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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题释义： 

OPG/RANKL/RANK 信号通路：是骨代谢中至关重要的一条信号通路，它是成骨细胞与破骨细胞之间相互

作用的信号通道，同时也是骨巨细胞瘤影响骨代谢的主要途径。 

骨巨细胞瘤(Giant cell tumor of bone，GCTB)：是常见的原发性骨肿瘤之一，其发病率占所有原发性骨肿

瘤的 4%-10%，多发生于 20-40 岁的青壮年患者，好发于股骨远端、胫骨近端或桡骨远端。骨巨细胞瘤组

织学来源尚不清楚，一般认为起始于骨髓内间叶组织。该肿瘤具有较强的侵袭性，对骨质有较大的破坏和

侵蚀作用，但很少有患者出现反应性新骨生成或是自愈倾向。 

 

摘要 

背景：研究表明，骨保护素/核因子 κB 受体活化因子配体/核因子 κB 受体活化因子(OPG/RANKL/RANK)

信号通路与骨巨细胞瘤发病机制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通过控制 OPG/RANKL/RANK 信号通路影响成骨细

胞与破骨细胞之间相互作用，对该病起到一定的治疗作用。 

目的：介绍 OPG/RANKL/RANK 信号通路与骨巨细胞瘤发病机制的关系，总结并讨论 OPG/RANKL/RANK

信号通路在骨巨细胞瘤发病机制中的最新研究进展。 

方法：检索 PubMed 数据库、Web of science 数据库及万方数据库中 2001 至 2019 年相关文献，检索词

分别为“OPG/RANKL/RANK，giant cell tumor of bone，pathogenesis，signal pathway, bone metabolism，

OPG/RANK/RANKL，骨巨细胞瘤，发病机制，信号通路，骨代谢”。排除较陈旧及重复的文献，通过整

理，共纳入 53 篇文献进行分析探讨。 

结果与结论：①骨保护素抑制破骨细胞增殖及分化，降低成熟破骨细胞活性，阻断核因子 κB 受体活化因子配

体与核因子 κB 受体活化因子结合，减缓破骨；②核因子 κB 受体活化因子配体与破骨细胞前体细胞表面的核

因子 κB 受体活化因子结合，促进破骨细胞前体细胞分化，增殖，进而加速破骨；③核因子 κB 受体活化因子

配体与其受体结合后，激活核因子 κB 等信号因子促进破骨细胞的增殖、分化并激活破骨细胞，同时调节相关

基因的转录及表达；④OPG/RANK/RANKL 与骨巨细胞瘤发病机制相关。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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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特点— 

(1)OPG/RANKL/RANK 通路是调节骨形成与骨吸收
动态平衡的至关重要的一条信号通路，该通路也对
骨巨细胞瘤的发病机制起着重要的调控作用； 

 

OPG/RANK/

RANKL 信号

通路 

OPG 与 

RANKL 结合 

RANK 与 

RANKL 结合 

降低成熟破骨细胞

活性并诱导其凋亡 

上调成熟破骨细胞

活性并促进破骨细

胞增殖、分化、成熟 

OPG 低 表

达，RANKL

高表达 ( 骨

巨细胞瘤基

质细胞中) 

OPG/RANKL

比例失调 

加速破骨 

骨巨细胞瘤 

(2)核因子 κB 受体活化因子配体与其受体
结合后，激活核因子 κB 等信号因子促
进破骨细胞的增殖、分化并激活破骨细
胞，同时调节相关基因的转录及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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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osteoprotegerin/receptor activator of nuclear factor κB ligand/nuclear factor κB receptor activator 

(OPG/RANKL/RANK) signaling pathway has a certain correlation with the pathogenesis of giant-cell tumor. Controlling the 

OPG/RANKL/RANK signaling pathway to affec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osteoblasts and osteoclasts can play a certain therapeutic role in 

giant-cell tumor of bone.  

OBJECTIVE: Ton introdu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PG/RANKL/RANK signaling pathway and the pathogenesis of giant-cell tumor of 

bone, and to summarize and discuss the new advances of the OPG/RANKL/RANK signaling pathway in the pathogenesis of giant-cell tumor 

of bone. 

