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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基因组

由于身体内外意外的错误或因子影响，生物体的基因组会永久地受到影响。

幸运的是，酶纠正了其中大部分异常，从而加强了遗传的稳定性。但这些酶也会

导致变异性。同时其他系统可以产生新的基因组合。这些突变和重组对于种群适

应环境变化和进化至关重要。

1 引言



图 1. 处于复制状态的 DNA分子，由于碱基的互补性(总是 A-T和 G-C匹配)。两条 DNA
链是反向平行的。DNA聚合酶只能在一个方向上工作(绿色箭头)。所以，复制位于底部的

那条链是连续的而在另一条则是不连续的。[来源:改编自Madeleine Price Ball (CC0 1.0)的一

个方案] （图 1 New strand新链 ；Old strand旧链；Overall direction of replication复制的总

方向）

当我们说基因组【{ind-text}注
基因组：即活有机体的遗传物质。它包含编码

蛋白质的遗传信息。在大多数生物体中，基因组与 DNA相对应。然而，在一些

病毒中，包括逆转录病毒，例如艾滋病毒，遗传物质是 RNA。{end-tooltip}】的

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说 DNA分子 DNA分子(脱氧核糖核酸)，是因为它携带着

生物体的遗传信息[1]。在许多病毒中，它被一种非常相似的分子--RNA(核糖核

酸)所取代。

DNA由双序列的单体分子【 {ind-text}注
单体分子：分子结构，可通过与相

同或不同分子的连续序列，形成聚合物分子结构。{end-tooltip}】(核苷酸)组成，

单体分子有四种类型，根据其含氮碱基或核碱基【{ind-text}注
核碱基：在核酸中

以核苷酸的形式存在的有机氮化合物，在 RNA中与糖结合，在 RNA中与核糖

结合，在 DNA中与脱氧核糖结合。在遗传学上，它们通常被简称为核酸的碱基。

{end-tooltip}】可分为：腺嘌呤(A)、鸟嘌呤(G)、胸腺嘧啶(T)和胞嘧啶(C)。这四

种类型的碱基精确排序，也就是它们的的精确序列，构成了遗传信息的“文本”。

它的结构是两条互补的链，其中 A总是面对 T，G总是面对 C，即著名的双螺旋

(图 1)，该结构有两个主要优势：

1. 它允许，通过一个单一的步骤，复制【
注{ind-text}复制：获得两个与初始

分子相同的分子的过程。{end-tooltip}】形成两个相同的子分子(图 1)，

从而通过细胞分裂和有性生殖传递遗传信息。



2. 它可以修复出现在其中一条链上的损伤，同时创造重组分子，即新的遗

传组合。因此，这种双链结构促进了基因组的稳定性和变异性。

DNA的遗传变异主要分为两大类:突变和重组。

突变是活细胞或病毒基因组的突然变化。在多细胞生物中，如果突变影响了

提供配子的生殖细胞，它们就会传递给后代，而且会因此成为可遗传变异。

重组是指通过现有遗传物质的交换产生新的遗传组合。重组类型有多种，其

发生的生物学机制和作用各异。传统意义上的重组定义只涉及同一物种的 DNA。

我们现在知道不同物种之间有自发的基因交换，这被称为转基因，我们也将把它

包括在这一类别中。

这两种主要的变化类型本身又分为几个形式。我们将努力提取最相关的要素，

以澄清它们在种群动态和进化中的各自作用。

2. 基因突变

2.1. 一般信息

DNA编码的遗传信息的稳定性可能会受到复制酶（执行复制的酶）的错误

的影响。出错时，这种酶可以在新链中某含氮碱基的位置放入另一个碱基。但除

了复制，DNA也会永久受损。区分损伤和突变很重要(参见遗传多态性和变异)。

损伤是 DNA物理结构的异常，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会阻止 DNA 的复制。因此

