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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控苯丙烷类生物合成的 MYB 类转录因子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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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多数植物的次级代谢产物来源于苯丙烷代谢途径，苯丙烷类化合物对植物的生长发育及应答逆境胁迫
有重要作用， 同时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随着大量有生物活性苯丙烷类化合物的发现，苯丙烷类生物合成及
调控已成为研究热点。目前从植物中已分离出大量的调控木质素、类黄酮、花青素合成的转录因子基因，并对它们的
结构、功能及表达模式进行了分析研究；同时发现一些转录因子结合相应顺式作用元件，特异性调控苯丙烷代谢途径
相关基因的表达，从而增强植物对环境胁迫的抗性，本文为研究 MYB 转录因子对苯丙烷类的调控规律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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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s in research of MYB transcription factors
in regulating phenylpropane biosyn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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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st secondary metabolites of plants come from phenylpropanoids metabolism pathway. Phenylpropanoids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plants, response to adversity stress and are closely
related to people's production and life. With the discovery of a large number of valuable phenylpropanoids, the biosynthesis and regulation of phenylpropanoids have become research hotspots. At present, a large number of transcription factor genes regulating lignin, flavonoids and anthocyanin synthesis have been isolated from plants and
their structures, functions and expression patterns have been analyzed and studied.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been
found that some transcription factors combined with cis-acting elements, and specifically regulated the expression of
genes related to phenylpropanoids metabolism pathway, are enhancing plant resistance to environmental stress.
These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studying the regulation of phenylpropanoids by MYB transcription factors.
Key words: phenylpropanoids; biosynthesis; MYB transcription factors; molecular regulation mechanisms
苯丙烷类化合物在植物中普遍存在，这类次生
代谢产物以羟基芳香环为共同特征[1]，在植物的生长
发育过程及应答逆境胁迫中发挥重要作用，如避免
植物受逆境胁迫伤害、提高植株抗病能力、生成花
和果实的颜色与气味、作为信号传导分子等[2-3]。苯
丙烷类生物合成途径（Phenylpropanoids biosynthetic
pathway）是植物 3 条主要次生代谢途径之一[4]，它
始于苯丙氨酸，在苯丙氨酸脱氨酶（Phenylalan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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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monia-lyase，PAL）的催化作用下生成肉桂酸，经
肉桂酸-4-羟基化酶（Cinnamate-4-hydroxylase，C4H）
催化生成对羟基香豆酸，再经 4-香豆酰-CoA 连接酶
（4-coumarate CoA ligase，4CL）催化生成 4-香豆酸
辅酶 A。由此进入下游特异合成途径转化为不同的
苯丙烷类代谢产物，包括香豆素、类黄酮、萜类、
木质素、花青素等。苯丙烷代谢主要受两类基因控
制：一类是结构基因，直接编码与苯丙烷类生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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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有关的酶类[4]；另一类是调节基因，控制结构基因
表达的一类基因，其中转录因子是一类在转录水平
上对代谢途径中多个基因协同调控的蛋白质分子[5]。
苯丙烷类的生物合成途径非常复杂，涉及到的酶种
类繁多，有时并不是一两个关键酶所能控制[4]，而转
录因子通过对苯丙烷类的生物合成途径中多个基因
的协同调控，从宏观上对苯丙烷类的代谢流量发挥
调节作用。目前，借助 cDNA 文库筛选法、转座子
标签、T-DNA 激活标签、同源克隆及酵母单杂交等
分子生物学方法已经从植物中克隆了许多参与苯丙
烷类生物合成的 MYB 转录因子基因，如王怀琴等[6]
以 MYB 类转录因子丹参 SmPAP1 的基因序列为探针
筛选丹参 cDNA 文库，并对所得基因进行功能注释，
进一步通过酵母双杂交实验验证了 Sm PAP1 与
C4H、逆境胁迫相关蛋白及其他转录因子的相互作
用。邱迎风等 [7] 将酵母单杂交方法应用于陆地棉
GhMYB9 与 DNA 顺式作用元件结合的分析与鉴定。
还有研究通过搜寻 MYB 转录因子的同源序列，设计
简并引物，运用 RT-PCR 从植物中克隆得到目的基因
的同源片段或采取 RACE 扩增得到转录因子基因的
全长 cDNA 序列，如黑果枸杞 Lr MYB1R1 基因、月
季 RhMYB61 基因、
红花 CtFRMYB3、
灯盏花 ebMYB06
[8-11]
基因等
。本文对调控苯丙烷类生物合成的 MYB
类转录因子相关分子生物学研究进行总结，重点对
MYB 转录因子的结构特征、转录调节、逆境胁迫及
激素应答等进行归纳，探索调控苯丙烷类合成的生
物途径及靶标分子，为进一步研究 MYB 转录因子对
苯丙烷代谢途径的调控提供理论参考。

