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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型光形态建成 （
# %&’()*)+)*,-./ 01&)&2&301&4-’*% #，567#）蛋白是一个分子量为 "8 9: 的核蛋白，

它由 ; 个特殊的结构域组成即环形锌指结合域、卷曲螺旋形结构域和 <:=>$ 重复序列，并含有一个核定
位信号和一个新型细胞质定位信号，它是一个光形态建成的抑制子，是一个光调控植物发育的分子开
关。当植物在暗环境下生长时，567# 蛋白聚集在细胞核内，抑制光形态的建成，而在光环境下，567# 蛋
白则分散到细胞质中，解除其抑制作用，恢复光形态建成。 567# 蛋白在细胞内的核质分布受多个因素
的影响，核内 567# 通过与特异转录因子相互作用来调节光形态建成。继从植物中分离鉴定出 567# 蛋
白之后，动物体内也发现有 567# 蛋白的存在，提示 567# 蛋白可能在调节动物和植物的发育及信号转导
等方面具有共同作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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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技术分离筛选出 !"#! 突变体，并从突变体中克隆出一个与组成型光形态建成相关的
关键基因，它编码的蛋白 "#$! 是一个光形态建成的抑制子，是一个光调控植物发育的一
个分子开关（ %&’()*’+, -./0)1）
（2(34 $% &’ ，!55!；2(34 ，!556；7&3 8,3/% $% &’ ，!559）。随着
研究的深入，"#$! 蛋白的结构、生理功能及其分子机制逐渐得到阐明，现就其有关进展作
简要的介绍。

!

"#$! 蛋白的结构

拟南芥 ()*! 基因编码的 "#$! 是一个由 :9; 个氨基酸组成的分子量为 9: <2 的可
溶性核蛋白，在二级结构上，它由 = 个特殊的结构域组成，即 >?端的环形锌指结合域（ ,/34
@/34(, A/3) B/3C/34 C&%+/3，DE>F）、中间的卷曲螺旋形结构域（ )&/’(C?)&/’ C&%+/3，"#EG），"?端
的 H2?IJ 重复序列（H2?IJ ,(K(+0-，H2?IJ）。另外还含有一个核定位信号（ 3*)’(+, ’&)+’/A+?
（ 2(34 $%
0/&3 -/43+’，>GL）和一个新型细胞质定位信号（ )M0&K’+-%/) ’&)+’/A+0/&3 -/43+’，"GL）
&’ ，!556；L0+)(M $% &’ ，!555），其结构见示图 !。 N1&* 等（!55O）还报道了一种拟南芥 "#$!
蛋白的同种型（ /-&@&,%），称为 "#$!B，它是通过可变剪辑产生的，与正常 "#$! 蛋白相比，
其 H2?IJ 缺少 :J 个氨基酸。

P/4Q !

图 ! "#$! 蛋白二级结构示意图
R1( -<(0)1 &@ 01( -()&3C -0,*)0*,( &@ "#$! K,&0(/3

自从拟南芥中克隆出 ()*! 基因之后，其它双子叶植物如豌豆、番茄及单子叶植物如
水稻等植物也陆续分离出同源的 ()*! 基因，且编码的 "#$! 蛋白都具有三个特殊结构域
以及 >GL 和 "GL，其中豌豆 "#$! 含有 :96 个氨基酸，与拟南芥 "#$! 蛋白之间氨基酸同源
性为 99 Q ;S ；番茄 "#$! 含有 :99 个氨基酸，与拟南芥 "#$! 蛋白之间氨基酸同源性为
水稻 "#$! 含有 :O; 个氨基酸，与拟南芥 "#$! 蛋白之间氨基酸同源性为 9=S
9; Q ;S ，
（ N1+& $% &’ ，
!55O；L*’’/7+3 +3C F,+M ，6JJJ；D+41*7+3-1/ $% &’ ，6JJ!；R-*4( $% &’ ，6JJ!）。除
植物外，动物体内也发现有 "#$! 蛋白，H+34 等（!555）报道小鼠 "#$! 与拟南芥 "#$! 之
间氨基酸同源性为 =9S ，但是与其环形锌指结合域的氨基酸同源性为 ;!S ，与卷曲螺旋
形结构域的氨基酸同源性为 65S ，与 H2?IJ 的氨基酸同源性为 ;!S 。
!"!

环形锌指结合域

"#$! 蛋白的环形锌指结合域是一个富含半胱氨酸且能与 N3 离子结合的环指形基序
（ ,/34 @/34(, %&0/@），它的保守序列为 "T6 "T（5?=5）"T（!?=）UT（6?=）"T6 "T（I?IO）"T（
，环指形
6 "= U"I ）
成的是一个整合的结构单元，而不是形成两个串联的锌指模型，它介导蛋白质与蛋白质之
间的相互作用（2(34 $% &’ ，!556）。
!"# 卷曲螺旋形结构域
"#$! 蛋白的卷曲螺旋形结构域含有 O6 个氨基酸（!6O?6J5 位氨基酸），其二级结构是
一个连续的 !?螺旋，呈高度负电荷化，含有 =9S 的酸性和碱性氨基酸，与肌浆球蛋白

