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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世纪70年代,新兴技术基因工程的诞生标志着人类开启了深入认识生命本

质并能动改造生命的新时期。作为一项操作生物遗传信息的现代生物技术,基因工

程以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和分子遗传学的基本理论体系作为指导,在基因的分

离克隆、基因表达调控机制的诠释、基因编码产物的产业化、生物遗传性状的改良乃

至基因治疗等方面日益显示出极高的实用价值。基因工程正以其迅猛发展和层出

不穷的成果驱动着人类社会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革。

本书从基因表达调控的基本原理和基因工程的支撑技术入手,在介绍基因工程

基本条件的前提下,将DNA重组技术流程分为切、接、转、增、检五大单元操作;在简

要阐述目的基因分离克隆战略的基础上,分别以大肠杆菌和酵母两个典型的基因工

程受体系统为主线,结合具体的产业化案例,逐一论述基因工程应用的设计思想。

编者在已编著的《基因工程概论》和《基因工程》的基础上,结合不断充实的教学

讲义和经验体会,另外参考了 MolecularBiology(FifthEdition,RobertF.Weaver
著,2011年),MolecularBiologyoftheGene(SeventhEdition,JamesD.Watson等

著,2013年)等书籍,对相关内容进行了删减、修订与增补,因而更适合供高等院校生

物工程、生物技术、食品工程等专业的本科生学习“基因工程”课程时作为教材,也可

供从事生物工程技术研究和开发的人员参考。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张玉琛和林岩威帮助收集了部分资料,夏慧和侯兵兵帮助

校对书稿,编者在此对他们的辛勤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

真诚欢迎专家及其他读者朋友们对本书提出宝贵意见。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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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概  述

分子生物学从1953年诞生以来,建立了以DNA复制、转录和遗传密码翻译为内容的中

心法则,开创了分子遗传学基本理论建立和发展的黄金时代。分子生物学理论和技术发展的

积累使得基因工程技术的出现成为必然。20世纪70年代,基因工程技术的问世成为分子生

物学发展的新里程碑,标志着人类深入认识生命本质并能动改造生命的新时期开始。基因工

程对生物、医药和农业等领域都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它正驱动着人类生活方式发生重大

变革。

1.1 基因工程的基本概念

1.基因工程的基本定义

基因工程(geneticengineering)原称遗传工程。从狭义上讲,基因工程是指将一种或多种

生物体(供体)的基因与载体在体外进行拼接重组,然后转入另一种生物体(受体)内,使之按

照人们的意愿遗传并表达出新的性状。因此,供体、受体、载体称为基因工程的三大要素,其
中相对于受体而言,来自供体的基因属于外源基因。除了RNA病毒外,几乎所有生物的基因

都存在于DNA结构中,而用于外源基因重组拼接的载体也都是DNA分子,因此基因工程亦

称为重组DNA技术(DNArecombination)。另外,DNA重组分子大都需要在受体细胞中复

制扩增,故还可将基因工程表征为分子克隆技术(molecularcloning)。
广义的基因工程定义为DNA重组技术的产业化设计与应用,包括上游技术和下游技术

两大组成部分。上游技术指的是外源基因重组、克隆、表达的设计与构建(即狭义的基因工

程);而下游技术则涉及含有重组外源基因的生物细胞(基因工程菌或细胞)的大规模培养以

及外源基因表达产物的分离纯化过程。因此,广义的基因工程概念更倾向于工程学的范畴。
值得注意的是,广义的基因工程是一个高度统一的整体。上游DNA重组的设计必须以简化

下游操作工艺和装备为指导,而下游过程则是上游基因重组蓝图的体现与保证,这是基因工

程产业化的基本原则。

2.基因工程的基本过程

依据定义,基因工程的整个过程由工程菌(细胞)的设计构建和基因产物的生产两大部分



组成(图1 1)。前者主要在实验室里进行,其基本单元操作过程如下:
(1)从供体细胞中分离出基因组DNA,用限制性核酸内切酶分别将外源DNA(包括外源

基因或目的基因)和载体分子切开(简称“切”);
(2)用DNA连接酶将含有外源基因的DNA片段接到载体分子上,构成DNA重组分子

(简称“接”);
(3)借助于细胞转化手段将DNA重组分子导入受体细胞中(简称“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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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 基因工程基本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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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短时间培养转化细胞,以扩增DNA重组分子或使其整合到受体细胞的基因组中(简
称“增”);

(5)筛选和鉴定经转化处理的细胞,获得外源基因高效稳定表达的基因工程菌或细胞

(简称“检”)。
由此可见,基因工程的上游操作过程可简化为:切、接、转、增、检。

3.基因工程的基本原理

作为现代生物工程的关键技术,基因工程的主体战略思想是外源基因的稳定高效表达。
为达到此目的,可从以下四个方面考虑:

