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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盐水解酶基因结构与功能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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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胆盐水解酶是微生物生长、繁殖过程中产生的一种胞内酶，因其可能与降低血胆固醇、预防心血管疾病有

关而受到广泛关注。本文从胆盐水解酶的特性出发，综述了胆盐水解酶的生理功能、酶学活性、微生物菌群的来源

及特征，以及胆盐水解酶的氨基酸结构等方面的研究进展，以期为进一步深入研究胆盐水解酶的作用机理及相关制

品的开发利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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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ile salt hydrolase (BSH) is considered to be especially relevant for microbes that reside in the mammalian 

gastrointestinal tract, which also helps to reduce the blood cholesterol level of the host. This review focuses on the 

occurrence of bile salt hydrolase among different microorganisms and its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zation, enzyme activity, 

substrate specificity and genetics involved with recent updates. The current perspective reveals a huge market potentia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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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盐水解酶（bile salt hydrolase，BSH）是微生物生

长、繁殖过程中产生的一种代谢产物。该酶是bsh基因编

码的一种胞内酶，对氧气不敏感，适宜在微酸性环境下

生长，能水解胃肠道中的结合态胆盐（牛磺胆酸盐和甘

氨胆酸盐），将其转变生成氨基酸和非结合态胆酸，从

而使血清中胆固醇含量降低[1-2]。本文将从胆盐水解酶的

生理功能、酶学活性、底物特异性和蛋白的氨基酸结构

等方面入手，阐述目前不同微生物来源胆盐水解酶的研

究现状。

1 胆盐水解酶的生理功能

胆盐水解酶普遍存在于哺乳动物的胃肠道菌群中，

能够催化体内结合型胆盐的去结合化。迄今，BSH的生

理功能尚未充分明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胆盐

水解酶产生菌株以其分解产物作为营养物质，如BSH的

产物甘氨酸代谢产生NH3和CO2，牛磺酸分解产生NH3、

CO2和硫酸盐[3]。长双歧杆菌的bsh基因的转录与一种谷

氨酰胺的同系物偶合，编码谷氨酰胺合成酶腺嘌呤转移

酶，形成部分氮调控级联 [3]。2）胆盐水解酶能改变产

生菌细胞膜的特性。BSH的水解产物对细胞有一定的毒

性，能伤害哺乳动物的细胞膜，但产BSH细菌体内的游

离胆酸能中和去结合型胆盐的毒性。由BSH活性导致的

细胞表明的改变能潜在地通过免疫系统为细胞提供保

护，并能防止膜的结构改变和对膜的完整性进行防御[4]。

3）胆盐水解酶能提高产生菌在胃肠道中的存活率。胆盐

水解酶能抵抗胆盐的毒性作用，改变细胞膜的结构，从

而使膜的稳定性提高。通过细胞表面的修饰作用，形成

先天免疫系统的组成部分，使菌株在肠胃道的存活率提

高[5]。4）胆盐水解酶能降低胆汁对产生菌的毒害作用。

人体中胆盐结合牛磺酸和甘氨酸的比为1∶3。在不同pH

值条件下，结合态胆盐毒性不同，在酸性条件下，牛磺

酸结合态胆盐毒性较弱；而甘氨酸结合态胆盐的毒性较

强。因此，在酸性条件下胆盐水解酶降解甘氨酸结合态

胆盐，对降低其毒害作用十分重要。5）胆盐水解酶作用

于宿主胆固醇代谢。目前对于胆盐水解酶降低胆固醇的

作用主要有以下2 种可能途径[6-7]：a）因胆固醇的溶解度

取决于胆盐的溶解度，胆盐经水解后溶解度下降，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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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使胆固醇也一同沉淀下来。所以，胆盐水解酶催化产

