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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蝇抗真菌衍生肽 Ｍｔ６２１ＤＬｅｕ抗白色念珠菌活性

及其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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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设计家蝇抗真菌肽 ＭＡＦ１Ａ衍生肽 Ｍｔ６２１ＤＬｅｕ，探讨其抗白色念珠菌（犆犪狀犱犻犱犪犪犾犫犻犮犪狀狊，Ｃａ）活性及

作用机制。　方法　通过氨基酸替换法设计 ＭＡＦ１Ａ衍生肽 Ｍｔ６２１ＤＬｅｕ；采用微量液体稀释法测定 Ｍｔ６２１ＤＬｅｕ对

Ｃａ的最低抑菌浓度（ＭＩＣ）和最低杀菌浓度（ＭＦＣ）以及不同环境中Ｍｔ６２１ＤＬｅｕ对Ｃａ抑菌活性的变化；通过时间－杀菌

曲线反映 Ｍｔ６２１ＤＬｅｕ对Ｃａ的杀菌动力学；通过结晶紫染色测定 Ｍｔ６２１ＤＬｅｕ对Ｃａ不同阶段生物被膜的清除作用；采

用多功能酶标仪检测荧光探针ＤＰＨ的相对荧光密度；荧光显微镜观察 Ｍｔ６２１ＤＬｅｕ的细胞膜通透性；采用流式细胞仪

检测 Ｍｔ６２１ＤＬｅｕ影响Ｃａ活性氧ＲＯＳ生成的影响。　结果　与 ＭＡＦ１Ａ相比，Ｍｔ６２１ＤＬｅｕ抑制Ｃａ生长的效果提高

近５倍，其 ＭＩＣ和 ＭＦＣ分别为０．１２８ｍｇ／ｍｌ和０．２５６ｍｇ／ｍｌ。在盐离子环境中，Ｍｔ６２１ＤＬｅｕ活性几乎不受影响，胰酶

环境对 Ｍｔ６２１ＤＬｅｕ有所抑制但远小于对 ＭＡＦ１Ａ活性的干扰。时间－杀菌曲线结果显示在 ＭＩＣ和２ＭＩＣ浓度下，

Ｍｔ６２１ＤＬｅｕ于９ｈ后逐渐抑制Ｃａ的生长；４ＭＩＣ浓度时 Ｍｔ６２１ＤＬｅｕ的杀菌能力增强。Ｍｔ６２１ＤＬｅｕ在４、２４、４８ｈ时

均能部分清除Ｃａ已形成的生物被膜，清除效果与 Ｍｔ６２１ＤＬｅｕ的浓度有关；４ＭＩＣ浓度的 Ｍｔ６２１ＤＬｅｕ能显著增加Ｃａ

细胞膜的流动性（犘＜０．０１）及通透性，进而引起Ｃａ菌体内ＲＯＳ的积累。　结论　衍生肽 Ｍｔ６２１ＤＬｅｕ能高效、持久、稳

定地抑杀Ｃａ，其抗菌作用可能通过增强细胞膜通透性、促进胞内ＲＯＳ积累的多靶点模式实现。因此，可将 Ｍｔ６２１ＤＬｅｕ

作为治疗Ｃａ感染的候选药物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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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真菌感染导致患病并死亡的人数呈逐年

上升趋势［１］，尤其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真菌感染病例

中，因全身性真菌感染导致死亡的病例已接近

５０％
［２］。临床上常用抗真菌药物有氟康唑、两性霉素

Ｂ等，但这些药物的大量使用导致多种病原菌产生耐

药性［３］。由于现有抗真菌药物存在诸多问题，致使临

床抗真菌药物的选择和使用受到极大限制，尤其是能

够治疗全身性真菌感染的药物更为有限。因此，加快

寻找新药源、研发新型安全有效的抗真菌感染治疗药

物刻不容缓。

抗菌肽（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ｐｅｐｔｉｄｅｓ，ＡＭＰｓ）是生物的

天然抗菌物质，因来源丰富、抗菌谱广、抗菌机理独特、

不易产生耐药性等优点正成为新药开发中十分有希望

的候选成分［４－５］。涂涛田等［６］经免疫诱导后从家蝇幼

虫血淋巴中分离到一抗真菌肽，并命名为家蝇抗真菌

肽（Ｍｕｓｃａ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ａｎｔｉｆｕｎｇａｌｐｅｐｔｉｄｅ，ＭＡＦ１）。

