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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测序技术的应用

前言         现在，人们对速度更快、通量更高、价格更便宜及精度更高的新一

代测序技术的需求已经越来越大，这一挑战已经促成了新一代测序技术（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的诞生，而这新一代技术革命带来的大量廉价

测序数据已经远远超过了传统测序方式的极限。在2009年的专题《新一代DNA
测序技术的发展现状》中，我们曾对这些技术的原理及应用做过介绍与展望，

如今这些技术在生命科学与医学科学各个领域的应用已经获得了辉煌的研究成

果。在这期专题中，我们将紧跟科学时代的步伐，为您介绍新一代测序技术最

新应用的现状并展望其应用前景。

专 题
Worthy Issues

特约编辑：闵力，男，在读博士，研究方向：分子生物学，肿瘤基因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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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测序技术在人类疾病研究中的应用 

现代科学认为，癌症是由基因组的

突变积累引起的，对癌基因组序列和结构

的分析可以为了解癌症机制、诊断与治疗

提供新的视野。第二代测序技术——包括

全基因组（whole-genome）测序、全外

显子组（whole-exome）测序以及全转

录组（whole-transcriptome）测序更是

在极大程度上推进了癌生物学的发展，

提高了我们检测核苷酸替代（nucleotide 
subst i tu t ions）、插入与缺失（smal l 
insertions and deletions）、拷贝数变异

（copy number alterations）、染色体重

排（chromosomal rearrangements）以

及微生物感染（microbial infections）等

体细胞癌基因组突变主要类型的效率与分

辨率。

测序技术的进步大大降低了我们获取

序列数据所需的成本，现在我们花费同样

的经费可以获得比1990年时多一百万倍

的序列数据，这样的发展速度平均每年翻

了不止一倍，也是半导体技术界“摩尔定

律”（Moore’s law）的两倍。在这样

的背景下，癌基因组学的研究重点从侧重

单一基因、通路的技术手段（如单基因测

序、芯片分析）转移到了复杂的全基因组

层面，近年来已经开展了不少癌基因组的

全基因组测序项目（表1）。

第一个癌基因组的全基因组测序项目

报道于2008年，在这项研究中，科研人员

对一例急性髓细胞白血病（acute myeloid 
leukaemia）患者的癌细胞及取自同一患

者皮肤细胞的DNA进行了全基因组测序。

随后六个不同癌基因组及其对应的正常基

因组的全基因组测序也相继完成，并且类

似的课题数目一直在不断上升。

对 癌 细 胞 进 行 全 基 因 组 测 序 最

大 的 好 处 就 是 可 以 获 得 染 色 体 重 排

（chromosomal rearrangement）的信

息，而这弥补了传统技术手段对具有复

杂染色体核型的实体肿瘤没有系统研究

方法的不足。由于受限于细胞遗传学检

测技术，科学界曾一度认为染色体转位

（chromosomal translocation）在上皮细

胞来源的肿瘤中非常罕见，只在血液系统

肿瘤中被观察到。然而，借助全基因组测

序，我们在前列腺癌与非小细胞肺癌中分

别发现了不同基因的染色体转位现象，彻

底改变了之前的传统认识。

除了染色体重排，全基因组测序还

能发现多种其它技术手段无法检测的基因

组信息改变类型，其中最重要的要属非编

码区（包括启动子、增强子、内含子以及

非编码RNA）的体细胞突变（（somatic 
mutation））和尚未注释的区域。现有研

究提示基因组中高活性的反转录转座子可

能对癌症的发生具有一定作用，而对癌基

因组的全基因组测序也极可能在这一领域

带来突破性研究进展。

在全基因组测序课题中需要考虑的

两个最重要的参数就是测序深度（depth 
of coverage）与物理覆盖度（physical 
coverage）（图1）。测序深度用来表示

测序的冗余度，通常情况下，要高度敏感

地检测出一个3G大小的人类基因组核苷

酸序列变化，我们需要至少30倍的测序深

度，也就是说需要产生至少90G的碱基序

列，而对于癌组织样本，由于涉及到样本

纯度问题这个数字还会成倍增加。

1. 癌基因组学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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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研究方法 癌症种类 测序样本数 基因组异常类型

Ley项目组
单向深度全基因

组测序

急性髓细胞白

血病
1 点突变、插入、缺失

Campbell项目组
双向浅全基因组

测序
肺癌 2

缺 失 、 扩 增 、 串 联 重

复、染色体间重排

Stephens项目组
双向浅全基因组

测序
乳腺癌 24

缺 失 、 扩 增 、 串 联 重

复、染色体间重排、转

置

Pleasance项目组
双向深度全基因

组测序
黑色素瘤 1

点突变、插入、缺失、

扩增、染色体间重排

Pleasance项目组
双向深度全基因

组测序
小细胞肺癌 1

点突变、插入、缺失、

扩增、染色体间重排

Mardis项目组
双向深度全基因

组测序

急性髓细胞白

血病
1

点突变、插入、缺失、

扩增、染色体间重排

Shah项目组
双向深度全基因

组测序
乳腺癌 1

点突变、插入、缺失、

扩增、染色体间重排

Ding项目组
双向深度全基因

组测序
乳腺癌 1

点突变、插入、缺失、

扩增、染色体间重排、

转置

Lee项目组
双向深度全基因

组测序
肺癌 1

点突变、插入、缺失、

扩增、染色体间重排、

转置

Pleasance项目组
双向深度全基因

组测序
肺癌 1

点突变、缺失、结构变

异、串联重复

Liang项目组
双向深度全基因

组测序
胰腺癌 3

点突变、插入、缺失、

拷贝数变异

Stephen项目组
双向深度全基因

组测序
前列腺癌 2

点突变、染色体重排、

基因融合

Craig项目组
双向深度全基因

组测序
乳腺癌 14

点突变、缺失、串联重

复、染色体间重排

Glen 项目组
双向深度全基因

组测序
神经母细胞瘤 1 结构变异、缺失

Ju项目组
双向深度全基因

组测序
肺癌 2

点突变、结构变异、染

色体间重排、基因融合

Fujimoto项目组
双向深度全基因

组测序
肝癌 27

点突变、插入、缺失、

拷贝数变异、结构变异

表1 癌基因组学全基因组测序研究（至2012年，不完全统计）

表格中部分数据来源：
Matthew Meyerson, Stacey Gabriel and Gad Getz. (2010) Advances in understanding cancer genomes 
through second-generation equencing.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 11: 685-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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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测序深度与物理深度。本图以1号染色体长臂21区与2号染色体长臂12区的染色体重排为例来说明测序
深度与物理覆盖度的含义。测序获得的片段用小的彩色长条表示，a是单向测序，b与c是双向测序。实心
的彩条表示测序获得的部分序列（蓝色为比对到1号染色体的序列，紫色为比对到2号染色体的序列），虚
线表示未被测序的部分。如图所示，按照所测DNA片段长度的不同有三种情形。测序深度指的是所测序列
对参考序列的覆盖程度，这个参数影响的是探测突变的敏感性；物理覆盖度指的是所测序列对参考序列的
覆盖跨度，这个参数影响的是探测染色体重排的敏感性（一个片段上正向反向序列分别比对到两个不同染
色体则说明有染色体重排发生）。在a图的情形中，所测DNA片段全长都被测量，在这种情况下，测序深
度和物理覆盖度是相等的。
图片来源：Matthew Meyerson, Stacey Gabriel and Gad Getz. (2010) Advances in understanding cancer 
genomes through second-generation equencing.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 11: 685-696. 

物理覆盖度对于染色体重排的检测

非常重要，这项数据一般通过对成对读长

序列的分析获得。在标准的鸟枪法测序

中，典型的DNA片段长度为200-400bp，
测序仪将获取这些片段头尾各50-100bp
碱基的数据，而这一对头尾间预期距离的

信息也将用于与参考基因组（reference 
genome）的比对中，异常的读长序列

配对即可反映基因组序列的结构变异

（structure anomalies）。

使用跳跃文库（jumping libraries）
技术可以将一对读长序列间的距离增加到

上千bp，在这些技术中，研究人员使用一

种稀有的内切酶将基因组打断形成大的片

段并环化，然后对片段头尾分别测序。由

于大片段中间近1000bp的序列并没有被测

序，这样在同样的成本和同样的测序深度

下，我们获得了更高的物理覆盖度。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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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技术也有它的局限性，首先总序列获

取的减少会削弱对点突变等变化监测的敏

感性，其次这种技术对样本DNA的质量要

求非常高，而临床的癌组织样本，尤其是

石蜡包埋的样本，很难达到要求。

相比于盲目的鸟枪法测序，有针对

性的靶向测序技术可以在同样的成本下提

高基因组特定区域的测序深度——例如基

因的外显子区域。现有的大多数大规模靶

向测序技术均采用了一套杂交选择系统

（hybrid selection approach）的变体，

以特异性序列的核酸作为“诱饵”来捕获

特定区域的DNA或RNA序列（图2）。

图 2 癌基因组的序列捕获。本图是一种杂交选择系统的模式图，展示了从肿瘤DNA（左侧，蓝色）与正常
DNA（右侧，红色）中获得基因组特定区域DNA的过程。首先是从原始材料中获得DNA文库并进行剪切，
再将它们杂交到序列特异性（例如特定通路基因的外显子或整个外显子组）的寡核苷酸探针上去，而这些
探针上会携带易于分离（例如固定到磁珠上）的标签，然后将所获得的DNA洗脱、测序、比对。这种方法
可以在特定基因组区域获得更大的测序深度，并且还能用来检测体细胞突变。
图片来源：Matthew Meyerson, Stacey Gabriel and Gad Getz. (2010) Advances in understanding cancer 
genomes through second-generation equencing.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 11: 685-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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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某些特别感兴趣的基因的研

究中，对特定的外显子群的毛细管测序

（capillary sequencing）的分析是一种非

常有力而且高效的手段。例如，对一些基

因家族的外显子测序让我们找到了癌基因

组中很多激活的体细胞突变，如BRAF丝

氨酸-苏氨酸激酶，EGFR和ERBB2等。而

全外显子组测序则可以直接研究感兴趣的

肿瘤所有的已知基因，这些研究使得很多

重要的体细胞突变（如胶质母细胞瘤中的

IDH1）和胚系突变（germline mutation，
如胰腺癌中的BRCA2）得以发现。

总之，比起第一代测序、DNA芯片等

传统技术手段，新一代测序可以以更高的

敏感度检测出更多类型的基因组变异（如

点突变、插入、缺失、拷贝数变异、染色

体重排等，见表2、图2），为科研工作者

与临床医师们提供一个综合性更强的癌基

因组图谱。

研究领域 软件 网站链接 备注

序列比对

MAQ http://maq.sourceforge.net
被大多数癌基因

组相关论文使用

BWA http://bio-bwa.sourceforge.net
以更快的计算速

度取代了MAQ算

法

ELAND http://www.illumina.com

SSAHA2
http://www.sanger.ac.uk/resources/software/
ssaha2

用来确认读长序

列的位置

Bowtie http://bowtie-bio.sourceforge.net/index.shtml
SOAP2 http://soap.genomics.org.cn
SHRiMP http://compbio.cs.toronto.edu/shrimp
C o r o n a 
Lite

http://solidsoftwaretools.com/gf/project/corona
用于SOLiD测序

平台

BFAST http://bfast.sourceforge.net
主要用于SOLiD
测序平台

突变的识别

SNVMix
http://www.bcgsc.ca/platform/bioinfo/software/
SNVMix

CASAVA
http://www.illumina.com/software/genome_
analyzer_software.ilmn

Samtools http://samtools.sourceforge.net
U n i f i e d 
genotyper

http://www.broadinstitute.org/gsa/wiki/index.
php/Unified_genotyper

VarScan http://varscan.sourceforge.net
插入、缺失

的识别
Pindel http://www.ebi.ac.uk/~kye/pindel

拷贝数分析

CBS https://r-forge.r-project.org/R/?group_id=702
在固定窗口计算

肿瘤/正常组织比

值

SegSeq
h t t p : / / w w w . b r o a d i n s t i t u t e . o r g / c g i -
b i n / c a n c e r / p u b l i c a t i o n s / p u b _ p a p e r .
cgi?mode=view&paper_id=182

表2 癌基因组研究中的计算软件

续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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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变功能的

预测

SIFT
http://blocks.fhcrc.org/sift/SIFT.html
http://sift.jcvi.org

Polyphen-2 http://genetics.bwh.harvard.edu/pph2

XVAR http://xvar.org
CHASM

可视化

CIRCOS http://mkweb.bcgsc.ca/circos
几乎所有的论文

都用它展示基因

组事件

IGV http://www.broadinstitute.org/igv
用来展示基因组

事件并手工浏览

续上表

表格来源：Matthew Meyerson, Stacey Gabriel and Gad Getz. (2010) Advances in understanding cancer 
genomes through second-generation equencing.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 11: 685-696. 
更多最新的比对软件列表及相关详细信息见：
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sequence_alignment_software

图3 第二代基因组测序可以发现的基因组异常类型。如图，已被测序的片段用彩色条带表示，未测序片段
用灰色条带表示。这些序列被比对到参考基因组上（例如在本例中大多数被比对到了1号染色体上）。我
们可以检测到多种类型的基因组变异，从左到右依次为：点突变（在本例中A突变为C）、小的插入/缺失
突变（在本例中用虚线表示）、拷贝数变异（显示为不同位点测序深度的变化）与染色体重排（显示为一
对序列比对到不同染色体上，例如本例中为同时比对到1号与5号染色体）。而那些比对到非人类基因组上
的序列则提示可能存在的病原体感染。
图片来源：Matthew Meyerson, Stacey Gabriel and Gad Getz. (2010) Advances in understanding cancer 
genomes through second-generation equencing.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11: 685-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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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基因组测序与常见疾病的罕见变异 
虽 然 对 常 见 变 异 的 全 基 因 组 关 联

（genome-wide association, GWA）研究

只是成功地解释了一定比例的人类常见疾病

的遗传学机制，但长远地看，第二代测序技

术的进步与应用必将为这一领域带来新的进

展。传统的GWA研究所不能发现的罕见变

异可能对疾病的风险有着巨大影响，以下我

们将对这些突变的发现策略作简要介绍。

虽然对于大多数GWA研究的复杂形

状，遗传因素都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但是能

够用常见突变解释的部分依然非常有限，这

一点在广泛研究的两种常见疾病中表现得尤

为明显。我们在10128个样本中检测到的18
个与2型糖尿病显著相关的突变对这种疾病

风险上升的“贡献”仅仅只有6%（表3）。

对于这一问题，目前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

认为由于疾病状态的决定背后有很多潜在的

因素，而在GWA研究中那些与环境相关的

中间表型其实比疾病本身更容易获得数据，

然而现有的证据却并不支持这一点。例如认

知能力可能就是精神分裂症的内在表型，但

是对于普通人群来说，认知能力的GWA研

究似乎并不比对精神分裂症的研究成功。

另一种假说认为突变对常见疾病的影响

有潜在作用，并且具有环境依赖性，例如某

些常见突变的特定组合造成的疾病风险远远

高于那些突变单独存在时造成的疾病风险。

然而目前检测这些常见突变间的相互作用的

手段还非常不成熟，我们依然可能发明检测

这类相互作用的新方法。

目前研究疾病相关常见突变的基本模式

分为两步，先识别并汇总所有常见突变，然

后依据样本的疾病组与对照组将这些突变比

对上特定的疾病表型。这种模式的GWA研

究能够成功地呈现那些在普通人群中大于或

等于5%的突变，而对于那些与疾病相关、

发生率为1-5%的突变，研究者就需要对这

种模式进行简单的扩展（图4）。

SNP OR SNP位点

rs7903146 1.37 TCF7L2内含子

rs13071168 1.35 SYN2与PPARG间

rs7020996 1.26 CDKN2A与CDKN2B附近

rs6931514 1.25 CDKAL内含子

rs1801282 1.18 PPARG外显子

rs4402960 1.17 IGF2BP2内含子

rs5015480 1.17 HHEX附近

rs5215 1.16 KCNJ11外显子

rs10282940 1.15 SLC30A8外显子

rs8050136 1.15 FTO内含子

rs7578597 1.15 THADA外显子

rs10923931 1.13 NOTCH2内含子

rs4580722 1.11 WFS1附近

rs12779790 1.11 CDC123与CAMK1D间

rs17705177 1.1 TCF2附近

rs864745 1.1 JAZF1内含子

rs7961581 1.09 TSPAN8与LGR5间
rs4607103 1.09 ADAMTS9附近

表3 通过GWA找到的2型糖尿病相关突变

表格来源：Elizabeth T. Cirulli and David B. Goldstein. (2010) Uncovering the roles of rare variants in 
common disease through whole-genome sequencing.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11: 415-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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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研究疾病相关突变的常规策略。由于基因组测序费用依然十分高昂，如何设置使用第二代测序技术的
策略显得尤为重要。目前常用的两种策略为：对包含最多受影响个体的家系进行测序（见a.蓝色表示受到
疾病影响的个体）；对表型最极端的个体进行测序（见b.代表个体的人形越大表示性状越极端）。在基于
家系的测序研究中，对那些同时受到影响，并且亲缘关系最远的个体首先进行测序是最经济的方式，而后
续研究中，为了确认一些基因突变的具体作用，对其它家系或队列进行基因分型是至关重要的。红色星星
表示造成疾病的突变，在a中的其它颜色的星星表示在该家系没有分离的其它突变。
图片来源：Elizabeth T. Cirulli and David B. Goldstein. (2010) Uncovering the roles of rare variants in 
common disease through whole-genome sequencing.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 11: 415-425.

