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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肠道菌群与认知功能的研究进展和思考

蒋与刚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环境医学与作业医学研究所　 研究员)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８１８７２６０６、 ８１９０３３０３) 资助课题

　 　 摘　 要 　 认知功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理过

程ꎬ 涉及学习、 记忆、 语言、 思维、 精神、 情感等

一系列心理和社会行为ꎮ 机体的认知功能存在增龄

性减退ꎻ 随 着 人口 老 龄 化加 剧ꎬ 阿 尔茨 海 默 病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ꎬ ＡＤ)、 帕金森病 (ＰＤ) 等神

经退行性疾病发病率日益攀升ꎻ 另外ꎬ 现代社会日

益高发的焦虑 ( ａｎｘｉｅｔｙ)、 抑郁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等情

绪情感障碍和自闭症 (ａｕｔｉｓｍ) 等均严重威胁人类

脑健康ꎮ
近年来ꎬ 大量研究表明肠道菌群可以影响大脑

的认知功能ꎬ 肠道菌群组成及多样性变化可影响疾

病与健康个体行为及脑生理ꎻ 认知行为不仅受肠道

疾病、 而且受肠道之外疾病状况的影响ꎮ 肠－脑轴

是大脑与肠道互相沟通的一条双向调节轴ꎬ 主要由

肠神经系统、 神经免疫系统、 中枢神经系统和下丘

脑－垂体－肾上腺轴等构成ꎮ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ꎬ
肠道菌群在肠－脑轴功能反应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

用ꎬ 由此衍生出肠道菌群－肠－脑轴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ｔａ￣ｇｕｔ￣
ｂｒａｉｎａｘｉｓꎬ ＭＧＢ) 这一新的概念ꎮ 肠道菌群可以通

过 ＭＧＢ 轴影响中枢神经系统ꎬ 进而对认知功能产生

影响ꎬ 最直接的证据来源于对无菌 (Ｇｅｒｍ Ｆｒｅｅꎬ
ＧＦ) 小鼠模型的研究ꎬ 相较于无特定病原体 (Ｓｐｅｃｉ￣
ｆｉｅｄ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 ｆｒｅｅꎬ ＳＰＦ) 小鼠ꎬ 无菌小鼠会表现出

非空间记忆、 工作记忆等行为缺陷ꎬ 且海马中神经

递质 ５－羟色胺与 γ－氨基丁酸的含量减少ꎮ 给予益

生菌干预可调节包括学习记忆在内的认知行为ꎮ
研究发现肠道菌群与神经系统疾病关系密切ꎮ

研究观察到神经退行性疾病肠道菌群的增龄性改

变ꎬ 阿尔茨海默病、 自闭症、 抑郁症和焦虑症的发

生与发展往往伴随着肠道菌群紊乱ꎻ ＭＧＢ 轴和益生

菌对神经退行性疾病产生影响ꎮ 机制可能涉及以下

两个方面: (１) 微生物组产生淀粉样蛋白、 脂多糖

及其他免疫遗传物质ꎬ 可能通过信号途径的调节在

神经炎症、 脑Ａβ 沉积和ＡＤ 病理中发挥作用ꎮ (２) 肠

道菌群通过多种途径 (神经、 内分泌和免疫) 影响

神经退行性疾病ꎻ 大量研究确证内分泌、 神经和免

疫信号途径在神经退行性病理性改变中起重要作用ꎮ
上述研究提示肠道菌群可能成为维持或改善认

知功能、 防治认知功能相关疾病的新靶点ꎮ 随着菌

群－肠－脑轴研究的兴起ꎬ 人们对肠道菌群与认知功

能之间关系的认识必将渐趋全面与深刻ꎮ 肠道菌群

与认知功能关系的研究为揭示营养因素在脑发育、
行为认知及神经系统相关疾病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及

其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手段ꎮ
关键词: 肠道菌群ꎻ 认知ꎻ 阿尔茨海默病ꎻ 肠

道菌群－肠－脑轴ꎻ 益生菌



２１　　　

神经分子影像: 动态的神经病理

纪　 勇
(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教授)

　 　 摘　 要 　 阿尔茨海默病 (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ꎬ
ＡＤ) 是最常见的神经退行性疾病ꎬ 是导致老年期痴

呆的主要原因ꎬ 目前特异性诊断 ＡＤ 的生物学标志

物有脑脊液的 Ａβ 和 ｔａｕ 的测定ꎬ 另一个就是正电子

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 (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ꎬ ＰＥＴ) 确定脑内的 ＡＤ 的特征性病理蛋

白: Ａβ (老年斑) 和 ｔａｕ (神经纤维缠结)ꎮ ＡＤ 的

发病机制及临床确诊都还是难题ꎮ 神经分子影像是

当前核医学领域的前沿与热点ꎬ 尤其是以 ＰＥＴ 为代

表的核医学分子影像技术为药物的快速研发提供了

一个崭新的、 强有力的高技术平台ꎮ 应用放射性示

踪剂进行中枢神经系统的显像研究ꎬ 可以阐明神经

系统疾病的发生、 发展机理ꎬ 辅助选择、 确立治疗

方案ꎬ 还可以为治疗药物的研制提供指导ꎮ 具体对

于 ＡＤꎬ 被称为动态的神经病理ꎬ 不仅可以明确地

诊断和鉴别诊断ꎬ 而且可以动态观察疾病的发生ꎬ
发展ꎬ 可以研究 ＡＤ 的发病机制和发现可能的治疗

途径ꎬ 同时对于脑神经功能的研究是必不可缺的工

具手段ꎮ



２２　　　

叶酸、 维生素 Ｂ１２ 及 ＤＨＡ 对轻度认知障碍
老年人干预作用的研究

黄国伟
(天津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教授)

　 　 摘　 要　 轻度认知功能障碍 (ＭＣＩ) 是介于正

常衰老和痴呆之间的一种认知功能损害状态ꎬ ＭＣＩ
作为阿尔茨海默病 (ＡＤ) 前期可进一步发展为

ＡＤꎬ 对 ＭＣＩ 早期干预ꎬ 可预防或推迟 ＡＤ 的发生ꎮ
采用病例对照研究ꎬ 探讨叶酸和维生素 Ｂ１２ 与 ＭＣＩ
及 ＡＤ 发生的关联ꎻ 采用随机对照干预研究ꎬ 探讨

叶酸、 维生素 Ｂ１２和 ＤＨＡ 单独与联合干预改善 ＭＣＩ
患者认知功能的作用及机制ꎬ 为 ＭＣＩ 营养干预提供

新的途径ꎮ 病例对照研究显示ꎬ ＭＣＩ 组和 ＡＤ 组血

清叶酸和维生素 Ｂ１２水平低于健康对照组ꎬ 且 ＡＤ 组

低于 ＭＣＩ 组ꎻ ＭＣＩ 组和 ＡＤ 组血浆 Ｈｃｙ 水平高于健

康对照组ꎬ 且 ＡＤ 组高于 ＭＣＩ 组ꎮ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

析ꎬ 血清低水平叶酸和血浆高水平 Ｈｃｙ 与较高 ＭＣＩ
和 ＡＤ 发生风险显著相关ꎮ 叶酸对 ＭＣＩ 患者干预研

究显示: 叶酸干预能够改善 ＭＣＩ 患者总智商、 数字

广度和木块图两个分测验水平ꎬ 认知功能改善与蛋

氨酸循环代谢产物浓度显著相关ꎬ 并与降低外周炎

性因子水平及 Ａβ 相关标记物水平显著相关ꎮ 叶酸

与维生素 Ｂ１２联合干预研究显示ꎬ 叶酸和维生素 Ｂ１２

联合干预能够改善 ＭＣＩ 患者总智商及言语智商、 知

识和数字广度分测验水平ꎬ 降低血清 Ｈｃｙ、 白细胞

介素－６ ( ＩＬ－６)、 肿瘤坏死因子－α (ＴＮＦ－α)、 单

核细胞趋化蛋白－１ (ＭＣＰ－１) 和 Ａβ４２ 水平ꎻ 叶酸

和维生素 Ｂ１２联合干预优于单独的叶酸和维生素 Ｂ１２

干预ꎮ 叶酸与 ＤＨＡ 联合干预研究显示ꎬ 叶酸与

ＤＨＡ 联合干预能够改善 ＭＣＩ 患者总智商以及知识、
算数、 数字广度和图片排列四个分测验水平ꎬ 叶酸

和 ＤＨＡ 联合干预可以降低血清 Ｈｃｙ、 血浆 ＭＣＰ－１、
ＴＮＦ－α、 ＩＬ－６ 以及 ＩＬ－１β 水平ꎬ 叶酸或 ＤＨＡ 单独

干预仅可降低上述部分炎性因子水平ꎻ 叶酸和 ＤＨＡ
联合干预优于单独干预ꎮ 结论: 叶酸、 维生素 Ｂ１２

和 ＤＨＡ 对 ＭＣＩ 患者干预ꎬ 可以通过降低血清 Ｈｃｙ
和炎症因子水平ꎬ 改善认知功能ꎬ 叶酸与维生素

Ｂ１２联合干预ꎬ 叶酸与 ＤＨＡ 联合干预分别优于单独

的干预ꎮ



２３　　　

认知评估工具的临床应用及研究进展

刘　 帅
(天津市痴呆研究所　 副研究员)

　 　 摘　 要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快速进展ꎬ 痴呆老

年人也在逐年增多ꎬ 几乎一半的老年人会有记忆、
语言、 注意力、 执行、 视空间、 社会认知等认知缺

损ꎬ 针对这些认知功能缺损的不同领域和不同程度

的评估手段ꎬ 需要依靠神经心理学ꎬ 特别是神经心

理测验的发展ꎬ 神经心理测验的作用ꎬ 包括认知障

碍、 情绪障碍和行为障碍的评估ꎬ 是获得患者心理

与行为变化定量信息的一种方法ꎬ 对患者康复措施

的制定、 治疗效果的判断ꎬ 鉴别早期患者与正常衰

老具有重要作用ꎬ 尤其是那些还没有影像变化和

临床表现的早期患者ꎬ 神经心理评估敏感性较高ꎬ
可以检测出一般临床检查不能发现的行为、 功能

障碍ꎮ
认知评估通常有两个层次: 简易筛查和全面正

式ꎮ 前者更多是临床医生的初步筛查ꎬ 后者是研究

所用的系统检测ꎮ 临床常用的筛查量表包括: ①认

知功能障碍: 痴呆知情者问卷 (ＡＤ８)、 简明精神状

态量表 (ＭＭＳＥ)、 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 (ＭｏＣＡ)ꎻ
②精神行为症状: 神经精神量表 (ＮＰＩ)ꎻ ③日常能

力下降: 日常生活能力量表 (ＡＤＬ)、 功能活动问卷

(ＦＡＱ)ꎮ 全面评估大多用于轻度认知功能障碍 ＭＣＩ
的测评ꎬ ＭＣＩ 的分型有助于更好地明确痴呆的前驱

期ꎬ 比如在阿尔茨海默病 (ＡＤ) 型 ＭＣＩ 首先区分

遗忘型与非遗忘型ꎮ 简易筛查测验无法实现这种区

分ꎬ 故有条件的单位应该进行包括 ５－７ 个认知域的

全套测验ꎮ 在使用神经心理量表时ꎬ 可根据检查的

内容、 痴呆类型、 痴呆的不同阶段、 研究人群和目

的来技巧性的选择相应神经心理损害模式的测验ꎮ
总之ꎬ 神经心理量表评估是诊断痴呆的重要参

考依据ꎬ 临床使用神经心理量表应个体化选择ꎮ 量

表测评员需要进行标准化培训ꎬ 要做到量表评估过

程质量、 一致性及标准把控ꎮ



２４　　　

营养在大脑衰老中的作用

Ａｒｄｙ ｖａｎ Ｈｅｌｖｏｏｒｔ
(马斯特里赫特大学营养与代谢研究学院　 副教授)

　 　 摘　 要　 随着年龄相关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和痴

呆症患者人数的增加以及缺乏成功的治疗方法ꎬ 医

疗保健系统正在向预防性生活方式干预方法转移ꎮ
营养的重要性日益得到人们的认可ꎬ 最近的研究表

明ꎬ 专门的营养干预策略具有可喜的成果ꎬ 将来可

能成为多模式方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ꎮ
营养不良在老年人中非常普遍ꎬ 特定的营养缺

乏症与认知障碍、 痴呆症、 健康状况恶化和自理能

力丧失有关ꎮ 通过控制肠道微生物组等方法探索饮

食在健康老龄化中的作用的新途径正在兴起ꎬ 新技

术 (如脑代谢ꎬ 代谢组学和生物标志物的成像) 可

用于识别新的目标、 机制和干预策略ꎬ 从而有助于

我们了解饮食和特定营养素对大脑健康的重要性ꎮ
在演讲过程中ꎬ 将在健康衰老、 大脑衰老以及在神

经元连接性和认知功能丧失ꎬ 进行综合医疗保健的

背景下ꎬ 讨论有针对性的营养解决方案ꎬ 以保护大

脑的功能ꎮ
失去连接性和突触功能障碍是大脑衰老和阿尔

茨海默氏病 (ＡＤ) 早期的神经病理学过程的特征ꎮ

突触的这种早期介入很可能是记忆障碍早期症状的

神经病理学底物ꎮ 确实ꎬ 突触丢失已被证明是记忆

功能障碍最密切的病理相关ꎮ 因此ꎬ 突触丧失和膜

相关的病理学为干预 ＡＤ 和与年龄相关的认知能力

下降提供了可行的目标ꎮ
为改善 ＡＤ 中的突触功能障碍和丧失ꎬ 一种特

定的营养物组合 Ｆｏｒｔａｓｙｎ Ｃｏｎｎｅｃｔ 被开发出来ꎬ 用以

提供突触形成和膜相关病理所需的关键营养物ꎮ 本

演讲将回顾这些神经营养素在 ＡＤ 中的作用ꎬ 并讨

论在整个 ＡＤ 频谱中使用 Ｆｏｒｔａｓｙｎ Ｃｏｎｎｅｃｔ 混合物进

行的临床试验项目ꎮ 数项多中心、 多国家、 随机、
安慰剂对照临床试验已经得出结论ꎮ 早期 ＡＤ 的临

床试验表明ꎬ 与等温等氮对照相比ꎬ 活性营养混合

物可改善轻度 ＡＤ 患者的记忆功能ꎮ 最近完成的碘

油饮食试验在前驱性 ＡＤ 患者中显示出超出记忆范

围的临床相关益处ꎮ 在所有试验中ꎬ 活性营养混合

物的耐受性都很好ꎬ 不良事件的发生率低至或低于

对照水平ꎬ 这使其成为 ＡＤ 早期的安全可行的治疗

选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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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因素对 ３－５ 岁儿童膳食结构
及饮食行为影响的研究

何宇纳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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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花科蔬菜、 异硫氰酸酯类摄入及谷胱甘肽
Ｓ－转移酶基因多态性对乳腺癌的影响及交互作用

张彩霞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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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食物环境与儿童膳食行为

朱文丽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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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时段尿估算中国南方青年人群
２４ 小时尿钠排泄量方法的研究

王　 俊
(深圳市慢性病防治中心　 实验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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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六地区成熟母乳中维生素 Ｅ 含量及组成研究

　 　 作者简介: 娄泽如 (１９９６－)ꎬ 女ꎬ 硕士研究生ꎬ 食品卫生与营养ꎬ Ｅ￣ｍａｉｌ: ３９２４６００８６＠ ｑｑ.ｃｏｍꎬ 电话: １５８２１１７６３５６
　 ∗通讯作者: 蔡美琴ꎬ Ｅ￣ｍａｉｌ: ｃａｉｍｅｉｑｉｎ＠ ｓｊｔｕ.ｅｄｕ.ｃｎ

赵艳荣ꎬ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ｎｄａ.ｚｈａｏ＠ ａｂｂｏｔｔ.ｃｏｍ

娄泽如　 吴　 轲　 徐祎紫　 蔡美琴∗

上海交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上海 ２０００２５

　 　 摘　 要　 目的: 研究中国不同地区成熟乳中维生素 Ｅ 含量及异构体组成ꎬ 为衡量婴幼儿需要量和婴幼儿

配方开发提供参考意见ꎮ 方法: 在上海、 广州、 天津、 成都、 兰州、 长春 ６ 个地区共收集成熟乳 ６０４ 例ꎬ 用

高效液相色谱测定 α￣ꎬ γ￣ꎬ δ￣生育酚含量及 α￣生育酚的立体异构体组成 (天然 ＲＲＲ 和合成构型)ꎮ 结果: 中

国六地区成熟乳 α￣生育酚含量中位水平为 ３.１６ｍｇ / Ｌꎬ ＲＲＲ￣α￣生育酚为 ２.５７ｍｇ / Ｌꎬ γ￣生育酚为 ０.８９ｍｇ / Ｌꎬ δ￣
生育酚为 ０.１７ｍｇ / Ｌꎬ 提供活性 α￣生育酚当量共 ３.０９ｍｇ / Ｌꎬ 存在明显地区差异 (Ｐ<０.００１)ꎮ 成熟乳中 ＲＲＲ￣α￣
生育酚占总 α￣生育酚的比例为 ８３.１７％ꎬ 其中天津地区成熟乳 ＲＲＲ 占比 (７７.１１％) 显著低于兰州 (８６.１６％ꎬ
Ｐ<０.００１)ꎬ 其他地区无差异 (８２.８２~８５.３９％)ꎮ 成熟乳中 α￣生育酚与孕期增重存在负相关ꎬ 而 γ￣生育酚、 δ￣
生育酚与孕前体重、 产前体重等均存在正相关 (Ｐ<０.０５)ꎮ 结论: 在中国成熟乳中ꎬ ＶＥ 主要由 α￣生育酚组

成ꎬ 虽然其含量存在地区差异ꎬ 但均高度富集天然 ＲＲＲ 形式 ( ~ ８０％)ꎬ 提示 ＲＲＲ￣α￣生育酚是生命早期 ＶＥ
主要活性形式ꎮ

关键词: 中国六地区ꎻ 成熟乳ꎻ 维生素 Ｅꎻ α￣生育酚ꎻ ＲＲＲ￣α￣生育酚

中图分类号: Ｒ１５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来自健康产妇的母乳是 ６ 月龄以内婴儿

的理想食物ꎬ 其提供多种营养成分支持婴儿

的健康成长ꎬ 包括三大宏量营养素、 维生

素、 矿物质和多种活性成分[１]ꎮ 维生素 Ｅ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Ｅꎬ ＶＥ) 是体内重要的抗氧化剂ꎬ
与婴幼儿的呼吸、 免疫和认知系统发育密切

相关[２]ꎮ 维生素 Ｅ 包括 α￣ꎬ β￣ꎬ γ￣ꎬ δ￣生育

酚和四种生育三烯酚ꎮ 人体内的 α￣生育酚转

移蛋白 (α￣ＴＴＰ) 会优先结合 α￣生育酚ꎬ 故

α￣生育酚在体内的含量最多、 活性最强ꎮ γ￣
生育酚具有促炎作用ꎬ 研究表明ꎬ γ￣生育酚

循环水平达到 α￣生育酚的十分之一时就会消

除后者的抗炎作用[３]ꎮ β￣生育酚具有与 α￣生
育酚相似的抗氧化特性ꎬ 而 δ￣生育酚具有抗

肿瘤作用ꎮ 生育三烯酚在 ＶＥ 中占比较低和

活性较低ꎬ 故不进行检测[２]ꎮ
α￣生育酚侧链上有 ３ 个 Ｒ / Ｓ 手性位点ꎬ

天然 α￣生育酚三个位点均为 Ｒ 结构ꎬ 因此又

被称为 ＲＲＲ￣α￣生育酚ꎻ 而人工合成的全消

旋 α￣生育酚 ( ａｌｌ￣ｒａｃｅｍｉｃ α￣ｔｏｃｏｐｈｅｒｏｌꎬ ａｌｌ￣
ｒａｃ) 是 ８ 种立体异构体的等比例混合物

( ２Ｒ: ＲＲＲꎬ ＲＲＳꎬ ＲＳＲꎬ ＲＳＳꎻ ２Ｓ: ＳＲＲꎬ
ＳＲＳꎬ ＳＳＲꎬ ＳＳＳ) [４]ꎮ ＲＲＲ 高度富集于婴儿

大脑关键区域[５]ꎬ 且其生物学活性是 ａｌｌ￣ｒａｃ
的 １.３６ 倍[６]ꎮ 活性 ＶＥ 摄入量可用 α￣生育酚

当量 ( α￣ｔｏｃｏｐｈｅｒｏｌ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ｓꎬ α￣ＴＥ ) 表

示ꎬ 以 １ｍｇ ＲＲＲ￣α￣生育酚为 １ 个 α￣ＴＥꎬ 其

他异构体按活性折合计算ꎮ 目前我国婴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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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Ｅ 推荐摄入量仍然来自于 ２００２ 年 ４０ 例北

方母乳 α￣生育酚研究数据ꎬ 且并未涉及其他

ＶＥ 异构体及 ＲＲＲ￣α￣生育酚的测定[７]ꎮ
本研究在中国华东、 华南、 西南、 华

北、 西北和东北六个地区进行多中心母乳研

究ꎬ 调查成熟乳中 ＶＥ 的含量和 α￣生育酚异

构体组成ꎬ 对评估中国母乳状况和进一步指

导婴幼儿需要量的衡量有重要意义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本研究属于上海交通大学、 中山大学、
南开大学、 四川大学、 兰州大学和吉林大学

６ 个课题组联合开展的中国母乳研究项目ꎮ
在上海、 广州、 天津、 成都、 兰州、 长春 ６
地区多中心同步招募单胎足月分娩的健康产

妇ꎬ 年龄 ２０~３５ 岁ꎬ 无代谢性、 传染性和遗

传性疾病ꎬ 同时限定产妇无吸烟、 饮酒史且

非素食者ꎻ 新生儿 Ａｐｇａｒ 评分>８ 分ꎬ 无哺乳

禁忌症及先天性疾病ꎮ 研究统一在中国临床

试验中心注册 (ＣｈｉＣＴＲ１８０００１５３８７) 并通过

各地区伦理委员会审批ꎬ 所有参与课题的乳

母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乳汁采集

收集产后 ４０~４５ 天的成熟乳ꎬ 产妇于上

午９: ００－１１: ００ꎬ 在早餐后、 午餐前ꎬ 乳房

充盈的情况下ꎬ 使用吸奶器吸取单侧乳房的

全部乳汁ꎬ 上下颠倒 １５ 次左右保证充分混

匀后取出 ５０ｍＬ 置于无菌遮光试管中ꎬ 通过

低温冷链在 ５ 小时内运输到实验室ꎬ 立即分

装冻存于－８０℃冰箱ꎬ 全程保持避光ꎮ
１.２.２ 检测方法

按照文献方法[８]ꎬ 使用高效液相色谱仪

配荧光检测器 (Ａｇｉｌｅｎｔ １２６０ Ｉｎｆｉｎｉｔｙ) 检测

及定量 α￣ꎬ γ￣ꎬ δ￣生育酚 (母乳 β￣生育酚及

生育三烯酚含量极低不进行定量)ꎻ 使用超高

效液相色谱 (Ｗａｔｅｒｓꎬ Ａｃｑｕｉｔｙ ＵＰＬＣ Ｈ￣Ｃｌａｓｓ)
和荧光检测器 (Ｓｈｉｍａｄｚｕꎬ ＲＦ￣２０Ａ ＸＳ) 检测

α￣生育酚的 ８ 种异构体ꎬ 依次分为 ５ 个峰:
Σ２Ｓ (４ 个 ２Ｓ 异 构 体 之 和)ꎬ ＲＳＳꎬ ＲＲＳꎬ
ＲＲＲꎬ ＲＳＲꎬ 其中 ７ 种合成构型 α￣生育酚之

和为非 ＲＲＲ￣α￣生育酚 (Σ ｎｏｎ￣ＲＲＲ￣α￣生育

酚)ꎬ 以所得比例和 α￣生育酚总量合并计算

ＲＲＲ 和 ｎｏｎ￣ＲＲＲ 的含量ꎮ α￣ＴＥ 的计算公式

为: α￣ＴＥ＝α￣生育酚＋β￣生育酚×０.５＋γ￣生育酚

×０.１＋δ￣生育酚×０.０２＋α￣三烯生育酚×０.３[９]ꎮ

１.３　 统计分析

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进行统计分析ꎬ 用 Ｇｒａｐｈ￣
Ｐａｄ Ｐｒｉｓｍ ６.０ 进行制图ꎬ 以 Ｐ<０.０５ 为有统

计学意义ꎮ 对生育酚含量和 α￣生育酚组成数

据进行正态性检验ꎬ 显示其不满足正态分

布ꎬ 采用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 ｔｅｓｔ 非参数检验对不

同地区成熟乳生育酚的含量和 α￣生育酚组成

进行对比ꎬ 存在显著性差异 (Ｐ<０.０５) 的数

据采用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 Ｕ ｔｅｓｔ 进行两两比较ꎮ
采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进行非正态分布数据的相关性

分析ꎮ

２　 研究结果

２.１　 入组乳母的一般情况 (表 １)

各地区收集的成熟乳例数分别为: 成都

１０１ 例ꎬ 广州 １０２ 例ꎬ 长春 １００ 例ꎬ 兰州 ９８
例ꎬ 上海 １０２ 例ꎬ 天津 １０１ 例ꎬ 合计 ６０４ 例ꎮ
乳母均为汉族ꎬ 平均年龄 ２９.５８±３.４３ 岁ꎬ 孕

前 ＢＭＩ ２１.５０±３.１５ｋｇ / ｍ２ꎬ 产前 ＢＭＩ ２７.０８±
３.５９ｋｇ / ｍ２ꎬ 均营养状况良好ꎮ 以初产妇为

主 (６７.３８％)ꎬ 教育背景良好ꎬ ８１.６２％为本

科 /大专及以上学历ꎬ 不同地区乳母情况存

在一定的差异ꎮ

２.２　 成熟乳中的维生素 Ｅ 含量 (表 ２)

成熟乳中维生素 Ｅ 主要是 α￣生育酚

(３.１６ｍｇ / Ｌ)ꎬ 其次是 γ￣生育酚 (０.８９ｍｇ / Ｌ)ꎻ
δ￣生育酚含量极微 (０.１７ｍｇ / Ｌ)ꎮ 成熟乳三种

生育酚共提供 ３.０９ｍｇ / Ｌ α￣ＴＥꎮ 成熟乳中 α￣生
育酚主要为天然 ＲＲＲ 形式 (２.５７ｍｇ / Ｌ)ꎬ 其

占总 α￣生育酚的比例为 ８３.１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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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入组乳母的基本情况 (ｎ＝６０４)∗

基础情况 全国

年龄 (岁) ２９.５８±３.４３

孕前 ＢＭＩ (ｋｇ / ｍ２) ２１.５０±３.１５

产前 ＢＭＩ (ｋｇ / ｍ２) ２７.０８±３.５９

初产妇 ４０７ (６７.３８％)

阴道产 ３３５ (５５.４６％)

文化程度

　 　 高中及以下 １１１ (１８.３８％)

　 　 本科及大专 ４０３ (６６.７２％)

　 　 硕士及以上 ９０ (１４.９０％)

∗ 连续性资料为平均值±标准差ꎬ 分类资料为例数 (占比) 　 　

表 ２　 全国成熟乳中 ＶＥ含量 (ｍｇ / Ｌ)

ＶＥ 含量 中位数 最小值 最大值 Ｐ２５ Ｐ７５

α￣生育酚 ３.１６ ０.０５ １１.０２ ２.２９ ４.１６

　 ＲＲＲ￣α￣生育酚 ２.５７ ０.３７ ９.９５ １.７７ ３.４８

　 ｎｏｎ￣ＲＲＲ￣α￣生育酚 ０.５０ ０.００ ３.５０ ０.３３ ０.７５

　 ＲＲＲ (％) ８３.１８ ３５.８３ １００.００ ７６.３６ ８８.４３

γ￣生育酚 ０.８９ ０.０５ ４.５７ ０.５８ １.２７

δ￣生育酚 ０.１７ ０.００ １.３６ ０.０９ ０.２７

α￣ＴＥ ３.０９ ０.４９ １１.０９ ２.２２ ４.１０

α￣ / γ￣生育酚 ３.３６ ０.８５ ５２.６９ ２.３７ ５.０４

ＲＲＲ ％＝ＲＲＲ￣α￣生育酚含量 / α￣生育酚含量

２.３　 成熟乳中 ＶＥ 异构体分布的地区差异

(表 ３)
　 　 上海、 广州、 成都和天津四地成熟乳中

α￣生育酚中位数含量显著高于兰州和长春地

区 (Ｐ<０.００１)ꎮ 长春地区成熟乳中 ＲＲＲ￣α￣
生育酚中位数含量显著低于除天津外四地区

(Ｐ<０.００１)ꎮ 天津和长春两地成熟乳中 γ￣生
育酚和 δ￣生育酚的中位数含量均高于其他地

区 (Ｐ<０.００１)ꎮ 根据公式计算ꎬ 长春地区

成熟乳中 α￣ＴＥ 中位数含量仅为 ２.５０ｍｇ / Ｌꎬ
为六地区最低 (Ｐ<０.００１)ꎮ

如图 １ 所示为ꎬ 天津地区成熟乳中

ＲＲＲ 占总 α￣生育酚的比例 (７７.１１％) 显著

低于兰州地区 (８６.１６％ꎬ Ｐ<０.００１)ꎬ 而上

海 ( ８２. ９８％)、 成 都 ( ８５. ３９％)、 广 州

(８３.５１％)、 长春 (８３.３１％) 没有统计学

差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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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中国 ６ 地区成熟乳 ＶＥ含量 (ｍｇ / Ｌ)

ＶＥ 含量 上海 广州 成都 兰州 天津 长春 Ｐ

α￣生育酚 ｍｅｄｉａｎ ４.０８ａ ３.４２ａｂ ３.３１ａｂ ２.８８ｂ ３.３９ａｂ ２.５２ｃ <０.００１

Ｐ２５ꎬＰ７５ (２.４８ꎬ５.２２) (２.４７ꎬ４.１７) (２.３４ꎬ３.８５) (２.３０ꎬ４.００) (２.３０ꎬ４.２２) (１.８０ꎬ３.１９)

　 ＲＲＲ￣α￣生育酚 ｍｅｄｉａｎ ３.３２ａ ２.８１ａｂ ２.６０ａｂ ２.４９ａｂ ２.４９ｂｃ ２.０７ｃ <０.００１

Ｐ２５ꎬＰ７５ (１.９６ꎬ４.４３) (２.０１ꎬ３.４８) (１.７７ꎬ３.３１) (１.８７ꎬ３.６２) (１.６８ꎬ３.２１) (１.４９ꎬ２.６０)

γ￣生育酚 ｍｅｄｉａｎ ０.７８ａ ０.７０ａ １.０６ｂ ０.９１ｂ １.０４ｂ ０.９１ｂ <０.００１

Ｐ２５ꎬＰ７５ (０.４４ꎬ１.１２) (０.４２ꎬ１.０５) (０.７７ꎬ１.５５) (０.６０ꎬ１.２８) (０.７５ꎬ１.４７) (０.６７ꎬ１.３４)

δ￣生育酚 ｍｅｄｉａｎ ０.１６ａ ０.０９ｂ ０.１８ａｄ ０.１１ｂ ０.２６ｃ ０.２２ｃｄ <０.００１

Ｐ２５ꎬＰ７５ (０.０８ꎬ０.２４) (０.０５ꎬ０.１８) (０.１２ꎬ０.２９) (０.０６ꎬ０.１８) (０.１８ꎬ０.４０) (０.１３ꎬ０.３６)

α￣ＴＥ ｍｅｄｉａｎ ３.９５ａ ３.３２ａ ３.２８ａｃ ２.８６ａｂｃ ３.２３ｃ ２.５０ｄ <０.００１

Ｐ２５ꎬＰ７５ (２.４２ꎬ５.１２) (２.３７ꎬ４.０９) (２.３５ꎬ３.８１) (２.３０ꎬ４.０５) (２.２０ꎬ３.９２) (１.８１ꎬ３.１８)

ａｂｃ同一行字母不同代表有显著性差异 (ｐ<０.０５)

图 １　 不同地区成熟乳中 ＲＲＲ 占总 α￣生育酚

的比例 (ＲＲＲ％)

２.４　 成熟乳中 ＶＥ 异构体与基础资料相关

性分析
　 　 全国 ６０４ 例成熟乳样本与基础资料进

行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性分析时ꎬ 发现 α￣生育

酚与孕期增重存在负相关 ( ｒ ＝ －０.０８２ꎬ Ｐ
＝０.０４５)ꎮ 而 γ￣生育酚、 δ￣生育酚与孕前

体重 ( ｒ１ ＝ ０.０８９ꎬ Ｐ１ ＝ ０.０３０ꎬ ｒ２ ＝ ０.１２１ꎬ
Ｐ２ ＝ ０.００３)、 产前体重 ( ｒ１ ＝ ０.１０７ꎬ Ｐ１ ＝

０.００９ꎬ ｒ２ ＝ ０.１３１ꎬ Ｐ２ ＝ ０.００１)、 孕前 ＢＭＩ
( ｒ１ ＝ ０.１０７ꎬ Ｐ１ ＝ ０.００９ꎬ ｒ２ ＝ ０.１０６ꎬ Ｐ２ ＝
０.００９)、 产前 ＢＭＩ ( ｒ１ ＝０.１１８ꎬ Ｐ１ ＝０.００４ꎬ
ｒ２ ＝ ０.１００ꎬ Ｐ２ ＝ ０.０１５) 均存在正相关ꎮ 而

α￣ / γ￣生育酚与孕前体重 ( ｒ ＝ －０.１０２ꎬ Ｐ ＝
０.０１２)、 产前体重 ( ｒ ＝－０.１４９ꎬ Ｐ<０.００１)、
孕前 ＢＭＩ (ｒ ＝－０.１１６ꎬ Ｐ＝０.００４)、 产前 ＢＭＩ
( ｒ ＝－０.１６５ꎬ Ｐ<０.００１) 均存在负相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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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　 论

本研究是六校联合开展的中国母乳项

目中针对母乳 ＶＥ 的多中心、 大样本研究ꎬ
是第一例同时报道中国多地成熟乳中生育

酚含量及 α￣生育酚立体异构体分布的研究ꎬ
对全面和精准反映中国成熟乳 ＶＥ 含量有重

要意义ꎮ
本研究中成熟乳中生育酚主要是 α￣生育酚

(３.１６ｍｇ/ Ｌ)ꎬ 占总生育酚含量的 ７３.０４％ꎮ
γ￣生育酚含量 (０.８９ｍｇ / Ｌ) 低于 α￣生育酚ꎬ
而且其活性仅为 α￣生育酚的 ２％[７]ꎬ 因此 α￣
生育酚可提供母乳中 ９５％以上的活性 ＶＥꎮ
在北京、 苏州、 广州进行的多中心研究

中[１０]ꎬ 成熟乳中 α￣生育酚和 γ￣生育酚含量

分别为 ２０６μｇ / １００ｍｌ、 ７３μｇ / １００ｍｌꎬ 低于

本研究结果ꎮ 但是本研究与绝大多数西方国

家报道的成熟乳中 α￣生育酚水平 (１.０－５.６８
ｍｇ / Ｌ) 接近[１１]ꎮ 近年来还有研究指出ꎬ 虽

然 γ￣生育酚含量远低于 α￣生育酚ꎬ 但 γ￣生
育酚可通过促炎症机制拮抗 α￣生育酚对呼吸

系统的保护作用[１２]ꎬ 因此母乳中 γ￣生育酚

含量也应予以监控ꎮ 目前对 δ￣生育酚的研究

极为有限ꎬ 有细胞实验指出 δ￣生育酚可能可

以通过升高 Ｌ 型钙通道活性的机制来促进神

经元细胞的分化[１３]ꎮ 这提示我们 α￣生育酚

是母乳中 ＶＥ 的重要成分ꎬ 对于其他异构体

未来需要更多研究ꎮ
本研究发现不同地区成熟乳生育酚和

ＲＲＲ￣α￣生育酚含量存在差异ꎬ 从而造成各

地成熟乳中活性 ＶＥ 含量的差异ꎮ 上海和广

州两地成熟乳中 α￣生育酚和 ＲＲＲ￣α￣生育酚

中位数含量显著高于长春地区ꎬ 而 γ￣生育酚

和 δ￣生育酚中位数含量也显著低于长春地

区ꎬ 故其活性 ＶＥ 中位数含量也分别约为长

春地区的 １.６ 倍和 １.３ 倍ꎮ 研究表明ꎬ 充足

ＶＥ 提供的抗氧化屏障对于婴幼儿生长发育

至关重要ꎬ 避免脑室内出血、 中枢神经系统

发育迟缓并降低新生儿死亡率[１４ꎬ１５]ꎮ 母乳生

育酚和 ＲＲＲ￣α￣生育酚含量受到母体基因背

景、 ＶＥ 营养状况、 膳食和补充剂摄入等多

因素的复合影响[１６]ꎬ 但目前缺乏设计合理

的大样本数据验证ꎬ 本研究同时采集了乳母

基础资料和膳食、 血浆数据ꎬ 后期会对不同

地区的信息进一步分析ꎮ
本研究首次发现ꎬ 尽管各地区成熟乳中

α￣生育酚含量存在明显差异ꎬ 但均主要以天

然 ＲＲＲ 形式存在ꎮ 现有研究报道美国过渡

乳和成熟乳中 α￣生育酚立体异构体分布ꎬ 也

发现 ＲＲＲ 的高度富集[１７]ꎬ 提示母体优先提

供 ＲＲＲ￣α￣生育酚给子代ꎮ 目前我们实验室

已经检测上海地区不同泌乳阶段的母乳[１８]ꎬ
ＲＲＲ 占比在不同泌乳阶段母乳均保持在

８５％左右ꎬ 同时我们检测到存在 １００％ＲＲＲ
构成的母乳样本ꎮ ＲＲＲ 在不同泌乳阶段和

不同地区的成熟母乳中均为主要存在形式ꎬ
提示了生命早期可能对于 ＲＲＲ 有较高需求ꎮ
研究指出 ＲＲＲ 是唯一天然的 α￣生育酚构型ꎬ
母乳中存在的非 ＲＲＲ 成分主要由于 ａｌｌ￣ｒａｃ
广泛添加于加工食品和膳食补充剂ꎬ 从而降

低了母乳中 ＲＲＲ 的比例[１８ꎬ１９]ꎮ 因此ꎬ 产妇

在哺乳期应注意膳食中 ＶＥ 的来源ꎬ 适当减

少 ａｌｌ￣ｒａｃ 的摄入并注意补充天然 ＲＲＲꎬ 以

提高 ＲＲＲ 在母乳中的比例ꎮ 此外ꎬ 目前广

泛应用于婴幼儿配方乳粉中的 α￣生育酚为

ａｌｌ￣ｒａｃꎬ 干预实验指出婴儿 ａｌｌ￣ｒａｃ 摄入需要

达到 ＲＲＲ 的 ２ 倍以上才能保证血浆 α￣生育

酚维持在相同水平[２０]ꎬ 而且随着 ａｌｌ￣ｒａｃ 摄

入增加ꎬ 机体血浆和组织中 ＲＲＲ％均会逐渐

降低[８]ꎬ 因此在婴幼儿配方乳粉中添加

ＲＲＲ￣α￣生育酚代替 ａｌｌ￣ｒａｃ 可能会更好地满

足婴幼儿的需求ꎮ
本研究发现ꎬ 母体体重对于母乳中生育

酚含量有一定的相关性ꎮ 成熟乳中 α￣生育酚

与孕期增重存在负相关ꎬ 而 γ￣生育酚、 δ￣生
育酚与孕前体重、 产前体重等均存在正相

关ꎬ 提示孕期体重可能会对母体生育酚储备

产生一定的影响ꎮ 研究表明ꎬ γ￣生育酚具有

的促炎作用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 α￣生育酚的

抗炎作用[３]ꎬ 所以 α￣ / γ￣生育酚可以更好地

反映母乳中的生育酚构成ꎮ 本研究表明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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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 γ￣生育酚与孕前体重、 产前体重、 孕前

