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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粒体与细胞凋亡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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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细胞凋亡是一个受到一系列相关基因严格调控的细胞死亡过程。线粒体是细胞凋亡调控的活

动中心。在凋亡因子的刺激下，线粒体释放出不同促凋亡因子如细胞色素Ｃ、Ｓｍａｃ／Ｄｉａｂｌｏ等，激活
细胞内凋亡蛋白酶Ｃａｓｐａｓｅ。我们发现，活化后的Ｃａｓｐａｓｅ可以反过来作用于线粒体，引发更大量线
粒体细胞色素ｃ的释放，构成细胞色素Ｃ释放的正反馈调节机制，从而导致电子传递链的中断、膜电
势的丧失、胞内ＲＯＳ的升高以及线粒体产生ＡＴＰ功能的完全丧失。Ｂｃｌ．２家族蛋白在细胞色素Ｃ释放
’

和细胞凋亡调控中起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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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凋亡（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是“程序性细胞死亡

自我调节机制。这种调节机制的异常与多种疾病的

ｄｅａｔｈ）”的一种形式之一，是细

发生有关，如癌症的发生与细胞凋亡的抑制有关，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ｄ

ｃｅｌｌ

细

而老年性痴呆与神经细胞凋亡过度有关。目前对细

胞程序化死亡最早是由Ｌｏｃｋｓｈｉｎ和Ｗｉｌｉａｍｓ在１９６５

胞一种生理性、主动性的细胞“自杀行为”。

胞凋亡的研究已经涉及到肿瘤生物学、发育生物

年提出。随后在１９７２年Ｋｅｒｒ等从形态学的角度描
述了细胞的生理死亡，并将这种细胞死亡命名为凋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０７－１７
基金项目：“９７３”项目（２００６ＣＢ９１０１０２）；国家自

亡（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细胞凋亡是机体在生长、发育和受

然基金项目（３０６３００３８＆３０４０００９８）；科学院知识创

到外来刺激时清除多余、衰老和受损伤的细胞以保

新项Ｎ（ＫＳＣＸ２－ＹＷ．Ｒ－０２）

持机体内环境平衡和维持正常生理活动过程的一种

·通讯作者：Ｅ－ｍａｉｌ：ｃｈｅｎｑｕａｎ＠ｎａｎｋａｉ．ｅｄｕ．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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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神经生物学、免疫生物学等方面，已经取得

ｎｕｃｌｅａｓｅ

Ｇ的相对分子质量为２６ ｋ，以同源二聚体

很多突破性的成果。２００２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形式存在并行使其功能，它能选择性地在鸟嘌呤富

分别授予来自英国的Ｓｙｄｎｅｙ Ｂｒｅｎｎｅｒ、来自美国的

集区（ｄＧ）ｎ（ｎ＝９）切割ＤＮＡ双链。

Ｈｏｒｖｉｔｚ和来自英国的Ｊｏｈｎ Ｅ．Ｓｕｌｓｔｏｎ，以

细胞色素Ｃ从线粒体被释放出来后，与Ａｐａｆｏｌ

表彰他们发现了在器官发育和“程序性细胞死亡”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ｐｒｏｔｅａｓｅ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１）在ＡＴＰ／ｄＡＴＰ

过程中的基因调控。

存在下发生构像变化并形成巨大的复合体（７００ ｋ／１．４

１线粒体与细胞凋亡

Ｍ），称为凋亡体（ａｐｏｐｔｏｓｏｍｅ），同时凋亡体吸引

Ｈ．Ｒｏｂｅｒｔ

细胞凋亡受到一系列相关基因严格调控。不同

Ｃａｓｐａｓｅ．９前体加入该复合体，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９前体聚合

的凋亡信号在细胞中引发不同的凋亡信号转导通

后被反式催化激活。活化的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９继而作用于

路。根据凋亡信号的来源可以将细胞凋亡信号转导

下游的效应Ｃａｓｐａｓｅ（Ｃａｓｐａｓｅ．３，．６和一７），引起细胞

通路分成两条：外源通路（死亡受体通路）和内源通

凋亡。ＡＩＦ是一种不依赖于Ｃａｓｐａｓｅ的凋亡效应因

路（线粒体通路）。这两条通路最后都汇集于下游的

子，当它从线粒体释放出来，并从细胞质移位至细

效应Ｃａｓｐａｓｅ，即凋亡蛋白酶Ｃａｓａｐｓｅ的激活。活

胞核时，会引起染色质凝集，并将ＤＮＡ降解为５０

化Ｃａｓｐａｓｅ在细胞中能够切割４００多种底物，如

Ｋｂ的大片断【６＇７．１０－１３１。

Ｌａｍｉｎｓ、信号分子如蛋白激酶、骨架蛋白、ＤＮＡ

在细胞中还存在一些抑制凋亡蛋白ＩＡＰ（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

修复酶以及包括调控ｍＲＮＡ剪切、ＤＮＡ复制的功能

ｏｆ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蛋白。这些重要蛋白质的降解和核酸酶的激活最终

Ａｐａｆ．１激活的Ｃａｓｐａｓｅ．９结合，并且阻止活化的

导致细胞凋亡…。

Ｃａｓｐａｓｅ．９激活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３前体蛋白，使凋亡不能进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它们可以与细胞色素Ｃ和

