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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蛋白质的结构基础及定量描述 

众所周知，蛋白质的结构具有层级式（hierarchical）的特性，即蛋白质具有一级、二

级、三级和四级结构。按照层级折叠模型（hierarchical folding model），蛋白质折叠的过

程中，序列（一级结构）上距离较近的氨基酸残基通过局域折叠形成二级结构，这些二级

结构单位先局部形成某些超二级结构或结构花式（motif），然后再搭建成结构域。一条多

肽链上的多个结构域可以再组装成三级结构。 后多个形成三级结构的亚基拼装成 终的

蛋白质结构，即四级结构。因此，蛋白质的各级结构不仅仅是人为划分出来辅助理解其整

体结构的单位，也与实际折叠过程息息相关。 

 

这里我们将简单复习蛋白质的各级结构，并从生物物理和生物信息学的角度对它们进

行定量描述。这样的定量描述在生物化学的基础课程中并未讲授过。更重要的是，定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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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是生物信息学的基础。因为生物信息学在本质上需要把已有的数据（蛋白质结构）归纳

成数据库，并根据对数据库的统计分析预测出蛋白质的某些特性（比如二级结构、三级结

构以及功能）。 

1. 蛋白质的一级结构 

（1） 定义及化学性质 

蛋白质的一级结构即为其氨基酸序列，包括各个原子间的化学连接方式。蛋白质是由

氨基酸线性排布而成，氨基酸之间通过脱水形成肽键（peptide bond）。我们通常把蛋白质

中的原子分为主链和侧链原子。其中主链（main chain）又称为骨架（backbone）。每个氨

基酸残基的主链部分都是相同的。侧链（side chain）是决定氨基酸残基独特化学属性的部

分，通常用 R 基团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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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基酸之间通过脱水形成肽键。由于两种共振结构的存在，肽键具有部分双键特性。

换言之，肽键具有平面特性，即围绕肽键的六个主链原子（前一个残基的 Cα、C 和 O 原

子 与下一个残基的 N、H 和 Cα原子）共平面。这六个原子间的共平面存在两种可能的形

式，即顺式（cis）和反式（trans），二者可通过绕肽键进行 180 度旋转而相互转化。蛋白

质中绝大部分氨基酸残基采取反式构象。但是顺式构象仍然存在，比如在蛋白质结构中有

10%左右的脯氨酸（proline）采取顺式构象，此外某些甘氨酸（glycine）也呈顺式构象。

 

 

 

（2） 内坐标及二面角描述 

a) 二面角的定义 

二面角（dihedral angle）的传统定义为两个相交平面的夹角。在数学上可以从交线出

发，在两个相交平面内分别作交线的垂线。两条垂线的夹角即为二面角。在描述分子结构

时，我们常使用二面角描述连接中间两个原子的化学键（b2）的旋转对四个原子间的相对

空间位置所产生的影响。 

如图所示，在四个相邻的原子（用 1, 2, 3, 4 表示）中，由于三个原子确定一个平面，

原子组 1-2-3 和 2-3-4 会形成两个平面，而它们的交线可以用 2-3 间的连线（化学键 b2）表

示。当 b2旋转时会造成 1-2-3 和 2-3-4 两个平面间的夹角产生变化，因此二面角与分子结

构中键的旋转是直接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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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二面角的取值 

在化学中，常用旋转子（rotamer）来描述绕一条化学键旋转的二面角，且这种二面角

的不同取值会形成构象异构体。通常，即使所谓自由旋转的 σ键，绕其旋转的二面角也不

是在 0 度到 360 度间均匀取值的。比如在有机化学中常常以乙烷分子为例，当 C-C 键旋转

时，会改变连接在 C 上的 H 原子的相对位置，造成对位（eclipsed）和错位（staggered）

两种构象。其中对位构象由于 H 原子的距离较近，其电子云的相互排斥造成这种构象能量

较高，而错位构象则较为有利。在乙烷分子中，C-C 键的旋转会形成三种错位构象，由于

该分子的对称性，这三种构象具有相等的能量。 

 

当 C 原子上连接的化学基团发生变化时，分子的对称性丧失，导致三种错位构象的能

量改变。例如，在丁烷中，当甲基在对位时，系统的能量 低，该构象称为 Anti 构象。而

当甲基在邻位时，系统的能量稍高，此时的两种构象称为 Gauche 构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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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进一步改变连接在 C 原子上的两个 H 原子，两种 Gauche 构象的能量也会发生一

定的偏移，因此这两种构象可以继续分成 g+和 g-构象。 

总之，从取值上看，自由旋转的化学键，绕其旋转的二面角并不是在 0 度到 360 度内

均匀取值的，通常有三个能量较优构象，每一个都称为一个旋转子（rotamer）。 

c) 内坐标 

在描述蛋白质结构时，电子由于其空间位置的不确定性往往被忽略。因此蛋白质结构

通常以硬球模型表示，即每个原子的原子核由一个硬球替代。如果已知每个硬球（原子

核）的坐标，那么蛋白质的三维空间结构就确定了。 容易理解的坐标是笛卡尔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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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tesian coordinate），即给定每个原子核的 x，y，z 坐标。但是由于蛋白质结构中化学

键的存在，不同原子的笛卡尔坐标往往不是相互独立的。比如肽键连接的原子 C 和 N，其

空间距离通常在 1.3 埃左右。因此实际相互独立的坐标个数通常远小于笛卡尔坐标的个数

（3N，N 为原子个数）。在蛋白质结构中常常采用的是另一种坐标：内坐标（Internal 

coordinate）。 

在内坐标描述中，如果前三个原子（用 1, 2, 3 表示）的位置确定，那么确定第四个原

子的位置只需要知道原子对 3-4 间的距离、原子组 2-3-4 间的夹角、以及原子组 1-2-3-4 间

的二面角。例如，参与肽键的四个原子分别为 Cα，C，N 和 Cα（下一个残基），确定下一

个残基 Cα的位置时只需要知道 N-Cα的键长，C-N-Cα的键角，和 Cα-C-N-Cα的二面角。前

两项（键长和键角）在蛋白质结构中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只有第三项（二面角）可以采

取 0 度（顺式）或 180 度（反式）两种取值。在此例中，使用内坐标描述会大大减少结构

描述的复杂度，即只使用 0 度或 180 度即可描述肽键的顺式和反式结构。在实际应用中，

笛卡尔坐标和内坐标是一一对应的，对特定的分子结构，已知笛卡尔坐标可以计算出内坐

标，而已知内坐标也可以得到笛卡尔坐标。值得注意的是，在研究分子结构时使用内坐标

会大大降低坐标描述的复杂度。以含 100 个残基的肽链为例，要完整描述肽键的主链，通

常需要知道每个残基中至少五种重原子（N、O、C、Cα和 Cβ）的位置。使用笛卡尔坐标

时，由于每个重原子有 x，y，z 三个坐标，因此共需要 1500 个坐标变量来描述蛋白质的

主链结构。如果使用内坐标，由于化学键的键长和键角基本不变，且可以从模型分子结构

（如氨基酸结构）推知，因此只需要提供变化的变量（二面角）即可。二面角主要描述四

个原子在绕连接中间两个原子的化学键旋转时的位置变化，比如，肽键中 Cα-C-N-Cα的二

面角指绕肽键（C-N）旋转的角度。在蛋白质的主链结构中只有 N-Cα和 Cα-C 这两条化学

键是可以自由旋转的 σ键，而绕这两条化学键旋转的二面角就是通常描述蛋白质主链的扭

角（torsion angle）φ和 ψ。因此每个残基只需要两个变量描述。即使考虑到肽键的顺式和

反式构象，加入一个辅助二面角 ω来表示这种区别，每个残基也只需要不超过三个变量描

述。对 100 个残基的肽链，只需要不超过 300 个变量即可准确地描述其主链构象。对比使

用笛卡尔坐标时需要的 1500 维坐标，内坐标系可以有效地简化坐标描述，极大地降低坐

标描述的维度。 

从另一个角度看，蛋白质构象主要反映在不破坏化学键的条件下蛋白质结构的变化。

因此，在研究构象时，可以忽略化学键的键长和键角的改变。对比蛋白质的不同构象可以

发现，构象的变化主要是由于某些可以自由旋转的化学键的转动引发的。绕这些化学键旋

转的二面角包括前面所讲的主链的 φ和 ψ角，以及侧链的 χ角。如果已知这些自由旋转的

二面角的值，那么蛋白质的三维构象也就基本确定了。因此，我们会在下述部分中详细讲

述蛋白质结构中重要的二面角及相关知识。 

Xiangbin
高亮

Xiangbin
高亮

Xiangbin
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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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链的二面角 

蛋白质主链的二面角主要包括绕 N-Cα键旋转的扭角 φ、绕 Cα-C 键旋转的扭角 ψ、以

及绕肽键 C-N 旋转的扭角 ω。其中，由于 N-Cα和 Cα-C 键属于可自由旋转的 σ键，φ和 ψ

均可以在 0 度到 360 度间自由取值。而由于肽键 C-N 具有部分双键的特性，理论上 ω只能

取 180 度和 0 度，分别对应肽键的反式和顺式结构。在实际观察高分辨率的蛋白质晶体结

构时发现，肽键并不具有严格的双键特性，即理论上处于肽平面内的原子可以部分偏离平

面， 终使得 ω可以稍稍偏离理论值 180 度和 0 度。高分辨率晶体结构中实际观测到的反

式肽键中，ω往往在 170 度到 180 度间变化。 

a) Ramachandran plot 

蛋白质主链的二面角 φ和 ψ理论上可以在 0 度到 360 度间自由取值。但是根据前面所

述，二面角取值更倾向于形成对位构象，即 φ和 ψ都有 3 个较优的取值点。更重要的是，

φ和 ψ的取值也并不是相互独立的，二者的取值相互影响。印度科学家 Ramachandran

早对 φ和 ψ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以这一研究为基础，人们把 φ和 ψ的取值关系画在

二维图上，称为 Ramachandran plot。Ramachandran 进行的早期研究中，以两端用化学基团

封闭的氨基酸残基（ACE-X-NME，X 为任意氨基酸）为研究对象，使用硬球模型，研究

二肽的 φ和 ψ角的可取值范围。当任意两个原子间的距离小于二者范德华半径之和时，由

该 φ和 ψ值决定的二肽构象被认为是空间上不允许的。根据 Ramachandran 的研究，二维

平面上绝大部分的区域对大部分氨基酸残基（非甘氨酸）都不允许取值。在非甘氨酸残基

的 Ramachandran plot 上，可以看到三个主要的可取值区域，即左上角的 β区域、中间靠左

的 α区域、以及右面较为狭小的左旋 α区域。甘氨酸的 Ramachandran plot 与其它氨基酸完

全不同，其取值区域呈中心对称分布，这主要是因为甘氨酸的侧链只含一个 H 原子，原子

间不易发生空间冲突。此外，甘氨酸无法区分 D 型和 L 型，可以认为是 D 型和 L 型氨基

酸的混合，这导致其 Ramachandran plot 为 D 型和 L 型氨基酸残基的叠加，从而形成了其

对原点中心对称的分布。 

Xiangbin
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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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machandran 早期的研究以简单的分子模型为基础，较好地揭示了 φ和 ψ间的依存关

系。近年来，大量高分辨率蛋白结构的解析，使得人们可以用统计方法更精确地分析 φ和

ψ间的关系。根据对高分辨率蛋白结构的分析，人们发现非甘氨酸的 φ和 ψ的统计分布基

本符合 Ramachandran 的早期分析，即存在 β区、α区和左旋 α区三个允许区域。其中 α区

是残基取值 多的区域，当连续五个以上的残基在这个区域时，即可形成 α螺旋的核心，

并诱导更长的 α螺旋的形成。甘氨酸的 φ和 ψ统计分布也基本呈中心对称分布，这与

Ramachandran 的研究相符。目前的 Ramachandran plot 多指这种从蛋白质结构数据库中通

过统计分析得到的二维 φ和 ψ概率分布图，因为这些数据直接来源于蛋白质结构，而且图

中包含更多的信息（如：概率密度）。 

b) 氨基酸化学特性对 Ramachandran plot 的影响 

初期的 Ramachandran plot 展示了非甘氨酸和甘氨酸在 φ和 ψ取值区域上的不同。随

着大量高分辨率蛋白结构的解析，人们开始系统地分析所有氨基酸的 Ramachandran p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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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目前的研究，二十种氨基酸的 Ramachandran plot 在概率分布上或多或少都有所不同。

但是根据其允许取值区域的分布，大致可以划分成以下四种：甘氨酸、脯氨酸、前脯氨酸

及其它。根据 Richardson 等人的研究（Lovel et al. 2003, Proteins, 50:437-450），脯氨酸的

φ和 ψ取值范围与大多数氨基酸不同，主要因为脯氨酸侧链呈环状结构，这限制了化学键

N-Cα的自由旋转。相应的，脯氨酸中 φ的取值主要在-70 度左右，因此其 Ramachandran 

plot 形成狭长的条带。前脯氨酸（pre-proline）主要指位于脯氨酸 N 端的前一个残基，该

残基的侧链很容易与其后的脯氨酸侧链发生空间冲突，因此这类氨基酸残基的

Ramachandran plot 也与其它的非甘氨酸不同。Richardson 等人还发展了相应的算法

Molprobity，根据统计分析的结果评价蛋白质结构的质量。相应的信息可以在其实验室网

站上得到（http://kinemage.biochem.duke.edu）。总之，氨基酸化学特性对

Ramachandran plot 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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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周围残基对 Ramachandran plot 的影响 

除氨基酸残基本身的化学性质外，其它氨基酸残基的化学性质也影响该残基的 φ和 ψ

概率分布。根据 Sosnick 等人的研究（Jha et al, 2005, Biochemistry, 44(28): 9691-9702），

与目标残基相邻的残基，其化学性质对目标残基的影响较大，这称为 近邻居效应

（Nearest neighbor effect）。Sosnick 等人研究了不同的邻居对同一目标残基的影响，发现

紧邻不同残基时，目标残基的 φ和 ψ概率分布显著不同。如图所示，丙氨酸的概率分布在

其 C 端近邻残基为丙氨酸（左图）和天冬氨酸（右图）时在 β区分别呈单峰和双峰分布。

因此在统计分析 φ和 ψ的分布时，必须考虑到相邻残基的作用。  

（4） 侧链的二面角及其与主链二面角的关系 

通常氨基酸的侧链含有更多的可自由旋转的化学键，因此侧链含的二面角往往比主链

多。侧链二面角统称为 χ，当侧链含有多个二面角时，绕 Cα-Cβ键旋转的二面角命名为

χ1，绕 Cβ-Cγ键旋转的二面角命名为 χ2，以此类推。虽然侧链含有多个二面角，而且每个

二面角理论上可以选取 3-6 个可能的值（或 rotamer），但是这些二面角的取值之间并不是

互相独立的。例如，赖氨酸中共有四个侧链二面角，如果每个二面角都可以独立取值，应

有至少 81 种可能的构象，但是对高分辨率晶体结构的分析发现，只有 14 种取值组合较为

常见。类似的情况在各种长侧链残基中都有发生。 

除了同一残基的侧链二面角间在取值上有一定的相关性外，侧链二面角的取值还受到

主链二面角 φ和 ψ值的影响。Dunbrack 等人系统分析了蛋白质数据库中的现有结构，发现

侧链二面角和主链二面角 φ和 ψ有较强的相关性。依据这种相关性，Dunbrack 等人发展出

名为 SCWRL 的算法，能根据蛋白质主链的构象预测侧链的二面角取向（Krivov G. et al. 

