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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OR和自噬在海马神经发生中调控作用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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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成年海马神经发生的减少与多种神经精神疾病有关，越来越多的动物研究显示自噬具有

调控神经发生的作用。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TOR）参与调节许多病理生理过程，如衰老、肿

瘤、糖尿病、肥胖、心血管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等。本文就 mTOR 和自噬在海马神经发生中调控

作用的研究现状及未来方向作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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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发生是指由神经干细胞（NSC）及其衍生的

祖细胞（NPCs）生殖分化形成新神经元的过程［1］。神

经发生不仅在中枢神经系统（CNS）的胚胎和围产期

发育中起关键作用，成年哺乳动物大脑特定区域的

神经发生仍然活跃。自噬是一种介导细胞成分降解

和再循环的进化保守的分解代谢机制。这个复杂的

过程受 mTOR 依赖性和非依赖性通路的调节。mTOR

即雷帕霉素的作用靶点，它参与调节核糖体生成、

mRNA 翻译、营养代谢及自噬，并且与突触可塑性、

成体神经发生、学习记忆等大脑功能密切相关［2］。

明确 mTOR 和自噬的作用，对于我们预防中枢神经

系统疾病及制定相关诊疗措施有重要的意义。本文

就 mTOR 在海马神经发生中的调控作用作一综述。

一　mTOR
mTOR 是一个 289  kD 的丝氨酸 / 苏氨酸蛋白

激酶，参与细胞生长和增殖的调控，多项研究表

明 mTOR 参与了多种大脑功能，包括神经发育的

关键过程，特别是树突和轴突的发育、神经元分化

及胶质细胞的分化。它目前主要存在两种多蛋白复

合体：mTORC1 和 mTORC2。mTORC1 由 RAPTOR、

PRAS40、mLST8 及 DEPTOR 组成，对雷帕霉素敏感，

并受上游组件胰岛素、生长因子（如 IGF-1）、LKB1/ 

AMPK、PI3K/Akt、GSK-3β，IKKβ、MAPK 及 p53
的调节激活［3］。

mTORC1 具有翻译 mRNA、抑制自噬、刺激核

糖体合成、激活线粒体新陈代谢或脂肪合成等的一

系列下游生理学作用。典型的 mTORC1 通路由磷酸

肌醇激酶 3 和蛋白激酶 B（PKB）诱导的络氨酸激酶

激活开始，包含磷酸化作用以及结节性硬化复合物 1
（TSC1）和马铃薯球蛋白（TSC2）对 mTOR 的抑制作

用。TSC1/TSC2 复合体可作用于一种小分子鸟甘三

磷酸酶 Rheb 的 GTP 激酶激活蛋白（GAP），增加的

GTP-Rheb 对 mTORC1 有刺激作用。另外细胞的能量

水平（即氨基酸浓度）也需要 Rheb 对 mTORC1 的激

活作用，尽管这个信号不是通过 TSC 来传递的。在

能量不足的情况下，AMP/ATP 比例上升，AMP 活化

蛋白激酶（AMPK）被激活并使 TSC2 磷酸化，刺激

其 GAP 活性，从而抑制 Rheb 及 mTORC1，最终促进

自噬发生。mTORC2 由 RICTOR、PRR5、DEPTOR、

mLST8 和 mSIN1 组成，对雷帕霉素相对不敏感，但

是长时间的雷帕霉素处理仍可抑制 mTORC2。它可

以通过 SGK1 磷酸化作调控离子运输。mTORC2 对

Akt 有重要的活化作用。Akt 本身也具有多种细胞效

应与调节功能，包括新陈代谢、细胞生存和增殖等。

除 Akt 外，mTORC2 通过某种涉及了蛋白激酶 Cα

（PKCα）及 Rho 的未知机制对肌动蛋白细胞骨架也

有调控作用。在神经系统肿瘤如胶质母细胞瘤方面

已有许多关于 mTORC2 的研究，因为其在神经系统

肿瘤的细胞病理学改变中有重要作用［4］。

二　神经发生

海马对于记忆的形成是必不可少的，许多研

究表明成年神经发生持续发生在头侧脑室的室下区

（SVZ）和海马齿状回的颗粒下区（DG），可受环境

因素和内源性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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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TOR 与早期神经发育

包括杜克洛病（LDD）、TSC、神经纤维瘤病 1 型

（NF1）等在内的一系列神经系统疾病中存在的神经

发育障碍及临床证据提示 mTOR 在细胞分化和生长

控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遗传性神经发育障碍

和癌症综合征是由编码 mTOR 信号通路负调控因子

的基因突变引起的。Akt-mTOR 参与了树突的发育，

该信号通路是精神分裂症突变基因 1 调控的成年小

鼠海马新生神经元的形态及树突状发育的作用靶点。

胰岛素受体（IR）可通过激活 PI3K-Akt-mTOR 信号

通路调控大鼠海马神经元树突脊的形成和兴奋性突

触的发育［6］。mTOR 在 TSC 中的持续表达使得包括

大脑在内的多种器官向良性增生的方向发育。mTOR

抑制剂的应用可改善癫痫、自闭症及学习障碍等神

经系统症状［5］。雷帕霉素处理有抑制早期神经元分

化基因表达的作用，同时也会破坏细胞周期和细胞

分化进程、破坏神经上皮组织。mTOR 可用来检验神

经分化的进程，在海马齿状回的中枢神经细胞的产

生及分化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Raman 等的研究

发现，发育早期的雷帕霉素处理会造成海马齿状回

神经祖细胞数量减少及发育障碍［7］。Rheb 作用下的

MTORC1 活性减退及 RAPTOR 的急剧减少会使得脑

室下区的新生神经干细胞停止分化并中止神经元的

产生。真核翻译起始因子 4E- 结合蛋白 1（4E-BP1）
可通过抑制 mTORC1 的过度激活发挥类似的减少

神经干细胞分化的作用。相反的，mTORC1 激活的

S6K1/S6K2 只调控神经干细胞的大小而不会影响其

分化，提示 4E-BPs 和 S6K1/S6K2 在神经干细胞中有

着不同的功能［8］。这些结果表明 mTORC1 和 4E-BP1
在帽依赖的神经干细胞中的翻译起始和终止中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Fu 等选择性敲除 CKO 小

