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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医学·

氯化锰对大鼠纹状体和大脑皮质谷氨酸含量的影响

贾克’。张立丰2

[摘要]目的：通过观察不同剂量的锰染毒对大鼠纹状体和大脑皮质谷氨酸能神经元含量及琥珀酸脱氢酶(鲫ccinate

dehydmgemse，sDH)活性的影响，探讨锰的兴奋性毒性的作用机制。方珐：大鼠按体重随机分成4组。每组lO只。第l组为对

照组，腹腔注射O．9％氯化钠注射液，第2—4组为锰染毒组，分别腹腔注射lO、50、250 pmoL／kg的氯化锰。注射容量为

5 mL／kg，持续染毒15天。最后一次染毒后24 h，每组取4只，将大鼠用乙醚麻醉。经左心室灌流固定后采集脑组织，用sABc

免疫组织化学法测定纹状体和皮质谷氨酸能神经元含量。将每组另外6只大鼠直接处死，切取纹状体和大脑皮质，测定SDH

活性。结果：大鼠腹腔单纯染锰15天后，随着剂量增加，在50岬oL／kg染锰组与对照组比较，可见纹状体的阳性面积比
[percentage of positive area．Aa(％)]和积分光密度(inte因阻l optical density，10D)升高和皮质的Aa(％)升高；在250¨moL／kg染

锰组与对照组比较，可见纹状体和皮质的Aa(％)和10D明显升高(JP<O．01)；在lO斗moL／kg染锰组与对照组比较，可见纹状

体sDH活性降低(P<O．05)；在50 p脚oL／kg和250¨肌oL／kg染锰组与对照组比较，sDH活性均明显降低(JP<0．01)。结论：锰

可引起大鼠脑sDH活性降低和谷氨酸含量升高，谷氨酸释放到突触间隙，导致谷氨酸受体活化，诱发兴奋性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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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n]obj酬ve：’ro study the innuence of di踮rem d∞es of mang粕e∞on the glutamatic neuron content锄d t王le actiVity“

succinate dehydmgen鹳e(SDH)in rats∞躺to explore t|Ie ceU r∞lecIll盯Inec蛐sm“m粕ga∞se-induced excitotoxic时．MetlIods：

Forty Wist盯ra协were divided into f曲r gmups at mndom by weight．G∞up伽e w∞injected 0．9％sodium cllloride and the second to

￡咖曲gmups we陀r∞pectively舀ven i．p of lO，50，250Ⅳ∞L／I【g Mncl2．1'}le c印acity of the injection w嬲all 5 nd／kg．Aner 15 days’

administration，the bI面n tissue of 4 mts in each group w鹊地Ⅱloved出er the rats were perfused 4％ploymerisatum f如m the left

ventricles，锄d the垂utamatic neuron content w∞detenlli鹏d by immun出stocheIllical method(SABC)．The ot}Ier 6 rals in each gmup

were executed，锄d the 8triatum明d pallium we陀incised to detemIine the activity of SDH．R髂Illb：Compared wim the contml gmup，

the percentage of positive area[Aa(％)明d integral optical density(10D)]of glut锄ate immunocreative ceus in the striatum of tlle rats

inc他鹊ed 8i印mc锄tly，锄d the percentage 0f positive area of gIutaIllate i姗uI眦reative cell in pallium incre鹊ed si印ific锄tly in 50

pmoL／kg MnCl2 group；the percentage of positiVe area锄d integral叩tical density of glutamate immunocreatiVe ceUs in striatum锄d

pallium incre鹊ed si印ificandy in 250 p啪L／kg Mncl2 group(P<0．01)；The act砷y 0f sDH in lhe striatum 0f the rats decreased

si阴访cantly in 10斗moL／蝇MnCl2 gmup(P<O．05)；11le activity of sDH in the stri砒um明d pallium of the rats decreased si卵ific柚tIy

in 50Ⅳ∞L／l【g明d 250ⅣnoL／kg Mncl2 gmup(P<0．01)．Conclusio啦：Mn c锄decre船e the activity of sDH舳d incre聃e the

glut姗tic neumn content，which may lead to activation of glutaIIlic acid receptor 8nd pmmote excitotox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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锰(Manganese，Mn)是一种重要的环境污染物，

