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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期（2012年1月刊）预告：合成生物学的临床应用及其前景展望

合成生物学能有多大的合成能力？科学家们用“合成”这个词给这门新兴的科学命名，这让我
们想到科学家们是不是可以像搭积木那样将细胞一个个组合起来，从头开始合成出一个人造的
生命体呢？下一期《生命奥秘》将介绍合成生物学的临床应用及其发展前景，希望能起到抛砖
引玉的作用，给读者带来新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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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多向分化潜能（plur ipo tent  s ta te）的胚胎干细胞

（embryonic stem cell, ESC）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研究

对象，科学家们可以通过它了解细胞是通过哪些途径来调控

自身的分化与增殖的，还可以借此了解一些与体细胞重编程

（reprogramming）途径相关的信息。在此，我们将对细胞多向

分化潜能做一个简单的综述，向读者介绍与细胞多向分化潜能状

态维持密切相关的蛋白质和转录因子网络，还将介绍这些蛋白质

因子与细胞染色质结构与功能相关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们将

通过X染色体失活、非编码RNA调控以及环境因子对细胞状态的

影响等几个事例来详细介绍多向分化潜能因子与染色质因子之间

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转分化过程（transdifferentiation）可

以调控细胞的状态，这说明在细胞重编程过程中，当细胞暂时处

于“可塑状态”时，环境因素可以直接指导、影响细胞的转录过

程。

染色质与干细胞分化

Worthy Issues

专题译述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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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胚胎干细胞简介

胚胎干细胞因为其独特的特性，以及在再生医学领域里巨大的应用潜力，引起了很

多人的关注。胚胎干细胞具有独特的、无限的自我更新能力，它还能够分化为任何一种

细胞，即胚胎干细胞是一种全能的干细胞。自从Yamanaka发明了细胞重编程技术（关

于重编程技术与多潜能干细胞的相关内容，参见文后附文1：“改变细胞命运的两大技

术——定向重编程技术与诱导多潜能干细胞技术”以及附文2：“细胞重编程技术专

访”）之后，科学家们就开始把研究重点放到研究细胞是通过哪些机制建立并维持多向

分化潜能的方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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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潜能细胞独特的染色质结构

在细胞内，染色质及染色体DNA都被大量的组蛋白覆盖，这些组蛋白决定了DNA基
因表达与否以及细胞的最终命运。细胞染色质的结构会根据结合在染色质上组蛋白的化

学修饰方式（如乙酰化修饰、甲基化修饰、去甲基化修饰以及泛素化修饰等）的不同以

及DNA自身甲基化情况的不同而发生相应的改变。DNA结合蛋白是否被激活以及染色质

重构酶复合体都与染色质的结构相关。胚胎干细胞的染色质是“开放的”（图1）。

从组织学角度来看，稳定的、不能转录的异染色质处于一种分散的状态。组蛋白与

非组蛋白，包括异染色质蛋白1（heterochromatin protein 1, HP1）、连接组蛋白H1°
（linker histone H1°）以及核心组蛋白H2B和H3之间的交换异常活跃。胚胎干细胞在

分化时，异染色质会变得非常不均匀，聚集成各种不同的结构，之前各种“自由散漫

的”染色质蛋白（组蛋白与非组蛋白）也都固定了下来。胚胎干细胞染色质这种开放的

本质还反映在它整体都非常活跃的转录水平上。最近研究发现，同样具有这种开放染色

质结构的3.5日龄的小鼠胚泡细胞在体内环境中也具有和胚胎干细胞同样的染色质状态。

图1 处于开放及关闭状态的染色质的各种特性。上图是最简单的染色质开放及关闭状态示

意图。在细胞分化过程中，细胞染色质会从开放状态转变成关闭的状态，而细胞重编程

过程实际上就是将关闭的染色质重新打开的过程。上表简要归纳了与染色质开放及关闭

状态相关的蛋白的一些特性，还简单列举了几种促进每一种状态形成的蛋白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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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潜能网络

细胞多向分化潜能状态的建立是多种转录因子在蛋白间相互作用网络和蛋白质与

DNA间相互作用网络这个大背景下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网络也同样与操纵着染色质组

织和基因表达情况的染色质重构复合体以及染色质修饰复合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所谓核心的多向分化潜能因子指的是Oct4这种细胞特异性表达的因子。Sox2和
Nanog也属于这种核心因子，Sall4、Rex1、Dax1和Tcl1等因子的作用也非常重要。通

过Oct4、Nanog和Sox2等蛋白的亲和纯化蛋白组学研究发现了一个关联密切的蛋白相

互作用网络，各种核心多向分化潜能因子在这个网络中借助各种蛋白复合体和染色质相

关途径彼此之间形成了各种复杂的关联联系（图2）。这些复合体的稳定性以及化学计

量学方面的各种变动都确定了细胞的分化和发育方向。

图2 在胚胎干细胞内的各种调控网

络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上图中左侧所示的是对胚胎干细胞

内纯化的蛋白复合体进行微量测序

（microsequencing）之后得到的蛋

白间相互作用网络图。本图也符合

Mallanna、Pardo、van den Berg和
Wang等人近几年来发表过的论文中

的观点。Oct4、Nanog以及Sox2这
三个关键的多向分化潜能因子以红色

圆圈重点表示，染色质重构及修饰复

合物组份蛋白以绿色圆圈表示。在上

图右侧中显示的是通过ChIp-ChiP和

ChIP-seq方法得到的转录因子调控

网络图。下图右侧展示的是蛋白间相

互作用以及蛋白与DNA间相互作用

的Myc网络图。下图左侧列出的是在

多向分化潜能核心网络和c-myc调控

网络中共同存在、彼此相互作用，并

且都受到染色质作用因子调控也都会

对染色质作用因子进行调控的蛋白。

上述所有这些复合体的调控作用主要

分为两大类，即维持细胞的自我更新

能力和阻止细胞的定向分化。

1. 核心的多向分化潜能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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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染色质上Oct4、Sox2以及Nanog等蛋白结合情况的全面分析以及其它各种转录

因子和染色质标志物的全面分析让我们发现这个核心转录因子网络在调控作用方面具有

超乎想象的复杂性（图2）。这些因子（启动子和增强子）与目标基因结合的模式组成

了一个拥有众多明显节点的巨大网络。与多种核心因子结合的靶基因几乎都会在胚胎干

细胞中表达，然后在细胞分化过程中被关闭，这些基因上都结合了非常多的染色质活性

标志物——H3K4me3，它们在细胞分化过程中会逐渐丢失这些活性标志物，继而结合

上抑制性标志物——H3K27me3。
这些与多潜能因子相结合的基因都具有共同的Oct4因子或Oct4-Sox2因子结合共有

序列，这说明Oct4因子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可能起到了中枢的作用，将其它重要的

核心因子招募到靶基因处，与其它因子结合形成复合物发挥调控作用。在胚胎干细胞中

Nanog因子周围的染色质结构对Oct4因子同样也有这种依赖性，这同样反映出Oct4因
子的重要作用。

非常常见的转录因子c-Myc（它也是启动重编程过程的因子之一）是一种非常重要

的细胞增殖调控因子，它与基因的转录活性以及染色质的开放状态密切相关。最近的研

究成果显示，Myc因子能够阻止细胞谱系特异性分化，这可能与直接抑制GATA6蛋白的

表达有部分关系。c-Myc还可以通过调控miRNA对细胞的增殖起重要的调控作用。

c-Myc蛋白可以招募多个与染色质修饰或结构有关的蛋白因子，比如组蛋白乙酰转

移酶GCN5和p300、染色质重构复合体、组蛋白去乙酰基酶和组蛋白去甲基化酶等等。

所以，促进c-Myc蛋白的表达会促进组蛋白乙酰化和甲基化修饰，增加H3K4me3等标志

物。在胚胎干细胞中，c-Myc蛋白大约可以与3000多个启动子结合，而且还能与很多多

向分化潜能因子（如Sox2因子）以及大量的染色质相关靶标和基因修饰靶标等结合。

与c-Myc蛋白相关的各种蛋白间相互作用以及转录调控网络全都不与核心的多向分化潜

能网络重叠。在诱导多潜能干细胞形成过程中，c-Myc网络的作用靶标会先于核心网络

靶标而被激活。这说明Myc网络的作用靶标在重编程的早期作用阶段就已经被激活了，

而且这可能是通过与染色质相结合的方式来发挥作用的。这种c-Myc作用机制在被广泛

用于评价肿瘤和胚胎细胞相关性的胚胎干细胞相关信号通路中最具代表性。

说到c-Myc对染色质结构的影响作用就不得不提到Tip60-p400复合体，一个与

c-Myc相结合的复合体。Tip60-p400复合体是维持胚胎干细胞多向分化潜能状态至关重

要的一个复合体，这个多亚基的复合体具有两种染色质调控作用。Tip60蛋白是一种蛋

白乙酰转移酶，而p400蛋白属于Swi2/Snf2家族，它可以在核小体内进行组蛋白H2AZ-
H2B的交换。如果使用RNAi技术干扰掉Tip60-p400复合体中的某一组份就会使胚胎干

细胞分化。基因表达谱研究发现，Tip60-p400复合体与Nanog蛋白处于同一信号通路

中，所以Nanog蛋白缺失也会使p400蛋白与靶标的结合量降低。另外，基因靶向分析

（gene target analysis）也显示Tip60-p400复合体与c-Myc调控网络相关，这也与蛋白

质组学的研究成果相吻合。

虽然过表达c-Myc蛋白并不是体细胞重编程过程必需的步骤，但是内源性Myc蛋白

活性似乎是体细胞重编程行为所必需的，因为它与各种染色质活动和多向分化潜能核心

网络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2. Myc网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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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胚胎干细胞中，各种作用机制以及各个层面上的调控手段都使细胞内的染色质处

于一种开放的状态，所以胚胎干细胞可以对细胞分化基因产生持续的抑制作用。这种平

衡状态也反映出多向分化潜能调控机制与染色质重构及修饰复合体之间存在着一种复杂

的相互作用。如图2所示，多向分化潜能核心网络与Myc网络通过各种蛋白间的相互作

用以及蛋白—DNA的间相互作用而与各种染色质复合体发生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

我们现在还不是特别清楚细胞是如何调控这些多向分化潜能因子与染色质相关蛋白之间

的相互作用，也不知道这些相互作用达到了何种程度。原则上来说，这种相互作用可以

将染色质作用因子招募到结合了转录因子的靶基因部位。另外，已经结合到DNA上的染

色质复合体蛋白可能也已经为染色质创造了一个非常合适的环境，有利于其它转录因子

与基因的结合。接下来，我们将就下面几个具体的例子展开讨论。

3. 多向分化潜能核心网络与染色质因子复合体之间的关系

有关多向分化潜能核心网络与染色质因子
复合体之间关系的具体例子

Oct4、Nanog以及Sox2结合蛋白包含Swi/Snf复合体或BAF复合体（这

是一种可以使核小体迁移的复合体）的组份。所有细胞中都存在Swi/Snf复
合体，但是在各个不同的细胞里，组成Swi/Snf复合体的组份会有所差异。

Swi/Snf复合体的组成是一个随着细胞发育分化过程受到表观遗传学阶段控

制的特异性过程。在胚胎干细胞里，Swi/Snf复合体里含有Brg1、BAF155
和BAF60A蛋白。如果过表达Swi/Snf复合体的组份蛋白，也会增强Oct4、
Sox2以及Klf4等重编程因子的重编程效力。

NuRD复合体可以结合Oct4、Nanog以及Sa l l 4等诸多关键的多

向分化潜能因子。HDAC蛋白也可以与HDAC/Sin3a复合体或HDAC/
CoREST/LSD1复合体中的核心多向分化潜能因子相结合。如果胚胎干

细胞缺失了NuRD复合体中的关键组份MBD3蛋白，那么细胞的多向分化

潜能就会遭到破坏，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细胞丧失了对朝向滋养外胚层

（trophectoderm）方向进行分化的抑制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胚胎

干细胞和胚外内胚层干细胞（extra-embryonic endoderm stem cell）多向

分化潜能至关重要的Sall4蛋白里含有一个保守的结构域，通过这个结构域

Sall4蛋白可以与NuRD 复合体以及HDAC/Sin3a复合体和polycomb复合体2
中的核心亚单位RbAp48发生相互作用。所以在秀丽隐杆线虫试验中可以发

续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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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果缺失了RbAp48蛋白的同系物Lin-53蛋白，就可以在转录因子Che-1
的作用下将生殖细胞直接重编程为神经元细胞。

转录中间因子1b（Transcription intermediary factor-1b，TIF1b又名

TRIM28或KAP1）是一种支架蛋白，它可以招募染色质复合体，与多向分化

潜能网络里的好几个蛋白发生相互作用，比如Oct4蛋白和Nanog蛋白等。我

们以前就知道TIF1b蛋白与HP1蛋白、组蛋白甲级转移酶SETDB1蛋白以及

NuRD复合体等可以发生相互作用，与异染色质形成和基因沉默有关。后来

通过全基因组siRNA筛查研究发现，TIF1b蛋白可以维持受Oct4激活的GFP蛋
白表达。磷酸化的TIF1b蛋白还能与胚胎干细胞特异性的Swi/Snf复合体发生

相互作用，共同定位于常染色质区域，并且与诱导多潜能干细胞生成过程相

关。这可能是与磷酸化的TIF1b蛋白能够招募Oct4因子到Nanog等靶标位置有

关。

研究还发现，染色质作用因子与多向分化潜能因子的基因调控元件相

结合的作用也构成了一个网络。比如Swi/Snf复合体就可以通过多种渠道与

Oct4、Sox2、Nanog、Sall4和 c-Myc等基因相结合。实际上，在Oct4、
Nanog或Sox2蛋白的靶基因中大约有60~70%的基因都结合了Brg1因子。在

胚胎干细胞中，靶基因与Brg1因子结合之后会产生多种结果。有人认为胚胎

干细胞特异性的基因，比如Oct4和Nanog等会一直受到Brg1因子的抑制，以

便将这些基因的表达控制在一个最佳的水平上。另外，Swi/Snf复合体似乎也

在细胞分化时对抑制多向分化潜能基因的表达，以及促进染色质折叠、关闭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Swi/Snf复合体可以抑制基因的表达，所以我们

需要进一步开展研究，弄清楚Swi/Snf复合体是如何发挥作用，来促进细胞保

持多向分化潜能的能力，同时又是如何能够抑制细胞分化的。

多向分化潜能调控网络也与组蛋白修饰蛋白及复合体的调控过程有着直

接的联系，比如Jumonji (Jmj)家族蛋白——H3K9去甲基化酶Jmjd1a/KDM2A
和Jmjd2c/KDM4B就可以分别对H3K9me2和H3K9me3发挥修饰作用。这两

个去甲基化酶的基因都处于Oct4调控途径的下游，Oct4蛋白对它们有正调控

作用。在胚胎干细胞中，如果丢失上述两个酶中的任何一个都会导致细胞发

生分化，呈现出各种不同的表型。KDM2A和KDM4B似乎分别对Tcl1基因和

Nanog基因有调控作用，因此Oct4因子可以对对多向分化潜能非常重要的靶

基因的表观调控因子施加直接的影响。最近发现，最初被认为可以与基因内

区域结合，通过与染色质结构域蛋白MRG15的相互作用被招募到H3K4me3
位点的去甲基化酶KDM5B/Jarid1B可能会抑制转录的起始，维持H3K4me3梯
度，让转录得以延伸，激活自我更新相关基因。

