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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病 毒 科 病 毒包 括 三 个 属 ， 即黄 病 毒 属 

(Flavivirus)，瘟病毒属 (Pestivirus)和丙型肝炎 

病毒属 (Hepacivirus)。这些病毒均能引起人和动物 

患严 重疾病 。黄病 毒属黄 热病毒 (Yellow fever 

virus．YFV)、登革病毒 (Dengue virus，DEN)能引起 

发烧、出血，患者死亡率极高，瘟病毒属牛腹泻病 

毒 (Bovine viral diarrhea petivirus。BVDV)、猪瘟病 

毒 (Classical swine fever virus，CSFV)等能引起其 

各 自宿主家畜患严重疾病。近年来，又发现丙型肝 

炎病毒 (Hepatitis C virus，HCV)与人类原发性肝 

癌和肝硬化密切相关。然而，目前仍没有对各种黄 

病毒科病毒有效的治疗方法。尤其是近年来干扰素 

对丙型肝炎治疗的疗效低 ，反复率高，使得研究更 

为有效 的抗病毒药物成为各种病毒疾病治疗 中亟 

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在 BVDV的研究中发现，当非 

结构蛋白 NS3蛋白与 NS2蛋白一起以复合物的形 

式存在时，病毒对其寄主是非致病性的；而当 NS3 

蛋白独立地存在时，病毒颗粒是致病性的lI J。这提 

示 NS3蛋白很可能与病毒的致病性密切相关。而 

且，序列分析表明非结构蛋 白 NS3(nonstructure 

protein 3)是黄病毒科病毒中最为保守的非结构蛋 

白。后来许多研究证明 NS3蛋白参与蛋白质水解加 

工，以及病毒的复制，对病毒的生命循环是必需的。 

因此，NS3蛋白成为了人们研究的一个热点。 

黄病毒科病毒基因为单股正链 RNA，全长约 

10kb，仅有一个开放阅读框 (Open reading room， 

ORF)，由结构基 因区和非结构基因区组成。结构 

基因区位于基因组 5’端，编码糖蛋白等结构蛋白， 

参与形成核衣壳蛋白；非结构基因区位于 3’端，编 

码的非结构蛋白有 NS1、NS2、NS3⋯⋯NS5，起复 

制酶、解旋酶、加工酶等作用，在病毒生命循环中 

起关键作用【2】。其中 NS3基因位于基因组非结构基 

因区的3419／3420-5312／5313处，约 1893个碱基对， 

非结构基因 2(NS2基因)的右侧，编码 618个氨 

基酸、分子量为 69kDa的 NS3蛋白，与 NS5一起 

组成了病毒复制体。目前黄病毒属、丙型肝炎病毒 

属 NS2与 NS3非结构基因之间的界限基本上已经 

清楚，但在瘟病毒属中两个基因的界限仍不是很清 

楚。有人认为在瘟病毒属 中二者很可能为一个基 

因，在大量的研究中，人们仍然 以NS2一NS3基因作 

为一个整体来研 引。因此，NS2、3基因分界仍有 

待进一步研究。 

NS3蛋 白的氨基酸序列在黄病毒科中高度保 

守，是一种具有三种酶活性的多功能蛋白。在它的 

N．末端的 113区，有能进行蛋白质水解加工的丝氨酸 

蛋 白酶活性 ；而其余两种 活性核苷 酸三磷酸酶 

( rPaSe)活性和 RNA解旋酶活性均位于 C一末端 

的 2／3区，起着在病毒复制过程中水解核苷酸三磷酸 

(NTP)提供能量，并使双链区得以打开的作用l4、 。 

1 丝氨酸蛋 白酶活性 

在研究中发现，登革热 II型病毒 (Dengue virus 

type 2。DEN2)、黄热病毒 (Yellowfevervirus,YFV) 

NS3蛋白的N一末端约 180个氨基酸残基在 NS2B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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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的帮助下能够完成病毒蛋白质多肽链水解加工， 

