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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电针对颅脑损伤（TBI）大鼠神经功能、脑组织病理形态、细胞凋亡水平及凋亡相关蛋白

方法的内容及顺序：动
细胞色素 C（Cyt-C）、半胱氨酸天冬氨酸蛋白酶-9（Caspase-9）表达的影响，探索电针治疗 TBI 的可能机制。方法： 物种属，分组，每组样
将 70 只清洁级 SD 大鼠随机分为空白组（8 只）、假手术组（8 只）、模型组（27 只）和电针组（27 只）。模型组 本量，造模方法，治疗
干预方法（穴位、治疗
及电针组再按干预 3、7、14 d 分为 3 个亚组，每亚组 9 只，并采用改良式 Feeney 自由落体法制备大鼠 TBI 模型； 频度、治疗时长等），
检测指标及其方法。
假手术组仅暴露颅骨、钻孔，不行自由落体打击。于造模后 1 d 对电针组大鼠行电针干预，穴取“百会”“水沟”
及患侧“内关”
“足三里”，断续波，频率 2 Hz，每天 1 次，每次 10 min，分别干预 3、7、14 d。分别于干预 3、7、
14 d 采用改良神经功能缺损量表（mNSS）评定各组大鼠神经功能损伤程度；HE 染色法和尼氏染色法观察脑组织
病理形态改变；TUNEL 法观察脑组织细胞凋亡水平；免疫组织化学法、Western blot 法检测脑组织 Cyt-C、Caspase-9
蛋白表达。结果：与假手术组比较，模型组大鼠干预 3、7、14 d 时 mNSS 评分均明显升高（P＜0.01）；与模型组
比较，电针组大鼠干预 3、7、14 d 时 mNSS 评分均降低（P＜0.05）。干预 3 d 时模型组及电针组大鼠脑损伤区域
均可见组织坏死，核破碎、固缩及明显空泡，尼氏体减少、分布松散；干预 7、14 d 时模型组及电针组均可见新
生结缔组织填充和正常细胞，尼氏体增加，且电针组整体修复情况、尼氏体数量优于模型组。与假手术组比较，
模型组大鼠干预 3、7、14 d 时脑组织凋亡细胞数均明显增多（P＜0.01）；与模型组比较，电针组大鼠干预 3、7、
14 d 时脑组织凋亡细胞数均减少（P＜0.05）。与假手术组比较，模型组大鼠干预 3、7、14 d 时损伤脑组织 Cyt-C、
Caspase-9 蛋白表达均明显升高（P＜0.01）；与模型组比较，电针组大鼠干预 3、7、14 d 时损伤脑组织 Cyt-C、Caspase-9
蛋白表达均降低（P＜0.05）。结论：电针可明显改善 TBI 模型大鼠神经功能损伤情况，降低细胞凋亡水平，其机
制可能与下调损伤脑组织中 Cyt-C、Caspase-9 蛋白表达，进而影响线粒体介导的细胞凋亡进程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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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impacts of electroacupuncture (EA) on neurological function, the

pathological morphology in brain tissue, apoptosis level and the protein expressions of apoptosis-related cytochrome
C (Cyt-C) and cysteine aspartic acid protease-9 (Caspase-9) in the rats with traumatic brain injury (TBI) and explore
the potential mechanism of EA in treatment of TBI. Methods

A total of 70 clean-grade SD mice were randomized

into a blank group (8 rats), a sham-operation group (8 rats), a model group (27 rats) and an EA group (27 rats). In
terms of interventions of 3, 7 and 14 days, 3 subgroups were divided in the model group and the EA group
successively, 9 rats in each subgroup. The modified Feeney free-fall percussion method was adopted to establish
TBI models of rats. In the sham-operation group, only the skull was exposed and drilled and no free-fall percussion
was exerted. One day after modeling, EA was given in the rats of EA group at "Shuigou" (GV 26), "Baihui" (GV 20)
and "Neiguan" (PC 6) and "Zusanli" (ST 36) on the affected side, with intermittent wave, 2 Hz in frequency, once
daily, 10 min each time, for 3, 7 and 14 days successively. Separately, on the day 3, 7 and 14 of 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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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dified neurological severity scale (mNSS)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degree of neurological function injury in the rats,
HE staining and Nissl staining were to observe the pathological and morphological changes in brain tissue, TUNEL method
was to observe the level of apoptosis in brain tissue and immunohistochemistry (IHC) method and Western blot were to
determine the protein expressions of Cyt-C and Caspase-9 in brain tissue.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sham-operation