ＭＡＦ１的Ｃ端１２８－１５３位２６个氨基酸组成一全新

多 肽 ＭＡＦ１Ａ （ＫＫＦＫＥＴＡＤＫＬＩＥＳＡＫＱＱＬＥ

ＳＬＡＫＥＭＫ），该肽段不仅能够杀灭白色念珠菌敏感

菌株，对耐药菌株也同样有效［６－７］。但该肽段抗菌活

性不高且易受离子干扰和被蛋白酶水解，限制了将其

进一步进行临床应用制剂开发的研究，因此需要通过

必要的人工改造来提高其抗菌活性和稳定性，以期获

得更好的抗真菌药物候选分子。目前，氨基酸替换是

提高ＡＭＰｓ活性的常用方法，即以现有的ＡＭＰｓ为模

板通过适度的氨基酸替换获得理化参数更加完美的衍

生肽。本研究以家蝇抗真菌肽 ＭＡＦ１Ａ为模板，通过

氨基酸替换获得一全新多肽 Ｍｔ６２１ＤＬｅｕ（ＫＫＦＫＫ

ＴＡＫＷＬＩＫＳＡＷＬＬＬＫＳＬＤＡＬＫＭＫ），并分析其抗白

色念珠菌（犆犪狀犱犻犱犪犪犾犫犻犮犪狀狊，Ｃａ）生物学活性及潜在

的抗菌机制，为家蝇ＡＭＰｓ的应用及开发新型抗真菌

药物提供理论基础和实验依据。

材料与方法

１　材料

１．１　菌种　Ｃａ菌株（ＡＴＣＣ１０２３１）由贵州医科大学

寄生虫学教研室提供。

１．２　主要试剂　沙堡葡萄糖肉汤（ＳＤＡ）和琼脂粉购

于索莱宝公司，ＲＰＭＩ１６４０培养基购于美国Ｇ公司，

结晶紫染液、ＰＩ及ＳＹＴＯ９购于大连美仑有限公司，

ＤＰＨ和ＤＣＦＨＤＡ购于美国Ｓｉｇｍａ公司。

１．３　主要仪器　多功能酶标仪（Ｓｙｎｅｒｇｙ２ＳＬＦＰＡ）购

于美国伯腾仪器有限公司；流式细胞仪（ＦＡＣＳＣａｎｔｏｎ

Ⅱ）购于美国ＢＤ公司；荧光显微镜（ＢＸ５１）购于日本

Ｏｌｙｍｐｕｓ公司。

２　方法

２．１　ＭＡＦ１Ａ 衍生肽的设计与合成　基于阳离子

性、疏水性、α螺旋结构等影响因素，采用氨基酸残基

替换法对 ＭＡＦ１Ａ进行氨基酸序列突变。用碱性氨

基酸（Ｌｙｓ）替代 ＭＡＦ１Ａ氨基酸序列中的酸性氨基酸

（Ｇｌｕ５，１２，１９，２４、Ａｓｐ８），增强衍生肽的阳离子性；以

Ｌｅｕ替换Ｇｌｎ１６，１７，增强衍生肽的疏水性及α螺旋结

构的比例，用含有较大吲哚侧链的Ｔｒｐ替代Ｌｙｓ９，１５，

２３增加ＡＭＰｓ渗透到病原菌双层膜的能力，引入Ｄ

Ｌｅｕ增强衍生肽的稳定性，设计具有非完美两亲性的

衍生肽 Ｍｔ６２１ＤＬｅｕ。利用ＥｘＰＡＳｙ网站软件Ｐｒｏｔ

Ｐａｒａｍ （ｈｔｔｐ：／／ｗｅｂ．ｅｘｐａｓｙ．ｏｒｇ／ｐｒｏｔｐａｒａｍ／）分析衍

生肽理化性质；利用 Ｈｅｌｉｑｕｅｓｔ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ｈｔｔｐ：／／

ｈｅｌｉｑｕｅｓｔ．ｉｐｍｃ．ｃｎｒｓ．ｆｒ／ｃｇｉｂｉｎ／ＣｏｍｐｕｔＰａｒａｍｓ．ｐｙ）

绘制 螺 旋 轮 图；利 用 ＰＥＰｓｔｒＭＯＤ
［８］（ｈｔｔｐ：／／ｏｓｄ

ｄｌｉｎｕｘ．ｏｓｄｄｌｉｎｕｘ．ｏｓｄｄ．ｎｅｔ／ｒａｇｈａｖａ／ｐｅｐｓｔｒｍｏｄ／）预

测衍生肽结构。设计的衍生肽序列由上海吉尔生化有

限公司利用固相合成技术进行合成（纯度＞９５％）。

２．２　Ｍｔ６２１ＤＬｅｕ对Ｃａ的抑菌活性测定　参考美国

国家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ＮＣＣＬＳ）于１９９７年推

出的《关于酵母菌的液体培养基稀释抗真菌药敏实验

方案》（Ｍ２７Ａ）规定真菌药敏实验的标准化方法，将

Ｃａ在沙氏固体培养基上转种２次，确保纯度和活力。

培养２４ｈ后，制备浓度为０．５×１０
３
～２．５×１０

３／ｍｌ的

Ｃａ菌液。无菌超纯水倍比稀释 Ｍｔ６２１ＤＬｅｕ，使终浓

·２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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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１．０２４、０．５１２、０．２５６、０．１２８、０．０６４、０．０３２、０．０１６

