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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粒体异质性比“多少”更重要
——运动促进线粒体生物发生的起因、风险与科学范式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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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动促进许多器官和组织的线粒体生物发生，所以“运动通过 XXX促进线粒体生物发生预防或改善 XXX疾

病”已成为一种科学范式。该范式引导着我们对现有数据的解释以及对未来的科学假设。然而，随着单细胞基因测

序的实现，越来越多证据显示，只强调“线粒体生物发生”可能抹杀了线粒体个体间的异质性。把“运动促进线粒体生

物发生”定义为积极的生理适应，会与复杂病理经常发生解释上的矛盾，因为线粒体增多也有“副作用”，运动激活的

信号通路也参与疾病进程。综合实验依据和进化证据认为：运动促进线粒体生物发生是细胞对摄氧量增加的唯一选

择，不一定有利于改善疾病。在基因缺陷或特定病理模型中，运动促进异质性或不完全的线粒体生物发生以应对氧

压力增大。总之，线粒体类型、分布与 ATP去路要匹配，这比线粒体数量增多更重要，运动对线粒体异质性的调控以

及线粒体内部之间的关系更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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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旧的科学范式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 John O. Holloszy 教授毕

生从事肌肉线粒体的研究，并最早发现运动能增加骨骼

肌线粒体摄氧量和呼吸酶活性（Holloszy，1967）。自此，

运动促进线粒体生物发生在骨骼肌“经常发生”，在脂肪

组织、肝脏、心脏、大脑、肾脏和血管内皮中都能发现运动

诱导线粒体生物发生，这一现象经常被用来支持“运动改

善 XX 疾病”（Kim et al.，2014；Little et al.，2011），其潜台

词就是“线粒体多多益善”。

运动为什么促进线粒体生物发生？50 年以来，我们

总希望找到某个介导因子，去解释或操纵线粒体生物发

生，从而实现对运动能力或健康的诉求。在这种 Normal

Science①的指引下，Ca2＋、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 γ共激活因子 1（per‐

oxisome proliferator-activated receptor γ coactivator-1，PGC-

1α）、雌激素相关受体 α（estrogen-related receptorα，ERRα）、

AMP 依 赖 的 蛋 白 激 酶［Adenosine 5’-monophosphate

（AMP）-activated protein kinase，AMPK］（Ljubicic et al.，

2010；Scarpulla，2008），p38 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

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p38MAPK）（Ihsan et al.，

2015），还有白介素 13（Knudsen et al.，2020）、La 核糖核蛋

白结构域家族成员 7（Yu et al.，2021）这些基因、蛋白、小

分子、离子，在线粒体生物发生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

色。在特定实验模型里，缺少其中任一因子，线粒体生物

发生甚至健康就会受损，因此，在论文标题或结论中常出

现“be required for”或“be essential for”这样的表述。然而，

在运动刺激下这些结论几乎都不成立，因为运动诱导线

粒体生物发生是必然要发生的。无论 PGC-1α 与 AMPK

对运动多么敏感，就运动促进线粒体生物发生或增强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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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常态科学（Normal Science），亦译“常规科学”，由美国科学哲学家

托马斯·库恩提出，是指在一定范式支配之下的科学——科学家在

发现观察结果与范式不符或运用范式不能获得预期结果时，不会怀

疑范式本身，而是会检验和审核自己的假说、设计、计算及仪器方面

的疑点。在这一范式支配下，运动将通过 n 个中介变量增加线粒体

生物发生并且促进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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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能力而言，它们并非“必须”（Jorgensen et al.，2005；

Leick et al.，2008；Monaco et al.，2015）。线粒体生物发

生以及 ADP→ATP 磷酸化需要 Ca2＋、ROS，但 Ca2＋、ROS 太

多或太少都会适得其反（Bouchez et al.，2019；Brookes et

al.，2004），因为跟 PGC-1α、AMPK 相比，这些小分子或离

子可激活的下游基因或蛋白众多，并无确定靶向性。

运动促进线粒体生物发生的生理意义到底是什么？

以脂肪肝为例，甘油三酯为什么在肝细胞大量堆积，有胰

岛素抵抗、高血糖、高血脂（Shulman，2014），神经酰胺水

平升高及其在介导细胞胰岛素抵抗过程中对线粒体功能

的损害（Samuel et al.，2019），炎性小体介导的脂代谢失调

（Henao-Mejia et al.，2012），细胞修饰、二酰基甘油激活蛋

白激酶 C（protein kinase C，PKC）触发胰岛素抵抗等（Per‐

ry et al.，2014）众多解释。肝脏脂肪堆积不仅是肝细胞的

代谢问题，而且是与肌肉、脂肪、肠道菌群、免疫系统、脑

等诸多肝外组织相互作用的结果，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

如何突破这种复杂性？从物理学质量与能量转化观点来

看，肝脏脂肪堆积是因为大量能量在肝脏转化为“甘油三

酯”储存。而对肝细胞来说，可利用的生物能来自 ATP，而

大部分 ATP 又来自线粒体。因此，线粒体缺陷被认为是

肝脏脂肪异位堆积的重要机制之一（Ajaz et al.，2020；

Meex et al.，2021）。那么，线粒体缺陷的肝细胞是如何合

成或储存大量甘油三酯的？难道肝脏脂肪合成不需要线

粒体的 ATP 吗？这在能量转化关系上是矛盾的。在动物

实验中，肝脏脂肪堆积在膳食性肥胖和癌症恶病质中都

存在，与小鼠胖瘦无关，运动有系统性的脂肪肝改善作用

（Gehrke et al.，2019；Zhang et al.，2020）。运动既能把

“肥胖型”脂肪肝的脂肪清除，也能把“恶病质型”脂肪肝

的脂肪清除。既然运动能促进肝脏线粒体生物发生，那

么为什么没有把更多的 ATP 转化为脂肪储存？如果不探

究线粒体异质性，这是难以解释的。肝脏线粒体异质性

高达 39%，这意味着 39% 的线粒体是“与众不同”的（Vin‐

cent et al.，2018）。由于实验技术的限制，以前很多研究

只能关注线粒体的数量和质量，不能观察线粒体的异质

性和功能差异性。对脂肪肝而言，不排除有的线粒体是

好的，而有的线粒体在“帮倒忙”。因此，“运动促进线粒

体 生 物 发 生 并 改 善 XXX 疾 病 ”的 科 学 范 式 值 得 反

思（图 1）。

2 线粒体异质性的主要特征和意义

突变型与野生型线粒体 DNA（mitochondrial DNA，

mtDNA）共存的现象被称为线粒体异质性（heterogene‐

ity）。线粒体异质性是随着单细胞基因测序发展而被逐

步认识的。不同 mtDNA 序列存在于不同细胞、组织和器

官，同一细胞不同位置的线粒体结构与功能并不相同（巫

小倩 等，2017）。线粒体异质性有以下特征：

第一，线粒体在细胞内的不同位置存在巨大功能差

正在探索的世界
XXX……

运动能力、衰老、肥胖、糖尿病、脂肪肝、心血管
疾病、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症、抑郁症……

必不可少？
至关重要？

运动靶点？运动靶点？

这些线粒体
是一样的吗？

只要基因组能让你跑起来，
线粒体生物发生势不可挡？

PGC-1α、AMPKα……
已知的靶点/信号通路

图1 “运动促进线粒体生物发生并改善XXX疾病”的科学范式

Figure 1. The Traditional Paradigm for Exercise-Induced Mitochondrial Biogenesis to Improve Some Disease

