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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所有活著的細胞中，ATP (adenosine triphosphate) synthase 是生產 ATP 的主

要來源。這些穿膜蛋白質利用離子在膜兩邊的濃度梯度，使其經由擴散作用推動

輪轉所產生的能量來製造 ATP。目前已經知道推動 ATP synthase 的離子有氫離子

以及鈉離子兩種，而因為這兩類 ATP synthase 在穿膜區域的結構上有很大的差異，

普遍認為這些 ATP synthase 對於相對應的離子有很高專一性，故不存在可以同時

利用兩種不同離子的 ATP synthase。在本篇論文中，作者們研究嗜甲醇古生菌

Methanosarcina acetivorans 在普通生理條件下 ATP 的水解以及在反轉膜囊泡

(inverted membrane vesicles; IMV)中離子濃度的變化，來證明它的 ATP synthase

可以同時傳送氫離子以及鈉離子，並且利用自由能分子的模擬來解釋此現象，點

出其 ATP synthase 的穿膜旋轉輪中有幾個胺基酸被替換掉，影響其對於離子的選

擇性。作者認為這個能力是嗜甲醇古生菌對應其甲醇合成作用所產生的氫離子以

及鈉離子濃度梯度這個特性所演化出的適應性。 

 

關鍵字：A1Ao ATPase, energy conservation, ion specificity, methanogens, energetic 

limit 

前言 

 本研究之重要性 

所有生物凡是活著都需要消耗能量，一旦能量耗盡就代表著死亡，因此

生物在活著的時候，都會設法製造能量，並且將其儲存至高能分子中加以利

用，而 ATP 就是其中一個高能分子。在生物演化的過程中，ATP synthase 利

用不同離子的濃度梯度來製造 ATP，也在不同的生物界中演化成各自特殊的

ATP synthase [1,2]。另外，甲醇的合成被視為最早被用來維持生命的幾個生

化機制之一[3]。然而其產生能量的效率低下，尋找如何更有效率得產生能量

得方法變成很重要的課題。本篇論文所指出 Methanosarcina acetivorans 的

ATP synthase 可以同時利用甲醇合成所產生的氫離子和鈉離子濃度梯度來產



生能量。這為生命在熱力學極限的限制下找尋出提高能量生產的方法。也解

釋了 ATP synthase 對離子的專一性其實並不是非常極端的非一即零[3]，而是

根據其環境的不同呈現光譜狀的親和性。 

 前人做過的研究 

ATP synthase 在演化過程中漸漸分成三大具有各自特徵的種類：真核生

物中的 V1Vo ATPase；細菌、粒腺體、葉綠體中的 F1Fo ATP synthase；以及

古生菌中發現的 A1Ao ATP synthase [1,2]。在這些 ATP synthase 中，由 subunit 

c 所組成的旋轉輪提供了離子的結合處，讓離子得以進入膜內。因此 c motor 

ring 也是決定離子專一性的地方[4-7]。而離子通過並旋轉 c ring 所產生的機

械能則用做ATP生合成的能量來源[8,9]。大部分的 F1Fo ATP synthase和V1Vo 

ATPase 利用氫離子來產生能量，只有某些厭氧細菌才含有利用鈉離子驅動

的 F1Fo ATP synthase[10,11] 。這些鈉離子驅動的 ATP synthase 不管在甚麼樣

的條件下都對鈉離子有極高的專一性，因此學界普遍認為在正常生理條件下

ATP synthase 只會對氫離子或是鈉離子其中之一有專一性，而不會同時利用

兩種離子。 

 作者為何要做本研究 

在 ATP 的生成中每莫耳的 ATP 都需要 ATP synthase 傳送 3 莫耳的離子

[12]，然而在嗜甲醇古生菌的甲醇合成機制中，由鈉離子驅動的

methyl-tetrahydromethanopterin:coenzyme M methyltransferase 在參與每莫耳

基質的反應過程中，只會產生 1.7 莫耳的鈉離子濃度差；而演化地位高階一

點的嗜甲醇古生菌Methanosarcina含有methanophenazine只可以傳送 2莫耳

的氫離子。不管是哪一種離子的量，都不足以滿足過去研究已知 ATP 生成

所產生之離子變化量條件。因此作者推測在物種 M. acetivorans 中，氫離子

