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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关节炎治疗靶点ｐ３８ＭＡＰＫ信号通路研究进展
于波朱振安
摘要ｐ３８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ＭＡＰＫ）在正常软骨细胞生理及骨关节炎病理进程中起重要的调
控作用。ｐ３８ＭＡＰＫ可调控软骨细胞增殖、生存，细胞外基质代谢平衡，在基质金属蛋白酶、促炎症因子
等导致的骨关节炎软骨退变病理进程中具有关键作用。深入研究ｐ３８ＭＡＰＫ信号通路与骨关节炎的关
系，有助于为骨关节炎防治研究开辟新途径。该文就ｐ３８ＭＡＰＫ信号通路作为骨关节炎治疗靶点的近年
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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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关节炎（ＯＡ）是一种常见的以关节软骨进行性退
变为典型特征的慢性关节疾病。力学、遗传和老化等因

调控密切相关，被认为是细胞信息传递的交汇点和共同
通路。

素均会导致ＯＡ，其中老化是最主要的原因。ＯＡ具有炎

ｐ３８ＭＡＰＫ只有在苏氨酸（Ｔｈｒｌ ８０）和酪氨酸（Ｔｙｒｌ８２）

症的体征和症状，如关节疼痛、肿胀和僵硬，导致明显的

双位点同时被磷酸化时才具有全部活性。这两个邻近的

功能受限和残疾［１］。然而，ＯＡ患者滑液中缺少嗜中性粒

磷酸化位点之间被一氨基酸分开，形成“Ｔｈｒ－Ｘａａ＿Ｔｙｒ”三

细胞，缺少全身性炎症临床表现，因此ＯＡ并非严格意义

肽基结构。它是决定激酶活性的关键结构，其长度影响

上的炎性关节病。病理学研究认为，软骨细胞的去分化、

ｐ３８ＭＡＰＫ底物特异性，并在控制其自主磷酸化上起重要

凋亡以及基质降解酶合成增加，导致软骨分解合成细胞

作用Ｈ］。ｐ３８主要有４个亚型，即ｐ３８ｑ、ｐ３８１３、ｐ３８了和

外基质不平衡，并最终导致软骨退变，如关节表面软化、

ｐ３８６，其中ｐ３８ｄ和ｐ３８ｐ又分为ｐ３８ａｌ／ｃｔ２、ｐ３８｜３１／｜３２两种

抗张强度及Ⅱ型胶原和蛋白聚糖含量下降。

异构体。各同源激酶的氨基酸序列非常相近，均包含有

ＯＡ滑膜和软骨细胞分泌的促炎症因子，如白细胞介

“Ｔｈｒ－Ｘａ＞Ｔｙｒ”三肽序列，但同源激酶之间的组织分布不

素（ＩＬ）一１１７、肿瘤坏死因子（ＴＮＦ）一ａ等在ＯＡ病理进程中

同，ｐ３８ａ和ｐ３８Ｇ广泛分布于各种组织，ｐ３８７主要存在于

起积极作用，可上调软骨细胞和滑膜细胞内前列腺素

骨骼肌，ｐ３８３主要存在于肺、肾、睾丸和胰腺等组织。而

