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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为五加科植物人参三七的干燥

根，主产于云南、广西等地，野生或栽培；

其性甘、微苦、温；人肝、胃、大肠经。三七

主要成分有三七总皂苷(PNs)、三七素、

黄酮、挥发油、氨基酸、糖类及各种微量

元素等。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三七进行

了广泛的药理研究和临床试验，使三七

的应用领域得到了拓展。现将PNS的药

理研究综述如下。

1心血管系统

1．1 保护心肌：中性粒细胞(PMN)是

参与心肌缺血／再灌注(I／R)损伤过程的

重要细胞成分之一，它在缺血心肌中的

浸润可引起并加剧心肌细胞的再灌注损

伤。细胞间黏附分子一1(ICAM一1)是介导

PMN与内皮细胞黏附的主要黏附分子，

其在心肌I／R损伤中起重要作用。核转

录因子一rB(NF—KB)是一个普遍存在于

机体内的核转录因子，其活化后能调控

包括ICAM一1在内的一系列基因表达，并

影响多种病理生理过程n3。动物实验发

现，PNS通过抑制NF—rB的活化，减少

PMN黏附分子表达、PMN与内皮细胞

黏附，以及PMN的心肌黏附程度，从而

改善心肌微循环，起到对心肌的保护作

用n 3。目前认为，钙超载和氧自由基增多

是心肌I／R损伤的两个主要机制，其中

丙二醛(MDA)是氧自由基过氧化的最

终产物，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是体内

清除氧自由基抗氧化系统的成员之一。

心肌I／R损伤后产生大量的氧自由基，

并介导了细胞膜中多种不饱和脂肪酸的

过氧化反应03。李亚萍。3研究表明，PNS

能够清除氧自由基，抑制过氧化产物，拮

抗钙离子，从而对心肌I／R损伤起保护

作用。

1．2抗动脉粥样硬化(AS)：AS的显著

特点是脂质的浸润和沉积；同时有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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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氧化物生成增多；血小板黏附、聚集性

增强在AS的发病中也起重要作用。

PNS通过调节脂质代谢，抑制血管平滑

肌细胞的增殖，抗氧自由基，抗凝血、促

纤溶、抑制血小板聚集、改善高凝状态而

起到抗AS的作用。3。另有研究显示，

PNS能明显改善血液黏稠度，改变高黏

血症患者的浓、黏、稠、聚状态，通过多途

径抑制血小板聚集，与阿司匹林相比具

有的明显优势“3。

2脑血管系统

2．1对脑血流的影响：原春山等“3研究

表明，PNS可直接扩张脑血管，改善微

循环，对抗血小板聚集，改善红细胞变形

能力，从而增加缺血区血液循环，减轻血

管源性水肿；同时抑制细胞外钙内流和

胞内释放来防止细胞内钙超载；还可抗

自由基损害，保护神经元，减轻脑水肿，

最终对自发性脑出血脑神经功能的恢复

有良好作用。刘建辉等“3研究显示，PNS

可使脑缺血大鼠脑水肿减轻，血脑屏障

通透性改善，大脑局部血流量增加。简道

林等∞3研究结果表明，PNS的脑保护作

用是通过保护内源性SOD活性和抑制

脂质过氧化的抗氧自由基机制，从而减

轻脑I／R损伤。有研究表明，急性脑梗死

患者血浆内皮素(ET)水平增高，使用

PNS制剂脑明注射液可显著降低血浆

ET水平，抑制脑梗死后再灌注时自由

基的反应伯3。

2．2 对脑神经的影响：老年性痴呆(AD)

患者大脑中胆碱能活性降低对记忆及认

知障碍的发生起着重要作用，AD患者

的基底前脑胆碱能神经元大量丧失，乙

酰胆碱(Ach)合成减少，胆碱乙酰基转

移酶(ChAT)活性降低，与痴呆的严重

程度密切相关，因此，ChAT常作为胆碱

能神经元的标志或估计Ach含量(释放

量)的间接指标。3。改善大脑胆碱能系统

可能是治疗AD的有效方法。研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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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S具有抗衰老、抗痴呆的作用，其作

