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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 转运蛋白介导离子跨膜运输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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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腺苷三磷酸结合盒转运蛋白（ATP-binding cassette transporter，ABC 转运蛋白）是一类大量存在于原
核生物及真核生物的跨膜转运蛋白，其种类繁多、家族庞大且功能多样，主要功能是利用 ATP 水解产生的能量将
底物进行逆浓度梯度跨膜运输，同时还参与抗原传递、信号传导和细胞解毒等很多重要的生物生理过程。综述了
ABC 转运蛋白的结构特点、跨膜吸收机制及影响因素，为研究 ABC 转运蛋白跨膜吸收转运养分离子及其抵抗非生
物逆境胁迫提供理论支撑和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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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P-binding cassette transporter is a type of transmembrane transporter family and is ubiquitously
found in prokaryotes and eukaryotes. It has a wide variety, a large family and diverse functions, whose main function is to transport the substrate through the reverse concentration gradient across the membrane by using the energy generated by ATP hydrolysis. It also participates in many important physiological processes such as antigen
transfer, signal transduction and cell detoxification and etc. In this paper,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transmembrane transportation mechanism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BC transporters were reviewed. It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and research ideas for studying the ABC transporters mediated ions transmembrane transportation and
resistance to abiotic stress in pl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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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 转 运 蛋 白 （ ATP-binding cassette transporters）是到目前发现最大、最古老的转运蛋白家
族之一，在真核生物和原核生物中均大量存在。
ABC 转运蛋白结构中均有腺苷三磷酸（ATP）结合
盒存在，其通过水解 ATP 释放的能量来转运底物，
因此称之为腺苷三磷酸结合盒转运蛋白 [1]。ABC 转
运蛋白转运的底物种类很多，包括金属离子、糖类、
氨基酸、核苷酸和维生素等无机和有机小分子，以
及多肽、蛋白质、寡核苷酸、细胞代谢产物和药物
等各类有机大分子化合物，ABC 转运蛋白还参与细

胞解毒、脂质稳态、信号转导、病毒防御以及抗原
呈递等许多重要的生理过程[2-3]。
ABC 转运蛋白家族在哺乳动物和微生物已经
有了广泛的研究，而在植物上还是一个相对较新的
研究领域。20 世纪 90 年代初，在国际上开始有人
报道了第一个从模式植物拟南芥中挖掘出来的
ABC 转运蛋白 AtABCB1，而后就引起了研究者们
对 ABC 转运蛋白的研究兴趣[4]。近十几年来，伴随
着拟南芥全基因组测序已经完成，现在有 20 多种植
物的 ABC 转运蛋白已经被鉴定出来。现有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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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表明了，绝大部分的 ABC 转运蛋白都是通过利
用 ATP 水解释放的能量来对各类物质进行跨膜转
运，进而影响植物体内的一系列生理活动，保证生
命活动可以正常进行。

1

ABC 转运蛋白的结构组成及性质

在原核生物中，ABC 转运蛋白定位于质膜上，
其 ATP 的水解发生在细胞质一侧；而在真核生物中，
ABC 转运蛋白在细胞质膜和细胞器膜上均有分布。
ABC 转运蛋白的 ATP 水解除发生在线粒体和叶绿
体膜上的基质外，大部分都发生在胞质侧。通常，
研究者们将发生 ATP 水解的一侧称为顺式面，另一
侧则被称作反式面[5]。
根据物质在细胞膜上的转运方向可将 ABC 转
运蛋白分为内向转运蛋白（importer）和外向转运蛋
白（exporter）[6]。微生物或植物体通过内向转运蛋
白吸收无机离子、糖类、氨基酸和多肽等营养物质，
来维持其正常的生命活动；与此同时，外向转运蛋
白将植物体产生的代谢副产物或积聚的重金属离子
等有毒有害物质排出细胞外，参与维持渗透压、解
毒等生理过程[7-8]。
ABC 转运蛋白家族在结构组成上非常保守，从
结构上来看，其具有 2 个核苷酸结合蛋白
（nucleotide-binding domains，NBD）和 2 个跨膜蛋
白（transmembrane domains，TMD）
，其中 NBD 位
于细胞膜内侧行使 ATP 水解酶的功能，为物质的转
运提供能量；TMD 组成物质跨膜转运的通道，识别
并使底物通过磷脂双分子层（图 1）
。NBD 在 ABC
转运蛋白家族中具有高度相似性和多个保守基序，
使其成为判定 ABC 转运蛋白的一个重要标记。
参与转运的 NBD 是 ABC 转运蛋白的驱动区
域，其在结构上由类似 RecA 的子域和 α-螺旋子域
组成。NBD 中多个保守基序均具有特殊的功能，包
括高度保守的 Walker A 和 Walker B 序列以及较不
保守的 LSGGQ 基序、H 环和 Q 环，其中最重要的
是位于类 RecA 蛋白子域的 Walker A 基序；在 ATP
结合状态下与核苷酸结合的 LSGGQ 基序则位于 α螺旋形子域。同时可以在 NBD 的 X 射线晶体结构
中看到这些子域保守折叠，在 ABC 转运蛋白中的
排列也是保守的[5,9]。TMD 在基本序列、长度、结
构和跨膜螺旋数量方面与 NBD 差异很大，且晶体
结构具有不同的折叠和拓扑结构。TMD 一般含有
12～20 个跨膜 α-螺旋形成的溶质跨膜孔隙，其结构
和序列因转运底物的不同而具有多样性[10-12]。其中
2 个 NBD 结构域用来结合 ATP，在 ATP 水解后 N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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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象也发生改变，进而激活了 ABC 转运蛋白跨膜
转运的整个过程，然而 2 个 TMD 结构域却形成了
一个底物跨膜通道孔隙，并利用 NBD 释放的能量
使底物穿过脂质双分子层，最终实现了物质跨膜转
运。

