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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Ｃａｎｎａｂｉｎｏｉｄ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Ｔｙｐｅ ２（ 简称 ＣＢ２） 是大麻素受体的一种亚型，因为其无中枢神经副作用，不会产生成瘾性及耐受

性，显示出了非常好的开发前景和潜在的应用价值。 其作为免疫调节剂、神经保护剂和抗癌药等将具有巨大市场价值。 目
前，ＣＢ２ 蛋白的空间结构还未被测定出来，对于 ＣＢ２ 的折叠问题研究也开展的较少，为了研究大麻素受体亚型蛋白 ＣＢ２ 的折
叠问题以及方便更多的研究人员对 ＣＢ２ 空间结构和相关药理特性的研究，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 ＨＰ 模型的折叠求解方法。 通
过使用回溯机制和蒙特卡罗方法对此优化问题进行求解，算法可有效的在全局范围内进行寻找最优解，避免了掉入局部最优
问题。 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方法获取的 ＣＢ２ 蛋白空间构象具有较低的能量值，折叠情况较好。
关键词：蛋白质折叠；ＨＰ 模型；大麻素受体；蒙特卡罗
中图分类号：ＴＰ３９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５５６５（２０１８）０４－２５５－０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ｄｉｎｇ ｏｆ ｃａｎｎａｂｉｎｏｉｄ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ｔｙｐｅ ２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ＨＰ ｍｏｄｅｌ
ＬＩＡＮＧ Ｆａｎ １ ， ＤＯＮＧ Ｙｕ １ ， ＬＩ Ｚｈｅｎｇｆｕ

１∗

， ＬＩ Ｊｉａｏｊｉａｏ ２ ， ＪＩ Ｚｈａｏｈｕｉ １

（１．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Ｈｕａｉｈａｉ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ｉａｎｙｕｎｇａｎｇ ２２２００５，Ｊｉａｎｇｓｕ， Ｃｈｉｎａ；
２． Ｐｈａｒｍａｃ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Ｈｕａｉｈａｉ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ｉａｎｙｕｎｇａｎｇ ２２２００５，Ｊｉａｎｇｓｕ，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ａｎｎａｂｉｎｏｉｄ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Ｔｙｐｅ ２ （ ＣＢ２ ） ｉｓ ａ ｓｕｂｔｙｐｅ ｏｆ ｃａｎｎａｂｉｎｏｉｄ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Ｉｔ ｓｈｏｗｓ ａ ｖｅｒｙ ｇｏｏ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ａｎ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ｉｔ ｈａｓ ｎｏ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ｎｅｒｖｏｕｓ ｓｉｄ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ｒ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ｏｎ ｉｔ． Ａｓ ａｎ ｉｍｍｕｎｏｍｏｄｕｌａｔｏｒ， ａ ｎｅｕｒｏ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ａｇｅｎｔ， ａｎ ａｎｔｉｃａｎｃｅｒ ｄｒｕｇ ａｎｄ ｓｏ ｏｎ， ｉｔ ｗｉｌｌ

ｂｅ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ｍａｒｋｅｔ ｖａｌｕｅ．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ｓｐａｃ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Ｂ２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ｈａｓ ｎｏｔ ｂｅｅｎ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ｌｅｓ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ＣＢ２ ｆｏｌｄｉｎｇ．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ｆｏｌｄｉｎ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ｃａｎｎａｂｉｎｏｉｄ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ｓｕｂｔｙｐ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Ｂ２ ａｎｄ ｍａｋｅ ｉｔ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 ｆｏｒ ｍｏ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ｓｐａｃ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ＣＢ２，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ａｎ ＨＰ ｂａｓｅｄ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ｂａｃｋ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ｕｒ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ｃ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ｆｉｎｄ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ｃｏｐｅ

ａｎｄ ａｖｏｉｄ ｆａｌｌ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ｏｐｔｉｍｕｍ ｔｒａｐ．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ｏ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Ｂ２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ｈａｓ ａ ｌｏｗ ｅｎｅｒｇｙ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ｌｄｉｎｇ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ｇｏｏ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ｒｏｔｅｉｎ ｆｏｌｄｉｎｇ； ＨＰ ｍｏｄｅｌ； Ｃａｎｎａｂｉｎｏｉｄ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
蛋白质折叠预测问题 ［１］ 是在已知蛋白质氨基
酸序列的情况下，直接通过序列顺序求解出蛋白质
的三维空间结构，即求解蛋白质的最小能量。 结构
生物学研究已经验证，蛋白质的空间结构决定了蛋
白质的特定功能

