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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预处理对大鼠心肌缺血 / 再灌注后 
高迁移率族蛋白 B1 的影响

唐关敏 翟昌林 胡惠林 徐文博
（嘉兴市第一医院心内科，浙江  嘉兴  314000）

【摘要】 目的 探讨针灸预处理对大鼠心肌缺血 / 再灌注（I/R）后的保护作用以及对高迁移率族蛋白 B1

（HMGB1）表达的影响。方法 选择 60 只 Wistar 大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假手术组、心肌 I/R 模型组、针灸预

处理组，每组 20 只。采用结扎冠状动脉左室支左心耳下缘约 0.5 cm 处阻断血流 10 min 后再灌注 1 h 制备 I/R

损伤模型；假手术组仅穿线不结扎；针灸预处理组于 I/R 前 7 d 给予每日 1 次电针内关穴 20 min，连续治疗 7 d。

采用苏木素 - 伊红（HE）染色，光镜下观察心肌组织病理学变化，半定量积分法计算 3 组心肌组织病理学评分；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血浆 HMGB1、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心肌肌钙蛋白 T（cTnT）的含

量，逆转录 - 聚合酶链反应（RT-PCR）、蛋白质免疫印迹试验（Western Blot）检测心肌组织 HMGB1、单核细胞趋

化蛋白 -1（MCP-1）、TNF-α 的 mRNA 及蛋白表达水平。结果 光镜下可见心肌 I/R 模型组心肌纤维部分断裂，

心肌细胞大片状坏死，边界不清，细胞出现浓缩、破裂、溶解、甚至消失，间质水肿并伴大量炎性细胞浸润 ；针灸

预处理组上述表现较心肌 I/R 模型组明显减轻。与假手术组比较，心肌 I/R 模型组 HMGB1、TNF-α、cTnT 含

量和组织病理学评分均明显升高 〔HMGB1（μg/L）：9.64±1.16 比 2.15±.031，TNF-α（μg/L）：91±22 比 19±5，

cTnT（μg/L）：1.50±0.35 比 0.07±0.03，组 织 病 理 学 评 分（分）：2.5±0.3 比 0.0±0.0，均 P＜0.01〕，HMGB1、

MCP-1、TNF-α mRNA 和 蛋 白 表 达 均 明 显 升 高（HMGB1 mRNA ：1.42±0.16 比 0.02±0.00，MCP-1 mRNA ：

0.46±0.06 比 0.01±0.00，TNF-α mRNA ：0.75±0.04 比 0.03±0.00 ；HMGB1 蛋 白 ：1.08±0.01 比 0.02±0.01，

MCP-1 蛋白 ：0.92±0.03 比 0.40±0.01，TNF-α 蛋白 ：1.10±0.02 比 0.35±0.01，P＜0.05 或 P＜0.01）；与心肌