在遗传学数据有限的情况下，我们需

要做的是通过评估特定突变的有害性来确

认遗传疾病的致病突变，在这项工作中我

们主要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某个特定突

变是否能够在分子生物学水平造成改变，

这种改变对于个体是否有害（图5）。

随着测序技术和个体基因组学的发

展，更多的与常见疾病相关的罕见突变将

会被识别。我们预计在随后五年之内，对

于那些复杂性状有中等或重大影响效应的

罕见个体突变将会被找到。然而，如果能

够在特定疾病与基因突变之间建立大量的

明确的联系，那么对于这些发现应用于临

床的可能性我们依然持谨慎的乐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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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对突变有害性的评估可以增强遗传分析的能力。遗传分析方法（a），例如重测序后的连锁分析、全
基因组关联分析（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ies, GWAS）、外显子组测序、基因组测序等都能够发
现候选的基因位点（b），这些位点的相关突变常常会在不同功能区域（c）。用来预测这些突变具体表型
相关性的工具有很多：d表示三条核苷酸的比对，左侧核苷酸高度保守，中间为高度变异，右侧为中等程
度保守；e显示的是p53蛋白每一个残基突变造成影响的大小（由红到蓝影响逐渐增大）；f. 功能学实验验
证，在此例中突变降低了启动子活性从而导致了转录水平的下降。
图片来源：Gregory M. Cooper and Jay Shendure. (2011) Needles in stacks of needles: finding disease-
causal variants in a wealth of genomic data.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 12: 628-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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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外显子测序与孟德尔疾病

在疾病或生物学性状的遗传学机制

的分析中，外显子测序是一种有效而低价

的测序工具。在过去的三年里，外显子测

序实验和数据分析方式的发展，为孟德尔

疾病的致病基因的发现建立了一个研究框

架。

虽然存在一定的不足与局限性，

但寻找与孟德尔表型（ M e n d e l i a n 
phenotype）甚至复杂表型相关的稀有等

位基因（rare allele）外显子测序依然是一

种公认的很好的研究策略。首先，在单基

因疾病的研究中，集中于蛋白质编码DNA
序列特定位点的研究已经被证明是非常

成功的；其次，大多数已知的与孟德尔疾

病相关的等位基因都位于蛋白质编码区；

再次，很大部分的蛋白质编码区突变（包

括无义突变与错义突变）都被预测为功能

相关突变。鉴于这些理由，我们可以认为

外显子组是基因组中一个富含极多重大功

能相关突变的子集。现在已经上市的商业

化外显子捕获试剂盒的目标靶点，至少包

含全部的参考编码序列集合，以及大量被

预测有编码功能的序列，具体流程如图6

所示。但是我们对于外显子组的了解依然

是不完整的，不同的捕获探针的效率也并

不一样，而某些序列甚至是所有的捕获探

针都无法捕获的，这就导致外显子组中不

同的基因被捕获的丰度具有一定差距，最

终反映在测序深度上的差距则会更大（图

7）。实际上对于目前的商业化外显子捕

获试剂盒，外显子有效测序深度（例如

50×）的波动范围是非常广的。除此以

外，某些外显子组以外的序列也是非常有

价值的（例如microRNA编码序列、启动

子区域以及某些高度保守的元件），却无

法通过这种方式被富集，这也是外显子测

序的局限之一。

由于我们对非编码区变异的理解能

力严重不足，即使是全基因组学的研究，

在分析层面依然很大程度上侧重外显子区

域，在这样的情况下，外显子捕获技术的

出现大幅降低了很多领域（尤其是孟德尔

疾病相关领域）的研究费用。目前我们具

有数以百计甚至上千的遗传相关疾病可供

研究，这样庞大的需求必将持续不断地推

动外显子相关测序研究的发展。

图6 外显子测序流程。图片来源：Michael J. Bamshad, Sarah B. Ng, Abigail W. Bigham, et al. (2011) Exome 
sequencing as a tool for Mendelian disease gene discovery.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 12: 745-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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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外显子测序中基因的测序深度不同。按照测序深度的下降对基因进行排序，x轴表示所有基因的百分
比，总的看来有82%的基因具有至少90%的碱基被测序（n=200，黑色实线）。针对不同人种的数据会有
一定出入，美籍非裔人用橙色圆点标出（n=100），美籍欧裔人用蓝色圆点标出（n=100）。
图片来源：Michael J. Bamshad, Sarah B. Ng, Abigail W. Bigham, et al. (2011) Exome sequencing as a 
tool for Mendelian disease gene discovery.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 12: 745-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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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测序技术在转录组学研究中的应用  

1. RNA测序简介

R N A 测 序 ， 又 称 大 规 模 并 行

cDNA测序（massively parallel cDNA 
sequencing），它是最近开发出的一种

使用深度测序（deep-sequencing）的方

式研究转录组图谱的技术（图8）。这一

技术的广泛应用改变了我们对真核生物转

录组范围与复杂性的认识，近年来这一技

术新的发展，如转录起始位点识别、链特

异性测序、基因融合检测、小RNA识别和

RNA剪接异构体的检测等，改变了转录组

学原有的研究范式。

图8 典型的RNA测序实验步骤与数据分析流程。a数据的产生：首先是提取RNA（浅蓝色），使用DNA酶来消除DNA污染，
然后将这些RNA打断成为特定大小范围的片段，再将这些片段反转录为cDNA（黄色），连接上测序接头（sequencing 
adaptor，蓝色），对这些片段大小进行筛选后每个片段的两端将会进行测序，产生一对一对的读长序列（reads，图中用由
虚线连接的红色小条表示）。b数据的分析：测序之后，所有的读长序列都会被预处理以筛除低质量的部分和人为掺入的部
分（如测序接头、污染的DNA等），有选择地删除测序错误（红色叉）以提高数据质量，再将剩余的序列组装起来成为转录
本（transcript），修正组装中产生的错误（蓝色叉），最后通过每个转录本的测序深度来估测其表达量。
图片来源：Jeffrey A. Martin and Zhong Wang. (2011) Next-generation transcriptome assembly.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 
12: 671-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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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NA加工及其调控

近年来人们发现，真核生物基因表达

的改变机制多数发生在RNA水平。RNA
研究相关技术的进步为我们揭示了RNA
调控的复杂性，如可变剪接（alternative 
splicing）、可变多腺苷酸化（alternative 
polyadenylation）以及RNA编辑（RNA 
editing）等。

交联与免疫共沉淀（Crossl ink ing 
and immunoprecipitation, CLIP）技术早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用于研究tRNA与蛋

白质相互作用的研究，甚至早于DNA与

蛋白质相互作用的研究，具体步骤如图9
所示。CLIP技术与高通量技术的联合，

即HITS-CLIP技术的广泛应用已经产生了

大量的基因组范围的RNA蛋白质相互作

用图谱，现已经应用的范围包括小鼠大脑

组织、干细胞以及组织培养细胞等，并

且通过使用这种技术发现了小鼠大脑中

“Argonaute(Ago)–miRNA–mRNA”三者

的相互作用。

现在，各种遗传学、生物信息学和生

物化学研究方法趋于整合，而对转录本的

严格识别联合编码蛋白质的生物学功能研

究，则可用于RNABP作用网络与功能的

发现试验（图10）。近年来科学家们使用

HITS-CLIP技术路线完成了很多具有生物

学意义的研究项目，例如鼠脑组织中Nova
蛋白对其下游各转录本的调控的研究等。

各类技术的发展与整合为科学研究带来了

巨大的机会，对于RNA加工及其调控的研究来

说，除了上文提到的技术手段外，联合单细胞

操作技术甚至亚细胞操作技术将会是未来更有

潜力的发展方向。

图9 CLIP与HITS方法简介。CLIP利用紫外辐射渗透到组织细胞中并且使其中原本直接接触的RNA和蛋白质（相
距约1埃）相互交联，本图显示的是这个工作流程。交联使得原本直接接触的RNA和蛋白质发生共价结合，这
样RNA蛋白复合体就可以在严格的条件下纯化，从而与那些紧密结合的RNA结合蛋白（RNA-binding protein, 
RNABP）的复合体及背景RNA分离开来。完成纯化以后，CLIP使用蛋白酶K去除RNABP本身，连接上测序接头
后RT-PCR测序分析，这项技术可以顺利地与高通量测序技术对接整合，即所谓的“HITS-CLIP”。
图片来源：Donny D. Licatalosi and Robert B. Darnell. (2010) RNA processing and its regulation: global 
insights into biological networks.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 11: 7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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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多种研究方法的协同作用发现了RNA调控的新规则。生物化学方法（如之前举例的HITS-CLIP）可以
获得基因组范围的RNA与蛋白质直接相互作用的数据，但是却缺少功能学数据。表达谱芯片或RNA测序可
以将组织间或不同遗传系统（例如敲除型与野生型）间的RNA表达谱差异与表型等因素关联，却无法区分
这些作用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生物信息学分析也可以被用来确定序列特征与特定RNA调节事件的关联，
但是却需要各元件纯化后的生物化学实验验证。对这些途径数据与资源进行整合会获得更有生物学意义的
分析结果，例如图10中左下图的具体机制及右下图的生物学功能。
图片来源：Donny D. Licatalosi and Robert B. Darnell. (2010) RNA processing and its regulation: global 
insights into biological networks.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 11: 7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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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原核生物转录组 

十几年来，对真核生物转录组调节机制的研

究已经颇有成效，而相比之下，对原核生物（细

菌和古细菌）全转录组学的研究一直没有引起重

视，因为人们一般认为原核生物的基因结构比较

简单。另外，原核生物的mRNA缺乏多聚腺苷酸

尾部（poly(A) tail），这些mRNA的富集在技术

上也较为困难。最近，RNA深度测序和拼接阵列

研究（tiling array study）为我们对微生物转录

组调控的复杂性和可塑性的理解带来了革命性变

化。

近年来结合高通量技术和大规模数据分

析的关键研究已经越来越普遍，对各种病原

微生物的了解也越来越透彻。Burkho lde r i a 
cenocepacia、L. monocytogenes、Bacillus 
anthracis 、B. subt i l is 、H. sal inarum 、M. 
pneumoniae、Sulpholobus sol fatar icus及
Salmonella spp.等微生物完整的转录组测序已经

完成，这些研究结果改变了我们对微生物转录组

复杂性的认识。目前这一领域的成果主要包括新

基因的发现、基因结构注释的校正、转录起始位

点的发现与操纵子关系的确定（图11）。

除了对某些特定微生物的转录组的测序，

科学家还尝试直接从环境（例如土壤、湖泊与

海洋）中提取微生物群落的RNA，再反转录为

cDNA，并进行高通量测序分析。对环境中的微

生物转录组进行测序，这种研究方式就是所谓的

元转录组（metatranscriptome）研究。目前这一

技术路线与单一种类微生物的转录组测序一样，

已经形成了标准化的流程（图12）。

元转录组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属海洋微生

物的测序，通过元转录组技术，DeLong等人在海

洋微生物中发现了大量全新的ncRNA序列，再一

次证实了海洋中微生物多样性资源的丰富程度。

Craig Venter等业界大佬也已经将解决全球能源

问题的目光投向了海洋中的RNA，相信在不远的

将来这一领域将会给我们带来不少惊喜。

百态·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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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微生物转录组研究中功能元件的注释。X轴表示基因组位点，Y轴表示转录组测序覆盖度，浅蓝色箭
头代表注释的基因。a.新基因的发现；b.基因结构注释的校正，黑色的M是之前预测的转录起始甲硫氨酸
编码，红色的M是校正后注释的起始位点；c.UTRs与转录起始位点的发现；d.操纵子关系的确定。
图片来源：Rotem Sorek and Pascale Cossart. (2010) Prokaryotic transcriptomics: a new view on 
regulation, physiology and pathogenicity.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 11: 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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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元转录组学（Metatranscriptomics）。本图展示的是一个典型的元转录组学测序分析流程。紫色框表
示数据的输入，绿色框表示使用的技术方法，红色和橙色框表示数据的输出，黄色框表示分析的问题。
图片来源：Rotem Sorek and Pascale Cossart. (2010) Prokaryotic transcriptomics: a new view on 
regulation, physiology and pathogenicity.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 11: 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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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真核转录组与小RNA 

近几年来，RNA测序技术的发展主要

致力于消除转录组研究中由前期基因组注

释引起的偏倚，而这也使得一大批以前我

们认为没有编码能力的RNA被发现，其中

最重要的一种就是小非编码RNA（non-
coding RNA, ncRNA）。从酵母到人类，

ncRNA与基因的启动子息息相关。

目前的研究显示sRNA是由启动子的

转录起始位点（transcription start site, 
TSS）旁的序列转录所得到的，在与基因

相同方向的转录中，TSS下游50bp处是

sRNA转录的高峰，而在与基因相反的方

向上，TSS上游250bp也有一个sRNA转

录的峰值（图13），这些序列被称为TSS
相关RNA（Tss-associated RNA, Tssa-
RNA）或转录起始RNA（transcription-
initiation RNA，tiRNA）。新一代测序技

术使得我们可以对这些序列进行大规模测

序（图13），这些不同类型的小RNA都具

有非常类似的分布特征。

图13 在动物基因边界处小RNA的特点与分布。a与动物基因组中启动子和终止子相关的不同的小RNA
分布的模式图，不同种类的RNA用不同类型的箭头表示，其中启动子上游转录本（promoter upstream 
transcript, PROMPT）相关序列的特征（如大小、异质性）依然处于未知状态，故用虚线表示；相关的
mRNA用一个大的箭头表示。b启动子相关小RNA（promoter-associated small RNA，PASR）在5’端的
平滑分布，线以上部分表示的是mRNA相关的正义RNA序列，线以下部分表示的是mRNA相关的反义RNA
序列。X轴零点表示mRNA的转录起始位点（transcription start site, TSS）的位置，灰色长条表示PASR
的分布，紫色实线表示GRO测序（global run-on sequencing, GRO–seq）得到的RNA标签的分布，橙色
实线表示TSS相关RNA（TSSa-RNA）的分布，红色实线表示转录起始RNA（tiRNA）的分布。PALRs：
启动子相关长序列RNA；PASRs：启动子相关短序列RNA；TASRs：终止子相关短序列RNA。
图片来源：Alain Jacquier. (2009) The complex eukaryotic transcriptome: unexpected pervasive 
transcription and novel small RNAs.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 10: 833-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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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研究人员还通过大规模

测序发现在酿酒酵母（Saccharomyces 
cerevisiae）中存在大量的新型非编码转

录本，这些转录本最初是在对核RNA降解

过程的分析中发现的。我们根据其稳定性

将其分为CUT与SUT（图14），然而这种

分类并不是绝对的，可能在某一项研究中

是SUT的序列，而在另一项研究中就被认

为是CUT。
近几年来，真核生物转录组以及小

RNA的测序告诉我们，转录本可能并不具

有我们之前想象的那么强的特异性，大量

的、没有明确功能的ncRNA在转录生成之

后就会被快速降解，而这一过程的生物学

意义依然不明确。我们认为其意义可能有

以下两点：首先，这样一个并不严密的转

录系统可以允许基因的表达中穿插各种调

控元件；其次，基因表达系统的不稳定可

以提供更多表型的变异，为种群整体的进

化提供有利条件。

图14 酿酒酵母（Saccharomyces cerevisiae）中CUT与SUT的特点与分布。a与某一个mRNA相关的未知
不稳定转录本（cryptic unstable transcript, CUT）与稳定的未注释转录本（stable unannotated transcript, 
SUT）。b与mRNA转录起始位点（transcription start site, TSS）相关的CUT的3’端分布，上层显示的是
正义CUT与对应mRNA的相关性；下层显示的是反义CUT与对应mRNA的相关性。X轴的零点表示mRNA
的转录起始位点，橙色箭头代表正义及反义CUT的大致位置。
图片来源：Alain Jacquier. (2009) The complex eukaryotic transcriptome: unexpected pervasive 
transcription and novel small RNAs.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 10: 833-844.



