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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的方向运动，
在蛋白质的翻译过程中，氨酰 －ｔＲＮＡ 进入核糖体，解密 ｍＲＮＡ 上的一个密码子，并带着 ｍＲＮＡ 向其 ５′

直到空载的 ｔＲＮＡ 离开核糖体，整个过程 ｔＲＮＡ 在核糖体内始终沿着一个方向运动． 但随着 ＬｅｐＡ（ＥＦ４）蛋白的发现和其功能
的明确，ｔＲＮＡ 在核糖体内的新运动形式 —
—— “反转运”被揭示，即 ｔＲＮＡ 带着 ｍＲＮＡ 倒退一步，向其 ３′
的方向运动． 通
过对 ｔＲＮＡ 反向运动生理意义的研究，引发了对蛋白质翻译调控的深入思考．
关键词

蛋白质翻译，核糖体，ｔＲＮＡ 反转运，ＬｅｐＡ（ＥＦ４）

学科分类号

Ｑ７１

蛋白质的翻译是中心法则里的第二个核心过
程，即 ｍＲＮＡ 上携带的核苷酸序列（遗传信息）被转
化为氨基酸序列（肽链，蛋白质），从而将四元的核
酸世界（Ａ，Ｔ／Ｕ，Ｇ，Ｃ）转化为二十元的蛋白质世
界（２０ 个氨基酸）． 发生这个转化过程的平台就是
—核糖体，它由小、大两个亚
蛋白质的合成工厂——
基组成，小亚基负责解密模板（ｍＲＮＡ）上的遗传信
息 ［１］，大亚基催化新生肽链的合成 ［２］． 将两个亚基
的功能连接在一起的就是 ｔＲＮＡ．
ｔＲＮＡ 是翻译过程中模板的识别者和底物的携
带者，一方面通过反密码子识别 ｍＲＮＡ 上的密码
端脂键连接对应的氨基酸，
子，另一方面通过 ３′
［３］
作为肽链合成的底物 ． 在翻译过程中，ｔＲＮＡ 与
核糖体发生作用的所有步骤——
—进入核糖体、在核
—都是翻译准确性
糖体内的解密、转运以及离开——
和高效性的决定因素．
翻译过程的主体是延长循环，帮助 ｔＲＮＡ 和核
糖体发生作用的延长因子是 ＥＦ－Ｔｕ（ＥＦ１ａ）和 ＥＦ－Ｇ
（ＥＦ２），前者携带氨酰 －ｔＲＮＡ（ａａ－ｔＲＮＡ）进入核糖体，
后者催化 ｔＲＮＡ 向 ｍＲＮＡ 的 ５′
端转运，保障 ｔＲＮＡ
准确、快速地行使功能． 在一些高等生物中，
ｔＲＮＡ 离开核糖体还需要 ＥＦ３ 的帮助［４］．
ＬｅｐＡ 是个极度保守的蛋白质，存在于几乎所
有的原核生物 ［５］ 和真核生物的线粒体 ／ 叶绿体中，
其同源蛋白在序列上也具有高度的一致性［６］，但在

功能上没有任何报道． 近期研究发现，ＬｅｐＡ 是核
糖体作用因子，在延长循环中具有非常独特的功
能：催化 ｔＲＮＡ 的反向转运，使前进中的 ２ｔＲＮＡ·
ｍＲＮＡ 三元复合体在核糖体内倒退一步，因此被
称 为 第 ４ 个 延 长 因 子 （ｅｌｏｎｇ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４， ＥＦ４）．
ＥＦ４ 的发现和 ｔＲＮＡ 在核糖体内双向性运动特点的
揭示，为 ｔＲＮＡ 的定位和转运对蛋白质翻译过程的
高效性和准确性的调控机制开辟了新的思路［６］．

