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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与展望
周琪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
《生物工程学报》第三、四届编委。主要

从事细胞重编程机制、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等研究与转化工作。国际首次获得体
细胞克隆大鼠、iPSC 小鼠、单倍体胚胎干细胞来源的转基因小鼠和大鼠，发现
并明确证实决定哺乳动物干细胞多能性的关键基因决定簇，建立了包括灵长类
动物在内的多种人类疾病动物模型，推动建立了国际干细胞临床标准和临床级
胚胎干细胞库等。成果曾入选美国《时代周刊》评选的 2009 年度医学十大突破，
本人及 3 项成果先后分别入选中国十大科技新闻人物/中国基础研究十大新闻/
两院院士评选的十大科技进展/中国科学十大进展；获得第三届 genOway 国际转
基因技术奖、2010 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2014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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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干细胞具有分化成为体内所有类型细胞的能力，因此，其在再生医学治疗、体外疾病模拟、药物筛

选等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干细胞技术在近些年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诱导多能性干细胞的出现
使干细胞领域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变革。我国干细胞研究在这场干细胞技术变革中取得了多项重大成果，逐渐成
为了世界干细胞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力量。本综述着重介绍近几年来，主要是诱导多能性干细胞技术出现之后，
我国在干细胞和再生医学领域取得的重要进展，主要涵盖诱导多能性干细胞、转分化、单倍体干细胞以及基因
修饰动物模型和基因治疗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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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in stem cells and regenerative medicine
Libin Wang, He Zhu, Jie Hao, and Qi Zhou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Reproductive Biology, Institute of Zo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Stem cells have the ability to differentiate into all types of cells in the body and therefore have great application
potential in regenerative medicine, in vitro disease modelling and drug screening. In recent years, stem cell technology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and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 technology revolutionizes the whole stem cell field. At the same time, stem cell
research in our country has also achieved great progress and becomes an indispensable power in the worldwide stem cell research
field. This review mainly focuses on the research progress in stem cells and regenerative medicine in our country since the advent
of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 technology, including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 transdifferentiation, haploid stem cells, and
new gene editing tools.
Keywords:

stem cells,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 transdifferentiation, haploid stem cells, CRISPR/Cas9

干细胞是一类具有自我更新和多向分化能

转录因子 Oct4、Sox2、Klf4 和 c-Myc 即可将体

力的细胞，包括从体内胚胎分离获得的胚胎干

细胞重编程为多能性干细胞，即诱导多能性干

细胞和体外诱导获得的多能性干细胞，以及成

细胞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 iPSCs)[1]。

体干细胞。干细胞是进行细胞多能性维持机理

诱导多能性干细胞有效地解决了胚胎干细胞

研究、体细胞重编程机制研究和疾病发病机制

(Embyonic stem cells, ESCs) 所面临的伦理争议

研究等基础研究的重要研究对象。同时，干细

和免疫排斥的问题，为干细胞研究打开了一扇

胞也作为遗传性疾病治疗药物筛选、体外器官

新的门。但是 iPSCs 出现以后一直无法像胚胎

构建的“种子”细胞，在疾病治疗和再生医学治疗

干细胞那样通过四倍体补偿得到发育的个体，

中具有重要价值。近些年，我国科学家在干细

因此 iPSCs 能否通过多能性的金标准，发育为

胞领域的很多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特别

体内所有类型的细胞成为领域内极具有挑战性

是在诱导多能性干细胞与重编程、转分化、单

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国科学家通过

倍体干细胞、成体干细胞与生物材料的结合、

建立新的诱导培养体系，成功通过四倍体补偿

基因修饰动物模型及基因治疗等方面尤其突

技术获得了 iPSC 小鼠及其后代 [2-3]。这项工作

出。我国科学家做出的这些有世界影响力的工

充分证明了 iPSCs 的发育全能性，为 iPSCs 的临

作极大地推进了国际干细胞的研究，也为我国

床和基础研究铺平了道路。但是，并不是所有

在干细胞研究中赢得了话语权，使我国向干细

的 iPSCs 都具有完全的发育潜能，只有一小部

胞研究强国迈进。

分可以通过四倍体补偿获得 iPSC 小鼠，那么不

1 诱导多能性干细胞
2006 年，山中伸弥研究组首先发现用 4 个

http://journals.im.ac.cn/cjbcn

同发育潜能的 iPSCs 是不是存在—些差异呢？
我国科学家通过在分子水平上比较不同发育潜
能的 iPSCs，在世界上首次发现发育能力较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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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SCs 的 Dlk1-Dio3 印记基因表达异常，而具有