ｍｇ／ｍｌ。取无菌９６孔板，每孔加入１００μｌ上述菌液，

再加入系列稀释的 Ｍｔ６２１ＤＬｅｕ１００μｌ，混匀，置湿盒

内３７℃恒温培养２４ｈ，观察能够完全抑制Ｃａ生长的

最低药物浓度即为 Ｍｔ６２１ＤＬｅｕ的 ＭＩＣ值。取 ＭＩＣ

试验中判定无菌生长的培养液接种于沙氏培养基，３７

℃培养２４ｈ后观察其是否有真菌生长，无菌生长点对

应的最低药物浓度即为 ＭＦＣ值，ＭＡＦ１Ａ作为对照

组，每组重复试验３次。

２．３　Ｍｔ６２１ＤＬｅｕ在盐离子和酶环境中的抗Ｃａ活性

测定　同２．２方法并作适当调整。分别用１５０ｍｍｏｌ／

ＬＮａＣｌ、４．５ ｍｍｏｌ／Ｌ ＫＣｌ、１ ｍｍｏｌ／Ｌ ＭｇＣｌ２、２．５

ｍｍｏｌ／ＬＣａＣｌ２ 与０．１５ｍｇ／ｍｌＴｒｙｐｉｎ溶液倍比稀释

Ｍｔ６２１ＤＬｅｕ，使其反应终浓度依次１．０２４、０．５１２、０．

２５６、０．１２８、０．０６４ｍｇ／ｍｌ，ＭＡＦ１Ａ作为对照，测定不

同环境中 Ｍｔ６２１ＤＬｅｕ的 ＭＩＣ值变化。

２．４　Ｍｔ６２１ＤＬｅｕ对Ｃａ的杀菌动力学观察　制备浓

度为 １．０×１０
６
～５．０×１０

６／ｍｌ的菌液，与 Ｍｔ６

２１ＤＬｅｕ（反应终浓度为０、１、２、４ＭＩＣ）混匀，３７℃恒温

培养。分别取培养第０、３、６、９、１２、１５、１８、２１、２４ｈ的

菌液作适当稀释后划线涂布ＳＤＡ 平板，３７℃培养２４

ｈ后菌落计数，每组重复试验３次。以不同取样时间

（ｈ）为横坐标，Ｃａ菌落数的对数ｌｇ（ＣＦＵ／ｍｌ）为纵坐

标绘制时间－杀菌曲线。

２．５　Ｍｔ６２１ＤＬｅｕ对Ｃａ生物被膜的清除　参照Ｄｕｒ

ｈａｍＣｏｌｌｅｒａｎ等
［９］的方法制备浓度为１．０×１０

６
～５．０

×１０
６／ｍｌ的 ＲＰＭＩ１６４０培养基菌液，９６孔板中每孔

加１００μｌ，３７℃分别培养４、２４、４８ｈ后弃去培养基，加

入 Ｍｔ６２１ＤＬｅｕ终浓度依次为０、１／４、１／２、１、２ＭＩＣ

的新鲜ＲＰＭＩ１６４０培养基，继续培养２４ｈ，轻吸上清，

用２５０μｌ／孔ＰＢＳ洗涤３次，以除去游离菌，风干后每

孔中加入２００μｌ９９％甲醇固定１５ｍｉｎ。弃去甲醇，干

燥。每孔加入１００μｌ０．１％结晶紫，染色５ｍｉｎ。用无

菌水轻轻冲洗掉多余染料、风干。将染料溶解在１００

μｌ的９５％乙醇中，并在摇床上放置３０ｍｉｎ后，用酶标

仪测吸光度Ａ６００ 值。

２．６　Ｍｔ６２１ＤＬｅｕ对Ｃａ细胞膜流动性的影响观察　

制备浓度为１．０×１０
６
～５．０×１０

６／ｍｌ菌液，与 Ｍｔ６

２１ＤＬｅｕ（反应终浓度为０、１、２、４ＭＩＣ）混匀，另设无菌

ＰＢＳ为对照组，３７℃恒温培养１２ｈ；收集各处理组细

胞，用０．３７％多聚甲醛固定３０ｍｉｎ，离心，弃上清，

ＰＢＳ洗涤，液氮速冻，解冻后ＰＢＳ重悬；加入终浓度为

０．６ｍｍｏｌ／Ｌ的ＤＰＨ染料孵育，ＰＢＳ洗涤后转移至不

透明９６孔板中用多功能酶标仪检测其在３５０ｎｍ激

发光和４２４ｎｍ吸收光的吸光度（Ａ）值，根据各浓度Ａ

值计算其相对荧光强度。

２．７　Ｍｔ６２１ＤＬｅｕ对Ｃａ细胞膜通透性的影响观察　

制备浓度为１．０×１０
６
～５．０×１０

６／ｍｌ的菌液，加入终

浓度为０、１、２、４ＭＩＣ的 Ｍｔ６２１ＤＬｅｕ，３７℃恒温培养

１２ｈ，加入终浓度为５μｇ／ｍｌ的ＰＩ染料以及终浓度为

