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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产GSH酵母突变株Y518谷胱甘肽合成酶

结构分析

王雅楠，梅艳珍，郑丽雪，齐  斌，王立梅 *
(常熟理工学院发酵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 常熟      215500)

摘   要：酿酒酵母突变株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Y518 比原始菌株谷胱甘肽产量有明显提高，有较好的耐酸性，

本研究通过克隆突变前后谷胱甘肽合成酶基因并进行结构比较，分析其突变后耐酸性提高的原因。结果表明：

Pro54Leu 使突变残基扭转角度由－ 40.2°变为－ 50.4°，柔性增强，可能有利于酶催化过程中“帽子”结构域的

位移形成闭合构象而提高了与底物结合的稳定性；Leu54 侧链基团向外伸展，包裹暴露表面的— SH，避免因氧化

而影响酶分子活性；同时疏水性的增强可能使 C 端羧基 pKa 值下降从而使活性位点 pKa 值降低，导致最适 pH 值的

改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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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mutant strain of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Y518 yielded much more glutathione than the starting strain and

presented an excellent acid resistance. The changes in glutathione synthase sequence and structure before and after mutation were

analyzed using bioinformatics tools to account for the reason why the acid resistance was increased. The rigid residue Pro was

replaced by flexible residue Leu (Pro54Leu) and its torsion angle changed from －40.2° to －50.4°, which may be conducive to

the “lid” domain shift in catalysis for the formation of closed conformation and thus the enzyme-substrate binding becomes

more stable. The side chain of Leu54 stretch out to package —SH group exposed to protein surface might keep enzyme activity,

and change the pKa value of protein C-terminal Tyr491 resulting in a decrease of the pKa of the active site and shifting the optimum

pH to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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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胱甘肽(glutathione，GSH)是由 L- 谷氨酸、L- 半
胱氨酸和甘氨酸经肽键缩合而成的三肽活性化合物。

