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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针改善低雌激素性认知功能障碍大鼠的学习记忆

唐 曦，唐成林
*，谢洪武，宋云娥

重庆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重庆 400016

摘  要：本文旨在研究电针对低雌激素性认知功能障碍大鼠的学习记忆能力的作用及可能机制。采用卵巢切除大鼠模型，造

成大鼠低雌激素性记忆障碍，去势2周后进行电针刺激，连续治疗3个月。Morris水迷宫测试空间学习记忆能力，酶联免疫吸

附分析(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检测血清雌二醇(estradiol, E2)浓度，实时荧光定量RT-PCR检测海马乙酰

胆碱转移酶(choline acetyltransferase, ChAT) mRNA的相对表达量。结果显示，与假手术组比较，卵巢切除模型组大鼠逃避潜

伏期时间明显延长，跨越平台次数明显减少，血清E2浓度和海马ChAT mRNA表达显著降低(P < 0.01)；与模型组比较，给予

电针治疗后，大鼠逃避潜伏期缩短，跨越平台次数增加，血清E2浓度和海马ChAT mRNA表达均显著升高(P < 0.01)。以上结

果提示，电针能够提高去卵巢大鼠学习记忆能力，其机制可能与升高体内雌激素水平从而上调海马ChAT基因的表达有关。

关键词：电针；去卵巢；认知；乙酰胆碱转移酶

中图分类号：R245

Electroacupuncture improves learning-memory of rats with low estrogen-
induced cognitive impairment

TANG Xi, TANG Cheng-Lin*, XIE Hong-Wu, Song Yun-E
Depart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Pharmacy,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16, China

Abstract: The present study was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electroacupuncture (EA) on learning-memory of rats with low es-
trogen-induced 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the possible mechanism. The rat model was established by ovariectomy, which resulted in 
low estrogen-induced cognitive impairment. EA was applied continuously for 3 months 2 weeks after ovariectomy. Morris water maze 
was used to test the ability of spatial learning and memory.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and real-time quantitative 
RT-PCR were used to detect the concentration of serum estradiol (E2) and relative expression of choline acetyltransferase (ChAT) 
mRNA in hippocampus, respectively. The result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the sham group, the ovariectomy model group exhibited 
longer escape latency, reduced number of platform-crossing, lower concentration of serum E2, and decreased expression of ChAT 
mRNA in hippocampus. EA shortened the escape latency and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platform-crossing in the ovariectomy model 
group. Moreover, the concentration of serum E2 and the hippocampal expression of ChAT mRNA in the ovariectomy mode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elevated by EA treatment. These results suggest EA is capable of improving learning and memory in ovariecto-
mized rats, and the mechanism involves the up-regulation of the expression of ChAT mRNA in hippocampus induced by the increase 
of the serum concentration of estro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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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论文

雌激素对中枢神经系统具有重要的保护作用，

并影响认知及记忆 [1]。绝经后妇女用雌激素替代治

疗可提高绝经后妇女的认知和记忆能力 [2]。在临床

上，针刺对治疗绝经后妇女学习记忆功能障碍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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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疗效 [3]，但其作用机制尚不清楚。胆碱能系统

在中枢神经系统分布广泛，其作用以兴奋为主，广

泛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功能，其中海马的胆碱能系统

与促进学习和记忆方面直接相关 [4]。乙酰胆碱作为

一种神经递质，在认知表现中有广泛的联系，胆

碱能系统缺陷一直被认为是认知功能障碍的病理

生理机制 [5]。同时大脑胆碱能神经元在衰老过程中

发生退行性变化，导致胆碱能神经功能减退，这与

老龄记忆损伤过程密切相关 [6,7]。Bartus 等 [8] 著名

的“老年记忆障碍的胆碱能假说”认为脑组织中胆

碱能神经元的功能失调在实质上导致了一些老年个

体和阿尔茨海默氏病病人认知功能的降低。为了明

确针刺是否通过影响胆碱能系统改善学习记忆功

能，本实验采用卵巢切除大鼠模型，造成低雌激

素性记忆障碍，观察电针对去卵巢大鼠学习记忆、

体内雌激素水平及海马乙酰胆碱转移酶 (choline 
acetyltransferase, ChAT) 生成的影响，探讨电针改善

绝经后妇女认知功能的机制，以期为临床相关疾病

的治疗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1  实验动物分组、模型制备　　健康雌性 SD 大

