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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细胞焦亡 (pyroptosis) 又称细胞炎性坏死，是由消皮素 (gasdermins) 介导的细胞程序性坏死，其过

程中伴有炎症因子的释放。近年来，关于细胞焦亡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细胞焦亡被证实与包括肿瘤

在内的多种炎症相关疾病的发生发展关系密切，并展现出在肿瘤治疗中的巨大潜能。该文就细胞焦亡的生

物学特点，其在肿瘤 CAR-T 疗法、抗 PD-1 治疗和化疗等治疗中的作用及机制进行了讨论，并重点阐述了

细胞焦亡相关分子作为恶性肿瘤治疗预后和化疗方案选择的指示因子，以及作为治疗靶点协调免疫治疗、

改变微环境增强疗效等方面的应用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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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roptosis and its potential application in cancer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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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yroptosis, also known as inflammatory necrosis of cells, is programmed cell death mediated by 
gasdermins, accompanied by the release of inflammatory factors in the processs. In recent years, grea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he study of pyroptosis, which has been proved to b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a variety of inflammation-related diseases, including tumors, and has shown great potential in the 
treatment of tumors. This review discusses the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yroptosis, its role and mechanism in 
tumor 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CAR) T cell therapy, anti-PD1/PDL1 therapy and chemotherapy, and  emphasizes 
the application potential of gasdermins as indicators of malignant tumor treatment prognosis and chemotherapy 
regimen selection, and as a therapeutic target to coordinate immunotherapy, change the microenvironment to 
enhance the efficacy.
Key words: pyroptosis; cancer; 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CAR) T cell therapy; anti-PD1/PDL1 therapy; 
chemotherapy

细胞焦亡曾被认为是由于某些细菌的侵害，由

半胱氨酸蛋白水解酶 1(cysteinyl aspartate specific 
proteinase-1, caspase-1) 介导的细胞坏死。随着 2002
年炎症体复合物的鉴定和 2011 年非经典炎症小体

的发现，细胞焦亡被认为是细胞死亡和炎症体的一

种机制 [1-3]。细胞焦亡曾被认为依赖 caspase 的切割

作用，但之后的一些实验表明消皮素D (gasdermin D, 
GSDMD) 或其他 gasdermins 的 N 末端结构域的表

达足以诱导细胞焦亡 [4-7]，而 caspase 的激活并不是

必需的，如颗粒酶 A、颗粒酶 B 可分别作为 GSDMB、



潘柯燃，等：细胞焦亡及其在肿瘤治疗中的应用潜能第3期 235

GSDME 的上游分子对其进行切割而无需 caspase 的
参与 [8-9]。时至今日，细胞焦亡被重新定义为由

gasdermin 蛋白介导的程序性坏死，gasdermins 家族

是一个孔形成效应蛋白家族，其被切割后在细胞膜

上的成孔能力是细胞焦亡发生的关键 [4, 10-13]。

细胞焦亡的生物学特点是细胞肿胀和从胞浆

中吹出大气泡，细胞膜快速破裂，从而释放细胞内

容物和促炎症介质，如白细胞介素 (interleukin, IL)
IL-1β 和 IL-18[11, 14-15]，这种特征炎症因子的释放使

焦亡在多种炎症相关疾病中发挥作用，如心脏病、

脓毒血症、糖尿病、肾病、动脉粥样硬化等 [16-18]。

近年来，关于细胞焦亡的发生机制、相关作用分子

与通路均有了大量突破性研究，已证实其与多种肿

瘤的发生发展、治疗、预后相关 [19-23] ；焦亡在嵌合

抗原受体 T 细胞免疫疗法 (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T-cell immunotherapy, CAR-T 疗法 )、细胞因子释放