接上文



          生命奥秘 www.lifeomics.com

8888

四、两套相互“对立”的胚胎干细胞
       染色质结构调控系统

胚胎干细胞既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也具有分化发育的能力，某些靶基因上的活化标

志物H3K4me3与抑制标志物H3K27me3变动的情况就反映了这两者之间的博弈状况。

直到最近，这套用于调控组蛋白修饰和细胞染色质整体结构的复杂机制才逐渐露出庐山

真面目。由于胚胎干细胞一直处于一种允许基因转录表达的状态，所以细胞内一定有一

套关键的抑制系统，抑制细胞分化促进基因的表达。当然，这套系统也会在某个时候让

细胞退出多向分化潜能状态。

多梳家族蛋白（polycomb group protein, PcG protein）作为胚胎干细胞分化过程

中主要的抑制系统已经引起了科研人员的关注，大家都认为该家族蛋白是多潜能干细胞

分化通路的沉默因子。

染色质结合研究（chromatin occupancy study）表明，PRC2复合体组分和PRC1
复合体组分都能与大量的分化相关基因结合，这些基因在胚胎干细胞中都处于一种平衡

的被抑制状态。这些靶基因上有一种“二价的”染色质标志物，一种是标志基因被活化

的H3K4me3，另一种是标志基因被抑制的H3K27me3。在胚胎干细胞分化时，PcG蛋

白的靶基因会失去H3K27me3标志物而被激活。多梳蛋白通过最简单的相互作用起到

的这种基因抑制作用是胚胎干细胞维持多潜能状态必不可少的一项机制。然而，缺失了

EED蛋白的胚胎干细胞也能分化出所有三个胚层，这似乎又与上述结论有点矛盾。后续

关于PcG

◆ PcG蛋白主要通过PRC1和PRC2这两种复合体形式来发挥作用。

◆ PRC1复合体的情况则比较多变，它主要由Ring1A和Ring1B这两个亚单位组成，同

时还有其它一些不同的蛋白参与组成复合体；PRC1复合体能够催化组蛋白H2A第

119位赖氨酸发生单泛素化修饰。H3K27me3可能会与PRC1复合物结合，不过这不

是它招募PRC1复合物的唯一机制。

◆ PRC2复合体由EED、Suz12、Ezh2和RbAp46/48这四种核心蛋白组成；PRC2复
合体借助其组分蛋白Ezh2或相似蛋白Ezh1上的SET结构域让组蛋白H3第27位赖氨

酸发生二甲基化（H3K27me2）或三甲基化（H3K27me3）修饰。H3K27me3可与

PRC2复合体的EED组分结合，激活PRC2复合体。

◆ 发生了H3K27me3修饰的结构域通常都非常大，超过了100kb，至少也有好几kb。

1. 多梳蛋白（Polycomb）抑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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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又发现了更加复杂的情况，尤其是PRC2复合体的情况，我们也对PcG蛋白在维

持干细胞多潜能状态中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

在蛋白质组学研究中我们有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发现，即发现了Jmj家族蛋白Jarid2
蛋白。科学家们在从胚胎干细胞中纯化出的PRC2复合体中发现了紧密结合在复合体上

的Jarid2蛋白。研究发现，该蛋白对胚胎干细胞的正常分化作用巨大。Jmj家族蛋白主

要都是赖氨酸脱甲基酶，比如前面介绍过的受到Oct4蛋白调控的Jmjd1a蛋白和Jmjd2c
蛋白等。在小鼠胚胎中，虽然非常精确的突变表型极容易受到遗传背景的影响，我们

还是能够发现Jmjd2蛋白是确保小鼠神经管和心脏正确发育的关键因子。在胚胎干细胞

全基因组染色质结合研究中发现，Jmjd2蛋白能够广泛地（出现比例超过90%）与其它

PRC2复合体组分蛋白以及H3K27me3标志物重叠结合。Jmjd2蛋白此时的作用似乎是

通过它与富含GC碱基的DNA之间的亲和力将PRC2复合体招募到染色质上。不过矛盾

的是，Jmjd2蛋白缺乏保守的辅因子结合位点，所以它自身并不具备酶活力，同时染色

质也并没有像我们预计的那样受到影响而失去H3K27me3标志物。目前关于Jmjd2蛋白

的确切酶活性问题还存在争议。Jmjd2蛋白可能的作用是招募PRC1复合体和RNA聚合

酶II到PcG蛋白靶点。Jmjd2蛋白是多个多潜能因子（pluripotency factor）的共同作用

靶点。在细胞分化过程中，Jmjd2蛋白的表达水平会快速降低。因此，在细胞分化过程

中，PRC2复合体的亚单位组成情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PcG蛋白在人体胚胎干细胞的自我更新能力与分化能力的平衡机制中起到了非常

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相继激活转录事件中，使干细胞退出多潜能状态，进入分化过

程中的作用最为重要。另外，在PcG蛋白与Swi/Snf复合体之间可能还存在潜在的调控

作用。细胞染色质上编码各种PcG蛋白的基因被激活这一现象一直都被认为是拮抗Swi/
Snf复合体和多梳蛋白的功能的。最近的遗传学研究成果也表明，PcG蛋白与Swi/Snf复
合体之间存在相互拮抗的关系，细胞通过这种方式来对某些特定的基因进行表达调控，

同时该机制也与细胞癌变有关。

在细胞分化过程中，PcG复合体的组成情况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而修饰情况又发

生了哪些变化？弄清楚这些问题对我们了解细胞的分化方向将会带来极大的帮助。比如

Ezh2蛋白是Akt、CDK1以及CDK2等多种激酶的底物。磷酸化的Ezh2蛋白会根据修饰

位点的不同而表现出多重作用，比如被招募至染色质、表现出H3K27甲基化酶活性又或

者是与长链非编码RNA HOTAIR相结合和促进细胞分化等。

虽然我们通常都认为PRC2复合体和PRC1复合体的组蛋白修饰活性都同样具有抑

制基因表达的功能，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简单。PRC1复合体可以使染色质压缩、折

叠，可以在不进行组蛋白泛素化修饰的情况下抑制Hox基因的表达。如果PRC1复合体

里缺少了核心的Ring1B蛋白，那么Hox基因的表达就会受到略微抑制，而且染色质也会

打开，变成松散的结构。PRC1复合体还可以抑制双向基因的表达，部分因为是它能够

抑制转录延伸过程，另外还可能是因为PRC1复合体对抗了能够促进基因表达的c-Myc
因子的作用。PcG复合体也能够在不依赖H3K27me3的情况下发挥“多余的”基因表达

抑制作用，这样情况就更加复杂了。另外，Sox2蛋白过表达可以通过促进组蛋白乙酰

化修饰同时不影响组蛋白甲基化修饰的方式减弱因为EED蛋白缺失造成的影响。不过，

PcG复合体究竟是通过何种机制抑制基因表达，同时影响染色质功能的，我们还不得而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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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果蝇开展的经典遗传学研究发现了一套相互拮抗的机制，那就是多梳蛋白与

Trithorax（Trx）复合体对Hox基因的调控机制。多梳蛋白与抑制性标志物H3K27me3
对应，Trx复合体则意味着活化标志物H3K4me3。哺乳动物体内的Trx蛋白属于酵母细

胞COMPASS蛋白的同系物，它包括一个组蛋白甲基转移酶（Set1a/b, MLL1–4）和一

个能够识别H3K4me3（Wdr5）的亚单位，还包括其它一些组分，例如Ash2、RBbp5
以及Dpy-30等。

最近对胚胎干细胞里Dpy-30和Wdr5因子的研究发现，Trx与干细胞多潜能网络有

关。含有Oct4蛋白的蛋白复合体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与Wdr5因子发生相互作用，使其被

招募至靶基因位点。此外，这些复合体也能够与Nanog蛋白及Sox2蛋白相结合。招募

Wdr5因子可以维持染色质局部或总体的H3K4me3修饰水平，从而维持干细胞自我更新

的能力。不过，我们也发现Oct4蛋白和Wdr5因子的靶基因有重叠的现象，c-Myc因子

也和Wdr5因子有类似的情况，它们彼此之间重叠的程度甚至更高，因此Wdr5和Trx可
能都能够将核心网络与c-Myc调控网络偶联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当然就很想知道

c-Myc因子是否也能够与MLL复合体发生相互作用，并且是否能够招募MLL复合体到靶

基因位点，或者让结合到靶基因位点的MLL复合体稳定存在。

CpG岛（CpG island, CGI）在哺乳动物基因组中显得非常突出。通常情况下，

基因的启动子都“埋藏在”DNA缺乏甲基化修饰的 CpG岛里，一般启动子上都存在

H3K4me3修饰的情况。最近的研究表明，CpG岛可以通过招募Cfp1等CpG结合蛋白的

方式影响局部染色质的结构。组蛋白修饰在CpG岛存在而无启动子存在的情况下受其

调控，即受到基因环境的影响。这些发现也都和以往所认为的Cfp1蛋白与Setd1组蛋白

H3K4甲基转移酶——COMPASS复合体有关的观点相吻合。缺失了Cfp1蛋白的胚胎干

细胞会表现出各种缺陷，比如DNA总体胞嘧啶甲基化修饰水平降低，形成异染色质的水

平降低，CpG岛上的H3K4me3标志物减少，以及和缺失了NuRD复合体的亚单位MBD3
时一样，细胞在体外不能分化等。CpG岛还可以通过招募组蛋白脱甲基酶的方式改变

局部的染色质结构。比如，CpG岛可以招募H3K36特异性脱甲基酶KDM2A（jhdm1a, 
FbxL11），使H3K36me2标志物大量减少。然而这种招募作用可以被CpG DNA发生甲

基化修饰作用所抑制。尽管在活化基因里H3K36甲基化修饰的现象非常普遍，同时这似

乎也是细胞内一条拮抗PRC2复合体作用的机制，但我们至今还没能够通过实验发现胚

胎干细胞如果缺失了KDM2A蛋白会有什么后果。最近的科研成果表明，5-甲基胞嘧啶

羟化酶TET1可以阻止富含CpG的启动子DNA发生异常的甲基化修饰。

2. 基因表达及细胞自我更新促进因子Trithorax

3. CpG结合蛋白对染色质局部结构的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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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专门针对胚胎干细胞的RNAi筛查研究发现了一个染色质重构酶Chd1，该蛋

白对于维持干细胞的多潜能状态和Oct4蛋白的表达都是必需的。Chd1蛋白属于ATP酶

SNF2解旋酶家族，它可以借助其染色质结构域识别H3K4me2和H3K4me3标志物，从

而定位到常染色质的活化基因处，参与转录活化过程。Chd1基因似乎是多潜能网络的

作用靶点。如果胚胎干细胞缺失了Chd1蛋白，那么H3K9me3和HP1等异染色质标志物

就会增多，而连接组蛋白H1的交换便会减少。缺乏Chd1蛋白的胚胎干细胞仍旧能够保

留多向分化的能力，但是会比较倾向于向神经细胞方向分化。尽管Chd1蛋白与30%携

带了H3K4me3的基因有关，但是奇怪的是，如果缺失了Chd1蛋白，基因表达改变的情

况却并不明显。Chd1蛋白可能是多潜能细胞里比较大的一类可以正常维持染色质开放

状态的因子。

最近的研究发现表明，未分化的胚胎细胞转录因子1（undifferentiated embryonic 
cell transcription factor 1, UTF1）能够对抗Chd1等蛋白影响染色质结构的作用。UTF1
蛋白是一种染色质紧密结合蛋白，它可以结合1700多个靶基因，这些靶基因中有很多

也都是多潜能因子和c-Myc因子的靶基因。缺失了UTF1蛋白的胚胎干细胞可以继续自

我增殖，但是不能进行分化。如果缺失了UTF1蛋白，那么大量基因的表达都会受到

影响，不过其中有90%的基因都是表达上调的，这也意味着我们最初认定UTF1蛋白

是一个抑制因子的假设是正确的。如果给缺失了UTF1蛋白的细胞施用微球菌核酸酶

（micrococcal nuclease），那么从染色质上释放出的核小体的个数也会增多。这些现

象都说明UTF1蛋白可以阻止染色质打开，可能在染色质处于开放状态的胚胎干细胞中

还有限制异常转录发生的作用。

4. 染色质全局调控因子

五、 X染色体失活是研究多潜能因子与
        染色质结构关系的合适模型

多潜能状态与表观遗传学调控机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X染色体失活（X 
chromosome inactivation, XCI）事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所谓X染色体失活指的是在哺

乳动物胎盘里发生的一种机制，雌性哺乳动物在胚胎发育早期两条X染色体之一在遗传

性状的表达上会随机丧失功能，这样就能保证雌性与雄性动物的基因表达量一致。接下

来，我们将介绍最近学界对多潜能因子在X染色体失活过程中对长链非编码RNA（long 
noncoding RNA, lnc RNA）的调控以及异染色质形成调控作用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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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对雌性胚胎干细胞分化过程里发生的X染色体失活过程中最初发生的几个

事件都已经了解得比较清楚了（如图3所示），但是我们对多潜能内细胞团（inner cell 
mass, ICM）细胞里已经失活的父源X染色体再活化的机制却一无所知。最近的研究发

现在ICM细胞里，失活X染色体复活过程中有几个多潜能因子起到了关键作用，它们是

Oct4、Sox2以及Nanog，这三个因子可以结合到未分化雌性胚胎干细胞Xist基因（该

基因编码的lncRNA对X染色体失活起到关键作用）上的内含子1区域，并抑制该基因的

表达。Oct4、Sox2、Rex1、c-Myc和Klf4这几个因子则可以与Tsix基因（该基因编码的

lncRNA可以对抗Xist基因编码产物的作用）的调控区域结合，促进该基因表达。还有

人发现在ICM细胞中，X染色体是否能够重新“复活”与Nanog因子的表达量密切正相

关，而不能表达Nanog因子的胚泡细胞X染色体失活后是不能复活的，这也符合前述研

究发现。有意思的是，在ICM细胞中沉默的父系X染色体重新开始基因转录会先于该染

色体失去Xist基因以及后续的H3K27位点三甲基化修饰事件，这说明在X染色体复活过

程中可能还存在另一条不依赖Xist基因的作用机制在发挥作用。

1. 多潜能因子与X染色体失活逆转

图3 多潜能因子（pluripotency Factor）
与X染色体失活。图A展示的是X染色体

上的X染色体失活中心（X inactivation 
center, XIC）以及选择性非编码RNA
的编码区和Xist基因激活因子Rnf12的
位置。在未分化的雌性胚胎干细胞里，

Xist基因（内含子1），可能还有Rnf12
作用位点都被Oct4、Sox2和Nanog等因

子占据了，因此基因转录被抑制，但是

Xite基因和Tsix基因上却都结合了Oct4、
Sox2、Klf4、Rex1和cMyc等因子，所

以这两个基因的转录被激活。B图：在雌

性胚胎干细胞里，Xist基因是沉默的，

可Tsix基因却是在多潜能因子的作用下

被激活的，如图A所示。在细胞分化过程

中，X染色体会经由起始、沉默和维持这

三个步骤而失活。失活起始阶段和沉默

阶段初期是与多潜能因子表达下调作用

以及Satb1和PRC2等可以调控XCI的染

色质调控因子表达上调作用紧密联系在

一起的。如果让已分化细胞内大量表达

Oct4、Sox2、Klf4和cMyc就会得到诱导

多潜能干细胞，在小鼠体内如果重新表

达上述四种因子就会让已失活的X染色体

重新“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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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Gribnau等人得到了一个出乎预料的结果，他们发现即便缺失掉Xist基因的

