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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铁作为一种必需的营养元素 ,在哺乳动物体内的重要作用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 。动物体内

存在着严格的铁代谢调节机制 ,以确保体内铁始终处于正常生理水平。如果铁代谢失调 、体内铁缺

乏或过负荷均会导致各种临床疾病。研究发现 ,肝脏抗菌多肽(hepcidin)很可能是一种控制小肠

铁吸收及调节体内铁稳态的关键物质 ,是一种极为重要的铁调节激素。本文综述了铁的生理作用 、

铁缺乏引起的疾病(如:缺铁性贫血和儿童神经系统疾病)和铁过负荷引起的疾病(如:肝损伤 、心

血管疾病 、帕金森病和癌症等),并对如何利用现代化技术手段在基因水平开展铁紊乱相关疾病的

治疗做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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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importantfunctionofironasanecessarynutritionelementinmammalsismoreandmore

recognizedbypeople.Thenormalphysiologicallevelofironisensuredbytherigidregulationmechanism

ofironmetabolisminanimals.Variousclinicaldiseasesareinducedbyirondisorder, likeirondeficiency

andironoverloadinginthebody.ThecurrentstudyshowedthatHepcidinmaybeakeyfactortocontrol

intestinalironabsorbingandregulatesironhomeostasis, andmaybeanimportantregulatinghormoneofi-

ronmetabolism.Itwassummarizedinthispaperthatthephysiologicalfunctions, irondeficiencydisea-

ses, forinstanceirondeficiencyanemiaandneuraldiseasesofchildren, andironoverloaddiseases, such

asliverdamage, cardiovasculardiseases, Parkinson'sdisease, andcancersetc.Anditwasexpectedhow

todevelopthetherapyofirondisorderdiseasesingenelevelusemoderntechni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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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铁的生物学特性

铁是人体中含量最丰富的一种必需元素 ,正常

人体内铁含量约为 35 ～ 45mg/kg。体内铁按其功能

可分为必需与非必需两种 ,必需铁占体内铁总量的

70%,主要存在于血红蛋白 、肌红蛋白 、血红素酶类

(细胞色素 、细胞色素氧化酶 、过氧化物酶 、过氧化

氢酶)、辅助因子和运输铁中 。铁在动物体内的不

同生理水平上起作用 ,从细胞到分子水平的作用分

为以下几方面:

(一)铁在细胞代谢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在

DNA、RNA和蛋白的合成 ,电子传递 ,细胞呼吸 ,细

胞增殖和分化以及基因表达调节等过程中均需要铁

的参与
[ 1]
。髓磷脂的形成和神经元树突的发育也

需要铁的作用。所以 ,铁元素的动态平衡对于正

常脑的功能特别是学习 、记忆功能 ,是非常重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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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 ,铁还是许多细胞酶类的重要组成部分 ,例如:

氧化酶 、过氧化氢酶 、过氧化物酶 、细胞色素酶 、核苷

酸还原酶 、顺乌头酸酶和一氧化氮合酶
[ 2]
。这些酶

不仅在许多基本的细胞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同时还

与多种疾病的发生有关 ,例如铁紊乱 、癌症 、神经退

行性疾病和机体老化等。然而 ,关于铁影响这些细

胞代谢过程的分子机制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

(二)铁通过作用于特定基因的转录影响细胞

代谢和分化　三种哺乳动物基因蛋白激酶 C-β 、酸

性磷酸酶的 5-型同工酶(或具酒石酸盐抗性的酸性

磷酸酶)和 p21的转录均需要铁的存在。蛋白激酶

C-β是细胞间信号通路蛋白激酶 C家族的一员 ,它

是细胞周期行进和分化所必需的 。酸性磷酸酶的

5-型同工酶是含铁分子 ,它主要在单核细胞和巨噬

细胞中表达。至今还没有完全弄清酸性磷酸酶的

5-型同工酶的功能 ,它可能由 uteroferrin基因编码 ,

已知这种基因编码胎盘铁转运分子 。序列分析表

明 ,铁应答转录激活位点和亚铁血红素应答元件在

酸性磷酸酶的 5-型同工酶基因的启动子(promoter)

