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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题释义： 

心肌纤维化(myocardial fibrosis，MF)：心脏作为人体全身最重要的器官之一，其主要功能是为血流提供动

力，把血液运行至身体各个部分。而心脏的泵血功能有赖于心肌的收缩和舒张能力。心肌纤维化是指心脏

成纤维细胞的活化和过度增殖，导致胶原纤维过度积聚， 胶原含量升高和胶原容积增高的病理性变化，此

过程会使心肌僵硬度提高，收缩和舒张能力降低。 

鸢尾素(irisin)：属于一种肌肉因子，它于 2012 年被首次发现，其主要功能是使白色脂肪组织转化为棕色脂

肪，增加产热和能量消耗。运动训练可以升高血液鸢尾素水平，且不同运动方式对其影响结果存有差异，

血清鸢尾素通过作用于解偶联蛋白 2 和线粒体稳态调控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从而对心肌起保护作用。 

 

摘要 

背景：心肌纤维化是现代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与心律失常、慢性心力衰竭等常见心脏疾病密切相关。

运动介入对心肌纤维化有显著改善作用，但运动改善心肌纤维化的机制及不同运动类型对心肌纤维化的影

响缺乏系统、全面的认识。运动如何触发鸢尾素的产生而对心肌纤维化起作用？这个问题目前尚不清楚。 

目的：针对国内外学者有关运动刺激诱导鸢尾素的产生及其对心肌纤维化的影响进行全面综述，揭示其对

心肌的保护作用机制，从而为提高心脏功能，预防心律失常、慢性心力衰竭等常见心脏疾病提供理论基础

及实践参考。 

方法：搜寻 ELSEVIER、Web of Science、CNKI 资料总库、万方数据、维普中文期刊服务平台及台湾学

术文献数据库，检索与运动训练、鸢尾素、心肌纤维化等相关的中英文文献，发表时间截止至 2019 年 8

月，根据研究需要确立相应的入选标准，对最终筛选所得的 58 篇文献进行论述。 

结果与结论：①人体试验中已证实长时间及单次运动均可提高肌肉及循环鸢尾素水平，而这一结果也在动

物实验中得到较好验证；少数试验结果表明长时运动对血液鸢尾素水平无显著影响；出现不同结果的原因

可能是选择的研究对象、运动方式、运动强度、运动频率不同，而具体机制尚不明确；②运动可通过鸢尾

素作用于心肌线粒体稳定、能量代谢、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对心肌起保护作用，从而改善心肌纤维化；③

心肌纤维化的发生受神经内分泌的调节和氧化应激及炎症反应的影响，鸢尾素可通过抑制

ROS/p38MAPK/NFKB 信号通路、内源性活性氧和 ROS-NLRP3 炎症信号通路、调节解偶联蛋白 2 的表达

和线粒体稳态，从而影响心肌纤维化形成机制里的氧化应激反应和炎症反应过程，因此运动改善心肌纤维

化可能和运动提高鸢尾素表达从而对心肌起保护作用有关。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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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描述— 

(1)心肌纤维化的发生受神经内
分泌的调节和氧化应激及炎
症反应的影响； 

(2)鸢尾素很有可能是通过抑制
ROS/p38MAPK/NFKB 信号
通 路 、 内 源 性 活 性 氧 和
ROS-NLRP3 炎症信号通路
抑制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 

(3)运动改善心肌纤维化可能和
运动提高鸢尾素表达从而对
心肌起保护作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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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Myocardial fibrosis is an important topic in modern medical research, and its development is closely related to common 

heart diseases such as arrhythmia and chronic heart failure. Exercise intervention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myocardial fibrosis, but there is no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mechanism by which exercise improves myocardial fibrosis as well as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types of exercises on myocardial fibrosis. To date, it is still unclear about how exercise triggers the production of irisin against 

myocardial fibrosis.   

