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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代谢及铁死亡在心肌病中的作用
及调控机制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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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心肌细胞代谢及死亡方式是心肌病的重要病理生理学基础。许多研究提示，铁代谢紊乱是心肌病发生发展的关
键环节之一。铁是人体重要生理功能所必需的矿物质，参与细胞呼吸、脂质代谢以及蛋白质合成；在病理条件下，铁蓄积
诱导的毒性作用可破坏心肌细胞稳态和活力，导致细胞死亡，即铁死亡。过量的铁则通过芬顿反应诱导过氧化物生成，造
成心肌细胞功能损害。因此，铁死亡在调控心肌病的发生及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总结了铁代谢及铁死亡在心肌
病中的病理生理改变及其调控机制，深刻认识铁代谢及铁死亡的调控靶点将为心肌病防治开辟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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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has been demonstrated that cardiomyocyte metabolism and cell death are the fundamental
progress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rdiomyopathy. Increasing evidences suggest that metabolic imbalance of iron
appears to be involved in the pathophysiology of cardiomyopathy. As we well known, iron is an essential mineral
required for various functions, including cellular respiration, lipid and oxygen metabolism, as well as protein
synthesis. However, cardiomyocyte homeostasis and viability are inclined to be jeopardized by iron-induced
toxicity under pathological stress, which is defined as ferroptosis. In the pathogenesis of cardiomyopathy,
excessive iron is transported into cells that drives cardiomyocytes more vulnerable to ferroptosis by the
accumulation of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through Fenton reaction. The enhanced induction of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in ferroptosis leads cardiomyocytes to become more sensitive to oxidative stress under the exposure of
excess iron. Thus, ferroptosis might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athogenic progression of cardiomyopath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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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cisely targeting ferroptosis mechanisms may be a promising therapeutic option to revert myocardial
remodeling. This review summarizes the pathophysiological alterations from iron homeostasis to ferroptosis
together with signaling transduction with regard to ferroptosis in cardiomyopathy.
【Keywords】Cardiomyopathy; Cardiomyocyte; Cell death; Ferroptosis; Iron metabolism
储存于铁池铁蛋白中[8]。铁蛋白由 24 个亚基组成，

前言
心肌病是以心脏功能持续性、进行性损伤、心
室重塑为特征的心脏病，最终导致心力衰竭，是心

包 括 铁 蛋 白 重 链 （Ferritin Heavy Chain， FTH） 和

铁蛋白轻链 （Ferritin Light Chain，FTL），是维持细

胞内铁水平稳定的主要因素[9]。当细胞处于应激等

源性死亡的主要原因。铁蓄积诱发的毒性作用可破

病理状态时，细胞通过生物合成途径促进线粒体内

坏心肌细胞的稳态和活力，造成心肌细胞死亡，这

血红素及铁硫团簇产生中间体，引起细胞铁离子水

种依赖于铁代谢紊乱的脂质过氧化细胞死亡方式称

平急剧升高[10]。铁的过氧化特性使其易被氧化生成

为铁死亡 （Ferroptosis）。随着心肌病的进展，心肌

有害的 ROS，据此认为，细胞中铁离子转运受到精

细胞内过量的铁通过芬顿反应诱导活性氧 （Reac⁃

确的细胞信号通路调控以维持其生物学功能。Had⁃

tive Oxygen Species, ROS） 增加，促进心肌细胞对

dad 等[11] 研究发现，转录修饰后铁调节蛋白 （Iron

发生、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可能成为心肌病治

sponsive Elements, IREs） 参与调控细胞内铁稳态，

氧化应激敏感性增加[1]。因此，铁死亡在心肌病的
疗的潜在靶点。深入探明铁代谢及铁死亡在心肌病

Regulatory Proteins，IRPs） 和铁反应元件 （Iron Re⁃
如铁的摄入、储存和释放等生理过程，二者可通过

中的病理生理特点及分子调节机制将为该疾病的治

调节铁代谢相关蛋白的合成及功能维持细胞铁离子

疗提供理论基础。

的稳定。当细胞内铁含量较低时，具有双向调节效

1

铁代谢在心肌细胞中的作用及调控机制
事实上，心肌细胞内铁代谢紊乱诱导的 ROS

过度积累、过氧化损伤以及线粒体通透性转移孔

（mitochondrial Permeability Transition Pore, mPTP）
持续开放，是心肌细胞功能障碍的关键因素

[2, 3]

