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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述讲座 

平滑肌细胞衰老在肺动脉高压中的作用
孙正宇

陈永锋

【 摘要】

康品方

唐碧

肺动脉高压( ＰＡＨ) 是一种恶性心血管疾病ꎬ肺动脉中膜增厚是 ＰＡＨ 的一个公认特征ꎬ平滑

肌细胞在中膜增厚中起重要作用ꎮ 衰老细胞随年龄积累ꎬ最终导致机体老化以及年龄相关性疾病ꎮ 近年
来ꎬ基础和临床研究均发现衰老的肺动脉平滑肌细胞( ＰＡＳＭＣｓ) 具有代谢活性ꎬ并显示出与该状态相关的
特征性形态和生理变化ꎬ如具有扩大的扁平形状ꎬβ－半乳糖苷酶积聚ꎬ衰老相关的分泌型表型等ꎬ参与
ＰＡＨ 的发生发展ꎮ 本文就 ＰＡＳＭＣｓ 衰老的相关标志物及衰老 ＰＡＳＭＣｓ 诱发 ＰＡＨ 的发生发展机制进行综
述ꎬ为防治 ＰＡＨ 提供新的研究思路ꎮ
【 关键词】

肺动脉高压ꎻ

[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４４.１

平滑肌细胞ꎻ

[ 文献标识码] Ａ

细胞衰老ꎻ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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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ｓｍｏｏｔｈ ｍｕｓｃｌｅ ｃｅｌｌ ｓｅｎｅｓｃｅｎｃｅ ｉｎ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Ｓｕｎ ＺｈｅｎｇｙｕꎬＣｈｅｎ ＹｏｎｇｆｅｎｇꎬＫａｎｇ
ＰｉｎｆａｎｇꎬＴａｎｇ Ｂｉ.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ꎬ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Ｂｅｎｇｂｕ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ꎬ
ＢｅｎｇｂｕꎬＡｎｈｕｉꎬ２３３００４ꎬＣｈｉｎａ.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Ｋａｎｇ ＰｉｎｆａｎｇꎬＥｍａｉｌ:Ｋａｎｇｐｉｎｆａｎｇ.１０１６＠ １６３.ｃｏｍꎻＴａｎｇ ＢꎬＥｍａｉｌ:ｂｉｔａｎｇ２０００＠ １６３.ｃｏｍ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ｉａｌ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 ＰＡＨ ) ｉｓ ａ ｋｉｎｄ ｏｆ 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ｍｅｄｉａ ｔｈｉｃｋｅｎｉｎｇ ｉｓ ａ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ｉａｌ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Ｓｍｏｏｔｈ ｍｕｓｃｌｅ ｃｅｌｌｓ
ａｒ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ｂｅｌｉｅｖｅｄ ｔｏ ｐｌａｙ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 ｔｈｉｃｋｅｎｉｎｇ. Ｓｅｎｅｓｃｅｎｔ ｃｅｌｌｓ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ａｇｅꎬ
ｅｖｅｎｔｕａｌｌｙ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ｏ ａ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ｇ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ꎬｂｏｔｈ ｂａｓｉｃ ａｎ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ｓｅｎｅｓｃｅｎｔ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ｓｍｏｏｔｈ ｍｕｓｃｌｅ ｃｅｌｌｓ ( ＰＡＳＭＣｓ ) ｅｘｈｉｂｉｔ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ｉｓ ｓｔａｔｅꎬｓｕｃｈ ａｓ ｅｎｌａｒｇｅｄ ｆｌａｔ ｓｈａｐｅꎬβ － ｇａｌａｃｔｏｓｉｄａｓｅ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ꎬａｎｄ ｓｅｎｅｓｃｅｎｃ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ｓｅｃｒｅｔｏｒｙ 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ꎬ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ＡＨ.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ꎬ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ｏｆ ＰＡＳＭＣｓ ｓｅｎｅｓｃ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ｏｆ ＰＡＳＭＣｓ－ｉｎｄｕｃｅｄ ＰＡＨ ｗｅ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ｅｄꎬ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ｎ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ｄｅａ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ＡＨ.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ｉａｌ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ꎻ Ｓｍｏｏｔｈ ｍｕｓｃｌｅ ｃｅｌｌｓꎻ Ｃｅｌｌ ｓｅｎｅｓｃｅｎｃｅꎻ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肺 动 脉 高 压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ｉａｌ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ꎬ
ＰＡＨ) 是一种恶性心血管疾病ꎬ在其发生过程中ꎬ肺
血管重塑和肺负荷持续性上升是被广泛接受的病理
生理学基础ꎬ并且疾病进展常伴随右心室重构和肥
厚ꎬ进而导致右心室功能不全 [１] ꎮ 因此ꎬ肺动脉高压
一旦发现ꎬ在缺乏有效干预的情况下ꎬ患者的生活质
量将会受到严重影响ꎬ并且生存周期很短ꎮ 估计中
位生存期为 ２.８ 年ꎬ１ 年生存率为 ６８％ꎬ３ 年生存率为
４８％ꎬ５ 年生存率为 ３４％ [２] ꎮ 更严峻的是ꎬ肺动脉高
压发病人数也呈逐年上升趋势ꎬ据法国的研究显示ꎬ
发病率为每百万人 ２.５ 至 ７.１ 例ꎬ流行率为每百万人
５ 至 ５２ 例 [３] ꎮ 因此ꎬ探索有效的治疗靶点ꎬ提高肺动
脉高压患者生活质量ꎬ延长生存周期ꎬ减轻家庭及社
基金项目:蚌埠医学院第一批“ ５１２ 人才培育计划” 中青年骨干

教师培养对象( ｂｙ５１２０１２１４) ꎻ蚌埠医学院第一批“５１２ 人才培育计划”

优秀青年教师培养对象( ｂｙ５１２０１３１５) ꎻ 高校协同创新 项目 ( ＧＸＸＴ －
２０２０－０１９)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 安徽蚌埠ꎬ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心血管

内科

通 信 作 者: 康 品 方ꎬ Ｅｍａｉｌ: Ｋａｎｇｐｉｎｆａｎｇ. １０１６ ＠ １６３. ｃｏｍꎻ 唐 碧ꎬ

Ｅｍａｉｌ:ｂｉｔａｎｇ２０００＠ １６３.ｃｏｍ

会负担ꎬ已成为全球公共卫生领域迫切需要攻破的
难题ꎮ
一、衰老与 ＰＡＨ 关系
细胞衰老是细胞周期进程的永久阻滞ꎬ是由多
种生理和病理压力因子( 活性氧、ＤＮＡ 损伤、活性致
癌基因和代谢应激) 诱导的适应性反应 [４] ꎮ 细胞发
生衰老后ꎬ尽管该类细胞自身不再增殖ꎬ但它们仍具
有代谢活性ꎬ显示出该状态相关的特征性形态和生
理变化并显示出与该状态相关的特征性形态和生理
变化ꎬ如具有扩大的扁平形状ꎬβ － 半乳糖苷酶积聚ꎬ

