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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相同遗传基因的同卵双胞胎可能会因为生活环境不同而发育出不同的外貌、体态，也就是说，

我们生活的环境往往会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的基因，这被称为“表观遗传修饰”。目前，越来越多的专

家学者认为，人类基因以一种复杂的方式来感知环境，进而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和身体健康。饮食习

惯、慢性疾病、长期吃药、焦虑压力、生活方式和居住区域等都可能会改变我们的个人特征。这也就

解释了为什么有的同卵双胞胎在发育过程中会产生巨大的差异：一个日趋肥胖，另一个则日渐消瘦；

一个发育正常，而另一个则患有精神疾病。本文将通过动物和人类的事例来进一步阐述表观遗传学[1]

中环境是如何改变后天性状的。 

1. 甲基化是表观遗传学的关键过程 

目前，大部分科学家认为基因是可以通过不改变 DNA 序列的化学修饰就被表达或抑制的，即通

过 DNA 甲基化或组蛋白修饰等过程，其中，组蛋白是指形成染色质[2]的主要蛋白质，是 DNA 缠绕

的线轴。这些化学修饰被称为“表观遗传标记”[3]，可以归类于表观基因组（图 1、图 2）。广义上的

表观遗传修饰往往是由环境决定的：细胞接收各种外界信号，逐渐了解其外部环境，从而在发育过程

中不断适应环境、调节自我（详情可见：《表观遗传学：基因组及其环境》，文章链接：



https://www.encyclopedie-environnement.org/en/life/epigenetics-genome-and-its-environment/）。外部环境

因素以及个人行为习惯（饮食、吸烟、压力等）都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基因表达产生变化，但这并不会

改变我们的 DNA 序列。表观遗传变化既可能是短暂的，也可能是永久的。只有当诱导基因表达改变

的信号消失时，这种变化才有可能消失。与不可逆的基因突变不同，表观遗传修饰是可以改变的。环

境变化就可以改变我们遗传基因的表达方式，进而改变我们的“表型”[4]。 

 
图 1. 表观遗传修饰是通过生化标记实现的。 

生化标记是指附着于 DNA 或组蛋白上的特殊酶（Dnmt 和 DNA 甲基转移酶）。对表观遗传修饰最为重要的生化标

记是附着于 DNA 上的甲基（CH3），它由一个碳原子和三个氢原子组成，它可以对组蛋白进行甲基化、乙酰化等化

学修饰。这些“甲基”基团可以改变 DNA 的空间结构，从而抑制某些基因的表达。这个过程是可逆的，可以使用

去甲基化酶来解除对基因表达的抑制。甲基形成的重要成分是一些常见的营养素，例如叶酸、维生素 B 和 SAM-e

（即 S-腺苷蛋氨酸，是一种非处方药剂）。富含这些营养素的食物可以迅速改变基因的表达，尤其是在表观基因组

初次建立的早期阶段。 

表观遗传修饰具有自我调控因素。微 RNA 是一种可移动的小分子，因此又被称为小分子 RNA。

真核生物的许多生化过程都有这种 RNA 参与，例如消除甲基化、组装染色质、抑制应激反应中蛋白

质的生成等。微 RNA 比信使 RNA 小很多，它们可以破坏信使 RNA 从而中断信息传递。 



 

图 2. 甲基化可以改变染色质结构，从而对组蛋白进行生化修饰。 

 通俗来讲，如果染色体是一盒磁带，那么每个基因都是磁带上记录的一段小轨迹。表观遗传修饰

则是一段可以移动的胶带，它可以掩盖/展露某些轨迹，使这些轨迹变得不可读/可读。表观遗传修饰

常通过甲基化过程完成，它可以使 DNA 和组蛋白甲基化。乙酰基也有刺激基因表达的作用，可以使

组蛋白乙酰化。 

2. 表观遗传修饰对动物的影响 

2.1. 基本情况 

表观遗传修饰可能会遗传给后代。目前，已有专家学者得出结论：植物的 DNA 甲基化后往往会

出现代际传递。哺乳动物的表观遗传修饰能否遗传给后代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议。我们观察了一些动物

