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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1、研究背景

2、蛋白质序列分析

3、蛋白质结构预测



1、研究背景



茶、咖啡和可可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三大无酒精饮

料，它们都含有嘌呤生物碱，如咖啡碱、可可碱等。嘌

呤生物碱是茶树重要的次级代谢产物，参与一些生物和

非生物胁迫。大部分茶树资源咖啡碱含量较高，一般占

干物质含量的2-5%。咖啡碱不仅有利于茶叶风味形成，

还有很好的保健功效，能够刺激中枢神经系统兴奋，有

助于提高记忆和识别能力，还可以用于治疗和防御一些

疾病。具有如此多生理活性的咖啡碱一直是茶树研究的

一个重点和热点。



以往研究发现，可以合成咖啡碱等嘌呤生物碱的植物（茶、咖啡和可可）都具有如下图所示的咖

啡碱核心合成途径，即由黄嘌呤核苷通过三步甲基化和一步脱核糖反应生成咖啡碱。其中，三步甲基

化所需要的氮甲基转移酶（NMT）是咖啡碱等嘌呤生物碱合成的关键酶类。



2、蛋白质序列分析



2.1、山茶属植物NMTs

现已从山茶属中分离克隆到20条

左右的NMT基因。茶树中有多个NMT

基因，研究表明茶树中咖啡碱合成的

关键基因是TCS1，其他的基因无生物

学功能或表达水平极低。现已克隆出6

种NMT基因（ TCS1-TCS6），并发现

TCS1在茶组植物中存在变异，克隆出6

种TCS1等位基因。



2.2、TCS1稀有等位
变异氨基酸序列分析



3、蛋白质结构预测



3.1 咖啡碱合成酶TCS1一级结构分析
Protparam分析序列理化性质



Protparam分析序列理化性质

Number of amino acids 369

Molecular weight 41272.07

Theoretical pI 5.04

Total number of negatively charged residues（Asp+Glu） 49

Total number of positively charged residues（Arg+Lys） 34

Aliphatic index 86.64

Grand average of hydropathicity（GRAVY） -0.137



TMHMM分析跨膜螺旋

Protscale分析亲疏水性、TMHMM分析跨膜螺旋



EMBOSS Explorer分析密码子偏好

Codon adaptation index, CAI 0.645

Effective number of codon, ENC 48.288

Observed number of occurrences of codon 'i', Obsi Frequency

TTT 72.653

AAA 67.690

AAT 48.736



3.2 咖啡碱合成酶TCS1二级结构分析
PredictProtein预测蛋白质二级结构

A

B



PredictProtein预测亚细胞定位

细胞质



3.2 咖啡碱合成酶TCS1三级结构预测
Swiss-Model查找蛋白质结构模型



Phyre2网站建模



Ramachandran Plot（拉氏图）



TCS1三级结构预测结果



TCS1特殊三级结构

SAH



底物结构与底物结合位点

茶树咖啡碱合成酶1（TCS1）具有

催化N-3和N-1甲基化的活性，能够催

化7-甲基黄嘌呤（7mX）与S-腺苷-L-蛋

氨 酸 （ SAM ） 生 成 可 可 碱

（theobromine），进而生成咖啡碱。



TCS1关键氨基酸位点

与TCS1a-c相比，TCS1d-f 具有

Ser269Cys变化，TCS1a和TCS1d中

269位氨基酸残基分别为丝氨酸和半胱

氨酸，进行定点诱变实验证明TCS1中

的第225 、 269位氨基酸残基在TCS（

咖啡碱合成酶）活性和底物识别中起

重要作用。



TCS1与CkTcS三级结构比较

注：红色为TCS1a
绿色为CkTcS



总结

a) 将新鉴定的N-甲基转移酶与已知的N-甲基转移酶

进行系统发生分析建树，确定它们的进化与分枝情况，

根据结果分析N-甲基转移酶是否通过趋同进化从两个独

立的起源进化而来， 从而初步推断酶功能。

b) 对酶的蛋白质一级结构进行理化分析，为我们提

供酶的基础信息用于鉴定、设计底物活性实验及酶的基

础分离实验。

c) 蛋白质三级结构预测可以为我们提供酶与底物及

辅因子的结合情况，判断其存在形式、核心区域、氢键

作用、保守结构域、活性结构等基础信息，对于酶的功

能活性研究，及后续的可变位点 或 关键位点的定点突变

实验的设计具有重要意义。



总结

d) 在蛋白质的结构分析中找到主要作用残基位点，

底物结合特异性，重要的相互作用位点，设计实验判断

定向底物的位点,综上对一个未知蛋白进行系统的挖掘验

证。

e) 茶树相关数据库如TAIP，拟南芥相关数据库TAIR

和转录因子数据库Plant TFDB，为进一步研究调控咖啡

碱合成酶基因的启动子及相关转录因子提供基础信息。

根据已知元件进行转录水平研究，从转录水平分析影响

茶树咖啡碱代谢合成的调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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