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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糖尿病是乳腺癌发病的高危因素，并影响乳腺癌患者的预后。 二甲双胍是糖尿病一线用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其

还能通过多种途径起到抗肿瘤作用。 近年来，许多学者提出了二甲双胍在抑制乳腺肿瘤干细胞及逆转乳腺癌细胞耐药性等方面
的新思路。 此外，有学者新开发出一种药物工具来控制二甲双胍的释放。 本文将对二甲双胍治疗乳腺癌分子细胞机制及临床应
用研究进展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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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乳腺癌有发病率高、增速快、发病年龄低、治疗率

低等特点。 研究

［１］

表明，二甲双胍具有抗肿瘤活性，

并可以提高癌症患者（ 结肠、乳腺、胰腺、前列腺癌）
的存活率。 目前认为二甲双胍潜在的抗肿瘤机制包

括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 直接作用包括激活 ＡＭＰＫ⁃
ｍＴＯＲ 途径，抑制癌细胞增殖；调节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ｓ，诱导
细胞衰老；诱导细胞周期停滞等。 间接作用为降低循
环胰岛素水平，导致胰岛素受体介导的信号通路减
弱，缓解胰岛素在肿瘤细胞中促进有丝分裂和抗凋亡
的作用。 而最近发现二甲双胍对肿瘤耐药性和乳腺
癌干细胞的抑制作用又使其成为焦点，本文将对这些

糖尿病与乳腺癌的关联

患者都合并患有糖尿病。 患糖尿病的女性与没有糖
尿病的女性相比，前者患乳腺癌的风险增加 １５％ ～

２０％ ［２］ 。 同时研究 ［３］ 也发现，合并有糖尿病患者的肿
瘤体积更大、恶性程度更高，淋巴结转移与浸润的几
率更高。 患有糖尿病的乳腺癌患者比无糖尿病乳腺
癌患者的死亡风险高出两倍 ［４］ ，而二甲双胍的使用
能够降低 ２ 型糖尿病患者癌症的发病率 ［５］ 。 在原发
性 ＨＥＲ⁃２ 阳性和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患者中，二甲
双 胍 可 改 善 与 糖 尿 病、 胰 岛 素 治 疗 相 关 的 预 后
不良 ［６］ 。 最新研究 ［７］ 表明，二甲双胍可以在 Ｔ⁃ＤＭ１

（ ａｄｏ⁃ｔｒａｓｔｕｚｕｍａｂ ｅｍｔａｎｓｉｎｅ） 治疗乳腺癌前应用，临床
上用 Ｔ⁃ＤＭ１ 治疗此前已接受曲妥珠单抗和紫杉醇类

机制的新发现进行阐述。

１

乳腺癌发病的因素之一。 据报道，有 １８％ 的乳腺癌

药物单独或联合治疗的 ＨＥＲ⁃２ 阳性、转移性乳腺癌

众多研究发现，糖尿病尤其是 ２ 型糖尿病是影响

患者。 二甲双胍通过增强微囊蛋白 １（ ｃａｖｅｏｌｉｎ⁃１） 介
导的内吞作用来提高 Ｔ⁃ＤＭ１ 治疗 ＨＥＲ⁃２ 阳性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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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乳腺癌的临床疗效。

腺癌细胞中降解速度减慢可能为 ｍＴＯＲ 蛋白在乳腺

癌与妊娠期糖尿病的关系尚未明确。 Ｓｉｓｔｅｒ 研究发

在非癌性细胞中更快地降解，由此产生的差别也许可

２ 型糖尿病与乳腺癌发生之间呈正相关，但乳腺

现，多次妊娠期糖尿病 （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ＧＤＭ） 女性患乳腺癌风险可能升高

［８］

。 该项前瞻性

队列研究旨在分析乳腺癌的环境和遗传危险因素，共
纳入５０ ８８４名 ３５ ～ ７０ 岁女性。 Ｃｏｘ 比例风险模型分
析发现，既往 ＧＤＭ 与乳腺癌总体发病无关，但提示
既往 ＧＤＭ 和雌激素受体（ ｅｓｔｒｏｇｅｎ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ＥＲ） 阴性
乳腺癌间存在关联。 多次 ＧＤＭ（ ≥２ 次） 可增加患浸

