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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曲林对缺血再灌注大鼠心肌糖代谢酶活性的影响 *
王丽艳 赵晓丽 郭彦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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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研究丹曲林对缺血再灌注损伤的大鼠心肌细胞中糖酵解和异柠檬酸脱氢酶活性的影响。方法:采用

健康雄性 Wistar 大鼠 16 只建立 Langendorff 离体心脏灌注模型,分为对照组和丹曲林预处理组，对照组全心缺血 30

min，再灌注 60 min；丹曲林预处理组加入 5 μmol/L 丹曲林后，全心缺血 30 min，再灌注 60 min。用分光光度计法测定

缺血再灌注后磷酸果糖激酶-1（PFK）、丙酮酸激酶（PK）、己糖激酶（HK）及异柠檬酸脱氢酶（IDH）的活性。结果:与对
照组相比，丹曲林预处理组冠脉流量增加（P < 0.01），PFK、PK、HK 和 IDH 活性均降低（P < 0.05 或 P < 0.01）。结论:丹

曲林预处理降低了糖代谢中关键酶的活性，对缺血再灌注心脏起到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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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dantrolene on the activity of glycometabolic enzymes in rats with myo⁃

cardial ischemia-reperfusion. Methods: Sixteen healthy male Wistar rats were used in the Langendorff isolated heart perfu⁃

sion system. The heart model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control group and dantrolene-treated group, with eight
rats in each. The hearts in control group were subjected to 30 min of global ischemia and 60 min of retrograde reperfusion.

The hearts in dantrolene-treated group were perfused for 20 min in the working mode, in the presence of 5 μmol/L dan⁃

trolene, and then were subjected to 30 min of global ischemia and 60 min of reperfusion. The activities of phosphofructoki⁃

nase-1 (PFK), pyruvate kinase (PK), hexokinase(HK) and isocitrate dehydrogenase (IDH) were determined by spectrophotome⁃

try. Results: The hemodynamic variables had no change except for increased coronary flow (P < 0.01).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activities of PFK, PK, HK and IDH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dantrolene-treated group (P < 0.05 or

P < 0.01). Conclusion: Dantrolene has a protective effect on myocardial ischemia-reperfusion by reducing the activities of

glycolytic enzymes and isocitrate dehydrogen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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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是临床上缺血性心脏病、

1
1.1

中常见的病理损伤。钙超载是心肌缺血再灌注损

1.1.1

段的共同途径[1]。丹曲林（dantrolene）在临床上主要
适用于治疗恶性高热病，是细胞内质网上钙通道受
体的拮抗剂，可降低细胞质内过高的游离钙离子浓
度，减轻钙超载。有研究表明，丹曲林可保护大鼠
缺血再灌注心脏的功能[2]。本研究从有氧氧化和糖
酵解的关键酶出发，进一步探讨丹曲林对缺血再灌
注心肌的保护作用。

hexokinase

材料与方法

休克、体外循环心血管手术等各种疾病和治疗过程
伤的特征之一，是心肌缺血再灌注发展为不可逆阶

pyruvate kinase

材料
动物及分组

16 只 2 级健康雄性 Wistar 大鼠购自北京

大学医学部实验动物科学部，体质量 300~350 g。随机分为

对照组与丹曲林预处理组（丹曲林组）,每组 8 只。
1.1.2

主要试剂与实验仪器 所需试剂为腺苷三磷酸（ATP）、

腺苷二磷酸（ADP）、
还原型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NADH）、

尼克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磷酸（NADP +）、6 磷酸果糖、醛缩

酶、磷酸丙糖异构酶、α-磷酸甘油脱氢酶、异柠檬酸和磷酸烯

醇式丙酮酸等购自 Sigma 公司，UV-2450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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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日本岛津），CF-2000D 超纯水器（北京市长风仪器仪表公

表 1 对照组与丹曲林组心脏血流动力学变化

司），Langendorff 灌 流 装 置 。 Krebs 液（单 位 ：mmol/L）：NaCl
118.0，KCl 4.7，NaHCO3 25.0，CaCl2 2.5，MgSO4 1.2，KH2PO4