METHODS: PubMed, Web of Science, and WanFang databases were searched for relevant articles published from 2001 to 2019 using the 

keywords of “OPG/RANKL/RANK, giant cell tumor of bone, pathogenesis, signal pathway, bone metabolism" in English and Chinese, 

respectively. A total of 53 articles were finally included for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after removal of old and repeated literatures. 

RESULTS AND CONCLUSION: OPG inhibits the prolifer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osteoclasts, reduces the activity of mature osteoclasts, 

and blocks the binding of RANKL to RANK. RANKL binds to RANK on the surface of osteoclast progenitor cells to promote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proliferation of osteoclast progenitor cells, thus accelerating osteoclast progression. After binding to RANKL receptor, RANKL activates 

signal factors such as nuclear factor-κB to promote the proliferation, differentiation and activation of osteoclasts, and to regulate the 

transcription and expression of related genes. Therefore, the OPG/RANKL/RANK is associated with the pathogenesis of giant-cell tumor. 

Key words: giant-cell tumor of bone; pathogenesis; signaling pathway; OPG/RANKL/RANK;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Funding: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 8166110173 (to ZZQ [project participant]) 

 

0  引言  Introduction  

骨骼是一直处于代谢状态的动态组织，骨的形成和

吸收相互交替进行，其形态的形成与吸收主要由两个系

统控制，即由成骨细胞所参与的骨基质合成过程和破骨

细胞参与的骨吸收过程。研究表明，骨的形成和吸收是

一个受多因素调控的动态平衡过程，常受到内部及外部

化学物质、生物力学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
[1]
，骨形态结

构的异常或是骨折的高发都是由成骨细胞介导的骨合

成与破骨细胞介导的骨吸收过程间的功能失衡所导致。

相关研究结果表明，骨保护素(osteoprotegerin，OPG)、

核因子 κB受体活化因子配体 (receptor activator of 

NF-κB ligand，RANKL)及相关细胞因子、肿瘤坏死因

子等细胞因子和生长因子参与或是调节这一动态平衡。 

OPG/RANKL/RANK 通路是调节骨形成与骨吸收

动态平衡的至关重要的一条信号通路。该通途也对骨巨

细胞瘤的发病机制起着重要的调控作用。骨巨细胞瘤是

常见的原发性骨肿瘤之一，其发病率占所有原发性骨肿

瘤的4%-10%，多发生于20-40岁的青壮年患者，好发

于股骨远端、胫骨近端或桡骨远端。骨巨细胞瘤组织学

来源尚不清楚，一般认为起始于骨髓内间叶组织。自

1940年Jaffe首次表述该肿瘤以来，临床工作者对其认识

逐步深入：该肿瘤具有较强的侵袭性，对骨质有较大的

破坏和侵蚀作用，但很少有患者出现反应性新骨生成或

是自愈倾向。目前临床上常采用刮除法进行治疗，也正

是较高的复发率使大多数临床医生对其望而却步。少数

病例可出现局部恶性变或肺转移，即所谓良性转移，但

骨巨细胞瘤具体发病机制尚不清楚。相关研究结果表明

RANKL与核因子κB受体活化因子(receptor activator of 

NF-κB，RANK)配体受体结合，进而刺激破骨细胞生成

和骨吸收，而其同源诱骗受体骨保护素 (OPG)可与

RANKL相互作用从而阻断该过程。 

目前，国内关于OPG/RANKL/RANK通路对骨巨细

胞瘤发病机制调控的相关报道较为鲜见。因此，文章以 

OPG/RANKL/RANK 通路为切入点，对骨巨细胞瘤发

病 机 制 调 控 的 相 关 研 究 进 行 报 道 ， 旨 在 探 讨

OPG/RANKL/RANK 通路对骨巨细胞瘤发病机制调控

作用，进而更为深入地研究骨巨细胞肿瘤发病机制。 

 

