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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BA能神经系统与学习记忆的研究进展 

周洪莉 、 张　祚 、 周吉银

【摘要】学习记忆能力的减退均伴随着不同程度的中枢神经系统功能减退，而 GABA 能神经传导

已被证明可能是改善脑认知功能损伤有效的方法。GABA 能神经分泌 GABA 是成人和健康大脑中的

主要抑制性神经递质，近年来研究发现，GABA 与学习、记忆有着密切联系，主要是通过与其离子

型与代谢型受体 GABAa、GABAb 结合，从而发挥调节学习记忆功能的效应。因此，本文从 GABA

来源、GABA 受体、GABA 对学习记忆的影响等研究出发，总结了 GABA 对学习记忆影响，为临床

学习记忆减退相关疾病的药物治疗提供一个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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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记忆是一个由各种神经元、神经突触之间

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形成的复杂的大脑高级活动过

程。影响学习记忆功能因素众多，而目前研究较多

的主要包括突触可塑性和神经递质。突触可塑性主

要通过长时程增强和长时程抑制调控学习记忆；目前

研究发现，中枢神经递质中乙酰胆碱，5- 羟色胺，

GABA 和谷氨酸等均与学习记忆能力密切相关［1］。

Bañuelos 等关于 GABA 研究发现，前额叶皮质中的抑

制性回路容易受到年龄变化的影响，这些变化可能是

高龄时认知能力下降的基础；且研究发现与年轻人相

比，老年前额叶皮层中 GAD（GABA 合成的关键酶）

的表达增加，GABAb 受体的表达改变，以及 GAT-1
（GATA 转运蛋白，负责在突触中重新摄取 GABA）

的表达降低［2-3］。此外，Porges 等发现，在控制年龄

因素及受教育年限和脑萎缩等可变因素情况下，额

叶皮质 GABA 浓度与认知能力具有相关性［4-5］。这些

研究都说明 GABA 系统在中枢学习记忆能力调控中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总结了关于 GABA

能神经系统及 GABA 对中枢神经学习记忆能力的研

究，为学习记忆相关疾病临床治疗提供思路。

一　GABA与GABA受体

GABA 是哺乳动物大脑中最重要的抑制性神经

递质，在大脑中广泛分布，许多区域以高浓度（毫

摩尔）大量存在，影响约一半中枢神经元的功能［6］。

大脑内的 GABA 与突触后膜上受体结合，形成受体

复合物并发生构型改变，进而激活离子通道，使离

子选择性通过，引起神经元超极化，抑制兴奋性神

经元的过度放电，最终起到阻碍神经信号传递的作

用［7］。当机体缺乏 GABA 时，就容易产生焦虑、情

绪低落等，因此需要及时补充以便舒缓情绪。

GABA 神经递质发挥效应离不开其受体的作

用。GABA 能受体分为 GABAa 受体、GABAb 受体

和 GABAc 受体 3 种，但 GABA 主要通过作用于离子

型 GABAa 和代谢型 GABAb 受体在成年大脑中发挥

作用。GABAa 受体是 Cl- 可渗透的离子通道，由同

源五聚体亚基组成［8-11］，可由高浓度的 GABA 激活，

由此引起 Cl- 膜电导的增加并导致突触或阶段性抑

制，主要影响神经元网络中产生的节律活动［12］；而

GABAb 受体是由 GABAb1，GABAb2 和 G 蛋白亚基

组装的异多聚体，是一种 GABA 代谢型受体，其可

通过负调节高电压激活的 Ca2+ 通道抑制神经递质的

释放、激活树突上 G 蛋白偶联的内向整流 K +（Kir3）
通道减缓抑制性突触后电位或抑制树突状 Ca2+ 通道，

阻止局部刺突活动而发挥抑制作用［13］。

二　GABA与谷氨酸（Glu）共同调节作用失衡

与学习记忆能力损伤

学习和记忆的调节需要兴奋性和抑制性神经系

统之间缜密的合作，Glu 和 GABA 能系统是具有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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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兴奋性和抑制性神经系统。GABA 与 Glu 共同调

