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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防治肺纤维化分子机制研究进展
张苏贤，张天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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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肺纤维化病情迁延，属难治性呼吸系统疾病，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现代医学药物治疗该病疗效
不佳，且有不良反应。近年来，中医药在肺纤维化动物模型实验研究中体现出独特优势。本文就近年来中药防
治肺纤维化的分子机制研究进行综述，探讨其作用靶点，为该病临床研究及治疗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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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in Molecular Mechanism of TCM for Protection and Treatment of
Pulmonary Fibrosis
ZHANG Su-xian, ZHANG Tian-song
Central Hospital of Jing’an District, Shanghai 200040, China
Abstract: Pulmonary fibrosis is a kind of intractable disease threatening human health in the respiratory system,
which heavily affects life quality of patients. The current Western medicine in clinical drug treatment still does not
have significant efficacy, with adverse reactions. In recent years, TCM has shown unique advantages in pulmonary
fibrosis models of animals experimental study. This article reviewed the research progress in molecular mechanism of
TCM for the protection and treatment of pulmonary fibrosis, discussed its action targets, and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clinical research and treatment of pulmonary fibr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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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纤维化（pulmonary fibrosis，PF）是弥漫性肺
间质纤维化的简称，是多种原因所致的肺功能进行
性、不可逆性下降，其主要的病理特征为肺间质炎症、

成和抑制纤维化形成 2 大类。
1.1

促进肺纤维化的细胞因子
在促进纤维化形成中起关键作用的是转化生长

细胞外基质沉积、成纤维细胞增殖、肺泡上皮持续受

因子-β（TGF-β）[3]，由多种炎症细胞合成和分泌，

损以及肺泡结构紊乱[1]。近年来其发病呈逐年上升趋

促进胶原蛋白和纤维连接蛋白等细胞外基质的合成，

势，其中特发性肺间质纤维化生存期中位数为 2.9 年，

减少细胞外基质的降解，从而加重肺损伤[4]。血小板

5 年生存率＜50%[2]。肺纤维化的发病机制尚未明确，

衍生生长因子（PDGF）、胰岛素生长因子是致纤维化

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且预后较差。目前临床多用糖

的生长因子，在早期分泌增多，同时启动肺纤维化的

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免疫调节剂、抗氧化剂等药

过程，形成不可逆性肺损伤 [5] 。结缔组织生长因子

物治疗，但临床疗效并不显著，且具有一定不良反应。

（CTGF）是一种成纤维细胞生长趋化因子，其基因

近年来中药在防治肺纤维化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

可被 TGF-β 转录激活。在肺纤维化组织中 CTGF 明显

的进展，为临床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综述如下。

高于正常肺组织[6]。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通过

1

促进间质细胞的有丝分裂、调控胶原合成和沉积等诸

肺纤维化分子学发病机制
肺纤维化早期以炎症反应为主，在炎症反应过程

多途径影响基质代谢，参与肺纤维化发病[7]。内皮素-1

中常出现炎性细胞、免疫效应细胞和其他相关细胞因

诱导纤维母细胞增殖、变异、收缩和胶原合成，促进

子。目前研究主要将这些细胞因子归为促进纤维化形

纤维化形成[8]。白细胞介素（IL）-17 是由细胞亚型Th17 产生的炎症因子，能诱导促纤维化因子 TGF-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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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9]。张慧琴等[10]研究表明，IL-17 和 IL-6 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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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TIMP）比例失调可引发肺纤维化。MMPs 早期

MMP-13 含量的增多，抑制肺泡间隔增厚，延缓肺纤

活性增强，破坏了细胞外基质，TIMP-2 在纤维化期

维化进程；晚期阻止了肺组织内 MMP-9 含量的增多，

[11]

活性增强，抑制了肺组织正常的修复和胶原降解

。

低氧诱导因子-1α 起着炎症放大的作用，与炎症因子
[12]

均参与了肺间质纤维化的发生，并形成恶性循环

。

在博来霉素致大鼠肺损伤中，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及 MMP-13 含量的降低，抑制肺间质胶原的增多，降
低了肺纤维化的损伤程度。
2.2
2.2.1