用机制是通过改善和修复受损神经元，

提高细胞存活的数量和质量以及ChAT

和突触素的含量和活性，从而保护和改

善中枢胆碱能系统的功能“”。

3肝脏

3．1抗肝纤维化：Ⅲ型前胶原(PCⅢ)、

层粘连蛋白(LN)、透明质酸(HA)是肝

纤维化的血清学指标，随着慢性肝病的

进展，其水平也随之上升，至肝硬化阶段

达到最高水平n”。石小枫等口0、通过建立

大鼠肝纤维化模型发现，PNS能明显改

善大鼠的肝功能，降低血清PCⅢ、HA

含量，使羟脯氨酸明显下降，减轻储脂细

胞增生及胶原的沉积，起到抗肝纤维化

的作用。慢性肝病时肝细胞破坏增多等

促使巨噬细胞和肝细胞产生大量的一氧

化氮(N0)，超过机体应激反应的量，大

量的NO通过抑制肝细胞蛋白合成和线

粒体呼吸链，以及免疫机制介导肝损伤，

加速疾病进程n”。其水平与肝纤维化程

度呈正相关，故NO可作为反映肝纤维

化的敏感指标n”。有研究表明PNS可

明显降低肝纤维化小鼠血清中丙氨酸转

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和

NO水平，减轻肝纤维化程度n”。

3．2对肝脏I／R损伤的保护作用：李远

明等n43建立大鼠原位肝移植模型，用免

疫组化方法检测天冬氨酸特异性半胱氨

酸蛋白酶一3(caspase一3)和肿瘤坏死因

子一a(TNF—a)的表达时发现，经PNS预

处理的肝移植大鼠肝细胞caspase一3和

TNF—a水平及肝细胞凋亡较对照组明

显减少，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

0．05)，说明PNS对肝脏I／R损伤具有

保护作用。元文勇等n∞研究表明，PNS

具有减轻和预防大鼠I／R肝细胞核、线

粒体等超微结构损伤的作用。

3．3抗肝癌：有研究发现，PNS能抑制

人肝癌细胞SMMC一7721的生长，诱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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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凋亡或坏死，且能恢复或上调细胞

缝隙连接间的通讯功能，从而具有抗肿

瘤作用n”。

4 肾 脏

4．1抗肾问质纤维化：肾间质纤维化是

各种原因造成的肾小管及问质病变的最

终结果，也是导致终末期肾功能衰竭的

主要原因之一。大量研究表明，肾间质纤

维化较。肾小球硬化更能反映各种原因引

起的慢性肾功能损伤的严重程度“”。苏

白海等“73研究表明，PNS对单侧输尿管

梗阻后的大鼠肾间质纤维化具有防治作

用，PNS可促进小管细胞增生修复，减

少问质细胞增殖，从而降低细胞外基质

(EcM)的合成，延缓肾间质纤维化。在

肾间质纤维化发生过程中，肾成纤维细

胞(KFB)可出现增殖、凋亡、向肌成纤维

细胞分化、改变ECM的代谢等变化，而

这些变化在肺纤维化时的肺成纤维细胞

及肝纤维化时的库普弗细胞中均已被证

实是由整合素所介导的“8。”。韦颖等。”

研究表明．整合素参与并介导了细胞与

细胞以及细胞与基质问的相互作用，在

肾间质纤维化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如能

抑制整合素的表达，即能预防和阻止肾

间质纤维化的发生；PNS在其最佳浓度

和时间范围内可抑制KFB增殖，以及分

泌I型胶原和整合素p1的表达水平，可

见PNS确实具有体外抗肾间质纤维化

的作用，其作用机制可能是通过下调整

合素口1的表达水平来抑制KFB增殖及

分泌I型胶原，从而阻断了肾间质纤维

化的发生。

4．2调节免疫和影响炎症因子表达：现

代医学认为免疫功能紊乱是引起肾小球

疾病的关键。三七具有免疫调节作用，能

使紊乱的免疫反应恢复正常，从而有利

于对肾小球疾病的治疗。杨霓芝等“”发

现通脉口服液(由黄芪、三七组成)对慢

性肾炎气虚血瘀证模型大鼠的一般状

态、生化指标及组织病变均有明显的改

善作用，突出表现为调节细胞免疫，抑制

已发生的免疫反应，增强免疫稳定性；同

时抑制免疫球蛋白在肾小球系膜区的沉

积，减轻肾脏的病理损害。

4．3抗急性肾损伤：有人观察PNS和

多巴胺对新生儿重度窒息后肾功能的影

响，发现PNS通过抗自由基作用，不但

能清除I／R后过量的自由基，还有保护

内源性抗氧化酶活性的作用，使肾功能

得到恢复“”。

5血液系统

5．1止威和活血作用：三七的水溶性成

分三七素能缩短小鼠的凝血时间，并使

血小板计数显著增加，它主要通过机体

代谢诱导血小板释放凝血物质而产生止

血作用，故认为三七的凝血作用与药物

在肝脏内的代谢有关⋯。三七中原人参

的三醇型皂苷可以使血小板内环磷酸腺

苷(cAMP)含量增加，减少血栓素Az

(TXA：)的生成，因此，PNS具有明显的

抗凝、抑制血小板聚集作用，表明三七能

够影响止血和活血过程，具有双向作用。

5．2对造血细胞的作用：采用骨髓粒

系、红系祖细胞半固体培养集落形成法

观察不同浓度的PNS及其单体(Rgl、

Rbl、Re+R1)对人造血祖细胞的刺激增

殖作用，发现PNS能够促进人骨髓粒

系、红系造血祖细胞的增殖，说明三七

Rgl和Rbl是促进造血的有效单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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