植物学通报

:--

23 卷

（!"#$%）和中间丝（ $%&’(!’)$*&’ +$,*!’%&）蛋白的重链的 ! 螺旋尾相比，具有 -./ 的同源性
（0’%1 !" #$ ，
233-）。该结构域能与 045 结合，也具有蛋白6蛋白的相互作用的能力。卷曲
螺旋形结构域与 7068. 重复序列之间含有 29: 个氨基酸，缺失该区会严重危及其活性，但
若在其中插入一个含有 ; 氨基酸的片段，<=>2 蛋白的活性则下降。因此，卷曲螺旋形结
构域与 7068. 重复序列之间这一结构区也是 <=>2 蛋白的一个关键部位（ ?&*@’A !" #$ ，
2333）。
!"#

$%&’( 重复序列
<=>2 的 7068. 位于 BC:6:23 氨基酸上，与三聚体 D6蛋白的"亚基高度同源，它含有 8

个完整的 7068. 重复序列（5、E 两个亚单位）和二个不完整的重复序列，5 亚单位含有 2B
个氨基酸，E 亚单位含有 2; 个氨基酸，两个亚单位之间存在 8 F : 个氨基酸残基。 7068.
能与 045 结合，也具有蛋白6蛋白的相互作用的能力，7068. 缺少 :. 个氨基酸的 <=>2 即
<=>2G 功能则与正常 <=>2 相反，表明 7068. 是 <=>2 的至关重要结构，是 <=>2 的关键功
能部位，对其功能有重大影响（0’%1 !" #$ ，233-；HI"J !" #$ ，233C）。
)*+ 与 ,*+
<K? 与 4K? 在引导 <=>2 的核质分布过程中起重要作用，<K? 位于 <=>2 蛋白的氨基
酸残基 :9 F 299 位置上，与环指结构域和卷曲螺旋形结构域部分重叠（ ?&*@’A !" #$ ，2333）

!"’

；4K? 位于 :23 F :9; 氨基酸上，是一个含有 ;9 个氨基酸的 <6末端区域，其中含有两个被
28 个氨基酸所隔离的碱性氨基酸决定簇，缺失该区的 突 变 体 是 一 个 致 死 性 的 突 变 体
（ ?&*@’A !" #$ ，2333）。因此，7068. 后的 <6末端区域对 <=>2 蛋白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

-"!

<=>! 蛋白的生理功能及其分子机制
)./! 蛋白的生理功能
光是植物正常生长发育所必需的一个重要环境因素，它对植物幼苗形态发育起重要

的作用，幼苗有两种明显不同的发育方式，当幼苗在有光条件下生长时，其下胚轴缩短，子
叶大且开放、伸展，有发达的叶绿体，植株去黄化（ )’6’&$",’&$"%），称为光形态建成（ LI"&"!"(6
LI"1’%’#$#）；当植物幼苗在暗处生长时，其下胚轴极度伸长，幼苗顶端弯曲，子叶小而不展
开、
不发达，而且含有黄化质体，这就是暗形态发生（ #M"&"!"(LI"1’%’#$#），或称为光形态建
成抑制。光是光合作用的原动力，当植物缺乏原动力时就不能进行光合作用，幼苗在暗处
生长时，不能将原叶绿素酯转化形成叶绿素，幼苗形成黄化质体，叶绿体的缺乏而使植物
黄化，表现为暗形态建成。但是 %&’2 突变体植株在暗处生长时，其下胚轴缩短，子叶大且
开放、伸展，有发达的叶绿体，植株去黄化，表型为光形态建成（ 0’%1 !" #$ ，233-；N@4’,,$#
!" #$ ，
2338*），而遗传转化研究发现，过量表达 <=>2 的转基因植株即使生长在光环境下，
下胚轴极度伸长，幼苗顶端弯曲，子叶小而且未展开、不发达，而且含有黄化质体，其表型
为暗形态建成，表明 <=>2 是一个光形态建成的抑制子（ N@4’,,$# !" #$ ，2338G）。但是有趣
的是一种 <=>2 蛋白的同种型——— <=>2G 却没有 <=>2 蛋白的上述功能。 HI"J 等（233C）
通过对过量表达 <=>2G 的转基因拟南芥的研究，发现转基因 <=>2G 植株在暗处生长时的
表现型为去黄化（ )’6’&$",’&$"%），植株的下胚轴缩短，子叶伸展、开放，与 ()*2 突变体植株
在暗处生长时的表型相似，提示 <=>2G 对 <=>2 蛋白的功能具有负调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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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植物 !"#$ 蛋白，哺乳动物体内也存在同源的 !"#$ 蛋白，其功能是否与植物 !"#$
一致呢？%&’( 等（$)))）报道将编码哺乳动物 !"#$ 蛋白 *+端一半的 ,-*. 片段导入拟南
芥中，产生的 !"#$ 蛋白会干扰拟南芥内在的 !"#$ 蛋白，但哺乳动物 !"#$ 蛋白不能挽救
拟南芥 !"#$ 突变体的缺陷，提示尽管植物 !"#$ 蛋白与哺乳动物 !"#$ 蛋白在功能上存
在一定差异，但它们在调节发育和细胞信号转导可能拥有共同的作用模式。/0102 报道哺
乳动物的早细幼粒细胞白血病蛋白（ 34561075,189, 70:;069& 345809’，#<*）与 !"#$ 蛋白在细
胞中的分布、动力学和结构上具有显著的相似性，提示它们可能具有相似的功能（ /0102 ，
$))=）。有关动物 !"#$ 蛋白报道较少，研究尚有待深入，而对植物 !"#$ 研究较深入，下
面主要阐述植物 !"#$ 蛋白发挥生理功能的分子机制。
#$%& 蛋白核定位的分子机制
当植物在暗处生长时，核内会积累有丰富的 !"#$ 蛋白，光形态建成受到抑制。为什
么在缺光条件下 !"#$ 会定位于核内呢？ !"#$ 蛋白是一种核定向蛋白，核内 !"#$ 蛋白

!"!

