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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蛋白质在植物细胞内的定位是了解蛋白质功能、 基因调控和蛋白质￣蛋白质相互作用的关键ꎮ 近年来随

着各种蛋白质亚细胞定位方法的快速发展和技术的不断提升ꎬ 蛋白质亚细胞定位实现了高通量、 活体动态研究ꎮ
本文总结了植物蛋白质亚细胞定位的常用技术ꎬ 以及常用细胞器特异性标记的研究进展ꎬ 并对此领域研究的发
展前景做出了展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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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作为基因功能的主要执行者ꎬ 需要在

数据的快速增长和传统定位技术的优化ꎬ 蛋白质的

正确的亚细胞区隔中定位方可正常发挥功能ꎬ 以维

定位不仅从单个蛋白质亚细胞定位发展到高通量地

持生物体内多种复杂的生化过程有序高效进行ꎬ 保

进行蛋白质亚细胞定位ꎬ 而且实现了从静态定位研

[１]

究到活体动态研究的转变ꎮ 同时对于植物内膜系统

证生物体正常生命活动

ꎮ 因此ꎬ 蛋白质亚细胞

定位(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ｓｕｂ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与其功能密

中ꎬ 应用靶向机制明确、 特异性强、 效果优良的细

切相关ꎬ 是研究蛋白质生物学功能的基础ꎬ 对蛋白

胞器特异性标记物ꎬ 对于验证新蛋白质的亚细胞定

[２]

位ꎬ 解析其功能也至关重要ꎮ 本文主要介绍植物蛋

质组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ꎮ 近年来ꎬ 随着蛋白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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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质亚细胞定位的常用技术ꎬ 分析比较了每种技术

要传递给下一代ꎮ 目前利用荧光蛋白标记蛋白定位

在蛋白质定位研究方面的优势和局限性ꎬ 并对其研

瞬时表达系统已经常用于快速检测蛋白质在细胞中

究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ꎮ

的分布ꎬ 验证蛋白互作ꎬ 揭示配体与受体的识别机

１

理等ꎮ

植物蛋白质亚细胞定位常用技术

荧光融合蛋白定位技术也存在其局限性ꎮ 融合

真核细胞由上千种蛋白质组成的复杂网络构

到目标蛋白质末端的荧光蛋白可能会干扰蛋白质亚

成ꎬ 不同的亚细胞腔室结构将不同相关功能的蛋白

细胞定位的细胞器特异性定位序列的信号ꎬ 主要是

质分隔在不同区域ꎬ 从而在特定的亚细胞定位中发

定位在质体、 内质网、 线粒体、 过氧化物酶体的蛋

挥最佳功能

[３]

ꎮ 除了采用直接实验技术对目标蛋

白进行亚细胞定位外ꎬ 自动化和高通量的生物信息
学预测方法也提供了重要补充ꎮ
１ １

白质 [７－９] ꎮ 同时荧光蛋白还可以影响蛋白折叠和聚
合ꎬ 并导致蛋白质定位受阻 [１０] ꎮ 此外ꎬ 融合蛋白

过强或过弱表达也可造成定位错误、 聚集、 代谢紊

融合报告基因定位法

乱等ꎮ 同时植物细胞的细胞壁和质体等细胞成分的

融合报告基因定位法是借助于检测融合蛋白中
的报告基因表达产物来实现与之融合的目标蛋白定
位ꎮ 常用的报告基因有 β￣葡萄糖苷酸酶( β￣ｇｌｕｃｕ￣
ｒｏｎｉｄａｓｅꎬ ＧＵＳ) 基因、 β￣半乳糖苷酶( β￣ｇａｌａｃｔｏｓｉ￣

ｄａｓｅ) 基 因、 绿 色 荧 光 蛋 白 ( ｇｒｅｅｎ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ｔ