推测它具有蛋白酶活性。接着序列 比较分析表明， 

在黄热病毒属和瘟病毒属 N一末端区都存在着保守 

的氨基酸残基 His、Asp、Ser，而这些残基在胰蛋 

白酶中是其活性中心催化三联体的组成，进一步表 

明NS3蛋白可能含有蛋白酶活性。后来，许多研究 

发现截短的只包含 NS3蛋白或 NS3／4A蛋白的片段 

就能够完成蛋 白质多肽链的水解加工，从事实上证 

明了 NS3蛋白具有蛋白酶活性。通过甲苯磺酰氯甲 

酮 ( 一TLCK)对蛋 白质加工的抑制作用证明：与 

胰蛋白酶一样，Ser残基作为活性位点亲核物质起 

作用；通过对从 Ⅵ 、DEN 2以及西尼罗河病毒 

(WestNi virus，WNV)的反转录 DNA (cDNA) 

得到的蛋白质进行生化分析，也证明了 Ser残基是 

活性位点亲核物质，故将这种酶的活性称为 “丝氨 

酸蛋白酶”。 

1．1 酶的结构 

目前丙型肝炎病毒丝氨酸蛋 白酶的结构f6删了 

解得最为清楚。它由三个结构域组成 ，即 N一端结构 

域一a．螺旋一C一端结构域。其中 N一端结构域和 C一端 

结构域都是由6条 B一链 (B—Strand)组成的B一“折 

叠桶 ”(B一“Barrel”)构成，N一端结构域上存在着 

催化三联体 His 和 Asp叭残基，而在 C．端结构域有 

Ser̈ 残基。在它们之间有一条 “裂”(“Cleaft”)， 

“裂”两侧的约 4个氨基酸残基及底部的一个氨基 

酸残 基构 成 了底物 的结 合部 位 ，称 为 “口袋 ” 

(“Pocket'’)。两侧的四个残基将底物定位于此处， 

然后底部的残基与底物的 NH一之间形成氢键，将底 

物卷入 “口袋 ”，再由一个芳香族氨基酸残基的环 

封住袋 口，此时催化三联体开始发挥作用，切割底 

物；而 Q一螺旋和 N一端结构域均参与结合 NS3丝氨 

酸蛋 白酶的辅因子 NS4A。DEN2病毒的 NS3丝氨 

酸蛋 白酶的 N．端结构域、C一端结构域结构域也存在 

着象 HCV中那样的 B一“折叠桶”I9】，也是由 6条 

B一链组成的，但其 N一端结构域的B一链较短，且 B 

一 “折叠桶 ”严重变形；其 C一端结构域的 B一链则较 

HCV的长一些，这就造成 了它的底物结合沟 “浅” 

而且 “小”。而瘟病毒属病毒 NS3蛋白的结构仍不 

是很清楚。 

1．2 酶在病毒生命活动中的重要作用 

黄病毒科病毒基因组均只有一个开放阅读框， 

翻译时先产生 3000多个氨基酸的多蛋白前体，然 

后经过宿主细胞基因和病毒基因编码的蛋白酶 的 

切割方可形成结构蛋白 C、E1、E2和非结构蛋白 

NS1、NS2、NS3、NS4、NS5。结构蛋白组成子代 

病毒的核衣壳，然后从宿主细胞内释放出去，成为 

成熟的病毒去侵染其它宿主；非结构蛋白作为病毒 

生命活动中的调节因子 (酶)来起作用，最为重要 

的两种非结构蛋 白 NS3、NS5能够完成病毒基因 

组的复制，帮助病毒产生其核酸核心。而在黄病毒 

科病毒中，蛋白酶活性的发挥是由 NS3蛋白的 N一 

末端来承担的。因此，NS3蛋白的丝氨酸蛋白酶活 

性在黄病毒科病毒生命活动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黄病毒科病毒丝氨酸 蛋白酶的一个共 同特 

