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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基糖苷类抗生素作用机制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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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氨基糖苷类抗生素作为一种杀菌性抗菌药物，具有抗菌谱广、杀菌完全等特点，其作用机制主要是通过抑制细菌蛋
白质的合成而杀死细菌。随着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杀菌性抗生素普遍性地通过产生羟基自由基杀死细菌及其他作用途径也
被挖掘。本文简要综述氨基糖苷类抗生素的作用机制，并对新型氨基糖苷类抗生素的开发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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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s in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of aminoglycoside antibio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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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kind of bactericidal antibiotics, aminoglycosides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ide antibacterial
spectrum and complete sterilization. The mechanism of it is mainly to kill bacteria by inhibiting the synthesis of
proteins.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and new methods, it has been discovered that the mechanism
of bactericidal antibiotics is to produce hydroxyl radicals and use other action pathways to kill bacteria. This
article briefly reviews the mechanism of aminoglycoside antibiotics and prospec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ovel
aminoglycoside antibio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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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基糖苷类抗生素作为一种杀菌性抗菌药物 [1]，

氨基糖苷类抗生素是一类由单组分或多组分糖

其具有抗菌谱广、杀菌完全、与 β- 内酰胺类抗生素

基取代的氨基环醇类化合物 [8]。1944 年，链霉素作

协同作用好等特点 [2]。由于氨基糖苷类抗生素潜在

为第一个氨基糖苷抗生素被发现 [9] 并沿用至今。之

的毒副作用具体包括引起患者神经肌肉阻滞作用、

后新霉素 (1949)[10]、卡那霉素 (1957)[11] 和庆大霉素 [12]

耳毒性、肾毒性 [3] 等及耐药菌的产生 [4] 而限制了其

也相继被发现。目前为止，已报道的天然和半合成

在临床上的大量使用，但它们仍是治疗革兰阴性菌

氨基糖苷类抗生素的总数已超过 3000 种，其中微生

严重感染的重要药物。此外，这类药物的新用途也

物产生的天然氨基糖苷类抗生素有近 200 种 [2]。2017

逐渐被发现，包括用于治疗遗传性疾病 [5]、梅尼埃病 [6]

年，一种新型氨基糖苷类抗生素 plazomicin 出现，

及抗 HIV 病毒 [7] 等。本文简要介绍了氨基糖苷类抗

于 10 月份向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提交

生素的历史、临床常用种类，重点阐述了其作用机制。

新药申请，并于 2018 年 6 月底获得 FDA 批准，用于

1

由某些肠杆菌科细菌感染引起的、治疗选择非常有

1.1

氨基糖苷类抗生素简介
氨基糖苷类抗生素的历史追溯

限或无治疗选择的复杂性尿路感染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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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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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与 30S 核糖体 16S rRNA 的 A 部位结合，

临床常用的氨基糖苷类抗生素

2.1.1

国内，临床上常用的氨基糖苷类抗生素包括：

导致蛋白质错译

，根据抗菌药物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氨基糖苷类抗

整理见表 1。此外，在迄今已知的

生素与 30S 核糖体的相互作用逐渐被揭示，其主要

新霉素、卡那霉素和妥布霉素等
临床使用指南

[15]

[14]

刘海燕等

众多氨基糖苷类抗生素中，5 种 ( 阿米卡星，庆大霉素，

与 30S 核糖体 16S rRNA 的 A 部位结合以造成蛋白

新霉素，链霉素和妥布霉素 ) 被列入英国国家处方集，

质的错译从而起到杀菌作用 [20]。蛋白质的翻译过程，

用于临床，7 种 ( 阿米卡星，庆大霉素，新霉素，链

涉及到核糖体、tRNA 和 mRNA 3 者的准确结合，结

霉素，卡那霉素，巴龙霉素和妥布霉素 ) 经 FDA 批

合位点位于 30S 与 50S 核糖体亚基的相互作用面上，

准在美国临床使用
2

[13,16]

