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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合细菌化学成分和生理活性研究进展
杨官娥１’２，张肇铭Ｈ，熊琦１
（１．山西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山西太原０３０００６；２．山西医科大学药学院，山西太原０３０００１）

摘要：光合细菌具有独特的生理、生化特性，在人类生活生产中具有重要作用。但人们对其生理活性的物质基础

并不十分清楚。对光合细菌化学成分、生理活性研究现状及利用光合细菌菌体和代谢物所含化学成分进行活性物
质生产现状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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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合细菌（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ｊｃ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ＰＳＢ）是２０亿年前地

２１（是酵母的２００倍），烟酸１２５，泛酸３０，叶酸６０，生物素

球上最早出现的利用太阳能进行光合作用生长繁殖的原核古老

６５。ＰＳＢ还含有辅酶Ｑ。。、类胡萝ｂ素，其辅酶Ｑ，。质量分数

微生物，能够进行不放氧的光合作用，在自然界Ｃ、Ｎ、Ｓ、Ｐ等循

分别为酵母、菠菜叶和玉米幼芽的１３、９４和８２倍；红硫细菌

环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以光合细菌为

属的某些种还含有较多的维生素Ｋ，其质量分数分别为菠菜

主要活性菌的ＰＳＢ法，被应用于多种高浓度有机废水的处理，

叶及玉米幼芽的５８和４９倍。ＰＳＢ光合色素由细菌叶绿素

并逐步认识到菌体的营养价值及一些特殊的生理活性，被广泛

（Ｂｃｈｌ）和类胡萝ｂ素组成，现已发现的细菌叶绿素有ａ、ｂ、

应用于生态环境及人类生活方面，如食品、保健品、药品，用于

Ｃ、ｄ、ｅ ５种，每种都有固定的光吸收波长；迄今已发现ＰＳＢ

净化水质、鱼虾养殖、禽畜饲养，作为有机肥料以及清洁能源

的类胡萝卜素有８０多种，其中包括番茄红素、叶黄素等。

等［１。］。ＰＳＢ的研究与开发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但对其生

ＰＳＢ中不同的菌株所含的类胡萝卜素的类型不同，俞吉安

理活性的物质基础并不十分清楚，本文对光合细菌化学成分、

等［３］研究发现从浑球红假单胞菌Ｒｈｏｄｏｂａｃｔｅｒ ｓｐｈａｅｒｏｉｄｅｓ

生理活性研究现状及利用ＰＳＢ菌体和代谢物所含化学成分进

（ｖａｎ Ｎｉｅｌ）Ｉｍｈｏｆｆ，Ｔｒｕｐｐｅｒ

ｅｔ

Ｐｆｅｎｎｉｎｇ中提取的类胡萝ｂ

行活性物质生产现状进行综述。

素主要是ｐ胡萝卜素，而从夹膜红假单胞菌Ｒｈｏｄｏｂａｃｔｅｒ

１化学成分

ｃａｐｓｕｌａｔｕｓ（Ｍｏｌｉｓｃｈ）Ｉｍｈｏｆｆ，Ｔｒｕｐｐｅｒ

１．１一般化学成分：ＰＳＢ菌体含有蛋白质６５．４５％，脂肪

的主要是番茄红素。光合细菌的代谢产物中含有５一氨基乙

７．１８％，粗纤维２．７８％，可溶性糖２０．３１％，灰分４．２８％，每

酰丙酸（５一ＡＬＡ），具有光动力抗癌治疗作用。

克干菌体相当于２１ ｋＪ热量。ＰＳＢ蛋白水解后，其氨基酸质

１．２新发现的两种酶

ｅｔ

Ｐｆｅｎｎｉｎｇ中提取

量分数（％）：Ａｓｐ ９．７～１１．１，Ｔｈｒ ６．６～７．１，Ｓｅｒ ５．２～５．５，

１．２．１可溶性氢酶［４“］：光合细菌酒色着色菌Ｃｈｒｏｍａｔｉｕｍ

Ｇｌｕ １０．７～１２．８，Ｇｌｙ ９．１～１０．１，Ａｌａ １１．Ｏ～１３．１，Ｖａｌ ６．２～

ｖｉｎｏｓｕｍ（Ｅｈｒｅｎｂｅｒｇ）Ｗｉｎｏｇｒａｄｓｋｙ含有一种膜结合态氢

６．８，Ｍｅｔ ０．８～２．８，ｌｉｅ ３．７～４．７，Ｌｕｅ ８．５～８．８，Ｐｈｅ ３．９～

酶，膜结合态氢酶主要表现为催化吸氢，其催化吸氢的速率

４．３～５．１，Ｈｉｓ １．８，Ａｒｇ ４．５～５．５，Ｐｒｏ ５．２～５．５，

约为催化放氢速率的１０倍，由相对分子质量为６．２×１０４和

２．４～２．９。ＰＳＢ含有丰富的Ｂ族维生素，其质量分数

３．２×１０４的两个亚基组成。近来，龙敏南等发现Ｃ．ｖｉｎｏｓｕｍ

（腭屈）：维生素Ｂ，１２，维生素Ｂｚ ３０，维生素Ｂｓ ５，维生素Ｂ１２

还含有一种可溶性氢酶，该酶由相对分子质量为５．２×１０４

４．５，Ｌｙｓ
Ｔｙ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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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２．１５×１０４的两个亚基组成，大亚基Ｎ端氨基酸序列为

