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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素 (Ubiquitin，Ub)是一种由76个氨基酸残 

基组成的小分子蛋 白，广泛存在于各种真核生物 

中，不同来源的泛素蛋白具有类似的结构、功能和 

免疫学特征。目前所知，泛素主要通过 ATP依赖性 

的泛素一蛋白酶复合体通路 (Ubiquitin—proteasomes 

pathway，UPP)途径，经泛素活化酶 (E1)、泛素结 

合酶 (E2)和泛素连接酶 (E3)的梯级反应，高效 

并高度选择性地对胞质或胞核内蛋白进行完全或 

部分降解，泛素依赖性蛋白质降解涉及细胞周期调 

控、信号转导、DNA修复和蛋白质数量控制⋯。另 

外，泛素还可作为分子伴侣参与核糖体的生物发 

生、DNA转录调控及其它多种生理功能L2 J。近年来 

发现，一些真核生物病毒，如杆状病毒、疱疹病毒、 

痘病毒、腺病毒和反转录病毒等，均编码泛素或能 

与泛素相互作用的蛋白。病毒编码的泛素和泛素相 

关蛋白与病毒粒子形成及病毒出芽增殖有关，也与 

宿主细胞凋亡调控、宿主免疫系统调控及病毒侵染 

宿主细胞的机理相联系。本文就这一方面的研究进 

展进行简述。 

1 杆状病毒编码的泛素和泛素连接酶 

1．1 杆状病毒编码的泛素结构和功能 

杆状病毒是感染昆虫和其它无脊椎动物的病 

毒，已报道的杆状病毒基因组中都含编码泛素的基 

因。苜 蓿银纹夜蛾核 多角体病 毒 (Autographa 

california nucleopolyhedrovirus，AcNPV)、黄杉毒蛾 

核多角体病毒 (Orgyia psuedotsugata nucleopolyhe— 

drovirus，OpNPV)、 甜 菜 夜 蛾 核 多 角 体病 毒 

(Spodoptera exigua nucleopolyhedrovirus，SeNPV)、 

家 蚕核 多 角体病 毒(Bombyx mori nucleopolyhe 

drovirus．BmNPV)、舞毒蛾核多角体病毒(Lymantria 

dispar nucleopolyhedrovirus，LdNPV)、棉铃虫核多 

角 体 病 毒 (Helicoverpa armigera nucleopolyhe— 

drovirus，HaNPV)和 Xestia c—nigrum granulovirus 

(XcGV)泛素基因编码蛋白的推测氨基酸序列长 

度分别为 77、93、80、77、150、83和 77个氨基 

酸残基r3】，而真核细胞泛素均由76个氨基酸残基组 

成。同源性比较分析发现，杆状病毒与真核细胞泛 

素的同源性一般为 76 ～85 ，杆状病毒泛素之间 

的同源性 为 62 (LdNPV／OpNPV)到 100 

(AcNPv，BmNPV)。杆状病毒泛素间的差异反映它 

在不同杆状病毒的侵染过程中可能具有独特功能。 
一

级结构同源性分析还发现，71--76位的六肽基元 

LRLRGG在所有泛素中绝对保守，参与泛素一蛋白 

酶复合体形成 的四个保守性功能位点 Lys．29、 

Lys48、Lys一63和 Lys一76在杆状病毒泛素中也存在， 

Val一23在所有杆状病毒中绝对保守。在一级结构水 

平上，杆状病毒泛素的变化主要集中在 l5—31位 

和 53—57位氨基酸残基的两个区域。 

杆状病毒的核多角体病毒在其复制周期中出 

现两种类型病毒粒子，一类为芽殖型病毒粒子，另 
一

类为多角体源型病毒粒子。对 AcNPV芽殖型病 

毒粒子的研究表明，杆状病毒泛素通过一种新型磷 

脂锚连接 到芽殖型病 毒粒子包膜 的内表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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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rino等通过在AcNPV泛素基因编码区内进行移 