的丰度变化由 !"#$ 蛋白的亚细胞定位情况所决定，!"#$ 蛋白的亚细胞定位受多个因素
的影响。
! ’! ’ & 光和光受体在调节 #$%& 蛋白核定位中的作用 光信号首先通过植物细胞中的
光受体接受，然后通过信号转导形成胞内第二信使系统的级联传递调节光形态建成反应。
与此同时，光和光受体也调节了 !"#$ 蛋白在细胞中的核质分布（ ’:,705,18537&269, 3&489+
895’9’(）。>5’ .4’96 等（$))?）分析了从暗环境向光环境转变以及从光环境向暗环境转变
时的 @AB+!"#$ 核质分布的动力学，结果表明 @AB+!"#$ 的核质分布是对光条件转变时反
应的结果，它们之间的转换是通过一些快速信号事件（ 4&39C 29(’&79’( 0D0’82）来启动，而不
是单靠 !"#$ 蛋白自身的定位功能控制启动。为了观察其亚细胞定位情况，研究者将
!"#$ 与 $%& 基因融合构建表达载体，转化拟南芥，发现当幼苗在暗处生长时，其下胚轴
细胞核内积累有高丰度的 !"#$；当幼苗在光条件下生长时，核内的 !"#$ 蛋白转移到细胞
质内，导致核内的 !"#$ 蛋白丰度大大减少，而细胞质内的 !"#$ 蛋白则增加，但细胞内
!"#$ 蛋白的总量并未受到影响（ B8&,01 ’( )* ，$)))）。在光调控 !"#$ 蛋白的核定位过程
中需要光受体参与，这些受体包括光敏色素（ 3E185,E45602，#E1）、隐花色素（ ,41385,E45602，
!41）和紫外光 F 受体（A>F+40,038542）等三大类，光受体通过对不同波长光的应答来启动
信号传递途径，进而调节核内 !"#$ 蛋 白 的 丰 度（ G96 ’( )* ，$))=；"28047:’C &’C -0’(，
$))=）。"28047:’C 等（ $))= ）运 用 功 能 缺 失（ 7522+5H+H:’,895’ ）的 光 受 体 突 变 体 和 功 能 获 得
（ (&9’+5H+H:’,895’）的转基因植株来分析了各种光受体对核内 !"#$ 蛋白丰度的影响，结果
表明多种光受体在白光下均参与光调节 !"#$ 蛋白的亚细胞定位，光受体的各个成员相
互协调完成光调节 !"#$ 蛋白的亚细胞定位作用。光受体的各个成员的定位方式也并不
相同，如 #E1. 定位于细胞质，而 #E1F 在黑暗时定位于细胞质，在光条件下则启动核运进，
定位于核内。 #E1. 和 #E1F 的不同亚细胞定位方式提示它们调节核内 !"#$ 蛋白丰度的
方式也不同，#E1. 可能是抑制细胞质 !"#$ 蛋白运入核内，而 #E1F 主要调节核运出或降
解核内 !"#$ 蛋白（"28047:’C &’C -0’( ，$))=）。
当然，除了光和光受体外，!"#$ 本身对 !"#$ 蛋白的核质分布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如
光环境转到暗环境时，!"#$ 由细胞质运进到细胞核内，*IB 在其中起重要的作用。 *IB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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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运进是通过运进素（ !"#$%&!’）来启动的，运进素能识别和结合细胞质中的 ()*，不同的
运进素运载不同的核蛋白（ +!,’- !" #$ ，.//0）。 +!,’- 等（.//0）已从水稻中分离出 1 种运进
素即!0,、
!02 和!.，他们研究表明运进素!02 能识别和结合 3450 的 ()*，3450 的核运进
是由它优先介导进行的。
维持 #$%& 蛋白核定位需要多效性 !"# $ %&’ $ ()* 基因产物的参与 在光调控
3450 蛋白的核质分布过程中，除了光受体外，还有多个调节子参与完成这一作用。 67$8

!"!"!

