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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介绍

DNA        RNA        protein 

编码基因的遗传信息传递:

反义Morpholino介导的基因敲降技术（Wyatt et al., 2015） 基因敲除技术(Auer et al.,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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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介绍

CRISPR/Cas 系统
2020年诺贝尔化学奖

1987年，第一
次发现CRISPR

2002年，统一命
名为CRISPR-Cas

2005-2006年，证实
CRISPR中含有病毒序列

2007年，证明CRISPR-Cas
为细菌适应性免疫系统

2008-2010年，证明二型
CRISPR-Cas切割DNA

2011年，发现tracr RNA, cas9是
二型CRISPR-Cas所需唯一基因

2012年，CRISPR/Cas9
编辑技术诞生

国家水生生物种质资源库(NABRC)    

     国家斑马鱼资源中心(CZRC)

               www.zfish.cn



http://zfish.cn

    课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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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反义Morpholino技术

3、斑马鱼突变品系的常规鉴定方法

2、基因敲除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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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反义Morpholino技术

1.1 Morpholino介绍： 
① 人工合成的稳定的核酸类似物;
② 使用吗啉环替代核苷酸上的五碳糖环，较稳定；
③ 寡核苷酸单链，长度多为25个碱基；
④ 以标准碱基互补配对的方式与RNA互补结合。
⑤ 订购公司：http://www.gene-tools.com/。

Morpholino组装示意图(gene-tools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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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注射Morpholino的实验：敲低表达。
① 阻止翻译： 靶点位于mRNA的5’ UTR 或者靠近ATG的编码区；
② 阻止剪切： 靶点位于外显子与内含子的交界处，影响正常剪接。

Morpholino工作原理示意图
 (Eisen et al., 2008)

    1、反义Morpholino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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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注射Morpholino的局限：
① 脱靶效应；
② 维持时间较短；
③ 导致细胞凋亡。

1.4 Morpholino实验建议：
① 比较现有的突变体的表型；
② 搭配RNA 拯救实验；
③ 设计2条morpholino产生相同的表型；
④ 使用对照morpholino；
⑤ 共注射p53 的MO 来抑制细胞凋亡的副作用。

Guidelines for morpholino use in zebrafish
(Stainier et al., 2017)

    1、反义Morpholino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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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Morpholino基因敲降示例1

(Zhang et al., 2013)

    1、反义Morpholino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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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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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反义Morpholino技术

3、斑马鱼突变品系的常规鉴定方法

2、基因敲除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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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因敲除技术是人为地使靶基因的序列发生碱基对的增加、缺失或替换，引起的靶基
因结构的改变，以达到定点修饰改造特定基因的目的。基因敲除斑马鱼广泛应用于遗传
学、发育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医学、环境毒理学、水产育种学等研究领域。

  化学诱变、
插入突变 ZFN TALEN CRISPR/Cas9

    2、基因敲除技术

正向遗传学技术 基因组编辑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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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U诱变
反转录病毒介导的插入突变 转座子介导的插入突变

随机点突变体库 随机插入突变体库

突变体筛选：
表型分析 -> 基因定位
TILLING技术鉴定点突变

突变体筛选：
表型分析 -> 基因鉴定
结合高通量测序的突变基因定位

    2、基因敲除技术

正向遗传学技术：
① 突变位点随机；
② 获得大量早期发育突变品系；
③ 突变体筛选繁琐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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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FN和TALEN的工作示意图 （ Gao Y et al., 2017 ）

    2、基因敲除技术

ZFN工作原理
• ZFN=ZF+核酸内切酶Fok I；
• ZF: DNA 识别，3-4锌指蛋白组成，1

个锌指蛋白识别一个特异的三联体碱基；
• Fok I: 形成二聚体对DNA定向剪切。

TALEN工作原理
• TALEN=TALE+核酸内切酶Fok I；
• TALE: DNA 识别，一串TALE蛋白组

成，TALE蛋白识别特异碱基对；
• Fok I: 形成二聚体对DNA定向剪切。

2021-3-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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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SPR/Cas9技术原理示意图 (Rodolphe Barrangou et al., 2012)2021-3-11 13

CRISPR/Cas9基因敲除原理：
       利用细菌获得性免疫CRISPR-cas系统进行基因组序列操作，gRNA与cas9 （具有
HNH和RuvC两个具核酸内切酶活性区域）形成复合体后引导cas9对与gRNA互补的一
段基因组序列进行剪切，结合机体修复系统对基因组进行编辑。