内含子1区片段（该片段中含有所有已知的多潜能因子结合位点），也不足以激活胚

胎干细胞中Xist基因的表达。这说明Oct4、Nanog和Sox2等因子可能还有其它的结合

位点可以控制Xist基因的转录。这个因子很有可能就是X染色体连锁泛素酶（X-linked 
ubiquitin ligase）Rnf12，该蛋白可以对Xist基因起到剂量依赖性的转录激活作用。实际

上，在未分化胚胎干细胞里，Rnf12基因启动子和Xist基因的内含子1一样也能够与多潜

能因子结合，并抑制它们的转录。如果雌性胚胎干细胞缺失了Rnf12基因，那么就不会

发生X染色体失活。不过关于Rnf12蛋白究竟起到什么作用，还有好几种不同的看法。

在X染色体失活过程中多潜能因子可能还会起到其它的作用，比如它们会影响X染

色体的配对（pairing）和计数（counting）。所谓X染色体配对指的是两条X染色体之

间发生物理结合，这样将来形成的活化X染色体（Xa）和失活X染色体（Xi）之间会出

现一种不对称的情况，从而为X染色体计数打下基础，确保只有含有两条X染色体的细

胞启动X染色体失活程序。Oct4蛋白可以与参与X染色体配对过程的染色质隔离子蛋白

（insulator protein）Ctcf相结合。因此，如果细胞缺失了Oct4蛋白，那么细胞就不会进

行X染色体配对和计数，结果两条X染色体都会失活。

由于干细胞退出多潜能状态通常都与X染色体失活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很自然地

会想到影响多潜能因子基因的转录抑制因子是否也会直接影响X染色体失活进程。实际

上，染色质组织因子及转录因子Satb1（该因子在胚胎干细胞分化时会与Nanog基因和

Klf4基因的启动子结合，抑制它们转录表达）在胚胎发育早期的确起到了X染色体失活

竞争因子的作用。这可能是因为Satb1蛋白在X染色体失活早期就重新组织了染色质的

结构，也可能是因为它影响了Xist基因和Tsix基因的表达。综上所述，多潜能转录因子

及其拮抗因子在X染色体失活的各个作用阶段中都起到了直接的调控作用。

在进行细胞重编程获得 iPSC细胞的时候我们会在成体细胞（比如雌性成纤维细

胞）里大量表达Oct4、Sox2、c-Myc和Klf4这几个重编程因子（也是多潜能因子），而

这些因子也会让失活的X染色体复活，这说明多潜能因子直接参与了X染色体失活逆转

进程和染色质重构进程（图3B）。这些iPSC细胞在分化时又会随机让一条X染色体失

活，这说明在细胞里引入重编程因子就足以触发细胞作用机制，最终彻底抹去之前失活

X染色体的表观遗传学印记。著名的、来自植入后胚胎的多潜能外胚层干细胞（epiblast 
stemcell, EpiSC）能够和胚胎干细胞表达同样多的Oct4和Sox2因子，但是EpiSC细胞

却不再会发生X染色体失活，这说明仅靠这些多潜能因子还不足以使失活的X染色体再

复活。相反，如果在EpiSC细胞里过表达已经下调的Klf4因子或Nanog因子，就会让

EpiSC细胞重新变成胚胎干细胞样细胞，当然失活的X染色体也会再次复活。如果检测

一下在胚胎干细胞里大量表达，但是在EpiSC细胞里表达下调的Rex1因子是否具有和

Klf4因子或Nanog因子同样的作用，那一定很有意思。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在人体胚胎干细胞里X染色体失活机制与多潜能因子之间是否有

2. 细胞重编程与X染色体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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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非编码RNA对胚胎干细胞的自我

增殖能力、分化能力以及细胞重编程

过程的调控作用。图中红色表示的是

miRNA，黑色表示的是 lncRNA。在

多潜能细胞里，它们都与Oct4或Sox2
结合，同时还与Nanog结合，并被激

活，不过如果再与PRC2复合体结合，

则会被抑制。被激活之后细胞的自我

增殖能力加强，被抑制之后细胞的分

化能力则加强。几种非编码RNA在重

编程形成iPSC细胞的过程中能够起到

促进作用。有一些miRNA，比如miR-
200家族成员可能会直接与PRC1复合

体的组份（例如Bmi-1）和PRC2复合

体的组份（Suz12）相结合。有证据

表明，在细胞内表达miR-302/367分子

就足以促使iPSC细胞形成。

着同样的相互作用机制。人体胚胎干细胞与小鼠EpiSC细胞非常相似，反而与小鼠的

胚胎干细胞不太像，人体胚胎干细胞也同样不能让已失活的X染色体复活。同样，人体

iPSC细胞似乎也不能“记住”它们来源体细胞的X染色体失活状态。不过，如果在细胞

内大量表达OCT4、KLF2和KLF4，就会让人体胚胎干细胞表现出小鼠样细胞的状态，

拥有两条活化的X染色体，这说明多潜能因子对X染色体失活的逆转作用是保守的。

六、非编码RNA对细胞染色质状态和细
       胞多潜能性的调控作用

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X染色体失活过程中，RNA介导的基因调控机制也会对

其它细胞进程和基因位点起到同样的作用。尽管在哺乳动物细胞内有好几种功能各异的

非编码RNA，不过我们在这里主要关注的还是miRNA和lncRNA，因为这两种RNA与细

胞多潜能状态、染色质结构以及细胞重编程机制都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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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NA是通过破坏靶向RNA的稳定性或抑制靶向RNA从而具有抑制基因表达功能

的短链ncRNA。它们的生物进化过程依赖于RNA合成过程中Dicer、Drosha等酶类，以

及其核心辅助因子Dgcr8。小鼠模型中的胚胎干细胞中如缺少上述任何一种酶类，都会

导致严重的生长及分化缺陷，据此，可以表明其在细胞自我更新及多潜能性分化中具有

重要作用。Blelloch等人在一个设计精妙的实验中，发现ESC特异性miR-290-295 微小

RNA家族成员具有在敲除了Dgcr8的胚胎干细胞中修复由此所导致的增殖缺陷的作用。

它们通过抑制G1-S生长抑制因子，如Lats2、p21和Rbl2等来发挥作用。全基因组结合

研究表明，多潜能因子，包括Oct4、Sox2、Nanog和Tcf3等会占据这些miRNA基因的

启动子以及胚胎干细胞中其它miRNA基因的启动子。例如，许多分化相关miRNA基因

位点，如let-7和miR-145与相同的多潜能因子结合。这些多潜能因子是胚胎干细胞中与

PRC2复合物中的因子相结合的，从而引起这些位点的miRNA转录抑制。在胚胎干细胞

中，多潜能因子通过与相应位点结合，从而发挥激活或抑制miRNA基因的双重功能，这

一点与参与细胞自我更新及分化的蛋白编码基因十分相似。有趣的是，let-7靶向多潜能

因子Lin28和Sall4，而miR-145则靶向OCT4、SOX2和KLF4转录产物的降解，从而形

成一个负反馈，这在许多miRNA中都十分常见，并且通过这种方式保证了分化起始便可

以对自我更新程序进行快速抑制。

调控miRNA可以影响实体细胞转化为iPSC，这与它们在调节ESC自我更新方面的

功能是一致的。例如，在成纤维细胞中，如果来自miR-290-295群的ESC特异性miRNA
或其人类直系同源基因hsa-miR-372/373的表达发生异常，将会以c-Myc依赖的方式使

更多iPSC形成。let-7对ESC的自我更新具有抑制效应，其抑制作用促进了iPSC的衍

生，此两者是一致的。LIN28的异常表达足以在与OCT4、SOX2及NANOG的共同作用

下对实体细胞重编程，这一发现与上述结果有着进一步的相关性，其中，LIN28异常表

达对于let-7的生物演进是至关重要的。另一组miRNA的过度表达曾经被实验证实具有

促进间叶细胞向上皮细胞转化的作用，同样可以促进小鼠成纤维细胞向iPSC方向演进

（图4）。总之，这些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的microRNA对不同的细胞过程产生影响，从

而影响实体细胞重组演变为iPSC。

最近两篇激动人心的研究报道指出，只有miR-302/367基因群自身的强化表达就

足以诱导成纤维细胞中的多潜能性分化，这有可能是通过靶向表观遗传学调节因子

AOF1、AOF2（LSD1、KDM1A）、MECP1-p66及MECP2来发挥作用的。这些令人惊

奇的发现表明，对一个或多个（染色质）多潜能基因抑制因子去抑制与加强相应多潜能

基因的表达具有同等的效力。这些研究结果可以进一步解释人成纤维细胞感染慢病毒是

如何以极低的速率转变为多潜能细胞的。该篇研究作者发现，发生在DICER位点附近的

插入突变可引起数百个miRNA的调节异常。目前，对mir-302/367的关键靶标进行鉴定

尤为重要，以便检测其下调是否也足以诱导多潜能细胞的发生。

1. miRNA在细胞多潜能性及重组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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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RNA除了与XCl和Hox基因调控，以及基因组印记有关联之外，最近的研究结果

表明，在小鼠和人胚胎干细胞中也已经鉴定出超过900段的长基因间nc（linc）RNA。

它们参与调控ESC自我更新及向多潜能细胞发展的进程。其中，有三分之一的IncRNA
与Oct4及Nanog在它们的启动子区域结合，将其转录并与核心多潜能网络直接相连。

尽管IncRNA在维持细胞多潜能方面的作用还不甚了解（见下文），但有越来越多

的证据表明，参与XCl、全基因组印记及Hox基因调控的IncRNA与活化或抑制组蛋白修

饰的复合物，如PRC2、G9a、LSD1、CoREST、SMCX及WDR5/MLL的组件相联合，

导致转录激活，或者使靶向基因沉默。

使用一些胚胎干细胞特异性的lincRNA开展功能研究发现，这些RNA分子与细胞分

化、增殖以及重编程都有关联。比如，Rinn和Daley等人最近发现了10个lincRNA。这

些RNA在人体iPSC细胞里的表达量都要高于在胚胎干细胞里的表达量，这说明它们在

细胞的重编程过程中一定起到了某种作用。将这10种RNA分子里的一种——lincRNA-
RoR敲除掉或者过表达，就将阻碍或者促进人体成纤维细胞重编程为iPSC细胞的进

程，这是我们第一次发现的、确实能够证明lincRNA参与了细胞重编程过程的证据。另

一项研究发现了两种分别能够与Oct4因子以及Nanog因子结合的lncRNA分子，它们似

乎与小鼠胚胎干细胞的自我增殖和分化潜能有关。

lncRNA编码基因 Gtl2属于约1Mb的Dlk1-Dio3印记位点的一部分，在成体细胞重

编程为iPSC细胞的过程中，该位点会因为DNA超甲基化和组蛋白乙酰化修饰不足而

异常沉默。在iPSC细胞中，该位点的沉默状态与iPSC细胞发育衰退（developmental 
failure）密切相关。所谓发育衰退，指的是iPSC细胞不能分化发育为小鼠各种组织乃

至完整的小鼠。Gtl2基因属于雌性表达基因，有人认为该基因可以负向调控父系基因

Dlk1。Dlk1基因与胚胎生长有关，它与Gtl2基因位于同一基因位点簇中。虽然我们还不

清楚Gtl2基因异常沉默的具体机制，但是研究发现Oct4因子及Nanog因子能够与Gtl2基
因上游位点结合，这就说明异位表达的多潜能因子可能会招募染色质因子到Gtl2基因位

点，使其沉默。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又基于其与PRC2的相互作用，在胚胎干细胞中鉴定出了其它

ncRNA。然而，ncRNA在多潜能细胞中调节染色质结构及基因表达方面的功能尚不清

楚。

2. IncRNA在染色质结构、多潜能细胞及细胞重编程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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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环境因素对细胞状态及染色质结构
       的影响作用

接下来，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最近发现的环境因素对细胞状态及染色质结构的影响

作用（图5）。简单来说，小鼠胚胎干细胞在Lif/Stat3和Bmp/Smad/Id这两条信号通

路都被激活的情况下可以维持自我更新的能力，在Erk1和Erk2这两种MAP激酶抑制剂 
“2i”以及糖原合酶激酶-3（glycogen synthase kinase3, Gsk3）的作用下也能够维持

自我更新的能力。Oct4、Sox2和Nanog这三个核心多潜能因子在基因组中的靶标经常

都会被Lif信号通路和Bmp信号通路下游的效应因子Stat3和Smad1所占据，也会被组蛋

白乙酰转移酶p300以及具有H3K4甲基化修饰作用的Trithorax复合体核心组份Wdr5蛋白

所占据。细胞通过这种方式将细胞生长因子信号通路、核心多潜能调控网络以及染色质

结构调控机制整个串联了起来。

图5 体外培养过程中发生的诱导表观遗传学程序（Culture-Induced Epigenetic Programming），即

细胞分化程序以及细胞重编程程序。来源于胚泡内细胞团的胚胎干细胞在有Lif因子和Bmp4因子存在

的体外培养条件下可以一直维持在未分化状态。如果去掉Lif因子和Bmp4因子，换上bFgf因子和激活

素A(activin A)就能让胚胎干细胞分化成分化能力有限的外胚层干细胞（正常情况下主要来自植入后

胚胎的外胚层）。在胚胎干细胞分化成外胚层干细胞的过程中，细胞的表观遗传学特性也随之发生了

改变，比如会有一条X染色体失活，Rex1基因和Stella基因发生甲基化沉默等。不过，沉默的Rex1基
因和Stella基因在Lif因子及Bmp4因子或者2i的作用下可以被再次激活，过表达Klf2因子、Klf4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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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og因子或Nr5a2因子也可以被Rex1基因和Stella基因再次激活。外胚层干细胞在Bmp4因子的作

用下会转化形成只能定向分化的原生殖细胞，同时也会伴随着整个基因组范围内的表观遗传学重构、

X染色体复活以及基因组学印记清除等过程。在Lif因子、Bmp4因子和bFgf因子的共同作用下，这些

原生殖细胞可以去分化形成多潜能的胚胎生殖细胞。胚胎干细胞、外胚层干细胞以及原生殖细胞都有

着无限的自我更新能力，原生殖细胞只不过是上述这些细胞转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在体外培养环境

