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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噬是真核生物通过降解细胞内物质来维持细胞内环境稳态的一种保守机制。自噬的降解过程需

要一些自噬相关蛋白和调节蛋白协调参与调节，溶酶体与自噬体融合是自噬途径降解的关键保证。其中

DNA 损伤调节自噬调控因子 1 (DNA damage-regulated autophagy modulator 1, DRAM1) 作为溶酶体蛋白，在

自噬过程中发挥着正调控作用。DRAM1 蛋白从酵母到人中具有高度保守性，其主要存在于溶酶体上，也

存在于其他细胞器，如内质网和高尔基体上。DRAM1 除调节细胞自噬，还调控细胞的凋亡，且与多种肿

瘤以及感染性疾病的发生有着密切的关系。该文通过对 DRAM1 在自噬以及其在肿瘤和各种疾病中的作用

的最新研究进行阐述，为临床相关疾病的治疗提供潜在治疗靶点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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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utophagy is a highly conserved intracellular mechanism in eukaryotes to maintain cell homeostasis by 
degrading unfunctional substances. This degradation process is coordinated and regulated by several autophagy-
related proteins and regulatory proteins. Fusion of autophagosomes with lysosomes is a key step to complete 
degradation in autophagy process. DNA damage-regulated autophagy modulator 1 (DRAM1) was identified as a 
lysosomal protein and regarded as a positive regulatory in mediating autophagy pathway. DRAM1 is highly 
conserved from yeast to human, which mainly distribute in lysosomes and other organelles, such as endoplasmic 
reticulum and Golgi apparatus. In addition, DRAM1 functions in mediating apoptotic process. Furthermore, 
DRAM1 involves in the occurrence of various tumors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In this review, we mainly describe 
the most advanced research of DRAM1’s function in autophagy, additionally, its role in tumors and various diseases 
are introduced. Modulating DRAM1 is expected to provide a potential therapeutic targets for the treatment of 
clinically related diseases.
Key words: autophagy; DRAM1; apoptosis; therapeutic target; tum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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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噬的简介

自噬是细胞调节胞内蛋白质和细胞器降解的一

种保守的细胞调控途径，在细胞的生长、发育和稳

态中起到重要作用 [1]。自噬还参与多种疾病的发生

过程，包括肿瘤、微生物感染、心血管疾病、神经

退行性疾病等 [2]，是维持人类健康的重要保护机制

之一。

根据对溶酶体依赖机制的不同，可以将自噬分

为巨自噬、微自噬和分子伴侣介导的自噬 (CMA)。
不同类型的自噬对应的机制和功能也各不相同 [2-3]。

目前研究比较广泛的是巨自噬 [1]，其主要通过细胞

质中的囊泡包裹无用的细胞器，然后与溶酶体融合，

对这些无用细胞器进行降解 [3-4]。巨自噬的诱导往

往需要特定条件的刺激，如饥饿、内质网应激等。

已经接受自噬诱导信号的细胞想要正常启动自噬，

离不开自噬体的形成。自噬体是细胞质内膜的隔离

膜在生长成熟后所形成的双膜结构 [3]。随后，自噬

体与溶酶体融合，形成自噬溶酶体。自噬溶酶体能

够将多泡状体和内体暴露于溶酶体水解酶中，从而

对部分内容物进行降解，形成一些化合物，例如氨

基酸和脂肪酸。这些化合物进一步被释放到细胞质

溶液中，并被分解代谢或再循环到生物合成途径 [5]。

微自噬通过溶酶体膜的内陷直接摄取溶酶体表面的

细胞质，其不涉及自噬体的形成。分子伴侣介导的

自噬也发生在溶酶体膜上。不过，与微自噬不同的

是，其依赖于未折叠蛋白在膜上的转运 [3]。分子伴

侣介导的自噬可以识别并结合带有特定氨基酸序列

的可溶性蛋白质，它对蛋白质的降解具有选择性，

而微自噬和巨自噬不具备此特点。

1990 年首次在酵母中发现了 ATG 基因 ( 自噬

相关基因 )，这为自噬提供了有力的研究基础。到

目前为止，至少有 41 个 ATG 基因已经被鉴定 [6]。

这些 ATG 基因是自噬活动发生所必需的，它们参

与自噬发生的不同阶段，根据其参与自噬阶段的不

同，可归纳为以下几类：(1) ULK 复合物，由 ATG1 
(ULK1/2)、ATG13、ATG17 (FIP200) 和 ATG101 组成；

(2) 在自噬起始阶段发挥作用的 III 型磷酯酰肌醇

3- 激酶复合物，由 ATG6 (BECLIN1)、ATG14L、PI50、
VPS43、AMBRA1 和 VMP1 组成；(3) ATG12 配联

系统，由 ATG12、ATG7、ATG10、ATG5 和 ATG16L1
组成；(4) LC3 配联系统，由 ATG3、ATG7、ATG4A-D、
LC3A-C/GATE16(ATG8)/GABA-RAPL1-2，以及一些其

