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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斤拔有效成分调控膝骨关节炎进展的相关信号通路

林智宇，韩  杰，任国武，柴  源，温帅波，吴钰坤，谢小中，金万清

文题释义：

千金拔：为骨科常用的传统中药，为豆科植物蔓性千斤拔、大叶千斤拔等的干燥根，其主要有效成分包括染料木素、豆甾醇、大黄素、大

黄酚及芒柄花苷，具有镇痛抗炎、抑制骨质疏松及血栓形成等作用。

膝骨关节炎：是一种病因及发病机制不明，以膝关节疼痛、肿胀及功能障碍为主要特征，膝关节软骨发生退行性改变，如软骨降解、滑膜

炎症和软骨下硬化症及骨质增生等为主要病理性特点，且具有高发病率和高致残率的特征，后期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的骨科疾病。

摘要

背景：作为老年性常见疾病，膝骨关节炎病因、发病机制尚未明确，且因其具有高发病率及高致残率特征，需积极防治。研究证实，千斤

拔对防治膝骨关节炎有显著疗效，研究其作用机制有着重要意义。

目的：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千金拔中有效成分防治膝骨关节炎的研究进展，总结并归纳出与其作用机制相关的信号通路，为有效防

治膝骨关节炎提供思路和借鉴。

方法：查阅国内外数据库2010-2020年发表的相关文献，检索中国知网、万方、维普、PubMed、MEDLINE、Cochrane和Nature数据库，排

除重复及较为陈旧的文献，通过入选和排除标准共纳入60篇文献进行探讨。

结果与结论：①千斤拔主要有效成分包括染料木素、豆甾醇、大黄素、大黄酚及芒柄花苷等；②千斤拔的有效成分可以通过一些相关炎性

因子等发挥抗炎、促进成骨细胞增殖分化与调控软骨细胞凋亡的作用，其主要调节路径包括Notch、JAK2/STAT3、核转录因子κB及MAPK等
相关信号通路，以此延缓膝骨性关节炎病情的加速进展。

关键词：千斤拔；膝骨关节炎；炎症；成骨分化；细胞凋亡；骨组织工程；信号通路；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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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As a common disease of the elderly, the etiology and pathogenesis of knee osteoarthritis have not been clearly defined, and due to its high 
incidence and high disability rate, it seriously affects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requiring activ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Studies have confirmed that 
flemingia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knee osteoarthritis; and studying its mechanism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OBJECTIVE: By reviewing relevant articles at home and abroad,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flemingia i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knee osteoarthritis was 
reviewed based on the mechanism-related signaling pathways, providing ideas and reference for the effectiv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knee osteoarthritis.
METHODS:  Relevant articles published from 2010 to 2020 were retrieved on CNKI, Wanfang, VIP, PubMed, MEDLINE, Cochran and Nature databases. A total of 
60 articles were included through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criteria to exclude duplicated and old 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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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膝骨关节炎是一种以膝关节疼痛、肿胀及活动障碍为主

要临床表现，膝关节软骨发生退变，如软骨降解、滑膜炎症和

软骨下硬化症及骨质增生等为主要病理性特点的骨科临床常见

疾病，具有高发病率、高致残率的特征，其发病原因可能与软

骨及滑膜细胞的炎症、细胞损伤和凋亡，以及氧化应激存在关

联
[1]
。关节结构改变、性别、年龄等均为膝骨关节炎发生的危

险因素。有数据表明，全球有近 2.5 亿人处在膝骨关节炎疾病

的折磨中，在中国，60 岁及以上老年人 X 射线片中存在骨关节

炎表现提示约占比为 50%，其中有 30%-50% 的患者出现临床

症状
[2]
。随着全球经济进程的不断加速，人类的寿命将不断延

长，同时肥胖人群的比例亦会不断上升，增加关节创伤的发生

率，膝骨关节炎的蔓延对患者生活质量以及全球公共医疗卫生

事业均造成了严重影响。目前膝骨关节炎发病机制仍是研究热

点，据研究表明，Notch、Janus 蛋白酪氨酸激酶 2/ 信号转导

和转录激活子 3(janus kinase 2/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 3，JAK2/STAT3)、核转录因子 κB 和丝裂原活化蛋白

激酶 (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MAPK) 信号传导通路与

膝骨关节炎在抗炎、抗软骨细胞凋亡及促进其增殖分化方面存

在一定程度关联性
[3-6]

。

千斤拔，首载于清代植物学家吴其濬所著的《植物名实图

考》中，又名千斤坠、金鸡落地或牛大力等，为豆科植物蔓性

千斤拔、大叶千斤拔等的干燥根，且属于广西道地药材之一，

其性平，味甘、微涩，其具有补肝肾、通经络、强腰膝之功，

临床常用于肾虚导致的腰膝酸软、风湿骨痹、跌扑损伤以及妇

科等方面疾病的治疗
[7-8]

。此前有学者整理根据现代药理学开展

的相关实验的相关文献得出，千斤拔中主要含有异黄酮类、甾

醇类、大黄素类及苷类等成分，如染料木素、豆甾醇、大黄素、

大黄酚及芒柄花苷等
[9]
。有学者利用乙酸引起实验小鼠扭体反

应及运用甲醛进行抗炎反应实验中，证实千斤拔及其有效成分

起到镇痛抗炎的作用；另外有学者们通过试验对尿脱氧吡啶啉

浓度、谷草转氨酶及谷丙转氨酶活性的下调得出千斤拔有效成

分能显著发挥抑制骨质疏松和护肝与抗氧化的作用；还有学者

通过千斤拔有效成分调控 14-3-3ζ 作为干预 αIIbβ3 及 GPIb-IX 介

导刺激血小板活性的衔接蛋白，对血小板的抑制发挥良好的效

果
[10-13]

。

有研究指出，千斤拔中的有效成分能通过调控以上途径，

干预下游的相关因子，通过炎症、成骨细胞分化以及软骨细胞

凋亡机制作用下，发挥着抗炎、促成骨细胞分化及下调软骨细

胞凋亡的功能，从而减轻由膝骨关节炎所造成的损伤
[14-15]

