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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碳酸酐酶 Ⅱ是一种活性巾心含有 zn 、能催化 C02+H 0一Hc 一+H 反应的金属酶。它广泛分布 

于人体多种组织、器官中，与人体酸碱平衡 、青光眼、骨质疏松症、癌症等多种生理或病理过程密切相 

关，多年来一直备受关注。自从 1992年高分辨率的碳酸酐酶 Ⅱ晶体结构测定 以来，其抑制剂研究发展较 

快 ，已有活性好 、选择性强的抑制剂作为新药应用于临床。本文以碳酸酐酶 Ⅱ结构 、功能和抑制剂研究为 

重点，主要介绍近 l5年来该领域研究的一 重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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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uman carbonic anhydrase ll is one of the most efficient one in carbonic anhydra．~i~)zymes．which catalyzes 

the reveL'-；ible hydration／dehydration of C02 and water：CO2+H2()+_}HCO, +H ． It is fimnd in virtually every tissue 

and(,ell type，and involves in many human physiological and pathological protests，such as human aei(1一base b'alan(’e， 

glaucoma．osteopurosis，and cancer．Since discovered in 1940，earbonk'anhydn~ 1I has been an imt~rtant drag target 

with nlore attention．Up tu now， many inhibitors were discuvered including SOl'lie clinical therapeutic drugs Ilfis pater 

reviewe(i recent(tevelopments in structures．funotions and inhibltors of human carl~onle anh ms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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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 酸酐酶 (Carbonic Anhydrases，CAs)足一 

类分 广泛的含锌金属酶，它能可逆性地催化 

CO，的水合反应，产生参 人体多种生 功能的 

HCO 及 H 。自从 l933年 ‘次从牛宝l：细胞中纯 

化得到第一个碳酸酐嗨以来，到H前为止，除 r 

真 外，其他生物体IfJ都已发 _r该类酶的行 

(Smith等，1999；Thorns，2002)。根据碳酸阱酶 

氨基酸序列的 同，人ffJ主要将其分为 a、J3、 

y、fi、￡五种不同类 的酶。其 flI a—CAs存 于 

脊椎动物 、细菌、藻类及绿色植物的胞浆巾；J3一 

CAs存在于高等植物及藻类叶绿体Ilt，刈‘植物光 

合作用过程中 CO，的获取及 CO，浓度的维持 

荇必小町少的作用；y—CAs则主 仃 于太ihfill 

菌及一些细菌中；fj CAs主 仃 于海洋硅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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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CAs址近 术 ‘确定的 ， ， 仃 f 

