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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蚜蟲以刺吸式口器吸食植物汁液維生，對農業影響甚鉅，然韌皮部含氮養份不足，故蚜

蟲體內具共生菌 Buchnera 饋補此營養需求。三種芳香胺基酸中，蚜蟲所需之苯丙胺酸 

( phenylalanine )、色胺酸 ( tryptophan ) 衍生自 Buchnera，又以 phenylalanine 含量較高，推

測 Buchnera 胺基酸代謝調節應不似其他生物嚴謹。Buchnera 基因體中，含合成 phenylalanine 

關鍵酵素基因 pheA，編碼具有 chorismate mutase  ( CM；AroQ )、 prephenate dehydratase  

( PDT；PheA ) 雙催化功能之異位調節酵素 P- protein。 pheA 上游缺乏減弱子，故無基因層

級之調節，終產物 phenylalanine 回饋抑制的酵素調控層面，Escherichia coli P- protein 調節功

能區 ( ACT domain ) 保守之關鍵殘基 ESRP 是回饋調控重要位點，但 Buchnera P- protein 此

區序列為 TSQK，顯示其 phenylalanine 代謝可能亦不具酵素層級調控。本實驗利用功能互補

試驗，證實 Buchnera pheA 在 Escherichia coli 表現系統中，具有 AroQ、 PheA 之催化活性，

並透過低溫表現條件、純化與活性試驗，進行 Buchnera P- protein 之動力學分析，Buchnera 

AroQ 之  Km 為  459.9±87.9 μM，  PheA 之  Km 為  594.8±132.7 μM ( stop assay ) 或

1382.6±103 μM ( online assay ) ；終產物回饋抑制層面，Buchnera AroQ 活性不受 

phenylalanine 影響，而 PheA 活性受 phenylalanine 之最大抑制效率僅為 8.3％，I0.5 約 17.79 

μM ，Ki 為 17.77 μM ，證實 Buchnera P- protein 對 phenylalanine 的回饋抑制甚不敏感，

酵素層級調節效率低落，而具大量合成 phenylalanine 之特性； Buchnera AroQ 、PheA 活性

亦不受 tyrosine 影響，tryptophan 對 Buchnera PheA 亦無明顯抑制，但卻能活化 Buchnera 

AroQ，使得其能過量合成 phenylalanine ，一方面提供宿主蚜蟲利用，部分則透過蚜蟲懷菌

細胞進一步代謝為 tyrosine ，滿足蚜蟲與 Buchnera 本身之需求，以維持此共生關係。 

關鍵字: 蚜蟲、共生菌、芳香族胺基酸、苯丙胺酸、回饋抑制 

期刊分類: 生物 

壹、前言 

    蚜蟲以吸食篩管養份維生，韌皮部含大量碳水化合物，含氮養分相對較少，各胺基酸比

例不均勻，故蚜蟲有共生菌 Buchnera 來補饋此需求。蚜蟲胺基酸養分試驗 ( Liadouze et al., 

1995；Wilkinson and Douglas, 2003 )，與共生菌  Buchnera sp. APS. 基因組解序資料 

( Shigenobu et al., 2000 )，配合近年蚜蟲懷菌細胞轉錄組分析 ( Nakabachi et al., 2005)，顯示蚜

蟲與 Buchnera 之共生關係，建立於胺基酸的合成與供應。以 phenylalanine為例，在含有共

生菌 Buchnera 的蚜蟲體內， 其 phenylalanine 的含量亦高於無共生菌蚜蟲 ( Liadouze et al., 

1995 ) ；Douglas ( 2006 ) 亦證實衍生自共生菌 Buchnera 的 phenylalanine 含量相當高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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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chnera sp. APS. 基因組中 ( Shigenobu et al., 2000 )，合成 phenylalanine 相關酵素基因完

整，tyrA 卻已缺失，故無法合成 tyrosine，但 Nakabachi (2005) 等人發現，蚜蟲之懷菌細胞

中，負責將 phenylalanine 轉換 tyrosine 的酵素基因: Henna ( phenylalanine 4-monooxygenase ) 

表現量相當高，推測 Buchnera 應能大量合成 phenylalanine ，滿足蚜蟲的營養需求，且亦能

藉由宿主將 phenylalanine 轉換成非必需胺基酸 tyrosine， 以供 Buchnera 己身利用。 

    一般生物體 ( 如 Escherichia coli ) 對胺基酸合成代謝，都具有嚴密的調控機轉，但 

Buchnera 在蚜蟲體內的主要功能，即大量合成必需胺基酸，滿足宿主營養需求，故其調節機

制應不似其他生物。以 phenylalanine 之代謝為例，關鍵酵素 AroQ-PheA ( chorismate mutase 

prephenate dehydratase ) 的編碼基因  pheA 上游區域，無減弱子  pheL 的調節性結構 

( Jiménez et al., 2000 )，於不同氮源中， pheA 基因的表現量無顯著差異 ( Moran et al., 

2005 )，顯示 Buchnera 之 phenylalanine 的合成，不具轉錄調節；而在酵素調控層面，Buchnera 

關鍵酵素 AroQ-PheA 的異位調節功能區 ( R Domain ) ，與回饋抑制相關的殘基不保守，在

其他細菌(包含古生菌) 中，胺基酸序列均為 ESRP， Buchnera 的此酵素中卻為 TSQK，因

此推測 Buchnera AroQ-PheA 缺乏終產物回饋抑制，而能過量合成 phenylalanine  ( Jiménez 

et al., 2000 ) 。綜合 Buchnera 與蚜蟲共生關係中所扮演的棲位功能，與上述調節性結構、關

鍵酵素調節保守區的差異，顯示 Buchnera  AroQ-PheA 應是具有大量生成產物之特性，但

尚需酵素活性試驗提供進一步的證據。故本實驗擬於Escherichia coli表現系統中，表現並純化

Buchnera AroQ-PheA，再透過酵素活性檢測來瞭解其終產物回饋抑制情況，進而闡述共生菌 

Buchnera 中，芳香族胺基酸合成途徑可能的調控機轉，與其在蚜蟲體內所扮演的特殊營養供

應角色。 

貳、文獻探討 

一、蚜蟲與內共生菌 Buchnera 

    超過 10% 的昆蟲具有共生微生物 ( Baumann, 2000)，尤其是攝食養分不均的昆蟲體。大

部分蚜蟲都具有共生微生物，以位於懷菌細胞 ( Mycetocyte or Bacteriocyte )內共生細菌為

主。Buchner ( 1965 ) 利用顯微切片在蚜蟲體內發現一種內共生菌出現在絕大多數蚜蟲種類及

個體內， Munson 等人 ( 1991 ) 始命名麥二叉蚜 ( Schizaphis graminum ) 之初級內共生菌為 

Buchnera aphidicola ，一般以Buchnera 表示此內共生菌 ( Ishikawa , 2003 )； Buchnera 屬於

腸內細菌科 ( Enterobacteriacae )，與大腸桿菌 ( Escherichia coli ) 的親源關係相近 (Munson et 

al., 1991 )。  

    Buchnera 與蚜蟲為絕對互利共生 ( Mutualism )，缺少內共生菌的蚜蟲，在生長速度、生

存率、繁殖率等方面均較低落，而營養需求及體內代謝物組成，也與具有內共生菌的蚜蟲有

明顯差異，顯示 Buchnera 為宿主蚜蟲生存所必需 ( Liadouze et al., 1995；Wilkinson et al., 

2001 )。 

二、內共生細菌 Buchnera 基因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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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豌豆蚜內共生菌 Buchnera sp. APS.，染色體基因組為 640,681 bp，含 564 個編碼基因，

