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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分子肽的应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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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对小分子肽应用于生产生活中的例子进行归类和分析，查阅近年来的国内外文献和网上知识，并对其进行归纳总结。小分子肽

的应用与人的生活方式，医疗保健以及食品保质有很大的联系。文章归纳小分子肽在化妆品，食品和医疗等领域的主要作用和应用情况，为小

分子肽的学习和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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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classified and analyzed the “Small peptides” which is used in daily base. There are few examples that were chosen to identify the effect of 
“Small peptides” after conducting researches through recent literature documents and other supportive data provide from the website. With all the data obtained, it 
had been defined and summarized in few categories. There are deep relationship in between the application of Small peptides, human life, health care and food shelf. 
This article summarized the primarily fun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Small peptides" in cosmetic, food and medical field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to the research 
of “Small pept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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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生物科学飞速发展的时代，各种具有很高研究开发价
值的新功能性小分子肽不断被发现，其研究成果得到了人们的重
视。小分子肽又叫小肽 OCO，是蛋白质片段，广泛存在于动植物
的体内。小分子肽结构简单、不饱和、分子量小。人体吸收蛋白
质是通过肽的形式进行，例如肠道中，蛋白质通过消化酶酶解，
小分子肽能完整地被吸收，进入血液循环系统，即其可通过渗透
作用以原形进入细胞里被细胞所吸收利用[1]。小分子肽 大的特
点是极强的活性和多样性。现在小分子肽被大量用于化妆品的制
造中，主要起调节皮肤细胞的新陈代谢，修复代替受损衰老细胞，
延缓皮肤的衰老；在食品工业方面，乳酸菌中提取小分子肽所制
成的天然无毒可食性防腐剂被广泛应用；在医学方面，小分子肽
可制备降压药，也可用于治疗血清疾病等免疫性疾病的药物中[2]。
小分子肽具有一定安全性和高效性的优势，在工业生产发展中得
到更多的肯定。本文归纳了小分子肽在生活生产和科学领域中的
应用情况。 

1 小分子肽在化妆品中的应用 
德国鲍威尔·克鲁德博士说过：“肽能使人变的年轻、健康，

肽使化妆品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肽是构成人体一切细胞的基
本材料，肽是生命存在的形式。正因小分子肽的特殊生理活性作
用，在本质上大量改善皮肤问题，应用在化妆品中的效果较好。 
1.1 谷胱甘肽 

谷胱甘肽(GSH)，中文别名为 5-L-谷氨酰-L-半胱氨酰甘氨酸，
分别由谷氨酸、半胱氨酸及甘氨酸组成，结构如图 1 所示。它的
相对分子量为 307.33，是含有活泼巯基的三肽，是一种有重要生
理功能的天然活性肽。它不仅能结合代谢中的自由基和过氧化物，
而且能防止线粒体的脂质过氧化，起保护细胞，抵抗衰老的作用
等[3]。 

 

 
图 1  谷胱甘肽的化学结构 

Fig.1  The chemical structure of glutathione 
 

近年来，随着对谷胱甘肽的生化方面进行深入研究，这种小
分子肽更多地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例如化妆品。早在 1994

年，日本高端化妆品公司资生堂公司就首先成功开发了谷胱甘肽
增白化妆品。谷胱甘肽添加到化妆品上具有清除自由基、解毒、
延缓衰老和解除疲劳的作用。这是因为谷胱甘肽中的巯基能清除
多种自由基[4]，并参与细胞维持体内环境平衡的防御机制，其中
包括细胞解毒和细胞修复。其阻断自由基的反应如下：
R·+GSH→RH+GS·，2GS·→GSSH(其中，R·为：半酪自由基、过
氧自由基、烷自由基等)它可抑制皮肤黑色素的生成，同时也可制
止皮肤老化、减少色素的沉着，且甚少出现皮肤过敏现象。所以
添加到化妆品中，能适合各种皮肤。此外，谷胱甘肽作为一种食
品添加剂，风味剂，在水果、蔬菜类食品加工中加入它能非常有
效地防止褐变[5]，并保持原来的色泽和营养。在临床上，谷胱甘
肽亦有广泛的作用,例如防止红细胞溶血，减少高铁血红蛋白的损
失。现在，制备谷胱甘肽的方法有：萃取法、化学合成法，发酵
法和固定化细胞(或酶)法[6]等。谷胱甘肽多数是用生物发酵法得
到，化学合成法使用很少。 
1.2 L-肌肽 