ＢＭＩ、 产前 ＢＭＩ 均存在负相关ꎬ 提示母体体

重对于生育酚功能的发挥具有一定影响ꎬ 未

来需要进一步研究明晰母体体重与母乳生育

酚含量的关系ꎮ
母乳是婴幼儿配方食品的最佳参照物ꎬ

本研究首次对中国成熟乳中 ＶＥ 含量及异构

体组成进行测定分析ꎬ 结果指出成熟乳 ＶＥ
主要由 α￣生育酚组成ꎬ 其含量存在明显的地

区差异ꎬ 但均高度富集天然 ＲＲＲ 形式ꎬ 提

示天然构型的 ＲＲＲ￣α￣生育酚可能是更理想

的 ＶＥ 添加剂形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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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紊乱饮食性肥胖 ＳＤ 大鼠肠道菌群
与炎性因子的变化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ꎬ ８１５６０１５０ꎻ 内蒙古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项目ꎬ ２０１７ＭＳ (ＬＨ) ０８１５ꎻ 内蒙古自治区卫

生计生科研计划项目ꎬ ２０１７０１０８５ꎻ 包头医学院花蕾计划 (大学生创新训练) 项目 １１０－２０１９３１１３１３ꎻ 包头医学院硕士

研究生科研创新资助项目ꎬ ｂｙｃｘ２０１９０１０ꎻ
　 　 作者简介: 商佳琪 ( １９９３ － )ꎬ 女ꎬ 蒙古族ꎬ 包头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ꎬ 在读硕士ꎬ 研究方向: 人群营养ꎬ

１５９４９４８０９３４ꎬ ２２２８５０８３９２＠ ｑｑ.ｃｏｍ
　 ∗通讯作者: 包艳ꎬ 教授ꎬ Ｅ￣ｍａｉｌ: ｂｙ＿１９７７＠ １６３.ｃｏｍ

商佳琪１ 　 郭宇帆１ 　 张梦洁１ 　 史雪敏１ 　 姜红梅１ 　 李素颖１ 　 包　 艳１ꎬ２∗

１. 包头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　 内蒙古包头 ０１４０６０ꎻ ２. 包头医学院营养与食品健康研究所　 内蒙古包头 ０１４０６０

　 　 摘　 要　 目的: 利用抗生素紊乱肥胖 ＳＤ 大鼠肠道微生态环境ꎬ 探讨肠道菌群结构改变与炎症反应的关

系ꎮ 方法: 利用高脂饮食诱导建立肥胖大鼠模型ꎬ 然后进行抗生素干预ꎮ 剥离大鼠内脏脂肪称重并计算脂体

比ꎻ 采集血清检测炎症细胞因子水平ꎻ 利用 １６Ｓ ｒＤＮＡ 测序技术分析肠道菌群的群落构成及多样性ꎮ 结果:
ＯＰ 和 ＯＰ￣Ｋ 组大鼠体重、 肾周脂肪和附睾脂肪水平均显著高于 ＣＯＮ 和 ＣＯＮ￣Ｋ 组大鼠ꎬ ＯＰ 组大鼠脂体比明

显高于 ＣＯＮ 组大鼠ꎻ 与 ＣＯＮ 组比较ꎬ ＣＯＮ￣Ｋ、 ＯＰ 和 ＯＰ￣Ｋ 组大鼠体内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炎症反应ꎬ 且

ＯＰ￣Ｋ 组大鼠血清 ＩＬ￣１β 浓度显著低于 ＯＰ 组ꎻ 各组大鼠肠道菌群构成在门水平和属水平均表现出不同ꎬ 肠道

内优势菌属发生明显改变ꎻ 对大鼠的肠道优势菌属和血清炎症细胞因子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 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Ｌａｃｈｎｏｓｐｉｒａｃｅａｅ＿ＮＫ４Ａ１３６、 Ｒｕｍｉｎｏｃｏｃｃａｃｅａｅ ＿ ＵＣＧ＿ ０１４、 Ｒｕｍｉｎｏｃｏｃｃａｃｅａｅ ＿ ｕｎ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Ｌａｃｈｎｏｓｐｉｒａｃｅａｅ ＿ ｕｎｃｕｌ￣
ｔｕｒｅｄ 和 Ｒｕｍｉｎｏｃｏｃｃａｃｅａｅ＿ＵＣＧ＿００５ 与 ＩＬ￣４ 呈正相关关系 (Ｐ<０.０５)ꎬ Ａｌｌｏｂａｃｕｌｕｍ 和 Ｂｉｆｉｄ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与 ＩＬ￣４ 呈

负相关关系 (Ｐ<０.０５)ꎬ Ｂａｃｔｅｒｏｉｄｅｓ 与 ＩＬ￣１β 呈正相关关系 (Ｐ<０.０５)ꎬ Ｐｒｅｖｏｔｅｌｌａｃｅａｅ＿ＮＫ３Ｂ３１＿ｇｒｏｕｐ 与 ＩＬ￣１０
呈正相关关系 (Ｐ<０.０５)ꎮ 结论: 肥胖及抗生素干预均会导致肠道微生态环境失衡ꎬ 并诱发机体的炎症反

应ꎬ 肠道菌群与炎症存在一定的必然联系ꎮ
关键词: 高脂饲养ꎻ 抗生素ꎻ 肠道菌群ꎻ 炎症反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Ｆｌｏｒａ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ＳＤ Ｒａ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Ｄｉｅｔ￣ｉｎｄｕｃｅｄ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Ｓｈａｎｇ ｊｉａ￣ｑｉ∗ 　 Ｚｈａｎｇ ｍｅｎｇ￣ｊｉｅ　 Ｓｈｉ ｘｕｅ￣ｍｉｎ　 Ｊｉａｎｇ ｈｏｎｇ￣ｍｅｉ
Ｇｕｏ ｙｕ￣ｆａｎ　 Ｌｉ ｓｕ￣ｙｉｎｇ　 Ｂａｏ ｙａｎ

(∗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ꎬ Ｂａｏｔｏｕ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ꎬ Ｂａｏｔｏｕꎬ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０１０４６０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Ｕｓｉｎｇ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 ｔｏ ｄｉｓｔｕｒｂ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ｂｅｓｅ ＳＤ ｒａｔｓꎬ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ｆｌｏｒａ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Ｕｓｅ ｈｉｇｈ￣ｆａｔ
ｄｉｅｔ ｔｏ ｉｎ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ｂｅｓｅ ｒａｔ ｍｏｄｅｌꎬ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ａｔ ｖｉｓｃｅｒａｌ ｆａｔ ｗ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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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Ｋ ｇｒｏｕｐｓ. Ｔｈｅ ｌｉｐｏｓｏｍｅ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ｔｈｅ ＯＰ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 ｇｒｏｕｐꎬ Ｔｈｅ ｒａ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Ｋꎬ ＯＰ ａｎｄ ＯＰ￣Ｋ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ｌｌ ｈａ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
ｇｒｅｅｓ ｏｆ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ｒｕｍ ＩＬ￣１β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ＯＰ￣Ｋ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ＯＰ ｇｒｏｕｐꎻ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ｅａｃｈ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ｃｏｍｐｏｓｅｄ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ｙｌｕｍ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ｅｎｕｓ ｌｅｖｅｌ ａ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ｅｓ ｈａｖｅ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ꎻ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ａｎｄ ｓｅｒｕｍ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 ｉｎ ｒａｔｓ ｓｈｏｗｓ: 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ꎬ Ｌａｃｈｎｏｓｐｉｒａｃｅａｅ＿ＮＫ４Ａ１３６ꎬ Ｒｕｍｉｎｏｃｏｃｃａｃｅ￣
ａｅ＿ＵＣＧ＿０１４ꎬ Ｒｕｍｉｎｏｃｏｃｃａｃｅａｅ＿ｕｎ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ꎬ Ｌａｃｈｎｏｓｐｉｒａｃｅａｅ＿ｕ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ｄ ａｎｄ Ｒｕｍｉｎｏｃｏｃｃａｃｅａｅ＿００５ ａｎｄ Ｒｕｍｉｎｏｃｏｃ￣
ｃａｃｅａｅ＿００５ Ｉｔ ｉ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ＩＬ￣４ (Ｐ<０.０５)ꎬ Ａｌｌｏｂａｃｕｌｕｍ ａｎｄ Ｂｉｆｉｄ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ａｒ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ＩＬ￣４ (Ｐ<０.０５)ꎬ Ｂａｃｔｅｒｏｉｄｅｓ ｉ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ＩＬ￣１β (Ｐ<０.０５)ꎬ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ｏｔｅｌｌａｃｅａｅ＿ＮＫ３Ｂ３１＿ｇｒｏｕｐ ｉ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ｗｉｔｈ ＩＬ￣１０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Ｐ<０.０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Ｂｏｔｈ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ｌｅａｄ ｔｏ ｔｈｅ ｉｍｂａｌ￣
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ｂｏｄｙ̓ｓ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ｉｎｅｖｉ￣
ｔａｂｌ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ｆｌｏｒａ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Ｈｉｇｈ￣ｆａｔ ｆｅｅｄｉｎｇꎻ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ꎻ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ｆｌｏｒａꎻ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当机体摄入的营养物质不均衡时会造成

肠道微生态环境失调ꎬ 导致宿主在能量获

取、 脂肪堆积等方面改变ꎬ 从而削弱肠屏障

功能出现内毒血症ꎬ 将炎症通路激发[１－４]ꎮ
口服抗生素可致小鼠肠道内巨噬细胞对菌群

刺激过度应答ꎬ 生成炎症细胞因子ꎬ 而打破

肠道微生态平衡ꎬ 影响宿主各项生理机能ꎬ
尤其是先天防御机制方面ꎬ 并发现抗生素对

肠道菌群造成的损害是不可逆的[５－８]ꎮ 为更

了解肠道菌群与肥胖和炎症反应之间的关

系ꎬ 本研究以高脂饮食来诱导建立饮食性肥

胖大鼠模型ꎬ 然后用抗生素干预紊乱肠道菌

群ꎬ 进一步探讨肠道菌群与肥胖和炎症反应

之间的关系ꎬ 为预防和控制肥胖提供新的科

学思路ꎮ

１　 实验动物与方法

１.１　 实验动物和样本准备

选取 ４４ 只 ＳＰＦ 级雄性 ＳＤ 大鼠 (１４０±
１０) ｇꎬ 自适应喂养一周后ꎬ 随机分为基础

饲养组 (１４ 只) 和高脂饲养组 ( ３０ 只)ꎬ
分笼饲养八周ꎬ 每周称重一次ꎬ 饲养温度为

２０~ ２５℃ꎬ 湿度为 ５５％ ~ ６５％ꎮ 依据肥胖大

鼠的判定标准 (高脂饲养组大鼠的体重高于

基础饲养组的 ２０％) 进行筛选[９－１１]ꎬ 达标

１７ 只ꎬ 成功率为 ５６.６７％ꎬ 再从中随机选取

１４ 只完成两周的抗生素干预实验[１２－１４]ꎬ 抗

生素由生理盐水配制成浓度为 １０ｇ / Ｌ 的溶

液ꎬ 按照 ２ｍＬ / ５００ｇ 体重每日 １ 次给予抗生

素或生理盐水ꎬ 给予方式为灌胃[１５－１６]ꎮ

１.２　 实验方法

大鼠处死后ꎬ 用促凝血采血管腹主动脉

采集血液ꎬ 分离血清并分装ꎬ 于－８０℃ 冰箱

储存ꎬ 备用ꎻ 称取肠系膜脂肪、 附睾脂肪、
肾周脂肪ꎬ 计算脂体比ꎻ 无菌采集新鲜的粪

便样本ꎮ 称取 １８０ ~ ２２０ｍｇ 粪便用于总 ＤＮＡ
提取ꎬ 并对其浓度、 纯度检测ꎻ 粪便基因组

１６Ｓ ｒＤＮＡ 高通量测序ꎻ 采用 ＥＬＩＳＡ 法检测

ＩＬ￣４、 ＩＬ￣１０、 ＩＬ￣１β、 ＴＮＦ￣α 的分泌水平ꎮ

２　 统计分析

使用 ＳＰＳＳ１７. ０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ꎮ
符合正态分布且方差齐的计量资料两组间的

数据分析采用 ｔ 检验ꎬ 多组间比较用方差分

析ꎬ 以均数±标准差 (ｘ±ｓ) 表示ꎻ 非正态或

方差不齐的计量资料两组间的数据分析采用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 秩和检验ꎬ 以 Ｍ [Ｐ２５ꎬ Ｐ７５] 表示ꎻ
两项指标的关联性分析采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ꎬ
ａ＝ ０.０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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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模型建立后分组、 喂养及干预情况

分组(ｎ＝１４) 喂养饲料及干预情况

基础饲料组 ＣＯＮ 组(ｎ＝７) 基础饲料＋生理盐水

ＣＯＮ￣Ｋ 组(ｎ＝７) 基础饲料＋抗生素(１０ｇ / Ｌ 庆大霉素＋１０ｇ / Ｌ 甲硝唑)

高脂饲养组 ＯＰ 组(ｎ＝７) 高脂饲料＋生理盐水

ＯＰ￣Ｋ 组(ｎ＝７) 高脂饲料＋抗生素(１０ｇ / Ｌ 庆大霉素＋１０ｇ / Ｌ 甲硝唑)

３　 结　 果

３.１　 一般情况

模型建立前ꎬ 基础饲养组与高脂饲养组

体重处于平行水平ꎬ 造模干预后ꎬ 高脂饲养

组大鼠的体重、 内脏脂肪和脂体比均显著高

于基础饲养组ꎮ

３.２　 血清炎性因子的比较

施加过两周的抗生素干预后ꎬ 结果见图

１ꎬ 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ꎬ ＣＯＮ￣Ｋ 组大鼠血

清 ＩＬ￣１β 浓度高于 ＣＯＮ 组ꎬ ＩＬ￣１０ 浓度低于

ＣＯＮ 组 (Ｐ<０.０５)ꎻ ＯＰ￣Ｋ 组大鼠血清 ＩＬ￣４ 浓

度低于 ＣＯＮ 组和 ＣＯＮ￣Ｋ 组ꎬ ＴＮＦ￣α 和 ＩＬ￣１０
浓度高于 ＣＯＮ￣Ｋ 组ꎬ ＩＬ￣１β 浓度低于 ＯＰ 组

(Ｐ<０.０５)ꎮ

表 ２　 抗生素干预两周后大鼠的体重、 内脏脂肪含量及脂体比的比较 (ｘ±ｓꎬ ｎ＝７)

分　 组 ＣＯＮ ＣＯＮ￣Ｋ ＯＰ ＯＰ￣Ｋ

体重(ｇ) ４３９.４６±１１.４９ ４４８.５８±７.９２ ５２７.８９±１３.４７∗＆ ５１２.０９±４.７８∗＆

肾周脂肪(ｇ) ３.８９±１.６６ ３.６０±０.７５ １３.４２±４.５４∗＆ １０.４６±３.５５∗＆

附睾脂肪(ｇ) ４.２３±０.７８ ３.９９±０.６１ １１.６０±４.２６∗＆ ８.２２±２.１６∗＆

肠系膜脂肪(ｇ) ４.０４±０.８２ ３.１０±０.４４ ６.３４±１.８７＆ ４.５１±１.４２

脂体比(％) ２.７３±０.５８ ２.３８±０.２４ ５.９４±１.６８∗＆ ４.６０±１.３５

注: 与 ＣＯＮ 组相比ꎬ∗ Ｐ<０.０５ꎻ 与 ＣＯＮ￣Ｋ 组比较ꎬ＆ Ｐ<０.０５ꎮ

图 １　 抗生素干预 ２周各组大鼠炎症细胞因子水平比较
注: 与 ＣＯＮ 组比较ꎬ∗Ｐ<０.０５ꎻ 与 ＣＯＮ￣Ｋ 组比较ꎬ＆Ｐ<０.０５ꎻ

　 　 与 ＯＰ 组比较ꎬ＃Ｐ<０.０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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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各组间肠道菌群对比分析

从结果中发现ꎬ ＣＯＮ￣Ｋ 和 ＯＰ￣Ｋ 两组大

鼠肠道菌群的多样性和丰富度均明显低于

ＣＯＮ 和 ＯＰ 组ꎬ 推测肥胖和抗生素的干预可

以降低大鼠肠道菌群的多样性和丰富度ꎮ
门水平上ꎬ 厚壁菌门 (Ｆｉｒｍｉｃｕｔｅｓ)、 拟

杆菌门 ( Ｂａｃｔｅｒｏｉｄｅｔｅｓ) 和变形菌门 ( Ｐｒｏ￣
ｔｅ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的相对丰度占粪便细菌总数量

的 ９０％以上ꎬ 因此本研究中主要分析了厚壁

菌门、 拟杆菌门和变形菌门ꎮ 与 ＣＯＮ 组比

较ꎬ ＯＰ 组变形菌门丰度升高 (Ｐ < ０. ０５)ꎬ
ＣＯＮ￣Ｋ 组厚壁菌门丰度升高、 拟杆菌门丰度

下降 (Ｐ<０.０５)ꎻ 与 ＣＯＮ￣Ｋ 组相比ꎬ ＯＰ 组

中的厚壁菌门丰度降低、 拟杆菌门和变形菌

门丰度升高 (Ｐ<０.０５)ꎬ ＯＰ￣Ｋ 组变形菌门丰

度升高 (Ｐ<０.０５)ꎻ 与 ＯＰ 组比较ꎬ ＯＰ￣Ｋ 组

拟杆菌门丰度降低 (Ｐ<０.０５)ꎮ

表 ３　 抗生素干预 ２ 周各组大鼠肠道菌群多样性指数比较 (ｘ±ｓꎬ ｎ＝７)

多样性指数
组别

ＣＯＮ ＣＯＮ￣Ｋ ＯＰ ＯＰ￣Ｋ

Ｃｈａｏ１ ５９８.８３±３５.３８ ２４５.７１±１０７.１０∗ ５０１.５０±５６.５１∗＆ ２０５.００±５２.６７∗＃

Ｓｈａｎｎｏｎ ４.５１±０.３５ ２.５６±０.１９∗ ３.８９±０.３８∗＆ ２.４１±０.３９∗＃

Ｓｉｍｐｓｏｎ ０.０４±０.０３ ０.１６±０.０５∗ ０.０８±０.０５ ０.２０±０.１０∗＃

注: 与 ＣＯＮ 组比较ꎬ∗ Ｐ<０.０５ꎻ 与 ＣＯＮ￣Ｋ 组比较ꎬ＆Ｐ<０.０５ꎻ 与 ＯＰ 组比较ꎬ＃Ｐ<０.０５ꎮ

表 ４　 抗生素干预 ２ 周各组大鼠肠道细菌菌门丰度比较 (ｘ±ｓꎬ ｎ＝７)

分组
丰度(％)

厚壁菌门 拟杆菌门 变形菌门

ＣＯＮ 组 ４７.６４±７.９５ ４７.７５±１０.１１ １.３７±０.８４

ＣＯＮ￣Ｋ 组 ９１.３８±２.７２∗ ５.２５±３.１０∗ ０.６８±０.４７

ＯＰ 组 ５０.３０±６.８９＆ ４０.１５±７.３５＆ ６.８９±４.３２∗＆

ＯＰ￣Ｋ 组 ７２.４６±１８.６４ ７.９２±３.５４∗＃ ６.５６±４.５９∗＆

注: 与 ＣＯＮ 组比较ꎬ∗ Ｐ<０.０５ꎻ 与 ＣＯＮ￣Ｋ 组比较ꎬ＆ Ｐ<０.０５ꎻ 与 ＯＰ 组比较ꎬ＃ Ｐ<０.０５ꎮ

　 　 属水平上ꎬ 将相对丰度>１％的菌属定义

为优势菌属ꎬ 共检测到 １７ 种ꎬ 其中ꎬ ＣＯＮ
组大鼠以 Ｐｒｅｖｏｔｅｌｌａ＿９ (３０.５５％)、 Ｂａｃｔｅｒｏｉｄ￣
ａｌｅｓ＿Ｓ２４＿７＿ ｇｒｏｕｐ＿ｎｏｒａｎｋ (２１.８８％)、 Ｌａｃｔｏ￣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 １２. ２９％) 和 Ｐｈａｓｃｏｌａｒｃｔ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５.０６％) 为主要优势菌属ꎻ ＯＰ 组大鼠以

Ｐｒｅｖｏｔｅｌｌａ＿ ９ (３０.４１％)、 Ｂａｃｔｅｒｏｉｄａｌｅｓ＿ Ｓ２４＿ ７
＿ｇｒｏｕｐ＿ｎｏｒａｎｋ (１３.５０％)、 Ｐｈａｓｃｏｌａｒｃｔｏｂａｃｔｅｒｉ￣
ｕｍ (１１.０１％) 和 Ｒｕｍｉｎｏｃｏｃｃａｃｅａｅ＿ ＵＣＧ＿ ０１４
(４.７９％) 为主要优势菌属ꎻ ＣＯＮ￣Ｋ 组大鼠以

Ａｌｌｏｂａｃｕｌｕｍ (４０.６３％)、 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１７.８２％)、
Ｅｒｙｓｉｐｅｌｏｔｒｉｃｈａｃｅａｅ＿ ｕ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ｄ (８.３９％) 和 Ｌａｃｈ￣
ｎｏｓｐｉｒａｃｅａｅ＿ｕｎ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４.２９％) 为主要优势菌

属ꎻ ＯＰ￣Ｋ 组 大 鼠 以 Ａｌｌｏｂａｃｕｌｕｍ (５６. ６３％)、
Ｌａｃｈｎｏｓｐｉｒａｃｅａｅ＿ｕｎ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７.９２％)、 Ｂａｃｔｅ￣
ｒｏｉｄａｌｅｓ＿ Ｓ２４＿ ７＿ ｇｒｏｕｐ＿ ｎｏｒａｎｋ (６. ７７％) 和

Ｂｉｆｉｄ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６. ３２％) 为主要优势菌属ꎮ
由此可知ꎬ 肥胖形成及抗生素干预 ２ 周后大

鼠的肠道菌属种类和数量明显不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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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抗生素干预 ２ 周各组大鼠肠道优势菌属比较 (Ｍ [Ｐ２５ꎬ Ｐ７５]ꎬ ｎ＝７)

菌门 菌属
ＣＯＮ组 ＣＯＮ￣Ｋ 组 ＯＰ 组 ＯＰ￣Ｋ 组

厚壁菌门 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１２.２９[１１.５０ꎬ１３.０８] １７.８２[１６.８７ꎬ１９.３４] ０.５７[０.５４ꎬ０.６０]∗＆ １.４２[０.７７ꎬ１.９８]∗＆

Ｌａｃｈｎｏｓｐｉｒａｃｅａｅ＿ｕｎ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１.１８[０.３９ꎬ１.９８] ４.２９[３.０４ꎬ５.６２] １.７１[１.５８ꎬ１.８４]＆ ７.９２[６.４１ꎬ９.５３]∗＃

Ｌａｃｈｎｏｓｐｉｒａｃｅａｅ＿ＮＫ４Ａ１３６＿ｇｒｏｕｐ １.４４[０.２１ꎬ２.６７] ———∗ ４.００[１.５０ꎬ６.５１]＆ ———∗＃

Ｒｕｍｉｎｏｃｏｃｃａｃｅａｅ＿ＵＣＧ＿０１４ ４.５４[３.７８ꎬ５.３０] ———∗ ４.７９[３.４７ꎬ６.１２]＆ ———∗＃

Ｒｕｍｉｎｏｃｏｃｃａｃｅａｅ＿ｕｎ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１.１８[０.４２ꎬ１.９５] ０.１７[０.１０ꎬ１.１１]∗ ２.２７[１.６６ꎬ２.８８]＆ ———∗＆＃

Ｌａｃｈｎｏｓｐｉｒａｃｅａｅ＿ｕ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ｄ ０.５２[０.３４ꎬ０.７０] ———∗ １.９５[０.５４ꎬ３.３６]＆ ———∗＃

Ｒｕｍｉｎｏｃｏｃｃａｃｅａｅ＿ｕ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ｄ １.０６[０.２８ꎬ１.８４] ———∗ １.０３[０.５１ꎬ１.５４]＆ ———∗＃

Ｒｕｍｉｎｏｃｏｃｃａｃｅａｅ＿ＵＣＧ＿００５ ２.９９[０.６７ꎬ５.３１] ———∗ １.４８[０.８５ꎬ２.１２]＆ ———∗＃

拟杆菌门 Ｂａｃｔｅｒｏｉｄａｌｅｓ＿Ｓ２４＿７＿ｇｒｏｕｐ＿ｎｏｒａｎｋ ２１.８８[１７.３６ꎬ２６.３８] ４.１３[２.４７ꎬ５.０８]∗ １３.５０[１０.８９ꎬ１６.１０]＆ ６.７７[４.１２ꎬ８.７０]∗＆＃

Ｐｒｅｖｏｔｅｌｌａ＿９ ３０.５５[２５.９２ꎬ３５.１７] ０.４４[０.４０ꎬ０.４４]∗ ３０.４１[２３.３４ꎬ３７.４９]＆ ０.３４[０.１８ꎬ０.４２]∗＃

Ｐｒｅｖｏｔｅｌｌａｃｅａｅ＿ＮＫ３Ｂ３１＿ｇｒｏｕｐ ２.１９[１.９２ꎬ２.４５] ０.１７[０.０７ꎬ０.３１]∗ １.９１[１.５７ꎬ２.２６] ０.２９[０.１８ꎬ０.５４]

Ｂａｃｔｅｒｏｉｄｅｓ ０.４３[０.２１ꎬ０.６４] ０.５６[０.２３ꎬ１.０６] ２.０４[１.７７ꎬ２.３２]∗＆ ０.５０[０.１０ꎬ０.９５] ＃

变形菌门 Ｄｅｓｕｌｆｏｖｉｂｒｉｏ ０.４８[０.４４ꎬ０.５１] ———∗ ２.９８[１.６１ꎬ４.３３]∗＆ ———∗＃

柔膜菌门 Ａｌｌｏｂａｃｕｌｕｍ ０.１１[０.０１ꎬ０.２０] ４０.６３[４０.１１ꎬ４４.８７]∗ ０.１６[０.０６ꎬ０.２６]＆ ５６.６３[４６.７５ꎬ６５.０７]∗＃

放线菌门 Ｂｉｆｉｄ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 １.２６[０.９２ꎬ１.５３]∗ ———＆ ６.３２[３.７６ꎬ９.１１]∗＆＃

ｕｎｋｎｏｗｎ Ｐｈａｓｃｏｌａｒｃｔ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５.０６[０.２２ꎬ１０.１２] ——— １１.０１[８.２５ꎬ１３.７８]＆ ———＃

Ｅｒｙｓｉｐｅｌｏｔｒｉｃｈａｃｅａｅ＿ｕ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ｄ ０.１１[０.０８ꎬ０.１４] ８.３９[７.１０ꎬ２２.５５]∗ ０.２６[０.０３ꎬ０.４９]＆ ３.３９[３.２１ꎬ３.６７]∗＆＃

注: 与 ＣＯＮ 组比较ꎬ∗ Ｐ<０.０５ꎻ 与 ＣＯＮ￣Ｋ 组比较ꎬ＆ Ｐ<０.０５ꎻ 与 ＯＰ 组比较ꎬ＃ Ｐ<０.０５ꎻ 丰度<０.１％的表示为 “———”ꎮ

３.４　 优势菌属与血清炎性细胞因子的相关

性分析

　 　 对大鼠的肠道优势菌属和血清炎症细

胞因子进行相关性分析可知ꎬ 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Ｌａｃｈｎｏｓｐｉｒａｃｅａｅ＿ＮＫ４Ａ１３６、 Ｒｕｍｉｎｏｃｏｃｃａｃｅａｅ＿ＵＣＧ
＿０１４、 Ｒｕｍｉｎｏｃｏｃｃａｃｅａｅ＿ｕｎ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Ｌａｃｈｎｏｓｐｉ￣

ｒａｃｅａｅ＿ｕ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ｄ 和 Ｒｕｍｉｎｏｃｏｃｃａｃｅａｅ＿ＵＣＧ＿００５
与 ＩＬ￣４ 呈正相关关系 (Ｐ<０.０５)ꎬ Ａｌｌｏｂａｃｕ￣
ｌｕｍ 和 Ｂｉｆｉｄ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与 ＩＬ￣４ 呈负相关关系

(Ｐ<０.０５)ꎬ Ｂａｃｔｅｒｏｉｄｅｓ 与 ＩＬ￣１β 呈正相关关

系 (Ｐ<０.０５)ꎬ Ｐｒｅｖｏｔｅｌｌａｃｅａｅ＿ＮＫ３Ｂ３１＿ ｇｒｏｕｐ
与 ＩＬ￣１０ 呈正相关关系 (Ｐ<０.０５)ꎮ

表 ６　 抗生素干预 ２ 周大鼠肠道优势菌属与血清炎症细胞因子的相关性分析

菌属
ＩＬ￣１β ＩＬ￣４ ＩＬ￣１０ ＴＮＦ￣α

ｒ Ｐ ｒ Ｐ ｒ Ｐ ｒ Ｐ

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０.１１４ ０.６１２ ０.４０３∗ ０.０４３ ０.２７０ ０.２２５ －０.３２４ ０.１４１

Ｌａｃｈｎｏｓｐｉｒａｃｅａｅ＿ｕｎ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０.１７７ ０.４４２ －０.２４５ ０.２８４ －０.１１６ ０.６１８ －０.０３９ ０.８６７

Ｌａｃｈｎｏｓｐｉｒａｃｅａｅ＿ＮＫ４Ａ１３６ ０.０８６ ０.６６３ ０.４０６∗ ０.０３２ ０.０８９ ０.６５１ ０.１７６ ０.３７１

Ｒｕｍｉｎｏｃｏｃｃａｃｅａｅ＿ＵＣＧ＿０１４ ０.０４３ ０.８３０ ０.４９８＃ ０.００７ ０.０６１ ０.７５７ ０.０７５ ０.７０５

Ｒｕｍｉｎｏｃｏｃｃａｃｅａｅ＿ｕｎ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０.１８３ ０.３５１ ０.４４０∗ ０.０１９ －０.１７９ ０.３６２ －０.００３ ０.９８９

Ｌａｃｈｎｏｓｐｉｒａｃｅａｅ＿ｕ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ｄ ０.１７５ ０.３７２ ０.３９１∗ ０.０４０ ０.０１０ ０.９６１ ０.１６８ ０.３９２

Ｒｕｍｉｎｏｃｏｃｃａｃｅａｅ＿ｕ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ｄ ０.０１０ ０.９６０ ０.３５５ ０.０６３ ０.１１６ ０.５５８ ０.１４０ ０.４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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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６

菌属
ＩＬ￣１β ＩＬ￣４ ＩＬ￣１０ ＴＮＦ￣α

ｒ Ｐ ｒ Ｐ ｒ Ｐ ｒ Ｐ

Ｒｕｍｉｎｏｃｏｃｃａｃｅａｅ＿ＵＣＧ＿００５ －０.１２９ ０.５１２ ０.４４１∗ ０.０１９ ０.１２１ ０.５４１ ０.０９４ ０.６３６

Ｂａｃｔｅｒｏｉｄａｌｅｓ＿Ｓ２４＿７＿ｇｒｏｕｐ＿ｎｏｒａｎｋ －０.０４１ ０.８３７ ０.１５８ ０.４２２ ０.２１５ ０.２７２ ０.２１５ ０.２７２

Ｐｒｅｖｏｔｅｌｌａ＿９ ０.１０２ ０.６４４ ０.３５２ ０.１００ ０.１１２ ０.６１０ ０.１３０ ０.５５４

Ｐｒｅｖｏｔｅｌｌａｃｅａｅ＿ＮＫ３Ｂ３１＿ｇｒｏｕｐ －０.１４８ ０.４５１ ０.１８９ ０.３３６ ０.３９４∗ ０.０３８ ０.１７１ ０.３８５

Ｂａｃｔｅｒｏｉｄｅｓ ０.４９８＃ ０.００７ －０.１３７ ０.４８６ －０.０９０ ０.６５０ ０.１５７ ０.４２６

Ｄｅｓｕｌｆｏｖｉｂｒｉｏ ０.１４７ ０.４５６ ０.２７４ ０.１５８ ０.０３０ ０.８８１ ０.１４５ ０.４６１

Ａｌｌｏｂａｃｕｌｕｍ ０.０１５ ０.９３９ －０.５０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４４ ０８２３ －０.０５９ ０.７６５

Ｂｉｆｉｄ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０.１８１ ０.３５７ －０.３８８∗ ０.０４１ ０.０８６ ０.６６２ －０.０６８ ０.７３３

Ｐｈａｓｃｏｌａｒｃｔ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０.１３０ ０.５０９ ０.００７ ０.９７０ ０.２９０ ０.１３４ ０.２４６ ０.２０８

Ｅｒｙｓｉｐｅｌｏｔｒｉｃｈａｃｅａｅ＿ｕ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ｄ ０.０６８ ０.７３２ －０.１９１ ０.３３２ －０.０７３ ０.７１０ ０.３４９ ０.０６９

注:∗表示 Ｐ<０.０５ꎬ＃表示 Ｐ<０.０１ꎮ

４　 讨　 论

经过多年的研究发现ꎬ 机体出现脂肪组

织蓄积并达到慢性肥胖的阶段后ꎬ 炎性反应

的程序会被激活ꎬ 机体免疫系统会逐渐偏向

于促炎水平ꎬ 可能引发一系列疾病[１７－２１]ꎮ
Ｊｉａｏ 等发现炎症细胞因子与脂肪细胞的体积

和数量密切相关ꎬ 体内促炎细胞因子可随着

脂肪细胞的增多而增多ꎬ 居于主导地位ꎬ 机

体内环境平衡状态紊乱[２２]ꎮ 而高脂饮食可

以通过紊乱肠道菌群ꎬ 改变小鼠肠道内革兰

阴性菌和革兰阳性菌的比例ꎬ 导致细菌脂多

糖和促炎反应的增加[２３]ꎮ 在本研究中ꎬ ＯＰ
和 ＯＰ￣Ｋ 大鼠血清抗炎因子 ＩＬ￣４ 和 ＩＬ￣１０ 浓

度低于 ＣＯＮ 组大鼠ꎬ 表明肥胖会导致大鼠

体内的炎性细胞因子出现失衡ꎬ ＯＰ 和 ＯＰ￣Ｋ
组大鼠体内抗炎症功能减弱ꎬ 促进机体炎症

反应的发生ꎮ 而炎症反应又可进一步导致机

体内脂肪组织和脂肪细胞的不断增加ꎬ 摄入

能量过多导致脂肪细胞的分泌紊乱ꎬ 进而增

加脂肪组织中的巨噬细胞数量ꎬ 导致巨噬细

胞分泌 ＴＮＦ￣α 等促炎症细胞因子增加ꎬ 抑制

了 ＩＬ￣４、 ＩＬ￣１０ 等抗炎症细胞因子的作用ꎬ
加剧了大鼠体内的炎症反应ꎬ 而 ＴＮＦ￣α 等促

炎症细胞因子又会促进脂肪组织的形成ꎬ 进

一步增加了大鼠的肥胖程度[２４－２８]ꎮ 炎症因子

的表达受多因素的影响ꎬ 其与肥胖之间的关

联仍需进一步探讨ꎮ 相较于 ＣＯＮ 组ꎬ 经过

抗生素干预的 ＣＯＮ￣Ｋ 组大鼠血清炎症细胞

因子 ＩＬ￣１β 水平升高ꎬ ＩＬ￣１０ 水平降低ꎻ 肝脏

有了炎性细胞的浸润ꎻ 由此推测 ＣＯＮ￣Ｋ 组

大鼠可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炎症反应ꎮ 与

ＯＰ 组比较ꎬ ＯＰ￣Ｋ 组大鼠血清炎症细胞因子

ＩＬ￣１β 水平及肠道菌群的多样性和丰富度均

降低ꎬ 肝脏脂肪积累和炎细胞浸润显著ꎮ 高

脂饮食改变了 ＯＰ 组大鼠的肠道菌群组成和

数量、 降低了的肠道菌群多样性ꎬ 抗生素干

预又进一步降低了其菌群的丰富度和多样

性ꎬ 而血清促炎性细胞因子水平下降ꎬ 此结

果可能是由于 ＯＰ￣Ｋ 组大鼠对抗生素不如

ＣＯＮ￣Ｋ 大鼠敏感ꎬ 具体的机制还需进一步研

究ꎮ 本研究中 ＯＰ 组大鼠 Ｆ / Ｂ 值高于 ＣＯＮ 组ꎬ
此结果与前人研究相一致[３０－３２]ꎮ 抗生素干预

的 ＣＯＮ￣Ｋ 和 ＯＰ￣Ｋ 组 Ｆ / Ｂ 值也升高ꎬ 此结果

可能是抗生素剔除了较多的拟杆菌门所致ꎮ
此外ꎬ ＯＰ 和 ＯＰ￣Ｋ 组大鼠肠道变形菌门丰度

较 ＣＯＮ 和 ＣＯＮ￣Ｋ 组升高ꎬ 此结果可能是由

高脂肪饮食引起的ꎮ 高脂肪饮食还引起了

ＯＰ 组大鼠肠道脱硫弧菌属 (Ｄｅｓｕｌｆｏｖｉｂｒｉｏ)
丰度的升高ꎬ 但并未表现出与炎症细胞因子

的相关关系ꎬ 脱硫弧菌属对肥胖的具体影响

有待进一步探讨[２９]ꎮ 抗生素干预后 ＣＯＮ￣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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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大鼠肠道菌群以 Ａｌｌｏｂａｃｕｌｕｍ 为主要优势菌

属ꎬ 且丰度占肠道总菌群数量的 ４０％以上ꎬ
并且与 ＩＬ￣４ 表现出负相关关系ꎮ 推断该菌属

可能对炎症反应的发展有重要作用ꎮ

５　 结　 论

肥胖及抗生素干预的大鼠肠道微生态环

境会出现失衡现象ꎬ 并诱发机体的炎症反

应ꎬ 肠道菌群与炎症存在一定的必然联系ꎬ
但具体的分子机制尚未完全阐明ꎬ 仍需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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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ｔ ａｌ.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ｇｕｔ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ｍｅ ｃｏｒｒｅ￣
ｌａｔｅｓ ｗｉｔｈ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ｍａｒｋｅｒｓ [ Ｊ ]. Ｎａｔｕｒｅꎬ
２０１３ꎬ ５００ (７４６４): ５４１－５４６.

[３２] Ｆｕｒｅｔ ＪＰꎬ Ｋｏｎｇ ＬＣꎬ Ｔａｐ Ｊꎬ ｅｔ 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ｇｕｔ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ｔａ
ｔｏ ｂａｒｉａｔｒｉｃ ｓｕｒｇｅｒｙ￣ｉｎｄｕｃｅｄ ｗｅｉｇｈｔ ｌｏｓｓ: ｌｉｎｋｓ
ｗｉｔｈ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ａｎｄ ｌｏｗ￣ｇｒａｄｅ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ｒｋｅｒｓ [ Ｊ ]. Ｄｉａｂａｔｅｓꎬ ２０１０ꎬ ５９ ( １２ ):
３０４９－３０５７.