鼠 GABA 能中间神经元祖细胞中的 TSC1 基因，发现

这一处理措施会影响细胞生长并且降低存活率，在

这些小鼠中，皮质和海马区的 GABA 能中间神经元

增大且其中的 mTORC1 信号更强，带有 mTORC1 信

号的异位细胞群提示受损的中间神经元发生了迁

移，增强的 mTORC1 信号可能对中枢神经系统的发

育产生负面影响，所以包括 TSC1 在内的一系列调

节蛋白对调控 mTORC1 的活性起着重要的作用。当

胚胎 E13.5 和 E16.5 时期的皮质细胞接受转化生子因

子 b（TGFb）和胰岛素生长因子 1（IGF1）的处理时，

IGF1 会优先激活 E13.5 起源的细胞中的 PI3K/AKT

及 mTORC1/mTORC2 通路，并导致细胞增殖及神经

元分化。在 E16.5 细胞中，TGFb 并不直接激活 Akt-

mTOR 通路，但是其需要活化的 PI3K-mTORC2 信号

来调节皮质神经元细胞的分化［9］。

这些研究表明，mTOR 在神经祖细胞的发育过

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参与调控了中枢神经系

统中包括海马在内的不同区域的神经元增殖和分化。

2　自噬与神经发生

自噬在维持细胞稳态及新陈代谢上有持续的基

础水平的活性，它参与了细胞发育、分化、免疫和

衰老等多种细胞过程。自噬可被不同的刺激所诱导，

它在应激条件下或营养匮乏时起关键作用，并能保

证蛋白质的质量控制水平和细胞器的周转。自噬在

神经系统发育的重要作用已在胚胎发育中的自噬泡

的结构分析及不同 Atg 基因突变小鼠的子代中得到

了证明。有研究观察到，参与自噬小体形成最初阶

段的两种自噬前体蛋白 Ambra1 和 Beclin1，在成人

SVZ 区中的神经干细胞和神经祖细胞都有表达。此

外，自噬标记物 LC3-II 在侧脑室壁和迁徙神经母细

胞中也有表达。结合体内及体外研究，自噬在 SVZ

区的调节作用有两种不同的过程：一方面自噬可维持

干细胞池，另一方面可通过增强神经前体细胞的存

活来控制未成熟神经元。最近，在海马神经发生中

也发现了自噬的作用。已有研究表明，自噬在成年

海马 DG 区祖细胞及其子代的细胞分裂中存在活性，

而 Atg5 的缺失不仅会减少自噬潮，更会使成年大脑

中新生神经元存活减少并且延缓神经元成熟［10］。自

噬可能在成人神经发生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在研

究各种神经精神疾病疗法的发展中应考虑自噬方面

的问题。

自噬的调控通路及溶酶体功能，在预防许多人

类疾病如神经退行性疾病、进展期肿瘤、代谢性疾

病和炎症性疾病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由于神经

元是不分裂的细胞，因此在一定的时间内，毒性蛋

白质的积累往往会超过细胞降解系统的识别和清除

能力，这就是蛋白质聚集体被认为是大多数神经退

行性疾病特征的原因。而自噬的上调将有助于清除

这些细胞内的毒性蛋白聚集体［11］。Pan 等的研究发

现，海马区细胞的自噬激活可通过减少 CA1 和 CA3
区神经元死亡及抑制海马区小胶质细胞的炎症反应

等作用减轻吗啡引起的记忆障碍［12］。Spilman 等的研

究发现，雷帕霉素处理后的 AD 模型小鼠中 Aβ42 水

平的下降与认知功能的改善可能与高水平 Aβ 蛋白

诱导的海马区自噬有关，并且这种由 Aβ聚集激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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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噬可能随年龄增长而减退，可能是在衰老过程中，

mTOR 信号通路使 DAF 家族成员 FOXO 失活所致［13］。

Zhang 等的研究表明，再灌注过程中适度的内质网应

激可通过加强线粒体自噬作用保护脑缺血损伤，受

EIF2S1-ATF4 信号通路控制的 PARK2 的表达可能与

线粒体自噬有关［14］。七氟醚作为吸入麻醉药物，目

前已被广泛应用于孕妇手术麻醉中。七氟醚可抑制

突触后膜乙酰胆碱传递，进而抑制突触可塑性，导

致学习认知功能障碍。卫晓丰等将孕期大鼠接受七

氟醚麻醉及自噬抑制剂 wortmannin 处理，发现孕早

期七氟醚麻醉造成子代大鼠海马神经元凋亡增强，

然而在后天学习记忆过程中，生理性自噬也随之增

加，对抗凋亡使子代大鼠并未表现出学习认知障碍，

但在使用自噬抑制剂 wortmannin 打破上述平衡后，

子代大鼠将表现为学习认知能力障碍［15］。

三　展望

自噬在神经系统病变、造血系统、肿瘤、感染

等疾病中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应用前景，其可通过多

种途径调控神经发生。尽管近年来就自噬损伤可能

是许多疾病发病原因的实验室研究证据越来越多，

但关于 mTOR 和自噬在中枢神经发育中作用的研究

尚不充足，如何将 mTOR 及自噬的信号通路应用于

神经退行性疾病的临床诊疗中也尚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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