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鸢尾素通过整合素 αV 受体对衰竭心脏的保护作用 

王  静，毋江波

文题释义：

鸢尾素(Irisin)：是BOSTRÖM等研究发现的一种运动后肌肉分泌的蛋白，它能诱导白色脂肪棕色化，并刺激解偶联蛋白1表达，改善代谢性

疾病。

整合素αV：是新发现的鸢尾素受体，研究证实整合素αV对心肌有保护作用。人整合素αV增多可以增强内皮祖细胞的黏附、成血管及抗凋

亡能力，从而促进移植后内皮祖细胞存活，增加缺血心肌的毛细血管密度。

摘要

背景：运动诱导骨骼肌、心肌和脂肪等组织分泌鸢尾素，它可通过自分泌、旁分泌和内分泌途径对肌肉和非肌肉组织发挥各种作用。临

床上把血清鸢尾素水平作为诊断心力衰竭和评价其严重程度的重要指标及治疗心力衰竭的潜在靶点。

目的：从鸢尾素受体角度探讨运动诱导的鸢尾素发挥心肌保护作用的机制。

方法：检索SCI、PubMed及CNKI等数据库1990至2020年相关文献，英文检索词为“Irisin；Integrin αV；aerobic exercise；chronic heart 
failure；myocardial mitochondria”；中文检索词为“鸢尾素；整合素αV；有氧运动；慢性心衰；心肌线粒体”。按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筛

选，选取权威性和有代表性的文献68篇进行综述。

结果与结论：鸢尾素对维持正常的心功能有重要作用，鸢尾素诱导的心脏保护与线粒体功能改善有关。整合素αV是新发现的鸢尾素特异

性受体，它可以通过外-内信号把细胞外信号传导到细胞内。研究发现了整合素αV介导了鸢尾素对心肌线粒体氧化应激、生物合成和自噬

的作用，这为有氧运动/鸢尾素改善心衰提供了一种新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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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Ⅲ型纤连蛋白组件包含蛋白5：fibronectin type III domain cotaining protein 5，FNDC5；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γ激活因子

1α：peroxisome proliferator-activated receptor gamma co-activator 1-alpha，PGC-1α；解偶联蛋白2：uncoupling protein 2，UCP2

Irisin mediates protective effects on failing heart via integrin alpha V recep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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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Exercise stimulates skeletal muscle, myocardium and fat tissues to release irisin, and it exerts various effects on muscle and non-muscle tissues 
through autocrine, paracrine and endocrine pathways. Clinically, serum irisin level is used a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for diagnosing heart failure and evalu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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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文章快速阅读：

文章特点

从鸢尾素受体角度探

讨运动诱导的鸢尾素

发挥心肌保护作用的

机制。

鸢尾素受体

研究发现

• 整合素 αV 是新发现的

鸢尾素特异性受体，

它可以通过外 - 内信

号把细胞外信号传导

到细胞内。

• 整合素 αV 介导了鸢尾素对心

肌线粒体氧化应激、生物合

成和自噬的作用；

• 这为有氧运动 / 鸢尾素改善

心衰提供了一种新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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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0   引言   Introduction
鸢尾素 (Irisin) 是 BOSTRÖM 等

[1]
研究发现的一种运动后

肌肉分泌的蛋白，它能诱导白色脂肪棕色化，并刺激解偶联蛋

白 1 表达，改善代谢性疾病。运动可上调骨骼肌Ⅲ型纤连蛋

白组件包含蛋白5(fibronectin type III domain cotaining protein 5，

FNDC5) 基因表达，其表达产物经剪切和修饰，转变为鸢尾素

并以内分泌的方式释放至血液
[2]
。研究发现，鸢尾素能靶向

到达受损的线粒体，与肺中解偶联蛋白 2(uncoupling protein 2，

UCP2) 或心肌中锰超氧化物歧化酶直接结合
[3-4]

