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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因组的结构成分 

2)  基因组的顺序组成 

3)  编码顺序 

         蛋白质基因 

         RNA基因 

4)   原核生物基因组 

5)   细胞器基因组 

6)  非编码顺序 

         DNA转座子 

         逆转座子 



物种的染色体组 

 



Ophioglossum reticulatum (右) 

Myrmecia pilosula (下) 

箭蕨科:一支箭、瓶尔小草, 630对
染色体  

澳大利亞牛頭犬螞蟻, 单倍体雄蚁 

1条染色体, 双倍体雌蚁2条染色体  



染色体结构 

 



染色体显带或分带— 
chromosome banding 

染色体带是指当染色体经一定的物理、化学因素处理并用特定的染料 

染色后，在显微镜下可显示出特定的深浅不同的条纹，或在荧光显微 

镜下看到不同强度的荧光节段。不同染色方法可分出Q、G、C、R、N、 

T及Cd等几种类型的带。不同的染色体具有不同形态的带，称为“带 

型”，反映了染色体固有的结构。据此我们可以准确无误地识别每一
条 

染色体，并可用来分析染色体内部结构的变化。 

染色体带显示的过程称为染色体显带或分带。1968年，科学家用氮芥 

喹吖因使染色体不同部位差别染色，显示出清晰的带纹。自染色体高 

分辨显带技术问世后，研究者可以在人体细胞分裂的前中期染色体上 

显示出1 256条带，在早前期染色体上可显示出3 000～10 000条带。 

显带技术不仅解决了染色体的识别问题，还为深入研究染色体的异常 

及人类基因定位创造了条件。 



   染色体带型命名 

人类染色体带型最早确定的命名方式是从着丝粒向 

两侧按数字编号, 短臂以p代表(p=petit),长臂以q代表. 



Karyotype和Karyotyping 

Karyotype:  核型又称染色体组型，是指用显微镜照像或
描绘的方法得到的单个细胞染色体的系统排列。由体
细胞中全套染色体按形态特征和大小顺序排列构成，
并依次配对、分组。代表的是该个体一切细胞的染色
体组成。有丝分裂中期染色体的形态较典型，所以一
般分析中期染色体。主要观察染色体的长短、着丝点
的位置，臂的长短、有无随体，其中以着丝点的位置
最为重要。 

Karyotyping: 染色体核型分析,是指在显微镜下对个体
细胞染色体的大小,形状,数目进行检测的一种方法.根
据染色体分带技术可以检测到样品细胞的染色体结构
是否正常,是否发生了染色体数目的变化,结构的重排,
区段缺失或重复. 



人类染色体核型 

 



基因组的结构成分 

1)  SAR和MAR 

2)  CpG岛 

3)  等高线 

4)  富基因区 

5)  “沙漠区”或 

    贫基因区 



 SAR和MAR 

SAR: Scaffold  

attehment region,  

与染色体骨架蛋 

白结合的染色体 

的DNA顺序. 

 

MAR: matrix  

arrechment  

region, 与细胞核 

基质蛋白成分结 

合的染色体DNA 

顺序. 



MAR

的 

分 

离 



MAR和SAR的特征 

1)     当用交联剂如EtB处理提取的真核细胞核时,部分解旋
的DNA可从细胞核中突出形成25-600  kb长的环突. 

2)     这些环突的DNA基部与细胞核基质紧密结合, 将染色
体DNA分成相对独立的结构区域. 

3)     与细胞核基质结合的DNA顺序(基质附着区, MAR)含
有较高比例的AT, 约占总DNA的10%. 

4)     拓扑酶II可与MAR结合, 因此推测MAR成分与DNA
复制有关. 

5)     SAR可用二碘水扬酸铝分离, MAR则用高盐NaCl溶
液分离. 

6)     MAR或SAR之间的距离平均为30 kb, 染色体DNA环
突长约25-600 kb, 因此并非所有MAR或SAR均与基
质或骨架结合. 或这说MAR(或SAR)与基质或骨架结
合的位置是动态的, 不固定的. 



SAR和MAR的应用 

由于发现许多功能基因的两侧含有SAR或 

MAR的结构,并证实SAR和MAR具有阻止 

异染色质位置效应和隔离相邻基因彼此干 

扰的功能, 因此为了提高转基因的表达水平,  

在构建表达载体时可在基因两侧安装SAR 

或MAR顺序, 以减少转基因沉默效应. 