［２］

。 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直接决

定了其在三维空间中的结构，而蛋白质的结构又决

定了其特殊的生物功能，因此蛋白质折叠问题的研
究在生物学中具有及其重要意的义 ［３］ 。 蛋白质折

叠问题已成为生物信息学领域中的核心研究问题之
一，对其求解是后基因时代蛋白质研究的一项重要
任务 ［４］ 。 虽然通过特殊的技术手段方法可以得到

一部分蛋白质的三维空间中的结构，但却极其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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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还需要收到较多限制。 目前为止，还有大部分
的蛋白质没有得到有效的三维构想，因此通过理论
方法，从蛋白质氨基酸序列入手预测其三维空间结
构已成为分子生物学研究中的一个迫切需求。

蛋白质折叠预测是一个典型的非确定性 ＮＰ 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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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酸序列（ 也称一级序列） ，推测出蛋白质在空间中
的折叠形式，从而最终确定在三维空间中的具有特
定功能的蛋白质构象。 Ａｎｆｉｎｓｅｎ 等在对牛胰核糖核
酸酶的复性实验研究中发现，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
唯一确定了其在三维空间中构象，并依此提出了蛋

难问题，随着蛋白质中氨基酸序列的增多，其计算量

白质的自由能最小构象即应为其自然构象的这一著

呈指数级增加。 在蛋白质折叠预测主要即为对蛋白

名热力学假说。 目前的各种蛋白质折叠结构预测的

质最小能量进行求解也称为蛋白质能量优化，所以蛋

理论与方法都是基于此假说。 蛋白质折叠问题自

白质折叠预测问题的核心是使用全局优化算法进行
蛋白质能量优化。 基于 ＨＰ （ Ｈｙｄｒｏｐｈｏｂｉｅ⁃Ｐｏｌａｒ） 网格
的蛋白质折叠预测模型

［５］

，通过逐步减少固定蛋白

２０ 世纪中期就被广泛研究，但到目前尚无满意的解

决方法。 如果通过计算机枚举方法进行搜索蛋白质
的自由能最小构象，则对其求解的计算时间耗费将

质内部氨基酸位置从而可以使连续的序列进行离散

变得不可承受。 因此，蛋白质折叠问题的研究无论

化，可以有效地对蛋白质折叠方式进行探索和解读。

是在计算机模拟还是实验研究上，仍然是非常困难

尽管基于 ＨＰ 模型蛋白质折叠已经是一个去掉较多

的事情 ［１７］ 。

约束的简化预测模型，但仍然是 ＮＰ 困难问题，难以

１．２

建立精确的数学模型对其进行高效而准确的求解。

蛋白质内部的疏水作用力是促使其折叠的主要

近些年来，研究人员使用了多种优化算法对其进行

因素，球状蛋白质折叠结构通常是由一个疏水核心

分析求解，如模拟退火算法、遗传算法、人工神经网

紧密堆积而形成特定的空间结构 ［１８］ 。 基于 ＨＰ 的

络和蚁群算法等

［６－１０］

，这些不同的方法与算法推动

了蛋白质折叠预测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Ｃａｎｎａｂｉｎｏｉｄ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Ｔｙｐｅ ２（简称 ＣＢ２）是大麻素

受体的一种亚型，由 ３６０ 个氨基酸组成。 其受体分布
表达造成了其独特的生理药理作用，如免疫抑制作

ＨＰ 折叠模型

折叠模型，由于只在在二维空间中进行蛋白质的折
叠进行研究，保证了相对的折叠精度下又可有效的
提高求解速度，在计算机模拟方法研究中获得了研
究人员的广泛关注。

在 ＨＰ 模型中，蛋白质序列中的氨基酸被分为

用、抑制肿瘤细胞生长、促进骨生成［１１］ 、镇痛、抗肝纤

疏水性（ Ｈ） 和亲水性（ Ｐ） 两类氨基酸。 对于蛋白质

之外，大麻素Ⅱ型受体（ＣＢ２）的激活可促进干细胞（如

代表，从而把蛋白质序列形成简化的表示形式。 基

维化、抗神经损伤［１２－１３］ 、促神经生长［１４］ 等作用。 除此
造血干 ／ 祖细胞和神经祖细胞）的增殖．心脏祖细胞激
活和增殖在心肌梗死（心梗） 后心肌内源性再生和修
复中 发 挥 重 要 作 用［１５］ ， 并 且， ＣＢ２ 选 择 性 激 动 剂
ＡＭ１２４１ 可激活原位 ＣＰＣｓ，促进心肌梗死后心肌组织
内源性再生，轻心梗后心肌组织纤维，改善心脏功
能［１６］ 。 ＣＢ２ 受体的生理药理作用表明其是十分重要
的药物靶标，特别在止疼、抗炎和抑制咳嗽方面，因为
其无中枢神经副作用，不会产生成瘾性及耐受性，显
示出了非常好的开发前景和潜在的应用价值。 更不
要说其作为免疫调节剂、神经保护剂和抗癌药的巨大
市场价值。 因此开发适合于人体用药的选择性 ＣＢ２

