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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干细胞及靶向抗肿瘤新药
——攻克癌症的希望
王敬泽，李桂娟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生物膜与膜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100101 )

【摘要】目前，恶性肿瘤仍然是威胁人类健康且难以治愈的重大疾病。多年来相关的医药学家们对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及
防治不断地进行着探索。随着时间的推移，肿瘤的治疗手段从手术、放疗、化疗以及生物药物治疗等发展到靶向药物。但由于耐
药产生快，对于肿瘤的转移与复发基本仍是束手无策。肿瘤转移与复发使得治疗变得极其困难与复杂，摆在医药学家们面前迫在
眉睫思考的问题是：导致肿瘤复发的根源是什么？近年来，针对肿瘤细胞转移复发，发现肿瘤细胞生长、转移和复发的特点与干
细胞的基本特征十分相似，针对肿瘤细胞的自我更新能力、不定潜能的异质性及少数肿瘤细胞的强致瘤性、高侵袭性及转移等，
科学家提出了肿瘤干细胞的新概念，为治疗肿瘤提出了新思路。本文综述了肿瘤干细胞的起源、生物学特性、与肿瘤的关系及靶
向抗肿瘤药物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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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癌症治疗药物绝大多数是起杀伤作用的细胞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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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增殖潜能的原始细胞，根据干细胞的来源及分化潜能，可将

无明显靶向性，除抑制肿瘤细胞外，也杀伤了正常细胞，且易

干 细 胞 分 为 来 源 于 囊 胚 的 胚 胎 干 细 胞 (embyonic stem

产生耐药。新一代的靶向治疗药物又存在着副作用大，耐药产

cell，ESC)和来源于成体组织与器官的成体干细胞(adult stell

生快，无法完全清除肿瘤细胞等缺点。同时，肿瘤转移与复发

cell，ASC)。

使得治疗变得愈加困难。肿瘤复发的原因是治疗过程中没有完
全清除或无法清除的肿瘤细胞残余，又形成了新的肿瘤。
近年来研究发现，恶性肿瘤难以根治的主要原因是肿瘤细

干细胞按分化潜能的大小，可分为3种类型：一类是全能
性干细胞，它具有形成完整个体的分化潜能，如胚胎干细胞，
具有与早期胚胎细胞相似的形态特征和很强的分化能力，可以

胞中那些具有强致瘤性、高侵袭性、转移能力强的恶性肿瘤细

无限增殖并分化成为全身200多种细胞类型，进一步形成机体

胞具有“永生性”，这些细胞为数不多，但比普通肿瘤细胞更

的所有组织、器官。另一类是多能性干细胞，这种干细胞具有

易产生耐药而躲过化疗药物的杀伤。如果不能完全清除体内的

分化出多种细胞组织的潜能，但却失去了发育成完整个体的能

这类恶性细胞，肿瘤治愈几乎不可能。针对肿瘤细胞转移与复

力，发育潜能受到一定的限制，骨髓多能造血干细胞是典型的

发的研究，业已发现肿瘤细胞的生长、转移和复发的特点与干

例子，它可分化出至少12种血细胞，但不能分化出造血系统以

细胞的基本特征十分相似，针对肿瘤细胞的自我更新能力、不

外的其他细胞。还有一类单能干细胞(也称专能、偏能干细

定潜能的异质性及少数肿瘤细胞的强致瘤性、高侵袭性及转移

胞)，这类干细胞只能向一种类型或密切相关的两种类型的细胞

能力强等特征，科学家提出了肿瘤干细胞(tumor stem cells)的新

分化，如上皮组织基底层的干细胞、肌肉中的成肌细胞或叫卫

概念。肿瘤干细胞已成为国内外科学家们的研究热点，目前的

星细胞。全能性干细胞可塑性最大，是研究组织发生、器官功

研究不仅证实了肿瘤干细胞的存在，而且鉴定了许多肿瘤干细

能修复的最佳材料。

胞的特异性表面分子标志，拓展了对于肿瘤重新认识的新思
路，为肿瘤防治带来了希望。结合当前肿瘤干细胞的研究现
状，本文综述了肿瘤干细胞的起源、生物学特性、与肿瘤的关
系及靶向抗肿瘤药物研究的进展。

2

肿瘤干细胞
在治疗中被杀灭的癌细胞为什么会死而复生？这是近年来

科学家们追踪研究的热点。目前认为是因癌组织中存在的为数
不多的具有自我更新能力、分化潜能的细胞在起作用，即肿瘤

1

干细胞

干细胞。肿瘤干细胞的发现，在肿瘤发生学研究方面提出了一

干细胞(stell cell，SC)是一类具有自我更新能力和多向分

个重新认识肿瘤及防治肿瘤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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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类 恶 性 肿 瘤 干 细 胞 的 首 次 报 道 是 在 1994年 ， Lapidot

2.1 肿瘤干细胞的提出与理论形成
传统观念一直认为，肿瘤是由体细胞突变而成，每个肿瘤

等 [5]发现在人急性髓性白血病(human acute myeloid leukaemia，

细胞都可以无限制地生长。但这无法解释肿瘤细胞似乎具有无

AML)细 胞 具 有 干 细 胞 的 表 面 标 志 CD34/CD38。 1997年 ，

限的生命力以及并非所有肿瘤细胞都能无限制生长的现象。早

Bonnet等 [6]第1次在急性髓性白血病(acute myeloide leukaemia，

在19世纪，就有学者将干细胞与肿瘤联系在一起 [1]，恶性肿瘤

AML)中分离出了一种具CD34+ CD38-表面标志的细胞，这些细

来自干细胞最早源自于一些假说。科学家们发现，肿瘤与胚胎

胞约占AML细胞总数的0.2%。将这种细胞移植至非肥胖型糖尿

在组织学上具有很高的相似性，由此便产生了胚胎残余假说，

病/重症联合免疫缺陷小鼠(the fueling diabetic/severe combined

认为肿瘤是由一些与早期胚胎细胞性质相似的细胞导致的。直

immunodeficiency mice，NOD/SCID)体内会引起AML的发生；而

到1983年，Mackillop等 [2]首次提出了肿瘤干细胞假说。该假说

将其他的AML细胞移植入NOD/SCID小鼠体内，即使采用更多的

认为肿瘤中存在着一小部分具有类似干细胞功能的细胞。然

细胞也不会引起AML的发生。这样的结果表明，这类表面标记

而，关于肿瘤干细胞的起源，却一直存在着争议，肿瘤干细胞

为CD34+CD38-的细胞具有普通肿瘤细胞不具备的致瘤性，且这

[3]