2121

三、测序技术在表观遗传学研究中的应用  

1. ChIP测序、组蛋白分析与转录因子图谱 

在过去的十年中，测序的精确度、

通量与数据整合能力获得了全面的提

高，染色质免疫共沉淀（ c h r o m a t i n 
immunoprecipitation, ChIP）技术与这些

高通量分析技术的整合使我们可以绘制出

较高精度的组蛋白修饰和相关染色质结构

图谱。而由此产生的数据则能够反映染色

质和基因功能之间的相互作用、染色质结

构的动态变化、大尺度染色质区域高度有

序的组织，并解决转录因子结合基因组

DNA的具体位置对转录调节的机制或有效

性的具体影响等基因表达调控领域的关键

问题。

高精度组蛋白修饰及染色质结构图

谱、基因组层面转录因子结合图谱的建立

将是ChIP芯片技术与ChIP测序技术最重

要的应用。下面我们将重点探讨蛋白质结

合特异性DNA序列的数据获取、哺乳动物

的组蛋白修饰和染色质结构与模式的研究

以及转录因子与基因组相互作用的调控，

并展望其发展趋势。

图15展示的是一个典型的ChIP测序及

ChIP芯片分析的样品制备流程，需要指出

的是，在ChIP测序及ChIP芯片技术的样

品制备中，我们需要使用大量的细胞，因

此基于这些细胞观测到的峰值只能体现所

有细胞的平均水平。也就是说，一个很小

的峰可能反映的是这些细胞中有一小部分

在我们观察的区域内具有很强的DNA-目
的蛋白质结合。

ChIP测序的应用根据免疫沉淀针对的

靶蛋白不同而分为两类，即组蛋白ChIP测

序与转录因子ChIP测序。例如图16就是对

几个转录因子进行ChIP测序得到的结果的

分析范例，而图17展示的则是对基因组某

段序列组蛋白DNA结合情况的分析结果。

ChIP测序技术目前已经非常成熟，如

图18就是一个典型的ChIP测序分析流程

图，与普通的高通量测序相比，ChIP测序

特殊的技术重点在于抗体的特异性以及扩

增的无偏性。由于目前二代测序所需要的

DNA样本量不多，所以对于普通的ChIP样
本DNA我们仅仅只需要几个循环的扩增就

可以达到样本制备要求，通过质量评分和

科学对照的设置，扩增时的偏倚性不再是

数据质量的障碍。Helicos已有相关在研平

台号称可以完全省略掉PCR扩增的步骤，

直接将沉淀下来的DNA递交测序平台，这

一新型技术值得期待。

ChIP测序技术已经能够以较低的价

格提供一个高分辨率的基因组表达调控图

谱，从各种技术参数对比看来（表4），

ChIP测序将在更大范围内取代ChIP芯片

技术成为高通量分析基因表达调控的最常

用技术手段。依托于测序通量的进一步

提高，ChIP测序能够提供的数据将会更

多，数据结构也会更加复杂，与其它数

据类型（例如最常见的RNA测序表达谱

数据）的整合也将更为普遍，目前已经

开展的ENCODE计划、modENCOD计划

以及NIH表观组学图谱计划（Roadmap 
Epigenomics）等将会得到更大力度的推

进，对染色体结构以及基因表达调控的研

究也将随之进入到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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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高通量的染色质免疫沉淀分析技术。染色质免疫沉淀（chromatin immunoprecipitation, ChIP），即
使用甲醛处理细胞，使细胞内DNA与蛋白质交联，再使用酶消化或超声法获得携带断裂DNA的染色质，通
过抗体筛选出于固定蛋白质（通常为转录因子或组蛋白）相互作用的DNA。获得的这些DNA序列可以在纯
化后进行PCR分析或提交高通量分析平台（例如芯片或测序平台）进行分析。
图片来源：Peggy J. Farnham. (2009) Insights from genomic profiling of transcription factors.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 10: 605-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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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转录因子结合位点分析。本图以两类转录因子结合元件为例展示对其结合位点的分析。a.使用染色
质免疫沉淀后测序的方式分析1号染色体上包含UCHL5基因（其转录起始位点用箭头表示）的一段区域中
E2F4、E2F6以及GATA1的结合位点，其中E2F4、E2F6结合于启动子区，而GATA1结合于基因下游。b,对
基因组1号染色体某区域中GATA1、ZNF263结合序列的ChIP测序分析，如图所示GATA1与ZNF263在基因
组中结合的区域不一致。
图片来源：Peggy J. Farnham. (2009) Insights from genomic profiling of transcription factors.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 10: 605-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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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ChIP芯片与ChIP测序分析组蛋白。a ChIP芯片与ChIP测序分析，均以果蝇（Drosophila melanogaster）S2细胞系染色质蛋
白Chromator为例展示一部分基因组区域的DNA结合图谱：其中最上方的ChIP芯片数据用蓝色峰表示，纵轴为未对数化处理的丰
度比；ChIP测序数据用红色峰表示，纵轴为对应标签密度；ChIP测序中对照DNA的标签密度用灰色峰表示。b 人类T细胞中不同
种类的ChIP测序标签丰度，不同类型的蛋白或组蛋白标记具有不同的特征峰型图，例如CCCTC结合因子（CCCTC-binding factor, 
CTCF，红色）的结合位点图谱比较尖锐，而RNA聚合酶II（RNA polymerase II，橙色）则比前者略平缓，36位赖氨酸三甲基化组
蛋白H3（H3K36me3，绿色）与27位赖氨酸三甲基化组蛋白H3（H3K27me3; 蓝色）的图谱则是中等大小的宽峰。最下方展示的是
这段序列包含的基因及其位置。
图片来源：Peter J. Park. (2009) ChIP–seq: advantages and challenges of a maturing technology.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 10: 
669-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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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ChIP测序分析概览。使用新一代测序仪器对染色质免疫沉淀后的DNA样品进行测序得到的原始数据
形式是图片，使用对应的软件将其转化为碱基序列后对基因组进行比对，而每个碱基获得的质量得分可以
反应其可信度，随后是峰值获取得到可能与目的蛋白特异结合的序列，再进一步进行数据可视化处理与信
息挖掘。
图片来源：Peter J. Park. (2009) ChIP–seq: advantages and challenges of a maturing technology.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 10: 669-680.

ChIP芯片 ChIP测序

最大分辨率 芯片特异性参数，通常为30-100bp 单核苷酸

测序覆盖度
受到芯片上序列的限制，通常将重复序

列区域屏蔽

仅受读长序列与基因组的比对

情况的限制，随着读长序列的

增长，很多重复序列都可以被

覆盖

成本
400-800美元一个芯片（1-600万探

针），全基因组分析仪表需要多个芯片

Illumina的GA仪器目前1000-
2000美元测一个通道，比对

前会获得6-1500万碱基序列

平台背景噪音来源 探针与非特异性序列之间的杂交 可能出现一些GC偏离

实验设计 根据平台不同有单通道与双通道两种 单通道

针对性

针对指定区域的图谱，将大部分基因组

序列通过修饰或与特定蛋白结合的特性

富集

针对大基因组，通过修饰或与

特定蛋白结合的特性富集其中

很小一部分

需要ChIP样品DNA的量 高（几微克） 低（10-50纳克）

动态范围
检测上限较低，在高信号强度时会达到

饱和
无限制

扩增 需要更多的扩增
需要更少的扩增，单分子测序

技术则完全不需要扩增

多通道技术 不可行 可行

表格来源：Peter J. Park. (2009) ChIP–seq: advantages and challenges of a maturing technology.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 10: 669-680.

表4 ChIP芯片与ChIP测序技术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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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因组范围的DNA甲基化测序 

DNA胞嘧啶的甲基化为真核生物基

因表达的调控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表观遗传

学控制方式，这一机制不论在一般的生物

学研究还是疾病的研究中都具有重要的意

义。因此，在整个基因组层面进行DNA甲

基化分析对于表观遗传学的理解具有至关

重要的影响。

过去十年中，DNA甲基化分析技术发

生了巨大的革命：以前我们只能够对特点

的DNA位点进行甲基化分析，而现在则可

以对整个基因组进行单碱基分辨率的甲基

化识别分析。分析甲基化的技术也不止一

种，下面我们将对这些技术及其应用进行

综述。

所有的序列特异性DNA甲基化研究

技术都依赖于DNA序列的甲基化特异性预

处理，以区分甲基化的胞嘧啶和非甲基化

的胞嘧啶，因此我们可以根据样本的预处

理方式将DNA胞嘧啶的甲基化研究分为三

类，即酶消化法、亲和富集法与亚硫酸氢

盐转化法（表5）。

酶消化法，即使用核酸内切酶处理

DNA样品，那些有甲基修饰保护的DNA
可以避免被降解，从而与没有甲基化的

DNA片段区分开来。与其它两种方法不

同的是，内切酶可以筛选的甲基化DNA
特征不同（例如Msp I常被用于meCCG特

征序列的筛选）。酶消化法处理的样本可

以联合高通量测序。目前应用最广泛的

当属限制性标记基因组扫描（Restriction 
landmark genome scanning, RlGS）。亲

和富集法，即使用与5meC（5位点甲基化

的胞嘧啶）特异性结合的抗体富集变性的

DNA，或使用特异结合甲基的蛋白质富集

未变性的DNA。基于这类技术的MeDIP、
mDIP与mCIP技术等已经广泛应用于植物

基因组甲基化的研究。亚硫酸氢盐转化法

则是利用亚硫酸氢盐可以快速将未甲基化

的胞嘧啶转化为胸腺嘧啶的原理将表观修

饰的差别转化为序列上的差别，通过比对

亚硫酸氢盐处理前和处理后的序列区别来

分辨甲基化的具体位点。这也是目前普遍

使用的技术中分辨率最高的甲基化研究手

段，其主要问题是序列的冗余性。RRBS
即简化的表观亚硫酸氢盐测序（reduced 
representation bisulphite sequencing）
技术，这种技术能够通过与核酸内切酶消

化联合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甲基化研

究的分辨率。

DNA甲基化不同的研究方式在精确

度、可重复性、偏倚性类型、对顺式甲基

化模式的检测能力以及受不同类型DNA
序列的影响等方面都有所不同，而通量与

基因组覆盖度更是我们一般性研究最关注

的问题，图19显示的就是不同甲基化测

序（或芯片）技术通量与基因组覆盖度的

散点图。一般来说，高度自动化的技术具

有更低的人力成本和更高的试剂成本，

而我们目前普遍采用的EpiTYPER平台与

GoldenGate应用已经比较广泛，共计已

经完成了100个人类样本的基因组甲基化

分析。相信随着测序成本的进一步下降，

甲基化测序技术的应用将会更加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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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预处理

分析步骤

位点特异性分析 基于凝胶的分析 基于芯片的分析
基于第二代测
序技术的分析

酶消化

HpaII-PCR Southern blot DMH Methyl-seq
RLGS MCAM MCA-seq
MS-AP-PCR HELP HELP-seq
AIMS MethylScope MSCC

CHARM
MMASS

亲和富集

MeDIP-PCR MeDIP MeDIP-seq
mDIP MIRA-seq
mCIP
MIRA

亚硫酸氢钠处理

MethyLight Sanger BS BiMP RRBS
EpiTYPER MSP GoldenGate BC-seq
Pyrosequencing MS-SNuPE Infinium BSPP

COBRA WGSBS

表5 DNA甲基化分析技术主要流程

表格来源：Peter W. Laird. (2010) Principles and challenges of genomewide DNA methylation analysis.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 11:191-203. 

图19 不同甲基化技术的通量与基因组覆盖度。这是一个描述不同甲基化测序（或芯片）技术通量与基因组
覆盖度的散点图。通量根据一次实验中可以分析的样本数决定，覆盖度由每个样本一次实验中获得的CpG
岛的数量决定。BC-seq，即亚硫酸氢盐转化、捕获与测序（bisulphite conversion followed by capture 
and sequencing）；BS，即亚硫酸氢盐测序（bisulphite sequencing）；BSPP，即亚硫酸氢盐锁式探针
（combined bisulphite restriction analysis）；-chip表示后续为芯片分析技术；COBRA，即结合亚硫酸氢
盐限制性分析（combined bisulphite restriction analysis）；MeDIP，即甲基化DNA免疫沉淀（methylated 
DNA immunoprecipitation）；MSP，即甲基化特异性PCR（methylation-specific PCR）；RRBS，即简
化的表观亚硫酸氢盐测序（reduced representation bisulphite sequencing）；–seq表示后续为测序分析技
术；WGSBS，即全基因组鸟枪亚硫酸氢盐测序（whole-genome shotgun bisulphite sequencing）。
表格来源：Peter W. Laird. (2010) Principles and challenges of genomewide DNA methylation analysis.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 11:19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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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测序技术在其它基础研究中的应用 

1. DNA复制起始区的研究

目前我们对于DNA复制的调节机制

所知甚少，基因组学的方法为这一问题的

研究带来了新的希望，在酵母细胞中鉴定

DNA复制起始相关蛋白是一个很好的研究

路线，但是在多细胞生物中的相关研究依

然很少。这一部分我们将总结部分用于研

究真核生物DNA复制的基因组学研究方

法，并分析每种方法在技术上的局限性。

图20展示的是一个典型的DNA复制

起始区研究的流程，其研究的主要对象是

小的、新生成起始序列（small nascent 
leading strand, SNS）。研究人员从处

于增殖期的细胞中提取基因组DNA并变

性，以获得单链的DNA（single-stranded 
DNA, ssDNA）。通过蔗糖梯度密度离心

筛选出合适大小的序列，那些比冈崎片段

（Okazaki fragment，常为50-350bp）
略大，同时又小于设定值（通常为500-
1500bp）的片段将被分离出来。通过细胞

内DNA含量的区别我们可以使用流式细胞

分选术筛选富集出G1期的细胞，这些细胞

的DNA将会作为一个对照以确认不同序列

原本的拷贝数量。SNS与G1期的总DNA
序列将会作为样本进行芯片分析或直接提

交测序平台进行测序，在这个过程中，对

碎裂DNA片段污染的排除也非常重要。

图21展示的是另一种DNA复制起始区

研究技术，即气泡陷阱（bubble-trap）技

术，其原理是利用复制叉形成的环状结构

在琼脂糖凝胶中分离这些特殊形状的DNA
序列，可以作为与SNS互为补充的技术手

段联合研究DNA的复制。

图20 研究DNA复制起始区的技术流程。图片来源：David M. Gilbert. (2010) Evaluating genome-scale 
approaches to eukaryotic DNA replication.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 11:673-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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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气泡陷阱（bubble-trap）法原理与应用。Aa，DNA复制起始时会产生复制泡状结构，以致会表现出环
状分子的特性。因此，如果使用限制性内切酶降解基因组DNA，然后将其与熔化的琼脂糖混合后凝固形成
一个插栓状结构，那些包含复制起始片段的序列将会包含于其中。Ab，通过充分的电泳可以除去环状DNA
分子以外其它的DNA。Ac，包含复制起始区域的DNA被分离并克隆。Ad，这些克隆的DNA可以被用于芯片
分析或测序。B，每种富集方式获得的复制起始区域类型，竖线表示限制性内切酶的酶切位点，红色圆环表
示复制的起始区域，以其效能分为高效起始位点与低效起始位点两种。Ba是SNS但不是气泡陷阱，这样的
起始区是高效的而且有固定位置，但是片段太小以至于在气泡陷阱法中无法形成可以分析的环状结构。Bb
是气泡陷阱但不是SNS，由于其发生率太低以至于无法通过SNS法得到有效富集。Bc既是SNS又是气泡陷
阱，其右侧区域发生率高因此可以被SNS法检测到，整体大小合适可以形成插栓结构，因此可以通过气泡陷
阱检测。Bd既是SNS又是气泡陷阱，发生率高因此可以通过SNS检测，气泡处于片段正中央易于形成插栓
结构，因此也可以通过气泡陷阱检测。Be能够形成气泡陷阱，但是由于片段太大，会有假阳性结果，而且
也不易被克隆。Bf是SNS但不是气泡陷阱，由于太过接近于片段一端，在形成气泡陷阱的过程中容易转化为
分支结构。Bg既不是SNS也不是气泡陷阱，发生率低因此不能通过SNS被检测到，片段太小因此也难以形
成气泡陷阱。
图片来源：David M. Gilbert. (2010) Evaluating genome-scale approaches to eukaryotic DNA replication.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 11:673-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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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21B所示，气泡陷阱技术以及之