图 1 ABC 转运蛋白的结构组成(根据参考文献[5]修改)
Figure 1 Structural composition of the ABC transporter(cited
and revised from reference 5)

ABC 转运蛋白根据其结构域的组织形式可分
为全分子 ABC 转运蛋白、半分子 ABC 转运蛋白和
1/4 分子 ABC 转运蛋白，其中全分子 ABC 转运蛋
白包含 2 个 NBD 和 2 个 TMD，这 4 个结构域整合
到一起来执行其跨膜转运的功能。已经有相关研究
表明在真核生物 ABC 转运蛋白中，这 4 个结构域
以正向的 TMD1-NBD1-TMD2-NBD2 或者反向的
NBD1-TMD1-NBD2-TMD2 方式连接在 1 条多肽分
子上，构成全分子 ABC 转运蛋白。而另一些 ABC
转运蛋白却仅有 1 个 NBD 和 1 个 TMD，将其称为
半分子 ABC 转运蛋白，它们需要通过形成同二聚
体、异二聚体或多聚体等结构来实现此物质转运功
能。当 NBD 和 TMD 分别存在于不同多肽上的转运
蛋白称为 1/4 分子 ABC 转运蛋白。除此之外，还有
一少部分 ABC 转运蛋白没有物质跨膜转运功能，
而是参与基因表达的转录和调控、DNA 修复等细胞
过程[1,3,9, 13-14]。
NBD 三维结构保守，X 射线晶体结构显示，2
个 NBD 形成对称二聚体结构，2 个 ATP 分子夹在
二聚体的界面，称为“三明治二聚体”模型。ATP
分子同时与 NBD1 的 P 环和 NBD2 的 LSGGQ 基序
相结合。有 ATP 结合时的三明治二聚体结构和无
ATP 结合时的单体或二聚体的晶体结构均显示，
ATP 依赖型的 NBD 二聚化是驱使 TMD 构象变化的
一个重要因素 [5,15-16]。

2

ABC 转运蛋白的跨膜吸收过程

现在，根据 ABC 转运蛋白的结构和生物生理
等研究结果提出了一个更为研究者们所接受的假
说：ABC 转运蛋白采用“ATP 开关”和“交替开放”2
种模型的混合方式进行底物的跨膜转运功能[15]，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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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结合位点在转运蛋白向内开放及向外开放 2 种构
象中交替变化，转运的方向由这 2 个构象对底物的
相对亲和力决定。底物从细胞膜外向细胞内转运的
具体过程是：ABC 转运蛋白的 2 个 TMD 间有一个
亲水性通道孔隙，在转运底物前，靠近膜外的通道
口处于开放状态，靠近膜内的通道口处于关闭状态；
在进行底物跨膜转运时，膜外结合蛋白结合底物后
并将其传送给 TMD，同时把信号传递到 NBD，NBD
在水解 ATP 后，其构象发生变化并将信号传递到
TMD，TMD 的构象亦发生变化；底物被送到通道
孔隙中后，朝向外周质的通道口随即关闭，朝向胞
质的通道口随即开放，底物进入细胞内。而底物从
细胞内转运到细胞外时，除 ABC 转运蛋白上的内
外通道口开放顺序相反外，其他转运过程都基本一
致[16-17]（具体转运过程如下图 2 所示）。