注：这种范式遵循逻辑三段论：运动促进线粒体生物发生并改善A疾病；B对线粒体生物发生必不可少；所以“运动通过B促进线粒体生物发生

并预防或改善 A疾病”。但在 B缺失的动物模型里，运动促进线粒体生物发生也经常发生。在这种意外经常发生的时候，需要反思：线粒体是

否越多越好？线粒体生物发生对疾病而言总是积极的吗？新生线粒体与原有线粒体是相同的功能吗？是否存在“有害”的线粒体生物发生？

另一方面，运动对细胞—组织—器官—系统而言是极其广泛的能量代谢扰动和氧摄入增加，能源底物脱氢形成质子流、电子流需要更多、更高

效的细胞产能装置转化为 ATP，线粒体生物发生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大部分研究表明，只要基因组足以支持运动（基因敲除不致死），线粒

体生物发生或代谢适应必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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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肌原纤维间线粒体占 80%，肌膜下线粒体占 20%。前

者负责肌肉收缩的能量供应，后者负责膜转运所需的能

量供应，以维持膜电位和胞浆稳态。急性运动后肌原纤

维间线粒体分布密度下降；细胞内线粒体分布与糖原位

置靠近，当糖原在急性运动后消耗殆尽，线粒体会在细胞

内重新分布以待糖原恢复。这 2 种线粒体丝裂蛋白的表

达差异表明，mitofilin 可作为一种特异性的分子标记，用

于区分细胞空间的线粒体亚群（Ferreira et al.，2012）。肌

膜下线粒体更容易释放细胞色素 C，触发细胞凋亡（Chabi

et al.，2008）。这两种线粒体对运动的应答也不同。运动

能增加肥胖人群肌原纤维间线粒体的 ATP 产量，但在肌

膜下线粒体中不明显（Kras et al.，2019）。在棕色脂肪中

发现，围脂滴线粒体（peridroplet mitochondria，PDM）和细

胞浆线粒体（cytoplasmic mitochondria，CM）在 ATP 合成、

脂代谢、蛋白质组成、融合分裂动力学等方面显著不同。

PDM 产生 ATP 帮助脂滴合成甘油三酯、组装脂滴，而 CM

是利用脂肪酸进行 β氧化。二者对脂代谢的作用完全相

反（Benador et al.，2018）。尽管线粒体都能合成 ATP 或产

热，但这并不重要，最终决定生理或病理意义的是 ATP 的

去路。运动到底促进哪种线粒体生物发生呢？这对脂肪

肝而言，风险和效益并存。可以说，线粒体在细胞内的分

布或许比线粒体多少更重要。此外，巨噬细胞在体内能

从邻近脂肪细胞获得线粒体，形成巨噬细胞亚群。脂肪

细胞和巨噬细胞利用细胞间的线粒体转移维持代谢稳

态，如该机制受损则会导致肥胖（Brestoff et al.，2021）。

也就是说，巨噬细胞的线粒体有一部分是“外借”的，这种

外借导致巨噬细胞的线粒体异质性不可避免，一旦这种

“外借”受阻，就会导致肥胖和脂代谢异常。

第二，线粒体在细胞间存在 COX 选择性表达差异。

不同器官 mtDNA 突变率是不同的，大脑线粒体异质性

85%，骨骼肌 67%，血液最低，只有 9%；且最需要能量的器

官具有较高的 mtDNA 突变率，心脏线粒体异质性高达

95%（mtDNA 突变型占比），极高的异质性可能是心肌持

续收缩且不疲劳的保障。异质性高低反映线粒体之间的

可替补性与能量输出的可持续性，线粒体异质性越高，能

量输出可持续性越高。线粒体蛋白是核基因组与线粒体

基因组协同表达的结果，但细胞色素氧化酶（COX）在不

同组织器官或不同的亚细胞空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在神

经元胞体的线粒体有 COX 表达（COX＋），而轴突的线粒

体无 COX 表达（COX-）；肌纤维线粒体也有 COX＋和

COX-两种类型。人体骨骼肌 COX/SDH（琥珀酸脱氢酶）

组织化学观察显示，同一肌肉活检中不同肌纤维的线粒

体 COX 存在异质性，单根肌纤维的线粒体 COX 也存在异

质性。但 SDH 无表达差异性。横膈膜 COX＋和 COX-两

种类型的线粒体并非在肌纤维内混排，COX-线粒体在细

胞内呈现区域性分布（Vincent et al.，2018）。“运动促进线

粒体生物发生”已经取得共识，但运动到底促进哪种线粒

体生物发生呢？线粒体的这种异质性（COX＋/COX-）给

运动与健康的生理学解释和实践带来了不确定性。

第三，线粒体可以没有 DNA。线粒体呈动态网络结

构，不断分裂和融合，交换 mtDNA 以及内容物，在这个过

程中难以保证 mtDNA 的一致性。线粒体分裂、融合受运

动的急性和慢性影响，这已经得到很多研究证实（孙卫东

等，2008；Feng et al.，2011；Hai et al.，2010），为运动构造

线粒体异质性提供了可能性。然而，跨越物种去看线粒

体的异质性，还有更夸张的表现。2019 年，一种名为 A.

ceratii 的需氧真核寄生虫被发现，它缺乏 mtDNA，却有功

能完好的线粒体。它的核基因组有约 1 亿个碱基对，几乎

编码维持细胞新陈代谢的所有蛋白，表明它对宿主依赖

不大。对于寄生性单细胞生物来说，由于宿主的基因组

强大，它们往往对其线粒体基因进行“削减”，但再削减仍

会含有 3 个通常认为必须自备的核心基因（COX1、COX3、

cytb）。功能性线粒体存在于 A.ceratii 所有生命阶段，但没

有发现 mtDNA；所有线粒体蛋白质似乎丢失了 mtDNA 或

由核基因编码，3 个核心基因有 2 个消失，只剩细胞色素 C

氧化酶 1（COX1）迁移到核基因组（John et al.，2019）。

第四，“线粒体呼吸”可以没有氧。氢化酶体（hydro‐

genosome）是细胞在缺氧条件下进化出的与线粒体相关的

厌氧细胞器，也是双层膜支持的 ATP 合成系统，因此，氢

化酶体也被称为“厌氧的线粒体”。氢化酶体没有明显的

嵴、mtDNA、三羧酸循环（tricarboxylic acid cycle，TCA），但

是它像线粒体一样产生 ATP，并在这个过程中释放 H2 和

CO2（Dyall et al.，2000，2004）。在纤毛虫中，厌氧的氢化

酶体和耗氧的线粒体混编在同一物种中，氢化酶体诱导

细胞向无氧生活方式转变（Lewis et al.，2020）。尾滴虫的

厌氧细胞器保留了线粒体 TCA 循环和电子传递链驱动的

ATP 合成，并具有氢化酶体的丙酮酸代谢和底物水平磷酸

化。从进化考察，尾滴虫正在失去基于细胞色素的电子

传递（相当于线粒体呼吸链复合物 III 和 IV）。线粒体在

适应缺氧的早期阶段，细胞器类型可能发生转变，逐渐失

去有氧代谢能力（Gawryluk et al.，2016），说明线粒体存量

多少是由氧环境决定的。那么，运动促进线粒体生物发

生的许多中介因子是否真的不可或缺？值得反思。氢化

酶体制造氢的酶包括丙酮酸-铁氧还蛋白氧化还原酶和

氢化酶，其一度被认为只存在于厌氧菌中，但这 2 种基因

已整合到包括人体在内的真核基因组，表明真核细胞面

对局部缺氧环境有重启氢化酶体供能的潜力。跨越物种

考察发现，氧化或氢化使细胞产能装置发育成“耗氧”和

“产氢”两种形态（Embley et al.，2003）。由于地球长期处

于富氧环境，因此，线粒体这种耗氧装置占据哺乳动物产

能的主导地位，氧化和脱氢是产生 ATP 的主力反应。氢

化酶体与线粒体同源还表现在铁硫团簇（Iron-sulph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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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ster）的组装，这是二者的统一配置；氢化酶体的出现表

