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噬菌体phi29 DNA包装马达磷脂膜嵌合体

在单分子检测及纳米医学领域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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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命系统包含了具有不同功能的纳米机器和高度有序的大分子结构。所有的双链线性 DNA 病毒

使用由 ATP 驱动的纳米分子马达将其基因包装在蛋白质外壳内。噬菌体 phi29 DNA 包装马达的核心组成部

分连接器已被成功嵌入到脂双层中，极为稳定且可用于离子和 DNA 转运的精确测量。它在包装 DNA 时具

有单向通行的阀门机制，同时其关闭和打开可由人工控制。这对于详细研究分子马达的操作机制及未来医

药应用中 DNA 的包装、测序、采样和投递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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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rane-embedded channel of bacteriophage phi29 DNA-packaging 
motor for single molecule sensing and nanomedicine

GENG Jia, GUO Pei-Xuan*
(Nanobiomedical Center, College of Engineering and College of Medicine,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Cincinnati, OH 45267, USA)

Abstract: The genome of linear double-stranded DNA (dsDNA) viruses is packaged into a preformed procapsid 
fueled by ATP hydrolysis. The central channel component of the bacteriophage phi29 motor is a connector protein, 
which has been successfully inserted into a lipid bilayer and exhibited robust capability for extremely reliable and 
precise assessment of the transportation of ions and DNA by single channel studies. The motor channel exercised a 
one-way traffic property for dsDNA translocation with a valve mechanism in DNA-packaging. In addition, the 
opening and closure of the channel was also reversible and controllable. These findings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since this artificial membrane-embedded channel would allow detailed investigations into discrete mechanisms of 
motor operation as well as future avenues for therapeutic dsDNA packaging, sampling, delivery and single molecule 
sen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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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基因组封装在蛋白质衣壳即外壳中。生物

合成后，病毒结构蛋白和基因组相互作用形成一个

完整的病毒粒子，这个过程被称为 DNA 或 RNA 的

包装
[1-2]

。所有线性双链 DNA 或 RNA 病毒，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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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链 DNA 噬菌体
[1]
、腺病毒

[3]
、痘病毒

[4]
、人巨

细胞病毒
[5]
、单纯疱疹病毒

[6]
和双链 RNA 噬菌体

[7]

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其基因组被包装到一个

预先形成的原壳体中。这个克服能量阻力的过程，

由从 ATP 水解获得能量的包装马达完成
[1,8-10]

。一

个 DNA 包装的有趣例子是枯草杆菌 (Bacillus subtilis)
噬菌体 phi29 DNA 包装马达，其在包装过程中涉及

了蛋白质、RNA 和 DNA[9,11-14]
。

噬菌体 phi29 DNA 包装马达包括一个由 12 个

gp10 亚基组成的连接器
[15-16]

，6 个与 ATP 结合的

DNA 包装 RNA(pRNA)[11,17-18]
，以及提供 DNA 转运

所需化学能的 ATP 酶蛋白 gp16 [19-20]( 图 1A、B)。
这些纯化组分可在体外结合并组装成为迄今发现的

最有力的纳米器件之一
[21]
。连接器由 12 个 gp10 亚

基组成，各含有 3 个 α- 螺旋，共同形成一个中央

通道，宽端开口直径 6.0 nm，窄端 3.6 nm( 图 1C、D)。
该通道宽端的横截面积为 28 nm2

，窄端为 10 nm2
。

连接器嵌入病毒衣壳及定位是由疏水区及蛋白质相

互作用调节的。许多病毒的门户蛋白具有相似形态，

及 DNA 转运的类似特征，但在序列同源性和相对

分子质量上具有较大差异
[22]
。

高度敏感的检测系统的开发在许多领域具有重

要性，例如病原鉴定、疾病诊断、环境监测和国家

安全等。电生理测量用于检测许多物质的转运过程，

例如 DNA、RNA、多肽、蛋白质等生物大分子，

及无机物小分子和药剂等
[23-27]

。利用金黄色葡萄球

菌的 α- 溶血素通道，可以测定单链 RNA 或 DNA
的长度

[28]
。随后，发夹 DNA 分子被用于降低通过 α-

溶血素的转运速率，表明纳米孔可以区分单核苷酸

多态性
[29]
。一种由 DNA 寡核苷酸共价结合至纳米

孔内腔开发出的杂交传感器被用于检测单碱基对的

差异
[30]
。也有关于检测纳米孔内碱基对堆积和链

方向的报道
[31]
。其他研究的蛋白质通道包括用于

检测聚乙二醇的丙甲菌素
[32]
，以及耻垢分枝杆菌

(Mycobacterium smegmatis) 中转运单链 DNA 的细

胞外膜孔道蛋白 A[33]
等。

由于纳米孔尺寸的限制，迄今为止大部分的研

究都集中于单链 DNA 的转运。其他一些研究虽然

已经显示了双链 DNA 转运的证据
[34-36]

，但其因电

压门控和信号波动而在传感用途上应用有限。于是

一些研究人员转向人工合成纳米孔用于双链 DNA
测序

[37-39]
。在纳米尺度内，合成纳米孔大小很难一

致，并且较难进行生物化学修饰或结合。因此，研

究人员仍不断探索其他合适的纳米孔。

phi29 连接器马达通道的最大优势是孔道大，

故可允许双链 DNA 通过。本文将论述脂质内嵌

phi29 纳米孔的各种用途。由于 phi29 连接器蛋白晶

体结构已知，所以对其进行重组较为容易
[40-41]