，降低氧化应

激反应，保护线粒体功能。

整合素 αV 是新发现的鸢尾素受体，研究证实整合素 αV

对心肌有保护作用。人整合素 αV 增多可以增强内皮祖细胞

的黏附、成血管及抗凋亡能力，从而促进移植后内皮祖细胞

存活，增加缺血心肌的毛细血管密度
[5]
。KANAZAWA 等

[6]
首

次发现了血管生成抑制素 (canstatin) 激活了 H9C2 心肌细胞

中的整合素 αVβ3 和 / 或 αVβ5，通过 FAK/Akt 途径抑制缺氧

诱导的心肌细胞凋亡。缺血性心肌损伤后心肌 αVβ3 整合素

表达增强
[7]
，αVβ3 整合素表达可作为心肌修复的标志物

[8]
。

此外，在不可逆的心肌损伤中整合素 αVβ3 表达增加，而在

缺血区存活的心肌中并无此现象
[9]
。慢性心力衰竭是一种早

期伴随着呼吸困难和疲劳，以运动能力下降和高死亡率为特

征的临床综合征。心衰时心肌线粒体异常，线粒体功能障碍

是直接改善心脏功能的重要治疗靶点。文章通过综述鸢尾素

对心肌的保护作用以及它对整合素 αV 受体及其下游信号通

路的影响，探索运动诱导的鸢尾素改善慢性心衰的可能机制。

1   资料和方法   Data and methods
1.1   资料来源   检索 SCI、PubMed 及 CNKI 等数据库 1990 至

2020 年相关文献，英文检索词为“Irisin；Integrin αV；aerobic 

exercise；chronic heart failure；myocardial mitochondria”；中文

检索词为“鸢尾素；整合素 αV；有氧运动；慢性心衰；心肌

线粒体”。检索文献类型为研究性论文，综述性论文和学位

论文等。

1.2   检索方法

1.2.1   纳入标准   ①与此次讨论主题相关程度高的文献；②原

创、观点明确、论据充分的文献；③内容相近的选择近期或

its severity as well as a potential target for treating heart failure.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by which exercise-induced irisin exerts myocardial prote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ceptors.  
METHODS: SCI, PubMed, and CNKI were searched for relevant documents published from 1990 to 2020. The search terms included “irisin; integrin αV; aerobic 
exercise; chronic heart failure; myocardial mitochondria” in English and Chinese, respectively. According to the inclusion criteria and exclusion criteria, 68 
authoritative and representative literatures were selected for review.
RESULTS AND CONCLUSION: Irisi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maintaining normal cardiac function, and its cardioprotection is related to the improvement of 
mitochondrial function. Integrin αV is a novel specific receptor of irisin, which can transmit extracellular signals into cells through outside-in signals. Integrin 
αV mediates the effects of irisin on myocardial mitochondria, including oxidative stress, biosynthesis and mitophagy, which provides a new therapy for aerobic 
exercise or irisin to improve heart failure.
Key words: exercise; irisin; integrin; myocardial protection L; review

Funding: the Youth Project of Tianjin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No. 18JCQNJC12400 (to WJB), the Third Level of “131” Innovative Talents Training Project in 
Tianjin (to WJB)
How to cite this article: WANG J, WU JB. Irisin mediates protective effects on failing heart via integrin alpha V receptors. Zhongguo Zuzhi Gongcheng Yanjiu. 
2021;25(20):3219-3225. 

在权威杂志发表的文献。

1.2.2   排除标准   ①研究内容重复；②逻辑不严谨，可信度差

的文献。

1.3   质量评估   按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筛选，选取权威性和

有代表性的文献 68 篇进行综述。文献检索流程图见图 1。

2   结果   Results 
2.1   鸢尾素的产生及其心肌保护效应   鸢尾素可由骨骼肌释

放，尤其在运动之后。运动会提高活性氧 (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 水平，继而活性氧可以激活 p38 丝裂原活化

蛋白激酶 (p38 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p38MAPK)，

而 p38MAPK 又进一步调控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 γ

激活因子 1α(peroxisome proliferator-activated receptor gamma 

co-activator 1-alpha，PGC-1α)。PGC-1α 上调了 FNDC5 表达，

使鸢尾素分泌增加
[10]
。活性氧 →p38MAPK→PGC-1α→FNDC5/

Irisin 途径是运动产生鸢尾素的分子机制。

2.1.1   鸢尾素的特异性受体   BOSTRÖM 等
[1]
推测鸢尾素受体

是一种细胞膜受体，因为鸢尾素在体内可形成二聚体，而二

聚体形式有利于鸢尾素作为配体与其受体结合并激活受体。

XIE 等
[11]