OBJECTIVE: To comprehensively review the exercise-induced production of irisin and its effect on myocardial fibrosis, and reveal its 

myocardial protection, so as to improve heart function and provide fundamental basis for preventing against common heart diseases, such as 

arrhythmia and chronic heart failure.  

METHODS: A search of ELSEVIER, Web of Science, CNKI, WanFanga, VIP and Taiwan Academic Literature Database was performed for 

articles regarding exercise, irisin, and myocardial fibrosis. The deadline for publication was August 2019. According to the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criteria, 58 articles were eligible for review. 

RESULTS AND CONCLUSION: Long-term and single exercise in human experiments has been shown to improve muscular and circulatory 

irisin levels, which has been better verified in animal experiments. A few experiment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long-term exercise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blood irisin levels, which may be due to different research subjects, exercise methods, exercise intensity, and exercise 

frequency. However, the specific mechanism is still unclear. Exercise can improve myocardial fibrosis by acting on myocardial mitochondrial 

stabilization, energy metabolism, oxidative stress and inflammatory response. The occurrence of myocardial fibrosis results from the 

regulation of neuroendocrine and oxidative stress and inflammatory responses. Irisin can influence the processes of oxidative stress and 

inflammation related to the mechanism of myocardial fibrosis, by inhibiting ROS/p38MAPK/NF-κB signaling pathway, endogenous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and ROS-NLRP3 inflammation signaling pathway, and regulating the expression of uncoupling protein 2 and mitochondrial 

homeostasis. Therefore, exercise may improve myocardial fibrosis by upregulating the expression of irisin, thus providing myocardial 

protection. 

Key words: exercise training; irisin; myocardial fibrosis; inflammatory response; oxidative stress; mitochondrial homeostasis; uncoupling 

protein 2; single exercise; long-term exerc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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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安静状态下成人正常心率为60-100次 /min，以   

75次/min为标准，为维持人体正常日常生活活动，心脏

每天搏动约10万次，这一过程有赖于心肌正常的收缩和

舒张能力，而心肌纤维化会导致心肌僵硬度增加，心肌

收缩和舒张功能下降，从而影响心脏泵血功能。多年前

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心力衰竭的患病率为

0.9%，而近几年调查显示中国心力衰竭患病率已增加至

2%-3%
[1]
，故如何防治心力衰竭已成为心血管研究领域

的重点及难点之一。心肌纤维化是心功能由代偿期向失

代偿期发展的关键时期，它能导致心室重构并最终可发

展为心力衰竭，因而是决定心血管疾病预后的一个关键

性因素
[2-3]

。 

运动作为一种低成本、易实施且无不良反应的治疗

手段在提高运动能力的同时改善心功能，但运动改善心

功能的相应机制仍在探索中
[4]
。众多临床医学研究证实，

运动疗法可以通过减少炎症反应改善血管内皮功能，进

而改善线粒体功能来增加心肌细胞活性
[5]
。KATSURA

等
[6]
研究证明，运动训练可以将心血管疾病入院率从

1.2%下降到0.6%，住院时间从7.4 d下降到3.3 d。

OLDRIDGE等
[7]
研究指出，运动训练可将心血管死亡率

降低7%-38%，全因死亡率减少8%-37%，较未进行运

动训练的患者5年病死率降低21%-34%。2013年美国心

脏协会(AHA)的心衰治疗指南中强烈推荐规律运动训练

作为心衰的治疗手段
[8]
。DERUMEAUX等

[9]
研究发现，

运动改善心脏功能与其降低了心肌纤维化程度有关。心

肌纤维化发生机制较为复杂，其发生机制有神经内分泌

因素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renin-angiotensin system，

RAS)的调节，还有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的影响
[10-11]

。随

着研究的深入，发现运动对心肌纤维化的改善作用已经

明朗化，但其作用机制并不明确。 

近年来鸢尾素(irisin)作为一种运动产生并能使白色

脂肪组织转化为棕色脂肪，增加产热和能量的消耗，影

响人体能量代谢的一种肌肉因子，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

关注
[12]