中不可能持续存在。

原生殖细胞（p r i m o r d i a l  g e r m  c e l l ,  P G C）及其分化出来的精原细胞

（spermatogonial stem cell, SSC）是两个典型的通过改变培养条件就能改变细胞分化

状态和表观遗传学状态的例子，通过这种方法能使这两种细胞转变成多潜能干细胞。原

生殖细胞在有bFgf、Lif和Scf等因子或者2i和 Lif因子存在的体外培养条件下，可以形成

胚胎生殖细胞（embryonic germ cell, EGC）。这一发现非常重要，因为原生殖细胞不

是多潜能干细胞，在体内它只能向精子细胞或卵母细胞方向分化，但是由原生殖细胞转

变而来的胚胎干细胞却能够在小鼠体内分化出各种组织，包括生殖细胞。

原生殖细胞在bFgf、Lif和Scf这三种因子重编程作用的初期，细胞内生殖细胞特异

性因子Blimp1和Prdm1的表达量会下调，被这两种因子所抑制的c-Myc和Klf4因子的表

达量却随之上调。由于原生殖细胞内原本就有Oct4和Sox2因子表达，所以此时原生殖

细胞被Blimp1因子长期压制的多向分化潜能就被激发了出来，变成了真正的多潜能细

胞。著名的转录抑制因子Blimp1蛋白在原生殖细胞的分化过程中会与精氨酸甲基转移

酶Prmt5共同发挥作用。最近的研究表明，Prmt5蛋白在原生殖细胞重编程过程以及之

后的胚胎干细胞向内细胞团（ICM）细胞分化的过程中会从核内转移到胞质里，这是因

为Prmt5蛋白能够介导H2A蛋白的甲基化修饰过程，随之可以抑制一些与细胞分化相关

的基因。如果在细胞内大量表达Prmt5蛋白，再加上Oct4和Klf4因子的作用就足以将小

鼠的成纤维细胞诱导成多潜能细胞。另外，Prmt5蛋白还能够与对细胞重编程过程以及

外胚层干细胞向胚胎干细胞转化过程具有关键作用的Stat3因子发生相互作用，因此Lif/
Stat3信号通路、染色质结构调控机制以及细胞多潜能状态的建立这三者之间也建立起

了一条联系通道。

精原细胞和原生殖细胞一样，在有Lif因子和血清存在的体外培养试验中也能够转

化为多潜能的胚胎干细胞样的种系生殖细胞（germline stem cell），又名mGSC或

gPSC，不过转化成功的比例非常低，只有0.01%。然而，我们除了观察到细胞在重编

程过程中极性发生改变以及p53表达发生缺失之外，对其它与细胞自发“返回到”多潜

能状态的机制几乎完全是一无所知。简而言之，体内的原生殖细胞和精原细胞都拥有了

一套非常强大的表观遗传学机制，可以有效地抑制细胞多潜能程序，不过它们在体外培

养环境中就能够去掉这些限制作用，促进细胞返回到多潜能状态。如果能够弄清楚这些

表观遗传学限制机制将会对我们进一步了解生殖细胞的发育机制以及提高细胞重编程的

效率起到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1. 生殖细胞的重编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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胚胎干细胞与外胚层干细胞间可以相互转化的现象表明，环境因素的确可以改变

细胞的表观遗传学状态和分化状态（图5）。体外胚胎干细胞在用bFgf 因子和激活素A
（activin A）取代Lif 因子和Bmp4因子的培养条件下，分化成外胚层干细胞的过程模拟

了体内正常情况下植入前的内细胞团细胞演变为植入后的外胚层细胞的过程。体外培养

得到的外胚层干细胞和体内胚胎发育而来的外胚层干细胞在表观遗传学特性上非常相

似，比如X染色体失活、Rex1基因和Stella基因启动子区域甲基化抑制等，再比如分化

能力有限，例如可以形成畸胎瘤，但是不能形成嵌合体。

将外胚层干细胞再次置入Bmp因子和Lif因子或者2i和Lif因子的作用下可以使其重

新返回到胚胎干细胞状态，不过效率比较低。在这种外胚层干细胞转化而来的“胚胎干

细胞”里已经失活的X染色体会再次被激活，Rex1基因和Stella基因的启动子区域也会

去甲基化修饰。最近有报道称这种细胞转变与2i抑制了Fgf/Erk信号通路有关，似乎是

因为解除了Fgf/Erk信号通路对Klf2基因的抑制作用。在另一项相关研究当中，Smith等
人发现Jak/Stat3信号通路对外胚层干细胞向胚胎干细胞的转化过程具有限制作用。值

得注意的是，JAK信号通路激活以及Nanog因子或Klf2因子和Klf4因子过表达都会促进

外胚层干细胞向胚胎干细胞的转化，也会促进部分重编程的iPSC细胞转换成完全重编

程的iPSC细胞，这说明这些不同类型的“重编程”过程之间一定存在某种共性。外胚

层干细胞在Bmp4因子的作用下可以分化为原生殖细胞，原生殖细胞在体外培养环境中

又可以转化为胚胎生殖细胞，在这个过程中展现了生殖细胞成熟过程里典型的表观遗传

学改变情况，比如失活的X染色体再度“复活”，基因甲基化印记消除等。综上所述，

这些研究结果都表明，Fgf/Erk信号通路、Jak/Stat信号通路以及Bmp信号通路对胚胎干

细胞、外胚层干细胞、原生殖细胞和胚胎生殖细胞之间的相互转化起到了动态调控的作

用，这也就将细胞内这几条主要的信号通路与多潜能细胞的表观遗传学状态和分化状态

联系了起来。

胚胎干细胞需要Lif因子来维持的自我更新能力还需要Jak/Stat3信号通路的参与。

Jak2因子活化也有助于维持胚胎干细胞的自我更新能力，而且它能够干扰异染色质因

子HP1a与关键多潜能基因之间的结合，因此可以不依赖Lif因子的作用。在胚胎干细胞

中，组成型激活的Jak信号通路会让组蛋白H341位点发生磷酸化修饰，从而让HP1a因
子从很多涉及胚胎干细胞自我更新能力的靶基因（比如Nanog基因和Sox2基因等）位

点上脱离下来。重要的是，这些胚胎干细胞都是在没有2i或Lif因子，同时Stat3信号通

路没有被激活的情况下生长的。这让我们又认识到了Jak信号通路的一个新功能，它可

以通过控制细胞染色质上与细胞自我更新能力相关的基因与其它调控因子接近性（结合

能力）的方式直接与细胞多潜能网络发生作用。

低氧环境也能形成人体胚胎干细胞，这也说明环境因素对多潜能细胞表观遗传学状

态的影响作用。生理水平的氧含量可以将胚胎干细胞维持在X染色体失活以前的状态，

这就和含有两条活化的X染色体的小鼠胚胎干细胞一样。有趣的是，低氧浓度能阻止人

体胚胎干细胞自发性的分化过程，还能够促进成纤维细胞重编程为iPSC细胞，这说明

2. Fgf/Erk信号通路、Jak/Stat信号通路以及Bmp信号通路对细

   胞表观遗传学状态和分化状态的影响作用



          生命奥秘 www.lifeomics.com

2020

低氧培养环境有利于多潜能细胞最初的形成和维持。尽管这背后的机制现在还不清楚，

但是很有可能增加细胞缺氧后表达的Hif-2a因子（该因子可以从转录水平对Oct4基因的

表达起到正向调控的作用）的水平也有助于多潜能细胞的形成和维持。

八、多潜能因子与可变的细胞状态

如图5的实验发现，环境因素或者转录因子可以改变多潜能细胞的状态，比如是外

胚层干细胞还是胚胎干细胞或者是胚胎生殖细胞，因此有人产生了这样一个大胆的设

想，是否在细胞内过表达Oct4、Sox2、Klf4和c-Myc等因子，同时配以合适的培养环境

就可以让成体细胞不经过iPSC细胞状态直接改变成另外一种成体细胞，即实现所谓的

转分化（transdifferentiation）。接下来，我们将介绍几个近几年来发现的利用多潜能

因子诱导转分化现象的成功案例，还将就相关机制进行一番探讨。

最开始，Schöler等人发现成纤维细胞表达了四种Yamanaka因子之后，在有bFgf
因子和激活素A存在的条件下进行培养时会直接转化成外胚层干细胞，而不是iPSC细

胞，这说明细胞的生长环境会影响到细胞最终的命运。值得注意的是，当同样的重编程

因子在成纤维细胞内表达很短的一段时间（不足以让细胞重编程为iPSC细胞），然后

再让细胞在适于心肌细胞生长的条件下进行培养，就能得到具有动作电位，可以自发性

震颤，同时有心肌报告基因激活的心肌样细胞。同样，如果让成纤维细胞在有Oct4、
Sox2、Klf4和c-Myc因子的环境中短暂作用一段时间，然后再换到适于神经前体细胞

生长的环境中，成纤维细胞最终就会形成星形胶质细胞（astrocyte）和可以表达典型

分子标志物及典型动作电位的神经元细胞。不过，上述这些实验都不能完全排除有少

量iPSC细胞生成，然后再分化为心肌细胞或神经细胞的可能性，尽管这种可能性非常

小。

这些转分化实验表明，在重编程作用的早期，细胞的染色质还具有非常大的可

塑性，允许细胞可以在各种细胞外在信号作用下表现出多种不同的状态（图6）。不

过，这些假定的中间状态是否就是之前报道过的“部分重编程的iPSC细胞（partially 

1. 参与转分化作用的多潜能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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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体外培养的人体皮肤成纤维细胞里表达OCT4因子，可以获得CD45+造血前体细

胞样细胞（hematopoietic progenitor-like cell），这一实验结果也和多潜能因子可以诱

导转分化过程的理论相符合。用各种不同的造血细胞因子与这种CD45+造血前体细胞样

细胞共孵育就可以观察到髓系细胞表型、红系细胞表型以及巨核细胞系表型，而且可以

在一定程度内植入受过辐射的小鼠体内。另一种可能就是，在异质性非常高的成纤维细

胞中可能早就存在少量的CD45+前体细胞。当然这种理论也有实验证据给予支持，在小

鼠体内异位表达Oct4因子也只会让成体祖细胞（adult progenitor cell）变得更多，而不

会出现成熟细胞被诱导去分化的现象。

reprogrammed iPSC）”或者“前iPSC细胞（pre-iPSC）”，我们还不得而知。“部

分重编程的iPSC细胞”和“前iPSC细胞”内的原始体细胞基因（somatic gene）的表

达都被抑制了，另一种细胞的表达谱却被激活，不过细胞没有获得多向分化潜能。如

果用细胞谱系特异性的培养条件来培养这些“部分重编程的iPSC细胞”或“前iPSC细

胞”，看看它们是否会转化成相应的终末细胞，这一定非常有意义。

图6 细胞在转分化过程中多潜能基因表达与生长因子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成纤维细胞里的一个或多个多潜能

基因可能就足以制造出所谓的可塑性中间状态细胞，这些细胞将来可以进一步在Lif/Bmp4 (2i)的作用下转化成

iPSC细胞，或在bFgf/激活素A的作用下转化成外胚层干细胞。这些中间态细胞在合适生长因子的作用下，可能

还会直接转化成自我更新能力有限的神经祖细胞、血液祖细胞或心肌样细胞。需要注意的是，细胞的分化能力

似乎与细胞的生长条件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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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细胞谱系特异性靶基因之间非生理性的结合是细胞表达多潜能因子之后转分化形

成另一谱系细胞的作用机制之一。这条假说的依据在于有人观察到部分重编程的iPSC
细胞表现出异常的表达情况，多潜能因子与细胞分化特异性基因相结合，过表达OCT4
因子的成纤维细胞内造血靶基因也表现出结合异常的情况。正常情况下，在细胞已分化

阶段应该分别结合OCT1和OCT2因子，这时都出现了异常。

另一种可能就是在胚胎细胞中，多潜能因子自身也会参与到细胞早期分化的过程当

中，所以在成纤维细胞中过表达这些因子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这样也就达到了转分化

的目的。多潜能因子具有细胞谱系特异性分子（lineage specifier）的作用的这一理论

与我们观察到的“先驱因子（pioneer factor）”有关。这些先驱因子可以让胚胎细胞里

原本被抑制的靶基因具有转录能力，这样在将来出现相应分化因子的时候这些基因就可

以被激活，促进细胞分化。实际上，在淋巴样细胞里几种前B细胞特异性增强子（pre-B 
cell-specific enhancer，这些增强子在未分化的胚胎干细胞里会与Sox2、FoxD3因子

结合，并被抑制）在Sox4因子“替换掉” Sox2和FoxD3因子之后都会被激活。同样，

在胚胎干细胞中，Albumin1基因的增强子结合了FoxD3之后会形成一个没有甲基化修

饰的DNA位点，所以今后在分化成的内胚层细胞里该基因可以被FoxA1激活。最近又有

报道称在小鼠和人体胚胎干细胞中都发现了平衡的增强子元件模式，这主要是通过清除

H3K27ac的机制来实现的，这一发现也与“先驱因子”理论相符。

在细胞分化早期，多潜能因子可能还具有直接激活细胞谱系基因转录的作用，这可

能也是一条细胞转分化的作用机制。比如，Nanog因子能够与决定内胚层形成的Eomes
基因结合并激活该基因，Tbx3因子可以通过拮抗PRC2复合体介导的H3K27位点甲基化

修饰作用而激活胚外内胚层调控因子Gata6。同样，Oct4因子对于胚胎细胞分化成中胚

层细胞以及之后向心脏细胞和造血细胞分化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不论转分化的具体作用机制是什么，由于多潜能因子可能也会起到细胞谱系决定因

子的作用，因此根据现有的转录因子结合数据我们应该可以推测出在细胞内表达哪种多

潜能因子可能就会得到哪种终末细胞。此外，如果能够更清楚地了解到各种生长因子信

号通路对染色质的影响作用，那么我们可能就会了解到细胞正常的分化机制，从而为将

来利用各种多潜能因子进行细胞转分化操作提供更多更精确的指导意见。

原文检索：

Stuart H. Orkin and Konrad Hochedlinger. (2011) Chromatin Connections to 
Pluripotency and Cellular Reprogramming. Cell , 145: 835-846. 