码突变，构建重组病毒 Vubi—FS感染细胞，结果表 

明，重组病毒感染性和总的芽殖型病毒粒子产量 卜 

降5～1O倍，但 LD5o与 LT5o 0野牛犁病毒没有明显 

区别。据此推测，杆状病毒泛素参与病毒粒了的出 

芽和组装。同时，Guarino等还发现，AcNPV泛素 

仅支持 40 的真核细胞泛素一ATP依赖性蛋白质降 

解，病毒泛素的主要生物学功能是与宿_、F泛素竞争 

结合泛素活化酶 (E1)，或作为 K48连接多聚泛素 

链延伸终止子，阻止特异泛素结合酶 (E2或 E3) 

催化的多聚泛素链延伸，从而抑制宿主细胞泛索一 

蛋白水解酶通路 (UPP)途径对病毒复制过程f4】所 

需的一些短半衰期功能蛋白的降解。 

1．2 杆状病毒编码的泛素连接酶 

在 UPP途径中，泛素化途 从泛素活化酶 El 

活化泛素的 C末端开始，这一活化过程足 ATP依 

赖性，并在 El和泛素间产生一个高能硫酯键。随 

后，通过硫酯键连接，泛素被转移到泛素结合酶E2。 

最后，通过与 E2和靶蛋白的相互作用，泛素连接 

酶 E3将泛素附着到底物上。依据加入泛紊链的结 

构不同，泛素化蛋白经历诸如降解、转移利功能改 

变的不同命运。 

泛素连接 酶 E3分 为 2个 不同家族 ：即 

HECT(homologous to E6一associated protein carboxy 

terminus)E3家族和 RING finger E3家族。RING 

finger基元一般由 Cys—X2一Cys—X 一Cys—X1—3一His—X2—3 

。Cys—X2一Cys—X 一Cys—X。一Cys(C3HC4)组成，含这一基 

元的蛋白称作 RING finger蛋白。RING finger蛋白 

作为泛素连接酶E3依赖它的RING finger。以前的 

研究结果认为，真核生物的 RING finger蛋白可能 

是 E3酶【5]。杆状病毒基因组中也编码多种 RING 

finger蛋白，如细胞凋亡抑制蛋(5(inhibiting apoptosis 

proteins，IAPs)、极早期基因产物 2(IE2)和一‘些 

反式调控因子等。为了确定杆状病毒编码的 RING 

finger蛋白是否具有泛素连接酶 E3活性，Imaid等 

[61对家蚕 NPV编码的 6种 RING finger蛋白进行了 

研究，他们同时使用 8种 E2酶 (E2—20K、E2—25K、 

Ubc3、Ubc4、UbcH5a、Ubc7、UbcH7、Ubc8)进 

行检测，结果显示，在使用 Ubc4和 UbcH5a E2时， 

IAP2、IE2和 PE38能与泛素相互作用，它们足杆 

状病毒编码的泛素连接酶E3。 

细胞凋亡抑制蛋白 (IAP)最早从杆状病毒系 

统中发现，它们与其它真核生物L}]的 lAPs高度保 

守，在细胞凋亡调控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些 IAPs 

大多含有 RING finger基元。已有研究报道，哺乳 

动物 XIAP和 c—IAP2能作为 E3通过 RING finger 

基元定靶于caspases，抑制细胞凋亡l7I。另外，c—IAPI 

介导 TRAF2泛素化，这一过程也依赖其 RING 

finger基元。因此，BmNPV IAP2可能在病毒感染 

中催化细胞凋亡蛋白泛素化。 

Prikhod’ko等报道，AcNPV IE2抑制宿主细胞 

周期进展 J，而且，RING finger基元的单一突变去 

除其抑制细胞分裂的能力。因此，IE2能对一个或 

多个宿主细胞周期调控因子进行泛素化。Prikhod’ 

ko等还报道，AcNPV PE38增强由IE1诱导的宿主 

细胞凋亡 J，而且 PE38的RING finger基元突变对 

于其诱导能力没有影响或只有微小影响。因此 PE38 

的泛素化活性涉及除了其强化细胞凋亡的其它功 

能 。 

IE2和 PE38的另～个作用与它们作为反式调 

控因子的功能有关。ND10，又称为幼粒细胞白细 

胞病蛋白 (promyelocytic leukaemia，PML)核体， 

它是 DNA病毒转录和复制的核位点。在杆状病毒 

感染中，类似 ND10结构也作为 BmNPV DNA复制 

和转录的位点。AcNPV 在 DNA 复制时于定位 

ND10，在感染的极早期，PE38就在相应核位点中 

出现。因此，IE2和 PE38作为泛素连接酶，可能泛 

素化特异核位点的一些因子，在宿主细胞核中建立 

病毒复制工厂。 

2 疱疹病毒编码的两个 E3在病毒感 

染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疱疹病毒 (Herpesvirus)是感染人和其它高等 

