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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素降解途径与生长素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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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就近几年来泛素降解途径在生长素调节中的作用作了介绍，主要是3个蛋白家族突变体的一系列分子分析研究，即

生长素应答因子(auxin response factors，ARFs)、生长素／吲哚乙酸(Au州AA)家族和泛素蛋白酶解组分。ARFs可以直接
与DNA结合，介导生长素调节的基因表达；Au刚【AA通过与ARFs形成异源二聚体阻碍ARFs执行功能；泛素降解途径

包括泛素激活酶El、泛素连接酶E2、泛素连接酶E3及26s蛋白酶体。生长素通过促进Au如AA与E3．scFllRl的相互作用

降解Au】【／IAA蛋白，释放出的ARFs与DNA结合，调节生长素相关基因表达。cOP9(constitutive photomorphogenic lo．

cus9)信号体也通过调节scFTml活性参与此过程。

关键词生长素；泛素降解途径；Au)(／IAAs；scFnRl；cOP9信号体；拟南芥

1生长素信号转导途径

生长素(auxin)作为最早发现的植物激素，参

与植物各种发育过程，如细胞分裂，细胞增长，

离子跨膜运输，早期胚胎发育，对形态建成和分

化亦有影响【1】。但对生长素调节机制的了解还不

多，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未真正找到植物接受生

长素信号的受体，研究最多的是生长素结合蛋白

ABPl(auxin binding protein)。ABPl与生长素特异

结合，而且这种结合是高效的。尽管ABPl蛋白

与其他任何受体家族都没有很高的同源性，但它

确实介导了许多与生长素相关的细胞反应【21。

ABPl主要位于内质网上，在质膜上也有少量存在【31。

另外，在水稻中发现了一个与生长素结合、分子

量大约57 kD的可溶性蛋白，它可以直接和质膜

上的质子泵相互作用，表明可能存在一个极端的

信号链，从生长素到质子泵，细胞壁酸化，从

而导致细胞伸长【4】。

生长素大部分在叶原基和幼叶中合成，根尖

也能合成一些，然后通过极性运输，从茎顶端向

下被运送到各个器官，而在根尖的皮层则从下向

上运送，在运送过程中，细胞间的浓度梯度，也

是调节植物发育的重要因素。拟南芥中有4个生

长素输入载体(auxin illflux carrier)，以AUXl为代

表；8个输出蛋白(auxin emux ca玎ier)，包括PINl

和PIN2，E瓜1／AGRl州AV6，它们可能参与生长素
的极性运输。PIN蛋白在细胞质膜上的分布是不

对称的，这和生长素的极性运输运动相一致【5】。

近几年，对生长素极性运输的研究逐渐揭示了生

长素在细胞内的运输是通过囊泡的极性运动完成
。

的，并且这种囊泡的极性运动需要细胞骨架的参

与。

在生长素控制的信号转导途径中有上百个基

因参与，包括Au)【／IAA家族、SAUR家族和GH3

家族【l】。在这些受生长素诱导的基因中，很多成

员的启动子中含有一个5’TGTCTC 3’序列，而

这个序列是诱导生长素反应所必需的。实验证明

多成员基因家族ARF(auxin response factors)蛋白

可以和这个或相似的序列结合。生长素诱导的很

多基因可以在几分钟内受诱导，随后很快降解，

可见其间存在一个蛋白降解机制调控着它们的活

性。最近几年对生长素反应的突变体研究揭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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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与真核生物中早已发现的对泛素依赖的SCFc血4

