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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氧运动可保护 β- 淀粉样蛋白 1-42 诱导老年痴呆模型大鼠的大脑

曹海信 1，王小梅 2

文题释义：

有氧运动：指任何富韵律性的运动，其运动时间较长，运动强度在中等或中上的程度(最大心率值60%-80%)，是一种恒常运动，是持续5 min
以上还有余力的运动，对锻炼心、肺、心血管系统均具有一定的效果。
大脑皮质：大脑的表层细胞与纤维排列情况可分为多层，自皮质表面到髓质大致分为六层。皮质的神经元之间联系十分广泛和复杂，在
皮质的不同部位，各层的厚薄、各种神经细胞的分布和纤维的疏密都有差异，是调节躯体运动或者说控制躯体运动的最高级中枢。

摘要
背景：实验证明，有氧运动能够改善脑损伤后大脑供血状态，在临床中配合有氧运动治疗阿尔茨海默症收效甚益，但对其机制的研究仍
处于空白阶段。
目的：基于AMPK/eNOS/NF-κB信号通路探讨有氧运动对β-淀粉样蛋白1-42 致痴呆大鼠大脑的保护作用机制。
方法：将80只SPF级SD雄性大鼠随机分为4组(n=20)：假手术组、模型组、有氧运动组和抑制剂组，除假手术组外其余大鼠采用β-淀粉样
蛋白1-42诱导构建阿尔茨海默病模型；假手术组切开硬脑膜后注射2 μL生理盐水。造模结束后第3天，抑制剂组腹腔注射50 mg/L AMPK 
Compound C 2 mL；其余组注射等量生理盐水。注射后有氧运动组和抑制剂组进行12周有氧运动训练，假手术组和模型组不进行任何治
疗。运动结束后，通过水迷宫实验和跳台实验检测各组大鼠的空间学习记忆能力的变化；依次采用激光散斑成像、苏木精-伊红染色、
ELISA 法和免疫荧光法检测各组大鼠大脑皮质血流变化、脑梗死体积、脑组织内神经元的损伤、脑组织中白细胞介素1β、白细胞介素6和
肿瘤坏死因子α表达水平及核转录因子κB的核移位；Western blot检测p-AMPK、p-eNOS和核转录因子κB蛋白的表达水平。
结果与结论：①与假手术组相比，模型组大鼠逃避潜伏期明显延长，经过原平台所在象限的次数明显更低，大鼠大脑皮质血流灌注量明显
减少，脑组织内细胞凋亡率及白细胞介素1β、白细胞介素6 和肿瘤坏死因子α表达水平升高，脑组织细胞内核转录因子κB核移位荧光强度明
显增强，且脑组织中p-AMPK、p-eNOS明显降低，核转录因子κB蛋白表达明显升高(均P < 0.05)；与模型组相比，有氧运动组逃避潜伏期出现
明显下降，经过原平台所在象限的次数明显增多，大鼠大脑皮质血流灌注量明显增加，脑组织内细胞凋亡率及白细胞介素1β、白细胞介素
6 和肿瘤坏死因子α表达水平降低，脑组织细胞内核转录因子κB核移位荧光强度明显减弱，且脑组织中p-AMPK、p-eNOS明显升高，核转录
因子κB蛋白表达明显下降(均P < 0.05)；与有氧运动组相比，抑制剂组上述指标明显被逆转(P < 0.05)；②结果说明，有氧运动可能通过激活
AMPK/eNOS/NF-κB信号，抑制核转录因子κB的活化，从而减轻炎症反应，发挥对β-淀粉样蛋白1-42诱导的老年性痴呆大脑保护作用。
关键词：有氧运动；阿尔茨海默病；大脑；凋亡；模型；鼠
缩略语：腺苷酸活化蛋白激酶：adenosine monophosphate activated protein kinase，AMPK；内皮型一氧化氮合酶：endothelial nitric oxide 
synthase，eNOS；β-淀粉样蛋白：amyloid β-protein，A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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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阿尔茨海默病是老年人常见的神经退行性疾病

