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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0-2200(2009)07-0558-05 ·基础医学·

大鼠脑创伤后一氧化氮合酶对学习和记忆功能的影响

宋朝彦1，崔建忠2。洪军2，王春生1

[摘要】目的：探讨神经元型一氧化氮合酶(neuronal nitric oxide synthase，nNOS)和诱生型一氧化氮合酶(inducible nitric oxide

synthase．iNos)对大鼠创伤性颅脑损伤(traumatic brain injury，Tin)后空间学习和记忆的影响及7-硝基吲哚(7-nitroindazole，7·

NI)和氨基胍(aminoguanidine，AG)的治疗作用。方接：将250只Wistar大鼠随机分成5组，按照Marmarou方法造成大鼠重型

弥漫性TBI，免疫组化检测海马CAI区nNOS和iNOS表达情况，原位细胞DNA断裂检测(TUNEL)法检测海马CAI区凋亡细

胞，采用Moms水迷宫测试各组大鼠的空间学习和记忆情况。培栗：大鼠TBI后海马CAl区存在nNOS和iNOS明显表达，

nNOS在伤后6 h左右达高峰(P<O．05)，iNOS在伤后3天左右达高峰(P<0．05)。TUNEL阳性细胞于伤后3天达高峰(P<

0．05)，伤后6 h 7-NI治疗组和联合治疗组与创伤组比较减少明显(P<0．05)，伤后3天各治疗组均减少，且以联合治疗组减

少最为明显(P<O．05)。结论：大鼠TBI后学习和记忆功能下降与NOS过表达引起的神经毒性作用有关。7-NI和AG通过抑

制nNOS和iNOS的活性或表达起到神经保护作用，改善了大鼠的学习和记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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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neuronal nitric oxide synthase(nNOS)and inducible nitric oxide synthase(iNOS)on

the spatial learning ability and memory of rats following traumatic brain injury(TBI)，and to observe the curative effect of 7-

nitmindazole(7一NI)and aminognanidine(AG)．Methods：Two hundred and fifty male Wistar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5 groups．

Severe closed brain injury models were made according to Marmarou；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was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nNOS and iNOS in the hippocampus CAl region of the rats；TUNEL in situ was applied in determination of the apoptosis cells in the

hippocampus CAI region；me spatieal learning ability and memory of the rats after injury was measRred by mear值of Morris Water maze．

Results：nNOS and iNOS expressed significantly in the hippocampus CAI region of the rats．nNOS immuno—reactivity peaked at 6hr after

injury(P<0．05)，iNOS peaked at 3 days after injury(P<O．05)，and TUNEL positive cells peaked at 3 days after injury(P<O．05)．

The number of positive cell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6 hours after injury in the treatment groups compared with that in the trauma group

(P<0．05)．And 3 days after injury，positive cells decreased in all the three groups，with the combination thempy group the most

obvious．Conclusions：The decrease of learning and memorizing ability of the rats after 13ti is associated with the nerve toxicity of NOS．

7-NI and AG protect the nerve by inhibiting the activity and expression of nNOS and iNOS．which may improve the spatial learning

ability and memory of r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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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最新资料表明H J，创伤性颅脑损伤

(traumatic brain injury，TBI)发病率和致残率高，每

年可给社会造成数百亿美元的损失，给社会和家庭

带来沉重的负担。学习和记忆功能障碍是TBI后一

个重要的临床表现，严重影响患者的工作和生活。

如何对TBI患者进行更好地救治已经成为全球性的

公共健康问题。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TBI后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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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型一氧化氮合酶(neuronal nitric oxide synthase，

nNOS)和诱生型一氧化氮合酶(inducible nitric oxide

synthase，iNOS)的过表达及激活所产生的大量NO

参与了脑缺血及脑创伤的病理生理过程¨1，进一步

研究和开发高效、特异性强的NOS抑制剂，以减少

NO的病理作用无疑给人们提供了一条新的治疗途

径。目前，国内外研究多为单独应用7一硝基吲哚(7一

nitroindole，7一NI)或氨基胍(aminoguanidine，AG)进

行干预治疗，笔者探讨联合应用7．NI和AG对大鼠

TBI后神经细胞凋亡及学习和记忆功能的影响，现

作报道。

 