１

蛋白质翻译工厂—
—— 核糖体

核糖体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核酸蛋白复合物，由
大、小两个不对称亚基组成，在原核细胞和类似原
核的细胞器（如线粒体，叶绿体）中为 ５０ Ｓ 大亚基和
３０ Ｓ 小亚基组成的 ７０ Ｓ 核糖体，在真核细胞中为
６０ Ｓ 大亚基和 ４０ Ｓ 小亚基组成的 ８０ Ｓ 核糖体，直
径 在 ２０ ～３０ ｎｍ， 分 子 质 量 在 ２．６ ～４．５Ｍｕ 之 间
（表 １）． 核糖体的大亚基由 ２ 条 ｒＲＮＡ 和 ３０～５０ 个
蛋白质组成，小亚基上由 １ 条 ｒＲＮＡ 和 ２０～４０ 个
蛋白质组成 （表 ２）．

＊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９７３） （２００６ＣＢ９１０９０３）和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３０７７０４３６） 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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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不同界生物的核糖体比较

细胞器

大小 ／ｎｍ

质量 ／Ｍｕ

Ｓ值

细菌

细胞质

２０～２４

２．６～２．８

７０

真核生物

细胞质

～３０

３．６～４．５

８０

物种

叶绿体

～７０

植物

线粒体

～２１

～３

～７５

真菌

线粒体

１５～２０

～３

～７５

哺乳动物

线粒体

Ｔａｂｌｅ ２

～５５

Ｃｏｍｐａｒ 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 ｉｂｏｓｏｍ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ｔ ｋｉｎｇｄｏｍｓ
表２

不同界生物的核糖体成分比较
ｒＲＮＡ（Ｓ 值）

蛋白质（条数）

ｒＲＮＡ／ 蛋白质

物种

细胞器

小亚基

大亚基

小亚基

细菌

细胞质

～２０

～３５

～１６

～２３

５

１．５～２

真核生物

细胞质

３０～４０

４０～５０

１６～１８

２６～２８

５ 和 ５．８

～１

１６

２３

叶绿体

大亚基

植物

线粒体

２０～２５

３６～４０

１８

２６

真菌

线粒体

３０～３３

３６～４０

１５～１７

２１～２４

哺乳动物

线粒体

２９

４８

１２

１６

２０００ 年，古菌 ５０ Ｓ ［７］、原核细胞的 ３０ Ｓ 核糖
体亚基［８， ９］的全原子结构（ａｌｌ－ａｔｏｍ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被首次解
析 ． 之 后 ， 核 糖 体 ５０ Ｓ、 ３０ Ｓ 亚 基 和 ｔＲＮＡ 或
ｍＲＮＡ 形成的复合物的结构也被解析出来，为解
释肽链转移酶的作用原理［１０］、遗传密码的解密［１１］提
供了依据． 第一个完整核糖体的结构是嗜热杆菌的
７０ Ｓ［１２］，而第一个模式生物的核糖体完整结构是在
２００５ 年获得的［１３］——
—分辨率为 ３．５! 的 Ｅ． ｃｏｌｉ 完整
７０ Ｓ 核糖体． 直到 ２００６ 年，终于成功获得了 ７０ Ｓ
核糖体和完全底物即 ｍＲＮＡ 和 ｔＲＮＡ 共结晶的全
原子结构［１４～１６］，揭示了生理条件下的核糖体复合物
（ａ）

（ｂ）

～１．１
－

５ 和 ５．８

～０．４

的精细结构［１７］．
图 １ａ 展示了翻译工厂在工作时的全貌：核糖
体的小亚基（左）和大亚基（右）结合在一起，一条
ｍＲＮＡ 穿过核糖体小亚基，两个 ｔＲＮＡ（箭头）在大
小 亚 基 之 间 ． 小 亚 基 （ 图 １ｂ） 的 主 体 是 一 条 １６ Ｓ
ｒＲＮＡ（浅灰色），２０ 个蛋白质（深灰色）分布在小亚基
面向胞浆的一面（溶液面）． 大亚基（图 １ｃ）的主体是
一条 ２３ Ｓ ｒＲＮＡ（浅灰色），３０ 多个蛋白质（深灰色）
分布在大亚基的溶液面，５ Ｓ ｒＲＮＡ（箭头）在大亚基
的顶端． 在大小亚基的结合面，主要分布的是
ｒＲＮＡ［１４］．
（ｃ）

Ｔ／ＢＳ

Ｆｉｇ． １

Ａｌｌ－ａｔｏｍ ｓｔｒ ｕｃｔｕｒ ｅ ｏｆ ａ Ｔ． ｔｈｅｒｍｏｐｈｉｌｕｓ ７０ Ｓ ｒ ｉｂｏｓｏｍ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ｘ［１４］
图１

