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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ｕｘｅｎＹ胃旁路术对肥胖症大鼠
空肠糖异生的影响

颜勇　李旭忠　周舟　王时光　周联明　单远洲　胡承　张学利

　　【摘要】　目的　探讨 ＲｏｕｘｅｎＹ胃旁路术（ＲＹＧＢ）对肥胖症大鼠空肠糖异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方法　将高脂诱导肥胖症的４０只ＳＤ大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空白组（未行手术）、假手术组（与手术组对
应位置切开缝合）、匹配饮食组（行假手术并保持与手术组相同进食量）和手术组（行 ＲＹＧＢ），每组１０只。
（１）定期测量大鼠体质量、进食量；（２）术前、术后２周及１０周行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ＯＧＴＴ）、胰岛素耐量
试验（ＩＴＴ）评价大鼠糖耐量及胰岛素敏感性；（３）术后１０周检测各组大鼠空腹血清ＴＣ、ＴＧ、游离脂肪酸水
平（ＦＦＡ）；（４）留取大鼠空肠组织行病理学检查；（５）采用 ＲＴＰＣＲ和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检测各组大鼠空肠黏膜
组织中磷酸烯醇式丙酮酸羧激酶（ＰＥＰＣＫ）、葡萄糖６磷酸酶 α（Ｇ６Ｐａｓｅ）ｍＲＮＡ和蛋白表达水平。符合正
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珋ｘ±ｓ表示，多组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 ＬＳＤ检验。重复测量数据
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　（１）空白组、假手术组、匹配饮食组、手术组大鼠术前至术后１０周体质量
变化分别为（３２５±９）ｇ～（４５１±１８）ｇ、（３２７±１１）ｇ～（４４６±１４）ｇ、（３３０±８）ｇ～（４４２±１５）ｇ、（３２８±１０）ｇ～
（３６４±２３）ｇ。４组大鼠术前至术后１０周体质量变化趋势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Ｆ＝４２２．０３，Ｐ＜０．０５）。
术后１～４周，假手术组大鼠体质量与空白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假手术组与匹配饮食组
大鼠术后体质量各时间点比较，仅术后６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他时间点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术后４～１０周，手术组大鼠体质量分别与空白组、假手术组和匹配饮食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空白组、假手术组、手术组大鼠术前至术后１０周进食量变化分别为：（２５．３±１．４）ｇ～
（２７．０±１．９）ｇ、（２４．９±１．３）ｇ～（２７．８±２．１）ｇ、（２５．４±１．６）ｇ～（１８．９±１．４）ｇ，３组大鼠术前至术后１０周
进食量变化趋势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Ｆ＝６４．６６，Ｐ＜０．０５）。术后１～２周，假手术组大鼠进食量与空
白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术后４～１０周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２～１０周，
手术组大鼠进食量分别与空白组和假手术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２）空白组、假手术
组、匹配饮食组和手术组大鼠术前至术后１０周ＯＧＴＴ曲线下面积分别为：（１１６２±５８）ｍｍｏｌ／（Ｌ·ｍｉｎ）～
（１１８１±６６）ｍｍｏｌ／（Ｌ·ｍｉｎ）、（１１６８±１３５）ｍｍｏｌ／（Ｌ·ｍｉｎ）～（１１７５±１１６）ｍｍｏｌ／（Ｌ·ｍｉｎ）、（１１５９±
９２）ｍｍｏｌ／（Ｌ·ｍｉｎ）～（１１１７±７５）ｍｍｏｌ／（Ｌ·ｍｉｎ）、（１１８９±１０８）ｍｍｏｌ／（Ｌ·ｍｉｎ）～（９４０±９０）ｍｍｏｌ／
（Ｌ·ｍｉｎ）；４组大鼠术前至术后 １０周 ＩＴＴ曲线下面积分别为：（５３３±８０）ｍｍｏｌ／（Ｌ·ｍｉｎ）～（５１２±
９５）ｍｍｏｌ／（Ｌ·ｍｉｎ）、（４９８±７５）ｍｍｏｌ／（Ｌ·ｍｉｎ）～（５４５±７３）ｍｍｏｌ／（Ｌ·ｍｉｎ）、（５１９±１２５）ｍｍｏｌ／（Ｌ·ｍｉｎ）～
（５３８±９２）ｍｍｏｌ／（Ｌ·ｍｉｎ）、（５１３±７８）ｍｍｏｌ／（Ｌ·ｍｉｎ）～（４２６±３６）ｍｍｏｌ／（Ｌ·ｍｉｎ），４组大鼠术前至术后
１０周ＯＧＴＴ和ＩＴＴ曲线下面积变化趋势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Ｆ＝１４．０３，６．５８，Ｐ＜０．０５）。（３）空白
组、假手术组、匹配饮食组和手术组大鼠术后１０周空腹血清 ＴＣ分别为（５．４１±０．１９）ｍｍｏｌ／Ｌ、（５．５１±
０．１６）ｍｍｏｌ／Ｌ、（５．３２±０．４１）ｍｍｏｌ／Ｌ、（４．０４±０．２０）ｍｍｏｌ／Ｌ；ＴＧ分别为（６．９７±０．２５）ｍｍｏｌ／Ｌ、（６．８８±
０．３２）ｍｍｏｌ／Ｌ、（６．７１±０．２８）ｍｍｏｌ／Ｌ、（４．０５±０．２９）ｍｍｏｌ／Ｌ；ＦＦＡ分别为（１．５１±０．０８）ｍｍｏｌ／Ｌ、（１．５３±
０．０５）ｍｍｏｌ／Ｌ、（１．４４±０．１１）ｍｍｏｌ／Ｌ、（０．９８±０．０９）ｍｍｏｌ／Ｌ；４组大鼠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Ｆ＝６７．５６，２３４．９２，８３．４７，Ｐ＜０．０５）。（４）术后大鼠空肠组织病理学检查显示：手术组大鼠空肠组织与空
白组、假手术组和匹配饮食组比较，空肠增生肥大，肠壁增厚，肠绒毛增长。（５）空白组、假手术组、匹配饮
食组和手术组大鼠空肠黏膜组织中 ＰＥＰＣＫｍＲＮＡ表达量分别为１．００±０．１１、１．０４±０．１４、１．０７±０．１９、
１．４４±０．１０；Ｇ６ＰａｓｅｍＲＮＡ表达量分别为１．００±０．１６、１．０８±０．１３、０．９６±０．１３、１．３３±０．１１。ＰＥＰＣＫ蛋白
相对表达量分别为１０５±１１、９６±１０、９９±１５、１２９±１６；Ｇ６Ｐａｓｅ蛋白相对表达量分别为７７±１７、６６±１０、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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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２０１４９９上海，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奉贤区中心医院普通外科（颜勇、王时光、周联明、单远洲、张学利）；
４５７００１河南省濮阳市油田总医院普通外科（李旭忠）；２００２３３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上海市糖尿
病研究所（周舟、胡承）

