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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氨基酰 -tRNA 合成酶 (aminoacyl-tRNA synthetase, aaRS) 是由管家基因编码的一类古老的蛋白质，

其核心功能是催化对应的 tRNA 和氨基酸形成氨基酰 -tRNA，为蛋白质合成提供原料，从而将遗传信息翻

译成蛋白质行使细胞的生物功能。随着生物进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 aaRS 进化出了新的结构域，从而使

aaRS 功能更具有多样性，其中最明显的就是 aaRS 介导产生的多氨基酰 -tRNA 合成酶复合物 (multiple 
synthetase complex, MSC)。该文将从进化发展的角度依次对古细菌、真核单细胞生物酿酒酵母 (S. cerevisiae)、
真核多细胞生物秀丽隐杆线虫 (C. elegans) 和高等真核生物哺乳动物体内的 MSC 进行介绍，并综述已报道

的它在体内的重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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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minoacyl-tRNA synthetase (aaRS) is an important class of ancient proteins encoded by housekeeping 
genes, and its main function is to catalyze the formation of aminoacyl-tRNA from corresponding tRNA and amino 
acid. Thus, the genetic information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proteins that participate in the process of activity of cell. 
As organisms evolve, more and more aaRSs have emerged new domains, which make the functions of aaRS more 
diverse. The most obvious one is the multiple synthetase complex (MSC) constructed by aaRSs. In this paper, we 
will introduce the MSC in Archaea, single-celled eukaryotic microorganism S. cerevisiae, multicellular organism C. 
elegans and mammalian cel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and introduce their reported 
important functions in vi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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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基酰 -tRNA 合成酶 (aminoacyl-tRNA synthetase, 
aaRS) 作为生物体内的管家基因，其功能至关重要。

蛋白质翻译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需要 aaRS
催化对应的 tRNA 和游离的氨基酸间的酯化反应

生成氨基酰 -tRNA—— 蛋白质生物合成的中间转

运产物，理论上 20 种氨基酸对应 20 种 aaRS[1]。本

文以氨基酸英文三字符后缀“RS”表示对应的氨基

酰 -tRNA 合成酶，例如 ThrRS 即为苏氨酰 -tRNA
合成酶。每一个 aaRS 都包含一个催化结构域，用

来结合氨基酸、ATP 和 tRNA 的 3' 末端，从而行使

氨基酰化的两步反应，包括氨基酸的活化和 tRNA
的氨基酰化。而 ArgRS、GluRS 和 GlnRS 这 3 种 a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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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一步反应催化对应 tRNA 的氨基酰化，它们催

化的氨基酸活化反应需要 tRNA 的参与。aaRS 精确

识别底物 tRNA 和氨基酸并生成正确的氨基酰 

-tRNA 对蛋白质翻译过程至关重要。为了保证催化

反应的精确性，部分 aaRS 进化衍生了额外的编校

活性，用于水解错误激活的氨基酸和错误氨基酰化

的 tRNA，防止误氨基化的 tRNA 加入到蛋白质翻译

过程中，为生物体内蛋白质的精确合成提供了保障 [2]。

但是，细胞内的 aaRS 功能异常会造成细胞损伤甚

至死亡，如 AspRS 的突变则会导致人脑白质病变，

从而影响机体正常的生长 [3]，而 ThrRS 的纯合突变

会造成非综合征型常染色体隐性遗传听力损伤等 [4]。

随着生物进化的发展，细胞体内的 aaRS 家族

也发生着巨大的改变。同一种 aaRS 的蛋白质结构

在高等生物中往往比低等生物中更复杂，且其功能

也更具有多样性而不限于传统的氨基酰化功能。在

进化过程中，大部分 aaRS 出现新的结构域，一般

位于其 N 端或者 C 端延伸结构域，如在人体中的

N 端螺旋结构 (AspRS 和 LysRS)[5-6]、谷胱甘肽 S-
转移酶 (GST) 结构域 (CysRS、ValRS、GluProRS 和

MetRS)[7]、亮氨酸拉链 (ArgRS)[8]、WHEP [TrpRS(W)、
HisRS(H)、GluProRS(EP)] 结构域 (GluProRS、MetRS、
GlyRS、HisRS 和 TrpRS)[9-10] 和几个特殊 (UNE-X) 结
构域 (SerRS、LeuRS、AsnRS、GlnRS、ThrRS、IleRS、
CysRS)[11-15] 等。正是因为这些新的结构域的出现，