[1-2]
。目

前全球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在 1 亿以上，且随着全球老龄

化进程的加快，发病率逐年增高
[3]
。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主

要临床表现为渐进性记忆障碍、语言障碍及认知功能障碍

等精神症状。淀粉样蛋白级联假说是阿尔茨海默病发生的经

典学说，研究发现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脑内神经元的丢失机

制与细胞凋亡有关，而 β- 淀粉样蛋白 (amyloid β-protein，
Aβ) 的大量沉积能诱导神经元的凋亡，进而诱发了阿尔茨海

默病的发生
[4]
。研究表明，腺苷酸活化蛋白激酶 (adenosine 

monophosphate activated protein kinase，AMPK)/ 内皮型一氧

化氮合酶 ( endothelial nitric oxide synthase，eNOS)/ 核转录因

子 κB( nuclear factor-κB，NF-κB) 信号通路在细胞凋亡过程中

发挥重要作用
[5-6]

。作为体内能量代谢的关键因子，AMPK 在

生化反应过程中负责外围能量的平衡。有报道称，AMPK 的激

活能够促进脑卒中的修复；AMPK 的增加会增加 eNOS 磷酸化

水平，这在促进神经再生中发挥重要作用
[7]
。

研究显示，有氧运动可通过改善线粒体功能蛋白活性的

表达，维持线粒体氧化磷酸化的正常功能对神经功能能损伤

起到保护作用
[8]
，且在临床上已用于治疗脑血管疾病

[9]
。但

有氧运动对Aβ1-42诱导的老年性痴呆大脑的保护作用机制，

目前尚鲜见报道。因此，此次研究采用 Aβ1-42 诱导阿尔茨

海默病大鼠模型，探讨有氧运动通过 AMPK/eNOS/NF-κB 信

号通路对阿尔茨海默病大鼠大脑的保护作用，从而为临床提

供新的数据支撑。

1   材料和方法   Materials and methods
1.1   设计   随机对照动物实验。

1.2  时间及地点  实验于 2018 年 12 月至 2019 年 6 月在陕西

师范大学运动生物学研究所完成。

1.3   材料

1.3.1  实验动物   SPF 级成年雄性 SD 大鼠 80 只，体质量

200-220 g，3 月龄，购自北京维通利华实验动物技术有限公

司，生产许可证号：SCXK( 京 )2017-0011。饲养室保持良好

通风，饲养环境温度为 (25±2)℃，湿度 (50±10)%，12 h 循环

光照下普通饲料分笼 (4 笼 ) 饲养，每 48 h 更换垫料和饲料，

自由饮水、适应性饲养 1 周后用于实验。

1.3.2   主要药品、试剂   Aβ1-42、2，3，5-氯化三苯基四氮唑 (2，
3，5-triphenyl tetrazolium chloride，TTC)( 美国 sigma 公司 )；
Trizol 试剂盒 ( 日本 TaKaRa 公司 )；TUNEL 细胞凋亡检测试剂

