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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直以来人们认为自主性细胞死亡就是凋亡。然而 ,最近的研究表明 ,自主性细胞死亡不仅

包括凋亡 ,还包括自体吞噬。自体吞噬通过与凋亡不同的降解机制 (膜包被降解)和分子机制 (特定

基因的激活) ,使细胞在某些特殊环境如饥饿、发育、分化等条件下自主死亡。在自主性细胞死亡

中 ,自体吞噬与凋亡是两个既相互独立又紧密相关的过程。对自体吞噬机制的了解 ,必将为自主性

细胞死亡机制的阐明及其相关疾病的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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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 150 年前人们就了解到细胞死亡是多细胞

生物中的一种正常生理现象。现在广泛接受的关于

细胞死亡的类型主要分为两类 ,即“细胞程序性死

亡”( programmed cell death , PCD) 和“细胞坏死”

(necrosis) 。1972 年 ,Kerr 等把术语“凋亡”(apoptosis)

引入细胞形态学中 ,用于描述细胞程序性死亡。然

而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细胞程序性死亡并不仅仅

局限于细胞凋亡 ,细胞还可以利用其它途径进行自

主死亡 ,如自体吞噬 (autophagy)和非溶酶体化裂解。

自体吞噬是利用溶酶体对细胞自身体内的部分

细胞质等细胞器进行一系列降解的过程 ,属于程序

性死亡中的一类。在上世纪 60 年代早期 ,Ashford

等首次对此过程进行了明确描述。自体吞噬存在于

多种不同类型的细胞中 ,参与细胞的正常生长发育

过程和维持代谢平衡 ;在某些压力条件下 ,如在损伤

或营养匮乏等情况下 ,该现象更为明显 ,甚至在某些

组织的癌变过程中也扮演重要角色[1 ] 。本文将简述

细胞死亡和自体吞噬的主要特征、基本概念 ,并对自

体吞噬在程序性死亡中的作用及其与凋亡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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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探讨。

一、细胞死亡

细胞死亡通常分为“程序性死亡”和“坏死”。传

统意义上的“坏死”用于解释多种细胞死亡现象 ,即

细胞受到不同外界刺激时在死亡过程中产生的不同

生理应答。1995 年 ,Zakeri 等是这样定义“坏死”的 :

“这个过程必须是猛烈的 ,并且能快速地使细胞失去

主要功能 ,并最后使细胞无法保持内部稳定”。坏死

是一个被动过程。与坏死不同 ,程序性死亡的主要

功能是去除一些已不再需要的“非必需”细胞 ,如生

物体在发育过程的特定阶段会固定的失去一些细

胞。而且 ,程序性死亡是一个主动过程 ,需要从头

进行基因转录和表达 。在脊椎动物和非脊椎动

物的发育过程中 ,程序性死亡是一种非常普遍的

现象。

细胞在程序性死亡时所发生的一系列生物事件

和形态变化是由 Kerr 等首先报道的 ,主要特征是 :

