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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质金属蛋白酶类在颅脑损伤中的作用机制
黄志纯 田新华
继发性脑损伤是影响颅脑损伤发展和预后的重要因素

用下而激活，其活性可被螯合剂或基质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

之一，早期病情的诊断和进展预测将有助于诊断并进行适当

剂(tissue inhibitor of metalloproteinase，TIMP)所抑制，不受其

的治疗，减轻或避免某些继发性损伤以提高患者的疗效，改

他蛋白酶类如丝氨酸蛋白酶类抑制剂的影响。MMP-2 活化

善 预 后 。 近 年 来 ，随 着 对 基 质 金 属 蛋 白 酶 系 (matrix

后分子质量为 66 000 或 62 000。其 ECM 底物包括明胶、Ⅳ、

metalloproteinases，MMPs)的不断深入研究，金属蛋白酶系在
继发性脑损伤中的作用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本文就基质
MMPs 在颅脑外伤方面的研究概述如下。
一、
MMPs 家族

Ⅴ、Ⅶ、Ⅹ型胶原、弹性蛋白、层黏连蛋白、纤维连接蛋白、蛋

白多糖。MMP-9 主要以前酶原(78 000~82 000)的形式合成，
其 ECM 底物包括明胶、Ⅳ、Ⅴ型胶原、弹性蛋白。目前在中
枢神经系统(central nervous system，CNS)内有关 MMPs 的研

(一)MMPs 家族概述

究中，免疫组化研究显示正常人 CNS、血管周围细胞和小胶

MMPs 家族是一组含锌的中性蛋白酶基因家族，属于金

质细胞有低水平的 MMP-9 的表达，MMP-2 阳性细胞少见。

属蛋白酶超家族中的亚型，主要由血管平滑肌细胞、内皮细

体外培养的大鼠小胶质细胞激活后可分泌 MMP-9，人海马

胞及单核细胞等产生。在脑组织中，胶质细胞、小胶质细胞、

锥体细胞亦可合成 MMP-9。有研究报道发育中的小鼠胚脑

毛细血管内皮细胞、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等多种细胞可产

有 MMP-9 mRNA 的表达，提示 MMP-9 与神经发育有关，而

生 MMPs。MMPs 有着共同的分子结构，从 N 端至 C 端依次

MMP-2 与神经轴突的再生有关 [6]。很多细胞因子和生长因

为信号肽、前肽、催化区，在研究蝌蚪形态变化时发现，至今

子调节 MMP-2 和 MMP-9 的基因转录和活性，MMPs 的生物

其成员已达 20 多种

活性由转录、酶原活化和蛋白水解酶等调节。具有诱导活化

[1-2]

