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18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第25卷｜第8期｜2021年3月

诱导急性脊髓损伤模型大鼠炎症反应信号通路的变化

柴  乐 1，吕建兰 2，胡劲涛 2，胡华辉 3，许庆军 1，余进伟 1，全仁夫 3

文题释义：

高迁移率族蛋白1：是一种高度保守的DNA结合蛋白，与基因修复及转录调控密切相关。同时大量研究表明高迁移率族蛋白1也是坏死损伤

和缺血损伤的模型中是重要的炎性递质。

Toll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s，TLR)：是参与非特异性免疫(天然免疫)的一类重要蛋白质分子，也是连接非特异性免疫和特异性免疫的桥

梁。Toll样受体是单个的跨膜非催化性蛋白质，可以识别来源于微生物的具有保守结构的分子。当微生物突破机体的物理屏障，如皮肤、

黏膜等时，Toll样受体可以识别它们并激活机体产生免疫细胞应答。

摘要

背景：前期研究发现采用芒针治疗可改善脊髓损伤后的炎症反应，降低高迁移率族蛋白1和促炎性因子的表达，抑制核转录因子的活性及

神经细胞凋亡的发生。

目的：分析脊髓损伤后炎症反应发生机制与HMGB-1/TLR4/NF-κB信号通路的相关性。

方法：参考国际公认的改良Allen’s造模法制作T9-T10脊髓损伤大鼠模型，分别在造模后6 h，24 h，3 d，7 d获取大鼠脊髓及尾动脉血液标本

并进行BBB评分；ELISA分别检测脊髓及尾动脉血清中高迁移率族蛋白1的水平，确定脊髓中高迁移率族蛋白1最高点及血清与脊髓中高迁移

率族蛋白1含量的变化规律。将大鼠分为模型组、甘草酸组(采用甘草酸灌胃200 mg/kg)、空白组、假手术组4组，在高迁移率族蛋白1表达

最高时间点获取脊髓，通过RT-PCR、免疫印迹技术检测大鼠脊髓中高迁移率族蛋白1、Toll样受体4、核因子κB的基因和蛋白表达，观察大

鼠脊髓病理形态变化。实验方案经浙江中医药大学动物实验伦理委员会批准。

结果与结论：①脊髓损伤后，3 d脊髓及血液中高迁移率族蛋白1的表达量明显高于6 h，24 h，7 d(P < 0.05)；②脊髓损伤3 d时，甘草酸组

脊髓中高迁移率族蛋白1、Toll样受体4、核因子κB、白细胞介素6、肿瘤坏死因子表达低于模型组，高于空白组及假手术组(P < 0.05)；③甘

草酸组高迁移率族蛋白1、Toll样受体4、核因子κB蛋白和基因表达显著低于模型组，高于空白组及假手术组(P < 0.05)；④结果说明，脊髓

损伤后，血液及脊髓中的高迁移率族蛋白1显著升高，3 d时处于最高值；通过抑制高迁移率族蛋白1后，发现HMGB-1/TLR4/NF-κB通路是诱

发脊髓损伤后炎症反应的重要通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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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原著

文章快速阅读：

文章特点—

研究发现，HMGB-1/
TLR4/NF-κB 通路是诱

发脊髓损伤后炎症反

应的重要通路之一。

检测：

(1) 血清及脊髓组织中高迁移率

族蛋白 1 水平；

(2)BBB 评分；

(3) 脊髓中高迁移率族蛋白 1、
Toll 样受体 4、核因子 κB 的基

因和蛋白表达；

(4) 脊髓组织形态学观察。

大鼠分组：

(1) 空白组；

(2) 假手术组；

(3) 模型组 ( 脊髓损伤 )；
(4) 甘草酸组 ( 脊髓损伤 + 

甘草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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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急性脊髓损伤作为世界性临床医学难题，可导致损伤

平面以下各种感觉、运动神经功能障碍，是一种严重的中

枢神经系统损伤
 [1-2]