group, on the day 3, 7 and 14 of intervention, mNSS scores were increased obviously in the rats of the model group
respectively (P＜0.01). 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 on the day 3, 7 and 14 of intervention, mNSS scores were reduced in
the rats of the EA group respectively (P＜0.05). On day 3 of intervention, in brain injury region of the rats in the model group
and the EA group, gross tissue necrosis, nuclear fragmentation, consolidation and obvious vacuolar changes, reduced Nissl
bodies and scattered arrangement were found. On day 7 and 14 of intervention, in the model group and the EA group, the new
connective tissue filling and normal cells were visible and Nissl bodies increased. The overall repair and Nissl body quantity
in the EA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e model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sham-operation group, on day 3, 7 and 14 of
intervention, the numbers of apoptotic cells were increased obviously in the model group (P＜0.01) and they were reduced in
the EA group as 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 (P＜0.05). Compared with the sham-operation group, on day 3, 7 and 14 of
intervention, the protein expressions of Cyt-C and Caspase-9 in damaged brain tissue were all increased obviously in the
model group (P＜0.01) and they were all reduced in the EA group as 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 successively (P＜0.05).
Conclusion

Electroacupuncture remarkably improves the condition in the neurological function injury and reduces

apoptosis degree in TBI model rats, which is likely related to the down-regulation of the protein expressions of Cyt-C and
Caspase-9 in damaged brain tissue and further to bring the impacts on mitochondria mediated apoptosis process.
KEYWORDS

traumatic brain injury; electroacupuncture; neurological function; cell apoptosis; cytochrome C (Cyt-C);

cysteine aspartic acid protease-9 (Caspase-9)
动物实验是为
探究临床问题
服务，选题应
注意契合临床
实际。交代研
究背景，即目
前已解决的问
题，本文要解
决的问题。
引言部分须突
出本实验先进
性。

颅脑损伤（traumatic brain injury，TBI）是神经外科

湿度（54±2）%，12 h/12 h 明暗周期，自由饮食饮 实验动物饲环
境基本信息包

最常见的脑部创伤性疾病，具有极高的致残率和病死

水。适应性饲养 7 d 后将大鼠随机分为空白组（8 只）、 括具体饲养于

率［1］。随着现代医学神经外科急救水平的提高，TBI 病

假手术组（8 只）、模型组（27 只）和电针组（27 只）， 湿度、光照周

死率大幅度下降，但致残率仍处于升高趋势［2］。TBI 康

模型组与电针组再按干预及取材时间不同各自分为 情况。

复期的各种并发症如精神障碍、肢体运动功能障碍、自

3、7、14 d 3 个亚组，每亚组 9 只。实验过程中对 分组须说明具
体组名及每组
动物 的处置严格 遵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科 学技术部 动物数量。

［3-4］

主神经功能紊乱等均难以得到纠正

，截至目前，治

何处、温度、
期、饮食饮水

疗 TBI 的药物研究仍没有完全成功运用至Ⅲ期临床试

2006 年发布的《关于善待实验动物的指导性意见》。 写明处置动物
遵循的伦理学

验中［5］。TBI 后脑神经细胞的生理病理变化过程十分复

1.2

cytochrome C 抗体（NBP2-21569，美国 Novus 公

杂，包括神经递质的释放、氧自由基的产生、线粒体功
病名首次出
现须写明中
文、英文全
称及缩写，
观察指标及
检测试剂名
称按一般习
惯适当给出
中文或英文
全称。