盒 ( 美国 abcam 公司 )；BCA 蛋白浓度测定试剂盒、DAB 化

学发光试剂盒 ( 北京百奥莱博科技有限公司 )；Western blot

试剂盒 ( 美国 BD 公司 )；p-AMPK、p-eNOS 和核转录因子 κB

抗体 ( 美国 abcam 公司 )；微量注射器 ( 宁波市镇海玻璃仪

器厂 )；冰冻切片包埋剂 ( 德国 Leica 公司 )；脑立体定位仪 ( 美

国 stoelting 公司 )。
1.4   实验方法

1.4.1  模型构建及分组   将 80 只 SD 大鼠适应性饲养 7 d 后随

机分为 4 组，每组 20 只：假手术组、模型组、有氧运动组、

抑制剂组。模型组、有氧运动组、抑制剂组大鼠造模前大鼠

禁食 12 h，腹腔注射 40 mg/kg 戊巴比妥钠将大鼠麻醉，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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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Aerobic exercise has been experimentally proved to improve the blood supply of the brain after brain injury. In clinical practice, aerobic exercise 
is effective in treating Alzheimer’s disease, but the research on its mechanism is still at a blank stage.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by which aerobic exercise protects the brain of amyloid β-protein (Aβ) 1-42-induced dementia rats through the 
adenosine monophosphate 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AMPK)/endothelial nitric oxide synthase (eNOS)/nuclear factor κB (NF-κB) signaling pathway.
METHODS: A total of 80 SPF Sprague-Dawley male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4 groups (n=20 per group): sham operation group, model group, aerobic 
exercise group, and inhibitor group. Animal model of Aβ1-42-induced Alzheimer’s disease was made in each rat except for the sham operation group. In the 
sham operation group, 2 μL of normal saline was injected after cutting the dura mater. On the 3rd day after modeling, the inhibitor group was intraperitoneally 
injected with 2 mL of 50 mg/L AMPK Compound C, and the other groups were injected with the same amount of normal saline. After the injection, the rats in 
the aerobic exercise group and inhibitor group received 12 weeks of aerobic exercise training, and those in the sham operation group and model group received 
no treatment. After exercise, the changes in the spatial learning and memory ability of the rats were detected by water maze test and step down test; laser 
speckle imaging, hematoxylin-eosin staining, ELISA, and immunofluorescence were used to detect the changes in cerebral cortex blood flow, cerebral infarction 
volume, neuronal damage in brain tissue, expression levels of interleukin 1β, interleukin 6, and tumor necrosis factor α in brain tissue, nuclear translocation of 
NF-κB; western blot assay was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p-AMPK, p-eNOS and NF-κB proteins. 
RESULTS AND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the sham operation group, the rats in the model group had significantly prolonged escape latency, reduced 
number of times passing through the original quadrant where the original platform was located, reduced blood perfusion volume in the cerebral cortex, 
increased expression levels of interleukin 6 and tumor necrosis factor α, enhanced fluorescence intensity of nuclear translocation of NF-κB in brain tissue, 
reduced expression levels of p-AMPK and p-eNOS in brain tissue, and increased expression of NF-κB protein (all P < 0.05). 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 
in the aerobic exercise group, the escape latency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the number of times passing through the quadrant where the original platform 
was located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cerebral cortex blood perfusion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apoptosis rate in the brain tissue and expression 
levels of interleukin 1β, interleukin 6 and tumor necrosis factor α decreased, the fluorescence intensity of NF-κB nuclear translocation in the brain tissue was 
significantly weakened, and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p-AMPK and p-eNOS in the brain tissue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nd NF-κB protein expression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ll P < 0.05). Compared with the aerobic exercise group, the above indicators in the inhibitor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reversed (P < 0.05). 
To conclude, aerobic exercise may inhibit the activation of NF-κB by activating AMPK/eNOS/NF-κB signals, and thereby reduce inflammatory response, which 
plays a protective effect against Aβ1-42 induced senile dementia.
Key words: aerobic exercise; Alzheimer’s disease; brain; apoptosis; model; r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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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头顶毛发，并用碘伏擦拭常规消毒，纵向剪开头顶部约

2 cm 伤口，用镊子将骨膜分离暴露颅骨，采用脑立体定位

仪定位海马 CA1 区，骨钻打开颅骨，参照《The rat brain in 

stereotaxic coordinates》定位
[10]
：前囟后 3.3 mm，中线左右

各旁开 1.5 mm，深度 3.0 mm，微量进样器垂直进针 2.8 mm，

将 2 μL 孵育好的 2 g/L 的 Aβ1-42 溶液缓慢注入，注射时间为

5 min，为了使溶液充分弥散，需要留针 5 min，缝合切口。为

了防止术后感染，手术后给予 8 万单位青霉素，腹腔注射 7 d，

并观察大鼠的生命体征。假手术组切开硬脑膜后注射 2 μL 生

理盐水，其他操作同上。

造模手术结束 3 h 后，抑制剂组腹腔注射 2 mL 质量

浓度为 50 mg/L 的 AMPK 通路抑制剂 Compound C( 美国

sigma 公司 )；其余组注射等量生理盐水。注射结束后抑制

剂组和有氧运动组进行有氧运动，运动方案为：有氧运动

前进行 1 周的适应性跑台训练，每天上午 10 点在坡度为 0°

的跑台上以 12 m/min 的负荷运动，60 min/ 次，3 次 / 周。

适应性训练结束后进行 12 周的规律有氧运动，每天上午

10 点在上述跑台上以 60 min/d 的频率，每周运动 5 次，周

六、日停训，每次运动的前 10 min 运动负荷为 12 m/min，

后 50 min 的运动负荷为 15 m/min( 运动负荷强度相当于 

60%-70%VO2max)
[11]

