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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伐他汀对2型糖尿病大鼠心肌氧化应激作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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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锦州医科大学,锦州 121000;2.抚顺矿务局总医院循环科,抚顺 113008)

摘要 目的:探讨匹伐他汀对2型糖尿病(T2DM)大鼠心肌氧化应激作用的影响。方法:将43只成年雄性SD大鼠随机分为

正常组(NC组)、模型组(M组)、匹伐他汀低剂量组(LD组)及匹伐他汀高剂量组(HD组)。除NC组外,其他各组均给予高脂

饲料喂养4周联合小剂量链脲佐菌素(STZ)(25mg/kg)一次性腹腔注射诱导2型糖尿病(T2DM)大鼠模型,LD组灌胃给予

0.21mg/kg·d-1匹伐他汀,HD组给予0.42mg/kg·d-1匹伐他汀。12周后,测定大鼠血糖、总胆固醇(TC)及甘油三酯(TG)
水平,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法测定血清中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过氧化氢酶

(CAT)活性及丙二醛(MDA)含量,westernblotting法测定心肌组织中p38、磷酸化p38(p-p38)及p53蛋白表达。结果:与NC
组相比,M组血糖、TC和TG水平明显上升(P<0.01);与 M组比较,HD组和LD组血糖、TC和TG水平显著下降,且HD组

第8周和第12周血糖明显低于LD组(P<0.05)。与 M组比较,LD组和 HD组血清SOD、GSH-Px和CAT活性升高,p-p38
和p53蛋白表达明显上调,MDA浓度降低(P<0.05)。HD组SOD和GSH-Px活性高于LD组(P<0.05)。结论:匹伐他汀

可有效降低T2DM大鼠血糖、血脂,并能抑制心肌氧化应激反应,该作用可能与下调p-p38和p53蛋白表达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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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effectofpitavastatinonmyocardialoxidativestressintype2diabeticrats
GuWei1,2,LiuAoxue1,QuBaoze1.(1.JinzhouMedicalUniversity,Jinzhou121000,China;2.CirculationDe-
partment,FushunGeneralHospitalofMiningBureau,Fushun113008,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investigatetheeffectofpitavastatinonoxidativestressintype2diabetesmellitus
(T2DM)rats.Methods:43adultmaleSDratsweredividedintonormalgroup(NCgroup),modelgroup(M
group),pivastatinlow-dosegroup(LDgroup)andhigh-dosegroup(HDgroup).ExceptfortheNCgroup,
theratsinothergroupswerefedwithhigh-fatdietfor4weeksandintraperitoneallyinjectedwithstrepto-
zotocin(STZ)foroncetoinduceT2DM.TheratsintheLDgroupweretreatedwith0.21mg/kg·d-1pita-
vastatin,andratsintheHDgroupweretreatedwith0.42mg/kg·d-1pitavastatin.After12weeksofad-
ministration.Fastingbloodglucose,totalcholesterol(TC)andtriglyceride(TG)weredetected.Theactivi-
tiesofsuperoxidedismutase(SOD),glutathioneperoxidase(GSH-Px)andcatalase(CAT)andthecontent
ofmalondialdehyde(MDA)inserumweremeasuredbyenzymelinkedimmunosorbentassay(ELISA).The
proteinexpressionsofp38,phosphorylatedp38(p-p38)andp53inmyocardiumweredeterminedbywest-
ernblotting.Results:ComparedwiththeNCgroup,fastingbloodglucose,TCandTGlevelsinMgroup
weresignificantlyincreased(P<0.01).Thelevelsofbloodglucose,TCandTGinHDandLDgroupswere
significantlylowerthanthoseinMgroup,andthebloodglucoselevelinHDgroupwaslowerthanthatin
LDgroupatweek8and12(P<0.05).ComparedwithMgroup,theactivitiesofSOD,GSH-PxandCAT
andtheproteinexpressionlevelsofp-p38andp53wereincreasedinLDgroupandHDgroup,whilethecon-
tentofMDAwasdecreased(P<0.05).TheactivitiesofSODandGSH-PxinHDgroupwerehigherthan
thoseinLDgroup(P<0.05).Conclusion:Pivastatincouldeffectivelyreducebloodglucoseandbloodlipids
levels,andinhibitmyocardialoxidativestressinT2DMrats.Themechanismsmightberelatedtothedown-

regulationofp-p38andp53proteinexpressions.
Keywords pitavastatin;type2diabeticrats;oxi-
dative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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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剧,糖尿病的发病

率越来越高[1]。其中,糖尿病心肌病(diabeticcardio
myopathy,DCM)是导致2型糖尿病(type2diabe-
tesmellitus,T2DM)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临

床上T2DM 治疗的重点和难点之一[2]。匹伐他汀

是第三代他汀类化合物,是一种3-羟基-3-甲基戊二

酰 辅 酶 A(3-hydroxy-3-methylglutarylcoenzyme
A,HMG-CoA)还原酶抑制剂,具有较强的降低胆固

醇和低密度脂蛋白作用,在临床上广泛应用于调节

血脂,还具有心脏保护作用[3]。研究表明,匹伐他汀

可提高抗氧化能力,减轻再灌注后心肌坏死程度,从
而抑制大鼠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4]。但匹伐他汀对