５μｍｏｌ／Ｌ的ＳＹＴＯ９染料，避光孵育３０ｍｉｎ，ＰＢＳ洗

涤后制片，荧光显微镜观察结果。

２．８　Ｍｔ６２１ＤＬｅｕ对Ｃａ胞内ＲＯＳ积累的影响观察

　制备浓度为１．０×１０
６
～５．０×１０

６／ｍｌ的菌液，与

Ｍｔ６２１ＤＬｅｕ（反应终浓度为０、１、２、４ＭＩＣ）混匀，３７

℃恒温培养１２ｈ，ＰＢＳ洗涤，加入终浓度为１０μｍｏｌ／

ｍＬ的ＤＣＦＨＤＡ３７℃避光染色３０ｍｉｎ，流式细胞仪

检测荧光强度。

２．９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两组比较采用狋检

验，多组间的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假设检验水准

按α＝０．０５判定，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　犕犃犉１犃衍生肽的设计与合成

以两亲性α螺旋肽 ＭＡＦ１Ａ为模板，用带正电荷

的Ｌｙｓ替代酸性氨基酸（Ｇｌｕ５，１２，１９，２４、Ａｓｐ８）将衍

生肽静电荷数从＋２提升至＋９；以Ｌｅｕ替换Ｇｌｎ１６，

１７，增加 Ｍｔ６２１ＤＬｅｕ的疏水性及α螺旋结构的比例；

以带有巨大吲哚侧链的Ｔｒｐ替换Ｌｙｓ９，１５增强衍生

肽渗透犆．犪犾犫犻犮犪狀狊细胞膜的能力；通过非天然ＤＬｅｕ

替换Ｌｅｕ２１进一步达到优化α螺旋结构比例提高衍

生肽稳定性的目的（表１）。最终获得一个非完美两亲

结构的衍生肽 Ｍｔ６２１ＤＬｅｕ（图１）。

表１　犕犃犉１犃衍生肽信息

犜犪犫犾犲１　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狅犳犕犃犉１犃犇犲狉犻狏犲犱犘犲狆狋犻犱犲

多肽

Ｐｅｐｔｉｄｅｓ

序列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净电荷

Ｎｅｔｃｈａｒｇｅ

疏水氨基酸（％）

Ｈｙｄｒｏｐｈｏｂｉｃ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ｓ

α螺旋（％）

αｈｅｌｉｘ
ＧＲＡＶＹ

ＭＡＦ１Ａ ＫＫＦＫＥＴＡＤＫＬＩＥＳＡＫＱＱＬＥＳＬＡＫＥＭＫ ＋２ ３４．６２ ５７．６９ －１．０８１

Ｍｔ６２１ＤＬｅｕ ＫＫＦＫＫＴＡＫＷＬＩＫＳＡＷＬＬＬＫＳＬＤＡＬＫＭＫ ＋９ ５３．８５ ４６．１５ －０．０６９

注（Ｎｏｔｅｓ）：ＧＲＡＶＹ为亲水性指数，其正值越大，疏水性越强（ＧＲＡＶＹｉｓｔｈｅｈｙｄｒｏｐｈｉｌｉｃｉｎｄｅｘ，ｔｈｅｌａｒｇｅｒ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ｖａｌｕｅ，ｔｈｅｓｔｒｏｎｇｅｒｔｈｅｈｙｄｒｏ

ｐｈｏｂｉｃ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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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黄色和灰色为疏水性氨基酸；蓝色、红色、粉色、紫色为亲水性氨基酸。
图１　犕犃犉１犃与 犕狋６２１犇犔犲狌的螺旋图