征是其 自身不能独立地发挥作用，需要其邻近非结 

构蛋白作为辅因子参与蛋白质水解活性的激活，且 

这些辅因子是不同的。 

丙型肝 炎病毒属和瘟病毒属 中丝氨酸蛋白酶 

的辅因子为 NS4A。观察 HCVNS3丝氨酸蛋白酶结 

构域和 NS4A合成肽复合物的晶体结构I ，可以看 

出，NS4A 的核心肽的羟基端在空间上靠近蛋白酶 

的氨基端，这表明有可能借助适当的柔性把 NS4A 

核心序列的羟基端和 NS3丝氨酸蛋 白酶的氨基端 

连接起来，使 NS4A和 NS3之间由原来的分子间作 

用变成了分子内作用。因此，有人认为 NS4A本身 

就是丝氨酸蛋白酶的一个组成成分 。此外 ，NS4A 

的侧链也与 NS3丝蛋白酶的 “口袋”(结合底物的 

部位)组成了 N．末端疏水中心，而且这些侧链残基 

的突变对 NS4A激活蛋 白酶水解活性也有很大的影 

响。当存在 NS4A时，HCV NS3丝氨酸蛋白酶的催 

化三联体的 Asp8t-羧基和 Sert39_羟基攻击 His 的 

咪唑环，使得 Ser成为强亲和物质 ，攻击底物多肽 

肽键的“C=O”处，从而切割多肽。而在不含有 NS4A 

的 NS3丝氨酸蛋 白酶结构中，Asp叭的侧链远离而 

不攻击 His ，而且与 Arg 形成离子对，这样 NS3 

蛋白酶就失去了其切割活性。虽然 NS4A使 Asp 

的侧链转 变方 向的机 制仍不清 楚，但 可 以肯定 

NS4A对 HCV NS3丝氨酸蛋白酶活性的发挥是必 

需 的。 

后来，有人报道单独的 BVDV的 NS3丝氨酸 

蛋 白酶结构域不能完成 NS5A／5B 位点的切割，但 

如果使用包含完整 NS4A肽段的复合蛋白，就能够 

完成这个位点的切割。这提示，NS4A 也是瘟病毒 

属丝氨酸蛋白酶的辅因子。 

NS4A 除作为辅因子起作用外还能刺激酶切割 

活性，比如在 HCV中，NS4A能对 NS4B／5A位点 

切割活性刺激，使之增长越 100倍，在 NS4A／4B 

位点增长 11倍，在 NS5A／5B位点增长 3倍。 

在 WNV、YFv、DEN2中发现，黄病毒属 NS3 

丝氨酸蛋白酶的辅因子与其它两属不同，是 NS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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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Do]。它通过其结构 3个侧面的保守疏水区域与 

NS3蛋白酶相互结合，与蛋白酶活性本身无多大关 

系，但能够刺激对 NS3的蛋白酶活性，而且与 HCV 

的 NS4对 NS3的刺激不同，它对各个点的刺激效 

果是相同的。 ． 

除辅因子的不同外，黄病毒科病毒的 NS3丝氨 

酸蛋白酶的切割位点在各个属中也是不同的。丝氨 

酸蛋 白酶的切割位 点特异性一般 由切割处底物的 

氨基末端残基 (Pocketl，P1位置)所决定。如表 1 

所示，由于 Pl位置的不同造成了切割位点的不同。 

瘟病毒属中，要求切割底物的 N一末端为 Leu【l ，使 

得NS3蛋白酶一般在NS3／4A、4A／5B、4B／5A、5A／5B 

位点进行切割；黄热病毒要求底物 N～末端为 Arg 

或 Lys【l ，因此黄热病毒属在 NS2A／2B、2B／3、3／4A、 

4B／5A位点进行切割。丙型肝炎病毒需要 N-末端为 

Cys或 TVr【̈】，通常其蛋白酶活性分为两部分，一 

部分向上游切开与 NS2的连接，释放出 NS3和下 

游部分，另一部分为切割下游的 NS3／4A、4B／5A、 

5A／5B等不同位点。 

表 1 黄病毒科各属病毒 NS3蛋 白酶的底物结合 “口袋” 