　　通信作者：张学利，Ｅｍａｉｌ：ｌｅｊｉｎｇ１９９６＠ａｌｉｙｕｎ．ｃｏｍ

·１４９·中华消化外科杂志２０１５年１１月第１４卷第１１期　ＣｈｉｎＪＤｉｇＳｕｒｇ，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５，Ｖｏｌ．１４，Ｎｏ．１１



１３、９９±１３；４组大鼠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Ｆ＝１９．８０，１３．５２，１１．８５，９．２９，Ｐ＜０．０５）。结论
ＲＹＧＢ可改善肥胖症大鼠的代谢症状，其作用机制可能与术后空肠糖异生增强有关。
　　【关键词】　肥胖症；　糖异生；　ＲｏｕｘｅｎＹ胃旁路术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ＲｏｕｘｅｎＹｇａｓｔｒｉｃｂｙｐａｓｓｏｎｔｈｅｊｅｊｕｎａｌｇｌｕｃｏｎｅ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ｉｎｏｂｅｓｅｒａｔｓ　ＹａｎＹｏｎｇ，ＬｉＸｕｚｈｏｎｇ，
ＺｈｏｕＺｈｏｕ，ＷａｎｇＳｈｉ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Ｌｉａｎｍｉｎｇ，ＳｈａｎＹｕａｎｚｈｏｕ，ＨｕＣｈｅｎｇ，ＺｈａｎｇＸｕｅｌｉ．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ｕｒｇｅｒｙ，Ｃｅｎｔｒ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Ｆｅｎｇｘｉａｎ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１４９９，Ｃｈｉｎａ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ａｕｔｈｏｒ：ＺｈａｎｇＸｕｅｌｉ，Ｅｍａｉｌ：ｌｅｊｉｎｇ１９９６＠ａｌｉｙｕｎ．ｃｏｍ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ＲｏｕｘｅｎＹｇａｓｔｒｉｃｂｙｐａｓｓ（ＲＹＧＢ）ｏｎ
ｔｈｅｊｅｊｕｎａｌｇｌｕｃｏｎｅ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ｉｎｏｂｅｓｅｒａｔｓ．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ｔｙｈｉｇｈｆａｔｄｉｅｔｉｎｄｕｃｅｄｏｂｅｓｅｒａｔｓｗｅ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ｅ
ｂｌａｎｋｇｒｏｕｐ，ｓｈａｍｓｕｒｇｅｒｙａｄｌｉｂｉｔｕｍｆｅｄ（ＳＡ）ｇｒｏｕｐ，ｓｈａｍｓｕｒｇｅｒｙｐａｉｒｆｅｄ（ＳＰＦ）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ＲＹＧＢｇｒｏｕｐ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ｒａｎｄｏｍｎｕｍｂｅｒｔａｂｌｅ，ｗｉｔｈ１０ｒａｔｓｉｎｅａｃｈｇｒｏｕｐ．（１）Ｔｈｅｂｏｄｙｗｅｉｇｈｔａｎｄｆｏｏｄｉｎｔａｋｅｏｆｒａｔｓ
ｗｅｒｅｒｅｇｕｌａｒｌｙ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２）Ｔｈｅｏｒａｌｇｌｕｃｏｓｅ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ｔｅｓｔ（ＯＧＴＴ）ａｎｄｉｎｓｕｌｉｎ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ｔｅｓｔ（ＩＴＴ）ｗｅｒｅｄｏｎｅ
ｂｅｆｏ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ｔ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ｗｅｅｋ２，１０ｔｏ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ｇｌｕｃｏｓｅ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ａｎｄｉｎｓｕｌｉｎ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ｉｎｒａｔｓ．（３）
ＴｈｅｆａｓｔｉｎｇｓｅｒｕｍＴＣ，ＴＧａｎｄｆｒｅｅｆａｔｔｙａｃｉｄｗｅｒ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ｅｄａｔ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ｗｅｅｋ１０．（４）Ｊｅｊｕｎａｌｔｉｓｓｕｅｓｏｆｒａｔｓ
ｗｅｒｅ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ｅｄｆｏｒ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５）ＴｈｅｍＲＮＡ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ｉｎ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ｏｆｐｈｏｓｐｈｏｅｎｏｌｐｙｒｕｖａｔｅ
ｃａｒｂｏｘｙｋｉｎａｓｅ（ＰＥＰＣＫ）ａｎｄｇｌｕｃｏｓｅ６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ａｓｅ（Ｇ６Ｐａｓｅ）ｗｅｒｅ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ｂｙＲＴＰＣＲａｎｄ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ｔｅｓｔ，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ｄａｔａｗ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ａｓ珋ｘ±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ｕｓｉｎｇｏｎｅ