受体激动剂、反向激动剂及拮抗剂，是一件非常有意
义的探索。 目前，ＣＢ２ 蛋白的空间结构还未被测定出
来，对于 ＣＢ２ 的折叠问题研究也开展的较少，针对此
问题本文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工作。

１
１．１

序列中的多种氨基酸，可分别使用字母 Ｈ 和 Ｐ 进行
于 ＨＰ 折叠模型，蛋白质折叠问题可简化为：将二维
空间划分等距的网格空间，将每个氨基酸简化成一
个节点放入网格之中。 一个合法的蛋白质序列的空
间构象需要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１９］ ：

１） 任一氨基酸（ Ｈ 或 Ｐ ） 必须放在排放在二维

空间整数点坐标上；

２） 链序列中相邻的结点在摆放后仍相邻（ 距离

为 １） ；

３） 二维坐标任一格点上最多只能放一个氨基

酸节点。

基于 ＨＰ 的蛋白质折叠模型中，其氨基酸序列

所对应的能量函数可表示为：
Ｅ＝

Ｅ σｉσｊ Δ（ ｒ ｉ
∑
ｉ＜ｊ

－ ｒｊ ）

当氨基酸序列上第 ｊ 个结点 ｒ ｊ 与其之前的第 ｉ 个节
点 ｒ ｉ 同为 Ｈ 型氨基酸，他们在一级序列中并不相连

理论与方法
蛋白质折叠
蛋白质折叠研究的主要目标是根据蛋白质的氨

而在二维格点空间中 ｒ ｉ 与 ｒ ｊ 相邻，则计 Ｅ σｉσｊ Δ（ ｒ ｉ －

ｒ ｊ ） ＝ － １；否则记 Ｅ σｉσｊ Δ（ ｒ ｉ － ｒ ｊ ） ＝ ０。 通过将蛋白质序
列进行 ＨＰ 模型表示， 可以较为简单的计算得到某
二维构想所对应的能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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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麻素受体 ＣＢ２

Ｃａｎｎａｂｉｎｏｉｄ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Ｔｙｐｅ ２（ 简称 ＣＢ２） 是大麻

素受体的一种亚型，共有 ３６０ 个氨基酸组成。 氨基
酸序列分析显示 ＣＢ２ 受体的结构中包括 ７ 次亲酯
跨膜 α 螺旋结构

［２０］

， 是典 型 的 Ｇ 蛋 白 耦 联 受 体。

１９９３ 年 Ｍｕｎｒｏ 等用 ＰＣＲ 技术首次克隆出 ＣＢ２ 的基
因，并发现其对 Δ９⁃四氢大麻酚具有高亲和力。 ＣＢ２

受 体 有 两 个 同 种 型， 分 别 命 名 为 ＣＢ２Ａ 和
ＣＢ２Ｂ

［２１－２２］

。

ＣＢ２ 受体则主要分布于外周免疫系统

［２３］

。 研

究表明，健康的脑细胞中没有 ＣＢ２ 受体的表达，只
有具有活性炎症和变性的脑区才有 ＣＢ２ 受体的迁
移和渗透

［２４］

。 大麻素受体除了在上述组织中存在

外，在其他病变的组织如肿瘤中也有表达
１．４

２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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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特卡罗（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ＭＣ） 方法

［２５－２６］

。

蒙特卡罗方法是一种随机模拟方法，也称统计

在摆放氨基酸位置时，除第一个氨基酸，所有的氨基
酸的摆放位置都是随机产生的。 通过不断循环，将
所需排列的氨基酸依次排列，并将其相对于上一个
氨基酸摆放的位置记录在一个特定的数组中（ 当向
上移动一个位置时，数组存数值 １；当向右移动一个
位置时，数组存数值 ２；当向下移动一个位置时，数
组存数值 ３；当向左移动一个位置时，数组存数值

４） 。 当所有氨基酸都已经摆放完毕后，即创建出一
个合法的 ＣＢ２ 空间排放序列。

２．２

回溯机制

在顺序排列氨基酸序列时，会出现序列后方的
氨基酸重叠在之前已经拜访了氨基酸的情况，从而
导致序列排放非法。 随着氨基酸序列的增长，发生
前述冲突的几率也会变大。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
生，本文采取回溯机制 ［２８］ 。 当出现氨基酸重叠的情
况时，将退回到此氨基酸的上一个氨基酸的摆放位

