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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腺苷Ａ２ａ受体是否介导了人参皂苷Ｒｂｌ对脑缺血／再灌注（Ｉ，Ｒ）损伤大鼠脑血流量

的影响，为人参皂苷Ｒｈｌ的脑保护机制提供新的理论基础。方法将６０只ｓＤ大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生理
盐水对照组、模型组、人参皂苷Ｒｂｌ组、人参皂苷Ｒｂｌ＋Ａ２ａ受体拮抗剂组、Ａ２ａ受体拮抗剂对照组５组，每组
１２只。采用大脑中动脉闭塞（ＭｃＡ０）法建立大鼠脑Ｉ／Ｒ损伤模型。人参皂苷Ｒｂｌ组在制模后即刻腹腔注射
人参皂苷Ｒｂｌ（４０ ｍｇ，ｌ（ｇ）；人参皂苷Ｒｂｌ＋Ａ２ａ受体拮抗剂组在制模前３０ ｍｉｎ腹腔注射Ａ２ａ受体拮抗剂ＣＳＣ
（０．０１

ｍ非ｇ），制模后即刻腹腔注射人参皂苷Ｒｂｌ（４０

ｍｇ／ｌ【ｇ）；Ａ２ａ受体拮抗剂对照组只在制模前３０ ｍｉｎ腹腔注

射Ａ２ａ受体拮抗剂ｃｓｃ（０．０１ ｍｇ瓜ｇ）；生理盐水对照组于制模后即刻腹腔注射等量生理盐水。每组６只大鼠
于脑Ｉ／Ｒ损伤后２４ ｈ进行行为学评分，并测量局部血流量，断头取脑组织测量脑梗死体积；另６只大鼠处死后
取大脑皮质，测定丙二醛（ＭＤＡ）、超氧化物歧化酶（ＳＯＤ）含量。结果与生理盐水对照组和模型组比较，人参
皂苷Ｒｂｌ组大鼠行为学评分明显降低（分：ｌ（１～２）比３（２～４）、３（２。４），均Ｐ＜０．０５］，局部脑血流量明显增
多（Ｌ／ｍｉｎ：２２３．２５±６７．１５比１２７．２３±６４．１６、１２５．７５±５７．６５，均Ｐ＜０．０５），脑梗死体积明显减小［（２４．７３±８．２９）％
比（６３．７２±８．８１）％、（６５．１３±７．９２）％，均尸＜Ｏ．０５］，ＭＤＡ含量明显减少（ｕ／ｍｇ：１５．１６±５．８９比３０．３５±５．７８、
２８．６５±９．１２，均Ｐ＜０．０５），ＳＯＤ活性明显增加（ｎｍｏｌ／ｍｇ：１２５．１９±１２．３９比９２．４２±９．８２、８９．５９±１０．８５，均Ｐ＜

ｏ．０５）。与人参皂苷Ｒｂｌ组相比，人参皂苷Ｒｂｌ＋Ａ２ａ受体拮抗剂组大鼠行为学评分明显升高［分：３（２～４）比
１（１～２），Ｐ＜０．０５］，局部脑血流量明显减少（Ｌ／ｍｉｎ：１８１．３５±６１．３３比２２３．２５±６７．１５，Ｐ＜Ｏ．０５），脑梗死体积明显
增大［（４０．２５±９．１４）％比（２４．７３±８．２９）％，Ｐ＜ｏ．０５］，ＭＤＡ含量明显增加（ｕ／ｍｇ：２５．３８±６．７８比１５．１６±５．８９，Ｐ＜

０．０５），ｓ０Ｄ活性明显降低（ｎｍｏｌ／ｍｇ：９５．６ｌ±１３．１２比１２５．１９±１２．３９，Ｐ＜ｏ．０５）。Ａ２ａ受体拮抗剂对照组各指标
与模型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结论腺苷Ａ２ａ受体可能介导了人参皂苷Ｒｂｌ对脑Ｉ／Ｒ损伤大鼠脑血流
量的增加，为人参皂苷Ｒｂｌ的脑保护机制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缺血，再灌注损伤，脑；脑血流量；人参皂苷Ｒｂｌ；腺苷Ａ２ａ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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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缺血／再灌注（Ｉ／Ｒ）损伤是临床常见病与多

