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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标记的天然产物靶点识别和确证方法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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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天然产物是新药创制的重要来源, 其靶点的识别及确证对阐明药物作用机制十分重要。常见的靶点识别
和确证方法中, 用探针标记天然产物的方法费时费力, 可能会降低或改变天然产物的活性。近年来开发的无需对天
然产物进行化学修饰的方法, 逐渐成为天然产物靶点研究的重要手段。这些方法包括直接法和间接法, 其中直接法
主要基于蛋白质的亲和性、
稳定性等原理, 间接法则从生理反应或生化特征的改变推断药物靶点。本文对近年来非
标记天然产物的靶点识别和确证研究中采用的方法进行综述, 以期为天然产物靶点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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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idation of label-free natural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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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tural products areone source of new drugs, and their target identification is pivotal forelucidating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Most methods of target discovery and validation utilize labeling natural products with probes.
This is time-consuming and laborious, and often results in activity decrease or change of the natural products. Recent
methods withoutchemicalmodificationhave become the main force in the target identification of natural products,
including direct or indirect methods. Direct methods are mainly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affinity and stability of
protein, and indirect methods infer the drug target from the change in physiological responses or biochemical
signatures. This review summarizes recent methods for target identification and validation of label-freenatural
products, providing new ideas and strategies for future research in natural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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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产物结构类型复杂且丰富, 具有广泛的生物

通过的药物中, 有近一半的药物直接或间接来自天然

活性, 是新药创新的重要来源。据统计, 近 30 年来美

产物及其衍生物[1]。2015 年, 源自天然产物的阿维菌

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在癌症治疗方面批准

素和青蒿素被授予诺贝尔医学奖或生理学奖, 预示着
一个新的天然产物药物时代的到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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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产物的靶点研究对于阐明药物作用机制和新
药研发十分重要, 许多小分子化合物通过作用于多个
靶点, 发挥相应的药理学作用[3,4]。目前天然产物靶点
识别的方法和技术取得了较大进展, Yue 等[5]从基因组
学、蛋白组学以及计算机辅助模拟等方面对天然产物
靶点识别的传统方法、
技术进行了详细的总结, 主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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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亲和色谱 (affinity chromatography)[6]、活性蛋白质表

Kost 等[25] 利用 DARTS 技术证实了哌嗪类小分子

达谱 (activity based protein profiling, ABPP)[7-9] 等。然

RX-5902 通 过 与 磷 酸 化 的 p68RNA 螺 旋 酶 相 结 合 ,

而, 这些技术多需要对天然产物进行一定的化学结构

进而下调 c-Myc 等基因的表达, 抑制癌细胞的生长, 揭

修饰标记, 进而可能使天然产物丧失其功能活性。另

示 了 其 抗 癌 机 制 。 Jung 等[26] 应 用 DARTS 技 术 识 别

外, 天然产物的化学结构修饰位点十分有限, 也成为该

KRIBB53 与 OCT4 结合并使之降解, 从而使 OCT4-阳

类方法识别天然产物靶点的干扰因素, 阻碍了天然产

性的睾丸生殖细胞癌细胞发生凋亡。Tanabe 等[27]利用

物的研究及其应用。鉴于需要标签修饰方法的不足,

DARTS 技术发现苦参碱可直接激活细胞外的热休克

近年来科学家们在天然产物上尝试了多种非标记方

蛋白 90 (heat shock protein 90, HSP90), 进而增强脊髓

法 (即无需对天然产物分子进行修饰的方法) 并取得

损伤小鼠的轴突生长和功能恢复, 证实了 DARTS 的可

了一定的进展, 这些新方法主要包括直接法和间接

行性。DARTS 技术不需要对天然产物进行任何化学

法

修饰, 为确定天然产物直接结合的靶点提供了便利, 但

[10]