    2、基因敲除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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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FNs TALENs CRISPR/Cas9

靶点DNA序列的识别区域 锌指（ZF）结构域
重复可变双残基（RVD）

的重复
CrRNA或gRNA

DNA的剪切 FokI核酸酶结构域 FokI核酸酶结构域 Cas9蛋白

典型核酸酶的构建
通过搜索各类ZF组合数据

库，拼接3-4个ZF结构

8-31个重复可变双残基的

拼接，四联体库
gRNA合成

识别靶位点的大小 （9或12bp）*2 （8-31bp）*2 20bp + “NGG”

最小模块识别碱基数量 3 1 1

优点
平台成熟、效率高于被动

同源重组

设计较ZFN简单、特异性

高

靶向精确、脱靶率低、细

胞毒性低、价廉方便

缺点
设计依赖上下游序列、脱

靶率高、具有细胞毒性

细胞毒性，模块组装过程

繁琐、

基因组编辑受限于PAM序

列、NHEJ随机毒性

    2、基因敲除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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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gRNA作用原理： 
① gRNA可以和Cas9蛋白相互结合;
② gRNA识别靶标DNA，并互补配对；
③ Cas9蛋白识别靶标DNA的PAM区：
       HNH负责切割与gRNA互补的DNA链；
       RuvC负责切割另一条DNA链。

2021-3-11 15
(Li-En Jao et al., 
2013) 

3nt away from PAM, blunt cleavage 

    2、基因敲除技术

CRISPR/Cas9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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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NA序列特异性评估
(Slaymaker IM et al., 2016)2021-3-11 16

2.2 gRNA靶点的选择： 
① PAM（proto-spacer adjacent motif） ： 

NGGNN（spCas9），对Cas9识别靶标至
关重要，严格遵守。

② 种子序列：靠近PAM区的12个碱基称为种
子序列，这个区域的碱基突变有可能导致
Cas9内切酶的酶切效率的大幅降低。

    2、基因敲除技术

单碱基替换，突变效率随着距
离PAM越来越近呈递减趋势

gRNA靶点的标准格式

CRISPR/Cas9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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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gRNA靶点选择的基本原则：
① 在该基因所在的基因组序列上选择靶点；

② 靶点应位于基因编码序列中：
Ø 靶点最好是位于翻译起始密码子ATG之后和基因编码序列全长2/3之前的区域进行选

择，不要选择5’-UTR和3’-UTR区域；
Ø 最好能破坏重要的功能域和/或所有的转录本等：

——如果该基因含有多个外显子，有可能在第一个起始密码子的下游还存在额外的具有相同
阅读框的起始密码子，故最好不要在第一个外显子上选择靶点，同时也要避免在最后一个外
显子上选择靶点；
——如果该基因具有多个转录本，最好在其共有外显子区域选择靶点；

Ø 靶点也可以在外显子和内含子的交界处选择，打靶破坏掉基因的剪接；
Ø 可在正义链或反义链上选择靶点；
Ø 避免选择含“TTTT”转录终止序列的靶点。

    2、基因敲除技术

CRISPR/Cas9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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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CRISPR/Cas9介导的基
因敲除技术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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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择靶位点：5’GG(N)18-
NGG3’
2、blast确定位点的唯一性

合成gRNA

合成
Cas9 mRNA

gRNA +cas9 mRNA 显微共注
射到1-2 cell stage embryos

测序检测，如有突变，培养为P0
代

P0代个体检测：与野生型侧交，收集胚胎
测序检测，阳性后代培养为F1代

F1代个体检测：剪尾鳍测序检测，克隆确
认突变序列。获取两个不同阅读框的移码
品系

稳定遗传

分子实验相关条件：PCR仪，
相关试剂盒及常规耗材

斑马鱼养殖相关条件：成熟
的活体养殖体系或简易养殖
体系均可

显微注射相关条件：拉针仪，
显微注射仪及常规耗材

    2、基因敲除技术

CRISPR/Cas9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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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lc45a2 基因： slc45a2基因参与色素形成过程，被认为是眼皮肤白化病4型
（OCA4）的致病基因。OCA4在日本白化病群体中占多数，病人表现为淡金色
或白色毛发和不同程度的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缺失。slc45a2基因不仅影响皮肤
黑色素的形成，还对色素瘤的抵抗能力有所影响(Dooley, Schwarz et al. 2013).

