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7章  基因的转录调控 



原核生物与真核生物基因转录的差别 

原核生物与真核生物基因表达的方式有很大差别，主要 
表现在： 
1)  原核生物基因的转录与mRNA的翻译偶联，转录与翻

译同步进行，因此原核生物不存在mRNA的加工问题； 
 
2)  真核生物基因的转录与mRNA的翻译在空间上是分开

的，转录在细胞核中进行。转录的产物加工后输出
到细胞质，由游离在胞质中或内质网上的核糖体将
mRNA翻译成蛋白质。真核生物的转录初级产物要经
过许多加工与修饰才能成为成熟的mRNA，未成熟的
mRNA不能输出细胞核。 



 大肠杆菌基因表达调控的方式 

大肠杆菌基因的转录起始控制有2种截然不 
同的方式： 
 
1) 组成型调控--主要依赖于启动子的结构. 
2）调节型控制--主要依赖于调控蛋白的活 
   性. 
 
由于原核生物的转录与翻译是偶联的,因此原核生 
物的转录可以通过翻译机制进行调控,如衰减调控. 



 细菌转录起始调控的特点 

1)   RNA多聚酶全酶包含与启动子互作的成分---

西格玛因子和RNA多聚酶. 转录起始后, RNA

多聚酶脱离西格玛因子合成mRNA, 西格玛因
子仍然保留在启动子位置. 

2)   启动子的专一性可由西格玛因子识别, 它们之
间的互作决定基因是否表达. 

3)   启动子的组成决定了转录起始的基准水平. 

4)   细菌转录调控元件(-35bp位置)的顺序比真核
生物调控元件要长, 可提高识别的专一性. 



大肠杆菌RNA多聚酶 

定点突变表 

明, -35位影 

响RNA聚 

合酶与 

DNA结合,  

称为识别域.  

-10位影响 

双链的解链, 

称为解旋域. 



 启动子的结构规定了转录起始的基准水平 

大肠杆菌启动子-35盒和-10盒的一致顺序在不同 
的基序允许的范围内有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与 
转录起始点周围以及下游50 bp内的核苷酸顺序的 
组成共同影响启动子的工作效率，它们限定了单 
位时间内转录起始的次数，与RNA多聚酶离开启动 
子开始合成全长转录物直接相关： 
1）-35盒的组成主要影响σ 亚基的识别以及RNA多 
   聚酶附着的速率； 
2）-10盒的组成同转录起始复合物从封闭状态转 
   向开放状态有关。 
问题:细胞中转录因子如果寻找启动子序列? 



  大肠杆菌σ因子 

σ因子    识别的启动子                       启动子一致顺序                                             
 

                                                                 －35盒框      －10盒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σ70          大多数基因                           TTGACA                            TATAAT 
σ32          热激诱导基因                       TCTCNCCCTTGAA             CCCCATNTA 
σ28          运动与趋化性基因               CTAAA                               CCGATAT 
σ38          稳定期表达基因                       ？                                       ？ 
                                                              －24盒框             －12盒框 
σ54          氮代谢与其它功能              CTGGNA                             TTGCA 
 
Prinbnow Box:  TATAAT of six nucleotides. 

据报道大肠杆菌基因组含有至少8个Sigma因子。 



大肠杆菌西格玛因子的组成 

Sigma factors in E.coli: 

 σ70 (RpoD) - the "housekeeping" sigma factor, transcribes most genes 

in growing cells. Makes the proteins necessary to keep the cell alive. 

 σ54 (RpoN) - the nitrogen-limitation sigma factor 

 σ38 (RpoS) - the starvation/stationary phase sigma factor 

 σ32 (RpoH) - the heat shock sigma factor, it is turned on when exposed 

to heat 

 σ28 (RpoF) - the flagellar sigma factor 

 σ24 (RpoE) - the extracytoplasmic/extreme heat stress sigma factor 

 σ19 (FecI) - the ferric citrate sigma factor, regulates the fec gene for iron 

transport 

 There are also anti-sigma factors that inhibit the function of sigma 

factors. 



