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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顯示 raw 為果蠅背部閉合所需，raw 籍由影響 Dpp 基因在胚胎背部的表現而執行其功能，

raw 突變果蠅胚胎背部成開口狀，由於 Dpp 為維持心臟發育基因 (tinman, tin) 在背部中胚層表現的

主要因子，因此我們認為 raw 可能也俱有心臟發育的功能，以免疫抗體染色方法，我們發現數種

心肌細胞，會因 raw 功能的缺失而消失，這些包括表現 enen-skipped (Eve) 、Odd-skipped (Odd) 及
seven-up (Svp) 圍心細胞。我們並且注意到形成這些細胞的先趨細胞在胚胎發育的過程中是存在

的，但這些細胞在胚胎發育的晚期則不復存在，顯見 raw 並不影響心肌先趨細胞的特化，而是與其

正常分化有關。此外先前研究顯示 raw 可限制 Dpp 表現於外胚層背部閉合的前導細胞，Dpp 會因

raw 功能的缺失而過度表現，由於 Dpp 是直接調控 tin 在中胚層表現的信息因子，我們的確也發現

tin 大量的表現在 raw 突變胚胎中。除 Dpp 外 wingless (Wg) 也與果蠅心臟發育有關，而當 raw 功

能缺失時 Wg 的表現也消失，我們推測 Wg 表現的消失與心肌細胞在胚胎發育晚期的不正常分化有

關，更多的研究將可証實我們的推論。 
 
關鍵詞：果蠅、心臟發育．心肌細胞、圍心細胞、tinman 基因、Dpp 基因、背部閉合 
 

緒  言 
 

果蠅為開放式循環系統，體內血淋巴球由一

位在體背的管狀構造(背管)推動循環，背管由 104
個可細分為數種不同類群及功能的心肌及圍心

細胞構成，心肌細胞位於背管內側俱收縮功能，

圍心細胞包覆心肌細胞，俱內分泌、過濾及支持

心肌細胞等功能，背管前端稱為主動脈不會收

縮，後端能進行規律跳動，與主動脈間有一辦膜

相隔，血淋巴球由背管後端 ostia 進入，經心肌細

胞壓縮，通過辦膜由主動脈前端開口而流入體腔

形成單向循環系統，由於背管的功能與哺乳動物

的心臟功能極為類似，因此背管也統偁為心臟 
(最近文獻回顧 Bier and Bodmer, 2004)。 

tinman 為心臟細胞的特化所需，Tin 缺失果

蠅胚胎內所有心臟相關的細胞在胚胎發育的過

程中無法特化(Azpiazu and Frasch, 1993; Bodmer, 
1993)，Tin 為一含 homeodomain 的轉錄因子，研

究發現其下游基因如 dmef-2, evenskipped，zfh-1, 
及Oddskipped受 tin直接調控而使特定的心臟細

胞分化 (Gajewski et al., 1997; Broihier et al., 

1998)。 Tin 最早在整個中胚層表現，而後其表

現侷限在背部中胚層，當心臟細胞形成後則表現

在心臟。研究發現 tin 在背部中胚層的表現由於

受到外胚層 decapentaplegic（dpp）的控制且維持

tin 表現在背部中胚層中。此外分泌蛋白Wingless 
（Wg）也從外胚層釋放到中胚層，這是心臟形

成主要的訊息(Park et al., 1998; Lockwood and 
Bodmer, 2002)。很多因子會將 Wg 轉換到其他組

織，像是轉錄調控子 Pangolin（Pan/dTCF/LEF-1）
也會使背部中胚層細胞特化成心臟細胞。

Sloppy-paired-1（slp-1）和 slp-2 是 Pan 在中胚

層的目標，slp 在背管形成中負責調控下游的

bap，抑制心臟先驅細胞走向內臟中胚層的命

運，slp 也會在外胚層維持 wg 的表現(Lee and 
Frasch, 2000)。pannier (pnr)在發育早期受到 dpp 
的活化，但是在 stage 10 後，pnr 變成 dpp 的上

游調控子(Herranz and Morata, 2001)。pnr 功能在

活化有關 dorsal closure 的表皮細胞內的 Dpp 
pathway，藉著活化 leading edge 細胞內的 dpp 來
影響胚胎 dorsal closure。Pnr 對於中胚層 tin 的
啟動和心臟原基的特化也是必要的，tin 和 p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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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同時存在才能誘導心臟特化出來(Lockwood 
and Bodmer, 2002)。在 pnr 突變果蠅胚胎中，Dpp 
濃度降低，心肌細胞變多了，但圍心細胞及其它