ｗａｙＡＮＯＶＡａｎｄｐａｉｒｗｉｓ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ｕｓｉｎｇＬＳＤｔｅｓｔ．Ｒｅｐｅａｔｅ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ｄａｔａ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ｂｙ
ｔｈｅｒｅｐｅａｔｅ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ＮＯＶＡ．Ｒｅｓｕｌｔｓ　（１）Ｔｈｅｂｏｄｙｗｅｉｇｈｔｗａｓｃｈａｎｇｅｄｆｒｏｍ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３２５±９）ｇｔｏ
（４５１±１８）ｇａｔ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ｗｅｅｋ１０ｉｎｔｈｅｂｌａｎｋｇｒｏｕｐ，ｆｒｏｍ（３２７±１１）ｇｔｏ（４４６±１４）ｇｉｎｔｈｅＳＡｇｒｏｕｐ，
ｆｒｏｍ（３３０±８）ｇｔｏ（４４２±１５）ｇｉｎｔｈｅＳＰＦｇｒｏｕｐ，ｆｒｏｍ（３２８±１０）ｇｔｏ（３６４±２３）ｇｉｎｔｈｅＲＹＧＢｇｒｏｕｐ，
ｓｈｏｗｉｎｇ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ｔｒｅｎｄｓ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４ｇｒｏｕｐｓ（Ｆ＝４２２．０３，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ＳＡ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ｂｌａｎｋｇｒｏｕｐｉｎｔｈｅｂｏｄｙｗｅｉｇｈｔｆｒｏｍ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ｗｅｅｋ１ｔｏ
ｗｅｅｋ４（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ＳＡ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ＳＰＦｇｒｏｕｐｉｎｔｈｅｂｏｄｙｗｅｉｇｈｔ
ａｔｗｅｅｋ６ａｆｔｅｒｓｕｒｇｅｒｙ（Ｐ＜０．０５）ａｎｄ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ｔｏｔｈｅｒｔｉｍｅｐｏｉｎｔｓ（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ｂｏｄｙｗｅｉｇｈｔｆｒｏｍｗｅｅｋ４ｔｏｗｅｅｋ１０ａｆｔｅｒｓｕｒｇｅｒ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ＲＹＧＢ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
ｂｌａｎｋｇｒｏｕｐ，ＳＡ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ＳＰＦｇｒｏｕｐ，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Ｐ＜０．０５）．Ｔｈｅｆｏｏｄｉｎｔａｋｅｗａｓｃｈａｎｇｅｄｆｒｏｍ
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２５．３±１．４）ｇｔｏ（２７．０±１．９）ｇａｔ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ｗｅｅｋ１０ｉｎｔｈｅｂｌａｎｋｇｒｏｕｐ，ｆｒｏｍ（２４．９±１．３）ｇ
ｔｏ（２７．８±２．１）ｇｉｎｔｈｅＳＦ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ｆｒｏｍ（２５．４±１．６）ｇｔｏ（１８．９±１．４）ｇｉｎｔｈｅＲＹＧＢｇｒｏｕｐ，ｓｈｏｗｉｎｇ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ｔｒｅｎｄｓ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３ｇｒｏｕｐｓ（Ｆ＝６４．６６，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ｆｏｏｄｉｎｔａｋ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ＳＦ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ｂｌａｎｋｇｒｏｕｐｆｒｏｍｗｅｅｋ１ｔｏｗｅｅｋ２ａｆｔｅｒｓｕｒｇｅｒｙ（Ｐ＜
０．０５），ａｎｄ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ｗｅｅｋ４ｔｏｗｅｅｋ１０ａｆｔｅｒｓｕｒｇｅｒｙ（Ｐ＞０．０５）．Ｆｒｏｍｗｅｅｋ２ｔｏｗｅｅｋ１０
ａｆｔｅｒｓｕｒｇｅｒｙ，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ＲＹＧＢ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ｂｌａｎｋｇｒｏｕｐｏｒｔｈｅＳＡｇｒｏｕｐ，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Ｐ＜０．０５）．（２）Ｔｈｅａｒｅａ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ｃｕｒｖｅｏｆＯＧＴＴｗａｓｃｈａｎｇｅｄｆｒｏｍ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１１６２±
５８）ｍｍｏｌ／（Ｌ·ｍｉｎｕｔｅｓ）ｔｏ（１１８１±６６）ｍｍｏｌ／（Ｌ·ｍｉｎｕｔｅｓ）ａｔ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ｗｅｅｋ１０ｉｎｔｈｅｂｌａｎｋｇｒｏｕｐ，ｆｒｏｍ
（１１６８±１３５）ｍｍｏｌ／（Ｌ·ｍｉｎｕｔｅｓ）ｔｏ（１１７５±１１６）ｍｍｏｌ／（Ｌ·ｍｉｎｕｔ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Ｆｇｒｏｕｐ，ｆｒｏｍ（１１５９±
