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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死亡与脑卒中

朱  蕊 1，曾  庆 1，黄国志 1，2

文题释义：

铁死亡：是一种铁依赖性的，区别于细胞凋亡、细胞坏死、细胞自噬的新型细胞程序性死亡方式。铁死亡发生的主要机制是：在二价铁

或酯氧合酶的作用下，催化细胞膜上高表达的不饱和脂肪酸发生脂质过氧化，从而诱导细胞死亡。

脑卒中：又称“中风”，是一种急性脑血管疾病，是由于各种因素导致向大脑供应氧气及其他所需营养物质的脑血管在某一部位突然破

裂或阻塞而引起的局灶性神经功能损伤或中枢神经系统损伤，其包括缺血性脑卒中和出血性脑卒中。

摘要

背景：铁死亡作为一种与铁离子有关依赖脂质过氧化的非凋亡形式的程序性细胞死亡方式，与脑卒中的发生发展存在密切联系。

目的：针对铁死亡在脑卒中的研究进展做一综述，总结铁死亡在脑卒中的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及其抑制剂的应用前景，以探索脑卒中新的

治疗策略，同时为靶向铁死亡治疗脑卒中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检索 PubMed、Web of Science、Medline、万方及CNKI等数据库收录的相关文献。利用Mesh检索“ferroptosis”和“stroke”完善检

索词，再通过主题词(标题/摘要)进行检索。英文检索词为：“stroke；CVA；cerebrovascular accident；brain hemorrhage；brain infarction；
cerebral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cerebral I/R injury；cerebral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CI/R；ferroptosis；oxytosis”；中文检索词为：

“脑卒中；中风；脑出血；脑梗塞；脑缺血再灌注损伤；铁死亡”等。检索时间为 2000-01-01/2020-06-25。最终纳入59篇文献进行归纳

总结。

结果与结论：铁死亡作为近年来新发现的一种非典型细胞死亡方式，已被证实参与脑卒中疾病的发生发展，铁螯合剂是一种经典的铁死

亡抑制剂，在基础研究中显示出改善神经功能损伤的功效，但在临床试验中仍存在治疗局限性。因此，通过靶向铁死亡治疗脑卒中可能

是未来研究中可进一步探索的方向。

关键词：铁死亡；卒中；铁代谢；脑缺血再灌注损伤；过氧化脂类；GPX4；活性氧；铁

缩略语：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4：Glutathione peroxidase 4，GPX4；大脑中动脉闭塞：middle cerebral artery occlusion，MC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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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Ferroptosis is a non-apoptotic form of programmed cell death characterized by the iron-dependent accumulation of toxic lipid reactive oxy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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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快速阅读：

研究特点

→ →

铁死亡 研究发现

文章全面阐述了

铁死亡在脑卒中

的研究进展，着

重探讨脑卒中后

铁死亡发生的病

理生理机制，总

结了近年来铁死

亡抑制剂在脑卒

中的应用。

铁死亡是一种铁依赖性

的，以脂质过氧化物及

其代谢产物蓄积为特征

的细胞死亡方式，首次

在肿瘤中被发现，目前

在神经系统疾病、癌症、

缺血再灌注损伤疾病等

多个领域被证实参与了

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

国内外越来越多的研究

发现，脑缺血再灌注损

伤中出现脂质过氧化增

多和细胞内铁水平升高

的现象，这与铁依赖性

非凋亡形式的铁死亡表

现相一致，且可以通过

铁螯合剂或抗氧化剂来

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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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脑卒中是导致全球死亡和致残的主要原因，据估计，在

美国约 700 万成年人有脑卒中病史，约占人口的 2.5%[1]
。脑

卒中主要分为两种类型，即缺血性脑卒中 (80%-85%) 和出血

性脑卒中，缺血性脑卒中是由脑动脉阻塞引起，出血性脑卒

中是由非外伤性脑实质内血管破裂引起的
[2]
。由于脑组织缺

血或出血，神经元的正常血液供应被破坏，进而促进了一系

列的病理生理反应，导致神经元死亡，这一过程涉及许多机

制共同作用，包括神经元过度兴奋、线粒体死亡、自由基释放、

凋亡、坏死、自噬和炎症等
[3]
。这提示脑组织对缺氧缺血十

分敏感，因此脑卒中发生后尽早及时地恢复血液正常循环十

分必要，但目前用于脑卒中的急性治疗选择较少，大多数患

者都无法完全恢复正常的神经功能，即使接受及时、综合的

康复治疗，也仍会遗留一定程度的功能损伤，包括肢体瘫痪、

吞咽障碍或失语等，对患者的日常生活带来严重的不良影响，

成为家庭以及社会负担的主要原因
[4-5]

