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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脑外伤是造成死亡和致残的主要原因之一，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公共健康负担，一般治疗的效果欠佳。神经
营养因子具有促进神经干细胞增殖、分化及促进神经元、轴突、树突生长等功能。本文就神经生长因子（ NGF） 、脑源性神经营
养因子（ BDNF） 等神经营养因子在脑外伤后神经发生及功能障碍治疗情况进行综述，阐述神经营养因子治疗脑外伤的最新
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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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umatic brain injury is one of the main causes of death and disability，which has become a worldwide public
health burden，general treatment can not get the expection treatment effect． Neurotrophic factors can promote the prolifer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neural stem cells and promote the growth of neurons，axons and dendrites． This article aims to review the latest
researches of neurotrophic factors such as nerve growth factor（ NGF） and brain － 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BDNF） in treatment of
neurogenesis and dysfunction after traumatic brain inj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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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脑外伤 （ Traumatic Brain Injury，TBI） 是造
成死亡和致残的主要原因之一，已经成为世界范围
［1］

内的公共健康负担

。 脑外伤主要分为原发性脑

的作用。本文对神经营养因子激活 NSCs 治疗脑外
伤后神经发生及功能障碍的最新进展进行综述 ，为
脑外伤的治疗提供参考。

［2］

损伤及伤后数小时至数天发生的继发性脑损伤

。

脑外伤后发生的神经病理生理学过程错综复杂 ，伤
后常出现精神异常和运动及认知等神经功能障碍 ，

1

脑外伤病理发展过程及神经发生
原发性脑损伤主要为外部机械力导致的脑组织

但保护神经元及促进神经元再生的常规治疗方法疗
效欠佳。有研究显示，成年哺乳动物大脑中存在能

损害，会直接损害神经元及血脑屏障，导致不可逆转
的神经损害。继发性脑损伤是原发性脑损伤后引起

自我增殖且在一定情况下能分化为神经元的内源性
［3］
神经干细胞（ neural stem cells，NSCs） 。NSCs 可修

的缺血或缺氧性脑水肿、颅内压升高、脑积水等一系
列继发性复杂变化，可进一步加剧神经元损害。 但

［4］
复脑外伤后受损的神经细胞 ，产生大量的新生神
经元整合入神经功能网络，有助于改善运动、认知及

继发性脑损伤是可逆转的
是脑外伤治疗的重点。

精神障碍。 近年来，以 NSCs 为基础修复中枢神经
系统损伤的技术，主要是神经营养因子激活内源性
干细胞的“补充治疗”和移植外源性干细胞的“替代
［5］
治疗”两种方法 。 神经生长因子是一种蛋白质，
具有支持神经元生长、发育和功维持神经能完整性
项目基金： 四川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基金资助项目（ 17PJ1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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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故控制继发性脑损伤

近年来大量研究表明，脑外伤后哺乳动物脑内
有神经细胞的再生，新生的神经细胞能恢复大脑的
［7］
功能 。脑组织中能增殖和分化为神经元的细胞
NSCs 存在于哺乳动物的 海 马 齿 状 回 （ hippocampal

dentate gyrus，HDG ） 及 室 管 膜 下 区 （ subventricular
zone，SVZ） ［3］。动物实验研究显示，对小鼠进行可
控性大脑皮质打击后，可见脑组织内有新生成的成
熟神经细胞及不成熟神经细胞，冲击力越强越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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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9］
。创伤后神经发生主要分
激更多的神经元生成
为三个阶段： 新生细胞的增殖、新生细胞的靶向区域
［10］

迁徙、定向分化为适当的细胞

。 研究表明，创伤

后产生的神经元能良好地整合到神经功能网络中 ，
HDG 区域的 NSCs 生成与认知功能、学习和记忆有
［10］

直接关系

［11］

接关系

； SVZ 增殖的神经元则与嗅觉分辨有直

。若要恢复受损的神经功能，需要足够数

高新生神经元的生存力、增强树突和突触的形成、控
制影响记忆和认知功能机制的突触，并参与炎症反
［21 － 24］

。 有研究［25］ 表明，TBI 发生后，

应稳态的调控

BDNF 及其受体在脑 组 织 受 伤 部 位 的 表 达 明 显 增
36 h 后恢复至正
高，这种增幅会在 24 h 达到峰值，
常，这可能是 BDNF 作为一种内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26］

减轻 TBI 后的继发性细胞损伤。Khalin 等

对高

量的新生神经元替代受损神经元，内源性 NSCs 增
殖分化能力有限，神经营养因子可提高内源性 NSCs

处坠伤大鼠静脉注射载有 BDNF 的纳米粒时，大鼠
脑内 BDNF 浓度明显升高，且大鼠脑组织损伤及神

的增殖、分化为神经元的能力，从而恢复神经功能。

经认知功能也得以改善。Corne 等

神经营养因子的作用

2

［12］
神经营养因子 是一类有神经营养活性，与神
经细胞生长、存活相关的细胞因子，具有增强神经元

分化、诱导神经干细胞增殖、增强突触形成、防止神
经细胞凋亡等特性，从而支持神经元生长发育、维持
神经网络完整性。其中目前的研究热点有神经生长
因子（ nerve growth factor，NGF） 、脑源性神经营养因
子（ brain － 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BDNF） 、碱性
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 basic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bFGF） 和表皮生长因子（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EGF） 。
2． 1

