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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脑出血后小胶质细胞极化及细胞自噬活动
探讨中医药干预发挥的抗损伤-促修复双重作用
机制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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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脑出血是神经内科常见的急危重症，发病后形成初级损伤和继发性损伤，造成严重的神经功能

缺损和脑损伤。为了应对这种损伤，大脑启动了如小胶质细胞极化及细胞自噬活动等自我修复机制，旨在
通过抑制损伤、促进修复以维持中枢神经系统内环境的稳态。然而这种内源性修复具有一定的局限。因
此，外源性干预以促进机体抑制损伤、促进修复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中医药治疗脑出血因其多靶点、多
途径、多环节作用特点，得到广泛关注。探讨脑出血后中医药干预发挥的促进机体抑制损伤、促进修复双重
作用机制，有助于进一步阐明和提高中医药治疗脑出血的临床疗效。
关键词：中医药

脑出血

小胶质细胞

doi: 10.11842/wst.20190202003

细胞自噬

损伤-修复

中图分类号: R2-031

脑出血是神经内科常见的急危重症，亦是最致命

的 脑 血 管 意 外 ；其 发 病 率 约 占 全 部 卒 中 类 型 的 1015%，1/3 的患者在发病后第 1 个月内死亡，幸存者会
遗有不同程度的残障和复发性脑出血的高风险

[1-2]

。

现代医学过去 30 年来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脑出血后的
死亡率，但其早期死亡率高达 50% 且外科手术并未改

文献标识码: A

血酶以阻止出血；当被大量释放后，将激活补体途径
和 G 蛋白-偶联受体家族成员 PARs（Protease activated

receptors, PARs）信 号 通 路 ，其 中 ，PAR-1、PAR-3、
PAR-4 已被报道是凝血酶的靶向受体，可由凝血酶调

控激活。激活的补体途径和 PARs 通路进一步活化小
胶质细胞，诱发炎症反应、细胞毒性，引起神经元、血

善脑出血进展、结局，深入研究脑出血损伤修复机制

管内皮细胞及星形胶质细胞凋亡[4-6]。除了凝血酶，破

显得尤为迫切[3]。

溢至脑实质处的血液成分降解为血红蛋白、铁、自由

脑出血发病后可形成初级损伤和继发性损伤。
由于初级损伤源于脑实质内血肿占位及压迫效应，往
往无法挽救，继发性损伤成为脑出血后的干预要点。
然而继发性损伤病理机制复杂，凝血酶、血液成分、炎

基等后，将募集和活化各类炎症细胞；其中，脑内的小
胶质细胞和星形胶质细胞是最早的炎症细胞；小胶质

细胞活化后，外周白细胞、巨噬细胞、T 细胞亦被激活；
激活的炎症细胞进一步分泌炎症介质、细胞毒性物质

症介质等会激发细胞毒性、兴奋毒性、氧化应激反应

等，交叉调控诱发炎症级联反应[7]。最终引起血脑屏

和炎症反应，从而造成血脑屏障破坏、脑水肿、神经元

障结构和功能的破坏，形成血管源性水肿；后者造成

凋亡等严重病理损伤。脑出血后，机体因自我保护机

颅内压升高及正常脑组织被压迫，引起严重神经功能

制即刻启动了内源性和外源性凝血级联反应释放凝

缺损[8]。然而，大脑在经历损伤的同时也启动了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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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机制，旨在抑制损伤、促进修复以维持中枢神经

系统内环境的稳态。大脑一方面会释放 IL-10、TGFβ 等保护性细胞因子以调控靶细胞促进血肿吸收、清

除 细 胞 垃 圾 ，另 一 方 面 会 释 放 神 经 生 长 因 子（nerve
growth factor, NGF）、脑 源 性 神 经 营 养 因 子（brain