明，细胞在缺氧时可能重新组装产能装置。不同氧压力

作用于生物体，进化形成有氧或无氧的 ATP 生产模式

（Van Der Giezen，2009）。生物进化需要 ATP 组装更高

级、更复杂的生命结构，有氧的压迫产生线粒体，无氧的

压迫产生氢化酶体，至于 ATP 从哪来无关紧要。从物种

之间的线粒体异质性来看，合成 ATP 是共同目的，“线粒

体”无需一致的形态和结构，特殊环境下可以“无氧呼吸”

（图 2）。运动需要更多 ATP 支持肌肉收缩，为加快电子传

递，线粒体在运动中能进行呼吸链拆分和重组；线粒体不

完全发生或碎片化是存在的（Halling et al.，2017），线粒体

碎片不耗氧但合成 ATP，这也是线粒体异质性的表现。

3 呼吸链真的存在吗？

电子在线粒体空间是如何传递的？这是一个超越生

命科学的物理学问题。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提出：“微观

粒子的运动不存在轨道，经典力学描述粒子运动的方法

没有意义。对于宏观物体，不确定关系所加的限制并未

在实验测量的精度上超过经典力学描述的限度，因而实

际上仍表现为具有一定的轨道。”（杨家福，2010）电子是

微观粒子，用经典的电子传递链描述电子的运动轨道有

没有意义？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钱百敦教授研究发现：

当温度降到-238 ℃时，呼吸链呈结晶态，但呼吸链电子跳

跃的速度并没有大幅下降。这与预期相反。钱百敦认

为，以隧穿为媒介的电子转移即使在非常低的温度下也

能发生（Chance，2004）。量子隧穿或许是电子在呼吸链

上的传递方式，电子的传递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像“波”一

样（吉姆·艾尔 哈利利 等，2016）。没理由规定电子不能

越过呼吸链传递给电负性最高的氧。线粒体 ROS 就在这

种状态下产生。

在电子隧穿呼吸链的过程中，氧的命运（变成 ROS 还

是 H2O）是跟电子密度有关的。氧为了获得电子，会奔向

电子密度高的局域。在无机世界里有例为证。氩离子辐

射法可以有效地调节 Co3O4（四氧化三钴）的表面活性电

子密度。Co3O4 的表面活性电子密度中心适当上移，对含

氧基团吸收能力显著增强（He et al.，2020）。因此，氧分

布随电子密度呈不确定性。运动刺激线粒体内膜高速而

量子态的电子转移，对细胞自由电子密度和氧环境都有

不确定的影响。这种不确定性在较宏观的线粒体层面可

能表现为异质性。

线粒体 COX＋/COX-异质性在细胞内和细胞间广泛

存在，表明 COX 在呼吸链中并非必需组件。有的线粒体

表达 COX，有的线粒体不表达 COX，如果 COX 是细胞利

用氧的主要位点，这种 COX＋/COX-异质性将与氧分布

一一对应。因此，运动导致摄氧量增加是线粒体异质性

95%

85%

39%

36%

67%

A

AB

C

D

67%

A. ceratii ：我的
线粒体连基因组都
没有，丢死人！

氢化酶体：呼吸可以不要氧，
双层膜支持电子转移就可以

啦……

呼吸链：谁说没有COX
就造不出ATP？

？%

？%

？%

我的ATP负责肌肉收缩！

我的ATP负责膜运输！

我的ATP负责脂肪合成！

我只负责产热，不合成ATP！

我是二手线粒体，来自临近细胞！

B

图2 线粒体异质性的主要特征

Figure 2. Characteristics of Mitochondrial Heterogeneity

注：A.线粒体在心肌、大脑、骨骼肌、肾脏异质性较高，mtDNA突变型占比60%以上。这一部分线粒体不能简单定义为线粒体功能缺陷，而是适应

能量较高需求的必要。在细胞内不同位置的线粒体执行的功能完全不同。B.线粒体在大脑和骨骼肌存在COX＋、COX- 2种类型，分别在细胞

内不同位置表达，呼吸链没有COX表达也能合成ATP。C.寄生虫A. ceratii线粒体功能完好，却没有mtDNA。D.氢化酶体是微生物在缺氧条件下

形成的产能装置，跟线粒体结构同源，通过电子转移产氢＋CO2生成ATP；氢化酶体的2个关键基因在人体基因组中依然保存，只是缺少表达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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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X＋/COX-）选择的动力。呼吸链合成 ATP 不一定要

将电子送达 COX。呼吸链酶复合物可独立进行电子转移

和质子转运，只要质子梯度形成，ATP 合成就能进行。因

此，碎片化的线粒体也具有呼吸活性和较低的 ATP 合成

（Lieber et al.，2019；O-Uchi et al.，2013），但这并不等于

细胞就能“健康”，因为脂肪氧化、糖异生、TCA 循环、钙稳

态的维持需要线粒体的完整性。线粒体碎片化为 mtDNA

或线粒体异质性提供了万千可能（Chen et al.，2005）。

此外，呼吸链复合体通过亚基之间相互作用可形成超

级复合体（mitochondrial supercomplex，mitoSC），如mito SCⅠ1＋

Ⅲ2＋Ⅳ1-4、mitoSCⅠ1＋Ⅲ2、mitoSCⅢ2＋Ⅳ1-2、高分子量

mitoSC 和巨型超级复合体（mitochondrial metacomplex，mi‐

toMC）等。mitoSC 能提高电子传递效率，减少 ROS 产生

（Caruana et al.，2020；Qiu et al.，2013）。在衰老、心脏疾

病、2 型糖尿病、癌症和基因缺陷条件下，mitoSC 种类和含

量可发生变化，而运动对 mitoSC 的影响及其相关调节机

制正在进一步的探讨中（王艳 等，2020）。总的来看，人

们对呼吸链的认识过于理想和刻板，或许线粒体根本不

存在呼吸链，只是酶复合物（递氢体）在线粒体内膜中随

机分布、组合和碰撞，而电子在其中穿行类似量子隧穿，

具有不确定性（图 3）。通过少数几个酶复合物评估运动

是否增强线粒体功能，或通过少数几个基因（AMPK、

PGC-1α）评估运动如何促进线粒体生物发生，在不同的研

究中很难有一致的结果。

4 ROS决定线粒体的异质性

大气氧含量上升是线粒体起源的始动力（Dyall et

al.，2000）。然而，大气氧分压保持稳定有 5 亿年之久，线

粒体却为何千姿百态？大量研究一方面强调 mtDNA 的稳

定性和拷贝数增加，有利于减轻 ROS 产生和氧化应激

（Bouchez et al.，2019；Savu et al.，2011）；另一方面，支持

ROS 损伤 mtDNA，引起 mtDNA 缺失或突变，导致线粒体

功 能 障 碍 和 衰 老（Ishikawa et al.，2008；Quan et al.，

2020）。但适量的 ROS 能促进线粒体生物发生（Koopman

et al.，2010）。那么到底谁是因？实际上，构成生命的物

质科学规律比生命科学规律要稳定得多，放在进化时间

尺度考察，因果关系很明确：ROS 远远早于线粒体甚至早

于生命出现；mtDNA 在 ROS 挑战下不断地发生突变或进

化，ROS 是线粒体异质性乃至生物多样性的最重要先决

条件，也是生命演变的普遍约束（Dowling et al.，2009）。

ROS 对细胞有高度反应性和毒性，细胞内 ROS 需要

严格调控。不能做到这一点的物种在大气氧分压不断上

升的环境中就会被淘汰。细胞基因网络编码一个高度冗

余的 ROS 清除机制和一系列涉及 ROS 产生的酶。生物体

ROS 基因网络的关键部分最早起源于 41 亿～35 亿年前，

这与地球出现产氧光合生物的证据相一致，表明即使低

水平和局部的光合作用产生的氧，也需要 ROS 清除机制

线粒体生物发生↑

O 2
·

A 呼吸链的理想模型：电子移动轨迹确定
(Sarewicz et al., 2015)

