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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噬在非小细胞肺癌治疗中的研究进展
董庭君ꎬ温居一
[ 摘要] 非小细胞肺癌( ｎｏｎ￣ｓｍａｌｌ￣ｃｅｌｌ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ꎬＮＳＣＬＣ) 占所有肺癌的 ８５％ꎬ是全球癌症相关死亡的主

要原因ꎬ目前的治疗方法主要包括手术治疗、放疗、化疗、生物治疗等ꎮ 然而化疗的缓解率不高且不良反应明
显ꎬ靶向治疗只对特定人群有效ꎬ且容易出现耐药问题ꎬ因此ꎬ需要开发新的、更有效的 ＮＳＣＬＣ 治疗方法ꎮ 细
胞自噬在 ＮＳＣＬＣ 的病理生理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ꎬ作者通过分析自噬在肿瘤中发挥的双刃剑作用ꎬ对自噬相
关基因进行研究ꎬ综述自噬在铂类耐药、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耐药及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
联合应用中起到的重要作用ꎬ分析自噬在 ＮＳＣＬＣ 治疗的应用前景ꎬ为 ＮＳＣＬＣ 的新疗法的发展提供一些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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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Ｎｏｎ￣ｓｍａｌｌ￣ｃｅｌｌ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 ＮＳＣＬＣ)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８５％ ｏｆ ａｌｌ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ｓꎬ ａｎｄ ｉｓ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ｃａｎｃｅ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ｄｅａｔｈ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ｔｈｅ ｒ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ｉｓ
ｎｏｔ ｈｉｇ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ｄ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ｒｅ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ｉｓ ｏｎｌｙ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ｉｔ ｉｓ ｅａｓｙ ｔｏ ａｐｐｅａｒ 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ꎬ ｓｏ ｎｅｗ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ＮＳＣＬＣ ｎｅｅｄ ｔｏ ｂ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 ｐｌａｙ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ｔｈｏ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ＮＳＣＬＣ. Ｈｅｒｅꎬ ｗ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 ａｓ ｔｈｅ ｄｏｕｂｌｅ￣ｅｄｇｅｄ ｓｗｏｒｄ ｉｎ ｔｈｅ ｔｕｍｏｒꎬ 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ｇｅｎｅｓꎬ ａｎｄ ｒｅｖｉｅｗｅ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ｏｆ 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 ｉｎ ｐｌａｔｉｎｕｍ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ꎬ ｅｐｉｄｅｒｍ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ｔｙｒｏｓｉｎｅ ｋｉｎａｓ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ｉｍｍｕｎｅ ｃｈｅｃｋ￣
ｐｏｉｎｔ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ꎬ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 ｉｎ ＮＳＣＬＣꎬ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ｆｅｗ ｉｎ￣
ｓｉｇｈｔ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ｅｗ ＮＳＣＬＣ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ｓ.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ꎻ Ｎｏｎ￣ｓｍａｌｌ￣ｃｅｌｌ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 ＮＳＣＬＣ) ꎻ 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ｇｅｎｅｓ
肺癌是我国乃至全世界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

一ꎬ其中非小细胞肺癌 ( ｎｏｎ￣ｓｍａｌｌ￣ｃｅｌｌ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ꎬ
ＮＳＣＬＣ) 占所有肺癌的 ８５％ꎬ是全球癌症相关死亡
的主要原因

[１]

ꎮ 自噬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ꎬ它与肿

瘤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ꎬ并在肿瘤治疗中起着双刃

剑的作用ꎮ 作者就自噬在 ＮＳＣＬＣ 中的发生、发展与
治疗中的作用进行综述ꎮ
１

自噬与肿瘤

溶酶体囊泡融合ꎬ导致分离底物降解和再循环 [３] ꎮ
自噬的一个关键功能是分解蛋白质等大分子ꎬ提供
氨基酸和其他产生能量和合成新蛋白质所必需的因
素ꎮ 自噬可以捕获大量物质ꎬ这种能力将自噬与蛋
白酶体降解区别开来ꎬ使自噬成为各种环境中维持
细胞内稳态的必要条件ꎮ 在自噬体内发现的许多底
物是威胁细胞生存能力的底物ꎬ如受损的细胞器、蛋
白质聚集物和细胞内病原体 [４] ꎮ
在正常细胞中ꎬ自噬功能可以维持细胞稳态ꎮ