阻塞脉络、损害脑髓，是病情加重的重要原因，当通因
通用以发挥化痰、散瘀、解毒作用。
2

脑出血后大脑损伤-修复双重作用机制
随着对脑出血病理过程的深入研究，其内源性修

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BDNF）等神经营养性物质

复机制逐渐受到关注。脑出血后，大脑一方面受累于

血 管 内 皮 生 长 因 子（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 growth

由于自身内源性修复机制启动了血肿吸收、细胞垃圾

以保护受损神经元和促进神经元再生；同时还会释放

factor, VEGF）以促进血管内皮细胞增殖，形成新生血
[9]

管 。新生血管形成后会进一步释放基质金属蛋白酶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MMPs）2 和 9 等，促进神经
母细胞迁移、归巢、分化

[10-11]

。由于大脑内源性修复具

有一定的局限，深入了解脑出血后大脑自我修复及外
源性药物干预发挥抑制损伤-促进修复作用的机制显
得尤为重要。近年来，小胶质细胞极化及细胞自噬活
动因在脑出血病理进展过程中发挥损伤-修复双重作

破溢至脑实质的血液产生的各种病理反应；另一方面
清除和神经血管再生过程。其中小胶质细胞极化活
动、细胞自噬活动是脑出血后大脑发挥损伤-修复双
重作用的关键机制。
2.1

小胶质细胞在脑出血后损伤-修复机制中的作

用

小胶质细胞作为中枢神经系统的巨噬细胞，负责

大脑内环境的稳态监测。激活后可分化为 M1 型、M2
型两种类型的小胶质细胞。M1 型小胶质细胞释放促

用备受关注，中医药也因其治疗脑出血发挥的多靶

炎因子或与其他细胞交流，诱发炎症级联反应造成脑

点、多途径、多环节的作用备受重视。本文主要基于

损伤。脑出血后，小胶质细胞迅速作出反应并维持数

脑出血后小胶质细胞极化及细胞自噬活动探讨中医
药干预发挥的抗损伤-促修复双重作用，旨在为临床
中医药治疗脑出血疾病提供一定的思路。
1

脑出血的中医认识
脑出血在中医学上隶属“中风”。最早记录见于

《黄帝内经》，
“ 阳气者，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使
人薄厥”、
“ 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
《医学衷
[12]

中参西录》 中亦有脑充血和脑贫血两类“中风”之记
载。其中“西人之谓脑出血”即为脑充血，病因方面认
为“肝木失和、风自肝起，又加以肺气下降、肾气不纳、
胃气又复上逆，于是脏腑之气化上升太过，而血上注
于脑者，亦因其太过，致充塞其血管而累及神经”。现
代中医对中风的认识以“风”、
“ 火”、
“ 痰”、
“ 瘀”、
“ 毒”、
“ 虚 ”六 端 为 其 主 要 致 病 因 素 。
《脑 出 血 中 医 诊 疗 指
[13]

周。脑出血大鼠血肿周围组织检测发现 IL-1β、IL-6、
TNF 等炎症因子在出血后 3 个小时即表达上升且 3 天

达高峰[15]；CD16、CD32 和 iNOS 等 M1 型标志物亦被发
现在脑出血后 1、3 天高度表达[16]。M2 型小胶质细胞
主要通过吞噬作用清除组织碎片，释放抗炎因子及神
经营养因子为脑组织修复创建有利环境。根据其细
胞表面标记物又可分为三个亚型 M2a、M2b 和 M2c，其

中 M2a 型主要参与细胞再生，M2b 和 M2c 型则参与吞
噬和清除组织碎片[17]。脑出血后 1 天左右，小胶质细
胞 M2 型标志物 Arg1、Ym1 和 CD206 等即表达上升，但

