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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组织纤维化多肽药物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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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药科大学多肽药物创制工程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1198）

[ 摘要 ] 组织纤维化是一种慢性疾病，多发于肝、肺、心脏、肾脏等部位，全球有 1/3 的人死于组织纤维化以及由其产生的器官衰竭。当组
织受到损伤后，损伤部位发生一系列细胞反应，最终导致细胞外基质过度沉积，发生组织纤维化。纤维化治疗的策略和药物开发围绕着抑
制纤维化过程中关键细胞通路和蛋白的分泌而展开。在药物开发过程中，多肽药物因其高效性、毒副作用低，可以根据治疗目的进行针对
性设计，成为研究人员进行抗纤维化药物开发的良好选择，现已有部分药物进入临床研究。综述抗纤维化治疗中的多肽药物及其治疗的机制，
为其他相关药物开发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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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s in Research on Anti-fibrosis Polypeptide Dru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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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issue fibrosis is a chronic disease that often occurs in lung, liver, kidney and heart. One third of all death worldwide is caused by tissue
fibrosis and subsequent organ failure. Chronic tissue injury will cause complex cascades of cellular and molecular responses which results in overdeposition of extracellular matrix and eventually fibrosis. Investigations on key cellular pathways and secreted proteins with inhibitory effects on
fibrosis shed light on new treatment and drugs. Nowadays, more and more researchers focus on polypeptide drugs due to their high efficiency, low
toxicity and tissue-specific design. Some anti-fibrosis polypeptide drugs have already entered clinical trials. In this article, polypeptide drugs for fibrosis
treatment and their mechanisms were reviewed, so as to provide some idea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dru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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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纤维化是一种慢性疾病，可由多种因素诱导发

床研究阶段，推动着纤维化的治疗发展。本文将综述抗纤

生，全球至少有 1/3 的人死于组织纤维化以及由其产生的

维化治疗的多肽药物及其治疗的机制，旨在为相关药物开

[1]

器官衰竭 。纤维化是由于上皮组织受到持续性损伤后，

发提供思路。

刺激相关的效应细胞过度增殖，使细胞外基质（extracellular
matrix，ECM）大量沉积，最终导致组织逐渐失去生物功
能的疾病。上皮组织组成较多的器官更易受到影响，因此，
[2]

1 组织纤维化的发病机制
组织纤维化是组织的过度修复过程，正常的组织修复

纤维化多发于肝、肺、肾、心脏器官 。目前纤维化的治

有以下 4 个阶段（见图 1）：①损伤阶段：组织受到外部

疗策略为阻断特定细胞通路的传导和抑制相关蛋白的分

创伤、毒素、炎症、感染（病毒或细菌感染）等外界刺激产

泌。在药物的开发中，多肽药物因具有可以进行针对性设

生损伤；②细胞活化阶段：损伤会产生一系列生理反应，如

计、活性强、利用率高、毒副作用低等优势逐渐受到研究

炎症、氧化应激等，促使成纤维细胞的增殖和活化；③组织

人员的重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多肽药物也逐步进入临

修复阶段：活化的成纤维细胞产生大量的细胞外基质，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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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受损部位；④ ECM 降解阶段：当受损组织恢复基本功
能后，组织会降解第三阶段产生的细胞外基质。细胞外基质
的合成与降解的动态平衡促使组织恢复正常功能。当该平衡
被破坏，ECM 的过度沉积便会使组织的实质细胞逐步被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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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细胞取代，发生纤维化并最终使组织失去生理功能 [3]。

transition，EMT）过程来刺激肌成纤维细胞的大量增殖和

炎症

ECM 的过度合成。当 TGF-β 由于损伤持续被活化时，会

创伤

辐射 毒素

感染

交叉激活 MAPK、EGF、Wnt/β-catenin 信号，导致纤维化
的发展 [5]。除了 TGF-β 外，对血小板衍生因子（PDGF）、

上皮细胞

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bFGF）、结缔组织生长因子

组织修复

（CTGF）、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GF）、血管新生相关细

纤维化

细胞凋亡
炎症反应
氧化应激
......

