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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物过程的昼夜节律是所有真核生物和部分原核生物的基本特征。自从 删 基 

因被克隆以后，生物钟基目的研究已经取得长足的进展。生物钟的 4个基本部件如何调控昼夜 

节律的分子机制已被较详细地阐明，这是遗传学和基因组学相结合的一个非凡成就。本文 回顾 

了 却一基因及生物钟分子机制的研究历史 ，旨在为人类复杂行为的研究提供一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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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的自转和公转产生了周而复始的昼夜更替和季节变换，与之相应，生物的体内生 

理活动和外在行为也表现出同样的周期节律特征 (Pittendrigh，1993；Takahashi，1995)。 

从单细胞的分裂生殖到植物的光合作用，动物的激素分泌和繁殖，都有其节律的存在。生 

物过程的昼夜节律是所有真核生物和部分原核生物的基本特征 (Takahashi，1995)，即使 

在黑暗中，生物体内一个自主的钟摆也调控着各种生理活动的近昼夜节律。那么是否所有 

的生物都有类似的时钟控制机制?或者都有相似 的钟的 “齿轮”? 自从 Konopka等 

(1971)报道果蝇昼夜节律突变型以来，生物钟基因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已有 

多个与生物钟有关的基因被克隆和测序 (Dunlap，1996)。果蝇 period (per)基因是最早 

被克隆的生物钟基因，这个基因的突变使得果蝇的化蛹和昼夜活动节律异常，把正常的基 

因导人突变体，则可 恢复其正常的节律。这一发现使人们相信，即使是复杂的行为，也 

可能有其简单的遗传基础。此后经过 1O多年的努力，生物钟的多个 “齿轮”相继被发现。 

最近，生物钟的分子机制已经被较详细地阐明。这是遗传学和基因组学相结合的一个非凡 

成就。回顾 per基因及生物钟分子机制的研究历史，对于人类复杂行为的研究具有重要的 

借鉴意义。 

1 per基因的基本结构 

利用EMSi~ ，Konopka等 1971年筛选出了果蝇的 per (19 h)、per“ (28 h)和 

per。‘(无节律)3个生物钟突变型，三者都定位于多线染色体 3B1—2的位置，即 x染色 

体的顶端。1984年，Rockefeller大学和 Brandeis大学的两个研究小组分别克隆了 per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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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后经过多项研究发现 #or基因的转录产物为一 4．5 kb的 mRNA (Kyriamu，1990)。 

随后 ，Dros,~phila melanogaster、D．pse~Joahscura、D．virilis和 D． “ba 4种 果蝇 抛r 

基因的序列相继被测定 (Jackson等，l986；Cirri等，1987；Color等，1988；Thackerav 

等，1990) 在 D．melanogaster中，加r基因总长约 l3 kb，有 8个外显子，包括 L 218个 

氯基酸的开放阅读框架。其中第 1个外显子和第 8个外显子的一部分不编码蛋白质 (图 

1) 这个基因可能产生3种转录产物，图 1所示的结构产生最主要的转录产物，另2个转 

录产物是通过 3 端不同的拼接产生的，它们在细胞中的浓度较低，但是相应的转化实验 

证明三者都可以重建突变体的节律 (Citrj等，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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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per基因和 PER蛋白结构示意图 (引自Hardin等，1995) 

Fig 1 struelure and organizatkm(《the per gene and its product(from Hardin o／．．1995) 

基因响 8十外显子．分为不翻译 t日色框)和翻译 (黑电框)两部分。3 端的不同剪切方式 (折线 

表示)产生蜀外 2种转最产物 曲线为 rmRNA PER蛋白总长 l 218十氨基酸。cl、c2和 c3(白 

框裹 ；)为理翅日和鳞翅口之间保守的穿列 黑框分别代表 I'AS域和Thr 嘣 区段 数字表示氨基酸 

位置 of e喀ht啪 ns：whiteboxe~．umranslated；black boxes，lranslated．"['wlsred hlacklineis 

mRNA c1 Q and C3(white bo~es)．ar (．~311Ner,1ed between Diloterar~+and lepidopterans Black box一 

define the PAs domain and rhr_Gly f (m、The~lillo acid nurnb~ indieate the limits atld position] 