他的因子，如 ATG18、ATG2A、ATG9A 等组成 [7]。

其中，ULK 复合物不受营养条件的影响并且始终稳

定存在于哺乳动物的细胞中 [8]。

自噬体和溶酶体发生融合形成自噬溶酶体是自

噬降解途径的关键过程，需要 SNARE 蛋白、Rab 
GTPases 和锚定蛋白 (Tether proteins，包括 EPG5、
HOPS 和 PLEKHM1) 的协同参与。DRAM1 作为溶

酶体蛋白，在促进自噬体与溶酶体的融合方面有着

重要作用 [9]，其对自噬过程影响较大，并在肿瘤及

疾病治疗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从而引起人们对其

更加深入的研究。

2　DRAM蛋白的简介

2.1　DRAM家族主要成员

DNA 损伤调节自噬调控因子 1 (DNA damage-
regulated autophagy modulator 1, DRAM1) 由 DRAM1
基因编码，蛋白全长 238 个氨基酸，相对分子质量

约为 27 kD，具有 6 个疏水跨膜区域，主要定位在

溶酶体膜上。DRAM1 蛋白是一种进化保守的蛋白

质，在各种生物中同源性较高 ( 图 1)。
除了 DRAM1 之外，人类还有 4 种与 DRAM1

有显著同源性的蛋白质。通过对这些蛋白质进行系

统发育分析，结果表明，它们与 DRAM1 有不同程

度的相关性。这些蛋白质分别为 TMEM77/DRAM2、
TMEM150B/DRAM3、TMEM150C/DRAM4 和 TMEM1- 
50A/DRAM5。其中，DRAM5 可分为 DRAM5a 和

DRAM5b (DRAM5a 和 DRAM5b 是来自同一基因的

异构体 )[10]。

DNA damage-regulated autophagy modulator 2 
(DRAM2)，又称为 TMEM77，其与 DRAM1 的氨

基酸序列最为相似，对比分析发现，它们具有 67%
的相似性，这说明 DRAM2 与 DRAM1 可能具有类

似的功能。但是，最初的研究表明 DRAM2 不参与

自噬和 p53 的调控 [11]。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

有文献表明 DRAM2 参与 p53 诱导的细胞调亡并促

进了自噬过程 [12]。因此，关于 DRAM2 是否通过

调控 p53 信号通路从而影响自噬活动还需要进一步

探究。

TMEM150B/DRAM3 也与 DRAM1 密切相关，

其与 DRAM1 氨基酸序列的相似度为 43%。蛋白结

构预测表明，DRAM3 与 DRAM1 相似，包含 6 个

疏水跨膜域 [13]。与 DRAM1 一样，DRAM3 可以同

时调节自噬和细胞死亡，但研究发现这两种功能并

没有内在联系 [13]。DRAM3 定位于内小体、溶酶体

和自噬溶酶体，其对自噬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1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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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充足条件下，DRAM3 可以促进自噬，但在缺

乏氨基酸的细胞中，其对自噬的影响大部分被消

除 [13]。有文献研究表明，转录因子 TP53 能与 DRAM1
启动子结合，诱导 DRAM1 蛋白表达，但 TP53 不

能调节 DRAM3 的蛋白水平 [13]。

TMEM150C/DRAM4，又称为 TTN3，该蛋白

是从背根神经节细胞系与非神经元细胞系的差异基

因中筛选确定的 [15]。DRAM4 是由 249 个氨基酸组

成的蛋白，具有 6 个跨膜结构域 [15]。DRAM4 基因

编码机械感受器离子通道的跨膜蛋白组分，其能够

在各种类型的细胞中被机械刺激激活并在背根神经

节神经元中产生相应的电流 [16]。机械激活的离子通

道是至关重要的听觉、触觉、疼痛和血压调节传感

器。据报道，DRAM4可以改变细胞质膜的化学成分，

并能改变其力学性能，如刚性和张力 [17] 。 
TMEM150A/DRAM5，又称为 Tm6p1，由 271

个氨基酸组成，其相对分子分子质量约 29.5 kD，

具有 6 个跨膜结构域 [18]。有研究表明，DRAM5 蛋

白在大鼠各组织中广泛表达，其在胎盘、肝脏和肾

脏等比较活跃的器官中表达量较高，因此可以推测

DRAM5 蛋白作为有机营养物质 / 矿物质的转运体

在膜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18]。根据现有研究，DRAM5
蛋白不能与具有 12 跨膜结构域的氨基酸转运蛋白

相结合 [19]，也不能与离子通道蛋白结合，如含有四

个重复结构域，每个结构域依次包含六个跨膜螺旋

的钠通道蛋白 [20]。 虽然 DRAM5 蛋白与钠通道蛋

白具有相似性，但两者之间却没有显著的同源性 [18]。

DRAM 家族蛋白在许多物种中都高度保守，

如小鼠、斑马鱼、果蝇和线虫等 [21-22]。在细胞中对

Drosophila DRAM (DmDRAM) 进行表达验证，并

评估其调节自噬的能力。结果表明，DmDRAM 就

像人类 DRAM 一样，会导致 GFP-LC3 斑点显著增

加。这表明 DRAM 蛋白对自噬的调控是一个进化

保守的过程 [10]。

2.2　DRAM1蛋白参与自噬调控的多个阶段

DRAM1 是一种具有 6 个跨膜结构域的疏水蛋

白，其定位于高尔基体膜、早期和晚期内体以及溶

酶体膜上。许多基因表达多种不同的剪接 mRNA，

它们可以编码具有不同功能的蛋白质 [23]。DRAM1
编码的不仅仅是一个 mRNA，而是一系列由 p53 诱

导的剪接变异体 (SV1、SV4 和 SV5)，在多种人源

和鼠源细胞系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达，并且 DRAM1
的剪切变异体会调控细胞自噬 [24]。