６０　　　

基于 ＴＬＲ４ 信号通路探讨熊果酸改善大鼠
酒精性肝损伤的作用机制

　 　 第一作者简介: 杨冬晗 (１９９６－)ꎬ 女ꎬ 硕士研究生ꎬ 研究方向为营养与疾病ꎮ Ｅ￣ｍａｉｌ: １０９７１７９２３６＠ ｑｑ.ｃｏｍ
　 ∗通讯作者: 戈娜ꎬ 电话: １３９４８９２１３２６ꎬ Ｅ￣ｍａｉｌ: ｇｅｎａｎｉｈａｏ８０＠ １６３.ｃｏｍ

通讯地址: 内蒙古包头市建设路 ３１ 号包头医学院

杨冬晗１ 　 贾逸林１ 　 张文龙２ 　 高　 龙１ 　 王文成　 李可欣１ 　 戈　 娜１∗

１. 包头医学院营养与食品健康研究所　 内蒙古包头 ０１４０４０ꎻ ２. 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内蒙古包头 ０１４０１０１ꎻ
３. 青岛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摘　 要　 目的: 探讨熊果酸对酒精性肝损伤大鼠 ＴＬＲ４ 信号通路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ꎮ 方法: 雄性 ＳＰＦ
级 ＳＤ 大鼠 ４０ 只ꎬ 随机分为 ４ 组ꎬ 每组 １０ 只ꎬ 包括正常对照组、 酒精模型组、 熊果酸干预组和抑制剂干预

组ꎮ 干预七周ꎬ 末次灌胃后ꎬ 禁食不禁水 １２ｈꎬ 处死大鼠ꎬ 采用酶学实验检测肝脏生物标志物水平ꎬ ＨＥ 染

色进行肝组织病理学观察ꎬ ＥＬＩＳＡ 法检测 ＴＮＦ￣α、 ＩＬ￣６、 ＩＬ￣Ｉβ 水平ꎬ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法测定肝脏组织中 ＴＬＲ４、
ＮＦ￣κＢ ｐ６５ 和 ｐＮＦ￣κＢ ｐ６５ 蛋白的表达水平ꎮ 结果: 酒精模型组大鼠血清内 ＡＬＴ、 ＡＳＴ、 ＣＨＥ、 ＴＮＦ￣α、 ＩＬ￣６
(３４.９５±２.０３ꎬ １２８.７６±１０.９１ꎬ １３７.８５±１７.３１ꎬ ７０.３７±２０.３０ꎬ ３１.５２±３.９５) 水平均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 (２８.６５±
０.７６ꎬ ５６.４７±１.４６ꎬ １１７.４５±８.０４ꎬ １６.８０±９.１９ꎬ ２２.６５±２.１７)ꎬ 熊果酸干预组与酒精模型组相比数值均有不同

程度的下降 (Ｐ<０.０５)ꎮ 肝脏病理学观察结果显示与酒精模型组相比ꎬ 正常对照组肝脏显示出圆形的核ꎬ 正

常的肝小叶结构ꎬ 肝细胞索以小叶中央静脉呈辐射状ꎬ 熊果酸干预组和抑制剂干预组脂肪变性和炎性因子浸

润状况均有减轻ꎮ 与正常组相比酒精模型组大鼠肝脏组织 ＴＬＲ４、 ＮＦ￣κＢ ｐ６５、 ｐＮＦ￣κＢ ｐ６５ 蛋白的表达水平有

不同程度的升高 (Ｐ<０.０５)ꎬ 熊果酸和抑制剂干预后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 (Ｐ<０.０５)ꎮ 结论: 熊果酸对大鼠

酒精性肝损伤具有保护作用ꎬ 其机制可能是通过调控 ＴＬＲ４ 信号通路来实现的ꎮ
关键词: 熊果酸ꎻ 酒精性肝损伤ꎻ ＴＬＲ４ 信号通路ꎻ 抑制剂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Ｕｒｓｏｌｉｃ Ａｃｉｄ ｉｎ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Ａｌｃｏｈｏｌｉｃ
Ｌｉｖｅｒ Ｉｎｊｕｒｙ ｉｎ Ｒａｔ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ＬＲ４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Ｄｏｎｇｈａｎ Ｙａｎｇ　 Ｙｉｌｉｎ Ｊｉａ　 Ｗｅｎｌｏ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Ｌｏｎｇ Ｇａｏ　
Ｗｅｎｃｈｅｎｇ Ｗａｎｇ　 Ｋｅｘｉｎ Ｌｉ　 Ｎａ Ｇ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ｕｒｓｏｌｉｃ ａｃｉｄ ｏｎ ａｌｃｏｈｏｌｉｃ ｌｉｖｅｒ ｄａｍａｇｅ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ＬＲ４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ｉｎ ｒａｔ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４０ ｍａｌｅ ＳＰＦ ＳＤ ｒａｔｓꎬ ａｎｄ ｒａｎｄｏｍｌｙ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４ ｇｒｏｕｐｓꎬ
ｅａｃｈ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１０ꎬ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ｕｒｓｏｌｉｃ ａｃｉｄ ａｌｃｏｈｏｌ ｍｏｄｅｌ ｇｒｏｕｐ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ｎｏｒｍ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 ｉｎ￣
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ｅｖｅｎ ｗｅｅｋｓꎬ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ｇａｖａｇｅꎬ ｔｈｅ ｒａｔｓ ｗｅｒｅ ｋｉｌｌｅｄ ｂｙ ｆａ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ｆｏｒ １２
ｈｏｕｒｓ. Ｔｈｅ ｌｉｖｅｒ 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ｓ ｅｎｚｙｍｏｌｏｇ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ｌｅｖｅｌꎬ ＨＥ ｓｔ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 ｌｉｖｅｒ ｔｉｓｓｕｅ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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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ＬＩＳＡ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ｄｅｔｅｃｔ ＴＮＦ￣αꎬ ＩＬ￣６ꎬ ＩＬ￣１β ｌｅｖｅｌꎬ ＴＬＲ４ꎬ ＮＦ￣κＢ Ｐ６５ ａｎｄ ｐＮＦ￣κＢ Ｐ６５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ｌｅｖｅｌｓ ｉｎ ｌｉｖｅｒ ｔｉｓ￣
ｓｕｅｓ ｗｅｒ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ｂｙ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ｅｒｕｍ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ＡＬＴꎬ ＡＳＴꎬ ＣＨＥꎬ ＴＮＦ￣αꎬ ＩＬ￣６ (３４.９５± ２.０３ꎬ
１２８.７６±１０.９１ꎬ １３７.８５±１７.３１ꎬ ７０.３７±２０.３０ꎬ ３１.５２±３.９５)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ａｌｃｏｈｏｌ ｍｏｄｅｌ ｇｒｏｕｐ ｔｈ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２８.６５±０.７６ꎬ ５６.４７±１.４６ꎬ １１７.４５±８.０４ꎬ １６.８０±９.１９ꎬ ２２.６５±２.１７) (Ｐ<０.０５)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ｖｅｒ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ｌｃｏｈｏｌ ｍｏｄｅｌ ｇｒｏｕｐꎬ ｎｏｒｍ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ｓｈｏｗ ｒｏｕｎｄ ｎｕｃｌｅｉꎬ
ｌｉｖｅｒ ｎｏｒｍａｌ ｌｏｂｕｌａｒ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ꎬ ｌｉｖｅｒ ｃｅｌｌ ｌｉｎｅ ｗｉｔｈ ｃｅｎｔｒｉｌｏｂｕｌａｒ ｖｅｉｎｓ ｒａｄｉａｔｉｎｇꎬ ｕｒｓｏｌｉｃ ａｃｉ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 ｆａｔｔｙ 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ｆａｃｔｏｒ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ｈａｖｅ ｒｅｄｕｃｅ ｍｏｄｅｌ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ｎｏｒｍ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ａｌｃｏｈｏｌ ｒａｔ ｌｉｖｅｒ ｔｉｓｓｕｅ ＴＬＲ４ ＮＦ￣κＢ ｐ６５ ｐＮＦ￣κＢ ｐ６５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ｈａｖ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 (Ｐ<０.０５)ꎬ ｕｒｓｏｌｉｃ ａｃｉｄ ａｎｄ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ｇｒｅｅｓ ｏｆ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０.０５)ꎻ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Ｕｒｓｏｌｉｃ ａｃｉｄ ｈａｓ 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ａｌｃｏｈｏｌｉｃ ｌｉｖｅｒ ｉｎｊｕｒｙ ｉｎ ｒａｔｓꎬ ａｎｄ ｉｔ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ｍａｙ ｂｅ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ｂ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ＬＲ４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Ｕｒｓｏｌｉｃ ａｃｉｄꎻ Ａｌｃｏｈｏｌｉｃ ｌｉｖｅｒ ｉｎｊｕｒｙꎻ ＴＬＲ４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ｐａｔｈｗａｙꎻ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

　 　 酒精性肝病ꎬ 又称酒精性肝损伤 (Ａｌｃｏ￣
ｈｏｌｉｃ ｌｉｖｅｒ ｄａｍａｇｅꎬ ＡＬＤ) 是由于长期和 /或
大量酒精摄入所引起的肝脏疾病ꎬ 也是酗酒

人群最常见和最严重的并发症之一[１]ꎬ 每年

造成全球约 ３００ 万人死亡ꎬ 是一个世界性的

公共卫生问题[２]ꎮ 在中国ꎬ 因饮酒导致的死

亡数量男女均居世界第一ꎬ ２０１７ 年北京 ３０２
医院报道了从 ２００２ 年到 ２０１３ 年期间该院就

医肝病患者约 １８８９０２ 人ꎬ ＡＬＤ 比例由 ２００２
年的 １.６８％增长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４.５９％ꎬ 成为仅

次于病毒性肝炎的第二大类肝病[３]ꎬ 但是饮

酒对肝脏的损害机制仍不完全清楚ꎮ 熊果酸

(Ｕｒｓｏｌｉｃ ａｃｉｄꎬ ＵＡ)ꎬ 是一种五环三萜羧基酸

类化合物ꎬ 分子式为 Ｃ３０Ｈ４８Ｏ３ꎬ 广泛存在于

熊果、 枇杷叶、 沙棘、 苹果等植物中ꎬ 是多

种中草药的功效成分[４]ꎮ ＵＡ 具有保肝、 抗

氧化、 抗炎等多种生物学活性ꎬ 来源广泛、
毒副作用小ꎮ 在动物实验中已发现ꎬ 降低

ＴＮＦ￣α 和 ＴＬＲ４ 表达后ꎬ 大鼠肝损伤程度明

显减轻ꎬ 表明抑制 ＴＬＲ４ 过表达可以减轻酒

精引发的肝损伤[５]ꎮ 另有实验结果表明酒精

性肝损伤大鼠 ＴＬＲ４ 通路相关蛋白 ＴＬＲ４、
ＭｙＤ８８、 ＮＦ￣κＢ ｐ６５ 表达降低ꎬ 其机制可能

与 ＴＬＲ４ 通路被抑制有关[６]ꎻ 有研究发现ꎬ
酒精性脂肪肝小鼠在 ＴＬＲ４ 敲除时炎症反应

减轻且损伤减弱[７] ꎮ 本课题组前期研究发

现适量地补充 ＵＡ 能够有效改善酒精引起的

大鼠肝脏损伤ꎬ 并能降低内毒素水平及炎

性反应[８] ꎬ 但 ＡＬＤ 是否通过调控 ＴＬＲ４ 信

号通路产生影响尚不清楚ꎮ 因此本实验应

用 ＴＬＲ４ 抑制剂 ＴＡＫ￣２４２ 干预ꎬ 观察熊果酸

补充对酒精性肝损伤大鼠体内 ＴＬＲ４ 信号通

路的影响ꎬ 初步阐明 ＵＡ 对酒精性肝损伤的

保护作用机制ꎮ

１　 材　 料

１.１　 实验动物

ＳＰＦ 级雄性 ＳＤ 大鼠 ４０ 只ꎬ 购于北京市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大兴)ꎬ 体重１８０－
２２０ｇꎬ 许可证号 ＳＣＸＫ (京) ２０１７－０００５ꎮ

１.２　 药物与试剂

无水乙醇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ꎬ
熊果酸 (前期已从沙棘中提取ꎬ 纯度为

９８％)ꎬ ＴＡＫ２４２ (ＭｅｄＣｈｅｍ Ｅｘｐｒｅｓｓ)ꎬ 蛋白

定量测定试剂盒、 ＲＩＰＡ 裂解液 (北京索来

宝公司)ꎬ ＰＶＤＦ 膜 (Ｍｉｌｌｉｐｏｒｅ)ꎬ Ｘ 射线胶

片 (Ｃａｒｅｓｔｒｅａｍ)ꎬ ＥＣＬ 发光试剂盒 (中杉金

桥)ꎬ ＴＬＲ４ 和 ＮＦ￣κＢ ｐ６５ 抗体 (ＢＯＳＴＥＲ)ꎬ
ｐＮＦ￣κＢ ｐ６５ 抗体 ( Ａｂｃａｍ)ꎬ β￣ａｃｔｉｎ 抗体、
山羊抗兔的二抗 (中杉金桥)ꎬ ＴＮＦ￣α、 ＩＬ￣
６、 ＩＬ￣Ｉβ ＥＬＩＳＡ 试剂盒 (武汉优尔生)ꎮ

１.３　 主要仪器

ＴＤＺ４￣ＷＳ 自动平衡台式离心机 (长沙湘

仪离心机有限公司)ꎬ Ｓｙｎｅｒｇｙ ＨＴ / ＳＩＡＦＲＴＩ
酶标仪 (ＢｉｏＴｅｋ 公司)ꎬ ＮＯＶＥ 型光学显微

镜 (宁波永新光学有限公司)ꎬ ＤＹＣＺ￣２４ＤＮ
型电泳仪 (北京六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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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ＡＮＳ￣ＢＬＯＴ ＳＤ 电转膜仪 (Ｂｉｏ￣Ｒａｄ 公司)ꎬ
ＴＳ￣８ 转移脱色摇床 (海门其林贝尔仪器制造

有限公司)ꎮ

２　 方　 法

２.１　 动物分组与给药

适应性喂养一周后ꎬ 根据完全随机分组

法按体重随机分为 ４ 组ꎬ 每组 １０ 只ꎬ 各组大

鼠分别灌胃给予 ８ｍｌ / ｋｇ / ｄ 酒精 ２ 周后ꎬ 再给

予 １２ｍｌ / ｋｇ / ｄ 酒精 ５ 周ꎮ 熊果酸干预组在给

予酒精前 １ｈꎬ 灌胃给予熊果酸 １５０ｍｇ / ｋｇ / ｄ
(溶于 ０.２％玉米油)ꎻ 抑制剂干预组在给予酒

精前半小时ꎬ 腹腔注射抑制剂 ３ｍｇ / ｋｇꎬ 每

周 ３ 次ꎻ 对照组以同样的方式喂养ꎬ 每日灌

胃等量生理盐水ꎮ 末次灌胃后ꎬ 禁食不禁水

１２ｈꎬ 称重并采用 ０.３％戊巴比妥麻醉处死ꎬ
腹主动脉取血ꎬ 分离血清ꎬ 取肝脏ꎬ －８０℃
冷冻ꎬ 备用ꎮ

２.２　 大鼠血清 ＡＬＴ、 ＡＳＴ 和 ＣＨＥ 水平的

测定

　 　 全自动生化仪测定血清 ＡＬＴ、 ＡＳＴ 和

ＣＨＥ 水平ꎮ

２.３　 大鼠肝脏组织 ＨＥ 染色

剪大鼠相同部位肝组织 １ｃｍ×１ｃｍ×０.５ｃｍ
大小ꎬ ４％多聚甲醛固定 ２４ｈꎬ 常规脱水ꎬ 石

蜡包埋ꎬ 组织切片ꎬ ＨＥ 染色ꎬ 光学显微镜

下观察肝脏组织的病理学变化ꎮ

２.４　 大鼠血清 ＴＮＦ￣α、 ＩＬ￣６、 ＩＬ￣１β 水平

的测定

　 　 ＥＬＩＳＡ 法测定大鼠血清中 ＴＮＦ￣α、 ＩＬ￣６、

ＩＬ￣１β 水平ꎬ 测定过程严格按试剂盒要求ꎮ

２.５　 大鼠肝脏组织 ＴＬＲ４、 ＮＦ￣κＢ ｐ６５、
ｐＮＦ￣κＢ 蛋白的测定

　 　 取肝组织 ５０ｍｇ 称重剪碎后研磨至粉状ꎬ
裂解液 ５００μＬ 裂解 ３０ｍｉｎꎬ １２０００ｒｐｍ、 ４℃
离心 １０ 分钟后取上清液测定蛋白浓度ꎮ 根

据蛋白定量结果ꎬ 加入相应体积的 ４×蛋白上

样缓冲液ꎬ 混匀变性ꎮ 凝胶内加样后电泳及

半干法转膜ꎬ ５％脱脂奶粉室温封闭 ２ｈꎬ 加

入一抗工作液 ＴＬＲ４ (１ ∶ ６００)、 ＮＦ￣κＢ ｐ６５
(１ ∶ ５００)、 ｐＮＦ￣κＢ ｐ６５ (１ ∶ ８００)ꎮ ４℃反应

过夜ꎮ 洗涤ꎬ 二抗 (１ ∶ ３０００) 孵育 ９０ｍｉｎꎬ
经 ＥＣＬ 显影定影液显色ꎬ 胶片扫描后ꎬ 用

Ｔａｎｏｎ Ｇｉｓ１６００ 软件测定条带灰度值并进行

计算ꎮ

２.６　 数据处理及分析

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软件统计分析ꎬ 所得

实验数据以 ｘ±ｓ 表示ꎬ 计量资料数据采用单

因素方差分析 (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ꎬ 进一步两

两比较采用 ＬＳＤ￣ｔ 法ꎬ 检验水准为 α＝０.０５ꎮ

３　 结　 果

３.１　 熊果酸对 ＡＬＤ大鼠血清转氨酶及ＣＨＥ
的影响

　 　 由表 １ 可见ꎬ 酒精模型组大鼠血清

ＡＬＴ、 ＡＳＴ、 ＣＨＥ 活性高于对照组ꎬ 且熊果

酸干预组各指标活性均低于酒精模型组ꎬ 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ꎬ 且经抑制剂干

预后ꎬ ＡＳＴ 水平有明显降低ꎮ

表 １　 熊果酸对酒精性肝损伤大鼠 ＡＬＴ、 ＡＳＴ、 ＣＨＥ的影响 (ｘ±ｓꎬ ｎ＝１０)

分组 ＡＬＴ(Ｕ / Ｌ) ＡＳＴ(Ｕ / Ｌ) ＣＨＥ(Ｕ / Ｌ)

正常对照组 ２８.６５±０.７６ ５６.４７±１.４６ １１７.４５±８.０４

酒精模型组 ３４.９５±２.０３ａ １２８.７６±１０.９１ａ １３７.８５±１７.３１ａ

酒精＋ＵＡ 组 ３２.４０±２.７１ａｂ １０９.５８±４.７０ａｂ ６９.７０±１４.１１ａｂ

酒精＋抑制剂组 ３３.７９±２.５１ａ ６２.７６±６.２４ａｂｃ １２９.０５±１３.８５

注:ａ与正常对照组比较ꎬ Ｐ<０.０５ꎻｂ与酒精模型组比较ꎬ Ｐ<０.０５ꎻｃ与酒精＋ＵＡ 组比较ꎬ Ｐ<０.０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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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熊果酸对 ＡＬＤ大鼠肝脏病理学的影响

ＨＥ 染色结果显示ꎬ 正常对照组大鼠肝

小叶结构完整ꎬ 肝索排列规则ꎬ 未出现变形

和坏死ꎻ 酒精模型组大鼠肝小叶结构模糊ꎬ
排列紊乱ꎬ 中心区域周围有明显大小不一的

脂肪变性ꎬ 水样变性和大量炎细胞浸润ꎮ 然

而ꎬ ＵＡ 和抑制剂干预组均明显可见酒精诱

导的形态学和病理学改变减轻ꎬ 肝索排列较

为整齐ꎬ 可见少量炎性因子和脂肪空泡ꎮ

图 １　 各组大鼠肝组织 ＨＥ染色结果 (×４００)
Ａ: 正常对照组ꎻ Ｂ: 酒精模型组ꎻ Ｃ: 熊果酸干预组ꎻ Ｄ: 抑制剂干预组

３.３　 熊果酸对 ＡＬＤ大鼠血清 ＴＮＦ￣α、 ＩＬ￣６、
ＩＬ￣１β 水平的影响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ꎬ 酒精模型组大鼠血

清 ＴＮＦ￣α、 ＩＬ￣６、 ＩＬ￣１β 含量均有不同程度的

升高ꎬ 经熊果酸干预后 ＴＮＦ￣α、 ＩＬ￣６ 含量有

不同程度下降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 ０.
０５)ꎻ 抑制剂干预后 ＴＮＦ￣α、 ＩＬ￣６、 ＩＬ￣１β 水

平均有不同程度下降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
见表 ２ꎮ

３.４　 熊果酸对 ＡＬＤ大鼠肝组织 ＴＬＲ４信号

通路关键蛋白的影响

　 　 如图 ２ 和图 ３ 所示ꎬ 与正常组相比ꎬ 酒

精模型组大鼠肝脏 ＴＬＲ４、 ＮＦ￣κＢ ｐ６５ 和

ｐＮＦ￣κＢ ｐ６５ 蛋白表达明显上调 (Ｐ<０.０５)ꎮ
而经 ＵＡ、 抑制剂干预后ꎬ 与酒精模型组相

比ꎬ 可见肝脏中 ＴＬＲ４、 ＮＦ￣κＢ ｐ６５ 和 ｐＮＦ￣
κＢ ｐ６５ 蛋白水平显著降低 (Ｐ<０.０５)ꎮ

表 ２　 熊果酸对酒精性肝损伤大鼠血清炎性细胞因子的影响 (ｘ±ｓꎬ ｎ＝１０)

ＴＮＦ￣α(ｐｇ / ｍＬ) ＩＬ￣６(ｐｇ / ｍＬ) ＩＬ￣１β(ｐｇ / ｍＬ)

正常对照组 １６.８０±９.１９ ２２.６５±２.１７ ３７.４７±１.９２

酒精模型组 ７０.３７±２０.３０ａ ３１.５２±３.９５ａ ４３.９９±２.２０ａ

酒精＋ＵＡ 组 ２０.１７±６.２０ｂ ２３.７６±３.７４ｂ ４１.００±５.４８ａ

酒精＋抑制剂组 ３３.４３±１８.８８ａｂｃ ２５.４２±１.３６ａｂ ４０.６７±３.３４ｂ

注:ａ与正常对照组比较ꎬ Ｐ<０.０５ꎻｂ与酒精模型组比较ꎬ Ｐ<０.０５ꎻｃ与酒精＋ＵＡ 组比较ꎬ Ｐ<０.０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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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熊果酸对 ＡＬＤ 大鼠肝组织 ＴＬＲ４蛋白

表达的影响 (ｘ±ｓꎬ ｎ＝６)

图 ３　 熊果酸对 ＡＬＤ 大鼠肝组织磷酸化和非磷酸化

ＮＦ￣κＢ ｐ６５表达的影响 (ｘ±ｓꎬ ｎ＝６)
Ａ: 正常对照组ꎻ Ｂ: 酒精模型组ꎻ Ｃ: 熊果酸干预组ꎻ Ｄ: 抑制剂干预组

注:ａ与正常对照组比较ꎬ Ｐ<０.０５ꎻｂ与酒精模型组比较ꎬ Ｐ<０.０５ꎻｃ与酒精＋ＵＡ 组比较ꎬ Ｐ<０.０５ꎮ

４　 讨　 论
ＵＡ 具有保肝、 抗氧化、 抗炎等多种生

物学活性ꎬ 长期以来ꎬ ＵＡ 被研究用于改善

化学性肝损伤、 药物性肝损伤等[９－１０]ꎬ 但在

调节 ＡＬＤ 的机制方面的研究并不多见ꎬ 仍

需进一步阐明ꎮ ＡＬＴ、 ＡＳＴ、 ＣＨＥ 是反映肝

脏是否受损的常用指标ꎬ ＡＬＴ 在体内的含量

属肝细胞中最多ꎬ 当肝细胞发生炎症或坏死

时ꎬ ＡＬＴ 会迅速升高ꎬ 是肝细胞损害的敏感

标志ꎮ ＡＳＴ 主要存在于肝细胞线粒体内ꎬ 当

肝细胞被破坏或严重坏死时浓度才会升高ꎮ
ＣＨＥ 由肝脏合成ꎬ 可反映肝脏的合成和储备

能力ꎬ 当肝脏发生实质性损害时ꎬ 间质炎症

细胞浸润ꎬ 纤维组织和结缔组织增生ꎬ 正常

肝细胞数量减少ꎬ 胆碱酯酶的合成也会减

少ꎮ 当大鼠肝脏受到损伤时ꎬ ＡＬＴ、 ＡＳＴ、
ＣＨＥ 会升高后进入血液ꎬ 导致血液内含量增

高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 利用熊果酸干预酒精

性肝损伤ꎬ 可见大鼠血清转氨酶及 ＣＨＥ 水

平降低ꎬ 大鼠肝脏组织形态结构的损伤也得

到改善ꎬ 而利用抑制剂干预也可见相同趋势

的表达效果ꎮ
课题组前期实验结果证明酒精的过量摄

入造成大鼠血中内毒素水平增高[８]ꎬ 而脂多

糖 (Ｌｉｐｏ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ｓꎬ ＬＰＳ) 是其活性成

分ꎬ 也是 ＴＬＲ４ 特异性识别配体ꎮ 当 ＬＰＳ 被

运送至 Ｋｕｐｆｆｅｒ 细胞膜上经 ＣＤｌ４ 分子转运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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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膜受体 ＴＬＲ４ 结合ꎬ 通过 ＴＬＲ４ 介导的

ＭｙＤ８８ 依赖性途径和 ＭｙＤ８８ 非依赖性途径ꎬ
转入核内形成刺激信号ꎬ 激活下游 ＮＦ￣κＢꎬ
激活的 ＮＦ￣κＢ 发生磷酸化与 ＩκＢ 脱离移位并

进入细胞核ꎬ 结合免疫炎症相关靶基因上特

异的 κＢ 结合位点ꎬ 启动炎症介质基因的转

录ꎬ 致使促炎细胞因子ꎬ 如 ＴＮＦ￣α、 ＩＬ￣１β、
ＩＬ￣６ 等的分泌、 释放ꎬ 引发炎症反应ꎬ 导致

肝脏损伤[１１－１２]ꎮ 本实验中可见酒精模型组大

鼠血中炎症因子 (ＴＮＦ￣α、 ＩＬ￣１β、 ＩＬ￣６) 水

平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ꎬ 而经 ＵＡ 干预后

ＴＮＦ￣α、 ＩＬ￣６ 水平有明显下降ꎬ 经 ＴＡＫ￣２４２
干预后 ＴＮＦ￣α、 ＩＬ￣１β、 ＩＬ￣６ 水平均有不同程

度降低ꎮ
ＴＡＫ￣２４２ 是一种新型的小分子 ＴＬＲ４ 信

号抑制剂ꎬ 能够选择性地抑制 ＴＬＲ４ 介导的

细胞因子的产生ꎬ 抑制 ＴＮＦ￣α 和 ＩＬ￣１β 的产

生ꎬ 在应激期开始时给药可以完全阻断应激

暴露后 ＴＬＲ４ ｍＲＮＡ 和蛋白质的上调[１３]ꎮ 而

ＴＬＲ４ 能够导致 ＮＦ￣κＢ 的易位和促炎细胞因

子的表达ꎬ ＴＬＲ４ 的过表达或持续激活还会

导致机体过度炎症反应或组织损伤ꎮ 本研究

通过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ｔｉｎｇ 检测发现ꎬ 酒精模型组

大鼠肝组织 ＴＬＲ４、 ＮＦ￣κＢ ｐ６５ 和 ｐＮＦ￣κＢ
ｐ６５ 蛋白表达较正常对照组组明显上调ꎬ 与

相关文献报道一致[１４]ꎬ 经 ＵＡ 干预后可发现

肝脏中 ＴＬＲ４ 蛋白水平显著降低ꎮ 说明 ＵＡ
干预能够阻断 ＮＦ￣κＢ 的炎症信号通路的发

生ꎬ 减少炎症的级联放大效应ꎬ 降低肝脏的

病理性损伤ꎬ 从而改善大鼠的酒精性肝损伤

状况ꎮ
综上所述ꎬ ＵＡ 可以改善 ＡＬＤꎬ 表现出

ＴＬＲ４ 通路相关蛋白的表达减少和炎症因子

的含量降低ꎬ 可能是由于 ＵＡ 抑制了 ＴＬＲ４
信号通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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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老年高血压人群 Ｈ 型高血压患病率
及与认知功能关系分析

　 　 基金项目: 四川省教育厅自然科学重点项目ꎬ １８ＺＡ０１６６.社区老年人群 Ｈ 型高血压与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的横断面调查

及关系分析ꎬ 达能营养中心膳食营养研究与宣教基金项目ꎬ ＤＩＣ２００６－０８ꎬ 高同型半胱氨酸致老年认知损害的社区综合

干预研究ꎬ 成都医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新都区居民 Ｈ 型高血压知晓现况研究及精准健康教育方案制定”
　 　 作者简介: 魏心源 (１９９８－)ꎬ 女ꎬ 硕士研究生在读ꎬ 方向: 营养与健康管理ꎮ
　 ∗通讯作者: 程道梅 (１９７４－)ꎬ 女ꎬ 博士ꎬ 副教授ꎬ 研究方向: 营养与疾病ꎮ

魏心源１ 　 蒋与刚２ 　 黄承钰３ 　 程道梅１∗

１. 成都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　 成都 ６１０５００ꎻ ２.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环境医学与作业医学研究所　 天津 ３０００５０ꎻ
３. 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　 成都 ６１００４１

　 　 摘　 要　 目的: 调查天津市中老年高血压患者中 Ｈ 型高血压检出率及其影响因素ꎬ 分析 Ｈ 型高血压与

认知功能障碍的关系ꎬ 为相关防控提供依据ꎮ 方法: 采用随机抽样方法选取天津市 ５ 个社区和 ２ 个养老机构

的中老年 (≥５５ 岁) 高血压患者共 ９７ 名ꎮ 问卷调查研究对象的人口学特征、 行为生活方式、 疾病状况等信

息ꎬ 实验室检测血清同型半胱氨酸 Ｈｃｙ 水平ꎬ 简易精神状态量表 (ＭＭＳＥ) 及基本认知能力测验 (ＢＣＡＴ)
软件进行认知功能测试ꎮ 结果: 共检出 Ｈ 型高血压 (高血压并 Ｈｃｙ>１５ｕｍｏｌ / Ｌ) ５３ 人ꎬ 检出率为 ５４.６４％ꎮ
Ｈ 型高血压患病率随受教育年限的增长而降低 (Ｐ ＝ ０.００５)ꎻ 居住于老年公寓的对象患病率最高ꎬ 为 ８０.６％
(Ｐ＝ ０.００３)ꎮ 研究对象中轻度认知障碍检出率为 １７.５３％ꎬ Ｈ 型高血压组的 ＭＭＳＥ 评分低于对照组ꎬ 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ꎻ ＢＣＡＴ 测验结果显示ꎬ Ｈ 型高血压患者总体认知功能低于单纯性高血压患者 (Ｐ＝ ０.０２９)ꎬ
具体表现为反应速度、 运算能力、 空间想象能力较单纯性高血压患者更差ꎮ 结论: 天津市中老年高血压患者

中 Ｈ 型高血压患病率高ꎬ Ｈ 型高血压患者的认知功能低于单纯性高血压患者ꎬ 受教育年限≤９ 年、 居住在老

年公寓是 Ｈ 型高血压的危险因素ꎮ 应重视对高血压患者的 Ｈｃｙ 水平监测ꎬ 尽早防控认知功能障碍ꎮ
关键词: Ｈ 型高血压ꎻ 中老年人ꎻ 患病率ꎻ 认知功能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ｔｙｐｅ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ｄ ａｎｄ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ｗｉｔｈ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ＷＥＩ Ｘｉｎ￣ｙｕａｎ１ 　 Ｊｉａｎｇ Ｙｕ￣ｇａｎｇ２ 　 Ｈｕａｎｇ Ｃｈｅｎｇ￣ｙｕ３ 　 ＣＨＥＮＧ Ｄａｏ￣ｍｅｉ１∗
１.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ꎬ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ꎬ Ｃｈｅｎｇｄｕ ６１０５００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ｃａｄｅｍｙꎬ Ｔｉａｎｊｉｎ ３０００５０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ｏｏｄ Ｓａｆｅｔｙꎬ 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ꎬ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Ｃｈｅｎｇｄｕꎬ
６１００４１ꎬ 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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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ｃｏｌｌｅｃｔ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ꎬ 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 ｈａｂｉｔｓꎬ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 (Ｈｃｙ)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ｗａｓ ｔｅｓ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Ｍｉｎ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ＭＭＳＥ) ａｎｄ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Ａｐｔｉｔｕｄｅ Ｔｅｓｔｓ (ＢＣＡＴ) ｗｅｒ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ａｓｓｅｓ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５３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ｗｅｒｅ Ｈ￣ｔｙｐｅ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ꎬ ｔｈａｔ ｉｓ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ｉｔｈ ｓｅｒｕｍ Ｈｃｙ > １５ ｕｍｏｌ / Ｌ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ｔｙｐｅ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ｗａｓ ５４.６４％ ａｎｄ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 ０.００５). Ｐｏｐ￣
ｕｌａｔｉｏｎ ｌｉ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ａ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ｈａｄ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Ｈ￣ｔｙｐｅ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８０.６％ꎬ Ｐ＝ ０.００３).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
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ｉｌ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 ｗａｓ ５４.６４％ ａｍｏｎｇ ９７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ＭＭＳＥ ｓｃ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ｔｙｐｅ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ꎬ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ａｓ ｎｏ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０.０５). Ｉｎ ＢＡＣＴ ａｓ￣
ｓｅｓｓｍｅｎｔꎬ ｔｈ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Ｈ￣ｔｙｐｅ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ａｓ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ｍｐｌｅ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ｔｉｏ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ｐ＝ ０.０２９)ꎬ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ｗｅｒｅ ｐｏｏｒ ｉｎ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ｓｐｅｅｄꎬ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ꎬ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ｙ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 ａ ｈｉｇｈ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ｔｙｐｅ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ｄ ａｎｄ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
ｓｉｏ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ｉａｎｊｉｎꎬ ｔｈｅ Ｈ￣ｔｙｐｅ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ｈａｄ ｗｏｒｓ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ｓｉｍｐｌｅ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９ ｙｅａｒｓꎬ ｌｉ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ａ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ｗｅｒｅ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Ｈ￣ｔｙｐｅ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ｐａｙ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ｏｆ Ｈｃｙ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ｔ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ｄｙ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ｓ ｓｏｏｎ ａ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Ｈ￣ｔｙｐｅ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ꎻ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ｇｅ ａｎｄ ｅｌｄｅｒｌｙꎻ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ꎻ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前　 言

随着人口老龄化ꎬ 神经退行性疾病患病

率逐年上升ꎬ 预计到 ２０５０ 年ꎬ 全球阿尔兹

海默病患者将达到 １.３１５ 亿ꎬ 成为全球重大

公共卫生负担ꎮ 我国痴呆症患者居世界首

位ꎬ 约占全球总病例数的 １ / ４ꎬ 而且每年平

均有 ３０ 万新发病例ꎬ 且不断趋于年轻化ꎬ
对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构成了巨大的挑战ꎮ
早期识别、 早期筛查、 早期预防和早期治疗

十分重要ꎮ 影响认知状况的因素众多ꎬ 如年

龄、 性别、 受教育程度、 社交活动、 居住状

况、 生活方式、 饮食营养状况等ꎮ 上述因素

亦是高血压 (Ｈｉｇｈ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ꎬ Ｈｂｐ) 和

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 (ＨＨｃｙ) 的危险因素ꎮ
已有研究表明ꎬ 高血压和 ＨＨｃｙ 在导致认知

功能损伤方面具有协同作用[１]ꎬ 国外一项对

平均年龄为 ８０ 岁的老年高血压人群 Ｈｃｙ 水

平与认知功能下降关系的随访研究中发现ꎬ
高 Ｈｃｙ 水平的老年高血压患者在认知速度、
情景记忆和执行能力三方面的认知功能衰退

更快ꎮ 我国居民受遗传及饮食习惯等因素影

响ꎬ 高血压患者合并 ＨＨｃｙ (即 Ｈ 型高血

压) 比例较高ꎬ 北京社区 ５５ 岁以上高血压

患者中 Ｈ 型高血压检出率为 ５９.４７％[２]ꎮ 高

血压和 ＨＨｃｙ 均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ꎬ 可通

过早期干预改变危险因素ꎬ 从而防控其带来

的认知功能损伤ꎮ 因此ꎬ 早期识别中老年 Ｈ
型高血压患者及其影响因素尤为重要ꎮ 鉴于

此ꎬ 本研究调查了天津市城市社区和养老机

构中高血压患者中 Ｈ 型高血压的患病率ꎬ 初

步分析其影响因素ꎬ 并采用两种认知功能测

试方法评价研究对象认知功能ꎬ 探讨 Ｈ 型高

血压与认知功能之间的关系ꎬ 以期为制定精

准预防认知功能损伤的措施提供理论依据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本研究对象为来自天津市 ５ 个社区及 ２
个养老机构的 ５３７ 名中老年人中的 ９７ 名高

血压患者ꎬ 排除有中风、 精神病、 严重动脉

粥样硬化、 糖尿病或肾病疾病史者ꎬ 其中男

性 ３４ 人 (３５. １％)ꎬ 平均年龄 ７４. ８８ ± ７. ６７０
岁ꎻ 女性 ６３ 人 (６４.９％)ꎬ 平均年龄 ７０.９８±
８.５３４ 岁ꎮ 由专家设计并反复修改问卷ꎬ 对

问卷的效度和信度进行测量ꎮ 采用面对面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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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的方法收集研究对象的人口学特征 (性
别、 年龄、 文化程度)、 行为生活方式 (吸
烟、 饮酒、 喝咖啡、 饮茶)、 疾病史、 维生

素补充剂服用史等信息ꎮ 受试者签署知情同

意书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生化指标测量

抽取受检者空腹外周静脉血 ５ｍｌꎬ 静置

５ｍｉｎ 后 ３０００ｒ / ｍ 离心 ２０ｍｉｎ 分离血清ꎬ 血液

标本在－３５℃储存待测ꎮ 采用全自动生化分

析仪ꎬ 酶转化法测定血清 ｔＨｃｙ 浓度ꎮ 将空

腹血清 Ｈｃｙ>１５ｕｍｏｌ / Ｌ 诊断为 ＨＨｃｙ[３]ꎮ 伴有

ＨＨｃｙ 的高血压患者诊断为 Ｈ 型高血压ꎮ
１.２.２ 认知功能评估

使用简易精神状态量表 ( Ｍｉｎ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ꎬ ＭＭＳＥ) 初步评估受试者

的认知状态ꎬ ＭＭＳＥ 得分<２６ 分作为轻度认

知障碍的判定标准ꎮ
采用基本认知能力测验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Ａｐｔｉｔｕｄｅ Ｔｅｓｔｓꎬ ＢＣＡＴ)ꎬ 进一步详细评估受

试者的认知功能ꎮ ＢＣＡＴ 系统由中国科学院

心理研究所编制ꎬ 有数字快速拷贝、 汉字快

速比较、 心算、 汉字旋转、 心算答案回忆、
双字词再认、 无意义图形再认 ７ 个分测验ꎮ
测查受试对象的知觉速度、 心算效率、 心理

旋转效率、 工作记忆能力、 字词记忆能力、
图形记忆能力[４]ꎮ

１.２.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０ 录入数据ꎬ 建立数据

库ꎮ 应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

统计分析ꎮ 数据以 ｘ±ｓ 或数值和百分比表

示ꎮ 对两组定量资料的比较呈正态分布者采

用 ｔ 检验ꎬ 呈非正态分布者采用秩和检验ꎮ
采用 χ２检验对计数资料进行比较ꎮ 除特殊说

明外ꎬ 所有检验水准均采用 ０.０５ꎮ

２　 结　 果

２.１　 研究对象人口学特征与 Ｈ 型高血压

现患率的关系分析

　 　 研究对象的人口学特征及 Ｈ 型高血压患

病率见表 １ꎮ 研究对象 Ｈ 型高血压现患率 ５４.
６４％ꎬ 将 Ｈ 型高血压组 ５３ 人作为病例组ꎬ 其

余高血压患者 ４４ 人列入对照组ꎬ 经检验两组

对象性别、 年龄分布具有可比性 (ｐ>０.０５)ꎮ
Ｈ 型高血压现患率随受教育年限的增长而降

低 (Ｐ＝ ０.０１８)ꎻ 不同居住情况高血压患者

的 Ｈ 型高血压患病率不同 (Ｐ ＝ ０.００３)ꎬ 居

住于老年公寓对象的患病率最高 (８０.６５％)ꎻ
男性 Ｈ 型高血压患病率 ６１. ７６％高于女性ꎻ
随年龄增长ꎬ Ｈ 型高血压患病率呈升高趋

势ꎻ 丧偶者 Ｈ 型高血压患病率较高ꎻ 随着收

入水平提高 Ｈ 型高血压患病率有下降趋势

(Ｐ>０.０５)ꎮ

表 １　 研究对象人口学特征及 Ｈ型高血压现患率 ｎ (％)

