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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磷酸甘油酸变位酶 5 (phosphoglycerate mutase 5, PGAM5) 亦称线粒体磷酸酶，与其家族成员高度

同源。作为一种多功能蛋白，PGAM5 主要通过蛋白质与蛋白质的互作和特异性丝氨酸 / 蛋白质磷酸酶活性

发挥作用。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除在细胞凋亡中具有重要作用外，PGAM5 亦参与其他病理生理过程，

如激活程序性坏死、氧死亡以及调控线粒体自噬、线粒体分裂和线粒体生物发生等，但 PGAM5 在其中的

具体作用仍知之甚少。现就 PGAM5 的病理生理功能作一综述，以期为相关靶点在临床转化医学领域的应

用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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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hosphoglycerate mutase 5 (PGAM5), also known as mitochondrial phosphatase, is highly homologous 
with its protein family members. As a multifunctional protein, PGAM5 mainly functions through 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 and specific serine/protein phosphatase activity. A growing number of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in 
addition to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apoptosis, PGAM5 is also involved in other pathophysiological processes, 
such as activation of necroptosis, oxeiptosis, mitochondrial autophagy, mitochondrial fission and mitochondrial 
biogenesis. Therefore, the pathophysiological functions of PGAM5 were reviewed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application of related targets in the field of clinical translational medicine.
Key words: phosphoglycerate mutase 5; cell apoptosis; necroptosis; oxeiptosis; mitochondrial autophagy; 
mitochondrion fission; mitochondrial biogenesis

磷酸甘油酸变位酶 5 (phosphoglycerate mutase 
5, PGAM5) 作为一类非典型的线粒体苏氨酸 / 丝氨

酸磷酸酶，亦被称之为线粒体磷酸酶，与 PGAM
家族成员高度同源。该家族成员众多 ( 如 PGAM1、

PGAM2、PGAM3 等 )，其中大多数均是通过 PGAM
结构域中高度保守的磷酸化组氨酸特征基序而介导

磷酸酶转移。但是，鉴于 PGAM5 磷酸化组氨酸基

序的保守性较差，因此其通常缺乏突变酶的活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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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PGAM5 被认为是一个与 Bcl-xL (B-cell 
lymphoma-extra large) 互作的因子 [2]。但随着研究

的不断深入，学者逐渐发现 PGAM5 还可与 Kelch
样环氧氯丙烷相关蛋白 1 (Kelch-like ECH-associated 
protein-1, Keap1) 相互作用以调节线粒体结构和功

能变化。研究表明，PGAM5 还可通过动力相关蛋

白 (dynamin-related protein 1, Drp1) 介导的线粒体

分裂 [3] 而促进 PGAM5 与 FUN14 域蛋白 1 (FUN14 
domain containing 1, FUNDC1) 结合，进而调节线粒

体自噬 [4]。除此之外，PGAM5 亦可参与调控多种病

理生理过程，例如细胞凋亡 [5]、氧死亡 (oxeiptosis) [6]、

铁死亡 (ferroptosis) [7] 和炎症反应等；并作为受体

相互作用蛋白 1/ 受体相互作用蛋白 3/ 混合谱系激

酶样蛋白 (receptor interacting protein kinase 1/receptor 
interacting protein kinase 3/mixed lineage kinase 
domain-like protein, RIPK1/RIPK3/MLKL) 复合物的

下游底物参与程序性坏死 (necroptosis) 的发生与发

展 [8]。需要注意的是，尽管 PGAM5 在前述诸多病

理生理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但其分子机制尚未明

晰。基于此，本文就近年来国内外 PGAM5 的相关

文献进行梳理归纳，综述了 PGAM5 的生物学功能，

分析了其在多种生物学事件中的作用，以期为相关

靶点在临床转化医学领域的应用提供参考依据。

1　PGAM5概述

PGAM5 是定位于线粒体内外膜的一种丝氨酸 /
苏氨酸蛋白磷酸酶，亦称二组氨酸磷酸酶 (two-
histidine phosphatase, 2H-phosphatase)，由 190 个氨

基酸组成，广泛分布于心脏、脑和肾等组织中 [9]。

PGAM 家族至少包含 12 种不同的蛋白质，PGAM5
与其家族蛋白活性高度相似，均缺乏典型 PGAM
活性，但相比之下其活性位点众多，包含 H105、
H230、R104 及 R152 等组氨酸和精氨酸残基 [10]。