。因此，脑卒中后的神

经功能修复成为近年来学者们关注的重点方向。

铁是大脑组织动态平衡中的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铁在

正常大脑生成大量 ATP 过程中必不可少；另一方面，大脑极

易受到铁依赖性氧化应激的影响。传统研究已经证实，神经

元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坏死、凋亡和自噬等，但这些机制均不

能完全解释急性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引起的早期脑损伤。铁死

亡 (Ferroptosis) 作为一种非凋亡形式的细胞死亡，其特征是

铁依赖性脂质氢过氧化物的积累达到细胞致死水平
[6]
。近年

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铁死亡正在成为脑卒中和其他急性

脑损伤期间病理性细胞死亡的重要机制，并且有研究展示出

铁抑制剂具有改善神经功能损伤的功效。文章旨在阐述铁死

亡在脑卒中病理生理过程中的作用及影响，以期为支持靶向

铁死亡可减轻脑卒中后神经损伤提供证据。

1   资料和方法   Data and methods
1.1   资料来源   

1.1.1   检索人及检索文献时限   第一作者检索 2000-01-01/ 

2020-06-15 发表的文献。

1.1.2   检索数据库 

(1)PubMed 数据库：是一个提供生物医学方面的论文搜

species,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stroke.
OBJECTIVE: To review the recent researches regarding ferroptosis in stroke and summarize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ferroptosis and the application 
prospects of ferroptosis inhibitors in stroke, in order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and new the treatment of strategies for targeting ferroptosis in the treatment 
of stroke.
METHODS: PubMed, Web of Science, Medline, WanFang, and CNKI databases were searched for relevant literatures. Then we used Mesh tool to search for 
“ferroptosis” and “stroke” to refine the search terms, and then searched by subject terms (title/abstract). Search terms were “stroke; CVA; cerebrovascular 
accident; brain hemorrhage; brain infarction; cerebral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cerebral I/R injury; cerebral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CI/R; ferroptosis; 
oxytosi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respectively. The retrieval time was from January 1, 2000 to June 25, 2020. Finally, 59 articles were included for review.
RESULTS AND CONCLUSION: Ferroptosis, as an atypical cell death mode newly discovered in recent years, has been confirmed to be involved in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stroke. Iron chelator is a classic iron death inhibitor that has been shown to improve nerve function damage in basic research,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therapeutic limitations in clinical practice. Therefore, a new strategy for the treatment of stroke by targeting ferroptosis represents the direction 
of our future exploration.
Key words: ferroptosis; stroke; iron metabolism; cerebral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lipid peroxides; GPX4;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i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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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及摘要的数据库。它的数据库来源为 MEDLINE，其核心主

题为医学，网址：https://pubmed.ncbi.nlm.nih.gov/?term=

(2)Web of Science 数据库：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科

学引文索引，简称 SCIE) 是世界上最权威的引文索引数据库之

一。网址：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WOS_GeneralSearch 

input.do?product=WOS&SID=8Bjhwxka9Duf7GD4vi4&searc mode= 

GeneralSearch

(3)Medline 数据库：是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 (TheNational 

Library ofMedicine，NLM) 生产的国际性综合生物医学信息书

目数据库，是当前国际上最权威的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网

址：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MEDLINE_GeneralSearch 

input.do?product=MEDLINE&SID=8Bjhwxka9Duf7GD4vi4&search 

mode=GeneralSearch

(4) 万方数据库：是由万方数据公司开发的，涵盖期刊、

会议纪要、论文、学术成果、学术会议论文的大型网络数据库。

网址：http://www.wanfangdata.com.cn/index.html

(5)CNKI 数据库：即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 (China Na-

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简称 CNKI)，由清华大学、

清华同方发起，是国内最大、最完整、最权威的连续出版资

源库。网址：https://www.cnki.net/

1.1.3   检索途径  

(1)主题途径：①利用Mesh检索“ferroptosis”和“stroke”

