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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葡萄糖代谢稳态对维持动物健康水平至关重要。磷脂酰肌醇 3- 激酶 (phosphoinositide 3-kinase, 
PI3K) 是受体酪氨酸激酶 (receptor tyrosine kinase, RTK) 和 G 蛋白偶联受体 (G protein-coupled receptor, GPCR)
共同调控的下游效应因子。它能够磷酸化磷脂酰肌醇 (phosphatidylinositol, PI) 上肌醇环的 D3 羟基，生成第

二信使磷脂酰肌醇 -3,4,5- 三磷酸 (PI-3,4,5-P3, PIP3)。PIP3 的生成可以促使蛋白激酶 B(protein kinase B, 
AKT/PKB) 在细胞膜处募集并诱导其变构激活，活化的 AKT 可以通过调节下游靶标的活性来调控机体的葡

萄糖代谢过程和其他生物学功能。鉴于 PI3K/AKT信号通路在动物机体葡萄糖代谢以及人类 2型糖尿病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T2DM) 等疾病中的重要调控作用，该文就 PI3K/AKT 信号通路及相关重要调控因子的生

物学功能与分子机制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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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f PI3K/AKT pathway in animal glucose metabo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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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lucose metabolism homeostasis is essential for animal health. Phosphoinositide 3-kinase (PI3K) is a 
downstream regulator. It can phosphorylate phosphatidylinositol (PI) to produce the second messenger 
phosphatidylinositol-3,4,5-triphosphate (PI-3,4,5-P3, PIP3). The PIP3 can then promote protein kinase B (AKT/
PKB) recruitment at the cell membrane and  activate its functions. Activated AKT can regulate the glucose 
metabolism and other biological functions of the body by regulating the activity of many downstream targets. 
Because of the important regulatory roles of PI3K/AKT signaling pathway in glucose metabolism in animals, we 
reviewed the biological functions and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PI3K/AKT signaling pathway and its related 
important regulatory factors.
Key words: PI3K; AKT; glucose metabolism; T2DM

葡萄糖代谢是维持动物机体能量稳态的重要生

理过程，对动物的生长发育具有重要调节作用。它

主要分为糖原合成和糖异生两个过程。当机体进食

时，血糖水平上升，葡萄糖转运蛋白 2 (glucose tran- 
sporter-2, GLUT2) 将葡萄糖转运至胰岛 β 细胞内并

诱导其分泌胰岛素，胰岛素通过 PI3K/AKT 途径促

进肌肉和肝脏中的糖原合成，并抑制肝脏和脂肪中

的糖异生作用，使葡萄糖以糖原和脂肪的形式储存

在肌肉、肝脏和脂肪中，从而维持机体相对恒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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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糖水平。相反，在禁食期间，血糖水平较低，胰

岛素分泌减少而胰高血糖素分泌增多，导致胰岛素

/PI3K/AKT 信号对糖异生和脂肪分解的抑制作用

降低；另一方面，胰岛 α 细胞分泌的胰高血糖素可

以通过环腺苷酸 (cyclic adenosine monophosphate, 
cAMP) 途径促进肝脏的糖异生，从而维持机体的能

量稳态 [1]。

人类葡萄糖代谢失调会导致患 T2DM 和肥胖

的风险增加。肥胖和 T2DM 是影响多个器官的复杂

代谢疾病，T2DM 患者和部分肥胖患者的特征在于

长期高血糖症，而且肥胖和 T2DM 会引起一系列并

发症，例如肥胖会引起高血压、高血脂和 T2DM 等。

T2DM 会引起中风、心血管疾病和肾脏疾病，这些

疾病也是导致现代人类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2]。此

外，研究发现，PI3K/AKT 信号通路中关键基因的

突变与奶牛的生长性能相关 [3]。鉴于 PI3K/AKT 信

号通路在治疗代谢疾病和提高动物生长性能中的重

要作用，本文介绍了 PI3K/AKT 信号通路相关蛋白

的结构和功能，其在葡萄糖代谢中的作用机理，以

及胰岛素 /PI3K/AKT 信号通路对 T2DM 和肥胖等

病症的分子作用机制，并总结了该通路中关键基因

在不同物种中的单核苷酸多态性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SNPs)，及其与代谢性状的相关性。

1　PI3K/AKT信号通路概述

1.1　PI3K/AKT信号通路的激活

胰岛素主要作用于肌肉、肝脏和脂肪组织，它

通过与胰岛素受体 (insulin receptor, IR) 结合来激活

PI3K/AKT 信号通路，从而调控葡萄糖和脂肪代谢

过程 [2]。IR 是异四聚体蛋白，由两个胞外的 α 亚基

和两个胞内的 β 亚基组成，胞内外的亚基通过二硫

键连接。胰岛素与 IR 胞外的 α 亚基结合使得 IR 二

聚化，进而诱导 β 亚基与 ATP 结合，这导致了 β 亚基

的酪氨酸残基的自磷酸化，从而激活了 IR[4]。激活

的 IR 能够募集底物并将其磷酸化，其中 IRS (insulin 
receptor substrate) 是最重要的底物之一。IRS 通过

其 N 末端的同源域 (pleckstrin homology domain, PH)
和磷酸酪氨酸结合域 (phosphotyrosine binding, PTB)
被募集到激活的 IR 上，随后被 IR 的酪氨酸残基磷

酸化并形成 Src 同源结构域 2 (Src homology 2, SH2)
结合位点 [4]。磷酸化的 IRS 能够与 p85 调节亚基的

SH2 域结合，这种结合既减轻了 p85 对 p110 的抑

制作用，又将 PI3K 招募到细胞膜上，从而导致

p110 催化亚基变构激活 [5-6]。此外，IR 磷酸化后的

酪氨酸残基也能直接与 p85 调节亚基的 SH2 域相互

作用，从而募集并激活 PI3K[5]。PI3K 激活会磷酸

化磷脂酰肌醇 -4,5- 二磷酸 (PI-4,5-P2, PIP2) 以生成

第二信使 PIP3，PIP3 通过其脂质头基与 AKT 的

PH 域相互作用，导致 AKT 构象改变并在细胞膜处

募集，而构象的改变暴露了 AKT 磷酸化的位点，使

磷酸肌醇依赖性激酶 1 (phosphoinositide-dependent 
kinase 1, PDK1) 和雷帕霉素靶蛋白复合物 2 (mam-
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 complex 2, mTORC2) 能够

磷酸化 AKT 的苏氨酸残基 308 位点 (Thr308) 和丝

氨酸残基 473(Ser473) 位点，进而完全激活 AKT[2]

