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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羟异黄酮对丙烯酰胺致小脑神经元凋亡的影响 

江城梅，赵文红。赵 红，申 玲，王丹妮 

[摘要]目的：研究三羟异黄酮对丙烯酰胺引起小脑神经元细胞凋亡的影响。方法：建立丙烯酰胺诱导的小脑神经细胞凋亡模 

型，观察自主性行为；测定氧化应激功能指标，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和过氧化脂质(MDA)， 

电镜观察神经元细胞的变化，并观察三羟异黄酮的保护作用。结果：染毒组 自主性行为的活动次数明显减少。生化指标染毒 

组大鼠的小脑组织中 GSH、SOD与对照组 比较含量减少(P<0．01)，MDA含量增加(P<0．01)。电镜下，神经元细胞水肿，线 

粒体空泡样改变，出现凋亡小体，三羟异黄酮(50、100 mg·kg～·d )能够使GSH、SOD含量增加，MDA减少，细胞形态结构 

损伤明显减轻。结论：三羟异黄酮能够抑制丙烯酰胺诱导的小脑神经细胞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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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genistein on cerebellar neuronal apoptosis induced by acrylamide 

JIANG Cheng-mei，ZHAO Wen—hong，ZHAO Hong，SHEN Ling，WANG Dan—ni 

(Department of Preventive Medicine，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3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genistein on the apoptosis of cerebellar neuronal cells induced by acrylamide． 

Methods：The model of cerebellar neuronal apoptosis in rats was established by intragastric administration of aerylamide，and their 

independence behaviour was observed，the index of oxidative stress：GSH—PX，SOD and MDA was determined，the chan ges of eerebellar 

neuronal cells was observed electron microscopy．In the meantime，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Einstein was observed．Results：The frequency 

of voluntary movements in rats of the group treated with acrylamid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P<0．01)．The 

contents of GAH—PX，SOD of cerebellar tissue of the group treated with acrylamide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P 

<0．O1)and the contents of MDA was much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P<0．01)．The edema of cerebellar cells，the vacuolar 

degeneration of plastoehondria and the apoptotic bodies were observed under electron microscope．Treatment with 25 mg‘kg～ ·d一 

and 50 mg·kg一 ·d。。of genistein increased the contents of GAH-Px and SOD，and reduced the content of MDA and the injury of 

eerebellar cells．Condusions：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genistein can reduce eerebellar neuroeyte apoptosis induced by acrylam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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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烯酰胺(acrylamide，ACR)是一种很强的神经 

毒性物质，是用于合成聚丙烯酰胺的化学单体，用于 

市政供水处理中的絮凝剂及工业废水处理时去除悬 

浮固体和化妆品添加剂等，可引起急性、亚急性、慢 

性中毒，以神经损害症状为主，突出的症状是小脑共 

济失调_l J。自从2002年4月，瑞典斯德哥尔摩大 

学的Trnqvist教授首次在油炸及焙烤的炸薯条、炸 

土豆片、谷物、面包食 品中发现了 ACR，其含量比 

WHO规定的饮水中ACR含量(<1 g)高出500倍 

以上，ACR的毒性再次受到普遍关注。2005年 2 

月，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和 WHO联合食品添加 

剂专家委员会(JECFA)专门商讨食物中ACR问题 

的重要性，极力主张开展改变膳食结构、加工工艺和 

其它习惯来降低食品ACR水平可能性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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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食品安全的角度，本研究主要观察 ACR由经口途 

径对大鼠亚急性中毒引起的小脑功能和组织形态学 

以及某些生化的改变，研究 ACR对小脑的损伤及可 

能的损伤机制，并研究大豆中的三羟异黄酮在逆转 

ACR诱导神经元凋亡方面是否具有作用及其分子 

机制，为安全开发食品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ACR(Sigma公 司产 品，纯 度 > 

