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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急性腦缺血再灌注引起的腦損傷是成人殘疾和死亡的主要原因。研發新的神經保護製劑意義重大。甘草
黃酮類化合物是甘草的主要藥效活性成分，具有神經保護，抗氧化損傷，抗凋亡，抗炎症等許多藥理活性。本
文簡介了近年以甘草黃酮類活性成分防治急性腦缺血再灌注損傷的實驗研究進展。 

 

[關鍵詞] 甘草黃酮；腦缺血再灌注損傷；實驗研究 
《急性缺血性腦卒中急診急救中國專家共識（2018）》指出，急性缺血性腦卒中（acute cerebral ischemic 

stroke）是一種發病率高、致殘率高、病死率高、復發率高及併發症多的疾病[1,2]。據統計，2013年中國的年齡
標準化患病率為111.48/萬人，發病率為24.68/萬人，病死率為11.48/萬人[3]。目前推薦該病的急救方法是時間窗
內給予血管再通療法，包括重組組織型纖溶酶原啟動劑（recombinant tissue plasminogen activator）靜脈溶栓
和機械取栓。但由於人群對該疾病早期識別認知度低和救治延誤等原因，導致我國患者的救治效果與一些先進
國家相比仍不理想，存在較大差距[4]。 

缺血所致組織損傷是腦卒中等危重疾病發生的首要原因。業已證實，血管再通療法在挽救腦缺血患者的生
命，恢復其血流再灌注的過程中，會進一步造成腦組織的損傷。此病理過程稱為腦缺血再灌注損傷（cerebral 
ischemia reperfusion injury）。腦缺血再灌注損傷的機制十分複雜，涉及氧化應激、線粒體損傷、細胞內鈣超
載、炎症反應、細胞凋亡等諸多病理變化。對其深入探討有助於明確各種藥物對腦卒中的療效機理和作用靶點，
也有助於研發新的腦保護藥物。一般認為，自由基對腦組織的損傷主要發生在缺血再灌注期；自由基引起的脂
質過氧化和細胞內鈣超負荷可導致腦組織不可逆損傷；因此清除自由基，保護線粒體功能結構完整，是
抗腦缺血再灌注損傷的關鍵環節[5,6]。 

已有報導一些中藥複方、單味中藥及其藥化組分，對缺血再灌注損傷顯示了較好的防治效果；如補陽還五
湯、桂枝茯苓丸等，又如川芎、三七、丹參、銀杏葉、生薑、粉防己、絞股藍、當歸、水蛭、紅景天、黃芪、
穿心蓮等，以及川芎嗪、丹皮酚、薑黃素、山莨菪堿、三七皂甙、四氫小檗堿、丹酚酸、黃芪甲苷、白藜蘆醇
等。中藥療法具有抗氧化，抑制腦血栓形成，減輕腦水腫，抗凋亡，抗炎等藥效，其護腦作用值得重視[7,8]。甘
草是臨床上最常用的中藥之一。甘草的主要藥效活性成分是甘草酸類和黃酮類化合物。我們曾在前文中報導了
甘草活性成分對慢性腦神經病變的潛在療效[9]；本文簡介了近年以甘草黃酮類活性成分防治急性腦缺血再灌注
損傷的研究進展。 

 

1 甘草總黃酮 
吳氏等觀察了甘草總黃酮對大鼠局灶性腦缺血再灌注損害的保護作用。採用線栓法建立大鼠大腦中動脈閉塞

（middle cerebral artery occlusion, MCAO）局灶性腦缺血再灌注模型。術後每日3次分別灌服低/中/高3種不同劑量
的甘草總黃酮混懸液（10/50/100 mg/kg體重），連續2周；測定缺血2小時再灌注24小時後的腦組織和血清中丙二
醛﹙MDA﹚、超氧化物歧化酶﹙SOD﹚、一氧化氮﹙NO﹚、一氧化氮合酶﹙NOS﹚等的活性。結果發現甘草總黃酮能促
進大鼠腦缺血再灌注24小時後神經功能恢復，能明顯降低腦組織和血清中的MDA和NO含量，提高體內SOD



的活性；提示甘草總黃酮可通過抗氧化途徑對大鼠腦缺血再灌注損傷有保護作用[10]。  
呂氏報導了甘草總黃酮對大鼠腦缺血再灌注後熱休克蛋白的影響。實驗採用改進的Longa法建立大鼠

MCAO模型。將40只大鼠隨機分為假手術組、缺血組、甘草總黃酮小劑量組（10mg/kg體重）、甘草總黃酮大
劑量組（50mg/kg體重）、尼莫地平組等5組，缺血前30分鐘舌下靜脈給藥，缺血2小時再灌注24小時後處死動
物，取樣本測定腦梗死體積及腦組織熱休克蛋白﹙HSP70﹚的表達。已知HSP70可抑制細胞凋亡而對神經元具有
保護作用。結果表明甘草總黃酮治療組與缺血組相比腦梗死體積縮小，腦組織HSP70的表達增加；提示甘草總
黃酮對大鼠腦缺血再灌注損傷具有防治作用，其作用機制可能與上調 HSP70的表達而調控神經細胞凋亡有關
[11]。 