衰老相关的分泌型表型等ꎬ并通过旁分泌作用于器
官微环境ꎮ 一般来说ꎬ短暂诱导衰老后的组织重塑
是有益的ꎬ因为有助于消除受损细胞 [５] ꎮ 相反ꎬ持续
的衰老或不能消除衰老细胞是有害的ꎮ 早在 １９６１
年ꎬＨａｙｆｌｉｃｋ 和 Ｍｏｏｒｈｅａｄ 首次在正常人类胚胎肺成纤
维细胞中描述了细胞衰老ꎬ即体外细胞分裂永久停
止ꎬ随后在其他几种细胞类型中也得到了证实 [６￣８] ꎮ
而衰老在肺部疾病中的作用最初是在慢性阻塞性肺
疾病(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ꎬＣＯＰＤ) 患
者中确 定 的ꎬ 尤 其 是 在 肺 气 肿 组 织 中 [９] ꎬ 随 后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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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ＰＤ － ＰＨ 患 者 病 变 血 管 发 现 肺 动 脉 平 滑 肌 细 胞
(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ｓｍｏｏｔｈ ｍｕｓｃｌｅ ｃｅｌｌｓꎬＰＡＳＭＣｓ) 衰老
的现象 [１０] ꎮ 近年来ꎬ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ＰＡＳＭＣｓ
衰老参与 ＰＡＨ 的发生发展 [１１￣１３] ꎮ
二、ＰＡＳＭＣｓ 衰老的相关标志物
ＰＡＳＭＣｓ 是肺血管中膜的构成成分ꎬ参与调节血
管张力ꎬ维持血管正常收缩功能ꎮ 随着时间的推移ꎬ
细胞发生衰老难以避免ꎮ 尤其 ＰＡＳＭＣｓ 在受到外界
因素( 烟雾、粉尘、低氧、细菌) 和内在因素( 炎症、细
胞应激) 等不利微环境的影响下更容易发生衰老ꎮ
衰老的 ＰＡＳＭＣｓ 通常增大呈扁平形状ꎬ并出现相应
的衰老特征:衰老相关 β － 半乳糖苷酶、骨桥蛋白、细
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抑制分子、端粒缩短ꎮ
１.衰老相关 β －半乳糖苷酶:衰老相关 β － 半乳糖
苷酶( ＳＺ －β －Ｇａｌ) 是一种内源性溶酶体酶ꎬ根据以往
的研究ꎬＳＺ － β － Ｇａｌ 被选为细胞衰老过程中积累的标
记物 [１４￣１５] ꎮ 细胞衰老和整个组织衰老的跟踪通常依
赖于 ＳＡ － β － ｇａｌ 酶活性的检测 [１６] ꎮ 在正常细胞中ꎬ
ＳＺ －β －Ｇａｌ 的酶活性可以在 ｐＨ 值 ４ 时检测到ꎬ而在
衰老细胞中ꎬ该酶的酶活性在 ｐＨ 值 ６ 时才能观察
到 [１７] ꎮ 组成型 ＳＭ２２ －ＴＳＣＩ － / － 小鼠自发发生肺动脉
高压 [１８] ꎮ 与来自正常小鼠的 ＰＡＳＭＣｓ 相比ꎬ培养自
ＳＭ２２ －ＴＳＣＩ － / －小鼠的 ＰＡＳＭＣｓ 中 ＳＺ － β － Ｇａｌ 阳性细
胞比例升高ꎬ表现出早发型复制细胞衰老ꎬ干预治疗
后ꎬβ － Ｇａｌ 阳 性 细 胞 的 数 量 降 低ꎬ 肺 血 管 重 塑 改
善 [１９] ꎮ 所以ꎬＳＺ －β －Ｇａｌ 也可以作为判定 ＰＡＳＭＣｓ 衰
老的可靠标志物ꎮ
２.骨桥蛋白:骨桥蛋白 ( Ｏｓｔｅｏｐｏｎｔｉｎꎬ ＯＰＮ) 是一
种由衰老 ＰＡＳＭＣｓ 释放的基质细胞蛋白和可溶性因
子ꎬ其释放刺激了靶细胞的迁移和增殖ꎮ 研究表明ꎬ
ＯＰＮ 在 ＣＯＰＤ － ＰＨ 或特发性肺动脉高压( 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ꎬＩＰＡＨ) 患者的肺动脉中表达
增加 [２０] ꎬ在 ＰＡＨ 晚期而非早期合并冠心病 ( ＰＡＨ －
ＣＨＤ) 患 者 的 肺 动 脉 中 也 表 达 增 加 [２１] ꎮ 由 衰 老 的
ＰＡＳＭＣｓ 分泌的 ＯＰＮ 被证明通过促进在其附近非衰
老 ＰＡＳＭＣｓ 的生长和迁移来刺激血管重塑ꎮ 与老年
野生型相比ꎬＯＰＮ 基因敲除的老年小鼠不会因慢性
缺氧而出现中膜肥大ꎬ并且衰老相关标志物 ｐ１６ 和
ｐ２１ 的血管表达显 著 降 低 [２２] ꎮ 这 些 证 据 表 明 ＯＰＮ
在 ＰＡＨ 中表达增加ꎬ可作为 ＰＡＳＭＣｓ 衰老的标志物ꎮ
３.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抑制分子:细胞周期
的阻滞是细胞衰老最明显的标志之一ꎮ 衰老的细胞
发生稳定的细胞周期停滞后可伴随一系列的表型改
变ꎬ在蛋白表达调控上表现为细胞周期蛋白激酶抑
制分子如 ｐ１６ＩＮＫ４ａ、ｐ２１ＣＩＰ１ / ＷＡＦ１ 表达异常 [２３￣２４] ꎮ
ｐ２１ 在 ＰＡＨ、ＣＯＰＤ － ＰＨ 患者以及 ＰＡＨ 动物模型的

