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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目的：以腹主动脉缩窄（abdominal aortic constriction，AAC）大鼠为心衰模型，

观察 4 周的跑台运动对大鼠心衰、心源性恶液质及褐色脂肪组织（brown adipose tissue，

BAT）形态和功能的影响，测定利钠肽及其受体的改变，阐明运动对心衰时褐色脂肪过度激

活的作用和可能机制。研究方法：采用腹主动脉缩窄术诱导大鼠心衰模型，超声心动检测

大鼠心功能，免疫组化染色检测褐色脂肪组织解偶联蛋白（uncoupling protein-1，UCP-1）的

表达，ELISA 方法检测血浆中心钠素（atrial natriuretic peptide，ANP）和脑利钠肽（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BNP）水平，real-time PCR方法检测心肌ANP和BNP的mRNA表达，BAT

褐色化标志基因以及瘦素、脂联素等mRNA表达。结果：1）与对照组相比，AAC大鼠心重

体重比显著升高（P＜0.05），收缩期和舒张期心室壁厚度显著增加（P＜0.05），收缩末期和舒

张末期左心室内径显著增加（P＜0.01），射血分数显著降低，心肌 ANP 和 BNP 的 mRNA 表

达显著升高（均 P＜0.001）；运动干预后，左室肥大得到显著改善，但左室舒张功能没有改

变，ANP和BNP的表达显著下调（P＜0.01）；2）与对照组相比，AAC大鼠体重显著下降（P＜

0.05），比目鱼肌和腓肠肌重量（P＜0.05和P＜0.01）、腹股沟（皮下）脂肪和附睾（内脏）脂肪

重量（P＜0.01 和 P＜0.001）均显著降低。与 AAC 组相比，4 周运动后大鼠体重虽有回升但

无显著差异，比目鱼肌和腓肠肌重量均显著增加（均 P＜0.05），腹股沟（皮下）脂肪和附睾

（内脏）脂肪重量显著增加（P＜0.05和P＜0.01）；3）与对照组相比，AAC组大鼠BAT细胞体

积和脂滴显著减小，UCP-1等多个褐色脂肪标志物的mRNA表达显著增加，白色脂肪标志

物的mRNA表达显著下调（均P＜0.05）。运动干预后，细胞形态恢复正常，UCP-1等多个褐

色脂肪分子标记物mRNA表达显著减少，瘦素的mRNA表达显著增加（均P＜0.05）；4）与对

照组相比，AAC 组大鼠血浆中 ANP 和 BNP 的水平显著升高（P＜0.01 和 P＜0.001），大鼠

BAT的激活型与清除型利钠肽受体比值显著增加（P＜0.05）。运动后大鼠血浆中利钠肽水

平显著回落（均P＜0.01）。结论：腹主动脉缩窄诱导的心衰大鼠，体重下降、骨骼肌和体脂

重量减轻，出现心源性恶病质，BAT被过度激活；运动改善了AAC诱导的心源性恶病质，抑

制了BAT的活性；运动有可能通过抑制利钠肽系统的作用调节BAT的过度激活。

关键词：运动；心衰；褐色脂肪组织；腹主动脉缩窄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4-week treadmill exercise on heart failure, cardi-

ac cachexia,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brown adipose tissue and the changes of natriuretic

peptide and its receptors in abdominal aortic constriction (AAC) rats, and to elucidate the ex-er‐

cise function and the possible mechanism of exercise on brown fat activation in heart failure

rats.Methods: Abdominal aortic constriction rats were induced as heart failure rat model. The rat

cardiac function was detected by echocardiography. The expression of UCP-1 in BAT was deter‐

mined using the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The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was

used to detect serum atrial natriuretic peptide (ANP) and 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 (BNP). The

mRNA expression of cardiac ANP, BNP and beige adipocyte marker genes, leptin and ad-ipo‐

nectin of the brown adipose tissue was detected by real-time PCR respectively. Result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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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a signficant increase was observed in the ratio of the heart weight to the body weight（P＜

0.05），heart left ventricular end diastolic diameter（LVIDd）（P＜0.05），left ventricular end systolic diameter（LVIDs）（P＜

