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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多种应激因素的加剧,抑郁症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常见
病、多发病,其发病正在快速攀升。由于合成抗抑郁药大多存

善并非突触前单胺神经递质摄取抑制的急性药理效应。
1.4

养心安神类中药
[6]
李氏等 采用小鼠 FST 和 TST 研究合欢花水提物的抗抑郁作

在抗抑郁谱窄、不良反应大、药价高和易复发等缺陷,近年来,
人们逐渐把目光投向传统中医药,以期从中寻找出治疗抑郁症

用,并与地西帕明作对照。结果合欢花水提物(原药材 2～18 g/kg)

的新药及新方法。而动物实验是研究抗抑郁药物的药效、作用

和地西帕明类似,均能明显对抗两种行为绝望模型小鼠的绝望

机理和药物筛选的重要方法之一,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有鉴

行为,使不动时间缩短,其中合欢花中剂量组抗抑郁的效果较

于此,现将近年来有关中医药抗抑郁动物实验研究综述如下。

其他剂量组显著,呈行为药理学特有的 U 形曲线。虽然这两种

1

模型对抗抑郁药有高选择性,但一些增加动物活性的药物也可

单味中药的抗抑郁作用

1.1

能出现假阳性结果,而合欢花水煎剂能显著减少小鼠的自发活

开窍类中药
[1]

李氏等 利用小鼠尾悬挂实验和大鼠强迫游泳实验抑郁

动,故可排除其假“阳”性结果的可能性,说明合欢花水提物对

模型对石菖蒲水煎剂的抗抑郁作用进行研究,并与氟西汀对

[7]
行为绝望动物模型有明显抗抑郁作用。张氏等 研究酸枣仁对

照。结果两者均能对抗大鼠、小鼠的失望行为,使实验动物的

大鼠脑组织中单胺类神经递质及其代谢物含量的影响。实验结

绝望行为(不动时间)降低,具有抗抑郁效应,从而证实了石菖

果表明,酸枣仁对治疗慢性应激抑郁症有一定疗效,其机理可

蒲抗抑郁作用的假设,也进一步证明了石菖蒲的开窍豁痰功

能是通过降低大鼠脑组织前额叶中 DA、5-HT 的含量而发挥抗

效。虽然这两种模型对抗抑郁症有高选择性,但一些增加动物

抑郁作用的。此项研究可为筛选抗抑郁症药物及其抗抑郁机理

活动性的药物也可能出现假阳性结果,而石菖蒲能显著地减少

提供基础资料。

小鼠的自发活动,故可排除其假阳性结果。

2

1.2

2.1

清热解毒类中药

复方中药制剂的抗抑郁作用

[2]

对实验动物行为学的影响
[8]
陈氏等 通过小鼠自主活动试验、TST、FST 和大鼠群居接

司氏等 采用大鼠慢性应激抑郁模型,研究贯叶连翘提取
物对抑郁大鼠行为学及脑内 5-羟色胺(5-HT)、去甲肾上腺素

触模型,观察柴胡疏肝散的抗抑郁焦虑的药理作用。结果表明：

(NE)表达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贯叶连翘提取物能改善抑郁

柴胡疏肝散能明显缩短悬尾及强迫游泳实验中小鼠的不动时

大鼠的行为学症状,增强大鼠脑皮质及海马表达 5-HT、NE,其

间,能对抗群居实验所引起的矛盾冲突状态,减轻动物的焦虑

[3]

阳性细胞数量也明显增多,改善了抑郁症状。秦氏等 研究表

[9]
程度,而对其自主活动无显著影响,王氏等 采用小鼠 TST、FST

明,积雪草挥发油对利血平引起的大鼠眼睑下垂和体温下降具

及利血平拮抗实验观察贯郁胶囊的抗抑郁作用。结果贯郁胶囊

有明显的拮抗作用,而且还可明显缩短电刺激小鼠角膜引起的

1.2、0.6 g/kg 均可显著缩短小鼠悬尾及强迫游泳不动时间,

最长持续不动状态时间,说明积雪草挥发油具有抗抑郁的作用。

并且均可显著对抗利血平所致的小鼠体温下降、眼睑下垂及运

1.3

动不能,说明贯郁胶囊具有明显的抗抑郁作用。

补肾壮阳类中药
[4]