Ｈ 型高血压组 Ｈｂｐ Ｐ 值

性别
男 ２１(６１.７６) １３(３８.２４)
女 ３２(５０.７９) ３１(４９.２１)

０.３００

年龄(岁)

５５－６４ １０(５０.００) １０(５０.００)
６５－７４ １９(４７.５０) ２１(５２.５０)
７５－８４ １９(６３.３３) １１(３６.６７)
≥８５ ５(７１.４３) ２(２８.５７)

０.１６６

受教育年限(年)
>１２ １０(３８.４６) １６(６１.５４)

１０－１２ ２９(５３.７０) ２５(４６.３０)
≤９ １４(８２.３５) ３(１７.６５)

０.０１８

婚姻状况

配偶健在 ２６(４８.１５) ２８(５１.８５)

丧偶 ２５(６０.９８) １６(３９.０２)

其他 ２(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２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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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Ｈ 型高血压组 Ｈｂｐ Ｐ 值

居住情况

与配偶居住 １９(４７.５０) ２１(５２.５０)

几代共居 ７(３１.８２) １５(６８.１８)

独居 ２(５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老年公寓 ２５(８０.６５) ６(１９.３５)

０.００３

月收入(元)

≥３０００ ３(４２.８６) ４(５７.１４)

２０００－３０００ １７(５３.１３) １５(４６.８７)

１０００－２０００ １４(４６.６７) １６(５３.３３)

５００－１０００ １６(６９.５７) ７(３０.４３)

<５００ ３(６０.００) ２(４０.００)

０.２２６

２.２　 Ｈ 型高血压对象与对照组对象生活方

式比较

　 　 如表 ２ 所示ꎬ 抽烟、 喝茶、 睡眠不足者

Ｈ 型高血压现患率分别为 ６６.６７％、 ５４.８４％和

５６.８６％ꎬ 高于不抽烟、 不喝茶和睡眠充足者ꎮ
饮酒、 喝咖啡、 使用铝壶者 Ｈ 型高血压患病

率分别为 ５３.８５％、 ５０％和 ５１.２２％ꎬ 低于不使

用者ꎮ 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ꎮ
服用叶酸、 维生素 Ｂ１２、 维生素 Ｂ６的对

象 Ｈ 型高血压的现患率为 ３５.７％ꎬ 血清 ｔＨｃｙ

平均浓度为 １５.２１±４.８９ ｕｍｏｌ / Ｌꎬ 未服用者 Ｈ
型高血压的现患率为 ５７.８％ꎬ ｔＨｃｙ 平均浓度

为 (１５.８１±４.５９ｕｍｏｌ / Ｌ)ꎬ 差异亦无统计学

意义 (Ｐ>０.０５)ꎮ
Ｈ 型高血压组抽烟、 喝茶、 睡眠不足的

暴露率均高于对照组 (ＯＲ>１)ꎻ 饮酒、 喝咖

啡、 锻炼时间不足、 使用铝壶 /铝锅、 服用

维生素的暴露率均低于对照组 (ＯＲ<１)ꎻ 两

组对象生活方式暴露率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 (Ｐ>０.０５)ꎮ

表 ２　 Ｈ型高血压对象与 Ｈｂｐ组对象生活方式比较

Ｈ 型高血压组 Ｈｂｐ ＯＲ Ｐ

饮酒
是 ７(１３.２１) ６(１３.６４)

否 ４６(８６.７９) ３８(８６.３６)
０.９６４(０.２９９－３.１１２) ０.９５１

抽烟
是 １０(１８.８７) ５(１１.３６)

否 ４３(８１.１３) ３９(８８.６４)
１.８１４(０.５７０－５.７７３) ０.３０９

喝咖啡
是 ２(３.７７) ２(４.５５)

否 ５１(９６.２３) ４２(９５.４５)
０.８２４(０.１１１－６.０９８) １.０００

喝茶
是 ２６(４９.０６) ２０(４５.４５)

否 ２７(５０.９４) ２４(５４.５５)
１.１５６(０.５１９－２.５７５) ０.７２４

每日睡眠时间(ｈ)
≥７ ２４(４５.２８) ２２(５０.００)

<７ ２９(５４.７２) ２２(５０.００)
１.２０８(０.５４２－２.６９２) ０.６４３

每日锻炼时间(ｈ)
≥１ ２３(４３.４０) １９(４３.１８)

<１ ３０(５６.６０) ２５(５６.８２)
０.９９１(０.４４２－２.２２１) ０.９８３

使用铝壶 /铝锅
是 ２１(３９.６２) ２０(４５.４５)

否 ３２(６０.３８) ２４(５４.５５)
０.７８８(０.３５１－１.７６９) ０.５６３

服用维生素
是 ５(９.４３) ９(２０.４５)

否 ４８(９０.５７) ３５(７９.５５)
０.４０５(０.１２５－１.３１４) ０.１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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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Ｈ型高血压患病率影响因素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分析

　 　 根据单因素分析结果ꎬ 将是否患有 Ｈ 型

高血压作为因变量 (否 ＝ ０ꎬ 是 ＝ １)ꎬ 受教

育年限、 居住情况作为自变量ꎬ 以 ＥＮＴＥＲ
法进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ꎮ 自变量赋

值如表 ３ 所示ꎮ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ꎬ
受教育年限≤９ 年、 居住在老年公寓是 Ｈ 型

高血压的独立危险因素 (ｐ<０.０５)ꎬ 见表 ４ꎮ

２.４　 Ｈ型高血压组与 Ｈｂｐ 组认知功能比较

研究对象整体的轻度认知障碍检出率为

１７.５３％ꎮ Ｈ 型高血压组的 ＭＭＳＥ 评分为 ２７.
１１±２.５２ꎬ 低于对照组 (２７.７７±１.９４)ꎻ Ｈ 型

高血压组的轻度认知障碍检出率为 １６.９８％ꎬ

低于对照组 (１８.１８％)ꎬ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 (Ｐ>０.０５)ꎮ ＢＣＡＴ 测试结果如表 ５、 表 ６
所示ꎬ Ｈ 型高血压患者总体认知能力低于

Ｈｂｐ 患者 (Ｐ ＝ ０.０２９)ꎮ Ｈ 型高血压患者数

字拷贝的平均反应时长于对照组 (Ｐ ＝ ０.
００５)ꎬ 心算效率低于对照组 (Ｐ ＝ ０. ００２)ꎬ
说明与 Ｈｂｐ 患者相比ꎬ Ｈ 型高血压患者反应

较慢、 动作迟缓ꎬ 对数字不敏感、 思考速度

较慢ꎬ 心算能力弱、 运算速度慢ꎮ 体现为 Ｈ
型高血压患者的数字快速拷贝得分、 心算得

分均低于对照组 (Ｐ＝ ０.０２０ꎬ ０.００１)ꎮ 此外ꎬ
Ｈ 型高血压患者汉字旋转效率亦低于对照组

(Ｐ＝ ０.０１６)ꎬ 说明其空间想象能力也较 Ｈｂｐ
患者弱ꎮ

表 ３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自变量赋值

因素 变量赋值

受教育年限(年) １＝大于 １２ꎬ２＝１０－１２ꎬ３＝小于等于 ９

居住情况 １＝与配偶居住ꎬ２＝几代共居ꎬ３＝独居ꎬ４＝老年公寓

表 ４　 Ｈ型高血压影响因素的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因素 Ｂ ＳＥ Ｗａｌｄ c２ ＯＲ(９５％ＣＩ) ｐ 值

受教育年限(年)

１０－１２ ０.５４７ ０.５２７ １.０７８ １.７２９(０.６１５－４.８５９) ０.２９９

≤９ ２.６０２ １.１８８ ４.８０１ １３.４９２(１.３１６－１３８.３５１) ０.０２８

居住情况

几代共居 －０.８９４ ０.５９６ ２.２５１ ０.４０９(０.１２７－１.３１５) ０.１３４

独居 ０.２３５ １.０６２ ０.０４９ １.２６５(０.１５８－１０.１４２) ０.８２５

老年公寓 １.４２３ ０.６５９ ４.６６５ ４.１４９(１.１４１－１５.０８８) ０.０３１

表 ５　 Ｈ型高血压组与 Ｈｂｐ组 ＢＣＡＴ评分比较 (ｘ±ｓ)

分测验(得分) Ｈ 型高血压组 Ｈｂｐ Ｐ 值

数字快速拷贝 １０.０９±６.３９ １３.２３±４.６１ ０.０２０

汉字快速比较 ８.１９±７.１７ １０.８６±６.７６ ０.０７７

心算 ９.３６±５.２７ １３.０９±４.９１ ０.００１

汉字旋转 ６.９１±３.７３ ８.１４±３.４６ ０.１９６

心算答案回忆 ９.７７±５.９６ １１.７３±５.３６ ０.０９９

双字词再认 １１.０６±５.１１ １０.２７±４.５８ ０.３１８

无意义图形再认 ９.１３±５.０９ ９.５９±４.４１ ０.９１８

总分 ４５.２７±２０.０３ ５４.９３±１４.１２ ０.０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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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Ｈ型高血压组与 Ｈｂｐ组 ＢＣＡＴ相关指标比较 (ｘ±ｓ)

指标 Ｈ 型高血压组 Ｈｂｐ Ｐ 值

数字快速拷贝平均反应时(ｓ) ２.１１±０.９７ １.５８±０.４４ ０.００５

汉字快速比较平均反应时(ｓ) ３.１４±１.６６ ２.４３±１.０１ ０.０５１

心算效率(分 / ｓ) ０.２４±０.１８ ０.３５±０.１８ ０.００２

汉字旋转效率(分 / ｓ) ０.４０±０.２４ ０.５３±０.２４ ０.０１６

数字工作记忆广度(级) ３.４９±２.３７ ４.３６±２.２８ ０.０５２

双字词再认(分∗) １１.１７±５.１８ １０.７０±４.６３ ０.５１３

无意义图形再认(分∗) ８.５５±５.０８ ９.５０±４.４６ ０.２９３

∗分: 换算前的原始分值

３　 讨　 论

目前ꎬ 我国老龄化进程加快ꎬ 老年健康

成为我国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ꎮ 高血压是中

老年人群高发疾病ꎬ 我国高血压呈现出高患

病率、 高病死率、 高致残率、 低知晓率、 低

治疗率、 低控制率的 “三高三低” 现状ꎮ 这

种高血压 “三高三低” 的状况ꎬ 导致了不良

疾病结局的高发生率ꎬ 严重影响了高血压患

者的生活质量ꎮ 高血压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

要危险因素ꎮ 高血压人群发生急性心血管事

件的风险是血压正常者的 ３.７ 倍ꎬ 发生急性

冠心病事件和卒中的风险分别为血压正常者

的 ３.９２ 和 ３.７４ 倍[５]ꎮ Ｈ 型高血压是高血压

疾病的一种ꎬ Ｔｏｗｆｉｇｈｉ 等[６] 发现高血压与

ＨＨｃｙ 具有强协同作用ꎬ 可导致血管疾病的

风险升高 １１.３ 倍ꎮ Ｈ 型高血压相较于单纯性

高血压而言ꎬ 为更多疾病的危险因素ꎬ 加重

了疾病负担ꎬ 对患者生命产生更大威胁ꎮ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ꎬ 高血压患者的平均

Ｈｃｙ 水平为 １５.７２±４.６１０ｕｍｏｌ / Ｌꎬ 高于 ＨＨｃｙ
的诊断标准ꎮ 中老年高血压患者中 Ｈ 型高血

压检出率为 ５４.６４％ꎬ 与北京社区 ５５ 岁以上

高血压患者中 Ｈ 型高血压检出率为 ５９.４７％
的结果接近[７]ꎮ 以国内其他研究中的 Ｈｃｙ>
１０ｕｍｏｌ / Ｌ 为标准界定 Ｈ 型高血压[８]ꎬ 则本

研究中 Ｈ 型高血压检出率为 ８７.６３％ꎬ 上海

市某疗养院体检人群 Ｈ 型高血压患病率为

２２.３％ꎬ 城乡结合部老年高血压患者中 Ｈ 型

高血压检出率高达 ９４.７２％ꎮ 北京市城区社

区中老年人 Ｈ 型高血压患病率高达 ３５.３２％ꎬ
长子营镇农村老年高血压患者中 Ｈ 型高血压

检出率为 ９６. ９８％ꎮ 由此可见ꎬ 高血压患者

平均 Ｈｃｙ 水平较高ꎬ 且 Ｈ 型高血压患者占比

较大ꎬ 故制定公共卫生政策防控 Ｈ 型高血压

具有较高的卫生经济价值ꎮ
多项研究发现男性、 高龄为 Ｈ 型高血压

的危险因素[７ꎬ９－１０]ꎬ 本研究结果亦显示男性、
高龄高血压者的 Ｈ 型高血压患病率更高ꎬ 尽

管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 可能与本研究的样本

量较小有关ꎮ 导致 Ｈ 型高血压性别差异的原

因可能是肾素、 血管紧张素系统和性激素水

平的差异[１１]ꎬ 此外ꎬ 男性通常有更多的肌

肉和更大的肌酐合成的需要ꎬ 而 Ｈｃｙ 与肌酐

的合成有关[１２]ꎮ 高龄男性更应该成为今后 Ｈ
型高血压健康管理的重点对象ꎮ

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长ꎬ Ｈ 型高血压的

患病率呈下降趋势ꎬ 可能是受教育程度较高

的患者对疾病的防治知识更了解ꎬ 也更积极

接受医疗保健服务ꎮ 本研究中居住于老年公

寓的高血压患者中 Ｈ 型高血压检出率最高ꎬ
可能是由于居住在老年公寓的研究对象的年

龄显著高于其他组ꎬ 而高龄是 Ｈ 型高血压已

知的危险因素ꎬ 因此ꎬ 养老服务机构应特别

关注对高龄老人进行 Ｈ 型高血压的筛查和早

期防控ꎬ 提高生活和服务质量ꎮ
高钠膳食、 吸烟、 饮酒、 低身体活动水

平、 睡眠时间不足为高血压的已知危险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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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１３－１５]ꎬ 同时也是可改变的生活行为方式ꎬ
是高血压干预措施中的重点ꎮ 一项纳入 ５８１４
例成年高血压患者的调查发现ꎬ 与单纯性高

血压患者相比ꎬ Ｈ 型高血压患者有吸烟、 饮

酒、 睡眠不足的行为生活方式的比例更大ꎬ
且血清维生素 Ｂ１２和叶酸水平与血清 Ｈｃｙ 水

平呈正相关[１０]ꎮ 苏州市一项对 ６５ 岁以上老

年人 Ｈ 型高血压的调查显示ꎬ 吸烟、 缺乏运

动是 Ｈ 型高血压的独立危险因素[９]ꎮ 香烟中

的有害物质会使血管收缩ꎬ 破坏血管内皮细

胞ꎬ 导致高血压的发生[１６]ꎮ 这些有害物质

还会通过影响 Ｂ 族维生素的吸收ꎬ 降低 Ｈｃｙ
代谢酶的活性ꎬ 导致血清 Ｈｃｙ 浓度升高[１７]ꎮ
饮酒导致 Ｈｃｙ 水平升高的可能原因是乙醇的

中间代谢产物乙醛会损害蛋氨酸合成酶活

性ꎬ 导致 Ｈｃｙ 累积ꎬ 还可通过抑制 Ｈｃｙ 代谢

辅助因子维生素 Ｂ６、 维生素 Ｂ１２和叶酸的合

成升高 Ｈｃｙ 水平ꎮ 本研究亦发现抽烟、 睡眠

不足者 Ｈ 型高血压患病率高于不抽烟和睡眠

充足者ꎬ 服用 Ｂ 族维生素的高血压患者 Ｈ 型

高血压的患病率和 ｔＨｃｙ 平均浓度均低于不

服用者ꎬ 饮酒者 Ｈ 型高血压患病率低于不饮

酒者ꎮ 但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ꎬ
可能与样本量偏小、 两组对象上述行为生活

方式暴露率无差异有关ꎮ
降低患者血清 Ｈｃｙ 水平是预防高血压患

者发展为 Ｈ 型高血压的主要手段之一ꎮ 目前

对 ＨＨｃｙ 的干预治疗措施主要为采取积极的

行为生活方式以及营养膳食干预[１８]ꎮ 维生

素 Ｂ６、 维生素 Ｂ１２和叶酸是 Ｈｃｙ 甲基化过程

的重要辅助因子ꎬ 通过补充维生素 Ｂ６、 维生

素 Ｂ１２和叶酸可促进 Ｈｃｙ 代谢关键酶活性和

蛋氨酸循环ꎬ 从而降低 Ｈｃｙ 水平[１９－２０]ꎮ 本

研究亦显示服用 Ｂ 族维生素补充剂的高血压

患者血清 Ｈｃｙ 水平低于未服用者ꎮ 因此ꎬ 高

血压患者应控制动物性食物摄入ꎬ 适当增加

新新鲜蔬菜水果及全谷物的摄入ꎬ 或在医师

指导下合理服用 Ｂ 族维生素补充剂[２１]ꎮ
痴呆给家庭及社会带来沉重负担ꎮ 我国

痴呆患者平均每年花费 １９１３３ 美元左右[２２]ꎮ
目前还没有对痴呆的有效治疗手段ꎬ 因此对

认知功能损伤的预防尤为重要ꎮ 本研究采用

ＭＭＳＥ 量表对 Ｈ 型高血压患者和 Ｈｂｐ 患者进

行初步认知功能评价ꎬ 结果显示ꎬ Ｈ 型高血

压患者的 ＭＭＳＥ 量表评分较单纯性高血压组

低ꎮ 进一步使用 ＢＣＡＴ 对认知功能进行分项

目测验结果显示ꎬ Ｈ 型高血压患者的总体认

知能力低于单纯性高血压患者ꎬ 具体表现为

反应速度、 运算能力、 空间想象能力较 Ｈｂｐ
患者更差ꎮ 这与其他研究的结果相似ꎮ 有研

究者使用蒙特利尔认知评估中文版 (ＭｏＣＡ)
对老年 Ｈ 型高血患者和 Ｈｂｐ 患者的认知功

能进行评价ꎬ 发现 Ｈ 型高血压患者在注意与

集中、 执行能力、 语言、 记忆力方面的认知

功能减退比单纯性高血压患者更快[２３]ꎮ 张

福娟等[２４]以 Ｈｃｙ>１０ｕｍｏｌ / Ｌ 为标准ꎬ Ｈ 型高

血压患者认知障碍检出率为 ４４. ３％ꎬ 高于

Ｈｂｐ 患者 (１２.７％)ꎬ 且 Ｈ 型高血压是认知

障碍的独立危险因素ꎮ
综上所述ꎬ 本研究发现中老年高血压患

者的 Ｈ 型高血压患病率较高ꎬ 受教育程度、
居住环境是其影响因素ꎮ Ｈ 型高血压患者的

认知功能低于单纯性高血压患者ꎬ 具体表现

为反应速度及运算能力较慢、 空间想象力较

差ꎮ 提示在中老年高血压患者的健康服务

中ꎬ 应重视 Ｈ 型高血压筛查ꎬ 积极开展 Ｈ
型高血压健康教育ꎬ 规律监测高血压患者的

Ｈｃｙ 水平ꎬ 预防认知功能障碍的发生ꎮ
本研究存在的缺陷在于样本量偏小ꎬ 可

能低估了 Ｈ 型高血压对认知功能损伤的危

害ꎬ 同时也导致一些影响 Ｈ 型高血压患病率

的因素未能充分显现ꎬ 后续我们计划一方面

对现有数据按照 Ｈｃｙ 水平进行分层分析ꎬ 另

一方面从设计上加大样本量ꎬ 同时增加南方

人群的数据进一步研究和验证高血压和和高

同型半胱氨酸对认知功能损伤的协同危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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枸杞多糖和黄芪多糖对阿尔茨海默病的影响

　 　 作者简介: 王亚盟: 电话: １５８７２４３６３０５ꎬ 邮箱: ｚｚｕｗａｎｇｙｍｅｎｇ＠ １６３.ｃｏｍ
刘利娥: 电话: １３６０８６９９９６０ꎬ 邮箱: ｚｚｄｘｌｌｅ６６＠ ｚｚｕ.ｅｄｕ.ｃｎ

王亚盟　 刘利娥
郑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河南省郑州市科学大道 １００ 号郑州大学 ４５００００

　 　 摘　 要　 阿尔茨海默病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ꎬ ＡＤ) 是一种神经退行性疾病ꎬ 呈进行性发展趋势ꎬ 严重影

响患者的生活质量ꎬ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剧ꎬ ＡＤ 患者人数快速增加ꎬ 而其发病原因、 发病机制十

分复杂ꎬ 至今尚不明确ꎮ 目前临床上治疗 ＡＤ 主要以西药为主ꎬ 但具有毒性大、 易耐药等局限性ꎬ 因此越来

越多的研究重点转移到中草药等具有毒副作用小、 可长期服用等众多优点的天然产物上ꎮ 研究发现ꎬ 植物多

糖具有改善学习记忆能力、 抗氧化应激、 抗自由基损伤、 抗炎症和抑制神经细胞凋亡等多方面的作用ꎬ 可以

多靶点预防和治疗 ＡＤ 的发生、 发展ꎮ 本文详细综述了枸杞多糖、 黄芪多糖与 ＡＤ 发生发展过程中 β 淀粉样

蛋白 (Ａβ) 和同型半胱氨酸 (Ｈｃｙ) 有关的研究进展ꎬ 为它们进一步的相关开发利用提供系统的证据ꎮ
关键词: 枸杞ꎻ 黄芪ꎻ 多糖ꎻ 阿尔茨海默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Ｄ) ｉｓ ａ ｎｅｕｒｏ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ｗｉｔｈ ａ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ꎬ ｗｈｉｃｈ 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ｌｉｆ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ｇｉｎｇ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ＡＤ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ｓ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ｑｕｉｃｋｌｙ. Ｔｈｅ ｅｔ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ａｒｅ ｖｅｒｙ ｃｏｍｐｌｉ￣
ｃａｔｅｄꎬ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ｕｎｃｌｅａｒ.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ꎬ ｔｈ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Ｄ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 ｂｕｔ ｉｔ ｈａｓ ｍ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ｈｉｇｈ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ａｓｙ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ꎬ 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ｗｉｔｈ ｓｍａｌｌ ｓｉｄ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ｃａｎ
ｂｅ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ｐｌａｎｔ 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ｓ ｈａｖ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ｅｍｏｒｙ ａｂｉｌｉｔｙꎬ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ꎬ ａｎｔｉ￣ｆｒｅｅ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ｄａｍａｇｅꎬ 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ａｍ￣
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ｎｇ ｎｅｒｖｅ ｃｅｌｌ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ꎬ ｍａｋｉｎｇ ｉｔ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ｔｏ ｔｒｅａ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ｔａｒｇｅｔｓ.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ｉｎ ｄｅｔａｉｌ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Ｌｙｃｉｕｍ ｂａｒｂａｒｕｍ
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ｓ ａｎｄ 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ｕｓ 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β￣ａｍｙｌｏｉｄ (Ａβ) ａｎｄ 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 (Ｈ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Ｄꎬ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ｔｗ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ｅｒｂａｌ 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ｙｃｉｕｍ ｂａｒｂａｒｕｍꎻ 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ｕｓꎻ 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ꎻ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阿尔茨海默病 (ＡＤ) 亦称为老年性痴

呆症ꎬ 是一种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ꎬ 主要表

现为缓慢进展性记忆力下降ꎬ 视空间、 语言

及认知功能障碍[１]ꎮ ＡＤ 主要的病理变化是

Ａβ 蓄积成的老年斑ꎬ 以及高磷酸化 Ｔａｕ 蛋

白蓄积形成的神经纤维缠结等[２]ꎬ 其病因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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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复杂ꎬ 至今尚不明确ꎬ 其中 Ａβ 级联假说、
自由基学说和 Ｔａｕ 蛋白异常磷酸化学说占主

要地位[３]ꎮ 大量流行病学和临床研究显示ꎬ
ＡＤ 的发生和发展伴随着血浆 Ｈｃｙ 的升高ꎬ
高 Ｈｃｙ 使个体 ＡＤ 发生风险增加一倍[４]ꎮ 更

有研究表明ꎬ Ｈｃｙ 可通过诱发 Ａβ 沉积继而

诱发神经细胞损伤ꎬ 增加 ＡＤ 风险[５]ꎮ ＡＤ
给社会和家庭带来沉重负担ꎬ 是仅次于心血

管病、 癌症、 脑卒中之后第四位严重威胁老

年人生命健康的疾病ꎬ 已成为世界老年医学

面对的热点问题[６]ꎮ 国际阿尔茨海默病协会

公布的 «２０１８ 年全球阿尔茨海默病报告»
显示ꎬ 世界各地每 ３ 秒就会出现 １ 例新的痴

呆病例ꎬ 这将严重降低 ＡＤ 患者的生活质量

以及工作和社会交往能力ꎬ 故即使是在预防

和治疗 ＡＤ 方面取得的微小进展也将使数百

万人受益[７]ꎮ
人类流行病学研究表明ꎬ 影响 ＡＤ 发生

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食物的营养成分及其

在饮食中的摄入方式ꎬ 虽然单一碳水化合物

(如葡萄糖和果糖) 可能对 ＡＤ 有直接影响ꎬ
但从长远来看ꎬ 复杂碳水化合物如水果、 豆

类、 蔬菜和谷物中的多糖与更好的认知功能

和更低的 ＡＤ 风险相关[８]ꎮ
近几十年来ꎬ 从不同种类的中草药中分

离得到的多糖因其具有抗肿瘤、 抗氧化、 抗

糖尿病、 抗辐射、 抗病毒、 降血脂和免疫调

节等重要生物活性ꎬ 且毒副作用小而备受关

注ꎮ 尽管从不同中草药中分离出来的多糖具

有不同的单糖组成、 糖苷键、 分子量和生物

学功能ꎬ 但已有众多体内外实验表明中草药

多糖对 ＡＤ 的预防作用和治疗效果十分显著ꎮ
大量证据表明ꎬ 多种自然来源的多糖ꎬ 包括

细菌、 真菌、 藻类、 植物和动物ꎬ 都对认知

障碍产生有益影响ꎬ 尤其是从功能性食品、
药食同源的食品中分离出的多糖在有关 ＡＤ
的研究中引起了极大的关注[９ꎬ１０]ꎮ 枸杞和黄

芪作为药食同源的中草药已有上千年的使用

历史ꎬ 已有大量文献对这两种中草药的各种

活性成分进行研究ꎬ 故本论文就枸杞多糖和

黄芪多糖对 ＡＤ 的发生发展过程中 Ａβ 和

Ｈｃｙ 的相关生物活性进行综述和讨论ꎬ 为深

入探究其分子机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ꎮ 已

发表的研究为这两种中草药多糖在医学应用

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证据ꎬ 可为其今后作为

功能食品和现代医学治疗 ＡＤ 的药物研究、
开发和应用奠定基础ꎮ

１　 枸杞多糖和黄芪多糖的生物
学作用

１.１　 枸杞多糖

枸杞自古以来就作为药材给人们带来了

很多益处ꎬ 中医典籍 «神农本草经» 记载:
“枸杞久服ꎬ 坚筋骨ꎬ 轻身不老ꎬ 耐寒暑”ꎮ
越来越多的动物、 细胞以及分子水平的研

究证实枸杞多糖 ( ＬＢＰ) 在抗氧化、 免疫

调节、 抗肿瘤、 降血糖血脂、 保肝明目、
健脑护心等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ꎬ 是枸杞

中主要的生物活性成分之一[１１]ꎮ 柱前衍生

化 ＨＰＬＣ 色谱分析显示ꎬ ＬＢＰ 由甘露糖、 鼠

李糖、 半乳糖醛酸、 葡萄糖、 半乳糖及阿拉

伯糖组成[１２]ꎮ

１.２　 黄芪多糖

几个世纪以来ꎬ 黄芪作为中医治疗各种

疾病的一种疗法而为人所知ꎬ 如伤口愈合、
糖尿病、 白血病、 高血压、 眼病、 肾炎、 肝

硬化、 子宫癌等[１３]ꎮ 许多植物化学和药理

研究表明ꎬ 黄芪多糖 (ＡＰＳ) 是黄芪的主要

活性成分之一ꎬ 具有免疫调节、 降低血糖、
抗病毒、 抗肿瘤、 抗衰老、 抗应激、 抗氧化

等诸多药理学作用[１４]ꎮ ＡＰＳ 为一种棕黄色

粗多糖ꎬ 用色谱法测定其单糖组成ꎬ 结果表

明 ＡＰＳ 的主要单糖组成为: 岩藻糖、 肌醇、
果糖、 山梨醇和葡萄糖ꎮ

２　 枸杞多糖和黄芪多糖对 β淀粉
样蛋白生成的抑制作用

　 　 β 淀粉样蛋白 (ａｍｙｌｏｉｄ β￣ｐｒｏｔｅｉｎꎬ Ａβ)
是老年斑的主要成分ꎬ 它被作为 ＡＤ 的主要

生物标志物ꎮ 在淀粉样变理论中ꎬ 细胞外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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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样斑损害突触、 诱导神经元细胞死亡ꎬ 逐

步发展至 ＡＤ[１５]ꎮ Ａβ 存在于正常大脑中ꎬ
但当其清除率下降而造成堆积时ꎬ 则造成细

胞死亡[１６]ꎮ 有研究表明ꎬ Ａβ 的神经毒性是

通过在脑内信号转导过程中增加 Ｎ￣甲基￣Ｄ￣
天冬氨酸受体介导的 Ｃａ２＋流入并随后产生活

性氧物种和凋亡信号而发挥作用[４]ꎮ 因此ꎬ
抑制 Ａβ 沉积成为预防 ＡＤ 形成的一种重要

方法ꎬ 为今后的研究提供重要方向ꎮ

２.１　 枸杞多糖

有基础研究发现ꎬ 枸杞多糖 ＬＢＰ 能预防

和改善 ＡＤ 大鼠学习和记忆功能的减退[１７]ꎬ
且在动物整体水平和细胞分子水平上均具有

明显的神经保护作用[１８]ꎮ ＬＢＰ 具有减轻 Ａβ
产生的神经毒性的作用ꎮ 有研究探讨了 ＬＢＰ
对 ＡＰＰ / ＰＳ１ 双转基因大鼠 (一种广泛使用

的 ＡＤ 动物模型) 的行为学影响ꎬ 通过免疫

组织化学实验发现ꎬ ＬＢＰ 能通过减少 Ａβ１~４２

在大脑组织中的积累ꎬ 从而改善老年小鼠的

学习行为和记忆能力[１９]ꎮ 李海宁[２０] 等人以

Ａβ１~４０处理小鼠海马神经元细胞株 ＨＴ２２ 细

胞构建 ＡＤ 疾病细胞模型ꎬ 然后进行 ＬＢＰ 的

长期干预后发现ꎬ ＬＢＰ 可通过抑制磷脂酰肌

醇 ３￣激酶信号通路及其下游分子蛋白激酶 Ｂ
(ＰＩ３Ｋ / Ａｋｔ) 信号通路从而促进 ＨＴ２２ 细胞

的自噬ꎬ 对 Ａβ 诱导的毒性作用具有保护作

用ꎬ 为 ＬＢＰ 治疗 ＡＤ 提供可能的理论依据ꎮ
还有研究表明ꎬ 口服 ＬＢＰ 可以改善 ＡＰＰ /
ＰＳ１ 转基因小鼠的认知功能ꎬ 减少淀粉样蛋

白病变ꎬ 促进海马神经发生ꎬ 改善受损的突

触可塑性ꎬ 显著改善学习和记忆ꎬ 成为治疗

ＡＤ 的潜在多靶点药物[２１]ꎮ

２.２　 黄芪多糖

最近有一项研究结果显示ꎬ 黄芪多糖

ＡＰＳ 可明显提高 Ａβ 注射后的 ＡＤ 大鼠超氧化

物歧化酶及过氧化氢酶活性并降低丙二醛含

量ꎬ 说明 ＡＰＳ 可通过增强 ＡＤ 大鼠内源性氧

自由基清除系统的功能ꎬ 抑制其脂质过氧化

进程ꎬ 提示 ＡＰＳ 能明显改善 ＡＤ 大鼠氧化应

激反应ꎬ 并抑制 Ａβ 蛋白引起的神经毒性ꎬ 从

而发挥神经保护作用[２２]ꎮ 另有一项研究ꎬ 通

过连续对 ＡＤ 大鼠灌胃 ＡＰＳ (４００ｍｇ / ｋｇ / ｄ)
６０ 天后ꎬ 观察到干预组可显著改善大鼠的定

位航行能力和学习记忆能力ꎬ 并且可以修复

Ａβ 所致的大鼠海马损伤ꎬ 表明 ＡＰＳ 对 Ａβ
所致的 ＡＤ 具有保护作用[２３]ꎮ

３　 枸杞多糖和黄芪多糖在调节同
型半胱氨酸代谢中的作用

　 　 脑脊液中的 Ａβ 是与 ＡＤ 密切相关的生

物学标志物ꎬ 但是由于脑脊液获取较为困

难ꎬ 因此血浆或血清中同型半胱氨酸 (ｈｏ￣
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ꎬ Ｈｃｙ) 成为研究热点ꎮ Ｈｃｙ 是一

种由甲硫氨酸代谢产生的含硫氨基酸[２４]ꎬ
它是阿尔茨海默病的独立危险因素[２５]ꎬ 能

够促进二甲基精氨酸的异常增加ꎬ 而二甲基

精氨酸能够抑制内皮 ＮＯ 合酶的催化作用ꎬ
使内皮因子 ＮＯ 合成减少[２６]ꎻ Ｈｃｙ 还会抑制

Ｓ￣腺苷高半胱氨酸分解[２７]ꎬ 使腺苷生成减

少ꎬ 而 ＮＯ 和腺苷都有保护血管内皮、 防止

粥样斑块形成的作用ꎮ 因此ꎬ 这些成分减少

导致脑部广泛的小动脉和微动脉粥样硬化ꎬ
间接影响到老年患者的认知功能ꎮ 随着研

究的深入ꎬ Ｈｃｙ 与 ＡＤ 的关系逐步得到临床

重视ꎮ

３.１　 枸杞多糖

Ｈｏ 等[２８] 通过测定大脑皮质神经元中胱

天蛋白酶 ３ 的活性发现ꎬ ＬＢＰ 对于高 Ｈｃｙ 诱

导的神经元死亡和细胞凋亡具有明显的改善

效果ꎮ 同时ꎬ ＬＢＰ 还大大减弱 Ｈｃｙ 诱导的

Ｔａｕ 蛋白磷酸化反应ꎬ 从而维持了微管稳定

性ꎬ 减少了微管蛋白分子的解离ꎻ 还可抑制

胞外信号调节激酶和 ｃ￣Ｊｕｎ 氨基端激酶的磷

酸化ꎬ 从而对暴露的皮质神经元起到保护作

用ꎮ 最新一项研究发现[２９]ꎬ ＬＢＰ 干预抑制

了 Ｈｃｙ 诱导的 ＰＩ３Ｋ / Ａｋｔ 信号通路的表达ꎬ
而 ＰＩ３Ｋ / Ａｋｔ 信号通路参与细胞的存活、 增

殖和分化ꎬ 常在 ＡＤ 的发展中被诱导[３０]ꎮ 这

些结果为揭示 ＬＢＰ 介导的神经保护作用的潜

在机制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ꎬ 提示 ＬＢＰ 有可



７９　　　

能用于清除 ＡＤ 发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过多

的 Ｈｃｙꎮ

３.２　 黄芪多糖

张玲[３１]等人发现 Ｈｃｙ 处理组细胞活力

明显下降ꎬ 乳酸脱氢酶活性升高ꎬ 细胞内丙

二醛含量、 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下降ꎬ 而

ＡＰＳ 能够抑制高 Ｈｃｙ 引起的细胞活力下降、
乳酸脱氢酶活性升高及丙二醛含量增加ꎬ 增

加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ꎬ 提示 ＡＰＳ 可通过一

定的途径抑制高 Ｈｃｙ 对细胞产生的损伤ꎮ ＬＩ￣
ＨＯＮＧ ＱＩＵ[３２]等人对 Ｈｃｙ 处理后的大鼠进行

ＡＰＳ 干预 (１２８ｍｇ / ｋｇ / ｄ)ꎬ 结果表明ꎬ ＡＰＳ
能降低 Ｈｃｙ 大鼠主动脉匀浆中过氧化氢和超

氧阴离子含量ꎬ 提高超氧化物歧化酶和过氧

化氢酶活性ꎬ 增加主动脉匀浆中 ＮＯ 含量ꎬ
减轻高 Ｈｃｙ 带给大鼠的各种损伤ꎬ 还可以增

强 Ｈｃｙ 大鼠主动脉环的内皮依赖性血管舒张

作用ꎬ 对于血管损伤也具有一定的保护作

用ꎮ 这些研究结果提示ꎬ ＡＰＳ 对于 Ｈｃｙ 造成

的各种损伤具有一定的缓解作用ꎬ 可能成为

治疗 ＡＤ 的潜在药物ꎮ

４　 结论及展望

目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ꎬ ＡＤ 越来越

成为老年人健康的关注点ꎬ 它是一个无法逆

转的过程ꎬ 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恶化ꎬ 严

重影响患者的生活ꎮ 除了少数由家族性基因

突变引起的病例外ꎬ 大多数的病因都非常复

杂ꎬ 尚未完全了解ꎬ 而目前任何治疗方法都

不能有效地治疗 ＡＤꎬ 因此找出可以预防或

缓解该病的活性成分可能有助于降低痴呆症

的风险ꎮ
中草药在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已经广泛

使用了数千年ꎬ 绝大多数常规使用的中草药

都不会有严重的副作用ꎮ 众多细胞实验及动

物模型均显示这两种中草药多糖对于 ＡＤ 具

有明显的有益作用ꎬ 可作为预防及治疗该病

的潜在药物ꎬ 具有毒副作用低、 安全可靠、
经济高效、 可长期服用等众多优点ꎮ 我国已

批准使用的多糖类药物ꎬ 其价格相对低廉ꎬ

可用于开发新的治疗药物、 功能性食品或用

于预防或治疗不同病理状态的佐剂ꎮ
多糖作为药物的优势和劣势取决于其复

杂的分子结构、 多重的生物学功能和多个分

子靶点ꎮ 因此ꎬ 进一步阐明多糖中的活性成

分及其与观察到的药效有关的分子靶点是十

分必要的ꎮ 在中医临床实践中ꎬ 通常会根据

患者的情况ꎬ 通过添加或替代草药对原配方

进行修改ꎬ 以提高原配方的疗效ꎬ 通过多组

分、 多途径、 多靶点的调控ꎬ 中药在治疗

ＡＤ 等多因素、 复杂慢性病方面可能显示出

单组分药物无法比拟的显著优势ꎬ 因此可以

更多的进行不同配方中草药的体内外研究ꎮ
此外ꎬ 如何理解这些多糖的药效学ꎬ 如何规

范多糖的质量ꎬ 如何进行可靠的多糖药代动

力学研究及相关的动物实验也是需要解决的

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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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ｇａｉｎｓｔ 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ｉｎｄｕｃｅｄ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ｓｍｏｏｔｈ
ｍｕｓｃｌｅ ｃｅｌｌ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ｉｃ ｔｒａｎｓ￣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ｖｉａ ＰＩ３Ｋ / Ａｋｔ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ｈｉｓｔ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２０.

[３０] ＳＵＮ Ｇꎬ ＬＩ Ｙꎬ ＪＩ Ｚ. 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ＡＴ ａｇｇｒａｖ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ｔｉｃ ｄａｍａｇｅ
ｉｎ 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 ｍｉｃ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Ｉ３Ｋ / Ａｋｔ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Ｊ]. Ｄｒｕｇ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ꎬ
２０１９ꎬ ２６ (１): ６４１－６４９.

[３１] 张玲ꎬ 宋杰ꎬ 孙燕玲等. 黄芪多糖

通过激活 ＡＭＰＫ 减轻同型半胱氨酸对人血管

内皮细胞的损伤 [ Ｊ]. 中国病理生理杂志ꎬ
２０１８ꎬ ３４ (７): １１９５－１２００.