SBP(Substrate binding protein) ： 底 物 结 合 蛋 白 ； RD
(Regulatory domain)：调节区域；小球代表底物
图 2 内向 ABC 转运蛋白转运机理模型图(根据参考文献
[17]修改)
Figure 2 Model diagram of the transport mechanism of the
inward ABC transporter (cited and revised from reference 17)

对于内向转运蛋白，其向外开放的构象对底物
结合具有较高的亲和力。其结合 ATP 后，NBD 二
聚体形成紧密的三明治结构，使得 TMD 进行重排，
进而 ABC 转运蛋白由内向开放转变成外向开放的
构象。而外向转运蛋白，则与内向转运蛋白相反，
其向外构象对底物结合具有较低的亲和力，NBD 关
闭就足以驱动蛋白转换成外向开放的构象，但内向
转运蛋白则需要底物结合的 SBP（Substrate binding
protein，底物结合蛋白）来实现构象的转换[18]。SBP
的结合可以显著激活转运蛋白的 ATP 酶水解活性，
虽然转运蛋白与 SBP 的结合时间短暂，但 SBP 与
ATP 及底物的结合能够稳定它们之间的相互作
用[19-21]。不管是在内向开放还是在外向开放的构象
转换过程中，转运蛋白都会发生 TMD 参与的结构
重排。
除此之外，许可等 [22] 还提出了叶酸 ECF 型
（energy-coupling factor，ECF）ABC 转运蛋白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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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模型：在 ABC 转运蛋白结构呈外向构象时，叶
酸结合蛋白的 6 个 α-螺旋结构与细胞膜垂直，底物
结合蛋白与膜外的底物识别并结合；ATP 水解后，2
个 ATP 结合蛋白的构象变化信号通过一个跨膜蛋白
传递给叶酸结合蛋白，从而引起叶酸结合蛋白的向
膜内翻转，进入内向构象，底物结合蛋白朝向膜内，
进而将结合的底物释放到细胞内被吸收利用。当在
ATP 重新结合或者水解后，转运蛋白又重新回到一
开始的外向构象，进行下一次的底物结合转运。由
此可知，底物的跨膜转运，既可以通过“ATP 开关”
和“交替开放”的模型，又可以通过转运蛋白的内向
翻转实现。

3

ABC 转运蛋白跨膜吸收离子的影响因素

3.1 抑制剂对 ABC 转运蛋白介导离子跨膜吸收影响
抑制剂对 ABC 转运蛋白跨膜吸收的影响机制
可分为 3 类即：①转运蛋白与竞争或非竞争性抑制
剂相结合，减少了与底物结合位点结合，从而降低
跨膜转运效率；②抑制 ATP 水解与合成，从而切断
转运蛋白的能量供应，如王玉梅等[23]研究表明，抑
制剂 2，4-DNP 阻碍了 ATP 的合成，从而降低了氟
在茶树根系上的转运吸收；③改变细胞膜脂质的完
整性，从而改变细胞膜上转运蛋白环境，如聚乙二
醇在疏水环境中的干扰而导致 P-糖蛋白转运功能丧
失[24-25]。
3.2 温度对 ABC 转运蛋白介导离子跨膜吸收影响
ABC 转运蛋白在主动吸收离子过程中所释放
的能量主要为离子跨膜运动提供动力，ATP 水解是
其主要的能量来源。低温可以显著降低合成 ATP 所
需要的丙酮酸激酶和线粒体 ATPase 等的活性，使
细胞中 ATP 的含量大幅下降，这样 ATP 的消耗速
率明显大过合成速率，致使细胞代谢紊乱[23]；而高
温则降低了 ATPase 和转运蛋白的活性。在一定的
温度范围内，转运蛋白跨膜吸收离子的速度随温度
的升高而加快，当超过一定温度时，吸收速度反而
下降。因此，只有在适宜的温度下，ABC 转运蛋白
才可以更好地进行物质跨膜运输。
3.3 pH 对 ABC 转运蛋白介导离子跨膜吸收的影响
研究表明，物质的跨膜转运对 pH 有较高的依
赖性，这是因为 pH 能影响底物的存在状态、脂质
通透性及 ABC 转运蛋白的功能等。Estudante 等[26]
研究表明，槲皮素在不同 pH 条件下结构不同，其
跨膜转运方式也随之改变。多胺对 pH 较为敏感，
更适宜在偏碱性条件下通过多胺转运蛋白进行跨膜
吸收[27]。所以，严格控制 pH 是消除 pH 对底物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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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转运影响的关键因素。
3.4 共存离子对 ABC 转运蛋白介导离子跨膜吸收
的影响
共存阳离子和共存阴离子对离子的跨膜吸收既
有竞争抑制作用，又有促进作用。抑制作用是由于
共存离子结合了转运蛋白上有限的结合位点，减少
了目标离子的吸收。如 Cl-竞争 F-在转运蛋白上的同
一结合位点，致使其在茶树根系上的富集量减
少[23]；NO3-竞争质膜上转运蛋白的同一结合位点而
抑制植物对 Cl-的吸收，降低了叶片中 Cl-的浓度[28]。
共存离子主要是竞争细胞上有限的活性结合位点,
从而导致对应离子的吸收减少，起到抑制作用。但
也有例外, 屠娟等研究发现，Cu2+的存在增加了黑
根霉对 Cr(VI)的吸附, 这可能是由于 Cu2+中和了细
胞壁上的电负性基团，这样就使得 Cr(VI)更易接近
细胞壁而被吸附[29]。这些都表明了共存离子会明显
影响离子的跨膜吸收过程，可通过调控共存离子的
类型和浓度，促进或抑制目标离子的吸收。