前介绍的SNS技术都是有局限的，均只能

识别特定类型的复制起始区，目前我们应

对这种局限性的最好办法就是联合使用多

种研究路线，尤其是在限制性内切酶消化

的步骤中，联合使用多种限制性内切酶进

行分别消化后，再开展后续实验，因此实

验前对序列充分的分析以及合适限制性内

切酶组合的选取是决定最后数据质量的关

键。我们期待有更好的技术手段产生，最

终实现真正动态的观测DNA复制的细致过

程。

2. 顺式调控、结构变异与基因分型 

功能基因组学研究日新月异，尤其是

关键基因表达的顺式调控上的进步更是非

常重要，基于人群的疾病和基因表达性状

的研究获得了大量证据说明非编码区变异

对性状的影响。最近，高通量测序技术的

应用，让研究者们可以直接评估这些顺式

调控多态性对基因表达的控制，以及对染

色体结构的影响。 
顺式调控中最热点的研究领域就是

等位基因表达特异性的研究。通常，我们

在对原始转录本进行基本分析之后也可以

对其进行定量，并根据同一样本来样基因

组DNA进行标准化（图22a左栏）。此外

重要位点（例如外显子常见突变等）数据

可以通过对杂合体基因组DNA与转录组

cDNA的测序获得（图22a右栏），以确

定不同等位基因的表达是否有偏倚。虽然

以人类基因组的平均杂合程度来看，仅仅

只有很小一部分数据出现等位基因偏倚的

情况。目前对等位基因表达调控的研究已

经比较热门，图23即是以BLK附近区域为

例的一个等位基因表达调控研究典型的例

子。

此外，在人类基因组的比较研究中我

们发现，与普通的点突变相比，DNA的结

构变异（包括拷贝数变异）往往能够引起

较多的碱基变化。目前我们通过测序检测

DNA结构变异主要有四种方法，如图24所
示。

其中，SR法对片段两端读长序列的测

序分析，如果其跨度与预期大小不一致便

可以判断发生了变异，其敏感性、特异性

与断裂位点精确性主要决定于读长序列长

度、插入片段大小和物理测序深度（图中

红色箭头表示断裂位点）。Read-depth分
析主要是检测测序深度与预期相比的增减

来判断插入与缺失，以及预测基因组间隔

的拷贝数变异。Split-read算法则通过比对

测序结果与参考基因组检测变异，虽然理

论上可以检测所有类型的结构变异，但需

要更大的测序量，而且对重复序列区域检

测效能也很低。组装算法是效能最强的算

法，但是对于短序列和插入序列的组装则

容易出现无法组装的问题。

近期，大规模并行测序方法的应用产

生了海量数据，加上之前的基因芯片的研

究，使得对较小的DNA结构变异事件的发

现指数呈上升趋势。尽管这些研究存在一

定偏倚，但是对于实验和算法的整合依然

被证明对识别变异区拷贝数、内容以及结

构是有效的。我们认为，长期的目标在于

常规、廉价，而且高质量的从头组装人类

基因组，最终全面评估所有DNA序列的结

构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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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等位基因特异性功能研究图示。a, 基因多态性研究工具可以在未剪接原始转录本与单独外显子数据
（黄色长条）中整合SNP（绿色长条）数据。b, 基于第二代测序技术（例如RNA测序及ChIP测序等），
我们可以通过读长序列的重合区域判断等位基因效应。
图片来源：Tomi Pastinen. (2010) Genome-wide allele-specific analysis: insights into regulatory 
variation.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 11:533-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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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BLK附近等位基因表达调控的研究。a， 在高加索人种（Caucasian, CEU）的一个群体的淋巴母
细胞中，研究淋巴B细胞酪氨酸激酶（B lymphoid tyrosine kinase, BLK）基因附近等位基因的表达。在
分阶段的人群样本中等位基因的表达被用作定量的表型性状，并使用一个回归检验将其与SNP基因分型
相关联，最终得到原始转录本等位基因变异与BLK的5’近端区域一个强烈的相关性。最强的顺式调控
SNP（cis-rSNP）同时与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的易感性也有显著相关（即
rs13277113，用绿色标出）。b， 使用F检验比较致病SNP杂合子与纯合子的编码SNP等位基因表达数
据，杂合子样本比纯合子表现出更大的变异性，与转录组比对相比，这类检验并不需要高密度的等位基因
表达数据或者精确的基因分型，当然其敏感性也更低。
图片来源：Tomi Pastinen. (2010) Genome-wide allele-specific analysis: insights into regulatory 
variation.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 11:533-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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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不同结构变异的序列特征。对于基因组的结构变异，目前有四种基于序列分析的研究手段。理论上
read-pair（SR）法、split-read法和组装法都可以检测所有类型的结构变异，但是每一种方法都有自己独特
的偏倚性。而read-depth法只能用于检测插入与缺失，不能区分串联重复和穿插重复。
图片来源：Can Alkan, Bradley P. Coe and Evan E. Eichler. (2011) Genome structural variation discovery 
and genotyping.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 12:363-376.

3. 人类微生物宏基因组学 
人体内的微生物能够影响人体生理

学的各个方面，包括代谢、药物相互作用

和许多疾病的发生机制。过去十年中，随

着研究微生物群落复杂新技术的问世，科

学界也越来越关注微生物对人类健康的影

响。对微生物宏基因组（metagenome）
中遗传信息的解密也能够让我们更好地了

解为生物群落的功能学特征，以及它们在

人类健康与疾病中扮演的角色。

虽然对于不同的样本与出于不同的研究

目的，我们研究的方法不尽相同，但是微生物

基因组群体基因组学分析还是有点小的流程

范式的，如图26展示的就是两条范式路线。

左侧是特定扩增子（例如分类学中常用的16S 
rDNA）测序分析流程，右侧则是微生物宏基

因组测序分析流程。实际研究中我们也可以将

特定扩增子的研究与宏基因组的研究结合起

来，前者侧重种群分离，后者侧重生物学功

能，以期在基因组水平上还原得到一个完整的

人体微生物栖居图谱，并了解其对人类健康的

具体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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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人类不同解剖学位置微生物群落组成的不同。高通量测序揭示人体不同解剖学位置潜在的体内菌群，
同一个体内菌群的多样性以及不同个体间菌群的多样性。以“门”为分类学水平，在人体某个解剖学位置的
菌群保持很好的稳定性，不同的人群菌群水平的差异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研究框架，并以此来确认某种特定
微生物群落的生物学和病理学意义。本图以“门”为分类学水平展示八个不同门类的微生物序列在人体不同
解剖学位置的分布情况。图片来源：Ilseung Cho and Martin J. Blaser. (2012) The human microbiome: at 
the interface of health and disease.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 13:260-270.

图26 生物信息学分析微生物群基因组序列的流程。图片来源：Justin Kuczynski, Christian L. Lauber and 
Rob Knight, et al. (2012) Experimental and analytical tools for studying the human microbiome.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 13:4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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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Turnbaugh对瘦的与肥胖的人

类双胞胎及其母亲的远端肠道微生物的研

究中（图27），他们发现虽然厚壁菌门

和拟杆菌门一直占据远端肠道微生物的主

体部分，但不同个体间存在一些显著的

或潜在的分类学差异（图27a）。但通过

宏基因组分析，按照直系同源组（COG, 
Clusters of Orthologous Groups）分类可

以发现，虽然分类学上差异显著，但汇总

起来这些基因序列在功能上具有高度的保

守性（图27b）。

人体微生物群落的研究结合生理生化功能

学分析或流行病学分析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有

价值的信息。其中最有价值的就是疾病关联性

微生物群落变化的发现，表6总结了近十年来

这一方面最有价值的发现。相信随着测序技术

的进一步普及，更多的微生物学家会将高通量

分析技术整合到人体相关微生物的研究中来，

为人类的健康提供更多更有价值的信息。

图27 不同分类种群细菌基因的保守性。X轴上标记（例如F1T1LEF1）代表不同个体，左栏表示COG分
类。A,RNA相关；B,染色质；C,能量产生；D,细胞周期；E,氨基酸；F,核苷酸；G,碳水化合物；H,辅酶；
I,脂质；J,基因转位；K,基因转录；L,DNA相关；M,膜相关；N,细胞运动；O,蛋白质降解；P,无机物；Q,
次级代谢产物；R,一般功能；S,未知序列；T,信号传导；U,分泌；V,防御相关；W,细胞外部分；Z,细胞骨
架。
图片来源：Ilseung Cho and Martin J. Blaser. (2012) The human microbiome: at the interface of health 
and disease.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 13:260-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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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类型 关联性发现

银屑病 厚壁菌与放线菌的比值上升

回流性食管炎
食管微生物群落被革兰氏阴性厌氧菌占据；
肠道缺乏幽门螺杆菌或其丰度极低

肥胖 拟杆菌与厚壁菌比值降低

儿童哮喘
肠道缺乏幽门螺杆菌（尤其是细胞毒素相关基因
A亚型） 

结肠炎 大量的肠杆菌科菌群

功能学肠病 大量的韦荣球菌和乳杆菌菌群

结肠癌 大量的梭杆菌菌群

心血管疾病 肠道菌群依赖的磷脂酰胆碱代谢

表6 目前发现的疾病与人类微生物群落的关系

表格来源：Ilseung Cho and Martin J. Blaser. (2012) The human microbiome: at the interface of health 
and disease.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 13:260-270.

4. 单细胞基因组学的研究

不论是传统的基因芯片分析还是经典的

Sanger测序，都需要研究者提供足够的高质

量DNA样本，这一要求限制了一些重要科研

领域基因组水平的研究，例如对肿瘤组织异

质性的研究以及对不可培养的环境微生物的

研究等。然而借助于新一代的高通量测序技

术，尤其是短序列组装技术的发展，在足够

的测序深度下我们已经可以实现对体外扩增

后单细胞全基因组的测序（图28），从而使

这些重大科学问题的研究变为可能。

目前单细胞测序技术的核心在于单细胞的

分离以及单细胞基因组DNA的扩增，尤其是单

细胞基因组DNA的扩增。这一步中引入的扩增

偏倚及扩增错误是后续数据分析中最难处理的问

题，目前最常用的单细胞DNA扩增技术为ERCA
（Exponential rolling-circle amplification，指数

型滚环扩增）与MDA（Multiple displacement 
amplification，多重置换扩增）反应，图29表示

这两种体外扩增技术的原理及其与细胞内DNA复
制的比较。

图28 单细胞基因组测序技术与常规基因组测序的比较。图片来源：Brain Owens. (2012) THE SINGLE 
LIFE. Nature, 491: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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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 体外DNA扩增反应与细胞内DNA复制过程的比较。a，指数型滚环扩增。在一个反应中需要两个不同
方向的特定引物，引物1退火结合到环状模板上，引物2退火结合到互补链。随着引物1在模板环上延伸，
新合成链的5’端（包含引物1序列）被取代，并再次为引物2提供了退火延伸的模板。正在进行的引物延
伸反应和单链取代通过产生的分支不断的扩增。这些引物一般在80个核苷酸长度（如本例所示）。b，基
因组多重置换反应。MDA法类似细胞内DNA复制产生复制叉的过程，然而，φ29DNA聚合酶在不需要辅助
蛋白的情况下就可以高效地侵入复制叉结构，并完成链取代反应。随机六聚寡核苷酸引物通过3’端磷酸
化修饰，以保护其不被φ29DNA聚合酶3’-5’核酸外切酶活性降解。随着聚合酶延伸一个随机引物，新合
成的链又再次作为其它引物结合的模板，通过多重置换中分支结构的形成，完成DNA的指数型扩增反应。
c，细胞内基因组DNA的复制。DNA复制相关蛋白拉开双螺旋结构的两条链，形成一个两端为复制叉结构
的复制泡。DNA聚合酶通过侵入复制叉结构与单链DNA结合，复制形成其互补链。在细胞内，链置换合成
的过程需要辅助蛋白的参与，例如DNA解旋酶、单链DNA结合酶等。
图片来源：Roger S. Lasken. (2012) Genomic sequencing of uncultured microorganisms from single 
cells. Nature Reviews Microbiology, 10:631-641.

单细胞测序技术自诞生以来即广

受学术界关注，还一度位列《科学》

（Science）杂志2013年度科研热点榜

首。在众多科研人员的努力下，新的单

细胞D N A测序手段层出不穷，例如加

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Canada）的科学家

开发的Strand-seq技术，以及哈佛大学

（Harvard University）谢晓亮研究组最新

开发的MALBAC法（Multiple Annealing 
and  Loop ing -Based  Amp l i f i ca t i on 
Cycles，多重退火和成环循环扩增）。

MALBAC法是一种可避免周围扩增偏差问

题的新方法，其测序覆盖度超过93%，技

术原理如图30所示。在2012年底，谢晓亮

研究组与北京大学李瑞强研究组合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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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0 MALBAC单细胞全基因组扩增。分离出一个单细胞并将其裂解，首先，单细胞的基因组DNA被加热
到94℃，解聚为单链DNA，0℃时MALBAC引物随机地退火到这些单链DNA分子上；然后升高温度，在一
个有链替换能力的聚合酶的作用下完成延伸，形成半复制子。在后续的五步法温度循环中，在完整复制子
成环后，单链复制子及基因组DNA分别作为模板被用来产生新的复制子及半复制子。对于完整的单链复制
子，3’端与5’端是互补的，这使其形成一个环状的DNA，从而不能被作为模板使用，这就确保了一个近
似线性的扩增反应。在五个循环的预扩增反应后，使用常规的27bp寡核苷酸作为引物，就可以保证只有完
整的复制子可以被后续的PCR反应扩增。PCR反应将会产生微克级的DNA用来测序。
图片来源：Chenghang Zong, Sijia Lu, Alec R. Chapman, X. Sunney Xie. (2012) Genome-Wide 
Detection of Single-Nucleotide and Copy-Number Variations of a Single Human Cell. Science, 338:1621-
1626.

