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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白藜芦醇对血管性痴呆（VD）模型大鼠学习记忆、能力的影响及其可能机制。方法：将 40只雄性SD大鼠

随机分为假手术组、模型组、白藜芦醇低剂量组（20 mg/kg）及高剂量组（50 mg/kg）。除假手术组外，其他各组应用双侧颈总

动脉永久性结扎（2-VO）法复制VD大鼠模型。采用Morris水迷宫装置检测大鼠的学习、记忆能力，western blotting法检测脑

组织 tau蛋白及其磷酸化蛋白（p-tau）的表达情况。结果：与假手术组比较，模型组大鼠行为学训练第 3～5天逃避潜伏期明

显延长（P＜0. 01），第6天100 s内穿越平台次数明显减少（P＜0. 01）。与模型组比较，白藜芦醇高剂量组大鼠行为学训练第

3～5天逃避潜伏期明显缩短（P＜0. 05），100 s内穿越平台次数显著增多（P＜0. 05）；而白藜芦醇低剂量组逃避潜伏期、100 s

内穿越平台次数与模型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 05）。与假手术组比较，模型组 p-tau蛋白表达水平明显升高

（P＜0. 05）；白藜芦醇高剂量组 p-tau蛋白表达水平较模型组显著降低（P＜0. 05），而白藜芦醇低剂量组 p-tau蛋白表达水平

与模型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 05）；4组 tau蛋白表达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 05）。结论：白藜芦醇可

能通过降低脑内 tau蛋白磷酸化水平，改善VD模型大鼠的学习和记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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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resveratrol on learning and memory in rats with vascular de-

mentia（VD）and the possible mechanism. Methods: 40 male SD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sham group，
model group，low-dose resveratrol（20 mg/kg）group and high-dose resveratrol（50 mg/kg）group. The rat model

of vascular dementia was established by bilateral occlusion of common carotid arteries. Morris water maze was

used to detect the learning and memory abilities of rats. The expressions of tau protein and phosphorylated tau

（p-tau）were determined by western blotting. Results: Compared to the sham group，rats in the model group ex-

hibited an increased escape latency in the Morris water maze（P＜0. 01），and decreased times of platform cross-

ing（P＜0. 01）. High-dose resveratrol obviously decreased escape latency，and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crossing

（P＜0. 05）. The p-tau expression in hippocampus of vascular dementia rats was significantly up-regulated（P＜
0. 05），and was reversed by high dose of resveratrol treatment（P＜0. 05）. Conclusion: Resveratrol improved

the learning and memory abilities of rats with vascular dementia possibly by decreasing the level of p-tau protein

in b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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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性痴呆（vascular-dementia disease，VD）是指

由缺血性卒中、出血性卒中和特殊脑区低灌注等脑血

管疾病所致的严重认知功能障碍综合征[1]。我国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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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患病率为 1. 1%～3. 0%，年发病率为 5～9/1 000人
[2]。VD 所致的认知功能障碍主要表现在学习、记忆

力下降，注意力、始动性和执行功能减退等。目前认

为，VD的发病机制可能与中枢胆碱能系统受损、突触

可塑性病变、兴奋毒性氨基酸、氧化应激、细胞凋亡等

相关。近年来有研究发现，tau蛋白过度磷酸化使得

神经元微管组装能力下降，细胞稳定性减弱，从而影

响突触神经递质转运、摄取和释放，最终导致认知功

能障碍，可能是VD 发病的重要病理因素 [3]。白藜芦

醇是一种含有芪类结构的非黄酮类多酚类化合物，广

泛存在于藜芦、葡萄及虎杖等植物中，具有抗炎[4]、抗

氧化[5]和诱导细胞凋亡[6]等多种药理活性。有研究表

明，白藜芦醇能够对抗心血管疾病，减轻心肌缺血/再

灌注损伤，且对受损血管有一定的调节作用[7]。刘贵

珊等[8]研究表明，白藜芦醇可改善D-半乳糖所致痴呆

小鼠的学习、记忆能力，具有一定的抗衰老作用。本

研究采用双侧颈总动脉永久结扎（2-vessel occlusion，

2-VO）法复制VD大鼠模型，旨在探讨白藜芦醇对VD

大鼠学习、记忆能力的影响及其可能机制。

1 材料与方法

1. 1 实验动物

清洁级健康雄性 Sprague-Dawley（SD）大鼠 40

只，6～7周龄，体重220～250 g，均购自潍坊医学院实

验动物中心[动物许可证号：SCXK（鲁）2012-0005]。

大鼠分笼饲养（3～4 只/笼），维持温度 22～26 ℃，湿

度 50%～60%，给予自然昼夜节律光照，自由饮食与

活动，标准饮水及饲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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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实验分组、造模及给药