DRAM1 对自噬的调控是多方面的，如 DRAM1
参与 ULK1 介导的选择性自噬。ULK1 是另一种由

DNA 损伤诱导的选择性自噬的关键分子，ULK1 上

调会增加选择性自噬。因此，通过敲低 DRAM1 以

抑制 ULK1，可以有效减弱 ULK1 介导的选择性自

噬 [25-26]。也有研究表明，DRAM1 维持了高尔基体

的形态并维持高尔基体和质膜之间的囊泡运输，这

一囊泡运输是独立于微管、微丝和高尔基体的 [27]。

高尔基体是隔离膜的来源之一，且隔离膜在囊泡融

合形成自噬体的早期阶段是必不可少的 [28-29]。超微

结构分析表明，高尔基体膜附近的 DRAM1 在隔离

膜闭合的早期阶段发挥作用，其通过抑制隔离膜的

关闭来阻断选择性自噬。在此过程中，DRAM1 没

有改变溶酶体蛋白的表达和成熟 [25]。因此，选择性

自噬似乎不受定位于溶酶体的 DRAM1 的调节。这

图1  DRAM1在多种生物中具有同源性(如智人、猩猩、斑马鱼、啮齿动物、爪蟾、蜥蜴等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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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只有位于高尔基体膜附近的 DRAM1 才能在选

择性自噬中起到关键作用 [25]。此外，DRAM1 还参

与调控自噬体形成相关复合物 ULK1 和 Atg13 的结

合 [30]。Atg13 位于自噬隔离膜上，对自噬体的形成

至关重要。ULK1-Atg13 复合物介导的自噬也需要

mTOR 磷酸化 [8]。在饥饿条件下，DRAM1 可以降

低细胞活力，抑制 mTORC1 的激活，进而促进细

胞自噬 [30]。

DRAM1 还参与调控自噬体与溶酶体的融合。

过表达 DRAM1 可以逆转 BafA1 对自噬体和溶酶体

融合的抑制，从而促进自噬体与溶酶体的融合以及

溶酶体中 p62 的降解。溶酶体的酸碱度和通透性

可能与 DRAM1 介导的自噬有关 [31]。用特异性的

siRNA 敲低 DRAM1 会抑制自噬体和溶酶体膜的通

透性 [32]。在 3- 硝基丙酸 (3-NP) 处理的 A549 细胞

模型中，DRAM1 通过促进溶酶体酸化和影响溶酶

体酶的活性来调节自噬 [33]。还有一些报道证明了线

粒体能够参与 DRAM1 介导的自噬，线粒体蛋白抑

制剂会使 DRAM1 蛋白表达上调以诱导自噬 [34]。因

此，DRAM1 介导的自噬可能是一个由多种细胞器

调节的复杂过程。 
2.3　DRAM1影响细胞的凋亡和焦亡

DRAM1 参与了细胞死亡的过程，包括细胞凋

亡和焦亡。细胞凋亡即细胞程序性死亡，是一种高

Ros累积、SIRT1、Colistin可以增加p53的转录水平，p53进而促进DRAM1表达的增加；核转录因子NF-κB促进DRAM1表达水

平的增加；DRAM1主要定位在溶酶体，同时也可定位于在其他细胞器，如内质网和高尔基体等；DRAM1能够通过促进自噬

体与溶酶体的融合进而促进自噬；在药物处理情况下，DRAM1会促进细胞凋亡。

图2  DRAM1参与自噬以及凋亡信号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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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调控和进化保守的细胞程序性死亡过程，其标志

性特征在于形成膜泡、片段化的 DNA 和形成不同

的凋亡小体 [35]。

BAX 是一种促凋亡蛋白，可激活 procaspase-9
和 procaspase-3 的表达。DRAM1 可通过抑制 BAX
降解和通过蛋白质间相互作用将 BAX 富集到溶酶

