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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粒体障碍在糖尿病性心肌病中的作用
及中医药研究进展
田静，吕嵘，郭炜

*

（ 上海中医药大学 病理教研室，上海 201203）
［摘要］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改变，糖尿病的发病率及死亡率逐年上升。糖尿病发病 10 年后，约 30% ～ 40%
的患者至少会发生一种并发症，如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肾脏病变或心血管病变等，这些慢性并发症大大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和
寿命。糖尿病性心肌病（ diabetic cardiomyopathy，DCM） 是指糖尿病患者出现左心室肥厚和舒张功能障碍，进而发展为收缩功
能不全，且这种改变不与患者其他潜在的心血管疾病相关。线粒体是细胞内重要的能量代谢场所，它直接参与细胞生长、增
殖、胞内信号转导和细胞凋亡等过程。近年来研究发现，线粒体障碍与 DCM 多个发病环节密切相关，其作用涉及糖脂代谢紊
乱、
氧化应激损伤、钙调控障碍、线粒体脱偶联、质量控制失衡以及 MicroＲNAs 对线粒体的调节等多个方面。现代生物学研究
进展同样启发中医药工作者以线粒体为靶向探寻有效治疗措施，越来越多的单味中药或其提取物（ 如人参、黄芪、葛根、黄连、
姜黄、白藜芦醇等） 以及复方制剂（ 如止消通脉宁、糖心乐、通心络等） 被证实可以通过调节线粒体功能，改善糖尿病性心肌损
伤。基于以上背景，该文将就线粒体障碍在 DCM 发病中的作用以及中医药在该领域的干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期为 DCM
的预防和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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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mitochondrial dysfunction in diabetic cardiomyopathy and
interven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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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abetic cardiomyopathy （ DCM） is characterized by left ventricular hypertrophy，myocardial fibrosis and diastolic dysfunction，which are uncorrelated with underlying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or hypertension． As an important metabolic organelle，mitochondria
directly involve the process of cell growth，proliferation，signal transduction，apoptosis and so on． Ｒecent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a
clos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mitochondrial dysfunction and the pathogenesis of diabetic cardiomyopathy． The underlying effects of mitochondrial dysfunction in the progress of diabetic cardiomyopathy involve disturbed metabolism，oxidative stress，defective calcium handling，mitochondrial uncoupling，apoptosis，imbalance of mitochondrial quality control and regulation of MicroＲNA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have been widely applied in clinic． Nowadays，more and more herbs of extrac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have been
proved to ameliorate diabetic myocardial injury． Because the improvement of mitochondrial dysfunction has emerged as a promising therapeutic strategy，this review summarizes these effects of mitochondrial dysfunction in diabetic cardiomyopathy，and discusses the intervention studi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field，in expectation to provide new ideas for DCM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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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静等： 线粒体障碍在糖尿病性心肌病中的作用及中医药研究进展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改变，糖尿病尤其是