９２）ｍｍｏｌ／（Ｌ·ｍｉｎｕｔｅｓ）ｔｏ（１１１７±７５）ｍｍｏｌ／（Ｌ·ｍｉｎｕｔ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ＰＦ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ｆｒｏｍ（１１８９±１０８）ｍｍｏｌ／
（Ｌ·ｍｉｎｕｔｅｓ）ｔｏ（９４０±９０）ｍｍｏｌ／（Ｌ·ｍｉｎｕｔｅｓ）ｉｎｔｈｅＲＹＧＢ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ａｒｅａ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ｃｕｒｖｅｏｆＩＴＴｗａｓ
ｃｈａｎｇｅｄｆｒｏｍ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５３３±８０）ｍｍｏｌ／（Ｌ·ｍｉｎｕｔｅｓ）ｔｏ（５１２±９５）ｍｍｏｌ／（Ｌ·ｍｉｎｕｔｅｓ）ａｔ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ｗｅｅｋ１０ｉｎｔｈｅｂｌａｎｋｇｒｏｕｐ，ｆｒｏｍ（４９８±７５）ｍｍｏｌ／（Ｌ·ｍｉｎｕｔｅｓ）ｔｏ（５４５±７３）ｍｍｏｌ／（Ｌ·ｍｉｎｕｔ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Ｆ
ｇｒｏｕｐ，ｆｒｏｍ（５１９±１２５）ｍｍｏｌ／（Ｌ·ｍｉｎｕｔｅｓ）ｔｏ（５３８±９２）ｍｍｏｌ／（Ｌ·ｍｉｎｕｔ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ＰＦ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ｆｒｏｍ
（５１３±７８）ｍｍｏｌ／（Ｌ·ｍｉｎｕｔｅｓ）ｔｏ（４２６±３６）ｍｍｏｌ／（Ｌ·ｍｉｎｕｔｅｓ）ｉｎｔｈｅＲＹＧＢ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ａｒｅａ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ｃｕｒｖｅｏｆＯＧＴＴａｎｄＩＴＴ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４ｇｒｏｕｐｓ（Ｆ＝１４．０３，６．５８，Ｐ＜０．０５）．
（３）ＴｈｅｆａｓｔｉｎｇｓｅｒｕｍＴＣ，ＴＧａｎｄＦＦＡｌｅｖｅｌｗｅｒｅ（５．４１±０．１９）ｍｍｏｌ／Ｌ，（６．９７±０．２５）ｍｍｏｌ／Ｌ，（１．５１±
０．０８）ｍｍｏｌ／Ｌｉｎｔｈｅｂｌａｎｋｇｒｏｕｐ，（５．５１±０．１６）ｍｍｏｌ／Ｌ，（６．８８±０．３２）ｍｍｏｌ／Ｌ，（１．５３±０．０５）ｍｍｏｌ／Ｌｉｎ
ｔｈｅＳＡｇｒｏｕｐ，（５．３２±０．４１）ｍｍｏｌ／Ｌ，（６．７１±０．２８）ｍｍｏｌ／Ｌ，（１．４４±０．１１）ｍｍｏｌ／ＬｉｎｔｈｅＳＰＦｇｒｏｕｐ，
（４．０４±０．２０）ｍｍｏｌ／Ｌ，（４．０５±０．２９）ｍｍｏｌ／Ｌ，（０．９８±０．０９）ｍｍｏｌ／ＬｉｎｔｈｅＲＹＧＢ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４ｇｒｏｕｐｓ（Ｆ＝６７．５６，２３４．９２，８３．４７，Ｐ＜０．０５）．（４）Ｔｈｅ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ｓｈｏｗｅｄｈｙｐｅｒｔｒｏｐｈｙ，ｂｏｗｅｌｗａｌｌｔｈｉｃｋｅｎｉｎｇ，ｖｉｌｌｕ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ｏｆｊｅｊｕｎｕｍｔｉｓｓｕｅｓｏｆｒａｔｓｉｎｔｈｅＲＹＧＢ
ｇｒｏｕｐ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ｂｌａｎｋ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ＳＡ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ＳＰＦｇｒｏｕｐ．（５）ＴｈｅｊｅｊｕｎｕｍｍｕｃｏｓａｍＲＮＡ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ｏｆＰＥＰＣＫａｎｄＧ６Ｐａｓｅｗｅｒｅ１．００±０．１１，１．００±０．１６，１０５±１１，７７±１７ｉｎｔｈｅｂｌａｎ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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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４ｇｒｏｕｐｓ（Ｆ＝１９．８０，１３．５２，１１．８５，９．２９，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ＲＹＧＢ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ｏｂｅｓｅｒａｔｓ，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ｗｈｉｃｈｍａｙｂ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ｊｅｊｕｎａｌｇｌｕｃｏｎｅ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Ｇｌｕｃｏｎｅ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ＲｏｕｘｅｎＹｇａｓｔｒｉｃｂｙｐａ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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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谢外科手术是治疗肥胖症及肥胖症合并２型
糖尿病（ｔｙｐｅ２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Ｔ２ＤＭ）的有效方法，
但其作用机制尚未完全阐明［１－５］。其中 ＲｏｕｘｅｎＹ
胃旁路术（ＲｏｕｘｅｎＹｇａｓｔｒｉｃｂｙｐａｓｓ，ＲＹＧＢ）缓解肥
胖症、Ｔ２ＤＭ及其他代谢症状效果明显，是目前应用
最多的手术方式［６］。糖异生是机体物质代谢中的

