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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结合光谱法、动力学模拟（ＭＤ）和分子对接等手段，多角度地研究了 ２，２′，４，４′，５⁃五溴二苯醚（ＢＤＥ⁃ ９９）与人血清白蛋白（ＨＳＡ）在
ｐＨ＝ ７．４ 模拟生理环境下的相互作用机制．首先采用 ＭＤ 从理论上模拟 ＢＤＥ⁃９９ 与 ＨＳＡ 相互作用的构象变化情况；然后利用同步荧光和三维荧

光光谱法从实验角度进行验证，所得结果表明，ＢＤＥ⁃９９ 使 ＨＳＡ 的疏水性增强从而导致其构象发生变化．同时，荧光光谱和紫外光谱得出 ＢＤＥ⁃
９９ 对 ＨＳＡ 的猝灭机制属于静态猝灭和非辐射能量转移．另外，分子对接结果显示，ＢＤＥ⁃９９ 通过静电引力和疏水作用力结合在 ＨＳＡ 的位点 Ｉ
处，这与竞争实验和热力学参数的分析结果是一致的．实验数据与模拟计算结果的相互印证，为进一步探究 ＢＤＥ⁃９９ 和 ＨＳＡ 的相互作用机制提

供了重要的信息和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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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期 董露等：结合光谱法和计算模拟多角度分析 ２，２′，４，４′，５⁃五溴二苯醚与人血清白蛋白的作用机制

１　 引言（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多溴二苯醚 （ Ｐｏｌｙｂｒ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ｄｉｐｈｅｎｙｌ ｅｔｈｅｒｓ，
ＰＢＤＥｓ）作为溴代阻燃剂被广泛应用于纺织、建材、
家居装饰和电子产品等领域（Ｄａｒｎｅｒｕｄ，２００３）． 由于

ＰＢＤＥｓ 具有价格便宜、热稳性好、阻燃效率高等特

点，故其使用量逐年增加（Ｒｅｉｎ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其中，
在商业产品中主要用到的 ３ 种 ＰＢＤＥｓ 混合物分别

是五溴二苯醚、八溴二苯醚和十溴二苯醚（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ＰＢＤＥｓ 不都是以

化学键形式与本体材料结合，大多采用“添加式”加
入本体材料中，故其很容易渗透、挥发到环境介质

中（Ｒｅｉｎ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 目前，全球范围内都能检测

到痕量的 ＰＢＤＥｓ，例如，胚胎和儿童体内（万斌等，
２０１１），以及海洋、湖泊等水体（Ｌ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和北

极地区（Ｓｃｈｅｃｔ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等．同时，ＰＢＤＥｓ 可通

过食物链逐级放大，并长距离迁移，也可通过“蚱蜢

跳效应” 广域迁移，导致全球污染 （ Ｒｅｉｎ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Ｌ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Ｓｃｈｅｃｔ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 然而，生
物积累性、持久性和生物毒性是 ＰＢＤＥｓ 的主要环境

特征（万斌等，２０１１）． ＰＢＤＥｓ 可对人的大脑、肝脏和

肾脏等器官及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生殖系统产

生急性或慢性毒性，对试验动物有致癌性、生殖毒

性、神经毒性和内分泌干扰毒性 （Ｍｈａｄｈｂ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近年来，ＰＢＤＥｓ 的毒性研究已经成为热点，
而 ２，２′，４，４′，５⁃五溴二苯醚（ＢＤＥ⁃９９）是 ＰＢＤＥｓ 家

族中最具代表性的多溴二苯醚 （ Ｍｈａｄｈｂ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Ｌ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Ｓｃｈｅｃｔ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在环境中

检出频次较高，具有较强的毒性，且检测含量高．
人血清白蛋白（Ｈｕｍａｎ Ｓｅｒｕｍ Ａｌｂｕｍｉｎ，ＨＳＡ），

是人血浆中含量最为丰富的可溶性载体蛋白，它兼

具着吸收、运输、分布和代谢外源性物质等功能

（Ｋｈ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 ＨＳＡ 由 ３ 个类似的结构域组

成，每个区域又分为 Ａ、Ｂ 两个子区域，外源物质进

入血液后主要结合在 ＨＳＡ 的 ＩＩＡ （ Ｓｉｔｅ １） 和 ＩＩＩＡ
（Ｓｉｔｅ ２）两个疏水腔内（Ｔａｂａｓｓｕｍ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 研究

