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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 信号通路与自噬的相关性在前列腺癌治疗中的应用
冯梦晗ꎬ李小江
[ 摘要] 雄激素受体( ａｎｄｒｏｇｅｎ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ꎬＡＲ) 信号传导途径在前列腺癌的发生和进展中起重要作用ꎬ基于
此ꎬ临床上多采取抑制 ＡＲ 信号通路的手段治疗前列腺癌ꎮ 然而ꎬ几乎所有患者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均逃
不过转变为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的结局ꎮ 目前普遍认为是由于 ＡＲ 信号通路的再激活导致了去势抵抗的发
生ꎬ部分学者近年来发现自噬在前列腺癌的发生、发展中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ꎬ自噬的变化与去势抵抗性前列
腺癌的发生呈明显的相关性ꎮ 作者通过总结近年来有关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的发生机制及研究热点ꎬ从 ＡＲ
信号通路和自噬的角度综述二者在前列腺癌的发生、发展及治疗等方面的作用和关联性ꎮ
[ 关键词] 雄激素受体信号通路ꎻ自噬ꎻ前列腺癌ꎻ治疗
[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３７ ２５
[ 文献标志码] Ａ
[ 文章编号] ２０９５￣３０９７(２０１９)０２￣０１２３￣０４
ｄｏｉ: 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２０９５￣３０９７ ２０１９ ０２ ０１５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ｎｄｒｏｇｅｎ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ａｎｄ
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ｃａｎｃｅｒ
ＦＥＮＧ Ｍｅｎｇｈａｎꎬ ＬＩ Ｘｉａｏｊｉａｎｇ
(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ｎｃｏｌｏｇｙꎬ Ｆｉｒｓｔ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 Ｔｉａｎｊｉｎ ３００３８１ꎬ Ｃｈｉｎａ)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ｎｄｒｏｇｅｎ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ＡＲ)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ｐｌａｙ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ｂｙ ｄｒｕｇｓ ｉ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ｃａｎｃｅｒꎬ ｂｕｔ ａｌｍｏｓｔ ａｌｌ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ｄ ｔｏ ｃａｓ￣
ｔ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ｃａｎｃｅｒ ａｆ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ｓ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ｅ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Ｒ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ꎬ
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ｃａｎｃｅｒ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 ｈａ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ａ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ｃａｎｃｅｒ. Ｔｈｉ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ｉｍｓ ｔｏ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ＡＲ ｓｉｇｎａ￣
ｌｉｎｇ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ａｎｄ 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ｃａｎｃ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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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前列腺癌是男性泌尿系统常见的恶性肿瘤ꎬ好
发于中老年男性ꎮ ２０１８ 年ꎬ前列腺癌的发病率和死
亡率在欧美发达国家分列第 １、第 ２ 位 [１] ꎮ 近年来ꎬ
我国前列腺癌的发病率逐年增加ꎬ最新流行病学调
查显示ꎬ前列腺癌在男性肿瘤中发病率位居第 ６ 位ꎬ
已经超过膀胱癌成为男性泌尿系统发病率最高的恶
性肿瘤 [２] ꎮ 由于我国前列腺癌的早期筛查率低ꎬ而
前列腺癌的临床症状亦不典型ꎬ起病隐匿ꎬ因此ꎬ大
多数患者在寻求治疗时常已是中晚期ꎮ 对于失去手
术机会的中晚期前列腺癌ꎬ临床上主要采取内分泌
治疗的手段来控制疾病ꎬ即雄激素剥夺治疗( ａｎｄｒｏ￣
ｇｅｎ 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ａｐｙꎬＡＤＴ) ꎮ 虽然大多数患者最
初对 ＡＤＴ 反应敏感ꎬ但是在接受 １８ ~ ２４ 个月的内
分泌治疗后ꎬ几乎所有患者都会不可避免的出现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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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性ꎬ直至进展成为去 势 抵 抗 性 前 列 腺 癌 ( ｃａｓｔｒａ￣
ｔｉｏ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ｃａｎｃｅｒꎬＣＲＰＣ) [３] ꎮ 关于 ＣＲＰＣ
的发生机制ꎬ大多数学者认为是由于 ＡＲ 信号通路
的再激活导致了去势抵抗的发生ꎮ
细胞自噬是真核细胞中一条精确调控的代谢途
径ꎬ作为生物体内细胞组分降解及循环的重要通路ꎬ
其主要功能是清除细胞内的大蛋白、损伤的细胞器
以及致病微生物ꎬ以保持细胞营养物质的再利用及
细胞内稳态的维持ꎮ 正常情况下细胞会发生低水平
的自噬ꎬ来保证细胞代谢的平衡状态ꎮ 但是ꎬ一旦生
理状态下的自噬平衡被打破ꎬ机体会出现代谢紊乱ꎬ
久而久之导致肿瘤等疾病的发生ꎮ 既往研究显示自
噬在前列腺癌的发生、发展及治疗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ꎬ而且不同方法下自噬的反应状态也会很大程度
上影响疾病的疗效 [４] ꎮ 作者旨在从 ＡＲ 信号通路与
细胞自噬的角度总结二者在前列腺癌中的相关性ꎬ
以期为广大学者提供治疗前列腺癌新的见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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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 信号通路与前列腺癌

