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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探讨维生素 粤 对 杂阅 大鼠食欲和黑皮素 源 受体渊酝悦源砸冤尧阿片黑素促皮质激素原渊孕韵酝悦冤基因表达的影响袁初

步探讨维生素 粤 影响大鼠食欲的机制遥 方法院将雄性 杂阅 大鼠随机分为 粤 组渊维生素 粤 缺乏组冤和 月 组渊对照组冤遥 喂养 苑源 凿袁实
验的第 苑缘 天 粤 组随机取出 员远 只袁分为 粤员 组渊维生素 粤 缺乏组冤和 粤圆 组渊维生素 粤 皮下补充组冤曰月 组随机取出 愿 只袁为 月员 组
渊对照组冤遥 实验第 苑怨 天袁将这 猿 组大鼠全部处死袁取血和组织进行相关指标测定遥 粤 组剩余的动物按体重随机分为 粤猿 组渊维生
素 粤 缺乏组冤和 粤源 组渊维生素 粤 食物补充组冤遥 月 组剩余的 愿 只动物为 月圆 组渊对照组冤遥 猿园 凿 后将其全部处死袁取组织进行相关

指标测定遥 结果院维生素 粤 缺乏组进食量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袁给予缺乏组大鼠维生素 粤 皮下和食物补充后袁大鼠进食量显著
增多遥 维生素 粤 缺乏组 酝悦源砸 和 孕韵酝悦 的 皂砸晕粤 表达升高袁补充维生素 粤 后大鼠 孕韵酝悦 皂砸晕粤 的表达水平明显降低遥 结论院维
生素 粤 影响大鼠食欲的可能机制是改变了下丘脑有关控制食欲的基因表达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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耘枣枣藻糟贼 燥枣 增蚤贼葬皂蚤灶 粤 燥灶 葬责责藻贼蚤贼藻 葬灶凿 早藻灶藻 藻曾责则藻泽泽蚤燥灶 燥枣 酝悦源砸 葬灶凿 孕韵酝悦 蚤灶 则葬贼泽

蕴蚤 匝蚤灶员袁 载怎 允蚤凿葬圆袁 宰葬灶早 砸燥灶早猿袁 粤燥 杂澡怎择蚤灶早源袁 在澡葬灶早 允怎葬灶源袁 蕴怎 载蚤葬燥皂藻蚤源
渊员阅藻责葬则贼皂藻灶贼 燥枣 悦燥皂皂怎灶蚤贼赠 匀藻葬造贼澡 悦葬则藻袁 晕葬灶躁蚤灶早 酝葬贼藻则灶葬造 葬灶凿 悦澡蚤造凿 匀藻葬造贼澡 悦葬则藻 匀燥泽责蚤贼葬造 燥枣 晕允酝哉袁 晕葬灶躁蚤灶早 圆员园园园源曰
运葬灶早凿葬 悦燥造造藻早藻袁 猿杂糟澡燥燥造 燥枣 月葬泽蚤糟 酝藻凿蚤糟葬造 杂蚤藻灶糟藻泽袁 源杂糟澡燥燥造 燥枣 孕怎遭造蚤糟 匀藻葬造贼澡袁 晕允酝哉袁 晕葬灶躁蚤灶早 圆员园园圆怨袁 悦澡蚤灶葬冤

圆

咱Abstract暂 Objective院栽燥 蚤灶增藻泽贼蚤早葬贼藻 贼澡藻 藻枣枣藻糟贼泽 燥枣 增蚤贼葬皂蚤灶 粤 燥灶 葬责责藻贼蚤贼藻 葬灶凿 贼澡藻 早藻灶藻 藻曾责则藻泽泽蚤燥灶 燥枣 酝悦源砸袁 孕韵酝悦袁 葬灶凿 贼燥 藻曾责造燥则藻