综合征 (cytokine release syndrome, CRS) 及化疗中的

作用已得到一定验证 [24-28]。深入研究细胞焦亡的作

用机制及其与肿瘤的关系，将拓宽我们对肿瘤的认

识，并为肿瘤治疗提供新的视角。

1　细胞焦亡的生物学特点

Gasdermins 家族是一个孔形成效应蛋白家族，

是细胞焦亡的关键蛋白分子，可引起细胞膜通透性

的改变。目前该家族在人类组织细胞中检测出 6 个

同源基因：GSDMA、GSDMB、GSDMC、GSDMD、

GSDME (也称为DFNA5)和PJVK (也称为DFNB59)[10]。

除 DFNB59 以外，所有的 gasdermins 均为由 N 端

(GSDMNT) 和 C 端 (GSDMCT) 组成的双域结构，

即包含一个具细胞毒性的 N 端结构域和一个自抑制

的 C 端结构域，由一个连接体相连 [14]。Gasdermins
的激活需要 N 端结构域的活化，这种活化通常是由

于这两个结构域之间的蛋白裂解，解除对细胞毒性

结构域的分子内抑制，使其插入细胞膜并形成足够

大的寡聚孔，从而破坏离子稳态，诱导细胞死亡 [13]。

整个 gasdermins 家族具有共同的膜靶向机制，

GSDMNT 可以特异性结合质膜上的磷酸肌醇和心

磷脂 [10-11]，这些脂质也是线粒体内膜和一些细菌膜

的重要组成部分。磷酸肌醇仅存在于细胞膜的内小

叶中，即仅存在于细胞膜内侧 [29]；与此相一致的是，

GSDMNT 只能在细胞内引发细胞焦亡，而在细胞外

添加活化的 gasdermins 不会引起细胞膜溶解 [11, 30]。

GSDMNT 由单体转变为低聚体后插入细胞膜，导

致细胞膜孔的形成，大量形成的孔可严重破坏细胞

膜，并打破了细胞膜正常的渗透屏障，最终使细胞

膜破裂，导致焦亡的发生 [13]。Ragator-Rag 复合物

及 mROC1 被证实在 GSDMD 的聚合过程中起到了

关键作用，这一过程可能有活性氧的参与 [31]。

细胞焦亡的三种路径分别为：依赖于 caspase-1
切割 GSDMD 的经典途径、依赖于 caspase-4/5/11
切割 GSDMD 的非经典途径，以及其他途径 ( 图 1)。
细胞内的模式识别受体在识别细菌、病毒等信号的

