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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sfatin-1对小鼠胃癌模型抑郁情绪、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王高华 1 、 张　楠 1 、 王惠玲 1 、 魏艳艳 1 、 何　静 1 、 李江波 2

【摘要】目的　探讨 Nesfatin-1 对小鼠胃癌模型抑郁情绪、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方法　建

立 18 只小鼠前胃癌细胞（MFC）的 615- 小鼠皮下移植瘤动物模型。造模 5 天后随机分为生理盐水

组（NSG）、Nesfatin-1 低剂量组（NESLD）、Nesfatin-1 高剂量组（NESHD），连续尾静脉注射 7 天。

用旷场试验（OFT）、强迫游泳试验（FST）、蔗糖偏好试验（SPT）评价小鼠的行为。用酶联免疫吸

附法（ELISA）来检测血浆 Nesfatin-1 的浓度，Western Blot 技术来检测海马中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BDNF）的含量。结果　NESHD 及 NESLD 组水平移动距离及直立次数均显著小于 NSG 组（P< 0.05）；

NESHD 组 FST 不动时间显著长于 NSG 组（P< 0．05）。血浆 Nesfatin-1 NESHD 组显著高于 NSG 组

（P< 0.05），海马 BDNF 水平显著低于 NSG 组（P< 0.05）。结论　尾静脉注射 Nesfatin-1 可以引起胃

癌小鼠的抑郁样行为，且可以降低海马 BDNF 水平，但是对摄食量、体重增量、瘤重无明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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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Nesfatin-1 on depresion mood，behavior and the mechanism in mouse gastric cancer model 　
　　WANG Gaohua，ZHANG Nan，WANG Huiling，et al.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Renmi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6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Nesfatin-1 on depression emotion、behavior and the mechanism 

in mouse gastric cancer model. Methods　18 cases of 615-mice subcutaneous transplantation tumor animal model 

of mouse fore-stomach carcinoma cell（MFC）were established.5 days later，the tumor-bearing mic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saline solution control group（NSG），low-dose Nesfatin-1（NESLD）and high-dose Nesfatin-1 group

（NESHD），continuous caudal vein injection for 7 days. The behavior of mice was tested by Open Field Test（OFT），

Forced Swimming Test（FST）and Sucrose Preference Test（SPT）. Plasma Nesfatin-1 level were measured by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and Hippocampus BDNF were tested by western blot. Results　NESLD and 

NESHD group had smaller moving distance and fewer standing times than NSG group（P<0.05）. NESHG spent longer 

time immobile in FST than NSG group（P<0.05）. Plasma Nesfatin-1 level in NESHD group was evidently higher than 

NSG，Hippocampus BDNF in NESHD was lower than NSG（P<0.05）. Conclution　Intravenous injection of Nesfa-

tin-1 can induce depressive-like behavior in mice，and reduce hippocampus BDNF，but has no effect on food intake，

body weight，tumor w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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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是消化系统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多

项研究显示胃癌是一种身心疾病，它的情绪障碍多

表现为明显的抑郁、焦虑情绪［1］。胃癌的病因、发

展及预后均与饮食、精神心理因素等密切相关。而

胃癌共病抑郁的发病机制尚未明确，现阶段研究大

部分集中在神经内分泌方面。近年来食欲抑制因

子 Nesfatin-1 在癌症及抑郁症中的作用受到关注。

有临床研究发现胃癌合并抑郁患者的严重程度与

Nesfatin-1 相关［2］。动物实验发现大鼠中 Nesfatin-1
与抑郁情绪的生物学机制密切相关［3，4］。然而，

Nesfatin-1 对癌症动物模型情绪的影响还未曾报道，

且机制尚未明确。本研究探索 Nesfatin-1 对小鼠胃癌

模型情绪、行为的影响及其与 BDNF 的关系，探讨

其在胃癌共病抑郁中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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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动物 

近交系 615 小鼠 18 只，雌性，SPF 级，体重（23
±2）g，10 周，购自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研究所。

饲养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实验动物中心，动物自由

进食和饮水，维持 12 h 光照：12 h 黑暗昼夜节律，

室温 23~25℃，湿度为（55±10）％。所有操作均被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主要材料与仪器 