。但

由于从现代医学实验研究领域分析有关千斤拔治疗膝骨关节炎

方面的文献尚未系统化，该文通过对国内外的相关文献进行整

理，综述了千金拔中有效成分防治膝骨关节炎的研究进展。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The main active components of flemingia include genistein, stigmasterol, emodin, chrysophanol, and ononin. (2) The active 
components of flemingia play an anti-inflammatory role in promoting osteoblast prolifer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and regulating chondrocyte apoptosis to 
delay the accelerated progression of knee osteoarthritis. The main regulatory pathways contain Notch, JAK2/STAT3, nuclear factor-κB, MAPK and other related 
signaling pathways.
Key words: flemingia; knee osteoarthritis; inflammation; osteogenesis; apoptosis; bone tissue engineering; signaling pathway;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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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和方法   Data and methods
1.1   资料来源   
1.1.1   检索人及检索时间   第一作者在 2021 年 4 月进行检索。

1.1.2   检索文献时限    2010-2021 年。

1.1.3   检索数据库   中国知网、万方、维普、PubMed、MEDLINE、 
Nature 及 Cochrane 数据库。

1.1.4   检索词   中文数据库检索词为“膝骨关节炎、千斤拔、染料

木素、豆甾醇、大黄素、大黄酚、芒柄花苷、软骨破坏、信号通路、

成骨细胞、破骨细胞、炎性因子、Notch、JAK2/STAT3、NF-κB、
MAPK”，英文数据库检索词为“KOA，Flemingia，Genistein，
Stigmasterol，Emodin，Chrysophanol，Ononin，Cartilage  
damage，Signal path，Osteoblast，Osteoclasts，Inflammatory  
factor，Notch，JAK2/STAT3，NF-κB，MAPK”。

1.1.5   检索文献类型   包括综述、病例报告和研究原著。

1.1.6   手工检索情况   手工检索《中草药》《中国组织工程研究》

《细胞与分子免疫学杂志》《解剖学报》《中华实验外科杂志》

《中国骨质疏松杂志》《生物医学工程学杂志》等影响因子较

高的中文杂志，所有杂志均从创刊号检索至 2021 年，同时查阅

相关文章所附的参考文献。

1.1.7   检索策略   中英文数据库检索策略，见图 1。

图 1 ｜中英文数据库检索策略图

中国知网数据库 PubMed 数据库

#1 千金拔 [ 标题 / 摘要 ]
#2 炎性因子 [ 标题 / 摘要 ]
#3 成骨细胞 [ 标题 / 摘要 ]
#4 破骨细胞 [ 标题 / 摘要 ]
#5 #1 OR #2 OR #3 OR #4
#6 信号通路 [ 标题 / 摘要 ]  
#7 Notch [ 标题 / 摘要 ]
#8 JAK2/STAT3 [ 标题 / 摘要 ]
#9 NF-κB [ 标题 / 摘要 ]
#10 MAPK [ 标题 / 摘要 ]
#11 #6 OR #7 OR #8 OR #9 OR #10
#12 膝骨关节炎 [ 标题 / 摘要 ] 
#13 炎症 [ 标题 / 摘要 ]
#14 软骨破坏 [ 标题 / 摘要 ]
#15 组织工程 [ 标题 / 摘要 ]
#16 #12 OR #13 OR #14 OR #15
#17 #5 OR #11 OR #16

#1 Flemingia [Tltle/Abstract]
#2 Inflammatory factor [Tltle/Abstract]
#3 Osteoblast [Tltle/Abstract]
#4 Osteoclasts [Tltle/Abstract]
#5 #1 OR #2 OR #3 OR #4
#6 Signaling pathway [Tltle/Abstract]  
#7 Notch [Tltle/Abstract]
#8 JAK2/STAT3 [Tltle/Abstract]
#9 NF-κB [Tltle/Abstract]
#10 MAPK [Tltle/Abstract]
#11 #6 OR #7 OR #8 OR #9 OR #10
#12 knee osteoarthritis [Tltle/Abstract] 
#13 inflammation [Tltle/Abstract]
#14 cartilage damage [Tltle/Abstract]
#15 Tissue Engineering [Tltle/Abstract]
#16 #12 OR #13 OR #14 OR #15
#17 #5 OR #11 OR #16

1.1.8   检索文献量   初步检索到中文文献 3 874 篇，英文文献

812 篇。

1.2   入组标准
1.2.1   纳入标准   ①涉及与膝骨关节炎相关的 Notch，JAK2/
STAT3，核转录因子 κB，MAPK 信号通路的研究；②千金拔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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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成分调控炎症、成骨及细胞凋亡相关信号通路的研究；③千

金拔中有效成分治疗膝骨关节炎的相关临床研究；④与千金拔

中有效成分治疗膝骨关节炎相关的基础动物及细胞生物学机制

研究。 
1.2.2   排除标准   ①与入选标准无关，不符合研究目的的文章；

②无法进行详细资料和数据提供的文献；③重复报道、年代较

为久远及无参考意义的文献。

1.3   文献质量评估和数据提取   数据库综合检索到 4686 篇相关

文献，按照入选标准进行标题及摘要初步筛查，排除重复、陈

旧和与主题不相符的文献。最终根据标准纳入共 60 篇文章。仔

细阅读文章内容，总结与文章相符的有效信息并严谨撰写文章。

文献检索流程见图 2。

都有了新的见解，例如对细胞外基质在骨科领域的研究使得研究

者们从细胞层面上更加深入地了解其机制
[19]
。总之，千斤拔能

在与骨组织工程关系密切的机制下减轻炎症、对软骨损伤起到修

复作用，进而改善膝骨关节炎病情进展，但现阶段尚未发现有关

千斤拔与相关骨组织材料共同治疗膝骨关节炎的详细研究。

2.3   千斤拔有效成分调控相关信号通路对膝骨关节炎的影响

2.3.1   Notch 信号通路   此通路是由包括 4 个受体 (Notch1，2，3，
4)、5 个配体 (Deltal，3，4 以及 Jagged1，2) 及 CSL(CBF-1，sup-
pressor of hairless，Lag 的合称 ) 蛋白组成的、具有进化高度保

守的、广泛作用于无脊椎动物与有脊椎动物之间、并通过对该

途径中受体与配体之间相互刺激，从而对软骨细胞表现型的维

持、对基质降解及软骨细胞增殖与凋亡的调节来决定软骨细胞

命运转归的一条信号通路
[20]
。目前研究证实，在膝骨关节炎发

展过程中，当瞬间激活 Notch 信号通路时会促进其关节基质的

代谢率，进而保护关节，对膝骨关节炎进程起到缓解作用，但

该通路的持续作用则会降低膝骨关节炎的预后情况
[21]
。同时在

此通路中，位于细胞表面的 Notch 受体和跨膜配体在细胞外区

域相互刺激，在 γ- 分泌酶等作用下行 3 次剪切，最终令 Notch
胞内区 (Notch intracellular domain，NICD) 在细胞质中释放，随