嗜热杆菌 ７０ Ｓ 核糖体功能复合物的原子结构 ［１４］

（ａ） ７０ Ｓ 核糖体功能复合物的完整结构． （ｂ）３０ Ｓ 小亚基． （ｃ） ５０ Ｓ 大亚基．

２００８； ３５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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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ＮＡ 是 ｍＲＮＡ 上遗传信息的识别者和底物的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对第一个延长 ｔＲＮＡ 的

携带者，从 ｔＲＮＡ 进入核糖体内到离开核糖体，需

选择性． 读码框的准确是靠 ｍＲＮＡ 和 ｔＲＮＡ 之间

经过 ３ 个结合位点：Ａ（Ａｍｉｎｏａｃｙｌ－ｔＲＮＡ）位点、Ｐ
（Ｐｅｐｔｉｄｙｌ－ｔＲＮＡ）位点和 Ｅ（Ｅｘｉｔ）位点． 图 １ａ 正是从

的碱基配对来保证的，在起始过程中，ｍＲＮＡ 上
只有一个密码子（起始密码子）和起始 ｔＲＮＡ 配对，

ｔＲＮＡ 入口的角度往里看，箭头所指的分子就是在

固定 ｍＲＮＡ 的作用比延长过程中总有两个 ｔＲＮＡ

Ｐ 位点的肽酰 －ｔＲＮＡ．

和 ｍＲＮＡ 配对要小很多，而弥补这一不足的就是

在蛋白质翻译的过程中，从第一个 ｔＲＮＡ（起始

ＳＤ－ａｎｔｉＳＤ 相互作用． 实验结果表明，相对没有

ｔＲＮＡ ， ｔＲＮＡ ） 进 入 核 糖 体 开 始 ， 到 最 后 一 个

ＳＤ 序列的 ｍＲＮＡ 而言，有 ＳＤ 序列的 ｍＲＮＡ 可以

ｔＲＮＡ 离开核糖体完成翻译过程，共分为翻译的起
始、延长、终止 ３ 步． 其中，在起始和延长过程
中，ｔＲＮＡ 的准确定位和转位是保障正确阅读读码
框的决定因素．

完全杜绝 ｎｏｎ－ｃｏｇｎａｔｅ ｔＲＮＡ，并 且 将 ｎｅａｒ－ｃｏｇｎａｔｅ
的 ｔＲＮＡ 的几率降低一半［２６］．

Ｍｅｔ
ｉ

２

Ｍｅｔ
ｆ

翻译起始与 Ｓｈｉｎｅ－ｄａｌｇａｒ ｎｏ （ＳＤ） 序列

因为蛋白质的翻译是个非常消耗物质和能量的
过程，需要严格调控这一过程的启动，所以无论在
原核还是真核生物中，起始总是翻译过程的限速步
骤，决定一个蛋白质能否被表达出来． 起始的能垒
主要来自 ｍＲＮＡ 的高级结构和 Ａ 位点对第一个来
结合的 ｔＲＮＡ 的选择性 ［１８］，而降低这一能垒的酶，
就是核糖体．
２．１

翻译起始

ｍＲＮＡ 定位在游离的核糖体小亚基上，起始
密码 ＡＵＧ 被起始 ｔＲＮＡｉ（在原核生物中为 ｔＲＮＡｆＭｅｔ，
真核生物为 ｔＲＮＡｉＭｅｔ）识别并定位在 Ｐ 位点上，随后
核糖体大亚基结合上来，形成完整的核糖体，标志
着一个翻译起始过程的完成． 原核生物的翻译起始
由 ３ 个起始因子协助完成——
—ＩＦ１，ＩＦ２ 和 ＩＦ３，分
别结合 Ａ、Ｐ、Ｅ 位点． 由于真核生物的表达调控
更为复杂，现在已知参与这个过程的蛋白质或复合
物为 １２ 个，这个网络如何调控翻译起始的完整过
程依然不很清楚［１９， ２０］．