区域表达
[ 3]
。 p12是细胞周期调节蛋白(细胞周期

蛋白依赖激酶抑制蛋白家族)的成员之一 。细胞周

期蛋白依赖激酶用于控制细胞周期 , p12使细胞周

期蛋白依赖激酶功能受到抑制 ,从而使细胞周期停

滞于 G1期 。事实上 ,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的分化

要求 G1期细胞周期停滞 ,这种细胞周期停滞可以

由 p21和蛋白激酶 C-β的转录后诱导所调节。在铁

缺乏状态下 ,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的 p21 mRNA不

被诱导 ,细胞不会被阻滞在 G1期 ,但可以被阻滞在

细胞周期的 S期 。最终 ,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开始

广泛的凋亡 。

(三)铁在转录后水平对基因表达的调节　铁

可通过某些转录后调节调控基因的表达 ,保持细胞

铁的动态平衡。在哺乳动物细胞中
[ 4]
,许多重要蛋

白分子的合成受细胞内的铁水平所制约。铁通过与

铁调节蛋白(IRP)的结合 ,调控铁调节蛋白结合于

铁应答元件(IRE);最终决定铁应答元件基因的表

达水平 。至于铁和铁调节蛋白怎样相互作用 ,铁调

节蛋白怎样影响铁应答元件基因的表达已有学者作

了详尽讨论
[ 5]
。在铁调节机制中 ,主要有 5种基因

含有铁应答元件 ,这种铁应答元件位于它们 mRNA

的非翻译区(untranslatedregion, UTR)。这些基因

的表达受细胞中的铁水平影响 ,而这些基因的表达

水平反过来影响细胞内铁的转运 、贮存和利用 。

总之 ,铁的主要生理功能包括:(1)合成血红蛋

白(Hb)、肌红蛋白(Mb)及细胞色素氧化酶等发挥

运输 、贮存氧及传递电子的功能;(2)构成各种金属

酶的必需成分或活化某些金属酶及其辅助因子。目

前已知机体内有 100多种铁酶或铁依赖酶 ,如过氧

化氢酶 、过氧化物酶 、单胺氧化酶等 ,都参与机体诸

多代谢过程(如 DNA合成 ,儿茶酚胺代谢等);(3)

