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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

RhoA/Rho 激酶通过上调大鼠脊髓背角中谷氨酰胺酶
激酶通过上调大鼠脊髓背角中谷氨酰胺酶Ⅰ
Ⅰ 表达参
与开胸术后慢性疼痛
与开胸术后慢性
疼痛
刘紫嫣，王海棠，唐 靖，秦再生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麻醉科，广东 广州 510515

摘要：
目的 探讨 RhoA 对大鼠开胸术后慢性疼痛发生的作用是否与其影响大鼠脊髓背根神经节中谷氨酰胺酶Ⅰ表达有关。方
法 第 1 部分：
验证谷氨酰胺酶Ⅰ和 RhoA 在脊髓背根神经节的表达。取 25 只雄性 SD 大鼠分为对照组（n=5）和模型组（n=20）；
模型组依开胸术后第 10 天和第 20 天分为两组，
并依据行为学测定的结果再分为术后慢性疼痛组和术后非慢性疼痛组，
同时分
别检测谷氨酰胺酶Ⅰ和RhoA的表达。因对照组不施行开胸手术，
故只检测术前的表达水平。第2部分：
研究RhoA激酶抑制剂
法舒地尔对谷氨酰胺酶Ⅰ表达的影响。30只雄性SD大鼠随机分为法舒地尔组和非处理组。术毕缝皮后，
法舒地尔组大鼠接受
法舒地尔腹腔注射；
非处理组注射等量生理盐水。术后第 21 天，
根据行为学测试结果进行分组并检测谷氨酰胺酶Ⅰ及RhoA的
表达水平。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
慢性疼痛组在第 10 天和第 21 天谷氨酰胺酶Ⅰ和 RhoA 的 mRNA 的表达量都有显著增加（P<
0.01）。然而，
处理组和术后非慢性疼痛组的谷氨酰胺酶Ⅰ和 RhoA 的表达没有统计学差异。与法舒地尔组相比，
非处理组的机
械痛域显著降低。同时，
与非处理组相比，
法舒地尔组的谷氨酰胺酶Ⅰ和 RhoA 的表达量显著降低（P<0.01）。结论 RhoA 通过
上调脊髓背角中谷氨酰胺酶Ⅰ的表达在促进开胸术后慢性疼痛的发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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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oA/Rho-kinase contributes to chronic pain following thoracotomy by up-regulating
glutaminase 1 expression in rat spinal dorsal cord
LIU Ziyan, WANG Haitang, TANG Jing, QIN Zaisheng
Department of Anesthesiology, Nanf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515,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whether RhoA/Rho-kinase contributes to the occurrence of chronic post-thoracotomy pain
(CPSP) by up-regulation of glutaminase 1 (GLS1) expression in the spinal dorsal cord. Methods Twenty-five male Sprague
Dawley (SD) rats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n=5) and model group (n=20). The rats in the model group were
randomized into two sub-groups (n=10) for observation on day 10 and day 21 after thoracotomy, and each group was further
divided into CPSP and non-CPSP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behavioral test results. All the rats were sacrificed after behavioral
test for examination of GLS1 and RhoA expressions in the spinal cord using Western blotting and RT-PCR. We also compared
the effect of the Rho kinase inhibitor fasudil and saline, both injected intraperitoneally daily at 10 mg/kg for 7 consecutive days
following thoracotomy, on CPSP and GLS1 expression in 30 male SD rats on day 21 after thoracotomy.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rats with CPSP showed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expressions of GLS1 and RhoA mRNA in the spinal cord
on both day 10 and day 21 following thoracotomy (P<0.01), but the rats without CPSP did not show obvious changes in GLS1
and RhoA expressions. In fasudil-treated rats, the mechanical pain threshold was obviously increased and the expressions of
GLS1 and RhoA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as compared with those in saline-treated rats (P<0.01). Conclusion RhoA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occurence of CPSP by up-regulating the expression of GLS1 in the spinal dorsal cord of rats.
Keywords: chronic post-surgical pain; spinal dorsal cord; RhoA/Rho-kinase; glutaminase 1