0.01），left ventricular diastolic anterior wall（LVAWd）（P＜0.05）and the level of ventricular muscle ANP and BNP mRNA in‐

creased（ P＜0.001）in AAC rats，while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After treadmill exer‐

cise，the hypertrophy of left ventricular improved partially，but with no significant change in its function. While ANP and BNP lev‐

els significantly lowered（P＜0.01）. 2）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a significant decrease was found in the body weight

（P＜0.05），the weight of soleus and gastrocnemius muscle（P＜0.05 and P＜0.01），and the weight of inguinal adipose tissue and

epididymis adipose tissue（P＜0.01 and P＜0.001）of AAC rats. Compared with the AAC group，the body weight of AAC+E rats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hile a significant increase was found in the weight of inguinal adipose tissue and epididymis adi‐

pose tissue（P＜0.05 and P＜0.01）and the weight of soleus and gastrocnemius muscle（P＜0.05）.3）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a significant decrease was detected in the volume and lipid droplets of brown fat tissue and mRNA expression of white adi‐

pose tissue markers in the AAC group while mRNA expression of brown adipose tissue marker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all P＜

0.05）. After training，the cell morphology returned to normal. The mRNA expression of brown adipose tissue marker decreased sig‐

nificantly，while leptin mRNA increased significantly（all P＜0.05）.4）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there was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plasma content of ANP and BNP（P＜0.01 and P＜0.001），and the ratio of activated and cleared natriuretic peptide re‐

ceptors in brown adipose tissue（P＜0.05）. After training，plasma natriuretic peptide levels in rat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all P＜

0.01）. Conclusion：In heart failure rats，body weight，skeletal muscle and adipose tissue weight decreased markedly，cardiac ca‐

chexia and activation of brown adipose tissue were observed. Exercise improved AAC-induced cardiac cachexia and inhibits the ac‐

tivity of brown adipose tissue. Exercise might regulate the excessive activation of brown fat by inhibiting the action of the natriuret‐

ic peptide system.

Keywords: exercise; heart failure; brown adipose tissue; abdominal aortic coarctation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G804.5 文献标识码文献标识码：：A

褐色脂肪细胞是富含线粒体的产热细胞，一直以来人

们都认为褐色脂肪组织（brown adipose tissue，BAT）存在于

新生儿体内，通过非震颤性产热的方式维持机体体温，以

弥补新生儿体温调节中枢发育的不完善。2007年，人们用

正电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显影（positron emission comput‐