1  资料和方法  Data and methods 

1.1  资料来源   作者检索PubMed数据库、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万方数据库中2001至2019年相关文献，

检索词分别为“OPG/RANKL/RANK，giant cell tumor of 

bone ， pathogenesis ， signal pathway ， bone 

metabolism，OPG/RANK/RANKL，骨巨细胞瘤，发病

机制，信号通路，骨代谢”。 

1.2  入选标准   ①论述骨巨细胞瘤与OPG/RANKL/ 

RANK信号通路的文章；②论述OPG/RANKL/RANK信

号通路对骨巨细胞瘤发病机制调控的文章；③论述骨巨

细胞瘤发病机制研究的文章。 

1.3  排除标准  ①排除内容重复的文章；②排除年份较

老的文章。 

1.4  质量评估  通过计算机与手工检索，共检索到500

余篇英文参考文献，70余篇中文参考文献。按入选标准

和排除标准进行人工筛选，最终纳入53篇文献。纳入研

究的文献包括研究原著、综述等。文献检索流程见图1。 

 

 

 

 

 

 

 

2  结果  Results  

2.1  OPG/RANKL/RANK系统的生物学作用及信号通路  

在20世纪90年代研究人员指出，破骨细胞起源于造血细

胞系髓系中的单核前体细胞，这种前体细胞能产生巨噬

初 检 文 献

570 篇 

阅读标题 

初筛 

阅读文章摘要或全文再筛： 

(1)排除内容重复的文献 

(2)排除年份较老的 

排除 347 篇文献，最后纳入

53 篇文献进行综述 

(1)400 篇与此次综述内容相关的文献 

(2)170 篇文献被排除 

图 1  文献检索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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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破骨细胞祖细胞经成骨细胞/基质细胞表面所表达

的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作用后，可分化为成熟的破骨

细胞。研究结果表明，敲除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基因

的转基因小鼠由于缺乏破骨细胞从而出现骨坏死现象，

这表明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对破骨细胞的形成至关

重要。然而，由于成骨细胞和基质细胞所表达的巨噬细

胞集落刺激因子并不能单独使破骨细胞祖细胞分化成

成熟的破骨细胞，这就表明在这一过程中还需要额外的

刺激因素进行调控才能完成破骨细胞的分化和成熟，研

究发现，OPG/RANK/RANKL系统参与了这一过程。 

2.1.1  骨保护素  1997年，美国的Simonet等在分析小

鼠肠道中的互补DNA时发现了这一分子，进一步研究发

现过量表达骨保护素基因的转基因小鼠由于破骨细胞

数量的减少而发生骨软骨病，从而证实骨保护素在成骨

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2]
。几乎同时，Rodan和Martin

等在日本通过另一种方法鉴定并报道了这一分子。20世

纪80年代初，Rodan和Martin提出假设，认为成骨细胞

可以调节破骨细胞的形成，并且成骨细胞可能表达与骨

破坏相关的刺激因子。随后的研究证实了这一假设，然

而调控破骨细胞形成的具体因素仍然未从知晓，直到他

们成功分离出一个抑制破骨细胞生成的分子，经检测该

分子与Simonet等所鉴定的分子相同。 

骨保护素的发现促进了对破骨细胞发生机制的进

一步研究。骨保护素是肿瘤坏死因子受体超家族

(TNFRS)的一员，又称肿瘤坏死因子11B(TNFRS11B)

或破骨形成抑制因子(OCIF)，与CD40具有相似的结构

域，因此能够与CD40配体结合。最初的骨保护素包括

401个氨基酸的多肽和一个21个氨基酸的前肽经修饰后

得到一个380个氨基酸的成熟蛋白。与TNFRS其他成员

不同的是，骨保护素缺乏跨膜和细胞质结构域，并且以

可溶性形式高表达
[3]
，从而作为RANKL的诱骗受体发挥

作用。骨保护素可在多个组织和器官中表达，包括肺、

心、肾、肝、骨髓、成骨细胞等。然而，骨保护素在其

中一些组织中的具体功能尚不清楚。有研究指出高表达

骨保护素的转基因小鼠会出现骨硬化症，而骨保护素表

达过低或是缺陷的小鼠则出现骨质疏松
[2，4]