t-细I 及 一 化能 f I养Jr,'Trill ll 多 术人f『J埘 

做酸 的研究上 集tI 6-． j人炎火系崭 的 a— 

CAs币II —cAs l (1~ehtonen ，2004；．rl-ipp ， 

2001；2004) d—CAs J f睃J 0 仃 ：20～ 

6o％n，jIl0源 Pb：，illl}~L动物的儿于一所 f 织tft郁含 

仃参 j机体多种 命f 动的 a—CAs f In，J的研究 

表HJJ，a—CAs至少仔 l4种／f M的¨ r嗨：CA 

l一⋯，CA＼ll及 CA ＼lIJ为胞浆 ；CA l＼，CA 

l＼，CA kll CA＼n为怏连接胁；CA ＼为线粒 

；CA ＼l【『{lJ仃 于唾液 ft； j外还 仃 3利t 

的 催化形 的碳 酸酐嗨十IJ火 (CA Related 

Protein，CARP)—— CARPⅧ，CARP ＼及 CARP 

＼I(Lehtonen等，2004；Supuran等 ，2003；Win— 

go等，2001)：人体tft也含仃多种碳峻酐酶的同 

f 酶， ~ffl J 泛分布于多种封l织器亩IlIlJ，其中催 

化 CO，水合效率最高、研究也最为透彻的足碳 

酸酐嗨 U (CA II)(Loferer等，2003)： 

CA ll足 于 1940 发现的 一 个含锌金属酶 

(McCall等，2000)，它广 泛存在于人体肾脏、腑、 

胰腺、胃粘膜、骨骼肌、视网膜及晶状体等组织 

器 白 中，它厶匕llgl̂r~J‘效催化 CO2的水合反应 ( ． IK、 

= 1．5×l M S )(Kim等，2()0【2)，产生在人体 

多种生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H的质子和 HCO ， 

故In 与人类关系密切，若该牌缺失、表达’≠常或 

活性发生改变都会引发机体的病变。纠 该酶异 

常表达或抑制该酶的过高活性也能埘 CAⅡ引发的 

疾病起到积极的治疗作用，如治疗青光眼的 CAⅡ 

抑制剂多佐胺 (dmzolamide)等。【大J此，了解 CA 

Ⅱ的结构特点及其生理和病理功能，对我们发现 

其抑制剂并用于疾病治疗具有重要的意义。 

多年来碳酸酐酶 Ⅱ一 足人们研究的对象， 

有关其研究的综述性论文也很多，这些沦文大多 

关于该酶作用的某一方面。针埘该靶标蛋白，我 

们实验室采用体外活性筛选方法发现了一些活性 

较好的 CAⅡ抑制剂，并应用计算机辅助药物设 

计的手段，对该酶及其抑制剂的相互作用作了进 

一 步的研究。本文在此研究基础 卜，埘 CA Ⅱ的 

结构、功能及近 f1几年来陔酶抑制剂研究的主要 

进展作较详细的介绍。 

1 CA 1I的结构 

1．1 CA 1I的结构特点 

碳峻 牌 ll(EC 4．2．1．1)为 仃 260个 

J 峻戏 、分 } 为 292461)a、 tI一心 仃 

化所必 』 的 zn 的金属 (s【 ,)l nli(·k等，1997) 

Liljas等于 1972 4t-： 7欠 刮 J 人类碳酸 『l 

(hCA 11)的 X 1 I‘ 构i{ 射I冬I，El·iksson Ha— 

kai1 )n等义分刖十 1988 4t-：、1992 4t-：刈‘J 结构进 

行修l} ， 0 r I 分j9t牢 (2 1．54 )的 

hCA 11的x l 体 构 (M(“：all等，2000) 

CA ll的一 l IJ ‘ 构tft， J f 慨分 f N 

术端、约【{】24个 峻残J,tT；-fl【成的J 域 1j 。 

松敞连接，除此之外， 个 CA 11分子近似 j 球 

形，体积大小约 5 nnl×4 r1111×4 IlUl J 主 ■级 

结构为 于嗨分子t1t的 l0条 }j一链，IlI于它f『J的 

存 ，使得该酶被分为IuJ个部分， 分子tft’ J 

},rr i+1．-,ftt火的 ：多火键氨 峻残J． - ttal~f,k十该结 

构巾：除 {3一链结构外， 分了 还分 仃一 

相对较 短 的 d一螺旋 结中勾 (Lindskng，1997；Hunt 

等，l999)(图 1)。 

1．2 CA 1I结构与其催化作用的关系 

CA II的 主 要 功 能 足 Ilf逆 性 化 CO，卡̈ 

HCO 的卡}j与 转化 (CO，+H，0 HCO 一+H )， 

其催化作用主要是通过酶活 域1人J的一系列币= 

要氨基酸残基及 这些残旌 化连接的 zn 来文 

现的 CA兀晶体结构 ，J÷，酶的活 域化于 

由{3一链构成的 15／t大小的一个 结构中，催 

化所必需的 zn f 于该【x：域 部，并 j 8一链 I 

的氮基酸残基 His94，His96，Hisl 19的季铵氮原 

子配侮结合，另外冉 第 q I『Ii 琏 H，O或 OH一 

(取决于溶液 pH：pH<7时 H，O；牛婵条件下 

pH>7，与 OH一)相连而形成 U嘶体结构 (Lofe— 

rer等，2003；Hunt等，1999；Jonsson等，1993)。 

这些与 zn 相连的直接配体，能够通过其分子 

巾的氢键供体 (咪唑基仲胺 N卜的 H) 酶分子 

中具有氢键受体的残基卡H连：盘ll His94 Gln92、 

His96与 Asn244、Hisl19与 Glu117、连接 zn! 的 

H2O／OH 与 Thr199形 成 氧 键I(i,-，Thr199再 

Glu106形成氢键连接。相对于t zn 相连的直接 

配体，这些氧键受体被称为 “非直接配体”(indi— 

reet ligands)(McCall等，2000)。另外在 zn2 连接 

部位的相邻处，还存在一个由 Vat121，Leul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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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 II对 CO2的催化过程主要可以分为两个 