[３２] ＱＩＵ Ｌ Ｈꎬ ＺＨＡＮＧ Ｂ Ｑꎬ ＬＩＡＮ Ｍ
Ｊꎬ ｅｔ ａｌ.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ｓｔｒａｇａ￣
ｌｕｓ ｍｅｍｂｒａｎａｃｅｕ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ｍａｉｎ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 ｉｎ
ｒａ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ｈｙｐｅｒ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ｍｉａ [ Ｊ ].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 ２０１７ꎬ
１４ (３): ２４０１－２４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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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了解泸州市老年人认知功能障碍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ꎬ ＣＤ) 流行情况ꎬ 探究生活方式

与老年人 ＣＤ 患病率的关系ꎮ 方法: 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方法ꎬ 对泸州市 ２ 个街道 ６０ 岁以上的老年人进

行调查ꎬ 调查内容包括个人基本情况、 生活行为情况和认知功能情况ꎮ 结果: 共调查老年人 １２００ 人ꎬ 其中

有效调查老年人 ９７５ 例ꎬ 平均年龄为 ７３.１７±９.６４ 岁ꎬ ＣＤ 患病率为 １３.０％ꎮ 不同生活方式指数与 ＣＤ 患病率相

关 (c２ ＝８.７７８ꎬ Ｐ<０.０５)ꎬ 调整相关变量后ꎬ 健康生活方式与不良生活方式相比ꎬ ＣＤ 患病率更低 (ＯＲ＝ ０.３７２ꎬ
０.１９９~０.６９２)ꎮ 结论: 泸州市老年人 ＣＤ 患病率较高ꎬ 不同生活方式与 ＣＤ 患病相关ꎬ 应针对不良生活方式

进行干预ꎬ 戒烟、 减少饮酒、 加强锻炼、 增加智力活动频率ꎬ 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ꎬ 从而降低 ＣＤ 发病风

险ꎬ 延缓 ＣＤ 的发生ꎮ
关键词: 生活方式ꎻ 认知功能障碍ꎻ 生活方式指数ꎻ 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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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ｉｍｅｄ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ａｇｅｄ
ｏｖｅｒ ６０ ｉｎ ｔｈｅ Ｌｕ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ꎬ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ｍｕｌｔｉ￣ｓｔａｇｅ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ｅｄ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ꎬ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ｖｅｒ ６０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ｉｎ
ｔｗｏ ｓｔｒｅｅｔｓ ｏｆ Ｌｕ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ｗｅ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ｂａｓ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ꎬ ｌｉｆ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１２００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ｅ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ꎬ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９７５ ｗｅ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ｇｅ ｗａｓ ７３.１７ ± ９.６４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ｗａｓ １３.０％.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ｗｅｒ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c２ ＝ ８.７７８ꎬ Ｐ< ０.０５). Ａｆｔｅｒ ａｄｊｕ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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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 ｗａｓ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ｂａｄ 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 (ＯＲ ＝ ０.３７２ꎬ ０.１９９ ~
０.６９２).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ｉｎ Ｌｕｚｈｏｕ ｉｓ ｈｉｇｈꎬ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ｉｆｅ ｓｔｙｌｅｓ
ａｒ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ｂａｄ 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ꎬ 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ｍｏｋｉｎｇ
ｃｅｓｓａｔｉｏｎꎬ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ａｌｃｏｈｏｌ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ꎬ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ꎬ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ꎬ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ａ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ꎬ ｓｏ ａｓ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ꎻ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ꎻ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 ｉｎｄｅｘꎻ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认知功能障碍 (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ꎬ
ＣＤ) 是指大脑高级加工过程出现异常ꎬ 引

起不同程度的学习、 记忆、 判断、 语言和注

意力等方面的障碍[１]ꎮ 认知功能持续受损会

导致痴呆ꎬ 痴呆是老年人仅次于脑卒中、 心

血管疾病和癌症的第四大主要致死性疾病ꎬ
严重影响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ꎬ 同

时会增加家庭和社会的经济负担[２]ꎮ
生活方式因素在人群中往往共同存在ꎬ

并且可能存在联合作用ꎬ 基于此ꎬ 有学者提

出通过构建生活方式指数这一综合性指标来

反映生活方式对于慢性病的影响[３]ꎮ 该指标

包括了吸烟、 饮酒、 体育锻炼、 ＢＭＩ 等多个

可改变的生活行为因素ꎬ 对各个因素进行评

分ꎬ 并将评分相加构成生活方式指数ꎬ 对人

群生活方式综合评价ꎬ 得分越高说明生活方

式越健康[４]ꎮ
本研究通过对泸州市老年人进行入户问

卷调查ꎬ 了解 ６０ 岁以上老年人 ＣＤ 患病情

况ꎬ 分析生活方式因素与 ＣＤ 患病率关系ꎬ
探讨不同生活方式与 ＣＤ 的相关性ꎮ

１　 对象及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本研究对象为泸州市 ６０ 岁以上的社区

老年人ꎮ 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的方法ꎬ 选取

泸州市江阳区作为样本区ꎬ 抽取南城街道、
邻玉街道作为抽样街道ꎬ 将居住在 ２ 个街道

且愿意参加调查的 ６０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均

纳入调查ꎮ

１.２　 纳入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 ①年龄 ６０ 岁及以上ꎻ ②视

听良好ꎬ 能改完成访谈ꎮ

排除标准: ①年龄小于 ６０ 岁ꎻ ②感官

残疾明显影响资料收集者ꎻ ③有精神障碍或

确诊痴呆者ꎮ

１.３　 样本量计算

ｎ＝ (
Ｚα / ２

δ
) ２π (１－π)

其中 ｎ 为样本量ꎬ α ＝ ０.０５ꎬ δ ＝ ２％ꎬ 根

据文献资料 ＣＤ 患病率约为 １０％ꎬ 根据公式

计算样本量为 ｎ ＝ ８６５ꎬ 估计失访率为 １０％ꎬ
故本次调查至少需要 ９５２ 人ꎬ 样本量满足多

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条件ꎮ

１.４　 调查内容与现场调查

１.４.１ 调查内容

个人基本情况包括姓名、 性别、 年龄、
婚姻状况、 文化程度ꎮ

生活行为方式情况包括吸烟、 饮酒、 鱼

类饮食习惯、 运动情况及相关生活行为ꎮ
认知功能评价表—简易精神状态检查量

表 (Ｍｉｎ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ꎬ ＭＭＳＥ)ꎮ
ＭＭＳＥ 量表包括定向力、 记忆力、 注意力、
计算力、 回忆能力和语言能力等方面的测

试ꎬ 共 ３０ 个条目ꎬ 总分 ３０ 分ꎮ 根据不同受

教育程度ꎬ 文盲组≤１７ 分、 小学组≤２０ 分、
中学及以上组≤２４ 认为存在 ＣＤ[５]ꎮ

１.４.２ 现场调查

现场调查由培训合格的三年级医学生通

过社区工作者协调后进行入户访问ꎬ 每天有

专门的老师负责对问卷进行核查并对问题进

行电话复核ꎮ 入户调查前通过社区志愿者提

前给老年人进行了宣传和动员ꎬ 并获得他们

的知情同意ꎮ

１.５　 生活方式指数的构建

采用吸烟、 饮酒、 体质指数 (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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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ｄｅｘꎬ ＢＭＩ) 与运动锻炼等生活方式因素构

成生活方式指数ꎬ 生活方式指数评分[６]: ①
吸烟: 现在吸烟为 ０ꎬ 不吸烟或已戒烟为 １ꎻ
②饮酒: 每周饮酒 ３ 次及以上为 ０ꎬ 每周饮

酒 １－２ 次为 １ꎬ 不饮酒或偶尔聚会时少量饮

酒为 ２ꎻ ③ＢＭＩ: ＢＭＩ<１８.５ 或≥２８.０ｋｇ / ｍ２为

０ꎬ ＢＭＩ≥２４.０ 且<２８.０ｋｇ / ｍ２为 １ꎬ ＢＭＩ≥１８.５
且<２４.０ｋｇ / ｍ２为 ２ꎻ ④运动锻炼: 很少运动

为 ０ꎬ 运动锻炼为 １ꎮ 以上 ４ 项中各项数值

相加ꎬ ０－３ 为不良的生活方式ꎬ ４－５ 为一般

的生活方式ꎬ ６ 为健康的生活方式ꎮ

１.６　 数据录入与统计分析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 实行双人双录入数据ꎬ
并进行一致性检查ꎮ 数据统计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４.０ 软件ꎬ 使用c
２检验分析不同组别

间 ＣＤ 的患病率差异ꎬ 使用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

归分析探讨生活方式因素、 生活方式指数与

ＣＤ 的相关性ꎮ

２　 结　 果

２.１　 基本情况

本次有效调查 ９７５ 人ꎬ 其中男性 ３８６
例ꎬ 女性 ５８９ 例ꎬ 平均年龄为 ７３. １７ ± ９. ６４
岁ꎻ ＭＭＳＥ 得分中位数为 ２６ 分ꎬ 男性得分

中位数为 ２７ 分ꎬ 女性为 ２６ 分ꎻ ＣＤ 患病率

为 １３.０％ꎬ 其中男性 １２.２％ꎬ 女性 １３.６％ꎮ

２.２　 认知功能障碍患病率及其分布

不同年龄、 婚姻状况、 文化程度、 食用

鱼类或鱼类制品频率、 运动锻炼频率、 棋 /
牌活动频率、 家务劳动频率、 视听阅读行为

频率、 使用移动通讯设备频率的老年人群

ＣＤ 患病率有差异 (Ｐ<０.０５)ꎮ 详见表 １ꎮ

表 １　 泸州市老年人认知功能障碍患病情况

基本情况 分类 总人数 ＣＤ(％) c２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３８６ ４７(１２.２) ０.４０７ ０.５２３

女 ５８９ ８０(１３.６)

年龄 ６０ 岁－６９ 岁 ４２０ ２８(６.７) ５１.１９１ <０.００１∗

７０ 岁－７９ 岁 ２６２ ２７(１０.３)

８０ 岁以上 ２９３ ７２(２４.６)

婚姻 有配偶 ３０８ ５４(１７.５) ８.０７２ ０.００４∗

无配偶 ６６７ ７３(１０.９)

文化程度
文盲 ２２０ ３８(１７.３)

接受过教育 ７５５ ８９(１１.８)
４.５２３ ０.０３３∗

吸烟 不吸烟 ８１９ １１４(１３.９) ３.６０９ ０.０５７

吸烟 １５６ １３(７.７)

饮酒 不饮酒 ８７５ １２０(１３.７) ３.６７５ ０.１５９

每周 １－２ 次 ３６ ２(５.６)

每周 ３ 次及以上 ６４ ５(７.８)

鱼类 不吃 １９３ ３５(１８.１) ５.５４４ ０.０１９∗

吃 ７８２ ９２(１１.８)

运动锻炼 不参加 ３３０ ７３(２２.１) ３６.４２７ <０.００１∗

参加 ６４５ ５４(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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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基本情况 分类 总人数 ＣＤ(％) c２值 Ｐ 值

棋牌活动 不参加 ５２９ ９１(１７.２) １７.８２８ <０.００１∗

有时 ２９１ ２３(７.９)

几乎每天 １５５ １３(８.４)

家务劳动 不参加 ２０２ ６１(３０.２) ７５.２６５ <０.００１∗

有时 １６０ ２５(１５.６)

几乎每天 ６１３ ４１(６.７)

视听阅读行为

不参加 ８４ ２６(３１.０) ２６.２７８ <０.００１∗

有时 ７７ １０(１３.０)

几乎每天 ８１４ ９１(１１.２)

使用移动通讯设备
不使用 １５３ ５０(３２.７) ６１.８７９ <０.００１∗

使用 ８２２ ７７(９.４)

注:∗表示 Ｐ<０.０５

２.３　 生活方式因素与认知功能障碍的多因

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以是否患 ＣＤ 为因变量 ( １ ＝ 是ꎬ ０ ＝
否)ꎬ 把单因素分析中有意义的变量纳入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ꎬ 结果表明:
８０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 ＣＤ 患病率更高 (ＯＲ:
２.６６８ꎬ １.５１５~４.６９９)ꎬ 经常运动锻炼 (ＯＲ:
０.５３８ꎬ ０. ３４９ ~ ０. ８２９)、 做家务劳动 (ＯＲ:
０.３６６ꎬ ０.２１５~ ０.６２３) 和使用移动通讯设备

(ＯＲ: ０.４６３ꎬ ０.２７８ ~ ０.７７１) 老年人 ＣＤ 患

病率更低ꎮ 详见表 ２ꎮ

２.４　 生活方式指数与认知功能障碍的相关

性分析

　 　 本研究调查结果显示ꎬ 不良生活方式 ＣＤ
患病率为 １９.５％ꎬ 一般生活方式为 １３. ６％ꎬ
健康生活方式为 ８.８％ꎬ 三组人群 ＣＤ 患病率

有差异 (c
２ ＝ ９.７３６ꎬ Ｐ<０.０５)ꎮ 不论是否调

整变量ꎬ 与不良生活方式相比ꎬ 健康生活方

式 ＣＤ 患病率更低ꎬ 详见表 ３ꎮ

表 ２　 泸州市老年人认知功能障碍的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因素 β ＳＥ Ｗａｌｓ Ｐ 值 ＯＲ 值 ９５％ＣＩ

年龄 ６０－６９ 岁

７０－７９ 岁 ０.４０３ ０.２９９ １.８２３ ０.１７７ １.４９６ ０.８３４~２.６８６

８０ 岁及以上 ０.９８１ ０.２８９ １１.５４６ ０.００１∗ ２.６６８ １.５１５~４.６９９

运动锻炼
不参与

参与 －０.６２０ ０.２２１ ７.８９６ ０.００５∗ ０.５３８ ０.３４９~０.８２９

家务劳动 不参加

有时 －０.２４３ ０.３０６ ０.６３０ ０.４２７ ０.７８４ ０.４３０~１.４２９

经常 －１.００５ ０.２７１ １３.７４１ <０.００１∗ ０.３６６ ０.２１５~０.６２３

使用移动

通讯设备

不使用

使用 －０.７７０ ０.２６０ ８.７７１ ０.００３∗ ０.４６３ ０.２７８~０.７７１

注: ∗ 表示 Ｐ<０.０５ꎬ 调整年龄、 婚姻、 文化程度、 食用鱼或鱼类制品、 运动锻炼、 棋 /牌活动、 家务劳动、 视听阅读行为、
使用移动通讯设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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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不同生活方式与 ＣＤ患病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

生活方式
模型 １

ＯＲ(９５％ＣＩ) Ｐ

模型 ２

ＯＲ(９５％ＣＩ) Ｐ

不良生活方式 Ｒｅｆ Ｒｅｆ

一般生活方式 ０.６５０(０.３９８~１.０６４) ０.０８６ ０.６４５(０.３８３~１.０８７) ０.０９９

健康生活方式 ０.３９６(０.２１９~０.７１６) ０.００２∗ ０.３７２(０.１９９~０.６９２) ０.００２∗

注: ∗ 表示 Ｐ<０.０５ꎻ 变量赋值: 不良生活方式为 ０ꎬ 一般生活方式为 １ꎬ 健康生活方式为 ２ꎻ
模型 １: 未作任何调整ꎻ 模型 ２: 调整年龄、 性别、 婚姻状况、 文化程度ꎮ

３　 讨　 论

据邓茜等对中国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监

测项目中所有 ６０ 岁以上 １８１３７ 名老年人调

查显示ꎬ 我国 ６０ 岁以上老年人 ＣＤ 患病率为

１０.１２％[７]ꎮ 本次研究泸州市 ６０ 岁以上老年

人 ＣＤ 患病率为 １３.０％ꎬ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c
２ ＝ ８.４５９ꎬ Ｐ<０.０５)ꎬ 并且随着年龄的增

加ꎬ 患病率逐渐升高ꎮ 符晓艳的研究表明人

的脑容量在 ５０ 岁以后每年下降 ０.３５％ꎬ 脑容

量与认知功能呈正相关ꎬ 所以随着年龄的增

长ꎬ 认知功能逐渐下降[８]ꎮ
本次调查显示ꎬ 接受过教育的老年人患

病率更低ꎬ 并且经常进行棋 /牌活动、 视听

阅读行为、 使用移动通讯设备老年人患病率

更低ꎮ 经常进行智力活动的老年人认知功能

状况明显高于不进行智力活动的老年人ꎬ 因

为进行智力活动时能频繁刺激脑细胞ꎬ 使脑

细胞处于活跃状态ꎬ 有利于锻炼老年人的记

忆力、 思考能力、 反应速度及肢体的配合能

力[９]ꎮ 徐卓亚、 方柳絮的研究显示ꎬ 对老年

人进行智力类活动干预ꎬ 患者的认知功能指

标较干预前明显改善 (Ｐ<０.０５) [１０－１１]ꎮ
在调整相关因素后ꎬ 本调查还显示经常

运动锻炼 (ＯＲ ＝ ０.５３８ꎬ ０.３４９ ~ ０.８２９)、 做

家务劳动 (ＯＲ＝ ０.３６６ꎬ ０.２１５ ~ ０.６２３) 老年

人 ＣＤ 患病率低于不参加的老年人ꎮ Ｋｉｎｇｗｅｌｌ
等的研究显示运动可以改善大脑皮质的功能

活动 性ꎬ 进 而 起 到 改 善 认 知 功 能 的 作

用[１２－１４]ꎮ 另一方面ꎬ 注重锻炼的老年人有更

强的自我保健意识ꎬ 不但可以减缓老年人的

老化现象ꎬ 还能改善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和心

智功能ꎬ 提高认知水平[１５]ꎮ 在一项为期 １ 年

的随机对照试验中显示运动锻炼有助于改善

老年人认知情况并且降低患痴呆的风险[１６]ꎮ
在一篇纳入了 １０ 篇文章的 Ｍｅｔａ 分析中提到

运动干预具有改善学习能力、 记忆能力、 判

断能力等认知功能[１７]ꎮ
目前ꎬ 大多数的研究关注的是单一生活

方式因素对认知的影响ꎬ 缺乏综合的生活方

式对于认知的研究[１８]ꎮ 生活方式指数是一

个综合指标ꎬ 可以用来综合评价生活方式因

素情况ꎮ 生活方式指数主要集中在胃癌、 心

血管等慢性病的研究中ꎬ 分数越高ꎬ 生活方

式越健康[１９－２０]ꎮ 本研究通过生活方式指数这

一综合指标来反应多种生活方式因素与认知

功能的关系ꎮ 研究发现ꎬ 随着不良生活方式

的改变ꎬ 患病率逐渐降低 (c
２
趋势 ＝ ９.６７４ꎬ Ｐ ＝

０.００２)ꎬ 健康生活方式与不良生活方式老年人

相比ꎬ 发生 ＣＤ 的患病风险降低 ３０％ －８０％
(ＯＲ＝ ０.３７２ꎬ ０.１９９ ~ ０.６９２)ꎮ 坚持健康的生

活方式行为ꎬ 包括不吸烟、 少量饮酒或停止

饮酒、 健康饮食和加强体重控制ꎬ 可以有助

于降低认知功能衰退和患痴呆症的风险ꎮ
本研究为横断面调查研究ꎬ 在问卷调查

中ꎬ 难以避免信息偏移ꎬ 调查结果只能说明

相关性ꎬ 不能得出因果推论ꎬ 因此今后仍需

进一步的前瞻性队列研究加以验证ꎮ

４　 结　 论

泸州市 ６０ 岁以上老年人 ＣＤ 患病率为

１３.０％ꎬ 年龄、 运动锻炼、 家务劳动、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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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通讯设备等生活方式因素可能与 ＣＤ 患

病率有关ꎮ 健康的生活方式比不良的生活方

式 ＣＤ 患病率更低ꎬ 建议老年人多进行运动

锻炼ꎬ 积极参加户内户外活动ꎬ 增加智力活

动频率ꎬ 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能较好延缓

ＣＤ 的发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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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湖北省贫困地区中小学生营养状况分析

龚晨睿１ 　 汪文滔２ 　 李菁菁１ 　 戴诗玙１

１. 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湖北武汉 ４３００７９ꎻ ２. 湖北省恩施市鹤峰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湖北恩施鹤峰 ４４５８００

　 　 摘　 要　 目的: 分析和评价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湖北省贫困地区中小学生营养状况和变化趋势ꎬ 为制定学生营

养控制策略和措施提供科学依据ꎮ 方法: 在湖北省 ２４ 个实施营养改善计划的贫困地区ꎬ 采用随机抽样原则ꎬ
每地区每年抽取不低于 １０％的小学和初中生ꎬ 对 ６－１５ 岁中小学生的 ＢＭＩ、 生长迟缓、 消瘦、 超重肥胖等指

标进行评估ꎬ 分析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的变化趋势ꎮ 结果: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ꎬ 学生的生长迟滞呈下降趋势 ( χ２值分别

为 ２５７.２５ꎬ １６６.５１ꎬ Ｐ 值均<０.０１)ꎬ 男生生长迟滞检出率均高于女生 (男生 χ２ 生长迟滞值分别为 １３６.０８ꎬ
１０４.９１ꎬ １１３.４７ꎬ ７８.８ꎬ ２０５.３９ꎻ 女生 χ２生长迟滞值分别为 ２９.４３ꎬ ４４.９６ꎬ ６７.６９ꎬ ３１.８９ꎬ ６６.２ꎻ Ｐ 值均<０.０１)ꎮ
学生的消瘦呈下降趋势 (χ２值分别为 ４３.３４ꎬ ３２.２７ꎬ Ｐ 值均<０.０１)ꎬ 男生消瘦检出率均高于女生 (男生 χ２消瘦

值分别为 １１４.０１ꎬ ８７.０３ꎬ １４４.１４ꎬ １３６.１７ꎬ ３４.２４ꎻ 女生 χ２消瘦值分别为 ４４.１６ꎬ ２６.４２ꎬ ６０.１１ꎬ ４９.４５ꎬ ７４.０８ꎻ
Ｐ 值均<０.０１)ꎮ 学生的超重 / 肥胖呈上升趋势 (χ２值分别为 ８４.６ꎬ ４１.６９ꎬ Ｐ 值均<０.０１)ꎬ 男生超重 / 肥胖检出

率均高于女生 (男生 χ２超重 / 肥胖值分别为 ６８７.３４ꎬ ３９５.０１ꎬ ４９８.５ꎬ ２４４.８１ꎬ ３３５.６６ꎻ 女生 χ２超重 / 肥胖值分

别为 ７１０.８ꎬ ４０６.６８ꎬ ４７６.０９ꎬ ２５９.２６ꎬ １６７.４４ꎻ Ｐ 值均<０.０１)ꎮ 结论: 湖北省贫困地区中小学生生长迟滞检出

率、 消瘦检出率均呈下降趋势ꎬ 而超重 / 肥胖检出率呈上升趋势ꎬ 应从学生、 家长、 学校等多方面采取综合

措施积极防治超重 / 肥胖ꎮ
关键词: 贫困地区ꎻ 中小学生ꎻ 营养状况

　 　 营养不良是影响全球儿童青少年健康的

重要公共卫生问题之一[１]ꎬ 近年来人们对儿

童青少年智力开发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强ꎬ 但

却逐渐忽视了对营养的关注ꎮ 儿童青少年正

处在体格和智力发育的关键时期ꎬ 这一时期

内发生营养不良ꎬ 短期内可损害儿童生长发

育及健康ꎬ 还会对成年后的健康状况、 教育

学习、 劳动生产力等造成不可逆转的影响ꎮ
研究表明ꎬ 长期营养不良将抑制儿童的生长

发育和大脑发育ꎬ 导致儿童抵抗力降低ꎬ 感

染疾病的风险增加ꎮ 本调查分析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湖北省贫困地区 ６－１５ 岁中小学生营养状

况的现状以及近 ５ 年来的变化趋势ꎬ 为各级

政府制定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供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营养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

与整群随机抽样方法ꎬ 在湖北省抽取常规监

测县 ２４ 个: 郧阳区、 郧西县、 竹山县、 竹

溪县、 房县、 丹江口市、 秭归县、 长阳土家

族自治县、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 保康县、 孝

昌县、 大悟县、 团风县、
红安县、 罗田县、 蕲春县、 麻城市、 利

川市、 建始县、 巴东县、 宣恩县、 咸丰县、
来凤县、 鹤峰县ꎮ 对监测县内实施湖北省

“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的学生

开展营养状况监测ꎬ 收集 ６－１５ 岁中小学生被

调查对象的性别、 年龄、 身高、 体重等信息ꎮ

１.２　 方法

由监测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教育部门

联合ꎬ 按照标准程序测定参加监测学生的身

高、 体重ꎬ 要求身高和体重测定均在清晨空

腹状态下进行ꎮ
身高采用机械式身高计测量ꎬ 精确至

０.１ｃｍꎮ 测试学生脱鞋ꎬ 足跟、 骶骨部及两



９０　　　

肩胛间与立柱相接触ꎬ 两足跟并拢ꎬ 足尖

６０°分开ꎮ 测量人员将水平压板沿立柱向下

滑动至受检者头顶读数ꎮ 记录以厘米为单

位ꎬ 精确到小数点后 １ 位ꎮ
体重采用电子体重计或杠杆秤测量ꎬ 精

确至 ０.１ｋｇꎮ 测试时要求学生脱去鞋和外衣ꎮ
测量人员放置适当砝码并移动游码至刻度尺

平衡ꎬ 或显示屏上显示的数值稳定后记录

数值ꎮ 记录以千克为单位ꎬ 精确到小数点

后 １ 位ꎮ

１.３　 筛查标准

使用 «学龄儿童青少年营养不良筛查标

准» (ＷＳ / Ｔ４５６－２０１４) 标准[２]ꎮ
采用 ２００３ 年中国肥胖问题工作组所推

荐的分性别、 年龄 ＢＭＩ 超重 /肥胖判定标准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 ０ 整理分析数据ꎬ 身高、
体重和 ＢＭＩ 等计量资料数据ꎬ 计数资料采用

百分比表示ꎮ 对中小学生的营养状况进行描

述和统计分析ꎮ 分析 ５ 年调查中儿童 ＢＭＩ、
生长迟缓、 消瘦、 超重 /肥胖检出率的变化

趋势ꎮ 采用 χ２检验对各分类的生长迟缓、 消

瘦和超重 /肥胖的检出率在 ５ 年调查间的差

异进行统计分析ꎬ 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ꎮ

２　 结　 果

２.１　 调查对象构成情况ꎬ 见表 １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湖北省贫困地区 ６－１５ 岁

中小学生调查对象按性别、 年龄分类统计ꎮ

２.２　 ＢＭＩ 变化情况ꎬ 见表 ２
各年龄段中小学生 ＢＭＩ 均有上升趋势ꎬ

男生表现更为突出ꎻ 学生 ＢＭＩ 均随年龄的

增长而升高ꎬ 各年龄段男生 ＢＭＩ 均值多高

于女生ꎮ

２.３　 中小学生生长迟缓检出率变化趋势ꎬ
见表 ３、 图 １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中小学生的生长迟滞呈下

降趋势 ( χ２值分别为 ２５７.２５ꎬ １６６.５１ꎬ Ｐ 值

均<０.０１)ꎻ
男生生长迟缓检出率高于女生ꎬ 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 (男生 χ２ 生长迟缓值分别为

１３６.０８ꎬ １０４.９１ꎬ １１３.４７ꎬ ７８.８ꎬ ２０５.３９ꎻ 女

生 χ２ 生 长 迟 缓 值 分 别 为 ２９. ４３ꎬ ４４. ９６ꎬ
６７.６９ꎬ ３１.８９ꎬ ６６.２ꎻ Ｐ 值均<０.０１)ꎮ

趋势性检验结果发现ꎬ 男生在 ６－１５ 岁的

下降趋势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０.０１)ꎻ
女生在 ６ꎬ ７ 和 １０－１５ 岁的下降趋势具有统

计学意义 (Ｐ 值均<０.０５)ꎮ

表 １　 调查对象构成情况

年份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年龄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６ ４３３５ ３９８６ ２９３０ ２６８９ ５２９７ ４９３２ ３９１７ ３６２６ ３３３５ ３１６２

７ ５０９２ ４６６６ ３３６８ ３１１０ ６６０６ ６０６４ ４８４７ ４２７９ ４４６１ ４１２７

８ ４６１７ ４３９１ ３２９０ ３１２５ ６５８０ ５９６５ ４８５５ ４４６０ ４７６４ ４３５９

９ ４９４８ ４６８７ ３１０３ ３０６０ ６４１８ ５８９６ ４７９８ ４３６５ ４６６３ ４４０５

１０ ４６３７ ４２２６ ３２５２ ２９３９ ５５７１ ５２９１ ４６１０ ４２６１ ４４３８ ４１９０

１１ ４１３８ ３６０７ ２７３７ ２４５０ ５４４５ ４８９２ ３９３４ ３５９４ ３８７２ ３５９２

１２ ３４０８ ２９９４ １９６１ １７２７ ３３７０ ２８９４ ２７８８ ２４９９ ３１６０ ２９１３

１３ ２７７８ ２５５７ １７７１ １５５４ ２５３２ ２１５３ １９４５ １８０９ ２８７０ ２７００

１４ ２４１２ ２１８７ １３７３ １１７８ ２１３９ １９２０ １６０５ １４６０ ２３２０ ２１９６

１５ １２８０ １０２８ ６０１ ４７９ ８９８ ６９１ ７２２ ５１４ ８９８ ７０１

合计 ３７６４５ ３４３２９ ２４３８６ ２２３１１ ４４８５６ ４０６９８ ３４０２１ ３０８６７ ３４７８１ ３２３４５



９１　　　

表 ２　 调查对象 ＢＭＩ情况

年份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性别 年龄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男

６ １５.８８ ２.３６ １６.０２ ２.２６ １５.８６ ２.０９ １５.７８ ２.１２ １５.９２ ２.３２

７ １５.９９ ２.３３ １６.２０ ２.４１ １５.９７ ２.１５ １５.９９ ２.４５ １６.２０ ２.４７

８ １６.１９ ２.４３ １６.４６ ２.４５ １６.２６ ２.２３ １６.３６ ２.７２ １６.４９ ２.７８

９ １６.５８ ２.５３ １６.９１ ２.７５ １６.６２ ２.３８ １６.８３ ２.８７ １６.８９ ２.８５

１０ １７.０３ ２.６４ １７.２３ ２.７８ １７.１９ ２.６２ １７.２５ ３.０２ １７.４３ ３.０９

１１ １７.３１ ２.５３ １７.６２ ２.７７ １７.６５ ２.７２ １７.６７ ３.１１ １７.７６ ２.９６

１２ １７.８０ ２.６４ １８.０７ ２.８０ １８.１１ ２.７３ １７.９９ ３.０２ １８.２３ ３.０７

１３ １８.４４ ２.６３ １８.５８ ２.７８ １８.４７ ２.６２ １８.７３ ２.９２ １８.７６ ３.０６

１４ １８.８２ ２.５４ １９.０６ ２.６３ １８.８８ ２.３８ １８.９６ ２.７３ １９.２８ ２.９０

１５ １８.９６ ２.３３ １９.４３ ２.７０ １９.０２ ２.２８ １９.２２ ２.６０ １９.３６ ２.７３

女

６ １５.５５ ２.２２ １５.６７ ２.３０ １５.５９ ２.００ １５.３９ ２.００ １５.５３ ２.１２

７ １５.６９ ２.３６ １５.８１ ２.１９ １５.６７ ２.０８ １５.７３ ２.４６ １５.７８ ２.３２

８ １５.９４ ２.３６ １６.０７ ２.２１ １５.８８ ２.１３ １６.０１ ２.５２ １６.１１ ２.６６

９ １６.３１ ２.４１ １６.５０ ２.６０ １６.２１ ２.２３ １６.４４ ２.７１ １６.５５ ２.７２

１０ １６.７３ ２.４６ １６.９４ ２.７１ １６.７６ ２.４２ １６.８５ ２.７４ １６.９５ ２.７１

１１ １７.０５ ２.３９ １７.４９ ２.５７ １７.３１ ２.４７ １７.４１ ２.７７ １７.３６ ２.６３

１２ １７.８２ ２.５５ １７.９４ ２.６５ １７.９４ ２.５１ １７.９４ ２.７２ １８.２４ ２.８９

１３ １８.４３ ２.４７ １８.６７ ２.５７ １８.８０ ２.６２ １８.７５ ２.７０ １９.１０ ２.９６

１４ １８.９２ ２.４４ １９.３１ ２.４２ １９.２５ ２.５９ １９.３９ ２.５５ １９.６２ ２.７９

１５ １９.２１ ２.３９ １９.３９ ２.４２ １９.５４ ２.５５ １９.６８ ２.５６ １９.８６ ２.５９

表 ３　 调查对象生长迟缓检出情况

年份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统计值

性别 年龄 计数 检出率％ 计数 检出率％ 计数 检出率％ 计数 检出率％ 计数 检出率％ χ２ 趋势值 Ｐ 值

男

６ ２７１ ６.２５ １６３ ５.５６ １５０ ２.８３ １０１ ２.５８ １１１ ３.３３ ８０.６１ <０.０１

７ ３１６ ６.２１ １６３ ４.８４ ２７１ ４.１０ １７４ ３.５９ １７８ ３.９９ ３７.６８ <０.０１

８ ２３６ ５.１１ １４１ ４.２９ ２１２ ３.２２ １６９ ３.４８ １９７ ４.１４ ８.８３ <０.０１

９ ３２０ ６.４７ １９３ ６.２２ ２１９ ３.４１ ２０４ ４.２５ ２９２ ６.２６ ４.６８ ０.０３

１０ ３５１ ７.５７ １８０ ５.５４ １８８ ３.３８ １８２ ３.９５ ２１８ ４.９１ ４６.６２ <０.０１

１１ ２７７ ６.６９ ９５ ３.４７ １６１ ２.９６ １４７ ３.７４ １３５ ３.４９ ４４.６０ <０.０１

１２ １５８ ４.６４ ７９ ４.０３ １２２ ３.６２ ８３ ２.９８ １１６ ３.６７ ７.５６ <０.０１

１３ ９４ ３.３８ ５３ ２.９９ ６２ ２.４５ ２８ １.４４ ４８ １.６７ ２５.６４ <０.０１

１４ ９３ ３.８６ ６２ ４.５２ ４３ ２.０１ ２９ １.８１ ２５ １.０８ ５３.０５ <０.０１

１５ １２９ １０.０８ ６９ １１.４８ ７７ ８.５８ ４５ ６.２３ ７０ ７.８０ ８.９９ <０.０１

合计 ２２４５ ５.９６ １１９８ ４.９１ １５０５ ３.３６ １１６２ ３.４２ １３９０ ４.００ ２５７.２５ <０.０１

１３６.０８ １０４.９１ １１３.４７ ７８.８ ２０５.３９ χ２ 趋势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Ｐ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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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年份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统计值

性别 年龄 计数 检出率％ 计数 检出率％ 计数 检出率％ 计数 检出率％ 计数 检出率％ χ２ 趋势值 Ｐ 值

女

６ １９５ ４.８９ ８８ ３.２７ １０５ ２.１３ ８０ ２.２１ ９０ ２.８５ ３７.６１ <０.０１

７ ２４８ ５.３２ １３１ ４.２１ ２２６ ３.７３ １３１ ３.０６ １４４ ３.４９ ２７.６９ <０.０１

８ １６８ ３.８３ ９９ ３.１７ １６０ ２.６８ １４２ ３.１８ １４１ ３.２４ ２.０２ ０.１６

９ ２２７ ４.８４ １６３ ５.３３ １１４ １.９３ １４６ ３.３５ ２２０ ４.９９ ２.１９ ０.１４

１０ ２１７ ５.１４ １１０ ３.７４ ９７ １.８３ １２８ ３.００ １４６ ３.４８ ２０.８７ <０.０１

１１ ２１０ ５.８２ ６１ ２.４９ １３０ ２.６６ １１１ ３.０９ １１９ ３.３１ ２４.９７ <０.０１

１２ １３２ ４.４１ ５６ ３.２４ ９６ ３.３２ ５７ ２.２８ ８３ ２.８５ １５.５８ <０.０１

１３ １４６ ５.７１ ７５ ４.８３ ７２ ３.３４ ４３ ２.３８ ７１ ２.６３ ４６.２７ <０.０１

１４ ８６ ３.９３ ５２ ４.４１ ４９ ２.５５ ２８ １.９２ ４０ １.８２ ２７.７７ <０.０１

１５ ４８ ４.６７ １７ ３.５５ １７ ２.４６ ２７ ５.２５ １５ ２.１４ ４.１１ ０.０４

合计 １６７７ ４.８９ ８５２ ３.８２ １０６６ ２.６２ ８９３ ２.８９ １０６９ ３.３０ １６６.５１ <０.０１

２９.４３ ４４.９６ ６７.６９ ３１.８９ ６６.２ χ２ 趋势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Ｐ 值

图 １　 调查对象生长迟缓逐年变化趋势

２.４　 中小学生消瘦检出率变化趋势ꎬ 见

表 ４、 图 ２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中小学生的消瘦呈下降趋势

(χ２值分别为 ４３.３４ꎬ ３２.２７ꎬ Ｐ 值均<０.０１)ꎻ
男生消瘦检出率高于女生ꎬ 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男生 χ２ 消瘦值分别为 １１４. ０１ꎬ
８７.０３ꎬ １４４.１４ꎬ １３６.１７ꎬ ３４.２４ꎻ 女生 χ２ 消瘦

值分别为 ４４.１６ꎬ ２６.４２ꎬ ６０.１１ꎬ ４９.４５ꎬ ７４.０８ꎻ
Ｐ 值均<０.０１)ꎮ

趋势性检验结果发现ꎬ 男生在 ７ 和 １２－
１５ 岁的下降趋势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
０.０１)ꎻ 女生在 ７ 和 １２－１５ 岁的下降趋势具

有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０.０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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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中小学生超重 /肥胖检出率变化趋势ꎬ
见表 ５、 图 ３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中小学生的超重 /肥胖呈

上升趋势 (χ２值分别为 ８４.６ꎬ ４１.６９ꎬ Ｐ 值均

<０.０１)ꎻ
男生超重肥胖检出率均高于女生 (男生

χ２超重肥胖值分别为 ６８７.３４ꎬ ３９５.０１ꎬ ４９８.５ꎬ

２４４.８１ꎬ ３３５.６６ꎻ 女生 χ２ 超重肥胖值分别为

７１０.８ꎬ ４０６.６８ꎬ ４７６.０９ꎬ ２５９.２６ꎬ １６７.４４ꎻ Ｐ 值

均<０.０１)ꎮ
趋势性检验结果发现ꎬ 男生在 ９－１５ 岁的

上升趋势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０.０１)ꎻ
女生在 ６ 和 ９－１５ 岁的上升趋势具有统计学

意义 (Ｐ 值均<０.０１)ꎮ

表 ４　 调查对象消瘦检出情况

年份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统计值

性别 年龄 计数 检出率％ 计数 检出率％ 计数 检出率％ 计数 检出率％ 计数 检出率％ χ２ 趋势值 Ｐ 值

男

６ ５２９ １２.２０ ２７９ ９.５２ ４８２ ９.１０ ４０８ １０.４２ ３８６ １１.５７ ０.７２ ０.４

７ ７３２ １４.３８ ４４１ １３.０９ ８６３ １３.０６ ６９４ １４.３２ ５１３ １１.５０ ８.５４ <０.０１

８ ６３０ １３.６５ ３５２ １０.７０ ７３１ １１.１１ ５９２ １２.１９ ５７５ １２.０７ １.７７ ０.１８

９ ６３１ １２.７５ ３０９ ９.９６ ６７６ １０.５３ ５３５ １１.１５ ５２９ １１.３５ ２.３５ ０.１３

１０ ６１７ １３.３１ ４０５ １２.４５ ６０８ １０.９１ ５４３ １１.７８ ５４８ １２.３５ ２.８７ ０.０９

１１ ６４１ １５.４９ ３６７ １３.４１ ６９１ １２.６９ ６２７ １５.９４ ５３１ １３.７１ ０.６３ ０.４３

１２ ５９１ １７.３４ ３０３ １５.４５ ４７９ １４.２１ ４７９ １７.１８ ４３０ １３.６１ ９.５８ <０.０１

１３ ４７６ １７.１４ ２６６ １５.０２ ３６７ １４.４９ ２７０ １３.８８ ４１１ １４.３２ ９.６２ <０.０１

１４ ４３０ １７.８３ １９５ １４.２０ ３１８ １４.８７ ２５２ １５.７０ ３１６ １３.６２ １１.１８ <０.０１

１５ ２３３ １８.２０ ８７ １４.４８ １５２ １６.９３ １０４ １４.４０ １２２ １３.５９ ７.９９ <０.０１

合计 ５５１０ １４.６４ ３００４ １２.３２ ５３６７ １１.９６ ４５０４ １３.２４ ４３６１ １２.５４ ４３.３４ <０.０１

１１４.０１ ８７.０３ １４４.１４ １３６.１７ ３４.２４ χ２ 趋势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Ｐ 值

