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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构建孕前和孕期高脂饮食与运动干预模型，观察母体长期运动对雄性子代

中老年期代谢的遗传保护效应。方法：将3周龄C57BL/6雌性小鼠随机分成3组，普食安静

组（standard diet group，SC）、高脂安静组（high-fat diet group，HFD）和高脂运动组（high-fat

diet＋exercise group，HFD-Ex），孕前和孕期游泳运动干预 16 周后自然分娩；保留雄性子

代小鼠，普食喂养至 52 周龄；子代在第 8、12、24、36 和 52 周进行葡萄糖耐量测试（glucose

tolerance test，GTT）和胰岛素耐量测试（insulin tolerance test，ITT），第 52 周龄时进行能量

代谢测试和体成分分析；后处死，提取血清组织，利用悬液芯片对 IL-6、insulin、leptin和胃肠

激素肽YY等因子进行测定。结果：与普食安静组相比，高脂安静组子代在52周龄时GTT

与 ITT显著下降、体脂含量显著上升（P＜0.05）；与高脂安静组相比，高脂运动组子代在夜间

运动量、能量消耗等指标上有显著改善（P＜0.05），高脂运动组子代血清代谢因子 IL-6、

insulin和神经肽YY显著改善（P＜0.05），leptin指标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

论：1）母鼠孕前和孕期高脂饮食导致雄性子代中老年期不良代谢风险增加；2）母鼠孕前和

孕期游泳运动可以有效改善雄性子代中老年期能量代谢水平，进而部分抵消生命早期高脂

暴露带来的永久性代谢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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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Building a model of high-fat diet and exercise intervention before and

during pregnancy to observe the genetic protective effect of long-term maternal exercise on the

metabolism of offspring. Methods: Three-week-old C57BL/6 female mic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3 groups, the standard diet group (SC group), the high-fat diet group (HFD group) and the

high-fat diet ＋ exercise group (HFD-Ex group). Swimming intervention was performed before

and during pregnancy, and the offspring was delivered naturally after 16 weeks. Male offspring

mice were kept and fed to 52 weeks of age. The progeny underwent glucose tolerance test (GTT)

and insulin tolerance test (ITT) tests at weeks of 8, 12, 24, 36, and 52, and energy metabolism

tests and body composition analysis at 52 weeks of age. After being sacrificed, serum tissues were

extracted, and factors such as IL-6, insulin, leptin, and neuropeptide YY (PYY) were measured us‐

ing a suspension chip.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SC group, at 52 weeks old, the progeny of the

HFD group significantly declined GTT and ITT, and the body fat content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P＜0.05). Compared with the HFD group, the progeny of the HFD-Ex group ha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in the activity and energy expenditure in dark (P＜0.05). Compared with the HFD

group, the serum metabolic factors IL-6, insulin, and PYY of the progeny in the HFD-Ex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P＜0.05), 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leptin index

between the groups (P＞0.05). Conclusions: 1) The high-fat diet of pre-pregnancy and pregnancy

in female mice leads to an increase in the risk of adverse metabolism in male offspring in middle

and old age; 2) the swimming movements of pre-pregnancy and pregnancies in female mice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energy metabolism level of male offspring in middle and old age, and thus

partially offset the permanent metabolic risk brought by high fat exposure in earl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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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锻炼是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证