1

MYB 类转录因子的结构特征

MYB（Myeloblastosis）在转录因子是数量最多，
功能最广泛的一类转录因子家族。最早的 v-MYB
转录因子是从鸟类的白血病毒 AMV 和 E26 中发现
的[12]。随后克隆得到 3 个 v-MYB 相关的基因 c-MYB、
a-MYB 及 b-MYB，这些转录因子与细胞核的核基质
和染色质相结合，在脊椎动物细胞的增殖分化及细
胞凋亡过程中发挥转录调节作用[13]。植物界首先在
玉 米 中 发 现 调 控 色 素 合 成 的 MYB 转 录 因 子
ZmMYBC1[14]。此后有关植物 MYB 转录因子的研
究日益增加。MYB 转录因子包含 DNA 结合区、转
录调控区、寡聚化位点及核定位信号 4 个功能域[8]。
每个 MYB 结构域约含有 50～53 个氨基酸残基，包
括 3 个保守的色氨酸残基，间隔 18～19 个氨基酸规
则排列[14]，这些色氨酸残基构成蛋白质空间结构中
的疏水核心，进一步折叠成螺旋-转角-螺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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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ix-turn-helix，HTH）结构插入靶基因 DNA 分
子大沟中与之结合[9]。按 MYB 结构域的数目分成
3R（R1R2R3），2R（R2R3），4R 和单一 MYB 结构
域蛋白（R1/R2）[10]。植物体中大多数是 R2R3-MYB，
根据 C 端保守氨基酸基序的不同分为 25 个亚群[15]，
广泛参与植物生理生化的各个反应过程，包括次生
代谢调控、细胞周期、细胞形态建成、逆境胁迫应
答和激素信号传导等[16-17]。MYB 转录因子的转录调
控区分为激活区和抑制区，大多数 MYB 转录因子
具有转录激活域。转录激活区主要有 3 种类型，一
类是酸性 α-螺旋，其中酸性氨基酸分布在 α-螺旋的
同一面是转录激活的必要条件，这类转录因子主要
存在于酵母和人体中[18]。另一类是富含谷氨酰胺的
非酸性转录激活域，谷氨酰胺丰富区是激活靶基因
转录的必要条件[19]。第三类富含脯氨酸的转录激活
域，它位于转录因子的 C 端，含有大量的脯氨酸，
是目前发现最多的转录激活域类型[20]。有些转录因
子的激活域中富含丝氨酸、苏氨酸、异亮氨酸等，
甚至由亲水性极强的碱性氨基酸组成 [21] ，如菘蓝
IiMYB C 端的两个丝氨酸富集区与 IiMYB 的转录
激活功能有关[22]。而负调控 MYB 转录因子的转录
抑制区的 C 端都由一段保守的基序或锌指结构域构
成，如 PDLNLD/ELxIG/S 和 RGIDPxTHRPL/INE，
这些基序也是转录抑制区必要的结构组成[23]。