了一个亚洲男性的99个精子的单细胞全基

因组DNA测序，首次绘制了高精度、高覆

盖度的单个精子遗传图谱。

随着测序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第三代甚至

第四代单分子测序技术将逐渐成熟，单细胞的

测序终将不再依赖于DNA的扩增，未来甚至可

以实现单细胞的原位测序。然而在目前的测序

技术限制下，更高效率更低偏倚的DNA扩增技

术的开发依然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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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一代测序技术的挑战  

1. DNA重复序列带来的挑战 

从细菌到人类，DNA重复序列在所有

生物体中广泛存在，并且占据了人类基因

组总量的将近一半（图31）。这些重复序

列经常给序列比对和序列组装带来麻烦。

新一代基因组测序的出现，使得序列读长

变得更短，数据产量变得更大，DNA重复

序列带来的麻烦也变得更大。这些重复序

列本身可能就隐含着一些重要的生物学现

象，因为我们不可能直接忽视它们，而这

一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将会使我们

对测序数据的解释产生偏倚，甚至错误。

以下我们将讨论这些DNA重复序列在计

算处理时遇到的问题，并对目前生物信息

学系统中解决这一问题使用的策略进行综

述。

人类基因组非常庞大（3GB），而第二代

测序产生的读长序列往往非常短（以Illumina 
GA2为例，其读长小于30bp），这就导致一

个读长序列很可能同时比对到基因组中多个位

点。而重复序列的存在，则成指数倍地放大了

这个问题，再加上这些短至二十几bp的读长序

列本身也存在不精确的可能。这些因素综合起

来使得对多重比对情况的处理成为了第二代测

序数据分析带来的最常见的麻烦，典型例子如

图32所示。

图31 人类基因组中的重复序列。人类的基因组序列中至少有50%的重复序列。a, 显示的是不同种类的重复
序列相关参数。b, 显示的是不同染色体中各类重复序列（种类与颜色的对应关系与a相同）所占的比例。
图片来源：Todd J. Treangen and Steven L. Salzberg. (2012) Repetitive DNA and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computational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13:3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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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序列比对时模棱两可的情况。A，随着同一片段两个拷贝相似度的上升，将特定序列比对到该片段上
的可信度下降。图片最上方我们看到三个不同的串联重复序列，各有两个拷贝，之下的就是测序所得的可
能比对到这些串联重复序列上的读长序列（read）。我们将其中一条读长序列放大，最左边的是重复序列
X，标记为红色，将读长序列比对到这个序列上的可信度是最低的，因为X1与X2完全没有差别。中间的例
子是重复序列Y，标记为绿色，由于有一个碱基的区别，我们将读长序列比对到其中一个（图中示为Y1）
的可信度比最左边的情况要高很多。最右边蓝色表示的是重复序列Z，由于Z1与Z2有三个碱基的不同，这
导致图示中读长序列比对到Z1上的可信度很高，因为如果是比对到Z2上则会有三个错配。B图所示13bp的
读长序列同时比对到a序列与b序列上，在a上有一个错配，而在b上有一个缺失。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a
中错配造成的错误较小，因此选择将该序列比对到a上，虽然真实情况下该序列确实也存在比对到b上的可
能。图片来源：Todd J. Treangen and Steven L. Salzberg. (2012) Repetitive DNA and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computational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 13:36-46.

对于以上提到的这种多重比对问题，

在特定的算法下，数据的处理方式有三

种：第一种是忽视所有的多重比对，仅仅

使用那些唯一的比对结果，这种方式对数

据的利用度最低，也有可能造成很多区域

无法覆盖（图33a）；第二种是计入所有多

重比对，造成的结果是虽然盲区最小，但

是数据可信度最低（图33c）；第三种方法

是仅仅计入每个读长序列最佳的比对（即

错配最少的情况），可以认为是前两种方

法的折中（图33b）。当然，实际操作中还

有其它变体，如排除比对数大于d的读长序

列的所有比对（d值为人为规定）。

除了以上讨论的多重比对问题以外，

对于CNV（拷贝数变异）具体数值的确

定、基因组的从头（de novo）组装以及低

丰度SNP的检测，重复序列区域的存在对

于数据的精确分析都是最大的障碍，也是

数据挖掘步骤中最大的瓶颈。由于篇幅所

限我们在此不作过多的延伸。

重复序列在所有生物的基因组中广

泛存在，这样的挑战对于生物信息学家来

说是无法绕过的，基于双向测序数据的新

算法开发将是重点研究方向之一；而基于

BAC文库、粘粒等大型插入片段的测序策

略的变化也能带来一定帮助。然而这些问

题最终的解决还是要靠测序技术的进步来

提高读长序列自身的长度，当读长序列长

度接近重复序列本身的长度时，无论比对

还是组装，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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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处理多重比对的三种策略。最上方的橙色长条表示染色体上的间距，下方两个蓝色长条表示包含基因
A与基因B的两个相同的拷贝，橙色小细条代表比对到特定区域的读长序列。a，“独特匹配”策略仅仅只
标示那些比对位置唯一的读长序列；b，“最佳匹配”策略则标示出每个读长序列比对上的最佳位置，这
些最佳位置的确认由特殊比对算法的打分函数决定；c，“全部匹配”策略标示出所有的比对结果，包括打
分函数获得低分的比对。
图片来源：Todd J. Treangen and Steven L. Salzberg. (2012) Repetitive DNA and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computational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 13:36-46.

2. 转录组组装上的挑战 

在数据精确性上，转录组测序比表

达谱芯片有着无与伦比的优势，如可以检

测更多的更低丰度的突变、可以检测识

别不同的剪接异构体等。随着测序成本的

下降，其应用也越来越广泛，技术本身也

越来越成熟，目前已经形成了标准的工

作流程（见第二章第一节相关内容，图8
等）。

对于生物信息学分析人员来说，基

于几十亿个短序列的转录组组装是这个

流程中最主要的挑战。以下我们将对三

种转录组组装方式——基于参考序列的

（reference-based）组装、从头（de 
novo）组装以及综合策略的发展进行综述

与展望。

传统的转录组学研究是基于对一些参

考转录组（reference transcriptome）的

比对（图34），但这种基于参考转录组的

组装方法通常不能够很好地获得转录组全

貌，也不能识别所有的变异。最近在测序

技术与组装算法上的研究进展则允许我们

在RNA深度测序（deep sequencing）的

基础上，不依赖任何参考序列来重建整个

转录组（图35）。

虽然目前我们在从头组装转录组上已

经有比较完善的策略与算法，但是不可忽

视的是，这样的组装会消耗过多的计算资

源。此外，使用从头组装策略完整地组装

一个转录组，测序深度至少需要20×，而

借助于参考转录组，获得同样的组装效果

只需要10×的测序深度，从头组装还有

对测序错误非常敏感等其它问题。因此在

测序成本还未能降低到普及水平、计算资

源也未能丰富到可以随意支配的现实下，

综合从头组装和基于参考转录组的组装这

两种组装策略成为了多数情况下的最优选

择，具体细分还有“比对后组装”和“组

装后比对”等不同方式。目前已经具有一

套完整的体系，可以根据测序深度、组装

精读要求、完整度要求以及容错能力等参

数设置选择不同的组装路径以达到最符合

研究者需要的组装效果。



          生命奥秘 www.lifeomics.com

4242

图34 基于参考转录组的组装策略。a, 以玉米基因（GRMZM2G060216）为例展示这种传统的组装策略，读
长序列首先被拼接，并比对到一个参考基因组上。b，使用一些连通的或者拼接的图样来代表所有可能存在
的可变剪接体的亚单元。c与d，最后根据连接这些亚单元路径的不同（蓝、红、黄和绿）来将读长序列组
装为不同亚型。
图片来源：Jeffrey A. Martin and Zhong Wang. (2011) Next-generation transcriptome assembly.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 12: 671-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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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转录组的从头（de novo）组装策略。a，每个读长序列都用来生成长度更短的“k-mer”（长度为k的子
序列）。b，所有独一无二的k-mer被用来表示De Bruijn图中的节点，当两个k-mer有k-1个碱基重合时，节点将
被连接；图中以5-mer为例展示这个过程。c与d，当链中第一个节点前端所连接节点唯一，且链中最后一个节
点后端所连接节点唯一，此链及其中所有节点将被视作一个单独的节点；最后一步与基于参考转录组的组装一
样，根据连接这些亚单元路径的不同（蓝、红、黄和绿）将读长序列组装为不同亚型。
图片来源：Jeffrey A. Martin and Zhong Wang. (2011) Next-generation transcriptome assembly.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 12: 671-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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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通量数据整合上的挑战 

整合来自不同实验的结果，是我们

理解复杂系统逻辑的基本过程，这一点

在发育、内环境稳态以及对环境的应激

反应等研究中都可以找到很好的例子。

随着高通量分析方式——包括全基因组

关联分析（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ies, GWAS）、染色质免疫共沉淀后

测序（chromatin immunoprecipitation 
followed by sequencing, ChIP-seq）以及

RNA测序（RNA sequencing, RNA-seq）
的问世，获得基因组规模大小的数据从未

变得像现在一样简单。

表观基因组学、转录组学、蛋白质组

学和基因组学都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深刻，

但却单一的研究视角，而对它们的综合

分析则会提供一个整合的、全面的研究角

度。然而，大量的数据信息和不同的技术

平台间的对接在数据获取和数据处理上均

构成多重的挑战，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

兹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ta 
Cruz, UCSC）开发的Genome Browser
在整合不同类型的数据上是做得最成功的

（图36），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强有力的数

据整合形式对于新的生命科学假说的产生

具有多么重要的作用。

然而，Genome Browser对数据的整

合意义主要在于数据的可视化，而在数

据挖掘等其它更复杂、更广泛的角度，我

们也有不少工具可供利用。Galaxy也是

一款集成度很高的应用软件，我们可以使

用Galaxy上传数据、解析数据、重排数

据以及改变数据格式等。它在数据集成和

不同软件对接上也做得很好，我们可以

用它比较不同数据库来源的数据并使其在

Genome Browser上显示出来。更重要的

是，它还提供了一个运行个性化分析软件

的平台。

此外，DAVID也是非常流行的一款在

线软件，主要用于基因本体分析（Gene 
Ontology analysis），再加上用于寻找峰

值的CisGenome等工具，这些软件的整合

形成的流程基本上可以运用于绝大多数种

类数据的整合与分析，如图37则是以染色

体免疫共沉淀测序（ChIP-seq）数据为例

的分析流程。

可以看到对于目前不同类型数据的整

合我们已经有较为完备的工具组合，然而

这样的整合并不是研究的终点，数据整合

的目的是为了产生新的假说并检验已有假

说。对于一个数据整合工具，最重要的数

据输入并不是数据本身，而是我们想要它

解决的生物学问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引

导下，未来的数据整合度将会更高，每一

个基因的所有参数都将能够在浏览器中被

直接观察研究，甚至可能在基因组学的专

业领域中产生像谷歌那样的综合性搜索工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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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数据的可视化。加州学圣克鲁兹分校的Genome Browser是一种用来浏览基因组数据库的工具，使
用它可以获得大量的基因组数据。本图以ENCODE协会所测K562细胞的KATNAL基因为例介绍该软件的
展示能力。如图，KATNAL的启动子具有一个典型的染色体结构，即在组蛋白3第4位赖氨酸的单甲基化
（H3K4me1）双峰间有一个三甲基化峰（H3K4me3），而且它与RNA聚合酶II（RNAPII）结合，对DNA
酶高度敏感，此外还可以看到该基因绝缘体活性、保守性及SNP情况等信息。
图片来源：R. David Hawkins, Gary C. Hon and Bing Ren. (2010) Next-generation genomics: an 
integrative approach.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 11:476-486.

图37 数据分析的流程图。这个例子显示的是ChIP测序的数据分析流程图，全部使用目前在网络上可以获得的资源
完成，对于第二代测序的其它应用，策略也是相似的。蓝色框表示可以使用Galaxy完成的步骤。下游的步骤，如
模式分析（motif analysis）与基因本体分析（Gene Ontology analysis）由在线软件或独立软件完成（橙色框）。
Galaxy可以完成的其它分析用紫色框显示。CEAS：是Cis-regulatory Element Annotation System的缩写，即顺式作
用元件注释系统；MACS：是Model-based Analysis of ChIP–Seq的缩写，即基于模型的ChIP测序分析；TSS：是
transcription start site的缩写，即转录起始位点。
图片来源：R. David Hawkins, Gary C. Hon and Bing Ren. (2010) Next-generation genomics:  an integrative 
approach.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 11:476-486.



六、新一代测序技术的展望  

1. 第三代测序代表性平台简介

虽然第二代测序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将

基因组水平的研究带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

阶段，甚至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各种生

物学现象的传统认识，并对经典分子生物

学研究手段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但其数据

产生速度与通量依然远未满足现阶段生物

学与医学研究的需求。同时，第二代测序

仪普遍存在的序列读长短的问题也给生物

信息学分析，尤其是复杂、重复序列的组

装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而解决以上这些问

题的希望自然而然地落在了第三代测序技

术身上。

早在第二代测序仪处在研发阶段，尚

未商业化推广时，第三代测序仪的研发工

作就已经悄然展开，如今随着学界对更高

通量更廉价的测序平台需求的呼声日渐高

涨，第三代测序仪的研发方已陆续推出商

业版的新型测序仪。

公司 最新测序平台 技术手段 研发者 商业化进展

Helicos Biosciences tSMS DRS TIRM
Stephen Quake
（斯坦福大学）

2008年推出

第一款测序

仪，目前已

完成商业化

Pacific Biosciences PACBIO ZMW

Wa l t e r  W e b b
和 H a r o l d 
Craighead
（康奈尔大学）

2010年十家

科研机构试

用，目前已

经推出商业

版

Life Technologies VisiGen FRET TIRM
Susan Hard in
（休士顿大学）

曾 称 2 0 1 1
年推出商业

版，但目前

未查到相关

内容

Oxford  Nanopore 
Technologies

GridION MinION Nanopore
Hagan Bayley
（牛津大学）

2012年将实

现新一代测

序平台商业

化

表7 第三代测序技术研发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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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HeliScope
Helicos HeliScope是最早在市场上出

现的单分子测序（SMS）仪。HeliScope
之所以能够较为准确地记录单分子合成时

释放的非常低强度的荧光信号，是因为其

主要采用一项全内反射显微镜技术（total 
internal reflection microscopy, TIRM）。

这项核心技术由 2 0 0 7 年被 H e l i c o s 
Biosciences公司收购的Quake公司研究开

发。

H e l i S c o p e与第二代测序仪中的

Illumina公司的GA系列及HiSeq系列一样

采用了边合成边测序（SBS）的测序策

略，但与第二代测序技术不同的是，它省

略掉了DNA文库桥式PCR扩增的步骤，采

取了直接检测单分子DNA合成时的荧光信

号的策略。

另外，它采取了类似Roche公司454
测序仪中的DNA合成循环和信号记录策

略，通过一个“四种荧光标记核苷酸轮流

流入、延伸DNA、记录光信号、洗涤”的

循环来测序，但是它与454测序仪焦磷酸

测序的不同在于，因为是记录单分子合成

时的信号，而不是DNA簇合成的信号，所

以解决了簇内DNA合成不同步导致的移向

问题，这也就摆脱了移向导致的读长较短

的限制。但是同时454测序仪对同核苷酸

重复序列分辨率较低的缺陷在HeliScope
中依然存在，因为是四种核苷酸轮流合

成，所以只能通过信号强度分辨这样的序

列。

HeliScope虽然实现了单分子DNA合

成信号的检测和记录，但是其准确度远远

不如第二代测序仪对扩增后的DNA簇合成

反应的检测，检测能力较弱致其极易发生

缺失的检测错误，再加上对同核苷酸重复

序列检测敏感性不佳，它依然无法彻底取

代已经非常成熟的第二代测序技术。

当然，HeliScope的这两项缺陷都是

有希望解决的，利用远端接头进行反向

测序以及加大测序通量进行深度测序，可

以部分解决HeliScope检测准确度低的问

题。通过控制单分子DNA合成速度，在

第二个重复核苷酸加到模板上之前洗涤

掉dNTP则是解决同核苷酸重复序列检测

敏感性不佳的策略之一。尽管如此，这些

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但是该技术相比于目

前的测序手段，无论在读长上，还是通量

上都是一项极大的突破，并且已经被用于

M13噬菌体基因组的测序。

1.2 Pacific Bio
Pacific Biosciences也是一家较早推

出新一代测序仪的公司，他们研发了一项

名为单分子实时技术（single molecule 
real  t ime, SMRT）的全新测序技术。

SMRT技术的核心思想是通过零级波导

（zero mode waveguide, ZMW）的纳米

结构来实时检测DNA的合成。

这项技术的具体做法是使用荧光标记

dNTP最末一位的磷酸基团，在DNA合成

的过程中实时检测合成反应释放的荧光基

团。单个的DNA聚合酶分子被固定在一个

个直径数十纳米的小孔中，小孔直径低于

光的波长，这样光线就无法透射小孔，而

只能在小孔底部的反射中呈指数衰减，形

成一个非常小的检测环境，即ZMW孔。当

一个dNTP被添加到合成链上与进入ZMW
孔时，其荧光基团同时被激光束激发，通

过检测每个ZMW孔的荧光光谱，并根据荧

光种类判断dNTP种类，以测定每一个孔

内的DNA模板序列，然后荧光基团被氟聚

合物切割并释放。由于孔径极小，未参与

合成的dNTP无法进入荧光型号检测区对

4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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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造成干扰。

