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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壶腹腺丝蛋白分子结构与机械性能之间的关系
秦瑞奇，袁文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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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蜘蛛丝是性能优异的天然丝类材料，其中主要壶腹腺丝蛋白产生的牵引丝具有极高的力学性能、

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生物可降解性，广泛应用于纺织、生物医学和环境工程等领域。深入研究蜘蛛丝蛋白

分子结构与机械性能，有助于理解蜘蛛丝蛋白的成丝机制，为制备具有良好机械性能的人造蜘蛛丝纤维提

供理论依据。该文围绕不同物种主要壶腹腺丝蛋白的分子组成、成丝机理和分子结构与机械性能之间的关

系进行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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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lecular structure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the 
major ampullate spider protein

QIN Rui-Qi, YUAN Wen-Su*
(School of Life Science,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2, China)

Abstract: Spider silk is a natural silk material with excellent performance. The dragline silk produced by major 
ampullate spidroin has extremely high mechanical properties, biocompatibility and biodegradability, and widely 
used in textile, biomedicine,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nd other fields. To further study the molecular structure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spidroin will help understand the mechanism of the silk fiber forming and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production of artificial spider silk fibers with better mechanical properties. This review 
introduces the molecular composition, mechanism of silk fiber forming as well as relationship between molecular 
structure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different sp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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蜘蛛可以分泌多种具有优异机械性能的蛛丝，

具有较好的工业前景，广泛应用于生物医学和纺织

等领域，但天然蛛丝获取成本高昂，限制了其在工

业中推广应用。因此，研究人员希望能够生产大量

人造合成蛛丝蛋白纤维应用于科研或工业 [1]。由于

蛛丝蛋白的种类和序列存在单一性 ，导致目前对蛛

丝蛋白形成丝纤维的作用机制没有较为清晰的认

识。因此，人造蛛丝纤维的机械性能与天然蛛丝相

比具有一定的差异。目前合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为

重组丝蛋白的设计和合成提供了一定的技术支持，

同时也为人造蛛丝纤维的机械性能调控提供了新的

方法和思路，通过合成生物学方法构建重组丝蛋白，

可进一步提高蛛丝纤维的机械性能 [2]。2020 年，

Gonska 等 [3] 构建了一种既具有高度可溶性又能自

组装的重组蛛丝蛋白，采用新型的纺丝方法进行人

工纺丝，获得的人造蛛丝纤维的结构与天然丝纤维

的结构特性类似。蛛丝通常由不同基因家族编码的

蛛丝蛋白构成，不同腺体中的丝蛋白基因序列相同

或不同 [4-6]。圆网蜘蛛主要壶腹腺中产生的牵引丝

作为蜘蛛的生命线，由于其较高的强度而被广泛研

究 [7-9]。牵引丝包含两种脯氨酸含量不同的蛛丝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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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是主要腹壶腺丝蛋白 1 和 2 (MaSp1 和 MaSp2)，
近年来新被发现的 MaSp3 丝蛋白也属于主要腹壶