［6-8］

能障碍、炎性反应和细胞坏死凋亡及自噬等

，对其

相关机制的研究及寻找高效的治疗方法是目前神经科

司）、Caspase-9 抗体（NB100-56119，美国 Novus 公 试剂与仪器分
两段写。
司）、羊抗兔 IgG（H＋L）
（上海碧云天生物技术有限 主要试剂包括

电针可抑制 TBI 模型大鼠脑组织炎性反应，
促进神经功

公司）；TUNEL 试剂盒（美国 Novus 公司）；BSA 牛 麻醉、造模及
检测相关试剂
血清白蛋白（美国 Sigma 公司）；尼氏染色液（北京 （药品、抗

能恢复，且早期介入干预疗效更显著。本研究从细胞凋

索莱宝科技有限公司）；免疫组织化学试剂盒（福州 试剂盒等），

亡的角度，选择不同时间点连续观察 TBI 大鼠神经功

迈新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戊巴比妥钠（上海上 内参的抗体及

能、组织病理形态、皮质区凋亡相关蛋白细胞色素 C

药新亚药业有限公司）。

学领域研究的重点和热点。本课题组前期研究［9］发现

（cytochrome C，Cyt-C）和半胱氨酸天冬氨酸蛋白酶-9
实验动物的
基本信息包
括性别、年
龄、品种品
系、分级、
体质量、总
数、提供厂
家及其生产
许可证号
（厂家名称
需与生产许
可证号相对
应）。

规定。

主要试剂与仪器

（Caspase-9）表达及脑神经细胞凋亡情况，探讨针刺
治疗 TBI 的可能作用机制。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动物与分组
清洁级 6 周龄雄性 SD 大鼠 70 只，体质量

体、染色剂、
注意不要遗漏

其相对应的二
抗。
主要仪器包括
G6805-Ⅰ电针治疗仪（中国青岛鑫升实业有限公 造模、干预及
司）
；CR22G 高速冷冻离心机（日本日立公司）
；Zeiss A1 检测相关仪
器，图片成像
数码显微镜（德国卡尔蔡司公司）
；SpectraMax5 酶标仪 及后续分析所
用软件等。

（美国 Molecular Devices 公司）
；Western 电泳仪（君意
东方电泳设备有限公司）
；转膜仪（美国 Bio-Rad 公司）
；
脑立体定位仪（成都仪器公司）
；Image Pro Plus 6.0 图像

（200±20）g，购于成都达硕实验动物有限公司［生

分析系统（美国 Media Cybernetics 公司）
。

产许可证号：SCXK（川）2015-030］。于陕西中医

1.3

药大学科研实验中心分笼饲养，温度（25±2）℃，

模型制备
［10］

采用改良式 Feeney 自由落体法

制备大鼠左侧

无论是造模
还是取材，
涉及到麻醉
剂时必须注
明使用剂量
及麻醉方式
（如吸入或
注射）。
模型制备须写
明进行造模的
具体组别，简
述造模方法及
模型复制成功
的标准，并给
出相应文献依
据。

设有假手术组
时需简述对假
手术组动物进
行的处理，并
给出针对手术
进行的抗感染
措施。
如造模过程中
有动物死亡，
也需在正文中
说明。

明确干预时间
点、选穴、时
长及频率。
干预方式须
具体，写明如
进针方向、深
度及行针、艾
灸壮数、电针
参数等。
除治疗外，其
他组别进行的
排除误差的相
关干预也应写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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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I 模型。模型组、电针组大鼠采用 2％戊巴比妥钠

醇 1～2 s，中性树胶封片。×400 光学显微镜下观察 生化检测须简

（0.2 mL/100 g）腹腔注射麻醉，麻醉起效后将大鼠

大鼠脑组织形态结构变化。

暴露颅骨，用电磨机于冠状缝后 6 mm、矢状缝左侧

述步骤，需要
显微镜下观察
的写明观察倍
（4）尼氏染色法观察大鼠脑组织形态变化
数，抗体注明
稀释倍数（一
常规脱蜡、水化后的石蜡切片浸入焦油紫染色 抗二抗的抗体
液，置于 56 ℃温箱 1 h；浸入 0.5%盐酸乙醇分化液 抗原须相互对
应）。