。假手术组、模型组不采取任何运动及

治疗方案，所有大鼠使用标准饲料，自由饮水喂养。

1.4.2   水迷宫实验   最后一次运动结束后，各组大鼠进行连续

5 d 的 M orris 水迷宫实验
[13]
。前 4 d 为定位航行实验，2 次 /d。

具体操作为：每天清晨腹腔注射给药 30 min 后，将 SD 大鼠

单独放入 Morris 水迷宫中，水池分为 4 个象限，东北象限中

心放置平台，大鼠每天从东西南象限和东南象限入水，记录   

90 s内找到平台时间，并将这段时间设为该大鼠的逃避潜伏期，

如未找到平台，潜伏期记录为 90 s，并引导大鼠找到平台，并

休息 10 s，放回笼中。第 5 天开展空间探索实验，具体操作为：

清晨给药 30 min 后，移去平台，大鼠从东南象限入水，记录

各组大鼠在 60 s 内游泳轨迹和穿越原平台所在位置的次数。

1.4.3   激光散斑成像观察各组大鼠大脑皮质血流变化    在完

成水迷宫实验后，将小鼠连同脑立体定向仪摆放在激光散斑

成像处，采用 0.3% 戊巴比妥钠分别对各组大鼠麻醉 20 min，

使用半导体激光器光源发出的激光形成均匀光斑照射各组大

鼠额定皮质，记录实时图像 600 s，将 Baumer 相机接头连接

至内源成像孔，通过散斑软件计算各组大鼠大脑皮质血流灌

注量。

1.4.4   苏木精 - 伊红染色观察大鼠海马组织神经元的形态变

化   取部分脑组织在多聚甲醛中浸泡 48 h 后，经脱水、常规

石蜡包埋，切成 4 μm 的切片。然后依次脱蜡、水化，按照

苏木精 - 伊红染色试剂盒进行染色、脱水，二甲苯充分浸泡

2 h 直至透明后干燥，用中性树胶封固，并光学显微镜下观

察组织形态并拍摄。

1.4.5  TUNEL 染色检测各组大鼠脑组织中的细胞凋亡   取部分

脑组织，常规方法固定，石蜡切片于 60 ℃恒温箱烘烤 3 h，

二甲苯脱蜡，梯度乙醇脱水，PBS 冲洗，不含 DNase 的蛋白

酶 K 消化，PBS 冲洗，加体积分数 3% H2O2 溶液避光室温孵育，

PBS 冲洗，生物素标记，DAB 显色，苏木素染色，常规脱水，

透明，中性树胶封固，显微镜下观察并拍照。图像分析：同

一切片中，随机取 5 个完整且非重叠的高倍镜 (×400) 视野，

然后计算出各个视野的细胞凋亡指数，细胞凋亡指数 = 凋亡

细胞数 / 总细胞数 × 100%，最后取平均值。

1.4.6   ELISA 法检测各组大鼠脑组织中白细胞介素 1β、白细

胞介素 6 和 肿瘤坏死因子 α 的水平   取部分脑组织，加入细

胞裂解液，4 000 r/min 离心 15 min，取上清液为待测样本。

按照 ELISA 试剂盒说明书中的操作步骤进行，反应中止后，

采用酶标仪测量 450 nm 处的 A 值。

1.4.7  免疫荧光检测各组大鼠脑组织中 NF-κB 的核移位    取部

分脑组织，制备脑组织石蜡切片，60 ℃烤片 2 h，恢复至常

温后脱水，二甲苯脱蜡，PBS 洗涤，抗原修复，PBS 洗涤，1% 