于2型糖尿病大鼠心脏的作用及其机制目前尚未见

相关文献报道。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匹伐他汀对

2型糖尿病大鼠心肌氧化应激的作用,为他汀类药

物治疗DCM的临床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动物及主要试剂 清洁级雄性SD大鼠

43只,5周龄,180~200g。匹伐他汀由日本兴和株

式会社生产。链脲佐菌素(STZ)购自Sigma公司。
超氧 化 物 歧 化 酶(SOD)、谷 胱 甘 肽 过 氧 化 物 酶

(GSH-Px)、过氧化氢酶(CAT)活性及甘油三酯

(TG)、总胆固醇(TC)、丙二醛(MDA)含量检测试

剂盒均购于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血糖仪、试
纸条购于美国雅培公司。抗磷酸化p38(p-p38)、

p38、p53、GAPDH抗体均购自美国Abcam公司。

1.2 实验分组、造模及给药 将43只雄性SD大

鼠随机分为正常组(NC组,n=8)和模型组(n=
35)。NC组用普通饲料喂养。模型组采用高脂饲

料喂养4周后,联合小剂量STZ25mg/kg一次性

腹 腔 注 射,注 射 前 将 STZ 溶 于 pH 值 4.5 的

0.1mol/L柠檬酸—柠檬酸钠缓冲液中,配制成10
mg/mL 溶 液。72h 后 测 定 尾 静 脉 空 腹 血 糖

(FBG),若FBG≥11.1mmol/L并具有明显的多

食、多饮、多尿症状,表明造模成功[5]。

  将造模成功的大鼠随机分为 M组、匹伐他汀低

剂量组(LD组)及匹伐他汀高剂量组(HD组),每组

10只。根据前期实验及相关文献[4],LD 组给予

0.21mg/kg·d-1匹伐他汀,HD组给予0.42mg/

kg·d-1匹伐他汀,用生理盐水配成2mL溶液,连
续灌胃12周。用血糖仪测定第4、第8、第12周大

鼠血糖。动物实验过程严格按照国家实验动物伦理

委员会规定的原则进行。

1.3 血清学指标检测 12周后,用10%水合氯醛

按3mL/kg剂量腹腔注射进行麻醉,腹主动脉采

血,1200r/min离心10min,取上层血清,采用酶联

免疫吸 附 试 验 法(ELISA)检 测 大 鼠 血 清 SOD、

GSH-PX、CAT活性和TG、TC、MDA含量,严格按

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

1.4 Westernblotting法检测p38、p53蛋白表达

  采血后,迅速取出大鼠心脏,用冰生理盐水冲

洗,取左心室心肌组织。提取组织蛋白,BCA法进

行蛋白定量,煮沸使蛋白变性;用SDS-PAGE分离

蛋白(美国Bio-Rad,恒压80~110V,1.5h),将蛋

白转移至PVDF膜,5%脱脂奶粉封闭1h;分别加

入相应一抗,4℃孵育过夜;TBST洗膜3次,加入二

抗稀释液(中杉金桥,1∶5000)于室温下孵育1h,
免疫印迹显色。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7.0统计软件对数

据进行分析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各组大鼠血糖变化情况 第4、第8及第

12周,与NC组比较,M 组大鼠血糖显著升高(P<
0.01);与 M组比较,LD组和HD组血糖明显下降,
且HD组第8周和第12周血糖明显低于LD组(P
<0.05),见表1。

表1 各组大鼠血糖变化情况(x±s)

组别 n
血糖/(mmol/L)

第4周 第8周 第12周

NC组 8 4.36±0.35 4.72±0.42 4.86±0.44
M组 10 13.04±1.02** 15.94±1.21** 17.37±2.12**

LD组 10 12.75±0.87** 10.05±1.03**## 9.26±1.57**##

HD组 10 11.23±0.75**# 8.86±0.98**##△ 7.15±1.21*##△

          与NC组比较,*P<0.05或**P<0.01;与 M组比较,#P<0.05或##P<0.01;
与LD组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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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各组大鼠血脂水平比较 与NC组比较,M组

大鼠血清TC、TG水平均显著升高(P<0.01);与
M组比较,HD组和LD组TG和TC水平均明显下

降(P<0.05),接近于正常水平(P>0.05),见表2。

2.3 各组大鼠血清氧化应激相关因子水平比较

  与 NC组比较,M 组大鼠血清SOD、GSH-PX
和CAT活性显著下降(P<0.01),MDA浓度显著

升高(P<0.01);与 M组比较,LD组和 HD组血清

SOD、GSH-PX和CAT活性升高,MDA浓度降低,
且HD组SOD和GSH-PX活性高于LD组,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3。

2.4 各组大鼠心肌组织p-p38、p53蛋白表达比较

  与NC组相比,M 组p-p38和p53蛋白表达明

显上调;与 M组比较,LD组和 HD组p-p38、p53蛋

白表达均明显下调,但HD组和LD组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见图1。

表2 各组大鼠血脂水平比较(x±s)

