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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rions are unprecedented infectious pathogens that cause a group of invariably fatal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 by an entirely novel mechanism．Prion diseases result from abnormally 

folded isoform (PrPso)of the cellular prion protein (PrP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the conversion of PrP into PrP ．we calculated the solvent‘accessibility of amino acid 

residues in native HuPrP and its single amino acid residual mutants，such as M 166V,S170N，E200K and 

R220K．We also modeled structural overlaps of native PrP and its mutants，analyzed their root mean 

squared fRMS)deviations．Results showed that the local conformation is intense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native PrP and its mutants owing to the variation of M 166V etc．The single ami no acid residual mutant 

not only lead to great changes of the solvent accessible surface area(SASA)and positions of part 

residues，but also influence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protein surface charges．These changes may adapt 

well to the local surroundings of the secondary interactions．We also conclude that there is some 

difference between PrP and normal globular protein，indicating that PrP can’t form a stable globular 

protein；it's only a folding intermediate． 

Key words：Prion；Accessibility；Conformational stability；Structural superposition；RMS deviations 

摘要：朊病毒是一种全新类型的致病因子，以一种全新的致病机制造成许多神经退化性疾病。它的致病性主要由 

f PrpC向prpsc构象转变『而造成。为了探讨 PrP PrP 。转变过程中PrP分子构象变化的机制，我们计算分析了人 

天然 PrP分子及不同的单残基突变体 (如M166V，S170N，E200K和 R220K)的氨基酸残基溶剂可及性，并对天 

然 PrP分子及其突变体进行了结构重叠模拟平ll RMS偏量分析。结果表明：由于 166位等单个残基的突变，造成 

PrP突变体与天然蛋白的局部结构出现较火簟别．使得部分残基的溶剂可及表面积发生了较大变化，并且部分残 

基改变了它们的位置，『ljJ时也影响赁白质衷山 的电倚分布，这些改变是为了更好地适应次级相互作用的局部环 

境。分析表明 PrP 一收球生 在性质上何一定的差异，说明 PrP分子并不是一种稳定的球蛋白结构，只是一种 

折叠中间物。 

关键词：朊病毒；可及性；构象稳定性：结构 叠；RMS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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朊病毒蛋I~l(Prion Protein，PrP)~叮转移性海绵 

脑痫(Transmissible Spongiform Encephalothies，TSEs) 

密切相关，如人的克雅氏病(Creutzfeldt—Jakob disease， 

CJD)、羊 搔 痒 病 (Scrapie)、 牛海 绵 脑 病 (Bov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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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ngiform Encephalothy，BSE)等u J。“唯蛋白”假 