体来促进细胞凋亡 [36]。TP53 是一种抑癌基因，它

的过表达能够引发自噬和诱导细胞凋亡，它的积累

还能导致 DNA 损伤。当 DRAM1 不存在时，TP53
诱导的凋亡将被严重削弱，这表明 TP53 诱导的凋

亡依赖于 DRAM1 的存在 [37]。在 p53 介导的细胞程

序性死亡中，无论是 SV1、SV4 还是 SV5 ( 由 p53
诱导的 DRAM1 剪接变异体 )，它们单独表达都不

能导致细胞的程序性死亡。因此，可以推测出 P53
诱导的细胞凋亡需要 DRAM1 的这些亚型联合介

导 [24]。此外，DRAM1 可以抑制由生长因子和血清

刺激下的 I 类 PI3K-Akt 途径激活，抑制多种细胞系

中 rpS6 磷酸化，而 I 类 PI3K-Akt-mTORC1-rpS6 通

路在DRAM1诱导的自噬和凋亡中发挥关键作用 [30]。

也有文献研究表明，DRAM1 能通过改善线粒体功

能障碍、改变先兆子痫小鼠胎盘中的尿蛋白和血脂

水平，进而减少氧化应激诱导的凋亡 [38]。

焦亡是另一种形式的细胞程序性坏死，是脊椎

动物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先天免疫效应机制 [39]。长期

以来，焦亡被认为是 Caspase 1 所介导的单核细胞

程序性死亡 [40]。但是，已有研究发现，缺乏 DRAM1
会导致感染分枝杆菌的巨噬细胞异常表达 Caspase 
1，进而引发 gasdermin 依赖性的细胞焦亡，在缺失

DRAM1 的斑马鱼中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 [41]。

3　DRAM1与相关疾病

3.1　DRAM1与肿瘤细胞的迁移和侵袭

3.1.1　DRAM1促进肿瘤细胞的迁移和侵袭。

DRAM1 与多形性胶质母细胞瘤 (GBM) 患者

的生存周期呈负相关。已有实验证实，敲除 DRAM1
可以抑制胶质母细胞瘤干细胞 (GSCs) 的迁移和侵

袭能力 [42]。在肝癌细胞中，敲除 DRAM1 降低了

EMT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标记物的水

平，这表明肝癌细胞的侵袭和转移受到了抑制 [43]。

在乳腺癌中，DRAM1 能够和 NMI (N-myc and STAT 
interactor) 相互作用，从而影响 Wnt 信号通路，最

终影响肿瘤的转移 [44]。Meng 等 [45] 利用荧光素酶和

蛋白质印迹分析将DRAM1鉴定为miR-26b的靶标。

与正常组织相比，miRNAs 在癌组织中的表达存在

差异，说明 miRNA 表达失调可能在肿瘤发生过程

中起着关键作用 [46-49]。研究已经证明乳腺癌组织中

miR-26b 表达是下调的 [50]。用 miR-26b 相似物转染

MCF-7 细胞，结果显示 DRAM1 的表达减少，这可

能是由于 DRAM1 的 mRNA 的 3′UTR 被靶向抑

制 [45]。因此，miR-26b可以通过抑制DRAM1的表达，

进而影响肿瘤的转移 [45]。在宫颈癌组织中，miR-
324-5p 表达下调，而 DRAM1 表达上调 [51]。生物信

息学、双荧光素报告酶和 RIP 分析表明，DRAM1
与 LINC00511 都是 miR-324-5p 的靶位点 [51]。不过，

LINC00511 的表达与宫颈癌组织中 miR-324-5p 的

表达呈负相关，与 DRAM1 表达呈正相关。DRAM1
过表达能促进 HPV 阴性及 HPV 阳性宫颈癌细胞

的增殖和侵袭，这可以通过 miR-324-5p 相似物或

si-LINC00511 逆转 [51]。

3.1.2　DRAM1抑制肿瘤细胞的迁移和侵袭

有研究表明，过表达 DRAM1 抑制成骨细胞的

增殖，促进细胞凋亡，增强自噬 [52]。已知，DRAM1
在非小细胞肺癌中表达降低。过表达 DRAM1 可以

促进 EGFR 转运和降解，进而抑制非小细胞肺癌的

生长、迁移和侵袭 [53]。蛋白质组学的邻近标记证明，

DRAM1与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底物EPS15相互作用，

激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EGFR，促进细胞内吞作用。

DRAM1 将 V-ATP6V1 亚单位募集到溶酶体，增加

了 V-ATPase 复合物的组装，进一步导致溶酶体 pH
值降低以增强溶酶体蛋白酶活性，从而加速 EGFR
的降解 [53]。FTSJ1 (FtsJ RNA 2'-O-methyltransferase 1)
的过表达抑制了体内外非小细胞肺癌的恶性程度 [54]，

转录组分析发现 DRAM1 的表达受 FTSJ1 的影响， 
FTSJ1 的下调显著增加了 DRAM1 的表达水平。FTSJ1
和 si-DRAM1 共转染到非小细胞肺癌细胞中显著增

强了 FTSJ1 对肿瘤细胞增殖的抑制作用，证明 FTSJ1
的肿瘤抑制作用依赖于 DRAM1 的表达，FTSJ1 可

能通过与非小细胞肺癌中的 DRAM1 相互作用而发

挥肿瘤抑制功能 [54]。

DRAM1 对肿瘤细胞的迁移和侵袭具有双重作

用，这可能是由于 DRAM1 在不同肿瘤组织中的表

达量不同 ( 根据 TAGC 提供的数据分析结果 )，或

者在不同肿瘤中参与自噬进程的时间不同。在肿瘤

早期，高水平的 DRAM1 会促进自噬，为肿瘤细胞

提供所需的营养，以促进其增殖和迁移。在肿瘤后

期，高水平的 DRAM1 会导致肿瘤细胞的自噬性死

亡。此外，DRAM1 还能通过参与不同的细胞反应

进而影响癌细胞的迁移和侵袭。因此，通过寻找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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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 DRAM1 蛋白表达的上游基因，或者确定与DRAM1
相互作用的蛋白，以直接或间接改变 DRAM1 表达

