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社地址 太原市三墙路坝陵北街盛世华庭 A1座 21层 邮编 园猿园园09
随时征订热线 0351-3239622 0351-3239623
编辑质量监督电话 0351-3239626
高中各科电话（区号 园猿缘员） 语文 3239655 数学 3239640 物理、化学、生物 3239627
印刷 河南豫晋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厂地址 郑州市管城区金岱工业园区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 员源园园园园源园园园园源源
本册定价 18.00元

学习报《学·考·通》高考备考系列

荫以专题为主线 荫以考点为核心

荫以训练为重点 荫以提分为目标

化学
（共 5册）

生物
（共 5册）

物理
（共 5册）

淤必修 1、2
于选修 4
盂选修 3
榆选修 5
虞实验

淤必修 1
于必修 2
盂必修 3
榆选修 1
虞选修 3

淤必修 1、必修 2、选修 3-5（1）

于选修 3-1、选修 3-2、选修 3-5（2）

盂选修 3-3
榆选修 3-4
虞实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主管

山西三晋报刊传媒集团主办

学习报社编辑出版

全国教辅类一级报纸

国内统一刊号：CN14-0708/（F）
总编辑 苗俊青

第 31-42 期
总第 员607-1618 期
出版日期：2020年 2月 19日

高考备考

微信扫码，关注学习报
公众号，了解教育资讯，伴
学快乐成长。

主 编 王 静
终 审 李双孝
责 编 张丽宏
封面设计 海平面
照 排 姚志莲



吉继辉（山西省大同市教育科学研究中心）

孙瑞娴（山西省吕梁市高级中学）

李艾兵（山西省曲沃县第二高级中学）

颜 威（山西省太原市令德中学）

王丽霞（山西省临汾一中）

杨晓冬（山西省新康国际实验学校）

魏 波（山西省曲沃中学）

王引连（山西省范亭中学）

姚月鲜（广东省中山市龙山中学）

何君娇（广东省中山市龙山中学）

张伟妮（陕西省汉中市南郑中学）

谢广燕（重庆市铁路中学）

张 利（重庆市进盛实验中学）

龚明艳（重庆 66 中）

刘勉君（四川省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实验中学）

许 伟（四川省中江县清河中心学校）

专题 1 基因工程 03
基因工程阶段性检测（员） 10
基因工程阶段性检测（2） 11
基因工程阶段性检测（3） 12

专题 2 细胞工程 13
2.1 植物细胞工程 13
细胞工程阶段性检测（1） 18
细胞工程阶段性检测（2） 19
2.2 动物细胞工程 20
细胞工程阶段性检测（3） 25
细胞工程阶段性检测（4） 26

专题 3 胚胎工程 27
胚胎工程检测（1） 31
胚胎工程检测（2） 32

专题 4 生物技术的安全性和伦理问题 33
生物技术的安全性和伦理问题检测 35

专题 5 生态工程 36
生态工程检测 38

选修 3 热点专题 各个击破 39
选修 3 热点考向专练 42
选修 3 真题专练 45

基因工程中涉及到的各种酶的作用/06

基因工程的基本操作程序/06

基因工程的应用及蛋白质工程/07

植物细胞工程的基本技术/15

植物细胞工程的实际应用/16

动物细胞培养/22

动物体细胞核移植技术/22

动物细胞融合和单克隆抗体的制备/22

体内外受精及早期胚胎发育和培养/29

胚胎工程的应用/29

转基因生物的安全性/34

关注生物技术的伦理问题/34

生物武器的种类和特点/34

生态工程的基本原理及应用/37

生态工程的实例分析及发展前景/37

目 录 考点索引

拓展阅读

“自带基因剪刀”的猪/08

DNA分子杂交技术简介/09

聊聊基因工程/09

聚焦蛋白质工程的应用/09

植物组织培养技术的发展/17

植物体细胞杂交知识拓展/17

说说人工种子/17

两次筛选原因不同原理不同/24

癌症治疗的曙光/24

动物细胞培养基中的添加物/24

胚胎移植中涉及到的激素/30

谈谈试管婴儿/30

被冤枉的几种“转基因食物”/34

未来农业的几种存在模式/37

高考生物

说明：参考答案另附。

本册编委（排名不分先后）

专题 1 基因工程 03

基础必知

知识点一 DNA重组技术的基本工具

中轴线 平末端

Sma玉
（在 G 与 C 之间切割）

GGG
GGG
CCC

CCC
GGG
CCCGGG

CCC

中轴线

黏性末端

EcoR玉
（在 G 与 A 之间切割）

GAA
CTT AAG

TTC
CTTAA
G

G
AATTC

切割 DNA 分子时产生的两种不同末端（箭头表示酶的切割位置）

附图：

1.基因工程

（1）基因工程得以实现的理论基础：淤所

有生物的 DNA 都以 4 种脱氧核苷酸为基

本单位，构成独特的双螺旋结构，这为不同

种生物的 DNA 成功拼接提供了物质基础。

于所有生物共用一套遗传密码子，为

某种生物的基因能够在其他种类生物细胞

内正常指导蛋白质的合成提供了可能。

盂基因是控制生物性状的遗传物质的

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其表达具有一定

的独立性，为目的基因在受体细胞中表达

提供了前提条件。

（2）基因工程的技术支撑：DNA 合成和

测序技术的发现、DNA 体外重组的实现、重

组 DNA 表达实验的成功、第一例转基因动

物的问世、PCR 技术的发明。

2.基因工程的基本工具

（1）“分子手术刀”———限制性核 酸

内切酶

来源及种类：主要是从原核生物中分离

纯化出来的一种酶，约有 4 000 种。最常用

的两种限制酶是 EcoR玉、Sma玉限制酶，它

们识别的序列均为 6 个核苷酸（见附图），

也有少数限制酶的识别序列由 4、5 或 8
个核苷酸组成。

作用：识别双链 DNA 分子中的某种特

定的核苷酸序列，使每一条链中特定部位

的两个核苷酸之间的磷酸二酯键断开。

结果：DNA 分子经限制酶切割产生的

DNA 片段末端通常有两种形式———黏性末

端和平末端。当限制酶在它识别序列的中

心轴线（附图中虚线）两侧将 DNA 的两条

链分别切开时，产生的是黏性末端，而当限

制酶在它识别序列的中心轴线处切开时，产

生的则是平末端。

（2）“分子缝合针”———DNA 连接酶

分类：根据酶的来源不同，分为两类：一

类是从大肠杆菌中分离得到的，称为 E·coli
DNA 连接酶；另一类是从 T4 噬菌体中分离

出来的，称为 T4 DNA 连接酶。

作用：将双链 DNA 片段“缝合”起来，

恢复被限制酶切开的两个核苷酸之间的磷

酸二酯键。两类酶的区别在于，二者所能连

接的末端不同，E·coli DNA 连接酶仅能连

接黏性末端，T4 DNA 连接酶则可连接黏性

末端和平末端，但前者效率较高。

（3）“分子运输车”———将基因送入受

体细胞的载体

应具备的条件：能自我复制、有切割位

点、能与目的基因结合、能进入受体细胞并

在受体生物细胞内复制与表达、有遗传标

记基因、对受体细胞无害、比较容易得到等。

载体：常用载体为质粒，还可用 姿 噬菌

体的衍生物、动植物病毒等。

知识点二 基因工程的基本操作程序

基因工程的基本操作程序是基因工程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

以下四步：

第一步：目的基因的获取

1.目的基因的概念：目的基因主要是指编码蛋白质的基因，例

如，与生物抗逆性相关的基因、与优良品质相关的基因等。

2.方法：（1）从基因文库中获取目的基因：淤基因文库的含义：

将含有某种生物不同基因的许多 DNA 片段，导入受体菌的群体中

储存，各个受体菌分别含有这种生物的不同的基因，称为基因文

库。于基因文库的种类：基因组文库和部分基因文库。

（2）利用 PCR 技术扩增目的基因：淤方法：目的基因 DNA 受

热变性后解链为单链，引物与单链相应互补序列结合，然后在

DNA 聚合酶作用下进行延伸，如此重复循环多次。于特点：成指数

形式扩增。

（3）人工合成：如果基因比较小，核苷酸序列又已知，可以通过

DNA合成仪用化学方法直接人工合成。

第二步：基因表达载体的构建

1.目的：使目的基因在受体细胞中稳定存在；可以遗传给下一

代；使目的基因能够表达和发挥作用。

2.基因表达载体的组成：目的基因、启动子、终止子、标记基

因、复制原点等。

复制原点

目的基因：插在启动子和终止子之间

启动子

位置：基因的首端

功能：是 RNA 聚合酶识别和结合的部

位，驱动基因的转录

位置：基因的尾端

功能：RNA 聚合酶脱离部位，终止

转录

终止子

标记基因：鉴别受体细胞中是否含有目的基因

第三步：将目的基因导入受体细胞

1.转化：目的基因进入受体细胞内，并且在受体细胞内维持稳

定和表达的过程，称为转化。

2.常用的转化方法：

受体
细胞
种类

常用
方法

受体
细胞

转化过程

植物
细胞

农杆菌
转化法

体细
胞

目的基因插入农杆菌的 Ti 质粒的 T-DNA
上寅目的基因进入植物细胞寅整合到受
体细胞染色体的 DNA 上寅表达

动物
细胞

显微注
射法

受精
卵

目的基因表达载体提纯寅取受精卵寅显
微注射寅受精卵发育寅新性状的动物

微生
物

细胞

Ca2+处
理

原核
细胞

Ca2+处理细胞寅感受态细胞寅重组表达载
体与感受态细胞混合寅感受态细胞吸收
DNA 分子，完成转化

（下转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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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四 蛋白质工程的崛起