。研究

人员已经通过修饰 phi29 连接器蛋白，将其嵌入脂

质双层膜
[42]
。这是第一例膜蛋白和离子通道之外嵌

入人工质膜的蛋白质。结合电生理膜片钳技术，可

以实时观测并记录单个蛋白嵌入脂质双层膜的过程

以及通过纳米孔的电流。在双层脂膜中，每个孔中

的电导几乎完全相同，并完全符合与外加电压的线

性关系。电压驱动下，DNA 可以被转运通过通道，

并且产生瞬时电流阻断信号。这些电流阻断与通过

单个孔道峰值电流的比例，与 DNA 和孔道内腔横

截面积的比值相符。此外，在包括极端酸碱度和高

盐等多种实验条件下，该连接器通道也极为稳定
[43]
。

基于连接器纳米孔的稳定性能，可以开发一种简单、

可重复的纳米孔数量测定技术
[43]
。最近，本课题组

研究表明双链 DNA 通过 phi29 连接器通道的转运

是单向性的
[44]
。这个系统与其他系统相比较为显著

的优势在于较大的通道，并且允许双链和单链 DNA
通过。较大的孔径也使其更容易通过插入或结合化

学基团进行通道修饰以增强传感应用。这些发现具

有重要意义，因为对于 DNA 包装马达的人工膜结

构研究，有利于详细研究马达的操作机制以及未来

治疗用途 DNA 的包装、测序、采样和投递。

1　phi29连接器的重组、表达、纯化及包含重

组连接器蛋白的脂质囊泡的制备

1.1　phi29连接器的重组、表达及纯化

表达连接器蛋白及其十二聚体组装的质粒已

被构建
[41]

，关于连接器蛋白末端的修改也有研

究
[40,45-46]

。简言之，对质粒的修改可通过两步聚

合酶链式反应实现。将表达质粒转化到大肠杆菌

(Escherichia coli) HMS174(DE3)菌株中以表达蛋白。

链球菌肽标记连接器蛋白，可使用带有 Streptactin 
(IBA, St. Louis, MO) 的亲和色谱柱纯化。

1.2　包含重组连接器蛋白的脂质囊泡的制备

将连接器蛋白直接嵌入双层脂膜平面作为纳米

孔的尝试均告失败，因此采用了一个两步间接策略：

首先将重组连接器蛋白结合在脂质囊泡中，其次通

过囊泡融合将连接器间接嵌入到双层脂膜中
[42]
。

连接器蛋白的表面电荷分析表明，其中心表面

与两侧的宽端和窄端相比具有轻微疏水区域 ( 图
1C)[15-16]

。连接器的碳端位于较宽开口一侧，并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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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病毒原壳体中。疏水层与原壳体的壳接触 ( 图
1A)。

脂质双层通常包含亲水 - 疏水 - 亲水的结构。

为了促进嵌入脂质膜，通过使用碱性多肽取代 gp10
碳端 25 个残基，连接器的亲水 - 疏水 - 亲水结构得

到加强。重组的 gp10 经纯化后自组装为十二聚体

结构，经过原子力显微镜、透射电镜和十二烷基硫

酸钠 - 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 (SDS-PAGE) 实验，表

明其与野生型连接器蛋白形态、大小类似 ( 图
1E~H)。重组连接器蛋白能够纳入原壳体并包装双

链 DNA，并组装产生具有感染力的 phi29 病毒的实

验，证实了该重组蛋白具有正确的结构。

蛋白连接器在脂质膜中的嵌入通过荧光显微

镜、渗滤检测和沉降分析得到了证实 ( 图 2)。环形

绕脂质体形成的荧光环，证实了荧光标记连接器蛋

白的存在 ( 图 2A i)。该环形荧光与荧光脂质体

NBD-PE 形成的荧光环相似 ( 图 2A ii)。当把荧光标

记的连接器与脂质体非特异性混合时，没有环形荧

光出现 ( 图 2A iii)。蛋白通过使用 0.45 μm 滤膜过滤，

或 5％ ~20％蔗糖梯度离心法将游离的连接器蛋白去

除 ( 图 2B、C)。此外通过荧光漂白恢复证实，嵌入

连接器蛋白的脂质体膜仍然保持其流动性 ( 图 2D)。

A，phi29 DNA包装马达；B，整个马达，显示了DNA转运通过连接器
[42]

；C，phi29连接器的侧视图，显示疏水性和亲水

层
[15-16,40-41]

；D，连接器的顶视图，显示通道较宽和较窄部分的直径
[42]
；E，考马斯亮蓝染色的SDS-凝胶，显示野生型和改造

型的连接器
[42]

；F~H，经纯化的改造连接器组成的阵列，这是由透射电子显微镜(F、G)[42]
和原子力显微镜(H)[43]

观测到的。

图片A引自文献[44]，图片B~G引自文献[42]，图片H引自文献[43]。
图1  噬菌体phi29包装马达和连接器蛋白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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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实验并不能区分连接器蛋白在膜表面简单