I/R 模型组比较，针灸预处理组 HMGB1（6.58±0.73）、TNF-α（63±19）、cTnT（1.15±0.31）含量均明显降低（均

P＜0.01），HMGB1、MCP-1、TNF-α mRNA 和蛋白表达明显降低（mRNA 表达分别为 0.74±0.12、0.18±0.02、

0.10±0.03，蛋白表达分别为 0.40±0.01、0.36±0.02、0.50±0.02，均 P＜0.05），组织病理学评分（1.2±1.0）明显

降低（P＜0.01）。结论 针灸预处理可减轻大鼠心肌 I/R 损伤，其机制可能与减轻 HMGB1 介导的晚期炎症反

应有关。
【关键词】 缺血 / 再灌注损伤，心肌 ； 针刺预处理 ； 高迁移率族蛋白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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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electroacupuncture pretreatment on 
myocardial ischemia/reperfusion (I/R) injury and its influence on high mobility group box 1 (HMGB1) expression in 
rats. Methods Sixty Wistar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sham operation group, myocardial I/R model group 
and electroacupuncture pretreatment group by random number table (each n = 20). Myocardial I/R injury model was 
reproduced by ligating the left ventricular branch coronary artery at about 0.5 cm below the atrial appendage lower margin 
for 10 minutes to occlude the blood flow, then the ligature was relaxed for 1 hour reperfusion; in electroacupuncture 
pretreatment group, 7 days before I/R, the electroacupuncture at Neiguan acupoint was applied once daily for 20 minutes 
till the 7th day when I/R was established.  Under light microscope, the pathological changes of myocardial specimen 
stained by hematoxylin-eosine (HE) method were observed. The myocardial histopathological integral was detected by 
semi quantitative integral method, and the changes of histological scores in three groups were investigated. The levels 
of plasma HMGB1,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 cardiac troponin T (cTnT) were detected by enzyme-label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The expressions of HMGB1, monocyte chemotactic protein-1 (MCP-1), TNF-α mRNA 
and protein in myocardium were detected by reverse transcription-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T-PCR) and Western 
Blot. Results Under light microscope, the myocardial tissue in myocardial I/R model group showed partial fracture 
of myocardial fibers, large patches of myocardial cell necrosis, hazy boundary, cellular condensation, rupture and 
dissolution or even disappearance, interstitial edema with a lot of inflammatory cell infiltration; the above myocard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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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ssue injury in electroacupuncture pretreatmen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milder than that in myocardial I/R model 
group. Compared with sham operation group, in myocardial I/R model group the HMGB1, TNF-α, cTnT contents and 
histological score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HMGB1 (μg/L): 9.64±1.16 vs. 2.15±0.31, TNF-α (μg/L): 91±22 vs. 
19±5, cTnT (μg/L): 1.50±0.35 vs. 0.07±0.03, histological score: 2.5±0.3 vs. 0.0±0.0, all P < 0.01], HMGB1, MCP-
1, TNF-α mRNA and protein expressions were increased obviously (HMGB1 mRNA: 1.42±0.16 vs. 0.02±0.00, 
MCP-1 mRNA: 0.46±0.06 vs. 0.01±0.00, TNF-α mRNA: 0.75±0.04 vs. 0.03±0.00; HMGB1 protein: 1.08±0.01 
vs. 0.20±0.01, MCP-1 protein: 0.92±0.03 vs. 0.40±0.01, TNF-α protein: 1.10±0.02 vs. 0.35±0.01, P < 0.05 or  
P < 0.01); compared with myocardial I/R model group, in electroacupuncture pretreatment group, HMGB1 (6.58±0.73), 
TNF-α (63±19), cTnT (1.15±0.31)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ll P < 0.01), HMGB1, MCP-1, TNF-α 
mRNA and protein expressions were markedly reduced (mRNA expression was 0.74±0.12, 0.18±0.02, 0.10±0.03, and 
protein expression was 0.40±0.01, 0.36±0.02, 0.50±0.02, respectively all P < 0.05), and histological score (1.2±1.0) 
was remarkably lowered (P < 0.01). Conclusion Electroacupuncture pretreatment may reduce the myocardial I/R 
injury in rats, and the mechanism may be related to the amelioration of inflammatory response mediated by HMGB1 at 
late stage.

【Key words】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myocardial; Electroacupuncture  pretreatment; High mobility 
group box 1

 缺血性心脏病引起的心肌缺血在重新恢复血

流供应后反而会造成心肌超微结构、功能、代谢及电

生理方面的进一步损害，甚至是不可逆的损伤，此种

现象被称为心肌缺血 / 再灌注（I/R）损伤［1-4］。高迁

移率族蛋白 B1（HMGB1）是广泛存在于真核细胞内

的一种高度保守的非组蛋白核蛋白，大量研究证实，

HMGB1 可作为一种新的晚期致炎细胞因子参与 I/R

的病理生理过程［5-9］，近年来它在心血管病中的作

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研究发现，针灸预处理

具有心肌 I/R 保护作用，但具体机制并未被阐述。

本研究旨在探讨针灸预处理对大鼠 I/R 后 HMGB1

表达的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Wistar 大鼠 60 只，雌雄各半，体质

量 240～260 g，由浙江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动物

格合证号 ：SCXK（浙）2012-0033 ；大鼠 HMGB1、肿

瘤坏死因子 -α（TNF-α）、心肌肌钙蛋白 T（cTnT）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试剂盒（上海西唐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HMGB1 兔多克隆抗体（多抗，英