外源性物质与 ＨＳＡ 的相互作用有助于更好地了解

人血清白蛋白的生理活动和作用机制． 因此，本文

以 ＢＤＥ⁃９９ 为例，采用计算模拟和光谱实验相结合

的方法，从多个角度研究多溴二苯醚与 ＨＳＡ 作用机

制，这在环境毒理学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可

为后人研究环境污染物多溴二苯醚与人血清白蛋

白之间的作用机理提供多角度的分析手段指导．

２　 实验部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２．１　 仪器和试剂

仪器： ＲＦ⁃５３０１ＰＣ 荧光光度计 （日本岛津公

司），ＴＵ⁃１９０１ 双光束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北京普

析通用仪器有限公司），ＥＬ２０４ 电子分析天平（梅特

勒⁃托利多仪器（上海）有限公司），ｐＨＳ⁃３Ｃ 精密 ｐＨ
计（上海雷磁仪器厂）．

试剂：ＢＤＥ⁃９９ 购自德国 ＤＲ 公司，先用 ２００ μＬ
乙腈溶解 １２ μＬ ＢＤＥ⁃９９ 原液（５０ μｇ·ｍＬ－１），再用

ｐＨ ＝ ７． ４ 的 Ｔｒｉｓ⁃ＨＣｌ 缓 冲 溶 液 （ 含 ＮａＣｌ ０． １５
ｍｏｌ·Ｌ－１）定容至 １０ ｍＬ，配制 １．０×１０－６ ｍｏｌ·Ｌ－１储备

液；人血清白蛋白溶液购自美国 ｓｉｇｍａ 公司，使用

Ｔｒｉｓ⁃ＨＣｌ 缓冲溶液配制成 １．０×１０－５ ｍｏｌ·Ｌ－１的储备

液，４ ℃以下冰箱保存备用；实验所用试剂均为分析

纯；用水均为二次水．
２．２　 计算模拟

本文所有的计算工作均在 ＤＥＬＬ 服务器、
ＲｅｄＨａｔ Ｌｉｎｕｘ （版本，５． ０） 系统上完成．首先使用

Ｓｙｂｙｌ ｘ １．１ 软件进行分子对接，然后将对接结果导

入软件 ＧＲＯＭＡＣＳ （版本，４．５．５）进行分子动力学模

拟，最后利用软件 ＶＭＤ 和 ＬＩＧＰＬＯＴ 进行结果图形

展示和分析．所用的 ＨＳＡ 晶体结构 （ ＰＤＢ 代码：
１Ｏ９Ｘ，１Ｏ９Ｘ 由去掉波动区域较大 Ｃ、Ｎ⁃末端氨基酸

残基的 ５７９ 个氨基酸构成，残基区域为 ４～５８２，结构

相对完整，在位点 Ｉ 和位点 ＩＩ 处均含有对应配体，便
于计算模拟）从 Ｂｒｏｏｋｈａｖｅｎ 蛋白质数据库（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ｒｃｓｂ．ｏｒｇ ／ ｐｄｂ）获得．
２．３　 实验过程

荧光光谱：在 １０ ｍＬ 的比色管中分别加入 １ ｍＬ
１．０×１０－５ ｍｏｌ·Ｌ－１ ＨＳＡ 溶液，以及不同量的 １．０×１０－６

ｍｏｌ·Ｌ－１ ＢＤＥ⁃９９ 溶液，用 ｐＨ＝ ７．４ Ｔｒｉｓ⁃ＨＣｌ 缓冲溶液

定容至刻度，摇匀．在 ２９０、３００、３１０ Ｋ 下恒温反应 ５
ｍｉｎ 后，于 λｅｘ ＝ ２９５ ｎｍ 处测定体系荧光强度．使用

上述溶液测定△λ ＝ １５ ｎｍ 及△λ ＝ ６０ ｎｍ 时的同

步荧光光谱及激发波长每增加 ５ ｎｍ 的发射光谱绘

制三维荧光（λｅｘ ＝ ２６０～５００ ｎｍ，λｅｍ ＝ ２６０～５００ ｎｍ）．
仪器的激发和发射荧光狭缝均为 ５ ｎｍ．

３　 结果与讨论（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３．１　 ＨＳＡ 与 ＢＤＥ⁃９９ 复合物结构特征

３．１．１　 分子动力学模拟 　 利用分子动力学模拟可

以研究水溶液中 ＢＤＥ⁃９９ 与 ＨＳＡ 结合时的动力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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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Ｇｕｍｂａｒ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通过计算均方根偏差