Ｎｏｔｅ：Ｈｙｄｒｏｐｈｏｂｉｃ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ｓ：ｙｅｌｌｏｗ，ｇｒａｙ；ｈｙｄｒｏｐｈｉｌｉｃ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ｓ：ｂｌｕｅ，ｒｅｄ，ｐｉｎｋ，ｐｕｒｐｌｅ．
犉犻犵．１　犎犲犾犻犮犪犾狑犺犲犲犾狅犳犕犃犉１犃犪狀犱犕狋６２１犇犔犲狌

２　犕狋６２１犇犔犲狌对犆犪的抑菌活性

微量液体稀释法测得 Ｍｔ６２１ＤＬｅｕ对Ｃａ的最低

抑菌浓度ＭＩＣ为０．１２８ｍｇ／ｍｌ最低杀真菌浓度ＭＦＣ

为０．２５６ｍｇ／ｍｌ，较 ＭＡＦ１Ａ 的 ＭＩＣ０．６ｍｇ／ｍｌ、

ＭＦＣ０．７ｍｇ／ｍｌ分别提高了４．７和２．７倍。

３　犕狋６２１犇犔犲狌在盐离子和酶环境中的稳定性

检测 ＭＡＦ１Ａ及其衍生肽 Ｍｔ６２１ＤＬｅｕ在不同

离子和酶环境中的抗菌活性，结果如表２。在不同离

子环境中，ＭＡＦ１Ａ对Ｃａ的 ＭＩＣ值提高了２．５～５

倍，抗菌活性降低，而 Ｍｔ６２１ＤＬｅｕ的 ＭＩＣ值未受影

响，仅在１ｍｍｏｌ／ＬＭｇＣｌ２ 及２．５ｍｍｏｌ／ＬＣａＣｌ２ 条件

下提高到０．２５６ｍｇ／ｍｌ。在生理浓度的胰酶环境中，

ＭＡＦ１Ａ几乎丧失了对Ｃａ的抗菌活性（ＭＩＣ＞５ｍｇ／

ｍｌ），Ｍｔ６２１ＤＬｅｕ的 ＭＩＣ值虽也呈现出一定程度的

增加（０．５１２ｍｇ／ｍｌ），但仍具备较强的抑菌活性。

表２　犕犃犉１犃在盐离子和酶环境中的 犕犐犆值（犿犵／犿犾）

犜犪犫犾犲２　犕犐犆狅犳犕犃犉１犃犪狀犱犕狋６２１犇犔犲狌犻狀狊犪犾狋狔犪狀犱犲狀犪犿狔犲

多肽

Ｐｅｐｔｉｄｅｓ

ＭＩＣ（ｍｇ／ｍｌ）

对照Ｃｏｎｔｒｏｌ １５０ｍｍｏｌ／ＬＮａＣｌ ４．５ｍｍｏｌ／ＬＫＣｌ １ｍｍｏｌ／ＬＭｇＣｌ２２．５ｍｍｏｌ／ＬＣａＣｌ２ ０．１５ｍｇ／ｍｌ胰酶

ＭＡＦ１Ａ ０．６ ３ １．５ ２ ３ ＞５

Ｍｔ６２１ＤＬｅｕ ０．１２８ ０．１２８ ０．１２８ ０．２５６ ０．２５６ ０．５１２

４　时间－杀菌曲线分析

ＴｉｍｅｋｉｌｌＣｕｒｖｅ检测结果见图２。１ ＭＩＣ和２

ＭＩＣ浓度下的 Ｍｔ６２１ＤＬｅｕ从１２ｈ开始逐渐有抑制

Ｃａ生长作用，且随着培养时间的延长抑制作用更加明

显。４ＭＩＣ浓度的 Ｍｔ６２１ＤＬｅｕ在作用３ｈ即出现杀

菌功效，表明 Ｍｔ６２１ＤＬｅｕ对Ｃａ的杀菌作用呈现明显

的剂量依赖性。

　　 图２　犕狋６２１犇犔犲狌对犆．犪犾犫犻犮犪狀狊的时间－杀菌曲线

犉犻犵．２　犜犻犿犲犽犻犾犾犆狌狉狏犲狅犳犪狀狋犻犿犻犮狉狅犫犻犪犾狆犲狆狋犻犱犲犕狋６２１犇犔犲狌犪犵犪犻狀狊狋犆．犪犾犫犻犮犪狀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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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生物被膜检测