动物的重要病原，单纯疱疹病毒 1型 (HSV一1)是 

疱疹病毒科的模式病毒。HSV一1开始感染表皮细 

胞，然后进入神经元细胞，迁移到神经节建立持续 

性感染。持续性感染的病毒维持一种静止状态，并 

能以这种状态建立终生感染而没有抗病毒防护。在 
一 定时期，持续性感染神经细胞的静止病毒重新活 

化，引发皮肤上的裂解性感染，从而使病毒扩散到 

其它个体，病毒的持续性感染是它生命周期中的重 

要环节。HSV一1裂解性感染和持续性感染间病毒基 

因表达的调控是一个非常活跃的研究领域。HSV一1 

裂解性感染周期中病毒基因表达的基本步骤是，病 

毒极早期基因 (IE基因)首先转录，它们的产物再 

活化后面一连 串的启动子。IE 启动子的活化子 

VP16是病毒粒子的一个组分，它和细胞转录因子 

Oct一1及 F—box蛋白HCF结合，强烈活化 E1的表 

达。IE基因产物包括感染细胞蛋白 (infecting cell 

protein)ICP0、ICP4 和 ICP27，ICP0 曾命 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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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w110，它含有两个泛素连接酶 E3，能与泛素相 

互作用，ICPO在 HSV一1从静止状态活化为裂解性 

感染的调控中发挥作用，并与病毒在宿主细胞核 

ND10的定位相关I1。’”]。ND10主要组分是 PML和 

Spl00因子，每个正常细胞核中有5～20个 ND10， 

它能与泛素共价结合而被修饰。在在病毒感染早 

期，ICP0与 ND10相互作用，诱导 PML和 Spl00 

降解而导致 ND10破坏，病毒 DNA基因组选择性 

地迁移到 ND10周围，并在宿丰细胞核中建 病毒 

复制工』 。 

HSV一1的 ICP0是 775个氰基酸残基组成的蛋 

白，它由3个分离的外显子 mRNA编码，这 3个外 

显子分别编码 19、222和 534个氨基酸残基 (图 1)。 

ICP0能与包括 BNAL1反式活化了、翻译延长因子 1 

6、细胞周期蛋白D3和泛素特异蛋白酶USP7等多 

样的细胞蛋白进行相互作用，预示这种反式作用活 

化子具有多种功能。ICP0 Exon 2中有一个 RING 

finger基元 (106—149aa)和一个位于 199位的天冬氨 

酸残基 (D199)。Exon3包括 cdc34依赖性泛素连接 

酶E3、核定位信号和ND10有效定位必需序列，cdc34 

依赖性 E3也是泛素特异蛋白酶 USP7的结合区。 

e t-n— 一 ／ 
／  

”

L』 群 
， 『-m～  ／  。 

1 HSV一1 ICP0中多个特异E3的作用模式(仿Hagglund ) 

Fig．1 M odel for multiple specific E3 Ub ligase function 

encoded by ICPO ofHSV一1 

ICP0的泛素连接酶特性与它的功能密切相关。 

ICP0的功能包括使静止感染病毒活化为裂解性感 

染、破坏细胞和 ND10结构建立病毒复制工厂和使 

细胞周期蛋白 D3、D1稳定等。ICP0的泛素连接酶 

活性诱导PML和 Spl00蛋白泛素化 (sumoylated) 

