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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Major Depression)是一种常见的精神疾

病，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2020年，抑郁症将成为仅

次于心脏疾病的全球第二大疾病负担源 [1]。经典遗

传学研究表明抑郁症是遗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下

的异质性疾病，其中个体所遭受的心理应激是诱发

抑郁的主要环境因素 [2]，而中枢多巴胺(Dopamine，
DA)递质系统的异常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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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慢性不可预知性应激诱导的抑郁大鼠纹状体内多巴胺受体D1型（dopamine receptor D1，DRD1）
和microRNA-504(miR-504)的表达，探讨miR-504是否介导了DRD1基因表达参与调控慢性不可预知性应激诱发大

鼠抑郁的发生。方法：将10周龄雄性SD大鼠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大鼠接受连续21天慢性不可预知

性应激，对照组不接受任何实验性处理。两组大鼠均于13周龄时，采用强迫游泳测验、糖水偏爱测验和旷场试验评

定大鼠的抑郁水平，以实时定量荧光RT-PCR (qRT-PCR)检测纹状体内DRD1 mRNA和miR-504的表达水平，以免

疫印迹法(Western Blot)检测纹状体DRD1蛋白质表达水平。结果：与对照组大鼠相比，实验组大鼠直立次数和爬行

总路程均减少，而被动漂浮时间延长；两组大鼠的大便颗数和糖水偏爱率差异均不显著。实验组大鼠纹状体内

DRD1蛋白和miR-504表达量均降低，而DRD1 mRNA的表达量与对照组比较差异不显著。皮尔逊相关分析显示，

两组大鼠纹状体内DRD1蛋白水平与大鼠的被动漂浮时间呈负相关，而与其他的行为测验水平无明显相关；两组大

鼠纹状体内miR-504水平与行为测验水平均无明显相关。结论：慢性不可预知性应激诱导大鼠产生了抑郁样行为

并能降低纹状体DRD1蛋白和miR-504的表达；miR-504可能并不参与纹状体内DRD1基因表达参与调控慢性不可

预知性应激诱发大鼠抑郁的发生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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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xpression of dopamine receptor D1(DRD1) and microRNA-504(miR-504) in stria⁃
tum of depressed rat induced by the chronic unpredictable stress, and to investigate whether miR-504 is involved in the reg⁃
ulation of the process in which DRD1 gene mediated rats’depressive behaviors during chronic unpredictable stress re⁃
sponse. Methods: Male SD rats at the age of 10 week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stress group rats re⁃
ceived chronic unpredictable stressors for continuous 21 days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rats received no experimental handle.
When they grew up to 13 weeks, depressive behaviors were assessed with forced swimming test, sucrose preference test and
open field test. The expressions of DRD1 mRNA, miR-504 and DRD1 protein in rats’striatum were detected by 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eal-time PCR) and Western Blotting respectively. Results: In the open field test, the number
of vertical activity and total distance in stress group rats were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the number of the
fecal pellets was not different between two groups. In the forced swimming test, the floating time in the stress group rats is
significantly long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In the sucrose preference test,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of the sucrose prefer⁃
ence rate between two groups. The expression of DRD1 protein and miR-504 in stress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in control group. The expression of DRD1 mRNA in stress group was not different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Pearson cor⁃
relat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expression of DRD1 protein in rat striatum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floating
time. Conclusion: Chronic unpredictable stress induces the depressive behaviors of the rats, leading to the corresponding
changes of expression of DRD1 protein and miR-504 in rat striatum. MiR-504 might not be involved in the regulation of
DRD1 gene expression in process which chronic unpredictable stress induces the depressive behaviors in r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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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有临床资料表明,抑郁症患者中枢DA能神经