ｐｒｏｔｅｉｎꎬ ＧＦＰ) 基因等ꎮ 其中荧光融合蛋白定位法

自发荧光干扰可能也是低丰度质膜蛋白定位中的难
题 [１１] ꎮ 总的来说ꎬ 需要仔细分析目标蛋白的序列

特征ꎬ 选择合适的荧光标记蛋白与之相连ꎬ 使目标
蛋白保持在正常表达水平ꎬ 从而精确确定蛋白质定
位模式ꎮ
１ ２

免疫组织化学定位法

的应用最为广泛ꎮ 目前其以简单、 快捷、 成本低廉

免疫组织化学法是将免疫反应的特异性与组织

和周期性短等优点ꎬ 已成为确定包括植物在内的不

化学的可见性巧妙结合的蛋白质亚细胞定位常用方

同生物 体 活 细 胞 中 蛋 白 质 亚 细 胞 定 位 的 主 要 方
法

[２ꎬ ３]

ꎮ

法ꎮ 借助 显 微 设 备 ( 包 括 荧 光 显 微 镜、 电 子 显 微

镜) 的显像和放大作用ꎬ 在细胞、 亚细胞水平检测

目前被广泛应用的能进行亚细胞定位的报告基

各种抗原物质( 如蛋白质、 多肽、 酶、 激素、 病原

因主要是 ＧＦＰꎮ 它能与多种不同的蛋白质 Ｎ 端或

体以及受体等) 的定位与分布ꎮ 其中用于免疫组织

Ｃ 端融合而保持天然蛋白的特性ꎬ 因此是一种直观

化学法的免疫化学标记物由第一代荧光素、 第二代

性很 强 的 遗 传 荧 光 标 记 物ꎮ 随 后 通 过 对 野 生 型

同位素、 第三代酶直至发展到第四代以免疫金颗粒

ＧＦＰ 进行点突变ꎬ 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不同发射光

为代表的非放射性金属颗粒ꎮ 该技术最重要的优点

谱的 ＧＦＰ 突变体( 如 ＲＦＰ、 ＢＦＰ、 ＹＦＰ 等) 和荧光

是体内定位系统ꎬ 反映的是活体状态下目标蛋白质

信号加 强 的 增 强 型 荧 光 蛋 白 (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ｆｌｕｏｒｅｓ￣

ｃｅｎｔ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ꎬ ＥＦＰｓ) ꎬ 为蛋白质亚细胞定位的研

在植物细胞的位置ꎬ 是最直接、 准确的定位方法之
一ꎮ 但是ꎬ 对于绝大部分植物蛋白质来说难以具备

究提供了更多选择ꎮ 研究表明ꎬ 由 ＣａＭＶ ３５Ｓ 或

目标蛋白质的特异性抗体ꎬ 从而使其应用受到限

ｐＵＢＱ１０ 常用组成型启动子驱动以荧光蛋白为基

制ꎮ 另外ꎬ 免疫组化方法实验周期长ꎬ 效率低ꎬ 技

础的标记特定细胞结构的报告基因 ＧＦＰ 已经可以

术依赖性强ꎬ 难以实现高通量ꎮ 目前该技术主要用

、 线粒体

、 内质网

等多种细

于细胞 色 素 [１２] 、 果 胶 [１] 、 氧 化 蛋 白 [１４] 、 硫 转 移

检测荧光蛋白标记蛋白定位的常用策略是方

酸 [１７] 、 赤霉素 [１８] 、 脱落酸 [１９] 等生物活性小分子

定位到细胞核
胞器中ꎮ

[４]

[５]

[６]

便快速的瞬时表达系统和稳定遗传转化系统ꎮ 其
中瞬时表达系统主要有通过聚乙二醇( ＰＥＧ) 或电
穿孔介导的原生质体瞬时表达、 基因枪法介导的瞬
时表达、 农杆菌介导的瞬时表达等方法ꎮ 与将基因
整合到植物细胞染色体的稳定转化不同ꎬ 转化基因

酶 [１５] 、 富含 甘 氨 酸 的 蛋 白 [１６] 等 大 分 子 及 吲 哚 乙
的研究ꎮ 近年来也将其应用于重金属离子的定位ꎬ
通过准确定位对阐明这些化合物在植物中的生理功
能起着重要作用 [２０] ꎮ 免疫胶体金新型标记技术由

