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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黑色素可以保护皮肤免遭紫外线的伤害，但过量积累或者缺失也会导致黑色素瘤及白化病等和色素相关的疾病。本文概

述黑色素的生成机制、相关疾病及抑制策略。

关键词 黑色素 白化病 黑色素瘤 黑色素抑制剂

人体皮肤颜色受四种色素影响，即黑色素( 黑褐

色) 、氧合血红蛋白( 红色) 、还原血红蛋白( 蓝色) 和胡

萝卜素( 橘黄色) ，其中黑色素是最主要的成分。黑色

素由黑素细胞生成，后者与相邻的 36 个角质形成细胞

聚集成树枝状结构，保护皮肤中的基底层细胞免遭紫

外线伤害。黑色素的合成量、种类比例及其分布情况

不仅受遗传信息的调控，还受多种内外因素如激素变

化、炎症、年龄和紫外线的影响［1］。黑色素的缺失或积

累会导致白化病、黑色素瘤等疾病，或黄褐斑、老年性

雀斑等色素沉着障碍。本文概述黑色素的生成机制、
相关疾病及抑制策略。
1 黑色素的生成机制

黑色素的生成主要包括黑素细胞的转移和成熟、
黑素体的形成、黑素颗粒的转运以及黑色素的排出 4
个阶段［2］。

位于皮肤基底层的黑素细胞是黑色素的合成场

所，它起源于胚胎神经嵴细胞，是神经外胚层的树突状

细胞。在胚胎发育的 8 ～ 10 周，黑素细胞通过间充质

逐渐从基底层转移到表皮、毛囊和眼睛等组织。当受

到紫外线等刺激时，黑素细胞产生活性氧自由基，包括

超氧阴离子自由基( O－
·

2 ) 、羟自由基( ·OH) 和过氧化

氢( H2O2 ) 等。高浓度的氧自由基不仅损伤细胞 DNA，

还会经过一系列的复杂反应触发黑色素的生成。黑色

素的具体合成和储存场所是黑素细胞的黑素体，它是

亚细胞溶酶体样的细胞器。黑素细胞不断地向周围的

角质形成细胞输送黑素颗粒，并随着角质形成细胞的

分化向表皮转运，最后可随角质层脱落。
黑色素包括两种类型: 褐黑素和真黑素。褐黑素

是较小、疏松的糖蛋白基质，呈淡褐色或红褐色; 真黑

素是较大、致密的糖蛋白基质，呈黑色或棕色。褐黑素

和真黑素在黑素体内由一系列特定的酶催化合成，如

酪氨酸酶( TYＲ) 、酪氨酸酶相关蛋白 1( TＲP-1) 、酪氨

酸酶相关蛋白 2( TＲP-2) 。这些酶的合成受小眼畸形

相关转录因子( MITF) 的驱动，而 MITF 因子的活性受

多种复杂的信号通路调节［3］，其中有 3 条重要的信号

通路，分别是过环磷酸腺苷依赖的信号通路( cAMP 信

号通路) 、蛋白质 Wnt 介导激发的信号通路( Wnt 信号

通路) 以及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信号通路( MAPK 信号

通路) 。在这些复杂的信号通路的调控与相关酶的催

化下，黑色素由苯丙氨酸羟基化生成酪氨酸( 也可直接

由黑素细胞在细胞间质中吸收酪氨酸) ，然后在酪氨酸

酶的催化下，或者将酪氨酸直接氧化成多巴醌，或者先

将酪氨酸羟基化生成 L－多巴，再氧化成多巴醌。当关

键物质多巴醌生成后，一系列复杂的化学反应就能够

自发进行，并生成真黑素与褐黑素。黑素体中是否存

在半胱氨酸或谷胱甘肽是生成不同类型黑色素的关

键。当半胱氨酸或谷胱甘肽存在时，多巴醌便与之反

应生成半胱氨酰多巴或谷胱甘肽多巴，最终氧化成褐

黑素; 当半胱氨酸或谷胱甘肽两者均不存在时，多巴醌

则通过自身的环化反应形成多巴色素，后者再经脱羧

作用形成 5，6－二羟基吲哚( DHI) ，或在酪氨酸酶相关

蛋白 2 的 催 化 下 转 化 成 5，6 － 二 羟 基 吲 哚 羧 酸

( DHICA) ，DHI 再与 DHICA 聚合生成真黑素［4］。
2 与黑色素相关的疾病

2．1 白化病 白化病是一类由不同基因突变引起的

黑色素或黑素体相关物质合成缺陷引发的遗传性疾

病，表现为眼睛、皮肤和毛发等部位黑色素减退或缺

乏，并伴有明显的眼部症状。根据色素缺乏累及的部

位以 及 是 否 产 生 并 发 症，可 将 白 化 病 分 为 3 类［5］:

①眼白化病( OA) : 有常染色体隐性遗传和伴 X 隐性

遗传两种方式，其中后者最为常见。此类患者仅眼色

素减少，并伴有眼功能障碍，但并不累及皮肤部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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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CHEN H，SUN H，YOU F，et al． Activation of STAT6 by STING

is critical for antiviral innate immunity［J］． Cell，2011，147( 2) :

436－446．

［23］ LIU H，ZHANG H，WU X，et al． Nuclear cGAS suppresses DNA

repair and promotes tumorigenesis ［J］． Nature， 2018， 563

( 7729) : 131－136．

［24］ QIU Y，ZHOU X． STING: From mammals to insects ［J］． Cell

Host ＆ Microbe，2018，24( 1) :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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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上表现为虹膜、视网膜的色素减少，视力低下、畏光

