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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巴胺受体与肿瘤的关系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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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多巴胺是一种存在于哺乳动物中枢神经系统中的儿茶酚胺类神经递质ꎬ参与调节体内多种重要

的生理活动ꎬ如情绪、内分泌等ꎬ主要通过与相应的多巴胺受体结合发挥其生理作用ꎮ 多巴胺受体为 Ｇ 蛋白

偶联受体ꎬ广泛分布于体内各种器官和组织细胞ꎮ 目前研究显示ꎬ多巴胺受体广泛表达于多种肿瘤细胞ꎬ影响
肿瘤细胞的发生、发展和转移等ꎮ 针对这一特性ꎬ部分影响多巴胺受体表达的药物如甲硫哒嗪已被应用于肿
瘤尤其是垂体瘤的基础研究和临床ꎬ现已成为泌乳素瘤的首选治疗方法ꎮ 但是ꎬ多巴胺受体在恶性肿瘤中的
作用到底是促癌ꎬ还是抑癌ꎬ仍然存在争论ꎮ 作者综述了多巴胺受体与多种肿瘤的关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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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巴胺是儿茶酚胺类神经递质ꎬ主要存在于哺
乳动物的中枢神经系统中ꎬ与认知、运动、学习记忆、
内分泌调解、血压调节等重要生命活动密切相关ꎬ并
通过与相应的多巴胺受体特异性结合而进一步发挥

作用ꎮ 多巴胺受体属于 ７ 个跨膜区域组成的 Ｇ 蛋

白偶联家族ꎮ 近代研究已将多巴胺受体分为 ５ 类ꎬ
根据性质分为 Ｄ１ 类和 Ｄ２ 类 ２ 大类ꎮ 其中又可将
Ｄ１ 类分为 Ｄ１ 和 Ｄ５ 受体ꎬＤ２ 类分为 Ｄ２、Ｄ３ 和 Ｄ４

受体ꎮ 而 Ｄ２ 类受体又可分为长亚型( Ｄ２Ｌ) 及短亚
型( Ｄ２Ｓ)２ 种 [１] ꎮ Ｄ１ 类受体可以通过 Ｇｓ 蛋白与腺
苷酸环化酶正性偶联ꎬ激活腺苷酸环化酶ꎮ 而 Ｄ２

Ｃ、磷脂酶 Ｄ 活性ꎬ调节花生四烯酸释放、Ｎａ ＋ / Ｈ ＋ 交
换及 Ｎａ ＋ ￣Ｋ ＋ ＡＴＰ 酶的活性等 [２] ꎮ 多巴胺信号在中
枢神经系统起很重要的作用ꎬ是动机启动、愉悦、认
知、记忆、学习、运动控制的调节因子ꎮ 多巴胺能信
号通路的异常与神经及精神疾病ꎬ如帕金森病、精神
分裂症、双向情感障碍密切相关ꎮ 除了中枢神经系
统ꎬ多巴胺在不同的器官起不同的作用ꎮ 多巴胺是
血管舒张剂、可刺激肾脏分泌尿液、在胰腺中抑制胰
岛素分泌ꎮ 最新研究表明ꎬ多巴胺受体在肿瘤的发
生发展中也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ꎮ

类受体则抑制腺苷酸环化酶ꎬ并抑制 Ｃａ ２＋ 离子通道、

１

具有激活其他信号转导通路的能力ꎬ如调节磷脂酶

１０ 万人口中即有 ｌ 例ꎬ近年来有增多趋势ꎬ特别是在

激活 Ｋ ＋ 离子通道、转换磷脂酰肌醇ꎮ 多巴胺受体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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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巴胺受体与垂体腺瘤
垂体腺瘤系良性腺瘤ꎬ是鞍区最常见的肿瘤ꎬ约

育龄妇女群体中ꎮ 研究人员在研究垂体腺瘤的发展
和治疗的过程中发现ꎬ通过放射核素、原位杂交、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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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录￣聚合酶链反应及免疫组化等手段ꎬ可以在大多
数的泌乳素型垂体腺 瘤 中 检 测 到 高 表 达 的 Ｄ２ 受