及二個質體 plasmid pTrp 及 plasmid pLeu ，大小為 7258 bp 、7786 bp，各別帶有 tryptophan 

與 leucine 合成酵素基因 trpEG、leuABCD 。此外，其基因組中，合成胺基酸的相關基因有 

54 個，佔全基因組 10%，大多為參與必需胺基酸合成之酵素基因，而合成非必需胺基酸的

基因則不完整，顯示 Buchnera sp. APS. 與豌豆蚜間，胺基酸合成之高度互賴性。更值得注意

的是，Escherichia coli 基因組中，調節基因個數超過 200，含 16 個必需胺基酸合成之調節

基因，但 Buchnera 調節基因總數則少於10，其必須胺基酸合成相關之調節基因也僅有 himA  

(Dale and Moran, 2006 )，其他各種抑制子、活化子，甚至減弱子等調節性的構造均缺失。 Moran 

等人 ( 2005 ) 指出 Buchnera Sg. 必需胺基酸合成酵素基因的表現，除了metE，受其調節活

化子 MetR 些許影響外，其餘均否，而在 Buchnera sp. APS 中，metR 已缺失，故必需胺基

酸合成酵素基因的表現量，應不受轉錄調節。 

三、蚜蟲與內共生菌 Buchnera 之間的營養關係 

    植物韌皮部營養成分，以碳水化合物為主，豌豆蚜寄主植物的 asparagine 的相對含量相

當高，含共生菌蚜蟲能有效將非必需胺基酸營養加以利用，並轉換為必需胺基酸，故推測蚜

蟲體內的 Buchnera 應擔任胺基酸轉換之要角 ( Liadouze et al., 1995 )。學者利用同位素 15N 

標定 glutamate，發現  Buchnera 會利用  glutamate 代謝成其它胺基酸，如  leucine、

phenylalanine、valine ( Sasaki and Ishikawa, 1995 )。隨後 Buchnera sp. APS. 基因組顯示，蚜

蟲自植物韌皮部攝入的非必需胺基酸養分會送入懷菌細胞作為合成必需胺基酸前驅物，透過 

Buchnera 合成轉換後，再輸出給寄主蚜蟲利用 ( Zientz et al., 2001 )。 

    phenylalanine ，為芳香族胺基酸成員之一，以豆科植物直接餵養，在共生菌蚜蟲與無共

生菌蚜蟲體內，其 phenylalanine 的含量相差甚多 ( Liadouze et al., 1995) ，推測共生菌 

Buchnera 應能過量合成 phenylalanine，供給蚜蟲使用。此外，Buchnera sp. APS.合成 tyrosine 

的關鍵基因 tyrA 已缺失，無法合成 tyrosine ( Shigenobu et al., 2000 )，然其宿主蚜蟲之懷菌

細胞  Henna 表現量為蚜蟲體細胞表現總和的  297 倍，顯示懷菌細胞能代謝大量 

phenylalanine 為 tyrosine，再供給 Buchnera 利用 ( Nakabachi et al., 2005 )，予 Buchnera 能

過量合成 phenylalanine 提供一有利證據，亦證實蚜蟲與Buchnera 胺基酸養分相互饋補之說。 

四、芳香族胺基酸合成途徑與合成酵素  

    苯丙胺酸 ( phenylalanine ) 、色胺酸 ( tryptophan )、 酪胺酸 ( tyrosine ) 為芳香族胺基

酸，在  Escherichia coli 中利用莽草酸路徑  ( Shikimate pathway ) 合成共同前趨物 

chorismate，再各別透過特異性途徑，合成三種芳香族胺基酸。  

（一）、Chorismate mutase ( CM；AroQ ) [ EC 5.4.99.5 ] 

    Chorismate mutase  由 aroQ 所編碼，是合成芳香族胺基酸的莽草酸路徑 ( Shikimate 

pathway ) 中重要酵素，與 phenylalanine 及 tyrosine 的合成有關。 Chorismate mutase 與 

anthranilate synthase 利用相同受質 chorismate，但透過 chorismate mutase 的催化，choris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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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轉換生成中間產物 Prephenate。 

    chorismate mutase 可能單獨存在，亦或與其它酵素融合而形成 bifunctional enzyme ( Gu 

et al., 1997 )，例如: 在 Escherichia coli 中，chorismate mutase 與 prephenate dehydratase 融

合成 AroQp (AroQ-PheA)，即 P-protein ( Zhang et al., 1998 )。 

（二）、Prephenate dehydratase ( PDT；PheA ) [ EC 4.2.1.10 ]  

    Prephenate dehydratase 是由 pheA 所編碼的蛋白，為 chorismate mutase 下游酵素，亦是

合成 phenylalanine 分支的關鍵酵素，將 prephenate 進一步轉換為 phenylpyruvate ，最後

再經轉胺作用，合成 phenylalanine 。 

    Prephenate dehydratase 在生物體中，能單獨執行催化功能，或與 chorismate mutase 融

合 AroQp (AroQ-PheA)，即P-protein；目前已完成立體結構解訊之 Staphylococcus aureus 

( SaPDT )、 Chlorobium tepidum ( CtPDT ) 皆屬於前者，N 端均無 chorismate 的催化區域 

( Tan et al., 2008 )，而 SaPDT 與 CtPDT 二者胺基酸序列一致性不高 ( Identity 27.3% ) ，

但結構卻很相似，N 端算起約 178 個殘基，具 prephenate dehydratase 催化活性之功能區 

( PDT domain )，此區又分為 PDTa、PDTb 次功能區 ( Subdomains )，Kleeb 等人 ( 2006 ) 比

對各物種間序列，提出 16 個保守胺基殘基，絕大部份與催化活性相關，或參與異位調節，

配合胺基酸位點突變與活性分析 ( Zhang et al., 2000；Hsu et al., 2004 )， 推測此 PDTa、PDTb 

次功能區中間凹槽應為催化活性位，包括 G7、P52、N55、 Q110 、S103、 T168、R169、 

F170 ( SaPDT ) 等殘基均位於此；C 端約100 個殘基為調節功能區 ( R domain ；ACT 

Domain ) ，與終產物異位調節相關，保守殘基 D66、L68 可能參與此過程 ( Tan et al., 2008 )。 

    Escherichia coli 的 chorismate mutase ( CM ) 與 prephenate dehydratase ( PDT ) 融合一

起成為 P- protein ( AroQ-PheA )；因此 pheA 所編碼酵素較長，具 386 個胺基酸，大小約為 

43 kDa，活性形式為同源雙體 ( homodimer ) ，具有三個功能區，N 端 1–109 殘基具 

chorismate mutase 之催化力 ( CM domain, EcCM ) ； 101–285殘基則是能轉換 prephenate 

生成 phenylpyruvate 的 prephenate pehydratase ( PDT domain, EcPDT ) ； 285–386 殘基為終

產物phenylalanine 結合之調節區 ( R domain ) ( Zhang et al., 1998 )。比對 EcPDT 與 

SaPDT、CtPDT ( 含 R domain )，胺基酸序列之ㄧ致性 ( Identity ) 各別為24% 、32% ，相

似度 ( Similarity) 則近五成 ( Tan et al., 2008 )，推測 Escherichia coli 之 EcPDT 立體構型

應與 SaPDT、CtPDT 相似。 

    初級共生菌 Buchnera  pheA 所編碼的 PheA 蛋白具有 385 個胺基酸，透過序列比對，

推測與 Escherichia coli  P- protein 一般，同為具 chorismate mutase、 prephenate dehydratase 

雙催化活性之酵素 ( AroQ-PheA )，且此二功能區之催化活性位保守，於細胞中應具有催化

活性，此外， C 端的調節區 ( R Domain ) 是否也與 Escherichia coli 同有終產物結合力，

均需透過進一步的實驗證實。 

 

 

五、苯丙胺酸合成之調控機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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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成胺基酸是昂貴的代謝活動，必需消耗大量ATP、還原力 ( NADPH ) 與原料物質 ( 如: 

acetylCoA ) 等，因此大多數生物體內都具有嚴密的調控機制。細菌對胺基酸代謝的調控有二 : 

1.) 轉錄層級調控 ( gene - level regulation )； 2.) 酵素層級調控 ( Enzyme - level regulation )。 

以 Escherichia coli 為例，與合成必須胺基酸相關的調節基因至少有16個，包括抑制子編碼基

因，如 argR、 trpR、 metJ，活化子編碼基因 himA、 lysR、ilvY、 lrp、 leuO、 metR、 cysB 

等，此外，DNA上有調節性結構，如減弱子，則有 thrL、 ilvL、 leuL、trpL、 pheL、hisL。

Buchnera 基因組甚小，缺少絕大部份調節基因與調節性構造，推斷Buchnera關鍵酵素 

P-protein 的表現水平，應是缺乏轉錄層級之調控 ( Jiménez et al., 2000 ) 。Buchnera 無 

pheL，而 Buchnera Sg於不同氮源與飲食匱乏下，其 pheA 基因的表現量並無顯著差異，闡

明Buchnera 之 phenylalanine 的合成，不具轉錄調控 ( Moran et al., 2005 )。 

    酵素層級的調控，即終產物的回饋抑制 ( Feedback inhibition )。Escherichia coli 合成芳

香族胺基酸即受其終產物 phenylalanine的回饋抑制，此調節機轉系由P-protein ( AroQ-PheA ) 

