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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计算在抗感染性
疾病研究中的应用



发达国家强调下一代高性能计算计划在生物医药领域应用

欧盟高性能计算发展计划（2020年前）

 大尺度蛋白质动力学
 蛋白质联结和聚合，超分子系统

 医学，例如预测在某些人群中与药物异常代谢相关的次

级作用或药物与异于其原始靶点的大分子的交
互作用的仿真……

美国NSF高性能计算发展计划（2013-2018）

 具有大生物分子和生物分子团的反应机理；

 在只给定基本氨基酸序列的条件下预测蛋白质三维结构；

 适应特殊性和高效地运用第一原理设计催化剂、药物和其它
分子材料……

日本高性能计算发展计划（2020年前）

 超大规模蛋白质动力学模拟
 纳米药物材料输运模拟
 对酶的化学反应进行仿真……



国际科研机构广泛采用高性能计算开展创新药物研究

Shaw 等通过高性能计算技术，模拟了
药物与毒蕈碱型乙酰胆碱受体M2的动态结

合过程，发现了全新异构调节位点，
可用于指导作用于异构位点的小分子激活
剂的设计。

运用高性能计算技术，模拟JAK2酪氨
酸激酶的动态构象变化，阐明了其自抑制

机制，发现了自抑制调控位点，为针
对耐药突变的药物设计提供了线索。



工业界开始重视高性能计算在药物研发中的应用

目前，国际各大制药公司均开始重视高性能计算在药物研发中
的应用，采用自己组建高性能计算或者与高性能计算服务商及超级计算机中

心合作，解决创新药物研发进程缓慢的问题。
其中，制药巨头赛诺菲公司更是走在了各个公司前列，建立高性

能计算部门，从网络药理学、个性化用药等角度促进新药研发。



高性能计算技术在分子模拟领域最新应用：Anton2

Anton2在2014年11月份获得Gordon Bell奖，性能是第一代Anton（2007年）
的10倍，通用系统架构的180倍，该所科学家采用Anton计算机针对疾病靶点
进行长时间分子动力学模拟，在Nature、Science等杂志发表文章数十篇；
日本研发的MDGrape系列模拟专用计算机也先后七次获得Gordon Bell奖。

Anton 2共4机柜，峰值性能26PFxops
单机柜功率：42KW ，系统总功率168KW

Anton2：新一代分子动力学模拟专用机

高速专用互联网络 HTIS
2.7Tb/s bandwidth/ASIC

专用计算芯片 ASIC
峰值性能12.7 TFXOPS



高性能计算应用贯穿创新药物研发的整个过程

高性能计算技术已应用于：
结合功能基因组学，发现疾病相关基因
发现和确证可被调控的生物大分子靶标
模拟生物大分子动态行为，发现调控位点
发现和优化先导化合物
先导化合物毒性与药代动力学性质评价
个性化用药方案设计

疾病相关基因组 潜在药物靶标 药物作用位点
先导化合物发

现与优化
临床前与临床

研究



基因空间

化学空间

疾病空间

生物网络 药物-靶标网络

创新药物靶标

组学数据

创新药物靶标发现已从单一药物——单一靶标的模式逐步向基于生物
网络与多向药理学的模式转变

由于人体生物系统的复杂性（已知蛋白种类超过2万种，蛋白-蛋白相
互作用超过65万种），针对人体生物网络的分析必须依赖高性能计算
机的支持

靶标发现 创新药靶发现研究需要高性能计算



分子动力学模拟 大分子结构与功能循环 全新调控位点

生物大分子的功能与与其动态构象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借助于高性能计算机，
通过分子动力学模拟的手段，阐明生物大分子动态结构变化与功能的联系，可
以发现疾病关键靶标全新的调控位点，设计结构新颖的小分子调控剂。

通过这一策略，还可以靶向传统方法难以靶向的疾病关键靶标（如蛋白相互作
用界面），并且可以解决部分现有药物的耐药问题。

创新药物靶标的动力学行为研究需要高性能计算靶标确证和机理研究



蛋白质柔性 量子化学效应 受体-配体结合动力学

先导化合物发现与优化需要高性能计算

限制虚拟筛选准确性的三大瓶颈

经过近十几年的发展，计算药物设计学的理论方法发展已基本完善，如
柔性对接，QM/MM计算，配体结合动力学计算等。

这些方法的运用可极大地促进虚拟筛选准确性，缩短先导化合物发现的

时间，而限制这些方法用于虚拟筛选的唯一障碍是缺少高性能计算资
源。

化合物发现和优化



20，000个现有药物 2，000个药物靶标

4,000万药物-靶标组合

1/10,000

4,000个药物新用途

5-10个新药

1/1,000

实验研究手段
4,000万药次

2亿美金

虚拟筛选/反向对接
4,000药次

2万美金

虚拟筛选 1分钟/化合物

4,000万个组合单核计算需要80年
30万核并行

<1天

药物重利用的应用研究需要高性能计算药物重利用



“个体化治疗”