也证实了 H9C2 心肌细胞膜上存在鸢尾素的特异性受

体，然而此时其受体尚未确定。直到 2018-12-13，KIM 等
[12]

发现了整合素 αV 是骨细胞和脂肪组织中的鸢尾素受体，鸢尾

素能作为一种信号在肌肉和骨骼组织之间传递，启动新骨细

胞替换旧的或受损骨细胞的过程。

2.1.2   鸢尾素的心肌保护作用机制   鸢尾素对维持正常的心

功能有重要作用，鸢尾素诱导的心脏保护与线粒体功能改善

有关。XIE 等
[11]

实验证实鸢尾素会抑制 H9C2 细胞增殖，但

促进了其生长。此外，鸢尾素会激活 PI3K-AKT 信号通路。

检索 SCI、PubMed 及 CNKI 等数据库

英文检索词为“Irisin；Integrin αV；aerobic exercise；chronic 
heart failure；myocardial mitochondria”；

中文检索词为“鸢尾素；整合素 αV；有氧运动；慢性心衰；

心肌线粒体”

按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进行筛选

最终纳入文献 68 篇进行综述 图 1 ｜文献检索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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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等
[13]

发现鸢尾素可通过降低乳酸脱氢酶漏出和心肌

细胞凋亡减轻缺氧再复氧的损害。

(1) 鸢尾素抑制心肌活性氧生成：鸢尾素可以抑制心肌

氧化应激，且这种作用可能是由 UCP2、锰超氧化物歧化酶

和 Nrf2 介导的。

UCP2 是解偶联蛋白家族的重要一员，广泛存在于骨骼

肌、心肌、胎盘、肝脏、胰腺、肾脏、肺、胃和小肠等组织。

UCP2 的主要生理功能是氧化还原调节，减少氧自由基产生

和免疫反应
[14]
。线粒体解偶联蛋白表达增加可能是通过“解

偶联生存”减少活性氧的代偿机制，即线粒体膜电位降低可

降低线粒体释放的活性氧。MCLEOD 等
[15]

发现，心肌缺血预

处理诱导 UCP2 mRNA 表达升高，减轻了氧自由基损伤，增

强了心肌线粒体对缺氧再复氧的耐受能力，从而减轻了心肌

缺血再灌注损伤。MCLEOD 等
[16]

进一步研究发现，UCP2 基

因敲除的心肌细胞对缺氧再复氧耐受能力降低了，这进一步

证实了 UCP2 在心肌缺血中的保护作用。在应激状态下，鸢

尾素可以直接作用于 UCP2，参与调节线粒体功能，调节活

性氧和能量代谢。CHEN 等
[3]
研究发现，经过缺血再灌注处

理的小鼠肺中 UCP2 表达下降，而外源性鸢尾素能部分恢复

UCP2 表达。鸢尾素可与 UCP2 发生物理性结合进而有效防止

UCP2 降解，这可能与鸢尾素减轻氧化应激和改善线粒体功

能有关。

锰超氧化物歧化酶在维持活性氧水平中起重要作用，

但它降低活性氧产生的能量成本较高，因为其依赖于 ATP 和

NADPH。鸢尾素在心肌缺血再灌注中对心肌有保护作用，其

主要机制可能是鸢尾素能靶向性地到达受损细胞的线粒体，

并与锰超氧化物歧化酶共定位，抑制锰超氧化物歧化酶降解，

减少活性氧生成
[4]
。BOSS 等

[17]
发现 4 周跑台有氧训练后大

鼠心肌组织中 UCP2 mRNA 下降，有氧运动下调了 UCP2 表达，

作用机制可能是有氧运动提高了机体的抗氧化酶活性，使活

性氧生成减少，UCP2 表达降低。

此外，CHEN 等
[18]