。临床上一般以糖皮质激素类固醇药物、

抗生素、嗅鞘细胞移植、神经营养素等治疗急性脊髓损伤。

但由于脊髓损伤需要长期的治疗过程，上述药物的持续应

用存在不良反应较大、临床效果不明显等问题。脊髓损伤

后产生的继发性反应是导致神经通路受损及功能丧失的重

要原因。继发性脊髓损伤微环境改变主要是通过炎症反应

和凋亡反应，在急性脊髓损伤的病理生理学机制中处于重

要地位
[3-4]

。前期研究发现采用芒针治疗可改善脊髓损伤

后的炎症反应，降低高迁移率族蛋白 1(high mobility group 

protein，HMGB-1) 和促炎性因子的表达，抑制核转录因子

κB(NF-κB) 的活性及神经细胞凋亡的发生
[5-8]

。然而，急性

脊髓损伤导致核因子 κB 和促炎性因子表达和活性增强的机

制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此次研究在课题组前期发现芒针刺激急性脊髓损伤模型

大鼠可下调高迁移率族蛋白 1 和核因子 κB 及促炎性因子表达

发生的基础上，通过对 HMGB-1/TLR4/NF-κB 信号通路在急性

脊髓损伤中的作用研究，分析急性脊髓损伤后炎性调控方面

的作用及分子机制。同时通过监测高迁移率族蛋白 1 在脊髓

损伤后不同时间点内的表达变化，评估脊髓损伤后 HMGB-1/

TLR4/NF-κB 信号通路介导的细胞炎症与继发性脊髓损伤进展

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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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时间及地点  实验于 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11 月在浙

江中医药大学及焦作市第二人民医院完成。

1.3   材料

1.3.1   实验用主要试剂   甘草酸干粉 ( 大连美仑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酶联免疫检测试剂盒 ( 美国 R&D)；细胞膜蛋白与细胞

浆蛋白提取试剂盒 ( 上海碧云天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RIPA 裂

解液、BCA 蛋白定量试剂盒、ECL 化学发光试剂盒 ( 北京普利

莱基因技术有限公司 )；TaKaRa 试剂盒 ( 美国 Invitrogen 公司 )；

水合氯醛 ( 上海国药集团 )；庆大霉素 ( 河北远征药业 )；多聚

甲醛 ( 天津市化学试剂研究所 )；二甲苯 ( 国药集团化学试剂

有限公司 )；OCT 包埋剂 ( 美国 Sakura 公司 ) ；超纯水机 ( 美

国 Thermo 公司 )；AB135-S 电子天平 ( 法国 METTLE TOLEDO 公

司 )；CJJ-6A 恒温磁力搅拌器 ( 江苏金伟实验仪器 )；冷冻干

燥仪 ( 美国 Labconco)；酶联免疫测试仪 (Thermo Scientific Vari-

oskan Flash)；扫描电镜 (S-3000N)、真空离子溅射仪 (E-1010)( 日

本 HITACHI)；纯水仪 (MilliPORE)。
1.3.2  实验动物   清洁级雄性 Wistar 大鼠 64 只，体质量

(200±20) g，来源于上海斯莱克实验动物有限责任公司，许

可证号为 SCXK( 沪 )2017-0005。动物在实验前 1 周适应环境，

控制室温 20-22 ℃，相对湿度 65%-70%，自然光，在浙江中

医药大学动物实验中心 (SPF) 分组饲养。

1.4   实验方法

1.4.1  实验分组   所有大鼠按照随机数字法将 24 只分为 6 h，
24 h，3 d，7 d 4 组 (n=6)。确定脊髓中高迁移率族蛋白 1 最

高时间点后，将 40 只大鼠按照随机数字法分为模型组、假

手术组、甘草酸组、空白组，n=10。模型组：脊髓损伤后不

做处理；假手术组：只去除椎管，不做处理；甘草酸组：脊

髓损伤后 2 h，采用甘草酸灌胃 (200 mg/kg)[9]
；空白组：不

损伤脊髓。

1.4.2   脊髓损伤模型的制备   参照改良的Allens造模法制作
[10]
，

大鼠根据体质量将 3% 戊巴比妥钠以 1.5 mL/kg剂量注入腹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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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假手术组在无菌条件下暴露 T9-T10 段 0.5 cm 宽硬膜，