2009, Proteins, 77: 778-795）。根据他们的评测，χ1中 86%可以准确地通过这一算法预测。

该算法可以很好地补充蛋白结构中缺失的某些氨基酸侧链。众所周知，在很多蛋白的晶体

结构中，由于分辨率问题，某些肽段的侧链构象无法观测或不能确定。而用 SCWRL 可以

很好地弥补这一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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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蛋白质二面角的研究中有一点值得注意。通常认为，如果蛋白的主链二面角已知，

即每个残基的 φ，ψ，ω等已知，则蛋白质主链的构象唯一确定。这并不是 100%正确的。

主要原因在于蛋白质结构中化学键的键长和键角虽然与理论值（或模型分子中的值）非常

接近，但是微观化学环境会影响键长和键角并产生小幅度变化。即使精确地知道每个残基

的 φ，ψ，ω值，在计算结构时化学键的键长和键角通常仍采用理论值。这样的误差如果

积累起来，会产生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结果。根据我们所做的实验，以泛素

（ubiquitin）分子为例，我们使用理论上键长和键角的 佳值，结合从三维结构计算出的

φ，ψ，ω值，计算出泛素分子的结构，结果发现计算出的结构与晶体结构有较大的差距

（RMSD > 4 埃）。这说明，蛋白质的结构不完全由二面角决定，化学键的键长和键角所

起的作用是不能忽略的。 

2. 蛋白质的二级结构 

二级结构是指生物多聚物（如蛋白质或核酸）的局域片段所形成的某种三维结构。二

级结构不强调三维空间中的长程相互作用。氢键是形成和稳定二级结构单位的基本作用

力，因此二级结构的类别常常根据链内或链间的氢键模式划分。传统的蛋白质二级结构单

位主要包含 α螺旋和 β折叠片。 

 

α螺旋是由局域残基折叠形成的一种右手螺旋状结构（一圈平均含 3.6 个残基）。在

这种周期性结构中，第 i 个残基的主链羰基氧与第 i+4 个残基的主链氨基形成氢键。α螺旋

广泛存在于蛋白质结构中。蛋白质结构中也存在其它形式的螺旋结构，包括 π螺旋和 310

螺旋，在这两种结构中第 i 个残基分别与第 i+5 个残基和第 i+3 个残基形成氢键。但是，

无论 π螺旋还是 310螺旋在蛋白质的晶体结构中都并不多见，往往只形成一圈左右的螺

旋，因为这两种螺旋在形成长的周期性结构时不如 α螺旋稳定。需要注意的是，α螺旋的

几何排布会形成一种 N 端带正电而 C 端带负电的等价偶极矩，甚至在许多物理模型中，α

螺旋就被简化为从 N 端指向 C 端的长偶极矩。在 α螺旋中产生电荷偶极排布的原因在于每

Xiangbin
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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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残基肽键的规则排布。我们知道，由于原子电负性的不同，肽键中的 O 和 N 原子带一

定负电，而 C 和 H 原子带一定的正电，因此每个肽键都可以近似看作一个从 H 原子指向

O 原子的小偶极矩。在 α螺旋中，所有肽键沿螺旋方向由 N 端向 C 端同向排布，因此整体

上形成一个大偶极矩。 

 

β折叠是由平行或反平行的 β链通过氢键相互作用搭建在一起的。组成折叠片的每条

β链都是一种周期性结构，甚至可以看成平均每圈含 2 个残基的螺旋。单独的 β链不稳

定，需要相邻的 β链通过平行或反平行的方式与其形成周期性的氢键相互作用。虽然 β折

叠在传统定义上被认为是二级结构的一种，但是根据二级结构的严格定义，构成 β折叠的

每条 β链才是真正的局域二级结构单位，而组装成的 β折叠片应属于更高层次的结构单

元。这些会在下面详细论述。 

（1） 局域二级结构定义 

根据蛋白质折叠理论（层级折叠模型 hierarchical model 或扩散-碰撞折叠模型 collision-

diffusion model），在一级序列上距离较近的氨基酸残基会在折叠过程中形成一定的相互

作用，从而组装成较为稳定的二级结构单位，这些二级结构单位会进一步组装成更复杂的

三级结构。因此严格意义上的二级结构单位强调局域性，即在二级结构中形成氢键作用的

残基往往在氨基酸序列上距离较近。局域二级结构定义不仅更符合蛋白质的折叠原理，而

且在信息操作上更方便，因此在生物物理与生物信息学中应用更多。 

根据以上定义，α螺旋显然属于局域二级结构，因为形成氢键相互作用的残基（i 和

i+4）在序列上距离很近。相反，β折叠片则不属于局域二级结构，因为构成折叠片的 β链

间形成氢键相互作用，而这些相互作用的残基往往在一级序列上距离非常远。尤其是平行

式 β折叠中，相互作用的两条 β链间至少有一段较长的 loop 区才能保证两条链按照平行方

式排布。 

（2） 常见局域二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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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α螺旋（α-helix）属于局域二级结构，其特性这里不再赘述。β链（β-

strand）也属于局域二级结构，而且可以通过平行或反平行的方式搭建成 β折叠片。除此

之外，常见二级结构单元还包括转角（turns）和多聚脯氨酸 II 型（polyproline II 或简称

PII）。这两种二级结构在传统生物化学教材中较少提到，我们会在下面详细介绍。 

 

转角通常仅含几个氨基酸残基。通过转角，肽链能够形成 180 度的方向反转。转角在

蛋白质结构中含量不低，晶体结构中超过 10%的残基形成转角。由于转角使肽链的方向反

转，这种结构一般来说分布在蛋白质的表面。根据较严格的定义，形成转角时，首末两个

氨基酸残基（间隔为 1-5 个残基）应形成比较紧密的相互作用（其 Cα距离在 7 埃以内）。

根据间隔的残基数，转角又可以分为 α转角（i 与 i±4 相互作用）、β转角（i 与 i±3 相互作

用）、γ转角（i 与 i±2 相互作用）、δ转角（i 与 i±1 相互作用）和 π转角（i 与 i±5）。其

中在蛋白质结构中 为常见的是 β转角（β-turn）和 γ转角（γ-turn）。β转角通常由四个

残基组成，其中第一、四残基间形成比较紧密的相互作用。另外两个残基（第二、三残

基）则引导肽链的方向发生 180 度转向。β转角通常出现在 β发卡（β-hairpin）结构中。

在此结构中，序列上相邻的两条 β链仅仅间隔两个残基（β转角中的第二、三残基），而

正是这两个残基引发肽链的 180 度转向，使两条 β链可以通过反平行的作用方式形成稳定

的氢键相互作用。β转角又可以分成多种亚型，其中 I、I’、II、II’等亚型较为常见。在这

些亚型中，第一、四残基之间形成氢键。γ转角则由三个残基组成，其中第一、三残基形

成较为紧密的相互作用，而第二个残基单独引起肽链走向的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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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聚脯氨酸 II 型（polyproline II），简称 PII，是近年来发现的一种较为常见的二级结

构。事实上，这种构象在 60 年代就被观测到，并被认为是变性的多肽所采用的主要构

象。但是这些发现被忽略了 30 年。近年来，由于蛋白质去折叠态理论和实验的发展，人

们逐渐认识到，蛋白质在完全变性的条件下大多数残基容易形成这种构象。多聚脯氨酸 II

型结构，顾名思义，是多聚脯氨酸倾向形成的一种左手螺旋结构，其命名有一定的历史原

因。但是形成这种二级结构时，并不要求参与的残基是脯氨酸。实际上，任何残基都有形

成 PII 结构的倾向。在变性条件下，多肽中每个残基都倾向于形成 PII 构象，而连续的 PII

结构就会形成长的左手螺旋。有趣的是，在这种螺旋中，不存在链内的氢键，所有的残基

都与溶剂（水）形成氢键。根据研究，PII 螺旋在所有二级结构单元中与溶剂的相互作用

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种构象大量存在于变性的蛋白质中。因为在蛋白变性时，肽链

几乎放开所有的链内相互作用，而尽量与溶剂形成 优的相互作用。虽然 PII 螺旋多在变

性蛋白中观测到，但是 PII 构象广泛地存在于蛋白质的天然态结构中。在天然态蛋白结构

中，具有 PII 构象的残基往往不形成连续的螺旋，相反，他们通常零星地分布于肽链中。

因为连续的 PII 螺旋无法形成稳定的链内氢键。在蛋白内部的疏水环境中，未形成氢键对

的氢键供体或受体在能量上是不利的。 

除以上介绍的常见二级结构外，其它未定义的二级结构统称为无规卷曲（random coil

或 coil）。 

（3） 二级结构的定量描述 

二级结构在生物物理和生物信息学中要转化为定量信息存储，因此需要定量的方式来

描述。目前蛋白质的二级结构通常以二级结构序列的方式描述。其形式与一级序列类似，

从 N 端到 C 端，每个残基的二级结构单位用一个字母表示，如 H 表示 α螺旋，E 表示 β

链，T 表示转角，P 表示 PII 结构，而 C 表示其它未定义结构（即无规卷曲）。当一个蛋

白的二级结构确定后，可以用一串字符串表示该蛋白从 N 端到 C 端的二级结构组成。字

符串简单、易操作，且储存方便，有利于大量的信息化处理。 

以上的表示方式需要确定蛋白质的二级结构。但是对于已知三维结构的蛋白，其二级

结构是如何确定的呢？根据三维结构确定二级结构的过程称为二级结构计算，这一过程需

要统一的规则或算法实现。当前主要有两种方式进行二级结构计算。第一种方式利用了二

级结构与 Ramachandran plot 的对应关系，通过计算每个残基的二面角归类其二级结构。如

图所示，根据对蛋白质结构的统计分析，蛋白质的二级结构与主链的二面角有一一对应关

系。比如 α螺旋多分布在 φ = -60°和 ψ = -45°这一经典区域附近。其它的二级结构单位，如

平行或反平行 β链以及 PII 结构等，均有其经典区域。由于 α螺旋和 β链是周期性的重复

结构，需要先形成核心区再向两方向扩展。通常，如果连续 5 个以上的残基的 φ和 ψ在 α

螺旋的经典区域，则认为该段序列形成 α螺旋。类似的，如果连续 3 个以上的残基的 φ和

ψ在 β链的经典区域，则认为该段序列形成 β链。其它二级结构，如转角和 PII 结构则不

需要类似的判据，只需要残基出现在相应的二面角区域即可。所有无法归类的残基统一标

记为 C（ c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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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常见的二级结构计算算法主要根据氢键配对的方式和肽链的几何特征判断该残

基属于哪种二级结构。使用该方法的程序 DSSP（Dictionary of the Secondary Structures of 

Proteins）由 Kabsch 和 Sander 在 1983 年发展（Kabsch W. et al. 1983, Biopolymers, 22: 

2577-2637），并在蛋白质领域内广泛应用（http://swift.cmbi.ru.nl/gv/dssp）。目前主流的

二级结构计算多采用此种算法。依据该算法，二级结构共分为 8 类，包括 α螺旋（用 H 表

示）、β桥（链间形成单独桥接氢键的残基；用 B 表示）、伸展的 β链（用 E 表示）、310

螺旋（用 G 表示）、π螺旋（用 I 表示）、氢键形成的转角（用 T 表示）、肽链转向（单

个残基形成的肽链方向改变；用 S 表示）、以及其它（用 C 表示）。根据该算法，给定三

维结构的蛋白质具有确定的二级结构序列。这种使用 8 种字符形成的代表二级结构的字符

串称为二级结构的 Q8 表示法。此外，由于二级结构的实验测定和预测中，不可能如此精

确地把每个残基的 8 种分类清楚明确地测定或预测出来，以上分类也常常简化为三类，包

括 α螺旋（用 H 表示）、伸展的 β链（用 E 表示）以及其他（用 C 表示）。依据这种简

化分类，二级结构序列只含有 3 种字符，因此又称为二级结构的 Q3 表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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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超二级结构与 motif 

超二级结构是二级结构之上的一种结构单元，由序列上距离较近的几个二级结构单位

组装而成。比如两个相邻的 α螺旋通过一段 loop 连接时，可以以反平行的方式形成 α发卡

（α-hairpin）。两个 α螺旋间形成各种长程的弱相互作用（包括范德华力、氢键、静电作

用等），而不是像二级结构中主要通过固定的氢键模式来稳定。 

 

花式（motif）也是在二级结构之上的一种结构单元，它在层次上介于二级结构和结构

域（三级结构）之间，用于描述局部的二级结构单位组装成的更高级的结构。花式和超二

级结构间的区别较为模糊，根据有些科学家的定义，花式包括超二级结构。花式是人们大

量观察不同蛋白质结构时发现的局部二级结构单位的组装规律，许多功能不同的蛋白采用

相同的花式组装。因此花式或超二级结构表现的是蛋白质结构的通用规律，而不能用于预

测蛋白质的生物学功能。另外，结构上的花式（structural motif）和序列上的花式

（sequence motif）往往没有直接关系，不能通过氨基酸序列的排布规律预测其结构花式的

构建方式。常见的结构花式除 α发卡外，还包括 β-hairpin（β发卡）、β-α-β motif、β-

meander、Greek key（希腊钥匙）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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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讲，花式或超二级结构只是人们在研究蛋白质结构时为了方便人为划分的结构

单位。蛋白质在折叠过程中不一定优先形成这些结构，而且这些结构在热力学上也不一定

稳定。因此近年来，花式或超二级结构的研究逐渐减少，更多的研究集中在下面介绍的结

构域（domain）层次。 

3. 蛋白质的三级结构 

蛋白质的三级结构主要指由一条多肽链（亚基）形成的独特空间结构。三级结构的完

整空间描述需要记录每个原子的空间坐标。目前所有解析出的蛋白质结构都存储在蛋白质

结构数据库（Protein Data Bank，简称 PDB）中，可以通过 RCSB 网站获得

（http://www.rcsb.org）。 

蛋白质的每个亚基在折叠过程中都先形成二级结构单位。某些临近的二级结构单位会

自发地组装成稳定的三维构象，称为结构域（domain）。通常一条多肽链上可能含有一个

或多个结构域，这些独立形成的结构域通过松散的 loop 连接。 终这些结构域再通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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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装形成蛋白质的三级结构。虽然结构域只是二级结构和三级结构间的一个结构层次，但