并利用ｐｈａＪｌｐａ和ｐｈａＪ２ｐａ基因重组体大肠埃希氏菌

ＳＰＴＩＴＩＥＰＶＴＲＸＥＧＨＡＲ，小亚基Ｎ端氨基酸序列为

Ｅｓｃｈｅｒｉｃｈｉａ

ＳＴＱＰＫＩＴＶＡＴＸＬＤＧ。其催化放氢的速率约为催化吸氢速

基酸为单一碳源，ＰＨＡ的积累达到细胞干重的１４％～２９％。

率的１０倍。Ｃ．ｖｉｎｏｓｕｍ可溶性氢酶活性中心可能含有３个

Ｋｕｍａｒ等用原子压力显微镜法（Ａｔｏｍｉｃ ｆｏｒｃｅ

非蛋白组分一ＣＮ基团和一个非蛋白组分一ＣＯ基团，其中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ｙ）对各种微生物中分离的ＰＨＡ内含物进行了表

一个一ＣＮ基团不同于另外两个一ＣＮ基团，它可能结合于

面结构、形态学和稳定性分析，表明从食油假单胞菌Ｐｓｅｕ—

活性中心的Ｎｉ原子上。由此推测Ｃ．ｖｉｎｏｓｕｍ可溶性氢酶的

ｄｏｍｏｎａｓ ｏｌｅｏｖｏｒａｎｓ Ｌｅｅ

活性中心的结构可能为Ｎｉ（ＣＮ）Ｆｅ（ＣＮ）ｚ（ＣＯ），这种结构与

要是Ｃ。单体，表现出微丝结构样的复杂表面分子结构。

氢酶所表现的催化放氢的特性是一致的。

２．２

１．２．２一种新的丝氨酸蛋白酶［９］：最近Ｓｏｍｐｏｒｎ等发现光

以合成５一氨基乙酰丙酸（５一ＡＬＡ），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日本率先

合细菌Ｒｕｂｒｉｖｉｖａｘ

ｇｅｌａｔｉｎｏｓｕｓ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Ｇａｌｉｓ

ｅｔ

Ｄｅ

Ｌｅｙ

ＫＤＤＳｌ能够分泌一种碱性丝氨酸蛋白酶，这种酶是第１个
从ＰＳＢ中得到的丝氨酸蛋白酶。通过一种新的荧光共振能

ｃｏｌｉ（Ｍｉｇｕｌａ）Ｃａｓｔｅｌｌａｎｉ

ｅｔ

ｅｔ

Ｃｈａｌｍｅｒｓ以十一烷

Ｃｈａｎｄｌｅｒ分离的ＰＨＡ内含物主

５一氨基乙酰丙酸口６￣２“：光合细菌和许多微生物一样可

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并应用生物工程方法获得了５一ＡＬＡ
高产重组菌株。
Ｖａｎ等克隆Ｒｈｏｄｏｂａｃｔｅｒ