３

翻译延长与反转运酶 ＬｅｐＡ（ＥＦ４）

肽链延长循环是翻译过程的主体，也是翻译中
最保守的过程，在所有物种中都具有相同的模式．
但最新的研究表明，原核生物体系的翻译延长循环
存在更复杂的过程——
—反向转运，催化这一过程的
酶叫做 ＬｅｐＡ（ＥＦ４）．
３．１

翻译中的延长循环

当 核 糖 体 大 亚 基 结 合 到 带 有 ｍＲＮＡ、 起 始
ｔＲＮＡ 的小亚基上时，翻译的起始阶段完成，核糖
体进入延长循环． 接下来，延长因子 ＥＦ－Ｔｕ（ＥＦ１ａ）
携带氨酰 －ｔＲＮＡ 进入核糖体，反密码子识别密码
子，正确解密后，ＥＦ－Ｔｕ（ＥＦ１ａ）水解 ＧＴＰ、离开核
糖体，氨酰 －ｔＲＮＡ 完全进入核糖体内部的 Ａ 位点，
即入位． 在核糖体内肽酰转移酶中心的催化下，甲
硫氨酸从 ｔＲＮＡｆＭｅｔ 转移到氨酰 －ｔＲＮＡ 上． 然后，延
长因子 ＥＦ－Ｇ（ＥＦ２）催化核糖体构象变化，使得 Ａ、
Ｐ 位 点 的 ｔＲＮＡ 分 别 进 入 Ｐ、 Ｅ 位 点 ， 即 转 位 ，
ＥＦ－Ｇ 水解 ＧＴＰ 后离开核糖体，完成一个肽链延长
循环（图 ２）．

ＳＤ 序列确保翻译起始的高效性和准确性
在原核生物中，ｍＲＮＡ ５′
端的 ＳＤ 序列和 １６ Ｓ
ｒＲＮＡ ３′
端的 ａｎｔｉ－ＳＤ 序列的互补配对可以大大加
速 翻 译 起 始 ， 因 为 ＳＤ 和 ａｎｔｉ－ＳＤ 的 识 别 引 导 了
ｍＲＮＡ 进 入 正 确 的 待 起 始 状 态 、 使 得 起 始 密 码
ＡＵＧ 暴露在 Ｐ 位点 ［２１～２３］． 核糖体起始复合物的原

ＬｅｐＡ
ＬｅｐＡ 是大肠杆菌 Ｌｅｐ（ｌｅａｄｅｒ ｐｅｐｔｉｄａｓｅ）操纵子
上的第一个基因产物，该蛋白质具有极高的保守
性，主要表现在 ４ 个方面：ａ． 其同源蛋白存在于
所有已知序列的原核生物（仅一个除外） ［５］和所有已
知序列的真核生物的线粒体 ／ 叶绿体中． ｂ． 该蛋
白质的长度变化非常小，在最小的生物支原体中为
５９８ 个氨基酸残基，在人中为 ６４５ 个氨基酸残基．

子 结 构 表 明 ， 随 着 ＳＤ－ａｎｔｉＳＤ 的 识 别 ， 一 方 面
ｍＲＮＡ 的构象将从紧张状态变为 Ａ 型螺旋，允许
Ｅ 位点上的密码 － 反密码相互作用 ［２４］，另一方面，
３０ Ｓ 小亚基的头部被固定，从而为 Ａ 位点 ｔＲＮＡ
提供了新的空间构象［２５］．
除了空间上的作用之外，ＳＤ 序列的另一全新

ｃ． 在序列上也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甚至高于必需
的翻译起始因子 ＩＦ３． ｄ． 所有的同源蛋白都具有
相同的三级结构． 所有 ＬｅｐＡ 同源蛋白的结构预测
都显示同样的结果：从 Ｎ 端到 Ｃ 端含有 ５ 个结构
域，前 ４ 个结构域存在于已知结构的蛋白质上，而
最后一个是 ＬｅｐＡ 所特有的 Ｃ 端结构域． 而且，前

２．２

３．２

·９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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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Ｓ