（ＲＭＳＤ）、均方根波动（ＲＭＳＦ）、回旋半径（Ｒｇ）等参

数分析结构的稳定性，观察其结构波动，从而判断

其构象变化．
图 １ 为 ＨＳＡ 体系和 ＢＤＥ⁃９９⁃ＨＳＡ 体系的 ＲＭＳＤ

和 ＲＭＳＦ 波动情况．图 １ａ 的 ＲＭＳＤ 值是反映体系原

子相对与平衡位置的波动情况，由图可知，两个体

系在整个模拟过程中 ＲＭＳＤ 值变化幅度不大，且
ＢＤＥ⁃９９⁃ＨＳＡ 体系的 ＲＭＳＤ 值要小于 ＨＳＡ 体系的

ＲＭＳＤ 值，这反映了 ＢＤＥ⁃９９ 能与 ＨＳＡ 形成稳定的

复合物，使 ＢＤＥ⁃９９⁃ＨＳＡ 体系更趋于稳定． 图 １ ｂ 的

均方根波动（ＲＭＳＦ）是基于残基分析蛋白质柔性的

变化情况，由图可知，总体上两体系的残基相对于

平衡位置的波动相似且变化较小，但在位点 Ｉ（残基

１９６～ ２９７）处 ＢＤＥ⁃９９⁃ＨＳＡ 体系的 ＲＭＳＦ 值均大于

ＨＳＡ 体系，表明 ＢＤＥ⁃９９ 与 ＨＳＡ 结合后趋使其内部

氨基酸残基的柔性发生变化，致使 ＨＳＡ 内部微环境

发生改变，进而诱导 ＨＳＡ 的构象发生变化．

图 １　 １０ ｎｓ ＭＤ 的 ＨＳＡ 和 ＢＤＥ⁃９９⁃ＨＳＡ 体系 ＲＭＳＤ（ ａ）和
ＲＭＳＦ（ｂ）

Ｆｉｇ．１　 Ｒｏｏｔ ｍｅａｎ ｓｑｕａｒｅ ａｔｏｍｉｃ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ＲＭＳＤ） （ａ）
ａｎｄ ｒｏｏｔ ｍｅａｎ ｓｑｕａｒｅ ａｔｏｍｉｃ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ＲＭＳＦ）
（ｂ） ｏｆ ａｃｉｄ ｒｅｓｉｄｕｅｓ ｏｆ ＨＳＡ ａｎｄ ＨＳＡ⁃ＢＤＥ⁃９９ ａｖｅｒａｇｅｄ ｏｖｅｒ
１０ ｎｓ ｏｆ Ｍ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图 ２ 为两个体系 Ｒｇ值的波动情况和提取不同

时间的 ＨＳＡ 的构象叠加． Ｒｇ值可分析蛋白质结构的

紧凑程度． 由图可以看到 ＨＳＡ⁃ＢＤＥ⁃９９ 复体系的 Ｒｇ

值高于 ＨＳＡ 的 Ｒｇ值，说明 ＢＤＥ⁃９９ 与 ＨＳＡ 结合时改

变了 ＨＳＡ 的紧凑程度，驱使 α－螺旋、β－折叠等发生

变化，使得 ＨＳＡ 的结构变得松散、膨胀，这与 ＨＳＡ
构象叠加图变化相一致． 因此，得出 ＢＤＥ⁃９９ 使 ＨＳＡ
的构象发生改变．

图 ２　 １０ ｎｓ ＭＤ 的 ＨＳＡ 和 ＢＤＥ⁃９９⁃ＨＳＡ 体系的 Ｒｇ值和不同时

间的 ＨＳＡ 的结构叠加图

Ｆｉｇ．２　 Ｒｇ ｏｆ ｆｒｅｅ ＨＳＡ ａｎｄ ＢＤＥ⁃９９⁃ＨＳＡ ｃｏｍｐｌｅｘ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ｓｕｐｅｒ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ＳＡ ａ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ｔｉｍｅ ｆｒｏｍ １０ ｎｓ ＭＤ（０ ｎｓ
（ｒｅｄ）， ３ ｎｓ （ｐｕｒｐｌｅ）， ７ ｎｓ（ｂｌｕｅ）， １０ ｎｓ （ｇｒｅｅｎ））