( 图 1)。
早期的研究表明，PIP3 仅存在于细胞膜，因

此认为细胞膜是 PIP3 依赖性 AKT 激活的唯一位点，

被激活的 AKT 被释放到细胞内或直接在细胞膜上

磷酸化其底物 [4-5] ；然而，2015 年研究发现，PIP3
也存在于核膜和早期核内体中，并且在这些内膜

上，AKT 也能被激活 [7]。此外，位于内膜的磷脂酰

肌醇 -3,4- 二磷酸 (PI-3,4-P2, PIP2) 也能够激活 AKT。
虽然 AKT 能够被 PIP3/PIP2 磷酸化并呈活性构象，

但只要脱离 PIP3/PIP2 就会导致其去磷酸化和失

活 [8]。因此，在细胞内检测到的磷酸化的 AKT 可

能是在内膜上被激活的，并且这种激活方式可能是

调控 AKT 底物特异性或影响 PI3K 信号通路持续时

间的重要机制 [8]。然而，在内膜上 PIP3 和 PIP2 激

活 AKT 的作用是否存在特异性仍未知。

除了 PI3K 依赖性 AKT 的激活以外，AKT 还

可以被非 PI3K 途径激活。然而，目前尚未确定在

没有有效 PI3K 信号转导的情况下是否会发生功能

性 AKT 激活，并且这种激活机制缺乏确切的 PH
域释放和磷酸化位点暴露的证据 [8]。

1.2　PI3K/AKT信号通路对下游靶标因子的调控

激活的 AKT 通过磷酸化 AKT160 ku 的底物

(AKT substrate of 160 ku, AS160) 来增加葡萄糖转运，

AS160 是一种 GTP 酶激活蛋白 (GTPase-activating 
protein, GAP)，能够调节 3T3-L1 脂肪细胞和 L6 成

肌细胞中的 GLUT4 迁移 [9]。在静止细胞中，AS160
通过其 GAP 域的活性使 GLUT4 保留在 3T3-L1 细

胞的囊泡内。当胰岛素刺激时，AS160 的 Thr642
被 AKT 迅速磷酸化，并从 GLUT4 囊泡解离，导致

GLUT4 的胞吐速率加快并抑制其内吞速率，从而

增强 GLUT4 在细胞膜的积聚以及葡萄糖转运 [9]。

不同的是，在胎儿中，主要通过非胰岛素依赖性

GLUT1 的活性来维持脂肪细胞摄取葡萄糖 [10]，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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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机制尚不清楚。此外，AKT 还通过磷脂酰肌

醇 -4-磷酸 5激酶 (phosphatidylinositol-4-phosphate 5- 
kinase, PIP5K) 来调控葡萄糖转运。PIP5K 能够磷酸

化磷脂酰肌醇 -4- 磷酸 (PI-4-P, PIP) 并生成 PI-4,5- 
P2，而 PI-4,5-P2 水平的升高会导致 GLUT4 内吞作

用受到抑制，从而促进葡萄糖转运 [11]。葡萄糖进入

细胞后，激活的 PI3K/AKT 信号会诱导葡萄糖激酶

(glucose kinase, GK) 表达升高，该酶通过将葡萄糖

转化为葡萄糖 6 磷酸 (glucose-6-phosphate, G6P) 来
完成葡萄糖利用的第一步 [12]。然后，AKT通过调控 6-
磷酸果糖激酶 -2/ 果糖 -2,6- 二磷酸酶 3 (6-phospho-
fructo-2-kinase/fructose-2,6-bisphosphatase-3, PFKFB3)
的表达来增强糖酵解，并通过激活固醇调节元件结

合转录因子 1c (sterol regulatory element-binding tran- 
scription factor 1c, SREBP1c) 促进脂肪生成 [13-14] ；

另一方面，AKT通过磷酸化叉头框蛋白O1 (forkhead 
box protein O1, FoxO1) 和糖原合成激酶 3 (glycogen 

synthase kinase 3, GSK3) 来抑制糖异生并促进糖原

合成，从而调控机体的能量稳态 [15-16]( 图 1)。

2　PI3K/AKT信号通路的关键调控因子

2.1　PI3K蛋白家族

PI3K 是一种独特而保守的脂质激酶家族成员，

存在于真核生物中，它能够磷酸化 PI 上肌醇环的

D3 羟基，生成第二信使，使得细胞质基质中的信

号蛋白被招募到细胞膜上，从而激活一系列的信号

通路 [17]。这些信号通路调控多种功能，包括葡萄糖

和脂质代谢、蛋白质合成、细胞存活、细胞增殖、

细胞周期和细胞迁移等。根据 PI3K 的结构和底物

特异性，它被划分为三种亚型：Ⅰ类 PI3K、Ⅱ类

PI3K 和Ⅲ类 PI3K[18]。

2.1.1　Ⅰ类PI3K的蛋白结构与功能 
Ⅰ类 PI3K 是由 50~100 ku 的 p85 调节亚基和

110~120 ku 的 p110 催化亚基组成的异二聚体，具

IR：胰岛素受体；IRS：胰岛素受体底物；PI3K：磷脂酰肌醇3激酶；PIP2：磷脂酰肌醇二磷酸；PIP3：磷脂酰肌醇三磷酸；

PDK1：磷酸肌醇依赖性激酶1；mTORC2：雷帕霉素靶蛋白复合物2；AKT/PKB：蛋白激酶B；PIP5K：磷脂酰肌醇-4-磷酸5
激酶；AS160：AKT160 ku的底物；PFKFB3：6-磷酸果糖激酶-2/果糖-2,6-二磷酸酶3；GSK3：糖原合成激酶3；GS：糖原合

成酶；FoxO：叉头框蛋白O；PEPCK：磷酸烯醇丙酮酸羧激酶；G6Pase：葡萄糖-6-磷酸酶；TSC1-TSC2：结节硬化复合物1-
结节硬化复合物2；Rheb：富集在大脑中的Ras同源物；mTORC1：雷帕霉素靶蛋白复合物1；SREBP1：固醇调节元件结合蛋

白1；PPARγ：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γ。
图1　胰岛素/PI3K/AKT通路参与调节葡萄糖和脂质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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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丰富的生物学功能，包括调控细胞代谢、细胞增

殖、细胞生长 [17]。它通过与 RTK 或 GPCR 的 Gβγ
复合物相互作用而被直接激活。此外，RTK 和 GPCR
还可以通过激活 Ras 来间接激活Ⅰ类 PI3K[19]。激

活的Ⅰ类 PI3K 通过磷酸化特异性底物来介导细胞

信号转导：在体外，Ⅰ类 PI3K 能够磷酸化 PI、PI-
4-P 和 PI-4,5-P2 ；在体内，Ⅰ类 PI3K 主要磷酸化

PI-4,5-P2 来生成 PI-3,4,5-P3[18, 20] ( 图 2)。根据Ⅰ类

PI3K 的分子结构和结合受体的差异，它可以被分为

ⅠA 类 PI3K ( 包括 PI3Kα、PI3Kβ 和 PI3Kδ) 和ⅠB 类

PI3K (PI3Kγ)[20]。

ⅠA 类 PI3K 由 p85 调节亚基和 p110 催化亚基

组成。p85 调控亚基是许多受体酪氨酸激酶磷酸化

的蛋白底物，介导 PI3K 的结合、激活和定位 [20]。

它含有三种亚型，包括 p85α、p85β 和 p55γ，分别

由 PIK3R1 基因、PIK3R2 基因和 PIK3R3 基因编码。

此外，p85α 基因的剪切变异体还可以编码两个较小

的蛋白 p50α 和 p55α[18]。p85 的所有亚型都含有两

个 SH2 域和一个卷曲螺旋的 iSH2 (interSH2) 域，位

于两个 SH2 中间，其中 SH2 与 IRS 中酪氨酸磷酸

化的 pYMXM 和 pYXXM 基序相互作用，iSH2 负责

调控 p85 结合到 p110[6]。不同的是，p85α 和 p85β
还含有一个 N 端的 Src 同源结构域 3 (Src homology 
3, SH3)，参与 PI3K 活性的调控，以及两个富含脯