完善检索词；②通过主题词 ( 标题 / 摘要 ) 进行检索。

(2) 检 索 词： 以“stroke；CVA；cerebrovascular  

accident；brain hemorrhage；brain infarction；cerebral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cerebral I/R injury；cerebral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CI/R；ferroptosis；Oxytosis”

为英文检索词；以“脑卒中；中风；脑出血；脑梗塞；脑

缺血再灌注损伤；铁死亡”等为中文检索词。

1.1.4   检索文献类型   研究原著。

1.2   入选标准   根据文章题目及摘要进行初步筛选，通过文

献精读后提炼出与撰写主题相关的研究原著。

1.2.1   纳入标准   涉及铁死亡的发生机制；涉及铁死亡与脑

卒中的相关性研究；涉及铁死亡抑制剂如铁螯合剂等在脑卒

中的应用研究。

1.2.2   排除标准   与研究目的不相关的文献或重复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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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质量评估   选取 3 个英文数据库和 2 个中文数据库进行

检索，利用主题词检索途径，多作者共同检索，以提高查全

率并减少选择偏倚。文章仅纳入英文和中文文献，可能错过

非英语及非中文国家研究者的研究结果，因此存在一定偏倚。

1.4   数据提取   共检索文献到 448 篇，其中英文 406 篇，中

文 42 篇，排除与撰写主题内容相关性低及重复性文献 389

篇，最终纳入文献 59 篇 ( 图 1)。其中 23 篇文章介绍了铁死

亡的定义与发生机制，26 篇文章总结了铁死亡在缺血性脑

卒中的应用，10 篇文章阐述了铁死亡在出血性脑卒中的相

关作用机制。

2   结果   Results 
2.1   铁死亡的定义与特征   铁死亡是一种铁依赖性的，且与

细胞凋亡、细胞坏死、细胞自噬有所区别的新型细胞程序性

死亡方式，其主要机制是在二价铁或脂氧合酶的作用下，催

化细胞膜上高表达的不饱和脂肪酸发生脂质体过氧化，从而

诱导细胞死亡；其主要特征还包括抗氧化体系 ( 谷胱甘肽和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 表达量的降低
[7]
。铁死亡的发现过程

中，有两个化合物至关重要。2003 年 DOLMA 等
[8]
筛选出一

种化合物Eaststin，显示出抑制抗氧化剂谷胱甘肽合成的作用，

它对表达 RAS 的癌细胞具有选择性致死作用，且与已知的细

胞死亡形式不同：没有核形态变化、DNA片段化和caspase活化，

并且其他细胞死亡抑制剂无法逆转这一过程。随后，2008 年

YAGODA 等
[7]
和 YANG 等

[9]
发现了另一种化合物 RSL3，能够触

发类似非凋亡形式且具有铁依赖性的细胞死亡方式。2012年，

铁死亡首次被 DIXON 等
[10]

明确定义为一种铁依赖性、以细胞

内脂质过氧化物及相关代谢产物累积为特征、非凋亡形式的

细胞死亡方式。铁死亡是一种新的细胞死亡方式，其在形态、

生化和遗传上与其他形式的细胞死亡都不同，并且还涉及多

种疾病
[11-12]

。形态学上，铁死亡主要表现为细胞的线粒体萎缩、

双层膜密度增加和线粒体内膜嵴消失，但细胞膜保持完整，

细胞核大小正常，且没有染色质不浓缩
[9-10]

；生化方面，细胞

发生铁死亡往往伴随着谷胱甘肽耗竭，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4(glutathione peroxidase 4，GPX4) 活性降低，脂质过氧化物不

能被 GPX4 催化的还原反应代谢，脂质被二价铁以芬顿 (Fenton)

反应被氧化，产生大量活性氧，从而进一步促进铁死亡的发 

生
[9，13]