模拟或随机抽样方法。 它是以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等

置，由存放氨基酸摆放位置的数组可知此氨基酸的

理论为基础，通过随机产生的随机数来解决具体计

摆放位置，通过此摆放位置返回到上一个氨基酸的

算问题的一种方法。 蒙特卡罗方法兴起的背景是由

位置，并重新选择位置，同时记录不能摆放的位置和

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电子计算机的发明，是一

能够摆放氨基酸的位置。 若所有位置都已验证是不

类非常重要的数值计算方法。 通常需要使用某一概

可以摆放，那么将会再向上退回前一个氨基酸的位

率模型来描述具体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得到与所求

置。 若可以摆放的位置剩下两个，则在剩下的两个

问题同解的概率模型以后，通过随机实验方式对此

位置中随机选一个；若可以摆放的位置剩下三个，则

概率模型进行模拟和计算，实验最后所得的统计值

在剩下的三个位置中随机选一个。

即所求问题的近似可行解

［２７］

。

近些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在计算
机的帮助下很多实验过程可以进行模拟，变成了简
单快速的计算机计算，这为蒙特卡罗方法的发展提
供了基础。 目前，蒙特卡罗方法在多个研究领域得

回溯可以较好的解决了冲突，但是如果不限制
回溯次数，极端情况下将会退化到初始氨基酸，将会
极大的限制算法的执行效率。 对于 １０ ０００ 个随机
序列进行回溯次数的测定，实验结果如表 １ 所示。
表１

回溯次数比较

到了广泛的应用，取得了较好的研究成果，包括计算

Ｔａｂｌｅ １

生物学、生物医学、计算物理学等研究领域。 特别是

回溯次数 ／ 次

平均能量值

２０

－５９．７

此方法能很好地用来对于问题的维数并不敏感，该
方法的计算复杂性也不再依赖于维数，所以一些无
法计算的问题现在也可以计量。 在具体应用时，对
于一些复杂繁琐问题，如果直接求解变得几乎不可

创建 ＣＢ２ 氨基酸序列空间格点位置时，先将空

间中原有信息清空，固定第一个氨基酸的位置（ 格

点空间的中央） ；其次，将后续氨基酸的位置分为：
上摆放、右摆放、下摆放、左摆放四种情况并编号。

－６０．４

７０
８０

实验过程
生成 ＣＢ２ 氨基酸序列的格点位置

３０

６０

题进行求解，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２．１

－５９．５

５０

求解。 在本文中，使用了蒙特卡罗方法对于优化问

２

１０

４０

行，那么可采用蒙特卡罗方法从其他角度进行有效

９０

１００

２．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ｂａｃｋ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ｔｉｍｅｓ

－６０．２
－６１．１
－６０．５
－６０．７
－５９．７
－５８．６
－５８．８

平均计算时间 ／ ｍｓ
３０ ９４１．６
３０ ２８７．７
３０ １９５．６
３０ １５０．２
３０ １８４．６
２９ ５６０．７
２９ ９１７．８
２９ ９９２．７
２９ ８３４．４
２９ ６８９．２

序列排放的能量评估
评估（ 计算） 氨基酸能量的方法：从第一个氨基

酸开始判断，当氨基酸不为 Ｈ 型氨基酸（ 疏水性氨
基酸） 时，则继续判断下一个氨基酸是否为 Ｈ 型氨

２５８

生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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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酸，当氨基酸为 Ｈ 型氨基酸（ 疏水性氨基酸） 时，

标相同，在 Ｙ 轴上的坐标相差 １ 或者在 Ｙ 轴上的坐

位置的数组对后面的氨基酸进行摆放，同时对其后

个单位的能量值。 通过遍历序列中的所有氨基酸，

让此 Ｈ 型氨基酸的位置固定，通过存放氨基酸摆放

面的所有氨基酸 （ 保证 两 个 氨 基 酸 在 序 列 中 不 相

标相同，在 Ｘ 轴上的坐标相差 １） ，这是即可得到一
最后即可得到某个排放方式下 ＣＢ２ 所对应的能量。

连） 判断是否同为 Ｈ，当有后续氨基酸为 Ｈ 型氨基

２．４

基酸的距离是否为 １（ 即两个氨基酸在 Ｘ 轴上的坐

图 １。

酸时，再判断此后续氨基酸与位置固定的第一个氨

图１
Ｆｉｇ．１

算法流程图

本文 中 使 用 了 蒙 特 卡 罗 算 法， 具 体 流 程 图 见

蒙特卡罗流程图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

实验计算机配置为：处理器：Ｉｎｔｅｌ ６４ 位 ＣＰＵ，２．

结果的空间折叠构象排列表达如图 ２ 所示。 在图 ２

（６４ 位） 操作系统，软件开发平台为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Ｖｉｓｕａｌ
Ｃ ＋＋ ６．０。 项目代码为独立开发，源代码下载网址

