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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酚酸 B 抑制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氧化损伤及促进分化为心肌样细胞

裴丽丽 1，孙贵才 2，王  弟 3

文题释义：

Nrf2：Nrf2与细胞质中的Keap1结合，导致蛋白酶体降解。在应激暴露时，出现Keap1半胱氨酸修饰的特定模式。Keap1释放 Nrf2，其转移

到细胞核后与小Maf 蛋白形成异二聚体复合物。该复合物识别位于细胞保护基因中的抗氧化反应元件的增强子序列，激活它的转录。

Keap1：是由624个氨基酸残基组成的二聚体蛋白质，主要位于细胞质中，Keap1的特定半胱氨酸残基修饰是氧化应激条件下细胞中蛋白质

构象变化的原因，Keap1 可与Nrf2结合阻止其进入细胞核。

摘要

背景：近年来，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已用于临床治疗由永久性心肌细胞减少引起的心脏损伤。然而，促进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增殖及向心肌细

胞分化的最佳诱导剂仍然在研究筛选当中。 
目的：探讨丹酚酸B对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氧化应激损伤的保护作用及向心肌样细胞分化的影响。

方法：以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为研究对象，用300 μmol/L过氧化氢干预24 h建立氧化应激损伤模型，同时给予丹酚酸B干预24 h，采用试剂盒

检测各组细胞上清液中乳酸脱氢酶和肌酸激酶水平及细胞裂解液中丙二醛和超氧化物歧化酶水平，Western blot检测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中

Nrf2、Keap1蛋白与Bcl-2、Bax蛋白表达，干预14 d后采用RT-PCT检测心肌细胞分化相关标记物的表达。

结果与结论：①与模型组比较，丹酚酸B组上清液中肌酸激酶和乳酸脱氢酶水平明显降低(P < 0.05)；②与模型组比较，丹酚酸B组细胞裂

解液中丙二醛水平降低，超氧化物歧化酶水平升高(P < 0.05)；③与模型组比较，丹酚酸B组细胞中Nrf2蛋白表达明显增加，Keap1蛋白表达

显著降低；④与模型组比较，丹酚酸B组Bcl-2蛋白表达显著提高，Bax蛋白表达显著降低；⑤与模型组比较，丹酚酸B组GATA4、cTnT mRNA
表达显著提高；⑥结果表明丹酚酸B能够诱导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激活Nrf2-ARE信号通路相关蛋白的表达从而达到抗氧化作用，抑制细胞凋

亡，还可以提高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向心肌样细胞分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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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原著

文章快速阅读：

文章特点—

△间充质干细胞作为储备细

胞具有分化成心肌样细胞

潜能；

△研究中药单体丹酚酸 B 对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氧化损

伤保护作用及促进其向心

肌样细胞分化的作用机制；

△寻找出既可以抑制氧化损

伤又可以促进间充质干细

胞向心肌样细胞分化的药

物。

第 3 代骨髓间充质
干细胞

检测指标 结论

•    空白组：正常培养；
•    模型组：

用 300 μmol/L 过氧

化氢干预 24 h 建立

氧化应激损伤模型；
•   丹酚酸 B 组：造模

同时给予丹酚酸 B
干预 24 h 或 14 d。

•   细胞上清液中乳酸

脱氢酶和肌酸激酶

水平；
•   细胞裂解液中丙二

醛和超氧化物歧化

酶水平；
•    细胞中 Nrf2、Keap1 

与 Bcl-2、Bax 蛋 白

表达；
•   心肌细胞分化相关

标记物的表达。

•   丹酚酸 B 能够诱导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激活 Nrf2-ARE 信号

通路相关蛋白的表

达从而达到抗氧化

作用；
•    抑制细胞凋亡； 
•   提高骨髓间充质干

细胞向心肌样细胞

分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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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急性心肌梗死的发病率和死

亡率不断上升。心肌梗死后心肌细胞不能再生，只能被瘢痕

组织替代，最终导致心室重构、心脏收缩功能障碍和慢性充

血性心力衰竭。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具有多向分化潜能，易于

纯化和培养传代
[1-2]

。研究表明，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可以在

体内和体外分化为心肌细胞或心肌样细胞
[3-5]