却在 3 天后才开始大幅增加[18]，这也与脑出血后修复

时间相一致。M2 型小胶质细胞除了分泌抗炎因子
IL-4、IL-10、TGF-β 等参与抑制炎症外[19]，还通过不同

机制诱导 CD36[20]、CD47[21]、CD163[22]分子激活参与血肿

清除、吞噬组织碎片；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急性

南》 指出中风病机为脏腑功能失调；阴阳失衡致气血

期的炎症反应，还共同为脑出血后损伤组织的修复创

逆乱、上犯于脑，重症者闭塞清窍，蒙蔽神明；其基本

建了有利环境。

证候是“风证”、
“ 火证”、
“ 痰证”、
“ 阴虚证”，其中“风
证”为启动因素，
“ 瘀证”贯穿疾病始末，
“ 火证”在急性
期最为突出。治则可从开窍醒神、涤痰熄风、活血化
瘀等着手。聂玉婷等[14]从痰、瘀、毒探讨了“通因通用”
治疗脑出血的治则，认为痰浊、瘀血、毒邪是影响脑出
血发生发展的重要致病因素，离经之瘀血化水生痰、
2

小胶质细胞 M1 型、M2 型极化在脑出血后不同阶

段发挥的不同作用，使得靶向小胶质细胞抑制 M1 型、
促进 M2 型或促进 M1 型向 M2 型转化具有一定的潜在

意义。研究表明转录因子 NF-κB、信号传导与激活转
录 蛋 白（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

proteins，STAT）、核 因 子 红 系 2 相 关 因 子（Nucl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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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 erythroid 2-related factor 2，Nrf2）在调控小胶质

常生理条件下，细胞主要通过自噬维持新陈代谢、调

胶质细胞分泌的 TLR2 和 TLR4 激活，后进一步调控

被进一步激活，并通过清除异常的细胞器或细胞质等

细胞极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脑出血后，NF-κB 由小

M1 型相关炎症因子表达 。STAT 家族与细胞增殖、
[23]

免疫、凋亡和炎症密切相关，各个成员在小胶质细胞
极化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其中 STAT1、STAT3 在促
进小胶质细胞的 M1 型极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4]；而

STAT6 在 促 进 小 胶 质 细 胞 M2 型 极 化 中 具 有 重 要 意
[25]

义 。Nrf2 是一种保护性转录因子，有助于脑出血后

的血肿清除，发挥脑保护作用，研究发现这与其下游

分子 HO-1 密切相关；后者亦能够诱导巨噬细胞分化
为 M2 型 。明确小胶质细胞极化的调控靶点，为外源
[26]

性干预改变小胶质细胞极化方向提供了可行途径，介

导小胶质细胞极化表型也是脑出血后促进机体自我
修复的重要机制所在。

Chang 等 研究脑出血后小胶质细胞极化对脑出
[27]

血后血肿的清除研究发现，早在脑出血后 1-1.5 h，小

胶质细胞就对出血性损伤做出了快速反应，且呈现出
一种“保护性”活化表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量激
活的小胶质细胞和新招募的单核细胞呈现早期交替
激活表型，诱发炎症级联反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血肿
清 除 、神 经 功 能 缺 损 改 善 和 小 胶 质 细 胞 表 面 标 记
CD206 表达上调密切相关，且后者依赖于 IL-10 的调

控，脑室内注射活化细胞因子 IL-10 可加速血肿的消

退，而 IL-10 受体中和则可破坏小胶质细胞的吞噬能
力。Zhao 等 研究发现转录因子 Nrf2 在血肿清除过程
[28]

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利用培养的小胶质细胞发现 Nrf2
激活因子能够诱导抗氧化防御成分、减少过氧化形

成、上调吞噬介导清道夫受体 CD36 以及增强红细胞

吞噬；动物实验同样发现 Nrf2 激活剂萝卜硫素能够诱

控内环境稳态，水平极低。当受到应激刺激时，自噬
物质发挥保护性作用。而当自噬被过度激活后，则引
起了细胞自噬性死亡[29-30]。
调控细胞自噬的分子机制较为复杂[31-33]，主要通

过 自 噬 相 关 基 因（autophagy-related gene，Atg）介 导 。
自噬核心机器包括 Atg1- Atg13- Atg17 复合体、Vps34

复合物、Atg5-Atg12 和 Atg8-PE 两个类泛素连接系统、
Atg2-Atg18 和 Atg9-Atg23-Atg27。 Atg1- Atg13Atg17 复合体主要启动自噬的发生，其中 Atg1 是该复

