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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Worthy Issues

基因功能研究方法简介及其前景展望

基因组研究的发展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结构基因组学（st ruc tura l 
genomics）和功能基因组学（ functional genomics）。结构基因组学是

基因组分析的早期阶段，是通过建立生物体高分辨率遗传、物理和转录

图谱，以确定基因组成与基因定位的一门学科。1 9 8 6年，诺贝尔奖获得

者Renato  Du lbecco在《科学》（Science ）杂志上发表短文《肿瘤研

究的转折点：人类基因组测序》（A turning point in cancer research: 
sequencing the human genome），率先提出肿瘤及其它复杂性疾病的发生

都与基因有关，给出了测定人类整个基因组序列的方法并指出其重要意义，从

而首次提出了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 HGP）和人类基因组

测序的可能性 [1]。1990年，人类基因组计划正式启动，这是人类认识自身的一

前言

邓棋霏，女，医学博士，研究方向：分子流行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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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伟大工程，旨在阐明人类基因组3×109个碱基对的序列，发现所有人类基因

并阐明其在染色体上的位置，破译人类全部遗传信息，将使人类第一次在分子

水平上全面认识自我。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下，人类基因

组序列图于2003年顺利完成。然而基因组序列测定的完成仅仅是人类基因组计

划的第一步，是人类认识自身的一个开始。由于生物体并不能表达所有的基因

组序列——只能表达一部分基因，并且其表达受到内外环境等因素的调控。因

此基因组序列并不能表明哪些基因在何时、何处、以何种程度进行表达。随着

人类基因组和其它多种模式生物基因组测序工作的相继完成，基因组研究进入

了后基因组时代（post-genome era）[2]——从结构基因组学过渡到了功能基因

组学。功能基因组学利用结构基因组学所提供的信息，在基因组或系统水平上

全面研究基因组的功能、调控机制与表达规律，它以高通量、大规模的统计与

实验方法及计算机分析为特征[3]。如果说结构基因组学提供了巨大的DNA和蛋

白质数据，那么功能基因组学的任务就是借助新技术、新方法及新策略来解读

DNA序列所编码的基因功能并研究基因调控机制，这是2l世纪生命科学研究的

重要领域，也是基因组研究的一个难度很大的领域。

在分子生物学中，一个普遍的规律是序列决定结构，结构决定功能。基因

的不同结构具有不同的功能，对基因结构的了解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基因功

能及其调控机制。如图1所示，人类编码基因为不连续基因，编码序列被非编

码序列所隔开。编码序列被称为外显子，是基因上表达多肽链的重要部分；而

非编码序列被称为内含子，这段区域虽然不能编码蛋白质，但一般认为内含子

对基因转录具有调控作用，也有人认为内含子曾经在生物进化过程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例如可把编码同一种功能蛋白质的外显子连锁在一起。外显子和内含

子的接头区域有一段高度保守的序列，此处内含子5’端多以GT开头，3’端

多以AG结束，这种规律被称为GT-AG法则，是真核基因中RNA剪接的识别信

号。DNA上第一个外显子和最后一个外显子的顶端分别为起始密码子和终止密

码子，分别能够发出蛋白质启动和终止信号。基因编码区域的5’端非编码区

中含有启动子，可与RNA聚合酶特异性结合而使转录开始，启动子中的CAAT
盒可控制转录起始的频率，而TATA盒则保证转录的正确定位。基因编码区域的

3’端非编码区域中含有多聚(A)尾的特殊结构，有助于mRNA的转运，能够增

强mRNA的稳定性。在真核生物的基因组中，大多数DNA为非编码DNA，它们

不包含编码蛋白质的指令，或是只能编码出无翻译能力的RNA，因此很长一段

时间以来科学家们都认为这些非编码DNA没有任何功能，因此将它们称为垃圾

DNA。随着基因功能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们发现这些垃圾DNA能通过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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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编码基因的结构。
图片来源：http://greatcourse.cnu.edu.cn/xbswx/wlkc/kcxx/14-01.htm

调节性RNA发挥作用，例如微小RNA（microRNA, miRNA），它与mRNA互补

结合后，能够降解mRNA或抑制mRNA的翻译，从而调节基因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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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基因组时代的基因功能研究具有极其重

要的意义。了解了基因的功能，将提高人类对

自身、疾病、衰老、进化、种族血缘等生命现

象及其本质的认识，并能够战胜疾病、克服生

存障碍，进而揭开人类生长、发育、健康、长

寿的奥秘，提高人类的生存质量。基因功能研

究将促进生物学不同领域，如神经生物学、发

育生物学的发展；可发现与疾病相关的基因或

致病性基因，从而为疾病风险预测、风险人群

生活方式和环境因子的干预、基因诊断和基因

治疗奠定基础。研究者们可以根据基因功能研

究，通过筛选药物靶点来设计药物，如治疗糖

尿病、高血压的药物。基因组研究的技术和策

略也适合于农业、工业和环境科学，例如转基

因食物和转基因药物等。

一、基因功能研究的意义

基因功能的多样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生物化学功能，例如作为蛋白质激酶对

蛋白质进行特异性磷酸化修饰；（2）细胞学

功能，例如参与细胞间和细胞内的信号传导通

路；（3）发育的功能，如参与形态建成等。

因此，每个基因功能研究者面临的首要问题

是：如何针对一个功能未知的基因，制定出相

应的研究方案。目前基因功能的基本研究策略

为：应用生物信息学分析软件或数据库进行结

构和功能的预测；研究基因的时空表达模式，

摸清基因在体内的表达规律，例如在不同细胞

类型、不同发育阶段、不同环境条件下mRNA
和/或蛋白质表达的差异，确定其在细胞学或

发育中的功能；采用生物信息学方法和/或根

据基因结构的信息，合理预测基因的可能功

能；通过各种试验方法，在细胞及动物水平上

对预测的基因功能进行验证与研究，进而研究

目的基因与表型性状间的关系。

（一）基因的生物信息学分析

自人类基因组计划和其它生物体基因组研

究启动以来，研究者们获得了数目极其庞大

的数据，不仅仅包括核苷酸和蛋白质序列的数

据，还包括各种生物的特征基因和蛋白质结构

二、基因功能研究方法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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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因的时空表达谱分析

基因表达的时空性是指基因的表达在个体

发育的不同阶段以及在个体的不同组织和细胞

类型中均不相同，是有机体发育、分化、衰老

等生命现象的分子基础。基因表达的时空性特

征为基因功能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如果

基因在某一特定的正常组织细胞中的表达水平

较高，则往往表示其在维持正常生理状态中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如果基因在相应的病态组

织细胞中表达异常，则提示其可能与该病理过

程的发生、发展有关。因此，在研究一个基因

的功能前，首先要在mRNA和蛋白质两个水平

上对基因的时空表达谱进行分析，即看其在各

种不同的正常或病态组织细胞中是否表达以及

表达水平的高低等，从而摸清基因在体内的表

达规律。

的数据。并且由于生物学学科本身所固有的多

样性、复杂性和社会性，从而使研究数据呈现

出高度的复杂性。基于这类数据的复杂性及量

的庞大性的巨大挑战及计算机信息管理技术的

飞速发展，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生物信息

学（bioinformatics）应运而生。生物信息学

以DNA和蛋白质等生物大分子为研究对象，

以计算机为主要工具，运用数学和信息科学的

观点、理论和方法，对DNA和蛋白质的序列

和结构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储存、发布、提

取、加工、分析和发现，以研究生命现象。

研究者在最开始时往往会获得基因序列信

息，可首先进行序列同源性分析，包括核苷酸

序列同源性分析和氨基酸序列同源性分析，这

是目前生物信息学技术中应用最为广泛的基本

技术之一。序列同源性分析主要采用序列分析

比较工具，如BLASTn和BLASTx，将一段结

构和功能未知的新DNA片段与GenBank数据

库中结构或功能已知的序列进行比对，根据这

些已知基因的功能信息来初步推测新基因的功

能，从而建立基因序列结构和功能的关系。此

外，由于人类全基因组测序已经完成，所以通

过将基因的cDNA序列与基因组数据库进行同

源性比对，就可以很方便地获得与其完全同源

的基因组DNA序列及其染色体定位信息，而

不再需要运用荧光原位杂交等基因染色体定位

技术[4]，还可以通过分析其内含子、外显子序

列及其调节位点，进一步推测可能的基因表达

调控方式。如果同源性分析初步判定新基因属

于某一基因家族或超家族的一个新成员，还可

以进一步用Clustal W（http://www.ebi.as.uk/
clustalw/index.html）和TreeView（http://
taxonomy.zoology.gla.ac.uk/rod/treeview.
html）软件进行多重序列比对和分子进化分

析，以获取更多提示信息[5]。另外，在后基因

组时代，生物信息学家所面对的不仅仅是序列

和基因，而是越来越多的完整基因组，因此比

较基因组学研究也成为生物信息学研究的新领

域。

生物信息学不仅仅是一门科学，更是一种

重要的研究开发工具，目前，生物信息学分析

已经成为基因功能研究的必备武器，具有方便

快捷、经济实惠等优点。研究者往往可以从中

获得与基因功能相关的重要信息，初步推测基

因的可能功能，进而制定出相应的实验室研究

方案[5]。只有通过生物信息学的计算处理，才

能从众多分散的观测数据中获得对生命运行机

制的详细系统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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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RNA水平的表达谱分析

Velculescu等人 [6]将在特定组织或细胞

内转录的所有基因及其表达丰度称为转录组

（transcriptome），狭义上的转录组是指所

有mRNA的集合。在mRNA水平上进行的基因

谱表达分析实际上就是进行转录组研究。细胞

的转录表达水平能精确而特异地反映其类型、

发育阶段以及反应状态。经典的m RNA水平

的表达谱分析方法有Northern Blotting、原位

杂交及RT-PCR等。Northern Blotting是一种

在mRNA水平上对基因表达进行分析的经典技

术，它不仅可以特异性地定量检测基因的表达

水平，还能检测出基因转录本的大小与类型。

但是，Northern Blotting的检测效率和灵敏度

不高，无法检测出较低的基因表达量，而且操

作过程也较为繁琐，此外在试验过程中还需要

使用放射性物质，这将造成环境污染，危害人

类健康。原位杂交技术不仅可以检测mRNA在
特定生物体或组织、细胞中的具体表达位置，

并能对待测核酸分子进行定性、定量及定位

分析，因此被各实验室广泛采用。RT-PCR主

要包括半定量RT-PCR、实时定量RT-PCR和

竞争性定量RT-PCR。半定量RT-PCR操作简

便，经济快捷，但精确度不高，无法进行绝对

定量，因此多用于基因表达水平的快速初步

分析；实时定量RT-PCR是近年来快速发展的

一种mRNA定量分析技术，其特异性更强，有

效地解决了PCR污染的问题，且自动化程度

高，因此被广泛应用，不足之处是其成本相对

较高 [7]；竞争性RT-PCR则是将特异性目的序

列与已知浓度的内标RNA同时进行扩增，通

过比较目的模板所产生的信号和内标产生的信

号，从而确定目的模板的相对水平。在实际工

作中往往需要结合多种检测方法，互为补充。

除了对mRNA表达水平进行直接测定以

外，还可以将mRNA反转录成cDNA，通过检

测cDNA的浓度来间接反映mRNA的表达水

平。近年来发展了一些新方法，例如差异显

示反转录PCR（differential display reverse 
transcription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DDRT-PCR）技术 [8]，它以mRNA反转录而