旁开 4 mm 处钻一直径 5 mm 的小孔，采用 20 g 砝码

4～20 s，脱水后中性树胶封片，避光保存，×400 光

由 35 cm 高的透明玻璃管中垂直下落打击小孔，建立

学显微镜下观察大鼠脑组织形态结构变化。

固定于脑立体定位仪，剔除局部毛发后，以头部正中
线中点左侧 0.5 cm 处为中心，上下纵切 1.5 cm。充分

左脑顶叶中度损伤模型。在造模后以改良神经功能缺

（5）TUNEL 法检测细胞凋亡

损量表（modified neurological severity scale，mNSS）

石蜡切片常规脱蜡、水化后滴加蛋白酶 K，反应

评定大鼠即刻神经功能，评分在 7～12 分为造模成

20 min 后加过氧化物酶阻断剂，20 min 后滴加 5×反

功。缝合皮肤后大鼠单笼饲养。术后连续 7 d 腹腔注

应缓冲液 100 μL，1 h 后滴加 50 μL 标记反应混合物，

射庆大霉素注射液（0.02 mL /100 g）抗感染。假手术

封口膜覆盖整个样品，将切片放在湿盒中于 37 ℃孵

组仅于颅骨钻孔，不进行打击。模型制备过程中电针

育 1 h，取膜后 PBS 洗，加封闭液 100 μL 室温反应

组、模型组各死亡大鼠 3 只。

10 min，滴加抗体 100 μL 溶液（BrDU 5 μL，封闭液

1.4

干预方法

95 μL），避光室温下孵育 1 h，PBS 洗，滴加封闭液

于造模后 1 d 对电针组进行电针干预，参照《大

100 μL 覆盖，30 min 后滴加 DAB 溶液 100 μL，15 min

［11］
“百会”，患侧“内
鼠穴位图谱的研制》 选取“水沟”

关”
“足三里”。采用 0.30 mm×25 mm 一次性针灸针，

后清洗，苏木素复染后脱水、透明及封片，×400 光
学显微镜下观察。
（6）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损伤脑组织 Cyt-C、

“百会”向前斜刺 2 mm，
“内关”直刺 1 mm，
“足三
里”直刺 7 mm，施以平补平泻法得气后，
“内关”
“足

Caspase-9 阳性表达
石蜡切片常规脱蜡、水化后行抗原修复，滴加

三里”连接电针，选用断续波，频率为 2 Hz，留针
10 min；
“水沟”点刺 30 s，深度约 1 mm。每天 1 次，

3％过氧化物酶阻断液浸泡 10 min，5％BSA 中封闭

不同亚组分别干预 3、7、14 d。假手术组和模型组每

30 min，滴加 100 μL 一抗，4 ℃过夜；滴加反应增强

天抓取固定 10 min，空白组不予干预。

液 100 μL，滴加 100 μL 酶标抗小鼠/兔 IgG 聚合物，

指标检测须有 1.5 取材及指标检测
明确时间点，
二级标题写明
（1）行为学检测
检测方式、组
织部位及观察
采用 mNSS 评分［12］评估大鼠神经功能。各组大鼠
指标。