。心

肌细胞损伤激活缺氧诱导因子 （Hypoxia Inducible

Factor， HIF） 并 上 调 转 铁 蛋 白 受 体 1 （Transferrin

Receptor 1, TfR1） 以 及 线 粒 体 铁 蛋 白 （Mitochon⁃
drial Ferritin, FtMt） 的表达，从而导致细胞内及线
粒体中铁过量产生

[4, 5]

。因此，线粒体在心肌病发生

应的 IRPs 通过稳定 TfR1 和 DMT-1 的 mRNA 表达促

进铁的吸收，或通过抑制 mRNA 翻译过程影响铁蛋
白的储铁功能[12]。Lakhal-Littleton 等[13] 认为，心肌

细胞铁调素是影响铁代谢的主要原因，FPN 降解与
铁调素独立相关，可导致 FPN 失活，最终减少铁的

释放。由此推断，在影响心肌细胞铁转运因素中，
仅 FPN 在铁代谢过程中与铁输出相关，证实心肌细
胞对铁超载比其他类型细胞更为敏感。

1.2 心肌细胞线粒体铁代谢的作用及机制
线粒体作为全身能量代谢的细胞器，在心肌病
心功能障碍期间对铁稳态和心肌损伤的调节具有重

过 程 中 具 有 连 接 铁 代 谢 与 ROS 产 生 的 桥 梁 作 用 ，

要影响[14-16]。据报道，线粒体为血红素合成及铁硫

干预提供理论依据。

合位点，形成血红素及铁硫团簇相关蛋白并将其整

抑制线粒体铁相关过氧化反应将为心肌病的诊疗及
1.1 心肌细胞内铁转运及调节机制

早期研究显示，心肌细胞中铁转运主要依赖于

团簇 （Iron Sulfur Clusters，ISCs） 产生提供重要结

合至线粒体氧化磷酸化系统中；进一步通过催化氧
化状态下铁的电子传递，为心脏活动提供持续的能

铁蛋白，铁离子与 TfR1 结合后通过受体介导的内

量，是维持心脏生理活动的必要条件[17]。已证实，

porter 1, DMT-1） 介导的钙-锌转运受体转移至心

胞，线粒体内铁缺乏会限制心肌细胞能量输出，而

二价铁离子可通过细胞基底外侧的转铁素 （Ferro⁃

坏及功能障碍[18]。心肌细胞线粒体内铁相关 ROS 及

吞效应以及二价金属转运体 （Divalent Metal Trans⁃
[6]

肌细胞 。生理状态下，铁除了被储存在铁蛋白内，
portin, FPN） 释放至外周循环[7]；进入心肌细胞的

铁 被 转 运 至 不 稳 定 铁 池 （Labile Iron Pool， LIP），

心肌细胞线粒体中铁的水平明显高于其他类型细
严重的铁超载则通过产生过量 ROS 引起线粒体破
羟自由基的形成诱发线粒体膜电位 （Mitochondrial
Membrane Potential，MMP） 去极化，线粒体通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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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开放，造成线粒体肿胀及线粒体功能异常[19, 20]。
由此可见，线粒体铁浓度与心肌细胞命运密切相
关。另据报道，Tf-TfR 复合物及溶酶体中铁蛋白降
[21]

解是铁由细胞质转运至线粒体的主要来源 ；且

29

调控 FtMt 上游蛋白启动铁死亡。过表达 FtMt 可抑
制线粒体铁过量，从而保护细胞免受铁死亡[29]。
2.2 谷胱甘肽代谢通路

细 胞 内 还 原 型 谷 胱 甘 肽 （Glutathione， GSH）

FtMt 是维持心肌细胞线粒体铁稳态的另一主要原

是机体重要的抗氧化缓冲系统，可通过向 GPX4 提

源序列，通过将铁从细胞质重新分配至线粒体对铁

过氧化物转化为脂质醇，发挥对脂质过氧化的保护

因。FtMt 表达于心肌细胞上，与 FTH 具有高度同

供电子从而抑制铁依赖性 ROS 形成；并将脂质氢

的摄入发挥重要作用[22]。据此推测，心肌细胞 FtMt

作用。内源性谷胱甘肽的生物合成依赖于 Xc-系

使机体 ROS 生成减少 ；FtMt 过表达则显著抑制

porter Solute Carrier Family 7 Member 11，SLC7A11）

表达升高是线粒体 LIP 中铁减少的主要原因，进而
[23]

Erastin 诱导的铁死亡 。由此可见，FtMt 可能是维
[24]