。已有研究发现运动可使比目鱼肌及腓肠肌肌肉

中鸢尾素表达、海马及循环中鸢尾素水平增加。而

MATSUO等
[13-15]

通过实验发现，慢性心力衰竭大鼠血清

鸢尾素水平显著下降，心肌纤维化可发展为心力衰竭，

心力衰竭时心肌细胞ATP水平可降至正常状态的

70%-75%，因此心力衰竭可使心肌能量代谢降低，而鸢

尾素对能量代谢有调控作用。故该文旨在讨论运动后产

生鸢尾素对心肌纤维化的影响的可能机制，从而为运动

治疗心肌纤维化及预防心肌纤维化、心力衰竭等心血管

疾病提供理论基础及实践参考。 

 

1  资料和方法  Data and methods 

1.1  资料来源   

1.1.1  检索数据库  ELSEVIER、Web of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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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文献数据库主要包括ELSEVIER、Web of science、CNKI 资料总库、

万方数据、维普中文期刊服务平台、台湾学术文献数据库，搜寻2019年8

月以前出版的所有研究运动产生鸢尾素及鸢尾素对心肌纤维化影响的文

献，搜寻关键词包括“鸢尾素、心肌纤维化、运动训练、氧化应激、炎症

反应”及对应的英语表述“irisin、myocardial fibrosis、exercise training、

oxidative stress，inflammation” 

初选后得到文献共158篇 

排除 

最终纳入文献，中文6篇，英文52篇，

共58篇 

阅读题目及摘要判断是否符合纳入标准 

是 

否 

阅读全文排除相关性不强及证

据等级不强的文献共100 篇 

CNKI资料总库、万方数据、维普中文期刊服务平台、

台湾学术文献等数据库。 

1.1.2  检索时间范围  近20年，1999年至2019年。 

1.1.3  检索词   英文检索词为“ irisin、myocardial 

fibrosis 、 exercise training 、 oxidative stress 、

inflammation”; 中文检索词为：“鸢尾素、运动、心肌

纤维化、运动训练、氧化应激、炎症反应”。 

1.1.4  检索文献类型  期刊、研究性论文、综述性论文

等。 

1.2  文献选取标准 

1.2.1  文献入选标准  ①与运动产生鸢尾素对心肌纤

维化影响的主题相关度高的文献；②研究内容和运动产

生鸢尾素及其作用机制相关，鸢尾素对心肌作用的对照

研究及实验分析；③文献中的论据、论点质量高且可靠

观点相近的选择近期或在权威杂志发表的文献；④针对

不同运动种类对血液鸢尾素水平的影响。 

1.2.2  文献排除标准  ①与此次研究目的无关的文献；

②重复性研究文献；③逻辑不严谨，可信度低的文献。 

1.3  文献获取及证据等级  据文献入围标准，将所选出

的研究文献依照牛津大学实证中心医学文献证据等级

标准分为1-5级。所有文献的证据等级与研究设计相关，

最高证据等级是随机对照研究的系统性文献回顾，最低

证据等级为专家意见。再依据所选取文献质量给予每个

分析项目结果评比，所收集的文献先由5位同行进行独

立评分，再将5位专家评分求均值，对有争议的文献进

行探讨后确定研究等级。 

1.4  纳入文献基本情况  共检索到189篇文献，由按纳入

及排除标准进行筛选后，最终获得58篇论文。文献筛选

过程见图1。 

 

 

 

 

 

 

 

 

 

 

 

 

 

 

 

