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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ch信号通路在肿瘤中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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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ch基因最早发现于果蝇，其某种基因突变可造成翅 

膀锯齿样缺损。1983年科研人员首次克隆了该基网，并命名 

为 Notch。Notch是一种在进化 f一分保守、既简单又复杂的 

跨膜受体蛋白家族。Notch信 ’途径的精确调控，对大多数 

组织的』下常发育至关重要 ；其异常调控可引起组织发育异 

常，并导致肿瘤等多种疾病的发生。作为致瘤冈素，Notch信 

号通路与多个系统的肿瘤发生相关，同时，它又任某些组织 

的肿瘤发生中起到抑瘤作用。Notch信号通路是干细胞信号 

通路的重要环节之一，参 干细胞、祖细胞和增殖细胞分化 

方向的调节 。Notch受体在邻近细胞产生的配体活化作用 

下，并通过一系列分子问的相互作用，依据小刷的组织或细 

胞背景，对肿瘤细胞的增殖 、分化、凋 等过程发挥不同的调 

控作用。 

1 Notch信号通路的结构 

在对果蝇的研究过程中，科研人 发现一条在细胞问起 

相互作用的信号途径一一N h信 号途径。Notch信号转导 

通路是由受体 、配体和 DNA结合蛋白3部分组成的。果蝇 

中存在 1个 Notch受体和 2个 Delta和 Serrate配体。哺乳动 

物中有4个 Notch受体和 5个配体，其受体是 Notch 1、Notch 

2、Notch 3、Notch 4。这4种受体广泛分布于造血千细胞 、胚 

胎干细胞、淋巴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等多种细胞的表面。其 

中Notchl不仅对正常细胞分化起重要作用，而 H‘与很多肿瘤 

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有研究 发现，糖基 化修饰对于 

Notchl功能发挥具有重要作用。Notch配体又名 DSL蛋白， 

DSL是果蝇 Notch配体 Delta、Serrate和线虫 Notch配体 3种 

同源体蛋白首位字母的缩写。其配体有两类 ：一类是 Delta 

样配体 ，分别是 Dll l、Dll 3、Dll 4；二类是 Serrate样配体，分 

别为Jag 1和 Jag 2 L3。Serrate样配体有一个富含半胱氨酸区 

域，而Delta样配体则无此区域。所有的同源 Notch受体都是 

相对分子质量约为 300 000的 I型单链跨膜蛋白，均由胞内 

区、胞外区和跨膜区组成。其中胞内区和胞外区均为高度保 

守区域。Notch胞内区(Notch intracellular domain，NICD)是由 
一 个 N端 RAM 结构 区、6个 细胞分裂 周期基 因 l0(cell 

division cycle gene 10，CDC10)重 复序列 、2个核定位信号 

(nuclear localization signal，NLS)、1个转 录激活 区和富含 

PEST的结构域所组成。RAM结构域是与 CSL结合的区域， 

PEST结构域与 Notch的降解有关 。胞内区负责将 No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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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转到细胞核内。胞外区是配体结合并激活 Notch的部 