元分布密集的纹状体内，DA和多巴胺转运体（dopa⁃
mine transporter，DAT）的表达明显降低，且与多巴胺

系统所涉及的抑郁症状的病理生理过程有关联 [4]。

抑郁症的动物模型也发现动物参与情绪和动机调节

的脑区DA及其受体(dopamine receptor, DR)的浓度

降低且降低水平与动物的抑郁样行为水平明显相关
[5，6]，但其具体的生物学机制并不明确。近年来，转

录后水平的micro-RNA调控机制在基因表达调控

中的广泛作用已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有研究在应激

所致抑郁样行为的动物大脑和死后抑郁症患者的大

脑尸检中均发现micro-RNA的表达发生了变化 [7]。

Huang等发现microRNA-504（miR-504）能直接作于

多巴胺受体 D1型（dopamine receptor D1，DRD1）基

因,引起DRD1表达的改变和等位基因的表达失衡
[8]。为了明确中枢多巴胺系统中含量最为丰富的

DRD1在抑郁症的病理生理过程中的表达情况，并

探讨miR-504是否参与DRD1基因表达的调控，本

研究拟用慢性不可预知性应激的方法建立抑郁症动

物模型，观察大鼠在应激后的行为改变及纹状体内

miR-504和DRD1基因表达的改变，研究应激所致

抑郁的可能生物学机制。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SD大鼠购自湖南斯莱克景达实验动物有限公