前列腺是雄激素依赖性器官ꎬ雄激素通过与 ＡＲ

结合调控细胞生长ꎮ ＡＲ 在正常前列腺细胞和前列腺
癌细胞中广泛存在ꎬ它是雄激素依赖性核转录因子ꎬ
是类固醇核受体超家族的成员

[５]

ꎮ ＡＲ 作为重要的

细胞调控因子ꎬ可以通过调节多种基因的表达进而
影响细胞的生长和增殖ꎮ 研究表明

[６]

ꎬ雄激素与 ＡＲ

的相互作用密切影响着前列腺癌的发生和演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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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 信号通路与 ＣＲＰＣ 的关系

激素依赖性前

列腺癌经过一段时间内分泌治疗后逐渐发展为激素

非依赖ꎬ直至最终进展为 ＣＲＰＣꎬ这个时期的雄激素
虽然达到去势水平ꎬ但疾病仍然会出现进展
究显示

[８]

[７]

ꎮ 研

ꎬ当疾病转变为去势抵抗时ꎬ低水平的雄

激素对 ＡＲ 的敏感性反而增加ꎬ ＡＲ 信号通路的激

活ꎬＡＲ 下游信号通路在去势水平下依然保持活性ꎬ
使得癌细胞对内分泌治疗产生了抗药性ꎮ 随着研究
的不断深入ꎬ有关 ＡＲ 信号通路作为前列腺癌治疗
的重要切入点引起广泛的关注ꎮ

目前被大家所接受的 ＣＲＰＣ 患者耐药机制是低

雄激素水平下 ＡＲ 信号传导通路的重新激活ꎮ ＡＲ

信号通路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活化ꎬ主要为以下几
个方面:①ＡＲ 的扩增和过表达:ＡＲ 表达上调进而
低水平的雄激素可以与之充分结合ꎬＡＲ 信号通路
被激 活 [９] ꎮ Ｔａｙｌｏｒ 等 [１０] 的 研 究 发 现 一 半 以 上 的
ＣＲＰＣ 患者会出现 ＡＲ 的过表达ꎮ ② ＡＲ 相关基因
突变:经过一段时间的雄激素剥夺治疗ꎬＡＲ 相关基
因出现转录异常ꎬ使得抗雄激素的药物错误的发挥

ＡＲ 激动剂的作用ꎬ下游信号通路被激活ꎮ ③ＡＲ 共

调节因子的活性改变:细胞内共激活因子异常表达ꎬ
增强了同 ＡＲ 蛋白的相互作用ꎬ使 ＡＲ 对雄激素的
需求浓度下降ꎬ进而加强了 ＡＲ 信号传导通路的活
化ꎮ ④ＡＲ 的配体非依赖性活化:现已被证实的相

关信号通路有 ＰＩ３Ｋ / ＡＫＴ 通路、ＭＡＰＫ 通路等ꎬ这些

通路的激活可同时影响 ＡＲ 的配体非依赖性激活ꎬ
进而提高了前列腺癌细胞对低浓度雄激素的耐受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Ｖｏｌ.８ Ｎｏ.２ꎬ Ａｐｒ ２０１９

制与雄激素竞争性结合 ＡＲ 的配体结构域ꎬ抑制 ＡＲ

信号通路 [１２] ꎮ 但由于比卡鲁胺与 ＡＲ 配体结构域
的亲和力较低ꎬ因此第二代雄激素拮抗剂恩杂鲁胺
已经由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并应用
于临床ꎮ 恩杂鲁胺不仅与 ＡＲ 配体结构域有较强的
亲和力ꎬ还可以抑制 ＡＲ 与 ＤＮＡ 的结合能力及 ＡＲ