 ２５５

最高ꎬ而在十二指肠ꎬＤ４、Ｄ５ 受体主要分布在黏膜
十二指肠腺的间质细胞上ꎮ 和正常的胃黏膜组织相

体ꎬ生长激素型腺瘤次之ꎬ促性腺素型垂体腺瘤、促

比较而言ꎬＤ４ 受体在胃癌组织中的表达率明显下

受体的表达依次递减ꎮ

显低于肿瘤直径<５ ｃｍ 组 [５] ꎮ 科研人员在研究过程

肾上腺皮质激素腺瘤、促甲状腺激素型腺瘤中 Ｄ２

泌乳素瘤是垂体腺瘤中常见的一种ꎬ约占垂体

瘤的 ４０％ ~ ６０％ꎬ是目前唯一以药物治疗为首选的
垂体瘤ꎮ 传统方式治疗泌乳素瘤时ꎬ不仅要将肿瘤
组织及大部分正常垂体组织切除ꎬ同时需要注意保
留和恢复其内分泌功能ꎮ 有资料显示ꎬ在泌乳素瘤

中 Ｄ２ 受体的阳性表达率达 ８０％ ~ ９０％ꎮ 并且在针
对泌乳素瘤的治疗过程中发现ꎬ使用 Ｄ２ 受体激动
剂往往可以达到良好的治疗效果ꎮ 故将多巴胺受体
激动剂( 如溴隐亭) 作为首选治疗药物ꎬ这些药物不
仅可以使肿瘤的体积缩小ꎬ并且可通过抑制泌乳素
过度分泌而恢复患者生育功能ꎮ 但部分泌乳素瘤对

降ꎬ且在肿瘤直径≥５ ｃｍ 的实验组中 Ｄ４ 表达率明
中发现ꎬ另一种与肿瘤发生发展密切相关的基因—
ｃ￣ｆｏｓ 基因在许多肿瘤中表达活跃ꎬ如结肠癌、肝癌
等 [６￣７] ꎮ 张冬红 [８] 在研究中发现胃癌组织中 Ｄ４ 受
体表达阳性的实验组中 ｃ￣ｆｏｓ 阳性率明显低于 Ｄ４ 阴
性组ꎬＤ４ 受体表达水平与 ｃ￣ｆｏｓ 基因表达水平呈负

相关ꎬ由此推断ꎬ在胃癌的发生发展中 Ｄ４ 受体和 ｃ￣
ｆｏｓ 可能是 ２ 个相互作用的反向调节因子ꎮ 不仅如
此ꎬＧａｎｇｕｌｙ 等 [９] 发现多巴胺可以通过多巴胺受体
上调转录因子 ＫＬＦｓ 家族中的转录因子 ＫＬＦ４ 抑制

胃癌 ＡＧＳ 细胞中胰岛素一号增长因子诱导的增殖ꎮ
不论多巴胺受体通过何种机制抑制肿瘤细胞ꎬ多巴

多巴胺受体激动剂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ꎬ且出现两

胺受体在肿瘤细胞中的表达均大幅度的减少ꎮ 不仅

极分化的治疗效果ꎬ一部分患者可缓解ꎬ一部分患者

如此ꎬＳａｒｋａｒ 等 [１０] 发现在胃癌组织中多巴胺强烈选

则表现为完全抵抗ꎮ 对多巴胺受体激动剂的抵抗可

择性抑制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诱导血管生成ꎬ而胃癌

表现为泌乳素不能降至正常水平ꎬ或者不能降至可

是高度血管生成的并且依赖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的生

排卵的水平ꎮ 还有一部分人对不同的多巴胺受体激

长和进展的ꎮ 实验过程中用无毒低剂量的多巴胺注
入 １ －甲基 － ３ －硝基 － １ －亚硝基胍诱导的大鼠恶性胃

动剂表现出不同的抵抗ꎬ可能对一种多巴胺受体激
动剂部分反应或完全不反应ꎬ但是对另一种多巴胺
受体激动剂则反应良好ꎮ 更有甚者在治疗开始时有
效而一段时间后则转变成难治性泌乳素瘤ꎮ Ｓｈｉｍａ￣
ｚｕ 等

[３]