是由于其折叠和进化的独立性以及热力学稳定性，结构域通常作为蛋白质结构研究的基本

单位。研究蛋白质的三级结构在本质上相当于研究一条多肽链上的多个结构域如何组装成

更复杂的空间结构。在比较蛋白质结构时，人们往往先比较各结构域的差别，再比较结构

域间的相互作用。下面我们讲述的蛋白质结构的定量化描述也主要建立在结构域层次上。 

（1） 结构域的热力学定义 

结构域指蛋白质的某一部分序列和结构可以独立于肽链的其它部分而单独存在、进化

及行使功能。通常每个结构域都形成独特的致密三维构象。更为重要的是，结构域具有热

力学稳定性，而且可以独立折叠而成。换言之，如果单独合成组成结构域的氨基酸序列，

并把这段肽段溶入溶液中，该肽段会自发形成稳定的结构域。因此结构域又称为独立的折

叠单位。结构域不仅是蛋白结构的基本单位，而且是蛋白进化的基本单位。多结构域的蛋

白往往由一个或几个结构域编码基因的横向拷贝和独立进化形成。因此在比较蛋白质的进

化关系时，往往不会直接比较全部肽链的氨基酸序列。因为进化上相关的两个蛋白可能在

大部分结构域的序列上相似，但是少数结构域上有不同的进化来源。研究蛋白质进化关系

时较为稳妥的做法是先把蛋白分成结构域，再研究各结构域间序列和结构上的相似性。 

未知结构的蛋白常常根据功能把不同的肽段划分为功能结构域（functional domain），

如 DNA 结合结构域和激活结构域等。如果已知结构，则可以根据结构上的致密程度把肽

链划分为结构结构域（structural domain）。因为通常结构域可以独立折叠成致密结构，因

此可以把单独形成致密结构的部分划分为结构结构域。常用的算法多分析目标部分内部的

相互作用以及目标部分与蛋白其余部分间的相互作用。独立的结构域应形成较多的内部相

互作用，而结构域间的相互作用应远小于内部作用。根据功能划分的结构域常常含有多个

结构结构域。值得注意的是，严格的结构域定义要求其能独立折叠并且热力学稳定。以上

方法，无论从功能划分还是从结构划分，都不能保证这一性质。近期，Rose 等人通过预测

蛋白折叠的热力学性质 m-value 划分结构域，从原理上更符合结构域的热力学定义（Porter 

L. et al. 2012, PNAS, 109: 9420-9425）。 

（2） 结构域的分类描述（SCOP） 

由于结构域是蛋白质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因此，对蛋白质结构的比较和分类主要

在结构域这一层面上。根据解析出的蛋白质结构，人们先把它们划分成结构域，然后通过

结构对比，把主要结构域进行分类研究。目前 权威的结构域分类数据库是 SCOP

（Structural Classification Of Protein domains; http://scop.mrc-lmb.cam.ac.uk/scop）。该数据

库由 Alexei Murzin 等人发起，以熟悉蛋白质结构的专家识别为主，将现有结构域按照类

（class）、折叠子（fold）、超家族（superfamily）和家族（family）四个层次逐层分类

（Murzin A. et al. 1995, J. Mol. Biol., 247: 536-540）。 

类（class）层次是 高的层次，也是蛋白质结构分类的第一步，主要根据结构域的二

级结构成份分为 α螺旋结构域、β折叠结构域、α/β结构域、α+β结构域（构成结构域的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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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和 β链可以依据一级序列分开）、以及其它一些小的类别。其中 α螺旋结构域要求构

成结构域的二级结构单位以 α螺旋为主，β折叠结构域则要求其二级结构单位以 β链为

主。α/β结构域中同时含有 α螺旋和 β链，但是构成结构域的 α螺旋和 β链以类似于 β-α-β

花式的方式在一级序列上交错出现，或者 β链间形成平行 β折叠片。α+β结构域中同样含

有 α螺旋和 β链，但是构成结构域的 α螺旋和 β链可以依据一级序列分开，或者 β链间形

成反平行 β折叠片。其它的一些类别包括多结构域蛋白、膜和细胞表面蛋白及多肽、小蛋

白、Coiled-coil 蛋白、低分辨率蛋白结构、多肽和片段、以及人工设计蛋白等。由于这些

类别中含有的蛋白数目有限，因此不再赘述。 

结构域分类后，即可依据构成结构域的二级结构单位在空间上排布的拓扑结构进一步

划分。在这个层次上，每个类别称为折叠子（fold）。具有相同二级结构的蛋白只有当它

们的二级结构单位按照同样的排布方式形成同样的拓扑结构时，才称为属于同一个折叠

子。属于同一个折叠子的蛋白质在三维结构上非常相似，而主要的区别可能集中在连接各

二级结构单位的 loop 区。折叠子是完全依据结构划分蛋白质结构域的层次，因此也是结构

预测和结构分析中 为重要的一个层次。目前已经解析出的蛋白结构已经超过 9 万个，但

是折叠子的数目仅仅略微超过 1000 个。近年来解析出的采用新的折叠子（novel fold）的

蛋白结构越来越少。因此人们倾向于认为，自然界只采用有限的折叠拓扑结构（即折叠

子）来安排蛋白质行使功能。这为蛋白质的结构预测提供了一定的便利条件。比如，结构

预测中比较重要的穿线法（threading）就假设目标蛋白必然采取已知的折叠子结构，并通

过与已知折叠子的一一对比，预测蛋白的结构。有趣的是，自然界所未采用的很多折叠拓

扑结构可以使蛋白稳定折叠。Baker 等人通过计算机算法设计一种自然界未采用的折叠

子，并优化了氨基酸序列来稳定蛋白的结构。解析出的晶体结构也确实采用了这种折叠结

构，而且蛋白能够稳定折叠并行使功能（Kuhlman B. et al. 2003, Science, 302(5649): 1364-

1368）。因此自然界为何不采用这些折叠子就成了未解之谜。 

属于同一个折叠子的蛋白质结构域又可以依据可能的进化关系进一步分类成超家族

（superfamily）。属于同一个超家族的蛋白序列上的相似度可能不高，但是很可能有共同

的进化祖先。在超家族的基础上，再把蛋白质结构域按照氨基酸序列的相似度进一步划分

为家族（family）。原则上，属于同一家族的蛋白的氨基酸序列相似度应超过 30%。有些

特殊的家族成员，序列相似度稍低（>15%），但是具有同样的进化祖先，并行使同样的

生物学功能。 

SCOP 数据库把蛋白质结构域分类后，给每个蛋白结构域赋予一个 ID，用以描述其结

构分类特征。比如：a.1.1.1 中的四级分类信息用字母或数字表示，并以点号分开。其中 a

代表 α螺旋结构域（类），后面的三个 1 分别代表 Globin-like fold（折叠子）、Globin-like 

superfamily（超家族）以及  Truncated hemoglobin family（家族）。 

（3） 其它分类描述 

除 SCOP 外，还有一些其它的蛋白质结构分类数据库，其中常见的包括 CATH 和

FSSP。我们这里只做简单介绍。CATH 数据库（http://www.cathdb.info）把蛋白质结构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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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构架（ architecture）、拓扑结构（topology）、超家族（superfamily）和非冗余序列

（non-redundant sequences）四类。这种分类与 SCOP 类似。主要区别在于 SCOP 数据库以

人为的分类为主，而 CATH 则采用一半人为一半通过计算机程序识别的方法。因此 CATH

的更新速度较快，新解析出的蛋白结构很可能在 SCOP 中找不到，但是搜索 CATH 数据库

时应该能找到。FSSP 数据库（http://www.ebi.ac.uk/msd-srv/ssm）是一种全自动的蛋白质结

构分类数据库。该数据库依据蛋白质结构比较程序 DALI 对已有的蛋白质结构进行两两比

较，然后根据任意两个蛋白间的结构相似度，把这些蛋白质划分为不同的类别。 

（4） 分类描述与功能的关系 

对一个序列和结构已知但功能未知的蛋白，如果要预测其功能，通常从序列和结构两

方面分别出发，搜索数据库，寻找与目标蛋白相似的已知功能的蛋白。功能相似的蛋白如

果在进化上距离较近，那么二者的氨基酸序列往往较为相似，因此通过一级序列的比对一

般能较快地得到目标蛋白的功能信息。此外，由于结构是蛋白质行使功能的基础，因此功

能相似的蛋白往往结构上也非常相似。对有些目标蛋白，在序列数据库中找不到序列高度

相似且功能已知的对象，则可以搜索结构数据库，分析与目标蛋白结构相似的蛋白的生物

学功能，这样也许能为功能的分析提供一定的线索。目前主要的蛋白质结构分类数据库

（SCOP、CATH 和 FSSP）都支持结构比对。使用者只需在网页上提交结构的 PDB 文

件，计算机程序会自动搜索并预测该目标结构属于哪一个结构类别。通常在 SCOP 中属于

同一个家族的蛋白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功能。 

（5） 结构域与三级结构的关系 

显而易见，蛋白质在折叠过程中预先形成结构域，这些结构域通过空间组装形成三级

结构。因此结构域是组成三级结构的基本单元。由于蛋白质的进化和折叠是建立在结构域

基础上的，因此在比较蛋白质结构时往往先把肽链划分为结构域，再比较结构域在结构和

组装上的相同和不同。结构域与三级结构的关系类似于三级结构与四级结构的关系。如果

把连接结构域的多肽去除，那么每个结构域就独立形成三级结构，而它们仍然可以通过的

空间组装，形成特定的三维结构（四级结构）。因此，结构分析多在结构域而非三级结构

的层次上进行。当前蛋白质结构的预测也主要在结构域的层面上进行。而结构域通过空间

组装形成三级结构则属于蛋白-蛋白相互所用和分子对接的研究范畴。 

4. 蛋白质的四级结构 

蛋白质的四级结构指具有多亚基的蛋白，其所有亚基在分别形成三级结构后，组装在

一起形成复杂的复合体结构。例如，血红蛋白由四个亚基通过空间组装形成复杂的四聚

体，并能通过构象变化行使功能。再比如，核糖体是由多个蛋白质和 RNA 的亚基组装在

一起形成的复杂的复合体结构。复合体结构的解析已经成为当前结构生物学的前沿和热

点。因为游离亚基在完成空间组装时往往发生一定的构象变化，而这些构象变化正是复合

体（而非单体）能行使生物学功能的结构基础。遗憾的是，通过分子对接预测复合体的结

构仍然在相对初级的阶段（预测准确度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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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核酸的结构基础及定量描述 

在生物学功能方面，核酸不仅可以储存遗传信息，而且参与遗传信息传递的各个方

面，包括转录、剪切、修饰、翻译和翻译后修饰。此外，核酸作为催化分子还可以催化化

学反应，比如核糖体。在行使生物学功能时，核酸仍然需要形成特定的三维结构，即结构

也是核酸分子行使功能的基础。核酸与蛋白质相似，都是由基本的结构单元依照线性排布

形成的化学多聚物。因此核酸也具有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结构。核酸的高级结构在生

化课程中很少介绍，这里我们会比较详细地讲解其结构并做定量描述。 

1. 核酸的一级结构 

（1） 定义及化学性质 

核酸是由核苷酸线性排布所组成的线性分子（从 5’端到 3’端）。因此核酸的一级结构

指核苷酸的排列顺序，包括各原子间的化学连接和特性。核苷酸由三部分构成：核糖（或

脱氧核糖）、磷酸和碱基。相邻的核苷酸的 5’和 3’羟基通过与磷酸脱水形成二酯而形成线

性排布。在 DNA 或 RNA 中，核糖（或脱氧核糖）与磷酸形成的链状结构称为其主链

（main chain），而碱基则形成核酸的侧链（side chain）。与蛋白相似，确定每个核苷酸

化学特性的是其侧链，即碱基。核酸的碱基分为嘌呤（purine）和嘧啶（pyrimidine），其

中嘌呤由 9 元环构成而嘧啶由 6 元环构成。碱基通过糖苷键与核糖的 C1’连接在一起。需

要注意的是，DNA 中使用的胸腺嘧啶（thymine）是以 RNA 中尿嘧啶（uracil）为基础，

并在 C4位进行甲基化形成的。核酸中除 5 个常用碱基（adenine, guanine, cytosine, uracil, 

thymine）外，还存在多种修饰碱基，如黄嘌呤、次黄嘌呤、7-甲基鸟嘌呤、二氢尿嘧啶以

及 5-甲基胞嘧啶等等。此外，尿嘧啶通过 N3而非 N1与核糖形成糖苷键时，称为假尿嘧啶

（pseudouracil）。 

核酸中的碱基都是杂环的平面结构分子。无论嘌呤还是嘧啶，都具有共轭体系，π电

子在平面内自由运动。因此碱基之间如果重叠堆积排布，会形成很强的 π-π堆积作用（π-π 

stacking），这是稳定核酸二级结构的重要因素，并将在下面的内容里详细介绍。 

（2） 内坐标及二面角描述 

a) 主链、糖环及糖苷键上的二面角 

与蛋白质类似，核酸的结构也可以通过内坐标进行描述。不同的是，在核酸中存在多

个可以自由旋转的 σ键。如图所示，沿主链从一个核苷酸的 5’端向 3’端观察，可以陆续看

到绕 P-O5’，O5’-C5’，C5’-C4’，C4’-C3’，C3’-O3’，O3’-P 等各个 σ键旋转的二面角，分别称

为 α，β，γ，δ，ε，ζ。这些键除 C4’-C3’键由于糖环的限制不能完全自由旋转外，其他二面

角都可以在 0 度到 360 度间自由取值。此外，核糖虽然是五元环结构，但是成环的各个键

都是 σ键，因此绕各条键旋转的二面角（分别命名为 ν0，ν1，ν2，ν3，ν4）也有一定的旋转

自由度。此外，碱基和糖环间形成的糖苷键也是 σ键，绕该键旋转的二面角为 χ。χ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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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可以引起碱基形成 anti 和 syn 两种构象，分别对应于  18090  以及

 900  。 

 

 

总体看来，核酸主链上可以旋转的化学键远多于蛋白质。因此使用内坐标描述核酸结

构时变量的个数也较多。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核酸的结构预测比蛋白质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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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糖环褶皱（sugar pucker） 

核苷酸的核糖（或脱氧核糖）是五元环，也具有多种构象。在研究糖环结构时，通常

以 C1’，C4’，O4’这三个原子所确定的平面作为参考平面，碱基出现的一侧称为内侧（endo 

face），而另外一侧则称为外侧（exo face）。糖环形成不同构象时，考察 C2’和 C3’两个原

子出现在哪一侧，并用 endo 和 exo 来描述该原子的相对位置。比如 C2’出现在内侧时，C3’

多出现在外侧，因此 2’-endo 和 3’-exo 对应同一种构象。同样的，当 C3’出现在内侧时，

C2’多出现在外侧，因此 2’-exo 和 3’-endo 也对应同一类构象。具体形成 2’-endo 或 3’-

endo 中的哪种，可以通过糖环上 5 个二面角（ν0，ν1，ν2，ν3，ν4）的计算得到。我们知

道，由于环状结构的限制，糖环上的五个二面角在取值时有一定的相关性。根据理论研

究，可以使用结合 5 个二面角的整合参数 Ψ来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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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值在 0 度与 36 度之间时，糖环为 2’-endo 构象，而

当 Ψ取值在 144 度与 180 度之间时，糖环为 3’-endo 构象。 

 

糖环的皱褶还受到取代基团的影响。在 DNA 中由于 C2’上连接一个氢原子，因此 C2’

原子既可以出现在内侧（2’-endo），也可以出现在外侧（3’-endo）。但是在 RNA 中由于

C2’原子上的 H 原子被羟基取代，当 C2’原子出现在内侧时，羟基容易与内侧的碱基发生空

间冲突，因此 RNA 的糖环无一例外地采用 3’-endo 构象。糖环构象的区别也造成 RNA 容

易形成 A 型双螺旋的二级结构，而 DNA 容易形成 B 型双螺旋的二级结构。 

2. 核酸的二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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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酸的二级结构的划分与蛋白质有所不同。在蛋白质中，确定二级结构时主要考虑氢

