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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参酮ⅡA通过调节PI3K/AKT通路对异丙肾上腺素诱导的
大鼠心肌肥厚及纤维化的影响
何德全1，陈友权1，王世祥1
【摘要】目的 研究丹参酮ⅡA对异丙肾上腺素诱导的大鼠心肌肥厚及纤维化的影响及对磷脂酰肌
醇-3激酶（PI3K）/蛋白激酶B（AKT）通路的调节作用。方法 72只大鼠随机分为空白对照组、模型组、
丹参酮ⅡA低、中、高剂量组及PI3K抑制剂组，共六组，每组各12只。按照5 mg/kg的剂量皮下注射异丙
肾上腺素建立心肌肥厚大鼠模型。丹参酮ⅡA低、中、高剂量组分别腹腔注射给予大鼠17.5 mg/kg、35
mg/kg、70 mg/kg的丹参酮ⅡA，PI3K抑制剂组尾静脉注射给予大鼠0.3 mg/kg的LY294002，1/d，连续给药
28 d。生物机能实验系统测定大鼠左心室收缩压（LVSP）、左心室舒张末期压力（LVEDP）及左心室内
压最大变化速率（±dp/dtmax）。计算大鼠心脏质量及心脏指数，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检测大鼠
心肌组织Ⅰ型及Ⅲ型胶原蛋白水平，苏木精-伊红（HE）染色和Masson染色对大鼠心肌组织进行病理学
检查。免疫印迹法（Western blot）检测大鼠心肌组织PI3K、p-PI3K、AKT、p-AKT蛋白水平。结果 与
空白对照组比较，模型组大鼠LVEDP、心脏质量、心脏指数、Ⅰ型及Ⅲ型胶原蛋白、心肌组织p-PI3K及
p-AKT水平显著升高（P＜0.05），LVSP及±dp/dtmax显著降低（P＜0.05）；与模型组比较，丹参酮ⅡA
各剂量组及PI3K抑制剂组大鼠LVEDP、心脏质量、心脏指数、Ⅰ型及Ⅲ型胶原蛋白、心肌组织p-PI3K及
p-AKT水平显著降低（P＜0.05），LVSP及±dp/dtmax显著升高（P＜0.05）。结论 丹参酮ⅡA能够显著
改善异丙肾上腺素诱导的心肌肥厚大鼠血流动力学变化，抑制心肌纤维化进展及心肌组织病理改变，其
机制可能与调节PI3K及AKT信号通路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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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tanshinone ⅡA on myocardial hypertrophy and myocardial

fibrosis induced by isoproterenol and its regulating effect on phosphatidylinositol 3-kinase (PI3K)/ protein kinase
B (AKT) pathway in rats. Methods All rats (n=72)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blank control group, model group,
low-dose, mid-dose and highe-dose tanshinone ⅡA groups, and PI3K inhibitor group (each n=12). The rat model
of myocardial hypertrophy was established through subcutaneous injection of isoproterenol (5 mg/kg). The low-dose,
mid-dose and highe-dose tanshinone ⅡA groups were, respectively, given injection of intraperitoneally tanshinone
ⅡA (17.5 mg/kg, 35 mg/kg, 70 mg/kg). The PI3K inhibitor group was given injection of LY294002 (0.3 mg/kg) in
caudal vein, all injections were one a day for 28 d. The left ventricular systolic pressure ((LVSP), left ventricular
end-diastolic pressure (LVEDP) and the maximum change rate of left ventricular pressure (±dp/dtmax) were
detected by using biological function experiment system. The cardiac mass and cardiac index (CI) were calculated,
and levels of type Ⅰ and type Ⅲ collagens in rat myocardium were detected byusing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The pathological changes of rat myocardial tissue were examined after hematoxylin-eosin (HE)
staining and Masson staining. The proteinlevels of PI3K, p-PI3K, AKT and p-AKT in myocardial tissue were
detected by using Western blotting assay. Results Compared with blank control group, LVEDP, cardiac mass, CI,
levels of type Ⅰ and type Ⅲ collagens and levels of PI3K, p-PI3K, AKT and p-AKT in myocardial tissu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nd LVSP and ±dp/dtmax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model group (P<0.05). Compared with model
group, LVEDP, cardiac mass, CI, levels of type Ⅰ and type Ⅲ collagens and levels of PI3K, p-PI3K, AKT and
p-AKT in myocardial tissue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and LVSP and ±dp/dtmax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low-dose,
mid-dose and highe-dose tanshinone ⅡA groups and PI3K inhibitor group (P<0.05). Conclusion Tanshi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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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A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hemodynamic changes and inhibit myocardial fibrosis progression and myocardial
pathological changes in rats with isoproterenol-induced myocardial hypertrophy, and the mechanism may be related
to the regulation of PI3K and AKT signaling pathway.
[Key words] Tanshinone ⅡA; PI3K/AKT pathway; Myocardial hypertrophy; Myocardial fibrosis; Rats