的C 端調節區 ( R Domain ) 執行功能。細胞內過量的 phenylalanine結合至 R Domain ，推

測會導致N端催化功能區 ( 包括CM 及PDT Domain ) 構型變化，使其喪失催化活性，達到終

產物回饋抑制的效果，然就 Escherichia coli  P-protein而言，當phenylalanine 濃度為0.4mM，

僅能抑制chorismate mutase約10% 的活性，而prephenate dehydratase 的活性幾乎完全喪失 

( Zhang et al., 1998 )。 

    Pohnert 等人 ( 1999 )將能與 phenylalanine 結合之蛋白，進行胺基酸序列比對，而定義

出二個高度保守區 : GALV ( glycine 、alanine、leucine、valine ) 、ESRP ( glutamate 、serine 、

arginine 、proline)，並對此保守區域進行單一位點突變，各別分析 phenylalanine 結合差異與

活性試驗，以推測此二保守區的角色。保守區 GALV，可能是直接參與 phenylalanine 結合

的位點，發生突變後，幾乎完全喪失結合力， phenylalanine 回饋抑制的情形也大受影響；

ESRP 的高親水性保守區，除結合 phenylalanine 之貢獻外，推測應能提供酵素構型變化所需

之交互作用。當此區突變時，結合能力喪失近五成，但回饋抑制並未完全喪失，其中 R331A 

的突變會完全喪失回饋抑制的敏感性，然R331K 的突變，其回饋抑制幾乎不受影響，顯示此

位點之正電性殘基，對於 phenylalanine 回饋抑制極為重要。 

     P-protein R Domain 在功能分類上是歸類於  ACT Domain 家族  ( Chipman  and 

Shaanan, 2001) ，ACT Domain 即是調節物結合功能區 ( ligand-binding domain )，調節物主要

結合於二個 ACT Domain ( ACT Domain 1、ACT Domain 2 ) 之間，進而影響催化功能區的構

型變化。 

     比較 Staphylococcus aureus ( SaPDT )、 Chlorobium tepidum ( CtPDT )之 ACT Domain， 

CtPDT 為 ACT Domain 結合 phenylalanine 的複合構型，SaPDT 則為酵素單獨結晶的構

型；在 CtPDT 的 ACT Domain 上，與 phenylalanine 具交互作用之殘基為 ACT Domain 1 的 

L225 、I228 ，以及 ACT Domain 2 的 L211、S230、Y240 與 F242，其中 L225、 I228 在 

Escherichia coli 是同性質之殘基 M325、L328 ，L211、S230、F242 則完全相同 。此外，

調節物 phenylalanine 的 α-carboxyl group 各別與 ACT Domain 1之 L225 及 ACT Domain 2 

之 G209、L211 形成氫鍵，而其 α-amino group 則與 Domain 1 的 D224 、 ACT Domain 2 

的 N206 形成特異性之氫鍵鍵結，且除 D224 外，其他殘基於 Escherichia coli 均保守。 當

二個 phenylalanine 分子 ，各別結合於 ACT Domain 1、2 間相對的位置時， ACT Domai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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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更為接近，形成閉鎖構型 ( closed conformation ) ，至於 SaPDT 的 ACT Domain，因無 

phenylalanine 的結合，故為開放構型 ( opened conformation) ( Tan et al., 2008 )。 

     Escherichia coli  P-protein ( AroQ-PheA ) 的保守區 G309ALV、 E329SRP 對應於 

SaPDT 、 CtPDT 各別為 G198LLV、E218SRP 與 G209SLF 、E229SRP 。 GALV 位於 ACT 

Domain 1、2 之間，以 CtPDT 之構型為例，G209、L211 確實參與 phenylalanine 的結合；

ESRP 靠近 PDTa Domain ，S230 能與另一個ACT Domain 的 I228 形成氫建，促使 CtPDT 

形成閉鎖構型 ( closed conformation )，此外，在 SaPDT 立體的空間構型上，其 PDTa Domain 

之 D66 ( CtPDT : D64 ；EcPDT : D171；BuPDT : D171 ) 與 ACT Domain 上的 R220 及 

K223 ( CtPDT : R231、R234； EcPDT : R331、H334；BuPDT : R331、Y334 ) 除氫鍵外，尚

能形成類似離子鍵結的鹽橋，而 N55 與 R220 之間也有氫鍵之交互作用。相對於 SaPDT ，

CtPDT  N53 ( N55 of SaPDT) 非與 R231 形成氫鍵，而是與 N169、 T171 ( T168 of SaPDT ) 

分別形成氫鍵，但  T171 ( T168 of SaPDT ) 是催化關鍵殘基，推測  CtPDT ( closed 

conformation ) 因此失去催化活性。綜合以上資訊而提出 phenylalanine 異位調控機轉之假說: 

當 phenylalanine 結合至 ACT Domain 1、2 之間時，在二個 ACT Domain ( GALV ) 間，以

及 ACT Domain 與 PDTa Domain 的交界 ( ESRP ) 均會發生交互作用的變化，使二個ACT 

Domain 與二個 PDTb Domain 相互靠近，以遮蔽 prephenate dehydratase ( PDTa 與 PDTb 

Domain 之間) 的活性位 ( Tan et al., 2008 )。 

    比對共生菌 Buchnera P-protein ( AroQ-PheA ) 的 C 端調節區 ( R Domain ) ，與 CtPDT 

胺基酸序列的 Identity 約 27% ，推測 Buchnera 的 R Domain 應與 EcPDT、 SaPDT、CtPDT 

的 ACT Domain 結構相近，但二個高度保守區: GALV、ESRP 於 Buchnera 中並不保守，特

別是親水性殘基  ESRP，在  Buchnera 序列為  TSQK ( 329-332 ) ，而此保守區對 

phenylalanine的回饋抑制相當重要，因此於 Buchnera 中，此保守殘基之變異，可能會影響 

phenylalanine 結合至其 P-protein ( AroQ-PheA ) R Domain 的親和性，及後續誘發構型轉換之

能力。 

    由於共生菌 Buchnera 在蚜蟲體內所扮演的特殊營養 ( 包括必需胺基酸phenylalanine ) 

供應角色，加上序列保守度的差異，顯示Buchnera 的 P-protein ( AroQ-PheA ) ，可能不具終

產物的異位調控 ( Jiménez et al., 2000 ) 而能過量合成 phenylalanine。 

    前人已證實 Buchnera pheA 基因具互補 CAG12158 ( pheA- ) 突變株之功能，顯示

Buchnera pheA 之編碼蛋白 PheA ( prephenate dehydratase；PDT ) 具一定催化活性，且可能不

受終產物回饋抑制 ( 黃，2005 )。然 Buchnera  pheA 基因之編碼蛋白，共有 385 個胺基酸

殘基，透過序列比對發現，與 Escherichia coli 中具 chorismate mutase ( CM；AroQ ) 、 

prephenate dehydratase ( PDT； PheA ) 雙催化活性的融合蛋白 P- protein ， 相似度高達 

72%，且 chorismate mutase ( CM；AroQ )、prephenate dehydratase ( PDT； PheA ) 活化位的

胺基酸殘基保守，推測 Buchnera pheA 基因所編碼的蛋白 AroQ-PheA 於 Escherichia coli 表

現系統中，具 chorismate mutase  ( CM；AroQ )、 prephenate dehydratase  ( PDT； PheA ) 雙

催化活性，故本實驗目的有四：其一，將含有 Buchnera pheA 基因的質體 pHCYBuA31 ， 轉

殖入 Escherichia coli  雙突變株 KA12 ( pheA-  tyrA- ) 中，進行互補試驗，確認 Buchnera 

pheA 基因是否具有AroQ 之功能；其二表現與純化Buchnera AroQ-PheA，與各別的酵素動力

學分析；其三為比較 Escherichia coli 與 Buchnera 的AroQ-PheA ， 對終產物 phenylalan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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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抑制的差異性，確認 Buchnera AroQ-PheA 是否缺乏酵素層級的調節；最後，進一步檢

視其他芳香族胺基酸對 Buchnera  AroQ-PheA 酵素活性之影響，瞭解Buchnera 之芳香族胺

基酸合成途徑可能的調控機轉。 

参、材料與方法 

一、細菌菌株、質體與培養基 

    KA12 為 pheA-tyrA 突變株 ( Kast et al., 1996b )，基因型: (srlR-recA) 306::Tn10, 

(pheA-tyrA-aroF), thi-1, endA-1,hsdRl7, (argF-lac) U169, supE44。質體  pHCYEcA1、

pHCYBuA31 ( 黃，2005 ) 分別帶有Escherichia coli pheA 與 Buchnera pheA 基因。本實驗使

用之培養基包括 Luria Bertani ( LB ) 平盤培養基、抗生素 ampicillin(50μg/mL)、tetracycline 

(50 μg/mL )LB broth 培養基。M9 minimal 培養基與抗生素 M9 minimal 培養基。 

二、基因轉殖與互補功能測試 

    將分別含有 Escherichia coli 、 Buchnera  pheA 基因之質體 pHCYEcA1、pHCYBu31， 

以及空載體 pGEM -T， 轉殖入 Escherichia coli 突變株 KA12，繼代於含有 ampicillin 

( 50μg/mL) 、tyrosine  ( 50mg/ L)、thiamine (16.8 mg/L) 特殊營養之 M9 minimal 培養基中，

37℃過夜培養，試驗質體上編碼基因之功能。 

三、蛋白質表現 

    將選殖確認後，能互補突變株  KA12 缺陷之菌株  ( 測試AroQ、  PheA 活性  ) 

