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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HEM 生产的
多肽化妆品

多肽参与很多的生理过程。多肽因其具备如同天然分子般的相对高稳定性和明确的功能而被
市场普遍接受和认可。多肽产品在与皮肤相关治疗领域，特别是抗衰老治疗中都大受欢迎。尽
管当代社会已逐步迈入老龄化，但人们心里仍然渴望追求保持一副年轻健康的容貌，这样的
需求大大推动了抗衰老产品类的研发。目前市场上销售的大部分多肽化妆品都在宣传其具有
延缓甚至逆转皮肤衰老进程的功效，常见的作用方式包括刺激胶原蛋白的合成和抑制神经递
质的释放，这种抑制剂可以减少因为面部表情所引发的重复肌肉活动造成的细纹和皱纹。我
们公司在多肽合成领域具有相当丰富的专业知识和长期的实践经验，并具备大规模生产修饰
与未修饰肽产品的能力，这使我们公司成为制药和化妆品行业的首选合作伙伴。

简介
化妆品行业的护肤产品生产需要各种
不同的原料，其中就包括多肽、生长因
子、抗氧化剂、抗炎类植物性药材和多
糖等。由于上述化妆品具有类似药物
的功效，因而通常被称为药妆。但与药
物不同的是，这些原料并不受美国食
品和药物管理局（FDA）的监管。最初，
多肽由于其在伤口愈合方面的显著效
果而被化妆品行业所青睐。由于大量
的生理活动都有多肽的参与，因此在
化妆品研发制作中更多的开发和使用
多肽的功效也变得合情合理。大部分
用于化妆品的多肽目的都是对抗皮肤
老化进程。当今社会，人们都渴望在年
龄渐长时仍然拥有年轻外表，并且为
达此目的而开发的各种各样可能的治
疗方案也层出不穷，这些都大大推动
多肽化妆品的需求市场。人们在分子
生物学层面的知识对皮肤衰老过程的
认识日渐深入也大大促进了新型抗衰
老剂型的开发。

皮肤衰老
皮肤衰老过程受到外在和内在因素的
共同影响。皮肤衰老的主要表现为皮
肤组织的逐步退化、皮肤弹性的逐渐
衰退以及细纹和皱纹的出现。影响皮
肤衰老的外在因素包括暴露在紫外线
中、环境污染、香烟烟雾和极端天气条
件等。内在因素，包括处于活性氧分子
中造成细胞代谢和基因异常重组。外
在因素，尤其是紫外线和香烟烟雾，都
是造成皮肤过早老化的主要原因。皮
肤暴露于紫外线会引起活性氧水平的
提高，从而导致基因、蛋白质结构和功
能发生变化，和随之而来的皮肤损伤。
暴露在紫外线照射引发的明显损伤在
于，它会中断胶原蛋白的持续合成，刺
激胶原酶和其他细胞外基底蛋白质降
解酶的活性，并损伤细胞DNA。香烟
烟雾会刺激胶原酶活性，而由尼古丁
引发的血管收缩会使流向皮肤的血量
减少，从而导致皮肤过早老化。内在因
素，例如活性氧的分裂增长所导致的
细胞外基底蛋白质的流失、皮肤的血
流量的减少、以及细胞和细胞功能的
丧失。



3

化妆品中的多肽
多肽已经成为化妆品中非常重要的原
料成分，在抗衰老制剂中尤为如此。根
据其作用模式，多肽分为如下三个主
要类别：信号肽、神经传导胜肽和载体
胜肽。第一类主要包含能增加胶原蛋
白合成、或是通过胶原酶抑制胶原蛋
白分解的多肽，第二类包括能模拟肉
毒神经毒素功效的多肽，而第三类是
载体胜肽，它通过运输酶解过程所需
要的微量元素来发挥功效。

信号肽
皮肤老化主要表现在胶原蛋白和弹
力蛋白水平的降低。因此，增加成纤

细胞的数量或其胶原蛋白产量，和/
或抑制胶原蛋白的进一步水解被视
为阻止或延缓皮肤老化过程的有效
方 法 。许 多 用 于 化 妆 品 制 剂 中 的 多
肽是能够作用于成纤细胞的复合多
肽 。其 中 一 种 通 过 此 种 方 式 起 效 的
多肽为H-Val-Gly-Val-Ala-Pro-Gly-
OH（VGVAPG）（产品：H-2390趋化弹
力蛋白肽）。H-2390是一种在弹力蛋
白原中重复出现的弹力蛋白衍生肽
序列。它被发现能通过弹力蛋白受体
来刺激人体皮肤成纤细胞的增殖。N 
端蛋白质棕榈化肽被冠以棕榈酰寡
肽的名称在市面销售，它被认为比其
母 体 化 合 物 能 更 有 效 地 渗 透 表 皮 。 