实，母体长期运动对自身与子代的健康会产生积极意义

（Leite et al.，2017），可以降低子痫前期（Awad et al.，2019）、

妊娠期糖尿病（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GDM）的发病

率（Callaway et al.，2010；Colberg et al.，2013），同时也能帮

助母体很好地控制体质量（Foxcroft et al.，2011；Wang et

al.，2015）。有研究发现，孕前和孕期的运动干预对母鼠

孕期的能量代谢具有一定影响（Zhu et al.，2019）。

臼齿动物模型研究发现，母鼠经过运动干预后，能有

效改善子代葡萄糖代谢（Vega et al.，2015）。也有研究发

现，母体运动影响子代的体力活动行为，但这些行为表现

出一定的性别差异（Eclarinal et al.，2016）。上述研究普遍

揭露的现象是母体行为和饮食等对雄性子代的健康影

响更具有易感性（Galarza et al.，2019；Stanford et al.，2015；

Vega et al.，2015）。

瘦素是体内重要的能量感受器（Shiuchi et al.，2019），

可以将整个身体的能量储存状况反映到中枢神经系统，

调控人体下丘脑的摄食中枢，进而影响生物的摄食行为

（Melo et al.，2014）。多肽YY（peptide YY，PYY）能够通过

调节下丘脑中枢影响食欲的神经通路来减少食物摄入，

引起饱胀感，从而降低体质量（Wasinski et al.，2015）。近年

来，研究更多地关注母体运动对子代长远健康的促进作

用，包括心血管疾病和肥胖的预防（Wasinski et al.，2015）、

胰岛素敏感性的增强（Raipuria et al.，2015）、认知能力和

记忆功能的改善（Jukic et al.，2013）、体力活动的影响等

（Eclarinal et al.，2016），但这些研究只关注某一个阶段或

子代早期阶段，对子代生命周期的整体关注或对长远代

谢调控的影响尚不清楚。因此，本研究通过建立母鼠孕

前与孕期高脂及运动暴露模型，观察其雄性子鼠在 1年后

能量代谢及外周血代谢因子的表达情况，探讨母体运动

对子代的代谢影响和可能机制。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实验动物与分组

3周龄C57BL/6雌性小鼠130只，同周龄雄性小鼠70只，

购于上海斯莱克动物中心［许可证号：SYXK（沪）2015-

0009］。动物饲养于SPF级实验动物房，室内温度为20 ℃～

26 ℃，日温差≤4 ℃，湿度维持在 50%～55%RH，光照每

天12 h（8：00—20：00）。普食适应1周后，随机分成3组：普

食安静组（standard diet group，SC）、高脂安静组（high-fat diet

group，HFD）和高脂运动组（high-fat diet＋exercise group，

HFD-Ex），普食和高脂脂肪供能比例分别是 12%（江苏协

同，中国）和 45%（D12451，美国）。在干预 13 周后进行雌

雄小鼠合笼，合笼方式参照Zhu等（2019）的研究。母鼠分

娩后及子代哺乳结束后都选择普通饲料，为控制乳汁摄取

量等营养因素对子代的影响，分娩后子代每窝调整为 7只

幼鼠，随机剔除多余子鼠（Raipuria et al.，2015），期间摄食

和饮水不限，每周记录母鼠及子鼠体质量 1 次，直至子代

52周龄。

1.2 运动干预

母鼠采用游泳的形式进行运动干预，干预方案根据

Wasinski 等（2015）的孕鼠游泳运动干预方案进行改良。

运动干预周期共 16周（4个月），孕前 13周，孕期 3周，哺乳

期不进行运动，每周训练 5天，水温保持在（30±1）℃。具

体运动方案：第 1 周 10 min，第 2 周 20 min，依此每周递加

10 min直至第 6周能无负重游泳 60 min；第 7周负重 3%（铅

丝缠尾）进行游泳，初始时间为 30 min，每周递加 5 min，直

至 13 周能负重游泳 60 min。干预 13 周后，雌雄小鼠按照

2：1 合笼，合笼与孕期游泳强度适度降低，每次无负重游

泳 30 min。母鼠自然分娩后，停止运动干预，子代无运动

干预。

1.3 糖耐量和胰岛素耐量测试

子代在第8、12、24、36和52周龄时进行糖耐量（glucose

tolerance test，GTT）和胰岛素耐量（insulin tolerance test，

ITT）测试。每窝选取 1 只雄性小鼠，共 8 只，进行 GTT 测

试，再抽取 8只进行 ITT测试。GTT测试：空腹 12 h后，尾

静脉取血，葡萄糖注射量为 1 g/kg（Sinopharm，中国），测

试时间点为注射后 0、15、30、60 和 120 min。ITT 测试：空

腹 12 h 后，尾静脉取血，胰岛素注射量为 1 IU/kg（Novo

