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0章 基因组表观遗传 

1)   什么是表观遗传 

2)   表观遗传现象 

3)   表观遗传机制 

          位置效应 

          副突变 

          甲基化 

          基因组印记 

          染色质重建 

          剂量补偿 



表观遗传学的例子(1) 

1)                                   1) 细胞的分化是一种典型  

2)                                   的表观遗传学现象, 如人 

3)                                   类眼睛细胞和肌肉细胞含 

4)                                   有相同的基因组, 但基因 

5)                                   的表达差异很大. 

 

2) while a mutation in the axin gene called axin- 

fused produces mice with kinky tails (弯曲尾巴),  

the degree of kinkiness varies among genetically  

identical littermates (同一窝老鼠)(Figure).  



鳄鱼性别由孵化温度决定  

扬子鳄卵在孵化温 

度为28.5 摄氏度 

时，孵出的全部 

为雌鳄；当气温在 

33.5 摄氏度到35摄 

氏度时，孵出的全 

为雄鳄；气温在30 

摄氏度时，雌雄比 

例相等。温度越 

高，孵化出的雄性 

幼鳄越多。这是典 

型的表观遗传. 



Epigenetics的历史 

1)    上世纪40年代, Waddington首创
“epigenetics” 一词, 用以概括研究基因及其
产物如何转变为表现型的领域. 用现在的话说, 
就是遗传信息如何转变为表型的过程. 

2)    就词义而言, “epi”是“其上” (upon) 或“超
越” (over)的意思. 因此, 在epigenetics的定义
中, genetics只涉及基因的结构层次, 而
epigenetics则涉及基因如何发挥其功能以及
基因之间的互作关系. 

3)   在Waddington的“epigenetics”定义中, 
epigenetics的位置处于遗传学, 发育和生态学
的交叉口. 



表观遗传的通俗解释 

相同基因型的生物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表型有很
大的差别。同一种中药材在不同产地生长，其
药效相差甚远，这是环境影响基因表达的突出
例子。这种因环境影响而改变的基因表达模式
并不涉及基因型的变异，但可以重复出现，稳
定遗传，是一种典型的表观遗传现象。 

同卵孪生子的表型趋异也是一种表观遗传. 最近
的研究发现, 随着年龄的增长同卵孪生子的表
型差异有扩大的趋势. 



Epigenetics概念的变迁 
1)     1982年“Dictionary of Biology”的定义: epigenetics系指

遗传因子与发育过程之间的互作, 通过这种互作使基因
型转变为表型. 

2)     1992年, Hall在其所著的“Evolutionary Developmental 
Biology”一书中, 将epigenetics定义为: 在发育过程中遗
传因子和非遗传因子作用于细胞, 选择性控制基因的表
达, 并逐步增加表型复杂性的过程. 

3)     1996年, 在“Epigentic Mechanisms of Gene Regulation”
一书中将epigenetics定义为: 研究不涉及DNA顺序的改
变而发生的基因功能的差异, 这种差异能通过有丝分裂
和减数分裂稳定传递. 

4)     2001年Science杂志对epigenetics的定义为:研究不涉及
DNA顺序的变异但能通过有丝分裂和减数分裂遗传的基
因功能的变化. 



表观遗传学 

表观遗传学(epigenetics): 

研究在不改变DNA顺序的情况下基因表达 

出现可遗传变化的分支学科. 这种表达模式 

的改变可通过有丝分裂和减数分裂传递给 

子代细胞或个体. 表观遗传学是功能基因组 

学研究的重要领域. 

表观遗传是基因组程序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表观遗传学的内容 

广义的表观遗传(epigenetic) 包括以下内容: 

1)   DNA的甲基化 

2)   位置效应 

3)   核小体和组蛋白的修饰 (乙酰基化和甲基化) 

4)   RNAi (siRNA和miRNA) 

5)   染色质重建 (如X-染色体的失活) 

6)   免疫组织细胞DNA的重排 

7)   基因组印记(genomic imprinting) 

8)   等位基因的副突变及同源抑制，颠换效应 

9)   朊蛋白 (Prion) 



欧洲已启动epigenome计划 

In October 2000, the Human Epigenome 

Consortium (the Sanger Institute, Epigenomics 

AG, and the Centre National de Génotypage in 

Evry, France) started a European Union-

funded pilot project to map the methylation 

sites within the 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 (MHC) region in seven different 

human tissues.  