2  结果  Results  

2.1  心肌纤维化概述  心肌纤维化是指心脏成纤维细胞

的活化和过度增殖，导致胶原纤维过度积聚、胶原含量

升高和胶原容积增高的病理性变化。随着心肌纤维化的

发生，会出现心肌僵硬度增加、心肌顺应性降低、心肌

的收缩和舒张功能发生障碍。此外，心肌纤维化会引起

心肌组织的电传导异常，如传导延缓和传导阻滞等，增

加心律失常发生甚至猝死的危险性
[16]

。心肌纤维化发生

的细胞生物学机制是心肌组织中发生大量的成纤维细

胞增殖，转化形成肌成纤维细胞造成胶原蛋白的合成能

力增强，其发生机制有神经内分泌因素肾素-血管紧张

素系统的调节，还有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的影响。其中

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主要通过促进促纤维化细胞生长

因子的表达和诱导成纤维化细胞转化为肌成纤维化细

胞，进而导致心肌纤维化的发生。慢性发炎会降低心肌

收缩能力、引起心肌纤维化，从而导致心肌重塑
[10，17]

。

正常生理状况下，正常心脏组织不会持续出现高浓度肿

瘤坏死因子α、白细胞介素1、白细胞介素6等炎性物质，

而当心肌受到伤害或过度的机械应力时，这些炎性物质

则会持续升高，其原因可能是肿瘤坏死因子α和白细胞介

素6增加会直接引起心肌收缩力下降和引发心肌纤维化，

其机制可能经由发炎物质活化转化生长因子β途径，进而

活化纤维结合素(fibronectin)，造成纤维化组织增加
[18]

。 

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对心肌纤维化有促进作用，二

者主要通过诱导纤维化关键因子转化生长因子β1的分

泌促进心肌纤维化的发生。其主要途径为转化生长因子

β1与细胞膜上的受体结合后，调节细胞内Smad分子的

表达，从而主要通过3种途径介导心肌纤维化的发生：

①转化生长因子β1可促进心肌成纤维细胞向肌成纤维

细胞表型转化，从而促进细胞胶原蛋白的分泌能力；②

通过促进结缔组织生长因子等细胞因子从而诱导心肌

纤维细胞增殖进而使胶原蛋白的合成增加；③通过抑制

基质金属蛋白酶活性，进而抑制胶原蛋白的降解
[19]

。目

前心肌纤维化的主要治疗手段为药物治疗，然而选用药

物治疗心肌纤维化会对机体产生一定的不良反应
[20]

。心

肌纤维化可诱发或演变成多种心脏疾病，因此探寻一种

无不良反应、对心肌纤维化的诱因均有良好效果的综合

治疗手段显得尤为迫切。 

2.2  运动诱发的鸢尾素在心肌纤维化中扮演的角色 

2.2.1  运动产生鸢尾素  运动时骨骼肌是有分泌作用

的器官之一，会释出具有不同作用的肌肉激素

(myokine)，能作用在肌肉本身或作用于其他器官，也

可传递信息作为沟通桥梁，帮助调节代谢
[21]

。

BOSTRÖM等
[12]

研究发现了肌肉激素鸢尾素(irisin)，并

指出其能促发白色脂肪转化具有棕色脂肪的功能，增加

产热，对人体健康有益。运动过程中会提高活性氧(ROS)

的水平，活性氧可以激活p38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p38 

MAPK)，而p38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又进一步调控过氧

化 物 酶 体 增 殖 物 激 活 受 体 γ 辅 助 活 化 因 子 1α 

(peroxisome proliferator-activated receptorgamma 

图 1  文献筛选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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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activator-1 alpha，PGC-1α)的表现。PGC-1α上调穿

膜蛋白FNDC5表达，而FNDC5于胞外被修剪释放的片

段便是irisin
[22]

。已有研究表明，重组鸢尾素(R-鸢尾素)

导致白色脂肪细胞的褐变，并经由细胞外信号相关激酶

(ERK)和p38蛋白激酶降低肥胖小鼠的体质量
[12]

。除了

骨骼肌外，AYDIN等
[23]

