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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HM1——NoTCH转录复合物的特异性抑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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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HM1——NoTCH转录复合物的特异性抑制物

NoTCH是一类信号通路,它参与调节细胞状态。NOTCH信号通路的异常可以导致多

种疾病,包括癌症。NOTCH1信号通路的核心为 ICN1/CLⅣMAML1细 成的转录复合物,调

控细胞内基冈的转录。由于转录复合物表面缺少疏水口袋等问题,直接而特异的抑制物的研

究一直处丁迟缓状态。通过对内源性 dnMAML1的 纬构进行分析及研究,研究人员设计并

合成了 SAHM类化合物,并从多个方面对其展开研究,证实 SAHM1对 NOTCH1信号通路

有直接且特异性的抑制作用。

研究背景

转录元件参与—
系列细胞内重要的反应,精密调控细胞状态。它白身也受到细胞内遗传

信息及上游信号通路的调控。很多疾病,如肿瘤的发生及维持等,被认为与转录元件的活性

异常有关。但是作为治疗癌症的潜在作用靶点,转录元件由T其表面人董的蛋白互作位点以

及疏水口袋的缺失,特异性的人类转录元件抑制剂的发现进展迟缓。

NOTCH是一类信号通路,它参与细胞分化、增殖和死亡的信号传导。NOTCH配体和

受体均为单次跨膜蛋白。NoTCH配体分子属于 DSL(Delta/Scrr征e/Lag-2)家族蛋白。NoTCH
受体 (人体中分为 NoTCH⒈4)在细胞外结构域主要由半胱氨酸结基序组成,称为 EGF样
重复。人 NOTCH1受体的胞外结构域拥有 36个类似的重复,每个重复由们 个氦基酸残基

所组成,其中 6个半胱氨酸形成 3个二硫键。每个 EGF样重复均在特殊的位点以o-糖苷键

糖基化,这些位点的正确糖基化被认为对 NoTCH的 活性起重要作用。当NOTCH受体的胞

外结构域与配体相互作用后,TACE(Tumor Necrosis Factor Alplla Cc,nve⒒ ing Enzymc,肿 瘤

坏死冈子 α转化酶 ),属 ADAM家族的金属蛋白酶,催化裂解 NOTCH受体胞外结构域,被

释放的胞外部分继续与配体作用,并被配体分泌细胞内吞。之后,胞内的卜分泌酶复合体催

化裂解 NOTCH受体蛋白的膜内部分,被释放的膜内结构域 ICN移动到细胞核内,与有 DNA
结合位点的转隶冈子 CsL结合。两者的结合后,在交界面形成长的浅沟,提供了 NIAML
(mastermilld-lik,mastemind样 )家族的辅助激活囚子的结合位点,形成 ICN-CSLˉMAML