什么是CpG岛 

  满足CpG岛的条件为:  

  1. 连续200 bp的DNA顺序(已修改为500 bp);  

  2. C+G含量大于50%(已修改为55%);  

  3. 观测到的CpG双碱基数目与预期的数目 

      之比大于0.6(已修改为0.65). 

   (Gardiner-Garden, J.Mol.Bio., 196:261, 1987;   

Proc Natl Acad Sci USA 99:3740-3745, 2002 ) 



   CpG岛的一般特点 

1)   主要在脊椎动物中发现,其它种属基因
组中也有CpG岛, 但特征不明显. 

2)   绝大多数CpG岛中很少出现胞嘧啶甲
基化, 因此被认为是基因转录活跃区. 

3)   CpG岛主要分布在基因的启动子区和
第一个外显子区. 

4)   绝大多数管家基因(housekeeping gene)

含有CpG岛, 是寻找基因的一个指标. 



CpG岛的分布 

                                                                          脊椎动物中CpG  

                                                                          岛的分布有如下 

                                                                          特点: 1.主要分 

                                                                          布在基因的5’端 

                                                                          和第1个外显子 

                                                                          区. 2. 人类中 

                                                                          40%的管家基因 

                                                                          的5‘端均含CpG 

岛. 3. 双碱基-CpG-具回文结构,是甲基化酶作用的位点,可 

在回文对称的两个胞嘧啶5位碳原子上进行甲基化. 在CpG 

岛中-CpG-双碱基均无甲基化. 



人类基因组CpG岛的组成 

 



为何会产生CpG岛? 
1)   由于细胞内胞嘧啶甲基化与脱氨基事件常常

发生, 导致复制时的C→A错配.在下一轮复制
时原来的胞嘧啶(C)位置由胸腺嘧啶(T)取代, 
即发生碱基代换. 因此基因组DNA顺序进化的
总趋势是A/T比例增加. 

2)   “基因转换”, 即DNA复制时以同源DNA单链
为模板进行复制, 使子代DNA出现高G/C比的
转换. 

3)   管家基因对生物的存活极其重要, 启动子区是
基因调控的主要成分, 因此很少发生可遗传的
C→A的突变, 保留了较平均值更高的G/C比. 



植物基因组中的CpG岛 

1)    植物基因组,主要是小型基因组(水稻和拟南芥)
含有类似脊椎动物基因组中的CpG岛. 

2)    水稻和拟南芥CpG岛的分布密度分别为4.7  
kb和4.0 kb. 

3)    水稻和拟南芥CpG岛的分布覆盖了整个基因, 
并非如脊椎动物那样局限于基因5’端. 

4)    植物除-CpG-可被甲基化外, -CpNpG-回文结
构的胞嘧啶也可甲基化. 

5)    植物中-CpG-在CpG岛中的比例在75-80%, 与
脊椎动物类似, 单子叶高于双子叶. 

        引自:Ashikawa, Plant Journal  26:217, 2001. 



水稻编码基因C/G比例非均一分布 

水稻基因的CG含量呈现由5‘向3’逐渐降低的分布态势,  

这种特征与人的肩膀类似, 故称溜肩形(shoulder). 



基因组顺序组成的等高线 

(isochore)特点 

1)    等高线(isochore)系指基因组中具有较均一的
相似比例碱基组成的连续的DNA顺序. 

2)   脊椎动物基因组中等高线DNA顺序具有相嵌
分布的特征. 

3)   高GC比例区总是分布在基因密集区或常染色
质区, 高AT比例区大多数分布在异染色质区
或贫基因区. 

4)   梯度密度离心可将不同碱基比例的具有均一
性组成的DNA顺序分离. 



 基因组等高线—碱基的非均一分布 



CpG岛与等高线的进化 

 



基因组的顺序组成 

   1)  编码顺序 

   2)  非编码顺序 

   3)  重复顺序 

   4)  单一顺序 



人
类
基
因
组
概
貌 

 



人类基因的一般结构 

1) the average human gene contains 4 exons  

   totaling 1,350 base pairs (cDNA) and  

   thus encodes an average protein of 450   

   amino acids.  

