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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并能够科学理智地对待转基因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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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Worthy Issues

自噬——细胞的双刃剑

前 

言

特约编辑：汪文静，女，博士，研究方向：靶向肿瘤药物设计

自噬（autophagy）是广泛存在于真核细胞中的生命现象，

它既是细胞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同时也被认为是一种与凋亡、

坏死并列的细胞程序性死亡机制。近年来，自噬越来越受到研究

人员的关注。生命体藉此维持蛋白代谢平衡及细胞环境稳定，这

一过程在细胞废物清除、结构重建、生长发育中起重要作用。

自噬是继凋亡（apoptosis）后，当前生命科学最热的研究领域

之一，本文主要对自噬体的形态和发生过程、分子机制、生化检

测、与细胞凋亡的关系及其生理、病理功能等方面进行概述，以

期较为全面地了解细胞自噬的作用，及其在相关疾病中的机制，

为探索疾病治疗的新技术和新药物开辟新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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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thy Issues
一、自噬简介

1. 自噬的概念与分类

自噬，又称细胞自我消化（c e l l u l a r 
s e l f - d i g e s t i o n），是广泛存在于真核细

胞中的、进化上高度保守的、用于降解

和回收利用细胞内生物大分子与细胞器

的过程。自噬大致分为以下三种，分别

是大自噬（macroautophagy）、微自噬

（microautophagy）和分子伴侣介导的自噬

（chaperone-mediated autophagy, CMA）。

大自噬（macroautophagy），即我们通

常所说的自噬（autophagy），是指细胞受到

信号诱导后，在胞内产生膜，膜包裹部分细

胞质与需要降解的细胞器及蛋白质形成自噬体

（autophagosome），最后与溶酶体形成自

噬溶酶体（autophagolysosome），降解其

所包含的内容物的过程。本文中若无特殊说

明，自噬即指这一类。微自噬是指溶酶体主

动、直接吞噬胞浆成分的一种方式。分子伴侣

介导的自噬则是指一些分子伴侣，如hsc70帮
助未折叠蛋白转位入溶酶体，参与自噬过程。

分子伴侣介导的自噬具有高度选择性，只能降

解一些特定的蛋白，而不能降解细胞器。例

如Hsc70识别底物蛋白分子的特定氨基酸序列

并与之结合，分子伴侣-底物复合物与溶酶体

膜上的受体LAMP-2A（lysosome-associated 
membrane protein type 2A）结合后，底物去

折叠；溶酶体腔中的另外一种分子伴侣介导底

物在溶酶体膜的转位，进入溶酶体腔中的底物

在水解酶作用下分解为其组成成分，被细胞再

利用（图1）。

图1 三种不同的自噬过程。
图片来源：Mizushima, N., Levine, B., Cuervo, A. M. (2008) Autophagy fights disease through 

cellular self-digestion. Nature, 451(7182): 1069-1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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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噬过程涉及细胞内蛋白与细胞器的降

解，它与多种人类疾病及生理机能息息相关。

例如，自噬功能紊乱与肿瘤的发生、神经退

化、衰老及微生物感染等都相关。但矛盾的

是，虽然自噬最初是一种细胞的自我保护程

序，但它在细胞死亡中仍然扮演重要的角色，

了解自噬有助于科学家进一步研究生命的奥

秘。

补充一：

几个与细胞吞噬（phagy）相关的概念：

吞噬（phagocytosis）：细胞主动吞掉胞外的细菌、碎片、或其它细胞。

吞饮（pinocytosis）：细胞主动吞掉胞外的液体。

异噬（heterophagy）：吞噬、吞饮的统称，强调所吞内容物来自胞外，它们都是单层膜的

液泡。

2. 自噬的发展

总的来说，自噬仍然属于溶酶体降解

系统，而溶酶体则是由Christian de Duve于
1955年率先发现并命名的。他也因为在细胞

构造这个领域的贡献获得了1974年诺贝尔生

理学或医学奖。随后，在对溶酶体的研究中，

Christian de Duve发现了自噬现象的存在，

并于1963年首次提出了自噬的概念。自噬是

指细胞在缺乏营养和能量供应时，部分细胞质

与细胞器被包裹进一种特别的双层膜，或多层

膜结构的自噬体中，形成的自噬体再与溶酶体

结合，将其包裹的物质降解成核苷酸及氨基酸

等。Christian de Duve因提出自噬的概念而

被誉为“自噬之父”。但此时人们对于自噬的

研究并未深入，诸如自噬体膜的来源等许多问

题都有待研究。最初，Christian de Duve认
为这些自噬膜来源于细胞内未成型膜，如内质

网，但没有明显的证据证明他的观点。这与现

代的观点有异，如今科学家普遍认为自噬体的

膜的产生是一个从头开始的过程，先产生一部

分膜，然后在包裹过程中逐渐扩张。

自噬被发现后，鉴于技术水平等的限

制，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人们对自

噬的研究都主要集中在形态学上。1967年，

Christian de Duve等人发现胰高血糖素可以

诱导自噬。十年后，Ulrich Pfeifer则发现胰岛

素可以抑制自噬。同年，G. Mortimore和C. 
Schworer发现自噬终产物氨基酸也可以抑制

自噬；另一方面，J. Beaulaton和R. Lockshin 
发现自噬也可以算作是细胞程度性死亡的机制

之一。1982年，P. Seglen和P. Gordon首次

发现了自噬的小分子抑制剂，即3-甲基腺嘌呤

（3-methyladenine）。1988年，Gordon和
Seglen发现自噬前体（amphisome）既出现

在自噬中，也出现于细胞内吞作用。到了上个

世纪90年代，自噬研究开始进入分子生物学

水平。1995年，A. Meijer等人发现mTOR的

抑制剂雷帕霉素可以诱导自噬的发生。1997
年，自噬基因首次被发现，其调控机制也逐渐

清晰，自噬的研究越来越多（图2）。进入21
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几年，关于自噬的文献呈

爆发式增长，自噬成了继凋亡（apoptosis）
之后当前生命科学最热的研究领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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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Pubmed有关自噬的文献随年限变化的发表情况。（数据整理自Pubmed）

3. 自噬发生的过程

自噬发生需要经过以下四个阶段（图

3）。

阶段1：自噬膜（phagophore）的发生

（intitiation）。细胞接受自噬诱导信号后，

在胞浆的某处形成一个膜结构，然后不断扩

张。该结构最初只是扁平的，就像一个由脂质

双分子层组成的敞开的口袋，可在电镜下观察

到，被称为自噬膜。这个膜也被称为隔离膜

（isolation membrane），它是自噬发生的标

志之一。

阶段2：自噬体的形成。自噬膜不断“延

伸”（elongation），将胞浆中需要降解的

部分，包括细胞器全部揽入“口袋”中，然

后“闭合”（closure），成为密闭的球状自

噬体。这个自噬体就如同一个大型的“脂质

体”。自噬体可以在电镜下观察到，是自噬发

生的标志之二。自噬体有两个特征，一是双层

膜，二是内含胞浆成分，如线粒体及内质网碎

片等。

阶段3：自噬体的运输、融合。在这

一阶段，形成的自噬体可与细胞内吞的吞

噬泡、吞饮泡和内涵体（endosome）融

合，形成溶酶体和内含体融合的中间囊泡

（amphisome）。但这些情况在自噬过程并

非必要。

阶 段 4 ： 自 噬 体 的 降 解

（degradation）。自噬体与溶酶体融合形成

自噬溶酶体（autolysosome），期间自噬体

的内膜被溶酶体酶降解，两者的内容物合为一

体。自噬体中的内含物也被降解，得到氨基

酸、脂肪酸等原料，这些原料被输送到胞浆

中，供细胞重新利用，而不能被回收利用的残

渣可能被排出细胞外或滞留在胞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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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自噬的发生过程。
图片来源：Yang, Z. and Klionsky, D. J. (2010) Eaten alive: a history of macroautophagy. 

Nature cell biology, 12(9): 814-822.

4. 自噬的特性

自噬具有6个特点，分别为1）对细胞具

有一定的保护性：自噬是细胞消化掉自身的一

部分。正常情况下，很少发生自噬，除非有

诱发因素存在。自噬的诱发因素很多，既有来

自于细胞外的（如外界中的营养成分、缺血、

缺氧及生长因子的浓度等），也有细胞内的

（代谢压力、衰老或破损的细胞器、折叠错误

或聚集的蛋白质等），这些引发因素通常是不

利于细胞生存的。自噬初看似乎对细胞不利，

但在营养成分不足等引发因素存在的情况下，

细胞通过自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细胞的

稳定状态。2）自噬过程很快：自噬被诱导后

8min即可观察到自噬体（autophagosome）
的形成，2h后自噬溶酶体（autolysosome）
基本降解消失。这有利于细胞快速适应恶劣环

境。3）自噬的可诱导特性：这一特性表现在

两个方面，一是自噬在准备阶段能快速合成相

关蛋白；二是在执行阶段可以快速大量地形成

自噬体。4）批量降解：这是与蛋白酶体降解

途径的显著区别。5）降解的非特异性：由于

自噬的速度要快、量要大，因此特异性不是首

先考虑的，在自噬过程中，除可溶性胞浆蛋白

之外，线粒体、过氧化物酶体等细胞器，如高

尔基体或细胞器的一部分，以及内质网的某些

部分都可通过自噬进行降解，这与自噬的应急

特性是相适应的。6）自噬具有保守性：由于

自噬有利于细胞的存活，因此无论是物种间、

还是各种类细胞（包括肿瘤细胞，这也使得肿

瘤治疗更加困难）之间，自噬都普遍被保留下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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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自噬与细胞程序性死亡

尽管自噬被证明对细胞具有保护作用，

可帮助细胞应对许多突发情况，例如可使细胞

在饥饿条件下存活几天或几星期，但这种保护

作用并非绝对的，也并非无限的，在某些条件

下，自噬也被发现具有诱导或参与细胞死亡的

现象。细胞因自噬而死亡的也被归类为II类细

胞程序性死亡，与凋亡（apoptosis）（I类）

和坏死（necrosis）（第III类）并列。

虽然自噬已经被定义为一种程序性死

亡，但对于自噬是不是细胞死亡的直接原因目

前还存在很大的争议，人们还弄不清到底是

自噬引起死亡（cell death by autophagy），

还是死亡时伴随自噬发生，但不是直接原因

（Cell death with autophagy）。前者可能的

情况是，当细胞面临不利环境时，细胞开始自

噬，但当环境得不到改善，自噬已经不能帮助

细胞而是过度消耗胞内物质时，引起细胞进入

程序性死亡。而后者可能是细胞在凋亡和坏死

的过程伴随着自噬的发生。有观点认为两种情

况都存在，并且两者在形态学上并无明显区

别，但通过阻断自噬，观察细胞的结局可区分

开来：若是前者，则细胞存活，而后者细胞则

死亡。

尽管最初人们认为自噬与凋亡两种程序

性细胞死亡方式是不同的，两者无论在生化代

谢途径，还是形态学方面都有显著的区别，但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两者在某些情况下

可以相互拮抗或促进，可先后发生或同时共存

于同一细胞。而相同诱导因素在不同细胞中可

分别诱发自噬或凋亡而且参与自噬和凋亡的因

子也存在交叉。类似的，自噬也与坏死有一定

的关联。

总的来说，自噬就是细胞内的一把双刃

剑，既有保护作用，也可以成为死亡原

因。也正因为如此，自噬的作用，尤其是

在各种疾病中所起的作用显得矛盾而复

杂。要搞清楚自噬，就需要明白自噬发生

的分子机制及其调控通路。这将在下一章

进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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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噬相关基因与自噬相关蛋白

自噬过程受自噬相关蛋白的调控，这些

自噬相关蛋白由自噬相关基因（autophagy-
related gene, Atg）编码。自噬相关基因及其

编码的自噬相关蛋白的鉴定是目前自噬研究的

一个方向。认识自噬相关基因是从酵母中的自

噬相关基因开始的。目前已有超过30个Atg基
因，它们编码相应的自噬相关蛋白。值得注意

的是，许多酵母中的自噬相关蛋白都可以在哺

乳动物中找到同源物，由于自噬研究的历史关

系，很多基因在酵母和哺乳动物中有不同的命

名。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自噬是一个在进化

上高度保守的过程。自噬相关蛋白构成自噬的

核心分子机制，它们参与自噬膜的形成、细胞

质的吞噬、自噬体的形成以及自噬体与溶酶体

的融合。表1总结了部分Atg蛋白及其在自噬

中的功能。

 酵母基因   人类同源基因 小鼠同源基因  在自噬中的作用

  Atg1  ULK1 丝氨酸/苏氨酸激酶，在隔离膜形成期间，与Atg13
和Atg17形成复合体。

  Atg2 与外周膜蛋白一同参与自噬体的形成，并与Atg9
在前自噬溶酶体结构和线粒体之间循环。

  Atg3 E2样酶，参与Atg8与磷脂酰乙醇胺的结合。

  Atg4 保守的半胱氨酸蛋白酶，作用于Atg8的剪切加工
以及粘附到自噬体微管。

  Atg5  hAPG5  APG5 保守蛋白，经过与Atg12的结合导致与Atg16p的寡
聚形成复合体参与Atg8的脂化。

  Atg6  Beclin-1  Beclin-1 PI3激酶复合物I和II的亚类，自噬所必须的。

  Atg7  HsGSA7/hAPG7  mAPG7 介导Atg12p与Atg5p、Atg8p和磷脂酰乙醇胺的结
合。

  Atg8  MAP1LC3  mAPG8 保守蛋白，通过羧基端接合到磷脂酰乙醇胺
（PE），该复合物参与组成自噬体。

  Atg9
跨膜蛋白，参与自噬体的形成。在前自噬体结构和
其它胞质点状结构间循环，与Atg23p和Atg27p形
成复合物。

表1 自噬相关基因及其在自噬中的作用

二、自噬发生过程中的分子机制

（接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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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对自噬认识的加深，越来越多