它们不能遗传给后代。相对而言，突变的分子具有正常的物理结构。只有碱基的

序列以及它们所包含的信息被修改了。因此，它可以正常的复制，并将突变传递

给子细胞。

损伤是多种多样的，它涉及大量的修复酶，每种酶都高度特异针对一种特定

类型的损伤。这被称为 DNA修复的“细胞工具箱”(该工作被授予 2015年诺贝尔

化学奖)。矛盾的是，正是这些修复系统错误地从原发损伤中产生了实际的突变。

这些损伤可能由体内(内源性)或外部环境(外源性)的不同因子引发。下面用一些

例子来说明这些概念。

内源性因子:据估计，在温血动物中，由于分子搅动每天每个细胞内的 DNA



分子可经历 2万至 4万次单链切割【{ind-text}注
单链切割：，切割发生在核酸片

段链上两个相邻核苷酸之间。{end-tooltip}】，、也可能存在碱基的丢失，据估

计，每个细胞每天损失 10000个 T和 10000个 C和 500个 A和 500个 G。在这

些事件中，我们甚至可以称之为自发性损伤。最常见的内源性制剂是氧衍生物(自

由基或活性氧【{ind-text}注ROS: Reactive oxygen species，“活性氧物种”或“活

性氧物种”的缩写。由氧产生的自由基，非常活泼，毒性很大。经常使用缩写

ROS，在法语中也常常这样使用。{end-tooltip}】)，它是呼吸代谢的正常副产品，

它们在氧化将被取代的碱基中起着重要作用。此外，还有转座元件【{ind-text}注

转座元件： DNA序列，有时称为转座子，通过一种叫做转座子的机制，能够在

基因组中自主移动。这些可移动的 DNA序列是分散重复序列的一部分，被认为

是进化和生物多样性的强大驱动力。{end-tooltip}】我们将在下面进一步讨论它

们。

外源性因子:它们可以是物理(辐射)或化学因素。最常见的是紫外线(UV)射

线，其影响通常仅限于皮肤，因为它们穿透力不是很强(参见太阳紫外线的细胞

影响)。例如，据估计，日光浴会引起每个细胞在每小时内，同一条 DNA链的相

邻胸腺之间产生 6万到 8万个异常化学键，每一个都足以阻止复制。如果它们没

有全部修复，细胞就会死亡:这是晒伤。

因此，很明显，DNA的稳定性是一个动态过程，是产生损伤和修复损伤之

间的永久平衡的结果。这些修复机制不是在一个恒定的水平上运行，它们是受调

节的。

第一种类型的调节取决于细胞内损伤的数量。这一现象首先在大肠杆菌(大

肠杆菌)中得到强调，大肠杆菌是遗传学家首选的研究对象之一。早在 1974年，

人们就认为存在一种称为 SOS[2]的响应，它根据损伤的数量调节多个修复系统的

干预。当有少量损伤时，这种反应增加了忠实修复机制的有效性。但超过一定的

损伤阈值，这些机制就不堪重负了。这种情况下，SOS反应诱导合成一种复制酶，

这种酶能够修复特定损伤(见下文)，但存在一定的误差率。这被称为 SOS突变。

在 20世纪 90年代末，它被证明有助于细菌种群适应不利的环境，但以有害突变

造成的重大损失为代价。这是一种最后的机会，因此得名 SOS。



图 2. 遗传学中使用的模式生物示例。A，面包酵母[来源:照片©Masur通过维基共享]。B,
Drosophila[来源:照片©Sanjay Acharya (CC BY-SA 3.0) via Wikimedia Commons]。C, Thale
cress[来源:照片©DawidSkalec (CC BY-SA 4.0) via Wikimedia Commons]。D，小鼠 [来源:照

片©Rasbak (CC BY-SA 3.0)通过维基共享。]

辐射后诱发忠实修复机制现象已被证明生物学家指出在其它生物学家钟爱

的模式生物中出现 (图 2):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面包酵母,2000年提出在果蝇