［8］

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与葡萄糖相比，脂肪酸作为能量代

2 型糖尿病的发病率正以惊人的速度攀升。糖尿病发病 10

谢底物需要多消耗约 12% 的氧才能产生等量 ATP，即脂肪酸

年后，约有 30% ～ 40% 的患者至少会发生一种并发症，如糖

的 ATP / 氧气的效率比低于葡萄糖。糖尿病对脂肪酸 β-氧化

尿病视网膜病变、肾脏病变或心血管病变等，这些慢性并发

的过度依赖可能增加心肌耗氧量，使原本存在微血管病变的

症大大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和寿命。

心肌加重缺氧。②除以上原因外，过量脂肪酸积聚亦被认为

糖尿病性心肌病（ diabetic cardiomyopathy，DCM） 是指糖

与糖尿病心肌毒性损伤和功能障碍直接相关，目前已知脂毒

尿病患者出现左心室肥厚和舒张功能障碍，进而发展为收缩

性损伤主要由脂质中间代谢产物，如神经酰胺、二酰甘油、长

功能不全，甚至充血性心力衰竭，且这种改变不与患者潜在

链脂酰辅酶 A 等引起。

的冠脉疾病和高血压性心脏病相关。目前已知 DCM 发病涉

1. 2

及糖脂代谢紊乱、氧化应激、炎症、凋亡等多种机制，新近研

线粒体 ＲOS 的作用
有报导 DCM 患者心肌线粒体呼吸功能抑制，活性氧（ re-

究显示，线粒体功能障碍与 DCM 多个发病环节密切相关。

active oxygen species，ＲOS） 产生增多，提示氧化应激与线粒体

线粒体是细胞内重要的能量代谢场所，与其他肌细胞相比，

功能障碍密切相关。线粒体是 ＲOS 的主要来源，生理状态

心脏含有更为丰富的线粒体，已有发现 Zucker 糖尿病肥胖型
［1］

大鼠线粒体呼吸链相关酶活性明显降低

。2 型糖尿病动

物模型 ob / ob 及 db / db 小 鼠 均 有 线 粒 体 呼 吸 功 能 的 损
［2-3］

伤

下，绝大多数的氧在线粒体内通过细胞色素氧化酶系统接受
4 个电子还原成水，同时释放能量，只有极少量的氧经单电子
还原生成 ＲOS。在糖尿病状态下，高糖、高脂、钙信号紊乱、