(Skpl，Cdc53／cullin，F_box receptor)蛋白降解复

合体相类似的SCFml(Skpl一like protein，AtCull，

RBXl，F_box protein—TIRl)蛋白降解机制【7】o

2泛素途径

泛素(ubiquitin，Ub)介导的降解途径在许多不

同的细胞功能中起关键作用，如细胞增长、内吞

作用、蛋白分拣、转录因子调节和受体减敏等【81。

这个途径中，泛素首先以ATP依赖方式通过二硫

键与泛素激活酶(ubiquitin—activ撕ng eIlzyrne)E1保守

的半胱氨酸结合，被激活的泛素转移给泛素连接

酶(ubiquitin—conjugating enzymes)E2的半胱氨酸，

E2与泛素．蛋白连接酶(ubiquitin ligase)E3相互作

用，把泛素转移到与E3结合的底物上， 最终带

有泛素链的目的蛋白被26S蛋白酶体识别并降

解。26蛋白酶体由20S降解核心和19S的调节亚

基组成。19S的调节亚基有两个亚复合物组成，

分别称为帽子和底座。帽子负责识别泛素链，底

座使底物去泛素化，并将底物解折叠后送进20S降

解核心(图1)‘9，10】。

图1生长素调节泛素降解途径相关组分降解Au】【／IAA蛋白Ⅲ

E3一SCF的F-box蛋白识别Aux，IAA蛋白(生长素通过某种途径修饰后)，将泛素(被El激活后传给E2)通过E2和E3的相互作

用结合到Aux，IAA蛋白上，从而使带有泛素链的Aux，IAA被26s蛋白酶体降解。SCF的泛素化活性可以通过RUBl(related—to—

ubiquitin pfotein)与cullin(CUL)亚基的结合受到调节，AXRl／ECRl激活RUBl，使其与cullin亚基结合，COP9信号体则将RUBl

从cullin亚基上去除。

绝大多数真核生物有1个或2个亚型的E1和

1个比较大的E2家族，拟南芥中E2至少有36个

亚型。这些蛋白的生理功能还不清楚，推测不同

的E2可能与不同的E3特异结合，或者是执行其

它的细胞功能。泛素化必须准确地针对目的蛋

白，由E3介导的底物识别是关键的步骤， 因此

也最受关注。E3既和E2结合又和底物结合，E3

有很多种，以含有E6一AP(E6 associated protein)的

C末端同源(homologous to C—terIIlinus，HECT)结构

域或RING指结构域为基础可以分为两类。含有

HECT结构域的E3虽然在植物中存在，但目前还

没有见到有关它们功能的报道。含有RING—finger

结构域的E3可以再分为几个亚类：单亚基RING

E3s(single subunit RING E3s)、后期促进复合物

(aIlaphase—promoting complex，APC)、SCF型E3s

(SCF—type E3s)和VCB—Cul2复合物(VCB．Cul2

complex， VBC)。除了VBC，其他亚类的E3都

已经在植物中发现【6】。目前，对sCF泛素连接酶

(酵母、哺乳动物中Skpl p、Cdc53p，cullin和F—

box蛋白)H11的研究最为详尽，发现它在生长素信

号途径中起重要作用。SCF E3s包含4个亚基：

负责与底物结合的F-box蛋白(FBP)、SKP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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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se kinase．associated protein l，在拟南芥中称

