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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car Hertwig（1849-1922）

Hans Driesch（1876－1941）

1876年，发现受精是精子进入卵子的过程

1891年，发现了海胆胚胎的重构



2000年6月26日，六国联合宣布人类基因组草图完成

今天，我们正在学习上帝创造生命时使用的语言，并且正在以前

所未有的眼光审视着万物之灵的人类。我们将能够更加细致入微

地领略人类自身的复杂和美丽。在获得这深奥的新知识后，人类

将拥有全新庞大的治疗疾病的力量。

人类基因

模式生物基因

模式生物遗传操作

模式生物表型分析

基因功能

人类疾病

基因关联分析

建立临床诊断方法

推测基因功能

理解疾病机制

创新治疗方案



• 有利于回答和解决研究者关注的问题

• 繁殖容易，周期短，研究成本低

• 遗传背景清楚，有遗传操作的手段

• 表型分析容易



进行杂交的时候不会受到外来花粉的污染；

每一代杂交后代生殖力不能变。

1854 年和1855 年，孟德尔试过34 种不同的豌豆。



120英尺X20英尺（222平方米）
6-7ft 0.75-1.5ft

F1代通常更高





0.5 M KCl

受精

~ 1 000 000 EGGS/FEMALE



噬菌体（Bacteriophages）

大肠杆菌（Escherichia coli ）

酵母（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

盘基网柄菌（Dictyostelium discoideum）

四膜虫（Tetaohymena thermophila）

线虫（ Caenorhabditis elegans ）

果蝇（ Drosophila melanogaster ）

斑马鱼（Brachydanio rerio；zebrafish）

非洲爪蟾（Xenopus laevis）

小鼠（Mus musculus）

大鼠（Rattus rattus）

拟南芥（Arabidopsis thaliana）



由英国医生汉金（Ernest Hankin）1890年代初在印度恒河首先发现，并由英国科
学家Twort（1915）和法国科学家d’Hérelle（1917）证实。





Max Delbrück 

Salvador E. Luria 
Alfred Hershey 

Seymour Benzer Gunther Stent Franklin Stahl Renato Dulbecco 

1940年成立



赫尔希（Alfred Day Hershey 1908 –1997)，美国遗传学家
和细菌学家；蔡斯（Martha Cowles Chase 1927 – 2003)，
美国遗传学家
Hershey于1969年获得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同期获奖
的还有Max Delbrück和Salvador E. Luria 



• 属肠细菌家族，在自然界中广泛存在

• 适合实验室培养（可以液体培养和固体培养） ，安全，培

养条件简单，生长迅速，克隆方便，基因操作简便

• 是分子生物学，遗传学和生物化学研究中的重要模式生物

• 也用于人类感染性疾病和其他微生物研究的模式生物

• 1997完成测序，4.3M，4400 基因



Meselson-Stahl Experiment （1958） 

梅塞尔森
（Matthew 
Stanley Meselson， 
1930-），美国分
子生物学家

斯塔尔（Franklin 
William Stahl ，
1929-），美国分子
生物学家



DNA聚合酶(细菌中发现有5种, 复制主要由Pol III其余为修复;哺乳动物细胞也有

5种,合成由Pol I和Pol III共同完成)

科恩伯格（Arthur Kornberg ，1918 
– 2007），美国生化学家，获得
195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1961年5月第一个密码子UUU:苯丙氨酸被解码 

1968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

科拉纳（Har Gobind 
Khorana，1922 – 
2011），印度籍美
国生化学家。

尼伦伯格（Marshall 
Warren Nirenberg，
1927 –2010），美国生
化学家。



罗伯特·威廉·霍利
（Robert William Holley 
1922 – 1993），美国生
化学家，1964年测出ala 
tRNA的序列，获得1968
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

氨基酰tRNA合成酶



Jacob, Monod & Lwoff
1965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



托马斯·林达尔

（Tomas Lindahl）

因发现碱基切除
修复信号通路获

2015年诺贝尔化
学奖

保罗·莫德里奇

（Paul Modrich）

因发现错配修复

信号通路获2015
年诺贝尔化学奖

阿奇兹·桑贾尔

（Aziz Sancar）

因发现核苷酸切
除修复信号通路

获2015年诺贝尔
化学奖



乳腺癌                  BRCA1/2           DNA 重组修复

乳腺癌                  CHK2              损伤应答蛋白激酶

肺癌                    XPD、XRCC1/3等    DNA修复  

Bloom syndrome          BLM               DNA 解旋酶，DNA修复
肿瘤易感              
Werner syndrome         WRN               DNA解旋酶， DNA修复
早衰、肿瘤易感
Colon Cancer            MutS、MutL        碱基错配修复
结肠癌

