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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人灵长类基因修饰模型构建技术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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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以 CRISPR-Cas9 为代表的新型基因编辑技术的出现及发展应用，科学家们在构建非人灵长类

基因修饰模型方面取得了很多重要进展。然而，首建动物嵌合、复杂基因修饰低效、传代周期长以及遗传

背景复杂等多方面因素极大地限制了非人灵长类基因修饰模型的开发和应用。现对目前非人灵长类基因编

辑模型构建的进展进行综述，并重点对基因编辑技术结合体细胞核移植、精原干细胞、胚胎干细胞及单倍

体干细胞等技术手段在非人灵长类基因修饰模型构建中的进展进行综述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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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 of technologies in generating gene-modified non-human prim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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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ecently developed gene-editing methods, such as CRISPR-Cas9, significant progresses have 
been achieved in the generation of gene-modified non-human primates (NHP).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for gene-modified NHP are still limited due to mosaicism in founder animals, low efficiency in complex 
gene modification, long sex mature time in passage and complicated genetic background. Here we first review the 
recent achievements in the generation of gene-modified NHP. Then, we focus the development and advantage of 
somatic cell nuclear transfer, spermatogonia stem cell, embryonic stem cell and haploid stem cell in the generation 
of gene-modified NHP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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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强，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非人灵长类 ( 苏州 ) 研究平台主

任，获中国科学院关键技术“百人计划”支持。孙强博士致力于非人灵长类基因

修饰动物模型的构建及技术研发。他领导的团队建立了高效的非人灵长类转基因

和基因敲除技术平台；首次利用体细胞核移植技术获得克隆猴；开发了食蟹猴精

巢异种移植技术，大大缩短了食蟹猴的性成熟周期。作为通讯作者或第一作者在 
Cell、Nature、PNAS、Nature Communication、Cell Research 等著名学术期刊发表

多篇研究论文。其作为通讯作者在 Nature 发表的具有自闭症表型的转基因食蟹

猴的工作被科技部评为“2016 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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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CRISPR-Cas9 等新型基因编辑技术在