2 MYB 类转录因子与 DNA 序列位点的结合
c-MYB 结合 DNA 位点的共同序列为
（T/C）
AAC
（G/T）G（A/C/T）
（A/C/T）
，被称为 MYB 的 MBS
Ⅰ结合位点，序列的前半部分（T/C）ACC 是与 R3
结构域特异性结合位点，后半部分（G/T）G（A/C/T）
（A/C/T）是与 R2 特异性结合位点[24]。参与类黄酮
生物合成的 R2R3-MYB 类玉米 P 蛋白的 DNA 结合
位点是 ACC（A/T）ACC（A/C/T）[25]，这一序列与
动物的 MBSⅠ结合位点形成了鲜明对比。不同物种
R2R3-MYB 家族成员分为不同的进化分支，又根据
基因序列的相似性分为组 A、B、C，对这些分支成
员进行 DNA 结合特异性分析发现，组 A 成员结合
MBSⅠ的 DNA 序列（A/C/G/T）GTT（A/G）
，组 B
成员结合 MBSⅠ位点和 MBSⅡ位点 G（G/T）
T（A/T）
GTT（A/G）
，大多数组 C 成员优先识别 MBSⅡG 结
合位点 C（C/T）ACC（A/T）A（A/C）C，如植物
中绝大多数 R2R3-MYB 蛋白与 TAACTAAC 序列结
合[26]。很多相关研究表明大多数苯丙烷生物合成途
径酶基因的启动子区富集 AC 元件，这些 AC 元件与
MYB 转录因子的 DNA 结合域结合后被调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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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4CL、C4H、香豆酸-3-羟基化酶（Coumarate
3-Hydroxylase，C3H）、咖啡酰辅酶 A 甲基转移酶
（Caffeoyl-CoA 3-O-methyltransferase，CCoAOMT）
、
肉桂醇脱氢酶（Cinnamyl alcohol dehydrogenase，
CAD）
、肉桂酰辅酶 A 还原酶（Cinnamoyl-CoA reductase，CCR）等的启动子区均含有一个或多个 AC
元件，包括 AC-Ⅰ（ACCTACC）
、AC-Ⅱ（ACCAACC）
[27-29]
或 ACⅢ（ACCTAAC）
。

3

MYB 类转录因子的活性

MYB 转录因子转译后进一步的基因修饰、蛋白
磷酸化及与其他蛋白（bHLH、WD40）相互作用不
仅调节其进入细胞核的过程，也改变其与 DNA 分
子的结合能力、结合方式以及在细胞中所处的位
置 [30-31] 。比如调控金荞麦花色素和类黄酮合成的
FcMYBP1 必须依赖与 bHLH 蛋白的结合[32]。单红
等 [33] 通过酵母单杂交实验证实菊花 CmMYB1 和
CmMYB2 本身没有转录激活活性，需要与其他蛋白
构成蛋白复合物才能调控下游基因的表达。赵佳
等[34]通过分析月季花 MYB 转录因子的 R3 结构域
发现，其含有一段与 bHLH 蛋白发生特异结合的保
守 氨 基 酸 残 基 [D/E]Lx2[R/K]x3Lx6Lx3R 。 Gollop
等[35]研究表明能对 Ca2+、光照、病菌等做出反应的
结构基因的启动子区富含大量 R2R3-MYB 和 bHLH
的结合位点；进一步研究发现马铃薯 StAN1 与
bHLH 转录因子协同调控花色素苷合成途径上多个
关键酶：CHS（查耳酮合成酶，Chalcone synthase），
CHI（查耳酮异构酶，Chalcone isomerase），F3H（：
黄烷酮-3-羟化酶，Flavanone 3-hydroxylase），F3’H
（黄烷酮-3’-羟化酶，Flavonoid 3’-hydroxylase），
DFR （ 二 氢 黄 酮 醇 还 原 酶 ， Dihydroflavonol
4-reductase）
，ANS（花青素合成酶，Anthocyanidin
synthase）的表达[36]。相关研究表明转录因子借助
核定位信号区（Nuclear localization signal，NLS）
与 NBP（NLS-binding protein）蛋白和亲核蛋白结
合并以主动运输的方式进入细胞核[37]，而没有 NLS
的转录因子需与含有 NLS 的转录因子结合才能进
入细胞 核[38]。此外，转录因子的活性还受发育阶
段、环境因子、细胞周期、信号转导等影响[16,39]。