癌细胞中表达水平较高的潜在原因，而 ｍＴＯＲ 蛋白
以为开发新型抗肿瘤药物提供新思路。 该研究也为

二甲双胍抑制 ＡＭＰＫ⁃ｍＴＯＲ 信号通路提供了证据，
并且他们认为二甲双胍引导 ｍＴＯＲ 降解在抑制癌细
胞生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３ 二甲双胍通过调节胰岛素水平间接对乳腺
癌细胞起作用
已有研究 ［１６］ 表明胰岛素在多种肿瘤中具有促有

润性乳腺癌、ＥＲ⁃阳性乳腺癌的风险及整体乳腺癌的
发病率。 研究

［９］

提示“ 胰岛素生长因子生物活性增

丝分裂的和抗凋亡的作用，这其中包括乳腺癌，而且

加可能具有促有丝分裂和抗凋亡作用，可影响乳腺组

胰岛素还可能通过调控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增加肿瘤

织在妊娠晚期的重构，并促进乳腺癌的发病和进展。

的供血而促进肿瘤生长，或通过激活胰岛素样生长因

所以该研究建议：多次 ＧＤＭ 的女性应缩短乳腺癌筛
查的周期。

一项最近的 ｍｅｔａ 分析 ［１０］ 表明糖尿病增加了妇

子⁃１ 受 体 （ ｉｎｓｕｌｉｎ⁃ｌｉｋ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１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ＩＧＦ⁃
１） 起作用。

研究 ［１７］ 表明，无论在体内还是体外，二甲双胍依

女患乳腺癌的风险。 这种关联在 ２ 型糖尿病患者中

赖胰 岛 素 的 抗 肿 瘤 机 制 与 胰 岛 素 受 体 （ ｉｎｓｕｌｉｎ⁃ｒｅ⁃

设。 但尚没有足够的研究来计算乳腺癌与 １ 型糖尿

Ｐ１３Ｋ ／ Ａｋｔ 和 ＲＡＳ⁃ＭＡＰＫ 通路中重要的下游因子） 减

得到证实，并支持糖尿病是乳腺癌独立危险因素的假
病相关的风险。

２ 通过抑制 ｍＴＯＲ 通路抑制乳腺癌细胞的
增殖及促进其凋亡
已有研究

［１１］

表明，在乳腺癌中 ｍＴＯＲ（ ｍａｍｍａｌｉ⁃

ａｎ ｔａｒｇｅｔ ｏｆ ｒａｐａｍｙｃｉｎ） 信号的过度激活与肿瘤的侵袭
性生长有关，而且 ｍＴＯＲ 途径不仅与乳腺癌的肿瘤

ｃｅｐｔｅｒ， ＩＲ） 表达降低，Ａｋｔ 和 ＥＲＫ１ ／ ２ 磷酸化（ 分别是
少有关。 因此，空腹胰岛素水平 （ ｆａｓｔｉｎｇ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ｌｅｖ⁃

ｅｌｓ） 和胰岛素受体表达程度也许可以成为二甲双胍
治疗敏感性的生物标志。 未来的前瞻性临床试验将
会更全面地鉴定生物标志来预测二甲双胍治疗肿瘤
的疗效评价。 但就患者个体而言，Ａｋｔ 和 ＥＲＫ１ ／ ２ 磷
酸化的总体改变与循环中胰岛素水平并不相关，提示
这些因子减少也可能是由某一不依赖胰岛素的通路