aaRS 蛋白质家族才获得除参与蛋白质翻译过程以

外的功能，这些功能统称为 aaRS 的非经典功能 
(non-canonical functions)，如 GluProRS 由于其分子

结构内含有 WHEP 结构域，从而可以靶向和调控

GAIT 复合物 (IFN-γ-activated inhibitor of translation)
结合 mRNA，进而调控炎症相关基因的表达 [16]。

aaRS 非经典功能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高等

生物对环境的适应性和体内功能的复杂性，从而减

少了体内能源和物质的耗费。

伴随着延伸结构域的出现，aaRS 靠这些结构域

与其他 aaRS 相互作用，如人 LeuRS 的 C 端延伸结

构域可以与ArgRS 相互作用 [15]，正是由于这些相互作

用的存在才产生了由 aaRS 形成的复合物 —— 多氨基

酰 -tRNA 合成酶复合物 (multiple synthetase complex, 
MSC) [17]。随着生物进化程度的提高，MSC 的分子

结构也越发复杂，如从嗜热自养甲烷杆菌 (M. 
thermoautotrophicum) 的三元 MSC 到酿酒酵母 (S. 
cerevisiae) 的三元 MSC 再到哺乳动物体内的十一元

MSC [17-20] ( 图 1)。虽然目前有很多关于 aaRS 形成

MSC 的研究及报道，但其具体功能仍不清楚。

aaRS 作为体内重要的功能蛋白，其功能发挥的优

劣直接关系着生物体的正常与否。因此，aaRS 形

成 MSC 的研究将有利于深入了解生命发展。

1　古细菌中的aaRS复合物

由 aaRS 形成的复合物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只

存在于真核生物中，但相关证据表明，古细菌体内

存在 aaRS 形成的复合物。Praetorius-Ibba 等 [21] 利

用酵母双杂交技术筛选嗜热自养甲烷杆菌体内的

LysRS 相互作用蛋白时，发现 LeuRS 可以与其相互

作用。研究人员进一步利用基因共表达纯化技术发

现，LeuRS、LysRS 和 ProRS 可以在体内形成复合物，

而 LysRS 和 ProRS 分别与 LeuRS 的 N 端和 C 端相

互作用且对应的平衡解离常数可以达到 0.3~0.9 
mol/L，表明 LeuRS 和两者之间的亲和力较强，进

一步证实原核生物嗜热自养甲烷杆菌体内存在 aaRS
复合物。不仅如此，为了研究复合物的功能，他们

通过实验证实 LeuRS 可以促进 LysRS 和 ProRS 的

氨基酰化功能，即 aaRS 复合物的形成有利于嗜热

自养甲烷杆菌体内的翻译 [17,21]。Raina 等 [22] 的另一

篇报道指出，在柯达热球菌 (T. kodakarensis) 内发

现至少由 6 种 aaRS (LeuRS、 TyrRS、ProRS、 GlyRS、
MetRS 和 CysRS) 组成的复合物，通过添加额外的

ProRS 可以提高 LeuRS 和 TyrRS 的氨基酰化活力。

以上证据表明，原核生物古细菌体内存在 aaRS 复

合物，复合物的存在有利于其成员行使催化功能，

进而促进宿主体的蛋白质翻译和正常生长。

2　真核单细胞生物中的aaRS复合物

单细胞真核生物的出现是进化过程中的重要一

环，以此为基础才出现多细胞真核生物，乃至哺乳

类动物。与此同时，从原核生物到真核生物的转变

也意味着生物大分子种类及结构的改变和功能的扩

展，从而使生物在进化过程增加了多样性。酿酒酵

母作为最常用的单细胞真核生物模型在近百年的时

间里被研究得较为清楚。研究发现，在进化过程中

酵母体内有着与大肠杆菌等原核生物不同的简单的

aaRS 三元复合物，包括 MetRS 和 GluRS，以及 MSC
中非 aaRS 辅因子 1 蛋白 (Arc1p)[23]。其中，MetRS
和 GluRS 的 N 端 GST 结构域能够结合 Arc1p N 端