1.2，丙酮酸钠 2.0，葡萄糖 11.0。溶液充以 95%O2 和 5%CO2 混

（n=8，x ± s）
组别

合气体。

对照组

1.2

丹曲林组

1.2.1

方法
离体心脏灌流模型的建立

大鼠乙醚吸入麻醉，在其

股动脉注入 3 U/g 肝素抗凝，迅速沿着剑突下肋缘剪开腹壁，

沿两侧腋前线剪开胸壁，于心脏根部保留主动脉 3~4 mm 剪

下心脏，立即放入 4 ℃Krebs 液中，主动脉插管，左心房套管，

固定于 Langedorff 灌流柱口，灌流压恒定于 10 kPa,观察心脏

自主搏动情况。整个灌流系统用恒温水浴循环器维持在

37 ℃。在灌流 5 min 和 30 min 时记录心率（HR）、主动脉流量
min，再灌注 1 h；丹曲林预处理组在平衡 10 min 末，Krebs 液

对照组
丹曲林组
t
**P < 0.01

中 加 入 5 μmol/L 丹 曲 林 500 μL 灌 注 20 min，然 后 梗 死 30
min，再灌注 1 h。
1.2.2

标本来源及操作过程

灌注末从灌流装置摘取心脏，

称 质 量 ，剪 碎 ，按 1∶7 加 入 蔗 糖 咪 唑（300 mmol/L 蔗 糖 ，10

组别
对照组
丹曲林组
t

252.6±8.8

0.550

1.270

260.0±10.3

CF（mL/min）
灌流 5 min
灌流 30 min

组别

表2

251.8±7.8
254.0±5.8

t

（AF）、冠状动脉流量（CF）和心输出量（CO）。在心脏灌流平

衡 30 min 后，对照组夹闭主动脉和心房套管，全心梗死 30

HR（次/min）
灌流 5 min
灌流 30 min

20.5±1.0

19.3±1.2

1.140

8.780**

19.5±1.9

26.2±1.5

AF（mL/min）
灌流 5 min
灌流 30 min
54.7±1.9

55.3±2.7
0.490

53.8±1.5

54.3±1.4
0.610

CO（mL/min）
灌流 5 min
灌流 30 min
75.4±0.9

75.2±1.3

0.760

1.640

75.9±1.4

76.2±1.1

对照组与丹曲林组 IDH、
PFK、
PK、HK 活性
PFK

0.534±0.109

0.341±0.079
4.052**

*P < 0.05，
**P < 0.01

PK

6.027±1.022

4.853±0.613
3.081**

（n=8，U/mg，x ± s）
HK

0.402±0.088

0.268±0.071
3.358**

IDH

3.744±0.464

3.228±0.349
2.510*

mmol/L 咪唑，pH 7.4，4 ℃），在冰上充分匀浆，匀浆液在 4 ℃条

的丹曲林能增加冠脉流量，降低主动脉流量和心输

液 10 000 r/min 离心 20 min，2 次，沉淀即为线粒体。其中上

脉流量的增加[2]。

件下差速离心，3 000 r/min 离心 10 min 后弃沉淀留上清，上清

出量，而低浓度（≤ 4 μmol/L）的丹曲林仅会引起冠

清液超速离心 24 000 r/min，30 min 弃沉淀留取上清液，上清

心肌能量代谢主要以脂肪酸氧化为主，在一些

及线粒体-70 ℃冷冻备用。应用 Folin 酚法测定各组上清和
线粒体液蛋白含量。

1.2.3

酶活性测定方法

采用分光光度计法测定异柠檬酸

脱氢酶（IDH）、6-磷酸果糖激酶-1（PFK）、己糖激酶（HK）和
丙酮酸激酶（PK）的活性。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6.0 的统计软件，计量资料以