起源假说有3种 。

类细胞的表面抗原标记与正常的造血干细胞类似，很可能是肿

2.1.1 肿瘤干细胞源自正常成体干细胞● 该假说认为，正常干

瘤干细胞。

细胞发生突变并最终导致其正常的更新分化调控机制过度激

近年来的研究发现肿瘤干细胞普遍存在于肿瘤组织中，并

活，进而转化为恶性的肿瘤干细胞。支持这一理论的证据很

在实验中得到了证实。如研究人员在乳腺癌[7-8]、中枢神经系统

多，肿瘤干细胞与正常干细胞有许多相似的特性：①相似的自

肿瘤[9-12]、前列腺癌[13-14]、胰腺癌[15]、肝癌[16]、肺癌[17]、结肠癌[18-20]

我更新能力并分享同样的信号通路，如两者具有相同的细胞增

及黑色素瘤[21-22]等实体瘤中鉴定出了肿瘤干细胞的存在，并逐步

殖调控通路。②正常干细胞长期处于致癌微环境下，DNA损伤

建立了肿瘤干细胞模型。继而，2012年Long等[23]提出肿瘤干细胞

修复无法有效完成，关键基因的异常激活或失活，以及信号通

是指具有恶性增殖能力的、能促进肿瘤生长的细胞群，若要彻

路的失调，都有可能导致肿瘤干细胞的产生。例如，Blair等 [4]

底治愈肿瘤，必须清除这类细胞。但也表明不是所有具有恶性

的 研 究 表 明 ， 当 标 记 为 CD34+、 CD38-、 Thy-1+、 c-Kit+、

增殖能力的细胞都来源于肿瘤干细胞，而且，肿瘤组织中还包

-

IL-3Rα 的初始造血干细胞的Thy-1(CD90)丢失，会使造血干细

括 那 些 并 不 具 有 恶 性 增 殖 能 力 的 细 胞 。 同 年 8月 Nature、

胞转化为恶性的肿瘤干细胞，从而引起白血病。

Science、Cell等杂志[24-26]分别登载了3篇来自世界不同科研团队，

2.1.2 肿 瘤 干 细 胞 源 自 祖 细 胞 ● 该 假 说 认 为 ， 祖 细 胞

采用不同肿瘤进行研究的论文，都证明了同样的一个事实：肿

(progenitor cells)在分化过程中发生突变，获得自我更新能力并

瘤干细胞确实存在，这些肿瘤干细胞可以驱动肿瘤的生长。

终止分化，转化为肿瘤干细胞。同时也有不少证据认为肿瘤干

2.3 肿瘤干细胞的生物学特征
肿瘤干细胞具有自我更新、强致瘤性、多向分化潜能、产

细胞来源于分化程度比较低的祖细胞，如少突胶质祖细胞受胞
外信号 诱 导 后 可 以 获得 干 细 胞 样 特 性 ， 引 起 染 色 质重组和

生异质性肿瘤细胞及多重耐药性的生物学特征。

SOX2的重新激活进而转化为肿瘤干细胞。

2.3.1 肿瘤干细胞的自我更新● 自我更新(self-renewal)是指一

2.1.3 肿瘤干细胞源自成熟终末分化细胞●这一假说认为，有

个细胞分裂为两个细胞，但其中一个子代细胞仍然保持与亲代

些成熟细胞可以通过突变获得自我更新和分化的能力，进而形

细胞完全相同的未分化状态；而另一个子代细胞则定向分化，

成肿瘤干细胞。2006年，诱导多潜能干细胞(induced pluripotent

这种分裂称为不对称分裂。正常干细胞通过不对称分裂在实现

stem cells，iPS cells)的发现，使科学家认识到，从成熟的终末

自我更新的同时，也通过分化、细胞周期的有序进行，为机体

分化细胞转化为干细胞是可能的，同时也提示，由成熟的终末

在生命过程中维持恒态(homeostasis)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不同

分化细胞转化为肿瘤干细胞是可能的。除此之外，有证据表

组织中干细胞究竟是自我更新还是向特定细胞分化，取决于干

示 ， 敲 除 成 熟 神 经 胶 质 细 胞 中 的 细 胞 周 期 调 控 基 因InK-4a-

细胞的内在能力[7，27]及其微环境(niche)细胞的作用[29]。
肿瘤干细胞与成体干细胞类似，也具有自我更新的特

Arf，并同时下调EGF受体，可能产生胶质瘤。
这3种假设与理论都有相应的实验证据支持，其中支持肿
瘤干细胞源自正常干细胞的证据最多。但是同样也不能否认其

性

[7，27-28]

。通常认为肿瘤是干细胞自我更新失调所致的疾病，肿

瘤干细胞通过自我更新维持着肿瘤的持续生长。肿瘤干细胞积

他可能。因此关于肿瘤干细胞的起源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寻

累了所在肿瘤的基因突变，正是这些基因突变导致了肿瘤细胞

找更多的证据。

的过度增殖，乃至转移、扩散。因此，肿瘤干细胞自我更新的

综上，依据肿瘤细胞生长、转移和复发的特点与干细胞的

特性是造成肿瘤复发、转移及预后不良的主要原因[30]。1997年

基本特性十分相似，有学者提出肿瘤干细胞的理论。这一理论

Bonnet和 Dick[6]从 白 血 病 患 者 体 内 分 离 出 带 有 表 面 标 志 为

为我们重新认识肿瘤的起源和本质以及临床肿瘤治疗提供了新

CD34+CD38-的细胞不仅具有明显的增殖分化、自我更新能力，

的方向和视觉角度。依据肿瘤干细胞确实存在的事实及证据，

并能在NOD/SCID小鼠体内形成白血病，而其它类型的白血病细

美国癌症研究学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ancer Research，

胞不能在小鼠体内长出肿瘤的证据，不仅证实了白血病干细胞

AACR)2006年对肿瘤干细胞给出的定义是：肿瘤中具有自我更

的存在，也明确地表明，与普通干细胞相比，肿瘤干细胞具有

新能力并能产生异质性肿瘤细胞的细胞。

更强的形成肿瘤的能力。这也是肿瘤异质性的来源之一。

2.2 肿瘤干细胞存在的实验证据

2.3.2 肿瘤干细胞的强致瘤性●肿瘤干细胞的致瘤性因肿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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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不同差别较大，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评价：一是肿瘤干细胞