 １２５５

ＰＡＳＭＣｓ 中表达上调 [１０ꎬ２５￣２６] ꎮ ｐ１６ 表达细胞已经在终
末期 ＩＰＡＨ 和 ＣＯＰＤ － ＰＨ 患 者 的 ＰＡＳＭＣｓ 中 被 描
述 [１０ꎬ２２ꎬ２７] ꎮ 在老年低氧小鼠中也观察到了类似的结
果 [２２￣２３] ꎮ 以上研究证明ꎬ细胞周期蛋白激酶抑制分
子在衰老 ＰＡＳＭＣｓ 广泛表达ꎬ可作为评估 ＰＡＳＭＣｓ 是
否衰老的标志物ꎮ
４.端粒缩短:端粒缩短是细胞衰老的可靠标志ꎬ
其优点是既适用于体内ꎬ也适用于体外ꎬ而且在各种
组织和物种均能检测到ꎮ 不仅如此ꎬ端粒缩短与其
他衰老可靠的标记具有一致性和重叠性ꎮ 在人体细
胞中ꎬ随着年龄的增加ꎬ端粒长度会不断短缩ꎮ 当端
粒长度缩短到一定水平时就会触发损伤反应ꎬ包括
ＤＮＡ 损伤和氧化应激反应ꎬ随之细胞周期停滞ꎬ细胞
进入衰老状态 [２８] ꎮ Ｎｏｕｒｅｄｄｉｎｅ [１０] 等发现在接受右心
导管置入术的 ＣＯＰＤ 患者中ꎬ端粒缩短与肺高压严
重程度相关ꎬ同时ꎬ该研究为了评估细胞衰老是否存
在于 ＣＯＰＤ 患者的肺血管中ꎬ比较了 ＣＯＰＤ 患者的
肺血管和培养的 ＰＡＳＭＣｓꎬ在第 ２ 代ꎬＣＯＰＤ 患者和对
照组的端粒长度不同ꎬ随着 ＰＡＳＭＣ 传代的重复ꎬ端
粒缩短直到衰老ꎮ 另外ꎬ近年来ꎬ在特发性肺纤维化
( ＩＰＦ) 、ＣＯＰＤ、ＰＡＨ 均发现端粒长度显著缩短 [２９￣３０] ꎮ
三、ＰＡＳＭＣｓ 衰老参与肺动脉高压发生发展的机制
ＰＡＨ 的组织学特征因为其基础疾病的多样性而
复杂多变ꎬ但是ꎬ该疾病有着共同的病理特征ꎬ如肺
远端血管重塑 [３１] ꎮ 而在 ＰＡＨ 肺血管重塑过程中ꎬ几
乎普遍涉及到中膜增厚ꎬ主要由平滑肌细胞数量增
加和肥大驱动 [３２] ꎮ 由此可见ꎬＰＡＳＭＣｓ 的异常变化
在 ＰＡＨ 发生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ꎮ 研究发现ꎬ
衰老的 ＰＡＳＭＣｓ 可通过细胞周期的变化和衰老相关
分泌表型等ꎬ影响衰老细胞自身及非衰老细胞增殖、
凋亡和迁移ꎬ参与 ＰＡＨ 的病理进程ꎮ
１.抗凋亡能力增强:衰老的一般生物学目的是消
除多余的细胞ꎬ这在概念上类似于细胞凋亡 [５] ꎮ 不
同的是ꎬ衰老阻止受损或应激细胞的生长ꎬ但细胞凋
亡则迅速消除它们ꎮ 许多细胞类型在衰老时会对某
些凋亡信号产生抵抗力ꎮ 例如ꎬ衰老的人成纤维细
胞可以抵抗神经酰胺诱导的细胞凋亡ꎬ衰老的人成
纤维细胞也抵抗氧化应激反应引起的凋亡ꎬ但不抵
抗死亡受体( Ｆａｓ) 的参与而引起的凋亡 [３３￣３４] ꎮ 衰老
细胞抗 凋 亡 能 力 的 增 强ꎬ 主 要 是 通 过 增 加 抗 凋 亡
ＢＣＬ － ２ 家族成员的表达实现的 [３５] ꎮ 另外ꎬ在衰老细
胞中ꎬｐ５３ 和 ｐ２１ 的上调限制了 ｃａｓｐａｓｅ 信号ꎬ也保护
衰老细胞免于凋亡 [３６￣３７] ꎮ 在对 ＰＡＨ 的研究中发现ꎬ
衰老的 ＰＡＳＭＣｓ 会表现出抗凋亡能力的增强ꎮ 在低
氧小鼠和野百合碱( ＭＣＴ) 大鼠的 ＰＡＳＭＣｓ 中ꎬ衰老
的血管平滑肌细胞表达的 ｐ５３ 下调ꎬＰ５３ 的降低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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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刺激 ＰＡＳＭＣｓ 的增殖和钙离子内流参与肺血管重
塑ꎮ 在这些动物模型中还发现ꎬＰＡＳＭＣｓ 中 ｐ５３ 的降
低与促凋亡蛋白 Ｂａｘ 的减少、抗凋亡蛋白 Ｂｃｌ － ２ 和缺
氧诱导因子 １α ( ｈｙｐｏｘｉａ － ｉｎｄｕｃｉｂｌｅ ｆａｃｔｏｒ － １αꎬ ＨＩＦ －