(P1特异性 口袋)以及底物 N一末端残基 

Table 1 The pocket for binding substrate in NS3 serine 

proteinase of Flavivividae family and N—terminal 

residues of substrate． 

黄病毒科各属的 酶作用底物 

NS3丝氨酸蛋白酶 N．末端残基 

底物结合 “口袋 ”的氨基酸组成 

l89 l90 2l3 2l6 228 

瘟病 毒属 
Pestivirus 

丙型肝炎病毒属 

Hepacivirus 

黄病 毒属 
dvivirus 

L 

K或 R D Y Y G I 

其中 189、190、213、216、228表 示氨基酸残基在 Pl特异性 口袋 中的 

位置，大写字母L、C等为氨基酸残基的简写。 

1)活性的发挥需要 NTP水解所释放的能量： 

双链打开时，氢键的断裂需要由NTP水解来提供能 

量，但黄病毒科病毒核苷酸三磷酸酶对其底物 NTP 

的要求并不高。这些酶可以水解所有的NTP、dNTP 

甚至是无环鸟苷三磷酸、无环腺苷酸等缺乏核糖基 

的核酸 。但不同病毒的核苷酸三磷酸酶水解磷酸盐 

的效果有所不同。例如，DEN2和 YFv对 ATP、 

GTP的水解效果好，而 WNV虽然也与前二者一样 

属于黄病毒属，其作用于 ATP、UTP、CTP，却不 

作用于 GTPLZi 161。 

2)NTPase的活性被单链 RNA 所刺激：在对 

BVDV 的核苷酸三磷酸酶／RNA解旋酶进行生化分 

析时发现 ，当有多聚腺苷酸 (polyA)的存在时， 

NS3结合 Mg2~_ATP的最大反应速度 (Vmax)从 

1．25S 上升至 l0．8 S 【l7】。同时，HCv的晶体结构 

表明 RNA与 NS3解旋酶部分的结合导致蛋白质构 

象发生变化 ，变得更加有利于与 Mg2+_ATP复合物 

结合，这些都说明单链 RNA能够刺激 NTPase的活 

性。在 DEN2中，NTPase活性被多聚尿嘧啶(polyU) 

和多聚腺苷酸 (polyA)刺激的效果最好，几乎不 

被 多聚胞嘧啶 (polyC)所刺激 ，但被 多聚鸟嘌呤 

(polyG)抑制【j川；而在 HCV 以及 BVDV 中，其 

活性被 polyU和 polyC刺激效果最好，不被 polyA 

所刺激，但也同样被 polyG所抑制 J。 

3)NS3解旋酶作用的底物特异性低：NS3解 

旋酶虽为 RNA 解旋酶，能作用于 RNA／RNA、 

RNA／DNA，但有时也能作用于 DNA／DNÄ 圳。然 

而，不管作用于哪种底物，都要求这些双链有游离 

的 5’或 3’端，即需要单链区的存在，完整的双链是 

不能被解旋的1 J。并且，NS3解旋酶对 RNA底物 

的作用效果比对 DNA双链的好 川。 

4)NTP与 NTPase的结合需要二价离子，一般 

是 Mg“的辅助； 

5)解旋方向沿模板链 3'-5’方向进行L2 。 

2 核苷酸三磷酸酶／RNA解旋酶活性 2一
N

N

s

S

33篇 排列的基序(mocif)． 
黄病毒科病毒基因组复制过程中，负链合成初 

期需要解开部分双链区，保证病毒的复制酶沿着模 

板链顺利前进，这时需要 NS3蛋白 C一末端的核苷 

酸三磷酸酶部分水解 NTP提供打开双链之间氢键 

所需的能量，其解旋酶部分打断氢键并阻止模板链 

与新生链之间重新碱基配对。基因敲除实验已经证 

明了 NS3的解旋酶活性对黄病毒科病毒的复制址 

必需的IH’巧J。本文简称 NS3解旋酶。 

2．1 NS3懈旋酶的主要特点 

I、Ia、II、III、Ⅵ、V、Ⅳ；其中基序 I、II、V、 

Ⅵ最为保守，而 Ia、III、Ⅳ相对不保守，分别位于 

解旋酶的三个 结构域上 。基序 I即瓦科基序 A 

(Walker motif A)，其序列特征 为 A—x—X—G—x— 

G—K—S／T，负责结合 NTP；基序 II，即瓦科基序 B 

(Walker motif B)，主要参与 Mgz+的结合 J。在丙 

型肝炎病毒中，这两个基序位于其解旋酶结构域 l 

上 ，共同组成 了 NS3解旋酶的核苷酸三磷酸酶部 

分。基序III位于解旋酶结构域 1和 2之间，起着“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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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区”(“switch—region”)的作用，负责将 NTP水 

