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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

白藜芦醇调节 C57
57BL/KSJ-db/db
BL/KSJ-db/db 糖尿病小鼠糖脂代谢的作用与
机制
吕秀萍
海南省人民医院药学部，海南 海口 570311

摘要：
目的 研究白藜芦醇对 C57BL/KSJ-db/db（db/db）糖尿病小鼠糖脂代谢的作用与机制。方法 随机将 db/db 糖尿病小鼠分
为模型组、
白藜芦醇组（200 mg/kg）和吡格列酮组（5 mg/kg），
每组 8 只，
给予相应的药物治疗 8 周。实验结束后比较各组空腹血
糖、
糖化血清蛋白、
糖化血红蛋白、
血清总胆固醇、
甘油三脂等糖脂代谢指标，
比较各组血清胰岛素浓度及胰岛素抵抗指数、
胰岛
素敏感指数、
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
丙二醛含量等指标的变化。采用 Real-time PCR 技术和 Western blot检查肝脏组织中低密度
脂蛋白受体基因和蛋白的表达。结果 与模型组比较，
白藜芦醇组能显著降低小鼠空腹血糖、
糖化血清蛋白、
糖化血红蛋白、
血清
总胆固醇、
甘油三脂等指标的升高（P<0.05），
明显改善血清胰岛素水平及胰岛素抵抗指数、
胰岛素敏感指数，
超氧化物歧化酶活
性、
丙二醛等指标的异常（P<0.05）；
显著提高肝脏中肝糖原含量和低密度脂蛋白受体的表达（P<0.05）。结论 白藜芦醇具有明
显改善糖脂代谢紊乱的作用，
其作用机制与其改善胰岛素抵抗、
提高抗氧化应激能力以及增加低密度脂蛋白受体
的表达等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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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合并高脂血症是糖尿病慢性血管并发症的
基础病变，
而糖尿病慢性血管并发症是糖尿病导致死亡
率及致残率升高的主要原因［1］。有效治疗2型糖尿病和
控制并发症是新药研发领域的热点和重点。白藜芦醇
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
可降低血液粘稠度，
抑制血小
板凝结和血管舒张，
保持血液畅通，
可预防癌症的发生
及发展，
具有抗动脉粥样硬化和冠心病、
缺血性心脏病、
［2］
高血脂的防治作用 。本研究探讨白藜芦醇对db/db糖
尿病小鼠糖脂代谢的影响及其可能的作用机制，
为白藜
芦醇在治疗糖尿病的临床运用提供充足的实验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动物
C57BL/KsJ- db/db 糖尿病小鼠（db/db），
SPF 级，
24
只，
周龄五周（35~40 mg），
由南京大学模式动物中心提
供，
实验在SPF级实验室进行，
动物室内温度20~25 ℃、
相对湿度 40%~70%、换气次数 10~15 次/h。白藜芦醇
（纯度 95.1%，
HPLC）购自陕西赛得高科生物股份有限
公司。
1.2 试剂
空腹血糖（FBG）、
血清总胆固醇（TC）、
血清甘油三
脂（TG）、
糖化血清蛋白（GSP）、
糖化血红蛋白（HbA1c）、
超氧化歧化酶（SOD）、
微量丙二醛（MDA）、
肝糖原等测
定试剂盒：
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
小鼠胰岛素（INS）
酶联免疫检测试剂盒:美国 RD；
浓硫酸（AR）：
广州化学
收稿日期：
2014-07-19
作者简介：
吕秀萍，
主管药师，
E-mail: xiuping6011@163.com