机制，同时也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四倍体发育能力的细胞 Dlk1-Dio3 印记区的状

了这项技术，推进了这项技术尽快走向临床。

[4]

态是正常的 。这项工作第一次发现了区分不同
发育潜能的 iPSCs 的标志，对于我们研究人的
多能性干细胞的发育潜能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
价值，成为了国际干细胞领域普遍认可的一个
标准。iPSCs 的诱导效率低下一直是限制 iPSCs
应用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科学家发现维生素 C
可以显著提高 iPS 诱导效率，并通过一系列工作
揭示了它是如何通过修饰表观遗传状态来影响

2 转分化
在多能性转录因子的诱导下体细胞可以重
编程为多能性干细胞，而在某些组织特异性的
转录因子的作用下，一种类型的体细胞可以被
直接重编程成为另一种类型的体细胞或者成体
干细胞，这种技术被称为转分化。转分化可以
不经过多能性干细胞阶段而将一种相对丰富易

重编程 [5-7]。在我国科学家工作的基础上，有研

得的细胞转变成为一种相对缺少却具有重要功

究组发现维生素 C 的作用不只限于提高重编程

能的细胞，这样就减少了肿瘤发生的可能性，

的效率，对于重编程获得的 iPSCs 质量也有很

同时转分化的时间较短，对于急需细胞移植的

大的影响，添加维生素 C 可以有效地提高 iPSCs

病人来说可能是一种新的选择。转分化最早的

的发育能力，维持 iPSCs 印记的稳定 [8]，因此，

研究源于 2002 年，科学家利用 MyoD 将成纤维

维生素 C 对于重编程中的效率和质量都是极其

细胞转化成为成肌细胞 [11]。虽然转分化研究出

重要的。除了维生素 C 之外还有很多提高重编

现较早，但是在诱导多能性干细胞出现之前这

程效率的小分子相继被发现，很多小分子可以

项技术发展缓慢，在 iPSCs 出现之后，转分化

在一定程度上替代某些重编程的转录因子，用

研究才重新成为了大家关注的重点，各种类型

小分子来减少或者完全替代转录因子的使用不

的转分化研究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其中就有

但 可 以提高 iPSCs 的 安 全 性， 而且 对 于未 来

很多我国科学家的贡献。我国科学家首先建立

iPSCs 的标准化应用都是具有极大价值的。虽然

了神经干细胞转分化的技术体系，成功将中胚

很多小分子可以有效提高重编程效率并可以替

层的睾丸支持细胞转分化为神经干细胞，并且

代某些转录因子，但是直到 2013 年，我国科学

这种神经干细胞在体内和体外可以分化为多种

家才通过 7 个小分子的组合完全替代了转录因

类型的神经细胞 [12]，神经干细胞相对于神经元

子将小鼠的体细胞诱导成了多能性干细胞，并

来说具有增殖能力和多向分化潜能，因此在临

且形成的多能性干细胞具有较高的发育能力 [9]。

床应用中可能具有更重要的价值。我国科学家

同时，该研究组在重编程机制研究中发现分化

在世界上率先将小鼠的成纤维细胞诱导成为了

相关的转录因子可以替代多能性转录因子来诱

肝细胞，更加重要的是这种肝细胞移植到肝病

导体细胞重编程，并提出了成体细胞向多能性

小鼠体内之后可以挽救肝病小鼠的生命 [13]，这

干细胞转化的分子调控模型 [10]。我国科学家以

说明转分化获得的肝细胞在移植之后可以发挥

诱导多能性干细胞为工具发现了很多重编程的

正常肝细胞的部分或者全部功能，这为未来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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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的临床应用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同样是肝