研究发现，心肌也表达高水平的

FNDC5，运动后产生的鸢尾素多于骨骼肌。此外，人体

研究发现鸢尾素与心脏健康紧密相关
[24]

。陈聪毅等
[25]

以动物模式仿真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止症夜间的间歇性

低氧现象，配合高脂饮食诱发肥胖建立肥胖诱发心肌纤

维化模型，12周运动训练后，测得高脂饮食组心肌纤维

化指标明显下降，其原因可能和运动诱发鸢尾素表达升

高有关。 

2.2.2 不 同 运 动 时 间 对 血 液 鸢 尾 素 水 平 的 影 响  

BOSTRÖM的研究中，同时进行了老鼠及人体的实验，实

验结果均得到运动介入后血液中鸢尾素浓度提升；该研究

结果发现，训练后血浆鸢尾素基础值显著增加，且血液中

鸢尾素浓度的微幅提升，就能造成相对大量的解偶联蛋白

1表达，进而增加能量消耗及改善葡萄糖耐受度。根据该

研究结果，长期运动训练能提升鸢尾素浓度，并带来后续

在肥胖、糖尿病等代谢疾病方面的益处。后面便出现较多

关于运动介入对鸢尾素影响效益的研究
[12，26]

，研究结果

却不尽相同。  

(1)长时间运动对血液鸢尾素的影响：较多研究结果

显示长时间运动训练介入使血液鸢尾素水平提高。

MIYAMOTO-MIKAMI等
[27]

研究轻中度活动量时发现，进

行8周的原地脚踏车运动，年轻组血液鸢尾素水平无显

著变化，而中老年组则显著上升。ALTER等
[28]

研究平均

年龄较高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研究对象都为症状

相对较严重的住院患者，介入期间分别为总住院期及2

个月，试验分为3组，一组只进行物理治疗、二组除物

理治疗外再加6 min的全身性震动运动、三组为30 min

直立式原地踏车运动，8周后血液鸢尾素水平二组较一

组 高 ， 三 组 血 液 鸢 尾 素 基 础 值 则 显 著 上 升 。

HECKSTEDEN等
[29]

则认为，样本存放天数可能会影响

鸢尾素降解程度，并得出其变化之回归曲线，通过进行

24周的阻力运动训练后鸢尾素基础值提升，但经过样本

存放天数的调整修正后，显著差异便不复存在，这提示

样本存放时间可能会影响长期运动介入的比较结果。上

述长时间运动介入多关注健康层面，希望通过长期规律

运动改善身体活动量，证实了运动对血液鸢尾素水平提

升的结果。其他研究显示，进行24周的阻力运动训练后

鸢尾素水平无明显提升，表明长时运动训练对血液鸢尾

素水平无明显影响
[30]

。 

(2)单次运动对血液鸢尾素的影响：相较于长期运

动而言，较多试验证明单次运动对提升血液鸢尾素浓

度有显著效果。HUH等
[31]

以15名年龄19-21岁的男性

为研究对象，运动方式为2组2趟80 m冲刺，组间休息

20 min，运动后30 min测量血清鸢尾素浓度上升。

ANASTASILAKIS等
[32]

的研究对象为20名受试者，10

男 10女，年龄 (20.0±0.1)岁，体质量指数为 (23.4±   

0.2) kg/m
2
，进行中度身体活动，运动方式为室外持续

定速跑步30 min，试验后测得血清鸢尾素浓度升高且血

清鸢尾素水平具有日夜节律。此外，在其他以跑步为干

预方法的研究中，递增跑步强度至衰竭、原地脚踏车运

动方式介入，HUH等以跑步、自由泳等运动方式介入，

均在单次运动后测得血清鸢尾素浓度升高
[33-34]

。 

部分试验结果显示单次运动对血液鸢尾素水平无

显著影响。IJIRI等
[35]