等。②眼皮肤白化病( OCA) : 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此

类患者眼色素和皮肤色素均有不同程度缺乏，临床上

表现为视力低下、畏光，皮肤毛发色素减少等。根据发

生突变的基因不同，可将 OCA 分为 4 种，即酪氨酸酶

基因突变导致的 I 型( OCA1) 、P 基因突变导致的 II 型

( OCA2) 、酪氨酸酶相关蛋白 1 ( TＲP1) 基因突变导致

的Ⅲ型( OCA3) ，以及膜相关转运蛋白基因突变导致的

IV 型( OCA4) 。③白化病的相关综合征: 患者除出现

眼睛、皮肤和毛发色素减退，以及视力低下的症状外，

还伴随免疫系统反应导致的器官或系统病变。目前白

化病尚无根治方法，只能通过日常防护尽量减少紫外

线对眼睛和皮肤的伤害。
2．2 黑色素瘤 黑色素瘤是一类由正常的黑素细胞

发生突变而形成的恶性肿瘤，常见于皮肤，亦见于粘

膜、眼脉络膜等部位。黑色素瘤也可以始于正常的痣

和色素斑的转化，并发展为恶性病变。黑色素瘤是恶

性程度最高的皮肤肿瘤，容易出现远处转移，因此早期

诊断和治疗尤为重要。对于晚期患者来说，手术切除、
放化疗等传统治疗方法效果不佳，近年来免疫疗法、小
分子靶向和生物治疗等迅速成为黑色素瘤的研究热

点。由于 MAPK 和 Wnt 等信号通路对于黑色素瘤的

发生起着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现今免疫治疗和靶向

治疗黑色素瘤的关键靶位。
细胞毒性 T 淋巴细胞抗原 4( CTLA-4) 是一种抑制

性抗原，在免疫反应中起负反馈调节的作用，它可以终

止 T 细 胞 的 应 答，因 此 又 被 称 为“分 子 刹 车”。当

CTLA-4 被激活后，免疫反应就会终止; 它处于抑制状

态时，T 细 胞 则 大 量 增 殖，集 中 攻 击 肿 瘤 细 胞。除

CTLA-4 之外，其他免疫检查点，如 T 细胞表面的程序

性死亡因子 1( PD-1) 和黑色素瘤细胞表面的程序性死

亡因子配体 1( PD-L1) ，也是免疫治疗的目标［6］。黑色

素瘤细胞通过细胞组织相容性复合体( MHC) 将相关

抗原暴露出来，通常情况下，效应 T 细胞通过 T 细胞抗

原受体( TCＲ) 与黑色素瘤细胞表面抗原结合并裂解肿

瘤细胞( 在某些情况下，黑色素瘤细胞也会产生免疫

逃逸) 。
研究发现，黑色素瘤细胞表面的 PD-L1 与效应 T

细胞表面的 PD-1 结合后，T 细胞的活性降低并发生程

序性死亡，使免疫应答被抑制。因此，针对黑色素瘤的

PD-1/PD-L1 小分子靶向治疗，可通过抑制剂分别与

PD-1 或者 PD-L1 结合，防止 PD-L1 与 PD-1 结合造成

效应 T 细胞凋亡，从而调动自身免疫，抗击癌细胞。目

前在黑色素瘤的治疗中，常采用多种方法组合的联合