研究证实鸢尾素可以通过 Nrf2 抑制

ROS /TGFβ1/ Smad2 /3 信号轴减轻血管紧张素Ⅱ诱导的心脏

纤维化 ( 图 2)。
(2) 鸢尾素改善心肌能量代谢：生理条件下，UCP2 正常

表达是保证心肌能量供应和维持心脏正常功能的重要保障。

UCP2 参与游离脂肪酸转运，心力衰竭和运动可能会通过调

控 UCP2 的表达影响心肌能量代谢
[19]
。李楠等

[20]
发现，心

力衰竭大鼠血清游离脂肪酸水平升高的同时UCP2表达增加，

且 UCP2 表达量与血清游离脂肪酸浓度存在显著正相关。

耐力运动诱导的鸢尾素可能通过提高心肌抗氧化酶活性

减少活性氧生成，继而下调 UCP2 表达
[17]
。BO 等

[21]
发现未

训练大鼠进行一次性亚极量急性运动中，在 45 min 时心肌

UCP2 mRNA 达到峰值；在急性运动恢复期，UCP2 mRNA 在 

3 h 后显著升高；耐力训练后 UCP2 mRNA 较训练前显著下降。

有氧运动可以通过鸢尾素改善机体的氧化应激，提高机体抗

氧化酶活性，减少了活性氧产生，从而下调运动相关的心肌

UCP2 表达。UCP2 表达下降抑制了游离脂肪酸向线粒体内转

运，从而降低了游离脂肪酸对心肌线粒体的毒性作用，有利

于心力衰竭康复
[19]
。

2.2   整合素的结构与功能

2.2.1   整合素结构与类别   整合素是一类跨膜蛋白，它们由

以不同结构域为特征的长胞外段以及短的跨膜和胞质段构

成。迄今为止，整合素是由 α 亚基 (120-180 kD) 和 β 亚基

(90-110 kD) 以非共价键连接形成的一个异二聚体跨膜受体

家族，每一个都包括了一个大的胞外区、一个单一的跨膜

区和通常有一个短的胞质尾。

α 和 β 两个亚单位均有多种，αV 只是 α 亚单位中一种，

它可以和不同 β 亚单位构成不同的整合素。脊椎动物表达 24

种不同的整合素，包括 18 种不同的 α 亚基和 8 种不同的 β

亚基
[22]
。β 亚基将整合素靶向细胞外基质细胞黏附位点，而

α 亚基决定了配体与各种细胞外基质蛋白 ( 例如纤连蛋白，

层黏连蛋白和胶原蛋白 ) 结合的特异性
[23]
。特定的 α 和 β 胞

质域选择性加工进一步增加了整合素功能多样性。如图 3 所

示，多个 α 亚基可以与单个 β 亚基结合从而产生组合的配体

专一性，反之亦然。

2.2.2   整合素的功能   整合素是一组细胞表面蛋白，在不同的

细胞中有多种作用。整合素在与其他特定蛋白质接触时被激

活，它们和其他与蛋白质结合的分子一样被统称为“配体”。

整合素介导的黏附和信号传导活动实际上调节着所有细胞的

生长和分化，而整合素的失调则与癌症的发病机制、自身免

疫状况和血管血栓生成有关。整合素异二聚体识别其他细胞、

细胞外基质或病原体上重叠的不同配体
[24]
。大多数整合素以

不结合配体或信号的非激活状态存在于细胞表面。整合素被

通过内 - 外信号过程的胞内刺激和由通过外 - 内信号把细胞

外信号转导到细胞质的配体占有率激活
[25]
。

2.3   整合素在心肌的表达与功能   心肌细胞之间以及其与细

胞外基质之间的主要锚定蛋白是心肌细胞膜中的整合素，他

们对维持心肌组织的结构和心脏内的机械传导非常重要。心

肌细胞中主要表达 α1、α3、α5、α6、α7、α9、α10、αV 和

β1、β3、β5 等整合素
[26]
。整合素在心肌的所有细胞区室中

都有表达，它们对其形态和功能至关重要，且它们在调节细

胞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
[27]
。完整的整合素功能与抗凋亡信号

和细胞存活
[28]
、梗死后细胞迁移和心肌修复的诱导

[29]
、上皮 -

间质转化的激活和再生以及整个细胞周期中心肌细胞的正常

过程有关
[30-31]