自噬是将细胞溶质和( 或) 其特定内容物递送

在饥饿或破坏性压力下ꎬ自噬被显著诱导ꎬ利用细胞

至溶酶体以进行降解的细胞内分解代谢过程ꎬ它对

内组分的再循环以维持细胞代谢功能ꎮ 自噬减少细

真核生物中细胞内物质周转、响应和适应环境的变

胞应激时出现的受损蛋白质和有毒细胞器的积累中

ꎮ 在这个过程中ꎬ自噬将细胞溶质物

起重要作用ꎮ 这些细胞内碎片的积累会导致细胞死

[ 作者单位] ５１０２８０ 广东 广州ꎬ南方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董
庭君) ꎻ１０００４８ 北京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肿瘤诊疗
中心( 温居一)

而在癌症的背景下ꎬ这是一把双刃剑 [６] ꎮ 一方
面ꎬ自噬使肿瘤细胞能够耐受包括缺氧微环境、饥饿

化至关重要

[２]

质包裹在双层膜结构的自噬体中ꎬ随后自噬体和内

亡、组织损伤和促进肿瘤的慢性炎症 [５] ꎮ 因此ꎬ自
噬可以促进生存并减轻损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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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某些形式的治疗在内的压力ꎮ 即使在长时间的压
力下ꎬ自噬也能延长生存期ꎬ产生休眠的肿瘤细胞ꎬ
当条件更有利时ꎬ这些细胞有能力恢复生长ꎮ 这种
由自噬导致的应激存活、休眠和再生过程可能是成
功治疗癌症的主要障碍ꎮ 另一方面ꎬ自噬在减少应
激损伤、限制肿瘤基因组织损伤发生中起重要作用ꎮ
通过清除受损的蛋白质和细胞器ꎬ或者通过细胞内
循环维持能量平衡ꎬ自噬最终可以防止导致肿瘤发
生的基因组损伤ꎮ 减少损伤还可以通过限制慢性细
胞死亡 和 导 致 肿 瘤 发 生 的 炎 症 来 抑 制 肿 瘤 的 发
生

[７]

ꎮ 因此ꎬ自噬调节是一种有前景的癌症治疗和

预防的新方法ꎬ但应用明显依赖于背景ꎮ 确定何时
以及如何调节癌症中的自噬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挑
战ꎬ这将对寻找癌症的根除方法提供新见解
２

[８]

ꎮ

酵母的遗传研究发现了自噬相关基因( ａｕｔｏｐｈ￣

ａｇ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ｇｅｎｅꎬＡＴＧ) ꎬ并揭示了自噬过程的分
子信号通路的细节

ꎮ 自噬途径可分为几个不同

的阶段:起始、成核、成熟、融合和降解

[１０]

ꎮ

自噬是生物体内一个高度保守的过程ꎬ依赖于

一系列自噬相关蛋白的功能ꎮ ＵＬＫ１ 激酶、ＦＩＰ２００、

ＡＴＧ１３、ＡＴＧ１０１ 组成的 ＵＬＫ 复合物启动自噬[１１] ꎬ这
个过程受 ｍＴＯＲＣ１、ＡＭＰＫ 等多种因素调节ꎮ Ｖｐｓ３４

复合物由 Ｖｐｓ３４ 以及 Ｂｅｃｌｉｎ￣１、Ｖｐｓ１５ 和 ＡＴＧ１４Ｌ 组成ꎬ
主要负责自噬膜的成核ꎮ ＡＴＧ５￣ＡＴＧ１２ 共轭系统及
ＡＴＧ８ / ＬＣ３ 系统一起调节自噬膜的延伸和闭合

