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479  ·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 2016 年 9 月第 23 卷第 5 期  Chin J TCM WM Crit Care，September 2016，Vol.23，No.5

doi ：10.3969/j.issn.1008-9691.2016.05.009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81303091）
通讯作者 ：王冠，Email ：neurocrown@163.com

·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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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从冷诱导 RNA 结合蛋白（CIRP）表达推测参附方辅助亚低温治疗颅脑损伤的作用机制。
方法 将 SD 大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非转染对照组、腺病毒介导免疫荧光逆转录病毒组（AD5-GFP 转染组）
及腺病毒介导携 CIRP 静默表达基因免疫荧光逆转录病毒组（AD5-GFP-CIRP-SiRNA 转染组），每组 30 只 ；再
将 3 组分为颅脑损伤和亚低温治疗模型组、中药低、高剂量组，每组 10 只。中药组于亚低温治疗 48 h 后经尾
静脉注射参附注射液 1 mL/kg（低剂量组）和 5 mL/kg（高剂量组），模型组注射 1 mL/kg 生理盐水，均每日 1 次，
连用 2 d。两个转染组先采取病毒载体大鼠鞘内给药复制病毒转染模型〔分别一次性鞘内注射 0.1 mL 空白 
AD5-GFP 和 0.1 mL（1×1010 pfu/mL）AD5-GFP-CIRP-SiRNA，非转染对照组给予 0.1 mL 生理盐水〕。取大鼠
脑皮质、海马区、下丘脑部位脑组织，用原位末端缺刻标记试验（TUNEL）测定脑细胞凋亡情况，反转录 - 聚合
酶链反应（RT-PCR）测定 CIRP mRNA 表达，蛋白质免疫印迹试验（Western Blot）测定大鼠肉瘤蛋白（Ras）、 Ras
活化相关因子（Raf）、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ERK）、磷酸化 ERK（p-ERK）、 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 ERK（MEK）、
磷酸化 MEK（p-MEK）的蛋白表达量。结果 非转染对照组、AD5-GFP 转染组中药低、高剂量组脑皮质、海马
区、下丘脑 AI 均较模型组降低，CIRP mRNA 表达均较模型组升高 ；AD5-GFP-CIRP-SiRNA 转染组中模型组和
中药低、高剂量组脑皮质、海马区、下丘脑 AI 及 CIRP mRNA 表达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但 AI 均明显高于非转
染对照组和 AD5-GFP 转染组相应组，CIRP mRNA 明显低于非转染对照组和 AD5-GFP 转染组相应组。各组
各部位 Raf/Ras、p-MEK/MEK 蛋白表达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非转染对照组、AD5-GFP
转染组中药低、高剂量组脑皮质、海马区、下丘脑 p-ERK/ERK 均较模型组降低，且以中药高剂量组降低更显著 

〔脑皮质 ：非转染对照组为 7.2±1.0 比 15.3±1.8，AD5-GFP 转染组为 8.1±0.7 比 16.2±1.5 ；海马区 ：非转染对
照组为 6.6±0.8 比 14.7±2.0，AD5-GFP 转染组为 6.8±1.0 比 14.9±1.3 ；下丘脑 ：非转染对照组为 9.4±1.1 比
12.7±1.7，AD5-GFP 转染组为 10.6±1.3 比 9.4±1.1，均 P＜0.05〕；AD5-GFP-CIRP-SiRNA 转染组各亚组各部
位 p-ERK/ERK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结论 参附注射液可能通过促进 CIRP 过表达，降低
ERK 表达，抑制继发的转录因子磷酸化的启动信号转导，从而减少神经细胞凋亡，发挥其辅助亚低温治疗的抗
凋亡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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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in injury treated by mild hypothermia Wang Guan*, Cai Ying, Sun Hongsheng, Hao Wanping, Yang Dongting, 
Wang Taoli, Bie Pengfei, Liu Jiayu, Wang Xueyan.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Tianj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University, Tianjin 300151,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Wang Guan, Email: neurocrown@163.com

