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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针对脑缺血再灌注损伤大鼠海马区细胞焦亡
相关蛋白酶 Caspase-1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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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观察电针疗法对局灶脑缺血再灌注（cerebral ischemia reperfusion，CIR）损伤大鼠海马区细

胞焦亡相关蛋白酶半胱天冬酶-1（Caspase-1）的影响。方法 Longa 线栓法构建大鼠脑缺血再灌注损伤模型。
选取 30 只雄性 SD 大鼠随机分为假手术组、模型组和电针治疗组，每组各 10 只。电针治疗组取足三里、三阴

交 、尺 泽 、合 谷 四 穴 进 行 针 刺 ，每 次 20 min。 Zea-Longa 评 分 法 评 估 各 组 大 鼠 神 经 功 能 。 苏 木 精 - 伊 红

（hematoxylin-eosin，HE）染色和 2，3，5-氯化三苯基四氮唑（triphenyltetrazolium chloride，TTC）染色法观察大

鼠脑组织病理形态及脑梗死面积。实时荧光定量（Reverse Transcription-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TPCR）、免疫印迹法（Western blot，WB）检测大鼠脑组织海马区焦亡相关蛋白酶 Caspase-1mRNA 和蛋白表达

水平。结果 与假手术组比较，模型组的神经行为学评分显著升高（P＜0.01），出现明显的神经细胞损伤病理
特征和白色脑梗死区，脑组织中 Caspase-1 的 mRNA 及蛋白水平显著上调（P＜0.01）。与模型组相比，电针
治疗组显著减轻大鼠神经功能缺损和病理损伤特征（P＜0.01），白色区域脑梗死体积百分比明显缩小（P＜

0.01），海马区 Caspase-1 的转录水平和转录后水平显著降低（P＜0.05）。结论 电针疗法可能是通过拮抗
Caspase-1 介导的细胞焦亡的激活，保护脑缺血再灌注受损的神经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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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血性脑卒中疾病是人类死亡的第 2 位疾病，有

病的治疗，改善神经系统疾病的功能障碍。在缺血性

发 病 率 高 、死 亡 率 高 、致 残 率 高 及 治 疗 费 用 高 等 特

脑卒中的康复中有良好的治疗效果[4]。电针对神经细

点[1]，其中脑缺血再灌注损伤是加重脑功能障碍的关

胞损伤的修复治疗机制复杂，对其机理的研究尚未清

键病理环节，使得缺血性脑卒中治疗及预后不佳。细

楚，我们前期研究发现，针刺可减少脑缺血再灌注后

胞凋亡是脑缺血再灌注损伤的最主要形式，研究提

细胞凋亡，改善神经功能损伤[5]，目前尚未涉及针刺对

示，炎症反应在脑缺血再灌注损伤中促进继发性损

脑缺血再灌注损伤细胞焦亡的观察，对于脑缺血再灌

害，是脑缺血再灌注后神经元损伤另一个重要原因，

注后神经元损伤 Caspase-1 在细胞焦亡发展中的作用

其意义不亚于凋亡[2]。细胞焦亡（pyroptosis）,又称炎性

坏死，作为近年来发现并证实的新的细胞死亡形式，
其特征依赖于 Caspase-1。有研究表明，Caspase-1 广

泛参与了感染性疾病、神经系统疾病和动脉粥样硬化
性等疾病的发生发展，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3]。
针灸，作为传统的治疗方法，已广泛应用于脑血管疾

及其机制也尚未进行深入研究。本研究主要通过观

察电针对脑缺血再灌注损伤大鼠神经功能变化及海
马区细胞焦亡激活相关蛋白 Caspase-1 的影响，以探
讨电针抗脑缺血再灌注损伤的潜在保护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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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动物与分组
清 洁 级 健 康 雄 性（Sprague-Dawley，SD）大 鼠 30

只，3-4 月龄，体重 250±20 g，购自并饲养于南方医科

大学动物中心，许可证号：SYXK（粤）2011-0074。SD

单笼饲养，自由进食、进水。大鼠解剖后的全脑可见
脑梗死灶主要位于颞叶皮质区，与大脑中动脉支配的
供血区域一致，表明实验的模型制作成功。取脑时发
现有明显蛛网膜下腔出血的，剔除出实验。