GSH 能够维持活细胞正常氧化还原环境而广泛应用于医

药、食品、生物等领域[1-2]。谷胱甘肽合成酶催化γ- 谷
氨酰半胱氨酸与甘氨酸之间肽键的连接，是 GSH 合成途

径的最后一步关键酶。

通过酶蛋白氨基酸突变可以改变酶的最适 pH 值以

满足新的需要。Jeremy 等[3]通过定点突变(E272K) 黑曲霉

(Aspergillus niger)的植酸酶基因(PhyB)改变酶的最适 pH

值，提高了在幼年动物胃的 pH 值环境的催化活性。朱

国萍等[4]定点突变 G247D 引入电负性极强的 Asp，结果

使葡萄糖异构酶的最适 pH 值下降。Kim 等[5]通过理性设

计法突变 Aspergillus niger 的植酸酶 A 基因(E228K)使酶

的最适 pH 值下降至 3.8，并且 pH3.5 下酶的比活力提高了

60%。Joachim 等[6]通过定点突变(普通变形杆菌)Proteus
vulgaris 的脲酶(C319T)导致最适 pH6.9，同时酶的比活

力提高 2 0 倍，提高了酶的活性及稳定性。

本研究以亚硝基胍诱变获得高产 GSH 突变株，以



259※生物工程 食品科学 2009, Vol. 30, No. 17

酿酒酵母(Saccharomyces cerevisiae)Y518 为研究对象，

针对发酵条件过程中发现的最佳初始 pH 值的改变及 GSH
产量的提高，拟通过分析突变菌株的谷胱甘肽合成酶蛋

白结构及其活性位点残基解离常数的影响加以解释。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菌株

酿酒酵母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Y2-10515，为

本实验室通过诱变选育后耐酸性明显发生改变的菌株；

大肠杆菌 Escherichia coli DH5α均由本实验保存。

1.2 培养基

YEPD 培养基：葡萄糖 20g、蛋白胨 20g、酵母膏

10g、蒸馏水 1L、pH6.0；LB 培养基：胰蛋白胨 10g、
酵母提取物 5 g、氯化钠 1 0 g、琼脂 1 5 g、蒸馏水 1 L、

pH7.0；摇瓶培养基：葡萄糖 38g、(NH4)2SO4 6.3g、L-
Cys·HCl 1.9g、谷氨酸 5g、10°Be′的麦芽汁 1L，以

上培养基均 115℃，灭菌 20min。
1.3 试剂

高保真 PrimeSTAR HS DNA 聚合酶、pMD18-T 载

体    TaKaRa 公司；Axygen 琼脂糖凝胶 DNA 回收试剂

盒    上海百赛生物技术公司；亚硝基胍(NTG)、GSH 标

准品    Sigma 公司；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

1.4 仪器与设备

UV-2450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日本岛津公司；

580BR-7767 Mycycler 基因扩增仪    美国 BIO-RAD 公司。

1.5 GSH 含量检测

采用 ALLOXAN 试剂衍生法[7]检测 GSH 含量。

1.6 PCR 扩增谷胱甘肽合成酶基因

根据 GeneBank 数据库公布的谷胱甘肽合成酶基因

(gsh2)设计一对特异性引物 P1：5' -ATGGCACACTA
TCCACCTTC-3'；P2：5'-CTAGTAAAGAATAATAC
TGTCC-3'(由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合成)。
酵母基因组 DNA 提取参照文献[8]，以酵母基因组 DNA
为模板，采用高保真 PrimeSTAR HS 聚合酶扩增目的片

段。P C R 反应条件：9 5℃预变性 5 mi n；9 4℃、3 0 s，
5 6℃、1 5 s，7 2℃、4 0 s，3 5 个循环；7 2℃充分延伸

10min。回收特异性条带并连接于 pMD18-T 载体，转化

感受态 Escherichia coli DH5α，经蓝白斑筛选获得阳性

克隆，送至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进行测序。

1.7 谷胱甘肽合成酶同源建模和结构分析

蛋白质结构同源建模服务器 SWISS-MODEL；蛋白

质模型评价和能量分析软件 PROCHECK NT 和 PROSA
2003；模型结构分析软件 DS ViewerPro Trial 5.0。

2 结果与分析

2.1 序列比对及突变机理分析

突变后的谷胱甘肽合成酶基因与 GeneBank 数据库

中酿酒酵母谷胱甘肽基因序列比对发现：核苷酸 135A →
135G、161C → 161T、306A → 306C。仅第 161 位碱基变化引

起编码的氨基酸从脯氨酸变成亮氨酸(Pro54Leu)。亚硝

基胍可与 DNA 碱基中的鸟嘌呤 N-7 发生直接的化学反应

而被烷基化，从而不能与胞嘧啶实现正常的碱基配对，

大大增加 DNA 复制过程中其他游离碱基错误掺入的机

率，导致以 G:C → A:T 为主的碱基转换使碱基序列发生

改变，进而可能发生所编码氨基酸残基的变化(错义突

变) [ 9 ]。

2.2  谷胱甘肽合成酶突变体同源建模及模型评价

将突变的谷胱甘肽合成酶氨基酸序列提交至 SWISS-
MODEL 服务器，以酵母谷胱甘肽合成酶晶体结构(PDB:
1M0W)为模板进行同源建模得到模型 GSM(glutathione
synthetase monomer，谷胱甘肽单体)。蛋白质结构评价

和氨基酸能量分析表明：在可信区间( m o s t  f a v o r e d
regions)有 90.9% 氨基酸残基，在不可信区间(disallowed
regions)则无。模型 GSM 的能量均处于较低水平(小于