为ASK)、RING蛋白RBXl／RoCl／HRTl和CULl。

拟南芥基因组大约编码700个F-box蛋白，说明

它可能在植物发育中起着广泛的作用[12l。RBxl

(ring box protein 1)与E2结合，使得E2能够尽可

能地接近底物。生化和结构研究表明，SKPl与

F-box蛋白形成复合物后与CULl的N端结合，

RBXl_与CULl的C端结合【131141。在拟南芥中，至

少存在5个cullins——CULl、CUL2、CUL3A、

CUL3B、cUL4[15】】。cULl在植物的整个生命过程

中从合子期到花粉形成都有表达【”，16】，但是由于

CULl完全突变导致了合子期的胚胎发育停滞，所

以它在后续发育中起的作用还很难评价【l 51。然

而，最近甜r6突变体的工作有助于我们理解CULl

的功能。AXR6基因本身编码CULl，纵r6突变体

中的CULl缺失说明CULl在依赖生长素的胚胎发

育和整个植物生命活动中对生长素产生应答反应都

是必需的⋯。

3 SCFTlRl在生长素信号转导中的作用

SCF介导的蛋白降解参与生长素调节的关键

证据来自拟南芥口i r．f突变体的分析。T I R l

(transport inhibitor response 1)是F．box蛋白， 它

与拟南芥SKPl样蛋白，即ASKl或ASK2和AtCULl

相互作用形成有功能的SCFnRl【17】。SCFml的底物

是Aux／IAA(auxiIl／indoleacetic acid)蛋白。Aux／IAA

是一个生命周期极短的核蛋白，广泛存在于高等

植物中，可为生长素快速诱导，在生长素信号传

导中起重要作用【2】。Au)(／IAA家族稳定性的调节在

生长素信号中至关重要。Aux／IAA与生长素应答

因子(auxin response factors，ARF)相互作用形成

异源二聚体，ARFs直接与DNA结合j是激活还

是抑制基因转录依赖于ARF本身‘培】。ARF可能通

过与生长素应答元件(auxin response element，

AuxREs)结合介导生长素调节的基因表达，而

Aux／IAA通过与ARF相互作用具有了改变生长素

诱导基因表达的能力‘17】。Aux／IAA蛋白有4个结

构域，其中结构域lI在生长素调节中起作用，它

是Au州AA家族不稳定的降解信号H9】。Au川AA作
为转录因子的活性看上去是依赖于他们能形成各种

二聚体的能力。每个单独的Aux／IAA都能形成同

源二聚体，和其他Aux／IAA蛋白形成异源二聚

体。这些相互作用需要结构域Ⅲ和Ⅳ的参与，对

于一些同源二聚体，需要结构域I。尽管Aux／

IAA二聚体功能仍不清楚，但是它的作用已在抑

制口工，．3．J表型的内在基因相关突变体中得到证

明【旧]。SCF参与Au)【／IAA降解的证据来自对ff，．J『突

变体中的AXR3／IAAl7与报告蛋白构成的融合蛋白

的分析‘1”。把包含核定位信号的AXR(auxin

resistant)3的N末端结构域I和II与GuS融合，然

后在热诱导启动子的调控下转化拟南芥。热诱导

后，融合蛋白积累水平相对较低，与未经诱导的

相比，它更快速地降解。然而，同样的融合蛋

白转化到ff，．J突变体中稳定性却明显提高，说明

TIRl是AxR3降解所必需的【17】。一些特异的蛋白

酶体抑制子影响AXR2、AXR3和其他Au姗AA蛋
白的稳定性也表明SCF

T1
R1在26S蛋白酶体降解

AXR3中起作用f17，20】。Au)【／IAA和SCFTlRl问的相互

作用已由来自植物提取液中它们可以结合的直接证

据进一步证实。Gray掣171通过Pulldown实验表
明，GST—AXR2或AXR3可以与植物提取物中

Myc—TIRl结合，而突变GST—AXR2一l或AXR3一l

后，二者与SCFTlRl的相互作用消失或明显减少，

后一个结果与AxR2一l和AXR3一l蛋白的稳定性相

互印证。另外，SGTlb(suppressor of G，allele of

脚J)通过SCFTml对Au)【／IAA的降解参与植物对生
长素的应答反应，SGTlb是参与植物病害反应的

一个因子，在大麦和烟草中已经证实它可以和

SCF相互作用，但具体调节机制还不清楚【2l】。

4生长素对SCFnRl活性的调节

生长素可能通过促进Au)【／IAA与SCFnRl的相

互作用促进Aux／IAA的降解。由非生长素应答启

动子调控的融合报告蛋白．Au)【／IAA表达，外源施

加生长素后，Aux／IAA蛋白含量明显减少，而这

种减少不是发生在转录水平，而是蛋白水平的降

解【l71。最近，用无细胞提取液也证实生长素促进

Aux／IAA与SCFTlR1的相互作用，而且生长素对

Aux几诅降解的调节需要生长素与一个或几个可溶
蛋白受体相互作用【2孙。激素的协同作用已是众所

周知，但是在促进Aux／IAA降解过程中，没有激

素的协同作用。因为外源施加人工合成的细胞分

裂素苄基腺嘌呤(benzylademine，BA)、脱落酸、

赤霉素、乙烯和水杨酸都对Aux／IAA降解没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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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只有生长素可以加速Aux／IAA的降解，但是