具体分为 A、P、E 3 个位点 [21]。其中 A 位点为解码区，

。

由 3 个腺嘌呤 A1408、A1492、A1493 在 Helix44 处通

氨基糖苷类抗生素作用机制
氨基糖苷类抗生素经典的杀菌作用机制

过 2 个 G-C 碱基对组成一个不对称内环。翻译过程中，

氨基糖苷类抗生素杀死细菌，主要通过“三步

mRNA 在与其匹配的 tRNA 结合后，该不对称内环

曲”抑制蛋白质合成，从而导致细胞死亡。第一步，

会发生外翻，从而便于核糖体上 A1492、A1493 与

由于这类抗生素具有阳离子的性质，所以首先与细

mRNA 及其匹配的 tRNA 的结合，结合后恢复内环

菌表面的阴离子化合物结合。在革兰阴性菌中，阴

结构，这种有序的构象变化过程被严格控制以确保

离子化合物包括脂多糖，磷脂和外膜蛋白，在革兰

核糖体在解码过程中精确识别并结合与 mRNA 互补

阳性菌中，主要是磷壁酸和磷脂。阴阳离子相互作

配对的 tRNA，最终实现蛋白质翻译的准确性 [22]。而

用使细菌表面渗透性增加，从而导致一些氨基糖苷

氨基糖苷类抗生素能够插入 16S rRNA 的 Helix44 内

2.1

。第二步为“能量

部，并与 A 位点的 3 个腺嘌呤形成氢键使得内环外翻，

依赖性阶段 I”，少数抗生素分子在功能性电子传递

该构型与核糖体与 mRNA 和 tRNA 结合后的构型相似，

分子渗透到细菌的周质空间中
系统的参与下到达细胞质

[17]

[18]

。细胞质内的氨基糖苷

因而处于该构型的核糖体更易与 mRNA 和 tRNA 结合，

类分子产生抗生素效应，从而产生错误翻译的蛋白

同时非互补配对的 tRNA 也能够结合于 mRNA 上，最

质。异常的细胞质膜蛋白破坏细胞质膜完整性，从

终导致错误蛋白质的形成 [23]，具体如图 1 所示。

而促进氨基糖苷类分子的大量进入。第三步称为“能

2.1.2

抑制 30S 核糖体亚基的组装

量依赖阶段 II” 。细胞内的大量氨基糖苷分子使

1968 年，Traub 等 [24] 通过在体外改变核糖体蛋

蛋白质合成过程中产生大量错误，导致细胞质膜中

白的加样顺序发现核糖体蛋白与 16S rRNA 的结合具

更多的损伤，允许更高的抗生素摄取速率，最终导

有分级顺序，同时该结合是一个热力学依赖的过程。

致细胞死亡。

之后，Held 等 [25] 的研究表明在 30S 核糖体亚基组装

[19]

30S 核糖体亚基与 tRNA 的结合是蛋白质合成的

过程中存在两个中间体，分别为低温下 (0~15℃ ) 装

关键步骤之一，目前发现的所有氨基糖苷类抗生素

配暂停时，沉降系数在 21~22s 的中间体 RI 和当温度

其主要作用位点都为 30S 核糖体的 16S rRNA。但随

升至 40℃时，组装继续进行，RI 吸收能量重排后形

着现代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发现分

成的另一个沉降系数在 25~26S 的中间体 RI*，在 RI*

子水平上不同氨基糖苷抗生素之间又存有区别。

中间体中加入剩余的核糖体蛋白，其最终组装为有

表 1 国内临床常用氨基糖苷类抗生素及作用范围 [15]
Tab. 1 Domestic clinical commonly used aminoglycoside
antibiotics and their actions[15]
作用范围

药物

对肠杆菌科、葡萄球菌属细菌有良好抗
菌作用，但对铜绿假单胞菌无作用

链霉素、卡那霉素、
核糖霉素

对肠杆菌科细菌和铜绿假单胞菌等革兰
阴性杆菌具强大抗菌活性，对葡萄球菌
属亦有良好作用

庆大霉素、妥布霉素、
奈替米星、阿米卡星、
异帕米星、小诺米星、
依替米星
新霉素、巴龙霉素

抗菌谱与卡那霉素相似，由于毒性较大，
现仅供口服或局部应用
单纯性淋病的治疗

大观霉素

活性的 30S 亚基，具体如图 1 所示。
近年来，Mehta 和 Champney[26-27] 的研究表明，
氨基糖苷类抗生素对 30S 核糖体亚基具有二级抑制
靶点，且已经在大肠埃希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中揭
示新霉素和巴龙霉素在细胞生长过程中抑制 30S 核
糖体亚基组装，但是对 50S 亚基形成没有影响。在
上述两项研究中，产生了装配中间体，沉降系数为
21S。这些研究工作是氨基糖苷类抗生素在体内抑
制 30S 亚基组装的第一个标识。随后 Foster 等 [28] 进
一步描述了在新霉素或巴龙霉素作用下生长的大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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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nB：Aconitase B；IcdA：Isocitrate dehydrogenase；SucB：Dihydrolipoyllysine-residue succinyltansferase component of 2-oxoglutarate
dehydrogenase complex；Mdh：Malate dehydrogenase；AGs：氨基糖苷类抗生素；RI：30s 核糖体组装中间体 1；RI*：30s 核糖体组装中间体 2