女

６ ３６３ ９.１１ ２３０ ８.５５ ３４７ ７.０４ ３７０ １０.２０ ２９４ ９.３０ １.４８ ０.２３

７ ５７０ １２.２２ ３０７ ９.８７ ５３３ ８.７９ ４５３ １０.５９ ３６４ ８.８２ １９.７４ <０.０１

８ ５２３ １１.９１ ２８４ ９.０９ ６２４ １０.４６ ４８９ １０.９６ ４６６ １０.６９ ０.５０ ０.４８

９ ５０８ １０.８４ ３１４ １０.２６ ５８１ ９.８５ ４８３ １１.０７ ４５７ １０.３８ ０.０３ ０.８７

１０ ４２５ １０.０６ ２６５ ９.０２ ４５０ ８.５１ ４２３ ９.９３ ３７６ ８.９７ ０.９１ ０.３４

１１ ３７２ １０.３１ １７７ ７.２２ ４００ ８.１８ ３２１ ８.９３ ３４０ ９.４７ ０.１３ ０.７２

１２ ２７５ ９.１９ １５０ ８.６９ ２２４ ７.７４ ２１０ ８.４０ ２１１ ７.２４ ８.６５ ０.０１

１３ ２４７ ９.６６ １３７ ８.８２ １７６ ８.１８ １２８ ７.０８ １６５ ６.１１ ２６.２２ <０.０１

１４ ２５０ １１.４３ ９１ ７.７３ １８０ ９.３８ １１２ ７.６７ １６４ ７.４７ １９.３０ <０.０１

１５ １２３ １１.９７ ５７ １１.９０ ７５ １０.８５ ５１ ９.９２ ５２ ７.４２ ９.４２ <０.０１

合计 ３６５６ １０.６５ ２０１２ ９.０２ ３５９０ ８.８２ ３０４０ ９.８５ ２８８９ ８.９３ ３２.２７ <０.０１

４４.１６ ２６.４２ ６０.１１ ４９.４５ ７４.０８ χ２ 趋势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Ｐ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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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调查对象消瘦逐年变化趋势

表 ５　 调查对象超重 /肥胖检出情况

年份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统计值

性别 年龄 计数 检出率％ 计数 检出率％ 计数 检出率％ 计数 检出率％ 计数 检出率％ χ２ 趋势值 Ｐ 值

男

６ １０６９ ２４.６６ ８１２ ２７.７１ １２５９ ２３.７７ ９１６ ２３.３９ ８６１ ２５.８２ ０.５３ ０.４７

７ １００４ １９.７２ ７８０ ２３.１６ １２７７ １９.３３ ９２７ １９.１３ ９５３ ２１.３６ ０.００ ０.９９

８ ７６４ １６.５５ ６５２ １９.８２ １１０３ １６.７６ ８２２ １６.９３ ９１３ １９.１７ ２.９６ ０.０８

９ ７４４ １５.０４ ５６３ １８.１４ ９４９ １４.７９ ８４５ １７.６１ ８８７ １９.０２ ２２.５２ <０.０１

１０ ６５４ １４.１０ ５３８ １６.５４ ８８２ １５.８３ ７３１ １５.８６ ８５４ １９.２４ ３１.７８ <０.０１

１１ ４７１ １１.３８ ４０８ １４.９１ ８１６ １４.９９ ６７１ １７.０６ ６３５ １６.４０ ４９.２８ <０.０１

１２ ３７６ １１.０３ ２７９ １４.２３ ４７３ １４.０４ ３９８ １４.２８ ４６３ １４.６５ １６.９６ <０.０１

１３ ２９８ １０.７３ ２０３ １１.４６ ２５３ ９.９９ ２４７ １２.７０ ４０４ １４.０８ １６.６７ <０.０１

１４ １８２ ７.５５ １３９ １０.１２ １６４ ７.６７ １４９ ９.２８ ２５５ １０.９９ １２.７８ <０.０１

１５ ６８ ５.３１ ６５ １０.８２ ４２ ４.６８ ５２ ７.２０ ８４ ９.３５ ６.３６ ０.０１

合计 ５６３０ １４.９６ ４４３９ １８.２０ ７２１８ １６.０９ ５７５８ １６.９２ ６３０９ １８.１４ ８４.６ <０.０１

６８７.３４ ３９５.０１ ４９８.５ ２４４.８１ ３３５.６６ χ２ 趋势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Ｐ 值

女

６ ７３１ １８.３４ ５２６ １９.５６ ８６７ １７.５８ ５８２ １６.０５ ５４１ １７.１１ ７.７７ <０.０１

７ ８６８ １８.６０ ６３８ ２０.５１ １０２６ １６.９２ ７８０ １８.２３ ７６６ １８.５６ ０.９７ ０.３２

８ ６０３ １３.７３ ５０１ １６.０３ ７３５ １２.３２ ６２３ １３.９７ ６７２ １５.４２ １.２９ ０.２６

９ １９２ ４.１０ １８７ ６.１１ ２１７ ３.６８ ２４７ ５.６６ ２７７ ６.２９ １７.９２ <０.０１

１０ ３８２ ９.０４ ３２３ １０.９９ ４９０ ９.２６ ４７２ １１.０８ ４６１ １１.００ ８.６７ <０.０１

１１ ２１３ ５.９１ ２０６ ８.４１ ３６８ ７.５２ ３２２ ８.９６ ３０９ ８.６０ １９.４７ <０.０１

１２ ２１２ ７.０８ １３６ ７.８８ ２０７ ７.１５ ２０８ ８.３２ ２９８ １０.２３ １８.１４ <０.０１

１３ １３５ ５.２８ １１３ ７.２７ １６９ ７.８５ １５９ ８.７９ ３１９ １１.８２ ７３.３８ <０.０１

１４ １２９ ５.９０ ８７ ７.３９ １５６ ８.１３ １２２ ８.３６ ２４８ １１.２９ ４０.１２ <０.０１

１５ ５８ ５.６４ ３３ ６.８９ ４６ ６.６６ ４３ ８.３７ ６３ ８.９９ ７.９６ <０.０１

合计 ３５２３ １０.２６ ２７５０ １２.３３ ４２８１ １０.５２ ３５５８ １１.５３ ３９５４ １２.２２ ４１.６９ <０.０１

７１０.８ ４０６.６８ ４７６.０９ ２５９.２６ １６７.４４ χ２ 趋势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Ｐ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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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调查对象超重 /肥胖逐年变化趋势

３　 讨　 论

随着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ꎬ 中小学生的

生长迟缓率、 消瘦率逐年下降ꎬ 然而营养过

剩所致的超重肥胖问题接踵而至ꎬ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７ 监测期间中小学生的超重 /肥胖检出率

增加ꎬ 提示在做好学生营养不良改善工作的

同时ꎬ 还要重视学生超重 /肥胖的防控工作ꎮ
湖北省贫困地区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中小学生

超重 /肥胖检出率呈上升趋势ꎬ 可能与农村

地区养育者营养知识不健全、 学生不健康的

饮食行为以及学生户外活动时间不足等因素

有关ꎮ
超重 /肥胖在男生中表现更为突出ꎬ 与

监测学生 ＢＭＩ 变化趋势基本一致ꎮ 各年度的

超重 /肥胖检出率均为男生高于女生ꎬ 可能

与男女生的生理差别导致男生食物摄入量高

于女生ꎬ 或男生喜食肉类、 薯类等有关ꎻ 与

女生较注重苗条身材等因素有关ꎮ
各年度超重 /肥胖检出率有随年龄增长

而降低的趋势ꎬ 超重 /肥胖率 ６ 岁最高ꎬ 原

因可能为: (１) 低年龄段儿童少年营养知识

知晓率低ꎬ 贫困地区养育者不正确的喂养方

式ꎻ (２) 喜食油炸、 甜食等高能量食物ꎻ
(３) 近年来ꎬ 学龄前儿童超重肥胖现象突

出ꎬ 直接影响学龄儿童的营养状况ꎮ

监测结果提示ꎬ 湖北省贫困地区监测学

生的超重 /肥胖检出率呈现上升趋势ꎬ 故建

议在改善贫困地区学生营养不良的同时ꎬ 应

高度关注超重 /肥胖的预防: (１) 要从小培

养学生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ꎬ 改正喜食高糖

高脂食物、 久坐等不良生活习惯ꎬ 合理营

养ꎬ 适度锻炼ꎻ (２) 家长或养育者应科学掌

握营养知识ꎬ 改变农村地区 “健康等于长

肉” 的传统认知ꎻ (３) 加强学校食堂供餐管

理ꎬ 如加强人员配备和对学校的配餐指导ꎻ
加强宣传教育力度ꎬ 提高营养知识知晓率ꎬ
鼓励学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ꎻ 定期对学生开

展体检ꎬ 将相关信息及时反馈学生及家长ꎬ
加强对重点人群的关注ꎮ

肥胖对机体的影响ꎬ 机能指标 (肺活

量、 血压、 肺活量体重指数) 在各年龄层、
各性别人群中均检出其与 ＢＭＩ 之间存在相关

性ꎬ 其中肺活量、 收缩压以及舒张压与 ＢＭＩ
之间表现为弱正相关ꎬ 肺活量体重指数则呈

低度负相关ꎮ 常见疾病 (血压偏高、 视力不

良、 龋齿) 与儿童超重、 肥胖之间存在相关

性ꎮ 血压偏高和视力不良与儿童超重、 肥胖

呈弱正相关ꎬ 龋齿则表现为弱负相关ꎮ 其

中ꎬ 血压偏高与超重、 肥胖间的相关程度高

于其他两种疾病[３]ꎮ 我国儿童青少年血压偏

高检出率较高ꎬ 且以单纯性舒张压偏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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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ꎮ 超重肥胖可显著增加血压偏高的风险ꎬ
尤其是对单纯性收缩压偏高和混合性血压偏

高影响较大ꎬ 通过控制超重肥胖可显著降低

儿童高血压的发生风险ꎬ 从而对预防成年期

慢性病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４]ꎮ
«中 国 儿 童 发 展 纲 要 (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 » 提出 “基本消除营养不良现象ꎬ 控制

营养性疾病增长” [５]ꎮ 要实现这一目标ꎬ 需

要加强对营养不良防控力度: 一方面ꎬ 全面

普及膳食营养和健康知识ꎬ 加强对居民食物

与营养的指导ꎬ 提高全民营养健康意识ꎬ 树

立科学饮食理念ꎮ 另一方面ꎬ 全社会都应来

关心学生营养问题ꎬ 把合理营养知识纳入中

小学课程ꎬ 加强对教师、 家长的营养教育和

对学生食堂及学生营养配餐单位的指导ꎬ 引

导学生养成科学的饮食习惯ꎮ 另外学龄前儿

童出现营养不良主要受经常患病、 母亲文

化程度等多方面因素影响ꎬ 因此加强对家

长及儿童营养知识教育是极为必要的[６] ꎮ
营养计划干预有助于改变儿童不良饮食行

为ꎬ 提高营养知识的认知程度ꎬ 改善机体

营养状况[７] ꎮ
虽然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期间ꎬ 湖北省农村儿

童生长迟缓检出率、 消瘦检出率呈下降趋

势ꎬ 但不可回避的是仍有较大改善空间ꎬ 且

超重 /肥胖检出率存在上升趋势ꎬ 特别是男

性儿童ꎬ 是下一步干预的重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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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农村贫困地区中小学生早餐行为
现状及影响因素

　 　 作者简介: 李菁菁 (１９８７－)ꎬ 女ꎬ 湖北武汉人ꎬ 博士ꎬ 研究方向: 营养与食品卫生ꎮ
　 ∗通讯作者: 龚晨睿ꎬ Ｅ￣ｍａｉｌ: ３３４６５４５８６＠ ｑｑ.ｃｏｍ

李菁菁　 戴诗玙　 欧阳英英　 张　 弛　 龚晨睿
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湖北武汉 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　 目的: 了解湖北省农村贫困地区中小学生早餐行为现状及影响因素ꎬ 为进一步开展农村学生营

养改善计划提供科学依据ꎮ 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ꎬ ２０１９ 年在湖北省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

养改善计划的 ２ 个重点监测县中ꎬ 按照学校食堂供餐、 企业 (单位) 供餐和家庭 (个人) 供餐 ３ 种供餐模

式ꎬ 从每个县抽取小学、 初中各 ２ 所ꎬ 再从中抽取小学三年级至初中三年级 (共 ７ 个年级) 的学生ꎬ 每个年

级选取 １~２ 个班ꎬ 每个班 ４０ 人左右ꎬ 进行问卷调查ꎮ 结果: 湖北省农村贫困地区中小学生每天吃早餐的比

例为 ７９.６６％ꎬ 小学生 (８３.９３％) 高于初中生 (７２.４８％)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２ ＝ ４９.８６０ꎬ Ｐ<０.０１)ꎮ 贫困

地区中小学生早餐营养充足的比例为 １８.８４％ꎬ 小学生 (２１.３６％) 高于初中生 (１４.６０％)ꎬ 男生 (２１.２５％)
高于女生 (１６.４２％)ꎬ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c２ ＝ １１.１７１ꎬ Ｐ<０.０１ꎻ c２ ＝ ６.１０６ꎬ Ｐ<０.０５)ꎮ 贫困地区中小学生

早餐食用谷薯类、 肉蛋类、 奶豆类和果蔬类的比例分别为 ８９.８６％、 ３５.３６％、 ２８.０４％和 ２９.７２％ꎬ 小学生早餐

食用谷薯类和肉蛋类的比例均低于初中生ꎬ 食用奶豆类和果蔬类的比例均高于初中生ꎬ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c２值分别为 ３２.８０８、 １５.４０５、 １９.２４１ 和 ４０.４００ꎬ Ｐ 均<０.０１)ꎮ 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ꎬ 走读生、 女生、 小学生

为贫困地区中小学生早餐营养充足的危险因素ꎮ 结论: 湖北省农村贫困地区中小学生早餐食用频率较低ꎬ 早

餐营养质量较差ꎬ 尤其需要关注走读生、 女生和初中生早餐营养问题ꎮ 应加强早餐营养知识宣传教育工作ꎬ
改善贫困地区中小学生早餐食用频率低、 质量差的问题ꎮ

关键词: 贫困地区ꎻ 中小学生ꎻ 早餐行为

　 　 儿童青少年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时

期ꎬ 需要充足的能量和营养素来满足其体格

生长和智力发育的需要ꎮ 早餐作为一天中的

第一餐ꎬ 所提供的能量和营养素对儿童青少

年营养健康状况的重要性是其他餐次无法替

代的[１]ꎮ 早餐的食用或早餐的营养质量不仅

影响儿童青少年的生长发育ꎬ 还影响其认知

能力和学习成绩[２－３]ꎮ 研究表明ꎬ 我国中小

学生普遍存在早餐食用频率低、 营养质量差

及膳食结构不合理等问题ꎬ 农村地区尤为严

重[４－６]ꎮ ２０１１ 年国务院颁布了 «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的意见» (国办发 〔２０１１〕 ５４ 号)ꎬ 在全国

２２ 个省 ６９９ 个贫困县开展农村义务教育学生

营养改善计划[７]ꎮ ２０１２ 年ꎬ 原卫生部办公厅

和教育部办公厅联合发布 «农村义务教育学

生营养改善计划营养健康状况监测评估工作

方案 (试行) » (卫办疾控发 〔２０１２〕 ６５
号) [８]ꎬ 在试点地区开展学生营养健康监测

评估工作ꎮ 本文基于 ２０１９ 年湖北省农村义

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试点贫困县中的 ２
个重点监测县监测数据ꎬ 对营养改善计划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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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地区学生早餐现状进行分析ꎬ 为下一步制

定改善措施提供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取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ꎬ 在湖北省

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恩施

市和罗田县 ２ 个重点监测县ꎬ 按照学校食堂

供餐、 企业 (单位) 供餐和家庭 (个人)
供餐 ３ 种供餐模式ꎬ 各随机抽取 ２ 所小学和

２ 所初中ꎬ 共 ８ 所中小学作为监测学校ꎮ 再

以年级 (教学班) 为单位ꎬ 随机抽取小学三

年级至初中三年级 (共 ７ 个年级) 的学生ꎬ
每个年级随机抽取 １~２ 个教学班ꎬ 保证每个

年级的学生人数均达到 ４０ 人左右ꎬ 男女生

基本各半ꎮ 调查学生共 １５９８ 人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调查方法

２０１９ 年 ４ ~ ８ 月ꎬ 采用由中国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设计并经专家讨论和

预调查修正的学生调查表ꎬ 收集被调查学生

基本信息和上学期间每周早餐食用情况及各

类食物摄入情况ꎮ 调查问卷由经过统一培训

的调查员发给被调查学生当场填写并收回ꎬ
如发现错误或漏填ꎬ 调查员及时让被调查学

生进行更正和修改ꎮ 本次共收回有效问卷

１５９８ 份ꎬ 应答率 １００％ꎮ
１.２.２ 评价标准

依 据 « 中 国 学 龄 儿 童 膳 食 指 南

(２０１６) » [９] 和 «学生餐营养指南» (ＷＳ /
Ｔ５５４－２０１７) [１０]ꎬ 营养充足的早餐至少应包

括谷薯类、 肉蛋类、 奶豆类、 果蔬类 ４ 类食

物中的 ３ 类及以上ꎮ
１.２.３ 统计分析

采用统一编制的 “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营

养健康状况监测评估系统” 对调查问卷进行

录入和上报ꎬ 应用 ＳＰＳＳ２２.０ 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ꎬ 率的比较采用c
２检验ꎻ 以上学期间每

天早餐是否营养充足 (否 ＝ ０ꎻ 是 ＝ １) 为因

变量ꎬ 以是否为留守儿童、 寄宿类型、 性

别、 年级和是否每天吃零食≥１ 次 ５ 个因素

为自变量纳入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

分析ꎬ 探讨农村贫困地区中小学生早餐是否

营养充足与相关因素的关系ꎮ 以 Ｐ<０.０５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　 果

２.１　 一般情况

参加调查的学生共 １５９８ 人ꎬ 其中小学

生 １００２ 人ꎬ 占 ６２.７０％ꎬ 初中生 ５９６ 人ꎬ 占

３７.３０％ꎻ 男生 ８００ 人ꎬ 占 ５０.０６％ꎬ 女生 ７９８
人ꎬ 占 ４９.９４％ꎻ 留守儿童 ９４８ 人ꎬ 占 ５９.３２％ꎬ
非留守儿童 ６５０ 人ꎬ 占 ４０.６８％ꎻ 住校生 ８２０
人ꎬ 占 ５１.３１％ꎬ 走读生 ７７８ 人ꎬ 占 ４８.６９％ꎮ
年龄范围 ８~１７ 岁ꎬ 平均年龄 １１.７±２.１ 岁ꎮ

２.２　 早餐食用频率 (表 １)
湖北省农村贫困地区中小学生从不吃早

餐、 每周 １~ ２ 天吃早餐、 每周 ３ ~ ４ 天吃早

餐、 每周 ５~６ 天吃早餐和每天吃早餐的比例

分别为 １. ５０％、 ３. ３２％、 ６. ６３％、 ８. ８９％ 和

７９.６６％ꎮ 其中ꎬ 小学生分别为 １.９０％、 ３.４９％、
４.６９％、 ５. ９９％ 和 ８３. ９３％ꎬ 初中生分别为

０.８４％、 ３.０２％、 ９.９０％、 １３.７６％和 ７２.４８％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２ ＝ ４９.８６０ꎬ Ｐ<０.０１)ꎻ
男生与女生早餐食用频率间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c
２ ＝ ５.７９８ꎬ Ｐ>０.０５)ꎮ

２.３　 早餐质量及食物类别情况 (表 ２、表 ３)
贫困地区中小学生早餐营养充足的比例

为 １８.８４％ꎮ 其中ꎬ 小学生早餐营养充足的

比例为 ２１.３６％ꎬ 高于初中生 (１４.６０％)ꎬ 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c
２ ＝ １１.１７１ꎬ Ｐ<０.０１)ꎻ 男

生早餐营养充足的比例为 ２１.２５％ꎬ 高于女

生 (１６. ４２％)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c
２ ＝

６.１０６ꎬ Ｐ<０.０５)ꎮ 贫困地区中小学生早餐食

用谷薯类、 肉蛋类、 奶豆类和果蔬类的比例

分别为 ８９.８６％、 ３５.３６％、 ２８.０４％和 ２９.７２％ꎮ
其中ꎬ 小学生早餐食用谷薯类和肉蛋类的比

例均低于初中生ꎬ 食用奶豆类和果蔬类的比

例均高于初中生ꎬ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c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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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分别为 ３２.８０８、 １５.４０５、 １９.２４１ 和 ４０.４００ꎬ
Ｐ 均<０.０１)ꎮ 男生早餐食用肉蛋类的比例高

于女生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２ ＝ ９.９５３ꎬ Ｐ<

０.０１)ꎬ 男生与女生在早吃食用谷薯类、 奶豆

类和果蔬类食物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c
２

值分别为 １.３０８、 ０.０６５ 和 ３.１４６ꎬ Ｐ 均>０.０５)ꎮ

表 １　 湖北省农村贫困地区中小学生早餐频率比较 [ｎ (％) ]

组别
每周食用早餐频率

从不吃 每周 １~２ 天 每周 ３~４ 天 每周 ５~６ 天 每天吃
c２值 Ｐ 值

年级
小学 １９(１.９０) ３５(３.４９) ４７(４.６９) ６０(５.９９) ８４１(８３.９３)

初中 ５(０.８４) １８(３.０２) ５９(９.９０) ８２(１３.７６) ４３２(７２.４８)

４９.８６０ ０.０００

性别
男 １１(１.３８) ２７(３.３８) ４３(５.３８) ７９(９.８８) ６４０(８０.００)

女 １３(１.６３) ２６(３.２６) ６３(７.８９) ６３(７.８９) ６３３(７９.３２)

５.７９８ ０.１２５

合计 ２４(１.５０) ５３(３.３２) １０６(６.６３) １４２(８.８９) １２７３(７９.６６)

表 ２　 湖北省农村贫困地区中小学生早餐质量比较 [ｎ (％) ]

组别
早餐质量

营养充足 营养不足
c２值 Ｐ 值

年级
小学 ２１４(２１.３６) ７８８(７８.６４)

初中 ８７(１４.６０) ５０９(８５.４０)

１１.１７１ ０.００１

性别
男 １７０(２１.２５) ６３０(７８.７５)

女 １３１(１６.４２) ６６７(８３.５８)

６.１０６ ０.０１３

合计 ３０１(１８.８４) １２９７(８１.１６)

表 ３　 湖北省农村贫困地区中小学生早餐食物类别比较 [ｎ (％) ]

组别
食物类别

谷薯类 肉蛋类 奶豆类 果蔬类

年级

小学 ８６７(８６.５３) ３１８(３１.７４) ３１９(３１.８４) ３５４(３５.３３)

初中 ５６９(９５.４７) ２４７(４１.４４) １２９(２１.６４) １２１(２０.３０)

c２值 ３２.８０８ １５.４０５ １９.２４１ ４０.４００

Ｐ 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性别

男 ７１２(８９.００) ３１３(３９.１３) ２２２(２７.７５) ２５４(３１.７５)

女 ７２４(９０.７３) ２５２(３１.５８) ２２６(２８.３２) ２２１(２７.６９)

c２值 １.３０８ ９.９５３ ０.０６５ ３.１４６

Ｐ 值 ０.２５３ ０.００２ ０.７９９ ０.０７６

合计 １４３６(８９.８６) ５６５(３５.３６) ４４８(２８.０４) ４７５(２９.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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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贫困地区中小学生每天早餐是否营养

充足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表 ４、表 ５)
　 　 以每天早餐是否营养充足为因变量 (否
＝ ０ꎻ 是＝ １)ꎬ 以是否为留守儿童、 寄宿类

型、 性别、 年级和是否每天吃零食≥１ 次 ５
个因素为自变量纳入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进行

多因素分析ꎮ 结果显示ꎬ 贫困地区中小学生

早餐是否营养充足与寄宿类型、 性别、 年级

３ 个因素有关: 走读生 (ＯＲ ＝ ０. ６５３ꎬ ９５％
ＣＩ: ０.４９１~０.８６９)、 女生 (ＯＲ＝ ０.７３４ꎬ ９５％
ＣＩ: ０.５６９ ~ ０. ９４７)、 初中生 (ＯＲ ＝ ０. ５１６ꎬ
９５％ＣＩ: ０.３７９~０.７０１) 为每天早餐营养充足

的危险因素 (Ｐ<０.０５)ꎮ

表 ４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的编码及变量赋值

编码 变量 赋值

Ｙ 早餐是否营养充足 是＝１ꎻ否＝０

Ｘ１ 留守儿童 是＝１ꎻ否＝２

Ｘ２ 寄宿类型 住校生＝１ꎻ走读生＝２

Ｘ３ 性别 男＝１ꎻ女＝２

Ｘ４ 年级 小学＝１ꎻ初中＝２

Ｘ５ 每天吃零食≥１ 次 是＝１ꎻ否＝２

表 ５　 湖北省农村贫困地区中小学生早餐是否营养充足的多因素分析 (Ｎ＝１５９８)

影响因素 β Ｓ.Ｅ. Ｗａｌｄ c２ Ｐ 值 ＯＲ 值 ９５％ＣＩ

留守儿童

　 　 　 是 ０.１４２ ０.１３５ １.０９９ ０.２９５ ０.８６８ ０.６６６~１.１３１

　 　 　 否∗

寄宿类型

　 　 　 住校生 ０.４２６ ０.１４６ ８.５７７ ０.００３ ０.６５３ ０.４９１~０.８６９

　 　 　 走读生∗

性别

　 　 　 男 ０.３０９ ０.１３０ ５.６６２ ０.０１７ ０.７３４ ０.５６９~０.９４７

　 　 　 女∗

年级

　 　 　 小学 －０.６６２ ０.１５７ １７.８７４ ０.０００ ０.５１６ ０.３７９~０.７０１

　 　 　 初中∗

每天吃零食≥１ 次

　 　 　 是 ０.０６０ ０.１３７ ０.１９４ ０.６６０ １.０６２ ０.８１２~１.３９１

　 　 　 否∗

注:∗为对照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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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　 论

每天吃早餐是世界卫生组织倡导的促进

健康的行为ꎮ 食用早餐可改善学生认知能

力、 记忆力、 学习成绩和出勤[１１]ꎮ 本调查

结果显示ꎬ 湖北省农村贫困地区中小学生每

天吃早餐的比例为 ７９. ６６％ꎬ 高于吉林省

２０１７ 年农村贫困地区中小学生每天吃早餐的

比例 ６５.９２％[１２]ꎬ 低于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 年中国农

村贫困地区 ６ ~ １７ 岁学龄儿童每天吃早餐的

比例 ８８.８％[１３]ꎮ 其中ꎬ 小学生每天吃早餐的

比例 (８３.９３％) 高于初中生 (７２.４８％)ꎬ 与

段军伟等[１４] 的研究结果一致ꎬ 这可能与小

学生年龄较小ꎬ 生活自主性较差ꎬ 大多数家

长会早起为孩子准备早餐有关ꎮ 早餐是中小

学生一天所需能量和营养素的重要来源ꎬ 长

期不吃早餐会严重影响学生身体对各种营养

素的摄入ꎬ 阻碍其生长发育ꎬ 损害学生的认

知能力ꎬ 同时还会诱发胆结石、 胃炎、 贫血

等多种疾病[１５－１７]ꎮ 有研究表明ꎬ 中小学生不

吃早餐的常见原因包括无人准备或得不到早

餐[１８]、 家长对早餐认知不足[１９]、 家长不吃

早餐[２０]、 不饿或不想吃等[５]ꎮ 学生时期是

养成良好饮食习惯的关键时期ꎬ 学生时期不

吃早餐的习惯很可能持续到成人时期[２１]ꎬ
因此ꎬ 建议要提高中小学生及家长对早餐重

要性的认识ꎬ 培养学生每天吃早餐的良好生

活习惯ꎮ
早餐营养质量的好坏不仅会影响中小学

生体格和智力发育ꎬ 而且对其罹患肥胖、 糖

尿病、 高血压等慢性病的发病风险也有影

响[２２－２４]ꎮ «中国学龄儿童膳食指南 (２０１６) »
建议[９]ꎬ 中小学生要保证早餐营养充足ꎬ 早

餐至少应包括谷薯类、 肉蛋类、 奶豆类、 果

蔬类中 ３ 类及以上食物ꎬ 以保证整个上午学

习和工作效率ꎮ 本调查结果显示ꎬ 湖北省农

村贫困地区中小学生早餐营养质量较差ꎬ 仅

１８.８４％的中小学生早餐营养充足ꎬ 低于李荔

等[２５]对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中国 ６~１７ 岁学龄儿童

早餐食物种类调查的结果 (２９. ６％)ꎮ 调查

还发现ꎬ 贫困地区中小学生早餐以食用谷薯

类食物为主ꎬ 食用比例达到 ８９. ８９％ꎻ 而肉

蛋类、 奶豆类和果蔬类食用较少ꎬ 食用比例

仅 ３０％左右ꎬ 与张倩[２６] 等研究结果一致ꎬ
低于高春海等[２７] 的研究结果ꎮ 这可能与贫

困地区中小学生及家长营养知识匮乏、 不会

合理搭配早餐有关ꎮ 分析影响贫困地区中小

学生早餐是否营养充足的因素发现ꎬ 走读生

早餐营养充足的比例低于住宿生ꎬ 与徐海泉

等[２８]的研究结果一致ꎬ 这可能与营养改善

计划实施地区学校对寄宿生管理加强以及食

堂供餐情况较好有关ꎬ 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

研究ꎮ 另外ꎬ 女生早餐营养充足的比例低于

男生ꎬ 这可能与女生普遍存在偏食、 挑食及

节食减肥等不良饮食行为有关ꎬ 也可能与农

村地区更关注男生有关ꎮ 同时ꎬ 本调查还发

现初中生早餐营养充足的比例低于小学生ꎬ
与魏霞等[２９] 的研究结果一致ꎬ 这可能与初

中生自主性较强ꎬ 对早餐有一定的选择性ꎬ
家长对其衣食方面关注减少有关ꎮ 有研究

发现ꎬ 每天吃零食≥１ 次会降低农村贫困地

区留守儿童每天早餐营养充足的比例[２７] ꎬ
本调查未发现每天吃零食≥１ 次对贫困地区

中小学早餐营养质量有影响ꎬ 这可能与营

养改善计划实施地区中小学生每天吃零食

≥１ 次的比例不高有关ꎬ 也可能与本次调查

样本量不足有关ꎮ 早餐质量关系到学生健

康状况ꎬ 营养知识水平影响饮食行为ꎬ 因

此ꎬ 建议要普及 «中国学龄儿童膳食指南

(２０１６) »ꎬ 提高中小学生和家长合理搭配

早餐的能力ꎮ
综上ꎬ 湖北省农村贫困地区中小学生早

餐食用频率较低、 营养质量较差ꎬ 尤其需要

关注走读生、 女生和初中生早餐营养问题ꎮ
因此ꎬ 今后在开展农村贫困地区学生营养改

善工作时ꎬ 要加强对学生和家长早餐相关营

养知识教育ꎬ 提高他们对早餐的重视程度ꎬ
调整饮食结构ꎬ 提倡早餐食物多样化ꎬ 引导

学生形成健康的早餐行为ꎬ 改善贫困地区中

小学生早餐食用频率低、 质量差的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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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鼠反式脂肪酸模型的研究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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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通过给予 ＳＤ 大鼠反式脂肪酸干预ꎬ 建立大鼠反式脂肪酸模型ꎮ 研究反式脂肪酸对大鼠

机体各指标的影响ꎬ 摸索建立更接近反式脂肪酸对人体健康影响的大鼠模型ꎬ 类推到反式脂肪酸对人体健康

的影响机制ꎮ 方法: 选择 ２０ 只清洁级 ８ 周龄 ＳＤ 大鼠 (雌雄各半)ꎬ 雌鼠体重为 ２１５.１４±１３.６０ｇꎬ 雄鼠体重为

３５８.５８±６３.１８ｇꎬ 同一性别随机编号ꎮ 实验组在给予正常饲料的基础上取当日摄食量的 １％进行黄油灌胃ꎬ 对

照组给予正常饲料喂养ꎬ 记录 ４ 周内所有大鼠每日摄食量ꎮ 每隔一周称量大鼠体重并记录ꎮ ４ 周后取 ＳＤ 大

鼠血液、 肝脏、 脾脏ꎮ 大鼠血液前处理后应用气相色谱仪检测反式脂肪酸的含量ꎮ 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ꎬ 实

验组大鼠脾脏系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１)ꎮ 实验组与对照组大鼠血中均检测出反式脂肪酸 Ｃ１６、 Ｃ１８:１、
Ｃ１８:２ꎬ 与对照组比较ꎬ 实验组大鼠血液中反式脂肪酸含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ꎮ 与对照组比较ꎬ 实

验组大鼠的摄食量、 体重、 肝脏系数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ꎮ
关键词: 大鼠ꎻ 反式脂肪酸ꎻ 动物模型

　 　 建立反式脂肪酸模型是研究反式脂肪酸

对机体危害的重要基础ꎮ 本实验是建立 ＳＤ
大鼠反式脂肪酸模型的初步研究ꎬ 通过灌胃

这种最简单、 经济的方法给予大鼠一定量的

黄油ꎮ 对实验过程中收集的大鼠血液中反式

脂肪酸含量、 摄食量、 体重、 脏器系数进行

统计分析ꎬ 研究在黄油的干预条件下对大鼠

机体产生哪些影响ꎬ 利用气相色谱仪进行反

式脂肪酸体内含量测定ꎬ 判断模型的建立ꎮ

材料与方法

一、 实验对象

２０ 只清洁级 ８ 周龄 ＳＤ 大鼠 (雌雄各

半) 雌性大鼠体重为 ２１５.１４±１３.６０ｇꎬ 雄性

大鼠体重为 ３５８.５８±６３.１８ｇ (由齐齐哈尔医

学院实验动物中心提供)ꎮ

二、 研究材料

由齐齐哈尔医学院实验动物中心提供的

标准饲料ꎻ 麦淇淋人造奶油 (张家港中粮东

海油工业有限公司)ꎮ 安捷伦 ７８９０Ｂ 气相色

谱仪 (美国安捷伦公司)、 ＢＹＤＣＹ￣１２９Ｌ 水

浴氮吹仪 (上海秉越电子仪器有限公司)
等ꎮ 反式脂肪酸标准品: 反－９－十六碳一烯酸

甲酯标准品 (Ｃ１６)、 反－９－十八碳烯酸甲酯

标准品 (Ｃ１８ ∶ １)、 反ꎬ 反－９ꎬ １２－十八碳二

烯酸甲酯标准品 (Ｃ１８ ∶ ２) (东京化成工业柱

式会社、 东京都北区丰岛 ６－１５－９ꎬ 日本)ꎻ

三、 动物分组

２０ 只清洁级 ８ 周龄 ＳＤ 大鼠 (雌雄各

半)ꎬ 雌鼠体重为 ２１５.１４±１３.６０ｇ、 雄鼠体重

为 ３５８.５８±６３.１８ꎮ 随机分组ꎬ 每组 ５ 只ꎮ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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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为实验组ꎬ Ｃ、 Ｄ 为对照组ꎬ 其中 Ａ、 Ｃ 组

为雌性ꎬ Ｂ、 Ｄ 组为雄性ꎮ

四、 动物模型的建立

大鼠反式脂肪酸模型的建立ꎬ 采用黄油

灌胃的方法给予大鼠干预ꎮ 干预时间为 ４
周ꎮ 实验组大鼠在给予正常饲料的同时ꎬ 取

当日摄食量的 １％进行黄油灌胃ꎮ 对照组给

予正常饲料ꎮ 并记录 ４ 周内所有大鼠每日摄

食量ꎮ 每只大鼠单独喂养ꎬ 自由摄食、 饮

水ꎬ 每隔一周称量体重ꎮ 实验验结束后取大

鼠腹主动脉血、 肝脏、 脾脏ꎮ 大鼠血液经过

实验室前处理后ꎬ 检测大鼠血液中反式脂肪

酸含量ꎮ 肝脏、 脾脏称重后计算脏器系数ꎮ
实验结束后ꎬ 将实验期间收集的大鼠血液中

反式脂肪酸含量、 脏器系数、 摄食量、 体重

等数据进行统计分析ꎮ

五、 实验室检测

４ 周后取大鼠腹主动脉血、 肝脏、 脾脏ꎬ
操作步骤为使用乙醚吸入麻醉后ꎬ 将大鼠仰

卧于平板ꎬ 四肢稍加固定ꎮ 腹部以 ５％碘酊

涂擦后ꎬ 打开腹腔用棉花球将腹腔内的粘

膜、 肠、 脂肪向左右拨开ꎬ 即可见腹主动

脉ꎮ 采血针一端倾斜 ３０ 角刺入腹主动脉后ꎬ
另一端刺入凝血管ꎬ 收集血液后取大鼠肝

脏、 脾脏ꎮ 将大鼠血液立即送至实验室ꎬ 肝

脏、 脾脏称重ꎮ
将大鼠血液用生理盐水冲洗后上低速离

心机ꎬ 离心后弃上清液ꎮ 重复三次后取 １００μｌ
的大鼠血液加入 ２ｍｌ 的正己烷于 ＥＰ 管中ꎬ 摇

匀充分反应后加入浓度为 ０.５ｍｏｌ / Ｌ 的 ＫＯＨ￣
甲醇溶液进行甲酯化处理后ꎬ 充氮密封水浴

６０ｍｉｎꎮ 冷却至室温ꎬ 加入 ０.５ｍｌ 蒸馏水摇匀

后ꎬ 进离心机进行离心 ３０００ｒ / ５ｍｉｎꎬ 取上清

液ꎮ 过滤后进行氮吹浓缩至 ２０μｌ 等待上机

检测ꎮ
色谱柱为 ＤＢ￣２３ (美国 Ａｇｉｌｅｎｔ 公司生

产)ꎬ 柱长为 ６０ｍꎬ 内径为 ０.２５ｍｍꎬ 内膜厚

度为 ０.２５ｍｍꎮ ＦＩＤ 检测器温度为 ２８０℃ꎬ 氮

气为载气ꎬ 流量为 １. ２ｍｌ / ｍｉｎꎬ 分流进样ꎬ
分流比 １０ ∶ １ꎬ 进样体积 １μｌꎮ 色谱柱初始

温度为 ５０℃ꎬ 保持 １.０ｍｉｎꎬ 以 ２５℃ / ｍｉｎ 的

速度升至 １７５℃ꎬ 再以 ５℃ / ｍｉｎ 升至 ２２５℃ꎬ
保持 ８ｍｉｎꎮ 在此色谱条件下ꎬ 反式脂肪酸标

准品 Ｃ１６、 Ｃ１８ ∶ １、 Ｃ１８ ∶ ２峰保留时间为分别为

１３.３８０ｍｉｎ、 １５.４２６ｍｉｎ、 １５.８２２ｍｉｎ (见图 ２)ꎮ

六、 指标计算

(一) 大鼠血液中反式脂肪酸浓度计算

各浓度梯度的反式脂肪酸标准液进入气

相色谱仪后得出气相色谱图ꎬ 根据保留时间

判断出 Ｃ１６、 Ｃ１８ ∶ １、 Ｃ１８ ∶ ２峰的位置ꎮ 以浓度

梯度为横坐标ꎬ 峰面积为纵坐标ꎬ 绘制标准

曲线ꎮ 得出标准曲线后ꎬ 根据以下公式计算

大鼠血液中反式脂肪酸的浓度ꎮ
Ａ样 / Ａ标 ＝Ｃ样 / Ｃ标

(二) 脏器系数的计算

根据以下公式计算大鼠肝脏系数、 脾脏

系数ꎮ
脏器系数＝ (脏器湿重 /体重) ×１００％

结　 果

一、 反式脂肪酸模型的建立

与给予正常饲料的对照组比较ꎬ 给予黄

油灌胃的实验组脾脏系数显著升高 (Ｐ<０.０１)ꎮ
与给予正常饲料的对照组比较ꎬ 给予黄

油灌胃的实验组大鼠血液中反式脂肪酸的含

量、 摄食量、 体重、 肝脏系数的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Ｐ>０.０５)ꎮ 说明黄油中的反式脂肪