结晶紫染色检查 Ｍｔ６２１ＤＬｅｕ对Ｃａ生物被膜形

成的抑制作用结果见图３。相同浓度的 Ｍｔ６２１ＤＬｅｕ

在Ｃａ生物被膜形成不同阶段，清除效果４ｈ＞４８ｈ＞

２４ｈ。Ｃａ生物被膜形成初期（４ｈ），１／４ＭＩＣ的 Ｍｔ６

２１ＤＬｅｕ下生物被膜的形成量约为１０％；被膜形成中

期（２４ｈ），１／４、１／２、１、２ＭＩＣ浓度下被膜形成量依次为

（８３．７９±７．５）％、（７４．０５±８．８４）％、（３１．７７±３．０４）％

和（１７．５３±２．６１）％，即形成量与 Ｍｔ６２１ＤＬｅｕ的浓度

呈反比；被膜形成后期（４８ｈ）的生成量与Ｍｔ６２１ＤＬｅｕ

浓也度呈反比，即 Ｍｔ６２１ＤＬｅｕ的浓度越高生物被膜

的生成量越少。

６　犕狋６２１犇犔犲狌对白色念珠菌细胞膜的损伤效应

膜电位荧光探针１，６二苯基１，３，５乙三烯（１，６

ｄｉｐｈｅｎｙｌ１，３，５ｈｅｘａｔｒｉｅｎｅ，ＤＰＨ）能在不干扰细胞膜

结构的前提下嵌入细胞膜的脂质双分子层中，其荧光

的强弱反映细胞膜的流动性和有序性，即ＤＰＨ 荧光

强度的降低提示细胞膜呈较低的结构有序性或较高的

流动性［１０－１１］。图４Ａ显示，１、２、４ＭＩＣ浓度的 Ｍｔ６

２１ＤＬｅｕ分别作用于Ｃａ后，ＤＰＨ 的相对荧光强度从

对照组的（１００±６．５２）％降至（８６．３８±１７．３８）％、（５６．

５０±２．５６）％和（５４．１６±２．６４）％，提示Ｃａ

的细胞膜结构遭到 Ｍｔ６２１ＤＬｅｕ破坏。随着 Ｍｔ６

２１ＤＬｅｕ浓度的提高，能被ＰＩ着色的Ｃａ菌体比例增

加（图４Ｂ），表明 Ｍｔ６２１ＤＬｅｕ浓度越高，越容易导致

细胞膜的破坏。

　　

注：ａ与对照组比较，犘＜０．０５。
图３　犕狋６２１犇犔犲狌对生物被膜的清除

Ｎｏｔｅ：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犘＜０．０５

犉犻犵．３　犆犾犲犪狉犪狀犮犲狅犳犕狋６２１犇犔犲狌犪犵犪犻狀狊狋犆．犪犾犫犻犮犪狀狊犫犻狅犳犻犾犿

　　

Ａ　不同浓度 Ｍｔ６２１ＤＬｅｕ作用于Ｃａ后的ＤＰＨ相对荧光强度，
ａ与ＰＢＳ对照组相比，犘＜０．０５　Ｂ　不同浓度 Ｍｔ６２１ＤＬｅｕ作用于Ｃａ后ＰＩ与

ＳＹＴＯ９双染荧光图（１０００×）
图４　犕狋６２１犇犔犲狌对犆犪细胞膜的损伤

Ａ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ｏｆＤＰＨａｆｔｅｒＭｔ６２１ＤＬｅｕ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ｎ犆．犪犾犫犻犮犪狀狊，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ＰＢ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犘

＜０．０５　Ｂ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ｄｏｕｂｌｅｓｔａｉｎｉｎｇｏｆＰＩａｎｄＳＹＴＯ９ａｆｔｅｒＭｔ６２１ＤＬｅｕ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ｗａｓ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ｏ犆．犪犾犫犻犮犪狀狊（１０００×）