人 PGAM5 基因相对复杂，可通过自身 3ʹ 端外

显子选择性剪接后形成两种异构体，即 PGAM5-L 
( 长型 ) 和 PGAM5-S ( 短型 ) [10]。两种异构体前 239
个氨基酸大体一致，前者 C 末端多出 16 个疏水氨

基酸，后者则多出 50 个氨基酸 [2, 11]。其中，氨基酸

9—29 是其跨膜结构域和线粒体靶向区域，且两种

异构体均包含 1 个保守的 WDXNWD 基序 ( 氨基酸

58—63)、1 个结合 Keap1 ( 氨基酸 77—82) 和 PGAM
结构域 ( 从氨基酸 98 起 ) NXESGE 基序，而二者从

C 末端 ( 氨基酸 239—) 结构开始有所差异。需指出

的是，WDXNWD基序亦称多聚化基序 (multimerization 

motif, MM)，这一基序是 PGAM5-L 发挥其磷酸酶活

性的关键环节，即：WDXNWD 基序可介导 PGAM5-L
多聚体的形成 [12]。此外，PGAM5 亦拥有二聚体、

十二聚体等多种构象：PGAM5-L 可通过其 C 末端

形成二聚体，相邻二聚体再通过 WDXNWD 基序形

成十二聚体。除前述 PGAM5 结构中的氨基酸 9—29
以外，氨基酸 25—28 亦具有重要贡献，即其拥有

一个新型凋亡抑制蛋白 (inhibitor of apoptosis proteins, 
IAPs) 结合基序 (neo-IAP-binding motif, IBM)，且该

基序在 PGAM5 调控细胞凋亡中扮演重要角色。

PGAM5 复杂且未知的结构是其功能多样性的

基础，故 PGAM5 可参与诸多病理生理进程。例如，

作为一类新型 IAPs 结合基序，IBM 主要介导 PGAM5
与 IAPs 结合而促进细胞凋亡 [13]。再如，其亦可与

RIPK1/RIPK3/MLKL 复合物 ( 也称坏死小体，英文

称 necrosome) 相互作用而正向调控程序性坏死发

生 [11]。又如，其参与包括由活性氧簇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 介导的一种新型的细胞死亡 —— 氧

死亡的发生与发展 [6]。此外，PGAM5 亦可调控线

粒体自噬 [14-16]、线粒体分裂 [3, 17-18] 和线粒体生物发

生 [19-20] 等重要过程的发生。

2　PGAM5的生物学功能

2.1　PGAM5参与调控细胞凋亡

细胞凋亡是指由相关基因和细胞因子调控的

一类细胞程序性死亡，若该过程紊乱则极有可能导

致免疫性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和癌症等诸多疾病

的发生发展 [21]。研究表明，PGAM5 可通过与 Bax 
(Bcl-2 associated X protein)、Bcl-xL、Drp1 等因子互

作以调控细胞凋亡。报道指出，特异性敲除 PGAM5-L
可明显抑制 Bax 向线粒体易位，并最终削弱细胞凋

亡 [5]。此外，有学者通过工程技术 (NEDDylator，
一种催化标记工具，可将 NEDD8 转移至 E3 泛素

酶底物，使之被有效地纯化而得以进行 LC-MS/MS
鉴定 ) 处理后，可显著抑制 PGAM5 与 IAPs 结合并

激活胱天蛋白酶 (caspase)，从而诱导细胞凋亡 [13]。

另有研究发现，在星胞菌素 (staurosporine) 诱导的

凋亡模型中，PGAM5-L 可与 Drp1 和 Bax 互作并形

成 PGAM5-L/Drp1/Bax 复合物，随即介导线粒体分

裂，引起线粒体膜通透性增加，最终诱导细胞凋

亡 [22]，说明 PGAM5 可能处于细胞凋亡与线粒体分

裂的交叉点。需指出的是，前述过程中并无

PGAM5-S 参与，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1) 两种异

构体疏水性存在差异，与 PGAM5-L 相比，PGAM5-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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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疏水性，促凋亡蛋白 Bax 易位至线粒体相对亲