复合体,从而启动并激活了NoTCH依赖靶基因的转录。由于NoTCH配体和受体均为膜蛋

白,信号传导发生在膜表面,故 NOTCH信号是一类并邻分泌信号。

NoTCH信号通路参与细胞间通信,调控基囚表达以控制多细胞的分化,同时它还与神

经的功能与发育、山管内皮的稳定及血管生成、心内膜与心肌之间形成和分化出心室和心脏

瓣膜时的信号传递、胰及肠道中腺体分泌或吸收的调节等。NoTCH的功能丧失性突变与许

多疾病有关,包括心血管、胰、消化道及成骨方面的紊乱。而功能获得性突变则与许多肿瘤

的发生有着密切的联系,包括肺癌、卵巢癌、胰腺癌、肠胃道癌、黑色素瘤、骨髓性白血病

及成髓细胞瘤等。

目前关于 NOTCH信号通路的阻断主耍通过对 Y-分泌酶复合体的抑制,从而减少 ICN

的生成来实现。但由于 y-分泌酶参与多条信号通路的传导,这种抑制并非是特异性的。使用

卜分泌酶复合体抑制剂 (GsIs)治疗急性 T细胞白血病 (T-ALL)时 ,会对病人造成肠胃道

毒性。而某些 NoTCH1突变的细胞系则表现出对 GsI的耐药性。囚此,这就需要有特异性

的直接的NOTCH抑制剂。

MAML1(dnNIAMu)包含 MAML的 13-饵 位氨基酸残基,研究人员发现它能够拮抗

NoTCH信号通路,抑制 T-ALL细胞系的增殖。通过 X射线晶体衍射分析发现,dnNIAML1

的多肽形成连续的α螺旋,并结合于 ICN1与 CSL复合物形成的沟中(图 1)。 由于 dnNlAML1

的结合,阻碍了全长的具有功能的 MAML与复合体的结合,从而阻止了转录复合物的组装 ,



抑制了NOTCH的下游信号婵路。冈此,研究人员设想,可 以没计一些螺旋拟似物,来阻丨卜
NoTCH转录复合物的组装,从而实现对NOTCH信 号通路的直接抑制。

sAHM2

sAHM1

Compound sequence He1ic土 ty
MAML△ (2△ -36) ljA△ a-ΞRLRRR工ELCRRHHst 23兔

sAHM△ -uN i厶 △a-ERLRRiR工 ★△CR★ HHsr 40%
sa止Ⅲ⒕△ 9厶△a-曰RLRRR工★LCR★HHst 94篱

$AHM2 ls厶△a-sAVMERL艹 RR工 艹LCRRHH 73%
s姗 3 9A△ a-R王nLCRRHH★ TcE丨 RyEAV 59%
sAHM之 9A△ aˉ ΞRLELER☆ ⅡtF★ LHOR 67牦

s珈 s 阝厶△a:ELER+HT口 ☆LHQR 72兔

sAHM6 b厶△a-0HTFALH★ RC工 ★AKAKR s6%
sa正Ⅱ盯△~D1 ljA△ a-R曰 LRRE工★LCR★HHsT 83兔

saJⅢ盯△~D2 ljA△ a-RELRRR工 ★LCE★HHsT 78%
ds咖 △ 阝A△a-DRLRRRM★ NYR★ RQTD s5%

图 l:NOTCHl复 合物的结构,CsL(茶色),DNA(灰色 ),d11M舳 IL1(绿色)以及 ICN1(蓝色 )。

其中红色部分为 MAML1「J ICN1℃ SL结合位点的 16肽。

图 2:叩咀M类化合物的合成策略,2个 黾残基在 Grubbs-I催化下进行烯烃转移反应并环化。

图 3:SAHM类 化合物的序列及螺旋性以及在 dIlMAMLl序 列中的分布位置。其中艹代表引入的 轧。

研究方法及结果
(— )sAHM的设计、合成及初步筛选

如前所述,dnNIAML1主 要通过 16个氨基酸残基肽段组成的 α螺旋与 ICN1/CsL复合

物结合。此外,他们还发现,适当的糖基交联F0l定可以提升肽段的结合紧密度与代谢活性 ,

并且可以延长血清半衰期。最终,他们采用在肽段中 i及 ⒒4位上替换入含烯烃的人工氨基

酸 s5,在 GrubbsJ试剂的催化下进行环化烯烃转位反应 (图 2),从而使 s5氨基酸残基环化

臣g2

图 3 sAHM4



交联,对 α螺旋起H定作川。

他们以 dnMAML1为基础,设计合成了 6个含有 16个氦基酸残基的候选肽段 SAHM
(stapled fI-hcl沁 d peⅡ des d曲 ved介om MAML1),并 从与 dllMAML1氨基酸序列的对比及

螺旋性进行了分析 (图 3)。 其中,氦基酸序列为 dnMAMLl的 21位谷氨酸至 36位 苏氨酸

的 sAHMl的螺旋性最高,达 94%,而这 16个氦基残基细成的肽段就是 dnMAMu与
ICN1/CsL复 合物的结合位点。它与木进行H定交联的 sAHM⒈洲 的螺旋性有显扌性并异 ,

