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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维生素K2(Menaguinone，MIQ是一种脂溶性维生素，具有叶绿醌生物活性的萘醌基团的系列衍生物，共有l4种 

同系物，是人体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维生素之一。MK主要由肠道细菌以及芽孢杆茵合成，同时存在于传统食品纳豆中。MK 

可以促进凝血酶原与磷酸脂质体结合而发生凝血过程，同时还可以直接参与骨骼代谢，因此在医药方面有重要作用。本文 

主要分析了MK在凝血与骨骼代谢方面的生理作用及其在微生物体内的生物合成途径，并对纳豆茵(芽孢杆茵)合成维生素 

进行 了综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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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siological Role of Vitamin K2 and its Research Progress in Nat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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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Vitamin K2(Menaguinone，MK)is liposoluble and indispensable for human．It has 14 kinds of homologues，which are 

series of naphthoquinone derivatives of phylloquinone bioactivity．MK is mainly synthesized by Enterobaeteria and Bacillus and it ex— 

ists in the traditional food of natto．MK promotes the coagulation process of prothrombin and phosphate liposome，and also directly par_ 

ticipate in bone metabolism．Therefore，MK acts as an important role in medicine．In this paper，the physiological role of MK in clotting 

and bone metabolism，and biosynthesis pathways in microorganisms were analyzed．Meanwhile，synthesis of vitamin K2 in natto Bacil- 

lus was revie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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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K2(Menaguinone， ，亦称甲萘醌，与维生素 

K．(叶绿醌)是 自然界中维生素 K主要的两种存在形式。 

1934年，丹麦生物化学家Henfik Dam发现一种与凝血有关 

的脂溶性化合物，即维生素K n 。维生素K。天然存在于绿色 

植物中，是食物维生素K的主要来源，而维生素 主要由微 

生物代谢产生 ，另外还有人工合成的维生素l(3、l(4、K 和 

K，。虽然维生素K．、K 都能被人体吸收，但只有在肝脏中转 

化为维生素 后才能和胃肠微生物产生的MK一起被人体 

吸收利用。因此，维生素K 具有重要的生物活性和药用价 

值。 

3 

图1 维生素 的化学结构图 

MK是一系列化合物，晶体呈淡黄色，其基本结构是由 

一 条C．3上异戊二烯侧链和一个甲基萘醌母环组成，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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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上异戊二烯长短不同，维生素 一共有14种存在形式， 