避光条件下滴加 100 μL DAB 显色液，苏木素染色后

行为学检测须
明确其简要操
作及评价标
准，并附相关
参考
文献。

察，分析阳性表达平均吸光度值。随机取一张未染色

均予行走、感觉和平衡训练，并于干预 3、7、14 d 后

的脑组织切片重复上述步骤，并将所需的一抗、二抗

记录其 mNSS 评分，分别从感觉、运动、反射、平衡 4 方

替换为 PBS，作为阴性对照。
（7）Western blot 法检测损伤脑组织 Cyt-C、

面进行神经功能综合评估。总分 0～18 分，评分越低代
表神经功能损伤程度越轻，0 分为完全正常。

Caspase-9 蛋白表达
取损伤脑组织 80 mg，加 200 μL RIPA 裂解液（含蛋

（2）组织取材
行为学检测结束后立即取材。大鼠 2％戊巴比妥

取材须明确操
作条件、具体
取材部位，即
刻处理措施或
组织保存条
件。
其中石蜡、冰
冻切片等须给
出具体厚度。

脱水、透明及中性树胶封片，×400 光学显微镜下观

白酶抑制剂）后匀浆，提取蛋白。计算样品蛋白浓度，

钠（0.2 mL/100 g）腹腔注射麻醉后开胸，暴露心脏，

金属浴 95 ℃变性 10 min。制备 SDS-PAGE 凝胶，上样、

0.9%氯化钠溶液及 4%多聚甲醛（预冷）灌注后取出

电泳、转膜，5%脱脂奶粉封闭 2 h，4 ℃过夜孵育一抗

脑组织。将左脑顶叶组织（即造模损伤部位）切分为

（β-actin 1︰1000，Cyt-C 1︰1000，Caspase-9 1︰

两部分，一部分于 4%多聚甲醛（预冷）中固定 24 h

1000）
；洗膜，孵育二抗（羊抗小鼠 IgG 1︰1000，羊抗

后常规脱水、石蜡包埋制作切片（厚度为 5 μm）；另

兔 IgG 1︰1000）
。均匀滴加 ECL 超敏化学发光液，于

一部分保存于-80 ℃冰箱待蛋白检测。

ECL 成像系统曝光拍照，定量分析各蛋白条带灰度值。

（3）HE 染色法观察大鼠脑组织形态变化
将制备好的石蜡切片常规脱蜡、水化后浸入苏木
素染色液 5 min，纯水冲洗后浸入伊红染色液 1 min，
再洗，镜下观察着色情况，必要时加入 0.5%盐酸乙

统计学处理须
写明统计软件、
结果中数值的
采用 SPSS 19.0 软件进行各项实验数据的统计分析，表示方法、具
Image Pro Plus 6.0 软件对实验图片进行分析，Graphpad 体统计学方法
及差异有统计
Prism 5.0 软件整理生成统计图；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 学意义的P值
范围。

1.6

统计学处理

各指标检测
结果动物数
量不应少于
4只。

结果数据比较
的一般规则为
模型组与空白
组/假手术组比
较，干预组/治
疗组与模型组
比较，各干预
组/治疗组
相比较。
涉及到如以行
为学结果验证
造模是否成功
等，组间比较
视具体情况而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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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 x  s ）表示，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差异采用
LSD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各组大鼠一般情况及行为学比较
空白组、假手术组大鼠各项生命体征正常，无神经
功能缺损；模型组、电针组大鼠生命体征较为平稳，多
出现右侧肢体无力，食欲均有一定下降。假手术组与空
；
白组大鼠 mNSS 评分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与假手术组比较，模型组大鼠干预 3、7、14 d 时 mNSS
；与模型组比较，电针组干
评分均明显升高（P＜0.01）

比较时要明确 预 3、7、14 d 时 mNSS 评分均降低（P＜0.05）
。见图 1。
指标的具体变
化（升高、降
低等），不能
只说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涉及到数据统
计结果时，要
写明数值
的表示方法
及每组动物
数量。