酸未对大鼠血液中反式脂肪酸的含量、 摄食

量、 体重、 肝脏功能造成影响ꎮ
给予黄油灌胃的实验组大鼠脾脏系数显

著升高ꎬ 尚不能认为大鼠反式脂肪酸模型建

立不成功ꎮ

二、 反式脂肪酸对各指标的影响

(一) 反式脂肪酸对大鼠摄食量的影响

将实验期间收集的实验组与对照组大鼠

摄食量以 (ｘ±ｓ) 表示ꎮ 实验组与对照组大

鼠的摄食量进行两独立样本 ｔ 检验ꎮ 结果如

表 １ 所示ꎬ 与对照组比较ꎬ 实验组大鼠摄食

量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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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实验组与对照组大鼠摄食量的比较 (ｘ±ｓ)

实验组(ｇ)ｎ＝１０ 对照组(ｇ)ｎ＝１０ ｔ Ｐ

第 １ 周 １８.１１±３.２４ １９.７０±３.５７ －０.３４ ０.７６

第 ２ 周 １８.３２±４.０６ ２０.３６±３.１９ －０.４７ ０.７１

第 ３ 周 １７.９７±５.４１ ２０.８１±４.２４ －０.７５ ０.５４

第 ４ 周 １８.０５±５.４７ ２０.７２±３.７８ －０.６３ ０.６０

　 　 (二) 反式脂肪酸对大鼠体重的影响

实验组与对照组大鼠体重进行两独立样

本 ｔ 检验ꎮ 结果以 ( ｘ±ｓ) 表示ꎮ 与对照组

比较ꎬ 实验组大鼠体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ꎮ 应用 Ｅｘｃｅｌ 绘制簇状图ꎬ 实验期

间大鼠体重变化如图 １ 所示ꎬ 实验组大鼠体

重总体上低于对照组ꎮ 实验组雄性大鼠体重

除第 １ 周增长速度加快外ꎬ 其他周数体重均

呈平稳增长ꎮ 实验组雌性大鼠体重在第 ２、 ３
周时与对照组雌性大鼠大致相同ꎬ 第 ４ 周略

高于对照组雌性大鼠体重ꎮ

图 １　 实验期间大鼠体重变化

　 　 (三) 实验组与对照组大鼠脏器系数

实验结束后ꎬ 取实验组与对照组大鼠肝

脏、 脾脏称重ꎬ 计算脏器系数ꎬ 进行两独立

样本 ｔ 检验ꎮ 如表 ２ 所示ꎬ 与对照组比较ꎬ

实验组大鼠脾脏系数的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

义 (Ｐ<０.０１ꎬ Ｐ ＝ ０.００４)ꎬ 肝脏系数的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ꎮ

表 ２　 实验组与对照组脏器系数的比较 (ｘ±ｓ)

实验组 ｎ＝１０ 对照组 ｎ＝１０ ｔ Ｐ

肝脏系数 ３.０９±０.３３ ３.０４±０.１８ ０.４９０ ０.６５０

脾脏系数 ０.２２±０.２４∗∗ ０.１８±０.２７ ３.３６０ ０.００４

注:∗∗ Ｐ<０.０１ꎬ 实验组大鼠的脾脏系数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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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三种反式脂肪酸的标准曲线

将各浓度梯度的反式脂肪酸标准液应用

气相色谱仪检测后得出气相色谱图ꎬ 根据保

留时间判断出 Ｃ１６、 Ｃ１８ ∶ １、 Ｃ１８ ∶ ２所在峰的位

置ꎮ 应用 Ｅｘｃｅｌ 以反式脂肪酸浓度梯度为横

坐标ꎬ 峰面积为纵坐标ꎬ 绘制标准曲线ꎬ 计

算相关系数ꎮ 结果如表 ３ 所示ꎬ Ｃ１６、 Ｃ１８ ∶ １、
Ｃ１８ ∶ ２三种反式脂肪酸的相关系数在 ０.９９５－
０.９９６之间ꎬ 具有良好的相关性ꎮ

表 ３　 三种反式脂肪酸标准曲线的回归方程及相关系数

反式脂肪酸 回归方程 相关系数

Ｃ１６ Ｙ＝３.２２ｘ－３.４３ ０.９９

Ｃ１８ ∶ １ Ｙ＝３.３４ｘ－３.３６ ０.９９

Ｃ１８ ∶ ２ Ｙ＝３.４４ｘ－３.０３ ０.９９

　 　 (五) 大鼠血液中三种反式脂肪酸含量

的变化

每只大鼠血液取 １ 个平行样ꎬ 同时进行

前处理应用气相色谱仪检测ꎮ 得出气相色谱

图ꎬ 手动积分得出实验组与对照组三种反式

脂肪酸峰面积ꎬ 通过 Ｃ１６、 Ｃ１８ ∶ １、 Ｃ１８ ∶ ２三种反

式脂肪酸回归方程ꎬ 得出大鼠血液中反式脂

肪酸浓度ꎬ 与平行样中反式脂肪酸浓度取均

值后ꎬ 进行两独立样本 ｔ 检验ꎮ 结果如表 ４ 所

示ꎬ 两组大鼠血液中均检测出反式脂肪酸ꎬ
但与对照组比较ꎬ 实验组大鼠血液中反式脂

肪酸的浓度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ꎮ

表 ４　 大鼠血液中三种反式脂肪酸浓度的比较 (ｘ±ｓ)

实验组(ｍｇ / Ｌ)
ｎ＝１０

对照组(ｍｇ / Ｌ)
ｎ＝１０

ｔ Ｐ

Ｃ１６ １.４６±０.０４ １.４５±０.０４ ０.２３ ０.８２

Ｃ１８ ∶ １ １.３４±０.０４ １.４０±０.０４ －２.２４ ０.１５

Ｃ１８ ∶ ２ １.２４±０.０６ １.２７±０.０８ －０.０８ ０.４２

　 　 (六) 气相色谱图

将标准液、 黄油、 实验组大鼠血液、 对

照组大鼠血液经过处理后应用气相色谱仪检

测得出气相色谱图ꎬ 横坐标为保留时间ꎬ 纵

坐标为峰高ꎮ
图 ２ 为浓度为 ５ｍｇ / Ｌ 标准液的气相色谱

图ꎬ 反式脂肪酸 Ｃ１６、 Ｃ１８ ∶ １、 Ｃ１８ ∶ ２保留时间

分别为 １３.３８０ｍｉｎ、 １５.４２６ｍｉｎ、 １５.８２２ｍｉｎꎮ
图 ３ 为黄油的气相色谱图ꎬ 根据保留时

间确定 Ｃ１６、 Ｃ１８ ∶ １、 Ｃ１８ ∶ ２所在峰的位置ꎬ 通

过手动积分计算峰面积ꎮ Ｃ１６ 的峰面积为

１.１４１９５、 Ｃ１８ ∶ １的峰面积为 ３.１０３７１、 Ｃ１８ ∶ ２的

峰面积为 １.０８２３７ꎮ
图 ４ 为实验组大鼠血液的气相色谱图ꎬ

根据保留时间确定 Ｃ１６、 Ｃ１８ ∶ １、 Ｃ１８ ∶ ２所在峰

的位置ꎬ 通过手动积分计算峰面积ꎮ Ｃ１６的峰

面积为 １.２４７９２、 Ｃ１８ ∶ １的峰面积为 ３.００７２３、
Ｃ１８ ∶ ２的峰面积为 ７.２２１８ꎮ

图 ５ 为对照组大鼠血液的气相色谱图ꎬ
根据保留时间确定 Ｃ１６、 Ｃ１８ ∶ １、 Ｃ１８ ∶ ２所在峰

的位置ꎬ 通过手动积分计算峰面积ꎮ 对照组

中未能手动积分出峰面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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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Ａ: Ｃ１６ꎻ Ｂ: Ｃ１８ ∶ １ꎻ Ｃ: Ｃ１８ ∶ ２

图 ２　 浓度为 ５ｍｇ / Ｌ标准液气相色谱图

注: Ａ: Ｃ１６ꎻ Ｂ: Ｃ１８ ∶ １ꎻ Ｃ: Ｃ１８ ∶ ２

图 ３　 黄油气相色谱图

注: Ａ: Ｃ１６ꎻ Ｂ: Ｃ１８ ∶ １ꎻ Ｃ: Ｃ１８ ∶ ２

图 ４　 实验组大鼠血液气相色谱图

图 ５　 对照组大鼠血液气相色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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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一、 反式脂脂肪酸对脾脏的影响

脾脏系数是 ＳＤ 大鼠脾脏重量与体重之

比ꎮ 与对照组比较ꎬ 实验组大鼠脾脏系数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作为体内最大的免疫器

官ꎬ 脾脏是进行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

心ꎬ 可通过多种机制发挥抗肿瘤作用[１]ꎮ 所

以脾脏系数是反映机体免疫功能的重要指标

之一ꎮ 本实验实验组脾脏系数与对照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 说明黄油中小剂量的反

式脂肪酸对实验组大鼠的脾脏产生影响ꎬ 可

能会影响大鼠的免疫功能[２]ꎮ 本实验现处在

研究初期ꎬ 在后续实验中可着重研究反式脂

肪酸对脾脏功能的具体影响以及脾脏功能受

损与癌症的关系[３]ꎮ

二、 反式脂肪酸对其他指标无影响的原因

(一) 反式脂肪酸摄入不足

反式脂肪酸对大鼠血液中反式脂肪酸的

浓度、 摄食量、 体重、 肝脏系数无影响的原

因可能是黄油灌胃量设置偏低ꎮ 世界卫生组

织称反式脂肪酸的安全限值为摄入食物总能

量的 １％ꎮ 在实验干预前期时只取摄食量的

１％进行黄油灌胃ꎬ 未灌入 １％纯反式脂肪

酸ꎮ 最终导致大鼠体内反式脂肪酸含量未能

对大鼠血液、 大鼠摄食量、 体重、 肝脏功能

产生影响ꎮ 人造黄油在没有经过加工处理减

少反式脂肪酸含量的情况下ꎬ 反式脂肪酸的

含量会达到总重量的 １５％ꎮ 但气相色谱检测

出灌胃黄油中反式脂肪酸含量较少ꎬ 推测生

产厂家对黄油中反式脂肪酸含量进行控

制[４]ꎮ 在后续试验中ꎬ 首先应确定大鼠饲料

提供的能量ꎬ 计算每只大鼠每日摄入的饲料

提供的能量ꎬ 根据每只大鼠每日摄入的饲料

提供的能量的 １％ꎬ 结合黄油提供的能量计

算黄油灌胃量ꎮ 在后续实验中应选择反式脂

肪酸含量高的液态油脂进行建模ꎮ
(二) 实验干预时间不足

反式脂肪酸对大鼠血液中反式脂肪酸的

浓度、 摄食量、 体重、 肝脏系数无影响的另

外一个原因可能为实验干预时间设置较短ꎮ
当黄油灌胃 ４ 周时ꎬ 体内的反式脂肪酸含量

还未蓄积到一定程度ꎬ 未能对机体造成实质

性损伤ꎮ 所以与对照组比较ꎬ 实验组大鼠的

血液中反式脂肪酸含量、 摄食量、 体重、 肝

脏系数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参考文献

[１] 张长城ꎬ 贾亮亮ꎬ 李守超ꎬ 等. 淫羊

藿总黄酮对环磷酰胺致小鼠生精障碍保护作

用的研究 [Ｊ]. 中成药ꎬ ２０１０ꎬ (１２): ２０５２－
２０５５.

[２] 谢明勇ꎬ 谢建华ꎬ 杨美艳ꎬ 等.反
式脂肪酸研究进展 [ Ｊ]. 中国食品学报ꎬ
２０１０ꎬ (０４): １４－２６.

[３] 田雨ꎬ 赵连成. 反式脂肪酸与人体

健康 [Ｊ]. 中国预防医学杂志ꎬ ２０１１ꎬ (１０):
８９４－８９８.

[４] 杨芳ꎬ 李忠霞ꎬ 郑琳ꎬ 等. 气相色

谱法测定人红细胞膜反式脂肪酸含量 [ Ｊ].
华南预防医学ꎬ ２０１２ꎬ (０６): ６４－６６.



１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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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ｄ ｔｏ Ｈｏｎｇ Ｊｉａ ( ｊｈｏｎｇ＿ｌｚ＠ １６３.ｃｏｍ).
　 　 Ａｄｒｅｓｓ: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ꎬ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Ｌｕｚｈｏｕ ６４６０００ꎬ Ｃｈｉｎａꎻ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ｆｏｒ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Ｅｌｅｃｔｒｏ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ꎬ Ｌｕｚｈｏｕ ６４６０００ꎬ 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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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ｇ￣ｗｅｉ Ｇｕ３ 　 Ｗａｎｇ￣ｄｏｎｇ Ｘｕ１ 　 Ｈｏｎｇ Ｊｉａ１ꎬ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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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ｆｏｒ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Ｅｌｅｃｔｒｏ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Ｌｕｚｈｏｕ ６４６０００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Ｕｒｉｃ ａｃｉｄꎬ ａ ｐｏｗｅｒｆｕｌ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ꎬ ｍａｙ ｈａｖｅ ｎｅｕｒｏ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Ｂｕｔ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ｓｅｒｕｍ ｕｒｉｃ

ａｃｉｄ 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ｔｈａｔ ｐｒｅｄｉｓｐｏｓ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ｔｏ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ｆｒｏｍ ｓｔｕｄ￣
ｉｅｓ ｏｎ ｕｒｉｃ ａｃｉｄ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ｉｎ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ｕｒｉｃ ａｃｉｄ ｏｎ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ｍａｙ ｂ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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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Ｕｒｉｃ ａｃｉｄ ｉｓ ａｎ ｅ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 ｏｆ ｐｕｒｉｎｅ ｍｅ￣

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ｎｚｙｍａｔｉｃ ｄｅｇｒａ￣
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ｘａｎｔｈｉｎｅ ａｎｄ ｅｘｃｒｅ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ｋｉｄｎｅｙｓ
ａｎｄ ｂｏｗｅｌｓ.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ｓｅｒｕｍ ｕｒｉｃ ａｃｉｄ (ＳＵＡ) 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ｏｆｔｅｎ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
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ｙ[１] .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 ｉｓ ａ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ｎｅｕｒｏ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ꎬ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ｂｙ
ｐｏｏｒ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ｅｍｏｒｙ[２] . Ｉｔ ｉ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ａｂｏｕｔ ２２％ ｏｆ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ａｇｅｄ ７０ ａｎｄ ｏｌｄｅｒ ｈａｖｅ
ｓｏｍ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
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３] .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ａｇｉｎｇ ｏｆ ｏｕｒ ｓｏｃｉｅ￣
ｔｙꎬ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 ｉｓ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ａ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Ｍｏ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ｒｅ ｒｅｑｕｅｓ￣
ｔｅｄ ｔｏ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ｍ￣
ｐａｉｒ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ｎｔ ｄｅｃａｄｅꎬ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ｒｉｃ
ａｃｉｄ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ꎬ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ｗｅｒｅ
ｉｎ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ｏｒｙꎬ ｕｒｉｃ ａｃｉｄ ｉｓ ａｎ ｅｎｄｏｇｅ￣
ｎｏｕｓ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ꎬ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ａｂｏｕｔ ｔｗｏ ｔｈｉｒｄ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ｓｍａ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ｈｕｍａｎｓꎬ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ｔｏ ｅｘｅｒｔ ｎｅｕｒｏ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４] .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ｆｒｏｍ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 ｉｎ Ｔｕｖｅｎ 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ꎬ ｔｈｅｙ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ｔｈａｔ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ＳＵＡ ｍａｙ
ｂ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 ｉｎ ｏｌ￣
ｄｅｒ ａｄｕｌｔ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５] .
Ｓｉｍｉｌａｒｌｙꎬ ｉｎ ａ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ꎬ ｈｉｇｈｅｒ ｂａｓｅ￣
ｌｉｎｅ ＳＵＡ ｗａ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ｂｅｔｔｅｒ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ｌａｔｅｒ ｌｉｆｅ[６] .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ｔｈｅ ａｎ￣
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ｕｒｉｃ ａｃｉｄꎬ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ａ￣
ｇａｉｎｓｔ ｎｅｕｒｏ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ａｂｌｅ
ｂｙ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 ＳＵＡ ｄｅ￣
ｃｒｅａｓｅｄ ｉｎ ｇｏｕｔ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ｅｇｌｏｔｉｃａｓｅ
( ａ 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 ｕｒｉｃａｓｅ)ꎬ ｂｕｔ ｔｈｅ ｐｌａｓｍａ ｍａｒｋ￣
ｅｒｓ ｏｆ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ｒｅｍａｉｎｅｄ ｕｎｃｈａｎｇｅｄ[７] .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ＳＵＡ ｗａ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ｗｈｉｔｅ ｍａｔｔｅｒ ａｔｒｏ￣

ｐｈｙ ａｎｄ ｗｏｒｓ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８] . Ｈｉｇｈｅｒ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ＳＵＡ ｗａｓ ａｌｓｏ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ｆａｓｔｅｒ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ｖｅｒ￣ｔｉｍｅ ｉｎ ａ ｖｉｓｕａｌ ｍｅｍｏｒｙ / ｖｉｓｕ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ｅｓｔ[９] .

Ｏｖｅｒａｌｌꎬ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ｒｉｃ ａｃｉｄ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 ｉｓ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ｉｎ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Ｒｅ￣
ｃｅｎｔｌｙꎬ ｉｎ Ｈｕ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ꎬ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ａｄｄｉ￣
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ａ Ｕ￣ｓｈａｐｅｄ ｃａｒｖ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ＵＡ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ꎬ ｂｕｔ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ｕｎｄ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ｍｉｌ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ｉｒ￣
ｍｅｎｔ ｒｉｓｋ ｗｉｔｈ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ＳＵＡ ａｍｏｎｇ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ｗｈｏｓｅ ＳＵＡ ｗａｓ ａｂｏｖｅ ｔｈｅ ｃｕｔ ｐｏｉｎｔ ( ３８８. ６３
ｕｍｏｌ / Ｌ) [１０] .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ｕｒｉｃ ａｃｉｄ ｏｎ ｃｏｇｎｉ￣
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ｍａｙ ｇｏ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ꎬ ｔｈｅ ｄｅｔ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ｕｒｉｃ
ａｃｉｄ ｏｎ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ｍａｙ ｂｅ ｕｎａｂｌ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ｏｗ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ꎬ ｗｅ ａｉｍｅｄ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ＳＵＡ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ｇｎｉ￣
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ｕｓ.

２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２.１　 Ａｎｉｍａｌｓ

Ｔｈｉｒｔｙ￣ｔｗｏ ｍａｌｅ Ｓｐｒａｇｕｅ￣Ｄａｗｌｅｙ ｒａｔｓ (２１３
±１４.２１ｇ ｗｅｉｇｈｔꎬ ８ ｍｏｎｔｈｓ ｏｌｄ) ｗｅｒ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Ａｎｉｍ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ｈｅ ｒａｔｓ ｗｅｒｅ ｈｏｕｓｅｄ ｉｎ ｔｗｏ
ｐｅｒ ｃａｇｅ ｉｎ ｃｌｅａｎ ｃａｇ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２３ ±２℃)ꎬ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ｈｕ￣
ｍｉｄｉｔｙ (５５ ±５％)ꎬ ａｎｄ ｌｉｇｈｔ￣ｄａｒｋ ｃｙｃｌｅ (ｌｉｇｈｔꎬ
０８:００ ｔｏ ２０:００ｈꎻ ｄａｒｋꎬ ２０:００ ｔｏ ０８:００ｈ).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 ｗｅｒ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ａｃ￣
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ｉｍ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ａｐｐｒｏｖ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Ｅｔｈｉｃ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ｆｏｒ Ａｎｉｍ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２　 Ｈｙｐｅｒｕｒｉｃｅｍｉａ ｒａｔｓ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ｈｙｐｅｒｕｒｉｃｅｍｉａ ｍｏｄｅｌｓꎬ ｒａ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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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ｒ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ｗｉｔｈ ｙ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ｏｘｏｎａｔｅ
ｄｉｅｔｓꎬ ａｓ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ｌｙ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１１ꎬ１２] . Ｙｅａｓｔ ｃｏｎ￣
ｔａｉｎｓ ａｂｕｎｄａｎｔ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ａｎｄ 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ｕｒｉｃ ａｃｉ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ｏｘ￣
ｏｎａｔｅꎬ ａ ｕｒｉｃａｓ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ꎬ ｃａｎ ｉｎｈｉｂｉｔ ｕｒｉｃ ａｃｉｄ
ｅｘｃｒｅｔｉｏｎ. Ｒａｔｓ ｗｅｒｅ ｒａｎｄｏｍｌｙ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ｆｏｕｒ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ｉｔｈ ８ ｒａｔ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ｇｒｏｕｐ: ＮＣ ｇｒｏｕｐꎬ
Ｍ１ ｇｒｏｕｐꎬ Ｍ２ ｇｒｏｕｐꎬ Ｍ３ ｇｒｏｕｐ. ＮＣ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Ｒａｔｓ ｉｎ Ｍ１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ｆｅｄ ｙｅａｓｔ ｄｉｅｔ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１％ ｙｅａｓｔ ｐｅｒ ｄａｙ.
Ｒａｔｓ ｉｎ Ｍ２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ｆｅｄ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ｏｘｏｎａｔｅ ｄｉ￣
ｅｔ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０. ０２５％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ｏｘｏｎａｔｅ ｐｅｒ
ｄａｙ. Ｒａｔｓ ｉｎ Ｍ３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ｗｉｔｈ ｙ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ｏｘｏｎａｔｅ ｄｉｅｔ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１％ ｙｅａｓｔ
ａｎｄ ０. ０２５％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ｏｘｏｎａｔｅ ｐｅｒ ｄａｙ. Ｗｅ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ｌ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ｙ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ｏｘ￣
ｏｎａｔｅ ｄｉｅｔｓ ｔｏ ｒａｔｓ. ＳＵＡ ｌｅｖｅｌｓ ｗｅ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ｉｎ
ｂｌｏｏｄｓ ｓａｍｐｌｅｄ ｆｒｏｍ ｈｅａｒｔ ｉｎ ｖｉｖｏ ａｔ ０ｔｈ ｗｅｅｋꎬ
６ｔｈ ｗｅｅｋꎬ １６ｔｈ ｗｅｅｋꎬ ３２ｔｈ ｗｅｅｋꎬ ａｎｄ ４８ｔｈ ｗｅｅｋ.

２.３　 Ｍｏｒｒｉｓ ｗａｔｅｒ ｍａｚｅ ｔｅｓｔ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ｅｍｏｒｙ 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ｒａｔｓ ｗｅｒ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ｂｙ Ｍｏｒｒｉｓ ｗａｔｅｒ ｍａｚｅ
(ＭＷＭ) ｔｅｓｔꎬ ａｓ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ｌｙꎬ ｂｅｆｏｒｅ
ｅａｃｈ ｂｌｏｏｄ ｄｒａｗｉｎｇ[１３] . Ｉｎ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ꎬ ｅａｃｈ ｒａｔ ｗａｓ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ｔｏ ｓｗｉｍ ａｎｄ ｓｅａｒｃｈ ａ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ｗｉｔｈｉｎ １２０ｓ ｆｏｒ ｆｉｖｅ ｃｏｎｓｅｃｕｔｉｖｅ ｄａｙｓ.
Ｔｈｅ ｅｓｃａｐｅ ｌａｔｅｎｃｙ ｏｆ ｆｉ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ｏｕ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ｗａｓ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Ｉｆ ｔｈｅ ｒａｔ ｆａｉｌｅｄ ｔｏ 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ꎬ ｔｈｅ ｅｓｃａｐｅ ｌａｔｅｎｃｙ ｗａｓ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ａｓ １２０ｓ. Ｉ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ｒｏｂｅ ｔｅｓｔꎬ ｔｈ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ｗａｓ
ｒｅｍｏｖ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ｓｉｘｔｈ ｄａｙ. Ｅａｃｈ ｒａｔ ｗａｓ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ｔｏ ｓｗｉｍ ｗｉｔｈｉｎ １２０ｓꎬ ｔｈ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ｔｈａｔ ｒａｔ ｐａｓ￣
ｓｅｄ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ｑｕａｄｒａｎｔ ｗａｓ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Ｔｈ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ｒａｔ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ＭＷＭ
ｔｅｓｔ ａｍｏｎｇ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ｅｒ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Ａｔ ４８ｔｈ ｗｅｅｋꎬ
ｔｈｅ ｅｓｃａｐｅ ｌａｔｅｎｃｉ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ｇｒｏｕｐ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ꎬ ｔｈｅ ｒａｔｓ ｗｅｒｅ ｓｔｏｐｐｅｄ ｆｅｅｄ.
Ｔｈｅ ４８ｔｈ ｗｅｅｋ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ｗｅｒｅ ｓｅｒｖｅｄ ａｓ ｆｉｎａｌ ｄａｔａ.

２.４　 Ｈｉｓｔ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

Ａｆｔｅｒ ４８ｔｈ ｗｅｅｋꎬ ｔｈｅ ｒａｔｓ ｗｅｒｅ ａｎｅｓｔｈｅｔｉｚｅｄ

ｗｉｔｈ ４０ｍｇ / ｋｇ ｐｅｎｔｏｂａｒｂｉｔａｌ ｓｏｄｉｕｍꎬ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ｅｄ ｔｏ ａｃｑｕｉｒｅ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ｕｓ.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ｕｓ ｗａｓ ｆｉｘｅｄ ｉｎ ４％ ｐａｒａｆｏｒｍａｌｄｅｈｙｄｅ
ａｎｄ ｃｕｔ ｉｎｔｏ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ｓｔａｉｎ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ｈｅｍａｔｏｘｙｌｉｎ￣ｅｏｓｉｎ ｗｅｒ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ｏｂｓｅｒｖｅ ｔｈｅ ｍｏｒ￣
ｐ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Ａ１ ａｎｄ ＣＡ３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ｓｔａ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ｄｅｏｘｙｎｕｃｌｅｏｔｉ￣
ｄｙｌ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ｅ￣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ｎｉｃｋ ｅｎｄ 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ｗｅｒ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ｏｂｓｅｒｖｅ ｔｈｅ ａｐｏｐｔｏｔｉｃ ｃｅｌｌｓ ｏｆ ＣＡ１ ａｎｄ
ＣＡ３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ｐｏｐｔｏｔｉｃ ｃｅｌｌ ｉｓ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ａｓ ｐｙｒａｍｉ￣
ｄａｌ ｃｅｌｌ ｗｉｔｈ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ｙｅｌｌｏｗｉｓｈ￣ｂｒｏｗｎ ｇｒａｎｕｌｅｓ
ｏｒ ｐｌａｑｕｅｓ ｉｎ ｎｕｃｌｅｕｓ. Ｔｈｒｅｅ ｎｏｎ￣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
ｆｉｅｌｄｓ ｏｆ ＣＡ１ ａｎｄ ＣＡ３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ｒａｎｄｏｍｌｙ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ｏｂｓｅｒｖｅ ａｐｏｐｔｏｔｉｃ ｃｅｌｌｓ
ａｎｄ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ｉｎｄｅｘ
＝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ａｐｏｐｔｏｔｉｃ ｃｅｌｌｓ /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ｃｅｌｌｓ×１００％) ｕｎｄｅｒ ｌｉｇｈｔ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 (４００
ｔｉｍｅｓ)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２.５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ꎬ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ｃｙｔｏ￣
ｋｉｎｅｓ ａｎｄ β￣ａｍｙｌｏｉｄ ｐｅｐｔｉｄｅ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ｕｓ ｗａｓ ｈｏｍｏｇｅｎｉｚｅｄ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ｅｄ ａｔ ４０００ｒｐｍ ｔｏ ｏｂｔａｉｎ ｓｕｐｅｒｎａｔａｎｔ.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ｎａｔａｎｔ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ｓｕｐｅｒｏｘｉｄｅ ｄｉｓｍｕｔａｓｅ ( ＳＯＤ)ꎬ ｇｌｕｔａｔｈｉｏｎｅ ｐｅｒ￣
ｏｘｉｄａｓｅ (ＧＳＨ￣Ｐｘ)ꎬ ｍａｌｏｎｄｉａｌｄｅｈｙｄｅ (ＭＤＡ)ꎬ
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１β (ＩＬ￣１β)ꎬ ｔｕｍｏｒ ｎｅｃｒｏｓｉｓ ｆａｃｔｏｒ￣α
(ＴＮＦ￣α) ａｎｄ β￣ａｍｙｌｏｉｄ ｐｅｐｔｉｄｅ (Ａβ) ｂｙ ｅｎ￣
ｚｙｍｅ ｌｉｎｋｅｄ ｉｍｍｕｎｏｓｏｒｂｅｎｔ ａｓｓａｙ.

２.６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ＰＳＳ ２４.０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ａｌ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

ｓｅｓ.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ｗｉｔｈ ｎｏｒｍ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ｐｒｅｓ￣
ｅｎｔｅｄ ａｓ ｍｅａｎ ｖａｌｕ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ｂｅ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ｓ ｍｅｄｉａｎ ( ２５ｔｈ ｐｅｒｃｅｎｔｉｌｅꎬ ７５ｔｈ ｐｅｒｃｅｎｔｉｌｅ)ꎬ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ｗｉｔｈ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 Ｈ ｔｅｓｔ. Ｒｅ￣
ｐｅａｔｅ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ｄａｔａ ａｍｏｎｇ ｇｒｏｕｐｓ.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ＵＡꎬ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ꎬ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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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Ａβ ｗｅ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Ｐｅｒｓｏｎ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ｖａｌｕｅ<０.０５ ｗａｓ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ａ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
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ＧｒａｐｈＰａｄ ６.０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ｄｒａｗ
ｇｒａｐｈｓ.

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３.１　 ＳＵＡ ｌｅｖｅｌｓ

Ｒａｔ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ＳＵＡ ｖａｌｕｅ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１１０
ｕｍｏｌ / Ｌ ｗａ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ｓ ａ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ｈｙｐｅｒｕｒｉ￣
ｃｅｍｉａ ｍｏｄｅｌ. Ｔｈｅ ＳＵＡ ｌｅｖｅｌｓ ｉｎ Ｍ３ ａｎｄ Ｍ２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ｅｒｅ １４８.２４ ±２１.９９ ｕｍｏｌ / Ｌ ａｎｄ １４２.５６
±２１.２１ ｕｍｏｌ / Ｌ ａｔ ６ｔｈ ｗｅｅｋꎬ ｔｈｅ ＳＵＡ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Ｍ１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１３６. ９３ ±１９. ２２ ｕｍｏｌ / Ｌ ａｔ １６ｔｈ

ｗｅｅｋꎬ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ｗ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ｈｙｐｅｒｕｒｉｃｅｍｉａ ｒａｔｓ ｉｎ Ｍ３ꎬ Ｍ２ ａｎｄ Ｍ１ ｇｒｏｕｐｓ
[１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６ｔｈ ｗｅｅｋꎬ ｔｈｅ ＳＵＡ ｌｅｖｅｌｓ ｉｎ
Ｍ３ꎬ Ｍ２ ａｎｄ Ｍ１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ｅｒｅ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ｌｙ ｉｎ￣
ｃｒｅａｓｉｎｇꎬ ＳＵＡ ｌｅｖｅｌｓ ｉｎ Ｍ３ ( ａｌｌ Ｐ < ０. ００１)ꎬ

Ｍ２ ( ａｌｌ Ｐ < ０. ００１) ａｎｄ Ｍ１ ( ａｌｌ Ｐ < ０. ００１)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ｅｒｅ ａｌｗａｙ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ａ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ＮＣ
ｇｒｏｕｐꎬ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ＵＡ ｉｎ Ｍ３
(ａｌｌ Ｐ<０.００５) ａｎｄ Ｍ２ (ａｌｌ Ｐ<０.０２９)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ｅｒｅ ａｌｓｏ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ａ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Ｍ１ ｇｒｏｕｐ.
(Ｆｉｇ １ａ)

３.２　 Ｔｈｅ ｅｓｃａｐｅ ｌａｔｅｎ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

Ｔｈｅ ｅｓｃａｐｅ ｌａｔｅｎｃｙ ｃａｎ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ｎｉｍａｌ.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ｒｅ￣
ｐｅａｔｅ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ꎬ ｔｈｅ ｅｓ￣
ｃａｐｅ ｌａｔｅｎｃｉｅｓ ｉｎ Ｍ３ (Ｐ＝ ０.００７) ａｎｄ Ｍ２ (Ｐ＝
０. ０３５)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ｅｒｅ ｌｏｎｇ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ＮＣ
ｇｒｏｕｐ. Ｔｈ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ｃｒｏｓｓｉｎｇ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ｉｎｄｉ￣
ｃａ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ｍｅｍｏｒｙ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ｔａｋｅｎ ｐｌａｃｅ ａｆｔｅｒ ｌｅａ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ａｔｓ ｈａｄ ｃｏｍ￣
ｐａｒａｂｌ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ｇｒｏｕｐｓꎬ ｂｕｔ ｔｈｅ ｆｒｅ￣
ｑｕｅｎｃｉｅｓ ｉｎ Ｍ３ꎬ Ｍ２ ａｎｄ Ｍ１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ｅｒｅ ａｌｌ
ｌｏｗｅｒ ａ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ＮＣ ｇｒｏｕｐ. (Ｆｉｇ １ｂ)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ＳＵＡ ｌｅｖｅｌｓꎬ ｅｓｃａｐｅ ｌａｔｅｎ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 ｏｆ ｒａｔｓ
Ｄａｔａ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ａｓ ｍｅａ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ａ: ０ｔｈ ｗｅｅｋ: Ｆ＝ ０.９１７ꎬ Ｐ＝ ０.４４６ꎻ ６ｔｈｗｅｅｋ: Ｆ＝ ４３.９８０ꎬ Ｐ

<０.００１. Ｍ３ ｖｓ Ｍ１ꎬ＃ Ｐ<０.００１ꎻ Ｍ３ ｖｓ ＮＣꎬ∗ Ｐ<０.００１ꎻ Ｍ２ ｖｓ Ｍ１ꎬ＃ Ｐ<０.００１ꎻ Ｍ２ ｖｓ ＮＣꎬ∗ Ｐ<０.００１ꎻ

Ｍ１ ｖｓ ＮＣꎬ∗ Ｐ<０.００１. １６ｔｈｗｅｅｋ: Ｆ＝ ３４.１９９ꎬ Ｐ<０.００１. Ｍ３ ｖｓ Ｍ１ꎬ＃ Ｐ＝ ０.００４ꎻ Ｍ３ ｖｓ ＮＣꎬ∗ Ｐ<０.００１ꎻ

Ｍ２ ｖｓ Ｍ１ꎬ＃ Ｐ＝ ０.０２５ꎻ Ｍ２ ｖｓ ＮＣꎬ∗ Ｐ<０.００１ꎻ Ｍ１ ｖｓ ＮＣꎬ∗ Ｐ<０.００１. ３２ｔｈ ｗｅｅｋ: Ｆ＝ ６３.７８７ꎬ Ｐ<０.００１.

Ｍ３ ｖｓ Ｍ２ꎬ＆ Ｐ＝ ０.００３ꎻ Ｍ３ ｖｓ Ｍ１ꎬ＃ Ｐ<０.００１ꎻ Ｍ３ ｖｓ ＮＣꎬ∗ Ｐ<０.００１ꎻ Ｍ２ ｖｓ Ｍ１ꎬ＃ Ｐ ＝ ０.０２８ꎻ Ｍ２ ｖｓ

ＮＣꎬ ∗Ｐ<０.００１ꎻ Ｍ１ ｖｓ ＮＣꎬ∗ Ｐ<０.００１ꎻ ４８ｔｈ ｗｅｅｋ: Ｆ＝ ４１.４１２ꎬ Ｐ<０.００１. Ｍ３ ｖｓ Ｍ１ꎬ＃ Ｐ<０.００１ꎻ Ｍ３

ｖｓ ＮＣꎬ∗ Ｐ<０.００１ꎻ Ｍ２ ｖｓ Ｍ１ꎬ＃ Ｐ＝ ０.０１３ꎻ Ｍ２ ｖｓ ＮＣꎬ∗ Ｐ<０.００１ꎻ Ｍ１ ｖｓ ＮＣꎬ∗ Ｐ<０.００１. ｂ: Ｔｈｅ ｅｓｃａｐｅ
ｌａｔｅｎｃｙ: 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 ３.０９３ꎬ Ｐ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 ０.０４３. Ｍ３ ｖｓ ＮＣꎬ Ｐ＝ ０.００７ꎻ Ｍ２ ｖｓ ＮＣꎬ Ｐ＝ ０.０３５. Ｔｈ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Ｆ＝ １.８９６ꎬ Ｐ＝ ０.１５３.

３.３　 Ｈｉｓｔ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 ｃｅｌｌ ｌａｙｅｒ ａｎｄ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Ａ１ ａｎｄ ＣＡ３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ｉｎ Ｍ３ ｇｒｏｕｐ. Ｄｅ￣

ｃｒｅａｓｅｄ ｃｅｌｌ ｌａｙｅｒ ａｎｄ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Ａ１ ｒｅｇ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ａｌｓｏ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 Ｍ２ ｇｒｏｕｐ. Ｔｈｅ ｃｅｌｌ ｇａｐｓ
ｏｆ ＣＡ３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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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ｅｌｌｓ ｂｅｃａｍｅ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ｃｙｔｏ￣
ｐｌａｓｍ ａｎｄ ｎｕｃｌｅｉ ｓｔａｉｎｅｄ ｄｅｅｐｌｙ ｉｎ Ｍ２ ｇｒｏｕｐ.
Ｔｈｅ ｃｅｌｌ ｇａｐｓ ｏｆ ＣＡ１ ｒｅｇｉｏｎ ｓｌｉｇｈｔ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ꎬ
ａｎｄ ｃｅｌｌ ｌａｙｅｒ ａｎｄ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ＣＡ１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ｌｓｏ ｓｌｉｇｈｔｌｙ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ｉｎ Ｍ１ ｇｒｏｕｐ. Ｉｎ ＣＡ１ ｒｅ￣
ｇｉｏｎｓꎬ ｔｈｅ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ｉｎｄｅｘ ｉｎ Ｍ３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Ｍ１ (Ｐ ＝ ０.０４３) ａｎｄ ＮＣ
(Ｐ＝ ０.００９) ｇｒｏｕｐｓ. (Ｆｉｇ ２)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ａｌ
ＣＡ１ ａｎｄ ＣＡ３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ｏｆ ｒａｔｓ.

Ｄａｔａ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ａｓ ｍｅｄｉａｎ (２５ｔｈ ｐｅｒｃｅｎｔｉｌｅꎬ ７５ｔｈ ｐｅｒｃｅｎｔｉｌｅ) . ＣＡ１: Ｈ ＝ ８.６０３ꎬ Ｐ ＝ ０.０３５.

Ｍ３ ｖｓ Ｍ１ꎬ＃ Ｐ＝ ０.０４３ꎻ Ｍ３ ｖｓ ＮＣꎬ∗ Ｐ＝ ０.００９. ＣＡ３: Ｈ＝ １.７３２ꎬ Ｐ＝ ０.６３０.