BSA 封闭 20 min，一抗体中孵育 1.5 h，PBS 洗涤，二抗中孵

育 30 min，PBS 洗涤，荧光显微镜观察，并选取 6 个视野并

运用图像分析软件进行平均吸光度测定。

1.4.8   Western blot 检测各组大鼠脑组织中 p-AMPK、p-eNOS

和 NF-κB 的表达   取部分脑组织，加入适量 RIPA 组织裂

解匀浆器打碎，用总蛋白提取试剂盒提取组织匀浆中总蛋

白，BCA 蛋白浓度测定试剂盒测定蛋白水平。取 50 μg 样

品，进行电泳、转模、封闭，加入稀释后的 p-AMPK 一抗         

(1 ∶ 1 000)、p-eNOS 一抗 (1 ∶ 500)、NF-κB 一抗 ( 1 ∶ 500)，

实验动物造模过程的相关问题

造模目的： 探讨有氧运动对 Aβ1-42 致痴呆大鼠大脑的保护作用机制 

借鉴已有标准实

施动物造模：

参考文献 [12] 构建阿尔茨海默病大鼠模型

动物来源及品系： SD 大鼠购自北京维通利华实验动物技术有限公司

模型与所研究疾

病的关系：

采用 Aβ1-42 诱导阿尔茨海默病大鼠模型，探讨有氧运动通过
AMPK/eNOS/NF-κB 信号通路对大脑的保护作用

造模技术描述： 麻醉大鼠后，采用脑立体定位仪定位海马 CA1 区，骨钻打开颅

骨，前囟后 3.3 mm，中线左右各旁开 1.5 mm，深度 3.0 mm，

微量进样器垂直进针 2.8 mm，将 2 μL 孵育好的 Aβ1-42 溶液缓

慢注入，注射时间为 5 min，为了使溶液充分弥散，需要留针
5 min，缝合切口

造模主要诱导用

药：

Aβ1-42 溶液

动物数量及分组

方法：

将 80 只 SD 大鼠随机分为 4 组：假手术组、模型组、有氧运动

组、抑制剂组，每组 20 只

造模成功评价指

标：

各组大鼠 Morris 水迷宫实验评价近期的学习记忆能力明显下

降作为判断阿尔茨海默症模型的标准

造模后实验观察

指标：

①定位航行实验结果；②空间探索实验结果；③大鼠大脑皮质

血流变化；④大鼠脑海马区形态学的比较；⑤大鼠脑组织中的

细胞凋亡情况；⑥大鼠脑组织中白细胞介素 1β、白细胞介素 6
和肿瘤坏死因子 α 的水平；⑦大鼠脑组织中核转录因子 κB 的

核移位；⑧大鼠脑组织中 p-AMPK、p-eNOS 和核转录因子 κB
的表达

造模后动物处理：最后一次运动结束后，各组大鼠进行连续 5 d 的 M orris 水迷宫

实验
[13]
。在完成水迷宫实验后，激光散斑成像观察各组大鼠

大脑皮质血流变化，并取部分脑组织待检测

伦理委员会批准：实验方案经陕西师范大学动物实验伦理委员会批准 ( 批准号为
2018-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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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孵育过夜，加入二抗，显色，成像，Image 软件分析各

