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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膜蛋白在生命细胞中扮演着多种重要的角色，与分子生物学、医药、农业、生物

技术等领域密切相关。针对膜蛋白的结构-功能研究是结构生物学中最活跃的前

沿领域之一。本书从化学动力学角度探讨膜蛋白结构与功能的关系问题，对生物

膜膜电位的物理性质及其生物学意义进行了系统性的介绍，基于膜电位驱动力原

理对多种膜蛋白家族的功能机制给予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和阐释。本书可以作为分

子生物学和物理学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结构生物学辅助教材、或者相关研究领

域科研人员的专业参考书。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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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结构生物学的蓬勃发展，传统的分类学式研究方法已渐显落伍；生物大

分子的功能越来越多地为结构生物学家们所关注，而对于蛋白质功能的系

统性研究将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于相关动力学过程的分析。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

看，动力学研究将为结构生物学注入新的生命力，以期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向人们

展示膜蛋白结构的动态美感。作为膜蛋白结构生物学的入门参考教材，本书的主

要目的在于建立基于蛋白质结构和化学动力学的结构动力学研究语言和普适关系，

促进膜蛋白结构动力学的定量化研究。 

本书第一章简述膜蛋白结构分类、以及影响膜蛋白分子折叠和稳定性的因

素。第二章讨论生物膜与膜蛋白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特别是膜电位的重要性。

第三章简述与本书相关的化学动力学基本概念，包括自由能景观函数和双稳态模

型。第四章涵盖二级主动转运蛋白的动力学问题，引入本书的核心概念— 膜电位

驱动力原理。第五章讨论由 ATP 水解驱动的初级主动转运蛋白及其能量偶联问

题。第六章探讨离子通道的基本动力学性质。第七章介绍与能量转化有关的主要

膜蛋白家族。第八章分析信号传导中 G 蛋白偶联受体的共性激活机制问题。基于

第二、第三章所铺垫的基本概念，在第四到第八章的讨论中，笔者着力探索一条

贯穿于各类功能性膜蛋白的结构动力学研究主线，而将针对具体膜蛋白家族的系

统性讨论以及全面历史回顾谨托予众多更为丰富、细腻的专业化综述。个别章节

中所包含的、针对某些简化模型功能机制的推测性讨论旨在介绍结构动力学的基

本分析逻辑和研究思路；具体推论的客观性、准确性仍有待学科的发展予以检验。

膜蛋白结构解析的技术方法理应是备受青年学生关注的话题，但由于其历史悠久、

内容浩瀚、且日新月异，远远超出了本书的预设目标，故略而不表。本书潜在的

读者包括对结构生物学感兴趣的生物学和物理学专业的大学学生、研究生、以及

需要温习化学动力学的从事膜蛋白结构研究的科研工作者。本书的出版由中国科

学院大学教材出版中心资助。 

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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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自然现象是否可以用足够简洁的方式加以解释，取决于人们观察事物

的视角和叙述问题的语言。如果在阅读中，读者发现膜蛋白功能机制竟然可以是

如此地简洁、普适、也因此而优美，笔者愿成为你的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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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al Dynamics of Membrane Proteins 

PREFACE 

Even though our study of prokaryotic and eukaryotic membrane proteins (MPs) 

is reaching a point where the numbers of structures for every major families are 

skyrocketing, traditional approaches along taxonomic lines are swiftly proving 

inadequate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ir actual mechanistic behaviors. 

The structure-function relationship of these bio-macromolecules provided 

critical and deep insights; however, it is now time to shift attention towards the 

equally important kinetic processes behind their biological functions. Such 

analysis of the dynamic features of MPs should greatly facilitate a better 

appreciation of the biological elegance of MP structures, and provide a much-

needed dynamic perspective hitherto missing. 

The major purpose of this introductory textbook is to define the 

nomenclature necessary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structural dynamics of MPs, 

and to identify universal relationships dictating such dynamics, based on 

currently available 3D structure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well-established 

theory of chemical kinetics. Chapter 1 introduces the classification of MPs 

based on their structures, and discusses the factors governing their folding and 

stability. Chapter 2 discusses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MPs and their host 

cellular membranes, with emphasis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electrochemical 

potential for proper functioning of these large bio-macromolecules. Chapter 3 

briefly introduces the basic concepts of chemical kinetics required for 

understanding the subsequent chapters, including the free energy landscape 

function as well as the bistable model. Chapter 4 discusses the dynamics of 

secondary active transporters, and introduces the membrane potential-driving 

principle. Chapter 5 reviews our current understanding of ATP hydrolysis-driven 

primary active transporters and their energy coupling mechanisms. In Chapter 

6, the dynamic properties of ion channels are discussed on the bases of their 

common structural features. Chapter 7 introduces the major families of M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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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olved in cellular energy conversion. Chapter 8 analyzes the common 

mechanisms responsible for activating G protein-coupled receptors involved in 

signal transduction. Based on concepts laid out in Chapters 2 and 3, the 

remaining parts of the book explore a unified approach to studying the 

dynamics of a variety of functional MPs. Certain speculative discussions of 

simplified models of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selected groups of MPs are also 

included, to better illustrate the basic logic and strategy of structural dynamics 

analyses. Of course, the objectivity and accuracy of these models and their 

corollaries remain to be experimentally verified, and will undoubtedly be further 

refined by future research. While the technical methods of structure 

determination of MPs should be of considerable interests to students, those 

had to be excluded due to the limited scope of this book. I hope to reach both 

college and graduate students with either biology or physics background, 

interested in a well-rounded introduction into the field of structural biology, but 

also researchers already working with MPs, and who are interested in exploring 

the function of MPs beyond and above traditional avenues.  