单味药
虎杖

（VEGF）可促进肺纤维化的形成，其高表达与肺泡

宋康等[23]采用 RT-PCR 和免疫组化的方法观察

Ⅱ型上皮细胞损害直接相关，其受体 Flt-1 和 Flk-1 在

到，与模型组比较，虎杖预防组和 7 天治疗组能够降

实验组肺纤维化形成过程中表达量增加
1.2

[13]

低肺纤维化大鼠肺泡炎期肺组织中 TGF-β1 基因和蛋

。

抑制肺纤维化的细胞因子

白的表达，从而减轻肺纤维化模型大鼠的炎症和纤维

目前研究较多的是干扰素（IFN）-γ，其与受体

化的程度。夏永良等[24]研究表明，虎杖能够降低肺组

结合后，信号传入细胞内，激活细胞核中的转录蛋白

织肺泡炎和肺纤维化病理程度，下调肺纤维化大鼠肺

STAT1，与 TGF-β 信号转导发生竞争性抑制，进而削

泡灌洗液中 TNF-α 和 PDGF 水平，早期用虎杖治疗博

弱 TGF-β 的作用

[14]

[15]

，还能抑制 VEGF 的分泌

，起

来霉素诱导的肺纤维化大鼠，可以抑制或延缓肺纤维

到抗纤维化作用。

化的发生和发展。

2

2.2.2

中药治疗肺纤维化的分子机制研究概况

2.1

沙参
姚岚等[25]研究表明，沙参可下调博来霉素致肺纤

复方
李水芹等[16]研究表明，补阳还五汤能抑制肺纤维

维化大鼠 TGF-β1 及 TNF-α 蛋白的表达，对肺纤维化

化大鼠细胞外基质（ECM）的增殖，抑制肺纤维化大

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鼠血清中纤维化指标的表达，抑制 TGF-β/Smad/EPK

2.3

信号转导通路中的相关细胞因子的过度表达，发挥抗

2.3.1

肺纤维化的作用。刘哲等

[17]

中药提取物
黄芪多糖
李娟等[26]研究表明，黄芪多糖可以明显减轻大鼠

研究表明，肺纤方（冬虫

夏草、生黄芪、红景天、白果、瓜蒌、海蛤壳、炙麻

肺纤维化进程，不仅降低Ⅱ型细胞因子（IL-4）含量，

黄、水蛭）大、中剂量均能抑制肺泡炎和纤维化程度、

而且升高Ⅰ型细胞因子（IFN-γ）及 TNF-α 含量，从

下调 VEGF、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VEGFR）1、

而调整Ⅰ型/Ⅱ型细胞因子平衡以及 TNF-α 表达，起

VEGFR2 的基因表达水平，抑制血管新生，发挥抗肺

到抗纤维化作用。

纤维化作用。闫玉琴等

[18]

研究表明，扶正剔邪搜络方

2.3.2

姜黄素

（人参、麦冬、五味子、浙贝母、皂角刺、地龙、水

肖霞[27]利用 Western blot 方法研究表明，肺纤维

蛭、全蝎）可以早期预防博来霉素所致大鼠肺泡炎、

化大鼠肺组织蛋白中 TGF-β1 含量明显高于空白组，

肺纤维化的形成，长期用药还可以延缓其病程的发

姜黄素灌胃后肺纤维化大鼠肺组织蛋白中 TGF-β1 的

展，其机制可能与 Smad3、
Smad4 信号低表达及 Smad7

含量有一定程度的降低，与模型组有显著差异。

高表达，进而影响 TGF-β 通路有关。周语平等

[19]

