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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自噬广泛发生在真核细胞内,是清除细胞内功能异常的

细胞器、病原体和错误折叠的蛋白质等有害大分子物质的重

要途径,在维持细胞内环境稳态中发挥重要作用[1] ,自噬功

能失调与许多疾病的发生、发展有关。 巨噬细胞是机体固有

免疫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防御、炎症、修复和代谢等生理及病

理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同时巨噬细胞也是一种异质性细

胞,在不同刺激下可活化成为不同类型(M1、M2 型巨噬细

胞),称之为巨噬细胞极化[2] 。 两种极化类型的巨噬细胞发

挥不同的生物学效应。 本文对近年来自噬与巨噬细胞极化

之间关系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1摇 自噬

摇 摇 自噬广泛发生于真核细胞内,是一种在进化上高度保守

的过程。 在自噬过程中,细胞内的蛋白质和细胞器被自噬体

包裹后转移到溶酶体消化,调控细胞器和蛋白质的质量,并
产生大量细胞内稳态所需的氨基酸和其他构成细胞组分[1] 。
自噬可由多种因素刺激所诱导,例如饥饿、活性氧、内质网应

激、细菌感染和缺氧,自噬启动后可以清除受损的细胞器、聚
集的蛋白和细胞内病原体,因此自噬对细胞内稳态的维持至

关重要[3] 。
1. 1 摇 自噬的分类 摇 依据不同的功能和机制,自噬分为 3
种[4] 。 自噬: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自噬,通过形成双层膜结构

的自噬体,并且发生膜的延长,进而与溶酶体相结合,融合构

成自噬溶酶体,自噬体中的内容物被溶酶体降解,完成对大

部分胞质成分、长寿命蛋白和完整细胞器的降解[1] 。 小自

噬:由溶酶体膜直接包裹胞质成分进行降解。 分子伴侣介导

的自噬:与前两种自噬不同,分子伴侣介导的自噬只选择性

地降解单体的未折叠的可溶性蛋白[5] 。 在小自噬和分子伴

侣介导的自噬中,目标细胞内容物直接被溶酶体降解,并不

形成自噬体[1] 。 本文谈及的自噬均指大自噬。
1. 2摇 自噬的过程与调节摇 目前已知在基因水平启动自噬的

主要基因有 p27、p73 和 p53 等,p27 通过 CDK2 / mTOR 轴抑

制自噬[6] ,p73 通过转录激活 ATG5 基因促进自噬[7] 。 p53
也是通过抑制 mTOR 诱导自噬的,其直接靶点是 flj11259,但

flj11259 与 mTOR 及 ULK1 之间的通路尚不清楚[8] 。 初始隔

离结构的形成及自噬泡的成核和延展需要 Beclin 1(酵母的

ATG6 在哺乳动物则称为 Beclin 1),PIK3C3 / VPS34,PIK3R4 /
VPS15 和 ATG14、AMBRA1 或 UVRAG 和 SH3GLB1 / Bif鄄1 的

参与[9] )。 自噬小体的形成则需要两个泛素样结合系统:
ATG12鄄ATG5 和 LC3鄄II / Atg8鄄PE(酵母的 ATG8 在哺乳动物

称为 LC3[9] )。 在酵母菌中,这三种蛋白在自噬泡的延展与

成熟过程中均发挥作用。 在哺乳动物细胞中,LC3 的亚家族

在延展阶段发挥作用,随后的自噬小体成熟过程则由

GABARAP 蛋白负责[10] 。 此外,溶酶体的产生及其与自噬体

的融合也受调控分子严格调控。 转录因子 EB(TFEB)是溶

酶体产生及功能的主要调控者[11] 。 自噬的过程需要一系列

在进化上高度保守的蛋白,也就是所称的自噬相关(ATG)蛋
白。 ATG 蛋白的磷酸化和去磷酸化可以对自噬进行调控。
其上游的 mTOR 激酶在自噬途径中发挥主要作用,其在

mRNA 蛋白水平上调控自噬过程的关键组分抑制自噬。 例

如,mTOR 可磷酸化 ATG13,从而抑制 ULK1 及自噬。 作为重

要的营养物质感受器,mTOR 通过控制蛋白复合体中的某些

特定分子,例如 EIF4EBP1 / 4E鄄BP1 和 RPS6KB / p70S6K 的活

性[12] 。 自噬在生理及病理条件下均发生,自噬功能失调与

许多疾病的发生发展相关,其中包括恶性肿瘤、原发性心肌

病和神经退行性病变等[13 - 14] 。

2摇 巨噬细胞极化

摇 摇 巨噬细胞是固有免疫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抗原提呈、
吞噬和分泌多种炎症因子及细胞因子的功能,在防御、炎症、
修复和代谢等生理及病理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也是机体维