设认为，TSEs的病因是细胞型 PrP(PrPc)向致病型 

PrP(PrP )构象转变造成的 】。PrPc为一可溶性蛋 

白，其 N 末端为无规卷 曲的柔性尾 巴，而 C 端 

125—228位残基为一个球状结构域，主要 由 0【螺旋 

构成，仅含有少量的 B折叠l5 ；结构模拟分析表明， 

PrP 是一个不可溶性蛋白，主要 由 B折叠构成【2’ 。 

但是，对于PrP 向PrP 转变的机制，目前仍不太清 

楚。 

溶剂可及表面积(Solvent accessible surface area， 

SASA)是指溶剂 即水分子所接触到的蛋 白质表面 
J
。 蛋 白质表面溶剂可及性(Accessibility)是描述蛋 

白质疏水性的重要手段，氨基酸残基的疏水性是影 

响蛋白质折叠的重要物理作用。通过 SASA的计算， 

可分析蛋 白质和核酸的疏水 自由能及其结构稳定 

性l9 。迄今为止，还未见通过 SASA计算和结构 

重叠模拟分析朊蛋白的报道。 

本工 作 计 算 了人 朊 病 毒 蛋 白(Human Pfion 

Protein，HuPrP)天然结构及其突变体的所有残基的 

SASA，分析 了人朊病毒蛋 白及其突变体疏水性变 

化和构象稳定性：分别对 HuPrP天然结构与突变 

体、HuPrP突变体与鼠病毒朊蛋 白(Murine PrP)~H叙 

利亚仓鼠朊蛋白病毒(Syrian hamster PrP)进行了结 

构重叠研究。通过以下几个参数——可及表面积、 

包 围残基的变化、RMS 偏量(Root mean squared 

deviations，RMSD)等计算与分析，对突变前后 PrP 

的构象变化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1 方法 

1．1 蛋白质结构数据 

从 PDB数据库 [131获取以下几种蛋 白的结构数 

据：HuPrP(PDB代码为 1QM0)114]及其突变体 1E1J 

(M 166V)I 、1E1S(S170N)[ 、1FKC(E200K)t 刚、 

1E1W (R220K)I 和鼠朊蛋~(1AG2)㈣ 、叙利亚仓 

鼠朊蛋 白(1B10) J。 

1．2 SASA的计算 

利用 MSMS软件lJ驯计算 HuPrP及其突变体所 

有原子和残基的 SASA。 

1．3 包围残基的计算 

以 0【一C原子代表蛋 白质的氨基酸残基，根据相 

应残基 0【一C原子的坐标，利用 Swiss—PDB Viewer软 

件 】，计算与突变残基之间距离小于 8 A 的残基 

数。当氨基酸残基之间的距离小于 8 A时，相互之 

间才有影响 ⋯。 

1．4 结构重叠模拟和 RMS偏量分析 

利用 Swiss—PDB Viewer软件进行结构重叠模 

拟和计算 RMS偏量。 

2 结果 

2．1 HuPrP及其突变体氨基酸残基的溶剂可及性 

根据文献【 ．2 ，如果一个原子的相对可及性低 

于 5％，那么该原子被认为是疏水的(埋藏的)；高于 

5％，则认为该原子是亲水的(暴露的)。我们计算和 

分析 了 HuPrP 及其突变体 的所有原子和残基 的 

SASA(文中未用图表显示)，计算结果表明：(1)第 

二、三个 0【螺旋的残基可及性呈现出有规则的两个 

残基 SASA高、两个残基 SASA低的起伏变化的特 

征，而第一个 0【螺旋并无 比较明显的规律；(2)四个突 

变位点 Metl66、Serl70、Glu200、Arg220的可及 

性均高于 5％，即完全暴露在蛋白质表面 。表 l给出 

了几种蛋 白质总的和平均 SASA。 

表 1 分别处于埋藏和表面部位残基的总的和平均的溶剂可及表面积(A ) 

Table 1 The total and average SASA(A in inter
—

ior and sur
—

face parts 

a．．The tOta1 SASA ：b．The interiOr Or sutrace amino acid residues：c，Average SASA and％ shows the percentage of the interior or surface amino acid residues 

我们将残基分为 SASA 低于 5％(埋藏)或高于 

5％f暴露)两类 。表 1显示：对于 HuPrP(1QM0)，19％ 

的残基为埋藏残基，平均 SASA为 1．8547，81％~j 

残基为暴露残基，平均 SASA 为 82．8721。对于 

HuPrP及其突变体，总的来看，14％一19％的残基埋 

藏在蛋白质里面，8l％～86％的残基暴露在外面，平 

均 SASA分别为 1．9151和 80．4303。而一般球蛋白 

埋藏 残基 约为 31％，暴 露残基 约为 69％，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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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SA分别为 0．70、58．85_l”j。由此看出，PrP与一股 