参与激素的合成或增强激素的作用;(4)协助输送

其它元素;(5)参与维持体温 、增加机体抗感染力。

铁元素能增强中性粒细胞杀菌及吞噬功能 ,促进 T、

B细胞增殖 、分化及抗体的产生 ,维护机体正常免疫

功能;(6)合成贮存铁 ,如铁蛋白 、含铁血红素等。

二 、铁缺乏与疾病

(一)铁缺乏与贫血　缺铁性贫血是全球性疾

病 ,世界卫生组织调查结果:成年男性发病率为

10%,女性 40%,儿童 50%;我国报道以妇女和儿童

发病率最高。铁缺乏的进程一般可分为 3个阶段。

首先是骨髓 、肝和胰脏的铁贮存耗竭;随之出现红细

胞生成率下降 ,其主要原因是骨髓铁供应减少;最后

一个阶段是血红蛋白合成明显减少而导致贫血。

铁储存的连续损耗导致铁缺乏性贫血以及一系

列生理功能的消弱。缺铁性贫血(irondeficiencya-

nemia, IDA)患者红细胞膜成分发生改变 ,使红细胞

的跨膜离子交换蛋白的组成受影响 , 膜 Na
+
-K
+
-

ATP酶活性降低。在 IDA大鼠中 ,发现其红细胞抗

氧化酶系统受损 ,这些改变可能致使红细胞变形能

力下降 ,缩短红细胞寿命 ,溶血增加。缺铁性贫血使

认知能力的发展延迟 ,并使智力减弱
[ 6]
。由于铁在

氧转运和氧在肌肉中的储存方面起关键性的作用 ,

所以缺铁性贫血导致工作能力下降
[ 7]
。另外 ,当母

亲患严重贫血时将使母亲和新生胎儿死亡的可能性

加大
[ 8]
。当机体损耗储存铁导致贫血时 ,将削弱免

疫系统的功能 ,但其机制尚未完全阐明 。

炎症因子可使二价金属离子转运体 (divalent

metaltransporter-1, DMT1)介导的非转铁蛋白结合

铁的吸收增加 ,而通过下调铁转运蛋白(ferroportin,

FPT)的合成使胞内铁向胞外的转运减少。从而 ,血

清铁水平 、转铁蛋白和转铁蛋白饱和度在贫血病人

血清中的水平降低 ,而且 ,铁从巨噬细胞的释放也减

少 ,铁趋向于聚集在网状内皮系统 。最新研究证实 ,

25-aa的肝脏抗菌多肽(hepcidin)在铁稳态中起主

要作用。研究发现 , hepcidin基因敲除小鼠出现严

重的铁积累;然而小鼠 hepcidin基因过表达时 ,铁储

存下降 ,小鼠出生时就患有小红细胞蛋白减少性贫

血症
[ 9]
。体外研究显示 ,在地中海贫血症 、其它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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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贫血以及遗传性血色病 (hereditaryhemochro-

matosis, HH)等患者可能下调 hepcidin的表达 ,这

为这些病人的小肠吸收铁和机体铁积累增加等病理

学变化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关于 HH基因水平

的最新研究发现 , hepcidin还可能在由 HFE基因

(一种跨膜蛋白 ,是组织相容性蛋白复合物 MHC-1

家族的一种)突变引起的 HH疾病的致病机理中起

作用 ,这种 HH不太严重 ,但却十分常见 。大部分

HH病例是由 HFE基因的第 282个氨基酸(C282Y)