实验（刺鼠基因实验、果蝇红眼实验和老鼠交叉哺育实验），设置了不同的发育环境，以此来探究动

物的表观遗传修饰是否能实现代际传递。 

2.2. 刺鼠基因实验 

表观遗传修饰会改变基因的
表达/抑制状态

表达 抑制



 

图 3. 刺鼠皮肤的颜色主要取决于 Avy 基因一小段序列的甲基化状态。 

在甲基化状态下，Avy 基因被抑制，刺鼠皮毛呈棕色；在去甲基化状态下，Avy 基因被表达，刺鼠皮毛呈黄色。这

种基因存在多种类型，可以改变皮毛中色素的含量和种类，从而形成多种皮毛颜色。 

20 世纪末，科学家们发现了刺鼠。刺鼠让科学家们意识到食物和表观遗传学之间存在着复杂联系。

在众多影响刺鼠皮毛颜色的基因中，有一种基因被称为“黄色皮毛表达基因”或“Avy”（图 3）。如

果 Avy 基因没有甲基化，那么它在所有细胞中都被表达，刺鼠呈黄色，这些黄色刺鼠易患肥胖症、糖

尿病或癌症。如果 Avy 基因高度甲基化，那么它在所有细胞中都被抑制，刺鼠呈棕色，这些棕色刺鼠

往往比较健康。虽然棕色刺鼠和黄色刺鼠拥有完全相同的基因，但两者的健康程度截然相反。Avy 基

因也可以部分甲基化，影响部分细胞中基因的活性水平[5]，这将获得一只漂亮的斑点刺鼠。斑点刺鼠

的 Avy 基因活性可能在不同细胞中有所差异。正是由于这一特性，一窝基因相同的刺鼠皮毛颜色可

能存在一定差异。无论皮毛颜色如何，饮食对甲基化都具有一定影响。美国研究员兰迪·吉尔特尔对

这些携带 Avy 基因的刺鼠进行了探究，他在这些刺鼠的食物中加入了维生素 B，虽然并没有治愈那些

患有遗传病的刺鼠，但这些刺鼠的后代十分健康[6]。也就是说，用维生素 B 喂养携带 Avy 基因的刺

鼠，其后代不再患病，甚至不再是黄色（Avy 基因仍然存在，但不再表达），而没有服用维生素 B 的

刺鼠，其后代仍然患有遗传病。 

2.3. 果蝇红眼实验 

 
图 4. 巴布·拉马克的肖像（1744-1829）。 



 果蝇的基因组较为简单，因此它们对基因研究至关重要，是实验室里常见的昆虫之一。2009 年 4

月，伯尔尼大学的雷纳托·帕罗博士公布了他们的新发现：如果将孵化前的果蝇卵加热到 37°，孵化

后果蝇的眼睛将变为红色，反之则为白色。而且，红眼性状将代代相传。这说明温度也是影响遗传基

因的因素之一[7]。这些动物研究为以拉马克主义为代表的科学理论提供了实践依据。根据 1809 年出

版的《环境的影响》一书可知[8]，拉马克认为人类在生活中获得的身体变化是可以遗传给后代的[9]。

然而，我们尚未证实人类的表观遗传修饰能持续多少代。因此，这些结果并没有真正推翻达尔文的结

论，即物种会通过自然选择筛除掉偶然的遗传变异（详情可见：①《进化论：误解与抵制》，文章链

接 ： https://www.encyclopedie-environnement.org/en/life/theory-of-evolution-misunderstandings-and-