刺激后，通过接头蛋白 ASC 与 caspase-1 的前体结

合，形成多蛋白复合物，使 caspase-1 活化，活化的

caspase-1 一方面切割 GSDMD 形成 GSDMD-NT，
诱导细胞膜穿孔内容物释放，引起炎症反应 ；另一

方面，活化的 caspase-1 切割 IL-1β 和 IL-18 的前体，

形成有活性的 IL-1β 和 IL-18，并释放到胞外，扩大

炎症反应，此为细胞焦亡的经典途径 [14-15]。人的

caspase-4、caspase-5 和小鼠的 caspase-11 通过同样

的方式介导了细胞焦亡的非经典途径，即在脂多糖

等信号的刺激下，caspase-4/5/11 被活化并切割 GSDMD
以诱发细胞焦亡 [11, 14]。除此以外，细胞焦亡已被发

现可通过其他途径发生，如 caspase-1 或来自细胞

毒性淋巴细胞的颗粒酶 A 可切割 GSDMB 并诱导靶

细胞的焦亡 [9, 32] ；颗粒酶 B 可直接切割 GSDME 来

激活靶细胞的焦亡，而不依赖于 caspase-3[8]。另外，

GSDMB 蛋白被证明可以被 caspase-3/6/7 裂解，但

这种裂解是否可以诱导焦亡尚不确定 [33] ，GSDMB
还可通过增强 caspase-4 活性促进非经典途径细胞

焦亡 [34]。

2　细胞焦亡在抗肿瘤治疗中的作用及机制

肿瘤处于复杂的免疫微环境中 [35-36]，而细胞焦

亡是一种免疫性细胞死亡。近年来，研究者们已发

现细胞焦亡与多种肿瘤的发展及治疗相关，部分机

制得到阐明 [28, 34, 37-40]，如颗粒酶 B 能够直接切割

GSDME，诱导癌细胞发生焦亡，焦亡的发生进一

步激活抗肿瘤的免疫反应，抑制肿瘤生长 [8] ；细胞

焦亡诱导的炎症反应可以激发强大的抗肿瘤免疫，

并与检查点阻断协同作用 [22]。此外，细胞焦亡也被

发现在促进肿瘤坏死、引发肿瘤治疗更加明显的不

良反应中发挥重要作用 [28, 41]。这些发现为减少肿瘤

治疗不良反应，达到更佳治疗效果，探索新的治疗

方法提供重要的思路 ( 图 2)。
2.1　CAR-T疗法与细胞焦亡

CAR-T 疗法也称为嵌合抗原受体 T 细胞免疫

疗法，是人体细胞免疫疗法中的一种。尽管用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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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原受体 (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CAR) 修饰的基

因工程 T 细胞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的临床应用中取

得了成功，但 CRS 的发生使 CAR-T 疗法的应用受

到限制。有报道指出，巨噬细胞在 CRS 相关炎症

反应中有重要作用，在其释放的促炎细胞因子中，

IL-6 和 IL-1 尤为重要 [41-42]。

一项关于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和焦亡的研究指

出，CAR-T 疗法的靶细胞多数表达 GSDME，CAR-T
细胞释放大量穿孔素与颗粒酶 B，颗粒酶 B 进入靶

细胞后切割 GSDME 诱发焦亡 [40]。靶细胞发生焦亡

后释放多种因子，包括炎症相关因子、ATP，进而

刺激巨噬细胞并激活了 caspase-1 和 GSDMD 途径，

产生大量促炎细胞因子，从而导致 CRS 的发生 [40]。

借助小鼠 CRS 模型，研究人员进一步证明了靶肿

瘤细胞中 GSDME 的敲除、清除巨噬细胞或抑制

caspase-1/GSDMD 作用途径，均可阻断 CRS 的发

生 [40]。以上结果表明肿瘤细胞发生焦亡激活了巨噬

细胞中 GSDMD 介导的炎症途径，导致 CRS 相关

细胞因子的释放。通过对 CAR-T 细胞治疗前 11 名

患者分离的原发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细胞中的

GSDME 水平分析发现，患者的白血病细胞普遍表

达 GSDME，并且较高水平的 GSDME 与更严重的

CRS 病例相关 [40]。

该研究揭示了 CAR-T 细胞和 T 细胞在杀伤肿

瘤细胞时引起的细胞死亡类型的机制差异，部分阐

明了 CRS 的发生机制，为减少或规避 CRS 提供了

思路，而通过对患者白血病细胞中 GSDME 表达水

平的检测，或可评估其发生 CRS 的风险与严重程度，

这对于治疗方案的选择有一定参考价值。

2.2　抗PD-1治疗与细胞焦亡

关键的免疫检查点程序性死亡配体 1 (pro-
grammed cell death-ligand 1, PD-L1) 通过与其受体 ——
细胞膜上的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 1 (programmed 
death-1, PD-1) 相互作用来抑制抗肿瘤免疫。阻断

PD-L1/PD-1 相互作用增强了抗肿瘤免疫应答，是

癌症治疗的一个重大突破 [43]。但部分肿瘤对于抗

PD-1 治疗不敏感，其耐药机制及预测抗 PD-1 治疗

临床疗效的生物标志物的选择是仍需克服的难

A：依赖于caspase-1切割GSDMD的细胞焦亡经典途径；B：Caspase-4/5/11切割GSDMD诱导了细胞焦亡非经典途径；C：细

胞焦亡的部分其他途径，颗粒酶A与caspase-1均可切割GSDMB，颗粒酶B可切割GSDME，诱导细胞焦亡。

图1  Gasdermins诱导细胞焦亡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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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27]。最近有一些研究提示了细胞焦亡在肿瘤抗

