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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为了提高泌乳家畜的产奶性能，使得进一步理解乳腺的功能及其调控机制变得十分必要。早期的研究倾向于从组

织学和激素层面研究分析乳腺的生理功能，随着近年来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芯片等高通量技术被应用到乳腺泌乳机制的研究中，
泌乳生物学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综述了近年来国内外关于乳腺泌乳机制方面的研究进展，如乳腺各个泌乳时期的基因调
控网络、乳汁主要成分的合成调控网络、参与乳腺泌乳周期循环的信号传导通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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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production performance of animals, that understand better the function and regulation mechanisms

of the mammary gland become very necessory. Early studies tended to analyze the physiological function of mammary gland from histology and
hormone level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lecular biology techniques, high-throughput technologies such as gene chip to study mammary
gland and lactation biology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In this review, we presented several aspects in molecular biology of lactation
biology, such as gene networks about each stage were revealed, synthetic regulation network about the main composition of milk, signaling
pathways involved in mammary gland lactation 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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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乳用家畜的乳产量和质量是乳业相关领域

Regulation networks

Signal pathway

坦奶牛等大家畜泌乳的分子机制进行研究成为热点，

科学家的主要目标。研究者已经从乳用家畜的生理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 Loor［4］ 和 Bionaz［5］ 等在乳腺

学、营养学等角度进行了充分的研究。显然， 泌乳

泌乳周期基因调控网络、乳汁各成分合成机制及相

生物学研究的重点应从乳腺自身着手，研究乳腺的

关参与泌乳调控分子机制等方面的研究处于国际领

泌乳机制、乳汁合成和分泌、影响乳腺生长发育的

先地位。近几年我国在该方向的研究也取得了实质

各种因素。虽然泌乳生物学研究历史很长， 但由于

性的进展，东北农业大学的李庆章［6］、侯晓明［7］等

大型动物的价格相对高昂且实际操作困难，很多研

率先开展了奶牛乳腺相关基因表达谱的研究， 为我

究只能从大鼠等试验动物着手。例如， 与泌乳持续

国在该领域的研究起到了带头作用。

性

［1］

相关的乳腺细胞增殖 - 凋亡机理、通过控制
［2］

目前，信号传导网络是乳腺发育和泌乳分子机

和青春期乳腺的生

制中研究最多的领域， 这些结果大多通过对培养的

等研究结果均通过对大鼠和小鼠等模式动

乳腺细胞和转基因大鼠乳腺组织的研究获得。随着

物的研究得到。近年来， 运用转录组学技术对荷斯

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 泌乳生物学进入了一

营养条件调节乳汁的生物合成
长速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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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全新的发展时期。生物信息学、转录组学、蛋白

性变化， 这些基因可能参与整个泌乳周期中乳汁的

质组学等技术逐渐应用到泌乳生物学的研究领域，

合成， 同时这也说明在妊娠后期或分娩前， 乳腺组

科学家试图从组学层面阐释泌乳分子机制。本文综

织在分子水平上已做好了产奶准备。断奶后， 乳头

述了国内外泌乳生物学研究进展，试图从基因调控

失去了必要的刺激， 乳房的生理和生化功能在断奶

网络和信号传导途径等角度对乳腺泌乳的分子机制

后第 2 天开始退化，乳腺组织恢复到妊娠期的状态。

进行阐释，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参考。

第二部分的 DEG 在 L9（Lactation L）和 I2（Involution

1

I）时段开始表达，但在妊娠期和泌乳期未发生变化，

2.0

。一些生物软件广泛的用于生命科

1.8
差异性基因表达

学（ 如 GeneGo，Ingenuity Pathway Analysis）， 研 究
者可以手工操作软件中的一些功能（如分子间的相
互作用、基因与表型之间的相互关系等），使得对乳

差异性基因表达

大约 4 832 个差异表达基因（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DEG） 参与泌乳循环， 主要是参与乳汁主要