键的形成模式，重要的重复性二级结构单位（如 α螺旋或 β链）都能在链内或链间形成大

量的氢键。与此不同的是，在考量核酸的二级结构时，则多考虑链内或链间的碱基配对方

式。这种不同的考虑模式对核酸的三级结构研究也适用。核酸的二级结构指一个分子或一

组相互作用的分子内的碱基配对，而且二级结构可以图示为一系列配对的碱基。 

此外，DNA 和 RNA 的二级结构通常有较大差别。DNA 主要通过完全的碱基配对形成

双链的双螺旋结构。RNA 是单链分子，而且由于 RNA 糖环上 C2’连接羟基，可以提供比

DNA 更多的氢键供体和受体，因此通常形成更为复杂的碱基配对形式。 

在这里，我们主要讲述三种常见的核酸二级结构：双螺旋（double helix）、茎环结构

（stem-loop）和假节（pseudo-knot）。 

（1） 双螺旋（duplex） 

a) 双螺旋的几何特性 

双螺旋是 DNA 和 RNA 中一种主要的二级和三级结构，通常由反平行的两条核酸链通

过碱基配对形成。常见的双螺旋有三种，即 A 型、B 型与 Z 型。前两种都是右手螺旋，而

后一种是左手螺旋。虽然 DNA 可以形成任何一种螺旋，但是 B 型双螺旋是其 稳定的构

象。只有当湿度下降（脱水）时，DNA 才倾向于形成 A 型或 Z 型双螺旋。不同于 DNA，

RNA 则偏向于形成 A 型双螺旋。其原因就在于二者糖环皱褶（sugar pucker）的不同。我

们知道 RNA 的糖环 C2’上有一个羟基，因此只能采取 3’-endo 的构象，这种糖环皱褶恰恰

对应于 A 型双螺旋。 

在 B 型双螺旋中用大沟（major groove）和小沟（minor groove）来描述双螺旋暴露出

来的部分，其中大沟较宽且较深，能提供与其它配体分子相互作用的空间，而小沟则较窄

且较浅。大沟和小沟的这种直观定义在生物物理和生物信息学中不太适用。在后面的讲述

中，我们会定量描述双螺旋中大沟和小沟的定义。简而言之，如果把碱基的侧面分为三面

（Hoogsteen 侧，Watson-Crick 侧和糖环侧），大沟应对应于 Hoogsteen 侧的原子，而小沟

则对应与糖环侧的原子。这些会再后面详细讲述。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不能仅通过形

态来区分大沟和小沟。因为如果用同样的碱基面来定义，那么大沟在 A 型双螺旋中反而较

窄且较浅，相反小沟则较深且较宽。这也解释了为何 RNA 与配体的相互作用多发生在小

沟中。 

DNA 双螺旋中的碱基配对是 Watson-Crick 碱基对，即两条反平行的核酸链各提供一

个碱基形成氢键配对。其中腺嘌呤和胸腺嘧啶配对形成两条氢键（A=T），而鸟嘌呤则与

胞嘧啶配对形成三条氢键（G≡C）。在 RNA 中 A=T 碱基对则相应变为腺嘌呤与尿嘧啶的

配对（A=U）。在观察核酸结构时，我们会发现，碱基可能的配对方式远不止以上几种，

比如在密码子（mRNA）的第三位与反密码子（tRNA）的第一位就可以形成 G=U 这样的

配对。但是为什么这种配对在双螺旋中不出现呢？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双螺旋是长的重

复性结构，因此在几何上要求其内部所有碱基对所连接的糖环在空间上的距离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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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和 G≡ C 这样的 Watson-Crick 碱基对在空间上匹配 好，因此只要碱基配对满足

Watson-Crick 原则，核酸就可以形成很长的双螺旋结构。其它的碱基对在几何尺度上与

Watson-Crick 碱基对有一定差别。比如我们后面要提到的 A=A 碱基对，就远大于 Watson-

Crick 碱基对，这样的碱基对插入双螺旋后，会破坏双螺旋的局部结构，形成突起

（bulge）。 

核酸中的每个碱基都属于共轭系统的平面结构，因此在简单的物理模型中，可以把每

个碱基简化为一个长方体。由于双螺旋是重复性结构，其几何特征主要由每个碱基对中两

个碱基的相对位置和相邻碱基对的相对位置决定。如图所示，有多种几何参数可以描述以

上两种相对位置，而 A、B 或 Z 型螺旋的经典结构都具有特定的几何参数值。具体的参数

选择我们这里不再赘述，但是需要强调三种螺旋中糖环皱褶和糖苷键二面角不同。在 A 型

和 B 型螺旋中，糖苷键都呈 anti 构象，但是在 Z 型螺旋中糖苷键的二面角是 anti 和 syn 的

混合型。糖环褶皱在 A 型双螺旋中呈 3’-endo 构象，而在 B 型双螺旋中呈 2’-endo 构象。

此外，在 Z 型双螺旋中糖环皱褶是 3’-endo 和 2’-endo 的混合。 

 

 

b) 稳定双螺旋的作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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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双螺旋中存在大量的碱基对，所以稳定双螺旋的一种重要的作用力是氢键。由于

双螺旋中 GC 碱基对间有三条氢键，而 AT 碱基对间有两条氢键，因此当 DNA 中含有 GC

碱基对较多的序列时分子更稳定。这在 DNA 变性的增色实验中得到清晰的反应。生理温

度时，DNA 形成双螺旋，杂环的碱基由于堆积作用相互遮挡，因此使得分子在近紫外区

的吸光值较小。升温时，DNA 变性而失去双螺旋结构，从而使大量碱基暴露在溶液中，

因此吸光值增大。这种增色效应可以观测 DNA 分子随温度升高而失去天然构象的过程。

吸光值升高的曲线的中点温度为融化温度（melting temperature）。当 DNA 中含有较多

GC 碱基对时，融化温度会显著升高，说明这样的双螺旋在热力学上更稳定。需要注意的

是，氢键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稳定双螺旋的结构，但是在数值上对核酸分子稳定性的贡

献并不显著。虽然形成双螺旋时，碱基间通过氢键形成相互作用，似乎能大幅稳定核酸的

结构。但是，核酸在形成双螺旋前，其碱基的氢键供体和受体也会与溶剂（水）形成多个

氢键。因此，在双螺旋形成的过程中，系统中氢键的总数目变化不大。当然，由于碱基间

的氢键在热力学上比碱基与水间的氢键稍稍稳定一些，氢键仍然对双螺旋的稳定起到一定

的作用。但是其贡献的绝对值比想象的少得多。氢键在核酸（或蛋白）折叠中的主要贡献

不是稳定其天然态结构，而是指导分子形成特定的结构，即分子构象的专一性。换言之，

如果没有碱基间的合理氢键配对，核酸分子也可以形成某些较为稳定的构象，但是却无法

形成能行使生物学功能的构象，如含 Watson-Crick 碱基对的双螺旋。 

既然氢键在稳定双螺旋构象方面的贡献不大，那么是什么作用起到 大的贡献？实际

上，由于核酸中的碱基是平面结构，因此这些碱基在堆积时，相邻的碱基层间会形成很强

的碱基堆积作用。这种作用主要源于共轭平面系统中的离域 π电子。当平面共轭结构平行

堆积时，二者的离域 π电子间可以通过轨道的重叠，而形成一种较强的非共价相互作用。

这种 π电子间的相互作用通常称为 π-π相互作用，在核酸中则称为碱基堆积作用。碱基堆

积作用的贡献在数值上强于氢键。在双螺旋中，每层的碱基对几乎平行，并形成大面积的

相互覆盖，因此碱基堆积作用的绝对数目也很多。综合来说，碱基堆积作用是稳定核酸双

螺旋结构的主要因素。 

（2） 茎环结构（stem-loop） 

茎环结构，也称做发卡（hairpin）或发卡环（hairpin loop），多发生在单链 DNA 中，

当然在 RNA 中更常出现。这种结构通常由具有回文结构的核酸单链构成。即在单链中，

间隔几个核苷酸的两部分序列在碱基配对方面互补，能形成完美的 Watson-Crick 碱基对。

这些互补的序列相互组合形成双螺旋结构，构成茎环结构的茎部，而间隔的数个核苷酸则

形成茎环结构的环部。茎环结构是 RNA 二级结构的基本单元，是 RNA 二级结构图谱中

常见的结构之一。 

（3） 假节（Pseudoknot） 

假节是一种较为复杂的核酸二级结构单位。在假节中通常含有至少两个类似茎环结构

的核酸序列，但是这两部分序列并不单独形成茎环结构。相反，二者交叉形成碱基配对，

从而组成一种复杂的拓扑结构。如图所示，假节通常含有四个可以形成碱基配对的序列。

在茎环结构中，相邻的配对序列形成局部双螺旋。但是在假节中，序列 1 与 3 间形成碱基

配对，而且序列 2 与 4 间也形成配对。这样核酸链形成一种类似于节状物的三级结构。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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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核酸单链往往不形成闭合的环形链接，这种类似于蝴蝶结的结构在拓扑上是可以在不打

断核酸链的基础上解开的，因此称为假节。由于包含了一些非局域的碱基配对（如序列 1

与 3），假节结构的复杂程度远高于茎环结构，因此也成为当前核酸二级结构预测中的难

点。 

 
3. 核酸的三级结构 

核酸的三级结构指 DNA 或 RNA 形成的精确的三维构象，包括每个原子的坐标。核酸

分子（如 RNA）需要形成特定的天然态结构去行使生物学功能。与蛋白不同，核酸中较

为独特的结构特征是碱基的配对。因此在讲述核酸的三级结构时，我们要先详细阐述核酸

中碱基配对的方式，然后根据碱基配对方式列举一些常见的核酸结构类别。 

（1） 常见碱基配对方式 

在复杂的核酸结构（如 RNA 的三级结构）中，存在多种碱基间的配对模式。其中

基本的碱基配对方式为传统的 Watson-Crick 碱基对，即经典双螺旋结构中 AU（DNA 中为

AT）和 GC 碱基配对。如前所述，Watson-Crick 碱基对在空间上匹配较好，能满足双螺旋

在空间上形成长的重复性单位的要求，因此在 DNA 或 RNA 的局部双螺旋中仍然大量出

现。 

 
在 RNA 中常见的另一类碱基配对模式为 wobble 碱基对（wobble pair）。这类碱基对

与传统的 Watson-Crick 碱基对非常类似，只不过不形成 AU 或 GC 的组合。形成碱基对的

碱基主要包括次黄嘌呤（hypoxanthine 或 inosine，简称 I）和其它四中传统碱基（A、U、

G 和 C）。 终形成的碱基对（GU、IC、IU 或 IA 等）在热力学稳定性上与 Watson-Cr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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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基对相似。Wobble 碱基对在密码子和反密码子的作用中经常出现在 mRNA 密码子的第

三位和 tRNA 反密码子的第一位，从而造成遗传密码的简并性。此外 GU 碱基对在 RNA

的多种结构中经常出现。 

 
除以上两种碱基配对模式外，核酸中还存在大量的 Hoogsteen 碱基对。仔细对比

Hoogsteen 碱基对和 Watson-Crick 碱基对发现，二者使用不同的原子组形成氢键。Watson-

Crick 碱基对中，碱基使用侧面的氢键供体和受体形成氢键，而在 Hoogsteen 碱基对中，碱

基使用顶面（远离核糖的一面）的原子形成氢键。因此在后续的结构分析中，碱基的侧面

被称为 Watson-Crick 侧，而顶面则称为 Hoogsteen 侧。碱基的底面（靠近核糖的一面）则

称为核糖侧。此外，在 Watson-Crick 碱基对中，配对碱基的糖苷键都采取反式（anti）构

象。相反，在 Hoogsteen 碱基对中，由于碱基使用顶面的原子形成氢键，其中一个碱基必

须进行 180 度的旋转，造成配对的碱基一个采取反式（anti）糖苷键而另一个采取顺式

（syn）糖苷键。Hoogsteen 碱基对经常出现在 RNA 或 DNA 的三螺旋或四螺旋中。在三螺

旋中，第三条核酸链进入双螺旋的大沟（major groove）。双螺旋的碱基使用碱基的

Watson-Crick 侧相互形成氢键，而 Hoogsteen 侧的氢键受体和供体还暴露在外。因此，第

三条核酸链的碱基与双螺旋中的 Watson-Crick 碱基对可以在 Hoogsteen 侧形成氢键，从而

形成稳定的结构。值得注意的是，在定义双螺旋的大沟时，也主要以碱基的 Hoogsteen 侧

为标准。Hoogsteen 碱基对在 RNA 的三级结构中非常常见。此外，在 Hoogsteen 碱基对

中，当一个碱基旋转 180 度时，两个碱基仍然能使用 Hoogsteen 侧进行氢键配对，这样的

碱基对称为反 Hoogsteen 碱基对（reverse Hoogsteen base p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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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上介绍的常见碱基对外，核酸中还存在大量的其他碱基配对模式。碱基配对以氢

键为主。如图所示，碱基具有三个侧面，即 Hoogsteen 侧，Watson-Crick 侧，以及糖侧。

前两个侧面都可以通过氢键形成碱基配对。碱基使用 Watson-Crick 侧形成 Watson-Crick 碱

基对和 wobble 碱基对，使用 Hoogsteen 侧形成 Hoogsteen 碱基对和反 Hoogsteen 碱基对。

由于 RNA 的核糖在 C2’位上连接羟基，RNA 的糖侧也存在大量的氢键配体和供体，因此

RNA 还可以使用糖侧形成碱基配对。  

 
总体来说，在 RNA 中每个碱基可以简化为一个三角形，其三个边分别代表上述的三

个含氢键供体和受体的侧面。RNA 结构中，配对的碱基可以通过三角形的任何两边形成

氢键相互所用。而且在形成碱基对时，两个碱基可以以顺式或反式模式配对。经排列组合

枚举后发现，碱基配对的方式共有 12 种，其中任何一种在 RNA 三级结构中都可以找到实

例。由此可见，RNA 可以通过花样繁多的碱基配对方式形成多样化的结构。而在 RNA 三

级结构中 为重要的结构因子就是碱基的配对模式。下面我们会简单介绍几种常见的

RNA 三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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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常见 RNA 三级结构 

a) 螺旋结构 

双螺旋不仅是核酸的主要二级结构，也是 DNA 的常见三级结构之一，这里我们不再

赘述。除双螺旋外，核酸中还会形成大量的三螺旋（triplex）甚至四螺旋（quadruplex），

下面我们分别介绍。 

三螺旋是由三条核酸链相互缠绕而形成的螺旋结构，又分为大沟三螺旋和小沟三螺

旋。在大沟三螺旋中，第三条核酸链缠绕到双螺旋的大沟中，其碱基与双螺旋中的

Watson-Crick 碱基对在碱基的 Hoogsteen 侧形成 Hoogsteen 或反 Hoogsteen 氢键。大沟三螺

旋在 DNA 中较为常见，因为 DNA 双螺旋采取 B 型结构，其大沟较深且较宽。相反，

RNA 双螺旋多采取 A 型结构，其大沟（与碱基 Hoogsteen 侧对应）较窄且较浅，不适于第

三条核酸链的结合。小沟三螺旋，顾名思义，则是由第三条核酸链缠绕到双螺旋的小沟中

形成的结构。小沟对应碱基的糖侧，由于 DNA 的脱氧核糖的 C2’上连接的不是羟基，不能

参与氢键，因此小沟三螺旋是 RNA 中特有的结构。在这种结构中，第三条链的碱基可以

通过糖侧与双螺旋中的 Watson-Crick 碱基对形成氢键作用。此外，由于 RNA 的小沟较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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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较深，第三条链缠绕进来以后，不仅可以在碱基方面形成合适的氢键作用，而且核酸的