对上述4种果蝇 r的序列进行比较后发现， r可分为多个不同程度保守和变异的 

区段 (Colo~等，1988；Thackeray等，1990)，最保守的区域是从第 3个外显子末端到第 

5个外 显子起 始部 分 之 间约 270个 氨 基酸 的部 分 (图 1)。这 一 区段 又 与 果蝇 

D．melanogaster的 single-minded (sim)基 因，以 及 哺乳 类 的芳 香烃 核 转 移 基 因 

(ARNT)有相当大的序列相似性，取这 3个基因的第 1个字母，这⋯同源区段被称为 

PAS结构域 (PAS domain)，简称 PAS域 (Nambu等，1991)。在 PAS域里有两个 51个 

氨基酸的重复片段，它们有可能协调 PER蛋白与另一个生物钟基因产物之间的二联化作 

用 (Kyrlacou，1994)。 

3个 r突变体都是由单核苷酸突变引起的 per 是由 Gin突变成 UAG终止密码， 

导致产生一段约400个氨基酸的未成熟肽段，加r。是 Ser突变成 Asn，per 是 Ⅵll突变成 

Asp(Baylies等，1987；Yu等，1987a)。per01和 per‘ 突变都发生在 PAS域内，#or 突变 

发生于 PAS域的下游，大致位置如图 l所示。最近的一些研究表明这个位置附近的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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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基酸替换都可造成短周期突变 (Hardin等，1995)。 