突变所引起的
[ 8]
。Ahmad和 Bridle等

[ 10, 11]
发现 ,

HFE基因敲除小鼠铁超载时 ,肝脏 hepcidinmRNA

的水平并不增加 ,并且 ,由于 HFE基因突变而引起

的 HH患者 ,尽管肝铁已经超载 ,但其 hepcidinmR-

NA水平比正常人还要低 。由于 HFE基因表达的主

要位点在肝脏枯否细胞和窦状隙细胞 ,所以对铁浓

度的感应应该发生在这些细胞 ,并且能够被传递到

肝细胞 ,从而调节 hepcidin的表达。缺乏 HFE时 ,

可能对铁的感应机制或向肝细胞传递信息的作用被

消弱了 ,从而使 hepcidin对铁浓度的变化反应减弱 。

因此 ,学者们推测 hepcidin是反映机体铁稳态的信

号物质 ,是一个调节因子 ,它能限制十二指肠铁吸

收 ,抑制网状内皮系统的细胞释放铁 。

通过血清转铁蛋白受体 (transferrinreceptor,

TfR)水平的检测 ,可以进行 IDA的早期诊断 。缺铁

性贫血的预防主要通过改变膳食结构和合理的配搭

饮食等方法 ,应推广铁强化食品 ,其易吸收 、价廉 、无

毒副作用 ,这是预防缺铁性贫血的有力措施 。严重

IDA患者包括输血和铁剂治疗 ,但二者均有不良反

应 。

(二)铁缺乏对儿童神经系统的影响　铁缺乏

在儿科是常见的疾病 ,尽管其常见特征是贫血 ,但铁

缺乏常会导致儿童出现多种神经系统疾病 。这些疾

病包括发育迟缓 ,脉搏 、呼吸短暂抑制 ,静脉血栓 ,大

脑假性肿瘤 ,以及颅侧神经积水。尽管缺铁性贫血

能够通过补充铁而改变 ,但其较弱的认知行为能力

却不能恢复
[ 12]
。

大多数对脑铁的研究是在大鼠动物模型中进行

的 。铁由转铁蛋白转运 ,通过受体介导的内吞作用

进入脑内皮细胞 。生后发育早期 ,铁吸收迅速 ,导致

脑铁浓度为三周龄成熟大鼠的 1.5倍 。铁吸收随年

龄增加而逐步减少 。脑铁的分布随年龄变化 ,可能

在神经发育的不同阶段 ,随各脑区对铁的需要不同

而不同
[ 13]
。少突胶质细胞是脑中产生髓磷脂的细

胞 ,脑中大部分的铁都分布在此类细胞中 。由于铁

是胆固醇和脂类生物合成的辅助因子 ,所以在生成

髓磷脂过程中也是必需的 ,并且 ,少突胶质细胞具有

高水平的氧化代谢机制 ,所以在此新陈代谢过程中

需要铁的参与 。在脑发育过程中 ,产生髓磷脂时需

要正常的少突胶质细胞 、铁和铁转运。有人提出 ,大

鼠和人类少突胶质细胞的另外一种功能可能就是储

存和动员中枢神经系统中的铁
[ 14]
。

儿童在脑发育的关键时期出现铁缺乏时 ,将导

致不可逆转的损伤及一系列临床后遗症 ,如发育迟

缓等
[ 15]
。铁缺乏还会影响神经递质 ,神经递质活性

的改变可能是铁缺乏导致临床疾病的原因。在人体

以及动物模型中 ,不正常的多巴胺能神经递质也是

铁缺乏导致发育障碍的原因 。研究发现 ,幼崽大鼠

铁缺乏使醛氧化酶活性下降 ,而此酶是 5-羟色胺降

解的限速步骤 ,从而导致 5-羟色胺水平增高 ,最终

使注意力和学习能力下降。然而这种变化可以通过

铁剂治疗而改善。另外 ,脑发育过程中的化学物质

多胺的含量在铁缺乏或铅中毒时降低 ,这可能是铁

缺乏导致神经发育迟缓的另外一个可能机制 。铁缺

乏时谷胱甘肽代谢机制改变 ,从而使大脑抗氧化作

用降低。这些研究都强调了妊娠期和哺乳期补充足

量铁的重要性 ,以确保婴儿正常的脑部发育和髓鞘

形成 。

大鼠铁缺乏可能会使听力减弱 ,有人认为可能

是由于耳蜗铁依赖性酶活性降低 、螺旋器神经节细

胞减少以及静纤毛的功能变化所致。也有研究者认

为是铁缺乏引起的髓鞘形成改变导致听力减弱。

另外 ,铁缺乏可能导致儿童中风的发生。现今

有三种假说解释儿童铁缺乏与中风之间的联系:第

一种假说认为 ,铁缺乏导致的血小板增多症可能是

一种机制 ,铁能抑制血小板增多症的产生 ,从而调节

血小板的生成 。轻微的铁缺乏导致血小板增多

症
[ 16]
。另一种假说认为 ,铁缺乏引起超凝集状态。