99．5％)、三羟异黄酮 (上海嘉辰化工有限公司产 

品，纯度 >99％)，谷胱甘肽 (GSH)、过氧化脂质 

(MDA)、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南京聚力生物医 

学工程 研究所 试剂 盒 )。试 剂批 号：20070529。 

Wister大鼠(200±5)g，清洁级，雌雄各半(上海斯莱 

克实验动物有限公司)，许可证号：scxk(沪)20013— 

0003。 

1．2 实验方法 

1．2．1 建立ACR引起小脑皮质细胞凋亡模型 取 

84只Wister大鼠(雌雄各半)适应性喂养 1周，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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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7组，每组 l2只。低剂量 ACR染毒组(LA)为 

25 mg·kg～ ·d～；干预 1组 (LAG1)为低剂量 

ACR+三羟异黄酮 25 mg·kg～ ·d～；干预 2组 

(LAG2)为低剂量 ACR+三羟异黄酮 50 mg· 
～

· d一；高剂量 ACR染毒组(HA)为50 mg· 

kg～·d～；干预3组(HAG1)为高剂量 ACR+三羟 

异黄酮25 mg·kg～·d～；干预4组(HAG2)为高 

剂量 ACR+三羟异黄酮50 mg·kg～ ·d～；空白对 

照组(contro1)为用等量生理盐水。以上各组均采用 

灌胃法给予，每天 1次，每周连续 5天，持续4周。 

1．2．2 动物分组及用药 见表 1。 

表 1 动物分组及用药剂量 

1．2．3 行为学研究方法 观察 自主性行为：每组随 

机取鼠各4只，于实验前、实验后第2周和第4周各 

检查 1次。分别放入 50 cnl×30 cm清洁干燥饲养 

笼中观察其在 10 min内运动次数(在标准饲养条件 

下，用细胞计数器计数，将鼠放入笼中5 min后开始 

计数，用足搔身及咀嚼动作不计，每次结束要清洗饲 

养笼擦干后再继续做另 1只)。步态评分按 Shell评 

分标准 J，正常步态为1级；轻的跨步态为2级；明 

显摇摆步态为 3级；严重共济失调，双足展开、足趾 

向外、拖足及后肢不能支持身体重量为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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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氧化应激功能指标测定 (1)GSH测定：第 

4周从各组中分别随机选取 4只大鼠，断头迅速取 

脑，在冰浴条件下加9倍体积冰生理盐水制成 10％ 

组织匀浆。按试剂盒说明书方法操作。(2)SOD活 

力测定：分别取上述 10％的脑组织匀浆(1 m1)、乙 

醇(0．25 m1)和三氯甲烷(0．2 m1)混匀，振荡抽提5 

min，4～8℃ 1 200 r／min离心 10 rain，取上清液加 

SOD提取液。采用邻苯三酚自氧化法测定 SOD酶 

活力。(3)MDA测定：处理同上，按硫代巴比妥酸法 

(TBA法)，采用722可见光分光光度计测定 MDA。 

1．2．5 形态学观察 第4周从各组中分别随机选 

取 2只大鼠，经取材固定、锇酸后固定 30 min，常规 

乙醇脱水、812包埋，超薄切片，柠檬酸铅、醋酸双氧 

铀双重染色，8O kV加速电压观察，并拍摄电子显微 

镜片。在电镜下观察：(1)神经元细胞核的变化； 

(2)细胞的染色质聚集；(3)线粒体形态是否肿胀、 

断裂；(4)高尔基体是否出现洋葱样改变；(5)细胞 

膜是否皱缩、体积变小；(6)有无凋亡小体等细胞凋 

亡特征。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方差分析和 q检验。 

2 结果 

2．1 行为学变化 LAG1大鼠自灌胃第 5天起即 

出现体重减轻、主动活动减少及行走摇摆等症状，并 

随时间延长而进行性加重，自发性活动次数各实验 

组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步态 

评分，用药 2周两组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三羟异黄酮治疗组症状较轻，行为学上无 