等（099:）发现一组多效性（ #;<!$&%!=）基因 %&’ ( )*+ ( ,-. ，其表达产物可以组成复合体，共
同在一个信号系统中起信号转导作用。当突变体植株发生突变时，其表现型为光形态建
成，
如 ,-./ 、,-.0 、,-.11 、,-.12 、)*+1 等功能缺失的突变体植株在暗处生长时，3450
蛋白也不在核内积累，突变体植株表现为光形态建成型。 >$’ ?%’!" 等（ 099@）用 %&’ (
)*+ ( ,-. 突变体如 3456 、3457 、34518 、34511 、9:;/ 、9:;0 、9:;< 、9:;11 、9:;12 、=!"1 等作研究材
料，
检测突变体转基因植株的 AB*C3450 融合蛋白时，发现这些突变体幼苗在暗处生长
时，在其下胚轴细胞核内检测不到有 AB*C3450 蛋白的存在，提示 3450 蛋白的核内积累
过程需要这组野生型多效型 %&’ ( )*+ ( ,-. 基因表达产物的参与，对 3450 蛋白核定位
起调节作用，同时提示它们在发挥作用时可能是共同合作，协助 3450 蛋白完成其生理功
能。尽管已知 %&’ ( )*+ ( ,-. 基因的表达产物形成一个多效性抑制子抑制光形态的建
成，但目前仍然不清楚 %&’ ( )*+ ( ,-. 基因表达产物的确切分子功能以及它们是如何抑
制光调节基因的表达。因此，深入研究多效性 %&’ ( )*+ ( ,-. 基因表达产物将有助于人
们了解在植物发育过程中光调控基因表达和光形态建成的机制。
! " ! " ’ #$%( 蛋白复合物参与 调节 #$%& 蛋白的核定位作用 在 3450 蛋白的核质分布
过程中需要 3459 蛋白复合物的介导。 %&’7 是继 %&’1 之后发现的另一个与光形态建成
相关的重要基因，其产物 3459 是一个分子量为 .. 8D 的核定位蛋白，是一个分子量约为
EE/ 8D 的蛋白复合体——— 3459 复合物中的一个组成成分，3459 复合物由 F 个亚基组
成，主要定位于细胞核内，在花和根部的积累量较高（ G<! !" #$ ，099H；3I,"$J!&K !" #$ ，
099:）。正常幼苗在暗处时，下胚轴细胞核内有丰富的 3450，但 %&’9 突变体的幼苗即使
是生长在暗处，其下胚轴细胞核内也未发现有 3450 蛋白，其幼苗生长表现为光形态建
成，提示 3459 蛋白复合物能保护在暗处生长时植物细胞核内 3450 蛋白免受蛋白酶的降
解
（G<! !" #$ ，
099H）。除功能缺失的研究外，功能获得（ -,!’C$LCLM’=&!$’）的研究也表明 3450
蛋白的核定位需要 3459 蛋白复合物的参与，6,’- 等（.///）以 %&’7 突变体拟南芥为研究
材料，将表达 3459 复合物亚单位基因转入其中，通过研究这些过量表达有 3459 复合物
亚单位的稳定遗传的转基因植株来了解 3459 对 3450 的作用，结果却发现在暗环境下生
长的转基因植株，其下胚轴伸长，花青素积累减少，表现出与 %&’7 突变体植株相反的特
征，
表型为光形态建成抑制，而检测 3450 的丰度，则发现此时其下胚轴细胞核内积累有
丰富的 3450，进一步提示 3459 对 3450 具有保护作用。前面提到 3450 蛋白的核内积累
需要多效性 %&’ ( )*+ ( ,-. 基因表达产物的参与，其中的 345F、NB*H、NB*E 和 NB*: 也是
3459 复合物的几个重要亚单位，对 3459 复合物的构成和稳定性具有重要的作用，多效
性 %&’ ( )*+ ( ,-. 基因的突变会导致 3459 复合物的解体和功能丧失，同时这些突变体
植株生长特征表现为光形态建成（ 6,%’!$; !" #$ ，0999；*<%!’$ !" #$ ，0999；*&,M2 !" #$ ，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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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在 !"#$ 蛋白的核定位过程中需要用 !"#% 复合物的参与，可能它通过与 !"#$ 的相
互作用来维持 !"#$ 蛋白的活性，促进 !"#$ 蛋白的核运进或核保留（ !&’()*+,- !" #$ ，
$%%.）。此外，/01 是 !"#% 复合物中的另一个亚单位。 /01 有两种，即 /01$ 和 /012，其
氨基酸同源性高达 345 ，/01 以单体和复合体的形式存在，单体主要存在于细胞质中，而
复合体 /01 主要作为 !"#% 复合物的亚单位存在于细胞核中。 /01 不含有核定位信号，
在 !"#% 复合物转运进细胞核之前，/01 可能需在细胞质中进行预装配。 /01$ 和 /012
与 0/6$ 高度同源（各为 .25 和 .75 ），0/6$ 是哺乳动物 /#8$ 依赖的特异转录共激活子，
由此提示在抑制光形态建成过程中 /01 可能起调节转录因子活性的作用（ 9:); !" #$ ，
$%%3）。尽管 !"#$ 的核定位需要 !"#% 复合物的参与，但其具体的机制如何有待于深入
研究。
!"#

$%&’ 蛋白发挥其生理功能的分子机制
当细胞核内有丰富的 !"#$ 时，它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研究表明其功能的发挥

