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章 基因组 

1) 遗传的分子基础                                     

2) 基因组顺序复杂性                                       

3) 基因与基因家族 

4) 基因组 
                  



遗传的分子基础 

1)  DNA的化学与生物学 

2)  RNA的化学与生物学 

3)  蛋白质的结构与生物学 



遗传信息流—中心法则 



四种核苷酸 



  DNA的结构特点 

1）DNA由两条具有极性的互补单链组成. 

2)   两条互补单链走向相反. 

3)   DNA双螺旋大小沟槽交替排列. 

4）碱基配对原则：A-T，C-G，A-T配对形成 

      2对氢键，C- G配对形成3对氢键. 

5）每旋转一圈为10.5 bp (碱基对) . 



核苷酸的化学极性与生物学 

1)  DNA的合成具有方向性, 造成先行链  

     与延滞链复制方式的差异;  

2)  DNA的降解具有方向性, 3’→5’ 和
5’→3’ 的降解由不同的酶执行; 

3)  遗传密码的编排具有方向性, 只有正 

     链才具有编码功能; 

4)  导致转录的方向性. 



DNA双螺旋的生物学 

1)  DNA的双螺旋使DNA的复制复杂化,  

     必需一套解旋机制; 

2)  DNA双螺旋的大小沟具有结构信息,    

     许多蛋白质都与大沟结合; 

3)  DNA双螺旋产生了环状DNA分子的拓 

     扑学结构的变化. 

4)  DNA双螺旋的螺距约10 bp, 转录因子的 

     结合与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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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基配对的生物学 

1)   遗传信息的忠实传递. 

2)   每一种核苷酸都有二种互变异构体（tautomer），它们 

      处在动态平衡中。例如胸腺嘧啶有二种异构体，即酮式 

     （keto）和烯醇式（enol）胸腺嘧啶。就每个分子而言 

      偶然会从一种异构体转为另一种异构体，胸腺嘧啶的情 

      况是趋向于酮式异构体。如果复制叉经过某一胸腺嘧啶 

      碱基，而后者又恰恰处在烯醇式异构体时，就会发生一 

      次错配。因为烯醇式胸腺嘧啶更趋向于与G而不是与A 

      配对。稀有的亚氨基腺嘌呤异构体优先与C而非与T配  

      对，烯醇鸟嘌呤异构体优先与胸腺嘧啶配对。  

3)  A-T键能小于G-C键能, A/T顺序更易解链, 因此在需要快 

     速解链的区域A/T碱基对比例较高,如启动子区. 



碱基错配的原因 

 



螺距长为10碱基对 

每一轮双螺旋由10碱基对组成, 这一结构具
有多种生物学意义: 

1)   启动子与转录起始点位置; 

2)   转录因子与DNA结合的位置; 

3)   引起DNA弯曲---A/T碱基对的平面有点
倾斜, G/C较平整. 在周期性重复的
(A/T)5-6与(G/C)4-6序列, DNA分子会发
生弯曲. 弯曲DNA在基因表达调控中具
有重要意义. 

4)  缠绕在核小体上的DNA碱基对的朝向. 



RNA的结构与生物学 

1)  2’—OH赋予了RNA许多不同与DNA 的特性,  

     极易断裂与分解,不能形成稳定的双螺旋;  

2) 单链RNA分子的链内配对可形成高级结构, 赋
予RNA分子在生命活动中担负许多重要的结构
和催化功能; 

3) RNA的核苷酸组成中由尿嘧啶取代了DNA中 

    的胞嘧啶, 使其不能成为遗传信息的载体. 