腺丝蛋白家族 [10-11]。主要壶腹腺中存在的非主要壶

腹腺丝蛋白也参与了牵引丝纤维的组装 [12]。大多数蛛

丝蛋白具有相同的结构特征，即由重复核心区域和

高度保守的非重复末端结构域组成，重复核心区域

包含一些高度重复的 GGX、GPGXX、(A)n 和 (GA)n

的短氨基酸基序 ( 其中 G = 甘氨酸，P = 脯氨酸，A= 
丙氨酸，X= 酪氨酸 )[13]。2019 年，Knon 等 [14] 在研

究 Araneus ventricosus MaSp3 的全长序列时发现，

MaSp3 中除了存在 (A)n 和 GPGXX 基序，其重复结

构域中还存在之前从未报道过的具有 Arg 的 GGR
基序。高浓度蛛丝蛋白以液态储存在腺体中，在通

过纺丝管的成丝过程中，随着 pH值降低 (7.2到 5.7)、
离子类型、离子浓度以及剪切力的改变，可转变为

固态的不溶性丝纤维 [15]。通过拉曼共聚焦光谱研究

牵引丝的天然构象，发现丝蛋白在形成丝纤维之前

存在多种二级结构。2007 年，Thierry 等 [16] 在研究

重复结构域时发现，重复结构域中主要的二级结

构是无规卷曲和原纤维中的多聚脯氨酸Ⅱ型螺旋

(polyproline Ⅱ，PP Ⅱ螺旋 )，其中甘氨酸中存在的

PPII 螺旋被认为是牵引丝原纤维中重要的二级结

构，可溶的原纤维通过 PP Ⅱ螺旋相互作用形成 β-
折叠结构，在剪切力和生化环境改变时进一步形成

丝纤维 ( 图 1)。
目前有两种理论对蛛丝纤维的形成进行了解

释。第一种称为胶束理论，该理论认为蛛丝蛋白以

胶束形式储存在蜘蛛腹部，蛛丝蛋白的亲水结构域

构成胶束的边缘，促使蛛丝蛋白可溶，疏水结构域

则构成胶束的中心，其中胶束大小取决于链的折叠

程度和疏水相互作用。在形成丝纤维的过程中，剪

切力诱导了 β- 折叠结构的形成，同时纺丝管中 pH
降低促使蛛丝蛋白末端结构中的氨基酸发生质子

化，使得末端结构域从单体形式转变为二聚体形式，

这一转变防止了丝纤维的早熟
[17-18]。第二种称为液

晶理论，该理论认为蛛丝蛋白呈向列型液晶态，以

高浓度形式储存，受到剪切力时蛛丝蛋白在纺丝管

中发生自组装，并形成与丝腺和纺丝管长轴平行的

双层结构，在这期间无规卷曲和 PP Ⅱ螺旋转变为 β-
折叠结构 [19-21]。

1　蛛丝蛋白重复结构域

大部分丝蛋白的相对分子质量在 250~400 kDa
范围内。无规卷曲和 PP Ⅱ螺旋是丝蛋白重复结构

域的主要成分，重复结构域中大量 PP Ⅱ螺旋通过

分子间相互作用促使丝蛋白形成稳定构象。丝蛋白

具有的这种多重复结构域的特性可能是导致丝纤维

具有较强机械性能的重要原因。序列分析表明，每

个丝蛋白中的氨基酸序列可以被看作是一系列的重

复基序，通过比较不同类型丝蛋白发现 (A)n、(GA)n、

GGX 和 GPGGX 四种氨基酸基序是共有的。天然

丝中存在结晶区域和非晶区域，结晶区域分散在非

晶区域中。目前针对重复结构域研究最多的是多聚

丙氨酸 (poly-Ala) 基序，在天然丝有序的结晶区域

中，相邻的连续丙氨酸位于主链的侧面上，可以通

过疏水作用相互形成紧密结合的反平行 β- 折叠。无

定形的非晶区域主要是由多聚甘氨酸丙氨酸 (poly-
Gly-Ala) 形成的 31- 螺旋和 β- 转角构成，但由于甘

丝蛋白中存在两种主要的二级结构，分别是无规卷曲和PPⅡ螺旋。物理条件的改变使得原纤维通过β-折叠相互作用形成不溶

性丝纤维。剪切力和生化环境的变化使末端结构域发生单体和二聚体之间的转变，并参与可溶性蛛丝蛋白到不溶性丝纤维的

转变过程。富含甘氨酸的区域显示为黑色，聚丙氨酸区域显示为蓝色。

图1  可溶性丝蛋白到不溶性丝纤维的转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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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酸侧链之间无法形成疏水相互作用，结合力比聚

丙氨酸低，所以含有 poly-Gly-Ala 的丝纤维与含有

poly-Ala 的丝纤维相比，其拉伸性能较低 [22]。在剪

切力的作用下，主要壶腹腺丝蛋白中无定形区域的

β- 转角转变为 β- 折叠结构，提高了丝纤维的机械

性能。通过核磁共振 (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NMR)、X 射线衍射 (X-ray diffraction, XRD) 和分子