由中胚層發育而來的組織變少了(Klinedinst and 
Bodmer, 2003)。 

先前研究顯示 raw 限制 Dpp 表現於外胚層

背部閉合的前導細胞，Dpp 會因 raw 功能的缺失

而過度表現(Byars et al., 1999)，由於 Dpp 可直接

調控 tin 在中胚層的表現，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目

的之一即是確認 raw 是否為果蠅心臟發育所

需。研究發現心臟先趨細胞的特化並未受到 raw
突變而影響，但已特化的細胞則無法正常的分

化，造成晚期胚胎心臟相關細胞的缺失。研究也

証實 raw 突變果蠅 Wg 的表現大量的減少，而由

前述我們了解到 Wg 亦為心臟細胞發育所需，在

raw 突變果蠅胚胎心肌與圍心細胞的現不正常

分化或與 Wg 的缺失有關。 
 
材料與方法 

 
果蠅品系 

研究中所使用的 Drosophila 果蠅品系 raw1 

/CyO 為從 Bloomington Drosophila stock center 而
來；同型合子〈homozygous〉的突變胚胎，可藉

缺乏綠螢光〈GFP〉的表型與其他胚胎分開。所

有果蠅以葡萄糖酵母培養基培養，並置於 18 或

25 oC 的培養箱中。 
 
果蠅胚胎之抗體染色 

特定發育時期的果蠅胚胎以果汁洋菜膠收

集後，以 NaCl-Triton X-100 的溶液清洗胚胎，

50 % 漂白水處理 2 分鐘，再以 NaCl-TritonX 沖

洗胚胎三次洗去殘餘漂白水，將胚胎置入 20 mL
玻璃瓶中，依序加入 5 mL n-Heptane， 5 mL 的
PBS 含 4 % 的福馬林，固定胚胎 20 分鐘；除去

固定液加入等量的甲醇，劇烈搖動 30 秒以去除

卵膜，固定後的胚胎以 95%酒精洗 2~3 次後，保

存於室溫或進行抗體染色。進行抗體染色時胚胎

以 PBT 洗 2 次；於 2 % BSA 溶液中加入適當稀

釋濃度的專一性抗體( anti-Tin 1：800；anti-Eve 
1：1000；anti-Odd 1：500；anti-PC 1：10；
anti-Pericardin 1：2) 於 4。C 作用 8-12 小時，以

