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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研究不同肌糖原状态下运动诱导肌源性白细胞介素 6(Interukin-6 , IL-6)表达及蛋白释

放与葡萄糖转运体 4(Gluco se Transport 4 , G LUT4)基因表达的关系。方法:通过特定的运动方案和
饮食方案造成大鼠在运动前体内肌糖原含量不同 ,再观察定量负荷跑台运动后肌源性 I L-6表达及释放

与葡萄糖转运体 GLU T4基因表达的变化规律 。结果:血清 IL-6浓度在运动 30min 后显著增加 ,运动

120min后达到峰值 ,运动后逐渐降低;骨骼肌 IL-6mRNA 在运动 120min后显著增加 ,运动后 3-6h 继
续增加至峰值;骨骼肌G LUT4mRNA 在运动时并未增加 ,而在运动后 3h 开始增加 ,运动后 6h 达到峰

值。上述三个指标在低肌糖原组的增加与正常糖原组相比更加显著。结论:低肌糖原含量可以促进运

动中 IL-6的释放及运动后恢复期 IL-6和 G LU T4的基因表达;运动导致恢复期 G LU T4基因表达的增

加很有可能与肌源性 IL-6的表达及 IL-6的自分泌作用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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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 between exercise-induced muscle-derived IL-6 gene expression and

protein release and GLUT4 gene ex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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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 r w as to research into the relat ion betw een exe rcise-induced muscle derived I L-6
gene expression and protein release and G LUT4 gene expression in the dif fe rent states of skeletal mus-
cle g ly cogen caused by special g ly cogen and meal projects.Changes of muscle-derived I L-6 gene ex-
pression and protein release as well as G LU T4 gene expression af ter t readmill e xercise we re moni-
to red.I t w as seen that serum IL-6 concentration increased in the groups of exercise in 30 minutes ,
then peaked in the g roups of exercise in 120 m inute s and decreased g radually af ter ex ercise.IL-
6mRNA of skeletal muscles increased in the g roups o f exercise in 120 minutes ., then peaked in the

groups of po st-exercise in three to six hours .G LUT4mRNA o f skeletal muscles did not increase in

the g roups of exercise.Howeve r , i t increased in the groups of po st-exercise in three hours , then peak-
ed in the groups of po st-exercise in six hours .Compared w ith the normal gly cogen g roups , the three

above indicato rs increased more signif icantly in the low muscles glycogen groups.It could be conclu-
ded that low muscle gly cogen content could induce the release of IL-6 and G LU T4 in the recovery peri-
od af ter exercise.It w as likely that exercise-induced increase of GLU T4 gene expression in the recov-
ery period af ter exercise w as related w ith auto-secretion o f IL-6.
Key words:exercise secretion;gly cogen of skeletal muscles;exercise;muscle-de rived IL-6;
G LU T4mRNA

　　已有大量文献报道 ,剧烈运动后 ,循环血 IL-6浓

度及骨骼肌 I L-6 基因转录显著增加
[ 1-3]

。同时 ,肌糖

原含量是运动引起骨骼肌 IL-6基因表达增加的关键

触发因素[ 4-5] 。众多文献表明肌源性 IL-6对于调节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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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中及运动后的糖代谢具有重要作用 ,如刺激骨骼肌