持心肌细胞铁稳态潜在的分子机制及作用靶点。

2

铁死亡的主要调控途径
铁死亡作为新发现的不同于凋亡的程序性细胞

死亡方式，与谷胱甘肽合成耗竭及抗氧化酶失活密
切相关，其特征是铁超载相关 ROS 依赖性脂质过

氧 化 反 应 。 谷 胱 甘 肽 过 氧 化 物 酶 4 （Glutathione
Peroxidase 4, GPX4） 失 活 以 及 多 不 饱 和 脂 肪 酸

统，其由跨膜蛋白转运载体家族 7 成员 11 （Trans⁃
和单通道跨膜调控蛋白家族 3 成员 2 （Solute Carrier
Family 3 Member 2，SLC3A2） 组成；Xc-系统可通

过 1∶1 交 换 谷 氨 酸 和 胱 氨 酸 来 调 节 铁 死 亡[30]。
Hayano 等[31]研究证实，铁死亡诱导剂 Erastin 能直接

抑制 Xc-系统功能，导致 GPX4 失活，且抑制 GPX4
加重脂质过氧化介导的铁死亡，提示 GPX4 介导的
铁死亡途径可能成为心肌病的潜在干预靶点。
2.3 脂质过氧化代谢通路
尽管细胞抗氧化作用在酶联反应中占主导地

（Poly-Unsaturated Fatty Acids, PUFAs） 过氧化是导

位，但长期处于氧化应激状态下，细胞可激活脂质

实，铁死亡参与心肌病发病过程，在小鼠心肌病模

CoA synthetase Long-Chain Family Member4，ACSL4）

[25]

致细胞氧化还原稳态破坏的重要原因 。研究证

型中给予铁死亡抑制剂如利普司他汀-1 （Liprox⁃
statin-1，Lip-1） 能有效保护心肌细胞，提示铁死
[26]

亡可能为治疗心肌病提供新策略 。铁死亡在心肌

代谢相关酶包括酰基辅酶长链家族成员 4 （Acyl-

和溶血磷脂酰胆碱酰基转移酶 3 （Lysophosphatidyl⁃
Choline Acyltransferase 3，LPCAT3） 进而诱导脂质
过氧化反应。PUFAs 被催化生成脂质过氧化物，破

病中相关分子调控通路主要包括铁代谢通路、谷胱

坏细胞形态及功能，如细胞膜缺陷及线粒体收缩功

甘肽代谢通路、脂质过氧化通路、NADPH 氧化酶 4

能障碍，最终诱发铁死亡[32]。进一步观察提示，外

（Activating Transcription Factor, ATF4） 信 号 通 路 、

性，而且抑制细胞膜脂质双分子层的过氧化

（NADPH Oxidase 4, NOX4） 通路、活化转录因子 4
核因子转录相关因子 2 （Nuclear Factor Erythroid 2Related Factor，NRF2） 信号通路等。
2.1 铁代谢通路

铁超载是由细胞内铁失衡或线粒体内铁代谢紊
乱所致，进而影响铁死亡的发生及进展。细胞内铁
调 节 核 受 体 激 动 剂 （Nuclear Receptor Coactivator，

源性不饱和脂肪酸不仅降低细胞对铁死亡的易感
损伤[33]。
2.4 NOX4 信号通路

NOX4 是心肌细胞氧化应激的主要分子介质，

可将 NADPH 中电子转移至氧原子，甚至产生超氧
化物，诱导过氧化反应。抑制 NOX4 介导的氧化应

激反应则缓解心肌细胞毒性及细胞内自由基诱导的

NCOA4） 可通过调节噬铁蛋白进一步抑制细胞内

线粒体损伤。同样，在心力衰竭模型中，敲除

应 元 件 结 合 蛋 白 2 （Iron Responsive Element-

构 。 凋 亡 诱 导 线 粒 体 相 关 因 子 2 （Apoptosis-

[27]

铁蛋白释放铁离子 ；另一个关键编码蛋白为铁响
Binding Protein 2, IREB2） 则主要影响铁蛋白表达

及铁离子转运[28]。铁在线粒体膜上的跨膜转运依赖
于位于线粒体外膜的电压依赖性阴离子通道
（Voltage-Dependent Anion Channel, VDAC）。 当 线

粒体铁离子超载时，VDAC2/3 处于开放状态，通过

NOX4 基 因 可 明 显 改 善 铁 超 载 ， 显 著 逆 转 心 室 重

Inducing Factor Mitochondrial-Associated 2，AIFM2）
作为另一类脂溶性电子载体，不依赖于 GPX4 发挥

抗氧化作用。AIFM2 是 NADPH 依赖的氧化还原酶
辅酶 Q （Coenzyme Q，CoQ） 的重要调控因子，通
过直接调节 CoQ 抗氧化系统抑制铁死亡[3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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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ATF4 信号通路