MFC 购自中国科学院细胞库。RPMI-1640（美国

Gibco 公司），胎牛血清（杭州四季青公司），兔抗 BDNF

一抗（sigma 公司），Nesfatin-1 Elisa 试剂盒（CEA242Mu）

（武汉 USCN 公司）、小鼠 Nesfatin-1（Bachem 公司）。CO2

培养箱（CB150德国 Binder）、超净工作台（AIRTECH）。

1.3　实验方法

1.3.1　细胞培养与 MFC 皮下移植瘤模型建立　

将小鼠胃癌细胞（MFC 细胞）培养于含 10％胎牛血

清的 RMPI-1640 培养基中，置于 5％CO2 培养箱。

传代时加入胰酶消化 30s，后加入完全培养基终止消

化，离心后加 PBS 稀释。取 MFC 细胞悬液 0.2ml（含

MFC 细胞 2×106 个），种植于小鼠背部皮下。

1 .3 .2　动物分组与给药　接种 5 天后荷瘤鼠

随机分为 NSG（200ul）、NESLD（10ug/kg 200ul）及

NESHD（20ug/kg 200ul）组，分别经尾静脉连续注射 7
天。给药过程中监测小鼠体重、给药后 12h 累计摄食

量，计算体重增量 = 给药后体重 - 瘤重 - 给药前体重。

1.3.3　行为学检测　按照文献［3］给以糖水偏好

试验、旷场试验、强迫游泳试验，与文献中不同的

是，我们 SPT 中在适应期 24 小时糖水饮用后有白

水、糖水交替饮用 24 小时；使用旷场（长 50cm，宽

50cm，高 35cm，白色）；FST 圆柱形透明水桶（直径

15cm，高 50cm，水深 35cm）。

1.3.4　ELISA　FST 24h 后，将小鼠用 1％戊巴比

妥（35mg/kg）腹腔麻醉。心脏取血后置于 EDTA 抗凝管，

离心以获得血浆样本。按照 ELISA 试剂说明书使用。

1.3.5　Western Blot　心脏取血后立即断头取脑，

在冰上快速剥离海马组织。取一侧海马加入适量 RIPA

蛋白裂解液，冰上匀浆后提取组织总蛋白，加入上样

缓冲液，沸水浴 10min 使蛋白变性，取 20ug 总蛋白进

行 SDS-PAGE 凝胶电泳，电泳结束后转膜，转模后封

闭 1h，TBST 洗涤后将膜浸泡于一抗中（兔抗 BDNF 1：

1000 稀释），4℃孵育过夜，洗涤后孵育至 HPR 标记二

抗中（1：10000 稀释），室温孵育 1h，洗膜后用 ECL 化

学发光法进行显影，蛋白条带经 Imagelab 软件进行灰

度值分析，BDNF/GAPDH 表示 BDNF 的相对表达量。

1.3.6　剥取瘤组织　取脑后剥取瘤组织，称重。

1.4　统计学处理

数据用 SPSS19.0 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

准差）（x±s）来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

析。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皮下移植瘤模型的建立

癌细胞种植后 3~4 天，小鼠背部可摸到肿块，

成瘤率为 100％，实验中小鼠没有死亡。

2.2　Nesfatin-1 给药前行为学评价

给药前，NSG、NESLD 及 NESHG 三组体重分别

为（23.97±1.25、23.35±1.09、23.55±1.42）g、摄

食量（2.85±0.47、2.97±0.49、2.82±0.20）g、糖水

偏好指数（0.63±0.13、0.65±0.15、0.61±0.13），三

组之间均未见显著性差异（P>0.05）。

2.3　Nesfatin-1 给药后行为学评价

给药结束后，三间组体重增量、摄食量未见明

显差异（P>0.05）；NESLD 与 NESHD 组水平距离、

直立次数均显著低于 NSG 组（P<0.05）；NESHD 组不

动时间显著长于 NSG 组（P<0．05），而 NESLD 组与

NSG 组相比有增高的趋势（P=0.053）（表 1）。

表1　造模后小鼠行为评价（x±s）

组别 数量 体重增量（g） 给药后摄食量（g） 不动时间（s）
旷场实验

水平距离 直立次数

NSG 6 -0.91±0.84 2.67±0.39 96.72±17.74 1587.14±434.98△ 24.50±5.79△

NESLD 6 -1.33±1.01 2.83±0.31 122.28±18.04 904.90±232.66* 17.50±1.87*

NESHD 6 -0.93±0.98 2.42±0.48 141.72±26.37** 752.63±571.47** 14.67±5.39**

F值 0.367 0.812 6.864 6.24 6.98

P值 0.699 0.463 0.008 0.011 0.007

注：与NCG组相比，*P<0.05，**P<0．01；与NESLD组相比，△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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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Nesfatin-1 给药后生化指标在各组间的比较