术有限公司，批号：１００７２４３２）；人参皂苷Ｒｂｌ＋Ａ２ａ

发病…，其机制十分复杂，氧自由基的作用、钙超载、

受体拮抗剂组大鼠在制模前３０ ｍｉｎ腹腔注射Ａ２ａ

炎症反应等多种因素参与其中‘２ Ｊ。人参皂苷Ｒｂｌ
是人参的主要单体成分之一。研究表明，人参皂苷

受体拮抗剂ｃｓＣ（０．０１ ｍ以ｇ，美国Ｓｉｇｍａ公司），制
模后即刻腹腔注射人参皂苷Ｒｂｌ（４０ ｍｇ／ｋｇ）；Ａ２ａ

Ｒｂｌ具有神经保护作用的可能机制与抗氧化、清除

受体拮抗剂对照组大鼠只在制模前３０ ｍｉｎ腹腔注

氧自由基、抗凋亡、抑制炎症反应等作用有关¨。Ｊ。

射Ａ２ａ受体拮抗剂ｃＳＣ（Ｏ．０１ ｍ以ｇ）；生理盐水对

本课题组前期研究表明，人参皂苷Ｒｂｌ可能通过增

照组大鼠在制模后即刻腹腔注射等量生理盐水。

加Ｉ／Ｒ损伤大鼠的脑血流量以减小损伤后的脑梗

１．４检测指标及方法：每组６只大鼠于脑豫损伤

死体积心。５ ｏ，但其具体机制并不明确。腺苷是机体

后２４ ｈ进行行为学评分并测量局部脑血流量，断头

广泛存在的活性化学物质，在病理生理条件下都发

取脑组织测量脑梗死体积；另６只大鼠取大脑皮质

挥着重要作用’５１。腺苷Ａ２ａ是一种Ｇ蛋白耦联受

测定丙二醛（ＭＤＡ）和超氧化物歧化酶（ＳＯＤ）含量。

体，广泛分布于血管内皮细胞中，被腺苷激活后可舒

１．４．１行为学检测＂ｏ：脑Ｉ／Ｒ后２４ ｈ采用单盲法进

张血管№Ｊ。研究表明，腺苷Ａ２ａ受体激动剂可缓解

行行为学评分。无功能障碍记０分，不能伸展左前

蛛网膜下腔出血导致的脑血管痉挛№Ｊ。因此结合

肢记１分，向左侧转圈记２分，向左侧倾倒记３分，

先前研究，我们推测腺苷Ａ２ａ受体介导了人参皂苷

无自主活动伴意识障碍记４分。

Ｒｂｌ增加脑Ｉ／Ｒ损伤大鼠脑血流量，故本实验对此

１．４．２局部脑血流量测定：大鼠取俯卧位，在头部

进行研究，为人参皂苷Ｒｂ ｌ的脑保护作用提供依据。

矢状位剪开额顶部皮肤１ ｃｍ，暴露筋膜至露出右半

１材料与方法

颅骨及颅骨前卤，运用立体定位仪以前卤起点向右

１．１实验动物分组：健康成年雄性ｓＤ大鼠６０只，

５

体质量（２２０±１０）ｇ，由温州医科大学动物房提供，

但未破硬脑膜为宜。将多普勒探头固定于孑Ｌ上，记

动物合格证号：２００７０００４１７６３１。按随机数字表法

录右侧大脑中动脉供血区域血流变化值。

将大鼠分成生理盐水对照组、模型组、人参皂苷Ｒｂｌ

１．４．３脑梗死体积测定：脑Ｉ／Ｒ后２４ ｈ腹腔注射

组、人参皂苷Ｒｂｌ＋Ａ２ａ受体拮抗剂组、Ａ２ａ受体拮
抗剂对照组５组，每组１２只。

１０％水合氯醛４００ ｍ以ｇ麻醉大鼠，断头取脑组织
进行冠状切片，置于氯化三苯四唑（ＴＴＣ）溶液中浸

１．２模型复制方法：采用大脑中动脉闭塞（ＭｃＡＯ）

泡２０ ｍｉｎ，梗死区域呈苍白色，正常组织呈红色，拍

法＂１建立大鼠脑Ｉ／Ｒ损伤模型，将制模后行为学评

照并存储后用Ｉｍａｇｅ—Ｐｌｕｓ ６．０软件分析。脑梗死体

分＂ｏ≥１分的大鼠纳入本研究。整个实验过程中维

积（％）＝梗死侧梗死体积／正常侧体积×１００％。

持大鼠肛温在（３７．０±０．２）℃。

１．４．４大脑皮质ＭＤＡ、ＳＯＤ含量测定：取右侧大脑

本实验中动物处置方法符合动物伦理学标准。

ｍｍ、向后３ ｍｍ定位后用牙科砖打孔，以穿透颅骨

皮质组织进行匀浆，４℃离心１０ ｍｉｎ，取上清液测定

１．３给药方法：人参皂苷Ｒｂｌ组大鼠在制模后即刻