04

1.蛋白质工程的概念

蛋白质工程是在基因工程的基础上，延伸出

来的第二代基因工程。理解蛋白质工程的概念应

重点把握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蛋白质工程的

基础：蛋白质分子的结构规律及其与生物功能的

关系。（2）蛋白质工程的改造对象：本质上是改造

控制蛋白质合成的基因。（3）蛋白质工程的产物：

满足人类需要的蛋白质。

2.蛋白质工程的原理

蛋白质工程的目标是根据人们对蛋白质功

能的特定需求，对蛋白质的结构进行分子设计。

它的基本流程图可以表示为：

转录
mRNA

翻译

基因DNA 氨基酸序列
多肽链

中心法则

蛋白质工程

蛋白质
三维结构

折叠

分子设计

生物功能
预期功能

DNA 合成

3.蛋白质工程的实例

（员）干扰素是动物体内的一种蛋白质，可以

用于治疗病毒的感染和癌症，但在体外保存相当

困难。通过蛋白质工程将其分子上的一个半胱

氨酸变成丝氨酸后，可在原苑园 益的条件下保存

半年。

（圆）玉米中赖氨酸的含量比较低，这是由于

细胞内赖氨酸的浓度对玉米体内天冬氨酸激酶

和二氢吡啶二羧酸合成酶（赖氨酸合成过程中的

两个关键酶）活性的影响较大，从而使赖氨酸的

含量难以提高，经过蛋白质工程改造这两种酶

后，可以使赖氨酸的含量提高。

对本部分知识的学习不能局限于这两个例

子，更重要的是从中学习蛋白质工程的原理及基

本途径。

4.蛋白质工程的进展和前景

蛋白质工程的进展向人们展示出诱人的前

景，例如，可以通过对胰岛素的改造，使其成为一

种速效型药品。

学习该部分知识时，要联系蛋白质的结构，

特别要理解蛋白质的空间结构对其功能的影响；

同时要根据所学知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了解

在蛋白质工程操作中，如何能不使蛋白质的空间

结构发生改变。

第四步：目的基因的检测与鉴定

检测水平 检测目的 检测方法

分子

转基因生物的 DNA 上是否

插入目的基因

DNA 分子杂交

技术

目的基因是否转录出 mRNA 分子杂交技术

目的基因是否翻译成蛋白质 抗原—抗体杂交

个体 是否具有相应性状
抗虫或抗病的接

种实验

名师提醒 1.基因文库不是直接保管相应基因，基因

文库中的基因保存在受体菌中。

2.真核细胞的基因编码区含有不能表达的内含子，因

此不能直接用于基因的扩增和表达，获取真核细胞中的目

的基因时，一般采用人工合成的方法。

3.在整个操作程序中，除第三步“将目的基因导入受体

细胞”外，其他三个步骤中均涉及碱基互补配对。

4.不论目的基因导入何种生物的细胞，都必须先将目

的基因与运载体结合———构建基因表达载体（该过程是在

体外环境中进行的），这样才能保证导入的目的基因能够

稳定地保存、复制和表达。

2.基因工程在药物生产中的应用

（1）工程菌。用基因工程的方法，使外源基因得到高效表达的菌类细胞株

系一般称为工程菌。

（2）基因工程药物的种类。第一种基因工程药物是重组人胰岛素。现在利用

转基因的工程菌生产的药物已有60多种，包括细胞因子、抗体、疫苗、激素等。

（3）基因工程药物的作用。基因工程药物可用于预防和治疗人类肿瘤、心血

管疾病、遗传病、各种传染病、糖尿病、类风湿等疾病。

名师提醒 乳腺生物反应器与工程菌生产药物的比较

比较项目 乳腺生物反应器 工程菌

概念
通过基因工程技术，使药用蛋白基
因在转基因动物体内特异表达，利
用动物的乳腺生产所需要的药品

用基因工程的方法，使外源基因
得到高效率表达的菌类细胞株系

基因结构
动物基因的结构与人类基因的结
构基本相同

细菌或酵母菌等生物基因的结构
与人类基因的结构有较大差异

受体细胞 动物的受精卵 微生物细胞

药物提取 从转基因动物分泌的乳汁中提取 从微生物细胞中提取

3.基因治疗

（1）概念：基因治疗是指把正常基因导入病人体内，使该基因的表达产物发

挥功能，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2）基因治疗的途径:
外源基因类型

及举例
过程 特点 成果举例

体外基因

治疗

腺苷酸脱氨酶

基因

淤先从病人体内获得

某种细胞；于细胞培

养；盂在体外完成基因

转移；榆筛选成功转移

的细胞扩增培养；虞重

新输入患者体内

操作复

杂，但成

功率高

治疗复合型免疫

缺陷症

体内基因

治疗

治疗遗传性囊

性纤维化病的

正常基因

外源基因寅运载体携

带寅转入体内相应组

织细胞

操作简

单，但成

功率低

治疗遗传性囊性

纤维化病

项目

类型

名师提醒 基因治疗并不是对病人的致病基因进行改造，而是把正常基因（健

康基因）导入病人体内某些功能细胞中，原来细胞中存在缺陷的基因并没有被清

除或改变。

外源基因类型及举例 成果举例

植 物 基

因 工 程

的成果

抗虫转基因

植物

抗虫基因：Bt 毒蛋白基因、蛋白酶

抑制剂基因、淀粉酶抑制剂基因、植

物凝集素基因等

抗虫的水稻、棉花、

玉米等

抗病转基因

植物

抗病毒基因：病毒外壳蛋白基因和病

毒复制酶基因

抗真菌基因：几丁质酶基因和抗毒素

合成基因

抗病毒的烟草、小

麦、番茄、甜椒等

抗逆转基因

植物

抗逆基因：渗透压调节基因、抗冻蛋

白基因、抗除草剂基因

抗盐碱和抗干旱的

烟草、耐寒番茄、抗

除草剂的大豆和玉

米等

改 良 品 质 的

转基因植物

优良性状基因：必需氨基酸含量多的

蛋白质编码基因、控制番茄成熟的

基因、与植物花青素代谢有关的基因

高赖氨酸含量的玉

米、转基因延熟番

茄、新花色矮牵牛

动 物 基

因 工 程

的成果

提 高 生 长 速

度 的 转 基 因

动物

外源生长激素基因
转基因绵羊、转基

因鲤鱼

改 善 畜 产 品

品 质 的 转 基

因动物

肠乳糖酶基因
乳汁中含乳糖较少

的转基因牛

生 产 药 物 的

转基因动物

药用蛋白基因与乳腺蛋白基因的启

动子等调控组件
乳腺生物反应器

作 器 官 移 植

供 体 的 转 基

因动物

将器官供体基因组导入某种调节因

子，以抑制抗原决定基因的表达或

除去抗原决定基因

无免疫排斥的转基

因克隆猪器官

项目
类型

1.植物基因工程和动物基因工程的应用成果

（上接第 3 版）

知识点三 基因工程的应用

05专题 1 基因工程

归纳总结

辨析一 DNA 连接酶与 DNA 聚合酶

项目 DNA 连接酶 DNA 聚合酶

作用实质 都是催化两个脱氧核苷酸之间形成磷酸二酯键

是否需要
模板

不需要 需要

连接
DNA 链

双链 单链

作用过程
在两个 DNA 片段之间
形成磷酸二酯键

将单个核苷酸加到已有
的核酸片段的末端上，形
成磷酸二酯键

作用结果 形成重组 DNA 合成 DNA 的一条链

应用 基因工程 DNA 复制、PCR 技术

辨析二 基因载体与载体蛋白

项目 基因载体（以质粒为例） 载体蛋白

化学
本质

DNA（或核酸） 蛋白质

分布 细菌或酵母菌等微生物 细胞膜

作用
与目的基因结合形成重组质

粒，将目的基因导入受体细胞

与跨膜运输的物

质结合，协助物质

输入或输出细胞

特点

能在宿主细胞中稳定存在并能

复制；有一个或多个限制酶切

割位点，以便和目的基因连接；

具有标记基因，以便对目的基

因进行鉴定和选择

特异性、一定的流

动性

辨析三 PCR 技术与 DNA 复制

项目 PCR 技术 DNA 复制

相同点

原理 阅晕粤 复制（碱基互补配对）

原料 四种游离的脱氧核苷酸

条件 模板、ATP、酶、原料、引物

不同点

解旋
方式

DNA 在高温下变性解旋 解旋酶催化

场所 体外复制（孕悦砸 扩增仪） 主要在细胞核内

酶
热稳定的 DNA 聚合酶

（栽葬择阅晕粤 聚合酶）
细胞内含有的 DNA 聚
合酶

结果
在短时间内形成大量的
DNA 拷贝

形成 DNA 分子长链

易混知识比中学

疑问 1 基因工程中需要的工具酶只有两

种吗？

解答 基因工程中需要的工具酶除了限

制酶和 DNA 连接酶外，还包括 DNA 聚合酶、

逆转录酶等。基因工程中涉及到一系列酶，如

扩增目的基因时，需要 DNA 聚合酶；用逆转录

的方法构建 cDNA文库时就需要逆转录酶。

疑问 2 目的基因导入受体细胞后就说明

目的基因完成了表达吗？

解答 不能说明，受体细胞表现出特定的

性状，才能说明目的基因完成了表达。这是基

因工程的最后一步，也是检查基因工程是否做

成功的一步。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检测：

（1）首先，要检测转基因生物的DNA 上是