说明了H定交联对保证螺旋性的重要性。根据这个结呆,他们选择 sAHM1进行后续研究 ,

齐点突变氨基酸序列设计了 sAHM-D1及 sAHM-D2,同 时还以果蝇中对应的鹏AHM1作为

对照。

其后他们研究了细胞膜对于 SAHM的通透性。逦过异硫氰酸荧光标记,发现细胞对

FITC-sAHMl 、 FITCˉ SAHM2、  FITCˉ sAHM3 、 FITC-sAHM6、  FITC-sAHM-D1 、

FlTC-SAHMˉ D2及 ΠTC-〃SAHM均有良好的吸收。由于这些分子的分子量均小于 25kDa,

进一步研究显示,FlTCˉsAHM1也可在细胞核内分布。故再次确定选用 SAHM1进行深入的

实验是合理的。

(工 )sAHM药理作用的研究

I.sAHM竞争性地结合 ICN1/CSL复 合物

作者运用体外 卜拉分析、荧光偏振光谱、表面等离子共振分析、免疫沉淀及免疫印迹等

方法,通过 7细 实验来检测 SAHM1对 ICNlCsL的结合是否与 MAMLl竞争性的拮抗。

体外下拉分析采用 RANIANK(仅 含有 CSL结合位点的 ICN1片 段),证实 SAHMl可
以竞争性的抑制 dllMAML1与 RAMANK/CSL复 合物的结合,但并不影响 CSL与 RAMANK
的纬合。进一步研究测定了 SAHMl与 RAMANK/CsL复合物的解离常数 Kd=0.12±0.muM,

且未修饰的 FITC-SAHMI-LrN及 FITC-sAHMl-D1、 ΠTC-SAHM1-D2及 FlTC-稿 AHM对
RAMANK/CSL复 合物的亲和度均有显著的降低。从而再次证实:稳定的螺旋能促进结合 ;

SAHM1-Dl、 SAHM卜D2及 歹SAHM是合适的阴性对照。此外,dllMAML1可竞争性地拮抗

SAHM1,这是由丁两者在结合位点上的重复。接着,研究者通过表面等离子共振的方法对

SAHMl与 RAMANK/CSL复合物的结合进行动力学分析,其结合过程符合两步结合模型 ,

与负对照 sAHM1-D1存在明显并异。

上述实验使用的 RAMANK/CsL复合物为外源性的,于是研究人员采用 KoPTˉΚ1细胞

系的溶解产物进行下拉分析。同样地,SAHM1能够与内源性的完整的 ICN1/CSL复合物结

合,并且这种结合是与 MAMLl拮抗的,其中 SAHM-D1为 负对照。

Ⅱ.SAHM1特异性地广泛地抑制 NoTCH1信号通路

首先作者没计了 2个系统,分别采用萤火虫荧光素酶及 β-内 酰胺酶为报告基因,来检

测 SAHM是否会抑制 NOTCH转录复合物的活性。实验纬呆显示,SAHM1与 GSI对报告

基因表达的抑制程度相当,且与剂量成正比,半抑制剂量 IC5F6.5± 1.6uM° 而其余的 sAHM
及 sAHM1的结构突变体几乎都没有抑制活性。

于是作者将 sAHM1力口入到 KOP⒎K1细胞系中进行培养,对 NoTCH1的靶基囚进行

RTˉPCR定量分析。H“
`、

泖 lC、 DrXJ基因的表达显著下调,空 白组与 SAHM1-D1为 负

对照。研究人员进一步研究了 sAHM1对 多种/VOTCffF突 变细胞系的抑制作用 ,证实 sAHM1

能在不同的 zVOTCfff突 变类犁的细胞系中持续地抑制各种 NoTCH1依赖的基因表达。且这

种抑制的机制与 GSI(DAPT)不 同,它并不影响 ICN1蛋 白的稳定性。

通过上述实验,研究人员得出,sAHM1对 NOTCH1信 号通路的抑制是对信号传导的

直接抑制,而非对其中某一底物生成的间接抑制。为了进—
步证实 sAHMl对 NoTCH1信

号通路的抑制作用,研究人员结合基因表达图样和基因功能集合富集度分析,将 sAHM1作

用下的基因表达图谱与 GsI作用下的基因表达图谱进行比照。他们的发现如下:1、 HEs4、



Diγ
`、

n蕊
`及

丿呖·C是在 SAHMl作川 卜表达下调最多的儿个基冈;2、 sAHM1比 GSI更
集中地下调 NOTCH1相关基冈;3、 SAHM1还能下调 NOTCH通路下游的 MYC/MAX及
E2F调控的基囚。囚此,sAHM1不 仅广泛地抑制 NOTCH1信号通路,这种抑制还足特异性
的。