2. 转分化的可能作用机制

YORK、筱玥/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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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内的细胞是如何变成神经细胞、心脏细胞或血液细胞并且一直维持不变的

呢？根据发育生物学的知识我们得知，在经历了一系列限制分化潜能的分化作用之后，

胚胎干细胞（embryonic stem cell, ESC）会逐渐从可以分化成各种细胞的多能状态

（multipotent state）转变成某种高度特异性的体细胞状态。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在体

外环境中重复这种分化过程，通过一系列实验操作将人体胚胎干细胞定向分化成各种终

末细胞。20世纪60年代，John Gurdon等人观察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如果将一个已分

化的蛙细胞核植入去核的蛙卵细胞，便会得到一个全能的受精卵细胞，并且最终发育成

一只青蛙。这种借助细胞核开展的重编程操作在1996年又一次获得了成功。同一年多

莉羊诞生了，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成功对成年哺乳动物体细胞进行的克隆操作。

早在多莉羊诞生十年之前，Harold Weintraub等人就曾经开展过开创性的研究。

他们的研究成果显示，科学家有可能通过更加直接的方式获得某种特定的细胞。

Weintraub等人发现，在细胞内只需表达转录因子MyoD就足以将成纤维细胞和多种其

它细胞改造成骨骼肌细胞，而且完全不需要经历正常的细胞分化过程。此后陆续出现了

一系列的报道——在一个转录因子的重编程作用下就能彻底改变细胞的“命运”，比如

Walter Gehring等人报道的在果蝇腿上异位表达Pax6因子就可以诱导出眼睛。不过，如

何让这些方法在再生医学领域中得到很好的应用却一直没有引起太多人的重视。

所有这一切终于在5年前因为Takahashi和Yamanaka的伟大实验得到了彻底的改

变。Yamanaka等人发现，将一些转录因子转入细胞之后就能够彻底改变细胞的命运，

这种重编程方法完全能够达到40多年前Gurdon的核移植实验的功效。很明显，这种诱

导多潜能干细胞（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 iPSC）技术对于再生医学具有划时代

的意义，它可带动成千上万个研究项目，而且这些项目涉及的面很广，从细胞治疗、疾

病建模到个性化医疗等不一而足。不过，如果转化医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所需要

的已分化细胞，那么我们还有必要让细胞退回到多向分化潜能的iPS细胞状态吗？为什

么不直接像Weintraub和Gehring等人那样获得我们所需要的终末已分化细胞呢？2008
年，Zhou等人首次报道了在再生医学实践中利用转录因子开展的重编程操作，他们在

体内试验中将小鼠胰腺外分泌细胞（exocrine cell）重编程为可分泌胰岛素的内分泌

细胞（endocrine cell）。最近，另外三篇新进发表的论文也表明这种直接的定向重编

程技术可以制备出其它几种终末细胞，包括神经元细胞、心肌细胞以及血祖细胞（图

1）。下文将介绍这种定向重编程技术在再生医学工作中的应用价值，同时也要与更加

成熟的iPS细胞进行一番比较。

附文1：

改变细胞命运的两大技术

    ——定向重编程技术与诱导多潜能干细胞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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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作者 文章题目

2010年

Vierbuchen等人
Direct conversion of fibroblasts to functional neurons by 
defined factors

Ieda等人
Direct Reprogramming of Fibroblasts into Functional 
Cardiomyocytes by Defined Factors

Szabo等人
Direct conversion of human fibroblasts to multilineage blood 
progenitors

图1 最近发表的3篇论文介绍了如何直接将成纤维细胞重编程为神经元细胞、心

肌细胞以及血祖细胞。

Takahashi和Yamanaka对各种转录因子进行了一番“海选”，他们要找到在小鼠

胚胎成纤维细胞中表达的转录因子，因为只有这些因子才能将体细胞重编程为多潜能

干细胞（图1）。Yamanaka小组在研究中选用了Fbx15基因作为筛选iPS细胞的报告基

因。尽管Fbx15基因对于细胞多潜能性的维持和胚胎的发育来说并不是必不可少的，但

它在小鼠ES细胞和早期胚胎中有着非常特异的表达，所以Yamanaka等人利用同源重组

技术将β-geo序列（融合的β-半乳糖苷酶基因和新霉素抗性基因）插入小鼠Fbx15基因

序列中，希望当Fbx15基因被激活时细胞能产生抗性从而对G418耐受。多潜能性相关

基因导入3天之后，G418被添加至细胞培养基中，发生了转变的细胞（即表达了Fbx15
的细胞）由于具有G418抗性而存活了下来。Yamanaka等人使用逆转录病毒载体在细胞

内表达了24种候选转录因子，然后用依次减少的方法逐个剔除非必须的转录因子，最终

发现只需要Oct4、Sox2、Klf4和Myc转录因子就足以完成重编程操作。自此，在iPS细
胞操作技术方面又出现了很多重要的改进，但是最初由Takahashi和Yamanaka开展的

工作还是至今为止最为基础的iPS细胞研究工作。此外，Yamanaka等人的工作还提示

一些科研工作者可以用同样的方法筛选出定向重编程操作所需要的转录因子。

1. 利用转录因子对成纤维细胞进行的重编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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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2月，Vierbuchen等人报道了一种可以将成纤维细胞改造为兴奋性神经元

细胞的重编程方法（图2）。这种神经元细胞被称作诱导神经元细胞（induced neuron, 
iN）。Vierbuchen等人使用了与Yamanaka等人类似的方法，一共克隆了19个候选转录

因子，然后通过慢病毒将它们全部转入了小鼠胚胎（胚胎期E14.5）中非神经区域里的

胚胎成纤维细胞当中。这些成纤维细胞是经过改造的细胞，它们在Tau蛋白的控制下可

以表达增强型绿色荧光蛋白（enhanced green fluorescent protein, EGFP）。Tau蛋白

是一种微管相关蛋白，它们在中枢神经系统里大量表达，所以可用于选择性地鉴别神经

元细胞。Vierbuchen等人最后发现Ascl1、Brn2和Mytl1以及Ascl1、Brn2和Zic1这两种

三因子配方可在体外将成纤维细胞重编程为神经元细胞。体外电生理研究也证实这些iN
细胞具有典型的神经元细胞的功能。

不过，这项研究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待解答的问题。比如Vierbuchen等人使用多西

环素诱导系统来启动重编程操作，但他们并没有在撤去多西环素之后检测iN细胞的稳定

性。再比如，他们没有进行细胞移植研究或者全面的分子生物学分析（比如基因表达情

况分析、染色质分析、蛋白质组学分析等）来鉴定iN在体内、外的特性。其它待解问题

包括这种重编程方法是否适用于人体细胞，这种重编程配方是否可以诱导生成哺乳动物

神经系统里的各种神经元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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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Vierbuchen等人的论文发表6个月之后，Ieda等人在此基础之上进行了改进。

他们也发表了一篇文章，不过这次他们诱导出了心肌细胞（induced cardiomyocytes, 
iCM）。 Ieda等人使用了多种组织来源（比如心脏组织和鼠尾尖部组织）的成纤

维细胞，并且对生成细胞进行了全面的基因表达谱分析和细胞命运作图（cell-fate 
mapping）研究。Ieda等人还对iCM细胞与原始心肌细胞及心脏成纤维细胞的表观遗传

学状态进行了比较（图3）。

Ieda等人最开始选择了14种与心脏发育相关的转录因子。最初用于实验的成纤维细

胞是不表达EGFP蛋白的心脏成纤维样细胞（cardiac fibroblast-like cell），不过该细胞

取自能够表达EGFP/嘌呤霉素（该基因受到心脏细胞特异性的αMHC报告基因调控）

的转基因小鼠心脏组织。最终他们发现，Gata4、Mef2c和Tbx5这三种转录因子共同作

用的效果最好，可以使25%的细胞表达αMHC-GFP蛋白，8%的细胞表达心脏肌钙蛋白

T。
这种iCM细胞在体外培养的条件下，即便是在撤掉上述三种转录因子的情况下也可

以至少稳定存在1周的时间。另外，还有一小部分iCM细胞（尤其是源自心脏成纤维细

胞的iCM细胞）在体外试验中表现出自发性收缩和电生理活性。接下来，作者将尚处于

重编程早期阶段的成纤维细胞注入活体动物的心肌组织内，这些细胞就开始在原位分

化，形成了小块的心肌样细胞组织，它们都是肌丝标志物α肌动蛋白阳性的细胞。不过

体内试验只发现了非常少量的iCM细胞，我们还不知道这些细胞是否可以和内源性的心

肌细胞有一致的电生理活动。最终，通过一些可诱导报告基因，例如Mesp-Cre/R26R-
YFP和Isl1-Cre/R26R-YFP等开展的细胞谱系作图实验表明，在整个重编程过程中没有

形成中间的前体细胞产物，而是从成纤维细胞直接转换成了iCM细胞。

Szabo等人也在2010年发表了一篇论文，不过他们没有像其他人那样使用转录因

子鸡尾酒配方，而是在人体皮肤成纤维细胞里过表达了一种转录因子——Oct4，随后获

得了CD45+/CD34+的造血祖细胞克隆（图4）。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还往细胞培养基

中添加了干细胞因子（stem cell factor, SCF）和FLT3LG等细胞因子。Szabo等人获得

的造血祖细胞在各种不同细胞因子的刺激下既可以分化生成红系细胞，也可以分化成髓

系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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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三个研究工作中最关键的重编程因子都是与目的谱系细胞发育调控作用相

关的转录因子。但让我们惊奇的是，只OCT4这一个转录因子就可以诱导出血系细胞。

如果在成年小鼠体内表达OCT4蛋白就可以使小鼠上皮细胞出现镜下可见的改变，例如

上皮异常增生等，这可能是因为祖细胞大量增殖，不过研究人员并没有发现上皮细胞转

变成造血细胞或其它细胞表型的证据。另外，在稳定条件下或者在竞争性造血重建环境

下，表达OCT4因子也不是维持造血干细胞状态、细胞分化状态或血细胞生成作用所必

需的。作者认为，尽管在正常的血系细胞分化过程中没有表达OCT4因子，但该因子可

能与诱导血系前体细胞里的造血特异性基因有着直接的联系，并且可能是OCT4因子直

接激活了这些基因。

虽然现在还不清楚具体的作用机制，但是使用这种方法进行重编程操作21天之

后，大约1万个成纤维细胞中可以有100个细胞转化成造血祖细胞。人工挑选这些细胞

克隆，然后在合适的环境中进行培养，其中有34%的细胞可以表达泛造血细胞标志物

（pan-hematopoietic marker）CD45，在这些细胞当中还有25%的细胞可以表达血系

祖细胞标志物CD34。如果在体外培养环境中对这些人工诱导造血祖细胞给予造血细胞

因子刺激，它们便可以分化形成红系细胞和髓系细胞。不过，目前还没有发现能够刺激

分化形成淋巴系细胞。现在还没有对细胞克隆进行谱系分析，所以我们还不能肯定这些

细胞就是真的多潜能造血祖细胞。

科研人员将来自表达有OCT4的人源成纤维细胞的CD45+直接注入NOD/SCID 
IL2Rγ null小鼠股骨里。10周之后，小鼠骨髓里出现了嵌合细胞和CD45蛋白，不过这

种嵌合细胞的比例很低，还不到1%。这给科研人员们带来了极大的信心，因为这说明

这种诱导的血系祖细胞似乎缺乏其它干细胞的致瘤特性，不会导致白血病发生。不过，

这种极低的移植存活能力，以及细胞倾向于分化成髓系细胞的特点限制了这种细胞的应

用。实际上，Szabo等人认为，OCT4因子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下可以部分将成纤维细胞

转化成不稳定的近似于多潜能状态的细胞，这种细胞在造血细胞因子的刺激下是可以分

化出各种血系细胞的。Kim等人在2011年发表的文章也印证了这一观点，他们发现由小

鼠成纤维细胞诱导而来的神经祖细胞在重编程过程中也会经历一个中间的多潜能细胞状

态，只不过因为细胞后来是在适宜神经细胞生长的环境中培养的，所以才分化成了神经

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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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3个研究团队成功定向获得iN细胞、iCM细胞和诱导血系祖细胞之后，我们

自然而然地就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是否可以指定一份通用的路线图（图5）以评价目

前的定向重编程（directed reprogramming）研究，并且为将来类似的研究提供指导意

见呢？要按这个路线图顺利地进行定向重编程研究，需要解决以下问题（表1）。

2. 定向重编程路线图

1. 确定可用于重编程（克

隆培养）的细胞来源；

2. 利用依次递减法确定种

类最少，但足以完成重编

程操作的配方；

3. 检测重编程效率，比如

有多少比例的细胞完成了

重编程，矫正增值率等；

4. 从转录组学、表观遗传学以及蛋

白质组学等多个方面对重编程细胞

与目的终末细胞进行比较；

5. 从体外和体内试验等多个方面对

细胞的存活力、生理反应性和适应

性等多个功能指标进行检测

6. 对重编程细胞的稳定性进行评

价，比如是否需要重编程因子等

图5 定向重编程研究路线图

需要解决的问题 具体内容

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
是应该对哪种细胞进行
重编程操作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会使用各种异质组织来源的成纤维细胞，比如皮肤活检组织、
心脏赘生组织或者新生组织和小鼠鼠尾组织等。将来为了更加明确原始细胞来源，
就需要制定一套标准对用于重编程操作的原始细胞加以规范。

第二个问题就是要决定
需要哪些因子来进行重
编程操作

目前大家广泛采用的策略都是依次减少的方法，这一点在Ieda和Vierbuchen的工作
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们就是通过这种策略发现了可以增加重编程效率，同时又使
用最少转录因子的配方。

第三点问题就是重编程
的效率如何以及哪种方
法才是评价重编程效率
的最好方法？

细胞选择性培养条件不同、挑选方法不同，或者掺杂有未重编程的成纤维细胞等等
这些因素都会对重编程效率的评估造成影响。Vierbuchen等人希望通过溴代脱氧尿
嘧啶（BrdU）掺入实验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弥补成纤
维细胞和有丝分裂后期神经元细胞增殖程度不同的问题。

表1 要顺利完成定向重编程研究路线，需要解决以下问题

续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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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重编程细胞的应用，我们就不得不将它与iPS细胞分化得来的终末细胞进行一

番优劣比较。iPS细胞技术自从诞生以来就迅速成为了一种人类遗传疾病建模技术，也

在药物筛选工作当中有所应用。iPS细胞具有极大的可塑性和灵活性，利用一个iPS细胞

克隆就可以得到与某个症状相关的多种终末细胞。另外，已经有人成功地利用小分子物

质和蛋白质因子来诱导iPS细胞分化，使用这种模块化的细胞分化蓝图可以高效地分化

得到多种终末细胞。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通过定向重编程技术也能获得与iPS细胞同

样多的终末细胞，这只不过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

不过iPS细胞有一大弱点，那就是它的“年龄”，在这一方面定向重编程细胞占据

绝对优势。按照现有的操作方法，利用多潜能干细胞分化出的目的终末分化细胞比较像

尚处于人体发育早期阶段的细胞。这在构建阿尔茨海默病或帕金森氏病等晚年才会患上

的疾病的病理模型时就会产生一定的问题。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就是，定向重编程技术

是否也会有与iPS技术一样的“返老还童”作用，抑或用于定向重编程的成纤维细胞自

身的“年龄”会否影响产物细胞的“年龄”？定向重编程技术还有一大优势，那就是操

作速度快，分化条件简单。利用iPS细胞构建病理模型时需要花费很多时间来对多潜能

3. 重编程细胞的应用

需要解决的问题 具体内容

第四个问题是这些人工
诱导生成的终末细胞与
真正的终末细胞之间到
底有多大的差异？

提及这个问题，我们应了解Weintraub等人曾经观察到的一个现象，他们发现
MyoD可以诱导出骨骼肌细胞，但是却不会抑制初始成纤维细胞的正常生长。重编
程得到的神经元细胞既可以表达神经元细胞标志物，也可以表达肌细胞标志物；用
MyoD对黑色素瘤细胞进行重编程，同样不会妨碍黑色素瘤细胞继续生成色素。对
人体iPS细胞进行的全面分子水平分析发现，尽管这些细胞是多潜能细胞，但是它
们还是和真正的人体多潜能细胞——ES细胞有所差异。因此，可能存在多种多潜
能态的细胞，iPS细胞可能还是保留了它来源细胞的部分“记忆”。在再生医学领
域，我们还不清楚这些重编程细胞离临床应用还有多么大的差距，因为我们只有能
够诱导出各种临床所需要的细胞系，并且必须不会带来致癌风险，而且不具备其它
异常细胞行为的细胞才可以被用于人体治疗领域。

第五个问题是这些重编
程细胞在重编程因子全
都撤掉之后还能稳定地
保持细胞状态吗？

不论是通过DNA切除（DNA excision）方法还是非整合型转基因（nonintegrating 
gene delivery）方法都发现，iPS细胞在缺乏重编程因子的情况下传代多次之后还
是能够稳定地表达多潜能标志物分子，具有分化能力和稳定的表观遗传学状态。这
种稳定性可能是由于这些控制多潜能状态的重编程因子具有的内在前馈网络在发挥
作用。我们现在还不清楚各种已分化的细胞内是否存在同样的基因表达网络，也不
知道这些网络在定向重编程过程中是否都被激活了。实际上，具体情况可能会因细
胞类型不同而有所差异。如果要解决上述这些问题，都必须首先完全去除重编程因
子, 不论是通过DNA切除方法还是非整合型转基因方法都行。