图 ３　 ＨＳＡ 和 ＢＤＥ⁃９９⁃ＨＳＡ 体系的疏水基团和亲水基团的可及

表面积

Ｆｉｇ．３　 Ｓｏｌｖｅｎｔ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ｌ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ｒｅａｓ ｆｏｒ ｈｙｄｒｏｐｈｏｂｉｃ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ｐｈｉｌｉｃ ｍｏｉｅ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ＳＡ ａｎｄ ＢＤＥ⁃９９⁃ＨＳＡ

图 ３ 为 ＨＳＡ 和 ＢＤＥ⁃９９⁃ＨＳＡ 体系的疏水性残

基和亲水性残基的可及表面积（ ＳＡＳＡ）变化情况．
由图可知，ＢＤＥ⁃９９⁃ＨＳＡ 体系的疏水性残基的 ＳＡＳＡ
为 １９８．８１ ｎｍ２，比 ＨＳＡ 体系的 １５６． ０４ ｎｍ２ 增加了

２７．４１％，而 ＢＤＥ⁃９９⁃ＨＳＡ 体系的亲水性残基的 ＳＡＳＡ
为 １３０．８１ ｎｍ２，比 ＨＳＡ 体系的 １４２． ４６ ｎｍ２ 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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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８％． 综合以上分析得出，ＢＤＥ⁃９９ 与 ＨＳＡ 的结合

使 ＨＳＡ 内部的疏水性增强，残基间的疏水力相互排

斥，导致其结构变得松散，进而影响其构象变化．
３．１．２　 三维荧光光谱 　 利用三维荧光光谱可以直

观有效的判断生物大分子的构象变化 （ Ｇｕｍｂａｒ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 由图 ４ 可以看出，ＢＤＥ⁃９９⁃ＨＳＡ 体系比

ＨＳＡ 体系的峰 Ｂ（瑞利散射峰）强度明显增强，由此

可判断 ＢＤＥ⁃９９ 与 ＨＳＡ 发生了相互作用，生成了颗

粒较大的复合物，使其体系的瑞利散射强度增大．而
ＨＳＡ⁃ＢＤＥ⁃９９ 体系相比 ＨＳＡ 体系的峰 Ａ（荧光峰）
的强度则由 ６１６．９７ 降低到 ５３１．７４ 且出现蓝移，表明

ＢＤＥ９９ 与 ＨＳＡ 结合导致氨基酸之间的疏水性增强，
疏水作用力变大，使体系结构发生变化．

图 ４　 ＨＳＡ 体系（ａ）和 ＨＳＡ ⁃ＢＤＥ⁃９９ 体系（ｂ）的三维荧光光谱

（ｃＨＳＡ ＝ １．０×１０－５ ｍｏｌ·Ｌ－１；ｃＢＤＥ⁃９９ ＝ ３．０×１０－９ ｍｏｌ·Ｌ－１）

Ｆｉｇ．４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ｏｕｒ ｄｉａｇｒａｍｓ
ｏｆ ＨＳＡ （ａ） ａｎｄ ＢＤＥ⁃９９⁃ ＨＳＡ （ｂ）

３．１． ３ 　 同步荧光光谱 　 利用同步荧光光谱法

（Ｔａｂａｓｓｕｍ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从氨基酸残基的角度分析结

合体系的光谱性质． 如图 ５ 所示，随着 ＢＤＥ⁃９９ 浓度

的增加，酪氨酸残基光谱（图 ５ａ）和色氨酸残基光谱

（图 ５ｂ） 的荧光强度都发生有规律的猝灭，说明

ＢＤＥ⁃９９ 的加入对酪氨酸和色氨酸残基微环境构象

都造成了影响． 图 ５ｂ 中色氨酸残基荧光强度变化

幅度较大，且出现明显的蓝移（Δλ ＝ ４ ｎｍ），说明

ＢＤＥ⁃９９ 使其疏水性增强，疏水作用力增大． 由此推

断 ＢＤＥ⁃９９ 使 ＨＳＡ 的构象发生了变化，且 ＨＳＡ 的荧

光猝灭主要由色氨酸残基所贡献，结合位点也更接

近色氨酸残基．

图 ５　 ＨＳＡ⁃ＢＤＥ⁃９９ 的同步荧光光谱（ ａ．Δλ ＝ １５ ｎｍ； ｂ．Δλ ＝

６０ ｎｍ；ｃＨＳＡ ＝ １．０×１０－６ ｍｏｌ·Ｌ－１； Ａ～ Ｊ： ｃＢＤＥ⁃９９ ＝ ０～９×１０－９

ｍｏｌ·Ｌ－１）
Ｆｉｇ．５　 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ＢＤＥ⁃９９⁃ＨＳＡ（ ａ． Δλ ＝