2) The density of genes on the different  

   chromosomes varies from  

      基因密度最高:  染色体19, 平均每Mb为23 个基因, 

                                  43 kb/基因 

       基因密度最低:  染色体13 ,平均每Mb为 5 个基因, 

                                   200 kb/基因 



 最大的基因-Tintin(肌联蛋白)基因 

titin 基因的外显子数Celera报道为 234,  人类基因组计划组织 

报道为 178,  编码27 000个氨基酸. Titin基因全长约3000 kb, 约 

占人类基因组总长的0.1%. 



外显子最多的基因-Dystrophin  

1) Dystrophin  (肌营养不良蛋白) with its 79 exons spread 

over 2000 kb, 约占人类基因组0.1%.. 

2) Duchenne muscular dystrophy (DMD) perhaps its great 

size makes this gene so susceptible to partial deletions. If 

these cause a change in the reading frame, no dystrophin 

is synthesized and DMD, a very severe form of the disease. 

3) Becker muscular dystrophy (BMD). If the deletion simply 

removes certain exons, a shortened protein results that 

produces BMD, a milder form of the disease.  

4) The gene for dystrophin is on the X chromosome, so these 

two diseases strike males in a typical X-linked pattern of 

inheritance. 该遗传病在男性中非常突出. 



无脊椎动物中没有的人类基因 

1. antibodies and T cell receptors for antigen 
(TCRs). 

2. the transplantation antigens of the 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 (HLA, the MHC of 
humans), cell-signaling molecules including the 
many types of cytokines. 

3. the molecules that participate in blood clotting (凝
血).  

4. mediators of apoptosis. Although these proteins 
occur in Drosophila and C. elegans, we have a 
much richer assortment of them. 人类中更为丰富. 



基因在染色体上的分布—酵母 

 染色体   长度    基因  密度   染色体  长度   基因  密度 
----------------------------------------------------------------------------------------------------- 

     I        230 kb     110   2 kb       IX       440     231    2 kb 

    II        813 kb    422   2 kb        X        745     387    2 kb 

   III        315 kb    172   2 kb       XI       667     334    2 kb 

   IV      1532 kb    812  2 kb       XII     1078    547    2 kb  

   V         577 kb    291  2 kb       XIII      924    487    2 kb 

   VI        270 kb   135   2 kb       XIV      784    421    2 kb 

   VII     1091 kb   572   2 kb       XV     1091    569    2 kb 

   VIII     563  kb   588  2 kb       XVI     948     497    2 kb 
----------------------------------------------------------------------------------------------------- 

注:染色体IV和XII中重复顺序未包括在内.     



酵母最小染色体 

酵母最小染色体为VI, 长270 kb, 含135个 

    基因. 据分析, 为了保持最低限度的染色 

    体长度, VI号染色体填充了许多非必需 

    顺序. 



基因在染色体上的分布—线虫 

染色体     大小(Mb)    蛋白质基因     基因密度 

------------------------------------------------------------- 

     1             13.86            2 803                1/4.9 kb 

     2             14.72            3 259                1/4.6 kb 

     3             12.77            2 508                1/5.1 kb 

     4             16.14            3 094                1/5.1 kb 

     5             20.82            4 082                1/4.3 kb 

     X            17.22            2 631                1/6.5 kb  

------------------------------------------------------------- 

  Total          95.53          19 141                1/5.0 kb   



 基因在染色体上的分布—拟南芥 

   染色体     长度(Mb)    基因(ORF)      密度 

--------------------------------------------------------- 

     1              29.1             6 543          1/4.0 kb 

     2              19.7             4 036          1/4.9 kb 

     3              23.2             5 220          1/4.5 kb 

     4              17.5             3 825          1/4.6 kb 

     5              26.0             5 874          1/4.4 kb 

--------------------------------------------------------- 

  Total         120             25 000           1/4.5 kb 



基因在染色体上的分布—人类 
染色体    长度(Mb)      基因数     密度          染色体      长度(Mb)  基因数   密度 

------------------------------------------------------------------------------------------------------ 

    1              220             2 453       16/Mb           13                   99                    582       10/Mb 

    2              240             1 816       12/Mb           14              87              873     14/Mb 

    3              200             1 611       12/Mb           15              80              804     15/Mb 

    4              186             1 145       10/Mb           16              75              995     19/Mb 