试剂厂。LDLR 兔单抗：Proteintech；LDLR 引物：上海
生工生物有限公司。
1.3 方法见文献［3］
1.3.1 糖脂代谢指标的检测 FBG、
TG、
TC 使用酶法由
Beck-manCX-5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进行检测；GSP、
HbA1c分别用果糖胺法、
比色法进行检测。
1.3.2 血 清 胰 岛 素 浓 度 的 检 测 采 用 双 抗 体 夹 心
ELISA，
测定小鼠血清中胰岛素的浓度，
并按公式计算
血清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与血清胰岛素敏感指
［4-5］
数（ISI）
：
胰岛素抵抗指数：
HOMA-IR=FBG×INS/22.51
胰岛素敏感性指数：
ISI=Ln（1/（INS×FBG）
）
FBG：
空腹血糖浓度 mmol/L；INS：
空腹胰岛素浓
度U/ml。
1.3.3 血清 SOD、MDA 检测 用 WST-1 法检测血清
SOD 活性；用硫代巴比妥酸法（TBA）检测血清 MDA
含量。
1.3.4 肝糖原含量的检测 切取保存于-80 ℃冰箱的肝
脏组织块，
用生理盐水漂洗后，
滤纸吸干，
称重，
约75 mg，
按重量体积比 1∶3 加入相应体积的碱溶液，沸水浴煮
20 min，
流水冷却，
使其组织块完全破碎。加入蒸馏水
制成1%的肝糖原检测液（一般可见检测液上层漂浮有乳
白色油状物），
加入一定量的氯仿，
漩涡混匀，
4000 r/min
离心10 min，
取上清液用于检测。上清液与显色液混匀
后煮沸5 min，
冷却后于620 nm，
l cm光径，
空白管调零，
测各管D值，
并以0.01 mg/ml标准葡萄糖应用液为基准
对照，
计算肝脏组织中糖原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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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Real-time PCR 方 法 检 测 低 密 度 脂 蛋 白 受 体
（LDLR）的 基 因 表 达 实 时 定 量 PCR 采 用 BioRad
iCycler Iq 系统进行扩增。PCR 反应液组分（25 μl 反应
体 系）包 括 ：12.5 μl SYBR Premix Ex TaqTM（2 ×）
（TaKaRa），
2 μl cDNA，
各0.5 μl（5 pmol）上游引物和下
游引物，以及 9.5 μl 灭菌蒸馏水。每个样本平行做 3
个。采用 Primer Premier 5.0 软件进行引物设计，
实验
中所用到的引物：LDLR（forward 5'-ACCGAGACCA
AACTCATTCA-3'，reverse 5'-TAGGTGGGCGGACA
TAAAG-3'），内参 GAPDH（forward 5'-AGGAGTAAG
AAACCCTGGAC-3'，reverse 5'-CTGGGATGGAATT
GTGAG-3'）。 各 样 本 目 的 基 因 的 CT 值 减 去 内 参
GAPDH的CT值，
得到△CT值。再用各处理组的△CT
值减去空白对照组值，
得到△△CT 值。最后采用方程

2△△CT计算本目的基因的相对表达水平。
1.3.6 Western blot 检测低密度脂蛋白受体（LDLR）的
蛋白表达见文献［6］
1.4 统计学分析
实验数据结果以均数±标准差表示，用 SPSS 11.6
统计软件分析比较。多组比较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2 结果
2.1 糖脂代谢指标的变化
与模型组相比，
白藜芦醇组和吡格列酮组均能显著
降低小鼠 FBG、HbA1c 及 GSP 的含量（P<0.05）；并能显
著降低小鼠血清中TC、
TG水平（表1，
P<0.05）。提示白
藜芦醇降低血糖的同时对血脂具有明显的调理作用。

表1 给药治疗后空腹血糖值、
糖化血红蛋白、
糖化血清蛋白、
血清总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含量的变化
Tab.1 Fasting blood glucose, glycosylated serum protein and glycosylated hemoglobin content, serum
total cholesterol, triglycerides of db/db mice after 8 weeks of resveratrol treatment（Mean±SD, n=8）
Group

FBG mmol·L-1

GSP μmol·L-1

HbA1c OD·10g-1

TC mmol·L-1

TG mmol·L-1

db/db

26.4±1.02

2.94±0.29

41.86±4.03

3.31±0.35

2.49±0.43

#

#

#

#

Resveratrol

17.9±3.55

1.93±0.18

30.07±3.52

2.43±0.28

1.41±0.25#

Pioglitazne

18.65±3.26#

2.01±0.21#

32.96±3.06#

2.10±0.48#

1.27±0.39#

FBG: Fasting blood glucose, GSP: glycosylated serum protein, HbA1c: glycosylated hemoglobin, TC: serum total
cholesterol, TG: triglycerides, #P<0.05 vs model.

2.2 血清胰岛素浓度的变化
给药组与模型组比较，
血清胰岛素的浓度明显降低
（P<0.05），
胰岛素抵抗指数显著减小（表 2，
P<0.05），
同
时胰岛素敏感指数也有显著的升高（P<0.05）。提示白
藜芦醇能显著改善胰岛素抵抗从而降低血清胰岛素的
浓度。
表2 给药治疗后血清胰岛素浓度，
胰岛素抵抗指数和胰岛素敏
感指数的变化
Tab.2 Plasma insulin and insulin resistance of db/db mice after 8
weeks of resveratrol treatment（Mean±SD, n=8）
Group

INS /mIU·L-1

HOMA-IR/μmol·L-1

ISI

db/db

18.23±1.42

21.38±2.31

-6.17±0.16

Resveratrol

11.87±2.04#

9.44±1.84#

-5.36±0.18#

Pioglitazone

8.63±1.42#

7.15±2.35#

-5.08±0.32#

Data are represented as Mean ± SD, INS: insulin, HOMA-IR: insulin
resistance index, ISI: insulin sensitivity index, #P<0.05 vs model.

