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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醫藥蛋白質結晶學實驗設施

科學研究方向：結構生物學、結構基因體學、結構蛋白

質體學及生技醫藥

主要實驗技術：同步輻射蛋白質結晶學

│概要介紹│

自 1989 年，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 (NIH) 成立人類
基因體研究中心以來，在蛋白質的結構和功能上已有了

相當豐盛的成果，此成果最重要且迫切之應用即為生技

醫藥以及其相關之技術。為提昇國內生醫製藥相關研究

水準並增加產業產出能力，國科會分別於 91 年及 100 
年規劃「基因體醫學國家型科技計畫」(91 - 99 年 ) 及
「生技醫藥國家型科技計畫」(100 - 105 年 )，推動以
新藥／新試劑／新治療策略／新興醫材研發為主之目標

導向研究，發展疾病預防、診斷與治療之技術、新藥與

相關產品，解決人類重要健康問題。

為了配合政府科技發展政策，本中心參與國科會

生技類核心設施計畫，建立同步輻射蛋白質結晶核心設

施，目前包括 BL13B1，BL13C1 及 BL15A1 三座光束
線設施開放以來，用戶成長迅速且成果豐碩。本文將介

紹今年開放使用之 BL15A1光束線，該光束線具備最先
進之面積偵測器、繞射系統、即時運算系統及自動化之

數據收集與控制系統。

│光束線設計概念│

光束線概念設計首重掌握三個邊界條件，分別是

光源的種類、實驗站的需求以及光束線的建造空間等，

爾後的設計考量將是如何在這些條件之間提出符合的設

計。

本中心自主研發的三座同型長度僅有 0.96公尺長，
磁距 (Magnet period) 為 60 mm 的超導增頻磁鐵 (In-
Acromatic Superconducting Wiggler, IASW60)光源，

其 X 光能量涵蓋的範圍可達 23 keV，磁場最大強度為 
3.1 Tesla，已於 2006 年起安裝於台灣光源儲存環內三
處對稱的位置，分別在第二、四、六段偏轉磁鐵間，其

中位於第四段超導增頻磁鐵所引出之同步輻射光，則成

為此光束線之光源。

以 X 光蛋白質結晶學常見的分析元素而言，主要分
佈在能量範圍約 15.5 keV 以下，其中可分析硒 (Se)、
鐵 (Fe)、溴 (Br)、鋅 (Zn)、鉑 (Pt) 、銅 (Cu) 及其它等
元素，尤以 12.4 keV (1Å 波長 ) 為設計考量之重點。
同時，因應日後用戶群潛在需求更高能量進行實驗分

析，經評估討論後，為充份利用此一光源，將此光束線

的操作範圍訂在 5.6 – 20 keV 之間。再者，由於樣品
位於聚焦點，而收集晶體繞射數據的 CCD 偵測器須在
下游處沿光軸平移，故 X 光經過樣品後的發散角必須限
制在 3 mrad以內，避免收集晶體繞射點數據產生重疊，
影響後續的分析。

依據上述需求再加上光束線建造空間，規劃出生技

醫藥光束線光學元件三維示意圖，如圖一所示。

光束自前端區引出牆外的出光口後，利用固定開

口的水冷式限光器截取光源中央水平方向 1.5 mrad，
而垂直方向開口則是符合可接收到設計能量範圍的大

小，隨後即通過一厚度為 600 μm 可過濾低能量之鈹
濾光器，接著一面水冷圓柱鏡 (cylindrical mirror) 位
於離光源 8.4 公尺處，將具有一定發散度的垂直方向
光源準直成平行光，因此又稱為準直鏡 (Collimating 
Mirror, CM)，平行光入射一對非色散式 Si(111) 晶體，
其單一的入射角，可提升能量解析度，該雙晶體單光器