Ⅲ。NOTCH信号通路的阻断抑制 T-ALL细胞系的增殖

研 究人 员选 川 了 9个细 胞系 ,其中 CUTLL1、 SUPT1、 HPB~ALL、 TALL1、 DND-41
及 KoP孓Κ1细胞系对 GsI敏感 ,K562细胞 系为 NoTCH1非 依赖型 ,JURKAT及 MOLT-4
细胞系由于 PTEN的 缺失对 NOTCH1的抑制不敏感。结呆显示 ,相 对于空白对照及
SAHM⒈D1阴性对照,SAHMl与 GSI对上述前 6个细胞系的增殖起抑制作用,而对后 3

个细胞系的增殖能力没有明显影响。对细胞内凋亡通路进行研究发现,sAHM1处理的细胞

内的 caspase3及 7通路被激活,使细胞凋亡。
(三 )SAHMl药理作川的初步验证

研究人员设计了 l个动物模型来进行后续试验。T-ALL中 鉴定出的 L1601PΔ P含有两个
NoTCH1突变,研究人员通过逆转录病毒感染鼠骨髓细胞,并将不含 L1601PΔP的空载体

作为阴性对照同时转染鼠骨髓细胞,同时载体上有筛选标记 GFP或荧光素酶。被转化的鼠

骨髓细胞被鉴定并收集后,将其移植入受照射的小鼠使其发展为 T-ALL表型或阴性对照小

鼠,此为初代受体小鼠。通过体外实验可知,初代小鼠体内的 L16o1PΔP转化细胞对 SAHM1
敏感。

在获得了 T-ALL表型的小鼠模烈后,研究人员从体内、体外 2条路线分别设计实验 ,

来验证 sAHM1对 NoTCH1信号通路的抑制。

在体外路线中,作者收集初代小鼠体内的 L1601PΔ P细胞,并在体外对其进行 sAHM1
处理。接受处理的细胞再次移植进入次代受体小鼠体内。纬果显示,接受受 SAHM1处理的
L1ω 1PΔP细胞的小鼠的脾的重童及血液中GFP标记的细胞数量与未受 SAHM1处理的小鼠

的相应指标存在显荠性并异。免疫组化染色也显示,未经 SAHMl处理的 L1601PΔ P细胞移

植可引起受体小鼠脾和 llll液 中 L1601PΔ P细胞的浸润,而 SAHMl处理组的小鼠未见明显变

化。这证明了 SAHMl抑制了 L1601PΔP细胞的活性。

在体内路线中,从初代受体小鼠体内收集到的 L1601PΔ P转化细胞继续移植入次代受体

小鼠体内,使其发展为 T-ALL表型小鼠。将这些小鼠分为二组,分别对其进行空白对照、

每日一次 35mg/kg sAHM1及每日两次 30mg/kg SAHM1腹 腔注射。5天之后观察发现,空
白对照细的疾病获得发展,每 日一次组的发病趋势略少于对照组,而每日二次注射纽的发病

率显著降低。为了进一步验证这种抗 △ALL的效果是否是由于 sAHMl对 NoTCH1信号通

路的抑制所引起的,研究人员再次收集次代受体小鼠空白对照组及两次给药组体内的单核细

胞,对其进行 NOTCH1靶基囚转录分析。每日两次 sAHM1注射的小鼠体内的出 ,``、 Ⅱgs`、

″″、D红Ι及 丿、饣曰v的 mRNA水平显著降低。更进一步的基囚表达图样和基囚功能集合富

集度分析同样证实了 sAHM1显示出的体内抗 T-ALL活性与其对 NOTCH1信号通路的抑制

有直接的紧密的联系。

结论

sAHMl通过与 ICN1/CLS复合物纬合,能有效地拮抗内源性 WlAML1与 该转录复合物

的结合,抑制体内NOTCH1信号通路,从而能阻断NOTCH1的下游信号通路,诱导细胞凋

亡、抑制细胞增殖,在体内可显示出对异体移植肿瘤生长的抑制。对小鼠的尸检显示,SAHM1
对小鼠胃肠道没有明显的毒性作用,同时 GsI对小肠隐窝的副作用也暗示着,SAHM1对
NOTCH1信号通路的抑制是特异性的。囚此,SAHM1作为一种潜在的治疗配体,将对未来

