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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BBX家族蛋白介绍

BBX家族蛋白——

锌指蛋白的一种，通常具有一个或两个参与蛋白质互作的B-box基序，广泛

的存在与真核生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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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BBX家族蛋白的类型和功能

BBX蛋白
（拟南芥32个）

B-box结构域：40个氨基酸，BBX蛋白N端，结合Zn离子形成锌指

CCT结构域：42-43个氨基酸，BBX蛋白C端，蛋白质结合功能

蛋白相互作用

与启动子结合，
调控基因转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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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BBX14的研究意义

光强波动下，BBX14下调？ 强光下，BBX14下调，而且BBX14

是共表达网络中的枢纽基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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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结果——序列检索

BBX14 
Unreviewed?

Blast

COL6 
Reviewed

Planttfdb

BBX14=COL6



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 < 1 >

分析结果——结构域分析

B-box结构域

CCT结构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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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结果——Blastp

BBX15/COL16、BBX16/COL7、BBX17/COL8
BBX家族类型Ⅲ

BBX16：高 R/FR 比值下促进拟南芥的分枝，低R/FR比值下增强植株的避荫效应；上调生长素合成抑

制因子SUR2的表达，调控植物的分枝特性以应对遮荫条件；BBX16受ABA及其早期信号影响而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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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结果——信号肽分析与亚细胞定位

亚细胞定位——PSORT

信号肽分析——Signa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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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结果——结构预测

BBX14预测结构

BBX14模板——HD1



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 < 1 >

分析结果——启动子分析

Motif 功能 概况
AAAC-motif light responsive element

光响应
Box 4 part of a conserved DNA module involved in light responsiveness
ACE cis-acting element involved in light responsiveness

G-box cis-acting regulatory element involved in light responsiveness
GT1-motif light responsive element

LTR cis-acting element involved in low-temperature responsiveness 低温响应
ABRE cis-acting element involved in the abscisic acid responsiveness

植物激素GARE-motif gibberellin-responsive element
TGA-elementauxin-responsive element

circadian cis-acting regulatory element involved in circadian control 昼夜节律
MRE MYB binding site involved in light responsiveness 转录因子

结合位点CCAAT-box MYBHv1 binding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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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结果——基因相互作用

光形态建成

花发育

昼夜节律

结合GATA motif的
转录因子，可能和
光形态建成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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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结果——基因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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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与启示

1、BBX14，又名COL6，主要具有BBX和CCT两个结构域，属于BBX家族类型Ⅲ。

2、与BBX14同属于类型Ⅲ的BBX家族蛋白有BBX15、BBX16、BBX17。

3、BBX14可能参与植物的光响应和冷响应，并受植物激素和昼夜节律调控,有可能参与植物的

光保护，主要在成熟叶片中表达。

4、通路上游，BBX14可能受到MYBH和MYB家族转录因子调控，通路的光感受器可能是光敏色素；

通路下游，BBX14可能与其他蛋白相互作用参与基因的转录调控。

1、BBX14主要在成熟叶片中表达——研究对象

2、BBX14可能受到光、温度、植物激素和昼夜节律调控——实验处理

3、BBX14可能与光敏色素有关——红光和远红光、光敏色素相关通路

4、BBX14可能与光保护相关——光胁迫与光保护基因

总结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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