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荞麦糠皮提取物对Ⅱ型糖尿病大鼠血糖和
血脂的影响
勾向博1，白

静1，姜

妍2，王建行2，韩

(1.河北联合大学基础医学院药理教研室，河北 唐山
摘

婷1，余

红1，韩淑英1,*

063000；2.河北联合大学冀唐学院，河北 唐山

063000)

要：目的：研究荞麦糠皮提取物(BCE)对Ⅱ型糖尿病大鼠血糖和血脂的影响及其机制的探讨。方法：采用链脲

佐菌素(STZ)和高脂饲料建立Ⅱ型糖尿病模型。成模大鼠随机分为模型对照组(M组)和荞麦糠皮提取物组(BCE组)。
测定空腹血糖(FBG)及用正糖钳实验判断模型是否建立成功。测定各组大鼠血清中甘油三酯(TG)、总胆固醇(TC)、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及游离脂肪酸(FFA)、谷丙转氨酶(ALT)、谷草转氨酶
(AST)的含量。结果：使用STZ和高脂饲料建立的Ⅱ型糖尿病模型成功。BCE能够不同程度地抑制Ⅱ型糖尿病大鼠
血清中FBG、FFA、TC、TG、ALT、AST水平的升高，还可明显升高血清中HDL-C水平。结论：BCE可明显影响
Ⅱ型糖尿病大鼠血糖和血脂的水平，从而改善胰岛素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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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buckwheat chaff extract (BCE) on serum glucose and lipid profiles in type 2
diabetic rats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Methods: Type 2 diabetic rat models were established by intraperitoneal injection
of streptozotocin (STZ) and feeding high-fat diet and divided into model control group and BCE treatment group. Fasting blood
glucose (FBG) and euglycemic clamp technique were used to examine whether type 2 diabetes was successfully induced. All
rats were fasted for 12 h after the last administration and blood was taken and assayed for free fatty acids (FFA), triglyceride (TG),
total cholesterol (TC),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LDL-C), 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HDL-C),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T) and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AST). Results: STZ and high-fat diet induced type 2 diabetes in rats.
BCE inhibited the increase of FBG, FFA, TC, TG, ALT and AST in the type 2 diabetic rats to different extents but resulted in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serum HDL-C level. Conclusion: BCE improves insulin resistance (IR) through affecting serum glucose
and serum lipid profiles in type 2 diabetic rats.
Key words：buckwheat；buckwheat chaff extract (BCE)；type 2 diabetes；serum glucose and serum lipid profiles；
insulin re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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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型糖尿病，又名非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