发生相关，还涉及乳腺癌对化疗和激素治疗的敏感

介导。

间接作用尚未明确。 一项研究 ［１２］ 显示，二甲双胍能

４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ｋｉｎａｓｅ， ＡＭＰＫ） 的表达，抑制上游的

糖尿病与乳腺癌患者中的表达谱发生了不同程度的

细胞周期停滞在 Ｇ０⁃Ｇ１ 期。 这说明二甲双胍在一定

部分与 ｍｉＲＮＡ 表达的调节有关。 ｍｉＲＮＡ 是一类由

性。 目前二甲双胍对 ｍＴＯＲ 的抑制是直接作用还是
促进腺苷酸活化蛋白激酶 （ ａｄｅｎｏｓｉｎｅ ｍｏ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ｍＴＯＲ 活性，同时还能抑制其下游的 ＰＳ０７６，并诱导
程度上具有间接抑制肿瘤细胞增殖的作用。 另有实
验

［１３］

也证明二甲双胍可以直接抑制 ｍＴＯＲ 信号，激

活 ＡＭＰＫ。 最近有研究发现，二甲双胍可能通过启动
聚集 体 形 成 促 使 ｍＴＯＲ 降 解

［１４］

，二甲双胍诱导

ｍＴＯＲ 蛋白聚集在核周区域形成聚集体，细胞中积累

二甲双胍调节微小 ＲＮＡ 表达

近年来发现，微小 ＲＮＡ（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 ｍｉＲＮＡ） 在

失调。 研究 ［１８］ 发现，二甲双胍诱导的抗癌效应至少
内源基因编码的长度约为 ２２ 个核苷酸的非编码单链
ＲＮＡ 分子。 它通常在转录后水平调控基因表达，广
泛参与细胞增殖、分化和凋亡等生命过程。 下面就最
近发现的与二甲双胍抗癌效应相关的 ｍｉＲＮＡ 举例
说明。

４．１

降解而被清除。 该团队发现二甲双胍降低了 ＭＣＦ⁃７

ＭＣＦ⁃７ 乳腺癌细胞增殖，并诱导细胞凋亡，并与乳腺

隔离成单个大的核周聚集体 ［１５］ ，而后促进它们通过
乳腺癌细胞中总 ｍＴＯＲ 蛋 白 的 水 平， 并 且 总 ｍＴＯＲ

蛋白水平的降低与 ＭＣＦ⁃７ 乳腺癌细胞的增殖和迁移
能力的降低正相关。 该研究还提出，ｍＴＯＲ 蛋白在乳

ｍｉＲ⁃２００ｃ

证据 ［１９］ 表明 ｍｉＲ⁃２００ｃ 是一个肿瘤

的蛋白质通常被运送到微管组织中心，在那里它们被

抑制因子。 ｍｉＲ⁃２００ｃ 过表达可减少 ＭＤＡ⁃ＭＢ⁃２３１ 和
癌患者存活时间的延长显著相关。 一项研究 ［２０］ 表
明，在不同浓度（５、１０、２０ ｍＭ） 的二甲双胍治疗后，乳
腺癌细胞和肿瘤组织中增加了 ｍｉＲ⁃２００ｃ 的表达，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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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作用是剂量依赖性的。 另一方面，ｍｉＲ⁃２００ｃ 的下
调可减少乳腺癌细胞凋亡，但二甲双胍治疗后可以逆
转这种效应。 同样 ｍｉＲ⁃２００ｃ 下调也可以增强癌细胞
迁移和浸润的能力。 该试验给予 １０ ｍＭ 二甲双胍治
疗达到 ４８ ｈ 后同样逆转了这种作用，即抑制了迁移
和浸润。 机制可能为乳腺癌细胞中 ｍｉＲ⁃２００ｃ 的上调
导致 ＡＫＴ２ 和 Ｂｃｌ⁃２ 的抑制，而 ｍｉＲ⁃２００ｃ 下调则进一

步 上 调 了 ＡＫＴ２ 和 Ｂｃｌ⁃２， 促 进 了 乳 腺 癌 的 进 展。
ＡＫＴ２ 是乳 腺 癌 的 凋 亡 抑 制 因 子 和 细 胞 存 活 因 子。
该研究认为，改变 ＡＫＴ２ 的表达可能至少是影响二甲
双胍抗肿瘤活性机制的一部分。 但目前还没有研究
证明 ｍｉＲ⁃２００ｃ 和 ＡＫＴ２ 之间的直接关系。 而最近的
一项 相 关 研 究