模型组在暴露脊髓后，以击打装置造模，致伤量为 60 g/cm，

以大鼠出现痉挛性摆动、摆尾反射为造模成功。术后 4 h 对造

模大鼠进行 BBB 评分，将评分高于 2 分的大鼠去除，并注射

庆大霉素抗感染。采用 Crede 手法按摩膀胱辅助大鼠排尿
[11]
， 

3 次 /d，直至处死为止。

1.4.3   实验取材   造模结束后不进行治疗干预，模型组每天予

以辅助排尿，分别在术后 6，24 h与 3，7 d 及高迁移率族蛋白

1 最高时间点取材。将大鼠用水合氯醛麻醉后，用含肝素的采

血试管采取尾动脉血液 1 mL，离心后 4 °C 保存。解剖大鼠胸

腔后，采用生理盐灌注直至肝脏变白。冰上用咬骨钳剥离受

伤脊髓 1.5 cm，从中间截断。一段液氮冻存后置于 -80 ℃中；

另一段置于多聚甲醛中固定。

1.4.4   BBB 评分   使用 Basso，Beattie 和 Bresnahan(BBB) 评分

系统评估脊髓损伤大鼠的功能恢复情况
[12]
。采用双人双盲的

方式分别在术后 6，24 h 与 3，7 d 及高迁移率族蛋白 1 最高

时间点的相同时间段进行评分。

1.4.5   ELISA 检测   严格按照酶联免疫检测试剂盒使用说明书

进行操作，采用生物素双抗夹心技术检测大鼠脊髓组织中

Toll 样受体 4、高迁移率族蛋白 1、核因子 κB、白细胞介素 6

和肿瘤坏死因子水平。简要实验步骤：准备试剂 ( 生物素标

记的抗 Toll 样受体 4、HMGB1、核因子 κB、白细胞介素 6 和

肿瘤坏死因子抗体 )，将标准品梯度稀释；将标准品、准备

好的样品、酶标试剂和生物素标记二抗加入，37 ℃下反应1 h；

将板洗 5 次，加入显色液 A、B，37 ℃下避光显色 10 min；

加入终止液终止反应；10 min 以内读取各孔的吸光度 (A 值 )；

计算出样品的实际浓度。

1.4.6   Western blotting 检测    取脊髓损伤段 100 mg[13]
，用组织

剪切成细小的碎片，加入 1 mL 组织裂解液后，匀浆，直到完

全裂解后，再在 10 000 ×g 离心 5 min，取上清溶液，于 -80 ℃

冰箱保存，按 1 ∶ 4 比例加入上样缓冲液，100 ℃水浴锅变

性 10 min，10%SDS-PAGE 凝胶电泳分离 ( 每孔蛋白上样量

为 35 μg)，电泳后转膜，5% 的脱脂奶粉封闭 1 h，一抗兔

抗高迁移率族蛋白 1 多克隆抗体 (1 ∶ 1 000)、兔抗 Toll 样

受体 4 多克隆抗体 (1 ∶ 1 000)、兔抗核因子 κB 多克隆抗

体 (1 ∶ 1 000) 和内参兔抗 β-actin 多克隆抗体 (1 ∶ 5 000)

用 5% 牛奶稀释 (1 ∶ 200)，4 ℃过夜，TBST 洗膜，5% 的

牛奶稀释的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的兔抗羊二抗，洗膜后，

按照 ECL 说明书，1 ∶ 1 配置发光工作液，凝胶成像仪成像，

ImageJ 软件进行灰度分析。

1.4.7   RT-PCR 检测   按 TaKaRa 试剂盒操说明书进行操作。  

RT-PCR 扩增程序：预变性：95 ℃、30 s ；PCR 反应：95 ℃、5 s，
60 ℃、30 s；40 个循环；Dissociation Stage：95 ℃、15 s，60 ℃、