水部位“穿孔”；(2) 一方面，Drp1 与 Bax 互作之前

自身需去磷酸化；另一方面，PGAM5-L 可通过形

成二聚体和 / 或多聚体放大其磷酸酶活性 [11]。以上

研究表明，PGAM5 可能在机体发挥促凋亡作用，

未来可深入探析其在细胞凋亡中的作用及可能机制。

Yang 等 [23] 报道，在缺血再灌注 (ischemia-
reperfusion, I/R) 损伤中心肌 PGAM5 表达明显下调，

同时细胞培养证实 PGAM5 可经 Keap1 介导的 Bcl-
xL 降解而正向调节心肌 I/R 损伤介导的细胞凋亡，

表明 PGAM5 可能具有促凋亡活性。另有研究显示，

特异性敲除或抑制 PGAM5 基因后可明显改善大鼠

心肌 I/R损伤 [24]，提示PGAM5可能具有抗凋亡活性，

这一定程度上可能与 PGAM5 表达水平有关。此外，

研究表明，PGAM5 介导的细胞凋亡与机体应激程

度相关。一方面，轻度应激刺激下，PGAM5 通过

其 PGAM 结构域 ( 氨基酸 125—156) 与抗凋亡蛋白

Bcl-xL、Bcl-2 互作，从而发挥抗凋亡作用；另一方

面，中、高强度的应激刺激下，PGAM5 通过多种

途径协同调控 Bax、Bak 和仅含有 BH-3 结构域的

蛋白质 ( 包括 BIM、BAD、NOXA 和 BID 等 ) 的表

达而启动凋亡 [25]。而事实上，PGAM5 可在 Ser62
位点去磷酸化 Bcl-xL，从而抑制细胞凋亡过程 [4]。

以上研究表明，PGAM5 可能具有抗 / 促凋亡活性，

未来可深入探析 PGAM5 在临床疾病中的作用，有

望为相关疾病的诊断及防治提供有益参考。

2.2　PGAM5参与调控程序性坏死

程序性坏死 ( 亦称坏死性凋亡 ) 因其兼具凋亡

和坏死的特征而得名，是指机体受相关基因调控

而使细胞主动并有序死亡的一种方式 [11]。其中，

RIPK1/RIPK3/MLKL 复合物的形成是程序性坏死的

关键步骤。研究表明，PGAM5 可作为 RIPK3/MLKL
途径的下游调节子以调控程序性坏死。在肿瘤坏死

因子 α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 诱导的程序

性坏死中，PGAM5-L 与 RIPK1/RIPK3/MLKL 复合

物的互作激活线粒体上的 PGAM5-S，PGAM5-S 定

位于线粒体分裂收缩部位的相对疏水环境中，负责

将 Drp1 招募至线粒体，进而在 Ser637 位点去磷酸

化 Drp1，并激活 GTPase 活性 [11]。

目前关于 PGAM5 与程序性坏死的相互关系仍

存分歧。据报道，在人肿瘤细胞中，特异性敲除

PGAM5-L 与 PGAM5-S 均可减轻由 TNF-α、Ca2+ 超

载和 ROS 诱导的程序性坏死 [26]。然而，一些研究呈

现出不一致的结果。例如，Remijsen 等 [27] 采用 siRNA

敲低 L929 细胞内的 PGAM5，与对照组相比，经

TNF-α 处理的敲除组小鼠程序性坏死未见明显变

化。再如，在成纤维细胞中发现 PGAM5 可与线粒

体自噬蛋白 PINK1 互作，从而保护细胞免于程序

性坏死 [28]。可见，在不同细胞类型中，PGAM5 与

程序性坏死的关系可能存在差异。

另外，PGAM5 在 ROS 介导的程序性坏死中亦

扮演重要角色。研究报道，PGAM5 可通过上调亲

环素 D (cyclophilin, CypD) 磷酸化水平以促进线粒

体通透性转换孔 (mitochondrial permeability transition 
pores, MPTP) 开放和 ROS 生成，最终诱导内皮细胞

发生程序性坏死 [29-30]。事实上，MPTP 开放很大程

度上是由于细胞外基质 Ca2+ 过度累积和氧化应激异

常增加所致 [31]。重要的是，作为氧化还原传感器，

Keap1 在与 PGAM5-L 互作后从胞质转位至线粒体，

从而促进其感知线粒体内的氧化还原信号，提示

PGAM5-L 可能是氧化应激和 MPTP 之间的关键调

节子。此外，Wang 等 [32] 发现在 H2O2 介导的程序

性坏死中，活化 AMP 活化蛋白激酶 (AMP-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AMPK) 可促进 Keap1 与 PGAM5 相