与所有第二代测序仪及HeliScope测
序仪不同的是，SMRT技术中基质上固定

的是聚合酶，而DNA模板是游离状态的，

因此理论读长会比HeliScope更长一些，

但是依然存在一定问题，那就是聚合酶占

据的零级波导比例仅有30%左右，限制了

可用的波导数量，同时CCD技术本身也限

制了零级波导最大面积。

1.3 VisiGen
Life Technologies公司旗下的VisiGen

是单分子合成测序的另一主要机型，其主

要依托的技术是流式细胞仪和激光共聚

焦显微镜中常用的供体受体间荧光共振

能量转移技术（fluorescence resonance 
energy transfer, FRET）。

VisiGen测序的具体原理就是给dNTP
连上荧光受体，同时给DNA聚合酶连接上

荧光供体。DNA合成时，供体与受体接近

后发生FRET，因为荧光受体连接在dNTP
的最后一个磷酸上，DNA合成后将会随

着焦硫酸释放掉。与Hel iScope一样，

VisiGen也采用高灵敏度的全内反射显微

镜来收集检测反应中的荧光。

与Pacific Biosciences公司的SMRT
技术一样，VisiGen摆脱了固定DNA对读

长的限制，理论读长显著长于第二代测序

仪，其读长的主要限制因素是荧光基团的

光漂白。Life Technologies正在研发一种

名为量子点（quantum dot, QD）荧光标

记的技术来解决这一问题。但是截至目

前，Life Technologies尚未公布VisiGen的
各项参数，包括实际读长和测序通量。

1.4 Oxford Nanopore
Oxford Nanopore Technologies公

司最近推出的GridION测序仪，所采用

的纳米孔单分子技术是一种基于电信

号测序的技术。研究人员使用a溶血素

为材料制作纳米孔，将氨基化环糊精

（Aminocyclodextrin）配体共价连接到这

种生物纳米孔内，然后用核酸外切酶切割

单链DNA，使被切下的单个碱基落入纳米

孔。落下的碱基在与纳米孔内的环糊精的

相互作用时会短暂地影响流经纳米孔的电

流强度，通过这种电流强度的变化幅度可

以分辨不同的四种碱基。

这项技术的核心有两点，一个是精密

可靠的外切酶固定方式，确保被切除下来

的核苷酸能够严格地、单一地落入，并通

过纳米孔；另一个是纳米孔中的电流感应

方式。Oxford的研究人员采用了细菌蛋白

porin A构建的一个DNA电子阅读器来收集

切下的核苷酸引起的电流变化信号。

相比其它的基于单分子合成测序的第

三代测序仪，GridION测序仪不论原理还

是性能上都有着显著特性和优势，甚至可

以被视为第三代测序仪与未来的第四代测

序仪的过渡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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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 部分第三、四代测序仪原理。AB展示的是PacBio的ZMW测序原理：A.显示的是一个底部附着了DNA合成酶
（Ф29）的单独的ZMW纳米结构。ZMW以及特殊共聚焦系统的存在使得仅仅ZMW底部的荧光可以被检测到。B，显示的
是单分子合成过程中荧光的释放过程。C，VisiGen 的FRET测序原理，它利用DNA合成时释放荧光的FRET效应实现实时
监测。D，Oxford Nanopore测序原理，碱基通过纳米孔时与环糊精相互作用，研究者利用这种相互作用对流经纳米孔电
流的影响识别不同碱基。
图片来源：
A&B图：Thomas P. Niedringhaus, Denitsa Milanova, Matthew B. Kerby, Michael P. Snyder, and Annelise E. Barron. 
(2011) Landscape of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Technologies. Analytical. Chemistry, 83: 4327–4341
C图: Levene M J, Korlach J, Turner S W, et al. (2003) Zero-mode waveguides for single-molecule analysis at high 
concentrations. Science, 299: 682-686.
D图: Schadt EE, Turner S, Kasarskis A.et al. (2010) A window into third-generation sequencing. Human Molecular 
Genetics, 19(R2): R227-40.

2. 第三代测序技术带来的改变与展望

第三代测序技术相比第二代测序技

术，无论是序列读长上、测序通量上还是

试剂成本上，均有着显著的优势，唯一

不足在于测序错误发生率也显著高于一般

的第二代测序技术。但是这一负面影响理

论上完全可以被低成本所带来的深度测序

的普遍应用而抵消，因此在可以预见的未

来，第三代测序技术带来的高通量分析的

普及，以及其在生物学各领域研究中的普

遍运用是必然的。

第三代测序技术产生的数据具有读长

长、错误多（错误类型一般为缺失错误）

的特点，完全不同于读长短、精度高的第

二代测序技术，因此针对第三代测序数据

的分析方法也会与传统的基于短序列的分

析方法完全不同，在基因组从头组装（De 
novo）与重测序（re-sequencing）等方

面甚至可能形成多个完全不同的数据分析

体系。同样是因为读长较长的原因，等量

的原始读长数据进行分析所需的计算资源

可能远小于第二代测序技术，很有可能导

致现有测序和数据服务市场的重新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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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 部分第三代测序仪图示。

虽然第三代测序技术已经逐渐从研发

走向了应用，但是其测序通量和成本依然和

100美元测一个人类基因组的宏伟目标相去

甚远，更高的通量与更低的成本依然是测序

技术研发人员的追求，而目前第四代测序的

研究也已经冒出了一些苗头，现在已经提出

的第四代测序思想有两种。

第一种思想是采用石墨烯和碳纳米管

（CNT）为材料替代传统的纳米孔技术，引

导DNA分子通过这些碳纳米材料的间隙。由

于碳材料良好的导电性，可以直接以其本身

为电极记录这一过程中的电流变化，从而得

到DNA的序列。这一测序理念完全摆脱了各

种生物酶的限制，提出了新的“电测序”的

概念，目前相关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

第二种思想是直接通过非光学显微镜

观察DNA序列，并以显微镜直接检测到的

信号来区分不同的碱基，即直接将核苷酸的

空间排列可视化，而理论上只要显微镜分辨

率足够高，就能够做到这一点。例如使用原

子水平分辨率的显微镜，如扫描隧道显微镜

（STM）和原子力显微镜（AFM）。近年来

相关研究虽然申请了一些专利，但是实质性

研究进展很少，属于相对比较冷门的领域。

总之，新的测序技术和新型测序仪的研

发速度极快，竞争非常激烈，这也反映在两

代测序仪之间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界限，甚

至有诸如Life Tech的Ion PGM、Illumina的
MiSeq等介于两代测序仪之间的类型，而牛

津大学研制的GridION与MinION更是被视为

第四代测序仪的引子。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在当今的测序洪流中，我国也有相应的投

入，中科院与浪潮集团联合自主研发的新一

代测序仪BIGIS-4系统也已于去年投入了试

运行，并完成了一种海洋微生物基因组的测

序工作。相信在新世纪里，新的测序技术的

推广必将给科学研究带来新的突破。

3. 最新测序概念性研究状况与展望



5151

参考文献

Matthew Meyerson, Stacey Gabriel and Gad Getz. (2010) 1. 

Advances in understanding cancer genomes through 

second-generation equencing.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 

11: 685-696. 

Elizabeth T. Cirull i  and David B. Goldstein. (2010) 2. 

Uncovering the roles of rare variants in common disease 

through whole-genome sequencing.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11: 415-425.

Gregory M. Cooper and Jay Shendure. (2011) Needles 3. 

in stacks of needles: finding disease-causal variants in 

a wealth of genomic data.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 12: 

628-640.

Michael J. Bamshad, Sarah B. Ng, Abigail W. Bigham, 4. 

et al. (2011) Exome sequencing as a tool for Mendelian 

disease gene discovery.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 12: 

745-755.

Jeffrey A. Martin and Zhong Wang. (2011) Next-generation 5. 

transcriptome assembly.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 12: 

671-682.

Rotem Sorek and Pascale Cossart. (2010) Prokaryotic 6. 

transcriptomics: a new view on regulation, physiology and 

pathogenicity.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 11: 9-16. 

Donny D. Licatalosi and Robert B. Darnell. (2010) 7. 

RNA processing and its regulation: global insights into 

biological networks.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 11: 75-87.

A la in  Jacqu ie r.  (2 0 0 9 )  The  comp lex  eukaryo t i c 8. 

transcriptome: unexpected pervasive transcription and 

novel small RNAs.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10: 833-844. 

Peggy J. Farnham. (2009) Insights from genomic profiling 9. 

of transcription factors.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10: 605-

616.

Peter J.  Park.  (2009 )  ChIP–seq: advantages and 10. 

challenges of a maturing technology.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 10: 669-680.

Peter W. Laird. (2010) Principles and challenges of 11. 

genomewide DNA methylation analysis.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11:191-203. 

David M. Gilbert. (2010) Evaluating genome-scale 12. 

approaches to eukaryotic DNA replication.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 11:673-684.

Tomi Pastinen. (2010) Genome-wide allele-specific 13. 

analysis: insights into regulatory variation.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 11:533-538.

Can Alkan, Bradley P. Coe and Evan E. Eichler. (2011) 14. 

Genome structural variation discovery and genotyping.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 12:363-376.

Ilseung Cho and Martin J. Blaser. (2012) The human 15. 

microbiome: at the interface of health and disease.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 13:260-270.

Justin Kuczynski, Christian L. Lauber and Rob Knight, et 16. 

al. (2012) Experimental and analytical tools for studying 

the human microbiome.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 13:47-

58.

Brain Owens. (2012) THE SINGLE LIFE. 17. Nature , 491:27-

29.

Roger S. Lasken. (2012 )  Genomic sequencing of 18. 

uncultured microorganisms from single cells. Nature 
Reviews Microbiology, 10:631-641.

Chenghang Zong, Sijia Lu, Alec R. Chapman, X. Sunney 19. 

Xie. (2012) Genome-Wide Detection of Single-Nucleotide 

and Copy-Number Variations of a Single Human Cell. 

Science, 338:1621-1626.

Todd J. Treangen and Steven L. Salzberg. (2012) 20. 

Repet i t ive DNA and next-generat ion sequencing: 

computational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13:36-46.

R. David Hawkins, Gary C. Hon and Bing Ren. (2010) 21. 

Next-generation genomics: an integrative approach.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 11:476-486.

Thomas P. Niedringhaus, Denitsa Milanova, Matthew B. 22. 

Kerby, Michael P. Snyder, and Annelise E. Barron. (2011) 

Landscape of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Technologies. 

Analytical. Chemistry , 83: 4327–4341

Thompson, JF and Milos, PM. (2011) The properties and 23. 

applications of single molecule DNA sequencing. Genome 
Biology, 12: 217.

Levene M J, Korlach J, Turner S W, et al. (2003) Zero-24. 

mode waveguides for single-molecule analysis at high 

concentrations. Science, 299: 682-686.

Kapranov P, et al. (2011) Native molecular state of AAV 25. 

vectors revealed by single molecule sequencing. Human 
Gene Therapy, Online Ahead of Editing.

Schadt EE, Turner S, Kasarskis A.et al. (2010) A window 26. 

into third-generation sequencing. Human Molecular 
Genetics , 19(R2): R227-40.

Elizabeth AM, Ian MD, Andrew HL. (2012) Reading DNA at 27. 

single-nucleotide resolution with a mutant MspA nanopore 

and phi29 DNA polymerase. Nature Biotechnology, 2012, 

Online Ahead of Editing.

Postma H W. (2010) Rapid sequencing of individual DNA 28. 

molecules in graphene nanogaps. Nano Letter , 10(2): 420-

425.

Eid J, Fehr A, Gray J, et al. (2009) Real-time DNA 29. 

sequencing from single polymerase molecules. Science, 

323 (5910): 133-138.



          生命奥秘 www.lifeomics.com

5252

为了及时收集生命科学最新资讯、提高《生命奥秘》办刊质量，现

面向从事生命科学或对这学科有浓厚兴趣的科研人员、学生诚聘特约编辑

（兼职）。

职位职责：
 
独立完成《生命奥秘》专题的策划：对基因组学、蛋白组学、

生物信息学和细胞生物学等学科的发展以及生物医学领域相关技术

（例如基因诊断技术、干细胞和克隆技术、生物芯片技术等）的应

用进行翻译及深入评述。

选题要求内容新颖、评述精辟、注重时效和深入浅出。尤其欢

迎以自身系统研究为基础的高水平译述与评论，结合所从事的科研

工作提出自己的见解、今后设想或前瞻性展望。

要求： 
1.具备基因组学、蛋白组学、生物信息学、细胞生物学等生命科学学科背景；

2.具备良好的生命科学前沿触觉；

3.具备较高的外文文献翻译、编译水平；

4.具备较强的选题策划、资料搜集、组织能力，以及专业稿件撰写能力；

5.具有高级职称；或者拥有（正在攻读）该领域的最高学位。

有意者请将个人简历发送至  editor@lifeomics.com
联系人：蔡小姐



5353

热点
Hot Topics

TALE 蛋白传奇
生物学家们将一种对植物有害的蛋白质打造成了可供我们开展基因组学研

究，以及对基因组进行改造的有效工具。

很多生物学技术其实都来自让我们意

想不到的地方。比如现在被广泛用于蛋白

质示踪技术和研究基因表达水平的绿色荧

光蛋白（green fluorescent protein）就来

自水母（jellyfish）。另外一个更加为大家

所熟知的例子就是来自温泉细菌的热稳定

酶，在生物实验室里几乎每天都要用到的

PCR技术就离不开这种酶。有了这种酶的

帮助，科研人员可以非常方便地得到大量

的DNA片段，将PCR技术演变出了很多种

不同的应用，比如在法医个体识别中用到

的DNA指纹（DNA fingerprinting）技术就

离不开PCR。现在，这条规律又一次得到

了印证，一帮科学家在午餐时间的一次讨

论又让他们爆发了灵感，将一种来自对植

物有害生物的蛋白质加以利用，使其成为

了一种基因组改造工具，使用这种工具可

以对包括人和酵母细胞在内的各个物种的

基因组进行大规模的、定向的基因改造，

这也是全球众多科研人员期盼已久的一项

新技术。

这些名为转录激活子样效应因子

（transcription activator like effectors, 
TALE）的蛋白质就好像激光制导的巡

5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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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导弹一样，可以根据科研人员的需