ATF4 是参与细胞自噬、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

调控的关键转录因子，在生理状态下处于低表达水

平，而在缺氧或内质网应激 （Endoplasmic Reticu⁃
lum Stress，ERS） 刺激下表达水平显著升高。新近

资 料 显 示 ， 激 活 ATF4-C/EBP 同 源 蛋 白 （C/EBP
Homologous Protein，CHOP） 信号通路可靶向诱导
GSH 降解，表明 ATF4-CHOP 信号通路与心肌病所

致心肌细胞铁死亡密切相关。此外，热休克蛋白 5

（Heat Shock Protein 5，HSPA5） 可通过介导内质网
折叠负向调控 GPX4 活性，而 HSPA5 高表达能反馈

性诱导 ATF4 活化，从而提高 GPX4 水平，最终抑

制铁死亡[35]。因此，ATF4-HSPA5-GPX4 级联信号

氧化系统中过量 ROS 及氧自由基生成，从而加重

氧化应激并伴有心肌细胞膜损伤、心血管内皮细胞
功能障碍[38]。研究显示，在缺血早期，心肌细胞中
铁在酸性环境下易于释放，铁介导的芬顿反应增
强，促使低活性的过氧化氢转变为高反应性羟自由
基，因此在心肌缺血期给予铁抑制剂可能有助于减
少自由基产生并缓解心肌细胞缺血损伤[39]。有报道
认为，多种铁代谢相关因素在心肌细胞缺血损伤中
发挥重要调控作用，包括 HIF、FTH 信号转导通路
以及线粒体铁蛋白调控途径。例如，心肌缺血状态

下，HIF 过度激活可通过上调 TfR1 表达引起铁超
载，最终加剧 ROS 诱导的过氧化损伤[40]。另有研究

证实，心肌细胞在发生缺血损伤后给予铁螯合剂有

转导参与氧化应激及代谢过程，进而调控铁死亡。

利于心功能障碍的逆转[41]；在小鼠心肌缺血模型中

2.6 NRF2 信号通路

观察到 FTH 呈表达下调趋势，明显抑制心肌细胞

NRF2 可通过促进铁的储存、减少铁积累以及

上调 SLC7A11 活性增加谷氨酸含量，对铁死亡反

应进行调节。NRF2 受上游信号分子 P62 调控，P62

抑 制 NRF 降 解 及 转 录 功 能 ， 下 调 SLC7A11 表 达 ，
[36]

从而有效抑制铁死亡的发生 。另据报道，NRF2

能调控血红素加氧酶 1 （Heme Oxygenase1，HO-1）
及铁蛋白，进一步影响铁死亡进程；在小鼠心肌病
模型中，敲除 HO-1 基因可加重 Erastin 诱导的铁死
亡，而 NRF2 激活则反馈性促进 HO-1 表达[37]。据

此推断，NRF 作为铁死亡负向调控分子，在心肌病
中发挥重要调控作用。然而，NRF 在心脏其他疾病
中的确切调控机制有待进一步探索。

3

铁死亡与心肌病
心肌病与心力衰竭的进展密切相关，尤其是致

命性心力衰竭，如缺血性心肌病、扩张型心肌病、

结合游离铁的能力，引发氧化应激增强甚至细胞死
亡[42]。此外，线粒体铁蛋白能抑制 ROS 产生，在调

节缺血性心肌病生存和预后中具有重要意义。线粒
体 铁 摄 入 受 线 粒 体 铁 转 换 蛋 白 2 （Mitoferrin2，
MFRN2） 以及线粒体钙单胞体 （Mitochondrial Cal⁃
cium Unipiter， MCU） 调 控 ， 且 线 粒 体 铁 输 出 受
ATP 结 合 亚 族 B （ATP-Binding Cassette Subfamily

B，ABCB） 蛋白影响[43]。因此，线粒体铁调节可能
成为改善缺血性心肌病的有效靶标。
3.2 铁死亡与阿霉素诱导的心肌病
阿霉素是临床常用的抗肿瘤药物，但具有较强
的心脏毒副作用，可引起心功能障碍甚至心力衰
竭。在小鼠模型中，注射阿霉素后导致核周相关因
子 2 （Nuckear factor-E2 related Factor 2， Nfr2） 依