互作用，从而削弱程序性坏死，提示 PGAM5 可能

负向调控 ROS 介导的程序性坏死发生。由此可见，

一方面 PGAM5 可作为 RIPK3/MLKL 途径下游底物

或通过活化 CypD 和 / 或 Drp1 等关键蛋白调节程序

性坏死，另一方面 AMPK 可能负向调控 PGAM5 
( 图 1)。上述机制仍有待后续进一步探索，因此未

来可深入研究 PGAM5 及其相互作用因子在程序性

坏死中的作用。

2.3　PGAM5参与调控氧死亡

Holze 等 [6] 首次揭示了一种新的细胞死亡方

式 —— 氧死亡，这是一种由 ROS 介导的胱天蛋白

酶非依赖性的凋亡样细胞死亡方式。理论上而言，

氧死亡与凋亡有相似之处，但亦有所差异。首先，

鉴于氧死亡缺乏明显的组织和 / 或细胞特征性变化，

故从形态上无法鉴定氧死亡；其次，氧死亡缺乏死

亡相关受体 ( 如 Fas/Fasl 等受体 ) 介导的信号，亦

无线粒体介导的凋亡信号，与凋亡明显不同；最后，

当机体遭遇病原体“侵袭”或其他因素使细胞内

ROS 水平升高后会激活氧死亡，此时其可能发挥抗

炎作用，这一点与凋亡相似 [33]。然而，亦有研究呈现

出不一致的结果。例如，在臭氧暴露模型中，PGAM5−/−

小鼠肺部可见炎症加剧及白介素 6 (interleukin-6, IL-
6)、CXCL 和 CCL 水平明显升高 [6]。再如，氧死亡

主要由 Keap1/PGAM5/AIFM1 信号调控，即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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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依赖 Keap1 激活细胞死亡，并通过磷酸化