40只大鼠随机分为假手术组、模型组、白藜芦醇

低剂量组及高剂量组，每组 10只。除假手术组外，其

他各组均应用 2-VO 法复制 VD 动物模型 [9]，具体方

法：大鼠术前禁食、禁饮 4 h，以 10%水合氯醛（4 mL/

kg）腹腔内注射麻醉后，将其仰卧固定于手术台上，手

术区域消毒，沿颈部正中线切开皮肤，分离双侧颈总

动脉（CCA），用 4号无菌丝线结扎CCA，待大鼠呼吸

和心跳平稳后进行缝合、消毒。假手术组大鼠仅暴露

双侧CCA但不结扎，其他手术过程同模型组。造模

后次日开始给予药物干预，白藜芦醇低剂量组、高剂

量组分别给予白藜芦醇（Sigma-Aldrich，St. Louis，

MO，USA）20 mg/kg·d-1、50 mg/kg·d-1腹腔注射，连续

给药14 d。假手术组和模型组给予等量生理盐水。

1. 3 Morris水迷宫行为学测试

给药完成后，利用Morris水迷宫（Panlab，Barcelo-

na，Spain）装置对各组大鼠进行学习、记忆能力检

测。Morris 水迷宫检测系统由圆柱形水池迷宫和计

算机图像采集分析系统两部分组成。迷宫水池直径

160 cm，高 50 cm，池内水深 25 cm，水温保持在 22～

25 ℃。将水池平分为 4个象限，在目标象限中心放置

有直径 12 cm、高 23 cm 的圆柱形黑色平台。迷宫正

上方安置有摄像头，可连接计算机显示、采集及分析

系统。采用 Morris 水迷宫视频分析系统（SLY-WMS

MWM system v. 2. 1）进行数据分析处理。

1. 3. 1 定位航行实验 行为学测试前 1 d将大鼠放

入水池中自由游泳2 min以熟悉迷宫及周围环境。定

位航行实验中，依次将大鼠从不同的入水点面向池壁

放入水池，每日训练 4次，共 5 d。记录大鼠找到平台

的时间，即逃避潜伏期。若大鼠在 90 s 内找不到平

台，其逃避潜伏期记为 90 s。每只大鼠每天取 4次训

练的平均值作为当天成绩。

1. 3. 2 空间探索试验 行为学测试第 6天撤除原平

台，将大鼠依次从 4个象限入水点放入水中，记录大

鼠在100 s内跨越原平台位置的次数。

1. 4 Western blotting 法检测 tau 及其磷酸化蛋白

（p-tau）的表达

行为学测试完成后，各组大鼠以 10%水合氯醛腹

腔注射麻醉，断头取脑，冰上快速分离两侧海马组织，

提取组织蛋白，BCA 蛋白定量，蛋白煮沸变性，利用

SDS-PAGE分离蛋白（美国Bio-Rad，恒压 90～110 V，

1. 5 h），将蛋白转移至 PVDF 膜，5% 脱脂奶粉封闭

1 h，分别加入相应一抗（p-tau、tau、β-actin，美国 Ab-

cam公司）稀释液（1:2 500），4 ℃孵育过夜；PBST洗膜

3 次后，加入二抗稀释液（山羊抗兔，美国 Abcam 公

司，1∶4 000）中室温孵育 1 h，ECL显色，Image J分析

条带灰度值。以目的蛋白条带灰度值与内参 β-actin

条带灰度值的比值作为目的蛋白表达量。

1. 5 统计学方法

应用GraphPad Prism 5软件对实验数据进行统计

及作图，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 ± s）表示，多组

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采用 t检

验，以P＜0. 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 1 VD大鼠模型成功率

模型组造模过程中死亡 1只，1只大鼠无法游泳，

最终 8只大鼠完成实验。白藜芦醇低剂量组、高剂量

组各有 1只大鼠在造模后死亡，最终每组 9只大鼠完

成实验。本实验 VD 大鼠造模成功率为 90%（27/

30）。

2. 2 行为学测试结果

2. 2. 1 定位航行实验结果 与假手术组比较，模型

组大鼠行为学训练第 3～5 天逃避潜伏期明显延长

（P＜0. 01）；与模型组比较，白藜芦醇高剂量组大鼠行

为学训练第 3～5天逃避潜伏期明显缩短（P＜0. 05），

而白藜芦醇低剂量组逃避潜伏期与模型组比较，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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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estern blotting蛋白条带；B：4组p-tau蛋白表达量；C：4组tau蛋白表达量；与假手术组比较，*P＜0. 05；与模型组比较，#P＜0. 05。

图2 4组大鼠海马组织中p-tau和 tau蛋白表达量比较

无统计学意义（P＞0. 05），见图1A。

2. 2. 2 空间探索实验结果 与假手术组比较，模型

组大鼠第 6天 100 s内穿越平台次数明显减少（P＜0.