(Double Crystal Monochrotmator, DCM) 位於 12 公
尺處，使用液氮進行冷卻，除保持出射光高度不隨著能

量改變之外，並能快速選取特定能量之單光，至下游的

聚焦鏡。

考量光源發散度及空間配置，為使聚焦鏡取得最大

接收張角及光子通量，於是設計一面位於 17.9 公尺處
的 Toroidal 聚焦鏡 (Focusing Mirror, FM)，將水平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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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生技醫藥光束線光學設計三維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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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兩方向的光束同時聚焦到 26.4 公尺的樣品處，根
據此類型光學鏡的特性，為降低鏡面像差對光子通量密

度 (flux density)，進一步在水平方向的聚焦比例優化後
設定為 2.1，可得到最佳之成像，而聚焦鏡反射面朝下
的配置，可將光束反射成與地面平行，有利於實驗站元

件的架設。每面光學鏡在沿光軸切分成左右兩區鍍膜，

一區為 600 Å 厚的銠 (Ru) 鍍膜，另一區為 250 Å 厚鉑
(Pt) 鍍膜上再鍍 50 Å 厚的銠，其用意在抑制 X 光反射
時，鉑在 L-edge吸收效應，以入射掠角 4.4 mrad下，
分別可提供 5.6 - 15.5 keV及 7 - 20 keV的能量區間。
值得一提的是為使圓環鏡具有兩區鍍膜的設計，在製作

上是利用同一基材上加工出兩道獨立的圓環鏡面，再分

區鍍膜，並加入可變曲率機構改善聚焦鏡在水平及垂直

方向聚焦處非共點之問題。除主要光學元件外，尚有狹

縫組做為阻擋雜光或散射光，以及兩面 250 μm厚鈹窗，
將上下游隔離成儲存環段、光束線段及實驗站段，分別

安裝在 CM 下游側及光束線最末端處，提供獨立的真空
環境，其硬體示意圖如圖二所示。

綜觀此一設計除簡化光束線操作，在不需要更動光

學鏡鍍膜即能滿足常用能量範圍，亦可符合高能量端的

實驗需求，利用光束循跡模擬程式計算，預期在目標能

量 12.65 keV的光束大小為 440 μm×230 μm (FWHM, 
H×V)，光子通量為 2.96×1012 photons s-1 (360 mA)-1

其能量解析度在 2×10-4，同時，其高諧次污染 (high-
order harmonic contamination)亦皆可抑制在 0.1%以
下。

│實驗站設計概念│

經過詳細徵詢及調查，台灣學研界的主要使用需求

包含以下幾種研究應用：

-Membrane Protein Structures

-Brain Protein Structures

-Large Macromolecular Assembles

-Functional-important Protein Structures

-Pathogenicity-related Proteins and Protein   
 Complex

-Structure-based Drug Design

不同的使用需求所相對應的光束線及實驗站亦會

有所不同，故光束線及實驗站的設計需在考量光源特性

下，儘可提供符合用戶需求之軟硬體。本光束線的設計

目標為：

-Energy range: 5.5 - 16 keV

-Beam size at sample: ~ 0.25 mm (H) x 0.25 mm(V)

-Beam divergence at sample: 
           小於 3 mrad (H) x 1 mrad (V)

-Flux at sample @1 Å:
           大於 1.5 x 1011 cps @ 0.1 mm aperture

依據光束線之光束大小、光束發散度與強度，本實

驗站適合之樣品特性如下：

-晶體大小 : 300-50 μm

-蛋白質分子量 : 小於 100 kD

-晶胞軸長 : 小於 130 Å Cubic, 單一長軸不超過 300 Å

-晶體 mosaicity: 小於 1 degree

實驗站硬體設備主要包括一座快速精確的繞射儀，

面積大且快速之 X 光面積偵測器，穩定避震不變形的繞
射系統實驗桌，其硬體如圖三所示。

◆繞射儀

繞射儀的目的是將樣品移至 X 光光束之中心，並旋
轉樣品以取得繞射數據。此繞射儀 (1) 具備同軸顯微鏡
(on axis video)，可無像差的觀察 X 光光束落在樣品上
的位置；(2) 具備三個可選擇切換之限光器 (200 μm、
100 μm及 50 μm)，供使用者依樣品特性選擇，切換時
間小於一秒；(3)採空氣軸承 (air-bearing) 設計，其 sphere 
of confusion小於 4 μm，旋轉速度最快為 130 deg/sec，
可進行 inverse beam的數據收集而不會增加數據收集時
間；(4) 配備新型的 mini kappa，搭配軟體可迅速用於
重新定位晶體方向，減少使用者操作上的負擔。

