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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叶查耳酮对Ⅱ型糖尿病大鼠脂代谢的影响
张建伟

（唐山师范学院体育系，河北 唐山 063000）

摘  要：目的：研究明日叶查耳酮和游泳运动对Ⅱ型糖尿病大鼠脂代谢的影响。方法：注射链脲佐菌素诱导成年

雄性Sprague-Dawley（SD）大鼠糖尿病模型，观察补充明日叶查耳酮、游泳运动、游泳运动结合补充明日叶查耳

酮，以及阳性药物二甲双胍对糖尿病大鼠血清甘油三酯（triglyceride，TG）、总胆固醇（total cholesterol，TC）、

低密度脂蛋白（low density lipoprotein，LDL）、高密度脂蛋白（high density lipoprotein，HDL）、游离脂肪酸

（free fatty acid，FFA）水平的影响，以及对肝脏内脂素（visfatin）mRNA、甘油-3-磷酸酰基转移酶-1（glycerol-

3-phosphate acyltransferase-1，GPAT-1）mRNA、肉碱棕榈酰转移酶-1（carnitine palmitoyl transferase-1，CPT-1）

mRNA相对表达量的影响。结果：与糖尿病组比较，各干预组大鼠的TG 、TC、LDL、FFA水平显著下降，HDL水

平显著升高；各干预组大鼠肝脏visfatin mRNA、GPAT-1 mRNA相对表达量显著下降；肝脏CPT-1 mRNA相对表达量

则均显著升高。结论：明日叶查耳酮有很好的改善糖尿病大鼠脂代谢的能力，并且与游泳运动产生协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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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Ashitaba Chalcone on Lipid Metabolism of Rats with Type II Diabetes

ZHANG Jianwei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Tangshan Normal University, Tangshan 063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oral ashitaba chalcone and swimming exercise on lipid metabolism of rats with 

type II diabetes. Methods: Adult male streptozotocin-induced diabetic rats were subjected to swimming exercise and/or oral 

administration of ashitaba chalcone. Changes in the serum contents of triglyceride (TG), total cholesterol (TC),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LDL), 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HDL) and free fatty acid (FFA), and the relative mRNA expression levels of 

visfatin, glycerol-3-phosphate acyltransferase-1 (GPAT-1) and carnitine palmitoyl transferase-1 (CPT-1) in liver tissue 

were measur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diabetic model group, the serum levels of TG, TC, LDL and FFA content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s, while the serum level of HDL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mRNA 

expression levels of visfatin and GPAT-1 in liver were remarkably decreased in the treated diabetic groups; however, the 

relative mRNA expression of CPT-1 in liver mRNA was significantly enhanced. Conclusion: Ashitaba chalcones improve 

lipid metabolism in diabetic rats showing a synergistic effect with exercise 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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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型糖尿病（type Ⅱ diabetes mellitus，T2DM）是以

高血糖和胰岛素抵抗（insulin resistance，IR）为主要特

征的代谢性疾病[1]。而饮食的高糖高脂、日常运动过少等

因素都是糖尿病形成的主要原因。传统的西药治疗常常

使患者的用药量随着用药时间的延长而逐渐增加，投入

的药物种类也常由单一逐渐变为联合，而药量增加与同

时服用多种降糖药都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对肝脏和肾脏的

毒副作用，又会使患者对药物产生依赖作用[2]。随着病情

的发展，许多病人又不断出现多种并发症。这些问题出

现的原因在于糖尿病导致的体质变化未得到改善，提供

了并发症的生理基础，这些发生于全身的病变正是西药

治疗的薄弱环节[3]。

当今，运动和饮食调节对糖尿病的治疗作用越来

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运动可以促进体内糖脂代谢，从而

加速葡萄糖分解。天然保健食品往往含有多种有益健康

的成分，大多为药食兼用的动、植物性食品，对人体的

毒副作用小，也不会产生耐药性，药性温和，并可以通

过对机体的全方位调理达到滋阴清热、补肾健脾、益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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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阴、活血化瘀的目的，降低血糖水平，改善糖尿病症

状，延长糖尿病人寿命。

鉴于饮食和运动调节对糖尿病预防的重要意义，本

研究探讨补充明日叶查耳酮和游泳运动对改善T2DM大鼠

肝脏脂代谢的可能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1 动物、材料与试剂

8 周龄雄性Sprague-Dawley（SD）大鼠，体质量

（180.0±18.8） g，购自北京维通利华实验动物技术有限

公司。

明日叶查耳酮、链脲佐菌素（streptozocin，STZ）   

美国Sigma公司。

盐酸二甲双胍缓释片 哈尔滨同一堂药业公司；

血清甘油三酯（triglyceride，TG）测定试剂盒、总胆固

醇（total cholesterol，TC）测定试剂盒、高密度脂蛋白

（high density lipoprptein，HDL）测定试剂盒、低密度

脂蛋白（low density lipoprotein，LDL）测定试剂盒、

游离脂肪酸（free fatty acid，FFA）测定试剂盒 南京

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RNAstore样品保存液、血清内

脂素（visfatin）检测试剂盒、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

式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试剂盒SYBR 

FAST qPCR Kit 天根生化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Trizol试剂、逆转录试剂盒PrirneScriptⅡ 1st Strand cDNA 