否插入了目的基因，一般采用的方法是 DNA
分子杂交技术，即将转基因生物的基因组

DNA提取出来，在含有目的基因

的 DNA 片段上用放射性同

位素等标记，以此作为探

针，使探针与基因组

DNA 杂交，如果显示

出杂交带，就表明目

的基因已插入染色体

DNA 中。

（2）其次，要检测目

的基因是否转录出了

mRNA，检测方法是分子杂

交技术。

（3）最后，要检测目的基因是否

翻译成蛋白质。

疑问 3 目的基因为何必须与运载体结合

形成重组 DNA 后才能导入受体细胞？

解答 构建基因表达载体的目的是使目

的基因在受体细胞中稳定存在，并且可以遗传

给下一代，同时，使目的基因能够表达和发挥

作用。目的基因作为一种外源 阅晕粤，进入细胞

后很容易被相应的酶降解掉，因此，目的基因

通常要与运载体结合，构建基因表达载体后，

才能导入受体细胞。

疑问 4 天然的质粒可以直接用做基因工

程的运载体吗？为什么？

解答 作为运载体，质粒需要满足以下条

件：（员）有一个或多个限制酶的切割位点，以便

目的基因可以插入到运载体上，这些供目的基

因插入的限制酶的切点所处的位置，还必须是

在质粒本身需要的基因片段之外，这样才不至

于因目的基因的插入而失活。

（圆）具备自我复制的能力，或能整合到染

色体 DNA 上，随染色体 阅晕粤 进行同步复制。

（猿）带有标记基因，以便重组后进行重组

阅晕粤 的筛选。

（源）必须是安全的，不会对受体细胞有害，

或不能进入到除受体细胞以外的其他生物细

胞中去。

（缘）大小应适合，以便提取和在体外进行

操作，太大则不便操作。实际上自然界存在的

质粒分子并不完全具备上述条件，需要进行人

工改造后才能用于基因工程操作。

疑问 5 PCR 技术与细胞内 DNA 复制相

比较，不同点有哪些？

解答 （1）场所不同，PCR 技术在生物体

外复制特定的 DNA 片段。

（2）所需要的酶不同，PCR 技术需要耐高

温的 DNA 聚合酶。

（3）解旋方法不同：PCR
技术中利用加热使双链 DNA
解旋。

疑问 6 DNA连接酶连接

的是什么部位？

解答 DNA 连接酶是一

种能够将两条 DNA 链连接起

来的酶，根据酶的来源不同，

可分为 E·coli DNA 连接酶和

T4 DNA 连接酶两类。阅晕粤 连

接酶是在两个 阅晕粤 片段之间

形成磷酸二酯键，它可以将

阅晕粤 双链上的两个缺口同时

连接起来。

疑问 7 农杆菌可将目的基因导入双子叶

植物细胞中，却不能将目的基因导入单

子叶植物细胞中，这是为什么呢？

解答 农杆菌是一种在土

壤中生活的微生物，能在自然

条件下感染双子叶植物，而

对大多数单子叶植物则没

有感染能力。当植物体受到

损伤时，植物的受伤组织会

产生一些糖类和酚类物质，

吸引农杆菌向受伤组织集中，

研究表明，这些物质主要在双子

叶植物细胞壁中合成，通常不存在

于单子叶植物细胞中，这也是单子叶植

物不易被农杆菌侵染的原因。

疑问 8 大肠杆菌细胞在转化时为什么要

用 悦a2+处理？

解答 因为大肠杆菌等细菌的细胞壁成

分主要是肽聚糖，因此一般要先用 悦a2+处理细

胞，以增大细菌细胞壁的通透性，使细胞处于

一种能吸收周围环境中 DNA 分子的生理状

态，这种细胞称为感受态细胞。

疑问 9 转基因技术中为什么常常选择在

动物乳汁中生产重要的医用蛋白？

解答 （1）乳汁可以由乳腺不断地分泌，

产量很高，而且长期收集也不会对动物造成伤

害。（2）将新的药物蛋白限制在乳腺内生产，最

后分泌到乳汁中，一般不易对转基因动物的正

常生理活动造成影响。（3）乳腺分泌的蛋白质

是经过正常的高等哺乳动物的翻译后加工成

的，这使得生产的药物蛋白更接近于人类自身

的蛋白质，乳汁中的蛋白纯化起来相对较为容

易，而且在乳汁中含有的其他蛋白质也不多。

疑问 10 利用显微注射法注入外源基因

后培养获得的转基因小鼠为什么并不都产生

预期的性状？

解答 由于外源基因在宿主基因组中是

随机整合的，并且有可能发生多个目的基因插

入同一位点的情况，因此转入的基因有可能碰

巧整合到具有重要功能的基因之中，从而干扰

该基因的正常表达，影响转基因动物的正常发

育和代谢。另外，有的外源基因的表达具有时

间性，得到的转基因动物可能只在一段时期内

表达外源基因；有些个体可能因基因插入位点

不合适而无法表达产物；还有些个体会因目的

基因过多导致表达过量，干扰自身的正常生理

活动。由于这些原因，显微注射法的总效率还

比较低，但是这种方法仍然是目前获得转基因

小鼠的常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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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速攻

考点一 基因工程中涉及到的各种酶的作用

例 1 下图为 DNA 分子在不同酶的作用下所

发生的变化，图中依次表示限制性核酸内切酶、DNA
聚合酶、DNA 连接酶、解旋酶作用的正确顺序是

（ ）

于
盂

淤

榆
A援淤盂于榆 B援淤于榆盂
C援淤榆于盂 D援淤榆盂于
解析 淤表示限制酶将 DNA 两条链切割成具

有黏性末端的 DNA 片段；于表示 DNA 片段在 DNA
连接酶的作用下被拼接成新的 DNA 分子；盂表示

DNA 的两条链在解旋酶的作用下正在打开，即正在

解旋；榆表示分别以 DNA 的两条母链为模板，在

DNA 聚合酶的作用下合成两条 DNA 子链，即 DNA
复制。

答案 C
例 2 下列有关 DNA 连接酶和 DNA 聚合酶的

说法中正确的是 （ ）

A.DNA 连接酶和 DNA 聚合酶都需要模板，都

能合成 DNA 分子，在基因工程操作中可以用 DNA
聚合酶代替 DNA 连接酶

B.DNA 连接酶不需要四种脱氧核苷酸作为原料

C.DNA 连接酶是在细胞核中合成的，而 DNA 聚

合酶是在核糖体上合成的

D.DNA 连接酶连接的是氢键和磷酸二酯键

解析 DNA 连接酶和 DNA 聚合酶都能催化形

成磷酸二酯键，只是前者是在两个 DNA 片段之间通

过形成磷酸二酯键而连接起来，后者是把单个脱氧

核苷酸连接到已有的核酸片段的 3忆末端上。DNA 聚

合酶催化 DNA 复制时需要四种脱氧核苷酸作为原

料，但是 DNA 连接酶只是将双链 DNA 片段连接起

来，故不需要脱氧核苷酸作为原料。DNA 聚合酶和

DNA 连接酶的化学本质都是蛋白质，都是在细胞质

中的核糖体上合成的。

答案 B
例 3 （1）某科研机构为了研发一种活性高、半

衰期长的新型降钙素，从预期新型降钙素的功能出

发，推测相应的脱氧核苷酸序列，并人工合成了两条

72 个碱基的 DNA 单链，两条链通过 18 个碱基对形

成部分双链 DNA 片段，再利用 Klenow 酶补平，获得

双链 DNA，过程如下图。

缘忆

缘忆
缘忆3忆 3忆缘忆双链 阅晕粤

阅晕粤 单链缘忆
缘忆

3忆 阅晕粤 单链

Klenow 酶
3忆 3忆
3忆

Klenow 酶是一种 ___________ 酶，与之有相同

作用但连接对象不同的酶是 ______________。
（2）在获取目的基因时，除上述方法外，还有多

种途径：如从含有目的基因的 DNA 片段上直接进行

剪切，则“分子手术刀”的作用位点在下图中的 ____
（填“a 处”或“b 处”）。在基因工程的各种操作过程中，

a 处可能出现的酶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NA 分子复制时作用于 b 处的酶是 ________，该化

学键称为 ________。

a
b

（3）已知 BamH玉与 Bgl域的识别序列及切割位

点如下图所示，用这两种酶和 DNA 连接酶对一段含

有数个 BamH玉和 Bgl域识别序列的 DNA 分子进行

反复的切割、连接操作，若干循环后“AGATCC//
TCTAGG”和 ___________________ 序列明显增多，

该过程中 DNA 连接酶催化 _________ 键的形成。

BamH玉
引

-AGATCT-
-TCTAGA-

尹

Bgl域
引

-GGATCC-
-CCTAGG-

尹
解析 （1）图示是以 DNA 的一条链为模板在

有关酶的作用下合成 DNA 片段，因此 Klenow 酶应

为 DNA 聚合酶。DNA 聚合酶和 DNA 连接酶都能形

成磷酸二酯键，但 DNA 聚合酶只能将单个脱氧核苷

酸加到已有的核酸片段的 3忆末端的羟基上，形成磷

酸二酯键；而 DNA 连接酶是在两个 DNA 片段之间

形成磷酸二酯键。（2）称为基因工程的“分子手术刀”