心肌肥厚是临床中常见的一种心脏疾病，其
病理表现为心室壁呈不对称性肥厚，随着病情进
展，其可能并发心力衰竭等症状，同时，心肌肥
厚诱发的心功能改变导致患者发生猝死的风险增
加 [1]，因此心肌肥厚成为青壮年猝死的主要原因
之一。然而，由于心肌肥厚发病机制复杂，目
前临床中尚未有治疗心肌肥厚的特效药物，所
以对于治疗心肌肥厚的药物的研发仍是当前临床
的工作重点之一。丹参酮ⅡA是从传统中药材丹
参中提取得到的化合物，近年来研究发现 [2]其对
心肌肥厚等心脏疾病具有明显的保护作用，并
有体外研究 [3]显示其能够显著抑制心肌细胞肥厚
的发生。磷脂酰肌醇-3激酶（PI3K）/蛋白激酶
B（AKT）通路是近年来病理研究中发现的与心
肌肥厚等心肌病变密切相关的重要信号通路 [4]。
本文通过研究丹参酮ⅡA对心肌肥厚的作用及机
制，为丹参酮ⅡA在心肌肥厚等疾病中的药理作
用研究提供参考和依据。
1 材料及方法
1.1 药品及试剂 丹参酮ⅡA（北京索莱宝科技有
限公司，货号IT0530，纯度＞98%）；LY294002
（碧云天生物科技公司，货号S1737，纯度＞
98%）；大鼠Ⅰ型胶原蛋白检测试剂盒（上海
晶抗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货号JKSJ-2675）；
Ⅲ型胶原蛋白检测试剂盒（上海谷研实业有限
公司，货号GOY-14702）；HE染色和Masson
染色试剂盒（北京索莱宝科技有限公司，货号
G1120、G1340）；BCA蛋白测定试剂盒、组织
裂解液（碧云天生物科技公司，货号P0012S、
P0013B）；PI3K、p-PI3K、p-AKT及GAPDH
兔多克隆抗体、AKT兔单克隆抗体、辣根过
氧化物酶标记山羊抗兔IgG（赛默飞世尔科技
有限公司，货号MA5-32151、PA5-99518、
PA5-104866、PA1-16777、MA5-14898、
A32731）。
1.2 设备与仪器 DMI1倒置显微镜（德国徕卡公
司）；Gel Doc EZ凝胶成像仪（美国BIO-RAD公
司）；SPCC-6D石蜡包埋机（东莞市谱标实验器
材科技有限公司）；YD-202石蜡切片机（上海
文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iWorx生物机能实验
系统（上海玉研科学仪器有限公司）；M16RS高
速冷冻离心机（上海迈皋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1.3 实验动物 72只SD大鼠，雄性，6~8周龄，体
重180~200 g，购自于广东省医学实验动物中心，