(1)利用载体DNA在受体细胞中独立于染色体DNA而自主复制的特性,将外源基因与

载体分子重组,通过载体分子的扩增提高外源基因在受体细胞中的剂量(或拷贝数),借此提

高其宏观表达水平。这里涉及DNA分子高拷贝复制以及稳定遗传的分子遗传学原理。
(2)筛选、修饰、重组启动子、增强子、操作子、终止子等基因的转录调控元件,并将这些

元件与外源基因精确拼接,通过强化外源基因的转录而提高其表达水平。
(3)选择、修饰、重组核糖体结合位点及密码子等 mRNA的翻译调控元件,强化受体细

胞中目标蛋白质的生物合成过程。
上述(2)和(3)两点均涉及基因表达调控的分子生物学原理。
(4)基因工程菌(细胞)是现代生物工程中的微型生物反应器,在强化并维持其最佳生产

效能的基础上,从工程菌(细胞)大规模培养的工程和工艺角度切入,合理控制微型生物反应

器的增殖速度和最终数量,也是提高外源基因表达产物产量的重要环节,这里涉及的是生物

化学工程学的基本理论体系。
因此,分子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工程学是基因工程原理的三大基石。

4.基因工程的基本体系

生物工程的学科体系建立在微生物学、遗传学、生物化学和化学工程学的基本原理与技

术之上,但其最古老的产业化应用可追溯到公元前40世纪至公元前30世纪期间的酿酒技

术。20世纪40年代,抗生素制造业的出现被认为是微生物发酵技术成熟的标志,同时也孕育

了传统生物工程的诞生。30年之后,以分子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为理论基础的基因工程技术

则将生物工程引至现代生物技术的高级发展阶段。
生物工程与化学工程同属化学产品生产技术,但两者在基本原理、生产组织形式以及产

品结构等方面均有本质的区别。在化学工业中,产品形成或化学反应发生的基本场所是各种

类型的物理反应器,在那里反应物直接转变成产物;而在生物工程产业中,生化反应往往发生

在生物细胞内,作为反应物的底物按照预先编制好的生化反应程序,在催化剂酶的作用下形

成最终产物。在此过程中,反应的速度和进程不仅仅依赖于底物和产物的浓度,而且更重要

的是受到酶含量的控制,后者的变化又与细胞所处的环境条件和基因的表达状态直接相关

联。虽然在一个典型的生物工程生产模式中,同样需要使用被称为细菌发酵罐或细胞培养器

的物理容器,但它们仅仅用于细胞的培养和维持,真正意义上的生物反应器却是细胞本身。
因此,就生产方式而言,生物工程与化学工程的显著区别在于:①生物工程通常需要两种性质

完全不同的反应器,细胞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微型生物反应器(microbioreactor);②在一般生

产过程中,微型反应器(细胞)的数量与质量随物理反应器内的环境条件变化而变化,因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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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反应器水平上施加的工艺和工程控制参数种类更多、控制程度更精细;③每个微型反应

器(细胞)内的生物催化剂的数量和质量也会增殖或跌宕,而且这种变化受制于更为复杂的机

理,如酶编码基因的表达调控程序、蛋白质的加工成熟程序、酶的活性结构转换程序、蛋白质

的降解程序等;④如果考虑产品的结构,生物工程则不仅能生产具有生理活性和非活性分子,
而且还能培育和制造生物活体组织或器官。

上述分析表明,现代生物工程的基本内涵(图1 2)包括:用于维持和控制细胞微型反应

器(即生产菌或生产细胞)数量和质量的发酵工程(细菌培养)和细胞工程(动植物细胞培养)、
用于产物分离纯化的分离工程、用于实施细胞外生化反应的酶工程、用于生产生物活体组织

的组织工程,以及用于构建高品质细胞微型反应器的基因工程。值得注意的是,根据酶工程

原理和技术组织的产物生产方式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与细胞微型反应器无关,但从生物催化剂

概念拓展和酶制剂来源的角度上考察,这种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细胞微型反应器

的使用,因为目前工业上使用的大部分酶制剂实际上是发酵工程的中间产品,而且酶工程产

业中相当比例的生物催化剂形式是微生物细胞,后者也同样来自发酵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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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 现代生物工程基本内涵

菌种诱变筛选程序和细胞工程中的细胞融合技术分别是微生物和动植物微型反应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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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改良的传统手段,而DNA重组技术则是定向创建所有类型细胞微型反应器(即工程菌或工

程细胞)强有力的现代化工具。其中,第一代基因工程是将单一外源基因导入受体细胞,使之

高效表达外源基因编码的蛋白质或多肽,它们基本上以天然的序列结构存在;第二代基因工

程(即蛋白质工程)通过基因水平上的操作修饰改变蛋白多肽的序列结构,产生生物功能更为

优良的非天然蛋白变体(mutein);而作为第三代基因工程的途径工程则在基因水平上局部设

计细胞内固有的代谢途径和信号转导途径,以赋予细胞更为优越甚至崭新的产物生产品质;
被誉为第四代基因工程的基因组工程是一项强大的技术,利用它可以特异性地对内源性染色

体DNA进行改造,用于破坏或失活一个基因,修复不利突变,或增加微生物种群的多样性。

1.2 基因工程的发展历史

从基本流程来看,基因工程的操作并不复杂,但其中涉及许多关键性技术,如DNA分子

的切割与连接、DNA切接反应的检测以及重组DNA分子导入受体细胞的程序等。有趣的

是,这三项基本技术几乎同时于20世纪70年代初发展起来,并迅速导致了第一个DNA体外

重组实验的诞生。

1.基因工程的诞生

1972年,美国学者Berg和Jackson等将猿猴病毒SV40基因组DNA、大肠杆菌λ噬菌体

基因以及大肠杆菌半乳糖操纵子在体外重组获得成功。翌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Cohen和