贼澡藻 皂藻糟澡葬灶蚤泽皂 燥枣 增蚤贼葬皂蚤灶 粤 燥灶 则葬贼泽爷 葬责责藻贼蚤贼藻援 酝藻贼澡燥凿泽院 酝葬造藻 杂责则早怎藻鄄阅葬憎造藻赠 渊杂阅冤 则葬贼泽 憎藻则藻 凿蚤增蚤凿藻凿 蚤灶贼燥 贼憎燥 早则燥怎责泽院 早则燥怎责 粤 渊贼澡藻

增蚤贼葬皂蚤灶 粤 凿藻枣蚤糟蚤藻灶贼 早则燥怎责冤 葬灶凿 早则燥怎责 月渊贼澡藻 增蚤贼葬皂蚤灶 粤 灶燥则皂葬造 糟燥灶贼则燥造 早则燥怎责冤援 杂藻增藻灶贼赠鄄枣燥怎则 凿葬赠泽 造葬贼藻则袁 员远 则葬贼泽 憎藻则藻 泽藻造藻糟贼藻凿 枣则燥皂
早则燥怎责 粤 葬灶凿 贼澡藻灶 凿蚤增蚤凿藻凿 蚤灶贼燥 贼憎燥 早则燥怎责泽院 早则燥怎责 粤员渊贼澡藻 增蚤贼葬皂蚤灶 粤 凿藻枣蚤糟蚤藻灶贼 早则燥怎责冤 葬灶凿 早则燥怎责 粤圆 渊贼澡藻 增蚤贼葬皂蚤灶 粤 葬凿皂蚤灶蚤泽贼则葬贼蚤燥灶
早则燥怎责冤援 粤造泽燥 愿 则葬贼泽 憎藻则藻 泽藻造藻糟贼藻凿 枣则燥皂 早则燥怎责 月 葬泽 早则燥怎责 月员 渊贼澡藻 增蚤贼葬皂蚤灶 粤 灶燥则皂葬造 糟燥灶贼则燥造 早则燥怎责冤援 粤贼 贼澡藻 苑怨贼澡 凿葬赠袁 葬造造 贼澡藻 则葬贼泽 蚤灶 贼澡藻

贼澡则藻藻 早则燥怎责泽 憎藻则藻 泽葬糟则蚤枣蚤糟藻凿袁 葬灶凿 泽燥皂藻 则藻造藻增葬灶贼 蚤灶凿蚤糟藻泽 憎藻则藻 皂藻葬泽怎则藻凿援 栽澡藻 则藻皂葬蚤灶蚤灶早 则葬贼泽 蚤灶 早则燥怎责 粤 憎藻则藻 凿蚤增蚤凿藻凿 蚤灶贼燥 贼憎燥 早则燥怎责泽
葬早葬蚤灶院 早则燥怎责 粤猿 渊贼澡藻 增蚤贼葬皂蚤灶 粤 凿藻枣蚤糟蚤藻灶贼 早则燥怎责冤 葬灶凿 早则燥怎责 粤源 渊贼澡藻 增蚤贼葬皂蚤灶 粤 泽怎责责造藻皂藻灶贼 早则燥怎责冤援 栽澡藻 则藻皂葬蚤灶蚤灶早 愿 则葬贼泽 蚤灶 早则燥怎责 月
憎葬泽 早则燥怎责 月圆渊贼澡藻 增蚤贼葬皂蚤灶 粤 灶燥则皂葬造 糟燥灶贼则燥造 早则燥怎责冤援 粤造造 贼澡藻 则葬贼泽 憎藻则藻 泽葬糟则蚤枣蚤糟藻凿 葬枣贼藻则 猿园 凿葬赠泽援 杂燥皂藻 则藻造藻增葬灶贼 蚤灶凿蚤糟藻泽 憎藻则藻 葬造泽燥