术后慢性疼痛作为外科手术的不良结果之一，
不仅
有极高的发生率同时还严重影响了患者的情绪与日常
生活［1］。自1988年［2］被首次报道以来，
术后慢性疼痛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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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被人们所了解。其中神经损伤率较高的手术如开胸
手术，
慢性手术后疼痛的发生率更可高达10%~50%，
其
［3］
中2%~10%为重度疼痛 。
但是目前有关手术后慢性疼痛潜在机制的研究甚
［3-8］
少 。最初，
这种疼痛被认为是神经性的［9］，
通过使用
Pain-Detect 问卷对 204 名开胸术后患者进行电话随访
发现，
仅50%的手术后慢性疼痛与慢性神经病理性疼痛
［10］
类似 。在前期研究中，
我们通过给大鼠施行胸廓切开
术模拟慢性手术后疼痛，
并提取脊髓背角组织行慢性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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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疼痛的差异蛋白质组学分析［11］。在慢性疼痛组与非
慢性疼痛组间，
我们发现了多达58种差异蛋白［12］，
其中
谷氨酰胺酶Ⅰ和 RhoA 都有明显上调。那么在谷氨酰
胺酶Ⅰ和 RhoA 的表达之间，是否有潜在的联系？目
前，
在慢性疼痛中探讨 RhoA 和谷氨酰胺酶 I 的关系尚
未见报道。因此，
我们假设RhoA可能通过上调谷氨酰
胺酶Ⅰ影响大鼠开胸术后慢性疼痛的发生发展。为了
验证这个假设，
我们将探讨谷氨酰胺酶Ⅰ和RhoA表达
对手术后慢性疼痛的因果关系，
并使用RhoA抑制剂—
法舒地尔来验证我们的猜测。
1 材料和方法
1.1 实验动物
55只SD大鼠，
雄性，
体质量250~350 g由南方医科
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所有饲养及实验皆依照《南方
医科大学实验动物管理办法（试行）》以及《南方医科大
学动物实伦理审查指南（试行）
》原则进行。
1.2 动物分组
第1部分：
25只SD大鼠动物分为模型组与对照组，
模型组（n=20）行右侧开胸手术，
对照组（术前 0 d，
n=5）
［13］
用来做术前1天各项相关指标的分析 。术后，
模型组
通过行为学结果再分为术后慢性疼痛组及术后非慢性
疼痛组并在术后的第10天与第21天处死进行下一步研
究［14］。在整个实验中，
若术后某个时点大鼠的机械痛域
≥术前机械痛域的 20%水平并持续至术后第 21 天则认
为该动物存在术后慢性疼痛［15］。
第2部分：
30只雄性SD大鼠随机分为两组：
法舒地
尔组和非处理组（n=15）。开胸后，
法舒地尔组大鼠在切
口皮肤缝合后立即经腹腔注射盐酸法舒地尔（天津红日
药业有限公司，2 mL：30 mg，10 mg/kg，1/d，7 d），非处
理组给予等量的生理盐水。在大鼠术后当天至术后第
1、
7、
10、
21 天测量每组大鼠的机械缩足反射阈值（机械
痛域）和冷刺激诱发痛。术后第21天处死大鼠，
取胸段
第3至第5段脊髓进行下一步实验。
1.3 主要试剂及耗材
聚偏二氟乙烯 膜（GE Healthcare, USA）、鲁米那
（GE Healthcare, USA）、盐酸法舒地尔（天津红日药业
有限公司）、
抗谷氨酰胺酶Ⅰ单克隆抗体（1∶200，
武汉博
士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hoA 兔多克隆抗体（1∶100
武汉博士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izol、
逆转录试剂盒
及 Real-time PCR 检测试剂（美国，
Invitrogen），
PCR 引
物由苏州泽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合成，
RIPA裂解液（广
州拓科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4 动物模型
参考 Buvanendran［16］法建立开胸术后慢性疼痛动
物模型。麻醉后，
对大鼠行经口气管插管并连接小动物
呼吸机以行机械通气。于右侧 T4 和 T5 肋间隙行 3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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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切口，并在第 5 肋上方的肋间肌和胸膜上做一个长
1.5 cm的切口。采用显微牵开器将第4和第5肋骨牵开
8 mm。60 min 后取出牵开器，缝合表层肌肉和皮肤。
术毕大鼠恢复自主呼吸后拔出气管插管。
1.5 行为学测试
开胸后，
监测大鼠的日常活动、
进食、
饮水情况及切
口的恢复情况。疼痛行为学包括测量大鼠术后当天至
术后 21 d（1、
7、
10、
21 d）的机械缩足反射阈值（MWT）
和冷丙酮诱发痛，
通常在上午9时至12时进行［12］。提取
脊髓背根神经节蛋白取胸3~5段脊髓，