Bachem公司的客户定制
 质量

- 满足《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或《非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质量要求
- 纯度范围广
- 先进的分析功能
- ISO 13485 认证的美国 Vista 生产基地

 化学
- Fmoc-、Boc-、Z- 和其他合成技术
- 自然化学连接
- 复杂多肽的合成

 生产能力
- 在美国和欧洲均设有生产基地
- 拥有市面上最大的生产设备
- 拥有最先进的生产技术

 肽修饰
- 酰化、乙酰化、酰胺化等
- 环化
- 肽修饰的稳定性

 支持
- 高素质的技术支持团队
- 文件支持
- 保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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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Lys-Thr-Thr-Lys-Ser-OH(KTTKS)
（产品：H-1592Ⅰ型原骨胶原（212-

216））是Ⅰ型胶原羧基端前肽（分子
段197-241）的亚片段，它代表着成纤
细胞内能刺激细胞外基底生物合成的
最小序列。它能增强Ⅰ、Ⅱ型胶原蛋白
和纤维连接蛋白的时间依赖性和剂量
依赖性，并且不会对总蛋白质合成或
是细胞相关蛋白质中分泌蛋白的比例
产生影响。N端蛋白质棕榈化多肽被
称为棕榈酰五肽-3，在市面上作为化
妆品原料销售。另一种在培养的成纤
细胞时加入而能增强胶原蛋白产量的
多肽是H-Gly-His-Lys-OH，它也被称
为GHK（产品：H-3510肝细胞生长因
子）。铜络合物中的三肽（见下文）能促
进胶原蛋白的合成，但目前还不清楚
该作用是来自GHK的内在因素，还是
由于组织培养基中铜离子的存在而
造成活性铜络合物的形成而发挥的作
用。由于多种基底金属蛋白酶参与到
胶原蛋白和弹力蛋白的降解过程，因
而对这类酶的抑制成为了另一种防止
细胞外基质瓦解及其对皮肤老化影

响的策略。多种多肽已被证实能以此
种方式起效：H-Tyr-Tyr-Arg-Ala-Asp-
Asp-Ala-OH（YYRADDA）是对应于 α 
-1Ⅰ型原骨胶原中的一个序列，该序
列在原骨胶原转化 为胶原蛋白的过程
中被分解。经证实，这种多肽能抑制原
骨胶原C蛋白酶（它能将C前肽从Ⅰ型
原骨胶原中分离），从而减弱胶原蛋白
的分解。与反油酸相连的三肽 H-Lys-
Phe-Lys-OH（产品：H-4210）是另一
种化合物，它被证明能激活TGF-β ——
它是一个具有增加胶原蛋白、弹力蛋
白和 TIMP-1 （金属蛋白酶的组织抑
制剂 1）能力的因子，并能通过其部分
亲脂性和反油酸抑制基质金属蛋白酶

（MMPs）。与共有序列BFB（B：碱性
氨基酸，F：苯丙氨酸）相对应的H-Lys-
Phe-Lys-OH序列在多个体外和体内
试验中被证实具有激活LAP-TGF-β 
的 功 能 。由 于 反 油 酸 对 白 明 胶 酸
A（MMP-2）和白明胶酸 B（MMP-9）具
有抑制作用，因而被选用。蛋白质棕榈
化肽，即棕榈酰-Lys-Val-Lys-OH和棕
榈酰-Val-Gly-Val-Val-Ala-Pro-Gly-

产品 编号 产品 作用

4016348 Ac-Ser-Asp-Lys-Pro-OH 刺激角质细胞、成纤维细胞和毛囊毛乳头细胞的生长

4012005 H-Ala-His-Lys-OH 增强胶原蛋白的合成

4027810 L-鹅肌肽硝酸盐 抗氧化剂

4026204 丙氨酰组胺 抗氧化剂

4030364 L-肌肽 抗氧化剂

4010536 趋化弹力蛋白肽 (VGVAPG) 刺激皮肤成纤维细胞的增殖

4000308 干细胞生长因子 (GHK) 增强胶原蛋白的合成

4000074 L-赖氨酸盐酸盐 (KFK) 激活非活性状态的转化生长因子-β
4006104 α -黑素细胞刺激素 (11-13) (游离酸) 抗炎剂

4011677 (D-脯氨酸¹²)-α -黑素细胞刺激素 (11-13) 
(游离酸)