氨酸的区域 (proline-rich region, P) 和断裂点簇集域

(breakpoint cluster region homology, BH) ( 图 3)。p85
通过这些蛋白相互作用域能够同时与多个信号分子

相互作用，且允许多个通路的整合来调控 PI3K 的

活性 [21]。在体内，p85 以三种形式存在：它优先与

p110 结合形成异二聚体 ；其次，p85α 可以与未磷

酸化的磷酸酶和张力蛋白同源物 (phosphatase and 
tensin homolog, PTEN) 直接结合形成复合物并增强

其活性；剩下的 p85 则以单体的形式存在 [22]。

由于 p85 存在形式的多样化，p85 在胰岛素介

导的葡萄糖代谢中显示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作用。一

方面，p85 通过增加 p110α 的半衰期和热稳定性来

加强 PI3K 的活性 [23] ；另一方面，单体 p85 或 p85-
PTEN 复合物通过限制 p110α 的活性对 PI3K 信号

通路进行负反馈调节 [24]。单体 p85 负调控 PI3K 信

号通路有三种机制：第一，单体 p85 和 p85-p110 异

二聚体竞争结合酪氨酸磷酸化的 IRS1 来抑制 PIP3
的生成；第二，通过改变 PI3K 信号复合物的亚细胞

图3　磷脂酰肌醇3激酶家族成员结构特征 

INPP4B：Ⅱ型肌醇聚磷酸盐-4-磷酸酶；PTEN：磷酸酶和

张力蛋白同源物；SHIP1/2：包含SH2结构域的肌醇5磷酸酶

1/2。
图2　磷脂酰肌醇3激酶家族成员的磷酸化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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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第三，p85 通过 Jun 氨基端激酶 (Jun N-terminal 
kinase, JNK)介导的负反馈环来负调控PI3K活性 [25]。

因此，可以推断出 p85 的缺失可能会改善胰岛素敏

感性。选择性敲除 p85α 基因的小鼠，其 p110α 催

化亚基表达减少，出现严重的低血糖症且胰岛素敏

感性显著增强，从而增强了 PI3K 信号转导 [26]。在

小鼠中，p55α 和 p50α 基因敲除也能够增强胰岛素

敏感性，但其在不同组织中对 PI3K/AKT 信号元件

的作用并不同：肌肉中 p50α/p55α 的缺失会导致胰

岛素刺激 IRS1和磷酸酪氨酸相关的PI3K水平降低，

但 IRS2 相关的 PI3K 和 AKT 激活水平升高；在脂

肪细胞中，胰岛素刺激的 PI3K 和 AKT 的水平均未

改变，但改变了葡萄糖代谢途径，从而增加葡萄糖

的摄取 [27]。然而，2018 年 Martins 等 [28] 发现小鼠

骨骼肌中过表达的 p55α 不会影响骨骼肌的胰岛素

作用，因此 p85α 和 / 或 p50α 可能是骨骼肌胰岛素

信号更重要的调控因子。在 p85α-p55α-p50α 全敲除

的小鼠中，其胰岛素敏感性得到改善，但 β 细胞发

育受损，甚至出现死亡 [26]。与敲除 p85α 相比，敲

除 p85β 小鼠能够存活并且很少患有严重的代谢和

免疫疾病。此外，缺失 p85β 的小鼠肌肉组织中的

AKT 活性显著增强，但在肝脏中没有改变，这可能

与肌肉中 p85β和 p85α的比率高于肝脏中的有关 [29]。

这些结果表明，p85 能够负调控胰岛素信号。然而，

对于 p85 的负调控作用仍存在争议。大部分学者认

为，在哺乳动物的一些细胞类型中，p85 的摩尔质

量超过了 p110，游离的单体 p85 作为胰岛素和类胰

岛素生长因子 1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1, IGF-1)
受体下游 PI3K 信号通路的负调控因子 [23]。Geering
等 [30] 认为，在哺乳动物细胞系和组织中，p85 和

p110 亚基可能等量存在，所有的 p85 和 p110 亚基

都结合在一起，并不存在游离的 p85 或 p110，这些

结果否定了单体 p85 在 PI3K 信号转导中的作用。

事实上，在 p85 基因敲除的小鼠实验中，胰岛素敏

感性确实得到改善。但这种有益作用是否源于单体

p85 对 p110α 抑制作用的丧失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p110 催化亚基是招募 PIP2 并生成 PIP3 的场

所，介导 PI3K 下游信号的激活。它含有三种亚型，

p110α、p110β 和 p110δ， 分 别 由 PIK3CA 基 因、

PIK3CB 基因和 PIK3CD 基因编码 [18]。P110 各亚型

的结构相同，包括一个 N 端的 p85 结合域，也称为

衔接子结合域 (adapter binding domain, ABD)，负责

与 p85 调节亚基相互作用，一个能够与小 GTP 酶

相互作用的 Ras 结合域 (Ras-binding domain, RBD)，

一个 C2 域，一个负责调控 p110α 活性的磷脂酰肌

醇激酶同源域 (phosphatidylinositol kinase homology, 
PIK)，以及一个C端的催化域 (catalytic domain)[5] (图
3)。p110α和p110β都是胰岛素信号的关键作用因子，