最后一个，也是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些重编程细胞在体外和体内环境中的存活力、对各种生理情况的反应和适应能力如

何。比如，iN细胞移植到人体内后可以感知并传递神经冲动吗？iCM细胞能够有效地与受损心脏融合，真正发挥作用吗？

接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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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进行培养、增殖、定性和分化操作，这些步骤在定向重编程操作中都可以省略。

再生医学的终极目标就是将实验室中的科研成果应用到临床，造福患者。可惜的

是，不论是iPS细胞还是定向重编程细胞现在还都不能走向临床。这两种细胞都存在一

个同样的问题，那就是致癌问题。在iPS细胞的转换过程中有可能会形成畸胎瘤，上述

这两种技术还存在一些其它共有的问题，比如重编程不完全、组织分化不恰当以及重编

程因子插入突变问题等。最近的基因治疗试验已经表明插入突变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大

麻烦。定向重编程操作需要用到数百万的成纤维细胞，这也大大增加了插入突变的发

生几率，相比之下，iPS细胞就要安全得多，因为我们可以对克隆增殖的iPS细胞进行

筛选，找出安全的细胞，也可以在没有任何遗传修饰的情况下进行细胞诱导分化。定向

重编程技术还有一个非常诱人的应用前景，那就是体内原位定向重编程。Zhou等人在

2008年提出了这一开创性的概念，他们在小鼠胰腺里表达了转录因子，将胰腺外分泌

腺细胞定向重编程成为了能够分泌胰岛素的内分泌腺细胞。因此，将心肌梗死患者或者

脑损伤患者体内的成纤维细胞在原位定向改造成心肌细胞或者神经元细胞将有非常大的

治疗价值，虽然这一切在今天看起来似乎还只是一个神话，但是将来一定会成为临床上

常见的治疗手段。

就在几年以前，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获得遗传背景相匹配的用于细胞疗法的移植

组织，也没有细胞可用于构建病理模型，当时科研人员们还在努力开展核移植重编程实

验。可短短几年后的今天，我们至少已经有了两种方案可供选择，而且这两种技术都

有望用于临床治疗。虽然目前iPS技术似乎占优，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它已经领先5年
了。定向重编程技术应该可以配合其它用于iPS研究的技术和策略，一起攻克前文中介

绍的种种困难。最终，如果我们能够对复杂而又精密的，能够决定细胞究竟分化成哪个

谱系细胞的驱动因素了如指掌，那么定向重编程技术一定会大有用武之地。

原文检索：

Stuart M.Chambers & Lorenz Studer. (2011) Cell Fate Plug and Play: Direct 
Reprogramming and Induced Pluripotency. Cell,  145: 827-830.

筱玥/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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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重编程技术实在太神奇了。细胞为了

防止自身癌变，所以进化出了“聪明的”表观遗

传学机制（epigenetic mechanism），以维持

细胞的稳定性，所以在体细胞内外源表达重编程

因子可以“强迫”其转化回到初始状态，或者转

分化成另外一种细胞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尽管

科学家们费尽了心力，但还是没能了解清楚这其

中的奥秘——是哪些分子间相互作用启动了细胞

重编程机制呢？整个反应过程是怎样的？其中哪

些因素的作用是随机的，哪些因素是起到决定性

作用的？哪些反应步骤需要细胞分裂？所有的细

胞是不是都是通过同一条反应途径返回到最高的

Waddington势能（Waddington’s landscape）
水平，或者存在几种不同的反应机制、中间状态

和最终结果？细胞重编程过程能够模拟体内细胞

病理的去分化现象吗？在重编程过程中去甲基化

机制是被激活了还是被抑制了？5羟甲基胞嘧啶的

作用是什么？在卵质中有没有什么因子可以改善

细胞重编程的作用？

最终，细胞重编程这项伟大技术的诞生为科

学研究和医疗服务又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武器。

我们是否能够利用这项新技术不受任何生理因素

的制约，而创造出一个在细胞自然发育过程中不

会出现的全新的细胞状态呢？比如设计出能够分

泌胰岛素的肝细胞或者让心肌梗死的巨噬细胞转

变成心肌细胞等。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细胞重编程

到底有多么大的能力，也不知道将来如果真的能

够创造出这些前所未有的细胞将会在公众当中掀

起多么大的风浪。可能将来有一天可以通过细胞

重编程技术创造出一个全能的受精卵。我们唯一

可以预料得到的就是未来是不可预计的。

附文2：

细胞重编程技术专访：关于细胞重编

程技术还有哪些是我们不知道的？

细胞重编程的神通究
竟有多大？

George Q. Daley
美国波士顿儿童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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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细胞重编程技术有一个关键的问题

我们现在还不清楚，那就是依据现有的、研

究得非常清楚的细胞基本生理原理和机制是

否能够理解细胞重编程现象。其实在体内也

存在非常精确的细胞重编程现象，比较典型

的例子是生殖细胞（germ cell）获得全能性

（totipotency）的现象，当然也包括我们熟知

的、在体外将已分化的体细胞诱导为iPSC细胞

的现象。

我们发现有很多转录因子、表观遗传学修

饰因子、非编码RNA都可以用于重编程操作，

而且这些重编程因子的队伍还在不断壮大，但

是尽管可选择的重编程因子很多，可是体外重

编程的效率却一直没能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而且很多重编程过程都不完全，并且不彻底。

如果我们对体内生殖细胞的重编程机制有所了

解，那么必将能够对体外的重编程操作提供极

大的帮助。另外，对于各种不同的条件以及因

子如何组合在一起才能很好地进行细胞重编程

操作以及这些条件在不同的系统里表现如何的

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形成一个整体的概念。

在目前的体外重编程操作中，虽然操作

流程全都一样，但是将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是

非常随机的，如果将各种体外和体内的信息整

合到一起可能会有助于改变这一现状。其它机

制研究，比如体细胞核植入卵母细胞后的重编

程机制研究以及体细胞干细胞杂交（somatic-
stem cell hybrid）等细胞融合机制研究等，通

过对这些细胞机制的研究也将有助于我们对转

分化（transdifferentiation）这一前景非常光

明的技术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生殖细胞为我们提供的帮助

Azim Surani
英国剑桥大学



          生命奥秘 www.lifeomics.com

3434

虽然目前的细胞重编程技术还不够完善，每

次得到的结果可能都比较随机，不太一样，但是

如果我们能够对细胞重编程过程中形成的、“一

只脚已经迈进重编程门槛的”中间态细胞有更加

清楚的认识，那么将来的重编程技术一定会更加

完善，实验的重复性能够大为提高。比如上皮形

成过程就伴随着细胞重编程过程，但是最终还是

上皮形成作用占了上风，那么它是如何改变内源

性Oct4因子的表达水平，最终胜出的呢？

到目前为止，细胞重编程研究全都集中在如

何尽可能地诱导出和已有的细胞类型相同的细胞

方面，比如通过细胞重编程技术得到胚胎干细胞

等。可是从再生生物学的角度出发，我对通过细

胞重编程技术制造出的在胚胎发生过程中并不存

在的细胞状态更加感兴趣。有证据表明，在再生

过程中，祖细胞（progenitor cell）会形成一种

胚胎细胞状态和成体细胞状态混杂的状态，这叫

做细胞幼态成熟（cellular neoteny）状态，也是

细胞重编程不完全时出现的状态。这可能是各种

细胞遗传调控网络之间多种作用模式共同作用导

致的结果，至少在细胞的某个状态中这几种作用

机制会共同发挥作用。但是这种新型的作用机制

是如何形成的呢？细胞的表观遗传学控制机制该

被抑制到何种程度才会允许细胞出现这种杂交的

状态？我们是否能够创造出有用的杂交态细胞，

这些杂交态细胞在细胞分化过程中又是如何“坚

持”下来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能在一个细胞

系里看到胚胎细胞核成体细胞混杂的杂交状态，

那么我们将来是否有可能创造出混杂有两种完全

不同谱系细胞特性的新细胞呢？这种创造是否会

违背基本的生物学规则呢？

打造杂交细胞

Elly Tanaka
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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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导多潜能干细胞（ iPSC）的出现是干

细胞生物学发展史上一项革命性的工作。不过

有一点让人感到奇怪的是，虽然所有的体细胞

都能够统一表达重编程因子，但是最终只有不

到1%的体细胞会转化成iPSC细胞。很明显，

在绝大多数体细胞内，这些重编程因子并没有

激活细胞多潜能基因。这也反映出这样一个普

遍现象，已分化细胞在表观遗传学机制（尤其

是让不在表达的基因变成异染色质结构）的控

制下细胞状态都非常稳定。在细胞重编程过程

中，处于抑制状态的染色质可能无法与细胞重

编程因子结合，所以细胞多潜能基因也就无法

被激活。现在我们还完全不清楚重编程因子是

如何与这些多潜能靶基因接触并结合的，只知

道这种事件的发生概率非常低。就是这样的低

概率事件最终上调或者下调了染色质调控因

子，从而削弱了表观遗传学控制机制的抑制作

用。其它生物学研究成果也支持这一理论，比

如我们知道在细胞发育的初期阶段，细胞核的

组织结构也会发生非常明显的改变，同时伴随

有DNA复制调控和细胞染色质整体结构的改

变。这一基因组重组过程在胚层出现之前就已

经发生了。很有可能细胞染色质的这种整体结

构就是激活多潜能基因，决定细胞重编程成败

的关键，改变了染色质结构就能取得成功，反

之则不能。毫无疑问，弄清楚目前重编程效率

如此之低的原因肯定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细胞分

化的基础机制。

克服表观遗传学障碍

Kathrin Plath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筱玥/编译

原文检索：

( 2011) Reprogramming: What’s Unknown? Cell , 145:81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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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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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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冕之王

记Brian Kobilka

及其G蛋白偶联受体结构图谱

热点话题
Hot Topics

图中蓝色所示是GPCR，

它结合了顶部黄色的信号

分子之后发生变构，继而

激活红色、金色和绿色的

G蛋白。

20多年来，Brian Kobilka一直在研究如何绘

制一个关键的细胞受体结构图谱，终于，最稳妥

也是最慢的方法成功了。

Brian Kobilka去年5月经历了一次长达12小
时的长途旅行——从中国到美国旧金山。当他

走下飞机时已经精疲力尽了。不过，他回家打

了个盹之后立刻又返回机场，搭上了另一班飞

机，赶往美国伊利诺州的芝加哥市。下飞机以

后，Kobilka又立刻驱车赶往Argonne国家实验

室（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因为他

要使用该实验室的高级光资源设备（Advanced 
Photon Source，这是一种能量非常高的X射线）

来分析蛋白质的结构。Kobilka是美国加利福尼亚

州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化学家，他正在努力利用他

们实验室获得的实验数据为一种关键的细胞表面

受体—配体复合物构建世界上第一个原子级的三

维结构图。其实早在20多年前，Kobilka就已经

跨进了这个研究领域，但是直到今天他才终于跨

出了另外那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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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内从视觉到嗅觉、从心脏跳动的快慢到神经信息传递，几乎所有的功能都与G
蛋白偶联受体（G-protein-coupled receptor, GPCR）有关。GPCR是一种膜蛋白，它

可以感受细胞周围的各种信号因子，比如激素（hormone）、气味（odour）、化学神

经递质（chemical neurotransmitters）以及其它一些信号分子，然后将这些胞外的信

号传递到胞内，激活某一种G蛋白。随后，被激活的G蛋白会引发一系列的生化反应。

GPCR是人体内最庞大的一类蛋白家族，目前大约有1/3~1/2的药物都以G蛋白偶联受体

为作用靶点。因此，弄清楚G蛋白偶联受体的原子结构将帮助科研人员更好地认识整套

G蛋白信号通路的作用机制，从而帮助我们设计出更好、更有效的药物。

GPCR的结构和作用机理一直都是困扰Kobilka的一大难题，所以他也倾注了毕生

的精力来研究它们。不过，由于GPCR的结构非常复杂，而且很难形成稳定的结晶体，

而形成稳定的结晶体又是进行蛋白质X射线衍射晶体分析（X-ray crystallography）的

首要条件，所以Kobilka没有太多合作伙伴。最终，Kobilka的辛勤工作终于获得了回

报。2007年，Kobilka的课题组终于获得了第一幅高分辨率的与激素配体结合的GPCR
结构图；今年1月，他们又得到了激活了的GPCR（即随时都可以激活下游G蛋白分子

的GPCR）的结构图；7月，Kobilka小组又从芝加哥传出捷报——他们获得了正在激活

下游G蛋白的GPCR结构图。

Kobilka等人最近完成的这项工作甚至都可以获得诺贝尔奖。美国同样从事G蛋白

研究的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名誉退休教授Henry Bourne（他在1980年代就认识了

Kobilka）如此评价：如果他们（诺贝尔奖评委）真的把诺贝尔奖给了Kobilka，那我

敢肯定让Kobilka去斯德哥尔摩还不如让他下地狱。Kobilka非常讨厌站在聚光灯下，

他害羞的名声甚至比他搞定蛋白质结构的名声还要大。当我去Kobilka位于斯坦福大学

的办公室拜访他时，他表现得非常紧张，飞快地和我握了一下手后，目光很快就移开

了，然后勉强地让我坐到他对面，一直紧张地盯着我录音笔上一闪一闪的红色信号灯。

Kobilka承认他对于媒体有着“与生俱来”的恐惧，所以在接受采访时他的声音一直都

有一点发抖，他接受我采访的唯一原因就是，他想知道他们实验室以及合作单位获得的

这些成果是否真的被大家承认了。Kobilka实在是太不善于言辞了，所以我们几乎没有

从他那里挖到更多的东西。当问到为什么会对GPCR如此着迷的时候，Kobilka是这样

回答的：我就是被这些蛋白给迷住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想知道它们是怎么发

挥作用的。在整个采访过程中，Kobilka只有一次表现地比较积极和主动，那就是谈起

GPCR的结构的时候。他兴奋地咧着嘴指出，这个结构实在是太神奇了，真的是非常神

奇。我非常乐意跟你聊它的结构。

Bourne表示，Kobilka的性格非常适合做科研，他钻劲十足，而且非常执著，在他

身上看不到一丁点自大、粗鲁和自我吹嘘的毛病。这是非常难得的一种品质。

也许正是因为Kobilka少见的沉默寡言和执着才让他取得了成功，从事蛋白质晶

体结构研究需要“一条道走到黑”，直到最后拿到完整的原子结构图才算完事，根本

就没有所谓的“阶段性胜利”，也只有象Kobilka这种性格的人才适合从事这项工作。

Bourne还指出，Kobilka的工作就得一步一步，按部就班地干，直到最后成功的那一刻

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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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面包师的儿子成长为生物学家