对血液葡萄糖的摄取增加 。然而 ,肌源性 IL-6是通过

何种机制增加骨骼肌对血液葡萄糖的摄取 ,尚不清楚。

本文通过特定的实验模型模拟运动前不同肌糖原状

态 ,探讨在此状态下机体运动时肌源性 IL-6与骨骼肌

葡萄糖转运体 G LU T4基因表达的变化规律 ,从而揭

示肌源性 IL-6促进骨骼肌摄取葡萄糖的机制 ,为运动

训练实践提供实验依据和理论指导 。

1　实验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动物与分组

SPF/VAF 级的雄性 SD大鼠 ,体重 180±13g ,购

自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试验动物中心 ,质量合格证编

号:NO 0059278。所有动物运动前均喂食标准啮齿动

物维持期饲料 ,自由进食和饮水。动物分为空白对照

组和运动前低肌糖原组 、运动前正常肌糖原组三个大

组 ,后面两个大组又分别分为安静对照组 、运动 30min

组 、运动2h组 、运动 2h后恢复 3h 组和运动 2h后恢复

6h组 5个小组 。每组 8只 。

1.2　运动方式

1.2.1　糖原消耗运动

各组大鼠(空白对照组除外)运动 4 次 , 每次

30min ,每次间歇 3min ,总运动时间为 120min ,前三次

跑台速度为 18m/min ,第 4次(最后一次)跑台速度为

30m/min。坡度为 0°。

1.2.2　定量负荷运动

糖原消耗运动后 24h ,各组大鼠(空白对照组和安静

对照组除外)进行定量负荷运动 ,速度恒定为 18m/min ,

坡度为 0°,运动时间根据分组而定 ,分别为30min或 2h。

1.3　膳食方案

运动后恢复期一天内 ,正常膳食组喂食标准饲料 ,

低糖膳食组大鼠喂食特殊配制的低糖饲料。在正常膳

食组饮水中加入蔗糖 ,其浓度为 5%;低糖膳食组饮用

蒸馏水。同时 ,正常膳食组大鼠运动后马上放入装有

饲料的笼内;而低糖膳食组大鼠在运动后 6min 内不

加入任何低糖饲料 ,一直到 6h 后才加入低糖饲料 ,并

且加入的量也比正常喂食时稍少。24h 后大鼠定量负

荷运动后的大鼠均喂食标准饲料和蒸馏水。

1.4　动物宰杀与取材

各组大鼠分别于相应的时间点宰杀 。大鼠经

20%乌拉坦腹腔麻醉后 ,迅速剖开腹腔 ,腹主动脉取血

分离血清;取右侧股四头肌 ,在冰水中除去可见的血

液 、脂肪和筋膜 ,用滤纸吸干 ,锡纸包裹 ,标记 ,迅速置

于液氮中 ,随后被转入-80℃低温冰箱中直到检测 。

1.5　指标测试

1.5.1　血清 IL-6:双抗夹心法(ELISA)

雷杜公司生产的酶标仪 ,型号 RT-2100C;试剂盒

购自上海轩昊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5.2　肌糖原:恩酮法

仪器为 721型光栅分光光度计 。试剂盒购于南京

建成生物有限公司

1.5.3　骨胳肌 I L-6mRNA 、骨骼肌G LUT4 mRNA

实时定量 PCR(Real-time PCR)

(1)总 RNA 的抽提:Trizol法

美国科俊仪器公司生产的超速冷冻离心机;佳美仪

器厂生产的可调电动匀浆器;上海典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代理的 MAXLine 酶标仪;Trizol 试剂盒购于上海英

骏生物有限公司;氯仿 、异丙醇 、DEPC 购于 Sigma-

Aldrich公司。100mg肌肉样品按 100mg 组织/ml加入

Trizol ,用电动匀浆器充分匀浆 。12000rpm 离心 5min ,

弃沉淀。按 200ul氯仿/mlTrizol 比例加入氯仿 ,振荡摇

匀后室温放置 15min。4℃12000g 离心 15min。吸取上

层水相至另一离心管中 。按 0.5ml异丙醇/mlTrizol 加

入异丙醇混匀 , 室温放置 10min。4℃12000g 离心

15min ,弃上清 , RNA 沉于管底。室温晾干 10min。

50ulDEPC水溶解 RNA样品。测定 260nm和 280nm波

长下的吸光度 ,以 OD260 值计算 RNA 含量 , OD260/

OD280值鉴定纯度 ,所得结果>1.7。

(2)RNA浓度 、纯度检验:琼脂糖凝胶电泳

取 4ulRNA 样品 ,与 1ul上样缓冲液(0.25%溴酚

蓝 、0.25%二甲苯青 FF 、15%聚蔗糖水溶液)混匀后加

样 ,以 5V/cm 进行电泳 ,最后在紫外灯下观察 RNA

的分离情况 ,可见 5S 、18S 和 28S rRNA 三条电泳带 ,

其中 18S 和 28SrRNA 条带的显色强度约为 1:1.9。

本试验总 RNA完整性检测电泳图见图 1。

图 1　总 RNA 检测电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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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逆转录