L-肌肽是由 β一丙氨酸和 L 组氨酸组成的天然水溶性二肽，
结构式如图 2 所示。 
 

 
图 2  L-肌肽 

Fig.2  L- carnosine 
 

大量研究表明，L-肌肽具有抗氧化性，保护神经细胞，pH 缓
冲等生理功能[7]。它 显著的功能是抗氧化作用，保护生物体组
分氧化，减缓细胞的凋亡，保持细胞的稳态[8]。肌肽的抗氧化作
用机理源于金属螯合作用以及自由基清除作用[9]。而 L-肌肽添加
到化妆品中，能延缓肌肤的衰老并起到肌肤美白作用。它能阻止
人体纤维原细胞的生长，修复人体老化的细胞。 

在临床应用方面，L-肌肽因抗氧化活性强，毒副作用少，对
比其他抗氧化物质更安全，被广泛应用于修复氧化应激损伤[10]。
抗氧化功能低下所引起的慢性病也因此得到防治，如：白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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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溃疡等。 

L-肌肽的制取方式有：化学合成法，天然提取法和蛋白质水
解法等。近年发展起来一种步骤简便，收率较高的制备方法：用
丙氨酸酰氯盐酸盐与组氨酸盐酸盐在 AcOH 中反应 30 min(室温)
直接得产物 L-肌肽[11]。 
1.3 棕榈酰三肽-5 

棕榈酰三肽-5 为应用 广泛的美容小分子肽，我们称它为“胶
原肽 Siped ® COLL-02”结构式如图 3 所示。 

 

 
图 3  棕榈酰三肽-5 

Fig.3  Palmitoyl tripeptide -5 
 

棕榈酰三肽-5 属于信号类胜肽。研究表明，此类胜肽通过增
加基质细胞活动来促进胶原蛋白(Ⅰ型、Ⅱ型和Ⅳ型)的合成和细
胞外基质蛋白的生成[12]，让皮肤看起来更显年轻和富有弹性。国
外很多的著名化妆品品牌(如雅诗兰黛、香奈儿、雅芳等)都采用
棕榈酰三肽-5 为营养抗皱原料，是因为榈酰三肽-5 能具有促进真
皮层中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合成的性能，是一种加速胶原蛋白生
成和修复皱纹的理想原料[13]。将棕榈酰三肽-5 添加到化妆品中，
能帮助肌肤补充胶原蛋白，提升面部弹性，显著减少脸部皱纹。
同时它还具有增强细胞活性，提升肌肤含水量，增强肌肤光泽，
改善肤色的特性。 

在国内，此类小分子美容胜肽还处于初级和模仿阶段，但 3
个和 4 个氨基酸的小分子肽基本都会采用固相合成法，美容行业
也完全可以借用药用胜肽的合成技术[14]。 

2 小分子肽在医疗中的应用 
2.1 新型降压药：(ACE)抑制肽 

ACE(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是一种含锌二肽羧肽酶，含有维持
体内活性所必需的 Zn2+和 Cl-，大量存在于人体组织和血浆内，主
要起限速酶的作用[15]。ACE 的主要功能有两种：一种功能是催化
血管紧张素 I(AngⅠ)转化为血管紧张素 II(AngⅡ)，而 AngⅡ是一
种能使血管平滑肌收缩，迅速引起升压效应的强烈血管收缩的物
质[16]。另一种功能是使缓激肽失活。在体内，RAS 系统(RAS：肾
素—血管紧张素系统，主要调节血压的内分泌系统)和 KKS 系统
(KKS：激肽释放酶-激肽系统，一个内源性降压系统)中，ACE 对
血压的调节起着重要的作用。ACE 在 RAS 系统中通过对 AngⅠ
的转化，让 AngⅠ转变为 AngⅡ，使血管平滑肌收缩，导致血压
上升。而在 KKS 系统中，ACE 能使缓激肽失活从而转变为无活
力的缓释肽，让 KKS 系统处于抑制状态，导致血管收缩血压升高
[17]。RAS 系统与 KKS 系统的平衡体系对维持血压稳定有很大作
用，而其平衡失调也是引发高血压的重要因素之一。下图 4 为 ACE
的作用机制： 

 

