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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芎嗪注射液通过激活Notch通路抑制心肌梗死大鼠
心肌细胞增殖、凋亡与坏死的作用研究
王显凤1，王麟1，刘存2，田承亮2
【摘要】目的 探讨川芎嗪注射液通过激活Notch通路抑制心肌梗死大鼠心肌细胞增殖、凋亡与坏死
的作用。方法 SD雄性大鼠随机分为3组，模型组、干预组及对照组。模型组、干预组于冠状动脉（冠
脉）左前降支进行结扎以构建急性心肌梗死大鼠模型，对照组只进行穿线不结扎。建模24 h后干预组腹
腔注射120 mg/kg川芎嗪注射液，1/d，连续给药3周，对照组和模型组腹腔注射等量生理盐水。采用免疫
荧光法观察3组大鼠心肌细胞增殖情况，采用心脏彩超测定心功能指标，采用qPCR法检测心肌细胞Notch
通路受体Notchl、配体Dll4和下游靶基因Hesl的表达。结果 干预1周、3周后，干预组左心室舒张末期内
径（LVEDd）、左心室收缩末期内径（LVESd）、心肌肌钙蛋白T（cTnT）、心肌肌钙蛋白I（cTnI）、
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丙二醛（MDA）明显降低，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氧化物歧化酶
（SOD）、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明显增加，且干预后各时间点各项指标均优于模型组（P
＜0.05）；干预组心肌细胞增殖百分率和Notch1、DII4、Hes1 mRNA表达明显高于模型组、对照组，而模
型组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川芎嗪注射液通过激活Notch通路促进心肌细胞增殖，抑制心肌
细胞损伤，从而改善心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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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Ligustrazine Injection on cardiomyocyte proliferation,

apoptosis and necrosis through activating Notch pathway in rats with myocardial infarction (MI). Methods Male

SD rat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model group, interven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rat model of MI was
established through ligation of coronary left anterior descending branch in model group and intervention group, and
a sham-operation was performed in control group.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as given intraperitoneal injection of
Ligustrazine Injection (120 mg/kg, once a day) for 3 weeks, and control group and model group were given the same
volume of normal saline after model established for 24 h. The proliferation of cardiomyocytes was observed by using
immunofluorescence, and indexes of heart function were detected by using color Doppler echocardiography in 3 groups.
The expressions of Notchl (receptor), Dll4 (ligand) and Hesl mRNA (downstream target) related to Notch pathway
were detected by applying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qPCR). Results After intervened for 1 week and 3
weeks, the levels of LVEDd, LVESd, cTnT, cTnI, CKMB and MDA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and levels of LVEF, SOD
and GSH-Px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intervention group, and all indexes were superior to those in model group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P<0.05). The cardiomyocyte proliferation rate and expressions of Notch1, DII4 and Hes1 mRNA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intervention group than those in mode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nd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model group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Ligustrazine Injection can promote
cardiomyocyte proliferation, inhibit cardiomyocyte injury and improve heart function through activating Notch path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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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可引起心肌缺血、心肌细胞凋亡与坏死，严
重危及患者生命安全 [1,2] 。细胞凋亡在心脏梗死
向心力衰竭转化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其中线
粒体是调亡的控制中心，即心肌梗死发生后，机
体氧化应激反应可损伤线粒体DNA，增加线粒体
膜通透性，导致膜电位降低，触发cytC进入细胞
质，与调亡蛋白相关激酶结合并活化caspas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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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导致调亡的发生 [3]。川芎嗪注射液可改善局
部微循环和能量代谢，保护心肌细胞，降低心脏
负荷，已在心绞痛、心肌梗死等缺血性心血管
疾病中疗效显著，但对于其具体作用机制尚未达
一致意见[4]。Notch信号通路在调控心血管系统的
生理、病理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如可通过调控
下游NF-kβ信号通路而参与心室重构，通过调
控该通路可挽救受损心肌细胞，改善心室重构和
左心室舒张功能 [5,6]。关于川芎嗪注射液对Notch
信号通路的影响的报道并不多见，因此本文将通
过大鼠心肌梗死模型进一步研究川芎嗪注射液对
Notch信号通路表达以及心肌细胞坏死、调亡的
影响，从而为心肌梗死心室重构提供理论依据，
现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仪器 10~12周龄的成年雄性SD大鼠（36
只），体质量180~220 g，购自上海西普尔必凯实
验动物有限公司，随机分为3组，每组12只。大
鼠置于SPF级实验动物中心通风饲养，室温（21
±2）℃，相对湿度40%~60%。川芎嗪注射液购
自于吉林四长制药有限公司，规格5 mg/支，批号
2019041101。0.9%氯化钠注射液购自于石家庄第
四制药厂。兔多克隆抗体cTnT、山羊抗兔二抗、
Dylight 594标记的山羊抗鼠二抗购自于北京博奥
森；二甲基亚砜、PBS、甲醇、戊巴比妥钠等均购
自于Sigma公司。ELISA试剂盒购自于武汉博士德
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离心机、酶标仪购自于美国
Thermo公司；血液混匀仪购自于北京宏润达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分析天平购自于梅特勒托利多公
司；常规手术器械购自于上海手术器械厂；冰冻
切片机购自于德国Zeis；心脏超声诊断仪购自于美
国GE公司；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购自于日本日立；
分光光度计购自于美国Bio-rad公司。
1.2 方法
1.2.1 心肌梗死模型的建立 大鼠腹腔注射戊巴比
妥钠，待麻醉起效后于颈正中开切口，气管清晰
暴露于视野后行气管插管并连接至呼吸机。在大
鼠左胸第4、5肋间开胸腔以便露出心脏，并于左
心耳和肺动脉圆锥间进针，于左前降支处采用0
号线结扎，随后缝合切口，可见结扎处变白，心
电图监测可见胸前导联ST段抬高，表明干预组、
模型组建模成立。对照组（假手术组）未给予结
扎，其余操作与模型组一致。建模过程中干预
组、模型组各有2只大鼠死亡，可用大鼠均为10
只，对照组均成功。术后所有大鼠均肌注8万单
位青霉素。
1.2.2 给药方法 三组大鼠均于术后24 h给药，
其中干预组腹腔给予川芎嗪注射液，剂量为120