。2009 年，Anderson 在 2 型糖尿病患者的心房肌上直

线粒体解偶联增强等变化均可导致 ＲOS 生成增多、清除减

接证明了线粒体呼吸功能损伤，这为线粒体功能障碍参与糖

弱，这种动态平衡的打破引起过量 ＲOS 的蓄积。Boudina 发

［4］

尿病发病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9］

现 2 型糖尿病 db / db 小鼠心脏线粒体内超氧自由基增加

。

祖国医学将 DCM 归于“胸痹”、“消渴”、“心悸”等范畴，

。

Cai 实验室报导 STZ 糖尿病小鼠抑制线粒体氧化应激后可以

临床医家多从“浊、虚、瘀、毒”角度阐释其病机，治疗亦多采

［10］
延缓 DCM 的发生 。Anderson 证实糖尿病患者心房组织

用益气、养阴、活血、祛瘀等治法。现代生物学研究进展同样

线粒体氧化应激增加、伴有线粒体功能受损

启发中医药工作者以线粒体为靶向探寻有效防治措施，本文

线粒体 3 源性 ＲOS 参与 DCM 发病提供了一定的证据支持。

［4］

将就线粒体障碍在 DCM 中的作用，以及中医药在该领域的
干预进展进行综述。
1
1. 1

。以上研究为

除线粒体 ＲOS 外，亦有报导 ob / ob 小鼠、STZ 小鼠以及
Zucker fa / fa 大鼠心肌中伴有 NADPH 氧化酶来源 ＲOS 增多，

线粒体障碍在 DCM 发病中的作用

且有发现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激活抗氧化酶均能有效阻止

糖、脂代谢紊乱

蛋白硝基化以及炎症、逆转 DCM 损伤，以上结果提示糖尿病

研究发现线粒体糖、脂代谢紊乱是 DCM 发生的重要机

［11-12］

心肌 ＲOS 增多存在线粒体及线粒体外 2 种途径

。令人

制之一。心脏是一个高耗能脏器，其能量代谢底物主要来源

关注的是，线粒体不仅是 ＲOS 生成的重要场所，而且是 ＲOS

于葡萄糖和脂肪酸，少量来自乳酸和酮体等。糖尿病状态

攻击的主要靶点。Yakes 发现，相比于其他胞内结构，ＲOS 更

下，由于胰岛素不足或功能缺陷等原因，葡萄糖转运体（ glu-

［13］
容易损伤线粒体膜、线粒体 DNA（ mtDNA） 及其编码蛋白 。

cose transporter，Glut1，Glut4） 和丙酮酸脱氢酶（ pyruvate dehy-

目前已知 mtDNA 几乎完全由编码区组成，没有组蛋白保护，

drogenase，PDH） 表达减少或活性降低。Glut 涉及葡萄糖的跨

所以更易受损，降低心肌线粒体氧化应激或提高细胞抗氧化

膜转运和摄取，PDH 则是调节糖代谢的关键酶，以上变化促

能力有望改善 DCM。

使心肌氧化供能以脂肪酸为来源的比例增高。迄今为止，增

1. 3

钙调控障碍
2+
正常心脏功能与胞内 Ca 稳态的维持密不可分。除内

高的脂肪酸氧化在肥胖或糖尿病患者以及各种相关动物模

2+

型上均有证实，且这种能量底物选择模式的转换早于糖耐量

质网外，线粒体 Ca

的改变以及心肌肥大的出现，并最终导致心功能障碍。目前

关注，已有实验室相继报导糖尿病动物模型心脏存在线粒体

认为糖、脂代谢紊乱影响糖尿病心脏功能主要涉及以下原

Ca2 + 调控障碍［14-15］ 。线粒体在储存 Ca2 + 的同时产生 ATP，

因： ①糖尿病或胰岛素抵抗时，过多的脂肪酸可激活过氧化

是胞内重要的 Ca

2+

调控障碍在 DCM 中的作用近年来引起

缓冲器。胞内 Ca

2+

主要经线粒体内膜上

物酶增殖体激活受体（ peroxisome proliferators activated recep-

的钙单向转运体（ mitochondrial calcium uniporter，MCU） 进入

tor α，PPAＲα） 。PPAＲα 是一种重要的核转录因子，它即能促

2+
线粒体基 质，线 粒 体 内 极 微 量 的 Ca 浓 度 改 变 即 可 激 活

进脂肪酸利用相关基因如 CD36，CPT1 以及 LCAD 等的表达，

F0F1-ATP 酶和一些重要的脱氢酶，促进 ATP 的生成。Diaz

也能通过增加丙酮酸脱氢酶激酶（ pyruvate dehydrogenase ki-

2+
发现高糖刺激心肌细胞引起 MCU 表达降低、线粒体内 Ca

nase，PDK4） 的表达来抑制葡萄糖氧化［5］ 。已有文献报导糖

浓度减少，且伴有糖、脂代谢模式的紊乱； 以上变化在 1 型糖

［6-7］

尿病或胰岛素抵抗心脏 PPAＲα 表达增高

。心肌特异性、

持续性过表达 PPAＲα 出现脂肪酸摄取、氧化和存储能力的

［16］

尿病小鼠心脏同样发生
Ca

2+

。目前认为糖尿病心脏线粒体

2+
调控障碍可能涉及内质网 Ca 处理能力的降低以及线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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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体渗透性转换孔（ mitochondrial permeability transition pore，

1. 6. 1

mPTP） 的持续性高水平开放。线粒体 Ca2 + 稳态的打破一方

粒体动力学标志。Galloway 发现，糖尿病心肌细胞内 ＲOS 积

2+
面影响胞内 ATP 生成。另一方面，线粒体 Ca 超载与胞内

聚、线粒体片段化与线粒体分裂增多相关

氧化损伤互为因果，形成恶性循环，最终导致细胞凋亡或坏

现，糖尿病患者心房线粒体融合蛋白 1 （ mitofusin1，Mfn1） 降

［17-18］

死，影响心脏舒缩功能

［27］

线粒体解偶联

1. 4

线粒体融合与分裂是重要的线
［26］

低

。

线粒体融合与分裂

January，2018

。Montaigne 发

。Tomoyuki 实验室报道，过表达动力相关 蛋 白 1 （ dy-

namic related protein1，Drp1） 可导致线粒体功能障碍和心肌

解偶联蛋白（ uncoupling proteins，UCPs） 是线粒体内膜上

胰岛素抵抗，Drp1 是目前已知参与线粒体分裂的关键蛋白，
［28］

参与能量代谢的重要转运蛋白，UCPs 易受 ＲOS、去甲肾上腺

而沉默 Drp1 后则可缓解以上现象

素和脂肪酸等刺激而激活，它可使线粒体呼吸链传递电子过

也有研究表明缓慢下调 Drp1 可能导致线粒体伸长及功能障

程中泵出的质子不经过 ATP 合酶的 F0 质 子 通 道、而 通 过

碍。尽管存在不少争议，但维持线粒体融合与分裂的平衡毋

。但与以上结论相反，

UCPs 形成的质子通道重新进入线粒体基质，这种“质子漏”