的核转位ꎬ发挥阻止 ＡＲ 信号传导的作用ꎬ进而抑制
前列腺癌细胞增殖 [１３] ꎮ 阿比特龙是美国食品和药
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第一种用于 ＣＲＰＣ 的雄激素阻
断药物ꎬ其作用机制是能够抑制雄激素合成过程中
依赖的细胞色素酶 ＣＹＰ１７ 的活性ꎬ不仅可以从根本
上切断前列腺组织雄激素的生成ꎬ同时对肾上腺、睾
丸的雄激素也能发挥去雄的作用 [１４] ꎮ 目前进入临
床试验的还有 ＴＡＫ￣７０ꎬ属于新型的非甾体 ＡＲ 信号
通路抑制剂ꎬ能够选择性的抑制雄激素合成过程中
的细胞色素酶 ＣＹＰ１７Ａ１ 的表达 [１５] ꎮ 上述内分泌药
物在临床上疗效显著ꎬ然而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ꎬ患
者逐渐产生抗药性ꎬ疾病出现进展ꎬ患者未能获得持
久的受益时间 [１６] ꎮ
２

２ １

自噬与前列腺癌
自噬

细胞自噬广泛存在于真核细胞内ꎬ是一

种通过清除损伤细胞器、致病病原体等来保证细胞
营养物质的利用、维持细胞内稳态的代谢途径ꎮ 自

噬的发生涉及多个通路的相关激酶ꎬ如 ｍＴＯＲ、ＡＭＰＫ、
ＰＩ３Ｋｓ、ＭＡＰＫｓ( ＥＲＫ 和 ＪＮＫ) 及 ＰＫＣ 等ꎬ具体的作

用通路随外界刺激及作用对象的不同而有所不同ꎮ
ｍＴＯＲ 激酶是自噬的重要抑制子ꎬ作为细胞中物质
和能量的 感 受 器 能 够 调 节 细 胞 的 增 殖、 生 长 和 分
化 [１７] ꎮ 目前研究显示ꎬｍＴＯＲ 相关信号通路作为自
噬的负调控途径ꎬ发挥抑制细胞自噬的作用ꎬ在自噬
的发生中扮演着“ 门卫” 的角色ꎮ ｍＴＯＲ 通路是上游
自噬相关激酶作用通路的下游必经通路ꎬ其他激酶
作用通路大多要通过 ｍＴＯＲ 通路对自噬起作用 [１５] ꎮ

近年来自噬作为研究的热点ꎬ学者发现了其在

性ꎮ ⑤糖皮质激素受体和孕激素受体的过表达:正

肿瘤的发生、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１８] ꎮ 此外ꎬ令人

一旦发生ꎬ前列腺癌细胞中的孕激素受体出现异常

不同:正常细胞内的自噬过程可抑制肿瘤的发生ꎬ然

常前列腺组织中孕激素受体水平低下ꎬ而去势抵抗

高表达ꎻ而糖皮质激素受体则具有许多与 ＡＲ 重叠
的下游基因ꎬ因此糖皮质激素受体的高表达可能成
为新型内分泌药物出现抗药性的原因之一 [１１] ꎮ

１ ２

ＡＲ 信号通路在前列腺癌治疗中的应用

ＡＲ

信号通路的再激活导致了去势抵抗的发生ꎮ 基于

惊讶的是ꎬ自噬对正常及不同肿瘤细胞所起的作用
而自噬却可以保证肿瘤细胞的能量供应ꎬ加速肿瘤
细胞的生长、增殖 [１９] ꎮ 强刺激诱导的过度自噬可以

促进细胞损伤甚至发生程序性细胞死亡ꎮ 基于此ꎬ
如何因时调控自噬来发挥抗肿瘤的作用已经成为治
疗肿瘤的重要切入点ꎮ

此ꎬ以雄激素 / 雄激素受体( Ａ￣ＡＲ) 信号轴为作用靶

２ ２

在临床上应用广泛ꎬ属于第一代抗雄药物ꎬ其作用机

重要角色ꎮ Ｋｕｎｇ 等 [２０] 认为自噬对于肿瘤细胞存在

点的新型内分泌药物在临床上应运而生ꎮ 比卡鲁胺

自噬在前列腺癌治疗中的应用

既往大量研

究发现自噬在前列腺癌的发生、发展中同样扮演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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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效应ꎬ但 Ｄａｌｂｙ 等 [２１] 发现自噬在前列腺癌细胞