将 １２ 例泌乳素瘤患者根据多巴胺受体激动

剂治疗后其分泌泌乳素和肿瘤体积变化进行分组ꎬ
并检测患者多巴胺受体 Ｄ２Ｌ、Ｄ２Ｓ ｍＲＮＡ 等的表达ꎬ
发现对多巴胺受体激动剂治疗效果较好的一组其
Ｄ２Ｌ 表达较应答较差的组别要多ꎮ 推测泌乳素瘤对

多巴胺受体激动剂的抵抗与 Ｄ２Ｌ 的表达水平有关ꎮ
董家军等

[４]

研究显示 Ｄ２Ｓ ｍＲＮＡ 在侵袭性泌乳素

腺瘤中呈低水平表达ꎮ 雌激素还通过抑制下丘脑分泌

多巴胺并下调 Ｄ２Ｒ 受体的表达ꎬ促进泌乳素瘤的分泌ꎮ
故推测 Ｄ２Ｒ 在侵袭性泌乳素瘤中的低表达导致侵
袭性泌乳素瘤更容易对多巴胺受体激动剂耐药ꎮ

目前ꎬ通过临床大量病例显示ꎬ多巴胺受体激动

肿瘤和移植人胃癌的裸鼠体内生长ꎬ均可抑制其生

长ꎮ 多巴胺已在临床用于其他治疗目的的同时可能
具有抑制胃癌血管生成的作用ꎮ
３

多巴胺受体与肝癌
肝癌是世界第六大肿瘤ꎬ也是肿瘤导致相关死

亡的第三大肿瘤 [１１] ꎮ 与其他肿瘤组织中多巴胺受
体低表达相反ꎬ研究人员发现在肝癌细胞中多巴胺
受体 Ｄ１、Ｄ５ 高表达ꎬ其中 Ｄ５ 受体的表达高于肝癌
组织的癌旁组织ꎬＤ１ 受体则相反ꎬ而 Ｄ２、Ｄ３、Ｄ４ 表
现为低表达甚至不表达 [１２] ꎮ 肝癌系高度血管依赖

性肿瘤ꎬ而血管的生成主要依靠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血管内 皮 细 胞 生 长 因 子 受 体 (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ꎬ ＶＥＧＦＲ) ￣１ꎬ２、 肝 细 胞 生 长 因
子等的调控ꎮ 在肝癌的不同阶段进行检测发现ꎬ在

剂对泌乳素瘤的治疗是有效的ꎬ虽然对于一小部分

肝癌的早早期、早期、进展期、转移期ꎬ表皮生长因子

的病例对泌乳素瘤抵抗的具体机制尚不明确ꎬ但是

受体均明显升高ꎬＶＥＧＦＲ１、肝细胞生长因子等只在

可以肯定和 Ｄ２ 受体有紧密的关系ꎮ
２

多巴胺受体与胃癌
胃癌目前在全球肿瘤发病率中排名中第二ꎬ在

我国ꎬ胃癌的死亡率是欧美等发达国家的 ４ ~ ８ 倍ꎮ
近几年的研究表明ꎬ多巴胺受体在胃肠道广泛表达ꎬ
以 Ｄ４、Ｄ５ 受体为主ꎮ 其中 Ｄ４ 受体表达量以胃黏膜

肝癌的进展期、转移期明显升高ꎬ而 ＶＥＧＦＲ２ 仅在
肝癌的进展期明显升高ꎮ 在对肝癌生存相关分析
中ꎬ通过统计学分析肝癌中 Ｄｌ 受体的蛋白高表达与

乙肝表面抗原以及血管侵犯的相关性具有显著的统
计学差异ꎮ 而与患者的性别、年龄、肿瘤大小等无
关ꎬ因此ꎬＤ１ 受体可作为预测肝癌患者预后的独立
分子标志物 [１３] ꎮ 近几年研究显示多巴胺受体拮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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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作 用 在 多 种 肿 瘤 细 胞 中 均 有 拮 抗 作 用ꎮ 严 俨
等

[１３]

发现在对肝癌细胞中加入多巴胺受体拮抗剂

ＳＣＨ２３３９０ 明显抑制肝癌细胞的增殖ꎬ多巴胺受体激
动剂 ＳＫＦ３８３９３ 则明显促进肝癌细胞的增殖ꎮ 曹明
丽 [１４] 分别在肝癌细胞系 ＳＮＵ４４９ꎬＬＭ３ꎬＨｕｈ７、荷瘤
裸鼠中加入多巴胺受体拮抗剂硫利达嗪发现其通过