解时酶构象发生改变的信息传递给解旋酶结构域 2 

上富含精氨酸序列的基序Ⅵ，使基序Ⅵ与 RNA 或 

DNA发生结合[2 ’231 o结合有一条 DNA双链的HCV 

NS3解旋酶的二级结构表明，核酸与 NS3解旋酶的 

结合发生在解旋酶结构域 1和 2之间的“裂’ cleft’’) 

中，但与其它解旋酶不同，蛋白质与 RNA 的结合 

是通过 DNA一磷酸骨架进行的，而不是通过核酸碱基 

对或糖基【3 '241,这一点可以解释 NS3解旋酶作用的 

低底物特异性。能量有了，RNA底物也已经结合上 

去了，那么到底是哪一部分起着解开双链 的作用 

呢?在 HCV NS3解旋酶晶体结构中，发现在这 7 

个基序中均含有类 RecA 蛋白 J，而且 目前 RecA 

蛋白已经被公认有解旋酶活性，因此在解旋过程中 

可能 7个基序共同起作用，或是高度不保守的基序 

Ⅳ起作用。 

2．3 NS3解旋酶可能的作用机制 

目前关于 NS3 NTPase／RNA helicase的作用 

机制仍有很大争议 。一些人认为 NS3解旋酶采用 

“消极机制 ”(“passive”mechanism)【261，即 NT 

Pase／RNAhelicase与底物的单链区结合，但并不参 

与双链的分开。Poaer和 Preugschat发现在没有 ATP 

的情况下，HCV双链的分开仍能发生，证明了这种 

机制的现实存在性[27l。而且 ，事实上，黄病毒属的 

大多数病毒如 Ⅵ 、WNV 等的 NS3末端只具有 

NWPase活性，而没有解旋酶活性，说明二者活性的 

发挥并不一定总是相伴随的【 ．29】。另一些人持相反 

的观点：“积极机制”(“active”mechanism) 川，认为 

解旋反应必需有 NTP的存在，因此，酶的表面至少 

有两个核酸结合位点。一个位点结合上 NTP 后， 

NTP作为 “扳机”扣动酶构象变化，从而使它与 

RNA或 DNA底物结合。这种机制要求在酶上有多 

个底物结合位点，或酶有多种构象形式，可以结合 

多个底物。研究事实表明，HCV结合有一条底物多 

肽链的 NTPase／RNA helicase模型 以及 WNV 的 

NTPase／RNA helicase支持这种机制。因此，关于 

NS3 NTPase／RNA helicase的作用机制仍有待进 
一 步研究。 

现在，NS3蛋白在黄病毒科病毒生命循环中的 

重要作用已经越来越清楚，它的两个活性区域：丝 

氨酸蛋白酶和核苷酸三磷酸／RNA 解旋酶均已成为 

抗黄病毒科病毒药物设计的理想靶 目标 。对丝氨酸 

蛋白酶活性的抑制研究主要集 中在采用底物竞争 

结合性抑制物或用金属螯合剂结合锌离子等离子， 

破坏蛋白质构象等方面；对解旋酶的抑制研究主要 

是根据它在发挥作用时需要 NTP，而寻找 NTP的 

类似物来竞争抑制酶活性。近来有实验发现 ，在 

DEN2病毒中，丝氨酸蛋白酶和核苷酸三磷~／gNA 

解旋酶区域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共用约 20个 

氨基酸 ，这又为抗病毒治疗提供了新的靶位点。由 

此看来，对 NS3蛋白的研究无疑为抗黄病毒科病毒 

药物的筛选、研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但是仍有许 

多问题很不清楚，比如全长的NS3蛋白与截短的只 

含有某个功能域的 NS3的生化特性是不同的，造成 

的原因还是个谜：对解旋酶在复制中的具体作用机 

制仍不清楚等等，都有待于对 NS3蛋白的进一步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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