抗炎剂

4025012 I型原骨胶原 (212-216) (KTTKS) 增强胶原蛋白的合成

4011277 神经递质 (GQPR) 免疫调节

4026105 富含半胱氨酸的酸性分泌蛋白 (119-122) 
(老鼠)

刺激内皮细胞增殖和血管生成

4009573 Z-Gly-Pro-Phe-Pro-Leu-OH 抑制脱屑

Bachem公司生产的药妆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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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是一种弹力蛋白衍生肽，它们对于 
TGF-β 也有类似的刺激作用。

神经传导胜肽
很多用于化妆品制剂的多肽都属于神
经传导胜肽。这类多肽的作用方式类
似于肉毒杆菌毒素（保妥适）。它们藉
由阻断神经肌肉接头处的信号传导
通路来减少因长期面部表情引发的
内部肌肉重复收缩所造成的皱纹和
细纹。肉毒杆菌毒素，由肉毒梭状杆
菌合成，是目前已知的最有潜力的毒
素。它是一个二硫化物连接的异质二
聚体，由一条重链和一条轻链组成。该
毒素通过重链的传导连接于外周神
经突触前膜，从而通过受体介导细胞
摄粒作用实现内化。通过胞饮泡运输
进入细胞质之后，轻链根据神经毒素
的血清亚型，通过蛋白水解的方式分
裂SNAP-25或突触小泡蛋白。这些蛋
白的裂解，对于乙酰胆碱小泡与神经
末端细胞膜的对接和融合有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它们能够抑制神经肌肉
接头处神经递质的释放。Acetyl-Glu-
Glu-Met-Gln-Arg-Arg-NH2是一种
多肽，以模拟肉毒杆菌毒素作用模式
运作，它被广泛应用于化妆品制剂的
生产。它是一种合成肽，与SNAP-25
的N端区域（氨基酸12-17）内的一个
序列相对应合成的多肽，这种多肽能
通过与SNAP-25竞争在SNARE化合
物中的位置，从而影响着该化合物的
合成。SNARE化合物的合成失衡会引
起神经递质释放的抑制和随之而来肌
肉收缩的衰减。另一类在化妆品行业
中相当有潜力的多肽是从蛇毒中提取
的。例如，Waglerin-1(H-Gly-Gly-Lys-
Pro-Asp-Leu-Arg-Pro-Cys-His-Pro-
Pro-Cys-His-Tyr-Ile-Pro-Arg-Pro-
Lys-Pro-Arg-OH)，它是从一种叫做“
韦氏竹叶青”的蝮蛇的毒液中所分离
出来的多肽。它包含22种氨基酸，并能
有选择性地阻碍肌肉烟碱乙酰胆碱ε
受体（mnAChR），从而影响肌肉细胞，
使其保持在放松状态。另一种能模拟

Waglerin-1作用方式的化合物是三肽
H-β-Ala-Pro-Dab-NHBzl，它是市面
上已在销售的抗皱霜的组成成分之
一。其他多种通过影响神经递质释放
而起到类似作用的多肽也受到化妆品
行业的青睐。这种复合多肽包括：a）
五肽，它能连接到神经元外部的脑啡
肽受体，从而引发一连串乙酰胆碱释
放的减少和随之而来肌肉的收缩；b） 
SNAP-8，一种与Acetyl-Glu-Glu-
Met-Gln-Arg-Arg-NH 相关联并与其
有相同作用方式的八肽；c）一种通过
阻断聚蛋白结合位点以减少肌肉特异
性激酶（麝香）的活化作用的六肽。这
种多肽被证实能干扰乙酰胆碱受体的
集聚，而这是触发胆碱肌肉收缩的必
需信号。

载体胜肽
三 肽 H - G l y - H i s - Ly s - O H（G H K） 

（产品：H-3510肝细胞生长因子）最
早在人类血浆中被检测到，并对二价
铜离子（Cu2+）具有高亲和力。它作为
信号肽和铜的载体，是很多参与胶原
蛋白和弹力蛋白合成过程中的酶的
辅助因子。铜胜肽被证实能刺激伤口
愈合，同时也能减少细纹和皱纹，提
高老化皮肤的弹性和紧实度。铜胜肽