１α) 水平的增加有关 [３８] ꎮ 另外ꎬＩＰＡＨ 患者 ＰＡＳＭＣｓ
的 ｐ５３ 蛋白表达水平和 Ｂａｘ / Ｂｃｌ － ２ 比值均显著低于
正常对照组 ＰＡＳＭＣｓꎮ 此外ꎬ在 ｐ５３ 基因敲除的小鼠
中ꎬ缺氧性肺血管重塑增加ꎬ这些影响可能与肺血管
中 ＨＩＦ － １ａ 的增加和 ｐ２１ 的表达丢失有关 [１３] ꎮ 其他
研究显示ꎬ暴露在低氧环境中的小鼠的肺动脉壁中
Ｂｃｌ － ２ 的表达增加 [１２] ꎮ 生存素 (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 是凋亡抑
制蛋白家族的新成员ꎬ促进细胞增殖和抑制细胞凋
亡ꎬ该蛋白在 ＰＡＨ 严重病变的管腔细胞中也高度表
达ꎬ而在对照组中不表达 [２５] ꎮ ＰＡＳＭＣ 抗凋亡能力的
增加ꎬ减少了细胞的凋亡ꎬ导致平滑肌细胞增殖异常
而发生肺血管重塑ꎬ在形态学上表现为 ＰＡＳＭＣｓ 数
量增多ꎬ排列紊乱ꎬ中膜增厚ꎬ末梢肺动脉管腔显著
缩窄ꎬ疾病后期ꎬ肺小动脉完全闭塞ꎮ 在功能学上表
现为平滑肌细胞调节血管张力的能力减弱ꎬ舒张能
力减低ꎬ收缩敏感性增加ꎬ收缩、舒张功能失调ꎬ肺血
管阻力持续增加ꎬ平均肺动脉压升高 [３９￣４０] ꎮ 当抑制
这种抗凋亡能力ꎬ如抑制抗凋亡蛋白 Ｂｃｌ２ 表达ꎬ可延
缓疾病的发展 [４１￣４２] ꎮ 由此可知ꎬ衰老 ＰＡＳＭＣｓ 抗凋
亡能力的增强是参与 ＰＡＨ 发生发展的机制之一ꎮ
２.衰老相关分泌表型:衰老的细胞可以分泌多种
因子ꎬ以自分泌和旁分泌的方式作用于细胞周围微
环境ꎬ进一步加速其邻近细胞的衰老ꎬ称衰老相关分
泌 表 型 ( ｓｅｎｅｓｃｅｎｃｅ －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ｓｅｃｒｅｔｏｒｙ 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ꎬ
ＳＡＳＰ) ꎮ 事实上ꎬＳＡＳＰ 不是衰老细胞独有的特征ꎬ其
作用也并非一成不变ꎬ当正常机体受到细菌、病毒及
其他病原菌感染和有害环境因素损伤时ꎬＳＡＳＰ 的促
炎作用可激活免疫系统、促进伤口愈合参与机体的
修复 [４３￣４５] ꎮ 但是ꎬ 随 着 机 体 不 断 老 化ꎬ 免 疫 机 能 下
降ꎬ染色质重构、ＤＮＡ 损伤等多方面影响下ꎬ大量的
衰老细胞在体内累积ꎬ其分泌的炎症因子也不断增
加ꎬ最终导致疾病的发生 [４６] ꎮ 可以看出ꎬ衰老细胞分
泌的 ＳＡＳＰ 既是衡量机体衰老的标志ꎬ也是多种年龄
相关疾病的诱因 [４７] ꎮ 研究证明ꎬ 衰老的 ＰＡＳＭＣ 发
生衰老时ꎬ其细胞因子以旁分泌的方式ꎬ通过产生、
释放 可 溶 性 和 不 溶 性 细 胞 因 子 来 刺 激 非 衰 老 的
ＰＡＳＭＣ 的增殖和迁移ꎮ ＳＡＳＰ 通常包括多种白介素
类( 如 ＩＬ１α / β、６ 或 １１) 、 细胞 因 子 和 趋 化 因 子 ( 如
ＴＮＦ － α、 ＭＣＰ１) 、 蛋 白 水 解 酶 ( 如 ＭＭＰｓ、 组 织 蛋 白
酶) 和血管生成生长因子( 如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纤
溶酶原激活剂) ꎮ ＴＮＦα 被认为是肺动脉高压的关键
触发因素ꎬ因为在肺中过度表达 ＴＮＦ － α 的转基因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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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会发展为 ＰＡＨ [４８] ꎬ在野百合碱诱导的肺动脉高压
大鼠模型中 ＴＮＦ － α 表达也升高 [４９] ꎬ最近的证据表
明ꎬ增加的 ＴＮＦ － α 通过减少 ＢＭＰＲ２ 信号传导直接
促进肺血管重塑 [５０] ꎮ 白介素家族作为衰老细胞释放
ＳＡＳＰ 的一部分ꎬ在肺动脉高压发病过程中也扮演着
关键的作用ꎬ动物模型已经证明了 ＩＬ － ６ 在肺动脉高
压发生发展中的直接作用 [５１￣５２] ꎮ 过度表达 ＩＬ － ６ 的
转基因小鼠近端动脉丛、远端小动脉血管发生肌化ꎬ
并发现由内皮细胞和 Ｔ 淋巴细胞组成的闭塞性增生
性病变 [５３] ꎮ 除了 ＩＬ － ６ 之外ꎬＩＬ － １１ 也被认为与肺动
脉高压 的 发 生 发 展 密 切 相 关ꎬ 研 究 发 现ꎬ ＩＬ － １１ 在
ＩＰＡＨ 和 ＰＨ － ＣＬＤ 患者的血清中均高表达ꎬ且血清
ＩＬ － １１水平 升 高 与 肺 动 脉 高 压 预 后 不 良 相 关 [５４￣５６] ꎮ
另外ꎬ衰老的细胞会释放转化生长因子 －β( ＴＧＦ －β) ꎬ
其作为 ＳＡＳＰ 的一部分ꎬ在 ＩＰＡＨ、ＰＨ 及慢性肺部疾
病的患者血清和肺组织中表达水平升高 [５７] ꎬ并参与
了 ＰＨ 的发生发展 [５８￣５９] ꎮ 综上所述ꎬ我们猜测ꎬ在肺
动脉高压发生、发展过程中ꎬ衰老 ＰＡＳＭＣｓ 产生一种
双向 调 控 作 用ꎬ 一 方 面ꎬ 衰 老 细 胞 分 泌 的 因 子 如
ＴＮＦα、ＩＬ － ６、ＩＬ － １１ 和 ＴＧＦ － β 等改变肺血管组织局
部微 环 境ꎻ 另 一 方 面ꎬ 微 环 境 的 改 变 诱 发 非 衰 老
ＰＡＳＭＣｓ 的衰老ꎮ 肺血管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ꎬ
产生血管损伤及病理重塑的恶性循环ꎬ促进肺动脉
高压恶化ꎮ
３.线粒体功能障碍和氧化应激反应:线粒体是一
种动态变化的细胞器ꎬ通过不断融合和分裂来改变
自身形态ꎬ以适应细胞对能量需求的变化ꎮ 调控融
合的蛋白包括线粒体融合蛋白 １ / ２( ｍｉｔｏｆｕｓｉｏｎ １ / ２ꎬ
ＭＦＮ１ / ２) 和 视 神 经 萎 缩 蛋 白 １ ( ｏｐｔｉｃ ａｔｒｏｐｈｙ １ꎬ
ＯＰＡ１) [６０￣６１] ꎮ 调控线粒体分裂的主要分子包括动力
相关蛋白 １( ｄｙｎａｍｉｎ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 １ꎬＤｒｐ１) 、线粒体
分裂因子(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ｆｉｓｓ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ꎬＭＦＦ) 和线粒体
分 裂 蛋 白 １ (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ｆｉｓｓｉｏｎ ｐｒｏｔｅｉｎ １ꎬ
ＦＩＳ１) [６２￣６３] ꎮ 正常情况下ꎬ线粒体的融合和分裂处于
动态平衡状态ꎬ以维持细胞稳态ꎮ 当细胞发生衰老
时ꎬ线粒体分裂将减少ꎬ而融合相应增加 [６４] ꎬ分裂和
融合平衡被打破ꎬ线粒体的形态、功能发生改变ꎬ表
现为衰老细胞的线粒体自噬减少ꎬ功能障碍的线粒
体数量增加 [６５￣６６] ꎮ 功能障碍的线粒体因 Ｄｒｐ１ 的上
调和 ＭＦＮ２ 的下调呈片段化ꎬ并通过细胞周期蛋白
Ｂ１( Ｃｙｃｌｉｎ Ｂ１) / 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 １( ｃｙｃｌｉｎ －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ｋｉｎａｓｅ １ꎬＣＤＫ１) 介导的 Ｄｒｐ１ 在 Ｓｅｒ６１６ 位
点磷酸 化 引 起 线 粒 体 裂 变ꎬ 导 致 ＰＡＳＭＣｓ 过 度 增
殖 [６７] ꎮ 另外ꎬ 衰 老 细 胞 能 够 产 生 破 坏 大 分 子 物 质
( 如 ＤＮＡ、蛋白质) 的活性氧( 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ｏｘｙｇｅ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ꎬ
ＲＯＳ) [６５] ꎬ改变细胞微环境ꎬ造成氧化应激的恶性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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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ꎮ 在肺动脉高压的发生发展中ꎬＲＯＳ 通过激活缺
氧诱导因子 １( ｈｙｐｏｘｉａ － ｉｎｄｕｃｉｂｌｅ ｆａｃｔｏｒ － １ꎬＨＩＦ － １) ꎬ
诱发肺血管反应和 ＰＡＳＭＣｓ 肥大、增生ꎮ 而这些变
化导致肺血管重塑ꎬ影响疾病进展ꎮ 近年的研究表
明ꎬ恢复线粒体正常能量代谢和氧化应激反应ꎬ能够
抑制缺氧和野百合碱诱导的肺动脉高压小鼠模型的
ＰＡＳＭＣｓ 增殖ꎬ减轻啮齿类肺动脉高压的发生 [６８￣７０] ꎮ
衰老与线粒体功能障碍和氧化应激反应的关系也是
双向的ꎬ衰老细胞的线粒体出现功能异常的同时ꎬ线
粒体的功能障碍也会影响细胞衰老ꎬ而这种影响也
与 ＲＯＳ 的过量产生有关ꎬ因为 ＲＯＳ 增多会破坏线粒
体呼吸链中电子传递ꎬ诱发大量超氧化自由基形成ꎬ
而超氧化自由基是加速衰老的重要因素ꎮ ＲＯＳ 的增
加可能是通过 ｐ３８ＭＡＰＫ / ＮＦ － κＢ / ＳＡＳＰ 通路诱导细
胞发生衰老 [７１] ꎮ 总之ꎬ尽管目前对于 ＰＡＳＭＣｓ 衰老
与线粒体功能障碍和氧化应激反应的分子机制尚未
阐明ꎬ但与肺动脉高压的发生确实存有因果关系ꎮ
总结与展望 肺动脉高压是一种恶性心血管疾
病ꎬ肺动脉中膜厚增厚、重构是其主要特征ꎬ而平滑
肌细胞增生在中膜增厚中起着重要作用ꎮ ＰＡＨ 的患
者和实验动物存在 ＰＡＳＭＣｓ 衰老现象ꎬ这些衰老的
ＰＡＳＭＣｓ 可通过上调抗凋亡通路ꎬＳＡＳＰ、线粒体功能
障碍 和 氧 化 应 激 反 应 等 机 制 影 响 衰 老 和 非 衰 老
ＰＡＳＭＣｓ 的增殖和凋亡状态ꎮ 目前ꎬ虽然已有大量证
据表明 ＰＡＳＭＣｓ 的衰老与肺动脉高压密切相关ꎬ但
是在 ＰＡＨ 发生过程中ꎬＰＡＳＭＣｓ 并不是唯一衰老的
细胞ꎬ内皮细胞、成纤维细胞也出现衰老现象ꎬ这些
细胞是共同作用影响 ＰＡＨ 发生还是相互独立作用
有待进一步研究ꎮ 其次ꎬＰＡＨ 的疾病发生是多因素
的ꎬ衰老与其他致病因素的联系也未完全明确ꎬ衰老
能否作为单独治疗靶点也需要深入研究ꎮ 最后ꎬ对
ＰＡＳＭＣｓ 衰老诱发肺动脉高压的分子机制研究也尚
处于初步探索阶段ꎮ 因此ꎬ有必要进一步进行基础
和临床研究ꎬ如果能够明确 ＰＡＳＭＣｓ 衰老在肺动脉
高压中的作用ꎬ那么抑制或清除衰老 ＰＡＳＭＣｓ 将成
为治疗肺动脉高压新的突破点ꎮ
[１]
[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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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ｖｉｅｗ[ Ｊ] .ＪＡＭＡ Ｃａｒｄｉｏｌꎬ２０１６ꎬ１(９) :１０５６￣１０６５.