蛋白家族(ATP-binding cassette)介导了肿瘤干细胞多药耐药[31]。

的体外克隆形成(clonogenicity)能力，即观察源自原发性肿瘤组

如ABCB1、ABCG2等可作为膜泵，介导肿瘤干细胞耐药。这些

织或肿瘤细胞系的肿瘤干细胞在软琼脂或基底类似物上形成的

转运蛋白通过利用ATP分解产生的能量主动将细胞内的药物泵

克隆数及其大小；二是肿瘤干细胞在免疫缺陷动物体内的肿瘤

出，从而保护自身免受细胞毒性药物的损伤，而高表达这类分

形成(tumorigenicity)能力，分选的相同数量的肿瘤干细胞和非肿

子的肿瘤干细胞也可将化疗药物泵出细胞，降低细胞内的药物

瘤干细胞分别原位或异位接种免疫缺陷动物，观察其在相同时

浓度，导致耐药。此外还有一些DNA修复相关的酶，抗凋亡相

间内成瘤情况(统计成瘤动物数，比较形成肿瘤的大小等)。迄

关蛋白的高表达，也与其耐药相关[32]。

今报道的成瘤性最强的是脑瘤干细胞，每只NOD/SCID小鼠接种
+

其次，肿瘤干细胞耐药处于细胞周期的静止期。肿瘤干细

100 个 CD133 肿瘤干细胞，在接种后6 个月内形成肿瘤；而每

胞绝大部分处于G0期，而临床上常用的肿瘤化疗药物主要是针

只接种1×105个CD133-非肿瘤干细胞的小鼠在相同时间内未形

对处于细胞活跃周期的肿瘤细胞，如烷化剂及喜树碱等都只能

成肿瘤 [7]。乳腺癌干细胞也具有很强的成瘤性，200 个 ESA+/

杀死处于成熟期进行分裂的肿瘤细胞。而处于静止状态的肿瘤

CD44+/CD24+/10W乳 腺 癌 干 细 胞 可 在 NOD/SCID小 鼠 内 形 成 肿

干细胞因为不分裂，能在化疗中残留下来，一旦停止用药，这

瘤；而1×104个ESA-/CD44+/CD24-/10W乳腺癌非干细胞在相同

些肿瘤干细胞受到刺激就会进入细胞分裂周期，通过自我更新

时间内未形成肿瘤，同样数量的5 000个ESA+/CD44+/CD24+/10W

和分化重新形成肿瘤，造成肿瘤复发。这也是肿瘤干细胞的一

干细胞形成肿瘤的时间要比ESA-/CD44+/CD24-/10W非干细胞早

种耐药机制[34]。

[8]