。依据其底物特异性、蛋白质结构及

序列同源性分为 4 个亚型：(1)胶原酶类：MMP-1、MMP-8、

的因素包括白介素-1(IL-1)、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表皮

MMP-13；(2)明胶酶类：MMP-2、MMP-9，又称明胶酶 A、B；

生长因子(EGF)、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血小板衍生生

(3) 基 质 降 解 酶 类 ：MMP- 3、MMP- 10、MMP- 11、MMP- 7 和

长因子(PDGF)、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等；具有抑制作用的

MMP-26；(4)膜型金属蛋白酶类：MMP-14、MMP-15、MMP-

因素有干扰素β-1b。TGF-β可增加人成纤维细胞培养基

16、MMP-17、MMP-24 和 MMP-25。MMPs 的主要功能是降

MMP-2 的水平。IL-1α和 TNF-α可促进人血管平滑肌细胞

解细胞外基质(extracellular matrix，ECM)，其中降解血管基

(smooth muscle cell，SMC)分泌 MMP-9，但对 MMP-2 mRNA

底膜的主要成分为：明胶、IV 型和 V 型胶原、黏连蛋白、弹性

无影响。MMPs 的蛋白水解酶活性受非特异性和特异性抑

蛋白及纤连蛋白。一种 MMP 可以直接降解某一种或几种

制剂的抑制，非特异性抑制剂包括 a2 巨球蛋白、a1 抗蛋白酶

ECM，也可以通过激活其他类型的 MMPs 而发挥作用，从而

和 BB-94；特异性抑制剂为 TIMP。目前已发现的 TIMP 有 4

形成瀑布效应。在生理条件下，MMPs 参与胚胎发育、组织

种[7]：TIMP-1、TIMP-2、TIMP-3 和 TIMP-4。TIMP 以 1∶l 的比

重塑、创伤愈合和血管发生；在病理条件下，其参与纤维变

例与活化的 MMPs 结合，并抑制其活性。TIMP-1 抑制大多

性、关节炎等的病理改变及肿瘤的生长、迁移、侵袭、和转移

数 MMPs 活性；TIMP-2 除对 MMP-9 以外，对大多数 MMPs

。研究还发现，MMPs 尤其是 MMP-9、MMP-2 还参与创

均有抑制作用；TIMP-3 具有抑制 MMP-1、2、3、9、13 活性的

伤性中枢神经损伤的病理过程。脑毛细血管壁基底膜的主

作用。TIMP-1 和 TIMP-2 是多功能蛋白，结构—功能研究已

要成分为Ⅳ型胶原、层黏蛋白和纤黏蛋白。脑损伤后直接的

将 TIMP-1 对 MMP 的抑制作用与其促进作用分开。TIMP-3

机械暴力导致局灶性出血，最终引起血管内皮细胞、平滑肌

是唯一存在于 ECM 内的 TIMP 家族成员，初步了解它可能是

细胞及胶质细胞分泌 MMPs，使基底膜通透性和结构改变，

一种细胞最终分化的标志物。TIMP-4 有参与稳定 ECM 的

从而导致微血管出血加重病情。

功能，
目前对其仍知之甚少。

等

[3-5]

(二)MMP-2、
MMP-9 的生理特性

二、
MMPs 在颅脑损伤中的作用

MMP-2、MMP-9 通常在中性 pH 值条件下发挥活性，需

近年来 MMPs 与颅脑损伤的相关性逐渐为国内外学者

要内源性 Zn2+、Ca2+参与时活性最大。两者均以无活性的前

所重视，尤其是 MMP-9 和 MMP-2[8] 与缺血性脑损伤关系密

体形式分泌，经蛋白酶水解或在有机汞如 4-醋酸氨基苯汞作

切。颅脑损伤后继发的缺血、缺氧性损害是造成预后不良的
重要因素。重型颅脑损伤后早期脑缺血的发生率极高，且缺
血程度与预后明显相关[9]。MMPs 对神经系统的作用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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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广泛，国内外许多研究证实，脑缺血时 MMPs 表达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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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源性脑水肿，出血转化乃至神经元损伤[10-12]。多项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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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和临床研究中发现，脑缺血及再灌注损伤可诱导 MMPs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炎症反应时多种细胞因子可上调

的表达，尤其是 MMP-9 和 MMP-2 活性增加 。Asahi 等 发

MMPs 表达。然而，MMPs 又不仅仅被动地作为炎症反应的

现 MMP-9 基因剔除导致大鼠脑缺血后，BBB 破坏和白质成

下游产物而出现，它还对许多促炎因子发挥正反馈作用，是

分的降解都少于对照组，脑损伤体积也相应减小。在脑损伤

炎症反应的“调节剂”。颅脑损伤作为一种细胞外应激信号，

病理过程中，MMPs 与脑血管通透性增高、BBB 破坏、炎性细

激活了多个信号转导系统，如氧化应激和丝裂原活化蛋白激

[8]

胞侵入和脑水肿等明显相关

[12]

[13- 15]