12

L9

P1
7
P1
9
L1
L2

P1
2

1.2
1.0

7
P1
9
L1
L2

L9

12

L9

12

P1

7
P1
9
L1
L2

2
P1
P1

P1
C

2.0

变化较明显的基因分成 3 个部分以解析相关基因的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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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控机制［10］（图 1）。第一部分描述了分析结果中大
约 50% 的基因，这些基因在妊娠后期开始持续表达
直至泌乳期保持稳定， 最后在退化初期开始快速下
调。第二个部分和第三个部分代表一些次重要的基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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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分别包含 13.6% 和 11.6%。第二部分的基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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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妊娠期（Pregnancy）；L ：泌乳期（Lactation）；I ：退化期（Involution）

图1

到泌乳期时开始下降，直至退化期这些基因又开始
生了很大的生理和生化变化，乳房的体积逐渐变大，

1.4

0.6

信号传导等有关泌乳的基因，各个基因参与不同的

持续性高表达。大鼠妊娠期乳腺组织的表皮细胞发

1.6

0.8

成分合成及调控、泌乳周期调节、乳腺生理变化、

表达。在第三部分中， 基因在妊娠后期开始表达，

P7

2.0
1.8

Rudolph 等［9］对大鼠整个泌乳期进行芯片分析，

妊娠期和泌乳期未发生明显变化，但在退化期开始

1.0

P1
B

大鼠乳腺转录组学研究

调节机制。根据基因变化的差异性， 将芯片数据中

1.2

0.6

目前，对哺乳动物乳腺泌乳分子机制的研究已经从

1.1

1.4

0.8

腺整个泌乳周期分子调控网络的研究成为了可能。
模式动物过渡到大型哺乳动物。

1.6

P7

杂的基因网络

A

［8］

P7

析技术和相关生物信息学工具可以很好的应用于复

因此这部分基因的表达可能与乳腺退化有关。

P3

随着芯片等高通量分析技术的发展，转录组分

P3

转录组学在泌乳生物学中的研究概述

1.2

DEG 在不同泌乳时期的变化趋势

奶牛乳腺转录组学研究
Bionaz 等［5］利用芯片技术对荷斯坦奶牛乳腺泌

尤其是在妊娠期第 12 天体积增长最迅速。结合已知

乳基因调控网络进行了研究，提出了 DIA（Dynamic

的生理学知识进行分析表明，表皮细胞在妊娠期的

impact approach）分析技术，并成功应用至荷斯坦奶

增殖可能是第三部分妊娠期基因差异性表达的主要

牛泌乳基因调控分析［11］。将 -30 d、-15 d、+1 d、15

驱动力。通过对第一部分的分析发现， 只有一小部

d、30 d、60 d、120 d、240 d 和 300 d 的乳腺样品进

分基因（n=592）在整个泌乳周期中发生较大的差异

行表达谱分析发现，6 382 个差异性表达基因（D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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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泌乳循环，并将数据分析以 -30 d 作为参照标准，

数量达到巅峰值。但提高差异性表达基因的阈值时，

比较各个时期差异性表达基因的变化（图 2）。当提

上调基因占据一定优势，且 60 d 和 120 d 时 DEG 的

高差异性阈值（〉200%）时，显现出的数据可以进

数量最多， 推测此时的变化可能与泌乳量的增加有

一步显示出在调控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差异性表

关。比较妊娠期和退化期，-15-1 d 期间下调基因的

达基因。结果表明， 在 60 d 和 120 d 时差异性表达

数量多于上调基因，120-240 d 期间上调基因占据数

基因的数量最多， 大约包含 3 500 个。分析整个泌

量上的优势。但其中变化较大的差异性表达基因的

乳循环周期， 下调基因的数量明显多于上调基因，

情况却与之相反， 即妊娠期变化较大的多为上调基

与泌乳相关的差异性表达基因在 -15-1 d 和 120-240

因， 退化期大多是下调基因。因此， 推断后者的变

d 期间的变化最大，且在 +1 d、60-120 d 时 DEG 的

化可能与泌乳减少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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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和 C 分别为相对于妊娠期 -30 d 和相对于各自前一时间点的差异性基因的数量 ；B 和 D 分别代表相对于妊娠期 -30 d 和相对于
各自前一时间点的差异性基因的数量