步骤 ： (1)，卜 条什下 ， j Zn 相连 的 H，0 

质子化形成 EZnOH一，由于氛键系统 卡勾的仃 

在 ，使得 j zn 卡}{连的 OH一 (EZnOH一)t}t的钣 

具有很慢的亲核 ，它能亲核进攻结合于疏水袋 

I11的底物 CO，， 允形成 EZnHCO 一，EZnHCO 一 

中的 HCO 一被溶剂水分子取代，形成 EZnH，0和 

HCO 一；(2)EZnH2O通过嗍分子巾的质子转运 

体将质子 (H )转运至溶剂r}1，行还原产 卜仃 

催化} 忡 的 EZnOtt一 ( Fhoms，2002；Christian— 

son，l996；An等 ，2o02；Elder等 ，2004；Nakata 

等，2002) 、 催化过程『}1 H 向溶剂[f1的转运主 

要足通过位于酶分子活悱Ix 域，距离 zn 约 7~i 

的 His一64来实现的， 分 子内质子向溶剂 {l1转 

移的步骤也是 CA li催化反 中的限速步骤 ( 

2b)(Elder等，2004；Duda等，2001)。 

2 CA 1I的功能 

虽然碳酸酐酶 Il催化的只是一个简单的牛 

理反盹，但是其催化的底物 CO，及产物 HCO 一、 

H 却与人体多种生理及病 活动火系密切，如 

呼吸过程中代谢组织与肺之问 CO ／HCO 一的转 

运，pH与 c0：浓度之间的平衡，组织器官中电 

解质的分泌，青光眼、骨质疏松症、癫痫、肿瘤 

等疾病的形成 (Casini等，2003b)等。正常生理 

条件下，CA II通过催化产牛人体各种代谢活动 

所必需的 H 或 HCO3一，完成机体的正常牛命活 

动。一旦该酶缺失或其活性发牛异常都将导致机 

体的病变，这使得 CA II成为多种人类疾病研究 

中的重要靶点。 

碳酸酐酶Ⅱ缺陷足一种罕见的常染色体隐性 

遗传性疾病，其发病的分子基础是由于位于常染 

色体 8q22位置处编码该酶的基凶发生突变所致。 

日前已经明确了多种由于该酶结构基因突变所引 

发的 CA II缺陷疾病，其临床表现为：骨硬化 

症、肾小管酸中毒、脑钙化、发育迟缓、肾钙沉 

着症、泌尿道结石病等病变中的一种或多种同时 

出现 (Nagai等，1997；Roth等，1992；Ismail 

等，1997)。 

碳酸酐酶Ⅱ是所有碳酸酐酶中催化效率最高 

的酶之一。在没有酶催化的条件下，c0，也能水 

介 卜HCO 一及 H ， 址j 反心速 仪为5× 

l0 S～， 1 CA ll仃fi~ll寸J 水介反心速率Itf以增 

JJll 0 1．6×l0 s一‘(Kim ，2002；Stin atl(I Alkon， 

2002)，做人地捉I叠r反 述嫂，从 能够满址 

机体代跗的 l,i-A~?CA Il广泛分 J 人仆1人J， 

乡Kflll胞、忡泡、破 l也、肾小竹、腑、肤腺、 

卡占膜、食符、骨I1}}}JJJ【、 J卅腆及I 状仆等儿 

所有组织 及细胞 类， t}t鄙发脱 仃 CA ll仃 

(Kim 等，2002；Ch,·istie and ．rhon1son，2000； 

Rousselle and Heymann，2002；Hemy，1996)、 

2．1 呼吸、代谢及酸碱平衡 

CA II在人体内分4ii广泛，j 化底物 CO 

为／fr钣呼吸的代埘终产物 、祭个催化反J、 t}t 

r气体 义含仃离 了，}1．J 作川 j离子 交换子 

(Na ／H 交换子、CI一／HCO 一交换子)紧 I11 

关，故它在呼吸及多~P"t-化反J、 的t}1IhJ代跗过 

l}1鄙具有很晕要的作川 (Henl'v，1996；Li等， 

2002；Vinee等，2000)。 

住人体代谢过程叶I，代 终产物 CO，能够 

从组织细胞中扩散进入m液乡J：细胞，进而被红细 

胞中的 CA II催化产生 HCO 一，f{f通过胞浆膜 

的CI一／HCO 一交换子将其转运入血，通过ⅡIL液循 

环到达肺部。在肺部 HCO 一通过乡I：细胞膜 的 