赖性 HO-1 表达明显增强，引发铁超载及脂质过氧
化反应，从而导致铁死亡[44]。进一步观察显示，给

肥厚型心肌病等。终末分化的心肌细胞功能丧失被

予铁死亡抑制剂处理则显著缓解阿霉素所致心脏毒

认为是多发性心肌病发生发展的重要危险因素。然

性作用，提高小鼠生存率，同时铁超载现象减轻，

而，心肌细胞死亡的机制尚未澄清。研究证实，铁

发挥心脏保护作用[45]。因此，靶向干预铁死亡可能

死亡与多种心肌病有关，包括缺血性心肌病、阿霉

成为阿霉素诱导心肌病的潜在治疗措施。

素诱导的心肌病、铁超载心肌病、感染性心肌

3.3 铁死亡与铁超载性心肌病

病等。
3.1 铁死亡与缺血性心肌病

铁超载性心肌病是一种以铁过量导致左心室舒
张功能障碍为特征的心肌病。许多资料显示，铁超

铁死亡是缺血性心肌病发病机制的重要因素之

载可诱发心肌细胞线粒体功能异常，干扰线粒体动

一，在小鼠心肌细胞缺血模型中给予铁死亡抑制剂

力学反应，从而导致心肌细胞发生铁死亡。游离铁

如 Lip-1 可有效保护心肌细胞，提示铁死亡可能为

被心肌细胞摄取后通过芬顿反应介导线粒体氧化应

治疗缺血性心肌病提供新的策略。当心肌细胞长期

激，造成线粒体呼吸下降、线粒体膜电位去极化损

暴露于缺血状态时，铁代谢失衡特别是铁超载促进

伤、线粒体肿胀以及线粒体膜受损[46]。研究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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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螯合剂可有效降低心肌细胞线粒体中的铁含量，
[47]

细胞铁死亡中的科学意义、铁死亡核心调控环节以

减少活性氧的产生，从而缓解线粒体功能紊乱 。

及设计针对性临床试验将有助于多种心肌病的精准

值得指出的是，关于铁死亡在铁超载性心肌病中的

治疗。

确切意义仍有待深入探究。
3.4 铁死亡与糖尿病心肌病

参考文献

糖尿病心肌病是长期、严重糖尿病患者并发的
以左心室收缩功能障碍为特征的心肌病，其发病机

[1]

Iron deficiency impairs contractility of human cardio-

制主要与氧化应激损伤相关。氧化应激反应过程中

myocytes through decreased mitochondrial function[J].

产生多种活性氧及自由基，导致心肌细胞损伤及功
能障碍。糖尿病患者线粒体功能异常、内质网应激

HOES M F, BEVERBORG N G, KIJLSTRA J D, et al.

Eur J Heart Fail, 2018, 20(5): 910-919.
[2]

及多种活性氧酶的激活均可造成心肌细胞活性氧蓄

MORCIANO G, GIORGI C, BONORA M, et al.
Molecular identity of the mitochondrial permeability

[48]

积，促进铁死亡发生，引起糖尿病心肌病 。因

transition pore and its role in ischemia-reperfusion

此，通过抑制氧化应激缓解铁死亡将为糖尿病心肌

injury[J]. J Mol Cell Cardiol, 2015, 78: 142-153.

病的治疗奠定基础。

[3]

Succinate metabolism: a new therapeutic target for

3.5 铁死亡与脓毒性心肌病

myocardial reperfusion injury[J]. Cardiovasc Res, 2016,

脓毒性心肌病是重症脓毒症患者感染所致急性
心功能障碍，是可逆性的并发症，也是脓毒症患者
高死亡率的主要原因之一。据报道，严重感染患者

111(2): 134-141.
[4]

心功能障碍密切相关，常引起心肌细胞凋亡、焦亡

TANG W H, WU S, WONG T M, et al. Polyol pathway
mediates iron-induced oxidative injury in ischemic-

合并脓毒性心肌病可使其病死率增加 65%[49]。脂多

糖 （Lipopolysaccharide， LPS） 攻 击 与 脓 毒 症 所 致

PELL V R, CHOUCHANI E T, FREZZA C, et al.

reperfused rat heart[J]. Free Radic Biol Med, 2008, 45(5):
602-610.
[5]

WOOD J C. Cardiac iron across different transfusion-

及铁死亡等。在脓毒症小鼠模型中，铁死亡过氧化

dependent diseases[J]. Blood Rev, 2008, 22(Suppl 2):

反应标志物环氧化酶-2 （Cyclooxygenase-2，COX-2）

S14-S21.

