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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TPS 05A蛋白質微結晶學光束線基本光學元件架構圖

TPS 05A蛋白質微結晶學光束線試車報告

科學研究方向：結構生物學、結構基因體學、生物化

學及藥物設計。

主要實驗技術：X光蛋白質微結晶學。

│光束線簡介│

蛋白質結晶學 ( 以下簡稱本技術 ) 是目前解析生物
分子三維結構最有效率及最具威力的實驗技術之一，每

10 個生物結構就有 9 個使用本技術解析，而每 10 個使
用本技術解析之生物結構就有 9 個使用同步輻射光源，
過去 20 年，已有 6 座諾貝爾獎頒給使用本技術解析之
生物結構。

本中心已於台灣光源 (Taiwan Light Source, TLS)
建置三座高效能蛋白質結晶學光束線 (BL13B1、
BL13C1 及 BL15A1)，提供台灣生命科學及生物科技
領域的學者專家及業界用戶使用，明顯提升了台灣的學

術研究品質及國際影響力。然而受限於 TLS光源特性，
許多既重要又困難解析的高挑戰性研究，如與許多嚴重

疾病有密切關係的膜蛋白和病毒蛋白相關研究，無法在

TLS 的光束線進行。這類蛋白質或因分子量巨大 ( 單位
晶胞巨大 )、繞射信號重疊嚴重，或因晶體尺寸非常微

小、繞射信號難以偵測，欲取得精確可用的繞射信號，

需要高度平行及高光通量密度的光源。台灣光子源 (以
下簡稱 TPS)正可提供這樣的光束性質，本中心因而興
建了TPS 05A蛋白質微結晶學光束線，光束線特性如下：

光束準直性高

光束面積小

光通量密度高

光束位置穩定性高

光束能量準確性及穩定性高，且能量範圍廣。

高度自動化的光束線操作，並提供遠端數據收集功能。

TPS 05A的光學設計如圖一所示，光源來自 3公尺
長之 IU22 聚頻磁鐵，可產生高準直性、高光通量的同
步輻射光，低溫液氮冷卻之雙晶體單光器 (DCM) 提供
了高能量解析度及穩定度的單色光，再以 Kirkpatrick-
Baez (K-B) 全反射光學鏡進行水平及垂直聚焦，於樣
本位置達到下列之光束性質：

能量範圍：5.7 - 20 keV (波長：2.175 - 0.62 Å)

光束大小：65 × 36 μm2 (水平 x垂直 )

光束準直度：500 × 100 μrad2 (水平 x垂直 )

光通量：> 1.0 × 1013 photons/sec

能量解析度：~ 2.2 ×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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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S 05A的實驗站如圖二所示，包含以下的軟硬體設備：

大尺寸高速 X光 CCD面積偵測器 (MX300HS)

高精確度高速微晶體繞射儀 (MD2及 MK3)

高承載高精確度之實驗系統承載調整桌

樣本自動裝卸系統 (SAM)

數據收集與控制系統 (Blu-Ice)

 200 TB磁碟陣列

 10 GB光纖網路

│試車結果簡介│

光束性質量測結果

◆經試車調校，於樣本位置光斑可聚焦至水平 65 微
米、垂直 36微米，波長為 1埃之光通量，大於 1.0 
× 1013 photons/sec，且於多波長異常色散實驗常
用之能量範圍之光通量皆大於 5.0 × 1012 photons/
sec，適合進行微晶體之多波長異常色散相位解析
實驗。

◆光束位置之穩定性對實驗影響甚大，輕則造成實驗

誤差，重則使實驗無法進行。光束位置隨能量改變

之變動，取決於雙晶體單色光器以及光學鏡之調

校，結果顯示於能量範圍 5.7 keV 至 20 keV，變
動在水平約 23 微米、垂直約 33 微米。光束位置隨
時間之變動，則取決於加速器、光束線及實驗站之

穩定度，水平方向每小時之改變量為 9.2 微米、垂
直為 3.4 微米。此結果顯示，此實驗站之光束穩定
度適合進行微晶體的繞射實驗。

數據收集模式比較

◆ Shutterless 模式 vs. Shuttered 模式： 
 Shutterless 模式可以消除開關 shutter 與轉動晶
體轉動軸，因不同步所造成的系統誤差，而明顯

提昇中低解析度繞射數據的品質 ( 圖三 )。此外，
shutterless 模式可以大幅提高數據收集的效率，
若收集 180 張繞射圖樣，每張以常用的曝光時間
0.1 秒來估算，shutterless 模式較 shuttered 模式