Ｄ'Ａｌｏｎｚｏ ＧＥꎬＢａｒｓｔ ＲＪꎬＡｙｒｅｓ ＳＭꎬｅｔ ａｌ.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ｒｅｇｉｓｔｒｙ[ Ｊ] .Ａｎｎ Ｉｎｔｅｒｎ Ｍｅｄꎬ１９９１ꎬ１１５(５) :３４３￣３４９.
Ｈｕｍｂｅｒｔ Ｍꎬ Ｓｉｔｂｏｎ Ｏꎬ Ｃｈａｏｕａｔ Ａꎬ ｅｔ ａｌ.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ｉａｌ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ｉ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ｉｓｔｒｙ [ Ｊ] . Ａｍ Ｊ
Ｒｅｓｐｉｒ Ｃｒｉｔ Ｃａｒｅ Ｍｅｄꎬ２００６ꎬ１７３(９) :１０２３￣１０３０.
Ｃｈｉｌｄｓ ＢＧꎬ Ｇｌｕｓｃｅｖｉｃ Ｍꎬ Ｂａｋｅｒ ＤＪꎬ ｅｔ ａｌ. Ｓｅｎｅｓｃｅｎｔ ｃｅｌｌｓ: ａ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ｔａｒｇｅｔ ｆｏ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ｏｆ ａｇｅｉｎｇ [ Ｊ] . Ｎａｔ Ｒｅｖ Ｄｒｕｇ Ｄｉｓｃｏｖꎬ
２０１７ꎬ１６(１０) :７１８￣７３５.
Ｍｕñｏｚ－Ｅｓｐíｎ ＤꎬＳｅｒｒａｎｏ Ｍ.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ｓｅ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ｆｒｏｍ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 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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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５７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 Ｊ] .Ｎａｔ Ｒｅｖ Ｍｏｌ Ｃｅｌｌ Ｂｉｏｌꎬ２０１４ꎬ１５(７) :４８２￣４９６.
Ａｓｈｒａｆ Ｓꎬ Ｃｈａ ＢＨꎬ Ｋｉｍ ＪＳꎬ ｅｔ 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ｎｅｓｃｅｎｃ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ｉｎ ｃｈｏｎｄｒｏｃｙｔｅｓ ｆｏｒ ｃａｒｔｉｌａｇｅ ｔｉｓｓｕｅ
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Ｊ] .Ｏｓｔｅｏ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 Ｃａｒｔｉｌａｇｅꎬ２０１６ꎬ２４(２) :１９６￣２０５.
Ｐｉｇｎａｔｅｌｌｉ Ｐꎬ Ｍｅｎｉｃｈｅｌｌｉ Ｄꎬ Ｐａｓｔｏｒｉ Ｄꎬ ｅｔ ａｌ.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ｎｅｗ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Ｊ] .Ｋａｒｄｉｏｌ Ｐｏｌꎬ２０１８ꎬ７６(４) :
７１３￣７２２.
Ｈｏｕ Ｙꎬ Ｄａｎ Ｘꎬ Ｂａｂｂａｒ Ｍꎬ ｅｔ ａｌ. Ａｇｅｉｎｇ ａｓ ａ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 ｆｏｒ
ｎｅｕｒｏ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 [ Ｊ] . Ｎａｔ Ｒｅｖ Ｎｅｕｒｏｌꎬ ２０１９ꎬ １５ ( １０ ) :
５６５￣５８１.
Ａｏｓｈｉｂａ Ｋꎬ Ｎａｇａｉ Ａ. Ｓｅｎｅｓｃｅｎｃｅ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Ｊ] . Ｐｒｏｃ Ａｍ
Ｔｈｏｒａｃ Ｓｏｃꎬ２００９ꎬ６(７) :５９６￣６０１.
Ｎｏｕｒｅｄｄｉｎｅ Ｈꎬ Ｇａｒｙ － Ｂｏｂｏ Ｇꎬ Ａｌｉｆａｎｏ Ｍꎬ ｅｔ ａｌ.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ｓｍｏｏｔｈ ｍｕｓｃｌｅ ｃｅｌｌ ｓｅｎｅｓｃｅｎｃｅ ｉｓ ａ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ｏｒ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ｌｕｎｇ ｄｉｓｅａｓｅ [ Ｊ] . Ｃｉｒｃｕｌ Ｒｅｓꎬ
２０１１ꎬ１０９(５) :５４３￣５５３.
Ｄｉｅｂｏｌｄ Ｉꎬ Ｈｅｎｎｉｇｓ ＪＫꎬ Ｍｉｙａｇａｗａ Ｋꎬ ｅｔ ａｌ. ＢＭＰＲ２ 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Ｎ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ｒｅｏｘｙｇｅｎ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 ｃｅｌｌ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 Ｊ] .
Ｃｅｌｌ Ｍｅｔａｂꎬ２０１５ꎬ２１(４) :５９６￣６０８.
Ｄｉｎｇ ＸꎬＺｈｏｕ ＳꎬＬｉ Ｍꎬｅｔ ａｌ.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ＲＦ 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ｈｙｐｏｘｉｃ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ｂｙ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ｖ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ｍｏｏｔｈ
ｍｕｓｃｌｅ ｃｅｌｌｓ ｖｉａ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Ｂｃｌ － ２ [ Ｊ ] . Ｊ Ｃｅｌｌ
Ｂｉｏｃｈｅｍꎬ２０１７ꎬ１１８(９) :２７３１￣２７３８.
Ｗａｎｇ Ｚꎬ Ｙａｎｇ Ｋꎬ Ｚｈｅｎｇ Ｑꎬ ｅｔ ａｌ.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ｐ５３ ｉｎ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ｉａｌ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 ａｎｄ ｓｍｏｏｔｈ ｍｕｓｃｌｅ ｃｅｌｌ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Ｊ] .ＡＪＰ Ｌｕｎｇ Ｃｅｌｌ Ｍｏｌ
Ｐｈｙｓｉｏｌꎬ２０１９ꎬ３１６(１) :Ｌ２１６￣ｌ２８.
Ｓａｎｃｈｉｓ Ｐꎬ Ｈｏ ＣＹꎬ Ｌｉｕ Ｙꎬ ｅｔ ａｌ. Ａｒｔｅｒｉａｌ “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ｇｉｎｇ” ｄｒｉｖｅｓ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ｃａｌ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ｏｎ ｄｉａｌｙｓｉｓ[ Ｊ] .Ｋｉｄｎｅｙ Ｉｎｔꎬ２０１９ꎬ
９５(４) :９５８￣９７２.
Ｔｕｔｔｌｅ ＣＳＬꎬ Ｗａａｉｊｅｒ ＭＥＣꎬ Ｓｌｅｅ － Ｖａｌｅｎｔｉｊｎ ＭＳꎬ ｅｔ ａｌ.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ｓｅｎｅｓｃ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ｇｅ 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ｈｕｍａｎ ｔｉｓｓｕｅｓ: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ｍｅｔａ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Ｊ ] . Ａｇｉｎｇ Ｃｅｌｌꎬ ２０２０ꎬ １９
(２) :ｅ１３０８３.
Ｇａｏ Ｙꎬ Ｈｕ Ｙꎬ Ｌｉｕ Ｑꎬ ｅｔ ａｌ. Ｔｗｏ －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ｓｍａｒｔ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ｔ ｐｒｏｂ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ｃｉｓｅ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ｏｆ
ｓｅｎｅｓｃｅｎｃｅ[ Ｊ] . Ａｎｇｅｗ Ｃｈｅｍ Ｉｎｔ Ｅｄ Ｅｎｇｌꎬ２０２１ꎬ６０( １９) :１０７５６￣
１０７６５.
Ｓｉｋｏｒａ ＥꎬＢｉｅｌａｋ－ Ｚｍｉｊｅｗｓｋａ ＡꎬＭｏｓｉｅｎｉａｋ Ｇ. Ｗｈａｔ ｉｓ ａｎｄ ｗｈａｔ ｉｓ
ｎｏｔ ｃｅｌｌ ｓｅｎｅｓｃｅｎｃｅ[ Ｊ] .Ｐｏｓｔｅｐｙ Ｂｉｏｃｈｅｍꎬ２０１８ꎬ６４(２) :１１０￣１１８.
Ｈｏｕｓｓａｉｎｉ Ａꎬ Ａｂｉｄ Ｓꎬ Ｄｅｒｕｍｅａｕｘ Ｇꎬ ｅｔ ａｌ.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ｔｕｂｅｒｏｕｓ
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 ｃｏｍｐｌｅｘ １ ｇｅｎｅ ｄｅｌｅ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ｍｏｏｔｈ ｍｕｓｃｌｅ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ｓ