2～3周 。以上实验结果支持肿瘤干细胞比非肿瘤干细胞具有

肿瘤干细胞耐药的另一重要机制是其能改变细胞内氧化和

更高的成瘤潜能。

抗氧化的平衡、加速细胞氧化作用，导致体内氧化还原失调，

2.3.3 肿瘤干细胞的分化潜能●分化潜能也是肿瘤干细胞的重

从而诱导细胞耐药[34]。同时，肿瘤干细胞高表达DNA修复相关

要特征之一。肿瘤干细胞在体外及体内都具有分化的能力，其

的酶、抗凋亡相关蛋白，使其DNA修复能力和抗凋亡能力提

子代细胞均呈现分化特征的表型及其相应的标志。以肝癌为

高。Bao等[35]研究发现，神经胶质瘤在放射治疗后，肿瘤组织中

例，肝癌的干细胞分化成具有AFP、albumin、CK8、CK18、

CD133+细胞数增加了，而且增加的比例和放射抵抗的程度相一

CK7、CK19等肝脏细胞(肝细胞或胆管细胞)分化标志物的癌

致。进一步分析神经胶质瘤移植物和人神经胶质瘤标本发现，

细胞。

CD133+的肿瘤细胞在激活放射治疗所致的DNA损伤检测点和修

2.3.4 肿瘤干细胞的多重耐药性●耐药性是肿瘤干细胞的另一

复DNA损伤的效率上要比CD133-的肿瘤细胞高。除此以外，肿

重要特征。肿瘤干细胞是肿瘤转移和复发的细胞根源，肿瘤干

瘤干细胞微环境、信号通路的异常表达也与其耐药有关。

细胞虽在恶性肿瘤中为数不多，但是它们能够增殖和自我更

2.3.5 肿瘤干细胞特异性分子标志●细胞表面标记有助于我们

新，具有多向分化潜能，及再次分化为肿瘤组织所需要的各种

识别、鉴定和分离细胞。确定肿瘤干细胞的表面标记，有助于

不同的癌细胞，从而形成新的肿瘤。原因是肿瘤干细胞能高表

揭示肿瘤干细胞在肿瘤的发生发展、转移复发及预后中的作用

达一些转运蛋白使其能够泵出化疗药物，并在化疗中存活引起

机制。这对于肿瘤预防、早期诊断、治疗药物选择、转移复发

肿瘤复发。另外，肿瘤干细胞多处于细胞周期的静止期，有利

及预后判断等具有重要的实际价值。目前，已鉴定了多种肿瘤

于其躲过放疗。这是肿瘤干细胞的耐药机制之一。

干细胞的表面标志，见表1。

肿瘤干细胞耐药是一种多环节调控过程 [33]。其中ABC转运
表1 多种肿瘤干细胞的特异性表面标志
肿瘤类别
急性髓细胞白血病

肺癌
前列腺癌及其细胞系
结肠癌
脑癌
胶质母细胞瘤
视网膜母细胞瘤
肝癌细胞系
肝癌细胞系
黑色素瘤
胰腺癌
鼻咽癌
乳腺癌
肝母细胞瘤
胶质瘤

肿瘤干细胞表面标志
CD34/CD38
CD34/ThyCD34+/c-kitCD133 and/or CD34
SPCD34/SCa-1
CD133，CXCR4，CD44+/α2β1high/CD133+，Sca；SP
CD44 CD133；
CD133 nestin，CD133/Sox2/Musashi-1/Bmi-1
CD133(*)
CD133(**)
HepG2 CD133
SMMC-7721 CD133
CD133 ABCG2
CD133 ABCG2，CD44+/CD24+/ESA
SP
CD44+/CD24(−/low)；SP
CD34+/Thy1+/c-kit+
SP

1994
1997
2000
2005
2007
2004
2007
2004
2007
2007
2007
2007
2007
2007
2007
2003
2004
2004

报道时间
Lapidot，et al
Blair，et al
Blair，et al
Feller，et al
Homm，et al
Singh，et al
O’Brien，et al
Singh，et al
Beier，et al
Seigel，et al
Zhou，et al
Yin，et al
Monzani，et al
Olempska，et al
Wang，et al
Al-Hajj，et al
Fiegel，et al
Kondo，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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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干细胞与干细胞的异同

为类似干细胞行为的细胞。支持该假设的证据是果蝇卵巢中的

肿瘤干细胞与干细胞具有很多相似的特点，如两者都能自

正常TA细胞保留了通过去分化逆转为干细胞的能力 [38]。以上

我更新、可以产生大量分化细胞并有一些共同的细胞表面抗原

3种假设，目前均有待更多的实验与临床证据的支持。

标记。且均有两种分裂方式。一种是对称分裂，对称分裂使肿

4.1 肿瘤干细胞是肿瘤转移的载体

瘤干细胞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二是非对称分裂，即由于细胞

肿瘤干细胞是肿瘤转移的关键，如胰腺癌干细胞存在于

质中调节分化蛋白不均匀地分配，使得一个子细胞不可逆地走

CD133+细胞亚群中，而其中只有CXCR4+细胞具有转移性，实验

向分化的终端成为功能专一的分化细胞；而另一个保持亲代的

证明CD133+ CXCR4+细胞在转移前哨处较多，肿瘤组织内较

特征，仍作为干细胞保留下来，这种分裂方法能产生大量分化

少，而CD133+ CXCR4+细胞的侵袭能力明显强于CD133+ CXCR4-

细胞从而形成整个肿瘤组织。除此之外，干细胞还具有迁移的

细胞。在小鼠体内，CD133+ CXCR4+细胞可形成肝转移，而

特性，而肿瘤干细胞具有转移的能力，二者极为相似。

CD133+ CXCR4-则未见肝转移。可见，肿瘤干细胞与肿瘤转移

肿瘤干细胞与正常干细胞的区别，在于后者拥有正常的增
殖、分化程序，而前者没有。肿瘤干细胞没有分化为完全成熟

密切相关。在乳腺癌、前列腺癌、结肠癌、黑色素瘤及脑肿瘤
等中都存在同样的情况。

细胞的能力，倾向于积累复制错误。而正常干细胞可以在某一

肿瘤转移包括几个步骤：肿瘤细胞从原发瘤上脱落，侵入

时间内连续分裂，也可在较长时间内处于相对静止状态，干细

血管和(或)淋巴系统，在将要进行转移的器官组织的脉管系统

胞的自我更新与分化具有反馈调节机制，处于平衡状态，是有

处黏附并渗出，形成微转移灶以及维持肿瘤生长并大量增殖形

序的，其信号传递与调控机制，无论从膜受体、第二信使、基

成明显的转移灶。肿瘤转移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病理过程，大部

因转录或蛋白翻译，都有严格有序的监控、调节机制，阻止细

分进入循环的肿瘤细胞最终都会死亡，并且只有约0.02%的细

胞生长过程中发生错误。例如，在正常的生理条件下，造血干

胞在到达转移处能形成临床上明显的转移灶，这个比例极小。

细胞受到细胞周期调控因子p21CIP1与p18INK4C的调节，大部分时间

要完成这一过程，进入循环的肿瘤细胞就必须能做到自我更新

都处于静止状态，只有当造血干细胞受到外界信号刺激后，才

且大量增殖，肿瘤干细胞就是最佳的转移载体。

会进入自我更新或分化进程，维持着组织的更新与修复，整个

4.2 肿瘤干细胞的上皮间质转化特征与肿瘤转移

过程处于平衡状态。而肿瘤干细胞中，不存在这一调节机制，

上皮间质转化(epithelial-to-mesenchymal transition，EMT)与

它的增殖分化是无序的，通过不断自我更新与分化，最终产生

肿瘤转移密切相关，肿瘤干细胞具有EMT特征已是事实。如诱

大量的肿瘤细胞，维持着肿瘤的生长与异质性。
另外干细胞的增殖具有自稳定性，当组织处于稳定状态
时，平均1个干细胞产生1个子代干细胞和1个特定分化细胞，
其干细胞总数保持相对恒定的状态。而肿瘤细胞则没有这一特
性，其数量与比例在肿瘤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是不断变化的。

导EMT能促使肿瘤细胞获得干细胞特性，通过诱导分化的肿瘤
细胞最终形成肿瘤干细胞并维持干细胞特性，而肿瘤干细胞同
样具有EMT特征。
EMT是具有极性的上皮细胞转化为具有移行能力的间质细
胞，并获得侵袭和迁移能力的过程。EMT是一个多步骤的动态
过程，上皮细胞间相互作用消失，组织结构松散，立方上皮细