鼠 40 只，3 月龄，体重 160~200 g，由上海斯莱克

实验动物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合格证号：SCXK ( 泸 ) 
2007-0005。采用随机数字法将大鼠随机分成 4 组，

每组 10 只：假手术组 (sham)、模型组 (model)、电

针组 (EA)、假电针组 (sham EA)。对所有大鼠实施

10% 水合氯醛 ( 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 腹腔

注射麻醉 (0.3 mL/100 g)。假手术组切除卵巢周围

脂肪，其余各组均实行双侧卵巢切除术。假手术组

和模型组术后不予任何处理；电针组切除卵巢 2 周

后予电针刺激，选穴方法按华兴邦氏的方法实施，

选取“后三里”、“肾俞”两穴，“后三里”在膝关

节后外侧，腓骨小头下约 5 mm 处，左右各一穴；“肾

俞”在第二腰椎下两旁，左右侧各一穴。在不麻醉

的状态下采用一次性细美容针刺入穴位，双侧“后

三里”穴接通韩氏电针仪 ( 南京济生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 )，刺激参数：连续脉冲波，频率 3~4 Hz，强

度 4~5 mA，以引起大鼠后肢抖动为宜，在上午 9
时开始，每次 20 min，隔日 1 次，连续治疗 3 个月；

假电针组针刺操作同电针组，但不接通电针仪。水

迷宫测试结束后，将大鼠麻醉，颈总动脉取血，分

离血清，然后在冰面上断头取脑，并迅速分离出完

整海马组织，立即将海马组织置液氮中，于 −80 °C
低温冰箱保存，用于组织 mRNA 的提取。

1.2  试剂与仪器　　主要仪器：ABI7500 FAST 型

荧光定量 PCR 仪 ( 美国 ABI 公司 ) ；Eppendorf 5332
型 PCR 扩增仪 ( 德国 Eppendorf 公司 ) ；台式高速

冷冻离心机 Neofuge 15R (Heal Force 公司 ) ；SW-
CJ-1FD 型超净工作台 ( 苏净安泰公司 ) ；离心管、

TIP 头 (Axygen Biosciences 公司 )。主要试剂：Tri-
zol Reagent (Invitrogen Life Technologies 公司 ) ；三

氯甲烷、异丙醇、无水乙醇、DEPC 水 (BBI 公司 )；
ReverTra Ace-α- 逆转录试剂盒 (TOYOBO 公司 ) ；
THUNDERBIRD SYBR qPCR Mix (TOYOBO 公

司 ) ；ELISA 试剂盒 (CAYMAN 公司 )。
1.3  Morris 水迷宫测试　　于造模前后、治疗后进

行测试。水池分为 4 个象限，池壁标明 4 个入水点，

由此将水池等分 4 个象限，任选其中 1 个象限，平

台置于象限区的中央，平台位于水面下 2 cm。

1.3.1  定位航行实验　　将大鼠头朝池壁放入水中，

放入位置随机取东、西、南、北四个起始位置之一。

记录动物找到并爬上水下平台的时间 ( 逃避潜伏

期 )。在前几次训练中，如果这个时间超过 60 s，
则引导动物到平台，让动物在平台上停留 10 s，此

时潜伏期记为 60 s。历时 4 d，每天上、下午各 2 次。

1.3.2  空间探索实验　　定位航行试验后，去除平

台，将大鼠任选一个入水点将大鼠放入池中，测定

其在 120 s 内跨越平台位置的次数。

1.3.3  平均游泳速度　　为了确定各组大鼠逃避潜

伏期之间的差异是否受游泳能力的影响，对各组大

鼠的游泳速度进行测试。游泳速度 = 游泳距离 / 游
泳时间。

1.4  ELISA　　空白孔加标本或标准品稀释液，其

余相应孔中加测试标本或不同浓度标准品 (100 µL/
孔 )，用封板胶纸封住反应孔，36 °C 孵箱孵育 90 
min。提前 20 min 准备生物素化抗体工作液。洗板

