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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脾汤对抑郁模型大鼠血清白细胞介素-1β和海马
神经元白细胞介素-1 受体Ⅰ型表达的影响
季 颖,尚 菲,孙大宇,单德宏,康廷国,董 平
(辽宁中医药大学,辽宁 沈阳 110001)
摘要：目的

观察归脾汤对抑郁模型大鼠血清白细胞介素-1β(IL-1β)和海马神经元白细胞介素-1 受体Ⅰ型

(IL-1RⅠ)表达的影响,探讨其防治抑郁症的可能机制。方法

采用慢性不可预见性刺激抑郁模型,将 40 只 Wistar

雌性大鼠分为对照组、模型组、盐水组、中药组,在第 0 日和第 22 日分别进行体重和行为学评分,放免法检测血清
IL-1β含量,免疫组化法检测 IL-1RⅠ表达。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模型组和盐水组大鼠的体重、行为学评分、血清

IL-1β含量和海马神经元 IL-1RⅠ表达均有显著差异,而中药组上述指标均无明显差异。结论

归脾汤的抗抑郁机制

与维持正常的 IL-1β分泌和 IL-1RⅠ的表达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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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Guipi Decoction on Serum IL-1β and Hippocampus IL-1RⅠ Expression of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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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Guipi Decoction on serum IL-1β and hippocampus IL-1RⅠ
expression of depression model rats, and approach its mechanism of treating depression. Methods The
depression model was established by received chronic unpredictable stress stimulus. Forty female Wistar
rats were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control group, model group, saline group and Chinese medicine group.
All rats were weighed and taken Open-field test on 0 and 22nd day, the serum IL-1β was detected with
radio-immunity, and the expression of IL-1RⅠ was detected with immunohistochemical method. Result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weight, behavior points, serum IL-1β, expression of IL-1RⅠ of the
model group and the saline group changed obviously while that in Chinese medicine group did not.
Conclusion The anti-depressive mechanism of Guipi Decoction is related to maintaining the normal
excretion of IL-1β and IL-1RⅠ expression from the chronic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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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的情感障碍性精神疾病,海马组织受
损、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HPA)功能亢进与其发病有关[1-2]。

脾汤组(中药组),每组 10 只。
1.2

近年来,随着精神神经免疫学的飞速发展,许多报道提出血清白
[3]

抑郁症大鼠模型的建立
除对照组外,其余 3 组均复制慢性不可预见性刺激抑郁模

[6]

细胞介素-1β(IL-1β)在抑郁症的发病中起重要作用 。白细

型 ,21 d 内对大鼠施加电击足底(36 V 交流电,5 min)、冰水游

胞介素是参与调节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轴中的调节因子。临

泳(4 ℃,5 min)、摇晃(5 min)、夹尾(1 min)、禁水(24 h)、禁

床研究表明,归脾汤是对症治疗抑郁症的中医经典方剂,并取

食(24 h)等刺激,每日 1 种刺激方法,随机施加,每种刺激重复

[4-5]

得了良好的疗效

,但其作用机制尚不十分清楚。本实验主要

3～4 次。各组大鼠在第 22 日均采用 Open-field 法测行为并

从免疫方面观察归脾汤对抑郁模型大鼠 IL-1β及海马神经元

称体重。

白细胞介素-1 受体Ⅰ型(IL-1RⅠ)表达的影响,探讨其抗抑郁

1.3

机制。
1
1.1

材料与方法
动物

给药
归脾汤方由白术 30 g、茯神 30 g、黄芪 30 g、龙眼肉 30 g、

酸枣仁 30 g、人参 15 g、木香 15 g、甘草 8 g、当归 3 g、
远志 3 g 组成。药品购于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药局,按照

健康雌性 Wistar 大鼠,清洁级,体重(220±20)g,中国医

常规煎煮方法制成水煎剂,浓缩至 1 g/mL,4 ℃冰箱保存备用。

科大学动物实验中心提供,合格证号：SCXK(辽)2003-0009。经

空白组不给药；模型组只施加灌胃动作但不给药；盐水组于每

适应性喂养 1 周后,室温 18～20 ℃,湿度 70%～80%,选择体重

次刺激前 30 min 灌胃 3 mL 生理盐水；中药组,根据临床成人

和行为学评分相近的 40 只大鼠,随机分为对照组、抑郁症模型

(70 kg)用量按体重折算成大鼠体重(200 g)灌胃剂量,每日每

组(模型组)、抑郁症＋生理盐水组(盐水组)和抑郁症模型＋归

100 g 体重给药 1.5 mL,于每次刺激前 30 min 灌服,共给药 21 d。
1.4

基金项目：辽宁省教育厅高等学校科研资助项目(2005251)

