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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kt 或稱 protein kinase B (PKB) 是一種 serine/threonine kinase，在大多數癌症

中都能發現此一 Protein kinase 被活化，其活化後將會透過訊息路徑傳導，誘發一

系列下游分子活化或抑制，而造成癌細胞生理活性改變。因此 Akt 的活化被當成

是許多癌症生成的指標，科學家認為 Akt 可能在癌症發生與發展上扮演重要的角

色。另外 Otto Warburg 等人發現癌細胞會藉由增加糖解作用 (glycolysis)，產生更

多能量以供自身快速生長、繁殖所需，這樣的現象被認為是癌細胞代謝上重要的特

徵。因此本篇將針對 Akt 活化的生理功能與其調控細胞能量代謝之間的關係進行

探討，並了解 Akt 的活化是如何影響癌症生成及發展，希望能成為癌症治療上一

重要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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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  前言 
    Akt 的活化路徑在各種物種之間的保守度相當高，主要是生長因子受器與受體

結合後活化 phosphatidylinositol 3-kinase (PI3K)，PI3K 藉由其催化次單元體 p110
將 PIP2 磷酸化成 PIP3，PIP3 會與 Akt 的 pleckstrin homology (PH) 區域結合，促使

Akt 移動至細胞膜附近，接著 PI3K-dependent kinase-1 (PDK1) 及 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 complex 2 (mTORC2) 會在 Akt 的 threonine 和 serine 位置進行磷酸

化，將 Akt 活化，進行接下來一連串的訊息傳遞 [1]。然而 Akt 的活化會被 PI3K
的拮抗者- PTEN (phosphatase and tensin homolog) 調控，PTEN 透過將 PIP3 去磷酸

化，而影響  Akt 的活性。當 PI3K-Akt 訊息傳遞路徑被活化後，在細胞內葡萄糖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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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上扮演重要角色，其主要原因為 Akt 活化能調控細胞的能量代謝，其機制包括

調整葡萄糖的吸收及利用。此外 Akt 的過度活化會使 ATP 大量累積，反之當減少 
Akt 活性，則會使得 ATP 含量顯著的下降 [2]。 
    事實上，Akt 也被認為是許多癌症的致癌蛋白質。Akt 在癌細胞中被異常過度

活化，主要經由腫瘤抑制者 PTEN 活性被不正常的抑制及 PI3K 被不正常活化有

關。另外也可能透過生長因子受器被異常活化，甚至是 Akt 中 PH 區域被突變而

增加對 PIP3 的結合親和力。當 Akt 被過度活化將會藉由抑制正常細胞程序性死亡

apoptosis、增加細胞增生或加速突變率，而造成癌症的發生。 

 
◎  Akt 能調控細胞之能量代謝     
    Akt 能透過改變糖解作用 (glycolysis) 及氧化磷酸化 (oxidative 
phosphorylation)，來調控細胞中 ATP 含量。Akt 藉由使葡萄糖運送者 (glucose 
transporter) 大量表現，或使 hexokinase (HK) 表現量、活性、與粒線體交互作用增

加來誘發醣解作用。另外 Akt 也能經由直接磷酸化來活化 phosphofructokinase-2 
(PFK2)，而間接使糖解作用重要參與酵素 phosphofructokinase-1 (PFK1) 被活化。

Akt 的活化還能藉由增加 mTORC1 活性，而促進 hypoxia-inducible factor 1α (HIF1α)
累積，並使 HIF1α 調控之糖解作用酵素、葡萄糖運送者大量表現 [3]。以上均為

Akt 活化誘發糖解作用以增加 ATP 之機制。另一方面，Akt 增加糖解作用後，將提

供大量檸檬酸循環 (TCA cycle) 所需基質，促使氧化磷酸化加速運行而產生更多的

ATP。 
 
◎ Akt 抵抗 apoptosis 功能與其調控能量代謝之關係 
    在糖解作用中，粒線體 hexokinase (mtHK)，使用一個 ATP 將葡萄糖磷酸化，

產生 glucose 6-phosphate (Glc-6-P)。當氧化磷酸化過程為活化狀態時，mtHK 將與

voltage-dependent anion channels (VDAC) 及粒線體外膜結合，直接利用粒線體內產

生之 ATP 加速 mtHK 反應的進行，事實上儘管粒線體外 ATP 含量充足，mtHK 依

然會選擇使用粒線體內的 ATP 將葡萄糖磷酸化 [4]，而在此反應中所產生的 ADP
則可以回到粒線體內以供氧化磷酸化使用。 

    由於 mtHK 位在粒線體外膜位置與 VDAC 作用，所以  mtHK 同時也扮演聯繫

細胞存活與死亡訊息中間的角色，能調控粒腺體的完整性及 cytochrome c 的釋放。

當生長因子和 PI3K 將 Akt 活化之後，Akt 能增加 mtHK 與粒線體的結合，但當 
Bcl-2 家族中的 BH3 被活化後，會再將 Bax 和 Bak 活化，而使  mtHK 跟 Bax/Bak
競爭與粒腺體的結合位置。一旦 Bax/Bak 取代 mtHK 後，會造成粒腺體功能瓦解

