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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氨酸模型和神经振荡理论与精神分裂症认知损害的研究进展

付丽环 1 、 陈品红 2 、 毛更生 1

【摘要】精神分裂症是较为严重的一种精神疾病，临床表现包括阳性症状、阴性症状和认知损害，

其中认知功能损害被认为是精神分裂症的核心症状。谷氨酸作为神经递质，主要参与神经突触可塑

性形成及学习记忆过程，而神经振荡的异常可能是精神分裂症认知缺陷的原因。本文对谷氨酸功能

低下精神分裂症动物模型的认知与神经振荡相关研究进行阐述，为今后开展精神分裂症认知障碍干

预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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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SZ）是一种复杂的

精神障碍，主要表现为阳性、阴性和认知症状［1］，

而认知障碍是 SZ 的一个核心特征，其严重程度被认

为是 SZ 患者预后的最好预测因素之一［2］。谷氨酸作

为兴奋性神经递质，由突触前神经元合成和储存，

在神经冲动刺激下释放入突触间隙，与突触后膜上

的谷氨酸受体结合并发挥功能，其在与长时程增强

（long-term potentiation，LTP）相关的记忆过程中起

着非常关键的作用［3］。目前，在很多神经精神疾病

中都发现了神经振荡的异常，各频段神经活动及其

同步性被认为是认知功能的神经基础。本文就谷氨

酸功能低下精神分裂症动物模型（以下简称为“谷氨

酸动物模型”）的认知与神经振荡进行综述。

一　谷氨酸动物模型的建立方法

早 在 1980 年 ， K i m 等 报 道 了 S Z 患 者 脑 脊

液 中 谷 氨 酸 水 平 下 降；拟 精 神 病 药 物 苯 环 利 定

（Phencyclidine，PCP）是谷氨酸受体甲基 -D- 天冬

氨酸（N-methyl-D-aspartate，NMDA）亚型的拮抗

剂，应用 PCP 不仅能够诱导健康志愿者出现阳性症

状，还可以诱导阴性和认知症状，这间接说明了 SZ

中 NMDAR 的谷氨酸神经传递的减少［4］。给胎儿使用

NMDAR 拮抗剂可使含 NMDAR 的神经元因缺少谷氨

酸刺激而无法完成发育。这些临床发现提示通过阻

断 NMDAR 或诱导易感基因突变可有效建立 SZ 动物

模型，该模型能帮助我们从分子或细胞水平上理解

谷氨酸功能低下如何导致 SZ 相关的行为异常。目前

建立精神分裂症谷氨酸功能低下动物模型主要有三

种方法，分别是药理模型、遗传模型和发育模型。

1　药理模型

谷氨酸药理模型主要有以下几种：作用于谷氨

酸受体的 NMDAR 拮抗剂（如氯胺酮、MK-801 和

PCP）、针对抗氧化成分谷胱甘肽的 2- 环己烯 -1- 酮

以及诱发幻觉偏执症状的致幻剂。目前最常用的建

模药物是 NMDAR 拮抗剂，有研究者［5］认为 NMDAR

拮抗剂亚慢性给药比急性给药更适合用于建立 SZ 动

物模型，因为它能够诱发更强和更持久的 SZ 样症状。

慢性给药使前额叶锥体神经元对外源性 NMDA 的去

极化反应增强，同时导致前额叶细胞自发活动降低，

这可能是 SZ 前额叶相关认知缺陷的神经基础。

2　遗传模型

由于谷氨酸在 SZ 病理基础中扮演的重要作用，

目前已有多种谷氨酸相关 SZ 遗传动物模型。 NR1 亚

基被认为是 NMDAR 的一个必要亚基，NR1 突变小

鼠品系以及 NR1 亚基甘氨酸结合位点 Grin1 点突变

生成的突变小鼠均表现出与 SZ 阴性和认知症状相关

的表型，如运动活性和刻板性增加，社会交往和交

配行为缺乏以及听觉惊跳反射增加［6］。遗传学研究

发现对 SZ 候选基因进行敲除或改变其表达模式，可

以观察到其行为学和认知的变化，包括前脉冲抑制

（prepulse inhibition，PPI）损害，情绪、认知、动机

和感觉运动加工异常以及海马 LTP 异常等［4］。

3　发育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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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氨酸发育模型的建立方式包括产前母体感染、