Synthesis Kit 宝生物工程（大连）有限公司。

1.2 仪器与设备

S22PC分光光度计、DYY-Ⅲ31A/31B型电泳槽  

北京六一仪器厂；ABI 2720 PCR仪  美国Applied 

Biosystems PE公司；DNA Engine PCR仪、Quantityone凝

胶分析软件 美国Bio-Rad公司；VILBER LOURMAT荧

光-化学发光成像系统 法国Vilber公司。

1.3 方法

1.3.1 T2DM大鼠模型制备、分组及运动训练方案

将65 只雄性SD大鼠普通饲料喂养1 周后，随机分

为正常对照组（NC组，8 只）和造模组（57 只）。正

常对照组继续以普通饲料喂养，造模组以高糖高脂饲料

喂养，高糖高脂饲料包括（以下均为质量分数）20%蔗

糖、10%猪油、5%蛋黄粉、0.2%胆酸钠、64.8%基础饲

料。给予造模组大鼠高糖高脂饲料5 周后，按照35 mg/kg

（以体质量计，下同）腹腔注射STZ，并继续维持高糖

高脂饮食。正常对照组大鼠注射同等剂量的柠檬酸钠缓

冲液。注射3、7 d后，从各组大鼠尾静脉取血测定随机血

糖浓度，血糖浓度均大于16.7 mmol/L为造模成功大鼠。

本实验中，造模成功率为89.1%。

选 取 造 模 成 功 的 S D 大 鼠 4 0  只 ， 随 机 分 为

5  组：糖尿病组（D M组）、二甲双胍组（ S组，

5 0  m g /（ k g • d））、明日叶查耳酮组（ C A 组，

2 0  m g /（k g • d））、运动组（C E组）、明日叶查

耳酮＋运动组（C A C E组， 2 0  m g /（ k g • d））， 

每组8 只，正常对照组大鼠灌胃等剂量的无菌水。各组灌

胃给药均于每天下午17：00左右进行，之后以普通饲料

继续喂养各组大鼠8 周并进行运动训练。

运动训练采取8 周不负重的游泳训练。先进行为期

1 周的适应性训练（10 min/d），之后进行正式训练，训

练时间为：第1周15 min/d、第2周30 min/d、第3～8周

45 min/d，每周训练6 d。游泳训练在白色大水桶中完

成，每桶4 只大鼠，水深60 cm，水温（32±2） ℃，

每次游泳结束立即用干毛巾将大鼠体表水分轻柔挤压

吸干。

1.3.2 样品制备

运动训练8 周后，各组大鼠眼球取血，分离得血清

备用。取血后脱颈处死大鼠，迅速取肝脏用锡纸包裹投

入液氮冷冻，之后保存于－80 ℃冰箱备用。

1.3.3 指标测定

大鼠血清TG、TC、HDL、LDL、FFA含量均采用试

剂盒测定，具体操作步骤按照说明书方法进行。 

肝脏组织visfatin  mRNA、甘油-3-磷酸酰基转移

酶-1（glycerol-3-phosphate acyltransferase-1，GPAT-1） 

mRNA及肉碱棕榈酰转移酶-1（carni t ine palmitoyl 

transferase-1，CPT-1）mRNA相对含量的测定：Trizol法

提取肝脏细胞总RNA，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总RNA浓

度，再根据逆转录试剂盒说明书方法操作获取cDNA，然

后进行实时荧光定量PCR扩增。将β-actin作为内参基

因，visfatin作为目的基因。对GPAT-1 mRNA及CPT-1 
mRNA的定量检测中，以18S rRNA作为内参基因。参

考文献[4-6]，用Primer5软件设计引物，进行实时荧光定

量PCR。

visfatin mRNA相对含量的定量PCR反应体系（10 µL）： 

2×SYBR Green Master Mix 1.5 µL、1 µmol/L正向引物

0.2 µL、1 µmol/L反向引物0.2 µL、10 ng/µL cDNA模板

1 µL，ddH2O 7.1 µL。PCR扩增程序：94 ℃变性3 min；

95 ℃变性30 s，60 ℃复性20 s，72 ℃延伸30 s，40 个循

环；72 ℃延伸8 min。

GPAT-1  mRNA及CPT-1 mRNA相对含量的定量

PCR反应体系（10 µL）：2×SYBR Green Master 

Mix 1.5 µL、1 µmol/L正向引物0.25 µL、1 µmol/L

反向引物0 .25  µL、10  ng /µL  cDNA模板1 .25  µL、

ddH2O 6.25 µL。PCR扩增程序：94 ℃变性4 min；95 ℃

变性30 s，62 ℃复性30 s，72 ℃延伸30 s，40 个循环；

72 ℃延伸10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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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数据分析