1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动物及分组健康雄性成年Wistar大鼠

250只，体重250～300 g。将大鼠随机分成假手术

组32只，创伤组45只，AG治疗组42只，7-NI治疗

组42只，AG和7一NI联合治疗组45只；TBI致死44

只。每组又分别划分为伤后1 h、3 h、6 h、12 h、1

天、3天、7天、14天等8个时相组，其中创伤组、AG

治疗组、7-NI治疗组、AG和7-NI联合治疗组每个时

相点5～6只大鼠(由于创伤死亡造成数目不一

致)，假手术组每个时相点4只大鼠。

1．2大鼠创伤模型制备及取材仿Marmarou方

法旧J，大鼠以戊巴比妥(35 mg／kg)腹腔注射麻醉，

采用450 g×1．5 m自由落体打击制作大鼠脑损伤

模型。假手术组仅给予麻醉及头皮切开、缝合，但不

致伤。7．NI和AG治疗组大鼠致伤后立即按说明书

经腹腔注射给药(AG和7一NI购自美国Sigma公

司)，7一NI每次25 mg／kg，每12 h 1次，直至各时相

点，最多用3天。AG每次100 mg／kg，每12 h 1次，

直至各时相点，最多用到7天。创伤组及假手术组

在相同时间内给予等量生理盐水腹腔注射。于上述

伤后各时相点，断头取脑，取前囟后3．3—4．3 nLrfl

之间的大脑部分固定，冠状位连续切片。

1．3免疫组化检测nNOS及iNOS所用一抗购自

美国Santa Cruz公司。S-P免疫组化试剂盒购自北

京中山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严格按说明书操作。

DAB显色(iNOS所用显色剂，镜下观察可见阳性细

胞胞质呈黄色)，脱水中性树胶封片；或AEC显色剂

(nNOS所用显色剂，镜下观察呵见阳性细胞胞质呈

红色)，不脱水甘油明胶封片。真彩色图像分析系

统测其光密度(OD)值，显微镜放大400倍，随机取

海马CAl区5个视野，测出每个视野阳性细胞的平

均OD值和阳性细胞数及视野面积，计算单位面积

(0．01 mm2)的总OD值(平均光密度×阳性细胞

数／视野面积)，并作为分析对象进行比较。
1．4 原位细胞DNA断裂检测(TUNEL)法检测凋

亡细胞TUNEL检测试剂盒购自美国Roche公司，

转换液为碱性磷酸酶标记，严格按试剂盒操作，用

BCIP／NBT显色液显色，脱水中性树胶封片。镜下

观察，凋亡细胞的细胞核染色质为新月型或蚕豆状

蓝紫色浓染，并可见蓝紫色核碎裂小体。在装有目

镜网格测微尺的400倍光镜视野下，随机计数大鼠

海马CAl区5个视野，计算出0．01 mm2中TUNEL

阳性细胞数(+／o．01 rain2)作为分析对象进行比

较。

1．5学习和记忆功能检测采用Morris水迷宫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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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为避免大鼠TBI后运动功能障碍(各组大鼠3

天后运动功能已无区别)及所用药物可能有其他的

作用(各组大鼠7天后已全部停药)对水迷宫测试

结果的影响，各组分别于伤后第11、12、13及14天

进行Morris水迷宫测试记录潜伏期值。如大鼠在

180 s内未找到安全岛，则潜伏期值记为180 s。在

整个实验期间，实验室的布局不变，以免对大鼠的空

间学习和记忆造成影响。

1．6统计学方法采用方差分析和q检验。

2结果

2．1 大鼠伤后病理生理反应大鼠在晚上活泼，应

激反应强，因此，笔者选在晚上对大鼠致伤。大鼠致

伤后多数出现短暂呼吸停止，经予人工辅助呼吸后，

自主呼吸多于30—40 s内恢复(自主呼吸未恢复者

死亡)，呼吸恢复后绝大多数存活，仅有一小部分呼

吸二次停止死亡；伤后部分大鼠出现口鼻大量出血，

大多死亡。致伤大鼠(不包括假手术组32只大鼠)

总死亡率为20．2％(44／218)。伤后大鼠多表现有

四肢剧烈抽搐，随后呈去大脑状态，四肢和尾僵硬，

持续时间约15～30 s；大鼠伤后均呈昏迷状态，多于

10～20 min内意识状态恢复，但精神差，第一天进

食差。
2．2 大鼠伤后nNOS免疫组化结果显微镜下观

察nNOS阳性细胞胞质着红色(AEC染色)。假手

术组可见海马CAl区少量阳性细胞，胞质着色较

浅，各时相点无明显变化；创伤组nNOS免疫反应性

在伤后1 h开始升高，6 h达高峰，12 h明显下降

(P<0．05)；7．NI治疗组免疫反应性均在伤后1 h

开始升高，6 h达高峰，12 h下降，高峰值与创伤组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AG治疗组及联