RNA核苷酸单体都有2’—OH 

B

A

C

K 

 



RNA分子核苷酸的2’-OH 

1)  2’-OH非常靠近连接两个核苷酸的磷酸二脂键位置，使 

     RNA的磷酸二脂键对碱性环境变得十分敏感，即使在正常   

     细胞内略微徧 碱的pH条件下也很容易降解。 

2)  2’-OH的化学作用使RNA构型的选择范围受到很大限制， 

     通常RNA双螺旋区段均在数十碱基对以下。 

3) 长链RNA增加了2’-OH与磷酸脂键互作引起分子断裂的可 

     能, 限制了RNA长度的增加，这是RNA远比DNA分子量小 

     得多的主要原因。由于不能形成很长的多聚分子，RNA只 

     能储存有限的遗传信息。 

4)  2’-OH可参于同磷酸或碱基的互作从而稳定RNA分子的折 

     叠构型，所以RNA分子比DNA分子更易形成稳定而紧凑 

     的三级结构使RNA分子获得了某些重要的催化功能。 



RNA分子的不稳定性 



RNA分子的高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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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NA前体的剪接体中U snRNA是催化前体Mrna 

断裂的主要成分. 前体mRNA剪接中, 需借助2’-OH 

进行脂键转移. 



7SL RNA的生物学功能 

-SRP结合骨架 



RNA分子尿苷酸的生物学 

RNA分子不足以担当遗传物质的大任, 因为RNA 

分子的四种碱基分别为A, U, C和G: 

1)    胞嘧啶脱氨基后转变为尿嘧啶. 

2)    细胞内化学环境容易使胞嘧啶脱氨基. 

3)    胞嘧啶脱氨基转变为尿嘧啶, 尿嘧啶的氢键
配对方式选择腺瞟呤而非鸟嘌呤, 从而使
RNA的顺序组成发生改变, 影响遗传信息的
传递. 

4)   细胞中缺少修复RNA碱基突变的酶,一旦胞嘧
啶脱氨基转变为尿嘧啶后,即无法更正, 容易
积累大量突变. 



胞嘧啶脱氨基变为尿嘧啶                                                                            

            胞苷                   尿苷 



  蛋白质的结构基础 

1)  二级结构是建筑蛋白质的基石. 

2)  蛋白质基序或模体(motif) 是蛋白质功 

     能的基础结构. 

3)  由单个或多个基序或模体组合而成的  

     结构域是蛋白质的相对独立的功能结 

     构成分, 是蛋白质洗牌的单元. 

4) 蛋白质域赋予了蛋白质家族的特征. 



蛋白质的二级结构 

1)  α-螺旋 

2)  β-折叠 

3)  转角(turn) 



蛋白质基序或模体 

在许多蛋白质中都可发现由2个或3个二级结构如α-螺旋， 

β-折叠和转环构成的组合，它们有特征性的序列，具有特 

定的功能，称为基序或模体（ motif）。锌指结构（zinc  

finger）即是一种十分常见的蛋白质基序。锌指基序含３ 

个二级结构：一个α-螺旋，一对反向平行的β链。在锌指 

基部２个位于α-螺旋的组氨酸和２个位于β链的半胱氨酸 

与锌指中的金属离子（锌）螯合，形成“指状”结构。指 

状结构可与DNA螺旋的大沟结合，与大约５个核苷酸相互 

作用，起到识别顺序的功能。螺旋-环-螺旋 (helix-loop- 

helix) 也是一种蛋白质基序，是许多钙结合蛋白质 

(calcium-binding protein）的固有结构。 



基序或模体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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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域的定义 
蛋白质的三级结构中有一些在结构上和功能上相对独立的 
组成区域，如球形或纤维状结构，称为域（domain），它 
们介于二级结构与三级结构之间。蛋白质域可根据某些特 
别的结构特征来定义，如含有一些特定的氨基酸（富脯氨 
酸域，富甘氨酸域，酸性域）。有时亦可根据所在位置定 
义，如RNA多聚酶大亚基羧基端具有特别的功能，称为羧 
基端域（Ｃ-terminal domain, CTD）。 
蛋白质域有时还可根据观测到的蛋白质某一局部结构具有 
的活性进行定义。例如，具有催化活性的激酶区可称为激 
酶域（kinase domain），具有结合活性的区域如DNA结合 
域（DNA-binding domain）和RNA结合域，膜结合域 
（membrane-binding domain）等。功能域常由实验进行 
鉴定，可采用突变来分辩功能域的边界。在后续章节中将 
祥细讨论蛋白质模块的生物学功能。 



蛋白质域(domain) 

蛋白质结构域是蛋白质洗牌的基本单元. 