【Abstract】 Objective　From the changes of expression of cold-inducible RNA-binding protein (CIRP) in 
rats with traumatic brain injury under mild hypothermia treatment with Shenfu decoction as a subsidiary, to speculate 
the mechanism of protective effect of the decoction on the injury. Methods Ninety Sprague-Dawley (SD) rats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by random number table: non-transfection control group, adenovirus mediated immune 
flourescent reverse transcription virus group (blank AD5-GFP transfection group) and adenovirus mediated immune 
flourescent reverse transcription virus carrying CIRP silent expression gene group (AD5-GFP-CIRP-SiRNA transfection 
group), 30 rats in each groups. Then, each group was subdivided into three subgroups: model group,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low and high dose groups, 10 rats in each subgroup. After the mild hypothermia treatment for 48 hours, in 
the TCM low dose group and high dose group, a dose of TCM 1 mL/kg and 5 mL/kg was injected via a tail vein into the rat 
respectively, while in the model group, 1 mL/kg normal saline was injected into the same vein, once a day for consecutive 
2 days in all the groups. Before modeling in the blank AD5-GFP  transfection group  and AD5-GFP-CIRP-SiRNA  
transfection group, virus transfection models were reproduced at first by one-time intrathecal injection of 0.1 mL  
AD5-GFP and 0.1 mL (1×1010 pfu/mL) AD5-GFP-CIRP-SiRNA virus vector respectively, and in model group, 0.1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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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低温是创伤性脑损伤（TBI）患者急性期重要