的 GST 结构域，维持三元复合物的稳定性 [24]。

在大肠杆菌内，MetRS C 端具有 Trbp111 结构

域 ( 一种双链 RNA 结合结构域 )，该结构域能够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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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MetRS 与 tRNA 结合，从而高效行使氨基酰化活

力 [25]。而在酵母内，Arc1p 中同样具有类 Trbp111
结构域。因此，酵母内的 Arc1p 功能可能不仅是为

了形成三元复合物，同时也是为了提高其相互作用

蛋白 MetRS 和 GluRS 的氨基酰化活力，从而增强

酵母细胞的生长能力。

Arc1p-MetRS-GluRS 三元复合物的一个重要功

能是调节 MetRS 和 GluRS 在细胞内的定位。研究

人员发现，删除 Arc1p GST 结构域后会导致三元复

合物的解离，原本定位在细胞质的复合物成员变成

了核定位 [24]。此外，MetRS-Arc1p-GluRS 复合物的

形成有利于 GluRS 进入线粒体，由于酵母线粒体中

天然缺少 GlnRS 活性，而进入线粒体中的 GluRS 可

以弥补 GlnRS 的缺失，因此，MetRS-Arc1p-GluRS 复

合物对于线粒体内的蛋白质翻译过程至关重要 [26]。

Simos 等 [27] 的研究证明 Arc1p 是酵母内的非

必需基因编码的蛋白质，但将其编码基因 ARC1 敲

除后，酵母生长速度减慢。通过体外实验研究

Arc1p 与 MetRS 的关系，发现其在维持三元复合物

稳定性的同时也能够增强 MetRS 对 tRNAMet 的亲和

力，从而增强 MetRS 结合 tRNAMet 的能力和提高

MetRS 的氨基酰化活力。Graindorge 等 [28] 发现，

Arc1p 也 能 提 高 GluRS 结 合 tRNAGlu 的 能 力 和

GluRS 的氨基酰化活力。以上研究表明，酵母中形

成的 MSC 能使 MetRS 和 GluRS 定位于细胞质并提

高氨基酰化功能，促进酵母细胞的生长。以上证据

表明 MSC 在进化过程中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为

了满足生物体的功能需要。

3　真核多细胞生物中的aaRS复合物

在大自然的进化过程中，由简单到复杂是一个

普遍接受的原则。在单细胞到多细胞生物的进化过

程中，多细胞真核生物体内不同种细胞间必然有着

不同的功能形式。对比真核单细胞生物酿酒酵母来

说，秀丽隐杆线虫 (C. elegans) 呈现出了更多的细

胞表现形式和更为复杂的分子作用机理。例如，对

比酿酒酵母体内的 aaRS 三元复合物，秀丽隐杆线

虫体内的 aaRS 九元复合物中所含有的 aaRS 就有 8
种， 包 括 LeuRS、IleRS、GluRS、MetRS、ValRS、
ArgRS、GlnRS 和 LysRS，另外还有 p38/AIMP2 非

酶蛋白质 [29]。

秀丽隐杆线虫体内形成这样复杂的 MSC 的前

图1  嗜热自养甲烷杆菌、酿酒酵母及哺乳动物体内的MSC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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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是，这些 aaRS 在进化过程中其分子结构上产生