１５ ｎｍ； ｂ．Δλ ＝ ６０ ｎｍ；ｃＨＳＡ ＝ １．０×１０－６ ｍｏｌ·Ｌ－１； Ａ ～ Ｊ：

ｃＢＤＥ⁃９９ ＝ ０～９×１０－９ ｍｏｌ·Ｌ－１）

３．２　 ＢＤＥ⁃９９ 与 ＨＳＡ 作用特征

３．２．１　 荧光猝灭机理　 ＨＳＡ 的内源性荧光主要是

由色氨酸、 酪氨酸和苯丙氨酸提供 （ Ｚｏｈｏｏｒｉａｎ⁃
Ａｂｏｏｔｏｒａｂ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图 ６ 为在不同浓度 ＢＤＥ⁃９９
下的 ＨＳＡ 的荧光猝灭图．由图可以得出，ＢＤＥ⁃９９ 进

入了 ＨＳＡ 的疏水性空腔并与其发生了相互作用，使
其疏水性增强致使 ＨＳＡ 的荧光强度有规律地猝灭

且出峰位置发生蓝移现象（Δλ ＝ ３ｎｍ）． 为了判断

ＢＤＥ⁃９９ 与 ＨＳＡ 相互作用的荧光猝灭机制，通常进

行猝灭速率常数的计算． 猝灭速率常数可由 Ｓｔｅｒｎ⁃
Ｖｏｌｍｅｒ 方程（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得出：

Ｆ０ ／ Ｆ ＝ １ ＋ ＫＳＶ Ｑ[ ] ＝ １ ＋ Ｋｑτ０ Ｑ[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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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Ｆ０是游离态 ＨＳＡ 的体系的荧光强度（ａ．ｕ．），Ｆ
是加入 ＢＤＥ⁃９９ 后 ＨＳＡ 体系的荧光强度（ａ．ｕ．），ＫＳＶ

是猝灭速率常数（Ｌ·ｍｏｌ－１）， Ｑ[ ] 是 ＢＤＥ⁃９９ 的浓度

（ｍｏｌ·Ｌ－１），Ｋｑ是双分子猝灭速率常数（Ｌ·ｍｏｌ－１·ｓ－１）， τ０

为无猝灭剂存在下荧光分子的平均寿命（ ｓ），生物

大分子的荧光寿命约为 １０－８ ｓ．
由 Ｓｔｅｒｎ⁃Ｖｏｌｍｅｒ 方程求得的猝灭速率常数 ＫＳＶ，

结果表明，ＫＳＶ随着温度升高而降低（见图 ６ 小图），
且 ＢＤＥ⁃９９ 对 ＨＳＡ 的 Ｋｑ值也远大于各类猝灭剂对

生物 大 分 子 最 大 动 态 的 猝 灭 常 数 ２． ０ × １０１０

Ｌ·ｍｏｌ－１·ｓ－１（Ｚｏｈｏｏｒｉａｎ⁃Ａｂｏｏｔｏｒａｂ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故判

断该猝灭机制是静态猝灭．这也说明 ＢＤＥ⁃９９ 进入

ＨＳＡ 的疏水腔内，两者之间发生了相互作用生成了

不具有荧光的复合物，引起了 ＨＳＡ 构象的变化，最
终导致 ＨＳＡ 的荧光发生猝灭．

图 ６　 ＢＤＥ⁃９９ 对 ＨＳＡ 的荧光猝灭图（Ｔ ＝ ２９８ Ｋ， ｃＨＳＡ ＝ １．０×

１０－６ ｍｏｌ·Ｌ－１， Ａ～ Ｊ：ｃＢＤＥ⁃９９ ＝ ０～９×１０－９ ｍｏｌ·Ｌ－１）

Ｆｉｇ．６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ｑｕｅｎｃｈｉｎｇ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ＨＳＡ

３．２．２　 ＢＤＥ⁃９９ 与 ＨＳＡ 作用的能量转移　 Ｆöｒｓｔｅｒ 偶
极⁃偶极非辐射能量转移（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也是导