5 次。空白孔加生物素化抗体稀释液，其余孔加入

生物素化抗体工作液 (100 µL/ 孔 )。用新封板胶纸

封住反应孔，36 °C 孵箱孵育 60 min。提前 20 min
准备酶结合物工作液。避光室温 (22~25 °C) 放置。

洗板 5 次。空白孔加酶结合物稀释液，其余孔加入

酶结合物工作液 (100 µL/ 孔 )。用新封板胶纸封住

反应孔，36 °C 孵箱避光孵育 30 min。打开酶标仪

电源，预热仪器，设置好检测程序。洗板 5 次。加

入显色底物 100 µL/ 孔，36 °C 孵箱避光孵育 15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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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终止液 100 µL/ 孔，混匀后即刻测量 (iMark 酶

标仪，美国伯乐 ) 450 nm 下 OD 值 (3 min 内 )。
1.5  实时荧光定量 RT-PCR 检测　　取 100 mg 海

马组织，用 Trizol 法提取海马组织总 RNA，紫外分

光光度计分析及电泳检测总 RNA 的纯度、浓度及

完整性。所提取 RNA 经分光光度计检测，其 A260/280
比值均在 1.7~1.9，且琼脂糖凝胶电泳鉴定，28S、
18S 条带清晰可见，无降解 ( 见图 1)。逆转录按

ReverTra Ace-α- 逆转录试剂盒操作步骤进行，反应

条件：42 °C 30 min 进行反转录反应，80 °C 5 min 
进行反转录酶的失活反应，反转录产物 –20 °C 保存

备用。引物设计：目的基因 ChAT 及 β-actin的基因

序列通过基因库获得，用 Primer 5 设计引物，引物

由 Invitrogen Biotechnology 中国公司合成。ChAT
上游引物：5’-CCTCG-TCTGTGGAGTTTGCG-3’，
ChAT 下游引物 5’-AGATTGCTTGGCTTGGTTGG-3’，
扩增片段长度 139 bp ；内参 β-actin上游引物：5’-CGT-
TGACATCCGTAAAGACCTC-3’，内参 β-actin下游引

物：5’-TAGGAGCCAGGGCAGTAATCT-3’，扩增片

段长度 110 bp。实时荧光定量 PCR 反应按 THUN-
DERBIRD SYBR qPCR Mix 试剂盒操作步骤进行，

PCR 扩增反应条件：预变性 95 °C，1 min ；PCR 反应

( 循环 40 次 ) ：95 °C 15 s，58 °C 20 s，72 °C 20 s ；末
段延伸：72 °C 5 min ；熔解曲线 72 °C 到 95 °C，每

20 s 升温 1 °C。结果处理采用 ΔΔCT 法：A = Ct ( 目
的基因，待测样本 ) – Ct ( 内参基因，待测样本 )，
B = Ct ( 目的基因，对照样本 ) – Ct ( 内参基因，对照

样本 )，待测样本即电针组、假电针组和假手术组样本，

对照样本即模型组样本。K = A – B，表达倍数 = 2–K。

1.6 统计分析方法　　数据用 means ± SD 表示，采

用 SPSS 19.0 进行统计学分析，组间比较用单因素

方差分析，组内比较用配对 t 检验，P < 0.05 认为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图   1. RNA电泳检测结果

Fig. 1. RNA electrophoresis.

图   2. 各组大鼠Morris水迷宫游泳轨迹图

Fig. 2. The swimming trajectories chat in the Morris water ma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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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电针对各组大鼠 Morris 水迷宫平均逃避潜伏期的影响

Fig 3. Effect of electroacupuncture on the mean escape latency in the Morris water maze. Means ± SD, n = 10. **P < 0.01 vs the same 
group before operation; &&P < 0.01 vs the same group after operation; ##P < 0.01 vs sham group at the same time; $$P < 0.01 vs model 
group at the same time; △△P < 0.01 vs sham EA group at the same time.