的应是限制酶，其作用是使 DNA 分子特定部位的两

个核苷酸之间的磷酸二酯键断开。如果目的是剪切

得到目的基因，则 a 处应为限制酶。在基因工程的各

种操作过程中，a 处可能出现的酶还有 DNA 聚合

酶、DNA 连接酶。（3）图中 DNA 分子经酶切后共得

到 4 个片断，其中有 2 个片段组成了已知序列，则另

一序列必为剩余的 2 个片段组成。

答案 （1）DNA 聚合 DNA 连接酶 （圆）a 处

限制酶 DNA 聚合酶 DNA 连接酶 解旋酶 氢键

（3）GGATCT//CCTAGA 磷酸二酯

考点二 基因工程的基本操作程序

命题视角一 基因表达载体的构建

例 1 下列有关人胰岛素基因表达载体的叙

述，正确的是 （ ）

A援表达载体中的胰岛素基因可通过人肝细胞

mRNA 反转录获得

月援表达载体的复制和胰岛素基因的表达均启动

于复制原（起）点

悦援借助抗生素抗性基因可将含胰岛素基因的受

体细胞筛选出来

D援启动子和终止密码子均在胰岛素基因的转录

中起作用

解析 胰岛素基因只在胰岛 B 细胞中表达，肝

细胞中无相应的 mRNA，A 错误；复制启动于复制原

点，胰岛素基因的表达启动于表达载体的启动子序

列，B 错误；抗生素抗性基因作为标记基因，作用是

鉴定和筛选含有目的基因的受体细胞，C 正确；启动

子是 RNA 聚合酶识别和结合的部位，在基因的转

录中起作用，终止密码子在翻译过程中起作用，D
错误。

答案 C
命题视角二 含目的基因的受体细胞的筛选

例 圆 如图是将人的生长激素基因导入细菌 D
细胞内，产生“工程菌”的示意图，所用的载体为质粒

A。若已知细菌 D 细胞内不含质粒 A，也不含质粒 A

上的基因，质粒 A 导入细菌后，其上的基因能得到

表达。能表明目的基因已与载体结合，并被导入受体

细胞的结果是 （ ）

A
a

B
导入 检测

细菌 D
筛选

工程菌

注：
（1） ———氨苄青霉素抗性基因
（2） ———四环素抗性基因
（3）a 为目的基因与质粒 A 的结合点
（4）B 为生长激素合成基因

A援在含氨苄青霉素的培养基和含四环素的培养

基上都能生长繁殖的细菌

B援在含氨苄青霉素的培养基和含四环素的培养

基上都不能生长繁殖的细菌

C援在含氨苄青霉素的培养基上能生长繁殖，但

在含四环素的培养基上不能生长繁殖的细菌

D援在含氨苄青霉素的培养基上不能生长繁殖，

但在含四环素的培养基上能生长繁殖的细菌

解析 据图可知，目的基因 B 与质粒 A 的结合

位点 a 位于四环素抗性基因内部，B 的插入破坏了

四环素抗性基因，而氨苄青霉素抗性基因是完好的，

所以导入了重组质粒的细菌 D 是不可以在含四环

素的培养基上生长繁殖的，但能在含氨苄青霉素的

培养基上生长繁殖。

答案 C
命题视角三 基因工程的基本操作程序综合

例 3 请回答下列有关基因工程的问题：

（1）如果用某种生物发育的某个时期的 mRNA反
转录产生的多种 _____________ 片段，与运载体连

接后储存在一个受体菌群中，这个受体菌群体就叫

作这种生物的 ___________。
（2）一个基因表达载体的组成，除了目的基因，

还必须有 ________、______ 以及 ____________ 等。

（3）目的基因进入受体细胞内，并且在受体细胞

内维持稳定和表达的过程，称为 ______。将目的基

因导入植物细胞采用最多的方法是 _________ 法。

大肠杆菌最常用的转化方法是首先用 ______ 处理

细胞，使细胞处于一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的生理状态，这种状态的细胞被称作感受态细胞。

解析 基因表达载体的组成为启动子、目的基

因、标记基因、终止子等。目的基因进入受体细胞，并

且在受体细胞内维持稳定和表达的过程，称为转化。

将目的基因导入植物细胞通常用农杆菌转化法，导

入动物细胞常用显微注射技术，导入大肠杆菌常用

Ca2+处理法。

答案 （1）互补 DNA（或 cDNA） cDNA 文库

（2）启动子 终止子 标记基因 （3）转化 农杆菌

转化 Ca2+ 能吸收周围环境中 DNA 分子

07专题 1 基因工程

命题视角一 基因诊断和基因治疗

例 1 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

粤援基因治疗就是把缺陷基因诱变成正常

基因

月援基因诊断的基本原理是 阅晕粤 分子杂交

悦援一种基因探针能检测水体中的各种病毒

阅援利用基因工程生产乙肝疫苗时，目的基

因存在于人体 月 淋巴细胞的 阅晕粤 中

解析 基因治疗就是把正常基因导入病人

体内，使该基因的表达产物发挥功能，从而达到

治疗疾病的目的，粤 错误。基因诊断又称 阅晕粤
诊断，即在 阅晕粤 水平上分析检测某一基因，从

而对疾病作出判断，利用的原理是 阅晕粤 分子杂

交，月 正确。基因探针是用放射性同位素（或荧

光分子）标记的含有目的基因的 阅晕粤 片段，一

种基因探针只能检测水体中的一种或一类病

毒，悦 错误。利用基因工程生产乙肝疫苗是通过

构建含有乙肝病毒表面抗原基因的重组质粒，

然后导入相应的宿主细胞，如酵母菌细胞，生产

乙肝表面抗原蛋白，阅 错误。

答案 月
命题视角二 蛋白质工程的基本操作步骤

例 2 从某海洋动物中获得一基因，其表达

产物为一种抗菌性和溶血性均较强的多肽 孕员。
目前在 孕员 的基础上研发抗菌性强但溶血性弱的

多肽药物，首先要做的是 （ ）

粤援合成编码目的肽的 阅晕粤 片段

月援构建含目的肽 阅晕粤 片段的表达载体

悦援根据 孕员 氨基酸序列设计多条模拟肽

阅援筛选出具有优良活性的模拟肽作为目

的肽

解析 该基因的表达产物多肽 孕员 的抗菌性

和溶血性均很强，要研发出抗菌性强但溶血性

弱的多肽药物，首先应根据 孕员 的氨基酸序列设

计模拟肽，再构建相应的 阅晕粤 片段。

答案 悦
命题视角三 基因工程和蛋白质工程的综

合应用

例 3 已知生物体内有一种蛋白质（孕），该
蛋白质是一种转运蛋白，由 猿园缘 个氨基酸组成。

如果将 孕 分子中 员缘愿 位的丝氨酸变成亮氨酸，

圆源园 位的谷氨酰胺变成苯丙氨酸，改变后的蛋白

质（孕员）不但保留 孕 的功能，而且具有了酶的催

化活性。回答下列问题：

（员）从上述资料可知，若要改变蛋白质的功

能，可以考虑对蛋白质的 赃赃赃赃赃__________赃赃赃赃
进行改造。

（圆）以 孕 基因序列为基础，获得 孕员 基因的

途径有修饰 赃赃赃赃赃赃 基因或合成 赃赃赃赃赃赃 基因。

所获得的基因表达时是遵循中心法则的，中心

法则的全部内容包括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的

复制及遗传信息在不同分子之间的流动，即：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_______________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猿）蛋白质工程也被称为第二代基因工程，

其基本途径是从预期蛋白质功能出发，通过

赃赃赃赃赃赃_______赃赃赃 和 赃________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进

而确定相对应的脱氧核苷酸序列，据此获得基

因，再经表达、纯化获得蛋白质，之后还需要对

蛋白质的生物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进行鉴定。

解析 （员）根据“如果将孕 分子中 员缘愿 位的

丝氨酸变成亮氨酸，圆源园 位的谷氨酰胺变成苯丙

氨酸，改变后的蛋白质（孕员）不但保留 孕 的功能，

而且具有了酶的催化活性。”可得出若要改变蛋

白质的功能，可以考虑对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

（或结构）进行改造。（圆）根据第（员）小题得出获

得 孕员 基因的途径有修饰 孕 基因。孕员 基因也可以

通过 阅晕粤 合成仪用化学方法直接人工合成。中

心法则包括遗传物质的复制、转录、逆转录和翻

译过程。（猿）蛋白质工程的基本途径是从预期的

蛋白质功能出发寅设计预期的蛋白质结构寅推

测应有的氨基酸序列寅找到相对应的脱氧核苷

酸序列。通过蛋白质工程合成的蛋白质还需要

进行生物活性的鉴定即功能鉴定，看是否达到

了人们的需求。

答案 （员）氨基酸序列（或结构） （圆）孕 孕员
阅晕粤 和 砸晕粤 （或 遗 传 物 质） 阅晕粤寅砸晕粤、

砸晕粤寅阅晕粤、砸晕粤寅蛋白质（或转录、逆转录、翻

译） （猿）设计蛋白质的结构 推测氨基酸序列

功能

例 4 阅读如下资料：

资料甲：科学家将牛生长激素基因导入小

鼠受精卵中，得到了体型巨大的“超级小鼠”；科

学家采用农杆菌转化法培育出转基因烟草。

资料乙：栽源 溶菌酶在温度较高时易失去活

性，科学家对编码 栽源 溶菌酶的基因进行了改造，

使其表达的 栽源 溶菌酶的第 猿 位的异亮氨酸变为

半胱氨酸，在该半胱氨酸与第 怨苑 位的半胱氨酸

之间形成了一个二硫键，提高了 栽源 溶菌酶的耐

热性。

回答下列问题：

（员）资料甲属于基因工程的范畴。将基因表

达载体导入小鼠的受精卵中常用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法。

构建基因表达载体常用的工具酶有 赃赃赃赃赃___赃赃
和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_。在培育转基因植物时，常用农杆

菌转化法，农杆菌的作用是 赃________赃赃赃_赃赃赃赃
_____赃赃赃赃赃赃赃_____赃赃赃赃赃赃赃_____赃赃赃赃赃赃赃。

（圆）资料乙中的技术属于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工程范

畴。该工程是指以分子生物学相关理论为基础，

通过基因修饰或基因合成，对 赃赃赃赃________赃赃赃
进行改造，或制造一种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的技术。在

