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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与基因组进化”论坛综述 

     2018 年 4 月 21~25 日，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与技术前沿论坛”前

沿专题国际研习会系列活动之一——“基因与基因组进化”论坛在成都

顺利召开。论坛由中国科学院学部学术与出版工作委员会、《中国科学: 

生命科学》（SCLS）和华人生物学家协会（CBIS）共同主办，四川大

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华西医院承办。国内外近 40 位基因进化研究领域

的专家学者作了报告，内容涵盖当前基因和基因组进化研究最前沿的

发展方向。 

本次论坛也是SCLS与CBIS生命科学研讨会（SCLS-CBIS Joint Life 

Science Research Workshop）的第三次学术活动。论坛小而精致，讨论

热烈而有深度，是一次思想碰撞和学科交叉的科学盛宴。 

    一、论坛概况 

开幕式上，《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总主编朱作言院士介绍了

SCLS 与 CBIS 的合作背景，呼吁与会专家关注并支持 SCLS。SCLS

海外编委、芝加哥大学龙漫远教授介绍了期刊的基本情况和发展目标，

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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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以“Nothing makes sense in biology of genes and genomes except the 

light of evolution”为题阐述了进化对基因与基因组生物学的重要意义。

四川大学卓越医学国际合作中心主任程惊秋教授作为东道主致欢迎

辞。 

论坛上， 14 位来自美国、德国、日本、巴西、泰国的专家以及

25 位国内学者作了报告。报告内容涵盖 9 个主题：（1）基因进化相关

科学概念和理论；（2）性别与繁殖中的机制与进化；（3）功能和疾病

相关分子变异；（4）植物基因和基因组；（5）进化理论与计算；（6）

进化与疾病；（7）分子进化动力学及其过程；（8）进化的遗传基础；

（9）分子进化的突变因素。 

    二、论坛主题报告 

（一）基因进化相关科学概念和理论 

德国 Munster 大学 Juergen Brosius 教授的报告题目是“扩展适

应：从达尔文到基因组”。适应通常指生物目前的形态结构和生理机能

与其赖以生存的环境相适合的现象，而扩展适应是指具有某种特定功

能的结构后来被增用于另一个不同功能的现象。报告从达尔文在《物

种起源》中所述的“鱼类鳔的沉浮功能向辅助听觉和呼吸功能的扩展

适应”切入，引经据典，讲到近年来在新基因起源、非编码 RNA 功

能研究中所了解到的大量基因组中的扩展适应机制，认为这一机制应

该成为基因组功能和演化研究的基本思维方法。巴西 Federal do Rio 

Grande do Norte 大学 Sandro DeSouza 教授的题目是“人类转录因子

结合位点（TFBS）的起源与进化”。他通过分析不同物种的基因组数

据、ENCODE 数据和千人基因组数据等，比较了不同物种和人群的转

录因子结合位点的分布特征、对表达的影响等，发现人类特有的转录

因子结合位点与神经发育和分化有关，主要表达在人的大脑和睾丸中，

而且有更高的表达广度等进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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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别与繁殖中的机制与进化 

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 Justin Fear 博士报告了“单细胞 RNA-Seq