Boyer等在体外构建出含有四环素和链霉素两个抗性基因的重组质粒分子,将其导入大肠杆

菌后,该重组质粒得以稳定复制,并赋予受体细胞相应的抗生素抗性,由此宣告了基因工程的

诞生。正如Cohen在评价其实验结果时指出的那样,基因工程技术完全有可能使大肠杆菌具

备其他生物种类所固有的特殊生物代谢途径与功能,如光合反应和抗生素合成等。
出人意料的是,当时科学界对这项新技术诞生的第一个反应竟是应当禁止有关实验的继

续开展,其严厉程度远大于今天人们对人体克隆的关注。包括Cohen本人在内的分子生物学

家们都担心,两种不同生物的基因重组有可能为自然界创造出一个不可预知的危险物种,致
使人类遭受灭顶之灾。于是,1975年西欧几个国家签署公约,限制基因重组的实验规模,第二

年美国政府也制定了相应的法规。至今世界上仍有少数国家坚持对基因重组技术的使用范

围进行严格的限制。
然而,分子生物学家们毕竟不愿看到先进的科学技术葬送在自己手中。在1972—1976

年这短短的四年里,人们对DNA重组所涉及的载体和受体系统进行了有效的安全性改造,包
括噬菌体DNA载体的有条件包装以及受体细胞遗传重组和感染寄生缺陷突变株的筛选,同
时还建立了一套严格的DNA重组实验室设计与操作规范。DNA重组技术凭借众多安全可

靠的相关技术支撑以及巨大的应用诱惑力,终于走出困境并迅速发展起来。

2.基因工程的成熟

早在基因工程发展的初期,人们就已开始探讨将该技术应用于大规模生产与人类健康密

切相关的生物大分子,这些物质在人体内含量极少,但却具有非常重要的生理功能。1977年,
日本学者Itakura及其同事首次在大肠杆菌中克隆并表达了人的生长激素释放抑制素基因。
几个月后,美国Ullvich随即克隆表达了人的胰岛素基因。1978年,美国Genentech公司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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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利用重组大肠杆菌合成人胰岛素的先进生产工艺,从而揭开了基因工程产业化的序幕。
这一时期主要基因工程产品的研制开发生产简况列在表1 1中。除此之外,近十年来

又有数以百计的新型基因工程药物问世,另有数千种药物正处于研制开发阶段中。DNA重

组技术已逐渐取代经典的微生物诱变育种程序,大大推进了微生物种群的非自然有益进化的

进程。

表1 1 主要基因工程产品的上市时间

产 品 用 途 首次进入市场时间/年 国家/地区

人生长激素释放抑制素(SRM) 治疗巨人症

人胰岛素 治疗糖尿病 1982 欧洲

人生长激素(hGH) 治疗侏儒症,延缓衰老 1985 美国

人α 干扰素(α IFN) 治疗病毒感染症 1986 欧洲

乙肝疫苗(HBsAgV) 预防乙型肝炎 1986 欧洲

人组织纤溶酶原激活剂(t PA) 治疗急性心肌梗死 1987 美国

人促红细胞生成素(EPO) 治疗贫血症 1989 欧洲

人γ 干扰素(γ IFN) 治疗慢性粒细胞增生症 1990

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 CSF) 治疗中性白细胞减少症 1991 美国

人白细胞介素 2(IL 2) 治疗肾细胞瘤 1992 欧洲

人凝血因子Ⅷ 治疗A型血友病 1992

人β 干扰素(β IFN) 治疗多重硬化症 1993

葡糖脑苷脂酶 治疗高歇氏症 1994

人凝血因子Ⅸ 治疗B型血友病 1997

人白细胞介素 10(IL 10) 预防血小板减少症 1997

可溶性肿瘤坏死因子(TNF)受体 治疗类风湿关节炎 1998 美国

白介素2融合毒素 治疗皮肤T细胞淋巴瘤 1999 美国

聚乙二醇干扰素α 2b 治疗慢性丙型肝炎 2001 欧洲

人甲状旁腺激素(1 34)(hPTH(1 34)) 治疗骨质疏松 2002 美国

β 半乳糖苷酶(β GAL) 治疗法布莱氏病 2003 美国

3.基因工程的腾飞

20世纪80年代以来,基因工程开始朝着高等动植物物种的遗传性状改良以及人体基因

治疗等方向发展。1982年,美国科学家将大鼠的生长激素基因转入小鼠体内,培育出具有大

鼠雄健体魄的转基因小鼠及其子代。1983年,携带有细菌新霉素抗性基因的重组Ti质粒转

化植物细胞获得成功,高等植物转基因技术问世。1990年,美国政府首次批准一项人体基因

治疗临床研究计划,对一名因腺苷脱氨酶基因缺陷而患有重度联合免疫缺陷症的儿童进行基

因治疗获得成功,从而开创了基因疗法的新纪元。1991年,美国倡导在全球范围内实施雄心

勃勃的人类基因组计划,用15年时间斥资30亿美元,完成人类基因组近30亿对碱基的全部

测序工作,目前这项计划已提前完成,并迅速进入后基因组时代。1997年,英国科学家利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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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克隆技术复制出“多利”绵羊,为哺乳动物优良品种的维持提供了一条崭新的途径。2006
年,美国和日本两个研究小组借助转基因技术几乎同时实现了分化终端的细胞向干细胞的转