疗法以提高患者的存活率，其中 CTLA-4 与 PD-1/PD-

L1 抑制剂的联合疗法能使末期转移性黑色素瘤患者

的三年存活率达到约 60%［7］。此外，还有多种新型的

靶向药物不断开发，如丝裂原活化的细胞外信号调节

激酶( MEK) 抑制剂、磷脂酰肌醇 3－激酶( PI3K) 抑制

剂，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 CDK) 抑制剂等，但是在

治疗中靶向药物的耐药性问题也逐渐显现。
3 黑色素的抑制策略

如前文所述，当细胞内存在半胱氨酸或谷胱甘肽

时黑素体会生成褐黑素，而当这两者不存在时黑素体

会生成真黑素。正常情况下黑色素对皮肤起光保护作

用，但黑色素的缺失或者过度积累也会导致相应的疾

病。对于黑色素缺失导致的疾病，只能通过物理防护

来减少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 对于黑色素积累导致的

恶性肿瘤，可根据恶化程度采用不同方法组合的联合

疗法。常见的黑色素抑制剂有酪氨酸酶抑制剂和黑色

素生成信号通路抑制剂。
3．1 酪氨酸酶抑制剂 酪氨酸酶是黑色素生成过程

中的关键酶，是研究黑色素最重要的分子靶点。它仅

由黑素细胞合成，因此以酪氨酸酶为靶点设计的黑色

素抑制剂，对人体没有明显的毒副作用，而早期对黑色

素的抑制策略也大多集中于酪氨酸酶上，主要有以下

3 种方式［8］: ①抑制酪氨酸酶的催化活性: 如曲酸、多
酚类化合物、白藜芦醇衍生物以及肉桂酸衍生物等可

以通过抑制酪氨酸酶的活性，阻断黑色素生成过程中

重要中间产物的形成; ②促进酪氨酸酶降解: 如土曲

霉酮可通过蛋白酶体途径，某些三萜类化合物可通过

溶酶体途径降解酪氨酸酶; ③抑制酪氨酸酶的表达。
MITF 基因在酪氨酸酶的转录和翻译中起着重要的调

控作用，因此可以通过 MITF 基因来抑制酪氨酸酶的

基因表达。
3．2 黑色素生成信号通路抑制剂 黑色素的形成由

一系列复杂的信号通路调控，其中包括 Wnt、cAMP、
MAPK、黑皮质素 1 受体 /α－促黑色素激素( MC1Ｒ /α－
MSH) 、磷脂酰肌醇 3－激酶 /苏氨酸激酶( PI3K /Akt) 等

主要的信号通路和多条信号旁路，以及由一氧化氮、细
胞因子自噬等介导的相关机制［9］。近年来，对黑色素

的抑制策略逐渐聚集于黑色素形成的信号通路的研究

上，而所有信号通路均与黑色素合成 中 的 主 控 因 子

MITF 基因相关，因此可以通过抑制某信号通路中的某

些物质来 抑 制 MITF 的 表 达，如 抑 制 剂 可 以 作 用 于

MC1Ｒ 受体来抑制 cAMP 水平，进而抑制 MITF 的表

达，也可以直接通过 ＲNA 干扰来抑制 MITF 的表达等。
( 基金项目: 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No．2017J01624;