动力学 (molecular dynamics, MD) 分析 MaSp 中氨基

酸基序的二级结构，发现 GGX 基序 (X 代表任意氨

基酸 ) 在非晶区域中形成 31- 螺旋结构，在维持丝

纤维强度方面发挥作用；GPGGX 基序中脯氨酸失

去了形成氢键的酰胺质子，在 MaSp2 中主要以 β-
转角构象存在，这一构象导致丝蛋白多肽链的移动，

在维持丝纤维的韧性方面发挥作用 ( 图 2a)[22-24]。在

描述丝纤维的机械性能时采用典型的应力应变曲线

图：在屈服点之前，丝纤维具有弹性行为，在失去

应力的作用后恢复到原来的大小和形状；屈服点之

后，在较大力的作用下，丝纤维则永久变形在一个

特定区域内且横截面积变小，表现为曲线的倾斜；

之后，曲线上移表明丝纤维的应变硬化，最终丝纤

维断裂 ( 图 2b)。
基因表达模块分析不同氨基酸组成与机械性能

之间的关系，揭示了脯氨酸含量与丝纤维的力学性

能之间存在正相关，脯氨酸含量较高的丝纤维具有

更高的拉伸性和超收缩性，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

要是水影响甘氨酸富含基序的运动
[25-26]。离子环境

也会影响丝蛋白重复结构域的构象和动力学。纺丝

管道中 Na+ 和 Cl− 浓度降低，SO4
2− 和 PO4

3− 等的亲

水离子增加，主要壶腹腺纺丝原液中的高浓度 Na+

和 Cl− 阻止了重复结构分子内和分子外相互作用并

促进丝蛋白可溶 ，SO4
2− 和 PO4

3− 等的浓度增加则

促进了甘氨酸富含区域氢键的形成，氢键的存在则

有利于丝纤维中 β-sheet 结构的形成 [27]。当加入

PO4
3− 后，蛛丝蛋白自组装形成纳米丝纤维，动力

分析揭示了丝蛋白含有较多重复结构会缩短蛛丝蛋

白自组装形成纳米丝纤维的时间 [28]。

2　蛛丝蛋白非重复N末端

蛛丝蛋白N末端结构域 (N-terminal domain, NTD)
是一个高度保守的五螺旋束，长度通常为 120~140
个氨基酸，表面存在大量的带电残基，每个 NTD 亚

基含有 4 个碱性氨基酸残基 (Lys53、His61、Arg62
和 Arg64)、6 个酸性氨基酸残基 (Asp35、Asp38、
Asp39、Glu76、Asp126 和 Glu130)[29]。pH 降 低 引

起的酸性氨基酸质子化可诱导 NTD 发生单体和二

聚体之间的转换，在 pH 6.3 时，往往会形成长度约

为700 nm的复合物。由于离子组成和强度发生变化，

两个 NTD 单体 N 末端的正极和负极之间可以依靠

静电相互作用形成反平行二聚体。NTD 二聚体的形

成是由偶极 - 偶极相互作用导致的，这对于丝纤维

的形成至关重要。NTD 二聚体界面高度保守且疏水

中心是一对螺旋 3 (helix3, H3)，一段保守序列使

(a)MaSp1和MaSp2重复结构域的氨基酸基序、二级结构以及在丝纤维机械性能方面的作用；(b)典型的丝纤维应力应变曲线示

意图。红色代表MaSp1的GGX基序；粉色代表(A)n；蓝色代表(GA)n；绿色代表MaSp2中的GPGGX和GPGQQ氨基酸基序。应

力代表丝纤维的强度，应变代表丝纤维的延展性，杨氏模量即斜率则代表丝纤维的硬度。

图2  MaSp重复结构域的部分氨基酸序列以及应力应变曲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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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 紧密地结合 NTD 亚基，NTD 二聚体对维持丝

蛋白的稳定性具有一定的作用 ( 图 3a) [30]。Nephila 
clavipes 和 Euprosthenops  australis 的蛛丝蛋白 NTD
结构相似，但 Asp40、Lys65 和 Glu84 之间的相互作