胞因子、整合素、金属基质蛋白酶（MMP）及其抑制剂

过度沉积

（TIMP）、肾素血管紧张素相关蛋白、利钠肽等的调节

细胞外基质

也将影响纤维化的发生。
成纤维细胞

2 抗纤维化的多肽药物

增殖、活化

多肽一般是由少于 100 个氨基酸，相对分子质量低于

图 1 组织损伤与修复过程
Figure 1 Progression of organ injury and repair

10 000，通过肽键连接而成的化合物。在肿瘤、糖尿病、

在组织纤维化的发生过程中，成纤维母细胞和肌成纤

心血管疾病、胃肠道疾病、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免疫疾病

维细胞是组织纤维化的关键效应细胞，这些效应细胞可以

以及抗病毒、抗菌等方面具有显著的疗效 [6-7]。多肽药物

大量释放构成 ECM 的胶原成分，诸如Ⅰ型和Ⅲ型胶原 [4]。

因为其作用效率高、毒副作用低、可以进行针对性的设计

多种细胞因子也参与纤维化的进程，其中最关键的是转

和合成而受到众多研究人员的青睐。目前只有少量多肽药

化生长因子-β（TGF-β）。TGF-β 是调节细胞增殖、分化

物直接以抗纤维化为适应证进入临床，部分以其他适应证

的多功能细胞生长因子，可以通过直接刺激原位成纤维

上市的多肽药物在随后的深入研究中被发现也具有抗纤维

细胞的活化或通过内皮间质化（endothelial-mesenchymal

化的作用，这意味着抗纤维化的多肽药物有很大的开发前

transition，EnMT）、上皮间质化（ epithelial-mesenchymal

景。目前，已有如下具有抗纤维化功能的多肽药物（见表 1）。

表 1 抗纤维化多肽药物一览
Table 1 Anti-fibrosis polypeptide drugs

多肽名称

序列

功能

获批适应证

临床进展

参考文献

Disitertide
（P144）

TSLDASIWAMMQNA

治疗肝硬化、硬皮症、心肌纤维化、肾
纤维化、减少疤痕增生

皮肤纤维化

Ⅱ期临床

[8-12]

LSKL

LSKL

治疗肝纤维化、肾间质性纤维化、蛛网
膜下腔纤维化

-

临床前研究

[13-15]

Carperitide

SLRRSSCFGGRMDRIGAOSGL
GCNSFRY

治疗心肌纤维化、腹膜纤维化

心力衰竭

上市

[16-17]

Cenderitide
（CDNP）

GLSKGCFGLKLDRIGSMSGLG
CPSLRDPRPNAPSTSA

治疗心脏纤维化

心力衰竭

Ⅰ期临床

[18]

Liraglutide

HAEGTFTSDVSSYLEGQAAK[N-(1-oxohexadecyl)-L-γ-glutamy
l]-EFIAWLVRGRG

治疗心脏纤维化、肺纤维化

糖尿病、减肥

上市

[19-20]

治疗心脏纤维化、肺纤维化、肝纤维化、
糖尿病相关肾脏纤维化和单侧输尿管梗
阻（UUO）致肾间质纤维化模型

-

临床前研究

[21-25]

AcSDKP

N-Acetyl-SDKP

34-mer

DPFFKVPVNKLAAAVSNFGY
DLYRVRSSMSPTTN

治疗肝纤维化

-

临床前研究

[26]

E4

SYCETWRTEAPSATGQASSLL
GGRLLGQSAASCHHAYIVLCI
ENSFMT

治疗肺纤维化

-

临床前研究

[27]

治疗系统性硬化症

心力衰竭

Ⅲ期临床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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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多肽名称

序列
GQKGQVGPPGAACRRAYAAF
SVGRRAYAAFSVG

CGEN25009

CHBP

功能

获批适应证

临床进展

参考文献

治疗肺纤维化

-

临床前研究

[29]