生的游离胆酸是沉淀胆固醇降低其含量的直接因素。b）

在体内，胆盐水解酶作用后产生的脱结合胆酸在大肠内

不被重复吸收而由粪便排出，胆酸的排出导致其在肠肝

系统循环次数减少，从而增加了胆酸的生物合成。由于

胆固醇是形成胆酸的前体物，部分胆固醇需要转化为胆

酸以弥补被分解后排出体外的部分，这样就加速了胆固

醇的分解代谢，从而导致胆固醇浓度的降低。尽管关于

确实的机理尚无定论，但推测具有BSH活性微生物降胆

固醇不是上述任何一种机制的单独作用，而是协同作用

的结果。

2 BSH活性微生物菌种来源及特征

胆盐水解酶被认为是寄居在哺乳动物胃肠道的微

生物有关[8]，如Bifidobacterium和Lactobacillus通常寄居

于人体和动物的胃肠道中。迄今为止，除了拟杆菌属

的两株菌外，其余发现的产BSH菌株均为G+。最近的

一些研究分离了12 株来自小鸡胃肠的Lactobacillus菌株

（如L. reuteri、L. brevis、L. salivarius、L. gallinarum和 

L .  p a n i s ） ， 以 及 3  株 来 自 人 体 粪 便 的 菌 株 

（L. fermentum、Streptococcus bovis ATCC 43143和

Enterococcus faecalis UK873），这些微生物均可以形成

非结合态甘氨胆酸钠和牛磺酸胆酸钠[9]，这可能对于微

生物菌群在肠道的存活是非常重要的。目前关于不同乳

酸菌胆盐水解酶的活性已有较为系统的研究，涉及的微

生物菌种包括L. plantarum、L. buchneri、L. fermentum、

L .acidophilus、L. sakei、L. amylovorus、L. crispatus、 

L. brevis、L. gallinarum和L. panis等。

表 1 具有胆盐水解酶活性的微生物来源及特征[9]

Table 1 Microbial sourc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bile salt hydrolase[9]

