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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细胞凋亡也称为程序性细胞死亡,是指在生理或病理条

件下,由基因调控的细胞主动程序化死亡过程。 细胞凋亡途

径的缺陷导致许多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恶性肿瘤等)出
现[1] 。 细胞凋亡功能障碍是恶性细胞的共同特征,同时也被

认为是肿瘤对化疗药物形成耐药性的因素[2] 。 喉癌是一种

侵袭性致死性的恶性肿瘤,对多种凋亡刺激因子具有一定抵

抗作用,其不良预后与凋亡抑制相关[3 - 4] 。 本文旨在通过综

述细胞凋亡相关基因对喉癌发生、发展及预后的影响,为研

发抗喉癌的新型药物提供科学依据。 现就几种重要的喉癌

细胞凋亡相关基因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1摇 B 细胞淋巴瘤 /白血病鄄2 基因(Bcl鄄2)家族

1. 1 摇 Bcl鄄2 的结构及其蛋白分布 摇 Bcl鄄2 基因是 1984 年

TSUJIMOTO 等[5]在研究滤泡性非霍奇金 B 细胞淋巴瘤时发

现的,由染色体[ t(14颐 18)(q32颐 q21)]易位而激活。 Bcl鄄2 包

含 4 个外显子和 2 个内含子,可以编码 1 个相对分子质量约

为26 000的膜性相关蛋白,该蛋白主要分布于细胞核膜、内质

网和线粒体外膜、滑面及粗面内质网膜上。
1. 2摇 Bcl鄄2 与细胞凋亡摇 Bcl鄄2 主要通过线粒体通路实现对

细胞凋亡的调节,定位于线粒体膜上的 Bcl鄄2 介导线粒体外

膜通透转运孔孔道复合体的开放,抑制细胞色素 C 和凋亡诱

导因子等促凋亡蛋白的释放而阻止凋亡的进程[6] 。 此外,
Bcl鄄2 还可以通过其半胱氨酸残基的突变实现抗凋亡作用,
帮助细胞对抗因氧化应激引起的凋亡[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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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摇 Bcl鄄2 与喉癌 摇 吴曙辉等[8] 研究发现,Bcl鄄2 在喉癌组

织中存在过表达,Bcl鄄2 的表达与喉鳞状细胞癌的病理学分

级相关,与肿瘤复发、转移无关。 有学者[9]认为 Bcl鄄2 表达能

预测喉鳞状细胞癌患者的生存。 一些实验[10 - 11] 检测了喉癌

组织及距癌灶不同距离处 Bcl鄄2 的表达,就喉癌手术切缘的

距离提出了建议,在预防复发、判断预后方面起重要作用。

2摇 凋亡抑制蛋白家族( IAPs)

摇 摇 IAPs 是由 CROOK 等[12 - 13]在杆状病毒发现的一种独立

于 Bcl鄄2 的新的内源性抗凋亡蛋白,在肿瘤的发生、发展过程

中起着重要作用。 迄今为止,人类 IAPs 家族成员主要为:X
染色体连锁凋亡抑制蛋白,细胞凋亡抑制蛋白鄄1,睾丸特异

凋亡抑制蛋白鄄2,神经元性凋亡抑制蛋白,凋亡蛋白样抑制

蛋白鄄2,黑素瘤凋亡抑制蛋白(Livin),含泛素重复连接酶的

杆状病毒 IAP 重复序列及 Survivin。 现介绍在抗细胞凋亡方

面发挥重大作用的 Survivin 及 Livin。
2. 1摇 Survivin摇
2. 1. 1摇 Survivin 的结构及分布摇 Survivin 是 1997 年耶鲁大学

学者等[14]用效应细胞蛋白酶受体 1cDNA 在人类基因组文库

中筛选出的 IAPs 家族新成员。 具有独特结构的 Survivin 位

于人染色体 17q25,基因全长约 14. 7 kb,含有 4 个外显子和 3
个内含子,可以编码产生 1 个由 142 个氨基酸组成的相对分

子质量约为 16 500 的细胞质蛋白[15] 。 Survivin 表达于胚胎

和发育的胎儿组织中,在成人正常组织中极少表达,但广泛

存在于人类各种肿瘤组织。
2. 1. 2摇 Survivin 与细胞凋亡摇 Survivin 是 IAPs 家族中分子量

最小的蛋白,具有调节细胞分裂和抑制细胞凋亡的双重作

用[16] 。 Survivin 可通过直接或间接抑制半胱氨酸天冬氨酸

特异性蛋白酶 ( Caspase) 活性而实现抗细胞凋亡作用。
Survivin 主要是直接抑制 Caspase鄄3 和 Caspase鄄7 的活性,继
而阻断细胞凋亡过程。 Survivin 也可与细胞周期调控因子鄄
细胞周期依赖激酶 4(CDK4)相结合,形成 Survivin鄄CDK4 复