    5              172             1 366       11/Mb           17              78            1210     19/Mb 

    6              172             1 467       13/Mb           18              79              472     10/Mb 

    7              146             1 219       12/Mb           19                    58                  1409      29/Mb 

    8              146                940       11/Mb           20              61              697     16/Mb 

    9              113             1 018       13/Mb           21                     33                    286       13/Mb 

  10              130             1 027       12/Mb           22              36              641     23/Mb             

  11              132             1 586       16/Mb           X             128              992     11/Mb 

  12              134             1 342       14/Mb           Y               19              104     11/Mb 

  NA              75                328       (未确定染色体位置)   平均密度:  1/71 kb 
-----------------------------------------------------------------------------------------------------       



  染色体结构与重组率 

    1)   短臂交换率大于长臂 

    2)   近端粒区交换率大于内部区域 

    3)   富基因区大于贫基因区 

    4)   存在重组热点 

    5)   女性染色体交换率大于男性 

    6)   染色体交换的位置大多分布在启动 

          子区 



基因组的基因构成 

   1)  编码蛋白质基因 

   2)  编码RNA基因 

   3)  编码miRNA的顺序 (基因?) 

  几乎所有RNA编码基因都是多拷贝 



动物种属专一性基因非常之少 

1)  老鼠基因组注释结果揭示, 啮齿类基因 

      中只有1%为种属专一性基因. 

2)  原来以果蝇作为参照, 认为在脊椎动物 

     中存在许多脊椎动物种属的基因, 现在 

     在珊瑚虫基因组中已找到许多曾被认为 

     是脊椎动物种属专一性的基因. 因此真 

     正属于脊椎动物的基因数比预期的少很 

     多. 



五种真核生物蛋白质基因比较 

                                              

                                            人类          果蝇        线人虫       酵母    拟南芥 

---------------------------------------------------------------------------------------------- 

鉴定的基因数              ~32 000**    13 338    18 266          6 144      25 706 

蛋白质域家族数目          1 262          1 035      1 014              851       1 010 

不同蛋白质域数目          1 695          1 036      1 018              310          — 

1-1-1-1百分比                    1.40            4.20        3.10              9.20    — 

信号顺序百分比                   20               20           24                11          — 

膜蛋白百分比                       20               25           28                15          — 

重复百分比                           10               11             9                  5          — 

扭曲螺旋百分比                   11               13           10                  9          — 



 非编码RNA基因 

非编码RNA基因包括: 

       rRNA基因 

       tRNA基因 

       snRNA基因: 小分子细胞核RNA基因 

            涉及前体mRNA剪接 

       snoRNA基因: 与rRNA剪接和修饰有关 

       scRNA基因: 小分子细胞质RNA基因 

            7S RNA, 与核糖体转移到内质网上有关 

       miRNA: 干扰基因表达,  X染色体失活 



人类基因组RNA编码基因 

人类基因组草图顺序含有大多数已知的非编码RNA 
基因: 
 
1)    rRNA（18S，5.8S，28S和5S ） 
2)    tRNA基因共48种，可解读61个氨基酸密码 
3)    10种snRNA: U1，U2，U4，U4atac，U5，U6，U6atac，

U7，U11和U12  
4)    7SL RNA，端粒酶RNA，7SK RNA，Xist RNA等 
5)    真核生物rRNA在合成之后要进行广泛的修饰，主要由 
       小分子核仁RNA（small nucleolar RNA，snoRNA）指 
       令修饰的位置。人类基因组草图顺序中发现69个C/D 盒 
       snoRNA基因，15个H/ACA snoRNA基因。 
5)   miRNA: 参与广泛的个体发育与基因调控, miRNA来自 
      mRNA前体, 但不编码蛋白质. 



人类基因组还有哪些是未知的? 

1) 不论是International Human Genome  

   Sequencing Consortium (IHGSC)还是Celera  

   Genomics都未能获得全部的人类基因组顺序,  

   已测序的部分约占总DNA的90%. 

2) 2001年的草图顺序连续DNA的长度为85 kb, 15 

   万个间隙. 2003年连续DNA长度达到38.5 Mb,  

   间隙减至341个.  

4) 目前仍然不知道人类基因组编码蛋白质基因的 

   精确数字, 推测在24 000左右. 