成的cDNA为模板，合理设计和组合5’端与

3’端引物，利用PCR进行高效扩增，将细胞

或组织中表达的约15,000种基因片段直接显

示在DNA测序胶上，从而找出不同细胞或组

织间有表达差异的cDNA片段。DDRT-PCR灵

敏度较高、重复性较好，所需mRNA量少，

但是也存在着假阳性率高、所获cDNA仅代表

mRNA 3’UTR、低拷贝数mRNA无法呈现等

缺陷。

虽然这些经典的mRNA表达谱分析技术

已被广泛应用，但是它们无法对大量的基因

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于是基因表达序列

分析（serial analysis of gene expression, 
SAGE）、cDNA微阵列（请参阅“微阵列”

部分）等能够大规模地进行基因表达谱分析

的技术应运而生。SAGE技术是一种快速有

效的、在转录水平上研究基因表达模式的技

术 [9]。每一种转录体系都可以用一段来自于

cDNA 3’端特定区域的、长约9~10bp的序列

来代表，这些特殊的基因序列就是SAGE标签

（SAGE tag），它所含有的信息足以鉴定基

因组中95%的基因[10]。SAGE技术则是把这些

标签从cDNA 3’端特定区域分离后，连接到

一个克隆载体中进行测序，每个标签出现与否

及其出现频率可作为其所代表的基因是否表达

以及表达丰度的指标[10]。

Northern Blotting、原位杂交、RT-PCR
和微阵列等技术都是通过对已知基因设计探

针，来检测生物体在不同状态下的基因表达水

平，它们无法推测出未知基因的表达水平。

SAGE技术则不存在以上局限，它能够全局性

地精确定量所有基因的表达水平，因此已被

广泛地应用于人类疾病，尤其是癌症、植物

和模式生物等诸多领域的基因表达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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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himoto等人[11, 12]运用SAGE技术比较了人

单核细胞、巨噬细胞和树突细胞之间的基因表

达差异，最终发现了多个差异表达基因，其中

大多数基因与细胞结构和运动迁移有关。Ryo
等人[13]用HIV-1病毒感染T细胞株，采用SAGE
技术研究感染前后细胞基因表达的变化情况，

最终发现有22个基因表达上调，大多数与促

进HIV-1复制有关；有33个基因表达下调，大

多数与细胞正常功能的调节相关。SAGE技术

的不足之处在于无法检测稀有转录物。随着

SAGE的广泛应用，研究者们开发出了一种名

为结合标签的基因序列延伸（generation of 
longer cDNA fragments from SAGE tags for 
gene identification, GLGI）技术，可大大增

强SAGE标签的特异性，使SAGE技术更加完

善。

2. 蛋白质水平的表达谱分析

虽然转录组学的研究方法简单、自动化程

度高、效率高，但大部分细胞生命活动发生

在蛋白质水平上，而不是mRNA水平。此外，

很多研究指出，细胞内特定基因的mRNA水平

变化和蛋白质水平变化的一致性很差[14]，即便

知道了全部基因的表达情况，也不能反映基因

功能的体现者和行使者——蛋白质的实际合成

情况，因此难以阐明基因的实际功能。因此基

因组计划开始转向了蛋白质终产物的表达情况

研究，例如蛋白质表达的亚细胞定位、分子

量大小及聚体形式等。这种在蛋白质水平上

的表达分析最常用的技术是Western Bloting
和免疫组化。其中，Western Bloting与前述

的Nortern Bloting类似，不仅可以进行定量分

析，而且还可以检测蛋白质的分子量大小及聚

体形式。免疫组化技术则能够准确地检测蛋白

质在特定生物体或组织、细胞中的具体表达位

置，是研究蛋白质定位、定量的重要方法，并

且特异性强，灵敏度高。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研究者们不再满足

于以个别蛋白质为研究对象，而是将目光转向

了蛋白质组（proteome）的研究。蛋白质组

是指细胞或组织内全部基因表达的全部蛋白

质及其存在方式[15]，它与基因组不同，并非固

定不变，而是具有时空性和可调节性，能反映

某基因的表达时间、表达量，以及蛋白质翻

译后的加工修饰和亚细胞分布等。因此，研

究者们又提出了功能蛋白质组学（functional 
proteomics）的概念，即指在特定时间、特定

环境下基因组活跃表达的蛋白质[16, 17]。蛋白质

组学研究是为了阐明生物体中全部蛋白质的表

达模式（即蛋白质组成）及功能模式（目前集

中在蛋白质相互作用网络关系），其主要内容

包括鉴定蛋白质表达水平、存在方式（修饰形

式）、结构、功能和相互作用方式等。蛋白质

组学研究可以对在不同时间和空间内发挥功能

的特定蛋白质群体进行动态性的整体研究，探

索生命现象的本质及其规律，它已成为生命科

学各个研究领域中必不可少的方法。蛋白质组

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步骤：蛋白质分离与蛋白质

鉴定。用于蛋白质分离的技术主要为双向凝胶

电泳，它在电泳过程中根据蛋白质所带电荷和

分子大小来分离不同的蛋白质，但是该方法重

复性较差。用于蛋白质鉴定的技术包括生物质

谱技术、用Edman降解法测N段序列及氨基酸

组成分析等。其中应用最广的是质谱技术，其

基本原理是将样品分子离子化后，根据不同

离子间的质荷比及峰面积等指标，对样品分

子进行定性定量。与此同时，一种更先进的基

于芯片技术的蛋白质检测方法——蛋白质微阵

列（microarray）技术也在迅速发展，能够快

速地定量分析蛋白质的表达谱（请参阅“微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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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部分）。此外，在蛋白质组功能模式研究中，酵母双杂交技术也成为了主要手段（请参阅

“酵母双杂交”部分）。

资讯·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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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因的功能预测

在对基因功能进行实验学验证之前，可先

对基因功能进行合理预测，包括功能学上的预

测和结构学上的预测。研究者往往可以根据预

测的结果，获得与基因功能相关的重要信息，

进而制定出适合的实验室研究方案，这样就可

避免研究的盲目性，节约研究成本。

1. 利用生物信息学进行功能学上的预测

分子生物学的一个普遍规律是序列决定结

构，结构决定功能。因此对于已测序但功能未

知的DNA序列，人们希望能够根据基因序列

直接准确地预测蛋白质的结构和功能。研究者

们可通过查找DNA序列的开放阅读框，预测

其编码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模拟和预测蛋

白质的空间结构，分析蛋白质的基本理化性

质，包括氨基酸组成、分子质量、等电点、亲

/疏水性等。此外，也可以进行信号肽序列预

测分析（http://genome.cbs.dtu.dk/services/
SignalP/），初步判定基因表达的亚细胞定位
[18]。我们可以采用BLAST和FASTA程序对蛋

白质序列进行序列同源性分析，若新确定的蛋

白质与已确定的蛋白质显示出结构和功能上的

相似性和同源性，则可以从己知基因的功能来

预测未知基因的功能。我们通过对蛋白质结构

数据库的检索比较，可初步确定新基因是否属

于某一基因家族或超家族的新成员，然后运用

ClustalW和TreeView软件来进行多重序列比

对和分子进化分析，利用这个基因家族中已知

基因的结构、功能和它在生物体中的作用，来

预测未知基因的结构与功能。这些生物信息学

分析结果将为基于靶分子结构的药物分子设计

和蛋白质分子改性设计提供依据。

2. 从结构学方面预测基因的功能

蛋白质是基因功能的体现者和行使者，

而蛋白质结构则是蛋白质行使生物学功能

的基础。以N -乙酰氨基半乳糖基转移酶

（ppGalNAc-T）家族为例。ppGalNAc-T
是催化O -糖基化起始的糖基转移酶。蛋白质

的糖基化修饰是重要的蛋白质翻译后修饰之

一，细胞发育、免疫现象、肿瘤转移、感染

等都与糖基化有关。ppGalNAc-T由N端结构

域、中央催化区和C端蓖麻样凝集素结构域

组成，GT1（glycosytransferase l）基序是

位于ppGalNAc-T中央催化区行使催化功能的

重要原件，如果其编码基因发生突变，改变

了的GTI基序上的保守氨基酸残基，就会影响

ppGalNAc-T的酶活性。因此对基因所编码的

蛋白质的功能域分析将为基因功能的预测提

供极其有价值的信息。使用SMART（http://
smart.embl-heidelberg.de/）或PROSITE
（http://www.expasy.org/prosite/）数据库可

以进行蛋白质功能域的分析，再利用X衍射和

磁共振的方法，推导和探索蛋白质的分子结

构，了解分子之间的识别机制和生化反应的原

理，从而预测蛋白质的功能。目前，人们发现

了大量蕴藏于蛋白质结构中的、与特定生物学

活性相关的保守模体（consensus motif）[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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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因表达的检测方法

1.1 微阵列分析

微阵列技术是近年发展起来的可大规模

地快速检测基因差异表达、基因组表达谱、

DNA序列多态性、致病基因或疾病相关基因

的一种新的基因功能研究技术，具有高通量分

析的优点[19, 20]。微阵列分析打破了传统的“一

种疾病一个基因”的研究模式，克服了一次只

研究一个或几个基因、效率低及无法满足基因

组研究需要等缺陷。利用微阵列可以监控个体

在不同生长发育阶段或不同生理状态下成千上

万个基因的表达情况、研究相应基因的功能、

推断基因间的相互关系及揭示基因与疾病发生

发展的内在关系。微阵列主要包括基因微阵列

和蛋白质微阵列。

基因微阵列技术通过比较不同发育阶段

或不同生理条件下的mRNA丰度或DNA拷贝

数，从宏观上研究基因组的表达和调控规律。

它主要包括cDNA微阵列和DNA芯片，两者在

原理上相同，但固相支持物不同。微阵列的

固相支持物为硝基纤维膜或尼龙膜，而芯片

的固相支持物为指甲盖大小的硅芯片或玻璃

芯片。基因微阵列利用光导化学合成、照相

平板印刷和固相表面化学合成等技术，在固

相支持物表面合成成千上万个寡核苷酸“探

针”（cDNA、表达序列标签（expressed 
sequence tag, EST）或特异的寡核苷酸片

段），并与放射性同位素或荧光物标记的

mRNA反转录生成的cDNA或DNA进行杂交，

然后用特殊的检测系统对每个杂交点进行定

量分析（图2）。基因微阵列可以同时对大量

基因，甚至整个基因组进行分析，灵敏度也较

高，且其检测过程具有连续化、微型化、集成

化、自动化、高通量以及高度并行性的特点，

因此它已经成为强有力的基因功能研究工具，

可用于发现DNA突变及多态性、DNA测序、

检测同一组织细胞在不同状态或多种组织细胞

在同一状态下基因表达水平的差异及寻找新的

致病基因或疾病相关基因等诸多研究领域。然

而基因微阵列也存在着不足，例如成本非常

高、需要机器人点膜和特殊的信号检测分析系

统，以及点在玻璃片上的array不能重复使用

等。

（四）基因功能的实验学验证

生物信息学分析并非万灵药方，在对基因

功能进行合理的预测后，还需要通过试验方法

来进行验证，并进一步外延生物信息学研究的

结果。目前最常用的基因功能研究策略为功能

获得（gain-of-function）与功能失活（loss-
of-function）。功能获得策略是指将基因直接

导入某一细胞或个体中，通过该基因在机体内

的表达，观察细胞生物学行为或个体表型遗传

性状的变化，从而鉴定基因的功能。常用的功

能获得方法有转基因技术、过表达技术及基因

敲入技术等。功能失活策略是指使基因的功能

部分或全部失活，通过观察细胞生物学行为或

个体表型遗传性状在基因功能失活后的变化，

来鉴定基因的功能，常用的方法主要有RNA
干扰、核酶技术及基因敲除等。此外，近年来

又涌现出一些新技术，如微阵列分析、人工染

色体技术、反义技术、miRNA技术和基因诱

捕技术等，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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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基因表达的微阵列分析。
图片来源：http://classroom.sdmesa.edu/eschmid/Lab17-Biol210.htm