1）

图2

各组大鼠干预后损伤脑组织病理形态（HE 染色）

染色结果图
须在图题明
确染色方
法，明确显
微镜观察倍
数或于图上
直接标明比
例尺。
图片标清组
名，重点病
理变化用箭
头标示，并
在图注作解
释说明。

2）

注：与假手术组比较， P＜0.01；与模型组比较， P＜0.05。

图1

2.2

各组大鼠干预后 mNSS 评分比较
（ x  s ，8 只鼠/组）

各组大鼠脑组织病理形态比较
（1）HE 染色
细胞核为蓝色深染，细胞质为粉红色淡染。空白组

图3

与假手术组大鼠脑组织神经细胞多为圆形，核仁清晰，

各组大鼠干预后损伤脑组织病理形态
（尼氏染色，黑色箭头示尼氏体）

细胞完整饱满。干预 3 d 时模型组与电针组大鼠脑组织

胞均出现一定程度下降，且电针组优于模型组。假手

损伤区域均可见组织坏死，细胞皱缩，核固缩、破碎等，

术组与空白组大鼠脑组织凋亡细胞数比较，差异无

并可见明显的空泡；干预 7 d 时模型组与电针组仍可见

统计学意义（ P ＞0.05）；与假手术组比较，模型组

固缩、破碎的细胞核，并出现增生的瘢痕组织；干预

大鼠干预 3、7、14 d 时脑组织凋亡细胞数均明显增

14 d 时模型组与电针组均可见新生的结缔组织填充，损

多（P＜0.01）；与模型组比较，电针组大鼠干预 3、7、

伤部位逐渐得到修复，
电针组较模型组可观察到更多结

14 d 时脑组织凋亡细胞数均减少（P＜0.05）。见图 4。

构正常细胞，整体修复情况优于模型组。见图 2。

2.4

（2）尼氏染色

各组大鼠脑组织 Cyt-C 表达比较
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示大鼠损伤脑组织 Cyt-C 阳

空白组与假手术组大鼠脑组织尼氏体呈斑片、虎

性细胞呈棕褐色。空白组与假手术组细胞质均可见

斑或颗粒状均匀分布。干预 3 d 时模型组与电针组大

Cyt-C 少量浅淡阳性表达。干预 3 d 时，模型组与电

鼠脑组织损伤区域尼氏体大范围地减少、分布松散；

针组胞质均可见强阳性表达，阳性细胞数量多、染色

干预 7、14 d 时两组尼氏体数量均增加，且电针组尼

深；干预 7 d 时，模型组与电针组 Cyt-C 阳性表达均

氏体增长较模型组更明显。见图 3。

减少，染色深度变浅；干预 14 d 时，模型组与电针

2.3

各组大鼠脑组织神经细胞凋亡水平比较

组 Cyt-C 阳性表达程度均明显降低。假手术组与空白

空白组与假手术组大鼠脑组织 TUNEL 阳性表达

组脑组织 Cyt-C 阳性表达平均吸光度值比较，差异无

较少。干预 3 d 时模型组与电针组大鼠脑组织损伤区

统计学意义（P＞0.05）；与假手术组比较，模型组大

域均可见大量凋亡细胞；干预 7、14 d 时两组凋亡细

鼠干预 3、7、14 d 时损伤脑组织 Cyt-C 阳性表达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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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光度值均明显升高（P＜0.01）；与模型组比较，电

Western blot 法检测显示，假手术组与空白组

针组大鼠干预 3、7、14 d 时损伤脑组织 Cyt-C 阳性表

大鼠脑组织 Cyt-C 蛋白表达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达平均吸光度值均降低（P＜0.05）。见图 5。

意义（ P ＞0.05）；与假手术组比较，模型组大鼠干
预 3、7、14 d 时损伤脑组织 Cyt-C 蛋白表达量均明
显升高（P＜0.01）；与模型组比较，电针组大鼠干预
3、7、14 d 时损伤脑组织 Cyt-C 蛋白表达量均降低
（P＜0.05）。见图 6。

组织病理染色
图及条带图置
于柱状图之上。

图题/表题
须有自明性，
写明观察对
象、部位及
指标名称。
无意义及无
统计学差异
的比较无需
在表/图上
标注。
1）

注：TUNEL 法，箭头示凋亡细胞。与假手术组比较， P＜
2）
0.01；与模型组比较， P＜0.05。

图4

各组大鼠干预后损伤脑组织细胞凋亡水平比较
（ x  s ，8 只鼠/组）

1）

2）

注：与假手术组比较， P＜0.01；与模型组比较， P＜0.05。

图6

2.5

各组大鼠干预后损伤脑组织 Cyt-C 蛋白表达比较
（ x  s ，8 只鼠/组）

各组大鼠脑组织 Caspase-9 表达比较
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示 Caspase-9 阳性细胞呈棕