4

肿瘤干细胞与癌变

胞转变为纺锤形纤维细胞形态，并表现出侵袭性。实体肿瘤中

癌变是否来自正常干细胞？尚待阐明的科学问题是正常

央的细胞为上皮细胞表型，周围的细胞常常会呈间质细胞表

干细胞与癌变的相关性。癌细胞来自正常细胞的恶变是公认

型，其较强的运动能力使肿瘤细胞在局部产生浸润，并侵入血

的事实，但是正常细胞处于分化的哪一阶段能发生癌变是尚

液和淋巴管而转移至靶器官，到达靶器官后，癌细胞可发生

未解决 的 科 学 问 题 。原 则 上 ， 终 末 分 化 的 细 胞 很 难发生癌

EMT来重建细胞间连接及细胞骨架从而形成转移灶。

变。分化程度愈低的细胞理论上更易于癌变。所以，干细胞

用EMT的概念和肿瘤干细胞模型从不同的角度来揭示肿瘤

可能是最易发生恶变的起始细胞。有实验研究证实，至少一

的发生、进展，两者都不能独立地解释所有生物学事件。其中

部分正常干细胞在体内的特定环境下可直接分化为癌细胞，

多种蛋白分子、microRNA及微环境等参与EMT过程，具有复杂

如 Houghton 等 [34]用异源性骨髓移植试验证实，小鼠幽门螺杆

的分子机制，同时也涉及多个信号转导通路。

菌感染合并胃溃疡小鼠模型中，在用致死剂量的放射线完全

4.3 肿瘤干细胞的微环境

破坏受体骨髓的情况下移植的供体骨髓干细胞可直接恶性转

肿瘤微环境是指肿瘤局部浸润的免疫细胞、间质细胞及所

化成癌细胞并形成胃癌；此外，小鼠正常支气管肺泡上皮干

分泌的活性介质等与癌细胞共同构成的局部内环境，其中包括

细胞可转化为肺腺癌[36]。

许多健康的细胞。同样，肿瘤干细胞的微环境也如此，肿瘤干

对于肿瘤干细胞，Polyak和Hahn 总结了3种起源假设：①

细胞微环境在肿瘤的发生发展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正常干

组织干细胞发生的一次突变，导致它不对称分裂的调控异常，

细胞与肿瘤干细胞的微环境存在区别，通常，干细胞的微环境

[37]

这些突变干细胞的子细胞继而获得其他突变，从而形成恶性转

可通过控制干细胞增殖来防止肿瘤的发生，而干细胞微环境的

化细胞；②正常干细胞只有获得更多突变的组合才能形成肿瘤

异常调控则会导致干细胞增殖失控，进而导致肿瘤的发生。而

干细胞，即起始的肿瘤干细胞已具有多种突变；③癌变起始于

肿瘤干细胞微环境却是对肿瘤干细胞起着保护作用[39]，这是肿

子细胞的突变，这些子细胞属瞬时性扩增的干细胞，甚至是部

瘤干细胞耐药能力强的一个原因。微环境的存在使药物进入靶

分分化的细胞。由于突变阻断了它们的分化程序，从而去分化

细胞更加困难，甚至使药物根本不能到达靶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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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干细胞微环境与肿瘤转移密切相关。例如，EMT的发

供一种以肿瘤干细胞为靶点的控制癌症的重要途径，尤其是针

生就是由肿瘤微环境中的间质细胞(间充质干细胞、巨噬细胞、

对肿瘤干细胞开发一种与传统的化疗和放疗相结合的新的治疗

成纤维细胞等)释放相关信号激活EMT相关的转录因子而触发

方法。

的，这些转录因子包括转化生长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tactor

5.1 肿瘤干细胞与靶向治疗新药研究现状

β，TGF-β)、表皮生长因子(epithelial growth factor，EGF)和成纤
维细胞生长因子(ﬁbroblast growth factor，FGF)等。

在对肿瘤干细胞的研究中发现，单纯杀死肿瘤细胞、减少
肿瘤体积并不能使患者的生存率显著提高，直接杀灭已突变的

4.4 肿瘤干细胞的信号通路

肿瘤干细胞或诱使它们分化为成熟的肿瘤细胞对肿瘤的治疗起

从肿瘤干细胞起源可以看出，肿瘤干细胞都是来源于正常

着积极作用。但是，由于肿瘤干细胞具有很强的耐药性，要直

细胞，因此其信号传导通路和正常细胞并没有很大区别。肿瘤

接进行杀灭较为困难，因此，根据通过对肿瘤干细胞生物学特

干细胞身处肿瘤干细胞微环境中，影响肿瘤干细胞的主要通路

性以及相关信号通路、细胞调控机制的研究，从中发现新的治

有Wnt、Sonic hedgehog、Notch、BMP、Bmi及PI3K/Akt等。这些

疗策略与治疗靶点是目前研究的重点。前述肿瘤干细胞中的

通路影响和调控着肿瘤干细胞的自我更新和分化，其中前3个

3条主要信号通路：Wnt、Sonic hedgehog、Notch与多种肿瘤的

通路尤为重要，它们是目前针对肿瘤干细胞治疗的主要靶向通

发生息息相关[45]，通过杀灭肿瘤干细胞来治疗癌症的靶向药物

路

[40-48]

。研究这些信号通路为肿瘤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研究也主要针对这3条信号通路[49]。
5.2 靶向Wnt/β-catenin信号通路