  大肠杆菌的转录终止 

细菌采用2种不同的转录终止策略： 
1）倚赖终止信号顺序：大肠杆菌中促使转录终止的DNA位置有一段

反向互补顺序，其后紧接一串腺嘌呤苷核酸，称为内终止子
（intrinsic terminator），形成终止信号。内终止子的转录物
与模板的结合很不稳定，可促使多聚酶离开DNA。原因有二：其一，
反向互补序列被转录后，立即形成一个茎环结构，使转录物与模
板之间配对的碱基数降低，整个减弱了RNA与DNA的互作；其二，
由于在茎环3'端紧接一串A/U的配对，稳定性较差，有利于转录终
止而不利于转录延续。 

2）倚赖蛋白质与终止信号顺序： 
   第二种终止信号是Rho，这种终止策略称为Rho依赖型（Rho 

dependent）。Rho信号顺序可形成发夹结构，但不太稳定，其后
也缺少一串腺嘌呤，尚需借助另一称为Rho蛋白的帮助促使转录终
止。转录起始后Rho蛋白即附着于转录物并沿新生的RNA分子向多
聚酶方向移动。如果多聚酶一直合成RNA，因其前进速度较快跑在
Rho蛋白的前面，不会出现转录终止。倘若多聚酶遇上终止信号，
由于发夹结构的形成使多聚酶被迫暂时停止，此时Rho蛋白正好赶
上。Rho蛋白是一个解旋酶，它可使RNA与DNA之间的配对碱基分开，
导致多聚酶离开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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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种机制称为抗终止（antitermination）。当RNA多聚酶遇到终
止信号时可无视其存在继续前进，直至第二个终止信号出现。这种情
况常常出现在第一个终止信号的下游仍有一个或数个基因，它们与前
面的基因共享同一启动子时。当多聚酶在第一个终止信号处停止时，
其后的基因不表达；若多聚酶不理睬第一个终止子继续前进，其下游
的基因则可表达。多聚酶本身不能作出是否停止的决定，需要借助一
个抗终子蛋白（antitermination protein）。 

  
 2）第二种控制终止的类型为衰减（attenuation），主要涉及氨基酸如

色氨酸合成有关的操纵子。色氨酸操纵子启动子下游有一段140 bp的
引导顺序，终止信号位于+100～+140 bp之间，可形成发夹结构，但
取决于RNA多聚酶与核糖体之间的相对位置。引导顺序+50～+60 bp有
两个色氨酸密码子，当细胞中色氨酸水平很低时，核糖体会在这儿停
留，拉开与RNA多聚酶间的距离，阻止终止信号形成发夹结构，转录
正常进行。当细胞中有足够的色氨酸存在时，核糖体紧跟RNA聚合酶，
在转录到达近+140 bp位置时，终止信号形成发夹结构，RNA多聚酶脱
离模板，转录停止。其它一些氨基酸，如组氨酸，亮氨酸和苏氨酸的
生物合成也采取衰减控制模式。 

 
 3）衰减调控仅出现在细菌中，它要求转录与翻译同步进行。此外，转

录与翻译的速度必须大体一致，如果转录太快，或翻译太慢都无法协
调衰减控制必需的几种因素之间的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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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肠杆菌转录的速率为40 nt/s, 翻译的速率为15 aa/s, 两者速度大 

致相同. 如果一个太快或者一个太慢, 就不易利用衰减调控. 在色 

氨酸丰余时, 核糖体翻译快速通过1区和2区, 导致1和2区, 3和4区 

互配形成双链. 核糖体到达3和4区时受阻, 由于4区后的一连串- 

UUUUU-, 促使mRNA脱离模版DNA, 翻译停止. 在色氨酸不足时,  

核糖体缓慢通过1区, 导致2和3区形成茎环结构, 不影响翻译. 



原核生物基因的正调控与负调控 

1)负调控: 控制蛋白质与顺式元件(调控顺
序)结合阻止或抑制基因转录的调控方式, 

如乳糖操纵子表达调控. 

2) 正调控:控制蛋白质与顺式元件(调控顺
序)结合增强或激活基因转录的调控方式, 

   如CAP-cAMP复合物调控非葡萄糖碳源
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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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核生物基因表达调控的层次 

DA: 远端启动 

子区(promoter- 

distal). PA:近端启 

动子区(promoter  

proximal). TATA:  

TATA盒. INR: 起 

始顺序 (Initiator).  