致荧光发生猝灭的一种机制． 根据 Ｆöｒｓｔｅｒ 偶极⁃偶
极非辐射能量转移理论判断两种化合物是否发生

非辐射能量转移． 同时结合计算公式（２） ～ （４）还可

以得出能量给体与受体间的能量转移效率 Ｅ，以及

临界距离 Ｒ０和二者间结合距离 ｒ 等信息．
Ｅ ＝ １ － Ｆ ／ Ｆ０ ＝ Ｒ６

０ ／ Ｒ６
０ ＋ ｒ６( ) （２）

Ｒ６
０ ＝ ８．７９ × １０ －２５ Ｋ２ Ｎ －４ΦＪ （３）

Ｊ ＝ （∑Ｆ（λ）ε（λ） λ４△λ） ／ （∑Ｆ（λ）△λ）

（４）
式中，Ｋ２ ＝ ２ ／ ３； Ｒ０是 Ｅ ＝ ５０％时的临界距离； Ｎ 为

介质折射常数，取水和有机物折射指数的平均值

１．３４；Φ 为血清白蛋白的荧光量子产率，通常取蛋白

质中色氨酸的量子产率 ０．１５；Ｊ 为给体荧光发射光

谱与受体吸收光谱的重叠积分（ｃｍ３·Ｌ·ｍｏｌ－１）．
图 ７ 为 ＢＤＥ⁃９９ 的紫外吸收光谱图与 ＨＳＡ 的荧

光光谱图的重叠图谱．分析数据得出两光谱重叠区

的重叠积分 Ｊ ＝ １．９１×１０－１２ ｃｍ３·Ｌ·ｍｏｌ－１，临界距离

Ｒ０ ＝ ３．１８ ｎｍ，能量转移效率 Ｅ ＝ ０．４２ 和 ＢＤＥ⁃９９ 与

ＨＳＡ 中的结合位置距离色氨酸残基的距离 ｒ ＝ ３．４７
ｎｍ，且 ｒ＜７ ｎｍ 并满足 ０．５Ｒ＜ｒ＜１．５Ｒ，符合非辐射能

量转移的条件（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 因此，进一步说

明 ＢＤＥ⁃９９ 与 ＨＳＡ 结合时也通过能量转移机制引起

其荧光猝灭，并且能量转移的效率较高． 故 ＢＤＥ⁃９９
是通过静态猝灭和能量转移两种方式导致 ＨＳＡ 的

荧光猝灭．

图 ７　 ＨＳＡ 的荧光光谱（ａ）和 ＢＤＥ⁃９９ 的紫外吸收光谱（ｂ）（Ｔ＝

３００ Ｋ，ｃＨＳＡ ＝ ｃＢＤＥ⁃９９ ＝ １．０×１０－６ ｍｏｌ·Ｌ－１）

Ｆｉｇ．７　 Ｏｖｅｒｌａｐ ｏｆ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ｏｆ ＨＳＡ （ａ） ａｎｄ ａｂｓｏｒｂａｎｃｅ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ｏｆ ＢＤＥ⁃９９ （ｂ）

３．３　 ＢＤＥ⁃９９ 与 ＨＳＡ 作用类型及结合位点和结合

常数

３．３．１　 分子对接结果 　 分子对接是用来分析小分

子与 ＨＳＡ 的 结 合 情 况， 探 讨 其 结 合 位 信 息

（Ｚｏｈｏｏｒｉａｎ⁃Ａｂｏｏｔｏｒａｂ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 运用 Ｓｙｂｙｌ ｘ １．１
软件，将 ＢＤＥ⁃９９ 分别与 ＨＳＡ 的位点 Ｉ、位点 ＩＩ 进行

对接，选取较高得分位点并分析结果． 对接结果表

明，ＢＤＥ⁃９９ 在 ＨＳＡ 的位点 Ｉ 处，其 ０．５ ｎｍ 范围内的

氨基酸残基（图 ８ａ），键合形式主要是苯环部分的

π⁃π 堆积作用（图 ８ｂ）、疏水作用力（图 ８ｃ）和弱的

静电引力（图 ８ｄ），其中，疏水作用力较大且对配合

物的稳定性起着重要作用．由图 ８ｂ 可以看出，ＴＲＰ
２１４ 与 ＢＤＥ⁃９９ 的 ａ 环形成一个错位面对面的堆积

（即 Ｆ 型堆积）作用，而 ＰＨＥ２１１ 则与 ＢＤＥ⁃９９ 形成

一个边对面堆积（即 Ｔ 型堆积）作用，这两种常见的

π⁃π 堆积作用对 ＢＤＥ⁃９９⁃ＨＳＡ 复合物的稳定性起着

６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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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作用．同时，由于 ＬＹＳ１９９ 和 ＡＲＧ２１８ 都是带

