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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質的構成

•讓我們回顧一下：
在生物學上

• 胺基酸(最小) 肽肽鏈蛋白質(最大)

在化學上

• 胺基酸是一個分子

• 分子是由原子(Atom)組成的

• 原子是組成物質的基本單位



原子的運動

•世界上所有物質都是一直在運動
• 原子一直進行著無規則運動

• 吸引力

• 排斥力

Molecular Dynamics of liquid water



蛋白質在自然界中的狀態

•蛋白質在自然情況下是穩定的，在

其內部

• 整個蛋白質處於一個平衡狀態

• 但組成蛋白質的原子在不停運動

• 原子間的作用力

http://www.langelab.ch.tum.de/index.php%3Fid=838.html

Ubiquitin泛素

http://www.langelab.ch.tum.de/index.php?id=838.html


分子對接及幾何形狀互補

• 分子對接最初思想起源於Fisher E.提出的「鎖」和「鑰匙」模型，即受

體與配體相互識別的首要條件是空間結構上要互相匹配

• 剛性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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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識別 (Molecular Recognition)

•是兩個或以上分子之間通過非共價鍵結合相互作用

構象取樣 誘導契合



蛋白質的靈活性(Flexibility)

AChE(Acetylcholinesterase,乙醯膽鹼酯酶)蛋
白質與不同藥物(2ACE, 1EVE, 1VOT, 1ACL)的
結合

單個殘基結構不同是十分常見的

原本不受限的結合部位(apo, 1QO9)
兩個結合後的結構(holo, 1QON, 1DX4)

多個殘基結構不同也是存在的



一般虛擬篩選過程並沒有考慮蛋白的靈活性

數據庫
內有大量配體三維結構

目標受體

能量: -5.4
能量: -10

能量: -8.6

能量: -5.4

能量: -2

【排序】

【分子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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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子對接及虛擬篩選過程
中只用上(同)一個受體結構!!



如何在分子對接中處理蛋白質的靈活性

• 由於成本原因，我們在
計算機上處理蛋白質時
一般會把它當作一個剛
體(Rigid Model), 部分柔
體(Flexible Model)

• 隨着被定義成柔體部分
增加，計算成本也會越
來越高



甚麼是旋轉異構體 (Rotamers)?

• 旋轉異構體是

• 通過觀察大量晶體結構而得出的

• 胺基酸側鏈較常出現的二面角(1, 2, … angles)組合



AutoDock Vina 如何處理靈活的側鏈?

只有配體可變動 加上蛋白質中被定義成柔體的部分可變動

分子對接中的蒙地卡羅(簡易概念)

1. 隨機改變配體或柔體部分的結合姿態

2. 評價這配體與受體的結合好壞 (計算能量)

3. 如果這個配體的結合姿態比之前的好, 則設

為最優

如果這個配體的結合姿態比之前的差, 則再

根據既定機率決定是否保留還是拋棄



自由能評價函數

•在上次介紹到的結合預測方法中，計算自由能時只考慮到:
• 配體的原子𝐸𝐿−𝐿
• 配體與受體的交互𝐸𝐿−𝑅

•由於在考慮靈活性後，受體變成了兩個部分
• 剛體部分(Rigid Receptor, RR)

• 柔體部分(Flexible Receptor, FR)

柔體部分內部的相互作用

剛體部分與柔體部分
的相互作用

配體與柔體部分的相互作用



SEQ17 Cross-Docking 數據集

• 17組不同的apo-holo結構對

•必須考慮受體靈活性(側鏈變化)才能正確預測結果

1. 在 holo中, 找出與配體有接觸的側鏈 (< 4 Å)

2. 把apo和holo的主骨幹重疊在一起

3. 找出配體與apo發生碰撞的側鏈
 兩個原子之間的距離少於它們范德華半徑和
的一半

 主骨幹原子之間並沒有碰撞

R. L. Dunbrack, Jr. and F. E. Cohen. "Bayesian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protein sidechain rotamer preferences ." Protein Science, 6, 1661-1681 (1997). 

apo holo

Apo (4EK3) vs. Holo (1YKR)



計算Cross-Docking實驗結果

•預測配體在Apo結構中的結合模式

•與已知的Holo中配體的結構進行比較 (RMSD)

Apo (4EK3) vs. Holo (1YKR) Docked vs. Holo

R. L. Dunbrack, Jr. and F. E. Cohen. "Bayesian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protein sidechain rotamer preferences ." Protein Science, 6, 1661-1681 (1997). 