PD-1 治疗中的潜在机制。

抗 PD-1 治疗的疗效与肿瘤微环境中的免疫反

应密切相关。GSDMD、GSDME 表达沉默的 4T1
肿瘤对抗 PD-1 治疗无反应，在通过纳米颗粒结合

GSDMA3 并将其选择性地释放入 4T1、EMT6 肿瘤

细胞后，肿瘤细胞体积明显缩小，并且小鼠在接受

治疗后没有出现明显的不良反应，这证明了纳米颗

粒释放的 GSDMA3 具有抗肿瘤作用，但这种抗肿瘤

作用在免疫缺陷的小鼠组别中没有明显观察到 [44]。

GSDMA3 进入肿瘤细胞后， IL-1β 和 IL-18 水平升

高，一些抗肿瘤效应基因表达水平上调，部分促肿

瘤及免疫抑制基因下调 [44]，CD4+ T 细胞、CD8+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增加，因此免疫系统可能

在该治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当一

轮注射结合 GSDMA3 的纳米材料后再进行抗 PD-1
治疗，4T1 肿瘤明显体积缩小，重量减轻 [44]。此研

究提示，细胞焦亡引起的肿瘤微环境炎症反应可能

与抗 PD-1 治疗协同作用，通过诱发部分细胞发生

焦亡可引起肿瘤免疫微环境的改变，从而诱导抗肿

瘤免疫，即部分对抗 PD-1 治疗不敏感的肿瘤在通

过靶向 GSDMA3 治疗后可能被“诱导激活”，提高

治疗效果。

另有实验发现，PD-L1 在缺氧条件下可转移到

细胞内，激活 p-Y705-STAT3，与 PD-L1 结合后诱

导其转移至细胞膜，并通过导入蛋白 α 和 β 途径进

入核内，即核 PD-L1 (nuclear PD-L1, nPD-L1)，随后，

nPD-L1/p-Y705-STAT3 复合物与 GSDMC 启动子的

STAT3 位点结合，激活了 GSDMC 的转录，使细胞

内 GSDMC 表达升高 [28]。巨噬细胞释放的肿瘤坏死

因子 α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 激活了 caspase-8，
其切割 GSDMC 诱导肿瘤细胞的死亡形式由细胞凋

亡转变为焦亡，促进了肿瘤的坏死 [28]，此类坏死可

加速肿瘤生长，同时抑制了抗肿瘤免疫。因为肿瘤

的血管生成速度与肿瘤的生长速度并不一致，所以

缺氧常发生在实体瘤中，化疗药物也可导致肿瘤的

缺氧环境。

在抗 PD-1 治疗中，GSDMA3 的表达成功将部

分“冷肿瘤”转变为对治疗敏感，显著提高了治疗

效果，而在肿瘤的发展进程中，局部缺氧发生时的

A：CAR-T细胞释放的颗粒酶B进入肿瘤细胞，通过切割GSDME诱导了焦亡，从而激活巨噬细胞中GSDMD介导的炎症

途径，诱发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B：缺氧条件下，膜PD-L1发生转位入核，提高了细胞内GSDMC表达，caspase-8切割

GSDMC诱导了细胞焦亡，促进肿瘤坏死；C：接受化疗药物作用时，部分高表达gasdermins的肿瘤细胞死亡形式为细胞

焦亡。

图2  细胞焦亡在抗肿瘤治疗中的作用及机制



生命科学 第34卷238

PD-L1 核移位诱导了细胞焦亡的发生并促进了肿瘤

的生长。细胞焦亡表现出在提高抗 PD-1 治疗疗效

中的潜力，且与肿瘤的恶性进程相关，随着更多相

关研究的进行，通过进一步探索其作用机制，可为

抗肿瘤治疗提供新的方向和靶点。

2.3　化疗与细胞焦亡

化疗是目前治疗癌症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其与

手术、放疗一起并称癌症的三大治疗手段。但是由

于化疗药物耐药性和不良反应，治疗选择仍然有限，

随着新化疗药物的发现及其作用机制的阐明可能为

肿瘤治疗带来重大突破。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细

胞焦亡与肿瘤细胞死亡及相关正常组织细胞损伤密

切相关，多种化学药物和生物提取物的抗肿瘤分子

机制被证实与焦亡相关，它们通过细胞焦亡或与其

相关的途径杀伤肿瘤细胞 [22, 45]。因此，研究细胞焦

亡在化疗中的作用，可进一步补充认知化疗药物及

不良反应的发生机制，为更好地发现新药、指导化

疗药物的运用以及抗肿瘤治疗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来自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邵峰课题组发现并