有—ＮＨ２的极性氨基酸且极性较大，这些极性基团

与 ＢＤＥ⁃９９ 表面发生静电作用，极性基团间通过静

电引力使之聚集而排斥疏水基团而产生疏水作用

力，而 ＴＲＹ２１４ 和 ＰＨＥ２１１ 都是疏水性氨基酸且带

有较 强 的 疏 水 作 用 力， 从 图 ８ｃ 的 小 图 得 出，
ＬＹＳ１９９、ＰＨＥ２１１、ＴＲＰ２１４ 和 ＡＲＧ２１８ 在 ＢＤＥ⁃９９ 周

围形成一个疏水性力场，将其包裹在其中心．此外，
通过对接也可测出 ＢＤＥ⁃９９ 与 ＴＲＰ２１４ 的距离为

０．２４７ ｎｍ，完全符合能量转移条件．

图 ８　 ＢＤＥ⁃９９ 在 ＨＳＡ 位点 Ｉ处的分子对接分析图（ａ．０．５ ｎｍ 范围内与 ＢＤＥ⁃９９ 作用的残基， ｂ． π⁃π 堆积作用，ｃ．疏水作用，ｄ．静电作用）
Ｆｉｇ．８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ｄｏｃ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ｖｉｅｗ

３．３．２　 结合位点和结合常数计算　 ＢＤＥ⁃９９ 与 ＨＳＡ
相互作用时的表观结合常数 Ｋａ与结合位点数 ｎ 可

以通过双对数公式（Ｎｅａｍｔ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求得：
ｌｏｇ Ｆ０ － Ｆ( ) ／ Ｆ ＝ ｌｏｇ Ｋａ ＋ ｎｌｏｇ Ｑ[ ] （５）

式中，Ｆ０是游离态 ＨＳＡ 的体系的荧光强度，Ｆ 是加

入 ＢＤＥ⁃９９ 后 ＨＳＡ 体系的荧光强度， Ｑ[ ] 是 ＢＤＥ⁃

９９ 的 浓 度 （ ｍｏｌ·Ｌ－１ ）， Ｋａ 为 表 观 结 合 常 数

（Ｌ·ｍｏｌ－１），ｎ 为结合位点数．依据公式（５）作图得到

不同温度下 ＢＤＥ⁃９９ 对 ＨＳＡ 荧光猝灭的双对数曲

线，由该直线的截距和斜率即可求得 ＢＤＥ⁃９９ 与

ＨＳＡ 的结合位点数 ｎ 及表观结合常数 Ｋａ（表 １）．

表 １　 不同温度下 ＢＤＥ⁃９９⁃ＨＳＡ 体系的结合常数（Ｋａ）、结合位点（ｎ）和热力学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Ｂｉｎｄ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ｓ （Ｋａ），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ｂｉｎｄ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ＢＤＥ⁃９９⁃ＨＳ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Ｔ ／ Ｋ
Ｋａ ／

（Ｌ·ｍｏｌ－１）
ｎ

ΔＨ ／
（ｋＪ·ｍｏｌ－１）

ΔＧ ／
（ｋＪ·ｍｏｌ－１）

ΔＳ ／
（ Ｊ·ｍｏｌ－１·Ｋ－１）

２９１ ２．５７×１０７ １．１１ －４７．６７

２９８ １．９８×１０７ １．１１ －１６．８９ －４９．３１ １０８．３８

３１０ ０．８３×１０７ １．０８ －５０．９６

　 　 从表 １ 可以看出，ＢＤＥ⁃９９ 与 ＨＳＡ 结合位点数 ｎ
约为 １，表明在 ＢＤＥ⁃９９ 与 ＨＳＡ 作用时只有一个结

合位点． ＢＤＥ⁃９９ 与 ＨＳＡ 的结合常数较大，在 １０６数

量级以上，说明两者的结合能力较强，在其与 ＨＳＡ

发生相互作用结合后可被蛋白质吸收、储存和转运．
３．３．３　 热力学参数和结合力的确定 　 药物分子与

蛋白之间结合的相互作用力主要有静电引力、氢
键、范德华力和疏水作用力等（Ｚｏｈｏｏｒｉａｎ⁃Ａｂｏｏｔｏｒａｂｉ

７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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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 通过热力学方程，可计算焓变（△Ｈ）、
熵变（△Ｓ）和自由能变化（△Ｇ），从而分析 ＢＤＥ⁃９９
与 ＨＳＡ 之间结合的相互作用力类型．