, 包含基因组学、
蛋白组学、
生物信息学等技术, 为

天然产物靶点的识别和确证提供直接或者间接的证

DARTS 鉴定蛋白丰度较低的靶点能力十分有限[18]。

据。本文就对这些非标记方法进行综述, 为天然产物

DARTS 实验中蛋白酶解所需的蛋白酶, 以及细胞裂解

的靶点研究提供方法和思路。

液的选择均会影响天然产物靶点识别[28], 干扰 DARTS

直接法

1

技术的准确性。

随着化学生物学

[11-13]

、
基因组学

[12]

、
蛋白组学

[14,15]

、

1.2

SPROX

与 DARTS 类似, SPROX 是另一种基于

等技术的发展成

配体诱导的靶点稳定性的检测方法。不同于 DARTS

熟, 越来越多的新颖方法可以用于直接检测天然产物

技术检测蛋白酶解变化, SPROX 主要检测靶蛋白的甲

与靶蛋白的相互作用。这些技术主要通过采用药物与

硫氨酸的氧化水平, 利用的原理是药物与靶点结合后

靶蛋白结合后使其稳定性发生改变的原理, 来识别天

可以增加靶蛋白的抗氧化能力[21]。当蛋白复合物与天

然产物可能作用的靶点。这些新颖的药物靶点检测技

然产物孵育后, 在化学变性剂存在下使用过氧化氢等

术 包 括 药 物 亲 和 反 应 的 靶 点 稳 定 性 (drug affinity

氧化剂氧化蛋白。然后采用不同类型的质谱技术 (如

、氧化速率蛋白

LC-MS/MS) 对选择性氧化的甲硫氨酸进行定量。这

稳 定 性 (stability of proteins from rates of oxidation,

种技术利用甲硫氨酸残基的氧化速率分析蛋白质折叠

SPROX)[20,21]、蛋 白 质 热 稳 定 性 分 析 (cellular thermal

或展开反应的热力学性质[21], 能够检测分析与药物相

、热 蛋 白 质 组 分 析 (thermal

互作用的多个靶点蛋白, 亦能够对天然产物结合靶点

化学蛋白质组学

[16]

和生物信息学

responsive target stability, DARTS)

shift assay, CETSA)

[22,23]

proteome profiling, TPP)

[24]

[17]

[18,19]

等, 并且都得到了广泛的应

蛋白的亲和力进行定量[29]。

用和认可 (图 1)。
1.1

DARTS

DARTS 技 术 的 概 念 由 Lomenick 等[18]

