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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植物生长产生多种多样的次生代谢产物，其中许多还有非常重要的药用价值。但是植物中具有药用价
值的次生代谢产物含量较低，而利用微生物代谢工程技术可以为次生代谢产物提供新的药源途径。本文对植物次生

代谢产物特别是博落回属植物中苄基异喹啉类生物碱的生物合成以及国内外研究中利用微生物代谢工程技术在酵母

中异源表达生产苄基异喹啉类生物碱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同时结合博落回研究进展对未来博落回资源的综合利用

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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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植物次生代谢产物

植物在次生代谢（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ｍｅｔａｂｌｉｓｍ）过程中通
常以一个特定的方式合成、运输和储存多种不同类

型的次生代谢产物（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ｔｅｓ），这些次
生代谢产物不参与植物的初级代谢或能量代谢，是

植物生长非必需的小分子有机化合物。在植物的生

物进化过程中，它们可以作为一种保护自己的内生

物质用于防御病虫害以及细菌、真菌、病毒等的

侵袭［１４］。

根据已经被鉴定出的次生代谢产物结构，可以

将其分为含氮和不含氮两种类型。在含氮的次生代

谢产物中，生物碱结构类型超过了２００００种［５］。已

经被分离鉴定和具有重要药用价值的次生代谢产物

包括具有抗肿瘤作用的长春花碱、紫杉醇、喜树碱

等，具有镇痛镇咳作用的罂粟碱、可待因、吗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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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镇咳作用的二甲基吗啡、诺司卡品等，具有镇

静作用的东莨菪碱、利血平等，具有抗菌作用的小

檗碱、血根碱等，具有抗疟作用的金鸡纳碱、青蒿

素等，可作为男性保健品的育亨宾碱等［６８］。在无氮

的次生代谢产物中，也有很多的结构已经被鉴定，

其中最大的一类是萜类，其中的半萜、倍半萜、二

萜和三萜都有很重要的生物活性［６７，９］；另外一类具

有生物活性的无氮次生代谢产物是多酚类，其特点

是存在多个酚羟基，这些酚羟基在生理条件下可离

解为氧负离子，从而发挥良好的生物活性［２］。此外，

含有酚羟基的化合物还有木脂素类、香豆素类、糖

类和醌类等化合物［３４］。

２　博落回中苄基异喹啉类生物碱的生物合成

苄基异喹啉类生物碱是博落回中的重要活性成

分。比如血根碱、白屈菜红碱、原阿片碱、别隐品

碱等。在其他物种中苄基异喹啉类生物碱的生物合

成屡见报道［１０１５］，包括四氢异喹啉类、吗啡烷、原

小檗碱、苯并菲啶和阿朴菲生物碱等的生物合成，

其中四氢异喹啉类、吗啡烷和原小檗碱的生物合成

途径几乎已完全被阐明，大部分的相关基因被成功

克隆和表达［１６２３］。苄基异喹啉生物碱由苯丙氨酸和

酪氨酸衍生而来，并在复杂的生化网络中经由分子

内耦合、还原、甲基化、羟基化等反应生成多种结

构［１０］。目前苄基异喹啉生物碱生物合成基因的主要

来源 植 物 是 罂 粟 Ｐａｐａｖｅｒｓｏｍｎｉｆｅｒｕｍ、花 菱 草
Ｅｓｃｈｓｃｈｏｌｚｉａ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ｃａ、墨西哥蓟罂粟Ａｒｇｅｍｏｎｅｍｅｘｉ
ｃａｎａ、日本黄连Ｃｏｐｔｉｓｊａｐｏｎｉｃａ、草甸芸香 Ｔｈａｌｉｃｔｒｕｍ
ｆｌａｖｕｍ、伏牛 Ｂｅｒｂｅｒｉｓｗｉｌｓｏｎｉａｅ［２４］以及博落回属植
物［２５］。见图１。