的自噬基因及其同源物的功能也被逐渐发现。

这些自噬蛋白可根据其参与自噬发生的不同

阶段，分为五类，分别是Atg1/ULK1蛋白激酶

复合体、Vps34/PI3K-Beclin1复合体、Atg9/
mAtg9、Atg5-Atg12-Atg16连接系统和Atg8/
LC3连接系统（图4）。

2. 自噬发生的分子机制

（续上表）

酵母基因 人类同源基因 小鼠同源基因  在自噬中的作用 

 Atg10  mAPG10 保守的E2样接合酶，介导Atg12p-Atg5p的结合，
在自噬中是相当关键的步骤。

 Atg11 适配蛋白，直接参与受体绑定的运输和招募其它蛋
白形成前自噬体结构。

 Atg12  hAPG12  mAPG12 保守蛋白，通过与Atg5p的接合，导致与Atg16p的
寡聚，形成的复合物参与Atg8p的脂化。

 Atg13
Atg1信号复合体的调节亚基，刺激Atg1激酶活
性，在自噬中用于自噬体的形成并参与Atg9p、
Atg23p和Atg27p的循环。

 Atg14 目标为PI3激酶复合物I（与Vps34p、Vps15p和
Vps30p）和其它形成前自噬体结构的蛋白。

 Atg15 脂肪酶，用于溶解细胞内的自噬体。

 Atg16  mAPG16L 保守蛋白，与Atg12-Atg5接合在前自噬体结构中
形成Atg12-Atg5-Atg16多聚体。

 Atg17 骨架蛋白，参与前自噬体结构的构成，形成Atg1-
Atg13-Atg17复合物，刺激Atg1激酶活性。

 Atg18 磷酸肌醇结合蛋白，参与自噬中囊泡的形成。

 Atg19
受体蛋白，ATG19与聚合preApe1和ATG8相互作
用，从而促进酵母中preApe1从细胞质到液泡的途
径（Cytoplasm-to-vacuole targeting, Cvt）。

 Atg20 包含一个Phox同源的决定域与PI3P绑定。

 Atg21 与Atg18相似。

 Atg22 空泡的积分膜蛋白，参与自噬小体破裂氨基酸流
出，缺失突变会导致在饥饿时逐渐丧失存活能力。

 Atg23 在隔离膜形成区域和非形成区域间循环，与Atg9p
和Atg27p形成复合物。

 Atg24 含有PI绑定结构域，与Atg20形成复合物。

 Atg27 I型膜蛋白，参与自噬以及从膜运送到前自噬体结
构，绑定PI3P。

 Atg29 自噬特定蛋白，用于招募其它Atg蛋白（主要是
Atg17）至前自噬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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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Atg1/ULK1蛋白激酶复合体

Atg1蛋白由Atg1基因编码，其在哺乳动

物中的同源蛋白为ULK1，是自噬体形成所

必须的蛋白，当ULK1缺失时，LC3-II不能形

成。ULK1与Atg13、FIP200（一种与局部粘

着斑激酶FAK相互作用的蛋白）、Atg29、
Atg31相互作用形成复合物（图4）。Atg1/
U L K 1复合物直接接受自噬中心调控分子

mTOR的调控（图5）。当细胞接受到“饥

饿”信号时，mTOR活性被抑制，mTOR对

ULK1和Atg13的抑制作用减弱，使得ULK1激
活并磷酸化Atg13、FIP200和ULK1自身。活

化后的ULK1复合物从细胞质转移到内质网或

其它位置，此时，自噬膜开始形成。

2.2 Vps34-Atg6/Beclin1和III型PI3K复合体

V p s 3 4是 I I I型P I 3 K。自噬发生时，

Vps34先结合Vps15并被其激活，随后进一

步结合Beclin1形成Vps34-Vps15-Beclin1复
合体。自噬发生时，Vps34-Vps15-Beclin1

与多种自噬相关蛋白结合，传递自噬信号并

促进自噬发生。如与Atg14结合形成Atg14-
Vps34-Vps15-Beclin1复合物参与自噬体的形

成；与UVRAG（UV irradiation resistance-
associated gene）结合形成UVRAG-Vps34-
Vps14-Beclin1复合体，在自噬体的成熟和运

输中发挥作用；而Rubicon与UVRAG-Vps34-
Vps14-Beclin1复合物结合则可起到负调节作

用（图4）。

2.3 Atg9/mAtg9复合体

在自噬蛋白中，Atg9是目前唯一一个跨

膜蛋白，它可以通过影响膜泡运输以调控自

噬的发生。自噬膜的发生和延伸都与Atg9相
关，Atg9可能作为一个膜蛋白介导自噬相关

蛋白或自噬体膜的运输。例如，当营养物质缺

乏时，Atg9可与Atg23、Atg27结合，将它们

运输到自噬膜上，或在Atg1和Atg13的帮助下

与Atg2、Atg18结合将其运输到自噬膜以外的

细胞质区域（图4）。

图4 哺乳动物自噬的分子机制。
图片来源：http://autophagy.info/autopha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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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参与自噬体形成的两个蛋白连接系统

自噬过程中有两个蛋白连接系统，即

Atg5-Atg12-Atg16连接系统和Atg8/LC3连
接系统（图4和图5）。这两条蛋白连接系统

又被称为Atg12-接合过程和LC3修饰过程。

前者与自噬体膜的延伸相关，后者与自噬体

（autophagosome）的形成有关。

对于哺乳动物来说，在Atg12-接合过程

中，Atg7作为E1样酶活化Atg12，随后Atg12
被转运至E2样酶Atg10，与Atg10接合，最后

Atg12被转运给Atg5并与之接合，形成Atg12-
Atg5复合物。在细胞中，Atg12蛋白一旦合

成就会立即结合Atg5，以Atg12-Atg5复合物

的形式存在。当自噬发生时，Atg16能富集大

量Atg12-Atg5复合物形成一个巨大复合物，

为参与自噬膜形成的蛋白质提供相互作用的

平台。Atg5-Atg12-Atg16复合物位于自噬膜

上，参与LC3-II的形成过程，促进自噬膜的延

伸。

LC3是酵母自噬相关基因ATG8的类似

物。在哺乳动物中，LC3合成后，会以LC3
前体（ProLC3）的形式存在。LC3前体首

先被Atg4加工暴露出其羧基末端的甘氨酸

残基，成为胞浆可溶性形式LC3-I。自噬发

生时，LC3-I被Atg7活化，并被转运至第二

种E2样酶Atg3。LC3-I在Atg5-Atg12-Atg16
复合物的帮助下连接上一个磷脂酰乙醇胺

（phosphatidylethanolamine, PE）分子形成

LC3-II。LC3-II具有膜结合能力，定位于自噬

膜和自噬体，它是自噬体的标志分子。当自噬

体与溶酶体融合，自噬体内的LC3-II则被溶酶

体中的水解酶降解。

2.5 自噬发生过程中的分子机制

哺乳动物细胞收到饥饿信号，发生自噬

时，mTOR活性被抑制，由此导致其对ULK1
等自噬蛋白的抑制作用减弱，在Atg1/ULK1复
合体与Vps34-Atg6/Beclin1复合体的双重作用

下，自噬膜开始形成。

自噬膜的延伸与自噬体的形成由两条蛋

白连接系统主导。Atg12-Atg5-Atg16形成的

复合物与自噬膜结合，这种结合一方面促进了

自噬膜的延伸，使之由开始的小面积两层膜结

构逐渐发展为口袋状；另一方面，Atg5复合

物与自噬膜的结合还促进了LC3向自噬膜的募

集。同时，Atg12-Atg5-Atg16复合物在膜上

的定位决定膜的弯曲方向，膜向着背对Atg12-
Atg5-Atg16复合物的方向延伸。当双层膜结

构的自噬膜将要形成袋状闭合结构时，Atg12-
Atg5-Atg16复合物便从膜上脱离下来，只留

下可与自噬体膜结合的LC3-II。因此，LC3-II
含量的多少与自噬泡数量的多少成正比，它也

是自噬最重要的标志物。当哺乳动物细胞发

生自噬时，细胞内LC3的含量及LC3-I向LC3-
II的转化均明显增加。因此，通过检测细胞内

LC3-II的含量变化，可以方便地判断细胞状

态，判断其自噬是被诱导还是被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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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自噬发生的分子机制。
图片来源：Maiuri, M. C., Zalckvar, E., Kimchi, A. (2007) Self-eating and self-killing: crosstalk 

between autophagy and apoptosis. Nature Reviews Molecular Cell Biology, 8(9): 741-752.

3. 自噬的调控通路

3.1 TOR激酶

TOR（target of rapamycin）是自噬调控的中

心分子，能接收细胞的多种变化信号，如细胞

内ATP水平、缺氧及饥饿等，并通过加强或降

低自噬的发生水平应对不同的外界环境刺激。

TOR本身是一个调控细胞周期、生长和增殖

的丝氨酸 /苏氨酸激酶。正常情况下，TOR
通过抑制自噬起始分子Atg1的活性实现对自

噬的调控。在哺乳动物中，当TOR的同源物

mTOR处于活化状态时，mTOR可通过磷酸化

抑制自噬起始分子ULK1的功能，从而抑制自

噬的发生。

3.2 AMPK
AMP依赖蛋白激酶对于细胞质基质中AMP与

ATP的比例十分敏感，并且与影响这个比例的

代谢应激，如葡萄糖缺乏、缺氧、或者氧化应

激等有关，因此，AMPK就是在这些条件下参

精确的自噬信号调控对细胞应对不同的外界刺激至关重要。普通自噬与诱导自噬的发生

都受到细胞的严密调控，使其在维持内环境稳定和应对突发状况时都能应对自如。参与

自噬过程的信号通路是非常复杂的（图6），目前尚未完全被我们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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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噬的诱导的。例如，在酵母中，代谢应激

所诱导的自噬需要通过AMPK信号通路。当有

能量缺乏等自噬刺激信号时，AMPK被LKB1
磷酸化并活化，活化的AMPK一方面可以磷酸

化并活化TSC1-TSC2，导致TOR被抑制；另

一方面，AMPK还可以直接通过磷酸化抑制

TOR，从而诱导自噬。

3.3 Ⅰ型PI3K/PKB途径

Ⅰ型PI3K是自噬的负调节分子，它可以磷酸

化PtdIns4P和PtdIns（4, 5）P2，生成PtdIns
（3, 4）P2和PtdIns（3, 4, 5）P3，然后结

合Akt/PKB和它的活化分子PDK1。PKB可

以磷酸化抑制下游的结节性硬化症复合物1
（tuberous sclerosis complex 1, TSC1）和结

节性硬化症复合物2（TSC2），进而影响下游

的Rheb，活化TOR激酶从而对自噬发挥负向

调节作用。PTEN磷酸酶是自噬的正向调节分

子，它使PtdIns（3, 4, 5）P3去磷酸化，从而

解除Class Ⅰ PI3K/PKB途径对自噬的抑制。

3.4 其它

氨基酸作为自噬降解后的主要产物也是重要

的、自噬的调控因子或抑制剂。当营养丰富

时，自噬的正向调节通路RAF-1-MEK1/2-
ERK1/2被抑制。Bcl-2在酵母和哺乳动物中对

自噬均有抑制作用，Bcl-2可以与beclin-1相互

作用，通过绑定和隔离beclin-1进而干扰III类
PI3-kinase复合物（Vps34-Vps15-beclin-1复
合物）的形成。而JNK与DAPK又可以通过抑