ｓｐｈａｅｒｏｉｄｅｓ

ｈｅｍ Ａ基因到质

量传递（ＦＲＥＴ）化合物文库方法研究该丝氨酸蛋白酶的底

粒，在Ｅ．ｃｏｌｉ表达生产５一ＡＬＡ；Ｃｈｕｎｇ等通过融合基因

物特异性表明，该蛋白酶的第１个酶切位点在Ｍｅｔ或Ｐｈｅ

ｈｅｍＡ：ｅｇｆｐ（一种绿色强荧光蛋白）重组体Ｅ．ｃｏｌｉ生产细胞

处，第２个酶切位点在Ｉｌｅ或Ｌｙｓ处，第３个酶切位点在Ａｒｇ

外５一ＡＬＡ，培养基中氨基乙酸和丁二酸的最佳浓度分别为

或Ｐｈｅ处。该酶是目前发现的第１个酶切位点在Ｍｅｔ处的

１５和３０ ｍｍｏｌ／Ｌ，３ ｍｍｏｌ／Ｌ的３一乙酰丙酸加入培养基，胞

丝氨酸蛋白酶。为了研究其动力学特性，Ｓｏｍｐｏｒｎ等合成了

外５一ＡＬＡ脱水酶活性被抑制，５一ＡＬＡ最高可达１．３ ｇ／Ｌ，而

一个高敏感性底物Ｂｏｃ—Ａｒｇ—Ｉｌｅ—Ｍｅｔ—ＭＣＡ，这种酶对这种底

且可利用ｅｇｆｐ荧光进行在线监测。Ｌｅｅ以葡萄糖作为５一

物水解的最佳ｐＨ为１０．７，ｋ。。Ｋ。分别为２３．７

ＡＬＡ脱水酶抑制剂，１０ ｍｍｏｌ／Ｌ的葡萄糖可以达到脱水酶

Ｓ、１５．４

ｔｔｍｏｌ／Ｌ。这种酶的生物学功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２提高几种重要的活性物质产量的研究现状