CI一／HCO3一交换子转 运入红圳胞 ，经 CA II催 化 

产生 CO，，CO，通过扩敞作川1穿透红钏胞膜及肺 

泡细胞膜后，通过呼吸作J}J排}H体外。整个呼吸 

过程中，CA II对增力Il 液携 CO，量 (提高 液 

CO，分压)以进行正常的气体交换起到 r 要作 

用 (Sterling等，2001)。除此之 外，细胞 中的 

CAs包括 CA I1通过维持 c0， j HCO3一之问的瞬 

时化学平衡，可以将一些代谢反应的终产物 CO， 

转运川于一些合成代谢途径中，如糖异牛、脂肪 

酸生成、氨基酸合成及尿素牛成等。所以CAs在 

C02转运及代谢过程中起到 r分子连接的作用 

(Henry，1996)。 

在肾脏的排酸保碱过程巾，仔在于肾小管上 

皮细胞 中的 CA II也发挥 了重要作用。凶为 

HCO 一在血浆中以 NaHCO 存在，肾小球滤过液 

中的 NaHCO 进入肾小管后可以解离成 Na 和 

HCO3一，其中Na 可以通过 Na 一H 交换进入 

到细胞内，H 则由细胞分泌至小管液中。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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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中的 H 可与 HCO3一结合牛成 H2CO3，在 CA 

Ⅱ的作用下快速分解为 CO 和 H!O，高度脂溶性 

的 CO，能迅速通过管腔膜进入细胞内，再在 CA 

兀的作用下 与 H，O结合生 成 H 和 HCO 一， 

HCO3一与 Na 一起转运人血 ，H 则通过 Na 一H 

交换从细胞分泌至小管液中重复此循环 (张镜如 

和乔健天 ，l997)。 

2．2 青光眼 

房水具有营养角膜和晶状体，并维持眼内压 

的功能。它主要是由睫状体上皮细胞分泌及血管 

渗出而产生，经瞳孔流人前房到达前房角问隙， 

再经小梁网流人巩膜静脉寞，最后进人血流 (江 

明性和杨藻成，1998)。眼内压增高是眼内房水 

流人与流出之间平衡失调的表现，也是青光眼的 

主要特征。青光眼尤其是原发性青光眼是容易导 

致人类不_u 逆性失明的主要因素。多种随机试验 

表明，在眼压增高尤其足开角型青光眼的情况 

下，降低眼内压是阻止疾病恶化致盲的唯一有效 

方法，这也是日前青光眼治疗的主要手段。其中 

降低眼内J玉的一条主要策略就是减少房水的流人 

(Kaur等，2002；Khaw 等，2004；Civan mid 

Ma(、knight，2004)。抑制眼内睫状体 I 皮细胞内 

的 CA 【【的活件，即能有效达刮这一日的。 

眼睫状体上皮细胞内存fi-CA 1I，它是眼组 

织 中负 责 房 水 分 泌 的 主 要 酶 (Abbate等， 

2004a)。CA II催化 c01水合产牛的 Hc0 一经细胞 

分泌、血管渗出于房水巾，为_厂保持房水中液体 

的电中性，Na 向房水II1分泌增JJ【J， 时带动 cl一 

也向房水巾转移，从 使房水中形成高渗透压， 

于足促进 H2O向房水流动，维持房水平衡和 常 

的pl{值。抑制 CA Il的活性，HCO 一的， 成减少， 

进而减少房水的生成。CA II抑 ti 剂能有效降低眼 

内J ，H前『f 场 的陔类药物也大郝用于青光眼 

的治疗 ，l盘II【_1服 的乙酰 胺 (acetazolamide)、局 

部川 约的多佐胺 及 林 唑胺 (brinzolamide)等。 

$11x J丁Jjf『碱能激动剂、j3一受体 断j=ffJ及前列腺素 

类似物等 f 光 治疗药，CA ll抑制利j 其独 

特的优势，"／t"H1 n勺抗肯光 约物尤效或急性 光 

眼发作时 效 lI』J (Kaur等，2002；Khaw等， 

2004；Civan and Macknight，2004) 