国 Abcam 公 司）；HMGB1、单 核 细 胞 趋 化 蛋 白 -1

（MCP-1）、TNF-α 兔 多 抗 购 于 英 国 Abcam 公 司。

RNA 试剂盒和逆转录 - 聚合酶链反应（RT-PCR）

试剂盒购于美国 Invitrogen 试剂公司和宝生物工程

（大连）有限公司。

1.2 心肌 I/R 大鼠模型的建立 ：腹腔注射 10% 的

水合氯醛 5 mL/kg 麻醉大鼠，接动物呼吸机，动脉插

管，监测大鼠生命体征 ；于冠状动脉（冠脉）左室支

左心耳下缘约 0.5 cm 处，用手术线穿过硅胶管，收

紧结扎线，阻断冠状血流 10 min，放松结扎线进行再

灌注 1 h 复制 I/R 损伤模型 ；以 6 导联心电图的变

化来判断模型制备是否成功。假手术组仅进行穿线

不结扎。

 本实验中动物处置方法符合动物伦理学标准。

1.3 实验分组 ：将大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假手

术组、心肌 I/R 模型、针灸预处理组，每组 20 只，其

中针灸预处理组大鼠于 I/R 前 7 d 电针刺激双侧内

关穴（前壁下 1/6 折点处内侧，桡、尺骨间隙中），针

刺入穴位约 0.5 cm，频率 1 Hz，电流强度为 0.1 mA， 

以肢体轻微颤动为度，每日 1 次，时间 20 min，共针

刺 7 d。

1.4 检测指标及方法

1.4.1 苏木素 - 伊红（HE）染色检测心肌组织病理

学变化 ：取大鼠心脏，剪去右心室、心房及血管，剩

余左心室及室间隔心肌用 4% 甲醛水溶液固定后常

规石蜡包埋，切片，HE 染色后，光镜下观察心肌组

织病理学变化。半定量积分方法计算心肌组织病理

学评分，评分标准 ：无病变为 0 分 ；病变＜25% 为 

1 分 ；病变 25%～50% 为 2 分 ；病变 51%～75% 为

3 分 ；病变＞75% 为 4 分。

1.4.2 ELISA 试验检测各组血浆 HMGB1、TNF-α、

cTnT 表达：暴露下腔静脉，抽取静脉血离心，分别设

空白孔、标准孔、待测大鼠血浆样品孔。除空白孔外，

其余孔分别加待测大鼠血清样品 100 μL，37 ℃反

应 120 min。每孔加入检测溶液 A 工作液 100 μL，

37 ℃，60 min。 洗 板 3 次，每 孔 350 μL，甩 干。 每

孔加 100 μL 检测液 B，37 ℃，60 min，洗板 5 次，甩

干。按顺序每孔加底物溶液 80 μL，37 ℃避光显色 

30 min，每孔加终止溶液 45 μL。在 450 nm 波长下

用酶标仪测定各孔的吸光度（A）值。以标准物的

浓度为横坐标（对数坐标），A 值为纵坐标（普通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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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在半对数坐标纸上绘出标准曲线，根据样品的