位，有 29～36个表皮生长因子(EGFR)样重复序列，其中第 

11、12个 EGFR样重复序列介导与配体的相互作用。Notch 

受体最初在内质网合成时，一种糖基转移酶 OFUT 1将岩藻 

糖加到其胞外区 EGFR的丝氨酸或苏氨酸残基上，这是配体 

结合受体从而激活 Notch信号所必需的 。同源配体也是 

I型跨膜蛋内，具有数量不 同的 EGFR样重复序列，保守的 

N端为 Notch受体结合和活化所必需的 DSL基序。Notch受 

体在不同物种之问以及同一物种的不同成员之间都有高度 

的结构同源性。Notch信号途径通过相邻细胞间的受体和配 

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而被激活。未加工的 Notch在 s1位点被 

酶切后产生 2个亚基，并以非共价方式结合后形成成熟的异 

二聚体 I型跨膜受体在细胞表面表达。Notch受体在缺乏配 

体结合时以非活化形式存在。与邻近细胞的配体结合后， 

Notch受体先后在 S2、s3位点被酶切而发生蛋白水解反应， 

释放出 NICD。NICD转运至核内是激活 Notch下游信号的关 

键。在核内缺乏 NICD时，Notch靶基因的表达受到 C蛋白 

结合因子 1(C protein binding factor 1，CBF1)相关的阻遏复合 

体的抑制。NICD转运至核内后，与 CBF1和转录激活子蛋白 

家族 MAML结合，形成三元复合体 ，使 CBF1从转录抑制子 

转变为激活子，促进 Notch靶基因的转录。Notch信号途径 

最主要的靶 基因是一些属于碱性螺旋 一环 一螺旋(basic 

helix—loop—helix，bHLH)家族转录因子的基因。在哺乳动物 ， 

至少有 2个 bHLH蛋白家族被 Notch激活所诱导：一是 HES 

(halry／enhancer of split，HES)家族 ，二是 HRT(hairy—related 

transcription factor，HRT)家族。这些转录因子能够进一步调 

控下游分子的表达 。 

2 Notch信号通路的功能 

Notch信号途径调控多种细胞的发育、增殖、分化和凋 

亡。在果蝇中活化的Notch可抑制或延迟细胞发育过程中的 

分化，并通过侧向抑制、阻止邻近细胞采取同样的分化程序。 

在哺乳动物中Notch分子功能多样，各有特点，比较复杂。其 

主要功能有以下 4个方面：(1)参与胚胎发育。Notch信号会 

上调细胞膜表面的 Notch分子 ，同时下调其配体 Delta的表 

达；反之，Delta的表达对细胞 自身 Notch分子的表达则有下 

调作用。这种机制使发育早期细胞Notch及其配体表达的细 

微差别在发育过程中被逐渐放大，从而决定细胞的不同分化 

方向。(2)参与T细胞发育。(3)维持造血干细胞的 自我更 

新。(4)调节血管生成。总之，Notch信号通路的生理功能主 

要体现在调节细胞分化与组织发育上。Notch在肿瘤发生、 

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有：维护未分化状态；参与细胞命运的决 

定；诱导终末分化；调节肿瘤血管新生。Notch信号通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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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细胞分化，维持其幼稚状态，从而使一些诱导性的因素 

更易引起细胞的多样性变化；此外，Notch信号通路还调节个 

体的组织发育。由此可见，精确调节 Notch通路对细胞和组 

织的分化发育相当重要，通路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异常都有 

可能导致病理状态的发生。Notch功能失常与一些发育紊 

乱、神经退行性疾病和恶性肿瘤有关。Notch及其配体的突 

变可导致心脏、骨骼 、造血和神经等多种系统的发育缺陷。 

此外，至少有 3种 Notch受体家族成员：Tanl(Notch1)、Notch2 

和Int3(Notch4)与肿瘤相关。这些分子的膜外部分都已缺 

失，可直接进入核内，在无配体时也不断传递分化抑制信号， 

引起细胞持续增殖而形成肿瘤。 

3 Notch信号通路与肿瘤的关系 

1991年，Notchl在人类急性 T淋巴细胞白血病(T—ALL) 