表达显著上调 ；且 LPS 诱导心肌细胞线粒体损伤
[50]

[6]

al. Two to tango: regulation of mammalian iron

中的形态学异常与铁死亡线粒体改变相符[51]。进一

步 分 析 发 现 ， 在 LPS 诱 导 的 脓 毒 症 心 肌 病 中 ，
NCOA4 表达增加，而铁蛋白水平通过铁吞噬作用

metabolism[J]. Cell, 2010, 142(1): 24-38.
[7]

cardiomyocytes in iron-overload cardiomyopathy[J]. Nat

亡抑制剂处理则可以显著降低脓毒症心肌病动物的

4

OUDIT G Y, SUN H, TRIVIERI M G, et al. L-type Ca2+
channels provide a major pathway for iron entry into

降解，导致铁蓄积，从而引发铁死亡[52]；采用铁死
死亡率。

HENTZE M W, MUCKENTHALER M U, GALY B, et

Med, 2003, 9(9): 1187-1194.
[8]

LANE D J R, BAE D H, MERLOT A M, et al. Duodenal

问题与展望

cytochrome b (DCYTB) in iron metabolism: an update on

综上所述，铁死亡作为依赖于铁代谢紊乱的重

2296.

要调控细胞程序性死亡方式之一，参与了心肌病的

function and regulation[J]. Nutrients, 2015, 7(4): 2274[9]

WATT R K. A unified model for ferritin iron loading by

发生与发展过程。与细胞凋亡等细胞死亡方式不

the catalytic center: implications for controlling "Free

同，目前对于心肌病状态下铁代谢紊乱及铁死亡的

Iron" during oxidative stress[J]. Chem Biol Chem, 2013,

探索和认识仍处于起步阶段，许多重要科学问题亟
待解决，新的防治策略需要探索。例如，对铁代谢
的关键调控靶点、主要细胞死亡途径及信号转导通

14(4): 415-419.
[10] AISEN

P,

ENNS

C,

WESSLING-RESNICK

M.

Chemistry and biology of eukaryotic iron metabolism[J].
Int J Biochem Cell Biol, 2001, 33(10): 940-959.

路的干预是治疗心肌病的潜在治疗方法，这样不仅

[11] HADDAD S, WANG Y, GALY B, et al. Iron-regulatory

可通过抑制铁死亡的方式来减轻心肌病所致内皮功

proteins secure iron availability in cardiomyocytes to

能异常，而且能有效地抑制心室重构，进而针对性

prevent heart failure[J]. Eur Heart J, 2017, 38(5):

地改善心功能障碍。总之，深刻认识铁代谢在心肌

362-372.

32

（Biomedical Transformation），2021 年 12 月，第 2 卷，第 4 期

[12] PATEREK A, MACKIEWICZ U, MĄCZEWSKI M. Iron
and the heart: a paradigm shift from systemic to
cardiomyocyte abnormalities[J]. J Cell Physiol, 2019, 234
(12): 21613-21629.

[24] WANG Y Q, CHANG S Y, WU Q, et al. The protective
role

of

mitochondrial

ferritin

on

erastin-induced

ferroptosis[J]. Front Aging Neurosci, 2016, 8: 308.
[25] CAO J Y, DIXON S J. Mechanisms of ferroptosis[J]. Cell

[13] LAKHAL-LITTLETON S, WOLNA M, CHUNG Y J, et al.
An essential cell-autonomous role for hepcidin in cardiac
iron homeostasis[J]. eLife, 2016, 5: e19804.

Mol Life Sci, 2016, 73(11-12): 2195-2209.
[26] DÍEZ-LÓPEZ C,

COMIN-COLET

J,

GONZALEZ-

COSTELLO J. Iron overload cardiomyopathy: from

[14] LESNEFSKY E J, CHEN Q, TANDLER B, et al.
Mitochondrial dysfunction and myocardial ischemiareperfusion: implications for novel therapies[J]. Annu
Rev Pharmacol Toxicol, 2017, 57: 535-565.

diagnosis to management[J]. Curr Opin Cardiol, 2018, 33
(3): 334-340.
[27] XIE Y, HOU W, SONG X, et al. Ferroptosis: process and
function[J]. Cell Death Differ, 2016, 23(3): 369-379.

[15] RICHARDSON D R, LANE D J R, BECKER E M, et al.