注：实线代表一步反应；虚线代表多步反应；ＢＢＥ小檗碱桥酶；ＣＦＳ华紫堇碱合酶；ＳＭＴ金黄紫堇

碱９Ｏ甲基转移酶；ＴＤＣ四氢小檗碱合酶；ＳＰＳ金罂粟碱合酶；ＴＮＭＴ四氢化原小檗碱ｃｉｓＮ甲基转

移酶；ＭＳＨＰ４５０依赖型Ｎ甲基刺罂粟碱１４羟化酶；Ｐ６Ｈ原阿片碱６羟化酶；ＤＢＯＸ二氢苯并菲啶

氧化酶。

图１　博落回中主要生物碱生物合成简图

３　酵母代谢工程生产ＢＩＡｓ

酵母是重建复杂的植物化合物生物合成途径的

微生物首选，主要原因是酵母有一个可以利用的全

基因组代谢模型，并且许多植物的酶，比如细胞色

素Ｐ４５０、异戊烯基转移酶和 ＦＡＤ依赖型氧化还原
酶，都需要一个最佳的表达活性的真核细胞环境。

近年来，国外一些学者在酵母中构建了ＢＩＡｓ的生物
合成途径。如，Ｍａｒｔｉｎ团队［２６］将罂粟中血根碱生物

合成通路上的多个基因重组到酵母中，实现了多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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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在酵母中的共表达，并生成高药用价值的血根碱。

Ｈａｗｋｉｎｓ等［２７］通过基因重组，在酵母中合成了 ＢＩＡｓ
生物合成通路中的重要中间体 （Ｓ）ｒｅｔｉｃｕｌｉｎｅ。
ＤＳｍｏｌｋｅ团队［２８］通过构建不同物种的细胞色素

Ｐ４５０和还原酶基因的重组酵母，并进行培养条件优
化，提高了ＢＩＡｓ在酵母中生产的产量，同时还对原
小檗碱生物碱在酵母中的合成进行了优化［２９］。２０１５
年，ＳＣＩＥＮＣＥ报道了Ｇａｌａｎｉｅ等在酵母中实现了吗啡
的全合成［３０］，这也是首次实现吗啡在酵母中的全合

成，该研究为今后实现其他ＢＩＡｓ的全合成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４　博落回属植物中ＢＩＡｓ生物合成进展

博落回属植物包括博落回和小果博落回，其中

含有的血根碱、白屈菜红碱等 ＢＩＡｓ具有良好的抑
菌、抗炎作用，在欧洲已成为饲用抗生素的良好替

代品［２５］。从２００６年１月开始欧盟全面禁止在饲料
中添加任何抗生素，导致血根碱的需求逐年增加。

目前血根碱的主要来源是从博落回植株中提取，而

博落回作为一种野生资源，这种获取方式导致其野

生资源的存储量逐年减少。由于还未实现大规模的

人工种植，导致了目前只能通过获取野生资源来提

取血根碱。又由于苄基异喹啉类生物碱分子结构的

复杂性，通过化学合成血根碱的成本很高，也不利

于产品开发［３１］。虽然利用植物细胞培养生产次生代

谢产物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药用植物资源的紧缺，

但是由于次生代谢物的细胞内自毒性高，使得许多

组培材料中的次生代谢产物不积累或者含量很低，

再加上生产成本较高等因素限制了组培技术的利用。

因此，找到一种可替代和可持续高效生产ＢＩＡｓ的方
法是当务之急。虽然国际上已有一些科研团队正在

进行产ＢＩＡｓ的工程菌构建工作，但是由于罂粟和花
菱草等植物的生物信息数据有限以及从这些植物中

克隆的功能酶转化效率不高等因素影响了工程菌的

产出效率。

本课题组在前期基于博落回中生物碱质谱裂解

规律建立了一套新的方法，鉴定了博落回中异喹啉

类生物碱，并为博落回中生物碱的合成规律预测奠

定了研究基础［３２］。在研究博落回的生物碱合成规

律研究中，我们通过对博落回中不同组织部位的生

物碱组织化学定位发现，根中生物碱出现在中柱鞘

外的薄壁细胞和导管周围；茎和叶柄中的生物碱主

要出现在维管束周围，偶尔也出现在茎的髓细胞

中。总体上，茎中的生物碱积累量少于根。利用激

光显微切割，结合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四级杆／飞
行时间质谱仪（ＵＰＬＣＭＳ／ＭＳ）技术测定了博落回根
中６种生物碱（血根碱、原阿片碱、别隐品碱、白
屈菜红碱、二氢白屈菜红碱和二氢血根碱），发现

其主要分布在木栓层和木质部维管束，并推测博落

回中的生物碱合成部位是根部［３３３４］。２０１２年通过
对博落回和小果博落回转录组进行高通量测序［２５］，

通过１０个在不同时间、不同组织器官和不同种样
本的转录组、蛋白质组和代谢数据对博落回属植物

的生物碱生源合成的可能机理进行探索。博落回转

录组数据组装和聚类之后，两个种分别得到了 ６９
３６７和７８２５５条 ｕｎｉｇｅｎｅｓ。序列分析说明，大约２／
３的ｕｎｉｇｅｎｅｓ与公共数据库中的序列是相似的。因
此，在分析中对于控制生物碱代谢通路中酶的关

