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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芎嗪在器官移植中防治缺血-再灌注
损伤的研究进展
王树森 郑越

【摘要】

缺血 - 再灌注损伤（IRI）是指组织在缺血一段时间又恢复血液供应后，过量的氧自由基攻击重新

获得血液供应的组织细胞。IRI 发生在溶栓治疗、器官移植、烧伤等血液循环障碍时。川芎嗪是伞形科蒿木属植
物川芎中的主要化学成分，具有抗血栓、抗 IRI、保护心脑血管系统等药理作用。本文对近年来川芎嗪在器官移
植中防治肾、肝以及心脏 IRI 的研究进展做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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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芎最初记载于《神农本草经》，至今已有几千年的

王娜等 [3] 研究发现川芎嗪可提高肾组织 SOD 活性、降低

应用历史。根据中药古书记载，川芎为伞形科蒿木属植物，

丙二醛（malondialdehyde，MDA）和肿瘤坏死因子（tumor

药材取其根茎部，味辛，性温，归肝、胆、心包经，具有

necrosis factor，TNF）-α 水 平， 从 而 减 少 氧 自 由 基 的 生

活血行气止痛的作用。川芎的主要化学成分包括生物碱（川

成和抑制脂质过氧化反应进而减轻肾 IRI。黄嘌呤氧化酶

芎嗪，即四甲基吡嗪）、酚类（阿魏酸）、挥发油（藁本

（xanthine oxidase，XO）系统是缺血 - 再灌注时氧自由基

内酯）等物质，其中川芎嗪为其主要活性物质，临床上被

的主要来源 [4]。罗梓垠等 [5] 发现，川芎嗪可以通过抑制

广泛用于治疗肾脏、肝脏、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等疾病 [1]。
既往研究证实，川芎嗪具有抗血栓、抗缺血 - 再灌注损伤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IRI）、保护心脑血管系统、
护肝及护肾等药理作用。本文对近年来川芎嗪在器官移植
中防治 IRI 的研究进展做一综述，为进一步开发利用和研
究川芎嗪提供参考。

1

川芎嗪防治肾缺血 - 再灌注损伤的研究进展
有多项研究证实川芎嗪可减轻肾 IRI，进而保护肾功

能。张雪霞等 [2] 发现对经过川芎嗪处理的大鼠进行肾缺
血 - 再灌注后，川芎嗪组大鼠的血尿素氮和血清肌酐均明

XO 的活性，减少再灌注时氧自由基的产生，来延缓肾 IRI
的发展。
内皮素 -1（endothelin 1，ET-1）是一种作用较强的内
源性缩血管活性肽，肾缺血刺激使肾脏正常组织细胞 ET-1
的基因表达增强，引发肾脏血流动力学改变，进一步加重
肾脏缺血。白鹭 [6] 发现川芎嗪可降低患者体内血浆 ET-1
水平，表明川芎嗪具有减轻肾 IRI 的作用。
肾 IRI 引发的肾小管周围毛细血管内皮细胞功能障碍，
进而引起内皮细胞结构及功能的改变，是 IRI 的病理学基
础。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显低于对照组。氧化应激在 IRI 中起到重要作用，组织缺

VEGF）可作为早期肾脏缺血损伤的监测指标，周宏宇 [7]

血 - 再灌注会产生大量氧自由基，引起氧化应激增强。缺

通过建立大鼠肾 IRI 模型，采用双抗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

血组织中，因清除氧自由基的抗氧化酶类合成障碍，氧

大鼠血清中 VEGF 的表达水平，发现川芎嗪组血清 VEGF

自由基对组织造成损伤，而超氧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表达水平明显低于 IRI 组，说明川芎嗪可抑制 VEGF 的表达，

dismutase，SOD）能清除氧自由基进而减轻组织的 IRI。

从而对肾脏结构和功能起到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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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芎嗪防治肝缺血 - 再灌注损伤的研究进展
复杂肝切除术和肝移植术等外科手术均可导致急性肝

IRI， 肝 IRI 是 肝 移 植 术 后 肝 功 能 衰 竭 的 主 要 潜 在 因 素，
川芎嗪可通过多种途径减轻肝 IRI[8-13]。P- 选择素是选择素

川芎嗪作为川芎的主要化学成分，具有活血化瘀、通经活络、
改善微循环等作用，在 IRI 的防治作用中具有良好的应用
前景，对其进一步研究，将为川芎嗪的临床应用提供重要
依据。

家族中成员之一，其在肝缺血 - 再灌注过程中可介导白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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