和蛋白酶体依赖性降解 ，导致 ND10消失。这种泛 

素连接酶还诱导 BNAL1反式活化子、翻译延长因 

子 1 6等蛋白的泛素化和降解。泛素连接酶 E3特异 

性识别底物，ICP0具有功能多样性，能与多种底物 

蛋白相互作用，因而它具有两个 E3，并利用多种泛 

素结合酶 E2 112,13]。 

细胞周期蛋 白 D 是细胞周期 Gl期合成的蛋 

白，在调控正常的细胞周期中起关键作用。Cdc34 

是由293个氨基酸残基组成的泛素蛋白结合酶E2， 

可自动泛素化而形成与多聚泛素相连的蛋白质，也 

可促使细胞周期蛋白D1和 D3的降解。在图2中， 

cdc34与 Exon3和 Exon2编码的 E3作用 (微弱作 

用用双箭头表示)，促进多种细胞蛋白的多聚泛素 

化和蛋白酶体依赖性降解，同时，cdc34 自动多聚 

泛素化，并被 26S蛋白酶体识别降解。cdc34降解 

使细胞周期蛋白D3和D1稳定。稳定的 D1使癌症 

发展。UbcH6和 UbcH5a泛素结合酶 E2与Exon编 

码的RING finger E3作用，诱导着丝粒蛋白CENP—C 

和CENP—A的多聚泛素化和 26S蛋白酶体依赖性降 

解，着丝粒蛋白降解使细胞分裂终止。 

3 痘病毒编码的E3参与CD4减量调节 

病毒逃避免疫机制，是病毒面对高度发展的脊 

椎动物先天免疫和后天免疫系统，建立和维持感染 

的中心环节，各种病毒具有不同的逃避细胞免疫策 

略。CD4又称 CD4抗原，是一类 55kDa糖蛋白， 

最早认为仅是 T细胞上的分化抗原，后来在单核细 

胞、巨噬细胞和其它细胞中也发现。CD4抗原是免 

疫球蛋白超家族成员，在 MHC—II(II类人体主要 

组织相容性抗原复合体)所控制的免疫反应中作为 

识别元件，在 T淋巴细胞上它们可标识辅助／诱导细 

胞亚类，CD4也可作为人免疫缺陷病毒 (HIV)或 

其它病毒的受体，直接与病毒的被膜蛋白 g120或 

其它蛋白结合。CD4的减量调节，是病毒感染细胞 

通过病毒蛋白干扰抗体出现的关键步骤。 

痘病毒科的粘液瘤病毒 (Myxoma virus，MV) 

引起欧洲兔发生粘液瘤病，这一病毒感染细胞中也 

发现 CD4减量调节。MV感染 T细胞，细胞表面 

CD4量减少，但细胞表面的其它标记蛋 白，如 

CD18、CD43和 CD45都不减少。MV感染不影响 

CD4的生物合成或 CD4与 p56 的联系。但 CD4 

在溶酶体中被降解，因为加入溶酶体抑制剂时，CD4 

在细胞表面表达恢复。介导 CD4减量调节的病毒基 

因产物虽未知，但己知它属于病毒早期基因产物， 

因为当晚期基因表达被抑制时，CD4的减量调节仍 

能看到。 

在 MV 感染细胞中，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物 

MHC一1经历的命运与 CD4非常相似，它们都迅速 

被内化并在溶酶体中降解。最近发现，病毒 M153R 

开放阅读框编码的蛋白负责 MHC．1减量调节。 

M153R蛋白属于一个新近识别的病毒蛋白家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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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于几种痘病毒及 v一2疱疹病毒中，这个蛋白家 

族的特征是含有一个 PHD／LAP基元，这一基元也 

称作RING--CH基元，与两个跨膜基元连接。这一 

蛋白家族还有许多名称，如 scripins、MIR、K3、 

K5等。这一家族成员具有泛素连接酶 E3功能。 

为了研究 MV病毒编码的 M153R作为泛素连 

接酶在 CD4减量调节中的作用，Mansouri等进行 

了一系列实验lJ ，结果表明，在体外泛素化试验中， 

M 153R中的PHD／LAP基元能像其它泛素连接酶E3 
一

样，促进底物的泛素化，在体内试验中，M153R 

促进 CD4泛素化。构建表达或缺失 M153R的重组 

痘苗病毒 (Vaccinia virus—M153R，VV．M153R)感 

染 HeLa细胞，发现 VV—M153R感染细胞表面的 

CD4表达降低，M153R参与 CD4的减量调节。进 
一

步的研究显示，M153R并不干扰 CD4的生物合 

成，位于细胞表面的 CD4在 M153R的参与下，通 

过次级溶酶体途径内化，在溶酶体中降解。根据这 

些研究结果，MV M153R作为E3对 CD4进行减量 

调节的步骤如图 2所示。在正常细胞中，(图2 A)， 

l ! l 
B 

图 2 MV M153R 对 CD4进行减量调节的示意图(仿 

Mansouri[141) 