用有一定的不同。为了观察 NTD 的理化性质，在

不同的 pH 条件下，对野生型和突变型 (E. australis)
NTD 进行滴定实验，通过计算野生型和突变型

NTD 的静电荷含量得到滴定曲线，发现酸性氨基酸

单突变滴定曲线相比野生型滴定曲线出现上移，但

碱性氨基酸单突变滴定曲线相比野生型滴定曲线

向下移动，其中突变对于碱性氨基酸 R60、K65 和

K93 没有影响，这些氨基酸仍保持完全质子化并使

丝蛋白 NTD 二聚体不稳定，突变对残基 H6、D40、
E79、E84 的影响则较大 [31]。在中性条件下，E84 和

E85 在 NTD 单体和二聚体中所处的位置不同，在

NTD 单体结构中处于无规卷曲的环境，在 NTD 二

聚体结构中处于螺旋的环境；D39 和 D40 在 NTD 单

体和二聚体的位置没有发生改变；由于 Lys 的侧链

位于内部，K93 突变对 NTD 二聚体的稳定性影响

较小 ( 图 3b)。滴定的保守氨基酸残基 Glu79、Glu84
和 Glu119 可增加 pKa 值，并参与形成 pH 依赖的二

聚体。2012 年，Wallace 和 Shen[32] 提出 E79 和 E119
的质子化对 NTD 二聚体的形成至关重要。E79QE-
119Q双突变中加入Glu84，NTD趋向于形成二聚体，

Glu84 与第三个高度保守的氨基酸残基 Asp40 之间

具有紧密的相互作用，E84Q 和 T61A 突变的 NTD
结构与野生型 NTD 结构相比没有差异，突变对野

生型 NTD 二聚体影响较小 ( 图 3c)[33-34]。酸性氨基

酸残基 D39、E76 和 E81 相继质子化形成紧密构象，

被认为是 NTD 单体转变为二聚体的关键。E81 或

E114 的突变会影响芳香族氨基酸 Trp9(W9) 侧链所

处的环境，NTD 构象发生变化时，W9 会存在于更

(a) NTD二聚体的结构。酸性氨基酸残基(红色) 位于 NTD 二聚体的一极，碱性氨基酸残基(蓝色)位于NTD二聚体的另一极，

图中标注的氨基酸均参与了丝纤维的形成过程。(b) 在 pH 7.0时，NTD单体结构(PDB ID：2LPJ浅蓝色)与NTD二聚体结构

(PDB ID：3LR2金色)存在差异，E84和E85在NTD单体和二聚体中所处的位置发生了变化。(c) D40N、E79Q、E84Q和T61A突

变型的 NTD 结构分别与野生型NTD二聚体的两个亚基构象相比没有差异。(野生型NTD二聚体PDB ID：3LR2金色；突变型

NTD二聚体结构PDB ID：3LR8、3LRD和 6R9D，分别是粉色、天蓝色和深蓝色)。(d) 在E. australis 中，Met突变为Leu的突

变型NTD结构(PDB ID：6QJY天蓝色)与野生型NTD的结构(PDB ID：2LPJ 深灰色)相比存在差异，其中紫色部分分别是L20、
L24、L41、L48、L77、L101，黄色代表Trp10(W10)。结构中重点标注的氨基酸为: 组氨酸(His, H)、色氨酸(Trp, W)、精氨酸

(Arg, R)、赖氨酸(Lys, K)、天冬氨酸(Asp, D)、谷氨酸(Glu, E)、谷氨酰胺(Gln, Q)、半胱氨酸(Cys, C)、丙氨酸(Ala, A)、亮氨

酸(Leu, L)。
图3  主要壶腹腺丝蛋白NTD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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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水的环境中。MaSp1 的 NTD 中酸性氨基酸突变后

的 NMR 结构 (PDB 2N3E) 和晶体结构与 E. australis 
野生型 MaSp1(PDB 2LPJ)NTD 略有不同。K65 和 R60
的带电侧链可通过亚基间的盐桥稳定 NTD 二聚体