是通过与一些特异转录因子相互作用来进行的，这些转录因子目前已发现有两类，一类是
直接与 !"#$ 相互作用的转录因子如 1<4（ =)>? &@A)B),@=C 4）
（ />? !" #$ ，$%%3）；另一类是
间接与 !"#$ 相互作用的转录因子如 !D#E
（ !"#$ +>,FG’B,+*F AG),F+>E，!D#E）和 !D#H
（ !"#$ +>8
（<’(’(),) !" #$ ，$%%3；2II$）。
,FG’B,+*F A’G,>FG，!D#H）
! (# ( ’ $%&’ 直接与 )*+ 相互作用 1<4 是第一个被鉴定的 !"#$ 蛋白的作用靶位
（ />? ’>J KF>?，$%%H），它是一个碱性亮氨酸拉链（ L’C+B =FMB+>F -+AAFG，LND#）类型的转录因
子，能与光应答基因启动子中的 O8L)P 直接结合（ O8L)P 是激活光诱导基因所必需的），促
进光诱导基因的表达，从而导致光形态建成的发生，表明 1<4 是光形态建成的正调节子。
/>? 等（$%%3）通过研究 !"#$ 在洋葱表皮细胞的共表达，发现 !"#$ 蛋白能与 1<4 共定位
于细胞核内，通过瞬时表达研究，分析活的植物细胞内 !"#$ 蛋白的瞬时定位情况，证实
了在体内 !"#$ 蛋白能与 1<4 直接相互作用；此外，他们又用酵母双杂交分析证实了在体
外 !"#$ 也能与 1<4 直接相互作用，同时还提出 1<4 可能与 !"#$ 蛋白的 QK8HI 结构域
相互作用的观点。后来 1)=( 等（2II$）用实验证实了这一观点。 1<4 的丰度与光形态建
成呈直接相关，!"#$ 蛋白在核内与 1<4 直接相互作用，其结果导致 1<4 的降解，进而对
!"#$ 蛋白的活性起负调节作用（/>? !" #$ ，$%%3；2III）。另外，对 1<4 中与 !"#$ 结合的
结构域进行磷酸化是调节 1<4 的稳定性和活性高低的方式之一，在有光条件下，1<4 不
发生磷酸化或去磷酸化，此时的 1<4 活性则更强（1’GJ,;F !" #$ ，2III）。
! ( # ( ! $%&’ 间接与共转录激活子的相互作用 除直接与 !"#$ 相互作用的转录因子之
外，
尚有一类间接与 !"#$ 相互作用的转录因子。尽管此类转录因子能直接调节转录活
性，
但它不能识别 KR/ 结合结构域，而 !"#$ 蛋白也能调节转录，但又未能检测到它具有
KR/ 结合活性。既然它们不能直接结合，那么它们又是如何发生相互作用的呢？有假说
认为：在暗处 !"#$ 先与一个或多个启动子特异结合蛋白（ AG)(),FG8CAFB+S+B L+>J+>? AG),F+>C，
#T6#C）结合，然后再与靶启动子结合来介导转录作用（ <’(’(),) !" #$ ，$%%3；U)> /G>+(
’>J KF>? ，$%%.）。此类转录因子目前发现有两个，!D#E 是其中之一，它是一个具有转录
激活活性的核蛋白（转录激活子结构域位于 73E8$I43 位氨基酸上），是一个光形态建成的
正调节子（<’(’(),) !" #$ ，$%%3）。<’(’(),) 等（$%%3）利用绿色荧光蛋白（ ?GFF> S=M)GFCBF>,

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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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标志物，将 ()* 融合到一个无细胞器靶信号的中性蛋白，形成一个分子量
大于 +,, -. 融合蛋白时，发现它只能定位于细胞质中，当 ()* 与 /012 融合形成分子量为
+3+ -. 的融合蛋白时，它则定位于细胞核内，表明 /012 是一个核定位信号。为了证实
/012 是一个光形态建成的正调节子，他们还利用反义 456 技术，将编码 /012 /7末端的一
半 8.56 序列稳定转入拟南芥，结果发现该转基因植株光诱导基因的表达水平下降，表明
/012 是一个光形态建成的正调节子，而 /91+ 是光形态建成的负调节子，/012 作为 /91+
蛋白相互作用的下游靶位，当与核内 /91+ 结合后，/012 的活性被抑制，从而导致抑制光
形态建成。
/013 是另一个新发现的间接与 /91+ 相互作用的转录因子，它也是 /91+ 的一个生理
作用靶位。:;<;<#$# 等（=,,+）通过遗传转化技术，将绿色荧光蛋白基因（ !"# ）和 $%#& 基
因构建嵌合表达载体转化拟南芥，结果发现 (*17/013 融合蛋白只出现在转基因植株细胞
核内，转基因植株即使生长在光环境下也不影响其核定位，说明它是一个核蛋白。另外，
他们还用 $%#& 的互补链构建反义表达载体转化拟南芥，转化株 $%#3 的表达受到抑制，
而转基因植株即使生长在有光条件下光形态建成也受到抑制，提示 /013 也是启动光形态
建成所必需的，说明 /013 是一个光形态建成的正调节子。当植物在暗处生长时，细胞核
内的 /013 与 /91+ 相互作用，/013 的活性受到抑制，进而抑制光形态建成。和 /012 一样，
/013 作为参与调节光形态建成的重要转录因子，但它却无任何识别 .56 结合域的基序
（<#$&>），提示它们是一类与 ?:@ 作用方式不同的转录共激活因子（ 8#;8$&A;$#"）。

! 展望
自从拟南芥中分离鉴定出 /91+ 蛋白以来，许多学者对植物 /91+ 进行了深入研究，
其结构、功能及其发挥作用时的分子机制逐渐得到阐明，但植物 /91+ 蛋白仅是一个大的
光信号传递复合物中的一个组分，而高等植物的光信号传递是一个精巧而复杂的网络，光
形态建成的调节机理仍尚未完全明了。因此，无论从广度还是从深度都有待于进一步深
入研究。除拟南芥外，目前仅从豌豆、番茄和水稻等少数几种植物中分离鉴定出 /91+ 蛋
白，估计其它植物中也存在 /91+ 蛋白，但其结构和功能以及作用机制是否完全一致呢？
除植物外，哺乳动物细胞中存在 /91+ 蛋白或类似的蛋白，其它动物是否也存在 /91+ 蛋
白呢？其结构和功能以及作用机制又是如何呢？另外，在 /91+ 抑制光形态建成的过程
中，/91B 蛋白复合物参与其中的光介导信号转导途径，植物 /91B 蛋白复合物通过其亚
基与 =C) 蛋白酶体的 +B) 调控蛋白复合物相互作用来调控 /91B 的活性（ )%%D%" ’( )* ，
+BBE；FG#- ’( )* ，
+BBB）。=C) 蛋白酶体在遍在蛋白（ HI&JH&$&’）介导蛋白水解途径中起重要
作用，此途径在动物、植物和微生物中都普遍存在。除植物外，动物细胞也存在 /91B 蛋
白复合物，且与植物 /91B 蛋白复合物显著相似，/91B 蛋白复合物通过其亚基与不同的
信号转导途径相互沟通，从而对基因表达与细胞周期进行调控（ K%& ’( )* ，+BBE；K%& ;’L
.%’D ，+BBB）。由此提示在生物体中很可能存在一种共同的有组成型光形态建成蛋白或
与其类似的蛋白参与的调节细胞信号转导和细胞周期加工的新网络。