A，CD4在正常细胞中的循环；B，在病毒感染的细胞中，CD4被泛素 

化和降解 

Fig．2 M odel for CD4 downregulation by M 1 53R 

A、CD4 is endocytosed from the cell surface and recycled back to the cell 

Surface in normal cell；B，CD4 is ubiqutinated and degeated in the cell 

infected by MV ★ CD4-Ub·M 153R 

生物合成的CD4从细胞分泌，在细胞表面可检测到 

CD4的存在，一旦 CD4到达细胞表面，又迅速被 

内吞，内吞的 CD4大部分贮存在早期内质网和 

Trans-Golgi Network中，小部分CD4由多泡体转运 

到溶酶体中降解，贮存和新合成的溶酶体不断补充 

到细胞表面。在 MV感染的细胞中 (图 2B)，CD4 

在循环过程中遇到病毒编码的M153分子，M153R 

作为 E3与一种未知的 E2相互作用，在内质网或 

trans—Golgi Network对 CD4进行泛素化，泛素化 

CD4(图 2中的★体)被多泡体转运到溶酶体中降 

解，CD4不能有效地补充到细胞表面。除了痘病毒 

编码分子对 CD4进行减量调节外，HIV、疱疹病毒 

和其它病毒编码的分子也可通过类似方式，减量调 

节这些病毒感染细胞表面的CD4和其它受体。 

4 腺病毒编码的 E1B一55K 蛋白是泛 

素连接酶组分 
腺病毒 E1B一55K 蛋白执行的一些功能在病毒 

生命周期中十分重要。病毒感染早期，E1A诱导的 

p53稳定，p53通过使细胞循环停止或使宿主细胞 

未成熟凋亡死亡而反向影响病毒复制，E1B．55K蛋 

白在这一时期减少或消除E1A的作用。病毒感染晚 

期，E1B一55K与 E4orf6蛋白共同作用，促进选择性 

核质转移和晚期蛋白翻译。 

E1B．55K在病毒感染过程中减少或消除p53的 

作用至少有 2个确定的机制，(1)它能结合到p53 N 

端酸性活化区，直接抑制 p53介导的转录活性；(2) 

它能与 E4orf蛋白共同作用，促进蛋白酶体对 p53 

的降解。在活体内，E1B一55K介导抑制活化 p53启 

动子涉及组的蛋白去乙酰基转移酶复合体的补充。 

Punga等最近研究表明  ̈，在 Ad转化和裂解性感 

染细胞中，E1B55K 都与组蛋白去乙酰基转移酶 l 

及转录辅阻遏物蛋白 mSin3A结合。虽然在病毒感 

染细胞中这种相互作用的功能意义还没有阐述，但 

在T293细胞中，一个含有 E1B一55K的复合体能催 

化一个组蛋白底物多肽的乙酰基转移。E1B一55K与 

这种活性的联系预示，它在感染细胞中提供一种或 

多种功能。 

病毒感染细胞晚期，病毒 mRNAs选择性地转 

移到细胞质，以排除大多数细胞 mRNAs。E1B一55K 

和E4orf6蛋白在调节这一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用不 

能表达这两种蛋白的突变病毒感染 HeLa细胞，感 

染晚期细胞中，病毒 mRNAs不能在细胞质中有效 

积累，晚期病毒蛋白产物合成减少。E1B一55K的这 

种作用可能与 E1B—AP5的功能相关。E1B：AP5是 

hnRNP蛋白家族中的一个核 RNA结合蛋白，在体 

内和体外试验中，它都特异性地与E1B一55K结合， 

这一蛋白的稳定超表达促进晚期病毒转录本辅出， 

同时在感染细胞中延迟 E1B55K 依赖性宿主细胞 

mRNA辅出的抑制。 

为了深入了解 E1B55K的作用机制，Harad等 

利用抗体标记、SDS 电泳和质谱分析发现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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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B一55K 与 ll中伴侣蛋 白共同形成一个 800— 