大鼠用标准育成饲料喂养，自由饮水，控制室内温度

1.3.2

养 1 d，术前禁食 12 h，不限制饮水。30 只大鼠随机分

的穴位：尺泽与合谷、足三里与三阴交 2 组穴位进行针

伤模型组（I/R 组）、电针组（EA 组），每组 10 只。

刺，以上穴位直刺 2 mm 后，接通电针治疗仪，合谷、尺

20-22 度，相对湿度 65%-70%。手术前安静环境下饲
为 3 组，分别为假手术组（sham 组）、脑缺血再灌注损
1.2

主要仪器及试剂

英迪 KWD-808I 全能脉冲电子针灸电疗仪（苏州

天协针灸器械有限公司）；直径 0.3 mm×25 mm 一次性

毫针（苏州医疗用品厂生产）；CJ-2F 型医用净化工作
台（苏州苏洁净化设备有限公司）；-20℃低温冰箱（北

京福意电器有限公司）；电热恒温干燥箱（上海丙林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DSC-RX100M2 数码相机购（索尼

（中国）有限公司）；Bx-70 显微成像系统（上海普赫光

各实验组处理方法
大鼠造模成功清醒后 90 min，选取大鼠患侧肢体

刺 及 电 针 治 疗 。 采 用 0.3 mm×25 mm 一 次 性 毫 针 针
泽为 1 组，足三里、三阴交为一组。刺激参数：疏密波，
频率 2／15Hz，电流强度为 2 mA，刺激强度以穴位周
围组织轻微抖动为度，通电 20 min。穴位定位及针刺
深度参照华兴邦[8]等出版的《常用动物腧穴图谱》及李

忠仁[9] 出版的《实验针灸学》。sham 组和 I/R 组在相同
电针时间进行抓取、固定，但不给予电针治疗。
1.3.4

神经功能缺损评分
大鼠处死取材前，电针组在电针治疗结束后，参

电科技有限公司）；水合氯醛（阿拉丁试剂有限公司），

照 Zea-Longa 5 级神经行为学标准评分法观察造模成

公司），显影定影试剂（Servicebio 公司），β-actin 抗体

不能完全伸展对侧前肢；2 分：向对侧转圈；3 分：向对

2,3,5-氯化三苯基四氮唑（TTC）
（北京索莱宝科技有限
（Servicebio 公司），Caspase-1 抗体（Servicebio 公司），羊

抗 兔 -HRP 二 抗（Servicebio 公 司），RevertAid First

Strand cDNA Synthesis Kit（Thermo 公 司 ），FastStart

功情况[7]，评分标准如下：0 分：无神经损伤症状；1 分：
侧倾倒；4 分：不能自发行走，意识丧失。
1.3.5

TTC 染色检测脑组织梗死面积

取大鼠脑组织后，新鲜脑组织置于-20 脑冰箱保

Universal SYBR Green Master(Rox)（Roche 公司），引物

存 20 min 后 ，冠 状 位 每 隔 2 mm 切 片 。 将 切 片 置 于

1.3

min，每隔 10 min 均匀翻动切片使切片均匀接触到 TTC

（Servicebio 公司）。
实验步骤

1.3.1

造模方法
参照 Longa 线栓法制作局灶脑缺血再灌注模型 ，
[6]

具体方法如下：大鼠术前禁食不禁水 12 h。腹腔注射

100 mg·L 水合氯醛（3.5 mL·kg ）麻醉大鼠后，取仰卧
-1

-1

位固定于鼠板上。备皮消毒后，统一于左侧颈前正中

线 0.3 mm 处作约 2 cm 长的纵形切口，暴露左侧颈三
角，轻柔分离左侧颈总动脉、颈外动脉、颈内动脉。结

扎颈总动脉和颈外动脉近心端，用微血管夹暂时夹闭
颈内动脉，在距离颈总动脉分叉部 3 mm 处剪 1 个小

口，将制备好的栓线推进颈内动脉至阻断颈内动脉血
流处，约 20 动脉 mm，如遇有轻微阻力即可停止。栓

2%TTC 磷 酸 缓 冲 液 中 ，37 缓 水 浴 锅 内 避 光 孵 育 30
染色液，染色完成后，梗死灶被染成白色，正常脑组织

被染成红色。用高分辨率数码相机拍照输入计算机，
用 Image J 软件测量梗死面积，计算脑梗死体积百分比
BIVP（BIVP=缺血部分质量/全脑质量）。
1.3.6