ｍａｍｍａｌｉａｎ ｔａｒｇｅｔ ｏｆ ｒａｐａｍｙｃｉｎ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ｃｅｓ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Ｊ] .Ａｍ Ｊ Ｒｅｓｐｉｒ Ｃｅｌｌ Ｍｏｌ Ｂｉｏｌꎬ２０１６ꎬ５５(３) :３５２￣６７.
Ｈｏｕｓｓａｉｎｉ Ａꎬ Ｂｒｅａｕ Ｍꎬ Ｋｅｂｅ Ｋꎬ ｅｔ ａｌ. ｍＴＯＲ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ｄｒｉｖｅｓ ｌｕｎｇ ｃｅｌｌ ｓｅｎｅｓｃ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ｍｐｈｙｓｅｍａ[ Ｊ] .ＪＣＩ Ｉｎｓｉｇｈｔꎬ２０１８ꎬ
３(３) :ｅ９３２０３.
Ｌｏｒｅｎｚｅｎ ＪＭꎬ Ｎｉｃｋｅｌ Ｎꎬ Ｋｒäｍｅｒ Ｒꎬ ｅｔ ａｌ. Ｏｓｔｅｏｐｏｎｔｉｎ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Ｊ] .Ｃｈｅｓｔꎬ２０１１ꎬ１３９( ５) :
１０１０￣１０１７.
Ｈｕａｎｇ ＬꎬＬｉ ＬꎬＹａｎｇ Ｔꎬｅｔ ａｌ.Ｔｒａｎｓｇｅｌｉｎ ａｓ ａ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ｔａｒｇｅｔ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ｖｅｒ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ｉａｌ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ｔｏ
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Ｊ] .Ｊ Ｃｅｌｌ Ｍｏｌ Ｍｅｄꎬ２０１８ꎬ２２( １２) :６２４９￣
６２６１.
Ｓａｋｅｒ ＭꎬＬｉｐｓｋａｉａ ＬꎬＭａｒｃｏｓ Ｅꎬｅｔ ａｌ. Ｏｓｔｅｏｐｏｎｔｉｎꎬａ ｋｅｙ ｍｅｄｉａｔｏｒ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ｂｙ ｓｅｎｅｓｃｅｎｔ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ｃｅｌｌｓ ｉｎ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Ｊ] .Ａｒｔｅｒｉｏｓｃｌ Ｔｈｒｏｍ Ｖａｓꎬ２０１６ꎬ３６(９) :１８７９￣１８９０.
Ｗａｌｔｅｒｓ ＨＥꎬＹｕｎ ＭＨ.Ｒｉｓ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ｓｈｅｓ: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ｓｅｎｅｓｃｅｎｃｅ ｉｎ
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Ｊ] .Ｃｕｒｒ Ｏｐｉｎ Ｇｅｎｅｔ Ｄｅｖꎬ２０２０ꎬ６４:９４￣１００.
Ｎｅｒｉ Ｆꎬ Ｂａｓｉｓｔｙ Ｎꎬ Ｄｅｓｐｒｅｚ ＰＹꎬ ｅｔ ａｌ.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ｔｅｏ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ｓｅｃｒｅｔｏｒｙ 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 ｂｙ ｄａｔａ－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Ｊ] .Ｃｕｒｒ Ｐｒｏｔｏｃꎬ２０２１ꎬ１(２) :ｅ３２.
ｖａｎ ｄｅｒ Ｆｅｅｎ ＤＥꎬ Ｂｏｓｓｅｒｓ ＧＰＬꎬ Ｈａｇｄｏｒｎ Ｑ Ａ Ｊꎬ ｅｔ ａｌ.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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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ｎｅｓｃｅｎｃｅ ｉｍｐａｉｒｓ ｔｈｅ ｒｅｖｅｒ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ｉａｌ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Ｊ] .Ｓｃｉ Ｔｒａｎｓｌ Ｍｅｄꎬ２０２０ꎬ１２(５５４) :ｅａａｗ４９７４.
Ｚｈａｎｇ ＤꎬＷａｎｇ ＧꎬＨａｎ Ｄꎬｅｔ ａｌ.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ＰＡＲ－γ ａｍｅｌｉｏｒａｔｅｓ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ｉａｌ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ｖｉａ ｉｎｄｕｃｉｎｇ ｈｅｍｅ ｏｘｙｇｅｎａｓｅ － １
ａｎｄ ｐ２１( ＷＡＦ１) :ａｎ ｉｎ ｖｉｖｏ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ｒａｔｓ[ Ｊ] . Ｌｉｆｅ Ｓｃｉꎬ２０１４ꎬ９８
(１) :３９￣４３.
Ｒａｉ ＰＲꎬ Ｃｏｏｌ ＣＤꎬ Ｋｉｎｇ ＪＡ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ｃａｎｃｅｒ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ｏｆ ｓｅｖｅｒ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ｉａｌ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Ｊ] . Ａｍ Ｊ Ｒｅｓｐｉｒ Ｃｒｉｔ Ｃａｒｅ Ｍｅｄꎬ
２００８ꎬ１７８(６) :５５８￣５６４.
Ｇｕｉｄｏｔｔｉ Ｓꎬ Ｍｉｎｇｕｚｚｉ Ｍꎬ Ｐｌａｔａｎｏ Ｄꎬ ｅｔ ａｌ. Ｌｉｔｈｉｕｍ 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ｇｌｙｃｏｇｅｎ ｓｙｎｔｈａｓｅ ｋｉｎａｓｅ ３ ｉ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ｌｉｎｋｓ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ＤＮＡ ｄａｍａｇｅꎬ ｈｙｐｅｒｔｒ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ｅｎｅｓｃｅｎｃｅ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ｃｈｏｎｄｒｏｃｙｔ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ｅｓ ｃｈｏｎｄｒｏｃｙｔｅ 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 ｏｆ ｏｂｅｓｅ
ｏｓｔｅｏ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Ｊ] .ＰＬｏＳ Ｏｎｅꎬ２０１５ꎬ１０(１１) :ｅ０１４３８６５.
Ｄｕｃｋｗｏｒｔｈ ＡꎬＧｉｂｂｏｎｓ ＭＡꎬ Ａｌｌｅｎ ＲＪꎬ ｅｔ ａｌ. Ｔｅｌｏｍｅｒ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ｏｆ 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ｆｉｂｒ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 ｍｅｎｄｅｌｉａｎ 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 [ Ｊ ] . Ｌａｎｃｅｔ
Ｒｅｓｐｉｒ Ｍｅｄꎬ２０２１ꎬ９(３) :２８５２￣９４.
Ｓｈａｒｍａ Ｓꎬ Ａｌｄｒｅｄ ＭＡ. ＤＮＡ ｄａｍａｇｅ ａｎｄ ｒｅｐａｉｒ ｉｎ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ｉａｌ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Ｊ] .Ｇｅｎｅｓ( Ｂａｓｅｌ) ꎬ２０２０ꎬ１１(１０) :１２２４.
Ｈａｓｓｏｕｎ ＰＭ.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ｉａｌ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 Ｊ ] . Ｎｅｗ Ｅｎｇｌ Ｊ
Ｍｅｄꎬ２０２１ꎬ３８５(２５) :２３６１￣２３７６.
Ｓｔｅｎｍａｒｋ ＫＲꎬ Ｆｒｉｄ ＭＧꎬ Ｇｒａｈａｍ ＢＢꎬ ｅｔ 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ｓｍｏｏｔｈ ｍｕｓｃｌｅ ｃｅｌｌｓ
ｉｎ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 Ｊ] .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 Ｒｅｓꎬ ２０１８ꎬ １１４ ( ４ ) :
５５１￣５６４.
Ｃｈｅｎ ＱＭꎬＬｉｕ ＪꎬＭｅｒｒｅｔｔ ＪＢ.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ｏｒ ｓｅｎｅｓｃｅｎｃｅ － ｌｉｋ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ｒｒｅｓｔ: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ｅｌｌ－ｃｙｃｌ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ꎬｐ５３ꎬｐ２１ ａｎｄ ｂａｘ ｉｎ Ｈ２Ｏ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ｎｏｒｍａｌ ｈｕｍａｎ ｆｉｂｒｏｂｌａｓｔｓ[ Ｊ] .Ｂｉｏｃｈｅｍ Ｊꎬ２０００ꎬ３４７( Ｐｔ
２) :５４３￣５５１.