PGAM5 将线粒体凋亡诱导因子 (apoptosis inducing 
factor, AIF ；又称 AIFM1) 去磷酸化，最终诱导细胞

死亡 [34]。需指出的是，并非所有由 ROS介导的细胞死

亡均被视为氧死亡，如铁死亡 [7]、焦亡 (pyroptosis) [35- 36]、

胀亡 (oncosis) [37] 等亦可由 ROS 诱导，但其不属于

氧死亡，这可能与 ROS 程度有关。重要的是，越来

越多的研究表明，作为氧死亡的核心因子，PGAM5
亦可能参与大多数病理生理过程如病毒感染、炎症、

肿瘤和癌症等发生发展 [14, 38]。表 1 归纳了 PGAM5

在多类疾病中的作用，旨在为临床相关疾病的靶向

治疗和 / 或预防提供参考策略 [39-46]。

目前关于 PGAM5 调控氧死亡的研究尚少，分

子机制亟待厘清。研究表明，PGAM5 拥有一个保

守的 NXETGE 基序，这与核转录因子 E 相关因子 2 
(nuclear factor E2-related factor 2, Nrf2) 大体相似，

同时其亦可通过该序列与 Keap1、Nrf2 互作后形成

一种三聚复合物 PGAM5-Keap1-Nrf2 [6]。此外，Holze
等 [6] 认为，Keap1 与 PGAM5 的互作程度与机体细

胞内 ROS 水平有关。在适度的 ROS 浓度时，游离

MIM：线粒体内膜；MOM：线粒体外膜；→：促进；----：抑制；p-CypD：CypD磷酸化。

图1  PGAM5参与调控程序性坏死示意图

表1  PGAM5在多类疾病中的作用

疾病类型 作用/影响 文献

HCC 凋亡因子Bcl-xL表达与PGAM5正相关 [39]
 HCC患者肿瘤组织中PGAM5过表达；而干扰PGAM5表达后，可通过介导抗 [40]
     凋亡因子Bcl-xL降解，从而促进凋亡通路激活 
COPD PGAM5在癌前组织和NSCLC中表达，而在正常上皮中不表达；PGAM5表达 [41]
     与患者死亡率之间的关系可能是通过某一特定的巨噬细胞而介导的 
I/R PGAM5能通过调控线粒体质量控制而加剧I/R损伤 [42]
AIH PGAM5-Drp1信号轴可能是急性免疫介导肝损伤的潜在治疗靶点 [43]
EIF PGAM5−/−小鼠肺纤维化削弱明显/PGAM5在肺纤维化中起重要作用 [44]
DKD 过表达的PGAM5可加剧糖尿病肾小管损伤发生发展 [45]
PD 与PINK1−/−小鼠相比，PGAM5−/−小鼠的PD样表型更明显，这可能与PGAM5缺失 [46]
     后导致线粒体运动学异常有关 
注：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非小细胞肺

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缺血再灌注(ischemia-reperfusion, I/R)；自身免疫性肝炎(autoimmune hepatitis, AIH)；
实验性肺纤维化(experimental lung fibrosis, EIF)；糖尿病肾病(diabetic kidney disease, DKD)；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 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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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胞浆的 PGAM5 无法易位至线粒体，因此其不能

与 AIFM1 互作。但是，机体 ROS 浓度与氧死亡程

度密切相关。一方面，当机体细胞的 ROS 浓度较

高时，氧死亡表现明显，伴有 Keap1 与 PGAM5 解离，

后者则直接进入线粒体内将 AIFM1 去磷酸化 [34] ；

另一方面，当机体细胞 ROS 浓度升高时，Keap1 将

与 Nrf2 解离后同 PGAM5 结合，Nrf2 则入核与顺

式反应元件 (ARE) 相互作用，继而激活机体细胞内

的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glutathione peroxidase, GPx)、
过氧化物酶 (peroxiredoxin, PRX) 等抗氧化蛋白的转

录，从而清除过量的 ROS [47-48] ( 图 2)。
除此之外，PGAM5 调控氧死亡还需要下游底

物 AIFM1 协作。作为一种多功能蛋白，AIFM1 主

要参与机体线粒体能量代谢、非胱天蛋白酶依赖性

细胞死亡 ( 包括程序性坏死 [8]、铁死亡 [7] 和自噬依

赖性死亡等 [49])。AIFM1 亦是一种线粒体氧化还原

酶，主要通过其 NADH 氧化还原酶活性调节复合

物 І 的生成。正常状态下，人 AIFM1 基因位于 X
染色体上；而病理状态下，AIFM1 位于第 53 位甲

硫氨酸 (Met53) 与第 54 位丙氨酸 (Ala54) 相连的肽

键会裂解，继而形成成熟的 AIFM1 ；随后成熟的

AIFM1 导入线粒体膜间隙并通过其 N 端锚定在线

粒体内膜。一旦 AIFM1 基因缺失就会导致严重的

线粒体功能障碍，从而引发肌萎缩和神经变性等疾

病的发生发展 [49]。

目前关于 PGAM5 的亚细胞定位尚存争议。一

般而言，PGAM5 N 端含有特定的线粒体靶向序

列而定位于线粒体外膜 [50]，其可将 AIFM1 蛋白第

116 位丝氨酸残基 (S116) 去磷酸化，并且过表达的

AIFM1S116 可激活自发性细胞死亡。而目前关于

AIFM1S116 去磷酸化的分子机制尚未阐明。需指出

的是，PGAM5 和 AIFM1 的耗竭均能致使小鼠神经

功能障碍，提示其在神经元发育过程中发挥关键作

用 [14]。综上，PGAM5 与 Keap1、AIFM1 的相互作

用在氧死亡调控中发挥关键作用，未来可深入研究

并厘清其分子机制。

2.4　PGAM5参与调控线粒体自噬

线粒体自噬是指在应激状态下，胞内线粒体表

现为去极化损伤，损伤的线粒体被特异性包裹进入

自噬体内并与溶酶体融合，从而完成受损线粒体的

降解，维持细胞内环境稳态 [21]。根据介导受体的不

同，线粒体自噬一般分为泛素结合受体介导的自噬

如 PINK1/Parkin (PTEN-induced putative kinase 
protein 1/Parkinson protein 2)、线粒体外膜受体及线粒

体内膜受体介导的线粒体自噬三类。其中，除上述

PINK1/Parkin 途径之外，经典线粒体自噬途径还包

括 Nix/Bnip3 (Nix/Bcl-2/adenovirus E1B protein-interacting 
protein 3-like)、FUNDC1 [51]、Bcl-rambo 介导的线粒