30 s，90 ℃、15 s。数据采用仪器自带软件分析 ABI Prism 7500 

SDSSoftware分析，采用2–ΔΔCt
法计算各基因 (高迁移率族蛋白1、

Toll 样受体 4、核因子 κB) 相对表达量。引物序列见表 1。

1.4.8  脊髓组织苏木精 -伊红染色  取脊髓组织采用多聚甲醛

固定后脱水，石蜡包埋，切片，采用苏木精 -伊红染色，脱水，

封固，在显微镜下观察。

1.5   主要观察指标   ①大鼠脊髓损伤后血清及脊髓组织中高

迁移率族蛋白 1 水平；②大鼠 BBB 评分；③大鼠脊髓中高迁

移率族蛋白 1、Toll 样受体 4、核因子 κB 的基因和蛋白表达；

④脊髓组织形态学观察。

1.6   统计学分析   应用 SPSS 18.0 统计软件分析，计量资料以

x-±s 表示，正态资料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应用 LSD

法 ( 方差齐 ) 或 Tunnett T3 法 ( 方差不齐 )，非正态资料采用

秩和检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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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只，分为 4 组，实

验过程无脱失，全部进入结果分析。

2.2   ELSA 检测结果  脊髓损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脊髓组织中

高迁移率族蛋白 1 水平出现了先增高，然后再逐渐降低的过

程，在损伤后第 3 天时达到峰值 (P < 0.05)。血清中高迁移率

族蛋白 1 水平变化趋势与脊髓中高迁移率族蛋白 1 水平变化

趋势相似，同样是在 3 d 时达到最高值 (P < 0.05)，且脊髓中

高迁移率族蛋白 1 水平要高于血清中，见表 2。脊髓损伤后

3 d 高迁移率族蛋白 1、Toll 样受体 4、核因子 κB、白细胞介

素 6、肿瘤坏死因子水平，假手术组与空白组之间差异较小，

实验动物造模过程的相关问题

造模目的： 分析脊髓损伤后炎症反应发生机制与 HMGB-1/TLR4/NF-κB 信

号通路的相关性

借鉴已有标准实施

动物造模：

参照改良的 Allens 造模法制作脊髓损伤模型
[10]

动物来源及品系： 雄性 Wistar 大鼠，上海斯莱克实验动物有限责任公司

造模技术描述： 模型组在暴露脊髓后，以击打装置造模，致伤量为 60 g/cm

动物数量及分组方

法：

将 40 只大鼠按照随机数字法分为模型组、假手术组、甘草

酸组、空白组，每组 10 只

造模成功评价指标：以大鼠出现痉挛性摆动、摆尾反射为造模成功

造模后实验观察指

标：

①大鼠血清及脊髓组织中高迁移率族蛋白 1 水平；② BBB 评

分；③脊髓中高迁移率族蛋白 1、Toll 样受体 4、核因子 κB

的基因和蛋白表达；④脊髓组织形态学观察

造模后动物处理： 分别在术后 6 h、24 h、3 d、7 d 及高迁移率族蛋白 1 最高时

间点取材。麻醉大鼠后，取脊髓组织待检测

伦理委员会批准： 实验方案经浙江中医药大学动物实验伦理委员会批准

表 1 ｜引物序列
Table 1 ｜ Primer sequences

基因 引物序列 长度 (bp)

高迁移率族蛋白 1    上游 5′-ATG GGC AAA GGA GAT CCT A-3′ 303
下游 5′-ATT CTC ATC ATC TCT TCT-3′          

核因子 κB 上游 5'-CGA TCT GTT TCC CCT CAT CT-3' 174
下游 5'-ATT GGG TGC GTC TTA GTG GT-3'