细胞质发生凝集并与相邻细胞发生分离 ;核膜附近

的染色体发生早期凝集 (有时像月牙形) ;产生称作

“凋亡小体”(apoptotic bodies) 的细胞碎片 ,并最终被

邻近细胞吞噬。这种对细胞程序性死亡的定义与凋

亡相同 ,而且目前认为细胞凋亡的特征还包括与核

膜相邻的染色体降解形成长约 200bp 的 DNA 片段 ,

然后被邻近的细胞包被并吞噬。但是另一些研究表

明 ,在细胞程序性死亡过程中存在多种不同的形态

学变化和生化反应。如在小鼠的胸腺中 ,当 T 细胞

进行负选择时的死亡方式 ;以及在蛾 Manduca Sexta

的变态末期 , 其节间肌肉 ( intersegmental muscles ,

ISMs)的丢失方式。Lawrence 等在比较这两种细胞

程序性死亡模型时发现 ,它们都需要基因的重新转

录和表达 ,但却属于两种不同的死亡方式。T 细胞

的死亡方式属于凋亡 ,其特征是细胞膜聚集成小泡

和染色体 DNA 断裂成核小体片段。而这些特征却

没有出现在 ISMs 中。相反 , ISMs 的细胞膜发生了褶

皱 ,核变得致密并保留了高度有序的基因组 DNA。

对于这一结果的解释有两种 : (1)凋亡可能包括各种

不同的步骤 ,而 T细胞和 ISMs 的死亡方式表明了此

通路存在两种末端 ; (2) ISMs 并不通过凋亡 ,而是通

过另一种机制死亡的。由于在 ISMs 中检测不到任

何一种与凋亡有关的形态或生化变化 ,因此更支持

后一种推断。Palfia 等利用 quantitative morphology 技

术研究并描述了在小鼠胰腺中由长春花碱 ( vin2
blastin ,VBL) 诱导的细胞死亡过程 ,提出自体吞噬属

于细胞程序性死亡中的一类。这种类型的细胞程序

性死亡在某些昆虫组织的胚胎变态发育过程中是一

种常见的细胞程序性死亡事件。酵母的自体吞噬突

变体不能形成孢子 ,表明自体吞噬对于发育过程中

的细胞重排非常重要。

当前 ,人们把细胞程序性死亡主要归纳为三类 :

类型 I是经典意义上的细胞程序性死亡即凋亡 ;类

型 II是自体吞噬 ,其特征是通过早期激活溶酶体形

成自体吞噬细胞 ,最终使细胞走向死亡 ;类型 III 是

一种不常见的死亡方式 ,其特征是发生非溶酶体化

裂解。

二、自体吞噬

自体吞噬过程是一个吞噬自身细胞质蛋白并使

其包被进入囊泡的过程。主要分为三种类型 :巨型

自体吞噬 (macroautophagy) ,微型自体吞噬 (microau2
tophagy)和分子伴侣介导的自体吞噬 (chaperon2medi2
ated autophagy) 。其中 ,巨型自体吞噬主要负责降解

细胞内稳定并永久存在的蛋白质 ,产生氨基酸以维

持细胞在缺乏营养时的生存。通常如没有特别说

明 ,这里术语“自体吞噬”是指巨型自体吞噬。自体

吞噬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自体吞噬泡”( autophagic

vacuoles , AVs) 的形成。自体吞噬是由于氨基酸含

量减少而产生并受到激素的控制、糖原的促进和胰

岛素的抑制。通过检测线粒体、过氧化酶体、核糖

体、细胞微粒中的糖原或内质网片段等是否形成

AVs ,可以断定细胞是否发生自体吞噬。传统的检

测方法是使用亲脂性荧光弱碱 (fluorescent lipophilic

weak bases)如LysoTracker Red。最近 ,有一种荧光染

料 monodansylcadaverine (MDC) ,在体内和体外均能

鉴别 AVs ,因此就成为一种 AVs 的特异性标记物[2 ] 。

由于自体吞噬较少受到关注 ,而且很难在体外

实验条件下实现 ,因此到目前为止 ,对自体吞噬的机

制还不是很了解。研究主要集中在酵母及其它重要

的单细胞真核生物 ,而对植物和哺乳动物细胞中的

自体吞噬过程的了解则更少。尽管对自体吞噬具体

过程的了解还需要大大加强 ,但是人们已经勾勒出

自体吞噬过程的大致轮廓 :细胞质中的线粒体等细

胞器首先被称为“隔离膜”的囊泡所包被 ,这种“隔离

膜”主要来自于内质网和高尔基体[3 ] ;囊泡最终形成

双层膜结构 ,即自吞噬体 (autophagosome) ,也称之为

初始自体吞噬泡 (initial autophagic vacuoles , AVi) ;自

吞噬体与包内体融合形成中间自体吞噬泡 (interme2
diate autophagic vacuoles , AV i/ d) ;最终自体吞噬泡

的外膜与溶酶体融合形成降解自体吞噬泡 (degrad2
ing autophagic vacuoles , AVd) ,由溶酶体内的酶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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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体吞噬泡中的内容物和内膜[4 ] (图 1) 。在整个自