[１２]

ꎬ

ＡＴＧ３、ＡＴＧ４、ＡＴＧ７、ＡＴＧ１６Ｌ１ 等多种自噬相关蛋白
参与到这个过程中ꎮ 自噬体膜形成后ꎬ自噬囊泡被

转运至溶酶体以进行降解ꎬ氨基酸、脂肪酸等降解底
物被重定向至细胞质ꎬ以便在各种代谢过程中进一
步重复使用

[１３]

ꎮ

号通路的支持ꎮ 因此ꎬ在自噬过程中ꎬ任何一个环节
出现问题ꎬ都会导致自噬的缺失ꎬ继而对肿瘤的发
生、发展或者治疗、预后产生影响ꎮ
对自噬相关蛋白的研究主要通过对关键蛋白进

行ꎮ Ｗｅｎ 等[１４] 通过研究 ３９３ 名接受了放射治疗的北

美 ＮＳＣＬＣ 患者ꎬ对 ４ 个 ＡＴＧｓ(ＡＴＧ２Ｂ、ＡＴＧ１０、ＡＴＧ１２、
ＡＴＧ１６Ｌ２) 中的 ９ 个潜在功能单核苷酸多态性进行
基因分型ꎬ发现 ＡＴＧ１６Ｌ２ ｒｓ１０８９８８８０ ＣＣ 变异基因
型患者的无局部复发生存率、无局部区域进展生存

率和总生存率较好ꎬ但重度风险发生更高ꎬ表明该位
点的多态性同时参与了抗肿瘤治疗和肺部炎症的过
程ꎬ此外ꎬＬｉ 等

噬的程度影响了肿瘤的发生、发展及预后ꎮ
３

３ １

自噬在肺癌相关治疗中的研究进展
自噬在铂类耐药中的作用

目前ꎬ含有 ＥＧＦＲ

突变、ＡＬＫ 或 ＲＯＳ１ 融合的患者可以进行分子靶向
治疗 [１６] ꎬ由于大多数患者缺乏这些分子改变ꎬ仍然
依靠以铂类为基础的全身化疗 [１７] ꎮ 然而ꎬ使用一段
时间后ꎬ铂类的抵抗、耐药性问题也愈加突出ꎬ原发
性及继发性耐药限制其临床疗效ꎮ 目前认为ꎬ铂类
的耐药与自噬相关 [１８] ꎮ Ｃｉｒｃｕ 等 [１９] 用自噬抑制剂
氯喹处理 Ａ５４９ｃｉｓＲ( 顺铂抗性) 细胞ꎬ可以诱导溶酶
体膜透化ꎬ通过组织蛋白酶介导的部分 ｃａｓｐａｓｅ 独立
机制增强顺铂对这些细胞的治疗活性ꎮ ｓｉＲＮＡ 沉默
性ꎮ 因此ꎬ在 ＮＳＣＬＣ 中ꎬ溶酶体膜透化激活和自噬
抑制是对抗获得性顺铂抵抗的有效治疗方式ꎮ

３ ２

自噬在 ＥＧＦＲ￣ＴＫＩｓ 治疗和耐药中的作用

表

皮生 长 因 子 受 体 酪 氨 酸 激 酶 抑 制 剂 ( ｅｐｉｄｅｒｍ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ｔｙｒｏｓｉｎｅ ｋｉｎａｓ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ꎬＥＧＦＲ￣
ＴＫＩｓ) 药物是目前治疗 ＮＳＣＬＣ 的重要手段ꎬ然而ꎬ随
着治疗的进行ꎬ绝大多数患者都会出现明显的耐药

现象 [２０] ꎮ 耐 药 性 出 现 的 一 个 重 要 因 素 是 ＥＧＦＲ￣
ＴＫＩｓ 药物的使用诱发了保护性自噬 [２１] ꎬＰＩ３Ｋ￣ＡＫＴ￣
ｍＴＯＲＣ１ 通路、Ｐ５３￣ＡＭＰＫ￣ｍＴＯＲＣ１￣ＵＬＫ１ 通路、ＥＧＦＲ￣