2.3 血清SOD活性和MDA含量的变化
白藜芦醇组和吡格列酮组与模型组比较，
血清中超
氧化物歧化酶（SOD）的活性明显增加（P<0.05），
脂质过
氧化物代谢产物丙二醛（MDA）的含量显著减少（P<

0.05）。
2.4 肝糖原含量变化
白藜芦醇组和吡格列酮组与模型组比较，
肝糖原含
量显著增加（P<0.05），
表明白藜芦醇可显著提高肝糖原
的含量。
2.5 对LDLR基因、
蛋白表达的影响
白藜芦醇组和吡格列酮组与模型组比较，
LDLR的
mRNA和蛋白表达显著增加（图1，
P<0.05）提示白藜芦
醇可能通过上调LDLR的表达参与脂代谢的调节。
3 讨论
C57BL/KSJ-db/db 小鼠是 Leptin 受体基因缺陷导
致的自发性2型糖尿病小鼠，
在早期四周龄即出现显著
糖尿病症状，
具有高血糖、
高血脂、
胰岛素抵抗等特征，
其发病过程与人的2型糖尿病非常相似［7-8］。db/db糖尿
病小鼠是国际公认的2型糖尿病动物模型，
是目前广泛
用于糖尿病发病机制及并发症方面研究，
因此本实验研
究采用db/db糖尿病小鼠作为实验研究对象。
糖、
脂代谢紊乱是糖尿病并发症发生的一个重要因
［1］
素 。肝脏是体内进行糖代谢的重要器官，
肝脏可通过
糖原合成和糖酵解两条途径起到代谢血糖的作用，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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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LR mRNA/GAPDH
(fold of model)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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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糖脉交泰对肝脏低密度脂蛋白受体基因
和蛋白表达的影响
Fig.1 Effect of resveratrol on mRNA and
protein levels of LDLR in the liver（Mean±SD,
n=8）#P<0.05 vs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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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 1/3以上的由肠道吸收的葡萄糖，
在血糖调控中起
着重要的作用。肝糖原合成增多，
有利于减少肝糖原的
输出，
达到降低血糖的目的。肝脏代谢血糖能力降低，
便会诱发高血糖［9］。在 1 型和 2 型糖尿病，
因为胰岛素
的绝对或 相对不足而 导致的肝糖生成过度以及糖原合
成的减少，
是空腹和 餐后血糖升高的一个主要原因［10］。
在糖尿病 的临床治疗中，
除了严格控制 血糖以外还应
积极采取综合措施 纠正脂质代谢紊乱，
以防止及 延缓
［11］
糖尿病 慢性并发症 的发生与发展 。血浆中胆固醇主
要存在于低密度脂蛋白中，
而75%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是依赖肝细胞的LDLR途径清除［12-13］。最近的研究表
明，
LDLR 表达低下是引起高脂血症、
冠心病及动脉粥
［14］
样硬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
上调肝脏 LDLR 的表达是降
低血液胆固醇水平的最主要策略。LDLR 在脂蛋白代
谢中发挥重要作用，
主要功能是通过摄取胆固醇进入细
胞内，
调节体内胆固醇平衡。 LDLR 对调节体内胆固
醇平衡，
调节血浆总胆固醇含量起着关键作用［12-13］。结
果显示，
白藜芦醇增加肝糖原合成，
促进机体能量物质
储存，
亦能促进血糖利用，
对防止体内多器官并发症发
生起重要作用。模型组肝脏 LDLR的 mRNA和蛋白表
达明显减少，
而白藜芦醇可明显升高其 mRNA 和蛋白
表达。提示模型动物肝脏组织对 TC、
LDL-C 等清除能
力减弱，
机体脂代谢异常，
白藜芦醇可显著增加 LDLR
的表达，
从而保证了有较多的 LDLR 与低密度脂蛋白
胆固醇结合，
起到调节脂代谢异常的作用。
临床数据显示：
有80 %~90 %的2型糖尿病患者都
存在胰岛素抵抗，
而且胰岛素抵抗也是引起高血脂、
高

血压和肥胖等心血管疾病的共同致病根源［15］。胰 岛 素
抵抗是多种代谢相关疾病的共同病理基 础及共同 的
危 险 因 素，
已成为2型糖尿病发病的中心环节，
是众多
疾病共同的病理生理基础，
给机体带来严重危害。增加
胰岛素的敏感性、
改善胰岛素抵抗 对于代谢综合症的
防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自由基引发和介导的 机体氧化损伤和机体抗氧化
防 御系统清除自由基能力的平衡失调与糖尿病的发
生、
发展和病情程度密切相关［16-19］。氧化应激是糖尿病
并发症发作的上游因子，
改善糖尿病患者 氧化应激水
平能帮助 控制 糖尿病并发症 的发生［16］。MDA 是脂质
过氧化反应的产物，其含量可反映组织损伤的程度。
SOD 是体内主要的 抗氧化酶，
可清 除体内超氧化阴离
子自由基，
进而 阻断由其介导的过氧化作用，
保护胰岛
β细胞 免受损伤，
从而改善糖代谢。白藜芦醇具有明显
的抗氧化应激作用，
可避免高糖、
高脂诱导的氧化应激
损伤，
从而在糖尿病及其慢性并发症的防治中发挥重要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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