［27］

控性脑皮质打击造模后，小鼠表现出条件性恐惧障
碍，小鼠前额叶皮质的活动依赖性 BDNF 转录有所
下降，这表明小鼠脑外伤后条件性恐惧障碍与 BDNF
信号传导通路障碍有关。Val66met 是一种 BDNF 基
因的单核苷酸多态性变化，在健康状态下这种突变
会损害 BDNF 前体，并不会影响 BDNF 的神经营养
功能，只是会改变细胞内的蛋白种类及分泌功能 ，导
致在 脑 外 伤 条 件 下 Val66met 对 BDNF 前 体 的 损
害作用变成 了 保 护 作 用，对 脑 外 伤 治 疗 有 积 极 的
［28 － 29］

作用
2． 3

NGF
NGF 是一种最早被发现的神经营养因子，能调

节神经元的生长、营养中枢及外周神经系统。NGF
能增强神经系统基因的表达，促进轴突的定向生长、
树突的分支形成，减少损伤后神经元的丢失，甚至与
心理 － 神经 － 内分泌调节中更加复杂的递质分泌有
［13 － 16］

。Lin 等［17］对脑外伤大鼠采用含有 NGF 基
因的伪慢病毒进行干预，干预后大鼠脑内神经样细

关

胞的轴突生长得到强化，抗氧化、抗炎症的能力增
［18］
强，且 海 马 功 能 得 到 恢 复。Videbech 等
研究显
示，抑郁症患者海马体积减小，这种现象可能与海马
区域神经元减少有关。 推测 NGF 与脑外伤后海马
功能的恢复有关，可能有助于创伤后抑郁的改善。
［16，
19］
研究
表明，对大鼠脑部进行攻击性刺激后，大
鼠血液中 NGF 浓度随着攻击的强度而改变，提示可
通过 NGF 浓度的改变制定应对压力刺激的相关策

对小鼠进行可

。

bFGF 和 EGF
bFGF 与 EGF 是 NSCs 增殖和生长所必备的一
［30］

类分裂素。Tang 等

对脑外伤大鼠的研究表明，

bFGF 能够通过抑制自噬作用来保护细胞免于凋亡 、
［31］

坏死等。有研究

表明，对脑外伤大鼠脑室内注入

EGF 后，大鼠 SVZ 及海马中的新生细胞明显增多，
同时 EGF 受体表达持续增强。 随着海马受损细胞
的减少，治疗后大鼠的认知功能明显改善 ，结果表明
EGF 对脑组织具有神经保护作用。Wang 等［32］研究
表明，bFGF 具 有 保 护 血 管 完 整 性 的 功 能，能 通 过
PI3K / Akt / ＲAC － 1 信号通路保护脑外伤后受损的
血脑屏障，减轻神经血管紊乱、炎症反应等，进而减
轻神经功能障碍。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 1（ insulin －
like growth factor － 1，IHG － 1） 有刺激神经元、胶质
细胞、少突胶质细胞和雪旺细胞蛋白质的合成 ，促进
［33］

神经元存活，抑制细胞凋亡的作 用。 有 研 究

表

略。同时，相关研究 也表明，抑郁症患者下丘脑
－ 垂体 － 肾上腺轴（ HPA 轴） 过度活跃，NGF 能调节

明，在脑外伤后 6 h 对小鼠脑室注射 IHG － 1，可观
察到小鼠海马部位未成熟神经元密度较对照组高 ，

下 HPA 轴，减轻异常糖皮质激素浓度对海马的损
害，具有重要的精神神经内分泌作用 。

且运动功能和认知功能障碍均在 7 天后改善。提示

［20］

2． 2

BDNF
BDNF 的主要功能包括加强神经细胞发生、提

IHG － 1 治疗时间窗至少有 6 h。Santi 等［34］ 对创伤
性脑损伤 后 小 鼠 应 激 反 应 的 研 究 结 果 显 示，循 环
IHG － 1 与小鼠焦虑反应呈负相关，提示 IHG － 1 不
仅是一种焦虑调节因子，可能还具有情绪稳定作用。
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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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与展望

3

颅脑外伤由于其高度异质性，可能是最复杂的
神经系统疾病之一。 神经营养因子能促进 NSCs 的
增殖及分化，促进神经元生长，促进轴突的定向生
长，突触的塑形，增强神经系统基因的表达。Kromer
［13 － 16］
等
研究表明，神经营养因子还能影响涉及心理
－ 神经 － 内分泌调节中更加复杂的递质分泌，具有

维护神经血管完整性的功能等。神经营养因子也能
促进轴突及树突的生长及塑形从而良好地整合神经
功能网络，恢复皮质 － 丘脑 － 杏仁核 － 髓质通路受
损等产生的行为及精神障碍，改善细胞自分泌及旁
分泌，改善血管通透性，以防止脑损伤继续加重。不
同神经营养因子的功能各有所侧重，本文仅阐述了
单一神经营养因子在脑外伤治疗中的应用 ，也有文
［35］

献

报道了两种或几种神经营养因子联合应用的
实验，结果显示联合使用较单一使用的效果更好 ，这

将为脑外伤治疗提供更多的选择 。神经营养因子的
研究不仅可以从不同的神经营养因子浓度 、使用方
式等方面进行研究，还应深入到信号传导通路层面，
从而为神经营养因子的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为脑外
伤治疗提供更加科学、合理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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