后将其转移至细胞核并和 CSL 蛋白结合，成为 NICD/CSL 复合体，

再加入到目标基因转录当中，从而激活该信号传导通路下游如

Hes/Hey 家族中靶基因的表达，最终开展其一系列胞内事件
[22]
。

抑凋亡因子 Bcl-2 与促凋亡因子 Bax 是 2 个细胞凋亡存在

密切关系的 2 个重要因子
[23]
。吴绍军等

[24]
通过相关实验得出，

下调 Notch 信号表达可提高 Bcl-2 的表达，同时抑制 Bax 的表达

水平，可显著加快骨组织早期发育及骨缺损修复的进程，促进

骨和软骨的生成，从而对软骨细胞凋亡起到抑制作用，有效保

护膝骨关节炎软骨。陈德胜等
[25]

通过对 48 例老年膝骨关节炎

患者进行临床试验，得出观察组中 Notch 信号途径内的 Notch1
与 Jagged1 阳性细胞率的表达量显著高于对照组，且相对于正

常人的关节软骨，膝骨关节炎患者的关节软骨中 Notch 信号通

路被激活，使得 Notch1 及 Jagged1 与靶基因 Hes5 表达量增加，

这表明 Notch 信号传导通路中 Notch1 与 Jagged1 跟膝骨关节炎

软骨退行性改变存在一定程度的正相关性。薛太阳等
[26]

对造模

大鼠膝关节注射 γ-分泌酶抑制剂 (DAPT)以干预Notch信号通路，

并通过分析实验中各组软骨细胞中基质金属蛋白酶 13 及Ⅱ型胶

原蛋白的表达水平后表明，膝骨关节炎的严重程度与基质金属

蛋白酶 13 表达水平呈一定程度的正相关性，但与Ⅱ型胶原蛋白

的表达水平呈一定程度的负相关性；对该通路进行抑制后，基

质金属蛋白酶 13 的表达水平降低，而Ⅱ型胶原蛋白的破坏量减

少，对膝骨关节炎软骨破坏起到缓解的作用。

来源于骨髓的间充质干细胞具有较强的增殖能力，在膝

骨关节炎进程中起到成骨分化的重要作用
[27]
。王维东等

[14]
通

过实验得出内源性甲状旁腺激素的缺失存在影响骨髓间充质干

细胞往成骨细胞分化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宋晓庆等
[28]

表明染

料木素可通过对甲状旁腺激素 / 甲状旁腺素受体 1(parathyroid 
hormone/parathyroid hormone receptor 1，PTH/PTHR1) 表达的

提高，使位于 Notch 信号传导通路下游的 Hes1 蛋白和 RUNX2
之间的作用效果显著增强，从而对成骨细胞分化起到促进作用，

进一步推测出染料木素通过对甲状腺激素 mRNA 以及相关蛋

白表达的调节，进而提高 Notch 信号通路内的 Jagged1 配体与

Notch1 受体表达水平，从而促进 Hes1 与 RUNX2 相互作用，最

终达到推动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往成骨细胞分化发展的目的，见

图 4。

含千斤拔的保健品配方作用于实验模型小

鼠，改善骨功能的作用
2021 年  郭橹橹

染料木素通过膝骨关节炎实验模型中调控 
MMP、Sox、IHH 和 Col2 蛋白的表达，可防

止关节软骨损伤

2021 年  CHENG 等

首次通过实验证实千斤拔有效成分对细菌性

神经氨酸酶有良好的抑制作用，在炎症发病

机制下起到良好的抗炎作用

2013 年  WANG 等

大叶千斤拔提取物通过降低尿脱氧吡啶啉的

浓度有效抑制骨吸收，从而改善骨质疏松
2011 年  HO 等

通过实验小鼠分组实验得出千斤拔具有显著

的抗炎作用
2011 年  曾春兰等

研究适合大叶千斤拔试管苗增殖的最佳激素

及浓度
2008 年  刘芳等

实验分析得出千斤拔属植物中主要化学成分

成分
1999 年  饶伟文

将蔓性千斤拔收载于《中国药典》1977 年版

中

1978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卫生部药典委员会

图 3 ｜千斤拔的发展史以及其在膝骨关节炎相关的研究时间图

通过关键词检索相关中英

文文献 4 686 篇
最终纳入标准文献共 60 篇

阅读文献标题及摘要
仔细查阅全文，根据纳入

标准进一步筛查

排除不符合研究目的、重复

报道及无参考意义的文献
初选纳入标准文献 186 篇

图 2 ｜文献检索流程图

2   结果   Results 
2.1   千斤拔发展及治疗膝骨关节炎的研究时间线   通过检索并整

理相关文献，将千斤拔的发展史以及其在膝骨关节炎相关的研

究进行汇总，其时间线见图 3。

2.2   千斤拔有效成分调控膝骨关节炎发病机制相关因子与骨组

织工程关系   文章此前已提到膝骨关节炎的发病机制主要为炎

症、成骨细胞分化以及软骨细胞凋亡，其机制下相关的因子

主要有骨髓间充质干细胞、Runt 相关转录因子 2(runt related 
transcription factor 2，RUNX2)、基质金属蛋白酶、解聚蛋白多

糖酶、白细胞介素 1β、白细胞介素 6 及肿瘤坏死因子 α 等。

有文献表明通过调控上述细胞因子，能对膝骨关节炎的炎症及

软骨破坏起到良好的改善以及修复作用
[16-18]

。同时千斤拔中有

效成分能通过相关信号通路调控上述因子，在炎症、软骨细胞

凋亡以及成骨细胞增殖分化的机制下发挥作用。近年来，随着

骨组织工程的快速发展，学者们对骨科疾病的认知及后续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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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α 的表达，对膝骨关节炎炎症反应起到了显著的抑制作用；

以减缓关节软骨退行性变进程，从而有效控制膝骨关节炎病情

进程。孟亮等
[34]