皂藻葬泽怎则藻凿援 砸藻泽怎造贼泽院 陨灶 贼澡藻 灾粤阅 早则燥怎责袁 贼澡藻 贼燥贼葬造 枣燥燥凿 蚤灶贼葬噪藻 憎葬泽 泽蚤早灶蚤枣蚤糟葬灶贼造赠 造燥憎藻则 贼澡葬灶 贼澡葬贼 燥枣 贼澡藻 糟燥灶贼则燥造 早则燥怎责援 粤枣贼藻则 早蚤增蚤灶早 增蚤贼葬皂蚤灶
粤 泽怎责责造藻皂藻灶贼袁 贼澡藻 贼燥贼葬造 枣燥燥凿 蚤灶贼葬噪藻 燥遭增蚤燥怎泽造赠 蚤灶糟则藻葬泽藻凿援 栽澡藻 藻曾责则藻泽泽蚤燥灶 燥枣 酝悦源砸 葬灶凿 孕韵酝悦 蚤灶 贼澡藻 灾粤阅 早则燥怎责 憎葬泽 蚤灶糟则藻葬泽藻凿袁 憎澡蚤造藻
孕韵酝悦 憎葬泽 凿藻糟则藻葬泽藻凿 燥遭增蚤燥怎泽造赠 葬枣贼藻则 增蚤贼葬皂蚤灶 粤 泽怎责责造藻皂藻灶贼援 悦燥灶糟造怎泽蚤燥灶院 灾蚤贼葬皂蚤灶 粤 葬枣枣藻糟贼泽 贼澡藻 藻曾责则藻泽泽蚤燥灶 燥枣 则藻造葬贼藻凿 葬责责藻贼蚤贼藻
则藻早怎造葬贼燥则袁 则藻泽怎造贼蚤灶早 蚤灶 贼澡藻 糟澡葬灶早藻 燥枣 枣燥燥凿 蚤灶 贼葬噪藻援

咱Key words暂 增蚤贼葬皂蚤灶 粤曰 则葬贼泽曰 葬责责藻贼蚤贼藻曰 酝悦源砸曰 孕韵酝悦曰 早藻灶藻 藻曾责则藻泽泽蚤燥灶

维生素 粤渊增蚤贼葬皂蚤灶 粤袁灾粤冤是儿童生长发育过程
中必不可缺的微量营养素遥 维生素 粤 缺乏是目前世
界性三大微量营养素缺乏性疾病之一袁在发展中国
家孕妇和 缘 岁以下儿童尤为严重遥 目前袁因补充维
生素的公共卫生政策的推广袁全球维生素 粤 缺乏症

咱Acta Univ Med Nanjing袁20员源袁猿源渊员园冤院员猿源圆鄄员猿源缘暂

渊增蚤贼葬皂蚤灶 粤 凿藻枣蚤糟蚤藻灶糟赠袁灾粤阅冤发 生 率 有 所 下 降 袁 但
灾粤阅 仍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低收入国家或地
区面临的一个重要公共卫生问题咱员暂遥 非洲和亚洲渊南
亚和东南亚冤的发展中国家是 灾粤阅 的高发地袁儿童
和孕妇是 灾粤阅 的高危人群咱圆暂遥 圆园园怨 年袁联合国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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芹等院维生素 粤 对 杂阅 大鼠脑组织 酝悦源砸尧孕韵酝悦 基因表达的影响

及农业组织报道袁 全世界大约有十亿人营养缺乏遥

本课题组先前在对厌食儿童的研究中发现 灾粤阅 与

儿童厌食有相关关系咱猿暂袁本研究通过动物实验袁初步
探讨 灾粤 对大鼠食欲的影响及其机制遥
员 材料与方法

窑员猿源猿窑

饲料进行 灾粤 检测袁灾粤 含量已低于可检测水平袁未
能检出袁近似为零咱缘暂遥
员援圆 方法
员援圆援员 动物分组

实验动物随机分为两组院粤 组 渊维生素 粤 缺乏
组袁灾粤阅 组冤猿圆 只尧月 组 渊正常对照组袁悦燥灶贼则燥造 组冤遥

员援员 材料
员援员援员 试剂

两组平均体重分别为院粤 组 渊愿园援猿愿 依 源援愿苑冤早袁月 组
渊愿员援远怨 依 源援园缘冤早袁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遥 两组大鼠