量的方式抑制癌细胞的迁移和侵袭具有重要的研究

前景。

3.2　DRAM1与感染性疾病

DRAM1 参与了多种感染性疾病的进程。在

HIV 感染的 CD4+T 细胞中，DRAM1 会增强其溶酶

体膜的透性，从而促进自噬以增强细胞的抗感染能

力。反之，DRAM1缺失会导致其溶酶体膜透性降低，

致使细胞死亡 [32]。药物干预可以调节 HIV 感染的

CD4+T 细胞中的 DRAM1 的表达量，从而帮助感染

者消除病毒蓄积，延缓患者的艾滋病发展进程。

在结核分枝杆菌感染的细胞中，调节免疫系统

信号网络的中枢核因子 NF-κB 可以诱导 DRAM1 的

转录 [9]。DRAM1 缺失导致斑马鱼宿主抗分枝杆菌

感染的能力降低，证明 DRAM1 在结核分枝杆菌感

染期间对宿主的防御是必需的 [41]。在感染早期，

DRAM1 的缺失还能促进分枝杆菌的胞外生长 [41]。

此外，已有研究发现 DRAM1 的缺失降低了海洋分

枝杆菌的自噬靶向性和囊泡的酸化，最终导致受感

染的巨噬细胞迅速被细菌侵袭而引起细胞死亡。感

染海洋分枝杆菌的巨噬细胞在 DRAM1 缺失的情况

下死亡更快，并且 DRAM1 已被证明能诱发 HIV 感

染的 CD4+T 细胞的溶酶体通透性改变和细胞死亡，

从而降低病毒复制 [32]。这些研究表明，DRAM1 的

表达水平在感染过程中可能对细胞死亡产生重大影

响 ,不同的结果取决于细胞类型和感染剂的不同 [41]。

3.3　DRAM1与其他疾病

DRAM1 通过 DRAM1-ATG7-ATG12/ATG5 自噬

调节途径保护心肌细胞免受缺血应激诱导的自

噬 [55]。DRAM1 还能够调控脂肪细胞信号通路和细胞

分化，这与 mTORC1 活性的变化有关 [56]。mTORC1
的作用是复杂的，其中激酶复合物能够促进前体细

胞向前脂肪细胞分化，同时抑制前脂肪细胞向脂肪

细胞分化 [56]。DRAM1 参与调控胰岛素信号通路，

通过与两个氨基酸转运体蛋白 LAT1 和 SLC1A5 独

立地相互作用，并将 LAT1 和 SLC1A5 引导到溶酶

体膜上，使氨基酸流出，从而促进 mTORC1 的激

活 [57]。DRAM1 作为 mTORC1 激活的关键成分，缺

失 DRAM1 会抑制 mTORC1 活性，导致软骨素不

敏感和脂肪细胞分化受阻。这表明 DRAM1 在控制

肥胖和治疗糖尿病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 [57]。

也有其他研究表明，DRAM1 对 mTOR 具有抑

制作用 [30]。研究者通过检测 mTOR 底物 rps6 的磷

酸化水平，评估 mTOR 信号通路的激活情况，结果

显示 DRAM1 通过抑制 mTOR 从而促进细胞自噬 [30]。

DRAM1 对 mTOR 既有促进作用又有抑制作用，可

能是由于细胞营养条件和试验条件的不同。

DRAM1 对胰岛素信号、血糖平衡和脂肪细胞

分化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影响。DRAM1 的过表达

能够抑制 I 类 PI3K-AKT 信号通路的激活，从而对

胰岛素信号通路起到抑制作用，因此可通过调控

DRAM1 或与 DRAM1 相互作用的氨基酸转运体蛋

白以抑制糖尿病发病，这为糖尿病的治疗提供了新

的方向。

4　DRAM1在靶向治疗中的应用与展望

靶向治疗是针对明确致癌位点 ( 肿瘤细胞内部

的基因片段或者蛋白质分子 ) 并在细胞分子水平上

进行治疗的一种先进手段。它的优势在于，治疗药

物会特异性结合肿瘤位点，导致肿瘤细胞发生特异

性死亡，但是对肿瘤周围的正常细胞以及组织没有

危害。因此，在基因水平上寻找靶向药物对肿瘤的

治疗意义重大 [58-59]。

DRAM1 在肿瘤细胞的增殖迁移方面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详细研究 DRAM1 的功能，对进一步开