ＭＤＡ、ＳＯＤ含量，操作参照试剂盒说明书步骤进行。

腹腔注射人参皂苷Ｒｂｌ（４０ ｍｇ／ｋｇ，上海同田生物技

１．５统计学方法：使用ｓＰｓＳ １７．０软件进行分析，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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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态分布的计量数据以中位数（范围）［Ｍ（范围）］

２．３腺苷Ａ２ａ受体拮抗剂对脑Ｉ／Ｒ损伤大鼠脑梗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非参数秩和检验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

死体积的影响（表２）：人参皂苷Ｒｂｌ组脑梗死体积

法，两两比较用Ｎｅｍｅｎｙｉ法。正态分布计量数据以

较生理盐水对照组和模型组明显缩小，但人参皂苷

均数±标准差（孑±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

Ｒｂｌ＋Ａ２ａ受体拮抗剂对照组脑梗死体积较人参皂

方差分析，方差齐采用ＬｓＤ检验，方差不齐则采用

苷Ｒｂｌ组明显增加（均Ｐ＜０．０５）；而拮抗剂对照组

Ｔａｍｈａｎｅ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与模型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结果

２．４腺苷Ａ２ａ受体拮抗剂对脑Ｉ／Ｒ损伤大鼠大脑

２．１腺苷Ａ２ａ受体拮抗剂对脑Ｉ／Ｒ损伤大鼠行为

皮质ＭＤＡ、ＳＯＤ的影响（表３）：人参皂苷Ｒｂｌ组

学评分的影响（表１）：人参皂苷Ｒｂｌ组大鼠行为学

大脑皮质ＭＤＡ含量较生理盐水对照组和模型组明

评分较生理盐水对照组和模型组明显改善，但人参

显减少，ｓＯＤ活性明显增强（均尸＜０．０５）；人参皂

皂苷Ｒｂｌ＋拮抗剂组大鼠行为学评分较人参皂苷

苷Ｒｂｌ＋Ａ２ａ受体拮抗剂对照组大脑皮质ＭＤＡ含

Ｒｂｌ组明显增高（均Ｐ＜０．０５）；而Ａ２ａ受体拮抗剂

量较人参皂苷Ｒｂｌ组明显增多，ＳＯＤ活性明显降低

对照组大鼠行为学评分与模型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

（均Ｐ＜０．０５）；而拮抗剂对照组与模型组相比差异

意义（Ｐ＞０．０５）。

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

表１腺苷Ａ２ａ受体拮抗剂对各组大鼠
脑Ｉ瓜后２４ｈ行为学评分的影响

芎警挚

组别

棚

神经行为学评分（只）

表３腺苷Ａ２ａ受体拮抗剂对各组大鼠脑Ｉ瓜后２４ｈ
ＭＤＡ、ＳＯＤ的影响（ｉ±、）

行为学评分

０分１分２分３分４分（分．Ｍ（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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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参皂苷Ｒｂｌ组比较，。ＪＰ＜０．０５

