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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

线粒体分裂抑制剂对心肺复苏后脑功能
及神经元凋亡的影响
李毅    王鹏    林嘉莉    黄子通

【摘要】 目的 探讨线粒体分裂抑制剂 1（mdivi-1）在复苏后大鼠脑损伤中的作用及其机制。方法    将
50 只健康成年雄性 SD 大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假手术组（Sham 组，n＝8）、心搏骤停模型组（CA 组，n＝14）、
二甲基亚砜对照组（DMSO 组，n＝14）和 mdivi-1 组（n＝14）。以窒息法诱导大鼠 CA 后进行心肺复苏（CPR）； 
自主循环恢复（ROSC）后，mdivi-1 组静脉注射 1.2 mg/kg mdivi-1 进行干预，DMSO 组注射等体积 0.1%DMSO。 
复苏后 24、 48 和 72 h，对各组大鼠进行神经功能缺损评分（NDS）；复苏后 72 h 留取各组大鼠脑组织，苏木

素 - 伊红（HE）染色，观察海马组织病理学改变，并计数正常神经元；采用原位末端缺刻标记法（TUNEL）检

测海马组织神经元凋亡；采用蛋白质免疫印迹试验（Western Blot）检测线粒体和胞质中细胞色素 C （Cyt-C）蛋

白表达。结果    各实验组复苏后 NDS 评分逐渐升高；CA 组复苏 24、 48、 72 h NDS 评分较 Sham 组明显降低

（分：51.5±3.7 比 80.0±0.0， 59.3±3.6 比 80.0±0.0， 66.7±2.6 比 80.0±0.0，均 P＜0.05）；海马 CA1 区正常

椎体神经元明显减少（个 /HP ：4.4±1.1 比 23.1±4.0，P＜0.05），神经元凋亡指数明显增加〔（86.9±6.9）% 比

（3.4±0.8）%，P＜0.05〕，线粒体 Cyt-C 表达明显减少（A 值：0.46±0.18 比 1.00±0.00，P＜0.05），胞质 Cyt-C
表达明显增加（A 值：6.65±0.21 比 1.00±0.00，P＜0.05）。mdivi-1 组复苏后 24 h 和 48 h NDS 评分较 CA 组

有所提高（分：55.2±3.3 比 51.5±3.7， 64.7±2.4 比 59.3±3.6，但均 P＞0.05）， 72 h 时 NDS 评分明显提高 
（分：74.5±2.3 比 66.7±2.6，P＜0.05）；海马 CA1 区正常椎体神经元明显增加（个 /HP ：16.2±2.4 比 4.4±1.1，

P＜0.05），神经元凋亡指数明显降低〔（42.3±3.9）% 比（86.9±6.9）%，P＜0.05〕，线粒体 Cyt-C 表达明显

增加（A 值：0.83±0.22 比 0.46±0.18，P＜0.05），胞质 Cyt-C 表达明显减少（A 值：3.84±0.47 比 6.65±0.21， 
P＜0.05）。DMSO 组与 CA 组各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mdivi-1 可能通过抑制 CA-CPR 大鼠线

粒体途径的 Cyt-C 释放，以减少神经元凋亡，促进 CPR 后脑功能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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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mitochondrial division inhibitor on neurological function and neuronal apoptosis in rats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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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mitochondrial division inhibitor 1 ( mdivi-1 ) in rats 
after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 CPR ) and its mechanism. Methods Fifty Sprague-Dawley ( SD ) rats were 
randomly ( random number table ) divided into sham group ( n = 8 ), cardiac arrest ( CA ) model group ( n = 14 ), dimethyl 
sulfoxide post-treatment control group ( DMSO group, n = 14 ), and mdivi-1 post-treatment group ( mdivi-1 group,  
n = 14 ). Asphyxial CA was reproduced in animals, and they were resuscitated by CPR. In the mdivi-1 group or DMSO 
group, the animals were given mdivi-1 ( 1.2 mg/kg ) or DMSO ( 0.1% ) intravenously after restoration of spontaneous 
circulation ( ROSC ). The neurological functions were assessed using neurological deficit score ( NDS ) determined at 
24, 48 and 72 hours after CPR. The brain tissues were harvested at 72 hours after CPR. The histopathologic changes 
were assessed by hematoxylin and eosin ( HE ) staining, and the normal neuron was counted. The neuronal apoptosis 
was assessed with terminal dexynucleotidyl transferase-mediated dUTP nick end labeling ( TUNEL ) staining, and the 
expressions of cytochrome C ( Cyt-C ) protein in mitochondria and cytoplasm from hippocampus were determined by 
Western Blot. Results NDS in all experiment groups was gradually increased after CPR, and they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sham group at 24, 48, and 72 hours ( 51.5±3.7 vs. 80.0±0.0, 59.3±3.6 vs. 80.0±0.0, 
66.7±2.6 vs. 80.0±0.0, all P < 0.05 ). The number of normal pyramidal neurons in the hippocampal CA1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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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肺复苏（CPR）的普及与急救体系的完善，使