发靶向治疗药物是很有必要的。研究表明，乳腺癌

组织中 miR-26b 表达量下调 [50]，且 DRAM1 被鉴定

为 miR-26b 的靶标 [45]。因此，通过 miRNA 技术的

应用，可以抑制 DRAM1 表达从而达到抑制肿瘤的

目的。另有研究表明，DRAM1 是 miR-199a-5p 调控

急性髓细胞白血病自噬和耐药的功能性靶基因 [60]，

那么对于急性白血病，DRAM1 也是一个理想的调

控位点。此外，还可以通过使用RNAi技术在乳腺癌、

宫颈癌细胞中对 DRAM1 基因进行沉默，从而抑制

癌细胞的迁移和增殖。

靶向配体药物偶联物是靶向配体通过一个连接

物与治疗药物相连接的一种抗肿瘤药物。其优势在

于靶向药物可以对肿瘤组织或者细胞进行特异性治

疗，从而避免正常细胞对药物的摄取。靶向配体药

物分抗体药物偶联物和小分子配体药物偶联物，因

此小分子、模拟肽、多肽可以作为抗体结构从而对

肿瘤进行靶向治疗。研究表明，DRAM1 在非小细

胞肺癌细胞中表达量降低，这导致其迁移和侵袭能

力的增强。因此，可以通过提高 DRAM1 的表达量

而抑制非小细胞肺癌细胞的增殖，从而对非小细胞

肺癌进行治疗。目前，通过靶向配体药物可以人工

干预 DRAM1 在肺癌细胞的表达量。如叶酸和糖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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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以作为小分子配体，将 DRAM1 运输到相应的

非小细胞肺癌细胞中，由于它们对正常细胞没有影

响，从而就形成了对非小细胞肺癌细胞具有治疗作

用的靶向配体药物。因此，可以研发与 DRAM1 相

关的靶向配体药物，在非小细胞肺癌细胞中过表达

DRAM1, 进而对非小细胞肺癌进行治疗。

尽管 miRNA 技术在临床的癌症治疗上有很大

的应用前景，且通过 miRNA 技术可以抑制 DRAM1
的表达从而抑制乳腺癌的增殖，但癌症与 miRNA
之间的具体作用机制仍然不是特别清楚，所以在应

用过程中需要靶基因提供更多更准确的治疗靶位

点，提高肿瘤治疗效率。此外，配体药物偶联物虽

然已经应用于癌症的治疗，但目前尚未报道使用过

表达 DRAM1 的配体药物偶联物来治疗癌症的案

例，这些分子能否作为有效的载体将 DRAM1 运输

到相应的肿瘤细胞而不影响其他正常组织还未得到

证实。因此，希望在未来能够通过改进小分子配体

载体提高 DRAM1 过表达的效率，并且精确地将

DRAM1 运输到相应肿瘤组织中而不影响其他正常

组织，从而达到对癌细胞的精准治疗。尽管关于

DRAM 的靶向肿瘤治疗还需要更多的试验和临床验

证，但不可否认，这一方面的突破将为肿瘤或者癌

症的治疗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方案。

[参　考　文　献]
[1] Yang Z,  Klionsky DJ.  Eaten al ive:  a  history of 

macroautophagy. Nat Cell Biol, 2010, 12: 814-22
[2] Mizushima N, Levine B, Cuervo AM, et al. Autophagy 

fights disease through cellular self-digestion. Nature, 
2008, 451: 1069-75

[3] Xie Z, Klionsky DJ. Autophagosome formation: core 
machinery and adaptations. Nat Cell Biol, 2007, 9: 1102-9

[4] Levine B, Klionsky DJ. Development by self-digestion: 
molecular mechanisms and biological functions of 
autophagy. Dev Cell, 2004, 6: 463-77

[5] Eskelinen EL. Maturation of autophagic vacuoles in 
mammalian cells. Autophagy, 2005, 1: 1-10

[6] Yao Z, Delorme-Axford E, Backues SK, et al. Atg41/Icy2 
regulates autophagosome formation. Autophagy, 2015, 11: 
2288-99

[7] Bestebroer J, V'Kovski P, Mauthe M, et al. Hidden behind 
autophagy: the unconventional roles of ATG proteins. 
Traffic, 2013, 14: 1029-41

[8] Hosokawa N, Hara T, Kaizuka T, et al. Nutrient-dependent 
mTORC1 association with the ULK1-Atg13-FIP200 
complex required for autophagy. Mol Biol Cell, 2009, 20: 
1981-91

[9] van der Vaart M, Korbee CJ, Lamers GE, et al. The DNA 
damage-regulated autophagy modulator DRAM1 links 

mycobacterial recognition via TLR-MYD88 to autophagic 
defense. Cell Host Microbe, 2014, 15: 753-67

[10] O'Prey J, Skommer J, Wilkinson S, et al. Analysis of 
DRAM-related proteins reveals evolutionarily conserved 
and divergent roles in the control of autophagy. Cell 
Cycle, 2009, 8: 2260-5

[11] Lum JJ, DeBerardinis RJ, Thompson CB. Autophagy in 
metazoans: cell survival in the land of plenty. Nat Rev 
Mol Cell Biol, 2005, 6: 439-48

[12] Park SM, Kim K, Lee EJ, et al. Reduced expression of 
DRAM2/TMEM77 in tumor cells interferes with cell 
death. Biochem Biophys Res Commun, 2009, 390: 1340-4