犉犻犵．４　犕狋６２１犇犔犲狌犱犪犿犪犵犲犆．犪犾犫犻犮犪狀狊犮犲犾犾犿犲犿犫狉犪狀犲

７　犕狋６２１犇犔犲狌对犆犪活性氧产生的影响

如图５ＡＥ所示，随着 Ｍｔ６２１ＤＬｅｕ浓度的增高，

Ｃａ胞内的ＲＯＳ的积累量逐渐增多，在１ＭＩＣ浓度时

ＲＯＳ的积累量与阴性对照组相比差别不大，４ＭＩＣ浓

度下Ｃａ的ＲＯＳ积累量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犉＝４２．０８，犘＜０．０５）。

讨　论

ＡＭＰｓ是抗菌药物研发中十分有潜力的候选成

分，但因其生产成本较高、容易被蛋白酶降解、未知的

系统毒性及生理稳定性较差等缺点使得 ＡＭＰｓ作为

药物开发进展缓慢，如何提高抗菌肽的活性及稳定性

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涂涛田等［６］从家蝇幼虫

血淋巴中分离出具有抗真菌的抗菌肽 ＭＡＦ１，该肽Ｃ

端α螺旋功能结构域第１２８－１５３位２６个氨基酸组成

一全新多肽 ＭＡＦ１Ａ具有抗真菌活性，但其抗真菌活

·５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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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ａ与ＰＢＳ对照组相比，犘＜０．０５　Ａ　ＰＢＳ对照组　Ｂ　Ｍｔ６２１ＤＬｅｕ浓度为 ＭＩＣ组　Ｃ　Ｍｔ６２１ＤＬｅｕ浓度为２×ＭＩＣ组　Ｄ　Ｍｔ６２１ＤＬｅｕ
浓度为４×ＭＩＣ组　Ｅ　不同浓度 Ｍｔ６２１ＤＬｅｕ作用Ｃａ后ＲＯＳ生成量统计图。

图５　犕狋６２１犇犔犲狌对犆犪活性氧产生的影响

Ｎｏｔｅ：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ＰＢ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犘＜０．０５　Ａ　ＰＢ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　Ｂ　Ｍｔ６２１ＤＬｅｕ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ｓＭＩＣｇｒｏｕｐ　Ｃ　Ｍｔ６２１ＤＬｅｕ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ｓ２ＭＩＣｇｒｏｕｐ　Ｄ　Ｍｔ６２１ＤＬｅｕ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ｓ４ＭＩＣｇｒｏｕｐ　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ＲＯ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Ｍｔ６２１ＤＬｅｕａｇａｉｎｓｔ犆．犪犾犫犻犮犪狀狊

犉犻犵．５　犕狋６２１犇犔犲狌犪犳犳犲犮狋狊狋犺犲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狅犳狉犲犪犮狋犻狏犲狅狓狔犵犲狀狊狆犲犮犻犲狊犻狀犆．犪犾犫犻犮犪狀狊