要，对感兴趣的DNA序列进行定点“打

击”。将这种TALE蛋白与其它的功能蛋

白相结合，比如与可以切割DNA片段的

核酶（nucleases）搭配，就能够对基

因进行定点敲除（knock out）或者改造

的操作。据德国哈雷-维滕贝格马丁路德

大学（Martin Luther University Halle-
Wittenberg in Germany）的植物病理学家

Jens Boch介绍，目前TALE蛋白是基因组

改造领域里最热门的研究热点，Boch也是

第一批发现TALE蛋白应用潜力的科学家

之一。

5年前，科学家们才刚刚弄明白TALE
蛋白对植物的作用。2009年，一期《科

学》（Science）杂志上接连发表了两篇

论文（详见2009年12月11日《科学》杂

志第1501页和1509页，其中一篇就是由

Boch实验室撰写的），介绍了这种TALE

蛋白靶向某个特定基因的作用机制，理论

上，这种蛋白的识别精度甚至可以达到

一个碱基。2010年，有人首次将核酶与

TALE蛋白搭配，向我们展示了这种蛋白

在基因组工程学（genome engineering）
方面的应用潜力。随后，多家科研机构

和生物公司马上跟进，寻找各种方法制

备TALE蛋白，同时力求降低TALE蛋白的

生产成本，以便让更多人可以对TALE蛋

白开展研究。现在，经过改造的TALE蛋

白已经可以识别很多物种里的大量基因。

而且至少已经有一个科研团队正在试图

利用TALE蛋白治疗人类疾病，他们的主

攻目标就是镰状细胞性贫血（sickle cell 
anemia）。Boch认为，近几年一定会有

更多的人利用TALE蛋白对更多种类的人

体疾病开展研究，甚至找到治愈这些疾病

的好方法。TALE技术绝对称得上是一种

能够改变局面的强力武器。

从这幅卡通图片中我们可以看出，TALE蛋白能够与DNA特异性地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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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TALE蛋白也面临着竞争。另外

一种以锌指核酶（zinc finger nuclease, 
ZFN）为基础的基因组改造技术早在15
年前就已经出现了，而且相关的诊疗技

术现在已经进入了临床试验阶段。美国

加利福尼亚州Sangamo生物科技公司

（Sangamo BioSciences in Richmond, 
California）就是专门开发ZFN生物产品的

一家公司。据该公司的首席科学官Philip 
Gregory介绍，对于学术科研机构而言，

TALE技术更简单、更容易上手，但是对于

临床治疗而言，它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另

外，就在TALE技术进入人们视野的同时，

另外一种以RNA技术为基础的基因靶向技

术也逐渐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与TAL效应因子有关的重磅论文的发表时间表。EBE（effector binding element）：效应因子结合元件；RVD（repeat variant di-
residue）：重复的可变氨基酸二联片段；NHEJ（nonhomologous end joining）：非同源末端连接；GG：golden gate技术；HR
（homologous recombination）：同源重组。数据提供者：美国爱荷华州的Adam Bogdanove。

来自植物的启发

早在2007年，当Boch研究黄单胞菌

（Xanthomonas）对植物的致病机制时，

他其实并没有想到这和基因组改造有什么

关系。各种种类的黄单胞菌对全球350多
种植物造成了危害，其中就包括对我们人

类生存意义非常重大的主要粮食作物、

水果以及生产各种坚果的果树等。这些

黄单胞菌能够引起柑橘果溃疡病（citrus 
canker）和黑腐病（black rot）等多种

植物病害。Boch与同事Ul la  Bo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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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Lahaye等人发现有一种黄单胞菌

蛋白（后来被命名为TALE蛋白，这也是世

界上第一种被发现的TALE蛋白）能够进入

辣椒的细胞核里，控制一种可以决定细胞

大小的基因，使植物细胞变得非常大（详

见2007年10月26日《科学》杂志第648
页）。Boch等人后来又继续开展了更多的

TALE研究，为其它TALE蛋白寻找到了各

自的作用靶标。

有一次在办公室吃午饭的时候，Boch和
他的同事Sebastian Schornack聊到了TALE蛋
白那不同寻常的结构。这些对植物有毒的蛋白

里有大块的片段都是由完全一样的，或者几乎

一样的34个氨基酸串联排列组成的序列重复拼

接而成的。所以Boch等人怀疑可能是这些重复

序列决定了TALE蛋白的DNA结合靶标。根据

之前发现的TALE蛋白以及与之对应的、用于调

控细胞大小的基因的靶序列的有关信息，Boch
等人又设计了一系列的试验对其它TALE蛋白的

作用靶标进行了预测和验证研究。

结果发现关键就是位于每一个重复片段

中间的那两个可变氨基酸（在组成重复序列的

那34个氨基酸中其它的氨基酸几乎永远都是

不变的）。研究发现，如果这两个可变氨基酸

是组氨酸（histidine）和门冬氨酸（aspartic 
acid），那么这段重复序列就可以与胞嘧啶

（cytosine）特异性结合；但如果是天门冬氨

酸（asparagine）和甘氨酸（glycine），那么

就可以与胸腺嘧啶（thymine）特异性结合。

不过识别其它两个碱基——腺嘌呤和鸟嘌呤的

重复序列都差不多。研究还发现，用于识别序

列里每一个碱基的重复序列的个数基本上与这

些碱基的数量也是一一对应的，比如一段由17
个碱基组成的DNA序列就需要一个由17个重

复序列组成的TALE蛋白与之对应、识别。据

Boch回忆，他们在当时提出这种一个重复序列

对应一个碱基的假设还是非常大胆的。

到了2009年春天，就在Boch等人快要结

束这段工作之际，他的同事Bonas收到了当时

还在美国爱荷华大学（Iowa State University 

in Ames）工作的Adam Bogdanove寄来的一

封电子邮件。当时Bogdanove也在研究TALE
蛋白（他主要研究两种对水稻致病的黄单包

杆菌TALE蛋白之间的区别），他也提出了和

Boch等人同样的假设。Bogdanove当时和一名

爱荷华大学生物信息学专业的研究生Matthew 
J. Moscou一起对10个TALE蛋白进行了研究，

也验证了这个假设。据Bogdanove回忆，他们

对TALE蛋白的结构数据进行了彻夜的分析，突

然灵光一现，就有了那个想法。

这两个课题组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

研究论文之后立即在科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反

应，不过大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却有所不同。

据美国波士顿麻省中心医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in Boston）专门研究锌指蛋

白的分子生物学家J. Keith Joung回忆，第一

次看到这些文章时他对这个结论是持怀疑态度

的，Joung不相信DNA结合蛋白的作用机制会

如此简单。所以他当时认为还应该继续开展更

多的研究，不能就此下一个定论。

不过当Sangamo公司的Gregory看到这篇

文章的时候就立即被吸引住了，尽管TALE蛋白

很有可能会成为他们公司锌指蛋白产品的强力

竞争对手。据他回忆，他当时认为Boch等人对

TALE蛋白开展的研究工作就很好地展现出了生

物学的奇妙和迷人之处。与TALE蛋白一样，哺

乳动物的锌指蛋白也能够依靠它那指头一样的

结构域与DNA序列特异性结合（详见2005年12
月23日《科学》杂志第1894页的介绍）。不同

的锌指结构域可以结合不同的三碱基片段（类

似于密码子与反密码子结合的作用方式）。科

学家们利用这种特异性的结合机制设计出了各

种人工锌指蛋白，这些锌指蛋白就能够依照科

学家的意愿与特定的DNA序列结合。Sangamo
公司将核酶技术与人工锌指蛋白技术相结合，

在近几年里成功的对基因组进行了基因敲除操

作，甚至是基因敲入操作，这在过去几乎是不

可想象的。

不过随着锌指蛋白的应用变得日益普及，

相应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了。美国马萨诸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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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坎布里奇白头生物医药研究所（Whitehead 
Ins t i t u te  fo r  B iomed ica l  Research  i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的发育生物学

家Rudolf Jaenisch就曾经使用ZFN对人胚胎干

（ES）细胞和诱导多潜能干（iPS）细胞进行

过基因组修饰试验。据他介绍，ZFN的最大问

题就是太难设计了，而且成本也太高了。而导

致成本高居不下的原因之一就是Sangamo公
司和其他一些科学家完全控制了所有与ZFN相

关的知识产权，这就给其他人进入这个行业立

起了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相比之下，TALE
蛋白的出现就可以给科研人员提供另外一种成

本相对更低、而且效果也不错的选择。

一一对应的结合方式。每一个TALE重复序列都能够与A、T、G、C这四种碱基中的一种碱基特异性结合。
这些重复序列都是由34个氨基酸组成的，其中第12和13位氨基酸是可变氨基酸，每一种变化都对应一种碱
基。

辣椒和苹果都是受到黄单包杆菌（右上图所示）危害的农作
物品种。

图中箭头所示的是一个明显扩大了的斑马鱼（zebrafish）的
心脏，因为科学家们利用TALE蛋白技术对斑马鱼进行了基
因敲除试验，去掉了一种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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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取得新突破的TALEN

Bogdanove拿到试验结果之后立即就

想到是不是可以利用TALE取代ZFN中的

锌指蛋白，从而开发出TALE核酶（TALE 
nucleases, TALEN）。于是他向美国爱

荷华大学的植物学家Daniel Voytas寻求

帮助。Voytas过去曾对ZFN有着很高的热

情，他和Joung一起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对

核酶技术进行改良，希望可以让更多的科

研人员使用上这种新技术，他自己也想利

用核酶对植物进行改良研究。不过Voytas
最开始也对TALE蛋白这种一一对应的结

合机制表示过怀疑，据他回忆，他当时认

为这种结合作用机制也太简单了，简单到

让人无法相信。

不过目前就职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

双子城分校（University of Minnesota, 
Twin Cities）的Voytas和Bogdanove等人

于2010年发现，他们真的可以将TALE结

合上核酶。美国爱荷华大学的Bing Yang
等人也于同一年独立地开发出了同样的

TALEN。他们都发表了论文，介绍他们利

用TALEN对酵母细胞DNA进行特异性改造

的工作。

到了2011年，Sangamo公司向我

们展示了TALEN确切的潜在应用价值。

Sangamo公司的Jeff rey Mi l ler等人对

TALE蛋白的末端进行了改造，方便TALE
蛋白与核酶结合成为TALEN。这些TALEN
在哺乳动物细胞试验中的表现和ZFN一样

好，同样可以进行基因敲除或者敲入的操

作。Sangamo公司将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在

了2011年的《自然 生物技术》（Nature 
Biotechnology）杂志上。德国波恩大学

（University of Bonn in Germany）的天

然免疫学家Veit Hornung认为，这篇文章

开启了基因组改造工作中的TALEN时代。

Joung等人也迅速跟进，利用TALEN
对在生物学研究中被广泛应用的模式生

物——斑马鱼进行了试验研究。他们和另

外一个来自中国的课题小组于2011年的8
月分别在《自然 生物技术》杂志发表了

文章，介绍他们利用TALEN对斑马鱼胚胎

进行的基因敲除试验的结果。据Joung回
忆，他们使用TALEN的每一次敲除试验都

成功了，可是使用ZFN的成功率却没这么

高。

为了证明自己是不是这么幸运，

Joung实验室决定开发一种高通量的、自

动化TALE蛋白构建技术，他们将这种技

术称作FLASH技术。据Joung介绍，有了

这种技术之后，TALE蛋白的使用成本将

进一步降低，可以变成一项实验室里的日

常应用技术。

后来有人用这种FLASH技术制备的

144种TALEN成功地进行了试验，这也延

续了Joung他们创下的传奇，他们也将这

一成果发表在了今年5月出版的《自然 生
物技术》杂志上。据Joung介绍，之前已

经公开的ZFN在实验中创下的成功率只有

50%，而且其中有90%以上的成功试验都

是用人类细胞作为试验材料开展的试验工

作，所以Joung自豪地宣称，项FLASH技

术彻底改变了我们对DNA结合技术的看

法。

在面对TALEN以及其它基于TALE蛋

白的技术时，Sangamo公司并没有继续

沿用他们对ZFN的技术封锁策略。到目前

为止，在TALE蛋白领域还没有任何专利

公布，世界上至少有两家公司可以提供

TALE蛋白和TALEN产品，或者相关的试

剂盒产品，他们分别是位于美国加利福尼

亚州的生命科技公司（Life Technologies 
in Carlsbad, California）和位于法国巴黎

的Cellectis公司（Cellectis, in Paris）。

当然，科研人员也可以自己用各种方法合

成TALEN。另外据Voytas介绍，有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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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为Addgene的非盈利性组织已经提供了

824种相关的试剂盒，而且正在以平均每

个月50个的速度不断的推出新产品。

今年9月在意大利召开了一次有关基

因组工程学的国际会议，来自德国波恩

的Hornung在会上又介绍了另外一种速度

更快、成本更低的TALE制备方法，他们

用这种方法已经成功的开发出了1500多
种TALEN。他们计划将来针对每一种人

类基因开发一种TALEN。德国Freiburg大
学医学中心（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Freiburg in Germany）的分子生物学家

Toni Cathomen对此评论道，有了这种新

技术，我们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大

量的TALEN，有了如此充足的‘弹药储

备’，我们可以开展很多在以前根本连想

都不敢想的研究工作。

TALEN的应用价值

美国白头研究院的Jaenisch是TALEN
众多新粉丝中的一位。他之前已经使用

ZFN在ES细胞和iPS细胞中对疾病相关基

因进行过研究，但是后来在Sangamo公
司的帮助下，Jaenisch的课题组现在选

择了之前已经被研究得非常充分的5个基

因或者基因所在区域作为试验对象，正在

对TALEN和ZFN进行比较研究。结果发

现这两种核酶的作用是差不多的，所以他

们实验室现在也开始使用TALEN了。据

Jaenisch介绍，这些TALEN至今还没有让

他失望过，而且由于它们更容易获得，所

以ZFN在他们实验室的地位也正在逐渐被

TALEN所取代。

布鲁塞尔Free大学（Free Universi ty 
of Brussels）的分子生物学及基因治疗专家

Thierry VandenDriessche认为使用TALEN将

成为一种潮流，他指出，过去使用ZFN的人现

在几乎已经全都投向了TALEN的阵营。

实际上，在近两年里，科学家们已

经使用TA L E N对线虫（n e m a t o d e s）、

烟 草 （ t o b a c c o ） 、 模 式 植 物 拟 南 芥

（A r a b i d o p s i s ）、大鼠（ r a t）、蟋蟀

（crickets）、家畜（ l ivestock）和斑马鱼

（zebraf ish）等多种生物进行过基因组改

造的研究工作。今年的11月1日，《自然》

（Nature）杂志就曾经介绍了美国明尼苏达

州Mayo医疗中心（Mayo Clinic in Rochester, 
Minnesota）的分子生物学家Stephen Ekker
取得的最新的科研成果。他们用TALEN对一些

斑马鱼的基因进行了基因敲除操作，结果成功

发现了各种斑马鱼胚胎发育缺陷的表型，而且

这次试验的效率要比之前高很多。在很多试验

中，很多人不光利用TALEN进行了基因敲除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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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还接着进行了原位的基因敲入试验（即用

一段新的基因序列取代旧的基因序列），这些

工作进一步表明了TALEN在基因组工程学应用

工作中的价值。有一种敲入序列可以起到基因

开关的作用，Ekker的课题组就可以用到这种

基因开关，在细胞发育的不同阶段开启或者关

闭特定的基因，了解这些基因在细胞发育过程

中的作用。

对于那些出于生物医药或者食品目的

开发转基因猪、牛、羊或者其它转基因家畜

的科研人员而言，TALEN更是他们工作中

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帮手。据美国明尼苏达州

Recombinetics公司（Recombinetics in St. 
Paul, Minnesota）的CEO Scott Fahrenkrug
介绍，他们公司以前使用ZFN对家畜的基因