对15名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进行 

36 min原地脚踏车渐增强度运动，前30 min每6 s增加

1 W ， 试 验 后 测 得 血 清 鸢 尾 素 无 显 着 差 异 。

HEW-BUTLER等
[36]

以跑步为运动介入方式，跑步机

V4O2peak测验，每分钟增加0.8 km/h，试验设置跑步

组和非跑步组，两组男女比例和年龄相近，运动后    

15 min测量血液鸢尾素水平无显着差异。 

TSUCHIYA等
[37]

进行总能量消耗相同的高、低强度

跑步比较，运动后立即测得低强度组的鸢尾素浓度有显

著变化，运动后3 h高、低强度组皆与基础值无显著差

异，运动后6，19 h两组皆显著高于基础值，且高强度

组又显著高于低强度组，结果说明单次运动对血液鸢尾

素水平的影响可能和运动强度有关，相较于中低强度运

动，高强度运动使鸢尾素浓度上升的幅度可能更大。 

在研究运动时间对血液鸢尾素水平影响的文献中，

选择的研究对象、运动方式、运动强度、运动频率不同

(表1)，这可能是导致得出的结果不相同的原因，也可能

是因为试验对象的身体情况、年龄、健康状况影响了运

动对血液鸢尾素的作用，但具体原因机制还尚未明确。 

 

 

 

 

 

 

 

 

 

 

 

 

2.2.3  其他因素对血液鸢尾素水平的影响研究  有研究

报告温度也可影响血液鸢尾素水平，LEE等
[26]

通过对10

名健康成年人进行分级渐进式冷暴露后，发现冷暴露会

增加循环鸢尾素的含量。其他研究发现禁食大鼠的

FNDC5分泌降低，FNDC5裂解后即转化成鸢尾素，因此

表 1  不同运动时间对血液鸢尾素水平的影响文献整理 

作者 对象 运动介入 结果 

MIYAMOTO- 

MIKAMI 等[27]
  . 

青年组和中老年组，各

14 人，均为轻中度身

体活动活动量 

原地脚踏车，共 8

周，每周 3 次 

血清鸢尾素水

平升高 

ALTER 等[28]
 8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患者 

原地脚踏车，共 8

周 

血清鸢尾素水

平升高 

HECKSTEDEN 

等[29]
 

23 名普通人员 跑步，26 周，每周

3 次 

血清鸢尾素水

平不变 

HUH 等[31]
 15 名轻度训练的年轻

运动员 

跑步，8 周，每周 3

次 

急性效应：第 1

周血清鸢尾素

水平升高 

ANASTASILAKIS 

等[32]
 

20 名中度活动的普通

人员 

室外持续定速跑步

30 min 

血清鸢尾素水

平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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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NDC5分泌的降低会导致循环鸢尾素水平的下降
[14]

。因

此除运动外，寒冷和饥饿可能会降低血液鸢尾素水平。 

2.2.4  运动产生的鸢尾素对心肌的保护作用  图2显

示：运动产生的鸢尾素可以对心肌产生保护效益。重组

鸢尾素能激活PI3K-AKT信号通路，AKT是一种丝氨酸/

苏氨酸蛋白激酶，可调节不同组织中的多种细胞功能，

出生后在心脏发育过程中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该实验用

H9C2细胞，H9C2细胞具有心脏组织的电生理学和生物

化学特性
[38]

，该细胞表面上存在鸢尾素特异性受体，通

过该受体，鸢尾素可以激活心肌细胞中的ERK，

p38-MAPK和STAT3信号通路，P38-MAPK和ERK涉及

广泛的细胞过程，从细胞生长和增殖到凋亡
[39]

。已有研

究表明，AKT通路可调节卵泡抑素在骨骼肌中的表达，

心肌素释放和平滑肌肌动蛋白(SMA)的表达，心肌素

(myocardin)是参与心血管组织特异表达的转录辅助因

子，其活性的改变可影响人类主要的心血管疾病，这一

过程和心肌纤维化的发生发展关系非常密切，而平滑肌

肌动蛋白可启动心肌细胞分化和心脏生长
[40-41]