D期

陈章权等：植物 EFG+ 蛋白的结构与功能

参

考

文

JMY

献

!"# $ %& ’("# ) *& +,,- . /(#0123456 78(525976 4: ;7434<45;74#("89 1498 = 211(1(>?;(98:89 2"@ 18#73>@(;("@("3 8"3(529384" A(3B(("
37( %CD 2"@ EFG+ 1498 . !"#$% &’"" ( ! H D I = J+K L MN
!"# $ %& E72334;2@7626 O & *(8 P& F62<2 Q& FR2@2 S& T23?9720(5 !& ’("# ) *& +,,N . U41(90125 8"3(529384" A(3B((" EFG+ 2"@
%CD @(:8"(? 2 5(#0123456 ?B8397 :45 18#73 94"3541 4: )*#+,-./0/ @(V(14;<("3 . 1-" &’"" ( " H M I = M+K L MMM
!"# $ %& E72334;2@7626 O& *(8 P& F62<2 Q& FR2@2 S& T23?9720(5 !& ’("# ) *& MWWW . Q25#(3(@ @(?32A818X2384" 4: %CD @058"#
18#73>5(#0123(@ @(V(14;<("3 4: )*#+0,-./0/ 2 3#%4*’( #$% H JYND I = -JM L -JJ
E72<4V83X ’ !& *(8 P& F?3(510"@ U Q& V4" !58"8< ! Z& O320A [ U& U23?08 U& ’("# ) *& +,,J . Q7( EFG, 94<;1(\& 2 "4V(1
<0138?0A0"83 "091(25 5(#012345 8"V41V(@ 8" 18#73 94"3541 4: 2 ;12"3 @(V(14;<("321 ?B8397. &’"" ( &! H + I = ++D L +M+
’("# ) *& E2?;25 Q& ]0281 G %& +,,+ . 5-.+ 6 2 5(#0123456 1490? 8"V41V(@ 8" 18#73>94"35411(@ @(V(14;<("3 2"@ #("( (\;5(??84" 8"
)*#+0,-./0/ 2 7’$’/ 8’9( % H Y I = ++YM L ++YN
’("# ) *& U23?08 U& *(8 P& *2"#(5 ’& E70 ! U& ^(1<2"" S !& ]0281 G %& +,,M . &:!+ = 2" )*#+,-./0/ 5(#0123456 #("(& (">
94@(? 2 ;543(8" B837 _8"9>A8"@8"# <438: 2"@ !Z" 74<414#0? @4<28" . &’"" ( ’" H D I = Y,+ L NW+
%25@3R( E O& Z47@2 S& F?3(510"@ U Q& F62<2 Q& FR2@2 S& ’("# ) *& MWWW . %CD ?32A81836 2"@ 2938V836 8" )*#+0,-./0/ 8? 5(#0123>
(@ A6 ;74?;745612384" 8" 83? EFG+ A8"@8"# @4<28" . ;1<: =( "( H +N I = -,,Y L DWWJ
%41< U& %25@3R( E O& Z20@(3 /& ’("# ) *& MWW+ . ‘@("38:892384" 4: 2 ?350930521 <438: 3723 94":(5? ?;(98:89 8"3(529384" B837 37(
*’-W 5(;(23 @4<28" 4: )*#+0,-./0/ EFG+ . ;1<: =( )$ H + L M I = ++N L +MY
[82"# E [& O74a8 S& U23?0R8 /& T2A2 !& ‘"2#2R8 P& T2" %& ‘B2?2R8 Q& ‘<2<434 P& C4"(@2 C& ’("# ) *& C2<2<434 P& MWW+ .
U41(90125 914"8"# 4: 2 "4V(1 8<;4538" 21;72 74<414#0( :54< 589(& A6 B7897 94"?383038V( ;7434<45;74#("89 + H EFG+ I "091(25 14>
9218X2384" ?8#"21 H P$O I >;543(8" 8? ;5(:(5("382116 "091(25 8<;453(@ . = <0-" &>’?( )’! H +M I = ,KMM L ,KM,
S2"# ’& *2"# )& E24 S& O0" E& ’("# ) *& *(8 P& MWWW . ! #28">4:>:0"9384" ;7("436;( 94":(55(@ A6 4V(5>(\;5(??84" 4: :0"9384"21
?0A0"83? 4: 37( EFG, ?8#"214?4<( 8" )*#+0,-./0/ 2 !"#$% =( )* H D I = D,Y L JWN
S25"841 T& U21(9 G& E72<4V83X ’ !& +,,, . )*#+0,-./0/ @AB&)D ("94@(? 2 "4V(1 ;74?;74;543(8" 3723 8? 2 94<;4"("3 4: 37( EFG,
94<;1(\. !"#$% &’"" ( "" H D I = NK, L N-N
