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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的群体感应系统
王瑛综述陈良安审枝

感染性疾病是临床最为常见也是最难解决的疾

的大多数革兰阴性菌都存在与之相同的ＱＳ系统，

病，抗生素是治疗感染的主要手段。抗生素的广泛

被称之ＬｕｘＩ ＡＨＬ型ＱＳ系统［４］。脂肪酰基高丝氨

使用，使得耐药率持续增加，感染成为人们面临的一

酸内酯（ａｃｙｌ ｈｏｍｏｓｅｒｉｎｅ ｌａｃｔｏｎｅｓ，ＡＨＬ），是一类特

种越来越难治疗的疾病。当细菌以群体形式存在

殊的小分子水溶性化合物，可作为Ｑｓ系统中的自

时，如细菌生物被膜的产生，可使得细菌的生长模

诱导剂，ＬｕｘＩ是一类可催化合成Ａｌ的胞内蛋白酶。

式、代谢状态和耐药性发生显著的变化，是造成难治

ＬｕｘＩ类蛋白酶可催化带有酰基的载体蛋白的酰基

性医院感染的主要原凶。过去认为单个细胞对外界

侧链与Ｓ＿腺苷蛋氨酸上的高丝氨酸结合生成

环境刺激的反应仅来源于周围环境中的化学信号，

ＡＩｔＬ。不１司革兰阴性菌的Ｌｕｘｌ—ＡＨＩ。型Ｑｓ系统

现在认为这种细茼学的观点过于简单化，因为细菌

有所差别，其ＡＨＬ类白诱导剂都是以高丝氨酸为

之间可以通过细菌本身释放的激素样有机化合

主体，差别只是酰基侧链的有无及侧链的长短不同

物——自诱导物（ａｕｔｏｌｎｄｕｃｔｅｒ，Ａ１）来交流，从而改

口］。作为革兰阴性菌特有的白诱导剂ＡＨＩ．可自由

变胞内遗传物质的转录和翻译，调节细菌的生长代

出入于细胞内外ｏ］，随着细菌密度的增加，当细胞外

谢，并导致细菌毒力、耐药性的变化，此被称为群体

周环境中的细菌分泌的ＡＨＬ积聚到一定浓度阈值

感应（ｑｕｏｒｕｍ ｓｅｎｓｉｎｇ，Ｑｓ）信号系统，简称Ｑｓ系

时，可与细胞质中的作为受体的ＬｕｘＲ蛋白的氨基

统。Ｑｓ现象是于１ ９７７年在一种海洋发光细菌

残端结合。激活所调控的基因表达。

ｆｉｓｃｈｅｒｉ中首次发现的ｏ］，是细菌通过分泌可

在以ＡＨＩ。为自诱导剂的革兰阴性菌Ｑｓ系统

溶性信号分子来监测群体密度并协涮细菌生物功能

中，信号传导途径具有多样性，目前以铜绿假单胞菌

的信息交流机制，经过近十年的研究表明，Ｑｓ系统

研究最为成熟，它主要包含四套ＱＳ体系：第一套

在细菌的许多生理功能方面都有重要的作用，此系

ｌａｓＲ／ｌａｓＩ体系，由转录激活因子ＬａｓＲ和乙酰高丝

统包括ＡＩ的产生、释放和检测。“，通过检测周围细

氨酸内酯合成酶ＬａｓＩ蛋白组成，ｌａｓＩ能指导ＡＩ

菌的密度，当细菌密度达到一定的阈值时，细菌可以

３一氧代十二烷酰高丝氨酸内酯（３ ｏｘｏ－Ｃ－。一ＨＳＬ）的

通过调整相应的基因表达而改变自身生长方式及行

合成，并以主动转运的方式分泌到胞外，达到一定的

为，从而维持这种多种群社区的稳定，甚至在种内或

阈浓度时可结合ＬａｓＲ，并激活转录，增强包括碱性

种间产生冲突时，也发挥一定作用“］。其功能涉及

蛋白酶、外毒素Ａ、弹性蛋白酶在内的毒力因子的基

如生物发光，生物被膜的形成、游走，毒力因子的表

因转录，可以使铜绿假单胞菌毒力基因的表达增高。

达，抗生素的产生，ＤＮＡ的摄取，细菌的生存和致病

第二套Ｑｓ体系ｒｈｌＲ／ｒｈｌＩ系统，ｒｈｌＲ足转录调节

能力，这些已逐渐成为医学界研究的热点。

子，ｒｈｌＩ可编码ＡＨＩ。合成酶，该系统产生的一种结

ｖｉｂｒｉ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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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为Ｃ。ＨＳＬ的高丝氨酸内酯类白体诱导物，可自
由通过细胞膜，调控大量基因的表达，如指导鼠李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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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ｇｎａｌ，ＰＱｓ）是近期发现的铜绿假单胞菌

第三套ＱＳ系统——喹喏酮信号系统的信号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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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ＱＳ生成，另一方面ＰＱＳ又影响着Ｌａｓ和Ｒｈｌ的

其它细菌启动ＱＳ系统，相应的控制增加细菌的行

基因表达，两者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平衡关系。此外

为来保持微环境的稳态…１。

ＰＱｓ还在调整细菌密度及释放毒力因子方面起着
一定的作用。除上述三种Ｑｓ系统，最近还发现了

４结束语

另一种铜绿假单胞菌Ｑｓ辅助系统ＧａｃＳ／ＧａｃＡ系

目前认为密度感知信号系统与生物被膜的形成，

统，且已证明在提高细菌游走能力、释放可可碱醋酸

细菌毒力因子的释放及致病力有密切的关系，似乎有

钠、促进生物被膜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

望为感染的治疗提供新的途径。如何干扰细菌Ｑｓ
信号系统，防止生物被膜的产生及减弱致病力，缓解

２革兰阳性菌ＱＳ系统

耐药成为目前研究的热点。一种方法是研发可降解

革兰阳性菌ＱＳ系统主要是用小分子多肽（ｏｌ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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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分子或受体蛋白的药物，使其不能相互结合，从

ｐｅｐｔｉｄｅ，

而破坏细菌的Ｑｓ体系。另一种方法是通过合成一

ＡｌＰ），不同的细菌其ＡｌＰ分子大小也不同，不能自

些ＡＩ的结构类似物的拮抗剂，与相应的受体蛋白竞

由穿透细胞壁，需通过ＡＢＣ转运系统（ＡＴＰ－ｂｉｎｄ—

争性结合。此外利用其它非致病菌来干扰致病菌ＱＳ

ｉｎｇ－ｃａｓｓｅｔｔｅ）或其它膜通道蛋白作用，到达胞外行

系统也是一种值得研究的方法““。现阶段对细菌

使功能。位于膜上的ＡＩＰ信号识别系统与ＡＩＰ结

ＱＳ系统的研究大多还局限在体外，其机制还不足很

合后，激活膜上的组胺酸蛋白激酶，促进激酶中组氨

明确，涉及的菌种还很少，仅对铜绿假单胞、大肠埃希

酸残基磷酸化，磷酸化后的受体蛋白能与ＤＮＡ特

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表皮葡萄球菌有了一定了解，

定靶位点结合，从而激活一种或多种靶基因而行使

它对细菌生物被膜及致病力的影响也得到了证实。

功能“…。ＡｌＰ不仅能检测细菌密度，影响生物被膜

因此，为能应用到临床是今后的努力目标。

的形成，而且还能调控不同菌种之问的关系。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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