褐色。空白组与假手术组大鼠脑组织均可见
Caspase-9 少量阳性表达。干预 3 d 时，模型组与电针
组大鼠脑组织损伤区域均可见 Caspase-9 大量阳性表
达，染色较深；干预 7、14 d 时，两组阳性细胞数量
均减少、染色均变浅。假手术组与空白组大鼠脑组织
Caspase-9 阳性表达平均吸光度值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与假手术组比较，模型组大鼠干
预 3、7、14 d 时损伤脑组织 Caspase-9 阳性表达平均
吸光度值均明显升高（P＜0.01）；与模型组比较，电
针组大鼠干预 3、7、14 d 时损伤脑组织 Caspase-9 阳
性表达平均吸光度值均降低（P＜0.05）。见图 7。
Western blot 法检测显示，假手术组与空白组大
鼠脑组织 Caspase-9 蛋白表达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与假手术组比较，模型组大鼠干预
3、7、14 d 时损伤脑组织 Caspase-9 蛋白表达量均明
注：免疫组织化学法，箭头示 Cyt-C 阳性表达。与假手术组
1）

2）

比较， P＜0.01；与模型组比较， P＜0.05。

图5

各组大鼠干预后损伤脑组织 Cyt-C 阳性表达比较
（ x  s ，8 只鼠/组）

显升高（P＜0.01）；与模型组比较，电针组大鼠干预
3、7、14 d 时损伤脑组织 Caspase-9 蛋白表达量均降
低（P＜0.05）。见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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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生理学机制研究是当前 TBI 治疗的热点，神经细胞
凋亡是其中的重要环节。
神经细胞的凋亡是生理或病理刺激引发的神经
细胞自发性死亡过程，由多种途径共同介导诱发产
生。线粒体是细胞生命的关键调节因子，在多个系统
中，线粒体通过控制释放凋亡因子进入细胞质来调节
细胞凋亡。Cyt-C 是由 94 至 114 个氨基酸残基组成的
球状血红素蛋白，位于线粒体内外膜之间的内膜表
面。在凋亡信号刺激后，线粒体的能量受到影响并引
起膜发生透化，将 Cyt-C 挤入细胞质，从线粒体释放
的 Cyt-C 与细胞质凋亡蛋白酶激活因子 1（APAF-1）
一起参与 Caspase-9 的活化

［14］

。Büki 等［15］发现头部

创伤可导致 Cyt-C 释放，并在损伤后 15 min 内激活半
胱 天冬 酶，半 胱天 冬酶在 细胞 中以无 活性 前体酶
（Procaspase）形式存在，并参与 Caspase 级联反应。
Caspase-9 是内源性或线粒体途径中的关键参与者，
APAF-1 在去氧腺苷三磷酸（dATP）或腺嘌呤核苷三
注：免疫组织化学法，箭头示阳性表达。与假手术组比较，
1）

P＜0.01；与模型组比较，2）P＜0.05。

图7

各组大鼠干预后损伤脑组织 Caspase-9 阳性表达
比较（ x  s ，8 只鼠/组）

磷酸（ATP）水解依赖性构象变化下，促使 Caspase-9
与 Cyt-C 的结合，附着后引起 APAF-1 的构象变化（寡
聚化）；同时 Procaspase-9 通过 Caspase 募集结构域
（CARD）与 APAF-1 结合，产生 apoptosome 凋亡小
体。Procaspase-9 由于分子内处理导致自身失活，然
后 形 成 活 化 Caspase-9 并 启 动 凋 亡 级 联 ， 将
Procaspase-3 活化为 Caspase-3，Caspase-3 的活化导致
一系列细胞的蛋白水解切割，最后引起细胞凋亡