该实例中，引起 栽源 溶菌酶空间结构改变的原因

是组成该酶肽链的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序列发生了改变。

解析 （1）将基因表达载体导入小鼠的受

精卵中常用显微注射法，构建基因表达载体常

用的工具酶是限制性核酸内切酶和 DNA 连接

酶。农杆菌的作用是将目的基因导入到植物（受

体）细胞内。（2）资料乙中的技术属于蛋白质工

程的范畴，该工程是指以分子生物学相关理论

为基础，通过基因修饰或基因合成，对现有的蛋

白质进行改造，或制造一种新的蛋白质的技术。

在该实例中，引起 T4 溶菌酶空间结构改变的原

因是组成该酶肽链的氨基酸序列发生了改变。

答案 （1）显微注射 限制性核酸内切酶

DNA 连接酶 农杆菌可感染植物，将目的基因

转移到受体细胞中 （2）蛋白质 现有的蛋白

质 新蛋白质 氨基酸

典例 1 （圆园员9·全国玉卷）基因工程中可以通过PCR
技术扩增目的基因。回答下列问题。

（1）基因工程中所用的目的基因可以人工合成，也可

以从基因文库中获得。基因文库包括 ______________
和 ________。

（2）生物体细胞内的 DNA 复制开始时，解开 DNA
双链的酶是 _________。在体外利用 PCR 技术扩增目的

基因时，使反应体系中的模板 DNA 解链为单链的条件

是 _____________。上述两个解链过程的共同点是破坏

了 DNA 双链分子中的 ______。
（3）目前在 PCR 反应中使用 Taq 酶而不使用大肠杆

菌 DNA 聚合酶的主要原因是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题指导 （1）基因工程中所用的目的基因可以人

工合成，也可以从基因文库中获得。基因文库包括基因

组文库和 cDNA 文库。（2）生物体细胞内的 DNA 复制开

始时，解开 DNA 双链的酶是解旋酶。在体外利用 PCR
技术扩增目的基因时，使反应体系中的模板 DNA 解链

为单链的条件是加热至 90耀95 益。上述两个解链过程的

共同点是破坏了 DNA 双链分子中的氢键。（3）目前在

PCR 反应中使用 Taq 酶而不使用大肠杆菌 DNA 聚合酶

的主要原因是 Taq 酶热稳定性高，而大肠杆菌 DNA 聚

合酶在高温下会失活。

参考答案 （1）基因组文库 cDNA 文库 （2）解

旋酶 加热至 90耀95 益 氢键 （3）Taq 酶热稳定性

高，而大肠杆菌 DNA 聚合酶在高温下会失活

典例 2 （圆园员8·全国玉卷）回答下列问题：

（1）博耶（H援Boyer）和科恩（S援Cohen）将非洲爪蟾核

糖体蛋白基因与质粒重组后导入大肠杆菌细胞中进行

了表达。该研究除证明了质粒可以作为载体外，还证明

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答出两点即可）。

（2）体外重组的质粒可通过 Ca2+参与的 __________
方法导入大肠杆菌细胞；而体外重组的噬菌体 DNA 通

常需与 _______________ 组装成完整噬菌体后，才能通

过侵染的方法将重组的噬菌体 DNA 导入宿主细胞。在

细菌、心肌细胞、叶肉细胞中，可作为重组噬菌体宿主细

胞的是 ________。
（3）真核生物基因（目的基因）在大肠杆菌细胞内表

达时，表达出的蛋白质可能会被降解，为防止蛋白质被

降解，在实验中应选用 ______________ 的大肠杆菌作

为受体细胞，在蛋白质纯化的过程中应添加 ________
的抑制剂。

解题指导 （1）将非洲爪蟾核糖体蛋白基因与质粒

重组后导入大肠杆菌细胞中进行了表达，说明体外重组

的质粒可以进入受体细胞；真核生物基因可在原核细胞

中表达。（2）噬菌体属于细菌病毒，宿主细胞只能是细

菌，所以在细菌、心肌细胞、叶肉细胞中，可作为重组噬

菌体宿主细胞的是细菌。（3）真核生物基因（目的基因）

在大肠杆菌细胞内表达时，表达出的蛋白质可能会被降

解，为防止蛋白质被降解，选择的大肠杆菌体内应该没

有可以降解蛋白质的酶，所以选择蛋白酶缺陷型的大肠

杆菌作为受体细胞，在蛋白质纯化的过程中应添加蛋白

酶的抑制剂。

参考答案 （1）体外重组的质粒可以进入受体细

胞；真核生物基因可在原核细胞中表达 （2）转化 外

壳蛋白（或答噬菌体蛋白） 细菌 （3）蛋白酶缺陷型

蛋白酶

透视高频考点———

基因工程

高考链接

考点三 基因工程的应用及蛋白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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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何准确选择限制酶

解题方法指导 1.根据目的基因两端的限制酶

切点确定限制酶的种类：

Pst玉 Sma玉 Pst玉
抗病基因

Sma玉 EcoR玉
图甲

Sma玉

Pst玉
EcoR玉

图乙

（员）应选择切点位于目的基因两端的限制酶，如

图甲可选择Pst玉。

（圆）不能选择切点位于目的基因内部的限制酶，

如图甲不能选择Sma玉。

（猿）为避免目的基因和质粒的自身环化和随意

连接，也可使用不同的限制酶切割目的基因和质粒，

如图甲也可选择Pst玉和EcoR玉两种限制酶（但要确

保质粒上也有这两种酶的切点）。

2.根据质粒的特点确定限制酶的种类：

（员）所选限制酶要与切割目的基因的限制酶相一

致，以确保具有相同的黏性末端。

（圆）质粒作为运载体必须具备标记基因等，所以

所选择的限制酶尽量不要破坏这些结构，如图乙中

限制酶Sma玉会破坏标记基因；如果所选酶的切点

不是一个，则切割重组后可能丢失某些片段，若丢失

的片段含复制起点区，则切割重组后的片段进入受

体细胞后不能自主复制。

例1 基因工程中，需使用特定的限制酶切割目

的基因和质粒，以便于重组和筛选。已知限制酶玉的

识别序列和切割位点是-GGATCC-，限制酶域的识

别序列和切割位点是-GATC-。根据图示判断下列

操作正确的是 （ ）

Gene玉 Gene域
CTAG

GGATCCGATC CCTAGG

CCTAGG CTAG
GATCGGATCC

注：Gene玉和 Gene域表示两种

标记基因； 表示限制酶仅有
的识别序列放大

目的基因

A援目的基因和质粒均用限制酶域切割

B援目的基因和质粒均用限制酶玉切割

C援质粒用限制酶域切割，目的基因用限制酶玉
切割

D援质粒用限制酶玉切割，目的基因用限制酶域
切割

试题分析 原GGATCC原序列可以被限制酶玉和

限制酶域识别并切割，如果用限制酶域切割质粒，会

将两个标记基因全破坏，而用限制酶玉切割质粒，仅破

坏 Gene域。用限制酶域切割目的基因，可获得目的

基因片段；若用限制酶玉切割目的基因，只能切下目

的基因的左侧，而右侧不能切开。

参考答案 阅
二、如何解基因工程各步骤中操作方法运用的

问题

解题方法指导 涉及操作方法的问题主要有三

个方面：

员援考查目的基因的获取方法。常用方法有：从基

因文库中获取、孕悦砸 扩增、人工合成。解答时要注意

不同方法所要求具备的条件不同。

圆援考查不同受体细胞的转化方法。植物常用的

方法有农杆菌转化法、基因枪法、花粉管通道法；动

物常用的方法是显微注射法；微生物常用 悦葬圆垣处理

法。要注意掌握农杆菌转化法和 悦葬圆垣处理法的原理

和适用范围。

猿援考查目的基因的检测与鉴定方法。依据鉴定

目的不同可分为分子杂交法、抗原—抗体杂交法、个

体水平的接种实验鉴定等。

例 2 植物甲具有极强的耐旱性，其耐旱性与

某个基因有关。若从该植物中获得该耐旱基因，并将

其转移到耐旱性低的植物乙中，有可能提高后者的

耐旱性。回答下列问题：

（员）理论上，基因组文库含有生物的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基因；而 糟阅晕粤 文库中含有生物的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基因。

（圆）若要从植物甲中获得耐旱基因，可首先建立

该植物的基因组文库，再从中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出所

需的耐旱基因。

（猿）将耐旱基因导入农杆菌，并通过农杆菌转化

法将其导入植物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的体细胞中，经过一系

列的过程得到再生植株。要确认该耐旱基因是否在

再生植株中正确表达，应检测此再生植株中该基因

的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如果检测结果呈

阳性，再在田间试验中检测植株的 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赃
赃赃赃赃赃 是否得到提高。

试题分析 （员）基因文库包括基因组文库和糟阅晕粤
文库，基因组文库包含生物的全部基因，糟阅晕粤 文库

是以 皂砸晕粤 反转录后构建的，只含有已经表达的基

因（并不是所有基因都会表达），即部分基因。（圆）从
基因文库中获取目的基因需要进行筛选。（猿）要提高

植物乙的耐旱性，需要利用农杆菌转化法将耐旱基

因导入植物乙的体细胞中。要检测目的基因（耐旱基

因）是否表达应该用抗原—抗体杂交技术检测目的

基因（耐旱基因）的表达产物；个体水平检测可以通

过田间试验，观察检测其耐旱性是否得到提高。

参考答案 （员）全部 部分 （圆）筛选 （猿）乙

表达产物 耐旱性

圆园员苑 年 员员 月 员远 日，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赖良学领导的课题组在《基因组研究》在线发表了最新研究成果，研