也为肿瘤治疗带来了新的希望。

在胚胎形成时期，Wnt蛋白在细胞发育的多阶段影响细胞

5

靶向理论与肿瘤干细胞

生命活动，进而影响多种器官系统(包括心血管系统、中枢神经

靶向治疗是在细胞分子水平上，针对已经明确的可治疗位

系统、肾及肺等)的发生、发育等。在成人中，Wnt信号通路在

点(该位点可以是蛋白分子，也可以是基因片段)来设计相应的

组织自我更新中起着关键作用，Wnt信号通路功能的缺失或异

治疗药物，药物进入体内会特异地选择该位点结合并发生作

常对多种器官系统都有严重影响。Wnt信号通路在各种类型的

用，进而达到治疗的目的，同时又不对其它位点产生影响。对

肿瘤中都处于激活状态，这些肿瘤包括结肠癌、AML、CML、

肿瘤来说，就是特异性地针对其可治疗位点，杀死肿瘤细胞，

多发性骨髓瘤及肝细胞癌等。Wnt激活后通过促进肿瘤细胞迁

同时不波及肿瘤周围的正常组织细胞，从而达到治疗的目的，

移侵袭，加剧肿瘤的转移，Wnt的激活与肿瘤干细胞活性息息

并减少可能产生的副作用。传统的化疗药物，如顺铂、喜树碱

相关。特别是在具有侵袭性皮肤癌的肿瘤干细胞中，β-catenin

类及紫杉醇类都是针对细胞分裂的药物，但同时它们也是细胞

信号起着关键作用。因此，在临床治疗中，希望能抑制Wnt

毒性药物，容易对正常细胞产生不良影响，引起严重的副反

通路。
目前已经发现有多种可抑制Wnt信号通路的小分子 [50]值得

应。近年来，针对药物的研究都集中在靶向治疗上，如著名的
替尼家族类药物在肿瘤治疗中展现了很好的应用前景。
肿瘤干细胞一直是肿瘤发生及防治研究领域所讨论的热门

关注(见表2)。Chen等人在2009年找到2个可以抑制Wnt信号通路
的小分子系列，第1种作用于酰基转移酶，该酶在Wnt的形成过

话题，过去10年的研究，证实了肿瘤干细胞的存在，肿瘤干细

程中起重要作用；第2种可以稳定Axin，从而稳定“APC-Axin-

胞是癌症发病的根源，肿瘤干细胞理论的出现不仅进一步揭示

GSK3β复 合 物 ” 。 另 外 ， 化 学 基 因 组 学 研 究 所 (Institute for

了肿瘤的发生机制，还给肿瘤的治疗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肿

Chemical Genomics)研发的ICG-001，则可以通过阻断β-catenin

瘤干细胞的研究为肿瘤治疗提供了新思路，为癌症的彻底根治

与转录辅助因子环腺苷酸的结合，进而抑制Wnt通路。而其它

带来了新的希望。如研究人员发现一种新的药物具有使白血病

诸如Wnt的单克隆抗体、可溶性Wnt受体抗体(诱骗受体)及Fz受

的肿瘤干细胞自我凋亡的潜能。Science杂志的一篇综述 [33]报

体抗体等都展现了一定的潜力。遗憾的是，目前没有上市的分

道，作为一种恶性细胞亚群的肿瘤干细胞，或许在将来能够提

子，因此研发人员还在不断努力中。

表2 有潜力的Wnt通路抑制剂[50]
在研发的分子
Wnt单克隆抗体、可溶性Wnt受体抗体(诱骗受体)
Fz受体抗体
NSC668036、FJ9
噻唑烷二酮类
PNU-74654、ICG-001、NSAIDs，如Cox2 inhibitor
Av65、人造F-box蛋白、舒林酸
抑制Wnt的反应的分子
抑制Wnt蛋白产生的分子

靶 点
Wnt配体
Fz受体
Disheveled的PDZ域
β-catenin
β-catenin
蛋白降解过程
Axin2

5.3 靶向Hedgehog信号通路

作用机制
Wnt配体
抑制Wnt与Fz结合
抑制Disheveled的PDZ域，稳定β-catenin降解复合体
使β-catenin从核中转出
抑制蛋白蛋白相互作用，降低β-caten依赖的基因的表达
未知
与Axin2相互作用稳定Axin，使β-catenin降解复合体更稳定
抑制Wnt的分泌

育中起着重要作用，控制着细胞的命运。Hh信号的异常激活、

Hedgehog(Hh)通路在组成与作用机制上与前面的Wnt通路

突变以及失调与多种肿瘤的发生相关，主要是在基底细胞癌

非常相似，都有关闭和开启两种状态。Hedgehog通路在胚胎发

中 ， Hh信 号 通 路 发 挥 着 关 键 作 用 。 Hedgehog有 3种 同 源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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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Sonic Hedgehog、India Hedgehog及Desert Hedgehog，分别

是最早被发现的Hh信号通路选择性抑制剂。它是一种天然甾体

编码蛋白SHh、IHh及DHh。这3种蛋白可在多种器官组织的分

生物碱，能与Smo蛋白结合使其失活，已大量应用于临床前实

泌细胞中产生，具有自我催化加工的能力。

验，需要注意的是，细胞如果缺少 Smo受体活性将进入程序性

目前已上市的唯一针对肿瘤干细胞的药物就是针对Hh信号

凋亡，因此需注意是否产生脱靶效应。③HPI-1～HPI-4属于第

的 [50]，用于治疗基底细胞癌。此外，在乳腺癌中，SHh信号通

三 类 Hh信 号 通 路 抑 制 剂 。 在 Smo活 化 后 ， HPI-1可 以 抑 制

路的下游靶标Bmi-1的高表达，在乳腺癌肿瘤干细胞的自我更

Gli1/2的活化，HPI-2和HPI-3抑制Gli2的活化，而HPI-4则能抑

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Hh信号通路在维持CML的肿瘤干细胞方

制纤毛的形成。

面也起重要作用，而Hh信号通路的抑制剂环巴胺可以抑制胰腺
癌的EMT与转移。

除环巴胺外，还几种人工合成的Smo蛋白拮抗剂，如由无
限制药公司(Infinity Pharmaceuticals)针对转移性胰腺癌，研发的

抑制Hh信号通路的策略相对Wnt少，总体可分为3类：第

环巴胺的衍生物IPI-926；Smo蛋白小分子抑制剂中最值得关注

1类是Hedgehog蛋白的拮抗剂，它通过与Hedgehog蛋白结合使其

的 是 由 基 因 泰 克 公 司 (Genentech)研 发 的 GDC-0449，又 名

不能与细胞膜上的受体相互作用，而抑制肿瘤干细胞。第2类

Vismodegib，商品名为Erivedge，目前已上市，用于基底瘤的治

是Smo蛋白的拮抗剂，它通过抑制Smo蛋白阻断Hh信号向下游

疗；此外还有一些其它小分子抑制剂也已进入临床，如BMS-

传导而起作用。第3类是Gli的拮抗剂，直接作用于Gli使其不能

833923由百时美施贵宝公司(Bristol–myers squibb)和Exelixis公

进入细胞核发挥其作用，从而抑制Hh信号通路。
几种Hh信号通路抑制剂(见表3)：①Robonikinin属于Hh信号

司共同研发，针对晚期或转移性实体瘤；由辉瑞(Pfizer)公司主
持 研 发 的 PF-04449913，针 对 CML等 的 治 疗 也 在 临 床 实 验 。