[13] Mrschtik M, Ryan KM. Another DRAM involved in 
autophagy and cell death. Autophagy, 2016, 12: 603-5

[14] Mrschtik M, O'Prey J, Lao LY, et al. DRAM-3 modulates 
autophagy and promotes cell survival in the absence of 
glucose. Cell Death Differ, 2015, 22: 1714-26

[15] Hong GS, Lee B, Wee J, et al. Tentonin 3/TMEM150c 
confers distinct mechanosensitive currents in dorsal-root 
ganglion neurons with proprioceptive function. Neuron, 
2016, 91: 107-18

[16] Anderson EO, Schneider ER, Matson JD, et  al . 
TMEM150C/Tentonin3 is a regulator of mechano-gated 
ion channels. Cell Rep, 2018, 23: 701-8

[17] Chung J, Nakatsu F, Baskin JM, et al. Plasticity of 
PI4KIIIα interactions at the plasma membrane. EMBO 
Rep, 2015, 16: 312-20

[18] Zhang J, D'Ercole AJ, Underwood LE. Identification of a 
new gene (rat TM6P1) encoding a fasting-inducible, 
integral membrane protein with six transmembrane 
domains. Biochim Biophys Acta, 2000, 1492: 280-4

[19] Walmsley AR, Barrett MP, Bringaud F, et al. Sugar 
transporters from bacteria, parasites and mammals: 
structure-activity relationships. Trends Biochem Sci, 1998, 
23: 476-81

[20] Goldin AL, Snutch T, Lübbert H, et al. Messenger RNA 
coding for only the alpha subunit of the rat brain Na 
channel is sufficient for expression of functional channels 
in Xenopus oocytes.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986, 83: 
7503-7

[21] Beihui XU, Jiemin WU, Liu X, et al. The fourth 
transmembrane helix is important for DRAM function. 
Acta Biochim Biophys Sin, 2016, 48: 298-300

[22] Crighton D, Wilkinson S, O'Prey J, et al. DRAM, a p53-
induced modulator of autophagy, is critical for apoptosis. 
Cell, 2006, 126: 121-34

[23]	 Zhang XD, Wang Y, Wang Y, et al.p53 mediates 
mitochondria dysfunction-triggered autophagy activation 
and cell death in rat striatum. Autophagy, 2009, 5: 339-50

[24]	 Mah LY, O'prey J, Baudot A D, et al.DRAM-1 encodes 
multiple isoforms that regulate autophagy. Autophagy, 
2012, 8: 18-28

[25]	 Nagata M, Arakawa S, Yamaguchi H, et al. Dram1 
regulates DNA damage-induced alternative autophagy. 
Cell Stress, 2018, 2: 55-65

[26]	 Nishida Y, Arakawa S, Fujitani K, et al. Discovery of 
Atg5/Atg7-independent alternative macroautophagy. 



生命科学 第34卷82

Nature, 2009, 461: 654-8
[27]	 Wei M, Zhu Z, Wu J, et al. DRAM1 deficiency affects the 

organization and function of the Golgi apparatus.Cell 
Signal, 2019, 63: 109375

[28]	 Chen ZH, Kim HP, Sciurba FC, et al. Egr-1 regulates 
autophagy in cigarette smoke-induced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PLoS One, 2008, 3: e3316

[29]	 Ban GY, Pham DL, Trinh TH, et  al .  Autophagy 
mechanisms in sputum and peripheral blood cells of 
patients with severe asthma: a new therapeutic target. Clin 
Exp Allergy, 2016, 46: 48-59

[30]	 Lu T, Zhu Z, Wu J, et al. DRAM1 regulates autophagy and 
cell proliferation via inhibition of the phosphoinositide 
3-kinase-Akt-mTOR-ribosomal protein S6 pathway. Cell 
Commun Signal, 2019, 17: 28

[31]	 Yu M, Jiang Y, Feng Q, et  al .  DRAM1 protects 
neuroblastoma cells from oxygen-glucose deprivation/
reperfusion-induced injury via autophagy. Int J Mol Sci, 
2014, 15: 19253-64

[32]	 Laforge M, Limou S, Harper F, et al. DRAM triggers 
lysosomal membrane permeabilization and cell death in 
CD4(+) T cells infected with HIV. PLoS Pathog, 2013, 9: 
e1003328

[33]	 Zhang XD, Qi L, Wu JC, et al. DRAM1 regulates 
autophagy flux through lysosomes. PLoS One, 2013, 8: 
e63245

[34]	 Xie X, Le L, Fan Y, et al. Autophagy is induced 
through the ROS-TP53-DRAM1 pathway in response to 
mitochondrial protein synthesis inhibition. Autophagy, 
2012, 8: 1071-84

[35]	 Edinger AL, Thompson CB. Death by design: apoptosis, 
necrosis and autophagy. Curr Opin Cell Biol, 2004, 16: 
663-9

[36]	 Moll UM, Zaika A. Nuclear and mitochondrial apoptotic 
pathways of p53. FEBS Lett, 2001, 493: 65-9