员援员援圆 实验动物尧饲料配方及制作

员 皂造 辕 噪早 灌胃袁月 组维生素 粤 的补充剂量为每天 员愿
滋早 辕 噪早 体重袁按 员 皂造 辕 噪早 灌胃遥 实验第 苑源 天袁粤 组动

维生素 粤渊粤糟则燥泽 韵则早葬灶蚤糟泽 公司袁美国冤尧全反式
视黄酸渊杂蚤早皂葬 公司袁美国冤遥

健康雄性 圆员耀圆猿 凿 断乳期 杂阅 大鼠 源愿 只咱清洁
级袁动物合格证号院杂悦载运渊沪冤圆园园猿鄄园园园猿袁上海斯莱
克实验动物有限责任公司暂遥 基础饲料配方参照美
国营养学会渊粤陨晕冤鄄怨猿郧 纯化饲料咱源暂要求及文献略加
改良渊表 员冤遥 其中所含营养素和能量保证大鼠生长
发育的基本要求遥 在此基础上减去维生素 粤 含量袁
配置成维生素 粤 缺乏颗粒状饲料遥
表 1 基础饲料配方

Table 1
成分
玉米淀粉
干酪素
糊精
蔗糖
纤维素
菜籽油 a
混合无机盐 b
混合维生素 c
L- 胱氨酸
酒石酸盐

The formulation of the diet
每公斤饲料中含量(g)
397.486
200.000
132.000
100.000
050.000
070.000
035.000
010.000
003.000
002.500

a：维生素 A 含量低于可检测水平；b：每千克混合无机盐
中各成分：碳酸钙 357.00 g、磷酸钾 196.00 g、氯化钠 74.00 g、
硫酸钾 46.60 g、柠檬酸钾 70.78 g、氧化镁 24.00 g、柠檬酸铁
6.06 g、碳酸锌 1.65 g、碳酸锰 0.63 g、碳酸铜 0.30 g、碘酸钾
0.01 g、
硒酸钠 0.010 25 g、钼酸胺 0.007 95 g、
氧化铬 0.275 g、硼
酸 0.081 5 g、氟化钠 0.063 5 g；
c：
每千克混合维生素中各成分：
尼克酸 3.000 g、泛酸钙 1.600 g、维生素 B6 0.700 g、维生素 B1
0.600 g、
核黄素 0.600 g、
叶酸 0.200 g、
生物素 0.020 g、
维生素 B12
0.002 5 g、
维生素 E 15 g、
维生素 D3 0.25 g、
维生素 K 0.075 g。

制作饲料前将结晶状矿物盐磨成粉状袁然后与
其他无机盐混匀袁 确保达到最小颗粒用于配制饲
料遥 配饲料时首先将原料称好袁将油尧混合维生素尧
混合矿物质分别用少量淀粉充分混匀袁然后将 猿 种
混合物与小量大宗原料混合袁 再逐步扩大混合袁以
达到充分混匀遥 饲料加工成颗粒状饲料袁加工过程
中严格控制温度袁加工后用辐照灭菌遥 对加工好的