以NoTCH1信号通路及其他转录复合物为靶点的治疗药物研发起指导作用。



讨诊

细粝龅发瑷与设计是一门复杂的学科 ,它 已不再是从简单的天然化合物中提取与筛选可

茳勤扔.它通斋了生命科学、化学、医学、药学等学科,是一项综合性交叉学科。文献中大

『渊田uⅢ 信号通路特异性抑制物 sAHM1的发现过程,很好地体现了药物设计是对这些

贵勰 畲这一思想c作为药物靶点的 NoTCH1信号通路中的转录冈子复合物,可以调控

圯吧中鲎网的表达:虽然文献并不是以研究 NoTCH1信号通路是否为可成药的药物靶点为

蓝☆诬是之商豹众多关于 NoTCH信号通路的生物学研究给研究人员们带来了启示,即可将

Pg1rH信号通路中的转录囚子作为药物治疗靶点来调控其活性,从而达到抑制肿瘤细胞增

磁翩潘疗日豹:其次是对 Tˉ候选化学实体的合成和筛选,运川了化学、生物化学及药物化学

钠漂理和方法,如其中对丁非对称的α氨基酸的合成。而研究人员对于 sAHM1药理作用的

铘窥.更是集含了生命科学、药学、医学等各方面的综合考虑和囚素,设计了多项体内体外

实挂.进行了大量的数据对比,并建立了相应的动物模型。

其次,令我印象较深的是文章中对于 SAHM1的 没计,它是一种合理药物设计。从课程

中.我了解到合理药物设计主要分为二种:基于靶点的药物设计 (TBDD)、 基丁结构的药

物设计 (sBDD)以及基于性质的药物设计 (PBDD)。 这二种药物设计方法并非各白独立 ,

雨是相辅相成互相影响的。首先生物学研究为药物设计提供的潜在的靶点T—NoTCH信号

通路c对以该通路为靶点的药物早己存在,即 G⒏。但是其显著的副作用暗示着,需要有以

NOTCH信号通路中不同节点作为靶点的特异性抑制物。于是研究人员将目标转移至细胞状

态调控的核心——转录复合物。虽然通过 X晶体衍射得到了 ICN1￡sL/MAMLl复合物的结

构,但是由于 ICN1/CLS复 合物表面的蛋白互作区以及缺乏疏水口袋,根据靶点结构进行直

接的药物设计成为难点,于是研究人员采用了基于配体的间接药物设计的思想,即 以内源性

多肽 dnMAMLI的结构为基础,设计并合成结构类似的拟 α螺旋多肽。由于药物要发挥药

效,其药动过程也楚药物设计中需耍考虑的囚素之一。囚此作者在 sAHM1的设计过程中 ,

同样也考虑了细胞对于药物的吸收以及药物在细胞内的分布 ,并 以此为依据对六个候选药物

做了初步的筛选。

对 sAHM类药物进行仔细分析,可知 SAHM类药物其实是一种肽拟似物。由于体内有

多种代谢酶,因此肽类分子在体内极其容易被降解代谢,其生物学稳定差。此外,生物活性

肽均为柔性分子,一股不具有特定的构象,在与不同的受体结合时可有不同的构象,降低了

选择性还影响了配体与受体结合的稳定性。因此,对于肽拟似物的设计重点在于对生物活性

钛的结构修饰,保留活性肽的生物活性部分,但大大提高其药效学及药动学性质。文献中主

要采取的结构修饰为构象限制的环化设计以及限制氨基酸的取代。SAHM1的 8位和 12位

引入了人I合成的含烯烃的氨基酸 S5。 s5在 Cα 上有甲基取代,使得 Nα￡α
和 σ-C(O)键

的旋转受到严格控制,从而决定了与 Cα 有关的肽链骨架构象的工面角,即构象较的变化区

域。Cα 上引入甲基取代使得 310螺旋成为优势构象。而 8位及 12位的 s5残基在 Grubbs-I催

化下进行烯烃复分解反应,从而使 s5残基末端的烯烃转移并环化。环化后,降低了 SAHMl

分子的柔性,稳定了其特殊工级结构。两种方法的结合,大大提高了sAHM1分子的螺旋性 ,

固定了其结构,使其获得了与 lCN1/CSL复合物的高度亲和性。其后的药理学实验也证实了 ,