大鼠体重及行为学检测
在实验开始的第 0 日和第 22 日,用 GS-671 电子秤(大连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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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生物有限公司)对实验大鼠称重,并用 Open-field 法检测行
为学得分,计数 3 min 内大鼠水平穿越格数为水平得分,以前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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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IL-1β是前炎症细胞因子,导致 HPA 轴过度活跃,引起皮

抬起次数为垂直活动得分。

质醇的增高,通过损伤海马、蓝斑等处,而使抑郁症患者产生认

1.5

[7]
识功能障碍、情绪低落、失眠等行为和学习能力改变的症状 。

大鼠血清白细胞介素-1β检测
实验第 22 日,用 20%乌拉坦(0.4 mL/100 g)腹腔麻醉,取腹主

这可能是因为 IL-1R 在中枢神经系统的下丘脑和海马密度最

动脉血 2 mL,离心取血清,低温冷藏待测,采用放免法检测血清

高。IL-1 的受体(IL-1R)有 2 种,分别为 IL-1RⅠ型和 IL-1RⅡ

IL-1β浓度,试剂盒购于北京伟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此项工

型,通过识别和接受的信号准确无误的放大并传递到细胞内部,

作由沈阳军区总医院内分泌实验室协助完成。

启动一系列胞内生化反应,从而影响相应靶基因的表达发挥生

1.6

物学效应；只要有小于 2%的 IL-1R 与 IL-1 结合,即可发生 IL-1

海马神经元白细胞介素-1 受体Ⅰ型表达的检测
取血后,剖开胸腔,经左心室快速灌流 37 ℃生理盐水 100～

的生物学效应。

200 mL,继之灌注 4 ℃的 4%多聚甲醛溶液(PBS 配制,pH 7.2～

IL-1β水平增高可出现抑郁症状,其作用机制可能是：①

7.4)200～300 mL,然后剥离脑组织,置于同浓度多聚甲醛溶液

外周和中枢 IL-1β的增加和炎症反应系统的激活,其最终可

中后固定 48 h 以上待测,采用免疫组化法,试剂盒购于武汉博

归结于 HPA 轴的高度激活。正常情况下,过度活跃的 HPA 轴可

士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显微镜下观察并用 BI-2000 图像分析

通过负反馈机制得到调节平衡,而抑郁症时打乱这种负反馈机

系统(成都泰盟科技有限公司)测定 IL-1RⅠ表达的平均灰度

制。②神经递质功能减低是抑郁症发病的重要机制之一,而

值和阳性细胞数。

IL-1 与 5-羟色胺(5-HT)关系密切,它能激活 3-二氧化酶(IDO),

1.7

耗竭 5-HT 前体(TRP),而 5-HT 的合成很大程度依赖 TRP,从而

统计学方法
—

采用 SPSS10.0 统计软件分析,数据以x±s 表示,采用方差

减低突触间隙的 5-HT 水平,引起 5-HT 受体的密度降低和功能

分析和两两比较,如方差不齐时使用秩和检验。

减退。另外,IL-1β能使下丘脑和脑干内去甲肾上腺素的含量

2

下降。

结果(见表 1～表４)
—

各组大鼠体重变化(x±s,g)

表1

临床研究发现,有效的抗抑郁药有抗免疫激活的效应,影

组别

n

第0日

第 22 日

响 IL-1β的代谢和受体的表达,并且可以阻止 IL-1β引起的

对照组

10

208.0±11.6

232.8±20.7

精神症状。本实验结果表明,归脾汤可对抗慢性不可预见性应

模型组

9

207.8±11.5

190.9±10.5

*

激导致的大鼠体重、行为学得分下降,同时,模型组和盐水组

*

IL-1β、IL-1RⅠ的表达显著高于对照组,提示抑郁状态时

盐水组

9

207.8±11.5

193.3±12.0

中药组

10

204.5±10.9

213.9±13.5

[3]
IL-1β含量升高和 IL-1RⅠ表达上调,与 Maes 等 的结果一

注：与对照组比较,*P ＜0.01；实验过程中,模型组和盐水组实验动物各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说明归脾汤能维持正常 IL-1β的分泌和受

死亡 1 只(下同)

体的表达,可使抑郁症状好转,这可能是其抗抑郁的机制之一。

—

表 2 各组大鼠行为学得分(x±s,分)
水平

n

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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