resistance/ ； ② 《 适 应 ： 应 对 环 境 挑 战 》， 文 章 链 接 ： https://www.encyclopedie-

environnement.org/en/life/adaptation-responding-to-environmental-challenges/）。 

2.4. 老鼠交叉哺育实验 

 舔舐和爱抚会影响基因表达么？老鼠之间的舔舐与人类之间的爱抚具有相同的作用。研究表明，

经常被母亲舔舐的幼鼠性情更好。在加拿大蒙特利尔，麦克吉尔大学迈克尔·梅尼教授的课题组在海

马体（一个应对环境压力的大脑区域）层面揭示了母鼠舔舐对幼鼠大脑的影响[10]。 

 事实上，舔舐影响了老鼠 NRC31 基因的活性，该基因往往使老鼠更为镇静、温和。NRC31 会产

生一种蛋白质，即糖皮质激素受体 GC，该蛋白质有助于降低体内应激激素（皮质醇）的浓度[11]。然

而，该基因的特定部分必须通过 DNA 甲基化来激活。对没有任何舔舐的小鼠而言，与 NRC31 基因

相关的开关在小鼠海马体的神经元中存在缺陷。因此，血液中应激激素含量增加，即使在没有刺激性

因素的环境中，他们会维持应激状态。 

 

图 5a. 韦弗等人的实验证明了表观遗传行为可能受母体的影响。 

性情好、压力小的妈妈 性情差、压力大的妈妈

如果压力是遗传造成的，那么后代的压力水平将与亲生父母相同
如果压力是环境造成的，那么后代的压力水平将与养父养母相同



 
 

图 5b. 交叉哺育实验。 

母鼠舔舐和哺乳的行为将调节幼鼠糖皮质激素和应激激素的浓度。幼鼠出生的第一周是神经系统发育的关键时期，

母鼠的行为将导致幼鼠呈现不同的应激状态。 

3. 食物对表观遗传修饰的影响 

 
图 6. 荷兰大饥荒期间，荷兰人民平均每天仅能摄入 500 卡路里（约为人类每天所需最低热量的四分之一）。 

“荷兰大饥荒”事件证明了表观遗传学和人类饮食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1944 年的冬天，由于德

国纳粹的封锁行为，荷兰西部人民只能忍饥挨饿、风餐露宿[12]。这次事件变相的为科学家提供了一

个实验场所来探讨表观遗传学和人类饮食之间的关系。 

研究表明，经历饥荒、受冻挨饿的孕妇的孩子多患有糖尿病、肥胖症、心血管疾病、肾功能障碍

（尿中白蛋白）等疾病。此外，这些孩子的体型往往比正常人要小，他们生育的孩子也会比一般人体

型小[13]。 

上述事件表明，经历饥荒的母亲产生了表观遗传变化，这些变化遗传给了她们的后代。这些孩子

遗传的基因记录了这一事件，说明一个人是否健康是由其胎儿发育阶段时所处的环境决定的。事实上，

为了在细胞分裂过程中保持正常甲基化水平，旧细胞必须向新复制的 DNA 中添加新的甲基。然而，

性情好、压力小的妈妈 性情差、压力大的妈妈

如果压力是遗传造成的，那么后代的压力水平将与亲生父母相同
如果压力是环境造成的，那么后代的压力水平将与养父养母相同

交换后代



这种甲基往往来源于我们食物中的氨基酸和维生素（如蛋氨酸、甜菜碱或胆碱）。对体型的影响来自

于 DNA 上表观遗传标记的变化，这与这一时期荷兰人民饮食中氨基酸和维生素的缺乏有关。此外，

我们还可以从化学前体（如叶酸）中制造甲基。 

2008 年，研究人员进一步阐释了这些表观遗传变化[14]：在子宫内发育时，缺乏营养的个体其控

制生长因子 IGF-2（胰岛素样生长因子-2）产生的基因相连的甲基较少。甲基基团也需要食物中的其

他化学元素（锌、维生素 B12 等）来辅助运输，之后缓缓附着于 DNA 上。 

4. 讨论和结论 

虽然每个人遗传获得的基因组是无法变更的，但表观基因组却各不相同。表观遗传修饰能够让个

体获得快速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而且并不需要改变其基因组。表观遗传学不仅涉及医学和公共卫生