链间也能形成合适的范德华作用、静电作用与疏水作用，因此小沟三螺旋在 RNA 三级结

构中较为常见。比如，I 型内含子、II 型内含子以及核糖体中都含有小沟三螺旋。 

四螺旋是由四条核酸链缠绕而形成的螺旋结构，在 DNA 和 RNA 中都有例子出现。局

部形成的四螺旋可以参与配体的结合，也能稳定核酸的三级结构。这里我们举一个四螺旋

的例子：鸟嘌呤四螺旋。如图中所示，四条核酸链各贡献一个鸟嘌呤，且每两个鸟嘌呤相

互之间以 Watson-Crick 侧和 Hoogsteen 侧形成氢键作用。鸟嘌呤四螺旋经常作为单价阳离

子（如钾离子）的结合位点。 

 
b) 共轴堆积（coaxial stacking） 

共轴堆积指两个独立的 RNA 双螺旋在空间上纵向堆叠到一起，其中一个双螺旋的底

部叠放在另一个双螺旋的顶部，且两个螺旋的长轴几乎重合。这种结构主要通过两个螺旋

界面上的碱基堆积作用来稳定。共轴堆积的一个例子是 tRNA。众所周知，tRNA 的二级结

构呈三叶草状，含有三个茎环结构，分别为反密码子环、TΨC 环和二氢尿嘧啶环。此外，

tRNA 还含一个受体臂（acceptor arm）。三个茎环结构的茎部和受体臂都形成 A 型双螺

旋。这些二级结构通过空间组装形成更为紧密的倒 L 型三级结构，其中反密码子环（蓝

色）和二氢尿嘧啶环（橙色）的茎部双螺旋就可以通过共轴堆积形成 L 型结构的一条边，

同时 TΨC 环（青色）的茎部双螺旋和受体臂（紫色）通过共轴堆积形成 L 型结构的另一

条边。近年来，随着更多 RNA 晶体结构的解析，人们发现共轴堆积广泛存在于核糖酶

（ribozyme）的高级结构中，比如自剪切的 I 型和 II 型内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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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其它常见结构 

 
这里我们只列出一些常见的 RNA 结构花式（motif）。首先介绍 tetraloop 受体相互作

用模式。Tetraloop 通常形成在茎环结构的环部，由四个核苷酸构成，如 GAAA tetraloop。

第一、四个核苷酸的碱基间可以形成氢键，其它碱基都成平行排列。Tetraloop 中的碱基可

以插入其它 RNA 螺旋的小沟中，并通过糖侧的氢键与其它碱基发生作用。Tetraloop 及其

受体的相互作用是 RNA 分子识别中常见的作用模式。Tetraloop 的受体通常为双螺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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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AA tetraloop 中的三个腺嘌呤插入双螺旋的小沟中，就会形成局部三螺旋结构，这种结

构也称为 A-minor motif。 

 
另一种常见的结构模式是核糖拉链（ribose zipper）。在这种结构模式中，两条 RNA

链可以通过核糖 C2’位的羟基交互形成氢键。羟基中的 O 原子可以作为氢键的受体，而 H

原子可以作为氢键供体，因此为核糖拉链结构提供了化学基础。 

（3） 离子在 RNA 折叠中的作用 

与蛋白不同，RNA 的正确折叠往往需要阳离子的参与。主要原因是由于 RNA 主链上

含有大量的负电基团（磷酸），当 RNA 折叠成致密的三级结构时，这些负电基团间的静

电排斥作用会影响分子构象的稳定性。因此当溶液中含有阳离子时，这些离子会吸附到分

子表面，并消除负电基团的静电排斥，从而稳定 RNA 的天然态结构。常见的阳离子包括

单价离子（如钠离子和钾离子）、二价离子（如镁离子、钙离子和锰离子）以及多价离子

（如精胺等）。通常单价离子只能松散地结合在 RNA 分子表面，所以不能有效地稳定

RNA 分子。所以 RNA 的正确折叠往往需要二价或高价阳离子的参与。在这些二价或高价

离子中，镁离子被认为是对 RNA 折叠 重要的离子。许多 RNA 分子只有在镁离子存在时

才能正确折叠。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镁离子能与 RNA 中电负性较高的原子形成较强的

配位作用。这种配位作用比一般的静电作用强，且有一定的共价键特性。总之，阳离子的

存在对 RNA 的折叠是必不可少的。 

4. 核酸的四级结构。 

核酸的四级结构在定义上与蛋白质的四级结构类似，都指核酸的单体可以相互间或与

蛋白质通过空间组装，形成更复杂的复合体结构，比如核糖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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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蛋白质的结构预测 

1. 蛋白质折叠与结构预测：为什么预测结构？ 

蛋白质折叠问题研究的是蛋白质如何从无规的肽链通过自发折叠形成特定的三维结构

的过程。这一过程与众多的生命活动相关，比如新生成的肽链在细胞中可以自发折叠成有

功能的结构。另外，当蛋白质从一个细胞器转移如另一个细胞器时往往需要跨膜，在穿膜

的过程中，蛋白质往往先解折叠，形成长的肽链，在穿膜后再自发折叠成有功能的构象。

蛋白质折叠问题是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学的基础问题之一，如果了解了这一过程，人们就

可以更好地设计蛋白质。更重要的是，很多疾病与蛋白质的错误折叠相关，比如阿尔海默

氏综合征（即老年痴呆症）就是由于蛋白错误折叠并聚集而产生的。因此了解蛋白质折叠

的机理也有利于对这些疾病的治疗。 

众所周知，结构是生物分子行使生物学功能的基础。了解蛋白质的结构有利于我们更

深入地认识其工作机理。伴随近年来结构生物学的快速发展，解析出结构的蛋白质数量呈

指数增长。但是由于测序技术（尤其是深度测序技术）的发展，结构解析的速度仍然远远

落后于序列测定的速度。如何有效地弥补这一差距呢？蛋白质结构预测也许是解决途径之

一。因为蛋白质的结构信息都包含在其氨基酸序列中，因此，原则上人们可以通过氨基酸

序列预测蛋白质的结构。更重要的是，蛋白质结构预测本身也是人们认识蛋白质折叠过程

的一种途径，因为自然界中的蛋白质能自发折叠，而这种折叠的机理如果引入到结构预测

中则可以大幅提高结构预测的精度。总而言之，从几个角度看，蛋白质结构预测都是蛋白

质研究中必不可少的重要领域。 

2. 蛋白质的结构预测基础 

众所周知，根据 Anfinsen 等人的研究，蛋白质的一级序列决定其三维结构，这一理论

称为 Anfinsen 法则。在这里，我们将详细讲述 Anfinsen 法则的严格科学定义，并探讨其

适用性，比如是否有例外出现。Anfinsen 法则是一切结构预测的基础，因此我们也会据此

探讨蛋白质结构预测的挑战和难点。 

（1） Anfinsen 法则的严格定义 

虽然简而言之，Anfinsen 法则描述的是蛋白质的一级结构决定其三维构象，但是这样

的论述是有前提条件的。根据 Anfinsen 法则的严格定义：至少对小的球状蛋白质，蛋白质

的天然态结构是由其氨基酸序列决定的。此外，Anfinsen 还提出，在环境条件下，蛋白质

的天然态结构是自由能曲面中唯一的、热力学稳定的、和动力学上可到达的能量 小点。

（注：自由能曲面上每个点都对应一种构象，其纵坐标为自由能。）这要求蛋白质的天然

态结构具有三个特性。第一个性质是 小值的唯一性，即该序列如果折叠成任何非天然态

构象，其自由能都明显高于天然态构象。第二个性质是天然态结构的热力学稳定性，即环

境条件的小幅波动不会引起天然态构象的变化。第三个性质是动力学可达到性，即自由能

表面上存在一条合理光滑的路径引导蛋白从去折叠态折叠到天然态构象。这三个性质从热

力学和动力学两方面保证了蛋白质能从去折叠态自发地折叠到其唯一的天然态构象。 

（2） Anfinsen 法则的正确性 

通常认为，Anfinsen 法则对稳定的球状蛋白质是适用的。我们知道蛋白质中存在某些

变色龙序列（chimera sequence），这些序列在某些蛋白结构中呈 α螺旋，但在另外一些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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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中呈 β链。对这些序列来讲，其三维结构是不确定的，受蛋白质中其它氨基酸的影响。

但是这并不违反 Anfinsen 法则，因为法则所述的序列与结构关系是对稳定球状蛋白的完整

序列而言的。此外，生物体系中还存在一些天然无固定结构的蛋白（intrinsically disordered 

protein），这些蛋白或完全无序，或局部无固定结构，当它们行使功能时需要与目标蛋白

或配体相互作用，从而稳定在某些构象。这些蛋白通常为调控通路中的核心蛋白，可能与

多种目标蛋白结合并发生作用，因此在与不同目标配体结合时，可能形成不同的构象，行

使不同的生物学功能。显然，这样的蛋白质是 Anfinsen 法则的例外，因为它们的自由能曲

面不具有唯一的热力学稳定结构，相反曲面上存在几个能量低点，其自由能在伯仲之间，

当不同配体结合时，会稳定不同的构象，从而使蛋白可以选择不同的构象去行使功能。虽

然这类蛋白在生命活动中非常重要，但是由于其绝对数量较少，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对大

部分的蛋白，其结构仍然是由氨基酸序列唯一决定的，即大部分蛋白都符合 Anfinsen 法

则。 

（3） 蛋白质结构预测的难点与挑战 

根据 Anfinsen 法则，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决定其三维结构。但是这种决定性的程度是

有所不同的。通常在结构预测中认为，当蛋白质的序列相似度大于 30%时，其三维结构也

非常相似。为验证这一关系，Alexander 等人做了双向突变实验（Alexander P. et al. 2007, 

PNAS, 104: 11963-11968）。在实验中，他们选取了 G 蛋白的两个结构域（GA 和 GB），

并通过突变提高二者的序列相似度。GA 和 GB 两个结构域都含有 56 个氨基酸残基，但是

结构完全不同。其中 GA 属于 α螺旋结构域，而 GB 属于 α/β结构域。在实验中，通过双

向突变，GA 和 GB 的序列相似度逐渐提高， 终二者相似度达到 88%，即 56 个残基中仅

有 7 个不同。但是经过圆二色光谱实验发现，GA 蛋白在突变后其主要二级结构仍然为 α

螺旋，而 GB 蛋白在突变后仍然是 α和 β的混合结构。核磁共振的 HSQC 谱也发现突变后

的 GA 和 GB 在三级结构上截然不同。以上实验说明，在极端情况下，即使两个蛋白的序

列相似度高达 88%，他们仍然可能采取完全不同的结构。换言之，虽然特定的氨基酸序列

会指导蛋白形成特定的结构，但是蛋白序列中 12%的差异氨基酸残基即可造成蛋白的结构

的截然不同。这一实验不仅说明需要全部序列才能决定蛋白的结构，而且表明从蛋白质的

氨基酸序列预测结构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3. 二级结构预测 

二级结构预测实际上是通过生物信息学的方法，根据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来预测其二

级结构序列。通常，通过 DSSP 法计算出的蛋白质二级结构序列被认为是标准答案。预测

出的二级结构序列与 DSSP 序列比较，其中准确预测的比例是二级结构预测的准确率。

DSSP 计算的二级结构中的某些分类（如 β-bridge 等）很难预测准确，因此大部分预测出

的二级结构序列都以 Q3 表达法表示，即仅包含 α螺旋（H）、β链（E）和其它（C）三

种二级结构。因此二级结构预测的准确率也多在 Q3 层面上计算。理论上二级结构预测的

准确度上限为 90%，主要由于重复性二级结构单元的边界处的氨基酸残基通常有一定程度

的结构多样性。但是这种结构的多样性在形成晶体时被抑制了，所以根据晶体结构进行计

算的 DSSP 程序不能准确反映这种结构多样性。此外，蛋白质的二级结构也受三级结构的

调节。某些容易形成 α螺旋的序列如果置于 β折叠的环境中，由于主链和侧链在 β结构中

能与周围化学环境更融洽地相处，很可能实际采取 β结构。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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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结构预测的准确率。目前的主流程序可以达到 80%左右的预测精度，距离理论上限还

有一定的距离。 

（1） 二级结构与三级结构的关系：为什么预测二级结构？ 

既然蛋白质的结构信息完全包含在其一级序列中，那么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也决定了

其二级结构，因此理论上可以从一级序列直接预测二级结构。但是为什么不直接预测三级

结构而要预测二级结构呢？首先，二级结构的预测比三级结构预测的难度低很多，因此可

以较为准确地预测。其次，蛋白的二级结构信息能辅助三级结构的预测。在预测蛋白质结

构时，我们需要准确预测主链和侧链的二面角的大致取值范围。在缺乏二级结构信息的情

况下，主链二面角 φ和 ψ可以在 Ramachandran plot 的所有允许区域内取值。但是如果知

道二级结构，那么重复性二级结构（α螺旋和 β链）中的残基只能在这些二级结构的经典

值附近取值。这实际上大大缩减了需要搜索的空间范围。因此当前主流的结构预测程序都

利用二级结构预测的信息，来加快预测的速度和提高预测的精度。二级结构信息为什么能

辅助三级结构预测呢？其中的重要原因是二级结构序列中隐含三级结构的信息。为验证这

一假设，Rose 等人对 SCOP 数据库中的蛋白进行了系统分析（Przytycka T. et al. 1999, Nat. 