微生物 来源 特征

L. plantarum Lp09、L. plantarum Lp45 开菲尔颗粒
低pH值和高胆盐浓度耐受，具有胆盐水解酶活性、

胆盐去结合活性和胆固醇共沉淀性能

L. acidophilus LA15、L. plantarum B23、
L. kefiri D17 西藏开菲尔颗粒 具有胆盐水解酶活性、胆固醇同化和共沉淀性能

L. plantarum ST-III 中国咸菜 包含4 种胆盐水解酶，对甘氨去结合胆酸具有较高的水解活性

L. plantarum WCFS1 人体唾液 在生长对数期表达4 种bsh基因

L. johnsoni PF01（L. acidophilus） 小猪粪便 体外对牛磺胆盐具有胆盐水解活性和较高的胆酸抗性

L. brevis BCCM 18022 Zabady(酸乳) 具有牛磺胆酸钠水解酶和牛磺脱氧胆酸钠水解酶活性

L. fermentum ATCC 11976 婴儿肠道 具有牛磺胆酸钠水解酶和牛磺脱氧胆酸钠水解酶活性

L. amylovorus JCM2125 分离于人体 具有牛磺胆酸钠水解酶和牛磺脱氧胆酸钠水解酶活性

L. crispatus JCM 8778 粪便 具有牛磺胆酸钠水解酶和牛磺脱氧胆酸钠水解酶活性

Brevibacillus spp. 温泉、印度
胞内酶，分子质量28 kD，对甘氨脱结合胆酸的Km和kcat值分别

为3.08 µmol/L和 6.32× 102/s

Streptococcus bovis ATCC 43143 分离于人体
对牛磺胆酸和甘氨胆酸的水解酶活性分别为（30.9±1.0）、

（3.5±1.3）（µmol ·min）/（1010 CFU）

Enterococcus faecalis UK873 分离于人体
对牛磺胆酸和甘氨胆酸的水解酶活性分别为（9.5 ± 6.6）、

（23.9 ±5.2）（µmol ·min）/（1010 CFU）。

然而，BSH活性不仅局限于来自肠道系统的细菌，

一些分离于蔬菜的微生物同样也具有该酶的活性。表1列

举了部分分离于人体和蔬菜等具有BSH活性的微生物来

源及其特征[9]。

3 胆盐水解酶的酶学活性

BSH活性主要存在于那些从哺乳动物胃肠道分离

出来的菌种中。有研究表明双歧杆菌作为健康人体肠

道内的优势菌群，比其他细菌拥有更高的BSH活性。

Schillinger等[10]在L. acidophilus和L. johnsonii的若干菌株

中都检测到BSH的活性，但在L. casei组中未检测到。

Lactobacilli是肠道微生物的主要菌群，研究者通过去除

小鼠肠道中乳酸杆菌证实其具有最高的BSH活性[11]。

对不同胆盐的BSH活性依赖于很多因素，如pH值

和pKa值。牛磺酸结合物在水溶液中的pKa值为1.9，而

脱结合物pKa值大约为5.0。甘氨酸结合胆酸pKa值约为

3.9，并且可以在发酵pH值条件下部分沉淀。这样，在

酸性发酵代谢的pH值，非结合态胆酸质子化并沉淀，而

牛磺酸结合态完全电离在溶液中[12]。这个信息对于测定

BSH酶活非常重要。Rossocha等[13]的研究表明在还原条

件下添加二硫苏糖醇可维持BSH活性位点Cys2的巯基从

而保证蛋白的天然构型。Bi Jie等[14]在大肠杆菌中表达 

L. salivarius LMG14476的两种胆盐水解酶基因bsh1和
bsh2，研究结果显示表达bsh1和bsh2的重组大肠杆菌在添

加牛磺胆酸钠和甘氨脱氧胆酸钠平板上显示不同的菌落

特征（图1），这与胆盐水解酶作用于底物而产生的非结

合态胆酸水溶性降低有关。

bsh1 bsh2

－.无BSH活性；＋.具有BSH活性并产生白色

不透明菌落；＋＋.高BSH活性并形成沉淀。

图 1 表达BSH的重组大肠杆菌的菌落形态[12]

Fig.1 Colonial morphology of recombinant E. coli overexpressing BSH[12]

4 胆盐水解酶的底物特异性

研究发现BSH酶可以同时识别胆酸的类固醇核心

或氨基酸基团（甘氨酸/牛磺酸），还有文献报道B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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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能识别胆酸酯基团。不同来源的BSH酶具有不同的