重要生理过程，近年来的研究结果发现：小肠糖异生

在维持糖及能量代谢稳态中具有重要作用［７］。

ＲＹＧＢ后小肠的重构可引起其功能发生改变，且这
种变化可能参与术后的代谢改善［８－９］。本研究通过

建立ＲＹＧＢ大鼠模型，观察 ＲＹＧＢ缓解肥胖症及改
善糖脂代谢的情况，并探讨该手术方式对空肠糖异

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微量血糖仪及血糖试条购自长沙三诺生物传感
股份有限公司；人胰岛素购自丹麦诺和诺德公司；大

鼠ＴＣ、ＴＧ、游离脂肪酸（ｆｒｅｅｆａｔｔｙａｃｉｄ，ＦＦＡ）测定试
剂盒购自浙江东瓯诊断产品有限公司；Ｔｒｉｚｏｌ总
ＲＮＡ提取试剂购自江苏碧云天公司；逆转录荧光定
量ＰＣＲ试剂盒购自大连宝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兔抗
鼠磷酸烯醇丙酮酸羧激酶（ｐｈｏｓｐｈｏｅｎｏｌｐｙｒｕｖａｔｅｃａｒ
ｂｏｘｙｋｉｎａｓｅ，ＰＥＰＣＫ）、葡萄糖６磷酸酶 α（ｇｌｕｃｏｓｅ６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ａｓｅ，Ｇ６Ｐａｓｅ）抗体购自美国ＳａｎｔａＣｒｕｚ公司。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动物分组及模型制备：６周龄普通级雄性
ＳＤ大鼠４０只，体质量为１６０～１８０ｇ，购自上海西普
尔必凯实验动物有限公司，许可证号：ＳＣＸＫ（沪）
２０１３００１６。适应性喂养２周后，予高脂饲料（含蛋
白质２０％、糖２０％、脂肪６０％）喂养４周诱导肥胖
症。大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空白组、假手术组、匹

配饮食组和手术组，每组１０只，样本量由前期研究结
果确定［１０］。空白组大鼠饲养环境与其余各组相同，

但不进行任何手术，其余各组行相应手术。术前２ｄ
予无渣饮食，术前１２ｈ禁食不禁水。假手术组：在对
应手术组的位置切开，原位缝合，达到与手术组相当

的创伤。匹配饮食组：行与假手术组相同的操作，术

后给予手术组前１ｄ的进食量。手术组：参照文献
［１１］的方法行ＲＹＧＢ，１％戊巴比妥钠０．５ｍＬ／１００ｇ
腹腔注射麻醉大鼠后，取上腹正中长约４ｃｍ切口开
腹。分离并以４０丝线结扎大鼠胃周韧带与血管，
于胃小弯胃食管交界下方３～５ｍｍ处向大弯侧斜

行离断胃体，断端以５０丝线缝合关闭，胃近端形成
小胃囊。距屈氏韧带约１０ｃｍ处离断空肠，空肠远
端与小胃囊行侧侧吻合，近端于胃空肠吻合口下方

约１５ｃｍ处行空肠侧侧吻合，吻合口以５０丝线间
断缝合。见图１。冲洗腹腔，切口消毒后以３０丝
线关腹；予青霉素２０万单位肌肉注射预防感染，生
理盐水５ｍＬ／１００ｇ皮下注射补充水电解质。假手
术组、匹配饮食组和手术组大鼠术后２４ｈ内禁食禁
水，２４ｈ后予流质饮食，术后３ｄ恢复基础饲料喂养
（含蛋白质２０％、糖７０％、脂肪１０％）。
　　术后１０周，禁食１２ｈ后麻醉处死大鼠，留取血
清置于－８０℃冰箱保存。手术组大鼠留取空肠滋
养支中间部分，其余各组则留取对应的 Ｔｒｅｉｔｚ韧带
下约１７ｃｍ处空肠，部分用１０％甲醛固定，部分浸
于液氮后置于－８０℃冰箱保存。

图１　大鼠ＲｏｕｘｅｎＹ胃旁路术示意图

１．２．２　体质量和进食量：各组大鼠术前及术后２周
内每周检测１次体质量，然后每２周测量１次；术前
及术后每天检测进食量，直至实验结束。

１．２．３　糖代谢指标：（１）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ｏｒａｌ
ｇｌｕｃｏｓｅ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ｔｅｓｔ，ＯＧＴＴ）：各组大鼠于术前、术后
２周和１０周行 ＯＧＴＴ。大鼠禁食１２ｈ，一次性给予
２０％葡萄糖（１ｇ／ｋｇ）灌胃，分别于０、３０、６０、１２０ｍｉｎ
采集大鼠尾静脉血检测血糖，采用梯形求积法计算

曲线下面积。（２）胰岛素耐量试验（ｉｎｓｕｌｉｎ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ｔｅｓｔｓ，ＩＴＴ）：各组大鼠于术前、术后 ２周和 １０周行
ＩＴＴ。大鼠禁食 １２ｈ，一次性腹腔注射人胰岛素
（０．５Ｕ／ｋｇ），分别于０、３０、６０、１２０ｍｉｎ采集大鼠尾
静脉血检测血糖，采用梯形求积法计算曲线下面积。

１．２．４　脂代谢指标：术后１０周检测各组大鼠空腹
血清ＴＣ、ＴＧ、ＦＦＡ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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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５　组织病理学检查：将各组大鼠空肠组织进行
石蜡包埋，制成石蜡切片行ＨＥ染色，光镜下观察各
组大鼠空肠组织形态学变化。

１．２．６　ＲＮＡ提取及 ＲＴＰＣＲ检测相应 ｍＲＮＡ表
达：检测各组大鼠空肠黏膜组织中 ＰＥＰＣＫ、Ｇ６Ｐａｓｅ
ｍＲＮＡ表达水平。刮取各组大鼠空肠黏膜组织，
Ｔｒｉｚｏｌ提取总ＲＮＡ，用ＴｈｅｒｍｏＮａｎｏＤｒｏｐ２０００分光光
度计检测 ＲＮＡ的含量和纯度，逆转录合成 ｃＤＮＡ。
采用ＲｏｃｈｅＬｉｇｈｔＣｙｃｌｅｒ４８０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仪进
行ＰＣＲ扩增，运用２－△△Ｃｔ法分析结果。引物由上海
ＢｉｏＴＮＴ公司合成，以 ＧＡＰＤＨ作为内参照。ＰＥＰＣＫ
上游引物：５′ＴＴＴＧＧＴＣＡＡＣＡＡＣＴＧＧＧＣＣＴ３′，下游
引物：５′ＴＴＧＧＴＴＴＴＣＣＣＡＣＡＧＧＣＡＣＴ３′，扩增长度
２６１ｂｐ，退火温度６０℃；Ｇ６Ｐａｓｅ上游引物：５′ＧＧＴＡ
ＧＣＣＣＴＧＴＣＴＴＴＣＴＴＴＧ３′，下游引物：５′ＧＧＧＣＴＴＴＣ
ＴＣＴＴＣＴＧＴＧＴＣＧ３′，扩增长度１４５ｂｐ，退火温度６０℃；
ＧＡＰＤＨ上游引物：５′ＡＣＧＧＧＡＡＡＣＣＣＡＴＣＡＣＣＡＴＣ３′，
下游引物：５′ＣＣＣＴＴＣＣＡＣＧＡＴＧＣＣＡＡＡＧＴ３′，扩增
长度３１１ｂｐ，退火温度６０℃。
１．２．７　蛋白提取及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检测：ＲＩＰＡ裂解液
提取各组大鼠空肠黏膜组织蛋白，ＢＣＡ法进行总蛋
白定量分析。等量总蛋白经１０％ ＳＤＳ聚丙烯酰胺
凝胶电泳分离后转印至 ＰＶＤＦ膜上，含５％脱脂奶
粉的 ＴＢＳＴ封闭 １ｈ后分别加入兔抗鼠 ＰＥＰＣＫ、
Ｇ６Ｐａｓｅ、ＧＡＰＤＨ多克隆抗体，４℃孵育过夜。洗膜
后用辣根过氧化酶标记的山羊抗兔抗体室温孵育