２００８； ３５ （９）

４ 个结构域，就存在于一种非常重要、结构和功能

ＣＰ
Ｌ１

Ｐｒ ｏｇ． Ｂｉｏｃｈｅｍ． Ｂｉｏｐｈｙｓ．

Ｓｔ

研究都非常深入的蛋白质上——
—ＥＦ－Ｇ（图 ３ａ）．

Ｐ

Ａ

ＥＦ－Ｔｕ·ＧＴＰ·氨酰 －ｔＲＮＡ 三 元 复 合 物 和 ＥＦ－Ｇ

ｓｐ

ｐｔ ｈ

的晶体结构（图 ３ｂ 左，中）体现出很强的相似性，

３０Ｓ

也揭示了它们在功能上的相似关系． 三元复合物的

ａａ－ｔＲＮＡ·ＥＦ－Ｔｕ·ＧＴＰ

ＥＦ－Ｔｕ 部分（上部，深色）和 ＥＦ－Ｇ 的结构域Ⅰ、Ⅱ
（上部，深色）相似，三元复合物的 ｔＲＮＡ 部分（下
部，浅色）和 ＥＦ－Ｇ 的结构域Ⅲ、Ⅳ、Ⅴ （下部，浅

Ｐ

色）相似． 其中 ＥＦ－Ｇ 的结构域Ⅳ在催化 ｔＲＮＡ 转运
的过程中有“机械门”的作用［２９］，而这个非常保守
的 ＬｅｐＡ 恰恰缺少了这部分（图 ３ｂ 右），令人无法猜
想它的功能． 而早期的基因缺失体的报道，也没有
发现任何明显的表现型，令 ＬｅｐＡ 更加成为一个
谜［３０］．

Ｂ
ＥＦ－Ｔｕ·ＧＤＰ
Ｄｅａｃｙｌａｔｅｄ ＥＦ－Ｔｕ·ＧＤＰ
ｔＲＮＡ

ＰＡ

ＰＲＥ

Ｃ
Ｐ
Ｇ
ａａ－ｔＲＮＡ·ＥＦ－Ｔｕ·ＧＴＰ

ＰＯＳＴ

３．３

ＰＡ
Ｄ

Ｅ Ｐ

Ｅ Ｐ

Ｆ

Ｅ

ＥＦ－Ｇ·ＧＴＰ

ＥＦ－Ｇ·ＧＤＰ

Ｆｉｇ． ２

Ｏｖｅｒ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ｔｒ 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ｃｙｃｌｅ［２７］
图２

翻译延长循环 ［２７］

３０ Ｓ 小亚基（核糖体密度图中浅灰色），５０ Ｓ 大亚基（核糖体密度图中
深灰色）．

ＬｅｐＡ（ＥＦ４）诱导 ｔＲＮＡ 的反转运
最近，通过蛋白质体外翻译体系中对 ＬｅｐＡ 的
研究，它的秘密被渐渐揭开． 首先，ＬｅｐＡ 具有核
糖体依赖的 ＧＴＰ 水解酶活性，而且和 ＥＦ－Ｇ 的活性
具有相同的效率，说明它很有可能是核糖体作用因
子． 接下来的嘌呤霉素实验结果，又向阐明它的功
能迈进了一步：分别在延长循环的 ３ 个主要中间状
态 Ｐｉ、ＰＲＥ、ＰＯＳＴ 中，对比没有 ＬｅｐＡ 和有 ＬｅｐＡ
时的嘌呤霉素活性，发现，ＰＯＳＴ 状态在 ＬｅｐＡ 存
在时活性消失，反而和 ＰＲＥ 状态时的结果一样，
从而第一次发现 ＬｅｐＡ 的作用——
—ＥＦ－Ｇ 的反酶活

Ⅰ
ＥＦ－Ｔｕ

Ⅱ
Ⅴ

Ⅲ
ｔＲＮＡ

Ｆｉｇ． ３

ＡＳＬ

ＣＴＤ
Ⅳ

Ｉｎ ｓｉｌｉｃｏ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ＬｅｐＡ ｃｏｍｐａｒ ｅｄ ｗｉｔｈ ＥＦ－Ｇ
图 ３ ＬｅｐＡ 和 ＥＦ－Ｇ 的数据比较