4

MYB 类转录因子的功能

MYB 的表达模式
月季 MYB4-1 和 MYB6-1 均在月季“红胜利”
的花瓣中高水平表达，而叶片和花药中表达量较低；
且在不同颜色的月季花瓣中，花青素苷含量与两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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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因子的表达量一致，说明 MYB4-1 和 MYB6-1 是
月季花青素苷合成和花瓣颜色的重要调控基因[40]。
白芨 BsPAP1 的表达在花中分布最多，在假鳞茎和
嫩蒴果中的表达较少，这与它调控花青素的合成有
关[41]。扁桃 AcMYB46 转录因子参与调控扁桃内果
皮木质素的代谢，内果皮较厚品种的木质素含量越
高，MYB46 基因表达越高且持续时间较长[42]。菊花
CmMYB1 转基因拟南芥中木质素含量下降，木质素
合成途径的关键酶基因 CAD 和 COMT 表达量明显
降低，说明 CmMYBl 对木质素合成具有一定的抑制
作用。CmMYB1 基因在菊花的不同器官和不同发育
阶段表达量存在差异；CmMYB1 基因除在低温胁迫
下表达量上升外，干旱、高盐和脱落酸处理下表达
量 均 降 低 [33] 。 魏 海 蓉 等 [43] 研 究 发 现 甜 樱 桃
PaMYB10 与果实中花青苷的积累有关，荧光定量
PCR 分析表明，PaMYB10 在红色甜樱桃各组织中
均有表达且具有组织特异性，在成熟果实中表达量
最高。马铃薯 StR2R3-MYB 转录因子对 StCHS 基因
表达具有增强作用，而马铃薯 StTGA 转录因子对
StDFR 表达具有抑制作用，二者均与苯丙烷类代谢
有关。Qin 等[44]进一步研究了马铃薯 StR2R3-MYB
和 TGA 基 因 的 表 达 情 况 ： StPAL 、 StDFR 和
StR2R3-MYB 基因的表达量与温度呈负相关，StTGA
表达与温度呈正相关；StCHS、StDFR 和 StR2R3-MYB
表达与光照强度呈正相关。郭亚飞等 [45] 研究发现
CsMYB123 与茶树花青素合成的调控相关。荧光定
量 PCR 分析表明，CsMYB123 基因在茶树各组织的
表达量依次为：一芽一叶>第二叶>第三叶>第四叶>
老茎>嫩茎，其在茶树的新稍中高水平表达，且与
不同组织中的花青素含量呈正相关关系。
4.2 MYB 对苯丙烷类代谢的调节
MYB 转录因子的正调控作用基于激活或增强
相关基因的表达，从而促进特定代谢产物的生成与
积累。研究表明拟南芥 PAP1 和丹参 SmPAP1 均可
激活苯丙烷代谢途径的开端基因 PAL 及花青素合成
相关基因 C4H、CHS 的表达，正调控花青素的生
成[46-47]。龙胆 GtMYBP3 和 GtMYBP4 均可激活黄
酮醇合成相关基因表达，进而显著提高幼苗中黄酮
醇含量[48]。张尧等[49]将天山雪莲 MYB 转录因子
sikP 基因转入番茄中，有效地提高了番茄类黄酮的
含量。水稻 R2R3-MYB 类转录因子 OsC1 明显上调
花青素合成相关基因（PAL、CHI、CHS、F3H、F3’H、
DFR、ANS）的表达量，增加花青素的合成，进而
增强抗干旱能力[50]。
R2R3-MYB 的第四亚族成员大多为转录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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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其过量表达导致苯丙烷代谢途径中相关结构基
因的表达受到抑制，进而阻碍类黄酮、木质素及花
青素的合成。例如，银杏 GbMYBF2 抑制苯丙烷合
成途径上 CHS、F3H、FLS（黄酮醇合成酶，Flavonol
synthase）和 ANS 基因的表达，从而减少黄酮和花
青素的含量[51]。苦荞 FtMYB3 的过表达导致 CHI、
DFR （ 二 氢 黄 酮 醇 还 原 酶 ， Dihydroflavonol