mg/kg，1/d，连续给药3周，其余两组给予等体
积的生理盐水，给药频率、周期与干预组一致，
给药期间密切关注大鼠生存情况及生理状态。
1.3 评价指标
1.3.1 心脏指标评估 于干预前、干预后1周、3周
采用心脏彩色多普勒超声仪器检测心功能指标。
腹腔注射戊巴比妥钠，待麻醉起效后固定在手
术台上，采用超声仪获取大鼠胸骨旁左心室长
轴、乳头肌水平短轴切面图像，并测量心功能
指标，包括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左心室
收缩末期内径（LVESd）、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
（LVEDd）。同时采集眼底静脉血2 ml，血液标
本静置1 h后，3000 r/min离心10 min，取上清液
保存于-70℃待测。采用分光光度计测定氧化应
激指标，包括超氧化物歧化酶（SOD）、丙二醛
（MDA）、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
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心肌梗死标志物，
包括心肌肌钙蛋白T（cTnT）、心肌肌钙蛋白I
（cTnI）、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
1.3.2 心肌病理形态学 给药3周后颈椎离断法处
死，取出大鼠心脏，清理心脏周围血液、血管结
构等，分离心肌梗死边缘区结构并置于多聚甲醛
（4%）中固定48 h，随后石蜡包埋，４ μm切
片，并进行HE、Masson染色，于显微镜下观察心
肌病理形态。
1.3.3 心肌细胞增殖 采用免疫荧光实验观察3组
大鼠心肌细胞的增殖情况，PCNA为细胞增殖
核抗原，cTnT为心肌肌钙蛋白，PCNA、cTnT
均为阳性，表明存在新生心肌细胞。石蜡切片
脱蜡后用PBS清洗，微波修复抗原后置于室温
下冷却，PBS清洗3次，5 min/次，随后用牛血
清白蛋白封闭，甩去牛血清白蛋白后滴加小鼠
来源的PCNA一抗（1:100）、兔源的cTnT一抗
（1:100），置于4℃过夜，次日置于室温30 min
后PBS清洗，避光条件下滴加FITC标记的山羊抗
兔二抗（1:100）、Dylight 594标记的山羊抗鼠二
抗（1:100）、DAPI（1:800），37℃放置1h后用
PBS清洗3次，5 min/次，随后封片，并于显微镜
下拍片观察，同时设置空白对照、阴性对照。
1.3.4 Notch信号通路相关基因表达 采用实时
荧光定量PCR检测基因表达水平。用Trizol试剂
盒提取分离的心肌组织中总RNA，并反转录成
cDNA，采用两步法检测Notchl、Hesl、DIM的
mRNA表达水平，引物序列见表1。反应条件：
0.5 min×95℃预变性、5 s×95 ℃、0.5 min×
60℃退火，共40个循环测定CT值。以β肌动蛋
白（β-actin）为内参，Notch1、DII4、Hes1和
β-actin基因相对表达量为2-ΔΔ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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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引物序列
基因
Notchl
Hesl
DII4
β-actin

