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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生儿高氧肺损伤是新生儿经临床高氧治疗后的常见并发症，其病理生理过程较为复杂，涉及细
胞凋亡、炎性水肿、组织损伤及组织异常修复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导致新生儿肺组织结构严重破坏、肺泡破
裂融合，最终导致肺间质纤维化。川芎嗪（TMP）在抑制炎症反应、改善血液循环、清除细胞活性氧自由基、抑
制组织纤维化中有较为显著的作用，已被广泛应用于治疗各种疾病。现就 TMP 治疗新生儿高氧肺损伤的研究
进展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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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onatal hyperoxic lung injury is a common complication after clinical hyperoxic treatment; it is 
complicated in its pathophysiological process, which involves the interaction of many factors, such as cell apoptosis, 
inflammatory edema, tissue injury and abnormal tissue repair, leading to serious destruction of lung tissue structure, 
alveolar rupture and fusion and ultimately resulting in pulmonary interstitial fibrosis. Tetramethylpyrazine (TMP)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suppressing inflammatory reaction, improving blood circulation, scavenging cell active oxygen free 
radicals and inhibiting tissue fibrosis, so it has been widely used clinically in the treatment of various diseases.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TMP in the treatment of neonatal hyperoxic lung inj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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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情况下氧疗是不可或缺的救治手段，新生儿，尤其

是早产儿，肺发育不完善，长时间吸入高浓度氧气容易引起

新生儿高氧肺损伤［1-2］。近年来随着极低和超低体重新生

儿救治存活率的逐渐提高，氧疗导致的新生儿高氧肺损伤的

发生率也呈上升趋势［3］。新生儿高氧肺损伤是新生儿科临

床工作中常见的肺部疾病，该病的病理生理机制极其复杂，

可能涉及活性氧的堆积、炎症反应、肺水肿、肺泡毛细血管

屏障破坏以及细胞凋亡与坏死等［4］。新生儿高氧肺损伤的

临床治疗方法有限，且效果尚不理想，往往最终导致不可逆

的肺间质纤维化，严重影响患儿的身心健康及生存质量，给

家庭和社会带来极大的负担。因此，寻找可靠有效的新型治

疗靶点是目前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川芎（Ligusticum chuanxiong）始载于《神农本草经》，是

一种多年生的草本植物，在植物分类学上属于伞形科、藁本

属，是著名的川产道地药材［5］，川芎嗪（TMP）属酰胺类生物

碱，是该中药中的主要活性成分［6］。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

表明，植物提取液在各类疾病的治疗中发挥着积极作用［7］， 

例如 TMP 就具有抑制血小板聚集、清除自由基、舒张血管

以及改善微循环等多方面的作用［8-9］，已被广泛应用于临床。

针对新生儿高氧肺损伤的发病机制，TMP 可能具有相应的

疗效。现就 TMP 在治疗新生儿高氧肺损伤的研究进展方面

进行综述。

1 TMP 的药理药效作用 

 TMP 提取自中药川芎，是一类具有广泛活性的生物碱，

其别名为四甲基吡嗪，吡嗪环在该药的药理药效中起主要作

用。据报道，TMP 具有抗组织纤维化、抗炎、清除细胞活性

氧自由基、抗血小板聚集以及保护血管内皮并改善微循环、

扩张血管、钙拮抗等作用［10］。众所周知，自 TMP 能够被分

离后，临床上几乎都将其作为化学药物来使用，如治疗冠心

病、脑梗死、动静脉闭塞性疾病以及一系列中枢神经系统退

行性疾病，且均已取得良好的疗效，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优势。

然而，TMP 作为用于治疗新生儿高氧肺损伤的药物尚未普

及，但不难从较多已发表的文献中发现，TMP 或许能成为治

疗新生儿高氧肺损伤的潜在药物。

1.1 TMP 对新生儿高氧肺损伤的抗氧化应激作用 ：机体在

正常情况下可产生少量活性氧自由基参与正常代谢，且活性

氧自由基的产生与清除处于动态平衡状态，当新生儿长时间

暴露于高浓度氧气环境下，体内超氧阴离子、羟基自由基、

过氧化氢等产生过多，超过机体清除和抗氧化能力时，会使

氧自由基大量囤积，引起氧化应激，而氧化应激反应与肺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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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11］。当机体氧化应激被激活时，体