图   4. 电针对各组大鼠 Morris 水迷宫平均跨越平台数的影响

Fig. 4. Effect of electroacupuncture on the mean number of platform-crossing in the Morris water maze. Means ± SD, n = 10.**P < 0.01 
vs the same group before operation; &P < 0.05, &&P < 0.01 vs the same group after operation;  ##P < 0.01 vs sham group at the same 
time; $$P < 0.01 vs model group at the same time; △△P < 0.01 vs sham EA group at the same time.

2  结果

2.1  电针对去卵巢大鼠 Morris 水迷宫测试的影响

造模前，各组逃避潜伏期时间及跨越平台次

数无显著差异 (P > 0.05)，说明造模前大鼠的认知

情况相同；造模后，模型组、假电针组、电针组与

造模前比较，大鼠逃避潜伏期时间明显延长，跨越

平台次数明显减少 ( 均 P < 0.01)，表明大鼠去卵巢

后雌激素水平降低，导致大鼠学习记忆能力降低；

电针治疗后，电针组逃避潜伏期时间明显缩短，跨

越平台次数明显增加，与治疗前及模型组有显著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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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 (P < 0.01)，与假手术组无显著性差异 (P > 0.05)。
假电针组虽有改善，但仍与假手术组、电针组之

间有显著性差异 (P  < 0.01)，表明电针能够提

高去卵巢大鼠空间学习记忆能力，逆转记忆损伤

( 图 2~4)。各组大鼠平均游泳速度之间无显著性

差异 (P > 0.05)，可排除因个体差异引起的不同

( 图 5)。
2.2  电针对去卵巢大鼠血清 E2 的影响

电针治疗后 3 个月，模型组大鼠血清 E2 水平

较假手术组显著下降 (P < 0.01)，电针组血清 E2 水

平较模型组明显上升 (P < 0.01)，但仍未达到假手

术组水平 (P < 0.01)，假电针组血清 E2 水平虽较模

2.3  电针对去卵巢大鼠海马区 ChAT mRNA 表达的

影响

与假手术组比较，模型组大鼠海马 ChAT 
mRNA 表达显著降低 (P < 0.01)，与模型组比较，

电针组和假电针组 ChAT mRNA 表达显著升高 (P < 
0.01)，电针组的升高幅度更为明显，但仍未达到假

手术组水平 (P > 0.05)。

3  讨论

本实验采用去卵巢大鼠动物模型，造成低雌激

素性记忆障碍。切除卵巢是一种较好的制备雌激素

缺乏模型方法 [9]。去卵巢大鼠模型不仅有类似绝经

妇女雌激素水平的变化和全身多系统衰老的表现，

图  5. 各组大鼠Morris 水迷宫平均游泳速度的比较

Fig 5. Comparision of the mean swimming speed in the Morris water maze among different groups. Means ± SD, n = 10.

表1. 电针对各组大鼠血清雌二醇(E2)浓度的影响

Table 1. Effect of electroacupuncture on concentration of the 
serum E2 in different groups
Group Serum E2 concentration (pg/mL)
Sham 65.13 ± 7.72
Model 38.16 ± 5.44**

Sham EA 49.29 ± 5.90**##

EA 56.47 ± 6.70**##&&

Means ± SD, n = 10. **P < 0.01 vs sham group, ## P < 0.01 vs 
model group, &&P < 0.01 vs sham EA group.

图    6. 电针对各组大鼠海马ChAT mRNA表达的影响

Fig. 6. Effect of electroacupuncture on ChAT mRNA expression 
in hippocampus. Means ± SD, n = 10. **P < 0.01 vs sham group; 
##P < 0.01 vs model group; &&P < 0.01 vs sham EA group.