。 

2.1.2  RANKL  RANKL是由美国的Simonet等、日本

的Rodan和Martin等首次报道，用RANKL作为探针来鉴

定骨保护素的配体。随后他们将RANKL命名为骨保护素

配体(OPGL)和破骨细胞分化因子(ODF)。随着研究的深

入学者们将OPGL/ODF重新命名为RANKL。RANKL作

为肿瘤坏死因子家族的一员，在物种间高度保守。

RANKL与肿瘤坏死因子相关的凋亡诱导配体和Fas配

体相关，其序列同源性分别为34%和28%。RANKL基因

位于人类染色体13q14，全长约36 kb的基因组DNA上，

由6个外显子组成。RANKL是一种含317个氨基酸的多

肽，可形成45 000的膜相关蛋白。RANKL可在多个组

织和器官中表达，包括骨和骨髓，以及淋巴组织(淋巴结、

胸腺、脾脏)等。RANKL是破骨细胞发生的关键调节因

子，缺乏RANKL的转基因小鼠由于破骨细胞缺乏而出现

骨坏死。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和RANKL的存在是破骨

细胞前体细胞完全分化为成熟破骨细胞的必要条件和

充分条件，在一定浓度的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下，

RANKL与破骨细胞前体细胞表面的RANK结合，促进破

骨细胞前体细胞分化和增殖，从而导致骨破坏
[5-6]

。 

2.1.3  RANK  随着骨保护素和RANKL的发现， 1997

年Anderson首次将发现的RANKL受体检测并定义为

RANK
[7]
。RANK是一种由616个氨基酸组成的多肽

[8]
，

包括一个N端胞外区和一个C端胞质结构域，以及一个

28个氨基酸的信号肽和一个21个氨基酸的短跨膜区。

RANK主要表达于破骨细胞前细胞、T细胞和B细胞、树

突状细胞和成纤维细胞等巨噬细胞/单核细胞系的细胞，

并且高表达于破骨细胞祖细胞和成熟破骨细胞表面，通

过与RANKL结合来翻译破骨细胞生成信号。随着

RANKL配体及其受体RANK的发现，以及对RANKL/ 

RANK信号通路的进一步研究，在破骨细胞发生过程中有

多种途径参与RANKL/RANK信号转导，包括核因子κB 

(NF-κB)、c-Jun氨基末端激酶/激活蛋白1(AP-1)、 丝裂

原活化蛋白激酶(MAKP)3种途径参与破骨细胞的激活

和存活，与此同时肿瘤坏死因子受体相关因子(TRAF1、

2，3，5，6)也参与介导RANKL/RANK信号转导
[9]
。  

2.1.4  OPG/RANKL/RANK系统的生物学作用  骨形

态的维持主要由两个系统控制，即骨基质的合成过程和

吸收过程。OPG/RANK/RANKL 通路在破骨细胞行使其

功能以及在破骨细胞分化和成熟的过程中起到了较为

重要的作用
[10]

。骨保护素与RANKL之间的竞争性结合

是调控破骨细胞成熟和分化生理过程中较为重要的一

环。作为一种肿瘤坏死配体蛋白，RANKL可以识别破骨

细胞前体细胞表面所表达的RANK，当RANKL配体与

RANK受体结合后，即可引导破骨细胞的分化并激活破

骨破骨活性，促进骨吸收。同时成骨细胞可表达骨保护

素，骨保护素与RANKL相互竞争，竞争性抑制破骨细胞

的分化和激活，从而减少过度的骨吸收，骨保护素与

RANKL竞争性结合RANK作用机制模式图见图2。骨保

护素甚至还可以与RANKL-RANK结合体再次结合进一

步起到抑制RANKL-RANK的作用
[11]

。研究结果表明，

骨的形成和吸收，与RANKL/OPG比值相关
[12-13]