转录因子DNA结合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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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的构像可塑性 

自然状态的蛋白质常常有多种构像，蛋白质在不同构像之间的转变
称为蛋白质构像变换，即蛋白质构像可塑性（protein 
conformation flexibility），与蛋白质活性密切相关。当一个
氧分子与血红蛋白四个亚基中的一个结合后可使珠蛋白结构发生
改变，并促使整个血红蛋白构型变化，使第二个氧分子相比于第
一个氧分子更容易和血红蛋白的另一个亚基结合，而它的结合会
进一步促进第三个和第四个氧分子的结合。放氧的过程也具有类
似的现象，一个氧分子的离去会加速另一个氧分子的离去，直到
释放所有血红蛋白结合的氧分子。 

跨膜信号受体蛋白具有胞外信号分子结合域和胞内激酶域。在无信
号分子结合时，胞内激酶域处于非活性状态。当信号分子与跨膜
信号受体蛋白的胞外区结合时，可引起胞内激酶域构型的改变使
之活化，并催化靶蛋白的磷酸化，使胞外信号得以向胞内转导，
逐级放大。当信号分子离去，胞内激酶域的构型又回复到非活性
状态。这种因构像改变促使蛋白质活性的增强或减弱，抑制或活
化的现象非常普遍，是许多生化反应的结构基础。 

 



蛋白质构像可塑性的生物学意义 

1）跨膜信号受体蛋白在接受信号分子后的活化。 

2）激酶蛋白在磷酸化和去磷酸化时的活性改变。 

3）反馈抑制时产物与催化酶结合抑制酶的活性。 

4）多肽链折叠成蛋白质及蛋白质去折叠线性化。 

5）骨架蛋白的组装与拆卸。 

 



  DNA,RNA和蛋白质的进化关系 

 



RNA的起源及其自我复制 

RNA世界假说的主要依据有两点: 

1)  RNA具有催化能力,可以合成肽键; 

2)  RNA具有复制能力,可以复制拷贝. 

但RNA的单体即核苷酸如何生成是一个存 

在争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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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A的自我复制 
Scheme for cross-catalytic replication of 

RNA enzymes. The enzyme E′ 
(gray) catalyzes ligation of 
substrates A and B (black) to 
form the enzyme E, while E 
catalyzes ligation of A′ and 
B′ to form E′. The two 
enzymes dissociate to provide 
copies of both E and E′ that 
each can catalyze another 
reaction 

复制系统实际上涉及两种酶，每种酶都
由两个亚基组成，每种酶都作为催
化剂来装配另外一种酶。复制过程
是循环的，在此过程中第一种酶和
组成第二种酶的两个亚基结合，将
其连接形成第二种酶的一个新副本；
同时，第二种酶也对第一种酶做着
同样的工作。这样，两种酶相互装
配对方，用术语来说叫做交叉复制。
只需要刚开始时少量的两种酶及稳
定供应的亚基，交叉复制即可无限
进行下去。乔伊斯说，这是生物学
之外分子信息可永存的唯一案例。 . 