条带灰度值，以GAPDH作为内参，获得蛋白的相对表达水平。

1.5  主要观察指标   ①定位航行实验结果；②空间探索实验

结果；③大鼠大脑皮质血流变化；④大鼠脑海马区形态学的

比较；⑤大鼠脑组织中的细胞凋亡情况；⑥大鼠脑组织中白

细胞介素 1β、白细胞介素 6 和肿瘤坏死因子 α 的水平；⑦

大鼠脑组织中 NF-κB 的核移位；⑧大鼠脑组织中 p-AMPK、
p-eNOS 和 NF-κB 的表达。

1.6   统计学分析   数据分析采用软件 SPSS 16.0，符合正态分

布的计量资料采用 x-±s 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

析，两两间比较采用独立 t 检验，P < 0.05 为差异有显著性

意义。

2   结果   Results 
2.1   实验动物数量分析   实验选用大鼠 80 只，分为 4 组，

实验过程无脱失，全部进入结果分析。

2.2  定位航行实验结果   在通过连续 4 d 的水迷宫实验训练

中，随着时间的延长，各组大鼠的逃避潜伏期逐渐缩短。各

组间大鼠逃避潜伏期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 0.05)；两两比较

结果显示，与假手术组相比，模型组大鼠逃避潜伏期明显延

长 (P < 0.05)；与模型组相比，有氧运动组逃避潜伏期出现明

显下降 (P < 0.05)；与有氧运动组相比，抑制剂组逃避潜伏期

出现明显延长 (P < 0.05)，结果见表 1，图 1。

2.3  空间探索实验   在第 5 天的空间探索实验中，各组间大

鼠经过原平台所在象限的次数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 0.05)；

两两比较结果显示，与假手术组相比，模型组大鼠经过原平

台所在象限的次数明显更低 (P < 0.05)；与模型组相比，有氧

运动组穿越平台次数均明显增多 (P < 0.05)；与有氧运动组相

比，抑制剂组穿越平台次数明显较少 (P < 0.05)，见图 2。

2.4   激光散斑成像检测各组大鼠大脑皮质血流变化   各组间

大脑皮质血流灌注量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 0.05)；两两比较

结果显示，与假手术组相比，模型组大鼠大脑皮质血流灌注

量明显减少 (P < 0.05)；与模型组相比，有氧运动组大鼠大脑

皮质血流灌注量明显增加 (P < 0.05)；与有氧运动组相比，抑

制剂组大鼠大脑皮质血流灌注量明显较少 (P < 0.05)。见图 3。

2.5   各组大鼠脑海马区形态学的比较   苏木精 - 伊红染色结

果见图 4。假手术组大鼠海马区神经元排列有序，结构完整，

细胞核呈圆形，具有明确的核染色和正常的形态；模型组大

鼠海马区神经元细胞结构不完整，排列不紧密，核固缩、边聚、

分叶明显，较多凋亡神经元出现；有氧运动组细胞形态趋于

正常，仅少量神经元丢失，偶见核空泡和核异性细胞；与有

氧运动组相比，抑制剂组大鼠海马区神经元结构上述病理变

化明显加重。

2.6   TUNEL 染色检测各组大鼠脑组织中的细胞凋亡  TUNEL

染色结果见图 5。阳性细胞核染色质边聚，细胞核固缩呈棕

黄色。

    经比较，各组大鼠脑组织中细胞凋亡率差异有显著性意

义 (P < 0.05)；两两比较结果显示，与假手术组相比，模型组

大鼠脑组织内细胞凋亡率明显升高 (P < 0.05)，与模型组相比，

表 1 ｜各组大鼠水迷宫实验训练的逃避潜伏期比较      (x-±s，n=20，s)
Table 1 ｜ Comparison of the escape latency of rats in water maze test 
among groups

组别 第 1 天 第 2 天 第 3 天 第 4 天

假手术组 57.35±4.86 41.32±3.28 36.53±2.83 16.28±1.96
模型组 73.45±5.72a 62.56±5.21a 52.93±4.42a 50.14±4.25a

有氧运动组 62.86±5.06b 48.50±3.37b 41.45±2.51b 25.24±2.01b

抑制剂组 66.05±5.26c 55.48±3.92c 48.85±3.96c 42.45±3.02c

表注：与假手术组相比，
aP < 0.05；与模型组相比，

bP < 0.05；与有氧运动组

相比，
cP < 0.05

图 1 ｜各组大鼠水迷宫实验训练的逃避潜伏期比较

Figure 1 ｜ Comparison of the escape latency of rats in water maze test

图注：与假手术组相比，
aP < 0.05；与模型组相

比，
bP < 0.05；与有氧

运动组相比，
c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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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各组大鼠模型空间探索能

力的比较

Figure 2 ｜ Comparison of spatial 

exploration capabilities of r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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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与假手术组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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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各组大鼠脑皮质血流灌注

量的比较

Figure 3 ｜ Comparison of 

cerebral cortex blood perfusion 

in rats假手术组    模型组    有氧运动组    抑制剂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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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假手术组有明确的核染色和正常的形态；模型组有较多凋亡神经

元出现；有氧运动组细胞形态趋于正常，仅少量神经元丢失，偶见核空

泡和核异性细胞；与有氧运动组相比，抑制剂组大鼠海马区神经元结构

上述病理变化明显加重

图 4 ｜各组大鼠脑海马区形态学的比较 ( 箭头表示凋亡神经元，TUNEL
染色，×200)
Figure 4 ｜ Comparison of the hippocampal morphology of rats (arrows 

indicate apoptotic neurons, TUNEL staining, ×200)

假手术组                                      模型组                                    有氧运动组                               抑制剂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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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药物干预后，有氧运动组大鼠脑组织内细胞凋亡率明显