了新的延伸结构域。如我们所知，酿酒酵母中的

MetRS 的 C 端 GST 结构域可以与 GluRS 和 Arc1p
相互作用形成三元复合物。而在秀丽隐杆线虫中，

MetRS 的 C 端延伸结构域则包含一个 tRNA 反密码

子环结合结构域 (tRBD) 和一个蛋白质相互作用结

构域 (PBD)，此 C 端延伸结构域与哺乳类动物的

P43/AIMP1 蛋白质序列具有相似性；且 Havrylenko
等 [30] 的研究发现，人 MSC 中的另一个非酶蛋白质

P43/AIMP1 可以替代线虫体内 MetRS 的 C 端结构

域。以上结果表明，人 P43/AIMP1 不仅在蛋白质序

列上与 MetRS 的 C 端结构域相似，其功能也相同，

即可以将线虫体内的 MetRS 看作是人 P43/AIMP1
和 MetRS 的融合形式。从酿酒酵母 MSC 的功能可

知，酵母中的 MSC 成员 GluRS 和 MetRS 在结合

Arc1p 形成 MSC 后，两者在体外都表现出酶活力

显著提高，即 MSC 的形成有助于 aaRS 行使功能。

因此，我们猜测在线虫中形成 MSC 的 8 种 aaRS 均

有助于提高相应 tRNA 的氨基酰化水平，在一定水

平上为生物体内蛋白质翻译过程提供更多的原料。

然而，也存在例外的情况，对比哺乳动物体内

的 MSC 成员，ValRS 仅出现在线虫的 MSC 中。可

以说线虫 MSC 成员中 ValRS 是一个特例，其分子

结构上并没有新的延伸结构域，但为何 ValRS 能参

与线虫 MSC 组装，其中的原因还不清楚。

4　高等真核生物中的aaRS复合物

随着生物进化，MSC 也在发生演变。由真核

单细胞生物酿酒酵母中的三元复合物到真核多细胞

秀丽隐杆线虫的九元复合物，再到昆虫及高等哺乳

动物体内的十一元复合物。这些生物体中 MSC 的

不断变化，也体现出生物在进化过程中的多样性和

复杂性。

昆虫及高等哺乳类动物中的 MSC 都是十一元

复 合 物， 其 中 8 种 aaRS 分 别 是 LysRS、ArgRS、
GlnRS、AspRS、MetRS、IleRS、GluProRS 和 LeuRS， 
同时还包括 3 种 MSC 的非酶蛋白质 p43/AIMP1、
p38/AIMP2 和 p18/AIMP3。虽然 MSC 中的蛋白质

组成种类相同，但是，在不同情况下，数量却会发

生明显的变化，如 Lazard 等 [31] 在缺乏甲硫氨酸的

培养基中培养中国仓鼠卵巢细胞 (CHO) 时发现，细

胞体内对应的 MetRS 含量增加了两倍，而其他

aaRS 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含量变化。然而，他们对

比正常培养的细胞时还发现，缺乏甲硫氨酸的培养

基培养的细胞内仅存在少量，甚至不存在游离的

MetRS，即体内存在的两倍高于正常水平的 MetRS
全部位于 MSC 中 [31]。Wolfe 等 [32] 利用电子显微镜

及三维重构技术研究 MSC 的拓扑结构时发现，细

胞中过量表达 p43/AIMP1 后，其 MSC 中原本仅含

有 2 个的 p43/AIMP1 会增加至 4 个。这些实验证据

证明MSC中 aaRS的种类在生物体内可以保持不变，

其数量却是动态变化的。

哺乳动物体内 MSC 的形成主要靠这 11 种蛋白

质之间的相互作用维持，其中核心的非酶蛋白质

p38/AIMP2 在 MSC 中起到支架作用。p38/AIMP2
能够与 MSC 中多个蛋白质成员直接相互作用，包

括 GlnRS、AspRS、LysRS、GluProRS 和 IleRS，
以及 p43/AIMP1 和 p18/AIMP3 这两种支架蛋白，

即 p38/AIMP2 处于 MSC 中的核心位置。Kim 等 [33]

用凝胶过滤色谱法检测到 p38/AIMP2−/− 小鼠体内的

MSC 被完全破坏，即 p38/AIMP2 对于保持 MSC 的

完整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他们还利用

HEK293 细胞 (human embryonic kidney 293 cells) 进
行体内免疫共沉淀实验，结果显示，p38/AIMP2 的

N 端和 C 端都是在为 MSC 中的其他成员提供锚定

位点，其 N 端与 GlnRS、ArgRS 和 p43/AIMP1 相

互 作 用，C 端 的 GST 结 构 域 结 合 p18/AIMP3、
AspRS、MetRS 和其他 aaRS，LysRS 则可以与 p38/
AIMP2 的 N 端和 C 端相互作用 [33]。而在这些相互