上游引物序列
5’-TCGCCGCAAGAGGCTrGAGATGCT-3’
5’-CTGCCAAGGTTTTTGGCGGCT-3’
5’-ATGCTCTTGCCGACCCGGGTA- 3’
5’-TGCCTGACGGTCAGGTCA-3’

下游引物序列
5’-TCCGCTGCAGCACAGGCTFCA-3’
5’-ACACTTGCGCGTTAGGACCCACCGA-3’
5’-TGCACACGTCATGGCGCTCA-3’
5’-CAGGAAGGAAGGCTGGAAG-3’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9.0统计软件进行分
析，样本量由检验效能分析结果决定，设定检
验功效为0.90，检验水准α为0.05，计量资料以
（ x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多组比较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果
2.1 各组大鼠心功能指标比较 干预前对照组大鼠
的LVEF明显高于模型组、干预组，而LVEDd、
LVESd明显低于模型组、干预组（P＜0.05）。
干预后对照组心功能指标变化不显著，模型组
LVEDd、LVESd明显增加，而LVEF明显降低，而
干预组LVEDd、LVESd明显降低，LVEF明显增
加，且干预后各时间点均优于模型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表2）。
2.2 各组大鼠血清心肌损伤标志物水平比较 干
预前对照组大鼠的cTnT、cTnI、CKMB明显低于
模型组、干预组（P＜0.05）。干预后对照组心

功能指标指标变化不显著，模型组cTnT、cTnI、
CKMB明显增加，而干预组明显降低，且干预后
各时间点均优于模型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表3）。
2.3 各组大鼠血清氧化应激指标水平比较 干预前
对照组大鼠的SOD、GSH-Px明显高于模型组、
干预组，而MDA明显低于模型组、干预组（P
＜0.05）。干预后对照组心功能指标指标变化不
显著，模型组SOD、GSH-Px明显降低，而MDA
明显增加，而干预组SOD、GSH-Px明显增加，
MDA明显降低，且干预后各时间点均优于模型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4）。
2.4 三组大鼠心肌组织病理形态比较 心肌组织
HE染色：对照组心肌横纹清晰，细胞核大小、
形态以及胞浆染色均一；模型组心肌梗死明显，
心肌纤维溶解，心肌横纹消失，心肌细胞断裂，
且细胞核固缩。干预组心肌纤维、横纹损伤程
度明显低于模型组（图1A~C）。大鼠心肌组织

表2 各组大鼠心功能指标比较（ x ±s）
组别

n

干预前
对照组 12 59.57±5.44
模型组 10 43.16±5.28a
干预组 10 42.68±5.87a
34.025
F值
＜0.001
P值

LVEF（%）
干预1周
60.63±6.03
37.34±5.12ac
45.28±5.45abc
50.002
＜0.001

干预3周
60.03± 5.52
30.46 ± 4.23ac
50.73± 5.79abc
88.812
＜0.001

干预前
6.07±0.63
8.02±0.78a
8.08±0.73a
29.144
＜0.001

LVESd（mm）
干预1周
干预3周
6.07±0.59 6.11±0.69
8.56±0.87ac 8.86±0.75ac
7.63±0.89abc 7.15±0.83abc
28.624
36.517
＜0.001
＜0.001

干预前
6.23± 0.79
9.46±1.13a
9.53±1.21a
36.775
＜0.001

LVEDd（mm）
干预1周
干预3周
6.25±0.83
6.33± 0.76
11.07±1.26ac 11.46±1.29ac
8.66±1.03abc 8.06±0.84abc
58.644
76.498
＜0.001
＜0.001

注：LVEF：左室射血分数；LVESd：左室收缩末期内径；LVEDd：左室舒张末期内径；与对照组比较，aP＜0.05；与模型组比较，bP
＜0.05；与干预前比较，cP＜0.05
表3 各组大鼠血清心肌损伤标志物水平比较（ x ±s）
组别

n

干预前
对照组 12 119.56±15.44
模型组 10 443.36±35.23a
干预组 10 440.48±37.57a
426.531
F值
＜0.001
P值

cTnT（pg/L）
干预1周
117.62±16.35
537.64±46.13ac
345.64±32.37abc
446.986
＜0.001

干预3周
120.43±15.57
630.36±64.22ac
250.74±24.75abc
476.679
＜0.001

干预前
8.37±1.13
34.32±4.59a
32.35±4.73a
139.850
＜0.001

cTnI（ng/L）
干预1周
干预3周
8.28±1.09 8.31±1.15
39.86±5.33ac 48.74±6.25ac
27.83±4.36abc 20.75±3.83abc
185.451
266.587
＜0.001
＜0.001