2．3 骨质疏松症 

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足维持骨霞建 骨吸收 

平衡的关键【大l素，当由于乍理或病 的1人]素使得 

该平衡被打破，骨吸收大于骨重建时即会发生骨 

质疏松症。破骨细胞中含有碳酸酐脯 ll，在生理 

或病理状况下，它在破骨细胞骨吸收过程中郜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 

骨吸收过程中，破骨细胞首先附着于骨骼表 

面形成相对隔绝的细胞外的骨吸收微环境，然后 

在酸性条件下 (～pH4．5)先溶解骨矿物质，继 

而降解骨基质成分 (刘继 中和胡蕴玉，2002； 

Rousselle and Heymann， 2002； Dehenkafi 等， 

1998)。在此过程中，骨吸收所必需的酸性微环 

境，就是通过破骨细胞中所含有的 CA 11形成 

的：CA 1I催化 CO，与 H，O反应乍成 H ，并通 

过破骨细胞皱褶缘上的 H 一ATPase将 H 转运至 

吸收微环境中进而形成酸性吸收微环境 ， 通过 

C1一／HCO 一交换，转运人 cl一以维持电倚平衡。 

另外，由于 CA 11的表达随着破骨细胞功能状态 

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骨吸收状念下它 高表 

达，所以抑制该酶活性可以降低破忖细胞的骨吸 

收作用 (赵海波和朱通们，1997；Rt)usselle and 

Heymann，2002)，病理状念下抑制 沂H-：也町以 

达到防治骨质疏松症的日的。 

2．4 癫痫 

癫痫足一种严晕的、突发 Pb．的呐邴}lIl经．scl, 

步兴夼继 产牛以癫痫发作为特 的神 钳乱疾 

病。许多抗惊厥药物女『1l苯妥英、 比妥歧 二 

氮 类药物等都对癫痫发'f4~4'J‘效。它ffJ或通过 【 

断电 依赖性 Na 通道 (减少 Na 1人J流)、或通 

过增加 GABA受体偶联的 cl一通道的JI：放的频率 

(促进 cl一内流)等作J1J来降低}lII经 必夼 ， 

从 达剑抑制癫痫发作的fl的 (Ilies等，2004； 

fi：~iJt性和杨藻成，1998)。除此之外人f『】还发 

CAs LJj癫痫发作之『HJ存 联系， 为乡̈1『也内外的 

pH改变对渊+卜神 必俞一i"1-：4f'7l,I n勺作』tl， 

『Hj的微小变化就rI 以改变 体 fj控 通道及,fz 

门控忡通道的功 能。CAs flu'(-if-!化 C(J1水 八产 

HCO3及 H ，刈‘州 胞外 I，H变化起纠 r 

大的作』tl CA Ilf('J经 iJt1．．~tqi；fi1剂乙眦 胺，I}Ii I lI】 

微 (methazolandde)，碳酸 I： n，j曲 {l1J；ti1齐1{CIl比 

(topiramate)等都有抗惊厥作川， IiJ‘以治疗撷痫 

发作。 足它ffl：~d该嗍的抑制作川 多大 度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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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抗癫痫活一1+1-：4；关，以及别的抗癫痫药物是 

影响 DH的凋 作川  ̈ ／f 太清楚 (Supuran 

等，2003；Aribi and Stringer，2002)，所以 火陔 

酶与撷痫病的卡H．L7 火系还 r待于深入研究 

2．5 癌症 

近 术，随着碳酸 脯川 r胁的 断发现， 

人们发现CAs j癌 之 II『能也仔 联系，尤其 

是碳酸酐酶ll＼ CA l＼主要存在于痛细胞巾，『fli 

1卜常细胞 中却没 发现 仃在 (Casey等， 

2004；Paslorekova等，2004)，十足 找它的扣J制 

剂或探寻其扣JH'JN Jj癌症治疗之fHJ的关系也成为 

行关碳酸酐鹃研究的热点。虽然有关碳酸酣酶 

癌症关系的报道主要集中在 CA l＼，但也自‘文 

报道 cA lluf能也 痢症有关。 体瘤胞外的 pH 

值要远低于其邻近的I 常7H~J,：， 其胞内 1)H则 

l 常组织 pH卡̈同或稍偏碱性，肿瘤细胞可以 

表达 CAs和一 离子交换蛋广1，舣而导致肿瘤细 

胞芹常 pH状况的形成．．H iitf,6-恶忡脑瘤 、胃癌、 

胰腺癌及 性血液癌症等肿瘤细胞巾都发现 CA II 

的仔存，f日由于其住肿瘤细胞中表达的情况还 

清楚，IJ‘它在正常组织细胞中也有表达，所以它 

肿瘤发生之间的火系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I~ppilampi等，2002；Supuran等，2003) 