底物谱，大多数来自乳酸发酵的益生菌如Lactobacilli
和Bif idobacter ia对于水解甘氨基结合胆盐（glyco-

conjugated bile salts，G-CBAs)较磺酸基团结合胆盐

（tauro-conjugated bile salts，T-CBAs)具有更高的催化

活性[15]。Bi Jie等[14]对L. salivarius中胆盐水解酶的研究

表明BSH1具有对T-CBAs 较G-CBAs更强的催化能力和

底物特异性，BSH2较BSH1具有对所有CBAs更高的催

化能力和特异性。Moser等[16]对布氏乳杆菌L. buchneri 
J C M l 0 6 9进行了验证，该酶具有牛磺酸脱氧胆酸盐

（taurodeoxycholic，TDC）水解酶活性，不具有牛磺酸

胆酸盐（taurocholic，TC)水解酶活性。TDC和TC的氨

基酸侧链都是牛磺酸，然而它们各自所合成的类固醇部

分的位置不同，TC上有一个羟基，而TDC的7 位已经

去羟基化。嗜酸乳酸杆菌L. acidophilus NCFM的胆盐水

解酶bshA基因失活降低了其水解如牛磺鹅脱氧胆酸盐

（taurochenodeoxycholic，TCDCA）和甘氨鹅脱氧胆酸

盐（glycochenodeoxycholic，GCDCA）以鹅去氧胆酸为

类固醇核心的胆盐的能力[17]。但也有文献根据胆盐水解

酶的动力学数据分析，揭示占底物识别主导地位的是氨

基酸部分，大多数胆盐水解酶对甘氨胆酸有比牛磺胆

酸高的降解活性[18-19]。因此，Begley等[20]推测，细菌的

胆盐水解酶可以识别胆盐的固醇侧链和氨基酸侧链。

Huijghebaert[21]、van Eldere[22]等均发现梭菌属产生的胆盐

水解酶的最适底物为牛磺胆酸盐，并能提高菌体的生长

速率。由此可知，BSH的底物识别残基并非绝对保守。

由于BSHs具有底物特异性，添加胆汁有时可以诱

导或抑制胆盐水解酶的作用。有研究显示胆汁可以使得

bsh1表达提高6 倍，而bsh3表达降低约5 倍[6]。同样，胆

汁的不同部分激活不同BSHs，BSHA活性由胆盐的甾核

激活，而BSHB的活性由氨基酸侧链诱导。

不同来源的胆盐水解酶对不同的底物显示不同的Km

值，这与酶与底物的亲和力有关。在适温Brevibacillus sp. 

中产生的BSH（56 kD，同源二聚体），该酶可以水解

6 种人体中主要的胆盐。该酶最适底物为甘氨酸结合的

底物，其中对甘氨脱氧胆酸的Km为3.08 μmol/L，kcat为

6.32×102 s－1[23]。L. plantarum CK102 BSH分子质量较

低，为37 kD，水解甘氨胆酸盐的Km为0.5 mmol/L，Vmax

为94 （nmol·mg）/min，pH 5.8～6.3，该酶的活性受到

碘醋酸酯和过碘酸的抑制[24]。

5 胆盐水解酶基因及氨基酸结构特征

目前已经报道了植物乳杆菌、约氏乳杆菌、单增李

斯特菌和两歧双歧杆菌中存在单顺反子的bsh基因[25]。从

不同产气荚膜杆菌中克隆的胆盐水解酶基因的碱基以及

其翻译的氨基酸序列存在较大的差异。很多研究表明，

具有活性的编码胆盐水解酶的基因都以同源四聚体的形

式存在[14]。

BSH属于甘氨胆酸水解酶家族，能识别胆汁酸的类固

醇核心以及氨基酸基团，同族酶中包括青霉素V酰基转移

酶。该家族都为氨基末端亲核（N-terminal nucleophilic，Ntn) 

水解酶类，N末端是一个半胱氨酸残基。通过蛋白

自身酶解过程中去除初始的甲硫氨酸后，Cys-1形成

一个催化中心，这是Ntn水解酶超家族的特性 [11,26]。 

Cys-1的巯基（－SH）已经被证实是BSH酶催化的必需

结构。其他对BSH 酶催化有作用的氨基酸包括Asp-20、

Tyr-82、Asn-175和Arg-228，这几个位点在BSH是高度保

守的[13]。有研究表明青霉素酰胺酶的Tyr-82与BSH Asn-82 

的保守性很可能与它们各自底物所需求的空间不同有关[6]。 

值得注意的例外是Leu142，它是严格保守的，但它的重

要性至今还未明确。

很多学者已经开展了具有细微BSHs结构差异的研

究。对Bifidobacterium longum的BSH晶体结构研究表明其

具有αββα 3 级结构。N末端半胱氨酸的巯基负责B. bifidum 
BSH的活性，这就是BSH被硫醇酶抑制剂抑制的原因。

当Ser或Thr替代Cys时导致酶失活，这体现了半胱氨酸

存在的重要性 [6]。而且BSH中这个半胱氨酸（Cys-1） 

的位点十分保守，能够氧化硫醇基的试剂（碘乙酰胺、

PMB、Cu2+、Hg2+和Cd2+）能够强烈抑制荚膜梭菌、

路氏乳杆菌和长双歧杆菌的BSHs活性。Rossocha等[13] 