不过，如前所述，单凭基因微阵列检测结

果并不足以反映完整的生物信息，还需要研究

蛋白质表达谱情况。蛋白质微阵列是指采用微

加工和微电子技术对固体载体表面进行处理，

使其结合抗体或抗原、DNA、酶、受体及单

链抗体等，成为捕获抗原或抗体、DNA结合

蛋白、底物配体、多样抗原等特异生物分子的

微阵列。蛋白质微阵列主要用于检测蛋白表达

谱、蛋白质磷酸化以及某一种蛋白与芯片上各

种蛋白之间是否相互作用等。蛋白质微阵列特

异性高、亲和力强、实用性强，所需试剂和样

品少，能够快速、高通量地进行蛋白质定量分

析。

1.2 转基因技术

基因功能研究的前提条件是基因能在体

内外表达，其中最简单的方法是采用转基因

技术。转基因技术是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在

DNA同源重组原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技

术。1974年，Jaenisch等人[21]利用显微注射

法将SV40的DNA转导入小鼠的囊胚中，随后

在子代小鼠的组织中检测到了SV40的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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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证明将外源基因导入胚胎细胞并实现整合

是可能的。转基因技术是将目的基因转导入某

一细胞或实验动物体内，然后通过观察该细胞

的生物学行为改变或实验动物整体功能状态的

改变，来推测该基因的功能。它是目前应用最

多、技术最成熟的基因功能研究方法之一，是

将基因与其整体功能联系起来的重要研究方

法。例如ras癌基因的功能就是通过转染N1H-
3T3细胞而得以鉴定的[22]。但由于基因表达受

转导效率和是否持续稳定表达两方面因素的影

响，因此在实验过程中需要慎重选择转导系统
[23]。目前常用的基因转导系统为非病毒性表达

系统和病毒性表达系统。非病毒性表达载体主

要采用质粒，通过DNA直接注射、脂质体介

导、电穿孔等方法使宿主细胞摄取目的基因。

由于转录效率、翻译效率、mRNA的稳定性、

基因拷贝数以及蛋白翻译后加工等因素影响着

目的基因的表达，因此在选择表达载体时应选

择强启动子和增强子、内含子序列、内部核糖

体进入位点及高效的多聚腺苷酸加尾信号。尽

管非病毒性表达载体操作简便，经济实惠，

但是不同细胞类型对外源DNA的摄取能力不

同，例如在初级未转化的细胞中几乎无效，而

初级细胞恰恰是观察基因的细胞转化活性等行

为的一种非常有用的载体。以病毒（尤其是逆

转录病毒）为载体的转基因技术则不存在以上

问题，它的转染效率高，且目的基因可稳定表

达，因此被广泛应用[24]。目前已经构建了多种

病毒载体，例如逆转录病毒载体、人腺病毒载

体、I型单纯疱疹病毒载体等。这些病毒载体

各有优势：逆转录病毒载体可使目的基因稳定

持久表达；人腺病毒载体的宿主范围广、滴度

高、装载量大，是对分裂细胞和静息细胞均有

效的基因转导系统 [25]；I型单纯疱疹病毒是一

种亲神经元病毒，适用于神经系统内的基因转

移[26]。但是病毒载体普遍存在选择复制缺陷，

复制过程中会产生病毒蛋白，导致机体免疫反

应，造成靶细胞损伤，使转基因细胞减少，从

而影响目的基因的表达。

利用转基因技术，将外源性基因稳定地整

合到动物的生殖细胞或胚胎干细胞基因组中，

再将受精卵或胚胎组织放在合适的环境中进行

发育，使之成为携带整合基因的稳定的转基因

动物模型，这种技术称为动物转基因技术。转

导的外源基因既可以是蛋白质编码基因，也

可以是基因表达调控序列。通过对转基因动物

的表型分析可研究外源基因的功能。转基因动

物实验室技术是一种活体水平上的多维实验体

系，它能从时间和空间角度同时多层次、多方

位地观察基因的表达功能和表型效应[27]。目前

已经运用转基因技术成功建立了数千种转基因

动物，并且还可以通过在携带外源基因的载体

上加上组织特异性启动子等手段，来控制外源

基因在特定的时间和/或特定的组织器官里表

达[28]。

1.3 开放阅读框顺序标签（open-reading-
frame sequence tag, OST）

在对已完成基因组测序的多细胞生物进行

基因注释时，研究者们通常会遇到这样一个

困难：如何鉴别外显子和可变剪切的类型？

以线虫为例。线虫中预测的基因数为18,959
个，但检测到的EST数量为9356个，完成测

序的基因为784个，其中有637个基因与EST
重叠，而在另外147个基因中却未发现EST，
由此可知实验确定的基因数为9503个，然

而在这9503个基因中，有796个基因未被

GeneFinder预测到，其余8707个基因虽然被

GeneFinder预测到，但由于GeneFinder有时

会将一个经实验确定了的基因预测为两个基

因，或者将两个经实验确定了的基因预测为一

个基因，因此这8707个基因相当于9071个预

测的基因。由此算得，尚有9888个预测的基

因未经验证。

Reboul等人 [29]为了检测根据EST和外显

子 /内含子规律注释的基因是否真实，设计

了一个被称为开放阅读框顺序标签（open-
reading-frame sequence tag, OST）的程序

来检测基因产物。他们首先挑选了1222个未

经验证的预测基因和376个已知有EST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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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然后按照外显子设计双向引物，从线虫

高质量cDNA文库中检测PCR产物，结果证实

大多数预测基因是正确的，但也有未能检测到

的基因。随后他们从这一实验的阳性与阴性结

果推算线虫的总基因数应为17,387个，比预

测的数量大约少了8%。他们在对PCR产物进

行测序后发现，12%的基因mRNA剪接方式与

预期的不同。

1.4 噬菌体展示

噬菌体展示（phage display）是一项新

筛选技术，它将编码多肽或蛋白的外源性基因

与噬菌体衣壳蛋白的编码基因进行融合表达

后，融合蛋白将展示在噬菌体的表面，被展示

的多肽或蛋白可保持相对的空间结构和生物活

性，而编码这些融合蛋白的DNA则位于该噬

菌体内。导入了各种外源基因的噬菌体群就构

成了各种外源肽的噬菌体展示库。当用一种蛋

白去筛查噬菌体展示库时，该蛋白就会选择性

地同某个与之相互作用的外源肽相结合，从而

分离出展示库里某个特定的噬菌体，以此研究

该噬菌体所含外源基因的生物学功能。噬菌体

展示技术使蛋白质与遗传信息之间建立了直接

联系，使各种靶分子（抗体、酶、细胞表面受

体等）的多肽配体可以通过一种被称为淘选的

体外选择程序得以快速地鉴定。

最简单的淘选方法是将噬菌体展示肽库与

包被有靶分子的平板或磁珠共温浴，在将未

结合的噬菌体洗去后，筛选并扩增特异性结合

的噬菌体，然后再进行下一轮的筛选-扩增循

环，以富集那些可结合的序列，从而能够快

速有效地将相对稀少的可结合序列从一个大文

库中筛选出来。经过3到4轮的淘选后，就可

以采用DNA测序法对每个可结合克隆进行定

性。展示在噬菌体表面的随机肽库有多方面用

途，包括绘制抗原表位图谱、研究蛋白质相互

作用和鉴定非肽配体的肽模拟物等。另外，大

的蛋白质分子，如抗体、激素、蛋白酶抑制

剂、酶和DNA结合蛋白等也可展示在噬菌体

上，通过对随机突变文库的筛选，分离出各种

具有亲和力或特异性改变的突变体，因此噬菌

体展示在抗原表位分析、分子间相互识别、新

型疫苗及药物的开发研究方面有广泛的应用前

景。

然而噬菌体展示技术也存在着局限性。噬

菌体展示过程中必须经过细菌转化、噬菌体包

装、甚至跨膜分泌过程，这极大地限制了所建

库的容量和分子多样性。此外，由于某些蛋白

质需要经过折叠、转运、膜插入和络合后才能

实现其功能，因此并不是所有序列都能在噬菌

体中很好地表达，所以我们在体内筛选时需外

加选择压力。例如，由于部分未折叠的蛋白在

细菌中很容易被降解，因此在噬菌体展示文库

试验中必须小心控制试验条件，以确保噬菌体

表面展示的文库未被降解。噬菌体展示文库建

成后难以再进行有效的体外突变和重组，从而

限制了文库中分子遗传的多样性。由于噬菌体

展示系统依赖于细胞内基因的表达，因此对细

胞有毒性作用的分子，如生物毒素分子就难以

得到有效表达和展示。

1.5 酵母双杂交

细胞基本功能的完成离不开蛋白质之间的

相互作用，例如DNA合成、基因转录激活、

蛋白质的翻译修饰和信号传导等均涉及蛋白质

复合体的作用。因此，确定能与未知基因编码

的蛋白终产物相互作用的上下游蛋白质分子，

也是认识基因功能的一个重要方面。近年来广

泛应用的蛋白质相互作用研究技术为酵母双杂

交系统（yeast two-hybrid system）。酵母双

杂交系统在真核模式生物酵母中进行，是一种

以转录重建为基础而建立的研究生物大分子相

互作用的简便而有效的研究方法，具有很高的

灵敏度，即使对生物大分子之间微弱的瞬间作

用也能够通过报告基因的表达产物敏感地检测

得到。它检测的相互作用在体内发生，无需额

外的纯化步骤。此外，酵母双杂交系统另一优

势在于它可以用已经克隆的基因从特定细胞的

cDNA表达文库中“钓取”与其编码产物相互

作用的蛋白质及相应基因序列。因此，它在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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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研究领域中都有着广泛的应用，例如可以用