 

2 甘草苷 
孫氏等探討了甘草苷對小鼠腦缺血再灌注損傷的抗炎作用及機制。將ICR小鼠隨機分為假手術組、模型組、

陽性藥對照組（灌服依達拉奉3mg/kg體重）、高/中/低劑量治療組（灌服甘草苷40/20/10 mg/kg體重）。各組
均於手術前連續給藥3天，每天1次。第3天給藥1小時後採用線栓法製備小鼠MCAO模型。缺血2小時再灌注22
小時後，觀察腦組織病理學變化；檢測髓過氧化物酶（MPO）活性和細胞間黏附因子-1（ICAM-1）表達。實驗
結果表明，甘草苷治療可明顯減輕腦組織病理學改變，降低MPO活性及ICAM-1表達；提示甘草苷具有抗腦缺血再灌
注炎性損傷的活性[12]。 

 

3 異甘草素 
詹氏等研究了異甘草素對腦缺血再灌注小鼠認知功能及能量代謝的影響。採用雙側頸總動脈反復夾閉再灌

注，造成小鼠學習記憶功能障礙模型。將小鼠隨機分為6組；假手術組和模型組灌服0.5%羧甲基纖維素鈉；陽
性藥對照組灌服喜得鎮0.6mg/kg體重；3個異甘草素組分別灌服異甘草素混懸液10/20/40 mg/kg體重；每天灌藥
1次，連續給藥7天后造模；造模後繼續給藥3天，於末次給藥1.5小時後進行行為學測試。採用跳臺實驗和Y型
迷宮實驗測試小鼠學習記憶能力，採用反相高效液相色譜法檢測腦組織ATP含量、腺苷酸池（TAN）水準和能
量負荷值（EC）。結果表明異甘草素（10/20/40 mg/kg體重）給藥可延長跳臺實驗中潛伏期，減少錯誤次數；
減少Y型迷宮實驗中累計電擊次數，增加正確反應次數；劑量依賴性提高腦組織中ATP含量、TAN水準和EC值；
提示異甘草素能改善腦缺血再灌注小鼠認知功能障礙，其作用機制可能與改善腦能量代謝有關[13]。  

詹氏等還採用斷頭法觀察腦缺血再灌注小鼠的耐缺氧能力；同時測定全血粘度、紅細胞壓積和凝血時間等；
此外用反相高效液相色譜法檢測腦組織能量代謝水準。結果表明灌服異甘草素10/20/40mg/kg體重治療可顯著延
長缺血再灌注小鼠斷頭後喘息時間；降低全血粘度和紅細胞壓積；延長凝血時間；同時增加腦組織ATP含量、
TAN水準和EC值呈劑量依賴性；與模型組相比TAN水準和EC值分別增加了28%、42%、45%和41%、76%、
90%；ATP含量也依次恢復達假手術組的55%、75%、83%；提示異甘草素可通過改善腦缺血再灌注小鼠異常
血液流變學變化，提高腦組織能量代謝水準，對腦缺血再灌注損傷起保護作用[14]。 

 

結語 
與其複雜的病理變化相適應，缺血性腦卒中的防治，已從只針對某一病變環節的單一治療，正發展成為可

調控逆轉多個損傷機制的綜合防治策略；如缺血預處理、缺血後處理、聯合用藥、亞低溫、高壓氧治療等系統
幹預措施。儘管如此，及時用藥幹預仍是目前臨床應用最為廣泛的療法。臨床用藥主要包括抗凝劑、抗氧化劑、
神經保護劑等。但目前用於對應腦缺血再灌注損傷的藥物尚缺乏。研發新的神經保護製劑意義重大。 

據分析報導，甘草中含黃酮類化合物有數十種之多，如甘草苷、甘草素、異甘草素、光甘草定、甘草查耳
酮等[15]。甘草黃酮是甘草的主要藥效活性成分，具有神經保護作用，能對抗缺血再灌注引起的腦損傷[16]。
其神經保護作用與甘草黃酮抗氧化損傷，抗細胞凋亡，抗炎症損傷，以及抗膽鹼酯酶、單胺氧化酶、環磷酸腺苷



磷酸二酯酶等許多藥理活性有關；可能是對多靶點發揮綜合調控作用的結果。雖然目前的研究仍限於動物實驗，
但上述實驗結果表明，甘草黃酮類或其它甘草活性成分，很可能是治療腦缺血再灌注損傷的潛在候選藥物。特別是與
甘草酸等甘草活性成分相比，甘草黃酮更為安全；為今後開展臨床防治，研發新藥提供了重要思路和實驗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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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schemia reperfusion-induced brain injury is a leading cause of adult disability and death; 

thus, the identification of new neuro-protective therapeutic agents is viewed as an attractive drug 
development strategy. Flavonoids in Licorice are main active components with several 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including neuro-protective, anti-oxidative, anti-apoptotic, anti-inflammatory effects. This article 
reviewed experimental outcomes on the effects of Licorice flavonoids for cerebral ischemia reperfusion inj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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