Toll 样受体 4 上游 5′-GCC GGA AAG TTA TTG TGG TGG T-3′ 356
下游 5′-ATG GGT TTT AGG CGC AGA GTT T-3′

β-actin 上游 5'-GCC ATG TAC GTA GCC ATC CA-3' 375
下游 5'-GAA CCG CTC ATT GCC GAT A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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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去除椎管对脊髓中高迁移率族蛋白 1、Toll 样受体 4、核

因子 κB、白细胞介素 6、肿瘤坏死因子的表达无明显作用。

甘草酸作为高迁移率族蛋白 1 的抑制剂，可有效抑制高迁移

率族蛋白 1 的表达。通过抑制高迁移率族蛋白 1 后，发现甘

草酸组脊髓中 Toll 样受体 4、核因子 κB、白细胞介素 6、肿

瘤坏死因子的表达量都低于模型组，见图 1。

2.3   BBB 评分   造模后 6 h 大鼠运动功能最差，随着时间的推

移，大鼠在自身的恢复作用下，运动功能逐渐变好。损伤后

第 3 天，空白组、假手术组大鼠因未损伤脊髓，后肢运动无

障碍；甘草酸组在甘草酸作用下后肢运动功能 BBB 评分高于

模型组 (P < 0.05)，见图 2。

2.4  Western blotting 检测结果  各组中高迁移率族蛋白 1、Toll

样受体 4、核因子 κB 的蛋白表达趋势相似。在甘草酸抑制后，

高迁移率族蛋白 1、Toll 样受体 4、核因子 κB 表达显著下降，

均低于模型组，且高于空白组和假手术组 (P < 0.05)，见图 3。

2.5  PCR 检测结果 假手术组与空白组高迁移率族蛋白 1、Toll

样受体 4、核因子 κB 基因表达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

模型组高迁移率族蛋白 1、Toll 样受体 4、核因子 κB 基因的

表达明显高于空白组；甘草酸抑制后高迁移率族蛋白 1、Toll

样受体 4、核因子 κB 基因的表达低于模型组，但均未低于空

白组 (P < 0.05)，见图 4。

2.6  脊髓组织形态学观察  空白组脊髓组织无空洞，神经元

细胞排列整齐，细胞形态完好，间隙正常；假手术组与空

白组对比无明显变化。模型组与甘草酸组由于遭受损伤出

现不同程度的空洞，神经纤维出现不同程度的断裂与溶解，

神经细胞出现不同程度的变性与坏死；细胞排列紊乱，间

隙增宽，炎性细胞不同程度的浸润。甘草酸组神经纤维、

细胞形态、细胞间隙及炎性细胞浸润较模型组有明显改善。

见图 5。

3   讨论   Discussion
通过此次实验证明当脊髓损伤后脊髓组织中的高迁移率

族蛋白 1 逐渐升高，到第 3 天时达到最高值，之后随着自身

修复开始逐渐下降，同时，Toll 样受体 4 和核因子 κB 的表达

量与高迁移率族蛋白 1 成正相关。脊髓损伤后第 3 天可诱导

高迁移率族蛋白 1、Toll 样受体 4 和核因子 κB 表达量上调，通

过甘草酸抑制高迁移率族蛋白 1 后，Toll 样受体 4、 核因子

κB 表达量减低，表明脊髓损伤后炎症可能是通过 HMGB-1/ 

TLR4/NF-κB 炎症信号通路产生，同时证明甘草酸干预可通过

降低高迁移率族蛋白 1、Toll 样受体 4 和核因子 κB 的表达来

调节该通路炎症反应。对比 4 组大鼠脊髓病理图片时发现通

过甘草酸抑制脊髓损伤后炎症反应的同时，可降低炎症细胞

的浸润，减少脊髓空洞的形成。对比大鼠 BBB 评分可发现，

降低大鼠的炎症反应后，大鼠运动功能恢复有较好的改善。

脊髓损伤后，神经细胞产生不可逆的死亡，随之出现一

系列继发性损伤，最终导致轴突束断裂并引起运动或感觉功

能障碍
[14]
。继发性损伤主要由代谢紊乱，大量炎症反应和神

经毒素引起，使神经细胞死亡增加
[15-17]，而过度的炎症阻碍

神经修复和再生正常过程
[18-20]