于其免疫金不仅可以作为标记ꎬ 而且不同颗粒大小
的免疫金还可以作双重甚至多重标记ꎬ 已成为对感

的瞬时表达可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实现ꎬ 而不需
兴趣的蛋白质进行亚细胞尺度上精确定位的首选方
© Plant Science Journal http://www.plantscienc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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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ꎮ 目前在植物中主要应用于细胞表面和细胞内多
糖、 蛋白质、 多肽、 抗原、 激素、 核酸等生物大分
子的精确定位ꎬ 尤其应用在细胞壁结构蛋白质定位
方面

[２１]

ꎮ

９５

ＧＴｓ) [２７] ꎮ 但这种方法一般要求用超速离心分离细
胞组分ꎬ 且在分离过程中需维持蛋白质的活性ꎬ 对

分离的要求较高ꎮ 同时受难以找到合适的特异性标
记酶的限制ꎬ 所以其应用受限ꎮ

目前的趋势是传统的免疫荧光标记法更为研究

１ ４

蛋白质组学定位技术

人员广泛使用ꎮ 免疫荧光标记法使用不同荧光标记

蛋白质组学定位技术是利用细胞分馏、 双向凝

的抗体 来 识 别 内 源 性 蛋 白 质 或 者 过 表 达 带 标 签

胶电泳分离和质谱技术鉴定相结合纯化亚细胞区隔

( ｔａｇ) 的蛋白质来显示其在亚细胞中的定位ꎮ 鉴于

中的多肽ꎬ 从而得到高通量的数据集ꎮ 随着各种高

很多时候研究的新基因编码蛋白往往没有可用的抗

通量的蛋白质组技术日益成熟ꎬ 蛋白质组学研究的

体ꎬ 所以瞬时转染表达的带较小 ｔａｇ 的融合蛋白法

不断细化和深入ꎬ 亚细胞水平的蛋白质组成为当前

经常被用来检测两种蛋白的共定位情况ꎮ 常用的小

蛋白组学研究的热点之一ꎮ 越来越多的植物亚细胞

标签 有 ＨＡ、 ＭＹＣ、 ＦＬＡＧ、 Ｖ５、 Ｈｉｓ 等ꎬ 它 们 分

蛋白质组学被建立ꎬ 如细胞壁蛋白质组 [２８ꎬ ２９] 、 质

蛋白质在细胞中的亚细胞定位ꎬ 而且都有相应的高

蛋白质组 [３３] 、 液泡蛋白 质 组 [３４] 、 过 氧 化 物 酶 体

子量较小( 一般不超过 ５ ｋＤ) ꎬ 所以基本不会影响

质量商品化抗体能够高效特异地识别融合蛋白而被

膜蛋白质组 [３０ꎬ ３１] 、 线粒体蛋白质组 [３２] 、 质体小球

蛋白质组 [３５ꎬ ３６] 、 内质网蛋白质组 [３７] 、 叶 绿 体 蛋

广泛应用ꎮ 它们的融合方式也有多种选择ꎬ 一般

白质组 [３８] 等ꎮ 近年来ꎬ 亚细胞蛋白质组学取得了

ＨＡ、 ＭＹＣ、 Ｖ５、 Ｈｉｓ 在 常 用 载 体 中 被 融 合 在 Ｃ

长足的进展ꎬ 虽然已在不同的亚细胞间隔中发现

端ꎬ 而 ＦＬＡＧ 被常用载体融合在 Ｎ 端ꎮ 具体的融

了大量的蛋白ꎬ 但特异性蛋白的总数远远少于预

合方式还要根据不同蛋白质区段对细胞亚细胞定位

期ꎬ 这表明对于低丰度和新蛋白需要改进分离和

的可能影响来选择ꎮ 但在实验过程中ꎬ 采用过表达

检测方法ꎮ 对 不 同 组 织、 器官、 发育阶段以及对

标签抗体的方法虽然可以比较容易购买到商品化的

各种胁迫响应中蛋白质亚细胞间隔的准确描述仍然

抗体ꎬ 但由于瞬时过表达的大量标签蛋白很容易聚
集在内质网等蛋白加工修饰的亚细胞结构区域ꎬ 同
样会遇到不能在细胞中准确定位蛋白质的现象ꎮ
１ ３

具有挑战性 [３９] ꎮ