2000年10月, 欧共体启动了一项探索计划: 绘制人
类基因组7种不同组织细胞主要组织相容性复
合体(MHC)区甲基化位点图. 



表观遗传--位 置 效 应 

1)  位置效应是指由于基因变换了在染色体上的 

      位置而引起表型改变的现象。 

2)  位置效应表明, 基因的功能以及基因对生物
表型的影响可以在不改变遗传物质本身的顺 

      序组成情况下仅仅由于遗传物质在染色体上 

      的位置差别而发生变化。  

3) 位置效应实际上反映了基因组不同区域特定 

   染色质结构对基因施加的影响。  



两种位置效应 

美国学者E.B.刘易斯把位置效应分为两大 

类型：稳定型和花斑型。 

稳定型位置效应  简称S型位置效应，表型 

    改变是稳定的。 

花斑型位置效应  简称V型效应，其表型改 

    变是不稳定的，从而导致显性和隐性   

    性状嵌合的花斑现象。   



花斑型位置效应 
当某一基因由 

于染色体重排 

从原来的常染 

色质区移到异 

染色质区附近,  

因异染色质的 

扩散效应, 造 

成基因表达的 

改变. 这种抑 

制效应的差别 

使基因表达受 

抑程度不同, 

由此产生嵌合. 



位置效应--座位控制区 

1)   什么是座位控制区(locus control region , 
LCR).  

        The level of activity of a euchromatic region of a 
chromosome is regulated by a cis-acting DNA 

element designated a locus control region.  

2) LCR的功能:以顺式(cis-)方式调控与其
连锁的基因表达. 

3) 第一个LCR首先在人类β -球蛋白基因座
位区发现. 

见: Blood, 100:3077-3086,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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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球蛋白质基因座位控制区的结构 

球蛋白基因簇含有5个功能基因，分别为ε、γG、γA、δ、β, 

分布在50 kb的DNA区段。球蛋白基因只在血红细胞中表达，每个基 

因表达的时期与组织特异性各不相同, 但都毫无例外地受到位于该区上 

游一段长约12 kb的LCR调控. 5’HSs1-5是LCR区5个DNA-I酶高敏感位点, 

是处在开放状态的染色质区. 

5个DNA-I酶高敏感位点均可与转录调控因子结合, 并与球蛋白基因启 

动子互作调控其表达. 



LCR区ncRNA的调控作用 



Enhancer RNA--eRNA 
RNAPII at enhancers 

transcribes bi- directionally 

a novel class of enhancer 

RNAs (eRNAs) within 

enhancer domains. The level 

of eRNA expression at 

neuronal enhancers 

positively correlates with the 

level ofmessenger RNA 

synthesis at nearby genes, 

suggesting that eRNA 

synthesis occurs specifically 

at enhancers that are 

actively engaged in 

promoting mRNA synthesis.  

a, Before treatment with KCl, neuronal enhancers and promoters are in an open 

configuration but produce no RNA transcripts, or only low levels of them. b, On 

activation by membrane depolarization following KCl treatment, transcription factors 

and RNA polymerase (RNAP) bind to enhancers, and enhancer RNA (eRNA) is made. 

Simultaneously, RNAP and transcription machinery also bind to promoters and 

initiate mRNA transcription. c, If the promoter is truncated, the enhancer still binds 

transcription factors and RNAPbut can no longer make eRNA. 



果蝇体节决定基因与ncRNA 



副突变 
副突变

(paramuta- 

tion) 最初在玉 

米中发现.  

在杂合子中同 

一座位上的一 

个等位基因影 

响另一个同源 

等位基因的表 

型.  

副突变在转基 

因表现型中也 

已发现, 称为 

同源抑制. 深紫色等位基因B-I的表达状态转变为淡紫色B’. 



