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9 年第 46 卷第 1 期 - �� -

◎

论
著◎

 Treatise

快感缺失相关的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动物模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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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在精神分裂症 NMDA 受体功能低下神经发育假说基础上，建立快感缺失相关的精

神分裂症阴性症状动物模型。方法　将新生大鼠随机分 6 组，每组 �~10 只，NS-NS 组，NS-HAL（氟

哌啶醇）组，NS-RIS（利培酮）组，MK�01-NS 组，MK�01-HAL 组，MK�01-RIS 组。大鼠出生后第

�~14 天分别给予生理盐水及 MK-�01，在大鼠成年期给予抗精神病药利培酮及氟哌啶醇干预，亚慢

性给药 2 周后进行糖水实验，检测糖水消耗量及糖水偏爱度。结果　新生期暴露于 MK-�01 的动物

糖水偏爱度（0.6�±0.046）显著低于对照组（0.���±0.04�），P< 0.0�，利培酮干预组动物的糖水偏爱

度（0.�6±0.060）显著高于氟哌啶醇干预组（0.6�1±0.0��），P< 0.0�。结论　新生期暴露于 NMDA 受

体拮抗剂 MK-�01 可导致动物出现快感缺失，利培酮可逆转该损害。NMDA 受体功能低下神经发育

模型可作为快感缺失相关的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动物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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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negative symptom of schizophrenia in animal models associated with anhedo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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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88，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establish an animal model of negative symptoms relevance to 

anhedonia of schizophrenia. Methods　Rats were randomly devided into six groups（NS-NS，NS-Haloperidol，NS-

Risperidone，MK801-NS，MK801- Haloperidol，MK801- Risperidone），and were neonatally exposed to MK-801 on 

PND（postnatal day）5~14. Antipsychotics（risperidone and haloperidol）were given subchronicly in adulthood. After 

that the sucrose test was taken，the sucrose consumption and sucrose preference were detected. Results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0.838±0.047），neonatal exposure to MK-801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sucrose preference（0.630
±0.046）（P<0.05）. Risperidone intervention significantly alleviated the damage（0.86±0.06）while haloperidol did 

not（0.631±0.055）（P<0.05）. Conclusion　Neonatal exposure to MK-801 could elicit anhedonia. Risperidone could 

attenuated the MK-801-induced deficit. Neonatal exposure to MK-801 may be a valid animal model of anhedonia ob-

served in schizophre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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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精神分裂症的阴性症状包括快感缺失、情感淡

漠、意志减退等一系列症状群，但受限于成熟的阴

性症状动物模型的开发，对阴性症状的研究及治疗

较为有限［1］。

大量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是一种神经发育性疾

病，大脑发育期遗传或者环境的有害因素可能影响

中枢神经系统的发育，导致精神分裂症的发生［2］。

另外谷氨酸系统功能缺陷假说认为精神分裂症患者

脑内 NMDA 受体处于功能低下状态，NMDA 受体拮

抗剂（PCP、ketamine 及 MK-801）常被用于建立精

神分裂症动物模型［3］。

NMDA 受体功能低下的神经发育模型可模拟精

神分裂症的阳性症状及认知缺陷症状［4］，但其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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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模拟阴性症状，证据尚不充分。快感缺失是精神