通路小分子抑制剂，它与细胞外的SHh蛋白结合；②环巴胺

LDE225则由诺华(Novartis)主持研发，与PF–04449913不同，这

(cyclopamin，11-deoxojervine)属于第二类Hh信号通路抑制剂，

个分子瞄准了实体瘤。

表3 有潜力的Hedgehog信号通路抑制剂[50]
在研发的分子
Robotnikinin
环巴胺
HPI-1～HPI-4

IPI-926
GDC-0449
BMS–833923
PF-04449913
LDE225

靶 点
细胞外的SHh
Smo
HPI-1～HPI-4 Gli1/2(HPI-1)
Gli2(HPI-2和HPI-3)、
Cilia(HPI-4)
Smo
Smo
Smo
CML
Smo

作用机制
Hh信号通路拮抗剂
Hh信号通路拮抗剂
Hh信号通路拮抗剂

Hh信号通路拮抗剂
Hh信号通路拮抗剂
Hh信号通路拮抗剂
Hh信号通路拮抗剂
Hh信号通路拮抗剂

类型
1
2
3
3
3
环巴胺的衍生物
环巴胺的衍生物
环巴胺的衍生物
环巴胺的衍生物
环巴胺的衍生物

司主持研发。MK0725最初应用于T细胞急性淋巴瘤，但由于其

5.4 靶向Notch信号通路
Notch信号通路也是非常保守的信号通路，它维持干细胞的

胃肠道杯状细胞畸形生长以及腹泻等副作用而中止，目前该药

生长并启动胚胎或胎儿出生后细胞的分化。Notch信号通路主要

正在尝试与其他药物联合使用以降低其副作用。RO4929097则

通过影响细胞间的信号交流，调控细胞的分化、增殖和凋亡从

是由罗氏(Roche)主持研发，其IC50为4 nmol/L，活性非常高，目

而 影 响 正 常 组 织 和 细 胞 的 生 长 、 发 育 [50]。 Notch靶 基 因 包 括

前 也 在 进 行 多 项 临 床 Ⅰ /Ⅱ 期 实 验 ， 主 要 针 对 实 体 瘤 。 PF-

Myc、P21、hes及cyclin D3等，Notch主要介导分化抑制信号，

03084014、LY450139和BMS-708163则分别属于辉瑞、礼来和百

抑制干细胞分化，当Notch信号通路被抑制时，干细胞进入分化

时美施贵宝公司，目前也都在进行临床Ⅰ/Ⅱ期实验。第3类是

程序，发育为功能细胞。当Notch信号通路发生异常时，便成为

MAML1，通 过 抑 制 MAML1使 Notch靶 基 因 不 能 表 达 进 而 抑 制

肿瘤疾病发生中非常关键的环节。最早见于T细胞白血病中，

Notch信号通路。遗憾的是，目前还没有小分子抑制剂；第4类最

当点突变或者染色体异位导致Notch-1胞外区丢失时，Notch信

为直接，使用小分子干扰RNA直接抑制Notch靶基因的表达。

号会持续激活从而引起T细胞白血病。因此，Notch信号通路也

5.5 其他类靶向肿瘤干细胞新药
结 肠 癌 细 胞 靶 向 肿 瘤 干 细 胞 靶 点 ： TGF-β 激 活 激 酶 或

是肿瘤干细胞靶向治疗的一个研究热点。
[50]

Notch信 号 通 路 的 抑 制 剂 可 分 为 4类 (见 表 4)；第 1类 是

MAP3K7-结合蛋白7 TAK1与KRAS，是一种激酶，它参与调节

Notch的 可 溶 性 诱 骗 受 体 诱 骗 Notch配 体 与 其 结 合 从 而 阻 断

各种细胞活动的信号蛋白。结肠癌是一种常见的肿瘤，其中一

Notch信号；第2类作用于γ-分泌酶(γ-Secretase)，通过抑制或改

半以上病人的肿瘤中有KRAS基因突变。KRAS基因突变是结肠

变γ-分泌酶的结构，使其不能裂解Notch蛋白从而达到抑制肿

癌患者中最为常见的突变。

瘤，这是最重要的一类Notch小分子抑制剂，引起了各大制药公

LSD1是多种肿瘤干细胞治疗靶点，它是一种组蛋白去甲基

司的兴趣，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如MK0725，由默克(Merck)公

酶，作用于组蛋白 H3特异性赖氨酸残基从而改变DNA上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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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有潜力的Notch信号通路抑制剂[50]
在研的分子
γ-分泌酶抑制剂：MK0752、RO4929097、PF-03084014、LY 450139、BMS-708163
修饰γ-分泌酶：MPC-7869
MAML1抑制剂：MAML–CSL–Notch
Notch抗体
DLL4抗体
Notch可溶性诱骗受体

转录。LSD1蛋白包含1个位于氨基末端的SWIRM结构域、一个

靶点
Notch配体及其他γ-分泌酶抑制剂
γ-分泌酶底物
MAML1
Notch
特异性针对DLL4
与Notch结合

作用机制
抑制Notch被γ-分泌酶裂解
抑制Notch被γ-分泌酶裂解
阻碍Notch与MAML1相互作用
作用于Notch阻碍其裂解
阻碍受体与配体相互作用
阻碍受体与配体相互作用

不良反应，但其中有些病例，治疗1个月时，hedgehog目标基因

特殊的双螺旋(coiled-coil)塔结构和1个含FAD的胺氧化酶结构

表达水平下降90%。在从被判定为临床逆转的病灶提取的活检

域。LSD1可使胚胎干细胞分化为其他类型的细胞，目前，由香

标本中，83%无残余癌细胞。这次实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港理工大学、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和美国内华达癌症研究所