4

研究展望

目前，虽然对一些 ABC 转运蛋白结构、理化
性质及转运机制的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大多还
是以在动物体和微生物体上的研究为主，在植物体
上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可以借鉴在动物和微
生物体上的研究方法，研究植物体上 ABC 转运蛋
白的跨膜吸收方式、底物结合方式、水解 ATP 机制、
TMD 与 NBD 之间的信号传递方式及影响因素等，
为阐明 ABC 转运蛋白介导植物根系跨膜吸收养分
的微观机制提供理论依据。
4.1 ABC 转运蛋白介导植物根系跨膜吸收养分离
子的微观过程问题
养分离子的跨膜转运是植物生长获取养分的一
个重要环节。氮磷钾等营养元素的吸收转运受到膜
转运蛋白的调节，通过调控相关转运蛋白基因表达
可以促进植物对养分离子的吸收。严小龙和张福锁
等指出，通过改变离子转运蛋白的结构基因或对结
构基因的表达调控来提高转运蛋白的离子转运能
力，这将极好的改良作物的营养性状[30]。氮磷钾等
养分离子与底物结合蛋白或一些螯合肽络合，通过
ABC 转运蛋白转运进入细胞膜，为细胞所吸收利
用，而代谢抑制剂、pH、温度及共存离子等因素会
影响 ABC 转运蛋白的活性，进而影响其对养分离
子的转运，因此可通过调控这些影响因素来提高
ABC 转运蛋白活性。此外，可通过基因过表达调控
来提高 ABC 转运蛋白离子转运能力。而目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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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ABC 转运蛋白基因的表达调控来促进养分离子
转运吸收的研究还较少。
4.2 ABC 转运蛋白在植物抵抗非生物逆境中的作
用机理
ABC 转运蛋白可以提高作物对干旱、盐碱、重
金属、高温及低温等非生物胁迫的抗性[31]。ABC 转
运蛋白将盐分离子或重金属以植物螯合肽结合物的
形式转运至液泡中，并把这些离子在液泡中区隔起
来，降低这些离子对细胞的毒害。除此之外，ABC
转运蛋白亦可将离子与螯合肽结合物或裸离子直接
转运出细胞膜外，从而提高细胞对这些离子的耐
性 [32] 。如 Kim 等 [31] 证明了 ABC 转运蛋白基因
AtABCG36 过表达时，极大地增加了 ABC 转运蛋白
输送钠离子的能力，降低细胞内钠含量并显著促进
了拟南芥的抗盐性和抗旱性。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 ABC 转运蛋白提高细胞耐性及有害离子的结合
形式等方面，但对 ABC 转运蛋白的非生物胁迫解
毒机制尚未有清晰、系统的认识。总之，深入研究
ABC 转运蛋白的结构及其转运机制，对理解植物抵
抗非生物逆境中的作用机理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
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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