１ ５

生物信息学预测定位

随着基因组和蛋白质组学的迅速发展ꎬ 根据蛋

共分离标记酶辅助定位法

白质的氨基酸序列特征以及亚细胞的特异结构特

共分离标记酶辅助定位法是通过分离目标蛋白

征ꎬ 提取特征参数或描述符ꎬ 通过算法比较查询序

与细胞特定部位的标记酶后ꎬ 用特异的标记抗体通

列中所包含的特征参数与各类被定位蛋白质的相似

过免疫印迹检测目标蛋白ꎬ 从而进行目标蛋白的亚

度ꎬ 从而对蛋白质的亚细胞定位做出判断ꎮ 已经通

细胞定位ꎮ 目前ꎬ 已鉴定的与线粒体结合的标记酶

过对大规模的实验数据分析和提取生物学信息构建

有细 胞 色 素 Ｃ 氧 化 酶 ( ｃｙｔｏｃｈｒｏｍｅ Ｃ ｏｘｉｄａｓｅꎬ
ＣＯＸ)

[２２]

ꎻ 用作过氧化物酶体的标记酶有羟基丙酮

酸 还 原 酶 ( ｈｙｄｒｏｘｙｐｙｒｕｖａｔｅ ｒｅｄｕｃｔａｓｅꎬ ＨＰＲ ) 、

了多种蛋白质亚细胞定位数据库ꎬ 目前很多在线预
测网站和生物预测软件已经在蛋白质的亚细胞定位
中广泛应用( 表 １) ꎬ 预测定位的蛋白质多达 ４０００

甘油酸激酶( ｇｌｙｃｅｒａｔｅ ｋｉｎａｓｅꎬ ＧＫ) 、 过氧化氢酶

余种ꎮ 由于很多实验数据表明 ３０％以上的蛋白质

酶( ｃａｌｌｏｓｅ ｓｙｎｔｈａｓｅꎬ ＣａｌＳ) 、 ５′核苷酸酶( ５′￣ｎｕ￣

间转移ꎬ 研究也由对蛋白质亚细胞进行单位点预测

( ｃａｔａｌａｓｅꎬ ＣＡＴ)
ｃｌｅｏｔｉｄａｓｅ)

[２５]

[２３ꎬ ２４]

ꎻ 标记质膜的有胼胝质合

ꎻ 标记内质网的有葡萄糖￣６￣磷酸酶

( ｇｌｕｃｏｓｅ￣６￣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ａｓｅꎬ Ｇ６Ｐａｓｅ) 、 ＮＡＤＰＨ￣细
胞色素 Ｃ 还原酶 ( ＮＡＤＰＨ: ｃｙｔｏｃｈｒｏｍｅ ｃ ｒｅｄｕｃ￣

ｔａｓｅ) ꎬ ＣＣＲ)

[２３]

ꎻ 标记液泡膜的有液泡焦磷酸酶

( ｖａｃｕｏｌａｒ Ｈ ￣ｐｙｒ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ａｓｅꎬ Ｖ￣ＰＰａｓｅ )
＋

[２６]

ꎻ

高尔基体标志酶为糖基转移酶(ｇｌｙｃｏｓｙｌ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ｅꎬ

可以同时定位于多个亚细胞位置或者在多个亚细胞
转变为多位点预测ꎮ 因此ꎬ 运用生物信息学手段进
行多位点蛋白质亚细胞定位预测是目前研究的热门
方向ꎮ 采用计算机软件预测蛋白质的定位ꎬ 能够低
成本、 高通量地获取亚细胞定位信息ꎬ 作为实验定
位的辅助分析手段ꎮ 但绝大多数的程序预测均有局
限ꎬ 预测的定位数据最终需要实验结果的验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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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Ｌ.) 和水稻( Ｏｒｙｚａ ｓａｔｉｖａ Ｌ.) 等植物的荧光细胞器

常用细胞器标记物

标记系ꎬ 它们为确认目标蛋白质的亚细胞定位提供

基于荧光蛋白(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ｔ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ꎬ ＦＰｓ) 与
已确定的靶向蛋白或基序的融合ꎬ 已经成功构建了