报道了 GSDME 在化疗药物的作用下，通过 caspase-3
的切割作用获得活性，诱导肿瘤细胞发生焦亡，并

在化疗药物对正常组织的毒副作用中扮演重要角

色 [26]。 GSDME 介导的细胞焦亡被证实可发生于多

种化疗药物的治疗过程中，并可提高多种肿瘤细胞

对化疗药物的敏感性，例如：蛇床子素可通过诱导

GSDME 的表达，诱导卵巢癌细胞发生焦亡 [46] ；丹

参新酮通过刺激活性氧产生、抑制 MEK/ERK1/ 
ERK 2 激活和激活线粒体途径诱导 GSDME 介导的

细胞焦亡发生，使肝癌细胞死亡 [47] ；化疗药物紫杉

醇和顺铂通过激活 caspase-3/GSDME 途径诱导 A549
肺癌细胞焦亡，且顺铂的效力更强于紫杉醇 [24] ；

BIX 联合顺铂可以诱导胃癌细胞发生由 GSDME 介

导的焦亡，还可激活自噬途径诱导 Bax/caspase-3/
GSDME 介导的细胞焦亡，从而提高鼻咽癌对化疗

药物的敏感性 [30, 48]。

有趣的是，除与化疗药物的敏感性相关以外，

细胞焦亡在肿瘤化疗中表现出“双刃剑”的作用，

即在肿瘤化疗的不良反应中也有重要功能。体外实

验证明，顺铂可以诱导高表达 GSDME 的细胞发生

细胞焦亡，而动物实验进一步说明，GSDME 基因敲

除的小鼠的化疗不良反应相对于野生型小鼠更少 [26]。

有报道发现 α-NETA 分子通过 caspase-4/GSDMD
途径诱导卵巢癌细胞发生细胞焦亡，其可能作为一

种潜在的新型抗肿瘤分子或先导化合物，有用于卵

巢癌化疗的潜能 [49-50]。二甲双胍在体内外可通过靶

向 miR-497/ 脯氨酸、谷氨酸和亮氨酸富含蛋白 -1
轴诱导 GSDMD 介导的食管鳞状细胞癌细胞发生细

胞焦亡，提示二甲双胍可能作为化疗和放疗难治性

食管癌或其他具有相同细胞焦亡机制的癌症的替代

疗法 [50-51]。

对于细胞焦亡在化疗中的作用机制的阐明更好

地解释和补充了化疗药物在肿瘤治疗、不良反应产

生的机制，这对于选择化疗药物、解决肿瘤耐药、

发现新药均有重大意义。

3　细胞焦亡在恶性肿瘤治疗中的应用潜能

细胞焦亡相关分子的表达水平与多种肿瘤的预

后、治疗效果相关，在恶性肿瘤治疗中展示出较大

潜力，包括其作为预后指示因子、协调免疫治疗改

变肿瘤微环境增强疗效的潜力，以及协助化疗方案

选择指示的潜能 ( 图 3)。
3.1　细胞焦亡关键分子作为恶性肿瘤标志物及预后

指示因子的潜能

Gasdermins 作为细胞焦亡的关键蛋白在不同器

官与组织的表达水平并不相同，主要被检测到在消

化道上皮中表达 [10, 52]，而其结构突变和表达水平的

差异被证实与一些疾病相关，如 GSDMA 多态性与

儿童哮喘易感性相关，而 GSDMB 多态性与儿童中

度哮喘表型相关 [32, 53]，GSDMB 的多态性还与发生

复杂炎症性疾病的风险增加相关，例如哮喘、炎症

性肠病、克罗恩病和溃疡性结肠炎 [34, 54-55]。

在多种恶性肿瘤中，Gasdermins 表现出特异性

的表达量差异 ( 表 1)。GSDMA 在上消化道、皮肤