GSS：glutathione synthetase，谷胱甘肽合成酶；TRX：thioredoxin，硫氧还蛋白。   
图2  PGAM5参与调控氧死亡示意图(参考Scaturro等[33]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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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自噬 [52] 以及 ATG32 介导的酵母线粒体自噬 [53]。

作为一种新型自噬受体蛋白，PGAM5在 FUNDC1
受体和 PINK1/Parkin 途径介导的线粒体自噬中扮演

重要角色 [14-16]，但其机制仍知之甚少。其中，作为

PGAM5 的下游蛋白，FUNDC1 在线粒体自噬中发

挥重要作用。Liu 等 [54] 发现，PGAM5 可使 FUNDC1
去磷酸化，从而将缺氧信号传递和转化，最终诱导

线粒体自噬，但这一效应可被 Bcl-xL 抑制。除作

为线粒体外膜蛋白外，FUNDC1 亦是缺氧诱导的线

粒体自噬关键受体。研究表明，FUNDC1 通过自身

特有 WXXL 样基序与 LC3B 互作，而 PGAM5 又可

与 FUNDC1 结合，因此推测三者极有可能协同调

控线粒体自噬。此外，就不同的刺激而言，FUNDC1
发挥作用亦可能存在差异。生理状态下，酪蛋白激

酶 2 (casein kinase 2, CK2) 和肉瘤基因 (sarcoma gene, 
Src) 激酶分别在 Ser13 和 Tyr18 磷酸化 FUNDC1 ；

而低氧和 / 或缺氧状态下，PGAM5 与 FUNDC1 相

互作用促使后者去磷酸化，且后者与 LC3B 互作明

显，提示 PGAM5 可能促进 FUNDC1 与 LC3B 相互

作用以介导线粒体自噬
[15]。

除参与 FUNDC1 受体介导的线粒体自噬这一

经典功能之外，PGAM5 亦参与 PINK1/Parkin 介导的

线粒体自噬。Imai 等 [55] 构建了特异性敲除 PGAM5
基因的果蝇模型，发现果蝇 Parkin 表型并未变化；

但同时该研究亦观察到 PGAM5 的异位表达增加了

PINK1 和 Parkin 表型，提示 PGAM5 可能负向调控

PINK1/Parkin 介导的线粒体自噬。Lu 等 [14] 发现小

鼠 PGAM5 基因缺失后未见 PINK1/Parkin 介导的线

粒体自噬，但伴有与帕金森病相似的症状，提示

PGAM5 可能正向调控 PINK1/Parkin 介导的线粒体

自噬。Yun 等 [56] 亦观察到，PGAM5 可保护 PINK1
免受线粒体蛋白酶体裂解并稳定线粒体外膜上的

PINK1，随后启动自噬。此外，PARL 可通过裂解

PGAM5 以保护 PINK1，经裂解的 PGAM5 由胞浆

易位至线粒体外膜，与 FUNDC1 结合并去磷酸化，

进而增强 FUNDC1/LC3 互作。研究表明，特异性

敲除内源性 FUNDC1 可明显抑制低氧诱导的线粒

体自噬，且该现象可在野生模型中逆转，在 LC3 相

互作用区域 (LC3-interacting region, LIR) 缺陷模型

中则不可逆转。可见，线粒体去极化促进 PGAM5-L
裂解，而其裂解可能是为了活化 PINK1 招募 Parkin。
一 般 而 言，Parkin 以 线 粒 体 外 膜 蛋 白 TOM20 
(mitochondrial membrane protein translocase of the 
outer membrance 20) 等为靶点，进行蛋白酶体降解，

促进微管相关蛋白 1A/1B轻链 3B基因 (microtubule- 
associated protein 1-light chain 3B gene, MAP1LC3B)
和PHB2 (prohibitin 2)之间相互作用。以上研究提示，