降低 (P < 0.05)；与有氧运动组相比，抑制剂组脑组织内细胞

凋亡率明显升高 (P < 0.05)。
2.7   ELISA 法检测各组大鼠脑组织中白细胞介素 1β、白细胞

介素 6 和肿瘤坏死因子 α 的水平   ELISA 法检测结果见图 6。

各组大鼠脑组织中白细胞介素 1β、白细胞介素 6 和肿瘤坏死

因子 α 的水平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 0.05)；两两比较结果显

示，与假手术相比，模型组大鼠脑组织白细胞介素 1β、白细

胞介素 6 和肿瘤坏死因子 α 表达水平升高 (P < 0.05)；与模型

组相比，有氧运动组大鼠脑组织白细胞介素 1β、白细胞介素

6 和肿瘤坏死因子 α 表达水平出现明显的下降 (P < 0.05)；与

有氧运动组相比，抑制剂组脑组织内上述炎症因子水平明显

升高 (P < 0.05)。

2.8   免疫荧光检测各组大鼠脑组织中 NF-κB 的核移位   各组

大鼠脑组织中 NF-κB 的核移位水平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 

0.05)；两两比较结果显示，与假手术组相比，模型组大鼠脑

组织细胞核内 NF-κB 荧光强度明显增强 (P < 0.05)；与模型组

相比，有氧运动组大鼠脑组织细胞核内 NF-κB 的荧光强度明

显减弱 (P < 0.05)；与有氧运动组相比，抑制剂组大鼠脑组织

细胞核内 NF-κB 的荧光强度明显增强 (P < 0.05)，见图 7。

2.9   Western blot 检测各组大鼠脑组织中 p-AMPK、p-eNOS 和

NF-κB 的表达    各组大鼠脑组织中 p-AMPK、p-eNOS 和 NF-κB

蛋白表达水平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 0.05)；与假手术组相比，

模型组大鼠脑组织中 p-AMPK、p-eNOS 明显降低，NF-κB 明

显升高 (P < 0.05)；与模型组相比，有氧运动组大鼠脑组织中

p-AMPK、p-eNOS 明显升高，NF-κB 明显下降 (P < 0.05)；与有

氧运动组相比，抑制剂组大鼠脑组织中 p-AMPK、p-eNOS 明

显降低，NF-κB 明显升高 (P < 0.05)，见图 8。

3   讨论   Discussion
阿尔茨海默症是一种大脑神经退化的慢性疾病，是以海

马神经元大量死亡及丢失、神经纤维缠结、Aβ 沉积等为主要

病理特征，临床上主要表现为进行性记忆、智能衰退
[14-15]，其

高致残率的特点给家庭和社会造成沉重的负担，寻找治疗阿尔

茨海默病的有效药物一直以来是科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

研究表明，规律有氧运动对脑神经具有良好的保护作

用
[16-18]

。有学者发现采用 TUNEL 法发现有氧运动可以显著

降低局灶性脑缺血再灌注大鼠皮质神经元的凋亡率
[19]

；另

有研究发现，通过研究规律的有氧运动对 CIR 模型小鼠皮

质神经元的影响，发现在有氧运动后脑海马区神经元细胞

Sham组 Model组 Rg1组 NMDP组假手术组 模型组 有氧运动组 抑制剂组
假手术组                                      模型组                                    有氧运动组                               抑制剂组

假手术组    模型组    有氧运动组    抑制剂组

50 

40 

30 

20 

10 

0

细
胞

凋
亡

率
( %

)

图 注： 图 A 为 TUNEL 染 色

结果 ( 箭头表示阳性细胞，

×400)；B 为细胞凋亡率统计分

析，与假手术组相比，
aP < 0.05；

与模型组相比，
bP < 0.05；与

有氧运动组相比，
cP < 0.05

图 5 ｜ TUNEL 染色检测各组大鼠脑组织中细胞凋亡情况

Figure 5 ｜ TUNEL detection of cell apoptosis in rat brain tissues  

图注：与假手术组相比，
aP < 0.05；与模型组相比，
bP < 0.05；与有氧运动组

相比，
c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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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 ELISA detection of the levels of interleukin 1β, interleukin 6 and tumor necrosis factor α in rat brain t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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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线粒体功能明显改善
[20]，提示有氧运动对于缺血引起的