体吞噬过程中 ,细胞质和细胞器都受到破坏 ,最明显

的是线粒体和内质网受损。虽然自体吞噬并不直接

破坏细胞膜和细胞核 ,但是有证据表明 ,在最初断裂

或消化后 ,细胞膜和细胞核会最终变成溶酶体以消

化和分解自身。

图 1 　哺乳动物中巨型自体吞噬的示意图

1 :自体吞噬的诱导发生 ; 2 :初始自体吞噬泡的形成 ; 3 :中间自体

吞噬泡的形成 ; 4 :降解自体吞噬泡的再循环

最近的研究表明 ,自体吞噬在哺乳动物中主要

有三种功能 : (1) 饥饿应答时的作用 ,在不同的器官

如肝脏或在培养细胞中 ,氨基酸的匮乏会诱导细胞

产生自体吞噬 ,由自体吞噬分解大分子 ,产生在分解

代谢和合成代谢过程中所必须的中间代谢物[5 ] ; (2)

在细胞正常活动中的作用 ,如在动物的变态发育、老

化和分化过程中 ,自体吞噬负责降解正常的蛋白以

重新组建细胞。尽管通常人们认为自体吞噬不具有

选择性 ,但是在某些病理和压力条件下 ,通过自体吞

噬能选择性地隔离某些细胞器 ,如线粒体、过氧化物

酶体等[6 ] ; (3) 在某些组织中的特定功能 ,如黑人的

塞梅林神经节中 ,多巴胺能神经元中的神经黑色素

的合成就需要把细胞质中的多巴胺醌用 AV 包被隔

离起来。

自体吞噬诱导产生的具体机制并不清楚。酵母

中研究较多的自体吞噬相关基因是 apg 和 aut 基因。

Takeshi 等 (1998) 发现在酵母中 ,磷脂酰肌醇激酶的

同源物 Tor 是一种自体吞噬调控蛋白 ,它可以改变

自体吞噬相关的基因 apg 的功能 ,如果 Tor 蛋白的活

性受到抑制将会使细胞走向自体吞噬。由于自吞噬

体的膜主要来自于高尔基体和内质网 ,那么控制形

成内质网到高尔基体 COPII 小泡形成的 sec 基因就

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其中蛋白 Sec12 ,16 和 Sec 23/

24 有助于形成自吞噬体。人们最近发现 GTPase 酶

在酵母或哺乳动物自吞噬体过程形成中担当非常重

要的作用 ,内质网膜和高尔基体膜经过 GTPase 酶降

解形成自吞噬体前体膜 ,即吞噬泡 (phagophore) ,在

APG1/ APG13 的帮助下形成自吞噬体。人们对哺乳

动物中自体吞噬的认识才刚刚开始 ,最近也发现一

些与酵母 apg 基因有同源性的LC3 和 beclin 基因。

三、自体吞噬与凋亡的关系

凋亡和自体吞噬属于两种不同的细胞程序性死

亡类型 ,从特征上看两者存在一定的差别。自体吞

噬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自退化过程 ,它的显著特征是

形成大量自体吞噬小泡 ,内质网弥散和染色体发生

中度凝集。已知自体吞噬的发生需要完整的细胞骨

架 ,中间纤维和微丝被认为是形成初始自体吞噬液

泡 (AVi)所必须的 ,而它与溶酶体发生融合则需要微

管。在人乳腺癌细胞系 (MCF27) 中加入抗雌激素

(antiestrogen ,AE) 它莫西芬 (tamoxifen) 和 ICI 164384 ,

可以诱导细胞发生自体吞噬 ,这种自体吞噬并不像

凋亡过程那样发生细胞骨架降解 ,其细胞骨架虽然

解聚 ,但并没有发生明显的降解。

尽管自体吞噬和凋亡存在差别 ,但它们并不是

完全独立、毫不相关的。Anglade 等发现帕金森病

(Parkinson’s Disease , PD) 中的多巴胺能神经元细胞

不仅可以通过凋亡过程死亡 ,而且还可通过自体吞

噬过程发生降解[7 ] 。在由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 诱

导的凋亡过程中 ,Li 等推断凋亡的发生需要早期阶

段的自体吞噬 ,但是早期的自体吞噬并不必然引起

凋亡。这个推断后来也被 Xue 等所证实 ,他发现神

经细胞在凋亡过程早期即还没有形成凋亡小体之

前 ,就观察到自噬体 ,并提出自体吞噬可能介导激活

Caspase 信号通路的细胞凋亡[8 ] ,这表明了凋亡与自