与 PAS域不同， r基因约 30％区段在种间高度分化，以至于难以排序 (Colot等， 

1988)。最为显著的一个特征是有一连串的 Thr—Gly重复序列。Thr—Gly重复区段在种 

问、种内都存在丰富的变异，可能具有重要的生物学意义 (见下文)。由于鼠类粘蛋白具 

有与多糖结合的 Ser—Gly区段，而 Thy和 Ser为相似的氨基酸，所以 PER曾被认为是一 

种蛋白多糖，通过它进行细胞间的信号传递，从而调节昼夜节律 (Shin等，1985；Kyria． 

∞u，1990)。后来的研究证明 PER不是蛋白多糖，而是转录调节蛋白 (Kyriamu，1990； 

Hardin等，1995)。 

2 PAS域在物种间高度保守 

PER和其他 3个转录因子 (AILNT，AhR，SIM)共 有一个 PALS域 (Nambu等， 

1991；Huang等，1993)。但与这 3个转录因子不同的是 ，PER没有基 一螺旋 一环 一螺旋 

(basic-Helix—Loop-Helix，bHLH)结构，也没有 DNA结合活力 (Huang等，1993)。后来 

发现果蝇的另一个节律基因 (timeless，tim)与 per是通过各自产物的异型结合，进人核 

内调节 转录的 (Sehgal等，1994；Vcsshall等，1994；Gekakis等，1995；Sehg~等 ， 

1995)。但是 TIM 蛋白投有 PALS域，也没有 DNA结合活力 (Lee等，1996)。因此 PER 
—

TIM 如何调节 的转录曾一度使人们迷惑不解 (Hardin等，1995；Lee等，1996)。 

有证据表明 TIM蛋白的--d,片段结合到 PER的 PAS域 (Lee等，1996)，但也有可能是 

PER通过其 PALS域与另一个含有 bHLH—PAS域的生物钟基 因结合进行反馈调节 

(Huang等，1993；Hao等，1997；King等，1997)。现已经在 10多个转录因子或生物钟 

基因中发现 PALS域 (Barinaga，1997)，由此可以推断，PAS域在物种间 (至少是在 却r 

基因内)应该是高度保守的。 

在不同物种问比较 基因各个区段的变异程度，有利于揭示 r如何进化以适应不 

同物种同样的昼夜节律活动。基于 PCR手段，在多个果蝇类群 (Colot等，1988；Thack— 

eray等，1990；Costa等 ，1991；Wheeler等，1991；Peixoto等，1992，1993；Nielson 

等，1994；Kliman等，1993；Hilton等，1996；Wang等，1996；Gleason等，1997)和 

果蝇自然群体内 (Costa等，1992；Castiglione-Morelli等，1995；Sawyer等．1997)，以 

及其他昆虫 (Nielson等，1994；Reppert等，1994)和哺乳类 (Sun等，1997；Tei等， 

1997)中， 或 的同源基 因的全部或部分序列已经被测定。研究 目标大都集中于 

PAS域和 Thr—Gly重复区段。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是 PAS域在物种闻高度保守。在果蝇 

D．melanogaster种复合体中，PAS域在种间差异很小，几乎所有的变异都为同义氨基酸 

替换 (Kliman等，1993)。果蝇 D．raelanogaster和D．x~illistoni之间 PAS域的氨基酸差 

异只有4．9％。包括PAS域在内的多个保守区在果蝇种类之间的氨基酸序列相似度达到了 

8O％左右 (Gleasun 等，1997)，PALS域在果蝇 D．vir~is和蛾 (Antheraea pem )之间有 

46％的序列一致 (Reppert等，1994)。果蝇 D．melanogaster和哺乳类之间，PAS域的相 

似度也近50％ (Sun等，1997；Tei等，1997)。这种保守的模式以及这个区域内的单个 

氨基酸替代导致果蝇昼夜节律异常的事实，说明PALS在节律调控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 

在不同的模式动物中寻找含有 PAS域的同源基因，将有助于人们发现新的生物钟 “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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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最近几项令人振奋的研究结果表明，正是另外两个含有 bHLH—PAS域的生物钟基 

因，完善了昼夜节律的调节回路。 

3 Thr—Gly区段呈现丰富的变异 

与PAS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Thr—Gly区段 这个区段在 Kyriacou的实验室得到了广泛 