Fig. 1

图 1 氨基糖苷类抗生素杀菌机制
Bactericidal mechanism of aminoglycoside antibiotics

埃希菌细胞中产生的装配中间体的特征，揭示氨基

接触后，激发三羧酸循环 (TCA) 产生的 NADH 不断

糖苷类抗生素能刺激 30S 组装过程重 21S 前体的积

通过电子传递链发生氧化，导致 NADH 被大量消耗，

累；杂交实验表明，前体颗粒中含有未加工的 16S

进而引起细菌产生大量的超氧化物。超氧化物进一

rRNA，同时在每种药物抑制后，前体中发现了 10

步损坏铁硫簇，使其释放出的亚铁离子通过芬顿反

种 30S 核 糖 体 蛋 白。 这 项 工 作 实 际 是 对 Mehta 和

应产生大量的羟基自由基，促使细菌胞内 DNA、蛋

Champney 研究的佐证。此外，Belousoff 等 [29] 也阐

白和脂质损伤，最终导致细胞死亡，具体的杀菌代

明了新霉素和巴龙霉素的主要抑菌作用在于抑制 30S

谢通路如图 1 所示。

核糖体亚基的组装。
2.2

但是近年来，关于杀菌性抗生素是否通过产生

产生羟基自由基

羟基自由基杀死细菌也存在很多质疑。2013 年，Liu

Collins 等 [30] 发现氨基糖苷类等杀菌性抗生素作

等 [31] 的研究指出，细菌暴露于杀菌性抗生素不会

用于细菌后，都产生了大量的羟基自由基，而抑菌

依赖羟基自由基造成细菌的损伤，更可能是直接抑

性抗生素均未能促使羟基自由基的产生。进一步研

制细胞壁组装、蛋白质合成和 DNA 复制。同年，

究发现，当加入芬顿反应抑制剂—铁离子螯合剂 2,2'-

Keren 等 [32] 的研究也指出在抗生素存在下，个体细

联吡啶后，氨基糖苷类等杀菌性抗生素对菌体的杀

胞的存活概率与其 ROS 水平之间没有相关性。

死率明显降低，说明羟基自由基的形成和芬顿反应

2.3

其他作用机制

在氨基糖苷类抗生素杀菌机制中起着重要作用。进

氨基糖苷类抗生素除了上述作用机制以外，随

一步研究表明，氨基糖苷类等杀菌性抗生素与细菌

着研究的深入，还发现一些氨基糖苷类抗生素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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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作用机制，具体包括抑制核糖核酸酶 P 的活性，

(3): 1-23.
[7]

改变细菌转录率和抑制细菌分裂。

表明，在氨基糖苷类抗生素如新霉素和卡那霉素作

19(1): 1-9.
[8]

周君裔 . 非霍奇金淋巴瘤代谢组学研究及氨基糖苷类抗
生素质量控制方法研究 [D]. 上海 : 上海交通大学 , 2014:

用下，能够抑制核糖核酸酶 P(RNase P) 的活性 [34]。
Kawamoto 等 [35] 还发现新霉素的六精氨酸衍生物作

Schroeder R, Waldsich C, Wank H. Modulation of RNA
function by aminoglycoside antibiotics[J]. EMBO J, 2000,

核 糖 核 酸 酶 P(RNase P) 是 一 种 Mg2+ 依 赖 性 核
糖核酸内切酶，负责 tRNA 5' 端的成熟 [33]。有研究

刘海燕等

1-158.
[9]

Jones D, Metzger H J, Schatz A, et al. Control of Gram-

为一种核糖核酸酶 P 的抑制剂，较新霉素对核糖核

negative bacteria in experimental animals by Streptomycin [J].

酸酶的抑制作用更好；此外 Goh 等

Science, 1944, 100(2588): 103-105.

[36]

的研究表明亚

抑制浓度的氨基糖苷类抗生素可以改变细菌转录率；
Possoz 等 [37] 的研究还发现阿米卡星在亚抑制浓度下
会破坏 Z 环的形成，从而抑制细胞分裂。
3

结论与展望
近年来，随着氨基糖苷类抗生素的广泛使用，

氨基糖苷类抗生素的耐药状况日益严重，科研人员
正在积极地进行新型氨基糖苷类抗生素研究的探索。
2016 年，江南大学王雪玉等 [38] 利用糖芯片技术研究
氨基糖苷类抗生素与 rRNA 和蛋白质的相互作用，
以筛选可以与 RNA 紧密结合并与抗性 / 毒性引起的
蛋白质具有较低亲和力的新化合物，以期促进新型
氨基糖苷类抗生素的发现；2017 年，郑曌等 [39] 制备
出一种酸刺激响应的氨基糖苷类抗生素水凝胶，从
而通过改变抗生素的剂量来实现药物的按需递送和
实现不同的水凝胶降解率，以降低药物的毒副作用
和细菌的耐药率。本文主要总结了氨基糖苷类抗生素
经典作用机制和其他作用机制，以期为获得高效、广
谱抗菌、抗耐药菌、低毒的新型氨基糖苷类抗生素的
研究、开发和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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