Nordisk，丹麦），测试时间点为注射后 3、15和 30 min。采用

Sigma Plot 12.0的“Area Below Curves”功能区计算AUC。

1.4 体成分及能量代谢测试

子代在 52周时，每窝选取 1只雄性子代，每组 8只进行

体成分测定，异氟烷吸入性麻醉后，利用 IRIS-CT（Inviscan

SAS，法国）扫描全身，获取瘦体质量和脂肪体积等参数，

脂肪质量=脂肪体积×0.95，Fat%=脂肪总质量/体质量。

体成分分析后，采用 TSE Pheno Master（德国）系统对

高脂安静组和高脂运动组的雄性子代进行代谢测定：代

谢仓饲养 72 h，取第 3天数据进行分析。测试前调试仪器，

温度控制在（22±1）℃，含氧量为 20.47%，CO2量为 0.52%。

单笼进气（flow in）和出气（samp）分别为0.40、0.25 mL/min。

Sample interval 设定为 3 min/盒。测试过程同样保持 12 h

光照和 12 h 黑暗交替。测试时，记录 Speed、DistD、Distk

等Activity数据，O2、CO2、V̇V̇ O2、V̇V̇ CO2、ERE等Calo数据，以

及其他摄食和饮水等数据。测试后进行各数据的分析。

1.5 组织提取

代谢仓测定后，9：00对所有小鼠腹腔注射 4%浓度的

戊巴比妥钠进行麻醉，采血后处死。血液样本常温静止

2



朱小烽，等：母鼠长期高脂饮食及运动干预对雄性子代能量代谢的影响研究

30 min后，4 000 rpm离心 5 min后分离血清，置-80 ℃冰箱

保存备用。

1.6 悬液芯片

采用悬液芯片（Bio-Rad，美国）测定小鼠血清代谢因

子，测试方法根据说明书进行操作。96孔板，标准曲线双

线复孔。试剂盒 ICC为 0.982。血清样品室温冻融后按 1∶4

进行稀释，将检测因子白介素 6（IL-6）、胰岛素（insulin）、

瘦素（leptin）和 PYY混合，珠子涡旋 30 s，将检测抗体稀释

液用Assay Buffer稀释成 1倍，避光。涡旋样品为标准品，

每孔加 50 µL，常温孵育 30 min并清洗，重复 3次后在Bio-

Plex 200上进行读板操作。

1.7 统计方法

实验数据采用 SPSS 19.0 软件进行统计处理，所有数

据均以平均值±标准误（M±SE）表示。组间差异采用独

立样本 t 检验和 ANOVA 进行分析，P＜0.05 定义为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2 研究结果

2.1 母体体质量

3 组母鼠在适应周结束后，从干预的第 2 周开始组间

就出现了显著的体质量差异（P＜0.05，图 1a）。母鼠整个

孕期体质量呈逐渐增加的趋势，如在妊娠第 1 天，HFD 组

体质量比 SC 组重 28.5%，HFD-Ex 比 SC 组重 25.4%，但这

种差异没有在整个妊娠期一直存在，在妊娠的最后几天

中，3 组体质量趋向一致，组间体质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图 1b）。

2.2 子代52周龄体成分与糖代谢

52 周龄时，3 组体质量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SC 组为（27.10±1.78）g、HFD 组为（33.45±2.45）g、

HFD-Ex 组为（30.58±2.63）g（图 2e）；子代第 8、12、24、36

和 52 周 GTT 和 ITT 试验显示，AUC 随着子代小鼠周龄的

增加而逐渐升高，在 24周后组间出现显著性差异，这种差

异直至 52周（图 2b）；同样，3组雄性子代在 52周龄时体成

分也出现显著性差异（P＜0.05，图 2a），SC 组体脂率最低

（13.25±2.77），其次是 HFD-Ex 组（16.59±2.36），HFD 组

最高（19.58±2.10）。

2.3 子代52周龄能量代谢

第 52 周，白天两组活动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8：00

至次日 6：00 HFD-Ex 组子代活动量显著高于 HFD组的子

代（图 3b）。能量消耗方面，无论白天还是晚上组间差异都

同时存在，运动组显著高于安静组（P＜0.05，图 3c）。RQ

指标未见统计学意义的组间差异。

2.4 子代52周龄血清代谢因子

与 SC 组相比，HFD 组 IL-6 升高 11.94%（P＜0.05）、in‐

sulin 下降 30.72%（P＜0.05）、PYY 下降 45.68%（P＜0.05，

图 4）；与 HFD 组相比，HFD-Ex 组 insulin 升高 17.43%（P＜

0.05）、PYY 升高 28.16%（P＜0.05）；leptin组间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3 分析与讨论