Whether a given natural phenomenon can be explained with sufficient 

simplicity depends both on the particular perspective we look at it, and whether 

appropriate language is chosen to accurately describe it. I truly hope that after 

reading this textbook, the reader will agree with me that the molecular 

mechanisms responsible for the function of MPs are simple, universal, and thus 

beautiful examples of how evolution of life has created tools with which life was 

able to conquer the multitude of ecological niches continuously evolving within 

the Earth’s bio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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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膜蛋白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观书有感》朱熹 

 

膜蛋白在细胞的跨膜物质转运、能量转化、信息传导、膜稳态维持等方面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是什么物理因素使膜蛋白分子区别于可溶蛋白质分子呢？膜蛋白分子具有

哪些共性的结构特征呢？ 

本章将讨论膜蛋白的重要性及其分类。概括地说，存在两类主要的膜蛋白

分子，即 α 螺旋束型和 β 桶型。因为绝大多数功能性膜蛋白分子属于 α 螺旋束型

并且将在后续各章中较详细地予以介绍，本章用一小节以 β 桶型膜蛋白为实例对

膜蛋白分子的折叠过程和稳定性进行讨论。 

关键概念：整合型膜蛋白；功能性膜蛋白；膜蛋白分子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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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生物膜与膜蛋白 

生命进化至今已经历了逾 40 亿年的漫长历史（图 1.1-1）。大约 35 亿年

前，地球上出现了第一批原始细胞，正式

拉开了生物圈（biosphere）与岩石圈和

海洋圈分离过程的大幕[1]，开启了长达

20 多亿年的、由原核细胞主宰生命世界

的时期。直到 12 亿年前，发生了一件重

塑生物圈的重大事件—细菌在古细菌中的

内共生，即出现了第一代真核细胞，也就

是细胞内部还嵌套生物膜的系统。在生物

圈形成的最初 20 亿至 30 亿年间，生命

世界进化出了在我们今天看似精巧得难以

置信的分子机器、生化通路和网络系统，为其后多细胞生命现象在地球上的繁

荣、包括我们人类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设想一下，没有生物膜的生物圈会是怎样

的一个混沌的世界？它仍然滞留在其原始阶段，表现为一些发生于水中和岩石缝

隙的、缺乏时空关联的化学反应。生物膜不仅为细胞提供了一层物理边界，它的

横空出世也在原始生物圈与现代生命形式之间划出了一道鸿沟。 

那么，本书的主角—膜蛋白—在生物圈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细胞不是

一个热力学的封闭系统，它需要持续地与外界交换物质、能量和信息a，以维持

远离热力学平衡态的准稳态。这些交换和转化功能主要是由膜蛋白领衔完成的。

要理解细胞和细胞以上层次的生命现象，就不可能不涉及膜蛋白分子的结构和功

能，也就是膜蛋白的结构动力学。此外，由于承载着诸多早期生命世界中就已经

出现的诸如营养摄取、能量转化、环境感知等基本生物学功能，膜蛋白可以视为

我们认识生命进化的活化石。众若繁星的膜蛋白分子是如何在进化中获得了今天

 

a 能量和信息也被认为是物质的属性或者存在形式。本书中则采用更通俗、直观的关于三者的区

分。 

图 1.1-1 生物圈的进化历程与生物

膜的出现和功能化密切相关（引自

Smith and Morowitz，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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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精巧绝伦的结构呢？它们的工作原理真的是像人们娓娓道来的那样千人千

面，罕有共性可循吗？为了解答这类问题，我们需要研究膜蛋白的结构与功能之

间的动力学关系，包括膜蛋白分子如何在自由能驱动下实现其存在的生物学意义

a。 

细胞、生物膜和膜蛋白分子之间有着怎样的几何关系呢？假如我们将细胞

放大到西瓜的大小（直径比 10 µm:0.3 m），生物膜也只不过是比 A4 纸略厚的

一层外皮（厚度比 5 nm:0.1 mm），其表面上点缀着这样那样的、小米粒般大小

的各类膜蛋白分子。在大多数情况下，膜蛋白仅占据着很小的膜表面（<5%）。

可能有读者会质疑这种说法：生化教科书中不是宣称生物膜含有约 50%的干重

来自蛋白质吗？在后面膜蛋白的分类中我们将看到，这些蛋白质分子并非都是直

接、完全地镶嵌在磷脂双分子层中的。因此，它们并不依照质量成比例地占据膜

的表面。 

除了完成生物膜两侧的物质、能量和信息

的传输—即所谓选择性通透，膜蛋白还担负着生

物膜的合成、稳态维持等任务，并且参与细胞之

间、以及膜被细胞器之间的相互作用等等。许多

膜蛋白分子或者其复合体，与膜蛋白的折叠、组

装、修饰、以及膜生成或者细胞器生成直接相关

（图 1.1-2）。毋庸置疑，从生物膜嵌入生物圈

的那一时刻起，膜蛋白与生物膜就相互依存，互

以对方为自身存在的必要前提。尽管早期的膜蛋白不可避免地带有粗糙、易损、

多变等原始特征，它们依然顽强地履行着生物圈所赋予的使命。 

 

a 自由能表示一个满足特定热力学约束的系统 所能输出的（非热学、有效）能量的上限。例如，

等温-等压约束下的封闭系统的自由能称为吉布斯自由能（Gibbs free energy，记作 G），它由

美国著名物理学家 Gibbs 于 1876年提出。此类系统中的自发过程所对应的自由能变化 G 必然

趋于减小。Gibbs自由能常用于处理各种生物化学系统。 

图 1.1-2 生物膜与细胞关系

示意图。细胞和细胞器的形

态主要是由生物膜界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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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释蛋白质分子与生物膜的结构关系，辛格（S. Jonathan Singer）

和尼克森（Garth Nicoson）于 1972 年提出了膜蛋

白在生物膜中的液态镶嵌模型（fluid mosaic 

model；图 1.1-3）[2]。该模型的要点之一是膜蛋白分

子镶嵌在可流动的磷脂双分子层（lipid bilayer，简称

脂双层）中，并且脂分子和膜蛋白分子都不断地发生

着二维自由扩散。随着对生物膜研究的不断深入，今

天人们已经认识到，膜蛋白分子并非是游荡在脂双层

中的、一颗颗孤立的刚性橄榄球。这些蛋白质分子不

仅持续发生着相对于脂双层的位移、转动和振动等类

型的热运动，而且其分子内部以及分子之间还不断地进行着多种构象转换。与此

同时，磷脂双分子层为膜蛋白提供了一方发挥功能的舞台，并且主动地影响着膜

蛋白分子的性质和功能。 

  