究人员首次构建了新型条件性表达 悦葬泽 怨 基因工具猪模型。他们利

用基因打靶技术，成功地在猪体内加入了一把“基因剪刀”，并定位

了一个“开关”，让研究者在研究中能更自如地对其剪切功能的开启

加以控制。利用这样的工具猪模型，可高效地实现大动物体内细胞

单基因、多基因、超大片段基因的编辑，也让中国科学家率先实现了

直接对成体大动物进行体内基因编辑，并首次建立了大动物原发性

肺癌模型。在“基因剪刀”技术的研究中，这无疑是再推进了一大步。

名为 悦砸陨杂孕砸/悦葬泽 怨 的新型基因编辑技术，俗称“基因剪刀”，在

圆园员缘 年已被美国《科学》杂志公布为“圆园员缘 年十大科学突破”之首。

该技术 圆园员圆 年才被科学家发现，就迅速成为生物医学史上第一种

可高效、精确、程序化地修改细胞基因组包括人类基因组的工具。

圆园员缘 年 源 月，我国中山大学科学家黄军就宣布在全球首次利用“基

因剪刀”技术成功修改人类胚胎的一个基因，阻止了这一基因的突

变导致地中海贫血症。当年黄军就因此入选英国《自然》杂志“年

度十大科技人物”。近几年，中国科学家在这方面尤其做出了卓越的

贡献。

“基因剪刀”全名应为“成簇的、规律间隔的短回文重复序列”，

是细菌防御病毒入侵的一种机制。不同于传统的基因修饰技术，“基

因剪刀”可以驾驭细菌的免疫系统、截断甚至破坏单个基因，然后在

它们的相应位点上插入新的基因。当人们慢慢探究到基因的不同组

合形式、不同表达、不同功能，再利用此工具进行“各个击破”，“从治

疗人类各种病症，到解开物种灭绝之谜”，生物学科的各个领域问题

都可能因此逐步迎刃而解。

尽管还有不少人在担心该技术未来是否会导致出现“定制婴

儿”（即从胚胎细胞中敲除某些不好的特定性基因从而培育出理想

化的婴儿）等伦理问题，但一些相关技术其实已开始运用到与我们

生活息息相关的农业、军事、环保、医疗等各种领域。比如科学家已

经使用“基因剪刀”成功进行了改良小麦和西红柿的实验，还生产出

抗白粉病（最普遍的枯萎病之一）的小麦，等等。

总之，从第一只“克隆羊”到如今的“基因剪刀”，基因工程研究

的发展已远超乎我们的想象，但它如何顺利地、广泛地应用到我们

的生活中，仍然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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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方法 准确答题

方法技巧

09专题 1 基因工程

在基因工程中，多次提到 阅晕粤 分子杂交技术，但对

于 阅晕粤 分子杂交技术的内容、所用到的工具、依据的原

理及应用领域等都只是一带而过，导致同学们对此知识

理解不深。在此，本文将对 阅晕粤 分子杂交技术在高中生

物教材中出现过的一些内容进行补充介绍，以期加深同

学们对它的理解，达到解疑释惑的目的。

员援什么叫 阅晕粤 分子杂交技术

阅晕粤 分子杂交技术又称 阅晕粤 探针技术，是利用阅晕粤
分子的变性、复性以及碱基互补配对的高度精确性，对

某一特异性 阅晕粤 序列进行探查的技术。

圆援阅晕粤 分子杂交技术的原理

阅晕粤 分子杂交的原理：具有互补碱基序列的 阅晕粤
分子，可以通过碱基对之间形成氢键等，形成稳定的双

链区。在进行 阅晕粤 分子杂交前，先要将两种生物的

阅晕粤 分子从细胞中提取出来，再通过加热等方法，将双

链 阅晕粤 分子分离成为单链，这个过程称为变性。然后，

将两种生物的 阅晕粤 单链放在一起杂交，其中一种生物

的 阅晕粤 单链事先用同位素进行标记。如果两种生物

阅晕粤 分子之间存在互补的部分，就能形成双链区。由于

同位素被检出的灵敏度高，即使两种生物 阅晕粤 分子之

间形成百万分之一的双链区，也能够被检出。

猿援阅晕粤 分子杂交技术的工具 ———阅晕粤 探针

阅晕粤 探针是利用放射性同位素（如 猿圆孕）、荧光分子

等标记的特定 阅晕粤 片断，该片断可大至寄生虫基因组

阅晕粤，小至 圆园 个碱基。阅晕粤 探针具有特异性；由于用放

射性同位素（如 猿圆孕）标记探针，使杂交实验同时具有高

度的敏感性。

源.阅晕粤 分子杂交技术的应用

（员）不同种生物之间亲缘关系的判断

不同种生物之间亲缘关系的判断，常通过比较不同

生物 阅晕粤 分子的差异来进行，常用 阅晕粤 分子杂交法。

将两种生物的 阅晕粤 分子单链放在一起，如果这两个单

链具有互补的碱基序列，就会形成杂合双链区。互补的

碱基序列越多，形成的杂合双链区就越多，说明两种生

物间的亲缘关系就越近。或者是把两个物种的 阅晕粤 单

链融合在一起，然后对这条新的 阅晕粤 加热。两个物种

阅晕粤 序列的相似程度越高，让这条 阅晕粤 双链解开的温

度也就越高。

（圆）基因诊断

基因诊断是上世纪 苑园 年代末迅速发展起来的一项

诊断技术，不仅应用于临床，也被公安部门用来侦破刑

事案件。基因诊断是用放射性同位素（如 猿圆孕）、荧光分子

等标记的 阅晕粤 分子做探针，利用 阅晕粤 分子杂交原理，

鉴定被检测标本上的遗传信息，达到检测疾病的目的。

例如，利用 阅晕粤 探针可以迅速地检出肝炎患者的病毒，

为肝炎的诊断提供了一种快速简便的方法。目前用基因

诊断方法已经能够检测出肠道病毒、单纯疱疹病毒等多

种病毒。目前核酸分子杂交不但用来检测急性病人标本

中的病毒 阅晕粤，也用于检测不易分离培养的慢性感染、

潜伏感染、整合感染病人标本中的病毒 阅晕粤。

（猿）环境监测

据报道，用 阅晕粤 探针可以检测饮用水中病毒的含

量。具体的方法是使用一个特定的 阅晕粤 片段制成探针，

与被检测的病毒 阅晕粤 杂交，从而把病毒检测出来。此方

法的特点是快速、灵敏。

聊
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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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工程汇集了当代分子生物学等学科

的一些前沿领域的最新成就，它把核酸与蛋白

质结合、蛋白质空间结构与生物功能结合起来研

究。蛋白质工程将蛋白质与酶的研究推进到崭

新的时代，为蛋白质和酶在工业、农业和医药方

面的应用开拓了诱人的前景。蛋白质工程开创

了按照人类意愿改造、创造符合人类需要的蛋

白质的新时期。

提高稳定性

葡萄糖异构酶在工业上应用广泛，为提高其

热稳定性，朱国萍等人在确定第 员猿愿 位甘氨酸为

目标氨基酸后，用双引物法对基因进行体外定点

诱变，以脯氨酸替代，含突变体的重组质粒在大

肠杆菌中表达，结果突变型比野生型的热半衰

期长一倍，最适反应温度提高 员园耀员圆 益。

活性改变

通常饭后 猿园耀远园 皂蚤灶，人血液中胰岛素的含

量达到高峰，员圆园耀员愿园 皂蚤灶 内恢复到基础水平。

而目前临床上使用的胰岛素制剂注射后 员圆园 皂蚤灶
才出现高峰且持续 员愿园耀圆源园 皂蚤灶，与人生理状况

不符。设计速效胰岛素的原则就是避免胰岛素形

成聚合体。类胰岛素生长因子原玉（陨郧云原玉）的结构

和性质与胰岛素具有高度的同源性和三维结构

的相似性，但 陨郧云原玉不形成二聚体。陨郧云原玉的 月
结构域（与胰岛素 月 链相对应）中 月圆愿原月圆怨 氨基

酸序列与胰岛素 月 链的 月圆愿原月圆怨 相比，发生颠

倒。因此，将胰岛素 月 链改变，可获得单体速效

胰岛素。该速效胰岛素已通过临床试验。

治癌酶改造

癌症的基因治疗分两个方面：药物作用于癌

细胞，特异性地抑制或杀死癌细胞；药物保护正

常细胞免受化学药物的侵害，可以提高化学治疗

的剂量。疱疹病毒（匀杂灾）胸腺嘧啶激酶（栽运）可以催

化胸腺嘧啶和其他结构类似物如郧粤晕悦陨悦蕴韵灾陨砸
和 粤悦再悦蕴韵灾陨砸 无环鸟苷磷酸化。郧粤晕悦陨悦蕴韵灾陨砸
和 粤悦再悦蕴韵灾陨砸 缺少 猿忆端羟基，就可以终止