庸置疑是保证心肌线粒体功能的关键所在。

使质子的电化学势能以热量形式释放，由于不与 ATP 合成偶

1. 6. 2

联，即氧化磷酸化出现了“解偶联”。在哺乳动物中已发现 5

乏、细胞衰老等刺激下，线粒体发生去极化改变，受损的线粒

个 UCP 亚型，心肌线粒体上主要是 UCP2 和 UCP3。研究发

体被特异性包裹进自噬体，继而与溶酶体融合，从而完成损

现 2 型糖尿病 db / db 小鼠心肌细胞内线粒体解偶联现象增

伤线粒体的降解。Sirt3 是第 1 个被定位于哺乳动物细胞线

［19］

强、线粒体呼吸链功能障碍

。另有报道 db / db 小鼠心脏

缺血后 UCP3 表达增多，出现线粒体损伤以及心脏能效的降
［20］

低

［21］

。类似结果也在高脂饮食的大鼠心脏得到证实

。令

线粒体自噬

线粒体自噬（ mitophagy） 是指在营养缺

粒体的 Sirtuin 家族成员，Yu 等发现抑制去乙酰化酶 Sirt3 介
［29］

导的线粒体自噬可导致糖尿病心肌损伤

。Szigeti 报道高

脂饮食的糖尿病前期大鼠线粒体自噬相关蛋白 BNIP3 表达
［30］

人关注的是，尽管伴随着游离脂肪酸氧化 （ fatty acid oxida-

降低，继而出现心肌舒张功能障碍

tion，FAO） 以及 UCP3 水平的增高，在 1 型糖尿病 Akita 小鼠

1. 6. 3

心脏中并没有发现线粒体解偶联现象的增加，目前推测可能

助活化因子 1（ peroxisome proliferator activated receptor gamma

［22］

与 1 型糖尿病胰岛素不足等原因相关
1. 5

线粒体生物合成

。

过氧化物酶增殖物激活受体 γ 辅

coactivator-1，PGC-1） 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辅激活因子。它能