线粒体是细胞的能量工厂，是真核细胞生存的

行下去。Ｓｍａｃ／Ｄｉａｂｌｏ在凋亡发生时与细胞色素Ｃ一

基础。越来越多的实验证据表明，线粒体是细胞凋

起被释放，它能与ＩＡＰ等抑凋亡蛋白结合，释放

亡调控的活动中心。线粒体在细胞凋亡中的作用主

Ｃａｓｐａｓｅ．９，Ｃａｓｐａｓｅ．９随后激活Ｃａｓｐａｓｅ．３，使凋

要表现为【２】：第一，在凋亡发生过程中，多种促

亡进行下去。另外，这些Ｉ ＡＰ蛋白不但能抑制

进细胞凋亡的蛋白转移至线粒体，从而使线粒体膜

Ｃａｓｐａｓｅ的活性，而且能介导Ｃａｓｐａｓｅ在细胞内的降

的通透性和完整性受到破坏。由于内膜对氢离子的

解过程，维持Ｃａｓｐａｓｅ在细胞内的合适含量，可防

通透性增加引起线粒体膜电位消失；Ｂｃｌ．２家族蛋

’止由于细胞中少量Ｃａｓｐａｓｅ的意外激活而导致的细胞

白主要通过调节线粒体的功能来调控细胞的凋亡；
第二，有多种凋亡诱导因子从线粒体释放，如细胞

凋亡Ｄ４］。
内源和外源两条凋亡通路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色素Ｃ（ｃｙｔｏｃｈｒｏｍｅ ｃ）、ＡＩＦ（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ｉｎｄｕｃｉｎｇ

它们互相之间存在着交流（ｃｒｏｓｓ—ｔａｌｋ）。细胞膜上的

ｆａｃｔｏｒ）、Ｓｍａｃ／Ｄｉａｂｌｏ（ｓｅｃｏｎｄ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ｄｅｒｉｖｅｄ

死亡受体与配体结合后引起Ｃａｓｐａｓｅ．８的激活，活

ａｃｔｉｖａｔｏｒ ｏｆ ｃａｓｐａｓｅ／ｄｉｒｅｃｔ ｌＡＰ ｂｉｎｄｉｎｇ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ｗｉｔｈ ｌｏｗ

化的Ｃａｓｐａｓｅ．８能切割Ｂｉｄ。Ｂｉｄ是Ｂｃｉ．２家族中的一

ｐＩ）和Ｃａｓｐａｓｅ前体蛋白ｐｒｏｃａｓｐａｓｅ．２，．３，．８和．９等在

种促凋亡蛋白，切割后产生的羧基端片段（ｍｉｄ）可以

凋亡发生过程中从线粒体膜间隙被释放到细胞质

转移到线粒体，与线粒体外膜结合并随后引起线粒

中，随后引起典型的凋亡变化；第三，有一些凋

体释放细胞色素Ｃ等促凋亡物质，从而引发典型的

亡诱导物能够诱导线粒体上的膜透过性转变孔

凋亡反应【１５·１６１。

（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２线粒体细胞色素Ｃ释放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ｐｏｒｅ，ＰＴＰ）开放，导致线粒

体膜电位消失和释放促凋亡蛋白。

线粒体是调控细胞凋亡的中心，细胞色素Ｃ释

由于诱变剂、化疗药物和电离辐射造成细胞内

放是线粒体凋亡途径的标志事件。关于细胞色素Ｃ

不可修复的基因组损伤会激活凋亡的内源通路，即

释放的机制，目前有不同的假说，但尚无定论。第

线粒体通路。线粒体这种特殊的细胞器在其中起着

一种是Ｂａｘ依赖的线粒体外膜通透模型。鉴于Ｂａｘ

关键性的调控作用。在多种形式的刺激信号作用于

和Ｂａｋ等在细胞色素Ｃ释放中的不可或缺的作用，有

线粒体后，将会引起线粒体释放细胞色素Ｃｍ、ＡＩＦ

人提出Ｂａｘ可以在线粒体膜上形成多聚体并形成大

【４】、Ｓｍａｃ／ＤｉａｂｌｏｔＳＪ和ｐｒｏｃａｓｐａｓｅ．２，．３．．８和．９【６·７１等促

通道使细胞色素Ｃ等促凋亡物质从线粒体内外膜之

凋亡因子。最新研究发现，线粒体在凋亡发生时还

间释放【１７．１８１。也有人提出，Ｂａｘ和Ｂａｋ等正常情况

可能释放一种核酸内切酶ｅｎｄｏｎｕｃｌｅａｓｅ ＧｔＳ．９１。Ｅｎｄｏ．

下能与抑凋亡蛋白分子Ｂｃｌ．２／Ｂｃｌ．ｘＬ／Ｍｃｌ．１相互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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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而仅含ＢＨ３结构域的Ｂｃｌ．２家族促凋亡蛋白