。骨保

护素高表达，则倾向于新骨形成；反之RANKL高表达，

则倾向于旧骨吸收。因此可将RANKL/OPG比率作为判

断骨代谢状态的可靠指标，同时还可以作为评估新药或

治疗方法的疗效
[14]

。 

2.1.5  OPG/RANKL/RANK系统的信号通路   在OPG/ 

RANKL/RANK系统中，骨保护素是一种抑制破骨细胞

分化的分泌型糖蛋白；RANK为Ⅰ型跨膜蛋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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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KL的受体；RANKL是一种由成骨细胞所产生的Ⅱ

型跨膜蛋白，三者均属于肿瘤坏死因子受体超家族
[14]

。 

RANKL同时也是肿瘤性梭形基质细胞中最重要的表面

标记物，与骨巨细胞瘤的肿瘤生物学密切相关。RANKL

由TNFSF11基因(13q14.11)编码，在正常单核细胞、巨

噬细胞和骨髓基质细胞以及多种良恶性病变(包括原发

性多发性骨髓瘤、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乳腺癌、前

列腺癌和骨巨细胞瘤)中表达。 

 

 

 

 

 

 

 

 

 

CCAAT/ 增 强 子 结 合 蛋 白 β(CCAAT/enhancer 

binding protein β C/EBPβ)、甲状旁腺激素相关蛋白、

CD40、骨保护素、钙敏感受体(CaSR)、基质金属蛋白

酶1、肿瘤坏死因子α转化酶等多种因子调控着骨巨细胞

瘤中RANKL的表达。C/EBPβ通过直接结合增强RANKL

启动子活性
[15]

。甲状旁腺激素相关蛋白可诱导T淋巴细

胞的CD40配体，并通过自分泌方式增强梭形基质细胞

RANKL的表达
[16]

。骨保护素和Ca
2+
结合的CaSR具有降

低RANKL表达的趋势。来源于单核细胞的基质金属蛋白

酶1和肿瘤坏死因子α转化酶所释放的可溶性RANKLs

也是生成破骨细胞的来源之一。 

当RANKL与RANK配体受体结合后激活RANK受

体，将细胞内TRAF(肿瘤坏死因子受体相关因子- 

TRAF1、TRAF2、TRAF3、TRAF5和TRAF6)募集到

RANK 细 胞 质 区 进 行 信 号 转 导 。 RANK 与 TRAF 

(TRAF-1，2，3，5)结合可诱导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

(MAPK)、核因子κB和JNK(c-jun氨基末端激酶)的激活，

并进一步激活蛋白1家族成员(AP-1)即c-jun和c-Fos的

表达与活化。核因子κB诱导活化I-κB，而I-κB激酶(IKKS)

又抑制I-ΚB上的丝氨酸残基磷酸化，并以此为靶点进行

蛋白酶体降解。I-κB激酶的降解暴露了核因子κB的核定

位序列，进而使其进入细胞核。在细胞核内，核因子κB

增加 c-Fos的表达， c-Fos与活化T细胞的核因子1 

(NFATc1破骨细胞发生的主要调节因子)相互作用，以调

节破骨细胞分化所需基因的表达
[17]

。RANK细胞质尾部

的接头分子与TRAF6适配分子相结合，TRAF6与c-Src

相互作用，刺激PI-3K/Akt信号转导通路(介导多核破骨

细胞的内皮细胞存活和维持骨骼的完整性，并在IKKS

的磷酸化中发挥作用)。TRAF6增强了c-Src的激酶活性，

导致下游信号分子NF-κB和AP-1的磷酸化，这些信号分

子是破骨细胞形成和功能的关键激活剂，RANKL与

RANK结合后细胞内信号传导机制流程模式图如图3。骨

保护素通过与RANKL结合，抑制RANKL与RANK的相

互作用，竞争性地结合RANKL，从而起到保护骨骼免受

过度的骨吸收。RANKL/OPG比值在活化和分化为破骨

细胞时升高，在未分化的前成骨细胞分化为成熟成骨细

胞时下降。因此，RANKL和骨保护素的平衡相互作用是

破骨细胞生成、骨重塑以及骨量和骨骼完整性的重要决

定因素。骨保护素、RANKL、RANK 的相互作用和竞

争性结合，共同维持着调节骨代谢平衡的OPG/RANKL/ 

RANK通路。 

 