治疗缺血再灌注所致的肾脏纤维化

-

临床前研究

[30]

2.1 TGF-β抑制剂

利钠肽家族主要有心房利钠肽（ANP）、脑钠肽（BNP）、

2.1.1 Disitertide Disitertide（P144） 是 合 成 的 TGF-β1 抑

C 型利钠肽（CNP）、D 型利钠肽（树根眼镜蛇利钠肽，

制剂，含有 TGF-β1 Ⅲ型受体近膜端结构域 730 ~ 743 位点

DNP）和利尿素等。利钠肽受体（natriuretic peptide receptor，

氨基酸序列，可以通过干扰 TGF-β1 与相应细胞受体的结

NPR）主要分为 3 种，利钠肽受体 A（NPR-A）、利钠肽受

[8]

合来阻断 TGF-β1 生物学活性 。P144 对皮肤纤维化的治

体 B（NPR-B）和具有促进利钠肽体内清除作用的利钠肽受

疗已经进入Ⅱ期临床试验（NCT00781053）。除此以外，

体 C（NPR-C）。NPR-A 和 NPR-B 在大血管、肾脏、心脏、

P144 在多个组织中被验证具有抗纤维化的作用：通过注

肺等器官均有表达，其中 NPR-B 大量存在于大脑。ANP 和

[8]

射 P144 可以改善四氯化碳诱导的肝硬化 、博莱霉素引
[9]

BNP 可选择性结合 NPR-A，CNP 则与 NPR-B 亲和性更强。

起的 C3H 小鼠皮肤纤维化（硬皮症） ，并可通过抑制心

NPR-A 和 NPR-B 为鸟苷酸环化酶受体，当被利钠肽激活后

脏成纤维细胞 TGF-β1 信号通路和Ⅰ型胶原的合成，来抑

可激活鸟苷酸环化酶，增加 cGMP 的表达 [32]。利钠肽在体

制心肌纤维化的发生 [10]。此外，P144 还可以降低高血压

内具有调节肾素血管紧张素分泌，抗心肌肥厚、心肌纤维

反应中 TGF-β1 依赖性 NADPH 氧化酶的活性，从而减少

化，松弛血管平滑肌细胞，扩张血管，降低血压，促进肾

氧化应激反应对肾脏的损伤，这意味着 P144 具有抗肾纤

脏排钠排水等生理功能。目前，已有的利钠肽多肽药物为：

[11]

。由于骨髓纤维化中 TGF-β1 发挥着重要的

carperitide（重组 ANP）、nesiritide（重组 BNP）、ularitide

致病作用，推测 P144 可以通过对 TGF-β 的抑制治疗骨髓

（尿钠肽）和 cenderitide（人 CNP 片段与 DNP 片段融合，

维化的疗效
纤维化

[31]

CDNP）。目前，carperitide 和 nesiritide 已作为抗心衰药物

。

2.1.2 LSKL 机体内，新合成的 TGF-β1 与潜在延时蛋白

上市，ularitide 正处于心衰治疗的Ⅲ期临床（NCT01661634），

（latency-associated peptide，LAP）结合构成非活化形式

而 cenderitide 目前则准备进入Ⅱ期临床。

的 TGF-β（L-TGF-β
，血小板反应蛋白（thrombospondin-1，
1
1）

研究证实利钠肽不仅具有抗心脏纤维化的功效，还可

TSP-1）是 L-TGF-β1 的主要调节剂。在病理条件下 TSP-1

以减缓其他组织纤维化的进程。Kato 等 [17] 发现在腹膜炎

大 量 表 达， 可 结 合 L-TGF-β1 构 成 复 合 物， 该 复 合 物 与

诱导的大鼠腹膜纤维化模型中，重组 ANP（carperitide）

细 胞 表 面 受 体 CD36 结 合， 可 促 使 L-TGF-β1 中 LAP 与

可显著降低 TGF-β、CTGF、PAI-1、Collagen Ⅲ的表达，

TGF-β1 的分离，最终产生大量 TGF-β1。

达到治疗腹膜透析所致腹膜纤维化的目的。Sonoyama 等 [33]