。LI    

等
[42-43]

研究证明Ca
2+
信号可以激活心肌素的表达，而

YOSHIDA等
[44]

研究表明心肌素是平滑肌的主要调节因

子，介导出生后心脏生长和重塑，鸢尾素则可通过该两

种途径调控心肌素的表达。 

 

 

 

 

 

 

 

 

 

 

 

 

 

 

除此之外，鸢尾素对心脏的保护作用还可能和线粒

体的功能有关，线粒体为各种心脏功能提供能量，心脏

作为一种富含线粒体的组织，具有较高的O2消耗率和

ATP产生/周转率，这是为维持其持续机械功，尤其是在

运动后。XING等
[45-46]

实验证明鸢尾素增加了心肌细胞

中的线粒体代谢。 

2.2.5  运动产生鸢尾素对心肌纤维化机制的影响 

(1)鸢尾素具有调节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的作用：研

究发现，促炎细胞因子(如白细胞介素1和白细胞介素6)

增加了黏附分子血管细胞黏附分子1(VCAM-1)和细胞

间黏附分子1(ICAM-1)的表达，该实验证明鸢尾素在体

内和体外均抑制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CP-1)、白细胞介

素6、血管细胞黏附分子1和细胞间黏附分子1的表达，

因此鸢尾素可通过抑制ROS/p38MAPK/NFKB信号通

路的激活炎症基因的水平降低
[47]

。AKHMEDOV等
[48]

研

究显示，过量产生的活性氧和活性氮淹没了抗氧化剂系

统的能力，导致蛋白质、DNA和脂质的氧化损伤，而在

心肌细胞中，内源性产生的活性氧的主要来源是线粒

体。氧化受损的细胞分子会影响各种基本的心脏过程，

包括能量代谢、兴奋收缩耦合、Ca
2+
稳态和心肌细胞死

亡。以往研究研究表明，Nod样受体Pyin3(NLR family 

pyrin domain containing 3，NLRP3)炎症小体在介导氧

化应激中起重要作用，氧葡萄糖剥夺激PC12神经细胞的

氧化应激ROS-NLRP3炎症信号通路，而鸢尾素对氧葡萄

糖剥夺诱导的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起逆转作用
[49]

。因此

鸢尾素可通过抑制ROS/p38MAPK/NFKB信号通路、内

源性活性氧和ROS-NLRP3炎症信号通路，从而影响心肌

纤维化形成机制里的氧化应激反应和炎症反应过程。 

(2)鸢尾素对线粒体稳态的调节：心脏为血液流动提

供强大的动力，具有强大的能量需求，在病理情况下，

心肌的收缩和代谢能力降低，并最终演变为慢性心力衰

竭。在不同时期心脏的能量来源有所不同，生理情况下

心脏主要能量来源于脂肪酸和葡萄糖，在正常心肌细胞

中，线粒体游离脂肪酸氧化为心肌提供60%-70%的能

量，糖酵解及糖的有氧氧化提供20%的能量，因此线粒

体在心脏能量代谢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50]

。生理条件

下，为满足心脏的泵血功能线粒体需在活细胞中不断进

行线粒体稳态重构，若线粒体稳态异常会导致线粒体生

物合成异常、空间结构由融合趋向分裂和修复能力降低

等，从而导致心肌能量代谢障碍和氧化应激。

NAKAHIRA等
[51]

研究证实，线粒体稳态异常可导致心肌

炎症反应，而研究发现鸢尾素诱导的心脏保护可能和线

粒体功能改善有关。YE等
[52]