。

线粒体依赖性凋亡

与细胞中多种核受体和非核受体的各种转录因子结合，调节

细胞凋亡是一个主动的、程序性的由基因控制的自主性

基因的转录和表达。研究证明，PGC-1α 对机体的线粒体生

死亡方式，涉及线粒体、内质网和死亡受体等多种调控途径。

物合成及功能调控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目前为止，PGC-1α

线粒体渗透性转换孔（ mPTP） 是一种跨越线粒体内、外膜之

信号在 DCM 中的作用研究较少且存有争议。有报道 STZ 糖

间的多蛋白复合体，其组成蛋白所形成的孔道具有电压依赖

［31］
尿病大鼠心肌组织 PGC-1α 下调，伴有心脏功能的降低 。

性和高传导性，可允许相对分子质量小于 1. 5 kDa 的物质被

高脂饮食喂养小鼠心肌 PGC-1α 表达减少近 55% ，出现线粒

动扩散通过线粒体内膜。研究发现糖尿病时糖脂代谢紊乱、

体损伤和心脏功能障碍

炎症因子、Ca

2+

超载以及 ＲOS 积蓄等导致 mPTP 高水平持续

［32］

。但也有实验发现 STZ 糖尿病小

［33］
鼠心肌组 织 内 PGC-1α 是 增 高 的 。最 近 Duncan 等 报 道

性开放，线粒体跨膜电位（ ΔΨm） 降低，细胞色素 C、凋亡诱导

PGC-1α 在胰岛素抵抗早期的心肌组织内有可能是增高的，

因子以及 caspase 前体蛋白释放，从而诱发凋亡。目前为止，

它的增高是心脏的一种适应性反应； 然而，在明显的糖尿病，

1 型及 2 型糖尿病患者以及糖尿病啮齿类动物模型的心脏中
［23-25］

均有报道伴有线粒体依赖性凋亡的增多

。作为糖尿病

PGC-1α 的水平下调，线粒体功能障碍，最终出现心肌肥大和
［34］

缺氧、缺血性心肌病

。

特征性病理状态之一，脂毒性损伤的潜在发病机制就是通过

目前为止，有关线粒体质控障碍在 DCM 发病中的作用

增加神经酰胺的合成、促进胞内 ＲOS 蓄积、降低线粒体膜心

研究相对较少，仍存在较多的不确定性，对其潜在机制的探

磷脂含量，导致细胞死亡。

讨将不断产生新的重要发现。

1. 6

线粒体质控失衡

1. 7

microＲNAs 的调节

线粒体质量控制是指细胞在应激情况下通过启动相应

miＲNAs 是一种内源性的、非编码、单链 ＲNAs，平均长度

的生物合成，修复或清除等机制来维持正常的线粒体数量和

为 22 ～ 23 个核苷酸，由基因组中较短的反向重复序列编码

功能，涉及线粒体融合、分裂、生物合成以及选择性线粒体自

而成，可调节基因表达。研究提示 miＲNAs 在糖代谢及胰岛

噬等多个环节。线粒体通过融合与分裂改变它们的形状、大

素敏感性调节中发挥一定的作用，提示其可能参与胰岛素抵

小来满足细胞代谢的需求，其中多余或受损的线粒体则通过

抗或糖尿病的发病。例如，在糖尿病心肌病中 miＲNA-141 通

选择性自噬途径清除，当不能满足细胞代谢需求时，线粒体

过调节线粒体内膜磷酸转运 Slc25a3 基因，改善糖尿病心肌

的生物合成则会立即补充新的线粒体。通过以上精密的网

线粒体功能

络状调控有效保证线粒体数量及功能的实现。

白，改善糖尿病心肌线粒体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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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miＲNA-378 通过调节线粒体基因组编码蛋
［36］

。目前已知人类基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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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 1 000 多 种 miＲNAs，超 过 60% 的 哺 乳 动 物 基 因 都 是