图 1.1-3 膜蛋白与脂双层

的液态镶嵌模型。注：整合

型膜蛋白用红色标记。绿色

标记的糖基化只发生在细胞

质膜外侧。（引自苏晓东

等，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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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细胞能量系统的“三驾马车” 

在行使其功能时，绝大多数功能性膜蛋白分子需要能量来驱动。生命细胞

中普遍存在着三大能量系统（图 1.2-1）[1]：

（1）氧化还原势；（2）以三磷酸腺苷酸

（adenosine 5’-triphosphate，ATP）为代表的

含有‘高能’磷酸键的不稳定分子a；（3）跨膜电

化学势—它们分别类比于宏观世界中具有较高

能量-质量比的储能物质、便携式通用电池、以

及网络覆盖式动力电网。三者彼此相互转化，

维持着某种动态平衡；同时，也各自进化出独

特的应用领域。氧化还原能量常常被用于生物

小分子（包括 ATP）的合成b。ATP 是生物大分

子多聚化的必要前题；从进化的角度来看，ATP

的出现标志着生物圈由小分子世界向大分子世

界转变的分水岭。而跨膜电化学势则为细胞提

供跨膜信号转导和物质转运所需要的驱动力。本书将较为详细地讨论各类跨膜电

化学势相关过程。进而在第七章中我们将看到，在细胞三大能量系统之间的能量

转化过程中，膜蛋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大能量形式的共性在于它们均涉及静电相互作用；同时，它们又各自具

有其独特的物理化学基础。化学中两个最基本的反应类型，氧化还原反应和酸碱

反应，分别涉及电子和质子的转移。由于水分子本身不具备稳定的外层电子空轨

道，无法接收和传递电子，因而水溶液属于电子的不良导体 c。因此，氧化还原

 

a 一个典型共价键的断裂需要吸收约 340 kJ/mol的输入能量；相反，ATP分子中磷酸键的断裂则

可以释放 30~50 kJ/mol的能量。 
b 驱动原始生物圈的氧化还原势来自岩石圈与海洋圈的界面；现代生物圈的氧化还原势则来自光

合作用。而对于异养生物而言，有机小分子的降解是氧化还原能量的主要来源。 
c 事实上，人们用电导率检验水的纯度：电导率越小，纯度越高。一般而言，水溶液的电导率是

由离子型杂质所引起的，而并非借助电子迁移。在强电场作用下，水分子也可能发生电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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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可以不依赖于生物膜而稳定地存在，表现为电子在特定的电子供体与受体化合

物之间所形成的结合能差。电子的定向迁移正是由反应物之间的此类氧化还原势

能差驱动的。由于电子的负电性质，并且电荷与电压的乘积具有能量量纲，氧化

还原势能更经常地用氧化还原电位来表示。在没有外界能量输入的情况下，电子

只可能自发地从具有较低氧化还原电位的化合物向较高氧化还原电位的化合物迁

移。氧化还原反应的这些性质使其成为生物圈的原始推动力。在蛋白质（复合

体）内部，电子长程转移的路径往往借助于具有非局域化电子结构的共轭键系

统，例如金属簇、芳香环侧链基团或者杂环辅因子等。另外，由于氧化还原反应

涉及电荷迁移，一个给定基团的氧化还原势必然受到环境电场的影响。譬如，正

电性的外来电势场将提升该基团的氧化还原势，使其成为更强的电子受体，同时

弱化其作为电子供体的能力。当一对氧化还原反应的供体和受体同时受到均匀外

电场的等强度影响时，上述效应可以忽略；相反，假如外电场选择性地影响两者

之一，氧化还原反应的速率将受到调制。这一论点对于理解后文（例如第七章）

中氧化还原势向跨膜电化学势的转化十分重要。 

与电子相反，水溶液表现为优良的质子导体。这是因为水分子中的氧原子

具有外层 sp3杂化轨道，即正四面体配位方式；后者在结合了两颗质子之后仍然

可以接受另一颗‘多余’的质子，而不出现明显的静电排斥。事实上，在水中自由

质子的浓度极低，质子主要以水合质子（H3O+）的形式存在；这与水分子本身

的高摩尔浓度（56 摩尔）有关。此外，相邻的水分子（或者其它含羟基的极性

基团）极易形成动态的格罗图斯质子导线（Grotthuss proton wire），即在氧原

子位置维持相对不变的前提下，质子发生快速的接力式迁移的路径。因此，质子

电化学势在水溶液中难以稳定存在，而只能借助生物膜来实现。质子定向运动的

驱动力来自质子化学势和外界电场两部分。在自由扩散的情况下，化学势由浓度

梯度决定；而在蛋白质内部的非自由扩散情况下，化学势由质子供体基团与受体

基团之间的亲和力差别（即相对亲和力 pKa）决定。值得强调的是，正是由于

生物膜系统的存在，使各类跨膜电化学势的出现成为可能，从而大大提高了细胞

中能量转化的综合效率，即速率与效率之间的平衡优化；进而，也使物质、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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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信息在细胞中的流动和非均匀的空间分布得以在更为有序的方式中实现。本质

上，生物膜的出现、及其所衍生出的跨膜电化学势使一类‘全新’的物理能量形式

—介观静电能a—进入了生命能源的主角之列。 

与上文中相对亲和力pKa有关，我们需要定义绝对质子亲和力—pKa，b

即当给定基团（X）发生 50%质子化时环境的 pH 值。pKa越高表示 X 基团获取

质子的能力越强。伴随质子从水溶液到 X 基团的迁移，pKa为 pKa –pH。pKa

越大，X 基团发生质子化的概率越高。一般而言，人们只讨论所谓第一质子化的

pKa。譬如，碱性残基 Arg 的第一质子化 pKa极高（取值 13.6），表明 Arg 侧链

可以稳定地结合一颗质子；即使水溶液中质子极度稀缺，这颗质子也很难解离。

然而，由于胍基电子轨道的平面性以及静电排斥作用，在 Arg+基础上发生第二次

质子化（即形成 Arg2+）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也就是说 Arg+基团的 pKa极小。与