ed tomography，PET/CT）技术发现，成年人体内也存在有

功能的 BAT（Nedergaard et al.，2007）。该发现立刻使 BAT

炙手可热，成为肥胖、II 型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治疗的新

靶点（Wang et al.，2005），如何促进白色脂肪褐色化、如何

激活 BAT增加产热和能量消耗成为代谢性疾病治疗的新

途径（Kusminski et al.，2016）。但是近几年陆续有研究发

现，在能量负平衡为特征的一类疾病中，如恶液质，BAT的

过度激活、白色脂肪褐色化能够加速疾病的发展（Ebadi et

al.，2015；Petruzzelli et al.，2014；Tsoli et al.，2012）。

恶液质是多种疾病发展的终末阶段，肿瘤及多种慢

性疾病，如结核、艾滋病、慢性阻塞性肺炎等，都会引起恶

液质的发生。心源性恶液质是指心衰患者出现体重下

降、体脂减少、肌肉萎缩为特征的心脏恶病质综合征，当

心衰患者 12 个月内体重降低＞5% 即可诊断为心源性恶

液质（Okoshi et al.，2017；Von Haehling et al.，2017），其是

心衰病人死亡的重要原因。早在 1985 年，Shellock 等

（1985）就发现冠心病诱发的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患者

BAT 增多。目前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心衰时 BAT 重量

增加、解偶联蛋白（uncoupling protein-1，UCP-1）表达上

调，BAT 被激活（Panagia et al.，2016，2018；Thoonen et al.，

2015），加速了心源性恶液质的发展。

运动干预对提升心衰患者生理功能、减少发病率和

死亡率的有利作用，早在 250 年前就已被证实（Willius

et al.，1961），直至今日，运动一直被认为是心源性恶液质

防治的基本手段之一（Okoshi et al.，2017）。有关运动对

BAT 的调节也有大量报道（Flouriset al.，2017），然而运动

对心衰时 BAT 的作用及其可能的作用机制如何，目前鲜

见报道。本研究拟以腹主动脉缩窄（abdominal aortic co‐

arctation，AAC）诱导的心衰大鼠为模型，观察 4 周的跑台

运动对大鼠心衰、心源性恶液质及褐色脂肪组织形态和

功能的影响，测定利钠肽及其受体的改变，阐明运动对心

衰时褐色脂肪过度激活的作用和可能机制。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动物与材料

5周龄雄性 Spraque-Dauley（SD）大鼠购于北京维通利

华实验动物技术有限公司，实验动物生产许可证号：

SCXK（京）2016-0006。动物分笼饲养，室内温度为 22±

5℃，湿度为 50%±10%，明暗交替周期为 12 h，自由进食

和饮水。UCP-1 抗体购自 Abcam 公司（Cambridge，UK），

血浆心钠素（atrial natriuretic peptide，ANP）、脑利钠肽

（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BNP）浓度测定酶联免疫（ELI‐

SA）试剂盒购自北京华英生物科技研究所，实验中所用其

他试剂均为市售分析纯试剂。

1.2 腹主动脉缩窄术诱导的心衰大鼠模型建立

5周龄 SD大鼠，适应性饲养 1周，待体重达 220±10 g时准

备手术。术前禁食 12 h，自由饮水。大鼠腹腔注射水合

氯醛（35 mg/kg）麻醉，使其仰卧，固定。腹左侧备皮，3%

碘伏消毒，于左肋弓下缘 0.5 cm、腹正中线旁 0.5 cm 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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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 cm 纵切口，逐层分离皮下组织、进入腹腔。用生