的治疗措施之一，虽然其有效性已得到认可，但也存

在不足之处。本课题组前期的研究针对 TBI 患者亚

低温状态进行了中医辨证分型，发现应用参附方可

弥补亚低温缺陷，使患者神经功能得到进一步改善，

但其具体作用机制不详［1］。冷诱导 RNA 结合蛋白

（CIRP）是温度依赖调控蛋白，在亚低温神经保护中

发挥关键作用，本研究从 CIRP 表达情况推测参附

方可能的神经保护作用机制。

1 材料与方法

1.1 主要仪器和试剂 ：CIRP 抗体（美国，Santa Cruz

公司）；抗 β 肌动蛋白（β-actin）单克隆抗体（美国，

Sigma 公司）；原位末端缺刻标记试验（TUNEL）试

剂盒（瑞士，Roche 公司）。

1.2 实验动物分组、模型复制及给药 ：选择清洁级

健康 SD 大鼠，体质量 300～400 g，雌雄不限，动物

合格证号 ：11300223。将大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

为非转染对照组、腺病毒介导免疫荧光逆转录病毒

（AD5-GFP 转染组）及腺病毒介导携 CIRP 静默表达

基因免疫荧光逆转录病毒（AD5-GFP-CIRP-SiRNA 

转染组），每组 30 只 ；每组再分为模型组、中药低、

高剂量组，每组 10 只。两个转染组先行病毒转染造

模，采取病毒载体大鼠鞘内给药，分别一次性鞘内注

射 0.1 mL 空白 AD5-GFP 和 0.1 mL （1×1010 pfu/mL）  

AD5-GFP-CIRP-SiRNA，非转染对照组给予 0.1 mL

生理盐水。各组再予常规颅脑损伤及亚低温治疗，

致伤后大鼠置于恒定低温实验冰毯上，保持肛温

（31.0±0.5）℃，模型组及药物组均给予 48 h 亚低温

治疗 ；同时中药低剂量组于鼠尾静脉注射参附注射

液，剂量为正常成人每日用药量（1 mL/kg），中药高

剂量组给予 5 倍剂量参附注射液，模型组静脉注射

生理盐水，均每日 1 次，连用 2 d。

1.3 标本采集及处理 ：给药 48 h 后处死大鼠，取大

鼠脑皮质、海马区、下丘脑部位组织，置于液氮中保

存。脑组织分为 3 份，一份用于检测 CIRP mRNA

表达，一份用于检测相应部位脑细胞凋亡情况，一份

用于检测肉瘤蛋白（Ras）、Ras 活化相关因子（Raf）、

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ERK）、磷酸化 ERK（p-ERK）、

丝 裂 原 活 化 蛋 白 激 酶 ERK（MEK）、磷 酸 化 MEK

（p-MEK）蛋白含量。

1.3.1 反转录 - 聚合酶链反应（RT-PCR）测定脑

组 织 CIRP mRNA 表 达 ：取 大 鼠 脑 皮 质、海 马、下

丘 脑 组 织，提 取 总 RNA，经 RNA 定 量、反 转 录 合

成 cDNA。引物设计采用 Generunner 软件，经 Blast

检索无同源性，然后进行 PCR 反应。通过各部位

CIRP mRNA Ct 值与内参照所得 Ct 值，得出 ΔCt 值，

normal saline was given. The rat cortex， hippocampus and hypothalamus part were collected, the brain cell apoptosis 
was detected by transferase-mediated deoxyuridine triphosphate-biotin nick end labeling (TUNEL), the CIRP mRNA 
expression in the cortex, hippocampus and hypothalamus part was measured by reverse transcription-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T-PCR), the protein expressions of rat sarcoma protein Raf, Ras, extracellular signal-regulated kinase 
(ERK), phosphorylation ERK (p-ERK), mitogen 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MEK), p-MEK were determined by Western 
Blot. Results The brain tissue cell apoptosis indexes (AI) in the cortex, hippocampus and hypothalamus part in TCM 
low, high dose group of non-transfection control and blank AD5-GFP transfec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model 
group, and the expressions of CIRP mRNA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model group,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AI and CIRP mRNA in the cortex, hippocampus and hypothalamus between model, TCM low and high dose groups 
of AD5-GFP-CIRP-SiRNA transfection group, but AI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and CIRP mRNA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corresponding subgroups of AD5-GFP transfection control group and blank AD5-GFP transfection 
group. Western Blot detection showed that: Raf/Ras, p-MEK/MEK protein expressions revealed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different parts of each group (all P > 0.05), the p-ERK/ERK protein expression in the cortex, hippocampus, 
and hypothalamus part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CM low and high dose group than that in the model group of  
non-transfection control group and blank AD5-GFP transfection group, the degree of descent in the TCM high dose group 
being more significant (the cortex: non-transfection control group was 7.2±1.0 vs. 15.3±1.8, AD5-GFP transfection 
group was 8.1±0.7 vs. 16.2±1.5; hippocampus part: non-transfection control group was 6.6±0.8 vs. 14.7±2.0,  
AD5-GFP transfection group was 6.8±1.0 vs. 14.9±1.3; hypothalamus part: non-transfection control group was 
9.4±1.1 vs. 12.7±1.7, AD5-GFP transfection group was 10.6±1.3 vs. 9.4±1.1, all P < 0.05).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in p-ERK/ERK protein expression in above brain parts between AD5-GFP-CIRP-SiRNA  
transfection subgroups (all P > 0.05). Conclusions The Shenfu decoction used in rats with brain trauma under 
treatment of mild hypothermia is possibly by promoting CIRP over-expression, lowering ERK expression and inhibiting 
the initiation of signal transduction of the secondary transcription factor phosphorylation, thereby the neural cell 
apoptosis is decreased and play a subsidiary role of anti-apoptosis of mild hypothermia.

【Key words】 Trauma brain injury; Mild hypothermia;  Cold-inducible RNA-binding protein; Extracellular 
regulated protein kinases; Shenfu deco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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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量组各部位 CIRP mRNA 表达比较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均 P＞0.05）。