美国 ABI 公司生产的 PCR扩增仪 ,型号:2720;

RT -PCR试剂盒购自 Fermentas 公司 。总反应体系

20ul。取 20ulRNA 于 70°C 孵育混合物 5min , 冰冷

却 ,短暂离心 , 收集沉淀。加入 5x 反应缓冲液

4μlRiboLockTM核糖核酸酶抑制剂(20u/μl)1μl10mM

dN TP 混合物 2μl轻柔混合 ,短暂离心 ,收集沉淀。加

入 RevertAid
TM
-MuLV 逆转录酶 , 42°C 孵育混合物

60min ,70°C 加热 10min 终止反应 ,冰冷 ,获得 cDNA

的第一链 。

(4)Real T ime PCR

伯乐生命医学产品有限公司(bio-rad)生产实时荧

光 PCR仪;试剂盒购于宝生物工程(大连)有限公司;

引物由上海英骏生物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设计。反应

体系为 20μl , 分别为:SYER Premix Ex Taq(2 ×)

10μl ,PCR Fo rw ard Primer(上游引物 , 10μm):0.4μl ,

PCR Reverse Primer(下游引物 , 10μm):0.4μl , DNA

模板:1.0μl ,DH2O 灭菌蒸馏水:7.3μl。 IL-6(上游引

物:5'CCACT TCACAAG TCGGAGGCTTA3'下游引

物:5'G TGCA TCA TCGCTGT TCA TACAA TC3', 退

火温度 , 59.2°C)。G LUT4(上游引物:5'CGT TG-

GCATGGGT TTCCAG3';下游引物:5'GCCTCTG-

G TT TCAGGCACTCTTAG3';退火温度 ,56.8°C):内

参基因 beta-actin(上游引物:5'TGGTGGG TA T-

GGG TCAGAAGGACTC3';下游引物:5'CA TGGCT-

GGGG TG TTGAAGGTCTCA3';退火温度 , 56.2°C)。

PCR反应程序 , 95°C 30s , 95°C 30s;40个循环 ,变性

95°C 5s ,退火 20s ,72°C 15s;95°C60s , 55°C60s。计算

方法使用比较 CT 法相对定量 , 目的基因表达量 =

2(CT内参―CT目的)

1.6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均以“平均数±标准差”(mean±SD)表

示。统计分析使用 SPSS 11.5和 Sigmaplot9.0版本统

计分析软件完成。各组之间的指标比较先进行方差齐

性检验 ,方差齐者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如若具有显著

性 ,则在两组之间采用 t检验;如方差不齐 ,则采用多个

独立样本非参数检验 。显著性水平为 p<0.05。另外

以肌糖原为控制变量对骨骼肌 IL-6mRNA水平及血清

IL-6浓度与GLUT4mRNA 水平进行偏相关分析。

2　实验结果

2.1　肌糖原含量

表 1　不同时间点各组大鼠肌糖原含量(mg/g 组织)的比较(平均值±标准差)

空白对照 安静对照 运动 30min 运动 120min 运动后 3h 运动后 6h

5.66±1.28

低糖原组 3.29±0.67﹡☆ 2.64±0.71﹡ 1.39±0.61﹟﹟﹡﹡ 4.31±0.99﹟ 5.01±0.96﹟﹟

正常糖原组 4.79±1.09 3.36±0.74﹟ 2.62±0.85﹟﹟ 3.78±0.67﹟ 4.65±1.07

　　注:﹟与同一大组的安静对照组相比 , p<0.05;﹟﹟与同一大组的安静对照组相比 , p<0.01。﹡与另一大组相同时间点组相

比 , p<0.05;﹡﹡与另一大组相同时间点组相比 , p<0.01。 ☆安静对照组与空白对照组相比 , p<0.01。

2.2　血清 I L-6浓度

表 2　不同时间点各组大鼠血清 I L-6浓度(pg/ml)的比较(平均值±标准差)

