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化科技學系微生物學組專題討論 
 
題目：Gram-positive three-component antimicrobial peptide-sensing system 
作者：Min Li, Yuping Lai, Amer E. Villaruz, David J. Cha, Daniel E. Sturdevant, and Michael Otto 
文章來源：Proc Natl Acad Sci USA 104(22): 9469-9474, 2007  
演講人：Lim Seng Koon 林聖軍  T98B01101 
指導老師：Ching-Tsan Huang,Ph.D. 黃慶璨 博士 
演講日期：December 22nd, 2009 
演講地點：The 6th Classroom 
 

摘要 
抗菌胜肽antimicrobial peptide, AMP)在天然免疫防禦系統（innate immunity)扮演重要的

角色，特別是在吞噬細胞與表皮組織上，也是微生物入侵與感染人體過程中，必須克服與存

活的寄主免疫反應之一。因此，能了解臨床上重要的Gram-positive病菌感應與調節對AMP的
反應，對抗病菌的藥物治療將有很大幫助，但此方面的知識卻依然很有限。作者與研究團隊

通過對Staphylococcus epidermidis在human β-defensin處理後，其基因體調控的比較分析，首

次發現了Gram-positive細菌對抗AMP的感應系統，與其主要的抗AMP反應機制。新發現的

AMP感應系統是個獨特的三體系統，由一個典型的雙體系統信號感應器（two-component 
signal transducer ，由ApsS與ApsR組成）與第三個未知功能蛋白質ApsX組成，並且與先前在

Gram- negative菌發現的PhoP/PhoQ系統不相同。作者也發現了ApsS蛋白質上一段負電荷密集

的extracellular loop,是辨認與結合cation AMP的部分。  
 

前言 
本研究之重要性 
病菌對抗生素抗藥性的情況日益嚴重，抗菌胜肽藥物(AMP drug)被認為是解決此問題的方法

之一 (1,2)。抗菌胜肽是人體天然免疫防禦的重要成分，而病菌對人體AMP的對抗機制攸關

病菌在人體存活、感染與致病。研究顯示革蘭氏陽性菌所發展出的抗AMP機制，並可作為

未來研發AMP抗菌藥物的目標。  
 
前人做過的研究 
經由演化，細菌發展了一系列的抗AMP反應，例如把AMP排出膜外、利用蛋白酶分解AMP
或修改細胞膜成分與電荷性。而革蘭氏陽性與陰性菌由於在細胞壁結構上的不同，在抗

AMP的反應機制也有些不同。之前，科學家在革蘭氏陰性菌Salmonella typhimurium發現了感

應AMP的系統。在革蘭氏陰性菌的PhoP/PhoQ two-component regulator中，PhoQ感應到AMP
後，其histidine kinase的活性被激活，接著被PhoQ磷酸化激活的PhoP則負責把訊號傳達到目

標基因。  
 
作者為何要做本研究 
目前對於抗AMP的機制了解仍十分有限，只有革蘭氏陰性菌的PhoP/PhoQ被發現，而臨床上

許多致命的革蘭氏陽性菌卻還未了解。  
 
本研究欲完成之項目 
本研究利用基因方法，通過比較Staphylococcus epidermidis在人類β-defensin (hBD3)處理前後

其基因體調控的比較分析，探討革蘭氏陽性菌感應AMP與對抗AMP機制的相關重要運作分

子。  
 



材料與方法 
細菌株與突變株  
S. epidermidis 1457 

1457，1457 DapsS，1457 DapsR，
1457 DapsX 

分別為 1457 菌種野生株、DapsS 突變株，DapsR 突變

株，DapsX 突變株  

S. aureus RN4220 

E. coli DH5α 

基因互補所使用的質體 
pTapsS pT181mcs with apsS gene and aps promoter  

pTapsR pT181mcs with apsR gene and aps promoter  

pTapsX pT181mcs with apsX gene and aps promoter 

pKOR1apsS, pKOR1apsR, 
pKOR1apsX vectors for allelic replacement of respective aps genes 

 
Microarray Experiments and Analysis 
S. epidermidis 的RNA以RNeasy Mini Kit 抽出，轉錄成cDNA, 然後用GeneChip DNA 
labeling kit (Affymetrix)標示cDNA的 3' 端，再與Affymetrix GeneChips (RMLChip 3) 上的

probe hybridized.  
 