合体的核心基因。后者在哺乳动物细胞中的同源物
是 ULK1/2，生理条件下其活性被 mTOR 抑制，且不能

与 AMPK 结 合 。 受 应 激 刺 激 后 mTOR 活 性 降 低 ，
AMPK 结合 ULK1，激活 ULK1 复合体启动自噬。另一
方面，ULK1/2 可活化 Beclin1 以调节 PI3K 活性启动自
噬。Vps34 复合物包括复合物Ⅰ和Ⅱ两类，复合物Ⅰ

主要启动自噬，复合物Ⅱ负责囊泡运输，且两者都可

由 AMPK 磷酸化产生 PI3P 活性。Atg5-Atg12 和 Atg8-

PE 两个类泛素连接系统与吞噬泡膜的形成密切相关，
在哺乳动物中 Atg8 的同源物是 LC3。Atg2-Atg18 则进

一步调控自噬分离膜的延伸。Atg9-Atg23-Atg27 在为

自 噬 体 提 供 膜 组 分 中 发 挥 着 定 位 作 用 。 其 中 LC3、
Beclin-1 是检测自噬的常用指标，LC3 是自噬体泡膜
的标记物，LC3-Ⅰ结合 PE 后形成 LC3-Ⅱ促进吞噬泡
膜的形成，表达于成熟自噬体上，但与溶酶体融合后
即被释放，成为自噬体的标记物。Beclin-1 是 Atg6 在

哺乳动物中的同源物，不仅可以参与自噬体膜的形
成，在调控细胞自噬性死亡上亦发挥着重要作用。
脑出血后，血肿周围组织可观察到神经细胞内已

导脑出血小鼠 CD36 表达并加速血肿清除，Nrf2 敲除

形成的自噬泡超微结构[34]，检测亦发现自噬相关基因

2.2

Cathepsin D 明显增加[36]；提示脑出血的发生诱导了自

小鼠的血肿清除功能明显受损。

细胞自噬在脑出血后损伤-修复机制中的作用
细胞自噬是真核生物保持内环境稳态的一种降

Beclin1、LC3 表 达 水 平 明 显 上 调[35]，溶 酶 体 标 记 物
噬的激活。进一步研究发现，脑出血后的凝血酶[37]、铁

解/再循环分解代谢机制，由溶酶体介导分解消化受损

超载[38] 可明显上调自噬的过度激活，加重细胞死亡及

或功能失调的细胞器和细胞质以清除有害蛋白及循

脑损伤；抑制凝血酶或铁超载可降低自噬，可明显减

环再利用物质。目前自噬主要分为微自噬、分子伴侣
介导的自噬、选择性自噬和巨自噬四种。研究最多的
是巨自噬，其具体的生物学过程包括：起始、自噬前体
形成、自噬体形成、自噬体与溶酶体/液泡融合、酸性水
解酶降解自噬体包裹的物质和降解产物的释放。正

少细胞死亡及脑损伤；3-甲基腺嘌呤（3-MA）和雷帕

霉素直接作用于血红素处理的神经元达到了同样的
效果[39]；表明脑出血后自噬的损伤作用与细胞自噬性
死亡密切相关。近有研究发现，脑出血后 6 小时自噬
过度并参与了脑损伤的形成；7 天后自噬水平恢复，并

〔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Materia Materia-Worl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3

★

可能通过清除早期自噬过度产生的细胞垃圾发挥了
[40]

脑保护作用 。提示自噬在脑出血后不同阶段的发挥
了双重作用，一方面自噬可以清除细胞碎片、减少血
肿，另一方面过度自噬则会导致细胞自噬性死亡。如
何适度在急性期减少细胞自噬水平及在恢复期延长
自噬时间以减少自噬性细胞死亡和为组织修复提供
良好环境，其机制仍需进一步研究。
3
3.1