（ａ） ＬｅｐＡ （大肠杆菌） 及其真核同源蛋白 Ｇｕｆ１ （酵母线粒体）、 Ｑ５ＸＫＭＢ （人线粒体）结构域和 ＥＦ－Ｇ 结构域的比对． ＬｅｐＡ，ＥＦ－Ｇ，比对结果显
示，ＬｅｐＡ 及其同源蛋白都具有 ＥＦ－Ｇ 的Ⅰ、Ⅱ、Ⅲ、Ⅴ再加自身特异性的 ＣＴＤ 的构型． （ｂ） ａａ－ｔＲＮＡ·ＥＦ－Ｔｕ·ＧＴＰ 三元复合体（ＰＤＢ１ＴＴＴ）、
ＥＦ－Ｇ （ＰＤＢ１ＷＤＴ） 的晶体结构的比较，以及在此基础上构建的 ＬｅｐＡ 结构模型［６， ２８］．

２００８； ３５ （９）

·９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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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即将 ＰＯＳＴ 状态的核糖体复合物变成 ＰＲＥ 状
态（图 ４）．

Ｐｉ

ＰＲＥ

ＥＰＡ

ＥＡＵＧＵＵＣ
ＰＡ

ＡＵＧＵＵＣ

这种状态下，又检查了 ｔＲＮＡ 和 ｍＲＮＡ 的位
置，进一步证实，由于 ＬｅｐＡ 的存在，已经在 Ｐ、

ＰＭ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ｖ） Ｂｉｎｄｉｎｇ（ｖ）

确认了 ＬｅｐＡ 的功能，它是 ＥＦ－Ｇ 的反酶，催化前
进中的 ２ｔＲＮＡ·ｍＲＮＡ 复合物在核糖体内倒退一步
（一个密码子），也第一次描述了 ｔＲＮＡ 在核糖体内
的第二个运动方向：向着 ｍＲＮＡ 的 ３′
端运动． 因
此 ， 便 将 ＬｅｐＡ 称 为 第 ４ 个 延 长 因 子 ＥＦ４
（ｅｌｏｎｇ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４）．

０．５
０．０

０．００

０．５
０．７２

１．０

１．０
Ｂｉｎｄｉｎｇ（ｖ）

ＬｅｐＡ （ＥＦ４） 的生理意义和研究展望
自然为什么需要 ＥＦ４？ 为什么需要 ｔＲＮＡ 退回
来？ 而且为什么只在原核系统中需要，真核的翻译

ＰＭ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ｖ）

工厂就不需要？ 它的生理意义回答了这些问题． 首
先，ＥＦ４ 的超量表达使细胞致死 ［６， ３１］，而体外实验
证实大量的 ＥＦ４ 直接抑制蛋白质的合成（图 ５ａ） ［６］，
当 ＥＦ４ 的分子数为核糖体 １／２ 时，蛋白质的合成几
乎停止． 但是，当 ＥＦ４ 的分子数为核糖体 １／５ 时，
蛋白质合成的高效性和准确性达到了体内生理条件

０．５
０．０

０．００

０．７１

１．０

Ｆｉｇ． ４

ＬｅｐＡ： ７０ Ｓ（ｍｏｌａｒ ｒａｔｉｏ）
０．１

０．２

０．３

０．４

◆

嘌呤霉素反应

Ｔｏｔａｌ ＧＦＰ

１００◆
０．５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ｅｄ ＧＦＰ

０

＋

Ｐｕｒ ｏｍｙｃｉｎ ｒ ｅａｃｔｉｏｎ

图４

１２０
Ｐｌａｓｍｉｄ

Ｎａｔｉｖｅ ｇｅｌ

ＳＤＳ ｇｅｌ

０．０１

０．５

（ａ）

－

０．７３
Ｐｌｕｓ ＬｅｐＡ

３．４

ＧＦＰ

ＥＰＡ

ＡＵＧＵＵＣ

ＥＦ－Ｇ

１．０

Ｅ 位点的 ｔＲＮＡ 的确又回到了 Ａ、Ｐ 位点． 由此，

ＰＯＳＴ

●

●

●

●

Ａｃｔｉｖｅ ＧＦＰ
▲

◆
▲

●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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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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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Ｍｇ２＋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ｍｍｏｌ·Ｌ－ １）