合体,继而使 p21Wafl / cipl 从 CDK4 的复合体中释放出来,
p21Wafl / cipl进一步与线粒体内的半胱氨酸天门冬酶前体鄄3 结

合,抑制 Caspase鄄3 活性,阻止细胞色素 C 的释放,从而抑制

细胞凋亡[17] 。
2. 1. 3摇 Survivin 与喉癌摇 近年研究[18] 显示,Survivin 在喉癌

中呈阳性表达,对喉癌患者的预后发挥着重要作用。 专

家[19]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了 259 例喉鳞状细胞癌标

本,其中 234 例标本均证实有 Survivin 的表达,Survivin 在细

胞质和核质的阳性率分别为 100%和 45% 。 MARIONI 等[20]

证实了细胞核 Survivin 的表达与喉鳞状细胞癌的高复发率及

较短的无病生存期高度相关。 许多文献[21 - 22] 报道 Survivin
的阳性率与肿瘤位置、分化程度、肿瘤大小和分期、淋巴结转

移等方面密切相关。
2. 2摇 Livin摇
2. 2. 1摇 Livin 结构与分布摇 Livin 又叫黑素瘤凋亡抑制蛋白

(ML鄄IAP)、肾凋亡抑制蛋白(KIAP),最初是 LIN 等[23] 在

2000 年通过人胎肾互补 DNA 文库中分离得到,并命名为

KIAP,又因 VUCIC 等[24]发现在黑素瘤细胞中该基因呈高度

表达,故称之为 ML鄄IAP。 Livin 基因位于人染色体 20q13. 3,
包含 7 个外显子和 6 个内含子,全长 4. 6 kb。 因剪切方式不

同,Livin 的转录产物 mRNA 有 2 种亚型,即 Livin鄄琢 和 Livin鄄
茁,Livin鄄琢 编码 298 个氨基酸蛋白质,Livin鄄茁 编码 280 个氨

基酸蛋白质,两者仅相差 18 个氨基酸,其余均相同。 Livin 蛋

白主要存在于细胞质,在发育胎儿的组织(如胎儿的脑、肾脏

等)及肿瘤组织中高度表达,极少表达于正常的成人组织。
2. 2. 2摇 Livin 抑制细胞凋亡作用 摇 Livin 蛋白 N 端仅包含 1
个 IAP 家族成员所特有生物素阻抑蛋白结构域,并依靠此功

能区与 Caspase 蛋白结合,继而阻断相关途径引起的细胞凋

亡。 Livin 不仅可以抑制核心蛋白 Caspase鄄3 的活性[25] ,还能

通过与 Caspase鄄7、Caspase鄄9 相结合发挥抗细胞凋亡作用。
一些研究[26 - 27] 表明,Livin 是通过与 Smac 的特异性结合,抑
制其活性后发挥了对 Caspase 的抑制作用。 Livin 还可以通

过转化生长因子 茁 激活性激酶结合蛋白 1(TAB1) /转化生长

因子 茁 激活性激酶 1(TAK1)途径激活 Jun 氨基末端激酶 1
(JNK1),JNK1 的激活是 Livin 抗细胞凋亡作用的一条重要

途径。 Livin 与 TAB1 结合,然后激活 TAK1,进而选择性地优

先激活微管相关蛋白 3 的激酶 JNK1,从而实现对抗肿瘤坏

死因子鄄琢 和白细胞介素鄄茁 转化酶诱导的细胞凋亡[28] 。
2. 2. 3摇 Livin 与喉鳞状细胞癌 摇 万保罗等[29] 通过反转录多

聚酶链反应技术方法检测了喉癌、癌旁组织和声带息肉组织

中 Livin mRNA 表达量的差异,结果显示 Livin mRNA 在癌旁

组织、喉乳头状瘤和声带息肉组织中有低度表达,与其在喉

癌组织表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徐勤等[30] 通过免疫组织化

学方法检测 62 例喉癌组织中 Livin 的表达,发现喉鳞状细胞

癌组织中 Livin 阳性率高于声带息肉组织,随着肿瘤 TNM 分

期的增加、淋巴转移的出现,其阳性率明显增高,从而得出

Livin 在喉癌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可能会成为喉癌预后

不良的指征。

3摇 p53

3. 1摇 p53 的结构与分布 摇 p53 基因位于人染色体 17p13. 1,
全长约 16 ~ 20 kb,包括 11 个外显子和 10 个内含子[31] 。 因