构象 [35-36]。进一步分析 NTD 序列发现，在牵引丝

蛋白的 NTD 疏水核心中大量存在的 Met 稳定了丝

蛋白构象，Met 侧链为丝蛋白二级和三级结构提供

动力。六个 Met 突变为侧链能形成更多范德华相互

作用的 Leu 后，突变型 NTD 构象与野生型 NTD 构

象相比存在差异 ( 图 3d)。分子动力学 (MD) 可以通

过计算的方法提供氨基酸突变后的 NTD 构象。除

了氨基酸突变引起的结构变化以外，pH 和盐也

可使 L. hesperus中MaSp1的NTD构象发生变化 [37]。

2020 年，Chakraborty 等 [38] 研究葡萄状腺丝蛋白

(aciniform silk protein, AcSp) N 端的 MaSp 末端结构域

序列发现，当蛛丝腺体中的 pH 从中性变为酸性或

者是从高盐变为低盐时，AcSp 的 NTD 组装形成大

的聚体而不是形成二聚体。NMR 与同源建模研究

表明，AcSp 和 MaSp 的 NTD 单体结构相似，但却

有着不同的电荷分布，对 AcSp NTD 结构的研究有

利于进一步了解 AcSp 丝纤维形成的机制。

关键氨基酸残基 E79、E119、E84、D39、E76、
E81 相继质子化促使 NTD 单体转变为二聚体，K65
和 R60 通过形成盐桥进一步稳定 NTD 二聚体，而