KA12/pHCYEcA1 、 KA12/pHCYBuA31 以及對照組菌株  KA12/ pGEM –T 以 ampicillin 

( 50μg/mL) 的液體 LB broth，在 37℃、25℃、 20℃ 下過夜培養，隔日再繼代至 100 

mL( ampicillin ,50μg/mL) 液體 LB broth，以相同溫度培養，當細菌O.D.600 = 0.4 ~ 0.5 時，以 

IPTG ( 1 mM ) 來誘導表現4~16 小時，離心收集菌液。  

四、細菌細胞溶解液備製 

    將第四部份之誘導表現後的菌液，以6530  g 、 4℃、離心 5 分鐘，去除上清液，以  

100mM  Tris-HCl  ( pH＝7.5 )、5mL 無菌 ddH2O 沖洗菌液，再離心，並以 100mM Tris-HCl 

( pH＝7.5 ) 與無菌 ddH2O 各 50 mL，重新懸浮成 100mL，利用 Basic Z Cell Disruptor 震破

細菌，溫度設定為 4℃，壓力 30 kpsi，將細胞懸浮液到入擊打管柱的樣品杯中，啟動機器震

碎頻率約 20 秒擊打一次，以乾淨之 50 mL 離心管 ( Oak Ridge ) 置於擊打管柱出口，收集

細菌細胞溶解液。 

五、酵素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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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聚乙烯亞胺 ( Polyethyleneimine , PEI ) 沈澱，最終濃度為 0.25%，再以 34620 g、 4

℃、離心 20 分鐘，收集上清液後，添加硫酸銨至濃度為30% 飽和， 於4℃ 搖晃混合20分

鐘，再以34620 g、4℃、 離心10分鐘，分別收集沉澱 ( 0~ 30%，30~50% ) 與上清液，沉

澱部分均以 100 mM  Tris-HCl ( pH=7.5 ) 回溶，進行酵素活性測定。 

六、酵素活性分析 

（一）、Chorismate mutase ( CM ；AroQ ) 活性測定 

    Chorismate mutase 活性測定法參照Kast 等人 (1996b) 方法，反應混合液 250 μL中含有 

20mM sodium phosphate buffer ( pH= 7.6 )、1 mM chorismate，平衡 5 分鐘，加入 20 μL 細

菌溶解液，於波長 274 nm ( chorismate，ε274nm＝2630 M-1 cm-1)，測量吸光值下降情形。 

（二）、Prephenate dehydratase ( PDT； PheA) 活性測定 

    Prephenate dehydratase 活性測定法亦有二，其一 stop assay 是參照 Nelms 等人 (1992) 

所描述之方式，反應混合液 625 μL 含有 27 mM Tris-HCl ( pH=7.5 )、 1 mM 之 barium 

prephenate，混合平衡 5 分鐘後，加入 50 μL 細菌溶解液，各別於 0、1、2、3、4、5、6、

7、8 分鐘，自反應液中取出 62.5 μL， 加入 187.5 μL NaOH ( 1 M ) 終止反應，在波長 320 

nm下，測量enol-phenylpyruvate 生成之吸光值變化( prephenate，ε320nm＝16500 M-1 cm-1)；

online assay 是 參 照  Kleeb 等 人 (2006) 利 用  phenylpyruvate tautomerase 將 生 成 之

phenylpyruvate ( keto amd enol form ) 全部轉換為 enol-phenylpyruvate，再與 borate 生成 

enol-phenylpyruvate-borate complex ，於波長 298 nm 具吸光值。反應混合液 250 μL中含有 

50 mM boric acid ( pH=8.1)、1 mM barium prephenate、tautomerase 1700 μg/mL，混合平衡 5 分

鐘，加入 20 μL 細菌溶解液，測量吸光值( enol-phenylpyruvate-borate complex，ε298nm＝-820 

+ 10600e-T/74 )。 

（三）、AroQ-PheA Steady-State Kinetic 

    AroQ 活性測定之受質  chorismate 濃度為0.1~1 mM ，分別進行  Escherichia coli、 

Buchnera 之 chorismate mutase 活性分析，並採用1分鐘內吸光值變化，作為催化反應之初

速度 ( initial rate )；PheA 受質 Prephenate 濃度為 0.1~2 mM，以 stop assay ( Nelms et al., 

1992 ) 及 online assay ( Kleeb et al., 2006) 活性測定法，分別進行 Escherichia coli、 

Buchnera 之 prephenate dehydratase 活性分析。每個受質濃度之活性試驗，均進行至少三重

複，利用SigmaPlot 進行非線性迴歸分析，代入Michaelis-Menten equation，分別計算出 

AroQ、PheA 的 Km 與Vmax。 

（四）、AroQ-PheA 終產物回饋抑制分析 

    AroQ 回饋抑制的活性測定分為二部份，第一部份為 phenylalanine、tyrosine 的抑制試

驗，採用 online assay活性測定法，在反應混合液中額外加入  0 ~ 5 mM 不同濃度的 

phenylalanine 、tyrosine，於波長 274 nm 下偵測其吸光值改變情形；第二部份為 tryptophan 

對 AroQ 活性回饋抑制分析，透過 stop assay ，於反應混合液中額外加入 0 ~ 1m M 不同

濃度的 tryptophan，於波長 320 nm 下偵測其吸光值改變情形。 PheA 回饋抑制均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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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ne assay之活性測定法，於反應液中，加入濃度範圍為 0 ~ 5 mM 不等的 phenylalanine 、

tyrosine 與 tryptophan ，於波長 298 nm 下，測量吸光值上升情形。實驗進行至少三重複，

利用 SigmaPlot 統計軟體分析 ，並根據部份抑制酵素反應 ( Hyperbolic inhibition) 公式，

各別求出  phenylalanine 、 tyrosine 與  tryptophan 對  AroQ、PheA 活性抑制之  I0.5、

phenylalanine 回饋抑制之 Ki 。 

七、序列比對與結構模擬 

    利用 NCBI Database 提供之 BLAST 功能，進行二序列一致性與相似度比對， ( Altschul et 

al., 1990 ) ；以 Bio-Edit 進行多條序列比對( Hall, 1999 )。採用 SWISS-MODEL ( Schwede et al., 

2003 ) 及 RCSB PDB  ( Berman et al., 2000 ) 所搜尋之 2qmx ( Tan, et al., 2008 ) 為模板，進行

蛋白質結構模擬。利用 European Bioinformatics Institute (EBI) ( Emmert et al., 1994 ) 所提供之

比對工具 DaliLite  進行立體構型的堆疊 ( superimpose ) 。並透過 Accelrys Discovery Studio 

( 結構生物資訊研究室，蕭乃文老師 ) ，將立體結構進一步修飾、呈現。 

肆、結果 

一、Buchnera pheA 基因於突變株 KA12 功能互補測試： 

    本實驗將含有  Escherichia coli pheA 與  Buchnera pheA 基因的質體  pHCYEcA1、

pHCYBuA31 轉殖入  Escherichia coli  pheA-tyrA 雙突變株  KA12 ，並於含有特殊營養 

( thiamine 、tyrosine ) 之 M9 minimal 抗生素培養基 ( ampicillin，50μg/mL)，進行基因功能

互補試驗。 對照組 KA12/pGEM -T 無法生長，而 KA12 / pHCYEcA1、KA12/pHCYBuA31 菌

株均能長出菌落  (如圖一)，顯示質體  pHCYBuA31 能補償  KA12 之遺傳缺陷，  證明 

Buchnera pheA 基因所編碼之 AroQ-PheA (P-protein ) ，在 Escherichia coli  KA12 中， 除

了 prephenate dehydratase ( PDT； PheA ) 之催化活性外，chorismate mutase ( CM ；AroQ ) 亦

具催化功能。 

二、 Buchnera P- protein ( AroQ-PheA ) 於 KA12 中不同溫度之表現、純化與酵素活性 

( AroQ、PheA ) 測定 

（一）、Buchnera P- protein ( AroQ-PheA ) 表現、純化 

    將能互補突變株 KA12 缺陷之菌株 KA12/pHCYBuA31 ，與對照組菌株 KA12/ pGEM 

-T 各別於 37℃誘導 6 小時、 20℃誘導表現 16 小時，破菌後離心上清液、沉澱、及上清

液以聚乙烯亞胺 ( polyethyleneimine , PEI )、硫酸銨 ( ammonium sulfate ) 進行初步純化之蛋

白質表現。於 37℃ 誘導表現下，Buchnera P- protein ( AroQ-PheA ) 離心上清液與純化後之

樣本，在膠圖上無明顯的表現色帶，反因高溫誘導形成大量內涵體 (inclusion body) 而表現於

沉澱部分 ( 圖二A : arrowhead ) ；20℃ 誘導表現下，沉澱部分的相對位置已不見色帶 ( 圖

http://home.rcs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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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B : arrowhead ) ，且其上清液 ( 圖二 B : Arrow ) 與對照組 KA12/ pGEM -T 之表現明顯