制Bcl-2发挥对自噬的正向调节作用。

总的来说，目前关于自噬调控的了解仍然

是不够的。

图6 哺乳动物自噬的信号调控图。在此图中，蓝色模块代表这个因子可以刺激自噬，相反，
红色代表可以抑制自噬。

图片来源：Yang, Z. and Klionsky, D. J. (2010) Eaten alive: a history of macroautophagy. 
Nature cell biology, 12(9): 814-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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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自噬的调控

自噬的作用是非常复杂的，对于细胞来

说，它是一把双刃剑，既是保护者，也是杀

手。在本小节中，对于自噬的调控的介绍主要

包括两方面，一是抑制自噬，二是诱导自噬。

自噬的调控根据自噬形成的过程，可分

为不同的阶段，包括自噬的起始阶段、自噬体

的形成阶段、自噬泡和溶酶体融合阶段，以及

溶酶体内的降解阶段（图7）。目前常用的一

些调控方法介绍如下。

自噬的起始阶段：对自噬的起始阶段的

调控主要是针对调控自噬的信号通路。对自噬

的诱导主要是模拟引起自噬的因素，如饥饿、

基因毒性应激等（参见第四章第一节：自噬调

控因子）。自噬的信号通路中最主要是PI3K
通路，PI3K上游的一些激酶可以成为调控的

靶点，但其中主要的调控靶点是PI3K。现有

的分子主要有渥曼青霉素（Wortmannin）、

LY294002和NVP-BEZ235等，这些分子均可

干扰或阻断自噬体形成，因而被广泛用作自噬

的抑制剂。此外，PI3K上游的酪氨酸酶的抑

制剂、LKB1的抑制剂及JNK抑制剂等也可以

起到对自噬的抑制作用。

自噬体形成阶段：这一阶段涉及自噬

膜的产生与延伸。首先要提一下mTOR。

mTOR对ULK1和Atg13有抑制作用，因此抑

制mTOR可诱导自噬的发生。常用的mTOR
抑制剂是雷帕霉素。在自噬膜的产生中起着

关键作用的Vps34也是调控自噬的一个重要靶

点，可以通过抑制Vps34来达到抑制自噬的目

的。Vps34是III型PI3K，它与Ⅰ型PI3K结构

相似，但作用不同，因此对Vps34的调控需要

做到有选择性。常用的Vps34抑制剂是3-甲基

腺嘌呤（3-Methyladenine, 3-MA）。另外，

用RNA干扰技术（RNAi）直接作用于Becn1

和Vps34也可以实现对自噬的调控。自噬膜

的延伸涉及Atg9复合体以及两条蛋白连接系

统，因此可以通过RNAi技术调控相关自噬蛋

白的表达达到调控自噬的目的，目前已有针对

Atg5、Atg10及Atg12的RNAi。
自噬体与溶酶体融合阶段：通过阻

断自噬体与溶酶体融合过程同样可以达到

抑制自噬的目的。目前可用的阻断自噬体

与溶酶体融合的物质包括：巴伐洛霉素

A1、氯喹（chloroquine, CQ）、羟化氯喹

（hydroxychloroquine, HCQ）、长春碱及诺

考达唑等。巴伐洛霉素A1（Bafilomycin A1）
是一种来源于灰色链霉菌的大环内酯类抗生

素，是空泡型H+-ATP酶的特异性抑制剂，具

有抗菌、抗真菌及抗肿瘤等作用。当突触小泡

经历胞外分泌时，巴伐洛霉素A1可以避免小

泡重新酸化。有研究表明，在已发生自噬的肿

瘤细胞中加入巴伐洛霉素A1，可使蛋白降解

被抑制，自噬体增多而自噬溶酶体数目减少，

并且让自噬体中的酸性磷酸酶的活性明显降

低，从而证明其阻断了自噬体与溶酶体的融合

过程。氯喹与羟化氯喹是溶酶体的酸化抑制

剂，也可以阻断自噬体与溶酶体的整合。这类

阻断都是可逆的，在去除了药物作用后，自噬

体仍可以与溶酶体融合形成自噬溶酶体，继续

自噬进程。除此之外，敲除LAMP2基因同样

可以达到抑制自噬体与溶酶体融合的目的。

溶酶体降解阶段：自噬体与溶酶体融合

后最终被溶酶体中的水解酶水解，它首先经过

囊泡酸化，达到所需的PH值后经多种蛋白酶

作用使囊内容物降解，降解产物在细胞内再循

环利用。如果对溶酶体的降解进行抑制，使得

被降解的囊泡内容物大量蓄积于溶酶体内，而

不能释放出来进入细胞内再循环利用，也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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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哺乳动物自噬的调节。
图片来源：Yang, Z. J., Chee, C. E., Huang, S. (2011) The role of autophagy in cancer: therapeutic 

implications. Molecular cancer therapeutics , 10(9): 1533-1541.

可以达到抑制自噬的目的。因此，蛋白酶抑

制剂，如E64d、胃酶抑素A（Pepstatin A）

等，可通过抑制溶酶体降解达到抑制自噬的目

的。E64d和胃酶抑素A还可以以1：1的比例

联用抑制自噬。有研究表明，在结肠癌细胞系

中联用E64d及Pepstatin A可明显通过抑制溶

酶体的降解阻断自噬，而自噬体的形成并没有

受到明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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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自噬在肿瘤、肌肉疾病、肝病及心脏疾病等多种人类疾病中异

常表达（图8），并且还发挥着抗衰老的作用。自噬在这些疾病进程中的作用是十分复

杂的，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自噬与这些疾病的关系将会越来越清晰。自噬成为了一些疾

病治疗的突破口，为这些原本难以治疗的疾病带来了新的希望。

图8 自噬与疾病。
图片来源：Mizushima, N., Levine, B., Cuervo, A. M. (2008) Autophagy fights disease through cellular 

self-digestion. Nature, 451(7182): 1069-1075. 

1. 自噬与肿瘤

自噬与肿瘤之间的关系是目前自噬研究

中的热点问题。

自噬对于所有的细胞都非常重要，它帮

助细胞应对伤害，处理长寿蛋白和长寿细胞

器。有研究表明，失去自噬功能可能导致细胞

对代谢压力、基因损坏敏感，甚至可能诱导肿

三、自噬与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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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自噬调节在肿瘤治疗中的应用。
图片来源：Mathew, R., Karantza-Wadsworth, V. and White, E. (2007) Role of autophagy in 

cancer. Nature Reviews Cancer , 7(12): 961-967.

瘤的发生。自噬和肿瘤发生具有一些相同的

上游信号调控通路，如PI3K/Akt、IGF-1/2及
MAPK通路。研究发现PI3K/Akt、mTOR等负

向调控自噬信号分子的异常表达也是肿瘤发

生的可能原因。PI3K/Akt可抑制细胞自噬、凋

亡，促进细胞增殖导致肿瘤发生；而自噬的正

向调控因子如PTEN、UVRAG及Beclin1等可

能具有抑癌作用。例如，科学家在多种肿瘤，

如乳腺癌、卵巢癌及前列腺癌中发现beclin1
基因缺失。这些现象说明自噬可能发挥了肿瘤

抑制的作用。

虽然自噬起着抑制肿瘤的作用，但同时

它也提高了肿瘤细胞的耐受性，使肿瘤细胞在

不利环境中能更好地生存。例如，自噬使得肿

瘤细胞更能应对因为高速增殖导致的对代谢的

高需求；在肿瘤细胞的低氧区域，自噬会被诱

导发生。自噬的这种保护功能导致肿瘤耐药与

肿瘤休眠，最终使得肿瘤治疗更加困难。

自噬与肿瘤的关系是双重的。对不同的

细胞，自噬的作用可能不同。相同的细胞在不

同的外部因素作用下，自噬的作用也可能不

同。甚至，在肿瘤发生、发展的不同阶段，自

噬的作用可能也是不同的。例如，在肿瘤生长

的早期阶段，肿瘤内部的血管不足，导致其营

养供给不足，此时可能需要通过自噬为自身提

供营养。再比如，抑癌基因p53对自噬的调节

是双向的，可能抑制也可能促进。

在临床前实验模型中，通过基因调控或

药理学方法抑制促生存的自噬时，可杀死肿瘤

细胞并引起凋亡性细胞死亡。此外，在体外实

验与体内实验中均发现，自噬抑制剂与其它化

疗药物联用比单独使用化疗药物效果更佳。如

图9a，b所示，单独使用血管生长抑制剂或其

它治疗药物效果不佳，若是同时使用自噬抑制

剂则可以达到抑制肿瘤的效果。表2中列举了

部分目前正在进行的临床实验，可以看出，常

见的治疗方案都是联合使用化疗药物与自噬抑

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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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部分有关自噬与肿瘤的临床实验

   肿瘤类型     进展情况   所用药物

   结肠癌     临床II期   羟化氯喹+贝伐单抗

   乳腺癌     临床II期   羟化氯喹

   胰腺癌     临床I/II期   羟化氯喹+吉西他滨

   非小细胞肺癌     临床I/II期   羟化氯喹+卡铂+紫杉醇+贝伐单抗

   晚期实体瘤     临床I期   羟化氯喹+Akt抑制剂

2. 自噬与神经退行性疾病

常见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包括帕金森病

（Parkinson’s disease）、阿尔茨海默病、

亨廷顿舞蹈病（Huntington’s disease）
及脊髓小脑性共济失调（spinocerebel lar 
ataxia）。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的发生与异常

蛋白的聚集密切相关。临床研究也发现，在多

种神经退行性疾病中，病变区域常有大量泛素

化蛋白质聚合物。由于自噬参与细胞内大分子

和细胞器的降解，因此对清除这些蛋白质聚合

物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有研究发现，特异性

敲除小鼠神经元中的自噬基因Atg5或Atg7会

抑制自噬的发生，这样的结果是使大量泛素化

蛋白质聚合物在神经元细胞中积累，导致脑内

大量神经元出现退变进而死亡，并产生行为学

损害。由此可见，自噬在神经退行性疾病中可

能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有实验发现，在神经细胞中，可以通过

诱导自噬发生来促进蛋白质聚合物的清除，达

到缓解神经退行性疾病的症状的目的。例如，

在小鼠和果蝇模型中，用雷帕霉素或其类似

物CCI-779抑制mTOR的活性，并促进自噬发

生可以缓解神经退行性疾病的症状。在细胞模

型中诱导自噬，能促进细胞清除引起亨廷顿病

的毒性蛋白，如突变的亨廷顿蛋白和α-突触

核蛋白（α-synuclein），从而缓解疾病的发

生。由此可以得出，自噬很可能成为重要的神

经退行性疾病治疗靶点。

3. 自噬与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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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噬是至今已发现的、唯一可以降解细

胞器和较大蛋白质聚集物的细胞降解过程，

因此自噬除了能够降解胞浆内细胞器和蛋白

外，还可以用来清除外源性微生物，如细

菌、病毒。细胞可以利用与自噬捕捉细胞器

相同的机制将经内吞进入细胞的外源性微生

物转运给溶酶体。如甲类链球菌（group A 
Streptococcus）经内吞进入细胞质后，自噬

体马上将其包裹，并将其呈递给溶酶体最终导

致微生物被杀死。而在自噬缺陷型细胞中，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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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链球菌就会存活、繁殖，并从细胞释放出来

再感染其它细胞。在哺乳动物中，自噬的抗菌

作用并不仅仅是简单地呈递病原体。越来越多

的研究表明，自噬可以参与自然免疫与获得性

免疫，同时还有维持淋巴细胞稳态的作用。

例如，当有RNA病毒感染时，自噬可以将病

毒的核酸呈递给TLR7（endosomal toll-like 
receptor）并激活I型干扰素信号（I interferon 
signalling）。除了自噬可以参与自然免疫与

获得性免疫外，反过来，许多自然免疫与获得

性免疫的调节因子也会刺激自噬的发生。

191919191919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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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噬调控因子

正常培养的细胞自噬情况较少见，不适于

观察，因此必须对自噬进行人工干预和调

节，目前报道的工具药如下。

1.1 自噬诱导剂

a）布雷菲德菌素A （B r e d e l d i n  A）、

毒胡萝卜素（T h a p s i g a r g i n）、衣霉素

（Tunicamycin）：模拟内质网应激；

b ）卡马西平（ C a r b a m a z e p i n e ）、

L-690/330、氯化锂（Lithium Chloride）：

肌 醇 单 磷 酸 酶 抑 制 剂 （ I n o s i t o l 
monophosphatase, IMPase）；

c）Earle's平衡盐溶液：制造饥饿；

d ）乙酰基神经鞘氨醇（ N - A c e t y l - D -
sphingosine, C2-ceramide）：Class I PI3K 
Pathway抑制剂；

e）雷帕霉素（Rapamycin）：mTOR抑制

剂；

f）Xestospongin B/C：IP3R阻滞剂。

1.2 自噬抑制剂（详见第二章第4节：自噬的调

控）

a） 3 -甲基腺嘌呤（ 3 - M e t h y l a d e n i n e , 
3-MA）：（Class III PI3K）hVps34抑制剂；

b）洛霉素A1（Bafilomycin A1）：质子泵抑

制剂；

c）羟氯喹（Hydroxychloroquine）：溶酶体

腔碱化剂（Lysosomal lumen alkalizer）；

除了选用上述工具药外，一般还需

结合遗传学技术对自噬相关基因进行干

预，这些技术包括反义R N A干扰技术

（Knockdown）、突变株筛选及外源基因

导入等。

2. 检测自噬的方法

四、自噬的研究方法

2.1 形态学方法——电子显微镜法

对于自噬形态学方面的观察主要基于电

子显微镜。迄今为止，电子显微镜是观察与研

究自噬的最直接、经典的方法。细胞的自噬现

象最初也是通过电子显微镜发现的。在电子显

微镜下，自噬体是包裹未降解的胞浆成分或细

胞器，如线粒体和内质网片段的双层膜结构；

自噬溶酶体则是包裹着处于不同降解阶段的胞

浆成分的单层膜结构（图10）。电镜下，自

噬体内容物的形态和电子密度与胞浆中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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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电子显微镜下的自噬体与自噬溶酶体。上图是电镜下的经饥饿诱导的小鼠胚胎成纤维细胞。单箭头表
示自噬体，双箭头表示自噬溶酶体，三角形表示自噬体内的内质网。

图片来源：Mizushima, N., Yoshimori, T. and Levine, B. (2010) Methods in mammalian autophagy 
research. Cell , 140(3): 313-326.