多个学科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其中，该技术的

发展和应用对基因修饰动物模型构建领域的影响和

意义尤其显著。利用 CRISPR-Cas9 等技术构建大小

鼠等动物模型，可极大地缩短模型构建的实验周期

和成本费用 [1-2]。重要的是，利用此技术首次实现

了对非人灵长类进行精准的基因编辑，这使得构建

精确基因修饰非人灵长类动物模型成为了可能。

2014 年，来自昆明理工大学和中科院神经所为主的

两个团队分别通过受精卵注射靶向食蟹猴 Mecp2
基因的 TALEN 质粒和 mRNA，得到了 Mecp2 基因

突变食蟹猴 [3-4]。紧接着，昆明理工大学团队又使

用 CRISPR/Cas9 技术获得了携带多个基因突变的基

因编辑食蟹猴，之后又有多个基因编辑猴在中国

多家实验室成功获得 [5-8]。2016 年，日本科学家利

用 ZFN 和 TALEN 成功获得了 IL2RG 基因编辑绒

猴 [9]。2017 年，同样是来自于昆明理工大学和中科

院神经所为主的两个团队同时报道利用 CRISPR-
Cas9 技术获得了 OCT4-GFP 和 Actin-Cherry 的基因

敲入食蟹猴 [10-11]。

尽管如此，目前常用的受精卵胞质 RNA 注

射法构建非人灵长类基因修饰模型仍然存在很多

问题。首先，首建动物嵌合，这主要是指利用CRISPR- 
Cas9 等基因编辑技术构建动物模型时，获得的首代

动物个体不同组织器官可能含有野生基因型以及不

同突变基因型的现象 [2]。这使得首建动物很难用于

科学研究，而利用首建动物繁殖传代获得非嵌合的

F1 代动物又面临着非人灵长类性成熟时间长，繁殖

力低下等困难 [12]。其次，复杂基因修饰困难，主要

是指在受精卵水平，通过胞浆注射，利用 CRISPR- 
Cas9 等基因编辑技术使外源片段通过同源重组精确

插入到目的基因组，进而获得外源片段精确插入的

阳性动物的效率低下。最后，遗传背景复杂，是指

相对于生命科学研究中常用的大小鼠而言，非人灵

长类动物遗传背景个体差异性非常大，实验结果偏

差大。体细胞核移植、胚胎干细胞囊胚注射、单倍

体干细胞及生殖干细胞等技术在动物模型构建方面

有着其各自独特的优势。如果能将基因编辑技术与

以上技术结合起来并应用到非人灵长类动物模型的

构建，则可以一定程度上克服常规受精卵胞质 RNA
注射法构建非人灵长类动物模型所带来的多项限制。

1　胚胎干细胞囊胚注射

胚胎干细胞囊胚注射是最经典的基因敲除动物

模型构建方法。该方法主要包括打靶载体设计和构

建、胚胎干细胞同源重组和筛选鉴定、打靶胚胎干

细胞囊胚注射、胚胎移植及个体检测等一系列技术

环节。在靶向核酸酶技术出现之前，该法是最常用

的基因敲除小鼠模型构建方法。该方法虽然技术复

杂，周期长，成本也非常高，但该方法首次实现了

对哺乳动物基因组的精确修饰，对生命科学的发展

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该技术的三位主要发明人马

里奥 · 卡佩奇、马丁 · 埃文斯和奥利弗 · 史密西斯

共同分享了 2007 年的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

最早使用的胚胎干细胞遗传背景来源是 129 小

鼠，但是科学家们最常用的小鼠模型却是 B6 遗传

背景的，所以在获得 F0 代嵌合体动物模型后，往

往需要多次同 B6 小鼠交配来实现遗传背景 B6 化，

而且此技术最初只是在小鼠中获得了成功。2008年，

剑桥大学 Austin Sminth 及其同事应其龙首次提出利

用两种小分子化合物 (2I，PD0325901 和 CHIR99021)
来抑制 ERK1/ERK2 和 GSK3β 信号通路进而使小鼠

胚胎干细胞维持在 “ground state” 状态 [13]。利用该

方法，他们获得了来源于不同遗传背景的小鼠胚胎

干细胞，并证明了这些胚胎干细胞都可以用来获得

嵌合体。更重要的是，他们成功将此方法应用到大

鼠，建立了可以形成嵌合体和与生殖系整合的大鼠

胚胎干细胞，并用这些大鼠胚胎干细胞进行基因打

靶操作和囊胚注射后得到了基因修饰的大鼠 [14]。随

后，国内外多个实验室在 2I 基础上通过不断尝试

新的小分子化合物组合，探索将人和非人灵长类胚

胎干细胞从传统的 “primed state” 转向 “ground state”
的培养方法，并成功获得了具有类似大小鼠 “ground 
state” 性质的灵长类胚胎干细胞 [15-17]。2015 年，昆

明理工大学团队将培养的猴 “ground state” 的胚胎干

细胞注射到正常发育的猴桑葚胚，发现注射的胚胎

干细胞可以嵌合到胚胎中发育。将嵌合的胚胎移植

到受体猴中，获得了发育至 100 d 的嵌合体猴 [18]。

然而该文章未获得发育至 150 d 的存活嵌合体猴，

而且获得的嵌合体猴中注射入胚胎干细胞的嵌合比

例只有 1%~18%，说明利用胚胎干细胞囊胚注射获

得基因修饰猴的方法还有很多技术问题需要解决。

2　单倍体干细胞

单倍体胚胎干细胞，即只含有单套染色体，却

具有类似正常二倍体胚胎干细胞分裂分化能力的一

类细胞。2011 年，剑桥大学的 Anton Wutz 实验室

和奥地利科学院的 Josef M. Penninger 实验室分别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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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报道通过孤雌激活小鼠卵母细胞获得囊胚后建立