DPE:下游启动子 

区( downstream- 

Promoter  

element). 



 真核生物基因表达调控的特征 

1)   大范围与小范围调控: 

       染色体水平,如X-染色体的随机失活, 可逆异染色
质状态涉及大面积的基因表达调控. 

2)   可逆调控与不可逆调控: 

       与发育相关的基因具有不可逆的调控, 外界诱导
表达的基因多为可逆调控. 

3)   有和无调控: 

       “开”与“关”属于有和无的调控.  

4)   粗与细调控: 

       表达产物的多少属于粗调, 表达产物的加工, 修饰
和半衰期属于细调. 



  真核生物转录起始调控的特点 

1)    多层次调控: 染色质水平, 核小体水平, DNA 

       甲基化水平, 启动子水平等. 

2)    真核生物RNA多聚酶不直接与启动子接触. 

       普遍性转录因子与启动子互作, 构建 RNA多 

       聚酶结合的平台. 

3)   普遍性转录因子与启动子互作受控于增强子. 

4)   增强子在基因转录起始调控中起关键作用, 

增强子由许多调控元件组合而成, 有不同的
组合调控方式, 是基因差别表达的结构基础. 



真核生物三种RNA多聚酶及基因分类 

—————————————————————----------- 
RNA多聚酶I        28S,5.8S,18S核糖体RNA基因 
RNA多聚酶II      蛋白质编码基因，小分子细胞核RNA  
                           （snRNA，U RNA）基因 
RNA多聚酶III     转运RNA（tRNA），5S核糖体RNA  
                              U6- snRNA，小分子核仁R（snoRNA） 
                              小分子细胞质RNA（sc RNA）基因 
————————————————————-------------- 

1) 三种RNA多聚酶的命名系根据这三种酶在层析柱上洗 
   脱时出现的先后秩序依次命名. 
2) 根据基因转录时采用的RNA多聚酶类型分别将基因分 
   为PolI基因, PolII基因,PolIII基因. 



   POLI基因-rRNA基因的结构 

 



真核生物rRNA基因的组成及转录 

1)   真核生物Pol I基因只有一种类型，即核糖体 

       RNA基因（rRNA基因）。 

2)   真核生物rRNA基因含3个成员，即18s，5.8s 

      和28s rRNA基因共同组成一个表达单位。 

3)   所有真核生物rRNA基因均为多拷贝，彼此首 

      尾串联，簇集在染色体的特定区域。 

4）rRNA基因转录场所在核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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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豚鱼: Tetraodon, 基因组 



  POLI基因的结构特征 

每个rRNA基因重复单位均包括以下几个组成部分： 
 
     1）与rRNA结构基因相邻的一段非转录间区   
            (nontranscribed spacer, NTS),含调控元件 
     2）编码区5‘端及3’端的外间区（external transcribed  
           spacer，ETS）； 
     3）编码区之间的内间区 (internal transcribed spacer，  
           ITS) 
     4）rRNA基因编码区   在基因转录时，内间区(ITS)和 
           编码区和外间区(ETS)一起转录成前体rRNA 
         （prerRNA），ITS和ETS随后被依次切除。 



 rRNA基因启动子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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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足迹法 

DNAase footprinting a simple method for the detection of  

protein-DNA binding specificity: 

    The technique is a simple conjoining of the Maxam-
Gilbert DNA-sequencing method and the technique of 
DNAase-protected fragment isolation.  

    1) Fragments of a 5' end-labelled, double-stranded  

        DNA segment,  

    2) partially degraded by DNAase in the presence and  

        absence of the binding protein,  

    3) visualized by eletrophoresis and autoradiography  

        alongside the base-specific reaction products of the  

        Maxam-Gilbert sequencing method.  