３.４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ＳＯＤꎬ ＧＳＨ￣Ｐｘ ａｎｄ ＭＤＡ ａｒｅ ｃｏｍｍｏｎｌｙ ｉｎ￣

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ꎬ ｈｉｐｐ￣
ｏｃａｍｐａｌ ＳＯＤ ｌｅｖｅｌｓ ｉｎ Ｍ３ (ｂｏｔｈ Ｐ<０.００１) ａｎｄ
Ｍ２ (ｂｏｔｈ Ｐ＝ ０.００３)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ｅｒｅ ｌｏｗｅｒ ａｓ ｃｏｍ￣
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Ｍ１ ａｎｄ ＮＣ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ＭＤＡ ｌｅｖ￣
ｅｌ ｏｆ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ｕｓ ｉｎ Ｍ３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ａｌｓｏ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ｗｈｅｎ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Ｍ１ (Ｐ<０.００７) ａｎｄ ＮＣ (Ｐ
<０.００３)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ｅ ｄｉｄ ｎｏｔ ｆｉｎ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 ｉｎ ＧＳＨ￣Ｐｘ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ｍｏｎｇ ｇｒｏｕｐｓ. (Ｆｉｇ ３)

３.５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
ＩＬ￣１β ａｎｄ ＴＮＦ￣α ａｒｅ ｋｎｏｗｎ ａｓ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ｉｎ￣

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ꎬ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

ｐａｌ ＴＮＦ￣α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Ｍ３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Ｍ２ (Ｐ ＝ ０. ０２１)ꎬ Ｍ１ (Ｐ < ０. ００１)ꎬ
ａｎｄ ＮＣ (Ｐ< ０. ００１)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ＮＦ￣α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ｕｓ ｉｎ Ｍ２ (Ｐ ＝ ０.０４２) ｇｒｏｕｐ
ａｌｓｏ ｗａｓ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ａ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ｔｏ ＮＣ ｇｒｏｕｐ. Ｗｅ
ｄｉｄ ｎｏｔ ｆｉｎ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ＩＬ￣１β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ｍｏｎｇ ｇｒｏｕｐｓ. (Ｆｉｇ ３)

３.６　 Ａβ
Ａβ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ｔｏ ｉｎｄｕｃｅ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ｌｉｋ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ｅｍｏｒｙ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ꎬ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ａｌ Ａβ ｌｅｖｅｌｓ ｉｎ Ｍ３ (Ｐ
＝ ０. ００２) ａｎｄ Ｍ２ ( Ｐ ＝ ０. ０１８)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ｅｒ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ＮＣ ｇｒｏｕｐ (Ｆｉｇ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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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ａｌ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ꎬ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Ａβ ｏｆ ｒａｔｓ

Ｄａｔａ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ａｓ ｍｅａ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ＳＯＤ: Ｆ＝ ９.０４５ꎬ Ｐ<０.００１. Ｍ３ ｖｓ Ｍ１ꎬ＃ Ｐ

<０.００１ꎻ Ｍ３ ｖｓ ＮＣꎬ∗ Ｐ<０.００１ꎻ Ｍ２ ｖｓ Ｍ１ꎬ＃ Ｐ＝ ０.００３ꎻ Ｍ２ ｖｓ ＮＣꎬ∗ Ｐ ＝ ０.００３. ＧＳＨ￣

Ｐｘ: Ｆ＝ ０.２５４ꎬ Ｐ＝ ０.８５８. ＭＤＡ: Ｆ＝ ４.１９７ꎬ Ｐ＝ ０.０１４. Ｍ３ ｖｓ Ｍ１ꎬ＃ Ｐ ＝ ０.００７ꎻ Ｍ３ ｖｓ

ＮＣꎬ∗ Ｐ＝ ０.００３. ＴＮＦ￣α: Ｆ＝ ８.４１７ꎬ Ｐ<０.００１. Ｍ３ ｖｓ Ｍ２ꎬ＆ Ｐ＝ ０.０２１ꎻ Ｍ３ ｖｓ Ｍ１ꎬ＃ Ｐ<

０.００１ꎻ Ｍ３ ｖｓ ＮＣꎬ∗ Ｐ<０.００１ꎻ Ｍ２ ｖｓ ＮＣꎬ∗ Ｐ ＝ ０.０４２. ＩＬ￣１β: Ｆ ＝ ０.４５４ꎬ Ｐ ＝ ０.７１６.

Ａβ: Ｆ＝ ４.１４１ꎬ Ｐ＝ ０.０１５. Ｍ３ ｖｓ ＮＣꎬ∗ Ｐ＝ ０.００２ꎻ Ｍ２ ｖｓ ＮＣꎬ∗ Ｐ＝ ０.０１８.

３.７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４８ｔｈ ｗｅｅｋ ＳＵＡꎬ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ꎬ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ｃｙｔｏ￣
ｋ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Ａβ

　 　 Ｐｅｒｓｏｎ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
ｔｗｅｅｎ ＳＵＡ ａｎｄ ＳＯＤ (ｒ＝ －０.５５２ꎬ Ｐ ＝ ０.００２)ꎬ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ＵＡ
ａｎｄ ＴＮＦ￣α ( ｒ ＝ ０.５４２ꎬ Ｐ ＝ ０.００１)ꎬ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ｌｙ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ＵＡ ａｎｄ Ａβ
(ｒ ＝ ０.５５０ꎬ Ｐ ＝ ０.００１) (Ｆｉｇ ４ａ).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ꎬ
ｗｅ ａｌｓｏ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ＮＦ￣α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ａｓｓｏ￣
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ＯＤ (ｒ ＝ －０.４６４ꎬ Ｐ ＝ ０.００７) ａｎｄ
ＭＤＡ (ｒ＝ ０.３６８ꎬ Ｐ ＝ ０.０３８)ꎬ Ａβ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ｌ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ＯＤ ( ｒ ＝ － ０. ３７６ꎬ Ｐ ＝
０.０３４) (Ｆｉｇｕｒｅ ４ｂ).

４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ｉｒ￣

ｍｅｎｔꎬ ａ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ｎｅｕｒｏ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ꎬ
ａｎｄ ｕｒｉｃ ａｃｉｄ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ｈｏｗ￣
ｅｖｅｒꎬ ｔｈｅｓ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ｗｅｒ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ｉｎｇ. Ｏｕｒ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ｃｌｅａｒ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ｄｅｔ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ＳＵＡ ｏｎ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ＳＵＡ ｍａｙ ｉｎｄｕｃｅ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ＮＦ￣α ａｎｄ Ａβ ｉｎ ｒａｔ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ｕｓ.

ＭＷＭ ｔｅｓｔ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ｓｔｌｙ ｕｓｅｄ ｍｅｔｈ￣
ｏｄｓ ｆｏ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ｅｍ￣
ｏｒｙ 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ｒａｔ. Ｔｈｅ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ａｌ ＣＡ１ ａｎｄ
ＣＡ３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ｂｒａ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ｅｍｏｒｙ ｗｈｉｃｈ ｄａｍａｇｅ ｍａｙ ｃｏｎ￣
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１５] . Ｉｎ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ｙꎬ
ｔｈｅ ｒａｔｓ ｉｎ Ｍ３ ａｎｄ Ｍ２ ｇｒｏｕｐｓ ｔｅｎｄｅｄ ｔｏ ｈａｖｅ
ｌｏｎｇｅｒ ｅｓｃａｐｅ ｌａｔｅｎｃｉｅｓ ａ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ＮＣ
ｇｒｏｕｐꎬ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ｐｏｏｒ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ＳＵＡ.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 ｒｅ￣
ｓｕｌｔｓ ａｌｓｏ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ａｔｓ ｗｉｔｈ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ＳＵＡ ｈａｄ ｍｏｒｅ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ｊｕｒｉｅｓ ｏｆ ｈｉｐｐ￣
ｏｃａｍｐａｌ ＣＡ１ ａｎｄ ＣＡ３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ｔ ｏｆ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ｊｕｒｉｅｓꎬ ＳＵＡ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
ｔｉｏｎ ｍａｙ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ｒｉｔｙ ｏｆ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ａｌ ｄａｍａｇｅ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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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４８ｔｈ ｗｅｅｋ ＳＵＡꎬ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ꎬ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Ａβ

Ｔｈｅｓ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 ｄｅｔ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ＳＵＡ ｏｎ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ｏｍｅ ｅｘ￣
ｔｅｎｔꎬ ｗｈｉｃｈ ｗｅｒｅ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Ｖａｎｎｏｒｓｄａｌｌ 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ꎬ ｈｉｇｈ ＳＵＡ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ｄｗｅｌｌｉｎｇ ｏｌｄｅｒ ｗｏｍｅｎ[１６] .
Ｉｎ ａ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ｈｏｒｔ ｓｔｕｄｙꎬ ｈｉｇｈｅｒ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ＳＵＡ ｗａ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ｆａｓｔｅｒ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ｖｅｒ￣ｔｉｍｅ[９] .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ꎬ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ＳＵＡ ｗａ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ｍａｔｔｅｒ ａｔｒ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ｃｅｒｅ￣
ｂｒａｌ ｉｓｃｈｅｍｉａ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ｙ ｍｅｄｉａｔｅ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ＵＡ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８ꎬ１７] .

Ｃｅｒｅｂｒａｌ ｔｉｓｓｕｅ ｉｓ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ｌｅ ｔｏ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ｄａｍａｇｅ ｄｕｅ ｔｏ ｉｔｓ ｈｉｇｈ ｏｘｙｇｅｎ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ꎬ ｈｉｇｈ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ｐｏｌｙ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ꎬ ａｎｄ ｌｏｗ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 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４ꎬ１８] . Ｔｈｅ ｅｘａｃ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ｕｒｉｃ ａｃｉ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ｒｅｍａｉｎ ｕｎｋｎｏｗｎꎬ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ｏｘｉ￣
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ａｔ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ｅｕｒｏ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１９] . Ｕｒｉｃ ａｃｉｄ ｃｏｎ￣
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ｅｒｅｂｒｏｓｐｉｎａｌ ｆｌｕｉｄ ｍａｉｎｌｙ ｄｅｐｅｎｄ
ｏｎ ＳＵＡ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ｉｒｅｄ ｂｌｏｏｄ￣ｂｒａｉｎ
ｂａｒｒｉｅｒ[２０] . Ｕｒｉｃ ａｃｉｄ ｉｎ ｓｅｒｕｍ ｃｏｕｌｄ ｐａｓ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ｂｌｏｏｄ￣ｂｒａｉｎ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ａｎｄ ｂ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ｅｄ ａ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ｕｓ[１１] . Ｃｅｒｅｂｒａｌ
ｔｉｓｓｕｅ ａｌｓｏ ｃｏｕｌｄ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ｕｒｉｃ ａｃｉｄ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ａｉｎ ｉｓｃｈｅｍｉａ[２１] . Ｕｒｉｃ ａｃｉｄ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ｐｅｒｏｘ￣
ｉｄｅ[２２] . Ｔｈｅ ｅｎｚｙｍａｔｉｃ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ｘａｎｔｈｉｎｅ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ｄｕｃｅｓ ｓｕｐｅｒｏｘｉｄｅ ａｎｉｏｎ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ｅｎ￣
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ｕｒｉｃ ａｃｉｄ[１６] . Ｔｈｅ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ｏｘｙｇｅ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ｕｌｄ ｉｎｄｕｃｅ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ꎬ ｗｈｉｃｈ
ｗｉｌｌ ｅｖｅｎｔｕａｌｌｙ ｃａｕｓｅ ｃｅｌｌｓ ｄａｍａｇｅ ａｎｄ ａｐｏｐｔｏ￣
ｓｉｓ[２３] . ＳＯＤ ａｎｄ ＭＡＤ ａｒ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ｌｙ ｓｅｎｓｉ￣
ｔｉｖｅ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ｏｆ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 ｃｌｉｎｉｃ[２４ꎬ２５] .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ꎬ ｗ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ｌｏｗｅｒ ＳＯＤ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ＭＤＡ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ｕｓ ｉｎ Ｍ３ ａｎｄ
Ｍ２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ｔｏ ＮＣ ｇｒｏｕｐꎬ ＳＵＡ ｌｅｖ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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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ＯＤ
ｌｅｖｅｌꎬ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ｕｒｉｃ ａｃｉｄ. Ｏｕｒ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ｗｅｒｅ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ｓｔｕｄｙ ｗｈｉｃｈ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ＳＯＤ ａｃ￣
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ｕｓ ｉｎ ｈｙｐｅｒｕｒｉｃｅｍｉａ ｒａｔｓꎬ
ｆｏｕｎｄ ｕｒｉｃ ａｃｉｄ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Ｏ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ｂｙ
１９％[１１] . Ｓｈｉｍａｍｕｒａ 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ｈａｓ ａｌｓｏ ｄｅｍ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
ｗｉｔｈ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ｗｉｔｈ ｐｏｓ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ｉｓｃｈｅｍｉｃ ｌｅ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ａｒｏｔｉｄ ａｒｔｅｒｙ ｓｔｅ￣
ｎｏｓｉｓ ｓｔｅｎｔｉｎｇ[２６] .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ａｌ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ｄｅｅｍｅｄ ｔｏ ｂｅ
ａ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 ｆｏｒ ｎｅｕｒｏ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２７] .
Ｉｔ ｃｏｕｌｄ ｔｒｉｇｇｅｒ 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ｇｌｉｏｓｉｓ 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 ｍｉｃｒｏ￣
ｇｌｉａｌ ａｎｄ ａｓｔｒｏｇｌｉａｌ[１１] . 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ｍｉｃｒｏｇｌｉａ ａｎｄ
ａｓｔｒｏｇｌｉａｌ ｃａｎ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ｏｋｉｎｅｓꎬ ｔｈｅｒｅｂｙ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ｂｒａｉｎ[２８] .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ａｌ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ｈａｖｅ ｃｒｕ￣
ｃｉ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ｂｒａｉｎ ｅｘｃ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ａｔ 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
ｅｄ ｗｉｔｈ ｎｅｕ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２９] .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ａｍ￣
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ａｌｓｏ ｃａｕｓｅ ｎｅｕｒｏｎａｌ ｄｅａｔｈ ａｎｄ
ｂｌｏｃｋａｄｅ ｏｆ ｎｅｕｒｏｇｅｎｅｓｉｓꎬ ｔｈｕｓ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ｏ ｃｏｇ￣
ｎ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３０ꎬ３１] .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ꎬ ｗｅ ｏｂ￣
ｓｅｒｖｅ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ＮＦ￣α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ｕｓ ｉｎ
Ｍ３ ａｎｄ Ｍ２ ｇｒｏｕｐｓ ｕｎｄｅ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ｅｄ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ＳＵＡ ｗｈｅｎ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ＮＣ ｇｒｏｕｐꎬ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ａｌ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ꎬ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Ｓｈａｏ
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ｈａ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ｈｉｇｈ ｕｒｉｃ ａｃｉｄ ｄｉｅ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ａｌ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ａｃ￣
ｔｉｖｅ ｇｌｉｏｓｉｓ ｉｎ ｒｏｄｅｎｔｓ [１１] . Ｕｒｉｃ ａｃｉｄ ｍａｙ ｉｎｄｕｃｅ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ａｌ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ＬＲ４ / ＮＦ￣κＢ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ꎬ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
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 ｇｅｎｅｓ ａｎｄ
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ＴＮＦ￣α ａｎｄ ＩＬ￣１β ｌｅｖｅｌｓ[１１] .

Ｂｅｓｉｄｅｓꎬ ｗｅ ａｌｓｏ ｆｏｕｎｄ ＴＮＦ￣α ｌｅｖｅｌ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
ｒａｔ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ｕｓ. Ｍａｎ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ｈａｖｅ ｐｒｏ￣
ｐｏｓ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ｕｒｉｃ
ａｃｉｄ ｉｓ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ｔｏ ａ ｓｅｃｏｎｄ ｍｅｓｓｅｎｇｅｒ ｆｏｒ ｉｎｆｌａｍ￣

ｍａｔｉｏｎ[３２] .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ｕｒｉｃ ａｃｉｄ ｃａｎ ｉｎｄｕｃｅ ｒｅａｃ￣
ｔｉｏｎ ｏｘｙｇｅ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
ｃｅｌｌｓꎬ ａｎｄ ｍａｓｓｉｖｅ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ｏｘｙｇｅ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ａｎ
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ＮＦ￣α ａｎｄ ＩＬ￣
６[３３] . Ｒｅｃ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ｒｅｇａｒｄ ｔｏ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ｅｖｅｒｅ ｇｏｕｔｙ 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 ｂｙ ａｌｌｏｐｕｒｉｎｏｌ ａｎｄ ｆｅｂｕｘ￣
ｏｓｔａｔ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ＭＤＡ ａｎｄ ｎｉｃｏｔｉｎ￣
ａｍｉｄｅ ａｄｅｎｉｎｅ ｄｉ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ｏｘｉｄａｓ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ｄ ｗｈｅｎ ｕｒｉｃ ａｃｉｄ ｗａｓ ｒｅｄｕｃｅｄꎬ ｓｕｇｇｅｓ￣
ｔｉｎｇ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ｍａｙ ｂｅ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ｉｎ￣
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ｕｒｉｃ ａｃｉｄ[３４] .

Ａβ ｃｏｎｓｉｓｔｓ ｏｆ ３９－４２ 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 ｒｅｓｉｄｕｅｓ
ａｎｄ ｉｓ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ａ ｓｅｑｕｅｎｔ ｃｌｅａｖａｇｅ ｏｆ ａｍ￣
ｙｌｏｉｄ 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ｂｙ β￣ｓｅｃｒｅｔａｓｅ ａｎｄ γ￣
ｓｅｃｒｅｔａｓｅ[３５] . Ａβ ｉｓ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ｏｆ ａｍ￣
ｙｌｏｉｄ ｐｌａｑｕｅ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ａｌｌｍａｒｋｓ ｆｏｒ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ꎬ ｗｅ ｆｏｕｎｄ Ａβ
ｌｅｖｅｌ ｗａｓ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ＯＤ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ＵＡ ｌｅｖｅｌ. Ｚｌｏｋｏｖ￣
ｉｃ ｆｉｒｓｔ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ａｇｅ￣ｒｅｌａｔｅｄ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ｉｎｊｕｒｙ ｐｒｅ￣
ｃｅｄｅｓ ｎｅｕｒｏ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ｉｒ￣
ｍｅｎｔ[３６] . Ｕｒｉｃ ａｃｉｄ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ａｉｎ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ꎬ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ｃｅｒｅｂｒａｌ ｉｓｃｈｅｍｉａ[３７] . Ｃｅｒｅ￣
ｂｒａｌ ｉｓｃｈｅｍｉａ ｃａｕｓｅｓ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 ｃｅｌｌｓ ｔｏ ｓｔｉｍｕ￣
ｌａｔｅ ＡβＰＰ / β￣ｓｅｃｒｅｔａｓ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ꎬ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Ａβ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３８] .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ꎬ ｉｍ￣
ｐａｉｒｅｄ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 ｃｅｌｌｓ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ｔｈｅ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ｏｆ Ａβꎬ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Ａβ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ｂｌｏｏｄ￣ｂｒａｉｎ ｂａｒｒｉｅｒꎬ ｅｖｅｎｔｕａｌｌｙ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ｉｎ ｏ￣
ｖｅｒ￣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ｍａｔｏｇｅｎｏｕｓ Ａβ ｉｎ ｂｒａｉｎ[３９] .
Ｔｈｅ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Ａβ ｏｌｉｇｏｍｅｒ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ｓｙｎａｐｉｔｉｃ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ｙ ｎｅｕｒｏｄｅｇｅｎ￣
ｅｒａｔｉｏｎ[４０] . Ａβ ｐｌａｑｕｅｓ ａｌｓｏ ｃａｎ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 ａｓｔｒｏ￣
ｃｙｔｅｓ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ｇｌｉａ.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ａｓｔｒｏｃｙｔｅｓ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ｇｌｉａ ｍｉｇ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ｐｌａｑｕｅꎬ ｒｅ￣
ｌｅａｓｅ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ｉｎ ｂｒａｉｎꎬ
ｃａｕｓｉｎｇ ｎｅｕｒｏ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４１ꎬ４２] .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ꎬ
Ａβ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ｗｈｉｃｈ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ꎬ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ｕｒｉｃ ａｃ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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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ｙ ａｍｐｌｉｆｙ ｔｈｅｓ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β[４３] .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ꎬ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Ａβꎬ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
ｗｅｒ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１ ａｎｄ ＮＣ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 Ｍ１ ｇｒｏｕｐ ａｌｗａｙｓ ｈａ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ＳＵＡ ｌｅｖｅｌ.
Ｔｈｅ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ｊｕｒｉｅｓ ｏｆ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ａｌ ＣＡ１
ａｎｄ ＣＡ３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ｉｎ Ｍ１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ａｌｓｏ ｓｌｉｇｈｔ ａ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ＮＣ ｇｒｏｕｐ. Ｔｈｅｓ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ｍａｙ ｉｎｄｉ￣
ｃ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ｅｔ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ＳＵＡ
ｏｎ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ｃｏｕｌｄ ｅｘｅｒｔ ｏｎｌｙ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ＳＵＡ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ｌｅｖｅｌ.

Ｏｕｒ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 ｔｅｒｍ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ꎬ ｏｘｉ￣
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ꎬ ＴＮＦ￣α ａｎｄ Ａβ ｉｎ ｒａｔ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
ｐｕ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ｄｉｒｅｃｔ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ｔ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ＳＵＡ ｏｎ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ｎｏｔｅｄ. Ｆｉｒｓｔꎬ ａｓ ｗｅ ｄｉｄ ｎｏｔ ｏｂｓｅｒｖｅ ｈｉｓｔｏｐａ￣
ｔｈｏｌｏｇｙꎬ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ꎬ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ｃｙｔｏ￣
ｋ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Ａβ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ｉｚｅꎬ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ꎬ ｗｅ
ａｒｅ ｕｎａｂｌｅ ｔｏ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ｔｈｅ ＳＵＡ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ｗｈｉｃｈ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ｕｓ ｏｃ￣
ｃｕｒ. Ｓｅｃｏｎｄꎬ ｗｅ ｄｉｄ ｎｏｔ ｏｂｓｅｒｖｅ 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ｒａｔ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ｅｒ ＳＵＡ ｈａｄ ｌｏｗｅｒ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 Ｂｕｔ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ｊｕｒｉｅｓ ｏｆ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ａｌ ＣＡ１ ａｎｄ
ＣＡ３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ｉｎ Ｍ３ ａｎｄ Ｍ２ ｇｒｏｕｐｓ.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 ｍａｙ ｂ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ｉｆ ｗ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ｉｚｅ. Ｔｈｉｒｄꎬ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ｄｉｄ ｎｏｔ ｉｎｖｏｌｖ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ｐａｔｈ￣
ｗａｙ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ｗｉｔｈ ＴＮＦ￣α ａｎｄ
Ａβ ｉｎ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ｕｓꎬ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ｒｅ ｎｅｅｄｅｄ.

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ｃｏｎｖｉｎｃｉｎｇ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ｔ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ＳＵＡ ｏｎ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ｕ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ｕｇｇｅｓｔ ｔｈａｔ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ꎬ ＴＮＦ￣α ａｎｄ
Ａβ ｍａｙ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ｕｒｉｃ ａｃｉｄ.

Ａｂｂｒ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ｓ
ＳＵＡꎬ Ｓｅｒｕｍ ｕｒｉｃ ａｃｉｄꎻ ＭＷＭꎬ Ｍｏｒｒｉｓ ｗａ￣

ｔｅｒ ｍａｚｅꎻ ＳＯＤꎬ Ｓｕｐｅｒｏｘｉｄｅ ｄｉｓｍｕｔａｓｅꎻ ＧＳＨ￣
Ｐｘꎬ Ｇｌｕｔａｔｈｉｏｎｅ ｐｅｒｏｘｉｄａｓｅꎻ ＭＤＡꎬ Ｍａｌｏｎｄｉａｌ￣
ｄｅｈｙｄｅꎻ ＩＬ￣１βꎬ 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１βꎻ ＴＮＦ￣αꎬ Ｔｕｍｏｒ
ｎｅｃｒｏｓｉｓ ｆａｃｔｏｒ￣αꎻ Ａβꎬ β￣ａｍｙｌｏｉｄ ｐｅｐｔｉｄ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 Ｃ. Ｂｏｒｇｈｉꎬ Ｅ. Ａ. Ｒｏｓｅｉꎬ Ｔ. Ｂａｒｄｉｎꎬ

ｅｔ ａｌ.ꎬ “Ｓｅｒｕｍ ｕｒｉｃ ａｃｉ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ａｎｄ ｒｅｎａ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ꎬ” Ｊ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ꎬ ｖｏｌ.
３３ꎬ ｎｏ. ９ꎬ ｐｐ. １７２９ － １７４１ꎻ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１７４１ꎬ
２０１５.

[２] Ｋ. Ｗ. Ｃｈａｎｇꎬ Ｈ. Ｆ. Ｚｏｎｇꎬ Ｍ. Ｙ.
Ｒｉｚｖｉꎬ ｅｔ ａｌ.ꎬ“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ＰＫｓ ｐａｔｈ￣
ｗａｙｓ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Ａβ￣ｉｎｄｕｃｅ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ｄｅｆｉｃｉｔｓ ｉｎ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ｖｉａ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α７ｎＡＣｈＲꎬ”
Ｎｅｕｒｏｂｉｏｌ Ｌｅａｒｎ Ｍｅｍꎬ ｖｏｌ. １６８ꎬ ｐｐ. １０７１５４ꎬ
２０２０.

[３] Ｒ. Ｂｒｏｏｋｍｅｙｅｒꎬ Ｄ. Ａ. Ｅｖａｎｓꎬ Ｌ. Ｈｅ￣
ｂｅｒｔꎬ ｅｔ ａｌ.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
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 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ꎬ”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ｓ Ｄｅｍｅｎｔꎬ ｖｏｌ. ７ꎬ ｎｏ. １ꎬ ｐｐ. ６１ － ７３ꎬ
２０１１.

[４] Ｎ. Ｄｕꎬ Ｄ. Ｘｕꎬ Ｘ. Ｈｏｕꎬ ｅｔ ａｌ.ꎬ “Ｉｎ￣
ｖｅｒｓ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ｅｒｕｍ Ｕｒｉｃ Ａｃｉｄ Ｌｅｖ￣
ｅｌｓ ａｎｄ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Ｒｉｓｋꎬ” Ｍｏｌ Ｎｅｕｒｏｂｉ￣
ｏｌꎬ ｖｏｌ.５３ꎬ ｎｏ.４ꎬ ｐｐ.２５９４－２５９９ꎬ ２０１６.

[５] Ｂ. Ｔｕｖｅｎꎬ Ｐ. Ｓｏｙｓａｌꎬ Ｇ. Ｕｎｕｔｍａｚꎬ
Ｄ. Ｋａｙａ ａｎｄ Ａ. Ｔ. Ｉｓｉｋꎬ “ Ｕｒｉｃ ａｃｉｄ ｍａｙ ｂ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 ｉｎ ｏｌｄｅｒ
ａｄｕｌｔｓꎬ ｂｕｔ ｏｎｌｙ ｉｎ ｔｈｏｓ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ꎬ” Ｅｘｐ Ｇｅｒｏｎｔｏｌꎬ ｖｏｌ. ８９ꎬ ｐｐ. １５ －
１９ꎬ ２０１７.

[６] Ｔ. Ｗａｎｇꎬ Ｙ. Ｗｕꎬ Ｙ. Ｓｕｎꎬ Ｌ. Ｚｈａｉ
ａｎｄ Ｄ. Ｚｈａｎｇꎬ “Ａ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Ａｓ￣
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ｒｉｃ Ａｃｉｄ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ｄ ａｎｄ Ｏｌｄｅ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ꎬ” Ｊ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ｓ Ｄｉｓꎬ ｖｏｌ. ５８ꎬ ｎｏ. １ꎬ ｐｐ. ７９ － ８６ꎬ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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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Ｍ. Ｓ. Ｈｅｒｓｈｆｉｅｌｄꎬ Ｌ. Ｊ. Ｒｏｂｅｒｔｓ ２ｎｄꎬ
Ｎ. Ｊ. Ｇａｎｓｏｎꎬ ｅｔ ａｌ.ꎬ “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ｇｏｕｔ ｗｉｔｈ ｐｅ￣
ｇｌｏｔｉｃａｓｅꎬ ａ ＰＥＧｙｌａｔｅｄ ｕｒａｔｅ ｏｘｉｄａｓｅꎬ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ｉｎｓｉｇｈｔ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ｕｒｉｃ ａｃｉｄ ａｓ ａｎ ａｎ￣
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 ｉｎ ｖｉｖｏꎬ” Ｐｒｏｃ Ｎａｔｌ Ａｃａｄ Ｓｃｉ Ｕ Ｓ Ａꎬ
ｖｏｌ.１０７ꎬ ｎｏ.３２ꎬ ｐｐ.１４３５１－１４３５６ꎬ ２０１０.

[８] Ｂ. Ｆ. Ｖｅｒｈａａｒｅｎꎬ Ｍ. Ｗ. Ｖｅｒｎｏｏｉｊꎬ
Ａ. Ｄｅｈｇｈａｎꎬ ｅｔ ａｌ.ꎬ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ｉｃ ａｃｉｄ
ｔｏ ｂｒａｉｎ ａｔｒ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ｔｔｅｒｄａｍ
Ｓｃａｎ Ｓｔｕｄｙꎬ” Ｎｅｕｒｏ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ꎬ ｖｏｌ.４１ꎬ ｎｏ.
１ꎬ ｐｐ.２９－３４ꎬ ２０１３.

[９] Ｍ. Ａ. Ｂｅｙｄｏｕｎꎬ Ｊ. Ａ. Ｃａｎａｓꎬ Ｇ. Ａ.
Ｄｏｒｅꎬ ｅｔ ａｌ.ꎬ “Ｓｅｒｕｍ Ｕｒｉｃ Ａｃｉｄ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ｓｓｏ￣
ｃｉ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
ｍｏｎｇ Ｕｒｂａｎ Ａｄｕｌｔｓꎬ” Ｊ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ｓ Ｄｉｓꎬ ｖｏｌ.
５２ꎬ ｎｏ.４ꎬ ｐｐ.１４１５－１４３０ꎬ ２０１６.

[１０] Ｒ. Ｈｕａｎｇꎬ Ｓ. Ｔｉａｎꎬ Ｊ. Ｈａｎꎬ ｅｔ
ａｌ.ꎬ “Ｕ￣Ｓｈａｐｅ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ｅｒｕｍ Ｕ￣
ｒｉｃ Ａｃｉｄ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Ａ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ꎬ” Ｊ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ｓ Ｄｉｓꎬ ｖｏｌ.６９ꎬ ｎｏ.１ꎬ ｐｐ.
１３５－１４４ꎬ ２０１９.

[１１] Ｘ. Ｓｈａｏꎬ Ｗ. Ｌｕꎬ Ｆ. Ｇａｏꎬ ｅｔ ａｌ.ꎬ
“ Ｕｒｉｃ Ａｃｉｄ Ｉｎｄｕｃｅｓ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ａｌ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ｏ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ｓꎬ” Ｊ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ꎬ ｖｏｌ. ３６ꎬ ｎｏ. ４３ꎬ
ｐｐ.１０９９０－１１００５ꎬ ２０１６.

[１２] Ｍ. Ｍａｚｚａｌｉꎬ Ｊ. Ｈｕｇｈｅｓꎬ Ｙ. Ｇ. Ｋｉｍꎬ
ｅｔ ａｌ.ꎬ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ｕｒｉｃ ａｃｉ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
ｓ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ａｔ ｂｙ ａ ｎｏｖｅｌ ｃｒｙｓｔａｌ￣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ꎬ”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ꎬ ｖｏｌ.３８ꎬ ｎｏ.５ꎬ ｐｐ.
１１０１－１１０６ꎬ ２００１.

[１３] Ｃ. Ｖ. Ｖｏｒｈｅｅｓ ａｎｄ Ｍ. Ｔ.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ꎬ
“Ｍｏｒｒｉｓ ｗａｔｅｒ ｍａｚｅ: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ｅｍｏ￣
ｒｙꎬ” Ｎａｔ Ｐｒｏｔｏｃꎬ ｖｏｌ. １ꎬ ｎｏ. ２ꎬ ｐｐ. ８４８ － ８５８ꎬ
２００６.

[１４] Ｙ. Ｌｉꎬ Ｘ. Ｋａｎｇꎬ Ｑ. Ｌｉꎬ ｅｔ ａｌ.ꎬ
“Ａｎｔｉ￣ｈｙｐｅｒｕｒｉｃｅｍｉｃ ｐｅｐｔｉｄｅｓ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ｂｏ￣
ｎｉｔｏ ｈｙｄｒｏｌｙｓａｔ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ｉｎ ｖｉｖｏ ｈｙｐｅｒｕｒｉｃｅｍ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ｉｎ ｖｉｔｒｏ ｘａｎｔｈｉｎｅ ｏｘｉｄａｓ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ꎬ” Ｐｅｐｔｉｄｅｓꎬ ｖｏｌ. １０７ꎬ ｐｐ. ４５ － ５３ꎬ
２０１８.

[１５] Ｘ. Ｑｉａｎꎬ Ｚ. Ｒ. Ｗａｎｇꎬ Ｊ. Ｊ. Ｚｈｅｎｇꎬ
ｅｔ ａｌ.ꎬ “ Ｂａｉｃａｌｅｉ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ｄｅｆｉｃｉｔｓ
ａｎｄ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ｕｓ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ｌｏｂｅ
ｅｐｉｌｅｐｓｙ ｒａｔｓꎬ” Ｂｒａｉｎ Ｒｅｓꎬ ｖｏｌ.１７１４ꎬ ｐｐ.１１１－
１１８ꎬ ２０１９.

[１６] Ｔ. Ｄ. Ｖａｎｎｏｒｓｄａｌｌꎬ Ａ. Ｍ. Ｋｕｅｉｄｅｒꎬ
Ｍ. Ｃ. Ｃａｒｌｓｏｎ ａｎｄ Ｄ. Ｊ. Ｓｃｈｒｅｔｌｅｎꎬ “ Ｈｉｇｈｅｒ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ｓｅｒｕｍ ｕｒｉｃ ａｃｉｄ 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ｏｏ￣
ｒｅｒ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ｂｕｔ ｎｏｔ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ｉｎ
ｗｏｍｅｎꎬ” Ｅｘｐ Ｇｅｒｏｎｔｏｌꎬ ｖｏｌ.６０ꎬ ｐｐ.１３６－１３９ꎬ
２０１４.

[１７] Ｔ. Ｄ. Ｖａｎｎｏｒｓｄａｌｌꎬ Ｈ. Ａ. Ｊｉｎｎａｈꎬ
Ｂ. Ｇｏｒｄｏｎꎬ Ｍ. Ｋｒａｕｔ ａｎｄ Ｄ. Ｊ. Ｓｃｈｒｅｔｌｅｎꎬ
“Ｃｅｒｅｂｒａｌ ｉｓｃｈｅｍｉａ ｍｅｄｉ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ｅｒｕｍ
ｕｒｉｃ ａｃｉｄ ｏｎ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ꎬ” Ｓｔｒｏｋｅꎬ ｖｏｌ.
３９ꎬ ｎｏ.１２ꎬ ｐｐ.３４１８－３４２０ꎬ ２００８.

[１８] Ｅ. Ｊ. Ｍａｒｔｉｎｅｚ￣Ｆｉｎｌｅｙꎬ Ｄ. Ｓ. Ａｖｉｌａꎬ
Ｓ. Ｃｈａｋｒａｂｏｒｔｙ ａｎｄ Ｍ. Ａｓｃｈｎｅｒꎬ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ｆｒｏｍ
Ｃａｅｎｏｒｈａｂｄｉｔｉｓ ｅｌｅｇａ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ｍｅｔａｌｓ ｉｎ
ｎｅｕｒｏ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ꎬ” Ｍｅｔａｌｌｏｍｉｃｓꎬ ｖｏｌ.
３ꎬ ｎｏ.３ꎬ ｐｐ.２７１－２７９ꎬ ２０１１.

[１９] Ｙ. Ｆｅｎｇꎬ Ａ. Ｃｈｕꎬ Ｑ. Ｌｕｏꎬ Ｍ. Ｗｕꎬ
Ｘ. Ｓｈｉ ａｎｄ Ｙ. Ｃｈｅｎꎬ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ｓｔａｘａｎｔｈｉｎ ｏｎ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ｖｉａ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Ｂｒａｉｎｓ ｏｆ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Ｔ２ＤＭ Ｒａｔｓꎬ” Ｆｒｏｎｔ Ｐｈａｒｍａ￣
ｃｏｌꎬ ｖｏｌ.９ꎬ ｐｐ.７４８ꎬ ２０１８.

[ ２０ ] Ｇ. Ｌ. Ｂｏｗｍａｎꎬ Ｊ. Ｓｈａｎｎｏｎꎬ Ｂ.
Ｆｒｅｉꎬ Ｊ. Ａ. Ｋａｙｅ ａｎｄ Ｊ. Ｆ. Ｑｕｉｎｎꎬ “Ｕｒｉｃ ａｃｉｄ
ａｓ ａ ＣＮＳ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ꎬ” Ｊ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ｓ Ｄｉｓꎬ ｖｏｌ.
１９ꎬ ｎｏ.４ꎬ ｐｐ.１３３１－１３３６ꎬ ２０１０.

[２１] Ｓ. Ｈ. Ｈｅｏ ａｎｄ Ｓ. Ｈ. Ｌｅｅꎬ “Ｈｉｇｈ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ｓｅｒｕｍ ｕｒｉｃ ａｃｉｄ ａｒ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ｉ￣
ｌｅｎｔ ｂｒａｉｎ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ꎬ” Ｊ Ｎｅｕｒｏｌ Ｓｃｉꎬ ｖｏｌ. ２９７ꎬ
ｎｏ.１－２ꎬ ｐｐ.６－１０ꎬ ２０１０.

[２２] Ｊ. Ｋｏꎬ Ｈ. Ｊ. Ｋａｎｇꎬ Ｄ. Ａ. Ｋｉｍꎬ ｅｔ
ａｌ.ꎬ “ Ｕｒｉｃ ａｃｉｄ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ｔｈｅ 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 ｔｒａｎｓｉ￣
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 ｃｅｌｌｓ ｖｉａ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ｇｌｙｃｏｃａｌｙｘ ｓｈｅｄｄｉｎｇ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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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ＳＥＢ Ｊꎬ ｖｏｌ. ３３ꎬ ｎｏ.１２ꎬ ｐｐ.１３３３４－１３３４５ꎬ
２０１９.

[２３] Ｃ. Ｓｏｎｇ ａｎｄ Ｘ. Ｚｈａｏꎬ “Ｕｒｉｃ ａｃｉ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ｅｓ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 ｃｅｌｌ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ｉｎ ｒａｔｓ ｗｉｔｈ ｍｉｄｄｌｅ
ｃｅｒｅｂｒａｌ ａｒｔｅｒｙ ｏｃｃｌｕｓｉｏｎꎬ” Ｂｉｏｓｃｉ Ｒｅｐꎬ ｖｏｌ.３８ꎬ
ｎｏ.３ꎬ ｐｐ.１－９ꎬ ２０１８.

[２４] Ｃ. Ｈｕａｎｇꎬ Ｃ. Ｌａｉꎬ Ｐ. Ｘｕꎬ ｅｔ ａｌ.ꎬ
“Ｌｅａｄ￣ｉｎｄｕｃｅｄ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ｉｎｓｉｇｈｔ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ｈａｎｅｒｏｃｈａｅｔｅ ｃｈｒｙｓｏｓｐｏｒｉｕｍ ｔｏ ｌｅａｄ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ꎬ”
Ｃｈｅｍｏｓｐｈｅｒｅꎬ ｖｏｌ.１８７ꎬ ｐｐ.７０－７７ꎬ ２０１７.

[２５] Ｍ. Ｇｏｌꎬ Ｄ. Ｇｈｏｒｂａｎｉａｎꎬ Ｎ. Ｓｏｌｔａｎ￣
ｐｏｕｒꎬ Ｊ. Ｆａｒａｊｉ ａｎｄ Ｍ. Ｐｏｕｒｇｈａｓｅｍꎬ “Ｐｒｏｔｅｃ￣
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ｒａｉｓｉｎ ( ｃｕｒｒａｎｔ )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ｍｅｍｏｒｙ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ｍｏｄｅｌꎬ” Ｎｕｔｒ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ꎬ ｖｏｌ.
２２ꎬ ｎｏ.２ꎬ ｐｐ.１１０－１１８ꎬ ２０１９.

[ ２６ ] Ｎ. Ｓｈｉｍａｍｕｒａꎬ Ｍ. Ｎａｒａｏｋａꎬ Ｎ.
Ｍａｔｓｕｄａꎬ ｅｔ ａｌ.ꎬ “Ｉｎｔｒａ￣ａｒｔｅｒｉａｌ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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