实验动物生产许可证号SCXK（粤）2018-0002，
饲养于实验动物房，自由饮食，温度20~24℃，
湿度40%~70%，昼夜交替/12 h。
1.4 造模、分组及给药 72只大鼠随机分为空白对
照组、模型组、丹参酮ⅡA低、中、高剂量组及
PI3K抑制剂组，每组各12只。参照文献方法[5]，
按照5 mg/kg的剂量皮下注射给予大鼠异丙肾上腺
素，1/d，连续14 d，建立心肌肥厚大鼠模型，空
白对照组给予生理盐水。造模完成后，随机取3只
大鼠进行心肌组织病理学检查，以心肌组织发生
明显病理学改变视为造模成功。丹参酮ⅡA低、
中、高剂量组分别腹腔注射给予大鼠17.5 mg/kg、
35 mg/kg、70 mg/kg[6]的丹参酮ⅡA，PI3K抑制剂组
尾静脉注射给予大鼠0.3 mg/kg[7]的LY294002，空
白对照组及模型组给予生理盐水，1/d，连续给药
28 d[5]，末次给药24 h后进行后续实验。
1.5 大鼠LVSP、LVEDP及±dp/dtmax测定 按
照30 mg/kg的剂量腹腔注射给予大鼠戊巴比妥钠
对大鼠进行麻醉，取仰卧位将大鼠固定于动物操
作板上，然后将生物机能实验系统导管经大鼠右
颈总动脉插管至左心室，测定大鼠左心室收缩压
（LVSP）、左心室舒张末期压力（LVEDP）及
左心室内压最大变化速率（±dp/dtmax）。
1.6 大鼠心脏质量及心脏指数测定 大鼠称重后记
为W1，断头法处死大鼠，迅速完全分离心脏，
称重记为W2，计算大鼠心脏指数。大鼠心脏指
数=W2（mg）/ W1（g）。
1.7 大鼠心肌组织Ⅰ型及Ⅲ型胶原蛋白水平测定
大鼠断头法处死后取部分心肌组织，加入磷酸盐
缓冲液至组织匀浆器中裂解匀浆，4℃条件下以
8000 r/min，离心15 min，取上清液，分别使用大
鼠Ⅰ型及Ⅲ型胶原蛋白检测试剂盒测定大鼠心肌
组织Ⅰ型及Ⅲ型胶原蛋白水平。
1.8 大鼠心肌组织病理学检查 大鼠处死后分离心
肌组织，在4%多聚甲醛中固定过夜，使用石蜡
包埋机将心肌组织包埋后切成4 μ厚的切片，进
行常规HE染色和Masson染色，在倒置显微镜下观
察并拍照，采用盲法进行组织病理学检查。
1.9 大鼠心肌组织PI3K、p-PI3K、AKT、p-AKT
蛋白水平测定 取大鼠心肌组织，在含有蛋白酶
抑制剂及磷酸化酶抑制剂的组织裂解液中研磨匀
浆，4℃条件下，12 000 r/min离心10 min，取上清
液采用BCA蛋白试剂盒测定各组织匀浆液蛋白浓
度。各组取相当于40 μg蛋白的匀浆液，进行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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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烯酰胺凝胶电泳，将蛋白分离后转移到聚偏二
氟乙烯膜上，封闭液室温封闭1 h后，置于PI3K、
p-PI3K、AKT、p-AKT及GAPDH（1:1000稀释）
兔单克隆抗体中4℃条件下孵育过夜，使用含吐
温磷酸盐缓冲液清洗3次，每次10 min，再使用辣
根过氧化物酶标记山羊抗兔IgG（1:2000稀释）室
温条件孵育2 h，再次用含吐温磷酸盐缓冲液清洗
3次后，滴加ECL超敏化学发光液，在凝胶成像
系统中成像后，使用Image J 1.8.0软件进行灰度值
定量分析。
1.10 数据处理 所有数据SPSS 26.0软件进行统计
学分析，计量资料以平均值±标准差表示，多组
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组间比较采用
LSD-t检验。以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丹参酮ⅡA对心肌肥厚大鼠LVSP、LVEDP
及±dp/dtmax的影响 丹参酮ⅡA对大鼠LVSP、
LVEDP及±dp/dtmax的影响如表1所示。结果表
明，与空白对照组比较，模型组大鼠LVEDP显
著升高（P＜0.05），LVSP及±dp/dtmax显著
降低（P＜0.05）；与模型组比较，丹参酮ⅡA
各剂量组及PI3K抑制剂组大鼠LVEDP显著降低
（P＜0.05），LVSP及±dp/dtmax显著升高（P
＜0.05），且随着丹参酮ⅡA剂量的增加，大鼠
LVEDP逐渐降低，LVSP及±dp/dtmax逐渐升高。
2.2 丹参酮ⅡA对心肌肥厚大鼠心脏质量及心脏指
数的影响 丹参酮ⅡA对大鼠心脏质量及心脏指数
的影响如表2所示，结果表明，与空白对照组比
较，模型组大鼠心脏质量及心脏指数均显著升高
（P＜0.05）；与模型组比较，丹参酮ⅡA各剂量
组及PI3K抑制剂组大鼠心脏质量及心脏指数均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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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降低（P＜0.05），且随着丹参酮ⅡA剂量的增
加，大鼠心脏质量及心脏指数逐渐降低。
2.3 丹参酮ⅡA对心肌肥厚大鼠心肌组织Ⅰ型及
Ⅲ型胶原蛋白的影响 丹参酮ⅡA对大鼠心肌组
织Ⅰ型及Ⅲ型胶原蛋白的影响如表3所示，结
果表明，与空白对照组比较，模型组大鼠心肌
组织Ⅰ型及Ⅲ型胶原蛋白水平均显著升高（P
＜0.05）；与模型组比较，丹参酮ⅡA各剂量组
及PI3K抑制剂组大鼠心肌组织Ⅰ型及Ⅲ型胶原蛋
白水平均显著降低（P＜0.05），且随着丹参酮
ⅡA剂量的增加，大鼠心肌组织Ⅰ型及Ⅲ型胶原
蛋白水平逐渐降低。
2.4 丹参酮ⅡA对心肌肥厚大鼠心肌组织病理学的
影响 丹参酮ⅡA对心肌肥厚大鼠心肌组织病理学
的影响如图1及图2所示，结果表明，空白对照组
大鼠心肌组织无明显病理性改变，与空白对照组
比较，模型组大鼠心肌细胞大量炎性细胞浸润，
心肌纤维排列杂乱，心肌组织大量胶原沉积；与
模型组比较，丹参酮ⅡA各剂量组大鼠心肌组织
炎症细胞浸润明显减轻，胶原沉积减少，心肌组
织病理学明显改善。
2.5 丹参酮ⅡA对心肌肥厚大鼠心肌组织PI3K、
p-PI3K、AKT、p-AKT表达的影响 丹参酮ⅡA
对大鼠心肌组织PI3K、p-PI3K、AKT、p-AKT
表达的影响如图3所示，结果表明，与空白对
照组比较，模型组大鼠心肌组织p-PI3K/PI3K及
p-AKT/AKT水平显著升高（P＜0.05）；与模型
组比较，丹参酮ⅡA各剂量组及PI3K抑制剂组大
鼠心肌组织p-PI3K/PI3K及p-AKT/AKT水平显著
降低（P＜0.05），且大鼠心肌组织p-PI3K/PI3K
及p-AKT/AKT水平随丹参酮ⅡA剂量的增加而逐