血浆 Nesfat in-1 水平 NESHD 组均显著高于

NSG 组（P<0．05），而与 NSG 相比，NESLD 组血

浆 Nesfatin-1 水平仅有上升的趋势（P=0.064）；海

马 BDNF 水平 NESHD 组显著低于 NSG 组（P<0．

05），而与 NSG 相比，NESLD 组仅有下降的趋势

（P=0.107）（见图 1，表 2）。

2.5　Nesfatin-1 给药后瘤重在各组间的比较 

实 验 结 束 时 ， 三 组 间 瘤 重 未 见 显 著 性 差 异

（P>0.05）
表2　生化指标及瘤重各组间的水平（x±s）

组别 数量
血浆Nesfatin-1

（ng/ml）
海马BDNF

相对表达量
瘤重（g）

NSG 6 5.82±2.1 0.62±0.24 1.91±0.22

NESLD 6 8.36±1.41 0.41±0.17 1.88±0.33

NESHD 6 9.42±2.83* 0.36±0.21* 1.84±0.32

F值/t值 4.245 2.67 0.092

P值 0.035 0.102 0.91

注：与NCG组相比，*P<0.05。

图1　三组海马中Nesfatin-1、BDNF、GAPDH表达条带图

3　讨论

胃 癌 患 者 往 往 产 生 抑 郁 情 绪 ， 而 癌 症 共 病

抑 郁 的 发 病 原 因 尚 不 明 确 。 近 年 来 食 欲 抑 制 因

子 Nesfatin-1 在癌症与抑郁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

重视。我们前期临床研究发现，胃癌患者血浆中

Nesfatin-1 浓度显著降低，且胃癌合并抑郁患者的

血浆中 Nesfatin-1 浓度更低，并与抑郁严重程度相

关［2］。本研究结果显示 NSG、NESLD、NESHD 之间

的瘤重大小并没有显著差异，推测可能的原因有：

（1）给药方式是尾静脉注射 Nesfatin-1，并没有直

接作用肿瘤组织，可能由循环途径到达瘤组织的剂

量太低不足以引起改变；（2）给药时间短，宏观改

变还没有发生；（3）由于在胃癌患者体内 Nesfatin-1
下降，Nesfatin-1 的改变可能是胃癌产生的后果而

不是原因。此外，研究发现 Nesfatin-1 可以抑制人

卵巢癌细胞株 HO-8910 细胞的增殖，但也有研究发

现 NUCB2/Nesfatin-1 可以促进结肠癌细胞迁移与侵

袭 ［5，6］。这说明 Nesfatin-1 对癌症的作用可能与癌细

胞类型有关。

关于外周注射 Nesfatin-1 对摄食的影响的研究

结果之间是有争议的。有研究表明，Shimizu 等向

db/db 小鼠外周注射 Nesfatin-1 中间片段后观察到摄

食的下降，并解释 Nesfatin-1 可能通过独立于瘦素

的系统而发挥抑食作用，而有研究在 1 型糖尿病小

鼠尾静脉注射 Nesfatin-1 并未出现抑制摄食或抑制体

重增加的作用［7，8］。这种差异的具体原因尚不明确，

也许是与动物种类及剂量差异有关。本研究外周注

射 Nesfatin-1 也没有使小鼠 12 小时摄食量显著下降，

且三组体重增量也没有显著差异，然而对行为学却

产生影响。这说明外周 Nesfatin-1 引起的抑郁样情绪

的机制并不是通过抑制食欲，而是其他途径。

动物实验发现 CUMS 应激所致抑郁大鼠模型

中血浆 Nesfatin-1 浓度显著增加，慢性外周注射

Nesfatin-1 可以激活 HPA 轴，诱发大鼠抑郁、焦虑样

行为［3，9］。本研究成功建立胃癌皮下移植瘤模型，连

续 7 天尾静脉给以 Nesfatin-1，结果显示，Nesfatin-1
干预作用使小鼠胃癌模型 OFT 的水平运动、直立次

数显著减少，FST 不动时间显著增加，说明外周注

射 Nesfatin-1 可以引起胃癌小鼠探究活动减少、运

动迟缓、行为绝望状态。并且使海马中 BDNF 表达

显著降低，这与之前的研究结果相同。葛金芳等研

究发现 3 周内连续腹腔内注射 Nesfatin-1 导致大鼠海

马和 PFC 中的 BDNF 蛋白的表达及 ERK 磷酸化的减

少，结果提供的证据表明，外源 Nesfatin-1 能够减少

大鼠的探索行为和诱发焦虑样行为，其机制可能与

海马和 PFC 中的 BDNF 蛋白的表达及 ERK 磷酸化的

减少有关［4］。这些研究结果提示 Nesfatin-1 有可能通

过 BDNF 通路诱导胃癌小鼠的抑郁样行为。既往研

究还发现 Nesfatin-1 可激活对应激敏感的中缝核内

的 5-HT 神经元和蓝斑中去甲肾上腺素能能神经元，

从而刺激室旁核的促皮质激素释放激素（CRF）神经

元，激活 HPA 轴，而 HPA 轴紊乱可能与癌症患者抑

郁、焦虑情绪的发生有关［10］。

综上所述，我们的研究发现连续 7 天尾静脉注

射 Nesfatin-1 可以加重胃癌小鼠抑郁样情绪（运动迟

缓、探索活动减少、行为绝望），并且可以降低海马

中 BDNF 的含量，说明 Nesfatin-1 可能通过 BDNF 来

发挥对情绪调控作用。然而，Nesfatin-1 对胃癌是否

有抑制或促进增殖作用还不清楚，需要进一步的深

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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