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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红梅和李磊研究组揭开灵长类动物胚胎原肠运动“神秘面纱”

　早期胚胎发育关乎生命本源，一直是生物学研究的热点和难点。哺乳动物胚胎在输卵管中经一系列卵裂

和分化形成囊胚。随后，囊胚迁移至子宫进行着床。着床前后，胚胎中部分细胞开始移动、重排和分化，启

动原肠运动（Gastrulation），形成内、中、外三个胚层，为胚胎体轴建立和器官发育奠定基础 。早期胚胎

发育和原肠运动发生异常往往导致妊娠失败和出生后器官缺陷等重大疾病。英国著名发育生物学家路易斯·沃

伯特曾说：“人一生最重要的时刻不是出生、结婚和死亡,而是原肠运动”。

　受限于伦理和研究技术等，灵长类动物胚胎原肠运动的研究非常有限。灵长类着床后胚胎发育对母体的

依赖程度仍不清楚。2019年10月31日，Science杂志以“Research article”形式在线发表的一项体外重现

非人灵长类动物胚胎原肠发生的工作，为研究灵长类动物早期胚胎发育过程建立了重要的研究基础。这项研

究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创新研究院王红梅课题组和李磊课题组与中国科

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郑萍课题组共同合作的研究工作：“In vitro culture of cynomolgus monkey

embryos beyond early gastrulation”。该研究中，作者借助该团队深耕多年建立的非人灵长类动物胚胎体

外培养系统，将食蟹猴囊胚体外培养至原肠运动出现，并进一步发育至受精后20天。本研究从形态学、标记

分子染色和单细胞转录组等多个角度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体外发育的食蟹猴胚胎高度重现体内胚胎发

育，包括原肠运动在内的多个重要事件；第一次提供了灵长类动物早期胚胎发育过程中羊膜细胞的基因表达

特征，并重新定义了多种灵长类动物早期胚胎细胞类型。

　原肠运动作为胚胎发育最重要事件之一，是一个古老而神秘的研究领域。早期的发育生物学家们对原肠

运动的阐述各不相同，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原肠运动才有了较为统一的定义，即“细胞经有序的迁移后

分化形成三个胚层”。模式动物的应用对于人类认识原肠运动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发育生物学家最

初以结构简单的低等无脊椎动物，如海绵、水母、海胆、线虫和果蝇等研究原肠运动，揭示了该过程中细胞

运动、细胞极化、细胞连接和细胞间通讯等基本细胞生物学事件 ；继而采用高等脊椎动物，如鱼类（斑马

鱼）、两栖类（非洲爪蟾）和哺乳类（小鼠）等为模型探索原肠运动，原肠运动发生机制的神秘面纱被逐渐

揭开 。然而，上述模式动物与人类存在很大差异，即使同为哺乳动物的啮齿类，其早期胚胎也与灵长类动物

存在显著不同，比如小鼠胚胎着床后上胚层形成杯状结构 ，而灵长类动物胚胎则形成双层胚盘状结构 。因

此，很难将小鼠有关原肠运动的研究结果直接推演到人类等灵长类动物。最近，科学家尝试将人类胚胎体外

培养至受精后14天，受到广泛关注 。本研究以与人遗传与进化较为接近的食蟹猴作为模式动物，避免了人

类胚胎培养14天的伦理限制，首次证明灵长类动物胚胎可以在没有母体支撑的情况下体外发育至原肠运动，

并重现了灵长类动物早期胚胎发育的几个关键事件。本研究对探索灵长类动物早期胚胎发育和原肠运动开辟

了崭新研究平台，为人类早期胚胎发育异常等重大疾病的临床药物研发和再生医学的发展提供了潜在的新工

具，为人类深入认识胚胎发育机制和体外孕育生命（非人）探索提供了重要数据。

　该研究由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创新研究

院合作完成。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和昆明动物所联合培养博士生马怀孝（现为昆明动物研究所助理研究

员）、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创新研究院博士生翟晶磊、助理研究员万海峰

和博士后蒋祥祥为该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创新研究

院王红梅研究员、李磊研究员和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郑萍研究员为该论文的共同通讯作者。这项工作

得到了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和国家基金委等项目的支持。相关工作于11月2

日召开“科研成果新闻发布会”，并在中央电视台 、新华网 、人民日报 、科学网 、光明日报 、健康

报 等媒体转载和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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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食蟹猴胚胎在体外培养至20天。(A) 体外培养第13-14天和第19天的食蟹猴胚胎分别用细胞谱系标记抗

体OCT4（绿色）和 GATA6（红色）进行染色。(B) 培养20天的胚胎用苏木精和伊红 （H&E）进行染色。收

集不同时期的胚胎进行单细胞测序，并解析不同细胞谱系的发育轨迹。

图2. 相关工作于11月2日召开“科研成果新闻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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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红章研究组发现阳茎极
度退化与内囊高度复杂化
是甲虫物种分化与形态进
化的特殊机制
交配繁殖是绝大多数有性繁殖动物
（不包括体外受精动物）能够长期
生存与繁衍的前提，而在这些动物
中 如果交配器官 阳茎退化或

2019-10-22

张知彬研究组发现鼠类可
通过种子雨同步性调控植
物间的合作与对抗
自然界，动物作为植物种子捕食者
或扩散者可导致植物间的似然竞争
（apparent competition）、似然
互惠（apparent mutualism）和似
然捕食（ t d ti ）

2019-09-04

张知彬研究组揭示人类活
动干扰和气候变化加剧导
致哺乳动物种群衰退及局
地灭绝
近现代以来，全球范围内的生物多
样性快速下降，物种灭绝速度明显
加快。人为干扰和气候变化被认为
是引起生物多样性下降的主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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