。整个心肌细胞周期的进展可能取决于通过整

合素 β1 的细胞附着，并且与 β1 剪接变异体及其各自 α 亚型

的变化相关
[31]
。不同整合素亚型表达和激活在心肌肥大和重

构的不同阶段发挥作用
[32]
。

心衰患者安装左心室辅助装置可引起心肌重构逆转，某

些整合素的 mRNA 表达发生了显著变化
[33]
。血小板整合素

αIIbβ3 在血栓形成和止血过程中起重要作用，整合素 αIIbβ3

脱落可用于改善连续流左心室辅助装置患者的出血风险
[34]
。

整合素 αVβ3 在静止的内皮细胞表达水平低，而在梗死后心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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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生成状态下显著上调
[35-36]

，而血管生成是缺血性损伤后修

复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部分
[37]
。对雄性大鼠进行短暂的左冠状

动脉阻断 20 min 后再灌注处理，结果发现心肌梗死后整合素

αVβ3 表达上调，在 1-3 周达到峰值，直至再灌注后 6 个月仍

可检测到
[36]
。临床前和临床研究表明，活化的心肌成纤维细

胞和巨噬细胞在边缘化和趋化性过程中均表达整合素 αVβ3。

整合素 αVβ3 受体是心脏修复的关键介质和决定因素，心肌整

合素 αVβ3 是一个持续心脏修复的标志物。
18F-Fluciclatide 是一

种新型的 αVβ3 选择性放射性示踪剂，它可以作为心脏修复和

预测恢复区域的生物标记物，且
18F-Fluciclatide 在新的心肌梗

死的部位摄取增加
[38]
。

此外，整合素 β3 也在心肌内表达且发挥重要作用。盐皮

质激素受体拮抗剂螺内酯通过盐皮质激素受体增加了大鼠心

肌细胞整合素 β3 的表达，从而降低了心力衰竭的死亡率
[39]
。

2.4   心肌中整合素相关信号通路   整合素是一类异二聚体跨

膜受体，它们在包括心肌细胞的所有细胞中均有表达。它们

参与多种关键的细胞过程，包括黏附、细胞外基质组织、信

号传导、存活和增殖。整合素和收缩的肌细胞密切相关，它

们是机械转化器将机械信息转化为生化信息。整合素是与细

胞外基质结合的重要黏附性跨膜受体，它们的激活影响了细

胞骨架重构和其他细胞内信号途径
[40]
。整合素信号和整合素

与细胞骨架之间的联系是由许多蛋白介导的，包括整合素连

接激酶 (integrin-linked kinase，ILK)、踝蛋白 (talin，TLN) 和黏

着斑激酶 (focal adhesion kinase，FAK)[41]
。

2.4.1   整合素连接激酶   整合素连接激酶是一种连接整合素

与细胞内细胞骨架和激酶信号级联的接头蛋白和丝氨酸 - 苏

氨酸激酶。整合素连接激酶在哺乳动物组织中广泛表达，

它最初被鉴定为整合素 β1 胞尾的结合伴侣
[42-43]