来研究哺乳动物和高等植物基因组编码的蛋白

质之间的相互作用。然而，酵母双杂交系统也

存在不少局限性：其所分析的蛋白质必须定位

于核内才能激活报告基因，因此不利于核外蛋

白间相互作用的研究；融合蛋白的构建也很有

可能会影响蛋白质的正确折叠[30, 31]；此外，酵

母双杂交系统也存在比较突出的“假阳性”问

题。近年来，研究者针对这些问题，对其进行

了诸多改进。例如尝试建立一些不依赖于转录

因子活性的新型双杂交系统，如分离的泛素系

统和淋巴细胞SOS招募系统等 [32]；采用多个

报告基因以减少假阳性。另外，近年来已初步

建立了哺乳动物双杂交系统，以更好地模拟细

胞内环境，探明蛋白质相互作用的机理[33]。

2. 基因克隆

基因克隆（gene cloning）是上世纪70年
代初发展起来的一项具有革命性的研究技术，

又称为分子克隆、基因无性繁殖、基因操作、

重组DNA技术以及基因工程等，是指在体外

将不同来源的、含有目的基因或其它有意义的

DNA片段进行特异切割，然后采用重组DNA
技术使其重新连接到有自我复制能力的载体

DNA上，组装成一个新的DNA分子，最后将

其转入宿主细胞或受体生物中进行表达，以观

察该基因对细胞生物学行为或生物表型的影

响的分子操作过程，可概括为分、切、连、

转、选五个基本步骤（图3）。“分”是指分

离制备出合格的DNA，包括欲克隆的目的基

因或DNA片段和作为载体的DNA；“切”是

指用序列特异的限制性内切酶分离出目的基因

或DNA片段，或切开载体DNA；“连”是指

用DNA连接酶将目的基因或DNA片段同载体

DNA连接起来，形成重组DNA分子；“转”

是指将重组DNA分子转导入宿主细胞中，以

便进行复制和扩增；“选”是指从宿主群体中

挑选出携带有重组DNA分子的细胞或个体。

因此基因克隆技术往往涉及一系列的分子生物

学技术，例如目的基因或DNA片段的获得、

载体和工具酶的选择、体外重组、导入宿主细

胞和重组子筛选等。

基因克隆首先需要获得目的基因或DNA
片段，这些基因或DNA片段可以来源于基因

组DNA，也可以来自于mRNA逆转录而成的

cDNA分子。由于基因克隆不宜使用较大的基

因组DNA或cDNA片段，因此必须先将其处理

成适合克隆的小片段DNA。对此，我们可以

通过机械切割和核酸限制性内切酶的方法分

离出目的DNA片段。如果已知基因的两端部

分序列，也可以根据已知序列设计特异性引

物，通过PCR技术从基因组DNA或cDNA中获

得目的DNA片段。若是基因序列已知而且比

较短，则可用人工化学直接合成。基因克隆应

使用分子量较小的载体，以利于结合较大的外

源性DNA片段，而且在实验过程中不会因被

机械剪切而遭到破坏。此外，所选择的载体在

宿主细胞中应当具有独立的复制能力和表达能

力，有利于重组的DNA片段得到扩增。目前

常用的基因克隆载体有质粒载体、噬菌体载体

和噬粒载体等。在分离出目的基因或DNA片

段后，需要进行体外重组，即在体外将目的基

因或DNA片断与载体分子连接起来。核酸限

制性内切酶切割出目的DNA后，会形成粘性

末端或平端。如为粘性末端，则可用同一种酶

或同尾酶切割载体的多克隆位点，产生相同的

粘性末端，随后通过DNA连接酶使目的片段

与载体DNA的粘性末端形成重组体；当目的

DNA片段为平端时，则可以直接与带有平端

的载体DNA相连，或者对平端DNA分子进行

一些修饰，如同聚物加尾、加衔接物或人工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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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等，获得相应的粘末端，然后再与带有粘末

端的载体DNA进行连接。DNA重组后可通过

转化、转染及转导等技术将重组载体导入原核

宿主细胞，如大肠杆菌中。由于载体DNA分

子上具有能被原核宿主细胞识别的复制起始位

点，因此可以在宿主细胞中复制，而重组载体

中的目的基因也会随同载体一起被扩增，最终

获得大量的重组DNA分子，研究者们可以通

过观察该基因对宿主细胞生物学行为或表型的

影响，判断目的基因或DNA片段的功能。

图3 目的基因克隆到大肠杆菌细胞中的操作步骤。
图片来源：http://res.tongyi.com/resources/article/student/others/0116/g3/15.htm



1717171717171717

3. 基因的敲除和敲入技术

识别基因功能最有效的方法是观察基因表

达被阻断或基因开始表达后，细胞和机体所产

生的表型变化。在这方面，利用基因敲除技术

（gene knock-out）和基因敲入技术（gene 
knock-in）获得的模式生物是目前最具研究价

值的工具。

基 因 敲 除 又 称 为 基 因 打 靶 （ g e n e 
targeting），是在同源重组技术和胚胎干细胞

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技术，它将突变

或缺失的同源媒介基因载体与受体细胞基因组

中序列相同或相近的基因同源重组，以此替代

受体细胞基因组中相同或相近的基因序列，从

而整合入受体细胞基因组中并得到表达，然后

通过观察表型变化来推断基因的功能[34]。基因

敲除既可以在细胞水平上进行，建立新的细胞

系，也可以用电穿孔法或显微注射法将携带

目的基因的载体转导入胚胎干细胞（embryo-
derived stem cell, ESC）中，使目的载体的

DNA序列整合到ESC基因组中，然后寄养于

假孕动物体内，最后通过动物培育以建立基因

敲除动物，以此通过观察个体的表型变化来推

测基因的可能功能[35]。Guidotti等人[36]利用基

因敲除技术，确定了导致泰-萨病的基因。而

Dutton等人[37]利用基因敲除小鼠模型，发现神

经营养因子3基因（neurotrophic factor 3）会

影响出生后生存和触觉神经原功能性成熟。基

因敲除技术既可用正常基因敲除突变基因，纠

正机体的基因突变，进行性状改良和遗传病治

疗；又可以用突变基因敲除正常基因，产生精

确的基因突变，以研究该基因在发育和调控方

面的作用。随着技术的逐步完善，基因敲除已

从简单的完全敲除发展到了条件性敲除，而

且正朝着特定组织和时间的可调控性敲除方

向发展。目前主要的基因敲除技术有Cre/loxP
系统、FLP/FRT系统、GAL4/UAS系统、基

因足迹（genetic footprinting）、分子标尺编

码系统（molecular bareoding system）等定

点突变或敲除技术等，其中Cre/loxP定位重组

系统使对基因靶位时间和空间上的操作更加

明确，效果更加精确可靠，已经发展到可定

时剔除和靶基因调控表达[38, 39]。与基因敲除相

反，基因敲入是利用内源基因序列两侧或外面

的断裂点，通过同源重组的方法，将外源性

目的基因插入到基因组中，并在细胞内获得

表达 [40]，因此基因敲入又称基因置换（gene 
replacement）。通过基因敲入，既可以让基

因在体内表达，通过表型分析研究其功能；也

可以与被替换的基因进行比较，看是否具有相

同的功能。基因敲入不仅能用一种基因置换另

一种基因，而且可以系统地改变基因的结构，

分析其蛋白产物各功能区的作用。与基因敲除

相似，基因敲入既可以在细胞水平上进行，也

可以建立携带并能够稳定遗传给子代的转基因

动物模型。目前应用基因敲入技术还可以通过

在携带外源基因的载体上加上组织特异性启动

子等手段，从而控制外源基因在特定时间和特

定组织器官中的表达。

虽然基因敲除和敲入技术是基因功能研究

的重要技术，但是操作复杂、周期长、费用

高；此外，传统的基因敲除和敲入技术在过去

只能用于制备基因改变的小鼠、大鼠和果蝇

等。近年来随着新技术的出现，弥补了基因敲

除和敲入技术的这一缺陷，研究人员已经能够

在几乎所有的物种中实现精确的基因组修饰，

人工核酸内切酶（engineered endonuclease, 
EEN）技术就是其中一种重要的新技术。

EEN包含两个主要的结构域：DNA结合域与

DNA切割域。DNA结合域特异识别并结合特

定的DNA靶序列后，DNA切割域高效精确

地切割DNA靶序列，造成DNA双链断裂，

从而激活细胞内固有的DNA修复过程来实现

DNA的插入、删除和修改，以此有利于研究

人员随心所欲地进行基因组编辑（图4）。

锌指核酸酶（zinc-finger nuclease, ZF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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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第一种人工构建并成功应用的EEN，但由

于锌指基序（moti f）与其靶基因序列的特

异性较差，而且也难以在基因组上找到合适

的ZFN靶点，于是研究者们又成功构建出了

一种新的EEN——类转录激活因子效应物核

酸酶（transcription activator-like effector 
nuclease, TALEN）。TALEN技术是一种

基于类转录激活因子效应物（Transcription 
activator-like effector, TALE）结构域的基因

打靶技术。TALE蛋白来自于一类特殊的植物

病原体黄单胞杆菌，它可以识别特异性DNA
序列，调控宿主植物内源基因的表达，从而提

高宿主对黄单胞杆菌的易感性。研究者们将

TALE的转录激活结构域替换成核酸内切酶的

切割结构域，从而构建成TALEN酶，这样可

对基因组的特定靶序列进行定向切割，实现

基因打靶。TALEN靶向基因修饰技术现已成

功应用于人类、大鼠、小鼠、猪、羊、斑马

鱼、家蚕、烟草、水稻、拟南芥及酵母等多

个物种，无基因序列、细胞类型和物种的限

制。TALEN能识别任意目标序列，效率高，

成功解决了RNA干扰技术中敲除效率低下的

问题，同时也成功克服了ZFN技术筛选复杂、

细胞毒性高、打靶效率低的缺点，使基因打靶

工作变得更为高效便捷，是基因操作技术的

新里程碑。正是由于TALEN的这些优越性，

2012年《自然-方法》（Nature Methods）杂

志将EEN介导的基因组编辑技术评选为2011
年度最受瞩目、最有影响力的年度生命科学

技术 [41]；同年《科学》杂志将其评为2012年
度十大科学进展之一，并将TALEN称为基因

组的“巡航导弹” [42]。规律成簇的间隔短回

文重复序列（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
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 CRISPR）及其

相关联的Cas（CRISPR associated）核酸酶

组成的CRISPR/Cas系统是一种新型的基因组

修饰技术，近年来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CRISPR/Cas系统是细菌用来抵御病毒和质粒

侵袭或躲避哺乳动物免疫反应的基因系统[43]。

研究人员可以利用Cas9核酸酶，在向导RNA
分子的引导下对多种细胞的特定基因组位点

进行切割，形成双链DNA缺口，激活DNA修

复过程来实现基因组编辑和修饰。与ZFN和

TALEN相比，CRISPR/Cas更易于操作、效

率更高和更易得到纯合子突变体，且可在不同

的位点同时引入多个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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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两种主要的EEN：ZFN（上）与TALEN（下）。
图片来源：http://www.toolgen.com/html/eng/technology/engineered_nucleases.php