S8< T E& Q(""(??(" ’ [& $2?3 /& +,,N . bc>T>8"@09(@ ;7434<45;74#("(?8? 8" )*#+0,-./0/ %>#"0#$#2 !"#$% =( "% H D I = JJY L JYSB4R O ^& G8(R4? T& U8?(52 O& ’("# ) *& +,,J . ! 94<;1(<("3 4: 3(" (??("3821 2"@ ;1(354;89 )*-+0,-./0/ &:! C 8;D C @AB #("( 8?
"(9(??256 :45 5(;5(??84" 4: ;7434<4;74#("(?8? 8" @25R"(??. !"#$% !>E/0-" ( ""$ H K I = YK+ L Y-M
SB4R O ^& O412"4 /& Q?0#( Q& E72<4V83X ’ !& d9R(5 [ /& U8"2<8 U& ’("# ) *& +,,N . )*-+0,-./0/ 74<414#? 4: 2 9>[0" 942938V2>
345 25( ;5(?("3 A437 8" <4"4<(589 :45< 2"@ 8" 37( EFG, 94<;1(\& 2"@ 37(85 2A0"@2"9( 8? @8::(5("382116 2::(93(@ A6 37( ;1(84354;89
5-. C ,’% C F4/ <032384"?. !"#$% &’"" ( "$ H ++ I = +YY, L +Y,W
SB4R O ^& O320A [ U& ’("# ) *& +,,, . E725293(58X2384" 4: 3B4 ?0A0"83? 4: )*#+0,-./0/ +,O ;543(2?4<( 5(#0123456 94<;1(\ 2"@ 83?
;4??8A1( 8"3(529384" B837 37( EFG, 94<;1(\. = 1-" <0-" ( )&% H + I = ND L ,D
U9P(118? Q *& V4" !5"8< ! Z& !52R8 Q& S4<(@2 C& U8?(52 O & ’("# ) *& +,,-2. Z("(389 2"@ <41(90125 2"216?8? 4: 2" 211(189 ?(>
58(? 4: 5-.+ <032"3? ?0##(?3? :0"9384"21 541(? :45 37( <0138;1( ;543(8" @4<28"?. !"#$% &’"" ( ! H - I = -NY L DWW
U9P(118? Q *& V4" !5"8< ! Z& ’("# ) *& +,,-A . FV(5(\;5(??84" 4: )*#+0,-./0/ %>#"0#$# EFG+ 5(?013? 8" ;253821 ?0;;5(??84" <(@8>
23(@ @(V(14;<("3 = (V8@("9( :45 2 18#73>8"2938V2A1( 5(;5(??45 4: ;7434<45;74#("(?8?. !"#$% &’"" ( ! H +W I = +K,+ L +-WW
F?3(510"@ U Q& ’("# ) *& +,,N . U0138;1( ;74345(9(;345? <(@823( 37( 18#73>8"@09(@ 5(@09384" 4: ZbO>EFG+ :54< )*#+0,-./0/
76;494361 "091(8 . !"#$% =( "! H M I = MW+ L MWN
/2#70V2"?78 O& S(1R25 !& S7052"2 [ G& Q62#8 ! S& MWW+ . ‘?412384" 2"@ <41(90125 9725293(58X2384" 4: 37( EFG+ #("( 74<414# :54<
589(& :*EG# /#%09# $. ?0A?;. 0$,05# V25 . .4/# T2?<238 + . 83) H’/ ( & H M I = YK L Y,
/(6(? [ E& +,,N . GU$ 2"@ EFG+>3B4 ;543(8"? B837 <097 8" 94<<4" . D*’$,/ <0-5>’? B50 ( )! H + I = +N L MW
O((#(5 U& S52:3 /& ^(55(11 S& T(97>F3?9785 ’& ’0<@(6 /& O972@( /& Z45@4" E& P20<2"" U& ’0A8(1 *& +,,N . ! "41( ;5843(8"
94<;1(\ 8"V41(@ 8" ?8#"21 352"?@09384" ;4??(??8"# ?8<8125838(? 34 MJO ;543(2?4<( ?0A0"83?. @)B;<( ") H J I = -J, L -YN
O(58"4 Z& Q?0#( Q& SB4R O& U23?08 U& *(8 P& ’("# )*& +,,, . )*#+0,-./0/ 5-.I 2"@ F4/J <032384"? @(:8"( 37( ?2<( #("( 3723 (">
94@(? ?0A0"83 - 4: 37( EFG, ?8#"214?4<(. !"#$% &’"" ( "" H +W I = +,JY L +,NW
O329(6 U Z& %89R? O P& c4" !5"8< ! Z& +,,, . ’8?95(3( @4<28"? <(@823( 37( 18#73>5(?;4"?8V( "091(25 2"@ 9634;12?<89 149218X2384"
4: )*#+0,-./0/ EFG+ . !"#$% &’"" ( "" H K I = K-, L KJK
O320A [ U& *(8 P& ’("# ) *& +,,J . dV8@("9( :45 ^bOJ 2? 2 94<;4"("3 4: 37( "091(25>149218X(@ EFG, 94<;1(\ 8" )*#+0,-./0/ 2