分离右侧背根组织
冻存于-80 ℃，
24 h。取出脊髓背角组织加入细胞裂解液
（50 mmoL Tris（pH 7.4），
150 mmoL 氯化钠，
1%曲拉通，
1%脱氧胆酸钠，
0.1% SDS，
1 mmoL 原钒酸钠，
1 mmoL
氟化钠，
1 mmoL EDTA and 1 mmoL 蛋白酶抑制剂）后
行超声震荡裂解。样本中的谷氨酰胺酶Ⅰ和 RhoA 表
达量用RT-PCR及蛋白免疫印迹法检测。
1.6 蛋白免疫印迹法检测谷氨酰胺酶Ⅰ的表达
将等量的样品（15 μg）用 12.5%的凝胶蛋白进行分
离，
转移到聚偏二氟乙烯膜（GE Healthcare, USA）上。
用抗谷氨酰胺酶Ⅰ单克隆抗体（1∶200，
武汉博士德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和抗单克隆抗体（1∶500）4 ℃孵育15 min，
再用羊抗鼠二抗（1∶2000）室温孵育45 min。之后，
运用
化学底物发光试剂鲁米那（GE Healthcare, USA）及拍
摄 X 射 线 胶 片 检 测 标 记 蛋 白 条 带 ，通 过 ImageJ
software version 1.46（http://rsb.info.nih.gov/ij/）进行条
带光密度扫描和分析。
1.7 蛋白免疫印迹法检测RhoA的表达
将脊髓样本（0.5 mg）溶解提取总蛋白，
测量蛋白浓
度，
蛋白变性，
聚丙烯酰胺凝胶蛋白分离，
转膜。加入
RhoA 兔多克隆抗体（1∶100 武汉博士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4 ℃孵育 15 min，
再用辣根过氧化物酶羊抗兔二
抗（1∶2000）37 ℃摇床孵育 45 min。条带运用 Gel pro
4.0 software（Media Cybernetics, Bethesda, MD, USA）
进行分析光吸收度测量和定量。
1.8 RT-PCR检测RhoA的mRNA的表达
实时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RT- PCR）结果源自
CFX96 Touch PCR 检 测 系 统（Bio-Rad Laboratories,
CA, USA）。提取脊髓背根神经节总 RNA 建立 20 μL
PCR 混合反应体系，
β-actin 作为内参。RhoA 的上下游
引物（苏州泽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分别是 5-ATGAT
GAGCACACAAGGCGGGA-3' 和 5-AAAGCGCCAA
TCCTGTTTGCCA-3'，
PCR扩增产物94 bp。PCR反应
步骤：
95 ℃变性 3 min；95 ℃变性 12 s；
62 ℃退火 30 s；
72 ℃延长30 s，
反应共40个循环。运用2-△△CT分析方法
分析相对表达量水平。
1.9 研究 Rho 蛋白激酶抑制剂法舒地尔对谷氨酰胺酶
Ⅰ表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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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舒地尔作为Rho蛋白激酶抑制剂，
主要作用是抑
制 Rho 蛋白激酶对 Rho/ROCK 受体的激活。在此研究
中，
我们运用Rho蛋白激酶抑制剂法舒地尔来研究Rho
蛋白激酶与谷氨酰胺酶Ⅰ的相互关系。
1.10 统计学方法
运用 SPSS19.0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分析，
各数值采
用平均数±标准差表示。单因素的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
方差分析，
两两比较采用t检验，
重复测量资料采用重复
测量的方差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行为学测量结果及再分组
模型组随机分为两组（n=10）：
10 d 组和 21 d 组，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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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分别在第10天及第21天被处死。根据大鼠的机械痛
域，
再进一步分为术后慢性疼痛组和术后非慢性疼痛
组，
同时通过蛋白免疫组化及RT-PCR。检测谷氨酰胺
酶Ⅰ和RhoA的表达水平。结果显示，
术后第10天及第
21天疼痛阈值（MWT）分别下降了46.28±18.65（n=5）和
44.45±10.32（n=4）。此外，
与术后非慢性疼痛组相比，
在术后的7~21 d术后慢性疼痛组显示出来对丙酮诱发
反应的显著提高（P<0.01，
表1，
2）。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发现以上两组在术后第 1 天机
械缩足反射阈值显著降低，
2 d后，
每组的机械痛阈逐渐
增加并在第 7 天再次降低。开胸术后发生慢性疼痛大
鼠的机械痛阈从术后第10天持续降到到第21天。因此
我们选择检测第10天和第21天的RhoA的表达量（图1）。