及促使 cytochrome c 從粒線體中釋放出來，誘發下游一系列 caspase 分子活化，而

使細胞走向 apoptosis。所以 Akt 的活化如何維持 mtHK 與粒線體的結合，就成為

避免細胞死亡的重要路徑。Akt 活化後，會使 Glc-6-P 後的糖解作用順利進行，以

維持細胞內 Glc-6-P 處於低濃度狀態，來延長 HK 與粒線體的結合。由於 glycogen 
synthase kinase 3β (GSK3β) 會將 VDAC 磷酸化，抑制其與 HK 之結合，而 Akt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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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會將 GSK3β 磷酸化而抑制其活性，所以 AKT 也能間接增加 HK–VDAC 之間的

交互作用。 
    Akt 的活化除了能增加 HK 與粒線體的結合，以抵抗 apoptosis 發生，Akt 也能

藉由增加葡萄糖運送者表現及其位置，來促使細胞存活 [5]。由於 GSK3 除了會破

壞 HK–VDAC 之間的交互作用，也會將抗 apoptosis 的 Bcl-2 成員 Mcl-1 磷酸化以

抑制其活性，當 Akt 活化後，會增加 HK 與 葡萄糖運送者共表現，以抑制 GSK3
的活性 [6]。此外經由 pentose phosphate pathway (PPP) 與 apoptosis 訊息傳遞分子

間的拮抗，也是 Akt 活化間接抵抗 apoptosis 的功能，由於糖解作用中產生的 
Glc-6-P 能透過 PPP 路徑被代謝，產生的 NADPH 能將 CaMKII 活化，CaMKII 就
能對 apoptosis 訊息傳遞分子 caspase-2 進行磷酸化，以抑制其活性，達到抵抗 
apoptosis 的功能。 
 
◎ Akt 影響細胞生長及增生與其調控能量代謝之關係 
    Akt 除了能調控細胞存活，也在細胞生長及增生上扮演重要之角色。其中以

mTORC1 為 Akt 在細胞生長及增生上最重要的影響者，mTORC1 能藉由增加蛋白

質合成，來調節細胞生長 [7]。然而 heterodimeric tuberous sclerosis complex (TSC1/ 
TSC2) 會影響 mTORC1 的活化，TSC1 /TSC2 複合體會抑制 small GTPase Rheb 之

活性，而 Rheb 正是促使 mTORC1 活化重要的分子，Akt 的功能即在能將 TSC2
磷酸化而抑制其活性，以活化 Rheb 及其下游分子 mTORC1。此外 TSC1/ TSC2
複合體對於細胞內能量含量相當敏感，當細胞內能量減低時，AMP 含量會大量增

加，ATP 則相對減少，此時會活化 AMP-activated kinase (AMPK)，能磷酸化並活

化 TSC2 [8]。mTORC1 中的組成分子 Raptor 對能量含量也很敏感，會被活化的 
AMPK 磷酸化並抑制其活性。而 Akt 能藉由調控能量代謝，改變 ATP 含量，以控

制 AMPK 活性。另外 AKT 會藉由增加檸檬酸循環，以增加 citrate 的來源，citrate
能經由 ATP citrate lyase (ACL) 分解成 acetyl-coA，也就是在癌細胞等快速增生的

細胞中，所需之脂質生合成、細胞膜更新的原料。事實上，Akt 本身也能直接控制 
ACL 的活性，所以 Akt 在細胞生長增生的功能與其能調控細胞能量代謝是息息相

關的。 
    Akt 的活化刺激增加氧化代謝，同時也增加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 的累

積 [9]，除此之外，也因為 Akt 為 ROS 清除劑之抑制者，而使細胞內 ROS 大幅增

加。而當細胞內 ROS 增加時，則會促使細胞有癌化的可能，主要原因為 ROS 會

使核內基因或粒腺體基因氧化，進而增加突變機率，使 Akt 的活化與癌症生成、

發展有極大之關係。 
 
◎  結論與展望 
     Akt活化能直接或間接的調控許多癌細胞的生理活動，包括能量代謝、細胞存

活及細胞增生等，造就癌細胞的特殊代謝模式。瞭解 Akt在癌症的生成、發展上所

扮演的角色，將可利用 Akt活化影響癌症能量代謝之特性，作為未來癌症治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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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發展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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