900kDa的复合体，在病毒感染细胞中发挥作用，这 

l1种伴侣蛋白列于表 l，其中大多数在泛素依赖性 

蛋 白酶体降解途径中应用。Elongin B、C 能与 

Cullin．2和 von Hippei—Lindau基因产物一起形成类 

似 SCF的泛素连接酶 E3，Cullin 5是 Cullin家族的 
一 个 成 员 ，可 形 成 SCF E3 的 一 个组 分 。 

Rbxl／ROC1／Hrtl是 RING—H2蛋 白，也是 SCF E3 

的必需亚单位 ”1，这类蛋白能与许多 Cullin蛋白相 

互作用，并加速各种 E3泛素化靶分子的速率。 

表 1 E1B一55K复合体中的蛋白 

Table 1 Putative E1 B··55K interacting proteins identified by MALD1··nano-ES MS—-MS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在体外试验中，E1B55K 

能与E4orf6和表 l中的细胞源 SCF E3组分装配成 
一 个多蛋白复合体，E1B55K复合体能导致 p53泛 

素化，复合体的装配必需 E4orf6蛋白。Cullin一5和 

MUF—l、Rbx1／ROC1／Hrtl和 Elongin B、C叮重建 

泛素连接酶。E1B55K复合体中除了SCF E3组分， 

还有两种细胞蛋白，分别是pp32和 importin a—l。 

importin Q—l是一种核辅入因子，它起始具有核定 

位信号 (NLS)靶蛋白的核进入。pp32是酸性富亮 

氨酸核磷酸化蛋白家族的一个成员，在细胞中能自 

我更新。它有多种活性，在体外试验中能抑制各种 

癌基因等位基因诱导的转化，也能特异性地抑制蛋 

白磷酸化酶 2A (PP2A)，而 PP2P是涉及各种细胞 

事件调控的丝氨酸／色氨酸磷酸酶。根据这些试验结 

果认为，E1B．55K是泛素连接酶 SCF E3的组分之 
一

， 它作为 E3的识别元件在病毒感染过程中发挥 

多种重要作用。 

5 逆转录病毒编码的泛素相关蛋白 

在病毒出芽增殖中的作用 
细胞质膜是逆转录病毒出芽增殖的部位，早在 

lO年前，Vogt等就指出，禽逆转录病毒含有大屋自 

由泛素，每个病毒颗粒泛素量超过 100个分子，这 

一 水平比细胞质中的未结合泛素量高5倍，由于病 

毒颗粒中检测不到其它小分子蛋白，病毒粒子是特 

异性地包装泛素。最近，相似的自由泛素量 已在 

HIV．1、猴免疫缺陷病毒 (simi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SIV)和鼠白血病病毒(murine leukemia virus， 

MLV)中发现，逆转录病毒包装泛素的机制不涉及 

病毒糖蛋白 (Env)。包装在病毒粒子中的泛素部分 

(约 30 )与 Gag(group—specific antigen)蛋白结 

合，在病毒粒子装配和出芽增殖中作用。 

Gag蛋白由逆转录病毒和其它肿瘤病毒编码， 

分为膜结合区 (M)、相互作用区 (I)和晚期区 (L)。 

Gag蛋白在 自由核糖体上合成后，转移到细胞质膜 

的胞浆面，通过 N端的 M 区与细胞膜结合，在 I 

区作用下，由大约 1500个分子紧密地包装在一起， 

形成一个复合体，M 和 I区能导致芽殖病毒颗粒在 

细胞表面出现，但不能从细胞膜有效释放。L区的 

功能是使聚集在细胞表面的芽殖病毒颗粒有效释 

放，而这种释放必需泛素参与  ̈。 

在 HIV—l病毒中，装配好的病毒粒子从细胞膜 

上的有效分离需要p6g 的存在，p6辫是 Gag多蛋白 

体的C末端，含有Gag L区。在缺少p6 的条件下， 

能看到活性 HIV—l病毒颗粒，但装配好的病毒粒子 

不能从细胞质膜分离，它仍通过一个细柄保持在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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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上，并在细胞表面大量积累。在p6g g中，N末端 
一