Struct. Biol., 6(7): 672-682）。他们首先计算了这些蛋白的二级结构序列，然后使用二级结

构序列的差异度来表示任意两个蛋白间的距离，并依此画出蛋白间关系的进化树。这种依

据蛋白质二级结构相似度计算出的蛋白质分类关系，显示出与依据三级结构分类的 SCOP

数据库的惊人相似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蛋白质的二级结构序列中仍然含有大量的三

级结构信息。因此使用二级结构序列可以很好地辅助三级结构预测。 

（2） 二级结构预测的主要方法 

二级结构预测起源于二十世纪六十到七十年代， 基本上基于螺旋-卷曲转变模型

（helix-coil transition model）来预测 α螺旋。七十年代开始，许多方法开始试图通过对已

知的蛋白结构进行统计分析来预测 α螺旋和 β链。这些方法包括 早的 Chou-Fasman 法和

其后发展起来的 GOR 方法。这种统计分析的方法只能达到大约 60-70%的预测准确率。此

后，由于测序方法的进展，大量与目标蛋白同源的序列出现，因此以后的方法多利用这些

同源序列，通过序列比对和机器学习的方法挖掘蛋白质一级序列和二级结构间的关系。目

前这些方法可以达到 80%左右的准确率。下面，我们会依时间顺序，介绍几种主要的二级

结构预测方法。 

a) Chou-Fasman 法 

Chou-Fasman 法是 早的二级结构预测方法之一。该方法首先对蛋白质结构数据库进

行了简单的统计分析，计算每一种残基在二级结构中的倾向性因子，然后根据倾向性因子

预测每个氨基酸是属于 α螺旋还是 β链。每种残基在某种二级结构中的倾向性因子是通过

概率计算得到的。首先统计结构数据库中该残基出现在该二级结构中的概率，然后除以该

残基出现在蛋白结构中的概率（即残基的丰度），即可得到倾向性因子。当倾向性因子大

于 1 时，说明对比平均出现在蛋白中的概率，该残基更倾向于出现在这种二级结构中。 

得到每个残基的二级结构倾向性因子后，就可以详细分析特定序列的二级结构倾向

性。以 6 个残基为观察窗口，如果其中 4 个残基的 α螺旋倾向性大于 1.03，则认为可以形

成 α螺旋的核心。以核心为中心向两边扩展，直到 4 个连续残基的 α螺旋倾向性小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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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可以找到 α螺旋的边界。对于 β折叠使用类似的算法，只是在判定核心区域时，6

个残基中只要有 3 个残基的 β折叠倾向性大于 1 即可。 

总之，通过 Chou-Fasman 法预测二级结构可以达到 50%-60%的准确度。 

b) GOR 方法 

GOR 方法是依据三个创始人名字（Garnier，Osguthorpe 和 Robson）的缩写而命名。

Chou-Fasman 法在预测二级结构时只考虑了单个残基的二级结构倾向性，而忽略了周围残

基的影响。GOR 方法则充分估计了周围残基的影响。每个残基的二级结构概率是基于以

该残基为中心的 17 个残基的窗口考虑的。因此对任何一种二级结构都可以计算出一个 17

行 20 列的打分矩阵（scoring matrix），其中每一列代表目标氨基酸，而每列则代表该残基

出现在这个 17 残基窗口的相对位置。矩阵的值为统计计算出的 log-odds（由 log(P)-log(1-

P)得到，其中 P 为概率），可以反映某残基出现在窗口中特定位置的概率。这样的信息矩

阵实际反映了已知二级结构时该残基出现在某个位置的条件概率，而通过贝叶斯

（Bayes）理论，已知氨基酸序列时二级结构的条件概率可以由以上概率计算得到。因此

终 GOR 方法可以预估出每个残基形成每种二级结构的概率。依据概率， 终可以预测

出蛋白质的二级结构序列。由于考虑了周围残基对二级结构的影响，GOR 方法能把二级

结构预测的准确率提高到 65%至 70%。 

c) 机器学习方法 

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是模式识别中已经广泛应用的成熟算法。这类算法主要

根据已有的数据库进行训练并优化参数，然后使用优化的参数进行预测。在二级结构预测

中，机器学习方法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含输入和输出的黑匣子，输入为蛋白质的一级序列，

而输出则为二级结构序列。由于二级结构一共只有几类，因此基于这种算法的二级结构预

测也可以认为是一种二级结构分类程序。 

通常，在使用机器学习方法前，要把已有数据库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训练集，用于

训练算法的参数，而另一部分则为检验集，用于检验该算法在充分训练后的准确度。训练

集与检验集要完全分开，从而保证检验的独立性。如图所示，数据分为两类（A 和 B），

而某一算法要预测该数据的分类。在实验前，先把数据分为训练集和检验集。使用训练集

训练算法，通过调整系统中所有可调参数，使得依据该算法分类的结果与实际结果在训练

集中得到 佳的吻合度。这一过程为参数的训练。其后，在检验集中使用上述优化参数，

独立测试该算法的预测成功率。机器学习方法的结果依赖于训练集中的数据是否有代表

性。如果训练集中的数据不能均匀地分布在以输入数据为坐标的空间里，那么训练时，很

可能会使参数过度优化（over-optimized）。这样，即使训练集的数据可以被该算法完美地

分开，但是在实际预测中，预测的准确度也会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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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机器学习算法包括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简称 SVM）和人工神

经网络（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简称 ANN）。在支持向量机中，所有训练数据依据输入

特性表示在多个维度上，而该算法则试图找到一个数学平面，把两组数据分开。平面的方

向和位置则为需要优化的参数。在某些情况下，两组数据不能通过平面进行完美地分类。

此时，可以通过 SVM 中给定的相互正交的特征函数对数据进行坐标变换。坐标变换后，

数据往往可以通过平面分开。在优化好平面的参数后，则可以使用检验集来测试该算法对

预测独立数据某种分类的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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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神经网络则使用仿生学的方法模拟生物神经系统来进行数据分类。系统含多个人

工神经元，每一个人工神经元有多个树突用于数据输入，和一个轴突用于数据发放。当输

入数据整合后超过一定的阈值时，轴突就会发放信号给下一层神经元。人工神经元的多路

输入间的比例可以调控，即每一类输入的权重都属于可调整的参数。人工神经网络通常含

有三个神经元层，即输入层、隐藏层和输出层。每一层的神经元在整合输入数据后决定是

否向下一层发放信号，而下一层再整合数据后继续向后面的神经元层发放信号。实际使用

中，整个神经网络的输入信号为氨基酸序列，而输出信号为二级结构分类。在人工神经网

络中，可调整的参数实际上是神经元间传递信号时的权重，即神经元间连接的强度。对给

定的训练集，系统会自动调整神经突触连接强度，从而对训练集达到 佳的分类效果。然

后使用训练好的神经网络去预测检验集的数据分类，测试其实际效果。 

 
使用机器学习算法，结合同源序列信息（进化信息），目前的主流二级结构预测程序

（如 PSIPRED、JPRED、PHD 等）可以达到 80%左右的预测精度。机器学习算法的 大

缺陷是其内部机制仍然模糊不清，因为每种算法实际只能当做一个黑匣子，黑匣子内部的

参数是通过训练优化的，而非根据折叠机理得到的。因此，即使这种算法可以较好地进行

数据分类，但是为什么这样分类仍然不甚了解，或者说，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是机

器学习算法的局限性之一。 

4. 三级结构预测 

前面我们讲过，结构域是蛋白质结构、功能甚至进化上的基本单位。在判断蛋白质结

构相似性和预测功能时，都要先把蛋白划分为结构域，然后通过结构域间的比较评判蛋白

质结构的相似程度和功能。在结构预测方面也类似，即蛋白质的结构预测实际上主要集中

在结构域的预测这一层次上。对于多结构域蛋白，如果每个结构域的结构都能准确预测，

那么下一步在预测完整肽链结构时，只需要把各个结构域的结构通过空间组装起来即可。

这一步的研究实际上属于蛋白-蛋白相互作用和分子对接的范畴。 

（1） 结构预测的数学简化：寻找全局极值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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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Anfinsen 法则，蛋白质的天然态构象应对应自由能曲面上的 小值点，即在所有

可能采取的构象中，天然态构象的自由能 低。因此，蛋白质折叠过程是一个自发过程，

因为从去折叠态到天然态构象的过程中，自由能变化为负值。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等温

等压下进行的化学反应，如果自由能变化为负值，则该反应可以自发进行。 

以上方法如果用于评判天然态构象在理论上很简单，即自由能 低的构象对应天然

态，但是在实施中有很大的难度，主要原因是自由能计算较为复杂。对于一个固定的构

象，其势能很容易计算，但是由于自用能中包含熵的成分，其计算需要复杂而且长时间的

模拟。在实际过程中，如果能用势能评判天然态构象，则更简单易行。这里，我们先简单

讲述一下使用势能作为评判标准的理论依据。在等温等压下进行的化学反应，其焓变和自

由能变化有如下关系：H  G TS  。在折叠过程中自由能减小，即 ΔG 为负值。因

为熵反映的是系统的状态数，天然态只含有少数（甚至一种）构象，而在去折叠态中蛋白

含有更多的构象，所以折叠过程中熵也减小，即 ΔS 也为负数。综合自用能和熵的结果，

系统的焓在折叠过程中也减少，即 ΔH 为负数。在等温等压的溶液环境中，内能的变化与

焓变几乎相等，因此内能也减少。内能是势能和动能的总和，由于反应体系的温度不变，

可以近似忽略动能的区别，这样系统的势能在折叠过程中也减少。换言之，天然态的势能

应小于任何一种非天然态构象。在实际应用中，往往使用这一准则来判断天然态构象。在

计算机模拟中如果发现多种构象，那么势能 低的构象往往被选用来代表天然态构象。 

通常我们用能量地形表面（energy landscape） 来描述折叠过程。表面上的每个点都对

应一种构象，而纵坐标则为系统的势能。因此蛋白质结构预测或折叠问题，实际等价于在

能量地形表面上找到能量 低的点（构象）。由于每种构象实际对应坐标空间（3N 维，N

代表原子数）中的一个点，所以能量地形表面是（3N+1）维的，而蛋白结构预测则相当

于在这个空间内找到全局 小值点。蛋白质通常含有较多原子（N>500），这造成能量地

形表面所在空间的维度很高。虽然结构预测可以简化为一个高维空间的全局 小值搜索问

题，但是这样的数学问题在空间维度很大时仍然是很难解决的。 

（2） 结构预测的必备条件 

如上所述，蛋白质结构预测问题实际上可以简化为在如何在高维构象空间中搜索到全

局能量 小点这一数学问题。在实际解决这一问题时，需要两个必要条件，即有效的空间

搜索算法和合理准确的势能计算方法。由于需要搜索的空间维度很高，因此如果不能使用

有效的搜索算法，那么很难在可行的时间尺度内访问到天然态结构附近的构象。Levinthal

等人曾提出著名的 Levinthal 佯谬（Levinthal paradox）：如果蛋白质以随机搜索各种可能

的构象的方式进行折叠，那么找到天然态构象平均需要花费天文数字的时间（Dill K. et al. 

1997, Nat. Struct. Biol., 4(1): 10-19）。而实际上自然界的蛋白质折叠过程通常发生在毫秒

至秒的量级上。显然蛋白质在折叠过程中不是采取随机搜索的方式。同样，有效的搜索算

法应该能尽可能模拟实际折叠过程，即在尽量短的时间内至少到达天然态构象周围一次。

除有效的搜索算法外，合理准确的势能计算也是结构预测中必不可少的条件。因为结构预

测的基本原则是通过搜索到势能 低构象而找到天然态结构，因此要求依据现有的势能计

算方法，天然态构象的势能 低。此外，由于构象空间维度很高，即使搜索算法效率很

高，往往也只能偶然访问到天然态构象附近，合理的势能计算方法可以保证构象距离天然

态越近则能量越低，这样即使偶然到达天然态附近，由于这里能量较低，系统会倾向于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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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附近，并进一步向天然态构象靠近。换言之，合理的势能计算方法会使能量地形表面

产生一定的梯度，从而自然诱导蛋白质折叠到天然态构象。 

a) 搜索算法 

目前常用的搜索算法包括蒙特卡洛模拟（Monte Carlo simulation，简称 MC 

simulation）和分子动态模拟（molecular dynamics simulation，简称 MD simulation）。 

蒙特卡洛模拟是一种把具有确定性行为的事件用概率论的方法描述的计算机模拟方

式。从来源上看，蒙特卡洛模拟属于随机过程中马尔科夫链（Markov chain）的一种。马

尔科夫链一般研究具有可数状态数的系统在各状态间的分布随时间变化的过程。 马尔科夫

链中，状态间的跳转概率用跃迁矩阵（transition matrix）描述，跃迁矩阵可以是静态不变

的，也可以随时间变化。在给定系统在初始条件下在各状态间的分布规律后，马尔科夫链

主要研究这种分布规律随时间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 终是否能产生收敛的结果。马尔科

夫链要求系统满足马尔科夫性质（Markov property），即下一步的各状态间的概率分布只

依赖于当前时间的概率分布，而不依赖于此前的变化过程。换言之，如果满足马尔科夫性

质，则系统在将来的变化规律只与当前状态有关，而与历史无关。在研究蛋白质折叠过程

或结构预测时，蛋白质所有较为稳定的构象成为系统的状态集合，而蛋白质结构可以在各

个构象状态间跳转。这样蛋白质在各个构象间的概率分布会随时间变化。如果马尔科夫链

能产生收敛的解，那么这个解一定对应于天然态构象占绝对优势的概率分布。而蒙特卡洛

模拟则是研究马尔科夫链收敛解的一种计算方法。在实际计算中，蒙特卡洛模拟从某一个

状态出发，根据状态间的跃迁矩阵所给出的跃迁概率来实施状态间的跃迁。理论上，如果

马尔科夫链有收敛的解，那么运行蒙特卡洛模拟足够长时间后应能达到收敛的状态点。可

以说，马尔科夫链包含所有随时间变化的状态间的转化，蒙特卡洛模拟实际上模拟的是马

尔科夫链中一条实际可能发生的路径。在蛋白质结构预测中，蒙特卡洛模拟也从某个初始

结构（通常为伸展的 β链结构或计算机产生的随机结构）出发，经过一系列的构象变化过

程，试图达到距离天然态构象较近的结构。在每次构象变化（实际是两个构象状态间的跃

迁）过程中，需要计算此次跃迁的概率，并按照概率实施此次跃迁。跃迁概率与发生跃迁

的两个构象状态有关。系统在两个状态上存在的概率应满足玻尔兹曼分布（Boltzmann 

distribution），即在某一状态的概率与 exp E / RT （E 为系统势能，R 为理想气体常

数，而 T 为绝对温度）成正比。但是即使知道系统在任何状态的概率，跃迁概率仍然未

知。通常假设马尔科夫链是微观可逆的，即从状态 A 到 B 的整体跃迁应与 B 到 A 的整体

跃迁持平。使用这种假设，在应用 Metropolis 条件的情况下，可以计算跃迁概率。跃迁概

率与跃迁前后状态系统的能量差（ΔE）有关。如果跃迁后系统能量降低，那么跃迁概率为

100%。而如果跃迁后系统能量升高，那么跃迁概率由玻尔兹曼因子 exp E / RT 决定。

在实际操作中，如果跃迁概率 P 小于 1，那么需要按照概率来实施跃迁。可以先产生一个

随机数。如果该随机数小于 P，就接受这次构象变化（即跃迁）。而如果随机数大于 P，

则拒绝此次构象变化。这样就保证了按照跃迁概率 P 来实施构象变化。以上的算法实际会

引导系统向更低能量的构象转变。当系统能量降低时，构象变化的接受概率为 100% ，而

当系统能量升高时，构象变化的接受概率则小于 1。而且能量升高越多，概率

exp E / RT 越小。此外，由于该算法允许系统能量的暂时升高，系统不会陷入局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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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极小点（局部稳定的构象）。相反，经过足够长的时间，至少在理论上，系统应能自发