越来越多的心搏骤停（CA）患者得到早期救治，但

即使早期复苏成功，大部分仍会因复苏后脑损伤而

死亡［1］。细胞凋亡是 CA 及 CPR 后脑损伤的主要病

理因素，而线粒体在细胞凋亡中居重要地位［2-4］。研

究发现，线粒体形态学改变尤其是线粒体分裂能促

进细胞凋亡［5］。线粒体分裂抑制剂 1（mdivi-1）是

一种喹唑酮类衍生物，可通过选择性抑制动力相关

蛋白 1（Drp1）来发挥作用［6］。有研究报道，mdivi-1
可通过抗凋亡作用来提高视网膜缺血损伤中神经

节细胞存活率［7］。然而，目前国内外对线粒体分裂

在复苏后脑损伤的作用尚未见报道，具体机制亦尚

未阐明。本实验拟通过观察 mdivi-1 后处理对大

鼠复苏后脑功能和神经元凋亡的影响，并检测线粒

体凋亡因子细胞色素 C（Cyt-C）的变化，初步探讨

mdivi-1 对复苏后脑损伤的作用机制。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动物及主要试剂：SPF 级雄性 SD 大鼠，体

质量（400±50）g，由中山大学动物实验中心提供，

动物许可证号：SYXK（粤）2012-0081。mdivi-1（美

国 Sigma 公司），原位末端缺刻标记法（TUNEL）细

胞凋亡检测试剂盒（德国 Roche 公司），组织线粒体

分离试剂盒（碧云天生物科技公司），兔抗鼠 Cyt-C
单克隆抗体（美国塞信通公司）。大鼠 CPR 装置由

中山大学心肺脑复苏研究所研制（国家发明专利

号：ZL 2006 1 0037154.3 ；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号：ZL 
2006 2 0063261.9）。
1.2    实验分组及处理： 按随机数字表法将大鼠分