采用SPSS 13.0软件，组间差异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
验。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与分析

2.1 大鼠脂代谢相关血液指标的变化

表 1 大鼠脂代谢相关血液指标含量

Table 1 Serum parameters of rats associated with lipid metabolism

mmol/L

组别 TG TC LDL HDL FFA

NC组 1.47±0.26 1.97±0.46 0.21±0.08 1.97±0.32 585.49±165.55

DM组 5.89±0.78b 4.52±1.74b 0.74±0.14b 1.08±0.34b 838.11±201.41b

S组 1.39±0.51d 1.75±0.35d 0.29±0.09d 1.85±0.38d 534.72±179.22d

CA组 2.48±0.46d 2.41±0.97d 0.44±0.11c 1.64±0.41d 665.17±198.03c

CE组 2.99±0.51d 2.89±1.22d 0.49±0.13c 1.44±0.46d 625.35±185.94c

CACE组 1.26±0.44d 2.19±0.85d 0.35±0.17d 1.65±0.32d 597.48±177.65c

注：b. 与 NC 组比较，差异极显著（P ＜ 0.01）；c. 与 DM 组比较，差异

显著（P ＜ 0.05）；d. 与 DM 组比较，差异极显著（P ＜ 0.01）。

由表1可知，与NC组比较，DM组大鼠血清TG、

T C、L D L、F F A含量均极显著升高（P＜0 . 0 1），

HDL含量极显著降低（P＜0.01）。实验8 周后，与

D M组比较，S组大鼠血清T G、T C、L D L、F F A含

量均极显著下降（P＜0.01），HDL含量极显著升高 

（P＜0.01）；CA组大鼠血清TG、TC含量极显著下降

（P＜0.01），LDL、FFA含量显著下降（P＜0.05），

HDL含量极显著升高（P＜0.01）；CE组大鼠血清TG、

TC含量均极显著下降（P＜0.01），LDL、FFA含量显著

下降（P＜0.05），HDL含量极显著升高（P＜0.01）；

CACE组大鼠血清TG、TC、LDL含量均极显著下降 

（P＜0.01），FFA含量显著下降（P＜0.05），HDL含量

极显著升高（P＜0.01）。

2.2 大鼠肝脏visfatin mRNA相对表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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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P＜0.05）；**. 与DM组比较，差异极显著（P＜0.01）。下同。

图 1 各组大鼠肝脏visfatin mRNA相对表达量

Fig.1 Relative expression of visfatin mRNA in rats

由图1可知，与NC组相比，DM组大鼠肝脏visfatin 

mRNA相对表达量极显著升高（P＜0.01）；与DM组相比，

S组、CACE组大鼠肝脏visfatin mRNA相对表达量均极显著

下降（P＜0.01），CA组及CE组显著下降（P＜0.05）。

2.3 大鼠肝脏GPAT-1 mRNA相对表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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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各组大鼠肝脏GPAT-1 mRNA相对表达量

Fig.2 Relative expression of GPAT-1 mRNA in rats

由图2可知，与NC组相比，DM组大鼠肝脏GPAT-1  
mRNA相对表达量极显著升高（P＜0.01）；与DM组

相比，S组大鼠肝脏GPAT-1 mRNA相对表达量极显著降

低（P＜0.01），而CA组、CE组及CACE组均显著降低

（P＜0.05）。

2.4 大鼠肝脏CPT-1 mRNA相对表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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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各组大鼠肝脏CPT-1 mRNA相对表达量

Fig.3 Relative expression of CPT-1 mRNA in rats

由图3可知，与NC组相比，DM组大鼠肝脏CPT-1 
mRNA相对表达量极显著降低（P＜0.01）；与DM组相

比，S组、CA组、CE组及CACE组大鼠肝脏CPT-1 mRNA

相对表达量均极显著升高（P＜0.01）。

3 讨论与结论

明日叶是伞形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具有多种功效，

如增强人体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抗肿瘤、抗菌消

炎、降低血糖和血脂水平等[7]，其中降糖作用尤为显著。

明日叶中主要活性成分为查耳酮。查耳酮类化合物属于

黄酮类物质，是一种植物色素，含有1,3-二苯基丙烯酮结

构。查耳酮类化合物具有多种生物学活性，如降血糖、

降血脂、抗氧化等。目前，有很多关于明日叶查耳酮对

糖尿病防治作用的研究，认为查耳酮有很强的胰岛素样

活性，能够增强胰岛素功能、降低血糖浓度[8]。 

糖尿病患者一般都存在血脂异常的状况，甚至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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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肝病变。这与糖尿病患者在糖代谢异常的同时一般