并且这种自噬有利于前列腺癌细胞存活ꎻＪｉａｎｇ 等[２７]

ＣＲＰＣ 的发生发展呈明显的相关性ꎬ可能是前列腺

物产生应答ꎬ不依赖雄激素激活的 ＡＲ 信号通路同

中表现出促肿瘤的作用ꎮ 许多研究表明自噬变化与

研究表明由于点突变导致 ＡＲ 对雄激素以外的刺激

癌细胞激素依赖性改变的原因之一ꎮ

样可以抑制细胞自噬ꎬ这进一步证明 ＡＲ 负调控细

研究表明ꎬ前列腺癌细胞可以通过相关自噬信
号通路诱导自噬ꎬ使得癌细胞可以在接受内分泌治
疗、放化疗等的不利条件下依然存活下来ꎮ 而当通
过 ＲＮＡ 干扰技术沉默 ＡＭＰＫ 信号通路后ꎬ细胞自
噬受到抑制ꎬ前列腺癌细胞发生凋亡ꎮ 潘虹洁 [２２] 发
现黄芩素可通过抑制 ＰＩ３Ｋ / ＡＫＴ / ｍＴＯＲ 信号通路及
其下游通路( ＮＦ￣κＢ、ＧＳＫ￣３β) 的活性ꎬ诱导前列腺
细胞自噬水平的上调ꎮ Ｂｉｔｔｉｎｇ 和 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

[２３]

证明

了去除雄激素后前列腺癌细胞中自噬过程明显增
加ꎬ可有效避免细胞凋亡ꎬ维持肿瘤细胞生长ꎬ是一
种保护性自噬ꎮ Ｎｇｕｙｅｎ 等

[２４]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恩

胞自噬ꎮ Ｆａｒｒｏｗ 等[２９] 阐明了 ＡＲ 通路和 ＰＩ３Ｋ / ＡＫＴ /

ＰＴＥＮ 之间的相互反馈调节ꎬＰＩ３Ｋ 和 ｍＴＯＲ 的抑制将

增加 ＡＲ 蛋白水平ꎬ而 ＡＲ 的抑制会促进 ＰＩ３Ｋ 活性ꎮ
Ｂｅｎｎｅｔｔ 等 [３０] 在 ＬＮＣａＰ 细胞系中发现ꎬ二氢睾酮激
活 ＡＲ 信号通路后ꎬ能够通过调控内质网分子伴侣
葡萄糖调节蛋白 ７８ / ＢｉＰ 显著抑制自噬ꎮ 这些研究
表明ꎬ抑制 Ａ￣ＡＲ 轴可激活细胞自噬ꎬ而且是一种保

护性自噬ꎬ影响前列腺癌细胞 ＡＲ 靶向治疗的反应ꎮ
这也为临床上 ＣＲＰＣ 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方向ꎮ