HE 染色观察脑组织病理改变

取海马冠状石蜡切片二甲苯两次、无水乙醇两次

脱蜡后水化，清洗后行苏木素染色 10 min，1% 盐酸乙
醇分化与 1/400 氨水反蓝，清洗后伊红染色 5 min，乙

醇逐步脱水，二甲苯两次透明，中性树脂封片。在光
镜下观察并采集图像，每张切片观察 CA1 区 4 个视

野，分别计算每个视野内的死亡细胞数和总细胞数，

线经颈内动脉分叉轻插入颅内至大脑前动脉，恰好堵

取 平 均 值 ，计 算 死 亡 细 胞 比 例（Cell death rate of

栓线头端至颈总动脉，剪掉多余栓线。sham 组只行血

1.3.7

塞大脑中动脉开口；缺血 2 h 后行再灌注，及轻轻抽出
管分离手术，不插线栓。造模后的大鼠在室内 20℃下
2

brain）：＝n 死亡细胞数／n 总细胞数× 100％。

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 Caspase-1 mRNA 表达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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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取 出 脑 组 织 RNA 的 测 定 浓 度 后 ，根 据

RevertAid First Strand cDNA Synthesis Kit（Thermo 公

司）说 明 书 逆 转 录 合 成 cDNA，以 cDNA 为 模 板 配 置

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2

PCR 反应体系，以内参 β 应体系，以内作对照，引物序

2.1

Master（Rox）
（Roche 公司）说明书行 qPCR 反应，实时

的神经行为学评分为 2.87 疗后，模型（n=10，P＜0.01）,

列 参 照 表 1，根 据 FastStart Universal SYBR Green
检测扩增反应的荧光信号，采用 2-ΔΔCT 法处理结果。
表1

RT-qPCR 实验引物序列

引物名称
GAPDH
Caspase-1

1.3.8

引物序列（F：上游引物，R：下游
引物）

F：ATCATCAGCAATGCCTCCTG

R：ATGGACTGTGGTCATGAGTC
F：TGTGACCACTGGCATTCATT
R：TCCTCCCTCTTCCGAGATTT

表 2 显示，与假手术组比较，造模治疗后，模型组

电针治疗组神经行为学评分为 1.07 学评分为 6（n=10，
P＜0.01）
（表 2），表明模型组、电针组均有不同程度的
神经功能缺损体征。但与模型组相比，电针治疗组神

经功能缺损体征较模型组减轻（P＜0.01），提示经过电
针治疗后，大鼠神经功能得到改善。
表2

各组脑缺血再灌注损伤大鼠神经功能缺陷评分情况

（¯x ± s）

Western Blot 检测 Caspase-1 的表达

二喳淋甲酸（bicinchoninic acid，BCA）蛋白定量法测定

蛋白浓度，样品变性后进行 10% 十二烷基硫酸钠聚丙
烯 酰 胺 凝 胶 电 泳 （sodium dodecyl sulfate

polyacrylamide gel electrophoresis, SDS-PAGE）凝 胶 电

泳 ，转 膜 至 聚 偏 二 氟 乙 烯 膜（polyvinylidene fluoride,
PVDF）膜，封闭后切下 Caspase-1 蛋白、ββspase 对应

条带，对应一抗孵育过夜，TBST 清洗后行二抗孵育，暗

室中采用化学发光法对条带曝光显影，以 ββ 室中采
用化为内参分析凝胶图像灰度值。
数据统计与分析
采用 SPSS23．0 统计软件分析数据，数据用均数±

标准差（¯x ±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图1

组别

n

神经行为学评分

假手术组

10

0

模型组

用细胞组织快速裂解液提取各组脑组织总蛋白，

1.4

电针疗法对大鼠神经功能恢复的影响

电针治疗组

10
10

2.87±0.49**

1.07±0.46**，△△

注：与假手术组比较，**表示 P＜0.01；与模型组相比，△△表示 P＜
0.01。

2.2

各组大鼠海马区病理改变情况

图 1 显示，镜下观察大脑海马区病理变化，假手术

组的脑组织形态结构完整，细胞密度大，排列均匀，未

见明显水肿、神经变性、坏死等病理改变。缺血再灌
注模型组海马区出现缺血性改变，神经细胞稀少、排
列疏松，部分细胞消失，存在空泡样改变，呈现不同程
度的细胞变性、坏死，神经细胞的数量减少，包体缩
小，轮廓模糊，胞核形态欠规则。电针治疗组缺血灶
周边区域细胞形态变化较模型组轻，病理改变轻微，
存在少量神经细胞变性、坏死。

各组大鼠海马区神经元 HE 染色（100 鼠）

注：Sham I/R EA

2.3

各组脑组织梗死面积的情况

图 2，表 4 示显示：假手术组的脑组织切片均匀红

染，脑组织供血情况良好。脑缺血再灌注后，模型组
大鼠的脑组织切片可清晰显示大小不等的白色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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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各组脑缺血再灌注损伤大鼠海马 CA1 区细胞死亡比