理盐水纱布将肠管推向腹腔右侧、隔离，同时用生理盐水

纱布将胃体、脾脏向上轻推隔离，显露后腹膜及左侧肾

脏。操作时动作应轻柔，以免损伤胃、肠、脾脏及肝脏。

找到左肾动脉，在左肾动脉上方分离腹主动脉，用银夹造

成腹主动脉部分狭窄（银夹内径 0.7 mm）。腹腔内滴入适

量青霉素（40 万 U/ml），逐层缝合、关腹。假手术对照组，

只打开腹腔，分离腹主动脉，不用银夹缩窄，其他步骤同

手术组。术后正常饮食，密切观察动物反应。

1.3 动物分组与运动模型建立

随机分成假手术对照组（CON，n=8）、腹主动脉缩窄

组（AAC，n=10）和 AAC 加跑台运动干预组（AAC＋E，n=

5）。运动组在AAC术后 4周开始，采用跑台运动，跑台速

度 12 m/min（Carvalho et al.，2005），每次运动 40 min，持续

4 周，每周 5 次。每次训练在下午 6～8 点间进行，不使用

声、光、电等刺激手段。大鼠末次运动结束 24 h后，麻醉，

进行超声心动测定心功能。动物禁食过夜，自由饮水，腹

腔注射水合氯醛（35 mg/kg）麻醉。经腹主动脉取血，用于

各生化指标的测定。动物处死后，分离心脏组织、比目鱼

肌、腓肠肌、附睾脂肪和腹股沟脂肪称重，取左心室和

BAT进行下述测定。

1.4 大鼠超声心动测定

使用 VisualSonics Vevo@2100 小动物超声影像系统。

测定前，腹腔注射戊巴比妥钠（50 mg/kg）麻醉大鼠，胸部备

皮，仰卧位将头部及四肢固定在木板上，将探头置于左前

胸，与前正中线呈 30°左右夹角，显示胸骨旁左室长轴切

面，探头顺时针旋转 90°可显示左室短轴切面图像。于胸

骨旁左室长轴切面二维测量左室室壁厚度等。在二维引

导下，将取样线置于左室健索水平，取M型曲线，进行心功

能测量。超声心动图测量指标包括：左室舒张末期内径

（left ventricular inner dimension diastolic，LVID d）与收缩末

期内径（left ventricular inner dimension systole，LVID s）；左

室舒张末期前壁厚度（left ventricular anterior wall diastolic，

LVAW d）与后壁厚度（left ventricular posterior wall diastol‐

ic，LVPW d）；左室射血分数（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

tion，LVEF）。所有测值均测量 3个心动周期取平均值。

1.5 免疫组化染色

BAT 置于 10% 的多聚甲醛溶液中浸泡过夜，然后于

20% 蔗糖溶液中浸泡过夜，石蜡包埋，用于石蜡切片，切

片厚度为 5 μm。石蜡切片经脱蜡复水后分别进行苏木

精－伊红染色和 UCP-1 免疫组化染色。染色流程如下：

磷酸盐缓冲液（PBS）洗 3 次后，过氧化氢孵育 5～10 min，

消除内源性过氧化物酶的活性。蒸馏水冲洗后，PBS 浸

泡 5 min。经 10% 山羊血清封闭后冲洗，分别滴加 1：700

UCP-1 一抗、1：500 生物素标记二抗，PBS 冲洗，显色剂显

色。自来水冲洗，复染，脱水，透明，封片，观察结果。

1.6 ELISA法

腹主动脉取血 2 ml 缓慢注入含有 10% EDTA-2Na 30

μl，抑肽酶 10 μl（500 KIU/ml血浆）（Sigma，US）的试管中，

混匀后 4℃、3 000 rpm/min 离心 10 min，分离血浆用于如

下测定。按试剂盒要求步骤进行，在反应结束 15 min 内

用酶标仪在 450 nm 波长处测量各孔光密度值，并计算血

浆中ANP和BNP浓度。

1.7 Real-time PCR法

采用 Trizol一步法提取肌管细胞总RNA，天根逆转录

系统（TianGen Biotech，Beijing）进行逆转录。 real-time

PCR 反应体积共 20 μL：Super Real Pre Mix Plus（SYBR

Green）体系（TransGene Biotech，Beijing）15 μl，10 mmol/L

的上下游引物各 0.5 μl，cDNA 模板 5 μl。所有引物均由

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合成。经 94℃ 30 s，

94℃ 5 s，60℃34 s，热循环 40 次。 real-time PCR 于 Light

Cycler 96 荧光定量 PCR仪（Roche，Switzerland）中进行，以

GAPDH作为内参。所用引物序列见表 1。

1. 8 统计方法

实验结果以均数±标准差（M±SD）表示。数据采用

PRISM 6.0 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P＜0.05 为有显著

性差异，P＜0.01为具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2 结果

2.1 运动对腹主动脉缩窄大鼠心脏结构和功能的影响

与 CON 组相比，8 周的 AAC 大鼠心重/体重显著升高

（图 1A，P＜0.05），LVPW d 有增厚的趋势（图 1B），LVAW

d 显著增加（图 1C，P＜0.05），LVID d 和 LVID s 均显著增

加（图 1D、E，P＜0.05，P＜0.001），LVEF 显著降低（图 1F，

P＜0.001），但不超过 50%，提示 AAC 诱导了大鼠射血分

数保留型心衰。与 AAC 组相比，AAC＋E 大鼠心重/体重

无显著变化（图 1A），LVAW d 和 LVPW d 均显著减少（图

1B、C，P＜0.05），LVID d 和 LVID s 均显著减小（图 1D、E，

P＜0.05），LVEF 无显著变化（图 1F），提示运动部分改善

了AAC诱导的左室舒张功能。

与 CON 相比，AAC 大鼠左心室肌 ANP 和 BNP 的

mRNA 表达均显著升高近 10 倍左右（图 2A、B，均 P＜

0.001）。与 AAC 组相比，AAC+E 组大鼠心肌 ANP 和 BNP

的 mRNA 表达显著下降（图 2A、B，P＜0.01），提示运动明

显地改善了AAC诱导的心脏病理性重塑。

2.2 运动对大鼠体重、肌肉重、脂肪重的影响

与 CON 组相比，AAC 大鼠体重显著降低（图 3A，P＜

0.05），腹股沟（皮下）脂肪和附睾（内脏）脂肪重量显著减

少（图 3B、C，P＜0.01 和 P＜0.001），比目鱼肌和腓肠肌重

量均显著下降（图 3D、E，P＜0.05 和 P＜0.01），提示 AAC

诱导大鼠出现恶病质的表现。与 AAC 组相比，AAC＋E

组大鼠体重虽有回升但无显著差异（图 3A），腹股沟（皮

下）脂肪和附睾（内脏）脂肪重量显著增加（图 3B、C，P＜

0.05 和 P＜0.01），比目鱼肌和腓肠肌重量均显著增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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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E，均P＜0.05），提示运动有效地逆转了心衰诱导的恶 病质改变。