的小鼠孤雌胚胎干细胞系，证明了在定期利用流式

细胞分选的条件下，小鼠孤雌单倍体干细胞可以连

续传代，并可以用来正向和反向遗传筛选 [19-20]。

2012 年，来自国内的李劲松团队和周琪团队分别报

道了通过将精子注入去核的卵母细胞构建胚胎获得

囊胚后建立的小鼠孤雄胚胎干细胞系。令人兴奋的

是，他们发现小鼠孤雄胚胎干细胞系的印记基因有

类似精子的表达模式。进一步通过显微操作将体外

进行基因修饰的孤雄胚胎干细胞注入小鼠卵母细胞

构建的胚胎移植后能够获得携带转基因的存活的小

鼠模型 [21-22]，而且获得的动物模型也不存在嵌合现

象，F0 代即可用于科学研究。随后，李劲松团队通

过将孤雌或孤雄单倍体胚胎干细胞 H19-DMR 和

IG-DMR 两个印记相关基因敲除提升了用单倍体胚

胎干细胞构建小鼠的效率 [23]。2013 年，李劲松团队、

孙强团队和金颖团队合作，首次获得了食蟹猴的孤

雌单倍体胚胎干细胞系 [24]。2016 年，李劲松团队

以及 Egli 团队分别报道获得了人的孤雌单倍体胚胎

干细胞系 [25]。虽然已经建立了食蟹猴孤雌单倍体胚

胎干细胞系，但是孤雄来源的单倍体胚胎干细胞系

仍未成功报道。利用印记相关基因敲除孤雌单倍体

的方法获得动物在非人灵长类也还没有成功，故应

用单倍体胚胎干细胞系构建非人灵长类基因修饰动

物模型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3　生殖干细胞

生殖干细胞介导的转基因主要包括两种方法，

一种是通过睾丸输出管注射感染精原干细胞进行转

基因动物模型制备，此方法已经成功应用于大小鼠

模型构建工作上 [26-27]。另外一种方法是从精巢组织

中分离精原干细胞，并实现在体外长期培养和稳定

传代，然后对体外培养的精原干细胞进行基因修饰，

修饰后的精原干细胞注入受体动物精巢组织曲细精

管中，增殖分化成球形精子或成熟精子，再利用筛

选出的球形精子细胞注射卵母细胞，获得基因修饰

动物，或直接让注射精原干细胞的动物与雌性动物

交配获得基因修饰动物模型 [28]。2003 年，Takashi 
Shinohara 首先报道成功建立了可实现体外长期培养

的小鼠精原干细胞培养体系和方法，并且发现长期

培养的小鼠精原干细胞回移到精巢中仍具有分化成

精子的能力，这也成为了判断精原干细胞分化潜能

的金标准 [29]。2015 年，F. Kent Hamra 实验室利用

大鼠的精原干细胞进行基因修饰并回移修饰后的精

原干细胞到精巢，然后利用回移大鼠跟母鼠自然交

配获得了基因修饰的大鼠。但是文章中得到的大鼠

精原干细胞只能短期传代，并没有实现长期传代，

也就是说大鼠的精原干细胞培养条件还没有达到最

优 [30]。2016 年，昆明动物所郑萍团队报道了可长

期稳定传代的树鼩的精原干细胞，并将转染 GFP
的精原干细胞回移到树鼩精巢，通过交配获得了 5
只 GFP 阳性的转基因树鼩 [31]。在非人灵长类方面，

目前还没有报道分离获得可传代的精原干细胞 ，此

领域的最新进展就是证明了从恒河猴精巢分离获得

精原干细胞自体或异体回移后能够重新生成精子，

但是由于无法将获得的精原干细胞体外传代培养，

故无法高效地对精原干细胞进行基因修饰，这也限

制了利用精原干细胞介导的转基因来构建非人灵长

类动物模型的应用。如何在保持猴精原干细胞特性

的前提下实现对精原干细胞的稳定体外传代培养是

该领域的关键。

4　体细胞核移植

体细胞核移植，又称体细胞克隆，即将体细胞

注入去核的卵母细胞中，使体细胞在卵母细胞中重

编程并发育为新的胚胎，进而获得动物个体。体细

胞核移植技术可用来构建基因修饰动物模型，通过

体外对体细胞进行基因修饰，然后利用基因修饰的

体细胞开展体细胞核移植实验，所获得的克隆动物