研究发现，鸢尾素对胰岛

素抵抗的作用可能是通过p38-MAPK-PGC-1α通路的激

活从而增强线粒体功能达到治疗作用。上述研究表明，

鸢尾素通过抑制线粒体膜通透性转换孔的开放和线粒

体肿胀保护线粒体的功能，从而保护心脏功能。 

(3)鸢尾素对解偶联蛋白2(uncoupling protein 2，

UCP2)的作用：解偶联蛋白2是一种线粒体内膜质子载体

蛋白，广泛存在于心肌组织中，其基本生理功能是介导

氧化磷酸化解偶联。解偶联蛋白2可使H
+
从线粒体的膜外

直接进入其基质中，可提高呼吸链电子传递的速率，缩

短活性中间体存在的时间，可减少电子通过活性中间体

传递给O2的概率，从而导致线粒体活性氧的生成减少, 

因此解偶联蛋白2在改善氧化应激损伤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
[53]

。心肌缺血预处理可提升解偶联蛋白2 mRNA的表

达，使氧自由基损伤降低，从而使心肌线粒体对缺氧-复

氧的耐受能力增强，进而减轻了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

图 2  运动产生鸢尾素机制及对心肌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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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证明解偶联蛋白2是一种保护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的

蛋白
[54]

。解偶联蛋白2具有氧化还原的生理调节功能，能

有效减少氧自由基产生和免疫反应。研究发现，心衰组

大鼠与正常对照组相比，其解偶联蛋白2的表达明显下

降；然而，通过构建狗内毒素休克模型实验发现，与对

照组相比，实验组心肌解偶联蛋白2 mRNA表达均明显增

加，而且与ATP水平呈现负相关
[55-56]

。另外，GAO等
[57]

研究发现，在心衰终末期，解偶联蛋白2表达增高，加重

心肌细胞的能量缺乏。综合以上研究结果，在心衰发生

的不同时期解偶联蛋白2扮演的角色不同，心衰早期解偶

联蛋白2的表达提高，此时对心肌起保护作用，而随着心

衰的病程进展，解偶联蛋白2的表达不断增加，影响心肌

能量代谢，扰乱心肌细胞兴奋-收缩耦联，此时对心肌起

损伤作用。综上所述，鸢尾素可调控解偶联蛋白2的表达，

应激条件下通过抑制或降低解偶联蛋白2的表达对心肌

起保护作用
[58]

。 

鸢尾素在运动改善心肌纤维化中有重要作用，其机

制很有可能是通过抑制ROS/p38MAPK/NFKB信号通

路、内源性活性氧和ROS-NLRP3炎症信号通路抑制氧

化应激和炎症反应、抑制线粒体膜通透性转换孔的开放

和线粒体肿胀及调控解偶联蛋白2的表达，抑制心肌纤

维化的形成。 

 

3  结论与展望  Conclusions and prospects  

3.1  结论  心肌纤维化的发生受神经内分泌的调节和

氧化应激及炎症反应的影响，鸢尾素可通过抑制

ROS/p38MAPK/NFKB信号通路、内源性活性氧和

ROS-NLRP3炎症信号通路、调节解偶联蛋白2的表达和

线粒体稳态，从而影响心肌纤维化形成机制里的氧化应

激反应和炎症反应过程，因此运动改善心肌纤维化可能

和运动提高鸢尾素表达从而对心肌起保护作用有关。目

前多数人体及动物实验显示长时运动和单次运动均能

提高血液鸢尾素水平，而少数实验显示对其产生无显著

影响。 

3.2  展望  运动对改善衰老的心脏功能与其降低了心

肌纤维化有关，但运动诱发鸢尾素对心及纤维化起抑制

作用，这将为临床多种心功能障碍疾病提供新的非药物

治疗思路；目前有关鸢尾素的研究未能形成相应的理论

体系，有关鸢尾素对心肌纤维化的调控机制还不十分明

确，特别是有关血液鸢尾素水平对心肌纤维化的影响及

运动强度和方式对血液鸢尾素水平的影响皆未形成一

致结论，未来需要更多的研究去进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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