中[3],2006年在一种叫“拟南芥”的植物中[4]和 2008年切尔诺贝利暴露在辐射下的

老鼠[5]。这些数据对目前仍广为流传的辐射效应与剂量成正比的说法提出了质疑。

对于中等剂量，这显然是不正确的。有关这项工作的详细资料，请浏览：

https://www.lespiedsdansleplat.me/comment-les-organismes-vivants-protegent-leur-a

dn/。

根据生物的类型，第二种调节关系到复制的保真度。在所有的活细胞中，细

菌和其他细胞中，这种复制除了 DNA复制本身以外，还涉及一种纠正酶系统。

由于旧链，该系统纠正了复制酶在新链上所犯的错误，这导致了非常低的错误率，

大约是百亿分之一（10-10）。这样的准确性对于拥有大 DNA分子的生物体来说

至关重要:大肠杆菌中有 400万个碱基对，人类中有 30亿个碱基对。

但在多细胞生物中，细胞的数量可能以非常大:在人类物种中，估计有 100

万亿(1014)个细胞。在这些生物体中，大多数突变是中性的，因为基因组包含大

量的非编码序列(参见遗传多态性和变异)。即使考虑到这一点，100亿分之一(10-10)

的错误率仍然太高。此外由于许多突变也发生在复制之外的其他过程，这就更加

明显了。如果每个细胞只有一个基因拷贝，其中许多拷贝将携带有害突变，有机

体将无法存活。因此，对这些生物体来说，有两组染色体(即二倍体，【{ind-text}
注
二倍体：其特性为每个细胞的染色体成对存在 (2n条染色体)。这一概念通常与

单倍体形成对比，单倍体是指拥有单个复制染色体(n个染色体)的细胞。当生物

体的细胞是二倍体时，也就称该生物体或生物体的一部分是二倍体。{end-tooltip}】

是有利且必要的。大多数使一个基因失活的突变是隐性的，所以一个有功能的拷

贝就足以使细胞正常工作。简而言之，二倍体就像一个备用轮。

如果我们现在来看病毒的例子，情况就非常不同了，因为大多数病毒的基因

https://www.lespiedsdansleplat.me/comment-les-organismes-vivants-protegent-leur-adn/
https://www.lespiedsdansleplat.me/comment-les-organismes-vivants-protegent-leur-adn/


组都非常小。对于 DNA病毒，一般没有与复制酶相关的纠正活性，因此突变率

要高得多，根据病毒的不同，突变率根据病毒种类从 10-8到 10-6不等。对于基因

组由 RNA组成的病毒来说更是如此，因为 RNA复制酶比 DNA复制酶准确率低

很多，错误率是 10-6到 10-4。

然而，在这些 RNA病毒中，可以根据基因组的大小来分为两类。对于那些

基因组大小在 10000 个核苷酸左右，复制的保真度仅取决于复制酶。流感病毒

(13,500个核苷酸)和导致艾滋病的 HIV病毒(10,000个核苷酸)就是这样的例子。

在后者中，每个基因组和每个复制周期的突变率估计为每 10个基因组 1个点突

变。由于每个受感染细胞每天产生的病毒粒子(病毒粒子)约为 10,000个，可以看

出，受感染宿主的总体种群具有相当大的可变性。

在基因组约有 3万个或更多核苷酸的 RNA病毒中，现在已知其复制酶具有

纠正活性。冠状病毒就是这样，包括导致 COVID-19大流行的 SARS-CoV-2病毒，

其基因组包含 29903个核苷酸。这种纠正活性使复制保真度提高了 20倍，从而

使其不产生过多的缺陷病毒粒子。

更笼统地说，在所有病毒中，无论是 DNA还是 RNA，突变率和基因组大小

之间似乎确实存在负相关关系。对于每一种病毒，经过自然选择变异速率已经达

到一种平衡。它不应该太高，这样病毒物种的永续性就不会受到损害，但它仍然

足以让病毒产生变异以绕过宿主的防御机制。在这最后一点上，艾滋病毒的例子

很具有象征意义。

这让我们对突变在进化过程中的作用作出两点评论:

它们在物种适应环境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通过增加遗传多样性，它们为自

然选择提供了足够多的材料。我们刚才看到的病毒就是一个例子。耐抗生素细菌、

耐杀虫剂昆虫或耐除草剂植物的出现则提供了更多示例。

基因突变并非天生有利或不利，取决于环境。例如,,在亚南极带的克尔格伦

群岛上,有一种无翼蝇（Calycopteryxmoseley）(图 3)。这种特点角色,在我们一般

地区是非常不利的,但在克尔格伦群岛上却是有益的,因为它可以防止这些苍蝇被

常年肆虐这些岛屿的狂风带进海洋。



图 3. 无翅苍蝇 Calycopteryx moseley，生活在克尔盖伦群岛的极端多风环境中。[图片

©Marine Pouvreau]