其表达产物是 1 个相对分子质量为 53 000 的磷酸化蛋白,故
称为 p53 基因。 它存在方式有 2 种,即野生型和突变型,在
大多数肿瘤细胞中呈高表达的是突变型,而野生型 p53 则是

一种抑癌基因,2 种类型都参与细胞凋亡的调节,但是作用结

果不同[31 - 34] 。
3. 2摇 p53 抑制细胞凋亡的作用摇 细胞凋亡受多种凋亡基因

及其相关蛋白的调控,p53 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介导细胞凋亡

基因[35] 。 当野生型 p53 基因发生突变后,失去对细胞型的

“监视冶作用,从而使细胞增生失控,细胞凋亡受到抑制,损伤

的 DNA 进入 S 期而产生突变和染色体畸变,最终可能使细

胞癌变。
3. 3摇 p53 与喉癌摇 已经证实喉鳞状细胞癌不同阶段及癌前

病变组织中突变型 p53 呈不同程度表达,并具有显著相关

性,是喉鳞状细胞癌发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及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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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改变,并影响喉癌组织细胞增殖活性和恶性程度及

预后[36] 。

4摇 Caspase 家族

4. 1摇 Caspase 家族的结构与分布摇 Caspase 家族是一组具有

相似氨基酸序列,并且通常以无活性的酶原形成存在于细胞

质中的半胱氨酸蛋白酶,相对分子质量 30 000 ~ 50 000。 目

前在哺乳动物中发现 Caspase 家族包括 14 名成员,可分为 3
组[6] :(1)炎症组,Caspase鄄1、4、5、11、12、13、14;(2)凋亡起始

组,Caspase鄄2、8、9、10;(3) 凋亡效应组,Caspase鄄3、6、7[37] 。
酶原分子由 1 个 N 端前域及大小 2 个亚基等 3 部分组成,当
酶原分子激活后,大小亚基解离重组为四聚体形式的活性

酶,呈级联放大方式导致细胞调亡[38] 。
4. 2摇 Caspase 家族与细胞凋亡摇 Caspase 家族是直接导致细

胞凋亡的蛋白酶系统,不同的凋亡途径最终都需激活

Caspase 的参与,各种 Caspase 层层激活,最终引发细胞凋

亡[39] 。 在细胞凋亡的发生、发展过程中,目前发现 Caspase
介导细胞凋亡信号转导通路主要有 3 条:即 Caspase 的细胞

外通路(细胞膜途径)、Caspase 的细胞内通路(线粒体途径)
和 Caspase 的内质网通路[40] 。 Caspase鄄3 是细胞凋亡过程中

的关键执行蛋白酶,处于凋亡有序级联反应的终端,即最终

的效应型家族成员。 大多促凋亡刺激物是靠 Caspase 级联激

活反应从而实现细胞凋亡过程,故 Caspase鄄3 被大家普遍认

为是细胞凋亡过程及结果的最终执行者[41] 。
4. 3摇 Caspase 家族与喉癌 摇 有学者[42] 发现,Caspase鄄3 的表

达下调与恶性肿瘤的浸润、转移和临床病理分期等生物学行

为特征密切相关,并与肿瘤患者生存期的缩短关系密切。 李

珂等[40]研究发现,Caspase鄄7 可能与喉癌的发生、发展有关。
实验[43]发现喉癌术后切缘组织中 Caspase鄄3 的阳性率随肿

瘤复发增快而依次减少,提示喉癌组织中 Caspase鄄3 的阳性

率高者可能分化程度高、恶性程度低,该喉癌细胞凋亡的调

控机制障碍程度轻、增殖弱,患者预后比较好。
总之,细胞凋亡在喉癌的发生、发展、演变及预后等方面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相信随着对喉癌细胞凋亡的相关基因和

诱导凋亡因素进一步深入研究,会为临床上喉癌的诊断和治

疗提供更多的科学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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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新标准对旧标准的主要修改(一)

摇 摇 自 2016 年第 1 期开始,本刊执行新的参考文献标准,即 GB / T 7714 - 2015 《信息与文献 参

考文献著录规则》。 新标准对旧标准主要修改:
1摇 增补 2 个重要术语

阅读型参考文献( reading reference),著者为撰写或编辑论著而阅读过的信息资源, 或供读

者进一步阅读的信息资源。
引文参考文献(cited reference),著者为撰写或编辑论著而引用的信息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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