 

 

 

 

 

 

 

 

 

 

 

 

 

 

2.2  OPG/RANKL/RANK通路对骨巨细胞瘤发病机制的调控  

骨巨细胞瘤占全身原发性骨肿瘤的4%-10%
[18]

，患者多

为20-30岁左右青壮年，女性发病率略高。骨巨细胞瘤

通常单发并且有局部侵袭性，其侵袭程度表现不一，有

时甚至可发生播散转移。1980年美国骨骼肌肉肿瘤学会

将正式其列为低度恶性肿瘤
[19]

。骨巨细胞瘤好发于四肢

长骨的骨骺区域，如股骨远端、胫骨近段和桡骨远端，

也有少数一部分发生于骨盆、脊柱和颅骨。骨巨细胞瘤

的主要临床表现为疼痛、肿胀、畸形和受累肢体区域的

关节功能受限。骨的坚固性和完整性需要骨重建过程的

维持动态平衡，即成骨细胞介导的骨形成与破骨细胞介

导的骨吸收之间的平衡。而肿瘤细胞则破坏了骨代谢的

动态平衡过程，导致溶骨性或成骨性病变。 

骨巨细胞瘤由3部分组成，包括“肿瘤性”梭形基

质细胞、“反应性”多核巨细胞和巨噬细胞样圆形细胞。

梭形基质细胞是主要的肿瘤成分
[20]

，证实梭形基质细胞

是真正的肿瘤成分的线索如下：①梭形基质细胞是骨巨

细胞瘤的主要成分；②具有较高的增殖潜能；③有较多

的遗传变异；④表达较多核巨细胞更为重要的细胞因子

和分化标志。梭形基质细胞可被分泌Ⅰ型和Ⅲ型胶原并

具有甲状旁腺激素受体的成纤维细胞激活。它们通过表

图 2  骨保护素(OPG)与核因子 κB 受体活化因子配体(RANKL)竞争

性结合 RANK 作用机制模式图 

 

图 3  核因子 κB受体活化因子配体(RANKL)与核因子 κB受体活化因

子(RANK)结合后细胞内信号传导机制流程模式图 

调节破骨细胞

分化所需基因

的表达 

(1)介导多核破骨细

胞的内皮细胞存活 

(2)维持骨骼的完整

性 

(3)在 IKKs 的磷酸化

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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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和分泌多种趋化因子(如白细胞介素6，8，11，17，

34、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肿瘤坏死因子α、血管

内皮生长因子、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等)促进巨细胞形

成。组织蛋白酶K；白细胞介素8、转化生长因子β1、基

质衍生因子1等趋化因子，基质金属蛋白酶9、基质金属

蛋白酶13等酶，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助于激活和分化循环

中的单核细胞为巨噬细胞。在这些因子中，基质衍生因

子1似乎是一种趋化因子，参与了单核细胞的募集。此

外，一些研究表明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和基质金属蛋白酶

9的表达与骨破坏的程度和复发的可能性有关
[17]

。相关

研究指出，OPG/RANKL/RANK通路与骨巨细胞瘤的发

病机理密切相关。骨巨细胞瘤基质细胞表达高水平的

RANKL，这被认为是该疾病发展的关键环节，但根本原

因尚不清楚。 

与肿瘤性梭形基质细胞相比，有许多证据表明，破骨

细胞样多核巨细胞是反应性成分，它起源于破骨细胞前体

细胞(骨髓源性单核细胞)，其分化标志与破骨细胞是具有

相似性的。巨细胞是直接导致病变内骨吸收增加的原因，

由于受到梭形基质细胞的刺激而获得破骨细胞活性，从而

改变了它们在骨环境中的基因表达模式
[19，21-22]