利用大黄素干预白细胞介素 1β 所诱导的血管

平滑肌群中细胞的增殖，得出大黄素通过 JAK2/STAT3 信号途径

干预后降低白细胞介素 1β 表达水平，这表明大黄素可能通过调

控该通路使白细胞介素 1β 表达降低，在膝骨关节炎中可起到一

定程度的抗炎作用，见图 5。

图注：Genistein 为染料木素；Emodin 为大黄素；JAK 为 Janus 蛋白酪

氨酸激酶；STAT3 为信号转导和转录激活子 3；Cytoplasm 为细胞质；

MMP-13 为基质金属蛋白酶 13；Inflammation 为炎症；Apoptosis 为细胞

凋亡

图 5 ｜千斤拔中有效成分调控 JAK2/STAT3 信号通路的作用机制

图注：Genistein 为染料木素；PTH mRNA 为甲状旁腺激素；Cytoplasm
为细胞质；NICD 为 Notch 胞内区；RUNX2 为 Runt 相关转录因子 2；
BMSC 为骨髓间充质干细胞；Osteoblasts 为成骨细胞

图 4 ｜千斤拔中有效成分调控 Notch 信号通路的作用机制

千斤拔中有效成分之一的染料木素，能通过与膝骨关节炎

相关的 Notch 有效调控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从而对膝骨关节炎

中骨与软骨的损伤起到一定程度的修复作用，但千斤拔中有效

成分通过相关信号通路在成骨增殖分化机制领域的研究仍存在

较大的空缺，故千斤拔在此基础下阐述其通过药理作用以及与

骨修复材料联合治疗膝骨关节炎的领域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同时日后也可以将其作为千斤拔单独或联合相关骨组织材料治

疗膝骨关节炎的研究重点，通过传统中药提纯分析等手段分离

出主要成分联合现代医学技术治疗疾病，能为世界医学水平发

展起到积极作用。

2.3.2   JAK2/STAT3 信号通路   JAK2/STAT3 信号传导通路是由 JAK、
JAK 相关受体及 STAT 共 3 个部分组成。作为 STAT 家族中的一名成

员，STAT3在对炎症和免疫相关的蛋白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
[29]
。

现阶段研究表明，该通路与多条信号通路在膝骨关节炎炎性反

应进程中均起到了重要作用，且其与膝骨关节炎软骨退行性变

的病理过程关系紧密。LU 等
[30]

发现，在骨性关节炎软骨细胞中

JAK2/STAT3 信号传输途径被异常激活。随着 JAK2 在刺激下被激

活，STAT3 的募集也随之启动；STAT3 磷酸化后的复合物从细胞

质到细胞核进行易位，从而激发骨性关节炎相关信号的转导。

JAK2/STAT3 信号通路经细胞因子激活后，主要将源于细胞外，

且经过一系列反应的化学信号后转输到细胞核处，导致与细胞

增殖分化、凋亡、炎症反应等诸多具有关键基因 DNA 的转录与

生物学方面的表达，同时其在膝骨关节炎软骨细胞代谢、膝骨

关节炎滑膜及血清中起到了降低炎症损伤的作用
[4]
。贺娟娟等

[21] 

发现，通过激活 JAK2/STAT3 信号通路，可提升软骨细胞内线粒

体的抗氧化能力，改善关节软骨退行性变，对膝骨关节炎病情

进程起到减轻作用。房家康等
[31]

发现，作为调控白细胞介素

1β、白细胞介素 6 及肿瘤坏死因子 α 等对软骨细胞造成损伤的

促进炎症细胞因子的重要信号通路之一，激活该途径可加快软

骨损伤进程，而阻断其可对软骨起到保护作用。李亮等
[32]

发现

细胞因子信号抑制物可通过该信号传导通路对白细胞介素 1 及

肿瘤坏死因子 α 起到抑制作用。

与吴绍军等
[24]

的实验结论相同，胡炯等
[33]

在膝骨关节炎

大鼠模型中利用染料木素调控 JAK2/STAT3 信号通路，观察其对

膝骨关节炎软骨代谢的作用，发现染料木素对膝骨关节炎关节

软骨中 Bcl-2 表达起到了显著的提升作用，同时能有效下调 Bax
表达水平，对膝骨关节炎软骨细胞凋亡起到抑制作用。同时，

染料木素还能通过该通路降低基质金属蛋白酶 13 与肿瘤坏死因

染料木素可以通过调控 Bcl-2 及 Bax 与细胞凋亡相关的因

子以及基质金属蛋白酶 13 和肿瘤坏死因子 α 的相关表达，从而

起到抑制细胞凋亡及抗炎的作用，这对关节内环境以及软骨细

胞的破坏程度都有不错的改善作用。从中可得知，染料木素可

通过调控 Notch 及 JAK2/STAT3 信号轴对 Bcl-2、Bax 两个与细胞

凋亡较为亲密的因子产生同样的作用，其中是否存在同时作用

或相互作用等可能性，则仍需后续进一步研究。而千斤拔中另

一有效成分——大黄素则可通过 JAK2/STAT3 信号传导通路调控

白细胞介素 1β，对膝骨关节炎炎症的改善有一定作用。染料木

素与大黄素是千斤拔有效成分中实验药理方面研究较多的两种

成分，其对炎性因子调控的研究也较为完善，继续深入研究，

探究出其与外部材料联合治疗的最佳兼容性，有利于通过药物

与体外材料联合治疗相关疾病在临床中进行推广。

2.3.3   核转录因子 κB 信号通路   核转录因子 κB 家族成员包括核

转录因子 κB1(p50)、核转录因子 κB2(p52)、RelA(p65)、RelB 及

c-Rel，其对基因表达及多种细胞起到调控作用
[35]
。现阶段核转

录因子 κB 信号通路是膝骨关节炎在软骨生理病理学当中诸多炎

症机制的常见最终信号传导通路，起到调控软骨细胞增殖分化、

凋亡及保持软骨细胞稳定形态的作用
[36-38]

。核转录因子 κB 信号

途径激活后，可上调促炎基因的表达，增加如肿瘤坏死因子、

白细胞介素 1β 等促炎物质的生成，使炎性反应增加，最终发生

软骨的降解以及关节软骨的损伤
[39]
。同时，核转录因子 κB 以非

活性状态抑制性蛋白 -α(IκB-α) 这类抑制性亚基相关并存于细胞

质中，激酶抑制剂 -β(IKK-β) 能对其进行严格监控，在促炎细胞

因子诱导下，激活该信号传导通路，使 IKK-β 激活，从而核转录

因子 κB 通过 IκB-α 磷酸化能从细胞质运输到细胞核，继而刺激

炎症等相关基因表达，其中包括白细胞介素 6、肿瘤坏死因子 α、
环氧合酶 2、基质金属蛋白酶及解聚蛋白多糖酶等

[40]
。LIU 等

[41]