２ｈ，洗膜后用 ＥＣＬ化学发光试剂显色，经 Ｉｍａｇｅ
ＱｕａｎｔＬＡＳ４０００ｍｉｎｉ成像后采用 ＩｍａｇｅＪ软件进行
光密度值分析。

１．３　统计学分析
　　应用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软件进行分析。符合正态

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珋ｘ±ｓ表示，多组比较采用单因素
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 ＬＳＤ检验。重复测量数据
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大鼠体质量和进食量情况
　　空白组、假手术组、匹配饮食组和手术组大鼠术
前体质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４组
大鼠术前至术后１０周体质量变化趋势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Ｆ＝４２２．０３，Ｐ＜０．０５）。术后１～４周，
假手术组大鼠体质量与空白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而术后６～１０周两组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１～６周，匹配饮食组
大鼠体质量与空白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而术后 ８～１０周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假手术组与匹配饮食组大鼠术后体质
量各时间点比较，仅术后６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其他时间点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术后４～１０周，手术组大鼠体质量分别与空白组、假
手术组和匹配饮食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１。
　　空白组、假手术组和手术组大鼠术前进食量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３组大鼠术前至
术后１０周进食量变化趋势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Ｆ＝６４．６６，Ｐ＜０．０５）。术后１～２周，假手术组大
鼠进食量与空白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而术后 ４～１０周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术后２～１０周，手术组大鼠进食量分别与空
白组和假手术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２。

表１　各组大鼠术前和术后体质量变化情况（珋ｘ±ｓ，ｇ）

组别 只数 术前 术后１周 术后２周 术后４周 术后６周 术后８周 术后１０周

空白组　　 １０ ３２５±９　 ３３９±８ ３５２±９ ３７６±１６ ４０２±８　 ４２８±１５ ４５１±１８

假手术组　 １０ ３２７±１１ ３０６±８ ３３２±７ ３５５±１２ ４０４±１５ ４２４±１５ ４４６±１４

匹配饮食组 １０ ３３０±８　 ２９９±９ ３２４±１４ ３５２±１６ ３８９±１６ ４１８±１３ ４４２±１５

手术组　　 １０ ３２８±１０ ３０１±８ ３２８±１２ ３３６±１３ ３４８±９　 ３５７±２０ ３６４±２３

Ｆ值 ０．４９ ４５．２７ １２．３５ １１．８９ ３９．８６ ４２．８３ ５１．１６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空白组：大鼠饲养环境相同，不进行任何手术；假手术组：对应手术组大鼠腹部位置切开，原位缝合；匹配饮食组：大鼠手术操作同

假手术组，术后给予手术组前１ｄ的进食量；手术组：大鼠行ＲｏｕｘｅｎＹ胃旁路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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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各组大鼠术前和术后进食量变化情况（珋ｘ±ｓ，ｇ）

组别 只数 术前 术后１周 术后２周 术后４周 术后６周 术后８周 术后１０周
空白组 １０ ２５．３±１．４ ２４．６±２．３ ２４．３±２．０ ２６．６±１．８ ２６．６±３．６ ２７．６±１．７ ２７．０±１．９
假手术组 １０ ２４．９±１．３ １１．８±１．１ １８．８±２．１ ２７．４±２．９ ２４．３±２．０ ２６．０±２．０ ２７．８±２．１
手术组 １０ ２５．４±１．６ １２．６±１．３ １５．９±２．９ １７．８±２．２ １８．４±１．４ １７．４±１．９ １８．９±１．４
Ｆ值 ０．２５ １８０．６４ ３１．２０ ４９．４８ ７．３６ ８１．３９ ６９．６６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空白组：大鼠饲养环境相同，不进行任何手术；假手术组：对应手术组大鼠腹部位置切开，原位缝合；手术组：大鼠行 ＲｏｕｘｅｎＹ胃

旁路术

２．２　大鼠糖代谢变化
　　空白组、假手术组、匹配饮食组和手术组大鼠术
前ＯＧＴＴ、ＩＴＴ曲线下面积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４组大鼠术前至术后１０周 ＯＧＴＴ、
ＩＴＴ曲线下面积变化趋势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Ｆ＝１４．０３，６．５８，Ｐ＜０．０５）。术后２周和１０周，
手术组大鼠 ＯＧＴＴ、ＩＴＴ曲线下面积低于空白组、假
手术组和匹配饮食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而空白组、假手术组和匹配饮食组两两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４。