小红细胞性可变形的血液红细胞使血液粘稠度和静

脉血栓的可能性增加。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铁缺乏

会加剧先天性心脏病儿童的病症 ,他们的血液由于

低氧而粘稠度过高。同时 ,这类儿童还伴有脑血管

扩张症 ,后者使血液流动缓慢 ,并加速血栓的形成。

还有一种假说认为 ,缺铁性贫血患者由于输血而引

起的暂时偏瘫和脑梗塞会导致缺氧性贫血。一般情

况下 ,机体可以承受贫血的压力 ,但在患病毒性疾病

时就不能满足代谢需要的增加。代谢过程必须的铁

依赖性酶的减少可以减轻能量代谢和对氧的利用 。

在发展为缺铁性贫血之前就迅速检测出患有铁

·309·生理科学进展 2007年第 38卷第 4期



缺乏 ,可以阻止智力发育永久不健全的出现。 6个

月以上完全母乳喂养的婴儿 ,以及 9到 18个月之间

用牛奶和低铁处方喂养的婴儿患铁缺乏的可能性较

大 。 18个月以后 ,由于食用常规饮食和生长速率下

降 ,对铁的需要降低 ,所以患铁缺乏的危险降低 。所

以 ,测试 9月龄左右和 3月龄左右儿童的铁缺乏情

况可以预防并阻止铁缺乏疾病的产生
[ 17]
。早期儿

童铁缺乏的诊断可以完全基于血液学指标 ,而不用

进行生化研究。血红蛋白含量(Hbcontent, CHr)可

以作为铁缺乏和缺铁性贫血很强的预测值
[ 18]
。研

究证实 ,在婴儿和初学走路的儿童中 ,用 CHr诊断

铁缺乏明显优于血红蛋白 (Hemoglobin, Hb)。然

而 ,预测婴儿和初学走路儿童铁缺乏的合适 CHr值

低于成年人的范围 ,为 29 ～ 32pg/cell。

三 、铁过负荷引起的疾病

铁缺乏性贫血是全世界范围内的营养缺乏性疾

病 ,从而有人通过多吃含铁多的食物 ,防止铁缺乏性

贫血的产生及增加机体健康 ,然而 ,研究发现补充铁

的结果恰恰与此相反 ,因为过量增加饮食铁使一些

人有机体铁过负荷的危险 。过量铁摄入使遗传性血

色病人的病情加重 ,过度的肝损伤使机体氧化压力

加大;在健康的个体 ,补充铁后 ,机体铁储存适度增

加 ,铁吸收和储存增加导致各种临床疾病 (如糖尿

病 ,癌症及心血管疾病)
[ 19]
,虽然二者的联系还没有

完全弄明白 ,但铁过负荷对机体损害的重要性应值

得高度重视 。

(一)铁过负荷时的肝损伤　铁过负荷对一些

脏器的影响已有许多研究 ,其中研究较多的是遗传

性血色病 ,常有严重肝脏纤维化或肝硬化倾向 。铁

作为一种强力催化剂 ,促进氧自由基的产生 ,导致肝

细胞膜磷脂过氧化反应 ,特别是对线粒体和微粒体

膜的过氧化损伤 。铁还可以直接诱导核酸的氧化损

伤 ,导致肝细胞核的破坏而使细胞发生坏死 。轻度

的肝铁积聚可能是非血色病人肝病的致病原因 ,而

遗传性血色病人的 HFE基因突变常导致铁积聚 。

体内铁过量除了原发性血色病人及反复多次接

受输血者之外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长期摄入过量

的铁剂或富含铁食物而造成的 。人类可由于大量食

用铁强化食品 ,红肉(血红素铁),使用铁制炊具 ,超

量服用抗坏血酸 ,饮用柠檬酸 ,嗜酒等而摄入过量的

铁 。特别是由于膳食结构的改变 、强化食品的过度

使用和工业污染等原因 ,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体内的

铁量增加。这种慢性铁中毒主要对肝细胞造成损

害 ,过量的铁形成含铁血黄素沉淀于肝脏 ,干扰肝细

胞功能。

现今 ,仍然有许多需解决的问题 ,如:(1)铁减

少能否升高血清转氨酶水平 ,以及改善肝炎症 、纤维

化和长期预后 ? (2)铁或 HFE突变是否影响免疫

系统 ,以及是否会导致急性病毒性肝炎 ?还有 ,是否

会增加使其发展为慢性肝炎的可能性 ,而不是自发

治愈 ?长期的减少机体铁是否真的能缓解严重的长

期肝病 ,以及减缓肝纤维化 、肝硬化 、肝代谢失调 ,或

使其好转 ?