表1 大鼠LVSP、LVEDP及±dp/dtmax比较结果
组别
空白对照组
模型组
丹参酮ⅡA低剂量组
丹参酮ⅡA中剂量组
丹参酮ⅡA高剂量组
PI3K抑制剂组

LVSP（mmHg）
128.53±1.55
67.30±1.09a
79.43±1.12b
93.49±1.35bc
108.69±0.93bcd
96.21±1.43b

LVEDP（mmHg）
3.85±0.42
8.92±0.57a
7.32±0.14b
5.95±0.27bc
4.24±0.33bcd
4.80±0.25b

+dp/dtmax （mmHg/s ）
9142.59±130.28
4745.11±128.52a
5993.17±131.90b
7018.35±131.64bc
8253.01±126.43bcd
7782.23±151.14b

-dp/dtmax （mmHg/s ）
7834.93±77.47
4989.62±96.05a
5529.18±86.96b
6223.24±77.48bc
7085.29±58.92bcd
6552.11±83.09b

注：LVSP：左心室收缩压；LVEDP：左心室舒张末期压力；±dp/dtmax：左心室内压最大变化速率；与空白对照组比较，aP＜0.05；与
模型组比较，bP＜0.05；与丹参酮ⅡA低剂量组比较，cP＜0.05；与丹参酮ⅡA中剂量组比较，dP＜0.05
表2 大鼠心脏质量及心脏指数比较结果
组别
空白对照组
模型组
丹参酮ⅡA低剂量组
丹参酮ⅡA中剂量组
丹参酮ⅡA高剂量组
PI3K抑制剂组