阅晕粤 的合成，从而杀死癌细胞。匀杂灾原栽运 催化

郧粤晕悦陨悦蕴韵灾陨砸 和 粤悦再悦蕴韵灾陨砸 的能力可以通

过基因突变来提高。从大量的随机突变中筛选

出一种，在酶活性部位附近有 远 个氨基酸被替

换，催化能力分别提高 源猿 倍和 圆园倍。

嵌合抗体

单克隆抗体被人免疫系统排斥，它潜在的治

疗作用得不到利用。嵌合抗体就是用人抗体的

恒定区替代鼠单克隆抗体的恒定区，这样它的

免疫原性就显著下降。如用于治疗直肠结肠腺

癌的单克隆抗体 酝葬遭员苑原员粤。尽管嵌合抗体还存

在着免疫原的问题，但仍有几种嵌合抗体通过了

临床试验。所谓人缘化抗体就是将抗原吸附区

域嫁接到人抗体上，这样抗体上的外源肽链降

低到最小，免疫原性也就最小。第一个在临床上

应用的用于治疗淋巴肉芽肿病和风湿性关节炎

的人缘化抗体 悦粤酝孕粤栽匀原员匀，尽管疗效显著，

但仍有半数以上的患者有免疫反应。而其他人

缘化抗体如治疗脊髓性白血病的 粤晕栽陨原悦阅猿猿
等，其免疫反应可以忽略不计。

蛋白质工程取得的进展向人们展示出诱人

的前景。例如，科学家通过对胰岛素的改造，已

使其成为速效型药品。如今，生物和材料科学家

正积极探索将蛋白质工程应用于微电子方面。

用蛋白质工程方法制成的电子元件，具有体积

小、耗电少和效率高的特点，因此有极为广阔的

发展前景。

基因工程，通过一些特殊的工具和手段，使

不同生物的基因进行了重新组合，人为地创造出

了带有人类主观意愿的新特征生物，比如抗虫

棉、转基因大豆、转基因鲤鱼等。

除了课本中给我们介绍的这些，基因工程涉

及的生物种类和领域是非常多的，为我们完美地

诠释了什么叫“异想天开”与“鬼斧神工”。例如：

1.菠菜成就了更为健康的猪肉

菠菜，绿色植物；猪，哺乳动物。就是这两种

风马牛不相及的生物，成就了营养结构更为合理

的猪肉。

人们为什么会患上心血管病和癌症？医学界

发现，血胆固醇高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因素，人体

内 85%以上的血胆固醇是通过脂肪自行合成

的，与食源性胆固醇关系不大。更深入的调查显

示，原来，脂肪也不一样。动物油脂和畜肉中富含

的饱和脂肪酸对人体有害，植物油和鱼肉中的不

饱和脂肪酸却对人有益。

不饱和脂肪酸可以提供人类自身无法合成，

必须从外界食物中摄取的必需脂肪酸，对维持人

体机能、抑制癌症和心血管疾病有很大作用。

日本科学家将菠菜基因提取出来后转入猪

体内，以求改善猪肉的脂肪酸组成。该项目的实

施，证实了植物的基因可以在动物体内得到正常

表达。实验中，从菠菜的根上将控制产生不饱和

脂肪酸—————亚油酸酶的基因提取出来，植入猪

的受精卵，由其发育成的猪，猪肉中的不饱和脂

肪酸增加了约 20豫，使脂肪酸的组成得到了改

善。转入的基因已

在 3 个世代间稳步

遗传，产了多头转

基因猪崽，并且所

有转基因猪的健康

状况良好。

这样，菠菜与

猪的携手，让我们

拥有了更加健康的

可能。

2.基因抗癌药

物成新“救星”

近年来，基因

工程制药发展得很

快，尤其是抗癌的

新导向药物。现在

国际上广泛使用的

此类药物已经超过了 20 多种，可治疗肝癌、肺

癌、直肠癌、乳腺癌等。科学家们都在集中精力，

研制这些基因工程的抗癌药物。

比如基因工程治疗肺癌的药，终于有了一个

巨大的突破。这种导向药物注射到肺癌患者体内

后，能在肺部识别出肺癌细胞并杀死它，但不会

伤害其他正常的细胞。我们称之为基因工程导向

药物，它能够像导弹一样专门识别癌细胞，然后

再攻击它们。肺癌患者用这种药物替代传统的化

疗方式，就能避免掉头发、呕吐、免疫系统损坏、

身体机能衰弱等问题。

聚焦蛋白质工程的应用

DNA 分子杂交技术简介



高考生物 高考生物高考备考10
总分：100 分
建议时间：40 分钟

测试内容：DNA 重组技术的基本工具；基因工程的基本操作程序

班级：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 得分：_________

一、选择题（本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4 分，共 40分。

每小题只有一个选项符合题意）

1.下列关于限制酶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 ）

A援限制酶广泛存在于各种生物中，微生物中很少

分布

B援一种限制酶只能识别一种特定的核苷酸序列

C援不同的限制酶切割 DNA 的切点一般不同

D援限制酶可以用来提取目的基因

2.质粒是基因工程中常用的载体，下列关于质粒

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 ）

A援质粒只存在于细菌等原核生物中

B援质粒是很小的环状 DNA 分子

C援质粒能够自我复制

D援质粒上有一个至多个限制酶切割位点

3.以下几种酶中与磷酸二酯键的形成或断裂有关

的有几种 （ ）

淤限制性核酸内切酶 于DNA 连接酶 盂DNA
聚合酶 榆解旋酶

A援一种 B援两种 C援三种 D援四种

4.用 Xho玉和 Sal玉两种限制性核酸内切酶分别处

理同一 DNA 片段，酶切位点及酶切产物分离结果如

图。以下叙述不正确的是 （ ）

Xho玉 Sal玉 Xho玉Sal玉Sal玉
图 1 酶切位点图

淤 于

图 2 电泳结果示意图

A援图 1 中两种酶识别的核苷酸序列不同

B援图 2 中酶切产物可用于构建重组 DNA
C援泳道淤中是用 Sal玉处理得到的酶切产物

D援图中被酶切的 DNA 片段是单链 DNA
5.在基因工程的基本操作程序中，目的基因的获

取途径不包括 （ ）

A援从基因文库中获取目的基因

B援利用 DNA 分子杂交技术获取目的基因

C援利用 PCR 技术扩增目的基因

D援人工合成目的基因

远.如图为基因表达载

体的模式图。下列有关基

因工程中运载体的说法

错误的是 （ ）

A援基因工程的核心步

骤是基因表达载体的构建

B援任何基因表达载体

的构建都是一样的，没有

差别

C援图中启动子位于基因的首端，是 RNA 聚合酶识

别和结合的部位

D援抗生素抗性基因的作用是作为标记基因，用于

鉴别受体细胞中是否导入了目的基因

苑.下列有关 PCR 技术的叙述中，正确的是（ ）

A.作为模板的 DNA 序列必须不断地加进每一次的

扩增当中

B.作为引物的脱氧核苷酸序列必须不断地加进每

一次的扩增当中

C.反应物需要的 DNA 聚合酶必须不断地加进反应

当中

D.反应物需要的 DNA 连接酶必须不断地加进反

应当中

8.1982 年，世界上第一例体型比普通小鼠大 1.8倍
的“超级小鼠”培育成功。下列相关叙述不正确的是

（ ）

A援该“超级小鼠”是采用显微注射技术获得成功的

B援将目的基因导入动物细胞的方法中采用最多，

也是最有效的方法是显微注射技术

C援培育该“超级小鼠”所用的受体细胞可以是小鼠

的受精卵，也可以是小鼠的体细胞

D援将目的基因导入小鼠细胞前要将含有该目的基

因的运载体提纯

9.下列哪一种方法不能用于检测目的基因是否成

功导入或表达 （ ）

A援在显微镜下直接观察受体细胞中是否含有目的

基因

B援利用相应的 DNA 探针与受体细胞 DNA 分子进

行杂交

C援提取受体细胞合成的相应蛋白质，利用抗原—

抗体特异性反应进行检测

D援抗虫基因导入植物细胞后，检测植物是否具有

抗虫特性

10.中美科学家通过改变一种名为 NR2B 的基因研

制出了转基因超级小鼠 Hobbie-J，Hobbie-J 比普通老

鼠更加聪明，大脑运转更加迅速，它能够轻松完成迷

宫任务。下列关于 Hobbie-J 产生过程的描述，错误的是

（ ）

A援NR2B 基因可通过 PCR 技术进行扩增

B援改变后的 NR2B 基因作为目的基因，可直接注

入小鼠受精卵内

C援通常采用显微注射法将改变后的 NR2B 基因重

组质粒导入小鼠受精卵内

D援可采用基因探针检测改变后的 NR2B 基因是否

导入小鼠体内

二、非选择题（本题共 3 小题，共 60 分）

11.（22 分）如图为大肠杆菌及质粒载体的结构模

式图，请据图回答下列问题。

质粒 大肠杆菌细胞

目的基因插入位点

复制原点

氨苄青霉素
抗性基因

a

（1）a 代表的物质和质粒的化学本质都是______，
二者还具有其他共同点，如 _____________________

（写出两条即可）。

（2）若质粒 DNA 分子的切割末端为
-A
-TGCGC，则

与之连接的目的基因的切割末端应为 _________；可

使用 _________ 把质粒和目的基因连接在一起。

（3）氨苄青霉素抗性基因在质粒 DNA 上被称为

_________，其作用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下列常在基因工程中用做运载体的是 _____。

（填字母）

A援苏云金芽孢杆菌抗虫基因

B援土壤农杆菌中的 RNA 分子

C援大肠杆菌的质粒

D援动物细胞的染色体

12.（20 分）甲型流感病毒为 RNA 病毒，易引起流

感大规模流行。我国科学家在 2017 年发明了一种制备

该病毒活疫苗的新方法，主要环节如下：

（1）改造病毒的部分基因，使其失去在正常宿主细

胞内的增殖能力。以病毒 RNA 为模板，逆转录成对应

DNA 后，利用 ________ 技术扩增，并将其中某些基因

（不包括表面抗原基因）内个别编码氨基酸的序列替换

成编码终止密码子的序列。与改造前的基因相比，改造

后的基因表达时不能合成完整长度的 _______，因此

不能产生子代病毒。将该改造基因、表面抗原等其他基

因分别构建重组质粒，并保存。

（2）构建适合改造病毒增殖的转基因宿主细胞。设

计合成一种特殊 tRNA 的基因，其产物的反密码子能

与（1）中的终止密码子配对结合，并可携带一个非天然

氨基酸（Uaa）。将该基因与 _______ 连接后导入宿主细

胞。提取宿主细胞的 _______ 进行分子杂交鉴定，筛选

获得成功表达上述 tRNA 的转基因宿主细胞。

（3）利用转基因宿主细胞制备疫苗。将（1）中的重

组质粒导入（2）中的转基因宿主细胞，并在特定的培养

基中进行培养，则该宿主细胞利用上述特殊 tRNA 基

因转录时，识别其启动子的酶是 _______。（单选）

A援病毒的 DNA 聚合酶

B援宿主的 DNA 聚合酶

C援病毒的 RNA 聚合酶

D援宿主的 RNA 聚合酶

13.（18 分）农杆菌是一种在土壤中生活的微生物，

能在自然条件下感染植物，因而在植物基因工程中得

到了广泛的运用。下图为农杆菌转化法的示意图，据图

回答下列问题：

Ti
质粒

T-DNA 携带外
源基因
的 DNA

含目的基
因的重组栽i 质粒

含重组 栽i
质粒的农
杆菌

植物细胞 表现出
新性状
的植株

a
转入

农杆菌

导入植物
细胞

b
c d

插入目的基因
的染色体 DNA

（1）一般情况下农杆菌不能感染的植物是 ______
______________，利用农杆菌自然条件下感染植物的

特点，能实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具体原理是在农杆菌的 Ti 质粒上存在 T-DNA 片段，