It is then  possible to see the protective "footprint" of the  

        binding protein on the DNA seq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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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LI基因的调控顺序  

真核生物细胞核rDNA转录区在各物种间显示很强的保守 
性，而非转录区与内间区在长度与顺序组成上则表现很 
大的变异。非转录区是rDNA中变化最大，也是十分重要 
的一个区域。 
 

非转录区有以下三个特点： 
 
1）含有启动子，控制rRNA基因的转录； 
2）很多小段的重复序列，又称亚重复子（subrepeat）， 
      具有增强子功能； 
3）存在与rRNA基因的转录终止有关的信号。 
4）rRNA基因的调控顺序有一突出特点，即表现高度的 
      种属专一性。不同种属的rRNA基因缺少普遍适用的 
      保守的启动子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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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结合因子UBF含HMG盒,可插入DNA小沟.两个UBF因子与 

上游调控顺序结合将DNA链弯曲约30度, 再征招SL复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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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RNA基因的转录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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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LII基因 

      1）蛋白质基因 

     2）U RNA基因或 

       sn/snoRNA基因 



高等真核生物蛋白质编码基因 

表达调控研究的策略与方法 

1) 高等真核生物基因表达调控的研究方法与原核生物有
很大的不同. 因为高等真核生物基因位于染色体中, 在
细胞核内转录, 很难获得大量的转录产物供实验研究. 

2) 高等真核生物基因的表达调控必须在真核细胞的背境
下研究才能获得和体内表达调控相似的结果. 原核生物
有质粒这样的克隆表达载体, 而高等真核生物缺少类似
的系统. 

3) 因此高等真核生物基因表达调控的研究首先必须寻找
和建立有效的研究体系, 它们具有可以进行体外重组
DNA操作, 又可在真核生物细胞内部进行表达研究. 

4) 早期的高等真核生物基因表达研究是从动物病毒入手, 

    因为动物病毒具有结构简单, 拷贝数高, 可以体外操作
等优点. 同时病毒基因的表达调控直接利用了寄主细胞
基因调控装置, 可以反应细胞内部的调控机理. 



SV40基因组结构与转录 
SV40 为猿猴病 

毒, 基因组为一 

环状DNA, 全长 

5 243 bp, 编码7 

个基因. 有一个 

双向启动子控 

制左右两个方 

向的转录. 通过 

转录和翻译调 

控合成不同的 

蛋白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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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SV40启动子区分离克隆,然后再整合 

到表达载体对其结构进行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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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实验说明TATA盒决定转录起始、转 

录起始点及转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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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实验说明: 1) 缺少增强子基因不能表达(E). 2) 增 

强子元件可以正反方向排列, 不影响基因表达效率 

(A,B). 3) 增强子有冗余现象(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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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实验说明: 增强子和启动子(TATA盒框)之间的距离与DNA 

双螺旋螺距的倍数有关, 整倍数可以转录, 但效率不同.如增强 

子与启动子间的螺旋圈数为非整倍数, 转录效率急剧下降. 



  启动子的功能 

     1）为RNA多聚酶的 

         结合提供平台 

   2）确定转录的方向 

   3）规定转录起始点  



       POLII增强子的结构特点(1) 

1）增强子无启动子特异性，例如将SV40的增强子插 
      入到兔子 β- 球蛋白启动子的上游区，可提高转 
      录效率200倍。双子叶花椰菜相嵌病毒35S启动子 
      可在水稻细胞中启动报告基因的表达。 
2）增强子为顺式作用，即与启动子位于同一DN链， 
      或者说只要找到编码基因，即可在同一DNA链或 
      近或远的位置发现相关的增强子。 
3）增强子的功能与其排列方向无关, 可双向调控，例 
      如当增强子反向插入时，仍然保持其原有功能。 
4）增强子具有独立的结构，改变其两侧的顺序组成 
      不影响增强子的作用。 

 5）增强子调节功能可以超长距离，例如白蛋白基因 
       的增强子位于起始位点上游10 kb的位置。 



POLII增强子的结构特点(2)  

6）增强子含有许多可与不同转录因子结合的元件， 

       可以不同的组合方式调控基因的表达，在已研究 

       过的绝大多数基因的表达调控模式中都发现组成 

       增强子的不同基序或模块（module）之间可形成 

       不同的组合,它们是基因差别表达（differential   

        expression）的主要原因. 

7)   增强子中的不同基序即有增强表达的成分,也有抑 

       制表达的成分, 有些不同的基序之间有顺序重叠. 

8）冗余  有许多增强子的结构成分即模块含有重复 

       拷贝.这些重复拷贝中如果缺失其中某些成员并不 

       丧失整个增强子的正常功能。 



增强子可双向调控 

人类基因组中约11%的基因为头-头(dead- 

dead)排列, 或者说两个基因共享相同的调 

控元件,它们的表达调控具有协同性. 