人类基因组顺序分析后的新发现 

1)  已经确定了人类细胞存在编码蛋白质基因19 599个, 另外还 

     鉴定了2 188个编码蛋白质的基因片段. 

2)  人类基因组中存在许多几乎完全相同的重复区段, 它们至 

     少分布在两个不同的区域. 有很多与人类遗传病有关. Y染 

     色体约25%的区段重复, 主要集中在中间和端部. 人类基因 

     组在过去的400万年中发生了迅速的功能创新和结构改变. 

3)  人类基因组重复区占5.3%, 大鼠为3%, 老鼠为1-2%. 

4) 人类与啮齿类自7500万年前分开后, 通过重复产生了约1000 

    新基因, 大多与免疫, 嗅觉和生殖有关. 如怀孕专一性β-1糖 

    蛋白与人类的孕期延长有关. 人类嗅觉基因远少于啮齿类. 

5) 从完成顺序中鉴定了因点突变而失去功能的33个假基因, 但 

    其中5个同源基因在黑猩猩中仍然有功能, 没有突变. 



拟南芥基因的组成及其比例 



拟南芥蛋白质基因的类别与数目 

                   表6.8  拟南芥蛋白质组的功能分类 
      ---------------------------------------------------------------  
       功能类别                    成员数             百分比（%） 
      --------------------------------------------------------------- 
      细胞新陈代谢               4 009                    22.5 
      转录                               3 018                    16.9 
      保护                               2 055                    11.5 
      信号传导                       1 855                    10.4 
      生长                               2 079                    11.7 
      蛋白质命运                   1 766                      9.9 
      细胞内转运                   1 472                      8.3 
      转运                                  849                      4.8 
      蛋白质合成                      730                      4.1 
     ----------------------------------------------------------------- 
      合计                              17 833                 100.00 



几种真核类生物转录因子数目比较 

    当比较拟南芥基因组与已测序的动物及人类基因组的
转录因子基因组成时有一个意外的发现，与预期的相
比，拟南芥转录因子基因的数目（1500）远高于线虫
（500）与果蝇（700），略底于人类（2000）。从结
构的复杂性观测，拟南芥应比果蝇简单，为何前者的
转录因子数量多于后者，这与植物具有复杂的次生代
谢产物有关。由于不能通过运动主动躲避环境的压力
和侵害，植物只能发展丰富的次生代谢产物来适应所
遭遇的生存环境。植物次生代谢产物的种类约50 000

种，基因组中约25%的基因涉及次生代谢，其中包括
相当数量的转录因子。 



拟南芥3种基因组比较 

 



拟南芥基因组RNA编码基因 

    拟南芥基因组中共有41个编码tRNA的基因家
族，它们译读61个密码子。5个与mRNA加工
有关的snRNA（U1，U2，U4，U5，U6）基
因均已通过实验鉴定，其拷贝数在10-16个之
间。拟南芥基因组中仅有C/D盒snoRNA家族，
共36个成员，但缺少H/ACA盒snoRNA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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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器基因的转移与进化 

1)    细胞器基因转移到细胞核基因组中是一个至今
仍在持续发生的现象. 

2)    细胞器基因转移到细胞核之后,必需获得一段

转移信号肽的顺序才能使其编码的蛋白质再进
入细胞器. 

3)    在这一过程中会发生两种事件:由于未能获得
转移肽顺序, 细胞核中来自细胞器编码的基因
最终被丢失或突变, 原来的细胞器基因拷贝仍
然保留; 当细胞核中线粒体基因获得转移肽顺
序后, 留在细胞器中的拷贝就失去存在的意义, 

将发生丢失或突变成为假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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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类作物线粒体rps19基因的命运 

 



高等植物线粒体基因组的结构特点 

1)    非均一性: 线性和环状亚基因组DNA共存. 

2)    拷贝数变化: 同一细胞不同亚基因组DNA的
拷贝数并不相同. 

3)   不同种属之间线粒体基因组大小变化很大, 在
120 –2500 kb之间. 

4)   动态变化: 不同发育时期,每个细胞线粒体基
因组的拷贝数不是恒定的. 