见:Science. 2009 February,  27; 323(5918): 
1229–1232.   

http://www.pubmedcentral.nih.gov/redirect3.cgi?&&auth=0by5M1oQgn4pqGyRG-RNb0Bukt4IQLxLB6ZIQ4Afi&reftype=publisher&article-id=2652413&issue-id=177167&journal-id=319&FROM=Article%7CFront%20Matter&TO=Content%20Provider%7CArticle%7CRestricted%20Access&rendering-type=normal&&http://www.ncbi.nlm.nih.gov/entrez/eutils/elink.fcgi?dbfrom=pubmed&retmode=ref&cmd=prlinks&id=19131595
http://www.pubmedcentral.nih.gov/redirect3.cgi?&&auth=0by5M1oQgn4pqGyRG-RNb0Bukt4IQLxLB6ZIQ4Afi&reftype=publisher&article-id=2652413&issue-id=177167&journal-id=319&FROM=Article%7CFront%20Matter&TO=Content%20Provider%7CArticle%7CRestricted%20Access&rendering-type=normal&&http://www.ncbi.nlm.nih.gov/entrez/eutils/elink.fcgi?dbfrom=pubmed&retmode=ref&cmd=prlinks&id=19131595
http://www.pubmedcentral.nih.gov/redirect3.cgi?&&auth=0by5M1oQgn4pqGyRG-RNb0Bukt4IQLxLB6ZIQ4Afi&reftype=publisher&article-id=2652413&issue-id=177167&journal-id=319&FROM=Article%7CFront%20Matter&TO=Content%20Provider%7CArticle%7CRestricted%20Access&rendering-type=normal&&http://www.ncbi.nlm.nih.gov/entrez/eutils/elink.fcgi?dbfrom=pubmed&retmode=ref&cmd=prlinks&id=19131595
http://www.pubmedcentral.nih.gov/redirect3.cgi?&&auth=0by5M1oQgn4pqGyRG-RNb0Bukt4IQLxLB6ZIQ4Afi&reftype=publisher&article-id=2652413&issue-id=177167&journal-id=319&FROM=Article%7CFront%20Matter&TO=Content%20Provider%7CArticle%7CRestricted%20Access&rendering-type=normal&&http://www.ncbi.nlm.nih.gov/entrez/eutils/elink.fcgi?dbfrom=pubmed&retmode=ref&cmd=prlinks&id=19131595
http://www.pubmedcentral.nih.gov/redirect3.cgi?&&auth=0by5M1oQgn4pqGyRG-RNb0Bukt4IQLxLB6ZIQ4Afi&reftype=publisher&article-id=2652413&issue-id=177167&journal-id=319&FROM=Article%7CFront%20Matter&TO=Content%20Provider%7CArticle%7CRestricted%20Access&rendering-type=normal&&http://www.ncbi.nlm.nih.gov/entrez/eutils/elink.fcgi?dbfrom=pubmed&retmode=ref&cmd=prlinks&id=19131595
http://www.pubmedcentral.nih.gov/redirect3.cgi?&&auth=0by5M1oQgn4pqGyRG-RNb0Bukt4IQLxLB6ZIQ4Afi&reftype=publisher&article-id=2652413&issue-id=177167&journal-id=319&FROM=Article%7CFront%20Matter&TO=Content%20Provider%7CArticle%7CRestricted%20Access&rendering-type=normal&&http://www.ncbi.nlm.nih.gov/entrez/eutils/elink.fcgi?dbfrom=pubmed&retmode=ref&cmd=prlinks&id=19131595


基因组的结构特征 

 1)  C值悖理 

 2)  基因组DNA的顺序组成 

 3)  顺序复杂性 

 4)  基因与基因家族 

 5)  真核基因组与原核基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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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组DNA的顺序组成 

1)  单一顺序:  基因组中只有单拷贝的顺序; 

2)  中度重顺序: 拷贝数在1—10万, 长度50-1000   

      bp在基因组中分散分布; 

3)  高度重复顺序: 串接排列, 拷贝数达数百万, 离 

     心时形成卫星带. 



不同物种基因组顺序组成 

 



什么叫基因? 

1) “gene”一词的出现: 1905年, Johson首次提出. 