；从基因上讲，铁死亡是由多个基因调控的生物过程，

大致包括：铁代谢紊乱、脂质过氧化物及其代谢产物累积、

GPX4 产生受阻、氨基酸和谷胱甘肽代谢紊乱等表观遗传学改

变，具体的调控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10]
。

目前研究发现能够诱发铁死亡的物质可分为四类。一类

包括 Erastin，它是通过直接抑制 Xc 系统减少谷胱甘肽的铁

死亡诱导剂
[8]
，其还具有另一个靶标，即电压依赖性阴离子

通道 (voltage-dependent anion channels， VDAC)，能够引起线

粒体功能障碍。最近还发现，由 Erastin 引起的铁死亡激活增

加了溶酶体相关膜蛋白 2A(lysossomal associated protein 2a， 

Lamp2a) 的表达水平，从而促进伴侣蛋白介导的自噬，进而

促进 GPX4 的降解
[14]
。第二类包括 RSL3 和 DPI7，它们直接抑

制 GPX4 活性从而诱导铁死亡
[7，9]

。第三类包括 FIN56，能促

进 GPX4 降解，另外它还与角鲨烯合酶结合，导致内源性抗

氧化剂辅酶 Q10 消耗，这个过程增强了细胞对 FIN56 引起的

铁死亡的敏感性
[15]
。最后一类包括 FINO2 及其类似物如青蒿

素，通过影响直接铁氧化，脂质的过氧化和 GPX4 的失活等

诱导铁死亡
[16-17]

。

随着对铁死亡发生机制的不断深入研究，诸多铁死

亡的特异性抑制剂逐渐被发现，如 Ferrostatin-1(Fer-1)， 

Liproxstatin-1(Lip-1) 和维生素 E，这些物质通过抑制脂质过

氧化物的形成来抑制铁死亡
[7，9]

。2014 年，SKOUTA 等
[18]

发

现 Fer-1 在亨廷顿氏病、脑白质病和肾功能不全的 3 种体外

模型中抑制了细胞铁死亡，该研究丰富了在疾病模型中使

用铁他汀类药物的基础，并且它是第一个在体内实验逆转铁

死亡的重要性研究。其产生的治疗作用基于铁死亡病理生

理机制：不具有活性的三价铁通过转铁蛋白受体 (transferrin 

receptor1， TFR1) 传递到细胞中，并在体内还原为二价铁，

二价金属离子转运体 (divalent metal transporter 1，DMT1)

将二价铁输送至不稳定的铁矿池 (labile iron pool，LIP)，核

受体共激活子 4(nuclear receptor coactivators 4，NCOA4) 介

导铁蛋白自噬降解从而将二价铁从铁蛋白中释放，二价铁

通过 Fenton 反应和脂氧合酶途径产生脂质活性氧，此外，

作为关键调节剂，酰基辅酶 A 合成酶长链家族成员 4(Cyl-
CoA synthetase long-chain familymember4，ACSL4) 催化花生

四烯酸 (arachidonic acid，AA) 或肾上腺酸 (adrenic acid，AA)

酯化为磷脂酰乙醇胺 (phosphatidyl ethanolamine，PE)；其

次，溶血磷脂酰胆碱酰基转移酶 3(lysophosphatidylcholine  

acyltransferase，LPCAT) 对基于磷脂酰乙醇胺的底物具有特异

性，并生成质膜多不饱和脂肪酸 -磷脂酰乙醇胺 (PUFA-PE)。

最后，脂氧合酶 15(15-lipoxygenase，15-LOX) 将花生四烯酸 -

磷脂酰乙醇胺 (AA-PE) 和肾上腺酸 - 磷脂酰乙醇胺 (AdA-PE)

氧化成花生四烯酸-氢过氧化物-磷脂酰乙醇胺 (PE-AdA-OOH)

和肾上腺素 -氢过氧化物 -磷脂酰乙醇胺 (PE-AA-OH)[19-20]
。这

些脂质过氧化累积在线粒体膜上是诱发铁死亡的关键因素 (图
2)。通过特异性抑制剂修饰或使得某些脂质氧化相关的关键

蛋白失活，可抑制细胞铁死亡的发展。简而言之，铁死亡作

为一种新的细胞死亡方式被发现，为治疗多种疾病提供了新

的方向。

2.2   铁死亡与缺血性脑卒中   缺血性脑卒中发生一段时间后再

重新恢复正常血液循环，低灌注缺血缺氧脑组织再次获得血

检索数据库：PubMed、Web of Science、Medline、万方、CNKI 数据库

检索时间：2000 年 1 月至 2020 年 6 月

检索文献到 448 篇，PubMed(n=160)、Web of Science(n=52)、Medline 
(n=44)、万方 (n=67)、CNKI 数据库 (n=125)