（GHK-Cu）被证实具有多种功效。它
通过抑制促炎细胞因子的表达来发挥
抗炎功效。它也能化学诱引毛细血管
细胞、巨噬细胞和肥大细胞，增加胶原
蛋白和弹力蛋白的合成，并刺激成纤
细胞和角质细胞的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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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触间隙

突触囊泡

乙酰胆碱释放 肉毒杆菌毒素

肉毒杆菌毒素受体

细胞内小泡

轻链

乙酰胆碱受体

轻链形成的SNAP 

-25 的分裂

突触小泡蛋白 突触结合蛋白

突触融合蛋白
SNAP-25

2
1

肌细胞

神经元

A 型肉毒神经毒素的作用方式
A 型肉毒神经毒素包括一条重链和一条轻链。这种毒素通过与肉毒杆菌
毒素受体结合而被内化。囊泡的酸化会导致轻链向细胞质的转移。在细
胞质中，轻链像蛋白酶一样而使SNARE蛋白SNAP-25分裂。由于完整的
SNAP-25与其他几种蛋白质是突触囊泡和突触前膜相融合的必要条件

（2），因此这种分裂会抑制胞外分泌和乙酰胆碱神经递质的释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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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机制
许 多 用 于 化 妆 品 制 剂 的 多 肽 通 过
其 他 机 制 起 效 ，以 改 善 皮 肤 外 观
或 延 缓 皮 肤 衰 老 。其 他 机 制 包 括
活 性 氧（R O S）清 除 剂、胶 原 蛋 白 纤
维 组 成 的 化 合 物 和 抗 炎 肽 。例 如
肌 肽（产 品 ：G - 1 2 5 0）、鹅 肌 肽（产
品：G-4555，L-鹅肌肽硝酸盐）和卡西
尼（产品：G-4425）等的多肽是具有抗
氧化剂活性的组氨酸二肽。肌肽被证
实能清除活性氧和螯合促氧化金属。
它同样能在不饱和脂质的氧化分解
过程中抑制活性单核细胞和二醛的
释放，从而保护亲水和亲脂生物分子
不受到氧化性损伤。然而，与卡西尼
不同，肌肽由于肌肽酶的作用而对酶
的水解敏感。有一种尚未公开其序列
的四肽能模拟核心蛋白多糖，核心蛋
白多糖能与胶原蛋白相互作用并影
响胶原原纤维的形成。由于皮肤中的
功能性核心蛋白多糖会随着年龄的
增长而减少，因而四肽可成为其替代
品。通过控制原纤维的直径和尺寸中
胶原蛋白的聚集和均质化，四肽能增
加皮肤的柔韧度，从而改善其皮肤外
观。Rigin（产品： H-6920 H-Gly-Gln-
Pro-Arg-OH（GQPR））与人免疫球蛋
白重链中的氨基酸序列 341-344 相对
应，它被证实具有免疫调节的功效。通
过抑制炎症，棕榈酰化形式多肽被认
为能加快组织修复，从而增加皮肤的
紧实度、光滑度和弹性。

结论
合成肽在化妆品行业渐渐占据重要的
地位。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和年长族
群日趋渴望保持年轻的生活方式和外
表，化妆品行业也更将看重皮肤抗衰
老疗法的研究。如今，有超过 25种多
肽被用于抗衰老护肤品，还有很多其
他种类的多肽正在研发之中。Bachem
公司是合成肽生产行业的领军者，并
与医药和化妆品领域的诸多大公司都
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我们公司的设
备齐全，能提供各种不同规模和不同
复杂程度的多肽生产。因此，Bachem
公司是化妆品多肽研发和生产的理想
合作伙伴。

欲知详情，请查阅文献资料。



胶原纤维。皮肤真皮胶原的彩色扫
描电子显微镜 (SEM) 图。胶原是
一种抗张强度较高的蛋白质，可为
皮肤、肌腱、韧带和骨骼提供结构
和弹性。它是身体中最丰富的蛋白
质。胶原在真皮层中形成不规则排
列的绳索状纤维。

(KEYSTONE/SCIENCE PHOTO LI-
BRARY)

胶原纤维，S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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