致，因此容易识别；而自噬溶酶体内降解的物

质电子密度会增加，形成黑色颗粒状或不定形

的聚集，因此也能够辨认。但在实际操作的时

候，如没有特殊的标记是难以区分自噬体和自

噬溶酶体等不同阶段的结构的，可以将它们统

称为自噬囊泡。

但是电子显微镜观察也存在很多问题，同

时也是在观察时需要注意的地方。例如，不能

将是否存在双层膜作为识别自噬体的依据，因

此普通透射电镜切片在制备过程中的处理可影

响膜脂质成分。要注意避免将其它细胞器、电

子密度低的区域以及空泡与自噬体混淆。电镜

观察虽然能很好地观测到自噬，但它仅能证明

自噬结构的存在，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自

噬活性的强弱，但难以准确定量。

2.1.1细胞免疫荧光法

LC3-I在胞浆内，LC3-域聚集于自噬体膜上，

通过构建LC3与绿色荧光蛋白（GFP）或其衍

生物的融合蛋白，借助于荧光显微镜，可以

很方便地观察到LC3在细胞中的定位。无自噬

时，GFP-LC3融合蛋白弥散在胞浆中；自噬形

成时，GFP-LC3融合蛋白转位至自噬体膜，在

荧光显微镜下可以观察到点状聚集增加。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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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噬潮分析

自噬过程是动态变化的，因此使用上述

方法来评估自噬体的数量虽然通常能反映自噬

的情况，但并非总是准确。在自噬的调控中已

经介绍过，可以通过阻止自噬体与溶酶体的整

合或者抑制自噬溶酶体的降解达到抑制自噬的

目的，因此自噬体作为一个自噬过程的中间环

节，并不能准确说明细胞自噬活性的强弱。要

想准确评价自噬的强弱，必须观察整个自噬的

过程是否顺利，即通过基于自噬性降解的自噬

潮（autophagic flux）分析来进一步说明自噬

的情况。自噬潮是整体概念，涵盖了自噬体的

形成、自噬性与溶酶体的整合以及在溶酶体内

上，观察到的点状聚集的数目即为自噬体的数

量，并可用于评价自噬活性的高低。但这种方

法在定量上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只能大致

反映自噬的增加或减少。由于大多数GFP-LC3
代表的是细胞中游离囊泡和自噬体，而不是自

噬溶酶体，因此严格来讲，GFP-LC3点状结构

的出现并不一定代表细胞的自噬性降解活性。

建立GFP-LC3转基因小鼠模型后，可通过制作

冰冻切片并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直接检测其体

内自噬的活性。

2.1.2 利用Western Blot检测LC3-II/LC3-I比值

的变化以评价自噬

自噬时，LC3蛋白总的表达水平其实并无上

调，只是LC3-I会酶解掉一小段多肽，转变为

LC3-II，因此，LC3-II/LC3-I比值的大小可作

为判断自噬水平高低的依据。自噬发生后，通

过Western-blot可以检测到有两个条带的蛋白

质，尽管LC3-II与PE结合后实际分子质量大于

LC3-I，但由于其疏水性较强，在聚丙烯酰胺

凝胶中的泳动速度要快于LC3-I，因此可以很

好地区分LC3-II与LC3-I。但需要注意的是，

LC3抗体对LC3-II有更高的亲和力，实际检测

结果LC3-I的减少并不与LC3-II的增加同步，因

此上述两个指标并不能用于比较实际的自噬水

平。也因此，在对评价自噬时，不能单独使用

LC3-II/LC3-I比值的变化来评价自噬，还需要

与其它方法结合。

2.3 单丹磺酰尸胺染色

单丹磺酰尸胺（Monodansylcadaverine, 
MDC）是一种荧光染料，它被用作自噬体的

示踪剂。MDC并不是自噬体的特异标志物，

它可以染色自噬体和其它所有酸性液泡。大多

数MDC信号并不与GFP-LC3信号共定位，而

后者是自噬体的标记物，这说明MDC并不是

自噬体的标记物。尽管在氨基酸饥饿的情况

下，MDC染色信号明显增加，但这些信号并

不能与溶酶体标记物相互区分。而且，只有

当溶酶体内容物为酸性时，才可获得MDC染

色信号。另外对溶酶体内容物的中和可导致

MDC染色立即消失或细胞溶酶体对MDC摄取

缺乏。然而，自噬体通常情况下并不一定是酸

性的。因此，尽管某些MDC阳性点状结构的

确代表自噬溶酶体，而且某些情况下它们的数

量还与细胞的自噬活性相关，但利用MDC染

色作为细胞自噬活性的指标应该结合其它实验

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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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解的整个过程。显然，对这整个过程进行监

测比单纯自噬体检测更能反映自噬活性，因此

对“自噬潮”的分析是反映自噬活性的可靠指

标。检测自噬潮的方法有很多，下面作一个简

单的介绍。

3.1 LC3和其它自噬性底物的降解

自噬溶酶体降解时，膜上的LC3-II被溶酶

体降解，通过免疫印迹监测自噬过程中LC3蛋
白量的变化或流式细胞仪监测GFP-LC3荧光强

度的变化，即可反映自噬溶酶体的降解情况。

除LC3外，其它一些自噬性降解的底物，如

p62蛋白也可以作为监测自噬潮的标记物。

3.2 RFP-GFP-LC3的溶酶体呈递

GFP-LC3蛋白定位于自噬体膜上并与自

噬体一起与溶酶体融合。由于GFP不易被溶酶

体酶降解，理论上可以追踪GFP荧光信号来

反映自噬体与溶酶体整合的过程从而从形态学

上观察自噬潮。遗憾的是，溶酶体内的酸性环

境可以导致GFP荧光信号的猝灭，因此无法

实现。相反，红色荧光蛋白RFP对酸性环境具

有很好的耐受性，因此可以借助于两种荧光蛋

白的这种差异，通过构建RFP-GFP-LC3串联

体，来实现对自噬潮的监测。在自噬诱导后，

可以观察到自噬体和自噬溶酶体分别被标记为

黄色和红色，如果自噬潮增加，两种颜色的点

状聚集均增加。如果自噬体向自噬溶酶体整合

过程受阻，则黄色点状聚集增加，红色不增

加。这种巧妙的设计实现了自噬体向溶酶体转

化步骤的监控。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方法不能

反映降解过程，而且溶酶体酶的活力和酸化程

度也会影响荧光信号的检测。

3.3 GFP-LC3切割

LC3在自噬体与溶酶体融合后被降解，释

放出游离的GFP。GFP在溶酶体中虽然失去荧

光信号，但它本身并不被降解，因此通过免疫

印迹的方法检测游离GFP蛋白可以作为检测自

噬性降解是否发生的依据。这一方法在酵母中

应用较多。 

3.4 长寿蛋白降解

自噬主要功能之一是负责降解细胞内的长

寿蛋白。让细胞在含有同位素标记氨基酸（如

14C-或3H-缬氨酸或亮氨酸）的培养基中生长

一段时间（数小时至数天），细胞在此期间合

成的蛋白质都将被同位素标记，然后换成不含

同位素的培养基，让一些被标记的短寿命蛋白

通过蛋白酶体途径降解，剩下的则是长寿蛋

白。在自噬诱导后，可通过检测培养液中释放

的自噬性降解产物的放射性强度来判断细胞内

长寿蛋白的降解情况，这同时反映出自噬的发

生情况。此外，还可以同时加入自噬抑制剂作

为对比，这样能准确地反映自噬引起的蛋白质

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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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自噬的研究在近年来取得了显著的

进展，但仍然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例如，自噬体膜的来源、自噬体与溶酶体的融

合机制及自噬相关基因的功能等。目前对自噬

及自噬性程序性细胞死亡的认识还处于初级

阶段，自噬在细胞生存与死亡中扮演的角色还

存在争议，参与自噬过程的细胞因子、信号转

导过程、病理生理学意义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

入。同时，自噬在肿瘤发生、免疫性疾病、神

经退行性疾病和代谢性疾病等疾病中的作用和

意义同样需要深入研究。通过对自噬这把双刃

剑的研究，必将为人类对抗和最终解决这些疾

病带来新的希望。

五、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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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罕见致病基因

Hot Topics

有一种突变可以使携带者体内的胆固醇（cholesterol）水平降到非常低的水平，这让遗

传学家非常兴奋，他们希望以此为突破口，找到一种治疗冠心病的特效药。

S h a r l a y n e  Tr a c y去年1月曾经到美

国达拉斯市的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

（University of Texas Southwestern Medical 
Center in Dallas）就诊过，她当时除了在左

手腕处贴了一块邦迪之外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大

毛病。Tracy这名非洲裔美国人现年40岁，是

一名有氧运动教练，有两个孩子，她自己还正

在上大学，攻读一个商科学位。这次受伤就是

在训练一个啦啦队时出了一点小意外，所以

Tracy并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她当时还跟医

生说：“我觉得自己壮得像头牛似的。”

的确，Tracy（化名）良好的身体状况也

给医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同时也让遗传

学家以及制药公司对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

为Tracy的各项指标实在是太正常了。医学中

心的科研人员几乎用遍了每一项现代医学临床

检测手段，包括脑扫描（brain scans）、肾

脏声像图（kidney sonograms）、24小时血

压监测以及认知能力检测等手段，对Tracy进
行了“抽丝剥茧”般的检查，因为他们想要确

定Tracy是否因为携带了两种罕见的突变才使

得血脂水平（胆固醇水平）一直都保持在非

常低的水平。一般来说，美国人血液里的低

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LDL-c，习惯上我们也通俗地把

这种胆固醇称作“坏胆固醇”）的水平大约在

每分升100毫克以下，不过很多美国人都超过

了这个水平，可是Tracy的检测结果却只有14
毫克。

这位壮实的女士有着惊人的精力，她是

为数不多的让遗传学家感兴趣的非洲裔美国人

中的一员，因为科研人员正是通过对这群遗传

背景特殊的非洲裔美国人进行研究才发现了第

一款他汀类（statin drug）降脂药物，该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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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问题

也于1987年通过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的审批。7年前，德克萨斯大学西南

医学中心的研究人员Helen Hobbs和Jonathan 
Cohen就报道了Tracy的“特异功能”，他们

发现Tracy携带了两种非常少见的PCSK9突变

基因，其中一个突变来自她的父亲，另外一

个则遗传自她的母亲，所以Tracy能够有效地

清除体内的一种蛋白质，而这种蛋白质就对

LDL-c起到了基础的调控作用。研究发现，携

带有相似突变的非洲裔美国人患冠心病的风险

要比普通人低90%左右。护士Barbara Gilbert
就参与了Cohen和Hobbs的研究工作，为他

们抽取了8000多份血样进行研究和分析。据

Gilbert介绍，Tracy就是她们的吉祥物。

在迄今为止已经公布的人类基因组序列

以及相关的研究成果当中，可能没有一个基

因的作用和价值能够超过PCSK9基因，也没

有一个基因能够对人类健康产生如此迅速、

如此大范围的影响。美国马里兰州贝塞斯达

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US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in Bethesda, Maryland, NIH）的前