将Clostridium perfringens的BSH与Ntn水解酶家族的其他

成员的结构比较，研究发现活性位点的几何结构非常保

守。L. acidophilus PF01 BSH基因的核苷酸序列分析结

果显示它是一条包含951核苷酸的开放阅读框，编码316

个氨基酸。BSH启动子位于起始密码子的上游，表达的

蛋白表现出与其他宿主较高的同源性。4 个氨基酸基序

FGRNXD、AGLNF、VLTNXP和GXGXGXXGXPGD高

度保守，位于活性位点的四周[27]。

Lambert等[8]通过在bsh缺失的L. lactis中分别过量表达4 

种不同的bsh基因bsh1、bsh2、bsh3、bsh4，另外还构建了

L. plantarum WCFS1的bsh基因单敲除、双敲除、三敲除和

四敲除突变株，研究表明，bsh2、bsh3和bsh4为高度保守

区域，可能与编码青霉素V酰化酶有关，而bsh1与胆盐水

解酶活性有关。Ren Jing等[7]在大肠杆菌中克隆表达了来自 

L. plantarum ST-III的4 种胆盐水解酶基因（bsh1、bsh2、
bsh3、bsh4），结果表明，这4 种BSH蛋白对甘氨-或牛

磺酸-结合胆盐均有活性，其中BSH1对甘氨脱氧胆酸具

有较高的水解作用。有研究表明L. acidophilus NCFM中

包含的bshA和bshB编码蛋白的相似性远远低于其他乳酸

菌的BSH，推测这两个基因的来源是不同的。除了组成

型BSH的合成，在L. acidophilus、L. plantarum、L. brev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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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L. fermentum中同样也检测到质粒介导的BSH活性[28]。

Bi Jie等[14]异源表达和纯化了来自L. salivarius的2 种BSH

酶（BSH1和BSH2）。其中BSH1显示出较广的pH值

（5.5～7.0）；而BSH2最适pH值范围为5.5～6.0。BSH1

和BSH2酶动力学结果表明该菌二者为变构酶。

除了乳酸菌以外，双歧杆菌同样也拥有不同的BSH

类型：A、B和C。B. bifidum ATCC 11863的B型BSH等电

点（PI）是4.45；其他BSH（A和C）PI大约为4.65。A和

C型胆盐水解酶N末端氨基酸测序揭示20 种氨基酸残基中

有6 种高度保守[18]。

6 结 语

为获得更准确的BSH在不同物种的进化信息，微生物

遗传学目前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很多研究已经报道了利用

分子方法对Lactobacillus、Bifidobacterium和其他物种BSH

的同源性。但是关于其组成型或诱导型保守，以及基因转

移的模式信息很少。宏基因组学方法已经尝试去识别所

有主要与肠道相关的细菌分裂和古细菌种类，研究表明，

BSHs富集在人类肠道菌群中。系统发育研究解释说这种

以结合胆盐形式的选择压力促使Ntn_CGH-like蛋白家族成

员向BSH活性方向进化[26]。通过晶体化、定点突变和蛋白

次级结构分析的可以深入研究胆酸的生物转化，而对编码

胆盐生物转化的酶基因的克隆则有助于进一步了解相关途

径的遗传相关性和检测胆盐修饰细菌探针的开发。

尽管近期在不同BSH酶中取得显著进展，但对于

细菌自身的BSH酶的天然功能仍不清楚。一种假设是具

有BSH活性的乳杆菌可以耐受肠道的胆酸，然而，有关

肠道细菌耐受胆酸与BSH活性的关系的研究很多是相

互矛盾的[20]，例如在L. salivarius（存在于鸡肠道中的

Lactobacillus优势菌种）中，BSH的产生并不决定其抗胆

酸的水平。不管细菌中BSH的天然功能如何，研究者越

来越意识到肠道的BSH在宿主脂代谢和能力存储中起着

非常重要的作用[20,26]。近期关于益生菌的研究表明口服

产BSH的乳酸菌会影响脂代谢，并最终降低宿主，如人

体、鼠和猪等的胆固醇水平，这似乎与BSH的活性调节

有关。虽然有越来越多BSH的相关研究报道，但其降胆

固醇机理及对宿主的影响还未确定。未来，需要更多的

有关功能、基因组、微生物学等的研究来进一步深入了

解肠道菌群与宿主的共生关系，以提高微生物菌群在肠

道中的存活率，生产高效降胆固醇菌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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