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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3D-RIsM理论的蛋白表面配体映射 :

关于基于计算片段的药物设计

一、关于目前新药研究途径及 FBDD的介绍

为了增加新药研发的效率,科学家们一直致力于寻找新的药物设计和药物筛选的方法。

经过科学家们的不懈努力,很多新的药物设计和发现的方法己经被发明并被采用。

发现先导化合物是药物发现的第一步,一旦发现新化学实体具有一定的生物活性,具有

进一步研究价值,那么通过程序研究就有可能创造出具有新型结构及特殊药理作用的新药。

发现先导化合物的途径多种多样,具体可归纳为筛选途径和合理药物设计两条。其中筛

选途径就是从众多的化合物中运用生物筛选模型挑选有生物活性的先导物 :而合理药物设计

则是基于靶点与配体的作用机制、三维结构和识别过程以及与药物理化性质相关的体内过程 ,

进行有的放矢的设计药物,从而发现命中物。它分为基于靶点的药物设计 (TBDD)、 基于性

质的药物设计 (PBDD)、 基于结构的药物设计 (sBDD)。

虽然目前在药物研发中应用的技术使得研发效率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是药物研发的成

本仍旧呈现上升趋势,所以寻找新的方法依旧具有重要的意义。

药物化学的研究历史告诉我们,药物分子结构中的每个结构片段都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因此,以不同的结构片断组合或者延伸,得到新的药物分子,具有良好的可行性。基丁此 ,

科学家们发展了一种新的药物发现技术,即基于片断的药物发现 (FBDD,fragment叱 ased

drug design),又称
“
片段组学

”
。

在 FBDD中 ,首先筛选得到可与靶点结合的片断,以及这些片断的结构构象;然后将这

些片断延伸或者合理连接成为更具活性的先导化合物。为了使片段变成先导化合物可以采用

片段连接法或片段生长法。片段连接法就是将能够与受体结合且结合位点不同的两个或者两

个以上片断通过某种方法连接起来,形成先导化合物;而片断生长法,就是在一个片断的基

础上进行结构延伸,往片断上加新的结构片断,最终形成先导化合物。

FBDD的最大优势在于它和高通童筛选相比之下,只需预备和鉴别更少的片段化合物。

原因在于通常情况下,构成药物化合物的结构数量是相当有限的。但是它也存在着相应的不

足 :

1、 片段通常降低亲和力,导致为了达到检测的日的需要更多高灵敏度的实验或者是更

高浓度的片段分子。

2、 为了实现片段的连接、合并或生长需要更多关于分子在受点的位置及方向的详细信

息 。

二、FBDD的实验方法

1、  SAR by NⅡR



通过 NMR图谱上化学位移的改变对靶蛋白亚位点上的片段分子进行确认,然后在获得的
结构数据的基础上进行迕接。

该项技术已被成功应用于药物新的先导化合物的设计上。

2、 X射线晶体学  MsCs

在 MSCS中 ,小的有机溶剂分子被当作为更小的片段,一般包括一个简单的功能基团。

各个有机溶剂分子在蛋白表面上的合适受点取决于由有机溶剂配体约束的蛋白晶体结构(来

源于浸渍在有机溶剂与水的浓缩混合物 )。

该项技术在应用蛋白配体受点的预测上己经被证明是成功的了。

三、FBDD的计算方法论

SAR by llMR、 MSCS都是在实验的基础上得到的。而日前,利用计算方法论对合适的功
能基团结合位点进行识别的方式己经诞生了,它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种策略 :

1、 基于网格搜索算法

1.1 GRID法

在 GRID法中,一个模拟小的化学基团的球形探针在靶蛋白周围的网格点上进行移动 ,

然后在每个点上利用经验能量函数对探针与蛋白间相互间作用的能量进行计算。基于网格点
上计算出来的能量,能量上合适的结合区就能被鉴别出来。

该法已被用于部分的药物优化上。

1.2FTlIAP法

FrMAP法利用快速的傅立叶变换关系的相关方法代替直接的网格搜索计算,从而有效地

降低了计算成本。FTMAP利用的是代替有机小分子溶剂的分子探针,大小与 MSCS中的相近。

二者优点 :

对整个蛋白表面进行了全面的搜索。

缺点 :

1、 需要用于代替探针的球状代表物的相关的经验参数,或者以褶积积分的形式对

相互作用的能量函数进行表述 ;

2、 在模型中没有水分子,所以无法在原子水平上将水的效应考虑在内,不能处理

那些蛋白与配体间的相互作用是靠水分子来维持的情况。

2、 基于能量最小化和 (或 )分子模拟技术

ⅢCss  (multip1e copy simu1taneous searCh)

上千个大小如同有机小分子溶剂的功能基团拷贝随机分布在受点的周围,然后同时降

低能量来确定能量降低过程中功能基团能量上的合适位点。

优点:在合理利用物理化学中势函数的同时纳入了标准分子模拟框架,使得 MCSS可 以



应用到各种的配体与蛋白上。

缺点:难以将水的协同效应考虑在内 (与 GRID法类似 )。

3、  3D-RIsⅡ   (3D reference interaction site mode1)