附着，或是嵌入膜内形成一个通道。蛋白通道是否

嵌入脂质体膜内，将由下一节所述的单通道电导检

测方法确认。

2　单通道电生理检测phi29连接器蛋白通道

2.1　连接器蛋白嵌入平面脂双层

用于单通道电生理测量的装置，由水平脂双层

腔以及带有一个直径 100~200 μm 孔的聚四氟乙烯

薄膜组成。该膜将腔分为顺式腔室 ( 上腔，250 μL
容量 ) 和反式腔室 ( 下腔，2.5 mL 容量 ) 两部分。

将稀释的连接器蛋白脂质体直接加入顺式腔室，并

等待嵌入脂双层膜。电流放大器的首级信号采集片

上直接连接有一对银 / 氯化银电极，用于测量通过

双层类脂膜的电流。该电流用膜片钳放大器与模拟

数字转换器耦合。数据由软件收集并分析。

将连接器蛋白直接加入平面脂质双层，或将脂

质体加入平面脂质双层，并不能在双层膜上形成通

道 ( 图 3A)。只有将带有连接器蛋白的脂质体与脂

双层融合后，才能观测到通道嵌入 ( 原理见图 2E)。
如连续电流跟踪 ( 图 3B) 所示，通道嵌入具体表现

为电导的分步增加 ( 每一步代表一个蛋白通道嵌

入 )。在施加正电或施加负电情况下，嵌入均可发

生 ( 图 3C)。嵌入到膜内的蛋白通道数量可以简单

地通过电流增加步数来计算。

一系列多种溶液条件下的实验证实，每个蛋白

通道嵌入引发的电流几乎完全相同 ( 图 3E)，形成

一个较窄、锋利的高斯分布。例如在 -75 mV、5 
mmol/L Tris、pH 值 7.9、1 mol/L 氯化钠的条件下，

一个蛋白通道在脂双层膜的插入增加约 220 pA 的

电流 ( 相当于 ~3 nS)。有时可以观测到单步嵌入 2
个和 3 个蛋白通道，其几率大约分别为 5% 和 2%。

2.2　单一(或多个)蛋白通道的电流电压关系

对含有一个或者多个连接器的脂双层膜施加一

个从 -100 mV 到 +100 mV 的斜坡电压 (2.2 mV/s)，
电流 - 电压曲线显示良好的线性关系，从而展示

了该通道性能稳定且电导一致。图 3D 展示了在

5 mmol/L Trips、2 mol/L 氯化钠 (pH 7.8) 溶液中，1
个、2 个、3 个连接器嵌入的电流轨迹。连接器增

加的数目与斜率的增加相关，但每个通道的电导相

同，这进一步表明了 phi29 连接器通道在脂双层膜

中的统一尺寸和稳定性。

除连接器通道的数量，电导还取决于离子浓度

和离子种类 ( 图 4)。从电流 - 电压曲线中可以得出，

在 0.5 、1.0 、1.5 和 2.0 mol/L 氯化钠中，电导分别

测定为 1.75 ± 0.11 nS、3.03 ± 0.02 nS、4.07 ± 0.26 

A，包含连接器的巨脂质体(~ 50 μm)的荧光图像：(i)NBD-PE标记的脂质体，不含连接器；(ii)含有FITC标记的连接器的蛋白

脂质体；(iii)FITC标记连接器与脂质体非特异性的混合。B，膜过滤分离掉大部分游离的连接器。C，使用蔗糖梯度沉淀分

离脂质体/ FITC标记连接器复合物。游离的连接部位出现在顶部，而在蛋白脂质体保持在底部。馏分＃1-12未显示。D，荧

光漂白恢复(FRAP)实验证实荧光(红色)标记脂双层的流动性，漂白区域(黑色)的荧光强度由于脂质扩散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增

加。E，通过囊泡融合，连接器嵌入到平面脂双层的示意图。图片引自文献[42]。
图2  连接器－脂质体嵌合体的图像



生命科学 第23卷1118

nS、4.60 ± 0.05 nS，表明随着盐浓度增加，电导增

加 ( 图 4A、C)。相同浓度下，在氯化钾溶液中的电

导值比在氯化钠溶液中高：在 0.5、1.0、1.5 和 2.0 
mol/L 氯化钾中，电导分别为 2.70 ± 0.21 nS、4.65 ± 
0.11 nS、6.23 ± 0.32 nS、7.83 ±0.20 nS( 图 4B、D)。
2.3　用于确定嵌入脂双层的连接器数量

膜 / 连接器复合物的电导 Gm，可以通过以下

两种方法计算。(1) 在一特定电压下，由连接器嵌

入引起的电流跳跃的大小。在此情况下，测量的电

流值与所加电压之比即为电导值。(2) 在斜坡电压

下，电流痕迹的斜率
[47]
。第二种方法中，因为斜率

包含了许多数据点，并且考虑了银 / 氯化银电极的

表面电势以及膜接触电势等因素，所以给出的值更

精确。

可使用相同的方法，测量脂双层中一个通道的

电导 Gc。由于 phi29 连接通道大小均匀，且在较大

盐浓度范围内稳定，由此推断膜 / 连接器的电导与

膜中连接器的数目有线性关系 ( 图 4C、D)。事实上，

在氯化钠和氯化钾缓冲溶液中都呈线性关系。表 1
显示了采用独立电流计算所得的单通道电导。     

因此脂双层内通道的数量可通过测量溶液电导

率及计算脂双层的电导，由 I-V 关系图的斜率得出。

通道电导的计算值 ( 从派生方程 ) 与在同样缓冲溶

液条件下使用电流跳跃所获得的值吻合较好。

2.4　phi29连接通道与α-溶血素的电导比较

连接器通道的窄端直径为 3.6 nm，而 α-HL 形

成的通道直径只有 1.5 nm [48]
。可以计算出连接器和

α-HL 通道截面积的比例为 5.7。连接器与 α-HL 的

A，仅加入连接器(上部)或脂质体(底部)的脂双层。B，施加含有连接器的蛋白脂质体，引发的多步嵌入。插图，一个(上)和
两个(底部)连接器同时嵌入。C，连接器在正电压(顶部)和负电压(底部)下嵌入。D，线性电流-电压关系的数据说明连接器的