ZFN、TALEN和CRISPR/Cas可对多种生

物的基因组进行遗传改造，是基因组工程学里

的三大“利器”[44]。然而在基因敲除或敲入过

程中可能会存在不完全敲除或不完全替换现

象，残留的序列有可能产生未知的新功能，给

表型分析带来干扰[45]；此外，大多数基因的冗

余性和代偿机制也会导致表型无改变，给表型

分析带来很大的困难[46]。这些不足之处使基因

敲除和敲入技术的应用受到了限制。基因敲除

过程中如果敲除大片段DNA，则可能会删除

其它基因的编码区或者调控元件，从而造成

多基因删除，甚至死表型[47]；此外，转入的基

因也可能会不可预知地干扰内源基因和/或其

它调控因子的功能。以基因工程最伟大的应用

基因治疗为例，基因治疗利用载体将负责修复

生理功能的外源基因导入受体细胞中，以纠正

基因缺陷，达到治疗或预防疾病的目的。但是

由于基因治疗过程中外源基因的整合位点存在

一定的随机性，可能会激活整合位点附近的原

癌基因，导致肿瘤发生。为此，Sadelain等人
[48]在2012年首次提出了基因整合“安全港”

（safe harbours）的概念，将转移外源基因

的病毒载体比作“轮船”，载体整合至基因组

的位置便是“港口”，而基因组上那些远离

原癌基因的位点就是“安全港”。他们进一

步定位了人类基因组上三个可能安全港——

AAVS1（又名为PPP1R12C）、CCR5与
ROSA26。利用基因定点整合技术（例如

TALEN技术），将感兴趣的外源基因整合到

这些基因组“安全港”中，以确保基因的安全

整合，使基因治疗更加安全有效[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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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因的过表达

基因过表达技术是指将目的基因与高活性

的组成型启动子或组织特异性启动子融合后，

通过载体转入某一特定细胞中，使该基因表达

过度，当基因表达产物超过正常水平时，观察

该细胞的生物学行为变化，从而了解该基因的

功能[50]。在非诱导条件下，基因不表达或表达

无活性的产物，因此不会干扰生物的正常生长

发育，也不会导致多重效应。一旦给予诱导，

基因会迅速表达或其产物迅速被激活，并在一

定时间保持稳定。基因诱导过表达技术可离体

研究目的基因在DNA、RNA和蛋白质水平上

的变化以及对细胞增殖凋亡等生物学行为的影

响，实现了基因在时间、空间及数量上的控

制。基因诱导过表达常用诱导表达系统来进行

基因功能的研究，其中对鼠的糖皮质激素受体

诱导表达系统的应用较多。Fang等人 [51]利用

糖皮质激素受体诱导系统，证明AGL15在拟

南芥中超表达会导致花被器官的衰老过程延

缓，发育成果实阶段的延迟和种子干化过程的

改变，从而说明在开花期增加AGL15的水平

会延缓衰老和增加花器官的寿命。随着糖皮质

激素受体诱导表达系统的逐步完善，科学家们

基本实现了从表型、生理代谢、基因表达等方

面综合分析基因功能的目标。

5. 人工染色体的转导

普通意义上的转基因技术是进行蛋白功能

分析和基因表达调控的有力手段，已经被广泛

应用。但转基因技术使用小的质粒重组体，不

仅承载能力有限，且表达水平低或会不恰当表

达，缺乏组织特异性。近来采用酵母人工染色

体（yeast artificial chromosomes, YACs）转

导的方法来研究基因功能取得了比较理想的效

果。YAC转导方法可插入的基因片段较长，它

不仅可插入长约上千万个碱基对的基因，而

且还可包含位于基因外数万个碱基的基因表达

调控序列，从而有利于基因的组织特异性高水

平表达[52]。此外，YAC转导技术还可以预先采

用同源重组对转入的YAC进行适当修饰[53, 54]。

采用YAC转导法可使基因的表达水平与内源

基因相当，又与机体的剪接机理相似，因此

更适宜于基因功能研究和复杂性状的区分[55]。

目前，该技术可分析长度在100kb以上的基因

的功能，以及多个基因在体内的定位 [53, 56]。

Peterson等人[57]在研究人类β珠蛋白在发育中

的作用时，将携带两型突变的人β珠蛋白基因

（248kb）的YAC转入小鼠体内，然后分析转

基因小鼠的表型改变，最终证明YAC转基因小

鼠可用于研究哺乳动物发育过程中基因的调控

作用。YAC的修饰方法有插入选择标记、导入

单一限制酶切位点、在YAC上加上端粒、已知

序列或Alu重复元件等片段，以及通过同源重

组进行点突变或插入缺失修饰等。YAC转导方

法有前核注射、脂质体介导和与酵母原生质

体融合等。前核注射法转入的YAC长度可长达

600~700 kb，一般以低拷贝的形式存在，拷

贝数在1~10之间；即使存在多个拷贝，也是

将数个拷贝整合到同一个位点上。与转入较

长YAC的小鼠相比，转入较短YAC的小鼠保持

YAC完整的可能性比较大。脂质体介导YAC的

方法往往需要联合使用多胺来浓缩DNA，防

止DNA发生断裂，因此该方法只适用于少数

几类细胞，且其保持YAC完整的可能性较小，

工作量也较大，与显微注射法相比并无明显优

势。而与酵母原生质体融合的方法不需要纯化

YAC即可进行，并且该方法对YAC的长度并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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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然而它的不足之处在于：需要将酵母基

因组DNA也整合到小鼠体内，且难以挑选出

合适的YAC整合到胚胎干细胞中。

2 0 世 纪 末 出 现 了 一 种 新 的 载 体 系

统——人类人工染色体（human art i f ic ia l 
chromosomes, HAC）。与其它基因载体相

比，HAC能携带包含完整基因甚至多个基

因、以及基因的所有外显子和邻近调控区的

大片段DNA，从而为目的基因提供了一个与

其在正常染色体上一致的环境，保证了目的基

因在细胞中的时空性表达。同时，不需要将

HAC整合到基因组中，因此也不会产生宿主

基因组自身的插入突变、转基因沉默等现象，

从而延长了基因表达的时限。Shitara等人 [58]

将这种HAC载体成功地应用到了端粒逆转录

酶的功能研究之中。

6. 反义技术

反义技术（antisense technology）是指

通过碱基互补配对原理，利用人工或生物合成

的特异互补性DNA或RNA片段（或其修饰产

物），干扰基因的解旋、复制、转录、mRNA
剪接加工与输出、翻译等各个环节，抑制或

封闭靶基因的表达，从而调节细胞的生长分

化等。反义技术主要包括反义寡核苷酸技术

（antisense oligonucleotides, ASON）、核

酶技术（ribozyme）和小干扰RNA。
ASON技术是指人工合成能与DNA或

RNA互补结合的特异性寡核苷酸链，使其专

一性地抑制基因表达，以达到调控表达基因

的目的[59]。该技术简单易行，目前已有数以百

计的ASON进入了临床前研究和初步的临床试

验，对靶基因产物和疾病均显示出良好的活

性 [60]。我们可以通过软件来辅助设计高效的

ASON序列，而且可用DNA/RNA合成仪自动

合成ASON。但是ASON和靶基因mRNA的属

性很大程度上影响着ASON在活性细胞内的效

率，因此在设计ASON时需要综合考虑长度、

定位、特异性、能否形成发卡结构、mRNA二
级结构以及能否形成二聚体等因素 [61]，以消

除其不稳定性、非特异性、不容易穿过细胞

膜等因素的影响。ASON一般设计在编码区或

3’非编码区，长度以15~20nt较为合适 [62]。

ASON包括反义DNA和反义RNA。1978年，

Zameenik通过利用与劳氏肉瘤病毒mRNA
互补的人工合成DNA来抑制病毒增殖，阻止

了病毒使鸡红细胞癌变，使其成为研究反义

DNA的第一人。反义DNA与靶mRNA互补结

合后，可以通过位阻效应或诱发RNase H来

降解靶mRNA，从而抑制靶基因的翻译（图

5），也可以通过与双链DNA结合形成三股螺

旋而抑制其转录 [63]。目前反义DNA用于基因

功能研究效果较好，但由于合成后的未修饰寡

核苷酸对核酸酶的抵抗力较弱，不易透过细胞

膜，与靶序列的亲和力也较低，故经常需要

修饰。反义RNA在与靶mRNA互补结合后，

通过影响靶mRNA的成熟和胞浆内转运，和/
或激活RNase、加速靶RNA的降解，和/或阻

止核糖体在mRNA上的移动，最终抑制靶基

因的表达。此外，反义RNA也可直接与起始

密码子AUG互补结合而阻止转录的启动 [64]。

而反义RNA技术则是利用基因重组技术，构

建人工表达载体，使其离体或体内表达反义

RNA。虽然反义RNA技术具有特异性，但仍

有转染效率不高和体内容易降解等致命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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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反义DNA的作用方式。
图片来源：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Antisense_DNA_oligonucleotide.png

核酶技术是人工设计或生物合成具有催化

活性的特殊RNA，然后与靶序列杂交并加以

剪切，从而对基因表达进行调控。这种特殊的

RNA就是核酶，又称为基因剪刀，具有酶活

性，可自我催化和切割，因此它可通过碱基配

对原则特异性地水解靶基因mRNA[65]。常见的

核酶有锤头状、发夹状和斧头状三种，目前应

用最多的是锤头状核酶，其基本组成包括中间

极为保守的核苷酸序列（活性中心）和两侧

的引导序列，当引导序列与靶RNA互补结合

时，中间极端保守序列即在该位点切断（图

6）。核酶具有高度专一的内切核酸酶活性，

单个核酶分子可以靶向多个mRNA分子，并使

之在特定部位发生断裂，而且核酶具有较稳

定的空间结构，不易被RNase降解，因此核

酶对基因特异性序列表达抑制的效率比反义

RNA高 [66]，已经成为基因功能研究和基因治

疗的重要工具。Sarver等人[67]报告了应用核酶

抑制艾滋病病毒的复制。KashaniSabet等人
[68]在成熟小鼠中利用核酶抑制靶基因NF-κB
的表达，最终确定了NF-κB对肿瘤转移的调

控作用。目前核酶已经成功地应用于培养细

胞中基因表达的阻断，主要靶基因包括HIV、

C-fos、bcr-abl和H-ras等 [67]。此外，如果能

够提高转导效率的话，核酶也比较适用于人体

基因功能的研究[69]。然而虽然核酶对基因表达

的抑制具有特异性强、作用敏感迅速等特点，

但是它在mRNA位点的选择、细胞内的传递以

及在细胞内的定位等方面仍有较多难题。此外

由于其催化效率高度依赖于结构，因此限制了

其作用的发挥。在应用中也存在着切割效率低

等缺点。

小干扰RNA将在“RNAi”部分进行详细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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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核酶（锤头状）的作用。
图片来源：http://chemistry.gsu.edu/faculty/Huang/ribozyme.htm