A 值由标准曲线查出相应的浓度计算出样品的实际 

浓度。

1.4.3 RT-PCR 检测各组心肌组织 HMGB1、MCP-1、 

TNF-α mRNA 的表达 ：用 TRIzol RNA 提取试剂盒

对保存在 -80 ℃冰箱中的标本总 RNA 进行抽提与

纯化，用紫外分光光度仪检测总 RNA 的纯度和浓度

实时定量 RT-PCR：按试剂盒的说明书操作，取 1 μg

总 RNA 进行反转录，反应体系为 10 μg，以反转录所

得 cDNA 为模板，以三磷酸甘油醛脱氢酶（GAPDH）

为内参照，采用 Rotor gene 3000 荧光定量分析仪检

测 HMGB1、MCP-1、TNF-α 的 mRNA 表达。

1.4.4 蛋白质免疫印迹试验（Western Blot）检测各

组心肌 HMGB1、MCP-1、TNF-α 的蛋白表达 ：每

组随机选取 5 只大鼠，取心肌组织冰上裂解并收集

总蛋白。十二烷基硫酸钠 - 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

（SDS-PAGE）分离蛋白后转移到聚偏氟乙烯（PVDF）

膜上，5% 脱脂奶封闭 2 h，按适当比例稀释一抗

HMGB1、MCP-1、TNF-α，4 ℃过夜孵育，TBST 洗

膜 3 次，加 1 ：5 000 稀释的相应二抗孵育 60 min，含

吐温 20 的 Tris 缓冲液（TBST）洗膜 3 次，化学显色

发光，以 GAPDH 蛋白作为内参。LabWork 4.0 图像

分析软件对蛋白条带进行分析。

1.5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 18.0 统计软件对数据

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

采用 t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光镜下观察心肌组织病理学变化（图 1；表 1）：

假手术组大鼠心肌组织排列整齐，呈束状，结构清

晰，纤维完整，染色均匀，细胞核及细胞膜完整。而

心肌 I/R 模型组可见心肌纤维部分断裂，心肌细胞

大片状坏死，边界不清，细胞出现浓缩、破裂、溶解、

甚至消失，间质水肿并伴有大量炎性细胞浸润。针

灸预处理组心肌纤维染色不均，排列紊乱，间质水

肿，部分细胞核浓缩、消失。心肌 I/R 模型组组织病

理评分较假手术组明显升高，针灸预处理组较心肌

I/R 模型组明显降低（均 P＜0.01）。

2.2 血浆 HMGB1、TNF-α、cTnT 水平变化（表 1）：

与 假 手 术 组 比 较，心 肌 I/R 模 型 组 血 浆 HMGB1、

TNF-α、cTnT 水平均明显升高（P＜0.01），提示心

肌 I/R 损伤后炎症反应加剧 ；针灸预处理组血浆

HMGB1、TNF-α、cTnT 明显低于心肌 I/R 模型组

（P＜0.01），说明针灸预处理后可明显抑制 TNF-α、

HMGB1 表达，降低 cTnT 水平，减轻心肌损伤。

图 1 光镜下观察各组大鼠心肌组织病理学变化
（HE 染色  低倍放大）

a ：假手术组 ； b ：I/R 模型组 ； c ：针灸预处理组

表 1 各组大鼠组织病理学评分和血浆 HMGB1、 
TNF-α、cTnT 水平比较（x±s）

组别
动物数

（只）

组织病理学

评分（分）

HMGB1

（μg/L）

TNF-α

（μg/L）

cTnT

（μg/L）

假手术组 20 0.0±0.0 2.15±0.31 19±  5 0.07±0.03

心肌 I/R 模型组 20 2.5±0.3 a 9.64±1.16 a 91±22 a 1.50±0.35 a

针灸预处理组 20 1.2±1.0 ab 6.58±0.73 ab 63±19 ab 1.15±0.31 ab

注：与假手术组比较，aP＜0.01；与心肌 I/R 模型组比较，bP＜0.01

2.3 各组心肌 HMGB1、MCP-1、TNF-α 的 mRNA

表 达（图 2）：心 肌 I/R 模 型 组 HMGB1、MCP-1、

TNF-α 的 mRNA 水平均较假手术组明显升高（P＜
0.05 或 P＜0.01），说明 I/R 后炎症反应增加 ；而针灸

预处理组 HMGB1、MCP-1、TNF-α 的 mRNA 水平

均较心肌 I/R 模型组降低（均 P＜0.05），说明针灸预

处理可以抑制炎症因子 HMGB1、MCP-1、TNF-α 

mRNA 的表达，其心肌保护作用可能与抑制 HMGB1

表达有关。

注 ：与假手术组比较，aP＜0.01，bP＜0.05 ；

与心肌 I/R 模型组比较，cP＜0.05

图 2 RT-PCR 检测各组大鼠 HMGB1、MCP-1、
TNF-α的 mRNA 表达

2.4 各组心肌组织 HMGB1、MCP-1、TNF-α 的蛋

白 表 达（图 3）：心 肌 I/R 模 型 组 HMGB1、MCP-1、



·  36  · 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 2015 年 1 月第 22 卷第 1 期  Chin J TCM WM Crit Care，January 2015，Vol.22，No.1