 

 

 

见:Jane M. Lin 等: 

Transcription factor binding and modified histones in 

human bidirectional promoters  

Genome Res. 2007 17: 818-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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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录因子(反式因子)与调控基序(顺式元件)之间具有 

特定的对应关系, 转录因子可与特定DNA顺序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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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强子基序与组合调控 

控制基因差异表达的主要原因在于转录因子与增强子中不同元件的结合, 

这里有许多的组合方式, 它们决定基因是否表达及表达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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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控元件的独立性 

1) 5个元件中, 位于-200 bp内的元件区为启动子区, -200bp上游区为增 

       强子区; 

2) TRE为佛波酯(phorbol ester) 响应元件, MRE为重金属应元件, GRE 

       为类固醇响应元件, GC和BLE为基础转录元件. 

3)   元件之间保持相对独立性, 可单独响应外界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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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遍性转录因子的功能 

    普遍转录因子                           功   能 
--------------------------------------------------------------------- 
    TFIID（TBP组合）              识别TATA盒框及Inr顺序，形成     
                                                   TFIIB结合的平台 
    TFIID（TAFs）          识别核心启动子，调节TBP的结合 
   TFIIA                            稳定TBP和TAF的结合 
   TFIIB                            介导RNA多聚酶II的结合，影响转录 
                                                  起始点的选择 
   TFIIF                            征召RNA多聚酶II 
   TFIIE                           介导TFIIH的结合，调节TFIIH的活 
                                                 性 
   TFIIH                           具解旋酶活性子，负责使转录起始复 
                                               合物由闭合状态向开放状态转变； 
                                               可能同多聚酶撤离核心启动子有关 
--------------------------------------------------------------------------------- 



 酵母半乳糖代谢基因的协调转录 

4个基因gal1, gal2, gal3, gal7和gal10编码与Gal代谢相关的酶. 



    酵母半乳糖代谢基因突变 

 



转录
因子
GAL4 
的结
构与
功能 

缺失分析鉴定了GAL4蛋白存在5个功能区, 分别执行4种不同 

的功能: 1) 与DNA结合. 2) 形成二聚体. 3)与GAL80结合. 4)激 

活转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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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4
蛋白
功能
域分
析 

GAL4蛋白DNA结合域和激活域检测实验: 1) GAL4的DNA结合域只能 

与UAS顺序结合; 2) DNA结合域和激活域具独立结构,可组成嵌合蛋白. 

UAS: upstream activation sequence,  上游激活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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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顺式元件和反式因子的分离 

酵母单杂交可用于基因顺式调控元件和反 

式作用因子的分离: 

1)   cis-acting elements: 顺式元件, 位于基
因上游区可控制基因表达的DNA顺序, 

有一系列较短的序列组成; 

2)   trans-acting factor: 反式因子, 可与基因
上游区特定顺式元件结合的蛋白质, 可
控制基因的表达. 



基因顺式元件区域的确定 



基因顺式元件的实验鉴别 



反式因子的分离与克隆 

BP: DNA-binding protein, 可与顺式元件结合. 将BP编码顺序 

与GAL4激活域编码顺序构建成融合蛋白编码顺序, 可在酵母 

细胞中激活标记基因lacZ的表达,使细胞变为蓝色. 



反式因子DNA结合域的鉴别 



酵母三杂交(yeast three hybid) 

A specific system to detect and analyze interactions between RNA and protein. It is 
similar approach to two-hybrid screen that dependes on specific 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s (see above). The yeast three-hybrid system identifies RNA-protein 
interactions that are key in a large array of basic cellular processes. Examples of 
such processes include: translation, mRNA processing, chromosome replication and 
crucial decisions during earl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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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与She3结合 

的RNA基因. 