为假手术组（Sham 组，n＝8）、CA 模型组（n＝14）、
二甲基亚砜（DMSO）对照组（n＝14）和 mdivi-1 处

理组（n＝14）。CA 模型组于 CA 后进行常规 CPR ；

mdivi-1 处理组于自主循环恢复（ROSC）后经左股

静脉注射 1.2 mg/kg mdivi-1 ；DMSO 对照组则注射

等体积 0.1%DMSO。Sham 组仅进行动静脉置管和

气管插管等，不诱导 CA 及 CPR。

1.3    模型制备：静脉注射维库溴铵 1 mg/kg 并夹闭

气管诱导大鼠 CA，以平均动脉压（MAP）＜20 mmHg 
（1 mmHg ＝0.133 kPa）作为模型制备成功的标准。

CA 6 min 后利用 CPR 装置以 250 次 /min 心脏按压

和 50 次 /min 同步机械通气，按压 2 min 后给予肾上

腺素 25 μg/kg。ROSC 定义为恢复室上性心律，MAP
维持在 60 mmHg 持续 5 min 以上。若按压 4 min 后

仍无 ROSC 则停止 CPR。ROSC 后持续通气 1 h。
 本实验中动物处置方法符合动物伦理学要求。

1.4    检测指标及方法：各组均于复苏后 72 h 断头处

死动物，取脑组织备检。

1.4.1    脑功能评测：分别于复苏后 24、 48、 72 h 采

用神经功能缺损评分（NDS）方法评价脑功能，NDS
包括整体表现、脑干功能、运动评估、 感觉评估、运

动平衡、行为学和癫痫。NDS 评分为 0～80 分，0 分

为脑死亡，80 分为脑功能正常。

1.4.2　病理学观察：取脑组织，用 4%多聚甲醛固定，

脱水后石蜡包埋，制备 4 μm 厚石蜡切片，常规苏木

素 - 伊红（HE）染色，光镜下观察海马组织 CA1 区

病理改变。每张切片随机选取 6 个高倍视野，计数

每个高倍视野内的正常神经元数，取均值。

1.4.3    神经元凋亡检测：取脑组织，制备 4 μm 厚石

蜡切片，按 TUNEL 检测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凋

亡细胞呈棕黄色染色。每张切片随机选取 6 个高

倍视野，计数每个高倍视野内的凋亡细胞数，并计

was markedly reduced ( cells/HP: 4.4±1.1 vs. 23.1±4.0, P < 0.05 ), the apoptotic index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 ( 86.9±6.9 )% vs. ( 3.4±0.8 )%, P < 0.05 ], the expressions of Cyt-C in mitochondria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 A value: 0.46±0.18 vs. 1.00±0.00, P < 0.05 ),  and the expressions of Cyt-C in cytoplasm were significantly  
up-regulated ( A value: 6.65±0.21 vs. 1.00±0.00, P < 0.05 )．Compared with the CA group, NDS at 24 hours and  
48 hours in mdivi-1 group was slightly increased ( 55.2±3.3 vs. 51.5±3.7, 64.7±2.4 vs. 59.3±3.6, both P > 0.05 ),  
and it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t 72 hours ( 74.5±2.3 vs. 66.7±2.6, P < 0.05 ), the number of normal pyramidal 
neurons in the hippocampal CA1 region was markedly increased ( cells/HP: 16.2±2.4 vs. 4.4±1.1, P < 0.05 ), the 
apoptotic index was dramatically reduced [ ( 42.3±3.9 )% vs. ( 86.9±6.9 )%, P < 0.05 ], the expressions of Cyt-C 
in mitochondria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 A value: 0.83±0.22 vs. 0.46±0.18, P < 0.05 ), and the expressions 
of Cyt-C in cytoplasm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 A value: 3.84±0.47 vs. 6.65±0.21, P < 0.05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bove indexes between CA group and DMSO group. Conclusion By inhibiting 
mitochondrial Cyt-C apoptotic pathway to reduce neuronal apoptosis in rats after CA-CPR, mdivi-1 can improve brain 
function after CPR．

【Key words】 Cardiac arrest;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Mitochondrial division inhibitor; Cytochrome C; 
 Apopt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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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凋亡指数（凋亡指数＝凋亡细胞数 / 有核细胞总 
数 ×100%），取均值。

1.4.4    线粒体分离及纯化：分离大鼠海马组织并称

重，立即按照组织线粒体提取试剂盒说明书分离和

纯化线粒体，线粒体提取过程中的操作均在冰浴中

进行，离心均在 4 ℃条件下进行。

1.4.5    蛋白质免疫印迹试验（Western Blot）测定海

马组织线粒体及胞质中 Cyt-C 的蛋白表达：用 BCA
蛋白定量试剂盒分别测定线粒体及胞质中的蛋白浓

度。取 30 μg 蛋白进行凝胶电泳后转至聚偏二氟乙

烯（PVDF）膜上，用 5% 脱脂奶粉室温封闭 1 h，加
Cyt-C 一抗、β- 肌动蛋白（β-actin）一抗和细胞

色素C氧化酶亚基Ⅳ（Cox-Ⅳ）一抗 4 ℃孵育过夜，

继而用二抗室温孵育 1 h，加入底物化学液发光，凝

胶成像系统曝光。用 Gel-pro 软件求出各蛋白的吸

光度（A）值，以目的条带与内参 Cox- Ⅳ或 β-actin
的 A 值比值反映目的蛋白的相对表达量。

1.5    统计学方法：应用 SPSS 20.0 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计量资料用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多个样