换,人类复制或定制自身组织器官的时代为期不远了。2010年,美国的一个研究团队将人工

合成的基因组植入另一个内部被掏空的山羊支原体的细菌体内,从而获得第一个“人造细

胞”,它向“人造生命”形式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也有望在未来为人类解决食品短缺、能源危机

等一系列问题。

1.3 基因工程的研究意义

整整60年的分子生物学和分子遗传学的研究结果表明,基因是控制一切生命运动的物

质形式。基因工程的本质是按照人们的设计蓝图,将生物体内控制性状的基因进行优化重

组,并使其稳定遗传和表达。这一技术在超越生物王国种属界限的同时,简化了生物物种的

进化程序,大大加快了生物物种的进化速度,最终卓有成效地将人类生活品质提升到一个崭

新的层次。因此,基因工程诞生的意义毫不逊色于有史以来的任何一次技术革命。
概括地讲,基因工程研究与发展的意义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大规模生产生物活性

分子。利用细菌(如大肠杆菌和酵母等)基因表达调控机制相对简单和生长速度较快等特点,
令其超量合成其他生物体内含量极微但却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生化物质;第二,设计构建新

物种。借助于基因重组、基因定向诱变甚至基因人工合成技术,创造出自然界中不存在的生

物新性状乃至全新物种;第三,搜寻、分离、鉴定生物体尤其是人体内的遗传信息资源。目前,
日趋成熟的DNA重组技术已能使人们获得全部生物的基因组,并迅速确定其相应的生物

功能。

1.第四次工业大革命

1980年11月15日,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开盘的20min内,Genentech公司的新上市股

票价格从3.5美元飙升到89美元,这是该证券交易所有史以来增值最快的一种股票。闹市的

铃声分明在为一个伟大的产业技术革命而欢呼,因为上市前两年,该公司的科学家们克隆了

编码胰岛素的基因。含有人胰岛素基因的大肠杆菌细胞就像一个个高效运转的生产车间,制
造出足以替代市面上短缺的猪胰岛素的重组人胰岛素产品。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医药界的一

个奇迹,然而在今天看来,这种类型的基因工程产业似乎有些普通。目前,已经投放市场以及

正在研制开发的基因工程药物几乎遍布医药的各个领域,包括各种抗病毒剂、抗癌因子、抗生

素、重组疫苗、免疫辅助剂、抗衰老保健品、心脑血管防护急救药、生长因子、诊断试剂等。
在轻工食品产业,与传统的诱变育种技术相比,基因工程在氨基酸、助鲜剂、甜味剂等食

品添加剂的大规模生产中日益显示出强大的威力。高效表达可分泌型淀粉酶、纤维素酶、脂
肪酶、蛋白酶等酶制剂的重组微生物也已分别在食品制造、纺织印染、皮革加工、日用品生产

中大显身手。传统化学工业中难以分离的混旋对映体,借助于基因工程菌可有效地进行生物

拆分。
能源始终是严重制约人类生产活动的主要因素。以石油为代表的传统化石能源开采利

用率的提高以及新型能源的产业化是解决能源危机的希望所在。利用DNA重组技术构建的

新型微生物能大幅度提高石油的二次开采率和利用率,并能将难以利用的纤维素分解为可发

酵生产燃料乙醇的葡萄糖,使太阳能有效地转化为化学能和热能。

7第1章 概述



环境保护是人类可持续生存与发展的大课题。一些能快速分解吸收工业有害废料、生物

转化工业有害气体以及全面净化工业和生活废水的基因工程微生物种群已从实验室走向“三
废”聚集地。

在迅速发展的信息产业中,基因工程技术的应用也已崭露头角。利用基因定向诱变技术

可望制成运算速度更快、体积更小的蛋白芯片,人们装备并使用生物电脑的时代指日可待。

1983年,美国注册了大约200家以基因工程为主导的生物技术公司,今天这类公司已数

以万计。1986年全球基因工程产业的总销售额才600万美元,到1993年已增至34亿美元,

20世纪末已突破600亿美元,难怪日本政府将基因工程命名为“战略工业”。基因工程作为

20世纪最后一次伟大的工业革命,必将对21世纪产生深远的影响。

2.第二次农业大革命

基因工程技术在农林畜牧业中的应用广泛且意义重大。烟草、棉花等经济作物极易遭受

病毒害虫的侵袭,严重时导致绝产。利用重组微生物可以大规模生产对棉铃虫等有害昆虫具

有剧毒作用的蛋白类农用杀虫剂,由于这类杀虫剂是可降解的生物大分子,不污染环境,故有

“生物农药”之称。将某些特殊基因转入植物细胞内,再生出的植株可表现出广谱抗病毒、真
菌、细菌和线虫的优良性状,从而减少或避免使用化学农药,达到既降低农业成本,又杜绝谷