内抗氧化物质被过度损耗，自由基大量堆积，而自由基是具

有高反应性的物质，能干扰细胞代谢，攻击细胞膜的不饱和

脂肪酸，抑制蛋白酶和 DNA 合成，通过启动自我扩增的链反

应来引起细胞功能障碍和损害，从而造成肺组织损伤和重

构，且活性氧在体内储存越多，肺损伤越明显［12-13］。近年来

研究显示，TMP 可以通过清除活性氧自由基来防止组织细胞

的过氧化和坏死［14］。例如，鹿中华等［15］的小鼠模型研究显

示，TMP 能提高组织中超氧化物歧化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

酶的活性，清除活性氧自由基，抗脂质过氧化，其机制可能是

TMP 能阻滞钙通道，并清除线粒体的“呼吸爆发”、黄嘌呤与

黄嘌呤氧化酶体系以及芬顿化学反应等产生的 O2
- 和 OH-。

除此之外，高浓度氧气吸入下引起的氧化应激可以通过影响

肺血管的生成和组织肺泡的发育来影响肺的修整与恢复，

并导致支气管上皮肺泡充血水肿、成纤维细胞及胶原蛋白

大量聚集，最终导致肺组织不可逆的纤维化［16］。Liu 等［17］ 

使用 TMP 对百草枯所致肺纤维化小鼠进行治疗时发现，治

疗前，实验组肺组织炎性细胞散在浸润，伴随肺泡间隔明显

增厚、肺组织胶原纤维沉积，而在接受 TMP 治疗后，小鼠肺

部炎性细胞聚集减少，同时伴有肺纤维化程度减轻、胶原沉

积致密度显著改善。

1.2 TMP 对新生儿高氧肺损伤的抗细胞凋亡作用 ：除氧化

应激以外，细胞凋亡也是肺损伤发生的重要环节之一。1972

年，由 Kerr 等人首次提出并命名了细胞凋亡，是指当细胞受

到某种信号刺激后，为保证机体内环境的相对稳定，由多基

因严格控制的细胞程序性死亡，细胞凋亡广泛参与多种生命

过程并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生命过程主要包括损伤细胞的

清除、发育中的组织重塑、病原体入侵诱发的免疫防御以及

肿瘤的免疫监视等［18］。而线粒体在凋亡通路中居于中心位

置，同时又是氧化损伤的主要靶器官，在高氧肺损伤的发生

发展中扮演着关键作用。当机体长时间暴露于高氧环境下，

大量活性氧堆积导致线粒体跨膜电位消失，使得线粒体膜通

透性的转换孔道开放，线粒体内膜通透性增强，呼吸链氧化

磷酸化，细胞色素 C 和凋亡诱导因子释放，损害内皮细胞及

上皮细胞，从而启动细胞凋亡程序，破坏新生儿肺部发育，包

括微血管的成熟与肺泡化［19］。张媛等［20］的研究显示，刚出

生的小鼠吸入高浓度氧气数日后，其肺泡间隔显著增加，同

时伴有肺组织明显损伤，且肺脏细胞的凋亡率和坏死率显著

高于未处于高浓度氧气环境的新出生小鼠。随后，再将新出

生小鼠置于自然环境中 2 d，小鼠的肺损伤减缓，肺泡间隔减

少，进而出现大的气腔 ；其细胞坏死和凋亡逐渐趋于正常。

既往已有大量研究表明，TMP 因其抗氧化及抗凋亡机制对

一系列疾病具有潜在的疗效［21］。如 Zhu 等［22］的研究表明，

白细胞介素 -1β（IL-1β）所致活性氧大量累积能导致细胞

的损伤与凋亡，但经 TMP 预处理后可有效抑制细胞的损伤

与凋亡。另外，Zhao 等［23］对小鼠血管性痴呆动物实验模型

的相关研究表明，TMP 可通过调节 Bax/Bcl-2 和天冬氨酸特

异性半胱氨酸蛋白酶 -3（caspase-3）通路减少细胞凋亡。

1.3 TMP 对高氧肺损伤新生儿的抗炎症反应作用 ：在机体

发生高氧肺损伤时，往往伴随着明显的炎症反应的发生［24］，

常可见大量中性粒细胞聚集、促炎因子产生和分泌等病理

学改变［25］。已有大量的实验研究证实，尚未成熟的肺长时

间在高氧浓度下暴露，能释放大量炎症信号，激活转录因子

〔如核转录因子 -κB（NF-κB）、活化蛋白 -1 等〕，继而分泌炎

性因子〔如白细胞介素 - 6（IL-6）、白细胞介素 -8（IL-8）、肿

瘤坏死因子 -α（TNF-α）等〕，导致一系列炎症“瀑布”反

应，失控的炎性因子作用于肺泡上皮细胞和肺毛细血管内

皮细胞，破坏肺泡 - 毛细血管屏障，导致富含蛋白质的液体