與鈉離子在某種程度上，直接或間接參與 ATP 的生合成，並做實驗予與證

明。 

 本研究欲完成之項目 

氫離子以及鈉離子是如何同時參與 ATP synthase 反應機制，並以不同物

種間 c ring motor 結構的差異來解釋此現象。 

材料與方法 

 菌種與培養 

本實驗中所用到的菌種為 Methanosarcina acetivorans，生長在 37℃高鹽

培養液中，利用 150 mM 的甲醇或是 120 mM 的醋酸鹽作為碳以及能量的主

要來源。其生長條件為絕對厭氧，空氣中所含氣體是 N2/CO2 (80:20; v/v)。 

 膜囊泡(Washed membrane vesicles)的準備 

M. acetivorans 在吸光值 A578 為 0.4-0.5 時於有氧的環境中被收下，以

Pronase 處理去除細胞壁後加入 100 μM PMSF 和 DNase，均勻懸浮於破菌液 

(25 mM Pipes-KOH buffer, pH 7, 25 mM MgSO4, 0.4 mM sucrose)中。最後用



費氏細胞壓碎器(French pressure cell)於 400PsiG 時產生 IMV。 

 Na+轉移的測量 

此實驗使用與破菌液成分相同的緩衝液並置於水浴中。每 1 ml 的緩衝

液中額外添加 17 μM valinomycin 和 10 mM KHSO3 或 NaHSO3, 40 或 50 mM 

KCl 和 NaCl，再加入 20 μM ETH157, 10 μM SF6847, 10 μM CCCP, 250 μM 

DES, 或是 750 μM DCCD。在實驗開始前 40 分鐘先加入標定用 22NaCl 使溶

液中的鈉離子均衡。實驗開始的 6 分鐘後加入 K2-ATP 啟動 ATP synthase。

測量鈉離子濃度時使用鈉離子偵測用電極。 

 H+轉移的測量 

此實驗所使用的緩衝液為5 mM Pipes-KOH, 5 mM Tricine-HCl buffer, 25 

mM MgSO4, 150 mM KCl 和 4 μMACMA，再加入 100 mM NaCl, 10 μM 

SF6847, 10 μM CCCP, 或是 750 μM DCCD。溶液的螢光讀值穩定後，加入 2 

mM K2-ATP 啟動 ATP synthase。如果要停止螢光猝滅(quenching)時，加入 20 

μL的飽和(NH4)2SO4。濃度的偵測是利用螢光光度計來偵測(激發光：410nm，

放射光：490nm) 

 結構的模組與模擬 

M. acetivorans 的部分 c ring 結構是參照其他物種已知的結構。作者先利

用序列比對找出最相似的序列(Enterococcus hirae)，再利用 Modeler 9v8 從兩

千多種已知模組中找出最佳的DOPE (discrete optimized protein energy)分數。

在這其中以只與鈉離子結合的 Ilyobacter tartaricus c11 ring 以及只與氫離子

結合的 Spirulina platensis c15 ring，作為模擬 M. acetivorans c4 ring 在與不同

離子結合下的模板。 

結果與討論 

 鈉離子可激發 M. acetivorans IMV 對於 ATP 的水解 

在緩衝液(25 mM Pipes-KOH buffer, pH 7, 25 mM MgSO4, 10 mM 

KHSO3, 0.4 mM sucrose)中以 0.75 mM 的鈉離子濃度為基準，當時的 ATP 水

解速率為每蛋白質 14.7 nmol·min-1·mg-1。而 ATP 水解速率會隨著鈉離子濃

度的增高而上升。最高 ATP 水解速率時，鈉離子濃度為 6 mM，二分之一最

高水解速率則為 0.92+0.37 mM (見圖一)。 

 鈉離子的傳送與 ATP 水解有關 

為了證明 ATP 的水解不單單只是受到鈉離子的影響，而是與鈉離子的

傳送有所連動。作者將 IMV 置於含有 22Na+的溶液中平衡，接著加入 ATP

後測量 IMV 內鈉離子累積的數量。實驗結果發現加入 ATP 之後，IMV 內鈉

離子量與對照組相比確實有大幅的上升(見圖二)，被送進 IMV 的 22Na+其速

率與多加入的鈉離子成正比(見圖三)。而加入 ATP synthase 的抑制劑 DCCP

和 DES 時鈉離子的傳送被終止。 

 