空白对照 安静对照 运动 30min 运动 120min 运动后 3h 运动后 6h

3.6±2.3

低糖原组 4.3±2.0 25.6±10.9﹟﹟﹡ 383.6±102.3﹟﹟﹡﹡ 109.2±46.2 ﹟﹟ 15.1±5.8﹟﹟

正常糖原组 4.0±1.8 15.3±6.0 ﹟﹟ 243.7±79.7﹟﹟ 62.6±39.4 ﹟﹟ 13.4±4.9﹟﹟

　　注:同表 1

2.3　骨胳肌 IL-6mRNA 表达

表 3　不同时间点骨胳肌 IL-6mRNA/β-action mRNA 比率结果的比较(平均值±标准差)

空白对照 安静对照 运动 30min 运动 120min 运动后 3h 运动后 6h

1.00±0.10

低糖原组 1.12±0.08 1.09±0.12 1.30±0.16 ﹟ 2.17±0.46﹟﹟﹡﹡ 3.01±0.28 ﹟﹟﹡﹡

正常糖原组 1.07±0.11 1.10±0.12 1.20±0.17 1.61±0.24 ﹟﹟ 2.25±0.32﹟﹟

　　注:同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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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骨骼肌 GLUT4 mRNA 表达

表 4　不同时间点骨胳肌 GLU T4mRNA/β-action mRNA 比率结果的比较(平均值±标准差)

