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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飞行和模拟微重力下微生物次级代谢研究与
太空微生物制药
方庭正ꎬ张学林ꎬ刘长庭
[ 摘要] 随着人类对宇宙的不断探索ꎬ大量研究观察到微生物次级代谢在航天飞行中的变化ꎬ为人类利
用太空环境进行高产和高质量微生物制药带来了希望ꎮ 研究者认为ꎬ太空环境下微生物生长停滞期缩短ꎬ更
早进入生长期ꎬ更早产生次级代谢产物ꎮ 由于空间飞行的稀缺性和高昂成本ꎬ研究者利用微重力模拟设备进
行微生物次级代谢研究ꎮ 目前ꎬ不同的航天飞行和模拟微重力下微生物次级代谢研究并未观察到趋势相对一
致的结果ꎬ其表型变化背后的分子生物学机制也有待进一步研究ꎮ 太空微生物制药利用太空诱变筛选具有商
业和医学价值的制药微生物菌株ꎬ这种航天飞行后地面筛选的模式具有无法控制诱变方向、被动筛选的缺陷ꎬ
有待相关诱变通路进一步研究后予以改进ꎮ
[ 关键词] 航天飞行ꎻ模拟微重力ꎻ微生物ꎻ次级代谢ꎻ微生物制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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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ｔｈ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ｔｈｅ ｓｐａｃｅ ｍｕｔａｇｅｎｅｓｉ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ｔｈｉｓ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ｐｏｓｔ￣ｆｌｉｇｈｔ
ｇｒｏｕｎｄ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ｗａｓ ｕｎａｂｌｅ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ｈｅ ｍｕｔａｇｅｎｅｓｉｓ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ꎬ ｄｅ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ｓｃｒｅｅｕｉｎｇ ｗｈｉｃｈ
ｎｅｅｄｅｄ ｔｏ ｂ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ｍｕｔａｇｅｎｅｓｉｓ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ｐａｃｅｆｌｉｇｈｔꎻ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ｍｉｃｒｏｇｒａｖｉｔｙꎻ Ｍｉｃｒｏｏｒｇａｎｉｓｍꎻ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ꎻ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随着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人类对宇宙的不断探

索ꎬ大量研究显示ꎬ太空环境对微生物的形态、生长、
[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８１６０００１１) ꎻ中
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２０１６Ｍ５９２９２８)
[ 作者单位] １０００４８ 北京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干
部病房呼吸科( 方庭正) ꎻ１００８５３ 北京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
医学中心高压氧科( 张学林) ꎻ１００８５３ 北京ꎬ中国人民解放总医院第
二医学中心呼吸科( 刘长庭)
[ 通讯作者] 刘长庭ꎬＥ￣ｍａｉｌ:ｃｈａｎｇｔｉｎｇｌｉｕ１２１２＠ｓｏｈｕ.ｃｏｍ

毒力及耐药性等方面具有多种影响 [１] ꎬ同时也观察

到微生物次级代谢在航天飞行中的变化并进行了相
关研究 [１￣２] ꎮ 很多微生物代谢产物具有重要的药用
价值ꎬ利用太空环境对微生物的诱导作用ꎬ获得高产
量和高质量的制药微生物菌株ꎬ制造一些地面上难
以生产或价格昂贵的抗生素、疫苗及代谢产物ꎬ具有
较大的科学意义和商业价值 [３￣５] ꎮ 由于航天飞行具
有稀缺性并且成本高昂ꎬ而微重力被认为是太空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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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８９

境影响微生物的重要因素ꎬ研究者研发了多种微重

而十一烷基灵菌红素则出现产出时间提前、产量较

力模拟设备ꎬ在地面进行模拟微重力影响微生物次

地面对照轻微增加的现象ꎮ 分子生物学研究显示ꎬ

级代谢的研究

[６]

ꎮ 作者对利用航天飞行和模拟微

重力对微生物次级代谢进行的研究和太空微生物制
药做一综述ꎮ

与 放 线 菌 紫 素 表 达 相 关 的 基 因 簇 ( Ｌｏｃｕｓ ｔａｇ:
ＳＣＯ５０７１￣５０９２) 和与十一烷基灵菌红素表达相关的
基因簇( Ｌｏｃｕｓ ｔａｇ:ＳＣＯ５８７７￣５８９８) 在转录水平上也
出现了与上述改变相一致的变化ꎮ

１

航天飞行对微生物次级代谢的影响

在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 １９ 日发射升空的美国太空运输

系统￣７７ 的任务中ꎬ棕黑腐质霉菌 ＷＣ５１５７ 被送入太
空进行为期 １０ ｄ 的航天飞行实验

２

模拟微重力对微生物次级代谢的影响
由于航天飞行的稀缺性和高昂成本ꎬ多种模拟

ꎮ 结果显示ꎬ太

微重力设 备 被 研 发 用 于 微 生 物 次 级 代 谢 的 研 究ꎮ

产物———单孢菌素产量分别较相应地面对照组高出

方向的旋转使实验微生物处于矢量方向持续变化的

[３]