 
图 4  ACE 对血压的调节作用 

Fig.4  ACE on blood pressure regulation 
 
目前，ACE 抑制肽是治疗高血压的主要有效药物[18]，具有降

低血压、防止动脉血管硬化、调节血脂紊乱等功效[19]。ACE 抑制
肽可以抑制 ACE 的活性，阻碍 AngⅠ转化为 AngⅡ，减慢缓激肽
变失活片段，从而达到降低血压的效果[20]。ACE 抑制肽是一种对
ACE 活性区域具有竞争性的抑制剂。 

ACE 抑制肽的主要制作方法有两种：化学合成法和酶解法
[21]。化学合成法得到的 ACE 抑制剂药效时间短，副作用较大，目
前很少采用此法制药。而由天然蛋白酶水解所得的 ACE 抑制肽具
有无毒副作用，活性显著，制作时间短等优点[22]而被广泛采用。 
2.2 抗肿瘤药物：肿瘤抑素 19 肽 

在 80 年代。Saus 等人在肺-肾出血综合征的自身抗原中发现
肿瘤抑素[23]。肿瘤抑素具有抑制肿瘤血管生成和抑制肿瘤血管内
皮细胞增殖的功效。肿瘤抑素虽然具有很好的抗肿瘤活性，但是
由于它的分子量大且直接抗肿瘤机制不明确，容易产生副作用，

所以在临床方面很少直接应用。随着对其深入研究，人们发现肿
瘤抑素靠近 C 端 185~203 位所组成的 19 肽具有抑制肿瘤细胞增
殖和促进肿瘤细胞凋亡的功能，是一个直接起抗肿瘤作用的活性
区域[24]。 

19 肽以其独特的作用机制和效应让它成为新型抗肿瘤靶向
治疗药物，比内皮抑素的抗肿瘤生长和抗转移能力强 10 倍[25]，例
如对前列腺癌和乳腺癌肿瘤细胞有十分明显的抑制作用[26]。不仅
如此，19 肽还能增强黑色素瘤细胞的黏附能力，且有效控制黑色
素瘤细胞的增生[27]。 

目前，抗肿瘤肽的制取多采用直接合成法，但 19 肽的获取大
多是通过基因工程技术，而 19 肽的纯化则是通过内含肽介导的纯
化系统来进行纯化[28]。在临床中，19 肽的分子量低，用药安全性
较高，可以通过静脉注射等多种途径来使用。并且在 19 肽中引入
多重靶点，让药物可以直接送达至肿瘤细胞，提高用药效率。 

3 小分子肽在食品中的应用 
乳酸链球菌素(Nisin)是一种安全、高效、无毒的天然防腐剂

[29]，也是第一个被批准为食品防腐剂的细菌素[30]。乳酸链球菌素
具有多种优良性质：它具有很好的热稳定性，并且耐酸、耐高温
处理、耐低温贮藏[31]；在人体消化道中大量蛋白酶和胰蛋白酶能
将其完全降解，不会存积于人体，对人体无不良影响；保持食品
的色泽风味[32]，降低杀菌温度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热处理时间。 

Nisin 的抑菌机理是近年成为了研究的热点。目前 接受认可
的是“孔道形成”[33]理论：在特定膜电位下，Nisin 通过利用其 C
末端侵入细胞膜内形成一定数量的孔道，令细胞膜发生极化，中
止细胞的能量反应，从而造成细胞内溶质(ATP,氨基酸等)渗漏或
者细胞自溶死亡。 

一般情况下，Nisin 对革兰氏阳性菌抑制作用明显，对革兰氏
阴性致腐菌，病毒一般无效[34]。但在一定条件下(冷冻、加热、降
低 pH 和用 EDTA 处理)Nisin 对少部分革兰氏阴性菌(沙门氏菌、
拟杆菌)起抑制作用。 

在食品应用方面，Nisin 通常充当食品防腐剂，已经用于巴氏
灭菌奶、罐藏浓缩牛奶、酸奶等乳制品中。而添加到肉制品中，
往往可以代替部分硝酸盐和亚硝酸盐。 

4 发展与前景 
近几年，我国科研单位和生产单位对小分子肽的研究逐步深

入，小分子肽产品渐渐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伴随生活质量的
提高和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对小分子肽的应用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同时小分子肽也成为人们生活的热点话题。小分子肽具有安
全、高效、无毒副作用的优良特点，在产品生产和应用中有着开
阔的前景。可以看到，小分子肽应用技术的进步将会在未来构建
人类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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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隧道区域无盲区监控，对隧道通行车辆的通行速度、排气污染
车辆进行明确约束。改进隧道通行环境，优化隧道内车辆的行驶
速度，管控进入隧道内的车流量。达到提高道路通行质量，减少
交通事故，缩短由于交通事故(包括车辆故障)引起的延误。 