电子供体或受体的氧化还原势类似，pKa并非是 X 基团的特征常数，而是一个极

易受环境影响的可变参数[3]。譬如，邻近基团 Y 的质子化将通过静电排斥力降低

X 基团的 pKa，从而妨碍 X 由环境进一步获取质子。但是，Y 基团的质子化与否

并不影响质子由 Y 到 X 的迁移潜能（即pKa）。我们将会看到，作为一个实验

可测量量和本书中被大量反复使用的概念，pKa与自由能差直接相关。进而，

溶液环境与膜蛋白内部的微环境相比，包括酸性氨基酸、组氨酸、半胱氨酸在内

的可质子化滴定的氨基酸残基，其 pKa值可能发生显著的变化。譬如，在膜蛋白

内部，酸性氨基酸残基的 pKa可能升高到中性 pH 以上（例如据推测，细菌视紫

红质蛋白中质子通路上的关键氨基酸残基 Asp96 的 pKa甚至可以高达 11）[4]；

而某些组氨酸残基的 pKa却有可能从 pH 7.6 降低到 6.0 以下[5]。此外，各类带电

基团也可以通过氢键网络参与结合水分子或者水合质子，从而形成质子导线。从

结构生物学角度讲，高分辨率、单颗粒冷冻电子显微镜成像技术为判断一个酸性

 

a 介观（mesoscopic），即细胞的尺度，所涉及的微观粒子数目一般大于 104，同时远小于

1012。根据大数定理，其统计涨落（N-1/2）一般在百分之一到百万分之一之间。  
b 本书中如无特殊说明，pKa均专指质子，并且等于 log10(Ka×1 mol/L)。其中 Ka为质子结合常

数，即解离常数 Kd的倒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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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基酸残基是否已发生质子化、从而在电负性和电中性之间变化，提供了一种全

新的、直接的、可视化实验手段[6,7]。 

ATP 所代表的磷酸化能量系统与氧化还原或者质子能量系统之间存在着诸

多微妙的相似之处。在磷酸化系统中，无机磷酸根基团（Pi）一般是从相对不稳

定的高能态化合物（即 Pi供体）向更稳定的低能态化合物（即 Pi受体）自发地

进行转移。ATP 是最常见的 Pi供体，而水分子是最常见的 Pi受体。磷酸根基团

由 ATP 向水分子的转移所释放的自由能即为 ATP 的水解能。不难设想，反应物

对磷酸根基团的亲和能力也可以用一个类似于质子 pKa的量加以描述a。在生命

系统中，不胜枚举的酶可以催化 ATP 的水解，同时将该水解能偶联到其它需要

自由能驱动的化学反应中b。 

从细胞能源的重要性角度来看，膜电位与 ATP 可谓是不分伯仲的。ATP

常常被视为是比跨膜电化学势更为基本的能量储存形式。譬如，人们将由 ATP

驱动的转运蛋白称为初级主动转运蛋白（primary active transporter），而将由

跨膜电化学势驱动的转运蛋白称为二级主动转运蛋白（secondary active 

transporter）。而实际上，由于三种能量形式之间的动态平衡及转换，上述主次

区分带有明显的主观性。此外，人们习惯上把跨膜电化学势作为 ATP 合成流水

线的一部分来看待，然而这一观点显然远远低估了前者的重要性。作为细胞的动

力网络和信息网络的主干，跨膜电化学势的意义绝不亚于人类发展史上电气化和

信息化的辉煌；事实上，相比于人类在 200 年前实现了依赖电力的第二次工业革

命，生物圈利用电能的历史可以回溯到 30 亿年之前c。 

 

a 事实上，自由基（即化学基团缺失所造成的电子空轨道）的迁移、二硫键异构酶所涉及的二硫

键的迁移、以及泛素化等等基团转移过程均可以用类似的“亲和力升高、自由能下降”的观点加以

描述。 

b 当两个事件互为必要且充分条件，它们往往可以被视为彼此完全偶联，一般伴随有能量传输或

者转换。在零偶联与完全偶联之间，存在各种部分偶联的可能性。 

c 本书多处所使用的拟人化比喻仅仅出于阅读流畅性的考虑，而与亚里士多德式“目的论”毫无瓜

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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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膜蛋白的结构研究 

人类是视觉动物；“眼见为实”是实验科学的

一种基本理念。结构生物学的目标之一在于为各

类生物学观察、特别是分子生物学观察提供尽可

能高分辨率的结构解释。膜蛋白分子的三维结构

解析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来自古细菌的细菌视

紫红质蛋白（bacteriorhodopsin，bR）7 Å分辨

率的电镜结构发表于 1975 年（图 1.3-1）[8]。其

跨膜区螺旋长度约为 3.5 纳米（35 Å；1 Å =10-10 

m），与磷脂双分子层中疏水部分的预期厚度相

当。该蛋白质的高分辨率晶体结构于 1990 年被报

道[9]。 

在此期间，20 世纪 80 年代，紫细菌光合反应中心（photosynthesis 

reaction center，PRCa）复合体的三维晶体结构

被成功解析[10]。这一结构生物学中划时代的成果

使工作于同一楼层的三位德国科学家得以分享

1988 年诺贝尔化学奖（图 1.3-2）。这一工作的

历史性意义在于它首次证明了，膜蛋白分子的三

维结构可以像水溶蛋白一样利用 X 射线晶体学方

法加以解析，而这样一类结论只有通过实验才可

能得到确认。更为重要的是米歇尔（Hartmut 

Michel）博士开创性地使用了两亲性表面活化剂

（去污剂）将膜蛋白分子从生物膜中溶解出来，

 

a 光合反应中心晶体结构的 PDB 代码是 1PRC。显然，作为开拓者的红利，早期结构生物学家可

以为自己所钟爱的蛋白结构选择四联代码的后 3 位。今天的结构生物学家在代码命名时则只能听

任随机发生器的突发奇想了。 

图 1.3-1 第一个膜蛋白结构

—古细菌视紫红质蛋白的二

维晶体的电镜结构。左侧为

多层电子密度图的叠合投

影，右侧为据此重构的朴素

三维结构。（引自苏晓东

等，2013） 

图 1.3-2 1988年诺贝尔化

学奖得主：J. Deisenhofer

（左）、R. Huber、H. 