下、痢疾等胃肠感染疾病，同时也是治疗“消渴症”的常用药

miＲNAs 的保守调控对象，故未来研究有望进一步发现可导

物。现代研究发现黄连的有效成分包括小檗碱、黄连碱、药

致 DCM 相关分子缺陷的特定 miＲNAs 的调节新机制。

根碱等。Chang 等实验显示小檗碱缓解棕榈酸诱导心肌细胞
［47］

以线粒体为靶向、中医药干预 DCM 研究进展

2

葡萄糖摄取和利用紊乱

中医学理论认为 DCM 属于消渴病之变证，即“消渴心

。Chen 等发现小檗碱逆转心肌

Bax / Bcl-2 以及 caspase-3 的表达，减轻糖尿病大鼠缺血复灌
［48］

积”，或属中医“消渴”、“心悸”、“胸痹心痛”等范畴； 临床治

后心肌凋亡的出现

疗多采用益气、养阴、活血、祛瘀等治法。现代医学研究同样

2. 1. 5

启发中医药工作者以线粒体为靶向明确药物作用机制、探寻

血，行气，通经，止痛等。现代医学表明姜黄的有效成分姜黄

有效干预措施，以下将就单味药或其提取物，以及复方制剂

素抗炎、抗氧化、抗肿瘤以及降血脂。目前已知姜黄素的抗

在该领域的研究进行介绍。

氧化性能一方面取决于其天然的化学结构，另一方面取决于

2. 1. 1

人参

。

姜黄味辛、苦，性温； 归脾、肝经； 其功效为破

［49-50］

中药单药或其提取物

2. 1

姜黄

其对体内各种抗氧化酶的直接或间接的激活

人参味甘、微苦，性微温； 归肺、脾、心、肾经；

。利用棕

榈酸诱导的心肌细胞以及高脂饲养小鼠模型，Zeng 发现姜黄

具有补气固脱、健脾益肺、宁心益智、养血生津的作用。现代

素可增强核因子-2 （ nuclear factor erythroid 2-related factor 2，

药理学研 究 发 现，人 参 的 主 要 活 性 成 分 是 人 参 皂 苷，包 括

Nrf2） 及其下游抗氧化酶表达，减缓高脂诱导心肌凋亡和肥

Ｒb1 ，Ｒb2 ，Ｒc，Ｒd，Ｒe，Ｒg1 等多种类型。在 DCM 防治领域，

大的发生

Yu 发现人参皂苷 Ｒg1 降低 STZ 诱导大鼠心肌的 caspase-3 水

织血 红 素 加 氧 酶-1 （ hemeoxygenase 1，HO-1 ） 的 活 性 和 表

平，提高抗凋亡蛋白以及抗氧化酶的表达，缓解心肌线粒体

达

［37］

结构的损伤

。Wu 发现人参皂苷 Ｒb1 保护 STZ 诱导大鼠
［38］

心脏功能，其机制同样涉及抗氧化和抗凋亡

。Sun 的研究

提示人参皂苷 Ｒg3 调控糖尿病大鼠心肌 PGC1-Tfam 信号，影
［39］

响线粒体质量控制以及呼吸链氧化磷酸化蛋白的表达

。

［51］

［52］

。Aziz 报导姜黄素明显增高糖尿病大鼠心肌组

。除以上抗氧化作用外，另有报导姜黄素调控糖尿病

患者及 胰 岛 素 抵 抗 大 鼠 心 肌 脂 肪 酸 代 谢 及 胰 岛 素 敏 感
［53-55］

性

。María G 发现姜黄素改善 db / db 小鼠肝、肾组织的
［56］

线粒体呼吸功能

。Trujillo 预测姜黄素可能是一种极具潜
［49］

力的线粒体靶向性药物

，但目前为止，姜黄素对糖尿病心

除以上作用外，人参也含有三羧酸循环过程中代谢成分柠檬

肌线粒体的直接调控作用仍待进一步的研究证实。

酸、异柠檬酸、延胡索酸、酮戊二酸、苹果酸、琥珀酸等以及多

2. 1. 6

种线粒体代谢所需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成分。

消食除胀，降气化痰的功效。药理研究发现其含有生物碱、

2. 1. 2

黄芪

黄芪味甘，性微温； 归脾、肺经； 具有补益升

莱菔子

莱菔子味辛、甘，性平； 归肺、脾、胃经； 具有

硫代葡萄苷、黄酮和莱菔子素等多种成分。目前已有报导莱

阳、益卫固表、利水消肿等作用。黄芪的化学成分众多，主要

菔子素促进糖尿病小鼠 Nrf2 及其下游各种抗氧化酶的表达，

含皂苷、黄酮、多糖以及氨基酸类等。Cao 等实验表明，黄芪

缓解心肌损伤

［57］

。除以上抗氧化作用外，Zhang 等进一步证

甲苷通过 PGC-1α 途径调控心肌线粒体生物合成与能量代

实莱菔子素还可激活 AMPK / SIＲT1 / PGC1 信号，有效调控脂

［40］
谢，改善 DCM 心肌损伤 。Wang 等报导黄芪多糖缓解 2 型

代谢，降低糖尿病小鼠心肌氧化应激及脂质积聚

糖尿病大鼠 心 肌 损 伤，可 能 与 增 强 AMP 依 赖 的 蛋 白 激 酶

2. 1. 7

（ AMP-activated protein kinase，AMPK） 活性、改善线粒体能量
［41］

［58］

白藜芦醇

。

白藜芦醇是一种天然多酚类化合物，存

在于虎杖、桑葚、藜芦、葡萄等多种植物中，具有抗炎、抗氧

。利用 db / db 以及 PPAＲα 过表达小鼠，Chen 等

化、
免疫调节和抗肿瘤等效用。在 DCM 防治领域，有报导白

证实黄芪多糖抑制 PPAＲα 介导的糖、脂代谢紊乱、减轻心肌

藜芦醇缓解糖尿病大鼠心肌氧化损伤，有效改善线粒体呼吸

代谢有关

［42］

脂毒性损伤，改善糖尿病小鼠心脏功能

。Sun 实验室亦发

现黄芪多糖逆转高糖诱导的心肌细胞损伤，其保护作用涉及
［43］

对线粒体凋亡的有效抑制
2. 1. 3

葛根

［59-60］

链功能

。另有研究提示白藜芦醇保护高糖诱导的心肌

［61］
细胞，其抗氧化和抗凋亡机制涉及对 AMPK 信号的调控 。

近来，Ma 等发现白藜芦醇通过 SIＲT1 / PGC1 信号调节线粒体

。

葛根味甘、辛，性凉； 归肺、胃经； 具有解肌退

［62］