表３　各组大鼠ＯＧＴＴ曲线下面积变化情况
［珋ｘ±ｓ，ｍｍｏｌ／（Ｌ·ｍｉｎ）］

组别 只数 术前 术后２周 术后１０周

空白组　　 １０ １１６２±５８　 １１４０±７７ １１８１±６６　
假手术组　 １０ １１６８±１３５ １１２８±６８ １１７５±１１６

匹配饮食组 １０ １１５９±９２　 １１２８±９５ １１１７±７５　
手术组　　 １０ １１８９±１０８ ８３２±７９ ９４０±９０　
Ｆ值 ０．１７ ３４．４２ １５．８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空白组：大鼠饲养环境相同，不进行任何手术；假手术

组：对应手术组大鼠腹部位置切开，原位缝合；匹配饮食

组：大鼠手术操作同假手术组，术后给予手术组前１ｄ
的进食量；手术组：大鼠行 ＲｏｕｘｅｎＹ胃旁路术；ＯＧＴＴ：
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

表４　各组大鼠ＩＴＴ曲线下面积变化情况
［珋ｘ±ｓ，ｍｍｏｌ／（Ｌ·ｍｉｎ）］

组别 只数 术前 术后２周 术后１０周
空白组　　 １０ ５３３±８０　 ５０８±８１　 ５１２±９５
假手术组　 １０ ４９８±７５　 ５４４±１０２ ５４５±７３
匹配饮食组 １０ ５１９±１２５ ５１４±５７　 ５３８±９２
手术组　　 １０ ５１３±７８　 ３９５±５５　 ４２６±３６
Ｆ值 ０．２４ ７．２９ ４．９４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空白组：大鼠饲养环境相同，不进行任何手术；假手术

组：对应手术组大鼠腹部位置切开，原位缝合；匹配饮食

组：大鼠手术操作同假手术组，术后给予手术组前１ｄ
的进食量；手术组：大鼠行 ＲｏｕｘｅｎＹ胃旁路术；ＩＴＴ：胰
岛素耐量试验

２．３　大鼠脂代谢变化
　　空白组、假手术组、匹配饮食组和手术组大鼠术
后１０周空腹血清 ＴＣ、ＴＧ、ＦＦＡ比较，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手术组大鼠血清 ＴＣ、ＴＧ、ＦＦＡ
水平低于空白组、假手术组和匹配饮食组，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空白组、假手术组和匹配饮
食组两两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见表５。

表５　各组大鼠术后１０周空腹血清ＴＣ、ＴＧ、
游离脂肪酸水平（珋ｘ±ｓ，ｍｍｏｌ／Ｌ）

组别 只数 ＴＣ ＴＧ 游离脂肪酸

空白组 １０ ５．４１±０．１９ ６．９７±０．２５ １．５１±０．０８

假手术组 １０ ５．５１±０．１６ ６．８８±０．３２ １．５３±０．０５

匹配饮食组 １０ ５．３２±０．４１ ６．７１±０．２８ １．４４±０．１１

手术组 １０ ４．０４±０．２０ ４．０５±０．２９ ０．９８±０．０９

Ｆ值 ６７．５６ ２３４．９２ ８３．４７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空白组：大鼠饲养环境相同，不进行任何手术；假手术

组：对应手术组大鼠腹部位置切开，原位缝合；匹配饮食

组：大鼠手术操作同假手术组，术后给予手术组前１ｄ

的进食量；手术组：大鼠行ＲｏｕｘｅｎＹ胃旁路术

２．４　大鼠空肠病理学形态变化
　　术后大鼠空肠 ＨＥ染色检查显示：手术组大鼠
空肠组织与空白组、假手术组和匹配饮食组比较，空

肠增生肥大，肠壁增厚，肠绒毛增长。见图２。
２．５　空肠黏膜ＰＥＰＣＫ和Ｇ６Ｐａｓｅ的表达情况
　　术后１０周，空白组、假手术组、匹配饮食组和手
术组大鼠空肠黏膜组织ＰＥＰＣＫ、Ｇ６ＰａｓｅｍＲＮＡ和蛋
白的表达水平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手术组大鼠空肠黏膜组织ＰＥＰＣＫ、Ｇ６ＰａｓｅｍＲＮＡ和
蛋白的表达水平均高于空白组、假手术组和匹配饮

食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空白组、假
手术组和匹配饮食组两两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图３，表６，表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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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Ａ：空白组；２Ｂ：假手术组；２Ｃ：匹配饮食组；２Ｄ：手术组　空白组：大鼠饲养环境相同，不进行任何手术；假手术组：对应手术组大鼠腹部位
置切开，原位缝合；匹配饮食组：大鼠手术操作同假手术组，术后给予手术组前１ｄ的进食量；手术组：大鼠行ＲｏｕｘｅｎＹ胃旁路术

图２　４组大鼠空肠病理学变化　ＨＥ染色　低倍放大

１：空白组；２：假手术组；３：匹配饮食组；４：手术组　空白组：大鼠
饲养环境相同，不进行任何手术；假手术组：对应手术组大鼠腹部

位置切开，原位缝合；匹配饮食组：大鼠手术操作同假手术组，术

后给予手术组前１ｄ的进食量；手术组：大鼠行ＲｏｕｘｅｎＹ胃旁路
术；ＰＥＰＣＫ：磷酸烯醇式丙酮酸羧激酶；Ｇ６Ｐａｓｅ：葡萄糖６磷酸酶α
图３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检测各组大鼠空肠黏膜ＰＥＰＣＫ和Ｇ６Ｐａｓｅ蛋白表达

表６　各组大鼠术后１０周空肠黏膜组织ＰＥＰＣＫ
和Ｇ６ＰａｓｅｍＲＮＡ相对表达量（珋ｘ±ｓ）

组别 只数 ＰＥＰＣＫ Ｇ６Ｐａｓｅ

空白组 １０ １．００±０．１１ １．００±０．１６

假手术组 １０ １．０４±０．１４ １．０８±０．１３

匹配饮食组 １０ １．０７±０．１９ ０．９６±０．１３

手术组 １０ １．４４±０．１０ １．３３±０．１１

Ｆ值 １９．８０ １３．５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注：空白组：大鼠饲养环境相同，不进行任何手术；假手术