2.5 以显微注射实验课CRISPR/Cas9敲除样品为例：靶向slc45a2基因

http://www.zfish.cn/Products/ProductDetail.aspx?CZRCID=CZ144

    2、基因敲除技术

WT Scl45a2ihb64, CZ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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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lc45a2 基因整体评估： 

Ø 基因是否致死：5-10%基因突变会导致早期发育异常 （建议使用原始生殖细胞特异
表达的Cas9工具酶）

Ø 是否有重复基因/同源基因（~25% 斑马鱼基因）

    2、基因敲除技术

2.5 以显微注射实验课CRISPR/Cas9敲除样品为例：靶向slc45a2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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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基因功能域分析，打靶应尽可能破坏功能域

Ø下载基因组序列，并在目标序列上选择靶点；

212021-3-11

3. slc45a2 基因序列分析： Ensembl: http://www.ensembl.org/index.html 

1

2

    2、基因敲除技术

2.5 以显微注射实验课CRISPR/Cas9敲除样品为例：靶向slc45a2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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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lc45a2 基因gRNA靶点选择： 
    ZiFiT: http://zifit.partners.org/ZiFiT/CSquare9Nuclease.aspx 
   CRISPRscan: http://www.crisprscan.org/ 

靶点序列信息

    2、基因敲除技术

2.5 以显微注射实验课CRISPR/Cas9敲除样品为例：靶向slc45a2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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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aactggtgagctacaagtagagagaattttcagtcttgatgtttcttaaagttgtatactaaa
gtatttattaacattgagtggatttactgaactaagcatgacgttgtgtttttcacccgcagCCA
TAATATCAGACAGAAATTTAAAAAGGACATGGGCCATCGTGGTGGTGATGTTTGGAGTGGTTTTG
TTTGACTTTGCCGCAGACTTCATTGACGGACCCATTAAAGCCTATTTGTTTGATGTGTGTTCTCA
TCGGGATAAAGAGCGGGGTCTTCATTACCATGCTTTACTCACAGgtaagaactaataacgctcat
ttagcttggctttcttacagcagaaatgtacattggctgggtcagttggcgtttctgtgtgaagt
ttgcatgttctccccatgtttgcgtggacttccttgtggtgctccattttccgtttccgctatgt
ataac

Forward primer: CAAACTGGTGAGCTACAAGTAG
Reverse primer: GTTATACATAGCGGAAACGG

5. 靶点周围序列的扩增：
ü 靶点序列确认
ü 打靶效率检测及后续筛选

    2、基因敲除技术

2.5 以显微注射实验课CRISPR/Cas9敲除样品为例：靶向slc45a2基因

引物设计：在靶点周围设计引物，使其距离靶位点两侧都大于100 bp，并且PCR 
扩增产物最好不要超过1000bp，且为单一条带（primer premie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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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体外转录合成gRNA和Cas9 mRNA：
• gRNA合成：骨架质粒CZP3

gRNA引物对如下：
正向引物: 
T7 启动子序列+20bp左右的靶点序列
+20bp gRNA 骨架序列；
反向引物: ~20bp gRNA 骨架序列

    2、基因敲除技术

2.5 以显微注射实验课CRISPR/Cas9敲除样品为例：靶向slc45a2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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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体外转录合成gRNA和Cas9 mRNA：
• Cas9 mRNA合成质粒：CZP11

    2、基因敲除技术

2.5 以显微注射实验课CRISPR/Cas9敲除样品为例：靶向slc45a2基因

国家水生生物种质资源库(NABRC)    

     国家斑马鱼资源中心(CZRC)

               www.zfish.cn



http://zfish.cn

262021-3-11

7. 显微注射与P0代靶点效率检测：

slc45a2 gRNA/Cas9 mRNA共
注射胚胎表型统计  
35.8%C1+61.8%C2
P0代表型同预期一致

    2、基因敲除技术

2.5 以显微注射实验课CRISPR/Cas9敲除样品为例：靶向scl45a2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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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CZRC的突变品系资源和基因敲除技术服务：

272021-3-11 27

• http://www.zfish.cn/

    2、基因敲除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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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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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反义Morpholino技术

3、斑马鱼突变品系的常规鉴定方法

2、基因敲除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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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突变位点已知
• 适用：ENU诱变品系、TALEN突变品系和Cas9敲除品系等
• 方法：直接扩增突变位点周围序列，将PCR产物进行测序或进行TA克隆