的重要因素[2]。荞麦属于蓼科植物，有研究表明，食用荞

(NIDDM)。特点是人体自身能够产生胰岛素，但细胞

麦人群的血糖和血脂水平低于非食用荞麦人群[3]。其成分

无法对其作出反应，使胰岛素的效果大打折扣。我国

生物类黄酮、手性肌醇、高活性蛋白、高活性膳食纤维

糖尿病(DM)患病人数近4000万，是DM第二大国，其中

可以有效减轻糖尿病症状[4]。大量文献报道，荞麦可以显

NIDDM占95%。近年来，McGarry [1]提出脂代谢障碍为

著改善糖尿病。尚保华等[5]报道荞麦花叶总黄酮能够剂量

DM及其并发症的原发病理生理改变，NIDDM中糖代谢

依赖性的增加Ⅱ型糖尿病大鼠胰岛素敏感性，改善胰岛

紊乱的原因之一为脂代谢异常。有研究表明，游离脂肪

素抵抗，对糖尿病大鼠各器官损伤具有保护作用。辛念

酸(free fatty acid，FFA)升高是糖耐量减退，NIDDM发展

等[6]报道荞麦花叶总黄酮具有良好的降血糖、调血脂、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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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胰岛素与受体结合力和敏感性等作用。余红等 [7]报道
荞麦种子提取物降低血糖作用机制之一是通过抑制小肠
α-葡萄糖苷酶活性实现的。白静等[8]报道荞麦糠皮提取物
(buckwheat chaff extract，BCE)对四氧嘧啶糖尿病大鼠肾
损伤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其机制可能是通过降低血糖，
抑制糖基化终产物(AGEs)形成。
荞麦糠皮是荞麦籽粒加工成米时的废料，有关其研
究报道甚少，在废料中提取有效成分研究对其对糖尿病
改善的作用，目前未见报道。本实验研究荞麦糠皮提取
物对糖尿病大鼠血糖及血脂代谢的影响，以期为荞麦的
综合利用提供参考。
1
1.1

材料与方法
实验动物
清洁级雄性SD大鼠60只，质量(200±20)g，购自中

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实验动物中心，合格证
号：SCXK(军)-2007-004。在华北煤炭医学院实验动物中
心屏障环境动物实验室喂养。饲料：普通大鼠饲料和高
脂饲料，均由北京科奥协力饲料有限公司提供，合格证
号：SCXK(京)-2007-00013。
1.2

试剂与仪器
链脲佐菌素(STZ，批号：B56981)

司；柠檬酸三钠和柠檬酸

1.4.2

分组与给药
将成模大鼠随机分3组：正常对照组(N组)，灌胃
纯净水10mL/(kg · d)；模型对照组(M组)，灌胃纯净水
10mL/(kg · d)；荞麦糠皮提取物(BCE组)，灌胃BCE
200mg/(kg·d)；上述各组大鼠每天给药1次，连续8周。
1.5
空腹血糖和正糖钳实验法测定胰岛素抗性
末次给药后禁食12h，用血糖仪测定FBG。腹腔注射
水合氯醛300mg/kg，分离双侧颈静脉，结扎远心端，向
近心端插入0.08cm硅化胶管，结扎固定。从两侧颈静脉
同时输注10%葡萄糖和1mU/(mL/min)胰岛素溶液(恒速)，
每隔10min尾静脉取血测血糖值，用恒流泵不断调整葡萄
糖输注速率使血糖值达稳态(steady state)。记录稳态下连
续60min的葡萄糖输注速率(GIR)。取稳态下6次血糖值的
平均值作为稳态血糖(BG)，取稳态下6次GIR的平均值作
为稳态下的GIR。
1.6
指标检测
甘油三酯(TG)、总胆固醇(T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的测定采用全自动
生化仪测定。使用试剂盒检测血清中FFA、ALT、AST。
1.7
数据处理
实验数据结果用计算机SPSS10.0软件处理，以 x ±s
表示，用方差分析和t检验进行组间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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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美国R&D

公司；谷丙转氨酶(ALT)、谷草转氨酶(AST)、尿素氮

2.1

(BUN)、肌酐(CR)测定试剂盒

2.1.1

中生北控生物科技股份

空腹血糖及正糖钳实验结果
BCE对糖尿病大鼠FBG的影响

有限公司。
酶标仪(CA 94089)全自动生化分析仪(7170-A)

表1

美

国Bio-Rad公司。
1.3

糠皮提取物的制备
荞麦糠皮为甜荞麦子粒加工成米时产生的废料(来

自内蒙古库伦旗)，其提取物制备方法为：糠皮加15倍量

Table 1

BCE对Ⅱ型糖尿病大鼠FBG的影响
Effect of BCE on FBG in type 2 diabetic rats
FBG/(mmol/L) (注射后)
2周
4周

组别

n

FBG/(mmol/L)
(注射前)