组进行改造的成功率就非常低，但是大约有

65%的TALEN在试验中的表现都不错，其

中有一些的表现甚至可以用  “非常好”来

形容。Recombinetics公司已经用TALEN对

小型猪（miniature pig）进行了低密度脂蛋

白受体（low-density lipoprotein receptor）
编码基因的敲除试验，得到的这种遗传改造

猪可以用于与胆固醇相关疾病的研究工作当

中。Fahrenkrug等人在今年10月23日出版的

《美国科学院学报》（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上发表文章

介绍了这一研究成果，他们还使用TALEN对牛

细胞进行了基因敲入试验，不过并没有发表这

方面的研究结果。

有了TALEN这种新技术，Recombinetics
公司现在正打算开发一种新型的奶牛，这种奶

牛将携带一种水牛的基因（这种基因对于牛角

的发育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他们为此正

在积极地寻求资金支持。我们知道奶牛的牛角

都必须被去掉，但是如果敲入了这种基因之

后，奶牛就不会再长出牛角了。Fahrenkrug将
这种技术称作“高精度杂交”，有了这种技术

就可以让家畜更快、更准确地获得我们想要的

新性状。

另外一些人则希望TALEN可以在基因

治疗领域有所作为，美国伊利诺州立大学

（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
的生物工程师Huimin Zhao就是其中的一员。

他们课题组在今年4月出版的《分子生物系

统》（Molecular BioSystems）杂志中发文介

绍了他们使用TALEN对酵母细胞进行的改良

操作成果，他们在实验中成功地纠正了与镰状

细胞贫血（sickle cell disease）有关的遗传

突变。据Zhao介绍，他们还对取自镰状细胞

贫血患者的细胞进行了遗传治疗，结果也非常

好，不过这部分工作目前还没有发表。Zhao
满怀信心的表示，有了TALEN，很多种遗传疾

病患者都有救了。

很多科研人员都在针对TALE蛋白的DNA
结合特异能力开发其它的应用。已经有人设计

出能够进入细胞，并且开启特定基因表达的

TALE蛋白，这些TALE蛋白可以为我们提供一

种更好的基因表达调控工具。研究表明，这些

TALE蛋白在植物细胞和人体细胞中都能够很

好地发挥作用，使基因的表达量上调20多倍。

当然，能够打开基因应该就能够关闭基因，所

以也有人在开发能够下调基因表达的TALE蛋

白。

Robert McKnight是美国盐湖城犹他大

学（University of Utah in Salt Lake City）的

一名分子生物学家，他的研究工作是如何将

TALE蛋白与DNA甲基化酶结合，因为DNA被

甲基化修饰之后，相关基因的表达就会被关

闭，所以如果可以对DNA序列进行特异性的甲

基化修饰，就可以起到关闭基因表达的作用。

McKnight还希望用这种工具对甲基化等修饰作

用对基因组功能的影响开展研究，也就是开展

所谓的表观遗传学（epigenetics）研究。

最先发现TALE蛋白的植物病理学家们

当然也不甘落后，Boch就计划使用特定的

TALEN阻断天然TALE蛋白的致病作用。在

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的支持下，Boch和一帮

法国科学家一起打算用TALEN去除掉水稻基

因组中的一段DNA序列，因为这段序列刚好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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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黄单包杆菌TALE蛋白识别的靶序列，如果

他们成功了，就可以减少黄单包杆菌感染对水

稻带来的危害。有很多证据表明相关政府管理

机构不会将经过这些TALE相关产品和技术处

置过的农作物当作转基因作物对待，这将有利

于相关农作物的推广，不过有人认为TALEN和

ZFN都属于诱变剂，需要谨慎对待。

Bogdanove的兴趣则更广，他的工作既

包括植物病理方面，也涉及TALE蛋白的基础

生物学领域，还会帮人解析TALE-DNA复合体

的结构，他对此的解释是，他们都有一点分裂

人格。Bogdanove的实验室还在开发一种新型

水稻，这种水稻被天然TALE蛋白作用之后不

仅不会受害，反而会启动一些基因的表达。

完美的匹配。当TALE蛋白与DNA结合时，TALE蛋
白里的重复序列会与DNA紧密结合，形成这种风车
样的结构。

科学家们利用TALEN敲除了这头试验猪的脂蛋白受
体，构建了一个可用于研究心脏病发病机制的动物
模型。

并不完美的传奇

TALEN的实际应用之路也并非那么一

帆风顺。比如它要比Z F N大得多，所以根

据DNA靶点设计TALEN时需要很多技巧。

TALEN的重复特性也意味着编码这些核酶

的DNA序列进入细胞之后很容易发生重排

（rearrangement），这会极大地破坏TALEN
的酶活性。

Gregory也担心TALEN会产生脱靶效应

（off-target effect），即有可能“误伤”其

它DNA片段。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

TALEN有非常明显的脱靶效应，但是在ZFN应

用早期也没有观察到脱靶效应，只是随着应用

的深入才逐渐发现了这个问题，现在脱靶效应

俨然已经成为了困扰ZFN应用的一大难题。

另外，除了基因敲除工作之外，面对对基

因序列进行改造的工作，TALEN和ZFN都有那

么一点力不从心，还存在进一步提高的空间。

Joung就表示，他们并不能简单地认定一种技

术一定比另外一种技术更好，他相信每一种技

术都有各自擅长的应用领域。

所以Sangamo公司也表示他们不会放弃

任何一项技术，会继续开发ZFN产品，同时也

会随时关注TALEN技术的最新进展。他们目

前正在开展临床试验，检验能够敲除T细胞受

体（HIV病毒主要通过这种受体进入细胞）的

ZFN在治疗HIV感染方面的功效。美国神经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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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学会（Society for Neuroscience）于今年

10月在美国的新奥尔良（New Orleans）举

行了一次会议，Sangamo公司的科学家在会

上也介绍了他们最新的ZFN研究进展，他们利

用ZFN技术敲除了亨延顿氏病（Huntington's 
disease）的致病突变基因，同时也没有影响

其它正常的DNA片段。Gregory表示，目前他

们还没有发现有必要用TALEN取代ZFN。

但是其他人，尤其是学术科研机构却认为

TALEN的应用潜力是无限的。Cathomen就认

为，他们看到的TALEN的进展是非常大的。基

础生物学家可以利用TALEN技术对基因或者蛋

白挨个进行敲除，通过这种精确的方式对信号

通路开展研究。植物生物学家也可以用这种技

术一次给植物引入好几个不同的新性状，加快

育种的速度。Cathomen还指出，将来TALEN
一定会成为每一个生物实验室里必备的一项技

术。在未来几年内我们一定会看到大量使用

TALEN技术在生物学的各个研究领域取得的科

研成果。

参考文献

ELIZABETH PENNISI. (2012) The Tale of the TALEs. 1. Science,  338:1408-1411.

Laura DeFrancesco. (2011) Move over ZFNs. 2. Nature Biotechnology, 29(8): 681-684.

YORK/编译

ZFN和TALE核酶（TALE nucleases, TALEN）并不是唯一的两种基因组改造工具。

归巢核酸内切酶（meganucleases）是一种可以切割DNA的核酶，它们主要由某些可移动元件

（mobile element，这些可移动元件是可以在基因组中自由改变位置的DNA片段）编码。归巢核酸内切酶

主要识别比较短的DNA序列，经过修饰之后也可以与不同的DNA靶标结合。但是据美国波士顿麻省中心医

院的分子生物学家Keith Joung介绍，进行这种改造需要一些技巧，这是因为这类改造会影响归巢核酸内切

酶的活性。不过，将归巢核酸内切酶与TALE蛋白结合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TALE蛋白必须两两配对工作，因为我们在切割DNA时就需要两个核酶同时工作。不过有一些

科学家正在想办法如何只用一个核酶就完成DNA切割工作。

还有一种方案就是采用细菌的防御机制，即将核酶与RNA组合，这样依靠RNA序列就可以决定核酶

的切割特异性。根据瑞典Umeå大学（Umeå University in Sweden）的Emmanuelle Charpentier在今年8

月17日出版的《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这种所谓的CRISPR系统可以完全抛弃TALE蛋白

或者锌指蛋白。如果这套方案真的能够奏效，那么TALE和锌指蛋白的末日恐怕就要来到了，因为制备核酸

要比制备蛋白质容易得多。

–ELIZABETH PENNISI

更多阅读：除TALEN外的其它基因组改造工具 

图中紫色表
示的就是与
DNA结合的
归巢核酸内
切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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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azing Lives

百态
Amazing Lives

砂鱼蜥钻洞轻松自如
砂鱼蜥（Scincus scincus）俗名沙

鱼，那真是名如其鱼，因为这种两栖动

物真的能够在沙中自如穿梭，并且把大

半天的时间花在潜伏于沙子里，以避开

炙热以及其它狩猎动物的捕食，它们可

是相当享受这种潜沙的生活呢！来自美

国佐治亚理工学院（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Daniel Goldman告诉我

们，一直以来，人们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来

观察动物在流体中的游动和飞行，以及它

们在相对平坦的坚硬地表上奔跑的情形，

但对于生物在某些既有流体也有固体性质

的物质中（比如沙子）到底如何运动，相

关研究要少得多。他进一步解释说，在沙

中潜行的沙鱼利用一种类似于秀丽新杆线

虫（C. elegans nematodes）的方法来

蜿蜒穿行于沙中。并且，不管这种蜥蜴在

沙子中游弋得多么迅速，也不管它们钻得

多么深，都总是使自己的身体沿着同一特

征的波纹状曲线迂回前进。他承认，这个

事实使他们感到大为惊奇。蜥蜴居然能够

在不改变游动方式的情况下穿越厚实紧密

的沙子，它们是怎么做到的呢？于是，

Goldman及其学生Sarah Sharpe对此开

展了一系列实验研究。在实验中，他们拍

摄下潜于沙中的动物，同时测量其肌肉活

动模式，以观察蜥蜴是如何控制自身在沙

中游弋的。

Sharpe仔细地将微电极插入蜥蜴体

内的肌肉中，为的是记录其肌肉的电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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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并小心地将导线紧紧地裹成束，以防

止它们被导线纠缠。然后，Sharpe用高速

软X射线拍下游弋的沙鱼穿越沙子的情形，

同时测量其肌肉活动。除此之外，Sharpe
还希望观察到蜥蜴分别在紧实和松散的沙子

中如何游动，因此，她在每一轮实验前都向

沙子里鼓风，迫使蜥蜴重新去找新的安身之

地，从而为每一轮实验生成致密或者松散

的原始沙层。可是，尽管蜥蜴们都非常配

合——刚能动弹就急着往里钻——但只要它

们潜入沙子里面，Sharpe就无法控制其方

向了。忆及那个场景，她告诉我们，这些蜥

蜴并不总是一路直行，很多时候往往是来个

180度大转身，然后再向后回游，所以（想

要让它们向前直游）得靠点运气。提及此

事，Goldman也不禁感叹说，在这个实验的

过程中，让诸事完备耗费了数年之久，当真

是不容易！

接着，Sharpe和Goldman把他们煞费

苦心收集来的肌肉活动模式进行分析，结果

发现，当沙鱼深深地钻入沙子时，它们的肌

肉活动表现更为强烈。对此，Sharpe表示

说，他们发现，沙鱼肌肉活动的迁移曲线整

体向下移动，因此认为沙鱼在往深处钻的时

候产生了更强的肌肉动力。所以，这种蜥蜴

并没有改变其波状的游弋方式，而是越往深

处钻的时候，使出越大的力量，从而对沙子

产生更强的压力。

不过，当他们探究在蜥蜴加速的情况下

其肌肉的电生理活动模式的时候，发现它们

竟然能够在以更高的速度运行时，自身肌肉

活动没有加强，却能对周围的沙子施以更大

的作用力。这就有点意思了。对这个看似矛

盾的结果，Goldman猜测，这可能是由于

沙子属于粗颗粒流体的缘故。他进一步解释

说，摩擦力不易受速度的影响，而他们采集

的无关于速度的作用力（颗粒间摩擦产生的

力）也不易受运动速度的影响。所以，沙鱼

在游动时，不管其游动频率（速度）是高还

是低，肯定也从其周围的基质环境中受到同

一抵抗力的作用。也就是说，不管沙鱼的游

动速度如何，它们钻沙子的行为都与这个作

用力关系不大。而Yang Ding则做了更深入

的工作，这位研究者为了放大沙鱼的运动，

利用数学方法计算了它们穿越沙子时产生的

机械移动所耗费的能量（也就是扫除沙子障

碍所必需的总能量）。结果发现，正是沙鱼

天生所拥有的蜿蜒运动促使它们能以最少的

能量耗费在沙中自由滑翔，从而造就了它们

非凡的高效钻沙能力。

参考文献

Sharpe, S. S., Ding, Y. and Goldman, D. I. (2013). Environmental interaction influences muscle activation strategy during 1. 

sand-swimming in the sandfish lizard Scincus scincus. J. Exp. Biol. 216, 260-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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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F表达克隆的优势

  ◆ 将约20,000条人源基因插入到慢病毒载体（Lv105）、哺乳动物载体（M02）、

穿梭克隆等4套载体中构成的现货ORF表达克隆，即订即得；

  ◆ 45,000条人源、小鼠、斑马鱼基因；

  ◆ 100多种适用于不同表达系统的表达载体；

  ◆ 50多种不同功能的蛋白标签；

  ◆ 保证表达框序列正确性。

ORF表达克隆的应用

 ◆ 蛋白的表达纯化、细胞定位，用于对目的基因或蛋白的功能研究与分析。

  ◆ 原位杂交探针的制作，用于检测组织或器官的基因表达谱。

  ◆ 在蛋白功能研究过程中，用于shRNA和miRNA抑制基因的功能拯救实验。

  ◆ 高通量筛选，可用于功能基因组学、蛋白组学和系统生物学的前沿领域。  

4套已构建表达克隆即订即得

            助您迈出基因功能研究第一步

广州复能基因有限公司（美国GeneCopoeia）
电话： (020)32052376、32052410、32290874            技术支持热线：(020)32068595
传真：(020)32052877                                                    定购产品：sales@fulengen.com
网址：www.genecopoeia.com.cn

OmicsLink™ 即用型 ORF 表达克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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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眠给林蛙带来的高昂代价

林蛙（wood frog）自有一套不寻常的

方式来安然度过隆冬时节，那就是像“冻冰

棍”一样的僵眠。这种僵眠实际上就是让葡

萄糖充满体内的血液，从而使娇嫩的细胞结

构免受冰冻的破坏。就是这种巧妙的办法，

使林蛙得以安然蛰伏，度过对大多数生物而

言简直是致命的冬天，在春回大地的时节重

焕生机。这是不是极神奇的事呢？对此，加

拿大西安大略大学（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的Brent Sinclair及其来自加拿大卡

尔顿大学（Carleton University）的学生Ken 
Storey解释说，僵眠的林蛙必须燃烧高能脂肪

储备，才能将肝糖原转化为葡萄糖。然而，

它们到底消耗多少宝贵的储备才能实现这种

僵眠绝技，在此前无人知晓。

Sinclair等人先把林蛙进行冰冻和解冻实

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测量了这种两栖动

物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总量，以获取它们所消

耗的能量。结果，他们发现，在1℃时（接近

于僵眠状态），林蛙产生的二氧化碳的量增

至104ml；而当达到僵眠状态时，它们产生的

二氧化碳的量急剧增至565ml。当林蛙被解冻

时，研究小组记录了它们产生二氧化碳的总

量，结果发现，这一举动也导致了新陈代谢

的消耗，林蛙额外波动产生了564ml的二氧化

碳。研究小组表示，他们认为这种新陈代谢

率的增加代表了一种为僵眠做准备而产生的

能量耗费，以及对于僵眠、重建体内平衡和

解冻后修复体内损伤的反应。

不过，真正的林蛙——就是那些身处

加拿大严寒，蛰伏在具有保温作用的雪地和

枯叶堆下面的小东西——到底要耗费多少能

量，才能使自己在春季到来之时依然生龙活

虎呢？为了解开这个谜底，研究小组将一些

温度数据测定仪埋在渥太华附近的一个树林

里，利用它们记录了23次冰冻-解冻循环，从

而计算出附近的林蛙可能消耗的总能量。他

们知道，林蛙仅仅利用了6-8%的严寒冰冻条

件，从而估计出一只重7.1g的林蛙在度过寒冬

时，消耗0.28-0.37g的脂肪储备和0.05-0.12g
的糖类。研究小组补充说，如此高成本的冰

冻和解冻要求很可能超过了林蛙僵眠时所保

存的能量，这表明林蛙很可能进化出自己独

创的冻结策略，而这套策略的目的并非是保

存能量。但是，他们也通过此实验向人们示

警，一旦降雪推后，那么气候变化就可能会

导致冬眠的林蛙被暴露在更为苛寒的冰雪之

中，从而令它们陷入能量耗尽的危险。

参考文献

Sinclair, B. J., Stinziano, J. R., Williams, C. M., MacMillan, H. A., Marshall K. E. and Storey, K. B. (2013). Real-time 1. 

measurement of metabolic rate during freezing and thawing of the wood frog, Rana sylvatica: implications for overwinter 

energy use. J. Exp. Biol . 216, 292-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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