［２１］

靶点。

４．２

ｍｉＲ⁃２７ａ

表 明， Ｂｃｌ⁃２ 是 ｍｉＲ⁃２００ｃ 的 直 接

最近有研究 ［２２］ 表明， 用 ２０ ｍｍｏｌ ／ Ｌ

二甲 双 胍 处 理 乳 腺 癌 ＭＣＦ⁃７ 细 胞 ４８ ｈ 后 的 ｑＲＴ⁃
ＰＣＲ 结果显示，二甲双胍处理后 ｍｉＲ⁃２７ａ 的表达相比
对照组显著降低 ８０％。 研究人员认为 ｍｉＲ⁃２７ａ 抑制
乳腺癌 ＭＣＦ⁃７ 细胞的凋亡并促进增殖。 二甲双胍抑
制人乳腺癌 ＭＣＦ⁃７ 细胞增殖作用呈浓度依赖性和时
间依赖性。 Ｐ５３ 的表达可能增加，且 ｃａｓｐａｓｅ⁃３ 被激
活，导致乳腺癌 ＭＣＦ⁃７ 细胞的凋亡。 且荧光素酶测
定证实了 ｍｉＲ⁃２７ａ 与 ＡＭＰＫα２ 的 ３′⁃ＵＴＲ 结合，意味
着二甲双胍可以增加 ＡＭＰＫα２ 的表达。

４．３

ｍｉＲ⁃２１⁃５ｐ

二甲双胍对 ｍｉＲ⁃２１⁃５ｐ 水平的影

响可能是通过调控转录实现的。 最近研究

［２３］

发现在

体内和体外试验中应用二甲双胍都使 ｍｉＲ⁃２１⁃５ｐ 水
平下调。 已知 Ｅ２Ｆ３ 具有转录抑制能力。 在二甲双
胍治疗后的时间内显示 Ｅ２Ｆ３ 转录水平的增加，这使
得该因子在 ｍｉＲ⁃２１⁃５ｐ 启动子上结合增加。 ｍｉＲ⁃２１⁃５ｐ
的下调主要发生在 Ｅ２Ｆ３ 增加其启动子结合率后的
转录水平。 该研究还认为二甲双胍可通过 ｍｉＲ⁃２１⁃５ｐ

出泵的过度表达与药物抗性相关。 Ｄａｖｉｅｓ 等 ［２５］ 选取
了阿霉素作为乳腺癌 ＭＣＦ７ 细胞系的抗性药物。 该
研究表明二甲双胍可以逆转 ＭＤＲ 相关蛋白标记的

水平，使 ＭＤＲ 乳腺癌细胞对其最初治疗重新敏感。
研究中发现二甲双胍在具有药物抗性的 ＭＣＦ７ 细胞
中的抗增殖作用是不依赖 ＮＦ⁃κＢ 和 ＡＭＰＫ 的。 二甲
双胍通过间接抑制组蛋白脱乙酰酶的活性对组蛋白
转录后修饰来发挥抗癌症细胞的增殖作用。 二甲双
胍降低了 ＭＤＲ１ 和 ＢＣＲＰ 的表达，在降低了癌症相关
基因 Ｓ６Ｋ 磷酸化的同时降低了转录因子 ＨＩＦ１α 水
平。 在体外细胞抗性培养过程中用二甲双胍预处理
细胞并且始终维持二甲双胍的存在，能够阻止甚至延
迟 ＭＤＲ 标记蛋白的聚集（ ＭＤＲ１、ＢＣＲＰ 等） ，使其保
持了药物的敏感性，这为二甲双胍成为长期的口服药
物来阻 止 肿 瘤 药 物 抗 性 发 展 提 供 可 能。 Ｐ⁃ｇｐ 作 为
ＭＤＲ１ 的基因产物，是一个主要的 ＡＢＣ 转运蛋白，当
药物结合到 Ｐ⁃ｇｐ 的时候它们就会泵出细胞外，从而
导致细胞内药物浓度的降低和效力的丢失。 最新的
研究 ［２６］ 发现二甲双胍逆转乳腺癌细胞的 ＭＤＲ 是通
过降低 Ｐ⁃ｇｐ 的活性，从而抑制阿霉素的泵出，增强了
Ｐ⁃ｇｐ 过表达 ＭＣＦ⁃７ 细胞对其的敏感性，但是二甲双
胍不会降低 Ｐ⁃ｇｐ 的表达。 确定二甲双胍的这种影响
是长久性的还是短期的可能是下一步计划的研究方
向。 还有研究 ［２７］ 表明，二甲双胍也可以和 ２⁃脱氧葡
萄糖结合逆转 ＭＣＦ⁃７ ／ Ｄｏｘ 细胞的多药物耐药性，这
是通过恢复 ｐ５３ 功能同时增加阿霉素的积累来实现
的。 此外，阿霉素通过加重二甲双胍和 ２⁃脱氧葡萄
糖引起的代谢应激，选择性增加 ＭＣＦ⁃７ ／ Ｄｏｘ 凋亡，这
种相辅相成作用使二甲双胍和 ２⁃脱氧葡萄糖的结合
对逆转 ＭＤＲ 有较好的效果。 这两种药物的结合对
Ｐ⁃ｇｐ ｍＲＮＡ 表达和 Ｐ⁃ｇｐ ＡＴＰ 酶活性没有影响。