3 CA lI的抑制剂 

碳酸酐酶 Ⅱ足参与机体多种代谢活动的一种 

重要酶，研究其抑制剂有助于多种重大疾病的诊 

断及治疗。到H前为止已经发现了许多 CA 1l的扣J 

HIJj1]，其中磺酰胺类是该酶抑H0剂巾的一个大家 

族，已经有一些该类 的抑制剂用于或即将用于 

临床疾病的治疗。随着人们对该酶不断深入研究， 

许多新的有应用前景的抑制剂也 断被报道。 

3．1 磺酰胺类及其衍生物 

60多年前就已经发现磺酰胺类化合物射 CAs 

有抑制作用，其结构中的 (R)SO，NH，基 是发 

挥作用的主要官能团。大量磺酰胺类抑制剂与碳 

酸酐酶复合物的晶体结构表明，磺酰胺类对 CAs 

的抑制作用类似于阴离子 HSO 一：未取代的磺酰 

胺基团以阴离子的形式 (R—SO，NH一或 R—S02N— 

OH一)通过其基 中的 N与酶活性中心的 zn 

相连接，取代与zn 相连的水分子与 Thr一199的 

OH一形成氯键。基团中的一个氧原子 与Thr-199 

的 NH形成氖键， j一个钣 子 IhJ Zn! 

(IAndskog，1997；Casini等，20031)；Al,'slan等， 

1997)( 3)。 

Glu_106 
o ⋯ H 

- -

4 
o 

／ 
N 
、 H 

、 

O 

冬1 3 磺眦胺类化介物 CA ll i rI：f ， 结合 

Fig． 3 Sultbnanlides and ils t1t r【、all'．t s 1xliind Io 

ihP at·ti、t siiIl1)t 1IĈ ll 

—SO，NH 是磺酰胺类碳酸酐牌抑；ti0剂的主 

官能团，只有禽仃术取代的一SO，NH 或一SO NH 

(OH)基 的磺酰胺类化合物／j‘址陔晦的 r效抑 

ibJN：改变 j其相连的 R 团的结构 呵以得到 
一 系列活性／f 同的该类 抑 制剂 (Lindskog， 

1997)i研究发现，RSO!NH lf1 R ⋯为芳环或 

杂环时其对 CA 11的抑制作J+j较姐，女ll乙酰唑胺 

(1)、醋甲唑胺 (2)、双氯非那胺 (diehlorophen— 

amide，3)等，它f『】用于青光眼临 I术治疗 经仃 

40多年的历史。作为用于青光眼治疗的第一代 

碳酸酐酶抑制剂，它们多为广I服制剂，刈‘眼组织 

外的CAs有抑制作用，副作Jfj较多 (Kau,·等， 

2002；Arslan等，1997；Casini等，2003a)。针对 

R基冈改造，人f『】合成得到了许多},t7性好、选择 

性强的新芳环／杂环磺酰胺类抑制剂，它f『】除了 

可以用于青光眼治疗外，还口f丌】于其它与CA 几 

代谢相关的疾病。如对 CA II选择性较强的多佐 

胺 (4)及布林唑胺 (5)等，它f『】是最先得到美 

国FDA认可，局部给药用于治疗开角型 光眼 

的药物，属于青光眼治疗r}1的第二代碳酸酐酶抑 

制剂 (Casini等，2003b；Kaur等，2002)。第二 

代抑制剂通过局部给药，减少了 身 良反应； 

但其对眼有刺激性，且作用时间短，所以人们又 

开展 r第三代尢刺激性长效碳酸酐酶抑制剂的研 

究。苯唑拉胺 (benzolamide，6)为对青光眼有 

效的碳酸酐酶的强效抑制剂，Abbate等 (2004a) 

以其为先导分子，合成了一系列活性强、膜穿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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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高的化合物， 巾一个化合物 (7)对 CA Ⅱ 