到线粒体并与线粒体膜相结合【２６】。实验证明，位子

ｔＢｉｄ、Ｂｉｍ等能与Ｂｃｌ．２／Ｂｃｌ．ＸＬ／Ｍｃｌ．１相互作用，使

线粒体膜上的Ｂｃｌ．２能与Ｂａｘ相互作用，而后者也必

Ｂａｘ／Ｂａｋ等从抑凋亡蛋白游离，进而形成多聚体，

须在线粒体上才能发挥其诱导凋亡的作用。同时把

促使线粒体膜通透，导致细胞色素Ｃ释放。Ｓｈｉｍｉｚｕ

微量的重组Ｂａｘ加入到分离的线粒体中能够诱导细

等【１９ｌ认为Ｂａｘ或ＢａＩ【与ＶＤＡＣ结合后，可以调节线

胞色素ｃ的释放和Ｃａｓｐａｓｅ激活，而只含有Ｂａｘ的

粒体的膜电位，并导致细胞色素Ｃ从Ｂａｘ／Ｂａｋ和

ＢＨ３结构域的多肽则没有这种功能。Ｂａｘ与Ｂｃｌ一２相

ＶＤＡＣ共同形成的大通道释放，该小组应用电生理

反，能促进ＰＴＰ开放，并促进线粒体促凋亡因子

方法检测记录到了这样一个大通道的存在。目前我

的释放，Ｂａｘ的促凋亡作用能被Ｂｃｌ．２所抑制。并

们课题组相关研究结果认为细胞凋亡时，Ｂａｘ从胞

且，只有定位于线粒体上的Ｂｃｌ．２和Ｂｃｌ．ｘＬ才能拮

浆转移到线粒体上，促使细胞色素Ｃ释放。同时我

抗Ｂａｘ蛋白和阻止细胞色素Ｃ释放、Ｃａｓｐａｓｅ激活

们对Ｂａｘ的激活机制研究发现，Ｈ：ｏ：处理细胞后，

和凋亡，Ｂｃｌ．２ＡＴＭ则无此功能【２７】；（２）Ｂｃｌ一２能改变

明显观察到Ｂａｘ从胞浆转移到线粒体上，同时伴随

线粒体巯基的氧化还原状态来调控线粒体膜电位从

细胞核的破碎和皱缩。同时，发现Ｂａｘ的６２位半

而调控细胞凋亡。在细胞凋亡过程中，线粒体的巯

胱氨酸是其转位所必需的，而１２６位半胱氨酸对其

基可能组成了胞内氧化还原电位的传感器，Ｂｃｌ一２可

转位没有作用ｆ２０ｌ。也有研究报道发现Ｂｉｄ／ｔＢｉｄ也可

能是通过抑制谷胱甘肽（ＧＳＨ）的外泄，降低胞内的

以在人工脂质体或平面膜上形成通道，Ｂｉ叭Ｂｉｄ形成

氧化还原电位来抑制细胞凋亡的；（３）Ｂｃｌ．２能通过抑

的通道有可能参与Ｂｉｄ／ｔＢｉｄ诱导的线粒体释放细胞色

制ＰＴＰ开放来抑制促凋亡蛋白从线粒体中释放，从

素Ｃ的过程【２１．２２】。尽管如此，我们还观察到，在

而保护细胞免于凋亡；有证据显示，Ｂｃｌ－２还能将

Ｂａｘ／Ｂａｋ缺失的细胞中，棉酚仍能诱导细胞色素Ｃ释

凋亡蛋白前体Ａｐａｆ－ｌ等定位至线粒体膜上，使其不

放，很可能是通过诱导Ｂｃｌ．２构象变化来促进线粒

能发挥促凋亡作用。

体细胞色素Ｃ释放。这说明Ｂａｘ和Ｂａｋ对线粒体细

通过质膜研究发现Ｂａｘ能够在脂质双层形成孔

胞色素Ｃ释放不是绝对必需的。第二种模型认为，

道，促进脂质体包埋的荧光素释放，同时这一过程

ＰＴＰ参与的外膜破裂，ＰＴＰ开放使线粒体肿胀，外

被Ｂｃｌ．２所抑制。Ｎａｒｉｔａ发现在分离的线粒体体系

膜破裂，引起内外膜间细胞色素Ｃ释放。

下，Ｂａｘ和Ｂａｋ与ＰＴＰ的组分ＶＡＤＣ结合而促进细

３

胞色素Ｃ释放，细胞色素Ｃ释放会引起如膜电势的

Ｂｃｌ．２家族蛋白与细胞凋亡
在细胞凋亡过程中，Ｂｃｌ．２家族蛋白起着至关

丧失、细胞器的肿大等典型的ＰＴＰ改变。上述过

重要的调节作用。对于Ｂｃｌ．２家族蛋白的研究是细

程都是线粒体依赖的和能够被ＣｓＡ和Ｂｏｎｇｋｒｅｋｉｃ

胞凋亡研究领域中最为热门的课题之一。

所抑制，抗ＶＡＤＣ抗体也能够抑制Ｂａｘ诱导的细胞

ａｃｉｄ

Ｂｃｌ．２、Ｂｃｌ．ｘＬ等细胞凋亡负调因子在许多类型

色素Ｃ的释放和膜电势的丧失。也有研究发现与以

的细胞受到外界刺激时能保护细胞免于凋亡。它们

上结果相反通过镁离子促进介导细胞色素Ｃ的释

主要定位在核膜的胞质面、内质网及线粒体外膜

放。以上研究说明体内存在至少有两种不同的细胞

上。其疏水性Ｃ末端定位于细胞内膜系统上，而Ｎ

色素Ｃ释放机制：一种是钙离子介导的并被ＣｓＡ抑

末端朝向细胞质。与膜的结合对于其发挥功能是极

制的途径，另一种是Ｂａｘ依赖和镁离子介导而非

其重要的。实验表明，失去膜定位能力的Ｂｃｌ一２蛋

ＣｓＡ所抑制的途径［２Ｓ】。

白的抗凋亡能力减弱了许多［２３·２４１。ＢＨ４结构域是Ｂｃｌ一

许多实验结果证明，Ｂａｘ在凋亡信号诱导下可

２等抗凋亡蛋白所特有的（Ｂｃｌ．Ｘｓ除外）。虽然ＢＨ４不

以发生构像变化（ｃｏ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 ｃｈａｎｇｅ），从而能够

是形成二聚体所必需的区域，但它的缺失或使蛋白

直接结合到线粒体上形成Ｂａｘ寡聚体孔道，诱导细

质丧失功能，或产生一个促凋亡而不是抗凋亡的突

胞色素Ｃ释放［２９。¨。据报道，全长的Ｂｉｄ和经

变体嗍。这说明ＢＨ４对于Ｂｃｌ．２或Ｂｃｌ．ｘＬ发挥其抗

Ｃａｓｐａｓｅ．８切割形成的ｔＢｉｄ能够诱导Ｂａｘ发生构像变

凋亡功能是必需的。

化，而Ｂｃｌ．２则能够通过与Ｂａｘ竞争结合形成异源二

线粒体膜上的Ｂｃｌ．２至少在三个水平上发挥功能

聚体抑制细胞凋亡。Ｂａｘ和Ｂｃｌ．２之间尽管存在着竞

来抑制凋亡：（１）主要通过与Ｂａｘ／Ｂａｋ相互作用来抑

争，它们也可能独立地调控细胞凋亡。

制细胞凋亡；Ｂａｘ是一种可溶性的蛋白分子，主要

４

位于细胞质中，但当凋亡发生时，它能从胞浆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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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作用于线粒体，引发线粒体细胞色素Ｃ的释放，