调控的支架蛋白 ＣＡＢ３９Ｌ 和 ＳＥＳＮ１ 调节 ＡＭＰＫ⁃ｍＴＯＲ

６

过度表达或下调 ｍｉＲ⁃２１⁃５ｐ 实现。

耐药性和肿瘤复发密切相关。 二甲双胍可以选择性

５

肿瘤的生长，并延长缓解期 ［２８］ 。 Ｓｏｏ 等 ［２９］ 发现二甲

信号，并且这一作用通过模拟 ＣＡＢ３９Ｌ 和 ＳＥＳＮ１ 的

二甲双胍可逆转乳腺癌细胞耐药性
对于许多恶性肿瘤来说，最初成功治疗之后多药

物耐药性的出现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乳腺癌的早期
诊断筛选以及合并疗法的先进性大大提高了存活期
和治愈率

［２４］

。 然而很多患者多年后肿瘤会复发，产

生多种药物耐药性（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ｄｒｕ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ＭＤＲ） ，因

二甲双胍抑制乳腺肿瘤干细胞
肿瘤干细胞能够引发肿瘤发生，其与肿瘤转移、

靶向乳腺癌干细胞，当结合化疗时能够显著减少乳房
双胍在与环磷酰胺合并化疗时，在乳腺癌干细胞中是
不依赖 ＡＭＰＫ 发生的，而在亲代乳腺癌细胞系中是
依赖 ＡＭＰＫ 的，这说明二甲双胍在肿瘤干细胞中发
挥作用的机制可能与亲代细胞系存在不同。 二甲双
胍在乳腺癌干细胞中加快了葡萄糖的消耗，产生了更

此研制出一种非毒性疗法以及预防多重耐药性肿瘤

多的乳酸，细胞内 ＡＴＰ 的产生严重受阻，引发能量危

运家族比如 ＭＤＲ１ 和 ＢＣＲＰ。 这些蛋白作为药物输

伤。 在乳腺癌干细胞中，二甲双胍降低了 ＲＡＳ 原癌

的发展至关重要。 ＭＤＲ 相关蛋白主要包括 ＡＢＣ 转

机，损害了肿瘤干细胞修复环磷酰胺介导的 ＤＮＡ 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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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家族 Ｒａｂ２７Ａ 的表达，而之前报道 Ｒａｂ２７Ａ 的过