院长Elias Zerhouni就曾经将PCSK9基因称作

是基因组时代里转化医学研究的典范。临床前

试验已经发现，能够抑制PCSK9蛋白的药物

不论是否协同使用他汀类药物，都可以极大地

降低血液里LDL-c的水平，在某些人体内的降

幅甚至可以超过70%。目前已经有五、六家

制药公司在开发能够模拟Tracy突变作用的药

物，因为大家都对这个市场觊觎已久。据估

计，未来5年内全球降脂药物的市场规模将达

到250亿美元。

在这场激烈的竞争中，总部位于法国巴

黎的赛诺菲制药公司（Sanofi, headquartered 
in Paris）暂时处于领先的位置。该公司的

总经理Zerhouni将PCSK9基因的发现、研究

历史称作是“一次精彩的科学研究，堪称典

范”。在这次研究工作中，科研人员将详细的

临床信息与遗传资料进行了完美的结合，所以

发现了PCSK9这个临床意义重大的基因，从

而以“极快的速度”（Zerhouni的原话）推动

了临床医学的进展。“发现了这个基因之后，

后面的一切就都好办了。” Zerhouni说道。

尽管PCSK9基因的故事还没有真正结束，比

如现在正在进行的临床试验很有可能因为各种

意想不到的副作用而中断，但是这次科研经历

对整个基因组学研究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极

佳的案例。PCSK9基因的医学价值的发现不

仅仅是近十年来蓬勃发展的基因组学研究的功

劳，而且也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研究方式的成

果。

对于生活在达拉斯南部的Tracy而言，她

特殊遗传体质的意义已经被研究得非常清楚

了，Tracy也承认最初她也不清楚自己的体质

有什么特别之处，可是现在每当她在电视上

看到降脂药的广告时就会庆幸自己没有这个问

题。

世界卫生组织（WHO）认为在不久的将

来，心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
将成为全球致死率最高的一种疾病，而心血

管疾病的发生又与血液胆固醇水平升高密切

相关。他汀类药物自从问世之后就立即被

用于临床降脂治疗的工作当中。但是美国纽

约洛克菲勒大学（Rockefeller University in 
New York）的遗传学家，同时也是一名医生

的Jan Breslow却指出，大约有20%的患者都

不能耐受他汀类药物的副作用，比如肌肉酸

痛（muscle pain）及健忘（forgetfulness）
等。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在使用他汀类药物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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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脂也还是不能得到很好的控制。

在2001年人类基因组草图公布之后，

科研界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寻找心脏病相关治

疗药物的热潮。在寻找心脏病、糖尿病等常

见疾病遗传致病机制的过程当中，遗传学家

们根据常见突变致病假说（common variant 
hypothesis）设立了一套研究策略。所谓的常

见突变致病假说，指的是导致每一种疾病的那

几个相关突变基因应该是比较常见的，即在

人群中出现的几率应该在5%以上，那么通过

全基因组分析就应该可以发现这些突变。全

基因组关联研究（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等大规模的基因组学研究手段可以对

成千上万个心脏病患者以及正常对照人群的基

因组进行比对。可是直到2009年时，很多科

学家都发现，虽然通过这种方法发现了很多常

见的突变，但是其中每一种突变单独的致病作

用都比较小。“这让科研人员们非常沮丧。”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niversity o f 
California, San Diego）的脂蛋白研究专家

Daniel Steinberg介绍说。

不过Hobbs和Cohen在十几年前选择了

另外一套完全不同的研究策略对这个问题开展

了研究。他们采用的还是经典的孟德尔遗传理

论，这是单基因遗传疾病（即一个突变基因就

能够起到决定性致病作用的疾病）符合的遗传

规律。Hobbs和Cohen还知道，患有某一种孟

德尔式遗传疾病的人不会携带某种常见的突变

基因，而是携带其它多种不一样的罕见突变。

Hobbs和Cohen猜测在复杂的疾病中，很多种

不一样的罕见的突变集合在一起也能够形成

比较大的“合力”，但是常见突变可能就没

有这么强的叠加（或协同）作用，否则通过

自然选择也会把这部分人给淘汰掉。Hobbs和
Jonathan认定罕见突变的致病作用一定会存

在叠加或者协同效应。为了找出这些隐藏起来

的“凶手”，Hobbs等人需要对大样本人群进

行调查，尽可能详细地搜集各种突变基因的表

型信息。Cohen对他们的工作进行了介绍，他

们需要用各种生物学性状，比如血脂水平的高

低等对人群进行区分，然后针对可能与这些性

状相关的基因在各种不同的组间寻找差异，看

看这些基因是否发生了突变。

Hobbs和Cohen这对搭档也算是科研史

上少有的一对组合。Hobbs原本是一名医学

博士，她能说会道、喜好社交，同时也很有

追求。而来自南非的遗传学家Cohen则是一

位轻言细语、比较随性、幽默风趣并且精于

定量思维的人。1999年，他俩一起设计了

一个大规模的人群调查研究项目，目标是寻

找与心脏病有关的生理检测指标（physical 
measurements）。Hobbs和Cohen得到了美

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Donald W. Reynolds
基金会（Donald W. Reynolds Foundation in 
Las Vegas, Nevada）的资助，并且和另外一

位同样来自西南医学中心的、专门研究高血压

病的科学家Ronald Victor一起对大约3500名
达拉斯市的居民完成了这项名为“达拉斯心

脏病研究（Dallas Heart Study）”的科研工

作，得到了这些居民的详细生理检测资料。关

键的一点是，在被检测的居民当中，大约有一

半的人都是非洲裔美国人，这是他们成功的关

键，因为他们想知道种族因素是否与心脏病和

高血压病有关。Hobbs等人对居民的血压、体

重指数（body mass index）、心脏生理指标

（heart physiology）以及体脂分布（body-fat 
distribution）等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检测和记

录，同时还对他们体内与胆固醇代谢相关的血

液因子进行了一系列的检查，其中就包括甘油

三酯（triglycerides）、高密度脂蛋白（high-
density lipoprotein）和LDL-c等。当然，他们

在进行血液检查时也没忘了抽取居民的DNA
样品进行分析。

到了2002年，他们的检测工作总算告

一段落，数据库也基本上建成了。Hobbs和
Cohen随即就对他们的罕见突变致病理论进

行了验证。他们锁定的目标是HDL的水平。

他们首先将人群中HDL水平最高的那一部分

人（大于95百分位数）和最低的那一部分人

（小于5百分位数）给挑了出来，然后对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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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漏的细节

基因组中3个已知的与HDL代谢密切相关的基

因进行了测序。结果他们发现，在HDL水平最

低人群中，有一些突变的数量要比HDL水平最

高人群高5倍，而且在达拉斯居民和加拿大居

民中都发现了这种现象。Cohen认为这就足以

说明问题了，因为绝大部分突变都会影响到基

因的功能，所以这些突变也就应该是导致HDL
水平降低的原因。他们的工作证明，通过对两

种携带不同表型的人群进行比对，可以发现罕

见、但是医学意义重大的突变，他们的这一研

究成果于2004年发表。

由于有了资料详尽的心血管疾病专业数据

库，所以每当Hobbs和Cohen有了一个新想法

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回过头来再到他们的数据

库中搜索一番，要不了多久，他们就又能得到

一个新发现（突变）。

2003年的2月，加拿大蒙特利尔临床研

究院（Clinic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Montreal 
in  Canada）的生化学家Nabi l  Seidah等
人又报道了一种未知的蛋白。S e i d a h一

直都在研究前蛋白转化酶（ p r o p r o t e i n 
conve r tases），这是一大类蛋白，后来

Seidah等人又发现了一种叫做神经凋亡调

控转化酶1（neural apoptosis-regulated 
convertase 1, NARC-1）的蛋白。

据Seidah介绍，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这种

蛋白有什么作用，不过他们当时已经明确这种

蛋白在肝脏、肾脏、肠道以及发育中的脑组织

中活性非常高，而且也已经确定这种蛋白的编

码基因就位于人类1号染色体的短臂上。

由于都是说法语的，所以Seidah向法

国巴黎Necker医院（Necker Hospital  in 
Paris）的Catherine Boileau研究小组寻求

合作。因为Boileau的课题组多年来一直在

跟踪一些遗传性高胆固醇血症家族（familial 
hypercholesterolaemia），这些家族成员由

于遗传方面的问题都患有高LDL-c血症。他们

的血LDL-c水平都非常高，所以在这些家族成

员中重症冠心病的发病率也都非常高，他们往

往在成年之前就会夭折。Marianne Abifadel
就是Boileau课题组的一名成员，她的工作就

是在1号染色体的短臂上寻找与这种遗传疾病

有关的遗传位点，可是找了5年都一无所获。

据Seidah回忆，当她联系到Boileau，并且告

诉Boileau她们认为NARC-1基因就是Abifadel
一直在寻找的致病基因时，Boileau的反应却

是‘你肯定是疯了’。于是Seidah与Boileau
赌了一瓶香槟，不到两个礼拜，Boileau就回

电话说：“你赢了，我欠你三瓶香槟。”

2003年，Seidah和Boileau这两个研究

小组共同报道了她们的研究成果，她们发现

法国的遗传性高胆固醇血症家族成员携带两

种NARC-1突变基因中的一种，她们认为这可

能就是导致NARC-1蛋白的表达量增高，最终

促使遗传性高胆固醇血症发生的原因。不过

尽管Seidah提出了强烈的抗议，杂志编辑还

是决定按照标准的命名法给她发现的NARC-1
基因和NARC-1蛋白改一个名字，将它们

称为前蛋白转化酶枯草杆菌蛋白酶/kexin 9
（proprotein convertase subtilisin/kexin type 
9, PCSK9）。几乎就在同一时间，美国洛克

菲勒大学Breslow课题组的Kara Maxwell和西

南医学中心的消化科医生Jay Horton也在小鼠

中发现了PCSK9基因，而且还发现了一条新

的胆固醇调控信号通路。

法国遗传性高胆固醇血症家族成员携带

的表型信息告诉Hobbs，PCSK9基因一定是

一个非常重要的基因。她也意识到从遗传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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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专注的一对科研搭档。Helen Hobbs和Jonathan Cohen开展的心脏病
遗传致病机制研究工作发现了一种新的药物作用靶点，针对该靶点开发的药
物有望超越他汀类药物。

瞄准极端人群

的角度来说，能够使蛋白功能缺失的基因突变

要比使蛋白功能增强的基因突变多得多，可是

这个法国遗传性高胆固醇血症家族成员携带的

一定就是使蛋白功能增强的基因突变。“所

以我认为PCSK9基因功能缺失突变一定会使

携带者的LDL水平降低。我要看看我猜的对不

对。” Hobbs回忆说。

对于Hobbs和Cohen而言，没有比达拉

斯心脏病研究项目里的极端人群更合适的研究

对象了，所以他们立即就行动了起来。他们很

快就从达拉斯心脏病研究项目里的四种人群

中挑选出了LDL水平最高和最低的所谓极端人

群，这四种人群分别是黑人妇女、黑人男性、

白人妇女和白人男性。然后对胆固醇水平较低

人群的PCSK9基因再次进行了测序，希望能

够找出相关的突变。

结果他们发现有7名非洲裔美国人携

带了两种PCSK9基因无义突变（nonsense 
mutation）中的一种突变，PCSK9基因发生

这种突变之后就不能合成PCSK9蛋白。然

后，Hobbs和Cohen又开始在整个达拉斯心

脏病研究人群中寻找同样的突变。在所有被

调查的人群中，只有2%的非洲裔美国人携

带了两种PCSK9基因无义突变（nonsense 
mutation）中的一种突变，但是这两种突变都

会使血LDL水平降低40%以上。后来Hobbs和
Cohen又在大约3%的被调查的白人人群中发

现了一种错义突变（missense mutation），

虽然PCSK9基因发生这种突变之后会受到影

响，但是并不能彻底抑制PCSK9蛋白的表

达。Hobbs认为这些突变的发生几率都很低，

所以通过普通的、寻找常见突变的方法是不可

能发现它们的。

Hobbs和Cohen于2005年发表了他们的

研究论文，他们认为PCSK9基因对LDL-c的调

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可是有关PCSK9
基因突变与冠心病的作用他们只字未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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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就在同年的晚些时候，Hobbs和Cohen与
美国休斯敦市的得克萨斯大学健康科学中心