锰所致神经毒性的发生机制尚未完全阐明。锰可透

过血脑屏障进入脑组织，引起神经损伤的部位集中

在基底神经核，主要包括纹状体和苍白球，损伤该区

域的神经细胞’1。，使机体出现类似帕金森病的症

状。2。，晚期表现为不可逆的退行性病变。有报道称

锰的神经毒性可能是由于改变谷氨酸(dutamate，

Glu)代谢所引起的间接兴奋性毒性过程p J。本实

验通过观察不同剂量的锰染毒大鼠纹状体和大脑皮

质神经细胞形态学改变和谷氨酸能神经元含量以及

琥珀酸脱氢酶(succinate dehydrogenase，SDH)活性

的影响，为深入探讨锰所致谷氨酸代谢紊乱提供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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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只，体重(180±lO)g，雌雄各半。实验前饲养

7天，然后采用随机数字表法按体重随机分成4组，

每组10只。第l组为对照组，腹腔注射O．9％氯化

钠注射液；第2—4组为锰染毒组，分别腹腔注射

10、50、250“moL／kg的氯化锰，注射容量为5 mL／kg，

持续染毒15天。

1．2样品采集及处理最后一次染毒后24 h，每组

取4只大鼠用乙醚麻醉，剪开右心耳，左心室插管，

用loo ml生理盐水心脏迅速冲洗，然后用100 ml

4％多聚甲醛的磷酸缓冲液灌流固定。流速10

mL／min，全过程持续20“n。灌洗后，开颅取出完整

的大脑，剔除脑膜，再用4％多聚甲醛固定液固定

24 h。其余大鼠用乙醚麻醉，解剖切取脑纹状体和

皮质，制备线粒体悬液，测定sDH活性。

1．3测定指标及方法 采用SABC免疫组织化学

法测定纹状体谷氨酸能神经元含量；用自动曝光显

微照相系统照像。用Metamorph PDPIO PBX5 1彩色

病理图文分析系统，对免疫组化反应的切片进行图

像分析。采用差速离心分离线粒体悬液一1；sDH的

活性测定依据在酚嗪二甲酯硫酸盐存在的情况下二

氯酚啶酚被还原时对波长600 nm光密度降低的测

量j。；蛋白含量测定用bwrry法∞。。

1．4统计学方法用SPSS 11．5软件进行数据处

理，谷氨酸能神经元阳性表达情况采用完全随机设

计Nemenyi法进行秩和检验，计算各指标的中位数

和四分位数间距，分析总体差异及各组间差异。酶

学指标实验所得数据采用单因素方差和g检验

(Students．Newman—Keuls，SNK)o

2结果

2．1 谷氨酸能神经元形态学变化 光镜下观察可

见，谷氨酸免疫反应阳性神经细胞(glutamate
immune reactive positive cell，Glu．IRPC)的胞质呈棕

褐色颗粒状，细胞周围着色深，胞体呈圆形，椭圆形。

锰染毒后大鼠纹状体和皮质Glu阳性颗粒数量增

加，着色增强(见图1)。

A：对照组；B：10斗l∞hg染锰组；C：50斗mo肌g染锰组；D：250斗I帅批g染锰组

图l氯化锰染毒对大鼠脑谷氨酸能神经无的影响

2．2纹状体谷氨酸能神经元含量变化大鼠腹腔

单纯染锰15天后，随着剂量增加，在50斗moL／kg染

锰组与对照组比较，可见纹状体的阳性面积比[Aa

(％)]和积分光密度(IOD)升高(P<O．05)；在

250“moL／kg染锰组与对照组比较，可见纹状体的

Aa(％)和IOD明显升高(尸<0．01)(见表2)。

表1 各组大鼠纹状体谷氨酸能神经元含量变化(n。=4)