表 1 Real-time PCR测定的基因表达引物序列

Table 1 The Primer Sequence of Genes Determined by Real-time PCR

Gene

GAPDH

ANP

BNP

PGC1-α

UCP-1

CIDEA

PRDM16

LEPTIN

ADIPONECTIN

NPRA

NPRC

Sequence（5’-3’）

Forward 5’- ACA GCA ACA GGG TGG TGG AC-3’

Reverse 5’- TTT GAG GGT GCA GCG AAC TT-3’

Forward 5’- CTG ATG GAT TTC AAG AAT TTG CTG G-3’

Reverse 5’-TCA TTC GGC TCA CTG AGC ACT T-3’

Forward 5’-TAC AGG AGC AGC GCA ACC ATT-3’

Reverse 5’-CCG CCT CAG CAC TTT GCA G-3’

Forward 5’- CGA TCA CCA TAT TCC AGG TCA AG-3’

Reverse 5’- CGA TGT GTG CGG TGT CTG TAG T-3’

Forward 5’- GAA GGG ACG CTC ACC TTT GA-3’

Reverse 5’- CCA GTG TAG CGG GGT TTG AT-3’

Forward 5’- CAT TCA TGG GGT TGC AGA CG-3’

Reverse 5’- TTG AAA CCC GGA AAG GAC GA-3’

Forward 5’- CAG AAA GGG CAA GGA GAG ATA C-3’

Reverse 5’- GTT GGA GGA GAT GCT GAA TGA-3’

Forward 5’- GAG TCG GAA CAG GAT GTG ACA AGG-3’

Reverse 5’- GAG CAG TCT GAC ACC AGC CAT G-3’

Forward 5’- ACTCAGCATTCAGCGTAGGG-3’

Reverse 5’- AGT AGA GCC CCG GAA TGT TG-3’

Forward 5’-TGG AGA CAC AGT CAA CAC AGC TTC-3’，

Reverse 5’-TCC AGC ACA GCC TTG GTC TC-3’

Forward 5’-ACA CGG CAT GAC CAG TGG AG-3’

Reverse 5’-TCA GCA GGG TGA CTG TTT GGA G-3’

图 1 腹主动脉缩窄大鼠心脏结构和功能的变化

Figure 1.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Changes of Heart in AAC Rats

注：（A）大鼠心重与体重的比值；（B～F）超声心动图检测结果。n=5～7。*P＜0.05，**P＜0.01，与对照组相比；#P＜0.05，

##P＜0.01，与AAC组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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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运动对褐色脂肪组织形态、活性及功能的影响