心脏质量/mg
1162.69±8.33
1806.46±7.27a
1598.82±10.37b
1343.44±8.29bc
1204.46±9.57bcd
1315.96±9.68b

心脏指数/（mg/g）
2.37±0.33
5.77±0.28a
4.63±0.21b
3.34±0.39bc
2.64±0.23bcd
2.72±0.25b

注：与空白对照组比较，aP＜0.05；与模型组比较，bP＜0.05；与
丹参酮ⅡA低剂量组比较，cP＜0.05；与丹参酮ⅡA中剂量组比较，
d

P＜0.05

表3 大鼠心肌组织Ⅰ型及Ⅲ型胶原蛋白比较结果
组别

Ⅰ型胶原蛋白/
（ng/ml）
空白对照组
63.11±1.28
模型组
133.96±1.44a
丹参酮ⅡA低剂量组 108.16±1.65b
丹参酮ⅡA中剂量组 89.66±1.73bc
丹参酮ⅡA高剂量组 70.60±1.13bcd
PI3K抑制剂组
78.77±1.39b

Ⅲ型胶原蛋白/
（ng/ml）
40.82±2.03
83.43±1.15a
72.73±1.53b
58.70±1.22bc
49.16±1.23bcd
56.48±1.37b

注：与空白对照组比较，aP＜0.05；与模型组比较，bP＜0.05；与丹参
酮ⅡA低剂量组比较，cP＜0.05；与丹参酮ⅡA中剂量组比较，d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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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大鼠心肌组织HE染色结果（200×）
注：A：空白对照组；B：模型组；C：丹参酮ⅡA低剂量组；D：
丹参酮ⅡA中剂量组；E：丹参酮ⅡA高剂量组；F：PI3K抑制剂组

图2 大鼠心肌组织Masson染色结果（100×）
注：A：空白对照组；B：模型组；C：丹参酮ⅡA低剂量组；D：
丹参酮ⅡA中剂量组；E：丹参酮ⅡA高剂量组；F：PI3K抑制剂组

图3 大鼠心肌组织PI3K、p-PI3K、AKT、p-AKT表达比较结果
注：A：空白对照组；B：模型组；C：丹参酮ⅡA低剂量组；D：
丹参酮ⅡA中剂量组；E：丹参酮ⅡA高剂量组；F：PI3K抑制剂
组；与空白对照组比较，aP＜0.05；与模型组比较，bP＜0.05；与丹
参酮ⅡA低剂量组比较，cP＜0.05；与丹参酮ⅡA中剂量组比较，dP
＜0.05

渐降低。各组间大鼠心肌组织PI3K及AKT水平无
显著性差异（P＞0.05）。
3 讨论
心肌肥厚也称为肥厚型心肌病，是指各种原
因导致的心脏长期压力负荷过重而引起的心肌总
量增加，心肌收缩力增强等心肌组织代偿性变
化，由于心肌总量增加后心肌组织细胞耗氧量
增加，所以若心肌肥厚患者不能得到及时治疗心
肌缺血及心肌组织失代偿性收缩力减退 [8]。心肌
肥厚临床表现为劳累后胸闷、胸痛、呼吸困难等
心绞痛症状，同时可伴发心律失常，若不及时干
预，可导致心力衰竭的发生。目前临床中对于心
肌肥厚的治疗主要采用抗心动过速、抗心律失常
及抗心力衰竭等药物进行对症治疗，目前临床中
还缺乏治疗心肌肥厚的特效药物 [9]。在药物研发
及病理学研究中，常采用异丙肾上腺素建立心肌
肥厚动物模型，此方法有高效、安全、方便等特
点，本实验采用此方法建立心肌肥厚大鼠模型。
丹参酮ⅡA是从唇形科植物丹参的干燥根及