Ｃａｓｐａｓｅ－３切割是非常必要但又不足以激活ＤＮＡ凝集

细胞色素Ｃ经Ｃ勰ｐａｓｅ级联反应又可以激活Ｃａｓｐａｓｅ．

活性，为使之全部激活需要一个附加且仍然不知道

３，构成细胞色素Ｃ释放的正反馈调节机制［３２＇３３１。我

的丝氨酸蛋白酶的参与，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

们最近发现线粒体复合物Ⅲ的一个亚基能够被活化

产生成熟的片段进入细胞核发生核固缩。

的ＣａＬｓｐ雒ｅ．３特异性切割介导细胞色素Ｃ的释放。线

４．１

粒体细胞色素Ｃ释放会促进相应的Ｃａｓｐａｓｅ激活，同

被Ｃａｓｐａｓｅ切割原因是不清楚的，但是有时一些蛋

时激活的Ｃａｓｐａｓｅ直接攻击线粒体，进一步引发更

白水解是与细胞死亡的形态变化紧密联系的。典型

多的促凋亡因子从线粒体释放，从而形成凋亡信号

的例子是ＤＮａｓｅ抑制子ＩＣＡＤ，Ｃａｓｐａｓｅ．３切割ＩＣＡＤ

Ｃａｓｐａｓｅ底物与细胞形态变化许多蛋白为什么

的正反馈。线粒体在这里成为细胞凋亡信号的放大

之后激活ＣＡＤ核酸酶介导凋亡的ＤＮＡ片段化，另

器。我们以前的实验结果显示，在凋亡早期只有少

ＰＦＡｃｉｎｕｓ与Ｈｅｌｉｃａｒｄ（ＤＮＡ螺旋酶）的切割后发生染色

量的细胞色素Ｃ的释放，线粒体保持氧化磷酸化功

体凝集和细胞核重塑；·其他如Ｇｅｌｓｏｎｌｉｎ和激酶

能，提供凋亡需要的能量；一旦Ｃａｓｐａｓｅ激活后反

ＲＯＣＫ，ｌ、ＰＡＫ２的切割与典型的形态—一膜出芽有

馈攻击线粒体从而导致更多的线粒体细胞色素Ｃ释

关，Ｇｅｌｓｏｎｌｉｎ被Ｃａｓｐａｓｅ．３切割产生一个相应活化

放到胞浆中，导致凋亡信号放大，细胞线粒体功能

片段使Ｆ．ａｃｔｉｎ去寡聚化，而无Ｇｅｌｓｏｎｌｉｎ表达中性

丧失和细胞死亡。

白细胞凋亡过程中表现膜出芽显著延迟，说明膜出

Ｒｉｃｃｉ等［３４１发现线粒体复合物Ｉ的一个亚基ｐ７５能

芽需要Ｃａｓｐａｓｅ激活Ｇｅｌｓｏｎｌｉｎ介导的ａｃｔｉｎ识别。

够被Ｃａｓｐａｓｅ．３切割为相对分子质量为４７ｋ和２８ｋ两

Ｃａｓｐａｓｅ也可以切割激活ＲＯＣＫ－１导致Ｍｙｏｓｉｎ轻链的

个片段，进而影响细胞色素Ｃ的释放和ＲＯＳ的产

磷酸化而最终产生膜出芽。

生。颗粒酶Ａ能够通过切割新线粒体复合物Ｉ的亚

Ｃａｓｐａｓｅ可以切割破坏细胞骨架蛋白如中间纤维

基一基质蛋白ＮＤＵＦＳ３作用于线粒体，从而介导线

ｃｙｔｏｋｅｒａｔｉｎ一１

粒体ＲＯＳ的产生和膜电势的丧失，特异性表达到其

这些蛋白都与纤维组织有关。这种切割会导致凋亡

突变体能够抑制颗粒酶Ａ诱导的细胞凋亡，但是颗

细胞形状改变。有研究报道Ｃａｓｐａｓｅ攻击大脑皮层

粒酶Ｂ却能够使之诱导凋亡ｔ３５１。

ａｃｔｉｎ网络如Ｆｏｄｒｉｎ和中心黏附复合物——胞浆基质

凋亡的过程是通过激活如Ｃａ ｓＰａｓｅ．３，．７’

８和Ｖｉｍｅｎｔｉｎ，或者ＧＡＳ２和Ｐｌｅｃｔｉｎ，

中的肌动纤维和膜蛋白。这些中心黏附复合物有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ｅｒ ｃａｓｐａｓｅ）和相应底物的切割过程。因