Personalized Medicines 指根

据个体携带的遗传信息制订针对

病人需要，为个体“量身定做”

个性化预防、诊断、治疗方案的

医疗模式,这是遗传药理学和药物

基因组学发展带来的一场革命。

个体化治疗与创新药物研究

基因及

其变化

药效和

毒性

一个尺寸适合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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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创新药/靶发现为核心：
计算药物设计和计算生物学是创新药物研发

的源头，高性能计算是计算药物设计和计

算生物学的加速器，高性能计算为创新药

物研发提供强大的动力来源。

靶标发现 靶标确证
先导化合
物发现

先导化合
物优化

临床前
研究

临床研究

速度

效
益

计算决定未来！



药物靶标发现是发现新药的源头和突破口，也是各种生物技
术综合交叉应用的重要领域

 加速“重磅炸弹”式药物的发现

 拓展药物研究的范围

 加强人类应对急性传染病爆发的能力

药物分子设计是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以及数理科学与创新药物研
究相互交叉的重要应用领域，已经成为新药发现的核心技术

 直接节约R&D费用1.3亿美元

 缩短R&D周期0.9年

美国政府问责局指出，唯有计算药物设计(Computational in silico drug 
design)技术，促进了新药研发的效率和速度，节约了研发成本

靶标发现 靶标确证
先导化合
物发现

先导化合
物优化

临床前
研究

临床研究
功能基因
研究

市场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将

《重大新药创制》列为国家16个重大专项之一。

温总理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上代表国务院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强

调生物医药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特

别强调要“制定和实施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

发展的措施”。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药物创新



• 保障人民健康，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保障

– 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尚未得到有效医治

– 伴随环境、生活水平改变，疾病谱发生变化

– 人口老龄化、城市化对医药的需求急剧增加

• 应对突发事件，建设和谐社会的重大需求

– SARS、禽流感等烈性传染病、最新的H7N9流感

– 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维护国家安全

• 发展医药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药物－巨大的经济效益

药物创新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



我国2006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明确

“靶标发现技术”和“药物分子设计技术”为今后重点发展的

前沿技术。

功能基因组研究
蛋白质组学研究
蛋白质科学研究

重大新药创制

药靶发现

药物分子设计

新靶标发现、功能确证以及药物分子设计技术体系一体化是今
后药物研发技术体系建设的必然趋势



1、重大疾病

• 第一“慢性病”大国（癌症、糖尿病和心脏病）

• 第一“三高”大国（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第一乙肝大国

• 医药大国  医药强国，但 97%是仿制药

2、突发恶性传染病

2003年SARS、2005/2009/2013年禽流感、2015年埃博拉和寨卡病毒等

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对人类健康构成重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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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健康领域的重大挑战

亟需探索致病机制、研发新药和传染病应急药物



 上海药物所和江南计算所合作开展量子药理学及分

子对接研究

 上海药物所、江南所、上海超算等单位合作开展86

3“药物研发网格”课题

 上海药物所和江南计算所合作，首次在国产神威超

级计算机上实现～5000个CPU并行的虚拟筛选；

 上海药物所、上海超算中心、江南计算所合作，开

展大规模分子模拟和药物设计研究工作；

 平台在抗击SARS等创新药物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

始于九五，成长于十五：初具规模

 中科院上海药物所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江南计算技术研究所

 上海超级计算中心等



壮大于十一五：
形成多学科交叉的高性能计算应用研究队伍

 上海药物所、江南计算所、北航等单

位联合开展863“新药研发网格”课题

，建立了基于广域网的通用网格计算

平台（北京市科技奖）；

 上海药物所、北航等共承担欧盟FP6框

架课题DockFlow，达世界一流水平；

 上海药物所、江南计算所合作，实现

了万核级分子动力学模拟;

 上海药物所、北航、大化所、江南所

合作承担863课题，合作开展蛋白质折

叠及分子动力学方法发展；

 平台在研究抗禽流感等药物研发课题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面向社会，实现我国在新药研发与蛋白质折叠研究领域
国际先进的能力型计算

（课题开发的新药研发与蛋白质折叠数值模拟软件系统对社会开放，极大地促
进我国创新药物及蛋白质科学发展，取得世界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