B 呼吸链的超级复合体：电子遂穿？
(Guo et al., 2017)

肌肉收缩
ATP输出

图3 呼吸链的结构生物学解析与电子移动轨迹

Figure 3. Structural Biology of Mitochondrial Respiratory Chains and Electron Transport

注：A.呼吸链的理想模型认为，复合物 I-IV 在线粒体内膜按次序排列，NADH、FADH2经复合物把氢的质子和电子解离，质子泵出膜外形成电

位势能，电子按电负性顺序传递给氧。但在运动促进线粒体生物发生中，很难检测到所有复合物蛋白亚基、酶活性、基因转录同步提升。如果

电子按呼吸链顺序传递，没有被提升的复合物为什么没构成瓶颈呢？B.结构生物学研究发现，呼吸链复合物的多个亚基在有的情况下可以形

成超级复合体（如 I2III2IV2，由 2个复合物 I、1个复合物 III的二聚体、2个复合物 IV和 2个细胞色素 c蛋白组成）。超级复合体缩短了电子传递

路径，提高了传递效率，满足运动时能量底物的脱氢大幅增加，也为电子遂穿提供了可能，即电子可以以更快的速度以“波”的形式传递。电子

隧穿的假说可以解释：运动促进线粒体生物发生中呼吸链亚基的蛋白表达、酶活性、基因转录并不需要完全同步。呼吸链亚基在运动中的重

组是概率性的，增加了线粒体异质性，即便有的复合物亚基表达下降也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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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保护生命。从今天对线粒体的认知和理解来看，线粒

体有氧呼吸的出现正是履行这一使命，否则，物种将在高

水平 ROS 攻击下大批灭绝。ROS 在生命进化中的角色是

不能被氧的重要性抹杀的，超氧化物歧化酶、过氧化氢酶

在生命最早阶段（地球缺氧阶段）就已开始抗氧化的漫漫

征途（Inupakutika et al.，2016）。因此，ROS 不是依赖生命

形成的，更不依赖线粒体产生。我们今天广泛支持线粒

体产生 ROS，运动促进线粒体产生 ROS，只是生命史中的

一个瞬间。线粒体包括 mtDNA，只不过是 ROS 的产物。

生命向高级结构进化既需要氧高效产生能量，又要防

备 ROS 带来基因伤害。生命进化如何摆脱这一困境呢？

ROS 特别是过氧化氢（H2O2），在细胞呼吸和其他产氧途

径的早期多样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而成为复杂生命

进化的驱动力。在没有光合作用产氧的生命早期阶段，

H2O2 可能是分子氧的重要来源。从不产氧光合生物体

（anoxygenic photosynthetic organisms）到产氧光合生物体

（oxygenic photosynthesizers）的进化过程主要由 H2O2 提供

驱动力。在今天，木星的卫星上也发现了 H2O2，它可以通

过辐射分解和光解的方式形成 O2和其他 ROS。如果说利

用 O2 进行有氧代谢是生命进化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那

么利用 ROS 进行细胞信号调节则可能是复杂生命发展的

第一个真正突破。在 ROS 对基因的非靶向操纵下，细胞

表型乃至生物的多样性才成为可能（Taverne et al.，2018）。

本文之所以从进化尺度作上述讨论，一是因为在现有

人体或动物实验模型中探讨 ROS 对 mtDNA 的作用，总是

陷入因果循环的僵局，只有在进化的时间尺度上，才能确

定 ROS 对 mtDNA 的先决作用；二是因为线粒体异质性是

生物多样性的前提。上述讨论可以确定：ROS 是生物多

样性的先决条件，线粒体异质性可能是 ROS 的产物。在

运动刺激线粒体产生 ROS 的条件下，古老的物理化学规

律在今天依然发挥作用，线粒体生物发生（数量与功能增

加）可能并非是运动适应的全貌。

今天，几乎所有生理和病理过程都涉及 ROS 的产生

清除、氧化损伤以及细胞信号转导，这是为什么呢？在哺

乳动物的研究中，缺血再灌注、线粒体呼吸是 ROS 产生的

主要动力，这又是为什么呢？对 ROS 的生理学理解可能

导致一种误解，以为 ROS 产生离不开黄嘌呤氧化酶，离不

开线粒体。事实上，ROS 只是氧得失电子的概率性产物。

缺血再灌注、线粒体呼吸产生的 ROS 都是微环境氧富余

而电子供体不足出现的产物。当 2 个氢原子（电子供体）

遇到 1 个氧原子可以合成 H2O，如果遇到 2 个氧原子呢？

只有合成 H2O2。如果 2 个氧原子只能获得 1 个电子呢？

超氧自由基（O2
·）形成。当运动机体摄氧量大幅增加，细

胞提供的电子供体远远不够时，则 ROS 产生不可避免。

此后所发生的事情与生命繁荣可能高度相似（图 4）。运

动对机体的挑战，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给细胞（或线粒体）

施加更大的氧压力，氧化应激不可避免。mtDNA 多态性

的发生概率必定增加，同一细胞内和不同细胞间的线粒

体发生异构也是必然的。所谓运动敏感基因或蛋白不过

是 ROS 的应答者之一，在运动适应中是可以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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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ROS产生诱导线粒体异质性

Figure 4. ROS Induced Mitochondrial Heterogeneity

注：A.目前的实验模型里，ROS与线粒体之间的因果关系十分纠结。既能找到 ROS诱导线粒体生物发生的证据，也能找到线粒体生物发生减

轻氧化应激的证据。运动推动 ROS与线粒体在这种纠缠中不断塑造新的线粒体。B.在生物进化的时空里，可以明确 ROS与细胞抗氧化系统

早在线粒体出现之前就已经开始推动生命的进化和多样化。大气氧含量跳跃性上升驱动线粒体起源和真核生物萌发，线粒体以及 mtDNA都

是真核生物与 ROS斗争的产物。寒武纪早期，大气氧水平提高，细胞骨架运动、外源性物质入侵、氧摄入增加、环境扰动等提升了细胞 ROS水

平，导致更频繁的基因突变，并提供了新的信号机制，从而导致寒武纪生命大爆发（Yang et al.，2018）。在这个过程中，ROS诱导线粒体异质性

和生物多样性的物理化学机制可能在今天依然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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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53 差异化调节细胞色素氧化酶（COX）的组装以及