。大量研究表

明氧化应激在动脉粥样硬化、高血压、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

心肌病等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重要作用，抑制

氧化应激可以减少心肌细胞凋亡。

丹酚酸 B 是丹参提取物中的主要水溶性成分之一，研究

证实丹酚酸 B 对心肌梗死具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6]
，同时也能

够明显改善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
[7-8]

。刘莎莎等
[9]
研究表明

丹酚酸 B 对心肌细胞氧化损伤具有保护作用。LV 等
[10]

研究

发现丹酚酸 B 与骨形态发生蛋白 2 可以诱导骨髓间充质干细

胞向心肌细胞分化。该实验探讨丹酚酸 B 对过氧化氢诱导的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氧化应激损伤的保护作用，以及丹酚酸 B

对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向心肌样细胞分化的影响。

1   材料和方法   Materials and methods
1.1    设计   细胞学体外实验。

1.2   时间及地点   实验于 2018 年 8 月至 2019 年 1 月在南昌

大学公共实验中心完成。

1.3   材料   DMEM 高糖培养基、胎牛血清 ( 中桥新舟，中国 )；
CCK-8 试剂盒 ( 日本 Dojindo 公司 )；丙二醛、超氧化物歧化酶、

肌酸激酶、乳酸脱氢酶试剂盒 ( 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 )；
Nrf2、Keap1、Bcl-2、Bax 抗体 (Abcam 公司 )；GAPDH 抗体

和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的羊抗兔二抗 ( 北京中杉金桥 )；ECL

化学发光检测试剂盒 ( 美国 Pierce Biotechnology 公司 )；丹

酚酸 B ( 大连美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GATA4、cTnT mRNA

引物 ( 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合成 )；间充质干细胞 -

成骨细胞分化培养基、间充质干细胞 - 脂肪细胞分化培养基

( 中乔新舟公司 )。

实验动物：4 周龄清洁级雄性 SD 大鼠 6 只，体质量 (90± 

10) g，由南昌大学动物实验中心提供，实验动物机构许可证

号为 syxk2015-0001。
1.4   实验方法   

1.4.1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分离和培养   采用颈椎脱臼法处

死大鼠，浸泡于体积分数为 75% 乙醇中 10 min，无菌条件下

取双侧股骨、胫骨以及肱骨，置于无血清 DMEM 高糖培养基

中，剪断双侧干骺端，暴露出骨髓腔，用 1 mL 注射器吸取培

养液反复冲洗骨髓腔，收集冲洗液置于离心管中，800 r/min 

离心 10 min，弃上清，用含体积分数为 10% 胎牛血清的完全

培养液 ( 体积分数为 10% 胎牛血清 +1% 青链霉素 +DMEM 高

糖培养基 ) 重悬细胞，于 37 ℃，体积分数为 5%CO2 培养箱

内培养，12 h 后换液，去除未贴壁细胞，之后每 3 d 换液 1 次，

当细胞长满培养瓶后传代，每隔 3 d 换液 1 次，倒置显微镜

观察细胞形态。

1.4.2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多向分化潜能鉴定   取第 3 代骨

髓间充质干细胞，分别加入间充质干细胞 - 成骨细胞分化培

养基与间充质干细胞 - 脂肪细胞分化培养基进行培养，观察

Abstract
BACKGROUND: In recent years,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have been used in clinical treatment of heart injury caused by permanent 
cardiomyocytopenia. However, the best inducer to promote the prolifer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into cardiomyocytes 
is still in the research and selection.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salvianolic acid B on oxidative stress injury and cardiomyocyte differentiation of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METHODS: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were used as study objects to establish oxidative stress injury model by 300 μmol/L H2O2 for 24 hours. 
Simultaneously,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were treated with salvianolic acid B for 24 hours. The contents of lactate dehydrogenase and creatine 
kinase in the supernatant and malondialdehyde and superoxide dismutase in the cell lysate were determined in each group using the kit. Western blot assay 
was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nuclear factor E2 related factor 2 (Nrf2), Keap1, Bcl-2 and Bax in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RT-PCT was used 
to detect cardiomyocyte differentiation-related markers 14 days after intervention.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 the levels of lactate dehydrogenase and creatine kinase in the supernatant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the salvianolic acid B group (P < 0.05). (2) 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 the level of malondialdehyde in cell lysate was decreased, and the 
level of superoxide dismutase was increased in the salvianolic acid B group (P < 0.05). (3) 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 expression of Nrf2 protein in cells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nd the expression of Keap1 protein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the salvianolic acid B group. (4) The expression of Bcl-2 in 
salvianolic acid B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model group, and the expression of Bax in salvianolic acid B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model group. (5) 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 the expression of GATA4 and cTnT mRNA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the salvianolic acid B group. (6) 
Salvianolic acid B can induce the expression of proteins that activate Nrf2-ARE signaling pathway in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for anti-oxidation, 
and salvianolic acid B can inhibit apoptosis and improve the ability of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to differentiate into cardiomyocytes.
Key words: stem cells;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salvianolic acid B; cardiomyocytes; oxidative stress; apoptosis; pathway