第一步，确定突变位点信息，设计一对合适的引物
PCR product <1000bp，条带单一，亮度适中

2021-3-11 29

引物对退火温度摸索

    3、斑马鱼突变品系的常规鉴定方法

3.1 分子鉴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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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提取基因组DNA
材料：少量尾鳍组织 or 15-30枚侧交胚胎

准备工作：        
托盘（铺上封口膜）
手术刀（切尾鳍）   
尖头镊子（夹取尾鳍）
勺子（捞鱼用）       
小号鱼缸                 
麻醉剂                    
96孔板/EP管           
酒精棉球、酒精灯等

2021-3-11 30

    3、斑马鱼突变品系的常规鉴定方法

3.1 分子鉴定法

Ø 斑马鱼成鱼剪尾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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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鱼麻醉

3.单尾隔离饲养

4.收集
尾鳍组
织

2. 切尾鳍

    3、斑马鱼突变品系的常规鉴定方法

3.1 分子鉴定法

Ø 斑马鱼成鱼剪尾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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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PCR扩增并测序，测序结果分析
              克隆测序验证，以确定其基因型
突变类型：单碱基替换、碱基缺失、碱基插入、indel（同时包含碱基缺失和
插入）等，相应的峰图会有所差异。

Ø 单碱基替换
   单碱基替换的杂合子一般仅在碱基替换位点出现一个双峰，其他的序列峰图
不受影响。
   Wnt11tz216/+（GGA->TGA，CZ28）

    3、斑马鱼突变品系的常规鉴定方法

3.1 分子鉴定法野生型

CZ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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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碱基缺失或插入

   碱基缺失、碱基插入和indel这3种突变类型的杂合子都是在突变位点开始出现

双峰；

   测序时野生序列和突变序列以近似的概率被读取；

   野生序列和突变序列在突变位点存在碱基的错位，同时呈现在测序结果中形成双峰。

   Indel           lhx1aihb25/+（CGAG->GTT, CZ24）

   Deletions   socs1aihb33/+（C66碱基缺失, CZ94）

   Insertions  nlrc5ihb51/+ (AGTA碱基插入, CZ140)

    3、斑马鱼突变品系的常规鉴定方法

3.1 分子鉴定法

Insertions (+AGTA)

Indel（CGAG->GTT）

Deletions（-C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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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突变位点未知
适用：自然突变品系、ENU诱变品系和基因捕获品系等
这些品系一般是有特定表型的，可以根据表型特征进行鉴定。
casper（mitfaw2/w2; roya9/a9 ，CZ73）, mitfa(Q113X)

• 由于基因补偿效应等，斑马鱼中只有大约5-10%的基因突变会导致早期
发育异常 (Kettleborough, Busch-Nentwich et al. 2013)。

    3、斑马鱼突变品系的常规鉴定方法

3.2 表型分析法

(White et al., 2008)

mitfaw2/w2, Q113X

mpv17a9/a9,intr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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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基因表达水平的变化
mRNA表达水平：整体原位杂交
蛋白质表达水平：western blot（略）
kdrlihb123/+（AGTG碱基缺失，CZ265）

http://www.zfish.cn/Products/ProductDetail.aspx?CZRCID=CZ265

Kdrl+/+ kdrlihb123/+kdrlihb123/ihb123

    3、斑马鱼突变品系的常规鉴定方法

3.3 分子表型分析法

2021-3-11 35

国家水生生物种质资源库(NABRC)    

     国家斑马鱼资源中心(CZRC)

               www.zfish.cn



http://zfish.cn

（Thisse, C et al., 2008）

Ø 整体原位杂交原理
    使用地高辛标记的反义RNA探针与细胞
内的mRNA特异性结合, 利用免疫组织化学
的方法, 碱性磷酸酶结合的抗地高辛抗体与
杂交的核酸探针特异性结合, 然后用碱性磷
酸酶的底物进行显色。

    3、斑马鱼突变品系的常规鉴定方法

3.3 分子表型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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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ZRC整体原位杂交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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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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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U诱变技术

插入突变技术

基因组编辑技术

斑马鱼基因突变技术及鉴定方法

斑马鱼成鱼剪尾鳍
测序结果分析

分子鉴定

突
变

位
点

已
知

           ENU诱变品系

  TALEN突变品系

 Cas9敲除品系

表型分析

突
变
位
点
未
知

自然突变品系

ENU诱变品系

基因捕获品系

CRISPR/Cas9 技术

整体原位杂交

分子表型分析

所有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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