(二)铁过负荷与心血管疾病　上世纪 80年代

中期 ,美国南卡罗来那州的科学家 JeromeLSullivan

博士 ,首先注意到了身体中铁的贮量与心脏疾病间

的关系 ,因为很多心脏病发作起因于血凝块 ,而铁可

能是促成血凝块形成的一个主要原因。 1992年 ,芬

兰科学家在对 2000名男性研究时也得到了同样的

结论 ,他们发现 ,血液中铁含量水平高的人 ,心脏病

发作的可能性比一般人要高出两倍。

铁在冠心病发病中具有多方面的作用 ,它直接

参与心肌缺血 -再灌注损伤过程 ,影响心脏传导系

统 ,损害心功能;同时又参与动脉粥样硬化形成 ,有

研究表明 ,高铁能使红细胞比容(HCT)升高 ,并有

助于动脉硬化的形成 。在灌注液中很低浓度的

FeCl3· ADP即可明显地增加再灌注所诱发的心室

颤动和心律失常的发生率。国外有人研究发现铁离

子能促进培养中的动脉平滑肌细胞对低密度脂蛋白

的转化作用 ,加速粥样斑块灶的形成 。有高血清铁

蛋白和高血清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人 ,有着明显

的心脏病高发危险。目前 ,身体内铁储存过多而增

加心脏病发病率的机制被认为与生物氧化反应有

关。机体内铁含量降低可能有直接的抗氧化作用。

因为 ,身体内铁储存过多有可能产生游离的铁 ,而游

离铁不但能通过催化 Haber-Weiss反应产生羟基自

由基 ,启动脂质过氧化反应 ,而且它本身亦可能直接

启动脂质过氧化反应。而心脏相对地缺乏抗氧化

酶。因此 ,抗氧化效应对抗心肌损伤是非常重要的。

铁过负荷引起的心脏病的细胞及分子生物学机

制还不清楚 ,因为以前没有合适的心脏铁过负荷实

验动物模型。机体铁增加时 ,人类不能使铁的丢失

增加 ,然而其它动物却能使铁的排出增加。 Carthew

及其同事首先利用蒙古沙鼠 ,通过每周皮下注射右

旋糖苷铁得到铁过负荷动物模型 。铁在此动物心脏

中的聚集和在细胞组织中的分布与铁过负荷病人的

症状相似 。进而有人用单细胞膜片钳实验显示 ,从

铁过负荷沙鼠分离得到的心肌细胞的电压依赖性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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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减弱。又有研究发现 ,铁引起的钠电流的减少

使整个心脏的传导速度降低 ,但这种心脏不正常传

导的致病机理还不清楚。

(三)铁过负荷与帕金森病　脑铁过负荷的可

能机制有:(1)铁的重分配。铁由正常储备的部位

向黑质内发生了转移;(2)黑质内局灶性病变所致;