地向天然态构象（全局能量 小点）靠近。 

 对比蒙特卡洛模拟，分子动态模拟更符合物理规律。在分子动态模拟中，每个原子的

位置和速度都随时间发生变化。在当前时间点，已知各原子的位置和速度，就可以根据力

场参数，计算出目前系统的总势能。势能是原子核空间位置的函数，所以势能相对空间位

置的梯度即为每个原子所受的力。根据牛顿定律，力等于质量乘以加速度。所以根据原子

所受的力可以计算出当前时间点每个原子的加速度。根据各原子在当前的位置和速度，可

以估计出下一个时刻原子的位置和速度。而在下一个时刻，又可以根据更新的位置而重新

计算势能、力和加速度。这样通过循环过程，我们就可以观测每个原子的位置和速度随时

间变化的规律。分子动态模拟使用了牛顿力学，表面上似乎违反了量子化学的规律，不能

准确地描述分子的微观运动。事实上，我们通常观察的构象变化只涉及到原子平动、转动

和振动能级的变化，而不接触电子的跃迁。原子平动、转动和振动能级的分布较为连续，

因此可以使用经典力学的方法描述，而且不会产生较大的误差。当涉及到电子跃迁时，因

为电子能级分布的量子效应较强，所以使用经典力学描述会产生很大的误差。总体来说，

在描述分子构象变化时，使用牛顿力学是较为合理的，而且这样做可以大幅简化能量计

算。理论上，由于分子动态模拟直接模拟实际物理过程，只要运行足够的时间，系统就能

自发地访问到天然态构象。但是实际上，由于生物大分子系统较大，而且当前计算机的硬

件不够强大，因此使用分子动态模拟通常只能跟踪系统在微妙量级上的构象变化。蛋白质

的折叠过程一般至少需要毫秒量级的时间，因此完全使用分子动力学模拟无法观测蛋白质

折叠的全过程。 

以上两种方法都能模拟蛋白质的构象变化过程，且各有优劣。蒙特卡洛模拟允许蛋白

质在任意构象间跳转，因此每一步可以经历足够大的构象变化。这样就保证了模拟系统可

以在有限的时间内访问到天然态构象的附近。而分子动态模拟法很难在有限的时间尺度上

直接模拟从去折叠态到天然态的构象转变过程。因此在需要快速搜索构象，并到达天然态

构象附近时经常使用蒙特卡洛模拟法。当到达天然态构象附近后，再进一步搜索天然态构

象时，可以采用分子动态模拟或者步幅较小的蒙特卡洛模拟。实际应用中，这两种模拟方

法都被广泛应用于结构预测中。 

b) 势能计算 

严格的分子势能计算应考虑量子效应，即通过求解薛定谔方程来计算分子的能量。由

于生物分子中通常含有大量的原子，这种方法往往难以应用。在实际应用中，一般采用分

子力学（molecular mechanics）的简化模型来计算势能。依据 Born-Oppenheimer 近似，在

忽略电子的作用后，大分子系统的能量可以表示为所有原子核空间位置的函数。通常用力

场（force field）来表示这种函数关系。为加快计算速度，往往采用经典力学的力场来描述

势能与原子核空间位置的对应关系。原子核通常被简化为具有一定空间坐标的硬球，而力

场参数则负责描述任意原子对间的任何类型的相互作用。 

力场通常可以分为物理力场和统计力场。分子动态模拟多采用物理力场。在物理力场

中，系统的总势能等于各种原子间作用势能的总和。原子间作用势能可以根据物理来源分

为以下两种：共价相互作用和弱相互作用。共价作用包括化学键对键长、键角和二面角的

约束。通常用胡克定律来描述键长和键角的变化，即键长和键角只允许在平衡值附近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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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一旦偏离平衡值，相应的化学能则与偏离程度的平方成正比。化学键的二面角倾向于

形成错位构象，通常有 3-6 个能量低点。这种周期性的变化规律可以用余弦函数表示。此

外双键或共轭体系中的二面角也可以用胡克定律的方式描述，从而限制这些化学键的自由

旋转。弱相互作用主要包括范德华作用和静电相互作用。其中范德华作用可以通过

Lenard-Jones 势能（6-12 势能）计算，而静电作用可以通过库仑定律计算。稳定蛋白质结

构的弱相互作用通常还包括氢键和疏水作用。其中氢键与静电作用同源，且根据研究，使

用偶极矩间的静电作用可以在能量量级上较为准确地反映氢键。因此氢键的计算实际上包

含在静电作用的计算中。疏水作用通常较难表示。为方便计算，一般在系统中加入水分

子，这样溶质和溶剂分子间的相互作用就隐含在系统中了。如果在系统中不加入水分子，

则溶剂效应需要用隐式溶剂模型表示，同时溶剂对静电作用的屏蔽效果需要在静电作用中

修正。此外，溶剂对溶质分子的随机碰撞（布朗运动）需要用随机分布来描述。以上物理

描述中，每一种相互作用都采用了经验公式，其中含有很多可调整的参数，比如胡克定律

中的键力常数和平衡位置。这些参数的 优值一般通过模型分子的实验数据（如：水和

能）或量子化学计算得到。目前主要的物理力场包括 AMBER、CHARMM 和 GROMOS

等几种。AMBER（Assisted Model Building with Energy Refinement）是由加州大学旧金山

分校的 Kollman 实验组发展起来的物理力场和基于此力场的分子动态模拟程序。

CHARMM（Chemistry at HARvard Macromolecular Mechanics）是由哈佛大学的 Karplus 实

验组发展起来的物理力场和基于此力场的分子动态模拟程序。GROMOS 则是由瑞士格罗

宁根大学发展起来的物理力场。它对应的分子动态模拟程序为 GROMACS（GROningen 

Machine for Chemical Simulation）。除以上几种常用力场外，还有由普渡大学的 Jorgensen

实验组发展的 OPLS（Optimized Potentials for Liquid Simulation）力场等等，这里我们不再

赘述。 

 在蒙特卡洛模拟中，构象变化的概率只与变化前后系统的能量差有关。由于蛋白质在

构象发生变化时，化学构成没有明显改变，因此可以认为共价作用对系统能量差没有贡

献。状态跃迁时系统的能量变化主要是由弱相互作用产生的。因此在蒙特卡洛模拟中使用

物理力场会在计算共价作用能时浪费计算时间。更重要的是，根据很多实验组的研究经

验，使用物理力场对蛋白质结构预测不利。原因可能在于物理力场的参数是从模型分子得

到的，而蛋白质的性质与模型分子不同。以往的研究表明，通过系统分析已有的蛋白结构

而得到的统计力场可以较好地辅助蛋白质结构预测。因为这种力场起源于对数据库的统计

分析，所以称为统计力场。统计力场通常不考虑共价能，而只包含原子对间的弱相互作

用。在 简单的统计力场中，系统的总能量由每个原子对间的作用能加和得到。而每对原

子的作用能与该对原子在蛋白质结构库中以当前距离出现的概率的负对数成正比。此外，

由于统计力场忽略了肽链的化学连接，因此需要引入标准态对其进行修正。简单的统计力

场可以通过如下公式计算： E   RT log
P(ri, j )

Pref (ri, j )











i, j

 （其中 ri,j表示两个原子间的距离，

而 P 则表示这两个原子在蛋白质结构库中保持当前距离时的概率，ref 表示标准态）。依

据标准态的选取，常见的统计力场包括 DOPE、DFIRE 和 RW 等等。在这些系统中，标准

态往往选取为局限在一定体积内的任意两个原子间的距离分布。这种标准态忽略了肽链的

化学特性。实际上，合理的标准态应尽可能包含天然态和非天然态构象的公共部分，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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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其差异部分，因为正是这些差异部分导致肽链能折叠成天然态构象。天然态和非天然

态构象的公共部分应包括肽链的化学连接特性。在我们的研究中发现使用蛋白质的去折叠

态模型作为统计力场的标准态可以满足以上要求。相应的，我们发展的统计力场 SPOUSE

也能更好地识别近天然态构象。以上的简单统计力场忽略了不同原子对的作用能之间的相

互关联。更合理的统计力场应充分考虑到更复杂的相互作用（如：三体作用或多体作

用）。近年来，基于偶极表示法并包含偶极方向的统计力场（orientation dependent 

statistical potential）逐渐发展起来。这种力场实际上考虑到了两组原子对相互作用间的关

联，因此比传统的统计力场效果更好。主要的统计力场都发展出了相应的含偶极方向的统

计力场，比如，dDFIRE 和 RW-Plus 分别为传统统计力场 DFIRE 和 RW 所发展出来，含有

偶极方向的相应力场。 

（3） 结构预测的主要方法 

结构预测中需要评判预测的结构与天然态构象的相似度。这种评判通常使用 RMSD

（root mean square distance）。RMSD 表征任何两个构象间的距离，其取值在正实数范

围。RMSD 越小，代表两个构象越相似；相反 RMSD 越大，说明两个构象的距离越远。

计算 RMSD 时，要求两个蛋白质至少含有相同的残基数。通常先把两个蛋白经过平移使

二者几何中心重合。然后再旋转一个蛋白的结构直到二者在几何上达到 大重叠。此时，

从两个蛋白中各取出一组原子，原子的数目必须匹配。把两个蛋白中每一对相应原子间的

距离进行平方，取平均，然后开根号，即可得到 RMSD。RMSD 依据在蛋白中所抽取出进

行计算的原子分为全原子 RMSD、主链原子 RMSD 和 CαRMSD。其中 CαRMSD 计算中仅

取出每个残基的 Cα原子计算 RMSD。这种 RMSD 计算只要求两个蛋白具有相同的残基

数，而不需要侧链相同，是三种 RMSD 中 常用的。 

a) 比较建模法 

比较建模法（comparative modeling）是一种依据与目标蛋白在序列上相似的同源蛋白

的结构预测目标蛋白的方法。其基本依据是：当两个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具有较高相似度

时，二者有很高概率具有相似的结构。比较建模法通常要求在蛋白质结构数据库中存在一

个已知结构的蛋白，其氨基酸序列与目标蛋白的相似度>30%。如果条件满足，就可以以

这个已知结构的蛋白为模板，根据两个蛋白间的序列相似度，构建目标蛋白的结构模型。

通常，已知结构的蛋白与目标蛋白间序列相似度越高，则构建的模型也越可信。可以说，

比较建模法是当前 为可靠的蛋白质结构预测方法。对大多数情况，只要能找到序列相似

度较高的模板，则预测的结构与实际结构往往非常相似。但是比较建模法的前提条件较为

严苛，要求结构库中存在与目标蛋白同源的蛋白。我们知道，重要的未知结构的蛋白，往

往在结构数据库中并不存在同源蛋白，这也成为制约比较建模法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

根据我们前面的探讨，氨基酸序列相似度>30%的蛋白并不是 100%具有相似结构的。例

如，Alexander 等人改造的 GA 和 GB 蛋白，二者序列相似度高达 88%，但是一个是全 α螺

旋蛋白，另一个则是 α/β蛋白。虽然这种例外的数目较少，但是也成为制约比较建模法的

另一个重要因素。综合来看，比较建模法仍然是目前 可靠的蛋白质结构预测方法。如果

在结构数据库中能找到目标蛋白的同源结构，那么使用比较建模法则是第一选择。反之，

则只能使用其它方法预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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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比较建模法算法是由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 Sali 等人开发的 MODELLER

（Sali A. et al. 1993, J. Mol. Biol., 234: 779-815）。绝大部分通过比较建模法预测结构的算

法都是基于这一程序的，差别只在于如何选择 合适的结构模板。当模板选定后，通常都

采用 MODELLER 算法预测结构。依据 MODELLER 算法，结构预测的第一步是选定合适

的模板结构，即与目标蛋白序列同源的已知结构，并对二者进行序列联配（sequence 

alignment）。由于二者的序列高度相似，因此，如果在模板蛋白质中两个氨基酸残基的空

间距离较近，则这两个氨基酸在目标蛋白中的对应残基有很高概率距离较近。通过这样的

对应关系，应该能找到许多对残基间的空间限制。如果有足够的空间限制，则可以使用分

子动态模拟程序，找出所有满足以上空间限制的可能构象。这种方法与核磁共振实验中的

结构解析非常相似。在核磁共振实验中，通过 NOESY 谱，可以找到空间距离较近的原子

对（二者具有 NOE 效应）。在建立好所有的几何约束后，核磁共振实验也采用分子动态

模拟程序试图找到所有满足这些几何约束的构象。在使用 MODELLER 进行比较建模的过

程中，模板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选择正确的模板能大幅提高预测的准确度。当结构库中

存在多个与目标蛋白同源的结构时，可以同时选用这些结构作为模板。当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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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LER 预测结构时，可以加入所有可靠性较高的几何约束（由 保守的残基对间的

约束获得），这样可以有效地减少某个特定结构对预测结果的影响。 

 

b) 穿线法 

当蛋白质结构库中不存在与目标蛋白序列相似度高于 30%的蛋白结构时，不能使用比

较建模法预测目标蛋白的结构。此时，比较合理的选择是穿线法（threading）。该方法的

理论依据是：自然界只含有一定数目的蛋白质拓扑结构。比如，目前已知的折叠子数目只

略多于 1000 个。在假定目标蛋白采取一种已知的蛋白质拓扑结构的前提下，可以把目标

蛋白与已知的拓扑结构一一比较，并依据序列比对，把目标蛋白的序列编织到已知的拓扑

结构上。对得到的所有结构模型进行打分评判， 后选出 为合理的模型。穿线法通常只

要求模板结构与目标蛋白的序列相似度在 15%以上，因此在不能使用比较建模法时，往往

可以使用该方法。穿线法的预测准确率不如比较建模法。此外，穿线法的另一个缺陷是，

不能预测具有新的拓扑结构的蛋白质的结构。我们知道，新的蛋白拓扑结构（折叠子）往

往具有更为重要的科学意义。虽然穿线法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在结构库中不存在高度同

源的模板时，穿线法是 好的选择。 

这里我们举例说明的穿线法预测程序是由芝加哥大学的 Xu 等人开发的 RAPTOR（Xu 

J. et al. 2003, J. Bioinform. Comput. Biol., 1(1): 95-117）。该方法首先通过二级结构预测方

法预测目标蛋白的二级结构序列。然后，与结构数据库中每一个家族的代表结构（称为模

板）进行比对。比对中不仅使用一级序列，也使用预测的二级结构序列。由于使用穿线法

时目标蛋白与模板蛋白的序列相似度较低，引入二级结构序列可以提高比对的准确度。比

对后，可以依据模板蛋白的结构构建结构模型。通过与所有家族的模板比对后，程序会构

建大量模型。 后必须依据已有的知识，构建打分函数，对这些模型打分排序，只有分值

较高的结构模型被保留下来。打分函数通常包含蛋白质结构的基本特性，比如球形蛋白质

通常形成疏水核心，而亲水残基则分布在表面。此外，该模型结构的势能（由统计力场计

算所得）也可以作为打分因子之一，因为理论上距离蛋白质天然结构越近的构象，其势能

越低。穿线法预测的算法较多，我们在这里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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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从头开始法 

当蛋白质结构库中不存在任何模板结构与目标蛋白有 10%以上的序列相似度时，无法

使用穿线法。这时只能退而求其次，使用从头开始法（ab initio）进行结构预测。从头开

始法，顾名思义，是假定蛋白质的折叠完全可以由自然界的物理化学规律引导完成。在这

种方法中，通常使用任意起始构象（伸展的 β链或随机产生的结构），然后用蒙特卡洛模

拟引导蛋白质的构象向势能更低的方向变化。理论上，当模拟的时间足够长时，能够搜索

到距离天然态较近的构象。在使用该方法时，往往用统计力场描述分子的势能，通常模拟

过程中出现的 低能量构象被认为是描述天然态结构的较好模型。从头开始法不要求结构

库中存在与目标蛋白序列相似的模板蛋白。因此在比较建模法和穿线法都不能应用时，该

方法仍然能够进行结构预测。但是遗憾的是，由于当前统计力场和搜索算法不够完善，从

头开始法预测的成功率较低，因此该方法一般仅作为 后的选择。但是使用从头开始法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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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蛋白质折叠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这种方法仅仅使用物理和化学的基本原理，当方法不能

准确预测时，人们会依据自己对蛋白质折叠过程的理解改进方法。如果改进的算法能够提

高预测准确度，那么新加入的部分很可能在蛋白质折叠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因此使用从头