2.2 脑细胞凋亡情况（表 1；图 1）：光镜下可见，

凋 亡 细 胞 的 细 胞 核 固 缩。 在 非 转 染 对 照 组 和 

AD5-GFP 转染组中药低、高剂量组脑皮质、海马

区、下丘脑部位 AI 均较相应模型组显著降低 ；而 

AD5-GFP-CIRP-SiRNA 转染组中药低、高剂量组脑

皮质、海马区、下丘脑部位 AI 均较相应模型组有所

升高。中药高剂量组脑皮质、海马区 AI 较中药低

剂量组降低更显著，而两组下丘脑 AI 变化不大。表

计算平均 ΔCt 值，以 2-ΔΔCt 值表示 CIRP mRNA 相

对表达量。

1.3.2 TUNEL 测定脑细胞凋亡情况：脑组织切片依

次经二甲苯脱蜡、梯度乙醇水化、蛋白酶 K 消化、柠

檬酸钠缓冲液洗涤后，滴加 TUNEL 混合液，37 ℃孵

育 1 h，磷酸盐缓冲液（PBS）漂洗，37 ℃孵育 30 min， 

PBS 冲 洗 后，3，3’- 二 氨 基 联 苯 胺（DAB）显 色

15～20 min，每份组织取 5 个切片，每个切片取 10 个 

视野计数凋亡细胞，计算凋亡指数（AI＝凋亡细胞

数 / 细胞总数 ×100）。

1.3.3 蛋 白 质 免 疫 印 迹 试 验

（Western Blot）测定脑组织各部

位 Ras、MEK、ERK 蛋白表达量 ：

取大鼠各部位脑组织，剪碎加入

裂解液，4 ℃离心 5 min，取上清

液，用考马斯亮蓝法行蛋白质定

量，经转膜、加入抗体、封闭、化

学荧光法（ECL） 显色，Bio-Rad

系统测定吸光度（A）值，以目的

条带与相应内参照的 A 值比值

表 示 相 应 的 蛋 白 表 达 量（Raf、

Ras、p-MEK、MEK、p-ERK、

ERK）。

1.4 统 计 学 处 理 ：使 用 SPSS 

17.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

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s）
表示，采用 t 检验 ；计数资料以

率表示，采用 χ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脑组织各部位 CIRP mRNA

表达比较（表 1）：在非转染对照

组和 AD5-GFP 转染组中，中药

低、高剂量组脑皮质、海马区、下

丘脑 CIRP mRNA 表达均较相应

模型组显著升高，且以中药高剂

量组脑皮质、海马 CIRP mRNA 表 

达升高更显著（均 P＜0.05），而下

丘脑部位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说明中药剂量增高可

促进脑皮质、海马区 CIRP mRNA

表 达，而 对 下 丘 脑 则 无 显 著 影

响。 在 AD5-GFP-CIRP-SiRNA

转染组中，模型组和中药低、高

表 1    各组不同部位脑组织 AI 和 CIRP mRNA 表达比较（x±s）

组别
动物数

（只）

AI（%） CIRP mRNA（2-ΔΔCt）

脑皮质 海马区 下丘脑 脑皮质 海马区 下丘脑

非转染对照组

　模型组 10 20.3±2.1 18.7±1.6 12.6±1.4 14.4±2.1 13.0±2.0 18.0±1.9

　中药低剂量组 10 16.2±1.0a 15.2±0.8a   9.2±0.7a 21.4±2.1a 22.3±2.2a 30.1±4.0a

　中药高剂量组 10 12.4±0.8ab 10.0±0.7ab 11.3±0.7a 30.3±3.9ab 29.8±3.1ab 32.0±4.9a

AD5-GFP 转染组

　模型组 10 21.1±2.4 19.3±1.8 15.4±1.3 15.4±2.5 14.8±2.6 20.5±3.2

　中药低剂量组 10 14.5±1.4a 13.7±1.3a 10.1±0.9a 21.6±2.4a 20.3±2.1a 27.2±3.8a

　中药高剂量组 10 10.8±0.9ab 10.4±1.0ab   8.6±1.3a 27.5±3.5ab 26.8±3.6ab 28.1±4.2a

AD5-GFP-CIRP-SiRNA 转染组

　模型组 10 33.4±4.4c 29.3±3.8c 30.1±2.8c   4.2±0.3c   3.8±0.5c   4.1±0.4c

　中药低剂量组 10 34.8±4.2c 31.7±3.6c 33.6±4.7c   4.4±0.5c   4.6±0.7c   6.0±0.8c

　中药高剂量组 10 35.7±3.7c 32.8±4.1c 33.6±3.6c   5.9±0.7c   4.4±0.5c   5.3±0.7c

 注 ：与本组模型组比较，aP＜0.05 ；与本组中药低剂量治疗组比较，bP＜0.05 ；与非转染对照组

相应组比较，cP＜0.05

注 ：A 为模型组，B 为中药低剂量组，C 为中药高剂量组 ；
1，2，3 分别为脑皮质、海马区、下丘脑

图 1    各组细胞凋亡染色（TUNEL 染色，中倍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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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部位脑组织 Raf/Ras、p-MEK/MEK、p-ERK/ERK 蛋白表达量比较（x±s）