型组有所上升，但仍显著低于假手术组、电针组水

平 (P < 0.01)( 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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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还表现为基底前脑胆碱能系统及海马突触功

能降低，出现相应的学习记忆功能障碍 [10]，是一种

较好的研究绝经后中枢神经系统退行性变的模型，

已被广泛用于观察体内雌激素减少对机体功能活动

影响的实验中。Luine 等 [11] 研究表明切除卵巢可使

大鼠学习、记忆功能明显下降，并出现海马 ChAT
活性明显降低。故本实验采用双侧卵巢切除术制备

雌激素缺乏模型，观察海马 ChAT mRNA 表达水平

的变化。

Morris 水迷宫测试是目前广泛使用的一种评估

啮齿类动物空间学习记忆能力的方法 [12]。本实验利

用 Morris 水迷宫定位航行实验和空间探索实验检测

结果显示，模型组大鼠在定位航行实验中逃避潜伏

期比假手术组明显延长，在空间探索实验中穿越平

台次数比假手术组明显减少，表明去卵巢大鼠的学

习记忆能力明显下降。电针组与假电针组逃避潜伏

期缩短，穿越平台次数增加，且电针组改变更明显。

各组大鼠游泳速度没有明显差异，可以排除因个体

差异引起的不同。本实验从行为学角度证明，电针

可改善去卵巢大鼠的学习记忆能力。

ChAT 催化胆碱和乙酰辅酶 A 产生乙酰胆碱，

它介导胆碱能神经元与靶细胞的沟通。ChAT 活性

已被视为胆碱能神经元最具体的指标，而且 ChAT
活性降低的程度以及由此产生的乙酰胆碱水平下降

的严重程度与认知能力下降密切相关，与年龄相关

的认知功能障碍在动物大脑中表现出 ChAT 活性显

著降低 [13]。电针升高雌激素的机制可能与电针具有

调节去势雌鼠子宫内雌激素的靶受体表达数量，使

之趋于正常子宫组织表达量的作用相关 [14]。大脑海

马结构是参与学习记忆的重要神经核团，与学习、

记忆密切相关，是记忆储存场所，海马脑区的正常

结构是维持动物正常神经行为功能的物质基础，同

时也是衰老性变化出现较早且最显著的脑区之一，

海马结构的损伤可造成学习记忆功能障碍。海马胆

碱能系统的兴奋是学习、记忆、意识的基础。中枢

胆碱能系统在学习记忆中起重要作用，海马直接参

与信息的贮存和回忆，且该功能与海马胆碱能系统

有直接关系 [15]。

在本实验中，我们观察到模型组大鼠体内雌激

素明显减少的同时，海马 ChAT mRNA 表达水平明

显降低，电针组雌激素水平上升，其 ChAT mRNA
表达水平亦明显升高。以上结果表明，电针能提高

体内雌激素水平，并且 ChAT mRNA 表达受体内雌

激素水平变化的影响，提示老年妇女认知功能的减

退与体内雌激素水平和海马 ChAT mRNA 表达降低

有关。Tian 等 [16] 研究雌激素对脑内乙酰胆碱生成

的影响和电针刺激对去卵巢大鼠脑内乙酰胆碱生成

的调整作用，结果显示去卵巢大鼠体内雌激素水平

明显降低，海马 ChAT mRNA 表达明显减少，电针

可升高大鼠血中雌激素水平，上调海马 ChAT 
mRNA。本实验与上述研究结果一致。结合本实验

中的 Morris 水迷宫测试结果，我们可以推测：电针

可能通过提高雌激素水平，上调 ChAT mRNA 表达，

诱发海马胆碱能神经元的活性，从而减少去卵巢引

起的学习和记忆损害，这可能是针刺改善老年妇女

学习记忆功能的机制之一。我们的实验结果为电针

用于临床治疗老年痴呆等中枢神经系统退行性病变

提供理论依据。当然，电针影响学习记忆的作用机

制是多方面的，可能和电针使体内雌激素的水平升

高从而上调海马 ChAT mRNA 表达有关，也可能和

电针对神经内分泌的整体调节有密切关系，譬如电

针可通过影响脑内某些神经递质如内腓肽、P 物质、

NPY 等调节雌激素受体的表达 [17]。因此电针在改

善学习记忆功能和治疗老年痴呆症的作用途径很可

能是多通路的，更深入的作用机制尚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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