空环境下棕黑腐质霉菌在 ２ 种不同培养基中的代谢
３０％和 １９０％ꎮ 作者认为微重力条件下培养基中营养
成分弥散速度的变化导致了单孢菌素产量的增加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升空的美国太空运输系统￣８０ 任
务搭载产出放线菌素 Ｄ 的皱褶链霉菌进行了为期
近 １８ ｄ 的航天飞行实验

[４]

ꎮ 结果显示ꎬ在固定培养

基中航天飞行样本的放线菌素 Ｄ 产量与地面对照
组相似ꎻ在混合培养基中ꎬ航天飞行样本的放线菌素

Ｘｉａｏ 等 [８] 利用旋转细胞培养系统( 轴向垂直于重力
运动中ꎬ从而模拟微重力状态) 研究了模拟微重力
对铜绿微囊藻( 蓝藻类) ＰＣＣ７８０６ 及其代谢产物微
囊藻毒素的影响ꎮ 结果显示ꎬ模拟微重力抑制了铜
绿微囊藻的生长ꎬ但对微囊藻毒素的产生却具有增
强作用ꎬ主要表现为代谢产物出现时间提前和代谢
产物在细胞外基质中含量的增加ꎮ 随着实验时间的
延长ꎬ模拟微重力的影响却逐渐减弱ꎬ到了实验的第

Ｄ 最大产量比地面对照组高出 １１５％ꎮ 同时ꎬ由于航

６ 天微囊藻毒素的总浓度已经被正常重力对照样本

减少ꎬ如果把皱褶链霉菌数量差异因素考虑在内ꎬ航

拟微重力作出的适应性改变所导致ꎮ

天飞行组皱褶链霉菌的集落形成单位较地面对照组
天飞行组在固定培养基和混合培养基中的代谢物产

反超ꎮ 研究者认为ꎬ这种表现是铜绿微囊藻面对模

抗磁悬浮技术利用不断发生空间变化的强磁场

量最高分别是相应地面对照样本的 ２９６％ 和 ５７７％ꎮ

模拟微重力状态 [９] ꎮ Ｌｉｕ 等 [１０] 利用该技术对除虫链

与太空环境下微生物生长速度减慢ꎬ能够更加充分

重力组 样 本 ( 处 于 强 磁 场 中) 获 得 了 高 产 突 变 株

作者认为ꎬ太空环境对放线菌素 Ｄ 的代谢增强作用
地释放代谢产物有关ꎮ
为了进一步研究改善培养条件及延长航天飞行
时间后是否仍能获得较高产量的代谢产物ꎬ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８ 日亚特兰蒂斯飞船搭载皱褶链霉菌样本升空
并到达国际空间站

[５]

ꎮ 这次实验为期长达 ７２ ｄꎬ采

用一种新型的可检测及自动采样型多轨道生物发生

器以获得太空环境下的最佳微生物培养条件ꎮ 结果

霉菌 ＰＥ１ 进行了模拟微重力实验ꎮ 结果显示ꎬ从微
ＰＥ１１ꎬ其代谢产物阿维霉素产量在经过菌株多次传
代后仍然保持稳定ꎮ 但实验同时表明菌株阿维霉素
代谢水平的变化主要与强磁场作用相关ꎬ而受重力
变化影响较小ꎮ
３

空间微生物制药研究
空间微生物制药目前主要采用太空突变育种技

显示ꎬ在实验的第 ６ 天和第 １２ 天航天飞行样本代谢

术获得具有商业和医学价值的制药微生物菌株ꎮ 该

者认为ꎬ太空环境下微生物生长停滞期缩短ꎬ从而更

生物送至距地面 ２００ ~ ４００ ｋｍ 的太空ꎮ 在太空环境

产物放线菌素 Ｄ 产量较地面对照样本增高ꎮ 研究
早进入生长期ꎬ更早开始产生次级代谢产物ꎮ 此后
航天飞行样本的放线菌素 Ｄ 产量全部被地面对照
组超越ꎬ并且航天飞行样本的最高产量( 第 １２ 天)
低于地面对照组最高产量( 第 ２４ 天) ꎮ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升空的我国神舟 ８ 号飞船搭