基酸，加粗实心表示此处有能量累计。 由图直观可

５３ ＧＨｚ；内存，４ ＧＢ；硬盘空间，１２８ ＧＢ。 Ｗｉｎｄｏｗｓ ７

为： ｈｔｔｐｓ： ／ ／ ｇｉｔｈｕｂ． ｃｏｍ ／ ｎｉｃｅｌｉａｎｇｆａｎ ／ ＣＢ２⁃Ｆｏｌｄ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ｏｎ⁃ＨＰ⁃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Ｍｏｎｔｅ⁃Ｃａｒｌｏ⁃Ｍｅｔｈｏｄ ／ ｂｌｏｂ ／

中，使用实心点表示 Ｈ 型氨基酸，空心表示 Ｐ 型氨
知，节点排列越紧密，氨基酸的能量值就越小；反之，
能量值越大。

由图 ２ 可知，对于 ＣＢ２ 序列而言，即使能量最

ｍａｓｔｅｒ ／ Ｓｏｕｒｃｅ％２０Ｃｏｄｅ。

低的三 种 折 叠 排 列 形 式 （ 见 图 ２ 中 的 （ ａ ） 、 （ ｂ ） 、

３

式对于其他随机选取的折叠方式（ 见图 ２ 中的（ ｄ） 、

实验结果
通过对于大麻素受体 ＣＢ２ 的 ＨＰ 折叠模型表

达，使用带有回溯机制的蒙特卡罗方法进行求解。
对本方法取得的三种最优值（ Ｅ ＝ － ６７） 和其他较好

（ ｃ） ，在空间表达上相互差别较大，且这三种折叠方
（ ｅ） 而言同样差比较大。 这说明使用蒙特卡罗方法

可以完全跳出多数智能优化算法的局部最优困扰，
可以在全局范围内进行最优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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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Ｆｉｇ．２

４

２５９

ＣＢ２ 的空间折叠结果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ｆｏｌｄ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ｏｒ ＣＢ２

总结与展望
目前，以 ＨＰ 模型为基础的大麻素受体 ＣＢ２ 的

二维空间结构测定的研究较少，对于 ＣＢ２ 的二维折

在本文中使用了 ＨＰ 折叠预测模型对于大麻素

受体的亚型 ＣＢ２ 蛋白的折叠情况进行了研究，并使
用了蒙特卡罗方法进行全局优化求解，取得了较好
的折叠排列结果。
本文中使用的蒙特卡罗方法虽然具有全局寻优

叠问题研究也开展的较少。 本文工作对于 ＣＢ２ 的

能力，但也存在收敛速度慢等问题，且在对大量的数

空间构象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对后续的分子

据进行筛选时没有一定的针对性，既浪费了大量的

对接和虚拟筛选等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支撑。

计算时间又存在较多的偶然性因素，导致实验结果

２６０

生

物

还有进一步的提升空间。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将引
入遗传算法等对序列排放方法进行进一步优化，以
期得到 ＣＢ２ 更好的折叠构象能量值。

蛋白质在体内是在三维空间中进行折叠的，因

此在二维空间研究蛋白质折叠具有局限性。 在接下
来的工作中，将对序列排放方法进行进一步优化并
尝试将把 ＣＢ２ 放在三维空间中进行折叠研究，以期
得到 ＣＢ２ 的更为准确的符合实际生活的三维空间
折叠构象能量值。

参考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 ＭＵÑＯＺ Ｖ，ＣＡＭＰＯＳ Ｌ Ａ，ＳＡＤＱＩ Ｍ．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ｆｏｌｄｉｎｇ［ Ｊ］ ．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ｉ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ａｒａｌ Ｂｉｏｌｏ⁃
ｇｙ， ２０１６， ３６：５８－６６．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ｓｂｉ．２０１５．１２．００１．

［２］ ＭＩＲＣＥＶＡ Ｇ， ＤＡＶＣＥＶ Ｄ．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ｎｇ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ｒａｙ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ｏｒ ｆｏｒ ｍｏｒｅ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３Ｄ 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Ｃ］ ． ＡＣＭ （ Ｆｉｒｅｎｚｅ， Ｉｔａｌｙ） ：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ｏｎ ３ｄ
Ｏｂｊｅｃｔ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２０１０．ＤＯＩ： １０．１１４５ ／ １８７７８０８．１８７７８２０．