组别
动物数

（只）

Raf/Ras（A 值） p-MEK/MEK（A 值） p-ERK/ERK（A 值）

脑皮质 海马区 下丘脑 脑皮质 海马区 下丘脑 脑皮质 海马区 下丘脑

非转染对照组

　模型组 10 20.3±2.5 24.5±2.9 21.7±2.9 28.8±5.1 27.6±4.1 27.5±4.8 15.3±1.8 14.7±2.0 12.7±1.7

　中药低剂量组 10 22.5±2.8 23.1±3.2 20.8±3.0 28.6±4.7 29.2±5.1 27.9±4.9 10.4±1.2a 10.6±1.3a   9.8±1.7a

　中药高剂量组 10 21.2±2.4 22.6±3.2 23.1±3.2 29.1±5.0 28.4±4.1 28.9±5.2   7.2±1.0ab   6.6±0.8ab   9.4±1.1a

AD5-GFP 转染组

　模型组 10 20.9±2.0 21.3±3.1 22.6±2.8 28.3±4.9 29.5±5.3 27.7±4.2 16.2±1.5 14.9±1.3 12.9±1.2

　中药低剂量组 10 20.6±2.2 21.3±2.5 19.9±2.9 29.5±4.1 27.1±5.2 28.8±4.1 12.6±1.1a 10.3±1.2a 10.6±1.3a

　中药高剂量组 10 21.5±2.1 22.8±3.1 20.9±2.2 30.2±4.1 28.6±4.1 28.1±4.3   8.1±0.7ab   6.8±1.0ab 10.7±1.1a

AD5-GFP-CIRP-SiRNA 转染组

　模型组 10 23.2±3.2 21.5±2.1 22.8±3.8 29.2±4.5 31.5±5.0 30.8±5.2 29.2±3.9 28.8±3.5 30.1±3.9

　中药低剂量组 10 21.3±2.2 22.2±3.2 20.2±3.1 28.3±4.0 29.2±4.3 30.2±5.1 30.4±3.2 28.6±3.1 29.9±2.9

　中药高剂量组 10 20.3±2.9 21.4±2.3 22.4±3.3 29.3±4.9 31.4±5.3 31.4±5.3 28.9±3.7 27.4±2.9 28.3±3.3