Vismodegib不仅可以使BCC肿瘤缩小，还可以阻止新发生BCC。

(Nevada Cancer Institute)联合研发出了一类新的、特异地靶向肿

为肿瘤治疗带来了希望。研究还需继续，上述研究带来的另一

瘤干细胞的LSD1抑制物，这类抑制剂由9种结构类似的化合物组

个问题是，Vismodegib虽然能有效抑制hedgehog通路，但是否能

成。这些抑制剂在体外实验中能够抑制LSD1的酶活性，抑制剂

够彻底清除BCC、会不会有残余癌细胞以及是否可能引起复发

当中最有效的是CBB1003和CBB1007。这项研究表明，LSD1的

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开展随访研究。

抑制剂能够被用于治疗恶性生殖细胞瘤，如畸胎瘤、胚胎瘤

5.6.2 靶向肿瘤干细胞药物BBI608●每天有数以万计的实验

(embryonic carcinoma)、精原细胞瘤、绒毛膜瘤和卵黄囊瘤等，

药物正在进行各个阶段的临床试验，其中最大的一类是癌症治

这些肿瘤都是经手术治疗效果不佳或对顺铂(cis-platinum)耐药。

疗药物，然而每年上市的药物却极少。由波士顿生物技术公司

迄今为止，LSD1抑制剂对这些具有干细胞性质的多潜能性癌细

研发的一个靶向肿瘤干细胞的药物BBI608，在迄今为止的临床

胞效果良好。因为畸胎瘤/胚胎瘤是多潜能性肿瘤干细胞，研究

试验中，BBI608展示了卓越的安全性、良好的药代动力以及振

人员正在研究其他器官特异性的癌症，如乳腺癌、卵巢癌、肺

奋人心的抗肿瘤活性，而且可用于治疗多种肿瘤。BBI608是同

癌和脑癌的肿瘤干细胞是否也对LSD1抑制物敏感。还有研究显

类首个针对高度恶性肿瘤干细胞和其它各种癌细胞的口服小分

示，LSD1的过表达促进了非小细胞肺癌肿瘤细胞的增生、迁移

子抗癌药物，主要适应症是大肠癌，目前该药正在进行治疗结

和入侵，与其不良预后有关。如果使用siRNA或者化学抑制剂

肠癌和直肠癌的III期研究。目前，波士顿生物技术公司已被大

(如 巴 吉 林 ， 一 种 单 胺 氧 化 酶 抑 制 剂 ， 抗 高 血 压 药 )来 干 扰

日本住友制药(Dainippon Sumitomo)以26.3亿美元收购。遗憾的

LSD1，则可抑制A549、H460及293T细胞的增生、迁移及入侵。

是，目前似乎并没有关于这个药物临床试验的公开数据，波士

5.6 最有潜力的靶向肿瘤干细胞小分子药物

顿生物医学和大日本住友两家公司都未公开BBI608的确切分子

上述的所有小分子，有的已进入临床实验，有的还在进行

靶点，前者称该药物能同时抑制多个关键的癌细胞“干细胞

临床前研究。颇受关注的有两种：①已经被美国食品药品管理

性”途径，可以直接作用于恶性肿瘤干细胞和成熟的癌细胞。

局(Food and Drug Adminstration，FDA)批准上市的小分子药物，

尽管如此，这个药物仍然是目前最值得期待的针对肿瘤干细胞

晚期基底瘤患者的GDC-0449；②靶向肿瘤干细胞药物BBI608。

的药物。如果能上市，能为不少肿瘤病人带来希望，同时也鼓

5.6.1 晚期基底瘤患者的GDC-0449●GDC-0449又名Vismodegib，

舞研究人员获得更大的信心。

它是一个靶向Hedgehog信号通路的小分子抑制剂，于2013年1月
获得FDA批准上市，商品名为Erivedge，用于治疗基底癌(basal
cell carcinoma，BCC)，BCC是常见的一类皮肤癌，主要由过度暴

6

结●语
尽管人们目前对肿瘤干细胞的起源有不同观点、各种肿瘤

露于紫外线引起。虽然大部分患者可通过手术治疗，但如果已

也不尽相同、对肿瘤干细胞认识也还有待深入，但有一点已达

到晚期，BCC将不可切除，而且是高转移的，必将威胁到患者

成共识，那就是肿瘤干细胞在肿瘤的发生发展、转移复发及预

的生命。BCC与Hh信号通路的异常表达有关[51]。多数患有BCC的

后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目前对于肿瘤干细胞的研究日新月异，

病人，例如具有戈林综合症(Gorlin syndrome)的病人体内都有使

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证明肿瘤干细胞存在的基础

PTCH1失活的突变。PTCH1失活使其不能有效抑制Smo蛋白从而

上，又确定了一些肿瘤干细胞的特异性分子标志，不断进行靶向

使Hh信号通路持续激活。同样，Hh信号通路也在其他肿瘤，如

抗肿瘤干细胞新药的研发，但是仍然需要不断努力获取突破。

胰腺癌、结肠癌、前列腺癌以及卵巢癌中高表达。Vismodegib是

在未来的研究中，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确定肿瘤干细胞模型并

通过高通量筛选和先导化合物优化得到的Smo蛋白拮抗剂，相比

确定其表面标记、研究建立肿瘤干细胞模型的方法、研究肿瘤

环巴胺，具有更好的药效、更适宜的药性，在临床前研究中就

干细胞内信号调控机制、探索肿瘤干细胞在肿瘤发生和发展过

展现出了良好的活性。在临床实验及上市以来也得到了很好的

程中的作用，以及探寻肿瘤干细胞在肿瘤治疗中的应用。肿瘤

疗效，根据2012年6月《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两项关于

干细胞目前为肿瘤治疗提供了新的方向，相信随着研究技术的

Vismodegib的小型早期研究结果显示，Vismodegib可有效治疗基

进步和研究的深入，彻底揭示肿瘤干细胞的本质为期不远，人

底细胞痣综合征和晚期基底细胞癌(BCC)，虽几乎所有患者均有

类根治恶性肿瘤已为期不远，这对于肿瘤预防、早期诊断、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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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药物治疗,移复发预防及预后判断等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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