 POLII U RNA基因的表达调控 

 



  POLIII基因的种类 

       1）5S RNA基因 

      2）tRNA基因 

      3）7SK RNA，7SL RNA基因 

      4）U6 RNA 

      5)   某些病毒RNA基因 



  5S rRNA基因启动子 

 



  tRNA基因的结构 

 



 POLIII基因的结构 

 



    POLIII基因的转录起始 

 



 种间POLIII启动子可以互换 

 



POLII和POLIII启动子与编码区互换实验 



 POLII和POLIII基因的转换实验 



TFIIIA与5S rRNA基因启动子的结合 

 



  5S rRNA基因的表达调控（1） 

TFIIIA转录因子即可与5S RNA基因调控区结合,也可与转录 

产物5S RNA结合. 当5S RNA产物丰余时, 5S RNA即可与 

TFIIIA结合, 从而抑制TFIIIA的转录活性, 5S RNA产物减少. 



  5S rRNA基因的表达调控（2） 

TFIIIA与组蛋白H1的竞争性结合可调控5S RNA基因的转录. 



体细胞与卵母细胞5S rRNA基因的差别表达 

爪蟾基因组有两种5S RNA基因, 一种在卵母细胞表达, 拷贝数约24 000. 另 

一种为体细胞5S RNA基因, 拷贝数约400. 卵母细胞5S RNA基因启动子与 

TFIIIA转录因子的结合能力低于体细胞5S RNA基因启动子. 在胚胎发育 

过程中, 体细胞5S RNA基因的表达最后取代卵母细胞5S RNA基因. 



体细胞5S rRNA基因的表层取代与卵母细胞
5S rRNA基因表达的机制 

1)      卵母细胞阶段, 由于TFIIIA转录因子的数量非常多, 加之卵母细
胞5S RNA基因的拷贝数很高, 因此卵母细胞的转录占优势. 

2)      受精后, 由于细胞迅速分裂, 但TFIIIA并不合成, 因而每个细胞
中TFIIIA的数量大幅度减少, 可转录的卵母细胞5S RNA基因的
数量减少. 

3)      当胚胎发育到囊胚期, 每个体细胞数中TFIIIA的数量与卵母细
胞5S RNA基因数量的比例降到10:1. 由于体细胞5S RNA基因启
动子与TFIIIA的结合能力更强,体细胞5S RNA基因的转录产物
接近卵母细胞5S RNA基因. 

4)      当体细胞数中TFIIIA的数量与卵母细胞5S RNA基因数量的比
例降到2:1时,体细胞5S RNA基因的转录完全取代卵母细胞5S 

RNA基因. 

5)      不转录的卵母细胞5S RNA基因大量关闭, 加之卵母细胞5S 

RNA基因的复制时间更晚, 导致TFIIIA基因与更多的早复制的
体细胞5S RNA基因结合,最终使卵母细胞5S RNA基因全部关闭. 



人
类
线
粒
体
基
因
的
转
录 转录后的初始产物随后被加工成单顺反子转录本. 



  线粒体基因的转录 

 



Human TFB1M and TFB2M are  

expressed ubiquitously and can each  

support promoter-specific mtDNA  

transcription in a pure recombinant  

in vitro system containing  

mitochondrial RNA polymerase  

(POLRMT) and mitochondrial  

transcription factor A. Both TFB1M  

and TFB2M interact directly with  

POLRMT, but TFB2M is at least  

one order of magnitude more active  

in promoting transcription than  

TFB1M. Both factors are highly  

homologous to bacterial rRNA  

dimethyltransferases, which  

suggests that an RNA-modifying  

enzyme has been recruited during  

evolution to function as a  

mitochondrial transcription factor.  

Human mt 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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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粒体DNA有5-7个转录起始位点.  



   叶绿体基因的转录 

 



  叶绿体基因转录的RNA多聚酶 

 



  古细菌基因的转录装置 

1)    古细菌基因的启动子含有典型的真核生物Pol II 基因
TATA盒框（-TTTAWA-），距离转录起始点27±4 bp，
与大多数Pol II 基因启动子的距离相似。 

2)    古细菌Sulfolobus solfataricus和詹氏甲烷球菌
（Methanococcus jannaschii）都只有一种RNA多聚酶，
与真核生物RNA多聚酶非常相似。 

3)     TBP和TFB是真核生物转录系统中的关键因子，TFB
（TFIIB和TFIIIB）可将多聚酶定位在启动子区.古细菌
也有编码类似真核生物转录因子TBP和TFB的基因，但
未鉴定出与真核生物普遍转录因子同源的其它蛋白。 

4)     在Sulfolobus solfataricus基因组中还发现与真核生物转录
延伸因子TF11S同源的顺序，但只位于某些编码区段。 
 

    因此, 古细菌转录因子的结构更接近真核生物. 



