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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星状细胞凋亡机制研究进展
韦始亮 １ 综述

窑综 述窑

叶红军 ２ 审校

众所周知袁肝星状细胞渊ｈｅｐａｔｉｃ ｓｔｅｌｌａｔｅ ｃｅｌｌ， ＨＳＣ冤的激活

渊ｄｅａｔｈ－ｉｎｄｕｃｉｏｎｇ ｓｉｇｎ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ＤＩＳＣ冤遥随后袁ＦＡＤＤ 通过其

及细胞外基质渊ｅｘ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ｍａｔｒｉｃ， ＥＭＣ冤的大量产生是肝纤

ＤＥＤ 结构域和 ｃａｓｐａｓｓ原８ 的 ＤＥＤ 区相互作用袁导致 ｃａｓｐａｓｓ原

维化的中心环节遥 因此袁寻找促进肝星状细胞凋亡的途径是

８ 形成寡聚体袁并驱使其自身活化遥 活化的 ｃａｓｐａｓｓ原８ 进一步

防治肝纤维化的重要策略遥 本文就目前对 ＨＳＣ 凋亡机制的
研究做一综述遥
一尧肝星状细胞凋亡的常见通路

活化效应 ｃａｓｐａｓｓ袁使细胞发生凋亡 ［１］遥 Ｆａｓ 介导的细胞凋亡敏

感的细胞分为两种院Ｆａｓ Ｉ 型细胞和 Ｆａｓ域型细胞［２］遥 肝星状细
胞属于 Ｆａｓ域型细胞袁通过线粒体膜电势的消失袁线粒体膜通

１． 死亡受体介导的凋亡通路

透性增高袁细胞色素 Ｃ 释放袁细胞色素 Ｃ 与 Ａｐａｆ－１尧ｃａｓｐａｓｅ原

死亡受体渊ｄｅａｔｈ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 ＤＲ冤是细胞表面一类能结合

９ 前体尧ＡＴＰ／ｄＡＴＰ 形成凋亡体渊ａｐｏｐｔｏｓｏｍｅ冤袁然后召集并激

胞间凋亡刺激分子并可将信号传至胞内引起细胞凋亡的受
体袁隶属于肿瘤坏死因子受体渊ＴＮＤＲ冤超家族遥其结构上含有

一个由 ６０ 耀 ８０ 个氨基酸组成的称为 野死亡结构域冶渊ｄｅａｔｈ

ｄｏｍａｉｎ， ＤＤ冤 的胞内区遥 胞外的死亡信号可通过死亡受体

渊ＤＲ冤转人胞内遥 目前已知的死亡受体有六种袁包括 ＴＮＦＲ１尧

活 ｃａｓｐａｓｅ原３袁进而引发 ｃａｓｐａｓｅ 级联反应袁导致细胞凋亡遥
２． 线粒体相关的凋亡诱导途径
近年研究表明袁 线粒体在细胞凋亡过程中扮演重要角
色袁 其诱导凋亡途径主要与线粒体膜通透性转运孔渊ｍｉｔｏ原

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ｐｏｒｅ， ＭＰＴ冤开放有关［３］遥 正常

ＣＤ９５尧ＤＲ３尧ＤＲ４尧ＤＩｋ５ 和 ＤＲ６袁其中研究较为深入的死亡受

情况下线粒体表现为内负外正的线粒体跨膜电位渊ｍｉｔｏｃｈｏｎ原

体为 ＣＤ９５渊Ｆａｓ／Ａｐｏ１冤遥 Ｆａｓ 相关的死亡结构域渊Ｆａｓ原ａｓｓｏｃｉ原

ｄｒ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冤袁 几乎所有的诱导剂引起各种

ａｔｅｄ ｄｅａｔｈ ｄｏｍａｉｎ， ＦＡＤＤ冤蛋白分子除了包含 ＤＤ 结构外袁同
时含死亡效应结构域渊ｄｅａｔｈ ｅｆｆｅｃｔｏｒ ｄｏｍａｉｎ， ＤＥＤ冤遥一般情况
下 ＦａｓＬ 分子以同三聚体形式和三个 Ｆａｓ 分子交联袁导致 Ｆａｓ
的 ＤＤ 成簇袁 后者结合 ＦＡＤＤ袁 形成死亡诱导信号复合体