Ｒｕｂｉｃｏｎ￣Ｂｅｃｌｉｎ １ 通路、ＲＡＳ / ＲＡＦ / ＭＥＫ / ＥＲＫ１ / ２ 通路
等都参与其中ꎮ Ｚｏｕ 等[２２] 发现厄洛替尼可以在表达
野生型 ＥＧＦＲ 耐药的 ＮＳＣＬＣ 中诱导自噬ꎬ并且诱导

程度比在 ＥＧＦＲ 敏感细胞中更高ꎬ表明自噬是细胞保
护性的ꎮ 当厄洛替尼和自噬抑制剂氯喹或羟氯喹共

同使用时肿瘤生长的抑制效果会得到明显加强ꎬ进一
步分析发现肿瘤细胞中凋亡水平明显增强ꎮ 因此ꎬ

自噬的形成过程非常复杂ꎬ需要众多蛋白及信

[１５]

降低 ＮＳＣＬＣ 患者脑转移的风险ꎮ 这些研究表明自

ＡＴＧ５ 后也显著增强顺铂对 Ａ５４９ｃｉｓＲ 细胞的细胞毒

自噬相关基因在肺癌中的作用

[９]

 ２５５

通过研究 ３２３ 名 ＮＳＣＬＣ 患者血液

样本中的 ＤＮＡꎬ发现 ＡＴＧ１６Ｌ１ 的 Ｔｈｒ３００Ａｌａ 变体可

ＥＧＦＲ￣ＴＫＩｓ 药物与自噬抑制剂的联合应用可能是一

种新的临床策略ꎬ可以增强 ＥＧＦＲ 靶向 ＮＳＣＬＣ 的疗效ꎮ
Ｏｓｉｍｅｒｔｉｎｉｂ( ＯＳＩ) ꎬ也称为 ＡＺＤ９２９１ꎬ是一种第 ３

代 ＥＧＦＲ￣ＴＫＩｓꎬ用于治疗患有 ＥＧＦＲＴ７９０Ｍ 突变的

ＮＳＣＬＣ 患者[２３] ꎮ Ｔａｎｇ 等[２４] 发现 ＯＳＩ 增加了细胞质空
泡的积累ꎬ诱导癌细胞中 ＬＣ３￣ＩＩ 和 ＧＦＰ￣ＬＣ３ 斑点的

表达ꎬ诱导了 ＮＳＣＬＣ 细胞的自噬通量ꎮ 此外ꎬＯＳＩ 诱
导了 ＮＳＣＬＣ ＮＣＩ￣Ｈ１９７５ 细胞中 Ｈ ２ Ｏ ２ 的产生ꎬ活性

氧( 如超氧化物、ＮＯ、Ｈ ２ Ｏ ２ 等) 的产生对于 ＯＳＩ 诱导
的自噬、细胞活力下降和 ＮＳＣＬＣ 细胞凋亡至关重要ꎮ

３ ３

自噬与免疫疗法的关系

近年来ꎬ癌症免疫疗

法备受关注ꎬ并且在许多癌症患者中有很好的疗效ꎮ
ＰＤ￣Ｌ１ 抗体 与 Ｔ 细 胞 的 ＰＤ￣１ 受 体 结 合 可 以 阻 断

ＰＤ￣１ 对 Ｔ 细胞的抑制作用ꎬ从而杀伤肿瘤细胞 [２５] ꎮ

 ２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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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ꎬ帕博利珠单抗已被推荐为 ＮＳＣＬＣ 一线治疗ꎬ

和迁移ꎮ 进一步研究发现ꎬＴＲＩＭ５９ 在 ＮＳＣＬＣ 的自

ꎮ ＰＤ１ 受体及其配体 ＰＤ￣Ｌ１ 可能与癌细

ＮＦ￣κＢ 途径的激活减少了 ＢＥＣＮ１ 的转录ꎮ 另一方

纳武利尤单抗及阿特珠单抗被推荐为 ＮＳＣＬＣ 的二
线治疗

[２６]