深入地研究 (Kyriacou，1990；Thackeray等，1990；Costa等，1991；Wheeler等，1991； 

Costa等，1992；Peixoto等，1992，1993；Kyriacou，1994；Nielson等．1994；Cas— 

tiglione—Morelli等，1995；Sawyer等 ，1997)。对不同种和自然群体的Thr—Gly区段的序 

列比较分析表明：(1)这一区段的长度及氨基酸组成在种间有很大变异。比如在果蝇属 

内，这一区段的长度变化为 19～209个氨基酸，且氨基酸组成差异也很大 (Peixoto等， 

1993)；在其他昆虫内，这一区段往往很短 (约9个氨基酸)，而且组成稳定 (Nielson等， 

1994)； (2)果蝇 D．melanogaster自然群体和实验室品系中，Thr—Gly重复对的数目也 

呈现丰富的多态 (Yu等，1987a；Costa等，1992；Castiglione—Morelli等，1995；Sawyer 

等 ，1997)。对 Thr—Gly区段及上述的PAS域的进化分析说明，保守的 PAS域编码物种 

共有的功能，如昼夜节律；而变异区则可能编码物种特有的时域行为，例如果蝇求爱歌的 

节律 (Kyriaoou等，1986) 这种设想可能显得有些奇特，因为在分子进化领域，一般认 

为多变区是没有重要功能的。但是，已有一些证据表明这一区段确实具有很重要的生物学 

功能 (Yu等，1987b；Kyriacou，1990；Wheeler等，1991；Costa等，1992；Castiglione- 

Mordli等，1995；Sawy er等，1997) 用缺失 Thr—Gly区段的 r转化 突变体，结 

果出人意料：转化子的昼夜节律被恢复，而求爱歌节律却 比野生型短了20 s(Yu等， 

1987b)。这说明 却r基因具有双重功能：Thr—Gly区段可能控制果蝇求爱歌的节律，而 

不影响昼夜节律 (Kyriaoou，1990)。更有趣的是，求爱歌的节律似乎与11Ⅱ一Gly重复对 

的长度成反比：D．yakuba有 15对，求爱歌的节律为80 s；D．simulans有 24对，歌节律 

为 35～40 s；D．7~etanogaster有 17和 23对，歌节律为 55 s(Kyriacou，1990)。把 

D．simutans的Thr—Gly区段转化进 D．melanogaster的加r 突变体，转化子的求爱歌节 

律被恢复 ，但唱的是D．simutan5的歌 (Wheeler等，1991)。不过，还不能肯定Thr—Gly 

区段直接控制求爱歌节律。因为转化过程中，T}1r—Gly的侧翼区也同时被整合 序列比 

较发现 Thr—Gly下游的几个氨基酸具有种特异性 (Wh eeler等，1991)，Thr—Gly区段与 

侧翼区之间也存在协同进化的现象 (Peixoto等，1993；Nielson等，1994)。因此，T}1r— 

Gly及其侧翼区有可能编码种特异性的求爱歌节律 (Kyriaoou，1990；Hardin等，1995)。 

缺失 Thr—Gly区段的转化 子不 能进行正常 的温度补偿 (Ewer等，1990)。对 

D．mdanogaster自然群体的调查也显示出 11Ⅱ一Gly区段具有对昼夜节律起温度补偿的作 

用 (Cesta等，1992~Castiglione-Morelli等，1995；Sawyer等，1997)。Thr—Gly重复对 

的长度在欧洲和北非 D．melanogaster自然群体中呈现南北纬度梯度分布：北方群体中 

(T}1r—Gly)20频率很高，南方则主要是 (Thr—dy)17(Costa等，1992)。在纬度上，温度 

变化是主要的。因此温度依赖性的选择可能是Thr—Gly长度变异体频率呈纬度梯度分布 

的维持机制 (Costa等，1992)。随后的蛋白构型研究支持了这一观点 (Castigllone-Morelli 

等．1995)。最近的实验证实 D．melanogaster自然群体中Thr—Gly长度变异体的温度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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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能力是不同的，从而说明 111r—Gly区段可能对昼夜节律的温度补偿机制起着微调作用 

(Sawyer等，1997)。 

但是，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在果蝇 D．simufans自然群体 中并未发现类似于果蝇 

D．melanogaster的情况 (Rosato等，1994)。Thr—Gly区段在果蝇 D．willistoni种组内高 

度保守，并且也未检测到果蝇求爱歌的节律 (Gleason等，1997)，在果蝇 D．nasuta亚群 

中情况也是如此∞。因此作更大范围的分子进化分析是必要的 最近在哺乳类中克隆了 

地r的同源基因：RIG 、hper和mper(Sun等，1997；Td等，1997)，一个 22个氨基 

酸的Sex～Gly区段取代了果蝇的 Th—Gly区段 (Tei等，1997) 由于 Sex和 Th 为相似 

的氨基酸，因此Ser—Gly区段可能具有与Th—Gly区段相似的功能 (Kyriacou，1990) 