作用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 p38/AIMP2 和 LysRS
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方式在整

个高等真核生物中都是非常保守的，且 Han 等 [34]

的实验证实，MSC 中 LysRS 的稳定性不依赖于其

他组分，而它对除 GluProRS 外的其他组分的稳定

性是必需的。

MSC 中的蛋白质相互作用有些在进化过程中

是保守的，如酿酒酵母中的 MetRS、GlnRS 和

Arc1p 形成的三元复合物是靠三者的 GST 结构域维

持的；与此同时，人体内的 MSC 中的 MetRS、
p38/AIMP2 和 p18/AIMP3 同样也是靠 GST 结构域

维持。另外，在进化过程中 MSC 的不断变化在高

等真核生物中表现地尤为明显，包括两个非 aaRS
新成员 p43/AIMP1 和 p18/AIMP3 的出现。近年来，

研究人员利用质谱和酵母双杂交技术发现高等真核

生物 MSC 中可能存在另一个新成员 —— 类苏氨

酰 -tRNA 合成酶 (ThrRS-L)，其特殊的 N 端结构域

与 ArgRS 的 N 端结构域相似，而其他部分酶活力

结构域则与 ThrRS 的蛋白质序列高度相似 [35-36]。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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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实，ThrRS-L 参与 MSC 的组装是通过其特殊

的 N 端两个亮氨酸拉链结合 MSC 中的 p43/AIMP1
和 ArgRS，ThrRS-L 仅出现在高等真核生物中，提

示 MSC 在高等真核生物中可能是十二元复合物，

而并非传统上认为的十一元复合物 [36]。

5　MSC功能探究

虽然实验已经证实高等真核生物中 MSC 大小

接近 1 500 kDa，且其结构也已经被部分解析出来，

但是，MSC 具体的功能仍不清楚。尽管如此，根

据已有的证据推测 MSC 的形成可能主要是为氨

基酰 -tRNA 运输到正在翻译的核糖体附近提供方

便 [37-38]。哺乳动物细胞中存在长短两种形式的

ArgRS，其中长形式具有 N 端延伸结构域，可以参

与 MSC 组装。Kyriacous 和 Deutscher[39] 发现，参与

MSC 组成的长形式 ArgRS 由于能够参与 MSC，从

而具有比短形式 ArgRS 更高的氨基酰化酶活力，以

此证实 MSC 能够提高 aaRS 成员的功能。此外，

MSC 的存在也是其复合物成员稳定性的保证，诸

如此前已经提到的敲除 p38/AIMP2 和敲低 LysRS
会破坏 MSC，从而降低其他成员的稳定性等 [33]。

随着生物不断的进化，诸多 aaRS 的分子结构

也发生着变化并伴随着功能改变，从而出现如今我

们所说的 aaRS 非经典功能。而这些非经典功能也

与 MSC 有直接联系。例如，MSC 功能之一是为细

胞在受外界刺激时能够及时行使相关 aaRS 非经典

功能提供便利，即在需要时 MSC 成员从复合物上

解离下来迅速行使非经典功能，使细胞能够及时应

对外界刺激，如 GluProRS 会在炎症反应发生时受

INF-γ 的刺激从 MSC 上脱离，抑制相关 mRNA 的翻

译 [16,40]。因此，细胞中 MSC 的形成从最大程度上

减少了耗能和耗材，有效合理地利用了 aaRS 的经

典功能和非经典功能，从而使生物在进化过程中更

好地适应环境的变化。

6　展望

细胞内的 aaRS 在蛋白质翻译过程中起到至关

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功能是催化 tRNA 及其对应的

氨基酸形成氨基酰 -tRNA，保证细胞内蛋白质翻

译过程顺利进行。而 MSC 作为部分 aaRS 活动的

主要场所其具体功能还不完全清楚。因此，进一

步了解 MSC 形成的原因并探究其功能是非常有必

要且必需的。

另外，研究 MSC 功能的同时也需要全面解析

MSC 的结构，包括测定复合物成员之间的具体相

互作用及作用条件等。MSC 结构的解析有助于了

解 MSC 进化过程并拓展其功能，同时也有助于探

索相关人类疾病的发病机制并应用于药物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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