体吞噬之间可能存在某种联系。而且 ,值得注意的

是 ,在同一组织中细胞可以选择自体吞噬或凋亡两

种不同的方式死亡[1 ] 。最近对人神经胶质瘤和胃癌

细胞系的死亡研究表明 ,Ras 的表达对于激活哪一

条细胞死亡通路是非常关键的 :过量表达 Ras 能激

活细胞进行自体吞噬死亡 ,而不激活 caspase23 蛋白

酶活性诱导细胞凋亡 ,而 TNF2α在相同的细胞系中

却诱导细胞发生凋亡。这表明了凋亡和自体吞噬细

胞死亡过程是因为受到了不同的刺激才发生的。另

外 ,在某一特定时间 ,同一个细胞中可以同时存在这

两种死亡方式 ,例如 ,在自体吞噬过程中正在死亡的

细胞数量在减少 ,这表明自体吞噬细胞过程中存在

核凋亡的现象。由于自体吞噬和凋亡之间存在某种

潜在的联系 ,科学家曾一度认为这两种途径中的代

表性基因会有很密切的联系。Hammond 等 (1998) 发

现凋亡特定蛋白 (apoptosis2specific protein ,ASP) 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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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在酵母中的 APG5 基因有很高的同源性。因此 ,

人们展开了对凋亡与自体吞噬的关系的讨论。但是

最近的发现又提出 Asp 蛋白与 Apg5 蛋白完全不同

( Yung 等. 2002) ,因为在单一的 Apg5 突变细胞群中

是无法进行自体吞噬的 ,因而 Apg5 主要负责自体吞

噬。它们之间的关系似乎反映了细胞应答外界条件

的高度灵活性。因此 ,在某一特定的细胞类型中 ,存

在几种能共同导致细胞程序性死亡的途径。

在细胞程序性死亡中 ,自体吞噬可能比凋亡扮

演更为主动的角色。它在细胞程序性死亡的早期阶

段起到一个保护性作用[9 ] ,还可以通过自体吞噬使

自身与其它细胞隔离以防被毁灭 ;然而 ,在细胞程序

性死亡后期 ,它则促进细胞死亡[10 ] 。自体吞噬不仅

是一个自退化过程 ,而且在饥饿情况下还起到运输

作用 ,向其它细胞提供代谢合成过程中所必需的中

间分子 ,最终使机体的损失降到最低。

四、展望

尽管自体吞噬是细胞程序性死亡的重要部分 ,

但是关于它的特征、机制及与凋亡的关系仍不很清

楚。最近人们发现在某些人类疾病 ,如帕金森病

(Parkinson’s Disease , PD) 、阿尔采末病 (Alzheimer’s

Disease , AD) 、亨廷顿舞蹈病 ( Huntington’s disease ,

HD)等中AV 的数目有明显的增加 ,另一些研究报道

称神经元中的自体吞噬通过帮助去除胞内蛋白聚集

体从而起到一个神经保护机制的效用[7 ] 。在癌症早

期 ,通过激活自体吞噬可有效控制肿瘤的生长 ;而在

癌症晚期 ,通过抑制自体吞噬的发生保留已丧失功

能的大分子 ,从而使肿瘤无法迅速聚集、增生 ,最

终提高抗癌药的效率[10 ] 。这些都说明 ,自体吞

噬可能在多种疾病的治疗中起重要作用 ,因此

若能更深入地了解并阐明自体吞噬的机制 ,将

最终极大地有助于治疗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和

癌症。

综上所述 ,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对自体吞噬的

重视程度已大大增强 ,同时对自体吞噬在细胞死亡

中作用的认识也愈加深入。自体吞噬和凋亡是两个

既相互独立又密切联系的过程 ,在细胞程序性死亡

这样一个复杂的通路中 ,自体吞噬的作用同细胞凋

亡一样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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