不同，應是 Buchnera P- protein 所表現的蛋白色帶。 

（二）、酵素 AroQ、PheA 之活性測試 

    AroQ ( chorismate mutase ) 、PheA ( prephenate dehydratase ) 均採用 online assay 進行活

性測試。室溫 25℃、各別於波長 274 nm、298 nm 測量吸光值下降、上升情形。將 37℃、

20℃誘導表現，並初步純化、濃縮十倍之樣本( KA12/ pGEM -T、KA12/pHCYBuA31: P10 ) 

進行活性分析。 Buchnera AroQ 活性測定如圖三A所示，比較不同溫度表現的酵素活性，

Buchnera AroQ 20℃之比活性為37℃的 2.5 倍，顯示 37℃ 誘導表現之活性明顯較 20℃ 低

弱； Buchnera PheA 活性測定亦有類似結果 (如圖三B )，20℃ 之比活性約為 37℃的 5.3 倍。 

三、AroQ-PheA Steady-State Kinetic 

（一）、Escherichia coli AroQ、Buchnera AroQ 對受質 chorismate 的 Km: 

    利用online assay 進行活性分析，受質 chorismate 取 0.1~1 mM 的濃度範圍，以各別濃

度下所測得之 AroQ 的初始速度為縱軸，進行 Michaelis-Menten Kinetic 分析，Escherichia 

coli AroQ 的 Km 為 174.0±1.9 μM，Buchnera 則為 459.9±87.9 μM。 

（二）、Escherichia coli PheA、Buchnera PheA 對受質 prephenate 的 Km: 

    利用 stop assay 進行活性分析，受質 prephenate 取 0.1~2 mM 的濃度範圍，以各別濃

度下所測得之 PheA 的初始速度為縱軸，進行 Michaelis-Menten Kinetic 分析，Escherichia 

coli PheA 的 Km 為 564.3±59.5 μM ，Buchnera PheA 為 594.8±132.7 μM 。另外，再利用 

online assay 進行 Buchnera PheA  Km 分析，測得之 Km= 1382.6±103 μM。 

四、AroQ-PheA 終產物回饋抑制分析 

（一）、終產物 phenylalanine 對 Escherichia coli AroQ、Buchnera AroQ 之抑制 

Phenylalanine 對 Escherichia coli AroQ 之抑制效果並不完全，最大抑制比例約為13% ，

I0.5 約 129 μM，然 Buchnera AroQ 似乎不受 phenylalanine 之影響，即使在高濃度的抑制濃

度下，其相對活性均保持於 98% 左右 (如圖四A) 。 

（二）、終產物 phenylalanine 對 Escherichia coli PheA、Buchnera PheA 之抑制 

Escherichia coli  PheA 對 phenylalanine 的回饋抑制相當敏感，在低濃度( 0.5mM ) 即可

抑制其活性 90％以上，I0.5 約 54 μM ，反觀 Buchnera PheA 受phenylalanine 之最大抑制效

率僅為 8.3％，I0.5 約 17.79 μM，對於 phenylalanine的回饋調節並不敏感 ( 如圖四B )。 

（三）、Phenylalanine、tryptophan、tyrosine 對 Buchnera AroQ 活性之影響 

   三種芳香族胺基酸對 Buchnera AroQ 活性影響如圖五A，phenylalanine、tyrosine 對其活

性抑制並不明顯，phenylalanine 最大抑制近乎 0 ％，而 tyrosine 

也僅有 4.28％，且 I0.5 約 1.1 mM，遠超過細胞生理濃度；值得注意的是， tryptophan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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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chnera AroQ 的活性有明顯的促進作用，當 tryptophan 濃度無限大時，其活性理論上可達 

143.29％。 

（四）、Phenylalanine、tryptophan、tyrosine 對 Buchnera PheA 活性之影響 

在 Buchnera PheA 活性方面，除受 phenylalanine 些許抑制外 ( 最大抑制效率僅為 8.3

％，I0.5 約 17.79 μM ) ，其對 tryptophan、tyrosine 均不敏感，最大抑制效率各別為 5.1％、

1.21％，I0.5 則為 494 μM 、50.8 μM ( 如圖五B)。 

（五）、Phenylalanine 對 Buchnera PheA 抑制之 Ki 

   phenylalanine 取三個濃度，各為 0 mM、0.5 mM、1 mM ，配合受質 prephenate 濃度 0.5~2 

mM 的範圍進行活性分析，以各別濃度下所測得 PheA 初始速率之倒數為縱軸，受質濃度倒

數為橫軸，繪製 Lineweaver-Burk plot 雙倒數圖 (如圖六) ，由三種濃度線性抑制之交點，初

步判定 ， 對 PheA，應是 Hyperbolic mixed-type 之抑制型態，Ki = 17.77 μM，與 I0.5  ( 17.79 

μM ) 相近。 

六、Buchnera PheA ( BuPDT ) 結構模擬 

    利用SWISS-MODEL 與 RCSB PDB 搜尋所得立體構型 2qmx ( prephenate dehydratase 

from Chlorobium tepidum )，進行結構模擬。2qmx 為同源二聚體 ( homodimers ) ，採其 B chain 

作為模版，及 Buchnera ( BuPDT )  P-protein residus 101-385 進行模擬，序列比對，在Buchnera 

( BuPDT ) 285個殘基中，僅比對到 268 個 ( 7 to 275 ) ，identity 為 30 %， Buchnera PheA 

( BuPDT ) 模擬結構為圖七A，並以EBI-DaliLite 進行立體構型的堆疊 ( superimpose ) 如圖七

B， 二結構之 RMSD 為 0.5 Å 。 

    利用2qmxB(CtPDT)與BuPDT堆疊的立體結構，標示參與phenylalanine回饋抑制之構型變

化的帶電性殘基，並顯示其PDTa上負電性殘基 (D64 in CtPDT、D171 in BuPDT) 與ACT Domain

上正電性殘基 (R231 in CtPDT、K332 in BuPDT) 之距離，CtPDT 二帶電性殘基間相距 3.19 Å ，而 

BuPDT 則為14.23 Å  (如圖八)。 

伍、討論 

一、Buchnera pheA 基因互補測試、表現、純化與活性測定： 

    黃 ( 2005 ) 已證實 Buchnera pheA 基因具互補 CAG12158 ( pheA- ) 突變株之功能，顯示

在 Escherichia coli 表現系統中，Buchnera pheA 之編碼蛋白P- protein ( AroQ-PheA ) 具 PheA 

( prephenate dehydratase；PDT ) 之催化活性，但其活性相較於 Escherichia coli 甚低，故為尋

找Buchnera P- protein表現最佳條件，並同時評估chorismate mutase ( CM ；AroQ )之活性，本

實驗利用 Escherichia coli  pheA-tyrA 雙突變株 KA12 ，證實Buchnera P- protein 為同具 

prephenate dehydratase ( PDT； PheA ) 、chorismate mutase ( CM ；AroQ ) 之雙催化活性酵素，

於 37℃ 誘導表現亦會形成內涵體，20℃低溫表現可改善此情形 ( 圖二A B : arrowhead  )，

http://home.rcs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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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上清液部份表現 Buchnera P- protein 之色帶 ( 圖二 B : arrow ) ；初步純化後之酵素活