。因此，减少继发性炎症损伤

成为脊髓损伤治疗的重点
[20]
。前期研究发现脊髓损伤后可促

进高迁移率族蛋白 1 和促炎性因子的表达并增强核转录因子

κB 的活性，而高迁移率族蛋白 1 作为一种高度保守的 DNA

结合蛋白，与基因修复及转录调控密切相关。同时大量研究

表明高迁移率族蛋白 1 也是坏死损伤和缺血损伤的模型中是

重要的炎性递质，细胞外的高迁移率族蛋白 1 与靶细胞表面

相应受体结合后，即可启动信号转导通路，激活核转录因子

κB，即高迁移率族蛋白 1 与 Toll 样受体 4 结合，导致核因子

κB 通路激活，通过肿瘤坏死因子以及白细胞介素 6 的诱导作

用，在炎症反应中发挥了重要调节
[21-22]

。甘草酸作为一种天

然的高迁移率族蛋白 1 抑制剂，其中的甘氨酸可直接结合在

高迁移率族蛋白 1 中的两个 HMGB 盒，从而抑制成纤维细胞

和平滑肌细胞趋化功能
[23-25]

。当用甘草酸降低高迁移率族蛋

白 1 的生成后，可有效减少与 Toll 样受体 4 结合。由于 Toll

样受体 4 在自身免疫和非感染性免疫应答中起重要作用
[26]
，

同时 Toll 样受体 4 可依赖小胶质细胞活化从而调节脊髓损伤

程度
[27]
，所以当缺乏功能性 Toll 样受体 4 可减少神经元损伤，

降低小胶质细胞激活、减少促炎细胞因子的产生并降低脊髓

损伤程度。

而脊髓组织细胞中的核因子 κB 具有调控炎症相关基因

的转录作用。当脊髓损伤致细胞受刺激后，可导致核因子 κB

信号通路被激活，使肿瘤坏死因子、白细胞介素 1β、白细胞

介素 6 等炎性因子产生高表达，从而导致脊髓损伤后炎症反

应以及继发性神经损害
[28-30]

。实验中抑制高迁移率族蛋白 1

的同时，也间接阻断了高迁移率族蛋白 1 与 Toll 样受体 4 的

结合，有效缓解了核因子 κB 信号通路的激活，从而下调编

码炎症相关因子基因的表达，减少炎症递质的合成和释放。

由于该炎症递质与核因子 κB 信号通路在细胞外的反馈调节

作用，所以减少炎症递质的生成，同时也可抑制炎症效应增

加，进一步减少脊髓损伤后神经损伤
[31]
。

综上所述，高迁移率族蛋白 1 可能是急性脊髓损伤后

继发性损伤中起始病理进程中的一个关键性事件，且高迁

移率族蛋白 1 表达与病情变化密切相关。而 HMGB-1/TLR4/

NF-κB 通路可能是诱发脊髓损伤后炎症反应的重要通路之

一。同时高迁移率族蛋白 1 也可作为治疗脊髓损伤后炎症反

应的治疗靶点，为今后治疗脊髓损伤继发性炎症损伤开辟新

思路。

表 2 ｜大鼠脊髓损伤后不同时间点脊髓及血液中高迁移率族蛋白 1 水平
比较                                            (x-±s，n=6，μg/L)
Table 2 ｜ Comparison of high-mobility group protein 1 levels in spinal cord 
and blood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after spinal cord injury

分组 6 h 1 d 3 d 7 d F 值 P 值

脊髓中 1.89±0.13 1.93±0.12 1.95±0.11 1.93±0.20 0.22 P < 0.05
血液中 1.43±0.08 1.37±0.07 1.45±0.05 1.44±0.08 1.74 P < 0.05