３ ２

阻断 ＡＲ 信号通路联合自噬抑制靶向治疗前

列腺癌

考虑 Ａ￣ＡＲ 是前列腺癌治疗中有价值的靶

杂鲁胺可以在体外的前列腺癌模型中诱导自噬ꎬ在

点ꎬ但它们的治疗益处却因自噬的增强而受到限制ꎮ

ＣＲＰＣ 的发展ꎮ 以上研究说明了自噬的发生利于激

作用促进前列腺癌细胞死亡ꎮ 联合用药作为治疗前

进行 ＡＤＴ 治疗时ꎬ细胞自噬活性明显上调ꎬ且促进
素非依赖性前列腺癌细胞的生存ꎬ促进疾病进展ꎮ

近年来ꎬ有研究支持 ＡＲ 阻断剂和自噬抑制剂协同
列腺癌可行性措施ꎬ其主要思路是通过内分泌药物

基于以上研究ꎬ阻断自噬配合内分泌治疗在临

与自噬抑制剂联合来抑制自噬过程ꎬ从而提高对内

床上将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ꎮ 通过抑制细胞自噬

分泌药物的敏感性ꎮ 目前ꎬ许多临床试验已经用于

引起的细胞存活ꎬ增强自噬性细胞死亡来提高药物

探讨联合用药对前列腺癌自噬水平的影响ꎮ 研究者

疗效适用于所有肿瘤的治疗ꎮ 所以ꎬ可以通过靶向
调控自噬过程ꎬ进而提高前列腺癌的治疗效果ꎮ 既

发现用比卡鲁胺处理 ＬＮＣａＰ 细胞后ꎬ自噬通量明显
上调ꎬ且联合使用自噬抑制剂三甲基腺嘌呤是单独

往研究成果及雄激素剥夺引起的自噬调控过程印证

应用比卡鲁胺处理细 胞 细 胞 死 亡 率 的 １ ５ 倍 [３１] ꎮ

因此ꎬ抑制自噬将成为前列腺癌治疗的新思路ꎮ

甲双呱作用于 ＬＮＣａＰ 细胞后ꎬ细胞集落形成率明显

了抑制细胞自噬对前列腺癌的潜在治疗作用 [２５] ꎮ
３

３ １

降低ꎬ加大比卡鲁胺和二甲双胍的剂量后ꎬＰＣ３ 细胞

ＡＲ 信号通路与自噬的相关性

ＡＲ 负调控细胞自噬及其机制

Ｃｏｌｑｕｈｏｕｎ 等 [３２] 联合应用比卡鲁胺和自噬抑制剂二

自噬是细胞

对外界不良刺激作出抵抗的一种应激反应ꎬ目前研

系也出现了一样的结果ꎮ Ｎｇｕｙｅｎ 等 [２４] 发现用自噬
抑制剂二甲双呱或氯丙咪嗪可明显提高 ＣＲＰＣ 细胞
对恩杂鲁胺的敏感性ꎮ 总之ꎬＡＲ 信号通路在自噬

究证实在前列腺癌发生、发展过程中ꎬＡ￣ＡＲ 在自噬

的调节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但非必需的作用ꎬ仍然需

活动中扮演关键角色ꎮ 有研究发现恩杂鲁胺作用于

要更多的研究来深入了解二者在前列腺癌发生及演

ＣＲＰＣ 细胞ꎬ阻断 ＡＲ 信号通路后ꎬ可通过 ＡＭＰＫ 信
号通路的激活而抑制 ｍＴＯＲꎬ进而激活自噬ꎬ且自噬

进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机制ꎮ

被抑制后能够增强细胞对恩杂鲁胺的敏感性 [２４] ꎮ

４

前列腺癌细胞的自噬活动增强 [２６] ꎮ 在 ＡＲ 阴性细

角色的 ＡＲ 信号通路与细胞自噬活动紧密相关ꎬ自

ꎮ 上述研究均能得出阻断 ＡＲ 信号通路可以

个重要过程ꎬ我们不难发现 ＡＲ 负调控与自噬的关

另一项研究揭示了比卡鲁胺抑制 Ａ￣ＡＲ 信号轴能使
胞系中外源性导入功能性 ＡＲ 可以显著抑制细胞自
噬

[２７]

激活细胞自噬的结论ꎬ提示 ＡＲ 可以负向调控自噬
活动ꎮ

但目前 ＡＲ 负调控细胞自噬的分子机制尚不清

晰ꎮ 郭建全

[２８]

在研究中发现ꎬ雷公藤红素可以通过降

解 ＡＲ 蛋白抑制 ＡＲ 信号通路的途径ꎬ诱导前列腺癌

细胞发生自噬ꎬ揭示了 ＡＲ 负调控细胞自噬的机制ꎬ

展望
综上所述ꎬ在前列腺发生、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

噬是阻断前列腺癌细胞 ＡＲ 信号通路后被激活的一
系ꎬ二者的交互作用对前列腺癌细胞的药物敏感性
及治疗效果有着重要的影响ꎮ 随着自噬与 ＡＲ 信号
通路相互作用的不断揭示ꎬ未来可以采用自噬抑制
剂联合雄激素剥夺来增加细胞死亡的敏感性以抵消
前列腺癌的生长ꎬ这必定是一种非常有价值、有前景
的新型治疗方法ꎮ 不过现有的技术手段带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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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尚不成熟ꎬ特异性的自噬调控物仍需要进一步
探索来深入揭示靶向阻断 ＡＲ 信号通路的机制ꎬ以
期指导 ＣＲＰＣ 的治疗ꎮ 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在研究
前列腺癌的发病机制、解决 ＣＲＰＣ 的耐药方面上将
有一个实质性的飞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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