拟南芥( Ａｒａｂｉｄｏｐｓｉｓ ｔｈａｌｉａｎａ ( Ｌ.) Ｈｅｙｎｈ.) 、 本氏
烟 草 ( Ｎｉｃｏｔｉａｎａ ｂｅｎｔｈａｍｉａｎａ Ｌ.) 、 蒺 藜 苜 蓿
( Ｍｅｄｉｃａｇｏ ｔｒｕｎｃａｔｕｌａ Ｇａｅｒｔｎ.) 、 玉米( Ｚｅａ ｍａｙｓ

了极 好 的 工 具ꎮ 其 中 来 自 ＳＶ４０ 的 核 定 位 信 号
( ＮＬＳ) 使 ＦＰｓ 能够定位于细胞核ꎮ 过氧化物酶体

靶信号 １( ＰＴＳ１) Ｃ 端的 Ｓｅｒ￣Ｌｙｓ￣Ｌｅｕ 氨基酸残基是

将 ＦＰｓ 靶向过氧化物酶体的必要和充分条件 [６３] ꎮ

烟草 Ｆ１￣ＡＴＰ 合成酶的 β 亚基的前 ６６ 个氨基酸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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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线粒体的转运肽ꎬ 融合到 ＦＰ 的 Ｎ 端则定位在
线粒体基ꎮ Ｒｕｂｉｓｃｏ 激活酶 ＲｅｃＡ 的 Ｎ 端转运肽被

９７

于顺面高尔基网 [７２] ꎮ 拟南芥高尔基体定位内膜蛋
白 １２ ( ＥＭＰ１２) 已被发现ꎮ ＧＦＰ￣ＥＭＰ１２ 融合蛋白

ꎮ 除了

被定位于顺面高尔基网 [７３] ꎮ 最后ꎬ 通过对拟南芥

在特定的细胞器中鉴定出多种蛋白质ꎬ 也被用作细

体( ＳＮＡＲＥ) 分子的系统分析ꎬ 发现了 ９ 种高尔基

胞器标记ꎮ 但是其中一些被鉴定的标记蛋白不具

定位 蛋 白ꎬ 其 中 ＳＹＰ３１、 ＳＹＰ３２ 或 ＭＥＭＢ１２ 与

融合到 ＦＰｓ 的 Ｎ 端ꎬ 用于靶向质体间质

[６４]

目标序列与 ＦＰｓ 融合用于特定细胞器的定位 外ꎬ

体ꎬ 证据不充分ꎬ 特别是靶向机制不明确ꎮ 下面我
们将在植物内膜系统中对已被很好识别并广泛应用

中可溶性 Ｎ￣乙基马来酰亚胺敏感因子附着蛋白受

ＸＦＰ 融合已被广泛用作高尔基特异性标记物 [７４] ꎮ
然而ꎬ 需要进一步确定以上 ３ 种蛋白质在高尔基体

的的细胞器标记做一总结ꎮ

中的精确功能区隔ꎮ 最近ꎬ Ｐａｒｓｏｎｓ 等 [７５] 通过质

２ １

谱法确定了高尔基池的常驻蛋白的定位ꎬ 并提出跨

内质网标记物

内质网 ( ｅｎｄｏｐｌａｓｍｉｃ ｒｅｔｉｃｕｌｕｍꎬ ＥＲ) 是细胞

内的一个精细的膜系统ꎬ 专门负责蛋白质的转运、

膜区域的序列特征ꎮ
２ ３

液泡标记物

折叠和组装ꎬ 是细胞内重要的运输和贮藏系统ꎮ 一

液泡作为植物细胞内最大的细胞器在植物的生

些内质网分子伴侣ꎬ 如免疫球蛋白重链结合蛋白

长发育过程中行使多种重要功能ꎮ 根据其功能分为

ＢｉＰ / ＧＲＰ７８

[６５]

、 钙网蛋白

[６６]

、 钙联蛋白

[６７]

及蛋

白质二硫键异构酶等内质网蛋白的 Ｃ 端均含有内
质网滞留信号 Ｋ / ＨＤＥＬ 基序( 赖氨酸 / 组氨酸￣天门
冬氨酸￣谷氨酰胺￣亮氨酸) ꎬ 并通过与内部的内质