稳定性质。斜率随连接器数量的增加而增加，且每个通道的电导相同。E，直方图显示膜内的连接器电导均一。图片A~C引
自文献[42]，图片D~E引用自文献[43]。

图3  电导检测确认连接器的嵌入脂质双层膜(B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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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单个连接通道在不同盐浓度下的电流-电压曲线。A，含有5 mmol/L Tris的不同浓度的氯化钠溶液，pH值7.8；B，含

有5 mmol/L HEPES的不同浓度的氯化钾溶液，pH值7.8。C~D，不同盐浓度条件下电导-连接器数目的关系曲线。C，含有

5 mmol/L Tris的不同浓度的氯化钠溶液，pH值7.8；D，含有5 mmol/L HEPES的不同浓度的氯化钾溶液。所有测得的电导均

来自三个以上的独立实验。误差线代表测量的标准差。在氯化钠溶液中的回归方程为分别为：0.5 mol/L氯化钠中，Gm / nS = 
1.73 × N + 0.01；1.0 mol/L 氯化钠中，Gm / nS = 2.77 × N + 0.26；1.5 mol/L氯化钠中，Gm / nS = 3.81 × N + 0.26；2.0 mol/L氯化

钠中，Gm / nS = 4.62 × N - 0.00。在氯化钾溶液中的回归方程为分别为：0.5 mol/L氯化钾中Gm / nS = 2.60 × N + 0.11；1.0 mol/L氯化

钾中Gm / nS = 4.73 × N - 0.10；1.5 mol/L氯化钾中Gm / nS = 6.35 × N - 0.16；2.0 mol/L 氯化钾中Gm / nS = 7.86 × N - 0.01。E~F，
在含有5 mmol/L Tris的0.5~2.0 mol/L 氯化钠溶液(E)和含有5 mmol/L HEPES的0.5 ~2.0 mol/L氯化钾溶液(F)中，溶液电导率与

单个连接器电导的关系。图片引自文献[43]。
图4  不同条件下phi29连接器通道的电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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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测电导的比率为 5.1( 见表 2)。由于通道的电导与

其横截面面积成正比，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认为，在

缓冲溶液内连接器的横截面面积约为 α-HL 的 5.1
倍，这与两个蛋白晶体数据较为相符。

3　双链DNA的转运

3.1　通过phi29连接器通道转运双链DNA
早在 15 年前，已通过 α- 溶血素通道证实，可

利用纳米孔来转运 DNA。其概念源于经典的“库尔

特计数器”，即检测非电解质逆向通过电化学势梯度

穿过一个孔所阻碍的离子流。长短不一 (12~5 000 
bp) 线性双链 DNA 存在下，可以观测到大量的瞬时

电流阻断事件 (每个代表一个DNA分子的转运 )(图
5B)。加入环形质粒 DNA(Cx43) 后，没有观测到这

样的阻断事件，其原因大概是由于质粒 DNA 的超

螺旋性质。然而经脱氧核糖核酸酶 I (DNase I) 消化

A，双链DNA通过脂双层中的连接器孔转运的示意图。B，双链DNA通过纳米孔转运的典型电流阻断事件。插图：放大的电

流阻断事件，显示电流的深度和转运的驻留时间。45 pM双链环状质粒DNA引发的典型阻断：C，无DNA酶消化；D，经过

DNA酶消化。图片C和D引自文献[42]。
图5  通过phi29连接器孔道检测双链DNA的转运事件

表1  从离散电流跳跃测量及经验公式计算所得的单通道电导比较

独立实验 缓冲溶液 经离散步数计算的 缓冲溶液电导(mS/cm) 使用经验公式计算

    的数目      单通道的电导(nS)     的单通道电导(nS)
2 5 mmol/L Tris +  0.5 mol/L NaCl 1.65 ± 0.07 (n=62)   44.6 1.72
6 5 mmol/L Tris +  1 mol/L NaCl 3.04 ± 0.56 (n=52)   76.3 2.79
3 5 mmol/L Tris +  2 mol/L NaCl 4.71 ± 0.18 (n=45) 130.9 4.64
40 TMS +  1 mol/L NaCl 3.14 ± 0.36 (n=500)   80.5 2.94
2 5 mmol/L HEPES + 0.5 mol/L KCl 2.48 ± 0.13 (n=10)   54.4 2.73
4 5 mmol/L HEPES + 1 mol/L KCl 4.73 ± 0.20 (n=9)   99.7 4.49
注：表1中的电导同在施加电压下所测得的离散步骤的电流跳跃之比进行计算，第三列中的数值“n”代表嵌入连接器的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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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可以观测到大量的 DNA 转运事件，表明 phi29
通道仅能转运线性双链 DNA( 图 5A、C、D)。

在多个通道存在的情况下，偶尔可以观测到一

个或多个平台的阻断事件，显示了通过多个通道的

同时转运。观测中，阻断事件的发生概率随 DNA
浓度增加及电压升高而增长，这与预期相符。

3.2　DNA电流阻断事件的表征

单个通道阻断事件的一个参数为电流阻断的深

度，使用电流阻断百分比来表示，计算方法如下：

DNA 转运产生的电流阻碍除以单个连接器嵌入所产

生电流的步幅。在双链 DNA 存在的情况下，通道

阻断的中值为 ~32％ ( 图 6A)，这与通道 ( 最窄处 3.6 
nm) 和双链 DNA ( 直径 ~2 nm) 的尺寸相一致。也就

是说，阻断％ =[π·(2÷2)2/π·(3.6÷2)2]×100。此外，

观察到的每一个瞬间电流阻断事件几乎相同，呈较

窄的高斯分布 ( 图 6A)。
另一个 DNA 转运事件的参数是驻留时间 (τp)，

它代表 DNA 通过通道转运所需的时间 ( 图 6B)。驻

留时间分布呈指数衰减函数。峰值驻留时间代表最

有可能的转运持续时间。例如，在 -75 mV 和 -40 
mV 下，5 kb 的双链 DNA 峰值驻留时间分别为 9.2 
ms 和 22.1 ms，证明了 DNA 转运驻留时间受到外