在无并发症的前提下，研究认为中等强度体力活动对

胎儿与母体的健康促进具有重要意义（Saftlas et al.，2004）。

国际上对孕期体力活动也发布了系列指南，对运动持续时

间、运动类型等进行推荐（ACOG，2002）。Baker 等（1993）

对妊娠不同阶段的胎儿营养不良与不同出生表型建立关

联性，提出妊娠期母体营养模式会重新编程胎儿葡萄糖、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以及生长激素之间的关系，而这将永

久性地改变机体结构、功能和新陈代谢，从而增加晚年患

代谢性疾病的风险。研究证实，无论是母系还是父系，长

期高脂饮食都会增加子代胰岛素抵抗和代谢性疾病的风

险，而这些都是基于子代在成年后胰腺 β细胞的功能障碍

（Laker et al.，2014；Ng et al.，2010）。本研究从能量代谢角

度关注母体孕前和孕期运动与高脂饮食对子代的长远

影响。

3.1 子代体质量和代谢表征的影响

母体肥胖或孕期体质量过度增加对妊娠结局有不利

影响，如先兆子痫、巨大儿和分娩困难等。本研究显示，

在妊娠最后几天，3 组母鼠体质量趋向一致，这与 Ve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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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母鼠建模期体质量变化

Figure 1. Body Weight Changes during the Modeling Period

注：a.孕前体质量；b.孕期体质量。与SC组相比，*P＜0.05；n=16只/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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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的研究结果类似。本研究发现，HFD 组在整个妊

娠期体质量稳定增加，而 SC组在分娩前 14天体质量没有

显著增加，但在分娩最后 1周增加幅度明显。推断这与胎

儿在宫内营养吸收和体质量周期性增长有关，但还需要

进一步研究来解释这种饮食、运动和胎儿体质量变化之

间的交互作用机制。Zhu 等（2019）也发现，虽然母体体

质量趋向一致，但各组体脂差异显著，这也揭示了运动一

定程度上改善了 HFD-Ex 组的瘦体质量。本研究中，雄性

子代在 52周龄时，与普食安静组相比，高脂安静组子代体

脂率与体质量显著增加，而运动在一定程度上预防了子

代因母体高脂饮食引起的体质量增加现象。与 HFD 和

HFD-Ex 组子代相比，SC 组体脂率和体质量都较低，运动

虽然改善了 HFD 组的糖代谢，但糖代谢功能障碍的迹象

依然存在，这也进一步表明运动不能完全抑制母体高脂

饮食增加子代肥胖的风险。

对于母体饮食与运动对子代生命不同阶段体质量影

响研究结果不一致。Wasinski等（2015）发现，虽然高脂安

静组子代相较于对照组而言，在早期出现体质量显著增

长的现象，但子代在出生后第 60天该差异性消失，而且也

没有发现雌性子代出现肥胖易感性，但具体数据没有在

其研究中报道。Stanford 等（2015）的研究结果与本研究

较为类似，即雄性子代的体质量在中老年后表现出组别

差异，无论是普食还是高脂，运动组的体质量都显著下

降。推断母体运动对子代不同阶段体质量的影响与脂肪

细胞因子的分泌有关，尤其是瘦素和胰岛素水平。本研

究中，子代 52周龄时，外周血的胰岛素水平表现出明显的

组间差异，运动能有效改善母体高脂饮食带来的不良代

谢影响。另外，肥胖是一种慢性低度炎症，这也是孕期或

产前过度肥胖影响子代代谢性疾病发生与发展的关键因

素。肥大细胞分泌的炎性因子，如 IL-6、IL-1β和肿瘤坏死

因子等都使得组织处于低度炎性状态（Hariri et al.，2010）。

调节这些因子分泌的信号则十分复杂，包括脂肪细胞扩

张导致的机械应激、内质网应激和葡萄糖通量的增加等

（Maxfield et al.，2005）。还有研究指出，表观遗传修饰在

调节代谢特异性基因表达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母体高

图2 子代52周龄体质量变化与糖代谢

Figure 2. Body Weight Change and Glucose Metabolism of Offspring at 52 weeks old

注：a.体成分；b.AUC；c.GTT；d：ITT；e.体质量。与SC组相比，*P＜0.05；与HFD组相比，#P＜0.05；n=8只/组，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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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饮食容易导致子代下丘脑弓状核摄食神经元调节紊