在哺乳动物体内广泛表达；而 p110δ 是淋巴细胞中

重要的信号分子，主要在免疫细胞中表达 [31]。研究

发现，p110α 特异性抑制剂的短期抑制导致葡萄糖

和胰岛素耐受性受损，而 p110β、p110γ 和 p110δ 的

抑制剂对葡萄糖代谢的影响较小 [32]。有趣的是，

p110α 的长期抑制可能不会对机体代谢产生负面影

响，并能够防止与年龄相关的胰岛素敏感性、葡萄

糖耐量的降低和脂肪积累，使机体维持在更好的葡

萄糖稳态状态 [33]。

Chattopadhyay 等 [34] 利用基因敲除等技术手段

进一步揭示了 p110 催化亚基在调节葡萄糖和脂质

代谢中的作用机制及其组织相关性。在特异性敲除

肝脏 p110α 的小鼠中，肝脏的甘油三酯水平和 AKT
活性显著降低，导致胰岛素敏感性和葡萄糖稳态受

损；而 p110β 的缺失对肝脏脂肪的积聚和 AKT 的

磷酸化没有显著影响，这表明促进肝脂肪变性的关

键因子是 p110α，而不是 p110β[34]。p110α 的这种作

用可能部分是通过激活非典型蛋白激酶 C (protein 
kinase C, PKC)，上调脂肪生成并增加脂肪酸的摄取

等途径来实现的 [34]。肌肉中 p110α 的缺失会导致肌

肉胰岛素信号转导受损，但小鼠拥有正常的葡萄糖

耐受性和胰岛素敏感性 [35] ；而肌肉中 p110β 的缺失

会损害老龄小鼠的葡萄糖耐受性，这说明肌肉中

p110α 的缺失不足以损害全身的葡萄糖耐受性，而

p110β 在胰岛素信号转导中的作用可能与年龄有

关 [36]。此外，在小鼠的下丘脑腹内侧核的类固醇生

成因子 1 (steroidogenic factor-1, SF-1) 神经元中敲除

p110β 会破坏葡萄糖代谢，导致胰岛素抵抗和棕色

脂肪向白色脂肪转化，进而增加饮食诱导肥胖的易

感性 [37]。上述结果暗示，在葡萄糖和脂质代谢中，

p110α 可能起主导作用，并且在不同的胰岛素靶组

织中，p110α 和 p110β 可能具有不同的功能。

ⅠB 类 PI3K (PI3Kγ) 主要在白细胞中表达，对

白细胞的趋化、肥大细胞脱粒和内皮细胞活化起主

要作用，是调节白细胞功能的关键因子之一 [38]。它

存在两种不同的异二聚体：一种由 p110γ 催化亚基

和 p101 调节亚基组成；另一种由 p110γ 催化亚基

和 p84( 也称为 p87) 调节亚基组成。PIK3CG 基因、

PIK3R5 基因和 PIK3R6 基因分别负责编码 p110γ 催

化亚基、p101 调节亚基和 p84 调节亚基 [20]。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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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10γ 催化亚基包括一个催化域、一个 C2 域、一

个 PIK 和 RBD 域；p101 调节亚基的 N 端有一个

p110γ 结合域，C 端有一个 Gβγ 结合域，它们对于

PI3Kγ 的激活起着重要作用 ( 图 3)[18]。不同于ⅠA 类

PI3K，PI3Kγ 只能被 GPCR 激活，并且 p101-p110γ
和 p84-p110γ 异二聚体响应 GPCR 刺激的敏感性和

激活程度存在差异 [19]。研究发现，p101-p110γ 异二

聚体对 Gβγ 亚基的敏感性比 p84-p110γ 高约 4 倍，

并且与 p101-p110γ 相比，p84-p110γ 显示出显著降

低的 Gβγ 介导的磷脂募集 [39]。此外，二者的稳定

性也有差异，其中 p101-p110γ 异二聚体在机体内稳

定存在，而 p87 和 p110γ 的二聚化是可逆的 [40]。因

此，p101-p110γ 异二聚体结构被认为对 GPCR 激活

PI3Kγ 至关重要 [40]。

PI3Kγ 是炎症信号转导的脂质激酶分子，它通

过免疫系统影响胰岛素信号转导。在肥胖诱导的炎

症状态下，趋化因子和趋化肽通过与 GPCR 结合来

激活 PI3Kγ，PI3Kγ 随之促进巨噬细胞向脂肪和肝

脏组织中渗透 [41]。巨噬细胞通过半乳糖凝集素 3 
(galectin-3, Gal-3) 与胰岛素受体结合并抑制其下游

的信号，导致动物机体出现胰岛素抵抗，从而加重

肥胖的发展 [42]。研究表明，无论是饮食诱导的肥胖

还是遗传性肥胖，PI3Kγ 缺失的小鼠都会减少巨噬

细胞在脂肪和肝脏组织中的渗透，从而改善全身胰

岛素敏感性、非酒精性脂肪肝和代谢炎症 [38]。此外，

在饮食诱导的肥胖中，非造血细胞中 PI3Kγ 的活性

会促进动物能量摄取，从而增加脂肪沉积，而造血

细胞内的 PI3Kγ 只有在患病理性肥胖时才会发挥作

用 [41, 43]。上述结果表明，PI3Kγ 具有促肥胖和 T2DM
的作用。截然相反的是，Nürnberg 和 Beer-Hammer[40]

及 MacDonald 等 [44] 发现 PI3Kγ 能够限制皮质肌动

蛋白屏障对胰岛素胞吐的抑制作用，从而促进胰岛

素分泌，这与 PI3Kγ 的促肥胖和 T2DM 作用相互矛

盾。鉴于目前对 p84 和 p101 的功能知之甚少，无法

排除这种截然相反的作用是否与 PI3Kγ 两个不同的

调节亚基有关。

2.1.2　Ⅱ类PI3K的蛋白结构与功能 
Ⅱ类 PI3K 只含一个类似 p110 的催化亚基，其

相对分子质量为 170~210 ku[19]。Ⅱ类 PI3K 能够被

RTK 和 GPCR 激活，在体外，它能优先生成磷脂酰

肌醇 -3- 磷酸 (PI-3-P, PIP)，也可以生成 PI-3,4-P2。
此外，当磷脂酰丝氨酸被用作载体时，Ⅱ类 PI3K
可以磷酸化 PI-4,5-P2。在体内，Ⅱ类 PI3K 可能生成