Kobilka来自美国明尼苏达州中部一个很不起眼的小乡村。他的祖父和父亲都

是面包师，他的母亲则是糕点师。Kobilka在美国德卢斯（Duluth）明尼苏达大学

（University of Minnesota）学习的是生物学和化学，也是在明尼苏达大学的生物课上

遇上了他后来的太太Tong Sun Thian。据Thian表示，Kobilka总是那么拔尖，但他非常

谦虚，也很安静，你们肯定想象不出当时的那个场景。

Kobilka第一次接触科研还是在大学的时候，当时他和Tong Sun一起在大学的发育

生物实验室里工作。他俩用Kobilka父亲面包店里剩余的塑料给实验室作了一个组织培

养罩。Kobilka非常喜欢做科研，但他最终还是到医学院里继续深造。Kobilka指出，当

时他们那些对生物感兴趣的人最终都选择了从医。Kobilka在耶鲁大学学习期间又对重

症医学（intensive-care medicine）和那些可以救命的药物产生了兴趣，这类药物大多

都是作用于GPCR的药物，尤其是可以扩张气管、提高心率的肾上腺素能受体激动剂和

去甲肾上腺素能受体激动剂类药物。

1984年，Kobilka刚刚结束了医院的实习，就申请到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达拉谟杜克

大学（Duke University in Durham, North Carolina）的Robert Lefkowitz实验室从事

科学研究工作。Lefkowitz实验室在研究肾上腺素能受体方面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实验

室，肾上腺素能受体已经成为了研究各种激素受体的标准模型系统。在Kobilka进入实

验室的时候，他们刚刚开始从事β2肾上腺素能受体（β2-adrenergic receptor, β2AR）

编码基因的克隆工作和测序工作。但是，人体内β2肾上腺素能受体的表达量非常低，

所以Kobilka等人只能获得少量的受体蛋白，通过这么点样品也只能得到β2肾上腺素能

受体编码基因的少许片断序列。Lefkowitz回忆道，在这种环境下，Kobilka的脑海里闪

现出了技术创新的火花。Kobilka决定构建一个哺乳动物基因组序列文库，然后利用他

们手头仅有的那么一点序列到文库里进行序列比对，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法钓出β2肾

上腺素能受体的编码基因。

最终这个方法取得了成功。当Kobilka等人看到这条序列的时候，他们惊奇地发现

在β2肾上腺素能受体中有好几条氨基酸序列都是典型的胞膜蛋白序列，这说明β2肾上

腺素能受体多次跨过了细胞膜。最终，他们发现β2肾上腺素能受体是一个七次跨膜蛋

白。β2肾上腺素能受体和人视网膜中的感光受体蛋白视紫红质蛋白（rhodopsin）一

样，都能够激活G蛋白。当时，科学家还没有理由认为β2肾上腺素能受体蛋白和视紫红

质蛋白的结构是一样的，因为视紫红质蛋白是感光蛋白，而β2肾上腺素能受体蛋白是

激素结合蛋白。

Lefkowitz回忆道，他们当时真的就像发现了宝藏一样。因为当时发现有大约30种
蛋白都可以激活G蛋白，所以他们意识到这些G蛋白活化蛋白的结构应该是差不多的，

它们应该都属于同一个蛋白家族。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就是七次跨膜蛋白家族（seven-transmembrane receptor），

即G蛋白偶联受体蛋白家族，科学家们已经在人体中发现了将近800个G蛋白偶联受

体。Kobilka用了一种非常谦虚的方式来描述他那划时代的β2肾上腺素能受体编码基

因克隆及测序工作，他这样说道：“我能亲身参与这项工作就非常值得骄傲了，这是

Lefkowitz实验室全体工作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

不过，有些时候Kobilka那种太过自谦的性格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拖他的后腿。离开

杜克大学之后，Kobilka前往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打算申请一份药理系的教职工

作。当时的系主任Bourne回忆说，当时除了Kobilka，还有另外一个小伙子来参加面

试。我们每个人都知道Brian很聪明，这是毫无疑问的，只不过他那时还没有将他的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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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才智发挥到最大。他就是这副害羞的、肤色白皙的斯堪的那维亚人（Scandinavian）
模样。他非常特别，也非常谦逊和安静。

可惜的是我们录用了另外那个人，结果Kobilka被斯坦福大学给抢走了。Bourne
说：“我们当时真应该连Kobilka一起录用的。”

Kobilka在成功地完成了β2肾上腺素能受体蛋白的研究工作之后就彻底迷上了科

研。他还想用X射线衍射晶体分析法（所谓X射线衍射晶体分析法就是用一束X射线照射

蛋白质晶体，通过X射线的衍射谱来分析蛋白质原子结构的排布情况）来看看这些受体

蛋白的三维结构是什么样子。这在当时看来是非常大胆的一个想法。因为要获得一份非

常清晰的X射线衍射图谱首先必须获得纯化的受体蛋白结晶，即将数百万个纯化的受体

蛋白分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的一种致密固体结构，看起来就好像在显微镜下看到

的玻璃碎片。摸索出最合适的让蛋白质可以结晶的条件就得花费好几年的时间，至于像

G蛋白偶联受体这样的膜蛋白更是属于最难结晶的那一类蛋白，因为制备纯化的蛋白结

晶体必须让这些膜蛋白离开细胞膜单独存在，但是细胞膜对于维持这些蛋白的形态又起

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G蛋白偶联受体有好几种不同的状态，它会不停地在各种状态之

间进行切换，而且每一种状态的表达量都非常低。当时为了收集足够多的β2肾上腺素

能受体蛋白，Kobilka需要大幅度地提高该蛋白的表达量，比细胞内正常的表达水平高

出100至1000倍。而在当时还没有人得到过G蛋白偶联受体的结晶体，而且也没有几个

人做这件事情。

图中蓝色所示是GPCR，它结合了顶部黄色的信号分子之后发生变构，继而激活

红色、金色和绿色的G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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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Kobilka也意识到对于一名博士后或者研究生来说，制备G蛋白偶联受体的

结晶风险太大，因此这项研究也就只好成了他的“副业”。Kobilka的第一批博士后

Mark von Zastrow（他现在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从事G蛋白偶联受体的转运研究工

作）回忆说：“我们过去一直习惯于打趣说，Kobilka总是在下课后或者开完会以后匆

匆忙忙地跑回实验室，而且手里一定还拿着一个蛋白纯化柱。” 不过，Kobilka不得不

这么匆忙，因为他当时家里还有两个孩子需要照料。Kobilka的太太Tong Sun当时正在

医学院就读，而且他们还有一身的债务需要偿还。Kobilka为了维持家里的财务平衡还

要在周末到医院急诊室里兼职当医生。Von Zastrow还记得他们当时总拿Kobilka这个看

似毫无希望的蛋白结晶课题开玩笑。Kobilka总是跟他们说：“你们等着瞧，我的这个

蛋白结晶一定会非常的大。我要拿它给Tong Sun做一枚戒指。”

多少年过去了，Kobilka的实验室开展了各式各样针对β2肾上腺素能受体蛋白的生

化实验和生物物理实验，当然，他也没忘了他的G蛋白偶联受体，还是继续在表达、纯

化G蛋白偶联受体蛋白。不过，他还是没能接近蛋白结构。Bourne指出，大家都知道

Kobilka的工作必须小心谨慎，出不得半点差错，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的确如此。

因此他们也没有发表非常漂亮的文章。Kobilka等人发现G蛋白偶联受体在细胞内外都有

非常大的、结构松散的环状结构，所以该受体蛋白可以根据不同的活化水平进行各种不

同的折叠。不过这一发现反而让获得蛋白结晶这一目标变得更加遥远了。

与此同时，另一个从事G蛋白偶联受体结构研究的课题组却走到了前面。2000年，

美国西雅图市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的Krzysztof Palczewski和他的

博士后Tetsuji Okada合作发表了一篇论文，介绍了他们获得视网膜中感光G蛋白偶联

受体——视紫红质蛋白晶体结构的工作。这是一项巨大成就，但是对Kobilka的帮助不

大。因为生物体中视紫红质蛋白的表达量非常高，从屠宰场拿一桶牛眼就能获得足够开

展X射线衍射晶体结构分析用的视紫红质蛋白质。而且和G蛋白偶联受体相比，视紫红

质蛋白的结构更加简单、更为稳定，而且它们的结构应该也是不同的。

2001年，Kobilka又听到了另外一条让他心碎的消息。他主要的科研资金来源，美

国马里兰州切维蔡斯（Chevy Chase，Maryland）的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将于2003年关闭。于是，Kobilka不得不为了科研经费四处

奔走。Kobilka表示，他从没想过要放弃，但承认当时感到非常沮丧，幸好没有被困难

吓倒，他就是想知道G蛋白偶联受体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Kobilka的一位朋友将他的那

种坚持比喻作“毫无道理的乐观主义”。

2004年底，Kobilka的课题组终于成功了，他们拿到了一块G蛋白偶联受体的结

晶，但是这块结晶实在是太小了，用斯坦福大学的同步加速器设备根本无法进行结构分

析。当时英国剑桥分子生物学医学研究实验室（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Laboratory 
of Molecular Biology in Cambridge, UK）的Gebhard Schertler建议Kobilka把他们的

蛋白结晶样品拿到法国格勒诺布尔（Grenoble, France），并试试采用那里的欧洲同步

加速器（European Synchrotron Radiation Facility, ESRF）。现在就职于瑞士Villigen
（Villigen, Switzerland）Paul Scherrer研究所（Paul Scherrer Institute）的Schertler
回忆说：“我们那时总是没钱。所有的检测费用都来自我的科研经费。”那块小晶体的

衍射分辨率只能达到大约20个埃米，这太低了，根本得不到一张清晰的图像。要想看到

蛋白分子的原子结构必须达到4埃米的分辨率。

Kobilka今天回想起来当时的场景还是历历在目。Kobilka当时非常激动，有一部分

原因是因为他那时太乐观了，认为他们很快就能达到3埃米的分辨率。于是，Kobilka信
心满满地找了一批博士后来进行这项晶体结构分析的工作。2005年，Kobilka又“中了

一次彩票”，他获得了美国NIH的两项资助。但是打击却又接踵而来，Kobilka等人一直

得不到更大的蛋白晶体，当然也就得不到更高质量的衍射图谱。G蛋白偶联受体多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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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状态以及那几个环状结构，尤其是那个位于胞内侧的活跃环状结构都让Kobilka等
人难以捕捉到一个理想的G蛋白偶联受体构象。Kobilka等人意识到必须有所改变，要从

根本入手解决这个问题。于是，他们“砍掉了”G蛋白偶联受体的松散末端，然后让那

些环状结构要么和抗体结合加以固定，要么就干脆用容易结晶的蛋白替换掉它们。

阶段性的胜利

博士后Søren Rasmussen主要负责抗体固定实验，他们也是较早开始实验的，因

为他之前就已经将结晶样品拿到Schertler那里用欧洲同步加速器进行过分析。“Brian
和我以及我们课题组的其他人都守在同步加速器旁边，等待着测量结果。当我们看到分

辨率达到了3.5埃米时所有人都激动得跳了起来。那一刻真是太美妙了。那就是我们从

事科研工作的人感到最幸福的时刻。我们在那时意识到，我们终于发现新大陆了。”这

一结果发表在了《自然》（Nature）杂志上，这是继视紫红质蛋白之后得到的第二个G
蛋白偶联受体的结构图。

但是，这只是一个融合蛋白的结构图，离Kobilka的真正目标还有很大一段距离。

另一名博士后Daniel Rosenbaum发现T4溶菌酶蛋白（T4 lysozyme, T4L）似乎比较

适合替代G蛋白偶联受体上的环状结构。与此同时，Kobilka也在和美国加利福尼亚洲

拉贺亚市（La Jolla, California）Scripps研究所（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的Ray 
Stevens取得联系。当时刚刚加入Stevens实验室的博士后Vadim Cherezov一直都在从

事优化膜蛋白脂质骨架，以帮助蛋白形成结晶体的工作。最终他们发现，将T4溶菌酶

蛋白替换方法和膜蛋白脂质骨架方法结合起来是最佳方案。就在《自然》（Nature）杂

志上的那篇论文发表几天之后，Kobilka和Stevens就又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

联合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了他们将β2肾上腺素能受体蛋白进行改造，以使该蛋白的

X射线衍射分辨率达到2.8埃米的工作。

这三篇论文在结构生物学（structural biology）发展史上可谓是里程碑式的成就，

这几篇论文又给目前已经是充满竞争的结构生物学研究领域里加了一把火。Stevens也
成了Kobilka的竞争对手，他的实验室目前正在解析清晰度更高的G蛋白偶联受体结构

图。

不过这时Kobilka的目标也已经转移了。因为之前得到的只是尚未被激活的G蛋白

偶联受体的结构图，但是要真正认识G蛋白偶联受体的作用机制，还必须得到被各种配

体活化的、能够激活下游G蛋白的G蛋白偶联受体的结构图。这项工作的技术难度要大

得多，这是因为脂质骨架根本无法承载这种结合了配体和G蛋白的G蛋白偶联受体复合

物，而且G蛋白会不停地从复合体上解离下来，这时G蛋白偶联受体的胞外部分就无法

形成结晶体。Kobilka承认这实在是太难了，他也无法肯定一定能成功。Kobilka甚至想

着这工作可能得留到退休之后再来做了。Kobilka知道其他几个实验室，尤其是开展视

紫红质蛋白研究的实验室全都卡在了这一步。

Kobi lka向各个领域的专家寻求帮助，比如美国密西根大学（Univers i ty  o f 
Michigan）的G蛋白研究专家Roger Sunahara。其他专家们开发出了各种方法，比

如有用于稳定G蛋白偶联受体-G蛋白复合物的去垢剂；有可以承载配体-G蛋白偶联受

体-G蛋白复合物的脂质骨架以及可以固定该复合物的抗体等等。Rasmussen不辞劳苦

地试验了数千种条件来改造蛋白，获得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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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获全胜

终于在去年5月的一个清晨，Kobilka在Rasmussen的显微镜下看到了蛋白结晶

体。Kobilka指出，这个晶体比他们以往得到的所有复合物晶体都要大。这太让人激动

了。Kobilka当时还不能肯定这个晶体的衍射效果一定有多么好，但是他已经很兴奋

了。然而由于他要去中国出差，所以无法亲眼目睹这个晶体的衍射结构图。Kobilka的
太太Tong Sun也回忆说：“我们在北京下飞机之后就立刻赶到酒店上网，结果他知道

他们成功了。他当时整个人简直就好象飞到了九霄云外，就想马上回到美国去。”

这幅新结构图的分辨率达到了3.2埃米，它是一端结合有配体的β2肾上腺素能受体

蛋白，同时另一端结合了G蛋白偶联受体的蛋白复合体的结构图。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

尔（Nashville, Tennessee）Vanderbilt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的结构生物学家

Chuck Sanders指出，照他看来，这的的确确就是一场科研竞赛，最终Kobilka大获全

胜。他希望结构生物学研究领域能够继续发展、大有作为，这幅蛋白晶体结构图就是他

们的一大贡献。

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了Kobilka实验室里的其他人，这些“无名英雄”的名字

都应该被历史记住。Kobilka对G蛋白偶联受体的兴趣还是那么大，他们对这个蛋白了解

得越多，就越感到它的复杂，同时也更加感到它的迷人。

所以Kobilka还在继续他的G蛋白偶联受体研究，他想知道各种不同活化状态的G蛋

白偶联受体都是什么样的结构；为什么各种不同的受体会与各种不同的G蛋白结合；各

种配体与同一受体结合之后又会发生哪些不同的事件等。Kobilka还在利用其它技术，

比如电镜技术和核磁共振技术来研究G蛋白偶联受体的折叠和运动情况。他介绍说这部

分工作还没有完成。

现在也许没有人再会对Kobilka的工作表示怀疑了。Lefkowitz认为，Brian最终一定

会取得成功的。可能会花上15年的时间，但他最后还是会成功的。

原文检索：

Lizzie Buchen. (2011) It' s all about the structure. Nature, 476:387-390.