个保守的 P(T／S)AP基元对病毒释放是关键的。 

P(T／S)AP基元在所有已知灵长类 lentivirus的 p6g g 

区中都是保守的。在非灵长类 lentivirus中，由于缺 

少 p6雠 区域，P(T／S)AP基元位于 Gag多蛋白体的C 

末端。一个例外是马传染性贫血病毒 (EIAV)，它利 

用Gag C末端的YxxL基元调节病毒释放。 

Rous肉瘤病毒 (RSV)的 L区为p2bgag，它是 

Gag多蛋白N半端的一个由11个氨基酸残基组成的 

多肽。另外，Mason—Pfizer猴病毒和 Moloney鼠白血 

病病毒 (Mo—MLV)的 Gag多蛋白在相同的位置都 

含有L区，这三种病毒L区的核心都是多脯氨酸基 

元PPPY，这种基元在其它逆转录肿瘤病毒的L区中 

也发现。最近的一些研究还表明，一些具囊膜病毒 

中也含有与 L区同源的序列，含这种序列的其它病 

毒蛋白能部分替代逆转录病毒 Gag L区的功能。 

农 2 不同病毒 L 中 PPxY和 P(T／S)AP基元的保守性 

Table 2 Conservation of PPxY and P(T／S)AP motifs in L domains of different viruses 

为了确定 Gag L区及泛素在病毒出芽增殖中的 

作用，Strack等构建了一组质粒_J圳，分别对 RSV 

Gag L区的保守氨基酸进行突变、缺失或取代，用 

这些质粒转染 HeLa细胞或 T293细胞，产生的模拟 

Gag分子可在细胞中形成病毒样颗粒 (VLP)。通过 

对VLP分析，研究Gag L区和泛素在病毒出芽增殖 

中的作用途径。他们的结果显示，RSV L区诱导模 

拟Gag分子的泛素化，这种泛素化是其功能所必需。 

L 区关键氨基酸的突变使它的功能丧失。HIV一1 

Gag L区的关键氨基酸虽然与 RSV L区有所不同， 

但它们功能相同。Ebora病毒中含有 L区同源序列 

的蛋白取代 RSV的 L区，其功能相似。泛素连接 

酶Nedd4在细胞上的相互作用序列能替代逆转录病 

毒 Gag L区。Nedd4是含有 ww 序列的泛素连接酶 

E3，它 的靶 目标是对去污剂敏感的钠离子通道 

ENaC，Nedd4能通过它的 ww 序列与钠离子通道 

ENaC的 PPxY基元结合，诱导 ENaC的泛素依赖 

性减量调节。目前，逆转录病毒出芽增殖的机制还 

有许多未知，但 Strack等根据现有的研究结果推测， 
一 些细胞受体的泛素依赖性减量调节通过细胞内 

吞方式内化，逆转录病毒出芽增殖可能以这种方式 

的反方向进行。Gag L区没有赖氨酸，不能与泛素 

共价结合，它可能仅运载泛素，在病毒出芽中充当 

泛素连接酶 E3作用。 

6 结语 

杆状病毒是唯一编码泛素基因的病毒，但在逆 

转录病毒和其它多种具囊膜病毒中，病毒粒子囊膜 

中也含有大量泛素L2州，这些富集在病毒囊膜中的泛 

素结构相似，含量极高，除了在逆转录病毒中发现 

它参与病毒出芽增殖机制外，其它病毒囊膜中的泛 

素是否参与病毒出芽机制还未揭示。在逆转录病毒 

囊膜中的泛素仅有少量参与病毒出芽机制，逆转录 

病毒和其它病毒囊膜中的大量泛素是否也像细胞 

中的其它泛素一样，参与细胞周期调控、细胞凋亡 

调控和其它重要功能。这些都值得进一步的深入研 

究。病毒编码的泛素连接酶 E3具有功能多样性， 

病毒编码的 IAPs在细胞凋亡调控中作用；疱疹病 

毒编码的 ICP 0在病毒的感染起始、病毒裂解性和 

潜伏性感染转换及病毒生产工厂建立中都具有功 

能；腺病毒编码的 E1B一55K蛋白是 SCF泛素连接 

酶的组分，又与癌症发生相关，通常称作癌蛋白； 

痘病毒编码的 M153R蛋白促进细胞表面受体 CD4 

的泛素依赖性减量调节。病毒编码泛素及泛素相关 

蛋白的深入研究，对于了解病毒致病机制、进而开 

展病毒病和癌症的防治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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