TNF-α 的蛋白表达水平均较假手术组明显升高 

（均 P＜0.05），说明 I/R 后炎症反应增加 ；而针灸预

处理组 HMGB1、MCP-1、TNF-α 蛋白表达水平均

较心肌 I/R 模型组明显降低（均 P＜0.05），说明针灸

预处理可以抑制 HMGB1、MCP-1、TNF-α 的蛋白

表达，其心肌保护作用可能与抑制 HMGB1 介导的

晚期炎症因子表达有关。

阐明，是否与调控 HMGB1 有关，国内外未被报道，

本研究基于对针灸预处理在心肌 I/R 保护作用的基

础上，探讨其心肌保护作用的机制。

 HMGB1 是一种重要的晚期炎症细胞因子，其还

可能是致炎细胞因子调控网络中的一个中心环节。

不仅能激活 p38 丝裂素活化蛋白激酶（p38MAPK）、

c-Jun 氨 基 末 端 激 酶（JNK 激 酶），促 使 核 转 录 因

子 -κB（NF-κB）发 生 核 移 位，还 能 促 进 TNF-α、

IL-1 等表达［20-22］。Hu 等［23］发现，HMGB1 预处理

还可减少心肌梗死（心梗）面积，降低乳酸脱氢酶

（LDH）、白细胞介素 -6（IL-6）等水平，保护 I/R 损

伤心肌，这可能与诱导 HMGB1 耐受有关。Oozawa

等［24］研究发现，给予 HMGB1 单克隆抗体处理后，

大鼠血浆肌钙蛋白水平升高，心梗面积增大。还有

研究证实，抗 HMGB1 抗体可以明显改善缺血后脑

梗死损伤［25］，由此可见，HMGB1 在 I/R 损伤中起重

要作用。本实验以 HMGB1 为切入点，研究针灸预

处理对心肌 I/R 后 HMGB1 表达的影响，结果发现，

针灸预处理组大鼠心肌细胞病理变化减轻，提示针

灸预处理有心肌保护的作用 ；ELISA 检测也发现，

针灸预处理组血浆 HMGB1、TNF-α、cTnT 表达下

降，Western Blot 及 RT-PCR 检 测 也 发 现，针 灸 预

处理组炎症介质表达较心肌 I/R 模型组明显下降，

提示针灸预处理可以抑制心肌 HMGB1 和 TNF-α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减少心肌炎症反应，减轻 I/R 

损伤。

 综上所述，针灸预处理能够下调心肌 I/R 损伤

大鼠的 HMGB1 表达，对 I/R 损伤心肌起到保护作

用。但是针灸预处理是如何调控心肌 I/R 损伤中

HMGB1 的表达，其机制尚不明确，临床上是否能发

挥其保护作用还需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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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心肌 I/R 是指心肌在缺血基础上恢复血流后组

织功能代谢障碍及结构破坏进一步加重，甚至发生

不可逆性的损伤［10-13］，它所引起的心功能障碍程度

比急性心肌梗死（AMI）更严重，病死率更高，因此，

如何防止心肌 I/R 损伤，一直是临床和基础研究的

热点［14-16］。

 祖国医学自古以来注重对疾病的防治，临床实

践证实，针灸内关穴对心肌缺血有着很好的治疗作

用，Zhou 等［17］的报道显示，针灸预处理可通过抑制

蛋白激酶 C（PKC）通路依赖的心脏交感系统的激

活，对 I/R 心肌起到保护作用。黄日龙等［18］报道电

针预处理通过控制心肌酶的释放对家兔再次心肌缺

血损伤具有良好的保护作用。田岳凤等［19］研究发

现，电针预处理心肌 I/R 大鼠内关穴，可以减少血清

cTnT 等的水平，对缺血心肌产生保护作用。但是关

于针灸预处理心肌保护作用的具体分子机制并未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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