（ＰＧ）Ｅ２、基质金属蛋白酶（ＭＭＰ）等表达－２Ｊ。ＭＭＰ是

且，ｐ３８ＭＡＰＫ不同亚型对上游激酶具有一定的选择作

ＯＡ软骨结构性退变的介质之一，因此抑制ＭＭＰ的合成

用，对下游底物的作用也不尽相同，这可能与不同细胞内

和活化是治疗０Ａ的关键。但广谱ＭＭＰ抑制剂没有减

机制的调节有关。

缓ＯＡ病理进程，而是表现出对肌肉骨骼的剂量依赖性

细胞外的多种应激原，如紫外线照射、细胞外高渗透

毒副作用［３Ｊ。直接抑制ＭＭＰ活性的一个选择，就是将调

压、放射线、炎性细胞因子（如ＴＮＦ－ａ和ＩＬ－１）、生长因子、

控ＭＭＰ的信号转导通路作为治疗靶点。近年研究发

热休克因子、细菌病原体及其产物等均可将其激活，通过

现，ｐ３８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ＭＡＰＫ）可调控软骨细胞的

高度保守且较复杂的３级激酶“级联”程序转导信号［５］。

增殖、生存，细胞外基质合成和产生疼痛介质，而且
ｐ３８ＭＡＰＫ主要由炎症和应力诱导信号激活，因而被视为
治疗ＯＡ的潜在靶点。
１

不同亚型的ｐ３８ＭＡＰＫ可被不同的介质激活，产生不同
的生物学效应，而且不同亚型对相同刺激的反应也不相
同，构成复杂而多变的信号转导通路网络。ｐ３８ＭＡＰＫ被

ｐ３８ＭＡＰＫ信号通路生物学特性
ｐ３８ＭＡＰＫ属丝氨酸／苏氨酸蛋白激酶，是一类分布

于胞质中具有丝氨酸和酪氨酸双重磷酸化能力的蛋白激
酶。ｐ３８ＭＡＰＫ信号转导通路参与了细胞的生长发育及
细胞问功能同步等多种生理过程，并与炎症、应激反应的

磷酸化激活后，移位人核或转移到其他部位，作用到细胞
内相应的目标并发挥调节作用。ｐ３８ＭＡＰＫ下游底物对
于确定ｐ３８ＭＡＰＫ生理功能很重要，活化转录因子（ＡＴＦ）
２、Ｃ／ＥＢＰ环磷酸腺苷反应元件结合转录因子同源蛋白
（ＣＨＯＰ）１０和转录因子肌细胞增强因子（ＭＥＦ）２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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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炎症状态下磷酸化的ｍＪｕｎ可以与许多细胞因子
启动子区的激活蛋白（ＡＰ）一１位点结合，从而使炎症相关
基因表达增强，在炎症过程中起重要作用［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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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Ｐａｐａｃｈｒｉｓｔｏｕ等［２副在撕裂的半月板内检测到ｐ３８的