组减小（P＜0.01），提示电针治疗有效减轻脑组织水

例（¯x ± s）

肿，改善了脑组织梗死。

组别

n

假手术组

10

4.85±0.97

10

39.28±10.71***，△△

模型组
电针治疗组

海马区细胞死亡比例（%）

10

表4

各组脑缺血再灌注损伤大鼠海马 CA1 区脑梗死体积

百分比（¯x ± s）

59.45±7.65***

注：与假手术组比较，**表示 P＜0.001；与模型组相比，△△表示 P＜

n

假手术组

10

0

10

21.35±3.89***，△△

模型组

0.01。

电针治疗组

灶，脑梗死体积为 30.12，脑梗死体积。电针组的脑梗

脑梗死体积百分比 BIVP/%

组别

10

30.12±4.38***

注：与假手术组比较，***表示 P＜0.001；与模型组相比，△△表示 P＜

死体积为 21.35±3.89%，电针组白色梗死区域较模型

0.01。

I/R
图2

2.4

各组大鼠 TTC 染色

各组焦亡相关蛋白 Caspase-1 表达的情况

表 5，表 6，图 3 显示，与假手术组相比，模型组脑

组织内焦亡相关蛋白 Caspase-1 mRNA 的表达量显著
增高，同样地，模型组 Caspase-1 蛋白明显升高，与假
手术相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电针治

疗后，Caspase-1 mRNA 及蛋白水平与模型组相比均有

表6

各组大鼠海马 CA1 区焦亡相关蛋白 Caspase-1 表达

（¯x ± s）
组别

n

假手术组

10

模型组
电针治疗组

10
10

各组大鼠海马 CA1 区 Caspase-1 mRNA 表达（¯x ±

s）
组别

n

假手术组

10

模型组
电针治疗组

10
10

Caspase-1 mRNA 表达
1.093±0.052

1.420±0.020**
1.233±0.043△

注：与假手术组比较，**表示 P＜0.01；与模型组相比，△表示 P＜0.05。

4

1.330±0.020

1.513±0.013**
1.410±0.030△

注：与假手术组比较，**表示 P＜0.01；与模型组相比，△表示 P＜0.05。

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5

蛋白 Caspase-1 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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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3

各组大鼠脑组织 Caspase-1 的表达

讨论

中症状及瘫痪肢体功能的恢复，明显改善缺血脑卒中

大脑的缺血再灌注损伤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
多种机制参与或相互作用。目前研究较全面的缺血
再灌注损伤的主要机制包括钙离子的超载、细胞的凋
亡、自由基损伤以及炎症损伤等[2]。脑缺血再灌注损
伤的重要表现形式是细胞凋亡，而炎症反应在脑缺血
再灌注损伤中促进继发性脑损害，则是脑缺血再灌注
后神经元损伤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本研究通过手术
构建脑缺血再灌注损伤大鼠模型，检测神经功能评分
及病理切片结果均已提示造模成功，为后续分子机制