排除重复性文献 287 篇；排除与主题内

容相关性低的研究 102 篇

最终纳入符合标准的文献 59 篇 图 1 ｜文献检索流程图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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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供给时，缺血性损伤不但没有逆转反而进一步加重，甚至

出现更严重的脑损伤现象包括神经细胞死亡、致死性脑水肿

等，即脑缺血再灌注损伤
[21]
。脑缺血再灌注导致多种细胞死

亡途径的激活，其中坏死、凋亡和自噬相关的细胞死亡被认

为是导致脑缺血再灌注损伤的关键因素
[22-23]

。然而，越来越多

的研究发现，脑缺血再灌注损伤中出现脂质过氧化增多和细

胞内铁水平升高的现象
[24-28]

，这些细胞事件与铁依赖性非凋亡

形式的铁死亡表现相一致，且可以通过铁螯合剂或抗氧化剂

来预防
[29]
。有研究证实在缺血性脑卒中发生后，脑缺血再灌

注阻碍了 ATP 的产生，而大脑需要持续产生高水平的 ATP 才

能维持代谢活性和神经元稳态以对抗氧化应激
[30]
。因此，与

其他器官相比，在缺血条件下大脑更容易累积更多有害的线

粒体代谢副产物
[31]
。此外，神经元膜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

很容易被氧化，因此大脑中抗氧化剂的平衡十分重要
[32]
。有

研究发现在严重的缺血缺氧性损伤后，4 例患者的 T2 加权磁

共振图像上证实了由于铁沉积而导致基底节、丘脑和白质区

域出现低强度信号
[26]
。同样，在脑缺血再灌注损伤的实验动

物模型中均观察到了患病大脑区域中铁的蓄积
[24-25，27]

。目前，

铁死亡已经越来越被重视，并有望作为逆转缺血性脑卒中神

经元损伤的关键角色。

近年来，铁螯合疗法已被证明可以减轻啮齿动物脑缺血

再灌注损伤模型中的铁死亡，例如在大脑中动脉闭塞 (middle 

cerebral artery occlusion，MCAO) 模型动物中，铁的摄入量与

梗死体积成正相关
[33]
。另外，Deferoxamine(DFO) 作为一种高

亲和力的铁螯合剂，已获得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批

准用于治疗铁超负荷
[34]
。如上所述，Lip-1 和 Fer-1 都是具有

特定抗铁蛋白体活性的化合物，临床前研究表明，脑缺血再

灌注后立即或 6 h 内通过鼻内给药 Fer-1 或 Lip-1 可以显著减

少 MCAO 小鼠的神经元损伤和功能缺陷，这表明特殊的外源

性铁死亡抑制剂可能具有逆转脑缺血再灌注损伤的能力
[34-35]