有研究证实ＯＡ患者软骨内ＭＡＰＫ激活，至少是细

激活。Ｅｈｌｉｎｇ等瞳４３研究发现，ＯＡ滑膜成纤维细胞在脂

胞外信号调节激酶（ＥＲＫ）在ＯＡ软骨退变进程中起到的

肪连接蛋白刺激下产生ＭＭＰ－１需要ｐ３８活化。

关键性作用，ＯＡ患者软骨内活化的ｃ－Ｊｕｎ氨基端激酶

Ｐｒａｓａｄａｍ等［２５１研究表明，ｐ３８在ＯＡ软骨下骨内成骨细

（ＪＮＫ）较正常增多。Ｆａｎ等［７３研究表明，与ＥＲＫ相同，

胞促进软骨细胞肥大的病理进程中起重要的调控作用。

ＯＡ患者软骨内磷酸化ｐ３８含量较正常组织明显升高。

３

ｐ３８ＭＡＰＫ阻断剂应用

Ｂｏｉｌｅａｕ等口３观察显示，犬ＯＡ动物模型中ＥＲＫｌ／２、ＪＮＫ

ＭＡＰＫ的激活参与了ＯＡ病理进程，或许采用

和ｐ３８含量均较正常组织明显升高。Ｒａｓｈｅｅｄ等∽ｏ报道

ＭＡＰＫ阻断剂可作为治疗（）Ａ的靶点。然而ＭＡＰＫ阻

在ＯＡ软骨细胞内检测到ｐ３８ａ、ｐ３８７和ｐ３８８表达，而

断剂在动物实验或临床试验中并未受到重视，原因在于

ｐ３８８未见表达；ＩＬ－Ｂ可提高ｐ３８联、ｐ３８７的磷酸化，但对

ＭＡＰＫ也参与到许多调控细胞增殖和组织恒定的生长因

ｐ３８６无作用。

子信号转导通路，系统性应用ＭＡＰＫ阻断剂会有毒性产

ＭＡＰＫ信号通路在调控软骨细胞分泌ＭＭＰ中起关

生的可能性。ｐ３８主要由炎症和应力诱导信号激活，因此

键作用口］。ＯＡ发病过程中产生的软骨基质碎片，如纤连

其抑制剂较其他ＭＡＰＫ亚家族有更高的风险一收益回报。

蛋白口０３和胶原蛋白［１“’２１会刺激软骨细胞分泌ＭＭＰ，这一

ｐ３８ＭＡＰＫ专一抑制剂为吡啶咪唑类衍生物，如第一

进程需要ＭＡＰＫ参与。Ｌｏｅｓｅｒ等口ｏｏ研究表明，Ⅱ型胶原

代ＳＢ２０２１９０、ＳＢ２０３５８０、ＳＢ２２００２５，第二代ＳＢ２３９０６３，可阻

与盘状结构域受体结合诱导ＭＭＰ表达时，ｐ３８ＭＡＰＫ起

断ｐ３８ＭＡＰＫ的激活作用，不同的抑制剂可特异抑制

关键性作用；阻断任何一种ＭＡＰＫ，均可抑制纤连蛋白诱

ｐ３８ＭＡＰＫ家族中不同成员。ｐ３８ａ和ｐ３８Ｇ异构体对此类

导ｍｍＰ－１３表达。Ｘｕ等ｎ们研究发现，只有ｐ３８阻断剂可

抑制剂敏感，而ｐ３８丫和ｐ３８艿异构体则对此类抑制剂具有

抑制纤连蛋白诱导的ＭＭＰｌ３表达。与之相似的研

拮抗作用。ＳＢ２０３５８０并不阻断上游激酶对ｐ３８的激活，

究［１３，１４３表明，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ｂＦＧＦ）诱导

而是作用于ｐ３８三磷酸腺苷（ＡＴＰ）结合活性位点

ＭＭＰ－１３表达，也需要ＥＲＫ、ｐ３８和ＪＮＫ的参与。

Ｔｈｒｌ

Ｈａｍａｍｕｒａ等口５１研究表明，ｐ３８具有调控人软骨细胞

激酶活性［２…。有研究表明ｐ３８阻断剂通过减少骨与软骨

ＭＭＰ－１３的作用。

的损害来保持关节完整性，降低类风湿关节炎（ＲＡ）严重

ｐ３８ＭＡＰＫ也参与调控软骨细胞的合成代谢。
Ｍａｓｕｋｏ等ｎ６３研究表明，软骨细胞有鞘氨醇１一磷酸受体

０６，使ｐ３８失去了与ＡＴＰ结合能力，从而使其失去

性，但有临床研究乜７。２９］表明ｐ３８阻断剂帕吡莫德
（ｐａｍａｐｉｍｏｄ）及ＶＸ－７０２对ＲＡ治疗未见显著性差异。

（Ｓ１ＰＲ）表达，它是神经酰胺的代谢产物。鞘氨醇１一磷酸

Ｊｏｏｓ等［３０３研究发现创伤后ＯＡ软骨细胞生存率下

（Ｓ１Ｐ）可刺激ｐ３８，并与阻断聚集蛋白聚糖表达有关。

降，而应用ｐ３８阻断剂ＳＢ２０３５８０可提高其生存率，提示