[37]	 Hu W, Chen S, Thorne RF, et al. TP53, TP53 target genes 
(DRAM, TIGAR), and autophagy. Adv Exp Med Biol, 
2019, 1206: 127-49

[38]	 Chen G, Lin Y, Chen L, et al. Role of DRAM1 in 
mitophagy contributes to preeclampsia regulation in mice. 
Mol Med Rep, 2020, 22: 1847-58

[39]	 Jorgensen I, Miao EA. Pyroptotic cell death defends 
against intracellular pathogens. Immunol Rev, 2015, 265: 
130-42

[40]	 Bergsbaken T, Fink SL, Cookson BT. Pyroptosis: host cell 
death and inflammation. Nat Rev Microbiol, 2009, 7: 99-
109

[41]	 Zhang R, Varela M, Forn-Cuní G, et al. Deficiency in the 
autophagy modulator Dram1 exacerbates pyroptotic cell 
death of Mycobacteria-infected macrophages. Cell Death 
Dis, 2020, 11: 277

[42]	 Galavotti S, Bartesaghi S, Faccenda D, et al.The 
autophagy-associated factors DRAM1 and p62 regulate 
cell migration and invasion in glioblastoma stem cells.
Oncogene, 2013, 32: 699-712

[43]	 Chen C, Liang QY, Chen HK, et al. DRAM1 regulates the 

migration and invasion of hepatoblastoma cells via 
autophagy-EMT pathway. Oncol Lett, 2018, 16: 2427-33

[44]	 Metge BJ, Mitra A, Chen D, et al. N-Myc and STAT 
Interactor regulates autophagy and chemosensitivity in 
breast cancer cells. Sci Rep, 2015, 5: 11995

[45]	 Meng C, Liu Y, Shen Y, et al. MicroRNA-26b suppresses 
autophagy in breast cancer cells by targeting DRAM1 
mRNA, and is downregulated by irradiation. Oncol Lett, 
2018, 15: 1435-40

[46]	 Iorio MV, Croce CM. microRNA involvement in human 
cancer. Carcinogenesis, 2012, 33: 1126-33

[47]	 Rutnam ZJ, Yang BB. The involvement of microRNAs in 
malignant transformation. Histol Histopathol, 2012, 27: 
1263-70

[48]	 Banno K, Yanokura M, Kisu I, et al. MicroRNAs in 
endometrial cancer. Int J Clin Oncol, 2013, 18: 186-92

[49]	 Mayne GC, Hussey DJ, Watson DI. MicroRNAs and 
esophageal cancer--implications for pathogenesis and 
therapy. Curr Pharm Des, 2013, 19: 1211-26

[50]	 Li J, Kong X, Zhang J, et al.MiRNA-26b inhibits 
proliferation by targeting PTGS2 in breast cancer. Cancer 
Cell Int, 2013, 13: 7

[51]	 Zhang X, Wang Y, Zhao A, et al. Long non-coding RNA 
LINC00511 accelerates proliferation and invasion in 
cervical cancer through targeting miR-324-5p/DRAM1 
axis.Onco Targets Ther, 2020, 13: 10245-56

[52]	 Tang N, Zhao H, Zhang H, et al. Effect of autophagy gene 
DRAM on proliferation, cell cycle, apoptosis, and 
autophagy of osteoblast in osteoporosis rats. J Cell 
Physiol, 2019, 234: 5023-32

[53]	 Geng J, Zhang R, Yuan X, et al. DRAM1 plays a tumor 
suppressor role in NSCLC cells by promoting lysosomal 
degradation of EGFR.Cell Death Dis, 2020, 11: 768

[54]	 He Q, Yang L, Gao K, et al. FTSJ1 regulates tRNA 
2'-O-methyladenosine modification and suppresses the 
malignancy of NSCLC via inhibiting DRAM1 expression.
Cell Death Dis, 2020, 11: 348

[55]	 Wu X, Qin Y, Zhu X, et al. Increased expression of 
DRAM1 confers myocardial protection against ischemia 
via restoring autophagy flux. J Mol Cell Cardiol, 2018, 
124: 70-82

[56]	 Laplante M, Horvat S, Festuccia WT, et al. DEPTOR cell-
autonomously promotes adipogenesis, and its expression 
is associated with obesity. Cell Metab, 2012, 16: 202-12

[57]	 Beaumatin F, O'prey J, Barthet VJA, et al. mTORC1 
activation requires DRAM-1 by facilitating lysosomal 
amino acid efflux. Mol Cell, 2019, 76: 163-76 e8.

[58]	 Owen D. FDA panel recommends approval of first gene 
therapy in US. BMJ, 2017: j3443

[59]	 Eric S. First AAV gene therapy poised for landmark 
approval. Nat Biotechnol, 2017, 35: 998

[60]	 Li Y, Sun Y, Miao M, et al.MiR-199a-5p affects sensitivity 
of acute myeloid leukemia to adriamycin by targeting 
DRAM1. Zhongguo Shi Yan Xue Ye Xue Za Zhi, 2020, 
28: 1096-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