肿瘤                突变基因       生物功能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

• 单细胞的真核生物，适合实验室培养（可以液体培养和固

体培养），安全，克隆方便，基因操作简单

• 可以以单倍体和双倍体生长，可有丝分裂，也可以减数分

裂，单倍体之间可以进行有性繁殖

• 是分子生物学，遗传学，生物化学，真核细胞周期调控，

信号转导等研究的重要模式生物

• 16条染色体，12M，约6000个蛋白编码基因，基因结构紧凑





• 利兰·哈特韦尔以酿酒酵母Saccharymyces cerevisiae为模

型，分离出了控制细胞周期基因发生突变的酵母细胞。

通过这种途径，他成功地鉴别了多种与控制 细胞周期有

关的特定基因，叫做CDC基因（cell-division-cycle gene 细

胞分裂周期基因）。其中CDC28是细胞进入G1阶段的

“启动器”。

• 保罗·纳斯用裂殖酵母  Schizzosaccharomyces pombe作为

模型发现了cdc2。该基因在控制细胞分裂（从G2阶段转

变到有丝分裂）起关键作用。

• 他们获得了2001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

     利兰·哈特韦尔                                                 保罗·纳斯



       考恩伯格利用酵母为模式生物，用晶体学方法研究了真核细胞基因转录的过程，向人们描

述了真核细胞如何实现不同的转录控制。 

罗杰.科恩伯格（Roger D. 
Kornberg，1947-），美
国分子及结构生物学家，
2006年获得诺贝尔奖。



大隅良典，1945年生，现任东京工业大学综合研究院
特聘教授。1974年日本东京大学博士毕业。1974到美
国洛克菲勒大学做了3年博士后工作，合作导师Gerald 
M. Edelman 。1977年回国任东京大学研究助理，1988
年任助理教授，1996年到基础生物研究所工作，任教
授。

主要科学成就
利用酿酒酵母，建立了自噬
研究的体系，克隆了自噬发
生过程中的关键基因，开辟
了自噬分子机制研究的领域。



噻苯咪唑



       The Nobel Prize in 
Physiology/ Medicine 1958

"for their discovery that genes act by 
regulating definite chemical events"  

比德尔（George Wells 
Beadle，1903－1989）
美国遗传学家

泰特姆（Edward 
Lawrie Tatum，1909
－1975）美国微生物
学家

红色面包霉   neurospora crassa



1936年比德尔到斯坦福大学开始

和泰塔姆合作用红色面包霉研究

生化途径的遗传控制。1941年他

们在PNAS杂志上发表著名论文：

《红色面包霉中生化反应的遗传

学控制》，标志生化遗传学的开

始。1945年比德尔正式提出一个

基因一个酶的假说。

精氨酸代谢途径基因的发现



噬热四膜虫作为模式生物中的重要工作

微管动力蛋白

端粒及端粒酶

核酶，RNA的自我剪接

组蛋白乙酰化酶

大核基因组：104Mb，编码 25000 蛋白基因

小核基因组：120Mb，5对染色体（表达沉默）

大核包含：~45 拷贝，~275 种染色体，外加
一个9000拷贝的回文染色体（编码rRNA）

属于纤毛虫门。在各种气候的淡水环
境下生长，容易饲养，生长迅速（2-3
小时一个代次）

细胞个体大（40-50微米）

细胞功能的复杂性和保守性适合在各
层次上作为研究人类细胞的模型

四膜虫 （tetrahymena thermophila）

口器

口器原基

https://tetrahymena.vet.cornell.edu/index.php

小核

纤毛列
大核



伊恩·R·吉本斯（IAN R GIBBONS，1931-2018） 
2017 Shao Prize of Life Science and Medicine.



驱动蛋白 肌球蛋白 动力蛋白



Barbara McClintock (June 16, 
1902 – September 2, 1992)

Elizabeth Helen 
Blackburn, (November 
26  1948)

Carol Widney  Greider 
(April 15, 1961) 

Jack William Szostak 
(November 9, 1952)

因为发现端粒和端粒酶而获得2009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





四膜虫的繁殖





细胞RNA的结构功能：核酶、rRNA、miRNA….

细胞骨架：微管、动力蛋白……

细胞内外物质运输：胞饮、胞吐、分泌；核
质之间的物质交流……

染色体相关研究：有丝分裂、减数分裂、染
色质修饰……

遗传、表观遗传、基因重排、基因表达调
控…….