。整合素连

接激酶可被整合素或生长因子以依赖于 PI3K 的方式激活，

继而作用于下游 PKB(protein kinase B)/AKT 和 GSK-3(glycogen 

synthase-3)，调控细胞的生长、分化、迁移等
[44]
。整合素连

接激酶还与连接蛋白 Parvin、Pinch 和 Paxillin(Pax) 结合，从

而提供一个整合素信号平台
[45]
。

整合素连接激酶在转导细胞 - 基质相互作用诱导的生物

力学信号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信号调节了细胞骨架重构、

血管生成、细胞生长、增殖、存活和分化。果蝇中的整合素

连接激酶和整合素 β1 共定位于心肌细胞连接处和 Z 带附近，

它们二者功能下降抑制了野生果蝇心脏老化的典型性变化，

例如心律失常。老年野生果蝇的整合素 β1 蛋白水平高于年

轻果蝇，且年轻果蝇整合素 β1 的心脏特异性过表达导致了

老年化心脏功能障碍。此外，整合素 / 整合素连接激酶途径

相关基因的心脏特异性中度敲低抑制了随着年龄下降的心功

能
[46]
。心肌细胞特异性敲除整合素连接激酶导致了以心肌细

胞死亡、纤维化和炎症为特征的致死性心肌病。心肌和骨骼

肌整合素连接激酶敲除小鼠发展为伴随着细胞结构和纤维化

被破坏的心力衰竭，同时黏着斑激酶和 AKT 磷酸化降低
[47]
。

靶向敲除整合素连接激酶可引起 6 周龄小鼠原发性心肌病和

心力衰竭。整合素连接激酶敲除导致心肌细胞分解，这与整

合素 β1/ 黏着斑激酶复合物黏附信号的破坏有关
[48]
。整合素

连接激酶可以减轻大鼠和猪心肌梗死后的心室重构，改善心

功能
[49]
。

整合素连接激酶是心肌牵张传感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

调节心肌收缩、代偿性肥大、存活和修复。整合素连接激酶

在保护哺乳动物心脏免受心肌病和衰竭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整合素连接激酶治疗可能是治疗心力衰竭的一种新方法。

2.4.2   踝蛋白   踝蛋白 (270 kD) 是一种二聚的黏着斑 / 肋状蛋

白，它结合整合素 β 亚基的胞质域并激活整合素以调节细胞

外基质结合。踝蛋白通过直接连接肌动蛋白和通过其与纽蛋

白的结合间接地将整合素连接到细胞骨架
[50]
。踝蛋白对于整

合素与细胞外基质的正确黏附是必需的，其缺失或下调会损

害黏着斑的形成
[51]
。对非肌肉细胞的研究表明，踝蛋白是力

传递和传导的关键调节因子，是心肌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特性，

心肌是一个在基础状态下持续承受机械力的器官，这必须适

应生理应激或病理条件下的进一步机械变化
[52-53]

。踝蛋白是

使心肌细胞膜上整合素 β1D 稳定表达和维持适当心肌细胞完

整性所必需的。踝蛋白的正常表达对于在心肌细胞中维持整

合素黏附复合物及其伴随蛋白，以及最终对于正常心肌细胞

和整个心脏的功能是必要的。踝蛋白 1 和踝蛋白 2 的同时敲

除使心肌不稳定，导致心力衰竭
[54]
。

整合素是由 α 和 β 亚单位组成的Ⅰ型跨膜结构域蛋白，

每个亚单位都有一个大的胞外结构域、一个单通道跨膜结构

域和一个短的胞质尾
[55]
。细胞质蛋白踝蛋白参与了由内向外

和由外向内的信号传递
[56]
。踝蛋白与整合素胞质尾结合并引

起整合素 β Ⅰ型跨膜结构域的倾斜角改变，这使 α 和 β Ⅰ型

跨膜结构域相互作用不稳定并激活整合素
[57]
。踝蛋白结合也

与 α 细胞质尾部的膜近端区域发生空间冲突，并进一步干扰

α 和 β Ⅰ型跨膜结构域堆积
[58]
。踝蛋白与整合素的结合是整

合素双向信号转导中的重要事件，其结合至少受两种机制的

调控：通过踝蛋白对整合素尾部的募集和踝蛋白与整合素之

间亲和力的调节。踝蛋白与整合素的结合通过踝蛋白的募集、

靶向和构象变化在时间和空间上受到其他蛋白质的调节。

整合素在失活时与踝蛋白的结合较弱，但在激活时与

踝蛋白的结合明显增强。无论 αIIbβ3 如何被激活，失活的

αIIbβ3 一旦被激活都会显著增加其与踝蛋白的结合。此外，

与踝蛋白的结合增加是 β3 尾依赖性的：在失活的整合素中，

αIIb 和 β3 胞质尾相互作用，从而降低 β3 尾与踝蛋白之间的

亲和力，在激活的整合素中，αIIb 和 β3 尾是分开的，使得

β3 尾可以自由接近踝蛋白，并在 αIIbβ3 和踝蛋白之间提供

更强的相互作用 ( 图 4)[56]
。

Kindlin 和踝蛋白是整合素激活过程中的整合素结合蛋

白。尽管踝蛋白可以诱导整联蛋白的构象变化，但它本身不

足以激活整合素，还需要 Kindlin 的作用。Kindlin 协同踝蛋

白通过增强踝蛋白与整合素 β3 膜近端区域的相互作用促进

整合素激活，而且 Kindlin 修饰了在整合素 aIIbβ3 尾部由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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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外信号传导的分子机制
[59]
。