和乳腺普遍表达，而在胃癌中表达较低 [52]。GSDMB
在胃癌、子宫癌、宫颈癌、乳腺癌等癌组织中高

表达 [34, 52] ，其过度表达可能与肿瘤侵袭、组织病

变相关，起到提示疾病发生发展的作用 [34, 54-56] ；另

有研究表明，乳腺癌中，高水平的 GSDMB 表达与

低存活率和高转移率相关，并表现出 HER2 靶向治

疗效果降低 [33-34, 55, 57]，因此 GSDMB 可能成为乳腺

癌治疗的新靶点以及预后标志物。

GSDMC 在胃癌和食管癌细胞中表达下调，但

在结直肠癌组织中表达较高 [58]。Tgfbr2 的失活突变

经常发生，上调了 GSDMC 的表达，诱导肿瘤细胞

增殖并促进肿瘤的发生，这提示 GSDMC 可能是一

种癌基因 [20, 58]。Wei 等 [20] 发现 GSDMC 在肺腺癌

组织中显著高表达，而低表达 GSDMC 的肺腺癌患

者预后更佳，CpG（胞嘧啶鸟嘌呤二核苷酸）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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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甲基化状态与 GSDMC 的表达呈显著负相关， 表
明 GSDMC 具有成为肺腺癌预后标志物的潜能。

在大多数胃癌细胞及邻近组织中可观察到

GSDMD 的高表达，而 GSDMD 的低表达在体内和

体外均能显著促进胃癌细胞的增殖，因此，GSDMD
可能成为胃癌预后的指示因子 [54]。而在非小细胞肺

Gasdermins具有作为恶性肿瘤标志物及预后指示因子、化疗方案的指示因子及协调免疫治疗改变肿瘤微环境增强疗效的潜能

图3  细胞焦亡在恶性肿瘤治疗中的应用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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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中，更强的侵袭性与 GSDMD 的高表达相关，包

括晚期的淋巴结转移阶段和更大的肿瘤体积 [21, 39] ；

且 GSDMD 高表达提示肺腺癌预后不良，而其在

鳞癌中不表达 [39]，提示 GSDMD 可能作为肺腺癌

独立的预后标志物。另有实验证实结肠癌与直肠癌

中高表达 GSDMD 的患者的总生存率均优于低表

达者 [25]。

由于启动子被甲基化，GSDME 在多种肿瘤中

表达沉默，如胃癌、结直肠癌、乳腺癌，并且 
GSDME 表达的降低与乳腺癌淋巴结转移率提高、

生存率降低有关，提示 GSDME 可能有抑癌作用 [59]。

GSDME 在食管鳞状细胞癌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ESCC) 组织中的表达明显高于正常