福建师范大学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No．I20181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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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组学及其研究技术进展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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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糖组学研究通常包括聚糖组的分离与纯化、糖链组的分离与富集、糖链的结构解析与定量以及糖链的性质与功能研究。

本文综述复合糖的分离纯化、结构分析以及糖组生物信息技术的研究进展。

关键词 糖组 糖组学 糖脂 糖蛋白 蛋白聚糖

1 糖组及糖组学的研究内容

1. 1 糖组 20 世纪末由几个糖生物学家同时提出

“糖组”的概念，它是指单一个体的全部聚糖，类似基

因组和蛋白质组。相对于基因组和蛋白质组，糖组具

有以下特点和重要性: 机体的所有细胞都被丰富的糖

链覆盖，这种构成反映了细胞不同的种类和状态; 自然

界糖种类较多，但聚糖的种类仅有十几种，常见的有葡

萄糖( Glu) 、乙酰葡萄糖胺( GlcNAc) 、甘露糖( Man) 、
半乳糖( Gal) 、乙酰半乳糖胺( GalNAc) 、木糖( Xyl) 、阿
拉伯糖( Ara) 等; 聚糖分子的复杂性取决于多变的键连

接方式和分支方式。
1. 2 糖组学 生命的三大组学是基因组学、蛋白质组

学和糖组学。国际权威杂志《科技述评》认为: 活性多

糖的研究代表了生命科学的最前沿，位居改变人类命

运的十大科学技术之首。2002 年，《科学美国人》预言

21 世纪人类的治疗药物将来自多糖。糖组学是对糖

链组成及其功能进行研究的一门新学科，是基因组学

的后续和延伸，具体内容包括糖与糖之间、糖与蛋白质

之间、糖与核酸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的研究，其主要

研究对象为聚糖［1］。丰富多样的聚糖覆盖了生物有机

体的所有细胞，不仅体现细胞的类型和状态，也参与了

许多生物学行为。
糖组学研究聚糖组( 糖蛋白组、蛋白聚糖组和糖脂

组) 的分离与纯化、糖链组( 糖蛋白糖链组、蛋白聚糖

糖链组和糖脂糖链组) 的分离、糖链的结构解析和定量

以及糖链性质和功能的研究。
2 聚糖组的分离与纯化

2. 1 糖蛋白组 糖蛋白组的分离首先是将总蛋白从

生物样品( 如组织或血液等) 中分离出来，其次是将糖

蛋白从提取分离的总蛋白中分离出来，用于后续的研

究。糖蛋白兼有多糖和蛋白质的性质，大多可溶于水、
稀酸或稀碱溶液，可根据需要用不同的溶剂进行分离。

可利用糖蛋白特有的性质将糖蛋白与非糖蛋白进

行分离。例如，游离糖、单糖和寡糖可与凝集素特异结

合，可使用亲和层析法分离，但其缺点在于只能针对具

备特定结构的糖链。二维凝胶电泳结合荧光染色技术

可将糖氧化成醛后方便地进行荧光标记［2］，进而进行

分离。该检测方法比较直观，能针对大部分糖链，但糖

链结构容易被破坏，不能进行糖链组成分析。因为蛋

白质在氯仿等有机溶剂中发生变性而不溶于水，糖则

与色素结合后易被二乙氧乙基( DEAE) －纤维素吸附，

所以可采用 Sevage 法、三氯乙酸法和三氟三氯乙烷法

和脱色素法等将糖蛋白与非糖蛋白进行分离。
2. 2 蛋白聚糖组 蛋白聚糖是一类特殊的糖蛋白，除

含有糖胺聚糖外，还有一些 O－连接或 N－连接的寡糖

链。根据所含糖胺聚糖链的多少，存在于细胞外基质

的蛋白聚糖可分为大分子型和小分子型。由于蛋白聚

糖的分子结构及分子间相互作用复杂且呈多样性，故

现在还没有一种分离方法能适用于所有的蛋白聚糖的

分离。这也是蛋白聚糖组研究少有进展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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