2.4.3   黏着斑激酶   黏着斑激酶是一种胞质非受体酪氨酸激

酶，为整合素信号通路中的关键分子，又与细胞黏附密切相

关，在细胞迁移、黏附和浸润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黏着斑激酶可以将细胞外的信号经整合素受体传导至细胞

内。αVβ3 和 αVβ5 通过激活 AKT 激活了生存信号通路
[60-62]

，

而 AKT 在保护小鼠心肌细胞免受缺血再灌注损伤中起着重要

作用
[63]
。当整合素被激活后，黏着斑激酶作为接头蛋白，

将 PI3K 通过其 p85 停泊。p85 亚基的 SH2 和 SH3 结构域均

在一个磷酸化位点与接头蛋白结合。PI3K 募集到活化的受体

后，起始多种 PI 中间体的磷酸化，PI3K 转化 PIP2 为 PIP3。
PI3K 激活的结果是在质膜上产生第二信使 PIP3，它与细胞内

的 AKT 和 3- 磷酸肌醇依赖性蛋白激酶 1 结合，促使磷酸肌

醇依赖性蛋白激酶 1磷酸化AKT蛋白的 Ser308导致AKT活化。

AKT 是 PI3K 下游主要的效应物，它通过下游多种途径对靶蛋

白进行磷酸化而发挥作用。在脂肪和骨细胞中发现了一组称

为整合素 αV 的鸢尾素受体，继而用 10 nmol/L 的鸢尾素对

MLO-Y4 细胞进行处理，引起了黏着斑激酶 (Tyr397) 和 AKT 

(Ser308) 的磷酸化
[12]
。此外，H9C2 细胞中整合素 αVβ3 和 /

或 αVβ5 激活后可通过下游 FAK/AKT 通路抑制缺氧诱导的心

肌细胞凋亡
[6]
。

胡明珠等
[64]

研究发现 PI3K/AKT/SIRT1 信号通路参与了硫

化氢 (H2S) 后处理对大鼠缺血心肌的保护作用，且 H2S 后处理

的心肌保护作用与 SIRT1/PGC-1α 的激活有关
[65]
。用 siRNA 干

扰人脐静脉内皮细胞内 SIRT1 蛋白的表达，干扰 48 h 后发现锰

超氧化物歧化酶蛋白水平降低。染色质免疫共沉淀发现 SIRT1

结合在锰超氧化物歧化酶启动子上，过表达 SIRT1 可以上调

锰超氧化物歧化酶启动子活性，且呈现剂量 -效应关系
[66]
。

SIRT1 的小分子激活剂 Comp5 通过 SIRT1-PINK1-Parkin 通路诱导

了胶质母细胞瘤细胞的线粒体自噬
[67]
。此外，耐力运动训练

还可以激活大鼠心脏 SIRT1 信号通路，上调 SIRT1 的表达，调

节 FoxO1 的去乙酰化水平，抑制心肌细胞凋亡，从而发挥心

肌保护作用
[68]
。

综上所述，整合素 αV 是鸢尾素的特异性受体，鸢尾

素可使其表达增加。整合素 αV 可通过激活整合素相关蛋白

激酶 ( 整合素连接激酶和 / 或黏着斑激酶 ) 继而激活下游的

AKT/SIRT1 通路，从而引起了包括线粒体氧化应激、生物合

成和自噬等线粒体稳态的改变，从而发挥心肌保护作用。

3   结论与展望   Conclusions and prospects 
整合素 αV 是位于细胞膜上的鸢尾素特异性受体，它参

与多种关键的细胞过程。整合素信号是由整合素连接激酶、

踝蛋白和黏着斑激酶等蛋白介导的，现有证据表明鸢尾素可

激活其特异性受体整合素 αV 继而激活其下游的 ILK(FAK)/AKT/

SIRT1通路，可通过上调锰超氧化物歧化酶表达降低氧化应激，

以及上调 PGC-1α 和 PINK1 促进线粒体生物合成与自噬改善线

粒体稳态，从而发挥心肌保护效应。鸢尾素受体的发现为研

究有氧运动改善心衰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这也提示整合素

αV 可能是运动 / 鸢尾素治疗心力衰竭的重要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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