PBT 清洗 3 次，每次 20 分鐘；再加入 2 級抗體 (1: 
200)，室溫作用 90 分鐘；以 PBT 洗 3 次，使用

Peroxidase Substrate Kit (VECTORLABS ；

Cat#SK-4100) 顯色系統顯色，加入 70 % 甘油之

後置於玻片上，顯微鏡下觀察並照相紀錄結果。 
 
結果與討論 

 
raw 為果蠅心臟發育所需 

先前研究發現 raw 屬於背部開口基因，突變

果蠅胚胎會因 raw 功能的缺失而背部無法閉合，

這是因為當 raw功能缺失的時Dpp信號過量表現

在背部外胚層之故(Byars et al., 1999)，由於 Dpp
信息路徑直接影響背部中胚層 tinman 基因的表

現，而 tinman 基因為果蠅心臟發育所需

(Lockwood and Bodmer, 2002)，我們認為 raw 有

可能也參與果蠅心臟發育。以標定不同心臟細胞

的抗體對 raw 突變果蠅胚胎進行免疫染色，我們

觀察到各式的心臟細胞有缺失的現象，如抗

Odd-skipped 抗體很清楚的染到野生型果蠅胚胎

OPC 圍心細胞及 Apodeme 的組織 (圖一 A、C) 
(Ward and Coulter, 2000)，但在 raw 突變果蠅胚

胎中上述的組織及則明顯的減少或完全消失。心

肌細胞也有上述減少的情況，如 Svp 在野生型果

蠅胚胎中可標定部分 Svp 心肌細胞 (每個體節 2
個)(Gajewski et al., 2000)，這些細胞也在 raw 突

變果蠅胚胎中有缺失(圖一 E、F)。因此我們認為

raw 的功能的確與果蠅心臟細胞的發育所必需。 
 
raw 與心臟細胞的分化有關 

為了進一步了解 raw突變果蠅胚胎心臟細胞

的缺失，是否因 raw 影響心臟先趨細胞特化的結

果，我們觀察更早發育時期的胚胎。心臟先趨細

胞在發育時期第十一期即可在背部中胚層偵測

到 (圖二 A)，raw 突變果蠅胚胎與野生型果蠅胚

胎一樣有這些心臟先趨細胞，隨著胚胎發育的進

行這些先趨細胞會進一步的分化，並且移向背部

中線的位置，與對側心臟結合成為背管(心臟) (圖
二 A、C、E) ，raw 突變果蠅胚胎心臟先趨細胞

雖然在發育時期第十一期特化形成，但在發育晚

期無法正常分化而逐漸消失 (圖二 B、D、F) ，
因此 raw 與心臟細胞的特化無關而與分化有關。 

 
過量的 Dpp 產生過量的心臟細胞 

以抗體染色研究 raw 在果蠅心臟發育的功能

時，我們發現少數胚胎的心臟細胞會有過量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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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raw 突變果蠅胚胎心臟細胞缺陷的性狀: A) 、C) 和 
E). 野生型果蠅以抗 Odd-skipped 及 Svp 抗體標定 OPC 及

Svp 心肌細胞 (黑色箭頭) 及 Apodeme 組織 (空白箭頭)，
B) 、D) 和 F). OPC 及 Svp 圍心細胞  (黑色箭頭) 及 
Apodeme 組織在 raw 突變果蠅胚胎中均有缺失，A) B). 發
育第十四期的胚胎 (St. 14) ，C) - F) 發育第十六期的胚胎 
(St. 16) 。值得注意的是在發育晚期 raw 突變果蠅胚胎背部

無法正常閉合(白色三角形)。 
Figure 1. Heart phenotype of raw: A). and C). Odd-skipped 
antibodies labeled OPCs as well as apodemes which attached to 
the exoskeleton in the trunk of the animal along the dorsal 
/ventral axis; C). and D). OPCs and apodemes are both missing 
in raw mutant embryos at late stages; E). Two Svps per 
hemi-segment were visualized with Svp enchancer trap line; F). 
Svps are missing in the raw mutant embryos. Please note that 
the dorsal closure is abnormal in late raw mutant embryos 
(white triangle). 
 
的現象 (圖三 A、B) ，如前述 raw 正常的功能

仍是限制 Dpp 表現於外胚層背部閉合的前導細

胞，Dpp 會因 raw 功能的缺失而過度表現，由於

Dpp 是直接調控 tin 在中胚層表現的信息因子，

且 tin 又直接調控心臟細胞的發育，我們認為 raw
突變果蠅胚胎這些過量的心臟細胞是因為 Dpp
過量表現的結果，前人研究發現將過量 Dpp 表現

在中胚層，可導致心臟細胞過量表現(Yin and 
Frasch, 1998; Lockwood and Bodmer, 2002)，由於

Dpp 是分泌蛋白質，因此在外胚層過量表現的

Dpp，將可透過胚層導致過量心臟細胞的產生，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 raw 突變果蠅胚胎是否有過

量的心臟細胞，這些細胞在發育晚期都無法正常

分化 (圖三 C、D) 。 
 
raw 影響 Wg 在背部外胚層的表現 
在背部外胚層除了Dpp信息可影響中胚層心臟發

育外，Wg信息也被証實是心臟細胞發育所需，

我們懷疑raw突變果蠅胚胎內心臟細胞在胚胎發

育晚期無法正常分化可能與Wg信息受到干擾有

關，以抗Wg抗體分別對野生型及raw突變果蠅胚 

 
 
圖二、OPC 圍心細胞在野生型及 raw 突變果蠅胚胎不同發

育期間的性狀：A). C) 和 E). 野生型胚胎，B). D) 和 F). 和 
raw 突變果蠅胚胎， A). 和 B).11-12 期； C) 和 D). 14-15 
期； E). 和 F). 16-17 期， raw 突變果蠅 EPC 圍心細胞在

早期胚胎中特化形成（黑色箭頭），但無法正確分化而後消

失（白色箭頭）。 
Figure 2. OPC cells are visualized in wild type and raw mutant 
embryos at different stages, A). stages 11-12, C). stage 14-15; 
E). stages 16-17; the EPCs are missing in raw mutant 
background at late stages. D). stages 14-15; F). stages 16-17. 
B). Noticed that EPC precursors are formed initially in raw 
mutants at stages 11-12.  
 