(3)维护保养好隧道及机电设备。根据条件情况的变化，逐步
建立自己的维护保养队伍，加强队伍保养能力建设，提高隧道内
设备设施维护保养质量。有效维持、保障甚至延长隧道、设备正
常使用寿命，是海底隧道公路长期安全运营的关键。在日常工作
中，隧道管理部门要定期保养，预防隧道灾害、避免机电设备突
发故障影响日常工作。 
4.2 加强隧道道路突发事件的交通管理工作，防止二次事故发生 

隧道管理部门要有防范于未然的意识，平时加强演练，做到
“平战结合”。发生突发事件或交通事故时，要根据事件的情况、
事故特性，有关责任单位要正确履行好职责，各司其职，各行其
政，及时抵达现场或采取有效避免二次事故发生的措施。率先抵
达现场的人员，要及时将事故的性质、时间等及时告知管理部门。
隧道及交通管理部门要做好交通管制工作，摆放好警示标志、标
牌，引导车辆安全通行。 
4.3 建立隧道管理数据库，提升隧道管理规范化水平 

在日常管理工作中，隧道管理部门 要结合实际，翔实记录发
生在隧道路段的各类事件、事故，不断总结经验。建立隧道管理
数据库，将发生在隧道公路路段的重大、有代表性的各类事件进
行归类，汇编成易于一般工作人员理解的工作手册或操作规程，
指导实际工作。同时不断更新数据的质量和可靠性。可以将数据
纳入计算机及其它隧道管理系统，使其具有良好的人机界面，便
于总结、推广。平时，隧道管理部门要定期组织学习隧道区域突
发事件的应急演练，设想隧道区域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并制订
预防措施，分析一般事故现场的容易忽视的细节，熟悉掌握处理
事故的要领，提高处理事故的能力。 
4.4 加强展隧道应急推演平台体系建设，提高应急救援演练的信
息化水平 

进一步加强先进、安全、适用的安全技术装备的推广使用，
提高隧道的安全管理水平。由于青岛胶州湾海底隧道是连接青岛
主城区与黄岛的重要通道，交通通行量较大，这给定期开展各种
分项应急预案演练带来很大难度，因此需要在实际工作中推广一
套突发事件应急推演系统，以代替传统的应急演练，实现 大限
度的减轻与隧道运营的冲突，减少投入的人力和财力成本。目前，
由有关单位研发的“突发事件应急推演系统”已经在北京市、普
光油气田等单位实现了推广应用，并多次应邀到国家行政学院进

行现场应用教学，取得良好效果。该系统可以实现多用户、多角
色协同操作、应急推演项目灵活设计、应急事件场景同步展示、
参演人员实时消息交互、推演执行过程跟踪记录、外围感知设备
平行干预。隧道运营方可以根据自身预案管理实际需求，不断丰
富应急推演系统内容，以提高应急救援演练的信息化水平。 
4.5 加强隧道运营人员、公众安全意识 

为了确保隧道运营人员与应急服务人员有效应对各种事故，
应对运营人员就如何在各种运营情况下和发生各种紧急情况下第
一时间做出正确应对措施进行定期培训。加强运营管理人员对隧
道内设备设施的熟悉程度，掌握处理各种事故风险的能力。据统
计，众多灾难性隧道事故的发生与驾驶员事发时缺乏防灾自救知
识和未能第一时间做出正确应对措施密切相关。为此，欧盟编写
了一本车辆驾驶员隧道火灾事故防灾自救手册，并通过向公众免
费发放进行宣传。建议隧道运营部门也可根据隧道自身特点编制
相应的驾驶员自救手册，向司机免费发放。同时也可以通过电视
节目、媒体报道和广告来宣传如何在隧道中正确驾驶，以及紧急
情况应对措施等。 

近年来随着沿海城市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跨海基础设施项目
投入运营或陆续上马，对海底隧道运行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在不同海底隧道风险分析的基础上有针对性的研究
切实可行的安全管理对策措施，对于确保所有使用隧道的车辆、
人员及隧道工作人员等的安全，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具有重要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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