与 CON 组相比，AAC 组大鼠 BAT 的细胞体积显著减

小，脂滴明显变小（图 4A），BAT 中 UCP-1、Cidea、锌指蛋

白 16（PR domain containing 16，PRDM16）及过氧化物酶体

增殖物激活受体 γ辅助激活因子 α（peroxisome proliferator

activated receptor γ coactivator-1α，PGC-1α）的 mRNA 表达

显著增加（图 4B～E），脂联素（adiponectin）及瘦素（leptin）

的 mRNA 表达显著减少（图 4F、G，均 P＜0.05），BAT 的

UCP-1 特异性染色增加（图 4H）。以上结果提示，AAC 诱

导的心衰大鼠 BAT 被激活。与 AAC 组相比，AAC＋E 组

大鼠 BAT 的细胞形态恢复正常（图 4A），褐色脂肪标记物

UCP-1、PRDM16 及 PGC-1α 的 mRNA 表 达 显 著 减 少

（图 4B～E），瘦素的 mRNA 表达显著增加（图 4G）均 P＜

0.05），BAT 的 UCP-1 特异性染色回复正常（图 4H）。以上

结果提示，运动逆转了AAC诱导的BAT过度激活。

2.4 运动对血液中 ANP、BNP 水平及褐色脂肪组织利钠肽

受体表达的影响

有研究报道，心源性的利钠肽能促进褐色脂肪的激

活（Wu et al.，2017）。与 CON 组相比，AAC 组大鼠血浆中

ANP 和 BNP 的水平显著增加（图 5A、B，P＜0.01 和 P＜

0.001）。利钠肽受体（natriuretic peptide receptor，NPR）中

的 A 型受体为活性受体，与利钠肽结合后发挥生物学作

用，而 C 型受体为清除型受体，主要是负责利钠肽的清

除。AAC 大鼠 BAT 中 NPRA/NPRC 显著增加（图 5C，P＜

0.05），提示 AAC 大鼠利钠肽及其活性受体被诱导。与

AAC 组相比，AAC＋E 组大鼠血浆中 ANP 和 BNP 水平显

著回落（图 5A、B，均 P＜0.01），但 BAT 中 NPRA/NPRC 虽

有降低，但无显著差异（图 5C），提示运动抑制了 AAC 诱

导的心肌利钠肽的合成和释放。

3 讨论

3.1 心衰时褐色脂肪的过度激活

Shellock 等（1985）最早发现冠心病诱发的慢性充血

性心力衰竭患者 BAT 增多，随后 Soares 等（1991）也发现

患有心力衰竭的恰加斯病病人 BAT 显著增多，但其体积

增多的病理生理意义尚不清楚。最近，Panaqia 等（2016）

利用核磁扫描发现小鼠急性心梗 6周后，BAT体积显著减

小，褐色脂肪细胞内的脂滴变小，UCP-1的表达上调 4倍，

提示 BAT 的功能被过度激活。Thoonen 等（2015）同样发

现，急性心梗 8周诱导的缺血性心衰小鼠BAT的特异基因

UCP-1 表达显著增加，提示 BAT 激活增加。本研究利用

腹主动脉缩窄 8 周诱导射血分数保留型心衰（heart failure

with preserved ejection fraction，HFpEF）模型，大鼠心重/体

重增加，左室壁厚度增加，左室舒张功能降低，射血分数

下降不超过 50%，模型指标符合 HFpEF 表现。BAT 中的

褐色脂肪细胞体积减小，细胞内脂滴明显缩小，此外 BAT

的多个分子标志物表达均显著上调，白色脂肪的多个分

子标志物表达显著降低，UCP-1 的蛋白表达显著上调，提

示在HFpEF时BAT也存在过度激活的现象。

图 3 大鼠体重、骨骼肌以及脂肪重量的变化

Figure 3. The Changes of Body Weight，Muscle and Adipose in Rats

注：（A）体重，（B）腹股沟脂肪重量，（C）附睾脂肪重量，（D）比目鱼肌重量，（E）腓肠肌重量。n=5～7。*P＜0.05，**P＜0.01，***P＜0.001，

与对照组相比；#P＜0.05，##P＜0.01，与AAC组相比，下同。

图 2 大鼠心肌组织ANP、BNP的mRNA表达

Figure 2. The Expression P and BNP mRNA in Heart of Rats

注：（A）ANP mRNA相对表达量；（B）BNP mRNA相对表达量。n=

5～7。***P＜0.001，与对照组相比；##P＜0.01，与AAC组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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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褐色脂肪组织形态、活性及功能的变化

Figure 4. The Shape，Activity and Function Changes of Brown Adipose Tissue in Rats

注：（A）褐色脂肪组织HE染色结果（20X，40X）；（B）UCP-1 mRNA的相对表达量；（C）Cidea mRNA的相对表达量；（D）PRDM16 mRNA的

相对表达量；（E）PGC-1α mRNA的相对表达量；（F）Adiponectin mRNA的相对表达量；（G）Leptin mRNA的相对表达量；（H）褐色脂肪组织

UCP-1 免疫组化染色结果（20X，40X）。n=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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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衰时，BAT 对心衰发展的作用如何呢？Thoonen 等

