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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植物体含有的小分子核仁RNA(smau nucleolar RNA，snoRNA)是一类典型的非编码RNA，参与rRNA的加工与修

饰。该文就植物snoRNA的结构、功能、生物合成与调控研究进展作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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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体内含有种类繁多的RNA，小分子核仁

RNA(small nucleolar RNA’snoRNA)是其中的一类。

20世纪60年代末，weinberg在哺乳动物体内发现

了第一个snoRNA，它们主要参与指导发生在细

胞核中的前体fRNA的加工成熟过程。后来，脊

椎动物、酵母和植物中也都发现和鉴定了大量的

snoRNA【1“引。植物的snoRNA研究主要集中在水

稻、拟南芥和玉米中。众所周知，植物中核糖

体是合成蛋白质的主要场所，rRNA在整个蛋白质

合成过程中发挥作用。由于snoRNA是一类新的

核酸调控分子(RNA regulator)，阐明其结构与功能

的关系可进一步增加人们对核糖体生物合成及人工

合成具有新功能的重组snoRNA的认识。本文仅

就植物中snoRNA的研究进展作介绍。

l植物snoRNA的结构

与所有的真核生物一样，植物游离核糖体内

的5．8S、18S和25，26S rRNA是由rRNA前体(pre．

rRNA)在核仁内经过剪切和2。．D一核糖的甲基化和

尿嘧啶转化为假尿嘧啶修饰而成。植物snoRNA

在rRNA的加工修饰过程中发挥作用，它主要包

图l植物的snoRNAf41

a．C，D框snoRNA：b．H，ACA框sno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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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两类：C／D框sno甜叮A(图l-a)和HfACA框snoRNA 一c卧b，【42 。⋯⋯⋯ 收警竺嚣‰麓。。三麓，舢咄加，协
c／D框snoRNA包含两个较短的序列基元嘲：c 50lo；45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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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5-PuUGAUGA 3’)和D框(5’CUGA 3’)，它们分

别定位于远离5’末端和3’末端的几个核苷上，靠

一个典型的茎．框结构连在一起，茎．框的末端各

含有一个与snoRNA生物合成和核定位相关的序

列，中心位置含有相对保守的C。框和D’框及两

个反义元件序列。在结构和大小上植物c，D框

snoRNA具保守性，但具体到碱基水平，只有C

框、D框及RNA互补区比较保守：约l／4的拟

南芥snoRNA有两个rRNA反义元件，它们以相

邻残基或由rRNA折叠而聚集的残基为识别目标

序列。

H／ACA框snoRNA含有两个由铰链连接的大

的发卡结构域和一个短的尾巴【61。保守性的H框

和ACA框分别定位与铰链和尾巴上，每一H，ACA

框snoRNA包含定位在发卡域茎环上的指导性序

列，两个茎环包围着尿苷，为尿苷进行异构化创

造条件。H／ACA框snoRNA内也存在短的保守基

元和反义rRNA元件。

2植物s舯RNA的功能

snoRNA的功能主要有5种：(1)前体rI斟A剪

切形成rRNA，因而有利于核糖体组装；(2)参与

修饰，使核糖甲基化；(3)作为端粒合成的模板；

(4)介导前体rRNA折叠；(5)催化RNA断裂。但

两种类型的snoRNA的作用又有所不同。C／D框

snoRNA主要参与前体rRNA的2’．D．核糖的甲基

化，H，ACA框snoRNA则主要参与前体rRNA的

假尿嘧啶化。但最近的研究表明，拟南芥中的4

种C／D框snoRNA(snoR6、snoR26、snoR27和

snoR28)并不与rRNA相互作用，它们可能以其他

RNA为作用底物【7】。与植物的类似，古细菌中的

一些C／D框snoRNA指导某些tRNA特定残基的甲

基化修饰；小鼠的许多典型的C仍框和ⅢACA框

snoRNA不与rRNA、tR．NA、snRNA(小分子核

RNA)发生互补，其中的一些C／D框snoRNA发生

特异性表达后参与mRNA的甲基化【¨1 01。

植物snoRNA通过与特定的核仁蛋白结合形

成功能性的小分子核仁RNA蛋白(s耐all‘nucleo厶r

RNA protein，snoRNP)参与指导rRNA前体的加工

和修饰【1¨。C／D框snoRNA结合4种snoRNP：

fibrillarins、Nop56p、Nop58p／Nop5p、Snu 1 3p。

其中，硒栅碰n包含SJ蝴(S—adenosylhomocvsteine)