突变有哪些不同的类别?它们是根据相关 DNA片段的大小来区分的。这些突

变的顺序依次递增，从单对氮碱基被改变的点突变，到影响较大或较小 DNA片

段的突变，再到包含成千上万个核苷酸的大 DNA区段的改变。更不用说染色体

数量的变化了。最后两类主要涉及真核生物，它们的染色体位于细胞的一个特殊

隔间:细胞核。这些染色体每个都由一个很长的 DNA分子组成，但在一个复杂的

“包”中，由几个家族的蛋白质组成。

2.2. 点突变

它们可能是由于复制过程中的错误，或者更常见的是由于修复不良的损伤;

它们产生相同基因(等位基因)的变异。在大肠杆菌中，是 SOS系统导致了紫外线

照射后的绝大多数突变。上面提到的大多数例子主要与点突变有关

2.3. 染色体变异

染色体变异是由包括辐射(紫外线除外)在内的导致 DNA断裂的因素引起的

重排。几个双链断裂可能导致或多或少的重大重排，这取决于它们的数量和涉及

片段的大小。

如果两个相距较远的双链断裂（Double-stranded breaks, DSB）发生在同一

条染色体上,断裂点之间的整个 DNA 区段可以有如下后果：(a)丢失,导致个体死

亡,(b)在同一位点倒转(inversion 倒位),或(c)转移到另一条发生断裂的染色体上

(translocation 易位)。倒位和易位在自然种群中相当频繁。这些染色体变异干扰

减数分裂【{ind-text}注
减数分裂：真核生物中的细胞双重分裂过程，发生在生殖



系细胞(二倍体)中以形成配子(单倍体)或生殖细胞。{end-tooltip}】中的染色体配

对从而导致不育。因此，它们可以参与物种形成【{ind-text}注物种形成：导致新

的活物种出现的进化过程，，这些新物种从属于原始物种的种群中分离出来。

{end-tooltip}】通常，邻近物种通常在它们的染色体重排方面有所不同。

2.4. 染色体组突变

这个类别与前面的类别有不同的机制。这些异常不再是由原发损伤引起，而

是由细胞分裂过程（有丝分裂【{ind-text}注有丝分裂: 是指细胞分裂的染色体事

件，是真核细胞周期的一个阶段。这是母细胞染色体的非有性/无性复制(不同于

减数分裂)的步骤以及它们在两个子细胞中的平均分配。{end-tooltip}】或减数分

裂）中的机械错误所引起，。有些可能导致个体有两个以上的染色体组(2N)，但

总是整数倍的染色体组(3N, 4N…)，这就是多倍体(参见焦点多倍体)。它们可以

存活，因为“基因平衡”得到了尊重:所有的基因都有相同数量的拷贝。另一方面，

三倍体是不育的，因为配子的遗传平衡必然是异常的。减数分裂显然不能均匀地

在配子中分配奇数个染色体。多倍体 4N、6N或 8N是可育的。但它们立即创造

了一个新物种，因为任何与二倍体亲本杂交的后代都将不育，这些后代的减数分

裂非常不平衡。

减数分裂的其他“失败”可能导致某些配子的染色体不平衡，因此会在后代中

发现。例如，它们将是 2N-1(单体)或 2N+1(三体)，也就是我们之后会谈到的非

整倍体，这是一种有害的情况，因为遗传平衡出现问题。

3.重组

自然界存在许多具有非常不同的生物学作用的重组形式。

3.1.同源重组



图 4. 两个相似 DNA分子之间同源重组的简化模型。字母 A和 a代表同一基因的两种变体

(等位基因)。B/ b和 C/ c也是如此。（图 4 Double stranded DNA from each parents 来自亲本

的双链 DNA；An enzyme breaks DNA strands 断裂 DNA链的酶（核酸内切酶）；Ligation 连

接；Exchange of strands between parents molecules 亲本分子间的链交换；After replication:four
types of homologous molecules 复制后：四种类型的同源分子；Two of parent type 两种亲本