［３］ ＥＮＧＬＡＮＤＥＲ Ｓ Ｗ， ＭＡＹＮＥ Ｌ， ＫＡＮ Ｚ Ｙ， 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ｆｏｌｄｉｎｇ⁃ｈｏｗ ａｎｄ ｗｈｙ： Ｂｙ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 ｓｅｐ⁃

ａ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 Ｊ ］ ．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Ｂｉ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２０１６，４５：１３５－ １５２． ＤＯＩ：１０．１１４６ ／ ａｎｎｕｒｅｖ⁃ｂｉｏ⁃
ｐｈｙｓ⁃０６２２１５⁃０１１１２１．

［４］ 孙鹏飞， 张健沛． 基于量子遗传算法的蛋白质折叠结构
预测［ Ｊ］ ． 哈尔滨工程大学学报， ２０１０， ３１ （ １） ：９２ － ９７．
ＤＯＩ： 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６－７０４３．２０１０．０１．０１６．

ＳＵＮ Ｐｅｎｇｆｅｉ，ＺＨＡＮＧ Ｊｉａｎｐｅｉ． Ａ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ｐｒｏ⁃
ｔｅｉｎ ｆｏｌｄ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ｑｕａｎｔｕｍ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Ｊ］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Ｈａｒｂｉ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０，３１（ １） ：９２－ ９７．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６－７０４３．２０１０．０１．０１６．

［５］ 吕志鹏，黄文奇．求解蛋白质结构预测问题的局部搜索算
法［ Ｊ］ ． 计 算 机 科 学， ２００５， ３２ （ １１ ） ： １４８ － １５１． ＤＯＩ： １０．

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１３７Ｘ．２００５．１１．０４０．

ＬÜ Ｚｈｉｐｅｎｇ，ＨＵＡＮＧ Ｗｅｎｑｉ． Ｌｏｃａｌ ｓｅａｒｃｈ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ｆｏｒ ｓｏｌ⁃
ｖｉｎｇ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Ｊ］ ．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ｃｉ⁃

ｅｎｃｅ，２００５，３２ （１１） ：１４８－１５１．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２－
１３７Ｘ．２００５．１１．０４０．

［６］ 王庆喜，朱丽华． 基于布谷鸟搜索算法的蛋白质能量优
化［ Ｊ］ ．浙江农业学报，２０１７， ２９（ ７） ：１２１６－ １２２０． 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４－１５２４．２０１７．０７．２２．

ＷＡＮＧ Ｑｉｎｇｘｉ， ＺＨＵ Ｌｉｈｕａ．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ｕｃｋｏｏ ｓｅａｒｃｈ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 Ｊ ］ ． Ａｃｔ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ｅ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２０１７，２９ （ ７） ： １２１６ － １２２０． ＤＯＩ： 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１００４－１５２４．２０１７．０７．２２．

［７］ 张菁， 郭丹． 拟蛇算法在蛋白质折叠模拟中的应用可行

信

息

学

第 １６ 卷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２０１７， ３８ （ ２ ） ： ７５ － ７９． ＤＯＩ： １０．

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３－６９７０．２０１７．０２．０１７．

［８］ ＣＵＩ Ｚ， ＺＨＡＮＧ Ｙ． Ｓｗａｒｍ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ｉｎ ｂｉ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Ｎａｎｏ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４， １４（２） ：１７４６－１７５７．ＤＯＩ： １０．１１６６ ／ ｊｎｎ．２０１４．

９１９６．

［９］ ＳＨＩＮ Ｊ Ｍ， ＬＥＥ Ｂ， ＣＨＯ Ｋ Ｈ． Ａ ｎｅｗ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ｏ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ａｂ ｉｎｉｔｉｏ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ｆｏｌｄｉｎｇ ｓｔｕｄｙ：
Ｗｉｎｄｏｗ ｇｒｏｗｔｈ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 Ｊ］ ．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Ｋｏｒｅａｎ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０１６， ３７ （ １２ ） ： １９７１ － １９７６．
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２ ／ ｂｋｃｓ．１１００６．

［１０］ ＴＨＡＮＧＳＵＮＡＮ Ｐ， ＫＩＴＴＩＷＡＣＨＡＮＡ Ｓ， ＭＥＥＰＯＷＰＡＮ
Ｐ， ｅｔ ａｌ． Ｒａｐｉ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Ｖ⁃１ ｉｎｔｅｇｒａｓｅ ｉｎ⁃
ｈｉｂｉｔｏｒｓ： Ｈａｒｎｅｓｓｉｎｇ ｄｏｃｋｉｎｇ ｅｎｅｒｇｅｔｉｃ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ｅｍ⁃

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ｃｏｒｉｎｇ ｂｙ ｃｈｅｍｏｍｅｔｒｉｃ ａｎｄ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ｉｄｅｄ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Ｄｅ⁃