PGAM5 可正 / 负向调控 FUNDC1 受体和 PINK1/
Parkin 途径介导的线粒体自噬。此外，还有其他自

噬因子 / 受体蛋白如自噬起始激酶 (unc-51 like 
autophagy activating kinase 1, ULK1)、FKBP38 等亦

能参与 FUNDC1 介导的线粒体自噬。但 PGAM5 与

其互作后调控线粒体自噬的分子机制仍不明确，故

未来可进一步厘清 PGAM5 在其中的作用及可能机

制，以期为线粒体自噬相关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57]。

2.5　PGAM5参与调节线粒体分裂

线粒体分裂与线粒体融合共同维持线粒体动力

学的稳态平衡。从形态学上来看，其表现为一个线

粒体分裂为两个子线粒体。一般而言，线粒体分裂

分为“由内向外”和“挤压式”两类形式 [58]。其中，

前者是线粒体内膜先于线粒体外膜分裂；后者则是

从分裂点开始逐渐挤压，从而诱导线粒体分裂的 [59]。

目前，与线粒体分裂相关的蛋白质主要为 GTPase
家族蛋白，如 Drp1 ( 亦称 DNM1L)、分裂蛋白 1 
(fission protein 1, Fis1)、动力蛋白 2 (dynamin protein 
2, Dyn2/Dnm2) 和线粒体分裂因子 (mitochondrial fission 
factor, Mff) 等 [60-61]。其中，Drp1 在线粒体分裂中发

挥关键作用。需指出的是，Drp1 因缺乏与脂质互作

的 pleckstrin 结构域而无法直接与线粒体膜结合，

故需从胞质招募至线粒体，从而诱导线粒体分裂 [62]。

此外，Drp1 转录后去磷酸化是线粒体分裂的关键限

速环节，对于线粒体分裂而言，其不同位点的磷酸

化存有“质”的区别。即：当 Drp1 的 Ser616 位点磷

酸化 (DRP1S616) 是促进线粒体分裂；反之，DRP1S637

则抑制线粒体分裂 [63]。

一般而言，线粒体分裂先于线粒体自噬发生，

亦可能同时发生。当线粒体受损和 / 或障碍时，

PGAM5 具有直接影响线粒体分裂相关蛋白的潜力，

如通过在 Ser637 处活化 Drp1 并去磷酸化 Drp1，从

而活化 GTPase 家族蛋白和促进线粒体分裂，因此

其又被视为线粒体分裂靶蛋白 [56]。另外，Yu 等 [3]

研究亦证实，PGAM5 与 Drp1 互作是线粒体分裂所

必需的。过表达 PGAM5 能诱导线粒体分裂以及线

粒体异常聚集，甚至引起线粒体“碎片化”，因此

将线粒体分裂与融合保持“动态平衡”可能成为一

种防治临床相关疾病的潜在有益策略。

除前述与 Drp1 互作的这一经典途径之外，

PGAM5 亦可与诸多蛋白质包括转录因子 S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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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x17 (syntaxin 17) 等相互作用而调控线粒体分裂。

Zhou 等 [17] 指出，siRNA 干扰 SP1 或 PGAM5 后线

粒体分裂减轻明显，但 AMPK 磷酸化未受影响；

CO-IP 亦证实了 SP1 与 PGAM5 互作明显，提示

SP1 可能正向调控 PGAM5。此外，作为一种线粒

体膜蛋白以及 SNARE 蛋白，Stx17 与线粒体分裂

关联密切。Sugo 等 [18] 报道显示，Stx17 基因缺失可

导致 PGAM5 在线粒体内异常聚集，从而抑制 Drp1
去磷酸化，并最终延缓和 / 或削弱线粒体分裂发生，

表明 Stx17 可能是通过 PGAM5 负向调控线粒体分

裂发生。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STAT5 亦与线粒体

分裂关联密切。Tresse 等 [64] 发现，当神经元细胞内

干扰素 β (interferon-β, IFN-β) 表达升高后可明显活

化 STAT5/PGAM5/Drp1 途径，并介导线粒体分裂。

由此可见，PGAM5 与 SP1、Stx17 等因子的互作在

活化 Drp1 以及病理生理条件下的线粒体分裂调控

中发挥重要作用，但 SP1 和 Stx17 是否属上下游关

系仍有待后续研究证实，未来可深入探析二者在线

粒体分裂中的作用及可能机制。

2.6　PGAM5参与调控线粒体生物发生

线粒体生物发生是一个复杂又连续的过程，

且其受核相关基因和线粒体基因的严格调控。该

过程连续性及其功能完整性将直接影响线粒体质

量控制。其中，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 γ
共激活因子 1α (peroxisome proliferator-activated receptor 
γ coactivator 1 α，PGC1α) 被公认为线粒体生物发