类型的细胞发生凋亡时都伴随线粒体跨膜电位的下降［４］袁 而

跨膜电位的维持至少部分依赖 ＭＰＴ遥 ＭＰＴ 由定位于线粒体
内外膜之间的一组蛋白复合体组成袁包括外周苯二氮唑受体

渊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ｂｅｎｚｏｄｉａｚｅｐｉｎｅ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冤尧亲环素 Ｄ 等遥 他们的构

像改变明显影响 ＭＰＴ 的开关状态袁 而他们的构像受到多种
作者单位院１ ５１５０３１ 汕头大学医学院
２ ５１８０３６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消化内科

配体和多肽类物质的影响遥 在生理情况下袁ＭＰＴ 呈周期性开
放袁使线粒体外室的质子进入基质袁从而防止质子在外室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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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蓄积袁 而 ＭＰＴ 的持续开放和关闭则分别诱导和抑制细胞

２． Ｂｃｌ原２ 家族蛋白的调控作用

凋亡遥 在某种因素的作用下袁线粒体 ＭＰＴ 开放袁外膜破坏并

Ｂｃｌ原２ 家族成员主要包含两大结构域袁 即位于羧基端的

释放细胞色素 Ｃ尧 凋亡诱导因子 渊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ｉｎｄｕ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ＩＦ冤等凋亡相关分子袁他们可直接进入细胞核中袁导致染色
体浓缩尧断裂而导致细胞凋亡［５］遥

３． 内质网相关的凋亡诱导途径

研究提示 袁 ｃａｓｐａｓｅ原１２ 的前体分子主要定位 ＥＲ渊ｅｎｄｏ原
［６］

跨膜结构域 渊ｔｒａｎｓ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ＴＭ冤和数量不等渊１ 耀 ４

个冤的 Ｂｃｌ原２ 同源结构域渊Ｂｃｌ原２ ｈｏｍｏｌｏｇｙ， ＢＨ冤遥 Ｂｃｌ原２ 家族
对细胞凋亡的调节作用袁 一方面表现在 Ｂｃｌ原２ 亚家族分子袁
如 Ｂｃｌ原ＸＬ 等可以通过 ＢＨ４ 结构域与 Ａｐａｆ原１ 结合袁 从而阻
止后者对 ｃａｓｐａｓｅ 原９ 的活化袁而 ＢＨ３ 亚家族如 Ｂｉｋ 等袁则与

ｐｌａｓｍｉｃ ｒｅｔｉｃｕｌｕｍ冤膜表面袁可能与 ＥＲ 介导细胞凋亡有关遥 在

Ｂｃｌ原ＸＬ 结合而抑制上述活性曰 另一方面袁 由于含有 ＢＨ１尧

下袁ＥＲ 膜表面的前体 ｃａｓｐａｓｅ原１２ 活化并释放至胞浆中袁激活

等冤膜上形成性质不同的孔道袁从而保护或破坏该细胞器遥 事

ｂｒｅｆｅｌｄｉｎ Ａ 尧ｔｕｎｉｃａｍｙｃｉｎ尧钙离子通道剂 Ａ２３１８７ 等因素作用
的 ｃａｓｐａｓｅ－１２ 可进一步剪切 ｃａｓｐａｓｅ－３ 而引发细胞死亡遥

ＢＨ２ 结构域袁Ｂｃｌ原２ 和 Ｂａｘ 亚家族可以在细胞器 渊如线粒体

实上袁Ｂｃｌ原２ 与 Ｂｃｌ原ＸＬ 能够抑制线粒体 ＰＴ 开放和维持线粒

４． 其他凋亡诱导途径

体跨膜电位袁 相反袁Ｂｃｌ原Ｘｓ 则阻止 Ｂｃｌ原ＸＬ 和细胞色素 Ｃ 的

除外上述 ３ 种经典凋亡诱导途径外袁还有神经生长因子

结合遥 Ｂｃｌ原ＸＬ 也能够减轻线粒体膜间的质子积聚袁防止线粒

渊ＮＧＦ冤 途径和 ＰＢＲ 渊ｔｈｅ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ｔｙｐｅ ｂｅｎｚｏｄｉａｚｅｐｉｎｅ ｒｅ原
ｃｅｐｔｏｒ冤 途径遥 前者诱导 ＨＳＣ 凋亡的可能机制是受损肝细胞