。大量研

究结果表示，巨细胞还是推动破骨细胞发生过程中一种关

键介质，其可使RANK受体的表达增加。由梭形基质细胞

分泌的RANKL激活该受体，促进破骨细胞的形成、激活

和存活。与此同时，肿瘤细胞还可通过OPG/RANKL/ 

RANK信号通路，分泌大量细胞因子和生长因子，这些因

子可增加RANKL的表达或降低骨保护素的表达，从而影

响RANKL/OPG比例，导致骨重塑平衡被破坏，造成骨质

破坏。由于破骨活跃，因此骨微环境发生改变，如钙离子

水平升高，活化生长因子从骨基质释放，以及骨衍生生长

因子如转化生长因子β、胰岛素样生长因子、成纤维细胞

生长因子、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和骨形态发生蛋白的产生

增加，进一步活化破骨细胞，加重破骨细胞介导的骨吸收

和骨破坏，并促进肿瘤细胞增殖。因此，导致骨巨细胞瘤

病变内骨破坏增加。此外，被激活的破骨细胞，便可进一

步释放肿瘤生长因子到骨微环境，启动恶性循环。 

2.3  OPG/RANKL/RANK通路在骨巨细胞瘤中治疗中的应用  

骨巨细胞瘤的治疗以手术为主，辅以放化疗。但是其较

高的复发率(18%-50%
[23]

)仍然是困扰大部分临床医师的

难题。随着对OPG/RANKL/RANK信号通路的深入研究，

可能会为治疗提供了新的靶点。双膦酸盐(如唑来膦酸盐，

帕米膦酸盐和阿仑膦酸盐)可以诱导多核破骨细胞样巨细

胞和基质细胞凋亡，预防肿瘤细胞诱导的骨溶解，降低

复发率，减少骨吸收，并纠正OPG/RANKL比例。CHENG

等
[24]

用双膦酸盐治疗12例骨巨细胞瘤患者，发现这些药 

物可显著诱导破骨细胞样巨细胞和肿瘤基质细胞凋亡。

CHANG等
[25]

研究发现，使用双膦酸盐类药物可以诱导肿

瘤细胞凋亡，进而降低骨巨细胞瘤的复发率。有学者通

过RANKL研究了双膦酸盐对破骨细胞分化的影响，并以

双膦酸盐浓度依赖性和时间依赖性方式诱导肿瘤细胞凋

亡进而直接抑制RANKL刺激的破骨细胞分化。目前，尚

未有研究指出双膦酸盐治疗后会出现的严重并发症，但

仍应严格控制双膦酸盐类药物的用量，明确量效关系。

REID等
[26]

，BALKE等
[27]

的研究指出，长期大量静脉注射

双膦酸盐可直接导致药物毒性颌骨坏死。UDAY等
[28]

使用

Denosumab治疗青年骨巨细胞瘤患者时出现颌骨坏死

和反应性高钙血症。近年来，一些靶向RANKL的人单克

隆抗体如Denosumab(RANKL抑制剂)已用于治疗骨巨

细胞瘤，Denosumab治疗骨巨细胞瘤的作用机制模式图

见图4。在BRANSTETTER等
[29]

的研究中，对骨巨细胞

瘤患者进行了Denosumab治疗，成功的减灭了RANK阳

性的肿瘤细胞，抑制了与肿瘤相关的骨质破坏，并通过

抑制RANKL从而诱导骨形成，并激活RANK阳性的单核

细胞和巨噬细胞中的多核破骨细胞，使得骨重塑再次达

到动态平衡。Denosumab可与RANKL结合并直接阻断其

与RANK的结合，阻止RANK活化，从而抑制破骨细胞生

成。此外，Denosumab可以模拟骨保护素的内源性作用

并降低RANKL对RANK的影响，进而调节骨吸收。大量

研究结果显示，Denosuma治疗可减灭90%的肿瘤细胞，

并减弱RANKL的表达，减慢肿瘤基质细胞的增殖，甚至

可使无法行手术治疗的患者，经规范化治疗后，显著缩

小肿瘤体积并手术切除
[30-32]