(3)铁的脱位。帕金森病人 Fe
3+
浓度升高 ,黑色素

与 Fe
3+
大量螯合并将其还原为 Fe

2+
释放出来;氧化

应激产生的自由基如 O
-
2 也可促使 Fe

3+
从铁蛋白上

释放出来成为活性铁 。

帕金森病(Parkinson'sdisease, PD)是由于黑质

致密区(subtantianigraparscompacta, SNc)DA能神

经元的退行性病变导致的疾病 。主要的病理学特征

为 SNc的多巴胺(dopamine, DA)能神经元退变及伴

发的纹状体轴突末梢 DA的耗竭。当 SNc内 DA能

神经元损伤后 , CPU内 DA的释放量减少 ,对运动的

易化作用减弱 ,产生以运动不能 、静止性震颤和肌强

直为临床表现的帕金森病。已知 DA是纹状体的抑

制性递质 ,而 Ach是纹状体内的兴奋性递质 。正常

情况下 ,二者处于平衡状态 ,维持纹状体内 DA与

Ach间比率恒定 ,对正常随意运动的调节非常重要 。

PD时 , DA减少 ,导致 DA/Ach比率变低 ,致使纹状

体减弱或失去抑制作用 ,而 Ach的兴奋作用便相对

增强 ,由此产生不同程度的震颤或运动减少 ,随意运

动困难等症状。现有报道指出 PD中 Fe
2+
:Fe

3+
的

比率由正常时的 3:1降至 1:1,而这一比例恰好是

诱发
.
OH

-
的形成和膜脂质过氧化的最佳比例 。此

时的黑色素为铁选择性集聚及还原提供了良好的场

所 。

(四)铁过负荷与癌症　铁是人和动物必需元

素 ,具有重要的生理生化功能 ,如铁摄入数量过大或

因代谢失常 ,造成过负荷 ,游离铁离子所产生的大量

自由基可损伤 DNA基因 ,削弱乃至丧失核酸控制细

胞分裂的能力 ,引起细胞无限制分裂 ,最终发展成恶

性细胞 。

谢列波洛夫等研究发现 ,在含铁粉尘环境作业

者肺癌发病率高。 Nelson等认为 ,西方国家结肠癌

发病率高 ,很可能与富含铁的高红肉 、高脂肪饮食有

关 。而肉类以牛肉为主 ,而牛肉的含铁量在同类肉

中含铁最高 。血红素的铁卟啉环被破坏 ,释放出来

的铁可以直接作用于结肠。另有人发现 ,许多致癌

理化因子可直接或间接干扰动物和人体铁代谢 ,使

铁排除减少而积蓄增加。

铁过负荷可能的致癌机制:(1)铁是细胞增殖

的必需因子。铁是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 、6-磷酸葡

萄糖酸脱氢酶以及核糖核苷酸还原酶的必需活化因

子。前两种酶是葡萄糖代谢的磷酸戊糖途径的限速

酶 ,对核糖(DNA合成原料)的合成有关键作用 ,而

后一种酶则催化核糖核苷酸转变为脱氧核糖核苷

酸 ,后者为 DNA合成的直接原料。从而铁过负荷有

利于 DNA合成和组织增生。 Blumberg近来指出 ,有

大量铁的肝细胞对乙肝病毒易感 ,并更支持病毒的

复制;(2)铁促进活性氧的产生 ,引发广泛的损伤。

生物膜过氧化程度以及线粒体 、内质网酶结构和功

能的损害与铁超载程度相关 。氧自由基还活化聚 -

ADP-核糖合成酶 ,促进核蛋白的聚 -ADP-核糖化 ,从

而使染色质折叠收缩成有丝分裂的染色体 。线粒

体 、内质网损伤使钙外流 ,导致胞质钙离子浓度剧

升 ,钙离子作为生物信使 ,活化众多的酶 ,促使胞质

中各种成分亦同步进入有丝分裂增殖状态;(3)铁

超载破坏机体对恶性细胞的免疫监视:研究证实 ,浓

度大于 125μmol/L的铁结合于各种大小生物分子

时 ,可抑制单核细胞的吞噬能力和巨噬细胞的杀伤

作用;(4)超载的铁拮抗其它营养元素:高的铁锌比

率可降低锌在消化道的吸收 。铁过负荷时 ,血清铁

蛋白水平升高 ,而锌蛋白水平下降 。这常见于恶性

肿瘤患者 。铁过负荷引发的活性氧的增加 ,使维生

素 E、C等有抗氧化活性的微量营养素耗竭。

四 、展望

在特殊细胞和组织中铁的过负荷促使了感染 、

肿瘤形成 、原发性心肌症和不同的神经退行性疾病

等的发展 ,铁还是侵入性微生物和肿瘤转化性细胞

的一种营养素 。 Hosts曾经建立了一种铁扣除防疫

系统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 ,但是这个系统能被许多

因素影响 。具有特定疾病人群铁过负荷的常规屏蔽

能够为新兴的感染性疾病的流行病学 、诊断学 、预防

疾病学和治疗学的研究提供重要的信息 。众多发展

起来的基因的 、医学的 、免疫学的和行为学的方法用

于阻止反常的铁过负荷和减少其并发症的危害。

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工作的完成 ,以及后基因

组时代的到来 ,肯定将会发现许多种引起铁失调疾

病的基因 。要证实这些基因在铁调节机制中的作

用 ,则需进行基因水平的研究 ,从而找出可疑基因与

疾病之间的联系。另外 ,利用功能染色体组技术 ,例

如生物信息学 、DNA显微排列技术和蛋白芯片技术

(proteomicplatforms)等研究这些候选基因将会带来

极其重要的信息 ,从而清楚的证实特殊基因改变和

铁失衡易感性之间的联系 。同时 ,这些疾病基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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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翻译将会使快速 、敏感 、特效 、价廉的临床治疗得

到极大的应用。在分子药物时代 ,这些新兴的基因

型方法将用来诊断铁失调病人的症状 ,尤其是对于

那些尚未出现症状但很可能会得铁失调疾病的人来

说更为重要 。

近年来 ,有关铁失调方面的研究进展表明:铁 、

铜调节机制和中枢神经系统 、免疫神经系统之间有

一种综合的 、紧密的关系。许多重要问题尚未阐明:

是否还有其它的铁动态平衡调节存在 ,如转铁蛋白

和其调节蛋白? 什么分子的功能可作为铁的传感

器 ?这些最新的铁应答元件基因的功能是什么 ?这

些问题表明目前在治疗铁代谢失调方面还不很成

熟 。然而 ,我们相信 ,铁调节机制的分子 、生化方法

和对铁感受活动的基本机制研究的发展将最终

导致调节铁吸收 、转运和储存的治疗方法的建

立。这些治疗方法的介入将会给铁失调病人带来

福音。

参 考 文 献

1　ConradME, UmbreitJN, MooreEG.Ironabsorptionand

transport.AmJMedSci, 1999, 318:213 ～ 229.