Funding: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 81960881, 81660801 (to SGC)
How to cite this article: Pei LL, SuN GC, WaNG D. Salvianolic acid B inhibits oxidative damage of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and promotes 
differentiation into cardiomyocytes. Zhongguo Zuzhi Gongcheng Yanjiu. 2021;25(7):1032-1036.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培养及鉴定

细胞来源： SD 大鼠双侧股骨、胫骨以及肱骨骨髓

原代培养方法： 全骨髓贴壁培养

细胞培养基： 体积分数为 10% 胎牛血清 +1% 青链霉素 +DMEM 高糖培养基

原代培养时间： 原代细胞培养 12 h 开始换液，之后 3 d 换液 1 次，培养 12 d 左

右开始传代

细胞传代： 细胞融合至 95% 用胰蛋白酶消化传至下 1 代，按 1 ∶ 2 传代，

使用第 3 代细胞进行后续实验

细胞鉴定： 成骨、成脂诱导分化能力鉴定

伦理学批准： 该实验经过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动物实验伦理委员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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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形态的变化，诱导 21 d 后分别进行茜素红染色与油红 O

染色并进行拍照。

1.4.3   CCK-8 法检测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增殖情况   将第 3 代骨

髓间充质干细胞浓度调整为 1×107 L-1
，接种于 96 孔培养板，

每孔 200 μL，置于 37 ℃，体积分数为 5%CO2 培养箱进行培养，

待细胞长满瓶底 80% 以上时每孔加入终质量浓度为 0，50，
100，150，200 μg/L 丹酚酸 B 培养 24 h，每孔加入 10 μL  

CCK-8 继续培养 4 h，酶标仪检测 490 nm 波长下吸光度值。

1.4.4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分组、造模及干预   取第 3 代对数

生长期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调整细胞浓度为 1×108 L-1
，接种

于 96 孔培养板，于 37 ℃、体积分数为 5%CO2 培养箱培养

24 h，实验分为 3 组，空白组继续用完全培养液培养，模型

组和丹酚酸 B 组在完全培养液中加入 300 μmol/L 过氧化氢培

养 24 h 建立氧化损伤模型
[11]
，丹酚酸 B 组在造模同时加入

200 μg/L 丹酚酸 B 干预。

1.4.5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中丙二醛、超氧化物歧化酶水平及

细胞培养液中肌酸激酶、乳酸脱氢酶水平   经过上述干预 24 h 

后提取各组细胞培养液及细胞裂解液，应用 Direct Detect™ 

Spectrometer-Sample Measuring 红外微定量分析仪直接检测

蛋白浓度，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要求对样品进行处理，测定丙

二醛、超氧化物歧化酶、肌酸激酶、乳酸脱氢酶水平。

1.4.6   Western blot 法测定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中 Nrf2、Keap1、 
Bcl-2、Bax 蛋白表达水平   经过上述干预 24 h 后提取各组细

胞总蛋白，进行蛋白定量，经 SDS-PAGE 电泳分离，转移至

PVDF 膜上，5% 脱脂奶粉室温孵育 2 h，加入 Nrf2、Keap1、
Bcl-2、Bax 一抗工作液 4 ℃过夜，稀释倍数均为 1 ∶ 1 000，
TBS-T 缓冲液洗膜 5 次，10 min/ 次，加入二抗工作液室温孵