副突变的分子
机制 

--siRNA 

控制玉米紫色基因b1副突变
的成分位于该基因上游 

100kb，是一段含有多个 

拷贝的重复顺序。杂合子 

中已发生副突变的b1基因可
将其修饰模式（B’）“拷贝”
到等位基因B-1，使后者转
变为副突变性状(B’）  

B-I和B’都有7个串接重复顺序，重复顺序单位长853 bp。重复顺序的多少 

涉及副突变和b1的转录水平。B-I和B’的DNA顺序完全相同，不同的只是 

表达水平。B-I状态重复顺序的甲基化程度高于B’. 玉米的B-I和B’的副突 

变涉及siRNA路线（Alleman M等，2006）。   



小
RNA

与玉
米 

B-I

基因
的沉
默 B-I增强子区可转录产生双链RNA, 随之被DLC加 

工成siRNA, siRNA再介导增强子区DNA甲基化. 



绝 缘 子 



染色质位置阻隔效应—绝缘子 

1）1985年，Udvardy等在果蝇染色体87A7条带热激蛋白基  

   因座的两侧发现了两段取名为scs 和 scs’  
(specialized chronatin structures, 特异染色质结构) 

   的顺序。scs和scs’长分别为350 bp 和 200 bp，对  

   DNAase I 有高度抗性。这两个序列的两侧均有DNAase  

   I超敏位点，各为100 bp。 

2）将scs置于控制眼睛颜色的基因两侧然后导入果蝇，转 

   化的果蝇品系不管转基因位于何处，均可产生类似表 

   型，说明scs可使转基因免受内源染色质“位置影响” 

3) 这种可以阻止邻近位置激活或失活效应的顺序称之为绝 

   缘子（insulator）或隔离子。 



 果蝇绝缘子(insulator) 

绝缘子 



 果蝇多线染色体横纹区SCS 
专一性结合蛋白质分布 

 



绝缘子可阻止相邻基因之间 

增强子的彼此干扰 

1)    真核生物增强子具有双向作用,  超长距离功 

       能, 从而带来位置相邻基因之间的彼此干扰 

       问题. 

2)   有些基因位于异染色质邻近, 会受到抑制效应
的干扰. 

绝缘子可以阻止上述因位置原因产生的对基因表 

达的抑制效应. 



绝缘子的定向控制 

绝缘子插在转录起始点下游, 上游增强子被抑制. 绝缘子插 

在转录起始点上游, 下游增强子被抑制.  



 绝缘子效应的方向性 
绝缘子的效应具有方向性 果蝇的yellow（y）座位有4个 

增强子元件，2个位于启动子上游，另2个位于外显子1和 

2之间，它们分别负责不同组织特异性的yellow基因的表 

达。将含有绝缘子的果蝇逆转录转座子gypsy依次分别插 

入每个增强子元件的附近，绝缘子对增强子的阻隔效应 

依位置不同而异:  

1)    如果插入位置在启动子的5’方向，将影响绝缘子上游 

        增强子元件的作用。 

2)    如果插入位置在启动子的3’方向，只影响下游增强子 

       元件的功能。 

3)    如果插入位置不在增强子与启动子之间，绝缘子对增 

       强子无阻隔效应。 



 增强子作用的DNA环化模型与绝
缘子的关系 



 绝缘子的普遍性 



 绝缘子结合蛋白(CTCF) 

 



    绝缘子DNA结合蛋白 
一种DNA-结合蛋白CTCF(CCCTC-binding factor, CCCTC 

结合因子)可专一性与该42 bp顺序结合。CTCF已在其它实 

验中被证明参与基因的转录激活与沉默，是一个含有11个 

锌指的分子量为82 kD的蛋白质。人体T细胞受体α/δ座位 

及爪蟾（Xenopus）RO (repeat organizer, 重复顺序组织者)  

rRNA基因调控区绝缘子均有保守的CTCF结合位点 (Bell,  

2001)。这些在进化上处于不同地位的物种中广泛存在绝缘 

子的现象表明，以绝缘子界定增强子的作用范围是真核基 

因组一种普遍的控制基因活性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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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蝇腹节模式决定区中的绝缘子 

 



DNA甲基化 

 



DNA 

甲基化 

模式 

A. 双碱基CpG的 

     嘧啶甲基化.  