（2015）在 UCP-1 敲除的小鼠上利用异丙肾上腺素诱导心

肌损伤，发现与野生型小鼠相比，UCP-1-/-小鼠心肌纤维

化、重塑加重，生存率下降，提示在心肌损伤时，BAT 的缺

失会加重损伤的发展，但 BAT 如果过度激活是否也会导

致损伤的恶化呢？近年大量研究发现，在多种慢性疾病

诱导的恶病质中存在 BAT 的过度激活，并认为该过程参

与了恶病质的发展（Ebadi et al.，2015；Petruzzelli et al.，

2014；Tsoli et al.，2012）。利用多光路成像技术发现，在胸

主动脉缩窄 15周的小鼠，骨骼肌、白色脂肪的代谢增加都

不如 BAT 显著，BAT 对糖、脂肪酸的摄入增加，UCP-1 的

表达上调，提示BAT代谢增强、消耗增加在心肌肥大时机

体代谢紊乱中有重要作用（Panagia et al.，2018）。本研究

中也发现，AAC大鼠体重与对照组相比降低 18%，皮下和

内脏脂肪重及肌肉重量均显著降低，同时出现 BAT 的过

度激活和恶病质体征，提示 BAT 的过度激活可能参与了

心源性恶病质的发展。

3.2 运动对褐色脂肪的影响

大量研究报道了运动对褐色脂肪活性的调节作用，

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致的研究结论（Stanford et al.，

2016）。有研究发现，运动显著促进了 BAT 的活化（Igna‐

cio et al.，2012；Xu et al.，2011；Xu et al.，2011）。也有研究

发现，运动没有改变 BAT 的活性（Leblanc et al.，1982；

Wickler et al.，1987）。还有研究证实，运动显著抑制了

BAT 的活化，减少耗能，为运动节省能量（Sullo et al.，

2004；Wu et al.，2014）。但运动对心衰时 BAT 的影响鲜见

报道。在本研究中，我们发现 4周的跑台运动显著逆转了

AAC 诱导的 BAT 激活，褐色脂肪细胞体积和细胞内脂滴

明显变大，此外，BAT 的多个分子标志物表达均显著下

调，白色脂肪的多个分子标志物表达显著升高，褐色化标

记 UCP-1 蛋白表达显著减少。同时运动组大鼠体重增加

14%，白色脂肪和骨骼肌重量都有所增加，提示运动逆转

了心衰时的 BAT 过度激活，并改善了心源性恶病质的

发生。

3.3 运动抑制心衰时褐色脂肪活化的作用机制

BAT 的活性受多种因素的调节，交感神经兴奋、炎症

等都会诱导 BAT 的活化，除此之外，多种活性物质如

FGF21、IRISIN、IL-6 等都是 BAT 强大的激活因子（San‐

chez- Delgado et al.，2015）。近年来有研究提示，心源性的

利钠肽，ANP 和 BNP，与脂肪组织中的利钠肽受体 A 结

合，激活 P38-MAPK 信号通路，上调 UCP-1 等褐色脂肪特

异分子表达，诱导 PGC-1α等线粒体生成分子标记物表

达，显著促进褐色脂肪活化，研究认为，心脏在脂肪组织

的生物学调节中发挥重要作用。本研究中AAC诱导的心

衰大鼠，心肌中 ANP 和 BNP 的 mRNA 表达显著上调，血

浆中 ANP 和 BNP 的浓度也显著增加，同时我们还发现，

褐色脂肪表达的利钠肽受体 A 和利钠肽受体 C 的比值显

著升高，该结果与 Panagia 等（2018）的研究一致。运动干

预显著抑制了心肌 ANP 和 BNP 的表达、合成和分泌。以

上结果提示，利钠肽的水平增高、作用增强可能是AAC大

鼠褐色脂肪激活的机制之一，运动有可能是通过下调利

钠肽及其受体的表达，进而发挥抑制褐色脂肪活化的

作用。

4 结论

AAC 诱导的射血分数保留型心衰大鼠，体重下降、骨

骼肌和体脂重量减轻，出现心源性恶病质表现，BAT 过度

激活；运动逆转了AAC诱导的骨骼肌和体脂重量的减少，

改善了心源性恶病质，抑制了BAT的激活；运动对心脏合

成和分泌的 ANP 和 BNP 的调节，可能是运动减轻 BAT 激

活的机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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