蔡氏等 对巴戟天的抗抑郁活性进行了系统研究。结果表

2.2

明,巴戟天具有与其传统功效不同的抗抑郁作用,巴戟天的大
多提取物主要通过作用于 5-HT 系统来发挥其抗抑郁的药理活
[5]

对实验动物神经内分泌的影响
郭氏等

[10]

研究醒脾开郁方对大鼠抑郁症模型的中枢单胺

类神经递质的影响,以探讨其抗抑郁的作用机制。结果醒脾开

性,部分提取物对多巴胺(DA)系统也有作用。钟氏等 采用经

郁方可明显升高慢性应激抑郁模型大鼠海马及皮层 5-HT,降

典动物行为绝望模型悬尾试验(TST)和强迫游泳试验(FST),观

低海马 DOPAC、HVA 含量,并降低海马 DOPAC/DA、5-HIAA/5-HT

察淫羊藿提取物对小鼠行为及体内生化指标的影响,采用利血

和皮层 5-HIAA/5-HT。提示醒脾开郁方通过降低海马 5-HT、DA

平拮抗模型探讨其抗抑郁可能作用的途径。研究结果证实：淫

及皮层 5-HT 及 DA 的代谢,相对升高海马 5-HT、
DA 及皮层 5-HT

羊藿提取物可显著缩短 TST 和 FST 小鼠悬尾和游泳不动时间,

含量而发挥抗抑郁作用。汪氏等

抑制 TST 小鼠肝和脑组织单胺氧化酶 A(MAO-A)和单胺氧化酶

探讨其作用机制。实验结果表明,开心散可提高中枢 5-HT、NE

B(MAO-B)活性,逆转小鼠肝组织丙二醛(MDA)水平的升高,从而

含量,同时降低血浆皮质醇含量,从而起到抗抑郁的作用。瞿氏

表明淫羊藿提取物有可能因减弱自由基对神经组织的损伤程度

等

而改善抑郁绝望行为；研究还发现,淫羊藿提取物对利血平所致

响,探讨其抗抑郁作用的机理。结果模型组大鼠下丘脑、纹状

小鼠体温的下降无明显改善作用,推测其对小鼠绝望行为的改

体、边缘区和大脑皮层单胺类神经递质及其代谢产物的含量明

[12]

[11]

研究开心散的抗抑郁作用并

观察柴胡龙牡汤对该模型鼠各脑区单胺类神经递质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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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减少；柴胡龙牡汤可使抑郁大鼠下丘脑、纹状体、边缘区和

定的进展,但仍存在很多不足之处,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 4 个

大脑皮层 NA、DA、DOPAC、5-HIAA 普遍增加,纹状体和边缘区

方面。第一,目前抑郁症的造模方法还不能够将西医的“病”

5-HT 水平显著升高,从而认为柴胡龙牡汤的抗抑郁作用可能

与中医的“证”很好地结合起来,与此相应,在中医药治疗方面

与增加脑内单胺类神经递质的含量有关。

也就无法做到真正的辨“证”论治。第二,中草药抗抑郁作用

2.3

的主要有效活性成分及其作用机理还不是很清楚。第三,中药复

对实验动物免疫系统的影响
[13]

观察柴地合方对慢性应激模型大鼠多种免疫功

方抗抑郁的动物实验研究仅仅是停留在神经内分泌或血液生化

能的影响,探讨其抗抑郁作用可能的部分机理。实验表明：慢

等某一方面,而不是从整体来研究,并且疗效标准不一致,缺乏

性应激大鼠的胸腺指数和脾指数减小,T 淋巴细胞和 B 淋巴细

可比性。第四,目前仅有关于电针抗抑郁症的动物实验研究,对

胞增殖受到抑制,白介素 1β(IL-1β)和白介素 6(IL-6)分泌

普通针刺及艾灸抗抑郁症的动物实验研究极少。因此,在今后的

水平降低,提示慢性应激大鼠的免疫功能受到抑制；柴地合方

研究中尚需克服不足,进一步加强相关薄弱环节的研究工作。

治疗可使慢性应激大鼠受抑制的免疫功能得到改善,对慢性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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