物、蔬菜和水果污染的目的。
基因工程也可用来改良农作物的品质。作为人类主食的水稻、小麦和土豆蛋白含量相对

较低,其中必需氨基酸更为匮乏,选用适当的基因操作手段提高农作物的营养价值正在研究

之中。一些易腐烂的蔬菜水果如番茄、柿子等也能通过DNA重组技术改变原来的性状,从而

提高货架存放期。利用基因工程方法还可在暖房里按照人们的偏爱改变花卉的造型和颜色,
使之更具观赏性。

天然环境压力对农作物生长影响极为严重。细胞分子生物学研究结果表明,对某些基因

进行结构修饰,提高植物细胞内的渗透压,可在很大程度上增强农作物的抗旱、耐盐能力,提
高单位面积产量,同时扩大农作物的可耕作面积。

在家畜品种改良方面,基因工程技术同样大有用武之地,其中最主要的成果是动物生长

激素的广泛使用。注射或喂养由基因工程方法生产的生长激素,可使奶牛大量分泌高蛋白乳

汁,鱼虾生长期大幅度缩短且味道鲜美,猪鸡饲料的利用率提高且瘦肉的比重增加。
近20年来,豆科植物固氮机制的研究方兴未艾,科学家们试图将某些细菌中的固氮基因

移植到非豆科植物细胞内,使其表达出相应的性状。由于固氮基因组结构庞大,表达调控机

制复杂,目前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但这项宏伟计划一旦实现,无疑将是第二次绿色大革命。

3.第四次医学大革命

如果说麻醉外科手术是一次医学革命,那么基因疗法则为医学带来了又一次大革命。目

前临床上已鉴定出2000多种遗传病,其中相当一部分在之前还是不治之症,如血友病、先天

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等。随着医学和分子遗传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遗传病其

实只是基因突变综合征(分子病)中的一类。从更广泛的含义上讲,目前一些严重威胁人类健

康的“文明病”或“富贵病”,如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癌症、肥胖综合征、老年痴呆症、骨质疏松

症等,均属分子病范畴。分子病的治疗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定期向患者体内输入病变基因

的原始产物,以对抗由病变基因造成的危害;二是利用基因转移技术更换病变基因,达到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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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治的目的。目前上述两大领域均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基因疗法实施的前提条件是对人类病变基因的精确认识,因而揭示人体两万多个蛋白质

编码基因的全部奥秘具有极大的诱惑力。美国一家生物技术公司不惜花费几千万美元的重

金从分子生物学家手中买断刚刚克隆鉴定的肥胖基因,其意义可见一斑。随着20世纪第二

个曼哈顿工程———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实施,一本厚达几百万页的人类基因大词典已经问世,
这些价值连城的人类遗传信息资源的所有权究竟归谁,必是人们关注的热点之一。

新陈代谢是生物界最普遍的法则,然而细胞乃至生命终结的机制却是一个极有价值的命

题。近来有迹象表明,科学家们可能已经找到了控制细胞寿命的关键基因———端粒酶编码基

因。也许有一天,人们借助于基因工程手段可以巧妙地操纵该基因的开关,使得日趋衰老的

细胞、组织、器官甚至生命重新焕发出青春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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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基因表达调控的原理与技术

基因表达的最终产物是RNA和蛋白质,这两大类物质及其次级产物维持着整个生命的

有序运动。任何基因表达调控程序上的缺陷或紊乱,均会对生物体造成严重后果。基因工程

的本质是通过基因的体外拼接稳定高效地表达其蛋白产物,因此,基因表达调控的分子机制

是基因工程原理的指导思想。
基因的表达调控具有时空两重性,两者的调控程序语言均由基因自身编码。时序控制包

括基因表达的先后次序和相对强弱(速度与总量);空间控制包括基因表达的区域(细胞器、细
胞、组织)和环节。蛋白质编码基因的表达需要转录和翻译两大环节,每个环节都存在着不同

的基因表达调控位点。由于真核生物细胞的结构较为复杂,所以相对原核生物来说,真核生

物基因表达的调控范围更大,包括基因活化、基因转录、转录后加工以及 mRNA翻译等众多

层次的调控。然而,不管是原核生物还是真核生物,转录环节是最主要的调控位点。原核生

物和真核生物在基因表达调控的细节上尽管差异很大,但两者的调控模式却具有惊人的相似

性和可比性。除此之外,原核生物和真核生物的基因表达调控元件也具有统一性。基因调控

元件按其属性可分为核酸和蛋白质两大类,所有基因表达控调模式的实质无非是两者之间的

相互作用,包括核酸分子内或分子间的相互作用、核酸分子与蛋白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

蛋白分子内或分子间的相互作用,其中第二种作用尤为重要。

2.1 启动子调控模型

2.1.1 启动子的组成及其功能

1.启动子的一般特性

  启动子是一段供RNA聚合酶定位用的DNA序列,通常位于基因的上游,长度一般不超

过200bp①。一旦RNA聚合酶定位并结合在启动子上,即可启动转录过程,因此启动子是基

因表达调控的重要顺式元件,它与RNA聚合酶以及其他蛋白辅助因子等反式因子的相互作

用是这种调控模式的实质。启动子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① 生物学中用来表示长度的单位,意为碱基对。