合治疗组nNOS免疫反应性在伤后1 h开始升高，6

h达高峰，且高峰期延长到12 h(P<0．05)，12 h值

高于创伤组(P<0．05)，24 h下降(见图1及表1)。

2．3 iNOS免疫组化结果显微镜下观察iNOS阳

性细胞胞质着棕黄色(DAB染色)。假手术组各时

相点海马CAl区未检测到明显的阳性细胞；创伤组

iNOS免疫反应性在伤后6 h开始升高，3天达高峰，

7天下降，14天仍有阳性反应(P<0．05)；各治疗组

iNOS免疫反应性在伤后6 h开始升高，3天达高峰，

高峰值低于创伤组(P<0．05)，7天下降，14天仍有

阳性反应(见图2及表2)。

2．4 TUNEL染色结果 假手术组各时相点海马

CAl区未检测到明显的TUNEL阳性细胞。创伤组

伤后l h，海马即可见少量TUNEL阳性细胞，伤后

6 h TUNEL阳性细胞数量逐渐增多，于伤后3天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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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伤后7天TUNEL阳性细胞数量下降(P<

0．05)，伤后】4天仍高于对照组；各治疗组TUNEL

阳性细胞的时程与创伤组基本一致，但阳性细胞数

量与创伤组相比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伤后6 h

7一NI治疗组和联合治疗组与刨伤组比较减少明显

(P(O．05)，伤后3天各治疗组与创伤组相比均减

少明显，且以联合治疗组减少最为明显(P<0．05)

(见图3及表3)。

璺!奎曼妻苎cAl垦“N05鲁疫组化染色(A：创伤组伤后3 h，B：创伤组伤后6 h；AEc染色呈红色；免疫组化×400)

璺2奎墼塞苎!11区i”!j鲁疫组化染色(A：创伤组伤后3天，B：联合治疗组伤后3天；DAB染色呈黄茗-冕疫矗i x400)
圈3大鼠海马区TuNEL染色(A：创伤组伤后3天，＆联合治疗组伤后3天：免疫组化X400)

⋯一⋯ ⋯7

2．5 水迷宫检测结果 在水迷宫测试中创伤组大

鼠比假手术组大鼠寻找到安全岛的潜伏期明显延长

第14天(P<0．05)，各治疗组伤后潜伏期有不同程

度的缩短(P<0．05)，以联合治疗组最为明显(见

图4及表4)。

圈4大鼠Morris水迷宫测试

3讨论

本实验观察到大鼠TBI后海马CAl区早期存

在nNOS的高表达，后期存在iNOS的高表达。TBI

后nNOS和iNOS的表达及激活所产生的大量NO

对于神经组织是一种毒性因子。TBI后NO早期的

增高被认为是由nNOS介导的[3l，同时也被认为是

神经毒性够始发因素。TBI后期No的升高通常认
为是由iNOS所产生，并且量大，对神经组织的损伤

也严重‘"。

目前有许多针对TBI的研究和NO相关，在正

常生理情况下，NO参与学习和记忆突触的重建，维

持海马突触的长时强化(LaP)，然而，在TBI后NO

所造成的神经毒性远大于它的生理作用。TBI后

nNOS和iNOS的大量表达及激活所产生的NO具有

的神经毒性与迟发的神经细胞死亡有关HJ。NO主

要通过它和超氧阴离子反应生成过氧亚硝酸阴离子

(ONOO‘)而对神经组织造成损伤¨j，导致神经细

胞的凋亡。我们认为首先应保证神经元的存活，然

后才能考虑恢复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讲，急性期抑

制NO的过量产生是必要的。单纯应用AG抑制

iNOS的活性，减少NO的产生后，因nNOS和iNOS

之间可能存在NO反馈机制相互影响，导致nNOS

表达的增加，因此联合应用7-NI和AG更为有效。

本实验观察到大鼠TBI后海马区出现变性坏死神经

元，神经元存活数目减少，各治疗组组织病理改变较

创伤组有不同程度的改善。海马在学习和记忆中起

着重要的作用，与近期记忆功能有关的神经结构是

一个环路，即海马-+穹窿_下丘脑乳头体_丘脑前

核一扣带回叶海马。海马环路的活动与第一级记忆

的保持以及第一级记忆转入第二级记忆有关。海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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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各组海马(i／L1区nlYOS免疫反应性0D值测定结果比较[n；(i±sl】

