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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3 统计学方法

1.1 材 料
D-半乳糖为上海试剂二厂产品：猴头菌提
取物由本研究室自制；兔抗 Aβ（1-40）抗体购
自武汉博士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超敏 SP 浓
缩试剂盒购自北京中杉金桥有限公司；避暗自
动测试仪为成都泰盟科技有限公司产品。

1.2 实验方法

实验数据用 ±ｓ表示，用 SPSS 11.5 软
件包进行统计分析，采用 ANOVA 和 LSD’s
post hoc test 进行统计学分析，以 P＜0.05 表
示有显著性差异。

2 结 果
2.1 猴头菌提取物对老年痴呆模型小鼠
避暗实验的影响

1.2.1 老年痴呆模型小鼠的建立：取昆明系小

从表 1 可见，与对照组小鼠比，模型组小

鼠 40 只，随机分成 4 组：对照组、模型组、

鼠的避暗潜伏期明显缩短（P＜0.01），表明模

猴头菌治疗组及 VE 治疗组。每组 10 只小鼠。

型组小鼠出现了记忆障碍；而猴头菌治疗组及

模型组、猴头菌治疗组及 VE 治疗组小鼠每日

VE 治疗组小鼠与模型组小鼠比，避暗潜伏期明

按 120mg/kg 腹腔注射 D-半乳糖，连续注射

显延长（P＜0.05）
，表明猴头菌可明显改善痴

4 周。猴头菌治疗组小鼠每天按 2g/kg 灌胃猴

呆模型小鼠的记忆障碍。

头菌提取物一次，对照组和模型组小鼠灌胃等
量的双整水。

表１

猴头菌提取物对老年痴呆模型小鼠避暗
潜伏期的影响

1.2.2 避暗实验行为学检测：避暗自动测试仪
的活动箱分明暗两室，两室之间有一洞口，箱
底通以铜栅。正式实验前对各组小鼠进行训练，
将小鼠头背着洞口放入明室，
先适应环境 3min，
然后给暗室铜栅通 36V 电流，小鼠进入暗室后
受到电击即逃到明室，铜栅持续通电 5min，此

组

别

列数

避暗潜伏期（s）

对照组

10

83.23± 58.62

模型组

9

22.47± 14.28※

猴头菌治疗组

10

104.55± 62.35＃

VE 治疗组

9

97.43± 50.77＃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1；与模型组比较，＃P＜0.01

为训练过程。24h 后进行小鼠的记忆测验，记
录小鼠第一次进入暗室的时间（避暗潜伏期），

2.2 Aβ（1-40）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

从表 2 各组小鼠脑内 Aβ（1-40）蛋白阳

出记忆障碍。通过免疫组化检测了小鼠脑内 A

性细胞的整合光密度值可见，与对照组比，模

β（1-40）蛋白表达水平，结果发现模型组小鼠

型组小鼠的 Aβ（1-40）的整合光密度值显著

的 Aβ（1-40）的整合光密度值显著增加，显示

增加（P＜0.05）
，表明 D-半乳糖可增加小鼠脑

出脑部病理改变的现象。

内 Aβ（1-40）的表达；猴头菌治疗组及 VE 治

猴头菌在民间被称为“山珍”，是著名的药

疗组小鼠与模型组小鼠比，脑内 Aβ（1-40）蛋

食兼用菌，国内已经广泛将其用于消化系统的

白阳性细胞的整合光密度值显著降低（P＜

疾病与肿瘤等的研究[3,4]。本实验观察了猴头菌

0.05）
，
表明猴头菌抑制了模型小鼠脑内 Aβ（1-

对 D-半乳糖诱导的老年痴呆小鼠模型的影响。

40）的表达。

结果发现，在避暗行为学实验中，猴头菌治疗
组小鼠与模型组小鼠比较避暗潜伏期明显延长，

表１ 猴头菌取物对老年痴呆模型小鼠脑内

显示了猴头菌可明显改善痴呆模型小鼠的记忆

Aβ(1-40)的影响

障碍。而免疫组化结果显示，与模型组比，猴

组

别

列数

避暗潜伏期（s）

对照组

10

33.82± 10.43

模型组

9

85.94± 27.36※

猴头菌治疗组

10

46.98± 21.75＃

了模型小鼠脑内 Aβ（1-40）的表达。因此，本

VE 治疗组

9

50.23± 23.84＃

实验初步证实了猴头菌有明显的改善老年痴呆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与模型组比较，＃P＜0.05

小鼠的学习记忆能力及对脑部病理改变有明显

头菌治疗组小鼠脑内 Aβ（1-40）蛋白阳性细
胞的整合光密度值显著降低，表明猴头菌抑制

的保护作用，至于猴头菌的其他作用机制有待

3 讨 论
老年痴呆是一种进行性退行性神经病变，
是老年人的多发病和常见病。其主要的临床表
现为进行性学习记忆、认知功能减退、行为异

于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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