7. RNAi

随着转基因技术的广泛应用，研究者们发

现转入的基因会被机体当成外源性遗传物质。

而所有生物体体内都有一套限制异常或外源性

基因表达的保护机制。例如，在将基因转入植

物后，转入基因会出现自身沉默，并同时通

过转录后基因沉默（posttranscriptional gene 
silencing, PTGS）机制，引起同源内源基因

的沉默[70]。转录后基因沉默并非偶然事件，而

是生物体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为了防止外源

物，例如病毒、转座因子和其它转移核酸的引

入对宿主细胞内平衡机制的致命破坏，而形成

的一种防御系统。研究者们也发现，当在多

种生物体内转入双链RNA（double stranded 
RNA, dsRNA）分子后，会引起强烈的特异性

同源基因沉默，且其诱导沉默的效果比正义

或反义RNA更为明显，最终产生功能缺失表

型。这一现象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人们

将这种外源性或内源性双链RNA导入细胞后

所引起的转录后基因沉默机制称为RNA干扰

（RNA interference, RNAi）[71, 72]。其中小干

扰RNA（small interfering RNA, siRNA）是

一类重要的、可引起RNAi的外源性双链RNA
分子，它们能够与核酸酶和螺旋酶等结合在一

起形成RNA诱导沉默复合物（RNA-induced 
silencing complex, RISC），并精确引导

RISC中的核酸酶降解特异性的mRNA，从而

关闭基因的表达，使细胞抵抗外来基因侵入及

病毒感染（图7）[73]。RNAi现象首先在线虫体

内得以发现[74]，随后在多种生物，如果蝇、拟

南芥、小鼠及哺乳动物等的成体细胞中均有发

现，这表明RNAi是生物界普遍存在的RNA水

平上调节基因表达的方式[75]。RNAi的机制尚

未明了，可能机制包括RNA介导同源RNA降

解或同源DNA甲基化、RNA依赖性RNA聚合

酶模型和与RNAi相关基因的克隆等，也有研

究表明RNAi可通过染色质修饰来抑制转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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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miRNA（左）与siRNA（右）对基因表达的影响[73] 。
图片来源：The Biochemical Journal

RNAi技术是通过人为地引入与靶基因具

有同源序列的dsRNA，诱导靶基因的mRNA
降解，从而达到阻止基因表达、产生“功能

失活”的目的。在RNAi试验中，首先需要构

建双链RNA表达载体，然后将这种载体导入

到受体细胞后，表达产生的双链RNA在Dicer
酶作用下形成siRNA[76]，从而引起具有相同序

列的mRNA发生降解，导致细胞或个体不能合

成相应的蛋白质，所以个体会表现出功能缺

失表型。与ASON和核酶技术相比，RNAi技
术对靶基因mRNA的抑制作用具有更高的序列

特异性和更强的干扰效果；与传统的基因敲

除技术相比，RNAi技术具有操作简单、投入

少、周期短等优势，因此目前已经成为一种强

有力的工具，广泛应用于基因功能研究之中[77, 

78]。Xia等人[79]利用RNAi降低了Spl和CREB的

表达，从而证明了Spl结合位点和cAMP反应

位点在调节SNF2L基因表达中的作用。Wilda
等人 [80]用RNAi技术，封闭了具有酪氨酸激酶

活性的融合基因M-BCR/ABL的表达，强烈

诱导了白血病细胞的凋亡，间接起到了选择

性杀伤白血病细胞的作用。此外。由于可以

人为控制双链RNA引入生物体内的剂量和时

间，因此RNAi技术还可用于研究特定基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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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组织细胞的特定发育阶段中的功能。例

如双链RNA被成功地用于小鼠早期胚胎特异

基因的阻断 [81]。虽然RNAi技术有如此明显的

优势，但RNAi无法作用于所有基因和某些细

胞类型，如神经元；低水平基因表达的RNAi
现象也不明显；RNAi可同时作用于数个具有

相同或者相似序列的基因，这样就难以确定观

察到的表型是由于哪些基因被干扰所产生。目

前，研究者既可以通过将dsRNA导入特定细

胞在细胞水平上来研究基因功能，也可以建立

转基因动物模型在整体水平上研究。最近，有

研究者将RNAi技术和Cre/loxP重组系统以及

tetracycline诱导启动子相结合，建立了一种

新的转基因动物模型，不仅具有稳定、可遗

传、可诱导和组织特异性的特点，并且建立速

度快，无需使用胚胎干细胞技术和基因打靶技

术[82]。

8. miRNA

miRNA是一类长约18~25个核苷酸的、内

源性非编码性的单链小分子RNA，可与靶基

因mRNA的3’UTR完全或不完全互补结合，

从而降解靶基因mRNA或抑制mRNA的翻译，

最终在转录水平和转录后水平上调控靶基因的

表达 [83]。miRNA在不同物种间具有高度的保

守性，表达具有细胞或组织特异性，而且具有

很强的基因沉默功能，能够介导RNAi现象。

人类基因组能编码大约1000种miRNA[84]，

而这些miRNA可能调节了人类约60%的基因
[85, 86]，因此miRNA参与了众多重要的生理病

理学过程，例如细胞生长、增殖、分化、衰

亡、肿瘤发生等 [83]。1993年，Lee等人在秀

丽隐杆线虫体内首次发现了这类重要的基因

调控因子[87]；与此同时，Wightman等人首次

鉴定了miRNA的靶基因 [88]。这两个重要发现

共同确认了这种新的转录后基因调控机制。

2002年，miNRA被评为《科学》杂志十大科

技突破第一名。miRNA与siRNA之间存在着

很多相似之处（图7），两者长度都约在22个
核苷酸左右，都是由双链RNA或RNA前体加

工形成的，都依赖于Dicer酶，并且都是RISC
的组成部分，两者的功能都依赖于RNA和靶

mRNA的互补结合，在介导沉默机制上有重

叠 [73]。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 [73]：（1）来源

不同：miRNA是生物体的固有因素，是内源

性的，而siRNA是人工体外合成后通过转染

进入体内的，是RNAi的中间产物；（2）结

构不同：miRNA为单链RNA，而siRNA是双

链RNA；（3）Dicer酶对两者的加工过程不

同，miRNA是由不对称加工形成的，仅是剪

切前体miRNA的一个侧臂，其它部分降解，

而siRNA对称地来源于双链RNA前体的两个

侧臂；（4）作用部位不同：miRNA主要作用

于靶基因mRNA的3’UTR区域，而siRNA可

作用于靶基因mRNA的任何部位；（5）作用

方式不同，miRNA既可抑制靶基因mRNA的

翻译，也可以导致靶基因mRNA降解，即在

转录后水平和翻译水平起作用，而siRNA只能

导致靶基因mRNA的降解，为转录后水平调

控；（6）miRNA主要参与内源基因的调节和

细胞发育过程，而siRNA的原始作用是抑制转

座子活性和病毒感染。尽管miRNA为内源性

RNA分子，但是研究者们目前开发出了多种

miRNA的模拟物，促进了miRNA在基因功能

研究中的应用。Lee等人[89]将miR-124和miR-
145模拟物输送到神经胶质瘤细胞和胶质瘤干

细胞中，分别降低了其靶基因SCP-1与Sox2
的表达水平，这样最终降低了神经胶质瘤细胞

的转移能力和胶质瘤干细胞的自我更新能力。

然而，每个miRNA可以调节多个靶基因的表

达，因此miRNA特异性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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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基因诱捕技术和基因诱捕数据库

基因诱捕技术是近几年来在基因打靶技术

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技术，它通过物理、

化学、生物等方法，将携带外源基因的DNA
载体导入到胚胎干细胞（embryonic stem 
cell, ESC）中，促使内源基因发生突变，并

在被诱捕序列启动子的转录调控下表达插入

的报告基因（常为新霉素和/或半乳糖苷酶基

因），以鉴定突变[90]。当无启动子和增强子的

报告基因在ESC细胞中经由同源重组获得重

组子后，通过分析报告基因在不同发育阶段、

不同组织器官中的表达情况，就可以了解重组

部分内源基因的表达特性。基因诱捕载体可在

整合位点处利用内源基因调控元件，模仿并终

止内源基因的表达，从而阐明内源基因的功

能。基因诱捕技术已经成为研究基因功能及分

析其生物学现象的重要工具。Uchihashi等人
[91]利用该技术研究了与软骨分化相关的因子的

作用。目前，一些国家正在开展大规模的基因

诱捕计划，不断完善基因诱捕技术，还逐渐成

立了诸多基因诱捕组织。近年来，全世界主

要的基因诱捕组织联合成立了国际基因诱捕

联盟（International Gene-Trap Consortium, 
IGTC），并开发出了一个以用户为导向的公

共网站（http://www.genetrap.org），目的在

于集中汇总所有可公共获得的基因诱捕资源
[92]。IGTC数据库及其网站的建立是大规模基

因诱捕技术的一个重大进展。基因诱捕计划的

世界性合作，发展出了可用于进行诱捕数据分

析的标准化鉴定和注释程序，为基因功能研究

人员提供了资讯平台。

百态·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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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功能的研究是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本文所述的内容

仅是一些功能基因组研究的基本策略与方法，

上述各种方法各有优缺点，但相辅相成。除了

以上研究方法外，还有许多其它的方法可用于

基因功能的研究。基因功能研究并没有一个完

全固定不变的模式。在实际工作中，研究者需

要根据具体的基因及条件制订相应的基因功能

研究方案。然而大多数分子生物学家认为现有

的技术与策略对于从基因组测序中所获得的大

量未知基因的功能研究是远远不够的。随着基

因组研究的不断发展和深入，我们不仅需要完

善现有的研究手段，而且必须探索、发展一些

新的基因功能研究技术，同时加强国际间的学

术交流和材料交流，建立基因组共享数据库。

此外，应该指出的是，对一个特定基因功能进

行全面和系统的研究往往需要多个领域的研究

人员从不同侧面协作进行。通过广大研究者努

力创新、国际间的广泛合作以及其他领域新技

术、新方法的开创和应用，将会有更多更好的

方法出现，越来越多的基因功能资源将被不断

挖掘出来。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更全面了解

基因组的功能，完成生命周期表的制作，弄清

人类基因组中约10万个基因是如何在人类的

生长、发育、疾病、衰老、死亡等过程中发挥

功能及相互协调的，解开生命的奥秘。这将是

21世纪生命科学的里程碑，对深入研究人类

遗传疾病、肿瘤的发生机制以及理解许多生命

现象的本质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前景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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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胰腺

热点Hot Topics

放心睡吧。人工胰腺可以防止糖尿
病患者在睡眠时出现低血糖症状。

在科研人员们找到彻底治愈糖尿病的办法之前，一个精密的传感器、一台胰岛素

泵、以及一套软件，这几样东西组合在一起就能够让1型糖尿病患者过上正常人的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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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4月的一个清晨，在英国剑桥，Jane
一大早就离开了呆了一整夜的Addenbrooke
医院。她已经在医院里呆了整整24个小时，

身上插了好几根管子，连着各种医疗设备，

“那段时间真的很无聊，不过也有一点点担

心。” Jane回忆道。现在，Jane已经把这一

整套设备带回家里，正在干一件她30年里从

未干过的事情，也是她自己，以及全世界其他

3000万1型糖尿病患者永远都不会（能）干的

事情——彻底忘掉自己是一名糖尿病患者。

这套设备包括一台胰岛素泵、一个血糖监

测仪，以及一台平装书大小的电脑，这三样

东西组合在一起就是一台人工胰腺（artificial 
pancreas）的原型机。这台人工胰腺能够模

拟正常的胰腺功能，当血糖水平升高时自动注

入胰岛素。现在在欧洲、美国，以及世界其他

地方，有多个研究团体都在小规模招募志愿者

对这种人工胰腺的效果进行检验，他们希望能

够证明这种设备是安全、有效的。如果人工胰

腺真的成功了，那将极大地改善糖尿病患者的

生存状态，提升他们的健康水平，让他们过上

正常人的生活。Jane评价道：“在我们只能

够依靠血糖试纸和注射胰岛素的办法来控制病

情的情况下，突然出现了这样一台人工胰腺，

这简直让人觉到不可思议。”