。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铁死亡是体内急性病理性脑细胞

死亡的真正机制
[36]
。TUO 等

[37]
在 3 月龄的 MCAO 大鼠模型

中进行了一项研究，观察到敲除微管蛋白基因 Tau 可以显著

减少铁死亡，并抑制脑缺血再灌注损伤，这表明抑制 Tau 蛋

白可以抵抗铁死亡；然而，在 12 月龄的 MCAO 老年小鼠模

型中进行 Tau 基因敲除后，出现了年龄依赖性加速累积的脑

铁死亡，否定了抑制 Tau 蛋白对缺血性脑卒中诱导的局灶性

脑缺血再灌注损伤的保护作用，最后，通过联合铁螯合剂

及 Tau 基因敲除的共同作用逆转了老年小鼠的脑缺血再灌注

损伤。有趣的是，另一项研究发现，局部缺血还会导致 Tau

蛋白减少，从而抑制淀粉样蛋白前体蛋白 (amyloid precursor 

protein， App)，进一步减少亚铁出口铁转运蛋白 (Ferroportin，
FPN) 影响铁输出，导致细胞内铁积聚，增加神经元对铁死亡

的敏感性，通过增加血液中载脂蛋白的水平可减少脑损伤并

改善神经功能，这可能与减少神经元脂质过氧化有关
[38]
。这

些发现印证了铁螯合剂和抗氧化剂的相互作用，可作为铁死

亡和缺血性卒中预后的多效调节剂，暗示着临床转化中可能

需要结合多种干预手段来取得更有效的治疗成果。同样，Tau

蛋白的作用还在其他疾病模型中也被验证：LEI 等 [39-40]
发现

Tau 蛋白的高表达可能会导致阿尔茨海默病和帕金森病中神

经元铁蓄积，通过敲除 Tau 可阻碍铁蓄积及其神经毒性。

此外，辅酶 Q10 作为一种内源性脂溶性抗氧化剂能够

有效抑制脂质过氧化，有望成为抑制铁死亡的药物
[41-42]

。研

究发现：口服辅酶 Q10 可显著改善大鼠 MCAO 模型和急性

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的神经功能损伤预后
[43-44]

。最近，GUAN

等
[45]

发现一种植物来源的单萜酚——香芹酚，可抑制缺血

再灌注损伤后海马神经元的损害并逆转神经功能缺陷，深入

探索后发现再灌注后腹膜内注射香芹酚可有效降低活性氧表

达，减少铁沉积和升高 GPX4 水平，表明香芹酚可能通过抑

制铁死亡而发挥神经保护作用。该研究证明了再灌注后 2 h

腹膜内给予香芹酚的好处，YU 等
[46]

证实脑室内给药可延长

治疗窗口至 6 h。以上研究提示香芹酚可能是治疗缺血性脑

卒中潜在的治疗选择。

目前，已有研究证明补充硒 (Se) 可通过促进 GPX4 的

表达来有效抑制 GPX4 依赖性的铁死亡以及内质网应激引起

的细胞死亡
[47]
。当缺血性脑卒中发生后，全身使用脑渗透

性硒肽可激活体内稳态转录，从而抑制细胞铁死亡并改善

神经功能
[47]
。此外，磷脂酰乙醇胺结合蛋白 1(phosphatidyl  

ethanolamine binding protein 1，PEBP1) 作为一种蛋白激酶

级联反应的细胞骨架蛋白抑制剂，可以与脂氧合酶 15 结合，

通过产生脂质死亡信号来促进铁死亡，因此 WENZEL 等
[48]

证实通过下调 PEBP1 /15-LOX 复合物水平，可以抑制铁死亡

来保护海马组织免受脑缺血再灌注损伤。综上所述，铁死亡

已被证实参与脑缺血再灌注损伤的发生发展中，且通过抑制

铁死亡可逆转神经功能损伤，甚至改善预后。

尽管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缺血性脑卒中后铁死亡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但更深层的分子机制尚不清楚，具有临床转化

性的研究也仍在探索中。同时，铁死亡的发现也让科学家们

更加深入地认识到多种细胞死亡对脑缺血再灌注损伤的影响

作用有所交叉，因此在未来，科学家们还需要探究不同细胞

死亡方式之间的联系，进而有效且全面的多靶点抑制达到更

好的保护作用。

图 2 ｜铁死亡的病理生理机制分子模式图



3738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第25卷｜第23期｜2021年8月

2.3   铁死亡与出血性脑卒中   脑出血发生后，早期由于血肿

的形成引起颅内压升高，出现脑疝，从而导致原发性脑损伤。

随后，血液进入大脑间隙，从而出现神经元损伤和组织炎症，

导致继发性脑损伤。临床前研究表明，血红蛋白作为血液中

最丰富的蛋白质，可在脑出血后从溶解的红细胞中大量释放，

血红蛋白被血红素加氧酶降解为一氧化碳、胆绿素和游离

铁，诱导铁死亡，成为继发性脑损伤和神经元死亡的主要原

因
[49-50]

。有研究证实，血红蛋白可以被小胶质细胞和血肿周

围区域浸润的巨噬细胞吞噬，并将其含有的二价铁代谢为三

价铁，从而诱导活性氧产生和脂质过氧化，随后，过量的亚

铁从小胶质细胞运出并通过 FPN 系统将铁积聚在神经元中，

并通过 Fenton 反应与过氧化氢反应形成高毒性羟基，这些

羟基自由基攻击 DNA、蛋白质和脂质膜，从而破坏细胞功

能，诱导铁死亡发生
[51]
。最近的研究提示，通过限制铁沉

积和活性氧的产生，可以降低早期脑损伤并预防继发性脑损

伤从而改善脑出血患者的预后
[52-53]