食管组织，且 GSDME 的高表达与 ESCC 患者更佳

的预后显著相关，这可能是由于 GSDME 高表达的

患者对于化疗的反应更好 [59]。

这些研究提示 gasdermins 可能具有组织特异

性，其在不同组织、器官中的功能不同，具有作为

恶性肿瘤标志物及预后的指示因子的潜能；而一些 
gasdermins 可能为癌基因，有成为肿瘤治疗的新靶

点的潜能。

3.2　细胞焦亡关键分子作为化疗方案选择的指示因

子潜能

细胞焦亡与化疗药物的疗效关系密切，在多种

肿瘤中存在不同 gasdermins 的表达沉默 [54, 60]。如果

能依据不同肿瘤中 gasdermins 的表达水平指导对化

疗药物的选择，或通过药物的联合应用诱导肿瘤细

胞发生焦亡从而提高疗效，可望找到肿瘤化疗的新

靶点与新的治疗方向。

L-OHP 是第三代铂化合物，已被开发作为顺

铂的替代药理化合物，但由于肿瘤细胞对 L-OHP
的固有或获得性耐药性，影响其化疗敏感性。利用

脂多糖诱导 GSDMD 的表达升高，可增强 HT29 细

胞对 L-OHP 的化疗敏感性 [25]，但 GSDMD 在结直肠

癌中的抑癌作用及增强化疗药物的机制仍待阐明。

顺铂可以诱导高表达 GSDME 的细胞发生焦

亡，野生型小鼠相对于敲除 GSDME 基因的小鼠表

现出更重的化疗不良反应，表现为更显著的体重减

轻、脾脏减小、小肠大量免疫细胞浸润 [26]。甲基转

移酶抑制剂地西他滨可显著上调肿瘤细胞中 GSDME
的表达，通过逆转细胞内 GSDME 沉默，可使肿瘤

细胞对化疗药物敏感，在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和急

性骨髓性白血病的治疗中，化疗药物联合地西他滨

和类似的阿扎胞苷治疗效果更好 [26]。

由于 gasdermins 在不同健康组织及肿瘤细胞中

的分布具有较大差异 [14]，并在某些肿瘤中表达水平

具有特异性差异，因此，gasdermins 可能成为化疗

药物选用的一种指示因子，帮助实现药物选用疗效

更佳，规避或减少不良反应。

3.3　细胞焦亡关键分子协调免疫治疗改变肿瘤微环

境增强疗效的潜能

在肿瘤微环境及免疫微环境中，巨噬细胞有着

重要的地位，肿瘤相关巨噬细胞 (tumor-associated 
macrophage, TAM) 及其前体在大多数人类实体恶性

肿瘤的髓样浸润中占最大比例 [61]，血管周围或缺氧

区的 TAMs 亚群显示出促血管生成和免疫抑制特

性，而在某些情况下，位于侵袭性肿瘤前沿或癌细

胞巢中的 TAMs 显示出杀瘤活性 [61]。

在小鼠体内，敲除 GSDME 的肿瘤表现出更强

的生长活性，而 GSDME 的过表达了抑制肿瘤生长，

这种抑制与免疫相关，由细胞毒性淋巴细胞介导 [22]。

GSDME 的表达增强了 TAMs 对肿瘤细胞的吞噬作

用，以及肿瘤浸润自然杀伤细胞 (tumor-infiltrating 
NK cells) 和 CD8+ T 淋巴细胞的数量和功能 [22]。

如前文论述，PD-L1 在缺氧条件下可转移到细

胞内，通过 GSDMC 引发的细胞焦亡释放出的炎症

细胞因子激活了巨噬细胞 [28]，使肿瘤出现局部的坏

死，这可能与缺氧区的 TAMs 促肿瘤作用相关。通

过纳米颗粒结合 GSDMA3 并将其选择性地释放入

肿瘤，可诱导肿瘤细胞发生细胞焦亡，而部分的肿

瘤细胞的焦亡足以清除整个肿瘤，这依赖于免疫

系统的功能，并有证据显示此过程中巨噬细胞分泌

IL-1β 增强了抗肿瘤作用 [44]。

细胞焦亡的发生改变了肿瘤微环境，增强了免

疫细胞杀伤肿瘤的效果，并在小鼠试验中成功将“冷

的”4T1 肿瘤诱导变为对抗 PD-1 治疗敏感的“热”

肿瘤 [44]。由这些证据我们可以看出，细胞焦亡在肿

瘤免疫微环境中有着重要的作用，通过激活或促进

免疫反应，有望提高相关免疫疗法疗效，达到对肿

瘤更好的清除作用。

4　结论和展望

细胞焦亡的研究逐渐深入，我们对细胞焦亡的

机制有了更深入的认知。许多研究将细胞焦亡的研

究与肿瘤发展、治疗相结合，从肿瘤的增殖、坏死

特性、肿瘤免疫微环境、抗肿瘤治疗等不同层面阐

明了细胞焦亡在肿瘤中的部分重要作用，这对肿瘤

的治疗有着重要意义。而针对不同肿瘤，如果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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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表达 gasdermins 的水平作为化疗药物的选用标

志，或可提高肿瘤对于化疗药物的敏感性，规避或

降低用药不良反应，达到更理想的治疗效果。细胞

焦亡在肿瘤免疫治疗中也表现出巨大潜能，其在

CAR-T 治疗与抗 PD-1 疗法中作用的阐明为优化免

疫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但是关于细胞焦亡，仍有

许多未阐明的问题，如肿瘤中 gasdermins 的功能还

并不明确，其对于肿瘤免疫微环境影响的研究仍然

较少，如何平衡焦亡引起的化疗敏感性增加和不良

反应的产生等问题还需进一步的研究，使细胞焦亡

更好地运用于肿瘤的临床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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