阻滞 细 胞 周 期 Ｇ ０ / Ｇ １ 期 阻 碍 干 细 胞 基 因 ＣＤ１３３、
Ｏｃｔ４ 和 ＥｐＣａｍ 抑制诱导肝癌细胞微球体的形成ꎬ并
通过抑制上皮￣间充质或迁移相关基因ꎬ抑制肝癌细
胞的迁移ꎮ 因此ꎬ对于这一方面的研究可能为肝癌
的治疗乃至治愈提供新的思路ꎮ
４

多巴胺受体与乳腺癌
乳腺癌是最常见的女性肿瘤疾病之一ꎬ虽然我

国女性乳腺癌患病率及死亡率低于全世界水平ꎬ但
是基于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ꎬ每年仍有 １６ ９ 万的乳
腺癌患者被确诊 [１５] ꎮ 在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研究
中发现ꎬ遗传与环境这 ２ 种因素对该病的发生发展

有重要的作用ꎮ 大量的研究和实验显示ꎬＤ２ 受体基
因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重要的候选基因ꎮ 在对精神
分裂症患者和双向情感障碍患者进行基因检测发
现ꎬＤ２ 受体的基因表达较其他基因更为活跃ꎬ提示
Ｄ２ 受体表达水平异常可能是这 ２ 种疾病最初始的
发病机制 [１６] ꎮ 目前ꎬ大部分抗精神病药物为多巴胺

受体拮抗剂ꎬ抗精神病药物通过阻断 Ｄ２ 受体 [１７￣１８] ꎬ
从而引起高泌乳素血症 [１９￣２０] ꎬ而高泌乳素血症在乳
腺癌的发生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ꎬ这就初步解释了

抗精神病药物与乳腺癌之间的关系问题ꎮ 但是目前
没有研究显示服用抗精神病药物可增加乳腺癌发病

率ꎬ相反其可能起到抑制乳腺癌的作用 [２１] ꎬ如抗精

神病药物甲硫达嗪可明显促进乳腺癌细胞系 ＭＤＡ￣
ＭＢ￣２３１ 和 ＭＣＦ￣７ 的凋亡ꎬ并可抑制乳腺癌小鼠模
型中肿瘤的生长 [２２] ꎮ

研究发现ꎬ不仅多巴胺受体拮抗剂具有抑制乳

腺癌的作用ꎬ多巴胺受体激动剂同样有抑制乳腺癌
发生发展的作用ꎮ 多巴胺及多巴胺受体激动剂ꎬ通
过 ｃＧＭＰ 蛋白激酶 Ｇ 通路抑制乳腺癌细胞活力及
侵袭能力ꎬ并诱导多发性乳腺癌凋亡ꎮ 在乳腺癌肿

瘤组织中ꎬＤ１ 受体同样表达活跃ꎬ故可将 Ｄ１ 受体
作为针对乳腺癌的一个新的治疗靶点ꎮ 比如ꎬ非诺
多泮是一种外周多巴胺受体激动剂ꎬ用荧光成像等

试验方法发现ꎬ在 Ｄ１ 受体大量表达的异种移植瘤
的乳腺癌小鼠模型中ꎬ非诺多泮显著抑制肿瘤细胞
的增长ꎬ促进肿瘤细胞的凋亡及坏死 [２３] ꎮ
５

多巴胺受体与胰腺癌
胰腺癌是一种恶性程度很高的肿瘤ꎬ其发病早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Ｖｏｌ.７ Ｎｏ.４ꎬ Ａｕｇ ２０１８