细胞周期、细胞增值、繁育、凋亡、自噬……

……



Dictyostelium discoideum

• 原生生物界、变形虫门、黏菌纲、网柱细胞黏菌属

• 无致病性、易于实验室培养，遗传操作便利

• 生活史中兼有单细胞和多细胞的阶段，是细胞生物

学、发育生物学和进化生物学研究中有特色的模式

生物

• 含6条染色体，基因组36Mb，12646蛋白编码基因







• 成虫大小：1mm，实验室饲养简单，生命周期短，保种方便，大部分

为雌雄同体（雄虫占0.1-0.05%），N2是目前实验室常用的野生型品种

• 雌雄同体成虫由959个细胞构成，其中302个细胞为神经细胞；所有的

细胞谱系清楚，雌雄同体线虫发育过程中会产生1090个体细胞，但在

成虫前有131个细胞经历凋亡而消失。雄虫由1031个细胞构成

• 是研究发育（细胞命运决定）、神经系统的重要模式生物；遗传操作

手段成熟（转基因、RNAi、Crispr-cas9）；基因组：5对常染色体，1

对性染色体，97M，约20000个基因



Sydney Brenner（1927-2019）

“Thus we want a multicellular organism which has a short life cycle, can be easily cultivated, and is small 
enough to be handled in large numbers, like a micro-organism. It should have relatively few cells, so that 
exhaustive studies of lineage and patterns can be made, and should be amenable to genetic analysis.” -
-Excerpts from Proposal to the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1963

Pharynx Intestine (yellow)
Gonad (pink) Vulva

Rectum
Anus

Epidermis

head tail
anterior posterior

~1 mm



Baumeister R et al. 2006;190:191-202



Ovum Sperm Ovum Sperm

XX XO



Hermaphrodite (XX)

Males (X0)



John Sulston

P0 zygote 2 cell stage 4 cell stage 8 cell stage





罗伯特·霍维茨         悉尼·布雷内          约翰·苏尔斯顿

      线虫已逐渐成为分子生物学、发育生物学等领域耀眼的明星，成为诺
贝尔奖的“新宠”，40年来“小虫子”已“催生”出六位诺贝尔奖得主！

2002年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



               安德鲁·法尔                         克雷格·梅洛      

1998年法尔和梅洛以线虫为实验材料发现了RNA干扰机制，因而获得
了200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马丁·沙尔菲 
Martin Chalfie
美国科学家，因发现和研究
绿色荧光蛋白而获得2008
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Baumeister R et al. 2006;190:191-202

©2006 by BioScientifica





chico





• 双翅目，个体小，3mm，适合实验室饲养，生命周期短（2周），

繁殖力强（数百个卵）

• 具有成熟的遗传操作的方法，具备众多的突变品系，有特殊的染

色体结构（多线染色体）

• 有比较复杂的行为能力

• 是遗传学，发育生物学理想的模式生物

• 3对常染色体，1对性染色体（X，Y）；165M，14000基因



Charles William Woodworth (1865 
–1940)

托马斯·摩尔根（1866 ～ 1945），1933年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1910年5月，出现一只雄性白眼果蝇

1011        782 2459

F1代雌蝇交配出生的F2代，雄性白眼占比1/2，雌性都为红眼

F1





穆勒（Hermann j. Muller, 
1890-1967）,美国遗传学家。
1946年诺贝尔奖。



埃德华·刘易斯         克里斯蒂纳·福尔哈德         埃里克·威斯乔斯

    刘易斯、福尔哈德和威斯乔斯以果蝇为实验材料，通过喂食诱变剂的方法，获得了大量的果蝇突变体，

发现了上百个控制胚胎早期发育的基因，揭开了胚胎如何由一个细胞发育成完美的特化器官,如脑和

腿的遗传秘密，因而获得了199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一成就敲开了人类发育遗传秘密的大门，

将有助于解释人类先天性畸型的成因。 





琳达·巴克 理查德·阿克塞尔 

        阿克塞尔和巴克以果蝇为研究材料发现了一个由将近1000种不同基因组成的基因大家
族，并从分子层面到细胞组织层面清楚地阐明了嗅觉系统的作用机理，因而获得2004年诺
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因揭示了生物体保持日夜节律的分子机制

杰弗里.霍尔(Jeffrey C. Hall)，美国遗传学家，1945年出生于美国纽
约；1971年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获博士学位；1971年至1973年在
加州理工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1974年，他任教布兰迪斯大学，
已退休。

迈克尔·罗斯巴什（Michael Rosbash），美国遗传学家，1944年出
生于美国堪萨斯城；1970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博士学位；1971年
至1973年在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1974年以来，
在美国布兰迪斯大学任职。

