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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RT1/TLR4/NF-κB在丹参素治疗大鼠心肌梗死的保护作用
韩晓娟1，陈礴1，侯海文1
【摘要】目的 探讨SIRT1/TLR4/NF-κB在丹参素治疗大鼠心肌梗死的保护作用。方法 构建SD大鼠
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模型，随机分为：对照组，模型组、丹参素组（2 mg/kg）三组，每组15只。HE染
色法观察心肌组织病理学改变；TTC双染法测定心肌梗死面积；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SIRT1表达；采用
Western blot法检测SIRT1、TLR4、NF-κB、Bcl-2、Caspase3蛋白的表达；ELISA法检测心肌组织IL-6和
TNF-α表达。结果 丹参素组大鼠心肌凋亡数量、心肌梗死面积比模型组显著降低（P＜0.05）。丹参素
组SIRT1表达平均光密度显著升高（P＜0.05）。丹参素组TLR4、NF-κB、Caspase3蛋白表达明显下降，
SIRT1、Bcl-2蛋白含量表达比模型组显著上升（P＜0.05）；丹参素组心肌组织IL-6和TNF-α表达显著
下降（P＜0.05）。结论 丹参素可通过促进SIRT1表达，抑制TLR4/NF-κB信号通路来改善大鼠心肌梗
死，对心肌起到营养和保护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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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silent information regulator 1 (SIRT1), target lesion

revascularization rate 4 (TLR4) and nuclear factor-κB (NF-κB) in rats with myocardial infarction treated with
Danshensu (DSS). Methods The model of myocardial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was established in SD rats,
and then the rats were divided randomly into control group, model group and DSS group (2 mg/kg, each n=15).
The pathological changes of myocardial tissue were observed after HE staining, and size of myocardial infarction
was detected after TTC double staining. The expression of SIRT1 was detected by using immunohistochemistry
technique. The protein expressions of SIRT1, TLR4, NF-κB, Bcl-2 and Caspase3 were detected by using Western
blotting assay. The expressions of myocardial interleukin-6 (IL-6) and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 were
detected by using ELISA. Results The number of cardiomyocyte apoptosis and size of myocardial infarction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DSS group compared with model group (P<0.05). The mean optical density of SIRT1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DSS group (P<0.05). The protein expressions of TLR4, NF-κB and Caspase3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and protein expressions of SIRT1 and Bcl-2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DSS group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P<0.05). The expressions of myocardial IL-6 and TNF-α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DSS group
(P<0.05). Conclusion DSS can relieve myocardial infarction in rats and plays a role in nutrition and protection of
myocardium through promoting SIRT1 expression and inhibiting TLR4/NF-κB signaling pathway.
[Key words] Silent information regulator 1/target lesion revascularization rate 4/nuclear factor-κB;
Danshensu; Myocardial infarction; Rats