 鈉離子的傳送是直接而且能產生膜電位差的 

當鈉離子傳送進 IMV 時不只會產生濃度差，其本身帶的正電也會產生

膜電位差。當膜電位差過大時反而會抑制鈉離子的傳送，而利用相同電荷的

鉀離子相抵膜電位差可增加鈉離子的轉移，證明鈉離子確實產生相對應之膜

電位差(electrogenic)。 

為了證明鈉離子確實是經由 ATP synthase 被傳送進 IMV 而非經由其他

管道，作者使用了離子載體(ionophore)來確認。氫離子載體 SF6847 和 CCCP

加入後並沒有抑制 IMV 內鈉離子的堆積，而鈉離子載體 ETH157 則完全破

壞了鈉離子在 IMV 內堆積起來的濃度(見圖四)。 

 鈉離子與氫離子同時被傳送的證明 

為了測試 M. acetivorans 的 ATP synthase 是否只專一結合鈉離子，作者

測試在不同 pH 值條件下鈉離子濃度增加時 ATP 水解的速率。發現 pH 5 的

情況下鈉離子無法刺激 ATP 水解的發生，而其速率甚至高過 pH 7 鈉離子濃

度飽和時的速率(見圖五)，說明了在氫離子的結合下 ATP synthase 的水解速

率達到最高。 

作者並利用ACMA標定氫離子並測量其發出螢光的量。當加入ATP時，

ACMA所發出的螢光會產生猝滅效應，而(NH4)2SO4的加入會停止猝滅效應。

將 IMV 與氫離子載體 DCCD 一起加入反應時也有相同效果(見圖六)。證明

氫離子確實是經由 ATP synthase 透過 ATP hydrolysis 進入膜內。 

當氫離子的濃度增加時，猝滅效果上升。而鈉離子的參與也都進一步的

增加螢光猝滅的百分比，並隨著氫離子濃度的減少變化更加顯著(見圖七)。

證明了氫離子與鈉離子可以同時被 methanogen 的 ATP synthase 傳送。 

 Subunit c 在鈉離子結合態與氫離子結合態時的結構模型 

作者利用電腦模擬出氫離子結合態與鈉離子結合態的 M. acetivorans c 

ring(見圖八)，找出在與各離子結合時所利用到的胺基酸以及其形態上的變

化。發現鈉離子結合態時，鈉離子會與 Glu66 和隔壁 c oligomer 的 Ile64 作用，

然而原本 Ilyobacter tartaricus c ring 中其他的鈉離子結合處在 M. acetivorans

中被 Thr67和Glu37所取代。作者推測這使得這兩處可以結合氫離子(見圖九)，

使鈉離子與氫離子同時傳送可能發生。 

 M. acetivorans 的 c ring 在化學能上較偏向選擇氫離子，但是當鈉離子過多

的時候可以與其結合 

鈉離子結合態的 M. acetivorans c ring 在某種程度上與具有鈉離子專一

性物種的 c ring 相似。然而它的氫離子結合態又非常的吻合具有氫離子專一

性物種的 c ring。因此作者認為 M. acetivorans c ring 的專一性是介在兩個極

端之間。為了證明這個想法，作者利用電腦模擬比較各物種之間的 c ring 對

氫和鈉離子選擇上的自由能。其結果指出，模擬的 M. acetivorans c ring 對於

氫離子有高度的選擇性，但又比氫離子專一c ring的選擇性來的低(見圖十)，

而對鈉離子的選擇性有 1000 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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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圖一、鈉離子濃度對ATP水解速率的影響 

 

圖二、加入ATP(箭頭處)後對鈉離子傳送速率的

影響 

 

圖三、鈉離子濃度對22Na+被送入IMV速率的影響 

 
圖四、加入鈉離子載體ETH157後對IMV內鈉離子

濃度的影響 

 

圖五、pH5(三角形)與pH7(正方形)條件下鈉離子

濃度對ATP水解速率的影響 

 
圖六、加入ATP(黑箭頭)後發生猝滅效應，硫酸

氨(灰箭頭)加入後猝滅效應消失。灰線為IMV與

DCCP一起培養。 

 



 
圖七、不同氫離子濃度下的猝滅效應百分比，每

個濃度分別加入NaCl增加鈉離子濃度。 

 

圖八、電腦模擬出的M. acetivorans c ring結構 

 
圖九、氫離子與鈉離子結合態的細部結構 

 

圖十、各物種c ring對氫離子與鈉離子選擇性的自

由能比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