mtDNA稳定性

从生物多样性的演化只能推断 ROS 对线粒体异质性

的先决作用，但线粒体以及 mtDNA 是如何被差异化的，还

需要中间的信号传递机制才能令人信服。作为 ROS 下游

信号并具备 DNA 结合能力的蛋白已经发现很多，其中

p53 的证据链相对齐备。p53 是进化保守的抗氧化基因和

DNA 修复基因（Levine，2020），p53 有很多 DNA 结合位点

和蛋白修饰位点 ，能协调复杂各异的细胞生理过程

（Senitzki et al.，2021；Valente et al.，2021）。只有具备这

些先天优势，p53 才可能调节线粒体异质性。

SCO 细胞色素氧化酶缺陷同源物 2（SCO Cytochrome

Oxidase Deficient Homolog 2，SCO2）的发现为 p53 调节线

粒体异质性提供了一种可能。SCO2 是 COX 复合物组装

的必须亚基，但成熟的 COX 复合物中不包括 SCO2，这种

支配关系可能让细胞内或细胞间的线粒体 COX 生物发生

出现分化。mtDNA 编码的 COXII 亚基进入 COX 复合体

必须依赖 SCO2。p53 缺失导致线粒体呼吸抑制，SCO2 转

染后线粒体呼吸得以恢复，表明 SCO2 是 p53 的靶基因，

p53 因而可以介导线粒体生物发生，促进细胞有氧呼吸

（Matoba et al.，2006）。p53 缺失直接导致 COX 活性降低，

因为 p53 对 COX 亚基 I、II 失去组装作用。编码丙酮酸脱

氢酶、Bax、凋亡诱导因子（apoptosis inducing factor，AIF）、

SCO2 的核基因启动子区域包含 p53 反应元件，表明 p53

在转录水平调控线粒体生物发生。AIF 位于线粒体内膜，

在凋亡刺激下 AIF 对细胞凋亡有诱导作用，但在非应激条

件下 AIF 会帮助复合物 I 正确组装，促进线粒体氧化磷酸

化，这表明 p53 可能通过 AIF 帮助呼吸链复合物组装，促

进线粒体呼吸（Beyfuss et al.，2018b；Saleem et al.，2015）。

p53 通过核基因转录调控呼吸链组装，可能介导线粒体异

质 性（COX＋/COX-）；p53 在 不 同 组 织 表 达 的 差 异 性

（Burns et al.，2001），可能引起线粒体呼吸链的差异性。

线粒体基因的复制、转录和翻译都在线粒体内独立

进 行 。 mtDNA 编 码 呼 吸 链 13 种 蛋 白 以 及 12SrRNA、

16SrRNA、22 个 tRNA。p53 蛋白能直接导入线粒体，稳定

mtDNA，调控 mtDNA 基因转录。p53-/-小鼠的胚胎表现为

16S rRNA 转录抑制，COX 蛋白表达、ATP 合成以及线粒体

膜电位均降低。16S rRNA 转录抑制导致线粒体内蛋白质

翻译效率下降，mtDNA 编码的呼吸链蛋白合成也被抑制

（Donahue et al.，2001；Ibrahim et al.，1998）。mtDNA 包含

p53 反应元件，p53 能以反式作用因子的方式直接调控

mtDNA 基因转录。p53 在线粒体内还能与线粒体转录因

子 Tfam 直接作用，调控 mtDNA 的复制和转录（Jiang et

al.，2020；Yoshida et al.，2003）。mtDNA 聚合酶 γ（polγ）

是线粒体唯一的 DNA 聚合酶，负责 mtDNA 的复制和修

复。p53 提升 polγ的催化功能，通过自身的核酸外切酶活

性维持 mtDNA 的稳定性（Achanta et al.，2005；Bakhanash‐

vili et al.，2008）。一系列证据表明，p53 导入线粒体可通

过直接的“物理接触”影响 mtDNA 多态性，这也是线粒体

异质性发生的关键。急性运动诱导 p53 转位到线粒体，促

进 骨 骼 肌 p53-Tfam-mtDNA 复 合 体 形 成（Saleem et al.，

2013），为运动操纵线粒体异质性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但

目前尚不清楚复合体形成后对 mtDNA 多态性有何影响。

p53 在细胞内的分布差异导致 mtDNA 处于不同的稳定状

态。在心肌细胞中发现，线粒体 p53 参与 mtDNA 修复，这

是 mtDNA 氧化损伤的第一反应，p53 在线粒体或核定位

中 导 致 凋 亡 标 志 物 出 现 差 异（Nithipongvanitch et al.，

2007）。

无论 p53 核转位还是线粒体转位，p53 信号的下游机

制都与 DNA 结合、调控基因转录有关。这是线粒体差异

化的关键。激活 p53 依赖基因毒性应激，p53 在 DNA 损伤

后诱导 DNA 修复或细胞凋亡，抑制细胞癌变，但这种应激

条件不一定诱导线粒体生物发生，线粒体异质性更无从

谈起。现今研究发现，非基因毒性应激也能导致 p53 低水

平激活，但这种低水平激活并不能抑制肿瘤发生，却可能

在维护线粒体异质性、调节代谢稳态中发挥作用（Eriks‐

son et al.，2017）。最新研究发现，细胞暴露在 ROS 诱导

DNA 损伤下，在核 DNA 损伤的细胞体中触发更快、依赖

p53 的凋亡，而 mtDNA 损伤诱导更慢、不依赖 p53 的凋亡

（Geden et al.，2021）。这表明 ROS 诱导 mtDNA 损伤给了

细胞更多的存活时间和空间，在细胞凋亡不被触发的前

提下，mtDNA 多态性以及线粒体异质性的发生概率大大

增加，同一细胞内的线粒体和不同细胞间的线粒体可能

由于 ROS 诱导而拉开功能性差异。

p53 磷酸化位点的复杂性为其调控线粒体异质性带来

了不确定性。AMPK 激活导致 p53 Ser15（小鼠 Ser18）磷

酸化，使 p53 依赖的细胞周期被抑制（Chen et al.，2021）。

一次急性肌肉收缩能导致 p53 Ser15 磷酸化增加，其上游

AMPK、p38MAPK 活性同步上调（Bartlett et al.，2012）。

AMPK 一直被认为是启动线粒体生物发生的上游信号，

外源性 AMPK 激活（AICAR、转基因激活等）甚至被作为

模拟运动效应的手段。在 DNA 损伤情况下，p53 通过转

录依赖性途径激活 AMPK β1 亚基的基因转录；且肝激酶

（Liver kinase B1，LKB1）与 p53 能形成复合物，直接或间

接导致 p53 蛋白 Ser15、Ser392 双磷酸化（Jang et al.，2019；

Zeng et al.，2006）。p53 磷酸化影响 p53 的线粒体转位或

核转位（Castrogiovanni et al.，2018；Tang et al.，2014），调

节 COX 生物发生、组装以及 mtDNA 稳定性。为了应对运

动诱导的细胞稳态破坏，p53 调节线粒体周转，保护线粒

体基因组，并最终促进从有氧糖酵解到氧化磷酸化的转

变。这种适应与 p53 作为肿瘤抑制因子的作用一致。尽

管如此，啮齿动物和人类在急性运动后 p53 的亚细胞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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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cellular trafficking）仍 存 在 巨 大 差 异（Smiles et al.，