B. DNA去甲基化促 

    使染色体组蛋白 

    乙酰基化, 结果染 

    色体结构松弛, 转 

    录因子与调控序 

    列结合, 启动转录. 

C. 肿瘤细胞DNA甲 

     基化特点, CpG 

     岛高度甲基化,  

     一般DNA低度甲 

     基化. 



高等生物基因组普遍存在甲基化 

1) DNA分子的化学修饰主要是甲基化.脊椎动物基因 

   组中约60-80%双核苷酸CpG的胞嘧啶(C)被甲基化. 

   被子植物基因组中，甲基化位置主要出现在CpG和 

   CpNpG回文对称顺序，大约20-30%的胞嘧啶(C)被 

   甲基化。DNA的甲基化在基因的表达调控中起重要 

   作用。 

2）基因组的甲基化模式可影响表型并能通过体细胞 

   遗传，但不该变细胞的基因型. 基因组的甲基化 

   是表观遗传的重要内容之一. 

3) 基因组DNA甲基化是基因表达调控的重要方式, 并 

   与染色质重建(chromatin remodeling)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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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组DNA甲基化与药物 

May 2009  there are three epigenetic medicines on the market, 

all approved in the US. 



基因组DNA甲基化的生物学 

1）细胞命运的确定与基因组DNA的甲基 

      化状态有关； 

2）DNA甲基化是决定基因表达模式的重 

      要因素； 

3）DNA甲基化模式可以在上下代细胞之 

      间传递； 

4）DNA甲基化只限于碱基的修饰，并不 

      改变DNA的顺序组成。  



DNA甲基化与转座子活性 

 



染色质修饰与重建 
 



染色质重建 

1)染色质重建(chromatin remodeling)系指
染色体结构状态的改变.染色质重建可以
是可逆的,也可以是不可逆的. 

2)染色质重建涉及DNA的甲基化, 组蛋白的
乙酰基化和去乙酰基化. 

3)染色质重建的目的是使染色质的物理状
态处于松弛或收缩, 其结果使转录活化因
子可接触或不能接触调控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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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小体组蛋白空间分布 

 



siRNA可诱导异染色质形成 

见:Current Opinion in Cell Biology 16:230-238, 2004 



   DNA甲基化抑制转座 

 



等位基因成员的非对称表达 

1) 二倍体基因组中每个等位基因均有两个
等位基因成员. 

2)二倍体每个等位基因成员的表达模式有
三种: 

   母源基因表达, 或父源基因表达, 或两个
成员均表达 

3) 有三种机制决定等位基因成员的非对称
表达: 

      1. X-染色体失活;  2. 基因组印记; 

      3. 随机选择. 



基因组印记 
1)1991年TM.德切艾拉等报道, 老鼠7号染色体上中有一个 

称为类胰岛素生长因子Igf2的基因(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II),该基因的突变纯合子表现为侏儒症.在杂合子 

中,如果突变等位基因来自父亲, 表型异常(显性).如果来 

自母亲,表型正常,即母源Igf2基因在子代被抑制(隐性). 

2) 这种因为亲本来源不同而使等位基因表达模式发生改 

变的现象称为印记(imprinting).它有两个特点:  

 1.子代的两个等位基因中有一个发生沉默, 即不表达. 

 2.哪一个等位基因沉默取决于等位基因的亲本来源.  

这是在哺乳动物中最早发现的表观遗传现像. 随后又在老 

鼠中发现另外一个基因, 即7号染色体上与Igf2紧密连锁 

的H19也有类似的情况, 只是表现相反, 即父源的H19等位 

基因在子代中不表达, 母源的H19基因在子代中正常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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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乳动物均有基因组印记, 因此哺乳动物没有孤雌生殖. 只有 
将野生型H19基因和突变型H19基因的卵细胞融合才得到成体克 
隆鼠.实验做了598个组合, 产生球型胚371个,全植入26只代孕 
小鼠子宫, 24只怀孕.最后破腹产获得10只小鼠,1只发育到成鼠. 