。此外，GPX4 作为铁死

亡的主要上游调节剂之一，其功能失活与脑出血不良预后相

关
[54]
。ZHANG 等

[55]
进一步在自体血液注射诱发的脑出血大

鼠模型中证实，脑出血发生后，脑组织中 GPX4 的表达水平

降低，而高表达 GPX4 赋予了部分神经元抵抗铁死亡的能力，

减轻继发性脑损伤并改善神经功能。

从理论上讲，应用 Fer-1 或 Lip-1 可以直接抑制血红蛋

白中释放的游离铁，LI 等 [51]
通过体内外实验证实了该结论，

应用 Fer-1 可以有效减少出血性脑卒中后脂质过氧化及活性

氧的产生，并降低前列腺素内过氧化物合酶 2(prostaglandin 

endoperoxide synthase 2，PTGS2) 及其产物环氧合酶 2 的表达

水平，进一步的实验发现脑出血后环氧合酶 2 在神经元中高

度表达，抑制环氧合酶2可以减少脑出血引起的继发性脑损伤，

这也提示环氧合酶 2 可能是铁死亡潜在的生物标记物。最近

的许多研究提出了减轻脑出血后脑损伤的潜在治疗方法。曾

劲松等
[56-58]

在血红蛋白诱导的大鼠脑出血模型中证实脑泰方

通过调节神经元细胞铁代谢，减轻神经元铁负荷及脂质活性

氧累积，从而提高神经元细胞活力，其作用与铁死亡抑制剂

去铁胺一致，提示脑泰方可能通过抑制脑出血后神经元铁死

亡而发挥神经保护作用。ALIM 等
[59]

证实应用硒可有效地驱动

大脑中 GPX4 表达，从而抑制铁死亡保护神经元并改善神经功

能。KARUPPAGOUNDER 等
[52]

发现 N-乙酰半胱氨酸作为一种

含硫醇的氧化还原调节化合物，可与前列腺素 E 协同作用共

同抑制脑出血后引起的铁死亡并改善小鼠出血性中风的预后。

这些发现填补了脑出血后铁死亡的重要知识空白，并为将来

靶向铁死亡改善脑出血预后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基础。与缺血

性卒中相关研究比较发现，铁死亡在脑出血中的发生机制与

其不完全相同，更多的是由于血红蛋白的释放及氧化，进而

诱导铁死亡。而治疗方式二者类似，都是以应用 GPX4 抑制剂

或 Fer-1 来减轻铁死亡。不过，在缺血性脑卒中研究中提出的

问题在脑出血模型中得到了初步的答案：环氧合酶 2 可作为

铁死亡的生物标记物，同时研究者也发现在脑出血后自噬与

铁死亡并存，且应用双抑制剂效果更佳。这提示探索不同细胞

死亡方式的联系尤为重要，且多靶点抑制是可行的治疗手段。

3   小结   Conclusions 
铁死亡是一种新型的独特的细胞死亡形式，其发生机制

与涉及的表观遗传学组和其他细胞程序性死亡方式不同。越

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脑卒后脑组织中铁死亡增多，铁螯合剂

显示出改善神经功能损伤的功效。文章总结了卒中与铁死亡

的关系，以及铁死亡抑制剂的应用进展。但是，在过去的 10

年中，在脑卒中患者应用铁螯合剂的临床试验仅显示出有限

的成功。这种局限性可能是由于多种原因造成的，包括铁受

影响区域的螯合效率、特定的使用时机、患者之间的异质性

以及其他不良的脱靶副作用，这表明铁本身并不是最佳靶标。

因此，通过化学抑制剂或通过基因改造来增强对铁死亡的抑

制，可能可以更好地保护卒中后的神经功能。此外，卒中后

存在多种细胞死亡途径，初步研究展示出双靶点抑制自噬及

铁死亡可减轻脑出血后神经功能损伤，因此在这一方面，需

要更多的研究确定不同细胞死亡方式之间的异同点及联系，

从而进一步探索不同抑制剂的组合是否可以比单一药物更好

地改善神经预后，以及这种策略在临床试验中是否有效，这

也是未来探索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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