圖二 生技醫藥光束線硬體建造三維示意圖



《 續接第 8 頁「研究成果」》

│ Aurora激酶抑制劑與人類肝癌上調蛋白 HURP
作用的機制│

Aurora是一種絲氨酸 /蘇氨酸 (serine/threonine)激
酶，其作用為調節細胞的有絲分裂進程、中心體的形成與

紡錘體的裝配。Aurora的過度表現與腫瘤生成有密切相
關，因此，可抑制 Aurora活性的小分子在癌症治療上之應
用性已引起相當關注。國家衛生研究院細胞及系統醫學研

究所紀雅惠助研究員與生技與藥物研究所謝興邦研究員、

伍素瑩研究員跨所合作，利用生技藥研所研發的 Aurora 
A抑制劑作為化學探針，藉此研究 Aurora A與其受質人
類肝癌上調蛋白 (HURP)的相互作用，並證明著絲粒和中
心體微管成核作用中 HURP分別處於磷酸化 (HURP-P)
和非磷酸化 (HURP-U)的狀態，進而調節紡錘體形成。
VX-680是第一代的 Aurora小分子抑制劑，雖然可以降
低 HURP磷酸化現象，然其在有絲分裂中卻未能有效地阻
斷 HURP的功能。研究團隊自行研發的小分子 IBPR001
與 IBPR002，較 VX-680更能有效抑制 HURP磷酸化。
利用晶體繞射 X光研究 Aurora A激酶與 IBPR001作用的
蛋白質結構，可以解釋 IBPR001在調控 Aurora A磷酸化
HURP的反應與 VX-680有所不同。IBPR001和 IBPR002
不僅有效地抑制有絲分裂細胞中 HURP磷酸化作用，同時
在大腸癌的動物實驗中發現其能降低腫瘤的形成。團隊所

研發之新化合物和其機制，提供新的論點，將有利於未來

尋找新的細胞分裂分子及發展出新的抗腫瘤藥物。此研究

使用 BL13B1和 BL13C1光束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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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紡錘體形成的過程中，中心體和著絲粒的微纖維藉由
Aurora A調節 HURP磷酸化之成核作用示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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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生技醫藥光束線實驗站 (BL15A1)

◆ X 光面積偵測器

面積偵測器負責記錄樣品的繞射強度，以及繞射點

在空間中的位置。本實驗站採用 Rayonix MX300HE面
積偵測器，面積為 300 mm x 300 mm，讀取速度約為
1 秒，工作溫度為 -75 oC，在長時間曝光時幾乎無暗電
流發生，數據收集時可省去校正暗電流之時間。

◆繞射系統實驗桌

實驗站前端區、繞射儀及 X 光面積偵測器皆固定
於繞射實驗桌上，因此實驗桌本身必須穩定可靠。樣品

位置到面積偵測器距離最近為 100 mm，最遠距離可達
850 mm。為降低樣品位置的振動，桌面使用天然大理
石作為材料。大理石的另外一個優點是剛性很高，即使

重量達 150 kg 的 X 光面積偵測器在桌面上移動位置，
也不會造成桌面變形，造成樣品位置偏移。

│結 語│
BL15A1可進行 1 Å至 2 Å異常色散相位解析實驗，

具備新型的繞射儀、尖端的面積偵測器、穩固無震的實

驗桌，並提供全自動的數據收集以及遠端控制能力，可

大幅提升光束線的使用效率及數據品質。自 2013 年開
放用戶使用後，運作情形良好，用戶群已達 56 個研究
團隊，且已達 303使用人次，每期光束線用戶使用時段
達 84 %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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