迈克尔. 杨（Michael W. Young），美国遗传学家，1949年出生于
美国的迈阿密；1975年在奥斯丁的德克萨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1975至1977年在Palo Alto的斯坦福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1978年
后，在纽约的洛克菲勒大学任职。



Notch 突变导致翅膀残缺 在人类T细胞急性白血病中，Notch信号异常激活



George Streisinger
1927-1984

 辐鳍鱼纲、鲤形目、鲤科、短丹尼属，来源于印度恒河流域

 1970’s由美国遗传学家乔治 史崔辛格引进模式生物的科学殿堂

 个体小（4cm），淡水饲养，繁殖周期短（3个月）

 产仔频繁，量高，适合实验室养殖

 脊椎动物，胚胎发育周期短，胚胎透明

 遗传操作方法成熟（转基因、Morpholino）
 具有大量突变体，已证明在多方面可以模拟人类疾病

 25对染色体，168M，30000基因





        

Effector Cells
Macrophages √ √  
B cells √ √ 
T cells √ √ 
NK cells √ √ 
Neutrophils √ √ 

Effector Proteins
Antibody         Ig M, IgZ and IgD            IgM, IgD, IgA, IgE, IgG
MHC √ √ 
TCR √ √ 
Cytokines √ √  
Complement √ √  















Transgenic zebrafish allow analysis of endothelial cells in living embryos

fli1-egfp transgenic embryo at 2 dpf

Posterior Cardinal Vein
(PCV)





Leukemias developing in Cre-injected rag2-loxP-dsRED2-loxP-EGFP-mMyc transgenic fish are 
transplantable, express low levels of GFP fluorescence, and have typical lymphoblast morphology.

Langenau D M et al. PNAS 2005;102:6068-6073

©2005 by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丹尼尔（Daniel）

费城儿童医院给丹尼尔用了 trametinib之后的情况











human
Base Pairs 3,554,996,726
Coding genes 20,338
Non coding genes 22,521
Gene transcripts 200,310

mouse
Base Pairs 3,482,409,794
Coding genes 22,598
Non coding genes 15,074
Gene transcripts 131,195





脊椎动物门、哺乳动物纲、啮齿目、鼠科、鼷鼠属、小家鼠种

小家鼠（Mus musculus）的主要亚种：M. m. domesticus ； M. m. musculus；M. m. castaneus；M. m. molossinus

African Pygmy mouse

Lab mouse



现代实验小鼠溯源

Miss Abbie E.C. Lathrop at Granby, Massachusetts. Redrawn from the Springfield 
Sunday Republican, October 5, 1913. 