分裂症阴性症状之一，在精神分裂症动物模型中通

常采用糖水实验来评估［5-8］。本研究拟在精神分裂症

的 NMDA 受体功能低下神经发育假说基础上，建立

一个快感缺失相关的阴性症状动物模型。

2　材料与方法

2.1　药物

地卓西平马来酸盐（5R，10S）-（+）-5-methyl-10，

11-dihydro-5I-dibenzo［α，β］ cyclohepten-5，10-imine-

hydrogen maleate，dizocilpine，（+）-MK-801），以 0.9 ％

生理盐水配制成 0.025 mg/ml 工作液，新生期皮下注射

给药，给药剂量为 0.25 mg/kg。成年期为腹腔注射给药，

利培酮及氟哌啶醇分别配制成 0.1 mg/ml 及 0.05 mg/ml 的

工作液。

2.2　实验动物

实验采用 20 只怀孕 18 天的清洁级 Sprague-

Dawley 大鼠，动物购自首都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

购回后单笼饲养，自由饮水及进食，尽量减少声音、

光照等对动物的干扰。每天 9：00 及 17：00 检查有

无幼崽出生，幼崽出生当天为出生后 0 天（postnatal 

day，PND 0），于 PND21 断奶。动物房维持 12 小时

昼夜节律（8：00~20：00），湿度控制在 40 ％ ~50 ％，

室内温度 22±1℃，整个实验过程中动物饮水及进

食自由，行为学评定在 9：00~17：00 之间完成。

2.�　给药方法

在大鼠出生后将动物随机分 6 组，即 NS/NS

组，NS-HAL（氟哌啶醇）组，NS-RIS（利培酮）组，

MK-801/NS 组，MK801-HAL 组，MK801-RIS 组，

每组 8~10 只动物，在 PND 5~14 分别给予生理盐水

及 MK-801（0.25 mg/kg），每天给药 2 次，给药间隔

至少 7 小时。抗精神病药干预时间开始于 PND 56，

对各组动物每天一次分别腹腔注射氟哌啶醇（0.05 

mg/kg）及利培酮（0.1 mg/kg），持续给药 2 周。

2.4　快感缺失的评估 - 糖水实验

本实验将采用糖水偏爱值和糖水饮用量两个行

为指标来评估大鼠是否处于快感缺失状态。采用的

糖水浓度为 1％，糖水测试前 5 小时（15：00 p. m），

安排动物进行单笼适应，剥夺饮水，保留食物。暗

周期开始时（20：00 p. m）开始糖水测试。将装有糖

水和清水的瓶子分别置于笼盒顶端，在测试前后对

两个瓶子进行称重，以计算动物对糖水、清水的饮

用量和偏爱值。每个处理组都有一半动物的糖水瓶

放在左侧，而另一半放在右侧，以避免位置偏爱。

糖水测试持续整个暗周期，至次日 8 点结束。糖水

偏爱值 = 糖水饮用量 /（糖水饮用量 + 清水饮用量）。

2.�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19.0 进行统计分析，实验结果以 mean

±SEM. 表示，糖水测试以双因素方差分析进行比较，

采用 LSD 进行后续检验，P<0.05 为差异有显著统计

学意义。

3　实验结果

�.1　糖水消耗量

在糖水消耗量上新生期暴露于 MK-801 与成

年期药物干预之间交互作用不显著［F（1，71.96）

=0.166，P=0.686］，新生期注射 MK-801 的主效

应［F（2，797.95）=1.838］，P=0.17］ 及成年期药物

干预的主效应均未达到显著统计学意义。新生期给

予 MK-801 未影响成年后大鼠的糖水消耗量，在新

生期暴露于 MK-801 的动物中，利培酮干预组较氟

哌啶醇干预组糖水消耗量有增多的趋势，但未见显

著统计学差异。见表 1、图 1：
表1　新生期暴露于MK-801对大鼠糖水消耗量及糖水偏爱

度的影响（mean±S. E. M. ）

组别 n 糖水消耗量（g） 糖水偏爱度

NS-NS 9 39.08±8.39 0.84±0.04

NS-RIS 8 34.99±6.51 0.89±0.03

NS-HAL 9 31.19±6.69 0.79±0.07

MK-NS 9 29.92±6.12 0.58±0.10

MK-RIS 8 45.98±6.79 0.83±0.05

MK-HAL 10 22.90±6.96 0.48±0.12

图1　新生期给予MK-801对成年大鼠糖水消耗量的影响

新生期暴露于MK-801未显著改变成年大鼠的糖水消耗量
（P<0.05），双因素方差分析，均数±S. E. M. 。

�.2　糖水偏爱度

新生期给药与成年期药物干预之间交互作用不

显著［F（2，0.077）=1.342，P=0.271］，新生期暴

露于 MK-801 的主效应达到显著统计学意义［F（1，

0.574）=10］，P=0.003］，成年期药物干预的主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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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同样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不同药物处理组间差

异显著［F（2，0.23）=4.016，P=0.025］。边缘平均

数及 LSD 后测分析结果显示新生期暴露于 MK-801
（0.630±0.046）的动物的糖水偏爱度显著低于对

照组（0.838±0.047），P<0.05。利培酮处理组的糖

水偏爱度（0.86±0.06）显著高于氟哌啶醇处理组

（0.631±0.055）的糖水偏爱度（P =0.005）。见图 2：

图2　新生期给予MK-801对成年大鼠糖水偏爱度的影响

新生期暴露于MK-801组的动物糖水偏爱度显著低于生理
盐水对照组，**P<0.01。MK801-RIS组糖水偏爱度显著高于
MK801-HAL组，#P<0.05。

4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新生期暴露于 MK-801 显著降

低了成年动物的糖水偏爱度，成年后利培酮亚慢性

给药干预能够逆转该损害，氟哌啶醇无效。啮齿类

动物天生嗜甜，饮用糖水时体验到的快感可能启动

大脑奖赏系统促使动物选择糖水，糖水的消耗量或

偏爱度降低提示奖赏系统功能损害。研究发现经过

药物、发育损害等干预的动物糖水偏爱值显著下降，

一般不超过 65％［9］，这与本研究结果相符。

在 NMDA 受体拮抗剂建立的精神分裂症快感缺

失动物模型中，大多数研究在成年期给药［10］。但不

同的给药方案研究结果并不一致，在急性给药时，

需要较高剂量的 NMDA 受体拮抗剂（PCP：15mg/kg，

MK-801：0.1 mg/kg）才可显著减少大鼠的糖水饮用

量，这一剂量高于引起认知损害等其他类精神分裂

症症状的剂量，低至中等剂量的 PCP（0.025，0.05，

1mg/kg）及 MK-801（0.0125，0.025，0.05 mg/kg）反

而显著增加动物的糖水摄入量。而慢性或亚慢性给

药时较低剂量的 PCP（2.58 或 2~5mg/kg）便可引起快

感缺失［11-13］。但亚慢性给药撤药后对糖水偏爱的差

异消失［6］，这说明成年期给药导致的糖水偏爱的差

异可能难以持久。

在发育模型中评估 NMDA 受体拮抗剂对动物阴

性症状影响的研究比较有限。一项研究对孕 14 天的

SD 大鼠腹腔注射 ketamine（60mg/kg），在大鼠出生后

在成年期出现社会退缩行为［14］。刘勇等发现 MK-801
重复处理新生期大鼠（PND7~10 天 0.1mg/kg，2 次

/ 天）建立的精神分裂症动物模型可部分模拟阴性症

状，动物出现动机缺乏及社交缺陷［15］。

本研究表明神经发育期给予 NMDA 受体拮抗剂

MK-801 可引起快感缺失，0.25mg/kg 的剂量较合适。

对阴性症状有效的非典型抗精神病药利培酮能够显

著逆转这一损害，结果表明该模型具有良好的表面

效度及预测效度，可作为精神分裂症快感缺失相关

阴性症状的动物模型。但该研究未对分子生物学机

制进行探讨，后续的实验将探讨可能机制，进一步

完善该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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