表1 10 d组的大鼠体质量，
机械痛及冷丙酮试验结果
Tab.1 Changes in body weight, mechanical withdrawal threshold (MWT) and cold acetone stimulus (CAS) pain
threshold in rats with or without chronic post-surgical pain (SPSP) within 10 days following thoracotomy (Mean±
SD)
CAS pain

MWT

Body weight (g)
Time (day)
CPSP

non-CPSP

CPSP

non-CPSP

CPSP

non-CPSP

0

252.38±10.16

250.34±5.10

110.38±13.22

108.45±7.16

3.44±0.73

3.36±0.94

1

250.46±18.12

258.09±29.11

64.20±21.37**

79.27±12.31

5.79±0.92

4.63±1.87

7

256.54±20.37

269.04±22.35

79.04±8.05

92.26±10.34

7.98±1.05**

4.22±0.81

10

258.98±17.63

287.25±30.57

74.32±11.55*

98.10±18.27

8.23±0.84**

4.43±0.19

The rats were sub-divided into CPSP and non-CPSP groups (n=10) based on the behavioral tests on day 10 after
thoracotomy. *P<0.05, **P<0.01 vs non-CPSP group.

表2 21 d组的大鼠体质量，
机械痛及冷丙酮试验结果
Tab.2 Changes in body weight, MWT threshold and CAS pain threshold in the rats within day 21 following
thoracotomy (Mean±SD)
CAS pain

MWT

Body weight (g)
Time (day)

CPSP

non-CPSP

3.85±0.26

3.68±0.54

80.83±12.27

6.23±0.98

5.08±1.57

75.76±11.17**

95.92±15.54

7.68±0.33**

4.83±0.63

283.05±32.64

68.75±10.64**

98.54±14.41

8.46±0.54**

4.55±0.49

305.22±13.85

70.59±9.93**

8.06±0.33**

4.38±0.28

CPSP

CPSP

non-CPSP

0

238.22±11.56

242.12±3.14

115.04±12.22

1

236.18±17.34

253.00±12.35

67.02±5.71*

7

243.44±16.34

265.07±17.22

10

248.00±18.59

21

262.56±23.41

non-CPSP
110.27±9.37

110.20±9.87

The rats were sub-divided into CPSP and non-CPSP groups（n=10）based on the behavioral tests on day 21 after thoracotomy.
*P<0.05, **P<0.01 vs non-CPSP group

2.2 蛋白免疫印迹法检测谷氨酰胺酶Ⅰ的表达
与术后非慢性疼痛组相比，
术后慢性疼痛组的谷氨
酰胺酶Ⅰ的表达量在术后的第10天和第21天有显著的
上调（P<0.01）。然而，
处理组在术后当天与术后非慢性
疼痛组的谷氨酰胺酶Ⅰ在术后的第10天和第21天表达
量没有统计学差异。此外，
术后慢性疼痛组的谷氨酰胺酶

Ⅰ的表达量在术后的第21天显著高于第10天（P<0.01）。
这表示谷氨酰胺酶Ⅰ的表达量是逐渐上升的（图2）。
2.3 蛋白免疫印迹法检测RhoA的表达
通过蛋白免疫印迹法检测两组各个时间点中
RhoA的表达。与术后非慢性疼痛组相比，
术后慢性疼
痛组的RhoA的表达量在术后的第10天和第21天有显