８５％的抑制率，最高胞外５一ＡＬＡ产量可达３．８ ｇ／Ｌ。
Ｓｅｉｊｉ等利用光合细菌突变株，在有氧黑暗的条件下产生

３一羟基链烷酸酯类（ＰＨＡ）［１”“］：ＰＨＡ包括一大类聚

５一ＡＬＡ。突变株ＣＲ一３８６是由Ⅳ一甲基一Ⅳ７一硝基一Ⅳ一亚硝基胍

酯，是许多细菌的细胞内碳源和能量来源，是非水溶性的细

诱变Ｒ．ｓｐｈａｅｒｏｉｄｅｓ ＣＲ一３８５而来。在避光，５０ ｍｍｏｌ／Ｌ葡萄

胞质内含物，相对分子质量大，热塑性好，有的弹性也很好，

糖、６０ ｍｍｏｌ／Ｌ氨基乙酸、１５ ｍｍｏｌ／Ｌ ３一乙酰丙酸和１．０％

可生物降解，能用于包装工业、制药业、农业、食品工业等。通

酵母粉存在的条件下，突变株ＣＲ一３８６能积累１．５ ｍｍｏｌ／Ｌ

过生物合成ＰＨＡ基因的克隆和构建工程菌可以产生各种各

的５一ＡＬＡ；同样条件下，ＣＲ一３８６突变株ＣＲ一４５０，５－ＡＬＡ积

样的ＰＨＡ均聚体和杂聚体。研究表明，通过控制ＰＨＡ单体

累量为３．８ ｍｍｏｌ／Ｌ；在５０ ｍｍｏｌ／Ｌ葡萄糖、６０ ｍｍｏｌ／Ｌ氨

组分，聚合体的物理特性及在不同环境中的降解速率能被随

基乙酸、５ ｍｍｏｌ／Ｌ ３一乙酰丙酸和１．ｏ％酵母粉存在的条件

意控制。

下，从ＣＲ一４５０获得的突变株ＣＲ一５２０和从ＣＲ一５２０获得的突

２．１

Ｒｉｃｈａｒｄ等研究发现光合紫非硫细菌Ｒｈｏｄｏｓｐｉｒｉｌｌｕｍ

变株ＣＲ一６０６，分别积累５一ＡＬＡ的量为８．１ ｍｍｏｌ／Ｌ和１１．２

ｒｕｂｒｕｍ（ｙｏｎ Ｅｓｍａｒｃｈ）Ｍｏｌｉｓｃｈ胞内含有ＰＨＡ，紫非硫细菌

ｍｍｏｌ／Ｌ；在批量发酵中，ＣＲ一６０６经过１８ ｈ的发酵，积累５一

在有氧、不同链状或带支链羟基羧酸和不同的正链烷酸存在

ＡＬＡ ２０

ｍｍｏｌ／Ｌ。

及有限氮源的条件下，ＰＨＡ含量高达细胞干重的４５％。当紫

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刚刚起步。刘秀艳等用紫外线对光合

非硫细菌被培养在不同浓度和不同的正链烷酸上时，胞内

细菌红假单胞菌９９—２８菌株进行诱变处理，筛选出产量比

ＰＨＡ产物利用了所有的酸，通常聚合体包含羟基丁酸酯

野生菌株高１倍多的菌株Ｌ一１。对影响菌株的生长和５一ＡＬＡ

（ＨＢ）和羟基戊酸酯（ＨＶ）单体，当正链烷酸有４个碳原子或

产量的因子进行了探索，抑制剂加入时间和加入次数对５一

更长的链时，共聚物包括羟基己酸酯（ＨＣ）重复单元和ＨＢ、

ＡＬＡ产量有显著影响。在最佳条件下（ｐＨ ７．５，培养对数生

ＨＶ单体。用羟基庚酸作为碳源，形成共聚物包含ＨＢ、ＨＶ、

长期加入５一ＡＬＡ脱水酶抑制剂乙酰丙酸３０ ｍｍｏｌ，５－ＡＬＡ

ＨＣ和羟基庚酸酯（ＨＨ）。这些共聚物均为生物可降解聚合

生物合成前体甘氨酸３０ ｍｍｏｌ、琥珀酸３０ ｍｍｏｌ，３

物，为开发生物可降解塑料的一种潜在能源。Ａｌｂｅｒｔｏ等曾从

照），菌株Ｌ一１的５一ＡＬＡ产量可达２２．１５ ｍｇ／Ｌ。

０００

ｌｘ光

以３一羟基己烷酸和３一羟基庚烷酸为底物培养的紫非硫细菌

２．３类胡萝ｂ素乜”“］：光合细菌中含有丰富的类胡萝卜

分离出２种ＰＨＡ，通过高温分解或部分甲醇解后，以快速原

素，近年来，从中提取的类胡萝ｂ素在食品、饲料及化妆品等

子轰击质谱法（ＦＡＢ—ＭＳ）测定，统计分析峰的相对强度表

领域已有应用。顾青等对红假单胞菌进行发酵条件优化，初

明，其中３一ＨＢ、３一ＨＶ、３一ＨＣ、３一ＨＨ是随机的。

步确定了获得类胡萝卜素较高产率的合适培养条件，以

Ｔａｋｅｈａｒｕ等从光合细菌铜绿假单胞菌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ａｓ

０．３％醋酸钠为碳源，０．３％的硫酸铵为氮源，加入０．１５ ｇ／Ｌ

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Ｓｃｈｒｏｅｔｅｒ）Ｍｉｇｕｌａ中发现了４种特异性的烯酰

的硫酸镁，接种量为８％，在ｐＨ值７．０左右，１ ５００ｌｘ光照强

ＣｏＡ水合酶基因ｐｈａＪｌｐａ—ｐｈａＪ４ｐａ，与ＰＨＡ生物合成有关，

度下，３０℃，经５ ｄ的发酵后，类胡萝卜素在４７６ ｎｍ下的吸

中草药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Ｈｅｒｂａｌ Ｄｒｕｇｓ第３６卷第７期２００５年７月