均给予 灾粤 缺乏饲料渊表 员冤遥 粤 组大鼠用菜籽油按

物随机取出 员远 只袁分为两组院粤员 组渊灾粤 缺乏组冤袁愿
只袁 皮下注射菜籽油袁 剂量为 缘园 皂早 辕 噪早曰粤圆 组渊灾粤

皮下补充组冤袁愿 只袁 皮下注射全反式视黄酸渊粤鄄
栽砸粤冤袁剂量为 缘园 皂早 辕 噪早遥月 组动物随机取出 愿 只袁为
月员 组袁皮下注射菜籽油袁剂量为 缘园 皂早 辕 噪早袁连续注
射 源 凿袁实验第 苑怨 天袁将这 猿 组大鼠全部处死袁取血
和组织行相关指标的测定遥 粤 组剩余的动物按体重
随机分为两组院粤猿 组渊灾粤 继续缺乏组冤尧粤源 组渊灾粤 食
物补充组冤遥 月 组剩余的动物作为 月圆 组袁猿 组大鼠均给
予 灾粤 缺乏饲料袁粤猿 组大鼠用菜籽油按 员 皂造 辕 噪早 灌胃袁
粤源 组和 月圆 组大鼠 灾粤 的补充剂量为 员愿 滋早 辕 渊噪早窑凿冤袁
按 员 皂造 辕 噪早 灌胃袁每组动物 愿 只遥 猿园 凿 后将其全部处
死袁取血和组织进行相关指标测定遥 实验动物分笼饲
养袁动物房温度控制在 员远耀圆缘益袁湿度为 缘缘豫耀远缘豫袁
所有动物自由进食袁饮用自来水遥
员援圆援圆 标本采集
隔日记录给食量和剩余量袁每周定时称重 圆 次袁
并观察记录动物活动遥 分别于实验的第 苑怨 天和第
员园缘 天处死动物渊处死前 员圆 澡 空腹冤袁留取脑组织迅速
放入液氮后转移至原苑园益冰箱保存以备检测 皂砸晕粤遥
员援圆援猿 砸藻葬造鄄贼蚤皂藻 孕悦砸 法检测基因表达量
按 栽砸陨扎燥造 说明书方法提取下丘脑组织总 砸晕粤袁
经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测 砸晕粤 浓度后袁 逆转录成
糟阅晕粤袁进行 孕悦砸 扩增遥 孕悦砸 反应以逆转录产物为模
板袁引物序列见表 圆遥引物由上海英俊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合成遥 以 茁鄄葬糟贼蚤灶 为内对照袁通过实时荧光定量 孕悦砸
方法袁检测维生素 粤 干预前后黑皮素 源 受体渊酝悦源砸冤尧
阿片黑素促皮质激素原渊孕韵酝悦冤基因表达差异遥 反
应体系院糟阅晕粤 员 滋造袁 上游引物 园援圆 滋造袁 下游引物
园援圆 滋造袁耘增葬早则藻藻灶 员 滋造袁凿晕栽孕泽 园援远 滋造袁员园 伊 孕悦砸
月怎枣枣藻则 圆 滋造袁酝早悦造圆 渊圆缘 皂皂燥造 辕 蕴冤圆 滋造袁栽葬择 阅晕粤 孕燥造赠鄄
皂藻则葬泽藻渊缘 哉 辕 蕴冤园援圆 滋造袁加无菌水至 圆园 滋造遥 反应条件院
怨缘益 预 变 性 缘 皂蚤灶曰怨缘益 变 性 猿园 泽袁 退 火 温 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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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韵悦酝 远源益袁酝悦源砸 远园益袁茁鄄葬糟贼蚤灶 远园益袁 退火 源园 泽袁

1.2

苑圆益延伸 源缘 泽袁共 源缘 个循环曰苑圆益后延伸 员园 皂蚤灶遥
表2

员援园
0.8

茁鄄actin 与 POMC尧MC4R 基因引物序列及片段长度

Table 2

孕则蚤皂藻则 泽藻择怎藻灶糟藻 葬灶凿 枣则葬早皂藻灶贼 造藻灶早贼澡 燥枣 茁鄄葬糟贼蚤灶袁

0.6

孕韵M悦 葬灶凿 酝悦源砸 早藻灶藻
基因类型
引物序列（5＇→3＇）
产物大小（bp）
MC4R 云：
GGCACTCAGACGGAGGATG
313
砸：CAAATGGATGCGAGCAAGG
AAGATGCCGAGATTCTGCTACA
128
POMC 云：
砸：TTGCTTTCCGTGGTGAGGT
β鄄actin 云：
ATCGTGGGGCGCCCCAGGCAC
543
砸：CTCCTTAATGTCACGCACGATTTC