ｓｉｇｎ，２０１６， ３０（６） ：４７１－４８８．ＤＯＩ： １０．１００７ ／ ｓ１０８２２－０１６－
９９１７－０．

［１１］ ＳＣＵＴＴ Ａ，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 Ｅ Ｍ． Ｃａｎｎａｂｉｎｏｉｄｓ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 ｆｉ⁃

ｂｒｏｂｌａｓｔｉｃ ｃｏｌｏｎｙ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ｂｏｎｅｓ ｍａｒｒｏｗ ｃｅｌｌｓ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ｖｉａ ＣＢ２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 ［ Ｊ ］ ． Ｃａｌｃｉｆｉｅｄ Ｔｉｓｓｕ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２００７， ８０ （ １ ） ： ５０ － ５９．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０７ ／ ｓ００２２３ － ００６ －
０１７１－７．

［１２］ ＡＲÉＶＡＬＯ⁃ＭＡＲＴÍＮ Ａ， ＶＥＬＡ Ｊ Ｍ， ＭＯＬＩＮＡ⁃ＨＯＬＧＡ⁃
ＤＯ Ｅ， ｅｔ ａｌ．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ｎｎａｂｉｎｏｉｄｓ ｉｎ ａ ｍｕ⁃
ｒｉｎ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 Ｊ］ ．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ｅｕｒｏ⁃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Ｎｅｕｒｏ⁃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３，２３ （ ７） ：２５１１ － ２５１６． ＤＯＩ：１０． １５２３ ／ ＪＮＥＵ⁃
ＲＯＳＣＩ．２３－０７－０２５１１．２００３·Ｓｏｕｒｃｅ： Ｐｕｂ Ｍｅｄ．

［１３］ ＢＡＫＥＲ Ｄ，ＰＲＹＣＥ Ｇ， ＣＲＯＸＦＯＲＤ Ｊ Ｌ， ｅｔ ａｌ． Ｃａｎｎａｂｉ⁃

ｎｏｉｄ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ｐ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ｒｅｍｏｒ ｉｎ ａ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
ｍｏｄｅｌ［ Ｊ］ ． Ｎａｔｕｒｅ， ２０００， ４０４（ ６７７３） ： ８４－ ８７．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３８ ／ ３５００３５８３

［１４］ ＢＲＯＭＢＥＲＧ Ｋ Ｄ，ＭＡＡＹＡＮ Ａ， ＮＥＶＥＳ Ｓ Ｒ． Ｄｅｓｉｇｎ ｌｏｇ⁃

ｉｃ ｏｆ ａ ｃａｎｎａｂｉｎｏｉｄ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ｔｈａｔ ｔｒｉｇｇｅｒｓ
ｎｅｕｒｉｔｅ ｏｕｔｇｒｏｗｔｈ ［ Ｊ］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８， ３２０ （ ５８７８） ： ９０３ －
９０９．ＤＯＩ： １０．１１２６ ／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１５２６６２．

［１５］ ＪＩＡＮＧ Ｓ，ＡＬＢＥＲＩＣＨ⁃ＪＯＲＤＡ Ｍ，ＺＡＧＯＺＤＺＯＮ Ｒ， ｅｔ ａｌ．

Ｃａｎｎａｂｉｎｏｉｄ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２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ｇｏｎｉｓｔｓ ｍｅｄｉａｔｅ ｈｅｍａｔｏｐｏｉ⁃
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ｈｅｍａｔｏｐｏｉｅｔｉｃ 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ｐｒｏｇｅｎｉｔｏｒ ｃｅｌｌ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 Ｊ］ ． Ｂｌｏｏｄ，２０１１，１１７ （ ３） ： ８２７ － ８３８． ＤＯＩ：１０． １１８２ ／
ｂｌｏｏｄ－２０１０－０１－２６５０８２．

［１６］ 马赛，王亚斌，王强，等．大麻素Ⅱ型受体通过激活心脏
祖细胞促进小鼠心肌梗死后内源性的心肌再生［ Ｊ］ ． 中
国科 学： 生 命 科 学， ２０１４， ４４ （ ７） ： ６８５ － ６９３．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０７ ／ ｓ１１４２７－０１３－４６０４－ｚ．

性研究［ Ｊ］ ． 软件， ２０１７，３８（ ２） ：７５ － ７９． 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ＭＡ Ｓａｉ， ＷＡＮＧ Ｙａｂｉｎ， ＷＡＮＧ Ｑｉ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ｎｇ， ＧＵＯ Ｄａ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ｐｒｏｇｅｎｉｔｏｒ ｃｅｌｌｓ ｉｎ ｍｏｕｓｅ