01）；白藜芦醇低剂量组大鼠 100 s内穿越平台次数与

模型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 05），白藜芦醇

高剂量组大鼠 100 s内穿越平台次数较模型组显著增

多（P＜0. 05），见图1B。

A：定位航行实验；B：空间探索实验；与假手术组比较，**P＜0. 01；与模型组比较，#P＜0. 05。

图1 Morris水迷宫行为学测试结果

2. 3 4组大鼠海马组织中p-tau和 tau蛋白表达量比较

Western blotting 结果显示：与假手术组比较，模

型组 p-tau蛋白表达水平明显升高（P＜0. 05）；白藜芦

醇低剂量组 p-tau蛋白表达水平与模型组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 05），白藜芦醇高剂量组 p-tau蛋

白表达水平较模型组显著降低（P＜0. 05）；4组 tau蛋

白表达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 05），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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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海马区脑组织参与信息的贮存和回忆，是缺血

损伤最敏感脑区，脑缺血造成海马损伤引起学习、记

忆功能下降，是发生 VD 的重要原因。2-VO 法通过

线栓阻断双侧 CCA 的 70%血流，使脑组织出现低灌

注，造成海马区缺血缺氧，导致认知功能障碍。该模

型制作方法简单、成模率高，是目前国内外学者公认

的 VD 造模方法［9］。本研究利用 2-VO 法复制 VD 大

鼠模型的成功率为 90%（27/30）。

Morris 水迷宫测试利用大鼠在游泳过程中会本

能寻找水中休息场所的特性，通过寻找平台的复杂

的记忆过程，包括收集与空间定位有关的视觉信息，

再对这些信息进行整理、记忆、加固以及再取出，最

终成功定向找到隐藏在水中的平台，从水中逃脱，从

而检测大鼠的空间学习与记忆能力［10］。本研究通过

Morris 水迷宫系统测试 VD 大鼠的学习、记忆能力，

结果发现，与假手术组相比，模型组大鼠逃避潜伏期

延长，100 s内穿越平台次数明显降低（P＜0. 05），说

明 VD 大鼠学习、记忆能力受损；而白藜芦醇干预可

部分改善大鼠的学习、记忆功能缺陷，这与牛文亚等
［11］研究结论相一致。目前，白藜芦醇应用于VD大鼠

的剂量研究较少，本研究观察了 20 mg/kg和 50 mg/kg

两个剂量白藜芦醇对 VD 大鼠学习、记忆的影响，结

果显示：白藜芦醇低剂量组大鼠的逃避潜伏期、100 s

内穿越平台的次数与模型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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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P＞0. 05），而白藜芦醇高剂量组大鼠的逃避潜伏

期较模型组明显缩短，且 100 s内穿越平台的次数显

著增多（均 P＜0. 05），表明 50 mg/kg 白藜芦醇对 VD

大鼠的学习、记忆能力均有提高作用。

有研究表明，白藜芦醇通过保护脑缺血大鼠海

马区的神经元细胞以及改善神经元细胞突触可塑性

提高脑缺血模型大鼠的运动及行为能力［12］。另有研

究表明，白藜芦醇对星形胶质细胞具有明显的保护

作用［13］。本研究对VD大鼠海马组织中 tau蛋白及其

磷酸化（p-tau）蛋白表达水平进行检测分析，结果显

示：与假手术组相比，模型组大鼠 p-tau蛋白表达量显

著升高（P＜0. 05），提示 tau 蛋白过度磷酸化可能与

VD发病有关。tau蛋白过度磷酸化后，与微管蛋白结

合能力降低，可影响微管功能稳定性，造成神经纤维

退化，影响突触的稳定性及神经递质的传递［14］。

GSK3β和 CDK5 为 tau 蛋白磷酸化的主要激酶［15］，因

此，研究GSK3β和CDK5激酶在VD患者中的活性变

化，可进一步探讨 tau蛋白磷酸化的调节机制。本研

究中，白藜芦醇低剂量组 p-tau蛋白表达水平与模型

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 05），白藜芦醇高

剂量组 p-tau蛋白表达水平较模型组显著降低（P＜0.

05）；4 组 tau 蛋白表达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 05）。提示VD所致的脑组织缺血缺氧不会影

响 tau蛋白总量，白藜芦醇可能通过降低 tau蛋白磷酸

化水平促进微管组装活性及神经纤维结构稳定，改

善神经递质的合成、转运、摄取和释放，从而提高VD

大鼠学习、记忆能力。

综上所述，白藜芦醇可能通过下调 tau蛋白磷酸

化水平，改善 VD 大鼠的学习、记忆功能。白藜芦醇

作为多生物活性药物，其参与调节认知功能的信号

通路及对 tau蛋白的具体调控机制仍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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