［16］

。

Cyt-C 与 Caspase-9 的关系密不可分，既可以在各自
的凋亡程序中发挥作用，又可以相互关联影响，加
速凋亡。
TBI 动物模型是检测 TBI 相关神经病理学变化、
生物力学、细胞和分子机制的最佳选择，对比其他造
模方法，Feeney 自由落体打击法建立的 TBI 与人类颅
1）

2）

注：与假手术组比较， P＜0.01；与模型组比较， P＜0.05。

讨论围绕实验
结果进行，指
出本研究的重
要结果及创新
点。明确各指
标之间的关、
系，所论及的
观点均要有文
献支持。与他
人的相关研究
做比较，与本
研究结果不一
致的应做更深
入的分析。对
取穴（或特
殊治疗方
法）、药物对
照或非穴对照
等应说明其意
义。

图8

3

各组大鼠干预后损伤脑组织 Caspase-9 蛋白表达
比较（ x  s ，8 只鼠/组）

讨论
颅脑损伤（TBI）机制复杂，包括原发性与继发

脑损伤更为类似 ［17］，并且可以通过调整打击物质量
与下落高度来控制损伤程度，易于操作，实用性较高。
研究［18-22］证实电针治疗 TBI 对神经元具有保护作用。
针灸临床治疗 TBI 主要以开窍醒脑、益气活血、通经
活络为法，据证取穴，通过电针刺激通经活络，祛邪

性脑损伤两种。原发性脑损伤多在创伤后立即发生，

外出，恢复瘫痪侧失用的功能，调动发挥潜在的运动

表现为直接由机械脉冲力引起的血管损伤、裂伤、出

能力，提高患侧肢体肌力和肌张力。百会位居巅顶，

血及轴突损伤、表面挫伤等，最终引起继发性神经元

被称为“三阳五会”，功可振奋阳气、平肝息风；水

损伤，包括多种病理过程，如炎性反应、细胞凋亡、

沟亦属督脉，为醒脑开窍之要穴；内关为八脉交会穴，

线粒体功能损伤、神经兴奋性毒性等

［13］

。直接冲击

造成的原发性损伤几乎难以挽救，故继发性损伤的病

亦是手厥阴心包经之络穴，其“络心系”，可调神定
志；足三里为足阳明胃经之合穴，可“疗五劳羸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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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4-766.
[10] 江基尧. 现代颅脑损伤学[M]. 上海: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2010: 541-542.
[11] 华兴邦, 周浩良. 大鼠穴位图谱的研制[J]. 实验动物与动物实
验, 1991(1): 1-5.

相关研究［23］表明 TBI 后 1 周内神经细胞凋亡达

[12] Chen J, Sanberg PR, Li Y, et al. Intravenous administration of

到高峰期，故本实验选取干预 3、7、14 d 3 个时间点

human umbilical cord blood reduces behavioral deficits after

持续观察各组大鼠脑组织神经细胞凋亡情况。结果显
示，造模早期大鼠损伤脑组织 Cyt-C 与 Caspase-9 表
达急剧升高，随后逐渐降低，在干预 14 d 时达到最
低水平，且电针组 Cyt-C 与 Caspase-9 表达均明显低
于同时间点模型组，这与行为学检测结果、脑组织病

stroke in rats[J]. Stroke, 2001, 32(11): 2682-2688.
[13] Reilly PL. Brain injury: the pathophysiology of the first
hours.'Talk and Die revisited'[J]. J Clin Neurosci, 2001, 8(5):
398-403.
[14] Green DR, Reed JC. Mitochondria and apoptosis[J]. Science, 1998,
281(5381): 1309-1312.
[15] Büki A, Okonkwo DO, Wang KK, et al. Cytochrome c release and

理形态变化一致。由此可见，电针“百会”“水沟”

caspase activation in traumatic axonal injury[J]. J Neurosci, 2000,

“内关”“足三里”可明显改善 TBI 模型大鼠神经功

20(8): 2825-2834.

能损伤症状，减少损伤脑组织细胞凋亡，其机制可能
与下调脑组织 Cyt-C、Caspase-9 表达，进而影响线粒
体介导的细胞凋亡进程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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