急性心肌梗死（AMI）是冠状动脉闭塞或严
重狭窄导致大量心肌细胞急剧缺血、缺氧引发细
胞坏死的疾病，该病发病急，病情重，病情变化
快，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命健康与生活质量，AMI
已成为我国居民首位死因 [1-3] 。AMI再灌注治疗
后，患者极易并发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及心室重
构，严重影响了AMI患者的临床治疗疗效及患者
的预后。研究表明，心肌细胞凋亡是AMI及心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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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血再灌注损伤的一个重要病理改变 [4]。丹参素
（Danshensu）是丹参中的主要有效成分，是已
被证实的治疗冠心病的重要活性成分 [5]。丹参素
具有扩张血管，增加冠状动脉血流量，增强组织
抗缺氧能力，减轻炎症反应等作用。丹参素可改
善心肌缺血再灌注后的心脏功能障碍，缩小心肌
梗死面积，研究表明，丹参素在急性脑梗死、冠
心病及心绞痛等治疗中具有显著作用 [6]。通过本
研究通过给予丹参素治疗心肌梗死大鼠，以探讨
丹参素对AMI心肌损伤的保护作用，为临床治疗
急性心肌梗死提供新的思路和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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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心肌梗死大鼠模型的建立 清洁级健康SD大
鼠，45只，雄性，体重220~260 g，购自第四军
医大学实验动物中心，动物许可证号：SCXK
（陕）2014-002。已通过我院动物实验伦理审
查。在腹腔行10%的水合氯醛，0.3 ml/100 g水合
氯醛、吗啡（6 mg/kg，皮下注射）麻醉大鼠。在
大鼠胸部正中偏左侧切口露出大鼠心脏，在左心
耳与肺动脉圆锥之间，以5-0无创缝合线穿过前
降支（LAD）并结扎。观察心电图，心电图Ⅱ导
联ST段明显升高, 肉眼观察结扎区域变白作为模
型成功的标志，实验过程中维持机械呼吸支持。
心脏复位关胸，然后缝合皮肤。
SD大鼠造模成功24 h后，丹参素组给予经尾
静脉注射2 mg/kg丹参素注射液，连续7 d；对照
组和模型组给予等剂量生理盐水。
1.2 心肌梗死组织形态学检查 HE染色检测：取
大鼠心肌组织石蜡切片标本（5 μm/张）常规进
行苏木精和伊红液染色，观察HE染色大鼠心肌
病理改变结果。
心肌梗死面积检测：取大鼠心肌组织冰冻切
片，置于2% TTC 37℃孵育15 min，用多聚甲醛
固定后进行数码相机拍照 用Image ProPlus图像分
析系统测量各组大鼠心肌梗死面积，梗死面积
（%）＝ 梗死区 /（梗死区＋缺血区）×100%。
TTC染色后，白色区域代表心肌梗死区（AN），
红色区域代表心肌缺血，蓝色区域代表正常区。
1.3 免疫组织化学法染色 取鼠心肌组织石蜡切
片标本（5 μm/张），加入5%血清进行室温封闭
（40 min），加入一抗SIRT1和二抗孵育。清洗
后加入SP和DAB试剂盒。封片后用显微镜进行观
察。SIRT1阳性表达表现：在心肌细胞内出现棕
黄色颗粒。
1.4 ELISA法检测IL-6 和 TNF-α表达 离心大
鼠心肌组织提取蛋白，采用ELISA法测定大鼠心
肌组织TNF-α和IL-6的含量，试剂盒购于美国
R&D公司。
1.5 WesternBlot检测SIRT1、TLR4、NF-κB、
Bcl-2、Caspase3蛋白表达水平 离心大鼠心肌
组织提取蛋白（蛋白浓度总量为30 μg/μl）。
各组大鼠心肌组织蛋白样品常规进行凝胶电泳和
转膜，加入大鼠多克隆抗体SIRT1、TLR4、NFκB、Bcl-2、Caspase3和二抗。显色使用ECL显
色剂，用Quantity-one软件进行蛋白分析。以目
的条带与内参β-actin 条带灰度值比值评定蛋白
表达水平。
1.6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22.0软件进行数据处
理，计量资料结果用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差
异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t检验，以P＜0.05为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HE染色结果 光镜下可见心肌细胞形态学特征
基本正常，心肌纤维排列整齐匀称，偶有少量炎症
细胞浸润。模型组可见心肌纤维结构破坏、排列紊
乱，心肌纤维增粗、纤维组织广泛增生；大量心肌
细胞核浓缩、变小或变性，心肌间质充血、水肿，
可见大量心肌坏死灶及炎性细胞浸润等。丹参素组
可见心肌纤维增粗、心肌纤维排列相对整齐，心肌
细胞较少量的变性、心肌组织水肿恢复，炎症细胞
浸润减少，病变程度逐渐恢复（图1）。
2.2 免疫组化染色结果 与对照组大鼠SIRT1表达
平均光密度相比，模型组SIRT1表达平均光密度
显著降低，丹参素组显著升高（P＜0.05）。与
模型组相比，丹参素组SIRT1表达平均光密度显
著升高（P＜0.05）（图2）。
2.3 心肌梗死面积测定 与对照组大鼠心肌梗死面
积相比，模型组和丹参素组大鼠心肌梗死面积显
著增大（P＜0.05）。丹参素组大鼠心肌梗死面
积比模型组显著减少（P＜0.05）（图3）。
2.4 ELISA测定IL-6 和 TNF-α表达 与对照组
大鼠心肌梗死面积相比，模型组和丹参素组大鼠
IL-6 和 TNF-α表达显著增多（P＜0.05）。与模
型组相比，丹参素组IL-6 和 TNF-α表达显著降
低（P＜0.05）（图4）。
2.5 蛋白表达水平测定 与对照组相比，模型组
和丹参素组大鼠TLR4、NF-κB、Caspase3蛋白
表达明显上升，SIRT1、Bcl-2蛋白含量下降（P
＜0.05）；与模型组相比，丹参素组TLR4、NF-