PI-3-P、PI-3,4-P2 和 PI-3,4,5-P3 ( 图 2)。基于生成

的第二信使不同，Ⅱ类 PI3K 在细胞迁移、细胞增

殖和细胞存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0]。

Ⅱ类 PI3K 可以被划分为三类：包括 PI3KC2α、
PI3KC2β 和 PI3KC2γ，它们分别由 PIK3C2A 基因、

PIK3C2B 基因和 PIK3C2G 基因编码。其中 PI3KC2α
和 PI3KC2β 在体内广泛表达，而 PI3KC2γ 则主要

在肝、胰腺实质以及乳腺、前列腺和小肠中表达 [45]。

Ⅱ类 PI3K 所有的亚型都具有独特的 C 末端延伸，

该末端上含有一个 C2 域和一个 phox 同源域 (phox-
homology, PX)，其中 C2 域参与蛋白质和脂质囊泡

的 Ca2+ 依赖性结合，PX 域能够优先结合 PI-4,5-P2。
除此之外，还包括一个 N 端的 RBD 和 C2 域，以及

一个 PIK。特别地是，PI3KC2α 和 PI3KC2β 的 N 端

都具有一个网格蛋白结合域 (clathrin binding domain, 
CB)，能够与网格蛋白结合，并参与定位，这表

明Ⅱ类 PI3K 可能具有调节膜转运和受体内化的功

能 [20, 45]( 图 3)。
以前普遍认为，AKT 的激活归因于ⅠA 类 PI3K

所生成的 PIP3，而且 PIP3 可能是参与胰岛素激活

AKT 的唯一信号因子。然而，2019 年的研究显示，

Ⅱ类 PI3K 通过生成 PI-3,4-P2 也可以选择性激活

AKT，从而参与胰岛素介导的葡萄糖代谢过程 [45]。

在胰岛素的刺激下，PI3KC2α 可以通过激活 AKT1
来调节胰岛素分泌和葡萄糖转运，其胞内浓度的降

低则会导致葡萄糖诱导的胰岛素分泌减少，并抑制

GLUT4 向质膜的转运，从而影响机体的葡萄糖稳

态 [46-47]。此外，研究发现，PI3KC2γ 是细胞囊泡中

选择性长期激活 AKT2 的主要脂质激酶，并对糖原

合成途径具有关键作用。在缺乏 PI3KC2γ 信号转导

分支的情况下，小鼠的肝脏无法积累糖原，并导致

甘油三酯合成通路的增强，最后诱发与年龄或饮食

相关的胰岛素抵抗和肥胖 [48]。不同于 PI3KC2α 和

PI3KC2γ，PI3KC2β 对胰岛素的信号转导表现出负

调控作用。在体内，PI3KC2β 失活会增加胰岛素刺

激的 AKT 信号转导，表现出增强的胰岛素敏感性

和葡萄糖耐受性，特别是在胰岛素靶组织中 [45]。

PI3KC2β 对胰岛素作用的负调控可能与其在胰岛素

信号通路中的核内体运输功能相关。因为在胰岛素

刺激下，PI3KC2β 定位于早期核内体，它能够在此

处生成 PI-3-P，并通过 PI-3-P 募集衔接蛋白 (adaptor 
protein, phospho-tyrosine interacting with PH domain 
and leucine zipper 1, APPL1)。PI-3-P 控制早期的 APPL1
阳性核内体转化为成熟的早期核内体抗原 1 (early 
endosome antigen 1, EEA1) 阳性核内体，随之会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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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 在核内体区室间的转运，导致 IR 信号减弱，从

而负调控胰岛素作用。相反，PI3KCβ 失活的小鼠

表现出核内体 PI-3-P 水平降低，而 PIP3 水平增加，

这种改变会影响 APPL1 阳性核内体的成熟，导致

其积聚并阻碍 IR 的转运。由于 IR 转运受损，较慢

的内吞作用可能延长 IR 信号，从而导致胰岛素刺

激的Ⅰ类 PI3K/AKT 信号通路得到短暂增强 [49]。

2.1.3　Ⅲ类PI3K
Ⅲ类 PI3K 也被称为液泡分选蛋白 34 (vacuolar 

protein sorting 34, Vps34)，存在于所有的真核生物

中，它通过磷酸化 PI 并生成第二信使 PI-3-P ( 图 2)，
介导营养胁迫下的自噬和蛋白质合成过程 [18, 50]。Ⅲ

类PI3K与Ⅰ类PI3K的结构类似，都含有一个C2域、

一个 PIK 和一个催化域 ( 图 3)。但是，二者 C2 域

的功能不同，其中Ⅰ类 PI3K 的 C2 域对于细胞膜招

募信号分子具有关键作用，而Ⅲ类 PI3K 的 C2 域具

有支架的功能，协调与调节亚基的联系 [19]。此外，

Ⅲ类 PI3K 存在于两种功能不同的复合物中：复合物

1 由 Vps34、液泡分选蛋白 15 (vacuolar protein sort-
ing 15, Vps15)、自噬介导蛋白 (Beclin-1, BECN1) 和
自噬相关蛋白 14 (autophagy related 14, Atg14) 组成，

介导自噬作用，其中 Vps15 又被称为 Vps34 的调节亚

基 (Vps34 和 Vps15 分别由 PIK3R3 基因和 PI3KR4
基因编码 ) ；复合物 2 由 Vps34、Vps15、Beclin-1 和

液泡分选蛋白 38 (vacuolar protein sorting 38, Vps38/
UVRAG) 构成，参与膜转运过程 [19, 51]。

虽然Ⅲ类 PI3K 不能被胰岛素等生长因子激活，

但是其活性对葡萄糖代谢仍具有重要作用。研究发

现，Vps34 失活的杂合小鼠表现出增强的胰岛素敏

感性和葡萄糖耐受性，但其增敏机制并不是通过胰

岛素 /PI3K/AKT 途径来实现的，而是通过改变细胞

的能量代谢来激活肝脏和肌肉中的腺苷酸活化蛋

白激酶 (AMP-activated kinase, AMPK) 途径来实现

的 [51]。此外，Vps15 的活性也与葡萄糖和脂质代谢

有关。特异性敲除肝脏中的 Vps15 基因会干扰胰岛

素受体的降解和内吞作用，使得 AKT 磷酸化上调，

从而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和葡萄糖代谢 [52] ；而且肝脏

中 Vps15 基因的缺失也会使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

活受体 α (peroxisome proliferator activated receptor 
alpha, PPARα) 的活性减弱，引起线粒体耗竭并无法

氧化脂肪酸，从而影响线粒体的脂质代谢 [53]。

2.2　AKT的蛋白结构与功能

AKT 作为 PI3K 信号转导的下游靶标，在细胞

代谢、生长和凋亡过程中都起到关键调节作用。根

据其在激酶域和调节域上苏氨酸和丝氨酸残基的差

异，AKT 被划分为三个亚型，包括 AKT1(Thr308 和

Ser473)、AKT2(Thr309 和 Ser474) 和 AKT3 (Thr305
和 Ser472)，它们也被称作 PKBα、PKBβ 和 PKBγ[2]。

其中，AKT1 在机体中广泛表达；AKT2 主要在胰

岛素敏感组织中表达，如骨骼肌、脂肪组织和肝脏

中；而 AKT3 在睾丸和脑中表达。AKT 的所有亚

型都由一个 N 端的 PH 域、一个位于中心的激酶域

(kinase domain, KD) 和一个具有疏水基序的 C 端调

节域 (hydrophobic motif, HM) 组成 [2] ( 图 4)。虽然

AKT 三种亚型的结构具有很高的同源性，但它们的

功能不同。其中 AKT1 对于胎盘发育、动物生长和

脂肪生成至关重要，AKT2 在葡萄糖稳态维持中具

有重要作用，而 AKT3 与出生后的大脑发育过程有

关 [54]。由于 AKT 对机体的葡萄糖稳态和生长发育

具有关键作用，它的活性受到多个因子调节，例如

PTEN/SHIP1/2 和 INPP4B 能够分别使 PIP3 和 PIP2
去磷酸化，从而导致 AKT 失活 [55]。此外，丝氨酸 /
苏氨酸磷酸酶 (serine/threonine phosphatase, PP2A)
以及 PH 域和富含亮氨酸的重复蛋白磷酸酶 1/2 (PH 
domain and leucine rich repeat protein phosphatase 1/2, 
PHLPP1/2) 通过使 AKT 的 Thr308 和 Ser473 位点去