随着它的处理浓度和时间的变化，其他激素也可

能会有一定作用【2 31。

研究表明ABPl并不参与生长素调节SCFTlRl

与Aux／IAA的相互作用【221。因为在无细胞体系

中，无论是加入ABPl专一性抗体还是加入纯化的

玉米ABPl都不影响SCFTlRl与GST．nA7之间的相

互作用【2 21。

生长素调节SC俨1介导的Aux胜A失活机制
仍不清楚。SCF介导的泛素化通常都有底物的修

饰，这些变化使稳定的蛋白可能成为SCF的底

物。哺乳动物中sCF介导的信号通路最普遍的修

饰就是磷酸化。因此Kepinski和Leyser【21推测生

长素可能通过促进Au】【／IAA磷酸化来提高Au)【／IAA

与SCF¨R1的亲和性【2】。但是最近的体外实验表

明，磷酸化并不直接参与SCF讯1与Au】【／IAA的相

互作用。在体外无细胞提取物中加入腺苷三磷酸

双磷酸酶(apyrase)，水解自由的ATP后对SCFTlRl

与Au)【／IAA的相互作用没有影响【22】。而且Au)【／IAA

结构域II的13个氨基酸的降解决定予就已完全承

担起生长素诱导的报告蛋白的降解，而它并不包

含什么磷酸化位点。但有可能是参与SCFHRl与

Aux／IAA的相互作用的其他蛋白需要磷酸化。为

了验证这种可能性，在体系中加入staurosporine

(蛋白激酶抑制予)和NaF(磷酸酶抑制子)后，生长

素活性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表明磷酸化在

SCFml对Au加AA的降解中不起作用【221。最新研

究发现，肽基脯氨酸顺反异构酶的parvulin族是

SCFTlRl与Aux／IAA的相互作用所必需的，推测

Au加AA蛋白结构域II的脯氨酸异构化可能是SCF
识别所必需的【2 21。

结构域II是Aux／IAA家族不稳定的降解信

号，从目前的拟南芥蛋白质组分析来看，它含有

13个保守的氨基酸(QVVGl刚PPvRSYRK)只存在于

Aux／IAA蛋白家族中，而快速降解所必需的中心

区氨基酸GwPPB(B代表一个疏水氨基酸)却存在

于许多目前尚不知道功能的蛋白中[23】。寻找生长

素调节中所需的domain II最小氨基酸序列可能将

有助于理解生长素调节Aux，IAA和其他蛋白降解

的机制。

生长素还介导另外一个转录因子NACl的降

解，但不是通过SCF嗽1而是通过另外一个E3，具

有RING结构域的SINAT5蛋白。转录因子NACl

作用于TIRl的下游，生长素信号通过它来调节拟

南芥侧根发育。体外NACl可以被SINAT5泛素

化，NACl在拟南芥根中的表达量很低，但加入

蛋白酶的抑制剂后NACl的蛋白水平明显提高，

这说明SINAT5对NACl的降解可能发生在转录后

水平，而且这种降解与泛素途径相关【24，2 51。这说

明生长素在泛素降解途径上具有复合效应。

5 RUBl调节SCFT聃活性

与Au)【／]队A泛素化调节同等重要的是SCF活

性的调节。SCF要执行正常的功能需要泛素相关

蛋白烈JB(related．to．ubiquitin protein)对CULl进行

修饰，RUB在有些物种中称为Nedd8，这种修饰

要经过类似于底物与泛素结合一系列步骤№】。在

拟南芥中，RUBl的激活酶由AxRl、ECRl组成，

它与E1泛素激活酶在结构和功能上都有很高同源

性，另外还有一个烈JB连接酶称为RCEl【161。纵rj

突变体具有基因多效的生长素相关性和许多生长素

抑制表型，似rJf突变体显示RUBl与SCF的AtCuLl

连接减少，这可能就是Au)【／IAA在甜一突变体的

稳定性和这些突变体中生长素抑制表型的分子基

础。在鲥rJ突变体中存在少量的RUBl连接，可

能是通过拟南芥的另一个基因A舭』完成的，它
与AXRj有很高的同源性【16】。RCEl可直接与SCF

的RBXl结合，并在稳定的SCF复合物中存在，

推测RBxl可能作为E3参与RIJB对CULl的修饰【261。

而RBXl在SCF中负责E2与复合物结合，RCEl

与E2同源性很高，它们很可能是与RBXl的同一

位点结合，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RCEl与E2

之间与RBXl结合的竞争将会起到调节SCF功能的

作用【261。尽管RUB对CULl修饰作用的功能还不

清楚，但是最近的遗传学结果表明未修饰的和修

饰的CULl之间的动态平衡对于SCF行使正常功能

是必需的。令人吃惊的是，最近的研究表明

AXRl在Aux／IAA快速的基础降解中起作用，但

并不参与生长素介导的加速降解【231。把Aux／IAA：

荧光素酶转基因植物与甜订．j2杂交后，其后代中

AIux，IAA：荧光素酶的活性提高4．5倍，但施加外源

的生长素后Au)【／]【AA的降解仍然加速【23】。

最近的结果显示，从SCFml上去除RUBl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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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生长素信号也是很重要的，而这个活性可能被