学（详情可见：《表观遗传学：基因组及其环境》，文章链接： https://www.encyclopedie-

environnement.org/en/life/epigenetics-genome-and-its-environment/），还涉及进化学（详情可见：《进化论：

误解和抵抗》，文章链接： https://www.encyclopedie-environnement.org/en/life/theory-of-evolution-

misunderstandings-and-resistance/）。事实上，表观遗传学让人们开始认为环境可能会调节我们某些基

因的活性，从而改变我们的外观特征，甚至诱发某些代际相传的传染病。显而易见，1944 年冬季的荷

兰大饥荒导致了当时孕妇的遗传物质发生了永久性改变。这意味着恶劣的环境也会影响生殖细胞（精

子和卵子），毕竟这是两代人之间唯一的生物学联系。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表观遗传异常有助于探究一些人类疾病，特别是癌症的进展。表观遗传过程主

要涉及细胞分裂、细胞分化、细胞生存、细胞迁移等过程。这些过程可能会使健康细胞转化为癌细胞，

任何表观遗传异常都可能参与癌变。研究发现表观遗传异常可能会激活癌基因（致癌基因过度表达）

或抑制抑癌基因。同理，在肿瘤细胞中也发现了影响表观遗传标记的基因突变。这些现象是否是癌症

发展的原因还有待进一步考察，但可以确定的是，表观遗传异常似乎参与了肿瘤的病发。 

此外，表观遗传学在较复杂和多因素疾病中的作用得到了广泛研究，如神经退行性疾病（阿尔茨

海默病、帕金森病、肌萎缩侧索硬化症、亨廷顿病等）以及代谢性疾病（肥胖症、2 型糖尿病等）。现

存科技可以获得一个完整的基因组序列，因此，我们也可以知道该序列包含的所有表观遗传修饰。这

种准确、便捷的方法使人们更好地理解了表观遗传学在人类疾病中的作用。 

端粒酶又是什么呢？ 

1942 年，英国生物学家康拉德·沃丁顿（1905-1975）[15]提出了表观遗传过程这一重要内容。2009

年，诺贝尔医学与生理学奖获得者伊丽莎白·布莱克本和卡罗尔·格雷德论述了分子生物学的重大发现，

即一种称为端粒酶的酶。这种酶可以调节“端粒”的长度，端粒是指位于每个染色体末端非编码 DNA

的重复片段（详情可见：《减缓衰老的焦点：端粒酶轨迹》，文章链接：https://www.encyclopedie-

environnement.org/en/zoom/slowing-down-aging-the-telomerase-track/）。这些端粒可以理解为用于保护

鞋带尖端的小塑料片。这些端粒在染色体末端形成保护帽，防止遗传物质损失。端粒也可以用作衰老



的标志，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往往会逐渐缩短。然而，在端粒酶的影响下，端粒可以停止缩短甚至

延长。由此看来，老化作为一个动态过程，是可以加速或减缓的。伊丽莎白·布莱克本和营养学家、

医学博士迪恩·奥尼斯的工作探讨了生活方式的改变能否延长这些端粒（详情可见：《减缓衰老的焦点：

端粒酶轨迹》，文章链接：https://www.encyclopedie-environnement.org/en/zoom/slowing-down-aging-the-

telomerase-track/）[16]。 

总而言之，环境在表观遗传学中具有十分深远的重要性。尽管科学家们对拉马克的“后天性状可

以遗传”这一论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详情可见：《拉马克和达尔文：对生活世界的两种不同看法》，

文章链接：https://www.encyclopedie-environnement.org/en/life/lamarck-and-darwin-two-divergent-visions-

of-living-world/），但学者们最关心的仍然是表观遗传过程在进化中的重要性。科学界仍然存在分歧，

主要问题在于：经过足够多的世代传递，表观遗传是否会产生自然选择？医生和社会学家则更关心另

一个问题：我们的生活方式是否比我们的遗传基因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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