Michel（右）。左侧为第一

个近原子分辨率的膜蛋白晶

体结构。 



 第一章 膜蛋白 

 

24 

  

并且尽可能地维持了它们在天然状态下的三维结构。（该纯化技术的可行性一般

需要后续的体外功能实验加以验证。）这些在今天看似再平凡不过的常规技术，

在米歇尔生活的时代当属革命性的突破。据说，当时鲜有人看好这项技术；一些

同事们甚至对米歇尔‘浪费’自己的职业生涯表示无耐的同情。但是，他的原创

性、前瞻性、以及超乎常人的执着终于使他跻身膜蛋白研究领域佼佼者的行列。 

两名美国科学家阿格雷（Peter Agre）和麦金龙（Roderick 

MacKinnon），2003

年因生物膜水通道[11]

和离子通道[12]的结构

和功能研究，问鼎诺

贝尔化学奖（图 1.3-

3）。2012 年，斯坦

福大学的科比卡

（Brian Kobilka）教

授，因为解决了生物

信号经由 GPCR 受体

蛋白向下游 G 蛋白传

导的分子机制问题，而摘得了诺贝尔化学奖的桂冠（图 1.3-4）[13]。回顾一下，

第一个膜蛋白结构有关的诺奖与能量代谢有关；第二个与物质输运有关；而第三

个则与信号传导有关。三者正是膜蛋白最具代表

性的功能。 

中国科学家在膜蛋白结构研究方面也取得

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一历史始于 2004 年：中国

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常文瑞院士和植物所匡廷

云院士共同主持完成了菠菜主要捕光蛋白复合体的

晶体结构测定（图 1.3-5）[14]，继胰岛素结构解析

图 1.3-3 2003年诺贝尔化

学奖得主：P. Agre（左）、

R. MacKinnon（右）。左侧

为水通道蛋白复合体的局部

结构卡通图。 

图 1.3-4 2012年诺贝尔化

学奖得主之一：B. Kobilka。

图中所示蛋白质结构为激发

态 GPCR与下游 G蛋白复合

体结构沿三个彼此垂直的方

向的投影。（引自

Rasmussen et al，2011） 

图 1.3-5 中国科学家解析

的第一个膜蛋白晶体结构—

菠菜主要捕光蛋白复合体。

（引自 Liu et al，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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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为中国结构生物学的发展又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蛋白质是细胞生命过程的重要执行者；而膜蛋白所扮演的角色使细胞得以

成为生命的基本单元。从细菌到哺乳动物细胞，膜蛋白形成了众多高度保守的蛋

白质家族，行使着多种最基本的生物学功能。正因为如此，膜蛋白与多种人类疾

病密切相关，并且成为重要的药物靶标。与其重要性相比，目前膜蛋白的结构研

究仍然存在着较大差距：在人类基因组中，约 30%的蛋白质基因参与编码膜蛋

白（其余编码可溶蛋白）；而国际上最权威的蛋白质结构数据库（Protein 

Databank，PDB）中，膜蛋白的结构数目仅占 2%左右。从一个乐观的角度来

看，膜蛋白的结构和功能研究拥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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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膜蛋白分类和结构稳定因素 

为了清晰地界定研究对象及其范围，每一门学科都需要明确的分类方法，

梳理主要对象与次要对象以及环境因素之间的关系。对于膜蛋白来说，结构分类

与其所处环境、折叠方式、以及影响稳定性的物理化学因素等密切相关。 

根据所参与的生物学过程，膜蛋白可以划分为功能性和结构性两类。参与

物质、能量和信息流动的膜

蛋白，均属于典型的功能性

膜蛋白；而结构性膜蛋白，

则主要作为膜组分来调控生

物膜的物理性质，以及建立

膜与内外环境的结构性联

系。本书将主要关注功能性

膜蛋白，特别是它们的动力

学机制的结构基础。 

取决于来源的不同和

纯化技术的差异，细胞的膜组分中 10%至 50%的质量来自蛋白质。然而这一质

量比例并非意味着脂双层和蛋白质平分秋色、各占 50%的膜表面。与膜之间存

在着直接相互作用的蛋白质分子可以划分为膜依附蛋白和膜蛋白（图 1.4-1）。 

• 其中，膜依附蛋白可以与其它膜蛋白分子或者脂分子以范德华力、疏水力、

静电力、氢键等非共价方式相互作用a，借此依附于膜表面；而膜蛋白可以划

分为锚定蛋白和整合型膜蛋白。 

 

a 本书采用力的物理学定义：广义力（F）等于能量（E）对于广义位移的微分，并且取负值，即

F = –E。通俗地讲：只要存在局部的势能差，就存在力。附注：范德华力（Van der Waals 

force）是一类亚纳米尺度上是‘万有引力’，一个基团可以与多个其它基团同时发生范德华相互

作用；其主要来源是共享电子云的量子效应。一个宏观的例子是有着分形结构、因而有效表面积

 

图 1.4-1 膜蛋白分类。本书重点关注多次跨膜的

α螺旋束型膜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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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锚定蛋白借助脂修饰（诸如发生于胞质侧的棕榈酰化、法尼基化、豆蔻酰