分析揭示晚期雄性生殖细胞的 X 染色体沉默”现象，他的研究表明，

早期生殖细胞群体（精原细胞和早期精母细胞）表现出与体细胞相似

的 X 染色体剂量补偿，在生殖细胞（精母细胞）的发展过程中，X 染

色体剂量补偿随着最终的早熟 X 染色体沉默而减少，X 染色体沉默与

RNA 聚合酶 II 活性的降低一致。加州大学 Irvine 分校 Jose Ranz 教授

的报告题目是“一个新进化的多基因家族的整合分析：从分子到机体

水平”，他的研究组对 Sdic 基因家族进行了系统研究，证明 Sdic 促进

精子竞争，缺少 Sdic 的男性表现出第一男性精子移位的能力下降。北

京大学白书农教授作了题为“植物形态建成 123：现代植物学的复

兴？”的报告，对现代植物学和形态发生相关的思想、概念和问题进

行了反思和讨论。南京师范大学邓成教授的报告题为“GPCR 肽激素

配体中 Alu 的适应性进化”，介绍了人类孤儿 G 蛋白偶联受体 GPCR

的新功能和未知多肽激素配体适应性演化及其功能适应。 

（三）功能和疾病相关分子变异 

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李涛教授报告了“抗精神病药物相关的罕见

突变及其功能”，他们发现两个基因集（减少 NMDA 介导的突触电流

和减少 AMPA 介导的突触电流）与抗精神病药物的疗效有关，证实了

最差应答者罕见的破坏性变异增加。美国 Harvard 大学医学院 Victor 

Luria 教授的报告为“进化中的变异与新奇：新基因从头起源促使蛋

白质结构创新和神经变革”，他总结了新基因蛋白的特点，例如，与老

蛋白相比，新的蛋白更短、无序、混杂、更易暴露于水中，不太可能

聚集，更少的朊病毒原性，有较少的螺旋，有较短的折叠，更多的跨

膜结构域和带有更多的正电荷等。苏州大学王晗教授报告了“生物钟

的机制与生物钟基因的进化”，对生物钟与计时机制、生物钟基因的进

化、计时机制的演变等问题进行了介绍和讨论。美国 Texas 大学 Es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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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ran 教授讲的是“Drosophila 中进化冲突驱动的基因新功能”，她的

研究表明，新基因和快速变化的基因组结构是维持雄性和雌性功能良

好、维持细胞的良性减数分裂和维持转座元件入侵时基因组功能的保

障。 

（四）植物基因和基因组 

西北工业大学王文教授报告了“反刍动物起源和进化的遗传基

础”，他介绍了反刍动物起源和进化的研究目标和意义，反刍动物基因

组计划联盟及相关的科学问题。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章成君研

究员的报告题目为“新基因驱动转座子进化或转座子搭便车新基

因？”，他们发现的一个种特异性新基因（RD29）在很短的时间内在

水稻上获得了许多重复（<1 My）。通过结构分析表明，RD29 应该是

一个功能基因，是RIM2转座子的一部分，新基因RD29可能推动RIM2

的进化。重庆大学朱政霖副教授介绍了“植物中基于 RNA 的基因复

制问题”，对植物逆转录介导的机制和植物性逆转录基因是否存在性别

染色体或性别偏误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华中农业大学欧阳亦聃教授的

报告为“Gγ蛋白的起源和功能分化决定种子大小的粒径调控”，他们

的研究表明，中粒可能是水稻繁殖的最佳选择，因为增加粒径使其大

于中等产量将损害水稻植株的适宜性。作为一种策略，水稻植物 GS3

的功能是检查以防止粮食变得太大。DEP1 和 GGC2 起到促进晶粒大

小的作用，GS3 起到保持平衡的作用，以维持适合于自然选择的适应

性。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朱安丹研究员的报告是“种子植物线

粒体基因组复杂性的演化”，他的研究表明，植物线粒体基因组多样性

大于预期，突变率可以在植物线粒体基因组内部和植物之间发生意外

变化。突变率（突变负担假说）可能与基因丢失和 RNA 编辑损失有

关，但与植物线粒体基因组大小（基因间区）的进化无关。美国 Wayne

州立大学 Chuanzhu Fan 教授的报告是关于“植物重复基因进化的表

观遗传学”，他们的研究表明，重复基因的甲基化发散与表达和序列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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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之间存在唯一的相关性，这可能导致重复基因的不同功能和进化方

向；动态 DNA 甲基化促进植物重复基因的进化。同时他还报告了其

研究组对“转录分化是否直接引入植物重复基因的表型分化”和“表

观变异是否会引起重复基因的表达差异”等问题的研究。 

（五）进化理论与计算 

日本国立遗传学研究所 Hiroshi Akashi 教授报告的题目为“适应

性进化的普遍性验证：Drosophila 中密码偏倚和蛋白质进化”，他报告

了可能影响演化模式的多种因素。研究表明，在快速进化的蛋白质基

因中减少的优先密码子偏好（Maior codon preference）似乎与

Drosophila 的适应性搭便车相一致。然而酵母中类似的模式表明，其

他因素可能是这种模式的基础。电子科技大学郭锋彪教授介绍了“微

生物计算进化基因组学的两个案例研究”，其研究发现了细菌基因组的

演化速度与蛋白质亚细胞定位、跨膜螺旋、亲水性、芳香性和复制链

定位等之间的关系，在细菌中转录丰度对演化速度不存在显性效应，

而保留重要功能的因素，如维持细胞膜功能，避免由错误折叠或错配

引起的毒性分子的积聚影响细菌蛋白的演化速度。华中农业大学陈露

博士报告了他们“利用混合测序策略比较了硬骨鱼类性别差异长编码

RNA（LNCRNs）的功能、模式和进化机制”。西安交通大学祖建教授

的报告介绍了他对“人类基因共表达网络的拓扑结构演变”的研究。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樊维姝博士作了“绿色植物细胞器基因组