生的限速因子，广泛分布于心、肝脏和骨骼肌等组

织
[65]，其可激活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

(PPARs)、Nrf1、Nrf2和线粒体转录因子A (mitochondrial 
transcription factor A, TFAM) 等多种转录因子并协同

调节肌肉蛋白质合成 (muscle protein synthesis, MPS)，
最终促进线粒体生物发生。其中，线粒体 DNA 
(mtDNA) 复制和转录是由 TFAM 介导的，而 Nrf1
和 Nrf2 可调控 TFAM，故 PGC1α-Nrf1/2-TFAM 信

号可能通过调节细胞核和线粒体激活线粒体生物发

生，并增加线粒体氧化磷酸化和 ATP 生成 [66]。

目前，关于 PGAM5 与线粒体生物发生关联的

研究尚少，相关机制亦不清楚。研究表明，PGAM5
可与 PGC1α、Nrf1 和 TFAM 等多种因子相互作用，

从而调节线粒体生物发生。报道指出，在缺氧 / 再
复氧模型中，PGAM5 通过上调 PGC1α、Nrf1 和

TFAM 等的表达调节线粒体生物发生 [19]，这一发现

有望为后续 PGAM5 在 I/R 损伤中的作用研究提供

理论参考。需指出的是，PGAM5 可定位于线粒体

外膜 [67]、线粒体内膜 [68] 和 /或线粒体内外膜均可 [69]，

但 PGAM5 亚细胞定位尚存争议，后续可进一步

厘清 PGAM5 在线粒体生物发生中的亚细胞定位

变化。

此外，PGAM5 还可通过 Wnt/β- 连环蛋白途径

调节线粒体生物发生。研究表明，大多数线粒体应

激源如缺氧 / 低氧、羰基氰对三氟甲氧基苯腙

(FCCP)、羰基氰化物氯苯腙 (CCCP) 等暴露后导致

线粒体膜电位丢失。一旦线粒体膜电位丢失后，早

老素相关菱形样蛋白 (presenilin-associated rhomboid-
like protein, PRAL) 随即裂解 PGAM5，导致其 C 末

端部分残基 ( 包括线粒体膜磷酸酶结构域 ) 释放至

胞质 [20]。Rauschenberger 等 [70] 研究显示，线粒体

未裂解的 PGAM5 可作为 Wnt/β- 连环蛋白途径的负

性调控因子。Bernkopf 等 [20] 指出，损伤线粒体释

放的 PGAM5 可通过 Wnt/β- 连环蛋白途径调控线粒

体生物发生。由此可见，不同部位的 PGAM5 发挥

作用可能存在差异。综上，PGAM5 可通过调控相

关转录因子或激活 Wnt/β- 连环蛋白途径，进而调

节线粒体生物发生。

3　小结与展望

作为一类多功能蛋白，PGAM5 在多种途径中

均发挥关键作用。其不仅发挥促 / 抗凋亡作用，亦

能介导程序性坏死和氧死亡，且正 / 负向调控线粒

体自噬、线粒体分裂及线粒体生物发生。此外，

PGAM5 的生物学特性研究方兴未艾，未来可深入

研究不同体内、外模型及不同应激下，进一步探析

PGAM5 与其他相关因子的互作，以期为临床相关

药物转化提供理论基础。尽管本文对 PGAM5 的病

理生理功能进行较为详尽的综述，但仍有如下问题

亟待厘清：(1) PGAM5 具有多种磷酸化、乙酰化和

泛素化位点，则这些位点突变在细胞凋亡和 / 或程

序性坏死中呈何作用；(2) 作为一种新型细胞死亡

方式，氧死亡相关的研究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相

关机制亟需厘清，故未来可深入探寻 PGAM5 是否

与其他因子互作以及其调控氧死亡的其他可能机

制，以期为临床相关疾病干预提供新的思路；(3)
运动作为一种促进健康的有效手段，其能否经

PGAM5介导削弱 /延缓相关疾病的病程发生与发展，

从而促进机体健康；(4) 近期研究表明，PGAM5 与

病毒复制关联密切，其能否通过与线粒体抗病毒信

号蛋白 (MAVS) 相互作用后参与病毒复制，仍有待

后续研究探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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