本均数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

LSD- t 检验。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动物一般情况：各组大鼠体质量、心率、MAP、
体温、呼气末二氧化碳分压（PETCO2）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均 P＞0.05），说明资料均衡，具有可比性。

2.2    脑功能变化（表 1）：各实验组大鼠复苏后 24 h 
NDS 评分均较 Sham 组显著降低（均 P＜0.05），之后

逐渐升高；而 mdivi-1 组复苏后 72 h NDS 评分明显

高于 CA 组（P＜0.05）。而复苏后各时间点 DMSO
对照组 NDS 评分与 CA 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均 P＞0.05）。提示 mdivi-1 可以改善 CPR 后大

鼠脑功能。

表 1    mdivi-1 后处理对 CA 大鼠复苏后
各时间点脑功能的影响（x±s）

组别
动物数

（只）

NDS 评分（分）

复苏后 24 h 复苏后 48 h 复苏后 72 h

Sham 组   8 80.0±0.0 80.0±0.0 80.0±0.0
CA 模型组 14 51.5±3.7a 59.3±3.6a 66.7±2.6a

DMSO 对照组 14 52.6±3.0a 60.8±4.3a 68.2±2.5a

mdivi-1 组 14 55.2±3.3a 64.7±2.4a 74.5±2.3ab

F 值   126.807    56.219    46.167
P 值  ＜ 0.001  ＜ 0.001 ＜ 0.001

  注：mdivi-1 为线粒体分裂抑制剂 1，CA 为心搏骤停，Sham 为

假手术，DMSO 为二甲基亚砜，NDS 为神经功能缺损评分；与 Sham
组比较，aP＜0.05；与 CA 模型组比较，bP＜0.05 

表 2    mdivi-1 后处理对 CA 大鼠复苏后 72 h 海马
CA1 区神经元数量和神经元凋亡的影响（x±s）

组别
动物数

（只）

正常神经元

数量（个 /HP）
凋亡指数

（%）

Sham 组   8 23.1±4.0   3.4±0.8
CA 模型组 14   4.4±1.1a 86.9±6.9a

DMSO 对照组 14   6.8±1.3a 85.3±5.6a

mdivi-1 组 14 16.2±2.4ab 42.3±3.9ab

F 值    59.923  330.713
P 值 ＜ 0.001 ＜ 0.001

  注：mdivi-1 为线粒体分裂抑制剂 1，CA 为心搏骤停，Sham 为

假手术，DMSO 为二甲基亚砜；与 Sham 组比较，aP＜0.05 ；与 CA 模

型组比较，bP＜0.05

图 1    光镜下观察各组大鼠海马 CA1 区神经元病理
学改变    假手术组（Sham 组，A）椎体神经元排列紧密，结

构清晰；心搏骤停（CA）模型组（B）和二甲基亚砜（DMSO）
对照组（C）椎体神经元胞质深染，胞核固缩，细胞结构缺失；

线粒体分裂抑制剂 1（mdivi-1）后处理组（D）神经元排列

尚规则，可见部分完整细胞结构，神经元损伤程度减轻    HE    
高倍放大

2.3    海马区病理结构改变（图 1 ；表 2）：CA 组和

DMSO 对照组海马 CA1 区椎体神经元胞质深染，胞

核固缩，细胞结构缺失；mdivi-1 组神经元排列尚

规则，可见部分完整的细胞结构，神经元损伤程度

减轻。与 Sham 组相比，各实验组海马 CA1 区正常

神经元数量均明显减少（均 P＜0.05）；而 mdivi-1
组正常神经元数量较 CA 组明显增加 （P＜0.05）。
DMSO 对照组与 CA 组正常神经元数量相比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

2.4    海马区神经元凋亡（表 2 ；图 2）：Sham 组海马

CA1 区罕见神经元凋亡。各实验组海马 CA1 区神

经元凋亡指数均较 Sham 组明显增加 （均 P＜0.05）；

而 mdivi-1 组神经元凋亡指数较 CA 组明显减少

（P＜0.05）。DMSO 对照组与 CA 组神经元凋亡指数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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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海马组织 Cyt-C 蛋白表达（图 3 ；表 3）：与