2018）。这种差异很可能是线粒体异质性发生的关键，理

解这种差异性就能深刻认识线粒体生物发生的起因和意

义（图 5）。

6 运动促进线粒体生物发生的起因

当运动摄入的氧或运动后过量氧耗侵入细胞和线粒

体时，要求电子传递效率提升，此时，线粒体生物发生（增

加数量）是最佳的应对办法。这不是依赖某一个基因或

蛋白的，也不一定是有益健康或治疗某种疾病的，而是氧

压力驱动的必然结果。因此，有 PGC-1α 线粒体要“发

生”，没有 PGC-1α时线粒体也要“发生”，线粒体异质性是

化解这一矛盾的关键，即 PGC-1α野生型和敲除型小鼠在

运动刺激下的线粒体本就是异质性的。把 PGC-1α看作

“required”或“not required”都是 normal science 的范式，解

释不了“运动促进线粒体生物发生”的起因。

尽管 SCO2 基因为 p53 促进线粒体有氧呼吸提供了直

接的分子依据，但意外还是再次出现。敲除 p53 基因

（KO）导致小鼠运动耐力下降，骨骼肌线粒体含量、有氧

呼吸下降，ROS 增加，与线粒体生物发生有关的 PPARγ、

PGC-1α蛋白表达也相应下调；但意外的是，敲除 p53 基因

并不能阻止运动诱导线粒体含量增加，KO 型小鼠骨骼肌

在运动诱导下的线粒体增量与野生型同等（Saleem et al.，

2009）。类似研究也发现，p53 是骨骼肌维持基本线粒体

所必需的，但不是运动适应性反应所必需的（Beyfuss et

al.，2018a）。这表明运动促进线粒体生物发生不依赖 p53

甚至其他任一基因，运动促进线粒体增殖的替补信号通

路在细胞中应是广泛存在的。这也再次印证：线粒体增

殖是运动后多基因选择表达的必然结果，所谓关键的不

可或缺的运动敏感基因根本不存在（Booth et al.，2009）。

运动为什么总能诱导线粒体生物发生？不仅是骨骼

肌，肝脏、大脑、心血管、脂肪组织都有类似的增殖反应

（Little et al.，2011）。不仅 p53 没那么重要，PGC-1α、AMPK

都没那么重要（Jorgensen et al.，2005；Leick et al.，2008；

Monaco et al.，2015；Rowe et al.，2012）。PI3K 信号通路

的关键介导蛋白磷酸肌醇依赖蛋白激酶-1（Phosphoinosit‐

ide Dependent Protein Kinase 1，PDPK1）对运动诱导心肌肥

大是“必须”的，但对于线粒体的运动适应不是“必须”的

（Noh et al.，2015）。Sirtuin 1（SIRT1）的去乙酰化酶活性

对运动促进线粒体生物发生或 PGC-1α的去乙酰化都不

是“必须”的（Philp et al.，2011）。但在没有运动刺激的动

物模型中，它们曾经都是“必须”的，在此不一一列举。把

运动促进线粒体生物发生、增强线粒体功能依托于一两

个关键基因及其信号通路的“研究范式”行不通。从线粒

体的进化起源来看，运动导致全身各组织不同程度的氧

分压增加可能是唯一的依据。线粒体增殖是有氧运动诱

导的一种趋同适应，只要摄氧量增加，线粒体数量必然增


 DNA结合位点多样性
 磷酸化位点多样性
 组织表达差异性

 mtDNA

ROS

 核DNA

ROS

PPAMPK ↑

摄氧量 ↑

电子供体紧张
ROS损伤核基因

ROS损伤mtDNA

核/线粒体转位差异性

p53-Tfam-mtDNA复合体
mtDNA复制
mtDNA多样性

细胞周期抑制
细胞凋亡
DNA修复
COX＋/-异质性

图5 p53的核转位和线粒体转位对线粒体进行差异化调控

Figure 5. The Regulation of Mitochondrial Heterogeneity through p53 Nuclear and Mitochondrial Translocations

注：p53是进化保守的抗氧化基因，其作用是感知并修复DNA损伤或诱导细胞周期抑制和细胞凋亡，从而具备抗肿瘤作用。p53蛋白具有组织

表达特异性、磷酸化位点多样性特征，通过核转位或线粒体转位结合核 DNA 或 mtDNA，调控 DNA 复制、转录、修复等。运动性 ROS 对 DNA

的损伤并不具有明确的靶向性，这可能导致p53核转位或线粒体转位趋向不可预测；此外，运动激活AMPK导致p53磷酸化位点的不确定也会

影响p53核转位或线粒体转位。在这种机制下，即便看到运动促进线粒体生物发生（mtDNA含量增加），线粒体基因组、蛋白组成、结构与功能

也是差异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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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这类似于生物趋同进化。不同的生物，甚至在进化上

相距甚远的生物，如果生活在条件相同的环境中，面对相

似的环境压力，可能产生功能相同或相似的形态结构。

无论野生型、基因敲除还是病理模型，哺乳动物在运动刺

激下呼吸循环加快，摄氧增加，电子供应紧张，这是每个

细胞面临的相同环境压力。线粒体生物发生或许是唯一

的应对办法，这与基因型无关，与组织器官无关，也与病

理状态无关。只有如此解释才能与前面的研究结果吻合

（图 6）。改变细胞氧环境最简单的方法是限制血流。将

限制血流量的抗阻运动（blood flow restricted resistance

exercise，BFR-RE）与 传 统 抗 阻 运 动（resistance exercise，

RE）进行比较发现：骨骼肌线粒体 ROS 释放在 BFR-RE 后

2 h 内都显著降低，在 BFR-RE 期间骨骼肌氧分压（pO2）降

低，骨骼肌氧合减少，而减少 pO2 能显著减少线粒体 ROS

释放和电子漏（Petrick et al.，2019）。尽管该研究没对线

粒体生物发生进行进一步考察，但可以看到线粒体异质

性和生物发生的决定因子 ROS 产量大幅下降。

此外，在运动刺激下，线粒体呼吸链超级复合体形成

增加，特别是复合物 I、III、IV 重新组装为 mitoSC I＋III2＋

IV 最为明显，这是人类骨骼肌为增加 ATP 供应而形成的

一种超复杂的适应机制（Greggio et al.，2017）。运动增加

肌肉线粒体密度还可以通过增大现有线粒体，而不是从

头开始进行生物发生（Meinild et al.，2018），这就更与

PGC-1α无关了。线粒体应对氧压力的即时选择还是比较

多的。因此，在氧压力不确定或剧烈变化时，线粒体可能

呈现出千姿百态的结构，而不仅仅是数量。

7 运动促进线粒体生物发生的风险

7.1 ATP往何处去？

细胞需要多少线粒体，取决于细胞需要多少 ATP，需

要 ATP 干什么。尽管线粒体承载着重要的信号转导功

能，但从线粒体起源来看，这不是其产生的根本目的。线

粒体的起源和变异跟氧压力联系最紧密，氧化磷酸化是

产能效率最高的方式。因此，在大气氧增加的条件下真

核生物选择了线粒体和氧化磷酸化。在运动刺激下生命

体摄氧量可增加 8～10 倍，运动后存在过量氧耗，细胞可

能用“增加线粒体”的老办法对付新环境。因此，运动促

进线粒体生物发生“经常发生”。离子泵、肌丝滑动、生物

合成是细胞消耗 ATP 的主要途径；当 ATP 过多而细胞对

其需求有限时，ATP 在离子泵、肌丝滑动、生物合成方面只

能重新分配，毕竟 ATP 不能无限量地储存在细胞或线粒

体内部，也不能无缘故的水解。这跟实验数据完全相符，

即无论运动对线粒体有多大增量效应，静息肌纤维内的

ATP 含量比较稳定，经运动训练提高的幅度很小（林文弢，

2020；胡志刚 等，2006）。

那么，增加的线粒体干什么去了？John O. Holloszy 教

授的故事没有讲完。ATP 合成后必须在短时间内被利用

（无论是否有体力活动参与）。当离子泵、肌丝滑动需要

的 ATP 饱和时，大量的 ATP 只能生物合成。如果经常运

动（肌丝滑动消耗 ATP），细胞就会合成更多的磷酸肌酸、

糖原和蛋白质，包括线粒体本身；如果长期久坐，细胞就

会合成脂肪，把 ATP 活跃的化学能转化为惰性形式。如

果线粒体在静息状态过度活跃，合成 ATP 增多，超过离子

恢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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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图6 运动性氧压力必然促进线粒体生物发生

Figure 6. Exercise-Induced Oxygen Stress Promotes Mitochondrial Biogenesis

注：对多器官多系统的高等动物而言，并不需要每个细胞直接面对大气氧环境，有专门的呼吸循环系统摄氧和运氧。运动中以及运动后恢复

期氧耗增加，优秀运动员摄氧增加可达 8～10倍。运动通过呼吸和循环调节把氧分配到各个组织细胞，细胞面临的压力就是处理这些分配并

不均匀的氧分子。氧要获得电子，电子供应不足就会产生大量ROS，因此线粒体生物发生是最佳选择，也是必然选择。这种选择与健康无关，

而是对运动导致摄氧增加的组织细胞应答。从生物界细胞产能装置的多样性也可以看出，环境氧含量决定细胞的 ATP生产方式。因此，运动

促进许多组织器官的线粒体生物发生是运动导致摄氧增加并进行配氧造成的，不能保证新生线粒体的一致性，因为不同组织器官面临的氧微

环境可能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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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和肌丝滑动的需求，对机体可能会是一种灾难。当线