性，不論是  AroQ 或  PheA ，  20℃均優於  37℃  誘導表現之蛋白，亦證實前人

CAG12158/pHCYBuA31 於 37℃ 誘導無活性黃 ( 2005 )，是由於 Buchnera P- protein 高溫

誘導而形成大量內涵體，而少量的可溶性蛋白，也因無純化導致受到其他蛋白質干擾而失活。

而低溫誘導於溶解部分，雖有 Buchnera P- protein 之表現色帶，但不明顯，加上此初步純化

方式並不專一，造成包含Buchnera P- protein 在內的蛋白大量流失，而無法在膠圖顯示更明顯

色帶，故未來尚需藉由離子交換層析 ( Ion- Exchange Chromatography , IEX-HPLC ) 來獲得更

高純度之蛋白，以改善上述情況。 

二、Buchnera P- protein ( AroQ-PheA)  酵素動力學分析 

    本實驗測得之 Escherichia coli 、Buchnera AroQ  Km 與其他發表之 AroQ  Km 比較如

表一，一般而言，酵素對受質的親和性會隨著活性測定條件，如溫度、緩衝液種類、濃度、 pH 

等而有所差異，而酵素的純化方式、純度、及活性測量方式 ( stop assay 或 online assay ) 的

特性與敏感性，亦會影響實驗所得之  Km 值  ( Kim et al., 2006 )，以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之 AroQ ( Rv1885c ) 為例，Prakash 等人( 2005a ) 與 Kim 等人 ( 2006 ) 均以 

stop assay ，波長 320 nm 偵測 AroQ 活性，緩衝液為 10、50 mM Tris- HCl ， pH= 7.5 ，

但其測量溫度各為 30℃、 37℃，蛋白質純化方式亦不相同 ( C-terminal His6- tagged 與 

Sephadex- G75 superfine column untagged native protein ) ，使得 Km 有二倍之差。 Sasso 等人 

( 2005 ) 測試活性溫度則與 Prakash 等人 ( 2005a ) 同為 30℃，但 Sasso 採取加熱變性法移

除絕大多數的宿主 ( Escherichia coli ) 蛋白，再進一步通以離子交換樹酯純化，而二者最大

的差異即在於活性測定法，前者為 online assay ，後者為 stop assay ，而造成其 Km 差異高

達六倍，online assay 能偵測即時吸光值變化，故較能排除活性試驗期間，人為操作不熟練而

導致時間延宕的情況，反應酵素催化時較真實的初始速度，而在本實驗中亦發現，相同樣本

於波長 274 nm 、320 nm 之單位時間內吸光值變化量不同，其原因可能是偵測原理不同所

致，波長 320 nm 變化量大於 274 nm ， 故 stop assay 敏感性應是優於 online assay。 

    由於本實驗所表現的蛋白 P-protein 僅進行初步純化，為了避免更進一步誤差，採用 

online assay 進行 P-protein AroQ 活性測量，所得之 Escherichia coli AroQ  Km 介於 Zhang 

等人歷年研究所發表的數值，推測此活性測量方式應是能補償酵素純度所造成的誤差，而不

至於過度高估或低估 Km 值，故能增加本實驗所測得之 Buchnera  AroQ  Km 值參考性。 

    在 P-protein PheA 方面，同以 stop assay 所得之 Escherichia coli  Km 與 Zhang 等人發

表相近， Buchnera PheA Km 與其值亦相去不遠，然 online assay 測得之 Km 值則為 stop 

assay 的二倍，可能為測量方式、緩衝液種類與 pH 不同所造成。 

三、終產物 Phenylalanine 對 Buchnera AroQ-PheA 回饋抑制分析  

    Escherichia coli P-protein 具有 chorismate mutase、prephenate dehydratase 及與調節相關

的 R domain 等三大功能區，並證實 phenylalanine 結合至 R domain，能完全抑制 prephenate 

dehydratase 之活性，Ki = 220 μM ，但僅能部份抑制 chorismate mutase 的活性 ( Zhang et al., 

1998 ) ，而本實驗於 Escherichia coli P-protein 的回饋抑制中，亦與前人研究相符 ( Zhang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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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1998 )。 Pohnert 等人 ( 1999 ) 進一步於此 C 端調節區，約 100 個胺基酸殘基中，定義

出二個高度保守區 GALV 、ESRP ，並透過活性試驗，證明保守區的變異會影響 phenylalanine 

回饋抑制之效力。然共生菌 Buchnera P-protein ( AroQ-PheA ) 的 C 端調節區關鍵殘基不保

守，特別是親水性殘基  ESRP，在  Buchnera 序列為  TSQK ，而本實驗證實  Buchnera 

P-protein ( AroQ-PheA ) 之活性，對 phenylalanine 敏感性低，對 Buchnera PheA 僅有 8.3％ 

的活性抑制，而  Buchnera AroQ 幾乎不受  phenylalanine 影響，然  Buchnera PheA 對 

phenylalanine 之 Ki = 17.77 μM，僅為 Escherichia coli 的 1/10 左右，故 Buchnera P-protein 

( AroQ-PheA ) 回饋抑制效力低的原因，應不在於 phenylalanine 於 Buchnera P-protein 調節

區 ( R Domain ) 之結合力，而與構型轉換之能力有關。 

    Tan 等人 ( 2008 ) 針對 phenylalanine 異位調控機轉所提出的假說，主要有二大重點，

其一為調節 phenylalanine 的結合，第二則為 phenylalanine 結合後所誘發的構型變化。 

Phenylalanine 結合點位於二個 ACT Domain 之間，且與 phenylalanine 具交互作用殘基包含 

N206 、G209、L211、L225、D224 ( in CtPDT ) ，其中 G209、L211 即位於 GALV 保守區

內，且除  D224 外，其他殘基於  Escherichia coli 、 Buchnera 中均保守，古生菌 

Methanocaldococcus jannaschii 中 prephenate dehydratase 的調節區，亦有相似的序列特徵，

而其 Ki 為 0.5 μM，遠小於 Escherichia coli ，故在 Buchnera 中，phenylalanine 的結合應不

受影響，而其親和性高於 Escherichia coli ( Ki = 17.77 > Ki = 220 μM ) ， 可能是其他胺基酸殘

基複合作用下之結果。另一方面， ACT Domain 與 PDTa Domain 交界 ( ESRP ) 發生的交

互作用變化，是促使二個 PDTb Domain 相互靠近，以遮蔽 prephenate dehydratase ( PDTa 與 

PDTb Domain 之間 ) 之活性位的重要關鍵，以 Chlorobium tepidum ( CtPDT ) 為例，在 ESRP 

的保守區中， S230 能與另一個ACT Domain 的 I228 ( 腸內菌為L ) 形成氫建，促使 CtPDT 

形成閉鎖構型 ( closed conformation )，而 R231 ( CtPDTa Domain ) 能與 D64 形成鹽橋，則

與誘發 PDTa Domain、PDTb Domain 構型變化有貢獻，在 Buchnera 中，此保守區殘基為 

TSQK，S330 仍保守，有機會與另一個ACT Domain 的 L328 形成氫建，但是 R331Q 、H334Y 

的變異，則因缺乏正電荷而無法與 D171 形成鹽橋，影響其構型誘變之能力，雖下一個殘基

為帶正電殘基 K332 ，但其與 D171 距離稍遠，可能亦無法形成鹽橋而彌補 RQ 的變異，

因而影響 Buchnera P-protein ( AroQ-PheA ) 結構穩定性，此外，即使 phenylalanine 結合於 

ACT Domain 間，但也可能因無此鹽橋誘發 PDTa Domain 構型變化，導致 Buchnera P-protein 

( AroQ-PheA ) 對 phenylalanine 的調節喪失敏感性，未來可針對 Buchnera  AroQ-PheA 之 

ACT Domain ，進一步進行位點突變 ( Q331 R ) ，檢視是否恢復 phenylalanine 之調節特

性，以證實上述結構層面之推測。 

四、Buchnera 芳香族胺基酸合成途徑之關鍵酵素調控機轉。 

    在胺基酸合成途徑中，各分支的第一個酵素受到終產物回饋抑制，是最常見的酵素層級

調控。在 Escherichia coli 芳香族胺基酸合成的莽草酸路徑 ( Shikimate pathway )，包含共同

途徑的關鍵酵素 3-deoxy-D-arabinoheptulosonate-7-phosphate synthase ( DAHPS )，共同前驅物 

chorismate 下游各分支的 anthranilate synthase (AS)、P-protein ( AroQ-PheA )、T-protein ( AroQ- 

TyrA ) ，均會受到三種終產物不同程度的回饋抑制，而同以 chorismate 為受質的二種酵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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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其親和性亦有所差異，anthranilate synthase 對 chorismate 之 Km=1.2 μM ( Baker and 