组别 n
总胆固醇/
(mmol/L)

甘油三酯/
(mmol/L)

NC组 8 2.42±0.27 2.36±0.19
M组 10 5.12±0.49** 4.98±0.21**

LD组 10 3.74±0.35#* 3.05±0.32#*

HD组 10 3.11±0.40## 2.87±0.17##

  与 NC组比较,*P<0.05或**P<0.01;与 M 组比
较,#P<0.05或##P<0.01。

表3 各组大鼠血清中氧化应激相关因子水平比较(x±s)

组别 n SOD/
(μg/mL)

GSH-Px/
(μg/mL)

CAT/
(μg/mL)

MDA/
(mmol/g)

NC组 8 121.2±1.96 69.51±2.23 6.36±0.45 2.49±0.23
M组 10 65.7±8.87** 42.16±3.12** 3.27±0.66** 4.65±0.35**

LD组 10 88.3±10.21#** 52.88±2.45#** 4.12±0.34#* 3.75±0.22#*

HD组 10 98.3±8.29##*△ 61.31±2.41##*△ 4.87±0.28#* 3.06±0.41##

       与NC组比较,*P<0.05或**P<0.01;与 M组比较,#P<0.05或##P<0.01;与LD组比较,
△P<0.05。

与NC组比较,*P<0.05或**P<0.01;与 M组比较,#P<0.05或##P<0.01。
图1 心肌组织p-p38和p53蛋白表达

3 讨 论

  T2DM时,体内糖、脂代谢紊乱,机体内葡萄糖

氧化及脂质过氧化,同时体内抗氧化酶活性下降,清
除自由基的能力下降[6]。DCM 是糖尿病的并发症

之一,是导致糖尿病患者病死率升高的重要因素[7]。
研究表明,糖尿病患者发生心肌病变的概率是非糖

尿病患者的2~4倍[8]。随着糖尿病病程的进展,血
脂紊乱的程度逐渐加重。本研究中,HD组和LD组

TG和TC水平均较 M 组明显下降(P<0.05),接
近于正常水平;且HD组第8周和第12周血糖明显

低于LD组(P<0.05)。表明匹伐他汀具有降糖、降

脂作用。

  在机体中,SOD和GSH-Px可通过代谢转化将

活性氧自由基(ROS)转变为相对低毒性的物质。

SOD将过氧离子代谢为过氧化氢(H2O2),CAT则

直接将H2O2分解为H2O和O2,GSH-Px具有维持

巯基的氧化还原缓冲能力[9]。本研究发现,匹伐他

汀具有较强的抗氧化特性,可清除自由基,减少心肌

MDA含量,并增加GSH-Px及SOD活性。

  为进一步研究匹伐他汀对大鼠心肌氧化应激的

保护作用,本实验对大鼠心肌组织中p-p38和p53
在蛋白水平的表达进行了研究。丝裂原活化蛋白激

酶(mitogen-activatedproteinkinas,MAPK)属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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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丝/苏氨酸蛋白激酶信号转导超家族,可调节细胞

凋亡及其他细胞过程[10]。p-p38是氧化应激诱导细

胞凋亡的特征之一。细胞内ROS的增加导致DNA
损伤,其可激活转录因子p53。p53是一种DNA结

合的转录因子,调节特异性凋亡蛋白的表达,增加线

粒体膜的通透性,引起促凋亡因子细胞色素C等的

释放而调节细胞凋亡[11]。本研究结果显示,糖尿病

大鼠心肌中p-p38和p53的表达增加,而匹伐他汀

能够抑制糖尿病大鼠心肌中p-p38和p53蛋白表

达,但匹伐他汀具体的作用通路尚无法确定。有研

究表明,匹伐他汀可增加心肌中内皮型一氧化氮

(eNOS)表达,通过Notch-1介导糖尿病患者心肌血

管生成,诱导内皮ephrinB2表达[12],这与本研究结

果是否有关联亦不清楚,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综上所述,匹伐他汀可显著降低T2DM 大鼠血

脂和血糖水平,抑制心肌氧化应激反应,并可能通过

抑制p-p38和p53的表达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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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名词术语使用规范

  名词、术语应统一,不要一义多词或一词多义。
妇产科学、耳鼻咽喉科学、血液病学、呼吸病学、内分

泌学和眼科学的名词已由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

公布,应严格执行,其它尚未审定者,目前以下列两

个主题词索引为准:①《主题词索引》(见:医学主题

词注释字顺表.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情报研究

所,1984.761~914);②《中医药主题词表》(中国中

医研究院图书情报研究所,1987)。在这两个主题词

表中找不到者,则以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英汉医

学词汇》、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药名词汇》和科学

出版社出版的各学科名词审定本为准。如“发烧”应
改为“发热”,“红血球”应改为“红细胞”,“血色素”应
改为“血红蛋白”,“剖腹产术”应改为“剖宫产术”等。
国内尚无统一译名的,参考以上词典慎重拟定,并在

译名后加括号注外文,在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正式

公布后,应立即严格遵照执行。

·3841·顾 微,等.匹伐他汀对2型糖尿病大鼠心肌氧化应激作用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