效率增加達 30倍。

◆ Fine-slicing 模式 vs. Thick-slicing 模式：
 Fine-slicing 模式可以更精確的估算背景雜訊，以
獲得較佳的訊雜比 (I/σ)( 圖四 )。但要獲得這樣
的好處則必須搭配前項所言的 shutterless 模式來
收集數據，因為必須排除掉開關 shutter 與轉動晶
體轉動軸，因不同步所造成的系統誤差，此誤差

對於 fine-slicing 模式影響顯著。因此建議在 TPS 
05A 實驗站收集數據時，應使用 shutterless fine-
slicing 的數據收集策略來得到更好的數據品質。

◆ Normal rotation 模式 vs. Helical scan 模式：
 若用戶的樣品為柱狀或針狀，甚至是尺寸比光斑
大上數倍之晶體，欲使用傳統 normal rotation 模
式收集完整數據，輻射劑量皆集中在一處，易產

生嚴重輻射傷害，樣品可能失去結晶性，造成實

驗失敗，甚至可能產生蛋白質結構改變，讓研究

者解析出錯誤的結構。helical scan 模式可將輻射
劑量平均分佈至整個晶體，有效降低輻射傷害。

根據圖五的比較結果，helical scan 模式可成功收
集完整且高解析度的繞射數據，normal rotation
模式不但訊雜比 (I/σ) 較低，且高解度之完成度
(completeness) 嚴重不足。此外，進行相位解析
實驗時，helical scan 模式可成功利用硫原子之
異常散射解析出蛋白質結構，而 normal rotation
模式則無法。因此，針對尺寸大於光斑之樣品，

helical scan 模式為取得良好數據之必要策略。

用戶實驗試車結果

◆分子量巨大 (單位晶胞巨大 )，繞射信號重疊嚴重的
晶體：

 一般來說，解析病毒蛋白的立體結構是相當有難度
的，主因是病毒蛋白的晶體其單位晶胞普遍較大，

繞射信號重疊嚴重，因此，這類樣品在 TLS 要收到
可用的繞射數據是很困難的，因為繞射點幾乎都會

重疊。然而，根據圖六 ( 此病毒樣品的晶胞大小為
a = 209.56，b = 731.00，c = 192.68 Å) 可清楚
看到繞射點，不但能清楚分開外，後續的數據處理

及結構解析也都可以順利完成，因此，不論是病毒

或是膜蛋白等分子量巨大之樣本，皆適合於此光束

線收集數據。

◆晶體尺寸非常微小，繞射信號難以偵測的晶體：

 膜蛋白的晶體除了單位晶胞巨大，於純化過程中須
用到的界面活性劑，也是養晶過程中的最大障礙。

因此，膜蛋白的晶體不易生成，即使成功得到晶體，

其體積通常都極小。所以，這類樣品就可以藉助

TPS 05A 光斑小的特性，加上新的收數據方式 - 格

圖二  TPS 05A蛋白質微結晶學實驗站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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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Shutterless vs. Shuttered

圖五  Normal rotation vs. Helical scan

圖六  大晶胞之晶體繞射圖

圖七  格點掃描數據收集模式

圖四  Fine-slicing vs. Thick-slicing

點掃描 (raster scan)來收集繞射數據。圖七就是格
點掃描的實際情況，而根據格點掃描的結果先找出

適合數據收集的晶體位置，然後分別收集其繞射數

據，最後再將這些數據合併起來，即可得到完整的

數據。

│結 語│

TPS 05A蛋白質微結晶學光束線充份運用了台灣
光子源之高亮度及高準直特性，加上先進的實驗站軟硬

體，提供了不同於傳統的新型態數據收集方法，除了可

進行各種高挑戰性的研究課題 (例如分子量巨大，繞射
信號重疊嚴重；晶體尺寸微小，繞射信號難以偵測 )，及
量測精確度要求很高的多波長非尋常色散相位解析實驗

(MAD/SAD)外，其高度自動化及高效能數據收集特性，
也吸引了國內外生技新藥產業的使用興趣，對台灣生命

科學及生物科技領域的發展，將可望做出重大貢獻。

實驗室 X光機 台灣光源
BL13B1

台灣光子源
05A

單位晶胞限制 < 150 埃 < 350 埃 < 1000 埃
晶體尺寸限制 500 - 200 微米 200 - 50 微米 50 - 5 微米
數據收集時間 ~24 小時 ~半小時 ~半分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