Crawfoed, 1966 ) ，P-protein、T-protein 對 chorismate mutase 的 Km 則分別為 226 μM ( Zhang 

et al., 1998 ) 與 90 μM ( Davidson and Hudson , 1987 )，顯示共同前驅物 chorismate 在低濃度

能趨向合成 tryptophan 的分支途徑。 然而，當細胞內 tryptophan 過剩時，tryptophan 能回

饋抑制 anthranilate synthase 活性約九成以上 ( Ito et al., 1969 ) ， 使 chorismate 能流向合成 

phenylalanine 、 tyrosine 二個分支，此外，三種芳香族胺基酸亦能作用於各別的 DAHPS，

減少起始前驅物 phosphoenolpyruvate ( PEP ) 和erythrose 4-phosphate ( E4P ) 的浪費。 

    在 Yeast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中，其調控機轉與最大的不同即在於tryptophan 僅能

回饋抑制 anthranilate synthase 之活性，值得注意的是，Yeast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缺乏

對 tryptophan 敏感的 DAHPS，故不受其調節， 但 tryptophan 卻能促進 chorismate mutase 

之活性，anthranilate synthase 、 chorismate mutase 對 chorismate 之 Km 分別為 50 μM 、4000 

μM ，但對 tryptophan 之 Ki  ( 抑制 ) 與 Ka ( 促進 ) 各為 56 μM 、1.5 μM ，且於 10 μM  

tryptophan 下，能增加 chorismate mutase 對 chorismate 之 親和性 ( Km=1200 μM ) ，顯示

共同前驅物 chorismate 雖趨向合成 tryptophan 的分支途徑，但少許的 tryptophan 累積，即

能促進 chorismate mutase 活性，使反應趨向 phenylalanine 、tyrosine 的合成分支，而高濃

度的 tryptophan 則能抑制 anthranilate synthase 之活性，累積高濃渡的 chorismate ，亦有利

於此共同前驅物進一步合成 phenylalanine 、tyrosine ，而待 phenylalanine 、tyrosine 含量

過剩時，再抑制 DAHPS 活性，阻斷莽草酸路徑  ( Schmidheini et al., 1990；Braus, 1991； 

Schnappauf et al., 1998 )。 

    Buchnera 與 Escherichia coli 親緣關係相近，理論上調節機轉應相仿，但由於 Buchnera 

與其宿主蚜蟲間的共生關係，建立於胺基酸的合成與供應，因此酵素層級的調控也可能不如 

Escherichia coli 嚴謹。在 Buchnera 芳香族胺基酸合成的共同途徑中，僅有一種 DAHPS 

( AroH ) ，對三種芳香族胺基酸的敏感度為 tryptophan ＞ phenylalanine ＞ tyrosine ，且抑

制效果約五成左右( 劉，2007 )，在合成 phenylalanine 的分支途徑，本實驗則證實 Buchnera 

AroQ-PheA 對 phenylalanine 的回饋抑制相當不敏感，也不受 tyrosine 影響，但特別的是， 

Buchnera AroQ 能受到 tryptophan 的活化，推測其調控機轉可能與 Yeast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相似，體內 tryptophan 累積，會活化 chorismate mutase ，使 chorismate 趨向合

成 phenylalanine ，再加上 AroQ-PheA 對 phenylalanine 抑制敏感度不高，最終， Buchnera 

得以過量合成 phenylalanine。 

    在蚜蟲體內 tryptophan 需求量相對較少，衍生自 Buchnera 的 tryptophan 也遠低於 

phenylalanine ( Douglas, 2006 )，而 Buchnera 本身無法合成 tyrosine ，且於蚜蟲飲食中含量

亦不高，因此推測，Buchnera 需大量輸出 phenylalanine ，除提供宿主蚜蟲本身利用外，尚

需藉由蚜蟲懷菌細胞內的酵素Henna，進一步代謝 phenylalanine 為 tyrosine ( Nakabachi et al., 

2005 )，供給蚜蟲與 Buchnera 利用，而上述關鍵酵素的調節特性，亦有利於維持此營養之供

需關係。 

    在作物害蟲防治層面，由於蚜蟲與體內共生菌 Buchnera 的共生關係，建立於胺基酸的

合成與供應，故 Buchnera 必需胺基酸合成酵素 (如 AroQ-PheA ) ，即是理想的抗蟲物質作

用目標，未來可針對 Buchnera AroQ-PheA 於合成途徑中的調節特性，利用已建立的活性試

驗平台，篩選對 Buchnera AroQ-PheA 具專一性的代謝抑制物，以作為發展抗半翅目昆蟲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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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基礎。 

柒、圖 

 

圖一、Buchnera pheA 基因於突變株 KA12 功能互補測試 

KA12/ pGEM –T: Escherichia coli pheA-tyrA 雙突變株  KA12，帶空載體  pGEM -T；  KA12 / 

pHCYBuA31: 帶 Buchnera pheA 基因質體 pHCYBuA31 之突變株；  KA12 / pHCYEcA1 : 帶

Escherichia coli  pheA 基因質體 pHCYEcA1 的突變株。 使用特殊營養 (thiamine、tyrosine ) 之 M9 

minimal 抗生素培養基 ( ampicillin，50μg/mL) ，於 37℃培養一天。 

 

 

圖二、Buchnera P- protein (AroQ-PheA) 於 KA12 中在 37℃、20℃之表現、純化 

A . 37℃誘導 6 小時破菌，蛋白表現電泳圖；B . 20℃誘導 16 小時破菌後，蛋白表現電泳圖。 S : 

soluble ；IS: insoluble ；P : purified (1) ；P10 : purified (10)；Arrows: Buchnera AroQ-PheA 於 

soluble 的表現位置； Arrowheads : Buchnera AroQ-PheA 於 insoluble 的表現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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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Buchnera AroQ 、PheA 於 KA12 不同溫度 ( 37℃、20℃ ) 表現之活性測定 

A . AroQ ( chorismate mutase ) 160 秒內活性 ( 吸光值 ) 變化情形；B . PheA ( prephenate dehydratase ) 

400 秒內活性 ( 吸光值 ) 變化情形。 

 

 

圖四、Phenylalanine 對 Escherichia coli AroQ PheA、Buchnera AroQ PheA 之抑制 

A . Buchnera AroQ 活性抑制測試，[Phenylalanine] = 0~2 mM ，Escherichia coli AroQ 之 I0.5 約 129 

μM，Buchnera AroQ 不受回饋抑制，n=3，online assay；B . Buchnera PheA 活性抑制測試，[Phenylalanine] 

= 0~5 mM ，Escherichia coli  PheA 之 I0.5 約 54 μM ，Buchnera PheA 之 I0.5 約 17.79 μM，n=3，online 

assay。 

 

圖五、Phenylalanine、trytophan、tyrosine 對 Buchnera AroQ、 PheA 活性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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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Buchnera AroQ 活性抑制測試，[Aromatic amino acides] = 0~2 mM ，phenylalanine、tyrosine ，n=3，

online assay ；trytophan ，n=3，stop assay ；Buchnera PheA 活性抑制測試，[Aromatic amino acides] = 

0~2 mM ，n=3，online assay。 

 

圖六、Phenylalanine 對 Buchnera PheA 抑制之 Ki 

[ P h e n y l a l a n i n e ]  =  0  m M 、 0 . 5  m M 、 1  m M ，  [ P r e p h e n a t e ]  =  0 . 5 ~ 2  m M ，  

Ki = 17.77 μM ，n=3，online assay。 

 

圖七、 立體構型 ( Superimpose )比對 

A. BuPDT:  Buchnera  P-protein 第  101-385 殘基，以  CtPDT B chain 模擬之結構  2qmxB: 

Chlorobium tepidum 之 prephenate dehydratase B chain (CtPDT) ；B. Chlorobium tepidum 之 prephenate 

dehydratase (CtPDT) 結構 (白色) 與 BuPDT ( 藍色 ) 之立體構型比對 ， RMSD = 0.5 Å  。 

 

圖八、 PDTa與 ACT Domain 間帶電性殘基距離 (CtPDT :白色；BuPDT:藍色)  



196 

張珮珊 賴吉永 

 

捌、參考文獻 

1. 黃佳瑩，2005，在大腸桿菌中藉由共同表現

監護蛋白基因groES-groEL來穩定Buchnera的基因產物。彰化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2. 劉文彰，2007，利用大腸桿菌系統來表現純化蚜蟲內共生菌 Buchnera aphidicola 芳香族

胺基酸生成酵素 DAHPS。彰化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3. Baker, I. T., and Crawford, I. P. 1966. Anthranilate synthetase partial purification and some 

kinetic studies on the enzyme from Escherkchia coli. J. Biol. Chem. 241: 5577–5584. 

4. Baumann, P., Moran, N. A. and Baumann, L. 2000. Bacteriocyte-associated endosymbionts of 

insects. In: Dworkin, M. editor. The Prokaryotes. New York: Springer. 