(1)序列特异性。组成启动子的DNA序列中,通常只有大约20bp是相对保守的,其中

更换或增减一个核苷酸均可导致转录启动滞后和转录速度缓慢(单位时间内每个基因拷贝所

转录出的mRNA分子数),这是衡量启动子强弱的量化指标。
(2)方向特异性。启动子是一种极性顺式调控元件,即正、反两种方向中只有一种方向

是有功能的。
(3)位置特异性。启动子只能位于它所启动转录的基因的上游或基因内部的前端,在基

因下游无活性。甚至在基因上游,启动子与转录起始位点之间的距离也相对固定,距离太长

或太短均会影响转录效率。
(4)种属特异性。原核生物的不同生物种属、真核生物的不同组织甚至细胞,拥有不同

结构类型的启动子以及相应的反式调控元件。然而,这种特异性具有一定程度的相对性。一

般说来,亲缘关系越近,两种生物的启动子通用的可能性就越大。

2.原核生物的启动子

通过对100多种大肠杆菌启动子的序列分析结果表明,典型的细菌启动子由以下4个部

分组成(图2 1)。

�	����

+1�10�35

TTGACA TATAAT 16�19 bp 5�9 bp 

T82T84G78A65C54A45 T80A95T45A60A50T96

图2 1 典型的细菌启动子组成

(1)转录起始位点。多数细菌启动子的转录起始区域序列为CAT,中间一个碱基为转录

起始位点,90%以上的启动子在这个位点是嘌呤(A/G)。
(2)Pribnow盒。几乎所有的启动子在距转录起始位点上游6bp处,存在一个六聚体的

保守序列,其中间的碱基位于转录起始位点上游10bp处,故又称为-10区,也有少数启动子

的Pribnow盒中间碱基位置在-9区至-18区内变动。这个六聚体的典型保守序列可用下

式表示:T80A95T45A60A50T96,其中下标数字表达碱基出现的频率。由此可见,前两个碱基

TA和最后一个碱基T在-10区是高度保守的,事实上它们也起着重要的作用。Pribnow盒

是RNA聚合酶的结合位点,RNA聚合酶的结合使得这个 AT丰富区消耗较低的能量而解

旋,此时RNA聚合酶与启动子的复合物便由关闭状态转向开放状态,转录启动。
(3)Sextama盒。细菌启动子上的另一个六聚体保守序列,其中间碱基距离转录起始位

点上游约35bp处,即-35区,它的典型保守序列通式为T82T84G78A65C54A45,其中前三个碱

基TTG呈高度保守。Sextama盒是RNA聚合酶的识别位点。RNA聚合酶的一个亚基首先

定位在该区域,然后其他亚基再与-10区结合。
(4)间隔区。90%的大肠杆菌启动子在Pribnow盒和Sextama盒之间存在一个16~

18bp的间隔区,间隔区小于15bp或大于20bp的启动子只占少数。尽管间隔区内的碱基序

列是不重要的,但其长度与RNA聚合酶和两个保守区域的相互作用程度密切相关。
人们对于启动子保守序列所蕴藏的信息是通过碱基突变认识的。同理,利用定点突变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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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也可改变天然启动子的转录效率,这种性质的突变只是影响基因表达的程度,但不会改变

基因表达产物的性质。大量突变实验结果表明,对于大肠杆菌以及与其亲缘关系密切的其他

原核细菌而言,最佳的启动子构成是:Pribnow盒位于转录起始位点上游7bp之前,Sextama
盒位于Pribnow盒上游17bp之前。

大多数原核细菌的RNA聚合酶由5个亚基组成,总相对分子质量大约为4.8×105,各亚

基的性质见表2 1。RNA聚合酶也称为RNA聚合酶全酶,这是因为在转录前和转录过程

中,它都以核心酶(α2ββ')和σ因子两个分离的分子形式存在于细胞内。在转录启动之前,核
心酶与DNA有一定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来自蛋白质中碱性侧链基团与DNA链上磷酸根

骨架之间的静电引力,与DNA序列无关,称为松弛性结合。在σ因子与松弛性吸附在DNA
任何位点上的核心酶结合后,核心酶空间构象发生变化,全酶与非特异性DNA序列的亲和力