。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

酶通路。这 2 条信号转导通路涉及的主要蛋白质是活化蛋

MMP-9 和 MMP-2，早期主要涉及 MMP-2，它是由膜型 MMP

白 - 1(AP- 1) 和 核 转 录 因 子 - kB(NF- kB)。 已 有 研 究 证 实 ，

激活的，短时间内恢复正常；迟发的 BBB 开放和破坏可持续

MMP-9 的基因启动子在 NF-kB、AP-1、SP-1 有结合位点，促

几 天 ，造 成 严 重 的 脑 组 织 损 害 、出 血 、水 肿 、脑 梗 死 等 ，

炎因子可以通过这些位点上调 MMP-9 的表达，作为一种炎

MMP-9 在脑组织和血中显著升高而起了主导作用。

症介质参与炎症反应。MMP-9 可以将分子质量 26 000 的

(一)MMPs 对 BBB 的影响

TNF-α前体裂解成为具有活性形式的分子质量 17 000 的

BBB 主要由脑毛细血管内皮细胞、内皮细胞间紧密连

TNF- α[9]。 TNF- α 则 可 以 通 过 TNF- α 的 受 体 TNFR 诱 导

接、血管基底膜以及胶质细胞终足构成。基膜是包绕脑毛细

MMP-9 的释放。神经创伤后的炎症反应在创伤后迅速发

血管内皮细胞的一种特殊形式的 ECM，主要由Ⅳ型胶原、层

生，这种无菌性的炎症反应，将产生大量的炎症细胞因子，包

粘连蛋白和纤维连接蛋白等构成，这三者均是 MMPs 的作用

括 TNF、IL-1、IL-6 等，这些炎性细胞因子和 MMP-9 之间存

底物。脑毛细血管细胞间的紧密连接是由跨膜蛋白和胞浆

在着正反馈的关系，从而加剧了脑损伤后的炎症反应。

辅助蛋白(如 ZO-1、ZO-2、ZO-3、AF-6 和 cingulin 等)等构成的

MMPs 激活发生在脑损伤早期，推动了脑外伤后炎症的

复杂连接体，通过胞浆辅助蛋白(主要为 ZO)与细胞骨架相

发生发展。MMPs 破坏血管基底膜，而基底膜的降解使中性

连接，在内皮细胞间形成连续的封闭网 [16]。ZO-1 是 MMP-9

粒细胞能够向损伤脑组织聚集、浸润，由此引发一系列炎性

的作用底物，可被 MMP-9 降解。神经创伤时 MMP-9 活性升

反应。此外，白细胞介素-6、TNF-α等多种细胞因子又可使

高，水解血管基质成分——Ⅳ型胶原、层黏连蛋白和纤维连

MMPs 的表达显著增高，加重组织损伤，形成恶性循环 [13]。

接蛋白，以及紧密连接蛋白 ZO-1，使基膜和紧密连接结构破

因此，在脑损伤、脑缺血后的炎性反应中，MMPs 的作用不容

坏，BBB 通透性增加，导致血管源性脑水肿。抑制 MMPs 活

忽视。
(四)MMPs 参与白质脱髓鞘和轴突变性崩解

性，
可使通透性下降，
减低脑水肿[15-17]。
颅脑损伤后缺血、血流动力学改变、炎症及氧化应激都

髓鞘碱性蛋白(myelin basic protein，MBP)是构成髓鞘的

可以刺激炎性细胞、神经元、内皮细胞和胶质细胞，从而激活

主要蛋白质，在 CNS 内由少突胶质细胞合成和分泌。MBP

MMPs 系统。神经元、星形胶质细胞、少突胶质细胞、小胶质

是 MMP-9 的作用底物，MMP-9 特异性地降解 MBP，对其他

细 胞 、内 皮 细 胞 和 侵 入 的 中 性 粒 细 胞 都 可 以 表 达 大 量

髓鞘蛋白如 PLP 和 DM20 无降解作用 [14]。脑创伤后 MMP-9

MMPs。颅脑损伤所造成的 BBB 开放和破坏机制，是由多种

的活性升高，可降解 MBP，以致髓鞘脱失，白质损伤，脑功能

因素参与的一系列瀑布样反应过程，最终由 MMPs 等蛋白酶

损害。

直 接 参 与 BBB 的 开 放 和 破 坏 。 涉 及 到 的 MMPs 包 括
[10]

三、
展望

MMP-2、MMP-9、MMP-3 以及 MT-MMP 等，起主导作用的是

综上所述，MMPs 在颅脑损伤的继发性损害的发生、发

MMP-2、MMP-9，过度表达的 MMP-9 可破坏 BBB，造成血管

展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它参与了 BBB 的破坏，导致血管源性

源性脑水肿，同时炎性细胞侵入缺血受损的脑组织，从而加

脑水肿、炎性反应、微循环障碍、神经细胞凋亡、白质脱髓鞘

重脑损害。

和轴突变性崩解等。深入研究 MMPs 参与脑损伤后脑继发

(二)MMPs 诱导神经细胞凋亡

性损害的作用机制，可为颅脑损伤的治疗提供新靶标。

正常细胞黏附于 ECM，激活多种信号传导通路，保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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