0.4

0

粤员

粤圆

月员

与 粤员 组比较，﹡P < 0.05，n=3。

Figure 1

图 1 皮下补充实验 MC4R mRNA 表达情况

The expression of MC4R mRNA in 贼澡藻 vitamin A
subcutaneously administration group

1.2
员援园
0.8
0.6
0.4

﹡

0.2

果

圆援员 维生素 粤 缺乏大鼠的一般体征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袁在实验的第 员圆 周末袁灾粤阅 组
大鼠开始出现皮毛粗糙尧光泽较差尧竖毛尧眼睛畏光尧
有眼分泌物袁但未观察到角膜溃疡尧失明等眼部体征遥
圆援圆 实验各期各组大鼠进食量情况
灾粤阅 组大鼠自第 源 周起袁进食量显著低于对照
组遥 在 灾粤 皮下补充实验中渊源 凿冤袁第 员 天 猿 组大鼠
进食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袁后 猿 凿 灾粤阅 组渊粤员 组冤
大鼠进食量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渊月员 组冤和 灾粤 皮
下补充组 渊粤圆 组冤袁粤圆 组第 圆尧猿 天进食量显著低于
正常对照组袁 至第 源 天两组大鼠进食量无明显差
异遥 在 灾粤 食物补充实验全程中袁灾粤阅 大鼠渊粤猿 组冤
的进食量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渊月圆 组冤和 灾粤 食物
补充组 渊粤源 组冤袁粤源 组的进食量与正常对照组间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遥
圆援猿 实 验 期 间 各 组 大 鼠 酝悦源砸 皂砸晕粤 和 孕韵酝悦
皂砸晕粤 表达情况
相对实时定量 孕悦砸 结果表明袁粤员 组的食欲抑
制因子 渊酝悦源砸 皂砸晕粤 和 孕韵酝悦 皂砸晕粤冤 存在高表
达袁分别是正常对照组的 源援猿缘 倍和 猿援圆圆 倍曰给予 灾粤
皮下补充后袁粤圆 组大鼠的 孕韵酝悦 皂砸晕粤 表达下降明
显 渊图 员尧圆冤曰灾粤 食物补充实验中袁粤猿 组的 酝悦源砸
皂砸晕粤 存在高表达袁是正常对照组的 源援缘缘 倍渊图 猿冤曰
给予 灾粤 食物补充后袁粤源 组大鼠 孕韵酝悦 皂砸晕粤 表达
下降明显渊图 源冤遥

﹡

0.2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实验数据以均数 依 标准差渊x 依 s冤表达袁 采用
杂贼葬贼葬 苑援园 统计软件包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遥 两组间比
较用 贼 检验袁猿 组间比较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袁 以 孕 臆
园援园缘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圆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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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Figure 2

﹡
粤员

月员

粤圆

与 粤员 组比较，﹡P < 0.05，
n=3。

皮下补充实验 POMC mRNA 表达情况

The expression of POMC mRNA in 贼澡藻 vitamin A
subcutaneously administration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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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图3

粤猿

月圆

粤源

与 粤猿 组比较，﹡P < 0.05，n=3。

食物补充实验 MC4R mRNA 表达情况

The expression of MC4R mRNA in 贼澡藻 chronic vitamin
A supplementation group

猿 讨 论
能量摄入渊摄食冤与消耗的精细平衡是保持正常
体重的关键遥 研究发现袁下丘脑中散在分布着数个调
节摄食行为的关键区袁如下丘脑外侧区渊蕴匀冤尧腹内侧
核渊灾酝晕冤尧弓状核渊粤砸悦冤尧室旁核渊孕灾晕冤等袁它们协
同合作尧相互影响袁形成了一个复杂的野食欲调节网
络渊粤砸晕冤冶遥 下丘脑 粤砸悦 对于整合控制食欲的信号
起枢轴作用遥粤砸悦 内的两组神经元咱远暂院一是通过表达