William Ernest Castle

Clarence Cook Little 

DBA/1J C57BL/6J

1902 William Ernest Castle 利用小鼠研究肿瘤

1905 W. Castle 和 Clarence Cook Little 报道第一个致死等位基因

1909 Clarence Cook Little 培育了第一个近交系小鼠：DBA

1916 C. Little和Ernest Tyzzer 发现肿瘤移植中的排斥规律

1921 C. Little 建立C57BL

1929 C. Little 建立Jackson Lab

1940 George D Snell 发现组织相容性抗原

1976-1981 转基因小鼠建立

1988-1989 基因剔除技术建立

1998 克隆鼠成功

2002 C57BL小鼠基因组测序完成



小鼠（mus musculus）基本生理学特性

• 成年小鼠的食料量：4～8克/天，饮水量4～7毫升/天，排粪量1.4～2.8克/天，排尿量1～3毫升/天 

• 实验室小鼠对环境的适应性差，不耐饥饿，不耐冷热，对于多种毒素和病原体具有易感性，反应极为灵敏，对致癌物质也很敏感，

自发性肿瘤多 

• 性成熟：雌性35～50日龄，雄性45～60日龄；体成熟：雌性为65～75日龄，雄性为70～80日龄。寿命：2 ～ 3年

• 性  周 期：4～5天；妊娠期：19～21天；哺乳期：20～22天；一次排卵10～23个（视品种而定）；每胎产仔数为8～15头；一年产

仔胎数6～10胎，属全年、多发情性动物，生育期一般为一年。

• 体温：37.5－38.8℃；心跳次数：480－738次/分钟；呼 吸  数：84－230次/分钟；收缩压113（95～125）mmHg；舒张压81（67～

90）mmHg；耗氧量：1530mm2/g活体重；红细胞：9.3（7.7－12.5）万个/立方毫米；白细胞：8.0（4.0-12.0）万个/立方毫米；血

红蛋白：14.8（10.0－19.0）克/100毫升血



小鼠品系分类（按微生物）

• 清洁级动物： 仅对于我国国情而定，微生物控制高于普通普通动物，种子来源于SPF动物（剖腹产），饲养于清洁级环境

下，排除规定的寄生虫、微生物（排除对动物危害大和对科学研究干扰大的病原体）

• SPF动物(Specific pathogen-free)：无特定病原体动物，没有特定的微生物、寄生虫。但未必没有特定以外的微生物和寄生

虫。屏障条件下进行饲养

• 无菌动物(Germ free)：没有能被检查出微生物、寄生虫的动物。妊娠末期，通过剖腹产、子宫切除手术，将无菌取胎的仔

鼠放在隔离器内无菌条件下进行饲养的动物

• 知菌动物(Gnotobiote)：或称悉生动物，具有已知微生物的动物。隔离器内无菌条件下进行饲养。 









动物品系分类（按遗传特性）

• 近交系：

• 定义：经连续20代（或以上）的全同胞兄妹交配（或者亲代与子代交配）培育而成，近交系数应大于99%，品系内所有个体都可追溯到起源于第

20代或以后代数的一对共同祖先

• 特点：遗传背景均一，实验结果比较准确，可以避免遗传组成不同或个体差异太大等所引起的误差；近交衰退，生活力弱，对生产环境要求高、

产仔少、营养要求高。  

• 远交系（封闭群）：

• 定义：在一定群体内，以非近亲交配方式育成的动物品系，连续15代不从外部引入新的动物种群

• 特点：遗传背景具有群体均一性，但个体各异，实验能够反映特定群体遗传背景下的情况；繁殖能力强、环境适应能力高。

• 杂交一代：

• 定义：两个不同近交系杂交所生的第一代动物称为杂交一代动物或F1代。

• 特点：个体间遗传均一 ，个体间遗传变异与近交系一样很小，其基因位点均为杂合型（近交系为纯合型），因此能取得一致的实验结果。表现双

亲的显性性状 ，具有杂种优势，如体质健壮、生长快、易于饲养管理、发育均匀、手术后恢复快等优点。   



C57BL/6J ，近交系。也叫 B6、B6J、
Black 6 或 C57 Black，由 Clarence Cook 
Little 博士通过将 57 号雌鼠与 52 号雄
鼠交配获得，毛色为黑色。

自发肿瘤较少，乳腺肿瘤自发率很低；对放射物耐受力中等；
补体活性高；抗听源性惊厥；骨密度较低；

随年龄增长会发生听力障碍；高脂饮食诱导后易有肥胖表型、
易发生 2 型糖尿病以及动脉粥样硬化；

有过度理毛行为，导致脱毛；偏好酒精和吗啡；咬合错位和
脑积水发生率较高。

C57BL/6J 是第一个完成基因组测序的品系。也是目前最常用
的基因工程小鼠模型、人类疾病小鼠模型、自发或诱导突变
品系的遗传背景，用于心血管生物学，发育生物学，糖尿病
和肥胖，遗传学，免疫学，神经生物学和感觉神经研究。



BALB/c，白色，近交系

BALB/c 小鼠被大家熟知主要是由于其在单克隆抗体与免
疫学研究中的贡献。

BALB/c 小鼠对实验性自身免疫性脑脊髓炎（EAE）和实
验性过敏性睾丸炎（EAO）具有抗性。对放射线极为敏
感。

乳腺癌发病率低，但随着年龄增长，患其他癌症（如肺
癌和肾癌）的几率大为增加。有一定数量的卵巢、肾上
腺和肺部肿瘤、白血病的发生。



FVB 小鼠，毛色白色，起源
于 Swiss 小鼠，近交系

FVB 小鼠受精卵中的原核突出显着且生产性能好、产仔数大，常
用于转基因显微注射。FVB 小鼠自发肿瘤率低，但化学诱导易发
鳞状细胞癌。



ICR， 远交系，由福克斯蔡斯癌症中心的Dr. T. S. Hauschka于1948建立，来源于
Swiss小鼠。繁育力强，生长快。在基因工程小鼠制备中常用作受体。也在药
物毒理研究和药物疗效研究中方法使用。 

Swiss mice： 远交系，由瑞士de Coulon博士建立，2只白化雄性小鼠和7只白化雌性小鼠杂交而成；
1926年，由美国Rockefeller研究所Clara Lynch引进，称为Swiss小鼠。

昆明小鼠（KM），远交系，我国使用量最大的小鼠。1944年由汤飞凡教授从印度Hoffkine研究所引进，原种是
Swiss小鼠，饲养在昆明中央防疫处，称之为昆明小鼠。解放后中央防疫处迁回北京天坛，更名为卫生部生物制品
研究所。1950年小鼠随之引到北京天坛（检定所现址），当时保种9对。1953年10月移至北京东郊，1954年扩种，
相继引到其他单位。