加电压的影响。此外，如图 6B 所示，35 bp 和 5 kb
的双链 DNA 的驻留时间相比，长度较短的 DNA
具有较短的驻留时间。

3.3　pH值对连接器通道稳定性和转运行为的影响

在极端 pH 值条件下，在两个腔室加入 20 bp
的双链 DNA，对连接器通道的稳定性进行了测试。

在 1mol/L NaCl 溶液中，在不同 pH 值条件下，纪

录恒定电压下的电流踪迹。电导值分别为 ：pH = 2 
(5 mmol/L 磷酸缓冲液 ) 时为 2.50 ± 0.11 nS (6 例 )，
pH = 7 (5 mmol/L Na2HPO4 缓冲液 ) 时为 2.73 ± 0.07 
nS (6 例 )，pH = 12 (5 mmol/L Na2HPO4·7H2O 缓冲 )
时为 2.78 ± 0.12 nS。极端 pH 下的通道仍然打开，

并且具有一致的通道电导。此外，也观测到了 DNA
转运事件。在 pH = 2 时，嘌呤酸形成，导致较短阻

断事件的发生。虽然 DNA 的结构受到极端 pH 条

件的影响，但 phi29 连接器通道在强酸性或碱性条

件下仍然稳定。

3.4　电流信号中可能的信号失真

随机噪声可能产生失真。连接器通道本身非常

稳定，其电导均一，且在 -150 mV 到 +150 mV 范

围内不显示电压门控。有时能观测到与采样频率极

限时间接近的非特异性阻断事件。因为在未加入

DNA 时，这些事件也同样出现，因此归因于包含

连接器的脂质体与平面脂双层膜相互作用的结果。

此外，在向腔室中加入更多脂质体后其出现频率增

加。可以通过稀释含有连接器的脂质体来减小此类

事件的发生。

DNA 也可与通道碰撞，而实际上不被转运通

过。这也增加了非特异性阻断事件。较长的 DNA
尤其容易发生该现象，因为在转运开始前需要一个

最佳的构象。然而，一旦转运开始，DNA 逆向电

场梯度的向回扩散是很难发生的。

3.5　定量PCR验证双链DNA的转运

为验证电流阻断事件确为双链 DNA 转运通过

连接器通道，用荧光染料试剂盒 (SYBR Green, Bio-
Rad) 进行定量 PCR，以量化在恒定电压下 DNA 的

转运 ( 图 6C，上 )。在反式腔室加入 141 bp 的 DNA，

并每隔 30 min 从顺式腔室取样用于定量。在顺式腔

室里的 DNA 分子数目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增加 (9 例

实验 )，并且 DNA 转运的速率受到嵌入连接器的数

目影响。为了便于比较，在没有连接器的条件下进

行了对照实验 ( 图 6C，下 )。在对照条件下，顺式

腔室内的 DNA 分子数目在 90 min 内均在可检测范

围 (4 例实验 )。此外还观测到，电流踪迹的阻断事

件数目与 Q-PCR 检测的转运通过通道的 DNA 数目

( 图 6D) 呈正相关。

表2  GP-10连接器和α-溶血素的单通道电导的比较

蛋白质 孔直径(nm) 截面积(nm2) 电导(nS/孔) a

   0.5 mol/L氯化钠 1 mol/L 氯化钾

连接器 3.6 10.2 1.57 ± 0.16 4.84 ± 0.15
α-溶血素 1.5 [48] 1.8 0.31 ± 0.05b 0.94 ± 0.01c

比值(连接器/α-HL) 2.4 5.7 5.1 5.1
a0.5 mol/L 氯化钠及1 mol/L氯化钾中的连接器电导的数据分别来自总计38和36个实验。0.5 mol/L 氯化钠及1 mol/L氯化钾中的

连接器电导的数据分别来自总计4个实验。
b
据报道，在1 mol/L氯化钠条件下，α-HL的电导为0.68 nS/孔[66]

。
c
据报道，在1 mol/L氯化钾条件下，α-HL的电导为0.80 nS/孔[67]

或1.0 nS/孔[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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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排除顺式腔室中 DNA 数目增加可能由膜