育 1 h，TBS-T 缓冲液洗膜 5 次，10 min/ 次，采用 ECL 法显色，

凝胶成像系统拍照并分析。

1.4.7   RT-PCR 检测心肌分化相关标记物 GATA4、cTnT mRNA

的表达   经过上述干预 14 d 后提取细胞总 RNA，采用 TRIZOL

法提取总 RNA，按照反转录试剂盒说明将提取的总 mRNA 反

转录成 cDNA，然后按照试剂盒说明书采用两步法进行实时

定量 PCR 检测，引物序列见表 1。

表 1 ｜各基因引物序列
Table 1 ｜ Primer sequences of each gene

基因名称 GENBANK 号 引物序列 目标片段长度

GATA4 NM_144730.1 5'-TTG ACT GAG TTC TGG GCA TCT-3' 136 bp
5'-GCA ACA ATC TTT AGG CTC TGG T-3'

cTnT NM_012676.1 5'-GGA CTC CAA ACC CAA GC-3' 244 bp
5'-GCG AAT ACG CTG CTG TT-3'

GAPDH NM_017008.4 5'-TGC TGA GTA TGT CGT GGA-3' 287 bp
5'-TCT TCT GAG TGG CAG TGA T-3'

1.5   主要观察指标   丹酚酸 B 在过氧化氢条件下对骨髓间充

质干细胞的保护作用及向心肌细胞分化的影响。

1.6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19.0 进行统计学分析，所有数据

用 x-±s 表示，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P < 0.05 为差异有显著

性意义，P < 0.01 为差异有非常显著性意义。

2   结果   Results 
2.1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形态变化   原代培养 24 h 后可见少量

细胞贴壁生长，细胞呈纺锤形、三角形、多边形或不规则形

等，形态差异比较大，传代到第 2 代培养 24 h 可见细胞成簇

生长，呈长梭形，突起较少，且形态差异较小，第 3 代培养

24 h 可见细胞呈单一梭形，呈成纤维样，平行或放射状排列，

可见极少量杂质细胞，见图 1。

2.2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多向分化潜能鉴定   骨髓间充质干

细胞成骨诱导 21 d，细胞汇合时均呈多层重叠生长，细胞局

部堆集成灶状，形成钙结节，茜素红染色可见橘红色钙盐，

见图 2A；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成脂诱导培养 21 d，油红 O 染

色可见细胞内有红色脂滴，见图 2B。

2.3   丹酚酸B对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增殖的影响   由表2可见，

50，100，150，200 μg/L 丹酚酸 B 均能促进骨髓间充质干

细胞增殖，与 0 μg/L 丹酚酸 B 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 

0.05)，细胞吸光度值随丹酚酸 B 质量浓度升高而增加，后续

实验选取 200 μg/L 丹酚酸 B 进行干预。

表 2 ｜不同质量浓度丹酚酸 B对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增殖的影响
(x-±s，n=8)

Table 2 ｜ Effects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salvianolic acid B on 
proliferation of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丹酚酸 B 质量浓度 吸光度值

0 μg/L 0.661±0.021
50 μg/L 0.753±0.035a

100 μg/L 0.803±0.081a

150 μg/L 0.843±0.075a

200 μg/L 0.873±0.041a

表注：与 0 μg/L 比较，
aP < 0.05

2.4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培养液中肌酸激酶、乳酸脱氢酶水平  

由表 3 可见，与空白组比较，模型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培养

液中肌酸激酶和乳酸脱氢酶水平均显著升高 (P < 0.05)；与模

型组比较，丹酚酸 B 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培养液中肌酸激酶

和乳酸脱氢酶水平显著降低 (P < 0.05)，结果表明丹酚酸 B 能

够明显降低过氧化氢引起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损伤。

2.5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中丙二醛和超氧化物歧化酶水平变化  

由表 4 可见，与空白组比较，模型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裂解

液中丙二醛水平均显著升高 (P < 0.05) 且超氧化物歧化酶水

平显著降低 (P < 0.05)；与模型组比较，丹酚酸 B 组骨髓间充

质干细胞裂解液中丙二醛水平显著降低 (P < 0.05) 且超氧化

物歧化酶水平均显著升高 (P < 0.05)，表明丹酚酸 B 能够明显

降低过氧化氢引起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脂质过氧化损伤。 

2.6   丹酚酸 B 对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Nrf2、Keap1 与 Bcl-2、
Bax 蛋白表达的影响   由图 3 可见，与空白组比较，模型组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Nrf2 蛋白表达显著降低 (P < 0.05)，而