生物合成和功能，改善糖尿病小鼠心肌肥大及功能障碍
［63］

热、透疹、生津止渴、升阳止泻的作用。在糖尿病研究领域，

类似结果亦得到 Fang 实验室的证实

有报道葛根可以降血糖、降血压、抗氧化、保护心血管。葛根

2. 2

的主要药效物质基础是葛根素。Gu 等发现葛根素缓解糖尿

2. 2. 1

［44］

。

。

中药复方
止消通脉宁

止消通脉宁由人参、生地黄、三七、莪

。Yu 等观察

术、南沙参、大黄等组成。该方有益气养阴、活血化瘀的作

到葛花粗提物降低 STZ 诱导小鼠心肌细胞 ＲOS 水平，逆转

用。Yang 等发现，止消通脉宁可降低 STZ 诱导大鼠的空腹

心肌 Bax / Bcl-2 以 及 caspase-3 的 表 达，从 而 保 护 线 粒 体 结

血糖水平，提高线粒体内重要的脱氢酶以及 ATP 酶的活性，

病大鼠心肌线粒体氧化应激、改善心脏功能

［45］

构

。以上类似结果亦被 Zhang 实验室证实［46］ 。

2. 1. 4

黄连

黄连味苦，寒； 归心、脾、胃、肝、胆、大肠经； 其

功效为清热燥湿，泻火解毒。传统中医主要用黄连治疗泻

维持心脏舒缩所需 ATP 储备，有效缓解糖尿病大鼠心脏功能
［64］

障碍

。

2. 2. 2

糖心乐

糖心乐由人参、麦冬、生石膏、三七、绞股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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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组成。该 方 主 要 用 于 气 阴 内 热 型 和 气 阴 两 虚 挟 瘀 型 糖

myocardial energetics in obesity［J］． Circulation，2005，112

DCM 的治疗。Zhao 等发现糖心乐对 STZ 诱导大鼠具有一定

（ 17） ： 2686．

［65］

的降血糖作用，可抑制线粒体凋亡，改善心脏舒缩功能
2. 2. 3

通心络

。

通心络由全蝎、水蛭、蜈蚣、土鳖虫、蝉蜕 5

种虫类药，加上人参、赤芍、冰片等组成，具有益气活血、通络
止痛的功效。Liu 报道通心络改善糖尿病大鼠的心脏功能，
［66］

其机制涉及对线粒体凋亡的有效抑制
3

。

［10］ Cai L，Wang Y，Zhou G，et al． Attenuation by metallothionein of
early cardiac cell death via suppression of mitochondrial oxidative
stress results in a prevention of diabetic cardiomyopathy［J］． J
Am Coll Cardiol，2006，48（ 8） ： 1688．
［11］ Cong W，Ｒuan D，Xuan Y，et al． Cardiac-specific overexpression of catalase prevents diabetes-induced pathological changes by

总结与展望

inhibiting NF-κB signaling activation in the heart［J］． J Mol Cell

综上所述，在糖尿病病理过程中，线粒体障碍直接参与

Cardiol，2015，89： 314．

DCM 的发生发展，且涉及糖脂代谢紊乱、氧化应激、炎症、钙

［12］ Ivanovic＇ -Matic＇ S，Bogojevic＇ D，Martinovic＇ V，et al． Catalase in-

调控失衡等多个作用环节。目前为止，在糖尿病及其并发症

hibition in diabetic rats potentiates DNA damage and apoptotic

防治领域，尽管已对中药作用的物质基础和机制进行了大量

cell death setting the stage for cardiomyopathy［J］． J Physiol Bio-

探讨，但多停留在“证明性发现”层面，局限于对单一信号或

chem，2014，70（ 4） ： 947．

通路的观察，缺乏更深一步的关联性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

［13］ Yakes F M，Van Houten B． Mitochondrial DNA damage is more

限制了中医中药“多组分、多靶点”特色的体现。相信在广大

extensive and persists longer than nuclear DNA damage in human

医药工作者的不断努力下，注重发挥中医整体观以及辨证论
治的特色，探索针对“网络调控”的多方联合或中西医联合治
疗策略，必将对临床防治产生重大影响。

cells following oxidative stress ［J］．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1997，94（ 2） ： 514．
［14］ Fauconnier J，Lanner J T，Zhang S J，et al． Insulin and inosit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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