分姐．—．．————．．——．———．．—．．．．—．——．——．．．．—————!垡i生!I-—．．———．——．．————．——．—．—．——．．—．———一，P嬲。。1 h 3 h 6 h 12 h 1 d 3 d 7 d 14 d

‘
‘ 4”

倒伤组 6(I．76±0．璐)5(2．3I±0．供)6(3．49±0，IO)6(2．74±0，∞)5(2．13±0．嘶)6(2．00±0．07)5(1．89±O，07)6(1．77±O．04)438．17<0．Ol 0．004

7-1ql治疗组5(I．71±O，06)5(2．33±O．06)6(3．53±O．07)6(2．76±O．11)‘5(2．11±O．OS)5(2．03tO．07)5(1．84±0．甜)5(1．73±0．07)402．20<O．Ol 0．晒

^G治疗錾5(1，74±0．锝》 5(2．40±O．os) 5(3．配±O．鹕l 5(3．62j：0朋)。6(2．爨±O．05)6(2。10j：0。07) 5(1，94±0．1I) S(1．83±O．06)5篮．tl dl,01 0，197

联合《游掘6(I．71±Dr田) 5(2．42±0．0／) 6(，．64±o．循)5(3．61±O．1I)。6(2．53±o．嘴) 5(2．14±0．05) 6(1，91±o．10) “I．78±0．嘶)576．51<0．0i O．215

， I．傩 4．幻 4．35

P >O．晒． <O．05 <o．05

l“．95 73．鹕 5．1l

‘0．0l <O．0l <O．0l

1．笠 2．54 一 一 ～

>005 >0．晒 一 一 一

脚翅内0．嘲0．彻0．007 0,009 O．005 O．004 O．唧O．00B⋯
譬检验：与同组6 h比较·P<O．05；与戗伤组比较#P<O，05

表2各组海马CAl区iNOS免疫反应性OD值测定结果比较[n；(；±s)】

～ 伤后时同

分组—■j-——万————h———12 F——百———了——了r——r14 ， P慨内l h 3 h 6 h l d 3 d 7 d d

‘ 。

蛆一

包伤组 6(1。15±O，17)5(1。26tO．12) 6(2．61±0．39)6(3．89±otl9) 5(5．56±O．35) 6(7．19±O．11) 5(4．46tO．12)6(1．96±O．20)496．Il<O．Ol 0，053

7-N1治疗组5(1．22±O．17)5(1．26±0．12)6(2．41±0．14)6(3．43±O，15)5(5．43±O．14)5(6．24±O．11)·5(4．04±0．14)5(1．93±O．16)897．oI<0．Ol O．啷

Ag治疗组 5(1．17±O．23) 5(1．26tO．7．3) 5(2．52±0,23) 5(3．47±o，14) 6(5．21土0．29)6(6．34±0．32)·5(4．24±0．04) 5(】．94*0．18)，74．45<o．Ol 0．052

联合治疗组6(1．21±O．30)5(1．24±O．07)6(2．粥±O．16)5(3．37±O．14)6(5．04：t0．22)5(5．74±O．13)·6(4．00±o．24)6(1．89±O．17)422．20<O．01 0．038

，0．12 o．02 1．舾 13．册 4．27 鸵．89 9．24 o．15 一 一 ～

P >O．晒 )0．05 >0．甥<0．01 ‘O，05 ‘乱0l <O．Ol >O。仍 一 一 ～

脚组内 0．051 O．022 0．063 0．025 O．06B O．∞8 0，025 0．032 一 一 一

g检验：与刨伤组比较·P<0．05

表3各组海马CAl区TUNEL阳性细胞数(个／0．01nun2)比较【，l；li±s)】

⋯ 伤后时阃

嗍——1—h——百h———6万———12—h———1—d——瓦——·百d——百14广， P舶组一
3 h 3 d 7 d

。

砸一

剖伤组 6(I．50±I．晒)5(4．oo±0．89)6(9，17±1．47)6(12．33±I，63)5(16．50±I．05)6(ZO．33±1．75)5(16．00±1．79)6(4．83±1．17)134．46<O．Ol 1．946

7．m治疗组5(1．33±O．眈)5(3．33±1．03)6(5．昭±1．17)‘6(10．17±1．17)5(13．83±1．订)5(1S．17±0,75)·5(14．盼±1．47)5(5．17±】，47)138．76‘0．01 1．342

^G治疗组5(1．50±l，03)5(3．67±1．03)5(7，船±1．47)5(9．67±1．36)6(12．50±L64)6(16．00±0．89)·5(t3．17t1．韶)5(4．33±1．21)78．％<O．Ol 1．湖