2) “gene”一词的中文翻译最早出自谈家桢先生. 

3) 基因的定义 (Genetics Glossary): 

     经典遗传学: 独立的遗传单位 

       segregating and heritable determinant of the 
phenotype. The fundamental physical and 
functional unit of heredity, which carries 
information from one generation to the next.  

分子遗传学:   编码与调控区 

       A segment of DNA, composed of a transcribed 
region and regulatory sequences that make 
possible transcription.  

       : 该定义依据“An Introduction to Genetic 
Analysis”一书, 作者为David T.Suzuki等. 



N值悖理 

处于不同进化阶梯, 复杂性不同的生物种属 

所具有的基因数目与其生物结构的复杂性 

不成比例的现象被称为N值悖理. 如结构比 

较简单的线虫含有的基因数为19000, 比线 

虫更复杂的果蝇基因数为18000, 水稻的基 

因数约50000, 最复杂的人类其基因总数约 

24000. 



特殊结构基因 

1)   重叠基因 

2)   基因套基因 (gene in gene) 

3)   反义基因 

4)   分裂基因 (由两段非连续DNA组成的基
因) 



φX174基因组中的重叠基因 

 



人类线粒体基因组重叠基因 
 



人类和老鼠核基因组重叠基因 

人类INK4a/ARF基因座含两个重叠基因:p14/ARF和p16/INK4a. 

这两个基因分别由两个独立的启动子调控, 共享外显子2和3,  

p14/ARF含外显子1β, p16/INK4a 含外显子α. 



人类VLCAD和DLG4基因的重叠 

人类基因组中两个反相重叠的基因:VLCAD和DLG4. 



 水稻核基因组的重叠基因 

水稻核基因编码的线粒体sdhB和rps14蛋白由同一 

基因编码, rps14基因位于sdhB基因的内含子中. 



基因内基因---线虫内含子中独立的基因 

 



基因内基因--人类NF1基因第27内含子 

含3个独立表达的基因 

人类神经成纤维细胞瘤1(neurofubromatosis1)基因编码 

GTPase 的激酶, 是致癌基因RAS的负调控因子, 长350 kp, 

60个内含子, 蛋白质产物2839 aa. 27号内含子编码3个独 

立表达的基因. 



多重可选启动子基因 

果蝇求爱基因(fru)有4个启动子: 



果蝇的“同性恋” 

果蝇求爱4步曲: 雄果蝇发现异性

的存在，便追上去。然后“温柔
的触碰”，用前腿轻轻地敲打雌
果蝇的身体，促使对方释放出信
息素——昆虫的催情药。第三步

是“唱情歌”，雄果蝇伸出一只
翅膀，以特定的方式振动，发出
特殊的声音。一只正常的雄果蝇，
会花上两分钟来完成这前三个步
骤 .第四步则是”云雨之欢”. 

耶鲁大学的Kulbir Gill在研究雌性不育的问题
时发现, 有一群基因变异的雄果蝇不仅追求异

性，也追求同性，而且会回应同性的追求。而
普通的雄果蝇不会主动追求同性，在被同性追
求时会抗拒。Gill为此把这个基因叫做fruity，
即美国俚语里的“男同性恋”. Jeff Hall给该基
因改名为更文雅的fruitless . 普通雄果蝇(右)追
逐雌果蝇；而fru基因变异的雄果蝇追求同性，

有时它们会前后连成一串，每一只雄蝇都追求
自己前面的那只雄蝇 .  



人类基因组中存在的反义基因 

a set of computational tools designed to identify sense- 

antisense transcriptional units on opposite DNA strands of the  

same genomic locus. The resulting data set of 2,667 sense- 

antisense pairs was evaluated by microarrays containing  

strand-specific oligonucleotide probes derived from the region  

of overlap. Verification of specific cases by northern blot  

analysis with strand-specific riboprobes proved transcription  

from both DNA strands. We conclude that 60% of this data set,  

or 1,600 predicted sense-antisense transcriptional units, are  

transcribed from both DNA strands.  