渗入肺泡腔内，造成肺间质和肺泡腔充血水肿，使肺换气功

能障碍，进一步诱导并加重肺组织的损伤和发育障碍［26-27］。

NF-κB 信号通路介导的炎症反应在支气管肺发育不良（BPD）

中起关键作用。Li 等［28］在人脐静脉内皮细胞模型研究中发

现，TMP 能够通过影响 NF-κB，在蛋白和 mRNA 水平上抑制

脂多糖诱导的 IL-8 产生，从而减轻炎症反应。炎症反应中，

中性粒细胞的黏附和浸润是核心，其中 TNF-α 参与血管扩

张及水肿的形成，可以促进白细胞黏附上皮，在炎症反应中

起重要作用。曲友直等［29］在大鼠缺血 / 再灌注动物模型的

研究中指出，模型组髓过氧化物酶活性升高，中性粒细胞浸

润明显，并伴随 TNF-α 含量显著增高，而川芎嗪组则显示

TMP 能通过减少中性粒细胞的浸润、髓过氧化物酶活性及

TNF-α 含量，从而减轻炎症反应。

1.4 TMP 对高氧肺损伤新生儿血液系统的作用 ：肺脏中肺

血管内皮细胞含量极其丰富，其结构与功能的完整性对维持

正常肺功能至关重要。对于新生儿而言，除了能够发生肺组

织纤维化、炎症反应等，高氧肺损伤患儿往往也会出现一些

血液系统的改变，如微循环障碍、血管收缩及血管通透性增

加等。其中，肺泡结构发育不良和肺血管稳态的紊乱是该病

显著的病理生理特征［30］。当肺泡一定程度受损时，为了重

新分配肺通气量与肺血流量，肺能通过自身小阻力血管收

缩机制，使得血液能更多地流至通气功能较好的区域，并引

起一系列的级联反应，使得肺血管内皮细胞过度增生以及

细胞外基质失调，进一步导致血管壁的增粗与纤维化，造成

血管重塑，最终导致肺血管阻力逐渐升高［31］。已有文献报

道，TMP 能促进微血管修复，还可通过抑制血管内皮细胞中

活性氧的生成、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磷酸化和内皮素 -1 基

因的表达，使内皮中的一氧化氮水平升高，进而扩散至相邻

的血管平滑肌细胞中，最终达到改善血管痉挛以及舒张血管

的作用［32］。另有研究表明，TMP 还可以降低全血黏度、抑

制血栓素生成及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从而促使血管扩张，

增加动脉血流量［33］。朱蓓蓓等［34］在体外小鼠血管平滑肌

细胞模型实验中证明，TMP 能通过抑制 FGFR1 和 p21ras 的

蛋白表达来抑制血管平滑肌细胞的异常增殖，并呈剂量依赖

性。此外，Yang 等［35］的研究表明，TMP 可以通过增加磷脂

酰胆碱和磷脂酰肌醇的占比来减少花生四烯酸的释放，进一

步抑制胞质磷脂酶和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磷酸化，从而避免

血管内皮细胞受到进一步损害。

2 小结与展望 

 新生儿高氧肺损伤是新生儿常见急重症之一，是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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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早产儿尤其是极低体重新生儿死亡、致残的主要原因，

其发病机制较为复杂，迄今尚不明确。尽管目前医疗水平有

了较大程度的进步，但对新生儿高氧肺损伤仍然缺乏有效的

治疗方法。近年来，天然植物药备受关注，已有许多的临床

与实验证据表明，TMP 对新生儿高氧肺损伤的治疗或许有

较好的前景，且毒性低、副作用小，但具体机制尚不明确，可

在未来的实验中进一步进行验证，相信随着该领域相关研究

的不断深入，有望给中医药现代化及新生儿高氧肺损伤的诊

疗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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