都伴随脂代谢异常相关[9]。血脂代谢异常是糖尿病及其

并发症的主要危险因素。糖尿病的脂代谢异常典型表现

为FFA、TG、TC、LDL水平升高，HDL水平降低。研究

表明，脂代谢紊乱特别是TG和FFA水平增高是糖尿病的

诱发因素[10]。糖尿病的早期症状之一常表现为TG水平升

高[11]。FFA主要为皮下和内脏脂肪脂解产生，分解产生

的FFA在肝脏中作为底物合成TG。长期的高水平FFA易

发生再脂化，并异位沉积于非脂肪器官，使周围组织对

胰岛素敏感性降低，最终使胰岛素分泌发生障碍[12]。因

此，加速脂类分解，改善脂代谢状况，既可以提高葡萄

糖的利用率，又可以减少糖异生，从而降低血糖浓度，

达到预防和治疗糖尿病的目的。

运动对血脂代谢的改善作用已经得到了证实。尤其

是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可以通过改善机体氧化应激来

增加抗氧化酶的活力，从而增强机体抗氧化能力[13]。本

实验中，运动组大鼠血清TG、TC、LDL、FFA水平都明

显降低，而HDL水平明显升高。本实验结果也进一步证

实了前人的研究，并且实验结果显示明日叶查耳酮对糖

尿病大鼠血清的脂代谢相关指标也有显著改善作用。本

研究结果表明，运动与明日叶查耳酮表现出协同效应，

两者配合可能对血脂指标的改善作用更强。

Visfatin是Fukuhara等[14]在2005年发现的一种内脏脂

肪细胞因子，在脂肪细胞分化和葡萄糖代谢中有特殊的

重要作用。它具有类似胰岛素样的降血糖作用，并能促

进前内脏脂肪细胞分化，促进内脏脂肪合成和聚集，可

能参与肥胖等疾病的发生发展，是糖脂代谢重要影响因

子[15-18]。本实验中，糖尿病组大鼠肝脏visfatin mRNA水

平比正常对照组极显著升高，可能是因为糖尿病大鼠糖

代谢异常，血糖水平的升高使机体产生相应的代偿反

应，各组织分泌更多visfatin，模拟胰岛素降糖作用，以

补充胰岛素的相对不足，使作为调控机体糖代谢器官的

肝脏中visfatin维持在较高水平。而各干预组与糖尿病组

相比，肝脏visfatin mRNA水平都明显下降，可能是各

干预组都不同程度地降低了糖代谢异常的情况而使肝脏

visfatin分泌减少，而且明日叶查耳酮与运动的共同作用

要优于二者单独使用的效果。

GPAT-1、CPT-1是脂肪酸β-氧化的关键酶 [5,19]。

GPAT-1可以将脂肪酸酯化为TG储存起来[20]。CPT-1是脂

肪酸氧化过程中的一种限速酶，催化脂肪酸转运至线粒

体基质进行β-氧化[21-22]。它位于线粒体外膜，通过过氧化

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丙二酰辅酶A进行磷酸化、脱磷

酸化依赖的细胞骨架成分在转录水平、翻译及翻译后水

平接受调节，在能量代谢中起关键作用[23-24]。本研究中，

糖尿病组大鼠肝脏的GPAT-1 mRNA水平比正常对照组极

显著升高，与血清TG水平的变化趋势一致，说明糖尿病

组大鼠脂肪酸酯化加强，致使转化的TG含量增加。而明

日叶查耳酮组大鼠肝脏的GPAT-1 mRNA水平比糖尿病组

显著降低，CPT-1 mRNA水平比糖尿病组显著升高，表明

明日叶查耳酮可能通过降低GPAT-1水平来减少TG的形

成，同时提高GPAT-1水平而促进脂肪酸β-氧化，降低TG

水平。本研究结果表明，明日叶查耳酮与运动对改善糖

尿病大鼠脂代谢具有协同作用。

明日叶查耳酮能够促进大鼠体内脂肪酸β-氧化，降

低脂肪酸的酯化水平，加速脂类分解，改善脂代谢。虽

然其作用弱于二甲双胍，但是明日叶查耳酮可与运动产

生整体的协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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