虽然这样一台需要导线、针头，以及其他

装置的人工胰腺还不够完美。但是科研人员们

认为在有效的治疗方法或治愈方法出现之前，

这种人工胰腺应该还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

种人工胰腺的工作原理非常简单，买一台商业

化的血糖仪，再买一台商业化的胰岛素泵，然

后辅以相应的计算机软件（能够根据血糖仪的

监测数据实时决定应该注射多少胰岛素）就大

功告成了。但是这套方案实施起来可没有这么

容易。在体外控制血糖水平相当困难，因为目

前的血糖仪反应速度非常慢，而且极易出错，

而注射胰岛素之后往往又需要好几个小时才能

够起效，并且一旦胰岛素注射过量，将会带来

致命的后果。对于一名已经习惯了每天需要多

次计算胰岛素用量，能够处理各种问题的糖尿

病患者而言，如果突然之间让他们将这一切全

都交给电脑来完成，还真不容易做决定。糖尿

病患者们的确需要这样一种人工胰腺装置，但

是科研人员们首先必须证明这台装置是安全

的。

由糖或其它碳水化合物分解而来的葡萄糖

是人体重要的能量来源。可是如果没有胰岛素

的帮助，就不能将葡萄糖转运到血液系统外，

比如进入细胞、肌肉和大脑里进行消耗，或者

进入肝脏和脂肪组织里储存起来。1型糖尿病

患者一般都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发病，这是因为

这些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攻击并破坏了自身胰

腺负责分泌胰岛素的β细胞，导致体内胰岛素

绝对缺乏。而2型糖尿病则多发于中老年人，

主要是因为患者对胰岛素不敏感，而不是缺乏

胰岛素所致。

科学家们在20世纪20年代初发现了胰岛

素，在此之前，1型糖尿病患者几乎都活不

长，他们很容易陷入昏迷，往往在发病后几个

月至几年的时间里就会死亡。不过如今，糖尿

病患者（包括作者本人）都能够拥有一种相对

正常的生活，至少在发达国家是如此。尽管他

们需要不停地扎手指、做血糖测试、注射胰岛

素、仔细计算每天需要摄入多少碳水化合物以

及控制饮食等。

可是一旦上面这些工作出了一个差错，那

就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比如稍微多用了

一点胰岛素就会导致低血糖。由于血糖是大脑

唯一的能量来源，所以一旦发生低血糖，大脑

就会第一个做出反应，出现醉酒样的表现，然

后就会陷入无意识的昏迷状态，直至死亡。可

是血糖水平过高，以及血液粘稠度过高又会损

伤微细血管，引起一系列并发症，导致心脏问

题、失明、肾功能衰竭及截肢等严重后果。如

果血糖彻底失控，就会导致昏迷，需要立即送

到医院急救，这也是很多1型糖尿病患者第一

次知道自己患病的原因。所以糖尿病患者终生

都需要注意平衡，根据各种信息（比如血糖检

测）和手段（比如注射胰岛素）将血糖水平控

制在正常人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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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努力将人工胰腺做成自动化的、不显眼的装置。但是我们也需要速度更快的胰岛素泵和血糖
监测仪。
                                                                               ——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FRANK DOYLE

全世界的科研人员都致力于用生物学的办

法彻底治愈1型糖尿病。但是这方面的进展一

直很缓慢，也许还要等很多年，甚至是好几十

年。所以在过去十年里，很多研究人员，包括

临床医生们也在尝试其它解决途径，比如人工

胰腺。由于制药企业与医疗器械供应商的不断

努力，推出了更好的新型胰岛素产品、更灵敏

的胰岛素泵和血糖监测仪，所以人工胰腺的开

发工作也变得更容易了一些。

20世纪80年代诞生了第一台患者可以自

己带回家使用的胰岛素泵。今天这种只有一张

纸大小的胰岛素泵使用的是直径只有几个毫

米的针管。这种针管一般都埋植在患者腹部的

皮下，它会模拟正常人体胰腺的工作状态，没

日没夜地滴注微量的胰岛素，即维持基础剂量

（basal dose）。如果患者进餐了，他只需要

给胰岛素泵一个程序，告诉它吃了多少东西，

胰岛素泵就会立即根据进食量加大胰岛素的注

射剂量。用这种胰岛素泵取得的血糖控制效果

要比单纯注射胰岛素好得多，但是由于胰岛素

泵的费用较高，所以也限制了它的大范围推

广。

这种胰岛素泵不具备手指采血血糖监测

的功能，但是持续血糖监测仪（continuous 
glucose monitors, CGM）可以。CGM出现于

20世纪90年代末期，它们主要依靠一个植入

人体皮下的探测器，这种探测器可以对组织间

液的导电特性进行监测，以此来判断血糖水

平。然后经由一个转换器将探测结果传输到手

持的接收器上，供人们判断。CGM与传统的

手指采血血糖监测方法相比能够更好地反映实

时血糖情况，但还是因为同样的高成本原因，

CGM也没有获得大范围的认可和应用。

JDRF这个全世界糖尿病研究基金会治疗

开发部门的副主席Aaron Kowalski认为，可靠

的便携式CGM的出现正是人工胰腺开发项目

中最重要的一环，这给了研究人员极大的信

心。JDRF基金会在2006年启动了人工胰腺项

目，为美国和欧洲的研究机构及公司提供资

助，进行人工胰腺开发。

最终医疗设备商率先取得了突破。美敦

力公司（Medtronic）在2009年推出了第一款

最基础的人工胰腺系统，这是一台能够接收

CGM信号的胰岛素泵。这台设备虽然不能对

血糖水平进行非常精细的调控，但是在避免出

现低血糖和高血糖危象方面已经足够了。而且

美敦力公司还给这台人工胰腺安装了一套报警

系统，在血糖水平过低时就会报警，此时如果

患者还不采取任何措施，那么人工胰腺系统

就会自动关闭，在2小时之内不会再注射胰岛

素。

这套系统非常适于避免夜间经常出现的低

血糖事件发生。由于糖尿病患者在睡着之后

很难意识到发生了低血糖，也不能及时对低

血糖事件做出反应，所以夜间的低血糖事件

是非常危险的，很容易导致患者陷入昏迷，

或者发生低血糖癫痫发作（hypoglycemic 
seizures）。因此美敦力公司推出的这套人工

胰腺很快就在欧洲获得了上市许可，而一贯谨

慎的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FDA）也

在去年9月为这套系统提供了上市许可。

美敦力公司推出的这套人工胰腺系统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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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低血糖症进一步恶化，但是并不能阻止低

血糖症发生。如果要防止低血糖症发生，还需

要一套更加“聪明的”软件——能够对患者的

血糖变动情况进行分析，预测出患者的血糖水

平在下一秒钟会做出怎样的改变。全世界的科

学家们都在努力开发这种软件，并且他们已经

辛勤地工作很多年了。

这种软件大致可以分为3大类，其中最

简单的就是在工业控制中经常用到的反馈回

路控制系统（feedback loop），即所谓的

“比例—积分—微分（proportional-integral-
derivative, PID）控制器”。这种软件能够对

患者以往，以及当前的血糖情况进行分析，根

据患者血糖变动的速率来计算最佳的胰岛素用

量，力求将血糖控制在最佳水平。Kowalski认
为这种策略非常简便，也非常直观。但是也有

很多人认为这种PID控制器相对于复杂的血糖

控制体系（包括食物消化、胰岛素吸收过慢、

胰岛素半衰期及运动等因素）来说太过简单。

因此有很多人都在开发第二种软件，这

种软件能够根据糖尿病患者自身的生理学

特点预测未来的血糖水平，这就是所谓的

“模型预测控制（model predictive control, 
MPC）算法”。据英国剑桥大学代谢科学

研究所（Institute of Metabolic Science at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in the United 
Kingdom）的Lalantha Leelarathna介绍，这

种MPC软件能够将胰岛素与碳水化合物的吸

收情况与患者自身的情况结合起来综合考虑。

第三种软件旨在利用模糊逻辑理论（ fuzzy 
logic）模拟医生的专业意见，这就不再是给

出“注射”或“不注射”胰岛素指令这样简

单了，而是在0~1这个范围内给出一个动态

的指令。据以色列Schneider儿童医学中心

（Schneider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of 
Israel in Petah Tikva）的Moshe Phillip介绍，

他们为了这套系统贡献出了他们多年的临床实

践经验。

科研人员们现在正在邀请糖尿病患者到

医院为这些系统做一个短暂的测试。比如在

2013年，就有好几个课题组给Jane这样的糖

尿病患者提供了人工胰腺样机，让他们带回

家，或者在酒店里和儿童糖尿病夏令营里测试

几天。虽然这些试验的结果还没有完全披露，

但是Kowalski相信试验结果一定会让所有人大

吃一惊——极大地降低低血糖症和高血糖症的

发生几率，给整个糖尿病患者人群带来积极的

影响。让大家对人工胰腺系统彻底放心，帮助

大家重新找回正常的生活。

血糖控制目标。糖尿病患者治疗的主要目的在于保证血糖始终控制在正常人的水平。从这个角度
来看，人工胰腺系统要比胰岛素泵好得多，能够更好地降低低血糖或高血糖危象出现的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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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被测试的系统就是专门设计在夜间

使用的。Phillip指出，因为夜晚是最危险的时

候。很多糖尿病患儿的父母一晚上都要起来好

几次，给他们的孩子测血糖。Phillip的团队正

在开发的Glucositter系统将会彻底改善这些家

长的睡眠质量。

不过这套系统可不是专门在夜间使用的，

而是全天候使用的，所以还需要患者自己人

工添加一些日间的参数，比如进食或者活动等

情况。而进食又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因素）。

健康人的胰腺β细胞在两餐之间基本上是处于

休眠状态的。胰腺α细胞在两餐之间则会分泌

胰高血糖素（glucagon），起到与胰岛素相

反的作用，促进肝脏释放肝糖原储备，给身体

供能。当我们看到食物，或者闻到食物的香味

的时候，机体就开始做好准备了，此时大脑就

会命令胰腺α细胞停止活动，让胰腺β细胞做

好准备，分泌胰岛素，让肝脏停止释放糖原，

转而开始储备糖原，因为我们知道马上就要开

饭了。不到10分钟，人体就会做好充分的准

备。

可是作为一名糖尿病患者，却已经失去了

这种准备能力。由于注射的胰岛素得在2个小

时之后才能达到最大活性，这样就会形成一个

时间差，使患者在进食之后的数小时内，血

糖水平会突破正常范围的上限。而如果使用人

工胰腺，会使这种情况变得更加严重，因为

CGM检测到我们进食也需要一段时间，基本

上是在进食半个小时以后时，碳水化合物才会

被消化、吸收进入血液系统，然后又至少需要

15分钟，这些糖份才会到达组织间液被CGM
检测到，最后的信号处理过程还需要6~15分
钟，整个过程至少延后了1个小时。计算机软

件也很难根据CGM在消化过程刚开始时提供

的少量信息准确地判断进食量。这样就极易注

射过量的胰岛素，而且胰岛素在体内的活性至

少可以保持4个小时，所以很容易发生低血糖

反应。

埋植在患者腹部左侧的血糖监测仪将血糖情况发送到患者的手机上，患者可以根据手机上的显示调
整胰岛素泵的注射剂量，这样一整套设备组合起来就是一个人工胰腺系统。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些科学家会要求糖