空白对照 安静对照 运动 30min 运动 120min 运动后 3h 运动后 6h

1.00±0.14

低糖原组 0.94±0.09 1.06±0.21 0.98±0.13 1.35±0.30﹟ 1.49±0.26 ﹟﹟

正常糖原组 1.04±0.14 0.96±0.12 1.10±0.25 1.21±0.17 1.29±0.17﹟

　　注:同表 1

2.5　以肌糖原为控制变量的大鼠骨骼肌 IL-6基因表

达及血清 IL-6浓度与 GLU T4mRNA的偏相关分析

结果表 明 , 大 鼠骨 骼肌 I L-6 基 因表 达与

G LUT4mRNA 的偏相关系数为 0.387 ,具有极显著性

意义(p值为 0.000);血清 IL-6浓度与GLU T4mRNA

的偏相关系数为 0.238 , 具有显著性意义(p 值为

0.021)。

3　讨论

前人的研究表明 , IL-6在调节免疫应答 、造血和

机体防御机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然而 ,近来有研究

发现身体的基本循环血中的 IL-6有 10-35%来自于脂

肪组织[ 6] ,并且机体在剧烈运动时 ,骨胳肌会大量释放

IL-6 ,显示它可能是一种代谢的调节物 ,引起了科研工

作者的极大兴趣 。

剧烈运动后 , IL-6 在血液中的浓度与安静时相

比 ,可以上升 100 倍以上 。并且 , IL-6在骨骼肌中的

基因表达也明显增加[ 1-3] 。肌糖原含量是 I L-6 在收缩

肌肉中释放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

Helge的试验观察了人体运动时及运动后 I L-6

释放与肌糖原含量变化的关系 ,他认为 IL-6可能会以

“碳水化合物敏感器”的形式起作用 ,而调控运动过程

中及运动后恢复期的葡萄糖平衡[ 7] 。Gleeson 认为 ,

收缩肌肉释放的 I L-6 很可能作为一种激素随血液循

环运送到肝脏 ,从而调节在运动过程中对维持血糖平

衡具有重要作用的肝脏葡萄糖输出[ 8] 。有实验表明 ,

IL-6可能会和胰岛素刺激的组织和/或收缩骨胳肌摄

取葡萄糖有关
[ 9]
。众多的研究均显示了肌源性 I L-6

对糖代谢的重要调节作用。而肌源性 IL-6是通过什

么机制来促进葡萄糖利用的 ,目前还没有得出较为一

致的结论 ,因此本文重点研究了骨骼肌葡萄糖转运体

G LUT4在此过程中的基因表达变化 ,以期为探讨肌

源性 IL-6增加骨骼肌摄取利用葡萄糖增加的机制提

供理论依据。

葡萄糖进入细胞不是单纯扩散 ,而是需要载体蛋

白的易化扩散。在哺乳动物组织 ,已克隆出 5种葡萄

糖运载蛋白 ,即 GLU T1到 GLU T5[ 10] 。最近 ,又发现

两种新的葡萄糖转运体 G LUTX1
[ 11]
和 G LU T8

[ 12]
。

肌肉组织中主要存在和起主要生理功能的是

G LUT4。实验结果表明 ,志愿者进行了 6 周(每周 3

天 ,每天 1-2小时)75%最大吸氧量强度的耐力训练 ,

其骨骼肌 G LU T4mRNA 水平明显增加[ 13] 。Prat t的

研究表明 ,一次急性剧烈运动 , 马的骨骼肌细胞膜

G LUT4的含量在运动前与运动中及运动后相比 ,并

没有出现显著性差异[ 14] 。还有研究表明 ,经过一次耐

力训练 ,大鼠骨骼肌中G LUT4mRNA 量增加约 2倍 ,

G LUT4增加 50%,经过两次耐力训练(每天一次),

G LUT4增加约 2倍 ,而 GLU T4mRNA 量不再增加 ,

在胰岛素刺激情况下细胞膜上 G LU T4含量较正常组

高 2 倍[ 15] 。 Ren 等人还发现 ,正常大鼠运动 3 小时

后 ,骨骼肌细胞内 G LU T4mRNA 和蛋白含量就有所

增加 ,而且 G LU T4蛋白含量的增加可以持续到运动

停止后一周
[ 16]
。总的来说 ,运动可以促进 G LU T4转

位 ,促进 GLUT4基因转录及 GLU T4蛋白浓度增加。

本研究结果表明 ,大强度 2h 运动后 3-6h ,骨骼肌

G LUT4基因转录显著增加 ,至 24h 后基本恢复到运

动前水平;而巧合的是 ,此时正是骨骼肌 IL-6基因转

录也显著增加的时期。而血清 IL-6显著增加的时期

是在运动 120h 后即刻 ,到运动后 3-6h 已显著降低。

本研究结果说明低肌糖原含量诱导的 IL-6基因转录

及表达的 IL-6很有可能通过自分泌再作用于骨骼肌 ,

使骨骼肌 GLU T4基因表达增加 ,然后增加对血液葡

萄糖的摄取。

在肌肉收缩过程中 , GLUT4 转位的过程比较复

杂。机械收缩与胰岛素刺激均能引起 GLU T4从肌肉

内储存库向细胞膜的转位 ,并且两者的机制可能是不

同的 。有学者认为 ,肌源性 IL-6的大量释放促进骨骼

肌摄取葡萄糖的增加与它促进了 GLUT4的基因表达

与转位有关[ 3] 。本文主要研究 GLUT4 的基因表达 ,

结果表明 ,在运动前低肌糖原状态下 ,相对于正常肌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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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组 ,肌源性 IL-6分泌大大增加 ,而运动后 3h 及 6h ,

G LUT4的基因表达也显著增加 ,而此时正是糖原重

新合成的关键时期 。偏相关分析也表明 ,肌源性 I L-6

基因表达与血清 I L-6 与 G LUT4 基因表达均具有相

关性 ,但前者更为明显 ,说明 G LUT4 表达与肌源性

IL-6基因表达 、蛋白合成及从骨骼肌释放的关系更为

密切 ,而与血清 I L-6浓度的相关性要低 。据此我们认

为 ,可能正是由于 IL-6的自分泌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

增加了运动后恢复期 G LU T4基因的表达。虽然没有

直接的证据来证明这种猜想 ,但是根据不同 I L-6存在

时 ,GLU T4基因表达不一样的事实 ,它们之间是可能

存在联系的 ,联系的桥梁可能是 AMPK(AMP 激活的

蛋白激酶)。试验研究表明 ,在肌肉收缩时 ,AMPK 由

于能调节 GLU T4向质膜转运 ,最终导致葡萄糖摄取

增加
[ 17]
。Pederson 等也认为肌源性 IL-6可能是通过

激活 AMPK 而调控 GLU T4 基因的转录与转位[ 3] 。

当然 ,情况是否如此 ,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证实 。

4　结论

(1)低肌糖原含量可以促进运动中 IL-6的释放及

运动后恢复期 IL-6和 GLU T4的基因表达 。

(2)运动导致恢复期 G LU T4基因表达的增加很

有可能与肌源性 IL-6的表达及 IL-6 的自分泌作用有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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