以上的计算方法虽然都具有各自的优点,但是也都存在着一定的不足,比如没有将水

的效应考虑在内。为了解决现有方法中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所谓的 3D-RIsⅢ。它可以鉴定

蛋白表面的片段分子最具可能性的位置和方向。

3卜RISM理论的基础是溶质或蛋白周围 3D网格点上的溶剂位点分布函数。它需要的仅

仅是溶质-溶剂间的作用势能,这么一个在标准分子模拟和溶剂的热力学条件下使用的力场。

这里假定片段-配体分子是溶剂的组成部分。对存在于配体和水的混合溶剂中的靶蛋白,应
用 3D出ISM理论可以得到包括蛋白表面分布有水的情况在内的配体原子位点 3D空间分布。

每一个显著的配体位点分布峰预示着一个配体原子位点的结合位置。这个途径不仅在诸如稀

有气体、二氧化碳这类配体小分子上均成功得到了验证,甚至在以水为配体的情况下也得到

了成功的验证。通过 3D-RISM理论获得的分布函数包括 :

1、 水化作用 (如优先溶剂化)的热力学效应 ;

2、 原子水平上水的效应,如配体与蛋白间水的连接作用。

3D-RISⅡ 理论可以以恒定的计算成本处理任意浓度下的配体-水混合物。所以,3D出IsM

实现了配体受点的全部鉴定,或者说是在真实溶液系统中蛋白表面的配体映射。     丿

四、通过 3D-RIsH获得的结果同实验结果的对比验证

对于利用 MsCS获得某些有机小分子溶剂与嗜热菌蛋白酶结合的详细实验数据已经见诸

报道。这里通过犭些有机溶剂配体的理论预测结合模型同实验数据进行比较,从而对
3D-RIsM方法进行一个验证。

以下选择其中关于异丙醇在嗜热菌蛋白酶表面、活性位点上的结合模型及它的浓度依赖

性进行一个介绍。

1、 嗜热蛋白酶表面上的异丙醇

图 1:lM的异丙醇水溶液中,嗜热菌蛋白酶表面的异丙醇结合模型

a:异丙醇位点的 3D分布函数等值

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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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蓝:H 灰色 :蛋 白表面

b&c:HPBMs&MPBMs的 球棍模型

绿色:C 自色 :H 红色 :o

d:肛射线晶体学的异丙醇分子球

棍模型

青色:C 紫色:o

MPBM:  皿0st probab1e binding mode

HPBⅡ : high1y probab1e binding Ⅲode



图 1提供了关于异丙醇与嗜热菌蛋白酶结合的理论结果,及 ⒈射线晶体学数据的全面

图解。其中 a、 b、 c是利用 3D RIsM理 论得到的,而 d是通过 ⒈射线晶体学获得的。通过

对比可以发现,通过 3D△ISM理论得出的结合模型与通过实验得到的有很大相似度。但是其

中也存在着一些矛盾 :

1、 一些晶体学上的分子无法通过理论方法进行鉴定:这些只有在 10喁的异丙醇溶液中

才能发现的分子不是位于缝隙中而是在表面上

2、 一些理论推导出的分子无法在 X一射线晶体结构中发现,其中许多明显的差异可以归

咎于晶体结构中蛋白分子相互毗邻的缘故,从而直接予以排除。

2、 嗜热菌蛋白酶活性位点上的异丙醇

图2:lM的异丙醇水溶液中,嗜热菌蛋白酶活性位点上的异丙醇结合模型

罗马数字标记的代表通过 3D-RIsM确 定的 MPBMs;而实验数据的以阿拉伯数字标记。

通过图 2可以发现 MPBMs和 晶体学位置均有一个很好的吻合,MPBM△ V与 IPA码 除外.

而关于 MPBM-IV与 is的差异的原因,可以这么解释 :

a中表明MPBM-IV周 围广泛分布着 HPBMs,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局部能量极小的缘故 ,

环境的变化可能就会造成 MPBM的转移。因此这种差异可能是源自于由水溶液及晶体构成的

环境。MPBM-IⅤ 很大程度上基于配体浓度,而 IPA-5明显受到晶体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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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合模型的浓度依赖性

图3:不同浓度下,嗜热菌蛋白酶的活性位点上异丙醇的MPBMs

a&c:纯异丙醇溶液中  b&d:1M的异丙醇溶液中

通过 a、 b的比较可以发现二者的 MPBM I位于相同的位置,但是方向上却具有明显的

差异。在纯异丙醇溶液中,异丙醇分子与 Rz03成氢键时最稳定 (如 c所示);而在 lM的异

丙醇溶液中,却是与 N112成氢键最稳定 (如 d所示 )。

这种方向的转移可以通过水分子的分布 (图 4)来考虑。

图 4:lM的异丙醇水溶液中,嗜热菌蛋白酶活性位点上水分子的结合模型

a: MPBMs b: HPB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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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图 4a中 ,水分子通过氢键作用既可以和 ”O3相连,也可以和 N112相连。在这种前