泄漏导致，在脂双层或隔膜泄漏的情形下，进行了

另外三组实验。当泄漏发生时，在顺式腔室中每微

升溶液中的 DNA 拷贝数目大约比没有泄漏的实验

高 104 ~10 5 
倍。

4　phi29分子马达通道的单向DNA转运机制

通过斜坡电压、电流方向切换以及沉降力实验，

证实了该连接器通道对于双链 DNA 显示单向转运

机制，即从氮端 ( 窄端 ) 入口到碳端 ( 宽端 ) 出口。

这是第一个针对 DNA 转运展现整流行为的野生型

蛋白通道的例子。但该连接器通道对离子仍展现双

向转运性质，即在正负跨膜电压下的电导相同。

4.1　对单一通道施加斜坡电压展示的双链DNA的

单向转运

如前所述，连接器通道通过脂质体 / 连接器复

合物与平面磷脂膜的融合而嵌入脂双层。因此，连

接器通道在脂双层中的方向是随机的，即碳端朝向

顺式腔室，或氮端朝向顺式腔室。

对包含单个连接器的脂双层施加 -100 mV 到

+100 mV 斜坡电压 (2.2 mV/s)，揭示了双链 DNA 的

单向转运 ( 图 7A~C)。由于 DNA 的磷酸骨架带负

电荷，所以 DNA 倾向于从负电势迁移到正电势。

图 7A 展示了未加 DNA 的对照实验。双链 DNA 在

顺式和反式两个腔室中预先混合为同样浓度，并根

据脂双层内连接器的取向施加负电压 ( 图 7B) 或正

A，在-75 mV恒定电压下，1 mol/L氯化钠，pH值7.8的溶液中，线性双链DNA(2 kb)引起的电流阻断事件的直方图(总计3 264
个事件)。B，38 bp和5 500 bp双链DNA转运事件驻留时间的比较。C~D，定量PCR分析DNA转运事件。C，定量分析DNA通

过脂双层中的连接器从反式腔室转运到顺式腔室(顶部)的总数量。在同样条件但没有连接器的情况下，进行了阴性对照(底
部)实验。误差线代表9个独立实验和4个阴性对照实验的平均值的标准偏差。D，两组独立试验中比较通过两种方法测量的

DNA转运拷贝数：定量PCR和从记录电流踪迹中阻断事件的计数。误差线代表3个独立定量PCR的标准差。图片A和D引自文

献[43]，图片B和C引自文献[42]。
图6  定量分析DNA的转运时间及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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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 ( 图 7C) 以观察 DNA 转运。同样的现象在不

同长度的双链 DNA(10 bp~5.5 kb) 以及单链 DNA 上

也观测到。

4.2　对含有单一通道的脂双层施加恒定电压并切换

电流极性所展示的双链DNA的单向转运

恒定电压下，切换电压极性揭示了连接器通道

只允许双链 DNA 单向转运 ( 图 7D~G)。DNA 以相

同浓度预先混合于两个腔室。DNA 转运发生的极

性依赖于脂双层中连接器的取向。图 7D 展示了未

加 DNA 的对照实验。例如，在正电势下没有 DNA
转运发生时，切换到负电势时即导致双链 DNA 转

运发生 ( 图 7E)。相反，当在负电位下没有 DNA 转

运时，切换到正电位即导致双链 DNA 转运发生 ( 图
7F)。同样，当在负电位下观测到 DNA 转运时，切

A~C，在从-100 mV到+100 mV的斜坡电压(2.2 mV/s)下，DNA通过脂双层中单个连接器通道转运的单向交通性质。A，没有

DNA；B~C，在单一连接器的两侧加入DNA。D~G，通过转换电流极性，验证DNA通过脂双层中单个连接器通道转运的单

向交通性质。D，任何腔室均无DNA室；E~G，嵌入单个连接器，两个腔室均有DNA。图片引自文献[44]。 
图7  通过斜坡电压及电压极性切换验证双链DNA单向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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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到正电位即导致双链 DNA 转运停止 ( 图 7G)。同

样的结果在不同的电压下也得到证实。

4.3　多通道条件下定量分析DNA转运频率所检测

到的双链DNA单向转运

由于双链 DNA 只从一个方向穿过连接器通道，

因此 DNA 通过含有多通道脂双层的转运率会受到

连接器取向不同组合的影响，而与 DNA 浓度无关。

因此，使用不同浓度的双链 DNA 在 -75 mV 恒定电

位下进行了实验 ( 图 8)。多个连接器嵌入的电流痕

迹反映了 DNA 转运事件频率的变化 ( 图 8 中直方

图展示 )。当另外一个连接器以适合 DNA 转运的方

向嵌入时，DNA 转运频率便会增加 ( 图 8A、C、D)。
当另外一个连接器以阻碍 DNA 转运的方向嵌入时，

DNA 转运频率便会不变 ( 图 8A、B)。
4.4　使用靶向碳端—多聚组氨酸标签的Ni-NTA纳

米金粒子来检测连接器的取向

为了揭示连接器在脂双层中的取向，使用了在

连接器宽出口每个亚基碳端包含一个多聚组氨酸标

签重新设计的连接器。导入的碳端多聚组氨酸标记

并不影响连接器通道的折叠和 DNA 包装活性。在

不对称离子条件下，进行了电导实验 ( 图 9)[49]
。使

用 1.8 nm 的 Ni-NTA 金粒子来结合碳端的多聚组氨

酸标记。实验设计中，仅在腔室的一侧将纳米金与

溶液混合。例如，在单个或多个连接器通道嵌入的

条件下，如果纳米金仅在反式腔室内 ( 图 9)，那么

其仅与多聚组氨酸标记的碳端朝向反式腔室的连接

器结合 ( 图 9C)，并且不与氮端朝向反式腔室的连

接器结合 ( 图 9A)。在含有纳米金的条件下，在一

个单一连接器具有合适取向的情况下，可以观测到

该连接器电导的逐步阻塞 ( 图 9D)。每一个纳米金

结合导致均一的约 30% 的电流阻塞 ( 图 9D) ；在膜

内具有多通道的情况下，也得到相同的结果 ( 数据

未显示 )。
DNA 带负电的磷酸盐骨架使其仅从负电势转

运到正电势，所以在两侧腔室内加入相同浓度的双

链 DNA，以协助检测 DNA 转运方向的评估。根据

施加电压前，不同浓度的DNA预先混合在两个腔室。插图：对于单个实验(A~D)，每一个连接器嵌入脂双层后，DNA转运速

率已经标出。图片来自文献[44]。
图8  在多通道条件下定量分析DNA转运频率与脂双层中连接器取向的关系，验证双链DNA单向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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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金的置放位置 ( 顺式腔室或反式腔室 )( 如图