Ｆｉｇ． ５

ＬｅｐＡ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ＧＦＰ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ｉｎ ａ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ｔｒ ａｎｓｃｒ ｉｐｔｉｏｎ－ｔｒ 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ｖｉｔｒｏ
图５

ＬｅｐＡ 对体外表达 ＧＦＰ 蛋白的影响

（ａ） ＬｅｐＡ 在体外表达 ＧＦＰ 体系中逐渐增加时对 ＧＦＰ 的总表达量（ＳＤＳ 胶和曲线图中的◆—◆）和有效量（ｎａｔｉｖｅ 胶和曲线图中的▲—▲）的影响．
（ｂ）ＧＰＦ 在体外表达体系中遇到 Ｍｇ２＋ 压力时没有 ＬｅｐＡ（左图）和有 ＬｅｐＡ（右图）的比较．

·９７８·

Ｐｒ ｏｇ． Ｂｉｏｃｈｅｍ． Ｂｉｏｐｈｙ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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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水平． 更重要的是，在诸如 Ｍｇ２＋ 浓度压力等

２００８； ３５ （９）

极端条件下，ＥＦ４ 的加入大大提高了蛋白质合成的

受阻，无法准确定位到标准的 Ａ、Ｐ、Ｅ 位点，最
终导致读码框出现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由 ＥＦ４

高效性和准确性（图 ５ｂ）．
Ｍｇ２＋ 对以核糖核酸为主的核糖体的构象有非

诱导 ｔＲＮＡ 倒退，为重新调整转位提供了机会，从
而避免了转位中的错误． 由此，一个新的延长模型

常重要的影响，在 Ｍｇ２＋ 浓度压力下，核糖体的柔

被提出，首次描述 ｔＲＮＡ 在核糖体的反向运动和催

性和内部的协调性都大大降低，导致 ｔＲＮＡ 的转运

化该运动的因子 ＥＦ４（图 ６）［６］ ．

延长循环
ｔＲＮＡ 转运

肽键的合成

解密

ＥＦ－Ｇ·ＧＴＰ

ａａ－ｔＲＮＡ·ＥＦ－Ｔｕ·ＧＴＰ

ＥＦ－Ｇ·ＧＤＰ
不完整的转运
ＬｅｐＡ·ＧＤＰ
ＣＴＤ

ＣＴＤ

ＬｅｐＡ·ＧＴＰ
反向转运

Ｆｉｇ． ６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ＬｅｐＡ （ＥＦ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图 ６ 新的肽链延长模型
粗箭头所指的循环： 在正常的生理条件下 ｔＲＮＡ 的转运很少出错，不需要 ＥＦ４，就可以顺利从 Ａ、Ｐ 位点 （ＰＲＥ 状态）进入 Ｐ 、Ｅ 位点 （ＰＯＳＴ
状态）． 这个过程由延长因子 ＥＦ－Ｇ 催化完成． ＥＦ－Ｇ 解离以后，Ａ 位点空出来，下一个 ａａ－ｔＲＮＡ·ＥＦ－Ｔｕ·ＧＴＰ 三元复合物进入，然后 Ｅ－ｔＲＮＡ
解离． 细箭头部分： 在某些情况下（比如 ＥＦ－Ｇ 没有正确行使作用），ｔＲＮＡ 转运出错． 这样导致 ２ 种结果：ａ． 读码框移位，或错配，ｂ． 使得核
糖体上的 ｍＲＮＡ 通路阻塞，难以继续蛋白质的合成． 在这种情况下，ＥＦ４·ＧＴＰ 将识别并催化反转运的发生，使得核糖体复合物回到转运前
的状态，再给 ＥＦ－Ｇ 一次机会．

ＬｅｐＡ（ＥＦ４）的功能和生理意义的研究结果告诉
我们，即便是在原核生物这个相对简单的体系中，
蛋白质的翻译不仅在起始阶段存在很强的调控作
用，在延长这个阶段同样受到调控，而且这种调控
相对真核体系还要复杂． 为什么需要这种复杂性？
它存在的深层意义和背后的调控又是如何？ 更多的
关于 ＥＦ４ 在翻译机器中的结构和功能的深入研究
将逐渐解释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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