Keap1 蛋白表达显著升高 (P < 0.05)；与模型组比较，丹酚酸

B 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Nrf2 蛋白表达明显升高 (P < 0.05)，
Keap1 蛋白表达降低 (P < 0.05)。模型组及丹酚酸 B 组 Bcl-2/

Bax 蛋白表达比值明显低于空白组 (P < 0.05)，且丹酚酸 B 组

Bcl-2/Bax 蛋白表达比值高于模型组 (P < 0.05)。结果表明丹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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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 B 能够诱导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激活 Nrf2-ARE 信号通路相关

蛋白的表达从而达到抗氧化用，并且在氧化损伤情况下丹酚

酸 B 通过上调 Bcl-2/Bax 比值抑制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凋亡。

2.7   RT-PCR 检测心肌分化相关标记物的表达  由图 4 可见，

模型组 GATA4、cTnT mRNA 表达与空白组比较差异无显著性

意义；与模型组比较，丹酚酸 B 组诱导 14 d 后 GATA4、cTnT 

mRNA 表达明显升高 (P < 0.05)。

3   讨论   Discussion
间充质干细胞作为储备细胞，可以替换损伤或衰老的细

胞，氧化损伤可以改变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活性，促进骨髓

间充质干细胞的老化与凋亡。心肌细胞作为终末分化细胞，

其再生极度缓慢困难。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心脏每年约有少

量的心肌细胞可以完成自我更新，因而寻找有效抑制骨髓间

充质干细胞氧化损伤与促进分化心肌细胞的药物对改善心血

管疾病有着重要意义
[12]
。

活性氧是一系列化学性质活泼、氧化能力强的含氧物质

的总称。生物体内活性氧的生成与清除处于动态平衡状态，

当某种因素打破这一平衡而导致活性氧浓度超过生理限度时

就会损伤生物大分子，导致细胞内 ATP 耗竭、Ca2+
超载和细

胞毒性，最终启动细胞功能障碍和凋亡
[13-15]

。因此，有效抑

制线粒体活性氧的产生和过多的活性氧清除会减弱过氧化氢

诱导带来的细胞凋亡。丹酚酸 B 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培养液

中肌酸激酶和乳酸脱氢酶水平与模型组比较显著降低，说明

丹酚酸 B 可以抑制活性氧的积累以减少细胞凋亡。

与空白组比较，模型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裂解液中丙二

醛水平均显著升高 (P < 0.05) 且超氧化物歧化酶水平显著降

低 (P < 0.05)；与模型组比较，丹酚酸 B 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裂解液中丙二醛水平显著降低 (P < 0.05) 且超氧化物歧化酶

水平均显著升高 (P < 0.05)，表明丹酚酸 B 能够明显降低过氧

化氢引起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脂质过氧化损伤。

Nrf2/Keap1 途径是机体应对氧化应激的内源性保护机制

之一，已成为治疗肿瘤、神经病变、肺纤维化、糖尿病及其

并发症的药物靶点。针对活性氧损伤，机体具有复杂的内源

性氧化应激反应系统，可产生一系列保护性蛋白来缓解损伤，

这种防御机制可以由特异的 DNA 启动子结合序列 ARE 介导，

ARE 可以启动许多下游抗氧化酶的表达。最近的研究证明

表 3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培养液中肌酸激酶、乳酸脱氢酶水平变化
(x-±s，n=8)

Table 3 ｜ Changes of lactate dehydrogenase and creatine kinase in the 
culture medium of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组别 乳酸脱氢酶 (U/L) 肌酸激酶 (U/mL)

空白组 113±12 0.970±0.023
模型组 421±31a 2.110±0.137a

丹酚酸 B 组 230±25ab 1.460±0.072ab

表注：与空白组比较，
aP < 0.05；与模型组比较，

bP < 0.05

表 4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裂解液中丙二醛和超氧化物歧化酶水平变化
(x-±s，n=8)

Table 4 ｜ Changes of malondialdehyde and superoxide dismutase levels in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lysate