胞中的自噬发生串扰ꎮ Ｃｌａｒｋ 等

[２７]

证明ꎬ在小鼠黑

色素瘤和人卵巢癌中ꎬ肿瘤细胞内源性 ＰＤ￣Ｌ１ 上调
ｍＴＯＲ 复合物 １ 信号传导以抑制自噬并使肿瘤细胞
对自噬抑制剂敏感ꎮ Ｗａｎｇ 等

[２８]

发现药物抑制剂或

小干扰 ＲＮＡ 抑制自噬可以增加培养的胃癌细胞和
异种移植物中 ＰＤ￣Ｌ１ 的水平ꎮ ＩＦＮ￣γ 也促进 ＰＤ￣Ｌ１

基因转录ꎬ其作用通过自噬抑制而增强ꎮ 结果表明

噬调节中发挥重要作用ꎮ 一方面ꎬＴＲＩＭ５９ 通过阻断
面ꎬＴＲＩＭ５９ 调节 ＴＲＡＦ６ 诱导的 Ｋ６３ 相关的 ＢＥＣＮ１

泛素化ꎬ 从而影响 ＢＥＣＮ１￣ＰＩＫ３Ｃ３ 复合物 的 形 成ꎮ
研究进一步证明ꎬＴＲＩＭ５９ 可介导 ＴＲＡＦ６ 的 Ｋ４８ 连
接泛素化并促进 ＴＲＡＦ６ 的蛋白酶体降解ꎮ ＴＲＩＭ５９

通过影响 ＢＥＣＮ１ 的转录和泛素化ꎬ在自噬调节中的
新的双重作用 [３４] ꎮ

Ｃａｉ 等 [３５] 发 现ꎬ 在 ＮＳＣＬＣ 中ꎬ 酪 蛋 白 激 酶 １α

自噬抑制通过 ＮＦ￣κＢ 信号传导上调 ＰＤ￣Ｌ１ 蛋白的

( ｃａｓｅｉｎ ｋｉｎａｓｅ １ ａｌｐｈａꎬＣＫ１α) 通过作为自噬诱导剂

达ꎮ 由此我们可以推测ꎬ自噬抑制与 ＰＤ￣Ｌ１ 抗体联

ＰＴＥＮ / ＡＫＴ / ＦＯＸＯ３ａ / Ａｔｇ７ 轴ꎮ 具 体 来 说ꎬ ＣＫ１α 结

水平ꎬ而 ＩＦＮ￣γ 通过 ＳＴＡＴ１ 信号传导诱导 ＰＤ￣Ｌ１ 表
合使用是一组富有吸引力的组合ꎬ特别是对于具有
高水平自噬的肿瘤ꎬ同时也能运用到肺癌的治疗当
中ꎬ当然这需要进一步的基础及临床研究支持ꎮ

３ ４

自噬在 ＮＳＣＬＣ 治疗中的新的应用

重组人精

氨酸酶 ( 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 ｈｕｍａｎ ａｒｇｉｎａｓｅꎬｒｈＡｒｇ) 是一种
能够消耗精氨酸的酶ꎬ精氨酸耗竭疗法已被证明是
治疗各种癌症的有效治疗方法

[２９]

ꎮ Ｓｈｅｎ 等

[３０]

发现

ｒｈＡｒｇ 可以在 ＮＳＣＬＣ 细胞中诱导显著的细胞毒性和
半胱 天 冬 酶 依 赖 性 细 胞 凋 亡ꎬ 同 时ꎬ Ａｋｔ / ｍＴＯＲ 和
Ｅｒｋ 途径的 ２ 种信号通路和 ＲＯＳ 参与 Ｈ１９７５ 细胞
中 ｒｈＡｒｇ 触发自噬的过程中ꎬ在 ｒｈＡｒｇ 处理的 ＮＳＣＬＣ

