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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
有研究表明丹酚酸 B 对脑损伤神经细胞可以起到一定保护作用，其机制包括促进干细胞增殖分

化、促进神经营养因子释放、维持细胞内钙离子稳态及线粒体膜电位、抗炎作用、减少应激产物生成、调控凋亡相关

基因的表达、对相关神经递质的调控以及对 PI3K/Akt/GSK-3茁、
AK2/STAT3 通路的调节等。随着对丹酚酸 B 的进一

步研究，有希望用于脑缺血、神经病变等疾病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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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酚酸 B（Sal B）是丹参水溶性成分丹参多酚
酸中含量最高的物质[1-2]，由三分子丹参素与一分子
咖啡酸缩合而成 [3]，丹酚酸 B 水溶液不稳定[4]，在高
于 70 益时，丹酚酸 B 样品水溶液容易分解 [5]，其中
一部分可以转化为丹酚酸 A[6]。近年来有研究表明
丹酚酸 B 对脑损伤神经细胞具有保护作用，其机制
促进神经营养因
主要包括促进干细胞增殖与分化、
子释放、维持细胞内钙离子稳态、稳定线粒体膜电
位、
抗炎作用、减少应激产物生成、调控凋亡相关基
因的表达以及对相关神经递质、相关通路的调控，
以下从这几方面进行综述。
分化
1 促进神经干细胞增殖、
[7-8]
Zhang、
Zhong 等 用 BrdU 免疫组织化学法证

实，丹酚酸 B 可以促进骨髓来源的神经干细胞
（BM-NSCs）增殖，并且有浓度依赖性。丹酚酸 B 浓
度为 5、
20、
40 mg/mL 组 BrdU 阳性细胞 率分别 为
（42.51依76.84）%，
（56.46依79.08）%，
（60.58依79.83）%，
对照组为（38.90依75.04）%，给药组与对照组相比均
有显著性差异；丹酚酸 B 还可以促进 BM-NSCs 分
化为神经元、少突胶质前体细胞，以及少量星形胶
丹酚酸 B 促进神经干
质细胞。郭国庆等[9]研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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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增殖这一作用是通过促进 Akt 磷酸化实现的，
PI3K/Akt 抑制剂（LY294002）可以抑制这一作用[10]，
若这种促进分化的作用在体内也可以实现，那么机
体就可以获取充足的种子细胞来修复受损的神经
细胞的结构和功能。
2 促进神经营养因子的释放
神经生长因子（NGF）、
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
可以对受损的神经组织发挥营养、
支持、保护、再生
[11]
等作用 。
其中 BDNF 是脑中含量最多的神经营养因
子，其可以促进骨髓间充质细胞分化成为神经元样
细胞[12]。有研究表明丹酚酸 B 可以促进 BM-NSC 产
生 BDNF[8]，增加缺血半暗带 NGF、
BDNF 的表达，从
而起到对脑缺血再灌注损伤后神经细胞的保护作
神经病变等疾病。
用[13]。故有希望用于治疗脑缺血、
3 维持细胞内钙离子稳态以及稳定线粒体膜电位
Ca2+通常作为第 2 信使在细胞的一些生理活动
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细胞内 Ca2+超载却是细胞
损伤的共同通路，
在脑缺血性损伤时会引起细胞内
造成神经元损伤[14-15]，线粒体膜电位下
的 Ca2+超载，
降则是细胞凋亡早期的一个标志。汪云等[16]研究了
丹酚酸 B 对大鼠皮质神经元缺糖缺氧损伤的影响，
给药组细胞活力、线粒体
结果显示，与模型组相比，
膜电位显著增高，细胞内钙离子浓度降低。表明丹
酚酸 B 对缺糖缺氧损伤的大鼠皮质神经元有保护
作用，这一作用是通过维持细胞内钙离子稳态以及
稳定线粒体膜电位而实现的。
也有研究表明，
1 mmol/L 的丹酚酸 B 镁盐可以
通过抑制 Na（垣）/K（垣）-ATP 酶引起 SH-SY5Y 细胞
55

第 34 卷 第 1 期
圆园15 年 2 月

天津中医药大学学报
允燥怎则灶葬造 燥枣 栽蚤葬灶躁蚤灶 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 燥枣 栽则葬凿蚤贼蚤燥灶葬造 悦澡蚤灶藻泽藻 酝藻凿蚤糟蚤灶藻

中钙离子浓度增加，但这一作用并不会对细胞造成
[17]

损伤 。
4 减少乳酸脱氢酶的渗漏率
在正常情况下细胞内乳酸脱氢酶（LDH）的渗
漏率很低，但细胞受到损伤后由于细胞膜的通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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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氧簇 ROS 可以通过细胞氧化应激反应诱导细胞