司，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实验动物中心饲养繁

殖。实验期间大鼠均可以自由饮水、摄食，明暗周期

为12h/12h(8：00-20：00)，室温21～23℃，湿度50%～

55%。

将10周龄的雄性SD大鼠随机分入实验组(n=7)
和对照组(n=7)。实验组大鼠接受连续 21天的慢性

不可预知性应激；正常对照组不接受任何实验性处

理。所有大鼠在13周龄时接受强迫游泳测验、糖水

偏爱实验和旷场测验来评定抑郁水平。

1.2 方法

1.2.1 慢性不可预知性应激模型 参照Weaver [9]等

的方法并根据预实验结果加以改进，使实验方案更

适合本研究的大鼠。具体方法如下：SD大鼠从 10
周龄时开始接受连续21天的慢性不可预知性应激，

每天上午 09：00~12：00之间进行操作，随机给予大

鼠以下应激中的一种：①限制应激：将大鼠放入自制

的限制应激筒中，通风良好，保证大鼠可自由呼吸且

不受压迫但活动受限，限制时间为2小时；②高台应

激：将大鼠单独置于一个长10cm，宽10cm，高160cm
的平台之上，持续时间为 2小时；③足底电击，将大

鼠单独放入足底电击箱（AniLab），电击电流大小为

800mA，随机平均间隔时间为10秒，持续30分钟；④
禁食，持续时间为24小时；⑤禁水，持续时间为24小
时。每种应激给予 3-4次，连续两天不出现相同应

激，使大鼠不能预料刺激的发生。

1.2.2 抑郁行为评定 ①旷场实验: 参照朱熊兆等
[10]的方法旷场实验用于评定动物的自发活动性，在

新异环境中的探索行为及焦虑水平。采用 DigBehv
LR4动物行为分析系统(上海吉量软体科技有限公

司，中国)记录并分析大鼠活动。实验中保持坏境安

静，将大鼠小心放置在旷场实验箱的中央，由红外摄

像系统和视频合成器记录大鼠5min内的活动情况；

计算机分析系统分析大鼠运动轨迹。监视及分析下

列行为改变：爬行总路程、直立次数、大便颗数。每

只大鼠实验后清理场箱内残留物，清除上一只大鼠

的气味，以免影响下一只大鼠的行为。②强迫游泳

实验：参照Weaver等[9]的实验方法，采用大鼠在水中

被动漂浮时间评定大鼠的行为绝望水平。具体如

下：实验第1天为适应性训练，将大鼠放入强迫游泳

桶中 (桶高 40cm，直径 30cm，桶内水深 30cm，水温

25℃)，强迫游泳15min后捞出，烘干后放回笼内。于

第 2天的同一时间，将大鼠再次放入同一强迫游泳

桶中，摄像并记录大鼠在 5min内的静止不动(即被

动漂浮，大鼠在水中仅有尾巴和前爪的轻微运动)时
间，每只大鼠实验后换水并清洗强迫游泳桶，避免影

响下一只大鼠的行为。③糖水偏爱实验：参照 Lin
等[11]的方法，采用糖水偏爱率评定大鼠的快感缺失

水平。具体如下：单笼饲养大鼠，每笼放置2个饮水

瓶。在实验的第一个 24h内，2个饮水瓶均装有 1%
的蔗糖水；在第2个24h内，一个饮水瓶装有纯水，另

一饮水瓶装有1%的蔗糖水；在第3个24h的前23个
小时内禁食、禁水之后 1h给予大鼠一瓶 1%的蔗糖

水和一瓶纯水，且水瓶的放置顺序与前一次的相反，

以避免练习效应对大鼠行为的影响。实验结束后称

两水瓶质量，并计算动物的糖水偏爱率(糖水偏爱率

=糖水消耗量/总液体消耗量×100%)
1.2.3 生物学指标检测 ①DRD1 mRNA和 miR-
504表达水平的检测：采用实时定量荧光RT-PCR方

法，检测两组大鼠纹状体内 DRD1 mRNA和 miR-
504的相对表达量。具体步骤如下：行为学实验结

束后，将大鼠用水合氯醛麻醉，快速断头处死，迅速

取出纹状体；液氮研碎标本，TRIzol(RNA提取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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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提取总RNA，用紫外/可见光分光光度计测定

RNA的光密度值(OD值)，以判定其浓度及纯度；取

2μg RNA进行反转录，获得的 cDNA用于下一步的

实时定量荧光PCR扩增。U6为microRNA内参校准

基因，上游引物序列为 gcaaggatgacacgcaaattc，miR-
504的上游引物序列 gcggtgaggtagtaggttgtatagtt。下游

是随机通用引物 (日本 TaKaTa 公司的 One Step
PrimeScript miRNA cDNA Synthesis Kit(Perfect Real
Time)试剂盒自带)。β-actin为mRNA内参校准基

因, 上游引物序列为 cacgatggaggggccggactcatc下游引

物序列为Taaagacctctatgccaacacagt。DRD1 mRNA的

上游引物序列为 cttcgatgtgtttgtgtggttt，下游引物序列

为Tcttccttcttcaggtcctcag。实时定量荧光PCR扩增程

序为：预变性 95℃加热 15s；PCR反应：95℃加热 3s，
60℃加热 30s，此阶段循环 40 次；生成溶解曲线：

95℃加热1min，55℃加热1min，55℃加热10s，每循环

上调0.5℃，共进行80个循环。仪器配套软件自动对

数据进行分析得到每个样本的循环阈值 (cycle
threshold，Ct值)，实验重复 3次。②DRD1蛋白表达

水平的检测：采用免疫印迹法（Western Blot）检测各

组大鼠纹状体内DRD1蛋白质相对表达量。具体步

骤如下：使用RIPA裂解液，冰上裂解纹状体组织，提

取总蛋白：采用BCA法测定蛋白质浓度；取 30ug蛋
白质经 SDS-PAGE电泳后转PVDF膜；然后用PBST
（135mM NACL，2.7mM KCL，1.5Mm KH2PO4，8Mm
K2HPO4，含 0.1%Triton）配制的 5%脱脂牛奶室温封