球蛋白在性质上有一定差异，说明 HuPrP不是 一种 

稳定的球蛋白结构，相对其它球蛋白，更易发生构 

象转变，这几种 HuPrP突变体也不是一种稳定的球 

蛋白结构，只是折叠中间物。这与 Nicholson等推 

测的 “H交换后的 PrP可能只是 PrP 形成过程中 

的一 种 折 叠 中间 物 ”结 论 相 符 [231同 时 也 与 

Capellari等的推论“突变后的PrP。经历一定的修饰 

后变成 Pr 。’相符 圳。 

2．2 HuPrP不同位点突变对结构的影响 

表 2给出的是天然和突变体蛋白每一个突变位 

点的 8A 范围内的包围残基。结果显示，天然 PrP 

分子 Met166、Serl70、Glu200、Arg220残基分别 

有 6～9个其它残基包 围：而经过氨基酸置换后，虽 

然突变残基的少数相邻残基发生变化，而大部分无 

变化，但是却正是这少数包围残基的变化改变了相 

应残基的可及性 。 

表2 天然和突变体中突变位点的8A范围内的包围残基 

Table 2 The surrounding residues within 8A of mutant sites in native and mutant proteins 

表 3显示，在 166、170、200、220位残基分别 

由 Met、Ser、Glu、Arg突变为 Val、Asn、Lys、Lys 

后。有 3-6个残基改变 了它们的埋藏或暴露状态。 

特 别应该注 意的是 ：Pro158、Val176、Val18O和 

Ilel84。这些残基本身为非极性氨基酸，但它们却 

从原来的埋藏状态变成了暴露状态；而 Asp147、 

His187，它们本身为极性氨基酸，却从原来的暴露 

状态变成了埋藏状态。说明由于单个残基的突变， 

PrP的局部构象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从以上可以看到：少数包围残基的变化，以及 

残基埋藏或暴露状态的改变，都说明有部分残基 比 

较容易改变它们的位置，而这种变化是为了更好地 

适应次级相互作用的局部环境。 

2．3 天然 PrP蛋白与突变 PrP蛋白的结构重叠模拟 

及 RMS偏量分析 

利用Swiss．PDB Viewer软件，我们对HuPrP天 

表 3 PrP分子氨基酸残基点突变后部分残基行为的改变 

Table 3 The behavior of amino acid residues with point 

m utatlons 

然蛋 白 1QM0 及其突变 体 1E1J(M166V)、1E1S 

fS170N)、1FKC(E200K)；fU IE1W (R220K)的整体结 

构进行了结构重叠(SuperI)osilion)模拟(彩版图 1·A、 

B、C、D)，并分别对模拟 比较后的结构进行了 RMS 

偏量分析(图 2．A、B、C、D)。另外，由于 HuPrP 

的 1E1J(M166V)和 1ElW(R220K)突变后的残基与 

鼠朊 蛋 白(1AG2)的相应残 基(V166、K220)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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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1S(S170N)突变后 的残基 与叙利亚 仓 鼠朊 蛋 白 