图 2 以妊娠期 -30 d 和各自前一时间点为对照的差异性表达基因的数量

2

乳腺发育各时期的转录组学研究

备， 大部分有关乳汁合成和分泌的基因在泌乳前已

妊娠期

开始转录。因此， 一些研究者猜测妊娠期后期的基

妊娠期乳腺组织发生了很多变化，为分娩后的

因转录是妊娠期向泌乳期过渡的调节开关， 是分娩

泌乳做好了组织学上的准备，其中表皮细胞迅速增

后产奶的必要条件。根据基因芯片数据分析的结

殖是最明显的变化，乳房体积逐渐从总体积的 10％

果［10］，乳腺组织在该阶段开始大量转录与蛋白质合

增长至分娩前的 90％。从转录组学的角度分析，妊

成、转运、定位和分泌相关的基因， 同时一些通过

娠期要在泌乳期之前做好与产奶相关的分子水平准

乳腺表皮细胞进入乳汁的离子的转运系统也发生上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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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如铁离子和锌离子 ；下调的基因主要有 ：⑴ 脂

3

肪酸氧化酶基因在妊娠后期发生下调 ；⑵血管生长

3.1

有关基因抑制（但实际上乳腺在这一阶段生长发育，
即血管变大。因此一些 GO 分析的结果可能无法应
用于乳腺发育）；⑶阴离子转运下调，尤其是妊娠后
期磷酸盐的下调最严重。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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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汁主要成分合成的调节网络
乳蛋白
有 关 乳 蛋 白 合 成 的 研 究 已 取 得 很 大 进 展。

Massiom 等［12］对参与胰岛素信号传导、雷帕霉素靶
蛋白（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mTOR）、腺苷
酸活化蛋白激酶（AMPK）
、Jak2-Stat5 信号通路及氨