。此外，使用Denosumab长

期规范化治疗并未产生严重不良反应，有研究报道1例脊

柱骨巨细胞瘤患者，接受了Denosumab的规范化治疗，

经过16个月影像学随访结果表明，肿瘤相关性溶骨完全

消失，新的皮质骨形成，骨完整性得以恢复
[33]

。进一步

研究结果指出Denosumab的规范化使用以及长期随访

有助于确定骨巨细胞瘤治疗的疗效和长期安全性
[34-47]

。 

 

 

 

 

 

 

 

 

 

 

 

 

3  讨论  Discussion  

骨巨细胞瘤是一种侵袭性的原发性溶骨性肿瘤，发病

率较高。骨巨细胞瘤肿瘤主要有包括表达RANK的破骨细

胞样巨细胞和表达RANKL的梭形基质细胞以及巨噬细胞

样圆形细胞组成。RANKL是破骨细胞形成、激活、功能

图 4  Denosumab(RANKL 抑制剂)治疗骨巨细胞瘤的作用机制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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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破骨 

成骨细胞 

RANK与RANKL结合

激活破骨 

破骨细胞 

Denosumab 与 RANKL 

结合抑制其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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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存活的关键介质，RANKL分泌过多，导致骨重建失衡，

骨破坏增加。关于骨巨细胞瘤的发病机制目前有两种假

说，一种是骨巨细胞瘤的发病与细胞遗传学异常相关
[48]

。

研究显示有高达72%的骨巨细胞瘤患者存在细胞遗传学

异常，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一致的异常基因组。其

中端粒相关是最常见的染色体畸变(即端粒长度减少，平

均丢失500个碱基对)，最常见的端粒是11p，13p，14p，

15p，19q，20q和21p
[48]

。还有一种假说认为，骨巨细胞

瘤的发病可能与某种形式的骨损伤有关，因为在某些情况

下，骨巨细胞瘤出现在与先前创伤相关的部位
[49]

。在这种

情况下，骨巨细胞瘤可被认为是由于骨损伤和/或基质或

血管壁胶原缺陷引起的出血进而导致的局部反应性疾病。

出血可能产生新的单核细胞和血浆蛋白，激活基质细胞，

进而刺激巨细胞转化为活跃的破骨细胞
[49]

。然而，试验结

果显示由基质细胞向巨细胞的一系列转化过程似乎还需

要其他转化因子，因为向免疫功能低下的小鼠注射分离的

基质细胞并不能产生巨细胞
[50]

。 

随着对骨巨细胞瘤病理生理学的进一步认识为发

现新的治疗方法提供了机会。Denosumab单抗是第一

种针对基质细胞分泌并参与单核细胞转化为巨细胞这

一过程的因子(RANKL)。与Denosumab有关的主要问

题有评估其作为新辅助治疗的可能益处，避免复发的最

佳治疗时间，长期治疗计划以及其长期安全性。一些血

管生成抑制剂进入测试阶段，如降钙素、干扰素。其他

候选疗法是针对相关细胞因子或酶的单克隆抗体，如抗

白细胞介素6、组织蛋白酶抑制剂、抗巨噬细胞集落刺

激因子或基质金属蛋白酶特异性抑制剂
[51-52]

。目前有20

多种化合物正在临床开发中，用于肿瘤细胞表达的广泛

性生物靶标
[53]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其中一些可适用于

骨巨细胞瘤。在发现Denosumab单抗之前，手术干预

是对可切除肿瘤患者唯一确定的治疗方法，然而，较高

的复发率使得大部分临床医生较为头疼。目前，

Denosumab单抗是治疗不能切除的骨巨细胞瘤或手术

切除可能导致严重并发症的成人患者的一种有效的治

疗方法。Denosumab为约72%的患者改善了肿瘤反应，

延长了需要手术的时间，并降低了进行有效干预的患者

的发病率。随着科研工作者们对骨巨细胞瘤病理生理所

涉及的分子机制的日益了解和进一步研究，必将为新的

靶向治疗提供机会，这些新的靶向治疗可能在未来几年

内显著改变骨巨细胞瘤患者的预后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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