2　AlexDSheftel, SangwonFKim, PremPonka.Proteinsyn-

thesis, post-translationmodification, anddegradation:Non-

hemeinductionofhemeoxygenase-1doesnotaltercellulari-

ronmetabolism.JBiolChem, 2007, 10:1074.

3　ReddySV, AlcantaraO, BoldtDH.AnalysisofDNAbind-

ingproteinassociatedwithhemin-inducedtranscriptioninhi-

bition.Theheminresponseelementbindingproteinisahet-

erogeneouscomplexthatincludestheKuprotein.Blood,

1998, 91:1793 ～ 1801.

4　PaulineTL, MarjaH, PerAP, etal.Theroleofironin

healthanddisease.MolecularAspectsofMedicine, 2001,

22:1 ～ 87.

5　HaileDJ.Regulationofgenesofironmetabolismbythei-

ron-responseproteins.AmJMedSci, 1999, 318:230 ～

240.

6　Grantham-McGregorS, AniC.Areviewofstudiesonthe

effectofirondeficiencyoncognitivedevelopmentinchil-

dren.JNutr, 2001, 131:649s～ 666s.

7　HaasJD, BrownlieT.Irondeficiencyandreducedworkca-

pacity:acriticalreviewoftheresearchtodetermineacausal

relationship.JNutr, 2001, 131:676s～ 688s.

8　AllenLH.Ironsupplements:scientificissueconcerningeffi-

cacyandimplicationsforresearchandprograms.JNutr,

2002, 132:813s～ 819s.

9　NicolasG, BennounM, PorteuA, etal.Severeirondefi-

ciencyanemiaintransgenicmiceexpressingliverhepcidin.

ProcNatlAcadSciUSA, 2002, 99:4596 ～ 4601.

10　AhmadKA, AhmannJR, MigasMC, etal.　Decreased

liverhepcidinexpressionintheHfeknockoutmouse.Blood

Cells, 　Molecules, andDiseases, 2002, 29:361～ 366.

11　BridleKR, FrazerDM, WilkinsSJ, etal.Disruptedhep-

cidinregulationinHFE-associatedhaemochromatosisand

theliverasaregulatorofbodyironhomoeostasis.Lancet,

2003, 361:669 ～ 673.

12　LozoffB, JimenezE, HagenJ, etal.Poorerbehavioral

anddevelopmentaloutcomemorethan10 yearsaftertreat-

mentforirondeficiencyininfancy.　Pediatrics, 2000,

105:E51.

13　BeardJL, FeltB, SchallertT, etal.Moderateirondefi-

ciencyininfancy:biologyandbehaviorinyoungrats.Be-

havBrainRes, 2006, 170:224 ～ 232.

14　ZhangX, SurguladzeN, Slagle-WebbB, etal.Cellulari-

ronstatusinfluencesthefunctionalrelationshipbetweenmi-

crogliaandoligodendrocytes.　Glia, 2006, 54:795 ～

804.

15　PineroDJ, LiNQ, ConnorJR, etal.Variationsindietary

ironalterbrainironmetabolismindevelopingrats.JNutr,

2000, 130:254 ～ 263.

16　MacAllisterWS, BelmanAL, MilazzoM, etal.Cognitive

functioninginchildrenandadolescentswithmultiplesclero-

sis.Neurology, 2005, 64:1422 ～ 1425.

17　MedeirosDM, StoeckerB, PlattnerA, etal.Irondeficien-

cynegativelyaffectsvertebraeandfemursofratsindepend-

entlyofenergyintakeandbodyweight.　JNutr, 2004,

134:3061 ～ 3067.

18　CrowellR, FerrisAM, WoodRJ, etal.Comparativeeffec-

tivenessofzincprotoporphyrinandhemoglobinconcentra-

tionsinidentifyingirondeficiencyinagroupoflow-in-

come, preschool-agedchildren:Practicalimplicationsof

recentillness.Pediatrics, 2006, 118:224 ～ 232.

19　SeppanenK, SoininenP, SalonenJT, etal.Doesmercury

promotelipidperoxidation? Aninvitrostudyconcerning

mercury, copper, andironinperoxidationoflow-density

lipoprotein.BiolTraceElemRes, 2004, 101:117 ～ 132.

·312· 生理科学进展 2007年第 38卷第 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