根茎中提取得到的单体化合物，现代医学研究表
明[10,11]其对于脑损伤、认知功能障碍、冠心病、
溃疡性结肠炎等疾病具有显著的改善作用。近年
来，丹参酮ⅡA对心肌肥厚的改善作用逐渐被发
现，王诗才等 [12]研究发现丹参酮ⅡA能够通过调
节心肌细胞凋亡相关蛋白的表达，进而抑制心肌
细胞凋亡，阻止自发性高血压大鼠心肌肥厚的发
生；李永胜等 [13]研究发现丹参酮ⅡA能够通过抑
制TGF-β1/Smads信号通路进而通过非血压依赖
性地抑制高血压性心肌肥厚的发生；徐晶鸿等[14]
研究报道了丹参酮ⅡA能够通过降低血脂水平及
血液粘度，改善体内微循环，进而显著改善了患
者左心室肥厚的发生；李军等[15]的临床研究结果
显示氨氯地平联合丹参酮ⅡA较单独使用氨氯地
平而言，能够显著逆转高血压患者心肌肥厚的发
生发展，并有效降低了患者室性心律失常的发
生。由此可见丹参酮ⅡA在心肌肥厚动物模型及
患者的治疗中均表现出巨大潜力。
LVSP、LVEDP及±dp/dtmax是血流动力学的
重要指标，王月平等 [16] 研究表明心肌肥厚大鼠
LVEDP水平显著升高，LVSP及±dp/dtmax水平
则明显降低，随着心肌肥厚大鼠病理的改善，
LVEDP水平明显降低，LVSP及±dp/dtmax水平则
升高；心脏指数是反应心肌肥厚状态的指标，心
脏指数升高提示心脏占体重比例增加，提示心肌
肥大疾病进展[17]；心肌组织Ⅰ型及Ⅲ型胶原蛋白
水平是反映心肌纤维化程度的重要指标，心肌组
织Ⅰ型及Ⅲ型胶原蛋白水平水平升高则表明心
肌组织胶原沉积增加，心肌纤维化病理进展加
重[18]。本研究结果表明与模型组心肌肥厚大鼠比
较，丹参酮ⅡA呈剂量依赖性的显著降低了心肌
肥厚大鼠LVEDP，心脏质量及心脏指数及心肌
组织Ⅰ型及Ⅲ型胶原蛋白水平，同时升高大鼠
LVSP及±dp/dtmax水平，提示丹参酮ⅡA能够呈
剂量依赖性缓解心肌肥厚大鼠血流动力学变化，
抑制胶原蛋白在心肌组织沉积，进而抑制心肌组
织纤维化进展。
PI3K/AKT通路是调控细胞代谢、生长、增
殖、存活的重要信号通路，最早发现其与肿瘤
疾病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19]。近年来随着众多学
者对PI3K/AKT通路研究的深入，其在心肌肥厚
及纤维化进展过程中的关键作用逐渐被发现。
穆灵敏等 [20] 研究发现心肌肥厚大鼠心肌组织中
PI3K/AKT通路被显著激活，相关蛋白磷酸化水平
显著升高，并提出心肌肥厚的关键发病机制之一
是PI3K/AKT通路的过度激活的观点；杨永健等[21]
报道了心肌肥厚等心肌重构病理过程与PI3K/AKT
通路相关蛋白磷酸化增强密切相关；司澳洋等[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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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发现抵抗素能够激活PI3K/AKT通路，进而诱
导H9C2心肌细胞肥大的发生，而PI3K/AKT抑制
剂则能够显著抑制H9C2心肌细胞肥大；由此可
见PI3K/AKT通路在心肌肥厚及纤维化进展中起
关键作用。LY294002是目前研究已经证实的特
异性PI3K/AKT通路抑制剂[23]，本实验使用该药作
为阳性对照药物。本实验结果表明，模型组大鼠
心肌组织p-PI3K及p-AKT水平较空白对照组显著
升高，而与模型组比较，大鼠心肌组织p-PI3K及
p-AKT水平显著降低，且各组间PI3K及AKT蛋白
水平无明显变化，提示丹参酮ⅡA能成剂量依赖
性地降低大鼠心肌组织PI3K及AKT蛋白磷酸化水
平，进而抑制大鼠心肌肥厚的进展及纤维化病理
改变。
综上所述，丹参酮ⅡA能够显著改善异丙肾
上腺素诱导的心肌肥厚大鼠血流动力学变化，抑
制心肌纤维化进展及心肌组织病理改变，其机制
可能与调节PI3K及AKT信号通路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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