采用软件分析人类基因组数据, 结合芯片杂交, 检测到 

人类基因组含有1600个反义基因. 

见:Nature Biochenology 21,379-386,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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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基因组中的反义基因举例 

 



拟南芥天然反义转录物的功能 

 



玉米自交不亲合(S)反义基因 



基因家族 

    同一物种或不同物种中来自一个共同的祖先, 
因加倍趋异而产生的一组具有相似顺序组成的 

    基因成员(a set of genes descended by 
duplication and variation from some ancestral 
gene) : 

     

    1)  具有25%以上的氨基酸顺序相似性; 

    2)  具有相同的功能域. 



超基因家族(Supergene family) 

DNA顺序相似但功能不一定相似的若干组
基因家族的总称, 或DNA顺序相似但功能
不一定相似的若干个单拷贝基因的总称. 

Sets of genes that share many of their  

nucleotide sequences, implying a common  

ancestry. 



 不同物种Dicer家族的同源性 

 



拟南芥基因家族总数--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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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 基 因 

定义: 来源于功能基因但已失去活性的DNA 

           顺序. 

1) 重复假基因:  串接排列, 具有祖先基因的 

     组成特点, 具内含子和外显子,突变失活. 

2) 加工假基因: 由RNA反转录再插入基 

     因组中的基因顺序, 无内含子. 

3) 残缺假基因:  因不等交换使部分顺序缺 

    失的假基因. 



假基因有没有功能? 

有两层含义: 

1)   相对于原来的功能基因而言,假基因已
失去正常功能. 

2)   假基因可能产生了新的功能.  



假基因能否转录? 

1)   最初人们认为, 假基因是不能转录的基
因, 有些名词解释即以此特征定义假基
因, 并不确切. 

2)   随着基因组数据的积累, 现在已知有不
少假基因仍然保持转录的活性, 特别是
起源于重复基因的假基因和获得启动子
的加工的假基因. 

3)   假基因的转录产物已失去原有的功能, 
如产生残缺蛋白质. 



   假基因可能的功能 

1)   有些假基因产生了新的功能: 

       1. 产生反义RNA, 抑制靶基因功能. 

       2. 在RNA水平与正常基因的mRNA竞争, 起调控 

           作用, 如软体动物Lymnaea stagnalis 的神经细 

           胞NO合成酶假基因产物调控NOS酶的合成. 

       3. 在DNA水平与正常基因竞争转录因子, 起抑制 

           作用, 如老鼠的Makorin1基因的转录. 

       4. 作为人类免疫球蛋白多样性的顺序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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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核生物基因组的特征 

1)  结构松弛 

2)  大量重复顺序 

3)  由线性DNA与蛋白质组 

      成染色体结构 

4)   含有细胞器基因组 



 原核生物基因组的特征 

1)  结构紧凑 

2)  大小在5 Mb以下 

3)  缺少重复顺序 

4)  很少非编码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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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考 题 
1)  RNA与DNA的主要区别是什么?为什么RNA不能成为主要的遗 

    传信息载体? 

2) 什么是C-值悖理?什么是N-值悖理? 

3) 质粒DNA为何会产生超螺旋结构? 

4) 什么是顺序复杂性? 如何计算顺序复杂性? 

5) 单拷贝DNA和多拷贝DNA复性时具有何种动力学特征? 

6) 什么是假基因?假基因是如何形成的? 

7) 假基因能否表达? 为什么? 

8) 如何划分基因家族? 什么是超基因家族? 

9)低等生物与高等生物基因组组成有何差别?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差别? 

10)什么是蛋白质结构域(domain)? 什么是蛋白质模体(motif)? 这两者 

     有什么差别?  

11) 重叠基因有哪些类型? 

12) 如何利用数据库搜寻反义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