Nature 428:860-864,2004 



哺乳类动物性别之谜 
One of the great mysteries of Biology is why a 

    male and a female are necessary for mammalian 

    reproduction. Some insects, fish, reptiles and birds 

    are known to reproduce through parthenogenesis, 

    the ability to reproduce without fertilization by a 

    male; however, mammals only reproduce sexually 

    and there have been no reports of naturally- 
occurring mammalian parthenogenesis in the wild. 

Different types of viviparous mammals, including 
marsupials such as kangaroos and other types such 
as humans and mice (eutherian), have different 
genes involved in genomic imprinting 



DNA甲基化与基因组程序化  
                                                                               1) 二倍体种质               

                                                                               细胞基因组 

                                                                               DNA在配子发 

                                                                               生前要去甲基 

                                                                               化，在配子发 

                                                                               生时雌雄配子 

                                                                               要发生特定等 

                                                                               位基因DNA性 

                                                                               别甲基化，这 

                                                                               些基因DNA甲 

                                                                               基化的模式在 

受精后仍然保持不变。2) 受精后，雌雄配子基因组DNA去甲 

基化。3）进入胚胎细胞分化时期，胚胎细胞基因组DNA重 

新甲基化，这一过程称为基因组重新程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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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精胚与体细胞胚的发育差异 
哺乳动物体细胞 

胚胎与受精卵胚 

胎发育存在许多 

差异. 这些差异主 

要表现在体细胞 

胚与受精胚基因 

组的程序化. 受精 

卵的雄核与雌核 

基因组DNA在去 

甲化的程序上存 

在时间差. 雄核 

基因组DNA去甲 

基化先于雌核基 

因组DNA.基因组 

DNA甲基化程序 

的差异会导致胎 

发育异常. 



剂量效应 

1)   剂量效应系指具有两份基因拷贝的个体

和一份基因拷贝的个体在表现型上保持
一致的机理.  

2)  多细胞生物中性别染色体在雌性和雄性
细胞中的拷贝数不同, 为平衡基因表达
产物的数量, 出现整条染色体被抑止或
超激活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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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体剂量效 

应可通过基因 

的上调或下调 

形式达到:  

1) 哺乳动物雌 

性一条X-染色 

体失活,形成 

Barr小体; 

2) 果蝇雄性X- 

染色体超表达 

以达到平衡; 

3) 线虫雌性一 

条X-染色体低 

表达. 



X 
- 

染
色
体
失
活
机
制 

雌性老鼠在胚胎早 

期两个XIST等位基 

因低水平表达, 但 

RNA产物不稳定, 

并与其编码基因结 

合.  随着发育进行, 

其中一个XIST基因 

的表达逐步稳定最 

终覆盖了其所在的 

整个X-染色体. 另 

一X-染色体上的 

XIST基因则随之因 

启动子甲基化而关 

闭. 选择那条X-染 

色体失活是一个随 

机的过程. 



嗅觉
单等
位基
因随
机选
择表
达 

每个嗅觉神经细胞中,  只从簇集的嗅觉基因中选择一个表达,  

而等位基因两个成员只表达一个,  受控于LCR和启动子互作. 



思 考 题 
  1.什么是表观遗传? 表观遗传包括哪些内容? 举例说明.  

  2.什么是位置效应? 有哪两种位置效应?.  

  3.基因组如何阻止相邻基因之间调控顺序的干扰?.  

  4.何谓基因组印记? 它是如何产生的?  

  5.胚胎发育中基因组重新程序化出现在什么阶段? 有何 

     特征? 

  6.有什么实验证明DNA甲基化与基因的表达调控有关?  

  7.DNA甲基化的生物学意义?  

  8.核小体组蛋白有哪些修饰方式? 组蛋白修饰促使染色 

     质松弛的原因是什么? 

 9.什么是剂量补偿? 果蝇与哺乳动物剂量补偿机制有何不
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