DeArmond 等[20] 应 用 SPROX 技 术 寻 找 中 药 活
性成分白藜芦醇的靶点, 发现除了之前已经确定的胞

于 2009 年首次提出并进行了相关研究。该研究组提

质脱氢酶, 白藜芦醇还存在 6 个潜在的靶点蛋白。

出药物与靶蛋白结合后使蛋白结构更加稳定, 从而具

Wallace 等[30] 将 SPROX 技术与 iTRAQ 和质谱技术结

有抗蛋白酶水解的特性。为了确证这一推测, 研究人

合, 鉴定出天然产物 Manassantin A 的 21 个靶点蛋白,

员 选 取 了 与 雷 帕 霉 素 和 FK506 抑 制 剂 活 性 结 合 的

为阐明其作用机制奠定了基础。Xu 等[31]运用 SPROX

FKBP12 蛋白为研究对象, 采用枯草杆菌蛋白酶进行

技术对具有良好抗肿瘤活性的天然产物格尔德霉素和

水解, 并通过 SDS-PAGE 观察到 FKBP12 与天然产物

其已知靶点 HSP90 的亲和力进行了研究, 证实了解离

结合后的抗水解作用。该研究确证了药物与蛋白结合

常数 (Kd 值) 取决于在 SPROX 分析之前格尔德霉素与

后更加稳定, 并建立了系统性靶点识别 DARTS 技术方

裂解物平衡的时间。虽然 SPROX 技术具有较好的应

法

。DARTS 实验需要用特定的方法对酶解效果进

用潜力, 但也存在一些不足: SPROX 需要甲硫氨酸残

行检测, 常用的方法有 SDS-PAGE、胶染色技术 (如考

基的氧化来测量热力学变化, 但不同的甲硫氨酸残基

马 斯 亮 蓝 染 色) 等 , 此 外 也 可 以 运 用 蛋 白 二 维 电 泳

可能表现出相同的氧化速率, 不足以为天然产物配体

(2D-PAGE)、凝胶或非凝胶质谱 (LC-MS/MS) 等方法

与靶点蛋白相互作用的确证提供充分的信息[28]。

进行检测。通过比对, 识别药物组与对照组酶解的明

1.3

显差异, 进而找到药物的候选靶点进行后续实验确

首次提出并使用, 这种方法可以用于活细胞、
细胞裂解

证

液及动物组织样本中药物与靶点结合的确证等研究。

[18]

[19]

。由于 DARTS 技术操作简单、耗时短, 得到了广

泛的应用。

CETSA

CETSA 技 术 由 Molina 等[22] 于 2013 年

与上述方法相似, CETSA 主要基于天然产物与靶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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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后热力学稳定性发生变化的原理。将天然产物与

别与活细胞或细胞裂解液孵育之后, 在 10 个温度下分

样本孵育之后, 在不同的温度梯度下分别进行加热。

别进行加热, 对未变性的可溶性蛋白样品加以 TMT10

天然产物结合的靶蛋白热稳定性较高, 未结合的蛋白

(isobaric tandem mass tag 10-plex) 孵育, 进行 LC-MS/

稳定性较弱而较容易发生降解, 之后利用免疫印迹

MS 检测分析, 经过数据标准化之后绘制熔解曲线, 从

(Western-Blot) 或者基于质谱的方法根据其熔解曲线

而找到稳定性差异的蛋白。Franken 等[35] 发现 TPP 在

分析可溶性蛋白的热稳定性, 从而确证天然产物与细

37～67 ℃的温度范围内能够无偏地分析天然产物与

胞内蛋白的结合

[22,23]

靶点蛋白的直接或间接结合, 用细胞提取液与药物孵

。

利用 CETSA 结合分子对接和质谱等技

育可检测与天然产物的直接结合, 在完整细胞上进行

术, 鉴定到从中药莪术中提取得到的具有多种生物活

的 TPP 通过与细胞提取液水平上进行的 TPP 结果比对

性的天然产物莪术醇, 能与鼻咽癌 (NPC) 细胞中的

可获知天然产物的下游靶点[24]。TPP 方法的关键是对

NCL 蛋白结合并使之降解, 从而发挥抗癌作用, 证实

样品进行 TMT10 孵育以及生物信息学分析[35]。

Wang 等

[32]

了 NCL 是莪术醇治疗鼻咽癌的靶点之一。Jin 等[33] 将

Savitski 等[24] 最 初 将 TPP 应 用 到 从 细 菌 中 提 取

CETSA 技术和 DARTS 技术结合, 对天然产物 geranyl‐

到的天然产物星苞菌素的靶点确证, 并识别了超过 50

naringenin (CG902) 与 STAT3 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确证,