性较低，在胰酶环境中容易被降解，故本研究在 ＭＡＦ

１Ａ基础上通过优化相关结构参数结合生物信息学软

件采用氨基酸替换方法来进一步完善 ＡＭＰｓ的电荷

数、疏水性、α螺旋、两亲性等获得一全新抗菌肽 Ｍｔ６

２１ＤＬｅｕ。该肽用于抑制Ｃａ生长的最低浓度较 ＭＡＦ

１Ａ显著降低，表明其活性显著优于模板肽 ＭＡＦ１Ａ，

因此更具备进一步开发为抗真菌药物的潜力。

尽管在体外ＡＭＰｓ具有较强的抗菌活性，但在生

理条件下，许多ＡＭＰｓ的抗菌活性会下降，甚至失活。

从其作用机制可以看出，ＡＭＰｓ所带正电荷与细菌外

膜负电荷之间的静电作用有助于 ＡＭＰｓ与细菌膜的

结合。因此，任何影响静电作用的因素均可能影响

ＡＭＰｓ的活性，Ｎａ
＋是生理条件下影响ＡＭＰｓ活性最

重要的单价离子。Ｎｕｄｉｎｇ等
［１２］的研究表明：在生理

浓度１５０ｍｍｏｌ／ＬＮａＣｌ条件下，ｈＢＤ３抗犈．犮狅犾犻的

活性完全失活，抗犛．犪狌狉犲狌狊 的活性也开始下降。

Ｈｕａｎｇ等
［１３］的研究结果显示与不含盐离子对照相比，

２．５ｍｍｏｌ／ＬＣａ
２＋条件下抗菌肽对犈．犮狅犾犻的 ＭＩＣ值

提高１６倍，１５０ｍｍｏｌ／ＬＮａ
＋条件下 ＭＩＣ值仅提高１

～２倍，表明二价离子可能比单价离子具有更强抑制

作用。虽然 Ｍｇ
２＋ 和 Ｃａ

２＋ 的生理浓度 （分别为 １

ｍｍｏｌ／Ｌ和２ｍｍｏｌ／Ｌ）比Ｎａ
＋（１５０ｍｍｏｌ／Ｌ）低，但其

抑制ＡＭＰｓ抗菌活性的能力却不低。当然，离子环境

ＡＭＰｓ活性的影响也会因多肽分子的不同呈现不同。

Ｓｕｇｉａｒｔｏ等
［１４］的研究结果表明，具有较高净正电荷的

ＡＭＰｓ比具有较低净正电荷 ＡＭＰｓ受到二价离子的

影响要小，本研究与上述报道结果相似。

一直以来，ＡＭＰｓ容易被蛋白酶降解的问题是影

响其临床应用的重要因素之一。有关 ＡＭＰｓ氨基酸

构型改变的研究表明，氨基酸序列的变化可引起

ＡＭＰｓ二级结构的改变从而影响其抗菌活性和稳定

性［１５］。Ｌｅｕ与α螺旋形成有关，在疏水面中心用 Ｄ

Ｌｅｕ替换ＬＬｅｕ后α螺旋的比例下降的同时对犈．犮狅

犾犻的抗菌活性提高了两倍，且稳定性也有所提高
［１６］。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生理浓度的胰酶环境中 ＭＡＦ１Ａ

的抗真菌活性丧失，而含有 ＤＬｅｕ的衍生肽 Ｍｔ６

２１ＤＬｅｕ尚保留一定的抗Ｃａ活性。可能因含Ｄ型氨

基酸的抗菌肽不能作为蛋白酶的底物，不能被蛋白酶

识别而水解，因此其稳定性比只含Ｌ型氨基酸的抗菌

肽更高，证实Ｄ型氨基酸替换对抗菌肽康菌活性的稳

·６６７·

中 国 病 原 生 物 学 杂 志

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犘犪狋犺狅犵犲狀犅犻狅犾狅犵狔
　
２０２０年７月　第１５卷第７期

Ｊｕｌ．２０２０，　Ｖｏｌ．１５，Ｎｏ．７



定作用。提示 Ｍｔ６２１ＤＬｅｕ可作为一个抗真菌药物候

选分子。

生物被膜的存在使病原菌免除宿主防御系统或抗

菌药物的清除，从而妨碍治疗［１７］。现有抗感染药物以

生物被膜为靶点的药物研究较少，ＡＭＰｓ作为潜在抗

菌药物有着十分理想的抗生物被膜活性。Ｍｔ６

２１ＤＬｅｕ在较长时间内维持着对Ｃａ生长的抑制以及

对其生物被膜各阶段的清除。膜通透性改变是ＡＭＰｓ

发挥膜溶解机制的重要特征之一，荧光染料ＤＰＨ 和

ＰＩ可作为细胞膜流动性和通透性检测探针。ＤＰＨ在

不干扰细胞膜结构的前提下嵌入细胞膜的脂质双分子

层中，其荧光的强弱反映细胞膜的流动性和有序性。

ＰＩ不能穿过完整细胞膜，而ＳＹＴＯ９染料作为一种细

胞膜透性的核酸染料，可与活细胞或死细胞的ＤＮＡ

和ＲＮＡ结合。经不同浓度 Ｍｔ６２１ＤＬｅｕ处理后的Ｃａ

能同时染上 ＰＩ和 ＳＹＴＯ９ 两种荧光，说明 Ｍｔ６

２１ＤＬｅｕ能引起Ｃａ细胞膜通透性改变。ＲＯＳ是细胞

代谢中十分重要的产物［１８］，当胞内ＲＯＳ超过机体正

常代谢水平时，积累的ＲＯＳ会影响细胞的正常代谢，

导致细胞死亡。两性霉素Ｂ就是通过引起菌体ＲＯＳ

积累进而诱导真菌死亡。本研究中，Ｍｔ６２１ＤＬｅｕ也

可引起Ｃａ胞内ＲＯＳ的含量增加。基于上述结果，推

断 Ｍｔ６２１ＤＬｅｕ杀伤Ｃａ的可能过程为：Ｍｔ６２１ＤＬｅｕ

与Ｃａ细胞膜磷脂分子层结合后增加细胞膜流动性，

进而增强细胞膜通透性使得 Ｍｔ６２１ＤＬｅｕ大量流入

Ｃａ胞内引起ＲＯＳ大量积累，诱导菌体代谢紊乱，进一

步加速细胞膜的破坏，最终导致菌体死亡。关于 Ｍｔ６

２１ＤＬｅｕ的抗Ｃａ作用可能还存在其他途径，需要进一

步研究与探讨。

综上所述，以家蝇抗真菌肽 ＭＡＦ１Ａ为模板设计

并合成的衍生肽 Ｍｔ６２１ＤＬｅｕ抗菌活性及稳定性更

强，且对Ｃａ生长的抑制以及生物被膜的清除长效、持

久，其破坏细胞膜完整性、诱导胞内ＲＯＳ生成增多的

多靶点作用方式也为其不易产生耐药性奠定了基础，

提示其可以十分有希望作为抗真菌药物的候选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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