YORK/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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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先想象一下，如果你用伪装的方法躲避

天敌的追杀，神不知鬼不觉地与周边环境融为一

体，这样一定会很好玩吧。可是，要是你是个不

折不扣的色盲，那又如何施展这种隐身术呢？让

生命百态
Amazing Lives

色盲乌贼

会辨别周

围环境的

颜色

乌贼来告诉你吧。

在人们看来，乌贼——这种懂得利用身体来伪装自己的世界一流艺

术家——似乎没有辨色的能力。尽管如此，它们却能够精准地与周边环

境匹配色彩，其精确度足以愚弄它的天敌，使它们对近在眼前的猎物视而不见。这显然

是一个悖论，对此科学家们争论了数年之久，也未能达成一致的结论。因此，美国伍兹

霍尔海洋生物学实验室（Marine Biological Laboratory）的Chuan-Chin Chiao等人打

算启用一种新式的成像系统作为研究工具，期望它能够揭示有关乌贼如何进行色彩匹配

的潜在线索。他们还运用成像数据来塑造出乌贼的形象，这形象正与它们潜在的天敌眼

中所见的一样。

现在，让我们看看他们是怎么做到的。首先，Chiao等人把地层中存在的三种天然

基质分别铺设在放置乌贼的几个水槽里，目的是促使它们分别产生三种别具特色的伪装

模式。然后，他们使用高光谱成像系统（hyperspectral imaging system）拍下乌贼的

身体及其周围的基质。这里要说明的是，高光谱成像是一种特殊的技术，它能比普通数



4545

字照片提供多得多的光谱数据和空间数据，并能产生同时代表乌贼的体色和映像的3-D
立体数据。这样，一旦研究小组拍下处于伪装状态中的乌贼，那么他们就利用数种已知

潜在的乌贼天敌的视觉特点，把光谱数据转换成某种天敌眼中的视野，从而使研究人员

能够以此动物的视角来分析乌贼的色彩匹配能力。

结果，高光谱成像显示，乌贼展示的色彩和反射光谱与它周边的环境很相似。但出

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例外，那就是来自乌贼身上的大部分反射光谱都处于红外光谱范围

内。这一点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因为天然基质的反射光谱不会延伸到红外光谱范围内。

目前，人们尚未知晓这一不同寻常的发现有何等重要的生物学意义。但无论如何，这些

光谱数据的分析显示，乌贼皮肤的光谱特性与三种天然基质的相似。

总之，利用高光谱数据来模拟塑造出经由乌贼天敌的眼睛看到的乌贼形象，这一实

验表明：乌贼不仅仅能精确地与其周边环境的色彩相匹配，而且还能与环境的模式相匹

配，从而使得天敌无法看见它们。不过，它们具体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目前人们还不

清楚。然而，高光谱成像系统或许能让科学家们对乌贼的配色能力进行更精密的测试，

同时也能更精确地分析它们在各种环境下的不同反应。

那么，让我们再一次回到开头的问题：如果你是色盲，该如何与你周边的环境完美

地融为一体呢？显然，早前的研究已经证实，诸如亮度、对比度以及边缘等变量是引发

动物作出自我伪装的关键因素。但是一直以来，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科学家们无法分

析出色盲动物创造出自我伪装时的瞬间细节。目前，高光谱成像技术似乎能够使得人们

对动物伪装的色彩、反射及其模式进行详细的研究，这一技术使得我们在解决这一争论

不休的问题上又前进了一步。另外，高光谱成像系统也产生了一些数据，这些数据能够

生成经由其它动物的眼睛看到的乌贼形象。这一创举使科学家们能够间接看到乌贼的天

敌眼中所见的猎物是什么样子的。

原文检索：

Chiao, C. C., Wickiser, J. K., Allen, J. J., Genter, B. and Hanlon, R. T. (2011). 
Hyperspectral imaging of cuttlefish camouflage indicates good colour match in the 
eyes of predators. Proc. Natl. Acad. Sci . USA 108, 9148-9153.

文佳/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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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哈佛大学罗兰研究院（Harvard University’s Rowland Insit i tute）的

Christofer Clemente曾指出，小型哺乳动物的体型要是按比例增加至河马般大小，那

么它们屈伸的四肢骨就可能会被折断。这也是河马以及其它大型动物选择直腿姿势的原

因：它们通过圆柱形的腿骨将其体重转移到地面，从而防止骨折的发生。但是，总有些

动物会遇到麻烦，比如体型最大的蜥蜴，它们在行走时，如何在有效地扛住应力增加型

姿势的同时，又能避免骨头因受到应力的作用而断裂呢？它们是像大型哺乳动物那样，

使自己的腿变得更倾向于直立，还是选择另一种策略来防止自己弯曲的前腿骨断裂呢？

我们的主人公Clemente及其博士生导师——澳大利亚西澳大学（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的Philip Withers对这些问题都极感兴趣，于是他俩决定去测量各种蜥蜴的

姿势（其研究对象囊括了小至体重为50g的侏儒沙漠巨蜥（Varanus eremius），大至

重达7.9kg的饰纹巨蜥（Varanus varius）），以期发现这些以四肢张开状爬行的蜥蜴是

如何保护自己，免受骨折的威胁的。

说干就干，Clemente和Graham Thompson一块儿到澳大利亚的灌木丛中去搜寻，

终于成功地收集了11种蜥蜴。接着，Clemente把这些蜥蜴带回珀斯（Perth），然后在

David Lloyd的人类运动实验室里测试它们的奔跑行为。他用一些桌子和椅子为蜥蜴搭

建了一条临时跑道，并拍摄下它们跑步时的情景。对此，Clemente承认，真正的麻烦

在于，你必须把所有的这些小标记贴在蜥蜴的身上，接着还得让它们在摆满了价值上

百万设施的实验室中随意穿行。话说至此，他不禁笑起来，并指出那确实是非常惊险的

步骤。

Clemente只选了蜥蜴达到最大跑速的45-50%时的奔跑影像进行研究。接下来，他

测量了每只蜥蜴的四肢总长度，然后将此与奔跑中的蜥蜴髋部上的标记高度进行对比，

以观察体型最大的蜥蜴在奔跑时与最小的蜥蜴相比，腿部是否更挺直。但是很遗憾，结

果并非如此。Clemente回忆说：“我又回澳大利亚抓来更多的蜥蜴进行研究，但仍然

没有任何发现。”他又补充说：“不管观测哪一种与直立姿势有关的变量，在这些蜥蜴

之中都没有产生变化。因此，它们一定是利用了某种不同于哺乳动物的方法。既然蜥蜴

的四肢骨没有发生应力性骨折，那么它们可能是以某种方式摆脱了这种应力，而我只能

设法去发现这种方式究竟是什么。”

蜥蜴慢跑

以防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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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Clemente仔细分析了蜥蜴的运动，发现体型较大的蜥蜴通过修正其跨步

来减轻前腿骨的屈伸应力。而且，体型最大的蜥蜴每跨一步时，其足部与地面接触的时

间都比最小蜥蜴的长。也就是说，它们的占空比（duty factor）（在周期型的现象中，

现象发生的时间与总时间的比）增加了。对此，Clemente解释说：“这一措施可以通

过增加分散压力的必需时间来有效减少应力。简单地说，由于有了更长的减压时间，蜥

蜴面临的压力峰值就会小一些。”除此之外，他还发现，体型最大的蜥蜴转动大腿的次

数要比较小的蜥蜴少；这样，它的每一跨步都能减少其股骨受到的应力性屈伸力。

因此，由于以四肢张开状爬行的蜥蜴无法用相对直立的动作行走，于是它们利用了

不同于哺乳动物的机制来摆脱其骨骼受到的应力。不过，蜥蜴减轻其应力的调整行为是

以牺牲其速度作为代价的。因此，体型较大的蜥蜴无法像与其体型差不多的哺乳动物那

样跑得那么快，其中的原因就是它们无法通过转动大腿来迈开那么大的步子。这样，它

们只有使其足部与地面接触较长的时间，从而减少自身受到的应力，以防止其四肢骨发

生骨折。

原文检索：

Clemente, C. J., Withers, P. C., Thompson, G. and Lloyd, D. (2011). Evolution of limb 
bone loading and body size in varanid lizards. J. Exp. Biol . 214, 3013- 3020.

如果你喜欢鲑鱼，那么就有了一个担忧气候变化的理由。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

在过去的六年间，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菲沙河（Fraser River）的夏季最高温度上升

了2℃，结果同期洄游到淡水地带产卵的红鲑（sockeye salmon）死亡率也相应地升高

文佳/编译

粉鲑敢于直

面高温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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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真是叫人忧心忡忡呵！尽管如此，你也大可不必过于担忧，因为鱼类生理学家

Timothy Clark告诉我们，有一种鲑鱼——粉鲑（pink salmon）的洄游期虽然也囊括了

炎热的夏季时期，却仍然能够毫鳞无伤地抵达它们的产卵地，这在鲑鱼种族中简直可以

称为传奇了。于是，Clark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Ken Jeffries、Scott Hinch及Tony 
Farrell组成研究小组，打算研究粉鲑，观察其体表是否拥有某些生理特性，从而使它们

成为同类之中耐热的佼佼者。

研究小组猜测，粉鲑能在夏季温暖的水波中存活的关键在于，它们在拼命溯流而上

游至产卵地带时，能够保证其肌肉的供氧。Clark解释说：“打个比方，一名马拉松选

手在训练时能够显著地增加其体内氧气的输送，而喜欢看电视的‘沙发土豆’则不能做

到。”也就是说，粉鲑很可能只是比其它种类的鲑鱼更强壮而已。为了观察粉鲑到底有

多健壮，研究小组从菲沙河的一条支流中捕了一些粉鲑，并将它们带回实验室。

首先，研究小组需要证明一点，即粉鲑在感到很热的时候能充分地增加氧气输送。

他们先把鲑鱼放在一个充满冷水的环状泳道中，然后逐渐提高水流流速，直至鲑鱼以

最大速度游动为止。接着，研究人员把泳道密封起来，用氧电极测量鲑鱼耗尽氧气的

速度。之后，为了观测鲑鱼如何对抗高温，他们把水温提高了3-5℃，再重复上述游动

测试。结果不出人们所料，随着温度的攀升，鲑鱼的耗氧量也平稳增加。对此，Clark
说：“这表明，粉鲑的体魄非常强壮，它们在运动时，能够在温度升高的情况下增加氧

气的摄取量，这一点确实比先前报道的其它种类鲑鱼的情况要好。”

接下来，研究小组还要研究另一个论点，即粉鲑在温暖的水中尽力游动时，其泵

血至全身的能力是否更优。他们先用血流量探测仪置于大小适合的鲑鱼的腹主动脉（输

送心脏泵出的血液的主要血管）附近，测量它们每次心脏搏动时泵出的血量有多少。然

后，鲑鱼再一次被置于泳道中进行游泳测试。经此，研究小组发现，随着水温的升高，

粉鲑的最大心率和血流量也随之增加。Clark总结说：“粉鲑优越的新陈代谢能力和心

血管性能结合在一起，意味着它能够在比其它种类鲑鱼所能适应的更高温度的水中畅

游。这种优越性有助于粉鲑应对未来的气候变化。它们甚至可能填补无法很好适应环境

的同类的种群地位。”

但是，这儿所说的“高温”是有限度的。实验证明，当温度超过21℃时，粉鲑也

会开始遭受厄运。Clark在绘制粉鲑的最大耗氧量和血流量-水温坐标图时，发现两种测

度量在超过21℃之后都开始明显平稳下降或者递减。对此，Clark表示说：“这意味着

对于粉鲑而言，较长时间暴露于高温之下也是个麻烦，它们很可能因此死于热应力之

下。”尽管如此，他还是补充道，如果粉鲑在前往繁殖地带的途中逆流而上时，其运动

能力能够帮助它们通过河里偶然碰到的几段温暖水路，那么这也足以使粉鲑获得比其它

种类鲑鱼优越的竞争性优势了。

原文检索：

Clark, T. D., Jeffries, K. M., Hinch, S. G. and Farrell, A. P. (2011). Exceptional aerobic 
scope and cardiovascular performance of pink salmon (Oncorhynchus gorbuscha) 
may underlie resilience in a warming climate. J. Exp. Biol.  214, 3074-3081.

文佳/编译



4949

蝙蝠通过基底核调控呼叫音量来应对噪音

你可能不知道，我们人类并非是唯一一种能在嘈杂环境中向对方叫喊的动物。像侠

客一样神秘的蝙蝠也会调整它们的呼叫，以便听清喧闹环境中的微弱回声，其实这对它

们而言简直是如虎添翼。尽管目前人们对控制蝙蝠声音技艺的神经通路所知甚少，但美

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Texas A&M University）的Michael Smotherman等人却提出，

基底核（basal ganglia）——一组前脑核——在某些脊椎动物中通过多巴胺（一种神经

递质）的作用参与了声音的调整。那么，基底核和多巴胺是否也能控制蝙蝠的回声定位

性呼叫呢？

Smotherman及其团队知道，有一种叫1-甲基-4-苯基吡啶（MPTP）的神经毒素

能够影响某些动物基底核的多巴胺水平，于是他们决定测试这种物质作用于游离尾蝠

（Tadarida brasiliensis）的效应，以观测多巴胺和基底核是否参与了蝙蝠声音的控

制。

研究小组从本地的一个蝙蝠窝巢中采集了一些蝙蝠，然后记录下它们分别在安静环

境和嘈杂环境中的回声定位性呼叫。结果，他们发现蝙蝠在嘈杂环境中会提高声音，并

拉长每一声呼叫，以使自己的声音在喧闹时也能被听到。接着，研究人员给予蝙蝠小剂

量的MPTP，在确认这种毒素没有影响蝙蝠活动的前提下，他们测试了嘈杂环境下蝙蝠

调控自己呼叫声的能力。这时，被注入毒素的蝙蝠无法调整自己的声音来代偿性地抵抗

噪音了。因此，这说明基底核参与了蝙蝠呼叫的调控，从而对外界环境声音的干扰产生

反应。但是，它是如何进行调控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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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弄清MPTP如何影响蝙蝠的多巴胺水平，研究小组测量了给药后的蝙蝠脑内的

多巴胺含量。结果，他们惊奇地发现，其脑内的多巴胺含量并没有下降，反而还上升了

4倍。接着，研究人员对多巴胺受体进行了测试，看是哪一种受体参与了蝙蝠声音控制

的调节。他们给予蝙蝠低剂量的激动剂（这种激动剂也能与多巴胺受体结合），结果发

现能与2型多巴胺受体结合的喹吡罗（quinpirole）可以在蝙蝠的声音反应中产生与多巴

胺增强剂MPTP相同的变化。

因此，基底核确实参与了蝙蝠声音的控制，它使得用回音定位的蝙蝠通过2型多巴

胺受体通路调整自己的呼叫声，从而对抗嘈杂环境的影响。目前，研究小组希望能发现

更多有关多巴胺和基底核在蝙蝠及其它哺乳动物的声音控制方面的作用的信息。

原文检索：

Tressler, J., Schwartz, C., Wellman, P., Hughes, S. and Smotherman, M. (2011). 
Regulation of bat echolocation pulse acoustics by striatal dopamine. J. Exp. Biol . 
214, 3238-3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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