AutoDock FR 的實驗結果

R. L. Dunbrack, Jr. and F. E. Cohen. "Bayesian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protein sidechain rotamer preferences ." Protein Science, 6, 1661-1681 (1997). 



計算機模擬的應用

•計算機模擬(Simulation)是以
• 較低的成本

• 較快的時間

• 相應的知識

用計算機去模擬現實中的某些東西

• 天氣預報

• 災難模擬

• 天文

Nature Model

SimulationExperiment

Understanding 
nature

Validating 
model

Measurement Prediction

Comparison

approximation



分子動力學Molecular Dynamics (MD)

•一般地，當我們在計算機上觀察蛋白質結構時，是靜止的

A Protein in PyMOL



分子動力學Molecular Dynamics (MD)

•在一般條件下，分子是進行著連續的運動

50-ns MD of an inhibitor bound C5aR 



分子動力學Molecular Dynamics (MD)

•分子動力學是用來模擬分子或原子
運動的計算方法

•原子的運動是依據牛頓第二運動定
律 F = ma 來決定
• F: 原子所受的外力

• m: 質量

• a: 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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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ns MD of an inhibitor bound C5aR 



計算機模擬蛋白質的應用

我們可以通過計算機模
擬去

•預測蛋白質的結構
(folding)

•蛋白質和配體的適應
性，結合與分離途徑

•觀察及判斷蛋白質的
功能機制

van Gunsteren (2006) Angew. Chem. Int. Ed. 45, 4064 – 4092



分子動力學(Molecular Dynamics)
PDB Put in ionic 

solvent
Define 
simulation cell

Run some millions steps Analyze

步驟：

1) 輸入需要擬模的蛋白質結構

2) 輸入參數(如時間，力場等等)

3) 計算結果

4) 觀察結果



一個分子模型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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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 Gunsteren (2006) Angew. Chem. Int. Ed. 45, 4064 – 4092



周期性邊界條件 (PBCs)
• 問題: 在建模中，邊界的存在對模擬的準確性產生很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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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決方法: 不停重複地使用一個有限的系統去建立一個無限的系統

 鏡像粒子與原來的粒子的移動方式是一樣的

 粒子即使離開自己本來的區域進入到另外的區域中也能保持原來的速率

van Gunsteren (2006) Angew. Chem. Int. Ed. 45, 4064 – 4092



計算機模擬TNFR2和其配體
After ~2ns (1,000,000 steps of MD)



科研挑戰 –靈活的結合模式預測

•由於被定義成柔體的部分增多，所需要搜索的空間也變成幾何級
增長
• 假設不考慮受體的結合模式預測方法中，配體的自由度的是6

• 那麼在考慮受體的靈活性後，總體自由度甚至可達到30

• n6 vs. n30

•隨著這個搜索空間的增大，一般的搜索方法幾乎不可能找到最優
解



科研挑戰 –分子動力學

•分子動力學在研究蛋白的靈活性上
非常有效

•但模擬時間有限
• 一般不超過1微秒(0.000001秒)

• 辦法：使用超級電腦或ＧＰＵ

•挑戰在於如何提高力場的準確性
• 分子力學上所使用的力場在本質上只是
近似

• 而開發新的力場需要更多實驗數據和長
時間的模擬去驗証



總結

•蛋白質有其固有的靈活性

•在進行其相關計算時，例如：蛋白質和配體的結合模式預測中，
這些靈活性應該要被納入考慮因素

•如何找出可變動的部分?
• 已知的實驗室結構 (如果有，但經常沒有)

• 使用分子動力學模擬

•在考慮蛋白質靈活性後，結合模式預測的複雜度呈幾何級數增長，
因此，這個仍然是現今結合模式預測的難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