Zymographic Analysis 
培養在TSB約 12 小時的細菌以 1% SDS resuspend,利用沸騰 10 分鐘把細胞的自溶素(autolysin)
分離出來,再分析Bacteriolytic enzyme profile。  
 
Killing Assays 
S. epidermidis 細菌培養至對數生長期，用 10 mM sodium phosphate buffer (pH 6.5) 清洗並稀

釋至 106/ml。稀釋後的細菌株與突變株以不同濃度的AMP處理, 在 37°C的培養 3 小時後，

分別轉移到TSB培養基在 37°C培養 24 小時後計算存活的菌落數目。  
 
Minimal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 ( MIC) 
將對數生長中期的細菌用sodium phosphate buffer清洗並稀釋至 105/ml，然後加入不同濃度的

AMP hBD3，在 37°C, 180 rpm培養 12 小時，然後測量其OD值。MIC定義為存活率達 90% 
及 50% 時的hBD濃度。  
 

結果與討論 
 
S. epidermidis 遇到人類抗菌肽β-defensin後啟動了抗AMP的基因調控反應  
利用whole-genome microarrays找出S. epidermidis 被hBD3 調升或抑制的基因，發現了三組顯

著被調升的基因組(表 1）： 
1. dlt operon (SERP0518–SERP0521): 負責細胞膜teichoic acids的D-alanylation；2. mprF 基因

(SERP0930): 負責產生lysyl-phosphatidylglycerol。1 與 2 可增加細菌表面的正電荷，使帶正

電的AMP無法發揮抗菌作用(3)。 3.未知功能但與S.aerus的vraF與vraG同源相似的假定ABC 



transporter protein (SERP0314 and SERP0315)。 
dlt 基因組與mprF基因都是已知使S. epidermidis 具有抗AMP能力的基因。因此，這未知功

能的ABC transporter protein也有可能與抗AMP的機制相關。  
 
作者也以Quantitative-PCR進一步確認從microarrays分析找出的dltB、mprF與SERP0314 基因

被hBD3 顯著調升（圖 1A）。  
 
發現由ApsS 、ApsR 、ApsX 組成的三體AMP感應調控系統: Aps 系統  
作者在假定ABC transporters (SERP0314 and SERP0315，是vraG與vraF的homologue)基因相

鄰位置發現了一組未知功能的基因調控系統(regulatory system) （圖 1B）。由於細菌的基因

一般由其毗鄰的調控系統控制(4)，因此這調控系統很可能是負責控制先前發現被AMP調升

基因的AMP感應調控系統。  
 
利用生物資訊DNA序列比對，得知這調控系統有三個可能的基因與功能：一個由histidine 
kinase (之後命名為ApsS) 與response regulator (命名為ApsR)組成細菌典型的二體調控系統

(3)，以及一個未知功能的蛋白質(命名為ApsX)。作者於是做了三個基因的deletion mutants,並
利用genome-wide microarrays與quantitative RT-PCR，比較被hBD3 調升的dltB與mprF等基因

在hBD3 處理前後的基因表現變化，發現ApsS、ApsR 、ApsX的deletion mutant，都使S. 
epidermidis 不再有對抗AMP的基因調升反應 (表 2、圖 1D)，同時利用apsS基因互補可讓

apsS deletion的dltB/mprF基因表現恢復到接近野生株水平 (圖 1C)。因此，推論出ApsS、
ApsR、ApsX對 S. epidermidis 的AMP感應調控系統都是重要的，並把這新發現的AMP感應

調控系統命名為 aps 系統(antimicrobial peptide sensor)。  
 
此外，作者也發現 aps deletion造成細菌停止生長，甚至進入穩定期後細胞裂解死亡（圖

2A)。 活性染色分析顯示這可能是因為aps deletion促使某些水解酶的大量生成（圖 2B），

但作者也利用microarrays與RT-PCR實驗否定了這溶解現像是由autolysin引起（圖 2C）。整

體而言，這些結果顯示aps 系統除了控制抗AMP的機制外，也參與了細菌的其他生理功能。  
 
ApsS 膜外帶負電的一段extracellular loop是與cationic AMP結合的位置結構  
ApsS蛋白作為aps系統的感應接受器，應有特定的結構辨認並和AMP結合。根據電腦軟體對

ApsS二級結構與是否為膜蛋白的分析，ApsS是擁有兩個穿膜區段的膜蛋白，並有一個 9 個胺

基酸的extracellular loop（圖 3A）。這唯一膜外的結構主要由負電的胺基酸構成，很可能與

帶正電的cationic AMP結合。  
 
為了證實ApsS是膜蛋白且其extracellular loop負責與AMP結合這個假設，作者進行Western 
Blotting實驗, 利用可辨認ApsS蛋白extracellular loop的抗體，確認ApsS蛋白只出現在細胞膜蛋