有组织内都有间充质干细胞，并且取材时对机

细胞转分化，我国科学家在后续的研究中成功

体损伤小，研究人员已经从多个物种的多种组

通过转分化获得了肝前体细胞，以及人的肝样

织中分离得到 MSCs[19]；第三，MSCs 具有强大

细胞 [14-16] 。但是，转分化与诱导多能性干细胞

的自分泌和旁分泌功能，可以分泌大量生物活

一样，需要借助于外源的转录因子实现细胞的

性物质，在组织修复中起到营养支持和免疫调

命运转换，而外源基因的导入也给转分化获得

节作用 [20]。MSCs 具有的这些优势为其临床应用

细胞的安全性带来了潜在威胁，为了解决这一

奠定了基础。因此，对 MSCs 开展全面深入的

问题，我国科学家通过 3 个小分子化合物的组

基础研究和临床前的疾病动物模型研究十分必

合结合低氧条件成功将小鼠以及人的体细胞转

要。干细胞临床治疗是否会引起免疫排斥反应

，这就有效地提高了

是最为重要的问题，我国科学家对间充质干细

转分化获得细胞的安全性，为提高转分化研究

胞与免疫系统的相互作用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工

的安全性提供了重要参考。我国科学家在转分

作，阐明了间充质干细胞对免疫系统的调节机

化方面的贡献对于整个转分化领域的前进起到

制，为间充质干细胞的临床应用铺平了道

了不可替代的推进作用，为转分化的临床前研

路 [21-22]。在此之后，MSCs 在临床应用上已经取

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得了一些成绩，我国科学家已经开展利用间充

分化成为神经前体细胞

[17]

3 成体干细胞与生物材料

质干细胞治疗移植物抗宿主病 (GVHD)、再生
障碍性贫血 (AA)、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等

成体干细胞是指在已经分化的组织中存在

自身免疫疾病的研究 [23-24] 。除自身免疫疾病之

的具有自我更新和多能性的一类细胞，与胚胎

外，也有研究发现，MSCs 可以跨胚层分化，具

干细胞相比具有来源广泛、免疫排斥反应弱、

有向内胚层和外胚层分化的能力。我国科学家

致瘤风险低、伦理学争议较少等优势，给再生

利用间充质干细胞治疗上皮损伤、肺纤维化、

医学带来了巨大的希望。在细胞治疗领域，成

脑瘫、老年痴呆、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肝脏

体干细胞有着良好的应用前景，目前应用较成

疾 病 、 烧 伤 和 神 经 损 伤 等 疾 病 [25] (http://

熟的成体干细胞包括造血干细胞和间充质干细

clinicaltrials.gov/)。其中已经有一些 MSC 的临

胞 (Mesenchymal Stem Cells, MSCs) 等，由于

床实验在进行中，如用 MSCs 治疗Ⅰ型糖尿病

造血干细胞体外扩增的局限性，近年来 MSCs

已进入Ⅰ期、Ⅱ期临床试验 (www.ClinicalTrials.

在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中得到更多的关注。

gov (NCT00690066、NCT01068951))。

MSCs 存在于多种组织中，并且在组织的损伤修
[18]

单独的细胞移植存在组织内细胞活性降

。虽然 MSCs 没有胚胎干细

低、流失、扩散等问题，较难达到预期的治疗

胞分化潜能高，但 MSCs 具有其独特的优势。

效果。随着生物材料的发展，起初我国科学家

第一，MSCs 没有伦理因素的限制，可进行自体

用小分子 (如 bFGF、VEGF) 与生物材料结合在

或异体的移植；第二，MSCs 来源广泛，几乎所

动物疾病模型中，取得了很好的治疗效果 [26-27]，

复中起重要作用

http://journals.im.ac.cn/cj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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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人们开始将干细胞与生物材料相结合，我

各个胚层的组织 [32]。但是这些工作中建立的单

国科学家发现将间充质干细胞或小鼠胚胎干细

倍体干细胞都是孤雌单倍体干细胞，那么小鼠

胞与生物材料结合进行 3D 培养时干细胞的多

孤雄单倍体是否可以用类似的方式建立起来

能性优于 2D 环境中的细胞 [28-29]，之后我国科学

呢？我国科学家通过显微操作的方式移除了卵

家又尝试了许多干细胞与生物材料相结合的实

细胞的细胞核而将精子注射到卵细胞之后成功

验。例如，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研究所将

建系获得了孤雄来源的小鼠单倍体干细胞，并

MSCs 与胶原材料结合移植入脑损伤模型的大

且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些单倍体干细胞可以替代

鼠中，发现结合材料后细胞能更长久地在组织

精子而使卵细胞受精并发育成为到期存活的小

中发挥更好的修复作用

[30]