多样性的比较进化分析”的报告。  

（六）进化与疾病 

苏州大学沈百荣教授的报告题目为“脆弱性与鲁棒性：疾病生物

标志物发现的原理”，他以生物标志物为例，从大数据、临床可应用的

小数据和智能医学这三个维度讲述了信息学方法、模型以及隐藏在数

据中的各种规律与生物、物理和化学中基本原理之间的关联。四川大

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华西医院商慧芳教授介绍了“中国西南地区 ALS



 6 

患者的临床和遗传特点”，从遗传和临床两个方面讨论了中国人与白种

人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疾病变异谱和临床上的差异，并对此差异

进行了分子机理的探讨。李春雨博士介绍了“肌萎缩侧索硬化进展中

microRNA-183-5p 在细胞应激和坏死中的分子功能”。张亚敏介绍了

“全外显子测序与结构 MRI 的联合分析重度抑郁症”。华中农业大学

钱胜博士介绍了“Drosophila G-四链体的模式、功能和演化”。泰国

Mahidol 大学 Meng-Shin Shiao 教授的报告为“头颈部癌场癌变：克

隆进化能帮助我们了解更多吗？”她以头颈部癌为例，说明了场癌变

的表征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预测癌症。 

（七）分子进化动力学及其过程 

德国 Munster 大学 Wojtek Makalowski 教授的报告题为“转座子

作为脊椎动物基因组进化的驱动力”，介绍了他们观测到的“导致疾病

的过程可以推动进化，转导可以为基因组改组提供手段”等研究结果。

重庆大学张泽教授的报告“家蚕驯化过程中转座因子的进化动力学及

适应作用”，其研究表明，阳性选择是引起家蚕转座元件频率上升的主

要驱动力，驯化的瓶颈效应也可能对提高转座元件频率起到一定的作

用，转座元件为家蚕个体的发育均匀性、驯化的发育特性作出了贡献。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何舜平研究员的报告题目为“来自地球最

深处的鱼类提供了最大压力适应的洞察力”，他通过狮子鱼基因组中的

重要适应性状，论证和了解生物在深海极端环境中如何进化：包括进

化与反向进化、流体静压的自适应机理、膜内适应性、蛋白质折叠的

自适应等。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冷梁博士作了“除了剂量增加，编

码改变和基因融合也有助于后生动物串联重复的固定”的报告。重庆

大学魏闻教授的报告为“霍乱弧菌大流行株的变异景观”。重庆大学

王云博士作了“熊蜂属的系统发育与高原适应性基因的识别”的报告。 

（八）进化的遗传基础 

巴西 Sao Paulo 大学 Maria Vibranovski 教授的报告“精子发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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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与新基因的进化”提出并验证了三个假设：（1） 新基因在精子发生

后期应被更多表达，（2）在精子发生单倍体阶段表达的基因应富集阳

性选择标记，（3）常染色体新基因（非 X-连锁基因）应在精子发生单

倍体阶段中更多表达。中国科学与技术大学史庆华教授的报告阐明了

“在减数分裂性染色体失活中 RPL10L通过补偿 RPL10来进行减数分

裂”。云南师范大学黄媛教授报道了“拟南芥的种特异性基因复制在

正选择下对形态性状产生强烈的表型效应”。泰国国家科学技术发展

署 Anuphap Prachumwat 教授的报告讨论了“一种主要虾类养殖寄生

虫肝细胞的基因组进化”。 

（九）分子进化的突变因素 

华中农业大学陈振夏教授的报告为“解读非编码元素的功能和演

化机制”，他们通过分析脊椎动物和黑果蝇的重复倒置，对其密度分布、

折叠概率、表达和进化年龄分布等方面进行了生物信息学分析。中国

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张勇教授的报告“基于整合数据库 GenTree 的灵长

类特异性蛋白编码基因数目和功能的评估”，介绍了他们建立的一个灵

长类特异性基因的数据库 GenTree，并提出了年龄推断方法，结合进

化和蛋白质组学证据评估具有蛋白质编码潜力的新基因。龙漫远教授

的报告为“性的不完美遗传控制：性冲突下基本功能的迅速进化”，主

要探讨了两个问题：（1） 新基因基本功能进化有多快？（2）性如何

导致和解决基因复制中的性冲突？研究表明，物种特有的复制很快进

化出必要的配子发生功能，物种特异性复制在互补性冲突下进化，基

因复制是解决或减轻性冲突危险的机制。 

三、交流和研讨 

论坛上，专家们进行了充分的现场交流和讨论，通过交流拓展了

思路、建立了合作，促进了进化、组学、遗传学和医学多学科的思想

交流和跨学科的探讨。 

本次论坛以进化为主题，反应了研究领域中多学科交叉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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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指出当前生命科学发展的一个方向——以新的范式开展新的生物

学研究。会上，国外报告人表现出对中国快速发展的生命科学基础研

究的热情关注。 

 

（作者：沈百荣，苏州大学教授；龙漫远，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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