母体免疫激活、产前或围产期 NMDAR 的阻断等。

例如，甲基偶氮甲醇（MAM）是一种抗有丝分裂和

抗增殖的化合物，可使 DNA 甲基化。向妊娠大鼠施

用 MAM 会导致后代出现内侧前额叶皮质体积减少、

外侧和第三脑室体积增加等病理学改变，产生边缘

和皮质区域小白蛋白中间神经元标记减少、腹侧被

盖区域多巴胺神经元活性增加等电生理改变，诱导

社交互动减少、PPI 减少、记忆力障碍等行为［7］。另

外，Paylor 等［8］的研究表明，母体免疫激活导致子代

前额叶皮质中神经周围网络的区域特异性发育异常

和γ－氨基丁酸（γ-aminobutyric acid，GABA）能传

递减少，证实了聚肌胞苷酸（PolyI：C）模型复制了

与精神分裂症相关的神经病理改变，并表现出认知

和情感障碍。产前暴露于 NMDAR 拮抗剂的小鼠表

现出 NR1 磷酸化的降低和乳清蛋白免疫反应性内侧

前额叶（mPFC）神经元的密度的降低；给予围产期大

鼠 NMDAR 拮抗剂，能诱导 NMDAR 位点增加和前脑

区的细胞凋亡［4］。

二　谷氨酸动物模型的认知障碍研究

NMDA 受体能刺激神经生长、突触发生和成熟，

激动该受体能促进学习和记忆，一种理论认为：由于

脑内小白蛋白（Parvalbumin，PV）中间神经元向锥

体神经元提供负反馈，NMDA 受体阻断后 PV 中间神

经元抑制功能下调，从而导致谷氨酸信号系统去抑

制，锥体细胞兴奋性增强，从而改变皮层电路中的

兴奋性 / 抑制性平衡，这对于皮层处理、工作记忆和

感知整合非常重要。目前，大量研究提示谷氨酸动

物模型存在明显的认知受损，其评价主要集中在以

下两个方面。

1　感觉门控

大脑对感觉刺激信息输入的调节能力是大脑

正常的抑制功能，该功能被称为感觉门控（sensory 

gating，SG）。惊跳反射中的 PPI 现象反映的就是这

种门控的水平，它是出现在强的惊反射刺激之前一

定时间内的弱感觉刺激对惊反射活动所产生的抑制

作用。PPI 是 SZ 患者稳定存在并且可在动物身上复

制的行为表型，是感觉门控受损产生认知障碍的一

个检测指标。1989 年首次在大鼠身上证实，PCP 能

显著地降低 PPI，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在小鼠以及

非人灵长类动物中也产生相类似的效果。NR1 低表

达的小鼠表现出声音惊吓反应的增加和 PPI 的缺陷，

有趣的是，谷氨酸遗传模型 NR2A 亚单位基因敲

除小鼠的 PPI 却未受影响。此外，NMDARs 还参与

了不同发育阶段 PPI 的调节，例如，新生儿暴露于

MK-801 会扰乱大鼠青春期和成年期早期的 PPI，但

在大鼠成年后对 PPI 的影响有限［9］。

2　学习记忆

NMDA 受体的激活使钙通道开放，钙离子内流

增加，调节兴奋性突触的传递，参与学习记忆的形

成。例如，张潇剑等［10］通过 Morris 水迷宫的定位航

行实验和空间探索实验检测，发现 MK-801 实验组

潜伏期和游泳总路程明显增长，而通过平台所在位

置的次数和在平台区域的停留时间显著减少，提示

其空间记忆损伤和学习能力下降。最近，Onaolapo

等［11］研究青春期小鼠亚慢性服用氯胺酮后，与对照

组相比，实验组在 Y- 迷宫中表现出明显的自发交替

损伤，说明实验组的空间工作记忆显著降低。另外，

系统地给予 NMDAR 非竞争性拮抗剂，会诱导大鼠

在新物体识别任务中出现持久损害，如降低大鼠区

分新奇和熟悉物体的能力，提示产生了强烈的再认

记忆缺陷［12］。在精神分裂症的发育模型中［13］，如