 显著提高我国生物医药研发效率及应急研发能力
（开发一个新药需10亿$，一个好药年销售额可达100亿$。老药新用是符合中

国国情的新药开发策略。单核：20000x2000分钟=80年；30万核：< 1天）

 实现大小为100个氨基酸左右的蛋白质折叠研究
（蛋白质折叠问题被Science杂志列为“21世纪拟解决的125个科学难题之一”，
科学意义巨大 ）

 解决蛋白质动力学模拟的高并行度的超级计算问题，探
索蛋白质结构功能关系

（蛋白质功能是生命科学中基本问题，动力学模拟是目前研究蛋白质动态功能
机制唯一可行途径 。但即使是DE Shaw Research 的专用计算机Anton也没有
解决此问题，本课题将把模拟的时间尺度推到ms级，具有生物学意义）

“十二五”研究成果显著



 联合开展863“新药研发网格

”课题，建立了基于广域网的

通用网格计算平台

 承担欧盟FP6框架课题DockFl

ow，达世界一流水平

 在神威-太湖之光和天河二号上

实现了百万核级虚拟筛选，一

天可筛选4千万化合物

 研究抗SARS、禽流感、埃博

拉等应急药物研发课题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

超大规模虚拟药物筛选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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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FP6项目BRIDGE“DOCKFLOW

Malaria Data Sets Bird Flu Data Sets

• Interoperation 
between four docking 
tools:
– AutoDock

– FlexX

– DOCK

– GAsDOCK

• Two continents
– China

– Europe

• Two types of 
middleware 
– GRIA

– GOS

• Two Case Studies
– Malaria

– Bird Flu

http://images.google.co.uk/imgres?imgurl=http://www.theage.com.au/ffxImage/urlpicture_id_1075087951618_2004/01/26/27n_chicken,0.jpg&imgrefurl=http://www.theage.com.au/articles/2004/01/26/1075087956440.html&h=260&w=400&sz=34&hl=en&start=4&um=1&tbnid=6wmjE4qujklN_M:&tbnh=81&tbnw=124&prev=/images?q%3DBird%2Bflu%2Bchicken%26um%3D1%26hl%3Den%26rlz%3D1T4GZHZ_enGB223GB223%26sa%3DN
http://en.wikipedia.org/wiki/Image:Colorized_transmission_electron_micrograph_of_Avian_influenza_A_H5N1_viruses.jpg


欧盟FP6项目BRIDGE“DOCKFLOW”

Workpackage: DOCKFLOW

Grid based composition of screening tools



重大感染性疾病

禽流感病毒 埃博拉病毒

艾滋病病毒 葡萄球菌



高性能计算成功应对传染性疾病案例

SARS 3cl 蛋白酶

发现抗SARS药物，并被世

界卫生组织（WHO）评

选为治疗SARS推荐药物

十五 十一五

第一代CrtN抑制剂，

技术转让人福医药

针对抗禽流感H5N1等

药物耐药性机制等研发，

发现一批活性化合物

十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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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计算机

3年算完
天河二号156万核并行

1天算完（10-15％）

后续研发 后续研发

上海药物所
中山大学
江南所
国防科大

获得了抗zika病毒的活性化合物

1天内虚拟筛选完地球上约有4200万个

可用于药物研发的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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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型流感病毒相关药物靶标

血凝素（HA）

神经氨酸酶(NA)

M2

27

流感疫苗

达菲、扎那米韦、帕拉米
韦、拉尼米韦

金刚烷胺、金刚乙胺

靶标 药物

8条RNA；12种蛋白质

1918

H1N1

1957

H2N2

1968

H3N2

2005

H5N1

2009

H1N1

2013

H7N9

人类流感病毒

A型流感病毒给人类生命健康造成巨大威胁！

广泛存在 药物缺乏 耐药明显 严重危害



抗甲型流感药物金刚烷胺药物非敏感性机理



WT

S31N

模拟发现，在不同体系中金刚烷胺结合到不同的位点上
QM/MM计算发现，在WT中，金刚烷胺更能稳定的结合

Ser31

His37

-17.3 kcal/mol

-7.6 kcal/mol

金刚烷胺在耐药性突变体与非耐药性M2中的区别

J. Phys. Chem. B, 2010, 114, 8487–8493



Kunqian Yu, Hualiang Jiang etc, Cell Research 2009,19.1221-1224

QM研究H1N1神经氨酸酶药物敏感度机制



2013年H7N9中NA-R292K耐药性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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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92K