光度值可达１．２８０。

·１０９１·

组小鼠ｉｇ光合细菌数周后，腹腔巨噬细菌吞噬百分率提高

周侍等自高原湖泊阳宗海中分离得到一株高产的类胡

６１％，吞噬指数提高５９％（Ｐ＜ｏ．０１）。在体外实验中，光合细

萝卜素光合细菌。在优化的培养基中添加１×１０＿５ Ｆｅ３＋及

菌３种不同抗原（Ａｇｌ、Ａ９２、Ａ９３）在一定程度上都有刺激脾

ｌｘ，厌氧的条件下培

淋巴细胞转化功能，特别是Ａ９３作用更为明显；在正常组，

养４ ｄ后，类胡萝卜素的产量可达５０．２ｍｇ／ｇ。对该色素制品

刺激指数提高了６５％，免疫抑制组，提高了３８％（Ｐ＜ｏ．０５）。

进行一系列性质研究后表明，该色素溶液对光照、温度、酸碱

不管在正常组或免疫抑制组，Ａｇｌ、Ａ９２、Ａ９３都具有诱生脾

的耐受性较好；对真核生物有良好的紫外线防护作用，在培

淋巴细胞产生ＩＬ一２的活性，其中Ａ９２的活性较明显。证明类

养基中其含量为１ ｍｇ／Ｌ时，保护率超过６０％。

球红细菌对机体有一定的免疫活性。考察了光合细菌制剂对

２．４辅酶Ｑ。。［２“：光合细菌菌体中辅酶Ｑ，。的质量浓度普遍

小鼠淋巴细胞增殖反应的影响。实验表明，与对照组相比，３

较高，尤其是红螺菌科细菌。目前国外已实现利用光合细菌

个剂量光合细菌制剂组每分钟脉冲数显著高于对照组（Ｐ＜

工业化发酵生产辅酶Ｑ－ｏ，国内应用光合细菌发酵的生产技

０．０５），证明ＰＳＢ制剂在ＣｏｎＡ诱导下或不加ＣｏｎＡ，都能促

术还未成熟。

进Ｔ淋巴细胞的增殖。说明ＰＳＢ制剂能够增强机体的细胞

１．８×１０＿４

Ｍｇ”，于３０℃，光照为１

０００

袁静等利用均匀设计方法对培养基及培养条件进行了

免疫功能。

优化，发酵条件优化后，菌体中辅酶Ｑ。。质量浓度由１５．２１３

３．４抗肿瘤作用：高丽等口明以荷Ｓ－ｓｏ实体瘤小鼠为模型，用

ｍｇ／Ｌ提高至２０．３６５ ｍｇ／Ｌ，产量提高约３３．８７％。但野生型

两种光合细菌制剂ｉｇ给药，连续１０ ｄ，计算抑瘤率，测定小

菌株的辅酶Ｑ。。生产能力是不能满足生产需要的，需利用现

鼠脾、胸腺指数，中性红比色法测定腹腔巨噬细胞吞噬功能。

代分子生物学技术对其进行遗传改造以大幅度提高菌株内

实验表明两种光合细菌制剂可促进小鼠脾及胸腺增殖，提高

辅酶Ｑ，。的质量浓度。

腹腔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并对Ｓ，。。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抑

