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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ｓｎｏＩⅢ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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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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酸调控分子（ＲＮＡ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阐明其结构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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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关系可进一步增加人们对核糖体生物合成及人工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ｗｅｉｎｂｅｒｇ在哺乳动物体内发现

合成具有新功能的重组ｓｎｏＲＮＡ的认识。本文仅

了第一个ｓｎｏＲＮＡ，它们主要参与指导发生在细

就植物中ｓｎｏＲＮＡ的研究进展作介绍。

胞核中的前体ｆＲＮＡ的加工成熟过程。后来，脊

ｌ植物ｓｎｏＲＮＡ的结构

椎动物、酵母和植物中也都发现和鉴定了大量的

与所有的真核生物一样，植物游离核糖体内

ｓｎｏＲＮＡ【１“引。植物的ｓｎｏＲＮＡ研究主要集中在水

的５．８Ｓ、１８Ｓ和２５，２６Ｓ ｒＲＮＡ是由ｒＲＮＡ前体（ｐｒｅ．

稻、拟南芥和玉米中。众所周知，植物中核糖

ｒＲＮＡ）在核仁内经过剪切和２。．Ｄ一核糖的甲基化和

体是合成蛋白质的主要场所，ｒＲＮＡ在整个蛋白质

尿嘧啶转化为假尿嘧啶修饰而成。植物ｓｎｏＲＮＡ

合成过程中发挥作用。由于ｓｎｏＲＮＡ是一类新的

在ｒＲＮＡ的加工修饰过程中发挥作用，它主要包

３’

图ｌ植物的ｓｎｏＲＮＡｆ４１
ａ．Ｃ，Ｄ框ｓｎｏＲＮＡ：ｂ．Ｈ，ＡＣＡ框ｓｎｏＲＮＡ。

括两类：Ｃ／Ｄ框ｓｎｏ甜叮Ａ（图ｌ－ａ）和ＨｆＡＣＡ框ｓｎｏＲＮＡ

ｃ卧ｂ，【４２
。………
ｃ／Ｄ框ｓｎｏＲＮＡ包含两个较短的序列基元嘲：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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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５－ＰｕＵＧＡＵＧＡ ３’）和Ｄ框（５’ＣＵＧＡ ３’），它们分