研究人员从该活化途径入手，设计了一段多肽：Leu-

构建四氯化碳诱导的肝纤维化模型，发现过表达 BNP 的

Ser-Lys-Leu（LSKL），LSKL 为 LAP 54 ~ 57 位的氨基酸序

小鼠肝星状细胞活化减少，TGF-β1 和 ColIa1 mRNA 表达

列，可以通过竞争结合 TSP-1 412 ~ 415 位的 Lys-Arg-Phe-

量降低，肝纤维化程度明显减轻，意味着 BNP 具有开发

[13]

Lys（KRFK）序列来抑制 TSP-1 激活 TGF-β1 。研究发现，

为抗肝脏纤维化药物的潜力。CNP 可以改善单侧输尿管堵

腹腔注射 LSKL 可以治疗二甲基亚硝胺（DMN）诱导的

塞导致的肾小管间质纤维化 [34]，并通过减轻促纤维化因子

大鼠肝纤维化 [13] 以及单侧输尿管梗阻造成的肾间质性纤维

白介素 IL-1β 和 IL-6 的表达，抑制 TGF-β1/Smad 信号通路，

化

[14]

。由于 LSKL 易于透过血脑屏障，发现其还可用于治

疗蛛网膜下腔纤维化

减轻肺纤维化中胶原的沉积，从而达到治疗肺纤维化的
目的 [35]。

[15]

。

2.2 肾素血管紧张素相关调节肽

2.2.2 GLP-1 受体激动剂 胰高血糖素样肽-1（GLP-1）是

2.2.1 利 钠 肽 相 关 多 肽 利 钠 肽 家 族（natriuretic peptides，

正常人进餐、口服或静脉注射葡萄糖后，刺激肠道 L 细

NPs）是在心血管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肽类激素家族，

胞分泌的一种肠促胰岛素分泌多肽，对人体血糖的稳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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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重要作用，常作为糖尿病治疗的切入点。GLP-1 通过与

2.3 血管生成抑制剂相关多肽

GLP-1 受体（GLP-1R）结合发挥生物学功能，由于 GLP-

2.3.1 34-mer 色 素 上 皮 衍 生 因 子（pigment epithelium-

1R 在胰岛的 α、β、δ 细胞，肺，心脏，肾脏，胃肠道及

derived factor，PEDF）是近年来发现的一种强有力的新

中枢神经系统的下丘脑和脑干区域等部位表达，研究人员

生血管抑制因子，相对分子质量为 50 000。在糖尿病导

发现 GLP-1 除降血糖功能外，还具有降血压、改善血管内

致的肾脏纤维化中可见 PEDF 表达量明显降低，而当应用

皮功能、抗动脉粥样硬化、减轻心脏缺血损伤以及改善心

腺病毒介导的 PEDF（Ad-PEDF）转染糖尿病性肾脏纤维

衰患者心功能的作用

[36]