它具有可转移至受体细胞并整合到受体细胞 _______
上的特点，因此只要将携带外源基因的 DNA 片段插入

到 _____________（填部位）即可。

（2）根据 T-DNA 这一转移特点，推测该 DNA 片段

上可能含有控制 _________________（填酶的名称）合

成的基因。

（猿）植物基因工程中除了农杆菌转化法之外，还可

采取 ____________________（写出 1 种方法即可）。

启动子

复制原点
抗生素
抗性基因

终止子

插入基因

表达载体

专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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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专题 1 基因工程

测试内容：DNA 重组技术的基本工具；基因工程的基本操作程序

班级：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 得分：_________

一、选择题（本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4 分，共 40 分。

每小题只有一个选项符合题意）

1.下列关于基因工程中的DNA 连接酶的叙述不

正确的是 （ ）

A.DNA 连接酶的化学本质是蛋白质

B.DNA 连接酶能够连接两个 DNA 片段之间的磷

酸二酯键

C.基因工程中可以用 DNA 聚合酶来替代 DNA连

接酶

D.根据来源不同，DNA 连接酶可以分为 E·coli DNA
连接酶和 T4 DNA 连接酶

2.基因工程在操作过程中需要限制酶、DNA 连接

酶、运载体三种工具。以下有关这三种工具的叙述，正

确的是 （ ）

A.所有限制酶的识别序列均由 6 个核苷酸组成

B.所有 DNA 连接酶均能连接黏性末端和平末端

C.真正被用做运载体的质粒都是天然质粒

D.原核生物体内的限制酶可切割入侵的 DNA 分

子从而保护自身

3.限制酶可辨识并切割 DNA 分子上特定的核苷酸

序列。下图为四种限制酶 月葬皂匀玉、耘糟燥砸玉、匀蚤灶凿 芋和

月早造 域的识别序列及每一种限制酶的特定切割部位。

月葬皂匀玉 耘糟燥砸玉 匀蚤灶凿芋 月早造域
GAATTCCTTAAGGGATCCCCTAGG

AAGCTTTTCGAA AGATCTTCTAGA
其中切割出来的 DNA 片段末端可以互补结合的

两种限制酶是 （ ）

粤援月葬皂匀玉和 耘糟燥砸玉 月援月葬皂匀玉和 匀蚤灶凿 芋
悦援月葬皂匀玉和 月早造域 阅援耘糟燥砸玉和 匀蚤灶凿 芋
4.下列关于 cDNA 文库和基因组文库的说法中，

不正确的是 （ ）

A援cDNA 文库中的 DNA 来源于 mRNA 的反转录

过程

B援如果某种生物的 cDNA 文库中的某个基因与该

生物的基因组文库中的某个基因控制的性状相同，则

这两个基因的结构也完全相同

C援cDNA 文库中的基因都没有启动子

D援一种生物的 cDNA 文库可以有许多种，但基因

组文库只有一种

5.孕悦砸 技术扩增 阅晕粤，需要的条件是 （ ）

淤目的基因 于粤栽孕 盂四种脱氧核苷酸

榆阅晕粤 聚合酶等 虞皂砸晕粤 愚核糖体

粤援淤于盂榆 月援于盂榆虞
悦援淤盂榆虞 阅援淤于盂愚
6.人们常选用的细菌质粒分子往往带有一个抗生

素抗性基因，该抗性基因的主要作用是 （ ）

粤援提高受体细胞在自然环境中的耐药性

月援有利于对目的基因是否导入进行检测

悦援增加质粒分子的相对分子质量

阅援便于与外源基因连接

苑援环境雌激素（耘耘泽）影响动物和人类的性腺发

育。斑马鱼在 耘耘泽 的诱导下，会表达出卵黄蛋白原

（增贼早）。已知绿色荧光蛋白（郧云孕）基因能使斑马鱼发

光，欲获得能检测水中是否含有 耘耘泽 的转基因斑马

鱼，下列操作合理的是 （ ）

粤援将 耘耘泽 基因的启动子与 郧云孕 基因重组

月援将 增贼早 基因的启动子与 郧云孕 基因重组

悦援将 郧云孕 基因的启动子与 郧云孕 基因重组

阅援将 郧云孕 基因的启动子与 增贼早 基因重组

愿援基因工程操作中将 阅晕粤 导入受体细胞称为转

化。下列相关叙述不正确的是 （ ）

粤援被转化的细胞吸收外源 阅晕粤 是转化的实质

月援常用 悦葬悦造圆 处理植物细胞使其处于感受态

悦援动物细胞相对于植物细胞吸收 阅晕粤 的障碍要小

阅援显微注射技术一般用于动物细胞的转化

怨援科研人员以抗四环素基因为标记基因，通过基

因工程的方法让大肠杆菌生产鼠的 茁原珠蛋白，治疗

鼠的镰刀型细胞贫血症。下列相关实验设计中，不合

理的是 （ ）

粤援用编码序列加启动子、抗四环素基因等元件来

构建基因表达载体

月援利用小鼠 阅晕粤 分子通过 孕悦砸 克隆出 茁原珠蛋白

基因的编码序列

悦援用含有四环素的培养基筛选出已经导入 茁原珠蛋

白编码序列的大肠杆菌

阅援用 悦葬圆垣处理大肠杆菌后，将表达载体导入具有

四环素抗性的大肠杆菌中

员园援棉花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

的地位，为了抵抗虫害，我国培育成了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转基因抗虫棉，棉田生态环境得到改善。下列

判断抗虫基因是否成功转入棉花基因组的方法中，不

属于分子检测的是 （ ）

粤援通过观察害虫吃棉叶是否死亡

月援检测目的基因片段与 阅晕粤 探针能否形成杂交带

悦援检测目的基因转录形成的 皂砸晕粤 与 阅晕粤 探针

能否形成杂交带

阅援检测目的基因的表达产物蛋白质能否与特定抗

体形成杂交带

二、非选择题（本题共 猿 小题，共 远园 分）

员员援（圆员 分）为增加油菜种子的含油量，研究人员

尝试将酶 阅 基因与位于叶绿体膜上的转运肽基因相

连，导入油菜叶片细胞并获得了转基因油菜品种。

Cla玉 Xba玉

Sac玉 Cla玉A 端 B 端 C 端 D 端

酶 D 基因 转运肽基因

图 1
T-DNA

四环素抗性基因

复制起点Ti 质粒

图 2
（员）从陆地棉基因文库中获取酶 阅 基因，从拟南

芥基因文库中获取转运肽基因，然后利用 __________
技术分别进行扩增。

（圆）如图 员，选用图中的限制酶 _________ 处理两

个基因后再用 _________ 酶处理，得到 _________
（填图中字母）端相连的融合基因。

（猿）将上述融合基因插入图 圆所示 栽蚤质粒的 栽原阅晕粤
中，构建 _____________________ 并导入农杆菌中。

将获得的农杆菌接种在含 ________ 的固体培养基上

培养得到单菌落，再利用液体培养基振荡培养，得到

用于转化的侵染液。

（源）剪取油菜的叶片放入侵染液中一段时间，此

过程的目的是 ____________________，进一步筛选后

获得转基因油菜。

（缘）用 阅晕粤原砸晕粤 分子杂交技术确定融合基因是

否完成了 _________（填“转录”或“翻译”）。

员圆援（员愿 分）在某些深海鱼

中发现的抗冻蛋白基因 葬枣责 对

提高农作物的抗寒能力有较

好的应用价值。右图所示是获

得转基因莴苣的技术流程，请

据图回答下列问题。

（员）获取目的基因的主要

途径包括从自然界已有的物

种中分离和 ______________。
（圆）淤过程需要的酶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和

__________________。
（猿）重组质粒除了带有抗

冻蛋白基因 葬枣责 以外，还必须含有启动子、终止子和

_____________ 等，这样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基因表

达载体。

（源）如果受体细胞 悦员 是土壤农杆菌，则将目的基

因导入它的目的是利用农杆菌的 ________________，
使目的基因进入受体细胞 悦圆，并将其插入受体细胞 悦圆
中的 ____________________ 上，使目的基因的遗传

特性得以稳定维持和表达，形成转基因莴苣。经于过

程获得的转基因莴苣中的目的基因是否表达，在分子

水平上可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进行检测，

如果出现杂交带，说明目的基因已经表达蛋白质产

品，转基因莴苣培育成功。

员猿援（圆员 分）我国一科研团队将小麦液泡膜 晕葬垣/运垣逆
向转运蛋白基因（栽葬晕匀载圆 基因）转移到水稻细胞内，

获得了转基因耐盐水稻新品种。回答下列有关问题：

（员）为保证目的基因在水稻细胞中能够表达，运

载体上应含有特定的 _________。
粤援复制原点 月援启动子 悦援标记基因

（圆）水稻的转化过程为：将水稻幼胚接种到诱导

培养基上，经过 _________ 过程，培养出愈伤组织，然

后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将目的基因和

相关功能片段整合到愈伤组织细胞的染色体 阅晕粤
上，最后诱导愈伤组织形成水稻植株。

（猿）为验证外源基因整合到水稻基因组后是否转

录，可从转基因植株的细胞中提取所有 皂砸晕粤 并反转

录成 ______________，再以反转录产物为模板，利用

栽葬晕匀载圆 基因特异引物，通过 _________ 方法进行基

因扩增。若以根细胞为材料扩增结果为阳性（有产物

生成），以叶细胞为材料扩增结果为阴性（无产物生

成），则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源）将生长至 源 叶期的转基因幼苗转入高浓度的

晕葬悦造 溶液中培养，进行耐盐试验。用非转基因幼苗作

为对照。培养 猿园 天后观察现象，若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则说明转基因植株获得

了耐盐特性。

受体细胞 悦1

受体细胞 悦2

导入

月

抗冻蛋白
基因 afp

质粒 粤

淤

于
转基因莴苣

侵染

总分：100 分
建议时间：40 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