[28] TATEDA C, KUSANO T, TAKAHASHI Y. The

Mitochondrial iron traffcking and the integration of iron

arabidopsis

metabolism between the mitochondrion and cytosol[J].

required for plant growth[J]. Plant Signal Behav, 2012, 7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2010, 107(24): 10775-10782.
[16] VELA D. Keeping heart homeostasis in check through

voltage-dependent

anion

channel

2

is

(1): 31-33.
[29] MALDONADO E N, SHELDON K L, DEHART D N, et

the balance of iron metabolism[J]. Acta Physiol, 2020,

al.

228(1): e13324.

mitochondrial metabolism in cancer cells: regulation by

[17] PAUL B T, MANZ D H, TORTI F M, et al. Mitochondria
and iron: current questions[J]. Expert Rev Hematol, 2017,
10(1): 65-79.

Voltage-dependent

anion

channels

modulate

free tubulin and erastin[J]. J Biol Chem, 2013, 288(17):
11920-11929.
[30] FUJII J, HOMMA T, KOBAYASHI S. Ferroptosis caused

[18] KRUSZEWSKI

M.

Labile

iron

pool:

the

main

determinant of cellular response to oxidative stress[J].
Mutat Res, 2003, 531(1-2): 81-92.

by cysteine insufficiency and oxidative insult[J]. Free
Radic Res, 2020, 54(11-12): 969-980.
[31] HAYANO M, YANG W S, CORN C K, et al. Loss of

[19] CHAN S, LIAN Q, CHEN M P, et al. Deferiprone

cysteinyl-tRNA

synthetase

(CARS)

induces

the

inhibits iron overload-induced tissue factor bearing

transsulfuration pathway and inhibits ferroptosis induced

endothelial

by cystine deprivation[J]. Cell Death Differ, 2016, 23(2):

microparticle

generation

by

inhibition

oxidative stress induced mitochondrial injury, and
apoptosis[J]. Toxicol Appl Pharmacol, 2018, 338:
148-158.

270-278.
[32] ANTHONYMUTHU T S, KENNY E M, SHRIVASTAVA
I, et al. Empowerment of 15-lipoxygenase catalytic

[20] SRIPETCHWANDEE J, KENKNIGHT S B, SANIT J, et

competence in selective oxidation of membrane ETE-PE

al. Blockade of mitochondrial calcium uniporter prevents

to ferroptotic death signals, HpETE-PE[J]. J Am Chem

cardiac

mitochondrial

dysfunction

caused

by

iron

overload[J]. Acta Physiol, 2014, 210(2): 330-341.
[21] GORDAN R, WONGJAIKAM S, GWATHMEY J K, et
al. Involvement of cytosolic and mitochondrial iron in
iron overload cardiomyopathy: an update[J]. Heart Fail
Rev, 2018, 23(5): 801-816.
[22] SANTAMBROGIO P, BIASIOTTO G, SANVITO F, et

Soc, 2018, 140(51): 17835-17839.
[33] NG S W, NORWITZ S G, TAYLOR H S, et al.
Endometriosis: the role of iron overload and ferroptosis[J].
Reprod Sci, 2020, 27(7): 1383-1390.
[34] CHEN X, XU S D, ZHAO C X, et al. Role of TLR4/
NADPH oxidase 4 pathway in promoting cell death
through autophagy and ferroptosis during heart failure[J].

al. Mitochondrial ferritin expression in adult mouse

Biochem Biophys Res Commun, 2019, 516(1): 37-43.

tissues[J]. J Histochem Cytochem, 2007, 55(11): 1129-

[35] WANG N, ZENG G Z, YIN J L, et al. Artesunate

1137.
[23] CAMPANELLA A, ROVELLI E, SANTAMBROGIO P,
et al. Mitochondrial ferritin limits oxidative damage

activates the ATF4-CHOP- CHAC1 pathway and affects
ferroptosis in Burkitt's Lymphoma[J]. Biochem Biophys
Res Commun, 2019, 519(3): 533-539.

regulating mitochondrial iron availability: hypothesis for

[36] ZHU S, ZHANG Q H, SUN X F, et al. HSPA5 regulates

a protective role in Friedreich ataxia[J]. Hum Mol Genet,

ferroptotic cell death in cancer cells[J]. Cancer Res, 2017,

2009, 18(1): 1-11.

77(8): 2064-2077.

33

（Biomedical Transformation），2021 年 12 月，第 2 卷，第 4 期
[37] KERINS M J, OOI A. The roles of NRF2 in modulating
cellular iron homeostasis[J]. Antioxid Redox Signal,
2018, 29(17): 1756-1773.
[38] ZHOU

T,

CHUANG

follow-up[J]. Circulation, 2017, 135(15): 1397-1412.
[45] 方学贤, 蔡昭贤, 王浩, 等 . 铁过载及铁死亡在心脏疾病
中的研究进展[J]. 科学通报, 2019, 64(22): 2974-2987.