３讨论

２．２腺苷Ａ２ａ受体拮抗剂对脑Ｉ／Ｒ损伤大鼠脑血

现代中医理论认为人参具有补气固脱、健脾益

流量的影响（表２）：人参皂苷Ｒｂｌ组局部脑血流

肺、宁心益智、养血生津的功效。人参皂苷Ｒｂｌ是

量较生理盐水对照组和模型组明显增多，但人参皂

人参中提取的有效成分之一【２。３ Ｊ。现代医学研究表

苷Ｒｂｌ＋Ａ２ａ受体拮抗剂对照组局部脑血流量较人

明，人参皂苷Ｒｂｌ具有清除氧自由基、抑制兴奋性

参皂苷Ｒｂｌ组明显减少（均Ｐ＜０．０５）；而Ａ２ａ受

氨基酸释放、抗凋亡及抑制炎症的作用∽。５ｊ。研究

体拮抗剂对照组与模型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显示，人参皂苷Ｒｂｌ可以抑制人脐静脉内皮细胞中

（Ｐ＞０．０５）。

肿瘤坏死因子一仅（ＴＮＦ一仅）、血管细胞黏附分子一１
（ＶＣＡＭ一１）的高表达，提示人参皂苷Ｒｂｌ对心脑血

表２腺苷Ａ２ａ受体拮抗剂对各组大鼠脑Ｉ瓜后２４
局部脑血流量与脑梗死体积的影响（ｉ±ｓ）
组别

ｈ

薯警挚局震器量脑篙≯积

管具有临床应用价值旧Ｊ。本课题组前期研究表明
人参皂苷Ｒｂｌ可以增加脑Ｉ／Ｒ损伤大鼠的脑血流
量¨Ｊ，但其具体机制并不明确。而腺苷Ａ２ａ受体的
活化能使血管扩张＇６ Ｊ。因此，本研究以腺苷Ａ２ａ受
体为切人点，评价腺苷Ａ２ａ受体与人参皂苷Ｒｂｌ对
脑Ｉ／Ｒ损伤大鼠伤后２４ ｈ脑血流量影响的关系。
本研究结果显示，人参皂苷Ｒｂｌ组大鼠行为学
较生理盐水对照组和模型组明显改善，脑梗死体积

注：与生理盐水对照组比较．８Ｊｐ＜Ｏ．０５；守漠型组比较．“Ｊｐ＜０．０５
与人参皂营Ｒｂｌ组比较．。Ｐ＜Ｏ．０５

万方数据

明显缩小，脑血流量明显增多，大脑皮质ＭＤＡ含量
明显减少，ｓＯＤ活性明显增加，说明人参皂苷Ｒｂｌ

’３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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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脑保护作用。而人参皂苷Ｒｂｌ＋Ａ２ａ受体拮抗

体的炎症反应¨４Ｉ，且人参皂苷Ｒｂｌ也可通过抑制机

剂组大鼠行为学评分较人参皂苷Ｒｂｌ组明显增高，

体的炎症反应达到脑保护作用¨Ｊ。因此，可以机体

脑梗死体积明显增大，脑血流量明显减少，大脑皮质

的炎症反应为切入点进一步阐明人参皂苷Ｒｂｌ的

ＭＤＡ含量明显增加，ＳＯＤ活性明显减少，说明Ａ２ａ

脑保护作用。

受体可能参与了人参皂苷Ｒｂｌ对脑Ｉ／Ｒ损伤大鼠

综上所述，腺苷Ａ２ａ受体介导了人参皂苷Ｒｂｌ

的脑保护作用。Ａ２ａ受体拮抗剂对照组大鼠行为学

增加脑Ｉ，Ｒ损伤大鼠的脑血流量。

改变、脑梗死体积、局部脑血流量及大脑皮质ＭＤ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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