节作用失衡在学习记忆功能减退方面具有重要影响。

正常生理条件下，Glu 和 GABA 这两种神经元相互作

用维持平衡状态，若脑内 Glu 与 GABA 之间平衡状

态被打破，则容易引起神经系统生理功能改变，如

学习记忆功能改变等。研究发现当 Glu/GABA 平衡

系统向 Glu 偏移后，能明显改善小鼠学习记忆功能，

如研究发现 L- 苹果酸可通过降低小鼠脑内 GABA 水

平，对小鼠学习记忆有促进作用；但是当 Glu/GABA

比值过高时，对学习记忆有抑制作用。因此，在一

定范围内 Glu/GABA 平衡系统向 Glu 偏移升高可以起

到改善学习记忆能力的作用，但过高的 Glu 表达导

致平衡系统被打破则又会抑制学习记忆功能。由此

可见，兴奋性神经系统 Glu 和抑制性神经系统 GABA

在维持中枢神经系统正常的生理功能稳态中起到重

要的作用。以 Glu/GABA 调节系统为代表的兴奋性和

抑制性神经系统体现的相互平衡、相互制约的关系

也影响着大脑的学习记忆能力。

但目前关于 GABA 能系统在学习记忆中的调控

作用存在较大争议，早在 1997 年，就有学者认为

Glu/GABA 学习记忆调节系统中 Glu 对学习记忆起

正性调节作用，GABA 对学习记忆起负性调节作用，

另一种认为 GABA 能中间神经元功能异常可能导致

其对兴奋性神经元的抑制功能减弱，使兴奋性神经

元过度兴奋，进而打破兴奋 - 抑制平衡状态，产生

兴奋性毒性，最终引发神经网络层面的活动异常并

导致认知功能缺陷。因此，维持或增加脑内神经元

GABA 水平能有效缓解或改善神经网络异常及认知

功能损伤。笔者从这两个方面梳理了相关的文献报

道，以阐明关于 GABA 能系统在学习记忆中的调控

作用两种不同理论具有的实验依据及相关机制。

1　GABA 抑制性调节作用增强对学习记忆能力

的影响

有研究发现抑郁症模型大鼠伏隔核中 Glu 含量

较空白组比较明显降低，而 GABA 含量明显上升，

说明抑郁症中 Glu/GABA 系统失衡，并且这可能是造

成双相情感障碍，并导致抑郁样改变的原因之一；而

经治疗后，抑郁模型大鼠 NAc 区 Glu 含量显著上升，

而 GABA 含量明显下降，大鼠抑郁样行为亦明显改

善。另研究发现微波辐射后小鼠脑组织中 Glu 含量

明显降低而 GABA 含量明显增高，小鼠表现出了记

忆障碍，但给予鹿茸多肽后小鼠脑组织中 Glu 含量

明显增高，GABA 含量明显降低，可见鹿茸多肽可能

通过改善 Glu、降低 GABA 神经递质抑制作用保护微

波辐射导致的神经损伤。此外，相关研究发现向皮

层扣带回注入 GABAa 受体激动剂蝇覃醇和 GABAb

受体激动剂巴氯芬，发现 GABA 可通过 GABA 受体

介导的抑制作用降低突触的易化作用，从而抑制长