乱，导致神经内分泌系统改变，从而导致肥胖（Zheng et

al.，2015）。本实验中，PYY 的组间差异就能较好地解释

这种机制。

3.2 子代52周龄期能量代谢的影响

Eclarinal 等（2016）发现，孕期运动会促进子代成年期

的体力活动量。高脂饮食后代的生物钟功能障碍，导致

肥胖以及偏爱静态（不活跃）的生活模式（Hashinaga et al.，

2013）。本研究发现，子代在52周龄时未见RQ（V̇V̇ CO2/V̇V̇ O2）

和白天活动量的组间差异，而在晚上运动组的子代活动

量显著高于安静对照组的子代。这一阶段也是臼齿动物

最活跃的阶段，其夜间自发性活动增加导致氧耗量增加，

进而导致全天能量代谢上升。Wasinski 等（2015）的研究

也得出类似的结论，这也是预防肥胖的重要因素。但不

同的是，Bogdanova 等（2013）的研究中运动组子代在晚间

表现出较低的自发性活动，推断是强迫性的游泳锻炼可

能促进了子代的抑郁行为，这在心理学领域是可以解释

的，但还缺乏相应的有效证据。机体能量代谢与线粒体

的生物发生具有重要关联，运动后线粒体数量增加、形态

改变，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线粒体的内部结构，诱导组

织中特异性线粒体酶和氧化磷酸化水平提高，从而影响

机体的能量代谢（Marchi et al.，2019）。但本研究未在分

子实验领域印证这些观点，有待后期进一步研究。

3.3 母体运动对子代血清代谢因子及PYY的影响

孕期是胎儿大脑发育、脂肪和神经元分化的关键阶

段，子代对宫内营养环境非常敏感，母体营养过剩将影响

子代下丘脑神经分化。下丘脑-脂肪轴对机体的热量储

存、能量平衡等起到关键作用，而瘦素可作为外周内分泌

信号调控下丘脑的能量稳态（Laing et al.，2018；Shiuchi et

al.，2019）。本实验未发现瘦素水平的组间差异，而与普

食安静组相比，高脂安静组子代的 IL-6明显升高，外周血清

中的胰岛素和 PYY 显著下降。PYY 属于神经肽 Y（NPY）

图3 子代52周能量代谢

Figure 3. Offspring Energy Metabolism at 52 weeks Old

注：与HFD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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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包括 NPY 和胰多肽（PP），PYY 被认为是摄食、胃动

力及能量代谢方面的重要介质，在肥胖发生发展中发挥

重要作用。PYY 在肠道内分泌细胞分泌后，受神经内分

泌系统调节，作用于传入神经或直接作用于弓状核神经

元，通过负反馈作用，阻断兴奋下丘脑腹外侧核引起的摄

食，产生饱腹感，从而抑制食欲。Boey 等（2008）认为，

PYY 信号系统对机体能量代谢的重要意义可能是通过对

胰岛素的释放来实现。母体高脂食物摄入的增加可以改

变 PYY和胰岛素水平，反过来调控下丘脑摄食中枢，导致

增加食物摄入，并诱导炎性因子 IL-6的分泌增加。IL-6或

TNF-α都可以触发胰岛素中的不同关键步骤来改变胰岛素

敏感性信号通路，最终导致代谢性疾病的发生。Bae-Gartz

等（2016）发现，与非运动组相比，孕期运动的子代在其出

生后第 21 天，下丘脑中 IL-6 和转录激活因子 3 磷酸化水

平明显较低。IL-6 类似的表达结果也在本研究中显现。

本研究通过对母体的干预，发现血清代谢因子和 PYY 都

显示出母体饮食和运动干预具有一定调控特异性。同

时，运动组子代的 GTT 与 ITT 都有显著改善，提示，运动

改善了子代的糖代谢能力。

4 结论

1）母鼠孕前和孕期的高脂饮食，导致雄性子代中老

年期不良代谢风险增加；2）母鼠孕前和孕期的游泳运动，

可以有效改善雄性子代中老年期能量代谢水平，进而部

分抵消生命早期高脂暴露带来的永久性代谢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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