但是除了果蝇，尚未见其他物种这一区段生物学功能的报道 

4 per生物学功能的分子机制 

地r基因的突变影响果蝇化蛹周期、活动节律、细胞生长周期、雄性求爱歌节律、心 

博周期、发育时间及求偶行为 (Kyriacou，1990)，可见 地r基因的主要作用可能是调控 

生物多种活动的节律。研究得最多的是昼夜节律的分子生物学机制。 

通过免疫杂交发现 per的产物丰度具有昼夜周期渡动 (siwicki等，1988；Zerr等， 

1990)。随后对果蝇头部 RNA的检测显示 地r mP~NA丰度也有周期波动，且比PER的丰 

度早 6--8 h的相位 (Hardin等，1990)。per 突变体在正常光暗周期下，mRNA的相位比 

野生型提前数小时；而per 突变体没有周期波动特征 (Hardin等，1990)。从 mRNA和 

PER波动周期的相对相差，以及 per。和 per 突变体的情况可以看出，per RNA的丰度波 

动导致 PER蛋白的丰度波动，而 PER又反馈调控 地r的表达 (Hardin等，1990；Edery 

等，1994)。 

那么 PER是如何调控 抛r的表达呢?利用 per上游区段与报告基因融合的一系列实 

验表明，地r RNA的周期波动是在 RNA合成水平上调控的，即PER调控自身基因的转 

录 (Hardin等，1992)。PER蛋白的水平高时，per RNA的水平低，说明 PER抑制 per 

的表达 (Hardin等，1995)。 

要使这个负调控环呈现 24 h的周期，关键是精确调节 per RNA和 PER蛋白的相差。 

最近发现的生物钟基 因 tim 就参与了这个调节过程 (Sahgal等，1994；Vosshall等， 

1994)。tim RNA和 TIM 自身都有昼夜节律波动 (Sehg~等，1994；Vosshall等，1994)。 

最近的实验证明光可以影响 per和tim 的 mtLNA和蛋白水乎的周期波动，并且光可以影 

响 PER—nM 的结合以及 PER的磷酸化过程，从而导致 PER和 T1M 的相移 (Lee等， 

1996；Myers等，1996) 

TIM是通过与PER的异型结合，调节 PER进入核的时间而调节昼夜节律行为的。但 

是 PER和TIM都缺少DNA结合活力，因此也有可能是 PER通过其 PAS域与其他含有 

bHLH—PAS域的生物钟基因结合进行负反馈调节的。显而易见，除非 ／er一直处于开启 

① x_z，Zhang yip，Zhu D-L et ai，1998 The Thr-Gly region of the per gene is highly cons~l-ced in 
。

the D． zs a sLlbg∞up(sulmfit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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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否则这种负调控回路是难以调制生物节律的。在缺失功能性 PER蛋白的突变体中， 