依赖型转甲基酶的特征性氨基酸序列，Noplp是

一些rRNA前体剪切、甲基化和核糖体组装过程

中的必需蛋白；Snul3p是一分子量15．5 kD的蛋

白，通过特异性的结合C／D框中的K转角结构域

参与rIl】刚A的剪接和snoRNA的合成。H／ACA框
snoRNA与Nap57(酵母中为Cbf5p)、Garlp、

Nhp2p和Noplop联结。Cbf5p／Nap57与大肠杆菌

(肪如Frf砌缸cD柳中的tRNA：甲55rRNA假尿嘧啶合

成酶高度同源，在snoRNA指导的假尿嘧啶化过

程中表现出假尿嘧啶合成酶活性，其他几种在假

尿嘧啶化过程中也起作用，但迄今对它们的功能

还了解很少。

已经在拟南芥中鉴定了两种fibrillarin基因，

它们的序列与酵母和脊椎动物中编码snoRNP核心

蛋白基因高度相似。另外，脊椎动物snoRNA在

植物细胞中进行表达时，Nop58能被精确地加

工，也表明snoRNP是保守的。说明snoRNA指

导fRNA甲基化和pre．rIⅢA剪切机制也是保守的。

除此之外，植物snoRNA还可能在新生rRNA

的折叠过程中充当分子伴侣，在核糖体发生过程

中起稳定rI淑A三级结构的作用，甚至在rRNP底

物生成、催化RNA分裂、碱基修饰、前体核糖

体亚单位组装、rRNP粒子输出过程中也起作

用⋯，1 21。

3植物snoRNA的合成与调控

生物体中的snoRNA基因多种多样。在脊椎

动物中，除少数snoRNA(如U3)基因单独转录外，

大部分snoRNA是由蛋白质编码基因的内含子编

码。酵母中除7个内含子基因和5个多顺反子

snoRNA基因簇外，大部分snoI斟A由单独基因编

码。植物中的大部分shoRNA基因属于多顺反子

基因簇，它们分别由2—5个snoRNA基因组成。

这些多顺反子基因簇有的属于内含子，有的则不

是内含子。在水稻植株中，snoRNA基因中的大

多数是多顺反子，并且多数是内含子‘引。

植物内含子snoRNA基因的生物合成依赖于

由蛋白质基因启动子启动的全基因转录和mRNA

前体的加工。植物内含子基因簇的加工过程需要

前体mRNA或已被剪切的内含子，两者也可以同

时在核仁中起作用，最终使snoRNA脱离母体

RNA【6p。其中，U14就是一种可在植物细胞中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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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地加工的一种snoRNA，这说明snoRNA加工

与mRNA剪接非依赖型加工过程不同。因此，当

植物处于各种极端环境中时，snoRNA能维持

rRNA和核糖体的形成。

植物的非内含予snoRNA基因簇由上游启动

子起始转录成为snoRNA前体，并经加工成为多

个独立的snoRNA【10】。脊椎动物、植物和酵母中

都含有独立转录的snoRNA基因，它们都具有典

型的基因结构，即包括RNA编码序列和由启动

子、增强子和终止子构成的侧翼序列。真核生物

的U3和RNase MRP都是以独立转录单元的形式存

在的，其中动物和酵母的U3基因启动子为RNA

聚合酶II(PolII)启动子，而植物中该基因的启动

子为RNA聚合酶III(Pol III)启动子【6J。这个启动子

由TATA框及其上游元件序列构成，这是最早被

鉴定的剪接体snRNA基因。迄今，植物中开启

snoRNA基因簇表达的启动子及其终止信号的特性

还未见报道。

snoRNA基因扩充导致的植物rRNA甲基化数

目增加造成了核糖体活动本质上的细微差异。当

植物经受剧烈的温度变化时，核糖体的生成及其

活性不会受到影响。在原核生物中，rRNA甲基

化的可调节性也与逆境下核糖体的持续活动有关。

植物rRNA甲基化是否可受温度胁迫或snoRNA基

因的可诱导表达调节还有待研究。

4展望

植物基因组学研究的开展为snoRNA基因结

构、功能及其调控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在体内

环境下，几乎所有的修饰都发生在新生转录产物

合成的短短几分钟内，这就意味着核仁内大量

snoRNP的组装，并结合于rRNA前体有着惊人的

协调性，snoRNP组装及其动力学是一个很有吸引

力的研究领域。与动物细胞的核仁相比，植物细

胞的核仁有更多的核仁亚结构域，这一特点为

RNA和蛋白质的定位研究提供了条件，因而成为

阐明调控snoRNP组装和修饰过程中蛋白质之间以

及蛋白质和snoRNA之间相互作用的理想模型。

弄清这些新RNA的表达调控规律，阐明它们的作

用机制以及它们在植物生长发育中所充当的角色，

将成为今后研究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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