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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主要成分在抑郁症中的研究进展

周莉娜 、 南　彩 、 王惠玲 、 王高华

【摘要】近年在抑郁症的研究中发现咖啡的主要成分有多种有益作用，本文对这一研究前沿加以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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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精神疾病，其发病机制未完

全揭示，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神经炎性反应、氧化

应激和神经递质紊乱等方面。咖啡的主要成分咖啡

因、绿原酸、阿魏酸、咖啡酸等在抑郁症的神经炎

性反应、氧化应激和神经递质方面均发挥重要作用。

本文对相关研究成果加以综述，以期为研究者提供

相关背景。

一　神经炎症反应

1995 年，Maes 提出炎症反应学说：机体通过释

放白介素（interleukin，IL）、肿瘤坏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TNF）、干扰素（interferon，IFN）等

炎症因子引起外周免疫系统激活，进而影响中枢免

疫系统，导致抑郁症发生。咖啡主要成分对神经炎

症反应的作用与抗抑郁药物相似：①咖啡因与其代谢

物 7- 二甲基黄嘌呤可抑制 TNF-α产生［1］；②低剂量

绿原酸可减少巨噬细胞中 TNF-α、IL-1β、IL-6 及

IFN-γ 等产生［2］；③阿魏酸可减少额叶皮层区域的

IL-1β和海马区的 IL-1β和 TNF-α的产生［3］；④咖啡

酸在外周可显著降低亚硝酸盐水平，同时可抑制脂

多糖诱导的 NF-κB、TNK1/2、p38 MAPK 磷酸化，

减少炎症因子的生成［4］，但在中枢尚未有研究涉及。

另外，咖啡酸的衍生物——咖啡酸苯乙酯可抑制经

5- 脂氧合酶通路的白三烯类物质的合成而发挥抗炎

效应［5］。

进一步研究发现给予抑郁大鼠 NF-κB 阻滞剂，

大鼠摄取糖水量明显增加，表明 NF-κB 阻滞剂可缓

解抑郁症状［6］。NF-κB 是体内重要的转录因子，通

常处于抑制状态，炎症时其抑制作用减弱，NF-κB

进入细胞核与特异性序列 κB 结合，诱导相关基因

转录表达。咖啡中的绿原酸、阿魏酸和咖啡酸被证

实均可通过干扰 NF-κB 的核易位来影响这一进程，

如绿原酸不仅可抑制 NF-κB 的核转位，还可抑制

iNOS 和环氧合酶 -2 的表达，减少 IL-1β、TNF-α等

炎症因子及中枢神经毒性物质 NO 的产生［7］。咖啡因

也有类似作用。

在外周中，活性氧可抑制 NF-κB 的激活，而 

Feng 等［8］的研究结果则显示活性氧诱导 NF-κB 通

路激活，绿原酸既可降低活性氧水平又可抑制 NF-

κB 通路。有关活性氧与 NF-κB 的相互作用目前尚

存在争议。咖啡酸具有清除活性氧作用，因此咖啡

酸可能对 NF-κB 的激活具有双向作用，但目前尚

未有研究进一步论证。

二　氧化应激

抑郁症的氧化应激主要包括 4 个方面：脂质过

氧化、过氧化物作用（包括活性氧）、黄嘌呤氧化

酶作用及 8- 异 - 前列腺素 F2 作用等。研究发现慢

性应激的大鼠体内自由基的产生增加，海马和下

丘脑的神经元型一氧化氮合酶（neuronal nitric oxide 

synthase，nNOS）活性增高，可激活 iNOS，持续催化

形成 NO 而损伤海马神经元，导致大鼠抑郁行为［9］。

色氨酸代谢通路中产生的 3- 羟基犬尿酸可导致

氧自由基产生过量，神经炎性反应中 NF-κB 亦可导

致活性氧化物合成增加、单胺氧化酶活性增加，这

些均可诱导氧化应激。咖啡因及其代谢产物可可碱

和黄嘌呤可防止羟基自由基、过氧化氢自由基、单

线态氧等的产生［10］，并且呈剂量依赖性。咖啡酸及

其衍生物咖啡酸苯乙基酯，均具有抗氧化作用。在

炎症反应中咖啡酸可抑制脂多糖诱导的 JNK1/2、p38 

MAPK 磷酸化，而后两者均属于氧化还原敏感通路，

因此咖啡酸可能通过这两种通路产生抗氧化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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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研究显示［11］，5~10 mg/kg 的咖啡酸可显著减少