下降几万倍,导致它从DNA链上迅速剥落下来。同时全酶在σ因子的作用下,对启动子的亲

和力大大提高,借助于随机扩散作用,紧密与启动子结合并启动转录。转录开始后,σ因子即

从全酶与DNA和RNA的复合物上解离下来,并循环发挥作用。因此,至少在以大肠杆菌为

代表的原核真细菌中,真正识别启动子的是σ因子,而非RNA聚合酶的核心酶。

表2 1 细菌RNA聚合酶的基本特性

亚基 基因 相对分子质量 数量 定位 功能

α rpoA 4×104 2 核心酶 酶的装配

β rpoB 1.55×105 1 核心酶 结合核苷酸

β' rpoC 1.6×105 1 核心酶 结合模板

σ rpoD 3.2×104~9.2×104 1 σ因子 结合启动子

3.真核生物的启动子

真核生物的启动子根据其所对应的基因编码产物性质可分为三大类,即rRNA基因启动

子(Ⅰ型)、mRNA基因启动子(Ⅱ型)和tRNA基因启动子(Ⅲ型)。Ⅰ型和Ⅱ型启动子位于

转录起始位点的上游,但有些Ⅲ型启动子却位于转录起始位点的下游。各类型的启动子均由

一组特征性的简短保守序列组成,其中Ⅰ型和Ⅲ型启动子结构相对单一,而Ⅱ型启动子的构

成则较为复杂,这可能由它所相对的基因编码产物的多样性所致。
(1)Ⅰ型启动子。Ⅰ型启动子所属基因的编码产物都是rRNA前体,后者经剪切释放出

各种相对分子质量的成熟rRNA分子。人体细胞中的Ⅰ型启动子研究得最为详尽,在转录起

始位点的上游存在启动子的两个部分:紧邻转录起始位点的一部分为核心启动子,它足以使

转录启动;位于-180至-107处的另一部分称为上游控制元件(UCE),它能大幅度增强转录

效率。值得注意的是,核心启动子和UCE两者均含有启动子结构中不常见的GC丰富区,而
且它们的序列同源性高达85%。

(2)Ⅲ型启动子。真核生物有两类Ⅲ型启动子,5SRNA和tRNA基因所属的启动子位

于转录起始位点的+55~+80处(“+”表示下游),故称为内源启动子;snRNA(核内小分子

RNA)基因所属的启动子则与大多数启动子一样位于转录起始位点的上游,为外源启动子。
两种启动子均由若干个不同的保守序列组成,根据保守序列组成及位置差异,内源启动子又

有5SRNA基因启动子和tRNA基因启动子两种形式。这两种形式的启动子各有两个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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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区组成,其中A区是两者所共有的。此外在某些应激条件下,内源启动子的转录启动活

性也需要转录起始位点-25区内某些序列的协助。
(3)Ⅱ型启动子。Ⅱ型启动子所属的基因绝大多数编码蛋白质,因此其构成的多元化是

顺理成章的事。Ⅱ型启动子由启动子基本区和辅助区两部分组成,前者包括转录起始子

(Inr)以及相邻的TATA盒。大多数真核生物Ⅱ型启动子的转录起始子与原核生物的CAT
序列相似,为PyPyCAPyPyPyPyPy(Py为嘧啶碱基),其中A为转录起始位点。TATA盒又

称Hogness盒,其保守序列为T82A97T93A85A63(T37)A83A50(T37),基本上属AT丰富区,但
在其两侧存在着非特异性的GC丰富区,这是它发挥功能的重要结构因素。TATA盒一般位

于-25区附近,它决定了转录起始点的选择。绝大多数的真核基因启动子都有TATA盒,而
且盒内任何一个碱基的突变均会严重影响转录效率甚至无法启动转录,少数一些不含TATA
盒的启动子在启动转录时,通常借助于其他DNA序列和某种替代机制完成TATA盒的使

命。Ⅱ型启动子的辅助区由多种保守序列组成(图2 2),这些保守序列在不同的启动子中位

置、种类及拷贝数均不同,但分布范围却十分广泛,而且与TATA盒一样具有相当大的序列

特异性,表2 2列出了Ⅱ型启动子辅助区各保守序列的基本特征。Ⅱ型启动子的两个区域

具有不同的功能,基本区主要是确定转录起始位点的位置,但只能以极低的水平启动转录,而
辅助区各保守序列则通过与相应的基本转录因子作用而大大提高转录启动的频率。除此之

外,这些保守序列(如CAAT盒和GC盒等)具有双向性,即正、反两个方向都能发挥作用,这
点也与TATA盒不同。

SV4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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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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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0�60�80�100�120�140

��� CAAT GC TATA 

图2 2 真核生物Ⅱ型启动子的组成

表2 2 哺乳动物RNA聚合酶Ⅱ的启动子元件及其相应转录因子

元件 保守序列 长度/bp 转录因子 相对分子质量 分布

TATAbox TATAAAA ~10 TBP 2.7×104 普通细胞

CAATbox GGCCAATCT ~22 CTF/NF1 6.0×104 普通细胞

GCbox GGGCGG ~20 SP1 1.1×105 普通细胞

Octamer ATTTGCAT ~20 Oct 1 7.6×104 普通细胞

Octamer ATTTGCAT ~23 Oct 2 5.2×104 淋巴细胞

B GGGACTTTCC ~10 NF B 4.4×104 淋巴细胞

B GGGACTTTCC ~10 H2 TF1 普通细胞

ATF GTGACGT ~20 ATF 普通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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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启动子的顺式增强作用

真核生物启动子为RNA聚合酶精确有效启动转录所必需,但似乎不是转录进行的充要

条件,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增强子的存在可大大增加启动子启动转录的频率。增强子由一组