泌乳期

基酸和葡萄糖转运受体的 44 个基因进行 qPCR 分析。

泌乳期是乳腺发挥功能即分泌乳汁的主要时期，

结果表明， 氨基酸和葡萄糖转运受体、胰岛素信号

乳腺在此阶段十分活跃， 乳房会分泌大量的乳汁。

传导通路的相关成分及 mTOR 信号通路相关基因在

但根据芯片分析结果， 大部分基因在这个过程发生

泌乳期间发生明显上调，而核糖体组件 RPL22 出现

下调， 只有少数进行上调。合成和组装脂肪酸是乳

下调， 其中胰岛素和 mTOR 在调控乳蛋白合成过程

腺在泌乳期的主要功能之一， 因此同妊娠期一样，

中发挥关键作用。胰岛素在过去被认为是乳蛋白合

参与脂肪酸氧化的酶在该阶段被抑制。但意外的是，

成的间接调控者［13］， 但 Herbein 等［14］ 研究发现，

参与蛋白质转运和代谢（合成和分解）的相关基因

牛血液中胰岛素在分娩后明显减少， 且在泌乳前两

在泌乳期逐渐衰减甚至被抑制，这也间接证明乳腺

个月一直保持这种低水平。直到最近的研究表明，

组织在妊娠期已经为泌乳期产奶做好了转录组水平

胰岛素是牛和鼠乳蛋白合成的关键调控者［15，16］。对

的准备。例如， 在泌乳期， 乳汁中含有一些有关免

于所有哺乳动物，mTOR 信号通路调控蛋白质合成，

疫的物质， 但分析发现与免疫相关的基因在该时期

尤其在转录水平［17］。mTOR 通路受支链氨基酸调控，

也开始下调且进入抑制状态，这说明免疫相关基因

特别是亮氨酸（Leu）［18］。乳腺组织中氨基酸不仅

已经在妊娠后期完成转录。总的来讲， 泌乳期大部

可以调控蛋白质编码基因的转录， 其转运效率也是

分基因处于下调状态， 与主要功能相关的基因已在

限制乳汁蛋白质合成的重要影响因素［19］。除了氨基

妊娠期完成转录。

酸之外， 葡萄糖对调控乳汁其它成分的合成也很重

2.3

退化期

要［20］。Jak2-Stat5 信号通路是调控啮齿类动物乳蛋

当乳房进入退化期时， 妊娠期过程中一些活

白合成的主要方式［21］，但与啮齿类动物相比，该通

跃的基因重新启动，包括蛋白质转运等功能在内的

路对奶牛乳蛋白合成过程中的影响力明显较弱［22］。

基因占据主导优势（ 大约占 85％）， 只有少部分参

AMPK 主要参与乳脂的合成［23］，目前尚无研究表明

与生物合成和新陈代谢的功能基因下调。退化期乳

其在蛋白质合成过程中的重要性。对参与乳蛋白合

腺的主要功能是分解代谢，大部分有关蛋白质分解

成调控的基因进行分析发现， 蛋白质的合成需要氨

代谢的基因逐渐上调，此过程可以满足氧化应激反

基酸、胰岛素、葡萄糖和 mTOR 通路等相互作用，

应和保护乳腺细胞或其周围细胞免受外界伤害。随

形成一个整体的调控网络。

着蛋白质分解代谢的增强，ATP 合成和水解也逐渐

3.2

乳脂

加快。为满足乳腺组织对 ATP 的需求， 有关质子

目前，有关乳脂合成分子机制的研究并不很完

转运的相关基因在该时期进行上调。此外， 为了维

善，大部分的研究从 mRNA 水平进行分析。乳腺组

持组织内的离子环境， 阳离子的转运功能在泌乳期

织合成乳脂的分子生物学过程及主要相关基因如下：

过后恢复。以上这些基因的上调将有助于促进乳成

血液中获取脂肪酸（LPL，CD36）
、细胞内脂肪酸交

分退化及间隙小分子的转换。同时， 退化期泌乳相

换（FABP3）
、 长 链（ACSL1） 和 短 链（ACSS2） 脂

关基因逐渐恢复至妊娠期，将为下一次泌乳循环做

肪酸胞内激活、脂肪酸从头合成（ACACA，FASN）、

准备。

去饱和（SCD，FADS1）
、三酰甘油合成（AGPAT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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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AM，LPIN1）、 脂 滴 形 成（BTNIA1，XDH）、 酮