Ｃａｓ和Ｐａｘｉｌｌｉｎ，这些蛋白的切割与细胞收缩、细胞

此，凋亡过程中的核心事件就是Ｃａｓｐａｓｅ底物的切

吸附和极其重要的阻断抗凋亡整合蛋白信号传导密

割。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解Ｃａｓｐａｓｅ如何识别底物、

切相关。同时参与细胞黏附、通讯的骨架蛋白还有

如何切割以及如何导致凋亡表型。目前已经知道大

１３－ｃａｔｅｎｉｎ、Ｅ－ｃａｄｈｅｒｉｎ、ｐｌａｋｏｇｌｏｂｉｎ和ｄｅｓｍｏｇｌｅｉｎ，

约有４００个蛋白被证明是Ｃａｓｐａｓｅ的底物并被其切

它们都是Ｃａｓｐａｓｅ的底物。

割。通过正常细胞与凋亡细胞２Ｄ胶比较会发现几

在凋亡过程中，经常会发生内质网和高尔基体

百个变化蛋白点。虽然这些蛋白不能够完全证实是

结构的破坏，Ｇｏｌｇｉｎ一１６０和ＧＲＡＳＰ６５的切割已经被

Ｃａｓｐａｓｅ的靶点，但是这种蛋白质组学的方法已经

证明会引起高尔基复合体去组装，Ｂａｐ３１的蛋白水解

证实其中有很多是Ｃａｓｐａｓｅ的底物【ｌ·３６１。

会破坏内质网和高尔基复合体之间的物质运输，而

虽然目前很多蛋白被证明是Ｃａｓｐａｓｅ的底物并

Ｒａｂａｐｔｉｎ一５或ｋｉｎｅｃｔｉｎ的切割会妨碍囊泡的运输加工。

被切割，但是有些蛋白在凋亡过程中并不被切割或

Ｃａｓｐａｓｅ会切割大量核蛋白并破坏其功能，如

者很晚才被切割，以及不同细胞结果不同。如Ｂ．

导致ｌａｍｉｎａ去组装和核孔复合体对物质的运输。通

ａｃｔｉｎ只有在卵巢癌细胞才被切割，在其他细胞并没

过对ＰＡＲＰ－１、ＡＴＭ和ＤＮＡ．ＰＫ的切割阻碍对ＤＮＡ

有被切割。同时，切割位点并不是非常保守的，如

的修复，会进一步促进凋亡；其他如涉及到ＤＮＡ

Ａ在蟾蜍的卵母细胞凋亡过程被切割但是其他

合成和复制有关ＤＮＡ聚合酶Ｐｏｌｅ、ＭＣＭ３等。ＲＮＡ

Ｃｙｌｉｎ

７０．ＫＤａ ｓｎＩ心ｍ

哺乳动物细胞并没有发生；还有些蛋白如ＤＮａｓｅ．Ｘ

相关的ＲＮＡ螺旋酶Ａ和剪切因子Ｕｌ

蛋白序列中含有一个或者多个经典切点，但是在凋

都会导致ＲＮＡ合成、加工和运输中断。

亡细胞中尽管有大量的Ｃａｓｐａｓｅ激活也不能够被切

４．２

割。而且，多数蛋白如果首先被Ｃａｓｐａｓｅ切割，其

中的蛋白涉及Ｃａｓｐａｓｅ切割，导致功能的抑制或者

他位点也会被其他蛋白酶切割。例如ＡＣｉｎｕｓ被

中间体的活化。有些已经被确定的Ｃａｓｐａｓｅ切割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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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蛋白会涉及到凋亡信号的放大。Ｃａｓｐａｓｅｓ关闭