。由于 GLP-1 易被体内的二肽基

化的大鼠，发现 PEDF 的增加明显抑制了促纤维化因子

肽酶 4（dipeptidyl-peptidase 4，DPP-4）分解失去生物活性，

（TGF-β1 和 CTGF）的表达，同时上调了 MMP2 的水平，

临床常采用 GLP-1 受体激动剂、DDP-4 抑制剂来治疗因

促进 ECM 的降解，抑制其合成，由此说明 PEDF 可以减

GLP-1 缺乏导致的疾病。目前已上市的 GLP-1 受体激动剂

缓纤维化的进程。PEDF 具有 2 个功能性多肽片段 ——34-

药物有利拉鲁肽（liraglutide）、艾塞那肽（exenatide）、

mer（Asp44-Asn77）和 44-mer（Val78-Thr121），分别具

阿必鲁肽（albiglutide）、度拉糖肽（dulaglutide）等，这

有抑制血管生成和神经营养活性的功能。研究人员发现

些药物被广泛用于糖尿病的治疗。

34-mer 片段可以抑制四氯化碳诱导的小鼠肝纤维化，并逆

鉴于在多项研究中证实 GLP-1 激动剂具有一定的心

转了由 PDGF 介导的肝脏肌成纤维细胞的活化 [26]。

血管保护作用，研究人员以此为依据，构建血管紧张素Ⅱ

2.3.2 多肽 E4 内皮抑素（endostatin）是胶原蛋白 XVIII

（Ang II）诱导的组织纤维化模型，并检测 GLP-1 激动剂

的 C 末端相对分子质量为 20 000 的内部片段，最初从培

[19]

。随着 Ang II 刺激时间

养的鼠血管内皮瘤细胞系的上清液中被发现并鉴定，内皮

的增加，Ang II 受体的表达量发生变化，Ang II 的Ⅰ型受

抑素可以抑制内皮细胞的增殖、管状结构的形成和肿瘤的

体（AT1）表达上调，Ⅱ型受体（AT2）的表达量下调，

生长 [38]。因其无毒，对血管生成的内源性抑制作用，以及

Ang II 可通过与 AT1 结合促进血管收缩、炎症反应发生、

耐药性低，目前已有部分内皮抑素类抗癌药物进入临床应

胶原的沉积和组织纤维化，而利拉鲁肽可下调 AT1 的表达，

用。为防止内皮抑素被蛋白酶降解，研究人员对内皮抑素

增加血管紧张素转化酶 2（ACE2）的活性 ——ACE2 可

C 端氨基酸进行修饰获得了多肽 E4，实验证明 E4 可以减

促进 Ang II 向抗纤维化七肽 Ang-（1-7）的转化，并抑制

轻 TGF-β 和博莱霉素诱导的肺纤维化进程，进一步研究揭

TGF-β-Smad 信号通路，从而产生抑制组织纤维化的作用。

示 E4 可以通过调节 Egr-1 和 LOX 的表达来调节肺纤维化

另外，由于 GLP-1 可以抑制 NF-κB 信号通路激活所致的

的过程，抑制 ECM 的合成和胶原的成熟 [27]。

炎症反应，且 GLP-1R 也表达于肺组织，Gou 等 [20] 通过博

2.4 松弛素相关肽

利拉鲁肽对组织纤维化的作用

莱霉素诱导的肺纤维化模型验证了 GLP-1 受体激动剂利拉

松弛素是一种可以进行细胞外基质重构的激素，于

鲁肽对肺纤维化具有一定治疗作用。

1926 年被初次发现，最初是作为放松骨盆、促进分娩的生

2.2.3 AcSDKP AcSDKP（N-Acetyl-Ser-Asp-Lys-Pro）是源

殖激素使用，随着对松弛素认识的不断加深，发现它还可

自 人 体 胸 腺 素 β4（thymosin β4） 氨 基 端 的 四 肽 段， 是

以作为一种内源性抗纤维化多肽治疗肺部、心脏、肾脏、

ACE 的底物，参与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活性的调

脑、皮肤等非生殖组织的纤维化病症。重组人松弛素可以

节，具有显著的心血管保护作用

[37]

。在多个动物模型中，

诸如白介素-1β 诱导的心脏纤维化模型
的肺纤维化模型

[22]

、博来霉素诱导

[25]

[24]

[23]

通过下调细胞内 Smad 的活性来抑制 TGF-β 信号通路，抑
制 TGF-β 刺激的成纤维细胞分化和 ECM 的合成，调节组

、

织内 MMP/TIMP 的动态平衡来产生直接抗纤维化作用。

和单侧输尿管梗阻（UUO）致

此外，还可通过抗炎作用、抗血管生成和血管舒张作用等

、四氯化碳诱导的肝纤维化模型

糖尿病相关肾脏纤维化
肾间质纤维化模型

[21]