胞中的生物学效应相似［30］；因此，TGF-beta 通路

体利用（BDH1） 以及转录调控（INSIG1，PPARG，

可能在整个细胞周期循环过程中发挥关键的调控作

PPARGCIA），这些基因交汇在一起，组成一个庞大

用［31］。另外一个正调控乳腺泌乳的通路即 Jak-STAT

的乳脂合成网络， 过去的研究将 SREBP1 作为大鼠

通路， 可以直接调控非反刍类产奶动物乳蛋白基因

［24］

乳脂合成的核心调控者

［25］

利用

的表达， 但对于反刍类动物尤其是奶牛， 该通路并

qPCR 技术分析与奶牛乳脂合成相关基因表达变化情

。但 Massimo 等

不能直接通过 Jak 或 Stat 基因的变化进行调节， 而

况， 分析相关基因在泌乳期间的转录调节方式， 并

是由其下游的效应器直接调控［12］。

根据分析的结果建立了一个有关乳脂合成的调控网

mTOR（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 雷帕霉素

络， 描绘了乳脂合成的调控机制， 认为 SREBF1、

靶蛋白） 信号通路参与调控乳蛋白合成， 主要被氨

SREBF2 和 PPARG 是奶牛乳脂合成过程的主要调节

基酸、胰岛素和生长因子调控激活， 当能量或营养

基因，其中 PPARG 在这个网络中扮演多重角色，例

不足时易被抑制。mTOR 信号通路对细胞生理学的

如协调 PPARGC1A 和 INSIG1 之间的相互作用及控

调控起关键作用［32］，其大量组件参与调控蛋白质的

制 SREBF1 的表达。

合成， 如启动子和延伸因子。mTOR 信号通路虽然

3.3

乳糖

在乳蛋白合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但只有很少一

乳糖是乳汁的主要组成部分，其在乳汁中可通

部分基因在转录水平起调控作用， 该通路大部分基

过调节渗透压控制乳的体积。目前有关乳腺组织乳

因处于抑制状态。有关 Notch 信号通路的抑制机理

糖合成调控网络的研究并不是很多，研究的重点大

是一个新奇的发现， 其主要参与细胞发育、机体器

多倾向于葡萄糖对乳糖合成的影响。作为乳糖合成

官的细胞进入组织、细胞增殖和凋亡［33］。Callahan

所需的前体物， 葡萄糖的吸收是控制乳糖合成的最

等［34］ 通过人工激活 Notch 信号发现， 该通路也可

直接的方式［26］。葡萄糖主要通过两种截然不同的方

以抑制乳腺分支和泌乳， 同时参与乳腺细胞生长。

式穿过磷脂双分子层进入乳腺细胞 ：葡萄糖转运蛋

CAMs 主要参与维持乳腺表皮细胞的结构［2］， 其在

白（GLUT）和 Na+/ 葡萄糖泵。目前，研究者大都从

泌乳期的抑制现象无法利用 KEGG 分析。但当进一

葡萄糖吸收水平分析乳糖合成调控网络，有关乳糖

步放大有关数据时， 该“ 抑制” 会被逐渐展现， 结

合成的其它调控网络仍需要进一步探索。

果发现其主要由一些与免疫系统相关的细胞黏附分

4

子引起，同时有一些紧密连接分子作出感应。

乳腺泌乳期信号传导网络
很 多 信 号 通 路 参 与 泌 乳 期 分 子 调 控， 其 中

Hedgehog 信号通路、Jak-STAT 信号通路和 TGF-beta

5

小结
有关乳腺泌乳分子生物学方面的研究逐渐增多，

信号通路对整个泌乳周期影响最大， 发挥促进作

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和发展潜力， 也取得了很多科研

用，即正调控乳腺泌乳 ；但细胞黏附分子（CAMs）、

成果。与此同时，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奶

mTOR 信号通路和 Notch 信号通路在泌乳期时处于

制品认识的加强， 奶产品将逐渐作为“ 第二粮食”

抑制状态。

进入我们的餐桌 ；人们对乳制品需求量增加的同时，

Hedgehog 和 TGF-beta 信 号 通 路 参 与 乳 腺 干 细
［27］

胞自我更新， 当它们解除控制时会发生乳腺癌

。

Hedgehog 信号通路主要参与啮齿类动物泌乳， 产
［28］

也越来越关注它的质量， 这种市场需求为乳腺泌乳
生物学相关科学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商业基础。我国
在该领域尚属起步阶段， 过去几十年的研究倾向于

。有关

从组织学和激素层面分析乳腺的生理功能， 很少从

TGF-beta 通路在乳腺组织中调控机理的研究并不

分子层面进行解析。因此， 国内的研究者应逐渐将

完善，研究者发现该通路在抑制乳腺细胞增殖的同

现代分子生物学、转录组学、蛋白质组学等技术应

［29］

；除此之外， 科学家猜

用到产奶家畜的研究中， 建立起我国产奶家畜泌乳

测 TGF-beta 通路在乳腺组织中的作用与在人类肠细

相关基因的调控网络， 阐明家畜泌乳调控机理， 从

奶时被激活， 诱导产奶相关基因的表达

时， 也可促进细胞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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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层面解读家畜泌乳的分子机制，为国内产奶家

synthesis during the lactation cycle［J］. Bioinform Biol Insights,

畜的遗传育种研究奠定分子基础。

2011, 5 ：8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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