明显异常。HA大鼠自灌胃第 5天腹泻，走路摇摆 

不稳，后肢拖曳无力，双后足间距增大，表现随灌胃 

次数增加而加重，而三羟异黄酮治疗组症状略有减 

轻，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2)。 

表 2 用药前后自发性活动次数(次／10分)(n =12； ±s) 

q检验：与空白对照组比较 {P<0．05， $P<0．01；与用药前比较#尸<0．05，##P<0．O1 



竖竖堕堂 学报2009年1月第34卷第1期 

2．2 三羟异黄酮对 ACR 引起 小脑神经组 织中 

GSH、SOD和 LPO的影响 HA和 LA GSH的含量 

均明显降低，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O1)，同时给予三羟异黄酮干预可提高 GSH的 

含量(P<0．O1)，说明ACR对小脑组织谷胱甘肽过 

氧化物酶(GSH—Px)有影响，而三羟异黄酮具有保护 

作用。SOD和 MDA的含量各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P<0．O1)，即 ACR对小脑组织 SOD和 MDA有 

影响，三羟异黄酮 50 mg·kg～·d 剂量时有干预 

作用(见表3)。 

表 3 各组大鼠小脑组织中 GSH．Px、SOD和 MDA含量比 

较(n =12； ±s) 

q检验：与正常对照组比较{{P<O．Ol；与LA组比较△△P<O．O1；与HA组比较## 

P<O．0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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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形态学观察 空白对照组核内染色质均匀，疏 

松分布，胞膜完整，胞质丰富，空泡少见，基质均匀。 

线粒体无肿胀，嵴清晰，粗面内质网丰富，核糖体丰 

富，高尔基体正常(见图1)。LA组：神经元细胞水 

肿，线粒体空泡样改变，核糖体减少、消失，细胞器减 

少，溶酶体少(见图2)。干预 1组：线粒体大部分正 

常，少数肿胀、空泡样改变(见图3)。干预 2组：线 

粒体大部分完好，少数线粒体空泡样改变。少数粗 

面内质网扩张，核膜清楚。核糖体丰富，溶酶体、高 

尔基体可见(见图4)。HA组神经元细胞凋亡，线粒 

体空泡样改变，畸形 ，核染色质边聚，出现凋亡小体 

(见图5)。干预 3组：神经元胞质水肿，细胞器消 

失，线粒体肿胀，空泡样改变。粗面内质网扩张。核 

膜皱缩(见图6)。干预 4组：神经元细胞水肿，少数 

线粒体空泡样改变，粗面内质网扩张，核糖体减少 

(见图 7)。 

3 讨论 

ACR急性、亚急性中毒突出的症状是小脑共济 

失调，它能够特意的选择作用小脑导致细胞凋亡。 

关于 ACR中毒机制，目前认为与其巯基结合而抑制 

巯基酶的活性，病变主要特点是含有神经纤丝的远 

端轴突出现局灶性肿胀，随后发生变性，累及小脑出 

现步履蹒跚、四肢震颤觉、深反射减退等 J。实验 

结果表明，ACR灌胃1周大鼠出现体重减轻 、运动 

图 1 空白对照组 图2 低剂量染毒组 图3 干预 1组 图4 干预 2组 图 5 高剂量染毒组 图6 干预 3组 图7 干预 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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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等症状。随ACR接触时间延长症状进行性加 