IC50（nM）

达菲 扎那米韦 帕拉米韦 拉尼米韦

R292K virus 149467 58.5 165 53.4

WT virus 1.13 1.27 0.4 2.04

R292K N9 214770 75.7 184.7 89.6

WT N9 0.79 0.41 0.41 3.24

药物对H7N9病毒和N9酶的抑制活性



动力学模拟达菲诱导NA-150环打开过程

OST -> D151 -> H150-D147 -> D147-R107

1：达菲C4-氨基末端可能受环境影
响，处于-OST-NH2状态；

2：OST-NH2 影响与150环上
ASP151的结合，增大150环柔性；

3：150环上H150-D147盐桥受到影
响，使H150失去正电荷；

4：ASP147彻底失去与H150的相
互作用，与临链R107形成盐桥4：
ASP147彻底失去与H150的相互作
用，与临链R107形成盐桥；

5：形成开放的150-cavity构象。

Scientific Reports, 2013, 3: 1551



神经氨酸酶抑制剂大规模虚拟筛选



神经氨酸酶抑制剂设计

筛选并购买了100多个结构新颖的化合物！
J Comput Aided Mol Des, 2006, 20:549-566 Bioorg Med Chem Lett.,  2006,16:3009-14



设计并合成了200多个基于扎那米韦的新化合物

扎那米韦结构改造的策略



药物筛选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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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9序列

N9结构

分子对接（glide）
结合能计算（MM/GBSA）
药效团筛选

小分子数据库：
现有抑制剂
老药数据库
ACD

N2 

QSAR

验证

分类、结合模式分析、人工选择

筛选结果

Swiss modeler

耐药性
突变特
征

分子对接：
评价了受体配体的结构
特征
结合自由能计算：
评价了受体配体的结合
能力，能产生合理构象
药效团模型：
评价了配体与现有药物
的差异



候选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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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结果模式图。紫色：野生型N9对接结果；绿色：R292K突变型N9对接结果。
N9、N2、N1与药物结合构象。 A：N2与达菲结合的打
开状态；B：N8与药物帕拉米韦的结合构象（PDB 号：
2HU4）。C：WT N9与达菲结合结构（PDB号： 4MWV）；
D: R292K N9与药物达菲结合状态（ PDB 号：
4MWX）。

筛选化合物考虑了新的结合位点，而且考虑了
与K292的相互作用。



抗禽流感药物研发

• 基于高性能计算药物虚拟筛选了超过千万次化合物，我们共合成了200

多个化合物，购买了～100个化合物。

• 对H3N2和H5N1两种不同亚型的流感病毒的活性筛选显示，部分化合物

显示出较好的抗流感病毒的活性；其中化合物DCZA223对禽流感病毒

H5N1的抑制活性达到15～18 nM，与Zanamivir相当（12 nM）。

• 病毒水平测试结果表明部分化合物有效，动物测试表明体内有一定活性。

• 通过中韩双方的合作，我们成功地发现了体内外有效的结构全新的NA抑

制剂。



研究背景

39The Statistics Portal ：Deaths From Drug-Resistant Infections Set To Skyrocket

Schäberle, T. F.; Hack, I. M.,. Trends in Microbiology 2014, 22 (4), 165-167.

抗耐药菌药物研发



细菌的耐药

进化压力

• 特异性耐药

• 非特异性耐药

超级耐药

• MRSA耐甲氧

西林金黄色葡

萄球菌

• NDM-1金属

B-内酰胺酶

我国面临的问题尤为严重
– 抗生素大国

• 年产21万吨，6/7自用
• 人均138克 （13克）

– 抗生素滥用严重
• 耐药菌分离率攀升
• 年使用率74%  （25%）

– 后果严重
• 细菌感染性疾病占21%

• 8万人因滥用死亡
• 耐药菌死亡率11.7%（5.4%

）

– 耐药菌威胁不可预期
• 新发感染性疾病大国

WHO, 2011年

今天不采取行动，明天就无药可用

抗耐药菌药物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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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表皮葡萄球菌的抑制剂设计

ATP binding site

tRNAtrp binding site



色氨酸转运酶是细菌中合成蛋白质的关键蛋白，其在细菌中保持较高序列同源性
，和人类的序列差异较大，成为抗菌抑制剂的高价值靶标

针对表皮葡萄球菌的抑制剂设计

Specificity - Cytotoxicities tests

Interaction detection - SPR Tech. (Biacore)

Effect of the compounds on enzymatic activities

Mensuration of crystal structure of SE TrpRS (Difference 

of structure between SE and Human TrpRS)

Protein - protein interaction: complex?