时程增强导致的记忆能力损害，相反使用 GABAa 受

体拮抗剂荷包牡丹碱和 GABAb 受体拮抗剂 2- 羟基

阿昔芬可改善 GABA 激动剂所致的学习记忆获得性

障碍及记忆再现障碍。Kasten 也同样发现 GABAb

受体激动剂巴氯芬会影响学习记忆能力的提升和巩

固［14］。而 GABAb 受体拮抗剂 CGP35348（SGS742）

也可改善白化病小鼠在水迷宫实验中的探针踪迹期

间的记忆形成［15］，另有研究证实 CGP35348 还能够改

善小鼠认知功能和学习记忆功能，GABAb 受体拮抗

剂  CGP55845A，CGP62349 和 CGP71982 亦可明显改

善小鼠的学习记忆。由此可见，GABA 可通过 GABA

受体介导的抑制性调节作用导致记忆能力损害。

2　GABA 神经元抑制功能减弱对学习记忆能力

的影响

GABA 能神经元抑制功能减弱可使兴奋性神经元

过度兴奋，进而打破兴奋 - 抑制平衡状态，产生兴奋

性毒性，最终引发神经网络层面的异常活动并导致认

知功能障碍。这类疾病均伴随着 GABA 能神经元的减

弱，同时也伴随着学习记忆下降。因此，维持或增加

脑内神经元 GABA 水平能有效改善神经网络功能异常

及认知功能损伤。在某些病理情况下，如脑缺血损伤

后，Glu 释放增多，产生兴奋性毒性作用，导致学习

记忆障碍，而 GABA 通过突触后及突触前抑制作用拮

抗 Glu 的毒性作用，减轻细胞损伤，从而增强神经元

对缺血的耐受性。采用慢性脑缺血制备的血管性痴呆

模型大鼠出现明显的空间学习记忆障碍，其表现为逃

避潜伏期较假手术组明显延长，穿越平台次数较假手

术组明显减少，而补充 GABA 对血管性痴呆造成的记

忆受损有明显的改善作用，其机制可能与补充慢性脑

缺血时逐渐耗竭的 GABA、减轻海马神经元的损伤有

关。另有研究发现，在海湾战争疾病（GWI）SD 大鼠

模型中，海马齿状回 GABA 能神经元中钙结合蛋白小

白蛋白及 CA1、CA3 区域 GABA 能神经元中神经肽 Y

减少，这可能是导致 GWI 认知功能障碍的主要原因

之一，改善海马抑制性神经传递可能有利于改善 GWI

中的认知功能障碍。而在老年大鼠模型中，也观察到

海马各区的 GABA 能神经元明显减少，齿状回分子层

的 GABA 神经的数量在老年学习记忆损害后亦明显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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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且 GABA 神经元数量与 Morris 水迷宫实验中搜寻