中被鉴定 出来，首 次提示 Notch信号通路 与肿瘤 相关。 

T—ALL的病因是染色体易位使 hNotchl甚因与 T细胞受体 

B基因融合，产生组成型活化的 hNotchl突变体 导致 Notch 

信号的过度活化 。研究 发现，Notchl的表达失调以及 

Notch2和 Notch3突变体的激活，都会诱导 T—ALL和淋巴瘤 

的发生，而由DII4表达失调介导的 Notch信号通路激活也会 

促进白血病的发生。Vilimas等 分析血液系统主要的几种 

干细胞和淋巴系统祖细胞的基因表达情况，结果显示，一些 

上调的基因是核因子 K B(NF—KB)通路的分子及其下游基 

因，如Nfkb2、Relb、Nfkbia、Bc12al和Ccr7，并通过N1ICD诱导 

NF—KB通路受体的活化将 Notch与NF—KB通路联系起来。 

研究” 发现，Notch信号在淋巴细胞发育过程中具有关键 

作用，它可以促进 Tc~18细胞的形成，与 Gata3基因协同调控 

CD4 细胞向Thl／Th2类型的分化，并 且可增加外周免疫器 

官边缘区B细胞的数量。Notch信号可通过维持细胞大小、 

促进细胞 的葡萄糖摄取和新 陈代谢、激活 PI3K／Akt 和 

NF—KB通路以及抑制肿瘤抑制基因 p53的表达而起抗细胞 

凋亡作用。Katoh等 研究表明，Notch信 号通路的异常表 

达，易导致脑肿瘤的发生，在脑肿瘤的发生、发展中起着非常 

重要的作用。Notchl信号通路可以调节肿瘤干细胞的分化。 

Notchl信号的抑制可导致大脑神经胶质瘤干细胞比例的减 

低，抑制肿瘤细胞克隆的形成。 

最近研究 发现，从脑肿瘤组织中鉴别提取的少部分 

肿瘤细胞，具有很多干细胞样细胞所具有的特性，具有很强 

的致瘤能力和引发肿瘤生长的性能，包括自我更新、增殖、多 

潜能性，还具有神经干细胞所具有的基因表型和表面标志。 

但在鼻咽癌的研究中发现，随着分化程度的减低，Notchl的 

表达水平也明显下降，这种相反的结果可能是由于Notchl是 

生物进化中呈高度保守性 ，并且在多种组织细胞中广泛存在 

的蛋白，其信号通路的广泛“共享性”导致其功能的复杂多样 

性。研究 发现，在前列腺癌、乳腺癌、子宫颈癌等多种 

肿瘤细胞及其衍生的细胞系中，均存在 Notch受体及配体的 

异常表达。Notch作为促癌基因，已发现在乳腺癌、胃癌、胰 

腺癌、结肠癌等肿瘤中表达上调；Notch也可扮演抑癌基因的 

角色” ，在皮肤癌、食管癌、肝癌、前列腺癌、小细胞肺癌中 

其表达下调。而在子宫颈癌中Notch则表现为双重作用。 

Notchl参与胃癌的发生 、发展机制，其表达上调可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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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腺上皮细胞增殖过度 ，凋亡减少，并通过上皮表型的恶性 