个的靶点蛋白。Miettinen 等[36]利用 TPP 技术发现帕博

发 现 CG902 通 过 激 活 SHP-2 来 抑 制 STAT3 活 性 , 进

西尼 (palbociclib) 可增加 20S 蛋白酶体的热稳定性并

而在癌症治疗中发挥作用。CETSA 亦可以用于动物

使 ECM29 减 少 , 从 而 使 细 胞 发 生 衰 老 , 解 释 了 这 种

组织中, Ishii 等[34]在小鼠的脾脏和脑中利用 CETSA 成

CDK4/6 抑制剂治疗乳腺癌导致细胞衰老的机制, 为天

功 地 评 估 了 小 鼠 RIPK1 与 药 物 的 靶 点 结 合 (target

然产物的靶点研究提供了思路。TPP 技术具有稳定性

engagement), 表 明 CETSA 能 够 有 效 地 应 用 到 临 床

好, 鉴定蛋白数量多的优点, 而且不需要用抗体进行孵

前和临床药物开发中并为之提供有效的工具。但

育检测, 是一种广谱的蛋白鉴定技术。但 TPP 存在耗

CETSA 需要的药物浓度高, 且常用于靶点的确定, 对

时长[35]、
花费高、
对膜蛋白的检测有限[24,37]等问题。

于发现新靶点仍存在通量不足的缺点。

2

间接法

为了克服 CETSA 灵敏度不高和通量不足

近年来用于间接识别和确证非标记天然产物与靶

的缺点和挑战, 增加其在靶点和脱靶识别以及生物标

点结合的方法也逐渐发展起来。如降解标签 (degra‐

志物识别上的应用, Savitski 等

于 2014 年在 CETSA

dation tag, dTAG)[38] 等蛋白降解技术, RNA 干扰 (RNA

的基础上开发了 TPP 技术。将天然产物和溶剂对照分

interface, RNAi)[39-42]、成 簇 的 规 则 间 隔 短 回 文 重 复序

1.4

TPP

Figure 1

[24]

Direct methods for target identification of label-free natural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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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e

(short-hairpin RNA) 和 siRNA (small-interfering RNA),

repeats, CRISPR)/Cas9 基因编辑技术[43-47] 等基因组学

被用作基因敲除工具以确证天然产物与靶点的相互作

的方法, 以及 Connectivity Map (CMAP)[48] 等基于生物

用及药靶基因的筛选[40-42]。通过基因敲除的方法操纵

信息学分析的方法 (图 2)。这些技术主要从生理反应

靶点蛋白的表达水平, 从而确证天然产物与该靶蛋白

或生化特征的改变推断药物靶点。下文主要对这几种

的相互作用。近来这些技术与高通量的方法结合扩大

方法进行阐述。

了这些基因组学技术的应用范围, 使得单次实验便可
之前曾报道过基于邻苯二甲

沉默成百上千个基因, 成为了间接识别天然产物靶点

以及靶

的有力工具。尽管 RNAi 在天然产物靶点识别中有非

向 嵌 合 体 的 蛋 白 水 解 (proteolysis targeting chimeras,

常广阔的应用前景, 其存在的脱靶效应和假阳性结果

2.1

蛋白降解技术

酰亚胺 (phthalimide) 结合的蛋白降解技术
PROTACs) 等蛋白降解技术

[50]

[49]

