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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核生物 TATA框的折叠结构特征 

罗 红 刘次垒。 曹 槐。 

(① 云南大学现代生物中心 65~91) 

(②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细胞与分子进化开盐实验宣 650223) 

摘要 通过对真核生物 142个基因的部分启动子序列的折叠摸型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这些基因的 TATA框在折叠结构摸型 中所表现的茎环结构特征有利于与反式作用因子和 RNA 

聚台酶的识别及其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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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编码基因的准确转录都依赖 TATA框 (Breathnach等，1981)。在原核生物中， 

RNA转录的起始过程是 RNA聚合酶首先与启动子一35区域的识别信号相互作用，再与 
一 lO区域的 Pribow (相当于真核生物的 TATA框)的结合位点相结合，然后移到转录起 

始位点引发 RNA的合成 (孙乃恩等，1993)。对原核生物中的大肠杆菌 54个启动子的折 

叠结构研究结果表明，大肠杆菌启动子中的 Pribow位于折叠结构的单链区与螺旋区的结 

合处，有利于 RNA聚合酶的识别和相互作用(乐树云等，1985)。 

在真核生物 中，RNA转录的起始过程现在还不很清楚，其原因在于转录机构十分复 

杂。从启动子结构方面看，它涉及到许多启动子的转录因子。在众多的转录因子中，它们 

之间的关系还没有明确的结论。但对启动子部分的 TATA框功能的研究一直是人们关注 

的焦点。随着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和基因工程的研究和实践的进展，已从理论和实践 

两方面对真核生物 TATA框在转录过程 中的作用进行 了有意义的探索。我们知道， 

TATA框是绝大多数真核生物正确表达所必需的，在没有 TATA框的基因表达过程中可 

能存在某种替代机制，这种机制可能涉及到某种蛋 白质因子与某种 DNA序列的共同作 

用。在真核生物中，TATA框的结构和功能类似于原核生物的Pribow，它决定了转录起 

始点的选择，对转录的方向，以及转录的效率起决定作用 (Anne 0 Shee—Greenfield 

等，1992)。TATA框是 RNA聚合酶的结合位点，RNA聚台酶与 TATA框牢固结合之 

后才开始转录。由于反式作用因子和 RNA聚合酶具有相对固定的拓扑结构，由此推测， 

TATA框也应具有相适应的空问结构特征。 

以往的研究结果大多是以一维线性序列或以 DNA双链为对象获得的。本文立足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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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结构，通过对 TATA框序列结构的大量研究给出了在一维上不可能得到的信息。如 

TATA框位于折叠结构的发夹环、内环、单链与茎的结合处、以及游离区等。 

图 1 基因的部分折叠结构 

Fig．1 Graph of parts of secondary structure of some genes 

(a)基 因 M60556(能量 89 6 kJ／too1)TATA 框 位 于内 环 区-(b)基 因 X05339(能 量 

=一l 54 I kJ／moI)1rATA框位于发夹环区-(c)基因 X00965(能量 242 0 kJ／too1)TATA框位于 

茎环结合处I(d)基因 J02843(扼量 283 0 kJ／mo1)TATA框位于游离区，(e)基因 X15565(能量 

；一184．6 kJ／mo1)TATA框位于茎区。 

(a)Gene M60556(total e~．ergy 89 6 kJ／mo1)TATA box is in the internal Ioop~ (b)gene 

XO5339(total energy=一I54 1 kJ／moo TATA box is in the hairpim (c)gene X00965(total 

energy 242 0 kJ／too1)TATA box is in the intersection of~airtin and stem~(d)gene 102843 

(toud energy 283 0kJ／mo1)TATA box is in the free regiom (c】 gene xI5565(total 

oiler酣 =一1 84 6 kJ／mo1)TATA box is in the stem． 

1 方法 

我们从 GenBank核酸数据库中随机地挑选 了包括啮齿类、灵长类和无脊椎动物类中明确 

标识含有 TATA框的 142个基因序列，为保证 TATA框的准确性和序列的普遍性以及计算的 

可行性，选取 TATA框上游 50—6O个碱基、下游 1OO一2o0个碱基，总数不超过 230的基因 

序列 。然后 在微机 上用 Zuker的二级结 构软 件 PCFOLD 对每 个序 列进行 折叠 ，再用 

Thompson的 MOLECULE．COM 程序画出二级结构图。能量计算用 Turner等(1987)提出的 

能量模型 (温度为 37℃)。这些折叠结构是所讨论序列的具有全局最小生成自由能的折叠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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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ker．1981，1989，1991)。其生成自由能的来源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来源于结构中螺旋区 

域的氢键能和碱基间的堆积能；二是来源于成环区域内发夹环、膨胀环等结构的生成自由 

能。图 1(a)—{d)即是用此方法得到的4个TATA框的折叠结构。 

2 结果和讨论 7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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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1 基因存取号殛相应的 TATA框的折叠结构特征 

Table 1 Gene n_m悄 and the character of the relevant TATA box s secondary sn m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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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I 

Ht发夹环区(hair砷 region)；LI‘!~1t$ig．(internal loop re~on)*L】茎环结台处(山e intersection 

of interloop and 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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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0NDARY—STRUCTURAL FEATURES 0F 

THE TATA B0X IN EUKARY0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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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aboratory ofCeHu~r and Molecular Evolution，Kunmmg Institute ofZoo&gy， 

the Chinese Academy ofSciences，Kunming 650223) 

Abstract 

The secondary—structural features of TATA box is important for the inifia1 proce ss of 

RNA transcription in eukaryotic．After observing the secondary—structures of 142 genes 

promotor sequences， we proposed this structural model of the stems and loops for the 

nucleotide sequences of the TATA box in eukaryotic Our results suggested that the structur— 

aI features 0f TATA box in structura1 modeIs of the stems and Ioops were closely associate 

with the recognition and interaction of the transcription factor and RNA polymerase．W e got 

a consistent result by comparing with the corresponded secondary —structural features 0f E 

eoti．Among the distribution of hairpin， interloop，and single strand there was a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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