磷酸化来抑制 AKT 的活性 [55]。

小鼠的基因敲除模型揭示了 AKT 各亚型在维

持葡萄糖稳态中的作用。研究表明，AKT2 是调节

机体葡萄糖稳态的主要因子，缺失 AKT2 基因的小

鼠表现出胰岛素抵抗和葡萄糖耐受不良，导致患

T2DM 的风险增加，并伴有 β 细胞衰竭 [56-57]。AKT2
基因的缺失也会导致肝脏无法积累脂质，这可能归

因于 AKT2 在脂质合成中的重要作用 [58]。胰岛素依

赖性激活的 AKT 能够磷酸化并激活各种磷酸二酯

酶 (phosphodiesterase, PDE) 亚型，特别是磷酸二酯

酶 3B (phosphodiesterase 3B, PDE3B)。PDE 随之降

解 cAMP，从而抑制脂解 [59]。然而，AKT2 并不是

抗脂解所必需的，研究表明高胰岛素状态可以弥补

由缺失 AKT2 基因所导致的抗脂解作用 [1]。有趣的

是，特异性敲除小鼠肝脏中的 AKT2 基因所表现出

的代谢故障，在 AKT2 和 FoxO1 基因双敲除的情

况下得以恢复，双敲除后的小鼠能适应禁食状态，

胰岛素也能正常抑制肝脏葡萄糖的产生 [60]。这表明

胰岛素信号还可能通过其他非 AKT/FoxO1 途径调

控肝脏葡萄糖输出，并且肝脏中 AKT 的主要作用

可能是抑制 FoxO1 的活性。2015 年，研究发现 , 肝
外胰岛素可能被其他途径激活以调控肝脏的葡萄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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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蛋白激酶B (AKT/PKB)家族成员的结构特征

代谢，而肝脏内胰岛素信号转导在调节肝脏葡萄糖

生成中则是可有可无的 [61]。因此，AKT2 和 FoxO1
双敲除能够抑制肝脏糖异生可能部分归因于肝外胰

岛素信号的调节。AKT1 在葡萄糖稳态方面的作用

尚存在争议，早期研究显示 AKT1 缺失的小鼠表

现出正常的代谢表型，因此 AKT1 可能不参与葡

萄糖代谢 [56]。然而，Buzzi 等 [62] 研究发现，AKT1
的缺失能够改善小鼠的胰岛素敏感性，表现出较低

的血糖和较高的血清胰高血糖素浓度，这种代谢表

型的改善可能与 AKT2 表达的上调有关，但具体机

制尚未阐明。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可能与实验动

物的遗传背景和个体差异有关。因此，关于 AKT1
在葡萄糖稳态中的作用还需进一步验证。

3　PI3K/AKT信号通路的其他调控因子

许多参与 PI3K/AKT 信号通路的因子也参与了

调控糖代谢的过程，包括 IRS、PTEN、雷帕霉素

靶蛋白复合物 1/2 (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 
complex 1/2, mTORC1/2) 和 FoxO1 等。在由胰岛素

刺激的葡萄糖代谢的过程中，它们起着重要的调控

作用。此外，一些信号因子也可以作为治疗 T2DM
等代谢疾病的潜在靶标。

3.1　PI3K/AKT通路的主要正调控因子

3.1.1　IRS
IRS 是 PI3K/AKT 信号通路的上游信号分子，

介导胰岛素的代谢作用。而蛋白酪氨酸磷酸酶 1B 
(protein tyrosine phosphatase nonreceptor type 1, PTPN1/ 
PTP1B) 可以逆转 IRS1 酪氨酸残基中胰岛素诱导的

磷酸化作用，从而终止胰岛素信号转导 [63]。此外，过

度摄食和代谢应激能够激活多种内源性蛋白激酶，

如雷帕霉素靶蛋白 (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 

mTOR)、c-Jun 氨基端激酶 (c-Jun N-terminal kinase, 
JNK) 等，它们可以在丝氨酸和苏氨酸残基上磷酸

化 IRS 并介导其泛素化和降解，导致胰岛素抵抗，

从而影响 P13K/AKT 信号通路的激活 [64]。IRS 家族

有四个成员，包括 IRS1、IRS2、IRS3 和 IRS4。研

究表明，IRS1 和 IRS2 是胰岛素刺激葡萄糖代谢的

主要效应分子，并且二者介导的葡萄糖代谢具有组

织特异性，其中 IRS1 似乎在肌肉中起主要作用，

而 IRS2 似乎在肝脏、肌肉和脂肪组织中起作用 [65]。

另一方面，IRS1 和 IRS2 在不同的饲喂状态下可能

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其中肝脏中的 IRS2 主要在禁

食期间和重新进食后立即起作用，而 IRS1 主要在

进食几小时后起作用 [65]。基因敲除小鼠模型证明了

IRS1 和 IRS2 在生长和代谢方面的作用，例如 IRS1
基因敲除的小鼠表现出普遍的产前和产后生长迟

缓、外周组织的胰岛素抵抗和葡萄糖耐量受损等症

状；IRS2 敲除的小鼠则表现出外周组织胰岛素抵抗

和 β 细胞数量减少，并在后期发展为 T2DM[4]。相

较于 IRS2 基因缺失的小鼠，缺失 IRS1 基因的小鼠

可通过 IRS2 补偿性增加 β 细胞数量来弥补代谢缺

陷，而这种补偿作用可能是通过降低微小 RNA-33 
(microRNA-33, miR-33) 的水平并上调 IRS2 表达来

实现的 [62,66]。值得注意的是，IRS2 对 β 细胞的调控

作用是通过 AKT1 介导的，而不是 AKT2/AKT3[62]。

3.1.2　mTORC1/2
mTORC1 是 PI3K/AKT 信号通路的下游信号分

子，参与胰岛素刺激的细胞代谢、细胞生长和细胞

增殖作用。mTORC1 对雷帕霉素非常敏感，其核心

部分由mTOR、mTOR调控相关蛋白 (regulatory-asso- 
ciated protein of mTOR, Raptor) 和具有 Sec13 的哺乳

动物致死蛋白 8 (mammalian lethal with Sec13 pro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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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mLST8) 组成。它通过促进许多合成代谢过程 ( 包
括蛋白质、脂质和细胞器的生物合成 ) 以及限制分解

代谢过程 (例如自噬 )来调节细胞的生长和增殖 [67]。

因此，mTORC1 活性对于细胞生长至关重要。结节

硬化复合物 1- 结节硬化复合物 2 (tuberous sclerosis 
complex 1-tuberous sclerosis complex 2, TSC1-TSC2)
是调控 mTORC1 活性的关键因子。TSC2 对富集在

大脑中的 Ras 同源物 (Ras homolog enriched in brain, 
Rheb) 具有特定的 GAP 活性并且该活性通过与 TSC1
的结合而大大增强。由于 TSC1-TSC2 的这种活性，它