平台的游泳时间呈负相关，提示老年学习记忆能力减

退可能与齿状回分子层的 GABA 能神经元丢失有关，

而 Ming 等发现使用 GABAaα5 受体激动剂后可显著降

低老年大鼠中海马神经元过度活动，明显改善老年大

鼠认知障碍［16］，这些研究说明 GABA 能神经元抑制功

能减弱会导致使兴奋性神经元过度兴奋，维持或增加

脑内神经元 GABA 水平能有效缓解由兴奋性神经元过

度兴奋导致的神经网络异常及认知功能损伤。

三　GABA 能神经功能与年龄相关的学习记忆

功能障碍

1　海马 GABA 能神经功能与年龄相关的学习记

忆能力

一些年龄相关的疾病如阿尔兹海默症的特征在

于认知功能的急剧下降，比如记忆丧失等，研究发

现海马的抑制性中间神经元在整个寿命期间经历显

著的分子和表型改变，如从中年开始，许多中间神

经停止表达 GAD，这种减少会使 GABA 合成减少，

从而增加海马神经的兴奋性。而研究发现在齿状回

门区域神经元中 GAD 表达的下降幅度同老年大鼠空

间记忆缺陷的严重程度密切相关［17］。电生理学研究

进一步证实 GABA 在年龄相关的学习记忆缺陷中具

有重要作用，Patrylo 等研究发现与青年海马切片中单

个细胞 GABA 介导的电流相比，老年齿状回的颗粒

细胞中自发性抑制性突触后电位（IPSPs）抑制的频率

降低，此外还观察到在老年 CA1 锥体神经元 GABAa

受体介导的电流的幅度和频率降低，以及 GABAb 受

体介导的 IPSP 的幅度和持续时间减弱的现象。这些

研究证明老年海马神经中 GABA 信号的减弱，并提

示这种异常反应可能导致老年学习记忆能力的下降。

Koh 等通过给予含α5 的 GABAa 受体的激动剂发现可

改善老年大鼠的学习记忆能力，这也初步证实通过

增强抑制性信号系统来使过度兴奋海马正常化可能

有益于改善衰老中的学习记忆功能障碍［18］。

2　皮层神经元中 GABAb 受体与年龄相关的学

习记忆能力

与海马体不同，有研究发现老年前额叶皮层中

GAD 的表达增加，而 GAT-1 的表达降低，这说明老

年皮层细胞 GABA 的产生增加但清除降低，表明老

年皮层中神经元可能受到增加的 GABA 介导的神经

抑制作用的影响［12］。此外，有研究发现 GABAb 受

体激动剂巴氯芬显著降低年轻和老年皮层神经元中

抑制性突触后电流（IPSC）振幅，但巴氯芬介导的这

种抑制程度在老年皮层神经元中被减弱，这提示功

能性 GABAb 受体在老年皮层神经元中表达减少，而

这可能是导致老年皮层中 GABA 释放失调的主要因

素，Stranahan 等［19］结构数据也证实这一理论，这些

发现为阻断 GABAb 受体介导的 GABA 过量信号传导

提供了坚实实验依据，且研究证明将 GABAb 受体拮

抗剂直接施用于老年大鼠的皮层可显著改善大鼠的

工作记忆功能，并且可使得老年大鼠达到与年轻对

照相当的水平，但 GABAb 受体拮抗剂的效果仅限于

改善老年大鼠衰老过程中的工作记忆能力，相反，

全身给予 GABAb 受体拮抗剂会损害幼鼠的工作记忆

能力［19］。一些将 GABAb 受体表达减弱作为轻度认

知障碍或老年痴呆病人记忆力下降的研究发现给予

GABAb 受体抑制剂可显著改善在工作记忆，精神运

动速度和注意力方面的能力［20］。这进一步说明老年

皮层神经元中 GABAb 受体表达减弱介导的 GABA 过

量信号传导是老年工作记忆能力减弱的可能机制。

四　总结

综上所述，GABA 是中枢神经重要的抑制性神

经递质。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脑内 GABA 含量及

受体功能的改变对于学习、记忆的许多因素至关重

要。一方面，当脑内 GABA 含量降低或受体功能障

碍时，可诱发与认知障碍相关的神经系统疾病，而

适当补充及修复 GABA 功能可改善认知功能缺陷。

另一方面，若兴奋性神经元过度兴奋，则会产生兴

奋性毒性，最终引发神经网络层面的活动异常并导

致认知功能缺陷，而当 GABA 被激活后，可抑制 Glu

异常兴奋引起的神经毒性作用，进而改善神经异常

引起的学习、记忆功能衰退，而在 GABA 系统对年

龄相关的学习记忆功障碍的研究中发现在皮层和海

马中 GABA 系统可能存在完全不同机制。

虽然目前 GABA 对认知的影响研究已经取得了一

定成功，对临床认知功能障碍性疾病用药具有一个指

导意义，但对 GABA 信号改变影响学习和记忆的具体

机制尚未完全理解，特别是目前的研究并没有明确探

明 GABA 含量降低及兴奋性神经元过度兴奋这两种不

同致病机制涉及的学习记忆功能障碍疾病有何差异，

而这也将成为以 GABA 神经系统功能紊乱为切入点来

改善学习记忆功能的首要阻碍。因此，关于 GABA 信

号改变影响学习和记忆的具体机制还需要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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