细胞时ꎬ自噬起细胞保护作用ꎮ 异种移植实验表明ꎬ
与自噬抑制剂的组合增强了 ｒｈＡｒｇ 在体内的抗肿瘤
功效ꎮ 因此ꎬ单独剥夺精氨酸或与阻断自噬相结合
可能是 ＮＳＣＬＣ 的一种新颖且有前景的治疗方法ꎮ

ＣＤ４７ꎬ又称整合素蛋白ꎬ是一种抗吞噬细胞分

子ꎬ同时也是信号调节蛋白￣α( ｓｉｇｎ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ｐｒｏ￣

ｔｅｉｎ ａｌｐｈａꎬＳＩＲＰα) 的配体ꎮ 可以抵御宿主对肿瘤细
胞的免疫监视 [３１] ꎮ Ｚｈａｎｇ 等 [３２] 构建了 ＳＩＲＰαＤ１￣Ｆｃ

融合蛋白ꎬ靶向 ＣＤ４７ꎬ可以引发有效的巨噬细胞介

导的吞噬作用和对 ＮＳＣＬＣ 细胞的细胞毒性ꎮ 在此
过程中ꎬＳＩＲＰαＤ１￣Ｆｃ 可下调 Ａｋｔ / ｍＴＯＲ 信号传导和
蛋白质合成ꎬ触发自噬发挥细胞保护作用ꎮ 同时靶
向 ＣＤ４７ 和自噬可以显著增加 巨 噬 细 胞 介 导 的 对
ＮＳＣＬＣ 细胞的吞噬作用和细胞毒性ꎬ并且在 ＮＳＣＬＣ

异种移植模型中显示出增强的抗肿瘤作用ꎮ 因此ꎬ
ＳＩＲＰαＤ１￣Ｆｃ 和自噬抑制具有协同抗肿瘤作用ꎬ可以
在体外 和 体 内 引 起 增 强 的 抑 制 或 甚 至 完 全 消 除
ＮＳＣＬＣꎬ有望成为 ＮＳＣＬＣ 的治疗策略ꎮ

ＢＥＣＮ１￣ＰＩＫ３Ｃ３￣ＰＩＫ３Ｒ４ 复 合 物 可 以 触 发 自 噬

来抑制肿瘤生长ꎬ从而激活自噬调节ꎬ抑制肿瘤的
合 ＰＴＥＮ 的 Ｃ 末端尾部并通过竞争性拮抗 ＮＥＤＤ４￣
１ 诱导的 ＰＴＥＮ 多泛素化和消除 ＰＴＥＮ 磷酸化来增
强 ＰＴＥＮ 稳定性和活性ꎬ从而抑制 ＡＫＴ 活性并激活
ＦＯＸＯ３ａ 诱导 的 Ａｔｇ７ 转 录ꎮ 值 得 注 意 的 是ꎬ 阻 断
ＣＫ１α 诱导的 Ａｔｇ７ 依赖性自噬与致癌的 ＨＲａｓ Ｖ１２ 协
同启动肺上皮细胞的肿瘤发生ꎮ 在异种移植的肿瘤
模型和人 ＮＳＣＬＣ 样本中证实了 ＣＫ１α 调节的自噬
程序 与 ＣＫ１α / ＰＴＥＮ / ＦＯＸＯ３ａ / Ａｔｇ７ 轴 的 抗 肿 瘤 活
性的关联ꎮ 这表明自噬对 ＮＳＣＬＣ 起杀伤作用ꎬ提供
了 ＮＳＣＬＣ 治疗新的方向ꎮ

通过研究自噬在肺癌治疗中的作用机制ꎬ有望

发现新的治疗靶点ꎬ为研发新型靶向抗肿瘤药物提
供新线索ꎮ 然而ꎬ自噬是如何促进或抑制 ＮＳＣＬＣ 的
发生、发展机制非常复杂ꎬ目前还有很多未知的领域
需要去发现、研究ꎮ 在什么情况下尽可能地发挥自
噬的抗癌作用ꎬ同时减少对正常细胞的影响ꎬ仍是亟
待解决的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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