化、以及发生于哺乳动物细胞外侧的糖基磷酯酰肌醇化）或者其它共价键连

方式定位到磷脂双分子层表面；而整合型膜蛋白（亦称跨膜蛋白）又可以划

分为单次跨膜和多次跨膜。 

• 单次跨膜蛋白顾名思义仅含有一根跨膜螺旋。多次跨膜蛋白又可以划分为 α

螺旋束型和 β 桶型。 

• α 螺旋束型膜蛋白出现在细胞质膜、内质网膜、线粒体内膜等处。相反，β 桶

型膜蛋白只出现在革兰氏阴性菌、线粒体和叶绿体的外膜，以及作为外源毒

素的穿孔型膜蛋白。 

 由此不难看出，许多与膜结构相关的蛋白质并不包含跨膜部分，或者只具

有一次跨膜螺旋。即便是多次跨膜蛋白，它们镶嵌在膜内的部分也常常远小于定

位在膜外的部分。以后各章将主要讨论由跨膜螺旋束所构成的整合型膜蛋白的结

构及其功能。 

谈到蛋白质分子的结构，必然涉及肽链的折叠和稳定性。水溶性蛋白的折

叠被认为是由疏水内核的形成、以及分子内部氢键所共同驱动的[15]。然而在膜蛋

白分子的折叠过程中，由于脂双层环境本身就呈现强疏水性，疏水内核的重要性

相比于水溶性蛋白来说显得较弱。因此，曾经有研究者提出，膜蛋白表现为一种

反穿皮袄（inside-out）的折叠方式，由亲水内核规避疏水性脂双层环境这样一

类热力学过程来驱动膜蛋白分子的折叠。换言之，疏水性残基更多地暴露于蛋白

分子表面那些接触磷脂双分子层的部分，而亲水性残基则包埋在蛋白内部以便远

离疏水性脂分子。虽然这种描绘方式体现出一定的合理性，但绝非铁律。事实

上，在比较稳定的膜蛋白分子中，常常也可以发现堆积紧凑的疏水内核。基于膜

 

很大的壁虎的爪子对于各类岩壁的普遍吸附能力。与范德华力形成鲜明对照，质子供体与受体之

间的氢键具有明显的方向性和饱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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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所呈现的稳定性不难推测，这类疏水内核相互作用一般应该强于蛋白肽链与

脂分子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 

膜蛋白结构表现出以下共性特点：（1）膜蛋白分子内部，跨膜螺旋彼此

之间的堆积比较紧密，短侧链的氨基酸残基比较多。这种结构致密性可能有利于

避免极性小分子（包括水分子）的随机渗入。特别是在位于彼此发生构象变化的

结构域界面处，此类短侧链残基的可能构象数目较少，相应的构象熵较小，便于

界面快速地封闭。（2）色氨酸等大环残基常常以带状形式出现在膜蛋白分子与

脂双层内外表面的交界处。（3）膜蛋白分子的跨膜区表面的某些凹陷处与脂分

子发生特异性结合。（4）膜蛋白分子内部也可能包埋一些与功能有关的水分

子，在高分辨率结构中尤为明显。 

在第二章中我们将讨论到，跨膜螺旋常常通过改变相对于膜平面的倾斜角

度来改善与脂双层自然厚度的匹配程度。一般而言，两者匹配得越好，膜蛋白分

子就越稳定。进而可以推测，当所受外力发生变化时，过长或者过短的跨膜螺旋

往往对应着更高的构象变化灵活性；与之相反，与脂双层完美匹配的跨膜螺旋则

更经常地发挥锚定作用，将外力传导、耗散到膜环境。此外，膜的表面张力和内

部压力等物理因素均可以影响膜蛋白分子的构象。一方面，对于携带电荷的膜蛋

白分子而言，电荷彼此之间以及电荷与膜电位之间的静电力对于蛋白分子的构象

乃至功能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与膜电位的静电相互作用是一个迄今尚

未受到普遍重视的、有关膜蛋白物理化学的重要课题。 

一个给定膜蛋白分子的构象是所有上述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综合结果。然

而，使用去污剂溶解出来的膜蛋白分子所受到的环境张力、压力、静电力等等作

用可能会显著地不同于体内脂双层环境。由于这种区别的存在，人们借助去污剂

所解析的膜蛋白结构、特别是其动态性质与原位相比就可能发生预想不到的变

化。事实上，借助不同纯化技术、并且在体外环境下被稳定的膜蛋白样品可以表

现出显著不同的动力学性质[16]。当人们期望基于体外结构研究去理解体内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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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膜蛋白与水溶性蛋白相比又添加了一分不确定性。因此，对于膜蛋白结构的