等，AcSDKP 均显示出其抗纤维化

组织保护作用间接产生抗纤维化的功效。

的作用：AcSDKP 减弱了炎症反应，抑制纤维化效应细

人 类 具 有 3 种 编 码 松 弛 素 多 肽 的 基 因 亚 型：H1、

胞的增殖和分化，抑制胶原的沉积，减缓纤维化的发病进

H2、H3。其中 H2 型松弛素是人体内的主要存在和循环形

程。ACE 抑制剂的使用可以提升血浆中 AcSDKP 的含量

[37]

，

式。对 H2 松弛素进行改构修饰得到了重组人松弛素 2——

提示可以通过联用 ACE 抑制剂来增加 AcSDKP 的作用功

Serelaxin。Serelaxin 可减轻心脏负荷，降低心肌重构的机

效。

率，作为心衰药物已进入临床研究。在临床水平，以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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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mg . kg-1 的剂量皮下注射 Serelaxin，24 周后，可见真皮
增厚减缓，系统性硬化症的发病进程有效减缓

[28]

。

Pini 等 [29] 基 于 实 验 室 的 电 脑 平 台 设 计 了 靶 向 松

生，可以通过抑制成纤维细胞的积聚来抑制肾纤维化的
发生，表明 EPO 具有抑制纤维化的作用。Brines 等 [39] 从
EPO 的三级结构分析筛选得到 11 个氨基酸组成的活性多

弛 素 RXFP1/LGR7 受 体 的 G 蛋 白 偶 联 受 体 抑 制 剂

肽 HBSP（Helix B surface peptide），其具有组织保护作用，

CGEN25009。研究发现 CGEN15009 可以刺激 THP-1 细胞

但由于 HBSP 的血浆半衰期短，限制了 HBSP 的临床使用，

中 RXFP1/LGR7 受体信号通路；促进 THP-1 细胞 cAMP

因此 Yang 等 [30] 对 HBSP 进行了结构改造，获得了 CHBP

和 cGMP 的胞内积累及 NO 的产生，抑制人皮肤成纤维细

（cyclic helix B peptide），延长了 HBSP 的血浆半衰期，

胞中 TGF-β 诱导的胶原沉积，加强 MMP2 的表达，减轻

并通过实验验证 CHBP 可以通过 PI3K/Akt/FoxO3a 信号通

肺部炎症，治疗博莱霉素诱导的肺损伤和纤维化。由于松

路治疗缺血再灌注导致的肾脏纤维化。

弛素本身具有复杂的蛋白结构，并且具有 2 条肽链，合成
困难且具有较高的成本，因此 CGEN25009 的研发为肺纤

3 结语
目前，临床使用的抗组织纤维化多肽药物多集中于心

维化治疗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

肾纤维化的治疗，在其他组织方面的治疗大多处于临床前研

2.5 促红细胞生成素衍生肽
促红细胞生成素（erythropoietin，EPO）是哺乳动物体

究，因此加快推动临床前多肽药物向临床使用需要多方面的

内刺激骨髓红细胞生成和释放的细胞因子，重组 EPO 在临

合作配合。在抗纤维化的多肽设计中，找准合适的序列设计

床中被广泛应用于慢性肾衰竭所致贫血的治疗。近年来研

切入点、提高复杂多肽的合成效率，延长多肽药物的体内半

究显示，EPO 具有组织脏器的保护作用，EPO 与相应受体

衰期成为多肽药物研发过程的关键。多肽药物的设计需要

EPOR 结合可以产生一系列细胞保护作用（抗氧化应激、

研究人员在把控组织纤维化的发病机制的同时，寻找到其

抑制凋亡、促进有丝分裂、血管修复等）。EPO 可以通过

中关键的生物靶标，使设计的多肽药物具有更强的针对性，

抑制 NADPH-ERK-NF-κB 信号通路来抑制心脏纤维化的发

期望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抗纤维化多肽药物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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