ｐ３８ａ阻断剂ＳＢ２０３５８０可阻断Ｓ１Ｐ诱导ＰＧＥ２，但阻断剂

ｐ３８ＭＡＰＫ的激活参与创伤后ＯＡ病理进程。Ｂｒｏｗｎ

对聚集蛋白聚糖表达的作用未确定。Ｄｉｎｇ等［１７３研究证

等［３１３研究发现，ＳＢ２０３５８０可减轻兔ＯＡ模型软骨退变程

实创伤后继发性ＯＡ与ｐ３８ＭＡＰＫ磷酸化有关，抑制其磷

度及减缓疼痛。Ｊｏｏｓ等Ｄ２３采用基因芯片分析多种ｐ３８阻

酸化有助于降低ＭＭＰ－１３、含Ｉ型血小板结合蛋白基序的

断剂对人ＯＡ软骨细胞炎性相关基因表达的差异，结果

解聚蛋白样金属蛋白酶（—虹）ＡＭＴＳ）一５及ＴＮＦ－ａ表达。

发现所有ｐ３８阻断剂均可抑制环氧化酶（ＣＯＸ）一２、膜结合

老化致ＯＡ患者关节内常见磷酸钙结晶，这些结晶

型ＰＧＥ２合酶（ｎ１ＰＧＥｓ）１、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ｉＮ（）Ｓ）、

可刺激软骨细胞或滑膜成纤维细胞产生ＭＭＰ。Ｍｏｌｌｏｙ

ＭＭＰｌ３及ＴＮＦ受体超家族（ＴＮＦＲＳＦ）１１Ｂ表达。许多

等口胡研究发现，ｐ３８在ＯＡ滑膜成纤维细胞经磷酸钙结

ｐ３８阻断剂用于ＲＡ临床治疗试验，但考虑到其对中枢神

晶诱导ＭＭＰ－１３分泌时起关键性作用。“ｕ等［１鲴研究发

经系统和肝脏的毒副作用［３ ３Ｉ，极少能进入临床Ⅱ期试验。

现氮钠尿酸盐结晶刺激软骨细胞ＭＭＰ－３表达升高，与

Ｔａｏ等ｂ４１研究表明，ｐ３８阻断剂ＦＲｌ６７６５３可抑制甲状旁

ｐ３８ＭＡＰＫ激活有关。

腺素诱导的破骨细胞生成及骨质吸收。有趣的是，Ｌｏｎｇ

此外，过氧化物酶体增殖激活受体（ＰＰＡＲ）Ｔ具有保护

等［３５３研究证实人软骨细胞在分解代谢因子ＩＬ＿ａ、纤维连

软骨细胞的作用，Ｂｏｉｌｅａｕ等［副研究发现ＯＡ发病进程中

接蛋白降解产物（ＦＮ－ｆ）等刺激下可激活ｐ３８了，但磷酸化

ＰＰＡＲ７表达下降，并且与ＥＲＫｌ／２和ｐ３８活性降低相关。

的ｐ３８ｙ会抑制ＭＭＰ－１３表达。因此，提高ｐ３８７磷酸化

ｍｆ等晒。研究发现，阻断ｐ３８可抑制软骨细胞内ＩＬ＿１诱导

有助于降低ＭＭＰ－１３对软骨的破坏。

的ＰＰＡＲｙ表达下调。Ｓｔａｎｔｏｎ等［２１］研究表明ＰＰＡＲ＇／２与

４问题与展望

软骨细胞分化密切相关，ｐ３８起到关键性调控作用。

ＯＡ患者关节软骨内ｐ３８ＭＡＰＫ激活可参与软骨基

ｐ３８ＭＡＰＫ磷酸化还参与软骨细胞凋亡。Ｔａｋｅｂｅ

质合成与代谢的不平衡，促进软骨细胞的肥大、钙化及凋

等［２２３研究发现，降低磷酸化的ｐ３８ＭＡＰＫ可有效抑制因

亡，并且介导疼痛。采用靶向ｐ３８ＭＡＰＫ来抑制ＯＡ病理

力学刺激及热应力导致的软骨细胞凋亡。

进程已成为治疗ＯＡ的热点。但目前仍存在许多问题：

关于ｐ３８ＭＡＰＫ在ＯＡ关节软骨之外组织的研究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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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调控ＯＡ病理进程的信号转导通路涉及多条通路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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