患者认知水平及运动功能[14-15]。相关实验表明，大鼠

在脑缺血后，神经功能损伤、细胞死亡在第 1 天时达到

高峰，逐渐减小，趋于稳定[16]，而针刺可抑制促凋亡基
因表达、上调抗凋亡基因、双向调控炎症因子、减少兴

奋性氨基酸及受体的表达[17]、启动 MAPK 复合信号调

控[18-20] 等机制，对脑缺血再灌注后神经元损伤起保护
作用，且在脑缺血后早期行电针干预可增加脑血流
量，可减少脑缺血再灌注损伤的程度，扩大治疗时间

窗[21]。这提示针刺治疗的最佳时间为缺血后 3 h 内[22]，

研究奠定基础。

因此，本实验我们选择脑缺血损伤后 1.5 h 进行电针治

活的炎性程序性细胞死亡形式，参与多种传染病和神

里、三阴交、尺泽、合谷四穴，分别是手足阳明、太阴经

细胞焦亡是一种由 caspase-1 和 caspase-4/5/11 激

经系统疾病的发病机制[3]。细胞焦亡通过炎性细胞因
子白介素-1 胞和白介素-18 使得细胞前体裂解并激活

疗，选取脑缺血后 1 d 作为观察时间，电针选取足三
络循行穴位。中风偏瘫的基本病因五脏六腑的功能
失调，病机是元气亏虚，手足三阳、三阴经络淤阻，治

促炎症性因子的生成导致炎症反应[10]。炎性小体是一

则当益气活血为主，阳明经乃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

种多蛋白质复合物，作为免疫系统的重要部分，能识

源，故气血皆多，针刺选取阳明太阴经脉，大补后天之

别病原体分子信号导致 Caspase-1 的激活，使无活性

本，表里经同取，沟通经脉，活血祛瘀[23]。

的白介素-1 活、白介素-18 裂解为具活性白介素-1 为

神经行为评估是评价脑缺血再灌注损伤的重要

和白介素-18，诱导其它炎症细胞因子的合成，诱发全

指标，在本研究中，脑缺血再灌注损伤后，大鼠出现明

身炎症反应，引发细胞的焦亡，而抑制 caspase-1、炎症

显的神经功能损伤，电针治疗后，大鼠神经功能受损

伤程度。研究表明，在脑卒中模型中，缺血后神经元、

再灌注损伤大鼠模型构建成功，电针治疗后，能有效

小体、IL-1 体和 IL-18 可减轻炎症反应[11]，改善细胞损

的症状得以改善。大脑切片 TTC 染色也表明脑缺血

小胶质细胞、星形胶质细胞上 caspase-1 的表达显著增

降低了梗塞体积和脑水含量。在光学显微镜下，我们

caspase-1 基 因 敲 除 小 鼠 脑 卒 中 后 损 伤 显 著 减 轻 ，

炎症死亡，研究表明脑缺血再灌注损伤的神经元不仅

加 ，抑 制 caspase-1 表 达 能 减 轻 脑 细 胞 损 伤 ，如

观察到 HE 染色中脑缺血组大脑海马 CA1 区出现细胞

caspase-1 抑制剂 Ac-YVAD-cmk 和 VRT-018858 在脑

只是细胞凋亡，炎症性死亡也同时存在，同时证明电

1 在脑缺血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介导了脑卒中的损伤。

血再灌注后脑组织的焦亡相关蛋白 Caspase-1mRNA、

卒中动物模上都能减轻缺血损伤

[12-13]

，这表明 caspase-

大量临床研究表明，针刺刺激穴位能够促进脑卒

针可改善神经细胞炎症反应，减轻脑组织损害。脑缺

蛋白表达水平增高，在电针干预后 Caspase-1m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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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表达水平降低，提示电针可能通过调节 Caspase-

相关蛋白 Caspase-1 的表达有关。为电针对脑缺血再

果与电针组神经功能部分恢复、组织病理变化的结果

据，为针刺治疗中风提供新的理论依据。由于本实验

相吻合。

的动物数量、观察时间有限，脑缺血后神经功能的动

1 水平来减轻脑缺血再灌注后诱导的炎性损伤，此结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示电针疗法可有效改善脑缺
血再灌注损伤，减轻炎症反应，与电针调控细胞焦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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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ebral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Xu Xiuhong1 ，Zhou Guoping1,2 ，Dong Miaomiao2 ，Li Manling2 ，Yang Lu1,2 ，Zhan Zhulian1 ，Luo Meng1
(1. Integrated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515,
China；2.Scho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515,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electroacupuncture (EA) on the expression of cell pyroptosis related Caspase-

1 in hippocampus of focal cerebral ischemia-reperfusion (CI/ R) damage in rats. Methods The CI/ R injury model was
induced by middle cerebral artery occlusion with intraluminal thread. A total of 30 male Sprague Dawley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sham operation (sham) group, a model group and a EA group, with 10 rats in every group. EA (2/
15 Hz, 2mA, 20min) was applied daily to Zusanli (ST 36), Sanyinjiao (SP 6), Chize (LU 5) and Hegu (LI 4). Then
behavioral neurological assessment of all rats in each group was performed with Zea-Longa score method after CI/ R

injury. We also separately observed the neuronal damage and areas of cerebral infarct by HE staining and TTC staining

method. The expression of Caspase-1 was measured by qPCR and western blot, respectively.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sham group, the scores of the model group were notably increased (P<0.01) and the brain tissue in model rats showed

obviously neuronal injury and white infarction area, both up-regulated the mRNA and protein levels of Caspase-1 (P<
0.01). While 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 the neural deficit scores and neuron injury were relieved significantly and

infarction area markedly shrank in EA group (P<0.01). Meanwhile, the expression of Caspase-1 at transcription and
post- transcription levels in hippocampus of rats in the EA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than those in the mode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electroacupuncture therapy on rats with cerebral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may inhibit the activation of Caspase-1dependent pyroptosis.

Keywords: Electroacupuncture, Cerebral ischemic-reperfusion injury, Pyroptosis, Caspas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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