以MK-n表示(如图1所示)。C．3侧链上异戊二烯个数为7 

时，维生素K 即MK．7。发酵的纳豆产品中就含有维生素 

l(。，其中MK．7占大多数，约98％，另外还有少量的MK-4。 

1维生素K 在血液凝固中的作用 

维生素 最初发现于凝血功能相关实验，其最经典的 

作用就是维持机体的正常凝血功能。凝血素(II)、前转化素 

(wi)、斯图亚特因子(X)、克雷斯马斯因子0x)、蛋白质 C、蛋 

白质s、蛋白质Zv以及Gas 6等凝血因子中的Glu．残基转移 

后并进行1，．羧化才能发挥凝血作用嗍，而维生素 正是作为 

谷氨酸叫．羧化酶的辅酶参与其凝血过程，是不可或缺的。 

与凝血过程中其它的维生素K依赖型因子相比，蛋白质C 

和x可以作为抗凝剂。在ca2十的促进下，凝血酶原酶与磷脂 

质体聚合而产生血凝现象；但当维生素K缺乏时，凝血酶原 

对ca2+的亲和性就大大降低 一。因此，饮食外的维生素K补 

充对人体有重要的保健作用。近年来，人工合成的维生素 

K (短链)已广泛应用于食品补充剂。另外，天然的维生素 

K2也已经作为保健品上市。维生素K。与K 较容易被人体吸 

收利用，血液浓度达到峰值的时间都为摄人后4 h，只是 

的半衰期更长，因此，l(。在血液中的水平更加稳定。 

由于MK具有14种同系物，其凝血效果有所差异 】。侧 

链长度与其发挥作用的时间呈正比，其中MK．4、MK-5和 

MK-6的凝血效果最佳；而MK．7与MK．8能够轻微提高血 

液凝固能力；其余几种MK维生素对于低凝血酶原症状没 

有改善。MK的治疗效果与摄人途径有关，鸡口服给药MK 

时，MK-4的效果最佳 ，而当老鼠心脏给药MK时，MK-7、 

MK-8、MK．9和MK．10的效果更好 。同样，MK-4、MK-5 

和MK-6能有效改善低凝血酶原血症[91，并且在降低 

PIVKA．II(一种由维生素K缺乏时由拮抗剂诱导产生的无 

凝血活性的异常凝血酶原)水平上，MK．7明显优于MK-4。 

Leon等 经研究发现，人工合成的维生素K1和微生物来源 

的MK．7在凝血功能方面存在明显差异，MK．7在血液中的 

稳定半衰期更长，但过多摄人MK．7会干扰抗凝剂(口服)的 

治疗。研究发现，维生素K 、MK-4和MK-9在结肠内的吸 

收均不大，因此对机体内的维生素K水平贡献不大。然而 

在缺乏维生素K的鼠体中，MK．9对凝血酶原合成的激活效 

果最强，维生素K。次之，MK-4激活效果最弱，维生素K1的 

激活效果是 MK-4的3倍，而MK-9则至少是MK-4的6．5倍； 

在抗凝剂处理鼠体内，维生素K。和MK-4的效果相似，但 

MK-9吸收量很小而不起作用” 。导致各种维生素K吸收 

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它们在亚细胞器上的差异分布，从而导 

致短链维生素K与微粒体膜结合不牢固，更容易被胞内酶 

还原。同样，MK．9易被内质网上的KO还原酶作用，抗凝剂 

处理时，KO还原途径被阻断，短链维生素K通过DT-Z．氢硫 

辛酸脱氢酶还原，而脂溶性更强的MK．9则几乎不与酶接 

触。 

2维生素}(2在骨骼代谢中的作用 

研究发现，MK除了具有凝血作用，还参与人体骨骼代 

谢。例如，基质叫．羧化谷氨酸蛋白(MGP)、骨．1，．羧化谷氨酸 

蛋白(BGP，亦称骨钙素)和蛋白S中的Glu．残基转变为1，．羧 

基谷氨酸才会具有生理活性，而MK是这一过程的必需因 

子。 

体内和体外实验证明MK可直接参与骨骼代谢。体外 

实验表明，MK可以通过抑制白细胞介素．6和前列腺素E 等 

骨质再生物的产生从而抑制骨骼的再吸收，而且MK还能 

将骨钙素中的Glu．残基羧化，与羟基磷灰石结合提高矿化 

作用水平，并且在类固醇处理以及卵巢切除的大鼠试验中 

显著地抑制骨流失 1。Eharat 等研究发现当MK浓度为 

l0．5 mol·L 时，能够显著提高正常大鼠干骺端组织中碱性 

磷酸酶的活力和钙离子的含量，并且在这个剂量下，硫酸锌 

对骨钙离子的刺激作用明显提高。 

在日本，MK已广泛应用于治疗骨质疏松症。由于大豆 

发酵产品．纳豆含有丰富的MK-7，每100 g纳豆中含量达 

870 lag，因此，纳豆已经成为骨质疏松症病人的重要营养补 

充物质。同时，生产纳豆所用的芽孢杆菌(发酵菌株)也已 

成为MK膳食补充的重要来源 。Katsuyama等㈣评估了 

MK．7对成骨细胞的直接作用，经研究发现，表明MK．7能明 

显抑制MC3T3E1细胞的增殖；在RNA水平上，MK．7能诱 

导护骨素、骨钙素以及原癌基因NFKappaB配体RANKL的 

mRNA的产生；另外，免疫化学分析还表明MK-7可以提高 

RANKL和骨钙素的蛋白量水平。因此，MK．7可以直接作 

用于MC3T3E1细胞，刺激成骨细胞的分化，而且还能诱导 

成骨细胞关键基因的表达，包括护骨素、骨钙素、原癌基因 

NFKappaB及其配体的受体激活因子㈣。Forli等 ’ 研究发 

现，每天补充 180嵋 MK．7，持续一年以上时间，可以明显提 

高病人腰椎的骨矿密度(BMD)。Van等 研究指出，在人体 

青春前期少量补充MK．7可以显著提高人体内游离的MK-7 

含量，从而加强骨钙蛋白的羧化作用。 

3维生素 K2的合成途径以及代谢调控 

维生素 是系列化合物，其基本结构包括甲萘醌骨架 

和c．3上的戊二烯侧链。其中甲萘醌骨架是从赤藓糖一4一磷 

酸(Erythrose．4．phosphate)开始合成，途经莽草酸(SA)、分枝 

酸(CA)、异分枝酸(ICA)、2-琥珀酰．6．羟基．2，4．环己二烯．1- 

羟酸(SHCHC)I)A及邻苯甲酸(OSB)等一系列化合物，最终合 

成1,4．二羟基．2．萘甲酸(DNHA)，以此作为甲萘醌骨架来 

源。其中分枝酸同时也是芳香族氨基酸的中间物和前体物 

质，因此，DNHA的合成受芳香族氨基酸的反馈抑制调节。 

乙酰．CoA是异戊二烯侧链合成的起始化合物，途经甲羟戊 

酸(MVA)、异戊烯焦磷酸(IPP)、等中间化合物，合成侧链聚 

异戊二烯焦磷酸。萘醌骨架与异戊二烯侧链经酶的作用催 

化合成，再甲基化就合成了维生素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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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 