发现，随着膝骨关节炎病理的不断加重，核转录因子 κB、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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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Emodin 为大黄素；LPS 为脂多糖；Chrysophanol 为大黄酚；TLR
为 Toll 样受体；IKK 为激酶抑制剂；IκB-α 为非活性状态抑制性蛋白 α；
p65 为 p65 核转录因子 κB；p50 为 p50 核转录因子 κB；Cytoplasm 为

细胞质；ADAMTS 为解聚蛋白多糖酶；NO 为一氧化氮；MDA 为丙二

醛；ROS 为活性氧；MMP 为基质金属蛋白酶；COX-2 为环氧合酶 2；
Inflammation 为炎症

图 6 ｜千斤拔中有效成分调控核转录因子 κB 信号通路的作用机制

金属蛋白酶 13、Toll 样受体 2(Toll-like receptors-2，TLR-2) 等炎性

因子的表达亦会随之上升。核转录因子 κB 通路通过对低氧诱导

因子2α的诱导，从而上调软骨细胞中基质金属蛋白酶13的表达，

其中基质金属蛋白酶 13 表达的升高对膝骨关节炎病情进程起到

重要作用。总而言之，核转录因子 κB 信号通路对软骨基质的重

塑、软骨细胞的凋亡、滑膜炎症等均产生影响，而且能起到刺

激末端软骨细胞生成分化的下游调控因子等间接作用
[42]
，这对

膝骨关节炎的炎症反应以及疾病的发生发展均产生重要作用。

贺娟娟等
[21]

发现，通过使用活血化瘀类中药能对核转录

因子 κB 信号通路表达起到良好的抑制作用，并在该通路与炎性

因子的协同作用下，能进一步降低膝骨关节炎患肢关节腔内的

白细胞介素 1β、白细胞介素 6 及肿瘤坏死因子 α 等炎性因子的

生成，从而对患肢的疼痛及病情起到缓解作用。WEN 等
[43]

证明

了大黄酚可有效下调核转录因子 κB 的转录和磷酸化，降低白细

胞介素 1β 及肿瘤坏死因子 α 等促炎细胞因子，由此减轻由脂多

糖诱导的炎症，说明大黄酚对炎性因子的表达起到了良好的抑

制作用，其抗炎效果较佳。SU 等
[44]

发现大黄酚对磷酸化核转

录因子 κB p65、白细胞介素 1β、白细胞介素 6 及肿瘤坏死因子

α 等的超表达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同时通过调控白细胞介素 6、
肿瘤坏死因子 α、环氧合酶 2 等对脂多糖诱导的核转录因子 κB
的活化起到抑制作用，从而显著下降炎症递质的表达和减轻临

床症状。HWANG 等
[45]

已经证明，大黄素能通过抑制核转录因

子 κB 活性，进而抑制如白细胞介素 1β 和肿瘤坏死因子 α 等相

关炎性因子，起到抗炎作用，这可能是通过核转录因子 κB 信号

传导途径实现这一作用。DING 等
[46]

通过实验得出，大黄素通

过抑制 IKK-β，下调 IκB-α 的降解，对 p65 的激活起到减弱作用。

因此可以推测出大黄素能通过抑制核转录因子 κB 信号通路，下

调基质金属蛋白酶及解聚蛋白多糖酶的表达水平，表明大黄素

在膝骨关节炎抗炎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孙攀兴等
[47]

通过实验

证实，大黄素通过对 TLR4/ 核转录因子 κB 信号途径的抑制，能

够使 p65 的表达水平及白细胞介素 6、肿瘤坏死因子 α 等炎性

因子的释放水平有所降低，同时下调一氧化氮、丙二醛以及活

性氧在血管内皮细胞中的表达，最终起到抗炎等作用。YUAN等
[48]

证实染料木素能在炎性疾病中通过下调抑制白细胞介素 1β、肿

瘤坏死因子 α 所介导的核转录因子 κB 信号传导途径，降低 p65
及炎性因子的表达水平，从而对软骨损伤起到良好的修复作用，

且这一作用呈正向的剂量依赖性关系。LIU 等
[49]

发现染料木素

能下调环氧合酶 2 的表达，而部分环氧合酶 2 的合成来自于核

转录因子 κB 信号途径，故可能染料木素对环氧合酶 2 的抑制作

用有部分是通过核转录因子 κB 通路实现，从而达到抗炎的目的。

同样，HU 等
[50]

证实染料木素的衍生物——染料木素 27 通过显

著下调由脂多糖诱导的 RAW264.7 细胞中的核转录因子 κB 通路，

最终起到良好的抗炎作用，见图 6。

作为与膝骨关节炎相关、在炎症机制方面最为密切的信号

途径之一，核转录因子 κB 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核转录

因子 κB 也是千斤拔有效成分调控上述 4 条通路中作用最为广泛

的通路，千斤拔在此通路的研究相对于其他几条通路而言较为

成熟，其在炎症及软骨修复方面的研究较为透彻，但由于其治

疗膝骨关节炎在抗炎及促软骨修复的具体作用过程涉及因子众

多，且存在阶梯性复杂作用可能性，故作者在此只作初步阐述。

日后可侧重在其对成骨细胞分化以及软骨细胞凋亡领域的研究，

有利于骨组织工程在膝骨关节炎方面的深入研究起到推动作用。

2.3.4   MAPK 信号通路   MAPK 是一类能被炎性细胞因子、生长

细胞因子等各种细胞外刺激，并通过激活上述因子而大量存在

于机体内的丝氨酸蛋白激酶 / 苏氨酸蛋白激酶
[51]
。

MAPK 信号通路为调控骨关节炎软骨损伤中最为重要的信

号转导系统，其主要通过白细胞介素 1 和肿瘤坏死因子 α 等炎

症因子、关节感染的特异性、生长因子及激活细胞内部 MAPKs 信
号途径，从而调控基质金属蛋白酶 1，3，13 等基质金属蛋白酶的

表达、软骨细胞凋亡以及软骨破坏等一系列相关反应
[52]
。MAPKs

信号通路家族成员众多，包括 p38 MAPK、c-Jun 氨基端激酶

(c-Jun N-terminal kinase，JNK)、细胞外调节蛋白激酶 (extracellular 
regulated protein kinases，ERK) 及 ERK5 等，其中与膝骨关节炎