组：对应手术组大鼠腹部位置切开，原位缝合；匹配饮食

组：大鼠手术操作同假手术组，术后给予手术组前１ｄ
的进食量；手术组：大鼠行ＲｏｕｘｅｎＹ胃旁路术；ＰＥＰＣＫ：
磷酸烯醇丙酮酸羧激酶；Ｇ６Ｐａｓｅ：葡萄糖６磷酸酶α

表７　各组大鼠术后１０周空肠黏膜组织ＰＥＰＣＫ
和Ｇ６Ｐａｓｅ蛋白相对表达量（珋ｘ±ｓ）

组别 只数 ＰＥＰＣＫ Ｇ６Ｐａｓｅ

空白组 １０ １０５±１１ ７７±１７

假手术组 １０ ９６±１０ ６６±１０

匹配饮食组 １０ ９９±１５ ７９±１３

手术组 １０ １２９±１６ ９９±１３

Ｆ值 １１．８５ ９．２９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注：空白组：大鼠饲养环境相同，不进行任何手术；假手术

组：对应手术组大鼠腹部位置切开，原位缝合；匹配饮食

组：大鼠手术操作同假手术组，术后给予手术组前１ｄ
的进食量；手术组：大鼠行ＲｏｕｘｅｎＹ胃旁路术；ＰＥＰＣＫ：
磷酸烯醇丙酮酸羧激酶；Ｇ６Ｐａｓｅ：葡萄糖６磷酸酶α

３　讨论
　　代谢综合征是指机体物质代谢发生紊乱的病理
学状态，是一组复杂的代谢紊乱症候群。代谢综合

征的中心环节是肥胖症和胰岛素抵抗，其主要组成

为肥胖症。代谢综合征是Ｔ２ＤＭ及心脑血管疾病的
高危因素，严重危害人类健康。随着人类生活水平

的提高及生活方式的改变，近年我国代谢综合征的

发病率明显升高。Ｓｃｈａｕｅｒ等［１２］报道的临床随机对

照研究结果表明：与传统内科治疗比较，ＲＹＧＢ能明
显且持久改善合并肥胖症 Ｔ２ＤＭ患者的代谢症状，
降低心脑血管疾病危险因素。本研究采用高脂饲料

喂养大鼠诱导肥胖症和胰岛素抵抗，模拟人类代谢

综合征的发病过程。

　　本研究结果表明：肥胖症大鼠行 ＲＹＧＢ后，体
质量增长明显减缓，且较空白组、假手术组和匹配饮

食组显著降低。ＯＧＴＴ和 ＩＴＴ结果表明：肥胖症大
鼠行 ＲＹＧＢ后，其糖耐量和胰岛素敏感性显著升
高。此外，手术组大鼠血脂水平显著降低，这表明

ＲＹＧＢ具有改善肥胖症大鼠脂代谢的作用。虽然
ＲＹＧＢ后大鼠进食量减少，但匹配饮食组大鼠却未
能达到相同的代谢改善效果，这表明术后代谢改善

并不仅仅依赖于摄食减少。此外，虽然假手术组大

鼠体质量在术后４周内与空白组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但假手术组大鼠却无明显代谢改善，这表明

术后代谢改善并不仅仅依赖于体质量下降。以上研

究结果与相关研究报道的结果一致［１３－１５］。

　　糖异生是指从非糖化合物（乳酸、甘油、生糖
氨基酸等）转变为葡萄糖的过程，其中 ＰＥＰＣＫ和
Ｇ６Ｐａｓｅ是糖异生的关键酶。传统的观点认为：机体
进行糖异生的主要器官为肝，其次为肾（仅在长期

饥饿情况下）［１６］。近年研究结果发现：小肠中同样

具有完整的糖异生酶系统，能通过糖异生作用调控

机体代谢［１７］。Ｓａｅｉｄｉ等［１８］的研究结果表明：ＲＹＧＢ
后空肠滋养支过早受到食糜刺激，其糖转运及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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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谢功能明显增强，且这种生理功能的变化对维持

血糖稳态具有重要作用。本研究结果亦发现：

ＲＹＧＢ后大鼠空肠形态学变化明显，空肠增生肥大，
肠壁增厚，肠绒毛增长。检测空肠黏膜糖异生关键

酶发现：ＰＥＰＣＫ、Ｇ６ＰａｓｅｍＲＮＡ和蛋白表达水平均
显著升高，这表明大鼠行 ＲＹＧＢ后空肠糖异生增
强。有关ＲＹＧＢ改善代谢的机制，既往研究者较多
关注肠胰岛轴假说，近年的研究结果提出了肠脑
轴假说［１９］。肠脑轴假说认为：小肠糖异生可通过
门静脉葡萄糖感受器的作用，产生中枢神经信号后

作用于外周器官，减少进食并改善机体胰岛素敏感

性。Ｔｒｏｙ等［２０］的研究结果表明：小鼠行ＲＹＧＢ后小
肠糖异生功能增强与术后代谢改善密切相关，而抑

制门静脉神经传导后这种相关性消失。近期 Ｓｏｔｙ
等［２１］用Ｇ６Ｐａｓｅ基因敲除小鼠进行实验，其结果表
明：小肠糖异生控制着肠脑神经通路，并在维持机
体代谢稳态中具有重要作用。本研究结果支持上述

“肠脑轴假说”，这提示 ＲＹＧＢ对小肠糖异生的上
调作用可能通过肠脑神经通路改善机体代谢症状。
　　综上所述，ＲＹＧＢ能改善肥胖症大鼠的代谢症
状，其作用机制可能与术后空肠糖异生增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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