网 Ｋ / ＨＤＥＬ 受体发生相互作用将其维持在内质网

中ꎮ 当 Ｋ / ＨＤＥＬ 融合到 ＧＦＰ 的 Ｃ 端时ꎬ 绿色荧光

贮藏型液泡( ＰＳＶｓ) 和溶解型液泡( ＬＶｓ) ꎮ 在蛋白
质降解方面ꎬ 植物 ＬＶｓ 的功能与酵母液泡或动物
溶酶体颇为相似ꎬ 并且具有酸性 ｐＨ 值ꎻ 而 ＰＳＶｓ

是植物细胞在中性 ｐＨ 环境下储存蛋白质的唯一选
择 [７６] ꎮ

不同类型液泡膜内在蛋白 ( ｔｏｎｏｐｌａｓｔ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蛋白被保留在 ＥＲ 中ꎮ 因此 ＸＦＰ￣ＨＥＤＬ 现已被广泛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ꎬ ＴＩＰｓ) 可作为区分植物细胞中两种液泡

用作 ＥＲ 荧光标记物ꎮ

的标志蛋白ꎮ 利用抗体标记ꎬ α￣ＴＩＰ 和 δ￣ＴＩＰ 特异

２ ２

性定位在 ＰＳＶｓ 液泡膜ꎬ 而 γ￣ＴＩＰ 仅发现在 ＬＶｓ 的

高尔基体标记物
高尔基体在蛋白质的加工、 修饰和运输过程中

起着重要的作用ꎮ 高尔基体具有 ３ 个功能区隔: 顺
面高尔基网、 中间高尔基网和反面高尔基网ꎮ 在植
物中发现参与 Ｎ￣连接寡糖糖基化修饰途径中的糖

液泡膜上 [７７] ꎮ 此外ꎬ 在拟南芥和烟草叶组织原生

质体中的研究发现ꎬ α￣ＴＩＰ 以独立于高尔基体的方
式从内质网转运至 ＰＳＶｓ 液泡膜 [７８] ꎮ 一些 ＳＮＡＲＥ

蛋白ꎬ 如 ＶＡＭＰ７１１ 和 ＡｔＶａｍ３ / ＳＹＰ２２ 通 过 荧 光

苷酶和糖基转移酶已被证明定位于高尔基体ꎮ 大豆

电子显微镜观察发现定位于 ＬＶｓ 液泡膜ꎮ 在拟南

α￣１ꎬ２ 甘露糖苷酶( ＭａｎＩ) 和植物 Ｎ￣乙酰氨基葡萄

芥中 通 过 表 达 ＧＦＰ￣ＶＡＭＰ７１１ 和 ＧＦＰ￣ＳＹＰ２２ 的

糖转移酶( ＧｎＴＩ) 与 ＧＦＰ 融合并转化烟草后ꎬ 发现

ＬＶｓ 液泡膜标记物ꎬ 用于研究拟南芥的液泡动力

其定位在顺面高尔基网

[６８]

ꎮ Ｎ￣多糖 ＧＦＰ 标记 β￣１ꎬ

２ 木糖基转移酶( ＸｙｌＴ) 与高尔基体堆叠相关ꎬ 并优

先位于烟草 ＢＹ￣２ 细胞( ｂｒｉｇｈｔ ｙｅｌｌｏｗ ２ ｃｅｌｌｓ) 的内
腔

[６９]

ꎮ 此外ꎬ ＧＤＰ￣甘露糖转运蛋白 １( ＧＯＮＳＴ１￣

ＹＦＰ) 在 ＢＹ￣２ 悬浮细胞中的表达也被用作反面高尔
基网标记物

[７０]

ꎮ 还发现了与上述高尔基标记物性

学 [７９] ꎮ 此外ꎬ 质子泵 ＶＨＡ￣ａ２￣ＧＦＰ、 ＶＨＡ￣ａ３￣ＧＦＰ

和 ＶＨＰ１￣ＧＦＰ 在 ＬＶｓ 液泡膜上优先显示荧光 [８０] ꎮ
据报道ꎬ 拟南芥液泡膜转运蛋白 １ ( ＡｔＶＩＴ１) 通过
ｄｉｌｅｕｃｉｎｅ ｍｏｔｉｆ 介导其 ＬＶｓ 型液泡膜靶向性 [８１] ꎮ