与启动子关系密切的DNA顺式调控元件组成。相对启动子而言,增强子的位置不固定,而且

其作用与方向性无关,也就是说,增强子可以激活离它最近的上下游任何启动子;同时不管位

于启动子的上游还是下游,增强子的正、反两个方向都具有活性。启动子中的某些保守序列

(如CAAT盒和GC盒等)也具有双向性,但它们必须紧邻TATA盒,且当处于TATA盒或

基因下游时无活性。酵母中的上游激活序列(UAS)在启动子上游时也能以正、反两个方向发

挥作用,但若将其置于启动子下游时,正、反方向对其上游的启动子均不能发挥激活作用。
增强子最早是在SV40病毒基因组中发现和鉴定的,它位于以两个72bp的正向重复顺

序为特征的早期基因组区域内,距转录起始位点上游约200bp。该区域呈现不寻常的染色质

结构,DNA链在很大程度上裸露出来形成一个核酸酶的超敏感区。碱基缺失图谱表明,这两

个正向重复顺序的任何一个均能维持正常的转录,但两者同时缺失导致体内基因转录速度大

幅度下降。与启动子结构不同,组成增强子的各元件(15~20bp长度不等)排列较为密集(图

2 3),它们分别是特定蛋白型转录因子的结合位点,其中有些位点是典型启动子结构中的共

有元件,如AP1和八聚体等。

CAGCTGTGGAATGTGTGTGAGTTAGGGTGTGAAAGTCCCCAGGCTCCCCAGCAGGCAGAAGTATGCAAAGCATGCATCTCAATTAGTCAGCA
GTCGACACCTTACACACACTCAATCCCACACTTTCAGGGGTCCGAGGGGTCGTCCGTCTTCATACGTTTCGTACGTAGAGTTAATCAGTCGT

1PA2PA3PA1PA4PA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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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3 增强子区域的碱基突变对基因表达活性的影响

SV40增强子含有两个不同的功能单元,每个功能单元又由两个或多个短小元件组成,一
个单元单独存在活性很低,但两个单元组合在一起,即使是相隔一定距离也能形成功能很强

的增强子,而且一个功能单元的灭活可为另一个功能单元的倍增所补偿,这表明两者尽管拥

有不同的组成元件,但其作用是相似的。将足够数量的外源短小元件拼接起来,也可构建出

有功能的增强子,这种与组成元件类型无关的堆积效应是增强子的特征之一。
真核生物细胞内的增强子具有与病毒增强子相似的性质,一个增强子可以作用于其上下

游最邻近的启动子,组织特异性转录启动机制既可能由启动子决定,也可能由增强子决定。
某个启动子是受组织特异性调控的,其邻近的增强子通常是非特异性地提高该启动子的转录

启动效率;相反,若某个启动子缺少组织特异性调控机制,则增强子往往在被特异性激活后才

能作用于启动子。这方面的例子是免疫球蛋白基因,它所携带的增强子位于转录单元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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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启动子的下游。这个增强子只在表达免疫球蛋白基因的B淋巴细胞中才有活性。因此,某
些类型的增强子属于基因表达控制网络的一部分。

利用DNA重组技术将增强子序列在DNA链上移动一个位置,则这个增强子也能促进

转录启动。例如,将β 珠蛋白基因置于一个含有增强子的DNA分子上,该基因的转录在体

内增加200倍,即便是将增强子以正、反两个方向分别移到距离β 珠蛋白基因上游或下游几

千碱基远的地方,其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
那么增强子是如何在任何位置上以任何方向激活转录启动的呢? 在增强子刚刚发现时,

有三种假说解释增强子与启动子这种性质上的差别:①增强子能长距离改变DNA转录模板

链的结构,例如影响超螺旋的密度;②增强子将DNA模板链定位于细胞内一个特殊的区域,
如核基质区;③增强子为RNA聚合酶以及其他必需蛋白因子提供一个与染色质结合的全方

位位点。然而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增强子可以远距离作用于启动子,促进转录的工作

原理却是增大启动子邻近区域转录因子的浓度。图2 4所示的两个实验可以证明这种机制

是正确的:一个线形DNA片段的一端含有一个增强子,另一端含有一个启动子,这时启动子

下游的基因并不能有效地转录,但如果两个端点用一个蛋白质连在一起时,基因转录即可启

动。由于诸如超螺旋改变的结构效应不能穿过蛋白分子而传递,所以此时增强子的作用是邻

近效应而非模板结构效应。若将增强子置于一个环状DNA分子上,并与含有启动子的另一

个环状DNA分子像锁链一样扣在一起,则其转录启动效率与启动子的增强子位于同一个环

状DNA分子上一样,而两个环状DNA分子相互分开,则转录并不启动。这表明,增强子上

的蛋白结合因子增加了它们与结合在启动子上的转录因子的相互作用机会。事实上,增强子

尽管可以在线性距离很远的地方作用于启动子,但两者在DNA的空间结构中却是彼此相邻

的,其中增强子与启动子之间的DNA链形成环状结构是必不可少的。目前已经知道,有些增

强子在所有类型的细胞中均被激活,而另一些则只在某种组织中发挥作用,其详细的作用机

制以及真核生物体内的启动子究竟有多大比例依赖于增强子才能启动基因转录,还有待更深

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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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4 增强子激活转录启动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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