３光合细菌生理活性

瘤率平均分别为３６．１％和４２．７％。

３．１调脂作用：熊琦等通过高脂饮食建立了高脂大鼠模型，

３．５毒性测试及对生殖生长的观察：张世静等口虬进行了光

以绞股蓝总苷为阳性对照物，研究了光合细菌对高脂大鼠的

合细菌对小鼠生殖生长影响及毒性测试实验，发现其对小鼠

调脂作用。结果表明光合细菌能显著降低大鼠血清总胆固醇

的生长发育无不良影响，没有致毒和致病作用，不具有潜在

（ＴＣ）、甘油三酯（Ｔ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并升高血

的危害，提出可用于人的食用蛋白、食用色素和医药等方面

清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此外还能降低ＴＣ在肝脏中的

的开发研究。

蓄积。证明光合细菌有较强的调脂作用，且优于绞股蓝总苷。

４光合细菌复方制剂临床应用

３．２抗氧化作用：俞吉安等［２６］将浑球红假单细胞菌体经过

康强硒胶囊为ＰＳＢ和传统中药相结合的制剂，它是以

培养离心得到菌体和上清液两个组分。在两个重要离体系统

龟板、枸杞子等中草药及无机硒（亚硒酸钠）为原料，经光合

牛血清蛋白一亚麻油酸一Ｆｅ２＋（Ｉ系统）和脑组织匀浆一Ｆｅ２＋（Ⅱ

细菌同化而得到的一种富硒的生物保健品。刘清俊等ｎ２１通

系统）中考察这两种组分的抗脂质过氧化作用。实验表明，上

过该药辅助治疗６０例恶性肿瘤患者的临床观察结果表明该

清液作用较弱，在两个系统中其抑制作用为１０．２％～

药可以明显提高患者血硒浓度、谷光甘肽过氧化物酶（ＧＳＨ—

１３．４％。在Ｉ系统中菌体质量浓度为５ ｍｇ／Ｌ时，抑制率为

Ｐｘ）活性、自然杀伤细胞活性及淋巴细胞转移率，降低血清

５６．９％；在Ⅱ系统中菌体质量浓度仅５肛ｇ／Ｌ时，抑制率就达

脂质过氧化物（ＬＰＯ），增加病人的红细胞数量，也可以增加

到７４．１％。进一步研究表明，添加光合细菌菌体悬液２５０

化疗病人的食欲和体重，减轻呕吐等胃肠反应，明显提高病

ｍｇ／Ｌ时，有显著抑制联苯三酚自氧化作用，说明光合细菌

人的体力状况评分，该药对肝脏没有任何毒副作用，是一种

中有效成分对超氧阴离子有很好的猝灭作用。俞吉安等还对

理想的化疗辅助药物。

从类球红细菌Ｐ。菌株及荚膜红细菌Ｎ。菌株中所提类胡萝

５结语与展望

卜素，在以上两个重要离体系统中，进行了脂质过氧化抑制

近年来国外学者发现一些类球红细菌的细胞壁脂多糖

作用研究，实验表明，这些类胡萝卜素具有显著的抗脂质过

中含有一些特殊成分，对一些由细菌内毒素引发的机体毒性

氧化作用，当系统中类胡萝卜素质量浓度为０．２ ｍｇ／Ｌ时，

反应有显著的拮抗作用，对抑制性ＴＳ细胞有灭活功能，从

它们对脂质过氧化抑制率接近或超过８０％。进一步研究表

而发挥对机体免疫调节作用；还含有许多未知的促生长因子

明，类胡萝卜素能明显地抑制邻苯三酚的自氧化速率，这证

及抗病毒物质，与核酸合成有密切关系，能参与有机体神经

明光合细菌中所含类胡萝卜素对超氧阴离子也具有很好的

组织的代谢并促进血液的形成和动物生长发育［３“。

猝灭作用。Ａｒｕｏｍａ等考察了光合细菌发酵所制饮料在小鼠

本课题组近期研究发现，改善光合细菌培养液组成，菌

体内对肾和肝脏氧化操作有调节作用。

体化学成分、代谢物组成及生理活性会有很大改变；在光合

３．３免疫活性：俞吉安等乜７１通过巨噬细胞吞噬试验、淋巴

细菌和某中药提取液共培养中已经筛选出一种抗癌活性成

细胞转化试验、白细胞介素一２的诱生和检测试验对类球红

分，抑瘤率达到４０％～８５％，通过ＴＬＣ发现该物质既非原

细菌的免疫活性进行了评价。实验表明，类球红细菌１号株

光合细菌菌体及其代谢物中化学成分，亦非所用中药中化学

具有调节和增强巨噬细胞吞噬功能的作用，表现在免疫抑制

成分，有待于进行结构鉴定。

·１０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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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ｃｅ［Ｊ］．ｔ，ｓ＾口挖矗胁ｄ ｕ押而（山西医科大学学

报），２００４，３５（１）：８—９．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８［Ｊ］．ＦＥ肘ｓ Ｍｉｃ，曰所ｏｆ．【七甜，１９９９，１８４：

Ｍａｎｆｒｅｄ Ｚ，Ｂｅｒｎａｒｄ ｗ，Ｔｈｏｍａｓ Ｅ．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ｚｈａｎｇ ｓ Ｊ，ｚｅｎｇ Ｈ Ｔ，Ｃｈｅｎ Ｈ Ｎ，以甜．Ａ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ｏｎ ｔｈｅ ｍｉｃｅ ａ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Ｊ］．Ｊ

［２９］

１９３—１９８．
１３

ｓａｂｉｎｅ ｓ，Ａｎｄｒｅａｓ Ｍ，Ｇｅｒｈａｒｄ Ｓ．Ｈｅｔｅｒｏｌｏｇｏｕ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ｐｕ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ｚｙｍａｔ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ｙｃｌｉｃ
ｃａｒｏｔｅｎｏｉｄ １，２一ｈｙｄｒａｔａｓｅ ｆｒｏｍ Ｒ“６ｒ而ｉｚ心ｚ∥肠ｆｉ行０５“５［Ｊ］．

１４—１６．

ｃｌｏ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ｗｏ（Ｒ）一ｓｐｅｃｉｃ ｅｎｏｙｌ—ＣｏＡ ｈｙｄｒａｔａｓｅ ｇｅｎｅｓ ｆｒｏｍ
Ｐｓｅ”ｄｏ竹ｌｏｎ口５ 口Ｐｒ“ｇｉ咒ｏｓ口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ｕｓｅ ｆｏｒ ｐｏｌｙｈｙｄｒｏｘ—
ｙａｌｋａｎｏａｔｅ

Ｇｕ Ｐ，Ｌｉａｎｇ ｘ Ｌ，Ｌｉ Ｊ Ｒ．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ｃａｒｏｔｅｎｏｉ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ｆｅｒｍ毛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ｂｙ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Ｒ１［Ｊ］．

２２３．

ｏｆ（Ｒ）一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ｅｎｏｙｌ—ＣｏＡ ｈｙｄｒａｔａｓｅｓ ｆｒｏｍ Ｐ５Ｐ“一

ＭｎｃｒＤｍ甜，２００３，３１：１９５—２０５．
Ｔａｋｅｈａｒｕ

Ｙ，Ｍｕ Ｊ Ｈ，Ｌｉｎ Ｊ Ｐ．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ａｋｅ ｂａｔｔｌｅ ｆｅｒ—
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５一ａｍｉｎｏｌｅｖｕｌｉｎｉｃ ａｃｉ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ｂｙ Ｒ＾Ｄ幽声ｓＰ“一
ｚｈａｏ ｃ

ｔｉｏｎ［Ｊ］．ｃ＾抽Ｊ Ｌ“ｍｉｎＰｓ（发光学报），２０００，２１（３）：２１９～

ｃ抽，雄。以口ｓ ｎＰｒ“ｇｉｎｏｓ口：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ｔｏｏｌｓ ｆｏｒ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ｐｏｌｙｈｙ—
ｄｒｏｘｙａｌｋａｎｏａｔｅｓ ｖｉａ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 ｂ—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Ｊ］． Ｊ雄ｔ，Ｂ删
１２

Ｌｉｕ ｘ Ｙ，ｘｕ ｘ Ｙ，ｃｈｅｎｇ ｗ Ｑ．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ｓｔｒａｉｎ ｔｏ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５一ａｍｉｎｏｌｅｖｕｌｉｎｉｃ ａｃｉｄ