5)   分子内重组: 高等植物线粒体基因组中含有大
量短序列正向或反向重复顺序,它们之间的重
组导致大量的DNA顺序重排, 是Mt DNA频繁
突变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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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粒体基因组多态性在世代之间的急剧变化 

线粒体基因组为多拷贝，但其遗 

传行为却表现为单一基因型。 

Cree LM等采用线粒体DNA拷贝 

数定量检测技术发现，人类线粒 

体基因组等位型多态性频率在世 

代之间急剧变化的现象与线 

粒体遗传瓶颈（mitochondrial  

genetic bottleneck）有关。在精卵 

受精后发育的胚胎在植入子宫前 

后一段时间，胚胎细胞在胞质分 

裂时异质性线粒体分配到子细胞 

中的数目急剧减少。这一过程导 

致子细胞中线粒体DNA群体的快 

速同质化，使突变型便于暴露并 

在随后的排除事件中丢失，从而 

达到纯化“健康”线粒体的目的。 

Nature Genetics 40:249, 2008 



高等植物叶绿体基因组特点 

1)   结构紧凑, 基因之间排列紧密, 很少非编
码顺序.  

2)   不同种属之间叶绿体基因组大小比较恒
定, 约在120 kb左右. 

3)   动态变化: 不同发育时期,每个细胞叶绿
体基因组的拷贝数不是恒定的. 

4)   叶绿体基因组内很少短序列重复顺序. 

      有两段很长的反向重复顺序, 这种结构
可有效地阻止叶绿体环状DNA的分子
内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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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叶绿体基因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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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肠杆菌染色体的包装模型 

 



   真细菌操纵子的典型结构 

 



   大肠杆菌基因组中的操纵子 

1)   大肠杆菌基因组总共有2 584个操纵子. 

      约73%操纵子只含一个基因, 16.6%含2

个基因, 4.6%含3个基因, 6%含4个及以
上基因. 

2)   约55%的蛋白质基因转录方向与复制叉
方向一致. 



    古细菌与真细菌操纵子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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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乱弧菌基因组的组成 

 



阿米
巴核
质巨
大病
毒基
因组 

1.一种寄生在水生阿米巴细胞中的巨型病毒Mimivirus  

  (nucleocytoplasmic large DNA virus)从英国一家医院的冷 

  却塔的水中分离获得, 大小为400 纳米. 这种巨型病毒2003年 

  在研究军团病也中发现. 

(注: 军团病, Legionnaires disease, 是嗜肺军团杆菌所致的
急性呼吸道传染病。1976年美国费城召开退伍军人大会时
暴发流行而得名). 

2. 2004年Mimivirus病毒基因组完成测序, DNA长 1 181 kb, 是 

   已知的最大的病毒基因组, 含1 262个注释蛋白质, 有10%与 

   已知功能蛋白质相似. 

3. Mimivirus含有蛋白质翻译的关键成分, 也编码氨酰tRNA合成 

   酶, 翻译延伸因子EF-TU, I和II型拓扑酶, 以及DNA修复蛋白 

   质. 

4. 巨型病毒具有30多个一般病毒中没有的基因, 该病毒起源于 

   33亿年前，即地球原始生命分化成古细菌、细菌与真核生物 

   三大类时. 这种病毒可能代表了一类新的与细菌、真菌和典 

   型病毒不同的微生物. 

        见: Science 306: 1344-1350, 2004. 



Mimivirus的进化地位 

 



目前已知的结构最完美的基因组 

1) 一种生活在海洋表层水体中的浮游细菌
P.ubique (SAR11)的基因组已经完成其测序, 这
是目前已知的结构最紧凑, 基因组成最合理, 最
经济有效的游离生物基因组. 这种合理的结构
模式是细菌为了适应贫营养化的海水生存条件
而被自然选择的结果. 

2) 浮游细菌SAR11于1990年发现. SAR11是一个
庞大的细菌群体，如果将它们的重量加在一起
将超过世界上海洋里所有鱼类的重量. 对与
SAR11相似的细胞的实际数量所做的检测与分
析表明，它们约占大西洋表层水域中微生物群
体的一半。从全球来看，海洋中的SAR11细胞
的数量超过2×1028.  