后的继发性损伤，自噬泡数量、Cathepsin D 表达与出
血量、NIHSS 评分呈正相关，与 GCS 评分呈负相关；且

脱证细胞自噬较闭证严重。仇志富等[46]研究补阳还五
汤对脑出血模型大鼠脑组织 CXCR4-PI3K 自噬信号

传导通路及 Beclin-1 的影响发现，补阳还五汤能够调

节脑出血大鼠出血组织细胞自噬，减少细胞凋亡率，
改善神经功能，机制可能与与激活 PI3K/AKT 信号通

路，减少 Beclin-1 上调细胞自噬能力相关；另一方面，

中医药干预发挥的抗损伤-促修复双重作用
中医药干预脑出血后小胶质细胞发挥的抗损伤-

促修复作用
Cai 等[41] 采用生地大黄汤干预胶原酶诱导的脑出

血大鼠模型，发现生地大黄汤能够降低脑出血小胶质

细胞表达，从而减少炎症因子 NF-κB、TNF-α 和 IL-

CXCR4 与激活后的 PI3K 可结合形成 CXCR4-PI3K 自
噬轴，影响自噬活动并促进神经修复与脑保护。陈蓉

蓉等[47] 研究发现大鼠脑出血后 6 h、12 h、24 h、72 h 各

时间点均可见血肿灶周边自噬激活，激活规律表现为

脑出血后 6 h 即出现自噬，12-24 h 达高峰，72 h 下降。
脑血通干预治疗后，自噬激活发生时间规律未变，但

1β 的释放，改善炎症反应。Qiao 等 研究发现青蒿提

整体激活幅度较对照组减少，神经功能缺损评分明显

细胞裂解诱导的 BV2 细胞中炎性细胞因子 NF-κB 的

功能缺损。吴成翰等[48]研究安宫牛黄丸对脑出血大鼠

低了脑出血后经典激活的 M1 型小胶质细胞的数量，

出血后血肿周围神经细胞内自噬活动即被激活，4 d 后

[42]

取物异泽兰黄素能够抑制小胶质细胞的迁移，降低红

改善，提示脑血通通过抑制自噬改善脑出血大鼠神经

产生及细胞内活性氧的水平。Lan 等[16] 发现生松素降

血肿周围神经细胞自噬蛋白 LC3 表达的影响发现，脑

但不影响 M2 型小胶质细胞的数量；实验还证明了生

检测发现对照组与模型组自噬水平无差别。安宫牛

松素对与 M1 相关的 TNF-α、IL-1β、IL-6、iNOS 等炎症

黄丸加用后，自噬水平上调，第 4 d 检测仍与模型组自

究青藤碱对脑出血模型小鼠的影响发现，青藤碱能够

时间，从而保护神经细胞。

物质的下调，及对 TLR4 通路的抑制作用。Shi 等 研
[43]

促进 M2 型小胶质细胞表达增加而减少 M1 型小胶质

细胞数量，同时还能保护海马神经元免受脑出血后小
胶质细胞介导的毒性作用，减轻脑含水量，改善神经
[44]

功能缺损，保护脑功能。杨树升等 研究大承气汤及

大黄素对大鼠脑出血的治疗作用及对 Nrf2/Src/MAPKs
通路的影响发现，脑出血后 3 d，出血中心区域周围激
活的小胶质细胞以 M1 型为主，而在 7 d 后以 M2 型小