5. Braus, G. H. 1991. Aromatic Amino Acid Biosynthesis in the Yeast Saccharomyces erevisiae: 

a Model System for the Regulation of a Eukaryotic Biosynthetic Pathway . 55: 349–370.  

6. Buchner, P. 1965. Endosymbiosis of Animals with Plant Microorganisms ( Interscience,New 

York). 

7. Dale, C. and Moran, N. A. 2006. Molecular Interactions between Bacterial Symbionts and 

Their Hosts. Cell 126 : 453– 465. 

8. Davidson, B. E., and G. S. Hudson. 1987. Chorismate mutase-prephenate dehydrogenase rom 

Escherichia coli. Methods Enzymol. 142:440–450. 

9. Douglas, A. E. 2006. Phloem-sap feeding by animals: problems and solutions. J. Exp. Bot. 57: 

747–754.  

10. Gu, W., Williams, D. S., Aldrich, H. C., Xie, G., Gabriel, D. W. and Jensen, R. A. 1997. The 

aroQ and pheA domains of the bifunctional P-protein from Xanthomonas campestris in a 

context of genomic comparison. Microb. Comp. Genomics. 2 : 141–158. 

11. Hsu, S.K., Lin, L. L., Lo, H. H. and Hsu, W. H. 2004. Mutational analysis of feedback 

inhibition and catalytic sites of prephenate dehydratase from Corynebacterium glutamicum. 

Arch. Microbiol.181: 237–244. 

12. Ishikawa, H. 2003. Insect symbiosis : an introduction. pp. 1-21. In: Bourtzis, K. and Miller, 

T.A. eds. Insect symbiosis. CRCPress, Boca Raton. 

13. Ito, J.,  Cox, E. C. and Yanofsky C. 1969. Anthranilate Synthetase, an Enzyme Specified the 

Tryptophan Operon of Escherichia coli : Purifi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Component I. 

Bacteriol. 97: 725–733. 

14. Jiménez, N., Gonzalez-Candelas, F., and Silva, F. 2000. prephenate dehydratase from the 

Aphid endosymbiont (Buchnera) displays changes in the regulatory domain that suggest its 

desensitization to inhibition by phenylalanine. J. Bacteriol. 182: 2967–2969. 

15. Kim, S.-K., Reddy, S. K., Nelson, B. C., Vasquez, G. B., Davis, A., Howard, A. J. Patterson, 

S., Gilliland, G. L., Ladner, J. E. and Reddy. P. T. 2006. Biochemical and structural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secreted chorismate mutase (Rv1885c) from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H37Rv: an *AroQ enzyme not regulated by the aromatic amino acids. J. Bacteriol. 



197 

豌豆蚜內共生菌 Buchnera sp.胺基酸合成酵素 AroQ-PheA 之動力學特性 

 

188: 8638–8648. 

16. Kleeb, A. C, Kast. P. and Hilvert, D. 2006. A Monofunctional and Thermostable Prephenate 

Dehydratase from the Archaeon Methanocaldococcus jannaschii. Biochemistry 

5:14101–14110, and erratum 2007. 46:2552–2552. 

17. Liadouze, I., Febvay, G., Guillaud, J., and Bonnot. G.1995. Effect of  diet on the free amino 

acid pools of symbiotic and aposymbiotic pea aphids Acyrthosiphon pisum. J. Insect Physiol. 

41: 33– 40. 

18. Moran, N. A., Dunbar, H. E. and Wilcox, J. L. 2005. Regulation of transcription in a reduced 

bacterial genome: Nutrient-provisioning genes of the obligate symbiont, Buchnera aphidicola. 

J. Bacteriol.187: 4229–4237. 

19. Nakabachi, A., Shigenobu, S., Sakazume, N.,  Shiraki, T., Hayashizaki, Y., Carninci, P., 

I s h ik aw a ,  H . ,  K ud o ,  T .  an d  Fuk a t s u ,  T .  2 00 5 .  T r an sc r i p tom e  an a l ys i s  

20. of the aphid bacteriocyte, the symbiotic host cell that harbors an endocellular mutualistic 

bacterium, Buchnera.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02 : 5477–5482 

21. Pohnert, G., Zhang, S., Husain, A., Wilson, D. B., and Ganem, B. 1999. Regulation of   

phenylalanine biosynthesis. Studies on the mechanism of phenylalanine binding and  

feedback inhibition in the Escherichia coli P-protein. Biochemistry 38:12212–12217. 

22. Prakash, P., Aruna, B., Sardesai, A. A. and Hasnain, S. E. 2005a. Purified recombinant 

hypothetical protein coded by open reading frame Rv1885c of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exhibits a monofunctional AroQ class of periplasmic chorismate mutase activity. J. Biol. Chem. 

280:19641–19648. 

23. Sasso, S., Ramakrishnan, C., Gamper, M., Hilvert, D. and Kast. P. 2005.Characterization of 

the secreted chorismate mutase from the pathogen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FEBS J. 

272:375–389. 

24. Schmidheini, T., Mosch, H. U., Evans, J. N. S. and Braus, G.1990. Yeast allosteric horismate 

mutase is locked in the activated state by a single amino acid substitution.  Biochemistry. 

29:3660–3668. 

25. Schnappauf, G., Krappmann, S. and Braus, G. H. 1998. Tyrosine and tryptophan act through 

the same binding site at the dimer interface of yeast chorismate mutase. J. Biol. Chem. 274: 

17012–17017. 

26. Shigenobu, S., Watanabe, H., Hattori, M., Sakaki, Y., and Ishikawa, H. 2000. Genome 

sequence of the endocellular bacterial symbiont of aphids Buchnera sp. APS. Nature 407: 

81–86. 

27. Tan, K ., Li, H ., Zhang, R ., Gu, M., Clancy, S. T. and Joachimiak, A. 2008. Structures of 

open (R) and close (T) states of prephenate dehydratase (PDT)- Implication of allosteric 

regulation by L-phenylalanine. J. Struct. Biol. 162 : 94–107 

28. Wilkinson, T. L., Adams, D., Minto, L. B. and Douglas, A. E. 2001. The impact of  host plant 

on the abundance and function of symbiotic bacteria in an aphid. J. Exp. Biol. 204:3027–3038. 

29. Wilkinson, T. L., Douglas, A. E. 2003. Phloem amino acids and the host plant range of the 



198 

張珮珊 賴吉永 

 

polyphagous aphid, Aphis fabae. Entomol. Exp. Appl. 106: 103–113. 

30. Wilkinson,T. L. , Koga, R. and Fukatsu, T. 2007. Role of Host Nutrition in Symbiont 

Regulation: Impact of Dietary Nitrogen on Proliferation of Obligate and Facultative Bacterial 

Endosymbionts of the Pea Aphid Acyrthosiphon pisum. Appl. Environ. Microbiol. 

73:1362–1366. 

31. Zhang, S., Pohnert, G., Kongsaeree, P., Wilson, D. B., Clardy, J. and Ganem, B. 1998. 

Chorismate mutase-prephenate dehydratase from Escherichia coli. Study of catalytic and 

regulatory domains using genetically engineered proteins. J. Biol. Chem. 273: 6248– 6253. 

32. Zhang, S., Wilson, D. B. and Ganem, B. 2000. Probing the catalytic mechanism of prephenate 

dehydratase by site-directed mutagenesis of the Escherichia coli P-protein dehydratase domain. 

Biochemistry 39: 4722– 4728. 

33. Zientz, E., Silva, F. J., Gross, R. 2001. Genome interdependence in insect – bacterium 

symbioses. Genome Biol. 2: reviews 1032.1 – reviews1032.6. 

http://www.ncbi.nlm.nih.gov/sites/entrez?Db=pubmed&Cmd=Search&Term=%22Zientz%20E%22%5BAuthor%5D&itool=EntrezSystem2.PEntrez.Pubmed.Pubmed_ResultsPanel.Pubmed_RVAbstractPlus
http://www.ncbi.nlm.nih.gov/sites/entrez?Db=pubmed&Cmd=Search&Term=%22Silva%20FJ%22%5BAuthor%5D&itool=EntrezSystem2.PEntrez.Pubmed.Pubmed_ResultsPanel.Pubmed_RVAbstractPlus
http://www.ncbi.nlm.nih.gov/sites/entrez?Db=pubmed&Cmd=Search&Term=%22Gross%20R%22%5BAuthor%5D&itool=EntrezSystem2.PEntrez.Pubmed.Pubmed_ResultsPanel.Pubmed_RVAbstractPlus
javascript:AL_get(this,%20'jour',%20'Genome%20Bio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