4-reductase）及 ANS 基因的表达量降低，花青素合
成量减少[52]。荷花 NnMYB4 抑制木质素合成途径
结构基因 4CL、C3H、F5H（阿魏酸-5-羟基化酶，
Ferulate-5-hydroxylase）
、COMT（咖啡酸-O-甲基转
移酶，Caffeic acid-3-O-methyltransferase）的表达，
阻碍木质素的合成[53]。矮牵牛 PhMYB4 通过抑制
PAL、CH4 基因的表达，增加了挥发性苯丙烷类物
质的积累，从而调节花香[3]。石榴 PgMYB 在石榴
种皮木质素生物合成过程中起负调控作用[54]。枇杷
EjMYB 调控苯丙烷类合成相关酶基因的表达，参与
木质素的合成与积累，其中 EjMYB1 激活木质素结
构基因 Ej4CL 的效应可被 EjMYB2 减弱；进一步研
究表明 EjMYB2 对 EjMYB1 的抑制作用可能是在转
录水平与 EjMYB1 竞争靶基因启动子的 AC 元件实
现的[2]。杨文杰 [55]通过酵母系统及 RT-PCR 研究表
明，大豆 GmMYBZ2 负调控黄酮类化合物的生物合
成，这类抑制型 MYB 转录因子的 C 端有一段保守
序列，通过与激活因子竞争靶基因启动子的识别位
点而抑制基因的表达。灯盏花 ebMYB 能够抑制类
黄酮生物合成途径中的关键基因（CHI、CHS、F3'H、
F3H、FLS）的表达，从而负调控类黄酮生物合成[56]。
植物苯丙烷代谢网络庞大，部分 MYB 蛋白专一
调控某一特定代谢分支，而一些 MYB 蛋白能够调控
多个不同的代谢支路。例如桑树 MaMYB4 可显著提
升黄酮醇合成基因 FLS 的表达水平，而抑制花青素
代谢途径中 ANR（花青素还原酶，Anthocyanidin
reductase）基因的表达[44]。苦荞 FtMYB1 和 FtMYB2
基因过量表达可促进花青素合成路径上 PAL、CHI
和 F3H 基因的高效转录，增加花青苷支路流量，而
抑制 FLS 基因的表达减少黄酮醇的生成，进而提高
总黄酮积累[57]。紫草 LeMYB2 和 LeMYB3 通过与
MYC 蛋白相互作用共同调控类黄酮和紫草宁 2 条代
谢途径中关键基因的表达[58]。丹参 SmMYB39 通过
调控苯丙烷类代谢途径关键酶基因的表达进而影响
迷迭香酸的合成[59]；丹参 SmMYB4 通过负调控苯丙
烷类代谢途径 C4H 基因的表达参与迷迭香酸的合
成[60]，二者的研究结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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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丙烷生物合成途径中诸多基因被克隆、鉴定
及部分功能经过验证，然而由于该代谢网络复杂，
有较多支路，MYB 转录因子在苯丙烷生物合成途径
的调控网络尚较模糊。苯丙烷类化合物作为植物抗
逆保护因子及特定环境（如光、温度、营养补给）
下的次生代谢产物，MYB 转录因子在植物抗逆境胁
迫应答方面的探索较少。多转录因子间蛋白互作及
其对苯丙烷类合成相关结构基因的调控机制尚未挖
掘清楚。另外有关 MYB 转录因子在药用植物优良
性状形成及微量次生代谢物的合成中的调控研究还
较少，而且具体调控的靶基因及有关转录因子的作
用机制还不透彻，大部分的转录因子还处于认识和
探索阶段。目前对 MYB 转录因子调控苯丙烷类生
物合成的研究重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研究
MYB 类转录因子在不同植物、不同器官、不同时期
的表达模式、调控机制及与其他基因或蛋白的相互
作用。（2）利用诱导因子处理并结合转录组学、蛋
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技术揭示候选转录因子的表达
与苯丙烷类代谢流的分配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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