白部分（圖 3B-C）。另外，quantitative RT-PCR實驗也顯示，ApsS抗體加入S. epidermidis 樣
本後，也能抑制dltB基因被hBD3 調升的抗AMP反應（圖 3C）。  
 
另外，作者也測試了不同類型的anionic與cationic AMP是否能引起Aps感應系統的反應。發現

不同結構的cationic AMP如 magainin (α-helical)、hBD3、brevinin (β結構)都可引發dltB的調升

反應，但anionic AMP則不能引發（圖 4）。此外，與革蘭氏陰性菌的PhoQ/PhoQ系統

（PhoQ可與二價正離子結合）不一樣的是，二價正離子Mg2+的加入，並沒有使apsS deletion
與野生型的dltB基因調升產生顯著變化，因此Mg2+可能不會抑制ApsS與AMP的結合。 
 
 
 



aps感應系統在抗AMP機制扮演重要角色  
找出了負責感應與引發抗AMP基因反應的aps系統後，作者接著證實aps系統在S. epidermidis
發展抗AMP機制過程的角色。利用hBD3 作為標準AMP，相較野生株或有相應基因互補的菌

種，ApsS、ApsX、ApsR deletion的菌種都可被顯著更低的AMP濃度殺死，證實由ApsS、
ApsX、ApsR組成的aps系統，是S. epidermidis發展抗AMP機制的重要元素。 
新發現的S. epidermidis aps調控系統除了在staphylococci發現外，類似的同源基因也廣泛出現

在其他革蘭氏陽性菌，並且與革蘭氏陰性菌的PhoQ/PhoQ系統在基因序列、結構及抗AMP反
應機制上有所不同，說明了革蘭氏陽性菌也有一套不同的抗AMP的感應調控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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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表一：Genome-wide Microarray分析顯示S. epidermidis 在hBD3 處理與否的基因表現差異 
 

 
 
 
 



 
 
 
表二：Genome-wide microarray 分析：aps deletion與野生株菌種在有與沒有hBD3 處理的

抗AMP基因表現比較 

  
 
 
 

 
圖一：S. epidermidis 遇到人類AMP, hBD3 後的基因調控反應 
(A) 從表一挑選基因進行Quantitative-PCR分析 
(B) ApsS、ApsX、ApsR以及vraG與vraF的homologue在S. epidermidis的基因位置 
(C、D) Quantitative-PCR：S. epidermidis的wild type (WT), aps deletion mutant (ApsS、
ApsR、ApsX),  ApsS互補的 dltB與 mprF在有與沒有hBD3 處理的基因表現。  
 
 
 
 

 



 
 
 

圖二：aps deletion菌種的顯型 
(A) aps deletion、其基因互補，與其對應control菌株在TSB的生長情況 
(B) Zymographic analysis偵測WT與aps deletion菌種的水解酶 
(C) Quantitative-PCR比較WT與aps deletion菌株的autolysin atlE基因表現  

 
 

圖三：ApsS的extracellular loop與AMP結合 
(A) ApsS感應器的胺基酸序列 
(B) Western Blot偵測wild type與apsS deletion菌種的ApsS蛋白質 
(C) Western Blot顯示ApsS蛋白質主要在細胞膜的位置 
(D) Quantitative-PCR比較不同抗apsS抗體濃度S. epidermidis 的dltB對 10 μg/ml 
hBD3，抗體在hBD3 加入一小時前加入。  



 
圖四：aps反應對cationic AMP的專一性 
Quantitative-PCR比較wild type與apsS deletion菌種的dltB基因

在不同AMP的基因表現  
 

 
圖五：aps 感應調控系統的模型: 由ApsS、ApsX、ApsR組成的三體系統 
Cationic AMP可以在細菌細胞膜上形成穿膜孔(殺菌作用)，或是與ApsS的anionic loop結合，

並激活aps感應調控系統與其相關的目標基因表現 
(1) dlt operon: 膜上teichoic acids 的D-alanylation 
(2) mprF 基因: 產生lysyl-phosphatidylglycerol，(2)與(1) 可增加細菌表面的正電荷，使帶正

電的AMP無法發揮抗菌作用 
(3) 未知功能的假定ABC transporter protein，可能負責把AMP泵出細胞外或泵進胞內水解 
ApsX也有可能是膜蛋白，但主要部分在細胞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