Ｔｅｐｐｅｒ ＣＧꎬ Ｓｅｌｄｉｎ ＭＦꎬ Ｍｕｄｒｙｊ Ｍ. Ｆａｓ －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ｏｆ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ｎｇꎬ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ｌｙ ｇｒｏｗｔｈ － ａｒｒｅｓｔｅｄꎬ ａｎｄ ｓｅｎｅｓｃｅｎｔ ｎｏｒｍａｌ
ｈｕｍａｎ ｆｉｂｒｏｂｌａｓｔｓ[ Ｊ] .Ｅｘｐ Ｃｅｌｌ Ｒｅｓꎬ２０００ꎬ２６０(１) :９￣１９.
Ｒｙｕ ＳＪꎬＯｈ ＹＳꎬＰａｒｋ ＳＣ.Ｆａｉｌｕｒｅ ｏｆ 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ｄｕｃｅｄ ｄｏｗ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ｃｌ － ２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ｔｏ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ｓｅｎｅｓｃｅｎｔ ｈｕｍａｎ
ｄｉｐｌｏｉｄ ｆｉｂｒｏｂｌａｓｔｓ[ Ｊ] .Ｃｅｌｌ Ｄｅａ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ꎬ２００７ꎬ１４(５) :１０２０￣１０２８.
Ｙｏｓｅｆ Ｒꎬ Ｐｉｌｐｅｌ Ｎꎬ Ｐａｐｉｓｍａｄｏｖ Ｎꎬ ｅｔ ａｌ. ｐ２１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ｓ ｓｅｎｅｓｃｅｎｔ
ｃｅｌｌ ｖ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 ＤＮＡ ｄａｍａｇ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ｂｙ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ＪＮＫ ａｎｄ ｃａｓｐａｓｅ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 Ｊ] . ＥＭＢＯ Ｊꎬ ２０１７ꎬ ３６ ( １５ ) : ２２８０￣
２２９５.
Ｂａａｒ ＭＰꎬ Ｂｒａｎｄｔ ＲＭＣꎬ Ｐｕｔａｖｅｔ ＤＡꎬ ｅｔ ａｌ.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ｏｆ
ｓｅｎｅｓｃｅｎｔ ｃｅｌｌｓ ｒｅｓｔｏｒｅｓ ｔｉｓｓｕｅ ｈｏｍｅｏｓｔａｓｉｓ 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ｃｈｅｍｏ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ｇｉｎｇ[ Ｊ] .Ｃｅｌｌꎬ２０１７ꎬ１６９(１) :１３２￣１４７.
Ｗａｋａｓｕｇｉ ＴꎬＳｈｉｍｉｚｕ ＩꎬＹｏｓｈｉｄａ Ｙꎬｅｔ ａｌ.Ｒｏｌｅ ｏｆ ｓｍｏｏｔｈ ｍｕｓｃｌｅ ｃｅｌｌ
ｐ５３ ｉｎ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ｉａｌ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 Ｊ] . ＰＬｏＳ Ｏｎｅꎬ ２０１９ꎬ １４
(２) :ｅ０２１２８８９.
Ｖｅｉｔｈ Ｃꎬ Ｖａｒｔüｒｋ － Öｚｃａｎ Ｉꎬ Ｗｕｊａｋ Ｍꎬ ｅｔ ａｌ. ＳＰＡＲＣꎬ ａ ｎｏｖｅ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 ｏｆ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ｃｅｌ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 Ｊ] .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ꎬ２０２２ꎬ１４５(１２) :９１６￣９３３.
Ｒａｉ ＮꎬＳｙｄｙｋｏｖ ＡꎬＫｏｊｏｎａｚａｒｏｖ Ｂꎬｅｔ ａｌ.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ｐｅｐｔｉｄｙｌ － ｐｒｏｌｙｌ
ｉｓｏｍｅｒａｓｅ １ ｉ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ｉａｌ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 Ｊ] .
Ｅｕｒ Ｒｅｓｐｉｒ Ｊꎬ２０２２ꎬ１:２１０１６９８.
Ｐｅｒｉｎｉ ＧＦꎬＲｉｂｅｉｒｏ ＧＮꎬＰｉｎｔｏ Ｎｅｔｏ ＪＶꎬｅｔ ａｌ.ＢＣＬ－ ２ ａｓ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ｔａｒｇｅｔ ｆｏｒ ｈｅｍａ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ｃｉｅｓ[ Ｊ] . Ｊ Ｈｅｍａｔｏｌ Ｏｎｃｏｌꎬ２０１８ꎬ
１１(１) :６５.
Ｒｙｂｋａ Ｖꎬ Ｓｕｚｕｋｉ ＹＪꎬ Ｓｈｕｌｔｓ ＮＶ.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Ｂｃｌ － ２ / Ｂｃｌ － ｘＬ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 ｏｎ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ｓｍｏｏｔｈ ｍｕｓｃｌｅ ｃｅｌｌｓ [ Ｊ] . ２０１８ꎬ ７
(１１) :１５０.
Ｒｅａ ＩＭꎬ Ｇｉｂｓｏｎ ＤＳꎬ ＭｃＧｉｌｌｉｇａｎ Ｖꎬ ｅｔ ａｌ. Ａｇｅ ａｎｄ Ａｇｅ －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Ｒｏｌｅ ｏｆ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Ｔｒｉｇｇｅｒｓ ａｎｄ 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 [ Ｊ] . Ｆｒｏｎｔ
Ｉｍｍｕｎｏｌꎬ２０１８ꎬ９:５８６.
Ｈｏｕ Ｊꎬ Ｋｉｍ 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ｇｉｎｓｅｎｏｓｉｄｅ Ｒｂ１ ｉｎ ｓｋｉｎ ｗｏｕｎｄ
ｈｅａｌｉｎｇ ｖｉａ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ｓｅｎｅｓｃｅｎｔ ｓｋｉｎ ｄｅｒｍａｌ ｆｉｂｒｏｂｌａｓｔ[ Ｊ] .Ｂｉｏｃｈｅｍ
Ｂｉｏｐｈｙｓ Ｒｅｓ Ｃｏｍｍｕｎꎬ２０１８ꎬ４９９(２) :３８１￣３８８.
Ｔｅｎｇ Ｃꎬ Ｌｉ Ｂꎬ Ｌｉｎ Ｃꎬ ｅｔ ａｌ.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ｏｆ ｂａｉｃａｌｅｉｎ － ｐ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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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Ｊ] .Ｊ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Ｒｅｌｅａｓｅꎬ２０２２ꎬ３４１:５９１￣６０４.
Ｈｅ ＳꎬＳｈａｒｐｌｅｓｓ ＮＥ. Ｓｅｎｅｓｃｅｎｃｅ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Ｊ] . Ｃｅｌｌꎬ
２０１７ꎬ１６９(６) :１０００￣１０１１.
Ｃａｍｐｉｓｉ Ｊ.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ｓｅ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ｐｕ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ｄｏｘｅｓ ｉ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 Ｊ] .Ｃｕｒｒ Ｏｐｉｎ Ｇｅｎｅｔ Ｄｅｖꎬ２０１１ꎬ２１(１) :１０７￣１１２.
Ｆｕｊｉｔａ Ｍꎬ Ｓｈａｎｎｏｎ ＪＭꎬ Ｉｒｖｉｎ ＣＧꎬ ｅｔ ａｌ. Ｏｖｅｒ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ｕｍ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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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ꎬ２８０(１) :Ｌ３９￣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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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ｔｒｉｘ ｏｆ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ｕｎｇｓ ｉｎ
ｍｏｎｏｃｒｏｔａｌｉｎｅ－ｔｒｅａｔｅｄ ｒａｔｓ[ Ｊ] .Ａｃｔａ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 Ｓｉｎꎬ２０１１ꎬ３２( ２) :
２１７￣２２２.
Ｈｕｒｓｔ ＬＡꎬ Ｄｕｎｍｏｒｅ ＢＪꎬ Ｌｏｎｇ Ｌꎬ ｅｔ ａｌ. ＴＮＦα ｄｒｉｖｅｓ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ｉａｌ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ｂｙ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ＭＰ ｔｙｐｅ－ＩＩ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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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素瘤的中药治疗研究进展
邓福临