（University of Texas Health Science Center 
in Houston）的遗传学家Eric Boerwinkle一起

解答了后面这个问题。他们在一项社区动脉

粥样硬化风险调查（Atherosclerosis Risk in 
Communities study, ARIC）中对人群进行了

PCSK9突变基因的普查工作。社区动脉粥样

硬化风险调查是一项大型的前瞻性心脏病调

查工作，该项调查从1987年就已经开始了。

对于像Steinberg这样的专家而言，Hobbs等
人在2006年初发表的有关PCSK9突变基因与

动脉粥样硬化风险的研究结果是能够让他们

“眼前一亮（Steinberg的原话）”的结果。

在参加了ARIC调查的非洲裔美国人中，凡是

携带了PCSK9突变基因的人，其LDL水平要

比PCSK9基因未发生突变的人低28%左右，

他们患上冠心病的几率更是要比“正常”人低

88%。携带了PCSK9基因错义突变的白人其

LDL水平也要比普通人低15%，他们患冠心病

的几率也要比普通人低47%左右。

那么PCSK9基因是通过哪种方式对LDL
的水平进行调控的呢？研究人员后来发现，

PCSK9蛋白是一种存在于血液循环系统当中

的蛋白，它们可以与肝细胞表面的LDL受体

结合，帮助肝细胞捕捉血液循环系统当中的

LDL-c。可是PCSK9蛋白与LDL受体结合之

后，还可以将LDL受体转运至肝细胞内部，并

且最终被肝细胞降解。如果PCSK9蛋白的表

达量增高（正如法国的遗传性高胆固醇血症家

族成员那样），那么残留在肝细胞表面的LDL

受体就会减少，就不能有效地捕捉、清除血液

循环系统里的LDL-c。如果PCSK9蛋白的水平

很低，或者没有（正如那些PCSK9基因发生

了突变的非洲裔美国人那样），肝细胞表面就

会有更多的LDL受体，所以有助于清除血液里

的LDL-c。
与此同时，美国西南医学中心的科研人

员又再次一头扎进了社区里，他们也想找到几

个携带了PCSK9突变基因的幸运儿。2004年9
月，Gilbert这位在达拉斯南部小有名气的“胆

固醇女郎（因为身为一名护士，她总是挨家

挨户的进行胆固醇检测）”敲开了Sharlayne 
Tracy母亲的家门。Gilbert对Tracy一家，包

括Tracy、她的妹妹、弟弟和父亲进行了血脂

检测。Tracy回忆说：“她给我们一家都抽了

血，结果我的血脂水平是最低的。”Zahid 
Ahmad是Hobbs在西南医学中心的同事，身为

一名医生，他是最早看到Tracy检查结果的一

位。Tracy接着说道：“Zahid医生看到我的检

查结果之后都呆住了，他惊讶地说道：‘你不

可能这么健康吧！’。”

除了LDL-c指标只有14之外，Tracy还有

一个特别之处，那就是她体内的一对PCSK9
等位基因全都突变了，她简直就是一个

PCSK9基因被敲除的小白鼠。在Tracy的基因

组中已经完全看不到PCSK9基因的影子了，

在她的血液中也根本检测不到PCSK9蛋白的

存在，而且这也没有给她带来丝毫的坏处。

Hobbs认为，科学家们现在可能还没有完全意

识到这件事的重要价值，可是制药公司早就已

经行动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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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他汀类药物

不过这条转化之路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一

帆风顺。由于PCSK9蛋白具有独特的生理学

特性，所以药物开发人员很难找到一种可以干

扰PCSK9蛋白与LDL受体之间相互作用、而

且还能够制成药物的小分子物质。但是由于

PCSK9蛋白主要是在细胞外发挥作用，所以

我们倒是可以使用单克隆抗体类的药物对其进

行细胞外的“拦截”和中和，这一套技术已经

非常成熟了。

早期临床试验的结果引起了轰动。美

国纽约的Regeneron制药公司（Regeneron 
Pharmaceuticals of Tarrytown, New York）
和法国的赛诺菲制药公司进行了这方面的合

作，他们在去年的10月公布了II期临床试验

的结果。他们发现，LDL水平较高的志愿者

在服用大剂量的他汀类降脂药物，同时每两

个星期注射一次抗PCSK9蛋白单抗之后，

血脂水平会下降73%，而单独服用他汀类药

物的志愿者的血脂水平只会减少17%。去年

11月，Regeneron制药公司和赛诺菲制药公

司决定招募1.8万名志愿者，正式开展 I I I期
临床试验工作，他们想看看这种新疗法是否

可以降低心梗和中风等心血管急症的发病风

险。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千橡市的Amgen公司

（Amgen of Thousand Oaks, California）
也为他们自己开发的抗PCSK9蛋白单抗类药

物启动了好几项III期临床试验项目，因为他

们的前期临床实验结果也非常好。另外美国

的辉瑞制药公司、瑞士的罗氏制药公司和美

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的Alnylam制药公司

（Alnylam Pharmaceuticals of Cambridge, 
Massachusetts）也都在进行类似的新药研发

工作。Hobbs之前就曾经给Regeneron公司和

辉瑞公司提供过相关的咨询服务，她现在还是

辉瑞公司的董事。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看好这块市场的。

美国纽约Barclays Capital公司的财经分析师

Tony Butler虽然也承认PCSK9是一个非常棒

的故事，但是他认为单克隆抗体高昂的费用，

以及必须通过注射给药的使用方式都会影响它

在市场上的表现，不利于这类药物的销售。

Butler评价道：“我现在还不能准确地估计出

这块市场的规模。”

不过Steinberg补充说：“最终的结果

取决于在 I I I期临床试验中是否会出现严重

的副作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抗

PCSK9蛋白单抗类药物有比较明显的毒副作

用，只有报道称出现过局部注射反应、腹泻

（diarrhoea）和头疼（headaches）等较轻

微的副作用。但是动物实验却亮起了红灯。蒙

特利尔的科学家在2006年就报道过，如果敲

除了斑马鱼的PCSK9基因，会对斑马鱼的胚

胎产生致命的影响。这也正是各家制药公司都

把Tracy当宝贝的原因，Hobbs介绍说。因为

尽管Tracy体内的两个PCSK9基因都发生了突

变，但是她却没有检查出任何的异常和毛病。

如果这种新药成功了，心血管界又会

开始讨论下面这个问题，即应该对40或50
岁以前的高血脂症患者开始治疗吗？这也是

Steinberg在ARIC研究中获得的启示，因为那

些PCSK9突变基因携带者良好的身体状况给

他留下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我当时的第

一反应就是，‘会不会哪里出问题了？这怎么

可能呢？’可结果就是这些人从一生下来，他

们的血脂水平就要比普通人低得多，所以他

们的检测指标才会那么的漂亮。”Steinberg
说道。Steinberg认为心脏科医生应该达成

这样一种共识，即从30岁开始，就应该对高

脂血症患者进行降脂治疗。但是美国心脏病

协会（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的前

主席Breslow却认为这一观点太过激进了。

Breslow认为，我们应该先从高危人群开始，

看看疗效如何，然后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就在Hobbs和Cohen于2006年发表了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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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检索：

篇论文之后不久，他们就开始接到各种邀请，

希望他们参加各种心脏病研讨会，并且在会上

做主题发言。不久以后，遗传学界也认识到

Hobbs和Cohen的研究方法的价值。2007年秋

季，当时担任美国NIH院长的Zerhouni组织了

一场NIH的年度讨论会，他在会上就对Hobbs
和Cohen的研究方法大为赞赏，并且将这种发

现罕见突变的研究方法和全基因组研究方法进

行了一番对比。Zerhouni认为，很明显，这两

种方法是截然不同的，问题在于每一种方法的

优势在哪里？他认为PCSK9的研究工作对于

即将到来的转化研究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成功

案例。

如果Hobbs和Cohen没想到应该深入到社

区里开展调查，他们可能也不会发现PCSK9
基因，不过现在越来越便宜，而且越来越强

大的测序技术也可以帮助科研人员将罕见突

变寻找方法与大规模搜查方法结合起来，寻

找这些罕见的致病突变。美国芝加哥大学

（University of Chicago, Illinois）的群体生

物学家Jonathan Pritchard就说到：“基因测

序技术的成本变得越来越低，如果还有类似于

PCSK9基因的基因，那么我们就有可能通过

全基因组研究手段找到它们。”

Hobbs评论道：“最让我们震惊的是人类

基因组计划花费了这么多的时间、资源和科研

人员的努力工作，但是只对人类的基因组序列

进行了测序，而没有对相关的表型进行研究，

所以我们才会在得到了人类基因组序列之后依

然一无所获。我们不了解，也没法了解其他的

科研人员为什么不像我们这么干，尤其是在我

们最开始从事这项工作的那个时候，他们为什

么不用我们的方式尝试着去研究一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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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酶不“假”

假酶（pseudoenzymes）虽然不能催化任何化学反应，但是科学家最近发现这些酶并

不是一无是处的，它们在细胞内还可以行使很多其它的功能。

大约在十年以前，科学家发现在人体内

有一批酶都是没有活性的“废物”，他们当时

对这种现象感到极为震惊，觉得这太不可思议

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没有能够催化生化

反应的酶，我们人类根本就无法生存。那么既

然酶的催化活性如此重要，人体内为什么还会

存在这么多没有催化活性的蛋白呢？这完全不

符合逻辑。而且为什么我们的人体还要源源不

断地合成这些看起来毫无用处的东西呢？

科学家最初是在2002年时才首次意识到

在人体内存在大量的假酶。当时有一个课题组

对刚刚公布的人类基因组草图序列进行了一

番梳理，他们希望从中挑选出所有蛋白激酶

（protein kinases）的编码基因。激酶是我们

人体内非常重要的一种酶，它们在细胞内主要

起着信号通路分子开关的作用，能够使多种底

物发生磷酸化反应，控制包括细胞代谢、运动

在内的多种细胞活动。

人体的基因组大约编码了518种蛋白激

酶，但是其中大约有10%的蛋白至少会缺少

激酶催化活性所必需的3大关键氨基酸中的一

种，也就是说这10%的激酶其实并不具备激

酶催化活性，它们都是假酶（科学家们对这

种酶的叫法）（详见Science , 6 December 
2002, p. 1912）。据这篇论文的作者，现在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旧金山Genentech公
司生物信息学及计算生物部（bioinformatics 
and computational biology at Genentech in 
South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担任主任

的Gerard Manning介绍，虽然在之前也有人

报道过类似的没有活性的酶，但是大批量发现

假酶还是让科学界大吃一惊。Manning继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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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酶的由来

要研究假酶，那么首先就要认识它们，

不过这可不容易做到。虽然蛋白的氨基酸序列

可以提供一些线索，但是我们并不能以此来断

定某个蛋白是不是假酶。所以科学家主要都是

借助蛋白质的三维立体结构来进行判断，通

过结构信息以及其它实验方法来确定该蛋白是

否具备和同类酶一样的催化活性。不过即便如

此，也不能百分之百地下结论。

不过科学家一致认为有很多蛋白最开始

都被看作是有催化活性的酶蛋白，但是后来发

现它们其实没有催化活性，不过还具备其它的

功能。绝大部分假酶都与真正的酶蛋白非常接

近，科学家们对此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解释。这

两种观点都认为假酶的出现是在过去的某个时

候，由基因复制造成的。

科学家们推测，最初，原始基因及其

复制产物都编码同一种酶，可是某一天其中

的一个基因因为突变破坏了酶产物的催化活

性，所以就形成了假酶。据欧洲生物信息研

究所（European Bioinformatics Institute in 
Hinxton,  U.K）的所长，计算生物学家Janet 
Thornton介绍，酶活性其实很容易丢失，因

为催化基序（catalytic residues）太保守了。

Alessi则介绍说，多数情况下，事情也

道：“我们当时认为肯定是哪里出问题了。”

不过更进一步的研究证实Mann ing等
人并没有错。几乎在每一个酶家族中都会出

现一两个“懒惰”份子，而且在硫基转移酶

（sulfotransferases）等酶家族中，甚至会有

一半以上的家族成员都是假酶。在细菌、植

物、螨虫等其它生物中也都能观察到假酶的存

在。

Mann ing等人以及其他人发现的假酶

编码基因并不是降解的DNA序列。细胞一

直都在表达这些酶，而且它们的编码基因在

生物体千百万年的进化历程中也没有发生太

大的改变。这种“顽固性”表明，这些蛋

白应该不会是一无是处的。英国谢菲尔德

大学（University of Sheffield in the United 
Kingdom）的生化学家Patrick Eyers就认为，

生物体并不介意保留这些蛋白，这说明它们肯

定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们现在已经非常确定，有很多看起来

没有活性的酶实际上对生物体是有非常大的帮

助的，它们虽然没有起到催化作用，但是科学

家们还是发现了它们在其它方面的价值。比如

一些假酶可以帮助“真”酶形成正确的构象，

更好地发挥催化活性。还有一些假酶可以提供

一个平台，帮助蛋白结合。另外一些假酶则能

够与受体共同发挥作用，促进细胞交流，或者

起到“保镖”的作用，帮助其它蛋白到达作用

位点等。“这些假酶一夜之间又变得重要起

来了，看来它们的存在的确是有价值的。”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的蛋白化学家Susan 
Taylor这样评价道。

英国邓迪大学（University of Dundee in 
the United Kingdom）的生化学家Daan van 
Aalten将这些假酶编码基因称作“被遗忘的基