海马区神经元凋亡起到保护作用。另有学者证实有氧运动

能明显降低脑震荡后的神经细胞的凋亡率，改善大鼠脑水

肿症状
[21]

。此次研究通过 Aβ1-42 诱导阿尔茨海默病大鼠

模型研究规律的有氧运动的作用机制，发现模型组大鼠出

现学习和记忆能力明显降低，且大脑神经元细胞凋亡数目

增多；而经过 12 周规律的有氧运动后，与模型组相比，阿

尔茨海默病大鼠学习和记忆能力的损伤程度明显减轻，神

经元凋亡明显减少，说明有氧运动对阿尔茨海默病大鼠脑

损伤具有保护作用，与上述研究结果一致。生理条件下，

阿尔茨海默病发生后脑血管阻力和脑血流量的平衡状态发

生改变，脑循环动力学会明显紊乱，表现为大脑皮质血流

灌注量减少
[22-23]；有氧运动后，阿尔茨海默病大鼠大脑皮

质血流灌注量明显增加，说明有氧运动有利于脑循环动力

学的改善。

有研究通过对阿尔茨海默病大鼠的病理观察发现，阿尔

茨海默病导致的大鼠大脑神经功能损伤是大脑组织受损后，

脑组织损伤可促进白细胞浸润，进而导致白细胞介素 1β、白

细胞介素 6 和肿瘤坏死因子 α 等促炎因子的活化，发生炎症

级联反应
[24-26]

。此次研究中模型组大鼠脑组织中白细胞介素 6、

白细胞介素 1β 和 肿瘤坏死因子 α(P < 0.05) 大量表达，与既往

研究结果一致。研究表明，AMPK/eNOS/NF-κB 信号通路是重

要的炎症通路
[27-28]

。AMPK 作为线粒体能量代谢调节的关键分

子，负责外围能量平衡，当细胞能量供应降低时，通过调节

细胞内单糖和脂肪酸的代谢，增强能量的产生
[29-30]

。eNOS 是

细胞调控氮元素代谢关键酶，AMPK 激活后将信号转导下

游转录因子 NF-κB 与炎症反应
[31]

。激活后的 NF-κB 直接进

入细胞核内，通过胞核调控介导炎症相关靶基因的转录增强

炎性因子白细胞介素 1β、白细胞介素 6 和肿瘤坏死因子 α

的表达
[32]
。有研究发现，有氧运动可明显降低阿尔茨海默病

患者炎症反应程度
[33-34]

。李小龙
[35]

对有氧运动改善阿尔茨

海默病大鼠认知功能损害的中枢免疫机制的研究中发现，有

氧运动后阿尔茨海默病大鼠外周血白细胞介素 1β 和肿瘤坏

死因子 α 等炎症因子水平明显降低，但作用机制尚无报道。

此次研究发现阿尔茨海默病大鼠经过有氧运动后，大鼠脑组

织白细胞介素 1β、白细胞介素 6 和肿瘤坏死因子 α 的表达

明显下降，细胞NF-κB核移位水平明显降低，p-AMPK、p-eNOS

蛋白表达明显升高。为了验证有氧运动对 p-AMPK/p-eNOS 信

号通路的影响，此次研究采用 p-AMPK 抑制剂 Compound C

预处理阿尔茨海默病大鼠后再进行有氧运动发现，大鼠有氧

运动的病理变化被逆转，说明有氧运动可能通过激活大鼠脑

组织中 AMPK/eNOS，抑制核 NF-κB 的活化，实现对大脑的保

护作用。阿尔茨海默病病情复杂，影响因素众多，参与炎症

反应的通路涉及多条，此次研究仅从 AMPK/eNOS/NF-κB 信

号通路进行了探讨，但是否通过其他信号通路发挥对脑组织

的保护作用还待更深入的研究。

综上所述，有氧运动可能通过激活 AMPK/eNOS/NF-κB

信号，抑制核转录因子 κB 的活化，从而减轻炎症反应，发

挥对 Aβ1-42 诱导的老年性痴呆大脑保护作用，临床上可以

通过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适度的有氧运动，可能有利于患

者病情的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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