细致解释，人们需要抱持一种审慎的态度。 

 基于蛋白质折叠过程的简约性和膜蛋白的结构稳定性要求，整合型膜蛋白

主要划分为两大类：α 螺旋束型和 β 桶型（图 1.4-2）。在整合型膜蛋白的跨膜

区，几乎不出现 α-β 有序交替型（即 α/β）或者 α-β 分域型（即 α+β）等混合折

叠方式。究其原因，在蛋白质的折叠过程中，存在两大类主要的驱动力：一类来

自疏水相互作用（外因）；另一类是氢键（内因）。膜蛋白进入磷脂双分子层是

由疏水力驱动的。也就是说，通过与脂双层的疏水部分相互作用，膜蛋白中的疏

水性残基得以规避与水溶液的直接接触，从而不必为维持界面去支付与负熵有关

的自由能。可以认为，生物膜充当着膜蛋白的天然分子伴侣。离开了生物膜（或

者去污剂），膜蛋白肽链毫无悬念地将发生高聚甚至沉淀，并且常常失去天然构

象。在个别情况下，膜蛋白分子的内部稳定性极强，在通过高聚化规避水环境的

同时，仍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天然构象；此类膜蛋白分子有可能通过无细胞

蛋白表达体系进行体外合成，进而使用表面活化剂加以溶解[17]。特别重要的是，

由于磷脂双分子层内部的疏水环境无法提供成氢键基团，肽链中大致等量的氢键

供体和受体基团唯有通过内部的

氢键网络才能实现极性基团的自

由能最小化。因此，对于膜蛋白

折叠而言，具备规律性氢键网络

的 α 螺旋和 β 桶结构几乎就成为

了仅有的选择。在少数细菌的外

膜中，人们发现了一类由一或两

图 1.4-2 α螺旋（α-helix）和 β桶（β-barrel）

型膜蛋白的结构特征和比较。首先，膜蛋白中

α螺旋均为右手型。其中一个残基的羰基氧 Oi

与其后第四位残基的氨基氮 Ni+4形成氢键。α螺

旋的基本参数：每个残基旋转 100；每圈螺旋

平均含 3.6个残基。每个残基上升 1.5 Å；螺旋

的螺距为 5.4 Å。垂直于膜平面的 α螺旋，其跨

膜区含有大约 23个残基，6.5圈螺旋。螺旋 N

端的主链氨基基团表现为正电性；相反，C端

的主链羧基基团呈现负电性。因此，螺旋的静

电性质表现为一个静电偶极子。第二，β桶型膜

蛋白中，相邻 β片均采取反平行，主链平行线

之间距离约为 5 Å。所形成的链间氢键之间近似

平行；氢键间距宽窄交替变化。β桶型膜蛋白分

子的横截面多为不规则椭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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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β 片（β-strands）盘绕形成的、螺旋形膜蛋白，例如短杆菌肽

（gramicidin）。此类跨膜蛋白质分子同样也拥有封闭的氢键系统，并且可以与

磷脂双分子层形成有效的疏水相互作用。然而，其简单紧凑的结构使这类跨膜折

叠所能承载的功能种类极为有限，因而现身寥寥。 

在上述两类主要膜蛋白结构类型中，由跨膜 α 螺旋构成的整合型膜蛋白是

更为常见的形式，并且可以通过生物信息学加以可靠地预测。随着基因组学的发

展和成熟，越来越多的物种基因组已经或正在被批量化地测定。由此可以预测出

大批蛋白质的一级结构，即肽链的氨基酸序列。进而，在生物信息学领域，人们

已经学会根据氨基酸序列预测肽链的二级结构，即由氢键决定的 α 螺旋或者 β 片

层（β-sheet a）等结构元素。预测 α 螺旋的准确度已经达到 80%以上，高于对

于 β 片层的预测。其原因在于，α 螺旋是一种由局部氢键维系的低能态结构单

元，而 β 片层则需要由肽链中相距较远的部分以主链氢键的形式相互作用来实

现。相对而言，预测局部相互作用比较容易，因此 α 螺旋更容易被正确地识别。

值得称道的是，贝克（David Baker）实验室的研

究者于 2018 年首次报道了有关人工设计的、跨膜

α 螺旋束型膜蛋白三维结构的研究[18]；进而，又

于 2021 年发表了独具匠心的桶型膜蛋白的人工

设计原理和结构验证[19]。这些里程碑式的研究成

果展示了，人们对于各类调控膜蛋白折叠和稳定

性的关键因素的认识水平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

度。 

根据对人类基因组的生物信息学分析，人

们预测了膜蛋白中 α 螺旋数目的分布[20]。总体来

看，多种不同算法所给出的预测结果是基本一致

 

a 关于本书中采用的二级结构的中文命名请参照附录 3。注：β片层看起来是不是颇似中国古代的

竹简？  

图 1.4-3 基于人类基因组分析

的膜蛋白跨膜螺旋的分布预

测。横轴是跨膜螺旋的次数，

纵轴是相应类型的膜蛋白的出

现频率。所使用的 8种算法的

结果以不同颜色表示。附图是

对膜蛋白类型的说明。（引自

Fagerberg et al.，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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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图 1.4-3）：一次跨膜的膜蛋白数量最多；膜蛋白出现频率随跨膜螺旋数目

增加而依次减少。但是存在一个例外，即含七次跨膜螺旋的膜蛋白异常丰富。这

一现象部分地是因为存在着一支庞大的膜蛋白家族— G 蛋白偶联受体（G-

protein coupled receptor，GPCR），其表现出七次跨膜螺旋束的结构特征。对

此，我们将在第八章展开详细的讨论。至于为什么不是更大或者更小的跨膜螺旋

束成为最受青睐的折叠形式，可能带有进化过程的偶然性。螺旋的数目对于膜蛋

白的拓扑结构极为重要。譬如，由对称轴平行于膜平面的所谓反式对称性

（inverse symmetry）所联系的两个偶数螺旋束所形成的结构域之间，需要奇数

根螺旋相连接；而由平行于膜平面法线的二重轴所联系的此类结构单元之间，则

需要偶数（或者零）根螺旋相连接。 

对于一次跨膜的蛋白质分子而言，氨基端（N 末端）位于胞外侧的类型被

定义为 I 型膜蛋白。大部分细胞表面受体属于此类膜蛋白[21]。而 N 末端定位于胞

内侧的类型称为 II 型膜蛋白。在被预测的 II 型膜蛋白中，又有相当一部分可能属

于分泌型蛋白。由这类 II 型膜蛋白变化而来的分泌型蛋白与 I 型膜蛋白之间的区

别，仅在于是否含有羧基端（C 末端）跨膜螺旋将其锚定在脂双层中。在蛋白质

成熟之后，它们所含有的作为信号肽的氨基端（N 端）跨膜螺旋均被信号肽蛋白

酶剪切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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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后各章中将要讨论的大多数整合型膜