能够有效地水解 Rheb，从而抑制 Rheb 激活 mTORC1
的途径 [68]。相反，AKT 能够磷酸化 TSC2 并使其

失活，从而激活 mTORC1 ；此外，AKT 还可以通过

细胞能量水平的调节来激活 mTORC1。当细胞能量

较低时，AMPK 被激活，激活的 AMPK 直接磷酸化

TSC2 并增强其 GAP 活性，从而抑制 mTORC1 的

功能。然而，AKT 能够维持较高的 ATP 水平，导致

AMP/ATP 比值降低，进而抑制 AMPK 介导的磷酸

化和 TSC2 的激活 [69]。激活的 mTORC1 通过磷酸化

翻译调节因子 4E-BP1 (eukaryotic initiation factor 4E- 
binding protein 1) 和 P70 (ribosomal S6 kinase 1, S6K1)
及脂肪调节因子 SREBP1 (sterol regulatory element-
binding transcription factor 1) 和 PPARγ (peroxisome 
proliferator-activated receptor γ) 调节蛋白质和脂质合

成 [67]。此外，mTORC1 对动物机体的葡萄糖代谢

也至关重要：一方面，在肝脏细胞、骨骼肌细胞和

脂肪细胞中，mTORC1/S6K1 途径可以通过磷酸化

IRS1 的丝氨酸 / 苏氨酸位点，促进 IRS1 与其受体

解离，然后 mTORC2 通过含有 F-box/WD 重复蛋白

8 (F-box/WD repeat-containing protein 8, Fbw8) 介导

IRS1 降解，进而抑制胰岛素介导的葡萄糖代谢过

程 [70] ；另一方面，mTORC1 也可以通过调节缺氧诱

导因子 1α (hypoxia inducible factor 1α, HIF-1α)、叉头

框蛋白 K1 (forkhead box K1, Foxk1) 和 SREBP1c 等

转录因子的表达来调控葡萄糖代谢，例如 mTORC1
能通过 GSK3 使 Foxk1 去磷酸化，抑制葡萄糖摄

取 [71]。研究发现，在肥胖和胰岛素抵抗的模型动物

中，mTORC1 和 S6K1 被过度激活 [72] ；而缺乏 S6K1
则可以防止饮食诱导的肥胖和胰岛素抵抗 [73]。这些

结果表明，mTORC1 信号增强会引起代谢疾病，而

通过长期抑制 mTORC1/S6K1 途径则可预防肥胖相

关的病症。

mTORC2 的核心部分由 mTOR、雷帕霉素不敏

感的 mTOR 伴侣 (rapamyin-insensitive companyion of 

mTOR, Rictor)、哺乳动物应激激活蛋白激酶相互

作用蛋白 (mammalian stress-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interacting protein, mSIN1) 和 mLST8 组成，并对雷帕

霉素不敏感 [69]。mTORC2 通过与核糖体相互作用

被胰岛素刺激的 PI3K/AKT 途径激活。此外，β 肾上

腺素也可以激活 mTORC2[74]。激活的 mTORC2 能

够通过磷酸化 AKT 来促进脂肪生成、葡萄糖摄取、

糖酵解和细胞存活等过程 [74]。特异性敲除小鼠脂肪、

肌肉和肝脏组织中的 mTORC2 相关基因都导致

AKT 磷酸化水平降低和胰岛素刺激的葡萄糖摄取水

平下降 [75-77]，并且肝脏中缺失 mTORC2 基因的小

鼠显示出 GK 和 SREBP1c 活性降低，导致组成性

糖异生，以及糖酵解和脂肪生成过程受损 [77]。这些

结果表明 mTORC2 对胰岛素诱导的糖酵解和脂肪

形成是必需的。

3.2　PI3K/AKT通路的主要负调控因子

3.2.1　SHIP1/2
包含 SH2 结构域的肌醇 5 磷酸酶 1/2 (SH2 

domain-containing inositol 5 phosphatase, SHIP1/2) 是
PI3K/AKT 信号通路的上游信号分子，属于 5- 磷
酸酶家族，可以使 PI3K 关键产物 PI-3,4,5-P3 的 D5
羟基去磷酸化并降低其活性 [78]。因此，它们被认

为是 PI3K/AKT 信号通路的负调控因子。SHIP1 与

SHIP2 在序列上具有高度同源性，且结构相似。但

它们在组织中的分布不同，SHIP1 仅在造血细胞中

表达，而 SHIP2 在机体内广泛表达 [78]。SHIP1 和

SHIP2 基因敲除小鼠模型验证了 SHIP1 是参与机体

免疫系统的主要因子，而 SHIP2 是参与葡萄糖代谢

的关键因子 [79]。受到胰岛素刺激后，SHIP2 从细胞

质重新定位于质膜，通过水解 PI3K 的产物和调节

IRS 来抑制 AKT2 的活性 [80]。在 SHIP2 基因敲除的

情况下，胰岛素诱导的 AKT 显著活化，葡萄糖摄

取和糖原合成增强；而 SHIP2 基因的过表达则会抑

制 3T3-L1 脂肪细胞和 L6 心肌细胞中胰岛素诱导的

AKT 的激活，以及 GSK3 的失活和糖原合成酶

(glycogen synthase, GS) 的激活 [81-82]。此外，SHIP2
抑制剂的使用可以有效增强机体 AKT 的磷酸化和

葡萄糖的摄取过程 [83]。这些结果表明 SHIP2 在胰

岛素信号转导中具有负调控作用。

Clément 等 [84] 研究显示，SHIP2 基因缺失的小

鼠表现出胰岛素敏感性增强和糖异生相关基因表达

水平的降低，但其新生小鼠具有严重的低血糖症和

显著升高的死亡率。SHIP2 基因敲除的杂合小鼠

(SHIP+/-) 显示葡萄糖耐量和胰岛素敏感性增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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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糖症和死亡率降低，这表明 SHIP2 的蛋白活性