表达的 ＮＧＦ 与活化 ＨＳＣ 表达的 ｐ７５ 结合在 ＨＳＣ 膜上袁促进

ｐ７５ 诱导 ＨＳＣ 的活性袁从而促进了 ＨＳＣ 的凋亡［７］曰后者主要

体外膜的肿胀和破裂［１３］遥 已知线粒体的破坏可以两种途径促
使细胞死亡袁 一种是释放 Ｃｙｔ Ｃ 和凋亡诱导因子等袁 活化

ｃａｓｐａｓｅ原９袁诱导凋亡袁并且可能直接释放储备态 ｃａｓｐａｓｅ原３ 而
诱导凋亡袁另一种是由于电子传递链被打断袁氧化磷酸化和

通过蛋白激酶 Ｂ／ＡＫｔ 和 Ｂａｄ 的脱磷酸化袁 下调抗凋亡蛋白

ＡＴＰ 合成终止袁细胞氧化还原电位改变袁氧自由基产生袁从而

Ｂｃｌ原２ 的表达等机制袁 激活有关 ｃａｓｐａｓｅ 酶进入凋亡级联反

直接杀死细胞遥

应［８］ 遥近年来更有研究发现泛素原蛋白酶体途径在肝星状细胞
凋亡中起重要作用［９，１０］遥 它是一种高效蛋白降解途径袁主要负

３． 过氧化物酶体增生物激活受体 酌 及其配体

过氧化物酶体增生物激活受体渊ｐｅｒｏｘｉｓｏｍｅ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ｏｒ－

责真核细胞内蛋白质的选择性降解遥 对人肝细胞 ＬＸ原２ 和从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ＰＰＡＲ冤 是核激素受体超家族成员袁 包括

正常大鼠分离纯化并培养活化的 ＨＳＣ 给予蛋白酶体抑制

ＰＰＡＲ琢尧ＰＰＡＲ茁 和 ＰＰＡＲ酌 三种亚型袁分别由不同基因编码袁

剂原硼替左米和 ＭＧ１３２ 后均可诱导其凋亡袁且 ＬＸ原２ 凋亡对
两种抑制剂显示出明显的浓度和时间依赖性遥 关于该途径机
制袁现认为主要与以下 ４ 点有关院淤 减少活化 ＮＦ原ＫＢ 的产