组别 丙二醛 (μmol/g) 超氧化物歧化酶 (U/mg)

空白组 0.830±0.065 99.82±9.11
模型组 2.410±0.235a 55.78±4.76a

丹酚酸 B 组 1.350±0.111ab 68.88±5.14ab

表注：与空白组比较，
aP < 0.05；与模型组比较，

bP < 0.05

CBA

图注：图中 A 为原代细胞，呈纺锤形、三角形、多边形或不规则形等，

形态差异比较大；B 为第 2 代细胞，呈长梭形，形态差异较小；C 为第

3 代细胞，呈单一梭形，呈成纤维样，平行或放射状排列

图 1 ｜大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原代培养形态学观察 (×40)
Figure 1 ｜ Morphological observation of primary culture of rat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40)

BA

图 2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成骨成脂分化潜能鉴定 (×200)
Figure 2 ｜ Identification of osteogenic and adipogenic differentiation 
potential of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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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丹酚酸 B 对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Nrf2-ARE 信号通路相关蛋白表达

影响

Figure 3 ｜ Effect of salvianolic acid B on the expression of Nrf2-ARE 
signaling pathway related protein in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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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 RT-PCR 检测细胞中 GATA4、cTnT 的表达

Figure 4 ｜ RT-PCR detection of GATA4 and cTnT expression in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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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rf2 因子是该序列的激活子
[16]
。正常情况下，细胞中 Nrf2

的表达下调，主要依靠 Keap1 的泛素化和细胞质中蛋白酶体

的降解。当被活性氧激活时，Nrf2 进入细胞核，与 ARE 序列

结合，激活多种抗氧化基因的转录，保护细胞免受过多的活

性氧刺激
[17-18]

。Nrf2/ARE 通路最近被确定为最重要的内源性

抗氧化应激通路，可激活多种下游保护基因，如血红素加氧

酶、超氧化物歧化酶、谷胱甘肽系统酶、谷胱甘肽巯基转移

酶及醌氧化还原酶 1 等
[19]
。研究表明，Nrf2/ARE 通路激活可

诱导抗氧化酶的产生，增强细胞清除活性氧的能力，以维持

氧化还原平衡，减少氧化损伤。

与空白组比较，模型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Nrf2 蛋白表

达显著降低 (P < 0.05)，而 Keap1 蛋白表达显著升高 (P < 0.05)；

与模型组比较，丹酚酸 B 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Nrf2 蛋白表

达明显升高 (P < 0.05)，Keap1 蛋白表达降低 (P < 0.05)。模型

组及丹酚酸 B 组 Bcl-2/Bax 蛋白表达比值明显低于空白组 (P < 

0.05)，且丹酚酸 B 组 Bcl-2/Bax 蛋白表达比值高于模型组 (P <  

0.05)。结果表明丹酚酸 B 能够诱导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激活

Nrf2-ARE 信号通路相关蛋白的表达从而达到抗氧化用，并且

在氧化损伤情况下丹酚酸 B 通过增加 Bcl-2 蛋白表达，降低

Bax 蛋白的表达来抑制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凋亡。

cTnT 是心肌细胞特异性的表面标志物，GATA-4 基因具

有心脏特异性表达的特点，是心脏前体细胞分化的最早期标

志之一，参与调节心肌细胞结构基因和调控基因的表达，还

可与多种心肌基因调控区域结合，参与心肌细胞的分化过程。

在心脏发育早期抑制 GATA-4 的表达将抑制前心肌细胞及分

化终末期心肌细胞的发育，阻断原始肌管的形成；相反，增

加 GATA-4 表达将加速心脏的发育，并明显增加分化末期搏

动的心肌细胞数量
[20-23]

。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显示，丹酚

酸 B 组心肌转录因子 GATA4、cTnT 表达明显增加，说明丹酚

酸 B 组能够明显促进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向心肌样细胞分化。

综上所述，实验以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为研究对象，利用

过氧化氢建立氧化应激损伤模型，发现在氧化应激损伤情况

下丹酚酸 B 可以通过调节 Nrf2/Keap1、Bcl-2 与 Bax 相关蛋白

表达，降低氧化损伤并促进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存活，还可

以提高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向心肌样细胞分化的能力，这可能

是缺血性心脏病的潜在治疗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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