尿病患者提前给人工胰腺发出“预警”，告

诉它们准备好，要吃饭了。这样人工胰腺就可

以预先根据患者提供的进食量注射一个相应剂

量的胰岛素，做好准备；或者先注射一个起始

剂量胰岛素，然后在血糖开始升高时再注射一

次补充剂量胰岛素。患者们很快就可以对这套

系统进行评价了，他们可以先吸入一次胰岛素

当作餐前“热身”。MannKind制药公司已经

开发出了一种吸入式的、快速起效胰岛素产品

AFREZZA。FDA于2011年驳回了AFREZZA
的上市申请，因为FDA需要MannKind制药公

司提供更多的信息。MannKind制药公司于去

年的10月又重新向FDA提交了申请，他们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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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会在今年的4月获批上市。

这种产品和使用策略有助于降低餐后高血

糖以及之后的低血糖的发生几率。不过很多

科研人员希望能够开发出一种全自动的系统。

据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的化学工程师

Frank Doyle介绍，他们一直尝试开发一种自

动化的、“隐性的”人工胰腺系统。但是这需

要起效速度更快的胰岛素产品，以及反应速度

更快的CGM产品。制药公司也一直在努力改

进胰岛素的分子结构，加快其吸收速度，也在

尝试使用药物或者小型的电子加热装置，改变

注射针管埋植部位的局部特性，帮助胰岛素更

快吸收。

也许最快捷的方法还是将胰岛素直接注入

肝脏和胰脏周围的腹腔内，这样就能够保证其

迅速起效，立即让肝脏停止释放糖原。Doyle
指出，这样做能够极大地提升自动化人工胰腺

系统的起效速度。罗氏制药公司也开发出了一

款永久式胰岛素注射器产品DiaPort，但是由

于这种永久式植入设备会引起多种并发症，所

以只有很少的患者愿意使用。

还有一部分科学家在改进CGM，希望开

发出速度更快、可靠性更高的CGM设备。现

有的CGM系统不仅反应速度慢，而且还容易

出错。误差和敏感度不够都会导致CGM输出

的血糖读数偏高，这将会带来严重的低血糖反

应。据Kowalski介绍，极端值（Outliers）是

最主要的问题。Kowalski认为CGM开发人员

必须使用冗余传感器（redundant sensors）
和失效分析（failure analysis）等极端系统工

程学（critical systems engineering）技术才

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现 在 还 有 人 尝 试 利 用 电 化 学 信 号

（electrochemical signals）来监测血糖浓

度，这可能会开发出更好的CGM。有一些开

发团队开发出了能够在皮下闪光的传感器，根

据光波的波长就能够判断血糖浓度。还有人利

用碰到葡萄糖就发出荧光的蛋白质作为探测

器。JDRF正在与多家公司合作，共同开发综

合了电化学技术和光学技术的CGM，希望这

种双保险能够做到万无一失。

另外一种双保险机制就是使用能够分别注

射胰岛素和胰高血糖素的给药泵。当血糖浓

度较低时就注射胰高血糖素，当血糖浓度较高

时就注射胰岛素。据Kowalski介绍，美国波

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的一个课题组

在2013年时就尝试过这种策略，结果让人非

常吃惊。JDRF也在和给药泵生产商Tandem 
Diabetes Care合作，开发这种设备。不过目

前胰高血糖素以溶液形式存在时不能够长期稳

定保存，制药公司正在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究竟能否开发出一种真正的

自动化人工胰腺，让糖尿病患者彻底解放

呢？Kowalski认为我们不能太过苛求。美国

耶鲁大学医学院（Yale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的Stuart  Weinzimer也同意

Kowalski的观点，Weinzimer表示，我们不能

要求人工胰腺尽善尽美。哪一种系统最好，其

实无关紧要。把一切都交给市场和医生们去决

定吧。Jane也认为，对于他们这些能够从人

工胰腺系统中获益的人而言，“管用”是最重

要的。所以尽管身上需要带着给药泵和探测

器，那也要比“带着”糖尿病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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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红了？
       ——蛇的眼睑中有血液流过

百态Amazing Lives

说来非常有趣，当时研究者Kevin van 
Doorn正在加拿大滑铁卢大学（University of 
Waterloo）的雅各伯施瓦克实验室（Jacob 
Sivak lab）里准备自己的博士论文。起初

他是想观察蛇的眼睛如何能够聚焦物体，结

果却在准备实验时注意到了一个相当特别的

现象：当仪器发射出一束明亮的光线，从后

面照射到蛇的眼睛上时，竟出现了一簇微小

的血管，它们呈分支状，遍布覆盖于蛇眼

的透明皮膜。这种透明皮膜可见于所有种类

的蛇，类似于我们的眼皮，故被称为“眼

睑”。很多动物都具有眼睑，但只有蛇的

“眼睑”上下愈合成一块皮膜，并且演变成

透明的样子。

当然，蛇有这样特别的“眼睑”是众所

周知的，因此van Doorn回顾说：“但我从不

知道蛇的眼睑里还有血管。事实上，恐怕大

多数视觉专家，甚至是蛇类专家、爬虫学家

也普遍不知道。”所以，虽然van Doorn原本

已经开始研究蛇类眼睛的聚焦问题，但还是

决定转而研究这些小血管。

蛇的眼睑血管能使之更清楚地看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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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van Doorn需要知道的是：还有谁

注意到了这些血管的存在，并且已经做了一

些研究工作。于是，他开始搜索科学文献，

最终发现1852年有一篇关于蛇眼中的血管

的简短报告。接着，他利用谷歌翻译发现，

1888年有一位意大利科学家描述过这种血

管。其后，在他懂德语的朋友的帮助下，van 
Doorn还找到了Manfred Lüdick自20世纪40
年代到70年代之间的手稿。但是总的来说，

这类血管根本不受关注，仅仅成为了一件奇

闻。

van Doorn始终对蛇的视觉感兴趣，所以

希望接下来去探究这些血管的存在可能对蛇

的视力有何作用。他表示：“在使血管与眼

睛的光学透明部分相互分离这一点上，进化

已经做得相当完美。因此，根据这一点我们

就能推断，蛇眼上的血管大概是对其视觉起

负作用的。”此外，Lüdick曾发现，具有视凹

（眼睛里的区域，可形成敏锐的视觉）的蛇

的眼睑部分具有的血管密度较低，这表明那

些血管确实会影响蛇的视力。

为了研究其中的奥秘，van Doorn将马

鞭蛇（coachwhip snakes）放进一个细小的

塑胶玻璃盒子里。所幸，马鞭蛇不像其它种

类的蛇那样容易激动，它在这个小盒子里安

全感很足，能够盘起身子，静静地待着。这

样，van Doorn就能够用一盏射灯照亮蛇眼，

使之扩大。接着，他躲在一块窗帘后面大概

半个小时，期间有一台摄像机与射灯连接，

用以记录蛇眼中的毛细血管周期性扩张与收

缩的现象，相应地表明血流增加或减少。结

果，van Doorn发现，眼睑血管的收缩期平均

持续115秒，然后血管扩张，血流增加，为蛇

眼供氧。下一步，van Doorn悄悄地从藏身

之处溜出来，在实验背景下进行日常工作，

以观察蛇眼血管的变化。由于蛇天性敏感，

盒子里的马鞭蛇开始将他的出现视为某种潜

在的威胁，于是在van Doorn呆在实验室里

的8分钟内，它们缩短了眼睑血管的扩张期：

血流时间从原先的57s降为33.5s。而当van 
Doorn返回其藏身地时，蛇的眼睑血管收缩和

扩张的节律恢复了正常。

那么，蛇类减少眼睑血流的现象是自主

而为的呢，还是由外在威胁诱发的交感神经

反应所产生的副作用？对此，van Doorn并不

清楚。不过他认为，不管是哪一种原因，只

要蛇眼通过延长血管收缩期来减少血流量，

都可能促使蛇更好地视物。打个比方，如果

室内真的存在什么威胁的话，那么对于蛇来

说，用这个办法倒确实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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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看到你
       ——鹦鹉的视色素变异现象

一般而言，世界上的鸟类都依靠五颜六

色的羽毛来识别和评估它们的雄性亲属。那

么它们一定具有某种辨色力，这是如何形成

的呢？原来，鸟类利用视锥细胞中的四种视

色素来察看颜色，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杆状

色素细胞用于暗光下的视觉识别。每种视

色素细胞都由五种视蛋白（分别是LWS、

SW1、 SWS2、 RH2和RH1）和一种生色

团组成，并且不同的色素细胞能够对应吸收

一种特定谱区的光波波长。对于某些非鸟类

物种而言，这些视色素细胞的光谱敏感性伴

随着体色的进化而进化，在同一种类中，还

会出现个体差异。但奇怪的是，当追溯过往

的所有研究时，结果都表明：鸟类的视色素

细胞几乎没发生什么变化，甚至在某些特殊

种族中变化更微小。到底是不是这样呢？为

了进一步探究这个疑问，两位均来自澳洲的

研究者——迪肯大学（Deakin University）
的Ben Knot t和西澳大学（Univers i ty  o f 
Western Austral ia）的Wayne Davies将视

线投在了一种奇特的红草鹦鹉（Platycercus 
elegans）身上。这种鹦鹉的羽色范围可从红

色跨至黄色，可谓缤纷艳丽。

首先，研究小组通过分离可表达五种不

同色素的视杆细胞和视锥细胞，来区分鹦鹉

的不同视色素细胞对光波的敏感性。不出他

们所料，这五种不同的色素细胞能吸收的光

谱区域跨度从可见光谱中的紫外线谱区直至

红外线谱区末端。

接着，他们继续对视蛋白进行更为细致

的区分，并对五种视蛋白的mRNA模板进行

测序。结果依然不出他们所料，五种蛋白之

中的三种（LWS, SWS1和SWS2）变化不



          生命奥秘 www.lifeomics.com

4242

大，且与其它鸟类体内所发现的视蛋白相似。

不过，红草鹦鹉体内的RH1和RH2视蛋白则

与其它鸟类的明显不同，可能是由于前者具有

扩展的羧基末端。而且，RH2视蛋白的变化

更为明显，表现在其具有能编码短突变体、

中等突变体和长突变体的mRNA模板。据此，

研究小组猜测，鹦鹉可能就是通过控制RH2

视蛋白的规模，来产生调节视锥细胞（含有

RH2视色素细胞）光谱敏感性的能力，从而

帮助它们更清晰地分辨光谱中的黄色和红色部

分。当然，这个理论还需要验证，但目前看

来，鸟类的视色素变异似乎比我们当前想象的

还要多。也许研究最终会有出人意料的结果，

谁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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