9C、E 所示的实验设计 )，可以在跨膜恒定负电势

条件下确定膜内所嵌入的连接器的取向。结果发现，

双链 DNA 仅从较窄的氮端转运到较宽的碳端。例

如，将纳米金放置在反式腔室，当 DNA 转运时没

有观测到纳米金结合，表明在这种情况下，含有多

聚组氨酸的碳端向上朝向顺式腔室，并且双链

DNA 从负电势的反式腔室通过连接器的氮端向上

转运 ( 图 9B)。在相同条件下，在连接器的碳端向

下朝向反式腔室时，没有 DNA 转运发生且观测到

纳米金的逐步结合 ( 图 9D)。在另一个场景中，当

纳米金加入到上面的顺式腔室时，DNA 起初转运

但随后停止，表明多聚组氨酸标记的碳端朝向顺式

腔室，并且纳米金与其结合，阻止双链 DNA 从朝

向底部反式腔室的氮端转运 ( 图 9F)。

5　phi29分子马达通道的门控现象

许多研究报道表明噬菌体 DNA 的包装与噬菌

体病毒原壳体的形变密切相关 [50-57]
，且与连接器也

有紧密关联。phi29 DNA 包装马达的单向交通已得

到证实，这给病毒感染阶段机理提出了一个问题，

即菌体病毒基因组如何被释放从而被注入到宿主细

胞。有研究人员假设在 DNA 包装后连接器蛋白会

发生构象变化
[52]
。本课题组通过单通道测量发现

phi29 噬菌体病毒的连接器蛋白确实会发生门控现

象
[58]
。这些门控可由高电压 ( 图 10A、B) 或者亲和

A、C和E，实验策略图示。在顺式、反式腔室中加入相等浓度的双链DNA，且每个实验使用相同浓度的Ni-NTA-纳米金；

B，一个30 min的电流踪迹，展示当Ni-NTA-纳米金加入反式腔室时，双链DNA转运未受阻碍；D，一个电流踪迹，展示当

Ni-NTA-纳米金加入反式腔室时，Ni-NTA-纳米金对碳端多聚组氨酸标记连接器的三步结合步骤；F，一个电流踪迹展示双链

DNA的转运，以及当Ni-NTA-纳米金加入顺式腔室时，DNA转运受到阻碍。在所有这些实验中，使用-75 mV的跨膜电压。图

片引自文献[44]。
图9  使用靶向碳端—多聚组氨酸标签的Ni-NTA纳米金粒子来检测连接器的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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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诱发。 施加高电压后 ( 高于 150 mV)，观测到

的电导发生逐步减小的现象，变化为均等的三步，

每步变化的尺寸约为通道大小的 31% ；三步减小之

后留有约 6% 的空隙 ( 图 10A)。同时 phi29 连接器

通道的关闭在低电压下会重新打开 (图10B)。在高—

低—高—低循环电压的驱使下，连接器通道可多次

打开关闭，起到了类似于纳米阀门的作用。

通过对 phi29 连接器单体的结构分析发现，它

具有碳端 (aa 1~14)、氮端 (aa 287~309) 和中间 (aa 
229~246) 三个柔性区域 ( 图 10C)[15-16]

。通过对这些

部位进行变异表达纯化后得到的蛋白用同样的实验

条件进行单通道测量，结果显示切除中间 (aa 229~246)
柔性区域的变异发生门控的几率大为降低，因此推

断这个区域的氨基酸对 phi29 蛋白通道的门控现象

有关键作用。

门控现象在许多其他离子通道和膜蛋白中很常

见 [59]
，在细胞跨膜物质转运和信号转导方面具有重

要的生理意义。phi29 病毒蛋白通道门控现象的发

现，为在分子水平上研究核酸转运和病毒信号转导

方面提供了新的证据和手段。

6　phi29分子马达通道的应用和未来展望

连接器巧妙和复杂的设计推动了其在纳米技术

中的应用。蛋白质纳米孔的柔软性质、折叠波动、

动态结构以及信号的可重复性影响了其应用。本课

题组证实，phi29 连接器通道克服了上述局限，其

通道在多种实验条件下稳定；其电导均一，在所施

加电压下展示出完美的线性关系，且在所述实验条

件下不显示电压门控性质。双链 DNA 通道的阻断

事件几乎完全相似。凭借其通道尺寸及独特性质，

phi29 连接器非常适合在自然环境外对其进行工程

改造，对生物、工程、医药、纳米技术等领域有巨

大的潜在影响。

6.1　用于研究病毒DNA包装机制的新颖系统 
噬菌体 phi29 DNA 包装马达磷脂膜嵌合体的系

统，可用于理解病毒 DNA 包装中的 DNA 穿过马达

通道转运的机理。嵌入脂质膜连接器系统的单向交

通现象是在外加电压下的被动转运，phi29 马达的主

动转运是否也有单向交通的机制值得研究
[44]
。

在双链 DNA 包装过程中，加入非水解 ATP 的

类似物 γ-S- 三磷酸腺苷 (ATP) 后，主动马达会被关

A，碳端多聚组氨酸标记的连接器，在高电压下逐步关闭。该通道在-75 mV下嵌入脂质双层膜保持稳定，电压切换到较高时

(-150 mV)，会立即引发通道逐步关闭。B，连接器通道闭合与打开，是可调控且可切换的。当将电压降为0 mV一段时间后，

在高电压下关闭的通道会重新打开。C，连接器的变异克隆的设计依据。连接器单体碳端、氮端以及中部标注了晶体结构中

未观测到的柔性区域 [41]
。图片引自文献[58]。

图10  phi29连接器通道的门控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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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
[60]
。完全包装和部分留在原壳体内的双链 DNA，