脂质过氧化反应，降低亚硝酸盐浓度，并可恢复超

氧化物歧化酶和过氧化氢酶活性。Oboh 等［12］还发现

咖啡酸可呈剂量依赖性抑制 15 mmol/L 喹啉酸诱导

的脂质过氧化反应。另外，动物研究发现，阿魏酸、

绿原酸在脑组织中有抗脂质氧化作用，但效果稍弱。

三　神经递质作用

目前，去甲肾上腺素（norepinephrine，NE）学

说、5-HT 学说、多巴胺（dopamine，DA）学说、乙

酰胆碱（acetylcholine，Ach）能学说等是抑郁症研究

中有关神经递质的主要假说。

1　去甲肾上腺素学说

该学说认为抑郁症的发生是由于中枢神经系统

中 NE 含量不足。利血平属于耗竭 NE 药物，可诱导

抑郁症发生。Kale 等［13］发现，度洛西汀与咖啡因联

合使用可在大脑皮质、海马及全脑产生更高水平的

NE，表明咖啡因可直接影响 NE 水平或者可作为度

洛西汀的增敏剂。而通过观察抑郁大鼠模型的悬尾

实验和强迫游泳实验的静止时间发现，阿魏酸可呈

时间依赖性改善利血平引起的抑郁症状［3］。给予抑

郁样行为的小鼠 40 mg/kg 和 80 mg/kg 的阿魏酸，小

鼠前额叶和海马区的单胺氧化酶 A 活性下降，同时

上述区域的单胺类神经递质水平均升高，推测阿魏

酸的作用机制类似于单胺氧化酶 A 抑制剂。

2　5-HT 及其受体学说

该学说认为抑郁症的发生是中枢神经系统中

5-HT 功能下降、释放 5-HT 减少、突触间隙含量下

降所致。咖啡因、阿魏酸及咖啡酸等不仅可通过影

响炎症因子的表达影响 5-HT 生成通路，还可抑制

5-HT 再摄取，增加突触间隙的含量，影响抑郁症的

发生。慢性的咖啡因摄入（8 mg/kg/d）对抑郁症的症

状改善具有积极作用，还可影响海马区域的 5-HT 水

平［14］。当咖啡因与抗抑郁药度洛西汀联合使用时，

对 5-HT 的影响更显著［13］。

�　多巴胺学说

该学说认为 DA 可能参与抑郁症的发生，某些

抑郁症患者脑内 DA 功能降低，此现象可能与纹状体

中多巴胺转运体水平有关。目前仅有研究表明，度

洛西汀与咖啡因联用可在海马及全脑产生更高水平

DA［13］，关于咖啡因对多巴胺及其转运体的影响尚未

见其他报道。

4　乙酰胆碱能学说

该学说认为抑郁症患者的 Ach 能神经元功能亢

进和肾上腺素能神经元功能低下，两者平衡失调导

致抑郁症发生。胆碱酶抑制剂发挥抗抑郁作用的研

究曾有报道，近年来研究显示咖啡因、绿原酸等可

抑制胆碱酶活性，其中 0～12 μg/mL 的绿原酸可呈剂

量依赖性抑制 AchE 活性［15］，提示咖啡因、绿原酸等

可能通过抑制 AchE 活性来提高 Ach 的水平，进而产

生抗抑郁效应。目前仍需要更多的研究探索。

四　展望

综上所述，咖啡的主要成分咖啡因、绿原酸、

阿魏酸、咖啡酸可通过作用于神经炎性反应、氧化

应激和神经递质等方面发挥抗抑郁效应。目前神经

递质方面的研究中仅涉及神经递质的水平，尚未有

关于相应受体的研究，涉及咖啡主要成分对抑郁症

患者临床症状学及相关临床检测指标的影响也未见

报道，今后仍需进一步探索。

参考文献

1.Ferreira DDP，Stutz B，Mello FGD，et al. Caffeine potenti-

ates the release of GABA mediated by NMDA receptor activa-

tion：Involvement of A 1，adenosine receptors. Neuroscience，

2014；281：208-215.

2.Shen W，Qi R，Zhang J，et al. Chlorogenic acid inhibits 

LPS-induced microglial activation and improves survival of 

dopaminergic neurons. Brain Research Bulletin，2012；88（5）：

487-494.

3.Xu Y，Zhang L，Shao T，et al. Ferulic acid increases pain 

threshold and ameliorates depression-like behaviors in reser-

pine-treated mice：behavioral and neurobiological analyses. 

Metabolic Brain Disease，2013；28（4）：571-583.

4.Búfalo MC，Ferreira I，Costa G，et al. Propolis and its 

constituent caffeic acid suppress LPS-stimulated pro-inflam-

matory response by blocking NF-κB and MAPK activation in 

macrophages. Journal of Ethnopharmacology，2013；149（1）：

84-92.

5.Silva RB，Santos NAG，Martins NM，et al. Caffeic acid 

phenethyl ester protects against the dopaminergic neuronal loss 

induced by 6-hydroxydopamine in rats. Neuroscience，2013；

233（11）：86-94.

6.Baranova KA，Rybnikova EA，Churilova AV，et al. The 

adaptive role of the CREB and NF-κB neuronal transcription 

factors in post-stress psychopathology models in rats. Neuro-

chemical Journal.2014；8（1）：17-23.

7.Su JH，Kim YW，Park Y，et al. Anti-inflammatory effects of 

chlorogenic acid in lipopolysaccharide-stimulated RAW 264.7 

cells. Inflammation research：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Histamine Research Society，2014；63（1）：81-90.

下转第 25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