在

2.3.3

银杏提取物

经方升降散（僵蚕、蝉蜕、姜黄、大黄）的基础上加

丁明桥等[28]研究表明，银杏叶提取物能有效抑制

味组成理肺化纤方，发现该方对博来霉素引起的肺纤

实验性肺纤维化大鼠血清 PDGF 和 TGF-β1 的表达，

维化大鼠有一定的预防和治疗作用，其作用机制可能

对肺纤维化具有一定的防治作用。熊红等 [29]研究表

与减少和下调 TGF-β、Smad3 的过度表达有关。此外，

明，银杏叶提取物在早期肺泡炎阶段有与强的松相似

理肺化纤方可通过抑制大鼠肺组织 CTGF 信号转导通

的抑制 TNF-α、IL-6 分泌的作用，后期银杏叶提取物

路和纤维连接蛋白信号转导通路的表达，起到抗肺纤

的抑制效果明显优于强的松组。推断银杏叶提取物对

[21]

实验研究提示养阴益气合

肺纤维化大鼠肺组织的保护作用，可能与其能降低血

剂（黄芪、党参、北沙参、黄精、玄参等）通过抑制

清中 TNF-α、IL-6 等致炎、致纤维化的细胞因子表达

MMP-9 和基质 TIMP-1 蛋白的表达，调控促进胶原的

水平有关。

水解，抑制胶原蛋白的沉积，进而抑制肺纤维化。王

2.3.4

维化的作用

[20]

。赵晨宇等

[22]

三七皂苷

研究表明，助阳通痹颗粒在早期阶段阻止了博

郑 洪 等 [30] 研 究 表 明 ， 三 七 皂 苷 可 下 调 肺 内

来 霉 素 所 致 的 肺 纤 维 化 大 鼠 肺 组 织 内 MMP-9 、

TGF-β1 及 MMP-9 表达，起到抗纤维化的作用。全

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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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 [31]在博来霉素诱导肺纤维化大鼠的实验研究中发

维化的形成过程[40]，其中细胞因子机制一直是研究的

现三七总皂苷通过抑制 CTGF，减少成纤维细胞增殖、

热点。在肺纤维化过程中起作用的细胞因子主要分为

细胞外基质产生、肉芽组织形成和纤维化，还能减少

三大类[39]：生长因子，如 TGF-β、CTGF、PDGF 等；

TGF-β1 诱导的胶原合成，起到抗纤维化的作用。

白细胞介素，如 IL-4、IL-6、IL-13、IL-17 等；炎性

2.3.5

因子，如 MCP-1、MIP-1α 等。

柴胡皂苷
[32]

研究表明，柴胡皂苷 d 能够抑制肺纤

肺纤维化治疗较为困难，众多研究者尝试探索中

维化进展，机制可能与下调 VEGF、上调色素上皮衍

医药方法治疗肺纤维化，并涌现出大量的临床及动物

生因子的表达有关。

实验研究。许多研究表明，中药复方、单味中药、中

2.3.6

药提取物等均能改善患者症状及延缓病程进展，并围

郑金旭等

川芎嗪
王增欣等

[33]

研究川芎嗪对博来霉素所致肺间质

纤维化大鼠 MMP-9 表达的影响，采用免疫组化和

绕细胞因子机制从分子数据水平开始阐释中药治疗
肺纤维化的机制，发现了一些可喜的苗头。

Western blot 方法发现模型组 MMP-9 表达上调，川芎

今后研究重点建议进一步探索、优化肺纤维化动

嗪组表达降低，提示川芎嗪可降低博来霉素所致肺纤

物模型，特别是与最常见、最严重的特发性肺纤维化

维化大鼠 MMP-9 的表达，起到抗肺纤维化的作用。

相近的动物模型；中药制剂研究可以采用数据挖掘的

2.3.7

葛根素

方法，从中药复方和提取物两种途径，选取关键性促

[34]

在百草枯中毒致大鼠肺纤维化发病过程

进或抑制纤维化因子为靶指标，开展设计良好的相关

的实验研究中发现，葛根素各剂量组可以降低百草枯

临床及动物试验。总之，希望通过探索中草药治疗肺

中毒大鼠 TGF-β1 含量，减轻百草枯中毒大鼠肺泡炎

纤维化分子机制的研究，进一步指导临床开发出有效

张娟

性反应，减少胶原沉积，减轻肺纤维化程度。孙渊

[35]

且不良反应小的治疗药物，为患者造福。

用葛根素作用于人胚肺成纤维细胞，发现葛根素可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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