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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基酸残基可及性与蛋白质家族成员结构的保守性 

黄京飞 刘次垒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 ’唼验室 昆明 650223) 

摘要 本文在细胞色素 c族蛋白和免疫球蛋白家族中一些蛋 白质片段的序列比较和分析的基 

础上，通过计算其氨基酸残基的可及性，对残基可及性与蛋白质序列及其三维结构的保守性之间 

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和探讨。结果表明，序列 中凡是保守的残基，其可及性都较低，而且这些低可 

及性的保守性残基与维持蛋白质特有的三维结构相关。作者认为，同一家族的蛋白质中，在进化 

上相距较远的各成员之间，结构的保守性主要是体现在其三维结构上}序列中的保守性残基，对 

于维持整个蛋白质分子特定的三维结构和功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此外，序列中的保守性残基一般 

均位于其整个分子结构的内部，因而具有较低的可及性。鉴于“可及性”本身只具有相对的意义， 

故可及性较低的残基不一定是保守的，而保守的残基则是低可及性的。 

关键词 残基打及性， 中图分 ； 蛋白质家族+保守性残基，结构保守性 耋 { 

蛋白质家族中各成员结构的保守性，包括其一级结构(序列)和三维结构的保守性，与 

这些成员在分子进化过程中经历了一系列的结构变化之后，仍能够保持着相类似的功能有 

密切的关系。研究表明，除了在进化上较为保守的同源蛋白质分子的序列和三维结构具有 

较大的保守性外，一些在进化上相距较远的同一蛋白质家族中分子的序列也存在着一些非 

常保守的残基，而对这些在进化上相距较远的蛋白质来说，它们的三维结构比其序列具有 

更大的保守性(Bajaj等，l984)。蛋白质家族各成员结构的这种保守性，是由于蛋白质分 

子的功能对其约束的结果。蛋白质的三维结构与其序列中各氨基酸残基的物理、化学性 

质，如疏水性和可及性等有着密切的联系，一般说来，两种折叠成为类似三维结构的氨基 

酸序列具有高度一致的疏水性(Sweet等，1983)。此外，溶剂不可及的残基比那些位于分 

子表面的溶剂可及的残基有较低的突变率(Chothia等，19861 Hubbard等，1987j Lim 

等 1989)，不同可及性氨基酸残基的变异性和保守性大不相同，溶剂不可及的残基通常较 

为保守(Overingtong等，1990，l992；Topharn等，1993)，因此，可及与不可及残基替 

换模式的不同，反映了这两类残基保守性的差异(Wako等，1994)。为了进一步研究氯基 

酸残基可及性与蛋白质结构保守性问的关系，本文在就细胞色素 e族蛋白和免疫球蛋自家 

族中一些蛋白质片段的序列进行比较和分析的基础上，通过计算其氯基酸残基的可及性， 

对残基可及性与蛋白质分子序列及其三维结构的保守性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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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I肝 一 ⋯ _x—帅  n  ̂

— — — -YI ^̂ 0K̂  

60 70 80 90 100 

～ U X-髓 ll州 ¨_Ⅵ JcI1 

20 30 

—  

=vE 疆个sv 
— B r0PI葛 

50 60 

一  肆甜卜w 哂圈 础 8。FIF-s-sY● P6碡G旺w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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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经对齐处理后的一些蛋白质序列 

Fig 1 Alignments of some protein sequences 

a细 胞色素 c(cytochrome c】{b免疫球蛋[~(immunoglobu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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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材料与方法 

2．1 蛋白质的昌体结构数据 

本文所涉及的蛋白质晶体结构数据垒部来自Brookhaven的 PDB蛋白质数据库，文中所 

用的蛋白质代码也系该数据库中备相应蛋白质的代码。 

2．2 氨基酸残基可及性的计算模型与方法 

本工作采用Wodak等(1978)的蛋白质简化模型，利用Janin教授所提供的ASA微机程序 

进行计算。计算中所用每个氨基酸球的固定点数 NGC=90，即每个球的总样本点数为 2978， 

水分子探渊球的半径为 1．4×10。。 m。 

2．3 序列资料的来源 

本文中所用细胞色素 c及免疫球蛋白的垒部序列分别取 自Mathews(1985)和 Johnson等 

(1990)论文中所收集的序列。 

3 结果与讨论 

3．1 残基可及性与序列保守性的关系 

通过对细胞色素c及免疫球蛋白序列的比较和分析，可以看出，在整个细胞色素 c族 

蛋白中有 5个位点的残基是保守的(图 la)，在免疫球蛋自家族中有 3个位点的残基是保守 

的(图 lb)。在此基础上，我们就表 1和表 2中所列举的蛋白质分子的所有残基的可及性进 

行了计算，结果表明，凡是保守性位点其残基的可及性都较低(表 1、2)，但并非可及性较 

低的残基都是保守的。由于残基的可及性主要是与其在整个蛋白质分子三维结构中所处的 

位置有关，位于分子表面的较为暴露的残基通常具有较高的可及性，而位于分子内部的较 

为埋藏的残基则可及性较低；此外，处于同一位置的相同残基，在同一蛋白质的不同结构 

状态中其可及性也有一定的差异(表 3)。从序列比较和计算结果仍可以看出，序列中残基 

的保守性与其可及性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在序列中极度保守的残基一般都是溶剂不可及的 