Virtual screening of inhibitors

Target validation

Test of antibacterial activities

Structure modeling of TrpRS

Optimization of lead compo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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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三个化合物对人TrpRS的酶活性影响很小

针对表皮葡萄球菌的抑制剂设计



新型抗细菌感染策略---毒力因子的调控

44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2012;109(38):15461-6.

S. aureus
毒性

Agr

MgrA

SarA

抗毒力策略

 靶标：PTM, QS等（与细菌致病性相关的

蛋白或途径）

 调控细菌致病力

 降低耐药性的发生



Stp1结构

45

Flap子结构域：对底物专一性识别和催化活性有重要作用，柔性大

tPphA-flap：Thr138-Leu163 ；Stp1-flap: 139-164 (PDB code: 5F1M)

Nature Chemical Biology 10, 181–187 (2014); Catalysts 2016, 6, 60; J. Mol. Biol. (2008) 376, 570–581



基于结构的虚拟筛选

46
46

化合物 分子结构 IC50 (μM) 化合物 分子结构 IC50 (μM)

MDSA 9.68 ATA 1.03

C04 140 B140 123.3

C03 169.7 B76 116.5

SBDD

Stp1：
5F1M

Specs

分子水平上活性测试

小分子相似性搜索

二轮活性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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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 Stp1-ATA complex system

 0ns：

ATA在口袋表面

ATA与Asn162/Arg161有氢键作

用，与Gln160无作用；

 400ns：

flap区域翻转，ATA被口袋包围，

口袋变紧；

ATA与Asn160无作用，与

Gln160、Arg161有氢键作用；

Asn162与Asp198存在氢键作用；

flap区域翻转，Gln160与His13

存在氢键作用。

 推测：

Gln160，Arg161，Asn162，

Asp198对活性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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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结果分析-conformations

 Apo-Stp1: 

flap相对稳定, open/semi-

open

 Complex-stp1-ATA-MD: 

flap构象翻转, open/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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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flap

 0ns：

Asn142与Asp137/Ser136存在氢键作用。

 400ns：

flap区域翻转

Asn142与Asp137无作用。

 推测：

Asn142与Asp137对flap稳固有重要作用。



定点突变实验

50

活性测试原理：

pNPP在碱性磷酸酶的作用下生成pNP，其在405 nm处有最大吸收。检测蛋白对催化

pNPP水解反应生成pNP的量的变化，根据吸光值（pNP）的变化分析蛋白的催化活性。

实验结果：

以 WT 作为对照，突变体 Stp1N142A、Stp1Q160A 蛋白活性降低， Stp1D137A 、

Stp1R161A   蛋白失去活性。



肺炎克雷伯杆菌

耐药机制： 产生碳青霉烯酶（KPC）；超广谱β-内酰胺水解酶
（ESBLs）;外排泵的过度表达；靶点本身突变；生物膜的形成

治疗策略：加大一线药物的用量；联合使用二线药物；一线和二线联合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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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通路下游蛋
白DHFR

治疗艾滋病患
者肺部感染的
一线药物

可能与生物膜
形成有关

DHPS



能够形成共价的残基

53

共价化合物虚拟筛选计算：结合力强，不易变异



虚拟筛选，取打分
前5000，按照

EFCP4，ECFP6

聚60类

含有某些官能团的
化合物

与137位半胱氨酸
共价对接

与62位苏氨酸共
价对接

按照氢键供体与受
体选取每类选择

1~2个

重新聚30类，选
择1~2个

虚拟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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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结核分支杆菌（H37Ra）抑菌活性初步测试



国家新药筛选中心 国家化合物样品库

新药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 中药标准化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

上海药物所四个国家级中心



 首个由中国科学家

发明并被列入

WHO “Model List 

of Essential 

Medicines”的新药

 治疗凶险型疟疾首

选药品

 在国际上广泛使用

 被美国Johnson & 

Johnson 仿制

 目前最有效的重金

属解毒剂

 获美国FDA批准

 用于治疗小儿铅中

毒

二巯基丁二酸
重金属解毒药

 由上海药物所设

计和合成的抗肿

瘤药

 1994 全球48个新

化学实体 (NCE)

之一

 与日本全药制药

成功合作，在日

本临床治疗成人T

细胞白血病及恶

性淋巴瘤

 由上海药物所于20

世纪80年代原创新

药

 目前最强的乙酰胆

碱酯酶抑制剂

 获得国际认可，被

美国公司仿制，处

于Ⅲ 期临床试验

阶段

具有国际影响的重要药物

蒿甲醚
抗疟药

丁氧哌烷
抗肿瘤药

石杉碱甲
抗早老性痴呆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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