郭宇晗

【摘要】

吕大伦

恶性黑色素瘤的手术治疗以及放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治疗方案常有其不足之处ꎬ而

中药作为中国传统医学留下的瑰宝ꎬ因其不易产生耐药性及毒副作用小的特点ꎬ越来越被人们重视起来ꎮ
近年来ꎬ随着对中药治疗肿瘤的深入研究ꎬ科研人员发现有越来越多的中药成分能够有效杀伤恶性黑色素
瘤细胞ꎬ抑制其生长和转移ꎮ 因此ꎬ笔者综述了目前中药治疗恶性黑色素瘤的研究情况ꎬ以期为以后的深
入研究提供基础ꎬ并为未来在临床治疗恶性黑色素瘤的过程中提供更多的治疗方案ꎮ
【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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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黑色素瘤( 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 ｍｅｌａｎｏｍａꎬＭＭ) ꎬ作为

高度恶性肿瘤中的一种ꎬ淋巴结和血液的转移容易
发生在该疾病的早期ꎬ大多数患者的临床预后较差ꎮ
晚期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仅为 ７.５ 个月ꎬ２ 年生存率
约为 １５％ꎬ５ 年生存率仅为 ５％ [１] ꎮ 根据流行病学的
调查结果显示ꎬＭＭ 在白种人中发病率最高ꎬ黑人发
病率约为 １.０ / １０００ 万ꎬ而中国人口的发病率又比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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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种族发病率要低一些 [２￣４] ꎮ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
以来ꎬ美 国 的 年 发 病 率 每 年 增 加 约 ０. ４％ [５] ꎮ 近 年
来ꎬ恶性黑色素瘤的发病人数在我国也明显增加ꎬ每
年的新增病人数量大约在 ２ 万人以上 [６] ꎮ 目前ꎬ对
于 ＭＭ 首选的治疗方法仍然是手术切除原发病灶ꎬ
术者根据 创 面 情 况 选 择 Ⅰ 期 或 Ⅱ 期 修 复 创 面ꎮ 然
而ꎬ随着精细医学的发展和对恶性黑色素瘤发病机
制的深入探究ꎬ临床医生的选择也越来越多ꎬ例如放
疗、化疗、靶向以及免疫治疗ꎮ 然而ꎬ这些治疗方法
都有其缺点ꎬ如患者对放化疗不敏感ꎬ术后易复发和
转移ꎬ靶向药物作用时间短ꎬ易产生耐药性ꎬ治疗成
本高等 [７] ꎮ 中药是中医学留下的瑰宝ꎮ 其抗肿瘤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