。但是，当细胞与材

鼠 [33-34] ，因此这些孤雄单倍体干细胞不光在遗

料结合时，细胞将面临一种新的环境，而材料

传筛选上有明显的优势，而且可以替代精子迅

本身的性质对细胞有着各种的影响，如 pH、导

速得到转基因动物。我国科学家在掌握了单倍

电性、压力和一些其他的刺激作用

[31]

。因此，

体建系和培养的技术之后，迅速将这项技术应

找寻一种与生理环境最接近、最安全的生物材

用到了其他物种上，相继建立了食蟹猴孤雌单

料，是目前生物材料界所共同努力的方向。总

倍体干细胞、大鼠孤雌和孤雄单倍体干细胞，

之，我国科学家在再生医学领域占据了举足轻

并且证明这些单倍体在进行遗传筛选方面确实

重的地位，推动了间充质干细胞在临床上的应

有巨大的优势 [35-36] ，这些工作大大拓展了单倍

用，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科学家定能更

体干细胞的应用范围，推动了这个领域的快速

加成熟地运用成体干细胞治疗各种疾病。

前进。单倍体干细胞作为一个新兴的领域还存

4 单倍体干细胞
单倍体细胞只有一套染色体，没有等位基
因的存在，因此它们在遗传筛选、基因功能研

在大量未被解决的问题，我国科学家肯定会在
这一领域中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5 基因修饰动物模型与基因治疗

究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单倍体在低等生物细菌

新的基因工具的开发对于基因功能的研究

和真菌中普遍存在，但是在哺乳动物中单倍体

以及疾病的再生医学治疗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意

只存在于雌雄配子中，而雌雄配子不能在体外

义。近些年，新发展起来的基因编辑技术包括

长期培养因而限制了它们在遗传筛选方面的应

锌 指 酶 、 TALENs 和 CRISPR/Cas ， 其 中

用。在小鼠胚胎干细胞成功建系之后，科学家

CRISPR/Cas 技术因其高效、设计简单、易于操

一直在尝试建立小鼠或者其他物种的单倍体干

作等优点已经开始替代其他的基因编辑工具，

细胞，但是一直没有取得成功。直到 2011 年，

成为现在基因操作的新宠儿 [37]。CRISPR/Cas 本

英国科学家通过持续流式分选的方式才获得了

身是一种防御系统，能够保护细菌和古生菌免

可以稳定传代的小鼠单倍体干细胞，并且这些

受病毒的侵害。将 CRISPR/Cas 应用于非细菌细

单倍体细胞具有多能性，体内体外可以分化为

胞中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 Cas 酶负责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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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 基 因 组 的 特 定 位 置 ， 另 一 个 是 导 向 RNA

可以很好地模拟这些疾病的发生过程 [44-46] ，使

(gRNA) 负责识别基因组中的特定位置。2013

科学家可以在体外观察到这些疾病发生的完整

年，科学家将这一系统应用于哺乳动物的基因

过程，这就为深入了解这些疾病的发病机制，

组中，成功实现了 CRISPR/Cas 在哺乳动物中的

开发相应的治疗性药物提供了很好的参考。这

应用 [38-39] 。我国科学家在世界上率先通过原核

方面的工作现在受到大家越来越多的关注，还

注射的 mRNA 到大鼠受精卵中，成功实现了大

有很多未知原因的复杂疾病可以通过疾病特异

[40]

。我国科学家还将这项技

的 iPSCs 去探究其病因和治疗方案，因此，利

术成功应用到了白内障小鼠的治疗，在受精卵

用疾病特异的 iPSCs 去研究疾病的机制会持续

的时候注射 CRISPR/Cas9 修复了小鼠白内障相

受到大家的关注。iPSCs 技术之所以受到如此关

关基因 Crygc 的突变，让小鼠成功获得了正常的

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家希望有一天可以利用

视力[41]。2014 年，我国科学家利用 CRISPR/Cas9

这项技术去治疗人类的疾病，iPSCs 可以作为一

技术获得了转基因猴子和猪模型的工作又发表

种种子细胞被应用到再生医学治疗。

鼠中的多基因敲除

[42-43]

，这是世界上首次利用

如今干细胞研究已经进入由基础实验研究

CRISPR/Cas9 技术获得的灵长类动物和大型经

向临床治疗转化的关键阶段。2011 年，美国食

济动物基因修饰的模型，在国际同行中引起较

品药品监督局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大轰动。CRISPR/Cas9 可以在细胞上实现高效