Poly（I：C）暴露的大鼠在出生后 3、6 和 12 周大鼠

表现出明显的空间记忆障碍，12 周龄大鼠出现恐惧

条件性记忆受损。谷氨酸动物模型在一些行为学实

验中出现的学习记忆障碍，进一步提示谷氨酸受体

参与了学习记忆的形成。

三　谷氨酸动物模型认知障碍与神经振荡

神经振荡是指由中枢神经系统中的神经组织自

发产生并响应于刺激而产生的节律和 / 或重复的电活

动，在认知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SZ 的认

知障碍与不同频段的同步和功率变化有关，尤其是

γ振荡及其与其它频段振荡的同步性。

1　认知障碍与γ振荡

γ振荡是一种频率在 30～100 Hz 的高频波，被

认为是由快速放电的 PV 阳性 GABA 能中间神经元

产生的，而 PV 的表达在 SZ 患者中减少，所以 SZ

患者中会表现出γ振荡的异常，并且精神分裂症中

异常的γ振荡活动被认为是其认知障碍的基础。在

NMDAR 相关基因消融的模型中［14］，观察到清醒行

为小鼠在新大脑皮层和海马记录到的基线 LFPγ功率

增加、空间短期和长期记忆受损。相反地，Matthew

等［15］研究 MK-801 降低了小鼠诱发γ功率，增加了

γ 相干性，且伴有运动亢进和 PPI 不足。另外，在

啮齿类动物的多项研究中，已经观察到几种 NMDAR

拮抗剂急性给药后体内基线γ带功率的增加，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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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NMDAR 拮抗剂的慢性给药降低了海马γ带活性

的强度。可能由于γ功率对脑状态以及给药的频率

和持续时间存在一定的混合依赖性，导致以上研究

结果不尽一致。

2　认知障碍与神经同步性

SZ 患者的γ 振荡异常伴随其他频段的振荡改

变而发生，有研究表明神经振荡的同步性揭示了许

多认知过程的起源和本质，例如θ-γ振荡的偶联可

以成功诱导 LTP，并且它们的相互作用能够维持不

同信息的序列顺序和参与情节记忆的处理。Kalweit

等［16］用 MK-801 对成年大鼠进行急性全身给药 1 周

和 4 周后，与对照组相比，MK801 处理的大鼠表现

出θ功率较低及明显的θ-γ振荡的解偶联，同时伴

随着海马 LTP 的损害。在啮齿动物氯胺酮的研究中

也观察到类似 SZ 患者的γ和其他频率的改变，氯胺

酮显著增强了高频振荡，减少了低频振荡。在 SZ 发

育模型中，成年早期θ、β和γ振荡及其长期同步显

著增加，在青春后期β和γ振荡显著降低，表明在

成熟的皮质网络出现之前神经振荡的同步性就发生

了短暂的不稳定［17］。这可能是 SZ 青春期发病的原因

之一，这也间接表明γ振荡及其同步性在 SZ 中具有

极其重要的作用。

四　总结与展望

SZ 谷氨酸动物模型表现出明显的感觉门控和学

习记忆损害。而异常神经振荡可能是谷氨酸动物模

型产生认知缺陷的原因之一。由于特定认知功能与

多种振荡相关，相同频率的振荡可能通过不同大脑

区域组合出现，因此同步化活动所产生的神经节律

异常可能与 SZ 认知损害密切相关，这有望成为未来

SZ 认知改善药物治疗的潜在靶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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