(1BlO)的相应残~(N170)--致 ，因此，我{fJ 分 

别对 lAG2与 1E1J、1E1W 和 lBl0与 1E1S进行 了 

结构重叠模拟(彩版图 1一E、F、G)及其 RMS偏量分 

析(图 2一E、F、G)。 

]IQMO-IEIW D 

J 

1 

{ ： 
140 l6O l 8O 2oo 220 140 l6o l8O 2o0 220 

图2 天然PrP分子与其突变体的RMS偏量分析 

Fig．2 RMS deviations analysis of the native PrP and mutants 

x axes coordinate shows residue number；Y axes coordinate shows RMS deviations． 

RMS偏量表示匹配氨基酸残基之间的平均背 

离度，RMS偏量越低，表示相匹配蛋白质氨基酸残 

基之间结构重叠的吻合度越高 引。从彩版 图 1一A、 

B、D、F、G 中可以看到，第一个 C【螺旋的重叠吻 

合度均不太好，图 2也显示相应 RMS偏量均较高； 

另外，由于 鼠朊蛋白分子的第三个 C【螺旋的 C末端 

有一个明显的弯折，因此，它与 1E1J、lElw 相应 

部位的结构重叠吻合得不好(彩版图 l—E、F)。 

从图 2显示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1)在图 

2一A、B、C、D、E、F、G 中，大约 166—172位残 

基(相当于第一个 loop环)之间，RMS偏量均出现 了 
一

个非常明显的高峰区域，这说明 PrP分子中一 旦 

有氨基酸残基突变或者出现可能造成构象变化 的 

因素，该区域表现最不稳定，结构最容易发生变化； 

(2)对于第一个 C【螺旋，相对位置约为 144—154位残 

基，它们的 RMS偏量大都较高(图 2一C、E除外)，特 

别是图 2一A、B、F、G；但是，在 PrP的第二、三 

个 C【螺旋的部分残基，约 178一l85、200—215位残基 

之间，RMS偏量均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低谷，特别是 

第三个 C【螺旋 ，这说明氨基酸残基的突变，对于第 

二、三个 C【螺旋不会造成比较明显的影响，即该处 

可能相对是 比较稳定的，但第一个 c【螺旋有可能发 

生构象变化。Nicholson等 L2_jl利用 H原子交换的实 

验数据证实，残基 179、181(位于第二个 C【螺旋)和 

214、2l5、216、2l8、219(位于第三个 C【螺旋)处于 
一 种过保护(super protection)状态，而第一个 C【螺旋 

中，仅有一个 151位残基处于过保护状态，这种非 

正常的过保护状态可能反应了从 PrP 转变为 PrP 

过程中的某种重要结构特征，也许 ，上述的低谷正 

是这种重要结构特征的反映；(3)对于 1E1J(M166V)、 

IE1S(S170N)、1FKC(E200K)、1EIW(R220K)，分别 

经过突变后，受影响最大的可能分别是：第一个 C【 

螺旋、第一个 C【螺旋和 166—172位残基的 loop环、 

166—172位残基的 loop环和第二、三个 C【螺旋之间 

的 loop环、l66—172位残基的 loop环。这说明 loop 

环具有很高的种间变异性，暗示它与朊病毒疾病感 

染的种间屏障密切相关；同时，这也许与蛋白质 X 

结合有关，而蛋 白质 x可能是促成 PrP 向 PrP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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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转变的分子伴侣 。 

3 讨论 

人 PrP的天然蛋白及其突变体的溶剂可及性研 

究和结构重叠模拟分析，为研究 PrPc向 PrP 转变 

过程中的折叠、构象稳定提供了一些重要的信息： 

(1)由于氨基酸残基的突变，虽然围绕中心残基的残 

基群大都基本保持了原有位置，但一些残基的溶剂 

可及表面积发生了变化；(2)由此造成 了突变后 PrP 

的局部结构(如 166—172位残基的 loop环、第 一个 Cc 

螺旋等)与天然蛋 白出现 了较大的区别；(3)部分残 

基 比较容易改变它们的位置，以适应次级相互作用 

的局部环境；(4)氨基酸残基的突变，改变了蛋白质 

分子可及性，导致蛋 白质表面 的电荷分布发生了较 

大变化，从而有可能改变 PrP与其它分子或细胞膜 

的作用能力；(5)突变后的 PrP与一般球蛋白有一定 

的差异，说明突变后的 HuPrP并不是一种稳定的球 

蛋白结构，而只是 PrPsc形成过程中的一种折叠中 

间物。这些理论数据将为我们进一一步的实验验证提 

供有益的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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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天然PrP分 突变体的结构重叠模拟带状图 

Fig．1 Ribbon of structure overlapping of the native PrP and the mutants 

A：1QMO-1E1J，B：1QMO一1E1S，C：1QMO-1FKC，D：1QM0—1E1W，E：1AG2-1E1J， 

F：1AG2—1E1W，G：1B10-1E1S In A，B，C and D，blue，green and red shows)elixl， 

helix2 and helix3 of 1QMO，purple show 1E1J，1E1S，1FKC，1E1W In E and F,red， 

green and blue shows helix1．helix2 and helix3 of1AG2．purple show 1E1J、 1E1 

In G，grcen，blue and red shows helix1，helix2 and helix3 of 1B10，purple shows 1E1 S 

一 一 J 、 1L |、⋯ r1 -  ̂ 一 一 一 J ⋯ ⋯ ：一 一 f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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