持自身稳定的关键因素之一。 巨噬细胞同时也是一种异质

性的细胞,具有高度可塑性,在不同组织微环境条件下被激

活,可以产生不同的亚型并表现出不同的功能。 根据 Th 细

胞 Th1 和 Th2 的分类方法,分为经典激活的 M1 型和选择性

激活的 M2(M2a、M2b 和 M2c)型。 M1 由 Th1 淋巴因子干扰

素 酌(IFN鄄酌)、脂多糖(LPS)、肿瘤坏死因子 琢(TNF鄄琢)等诱

导活化产生。 M1 除直接参与免疫防御反应外,还可分泌促

炎因子[白细胞介素(IL)鄄1茁、IL鄄6、IL鄄12、TNF鄄琢 等)、活化氧

(ROS) 和诱导型一氧化氮合成酶( iNOS),并分泌单核细胞

趋化蛋白 1(MCP鄄1)、IL鄄8 等趋化因子吸引 Th1 淋巴细胞,促
进强烈的 Th1 免疫反应。 M2 型巨噬细胞还可被细分由 IL鄄4
或 IL鄄13 诱导的 M2a 型,免疫复合物诱导的 M2b 型及 IL鄄10、
TGF鄄茁 或糖皮质激素等诱导的 M2c 型[15] 。 M2 型巨噬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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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泌大量 IL鄄10 和 IL鄄lRA,抑制炎症反应。 M2 高表达精氨酸

酶 1、甘露糖受体、清道夫受体、类几丁质酶 3 样分子 3 以及

炎症相关的缺氧诱导有丝分裂因子等。 M2 型巨噬细胞为抑

炎性,在组织修复和重建、血管生成和肿瘤生长浸润等均有

促进作用。 巨噬细胞极化不仅与免疫等相关,其与代谢性疾

病也有密切联系,如动脉粥样硬化、肥胖、肝细胞和脂肪细胞

的胰岛素抵抗等。 M1 / M2 是巨噬细胞活化类型的两个极

端,但在体内巨噬细胞所处微环境复杂,同时接触多种微环

境信号,比体外某单一因子刺激而发生的极化过程更为复

杂。 在同一组织中可同时存在不同表型的巨噬细胞,而巨噬

细胞也可兼表达 M1 和 M2 标志物。 在某些条件下,极化的

M1 与 M2 也可发生相互转化[15] 。 巨噬细胞极化的过程复

杂,相应的所受的分子信号及其通路的调控亦较复杂,目前

研究较成熟的信号通路有 JAK / STAT 通路[16] 、PI3K / Akt /
NF鄄资B 通路[17] 、JNK 通路[18]等。

3摇 自噬与巨噬细胞极化

摇 摇 mTORmTOR 是调节自噬的一种进化上保守的蛋白激

酶,并且在巨噬细胞极化过程中也起关键作用。 自噬抑制剂

3鄄MA 和 CQ 阻断了 M2 巨噬细胞表面标志分子 CD11b 的表

达[19] 。 在 LPS 刺激的单核细胞中,雷帕霉素抑制 mTOR 通

路致使其向 M1 型极化,与此同时敲除 mTOR 抑制剂 TSC2,
激活 mTOR 通路则产生了相反的作用[20] 。 mTOR 及其通路

的 Akt、Class 玉 PI3K / Akt、IGF鄄1 / 2、MAPK 和下游分子 p70S6
可以抑制自噬[21] 。 在骨髓来源巨噬细胞中,激活 PI3K鄄
mTOR 可促进 M2 型极化,而抑制 PI3K 或 mTOR 则会导致