第 猿源 卷第 员园 期
20员源 年 员园 月

李

芹等院维生素 粤 对 杂阅 大鼠脑组织 酝悦源砸尧孕韵酝悦 基因表达的影响

1.2

鼠进食量明显下降时袁 补充组大鼠进食量没有下

员援园

降袁较缺乏组显著升高袁且维持和正常对照组基本
持平的水平可能与补充组大鼠 孕韵酝悦 皂砸晕粤 的表
达下降是相关的遥 而给予 灾粤 皮下或者食物补充后袁

0.8
0.6
0.4

﹡

0.2

补充组大鼠 酝悦源砸 皂砸晕粤 的表达下降倍数较小袁说
明 酝悦源砸 可能不是 灾粤 补充试验中引起大鼠食欲改
变的主要调节基因袁可能还有其他食欲调节因子的

0

粤猿

图4

Figure 4

窑员猿源缘窑

月圆

粤源

﹡
与 粤猿 组比较，
P < 0.05，
n=3。

食物补充实验 POMC mRNA 表达情况

The expression of POMC mRNA in 贼澡藻 chronic

vitamin A supplementation group

孕韵酝悦 和 悦粤砸栽 抑制摄食袁 另一是通过神经肽 再
渊晕孕再冤和刺鼠相关蛋白渊粤早砸孕冤的表达刺激摄食遥

目前已克隆了 缘 个与人的食欲及体重调节有
关的基因袁即 韵月尧蕴耘孕砸尧孕悦员尧孕韵酝悦 和 酝悦源砸 基因曰
其中 孕韵酝悦 和 酝悦源砸 基因是食欲调节网络中的食
欲抑制因子遥 黑皮质素系统包括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和促黑色素细胞系渊酝杂匀泽冤袁是 孕韵酝悦 的裂解产物袁
通过结合到黑皮质素受体家族发挥作用遥 孕韵酝悦 的
表达水平反映机体的能量状态袁黑皮质素与相应受体
结合产生广泛的生物学效应袁包括色素沉着尧抗炎尧甾
体生成尧摄食尧能量稳态尧性行为等咱苑暂袁该受体即为黑
皮质素受体渊皂藻造葬灶燥糟燥则贼蚤灶 则藻糟藻责贼燥则袁酝悦砸冤袁已经克隆
和鉴定了 缘 种黑皮质素受体亚型袁 分别为 酝悦员砸尧
酝悦圆砸尧酝悦猿砸尧酝悦源砸 和 酝悦缘砸遥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
的研究表明袁酝悦源砸 在控制食欲和体重调节中起关
键作用遥 在脑内袁 人 酝悦源砸 基因位于染色体 员愿择圆圆
上袁只有 员 个外显子袁编码的蛋白质由 猿猿圆 个氨基
酸组成咱愿暂遥 酝悦源砸 属于含 苑 个跨膜区的 郧 蛋白偶联
受体袁酝悦源砸 基因在下丘脑的室旁核尧下丘脑侧区高
度表达袁而这两个区域在能量平衡的调节中起重要
作用遥 酝悦源砸 的中枢神经体重调节功能主要为抑制
摄食袁导致血糖降低尧低胰岛素和瘦素水平袁从而减
少体脂袁降低体重咱怨鄄员园暂遥
本实验发现袁灾粤阅 组大鼠脑组织食欲抑制因子
皂砸晕粤渊酝悦源砸 和 孕韵酝悦冤存在高表达袁因此 灾粤阅 组
大鼠较对照组食欲显著降低的可能机制是大鼠体
内 灾粤 缺 乏 导 致 食 欲 抑 制 因 子 酝悦源砸 皂砸晕粤 和
孕韵酝悦 皂砸晕粤 的表达升高袁从而引起食欲下降遥给予
灾粤 皮下或者食物补充后袁 大鼠的 孕韵酝悦 皂砸晕粤 的
表达下降明显袁而且 灾粤 补充实验过程中袁缺乏组大

参与遥 本文只是初步探讨了 灾粤阅 与补充影响食欲
的可能机制袁其深入的机制仍需进一步探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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