Met突变为Leu则进一步稳定NTD单体。总的来说，

这些氨基酸均参与了 NTD 二聚化的过程，其优点

是防止丝蛋白在腺体中过早聚集和促使二聚体快速

形成，进而保持二聚体在纺丝管中的稳定性。外部环

境的 pH 和离子间的静电相互作用同样影响了 NTD
二聚体的形成。NTD 二聚体的锁定对于丝纤维的形

成至关重要。

3　蛛丝蛋白非重复C末端

丝蛋白在腺体中的储存、组装以及重复结构域

的重排是由非重复末端控制的。丝蛋白的 C 末端结

构域 (C-terminal domain, CTD) 通常由 80~110 个氨

基酸组成，在不同物种中高度保守 [39-40]。CTD 二聚

体有较强的疏水性，且含有易于发生疏水性 β 聚集

的序列 VLIQALLEVVSALIQIL，类似于淀粉样蛋

白 [41]。CTD 的天然结构隐藏了核心的疏水残基，

使表面的亲水残基暴露在外，从而确保了丝蛋白的可

溶性。ADF-3 (Araneus diadematus fibrion 3) 的 CTD
是一个平行取向的二聚体五螺旋束，最长的螺旋

4 (H4) 位于二聚体的中心。每个 CTD 单体在 H4 的

N 末端都有一个半胱氨酸残基形成分子间二硫键

( 图 4)，两个盐桥存在于两个单体最保守的位置，从

而将 H1 和 H2 固定在 H4 的侧面 [42]。带电残基的

突变对保持非重复结构域的完整性至关重要，盐桥

的缺失会导致整个结构域的热稳定性降低。

中性条件下的天然重组 MaSp1 的 CTD，其 CD
光谱呈现典型的 α- 螺旋结构。当 pH 降至 5.0 时，

CTD 仍能保持 α- 螺旋结构；当 pH 进一步降至 4.0
和 3.0 时，可以观察到 CTD 的吸收峰从 208 nm 到

206 nm 的轻微移动，显示出 CTD 的结构发生微小

变化，出现了一些 β- 转角或无序结构 [43]。CTD 结

构的不稳定性与 pH 3.0和 4.0下熔融小球的存在 (缺
乏三级结构，但保持二级结构 ) 有关，在自然状态下，

熔融小球的疏水残基掩埋在核心结构域中，一旦出

现特定条件，蛋白质将失去三级结构并暴露疏水性

基团，利用 8- 苯胺基萘 -1- 磺酸 (ANS) 荧光检测

CTD 暴露的疏水基团发现，ANS 显示出与疏水基

团较强的亲和力，疏水残基的最大吸收峰从 510 nm
变为 490 nm。熔球状态促进 CTD 的有序聚集和晶

体的形成，使两个带电残基天冬氨酸 (Asp63) 和谷

氨酸 (Glu71) 与碱性氨基酸 (Arg13 和 Arg22) 相互

作用形成盐桥 [44]。化学变性剂和氯化钠滴定 15N 标

记的丝蛋白 CTD 后，异核单量子相关 (heteronuclear 
single quantum coherence, HSQC) 图谱反映了 CTD
中氨基酸的化学位移变化，化学位移变化主要发生

在盐桥附近。在化学变性剂的存在下，盐桥附近最

先发生解折叠，氯化钠由于阻止了分子内和分子外

的相互作用而稳定了 CTD 的构象。在特定条件下，

只有具有非重复结构域的丝蛋白才能发生聚集并形

CTD二聚体由两个亚基组成，分别是亚基A(蓝色)和亚基

B(青色)，CTD二聚体的两个亚基中均存在Arg与Glu和Asp之
间形成的盐桥，两个亚基通过二硫键(黄色)相互连接。(PDB 
ID：2KHM)

图4  ADF-3 CTD二聚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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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有序的 β- 折叠结构，其功能是可以使丝蛋白稳

定储存并促使丝纤维形成。

保守的 NTD 和 CTD 对维持丝蛋白在主要壶腹

腺体中的稳定性具有一定的作用。离子环境的改变

导致 NTD 形成反平行二聚体，通过影响重复结构

的有序排列进而控制丝蛋白的组装；同样地，CTD
二聚体也通过调控重复结构使其形成 β- 折叠结构

进而影响丝蛋白的组装。末端非重复结构域在防止

主要壶腹腺体中丝蛋白的聚集和调控丝纤维的组装

中发挥着重要且独立的作用。末端非重复结构域之

间不存在相互作用，这有利于一步步控制丝蛋白形

成丝纤维。 

4　丝纤维机械性能

天然蛛丝的综合力学性能优于绝大多数人工合

成纤维，这是由于天然蛛丝纤维中丝蛋白结构较好

造成的。丝纤维的主要结构是由结晶和非晶区域嵌

合形成的微米尺度的原纤维，其中结晶区域是由氢

键以及 poly-Ala 和 poly-Gly-Ala 侧链相互作用形成

的，无序肽链束则组装成无定形基质，丝纤维的强

度和韧性主要受几何空间、无定形基质和长度的限

制。晶体亚单位是天然丝纤维的主要成分，运用有

限元 (finite element, FE) 分析了不同晶体大小对丝纤

维弹性和韧性的影响，发现增加晶体的 β- 折叠结

构会增加丝纤维的弹性模量、韧性和断裂力，增加 β-
折叠股会降低这些丝纤维机械特征。蛛形纲动物会

利用丝蛋白基因的多样性形成不同类型的丝蛋白以

应对复杂的环境。一些含有多外显子结构的丝蛋白

通过选择性剪接的方式增加转录多样性，这种方式

形成的丝蛋白剪接体进一步提高了丝纤维的机械性

能
[45]。人工合成纤维的机械性能与丝蛋白的相对分

子质量有关。2020 年，Wen 等 [46] 研究 Araneus ventr- 
icosus 葡萄状丝蛋白 2 (aciniform silk protein2, AcSp2)
的一级结构发现，AcSp2 的一级结构与 AcSp1 的一