干预前
246.43±20.59
439.54±31.73a
442.53±35.26a
165.334
＜0.001

CKMB（ng/L）
干预1周
干预3周
249.23±22.84 244.63±20.68
511.37±47.24ac 671.27±51.36ac
378.62±34.03abc 278.56±20.86abc
150.237
523.719
＜0.001
＜0.001

注：cTnT：肌钙蛋白T；cTnI：肌钙蛋白I；CKMB：肌酸激酶同工酶；与对照组比较，aP＜0.05；与模型组比较，bP＜0.05；与干预前比
较，cP＜0.05
表4 各组大鼠血清氧化应激指标水平比较（ x ±s）
组别

n

干预前
对照组 12 149.28±15.24b
模型组 10 82.56±7.24a
干预组 10 84.48±7.79a
131.703
F值
＜0.001
P值

SOD（kU/L）
干预1周
干预3周
147.26±14.55b 150.58±16.36b
77.48±6.78ac 60.52±6.28ac
95.47±9.47abc 110.46±13.54abc
119.810
129.632
＜0.001
＜0.001

MDA（μmolg/L）
干预前
干预1周
干预3周
1.35±0.22b 1.29±0.19b 1.32±0.18b
2.35±0.39a 3.16±0.34ac 3.74±0.45ac
2.32±0.33a 2.03±0.26abc 1.65±0.21abc
36.641
135.774
202.769
＜0.001
＜0.001
＜0.001

干预前
116.35±10.29b
59.58±8.57a
60.73±9.64a
129.039
＜0.001

GSH-Px（kU/L）
干预1周
干预3周
119.56±12.82b 114.26±13.64b
52.67±7.23ac 40.64±5.33ac
78.67±13.06abc 98.59±14.36abc
95.672
110.682
＜0.001
＜0.001

注：SOD：超氧化物歧化酶；MDA：丙二醛；GSH-Px：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与对照组比较，aP＜0.05；与模型组比较，bP＜0.05；与
干预前比较，c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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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son染色情况比较：胶原纤维呈蓝色，心肌细
胞呈红色。对照组心肌细胞整齐排列，细胞间质
有少量的胶原纤维，模型组梗死区心肌细胞数目
较少，细胞排列紊乱且呈肥大状态，细胞间质含
有大量的胶原纤维。干预组梗死区心肌细胞数目
适中，呈肥大状态，胶原纤维呈分支状，含量明
显低于模型组（图1D~F）。
2.5 三组大鼠心肌细胞增殖情况比较 干预组心
肌细胞增殖百分率明显高于模型组、对照组，而
模型组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图2）。
2.6 三组大鼠心肌细胞Notch信号通路相关mRNA
表达量比较 干预3周后干预组Notch1、DII4、
Hes1 mRNA表达量均明显高于模型组、对照组，
而模型组Notch1、DII4、Hes1 mRNA表达量均明
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5）。
3 讨论

图1 A~C为大鼠心肌组织病理学HE染色图（×10），分别为模型
组、干预组、对照组；D~F为大鼠心肌组织病理学Masson染色图
（×10），分别为模型组、干预组、对照组