著增加（P<0.01）。此外，
术后慢性疼痛组的RhoA的表
达量在术后的第21天显著高于第10天（P<0.01）。这表
示RhoA的表达量是逐渐上升的（图3）。
2.4 RT-PCR检测RhoA的mRNA的表达
经过RT-PCR检测后发现，
在术后第10和第21天，
术后慢性疼痛组的 RhoA mRNA 的表达量要明显高于
术后非慢性疼痛组（P<0.05，
图4）。
2.5 Rho 蛋白激酶抑制剂法舒地尔对谷氨酰胺酶Ⅰ表
达的影响
术后 21 d 内，
非处理组的机械痛阈值比法舒地尔
组显著降低（P<0.05）。同时在术后的7~21 d，
与法舒地
尔组相比，
非处理组对冷丙酮诱发反应性明显增高（P<
0.01）。蛋白免疫印迹法检测出在术后 21 d，
谷氨酰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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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各组大鼠谷氨酰胺酶Ⅰ蛋白表达水平
Fig.2 Expression of GLS1 by Western blotting. The expression of GLS1 increased more obviously in CPSP
groups than in day 0 and non-CPSP group (n=5, **P<0.01).

酶Ⅰ与 RhoA 在非处理组的表达量要远远高于法舒地
尔组（P<0.01）。RT-PCR 检测发现，
术后的第 21 天，
法
舒地尔组中 RhoA mRNA 的表达量要明显高于非处理
组（P<0.01，
表3）。

RhoA 在慢性疼痛模型中的相互关系，
但未来我们仍需
进一步的研究 RhoA 是以何种机制调节谷氨酰胺酶Ⅰ
的表达的。
RhoA 作为一种小分子 G 蛋白，
其效应底物 Rho 激
酶（ROCK）是一种丝氨酸/苏氨酸激酶，
参与了［18］细胞有

3 讨论
在前期研究中，
我们对出现和未出现手术后慢性疼
痛大鼠之间脊髓背角组织蛋白表达水平进行了比较和
鉴定，
发现RhoA与谷氨酰胺酶Ⅰ的上调水平明显并呈
现正相关趋势。为了进一步验证，
我们进行了本次的实
验，
发现了以下结果：
大鼠在实施开胸术后，
慢性疼痛的
发生率是符合之前的调查结果的；
RhoA与谷氨酰胺酶
Ⅰ在术后慢性疼痛组的蛋白表达均高于术后非慢性疼
痛组；
在使用 RhoA 蛋白激酶抑制剂法舒地尔后，
大鼠
的机械痛阈值、
RhoA及谷氨酰胺酶Ⅰ的蛋白表达都比
非处理组有所降低。这提示 RhoA 与谷氨酰胺酶Ⅰ的
上调在术后慢性疼痛的发生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潜在
的机制也许与脊髓背角中 RhoA 对谷氨酰胺酶Ⅰ的上
调有关。综上所述我们首次发现了谷氨酰胺酶Ⅰ与

丝分裂、
细胞骨架、
细胞趋化和黏附等多种生理过程的
形成。炎性疼痛模型中，
RhoA/Rho 激酶途径的抑制可
以预防小鼠脊髓中脂多糖诱导的痛觉过敏和 TNF-α和
IL-1β的释放［13］。而在炎性反应中，
内皮素-1、
5-羟色胺、
一氧化氮合酶等多种炎性介质和细胞因子可激活RhoA，
促进炎性损伤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生［18-19］。Takeshita等［20］
向大鼠关节内注射单碘酸醋盐制备大鼠骨性关节炎模
型，
退变关节软骨ROCK 表达明显增加，
而注射 ROCK
抑制剂 AS1892802 发现它可延缓关节软骨细胞退变，
还可通过抑制滑膜分泌缓激肽降低炎症反应［21］。
在慢性疼痛模型中，
Otsuka等［22］发现鞘内注射甲羟
戊酸可增加脊髓内 RhoA 从胞质到胞膜的转移，而 Y27632可完全拮抗甲羟戊酸诱发的热痛敏，
同时研究发
现应用 HMG-CoA 还原酶抑制剂辛伐他丁可抑制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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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各组大鼠RhoA蛋白表达水平
Fig.3 Expression of RhoA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ting. The expression of RhoA increased more obviously in
CPSP groups than in day 0 and non-CPSP groups (n=5,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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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各组大鼠的RhoA mRNA的表达水平
Fig.4 Expression of RhoA mRNA detected by RT- PCR.
The expression of RhoA mRNA increased more
obviously in CPSP groups than in day 0 and non-CPSP
groups (n=5, **P<0.01).