Sham 组相比，CA 组和 DMSO 对照组海马组织线粒

体 Cyt-C 表达明显减少，胞质 Cyt-C 水平明显增加

（均 P＜0.05），而后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
0.05）。mdivi-1 组线粒体 Cyt-C 表达较 CA 组明显

增加，且接近 Sham 组水平；胞质 Cyt-C 表达较 CA
组明显减少，但仍明显高于 Sham 组 （均 P＜0.05）。

3    讨    论
 脑组织对缺血缺氧非常敏感，CA 时全脑缺血

损伤是一种完全性缺血缺氧性脑损伤，而复苏后再

灌注又会导致脑组织发生一系列继发性病理生理改

变，都可造成脑功能损伤［8］，甚至近半数患者出现永

久性认知功能障碍［1］。神经元凋亡是复苏后存活患

者脑功能损伤的重要因素，因此，抑制复苏后脑神经

元凋亡的发生发展，可能是减少继发性脑功能损伤

的重要保护措施［9-10］。

 近年来，线粒体在缺血 / 再灌注（I/R）损伤导

致细胞凋亡机制中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11］。通过

三维成像技术我们发现，线粒体是一种高度动态的

细胞器，不断发生着融合与分裂［12］。多种细胞凋亡

模型证实，线粒体分裂参与细胞凋亡过程［13-14］。线

粒体分裂是受一系列蛋白精确调控的复杂的生物

学过程，Drp1 是线粒体分裂调控的关键蛋白［14-15］。

研究证实，Drp1 依赖的线粒体分裂参与了哺乳动

物的细胞凋亡过程，线粒体在凋亡过程中会发生大

量的片段化，并伴随着线粒体外膜通透性的增加和

Cyt-C 的释放［16］。Drp1 的显性失活突变体或基因

敲除 Drp1 可以抑制线粒体片段化、凋亡关键因子

Bax 激活及插入、Cyt-C 释放等细胞凋亡表现［17］。

有研究表明，缺血前给予线粒体分裂抑制剂 mdivi-1
处理能改善心肌 I/R损伤［18］。Grohm等［19］研究发现，

mdivi-1 也可以减轻谷氨酸兴奋性毒性和氧糖剥夺

引起的神经元损伤，并且可以减小局灶性脑缺血的

梗死面积。

 本实验通过窒息法构建大鼠 CA-CPR 模型，并

应用 mdivi-1 后处理，观察 mdivi-1 在复苏后全脑缺

血损伤中的作用。结果证实，应用 mdivi-1 后处理

可减轻大鼠缺血神经元损伤，使脑功能逐渐好转，提

示抑制线粒体分裂可以减轻复苏后引起的全脑缺血

损伤，促进脑功能恢复。同时我们还发现，复苏后大

鼠神经元凋亡率显著增加，mdivi-1 后处理能显著

减少神经元凋亡，其机制可能是通过抑制线粒体内

外膜间隙蛋白 Cyt-C 的释放，从而抑制神经元凋亡，

尚有待探讨。

 研究表明，Cyt-C 释放激活天冬氨酸特异性半

光氨酸蛋白酶（caspase）系统，是经典的线粒体依

赖性细胞凋亡途径的关键步骤。在线粒体依赖性细

胞凋亡途径中，线粒体膜通透性升高和线粒体膜电

位下降是线粒体形态功能改变的首要步骤，Cyt-C
从线粒体内外膜间隙释放到胞质是该凋亡过程的

-

-

-

-

-

图 2    光镜下观察各组大鼠海马 CA1 区神经元凋
亡情况    凋亡细胞呈棕黄色；假手术组（Sham 组，A）罕

见神经元凋亡；心搏骤停（CA）模型组（B）和二甲基亚砜

（DMSO）对照组（C）有大量神经元凋亡；线粒体分裂抑制

剂 1（mdivi-1）后处理组（D）有少量神经元凋亡    TUNEL    
高倍放大

Cyt-C 为细胞色素 C，Sham 为假手术，CA 为心搏骤停，DMSO
为二甲基亚砜，mdivi-1 为线粒体分裂抑制剂 1； Cox- Ⅳ为 

细胞色素 C 氧化酶亚基Ⅳ，β-actin 为 β- 肌动蛋白

图 3    蛋白质免疫印迹试验（Western Blot）检测各组
大鼠海马组织线粒体和胞质中 Cyt-C 的蛋白表达

表 3    mdivi-1 后处理对 CA 大鼠复苏后 72 h 脑组织