均数±标准差（x ± s）表示,两组间均数比较用 t 检验，P <0.05

病理状态下，如心肌肥大和缺血再灌注时，代谢方
式转为葡萄糖代谢为主[3]。本实验从糖代谢的酶活
性的变化，进一步探讨丹曲林对缺血再灌注心肌保
护作用的机制。心肌缺血伴随着缺氧，使心脏依赖

无氧糖酵解产生 ATP 供应机体的代谢，糖酵解产生
能量的同时也生成大量的 H + 。细胞中大量的 H + 通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过 Na+/H+交换体，增加细胞内 Na+的积累，Na+的积累

2 结果

成 Ca2 + 超载。本实验中丹曲林预处理后糖酵解的

2.1 丹曲林对心脏血流动力学基本指标的影响 灌

流 30 min 后，丹曲林组 CF 较对照组增加，差异有统

又通过 Na +/Ca2+ 交换体使大量 Ca2+ 内流入细胞 [4]，形

HK、PFK 和 PK 的活性均低于对照组。即与缺血再

灌注组相比，丹曲林预处理后糖酵解增强的程度减

计学意义（P < 0.01），HR、AF 和 CO 差异无统计学意

弱，随之产生的 H+相对较少。减少的 H+减弱了 Ca2+

2.2 丹曲林对糖代谢酶活性的影响 与对照组相

曲林对缺血再灌注的心肌有保护作用。

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或 P < 0.01），
见表 2。

糖有氧代谢的能力。有实验结果表明心肌梗死再

义，见表 1。

比，丹曲林组 PFK、PK、HK 和 IDH 活性均有降低，差

3 讨论

本实验中加入 5 μmol/L 的丹曲林，血流动力学

指标除了冠脉流量增加外，
其他指标基本无变化。这

与加入丹曲林的浓度有关。高浓度（16~45 μmol/L）

超载对心肌缺血再灌注的损伤作用[5]。这也说明丹
IDH 是有氧氧化的关键酶之一，它的活性反映

灌注后缺血区与非缺血区比较，IDH 活性增加[6]。再

灌注时 IDH 活性的增加促进了再灌注时能量的恢

复。本研究结果表明，与对照组相比，丹曲林组 IDH

活性较低。可能是由于丹曲林改善了缺血再灌注

心肌的能量代谢，保存细胞内的高能磷酸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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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曲林相对降低了缺血再灌注心肌 IDH 的活性，其

机制可能是由于丹曲林抑制钙超载，降低了钙离子

[2] Yu G, Zucchi R, Ronca-Testoni S, et al. Protection of ischemic rat
heart by dantrolene, an antagonist of the sarcoplasmic reticulum cal⁃
cium release channel [J]. Basic Res Cardiol, 2000,95(2): 137-143.

对 IDH 的作用。由于缺血再灌注心肌胞质 Ca2 + 超

[3] Wang Q, Donthi RV, Wang J, et al. Cardiac phosphatase-deficient

增加[7]，线粒体内增加的 Ca2+直接与 IDH 和α-酮戊二

es glycolysis, hypertrophy, and myocyte resistance to hypoxia [J].

载，而胞质 Ca2+超载会引起线粒体基质内 Ca2+浓度的
酸脱氢酶结合，降低其对底物的米氏常数（Km）而使
[8]

酶激活 。丹曲林作为细胞内质网上钙通道（Ryano⁃
dine 受体）的拮抗剂，减少 Ca2 + 从内质网释放入胞
浆，减轻胞质 Ca2+超载，线粒体中 Ca2+浓度也相对较

低，减弱了对激活酶的作用，因此丹曲林预处理组

的 IDH 活性低于对照组。

综上所述，丹曲林降低了缺血再灌注大鼠心肌

糖代谢酶的活性，从而部分恢复了因缺血再灌注损
伤引起的代谢方式的转变，这为丹曲林治疗心肌梗
死再灌注的患者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但丹曲林
能 否 使 代 谢 方 式 恢 复 至 正 常 水 平 ，尚 需 进 一 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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