M1 型极化,证明了 PI3K鄄mTOR 通路在巨噬细胞极化中的作

用[22] 。 但有研究[23] 证明,过表达受 mTOR 的负性调节的

TFEB,显著上调自噬小体的形成和 M1 型标志的细胞因子,
但未证明增强的自噬与 M1 标志表达的增多是否有直接关

系,说明 mTOR 通路与巨噬细胞极化之间的关系可能比目前

研究证明的更为复杂。
NF鄄资B 在药理或基因水平抑制自噬,可以解除 NF鄄资B 激

活,并使已经极化为 M2 型的巨噬细胞产生高水平的 M1 型

细胞因子。 近来有研究[24 - 25] 证明,肝癌细胞来源的 Toll 样
受体 2 相关配体可以使 RELA 泛素化,在巨噬细胞内形成可

被聚集体样结构 SQSTM1 / p62 介导的自噬分解,通过选择性

的自噬控制 RELA / NF鄄资Bp65,使巨噬细胞向 M2 亚型方向

极。 这些研究特别指出,NF鄄资B 在巨噬细胞极化中的作用是

由 SQSTM1 / p62 介导的选择性自噬所控制的。 在病原体感

染或肿瘤存在的情况下,通过 LPS 等病原体相关分子模式

(PAMP) 借 TLR4 或 IL鄄1 信号可激活 IKK 复合物,通过

STAT1 和 NF鄄资B 两条关键炎症信号通路调节巨噬细胞的 M1
活化。 而另有研究[26]发现 NF鄄资B 通路活化不仅参与炎症发

展,也在炎症消退和诱导巨噬细胞凋亡中发挥作用,NF鄄资B
通路活化剂 IKK 能直接抑制 STAT1 活性,并且可促进肿瘤

相关巨噬细胞向 M2 极化。 然而,NF鄄资B 在调节巨噬细胞极

化和功能中的作用是复杂的,并且巨噬细胞极化和功能本身

就是环境和基因共同作用导致的。 NF鄄资B 在巨噬细胞极化

的特殊作用仍需进一步的研究。
其他 CCL2 和 IL鄄6 在介导自噬和抑制巨噬细胞内的凋

亡都有确切且强效的作用,并且在刺激巨噬细胞向 M2 型极

化。 在巨噬细胞中,抑制 CASP8 促进自噬,可以提高 M2 型

极化。 抑制自噬削弱 M2 型极化,直接证明了自噬在巨噬细

胞极化中有重要作用[27] 。 同时,近来的研究[28] 证明索拉非

尼诱导自噬,抑制 M1 型巨噬细胞的标志物 CD80 的表达,表
明自噬与巨噬细胞极化之间可能的联系。 另外,有证据证明

在肿瘤相关巨噬细胞中,组织蛋白酶 S 调节自噬在诱导 M2
型巨噬细胞的机制中有重要作用,从而促进肿瘤的发展[29] 。

巨噬细胞极化对自噬的影响巨噬细胞极化也可以对自

噬水平产生影响。 有些 Th1 细胞因子,如在巨噬细胞内,LPS
在 TICAM1 / TRIF 依赖的 TLR4 途径调节下,诱导自噬小体形

成[30] 。 TNF鄄琢 可在未激活 NF鄄资B 的情况下促进自噬[31] 。
IFN鄄酌 通过促进自噬小体的成熟,促进和增强自噬[32] 。 部分

Th2 细胞因子,如 IL鄄4 和 IL鄄13 可通过 Akt / mTOR 途径抑制

饥饿诱导的自噬,也通过 STAT6 途径抑制 IFN鄄酌 诱导的自

噬[33] 。 但也有研究[34] 发现,使用 M2 型巨噬细胞培养上清

液培养人脐静脉内皮细胞,可提高 LC3鄄B 的表达和自噬小体

的数量,降低 P62 蛋白的表达,在使用氯喹封闭自噬后,此种

作用便消除了,且 M1 型巨噬细胞培养上清液并没有以上

作用。

4摇 小结

摇 摇 自噬作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不仅发挥维持细胞内稳态

的作用,且与多种生理、病理过程及疾病相关。 巨噬细胞极

化在炎症、防御、修复、代谢等生理及病理过程中发挥重要作

用。 自噬与巨噬细胞极化有密切关系,多数实验表明自噬调

节巨噬细胞向抑炎的 M2 型方向活化,但尚存在争议。 若自

噬在巨噬细胞极化过程中的作用明确,未来可通过调节巨噬

细胞内自噬水平,从而调节巨噬细胞极化方向,则可治疗或

改善巨噬细胞极化用作参与的疾病,如肿瘤的浸润和发展、
动脉粥样硬化、代谢性炎症等,为这些疾病的治疗提供可能

的途径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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