N组
M组

8
10

6.99±0.78
22.72±5.49a

6.50±0.94
22.31±4.89a

BCE组

10

23.23±6.24a

18.73±6.53ab 17.01±4.60a

6.54±0.59
20.55±4.96a

50%乙醇于60℃回流提取2h，过滤。再用10倍量50%乙醇

注 ：a. 与 N 组相比有极显著性差异 (P ＜ 0.01) ；b. 与 M 组相比有极显著

于60℃回流提取1h，过滤。合并滤液，用旋转蒸发器回

性差异 (P ＜ 0.01)。

收乙醇，于60℃浓缩、干燥即得荞麦糠皮提取物(BCE)。
1.4
1.4.1

糖尿病模型的建立与分组
糖尿病模型的建立
60只SD大鼠以普通饲料适应性喂养1周，随机取出8

只作为正常对照组继续普通饲料喂养。其余给予高脂饲

由表1可见，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模型对照组FBG极
显著性升高(P＜0.01)；与模型对照组比较，给药组FBG
极显著降低(P＜0.01)。
2.1.2

正糖钳实验结果

料喂养12周，腹腔注射STZ 20mg/kg建立大鼠Ⅱ型糖尿

表2

达血糖稳态需要的葡萄糖输注速率

病模型，STZ临用前用0.1mmol/L的柠檬酸-柠檬酸钠溶液

Table 2

(pH4.3)稀释为1%的稀释液，避光放在冰板上，快速腹腔

组别

n

稳态GIR/(mL/(kg·min))

注射。同时正常对照组腹腔注射柠檬酸-柠檬酸钠溶液。

N组
M组

8
10

6.68±0.85
2.78±0.62a

BCE组

10

3.96±0.75ab

72h后测空腹血糖值(FBG)在10mmol/L以上，同时糖耐量

Glucose infusion rate for steady blood glucose in rats

(大鼠灌胃葡萄糖2g/kg)120min血糖值高于FBG的20%作

注 ：a. 与 N 组相比有显著性差异 (P ＜ 0.05) ；b. 与 M 组相比有显著性差

为造模成功指标。

异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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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2可见，在相同胰岛素输注速率的情况下，不同
组维持稳态血糖浓度所需的葡萄糖有明显差别。模型对
照组大鼠其维持稳态血糖浓度所需葡萄糖输注速率明显
低于正常对照组(P＜0.05)，BCE治疗组大鼠GIR显著高于
模型对照组(P＜0.05)。
2.2
BCE对Ⅱ型糖尿病大鼠血脂代谢的影响
表3

BCE对Ⅱ型糖尿病大鼠TG、TC、LDL-C 和 HDL-C水平的影响

Table 3

Effect of BCE on TG, TC, LDL-C, HDL-C in type 2 diabetic rats

组别 n TG含量/(mmol/L)
N组 8
M组 10
BCE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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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种慢性代谢相关性疾病的共同病理生理基础，也是
Ⅱ型糖尿病的显著特征[9]。因此，对于改善IR及其代谢异
常是治疗糖尿病的主要方法。STZ对组织毒性小，是目
前国内外使用较多的一种制备糖尿病模型的药物。静脉
或腹腔一次性大剂量注射STZ所制得的速发型糖尿病模
型系β细胞直接受损所致，目前被广泛采用[10]。本实验选
用SD大鼠腹腔注射STZ和喂食高脂饲料建立Ⅱ型糖尿病
大鼠模型，表现为血糖、FFA升高，胰岛素敏感性下降等

TC含量/(mmol/L)

LDL-C 含量/(mmol/L)

HDL-C含量/(mmol/L)

典型的Ⅱ型糖尿病特征。同时应用BCE作为实验的干预因

1.30±0.13
1.85±0.29a
1.40±0.12b

0.72±0.13
0.72±0.13
0.70±0.13

0.48±0.04
0.38±0.04a
0.45±0.03b

素，观察BCE对Ⅱ型糖尿病大鼠情况的改善及其机制。荞

0.51±0.05
1.19±0.16a
0.87±0.09b

麦糠皮为甜荞麦籽粒加工成米时产生的废料，其提取物为

注 ：a. 与 N 组相比有极显著性差异 (P ＜ 0.01)；b. 与 M 组相比有极显著

经过50%乙醇溶液提取而成。据报道[11]，荞麦粉含有丰富

性差异 (P ＜ 0.01)。

的维生素、微量元素和芦丁可降低人体血脂和胆固醇，是

由表3可见，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模型对照组大鼠
TG、TC水平显著升高(P＜0.01)，HDL-C水平极显著降低
(P＜0.01)；与模型对照组比较，BCE组TG、TC水平极显
著降低(P＜0.01)，HDL-C水平极显著升高(P＜0.01)，提
示代平颗粒高剂量组能调节血脂代谢。
2.3