载天蓝色链霉菌 Ａ３( ２) 进行了为期 １６ ｄ 的航天飞

技术通过可返回卫星或其他太空飞船ꎬ将种子或微
下的强辐射、高真空、低重力和交变磁场作用下ꎬ种

子或微生物可能会发生有益的突变ꎮ １９８７ 年以来ꎬ
我国已发射数十颗返回式地面卫星和 １０ 余次太空
飞船ꎬ进行了多次微生物太空诱变筛选实验ꎮ 通过
回到地面后的育种ꎬ筛选新的品种和遗传品性以选
出突变的种子和微生物ꎬ从而繁殖高质量和高产量

行 实 验ꎬ 在 地 面 同 时 进 行 对 应 的 模 拟 微 重 力 实

的种群 [１ꎬ１１] ꎮ

样本产生的放线菌紫素产量都较地面对照组下降ꎬ

卫星搭载了产出那他霉素的吉氏链球菌 ＬＫ￣２２ [１２] ꎮ

验 [７] ꎮ 结果显示ꎬ航天飞行样本和地面模拟微重力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我国发射的第 １８ 颗返回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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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Ｖｏｌ.９ Ｎｏ.６ꎬ Ｄｅｃ ２０２０

经过 １８ ｄ 在轨飞行后ꎬ吉氏链球菌 ＬＫ￣２２ 的砂状孢

力对次级代谢的影响ꎬ是通过影响微生物外部微环

而相应的存活率分别为 ４３ １％ 和 ３ ０％ꎮ 最终通过

用的培养基必然会影响到实验结果的表现 [４ꎬ５] ꎮ 微

子和斜状孢子的突变率分别高达 ６７ ６％ 和 ７８ ３％ꎬ

斜状孢子繁育筛选获得了产量最高的突变菌株 ＬＫ￣
４５ꎬ其产物那他霉素产量达到了地面对照组的近 ２
倍ꎮ

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起ꎬ神舟 １、３、４ 号飞船先后多次搭

载生产兽用抗生素乐菌素的弗氏链霉菌 ９９４０Ｓ ＋－ ８６

升空ꎬ返回地面后筛选得到 ４８ 株效价增加 ２０％以上

的菌株ꎬ其中总效价最高者较出发菌增加 ９５％ [１３] ꎮ
研究者认为ꎬ弗氏链霉菌 ９９４０Ｓ ＋－ ８６ 的空间诱变效
应受飞行时间影响较大ꎬ且多次搭载对抗生素产量
变异具有累积效应ꎮ 最终选定产量较出发菌株提高

１８％的 Ｔ１￣１５６￣８４￣２３ 菌株投入 生 产ꎮ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境流体力学和代谢元素转运间接实现ꎬ所以实验采
重力或模拟微重力引起的微环境改变ꎬ还通过一系
列信号转导ꎬ进一步影响微生物代谢反应基因的转
录和表达 [７] ꎬ而这些信号转导过程在不同菌株或培
养条件下也各不相同ꎮ 总之ꎬ不同的航天飞行或模
拟微重力条件下微生物次级代谢研究之间的结果差
异ꎬ可能与实验类型、菌株、培养基、代谢通路的差异
有关ꎮ
目前ꎬ太空微重力和模拟微重力影响微生物次
级代谢的作用机制尚不完全清楚ꎬ太空微生物育种
制药仍处于无法控制诱变方向、 “ 被动” 筛选 的 阶

２５ 日升空的神舟 ３ 号飞船同时搭载了红曲霉菌( 代

段ꎮ 今后的研究应注意控制和区分实验当中微生物

谢产物康乐霉素 Ｃ) 进行太空诱变实验ꎬ航天飞行历

子生物学机制和太空诱变高产菌株的作用通路ꎬ通

谢产物洛伐他汀) 和地中海诺卡菌 １７４７￣６４ 孢子( 代
时近 ７ ｄꎮ 红曲霉菌经过筛选后从 ４８４ 株菌株中获

得 ２３３ 株洛伐他汀含量高于地面对照的菌株ꎬ进一
步的重复发酵实验后最终获得了 １１ 株洛伐他汀高
产性状稳定的菌株 [１４] ꎮ 同时搭载的 ５ 株地中海诺
卡菌 １７４７￣６４ 孢子经过太空诱变、筛选后获得了 １

株康乐霉素 Ｃ 高产突变菌株ꎬ其产量达到起始菌株
的 ２００％ [１５] ꎮ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神舟 ８ 号飞船搭载

表达重组人干扰素 α１ｂ 的基因工程细菌进行了近

１７ ｄ 的航天飞行ꎬ经过系列筛选并与原生菌株进行

定量对比后ꎬ最终获得了 ５ 例高产菌株 [１６] ꎮ 作者认
为ꎬ该项实验证明ꎬ太空环境对于微生物诱变筛选具
有独特作用ꎬ能够诱导基因突变ꎬ从而获得高表达目
标蛋白质的突变菌株ꎮ

４

过高通量平台进行太空制药菌株筛选 [１８]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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