№menyi秩和检验：与对照组比较}P<O．05，}·P<O．0l

2．3 大鼠皮质谷氨酸能神经元含量变化 大鼠腹

腔单纯染锰15天后，随着剂量增加，在50斗moL／kg

染锰组与对照组比较，可见大脑皮质的Aa(％)升高

(P<0．05)；在250斗moL／kg染锰组与对照组比较，

可见大脑皮质的Aa(％)和IOD明显升高

(P<0．01)(见表2)。

表2各组大鼠大脑皮质谷氨酸能神经元含量变化(n；=4)

Nemenyi秩和检验：与对照组比较，}P<0．05，${P<0．Ol

2．4 大鼠纹状体和大脑皮质SDH活性变化给大

鼠染毒15天后，随着剂量增加，纹状体和脑皮质的

 



SDH活性降低(P<0．01)。在10斗moL／kg染锰组

与对照组比较，可见纹状体sDH活性降低(P<

O．05)；在50斗moL／蝇和250斗moL／kg染锰组与对

照组比较，SDH活性均明显降低(P<0．01)(见

表3)。

表3各组大鼠脑皮质SDH活性变化(，l。=6；军±s)

g检验：与对照组比较}P<O．05，·}P<0．0l

3讨论

谷氨酸是哺乳动物最主要的兴奋性神经递质，

在脑组织神经元退行性病变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在大脑中，皮质一纹状体通路是以Glu作为神经介

质的。细胞外的谷氨酸含量升高导致谷氨酸受体过

度活化，谷氨酸受体的过度活化，尤其是NMDA(N．

mechyl D·鹅partate，NMDA)受体的过度活化被认为

是神经细胞退行性病变的一般机制¨J。NMDA受

体的过度刺激，使大量Ca“通过Ca“通道进入神经

元内，使稳态失衡，引起细胞继发性改变。离子失衡

可导致急剧的Na+和Cl一内流，产生高渗导致细胞

坏死。Ca2+可使线粒体内的钙聚集，氧化磷酸化解

偶联，导致ATP合成降低，线粒体内氧自由基的释

放和加速消耗ATP。当A1'P进一步耗尽，线粒体渗

透性转移孔开放，引起线粒体内膜负电位

(mitochondrial inner membmne potential，△Il，m)消散

和细胞色素C的释放。细胞色素C被认为是细胞

凋亡的重要启动促进剂，激发casp鹊es的活化，引起

细胞凋亡。NMDA受体的活化介导了细胞内Ca2+

浓度的升高和活性氧的产生，经过一系列改变导致

了细胞死亡。centonze等一。报道，锰通过过度激活

皮质一纹状体通路神经元，引起兴奋性传递，导致纹

状体神经元的兴奋性毒性。

Glu中枢神经系统具有双重作用。正常情况下

Glu通过谷氨酸受体介导一系列重要神经生理活

动。但Glu过量释放可引起谷氨酸在细胞外液过量

积聚，过度激活兴奋性氨基酸受体，产生兴奋性毒性

效应。本实验中250斗moL／kg锰染毒组大鼠纹状体

和大脑皮质Glu阳性颗粒数量增加，着色增强，谷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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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反应阳性细胞的阳性面积比和积分吸光度与对照

组相比明显升高，表明实验组与对照组相比纹状体

和皮质神经元Glu含量明显增加，当动物受到刺激

时，大量的Glu由突触前膜释放人突触间隙，NMDA

受体过度活化，从而诱发兴奋性神经毒性。

琥珀酸脱氢酶是线粒体呼吸酶系的标志酶，其

活力大小直接反映线粒体的功能和细胞能量代谢状

态。SDH位于线粒体内膜上，是细胞能量代谢的标

志酶，在三羧酸循环中，SDH催化琥珀酸脱氢转变

为延胡索酸，脱下的H+最后生成ATP，以供应细胞

对能量的需要。本实验显示锰处理显著降低皮质

SDH活性，这种能量代谢的削弱可能有助于解释锰

的锥体外系毒性症状，这与锰通过削弱能量代谢引

起兴奋性损伤的事实相一致一】。能量代谢障碍通

过引起Glu异常释放，削弱Glu的重摄取和促进Glu

的合成等多条路径改变兴奋性的传递。n⋯。本次

实验显示，在50斗moL／kg锰染毒组大鼠纹状体和皮

质Glu含量增加可能与锰引起能量代谢障碍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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