由福尔马林引起的脊髓小胶质细胞RhoA的活化反应，
从而抑制福尔马林二相疼痛反应［23］。
在糖尿病模型中，
各类糖基化终产物及炎性因子可
导致 ROCK 及其下游分子的激活［24-26］。在其痛觉过敏
试验中［22］，
可发现糖尿病小鼠脊髓细胞中激活的RhoA表
达是增加的，
而抑制剂Y-27632可缓解机械痛敏反应［27］。
同时一氧化氮合酶及一氧化氮的含量也有所下降。
作为谷氨酰胺转变为谷氨酸的关键酶，谷氨酰胺
酶在中枢及外周末梢的谷氨酸浓度蓄积起到了重要
作用［28-29］，
谷氨酰胺酶的上调直接影响了谷氨酸表达的
增加。研究发现，
谷氨酸介导的痛觉传递是诱发中枢慢
性疼痛形成的基础［30］。在伤害性信息传入时，
神经突触
除极化，
作为兴奋性神经递质的谷氨酸被释放在突触间
隙，
各种离子内流并产生正反馈作用，
使得神经细胞兴
奋性增强。在CPSP中，
催化谷氨酰氨转化为谷氨酸的

表3 术后21 d法舒地尔对谷氨酰胺酶Ⅰ及RhoA表达的结果
Tab.3 Comparison of behavioral changes and expressions of GLS1 and RhoA mRNA between fasudil- and
saline-treated groups on day 21 after surgery
Group
Fasudil treated group
no-treated group

MWT

CAS pain

GLS1

RhoA protein

RhoAmRNA

101.34±15.77

4.51±0.40

0.45±0.04

0.47±0.03

6.79±0.49

8.26±0.33**

1.08±0.63**

0.92±0.11**

83.46±14.22*

11.08±0.25**

*P<0.05, **P<0.01. Compare with fasudil treated group (n=15).

谷氨酰胺酶表达升高［12］，
故推测术后慢性疼痛的发生是
谷氨酸介导产生中枢敏感化的结果，
即伤害性感觉传入
引起的谷氨酸释放增加启动脊髓背角神经元发生病理
生理改变，
故而再次传入某种强度刺激时能够使动物感
受到大于实际刺激强度的疼痛，
从而出现痛觉过敏。
近年来，
RhoA与谷氨酰胺酶Ⅰ的相互作用关系在
多方面进行过研究。肿瘤细胞的生长通过消耗大量谷
氨酰胺来获得足够的能量［31］，
但肿瘤细胞是如何调节谷

氨酰胺表达的却并不清楚。直至研究者们发现 RhoA/
Rock信号通路是通过调节上调谷氨酰胺酶Ⅰ的表达来
调节谷氨酰胺的代谢［32］，两者的关系才受到了重视。
RhoA作为转录信号传导和激活分子（STAT）之一，
它与
GTP酶的关系尚未得到证实，
在此研究者通过细胞毒性
坏死因子（CNFs）激活 Rho/GTP 酶途径发现，
它们是通
过谷氨酰胺的脱酰胺作用活化了 Rho 家族的小 GTP
酶，
而这对GTP的水解至关重要［33］。同时，
在肠上皮损

http://www.j-sm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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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模型中，
谷氨酰胺与丙氨酸-谷氨酰胺可以增加RhoA
的表达，
起到一定保护作用［34］。之后，
在陈舒等［35］研究
中发现向经法舒地尔处理后的神经胶质瘤中加入谷氨
酸能进一步降低细胞的存活率，
这可能是法舒地尔可以
诱导人脑胶质瘤细胞谷氨酸受体的表达增高，
通过联合
谷氨酸发挥谷氨酸兴奋性毒性达到更好的抗胶质瘤的
作用。在慢性疼痛的研究中，
我们发现了RhoA与谷氨
酰胺酶Ⅰ相互关系的一种新的可能性，
这也许会成为之
后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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