在高梯度离心力 ( 例如，149 000 g) 的测试下都没

有退出
[60-61]

。这与在 DNA 包装中间体中所观测

到的双链 DNA 停留在通道内并不弹出的现象一

致
[19,21,60]

。马达包装 DNA 是需要克服势能的过程，

需要 ATP 水解过程中产生的化学能来用于 DNA 转

运
[19,62]

。随着越来越长的 DNA 被包装，在原壳体

内空穴的体积越来越小，病毒原壳体内的压力逐渐

增大
[19,21,60,63]

。

为了论证在具有生物活性的 phi29 马达内 DNA
包装通道的单向交通性质，并排除 pRNA、gp16 和

/或 γ-S-ATP的贡献，本课题组对其进行了沉降检测。

使用 DNase I 和 / 或核糖核酸酶 A (RNase A) 对完全

包装的 DNA 和 DNA 包装中间体分别单独和联合

进行处理。DNase I 处理排除任何可能抑制双链

DNA 退出的与马达组件的接触，而 RNase A 消化

排除了 pRNA 及 gp16 接触并托住 DNA 的可能。由

于 pRNA 起了马达与 gp16 之间的桥梁作用
[20]
，RNase 

A 消化会消除 pRNA 和 gp16 对双链 DNA 的可能的

力的作用支点。当分别或一起使用 DNase I 和
RNase A 处理 DNA 包装中间体 ( 部分双链 DNA 在

通道内、部分双链 DNA 在通道外 ) 时，部分包装

的双链 DNA 停留在原壳体内，且在最高力梯度离

心下并不滑出。这些数据强烈支持这样的结论：在

主动马达中，通道也展现单向交通的性质。

这些研究给 Guo 和 Lee 的“推动”或“阀门”

模型
[9]
提供了直接证据。在此模型中，连接器保持

静止；DNA 转运由 DNA 包装酶或末端酶诱导，该

酶推动一定长度的 DNA 进入原壳体，随后转换结

合到 DNA 远端，推动另外一端 DNA 进入。该模

型不排除由酶推动的插槽 — 扳手的旋转。单向交

通的性质使得 D  NA 进入原壳体后并不退出，类似

于血液泵入心脏及阀门控制血流的作用。

6.2　基于纳米孔的随机单分子检测

基于纳米孔的随机单分子检测是一个新兴的分

析技术，可在单分子水平测量分析物。当一个被测

分子通过通道时，通过孔的粒子电流将反映所得阻

断事件的幅度、持续时间和速率。通过统计分析，

可以得到分子浓度和种类的信息。phi29 连接器的

DNA 转运试验，揭示了其纳米孔分析的潜在应用。

与其他一些已知的通道 ( 例如直径 1.4 nm 仅能

通过单链 DNA 的 α- 溶血素通道 ) 相比，连接器具

有较大的直径 ( 最窄处 ~3.6 nm)。更重要的是，对

于发展基于连接器的靶向选择性随机传感器，phi29

连接器较大的通道可以在通道内结合的共价键配体

的选择上更灵活。由于其晶体结构已知，可以使用

系统性、基于工程的方法来开发具有增强分析能力

的系统。

有许多细菌外膜孔蛋白具有较大的孔隙，有用

作随机传感器的潜力。然而，由于电压或质子、阴

离子或阳离子等溶液条件所引发的这些蛋白通道的

门控，可能会在单通道记录中产生干扰分析物检测

的瞬变电流阻断。例如，OmpG 孔蛋白在 ± 40 mV
下会有自发门控

[64]
。与此相反，phi29 连接通道

在 -100 mV 至 +100 mV 电压范围内，乃至在极端

pH 的条件下，也保持稳定的通道特性。因此，

phi29 连接通道将成为生物孔随机传感器的出色选

择。

6.3　基于纳米孔的DNA测序

纳米孔的 DNA 测序应用有很大前途，可用于

人类个体基因组的序列测定以鉴定遗传疾病的各种

病因借以设计治疗。同时，可以用于植物基因组的

鉴定以作品种改良，也可促进细菌、真菌的改造，

而且比传统方法更快，成本更低。此外，这是一个

无标记、单分子识别的方法，不需样品制备或放大。

迄今为止，已有一些使用蛋白质孔或固态纳米孔进

行核酸分析的探索
[23-26,28-31,65]

。不过，纳米孔 DNA
测序技术的一个瓶颈是 DNA 穿过孔的速率过快，

超过了现有光学和电子技术的检测分辨率，影响单

个核苷酸检测的灵敏度和可信度。因此，关键的挑

战是能够以可控的速度减慢 DNA 通过孔道，同时

保持精确区分碱基对的高信号信噪比。phi29 连接

器较大的通道给修饰、结合及放置障碍物以获得更

佳检测信号提供了空间。

7　结论

在此，经改造的 phi29 连接器被嵌入到脂双层

中，形成了高导电纳米孔。此外，连接器是非常容

易重复制备且易于改造的生物孔，使其可理想的用

于未来生物医学中。phi29 连接器孔径较大、尺寸

均一且性质稳定，使这个病毒组件可能成为新一代

纳米材料或纳米级的构造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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