粒体生物发生增加而不能有效地解偶联时，其副作用就

可能显现。因此，运动增加线粒体生物发生的同时，一般

也增加解偶联蛋白（UCP）的表达（Bo et al.，2008；Jiang

et al.，2009），从而让线粒体处于“空档运行”状态。因此，

在运动诱导脂肪组织 UCP1 的表达时，PGC-1α再次被认

为是“必须”的（Ringholm et al.，2013）。二甲双胍为治疗

2 型糖尿病的一线药物，且可以抑制肿瘤生长。二甲双胍

类似线粒体呼吸抑制剂，其通过减少线粒体 ATP 合成、

DNA 复制抑制癌细胞增殖（Soo et al.，2015），还通过抑制

线粒体甘油磷酸盐脱氢酶（它负责 NADH 与 NAD＋之间的

转换），减少糖尿病小鼠肝脏 ATP 合成，抑制糖异生（Ma‐

diraju et al.，2014）

7.2 线粒体生物发生介导的信号转导风险

当 PGC-1α过表达的小鼠脱去皮肤，全身的红肌让研

究者兴奋不已，因为终于找到了一个基因可以操纵线粒

体生物发生和肌纤维类型的选择。但如果把 PGC-1α过

表达跟促进健康或治疗疾病划等号的话，则是有风险的。

阿尔茨海默病小鼠 PGC-1α过表达加剧神经元 β-淀粉样

蛋白和 tau 蛋白沉积，蛋白酶体活性损害，导致神经元线粒

体异常、细胞死亡和小鼠过度活跃（Dumont et al.，2014）。

而全身过表达 PGC-1α会导致肝脏胰岛素抵抗——葡萄糖

产生增加、胰岛素对糖异生抑制减弱；但 PGC-1α过表达

能提高肌肉胰岛素敏感性，这可以通过胰岛素刺激 Akt 磷

酸化和葡萄糖摄取得到证明（Liang et al.，2009）。对肿瘤

而言，线粒体生物发生的生理意义完全相反。癌细胞生

成乳酸促进线粒体生物发生，支持癌细胞增殖（Romero-

Garcia et al.，2019）。线粒体增殖与癌细胞增殖有协同

性，PGC-1α/ERRα转录轴在癌细胞的代谢重编程中同时

具有促增殖和抗增殖特性（Deblois et al.，2013）。PGC-1α

通过平衡线粒体能量生产和细胞增殖的需求，参与肿瘤

发生（Luo et al.，2016），并促进癌细胞转移（LeBleu et al.，

2014）。这些研究表明，PGC-1α过表达驱动线粒体过度增

殖，可带来负作用，强调“运动提高线粒体数量或功能”的

说法，并不能支撑运动对这些疾病的改善作用。运动增

加 PGC-1α表达、诱导线粒体生物发生不能成为“运动促

进健康”的“科学依据”。

问题出在哪里？线粒体生物发生与自噬是维持线粒

体稳态的两个方向，PGC-1α诱导线粒体生物发生已经众

所周知，而 PGC-1α诱导呼吸链基因表达的同时，也在诱

导鸢尾素前体蛋白 FUNDC1（FUN14 domain-containing pro‐

tein 1）的表达并上调线粒体自噬。FUNDC1 依赖的线粒

体自噬通过 PGC-1α信号通路与线粒体生物发生直接偶

联，决定线粒体的数量、质量和周转（Liu et al.，2021）。因

此，把 PGC-1α看作线粒体的“生长因子”甚至代谢性疾病

的干预靶点，存在偏颇。与这一研究相悖的是，有研究发

现，PGC-1α过表达减少线粒体自噬，有效改善线粒体缺

陷，增加 mtDNA 增殖和氧化酶活性，而减轻氧化应激和线

粒体的泛素化，但并不能恢复肌纤维萎缩（Kang et al.，

2016；Yeo et al.，2019），表明通过 PGC-1α过表达增加线

粒体数量和功能解决不了临床问题。或许这些问题的症

结并不在于线粒体的数量和功能缺陷。

进化的证据支持线粒体起源于氧环境，运动增加摄氧

量，既然如此，运动促进线粒体生物发生势在必然。然

而，低氧也会导致线粒体生物发生，这又是为什么呢？研

究表明，缺氧预处理可以通过 PGC-1α和 cAMP 反应元件

结合蛋白（cAMP response element binding protein，CREB）

的介导机制诱导皮层下线粒体生物发生（Gutsaeva et al.，

2008）。缺氧可刺激心肌细胞 PGC-1α的表达和线粒体生

物发生，为心肌细胞增加 ATP 输出和减少缺氧损伤提供

一种潜在的适应机制（Lingyun et al.，2010）。高海拔缺氧

环境改善了高脂膳食小鼠胰岛素敏感性，诱导骨骼肌

AMPK 激活，从而促进线粒体生物发生和脂肪酸氧化

（Song et al.，2020）。高脂膳食还通过低氧诱导因子（Hy‐

poxia-Inducible Factor 1-Alpha，HIF-1α）促进肝脏线粒体生

物发生，增强线粒体功能以应对缺氧环境（Carabelli et

al.，2011）。高迁移率族蛋白（high mobility group box 1，

HMGB1）是肝癌细胞过表达的核蛋白，HMGB1 在缺氧时

上调癌细胞线粒体生物发生 ，促进肿瘤生存和增殖

（Tohme et al.，2017）。在这些研究面前，把氧压力增加跟

线粒体生物发生捆绑，把线粒体生物发生与促进健康捆

绑，都会令人质疑。在不同氧环境下进行耐力运动，电子

传递链复合物均呈增加趋势，低氧环境增加幅度最大。

与常氧相比，耐力运动诱导线粒体适应性和运动能力在

低氧环境中都没有显著降低，在高氧环境中也没有显著

增加（Przyklenk et al.，2017）。这又该怎么解释呢？虽然

外部氧环境可以进行调节，但可能只有运动才能把氧浸

润到每一个细胞中。

8 线粒体生物发生的再定义

运动促进线粒体生物发生有积极意义，但为什么高脂

膳食、缺氧诱导线粒体生物发生会出现肥胖、胰岛素抵抗

或癌细胞增殖呢？当运动与高脂膳食、运动与肿瘤交互

作用于实验动物时，线粒体生物发生是福还是祸呢？旧

的科学范式无法预测。

线粒体生物发生最初的定义来自显微镜观测下的形

态学层面的线粒体增加；后来又发展出呼吸酶活性、摄氧

量、mtDNA 拷贝、呼吸链蛋白亚基、PGC-1α表达增加的证

据，但总体来看，不同研究的观测点是不尽一致的，不同

研究者对“线粒体生物发生”的定义存在差异。A 论文支

持 PGC-1α是必须的，B 论文支持 PGC-1α可有可无，如果

两者都成立，则只有一种可能：A 论文的线粒体生物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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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B 论文的不是一回事。面对这些矛盾，需要深入考察