联合治疗噻6(1努±琅92j 5(3．33±锝l》6(5．50±1．05)。5(8．67±1．21)6(U。50±1．H》5《“。n±1．S31‘6(tt．∞±1．41)6(4．00±1．26)的。∞‘O。0l 1．679

， O．06 O．58 ID．62 7．21 12．31 ∞．27

|P >0．05 >0．05。 <O．01 ‘o’Ol ‘O．Ol<O．Ol

9，髓

<o．ol

0．9l 一 一 ～

>O．∞ 一 一 ～

脚％内 o．878 0．893 1．674 1．855 2．043 I．940 2．627 1．627 一 一 ～

q检验：与刨伤组比较·P<O．05

表4各组水迷宫测试潜伏期(s)比较(孑±s)

，、。 伤后时间髑 露—-————I—1—d————————————12——d———————————1—3——d———————————14——d———一 ， P朋芍组内月Bn

假手术组4 124．33±11．57 81．83±8．84 70．33±12，ll 22．50±s．55 64．95 <0．Ol 107．941

刨伤组 6 152．72 4-13．56’ 141．78±17，61 94．92±11．09 63．37士11．Og·

7．NI治疗组5

AG治疗组 5

150．06±10．57‘ 102．78±11．03 88．59±11．19 41．37±8．71。

139．22±15．61 125．62±ll，15 62．42±11．31 45．04士9．63·

联合治疗组6 137．74±10．82。88．82土13．18 70．37±6．53 28．84±7．加·

，

P

3．80

<O．05

19．35

<0．Ol

9．38

(O．OI

15．73

<O．0i

56，19 <O．Ol t84．935

92．18 (0．Ol l吣．617

72．89 (O．01 147．162

125．99 《0．Ol 97．046

’脚组内 一 158．472 173．214 108．60 84．826 ～ 一 一

口检验：与创伤组同时相点比较+P<o．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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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邻近结构损伤可引起近期记忆功能的丧失，丧

失的程度取决于损伤部位的大小。

Morns水迷宫现在已经被公认为一种研究学习

和记忆的可信方法而被普遍采用。本实验观察到在

水迷宫测试中，创伤组大鼠比假手术组大鼠寻找到

安全岛的潜伏期明显延长，各治疗组伤后潜伏期有

不同程度的缩短，联合治疗组缩短更明显。说明应

用NOS抑制剂可以减轻TBI对细胞的毒害作用。

同时也说明此时抑制NOS不会对学习和记忆有不

利影响，反之促进了学习和记忆№J。

TBI后细胞为修复自身结构及功能需氧增加，

而此时由于微血管的破坏，代谢产物的增加及脑水

肿等造成局部或全脑血流量的降低，导致细胞能量

的相对和绝对缺乏。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川，NOS

过表达产生的过量NO参与了脑缺血及脑创伤的病

理过程，导致神经细胞的二次损伤。此时应用外源

性抑制剂减少NO的量，从而降低Till后二次损伤

的严重程度。目前，针对NOS抑制剂的基础和临床

研究方兴未艾，进一步开发高效、特异性强的NOS

抑制剂，并采取联合用药协同治疗的方法，可望对

TBI产生更好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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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论文设立对照常采用的方法(二)：有处理对照

对对照者或对照组给予一定处理，不过这种处理在性质上、程度上、构成性质上与实验者或

实验组不同而已。可分为以下五种：

l、已知因素对照：对某一新药或新疗法进行疗效观察时，可用临床上有效的已知药物或疗

法作为对照，敌有相互对照之称。

2、同一处理但强度不同或方法不同的对照：如同一药物口服时的疗效与注射的效果相对

照，即属于此种对照方法。

3、复合处理对照：如欲观察一种新药对感染性疾病的疗效，但对这一新药的疗效又没有十

分把握时，为了病人不出问题，可采用复合处理对照法。用两组患者，甲组用新药加青霉素复合

治疗，乙组单用青霉素治疗。

4、观察“交互作用”时的对照：如欲观察两种被试因素之间是否有“交互作用”。则对照方法

需用三组，即甲因素组、乙因素组、甲+乙组。甲+乙组如为甲、乙两组效应之单纯代数和，则无

“交互作用”，如超过或不及则有协同或拮抗作用。

。5、替除处理对照：已证明某一中药方剂有效，为了找出其中哪一味药起主要作用，可将原方

剂与去除或替换了其中某味或某几味药的方剂相对照。如用此法反复对照会找出发挥疗效的

主要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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