提之下,水溶液中的异丙醇分子与 ”O3或 N112成氢键的稳定性取决于它们分别与异丙醇或

水结合时的结合自由能高低。而在纯异丙醇溶液中则不存在这种微妙关系。

因为在纯的异丙醇溶液中,异丙醇分子更倾向于与 砭03成氢键而不是 N112;在 水溶液

中,由于 Rz03上的胍基的作用使得情况相反,所以才造成了图 3中的那种情况。

五、总结

配体映射是通过真实的模型实现的,它与其他的计算途径有着巨大的差别。为了评估

基于 3D巛 ISM的效率,它被应用于许多有机小分子溶剂与嗜热菌蛋白酶的结合上。通过以上

关于对 3D出IsM理论的介绍,以及与实验数据相比较从而对它进行的一些验证 ,都显示了基

于 3D-RISM的方法能以足够高的准确率重现在 X一射线晶体研究上发现的主耍结合模式。它

甚至可以成功地预测某些在实验基础上无法实现的,与 己知抑制剂相关联的结合模式。

与一些已有计算方法具有明显不同及优势的是,3D丬ISM在考虑位点分布的时候将水的

协同作用同时考虑在内,从而可以得到一个更加接近于实际情况的模烈。在关于水的协同效

应,之前已有的一些计算方法如 GRID法、FTMAP法等都忽略了,所以它们得到的模型都或

多或少地偏离实际情况,而 3D RISM却避免了这个缺陷。

正是 3D RISM可 以将水的协同作用考虑在内,所以利用它可以对配体结合模型的浓度依

赖性进行研究。由于受到方法的限制,导致对于浓度依赖性的研究不是很深,但是目前的研

究明确表明了水的协同作用及配体浓度对于结合模型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虽然 3D RISM理 论在 FBDD应用上的明显优势让人为之振奋,但是我们依旧应该保持着

理性的心态来对待它。因为 3D球ISM理论优点的确明显,但是它毕竟是一个新兴的理论体系 ,

在很多方面都还很不成熟,需要进一步的验证及讨论,比如 :

1、 SD—RIsM理论基础建立在将片段一配体分子作为溶剂的组成部分上。然而实际情况却

是片段一配体分子既可以作为溶剂的组成部分,又可以作为溶质的组成部分。而关于这个理

论基础建立时直接将它默认为溶剂的组成部分的依据 ,没有做出相应的解释或给出能够证明

这个假定的确成立的相关资料或己有文献。

2、 在图 1中 ,通过 3D-RISM理 论得出的结合模型与通过实验得到具有很高的相似度 ,

在这一点上是可喜的。但是关丁其中存在的一些理论与实际相背离的矛盾,如一些晶体学上

的分子无法通过理论方法进行鉴定的原因,没有给出一个很好的解释甚至没有给出解释。到

底是由于目前对于 3D-RISM的 研究不够透彻,还是对基于 3D RISM方法的应用不够全面,抑

或是 SD出ISM本身就存在着某些方面的缺陷从而导致了理论与实际相背离的结呆。这些都值

得猜疑及进一步的探索研究。

日前,由于 3D RIsM在药物蛋白表面配体映射方面的应用尚处于一个新兴阶段,所以

有很多方面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及论证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总体而言,基于 3D巛ISM的配体映

射方法用于对配体分子功能部分结合模型进行鉴定是一个相当具有前景的途径 ,值得投入更

多的精力进行研究。

随着对 3D-RIsM的 不断深入研究,下一步需要予以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配体结合诱导

时产生的蛋白结构调整。为了将 3D RIsM理论与经典的能量最小化方法进行一个联用及结合

的目的,需要对蛋白结构进行优化,并降低蛋白内部的能量及通过 ⒛泳ISM理论获得的溶剂

化 自由能,从而获得优化的蛋白结构及溶剂分布情况。通过将分子动力学、Monte Car1o这



/ 类分子模拟与 3D出IsM理论联用,模拟配体与水导致的蛋白结构变化及波动,获得蛋白结构

的溶剂分布。伴随着这些先进的方法的应用,将会进一步提高基于 ⒛dISM的配体映射能力。

相信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及相关人员的不懈努力,⒛△ISM理论会逐渐趋于完善。相信

随着 3D出ISM理论的完善,将来基于 ⒛出ISM理论的 FBDD就可以成功、广泛地被应用,为

药物的研究带来福音。那时候只需准备一系列的片段分子,然后通过基于 3D出IsM的方法获

得靶蛋白上片段的 MPBMs。 接下来,连接、合并一系列 MPBMs从而构建出有希望的候选化合物。

附:嗜热菌蛋白酶是一类最适作用温度为 6tl sO摄 氏度的蛋白酶,具有很高的热稳定

性,耐变性剂及有机溶剂等优点而备受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