0)。说明模拟出的模型 GSM 在结构和能量上是合理的，

可以作为进一步分析的对象。

2.3 结构分析

谷胱甘肽合成酶以非对称形式相互聚合形成同源二

聚体而发挥催化功能，每个亚基活性区域结合一分子γ-
谷氨酰半胱氨酸(GGC)，一分子 ATP 和两个 Mg2+[10]。单

亚基由两个结构域组成，一个是主结构域，它是由 N —

端约 350 个残基以及 C 端约 70 个残基组成的α/β折叠形

成球状结构；另一个是由 60 个残基构成的“帽子”结

构域。活性位点处于这两个结构域相互接触的区域。

谷胱甘肽合成酶在闭合构象状态下 GGC 的 C 端羧基

被活性 ATP 磷酸化，甘氨酸通过开放通道进入活性位点

进行亲核攻击形成终产物谷胱甘肽。Glu146 和 Glu386 羧

基基团与 Mg2+、ATP 的磷酸基团和水分子形成配位键，

参与 ATP 活化以保证酶过渡态周围电荷的稳定性[11]。

2.3.1 扭转角度的变化

多肽链中残基的羧基氧、羧基碳和 Cα处于同一肽平

面内，Cα— N 键能自由旋转。主链某一残基的改变，

使肽平面和 N 原子间形成的扭转角度发生变化。

Pro54Leu 使突变残基的扭转角度由原来的－ 40.2°变为－

50.4°(图 1)。扭转角度的变化，可能引起空间结构的细

微改变。脯氨酸由于侧链与骨架 N 原子共价结合形成特

殊的吡咯环，束缚了 Cα— N 键的自由旋转。在大多数

的蛋白质结构中，脯氨酸刚性结构限制蛋白质空间构象

的改变，降低了酶蛋白的柔性 [ 1 2 - 1 3 ]。因此，突变后的

亮氨酸缺少了脯氨酸的刚性结构及扭转角度的改变使蛋

白构象的柔性增强。

当谷胱甘肽合成酶与底物结合时，其“帽子”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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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域发生位移结合 ATP、Mg2+ 并使活性位点功能基团处

于催化位置，酶从开放构象转变为闭合构象，包裹处

于活性部位的底物以催化产物的形成[10]。Pro54Leu 可能

提高“帽子”结构域的柔性，更有利于提高酶在催化

循环中闭合构象的形成，从而增强酶与底物结合的稳定

性 。

2.3.2 活性位点 pKa 值的影响

共同作用于蛋白的羧基端，可能降低了羧基的 pKa 值。蛋

白质中氨基酸 pKa 值的变化引起蛋白质电场发生改变[15]。

在一般生理 pH 值环境中，蛋白质 C 端羧基 pKa 值的下

降能导致活性位点 Glu146 和 Glu386 的 pKa 值降低。因

此，只有酶处于较低的 pH 值条件下时才能防止活性位

点残基 pKa 值的改变，以保证反应中间体作为电荷数目

的稳定，进而维持酶正常的催化活性。

2.3.3 蛋白表面巯基的影响

位于突变位点附近存在一个氨基酸残基 Cys57，其

巯基暴露于蛋白质分子的表面(图 3)，由于硫原子易极化

造成巯基的高反应性，极有可能促使蛋白质分子间因巯

基氧化而形成二硫键，从而实现蛋白质相互聚合，改

变了酶蛋白的三维结构而影响到酶的催化活性。当突变

成亮氨酸后，侧链基团将巯基包裹，降低了分子间通

过二硫键相互结合的可能，从而维持谷胱甘肽合成酶分

子正常的催化活性。

3 结  论

亚硝基胍( n i t r o s o g u a n i d i n e，N T G )诱变引起

Pro54Leu 使突变位点残基的扭转角度发生变化而导致柔

性增强，可能增强了酶与底物的结合能力，以及 Leu54
侧链基团包裹暴露表面的— SH，避免因巯基的氧化而

形成二硫键，可能提高了酶分子的活性。同时突变位

点疏水性的增强推测可能使 C 端羧基 pKa 值下降，从而

降低了活性位点的 pK a 值，导致最适 pH 值的改变。这

较合理地解释了突变菌株在最佳发酵初始 pH 值的变化以

及 GSH 产量提高的原因，为以后进一步研究谷胱甘肽高

产菌株特性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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