根据文献（Ｔｉ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在一定温度和压

力的条件下，ΔＧ＜０ 可以促进自发反应；ΔＨ 和 ΔＳ 的

相对大小可以判断小分子和蛋白质的主要角色类

型． 如表 １ 所示，实验结果表明，该体系的 ΔＧ＜０，
ΔＨ＜０，△Ｓ＞０，可以推断，ＢＤＥ⁃９９ 和 ＨＳＡ 之间的相

互作用是一种自发的放热过程，且其结合的主要驱

动力为静电引力和疏水作用力， 这也验证了分子对

接结果．
３．３．４　 ＢＤＥ⁃９９ 与 ＨＳＡ 的竞争结合位点的确定　 竞

争试验是一种有效、快捷判断药物小分子与蛋白质

的结合区域和结合位点的方法（Ｔｉ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
通常采用布洛芬、华法林等荧光探针对蛋白质不同

区域进行特异性结合来确定药物小分子与蛋白质

作用的结合区域和结合位点（Ｙ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 竞争

试验的结合常数可以通过修正的 Ｓｔｅｒｎ⁃Ｖｏｌｍｅｒ 方程

（Ｙ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得出：
Ｆ０ ／ Ｆ０ － Ｆ( ) ＝ １ ／ ｆ ＋ １ ／ ｆ·Ｋａ· Ｑ[ ]( ) （６）

式中，Ｆ０是游离态 ＨＳＡ 的体系的荧光强度，Ｆ 是加

入 ＢＤＥ⁃９９ 后 ＨＳＡ 体系的荧光发射强度， Ｑ[ ] 是

ＢＤＥ⁃９９ 的 浓 度 （ ｍｏｌ·Ｌ－１ ）， Ｋａ 为 结 合 常 数

（Ｌ·ｍｏｌ－１）， ｆ 为修正因子．
经计算得出，加入 Ｗａｒｆａｒｉｎ 探针后 ＢＤＥ⁃９９ 与

ＨＳＡ 的结合常数为 ８．１４×１０５ Ｌ·ｍｏｌ－１，明显比未加

入探针的结合常数 ９．９２×１０６ Ｌ·ｍｏｌ－１小很多，而加入

Ｉｂｕｐｒｏｆｅｎ 探针后的结合常数为 ２．０４×１０６ Ｌ·ｍｏｌ－１，与
未加入探针的相差不多，因此，说明 ＢＤＥ⁃９９ 与 ＨＳＡ
的结合位置是位点 Ｉ，这与分子对接结果相一致． 另

外，ＢＤＥ⁃９９ 能猝灭 ＨＳＡ 的内源性荧光，故可以推断

出 ＢＤＥ⁃９９ 可与 ＨＳＡ 的位点 Ｉ 处的色氨酸残基作

用，这也与同步荧光结果相吻合．

４　 结论（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利用分子对接、动力学模拟和光谱法探讨了

ＢＤＥ⁃９９ 与 ＨＳＡ 的相互作用．动力学模拟研究表明，
ＢＤＥ⁃９９ 使 ＨＳＡ 的疏水性增强，结构膨胀、松散，导
致其二级结构发生变化． 三维荧光与同步荧光结果

与动力学模拟相一致，分子对接得到 ＢＤＥ⁃９９ 通过

疏水作用力和静电引力结合在位点 Ｉ 处，热力学参

数与竞争实验也验证了这一结果． 此外，荧光光谱

和紫外光谱还得出 ＢＤＥ⁃９９ 猝灭 ＨＳＡ 荧光的作用机

制是静态猝灭和能量转移；ＢＤＥ⁃９９ 与 ＴＲＹ２１４ 的结

合距离为 ３．４７ ｎｍ，与分子对接结果（ ｒ ＝ ０．２４７ ｎｍ）
相吻合均小于 ７ ｎｍ． 研究结果较为深入全面地探讨

了 ＢＤＥ⁃９９ 与 ＨＳＡ 的毒理机制，能为 ＨＳＡ 结构变化

方面提供可靠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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