图1 HE染色结果（×20）

图2 免疫组化染色结果（×20）

图3 心肌梗死面积测定

图4 ELISA 测定IL-6和TNF-α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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κB、Caspase3蛋白表达明显下降，SIRT1、Bcl-2
蛋白含量表达比模型组显著上升（P＜0.05）。
（图5）。

图5 蛋白表达水平测定

3 讨论
丹参素是丹参治疗冠心病的重要活性成分，
具有扩张血管，增加冠状动脉血流量，增强组织
抗缺氧能力，减轻炎症反应等心肌保护作用 [7]。
卫国等 [5]建立心肌梗死模型大鼠，给予丹参素治
疗后，发现大鼠心功能明显改善，心肌梗死面积
减少，认为丹参素可以明显减轻心肌梗死大鼠的
心肌损伤，其机制可能与丹参素上调血管内皮
生长因子、基质细胞衍生因子-1、CXC趋化因子
受体4等蛋白表达从而促进缺血心肌的血管新生
有关。本研究结果表明，光镜下模型组可见心肌
纤维增粗、心肌纤维结构破坏、排列紊乱；大量
心肌细胞变小或变性，心肌间质充血、水肿及炎
性细胞浸润等。研究表明，丹参素可有效改善大
鼠心肌梗死，抑制心肌细胞的凋亡；丹参素组大
鼠心肌梗死面积显著减少，丹参素可显著减少大
鼠心肌梗死面积和心肌细胞的死亡。同时，丹参
素组大鼠可见心肌纤维增粗、心肌纤维排列相对
整齐，心肌细胞较少量的变性、心肌组织水肿恢
复，炎症细胞浸润减少，病变程度逐渐恢复。
沉默信息调节因子1（SIRT1）是一种辅酶Ⅰ
依赖性的去乙酰化酶，具有高度保守性 [8]，参与
调节细胞内DNA修复、细胞增殖、炎症反应、
氧化应激等机体生理病理过程 [9,10]。研究表明，
SIRT1是公认的抗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因子，其可
能通过抑制ox-LDL表达来引导细胞凋亡，促进
内皮性NO的表达和释放, 其是参与调节细胞氧化
应激及炎症反应的关键酶，能明显减轻炎症反应
和氧化应激作用[11]。本研究结果表明，丹参素可
有效提高心肌组织内SIRT1表达，减轻心肌细胞
凋亡及心肌纤维化。SIRT1可调节P53、MyoD、
FOXO3以及NF-kB来介导应激时细胞防御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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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是一种与细胞的代谢状态密切相关的重要调
节器 [12]。本研究结果表明，丹参素促进SIRT1表
达后，丹参素组TLR4、NF-κB、Caspase3蛋白
表达明显下降，SIRT1、Bcl-2蛋白含量表达比模
型组显著上升，说明丹参素是通过抑制炎症信
号通路TLR4/NF-κB信号通路来改善大鼠心肌梗
死，显著减少大鼠血清中TNF-α和IL-6 等炎症
因子的生成和释放，抑制心肌组织内的免疫反
应、炎症反应，促进心肌细胞的增殖和发育，显
著改善心肌组织的坏死情况。
综上所述，丹参素可通过促进SIRT1表达，
抑制TLR4/NF-κB信号通路来改善大鼠心肌梗
死，抑制心肌纤维化，对心肌起到营养和保护的
作用改善心功能。本结果证实丹参素具有心肌保
护作用，为明确现代中药新药的药理机制奠定了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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