的抑制活性强， 动物体内试验巾也 fH有 

效的降低眼内爪的涌 ， 很好的开发前景 

带 1。3。4一嚷二唑环的杂环磺酞胺类物质对 CAs 

有较好的抑制活性，jn1t￡绛典抑制齐IJ乙眦唑胺 、 

醋甲唑胺等 (Bulbul等，2002) 它们除了用于 

人认为它f『J通过抑制 CAs能产 卜抗惊厥作川，至 

少对某些类型的癫痫发作仃效 (Ilies等，2004) 

除此之外，氩基磺酸盐及』 衍 物也j L f很j虽的 

CA Ⅱ抑制作用，如化俞物8(Winum等，2005)、 

抗癫痫药物托吡酯 (9) (Abbate等，2004b)及 

Vicker等 (2003)合成得到 f 进入 l期If台iJ术试 

治疗青光眼外，近年术也用于癫痫痫的治疗?有 验的抗癌约667一COUMATE(10) 

表 1 合成的 CA Ⅱ抑制剂 

1 )I l s、11fhe itdfibilors of hCA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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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阴离子抑制剂 

该类抑制剂主要是弱活性的 价阴离子，如 

CN一、HS一、NCO一等。它们能 与酶活性中心的 

zn 结合，阻止酶催化活性中心发挥重要作用的 

zn 与 OH一配位结构的形成，从而抑制酶的活 

性。在 f}{zn 连接的 H，O、Thr199和 Glul06组 

成的氢键系统中，zn —H，O／HO一除了与 Thrl99 

的羟基形成氢键以外，还与位于其旁边疏水袋中 

的另一个 H，O分子 (deep water)形成氢键，该 

水分子再与 Thr199的 NH形成氢键连接，从而构 

成对抑制剂的结合有重要影响的氢键相互作用系 

统 (图4a)。根据抑制剂结合 与该氢键系统的关 

系，CA Ⅱ的阴离子抑制剂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 

种类型：(1)质子化的酣体原子 (protonated ligand 

atom)取代与 zn。 连接的溶剂水分子参 氢键的 

形成，而不改变与 z 连接的叫面体结构，如 

HS0 一及 I-IS一 (图 4b)。(2)由于缺少质 子化的配 

体原子，本类型抑制剂取代 deep water} 接与金属 

离子相连，然后再与Thr199的 NH形成氰键连接， 

如 SCN一、HCOO一、NCO一等 (图4(、)。 (3)本类 

抑制剂取代与金属相连的水分子直接与zn 相连， 

但并不与 Thr199的羟基形成氢键，因而使得 zn 

四面体结构严重变形，卤素离子如 Br一、I一，另 

外还有叠 氮离子等都属于这一类 (图 4d) 

(Lindskog，1997；Gruneberg等 ，2002)。 

3．3 其它抑制剂 

～ - “ 一 ～ 。 
一  

“ 
一  

图 4 阴离子类抑制剂 与CA活性位点的结合 

Fig．4 Anion inhibitors bound to the active site of hCA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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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人们所发现的碳酸酐酶抑制剂 

类型较少，除了磺酰胺及其衍生物、阴离子抑制 

剂、苯酚以及在人以外的一些哺乳动物及鱼类中 

发现的一种分子量为 79 kDa的糖蛋白外 (Linds． 

kog，1997)，其它类型的该酶抑制剂鲜有报道。 

为了发现新型的 CA Ⅱ抑制剂，我们实验室对大 

量动植物来源的化合物、提取物或分离部位样品 

进行了随机筛选，发现了一些活性较好的样品 

(付祥等，2003)，为我们进一步发现新型的 CA 

Ⅱ抑制剂打下了基础。 

4 展望 

碳酸酐酶Ⅱ与人体多种生理及病理活动相关， 

研究该酶的结构与功能，寻找其抑制剂用于疾病 

治疗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由于 CAⅡ在人体 

内分布广、同工酶种类多、同工酶之间相似性高， 
一 般的抑制剂容易对其同工酶及其它组织中的CA 

Ⅱ也产生作用，因此临床应用副作用较多 (Arslan 

等，1997)，这限制了碳酸酐酶Ⅱ抑制剂作为新药 

的研发。因此，根据 CAⅡ的作用特点，今后有 

关该酶抑制剂的研究应该主要集中在寻找选择性 

强、组织特异性高的CAⅡ抑制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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