裸鼠，nude mouse。
Foxn1基因自发突变

1962年英国格拉斯哥医院Grist在非近交系的小鼠中偶然发现。1968年
佩蒂路易斯（Pantelouris）发现裸体小鼠没有胸腺，先天缺乏T细胞；
1969年丹麦Rygaard首先将人类结肠腺癌移植裸鼠成功，证明了裸鼠
可以被用于异种组织（包括人体肿瘤）的移植，从此成为肿瘤学研究
的重要模型。现在有多种近交系背景上的裸鼠供应。

SCID 小鼠，白色，有毛。1980年Bosma从福克斯蔡斯癌症中心饲养的C.B-17/lcr
小鼠（和Balb/c背景基本相同）中发现的自发突变（Prkdc），表现为T、B细胞
缺失，免疫缺陷。

Jackson Lab，将NOD/Lt与SCID小鼠杂交，降低了NK细胞的活性，成为NOD SCID 小鼠

Jackson Lab 在NOD SCID背景上敲除了IL-2R γc，成为NSG小鼠，是目前免疫缺陷最严重的小鼠。T、B和NK细胞
的活性几乎没有。



小鼠荷瘤模型



NSG小鼠用于人造血系统重建和PDX建模





机   制

基因型 表   型

反向遗传学

正向遗传学

环境因素

+
表观修饰

遗传修饰



转基因及基因定点修饰



基因工程小鼠制备技术

• 受精卵雄原核转基因小鼠技术

• 胚胎干细胞同源重组技术

• 人工核酸酶基因编辑技术



基因工程小鼠的类型

• 转基因小鼠（转基因随机插入）

• 组成型基因敲除小鼠

• 条件性基因敲除小鼠

• 基因定点突变小鼠

• 片段定点插入小鼠

• 染色体工程小鼠



转基因小鼠技术的发展历史
• 1974 Jaenisch and Mintz：将SV40病

毒DNA注射小鼠囊胚，得到整合有SV40
病毒的小鼠（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1974 

Apr;71(4):1250-4.）

• 1976 Jaenisch：将逆转录病毒用于小
鼠囊胚感染获得转基因小鼠，并能传代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1976 Apr;73(4):1260-4）

• 1980-81 Gordon et al., Brinster 
et al., Costantini et al.：DNA小
鼠受精卵原核注射建立了转基因小鼠的
方法（Science. 1981 Dec 11; 214(4526): 1244-6.   Cell. 1981 

Nov;27(1 Pt 2):223-31. Nature. 1981 Nov 5;294(5836):92-4.）

• 1982 Palmiter et al., 在小鼠中过
度表达大鼠生长激素基因，获得超级小
鼠 （Nature. 1982 Dec 6;300(5893):611-5.）



 (受精卵显微注射方法)

小鼠“基因手术室”

小鼠“病房”



转基因片段：agouti；胚胎：C57小鼠

方法1：agouti DNA受精卵雄原核注射

方法2：agouti+PiggyBac受精卵雄原核注射

结果：

方法1：出生37，转基因阳性7，灰毛0

方法2：出生47，转基因阳性9，灰毛7

piggyBAC介导的转基因小鼠方法



显微注射法构建随机插入转基因小鼠

用显微注射针将线性化的外源DNA片段直接注入小鼠受精卵的原核中，使外源基因整合到小鼠基因组中，从而

获得转基因小鼠。

优点：

过程较简单，周期短（3个月左右获得founder小鼠）

可进行大片段插入，如BAC转基因

缺点：

随机整合

整合位点随机造成基因组的重排、易位缺失

整合位点、多拷贝串联整合都会导致外源基因表达率低甚至不表达

外源基因插入可能破坏小鼠內源基因

获得founder小鼠（基因型鉴定为阳性）后需要建系来筛选外源基因高表达的line，并且至少需要2个表达的系，

相互印证表型才可以。





小鼠基因剔除技术的发展历史
• 1981Evans and Kaufman:（Nature. 1981 Jul 

9;292(5819):154-6，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1981 Dec;78(12):7634-8）建立
了ES细胞

• 1986－1987 Robertson et al ，
Hooper et al，Kuehn et al，：对ES
细胞进行遗传操作，并获得ES细胞来源
的小鼠个体（Nature. 1986 Oct 2-8;323(6087):445-8. Nature 1987 Mar 

19-25;326(6110):292-5， Nature. 1987 Mar 19-25;326(6110):295-8.）

• 1988 Thomas et al., Doetschman 
T.et al.在ES细胞中建立基于同源重组
的基因打靶技术(Cell. 1987 Nov 6;51(3):503-12.; Nature. 1987 

Dec 10-16;330(6148):576-8. ）

• 1989  Jaenisch et al: 建立b2-
microglobulin-deficient基因剔除小
鼠(Nature. 1989 Nov 23;342(6248):435-8.)