植物学通报

+%M

"K 卷

!"#$% &’"" ( ! ! "" # $ %&’( ) %&*+
,-../012 3 45 6718 3 95 %&&& : ;<= >=1 ./?<@A/2B=>=2B=2@ ><C@CDC7><C?=2=E/E" D-@12@ 7=E-.@E F7CD >17@/1. B->./G1@/C2 CF 9HI" ?=2=7A
1@/2? 12 /2@=721. >7CDC@=7 12B >7CB-G/2? @JC B/E@/2G@ @712EG7/>@E: !"#$% &’"" ( "# ! "& # $ "K%( ) "KLM
;E-?= ;5 N21?1O/ P5 QCE</R-D/ ;5 ,</D1B1 S5 T1J1DC@C ;5 U1@E-O/ V5 Q1D1DC@C P5 U1@E-/ U5 %&&" : I<8@CG<7CD=AD=B/1@=B
GC2@7C. CF 9HI" ?=2= =W>7=EE/C2 /2 7/G= >.12@E: )*" +’$’% +’$*,-./ ( #$% ! " # $ ’L ) *&
XC2 472/D 4 65 Y=2? Z [5 "KK+ : 4 7C.= FC7 @712EG7/>@/C21. 7=>7=EE/C2 B-7/2? ./?<@ GC2@7C. CF >.12@ B=0=.C>D=2@ : 0-*" 1#//#2/ ( "!
! "" # $ K&* ) K"&
0C2 472/D 4 65 HE@=7.-2B U ;5 TJCO , \5 Y=2? Z [5 "KK( : 6=2=@/G 12B B=0=.C>D=2@1. GC2@7C. CF 2-G.=17 1GG-D-.1@/C2 CF 9HI" 5
1 7=>7=EEC7 CF ><C@CDC7><C?=E/E /2 34#5-6*7/-/ 8 !"#$% !92/-*" ( ""& ! L # $ ((K ) (MM
[12? S5 T12? Y5 Y=2? Z [5 [=/ P5 "KKK : ]0/B=2G= FC7 F-2G@/C21. GC2E=701@/C2 CF 1 D1DD1./12 <CDC.C?-= CF @<= ./?<@A7=E>C2E=
>.12@ >7C@=/2 9HI" : &:44’$% 0-*" ( ’ ! "L # $ ("" ) ("’
[=/ P5 9<1DC0/@R Y 45 Y=2? Z [5 "KK’ : 34*5-6*7/-/ 9HIK /E 1 GCD>C2=2@ CF 1 2C0=. E/?21./2? GCD>.=W D=B/1@/2? ./?<@ GC2@7C. CF
>.12@ B=0=.C>D=2@ : &’"" ( (! ! " # $ ""( ) "%’
[=/ P5 Y=2? Z [5 "KKK : U1O/2? E=2E= CF @<= 9HIK E/?21.CECD=: 4 7=?-.1@C78 >7C@=/2 GCD>.=W GC2E=70=B F7CD 34#5-6*7/-/ @C <-A
D12: ;4’$6/ +’$’% ( "% ! L # $ KM ) "&L
[=/ P5 ;E-?= ;5 ,=7/2C 65 YC<D1= P5 ;1O/C T5 U1@E-/ U5 Y=2? Z [5 "KKM : ;<= 9HIK GCD>.=W /E GC2E=70=B ^=@J==2 >.12@E 12B
D1DD1.E 12B /E 7=.1@=B @C @<= %+, >7C@=1ECD= 7=?-.1@C78 GCD>.=W: &:44 0-*" ( ! ! "+ # $ K"K ) K%%
Q1D1DC@C Q Q5 Y=2? Z [5 U1@E-/ U5 %&&" : 9NI’ 5 1 2=J 9HI" @17?=@ 5 /E 1 2-G.=-EA.CG1./R=B >CE/@/0= 7=?-.1@C7 CF 171^/BC>E/E ><CA
@CDC7><C?=2=E/E: !"#$% &’"" ( ") ! % # $ LKK ) ’""
Q1D1DC@C Q Q5 U1@E-/ U5 42? _ S5 Y=2? Z [5 "KKM : VC.= CF 1 9HI" /2@=71G@/0= >7C@=/2 /2 D=B/1@/2? ./?<@A7=?-.1@=B ?=2= =W>7=EA
E/C2 /2 34#5-6*7/-/ 8 !#$% &’"" ( "* ! ( # $ "&ML ) "&K’
‘<1C _5 [12? 95 ‘<- Q5 ‘<1C 35 [- Z5 "KKM : UC.=G-.17 G.C2/2? 12B E=a-=2G/2? CF @<= GYP4 CF GC>" ?=2= F7CD !-/:, /#%-<:, :
0-*.9-, 0-*792/ 3.%#( ")’% ! L # $ L%+ ) L%M
‘<C- Y Z5 T/D Q 35 _/ Q \5 917C. I5 U1G<= V5 "KKM : 9HI"^ 5 12 /ECFC7D CF 9HI" ?=2=71@=B ^8 1.@=721@/0= E>./G/2?5 <1E 1 2=?1A
@/0= =FF=G@ C2 9HI" F-2G@/C2 /2 7=?-.1@/2? ./?<@AB=>=2B=2@ E==B./2? B=0=.C>D=2@ /2 34#5-6*7/-/ 8 )*" +’$’% ( #%( ! ’ # $ LM( ) LK"

（上接 +"L 页）

) 结束语
通过近两年的调查，被发现和收录的中国盐生植物又增加了 (K 种，说明中国幅员辽
阔，植物种类非常丰富，与已调查到的盐生植物种类加在一起为 *&% 种，估计这个数字还
不是最终数字，然而，这 *&% 种盐生植物可以作为中国的主要盐生植物种类的代表。大胆
估计中国盐生植物的种类总数为 +&& 种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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