, 但这两种技术需要确

等缺点仍需要克服[52]。

定目标蛋白的特定降解配体, 不利于天然产物的靶点

CRISPR/Cas9 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种基因编辑

识别和确证。You 等[51]对之前开发的多种靶向诱导蛋

技术, 包括 CRISPRa 和 CRISPRi 。与 RNAi 技术相比,

白降解技术进行了总结, 发现越来越多的蛋白降解技

CRISPR/Cas9 技术能够有效地克服脱靶效应[53]。2014

术已经应用到天然产物靶点的识别和确证中。Nabet

年 Shalem[43] 和 Wang[44] 两个课题组分别报道了可以用

等[38] 最近发明了一项名为 dTAG 的蛋白降解技术, 可

于 天 然 产 物 靶 点 识 别 的 CRISPR 文 库 , 其 在 天 然 产

以作为药物靶点识别和确证的重要工具。该技术利用

物的靶点筛选中具有更高的效率。目前, 科学家们

与需

至少建立了 13 个可用于人的 CRISPR 敲除文库, 3 个

降 解 的 目 标 蛋 白 融 合 , 然 后 用 过 膜 性 较 好 、可 以 与

CRISPRa 文库和 2 个 CRISPRi 文库。这些文库不仅可

CRISPR 把一个外源变异非天然蛋白 FKBP12
FKBP12

F36V

F36V

和 E3 链 接 酶 (cereblon, CRBN) 选 择 性 结

以用于药物靶点的筛选, 也可以用于临床研究[46]。

合的 dTAG 化合物降解这个融合蛋白并进行生物学研

用 CRISPR 文库随机诱变后, 将天然产物或药物

究。dTAG 技术是一种广谱的蛋白降解技术, 可使用

如抗癌药与细胞孵育, 收集耐药的细胞, 分析其向导

一种 dTAG 分子对广谱蛋白进行精准地降解。Nabet

RNA (guide RNA, gRNA) 序列并扩增富集, 富集得到

证 明 dTAG - 13 是 一 个 选 择 性 高 、快 速 高 效 的

的 gRNA 即被预测为药物的靶基因。为使筛选得到的

dTAG 分子。对于天然产物的候选靶点, 可以用 dTAG

候选靶基因有意义, 维持 gRNA 的多样性及 Cas9 的活

分子进行降解以进行分析确证。dTAG 可以应用于细

性十分重要[46]。Kasap 等[54]将 CRISPR/Cas9 与高通量测

胞、
组织和生物体, 为天然产物靶点的识别和确证提供

序 、计 算 突 变 识 别 (computational mutation discovery)

了十分强大的工具。

结 合 开 发 了 一 种 被 命 名 为 DrugTargetSeqR 的 新 技

等

[38]

近年来, 基于 RNA 的技术在药

术 , 并 对 一 种 已 经 进 入 临 床 试 验 的 抗 癌 药 ispinesib

物 靶 点 确 证 中 取 得 了 较 大 进 展 。 RNAi 包 括 shRNA

进行了实验。实验将 kinesin-5 鉴定为 ispinesib 的候

2.2

基因组学方法

Figure 2

Indirect methods for target identification of label-free natural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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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靶基因之一, 与前期文献报道一致[55]。Wu 等[56] 用

性问题也是重要的限制因素。例如在 DARTS 实验中,

CRISPR/Cas9 技术发现来源于中药补骨脂的活性分

某些蛋白与天然产物结合后, 也有可能会被蛋白酶水

子 isobavachalcone, 可以通过抑制二氢乳清酸脱氢酶

解, 使实验结果假阴性率较高[63]。在 CETSA 和 TPP 技

(DHODH) 调节和抑制急性髓性白血病细胞的凋亡和

术中, 也存在天然产物结合靶点使靶点蛋白热稳定性

分化, 证实了该方法的可行性。

变差的情况, 使许多靶点未被检出, 造成实验的误差。

2.3

Connectivity Map (CMAP) 等 基 于 生 物 信 息 学

分析方法

联通图谱 CMAP 是由博德研究所于 2006

此外, 从组学产生的大量数据中找到相应天然产物的
靶点信息并非易事[64]。

年建立的基于基因表达谱数据的生物应用数据库

一种较好的靶点识别和确证的方法, 应该满足以

(http: //www.broadinstitute.org)[48]。CMAP 数据库基于

下条件: 其一是能最大程度地保持天然产物的结构和

图形匹配的原理, 通过一个大型的特征基因表达图谱

活性, 不会导致活性的降低或者丧失; 其二是具有广谱

数据库, 建立了药物、
基因与疾病之间的相互关联。该

的适用性, 不仅适用于高丰度蛋白, 也适用于含量较低

数据库于 2017 年进行了更新

, 现有约 5 000 个生物

的蛋白, 并适用于不同的组织、细胞、有机体等。随着

活性小分子处理人细胞后的 1 500 000 多种全基因组

蛋白质组学、基因组学和生物信息学以及质谱技术的

转录数据。CMAP 数据库利用基因芯片技术, 获取不

发展和更新, 更多的新技术将会整合不同技术的优点,

同小分子药物的基因表达图谱, 通过对比分析不同样

降低检测的花费和时间。这些新技术除了应用于天然

[57]

本的表达谱数据, 可以广泛应用于老药新用、新药发

产物的靶点识别外, 也将更加明确地阐明药物的作用

现、
药物作用机制推测等领域[58,59]。

机制及毒性, 为解决新药研发、药物机制研究、人类疾

近几年 CMAP 数据库也逐渐应用到中药及天然

病标志物识别等难题提供重要的方法基础。

产物领域, 主要应用于天然产物小分子靶点识别、
揭示
中药复方作用机制等[60]。2017 年, 本课题组 Lv 等[61]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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