够被Ｃａｓｐａｓｅ切割，但是惊奇的是磷酸化后作为

细胞保护机制而激活细胞死亡信号通路，典型凋亡

Ｃａｓｐａｓｅ的抑制子。在Ｃ／ＥＢＰｐ的ＫＴＶＤ序列的苏氨

抑制子Ｂｃｌ．２蛋白和Ｃａｓｐａｓｅ．８的抑制子ｃ．Ｈ。ＩＰ能够

酸磷酸化产生非切割的相似ＸＥＸＤ切割点，可以结

被Ｃａｓｐａｓｅ切割。Ｃａｓｐａｓｅ切割Ｂｃｌ．２和Ｂｘｌ．ｘＬ的Ｎ

合Ｃａｓｐａｓｅ，因此抑制Ｃａｓｐａｓｅ功能，这类Ｃａｓｐａｓｅ

端ＢＨ４结构域导致抗凋亡的功能的丧失，甚至转变

的底物也代表新的存活机制。

为促凋亡因子，相似的还有受体依赖途径的

５线粒体分裂与细胞凋亡

Ｃａｓｐａｓｅ．８切割Ｂｃｌ．２家族Ｂｉｄ产生活化的ｔＢｉｄ诱导细

线粒体的分裂或者片断化一般都与细胞凋亡密

胞线粒体细胞色素Ｃ的释放。这种抗凋亡与促凋亡

切联系。线粒体分裂可能是细胞凋亡的早期事件，

因子之间的转变组成凋亡信号通路的正反馈通路。

发生在Ｃａｓｐａｓｅ活化和膜皱缩之前。这个过程似与

在凋亡过程有些转录因子和激酶失去活性，．如

细胞色素Ｃ的释放密切相关。但是有些其他试剂如

Ａｋｔ和Ｒａｆ－１就被Ｃａｓｐａｓｅ．３切割导致活性丢失。这

Ａｎｔｉｍｙｃｉｎ Ａ引起线粒体的片断化是可逆的，病毒感

些激酶被促凋亡分子如Ｂａｄ失活，它们的降解可能

染之后引起线粒体片断化并不能够使细胞发生凋

组成凋亡信号的正反馈机制。有些蛋白抑制Ｃａｓｐａｓｅ

亡。线粒体片断化是否是细胞凋亡和细胞色素Ｃ‘释

活性如热休克蛋白和ｃＡＭＰ应答因子ＣＲＥＢ。

放的必需步骤【３７＇３８ｌ还有待进一步分析。

在ＮＦ．１出信号通路中，如Ｃａｓｐａｓｅ的切割会产

最近我们采用ＧＦＰ标记的细胞色素Ｃ体系实时

生转录因子的抗凋亡功能完全丧失：（１）对ＮＦ－ｒ，Ｂｐ６５

观察在凋亡诱导剂ｓｔａｕｒｏｓｐｏｒｉｎｅ、ｅｔｏｐｏｓｉｄｅ等处理

亚基的切割会产生一个相反功能片段，仍然能够结

细胞，可以检测到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３／一７的激活和细胞色素

合ＤＮＡ，但已经基本没有转录功能；（２）ＮＦ．ＫＢ抑

Ｃ从线粒体释放的过程，这一过程伴随线粒体片断

制子ＩＫＢ一０ｃ可以被蛋白酶体诱导降解，其Ｎ端被

化和线粒体功能的丧失。在不同凋亡诱导剂处理细

Ｃａｓｐａｓｅ切割产生一个超级抑制予，其不具有清除

胞时，Ｄｒｐｌ会被募集到线粒体的外膜上，与Ｂａｘ和

蛋白酶体的功能；（３）在受体介导的信号途径也有接

Ｍｆｎ２在分裂点共定位。通过Ｄｒｐｌ的负调控突变体

头蛋白ＴＲＡＦ．１和ＲＩＰ．１的切割参与，破坏ＮＦ．１ｃＢ

（ＤｒｐｌＫ３８Ａ）或者提供ＲＮ～下调表达能够延迟线粒体

的激活和抗凋亡能力。

片断化、细胞色素Ｃ释放和Ｃａｓｐａｓｅ活化，证实Ｄｒｐｌ

有些底物不仅Ｃａｓｐａｓｅ被切割之后丧失功能，

是细胞凋亡过程中线粒体发生片断化所必需的。同

而且导致其他的蛋白或蛋白酶激活，这些主要是通

时通过对内源性的Ｄｒｐｌ突变使之丧失功能表现抑制

过Ｃａｓｐａｓｅ去除抑制或者调控区ｄｏｍａｉｎ。如ＰＫＣ和

Ｈ２０２诱导的细胞凋亡和死亡。通过ＲＮＡｉ抑制Ｄｒｐｌ

ＭＡＰ激酶通路是通过切割得到激活的Ｎ．端调控区和

的活性发现抑制Ｂａｘ的转位和细胞色素Ｃ的释放。

Ｃ．端催化区（ｐ２ｌ激活的激酶ＰＡＫ２和ＲＯＣＫ．１），

通过表达Ｄｒｐｌ的磷酸化突变体Ｄｒｐｌｓ６５６Ｄ导致

ＰＡＫ２和ＲｏＣＫ一１的激活对细胞骨架重组和质膜出芽

细胞线粒体丝状延伸，增加抑制由ｓｔａｕｒｏｓｐｏｄｎｅ和

是非常重要的。如ＭＥＫＫｌ，如果表达Ｃａｓｐａｓｅ切

ｅｔｏｐｏｓｉｅ诱导细胞凋亡。而如果通过ＤｒｐｌＳ６５６Ａ突

割激酶片段诱导Ｃａｓｐａｓｅ激活，而导致凋亡信号的

变体使其ＰＫＡ磷酸化位点丧失会增加对凋亡的敏感

正反馈调控。如果抑制ＭＥＫＫｌ或者Ｃａｓｐａｓｅ活性都

性。Ｄｒｐｌ的ＳＵＭＯ化也与细胞凋亡密切相关。在

会抑制细胞失巢凋亡现象的发生（细胞失巢凋亡，

凋亡过程中，Ｄｒｐｌ的ＳＵＭＯ化增加同时伴随线粒体

凋亡细胞发生从基底膜脱落过程，ＭＥＫＫｌ是激活

的分裂。抑制Ｄｒｐｌ或者Ｆｉｓｌ的表达都能够抑制线

的）。在凋亡上游信号ＳＡＰＫ／ＪＮＫ通路中，通过磷

粒体分裂和细胞凋亡，但是它们确实作用凋亡的不

酸化激活的ＪＮＫ而后通过Ｂｃｌ．２使之失活。

同阶段。只有抑制Ｆｉｓｌ的表达才能够抑制Ｂａｘ的转

蛋白在很多激酶通路中具有抗凋亡功能，其中

位和构象变化。同时或者先后消耗胞内Ｆｉ ｓ１和

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磷酸酯酶ＰＰ２Ａ，通过Ｃａｓｐａｓｅ

ＯＰＡｌ，会逆转线粒体的丝状延伸。说明线粒体过

激活之后能拮抗激酶的残余活性。蛋白质的磷酸化

度融合也会引起细胞衰老的相关变化。但是同时通

拮抗Ｃａｓｐａｓｅ底物的蛋白水解，最有说服力的是Ｂｉｄ

过ＲＮＡｉ抑制Ｆｉｓｌ和ＯＰＡｌ表达并不能够逆转凋亡抑

通过ｃａｓｅｉｎ激酶ｌ或ｌＩ使之磷酸化而不能够被

制１３＂／，３８１。

Ｃａｓｐａｓｅ．８切割。另外ＭＡＸ，是ｃ－Ｍｙｃ网络的转录

６自吞噬（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与细胞凋亡

因子，也是只有在去磷酸化时才能被Ｃａｓｐａｓｅ切

目前对自噬及自噬性程序性细胞死亡的研究已

割。最近非常引人注目的发现是Ｃ／ＥＢＰｌ３本身不能

经成为热点。自吞噬是细胞内不断发生的正常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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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是细胞自我保护的一种重要机制。有证据表