依赖型转甲基酶的特征性氨基酸序列，Ｎｏｐｌｐ是

别定位于远离５’末端和３’末端的几个核苷上，靠

一些ｒＲＮＡ前体剪切、甲基化和核糖体组装过程

一个典型的茎．框结构连在一起，茎．框的末端各

中的必需蛋白；Ｓｎｕｌ３ｐ是一分子量１５．５ ｋＤ的蛋

含有一个与ｓｎｏＲＮＡ生物合成和核定位相关的序

白，通过特异性的结合Ｃ／Ｄ框中的Ｋ转角结构域

列，中心位置含有相对保守的Ｃ。框和Ｄ’框及两

参与ｒＩｌ】刚Ａ的剪接和ｓｎｏＲＮＡ的合成。Ｈ／ＡＣＡ框

个反义元件序列。在结构和大小上植物ｃ，Ｄ框

ｓｎｏＲＮＡ与Ｎａｐ５７（酵母中为Ｃｂｆ５ｐ）、Ｇａｒｌｐ、

ｓｎｏＲＮＡ具保守性，但具体到碱基水平，只有Ｃ

Ｎｈｐ２ｐ和Ｎｏｐｌｏｐ联结。Ｃｂｆ５ｐ／Ｎａｐ５７与大肠杆菌

框、Ｄ框及ＲＮＡ互补区比较保守：约ｌ／４的拟

（肪如Ｆｒｆ砌缸ｃＤ柳中的ｔＲＮＡ：甲５５ｒＲＮＡ假尿嘧啶合

南芥ｓｎｏＲＮＡ有两个ｒＲＮＡ反义元件，它们以相

成酶高度同源，在ｓｎｏＲＮＡ指导的假尿嘧啶化过

邻残基或由ｒＲＮＡ折叠而聚集的残基为识别目标

程中表现出假尿嘧啶合成酶活性，其他几种在假

序列。

尿嘧啶化过程中也起作用，但迄今对它们的功能

Ｈ／ＡＣＡ框ｓｎｏＲＮＡ含有两个由铰链连接的大

还了解很少。

的发卡结构域和一个短的尾巴【６１。保守性的Ｈ框

已经在拟南芥中鉴定了两种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ｒｉｎ基因，

和ＡＣＡ框分别定位与铰链和尾巴上，每一Ｈ，ＡＣＡ

它们的序列与酵母和脊椎动物中编码ｓｎｏＲＮＰ核心

框ｓｎｏＲＮＡ包含定位在发卡域茎环上的指导性序

蛋白基因高度相似。另外，脊椎动物ｓｎｏＲＮＡ在

列，两个茎环包围着尿苷，为尿苷进行异构化创

植物细胞中进行表达时，Ｎｏｐ５８能被精确地加

造条件。Ｈ／ＡＣＡ框ｓｎｏＲＮＡ内也存在短的保守基

工，也表明ｓｎｏＲＮＰ是保守的。说明ｓｎｏＲＮＡ指

元和反义ｒＲＮＡ元件。

导ｆＲＮＡ甲基化和ｐｒｅ．ｒＩⅢＡ剪切机制也是保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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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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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形成ｒＲＮＡ，因而有利于核糖体组装；（２）参与

中起稳定ｒＩ淑Ａ三级结构的作用，甚至在ｒＲＮＰ底

修饰，使核糖甲基化；（３）作为端粒合成的模板；

物生成、催化ＲＮＡ分裂、碱基修饰、前体核糖

（４）介导前体ｒＲＮＡ折叠；（５）催化ＲＮＡ断裂。但

体亚单位组装、ｒＲＮＰ粒子输出过程中也起作

两种类型的ｓｎｏＲＮＡ的作用又有所不同。Ｃ／Ｄ框

用…，１ ２１。

ｓｎｏＲＮＡ主要参与前体ｒＲＮＡ的２’．Ｄ．核糖的甲基

３植物ｓｎｏＲＮＡ的合成与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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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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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Ｃ／Ｄ框ｓｎｏＲＮＡ（ｓｎｏＲ６、ｓｎｏＲ２６、ｓｎｏＲ２７和

大部分ｓｎｏＲＮＡ是由蛋白质编码基因的内含子编

ｓｎｏＲ２８）并不与ｒＲＮＡ相互作用，它们可能以其他

码。酵母中除７个内含子基因和５个多顺反子

ＲＮＡ为作用底物【７】。与植物的类似，古细菌中的

ｓｎｏＲＮＡ基因簇外，大部分ｓｎｏＩ斟Ａ由单独基因编

一些Ｃ／Ｄ框ｓｎｏＲＮＡ指导某些ｔＲＮＡ特定残基的甲

码。植物中的大部分ｓｈｏＲＮＡ基因属于多顺反子

基化修饰；小鼠的许多典型的Ｃ仍框和ⅢＡＣＡ框

基因簇，它们分别由２—５个ｓｎｏＲＮＡ基因组成。

ｓｎｏＲＮＡ不与ｒＲＮＡ、ｔＲ．ＮＡ、ｓｎＲＮＡ（小分子核

这些多顺反子基因簇有的属于内含子，有的则不

ＲＮＡ）发生互补，其中的一些Ｃ／Ｄ框ｓｎｏＲＮＡ发生

是内含子。在水稻植株中，ｓｎｏＲＮＡ基因中的大

特异性表达后参与ｍＲＮＡ的甲基化【¨１ ０１。

多数是多顺反子，并且多数是内含子‘引。

植物ｓｎｏＲＮＡ通过与特定的核仁蛋白结合形

植物内含子ｓｎｏＲＮＡ基因的生物合成依赖于

成功能性的小分子核仁ＲＮＡ蛋白（ｓ耐ａｌｌ‘ｎｕｃｌｅｏ厶ｒ

由蛋白质基因启动子启动的全基因转录和ｍＲＮＡ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ｎｏＲＮＰ）参与指导ｒＲＮＡ前体的加工

前体的加工。植物内含子基因簇的加工过程需要

ＲＮＡ

和修饰【１¨。Ｃ／Ｄ框ｓｎｏＲＮＡ结合４种ｓｎｏＲＮＰ：

前体ｍＲＮＡ或已被剪切的内含子，两者也可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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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在核仁中起作用，最终使ｓｎｏＲＮＡ脱离母体

其中，硒栅碰ｎ包含ＳＪ蝴（Ｓ—ａｄｅｎｏｓｙｌｈｏｍｏｃｖｓｔｅｉ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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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阐明调控ｓｎｏＲＮＰ组装和修饰过程中蛋白质之间以

与ｍＲＮＡ剪接非依赖型加工过程不同。因此，当

及蛋白质和ｓｎｏＲＮＡ之间相互作用的理想模型。

植物处于各种极端环境中时，ｓｎｏＲＮＡ能维持

弄清这些新ＲＮＡ的表达调控规律，阐明它们的作

ｒＲＮＡ和核糖体的形成。

用机制以及它们在植物生长发育中所充当的角色，

植物的非内含予ｓｎｏＲＮＡ基因簇由上游启动

将成为今后研究的热点。

子起始转录成为ｓｎｏＲＮＡ前体，并经加工成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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