• 1994 Gu et al,  将Cre-LoxP系统用于
ES细胞的打靶，建立条件性基因剔除技
术（Science. 1994 . 265:103. ）

• 2011年Talen基因编辑用于小鼠构建

• 2012年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应用 

Sir Martin J. EvansMario R. Capecchi Oliver Smithies

Emmanuelle Charpentier Jennifer A. Doudna



胚胎干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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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B-C = Specific to MT when probed 
with the same prob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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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限制性核酸酶系统介导基因组编辑技术

NHEJ：非同源末端修复，一般获得KO小鼠、染色体工程小鼠

HR：同源修复，可以用来制备定点突变小鼠、条件性基因敲除小鼠、定点插入小鼠等。



• 常规基因打靶技术的局限性
• 所有细胞都改变

• 胚胎致死

• 功能代偿

• 功能冗余

• 重组酶系统在基因打靶中的应用
• Cre/loxP recombinase

• Dre/rox recombinase

• FLP/FRT recombinase



Cre-loxP 系统    
Cre – 来源 P1 噬菌体，重组酶，专一识别一个34bp序列：loxP位点。

 

Cre

Cre

Cre



目标基因全身敲除导致死亡

x



在目标基因两侧插入loxP位点 建立或选定一个表达Cre的小鼠

flox/flox



经过杂交育种，最后得到Cre;abcflox/flox小鼠

flox/flox flox/flox

Cre



Tamoxifen-inducible system



Uses a fusion protein combining activity of Cre and a mutant form 
of the ligand binding domain of the estrogen receptor (ERTM)

Cre-ERTM does not bind estrogen, but does bind 4-OH-tamoxifen

Hsp90

ERTM

Cre

cell

TM

Upon addition of tamoxifen, 
Cre-ERTM is released from 
Hsp90, allowing access to 
the nucleus and Cre-
mediated recombination

Tamoxifen-inducible system



flox/flox

Cre-ERTM

flox/flox

Cre-ERTM



四环素诱导的表达控制系统（Tet-on vs Tet-off）



国际小鼠资源网 http://www.findmice.org/



Tg(GFAP-cre)8Gtm 主要在星形胶质细胞中表达Cre；而 Tg(GFAP-cre)25Mes 除了在中枢神经系统中的星
形胶质细胞、少突神经胶质、室管膜以及一些神经元中表达 Cre，还在心内膜、肺血管内皮细胞、肝脏门静
脉周细胞、附睾管中有 Cre 表达。



随机转基因小鼠的命名

编号：指该实验室制备的转基因 founder 编号或系列编号

使用转座子系统来制备转基因小鼠命名时，在 Tg 后面加上 Tn，表示 transposable element。随后的括号内，
一般需要包括：所使用的转座子系统缩写，以及构建的载体结构，两者用“-”链接：
TgTn(transposon_class_abbreviation-vector)#Labcode。
例如：B6.Cg-TgTn(sb-lacZ,GFP)IF2Jtak/JtakRbrc，其中 sb 是 sleeping beauty的缩写。



基因定点修饰小鼠的命名

基因名用 Gene Symbol 表示

对于 ES 细胞途径获得品系，用 tm 表示 targeted mutation。
对于 CRISPR/Cas9 或 Talen 等核酸酶系统介导的基因修饰品系，用 em 
表示 endonuclease-mediated mutation。