高度的螺旋形极大地提高了 sAHM1的药效活性。

文章中对于实验的设计也是相当出色的。首先是对于对照物的选择。对于 NoTCH信号

通路的抑制剂早已存在,而 sAHM1的优势在于其对 NoTCH信 号通路抑制的特异性。因此

研究人员选择了早期药物 GSI作为阳性对照以及特异性对照。选择 GSI为 阳性对照,证明

了 sAHM1对于 NoTCH信 号通路也有抑制作用;而其后对于 SAHM1与 GsI作用下基因表

达图谱的分析,可得 sAHM1对于 NOTCH信号通路的抑制是直接且特异的。在阴性对照的



遴帑上~瓒巯 廴天点笑变了 sAHMl的氨基酸序列,得到了 2个螺旋性显荠小T SAHMl的
驷Ⅲ

"I-D:枷
stHMⅡ ~D2:这其中包含了构效关系研究的思想,从而得出 SAHM1的高度 α

獭 攫滥变典效钧天键=这 2个对照的选取是非常巧妙的。此外,文章对T实验的设计也

攫赅 玺虹舍理钧:研究人员不但进行了多项体外实验,并且还设计了小鼠棋型,并以此

砌-褥 了眄条F~s绞 分别验证。整个实验过程是循序渐进的。在体外实验中,首先证实了

-B觋 鲦台艹源性1r完整的 ICNl/CsL复合物,才进一步使用细胞裂解产物中的内源性

m△c沌 叟舍钩造行证实。在一系列体外实验的纬呆均显示出 SAHM1能阻断 NoTCH1信
罨飒 嗝~狮突 人员设计并采用了体内动物学模型实验。这样的实验设计增加了结呆的可信

唳口鹋扯粳读紊宀土更好的理解。此外,文章中采用的实验涵盖了多个学科中的各项技术 ,

淝 搀巯晌土物、化学、药学实验,还有以计算机为基础的生物信息学实验,如基冈功能

裟畲离粜嗖兮沂。这也说明了在传统实验的基础上,计算机的辅助功能日渐重要。

与燃~文章也有美中不足的地方。在得到了 ICN1￡SL/MAML1转 录复合物的结构后 ,

镰畦实了高度嫘旋性的 SAHM1可以抑制 ICN1/CSL复 合物的活性,研究人员并没有进一步

地浑λ弭究 sAHM1与 ICN1/CSL复 合物具体的作用位点,而只楚证实了高度的α螺旋可以

擞漓 △旧M类化合物和 ICNl/CSL复合物的亲和度。尽管 SAHM1是经过结构修饰的肽拟

糨枥,怛其分子黄较人,以及酰肽键等结构问题,多少会影响其在生物体内的生物学稳定性

汲婪理活佳:冈此通过计算机模拟分析其表面互作区域的各项参数及其构效关系,从而找出

硗铆驹药效基团,可进一步指导对 sAHM1药物的结构进行精简及优化,从而可以设计出具

商更高生物学稳定性及药效活性的潜在药物。在得到活性药效基团及构效关系后,还可以进

行苴接设计,另辟蹊径。由于转录复合物这一大类蛋白复合物都具有缺少表面疏水口袋的特

碰,囚此对 NoTCH更 为详细的研究也许可以作为别的转录复合物抑制剂研究的参考。

这篇文章给了我很多启示。在 sAHM1药物的发现与设计过程中,涉及了课本中很多理

论知识,但这种采纳并非是机械式地生搬硬套,而是吸取了各种原理的精髓并加以改善从而

实现合理的应Ⅲ。如在知道了药物靶点的结构后,—般会采取直接设计的方法。而由于转录

复台物表面缺乏疏水口袋,这样的方法也许会陷入困境。因此研究人员转而选择间接设计方

法。通过研究 dnMAMLl与 复合物的结合,从而得到了 SAHM1。 而文章中的实验设计,更
楚体现了科学研究中的严谨与巧妙,值得我们的学习。关于 SAHM1的研究,文章中只涉及

爿小鼠椟Ⅰg。 由于其漭在的成药可能性,相信将来会有更多关于 sAHM1及其类似物的研究。

同时,夫于 sAHMl的毒性及药动学研究也将成为未来研究的方向之一。而其设计思想,也
许会带来更多以转录复合物为直接靶点的药物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