存在密切关系的主要为 p38MAPK 与 JNK 信号传导通路
[53]
。p38 

MAPK 信号途径在调控炎症及应激反应方面有密切联系。在膝骨

关节炎发病过程中，p38 MAPK 信号途径可以通过刺激膝骨关节

炎中软骨细胞的应激与炎性反应，进而加重降解与破坏软骨细

胞，同时其被激活与白细胞介素 1、肿瘤坏死因子 α、基质金属

蛋白酶等炎性因子的表达有着紧密的联系
[54]
。同时白细胞介素

1 可通过 MAPK 信号途径诱导软骨细胞分泌一氧化氮、前列腺素

E2 及基质金属蛋白酶家族等，有利于促进关节炎症的进展
[55]
。

MENG 等
[56]

发现芒柄花苷可以通过阻断 MAPK 信号传导通

路，下调白细胞介素 1β 与白细胞介素 6 等促炎细胞因子及上调

细胞凋亡能力，从而改善关节内环境。LUO 等
[57]

利用芒柄花苷

调控脂多糖诱导的斑马鱼模型中 MAPK 信号通路在抗炎方面的

作用中发现，MYD88，JNK1 及 ERK1 均能被芒柄花苷显著抑制，

因此得出芒柄花苷主要通过对 TRIF MAPK/ERK 及 MAPK/JNK 信号

通路或MYD88的抑制作用来下调脂多糖诱导的炎症。DONG等
[58]

通过用脂多糖和不同浓度的芒柄花苷作用于小鼠 RAW264.7 细胞

中 18 h 后，采用 MTT 法、qRT-PCR 法、Western blot 法、Griess
及 ELISA 检测分析相关参数指标，最后得出芒柄花苷组内 MAPK
信号途径的相关蛋白 (JNK，ERK 和 p38) 的总体表达水平与正常

无异。然而，在脂多糖诱导的细胞中，其磷酸化 JNK、ERK 以及

p38 MAPK 的表达均得到显著提升，但在高浓度芒柄花苷的干预

下，这些增高的蛋白可被逆转，具有一定程度的浓度依赖性。

同时芒柄花苷能抑制一氧化氮、前列腺素 E2、环氧合酶 2的表达，

降低白细胞介素 1β、白细胞介素 6 及肿瘤坏死因子 α 的表达水

平，从而说明了芒柄花苷通过调控核转录因子 κB 和 MAPK 信号

通路中相关蛋白的表达，对由脂多糖诱导的炎症反应起到良好

的抗炎作用。MAHMOOD 等
[59]

通过实验表明，豆甾醇通过调控

p38MAPK 信号通路使胶原诱导型关节炎大鼠中显著升高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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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症递质水平 ( 包括白细胞介素 1β、白细胞介素 6、肿瘤坏死

因子 α 及环氧合酶 2 等 ) 均得到显著抑制，同时，在胶原诱导

型关节炎大鼠中表达降低的白细胞介素 10，在豆甾醇的干预下

表达显著提升，对炎症发生起到减缓作用，见图 7。

图注：Ononine 为芒柄花苷；Stigmasterol 为豆甾醇；LPS 为脂多糖；

CD14 为细胞 cd14；MYD88 为髓系分化初级反应基因 88；JNK 为 c-Jun
氨基端激酶；FAS 为脂肪酸合酶；DAXX 为死亡结构域相关蛋白；p38 为

p38 MAPK；PGE2 为前列腺素 E2；MEK 为甲乙酮

图 7 ｜千斤拔中有效成分调控 MAPK 信号通路的作用机制

作为调节骨关节炎及膝骨关节炎中软骨损伤最为关键的信

号传导通路，MAPK 通过对相关细胞因子等的调控，能有效改善

膝骨关节炎炎症及关节内骨与软骨修复工作。千斤拔中有效成

分——芒柄花苷和豆甾醇，均能通过 MAPK 信号传导途径的一

系列多步骤作用，对白细胞介素 1β、白细胞介素 6 以及肿瘤坏

死因子 α 等炎性因子起到有效的调控作用，有效降低炎症、修

复软骨损伤，改善关节内环境，进而有效治疗膝骨关节炎。

2.4   千斤拔有效成分作用下相关信号通路间关联点的研究   信号

通路之间存在着许多复杂的联系，其之间的连接因子更数不胜

数。千斤拔通过与膝骨关节炎相关的信号通路调控膝骨关节炎

并不仅是单独对一条通路进行调控，以文章所举 4 条信号通路

中的核转录因子 κB 与 MAPK 信号轴为例，LUO 等
[57]

证实，芒

柄花苷通过抑制核转录因子 κB 及 MAPK 信号通路的表达来下调

炎症反应，其具体相关因子之间的反应并未进行详细说明。同

样，MAHMOOD 等
[59]