C

C,

ZUO

L.

Molecular

[46] DEHART D N, FANG D, HESLOP K, et al. Opening of

characterization of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in myocardial

voltage dependent anion channels promotes reactive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J]. Biomed Res Int, 2015,

oxygen species generation, mitochondrial dysfunction

2015: 864946.

and cell death in cancer cells[J]. Biochem Pharmacol,

[39] CADENAS S. ROS and redox signaling in myocardial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and cardioprotection[J]. Free
Radic Biol Med, 2018, 117(1): 76-89.
potential

of

hydrogen

sulfide

in

myocardial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review) [J]. Acta
Physiol Hung, 2011, 98(4): 369-381.
Treatment with deferoxamine during ischemia improves
and

metabolic

the nomenclature committee on cell death 2018[J]. Cell
Death Differ, 2018, 25(3): 486-541.
[48] DUAN J Y, LIN X, XU F, et al. Ferroptosis and its
potential role in metabolic diseases: a curse or

[41] WILLIAMS R E, ZWEIER J L, FLAHERTY J T.
functional

[47] GALLUZZI L, VITALE I, AARONSON S A , et al.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cell death: recommendations of

[40] DONGÓ E, HORNYÁK I, BENKO Z, et al. The
cardioprotective

2018, 148(2): 155-162.

recovery

and

revitalization? [J]. Front Cell Dev Biol, 2021, 9: 701788.
[49] ZECHENDORF E, O'RIORDAN C E, STIEHLER L, et

reduces

al. Ribonuclease 1 attenuates septic cardiomyopathy and

reperfusion-induced oxygen radical generation in rabbit

cardiac apoptosis in a murine model of polymicrobial

hearts[J]. Circulation, 1991, 83(3): 1006-1014.

sepsis[J]. JCI Insight, 2020, 5(8): e131571.

[42] DROSSOS G, LAZOU A, PANAGOPOULOS P, et al.

[50] SHEN E, FAN J, CHEN R, et al. Phospholipase C

Deferoxamine cardioplegia reduces superoxide radical

gamma1 signalling regulates lipopoly saccharide-induced

production in human myocardium[J]. Ann Thorac Surg,

cyclooxy genase-2 expression in cardiomyocytes[J]. J

1995, 59(1): 169-172.

Mol Cell Cardiol, 2007, 43(3): 308-318.

[43] ICHIKAWA Y, BAYEVA M, GHANEFAR M, et al.

[51] SUN Y, YAO X , ZHANG Q J, et al. Beclin-1-dependent

Disruption of ATP-binding cassette B8 in mice leads to

autophagy protects the heart during sepsis[J]. Circulation,

cardiomyopathy through a decrease in mitochondrial iron

2018, 138(20): 2247-2262.

export[J].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2012, 109(11): 41524157.

[52] LI W, FENG G, GAUTHIER J M, et al. Ferroptotic cell
death

[44] NARAYAN H K, FINKELMAM B, FRENCH B, et al.
Detailed echocardiographic phenotyping in breast cancer

and

TLR4/Trif

signaling

initiate

neutrophil

recruitment after heart transplantation[J]. J Clin Invest,
2019, 129(6): 2293-2304.

patients: associations with ejection fraction decline,
[收稿日期] 2021-12-15

recovery, and heart failure symptoms over 3 years of



（上接第 18 页）
attenuating RhoA/Rho kinase pathway[J]. Hypertension,

J W, SMULDERS N M, et al. Cold-activated brown

2014, 63(6): 1354-1363.

adipose tissue in healthy men[J]. N Engl J Med, 2009,

[45] POTAPOVA T A, BABENKO V N, KOBZEV V F, et al.
Associations
nucleotide

of

cold

polymorphism

receptor TRPM8 gene single
with

blood

lipids

360 (15): 1500-1508.
[47] CLAESSENS-VAN O A, WESTERTERP K R, WOUTERS

and

L, et al. Heat production and body temperature during

anthropometric parameters in Russian population[J]. Bul-

cooling and rewarming in over-weight and lean men[J].

letin of Experimental Biology and Medicine, 2014, 6

Obesity, 2006, 14 (Silver Spring): 1914-1920.

(157): 757-761.
[46] VAN MARKEN LICHTENBELT W D, VANHOMMERIG

[收稿日期] 2021-10-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