凋亡甚至导致其坏死。丹酚酸 B 可以显著抑制由
LPS、
1-甲基-4-苯基吡啶刺激引起的小胶质细胞
ROS 生成的增多[27]。Wang 等[13]用谷氨酸建立了 PC12
细胞损伤模型，丹酚酸 B 抑制了谷氨酸诱导的 ROS

发生了改变，细胞释放到培养液中的 LDH 会显著
增多。汪云等[16]研究了丹酚酸 B 对大鼠皮层神经元

的释放，从而抑制 PC12 的凋亡。Wang 等[28] 建立了
原代大鼠大脑皮质神经元缺氧缺糖损伤模型，与模

药组神经元 LDH 漏出率显著降低。丹酚酸 B 对
H2O2 介导的细胞损伤有保护作用，与对照组相比，

高细胞活力。
Zhang 等[29] 研究表明，丹酚酸 B 镁在大鼠体内
代谢会生成 4 种甲基化产物，经 DPPH 法验证，这

缺糖缺氧损伤的影响。结果显示，
与模型组相比，
给

丹酚酸 B 5、
20、
40 g/L 组细胞存活率均显著增高，
Wang 等[18]用谷氨酸建立了
LDH 渗漏率明显降低[8]；
PC12 细胞损伤模型，给予丹酚酸 B 后，
LDH 渗漏率
与模型组相比明显降低。
5 抗炎作用

脑缺血后会发生一系列炎症反应，在脑缺血再
灌注继发的脑损伤中起着重要作用，丹酚酸 B 可以
通过抗炎作用发挥对神经细胞的保护作用[19-21]。活
化的小胶质细胞能产生大量炎性介质，造成神经细
胞毒性[22]。Wang 等[23]用脂多糖（LPS）刺激小胶质细
胞，研究结果表明，丹酚酸 B 可以抑制小胶质细胞
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OS）mRNA 的表达，减少小
胶质细胞一氧化氮的（NO）产生；
抑制小胶质细胞白
细胞介素-1茁（IL-1茁）mRNA 表达，减少 IL-1茁 的释
放；抑制肿瘤坏死因子-琢（TNF-琢）mRNA 的表达，
减少 TNF-琢 的生成，且与模型组相比均有显著性
差异，
因此推测丹酚酸 B 可以通过阻断小胶质细胞
活化从而抑制神经细胞炎性反应，发挥其对神经细
胞的保护作用。在大鼠脑缺血再灌注损伤实验中，
丹酚酸 B 300 mg/丹参酮域A 30 mg 组与丹参酮域A
组、模型组相比，大鼠皮质区神经细胞坏死较模型
组减轻，大鼠脑内损 伤区周围脑 组织炎性因 子
ICAM-1 和 MMP-9 均显著降低，提示丹酚酸 B 有
神经保护作用，
其作用与减少炎症因子生成有关[24]。
Chen、
张义琴等[25-26]制作了外伤性脑损伤模型，
结果表明，丹酚酸 月（圆5 mg/kg）可以抑制嗜中性粒
细胞介导的炎症反应以及小胶质细胞的活化，这一
作用是通过抑制 TNF-琢 及 IL-1茁 的生成，促进炎
症抑制因子 IL-10 及转化生长因子-茁1（TGF-茁1）的
生成来实现的。
6 减少 ROS 的生成、促进自由基清除、减轻脂质过
氧化反应
ROS 为需氧细胞在代谢过程中产生一系列活
56