蛋白属于 α 螺旋束型的多次跨膜蛋白，而并非上

述 I 型或 II 型膜蛋白。为此，我们首先探讨一下这

类多次跨膜蛋白究竟如何完成其折叠（图 1.4-

4）。膜蛋白的折叠过程有着不同于水溶性蛋白的

特殊性。膜蛋白新生肽链的 N 末端常常需要带有

膜定位信号，以区别于水溶蛋白。此外，膜蛋白

折叠一般需要其它蛋白质分子的协助，譬如一类

膜定位机器—易位子（translocon，或者称

insertase），它们可以协助膜蛋白的新生肽链正

确地定位于磷脂双分子层中[22]。存在着彼此同源

的两类易位子，其中一类的胞质侧附带有正电性结构域，可以与核糖体结合，催

化伴随翻译过程的转移（co-translational 

translocation）或入膜折叠；另一类不与

核糖体结合，催化翻译后转移（post-

translational translocation）。在第一类

易位子情况下，核糖体在合成膜蛋白肽链

时，几乎是‘坐’在易位子表面，与之紧密

对接[23]。对于含有多次跨膜螺旋的膜蛋白

而言，随着新生的肽链从 N 端到 C 端的

不断延伸，疏水性肽链在膜表面逐段折叠

成 α 螺旋（图 1.4-5）[24]。相继的疏水性

螺旋常常成对地形成发卡结构，在疏水力的作用下，迅速嵌入膜中。然而，发卡

的顶端（即连接端）一般属于亲水性的肽链；在穿越疏水性脂双层的过程中，它

们需要克服可观的能量势垒[24]。 

事实上，易位子本身也属于 α 螺旋束型的膜蛋白。[25] 已知最复杂的易位

子系统来自粗面内质网— 真核细胞中由核基因编码的膜蛋白分子的合成场所。

图 1.4-4 膜蛋白折叠需要易

位子的协助。注：核糖体，青

蓝色；mRNA，红色；磷脂双

分子层，深灰色；易位子，橙

色；新生肽链，绿色。上方为

胞质侧；下方为胞外侧或者内

质网腔体侧。 

图 1.4-5 α 螺旋型膜蛋白的折叠过

程。注：易位子，青蓝色；疏水性螺

旋，红色；亲水性肽链，绿色。A图，

多次跨膜蛋白；B图，（II型）单次跨

膜蛋白。（引自 Cymer et al.，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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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这个称为 EMC（ER membrane-protein complex）的复合体，含有 9 个亚

基，远比细菌中的易位子（例如 YidC）来得繁复。除跨膜部分之外，EMC 还含

有很大的胞质侧和腔体侧部分，用于招募客户肽链（client peptide）、以及协调

客户蛋白入膜折叠之后的各种修饰和组装。然而，易位子的基本功能是相对简单

的：它们提供了一条位于磷脂双分子层（胞质侧）内小叶的亲水性凹槽，协助客

户肽链的亲水性部分克服疏水能量势垒。形成该凹槽的易位子跨膜螺旋往往比较

短并且亲水性略强，导致其附近的磷脂双分子层变薄，有利于客户肽链的亲水部

分的跨膜转移、以及疏水部分从易位子解离并且发生横向扩散。在膜蛋白的折叠

过程中，疏水相互作用提供着大部分客户肽链嵌入或穿过脂双层所需的驱动能

量。在决定相对于脂双层的取向方面，来自客户肽链的跨膜螺旋总体上遵从一个

“正电在内规则”（参见§2.3）；与之相应，易位子凹槽的中间部分一般呈现正电

荷，阻碍携带正电荷的客户肽链向胞外侧（或者内质网腔体）的跨膜位移。上述

膜蛋白折叠模型得到了单分子力谱学实验（single molecule force spectrum）的

支持[27]。譬如，在其去折叠过程中，细菌视紫红质蛋白表现为分步解聚，每一步

骤仅被抽提出两根跨膜螺旋。而将一对跨膜螺旋抽提出磷脂双分子层大约需要

100 pN 的外力，相应的疏水相互作用能量是相当可观的。类似的去折叠现象在

真核膜蛋白中也被证实[28]，提示了该模型的普适性。 

在易位子之外，膜蛋白的折叠过程、特别是膜蛋白复合体的组装往往还需

要多种辅助因子和组装因子（前者可成为复合体的组成部分，而后者不出现在成

熟复合体中）。譬如，膜蛋白肽链在胞质侧的脂修饰、胞外侧（或者内质网腔体

侧）的二硫键的形成和异构化、糖基化、辅酶的嵌入、组装中间体的稳定化等等

与折叠和组装有关的翻译后‘修饰’一般都是在特定酶或者分子伴侣的指导下完成

的[29]。同时，膜蛋白的降解也是细胞蛋白质质量控制系统的必要组成部分。膜蛋

白降解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步骤是将嵌入脂双层中的肽链抽提出来，并且交由后续

的蛋白酶进行剪切。这个抽提步骤由一类 ATP 水解能驱动的、动态右手螺旋状

六聚体形式的、线性分子马达（linear molecular motor）执行[30]。马达中六个同

质亚基仿佛六只小手，以交替结合、循环渐进的方式，自 N 端向 C 端方向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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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肽链依次前行；每水解一枚 ATP 分子，马达复合体仅仅前进一个氨基酸残

基，并且将客户肽链原有的二级结构不加区别地转变为伸展构象a。由此可见，

与其强大的折叠能相对应，针对膜蛋白肽链的抽提过程需要消耗可观的能量。 

在研究蛋白质折叠的计算中，人们使用一个叫作接触序参数（contact 

order）的量来描述折叠过程[31]。在简单的、由肽链中近程相互作用主导的折叠

过程中，接触序参数较小；而需要肽链中长程相互作用的折叠，它们的接触序参

数较大。比如说，像我们“中国结”这类经纬交织的折叠或者构象，它的接触序参

数就很大，需要技术熟练的工人来制作。虽然类似的蛋白折叠很可能具有高度的

稳定性，但是由于其折叠的动力学过程过于繁琐，没有什么蛋白质分子可能具有

此类拓扑结构。事实上，在发生可能的翻译后共价修饰（例如形成二硫键）之

前，没有任何已知蛋白质肽链（无论是膜蛋白还是水溶性蛋白）具有打“死结”的

拓扑结构。值得特别地指出，膜蛋白结构中的跨膜部分接触序参数一般都很小；

其折叠的拓扑结构比较简单。因此，某些研究者认为，膜蛋白可以作为一类研究

蛋白质折叠、堆积的理想实验系统。 

 

 

a 双链 DNA解旋酶也使用类似的线性分子马达机制。马达沿着其中一条 DNA链前进，迫使双链

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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