期无特异性临床症状并且发病迅速、死亡率高ꎬ目前
临床上尚无有效的特异性方法能发现早期胰腺癌ꎮ
经过微 整 列 数 据 分 析ꎬ 胰 腺 导 管 腺 癌 (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ｃ
ｄｕｃｔａｌ ａｄｅｎｏ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ꎬＰＤＡＣ) 中多巴胺 Ｄ２ 受体的
表达大幅增加ꎮ 而在 ＰＤＡＣ 中将其与非肿瘤组织相
对比ꎬ有１ ６７６个基因明显上调、１ １６６个基因明显下
调ꎮ 其中一个上调基因与一个在 ＰＤＡＣ 中失调的复
合通路 Ｇ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ｓｕｂｕｎｉｔ αｉ２ 有关ꎬ此复合通路以往
并未被认识到与 ＰＤＣＡ 相关ꎮ Ｇ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ｓｕｂｕｎｉｔ αｉ２
信号通路经多巴胺 Ｄ２ 受体介导环磷酸信号通路ꎬ
当通过 ＤＲＤ２ 的 ＲＮＡ 干扰沉默或使用 ＤＲＤ２ 拮抗
剂则可减少 ＰＤＣＡ 的增殖、迁移并可减缓小鼠异种
移植肿瘤的生长 [２４] ꎮ
６

多巴胺受体与恶性神经胶质瘤
恶性神经胶质瘤是一种常见的中枢神经系统肿
瘤ꎬ常见治疗方法是通过手术切除肿瘤并在术后联
合放、化疗治疗ꎮ 在体外动物模型试验中发现ꎬ多巴
胺 Ｄ２ 受体广泛分布于脑内ꎬ如纹状体、尾壳核、前
额皮层、海马等 [２５] ꎮ 在恶性神经胶质瘤中ꎬ多巴胺
Ｄ２Ｌ 受体 ｍＲＮＡ 和蛋白质表达均增加ꎬ并且多巴胺
Ｄ２ 受体可通过多种调节通路进行调节ꎮ 如细胞外
信号调节激 酶 ( ｅｘ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ｓｉｇｎａ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ｋｉｎａｓｅꎬ
ＥＲＫ) 、钙 / 钙调素依赖性蛋白激酶 ＩＩ 等可正性调节
多巴胺 Ｄ２ 受 体ꎬ 而 多 巴 胺 Ｄ２ 受 体 又 可 以 刺 激
ＭＡＰＫ 通路 [２６] ꎮ 通过全基因组 ｓｈＲＮＡ 扫描发现多
巴胺 Ｄ２ 受体是恶性神经胶质瘤分子电路通路的关
键节点之一ꎬ这些关键节点的失活将对胶质瘤产生
一定的影 响ꎬ 多 巴 胺 Ｄ２ 受 体 可 部 分 通 过 ＧＮＡＩ２ /
Ｒａｐ１ / Ｒａｓ / ＥＲＫ 信号通路促进肿瘤增殖ꎬ而在体内
或体外实验中证实多巴胺 Ｄ２ 受体拮抗剂均可抑制
人体神经胶质瘤的生长ꎮ 联合抑制多巴胺 Ｄ２ 受体
和表皮生长因子受体所导致对肿瘤的抑制作用和单
独抑制 ＥＲＫ 信号通路的效果是一样的 [２７] ꎮ 在恶性
神经胶质瘤中ꎬ多巴胺可以通过多巴胺 Ｄ２ 受体调
节肿瘤内血管的生成ꎬ从而影响胶质瘤的发生发展ꎮ
在大鼠 Ｃ６ 胶质瘤模型中ꎬ多巴胺可以抑制肿瘤生
长、减少肿瘤中微血管密度及缺氧诱导因子 １α 的
表达ꎮ 而仅作用于多巴胺 Ｄ２ 受体的多巴胺受体拮
抗剂伊替比利可以去除多巴胺所诱导的肿瘤恶型性
退化和血管正常化 [２８] ꎮ 同时在 Ｃ６ 胶质瘤细胞株
中ꎬ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 ｉｎｄｕｃｉｂｌｅ ｎｉｔｒｉｃ ｏｘｉｄｅ ｓｙｎ￣
ｔｈａｓｅ ｉＮＯＳ) 在肿瘤疾病的发生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
用ꎬｉＮＯＳ 可通过 ＩＦＮ￣γ 或 ＬＰＳ 诱导转录活化产生
ＮＯ [２９] ꎬ而 ＮＯ 又 可 以 正 性 调 节 肿 瘤 的 分 化、 转 移
等 [３０] ꎮ 多巴胺可以抑制 ｉＮＯＳ 转录ꎬ使用多巴胺 Ｄ１
受体激动剂 ＳＫＦ￣３８３９３ 可以抑制 ｉＮＯＳ [３１] ꎮ
( 下转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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