注 ：与本组模型组比较，aP＜0.05 ；与本组中药低剂量治疗组比较，bP＜0.05

明随着中药剂量增高，脑皮质、海马区脑细胞凋亡

可能进一步降低，而对下丘脑部位脑细胞凋亡程度

无明显影响。AD5-GFP-CIRP-SiRNA 转染组模型

组和中药低、高剂量组各部位 AI 均较非转染对照组

和 AD5-GFP 转染组对应部位显著增加，说明经过

CIRP 静默表达后药物抗凋亡作用消失，且亚低温保

护作用亦消失。

2.3 脑组织各部位Raf/Ras、p-MEK/MEK、p-ERK/ERK 

蛋白表达量比较（表 2）：3 组间 Raf/Ras、p-MEK/MEK

蛋 白 表 达 量 差 异 均 无 统 计 学 意 义（均 P＞0.05）；

非 转 染 对 照 组 和 AD5-GFP 转 染 组 与 中 药 低、高

剂量组 p-ERK/ERK 蛋白表达量均较模型组显著

降低，AD5-GFP-CIRP-SiRNA 转染组各组及各部

位 p-ERK/ERK 蛋白表达量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3 讨 论

 亚低温治疗已广泛应用于颅脑损伤、脑缺血性

疾病、心脏手术、心肺复苏等治疗领域［2］。近年来对

于亚低温分子生物学机制研究多集中于温度依从性

调控机制［3-4］。当机体温度降低时，随之产生一组蛋

白以适应变化，该组蛋白被称为冷休克蛋白（CSP），

其中最具代表性就是 CIRP，CIRP 是首先在哺乳动

物细胞中发现的 CSP［5］。研究显示，机体在低温、

紫外线、缺氧等刺激下，细胞发生应激反应，CIRP

呈现过表达状态［6］。Oishi 等［7］研究显示，常温下

可以从大鼠肝细胞内检测到 CIRP，但 CIRP mRNA 

却很难被测出，而低温情况下 CIRP mRNA 可以大

量表达，说明 CIRP mRNA 的稳定性受环境温度调

控。还有研究发现，亚低温过程中脑组织不同部位

CIRP mRNA 的表达呈现差异性，在脑皮质、海马区

表达无明显变化，而下丘脑表达显著升高，从而推测

亚低温可能对脑皮质、海马区无确切的保护作用，而

对下丘脑的保护有一定意义［8］。位于端脑的皮质、

海马区是参与人类意识、认知、肢体功能等神经活动

的高级中枢，而位于间脑的下丘脑则为内分泌、应激

反应等功能的调控中枢，在此解剖学基础上可以解

释亚低温治疗对机体急性期应激反应有较好的改善

作用，有助于降低患者颅内压（ICP）、血糖、乳酸等代

表脑损伤后急性期内分泌有关的指标，但对于患者

部分高级神经功能恢复效果欠佳［9］。

 近年来在脑损伤的研究中也发现，丝裂素活化

蛋白激酶家族（MAPKs）中 ERK 通路具有重要作 

用［10］。ERK 通路是许多信号转导过程的核心，胞

外刺激可经 G 蛋白受体、生长因子受体和酪氨酸蛋

白激酶受体联信号激活（Ras-Raf-MEK-ERK），ERK

激活后磷酸化并传递关键的信号到核内，使一系列

的转录因子发生磷酸化而启动信号转导过程，促进

细胞增殖、分化或参与细胞凋亡［11］。Atkins 等［12］ 

研究发现，ERK 在脑创伤时呈现过度激活状态，其

表达时程明显延长。创伤后 ERK1/2 在损伤中心

区呈持续激活，直接证明了 ERK 与细胞死亡的关 

系［13］。研究发现，亚低温对颅脑损伤的神经保护作

用可能是由于 CIRP 过表达实现的，通过不同时间

点 ERK 信号通路关键因子及 CIRP 表达检测发现，

CIRP 抗神经细胞凋亡的信号转导途径可能通过直

接作用于 ERK1/2 并降低其激活［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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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附方具有温阳益气的作用，由人参、附子组

成，其静脉注射制剂为参附注射液，此方具有益气

固脱，回阳救逆的作用，随着临床研究的不断深入，

其应用范围也不断拓展，目前已广泛应用于临床各

科［15］。本课题组前期研究发现，应用参附方改良制

剂参附注射液后 TBI 患者神经功能评分得到显著改

善，昏迷程度较对照组减轻，证明应用温阳益气类中

药不但不会对抗或抵消亚低温的治疗效果，反而更

有利于患者肢体功能、意识水平、认知能力等的恢

复，达到更好的脑保护作用［16］。此方可通过温阳扶

正、益气固本作用调节并恢复机体平衡而促进患者

恢复，但其对于 TBI 患者亚低温药物动力学作用机

制尚不明确，我们推测参附方对 TBI 患者亚低温的

神经保护机制可能为 ：通过提高不同部位脑组织内

CIRP 表达，从而特异性调控 ERK 通路而发挥神经

保护作用。

 本研究发现，应用参附注射液治疗后脑皮质、海

马、下丘脑 3 个部位 AI 明显降低，从而达到神经保

护作用，当 CIRP 静默表达后此作用消失 ；对应部位

的 CIRP mRNA 检测也发现，中药各剂量组脑皮质、

海马区、下丘脑部位 CIRP mRNA 表达均显著升高，

证实了参附注射液可能通过调节 CIRP 的表达达到

抗细胞凋亡作用 ；通过检测脑皮质、海马区、下丘脑

部位 Raf/Ras、p-MEK/MEK、p-ERK/ERK 表达量发

现，应用中药治疗后 Raf/Ras、p-MEK/MEK 表达无

显著变化，p-ERK/ERK 表达显著降低，进一步证实

了中药可能通过促进 CIRP 过表达直接降低 ERK

表达，抑制继发的转录因子磷酸化启动信号转导，从

而减少神经细胞凋亡，发挥其辅助亚低温治疗和抗

凋亡作用。本研究同时发现，随着药物剂量的增加，

中药高剂量组脑皮质、海马区 AI 减少，CIRP mRNA

相应增高，p-ERK/ERK 表达降低，而下丘脑部位这

种伴剂量增长的变化在高低剂量组中无明显差异，

其原因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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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放大倍数低于 200 倍为低倍，等于 200 倍为中倍，大于 200 倍为高倍，例如“HE 染色  ×40”将标注为“HE 染色  低倍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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