体也会加速内涵体／溶酶体融合，促进自噬物的快

明，过度的自吞噬可能导致细胞自吞噬死亡

速降解；因此ＵＶＲＡＧ是一个多功能效应器，不仅

（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ｉｃ

ｃｅｌｌ

ｄｅａｔｈ）。关于自吞噬死亡的分子调

控、信号转导过程、病理生理学意义的研究最近有

调控自噬和自噬小体的形成和成熟，而且调控内涵
体融合。

多篇文章发表在Ｎａｔｕｒｅ、Ｃｅｌｌ等高水平杂志上。自

２００６年，Ｙｏｕｓｅｆｉ等ｆ４２１研究发现自噬相关基因

吞噬死亡与细胞凋亡这两种程序性细胞死亡方式在

ＡＴＧ５产物（调控自噬小体形成所必需的）被Ｃａｐｌａｉｎ特

形态、生化指标、参与分子和机理方面均存在不

异性切割成２４ｋ的切割蛋白，能够从胞浆转位到线

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提示二者在某些情况下

粒体上与抗凋亡分子Ｂｃｌ．ｘＬ调控细胞色素Ｃ的释放

可以相互拮抗或促进，可先后发生或同时共存于同

和Ｃａｓｐａｓｅ活化，进而显著性促进细胞凋亡。发现

一细胞，相同诱导因素在不同细胞中可分别诱发自

了ＡＴＧ５作为细胞白噬和凋亡的转换开关的重要调

噬或凋亡；参与自噬和凋亡的分子也可能存在交

控功能。

叉，这些分子在自噬与凋亡两种程序性细胞死亡中

Ｗａｎｇ研究小组最近发现Ｂｉｆ－ｌ（ａｌｓｏ

ｋｎｏｗｎ

ａｓ

Ｂ１）能够通过ＵＶＲＡＧ与Ｂｅｃｌｉｎ．１相互作用

可发挥正向或负向作用。随着研究的深入，自噬与

Ｅｎｄｏｐｈｉｌｉｎ

凋亡之间的相互关系似乎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调控细胞自噬作用，是一个潜在的自噬和肿瘤抑制

在１９９９年Ｂｅｔｈ Ｌｅｖｉｎｅ围绕着细胞自噬作用的机

因子的激动剂【４３．４４】。

理、发生条件、自噬与细胞调亡的区别与内部联

Ｂｃｌ．２在细胞自噬的调控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

系、自噬作用与癌症的关系、自噬作用怎样来预防

用。最近Ｗｅｉ等研究发现饥饿能够诱导的Ｂｃｌ．２

癌症的发生、是否能“打开”和“关闭”自噬

Ｔ６９、Ｓ７０和￥８７位磷酸化，进而破坏Ｂｃｌ．２与Ｂｅｃｌｉｎ－１

作用的进程来控制癌症的发生发展、是否能利用自

相互作用而发生自噬。同时这一过程是ＪＮＫｌ所介

噬作用对癌症进行靶向治疗、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导的，而不是ＪＮＫ２ｔ４３．４５】。