开始法预测可以辅助人们更深入地理解蛋白质折叠的机理。 

 
理论上，从头开始算法中不应该使用任何数据库的统计信息。但是研究发现，适度加

入统计信息能有效地提高预测的准确度。 著名的从头开始算法是由华盛顿大学的 Baker

等人开发的 ROSETTA（Rohl C. et al. 2004, Methods in Enzymology, 383: 66-93）。该算法

使用片段组装法（fragment assembly）预测结构。在蒙特卡洛程序改变蛋白质构象的每一

步中，结构的改变不是任意进行的。相反，在计划改变构象时，先随机选取目标蛋白任何

一个片段，然后根据该片段的序列在结构库中搜索所有与该序列相似的序列，并得到一个

片段库。从片段库中随机抽取一个构象，调整目标蛋白的相应片段，使其主链采取这一构

象。这样就完成了蒙特卡洛模拟中的一步。在该步骤完成后，需要对侧链进行局部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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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根据 Metropolis 条件判断是否接受这次的构象变化。重复此过程进行长时间的模拟

后，选取所访问的构象中能量 低的几个作为目标蛋白的结构模型。使用片段组装法实际

利用了结构库中的一些信息。比如某些一级序列上距离较近的残基对在空间位置上有一定

的关联。而且，虽然结构库中可能不存在与目标蛋白在完全序列上相似度较高的模板，但

是仍然存在与目标蛋白的片段相似度较高的片段结构。 片段组装法的思路等价于把目标蛋

白分成序列片段，找到结构库中与这些片段同源的所有结构片段， 后通过模拟程序把这

些结构片段拼装成完整的结构。ROSETTA 程序中使用的是 3 个残基和 9 个残基的片段。

根据 Baker 等人的报道，ROSETTA 程序在很多小蛋白（氨基酸数目小于 150）的预测中

取得了成功（Bradley P. et al. 2005, Science, 309: 1868-71）。对某些蛋白，预测的结构与晶

体结构非常相似，RMSD 小于 1 埃。但是总体来说，ROSETTA 仍然不能保证准确地预测

所有目标蛋白的结构。在 Baker 等人的测试中，有些蛋白的预测结构甚至与天然态构象的

RMSD 距离在 10 埃以上。 

 

（4） 结构预测发展概况 

a) CASP 竞赛 

近年来，蛋白质结构预测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多个实验组开发出各自的预测算法。为

了评估各个实验组算法的优劣，国际上每两年举行一次蛋白质结构预测的竞赛，称为

CASP（Critical Assessment of techniques for protein Structure Prediction）。CASP 竞赛相当

于结构预测领域的奥林匹克竞赛。竞赛初期，组织者会收集未发表的蛋白质晶体结构，在

网站上发布这些蛋白的一级序列。参加竞赛的实验组可以下载这些序列，预测其三级结

构，并把预测的结构模型上传到网站上。 后，组织者根据所有目标蛋白预测的成功率，

对参加的实验组进行打分和排队。 

b) 主要预测程序 

ROSETTA（http://boinc.bakerlab.org/rosetta）是蛋白质结构预测领域 著名的预测程

序，由华盛顿大学的 Baker 等人开发。该程序不仅具有悠久的历史，而且在历次 CASP 竞

赛中都有不俗的表现。此外，Baker 等人还使用该程序进行了多项成功的蛋白质设计，包

括设计出采用自然界中未出现的折叠子结构的蛋白和依据需要的化学反应设计出行使催化

功能的酶等等。 

I-TASSER（http://zhanglab.ccmb.med.umich.edu/I-TASSER）是由密歇根大学的 Zhang

等人开发的结构预测程序。该程序使用的方法介于穿线法和从头开始法之间，结合二者所

长，为每个目标蛋白提供数个可能的结构模型。近几次的 CASP 竞赛中 I-TASSER 都名列

榜首，是目前预测准确度 高的预测程序之一。 

近年来，在 I-TASSER 之外，Zhang 等人又开发出了从头开始算法 QUARK

（http://zhanglab.ccmb.med.umich.edu/QUARK）。该程序在 近一次的 CASP 竞赛中表现

不俗，也是当前可以选用的重要结构预测算法之一。 

以上介绍的预测程序都可以自由下载。此外，这些实验组也提供相应的网络服务器进

行预测。使用者只需要把氨基酸序列输入到网络服务器上，一定时间后，服务器会通过电

子邮件通知使用者下载预测的结构模型。 

c) 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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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预测时需要评判预测的结构的准确度。一般来说，如果天然态结构已知，那么模

型结构与天然态结构的相似度通常作为评判标准。如前所述，RMSD 是一种经常使用的评

判标准。RMSD 有一个缺陷，即其值与蛋白质的长度相关。研究表明，进化上距离相同的

一对蛋白质，当它们的氨基酸序列长度不同时，它们间的 RMSD 距离也不同。因此无法

用一个统一的标准 RMSD 来衡量各种蛋白结构间的相似度。Zhang 等人开发的 TM-score

对此做出改善。该函数取值范围在 0 和 1 之间，反映蛋白结构间的相似度。TM-score 取 0

时表示两个蛋白结构完全不同，而 TM-score 取 1 时表示两个结构非常相似。 

CASP 竞赛在评判预测结构时使用另一种评判函数 GDT-score。通常的 RMSD 或 TM-

score 只能反映蛋白结构整体上的相似度。有时，预测的结构虽然整体上离天然态结构较

远，但是某些局部结构域的预测很可能较为准确。此时，使用 RMSD 或 TM-score 则不能

全面地评判预测结果。GDT-score 实际上是一条曲线，其横坐标为氨基酸百分比，纵坐标

为 RMSD。曲线上的每一个点代表在该 RMSD 阈值下，在结构比对中能满足的 大比例

的氨基酸残基。比如，某个点的横坐标为 0.8 而纵坐标为 2.0，那么表示该蛋白中有 80%

的残基较为相似，在忽略剩下的 20%残基后，蛋白结构的 RMSD 小于 2.0 埃。通常，

GDT-score 所代表的曲线越偏右，则表示预测的效果越好。因为在相同的 RMSD 阈值下，

更大比例的残基组合具有相似的结构。CASP 竞赛中，除用 GDT 曲线外，还使用 GDT-

TS-score 对各个实验组的预测结果进行排序。GDT-TS-score 取 GDT 曲线上纵坐标为 1、

2、4、8 埃的四个点的横坐标的平均值，综合反映预测结构在整体和局部上与天然态构象

的差异。 

5. 结构与功能关系 

（1） 通过结构预测功能的理论基础 

在介绍蛋白质结构的部分，我们讲到过，由于生物大分子的结构是其行使功能的基

础，因此功能相似的蛋白往往具有类似的结构。当找不到与目标蛋白序列同源的已知功能

的蛋白时，如果知道蛋白的结构，可以通过搜索结构库，寻找与目标蛋白在结构上相似的

蛋白。这些蛋白的功能可能为目标蛋白的功能注释提供线索。前面我们介绍的结构分类数

据库 SCOP、CATH 和 FSSP 都支持结构比对和搜索。使用者只需提供描述结构的 PDB 文

件，即可在数据库中搜索到采取相似结构的已知蛋白。 

（2） 结构比较与搜索 

上述结构分类库在进行结构搜索时，需要对结构间的相似度进行定量描述。由于进行

结构比对的两个蛋白往往不具有相同长度的氨基酸序列，因此无法使用 RMSD、TM-score

或 GDT-score 来描述两个结构的相似性。此时需要通过特定的结构比对程序来比较两个蛋

白结构。这里我们介绍两个常用的蛋白结构比对程序，DALI 和 VAST。 

DALI（http://protein.hbu.cn/fssp/www.ebi.ac.uk/dali/index.html）是 FSSP（Fold 

classification based on Structure-Structure alignment of Proteins）数据库中进行结构比对的程

序。在进行结构比对前，DALI 先把蛋白质结构转化为 Cα距离矩阵，矩阵中的每一项为序

列中两个残基的 Cα原子间的距离。Cα距离矩阵是描述蛋白质主链拓扑结构的一种有效方

法，结构不同的蛋白其 Cα距离矩阵也有较大的差距。DALI 在进行结构比对时实际上是比

对两个蛋白的 Cα距离矩阵。在矩阵比对中，可以通过行列的重排来比对两个不同大小矩

阵中的亚矩阵，这为不同链长的蛋白结构间的比对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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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ST（http://www.ncbi.nlm.nih.gov/Structure/VAST/vast.shtml）是一种把蛋白质结构

简化为二级结构向量来进行结构比对的算法。该算法首先计算蛋白质的二级结构，并把每

个重复性二级结构单位（α螺旋或 β链）用一个空间向量表示。其后，VAST 把每个蛋白

结构用图（graph）表示，图中的节点代表二级结构，而节点间的连线则表示两个二级结

构间的几何关系。 终蛋白质结构比对简化为图的比对，而图的比对则有大量的计算机算

法可以快速实现。由于 VAST 忽略了连接二级结构单元的 loop 区，因而可以对两个含不

同氨基酸数目的蛋白进行结构比对，前提是二者具有相同的重复性二级结构单元。 

（3） 配体作用靶点的预测和分子对接 

 如果已知蛋白质的结构，还可以根据结构预测配体的作用靶点，这在药物筛选和理性

设计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研究这类问题的方法称为分子对接。分子对接实际上指一个分

子和另一个分子结合并形成稳定复合体结构的过程。在预测分子对接过程时，不仅需要考

虑两个分子的相对位置和几何取向，而且需要考虑两个分子结合后其局部构象的改变，因

此这一过程的自由度较多，很难研究。 

a) 分子对接的分类 

传统的分子对接（molecular docking）研究小分子配体与目标蛋白的结合方式。现代

的分子对接也包括两个或多个蛋白质结构结合形成复合物的过程，称为大分子的分子对接

（macromolecular docking）。这里我们先讲述传统的分子对接，大分子的分子对接将在下

一部分进行简单介绍。 

在研究分子对接时，有两种基本模型：锁钥模型和诱导契合模型。锁钥模型假定蛋白

质在与配体结合的过程中，受体和配体都类似于刚体，没有大的构象变化。诱导契合模型

则需要考虑结合过程中受体和配体的局部构象改变。使用锁钥模型进行分子对接时，只需

把受体和配体分子看作具有一定电荷分布的几何表面。结合过程中，二者的表面在几何和

静电方面都应该达到 佳的契合。由于锁钥模型自由度较少，使用这种模型的算法运行速

度较快。但是这种算法忽略了受体和配体局部构象的变化，导致预测结果的不准确。目前

新的算法，即使使用锁钥模型，也会在预测后期，允许配体分子进行一定幅度的构象变

化。但是通常受体即蛋白质的构象变化被忽略了。诱导契合模型考虑到了受体和配体的构

象变化，能更准确地描述受体和配体的结合过程。但是这种方法通常需要大量的计算资源

对蛋白质和配体的构象进行分子动态模拟或蒙特卡洛模拟。当蛋白的空间尺度较大时，由

于花费时间较多，难以直接应用。事实上，大多数实际的算法都介于两种模型之间，在预

测大致的结合位点时使用锁钥模型，而在特定结合位点优化时使用诱导契合模型，允许局

部构象变化。 

b) 分子对接程序的基本流程 

一般来讲，分子对接程序分为以下几步，即空间位置预测、初期评判、局部优化和后

期筛选。第一步空间位置预测，往往为加快速度，只根据锁钥模型大致预测配体在蛋白表

面的结合位置，有些程序在这一步允许配体小分子的构象变化。第二步为初期评判，使用

初期评判函数对每种结合方式打分，打分的基础往往是配体和受体表面几何形态和静电上

的匹配度。由于此时很少考虑蛋白质的构象变化，而且初期打分函数精度较低，因此在此

阶段往往只排除一些匹配度极差的结合方式，而不依据打分的结果进行筛选。第二步得到

的结合方式在其后进一步局部优化配体和受体的结合。在这一步中可以允许蛋白质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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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 后再使用后期打分函数对所有结合方式进行排序，选择 佳结合方式。后期打分

函数往往精度较高，包含范德华作用、静电作用、氢键和疏水作用。此外好的打分函数还

能初步估计出结合过程中的熵变，从而初步计算结合过程中的自由能变化。 

c) 药物筛选和设计的基本步骤 

使用分子对接程序可以辅助药物的筛选和理性设计。通常药物设计的第一步是药物的

筛选，即根据蛋白质结构从小分子库中筛选出可能与该蛋白结构有较强结合的小分子药物

前体（lead）。在这一过程中，可以使用分子对接程序加快筛选的过程。通过预测小分子

结构库中的所有小分子与蛋白结构的结合位点，对接程序可以快速估计出每个小分子与靶

标蛋白的结合强度。由于分子对接程序存在一定的计算误差，因此在这个过程中，通常只

把结合能力较差的小分子排除。对剩下的小分子可以进行精度更高的对接计算。其中合适

的小分子可以进行实验，实测其与蛋白的结合强度。在整个过程中筛选出的几个重要前体

分子（lead）应具有结合较强，容易合成等性质。值得注意的是，在使用分子对接程序进

行预测时，蛋白的结构 好取其在某种复合体中的结构，因为游离蛋白和复合体中的蛋白

有一定的结构差异。 

筛选出前体小分子后，需要对这些前体分子进行化学改性，进一步提高配体和受体的

结合能力。如果在改性前能得到蛋白和一种前体分子结合的晶体结构，则可以通过理性药

物设计（rational design），使用分子对接程序辅助药物的化学改性。比如，在计划加入某

些化学基团来强化分子间相互作用时，可以通过分子模拟或分子对接程序，预测这些化学

基团对配体受体结合强度的影响。 

 总之，分子对接和分子模拟程序已经广泛应用于药物筛选和理性设计，并极大地加快

了药物设计的速度。 

（4） 大分子相互作用与分子对接 

如果已知蛋白质单体的结构，在研究蛋白-蛋白相互作用时，可以采用大分子对接的技

术预测多种蛋白质形成的复合体结构。大分子对接可以辅助预测由蛋白和核酸形成的复杂

复合体的四级结构。此外，如果已知肽链中结构域的结构，也可以使用大分子对接研究这

些结构域通过空间组装形成的三级结构。大分子的分子对接不仅可预测大分子间的结合界

面，也可以通过计算结合自由能预测结合强度。此外，大分子对接还可以研究某些界面残

基的点突变对形成复合体能力的影响，并能辅助蛋白质设计，优化界面残基，从而促进大

分子复合体的形成。 

 大分子的分子对接基本采用与传统的分子对接类似的流程。但是，大分子的分子对接

显然更复杂，而且更难预测。主要原因是因为体系的复杂度大幅增加。小分子配体只能采

取有限的几种构象，而大分子配体的柔性更强，可采取的构象更多。此外，当配体分子的

体系变大时，整个系统的原子数也大大增加，这会减慢分子能量计算的速度。因此，从各

个角度看大分子的分子对接都远比传统的分子对接难。 

目前大分子的分子对接方面的研究还处在比较初步的阶段，而且大分子的分子对接的

预测准确性也较低，距离直接应用有一定的距离。在大分子的分子对接方面，国际上也有

类似于 CASP 的竞赛，称为 CAPRI（Critical Assessment of PRediction of Interaction），是

大分子的分子对接领域的奥林匹克竞赛。与 CASP 相似，组织者预先收集某些未发表的复

合体的晶体结构，在网站上发布单体的空间坐标。参与竞赛的研究组可以下载坐标，并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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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单体在复合体中的结合方式，然后把预测的复合体结构上传至网站。 终，组织者会对

各实验组的预测结果打分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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