级结构类似，均含有保守的末端结构域和独特的重

复结构域，其中 AcSp2 在溶液中的二级结构主要是

α- 螺旋，由 AcSp2 蛋白制备的人工合成纤维，其机

械性能与丝蛋白的相对分子质量之间存在一定的正

相关。因此，深刻了解丝蛋白分子结构和机械性能

之间的关系对于生产更高质量的丝纤维至关重要。

外部环境也会影响牵引丝的机械性能。Porter
等 [47] 认为丝纤维的直径大小会对丝纤维的韧性造

成一定的影响，牵引丝纤维较小的直径和高密度的

氢键是其具有较好机械性能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合

成纤维中，丝纤维的力学性能与纺丝速度有关，过

高的卷绕速度会导致断裂应变的降低 [48]。丝纤维的

机械性能与纺丝条件存在一定的关系，不同的后处

理方式会对丝纤维的机械性能产生一定的影响 [49-50]。

当纤维处于水中时，其直径增加，长度减小，这种

现象被称为超收缩。Shao 等 [51] 用拉曼光谱研究了

当丝纤维处于水或者甲醇中时的收缩现象，发现这

一现象伴随着丝纤维中的二级结构从高度有序的 β-
折叠转变为无序的螺旋和无规卷曲，丝纤维中 β-
折叠含量的降低导致丝纤维的硬度降低。然而，分

子结构相较于环境对丝蛋白的影响更大，分子内部

结构的改变可以提高丝纤维的机械性能，而外部环

境同样是通过影响丝蛋白中的二级结构影响丝纤维

的机械性能。 
丝纤维机械性能的研究可以用典型的应力 - 应

变曲线来描述，曲线可以清晰地显示自然纤维和人

造纤维的机械性能。逐渐发展的计算方法在深入了

解丝纤维的机械性能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分子动

力学 (SMD) 方法揭示了应力 - 应变曲线中的 4 个状

态，早期关于丝纤维机械性能的研究建立了弹性网

络模型。该模型比较了单纤维和成纤维束在不同湿

度下处理前和处理后的杨氏模量 (GPa)、强度 (GPa)
和延展性 (%) ；另一种方法是在分子水平上通过控制

丝纤维能量的存储和释放来揭示其机械性能
[47,52]。

这些计算方法证实了结晶区域和非晶区域在提高丝

纤维机械性能中的作用。

5　总结

不同类型的蛛丝蛋白大多含有相似的结构，丝

蛋白结构决定了丝纤维的力学性能。保守氨基酸基

序 GGX 倾向于形成螺旋结构，GGX 基序是丝蛋白

晶体中 β- 折叠结构和无序结构之间转变的桥梁，

相邻的 GGX 螺旋相互作用维持丝纤维中蛋白质分

子的排列；GPGXX 氨基酸基序形成类似于 β- 转角

的结构，GPGXX 基序的重复数量与丝纤维的延展

性之间存在正相关，其中脯氨酸的含量与丝纤维的

延展性之间有着较大的关系。在生理条件下，天然

折叠的末端结构域作为单独的分子开关将可溶性丝

蛋白组装成高度有序的结构，随着纺丝管中 pH 逐

渐降低，氨基酸残基之间利用静电相互作用保持

NTD 单体和二聚体结构的稳定；特定的物理化学条

件使CTD发生一定的结构转变，并参与丝纤维形成；

较长的重复结构域会提高丝纤维的强度和硬度。丝

蛋白分子结构的研究与丝纤维机械性能计算方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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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详细描述了有序基序对蜘蛛牵引丝的形成以

及机械性能的影响。因此，深刻了解丝蛋白分子结

构和机械性能之间的关系有利于人造纤维的合成。

6　讨论

为了解决蜘蛛较难捕捉和具有较强攻击性等难

题，工业上利用重组技术和人工纺丝方法制备了人

造丝纤维。利用原核、真核或者是动物宿主表达系

统得到的重组蛛丝蛋白的可溶性仍较差且得率较

低；另外，人工纺丝需要高浓度的蛛丝蛋白，而蛛

丝蛋白在高表达过程中会发生聚集，但在蜘蛛腺体

中却能以 30%~50% (W/V) 的高浓度可溶形式储存。

天然丝纤维具有复杂的二级、三级和四级结构，人

工纺丝得到的丝纤维与天然丝纤维相比有一定的偏

差，且对外部环境的湿度敏感。目前通过人工纺丝

方法制备的人造丝纤维还达不到天然丝纤维的机械

性能。随着人工纺丝技术的不断发展，人造合成丝

纤维的机械性能将会逐渐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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