因”，因为大部分科研人员都忽视了它们。但

是分子生物学家们现在也开始重视这些基因的

编码产物了，他们主要想通过对这些假酶的研

究了解酶的进化历程。药物开发人员也希望可

以利用这些假酶设计出更安全、特异性更高的

新药。而且因为这些假酶的存在，科学家也开

始重新审视传统酶蛋白的工作机制。“如果

让我重新开始，我会选择这些假酶作为研究

对象。”英国邓迪大学的另外一位生化学家

Dario Alessi这样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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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的假酶

细胞里充满了各种各样有用的蛋白，

它们为什么还需要这些“没用的”酶来行使

重要的细胞功能呢？这些进化自有活性酶的

假酶可能是失去了催化功能，但是它们并没

有失去其它的功能。比如一个酶如果要发挥

催化活性，那么它首先就要与靶标分子，或

者底物结合。失去了催化活性的假酶通常都

还具备这种功能，所以它们还可以通过与其

它蛋白相结合的方式来发挥其它的作用。

英国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 in the 
United Kingdom）的细胞生物学家Matthew 
Freeman还提醒说，假酶和它们的活性近亲

还有很多其它的相似之处，它们经常在同一时

刻出现于同一组织中。“所以假酶也在时刻

准备着发挥调控作用，帮助调控各种生化反

应。”美国达拉斯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

（University of Texas Southwestern Medical 
Center in Dal las）的生化学家Mar garet 
Phillips这样说道。Freeman还介绍说，研究

人员一直都认为在很多情况下，假酶的确参与

了对有相应活性蛋白参加反应的调控作用。

STRADα就向我们展示了假酶是如何依

靠自身的蛋白结合活性对其它的酶进行调控

的。STRADα能够与LKB1这种抑癌激酶结

合，并且对LKB1蛋白的活性进行调节。《科

学》（Science）杂志在2009年曾经发表过一

篇由Alessi和van Aalten等人撰写的文章，详

细地介绍了STRADα的作用机制。在另外一

种蛋白MO25α的帮助下，STRADα可以使

LKB1一直处于活化状态，行使激酶功能（详

见Science, 18 December 2009, p. 1707）。

据van Aalten介绍，他们的这个工作表明，假

酶的确可以通过与蛋白结合的方式激活下游的

激酶。

Freeman等人研究的 iRhom假酶也是

一种调控蛋白，该蛋白主要在两种情况下

发挥功能，即抗病原体防御和睡眠，而且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这让我们很为

难。”  Freeman说道。 iRhom的防御功能

涉及到TNFα的分泌，TNFα是一种炎症促

进因子，在有微生物入侵的时候很多细胞都

会分泌这种因子。细胞首先会产生TNFα分

子，并且将其转移到胞膜处，然后TACE这

种酶会促进TNFα的释放。但是TACE酶首

先得从内质网（endoplasmic reticulum）转

移到胞膜才能促进TNFα的释放。Freeman
的科研团队在去年和另外一个由加拿大多伦

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 in Canada）
的免疫学家Tak Mak率领的课题组一起发现

了iRhom2蛋白可以和内质网中的TACE蛋白

结合，促进TACE离开内质网（详见Science , 
13 January 2012, pp. 225-229）。如果缺少

了iRhom2蛋白，TACE蛋白就不能离开内质

网，所以会显著降低TNFα的释放量，削弱免

疫保护炎症反应的强度。缺失了iRhom2蛋白

的小鼠也容易被细菌感染。

可能是反过来的，所以他认为激酶很有可能是

由假酶进化而来的。它们最开始在细胞里主要

行使一些非催化的功能，随着基因的复制、突

变，使其中一个基因突然具备了催化活性，这

样才开始出现了激酶。看起来有一些假酶也的

确好像是某些现代酶的祖先，它们的后代都还

清晰可辨，因为该家族的其它成员都不是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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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恶的假酶

不过病原体也会利用假酶。比如Phillips
等人就发现假酶与引起非洲睡眠病（African 
s l eep ing）的布氏锥虫（Trypanosoma 
brucei）关系密切。假酶可以使布氏锥虫两大

关键代谢酶的活性提高3000倍。

布氏锥虫作为世界上肆虐范围最广的一

种病原体，它也知道利用假酶帮助自己逃避宿

主免疫系统的攻击。世界上大约有1/3的人口

感染了布氏锥虫，一般情况下这些人不会有明

显的症状，但是在布氏锥虫的生活史里，人

类并不是唯一的“中转站”。据美国斯坦福

大学医学院（Stanford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in California）的分子生物学家John 
Boothroyd 介绍，布氏锥虫可不简单，它既可

以感染禽类也可以感染哺乳动物。啮齿类动物

也是布氏锥虫的宿主，啮齿类动物主要利用

IRG家族蛋白来对抗布氏锥虫。IRG家族蛋白

可以将布氏锥虫包裹起来，将其杀死。可是布

氏锥虫会释放出一种ROP18酶，破坏IRG蛋

白，保护自己。

去年，Boothroyd的课题组和另外两个科

研团队发现布氏锥虫编码的假酶ROP5可以和

ROP18一起破坏IRG蛋白。ROP5能够与IRG
蛋白结合，并且让IRG蛋白处于一种容易受

ROP18蛋白攻击的构象，最后被ROP18蛋白

降解。Boothroyd将ROP5形容成恶霸的小跟

班，它负责从背后抱住受害者，方便ROP18
蛋白动手。

R O P 5蛋白还可以通过其它方式帮助

ROP18蛋白“作恶”。美国华盛顿大学医

学院（Washington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in St. Louis）的微生物学家L. David 
Sibley就发现ROP5蛋白可以帮助ROP18蛋
白持续处于活化状态，从而降解IRG蛋白。

Boothroyd的合作者，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

的生化学家Michael Reese认为，布氏锥虫使

用假酶来帮助ROP18蛋白一点都不奇怪，因

为布氏锥虫体内有很多假酶，在目前已经进行

过基因组测序的物种当中，布氏锥虫的基因组

编码的假激酶（pseudokinases）是最多的。

布氏锥虫大约携带了十几个拷贝的ROP5
基因，这些基因彼此之间的差异非常小，

Sibley认为这可能是布氏锥虫长期与宿主的免

疫系统进行斗争造成的结果。你也许会想到，

小鼠可能会进化出彼此之间差异不明显的IRG
蛋白来对付布氏锥虫，作为回应，布氏锥虫当

然也会从ROP蛋白入手来想办法应对，最简

单的办法当然就是进行突变，形成新的ROP
蛋白。但是如果对ROP18蛋白动手又可能会

影响它正常的功能，所以最稳妥，而又管用的

办法就是让ROP5蛋白突变。Sibley强调说：

“正因为没有可让人担心的催化位点，所以任

凭ROP5蛋白怎么变都没问题。”

大脑里的假酶。上图展示的是脑组织里的
布氏锥虫（Toxoplasma）囊肿，布氏锥虫
就是依靠假酶逃避机体的免疫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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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酶假吗？
我们很难对蛋白的酶活性进行界定，有

一些很明显的假酶就让科学家们上过当。比

如CASK蛋白，它是一种在神经元细胞中发现

的蛋白。最初，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旧金山

市Genentech公司（Genentech in South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生物信息学及计算生

物学部门的主任Gerard Manning就认为CASK
蛋白是一种没有功能的假激酶。我们知道激酶

就是一种可以将磷酸基团从ATP转移到其它蛋

白上的蛋白质。由于CASK蛋白里缺少两种被

科学家们认为对于磷酸转移作用至关重要的氨

基酸，所以他们认为CASK蛋白是一种假酶。

可是目前就职于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

学Cari l ion研究所（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 i tute and State University Cari l ion 
Research Institute in Roanoke）的神经科学

家Konark Mukherjee及他的研究团队在解析

了CASK蛋白的晶体结构之后却认为CASK蛋

白可以利用其它氨基酸来行使激酶功能。他

们还于2008年在《细胞》（Cell）杂志上发

表文章指出，他们用体外试验和细胞试验都证

实，CASK蛋白的确具有催化活性，只不过比

较弱而已。不过虽然CASK蛋白表现出了激酶

活性，但是现在还不确定这种活性是不是就是

CASK蛋白的生理学功能，所以CASK蛋白究

竟是不是假酶现在还不能下结论。

除了将“真”酶误以为是假酶之外，

科学家们也经常将假酶当成真酶。早期的生

化试验表明 ILK激酶具有酶活性。 ILK蛋白

是一个潜在的药物作用靶点，因为如果 ILK
蛋白发生突变，就容易致癌。据美国俄亥俄

州Cleveland临床基金会（Cleveland Clinic 
Foundation in Ohio）的结构生物学家Jun Qin
介绍，有一些科研人员甚至就已经默认ILK是

一种激酶，开始寻找ILK抑制剂了。

（接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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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当Qin等人得到了一个ILK片段与其

激活剂形成的复合物的三维立体结构之后他

们才发现，ILK蛋白的ATP结合位点离催化位

点非常远，所以 ILK根本就不可能具备激酶

活性。“我们现在肯定 ILK蛋白不是一种激

酶。”Qin介绍说，他们将这一研究成果于

2009年发表在了《分子细胞》（Molecular 
Cell）杂志上。后来的研究又进一步确定了

ILK的假酶身份，有研究发现，ILK蛋白可以

与其它蛋白结合，在细胞的骨架蛋白和膜受体

之间起到中继站的作用。

假酶的实际应用价值

有很多科学家都认为，既然假酶能够对

真正的活性酶进行调控，那么它就应该可以

成为药物的作用靶点，尽管目前还不存在这

一类药物。Eyers认为，伴随着假激酶的出

现，我们可能会开发出一系列不同于传统激

酶抑制剂的新药，这可是一块增长非常迅猛

的市场，单单在美国的销售额就已经接近了

110亿美元。目前最著名的激酶抑制剂应该非

格列卫（Gleevec）莫属，该药在2001年上

市，主要用于治疗慢性髄性白血病（chronic 
myelogenous leukemia）。

不过这类激酶抑制剂也存在一定的缺

陷，因为很多激酶的活性位点都差不多，所以

抑制某一种激酶的抑制剂很有可能也会对其它

的激酶产生影响，从而引发各种副作用。比

如格列卫就会导致腹痛（abdominal pain）、

（接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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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检索：

恶心（nausea）以及倦怠（fatigue）等副反

应。可是，以假酶作为治疗对象就大不一样

了，我们可以针对某一种致病激酶的假酶辅助

因子进行干扰，这样既可以抑制致病激酶的作

用，又不会对其它的激酶造成影响。不过还是

有一些人对这个研究方向持怀疑态度，美国宾

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的生化学家Mark Lemmon就是其中的一位。

开发激酶抑制剂我们已经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了，但是开发假酶抑制剂可没那么容易，因为

传统的、已经被研究得非常清楚的酶活性位点

都不太容易被抑制。Lemmon认为，这些假酶

的确很有可能会成为非常重要的药物作用靶

点，但是至于如何抑制它们，真的还需要好好

想一想。

不过Eyers认为，即便假酶现在还没有表

现出太大的实用价值，它也有着非常重要的科

研价值。Eyers这样说道：“假激酶的出现让

我们不得不开始重新思考，我们这才意识到自

己对激酶的认识其实还非常的贫乏。”所以目

前生化学家们已经开始重新审视一些最基础

的科学问题，比如一个酶究竟需要表现出多

大的活性我们才会将它们定义为一种酶呢？

Freeman也认为，从更宽泛的角度来看，假酶

的发现还反映出我们对基因组的认识有多么的

不够，他说道：“我现在很想知道到底有多少

基因是我们完全不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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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F表达克隆的优势

  ◆ 将约20,000条人源基因插入到慢病毒载体（Lv105）、哺乳动物载体（M02）、

穿梭克隆等4套载体中构成的现货ORF表达克隆，即订即得；

  ◆ 45,000条人源、小鼠、斑马鱼基因；

  ◆ 100多种适用于不同表达系统的表达载体；

  ◆ 50多种不同功能的蛋白标签；

  ◆ 保证表达框序列正确性。

ORF表达克隆的应用

 ◆ 蛋白的表达纯化、细胞定位，用于对目的基因或蛋白的功能研究与分析。

  ◆ 原位杂交探针的制作，用于检测组织或器官的基因表达谱。

  ◆ 在蛋白功能研究过程中，用于shRNA和miRNA抑制基因的功能拯救实验。

  ◆ 高通量筛选，可用于功能基因组学、蛋白组学和系统生物学的前沿领域。  

4套已构建表达克隆即订即得

            助您迈出基因功能研究第一步

广州复能基因有限公司（美国GeneCopoeia）
电话： (020)32052376、32052410、32290874           技术支持热线：(020)32068595
传真：(020)32052877                                                   定购产品：sales@fulengen.com
网址：www.genecopoeia.com.cn

OmicsLink™ 即用型 ORF 表达克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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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态