发现，豆甾醇通过下调 MAPKs 和核转录

因子 kBp65 信号轴，从而阻断 p38MAPK、核转录因子 kBp65 和

IκB 的磷酸化，达到抗炎目的，其原因可能为豆甾醇联合抑制上

述两条信号通路所致。作为 MAPKKK 家族中的一份子，TAK1 可

激活 MAPK 信号轴的下段，其中就包括 p38MAPK 以及 JNK 通路。

同时，作为核转录因子 κB 信号轴中位于上游的关键因子，TAK1
可通过刺激活化 IKK 复合物，加速 IκB-α 磷酸化及降解的进程，

从而促进白细胞介素 1 等一系列炎性因子的表达
[60]
。但也有研

究表明，肿瘤坏死因子 α 可通过提高 p-p38、p-JNK、p-ERK-1/
ERK2/p- 核转录因子 κB 等的表达来刺激活化 MAPK 及核转录因

子 κB 信号传导通路
[56]
。

作为 2 条相关信号轴连接的重要因子，TAK1 确实存在引导

MAPK 和核转录因子 κB 信号途径进行作用的可能性，但由于相

关信号通路间作用的影响因子众多，目前此区间的研究尚不全

面，是否存在同步性或者阶段作用性，均未有相关文献证实，

或是存在文献记载不足现象，故上述提及的相关方面的深入研

究可以作为日后千斤拔治疗膝骨关节炎在生物信息学领域的研

究重点。

随着对膝骨关节炎发病机制及治疗方法的不断深入研究，

千斤拔作为治疗膝骨关节炎的有效中药之一，越来越引起学者

的关注。从现代医学角度出发，在生物信息学等领域对千斤拔

中有效成分通过相关信号通路治疗膝骨关节炎的研究也越发增

多，笔者通过检索相关文献，初步总结出千斤拔中的有效成分

( 染料木素、大黄素及大黄酚 ) 分别在 Notch、JAK2/STAT3、核

转录因子 κB、MAPK 信号通路下，通过调控 Hes1、RUNX2、白

细胞介素 1β、白细胞介素 6 及肿瘤坏死因子 α 等相关炎性细胞

因子、环氧合酶 2、解聚蛋白多糖酶等相关细胞因子，在炎症、

促进成骨分化等机制下，对改善膝骨关节炎炎症反应、促进膝

骨关节炎内骨组织修复，进而改善关节内环境起到重要作用，

见表 1。

表 1 ｜千斤拔有效成分通过调控相关信号通路治疗膝骨关节炎的研究

作者 发表

年份

主要结果 主要结论

孟亮等
[34] 2013 大黄素经 JAK2/STAT3 信号途径调控白

细胞介素 1β 的表达水平

大黄素在膝骨关节炎

中可起到一定程度的

抗炎作用

宋效庆等
[28] 2016 染料木素可上调甲状旁腺激素 / 甲状旁

腺素受体 1，增强 Notch 信号传导通路

下游的 Hes1 蛋白和 RUNX2 之间的作用

效果，推动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往成骨细

胞分化发展的目的

染料木素通过调控
Notch 信号轴下游的

相关因子，有利于促

进骨组织修复

DONG 等
[58] 2017 芒柄花苷可以通过核转录因子 κB 和

MAPK 信号通路，调控一氧化氮、前列

腺素 E2 及环氧合酶 2 的表达，同时降

低白细胞介素 1β、白细胞介素 6 及肿

瘤坏死因子 α 等炎性因子的表达水平

能很好改善由脂多糖

诱导的炎症反应

WEN 等
[43] 2018 大黄酚能显著下调核转录因子 κB 的转

录及磷酸化，降低白细胞介素 1β 及肿

瘤坏死因子 α 等促炎细胞因子

大黄酚能显著抑制炎

性因子的表达，改善

膝骨关节炎炎症反应

DING 等
[46] 2018 大黄素通过抑制核转录因子 κB 信号通

路，下调基质金属蛋白酶及 ADAMTS 的

表达水平

在治疗膝骨关节炎方

面起到一定程度的抗

炎作用。

LIU 等
[49] 2019 染料木素可以调控环氧合酶 2 的表达，

而环氧合酶 2 有部分的合成来源于核转

录因子 κB 信号途径

染料木素在核转录因

子 κB 通路对部分环氧

合酶 2 发挥抑制作用，

从而达到抗炎的目的

SU 等
[44] 2020 大黄酚通过核转录因子 κB 信号通路，

抑制 p- 核转录因子 κB p65、白细胞介

素 1β、白细胞介素 6、肿瘤坏死因子 α、
白细胞介素 6、肿瘤坏死因子 α、环氧

合酶 2 等相关细胞因子的表达

大黄酚可抑制炎症介

质表达和改善临床炎

症症状

孙攀兴等
[47] 2020 大黄素在 TLR4/ 核转录因子 κB 信号传

导途径下，调控 p65 核转录因子 κB、
白细胞介素 6、肿瘤坏死因子 α 等炎性

因子的水平，同时下调一氧化氮、丙二

醛以及活性氧在血管内皮细胞中的表达

最终对炎症起到有效

的改善作用

MENG 等
[56] 2021 芒柄花苷可以抑制 MAPK 信号传导通

路，使白细胞介素 1β 与白细胞介素 6
等促炎细胞因子表达下降，同时细胞凋

亡表达升高

改善关节内环境，恢

复膝关节内环境稳定

表注：RUNX2 为 Runt 相关转录因子 2；ADAMTS 为解聚蛋白多糖酶

近年来有关千斤拔有效成分通过调控相关信号轴治疗膝骨

关节炎的动物实验有所增长，其实验数据不断积累，也为千斤拔

在炎症、成骨分化及软骨细胞凋亡机制上治疗膝骨关节炎的阐述

提供了有效的数据佐证。近年来在该领域的实验模型动物主要以

大鼠为主，建模方式可分为手术直接建模以及药物直接注射造模，

其检测方法以 Masson 染色、苏木精 -伊红染色以及 PCR 检测为

主。通过相关动物模型实验得出，千斤拔中有效成分 ( 如染料木

素、豆甾醇及芒柄花苷 ) 通过调控 JAK2/STAT3、核转录因子 κB 以

及 MAPK 信号通路调控 Bcl-2、Bax、基质金属蛋白酶 13 以及白细

胞介素 1β、肿瘤坏死因子 α 等相关炎性因子，在上述机制中，

发挥着抑制膝骨关节炎软骨细胞凋亡、促进软骨损伤修复及抗炎

的作用，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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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途径间互联点的研究较缺乏，同时作者通过检索国内外相