型组相比，
丹酚酸 B 可以显著降低 ROS 的含量，提

些甲基化产物也具有清除自由基减少细胞损伤的
作用。
赵旭等[30]用大鼠线栓法制备了大脑中动脉局灶性
缺血再灌注模型，
实验结果表明，
丹酚酸 B（怨6 mg/kg）
可以显著改善大鼠的神经功能，提高大鼠血清总超
氧化物歧化酶（SOD）活力、降低丙二醇（MDA）含
量，
对神经元细胞起到保护作用。
7 对细胞凋亡相关蛋白的调控
Bcl-2 家族为一类原癌基因，是细胞凋亡的重
要调节因子，Bax、
Bcl-2、
Bid、
Bcl-xl 等最具代表性
且研究较多。caspase-3 被称为
“死亡蛋白酶”，一旦
被激活，
即发生下游的级联反应，
使凋亡不可避免，
是细胞凋亡的关键蛋白酶。Zeng 等[27]用 1-甲基-4苯基吡啶建立细胞损伤模型后，用噻唑蓝法（MTT）
验证丹酚酸 B 可 以增强损伤 后的神经母细胞瘤
SH-SY5 活力，
减少细胞凋亡；丹酚酸 B 还可以下调
Bax 的表达，
提高细胞的存活率；
同时丹酚酸 B 还可
以显著减少活化 caspase-3 蛋白的表达，通过以上
途径丹酚酸 B 对 1-甲基-4-苯基吡啶 损伤后的
SH-SY5 细胞起到了保护作用。Wang 等[18]用谷氨酸
建立了 PC12 细胞损伤模型，结果表明丹酚酸 B 可
以显著降低谷氨酸诱导活化的 caspase-3 蛋白的表
达，
抑制 PC12 的凋亡。
8 对谷氨酸、酌-氨基丁酸神经递质的调控
谷氨酸、
酌-氨基丁酸均为氨基酸类神经递质，
正常情况下可以调节认知、运动功能并维持脑的兴
脑内谷氨酸、酌-氨基
奋-抑制平衡。但在脑缺血时，
丁酸浓度改变会使神经细胞损伤进一步加重，是神
丹酚酸 B
经元损伤的关键[31]。石少明等[32]研究表明，
可以降低脑缺血后纹状体谷氨酸、
酌-氨基丁酸水
平，保持兴奋-抑制的平衡，
可以抑制脑缺血造成的
神经元坏死，
改善脑缺血损伤。

第 34 卷 第 1 期
圆园15 年 2 月

天津中医药大学学报
允燥怎则灶葬造 燥枣 栽蚤葬灶躁蚤灶 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 燥枣 栽则葬凿蚤贼蚤燥灶葬造 悦澡蚤灶藻泽藻 酝藻凿蚤糟蚤灶藻

9 对 PI3K/Akt/GSK-3茁、
AK2/STAT3 通路的调节

PI3K/Akt/GSK3茁 信号转导通路为一种抗凋亡、
促存活的转导途径。Xiao 等[33]分别用 N-甲基-D-天
冬氨酸、
红藻氨酸建立了大鼠原代海马神经元损伤
模型，研究结果表明丹酚酸 B 镁可抑制磷酸化 Akt
及GSK-3茁 减少，降低细胞死亡率，
PI3K 抑制剂
LY294002 及 Akt 抑制剂曲西立滨（抗肿瘤药）可以

In Vitro Liver Protective Effect of the Main Products [J].
[7]

同样对大鼠脑缺血再灌注损伤后的神经细胞具有
保护作用，其可以改善神经功能、提高神经元的活

力、
促进血管再生。这一作用是通过促进脑内 EPO/
EPOR 的表达，导致 JAK2/STAT3 通路激活，进而引
起 VEGF 增加而引起的[34]。
丹酚酸 B 可以通过促进干细胞增殖
综上所述，

与分化、促进神经营养因子释放、维持细胞内钙离
子稳态、稳定线粒体膜电位、减少乳酸脱氢酶的渗
调控凋亡相关
漏率、
抗炎作用、减少应激产物生成、
基因的表达、
对相关神经递质的调控及对 PI3K/Akt/
GSK-3茁、
AK2/STAT3 通路的调节作用这几方面起
到对神经细胞的保护作用。脑缺血导致神经细胞病
变引发的疾病很多，其损伤机制包括氨基酸兴奋性
中毒、
NO 及氧自由基生成、钙超载、炎症损伤等[35]，
因此丹酚酸 B 在临床上有很广泛的应用前景。但有
丹酚酸 B 的肠壁透过率低[36-37]，
研究表明在大鼠体内，

进入体循环后与血浆蛋白有很高的结合率[38]，因此
如何提高其生物利用度，
使其临床上广泛用于脑损
实际研究价值。
伤神经保护作用，
有很大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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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ive effect of Salvianolic acid B on nerve cells after cerebral injury
MA Meng鄄meng, GUO Hong, ZHANG Han, WANG Qiao鄄yue, HU Li鄄min
（Tianjin Labora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Pharmacology,Tianjin Laboratory of modern Chinese medicine,
Tianji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ianjin 300193,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Salvianolic acid B play a protective role on damaged nerve cells.
The mechanism includes promoting the stem cells prolifer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maintaining intracellular calcium
homeostasis and mitochondrial membrane potential, inhibiting inflammatory reaction, reducing free radicals,
regulating expression of apoptosis鄄related genes and related neurotransmitter as well as regulating PI3K/Akt/GSK-3茁,
AK2/STAT3 pathway an so on. With its further research, there is hope for the treatment of cerebral ischemia,
neuropathy and other diseases.
Key words: Salvianolic acid B; brain damage; neuroprot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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