基因敲除
用加、减号上标来表示 wildtype allele 与mutant allele：
KO 纯合子    Gene-/-     p53-/-

KO 杂合子    Gene+/-    P53+/-

野生型对照   Gene+/+ 或 WT (wildtype)   P53+/+

基因敲入
将敲入的元件写在上标里，例如：
Shh 基因 E177A 点突变杂合子：ShhE177A/+

如果 Shh 基因敲入报告基因或Cre重组酶基因，可以写成 ShhEGFP/+，或者也可以直接写成 Shh-EGFP、Shh-Cre。

转基因
一般直接写出表达的基因结构，例如：
Villin promoter 驱动 EGFP 报告基因的转基因小鼠就可以表示为 Vil-EGFP。

条件性基因敲除
将 flox 作为上标表示，比如：
CKO 纯合子   Geneflox/flox 或 Genef/f     P53f/f

CKO 杂合子   Geneflox/+ 或 Genef/+     P53f/+



如果CKO小鼠与组织特异性 Cre 小鼠交配，那么可以组合写成：Geneflox/flox；Cre。

如果文章中只用到一种组织特异性 Cre 工具鼠，也可以按 KO 的方式简写，即 Gene-/- 可以表示 flox 纯合子

且 Cre 阳性小鼠。

如果有多种不同的 Cre，那么就需要分别表示。例如：

Tlr5 flox 小鼠分别与小肠上皮细胞（IEC）特异性 Cre（Vil-Cre）、 DC细胞特异性 Cre（CD11c-Cre）交配的

子代中发生基因敲除的纯合子小鼠可以分别表示为 Tlr5flox/flox；Vil-Cre 和 Tlr5flox/flox；CD11c-Cre。如果觉得

这样写太麻烦，也可以这样表示： Tlr5ΔIEC和 Tlr5ΔDC 。



SmartEddi™   基因工程小鼠模型构建策略设计的好帮手

https://www.modelorg.com/gene-editing-proposal   



产仔数量=（实验实际需要数量X性别偏差X基因型偏差）/理论出生概率



体外受精（IVF, in vitro fertilization）

采用体外培养的方式，将激活后的精子与卵母细
胞进行体外受精并移植入假孕母鼠体内，获得子
代小鼠。只需要1-2只雄鼠，就可以获得足够数
量的子代。

“鼠”到用时方恨少，小鼠的快繁繁育



笼卡上信息的记录与填写对于小鼠的管理非常重要！不仅有利于自己对小鼠的管理与使用；当
你有时候需要小伙伴们帮忙处理小鼠时，他们也能轻松清楚地找到正确的小鼠，不会发生乌龙
事件。

所以要及时给小鼠编号上户口，更新笼卡信息，而且在换笼或实验操作时要注意笼卡不要挂错
或遗失，以免造成混乱。

饲养笼的笼卡上一般包括以下信息：

1. 品系名称

2. 亲代编号

3. 代次信息

4. 出生日期

5. 性别与数量

6. 个体编号

7. 个体基因型等

笼卡记录



除了笼卡以外，我们还要用表格把所有的小鼠情况汇总记录下来，可以包
括小鼠的编号、出生日期、代次、性别、基因型信息、亲代小鼠信息、交
配日期、目前状态、体重信息等等。



新生小鼠可根据前肢4趾，后肢5趾的切断位置来编号。
断趾时，应切断其1段指骨，不能只断指尖，以防伤口
痊愈后辨别不清。如果采用断趾法来给小鼠编号“上
户口”的话，为了最大程度降低小鼠的疼痛，必须在
小鼠出生后7天内进行编号。超过7天后，就需要先麻
醉再断趾编号。

断趾法

打耳洞和耳标

小鼠的编号





基因工程小鼠用于基因功能的研究



基因工程小鼠用于模拟人类的疾病

C57L/B6-Apcem4e（L850X）Sm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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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工程小鼠用于组织细胞的荧光标记





基因工程小鼠用于细胞谱系的遗传标记



基因工程人源化小鼠用于精准药物的评价



白喉毒素受体（Diphtheria toxin receptor，DTR）转基因小鼠

特定细胞的Knock-Out

DTR：simian or human heparin-binding epidermal growth factor–like 
growth factor(HB-EGF) precursor





发明人：Karl Deisseroth of Stanford University and the 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 and Ed Boyden of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光遗传学技术



化学遗传学技术
Designer receptors exclusively 
activated by designer drugs (DREAD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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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小鼠（WT） 杂合小鼠（Hete） 纯合小鼠（Homo）

带电的黑房子

哼！我是不会再上当的！

小鼠在受电击后，再次进入暗室
所需要的时间





亲本的来源对 Cre 在体内的表达谱的影响。EIIa-Cre与Rosa26-LSL-lacZ交配获得子代，lacZ染色结果：
(a-c) Cre 来自母本 ；(d-f) Cre 来自父本。（图片来自 Nat Commun. 2012;3:1218.）











 DH：deletion of insulin receptor (IR) and IR substrate (IRS)-1

遗传背景对表型的影响









Recombinant Inbred Model System

> 100 lines

C57Bl/6J and DBA/2J

BXD strains
 BXD set is characterized by 4–5 million 
segregating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SNPs), 500,000 
insertions and deletions (indels), and 
55,000 copy number variants (CNVs, 
1–100 kb).

~3800 SNP markers is used for 
quantitative trait loci (QTL) mapping

Sequence of C57Bl/6J and DBA/2J is 
available





CC lines 的繁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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