即携带有特定的修饰基因 。体细胞核移植的特点是

技术要求高，效率低，所以此技术在最常见的小鼠

动物模型构建中并不常用。但是对于胚胎干细胞和

囊胚注射并未成功建立的物种，体细胞核移植可以

作为一种可选择的基因修饰动物模型构建方法。利

用此方法不仅可获得携带复杂修饰基因的动物模

型，而且还具有基因型一致性高和不存在嵌合现象

的优点，因此其 F0 代即可用于后续的研究，这对

繁殖周期长的物种尤为重要。即使已经有了靶向核

酸酶技术，但在基因修饰猪和牛等动物模型构建中

体细胞核移植技术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32-34]。

由于猴胚胎干细胞囊胚注射并未获得成功，且靶向

核酸酶在构建携带复杂基因修饰猴模型仍未成功，

利用猴体细胞核移植来实现携带复杂基因修饰 的猴

模型一直是科学家们期望建立的技术方法之一。早

在 1997 年，美国俄勒冈灵长类研究中心的科学家

就利用恒河猴早期胚胎卵裂球细胞作为核供体获得

了胚胎细胞克隆猴 [35]。2006 年，同样是来自这一

团队的科学家首先报道了恒河猴体细胞核移植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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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胚胎干细胞系 [36]。2011 年，该团队报道获得了

怀孕 80 天的体细胞核移植克隆猴，然而利用体细

胞核移植获得存活的非人灵长类动物个体此前一直 
没有成功 [37]。

2018 年 1 月 25 日，Cell 期刊在线发表了题为

“Cloning of Macaque Monkeys by Somatic Cell 
Nuclear Transfer” 的研究论文，该研究成果由中国

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

新中心非人灵长类苏州研究平台孙强团队完成 [38]。

在该研究中，作者通过优化猴体细胞核移植操作流

程，利用组蛋白去甲基化酶和去乙酰化酶抑制剂提

升体细胞克隆胚胎发育效率，进而将猴克隆胚胎移

植到代孕受体中继续发育，成功获得了两只健康存

活的食蟹猴“中中”和“华华”。此研究首次利用

体细胞核移植技术获得了健康的克隆猴，为非人灵

长类实验动物的基因编辑和模型构建提供了重要的

技术支持。如果在体细胞核移植之前，通过基因编

辑技术对体外培养的体细胞进行基因操作，然后通

过筛选得到含有目的基因修饰的细胞，并筛查排除

脱靶细胞。再利用核移植技术将筛选的阳性细胞作

为体细胞供体得到克隆动物，即可得到没有嵌合及

脱靶现象的动物模型，这样得到的首代动物不需要

传代至下一代即可用来进行科学研究。而且此方法

也可以通过体外筛选细胞来构建携带复杂基因修饰

的动物模型。此外，由于体细胞可以在体外大量培

养繁殖，利用相同遗传背景的同一株体细胞进行核

移植可以得到遗传背景完全一致的一群动物模型，

这样就避免了利用胞浆注射得到的基因编辑动物遗

传背景复杂的问题。

综上所述，基因编辑技术的出现给非人灵长类

基因修饰动物模型的构建提供了快速发展的条件，

以非人灵长类体细胞核移植为首的技术突破则进一

步解决了常规受精卵胞质注射技术在非人灵长类模

型构建方面的限制。可以预想到，以非人灵长类为

动物模型的生命医学和基础研究的时代正在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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