闭1h；加入DRD1单克隆抗体（1：100稀释），4℃孵育

过夜；PBST洗 3次，每次 10min；加入辣根酶标记的

二抗（1：4000稀释），室温孵育1h；PBST洗3次，每次

10min；用 ECL发光试剂盒孵育 5min，并在暗室显

影，显影后 PVDF膜用洗膜液（600mM NACL，3%纯

乙酸）洗三次，每次 10min；用 PBST配制的 5%脱脂

牛奶室温封闭1h；加入GAPDH单克隆抗体（1：4000
稀释），室温孵育 1h；PBST洗 3次，每次 10min；加入

辣根酶标记的二抗（1：4000 稀释），室温孵育 1h；
PBST洗 3次，每次 10min；用 ECL发光试剂盒孵育

5min，并再次在暗室显影。图像以Bio-Rad图像分

析系统分析，用目的蛋白条带的平均灰度值与GAP⁃
DH条带的平均灰度值的比值表示DRD1蛋白表达

的相对强度。

1.2.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7.0 统计软件分

析。测定值用均数±标准差(χ±s)表示；实验数据组

间比较均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相关分析采用皮尔

逊相关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大鼠行为学实验结果比较

2.1.1 旷场实验结果 实验组大鼠直立次数和爬

行总路程少于对照组(P<0.05)，大便颗数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见表1。
2.1.2 强迫游泳实验和糖水偏爱测验结果 实验

组大鼠的被动漂浮时间长于对照组大鼠（P<0.05），

实验组大鼠的糖水偏爱率与对照组大鼠的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1 旷场试验结果（χ±s）

表2 强迫游泳试验与糖水偏爱实验结果（χ±s）

2.2 两组大鼠纹状体DRD1蛋白、DRD1 mRNA
和miR-504的检测结果

实验组大鼠纹状体内DRD1蛋白和miR-504表
达量均低于对照组大鼠（P<0.05），实验组大鼠纹状

体内DRD1 mRNA表达量与对照组大鼠的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3。
表3 纹状体内DRD1蛋白、DRD1mRNA

和miR-504表达量（χ±s）

表4 大鼠纹状体内DRD1蛋白和miR-504
与各行为学指标之间的相关分析（r值）

注：*P<0.05
2.3 两组大鼠纹状体内DRD1蛋白、miR-504与
各行为学指标之间的相关分析结果

大鼠纹状体内DRD1蛋白量与强迫游泳实验中

大鼠的被动漂浮时间呈负相关（P<0.05）；DRD1蛋白

量和miR-504的表达量均与其他的行为学指标无统

直立次数

爬行总路程(cm)
大便颗数

实验组(n=7)
10.50±8.75
849.7±258.67

3.4±2.17

对照组(n=7)
26.00±9.52
344.6±287.49

4.1±2.23

t
-4.06
-3.59
-0.42

P
P<0.05
P<0.05
P>0.05

被动漂浮时间(s)
糖水偏爱率

实验组(n=7)
159.90±48.92

0.57±0.35

对照组(n=7)
100.23±22.13

0.52±0.22

t
3.93
0.44

P
P<0.05
P>0.05

DRD1蛋白表达量

DRD1mRNA表达量

miR-504表达量

实验组(n=7)
0.53±0.29
0.46±0.28
0.01±0.01

对照组(n=7)
0.92±0.31
0.38±0.18
0.11±0.01

t
-2.27
-0.75
-2.27

P
P<0.05
P>0.05
P<0.05

直立次数

爬行总路程

大便颗数

被动漂浮时间

糖水偏爱率

miR-504表达量

DRD1蛋白表达量

0.55
-0.30
0.51

-0.83*
0.22
0.56

miR-504表达量

0.31
0.17
0.20
0.19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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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意义上的相关(P>0.05)。见表4。
3 讨 论