结构尧功能各异袁其中 ＰＰＡＲ酌 可由多种脂肪酸及其衍生物激

活袁具有多种生物效应［１４］遥 ＰＰＡＲ酌 在静止的 ＨＳＣ 内以活性型
形式大量表达袁 然而无论在体内还是体外袁ＰＰＡＲ酌 在活化的

生和释放曰于 影响 ＨＳＣ 细胞周期曰盂 干扰 ＴＧＦ茁 信号通路曰

ＨＳＣ 内的表达均显著降低曰 应用合成的 ＰＰＡＲ酌 配体能抑制

可以看出各种细胞凋亡途径并非单独存在袁其中 ｃａｓｐａｓｅ

能使 ＨＳＣ 由活化型转变为静止期遥 Ｃｈｅｎｇ Ｙ ［１５，１６］等在研究姜

榆 影响凋亡相关蛋白遥

的活化是不同细胞凋亡途径中共同的下游事件遥

ＨＳＣ 的致肝纤维化作用袁而且 ＰＰＡＲ酌 在 ＨＳＣ 的过度表达还
黄素对 ＨＳＣ 行为的影响时发现袁在姜黄素诱导 ＨＳＣ 凋亡过

二尧细胞凋亡的调控

程中袁ＰＰＡＲ酌 表达增加袁 活性增强曰 应用 ＰＰＡＲ酌 的拮抗剂

１． ｐ５３ 的调控作用

ＧＷ９６６２ 干预后袁 则明显减弱了姜黄素对 ＨＳＣ 的促凋亡作

ｐ５３ 蛋白是一种包含 ３９３ 个氨基酸的转录因子袁 活性形

用遥 相反袁有实验研究发现袁利用 ＰＰＡＲ酌 激动剂罗格列酮通

式为四聚体遥在正常状态的细胞中袁ｐ５３ 的胞浆含量受细胞严
密的监控遥 其中袁ＨＤＭ２渊ｈｕｍａｎ ｄｏｕｂｌｅ ｍｉｎｕｔｅ－２冤是细胞调控

ｐ５３ 的最主要的负反馈分子［１１］遥 也就是说袁ｐ５３ 的胞浆 ＨＤＭ２
基因的启动子而上调 ＨＤＭ２ 的表达袁 而 ＨＤＭ２ 反过来调控

过增加活化的 ＨＳＣ 中 ＰＰＡＲ酌 的表达袁 从而可减少 琢－ＳＭＡ

的表达和 Ｉ 型胶原的合成袁并可抑制细胞增殖袁促进细胞凋

亡［１７］遥 可见 ＰＰＡＲ酌 能够介导 ＨＳＣ 凋亡的调节遥
４． 参与细胞凋亡的其他相关基因

ｐ５３ 的功能曰ｐ５３ 主要作用于细胞周期的 Ｇ１ 期尧Ｇ２／Ｍ 期和

上述 ｐ５３尧Ｂｃｌ原２ 和 ＰＰＡＲ酌 均为促进细胞凋亡的调控因

Ｇ０原Ｇ１原Ｓ原Ｒｂ 等检查点袁并引起细胞周期停滞袁其中 Ｇ１ 期研

素袁 相反 ＮＦ－资Ｂ 对 ＨＳＣ 有抗凋亡效应遥 活化的 ＨＳＣ 表达

究较为清楚遥细胞周期在 Ｇ１ 期尧Ｇ２／Ｍ 期的停滞为细胞 ＤＮＡ

ＮＦ－资Ｂ袁该区域有上调的致炎基因如细胞活素尧趋化因子和

的修复提供了时间袁一旦修复失败袁ｐ５３ 则在其他因素的配合

黏附分子遥 ＮＦ－资Ｂ 能定向翻译上调的抗凋亡蛋白 ＴＲＡＦ－１尧

下有效地诱导细胞凋亡遥 Ｂｅｎｎｅｔｔ Ｍ 等［１２］ 研究发现袁Ｐ５３ 可以
通过 Ｆａｓ 来介导细胞凋亡遥 Ｐ５３ 的激活可迅速增加人血管平
滑肌细胞表面 Ｆａｓ渊ＣＤ９５冤的表达袁这种增加的表达是从高尔
基复合体输出到细胞膜表面的遥 高尔基复合体的破坏可阻断

ＴＲＡＦ－２尧ｃ－ＩＡＰ１ 和 ｃ－ＩＡＰ２ ［１８］遥 体外实验发现结缔组织生长
因子通过活化 ＮＦ－资Ｂ 可以抵抗 ＨＳＣ 的凋亡［１９］袁而 ＮＧＦ尧姜

黄素及 ＩＧＦ－１ 则通过下调 ＮＦ－资Ｂ 从而诱导 ＨＳＣ 凋亡［２０］遥

综上所述袁肝星状细胞凋亡机制较为复杂袁仍需不断研

ｐ５３ 诱导的 Ｆａｓ渊ＣＤ 冤的表达和细胞的凋亡遥 ｐ５３ 也可以诱导

究发掘袁 为靶向诱导 ＨＳＣ 凋亡在药物应用上提供充分的理

Ｆａｓ－ＦＡＤＤ 的结合并使细胞对 Ｆａｓ 诱导的凋亡迅速敏感化遥

论基础遥 目前袁国内外对中药诱导 ＨＳＣ 凋亡的研究实验已逐

ｐ５３ 还可直接上调 Ｂａｘ 的表达袁下调 Ｂｃｌ－２ 的表达袁促进细胞

渐展开袁而中药具有多层次尧多靶点的抗纤维化作用袁且副作

凋亡遥

用少袁价格低廉袁拥有广阔的前景袁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实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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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始动的根基 要 肿瘤干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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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干细胞在肿瘤组织中存在的数量极少袁但为肿瘤发

该细胞在体外三维培养中袁能分化成与正常乳腺结构和功能

生尧发展所必需袁并具有不断的自我更新和无限的分化潜能遥

类似的导管和腺泡遥 这些研究很好地阐明肿瘤干细胞的特

但由于在肿瘤组织中数量极少而且缺乏特异的分子标志而

性袁相信会有更多类似鼓舞人心的发现袁这将为彻底根治肿

难以捕捉遥 最近 Ｒ． Ｄｕｌｂｅｃｃｏ 研究报道［１］袁乳腺癌干细胞 ＬＡ７

的特性袁注射单个 ＬＡ７ 细胞即可使免疫缺陷鼠生成乳腺癌袁

瘤指明方向遥
一尧肿瘤干细胞表面标志
研究肿瘤干细胞最首要和关键的是表面标志的筛选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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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遥 目前已在白血病 ［２］和多种实体瘤中渊乳腺癌尧脑肿瘤尧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