线粒体的异质性。线粒体异质性由 mtDNA 决定。大量研

究显示，运动引起的 mtDNA 缺失、复制、突变，与运动强

度、氧化损伤、抗氧化剂补充以及个体抗氧化能力有关

（Williamson et al.，2020a，2020b）；线粒体融合与分裂让

mtDNA 的组合存在更多可能（Ishihara et al.，2015；Li et

al.，2010；Silva et al.，2019），这足以产生多种基因型。在

帕金森疾病模型中，神经元存在 mtDNA 缺失，损害线粒体

生物发生，异质性 mtDNA 水平与 PGC-1α表达呈负相关，

mtDNA 异质突变在不同神经元线粒体基因组中呈不对称

分布。但在该模型中，线粒体异质性能缓解帕金森疾病

的表型症状（Keeney et al.，2009）。由于 mtDNA 缺乏组蛋

白和修复酶，运动对 mtDNA 序列的“不精准修改”比对核

基因的影响要大得多，因此，类似的研究难以一致（丁树

哲 等，2020）。已有的大多数研究疏于解释这种不一致，

而把 mtDNA 突变和缺失定义为线粒体缺陷，即长期运动

使 mtDNA 突变降低、生物发生增加，强调了生物发生的重

要性，而没有观察到线粒体异质性的存在及其生理意义。

从目前研究来看，线粒体异质性的积极意义在神经系

统疾病（Schmiesing et al.，2018；Vincent et al.，2018）和心

脏疾病（Stotland et al.，2016）方面得到了证实，这与心脏、

大脑要求较高的线粒体异质性基本一致。相对于心脏和

大脑，骨骼肌线粒体异质性略低，但线粒体亚群的生态平

衡却不可忽略。专业运动员强调专项运动技能，因此往

往不建议耐力运动员过度进行抗阻训练，反之亦然。同

期训练的交互副作用是存在的。曾有研究提出，AMPK

与 mTOR 信号通路的交互抑制学说，认为耐力与抗阻两

种运动方式分别激活 AMPK 与 mTOR，从而抑制另一方的

信号转导。但这一学说经不起检验，从线粒体生物发生

的分子信号考察，其实耐力运动与抗阻运动都可以刺激

线粒体生物发生（Wang et al.，2011），进一步表明运动促

进线粒体生物发生不是只依赖于 AMPK 或 mTOR 的。同

期训练的交互抑制可能是因为 2 种运动方式塑造的线粒

体具有根本不同的功能：耐力运动塑造的线粒体氧化能

力较强，靠近脂滴和糖原较多（Chilibeck et al.，1998；Tou‐

ron et al.，2020）；而抗阻运动塑造的线粒体靠近核糖体较

多，为蛋白质合成提供动力（Chilibeck et al.，2002；Rob‐

erts et al.，2018）。单一方式运动可能破坏线粒体异质性，

使线粒体功能趋向单一化。“运动促进健康”必须考虑线

粒体异质性遭到破坏的风险（图 7）。

9 小结与展望

人类包含多种 mtDNA 基因型，随着时间的推移，mt‑

DNA 突变在多个尺度上（从细胞器到人类群体水平）的起

源和传播，使线粒体表型各异（Stewart et al.，2021）。在这

种前提下，只强调“运动促进线粒体生物发生”，不足以解

释不同疾病的复杂性以及线粒体生物发生的“两面性”。

在上述引文中，多次提及野生型与 X 基因敲除（KO 型）小

鼠在运动诱导下的线粒体生物发生，但这些研究并没有

H +

ATP%

线粒体
生物发生 ↑

UCP ADP

%

运动、高脂膳食、
低氧……

低氧型
线粒体生物发生

高脂膳食型
线粒体生物发生

运动型
线粒体生物发生

肌丝滑动？%
离子泵？%
糖原合成？%
蛋白质合成？%
脂肪合成？%
……

产热%

PGC-1α

图7 运动促进线粒体生物发生的新科学范式

Figure 7. The New Paradigm of Exercise-induced Mitochondrial Biogenesis

注：从长期生命进化和短期生理适应来看，线粒体都是为氧而生的，运动时氧是细胞面临的压力，只有多制造这种耗氧产能装置才能提高电子

传递效率，应对氧的氧化性，减少 ROS 产生，否则基因组的稳定性和物种生存都面临威胁。然而，导致细胞氧压力或 ROS 产生增加的不仅仅

是运动，低氧、高脂膳食、特殊病理状态都可能导致氧压力增加或 ROS产生增加，因此，线粒体生物发生也是分型的。在不同组织细胞和生理

状态下，ATP 分配比例不一样，要求线粒体生物发生与之匹配，把“线粒体生物发生”等价于“健康和运动能力”是有风险的。线粒体生物发生

的积极意义不仅在于增加耗氧的产能装置，更重要的是要维持线粒体位置、功能与ATP去路的匹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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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探讨线粒体基因多态性和异质性。对此可以有 2 种

假设：1）运动诱导线粒体生物发生可能不依赖 X 基因，运

动可以绕过 X 通过替补信号途径实现线粒体生物发生；

2）运动诱导 KO 型小鼠的线粒体生物发生或许是不完全

的，尽管线粒体含量增加，但某些亚基的表达或组装也许

存在未知的缺陷。对于第 2 种假设，线粒体异质性可能遭

到了破坏，尽管线粒体数量没有减少甚至增加。这种线

粒体亚群可能具备 ATP 合成能力并为生物合成提供能

量，但丧失了很多重要功能（如脂肪氧化、信号转导）。当

碎片化的线粒体还在顽强合成 ATP 而不能进行脂肪氧化

时，只有认识到线粒体异质性才能回答本文开篇提出的

问题：为什么肝脏一方面处于线粒体功能障碍，另一方面

还有大量 ATP 支持脂肪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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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erence Effects of Concurrent Aerobic and Strength Training and

Its Possible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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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Sport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summarized the above mentioned interference effects and discussed the possible mechanisms. The interference
effects of concurrent training are mainly on muscle power, but not on aerobic ability. The existence and degree of the interference are
decided by multiple factors including subjects and training variables. The possible mechanisms of interference effects mainly
includes overtraining hypothesis, acute effects hypothesis and chronic adaptations hypothesis from the macro level; on the micro
level, the main mechanisms are molecular interference hypothesis, AMPK-Akt switching hypothesis and molecular adaptations
hypothesis. Most of these hypotheses are needed to be further research due to the differences in experimental design, an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in further studies is the control of irrelevant variables.
Keywords: aerobic training; strength training; concurrent training; interference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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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ochondrial Heterogeneity is More Important than “Biogenesis”

—The Causes，Risks and Scientific Paradigms of Exercise-Induced

Mitochondrial Biogenesis

QI Zhengtang1, 2，ZOU Yong1, 2，DING Shuzhe1, 2

1. Key Laboratory of Adolescent Health Assessment and Exercise Intervention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2.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Exercise can induce mitochondrial biogenesis in multiple organs and tissues, so the “exercise promotes mitochondrial
biogenesis through XXX to prevent or improve XXX disease” has become a conventional scientific paradigm. This paradigm guides
our interpretation of existing data and scientific hypothesis for the future.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single-cell gene sequencing, more
and more evidence showed that the emphasis on “mitochondrial biogenesis” may overlook the heterogeneity between individuals of
mitochondria. The opinon of “exercise-induced mitochondrial biogenesis” as a health benefit often contradicts the interpretation of
complex pathology, because mitochondrial biogenesis also have “side effects”, and exercise-activated signaling is involved in
diseases progression as well. This review proposes a paradigm based on experimental and evolutionary evidence: mitochondrial
biogenesis induced by exercise is the only choice of cells in response to increased oxygen uptake, but it is not necessarily in
improving diseases. In gene-deficient or specific pathological models, exercise promotes heterogeneous or incomplete mitochondrial
biogenesis to resist increased oxygen pressure. The matching of mitochondrial phenotype, distribution and intracellular ATP
requirement is more important than increased number of mitochondrial. The regulation of mitochondrial heterogeneity by exercis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tochondria should be paid more attention.
Keywords: mitochondria; heterogeneity; diversity; biogenesis; exercise;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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