增殖和促凋亡活性。 研究者认为该热敏凝胶制剂具

变引起的 ＲＡＮＫＬ 过表达，使其突变携带者发展出具

达到满意的疗效，又可以避免血浆中极高的药物浓度

度表达会促进乳腺癌的生长和转移 ［３０］ 。 ＢＲＣＡ１ 突
有干细胞样性质的侵袭性乳腺肿瘤，有学者

［３１］

发现

有良好的稳定性、耐受性、热变性和流变性，其既可以
带来的 副 作 用， 是 进 一 步 研 究 辅 助 癌 症 治 疗 的 新

二甲双胍能够阻止这一过程发生的同时，还会降低乳

工具。

肿瘤活 性。 这 为 二 甲 双 胍 合 并 狄 诺 塞 麦 联 合 治 疗

８

证明二甲 双 胍 在 不 同 类 型 的 乳 腺 肿 瘤 中 通 过 降 低

渐被认可。 但是，二甲双胍抑制乳腺癌细胞的分子机

腺癌干细胞数量，提高 ＲＡＮＫＬ 抗体（ 狄诺塞麦） 的抗
ＲＡＮＫＬ 相关的乳腺肿瘤发生和转移提供证据。 研究
ＣＳＣ 特殊基因的表达抑制相关的炎症反应，所以相对
于非肿瘤干细胞来说更优先杀死肿瘤干细胞。 最近
有报道二甲双胍可以通过 ＰＫＡ⁃ＧＳＫ３β⁃ＫＬＦ５ 通路来
下调干细胞转录因子 ＫＬＦ５ 的 表 达， 进 一 步 实 验 发

现，二甲双胍通过抑制 ＰＫＡ 活性，进而激活 ＧＳＫ３β，
而活化的 ＧＳＫ３β 直接磷酸化 ＫＬＦ５，磷酸化的 ＫＬＦ５

进而被泛素⁃蛋白酶体系统降解。 在三阴性乳腺癌临
床样本中，利用免疫组化染色的方法发现 ＰＫＡ 高度
活化， ｐ⁃ＧＳＫ３β 以 及 ＫＬＦ５ 高 表 达， 统 计 结 果 揭 示
ＰＫＡ 活化程度、ｐ⁃ＧＳＫ３β 表达均与 ＫＬＦ５ 表达水平呈
显著正相关，从而抑制三阴性乳腺癌干细胞，为三阴
性乳腺癌的治疗提供靶点 ［３２］ 。

７

二甲双胍治疗乳腺癌的临床应用研究进展
目前已有大量观察性研究以及前瞻性研究在人

结论与展望
二甲双胍对乳腺癌具有一定的抗肿瘤作用已逐

制及临床应用的疗效仍不确切。 最新的研究发现二
甲双胍可抑制存在耐药性的乳腺癌发展并提高其复
敏性，这为二甲双胍作为长期的口服药物来阻止肿
瘤耐药性 发 展 提 供 了 理 论 依 据。 除 本 文 所 提 到 的
ｍｉＲＮＡ 外，尚有其他种类 ｍｉＲＮＡ 可能在抑制肿瘤增
殖，促进凋亡中起作用。 另外，对二甲双胍抑制肿瘤
干细胞机制的研究为治疗三阴性乳腺癌提供了潜在
的药物靶点。 但其与抑制肿瘤细胞的通路究竟是何
种关系仍需进一步的研究。 因此需要未来更多探索
以明确二甲双胍的作用机制及临床适用征。 笔者认
为未来几年的研究方向可能包含直接和间接效应在
二甲双胍机制中的比例，剂量的探索及如何准确快速
地判断患者使用二甲双胍是否获益三个方面，因为这
些直接关系到在非糖尿病的癌症患者中是否适用及
达到最佳抗癌效果所需剂量等临床实际问题。

群中证实二甲双胍的抗乳腺癌作用，但如何应用于临
床治疗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关键问题之一为二甲双
胍抗乳腺癌的治疗剂量。 一项体外研究 ［３３］ 显示二甲
双胍抑制癌细胞增殖的浓度比治疗糖尿病的药物浓

度至少高出 １０ 倍。 总的来说，二甲双胍安全性较高，
最严重副反应为乳酸酸中毒，但极其罕见，而且其发
生低血糖的概率在 ２ 型糖尿病患者或正常人群中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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