草原土拔鼠如何向一位

“老顽固”观察家吐露家族的秘密

Amazing Lives

图1 草原土拔鼠迷恋者。John Hoogland对这种
群居啮齿目动物深入研究了40年。

要说John Hoogland对草原犬鼠（又称

草原土拔鼠，prairie dog）充满热情，那不

过是一种轻描淡写，倒不如用狂热来形容更

为确切些。作为一名行为生态学家，他研究

这些群居于北美的啮齿目动物已有40个年头

了。有一段时间，他曾经耗费数月，每天不顾

一切地从拂晓蹲点至黄昏，只为记录这种生

物群体之中每个成员的活动情况。这位生态

学家的座右铭是“捕捉它们、标记它们、观

察它们。”这几乎能够概括他的整个研究之

旅。没错，他很少对动物开展实验研究，仅通

过观察和分析得出结论。正如英国剑桥大学

（University of Cambridge）的一位行为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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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zing Lives

学家Tim Clutton-Brock所言，他的风格是那种

倒退回古老时代的学者型，就是和自己所研究

的生物体共处并熟知它们的情况，且在此过程

中获得其它途径完全不可能获得的洞见。他同

时评论说，这种研究途径可以说是日渐稀少。

64岁的Hoogland在位于弗罗斯特堡的

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环境

科学中心的阿巴拉契亚实验室（Appalachian 
L a b o r a t o r y ） 工 作 ， 他 在 《 科 学 》

（Science）杂志（2013年3月第339卷杂志的

1205页）中描述了最新的观点，即当年幼的雌

性土拔鼠发现其近亲不见踪影时，就会跑出原

来的领地范围。Hoogland发现有3种草原土拔

鼠存在这种行为倾向。尽管早已为人们所接受

的明智观点认为，亲属之间倾向于分离的目的

是为了避免相互之间的竞争，但这个新发现表

明事实并非如此。对此，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

大学（University of Tulsa）的一位行为生态学

家Charles Brown表示，John Hoogland拥有

一种以精妙的方式更新老观点的本事。而阿拉

巴马州奥本大学（Auburn University）的行为

生态学家F. Stephen Dobson则认为，这个研

究结果有助于阐明竞争与合作如何双双淡出土

拔鼠的生活，它们又如何“迎来各种数学模型

的新面孔”。

当然，也有其他的学者研究哺乳动物数十

年，但他们之中很少人能有Hoogland那样不

懈的热情。每到早春时节，Hoogland就直奔

遥远的研究地点（通常在美国西南部地区），

去捕捉刚从冬眠之中苏醒冒头的草原土拔鼠。

它们以几十至数千只的数量群居着，往往与自

己的近亲共同穴居在一起。就在它们生活的地

方，Hoogland呆了整整4个月，直到最小的年

幼土拔鼠开始在地面生活并断奶之后才离开。

为了调查研究，他在位于新墨西哥州的研究高

地（海拔2600米）的寒冷观察塔上一动不动地

蹲点，一蹲就是一整天。为了避寒，他足足穿

了11件上衣，8条裤子，配雪地靴和两顶羊毛

帽。尽管如此，他告诉我们，自己通常都顾不

上寒冷，因为有太多值得关注的事情正在进行

中。但是，Hoogland还是反复告诫他那三四

个大学本科生兼季度助手，在这个地方，他们

将会碰到此生所经历的最寒冷的天气。

这些面临最寒冷天气的研究者捕捉刚从地

下洞穴冒出来的年幼土拔鼠，然后在它们的耳

朵上放好永久标签，并在它们的肋腹涂上数字

或特殊的标记，以便从远处就能轻易识别出它

们。每年有两次，Hoogland都会放出500只年

幼的草原土拔鼠几个星期，然后再把它们捉回

来并标记已成年的土拔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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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Hoogland的世界。Hoogland在土拔鼠的肋腹上做标记（顶图），然后在各种天气状况下
到塔上观察它们（左下图），以从这些小动物的家族动态中探明各种学术观点（右下图）。

其实，在1974年，Hoogland就开始在怀

俄明州研究黑尾土拔鼠和白尾土拔鼠了，它们

属于北美洲所拥有的五种草原犬鼠之中的两

种。他通过观察小型和大型土拔鼠群体之间的

差异，来试图评估它们群居生活的损益。接

着，他耗费了15年的时间，在南达科他州的

风洞国家公园（Wind Cave National Park）
观察一个拥有200名成员的黑尾土拔鼠群体；

耗费7年时间在亚利桑那州美国化石林国家公

园（Petrifi ed Forest National Park）观察古

氏土拔鼠（Gunnison prairie dog）；又有7年
在科罗拉多州的阿拉珀霍国家野生动物保护

区（Arapaho National Wildlife Refuge）研究

白尾土拔鼠；11年时间在犹他州的布莱斯峡

谷国家公园（Bryce Canyon National Park）
研究犹他土拔鼠（Utah prairie dog）。现

在，他回到古氏土拔鼠的身边，这回是在新

墨西哥州的瓦勒斯尔德拉国家保护区（Valles 
Caldera National Preserve）。这种经历简直

令人叹为观止！

自1978年始，Hoogland及其本科生助手

就发现，在他们所研究的每一种土拔鼠都有

一个共性，即雌性每年都只有一天接受交配

繁殖，时间大约是6小时。因此，在这段时间

里，大多数雌性土拔鼠都试图与多个雄性进

行交配。Hoogland所做的关于土拔鼠成功繁

殖的长期数据显示，这些以一雌多雄制进行交

配的雌性土拔鼠怀孕的可能性更大，哺育的幼

崽体型较大，同时它们的后代活过至少一年的

可能性也较大。然而，这些优势也伴随着一

定的代价，那就是雌性土拔鼠自身能存活到

下一个交配季的可能性较低。关于这一点，

Hoogland将于今年迟些时候在《哺乳动物杂

志》（Journal of Mammalogy）中报道。

Hoogland告诉我们，窥视草原土拔鼠的

浪漫韵事比起观看电视剧《实习医生格蕾》要

好玩多了。在交配季节，雄性土拔鼠之间会通

过相互追逐和咬啮对手而展开强烈的竞争，而

成功的求爱者会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试图跟雌

性进行二次交配。就这样，Hoogland一直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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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土拔鼠上演的肥皂剧戏码，然后逐渐积累了

60多篇论文（其中数篇刊登在具有影响力的

的杂志上），还写了两部著作。对此丰硕成

果，他却轻描淡写地说，他只是希望世界上的

每一位生物学家都能在土拔鼠的交配季拨兀一

天的时间关注它们的动静，这会给予他们深远

的影响。

然而，能获取草原土拔鼠生物学知识的

前排座位并不那么容易，这要求研究者同时对

个人及职业作出牺牲。拿Hoogland来说，他

在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
取得博士后学位之后，在普林斯顿大学

（Princeton University）担任了6年助理教

授，却无法继续留任。他说，那些人倒是真心

希望他在校园里年年进步，但他的研究进展简

直是妙不可言，以至根本就不愿意放弃他的

草原土拔鼠。很快，Hoogland在马里兰大学

（University of Maryland）位于弗罗斯特堡

的附属实验室落脚，在那儿，他可以有5个月

时间到他的研究基地去。只是，这个实验中心

距校园本部大约几百公里远，而Hoogland的
名下只拥有唯一一位从普林斯顿大学带来的博

士生。

另一方面，为了能让全家在一起，

Hoogland的妻子Judy专职在家教育四个孩

子。他们的孩子从小就和他们的爸爸一起观察

草原土拔鼠，而各个广阔的研究基地就是他们

玩耍的操场。Hoogland不无幽默地表示，他

们一家子就像吉普赛人一样，每个春天都会远

离“家乡”。

1985年，Hoogland发现，雌性土拔鼠在

哺乳期会将其近亲新生的幼儿杀掉，这可能是

为了消除竞争，从而驱使自己的家族从这种牺

牲之中获利。据Hoogland回忆，这个发现在

当时引起了“巨大的震惊”，因为在大多数情

况之下，有亲属关系的雌性草原土拔鼠似乎都

会相互帮助，共同度过各种难关。然而事实就

在眼前。问题在于，据研究小组的观察，每隔

300小时才能目睹一次土拔鼠杀婴事件，这对

研究者而言不啻于一场痛苦的较量。不过，在

Hoogland的经历中，有成千上万个小时就是

这么过来的。他花了一个季度的时间跟一台反

铲挖土机（backhoe）一块儿挖掘土拔鼠的洞

穴，寻找死亡的幼鼠，从而得以记录下真实的

数据：超过三分之一的幼崽有部分或全部的手

足被其它土拔鼠杀死。这个发现表明，在草原

土拔鼠的群居生活之下潜藏着残忍的竞争（见

Science，29 November 1985，p. 1037）。

最近，Hoogland又发现了一个新的震惊

现象，为此他得感谢妻子。故事的缘由是，在

草原土拔鼠之中，年幼的雄性往往会离开出生

地，而雌性则留在家中，形成一个由母亲、女

儿、姨母（有时是表亲）组成的家庭单元，这

样的单元被称为部族。但有少数特别的雌性也

会离开自己的领域，这一点激起了Judy的好

奇心。Hoogland回忆说，他当时认为这种情

况太罕见了，不值得观察，但Judy却最终让

他举手投降了。

于是，Hoogland开始对黑尾土拔鼠进行

分析，结果发现，与身边拥有一位近亲的雌性

相比，周围没有母亲、姐妹或兄弟的雌性离家

的可能性要高12.5倍。他还报告说，在古氏土

拔鼠之中，这种向外离散的可能性是5.5倍，

而犹他土拔鼠则是2.5倍。

也许人们不免会对数据产生质疑，但

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的一位行为生态学家Dirk 
Van Vuren却认为，上述结果的可信度都是很

高的，这是因为Hoogland拥有非常庞大的样

本量——这些数据都来源于他们所记录的744
只雄性土拔鼠和907只雌性土拔鼠（两者均来

自于总量为1093只的土拔鼠幼崽样本）的活

动情况。而且，研究的结果又是如此地出人意

料。据Hoogland所言，这（结果）与两位明

星级行为生态学家所做的预测完全相反。退一

步来想，若是数据有问题，恐怕这种草根级的

学者也不敢贸然发表出来吧。

提到这两位明星人物，我们要回到

1977年。当时，William Donald Hamilton和 
Robert May表明，近亲分离的原因是为了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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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相互之间的竞争。他们运用数学模型评估亲

属关系对动物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并作出了以

下预测：比如说，如果有两姐妹待在同一地

方，那么它们对资源的争抢则会降低双方的生

活舒适度。那么在理论上，就应该有一个姐妹

离开。对多个生物物种（包括老鼠、黄蜂以及

蜥蜴等）所作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观点。这似

乎也很有说服力。

然而，Dobson的评论认为，Hoogland
发现了“与其它亲属合作能抵消近亲之间产生

的竞争”的观点。这种抵消作用可能有助于解

释其它动物物种以家族聚居的行为，比如狼、

海豚以及灵长类动物。另外，草原土拔鼠确实

是相互合作的：它们通过发声来相互警示大家

注意临近的各种天敌；而一旦幼鼠从洞穴里跑

出来，雌性土拔鼠不管自己是不是亲生母亲，

都会跑去看护它们。Hoogland还提出，当年

幼的雌性土拔鼠失去其近亲所提供的各种帮助

时，就可能会离家去寻找拥有更多食物的新地

盘。在那儿，合作对它们的生存或者繁殖成功

率就不那么重要了 。要么就是，土拔鼠没有

亲属，可能只是表明此地区不再是适于生活的

好地方的一个简单信号。

但是，专门研究土拔鼠的另一位行为

生态学家Con Slobodchikoff（此人目前从弗

拉格丝塔夫市的北亚利桑那大学（Northern 
Arizona University）正式退休）却对这些结

果表示怀疑。他提出，唯有遗传数据才会有

助于确认同住的土拔鼠成员的确是近亲。但

Hoogland认为，他的观察已经足以将土拔鼠

的亲属关系建立起来了。

所幸，Clutton-Brock对Hoogland的观察

方法很是满意。他解释说：“这对于只关注

实验结果的整个科学界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推

动”，Hoogland的工作“表明最高水平的科

学是如何不依靠任何实验就能完成的”。这个

评价相当高，它甚至使Hoogland成为了科学

界的传奇人物，虽然他不过是依照自己的座右

铭坚持了40多年，却以自己独有的坚持为土

拔鼠造就了一座丰碑。

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Stony Brook 
U n i v e r s i t y）的一位保护生态学家A n a 
Davidson对此也深有感触，他补充说，对草

原土拔鼠竞争与合作的效应分析也可能有助于

解释其它生物物种的行为。我们在此引用他的

原话来结束这个特别的故事：“生存于世的草

原土拔鼠身上的所有这些精彩的洞见使我们在

观察大多数动物的社会行为方面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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