关文献，暂未发现有其主要有效成分通过相关信号通路治疗膝

骨关节炎的综述类文章，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通过生物

信息学阐释千斤拔在膝骨关节炎在临床治疗上的推广，故在文

章中较少引用临床资料。

3.4   综述的意义及展望   现阶段膝骨关节炎发病机制主要可分

为炎症、成骨分化与细胞凋亡方面。但其中涉及的信号通路繁

多，某些通路之间存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且临床上

对早中期膝骨关节炎的治疗方法主要以玻璃酸钠联合药物或其

他辅助治疗，近年来许多学者发现玻璃酸钠治疗膝骨关节炎并

未达到预期效果。随着国家政策大力扶持中医药事业，中医药

治疗早中期膝骨关节炎的疗效获得越来越多患者的信任，因此，

千斤拔在膝骨关节炎领域具有十分广阔的临床应用前景。千斤

拔作为骨科临床疾病常用药物治疗效果良好，毒副反应较小，

而且通过现代药理学及生物信息学分析表明千斤拔最主要有效

成分能通过调控与膝骨关节炎相关的信号通路，在抗炎、促成

骨细胞分化及抑制软骨细胞凋亡方面发挥显著作用，能有效调

节关节内炎症环境、改善软骨损伤、促进骨修复，这些都与骨

组织工程相关。因此，无论是在基础、临床还是骨组织工程研

究领域，运用千斤拔治疗膝骨关节炎的相关性研究均十分重要。

文章提出如下展望：①基于现有的相关机制及生信结果，

深入开展关于千斤拔有效成分通过膝骨关节炎相关信号途径在

成骨分化以及软骨细胞凋亡机制方面的研究，同时完善其在炎

症机制领域的研究；②进一步分析千斤拔中的成分，从而拓宽

其在临床应用中的途径；③通过整理相关文献，探究千斤拔中

有效成分通过相关信号轴治疗膝骨关节炎过程中相关因子的改

变与骨组织工程的联系；④根据现有相关实验基础，继续深入

研究千斤拔中有效成分调控相关信号轴治疗膝骨关节炎以及结

合相应骨组织工程的研究，进而为有效改善膝骨关节炎炎症、

成骨分化及软骨破坏，以及药物保守治疗以及新药研发方面提

供参考。

3.5   课题专家组对未来的建议   作为广西的道地药材，千斤拔在

治疗骨科临床常见疾病上具有不错的疗效。获得中国中医最高殿

堂“国医大师”称号的韦贵康教授行医 50 余载，对骨伤疾病的

治疗有独特的见解和独到的疗效，擅用千斤拔，治疗的患者有 30
余万人。传承创新韦贵康教授的学术思想和诊疗体系，能更好地

发扬祖国医学特色，保障人民的健康。因此，研究千斤拔治疗骨

伤疾病的机制意义重大。文章对千斤拔中有效成分通过相关信号

通路治疗膝骨性关节炎进行综述，在现代医学层面分析千斤拔的

药理作用，为进一步临床研究与应用提供科学理论依据，为研究

中医药治疗膝骨关节炎积累可以借鉴的研究思路与方法。随着国

家对中医药事业支持的力度加大，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又迎来了春

天。千斤拔防治膝骨关节炎的疗效机制获得突破，可为国家和患

者节约治疗费用。该课题组采用从广西地区特色药物中提取有效

成分作为治疗药物，无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之虞，治疗方法易于

在基层医疗机构、农村、社区推广应用，更易于推广千斤拔在广

西地区的种植生产及相关药物的研制开发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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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千斤拔有效成分通过相关信号通路治疗膝骨关节炎的动物实验汇
总表

研究作者 发表

年份

动物

类型

建模方法 检测方法 主要结论

胡炯等
[33] 2018 大鼠 手术切断

内侧副韧

带及前交

叉韧带，

并摘除内

侧半月板

Masson染色、

甲苯胺蓝 O 染

色、E L I S A、
Western blot
检测

染料木素可通过 JAK2/STAT3 信

号通路上调 Bcl-2 的表达，降低
Bax，抑制膝骨关节炎软骨细胞

凋亡，同时降低基质金属蛋白酶
13 与肿瘤坏死因子 α 的表达，

抑制膝骨关节炎炎症

YUAN 等
[48] 2019 大鼠 胶原酶注

射

RT-PCR、苏木

精 - 伊 红 染

色、M a s s o n
染色、Mankin
评分系统

染料木素调控抑制白细胞介素
1β、肿瘤坏死因子 α 所介导的

核转录因子 κB 信号传输途径，

下调 p65 核转录因子 κB 与炎性

因子表达，起到修复软骨损伤

LUO 等
[57] 2019 斑马

鱼

脂多糖注

射

脂质提纯、色

谱 分 析、RT-
PCR 分析

抑制 JNK1 及 ERK1，得出芒柄花

苷主要通过对 MAPK/JNK 等信号

通路抑制作用，来下调脂多糖诱

导的炎症

MAHMOOD
等

[59]
2020 大鼠 在大鼠尾

部底部皮

下注射诱

导剂。

实时荧光定量
PCR(qPCR)、
苏木精 - 伊红

染色、西方免

疫印迹法

豆甾醇经 MAPK 信号传导通路抑

制白细胞介素 1β、白细胞介素
6、肿瘤坏死因子 α、环氧合酶
2 等炎症递质，上调白细胞介素
10，发挥抗炎作用

表注：ELISA 为酶联反应吸附测定法；JNK1 为 c-Jun 氨基末端激酶；ERK 为细胞外

调节蛋白激酶 1；MAPK 为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

3   总结与展望   Summary and prospects 
3.1   既往他人在该领域的贡献和存在的问题   膝骨关节炎是一个

多因素及多信号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其机制主要为炎症、成

骨细胞分化以及软骨细胞凋亡。根据此前研究证实，千斤拔中

有效成分 ( 染料木素、豆甾醇、大黄素、大黄酚及芒柄花苷 ) 可
以通过抗炎、促进成骨、抑制软骨细胞凋亡及联合相关骨组织

工程，对膝骨关节炎治疗起到显著作用，其可通过 Notch、JAK2/
STAT3、核转录因子 κB 及 MAPK 等信号通路，或是各通路间联合

作用，调控相关炎性因子、成骨细胞及破骨细胞等，最终达到改

善关节炎症及修复关节内骨组织的目的。但由于现阶段千斤拔中

有效成分通过相关信号通路，在上述机制中的研究较为分散，尚

未形成系统化，加之其研究主要着重于抗炎机制方面，在干预成

骨细胞分化及软骨细胞凋亡方面较为单一，故未能较为有效阐明

其有效成分对膝骨关节炎在成骨分化及细胞凋亡方面的具体作用

机制，且千斤拔中有效成分在调控膝骨关节炎相关信号传导通路

时可能存在通路间的关联性，但关于其有效成分通过调控膝骨关

节炎相关信号途径间互联点的研究较缺乏。

3.2   区别于他人他篇的特点   文章整理了近年来千斤拔及其有

效成分通过相关信号通路治疗膝骨关节炎方面的研究，同时结

合网络药理学及生物信息学在该领域的研究后发现，千斤拔中

有效成分通过其相关信号通路 ( 如 Notch、JAK2/STAT3、核转录

因子 κB 及 MAPK 等信号轴 )，在炎症、成骨增殖分化以及细胞

凋亡机制下，有效调控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相关炎性因子等靶

点进行调控，缓解关节内炎症环境、恢复关节内生长环境、促

进成骨生成，从而有效证明千斤拔治疗膝骨关节炎的药理作用

及价值。同时对现阶段千斤拔通过相关信号通路治疗膝骨关节

炎进行阐述，期望日后能为其相关的临床及实验研究提供一些

依据，也为从现代医学领域阐述其治疗膝骨关节炎提供参考。

3.3   文章的局限性   ①由于相关实验及临床研究相对较欠缺，且

实验研究主要集中于调控炎性因子，在干预成骨细胞分化及软

骨细胞凋亡方面较为单一，故未能有效阐明千斤拔有效成分对

膝骨关节炎成骨分化及细胞凋亡方面的具体作用机制。②千斤

拔中有效成分在调控膝骨关节炎相关信号传导通路时可能存在

通路间的关联性，但关于其有效成分通过调控膝骨关节炎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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