２８．

［２３］

口ｆｎ∞“ｍ［Ｊ］．ｃ饥ｍ ｔ，ｃ＾锄ｕｎ而（高等学校化学学报），２００１，

１０

甜ＬＰ摊，２００４，２３６：１７５—１８１．
Ｌｉｕ Ｘ Ｙ，Ｙｅ Ｍ，Ｘｕ Ｘ Ｙ．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ｐｈｏ—
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５一ａｍｉｎ０１ｅｖｕＩｉｎｉｃ ａｃｉｄ［Ｊ］．

Ｆ∞ｄ ＦＰｒｍｅｎ ｈｄ“（食品与发酵工业），２００１，２７（１０）：２４—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Ｃ＾ｒＤｍｎ￡ｉ“ｍ口抽∞“优Ｉ Ｊ １．ＣＡ锄Ｊ Ｂｉｏｃ＾ｅ研Ｍ“Ｂｉ甜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报），２０００，１６（６）：７１０一７１５．
Ｌｏｎｇ Ｍ Ｎ，ｓｕｗ Ｊ，Ａ１ｂｒａｃｈｔ ｓＰ Ｊ，甜“．ＥＰＲ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ｏｌ—
ｕｂｌｅ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ｓｅ ｆｒｏｍ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ｂａｃｔｅｒｊａ Ｃ住，Ｄ行ｌ删ｉ甜鼢ｚ

［９］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ｏｍ

６５１．

［２２］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８］

ｓｖｎｔｈａｓｅ

如，，ｌ∞口５［Ｊ］．ＦｉｎＰ Ｃ＾Ⅲ（精细化工），２００３，２０（１１）：６４８—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ＣｈｒｊＤ一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ｓｅ

５一ａｍｉｎｏｌｅｖｕｌｉｎｉｃ ａｃｉｄ

２００２，２９（３）：３３６—３４０．

晰口ｆｉ“ｍ口ｉ雄∞“ｍ口］．ｔ，ｘ如研Ｐｎ ｕｎ而：Ｎ口ｆ＆ｉ（厦门大学学
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１，４０（６）：１２８４—１２８８．
Ｌｏｎｇ Ｍ Ｎ，Ｓｕ ｗ Ｊ，Ａｌｂｒａｃｈｔ Ｓ Ｐ Ｊ，甜ｎｚ．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ｅｒｉｅｓ

Ｃ，Ｊｅｏｎｇ ｗ Ｈ，Ｋｉ Ｈ Ｒ，甜“．Ｃｌｏｎｉｎｇ，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Ｊ］．Ｌ厂ｚ．Ｉ｜巧如ｎｇ ｕｎ而；Ｓｄ Ｅｄ（浙江大学学报：理学版），

Ｃ＾，ｏ仍口矗群ｍ

口ｉ挖∞“优口］．，ｘｉ口ｍ删ｕ挖ｉ口：Ⅳ口≠５矗（厦门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２０００，３９（２）：ｚ４７—２５２．
Ｌｏｎｇ Ｍ Ｎ，ｓｕ ｗ Ｊ，Ａｌｂｒａｃｈｔ ｓ Ｐ Ｊ，以口ｆ．Ｓｏｍ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Ｐ

Ｂｉ卯增Ｄｅｗ（生物工程进展），２０００，２０（５）：６７—７０．
［２０］

Ｌｏｎｇ Ｍ Ｎ，ｓｕ ｗ Ｊ，Ａ１ｂｒａｃｈｔ ｓ Ｐ Ｊ，甜４ｚ．Ｇｅｎｅ ｃｌｏｎｉｎｇ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７］

［１８］

Ｒ＾。ｄ印５ｅ“如ｍｏ竹口５户口ｚ“晰如ＫｕＧＢ３０６口］．ＦＥ胍ｓ埘ｆｒｏ弘

２７４．

［６］

Ｌｅｅ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Ｊ］．以ｆ缸Ｂｉ印缈５ Ｓ锄（生物物理学报），２００１，１７（２）：２６７—
［５］

Ｊ】．Ｐｒｏｃｅ５５ Ｂ幻ｆ＾彻４，２００４，

Ｄ Ｈ，Ｊｕｎ ｗ Ｊ，Ｋｉｍ Ｋ Ｍ，以口ｚ．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ｏｆ ５一ａｍｉｎｏｌｅ—
ｖｕｌｉｎｉｃ ａｃｉｄ ｄｅｈｙｄｒａｔａｓｅ ｉｎ 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 Ｅｓｃ＾ｅｒ缸＾如ｃ以ｉ ｕｓｉｎｇ
ｊｒ■ａ矗以ｏｚ，２００３，３２：２７—３４．
Ｄ—ｇｌｕｃｏｓｅ［Ｊ］．

［１７］

１９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ｔｈｅ Ｄ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５一ａｍｉｎｏｌｅｖｕｌｉｎｉｃ ａｃｉｄ