图1 心肌细胞增殖率
注：与对照组比较，aP＜0.05；与模型组比较，bP＜0.05

表5 三组大鼠心肌细胞Notch信号通路相关mRNA表达量比较（ x ±s）
组别
对照组
模型组
干预组
F值
P值

n
12
10
10

Notch1
0.48±0.11
0.72±0.19a
1.16±0.24ab
37.943
＜0.001

DII4
3.13±0.62
3.73±0.67a
4.37±0.78ab
8.858
0.001

Hes1
1.38± 0.26
1.56± 0.24a
1.92±0.28ab
11.938
＜0.001

注：与对照组比较，aP＜0.05；与模型组比较，bP＜0.05

近年来，临床研究发现心肌梗死后患者心肌
损伤、心室重构严重影响心肌舒张、收缩功能，
因此改善心肌梗死后心肌损伤、心功能异常对于
临床治疗至关重要 [7,8] 。川芎嗪是中药材川芎中
的活性成分，具有抗炎、抗氧化应激的作用，从
而抑制血栓形成和降低血液黏度，改善微循环，
其在缺血损伤方面可发挥保护作用，且临床研究
发现川芎嗪注射液用于急性心肌梗死介入术患
者，可加快心功能的恢复[8,9]。本次研究发现干预
前模型组、干预组大鼠的SOD、GSH-Px明显低
于对照组，而MDA明显高于对照组，且干预组
给予川芎嗪注射液后，氧化应激指标均水平明显
改善，表明川芎嗪注射液可有效改善大鼠氧化应
激状态，从而降低对心肌细胞的损伤。分析认为
局部缺血缺氧可激活机体氧化应激反应、炎症反
应，导致缺血部位细胞坏死、调亡，并产生大量
的自由基，自由基会中和SOD、GSH-Px[10,11]，故
而模型组、对照组干预前两组水平明显低于对照
组。同时由于机体自身的抗氧化应激反应不足以
清除氧自由基，导致氧化应激损伤持续进展，细
胞结构中的脂质成分与自由基反应，从而产生大
量的MDA。干预组给予芎嗪注射液后可迅速改
善局部缺血缺氧状态，调控心肌细胞能量代谢，
减轻心肌细胞损伤和降低氧化应激反应，从而使
得SOD、GSH-Px、MDA水平显著改善。cTnT、
cTnI、CKMB是心肌细胞损伤相关血清标志物，
可在心脏压力负荷过高和心肌细胞受损时由于负
反馈机制而被心肌细胞释放入血，导致血清处于
高表达状态，研究发现其血清水平可反映心肌细
胞受损程度[12,13]。本次研究发现给予川芎嗪注射
液治疗后，大鼠血清cTnT、cTnI、CKMB水平居
显著降低，进一步表明川芎嗪注射液可保护受损
心肌细胞，从而改善心脏功能，与张晓东研究
相近 [8]。心脏受到损伤时，心肌成纤维细胞被激
活，并分泌大量的I型胶原蛋白，导致心肌纤维
化，造成心脏重构，从而引起心脏功能异常[14]，
由于川芎嗪注射液可改善氧化应激反应，避免心
肌细胞受损，从而有效下调I型胶原蛋白的表达，
降低心肌纤维化程度，故而使得心脏功能改善，
LVEDd、LVESd、LVEF逐步恢复至正常状态。
Notch信号通路由3部分组成，Notch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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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ch配体和核效应物，Notch信号通路参与心脏发
育、心脏房室管、瓣膜及肌小梁的形成过程[15,16]，
其中Notch受体以Notch1在心脏中的研究较为多
见，如敲除Notchl基因小鼠心肌梗死模型的心肌肥
厚反应加剧，而半合缺失Notchl基因时梗死面积明
显大于对照组，Notchl信号表达上调是对心肌损伤
的一种适应性反应，可有效保护心肌细胞[17]。本
次研究发现干预3周后干预组大鼠Notch1、DII4、
Hes1 mRNA表达量均明显高于模型组、对照组，
而模型组相关mRNA表达量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干预后干预组、模型组的心肌损伤持续存在，故
而Notch信号通路相关基因表达代偿性上调，而干
预组给予川芎嗪注射液其表达水平进一步增加，
有利于心肌细胞的新生以及降低心肌细胞受损程
度，模型组的心肌损伤大于自我修复，故而心肌
纤维溶解，心肌横纹消失，心肌细胞断裂，且细
胞核固缩，且细胞排列紊乱且呈肥大状态。晋金
兰等[17]认为Notch信号通路可通过上调激活磷酸肌
醇3激酶（P13K）/蛋白激酶（Akt）传导通路而发
挥抗细胞调亡的作用，还能直接调控凋亡、增殖
蛋白（如细胞周期蛋白D1、Bcl-2）的表达而减
轻心肌细胞凋亡，故而延缓心室重构等。缺血性
心肌梗死引发心肌细胞缺血、缺氧、坏死等严重
损伤，进而激活多种细胞凋亡相关因子（BAX、
BCL-2、Caspase- 3等），川芎嗪注射液可通过调
控BAX、BCL-2、Caspase- 3蛋白表达而抑制细胞
凋亡，从而改善血流变学状态，同时还能调控心
肌细胞的生物电位、神经传导功能，从而改善心
肌收缩舒张功能等[18-21]。干预组大鼠经过川芎嗪
注射液治疗后心肌调亡减低，Notch信号通路的上
调可促进心肌的再生，故而两方面协同作用，改
善心室重构，利于心脏功能的恢复。
综上所述，川芎嗪注射液通过激活Notch通
路而促进心肌细胞增殖和抑制心肌细胞损伤、凋
亡，改善氧化应激反应，从而改善心脏功能，但
川芎嗪注射液的心肌保护作用还需在人源心肌细
胞中进行验证，且其详细作用机制仍有待于进一
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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