转化导致癌变。Yeh等 。在对胃癌的研究中发现，Notch配 

体 Jaggedl与人类 侵袭 性 胃癌密 切相 关。在 胃癌 组织 

Jaggedl表达上调的患者相对于那些无 Jaggedl表达的患者 

生存率低。Notchl在胃癌中表达较正常组织明显上调，并与 

肿瘤的大小、分化程度、浸润程度显著相关，且发现 NF—KB的 

过表达，可能参与 Notch1信号通路失调介导的胃癌发生、发 

展机制 。进一步研究中发现高 T分期，有脉管浸润的胃 

癌组织中NotchI表达升高可能与其～k调基质金属蛋白酶-9 

及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导致的侵袭浸润增强有关。单因素生 

存分析结果发现，NotchI阳性组预后较阴性组差；多因素生 

存分析结果显示 ，Notchl表达是影响 胃癌预后的独立因素， 

这与在 Notchl与乳腺癌预后的研究 中得到的结论相似。 

在对乳腺导管 k皮和乳腺癌的研究中也发现这样的机制。 

在人乳腺上皮细胞中，Notch町以增强 Wnt信号的致癌 

转化作用；在纤维母细胞巾，TGF13通过下调 Notch3信号以 

促进平滑肌基冈的表达 ” 。转导了Notchl胞内段基因的小 

鼠，7个月 内即进展为低分化腺癌。近期的研究 显示， 

Notchl高表达可以引起 人类乳腺癌的低分化和低生存率。 

在对胰腺癌的研究 中发现，染料木黄酮通过抑制 Notchl和 

NF—xB的活性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抑制胰腺癌细胞的生 

长并诱导凋亡。在对结直肠癌的研究中发现，Notch信号通 

路的靶基因 Hathl能抑制大肠黏膜杯状细胞的终末分化，故 

Notch信号在结直肠癌中是癌基因。另外，Hathl在印戒细胞 

癌、绒毛状腺瘤、黏液癌、肠道增生性息肉、锯齿状腺瘤中出 

现高表达，但是在非黏液癌和管状腺癌中的表达却受抑制。 

另有研究 发现，Wnt信号通路在结肠癌发生、发展中起着 

十分重要的作用，而 3-catenin是 Wnt信号通路的关键调控 

分子之一。在结直肠癌 (colorectal cancer，CRC)中 Wnt和 

Notch信号途径都表达出异常活性。近来研究 显示，胃泌 

素的缺失会导致 Wnt信号的抑制和 CRC中杯状细胞分化的 

增加。事实 ，许多研究显示，在包括 CRC在内的众多恶性 

肿瘤中都有 Notch信号组成性激活或过表达。Notch信号的 

灭活可能为恶性肿瘤的治疗提供一条新的治疗途径。大肠 

癌是一种常见恶性肿瘤，但是现有的治疗方法对进展期 CRC 

效果非常有限，故此，这种新的治疗方法就显得尤为重要 。 

对皮肤基底细胞癌的研究 显示，Notchl缺失时，鼠类 

可发生基底细胞癌；同时可以检测到 13-catenin介导的 Wnt 

信号转导通路的激活。而在正常皮肤组织 Wnt是缺失的。 

这说明在正常皮肤组织中 Notchl的表达抑制了 Wnt通路的 

活性。国内研究 发现，Notchl阳性率从正常食管黏膜上 

皮组织、原位癌至 ESCC组织呈递减趋势，提示 ESCC的发生 

可能与 Notchl低表达有关。Notchl在正常食管黏膜上皮组 

织中高表达 ，而在 ESCC中低表达或不表达，且 Notchl的低 

表达与肿瘤的大小、分期、发生部位无关，但与淋巴结转移有 

关。在肝细胞癌巾，Notchl、Notch2和 Notch4的表达均出现 

下调，说明其在肝细胞癌生长中具有抑制作用。前列腺癌中 

出现 Notch信号的低表达，仅有 Jaggedl的表达而无其他受 

体及配体的表达 。而财子宫颈癌的研究 中显示，Notchl 

在子宫颈癌发生早期为促癌作用，而晚期则表现为抗癌作 



用。Notchl相关信号路径参与子宫颈癌的发生、发展。实验 

中已证实，在子宫颈癌中过度活化的 Notchl可通过部分抑制 

NF—KB发挥肿瘤抑制作用 。在正常子宫颈上皮，Notchl 

低表达，而在子宫颈癌细胞中高表达，过表达的 Notchl却能 

通过诱导细胞周期停滞而发挥抑癌作用。提示在子宫颈癌 

的发生、发展中，激活的 Notchl信号起着重要作用。扰乱 的 

Notehl信号能因细胞内外环境的不同而表现出双重作用。 

4 展望 

Notch信号通路的活化和抑制与多种肿瘤的发生、发展 

有关，因此，调控 Notch通路可能是肿瘤治疗的一个新途径。 

可以以 Notch信号转导通路作为选择性杀死肿瘤细胞 的活 

性靶点，通过活化或阻断 Notch信号来抑制肿瘤细胞的增殖， 

治疗与 Notch相关的肿瘤。但由于 Notch有时起促癌作用， 

有时起抑癌作用 ，必须分清 Notch在特定肿瘤中的作用机制。 

虽然有关 Notch信号通路在肿瘤发病机制中的作用和肿瘤 

的治疗尚有许多问题需要回答 ，但随着研究的深入 ，以 Notch 

信号途径为靶点的分子靶 向治疗及新药开发将为肿瘤治疗 

开辟新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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