Ｅ以写），ｍＰ舰，。Ｄ６

ＪＡ，ＹｅＹ Ｊ，Ｌｉｎ ｚｘ，以口厶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ａｒｏｔｅｏｉｄｓｉｎ ｐｈｏ—
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ｏｎ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ｎｇ ｌｉｐｉｄ ｐｅｒｏｘｉａｔｉｏｎ ［Ｊ］． ，
Ｓ砌ｎｇ｜Ｉｌ击＾ｎｏ ７’ｏｎｇ Ｕｎ而（上海交通大学学报），１９９８，３２
（３）：１０７—１０９．

［４］

ｏｎ

２４（１）：１—１０．

Ｙｕ

ｏｎ

Ｐｒ０口Ｐ以ｙｍ Ｓｄ，２０００，２５：１５０３—１５５５．
ｓａｎｇ Ｙ ｃ，Ｋｏｏｋ Ｈ ｓ，Ｊｏｎｇ Ｉ Ｒ．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ｃｏｎｄｉ—
（ＡＬＡ）ｂｙ 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 Ｅ．ｃ以ｉ

１４５—１５０．

Ｌｏｎｇ Ｍ Ｎ，ｓｕ ｗ Ｊ＇ＡＩｂｒａｃｈｔ ｓ Ｐ Ｊ，甜口ｚ．ｓｔｕｄｉｅｓ

Ｓｕｄｅｓｈ Ｋ，Ａｂｅ Ｈ，Ｄｏｉ Ｙ．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ｅ卜
ｔｉｅｓ ｏｆ ｐｏＩｙｈｙｄｒｏｘｙａＩｋａｎｏａｔｅｓ： ｂｉｏＩｏｇｉｃａＩ ｐｏＩｙｅｓｔｅｒｓ ［Ｊ］．

ｔｉｏｎｓ

ｊ．Ｔｏｚ缸“Ｌ甜ｆ，２００２，１３５：２０９—２１７．
Ｔｏｓｈｉｈｉｋｏ Ｋ，Ｍａｓａｙａｓｕ Ａ，Ｔｏｓｈｉｒｏ Ｈ，以口ｚ．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Ｊ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ｂｙ ａ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ｍｕｔａｎｔ
ｗｉｔｈ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ｐｉｇｍｅｎｔ［Ｊ］．，Ｂ如盯ｆ正０Ｄ口以ｇ，２００２，９３（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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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ｐｏｌｙｈｙｄｒｏｘｙａｌｋａｎｏａｔｅ

［Ｊ］．Ａｄ可口以Ｄｒ“ｇ Ｄｅｚ曲Ｒ删，２００１，５３：５—２１．
Ｋｕｍａｒ Ｓ，Ｚｈｉｈｕａ Ｇ，Ａｋｉｒａ Ｍ，甜以．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ｅｓｔ

ｏｆ

ｏｎ

ｉｔｓ

Ｆ研口”Ｔ∞如ｕ咒而：Ⅳ口ｆ

Ｓｃｉ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１９９８，１４（２）：７５—８１．
［３０］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ｌｙｈｙｄｒｏｘｙａｌｋａｎｏａｔｅ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ｅｄ ｂｙ ａｔｏｍｉｃ ｆｏｒｃｅ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ｙ口］． ＰＤｂｍ上ｋ一

ＴａｇｉｅＩｏ Ｐ Ｊ，ｏｕｉｎｎ Ｊ Ｊ． Ｇｒａｉｎ ｄｕｓｔ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ｉｎｎ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Ｒ＾ｏｄ０６口ｆ￡８ｒ ｓ声＾ｎｅｒｏｉ．Ｅ如ｓ ｄｉ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一１ｉｐｉｄ Ａ ［Ｊ］．
Ａｍ，Ｐ＾ｖｓｉ以，１９９８，２７４（１）：２６—３１．

笞塔鹋零祭撰祭祭零琴零零搴祭秘祭鹕祭零零搴祭忝零零零零｛孓祭笛氧零辞搴祭祭窖姆祭零祭祭祭祭零零零零零零ａ舄
项目转让
复方灯盏花胶囊
新药类别：中药新药六类
处方组成：由灯盏细辛、丹参等药味组成
功能主治：活血化瘀，益气通脉。用于脑血管意外后遗症：半身不遂，言语不利，口眼歪斜，或有气短乏力等。
项目特点：复方灯盏花胶囊是根据祖国医学有关脑络痹阻型中风的中医理论，由中医专家临床实践并经现代药理学筛选
而得的临床经验方。工艺稳定，服用剂量小，质量可控。
研究进度：现已完成注册临床补充试验研究，待批临床。

联系电话：０２２—２７４８１０７１

２７３８２５１９

联系人：孙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