残基，这进一步说明了“不同可及性氨基酸残基的变异性和保守性大不相同，溶剂不可及 

的残基通常较保守”的观点(Overingtong等，1990，1992t Topham等，1993)。 

襄 1 —些细胞色素 c族蛋白分子序列的保守性残基殛其可殛性‘Ac】。 

TaMe1 Cm~erved residuesin咖  阳me c sequencesaudtheir A 砌 廿es(Ad。 

① 表中除 5CYT为还原志柯象外，其余所有细胞色素均为氧化盎构象(aII the listed are 

oxidized eytoch~omes except”duced 5CY r】I 

② 与血红素共价结台的残基(the residues formed COvalent bonds with he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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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一些免疫球蛋白可变区与恒定区序列的保守性残基及其可及性(Ac) 

Tahk 2 Conserved residues and their accessibilities(Ac、in some of immunoglobulin 

variable and constant regions① 

①表中的残基分 0为免疫球蛋白的轻链可变区(VL)和重链可变区(vH)以及轻链恒定区(cL)和重链恒定区{cH)的保守 

性残基 [all the residues listed are the conserved residues in immunoglobutin light—chain variable region{vL)， 

heavy—chain variable region cvL)， tight chain constant region(cL)and heavy chain constant region(cH1 

respectively3。 

3．2 残基可及性与蛋白质分子三维结构保守性的关系 

蛋白质家族中各成员序列结构的保守性，是由其三维结构和功能的保守性对其约束的 

结果。因此，分析蛋白质三维结构的保守性，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序列保守性的 

实质。 

研究表明，细胞色素 c族蛋白分子都含有一个共同的 Cys—X—Y Cys—His一顺序，其 

中，Cys、Cys和 His这 3个残基与血红素基团是共价结合的。此外，所有这一族的蛋白 

分子都有着类似的三维结构，血红素基团在其整个结构中被深度埋藏而且具有类似的取向 

(Mathews，1985)。由于血红素基团的存在与细胞色素c分子执行传输电子的功能直接相 

关，为了保证这种功能，细胞色素 c分子就必须维持能与血红素基团的结台相匹配的空间 

结构，而要保证这种特定三维结构的存在，序列 中就必须要有“ Cys—X—Y—Cys His一，， 

这一特定顺序的存在。因此，从理论上讲，似乎 Cys 14、Cys 17和 His 18这 3个残基应 

比 Pro 30和 Met 80这 2个残基更为保守。尽管细胞色素 c族蛋白各成员序列上差异很 

大，仅有 5个残基是保守的(图 la)，但从它们分子主链的拓扑结构图(Johnson等，l990) 

可以看出，它们的空间结构却是非常相似的。因而，与血红素共价结台的 Cys l4、Cys 

l 7和 His 18这 3个保守性残基，对于维持细胞色素 c特有的三维结构和功能有着特别重 

要的意义。就表 2所列出的免疫球蛋白可变区和恒定区的 3个保守性残基而言，其中的 2 

个Cys残基可相互间形成二硫键，并因此分别构成了免疫球蛋白L一和H一链的可变区和 

恒定区 2个结构域。这些结构域对于免疫球蛋白完成与其抗原的专一性结合的功能，有着 

非常重要的意义。此外，从其三维结构的研究结果(Creighton，1983)来看，这 3个保守性 

残基也都是位于备相应结构域的内部，因而，它们的可及性都很低。 

综上所述，作者认为，同一家族的蛋白质中，在进化上相距较远的备成员之间，结构 

的保守性主要是体现在其三维结构上}序列中的保守性残基，对于维持整个蛋白质分子特 

定的三维结构和功能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旦这些残基被改变或替换将可能导致其整个分子 

的三维结构发生变化，从而使其失去原有的分子功能；此外，序列中的保守性残基一般均 

位于其整个分子结构的内部，因而具有较低的可及性。由于“可及性”本身仅具有相对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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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故可以说，在某些情形下可及性较低的残基不一定是保守的，而保守的残基则是低可 

及性的 

致谢 本工作蒙法国Paris—Sud大学结构生物学实验室Jo l Janin教授及 Francis Re． 

dier博士馈赠 ASA 计算程序并提供 5CYT和 2FB4的 晶体结构数据， 在此，谨向他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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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 INo ACID RESIDUE ACCESSIBILITIES AND 

STRUCTURAL CoNSERVATIVENESS oF 

M oLECULES IN PRoTEIN FAMILY 

HUANG Jing—。fei LIU C；—。quan 

(Laboratory ofCellular and Molecular Evolution Kunming Institute ofZoology 

the Chinese Academy ofSciences，Kunming 650223)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n the sequences of cytochrome C famil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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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domain fragments in immunoglobulin family， the protein amino acid residue ac— 

eessibilities have been caleulate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mino acid residue 

aceessibilities， protein sequences and three—dimensional structural conservativeness has been 

analyzed and discussed．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all conserved residues in sequenCes have 

lower aeecssibilities． and the conserved residues with lower aecessibilities are close corrdafive 

to keeping proton specific threedimensional structures It is suggested that protein structural 

conservativeness is mainly expressed in恤eir three dimensional structures between evolutiona- 

ry distant various protein molecules within families of proteins， and the conserved residues 

in sequenc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to keep spe cific three —dimensional structure in whole pro- 

tein molecule In addi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conserved  residues in sequences are generally 

located in the  interior of whole protein molecular structure．This is why their aceessibilities 

are lower．Of course． not all lower accessible residues are conserved， but the conserved rcsi— 

dues are those with lower aceessibilities． 

Key words Residue accessibiUty， Protein family， Conserved residue， Structural con 

servaf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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