ｉｓｓｎ．１００３－６９７０．２０１７．０２．０１７．

ｓｎａｋｅ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ｆｏｌｄｉｎｇ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Ｊ］ ．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ｃａｎｎａｂｉｎｏｉｄ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ｔｙｐｅ ２ ｏｎ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ｒｅ⁃

ｉｎｆａｒｃｔｅｄ ｈｅａｒｔ ［ Ｊ］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 Ｌｉｆ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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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７） ： ６８５－６９３．ＤＯＩ： １０．１００７ ／ ｓ１１４２７－０１３－４６０４－ｚ．

ｍａｃ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ｇ 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ｏｕｐｌｅｄ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 Ｊ］ ． Ｍｅｔｈ⁃

生物信息学， ２０１６， １４（２） ：１１２－１１６．ＤＯＩ： 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１００７ ／ ９７８－１－４９３９－０９５６－８＿９．

［１７］ 史小红． 基于 ＨＰ 模型的蛋白质折叠问题的研究［ Ｊ］ ．
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５５６５．２０１６．０２．０８．

ＳＨＩ Ｘｉａｏｈｏ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ｆｏｌｄ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ＨＰ

ｍｏｄｅｌ ［ Ｊ ］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ｉ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１６， １４
（２） ：１１２－１１６． ＤＯＩ： 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１６７２－ ５５６５．２０１６．

０２．０８．

［１８］ 刘赟，王存新，王宝翰，等． 基于格子模型的蛋白质设计
方法［ Ｊ］ ．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进展，２００４，３１（ ２） ：１７２－
１７６． ＤＯＩ： １０．３３２１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３２８２．２００４．０２．０１４．

ＬＩＵ Ｙｕｎ，ＷＡＮＧ Ｃｕｎｘｉｎ，ＷＡＮＧ Ｂａｏｈａｎ， ｅｔ ａｌ． Ａ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ｄｅｓｉｇｎ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ｉｃｅ ｍｏｄｅｌ［ Ｊ］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ｏｄｓ ｉｎ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４，１１７５ （ ４） ：１８９． ＤＯＩ： １０．

［２３］ ＲＡＪＥＳＨ Ｍ， ＭＵＫＨＯＰＡＤＨＹＡＹ Ｐ， ＨＡＳＫÓ Ｇ， ｅｔ ａｌ．

ＣＢ２ ｃａｎｎａｂｉｎｏｉｄ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ａｇｏｎｉｓｔｓ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ｅ ＴＮＦ⁃ａｌｐｈａ⁃ｉｎ⁃

ｄｕｃｅｄ ｈｕｍａｎ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ｓｍｏｏｔｈ ｍｕｓｃｌｅ ｃｅｌｌ ｐｒｏ１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Ｊ］ ．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１５３
（２） ：３４７－３５７．ＤＯＩ：１０．１０３８ ／ ｓｊ．ｂｊｐ．０７０７５６９．

［２４］ ＰＩＣＯＮＥ Ｒ Ｐ， ＫＥＮＤＡＬＬ Ｄ Ａ． Ｍｉｎｉｒｅｖｉｅｗ：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ｅｎｃｈ， ｔｏ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ｃｌｉｎｉｃ：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ｃａｎｎａｂｉｎｏｉｄ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Ｊ］ ．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Ｅｎｄｏｃｒｉ⁃

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２９（ ６） ：８０１ － ８１３． ＤＯＩ： １０． １２１０ ／ ｍｅ． ２０１５ －
１０６２．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２００４，３１（２） ：１７２－１７６．ＤＯＩ：

［ ２５］ ＳＡＲＦＡＲＡＺ Ｓ，ＡＤＨＡＭＩ Ｖ Ｍ，ＳＹＥＤ Ｄ Ｎ， ｅｔ ａｌ． Ｃａｎｎａｂｉ⁃

［１９］ 黄文奇， 李宗旻． 基于模拟退火算法的蛋白质折叠问题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８，６８（ ２） ：３３９ － ３４２． ＤＯＩ： １０． １１５８ ／

１０．３３２１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３２８２．２００４．０２．０１４．

求解［ Ｊ］ ．计算机工程与应用，２００５， ４１（７） ：４０－４１．ＤＯＩ：

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８３３１－（２００５）０７－００４０－０２．

ＨＵＡＮＧ Ｗｅｎｑｉ， ＬＩ Ｚｏｎｇｍｉｎ．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ｆｏｌｄｉｎ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ｎｎｅａｌｉｎｇ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Ｊ］ ． Ｃｏｍ⁃
ｐｕｔｅ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５，４１（ ７） ：４０ － ４１．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８３３１－（２００５）０７－００４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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