降低 50% 或者更少可能足以改善体内胰岛素敏感

性 [84]。然而，Sleeman 等 [85] 发现，Clément 等创建的

SHIP2 基因敲除小鼠，配对类同源框 2A 基因 (paired 
like homeobox 2A, Phox2A) 也被无意删除。该基因

与多巴胺 β 羟化酶的激活有关，而多巴胺 β 羟化酶

活性的降低会导致低血糖和高胰岛素血症 [86]。因此，

无法确定 Clément 等所观察到的症状表型是否归因

于 SHIP2 的缺失。在 Sleeman 等其后建立的 SHIP2
敲除小鼠中观察到了正常的胰岛素水平和葡萄糖耐

受性，但这些小鼠对高脂饮食诱导的体重增加具有

高度抵抗力，表现出抗肥胖症的表型 [85]。因此，它

可以作为治疗 T2DM 和肥胖的靶标，而且相较于

PTEN 的功能，SHIP2 活性的抑制不会导致肿瘤的

发生，这可能与 SHIP2 所作用的 PIP2 能够激活

AKT 以及 PIP3 磷酸化的位点不同有关 [83]。

3.2.2　PTEN
 PTEN是PI3K/AKT信号通路的上游信号分子，

负责调控胰岛素刺激的葡萄糖代谢作用。在哺乳动

物细胞中，它以两种形式存在，一种作为单体，另一

种作为 PTEN 相关复合物 (PTEN-associated complex, 
PAC) 的组成部分 [22]。PTEN 能够使 PI-3,4,5-P3 和

PI-3,4-P2 的 D3 羟基去磷酸化并将其转化成 PI-4,5-P2
和PI-4-P，从而负调控PI3K/AKT信号通路 [87]。此外，

研究发现未磷酸化的 PTEN 和 p85α 能够在 PAC 内

结合，并且这种结合可能引起 PI3K/AKT 通路水平

的下调 [24]。

在小鼠的脂肪、肝脏和肌肉组织中，特异性敲

除 PTEN 基因都导致增强的葡萄糖耐受性和胰岛

素敏感性，并且肌肉和脂肪中缺失 PTEN 基因的

小鼠显示出对高脂饮食诱导的代谢疾病具有一定

抵抗力 [88-90]。然而，PTEN 基因的敲除对脂肪代谢

的影响存在组织差异性。脂肪组织中 PTEN 基因的

缺失不会改变脂肪代谢，而肝脏中 PTEN 基因的缺

失会导致脂肪酸合成增加，并伴有肝肿大和脂肪肝

症状 [88-89]。这可能与肝脏葡萄糖代谢的实质性变化

有关，包括糖酵解作用的增强 ( 其产物主要用于脂

肪合成 )，以及糖异生作用的降低。相反，PTEN
基因的过表达则会抑制胰岛素诱导的 PI-3,4-P2 和

PI-3,4,5-P3 的生成，导致 AKT 激活和 GLUT4 募集

受损，进而减少机体对葡萄糖的摄取 [91]。

3.2.3　FoxO蛋白家族  
FoxO 家族是叉头转录因子 (forkhead transcription 

factor, Fox) 的一个亚类，介导胰岛素或 IGF-1 对哺

乳动物细胞代谢、增殖、分化、氧化应激等调控作用。

在哺乳动物中，FoxO 家族包括 FoxO1、FoxO3、
FoxO4 和 FoxO6 四个成员。这四种亚型在人体中广

泛表达且均具有一个 N 端的 DNA 结合域，称为叉

头框域 [92]。FoxO 主要作为转录激活因子而起作用，

如 FoxO1 可以通过与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的受

体 - 共激活因子 1α (peroxisome proliferator activated 
receptor coactivator-1 α, PGC1α) 相互作用来促进糖

异生和糖原分解基因的表达，包括磷酸烯醇丙酮酸

羧激酶 (phosphoenolpyruvate carboxykinase, PEPCK)
和葡萄糖 -6- 磷酸酶 (glucose-6-phosphatase, G6Pase)
基因，从而增强糖异生和脂肪酸氧化途径 [93]。另一

方面，心肌细胞中 FoxO1 或 FoxO3 的持续激活会

增加 AKT 磷酸化水平和激酶活性，而 FoxO 所激活

的 AKT 能直接与 FoxO 继续相互作用并使其磷酸

化，导致胰岛素刺激所需的 AKT 磷酸化减少，且

GLUT4 膜转运减少，从而对葡萄糖代谢进行负反

馈抑制 [94]。

在进食状态下，胰岛素激活 PI3K/AKT 信号通

路，AKT 激活后磷酸化 FoxO 并生成 14-3-3 的结合位

点 [93]。14-3-3 是一种支架蛋白，能够阻止 FoxO 与糖

异生基因的启动子结合，14-3-3 与 FoxO 的结合使

FoxO 从细胞核转移至细胞质并抑制其活性，从而

抑制糖异生 [95]。相反，在禁食期间，FoxO 重新易

位至细胞核并激活糖异生基因，促进糖异生途径并

为机体供能 [93, 95]。与其他 FoxO 亚型不同，FoxO6
定位在细胞核，与胰岛素刺激和禁食 / 进食状态无关。

FoxO6 能够响应胰岛素刺激而被磷酸化并抑制其活

性，但不能诱导 FoxO6 从细胞核到细胞质转位 [15]。

对于胰岛素刺激下 FoxO1 和 FoxO6 功能的差异存

在两种解释：一种认为，FoxO6 是调节肝脏糖异生

以快速适应生理状态变化的关键因子，能确保细胞

核内的 FoxO6 可以在吸收后立即诱导肝脏增强糖异

生作用，而 FoxO1 主要响应餐后胰岛素释放并从细

胞核转移到细胞质；另一种认为，FoxO1 蛋白在细

胞质中具有第二功能，如 FoxO1 可以通过与自噬相

关蛋白 7 (autophagy-related 7, ATG7) 相互作用来介

导自噬，从而响应细胞应激 [15]。肝脏中缺失 FoxO1
基因 /FoxO6 基因的小鼠都表现出糖异生减弱和空腹

低血糖，但不会消除胰岛素对糖异生的作用 [15, 93]。

与敲除 FoxO1 基因相比，同时敲除 FoxO1 基因、

FoxO3 基因、FoxO4 基因会进一步削弱肝脏葡萄糖

生成及其相关基因的表达 [96]。这些结果暗示 FoxO
各亚型可能协同调节肝脏的糖异生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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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PI3K/AKT信号通路基因突变与人类代谢疾

病以及奶牛生长性能的关联

除了胰岛素 /PI3K/AKT 信号通路受损，通路中

关键基因的突变也与肥胖和 2 型糖尿病等代谢疾

病有关，并且这种突变会增加后代患病的风险 [97-98]。

此外，Han 等 [3] 发现这些基因的变异也会影响动物

的生长性能。笔者课题组也发现，在冷应激状态下，

绵羊的 PIK3R1 和 AKT1 基因表达上调，表明其对

冷胁迫下绵羊的体温调控和能量稳态具有重要意义

( 未发表 )。因此，研究 PI3K/AKT 信号通路的关键

基因对治疗代谢疾病和改善动物的生长性能具有重

要意义。

5　总结与展望

PI3K/AKT 信号通路涉及许多生物学过程，包

括细胞周期、细胞凋亡、细胞增殖和葡萄糖代谢。

本文描述了 PI3K/AKT 信号通路在葡萄糖代谢中的

作用机理以及其相关调控因子的作用，并阐述了

PI3K/AKT 信号通路与肥胖和 2 型糖尿病的关系，

并总结了 PI3K/AKT 通路中关键基因的 SNPs 与代

谢疾病和动物生长性能的相关性 ( 表 1)。
尽管 PI3K 各个亚型在糖代谢中的分子机制逐

渐被发现，但目前大部分研究集中在ⅠA 类 PI3K 上，

对于Ⅱ类 PI3K 以及Ⅲ类 PI3K 在糖代谢中的功能以

及分子机制还有待研究。例如，PI3Kγ 是如何促进

饮食诱导的肥胖，以及Ⅱ类 PI3K 在内膜上激活

AKT 对于胰岛素介导的葡萄糖代谢又有何影响，这

些都仍未可知。此外，在治疗肥胖和 2 型糖尿病中，

PTEN 等抑制剂使用虽然能够改善代谢缺陷，但同

时激活了细胞增殖机制，导致肿瘤的发生。因此，

需要研发新的特异性抑制剂来治疗这些代谢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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