图2 维生素K2的合成途径 

图2是从异分支酸到维生素 合成途径，有图可知，共 

有8个酶分步控制从异分枝酸到甲萘醌骨架的合成以及从 

异戊烯焦磷酸开始的侧链的合成，共有9个基因参与这一过 

程，它们分别是menA、men B、men C、men D、men E、men 

G、menH、hepT和hep S，其中hepT和hep S控制同一个酶 

的两个亚基的合成。这些合成基因对进一步研究维生素 

的代谢途径具有重要的意义。 

4利用纳豆芽孢杆菌合成维生素l(2 

纳豆是大豆经过纳豆菌(芽孢杆菌)发酵而得到的，是 

日本的传统食品，不仅含有纳豆激酶，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SOD、纳豆多糖、软磷脂、皂苷、谷胱甘肽等上百种活性 

物质u 。但是大豆中MK含量较低，因而纳豆中的MK主要 

是芽孢杆菌发酵而得来的。 

泛醌和萘醌是两类在原核生物的膜结合蛋白复合体中 

传递电子的脂溶性化合物。比如大肠杆菌在厌氧的条件下 

利用MK．8来传递电子，而在有氧的条件下则以CoQ．8来传 

递电子。然而枯草芽孢杆菌却只能利用萘醌来传递电子， 

从而维持生命活动 。并且，纳豆芽孢杆菌合成的维生素 

K2中MK．7含量达98％，因此，纳豆芽孢杆菌合成维生素 

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村泽久司等将大豆经芽孢杆菌发酵后，其中MK．7的含 

量提高了3倍，达到了0．058mg·g-i口”。研究报道指出，芽孢 

杆菌中的MK含量在孢子形成的早期阶段最高，但当孢子 

完全长成之后，MK不再产生。因此静态培养比振荡培养能 

产生更多的MK，为了提高MK产量，应当在细胞数量达到 

最大之前静置 。Sato等 研究发现，50 mg·L 的二苯胺 

(DPA)能够降低MK的产量，并且微弱抑制细胞的生长，而 

100mg·L 的DPA则能够完全抑制细胞的生长。因此筛选 

出了一株具有DPA抗性的MK-7产生菌Bacillus subtiUis 

MH．1，以大豆抽提物和甘油为主要营养物质 ，经过 5 d的静 

置培养后MK-7产量达到了60 mg·L。。。同样通过抗性筛 

选，Sato等得了一株具有甲萘醌抗性的突变株，MK的产量 

提高了30％，达到了35 mg-L。 ，在发酵过程中，pH出现了 

反弹，pH降至5．5后又回升到7．7．8．0，Sato认为这一pH变化 

过程对MK产量有重要的作用。严为留等以玉米液化液为 

主要碳源，采用静态培养，并经响应面优化培养条件后， 

MK-7产量达到了67．22 mg·L 。嗍。Yoshinori等 利用结构 

类似物抗性筛选到了一株MK．7高产菌，发酵后产量达到 

1719Ixg·100g。。，比出发菌的产量提高了2倍。他们还发现， 

莽草酸途径能够被几种芳香族氨基酸反馈抑制，当向培养 

基中同时加入100mg·L 的酪氨酸、苯丙氨酸和色氨酸时， 

MK．7的含量会降低80％。Yanagisawa等 研究指出，纳豆 

芽孢杆菌菌体内存在大量的水溶性MK．7，每克湿菌体中 

MK-7含量为85 g，是培养基中含量的100倍，并且指出水 

溶性MK．7的出现是由于形成了胞内蛋白复合物并在培养 

过程被释放到胞外。另外，产生MK-7的纳豆菌通常副生纳 

豆激酶，对于血栓具有良好的溶解作用，进一步扩大了其应 

用范围 。 

5展望 

维生素 对于凝血和骨骼健康以及抗肿瘤方面有着重 

要的意义。纳豆是天然维生素 的重要来源，同时也是溶 

血栓理想药物．纳豆激酶的重要来源，因此，研究以纳豆菌为 

模板产维生素K2具有重要意义。现阶段MK产生菌主要从 

纳豆或其它样品直接分离而来，代谢工程手段很少用于MK 

产生菌的改造，产量不高是制约其快速发展的重要障碍。 

MK的生物合成途径已研究清晰，通过基因工程手段改造其 

关键酶，过表达关键酶加强主代谢流或减弱支路代谢，解除 

关键酶的反馈抑制调节，将是MK产生菌选育的未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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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氨基葡萄糖羧酸钠医用生物胶体液止血作用的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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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聚氨基葡萄糖羧酸钠 医用生物胶体液(术优康)的止血作用，为其临床用药提供 实验依据。方法：测 

定家兔体外血液凝固时间；建立家兔耳动脉出血模型及家兔体表创面出血模型，分别测定出血时间。结果：术优康可显著缩 

短体外血液凝固时间(P<0．01)、家兔耳动脉出血时间(P<0．O1)及家兔体表创面出血时间(P<0．05)。结论：术优康具有较好的止 

血作用。 

关键词：聚氨基葡萄糖羧酸钠；止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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