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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者在反轉的e.coli細胞膜上將兩種膜蛋白：一種新發現的光驅動氫離子幫

浦 ---- deltarhodopsin 與對熱及酸鹼值穩定的ATP synthase ---- TF0F1-ATP 
synthase進行共表現，製造出了能由光所驅動的ATP光生成囊泡。而在環境中加

入ATP-hydrolyzing hexokinase後發現，相較於一般情形，在外界有光照的情況

下，確實會有較多的基質(glucose)被進行反應而消耗掉。這提供了我們一個新方

法，在任何工業製程上，若遇到一些需要消耗ATP的反應時，能便宜又簡單的將

被消耗的ATP重新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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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研究之重要性 
    ATP 是生物反應中代表能量的型式，參與了幾乎所有重要的代謝途徑。用

於研究用途的 ATP 藥劑由於高能量保存不易，因此價格高昂；而在生物工業

製程中，由於很多反應需要大量 ATP 的參與供給能量，並且， ATP 水解反應

產生的 ADP 及磷酸將可能大量累積而影響反應效率及產物品質，因此，如何

對反應中被消耗掉的 ATP 進行重新合成，在生物工業上將會是一個亟需面對

的重要問題。本研究提供了一套新的方法，只需要簡單的純化以及照光過程，

即可重新合成反應中被水解的 ATP，未來在任何生物分子的工業製程上將可能

擔任重要角色。 
 

 前人作過的研究 
驅動 ATP synthase 反應的能量來自氫離子的濃度梯度。當氫離子在胞膜



（或粒線體內膜）內外濃度有差異時，將會以通過 ATP synthase 通道的方式平

衡兩側的濃度，這個過程也提供 ATP synthase 能量，將 ADP 與 Pi 合成為高能

的 ATP。 
光驅動之 ATP 生成作用能量主要來自古細菌中普遍存在的氫離子幫浦膜

蛋白 bacteriorhodopsin (bR)受到光照後，能將氫離子運送出胞外的性質為基

礎。前人在研究主要是利用合成 proteoliposome 的方式，將 bR 與 F0F1-ATP 
synthase 重新以與原態相反的方向建構在 proteoliposome 上。由於(1) liposome
準備困難，(2)bacteriorhodopsin 以 E.coli 異源表現量低，(3) F0F1-ATP synthase
活性與穩定性受環境影響甚大，(4)蛋白質純化步驟繁瑣，(5)必須再重新建構

proteoliposome，其用於工業應用方面價值並不顯著(Lanyi and Pohorille 2001; Choi 

and Montemagno 2007)，而主要目的是用於測定 bacteriorhodopsin 與其突變產物之

氫離子幫浦能力(Racker and Stoeckenius 1974; Yoshida et al. 1975; Bald et al. 1998)。 
Deltarhodopsin (dR)是一種在古細菌 Haloterrigena turkmenica 發現的新的

光驅動氫離子幫浦(Kamo et al. 2006)，與 bacteriorhodopsin 有相似的性質，並且有

較高的表現量與較佳的氫離子幫浦能力；另外，耐熱菌 thermophilic Bacillus PS3
的 ATP synthase，TF0F1-ATP synthase，有對環境 pH 值與溫度較穩定的結構與

性質(Sone et al. 1976)。上述此二種蛋白質，也均成功的被異源表現在 e.coli 之細

胞膜上(Suzuki et al. 2002;Feniouk et al. 2007)。 
 

 本研究欲完成之項目 
    相較於前人利用典型 bactorhodopsin 進行 proton pumping，以及利用

liposome 合成方式進行的 ATP 光生成囊泡建構，本研究利用表現量較佳的

deltarhodopsin，並以 e.coli 反轉細胞膜的方式，直接與 TF0F1-ATP synthase 進

行共表現生成囊泡，大量地減少了成本並提高了效率，是工業上生物分子製程

中極具潛力的 ATP regenerator.  
 