仍可以观察到permRNA的组成性表达 (Zeng等，1994)，说明还可能存在 PER独立性 

的正调控因子驱动 r的转录。最近发现 r上游有一段 69 bp的增强子序列，其中的E 
—

box(enhaI∞ box)是 抛r tLNA高水平表达所必需的 (Hao等，1997)。E—box是 

bHLH异型二聚蛋白的结合部位，因此可以推测：可能是含有 bHLH—PAS域的生物钟基 

因结合到此位置调节 per的转录。鼠类生物钟基因 clock可能就是其中一个同源基因 

(King等，1997)。最近发现，CLOCK和另一个含有 bHLH—PAS域的转录调节因子 

BMAL1构成异型二聚体，结合到 r的 E—box上驱动 per的表达 ((1坨kakis等，1998)。 

在果蝇上的出色工作进一步发现 CLOCK—BMAL1异型二聚体结合到 per和tim 的 E— 

box上，分别驱动 ，和tim的表达。随着 PER和TIM 的积累，并形成 PER—TIM异型 

二聚体进入核内，阻遏CLOCK—BMAL1与E—box的结合，削减了per和tim的转录； 

随着 PER和 TlM 的减少，CLOCK—BMAL1又分别启动了 抛r和 tim 新一轮的表达 

(I)arlington等，1998)。这样，正负两个调控回路就精确地驱动了生物节律的主钟摆。这 

个主钟摆经过一些尚未知的调节 RNA和蛋白质稳定性及磷酸化的蛋白的放大作用，生物 

体的一些外在活动就表现出昼夜节律特征。 

5 小结与展望 

从上述可以清楚地看到，生物的昼夜节律是由PER和 TIM、CLOCK和 BMAL1等 4 

个生物钟 “齿轮”组成的正负调节回路控制的。它们通过 PAS域分别形成异型二聚体进 

入核内，调节 r和tim 的转录，从而使得 r和tim mRNA呈现周期波动。CLOCK 自 

身的周期波动协调了这个过程。光可以影响 PER—TIM 的结合以及 PER的磷酸化过程， 

从而影响 PER—TIM进入核的时间，导致 PER和 TIM 的相移。目前，这个基本钟摆是 

怎样被放大的，有哪些因子参与了这一放大和协调过程 ，仍然知之甚少。 

对蛾 (A．te,~y／)的研究显示 per mRNA的周期特征与 1个 per的反义转录产物的 

周期波动有关 (Saurnann等，1996)。目前还不清楚这一反义转录物是否直接调节蛾 per 

mRNA的周期波动。但可以想像 ，如果 PER在蛾中是主钟摆的话，per的反义转录物也 

就可能是反馈调节回路的一个环节。另外，在果蝇头部还发现了多个具有周期波动特征的 

mRNA，它们都与per mRNA的周期波动同相 (VI衄 Geldex等，1995)。其中有一个 mR— 

NA的周期特征是 PER蛋白依赖性的 (vI衄 GeIder等，1996)。这些转录物可能参与生物 

钟基本钟摆的调节或者放大过程，也可能是生物钟调控的下游蛋白，crg 1基因就是后一 

种 (Rouyer等，1997)。由此看来，要鉴定所有生物钟的 “齿轮”，并弄清它们的组装机 

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跨越过多个时区的人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不管你如何努力调整，一个内在的生物钟 

总使你与当地的作息时间格格不入。这个内在的生物钟是怎样起作用的?它能否被及时调 

整?对于亟待了解这个机制的人们来说，20多年的 per基因研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最 

近几年的研究成果已使人们对生物钟的分子机制有了一个较深层次的了解。那么，这个基 

本钟摆到底在哪里?我们能否调节它?在一般的生物体内，它可能就在中枢神经里。但是 

在果蝇里，几乎全身各处都有 自主的钟摆 (Plautz等，1997)，在哺乳动物，它也可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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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存在于超叉神经核 (Sassone-Corsi，1998)。现在还不知道这些钟摆是怎样协调输出 

的 但我们已经看到不同时刻的光照可以导致 PER和 TIM的相移，光刺激人膝关节背面 

也可以调节生理节律的相位 (CampbelI等，1998)。可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睡眠异常、 

冬季抑郁症患者及飞越多个时区的人们只需用一两片药丸或一束光照就可以调整自己的生 

物钟 (Barlnaga，1997；Oren等，1998)。 

从 per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有的复杂行为，其遗传基础却相对简单。也正是基于这 

个信念，Takah~hi等人才坚持不懈地在哺乳类中克隆了clock基因 (Barinaga，1997) 生 

物钟分子机制得以理解，体现了遗传学和基因组学相结合的巨大力量。由于重要的生物学 

功能在进化上都保守，利用各种模式动物进行基因库筛选，将会大大加速解读人类复杂行 

为分子机制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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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LECULAR BIOLOGY OFTHE。BIOLOGICALCLOCK GENE，per／od 

ZHENG Xiang．zh。ng①@ ZHANG Ya-pinga) ZHU D~ng-I iang~ GENG Zhen—cheng~ 

(①L曲． Cellular andMoL,cularEvolulion，KunmingInstitute ofZoologyt 

the ChineseAcademy ＆ ．Kunmir~g 650223) 

(②Institute ofGenetics，Fudan Unlz~rsity．~hatoghai 200433) 

Many biochemical，physiological and behaviouml processes in organisms ranging from mi- 

croorganisms to vertebratea．exhibit circadian rhythms~iven by endogenous oscillators．Since 

the cloning of the biological clock gene per／od in Drosophila：，the endeavor in two decades to 

understand the molecular components that oanstltute these oscillators has been rewarded：we 

nowknow the circadian rhythm is driven by four oogs：PER,TIM，CLOCK and BMAL1， 

and the mechanism which govem the circadian oscillation has been elucidated．This w0rk on 

biological clock genes is spectacular noi Only for its heuristic value。but also~ecause it illustrate 

the synegistic power of genetics and genomics．Given the evolutionary conservation of the 

mechanisms that govern the fundermental biologiced processes，the period story will greatly ac— 

celemte the reseach progress on human mmplex behavior． 

Key words Biological clock， 0d(per)gen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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