胶质细胞为主。大承气汤和大黄素的治疗通过 Nrf2/
Src 信号通路的激活使小胶质细胞形态及功能均发生

明 显 改 变 ：表 现 为 M1 型 小 胶 质 细 胞 减 少 ，MAPKs

（JNK）受抑制，促炎因子 IL-1β 下调，炎症反应减轻，
脑损伤缓解；同时 M2 型小胶质细胞增多，抗炎因子

Arg1、IL-10 上调，小胶质细胞迁移及吞噬功能增强，
血肿扩大受限制，脑组织受保护。
3.2

中医药干预脑出血后细胞自噬发挥的抗损伤-促

修复作用

4

结语及展望
脑出血后大脑遭受血肿所引起的初级损伤和继

发性损伤，在研究凝血酶、血液成分、炎症介质等激起
的细胞毒性、兴奋毒性、氧化应激反应和炎症反应等
机制造成血脑屏障破坏、脑水肿、神经元凋亡病理损
伤的同时，不仅仅需要明确引起损伤的靶点机制及挖
掘新药物加以干预治疗，还需要做到对疾病发生后机
体本身免疫调节功能的宏观认识。从发现小胶质细
胞在脑出血后发挥炎症作用到明确小胶质细胞极化
分型不同在脑出血后的作用不同，从发现细胞自噬在
脑出血后的促进细胞自噬性死亡、加重脑损伤到认识
到细胞自噬在脑出血后不同时期阶段发挥促损伤或
促修复双重作用；提示我们脑出血后大脑存在一定的
自我修复功能。而且这些修复机制仍有很大空间需
要去研究，例如不同作用发生的时间分界点，如果能

[45]

廖远生等 研究脑出血后血肿周围组织自噬与中
风闭、脱证之间的关系发现，细胞自噬造成了脑出血
4

噬水平有差别。表明安宫牛黄丸能够适当延长自噬

够在合适的时间点抑制其中的损伤作用并促进修复
作用的发挥，使脑出血修复能够在时间上整体前移，

〔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Materia Materia-Worl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XXXX

尽可能减少损伤的作用，应该会为脑出血疾病的整体

病的优势所在。然而，中医药干预脑出血发挥的抗损

治疗提供更大的帮助。中医药治疗脑出血疾病历史

伤-促修复作用机制仍需进一步的研究去阐明，以为

悠久，强调整体观念，且多靶点、多途径、多环节作用

中医药发挥治疗作用的真正途径及为临床治疗脑出

于疾病，不仅仅能够发挥抑制损伤作用，还可以促进

血疾病提供一定的思路。

机体自身免疫功能的发挥；这可能也是中医药治疗疾

参考文献
1

2

Mahmoudi J, Majdi A, Lattanzi S, et al. Imidazoline receptors agonists

for managing hypertension may hold promise for treatment of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Curr Mol Med, 2018, 18: 241.
2

Cordonnier C, Demchuk A, Ziai W, et al. Intracerebral haemorrhage:

current approaches to acute management. Lancet, 2018, 392(10154):12571268.
3

Pinho J, Costa A S, Araujo J M, et al.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4

Babu R, Bagley J H, Di C, et al. Thrombin and hemin as central factors

outcome: A comprehensive update. J Neurol Sci, 2019, 398:54-66.

in the mechanisms of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induced secondary brain

injury and as potential targets for intervention. Neurosurg Focus, 2012, 32
(4): E8.
5

Liu C M, Shi B Z, Zhou J S. Effects of thrombin on the secondary

cerebral injury of perihematomal tissues of rats after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Genet Mol Res, 2014, 13(2):4617-4626.
6

Cheng Y, Xi G, Jin H, et al. Thrombin-induced cerebral hemorrhage:

role of protease-activated receptor-1. Transl Stroke Res, 2014, 5(4):
472-475.
7

Wilkinson D A, Pandey A S, Thompson B G, et al. Injury mechanisms

in acute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Neuropharmacology, 2018, 134(Pt B):
240-248.
8

Shotaro M, Yutaka K. Pathogenesis of brain edema and investigation

9

Zhang Z, Zhang Z, Lu H, et al. Microglial polarization and

into anti-edema drugs. Int J Mol Sci, 2015, 16(5):9949-9975.

inflammatory mediators after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Mol Neurobiol,
2017, 54(3):1874-1886.

10 Chopp M, Zhang Z G, Jiang Q. Neurogenesis, angiogenesis, and MRI

indices of functional recovery from stroke. Stroke, 2007, 38 (2 Suppl):
827-831.

11 Yang J P, Liu H J, Liu X F. VEGF promotes angiogenesis and
functional recovery in stroke rats. J Invest Surg, 2010, 23(3):149-155.

12 张锡纯 . 医学衷中参西录 2 版 .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74: 112.