在本研究中，旷场实验中的爬行总路程反映的

是动物的肢体活动性，以评价其是否有“精神运动迟

滞”这一症状；直立次数减少反映了动物对新鲜环境

的好奇程度降低；临床上焦虑与抑郁共病的现象十

分常见，旷场实验中的大便颗数则是反映动物的焦

虑水平。强迫游泳实验由Porsolt等[12]发明，用于评

定行为绝望和自杀等抑郁症的典型症状，在药理实

验中已被用于评定抗抑郁药物在啮齿类动物中的疗

效。糖水偏爱实验由Willner等[13]发明，用于评定大

鼠的快感缺失水平，快感缺失是抑郁症的核心症状

之一。本研究的行为学实验结果显示，经历了慢性

不可预知性应激的大鼠，在旷场实验中直立次数和

爬行总路程明显减少，在强迫游泳实验中的被动漂

浮时间延长，提示慢性不可预知性应激可导致大鼠

出现行为绝望，在陌生环境里的活动减少和探索性

减弱，提示本研究成功地诱发了大鼠抑郁样行为。

但本实验结果显示两组大鼠的糖水偏爱率和大便颗

数没有显著性差异，即慢性不可预知性应激未导致

大鼠出现明显的快感缺失和焦虑样行为，这可能是

我们所选的应激强度较低，并且随着应激时间的延

长，大鼠对应激逐渐产生了适应，行为能力开始自我

恢复，焦虑情绪得到缓解。

多巴胺（Dopamine，DA）是中枢神经系统的主要

神经递质之一，在中枢神经系统的各个部位均能被

合成，它控制着人类的运动、认知、情感、正性强化和

摄食等许多生理功能。根据DA对腺苷酸环化酶

（AC）活性调节的不同以及在脑内的分布不同将多

巴胺受体分为D1样和D2样受体，其中DRD1属于

D1样受体，主要分布在纹状体、额叶皮质、黑质网状

部及副甲状腺实质细胞。研究发现经历了慢性不可

预知性应激后的雄性Wistar大鼠大脑边缘系统的

DRD1密度增加了29%而抗抑郁药物治疗产生了相

反的效果 [13]。Gambarana等人也发现DRD1受体拮

抗剂SCH23390能阻断抗抑郁药物丙咪嗪对应激介

导的大鼠逃逸不足的纠正作用 [14]，提示DRD1受体

参与了抑郁症的病理生理过程。本研究发现:与对

照组大鼠相比，实验组大鼠纹状体DRD1蛋白水平

明显下降，并且其在纹状体内的下降水平与强迫游

泳实验中的被动漂浮时间呈相关性，而与其他的行

为学指标无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这一方面说明慢

性应激可能降低了纹状体内DRD1的蛋白的水平，

另一方面提示纹状体内DRD1可能只参与调控应激

诱发的行为绝望，而应激诱发的其他抑郁样行为可

能存在不同分子机制，这与之前的研究结果类似，即

不同的抑郁表型可能具有不同的物质基础，表现为

大脑神经核团及分子水平在心理应激诱发的不同抑

郁样行为的特异性作用，但其具体机制还有待研究

探索。

对于miR-504的既往研究相对较少, 最近有研

究在细胞验证实验中发现miR-504直接作用DRD1
基因,引起DRD1蛋白含量增加和等位基因表达的

失调,提示miR-504可能正向调控DRD1基因的表达
[8]。但本实验结果显示纹状体内miR-504与DRD1
无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且两组大鼠间 DRD1
mRNA的表达并无明显差异，提示miR-504可能并

不参与纹状体内DRD1基因表达参与调控慢性不可

预知性应激诱发大鼠抑郁的发生过程。在本研究

中，与对照组大鼠相比，实验组大鼠纹状体内miR-
504水平显著下降，提示我们纹状体内miR-504的

表达参与了大鼠对慢性不可预知性应激的反应过

程。已有研究通过体外细胞转染证实miR-504直接

对肿瘤抑制因子 p53 mRNA进行负调节，miR-504
的过表达则导致 p53蛋白表达下降及其功能失调
[15]。日本学者则在动物应激实验中发现p53能负向

调控应激敏感激素——糖皮质激素受体mRNA的表

达[16]。这提示我们miR-504可能是通过调节 p53在
对糖皮质激素代谢进行调控过程中的表达来参与大

鼠对慢性不可预知性应激的反应过程的。以后的研

究将运用基因沉默、表达抑制等技术,来分析实验模

型表型变化与microRNA表达改变的关系,进一步探

索相关microRNA在心理应激诱发抑郁过程中的机

制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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