重，给予三羟异黄酮(50 mg·kg～ ·d )后，症状 

明显减轻，与正常对照组无明显差别。步态评分法 

是评价神经毒物导致神经功能异常的简便、可靠、敏 

感的指标，可用于神经中毒机制研究 J。 

ACR对小脑的选择性毒性作用，与小脑皮层的 

高代谢水平及小脑对 ACR的高亲和力有关，ACR 

能够产生直接的、剂量依赖的对运动神经元氧化代 

谢的抑制 J。脑组织是机体氧代谢最活跃的器官， 

同时又含有大量极易过氧化的多不饱和脂肪酸，而 

脑组织中某些抗氧化酶的活力却较低，故防御自由 

基损害的能力较差。在外源性化学物引起的细胞毒 

性中，氧化应激发挥着重要作用，脂质过氧化物 

MDA增加和 GSH—Px、SOD等的消耗均可导致细胞 

代谢紊乱、功能失调甚至死亡 j。研究这些 自由基 

和抗氧化指标在体内的变化，有助于了解 ACR对机 

体的氧化损伤程度。本实验用25、50 mg·kg～· 

d ACR连续灌胃大鼠，建立大鼠ACR急性中毒模 

型，检测小脑 GSH、SOD、MDA的含量，以期揭示 

ACR的选择神经毒机制，结果 ACR灌胃4周后大 

鼠小脑 GSH．Px含量明显降低，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1)，同时给予三羟异黄酮干预可 

提高GSH-Px含量，说明ACR对小脑组织 GSH-Px 

有影响，而三羟异黄酮具有保护作用。SOD和 MDA 

的含量各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即 

ACR对小脑组织 SOD和 MDA有影响，三羟异黄酮 

50 mg· ～·d 剂量时有干预作用，表明三羟异 

黄酮通过清除自由基能够减轻 ACR的神经毒性，增 

加 GSH、SOD的活性，对脑组织有保护作用。 

线粒体作为细胞的一个含有丰富膜结构的重要 

细胞器，是细胞产能中心，为维持细胞正常生理功能 

提供必须的ATP，它也是自由基产生的重要场所。 

许多研究证实，小脑神经细胞线粒体是谷氨酸及 

ACR毒性的敏感部位，而在 ACR引起小脑皮质细 

胞凋亡的所有亚细胞器水平上的研究，线粒体似乎 

是ACR毒性作用的重要目标 。本实验通过形态 

学观察，在电镜下，ACR可引起小脑神经原细胞的 

染色质聚集，线粒体肿胀、断裂，基质内出现空泡，细 

胞膜皱缩，体积变小，有凋亡小体出现等细胞凋亡特 

征，而对照组及三羟异黄酮干扰组，细胞染色质较均 

匀分布，胞膜完整，胞质丰富，空泡少见，线粒体轻微 

肿胀，无凋亡小体出现，细胞形态改变不明显。线粒 

体的损伤会使神经细胞的有氧代谢能力下降和能量 

供应不足，进而影响细胞的正常生理功能和生存 

活力。 

关于三羟异黄酮对 ACR引起小脑组织中毒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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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用的机制尚未完全明了，目前认为三羟异黄酮 

对神经细胞保护作用机制是增强抗氧化酶活性，减 

轻自由基损伤，保护线粒体膜完整，减轻线粒体受损 

程度，促进线粒体生产ATP，抑制自由基促使死亡基 

因的激活 ]。三羟异黄酮生物学作用包括抗氧化、 

抗肿瘤、防治心血管疾病，尤其在预防和治疗神经退 

行性疾病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其结构中存在酚 

羟基，易被氧化，故是一种 良好的天然抗氧化剂。 

Behl等 。̈。采用原代中枢神经系统培养物及克隆的 

细胞系，显示出三羟异黄酮能保护神经细胞免受氧 

化损伤。三羟异黄酮作为一种抗氧化剂，具有清除 

超氧自由基与过氧化氢，抑制脂质过氧化，抑制黄嘌 

呤氧化酶活性，增强抗氧化酶活性等抗氧化作用。 

作为一种脂溶性物质，它可以在大脑神经细胞中发 

挥其抗氧化作用。 

实验证明，三羟异黄酮对 ACR引起小脑皮质细 

胞凋亡有防治作用。在 日常生活中，应尽量减少食 

品中的ACR含量，改变传统的煎炸烹饪习惯，多吃 

豆制品，多食新鲜蔬菜和水果，使饮食均衡且具多元 

性，对于降低 ACR的潜在毒性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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