线粒体和胞质中 Cyt-C 蛋白表达的影响（x±s）

组别
动物数

（只）

Cyt-C 蛋白（A 值）

线粒体 胞质

Sham 组   8 1.00±0.00 1.00±0.00
CA 模型组 14 0.46±0.18a 6.65±0.21a

DMSO 对照组 14 0.48±0.15a 6.28±0.39a

mdivi-1 组 14 0.83±0.22b 3.84±0.47ab

F 值     13.421  552.314
P 值 ＜ 0.001 ＜ 0.001

  注：mdivi-1 为线粒体分裂抑制剂 1，CA 为心搏骤停，Cyt-C 为

细胞色素 C，Sham 为假手术，DMSO 为二甲基亚砜；与 Sham 组比较，
aP＜0.05；与 CA 模型组比较，bP＜0.05



·  954  · 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  2015 年 12 月第 27 卷第 12 期　Chin Crit Care Med，December 2015，Vol.27，No.12

重要环节［20］。释放至胞质的 Cyt-C 在三磷酸腺嘌

呤脱氧核苷酸（dATP）存在的情况下，可以与凋亡

蛋白酶激活因子 -1（Apaf-1）一起和 caspase-9 的

前体结合，从而导致 caspase-9 活化，后者可以激活

caspase-3，最终引起细胞凋亡［21］。本研究中发现，

大鼠 CA-CPR 后 72 h，海马组织线粒体 Cyt-C 减少，

而转移至胞质中的 Cyt-C 增加，提示 CPR 后线粒体

膜通透性可能增加，线粒体膜电位下降，导致线粒

体内 Cyt-C 大量释放，进一步启动线粒体依赖的细

胞凋亡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应用 mdivi-1 后处理

可明显抑制线粒体中 Cyt-C 向胞质转移，从而抑制

线粒体依赖的细胞凋亡。这可能是由于 mdivi-1 抑

制了 Drp1 依赖的线粒体分裂，抑制了线粒体外膜上

Bax 蛋白的寡聚化，从而改变了线粒体外膜通透性，

减少了线粒体内 Cyt-C 的释放，最终抑制了细胞凋

亡［22］。

 CA 时全脑血流中断，但各个区域对缺血损伤

的耐受程度不同，海马是全脑缺血损伤最敏感的区

域，全脑缺血时往往在 3 d 后才能检出明显的神经

元坏死和凋亡［23］。本研究通过海马组织 HE 染色和

TUNEL 分析发现，CPR 后 72 h 海马组织存在大量

神经元坏死和凋亡，可能与复苏后出现延迟性神经

元损伤有关。而 mdivi-1 后处理可以明显增加正常

神经元数量，减少凋亡指数，减轻海马神经元损伤，

使脑功能逐步恢复，mdivi-1 干预后 72 h 脑功能明

显好转，说明抑制线粒体分裂后对复苏后脑功能有

明显的改善作用，这与海马 CA1 区神经元损伤程度

一致。 
 综上，mdivi-1 可明显减轻 CA-CPR 大鼠脑组

织病理损伤和神经元凋亡，改善脑功能，其机制可能

与其抑制线粒体途径，从而阻断线粒体 Cyt-C 的释

放有关。因此，抑制线粒体分裂的干预治疗有望成

为未来治疗复苏后脑损伤的新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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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 ·作者 ·编者 ·
本刊对离心操作描述的有关要求
  表示离心加速作用时，可以重力加速度（g）的倍数形式表达，例如：6 000×g 离心 10 min ；或者以 r/min 描述，但此时需在

给出离心机转速的同时给出离心半径，例如：离心半径 8 cm，12 000 r/min 离心 10 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