材料與方法 

 質體建構及蛋白質表現 
    deltarhodopsin基因來自Haloterrigena turkmenica (JCM 9743, Riken BRC, 
Japan)，並將該段基因轉入pAYCYCDuet-1(Merck KGaA, Darmstadt, Germany)質
體中，並和去除C端ε-subunit的TF0F1共同轉入E. coli BL(DE3) 菌株中進行表現。

待菌株在含抗生素之LB培養液中，培養至OD660達到0.3時加入0.1 mM all-trans 
retinal (Sigma)，培養兩小時後已離心轉速10000×g收取後，以PA3 buffer (5 mM 
MgCl2, 10% v/v glycerol, 10 mM HEPES/KOH, pH 7.5)清洗數次，重新懸浮並以超

音速震盪破菌，離心去除細胞殘骸後，以153000×g之超高速離心收取胞膜，重新

以PA3 buffer懸浮為囊泡，保存在-80℃且避光（深色離心管）之環境中。 
 



 ATP 生成活性測量 
    -80℃保存之含deltarhodopsin及TF0F1-ATP synthase的囊泡以PA4 buffer (5 
mM MgCl2, 100 mM KCl, 10 mM HEPES/KOH, pH 7.5)回溶後，分別在37℃下放

置在陰影中及300W的外加光源下培養20分鐘。反應在加入0.4 mM的ADP後開

始，每隔一段時間後即取出部分sample並以5% tricholoracetic acid中止反應。以同

體積的TAE進行中和以後，適當稀釋後加入90μl assay solution L (0.5 mM 
D-luciferin, 1.25 mg firefly luciferase/ ml, 5 mM MgSO4, 100 mM EDTA, 1 mM 
dithiothreitol, and 25 mM Tricine buffer, pH 7.8)，以螢光讀值判定ATP之濃度。 

 葡萄糖消耗測量 
    -80℃保存之含deltarhodopsin及TF0F1-ATP synthase的囊泡以reaction mixture 
G (20 mg wet wt vesicles/ml, 4 mM potassium phosphate (pH 7.5) and 2 mM glucose 
in PA4 buffer)回溶後，分別在37℃下放置在陰影中及300W的外加光源下培養20
分鐘。加入0.4 mM ADP培養5分鐘後，加入32 U hexokinase開始反應。每隔一段

時間後即取出部分sample，95℃, 2 min中止反應後，以glucose (GO) assay kit測量

glucose濃度。 
    另外，在reaction mixture G中加入30 μM ADK inhibitor P1, P5-di (adenosine-5’) 
pentaphosphate (Ap5A) 抑制adenylate kinase (ADK)之活性，以減少非光驅動之

ATP生成反應。 
 

結果與討論 

 表現 deltarhodopsin 及 TF0F1-ATP synthas 的反轉 e.coli 胞膜之 ATP 生成作

用 
    製備完成的胞膜以上述方法進行 ATP 生成之測量。在黑暗培養的的情形

下，ATP 濃度在 20 分鐘內上升到 25μM 後 ，又快速的下降；而在光照培養的

情況下，ATP 的濃度則會在一小時內持續上昇至 40μM，再緩緩的下降超過兩

小時。比較兩種情況可推得，ATP 生成濃度的不同是由光照所影響。另外，計

算反應前 30 分鐘之濃度推得整個反應的初始活性是 1.6μmol/h/g。 
 ATP 光生成與 hexokinase 作用之結合 
    為量測該光生成 ATP 反應囊泡與需要 ATP 水解之反應的結合情形，作者

利用上述方法，在環境中加入 hexokinase 及其基質 glucose，每一分子 ATP 可

提供 hexokinase 消耗一分子 glucose。實驗結果發現，光照環境下確實有較多

的葡萄糖消耗現象，並且，就算光生成 ATP 的濃度在反應一小時後已不再增

加，葡萄糖消耗的情形卻可以再持續兩小時以上。另外，在一小時內，光照相

關的葡萄糖消耗作用遠大於光照相關之 ATP 生成作用，顯示在照光的情況下，

經由反應被消耗掉的 ATP 能夠被重新生成。以上結果更進一步證實了葡萄糖

消耗作用與光生成 ATP 作用相關。 

 



 非光照相關之 ATP 生成作用 
    上述的實驗中，無論是ATP生成或葡萄糖消耗，在黑暗的環境下都能偵測到

一定的背景值。ATP生成實驗當中，黑暗環境下的ATP濃度在加入ADP開始反應

後30分鐘內快速上升，其原因是E.coli膜上的蛋白質Adenylate kinase (ADK)的作

用(Watanabe et al. 1986)，該酵素反應(2ADP + ATP → AMP)可造成非光照相關之

ATP生成，使得反應在開始時ATP濃度快速上升。加入ADK反應抑制劑 Ap5A 
(Kurebayashi et al. 1980)後比較不同光環境下的反應，發現黑暗環境下，ADK活性造

成的葡萄糖消耗量高達總反應的71%；而光照環境下約只占總反應的24%，顯示

出hexokinase反應所需之ATP主要來自於ATP光生成囊泡之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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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本實驗所建構的 ATP 光生成囊泡與其反應示意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