   转录因子的结构特征(1) 

1)    DNA结合域（DNA-binding domain）  其核心成分为  

       DNA结合基序（motif）， 它们可识别双螺旋DNA的 

       碱基顺序，与靶位专一性结合。具有相同DNA结合  

       域的转录因子具有类似的功能，属于同一基因家族成 

       员。  

2)   激活域（activation domain）  这是与其它转录因子 

       蛋白互作的结构成分，可控制前起始复合物的组装与 

       转录起始. 同一家族转录因子的可变区通常发生在激 

       活功能域，通过可变区顺序的变异扩大调节的范围. 

3) 二聚体结合区   有许多转录因子是以二聚体形式与  

       DNA调控区结合,为了维持二聚体结构, 单体蛋白质有 

       二聚体互做区, 如亮氨酸拉链蛋白质的拉链区. 

  



转录因子的结构特征(2) 

4)  转录因子激活功能域虽然变化很大，但可归 
于下述三个类群之一： 

      
  酸性功能域（acidic domain） 在其激活功能域中含较 
              多的酸性氨基酸（如天冬氨酸和谷氨酸)。这是

激  
              活功能域中最为常见的一种。 
  富谷氨酰胺功能域（Glutamine-rich domain）  主要出 
              现在同源异形功能域或POU类转录因子中。 

  富脯氨酸功能域（Proline-rich domain） 比较少见。 



  转录因子的结构特征(3) 

5）  有相当部分真核生物转录激活因子的活性状态为同源  

        二聚体或异源二聚体，如亮氨 酸拉链蛋白与MADS盒 

        蛋白，不同的组合方式赋予二聚体不同的识别功能， 

        使单 个激活因子可参与多种基因的表达调控。  

6)    同一家族的转录因子通过可变区顺序的变异扩大基因 

        调节的种类与范围.  

7)    转录因子的DNA结合域和激活域在结构上彼此独立，
但作为整体互不可缺。在一些遗传学实验中，常常将不
同转录因子的结合域和激活域互换组成嵌合基因，用以
研究转录因子的调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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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氨酸蛋白家族及其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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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 -zincfinger,  

Basic- zipper,  

,helix-loop- 

Helix 转录因 

子蛋白均可 

在同一家族 

的成员之间 

内形成同源 

或异源二聚 

体, 这是其 

活性状态.  

二聚体的形 

成使转录因 

子的调控范 

围成指数扩 

大, 增加了 

调控多样性. 



三种转录因子家族 



具有抑制活性的转录因子 

绝大多转录因子的活性都是激活功能, 但也有抑制活性的转录因子, 如 

在人体肾脏中优势表达的WT1基因. WT1基因的突变产生无功能蛋白, 

在生命早期诱发肿瘤. WT1蛋白具有C2H2锌指结合域, 可与转录因子 

基因EGR-1的调控区结合阻止转录. 图中WT1为活性蛋白, WT1-KTS 

为一种可变剪接形式, 有三个氨基酸插入, 无活性. WT1-17AAA也是 

可变剪接产物, 有17个氨基酸插入, 低活性. 



思 考 题 
  1.原核生物转录调控顺序的组成有何特点? 

  2.什么是正调控? 什么是负调控?  

  3.原核生物RNA多聚酶如何识别不同的调控顺序?  

  4.真核生物启动子结构的特点?  

  5.真核生物有哪三类基因? 划分的标准是什么?  

    6. 什么是DNA足迹法? 举例说明. 

  7.增强子的组成有哪些特点? 为什么说增强子的排列无方向性? 

  8.什么是增强子组合调控? 增强子组合调控的生物学意义何在?  

  9.Pol III基因启动子的结构特征及其转录终止信号的组成特点? 

 10.Pol II基因转录起始复合物的组成成员及其功能?  

 11.转录因子结构的一般特点是什么? 请写出5种转录因子家族及其 

    结构特征?  

 12.如何分离和克隆基因的反式作用因子? 

 13.为什么说叶绿体基因和线粒体基因的转录方式与原核生物类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