临床试验是否有助于解决细胞自噬与癌症关系等方

线粒体自噬的研究是另外一个热点，最早在酵

面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发现Ｂｅｃｌｉｎ—ｌ调节

母体系而后在细胞内发现。但是对于这一生理过程

自吞噬死亡和抑制肿瘤之间存在密切关系。

的主要机理研究还不是很清楚。首先Ｋｉｓｓｏｖａ等发

哺乳动物Ｂｅｃｌｉｎ一１是酵母Ａｐ９６／Ｖｐｓ３０基因的同

现在酵母细胞中，ＵｔｈｌＰ介导线粒体自噬现象；而

源物，双杂交筛选试验证明Ｂｅｃｌｉｎ．１是Ｂｃｌ一２的一个

突变Ｕｔｈｌｐ之后，无论是饥饿还是Ｒａｐａｍｙｃｉｎ都不

相互作用蛋白。Ｂｅｃｌｉｎ—ｌ基因敲除小鼠的胚胎干细

够诱导线粒体自噬的产生，而ＵｔｈｌＰ主要具有延长

胞研究发现Ｂｅｃｌｉｎ．１士小鼠死于胚胎早期，Ｂｅｃｌｉｎ一１．／－

寿命、抑制氧化损伤以及细胞凋亡的功能，因此

小鼠虽然表型正常，但其自发性肿瘤发生的频率却

Ｕｔｈｌｐ是主要介导寿命、自由基产生和线粒体依赖

很高，说明Ｂｅｃｌｉｎ．１是一个重要的肿瘤抑制基因，

细胞凋亡和自噬的中间枢纽【４６．６ ４７］。最近有研究发现

其杂合性缺失是细胞发生恶性转化的原因之一。近

过表达Ｆｉｓｌｔ４ｓ］可以检测到线粒体自噬过程，以及帕

一步的研究指出，Ｂｅｃｌｉｎ．１士小鼠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缺陷，

金森疾病密切相关的磷酸化的ＥＲＫｌ／２可以定位于发

细胞凋亡正常，说明Ｂｅｃｌｉｎ．１是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的调控基

生自噬的线粒体上。

因。通过深入研究Ｂｅｃｌｉｎ．１、自噬以及恶性肿瘤的

７细胞凋亡研究与抗肿瘤药物的开发

关系，必将对恶性肿瘤的发生和治疗奠定基础。

重新激活肿瘤细胞内部的凋亡程序是研究者对

ｎｏｖｅｌ ｃｏｉｌｅｄ－ｃｏｉｌ ＵＶ

癌症治疗最有效的治疗手段。但是目前的化疗药物

ｇｅｎｅ）具有对Ｂｅｃｌｉｎｌ－

除了能够诱导肿瘤细胞凋亡外，也会损伤正常的细

ＰＩ（３）ＫＣ３复合体正调控功能；作为潜在的肿瘤抑制

胞组织，具有很大的毒副作用，这主要是由于这些

因子，在人结肠癌具有非常高的突变。ＵＶＲＡＧ主

药物没有特定的作用组织靶点。因此，针对肿瘤细

要通过Ｂｅｃｌｉｎｌ．ＰＩ（３）ＫＣ３介导调控细胞自噬或者抑制

胞凋亡异常的信号分子，找到合适的细胞凋亡相关

人结肠肿瘤细胞增殖和成瘤。进一步的研究发现

调节分子靶点，才能够开发出具有特异性的新型药

ＵＶＲＡＧ可以与ＶＰｓ（内涵体融合主要组分）相互作

物。很多研究证明ＩＡＰ家族蛋白在通过对细胞凋亡

Ｌｉａｎｇ等ｌ洲１’发现ＵＶＲＡＧ（ａ
ｉｒ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用，这种作用会刺激Ｒａｂ７ ＧＴＰａｓｅ活性以及自噬

的抑制影响肿瘤的形成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

体与后来的内涵体，溶酶体融合，因此促进自噬物

ＩＡＰ是通过直接对Ｃａｓｐａｓｅ或者ｐｒｏｃａｓｐａｓｅ的抑制或

的降解和运输，而且ＵＶＲＡＧ．Ｂｅｃｌｉｎｌ．ＰＩ（３）ＫＣ３复合

者通过调控ＮＦ．ＫＢ发挥其功能。因此，ＩＡＰ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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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ｕｉｎ：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ｕｐｄａｔｅ ｏｆ ｃａｓｐａｓｅ

作为肿瘤治疗的潜在的靶日标，如通过ＲＮＡｉ抑制

ＩＡＰ的表达或者开发拮抗ＩＡＰ活性的小分子化合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ｓ．Ｃｅｌｌ

Ｄｅａ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２００３，１０：７６－１００
ｒ２１

物【４ ９ｌ。

Ｓ，Ｍａｒｔｉｎｏｕ ＪＣ．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

Ｄｅｓａｇｈｅｒ

ａｓ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ｎ．

ｆｒｏｌ ｐｏｉｎｔ ｏｆ

研究小分子化合物使模拟拮抗Ｓｍａｃ抑制ＩＡＰｓ

［３１

ｇｒａｍ ｉｎ ｃｅｌｌ－Ｓｒｅ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ｓ：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ｄＡｌｌＰ ａｎｄ ｔｙｒｏ－
ｃｈｒｏｍｅ ｃ．Ｃｅｕ．１９９６，８６：１４７—５７

（ＸＩＡＰ、ｃＩＡＰｌ、ｃＩＡＰ２）活性变为可能。Ｓｍａｃ及其
合成类似物都能够与ＩＡＰｓ Ｂｉｒ结构域相互作用。模

ｆａｃｔｏｒ（ＡＩＦ）：ａ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ｌｙ ｏｌｄ，ｃａｓｐａｓｅ－ｉｎｄｅｐｅｎ—
ｄ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ｏｒ ｏｆ ｃｅｌｌ ｄｅａｔｈ．ＣｅＵ Ｄｅａｔｈ Ｄｊ盯打。１９９９，６：５ １６－
ｉｎｇ

导Ｃａｓｐａｓｅ．８依赖的细胞凋亡。一方面Ｓｍａｃ ｍｉｍｅｔｉｃ

２４

【５】

Ｖｅｒｈａｇｅｎ

ＡＭ，Ｅｋｅｒｔ

ＰＧ，Ｐａｋｕｓｅｈ Ｍ，ｅｔ ａ１．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ＡＢＬＯ，ａ ｍａｍｍａｌｉａｎ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ｔｈａｔ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导致ＮＩＫ的稳定和加速ＲＩＰｌ的募集。另一面拟Ｓｍａｃ

ｂｙ ｂｉｎｄｉｎｇ

会增加ＴＮＦａ诱导细胞凋亡的敏感性。在细胞凋亡
受Ｃａｓｐａｓｅ广谱抑制及Ｚ．ＶＡＤ抑制后，Ｓａｍｅ ｍｉ．

ＳＡ，Ｐｅｎｎｉｎｇｅｒ Ｊ，ｅｔ ａ１．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ｉｎｄｕｅ—

【４】Ｌｏｒｅｎｚｏ ＩＬＫ，Ｓｕｓｉｎ

拟成熟的Ｓｍａｃ的Ｎ端ＡＶＰＩ结构的Ｓｍａｃｍｉｍｅｔｉｃ诱

在胞内能够刺激ｃＩＡＰｓ自动泛素化降解，又反过来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Ｔｒｅｎｄｓ Ｃｅｌｌ Ｂｉｏｌ，２０００，１０：３６９－７７
“ｕ Ｘ，Ｋｉｍ ＣＮ。Ｙａｎｇ Ｊ＇ｅｔ ａ１．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ｐｏｐｔｏｔｉｃ ｐｒｏ－

ａｎｄ

ｔｏ

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ｚｉｎｇ ＩＡＰ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Ｃｅｌｌ，２０００．

１０２：４３．５３

【６】

Ｆｅｒｒａｒｉ Ｄ，Ｓｔｅｐｃｚｙｎｓｋａ Ａ，Ｌｏｓ

ａｎｄ

ｆｉｏｎ

ｍｅｔｉｃ能够诱导～些细胞发生不依赖于ＴＮＦ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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