键基因的表达进行了多层次比较和分析。同时，

还通过对转录组数据注释找到了血根碱合成通路

中所有功能基因的同源基因，并对参与血根碱合

成的重要功能基因 ＴＹＤＣ、ＳＴＯＸ和去甲乌药碱合
成酶基因 ＮＣＳ等进行了生物信息预测与克
隆［３５３７］。为了进一步解析博落回血根碱与白屈菜

碱合成规律和相关基因的克隆，本团队在转录组

测序基础上对博落回进行了全基因组测序（ｄｅｎｏ
ｖｏ）、组装及注释，并结合同位素示踪和转录组
代谢组进行大数据分析，克隆了参与血根碱合成

的１４个基因，并进行了酵母异源表达验证，目前
正在进行后期的个性化生物信息分析和文章撰

写，并将于 ２０１７年公布基因组数据。目前博落
回作为罂粟科首个完成全基因组测序的物种，其

生物信息数据可以对参与 ＢＩＡｓ合成的功能基因进
行更细致的研究，也有望找到转化效率更高且更

有利于构建工程菌的功能基因。

５　展望

随着博落回植物全基因组和转录数据的公布，

以及功能基因的不断深入研究，以及相关功能基因

的不断深入研究，综合利用微生物系统的快速繁殖、

培养简单和成本低等优点，将基因工程技术和微生

物系统有机结合起来，把植物中合成ＢＩＡｓ的功能基
因重组到酵母中生产目的 ＢＩＡｓ，在未来一定可以为
ＢＩＡｓ的生产提供新的药源途径。

·２０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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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４（９）：５６４５７３．

［２８］ＴｒｅｎｃｈａｒｄＩＪ，ＳｍｏｌｋｅＣ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ｆｏｒ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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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ｅｌｌＦａｃｔｏｒｉｅｓ，２０１５，１４（１）：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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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９５１１００．

［３１］Ｐｊ．Ｆ．ＡＬＫＡＬＯＩＤＢＩ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ＩＮＰＬＡＮＴＳ：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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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刘金凤，黄鹏，柳亦松，等．博落回 ＭｃＴＹＤＣ基因的克隆
与实时定量表达分析［Ｊ］．分子植物育种，２０１７（２）：
５０１５０６．

［３６］黄鹏，刘金凤，卿志星，等．博落回中四氢小檗碱氧化酶
ＭｃＳＴＯＸ基因的克隆及表达分析［Ｊ］．基因组学与应用
生物学，２０１７（６）：２４５８２４６３．

［３７］黄鹏，刘金凤，卿志星，等．博落回去甲乌药碱合成酶基因
的克隆及表达分析［Ｊ］．分子植物育种，２０１７（２）：４５４４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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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Ｕｌｃ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ｌｉｔｉｓ［Ｊ］．ＣｈｉｎａＰｈａｒｍａｃｙ，２０１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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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马世宏，金玲，王守香，等．中药白及在牙膏中的应用研
究［Ｊ］．中国野生植物资源，２００９，２８（３）：３２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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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ＱｉｕＨＭ，ＺｈａｎｇＹ，ＺｈｏｕＱＺ，ｅｔａ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Ｅｆｆｅｃｔ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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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ｃｅ［Ｊ］．ＣｈｉｎａＪ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２０１１，２４：６７６６７８．

［４３］ＳｕｎＲＳ，ＣｈｅｎＸＨ，ＣｈｅｎｇＴＭ，ｅｔａｌ．Ｓｏｍ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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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３，７（２９）：３９２７３９２９．

［４４］雷震，常明泉，陈黎，等．白及的临床应用研究进展［Ｊ］．
中国药师，２０１３，１６（８）：１２４０１２４２．

［４５］孙达峰，史劲松，张卫明，等．白及多糖胶研究进展［Ｊ］．
食品科学，２００９（３０）：２９６２９８．

［４６］张寒，郝保华，徐花荣，等．白及多糖的提取工艺的研
究［Ｊ］．陕西中医，２００７（２８）：２２３２２５．

［４７］王军，王春宏，任晓玲，等．白及胶的临床运用［Ｊ］．中国
医院药学杂志，２００４，２４（９）：５５６５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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