13 邹忆怀, 马斌 . 脑出血中医诊疗指南 . 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
2011, 9(23):110-112.

14 聂玉婷, 宋珏娴, 高利 . 基于痰、瘀、毒探讨“通因通用”治疗脑出血 .
中西医结合心脑血管病杂志, 2018, 16(12):1772-1775.

15 Wu J, Yang S, Xi G, et al. Microglial activation and brain injury after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Acta Neurochirurgica Supplement, 2008, 105:
59-65.

16 Lan X, Han X, Li Q, et al. Pinocembrin protects hemorrhagic brain

primarily by inhibiting toll-like receptor 4 and reducing M1 phenotype
microglia. Brain Behav Immun, 2017, 61:326-339.

17 Lan X, Han X, Li Q, et al. Modulators of microglial activation and

polarization after intracerebral haemorrhage. Nat Rev Neurol, 2017, 13(7):
420-433.

18 Yang J, Ding S, Huang W, et al. Interleukin-4 ameliorates the
functional recovery of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through the alternative
activation of microglia/macrophage. Front Neurosci, 2016, 10:61.

19 Chang C F, Wan J, Li Q, et al. Alternative activation-skewed microglia/
macrophages promote hematoma resolution in experimental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Neurobiol Dis, 2017, 103:54-69.

20 Wang Y, Chen Q, Tan Q, et al. Simvastatin accelerates hematoma
resolution after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in a PPARgamma-dependent
manner. Neuropharmacology, 2018, 128:244-254.

21 Ni W, Mao S, Xi G, et al. Role of erythrocyte CD47 in intracerebral
hematoma clearance. Stroke, 2016, 47(2):505-511.

22 Garton T, Keep R F, Hua Y, et al. CD163, a hemoglobin/haptoglobin

scavenger receptor, after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functions in microglia/
macrophages versus neurons. Transl Stroke Res, 2017, 8(6):612-616.

23 Han L, Liu D L, Zeng Q K, et al. The neuroprotective effects and
probable mechanisms of Ligustilide and its degradative products on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in mice. Int Immunopharmacol, 2018, 63:43-57.

24 Przanowski P, Dabrowski M, Ellert-Miklaszewska A, et al. The signal
transducers Stat1 and Stat3 and their novel target Jmjd3 drive the

expression of inflammatory genes in microglia. J Mol Med, 2014, 92(3):
239-254.

25 Bhattarai P, Thomas A K, Cosacak M I, et al. IL4/STAT6 signaling
activates neural stem cell proliferation and neurogenesis upon amyloid-

beta42 aggregation in adult zebrafish brain. Cell Reports, 2016, 17(4):
941-948.

26 Wang X, Li M, Cao Y, et al: Tenuigenin inhibits LPS-induced

inflammatory responses in microglia via activating the Nrf2-mediated HO1 signaling pathway. Eur J Pharmacol, 2017, 809:196-202.

27 Chang C F, Wan J, Li Q, et al. Alternative activation-skewed microglia/
macrophages promote hematoma resolution in experimental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Neurobiol Dis, 2017, 103:54-69.

28 Zhao X, Sun G, Ting S M, et al. Cleaning up after ICH: the role of Nrf2

in modulating microglia function and hematoma clearance. J Neurochem,
2015, 133(1):144-152.

29 Thorburn A: Autophagy and disease. J Biol Chem, 2018, 293(15):5425-

〔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Materia Materia-Worl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5

★
5430.

40 Duan X C, Wang W, Feng D X, et al. Roles of autophagy and

metabolism. Nat Rev Endocrinol, 2014, 10(6):322-337.

secondary brain injury in rats. CNS Neurosci Ther, 2017, 23(7):554-566.

30 Kim K H, Lee M S. Autophagy--a key player in cellular and body
31 Glick D, Barth S, Macleod K F. Autophagy: cellular and molecular
mechanisms. J Pathol, 2010, 221(1):3-12.

32 Parzych K R, Klionsky D J. An overview of autophagy: morphology,
mechanism, and regulation. Antioxid Redox Sign, 2014, 20(3):460-473.