２ ４

细胞质膜标记物

细胞质膜( ｐｌａｓｍａ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ꎬ ＰＭ) 在控制细

质不同的高尔基驻留蛋白ꎮ ＡＴ￣ＣＡＳＰ 是公认的高

胞内外物质交换ꎬ 参与能量、 信息传递ꎬ 维持细胞

尔基基质蛋白ꎮ 在 ＢＹ￣２ 细胞中ꎬ ＡｔＣＡＳＰ 定位于

内环境相对稳定及调节细胞生命活动中起重要作

顺面高尔基网和部分重叠的反面高尔基网之间的中

用ꎮ 目前的研究发现ꎬ 植物细胞质膜蛋白ꎬ 如生长

间池ꎬ 表 明 ＡｔＣＡＳＰ 在 中 间 高 尔 基 网 中 富 集

[７１]

ꎮ

ＲＥＲ１Ｂ 是酵母 Ｒｅｒ１ｐ 的同源基因ꎬ 它负责将一部

素极性定位的输出载体 ＰＩＮ 蛋白、 生长素输入载体
ＡＵＸ１ 蛋白、 硼转运蛋白 ＢＯＲ１、 油菜素内酯受体蛋

白 ＢＲＩ１、 跨膜受体激酶 ＦＬＳ２、 水通道蛋白 ＰＩＰ１￣２、
分 ＥＲ 膜蛋白从高尔基体中运送至 ＥＲ 中ꎬ 并定位
© Plant Science Journal http://www.plantscience.cn

９８

低温诱导蛋白 ６Ａ(ＬＴＩ６Ａ)都是通过与 ＦＰｓ 融合ꎬ 在
免疫荧光和免疫电子显微镜下观察定位在 ＰＭ
２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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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常用细胞器标记物

[８２]

ꎮ

荧光蛋白成像来确定蛋白质定位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ꎮ 但潜在的风险是荧光蛋白标记可能会干扰目标
蛋白的胞内运输ꎬ 从而影响蛋白质的精确定位ꎮ 目

细胞色素 Ｃ 氧化酶( ＣＯＸ) 是线粒体内膜上的

前还没有一种可靠的设计原则来确定蛋白质的靶向

蛋白复合体ꎬ 它参与 ＡＴＰ 合成过程中所必须的质

特异性ꎮ 同时每个细胞器可视化的荧光细胞器标记

子转运及将氧气催化为水ꎮ 大多数 ＣＯＸ 亚基都可

可以作为蛋白质在亚细胞水平上定位的标准ꎬ 对于

以作为很好的线粒体标记物

[６４]

ꎮ 同时在糖酵解第

确定未知蛋白的正确定位提供了参照ꎮ 特别是对于

一个步骤中发挥作用的己糖激酶被认为是线粒体外

定位在植物质体、 过氧化物酶体、 线粒体和高尔基

膜的常用标记物ꎮ 过氧化物酶体是进行诸如脂肪酸

体的点状荧光分布模式的蛋白质精确定位具有重要

β￣氧化等氧化反应及预防过氧化物的结构ꎮ 其中过

作用ꎮ 因此ꎬ 获得植物主要细胞器有效的荧光蛋白

氧化物 酶 体 标 记 酶 ＣＡＴ、 过 氧 化 物 酶 体 膜 受 体

为基础的标记物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ꎬ 一旦建立可

Ｆｏｘ２ｐ 和 Ｆｏｘ５ｐ 以 及 过 氧 化 物 酶 体 生 成 蛋 白

靠有效的细胞器标记体系将为相关研究人员节约大

( ＰＥＸ) 均被认为是其常用标记物 [８３] ꎮ 蛋白酶体是

多蛋白复合物ꎬ 其功能是通过蛋白水解来降解蛋
白ꎮ 蛋白酶体中 ２０Ｓ 蛋白酶体亚基、 ２６Ｓ 蛋白酶
体亚基、 ２６Ｓ 蛋白酶体非 ＡＴＰ 酶调节亚基( Ｒｐｎ２)
及 ２６Ｓ 蛋白酶调节亚基 ７( Ｃｉｍ５) 都是常用的蛋白

酶体标记物 [８４] ꎮ 组蛋白 ２Ｂ( Ｈ２Ｂ) 与 ＧＦＰ 融合后

量时间ꎬ 从而促进本领域的快速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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