游离单细胞生物中基因组最小的生物 

 



P.ubique基因组组成 

1.     P.ubique基因组全长1 308 759  bp, 含1354 个蛋白质
基因, 35个RNA基因. 

2.     P.ubique基因组缺少假基因、内含子、转座子、染色
体外遗传成分（extrachromosomal  elements）、内含
肽 (翻译后被切除的多肽), 极少平行基因,很少基因间
顺序, 没有噬菌体基因及最近重复的基因. 

3.     P.ubique基因组含有最简单的独立生存细胞所必需的
基因, 有不少负责从环境中吸收有机物的蛋白质编码
基因.  

4.     细胞分裂速率为每天0.40-0.58次, 生长比较缓慢.. 

5.     P.ubique基因组的GC含量为29.7%, 这是为了适应海
洋环境中氮素缺乏的特点. 

6.     P.ubique基因组及其基因的组成都是为了适应海洋生
存环境中营养非常缺少的状态. 



  线虫操纵子的组成 

1)    线虫基因组约含900操纵子, 15%的基因(2600
个)位于操纵子中.每个操纵子平均含2.6个基因. 

2)    已知线虫最大的操纵子含8个基因. 

3)    线虫操纵子主要位于常染色体低重组区,  X染
色体和染色体端部很少操纵子. 被RNAi干扰的
基因也大多位于这些区域. 

4)    操纵子基因之间的间距约100 bp, 比细菌的长,
主要便于反式剪接因子的结合. 

5)    线虫操纵子中的基因类型不是随机的, 大多数
操纵子基因主要涉及基础性和普遍性的生物学
功能, 很少包括组织专一性表达及调控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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锥虫(磕睡虫)的多顺反子结构基因 

1)    锥虫(Trypanosomatidae)基因组中绝大多数基
因均以顺反子结构排列, 因此基因组中只有极少
数的启动子(已知的如VSG基因 , rRNA基因, 

tubulin 基因和PARP 基因). 

2)    锥虫所有编码mRNA的基因均以反式剪接方式
加工, 因此每个顺反子加工后5’-端均有一段被
加上的39 nt的反式剪接引导顺序, 它们来自一
个100 nt的SL (splicing leader)mRNA前体. 

3)    SL基因以头尾串接方式重复排列. 

注: 反式剪接的机制见第8章, RNA的加工. 



基因组转座子 

  1) DNA转座子 

  2) 逆转录转座子 



原核生物中的DNA转座子 

 



 真核生物转座子 

1)  植物基因组DNA转座子 

2)  果蝇基因组DNA转座子 

3)  人类基因组DNA转座子 

4)  逆转座子 



 

植物基因组中存在许多DNA转座子家族
  1)   玉米: Ac-Ds系统, Spm-系统, Mu-系统 

2)   水稻: Tos17家族, 在组培条件下该转座子可活
化. 

3)   拟南芥: Basho, Pong, MULEs, hAT等家族,  

4)   所有DNA转座子均有反向重复顺序边界,切离转 

      座到新的位置后, 在原位均留下一个插入足迹顺 

      序. 

5)   绝大多数现存的植物和低等生物(如果蝇)DNA 

      转座子仍然保留着活性, 它们是基因组进化的主 

      要驱动力之一. 油菜基因组DNA转座子的含量 

      为6%. 脊椎动物基因组很少最近起源的DNA 

      转座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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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果蝇细胞质中的66 kD抑制因子可以遗传数代,  

随着代数增加细胞质抑制因子含量减少而失去抑 

制效应. 



果蝇P转座子是重要的遗传学研究工具 

P-因子表达载体在反求遗传学中有广泛的应用,可用于增强子捕 

获, 功能基因打靶.见:Nature Review Genetics 3:189-198, 2002 



人类基因组DNA转座子 

   人类基因组中并不存在 

   最近起源的DNA转座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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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转录病度插入到新的基因组位置是以双链cDNA的形式进行重组整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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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边界顺序的逆转座子插入到新的基因组位置是 

以单链cDNA的形式进行整合的. 



   逆转录转座子的类型与结构 

 



酵母Ty1转座子—I型逆转座子 

 



酵母Ty逆转座子转座验证 

1) 构建两个酵母质粒载体: 一个在Ty内部插入酵母基因的两个外显子, 

其间有一个内含子 , 并在Ty上游装上gal诱导启动子. 另一个质粒载体 

含无启动子的His合成酶基因. 2) 将上述两个质粒共转化酵母突变型细 

胞His－, 在筛选培养基上获得野生型His＋,说明Ty插入到His－ 基因的 

上游提供了促使His基因表达的启动子. 此外,检测到两个外显子中的内 

含子已除去, 证实发生了前体mRNA剪接事件,  表明Ty的插入是以 

cDNA为媒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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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基因组中的逆转座子 

1)  目前为止高等植物中尚未发现逆转录病毒. 