表注：脊髓损伤 3 d 时，大鼠外周血及脊髓中高迁移率族蛋白 1 的水平最高



1222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第25卷｜第8期｜2021年3月

作者贡献：全仁夫，胡华辉进行实验设计，实验实施及资料收集

为吕建兰，柴乐，实验评估为胡劲涛，许庆军 ，余进伟校审。双盲法

评估。 
经费支持：该文章接受了“杭州市卫生计生科技计划项目

(OO20191175)”“萧山区科技项目 (2018216)”的资助。所有作者声明，

经费支持没有影响文章观点和对研究数据客观结果的统计分析及其报道。

利益冲突：文章的全部作者声明，在课题研究和文章撰写过程中不

存在利益冲突。

机构伦理问题：实验方案经浙江中医药大学动物实验伦理委员会批

准。实验过程遵循了国际兽医学编辑协会《关于动物伦理与福利的作者

指南共识》和本地及国家法规。实验动物在麻醉下进行所有的手术，并

尽一切努力最大限度地减少其疼痛、痛苦和死亡。

文章查重：文章出版前已经过专业反剽窃文献检测系统进行 3 次查

重。

文章外审：文章经小同行外审专家双盲外审，同行评议认为文章符

合期刊发稿宗旨。

文章版权：文章出版前杂志已与全体作者授权人签署了版权相关协

议。

开放获取声明：这是一篇开放获取文章，根据《知识共享许可协议》

“署名 -非商业性使用 -相同方式共享 4.0”条款，在合理引用的情况下，

允许他人以非商业性目的基于原文内容编辑、调整和扩展，同时允许任

空白组

假手术组

模型组

甘草酸组

a a
a

a a

高
迁
移
率
族
蛋
白

1  
To

ll 样
受
体

4

核
因
子

κB
 

白
细
胞
介
素

6  
 肿

瘤
坏
死
因
子

  

2 500 

2 000 

1 500 

1 000 

500 

0 

A
值

图注：甘草酸组脊髓中 Toll 样受体 4、核因子 κB、白细胞介素 6、肿瘤

坏死因子的表达量均低于模型组。n=6， P < 0.05
图 1 ｜大鼠脊髓损伤 3 d 脊髓中高迁移率族蛋白 1、Toll 样受体 4、核因

子 κB、白细胞介素 6、肿瘤坏死因子表达

Figure 1 ｜ ELISA detection of high-mobility group protein 1, Toll-like 

receptor 4, nuclear factor-κB, interleukin-6, and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expression in the rat spinal cord at 3 days after spinal cord inj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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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在脊髓组织中，4 组高迁移率族蛋白 1、Toll 样受体 4、核因子 κB
蛋白的表达趋势相似，且甘草酸组高迁移率族蛋白 1、Toll 样受体 4、核

因子 κB 的蛋白表达量明显低于模型组。n=6，aP < 0.05
图 3 ｜大鼠脊髓损伤 3 d 脊髓中高迁移率族蛋白 1(HMGB-1)、Toll 样受体

4、核因子 κB 蛋白表达水平

Figure 3 ｜ Western blot detection of high-mobility group protein 1, Toll-

like receptor 4, and nuclear factor-κB in the rat spinal cord at 3 days after 

spinal cord injury

图注：图 A 为空白组，B 为假手术组，C 为模型组，D 为甘草酸组。甘

草酸组神经纤维、细胞形态、细胞间隙及炎性细胞浸润较模型组有明显

改善

图 5 ｜大鼠脊髓组织形态学观察 ( 苏木精 -伊红染色，×200)
Figure 5 ｜ Morphological observation of the rat spinal cord tissue 

(hematoxylin-eosin staining,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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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低于模型组，但均未低于空白组。n=6， aP < 0.05
图 4 ｜大鼠脊髓损伤 3 d 脊髓中高迁移率族蛋白 1、Toll 样受体 4、核因

子 κB 基因的表达

Figure 4 ｜ Expression of high-mobility group protein 1, Toll-like receptor 4 

and nuclear factor-κB genes in the rat spinal cord at 3 days after spinal cord 

inj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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