FDA) 批准了 Geron 公司利用少突胶质细胞治

的基因打靶，因此，未来结合 CRISPR/Cas9 来

疗急性脊髓损伤的 GRNOPC1Ⅰ期临床试验；

修复病人 iPSCs 再进行细胞的分化和移植必将

2012 年，加拿大卫生部 (Health Canada) 批准了

推动 iPSCs 的再生医学应用。

Osiris 生产的干细胞药物的上市销售；目前临床

在 Cell 等 刊 物

除了在以上这些方面如 DNA 去甲基化的机

研究已经表明 hESCs 分化来的 RPE 细胞能安

制研究，将成体干细胞与生物材料结合应用治

全有效地治疗 AMD 患者，并且 18 个移植患者

疗不孕症等等。总之，我国干细胞研究已经成

中有 13 个得到了视力改善 [47-48]，2013 年，日本

为国际干细胞研究中一股无可替代的力量，并

厚生劳动省的审查委员会批准了利用 iPSCs 开

且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展视网膜再生的临床研究。但是，目前美国国

6 未来展望

立 卫 生 研 究 院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 登记的细胞系绝大部分由于未严格满足

干细胞技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其在技术

临床要求而不能应用于临床 [49]。所以干细胞的

体系上不断出现突破和创新，特别是近些年诱

使用需要经过严格的检验流程，首先，任何干

导多能性干细胞技术的出现更为干细胞的基础

细胞研究的开展都需要获得伦理委员会的批

研究应用和临床疾病治疗插上了翅膀。来自于

准，干细胞需来源明确，应用于临床前的整个

多种遗传性疾病 (如早衰，镰刀形细胞贫血症和

培养过程中应在临床级别的条件下进行，并定

精神分裂症等) 的病人的 iPSCs 在体外分化后

期进行内毒素、支原体和人源和动物源性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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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等各项安全性检测，确保干细胞的高纯度、

义。目前国际干细胞研究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

无污染、无致瘤性，并通过国家相关部门的复

我国面临着空前的机遇，并且也已经取得了很

核后才能运用于临床试验。同时，由于需要修

多重要的成果。但是面对国际干细胞领域的激

复某些遗传性疾病的相关的基因变异，发展更

烈竞争，我国也面临着空前的挑战，需要加快

加安全高效的基因编辑方式也是急需的，大力

发展的步伐，使我国在这一领域获得更多的话

发展有关 iPSCs 安全性和有效性的研究必将对

语权，同时推动干细胞尽快进入临床。为了使

再生医学治疗产生积极的影响。

我国干细胞临床应用更具规范性和合理性，我

多能性干细胞治疗并不是再生医学治疗的

国政府部门也相继制定了干细胞管理制度 《干
(

唯一选择，很多重要的功能细胞已经通过转分

细胞临床试验研究管理办法》(试行)、《干细胞

化的方式获得，并且这些细胞在体内外都能够

临床试验研究基地管理办法》(试行)、《干细胞

发挥正常的功能，因此，利用转分化得到更多

制剂质量控制和临床前研究指导原则》(试行))

的功能性细胞也是再生医学治疗的一项重要选

征求意见稿。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具

择。同时体内转分化研究获得的细胞证明比体

体政策的出台，我国干细胞的临床应用会走上

外获得的细胞具有更好的功能，同时这种细胞

一个全新的时代，为广大人民的健康事业作出

也更容易和体内其他细胞建立联系

[50-52]

，但是

体内转分化面临效率低下，实验体系不完善，
并且体内定向导入基因比较困难等问题。因此，
如果可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转分化研究一定
会为很多急于进行细胞移植治疗的病人带来
福音。
但是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在干细胞
的基础研究方面依然很薄弱，而这一方面也恰
恰是现在国际干细胞领域中竞争最激烈的。像
重编程机制的深入探索，干细胞多能性维持网
络的完善以及干细胞多向分化能力的挖掘这些
方向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持续成为干细胞领域
的研究热点，如果我国能够对干细胞领域持续
加大投入，我国必然会在未来干细胞基础研究
方向上取得更大的突破。
综上所述，干细胞研究是当前国际生命科
学竞争的热点，对我国广大人民的再生医学治
疗和提升我国医药产业的竞争力都具有重要意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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