BCE对Ⅱ型糖尿病大鼠FFA含量的影响
表4

BCE对Ⅱ型糖尿病大鼠FFA含量的影响

治疗高血压、心血管病的重要辅助物质。特别是荞麦糠皮
中含有的芦丁等黄酮类物质和磷、铁、镁、铬等微量元素
对心、血管、肾等器官具有保护作用[12-14]。
评价IR的经典方法是正糖钳实验 [15-16]，本实验正糖
钳实验结果表明IR模型建立成功。本实验通过测定各组
大鼠血糖、FFA、TG、TC、LDL-C、HDL-C水平以及
ALT、AST水平评价了BCE改善糖尿病的作用，结果显
示BCE可抑制Ⅱ型糖尿病大鼠血清中FBG、FFA、TC、

Effect of BCE on FFA in type 2 diabetic rats

TG、ALT、AST的升高，还可明显升高血清中HDL-C水

组别

n

FFA含量/(mmol/L)

平，表明BCE具有很好地改善胰岛素抵抗的作用。BCE

N组
M组
BCE组

8
10
10

156.63±15.64
184.69±19.50a
153.48±24.41b

具有降糖、降脂、改善胰岛素抵抗的作用, 可能是通过

Table 4

注 ：a. 与 N 相比有显著性差异 (P ＜ 0.05) ；b. 与 M 相比有极显著性差异

由表4可见，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模型对照组大鼠
FFA含量显著升高(P＜0.05)；但是，与模型对照组相
比，BCE组大鼠FFA含量极显著降低(P＜0.01)。
BCE对Ⅱ型糖尿病大鼠肝功能的影响
表5
Table 5

形成，从而减少了对组织损伤的攻击而产生的。糖尿病
胰岛素抵抗形成的原因十分复杂，目前有研究表明蛋白

(P ＜ 0.01)。

2.4

降FFA、抗炎，减少了组织和血中FFA残基和自由基的

BCE对Ⅱ型糖尿病大鼠ALT、AST活力的影响
Effect of BCE on ALT and AST in type 2 diabetic rats

组别
N组
M组
BCE组

n
8
10
10

ALT活力/(U/L)
40.0
52.5a
35.0c

AST活力/(U/L)
153.0
93.0b
79.6c

注 ：a. 与 N 组相比有显著性差异 (P ＜ 0.05)；b. 与 N 组相比有极显著性
差异 (P ＜ 0.01)；c. 与 M 组相比有显著性差异 (P ＜ 0.05)。

由表5可见，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模型对照组大鼠
ALT水平显著升高(P＜0.05)，模型对照组大鼠AST水平极
显著降低(P＜0.01)；服食BCE后，ALT和AST水平显著降

酪氨酸磷酸酶1B(PTP1B)与Ⅱ型糖尿病的发生、发展密
切相关，是胰岛素抵抗的关键因素 [17]。PTP1B是胰岛素
信号转导中的负调控因子，PTP1B活性和/或表达的增高
可使胰岛素信号转导下调，从而抑制葡萄糖的摄取和糖
原合成 [18]，导致胰岛素抵抗和糖尿病状态。本实验室研
究表明糖尿病组大鼠肝脏组织PTP1B蛋白表达明显高于
正常组，而荞麦花叶黄酮可明显抑制糖尿病组大鼠肝脏
PTP1B蛋白的表达 [19]，可能与改善胰岛素抵抗的机制有
关。而BCE对PTP1B蛋白表达的影响尚待研究，BCE改善
IR的机制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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