 
 
圖三、raw 突變果蠅胚胎圍心細胞過量表現：圍心細胞以抗

EC10 抗體染色，A) 、C). 野生型胚胎 B). raw 突變果蠅胚

胎有過量的圍心細胞 (三角形) ，D). 但這些細胞在晚期消

失 (黑色箭頭). A)、B).  14 期，C)、D). 16 期， 
Figure 3. Pericardial cells were over specified in raw mutant 
embryos : Pericardial cells are visualized with anti- EC10 
antibodies in wild type embryos at A). stage 14; B). stage 16; 
Ectopic pericardial cell (triangle) are observed in raw mutant 
embryos at stage 14; C). wild type embryos at stage 16;  D). 
Pericardial cells are missing in raw mutant embryos at stage 16 
(arrow). 
 
胎進行抗體染色，Wg 在發育第十四期時在背部

外胚層條紋狀的表現型態，可在野生型的胚胎上

觀察到，然而在 raw 突變果蠅胚胎內 Wg 的表現

量明顯降低很多(圖四 A、B) ，而這或許是造成

raw 突變果蠅胚胎內心臟先趨細胞雖特化生成但

無法正常分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比較果蠅和脊椎動物心臟發的遺遺傳網

路，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許多控制心臟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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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Wg在背部外胚層的表現：A). 野生型胚胎；B). raw
突變果蠅胚胎，Wg在背部外胚層大量減少 (黑色箭頭). 
Figure 4. Expression of Wg at dorsal ectoderm: A). in 
wild-type; B). raw mutants. Noticed that expression of wg at 
dorsal ectoderm is greatly reduced in raw mutant embryo 
(arrow). 
 
形成和心肌細胞特化的分子和機制是平行的，果

蠅和脊椎動物的心臟發育基因具有相同的功

能，例如，影響脊椎動物心臟發育的 Nkx2-5 及

其相關基因，與影響果蠅心臟發育的 tinman 基
因，在序列上、心臟表現模式上以及功能上皆有

很高的保守性。實驗證明，將脊椎動物 Nkx2-5 和
GATA4 基因轉殖到有 tin 和 pnr 突變的果蠅身

上，可以使突變果蠅恢復為正常。因此，研究果

蠅心臟發育相有助於對脊椎動物心臟發育的瞭

解，進一步針對人類先天性心臟病作研究，以期

有天能藉由心臟病早期治療促進人類的健康

(Tanaka et al., 1999; Bier and Bodmer, 2004)。本研

究發現 raw 籍由影響心臟發育的兩個主要信息路

徑(Wg 及 Dpp) 來調控心臟細胞的分化，雖然我

們並不知道 raw 是否直接影響 Wg 及 Dpp 及其作

用所分子機制，本研究確實証明 raw 為果蠅心臟

發育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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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vi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raw functions in dorsal closure by restricting the expression of 

Dpp in dorsal ectoderm. In the raw mutant embryos the dorsal ectoderm was not closed. Since Dpp 
also functions in heart development by maintaining the cardiogenic gene, tinman (tin) in the 
underlying dorsal mesoderm, we believed that raw may play a role in heart development of insect. In 
this study we have found that raw is indeed required for proper differentiation of various cardial cell 
types, including even-skipped pericardial cells (EPCs), Odd positive pericardial cells, cardial cells, 
which are missing in raw mutant embryos. The precursor cells are formed initially, but missing during 
late embryogenesis, suggesting raw is not required for specification of these cardial cells but, is 
required for the survival of cardial cell types. As described above raw limit the expression of Dpp in 
leading edge of the embryos, loss-of-function of raw results in the ectopic expression of Dpp in dorsal 
ectoderm. Together with the fact that Dpp directly regulates the expression of tin in mesoderm. We 
expect that tin may ectopic express in mesoderm. Indeed we have observed that tin is ectopically 
expressed in raw mutant embryos. In addition, we have found that Wg signaling, which is also 
essential for cardiogenesis of Drosophila, is missing in raw mutant background. We have hypothesized 
that loss of Wg signaling may count for the loss of various cardial cell types in raw mutants. More 
studies are in progress to investigate the pos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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