COP9信号体(constitutive photomo叩hogenic locus 9

signalosome，CSN)介导。COP9信号体是由8个

亚基组成的多蛋白复合体【271，它的酶活性有多方

面的功能，包括磷酸化、核质相互作用、与26S

蛋白酶体相互作用，去除RUBl亚基等【14】。从过

去几年的研究情况看，在许多E3介导的降解系统

中，cOP9复合物都发挥着不可缺少的作用。

cOP9信号体最早是在拟南芥光信号突变体中

筛选得到的。遗传和分子生物学的研究表明，

CSN与COPl和COPl0共同作用以光依赖方式调

节转录因子HY5和HYH的降解，从而控制光形态

建成Ⅲl。如图2所示，它由8个亚基组成，任何

一个亚基突变都导致整个复合物功能丧失。除此

之外，CoP9亚基的完全突变体还导致种子不能

萌发。反向遗传的研究揭示COP9复合物和越承1

可能在相同的途径中起作用。另外，COP9信号

体还可以与SCFnRl免疫共沉淀。用酵母双杂交发

现AtRBXl(Am6f如ps如胁nZ缸，z口对jXl)和AtCULl

(AM易fdDps括砌口“口，ln CULl)与CNS亚基相互作

用【141。有趣的是，COP9信号体的8个亚基与26S

蛋白酶体的19S调节亚基的帽子的8个亚基同源性

很高，19S调节亚基促使底物进入复合物的降解

中心。这暗示COP9识别RUBl／NEDD8与19S调

节亚基识别泛素也许是同一方式。RUB 1／NEDD8

被COP9的去连接可能与19S调节亚基的去泛素类

似。另外，COP9可能仅识别泛素化的底物，然

后再执行与RUBl／NEDD8相关的功能。但RUBl，

NEDD8连接到cullin的功能是什么?而接下来的去

除又有什么意义?Kepins硒和Leyser【21推测RUB 1／

图2 COP9信号体通过与SCF亚基之间的

相互作用调节泛素降解途径㈣

N】∞D8连接、去连接的循环可能是为了接下来与
E2的泛素连接，从而促进多泛素链形成所必需；

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即RUBl／NEDD8去连接可能

是从E2．SCF复合物上释放带有2个或3个泛素的

底物所必需的，因此这些底物可以被E4多泛素酶

更有效地促进底物与多泛素链相连，因为在一般

情况下，带有4个以上泛素的多泛素链是有效降

解所必需的【2l。

拟南芥IⅢB1连接途径活性并不受外加的生长

素影响，说明这并不是生长素信号传导的直接通

路。虽然如此，AXRl在正常的生长素反应中却

是绝对重要的，那么，它只是在生长素反应中起

作用吗?比较甜订．3 c卯JD．4双突变体与单突变后

可以看到，虽然cDpJD．4在cDp J『、cDpJD和所有

的CSN突变体中表型是最弱的，在黑暗条件下只

有微弱的形态建成【29】，然而双突变体则有很强的

光形态建成表型。表明COPl0介导的光形态建成

的增强以及AXRl介导的生长素反应的增强，从

而说明AxRl在COPlO介导的光形态建成中是起

作用的1141。AXRl到底在植物发育中起什么作

用，还有待进～步研究。

6展望

经过众多科学家几十年的努力，在生长素对

植物发育调节机理上得到了如此令人振奋的结果，

但还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甚至空白的领域需要

进一步研究。生长素诱导基因表达模式提供了很

好的框架，使得对sCFTlRl和其他的SCF蛋白、

Aux／IAAs以及ARFs的活性有了很好的理解，但

是还缺少许多细节。目前还不清楚生长素是如何

调节Aux／IAA稳定性的，还需要了解生长素导致

Au)【／IAA蛋白含量的波动在Au)【／IAAs和ARFs二聚

体平衡中起的作用【2】。实际上，在植物体内外源

的生长素的施加并不能模拟内源生长素的作用，

很可能还会掩盖一些真相。总之，在生长素调控

机制中还有太多的东西需要研究，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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