33 李宜醒, 姚伟静, 易聪 . 细胞自噬研究进展 . 中国细胞生物学学报,
2019-04-01(1-9).

34 He Y, Wan S, Hua Y, et al. Autophagy after experimental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J Cerebr Blood F Met, 2008, 28(5):897-905.

35 Wu Z, Zou X, Zhu W, et al. Minocycline is effective in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by inhibition of apoptosis and autophagy. J Neurol Sci, 2016,
371:88-95.

36 Gong Y, He Y, Gu Y, et al. Effects of aging on autophagy after

experimental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Acta Neurochirurgica Supplement,
2011, 111:113-117.

37 Hu S, Xi G, Jin H, et al. Thrombin-induced autophagy: a potential role
in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Brain Research, 2011, 1424:60-66.

38 He Y, Hua Y, Song S, et al. Induction of autophagy in rat hippocampus

and cultured neurons by iron. Acta Neurochirurgica Supplement, 2008, 105:
29-32.

39 Shen X, Ma L, Dong W, et al. Autophagy regulates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induced neural damage via apoptosis and NF-kappaB pathway.
Neurochem Int, 2016, 96:100-112.

endoplasmic

reticulum

stress

in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induced

41 Cai M, Yu Z, Zhang W, et al. Sheng-Di-Da-Huang Decoction
inhibited

inflammation

expressed

in

microglia

after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in rats. Evid-Based Compl Alt, 2018, 2018:6470534.

42 Qiao H B, Li J, Lv L J, et al. Eupatilin inhibits microglia activation and

attenuates brain injury in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Exp Ther Med, 2018, 16
(5):4005-4009.

43 Shi H, Zheng K, Su Z, et al. Sinomenine enhances microglia M2
polarization

and

attenuates

inflammatory

hemorrhage. J Neuroimmunol, 2016, 299:28-34.

injury

in

intracerebral

44 杨树升 . 大承气汤及大黄素对大鼠脑出血的治疗作用及对 Nrf2/

Src/MAPKs 通路的影响 . 武汉: 湖北中医药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2016.

45 廖 远 生 , 杨 瑞 玲 , 吴 成 翰 , 等 . 脑 出 血 各 证 型 患 者 细 胞 自 噬 及
Cathepsin D 表达差异研究 .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018, 38(2):173-176.

46 仇志富, 吴晓光, 祖炳学, 等 . 补阳还五汤对脑出血模型大鼠脑组织
CXCR4-PI3K 自噬信号传导通路及 Beclin-1 的影响 . 中国组织工程研
究, 2016, 20(27):3992-3998.

47 陈蓉蓉 . 脑血通对大鼠脑出血后血肿灶周边组织自噬作用的影响 .
南京:南京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2012.

48 吴成翰, 石琳, 杜建成, 等 . 安宫牛黄丸对脑出血大鼠血肿周围神经
细胞自噬蛋白 LC3 表达的影响 . 中国会议, 2014:15.

Research Progress on TCM Treatment in Dual Mechanism of Inhibiting Injury and Promoting Repair Based on
Polarization of Microglia and Autophagy Activity after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Jiang Shan，Yu Xiaofei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of Shuguang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201203, China)
Abstract: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ICH) is a commonly acute and critical disease in neurology department. Primary

injury and secondary injury can be formed after it occurs, causing severely neurologic deficits and brain damage. In
defense to the injury ,the brain activate repair mechanisms like polarization of microglial and autophagy, which aims to

maintain internal environment homeostasis of central nervous system by inhibiting injury and promoting repair. However,
the endogenous repair has certain limitations.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motivate the function of inhibiting injury and

promoting repair by exogenous intervention. In recent years,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of ICH draws widely attention

due to their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target, multi-channel and multi-link. To explore the dual mechanism of TCM

intervention after ICH, which can motivate the function of inhibiting injury and promoting repair, is helpful to further
clarify and impro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CM in the treatment of ICH.

Keywords: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icroglial, Autophagy, Injury-rep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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