2)  高等植物,包括单子叶和双子叶植物基因组
均含有I类逆转座子(LTR类), 但缺少II类
(由mRNA反转录扩增)逆转录子. 

3)  逆转座子也是高等植基因组扩增的主要成
分, 在不同作物中所占比例: 

      水稻: 14%; 玉米: 50%-60%; 大麦: 70% ; 

      小麦: 90%;  高粱: 6%;   油菜: 14%.  



人类基因组中转座子类重复顺序及其比例 

 



人类基因组中几种分散重复顺序的起源 

1)   非LTR类分散重复顺序 (缺少LTR边界顺序) 

 a) LINE (long interspersed nuclear element), 

又称长分散核因子),  主要来源于残缺的逆转录
病毒cDNA. 

 b) SINE(short interspersed nuclear element), 

又称短分散核因子), 主要来源与Pol III基因的
RNA逆转录cDNA, 如7SL RNA和tRNA基因. 

2)    LTR类分散重复顺序(具LTR边界顺序) 

 a) 完整的逆转录病毒, 具类HIV的基因组结构 

 b) 内部残缺的逆转录病毒, 仍有完整边界顺            



逆转录转座子与逆转录病毒的关系 

脊椎动物中所发现的逆转录病毒据推测可 

能起源于逆转座子(LTR类), 在获得外壳 

蛋白后转变为逆转录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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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DNA转座子还是逆转座子,当它们活化转位 

时都会对基因组造成极大的危害, 产生大量的突变.  

上世纪初在果蝇中发现P因子后,在不到100年的时 

间内, P因子已扩散到了几乎所有的果蝇品系.由于 

绝大多数突变都是有害的, 因此为了防止这类伤害, 

生物发展了不同的机制进行防范: 

1) 原核生物和酵母采取同源整合减少插入转座. 

2) 高等生物采取DNA甲基化的方法使转座子沉默. 

3) 单细胞原生生物如四膜虫采取生殖核与营养核分 

    离的办法, 在形成营养核时将转座子留在生质核 

    内, 使其不能表达. 

5) 果蝇缺少防止转座子活化的机制, 果蝇基因组 

    DNA没有甲基化, 绝大多数果蝇的自然突变均源 

   于转座子. 

6) 植物组培中易发生转座子活化, 产生体细突变. 



   真核生物重复顺序比较  

                               人类                   果蝇                    线虫                拟南芥 

 

 类型              比例  家族成员  比例  家族成员  比例  家族成员  比例  家族成员 

  

SINE              33.40%     6          0.70%      20       0.40%      10        0.50%      10 

LTR               8.10%   100          1.50%      50       0.00%        4        4.80%      70 

DNA               2.80%     60          0.70%     20        5.30%      80        5.10%      80 

总数             44.40%   170           3.10%     90        6.50%      90      10.50%    160 



作 业 题: 任选5题, 11月9日交 

  1.   RNA与DNA的主要区别是什么?为什么RNA不能成为主要的遗 

        传息载体? 

  2 .  什么是顺序复杂性? 如何计算顺序复杂性? 

  3.  什么是假基因?假基因是如何形成的? 

  4.  有哪些分子标记? 各有什么特点?  

  5.  如何将RAPD分子标记转化为RFLP标记? 

  6.  什么是近等基因系(isogenic line)? 如何建立近等基因系? 

  7.  细菌染色体遗传图是如何绘制的? 

  8.  什么是基因组物理图? 物理图与遗传图有何不同? 

  9.  什么是BAC载体? 请说明BAC载体各组成部件的功能.  

10.  如何采用DNA指纹绘制重叠群?  

11.  什么是定位克隆? 如何进行定位克隆? 

12.  为何BAC克隆测序和全基因组鸟枪法测序都会留下间隙? 

13.  基因组鸟枪法测序要构建大小不同的插入片段克隆文库,原因何 

       在? 

14.  简述GIS库构建的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