类型；Two recombineds 两种类型的重组）

同源重组是已知最常见也是最古老的重组类型。顾名思义，它是在相同的

DNA分子之间进行的(图 4)。在二倍体生物中，在减数分裂期间，同源染色体之

间经常发生交叉。这是一种“软”变异性:重新组合在完全相同的位点进行，因此

染色体上的基因排列不会发生突变或修改。这导致新的可存活的遗传组合，在给

定的环境中，可能有不同于亲本组合的适应能力。在细菌中，它也可以发生在接

合[6]过程，这允许细胞之间的基因交换[7]。

这种重组机制也参与了 DNA的修复。在二倍体生物中，由辐射引起的染色

体双链断裂可以通过在相应片段中的完整同源分子来修复。

3.2. 其他类型的重组

为了简化说明，我们将具有非常不同生物学作用的各种事件归类。它们可以

被归为加性重组，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的结果是在基因组中添加 DNA片

段。

其中最常见的机制是移动遗传元件(称为转座元件)[8]，它只包含几百或数千

个核苷酸，至少具有“跳跃”到宿主基因组所需的功能。它们存在于细菌及最复杂



的真核生物中，有时数量很大。前者在接合过程中可以在不同物种之间进行交换

[6]。由于它们通常携带抗生素耐药性基因，它们是这些耐药性在致病菌中迅速传

播的主要因素之一，并导致严重的医学问题。

在人类物种中，虽然编码所有蛋白质的基因本身只占细胞核 DNA 的 2%至

3%，但各种转座元件家族却占了近 50%。它们中的大多数在远古地质时代就已

经在我们的谱系中建立起来了，远远早于我们这个物种的出现。逆转录病毒

【{ind-text}注逆转录病毒：家族 RNA 病毒。有一种酶，逆转录酶，它允许病毒

RNA转录成一种特定的 DNA分子，能够与宿主细胞的 DNA结合。{end-tooltip}】

(HIV 属于该家族)，既是病毒又是转座元件，仅仅它们即占有我们 DNA的 8%。

对于保持基因组稳定性来说，幸运的是这些元件只有一小部分仍可移动。与“经

典”突变一样，如果在基因中插入转座因子，可能是有害的，但它也可以带来有

意义的基因创新，比如说改变基因（表达）调控，或还是改变基因自身功能。多

项数据表明，它们对基因组和物种的进化有贡献[9]。

最后，有必要提到转基因现象，即不同物种之间的遗传交换。自上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它们似乎比我们想象的要频繁得多。物种屏障，之前被认为在自然

条件下是不可逾越的，实际上渗透性相当强，至少在进化的尺度上是如此。类似

地，这也是创新的来源，成就了基因组和进化的可塑性。

4. 结论

我们简要介绍了不同类型的基因组变异。我们无法详细说明修复和重组所涉

及的酶系统，单是它们就需要一篇完整的文章(如果不是两篇的话!)对这些机制感

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以下网站[10]。最后，有两点需要强调:

基因变异是随机发生的。它们不像拉马克进化论所假定的那样，受环境的引

导而适应环境。这已经被大量的实验证明(阅读拉马克和达尔文:两种不同的关于

活世界的观点)。然而，与 20世纪 80年代以前人们认为的相反，它们的频率可

以被环境调制。我们已经在细菌、果蝇等生物中看到了这一点，细菌中 SOS反

应使得突变率上升，而在果蝇和拟南芥中辐射则激活同源重组。这些并不是唯一

能够调节频率变化的因素，许多生理压力都可以导致这个结果。例如，在细菌培

养中使用抗生素也会引发 SOS突变，从而增加突变的频率[11,12]。《适应:应对环

境挑战》一文中也涉及到这一主题。



这篇文章核心论述了生命的稳定性/可变性的辩证统一。两者先天是对立的，

但实际上是互补的。两者对于种群的生存和物种的进化都是必不可少的。

稳定性是指当环境相对稳定时，种群能够持续地适应环境;而变异性是指当

环境发生变化时，它能够促进遗传变化，让自然选择发挥作用。细菌中的 SOS

反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在不同环境条件下，它可以执行这两种功能中的

任何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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