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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境障碍与GSK-3的相关性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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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糖原合成酶激酶 -3（GSK-3）是一种丝氨酸 / 苏氨酸蛋白激酶。本文从 GSK-3 参与的信

号通路、GSK-3 的上游调节因子、下游底物以及与双相情感障碍和抑郁障碍之间的联系展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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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境障碍包括双相情感障碍及抑郁障碍，这两

种的病因及发病机制十分复杂，至今仍不明确。比

较公认的发病相关因素是遗传因素、神经递质功

能异常等等。近年来糖原合成酶激酶 -3（Glycogen 

Synthase Kinase-3 GSK-3）备受关注，越来越多的证

据表明 GSK-3 表达异常与心境障碍存在相关性。因

此，认识 GSK-3 可能为发现心境障碍的发病机制及

治疗手段提供新的思路。

糖原合成酶激酶 -3（GSK-3）是一种丝氨酸 / 苏

氨酸蛋白激酶。GSK-3 家族在哺乳动物中由两个成

员组成，分别是 GSK-3α和 GSK-3β，在其激酶结构

域内显示 98％的序列同源性，且两者 85％的氨基酸

存在序列同源性。GSK-3 亚型在大脑各区和脊髓中

高度表达。GSK-3α通过磷酸化 21- 位点的丝氨酸从

而使自己失去活性，而 GSK-3β通过磷酸化 9- 位点

丝氨酸使自己失去活性。有专家认为 GSK-3 是人类

基因组中最不寻常的激酶之一，主要有以下 3 个原

因：（1）大多数 GSK-3 的底物需要借助另一个激酶

将其四个或五个残基 C- 端“启动”磷酸化至 GSK-3
靶点上，底物才能被 GSK-3 有效磷酸化；（2）

GSK-3 在基础条件下的细胞中是有活性的，而其他

激酶在通常情况下是处于失活状态的；（3）GSK-3
将 N- 末端的丝氨酸残基磷酸化从而使其失活。有研

究发现哺乳动物从胚胎期到成年期均有 GSK-3β表

达，并且 GSK-3β的最高峰出现在出生后 2 周，之

后含量明显降低，并完成树突、突触形成。GSK-3
在神经发育的多个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包括神经

祖细胞自我更新、神经发生、神经元迁移、神经分

化和突触发育等等。

一　GSK-3参与的信号通路

1　Wnt 通路

Wnt 属于分泌型蛋白，是富含半胱氨酸及糖基

化蛋白配体家族，它通常在人体内影响细胞生长、

分化及迁移。它通过结合跨膜受体 frizzled 蛋白及其

低密度脂蛋白受体相关蛋白 5 和 6，使 GSK-3β 失

活，从而阻止β-catenin 蛋白降解，增加细胞质内

β-catenin 蛋白含量，因此将生物信号转导至细胞核

内，诱导细胞周期蛋白的转录。GSK-3 在 Wnt 途径

中起关键的抑制作用。一旦 GSK-3β活性过度增加

将会导致β-catenin 氨基末端磷酸化程度明显增加，

泛素 - 蛋白酶系统从而能快速识别β-catenin，使细

胞核内β-catenin 蛋白含量明显降低，抑制 Wnt 信

号转导。因此 GSK-3β 介导的β-catenin 的磷酸化

是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中的关键点［1］。在小鼠

应激模型中，其部分脑区 Wnt 信号通路传导存在异

常，表现为 GSK-3β活性较正常小鼠明显升高，而

p-GSK-3β含量显著降低，将 GSK-3β特异性抑制剂

注入小鼠侧脑室后，海马脑区β-catenin 含量较应激

状态下明显增加，并产生类似抗抑郁的作用。

2　PI3K-AKT-GSK3 途径

PI3K-AKT-GSK3 途径是细胞内信号网络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蛋白质合成、细胞抗凋亡等方面发

挥其重要作用。磷脂酰肌醇 3 激酶家族成员属于原

癌基因。正常情况下，PI3 被激活后，会产生第二信

使结合信号蛋白 AKT 及其磷酸肌醇依赖性蛋白激酶

（phosphoinositide dependent protein kinase-1 PDKl），

进而让 PDK1 使 AKT 磷酸化，提高 AKT 蛋白活性。

GSK-3β是 AKT 的直接底物，AKT 与 GSK-3β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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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使其 GSK-3β失活［2］。从而增加保护因子和抗

凋亡因子基因（Bcl-2）作用，防止神经元凋亡，最

终发挥其参与细胞增殖与分化及调节炎症和免疫反

应的作用［3］。有一项关于有自杀行为的抑郁组患者

脑组织研究，其脑内 GSK-3β活性较正常组显著升

高，伴有 AKT 活性较正常组明显降低。

二　与心境障碍相关的GSK-3上游调节因子

1　DISC1

有研究提出 DISC1 由于染色体易位（1：11）从

而被发现与家族精神病存在相关性［4］。DISC1 是一

种支架蛋白，在神经前体细胞中高表达，DISC1 蛋

白在大脑皮质的发育及功能发挥方面扮演着重要角

色，这可能是心境障碍的主要易感因素之一。研究

表明 DISC1 介导了心境障碍的神经发育过程。DISC1
发生突变后，会造成 GSK-3 活性明显增加，大量

β-catenin 蛋白被磷酸化，从而降低了 Wnt 信号转导。

这一过程可能会损害发育中和成年后脑部的神经发

生，导致心境障碍的发生。有研究发现淋巴母细胞

中 DISC1 mRNA 在双相情感障碍内的含量比正常人

明显降低。在动物模型实验中，小鼠的 DISC1 缺失

或者失活突变导致小鼠神经前体细胞的增殖明显较

少并诱发抑郁样行为，然而通过给予 GSK-3 的药物

抑制剂后小鼠的症状明显得到了改善。因此，DISC1
通过直接抑制 GSK-3 介导的β-catenin 氨基末端磷

酸化，是 Wnt 途径负性调节因子［5］。

2　单胺能信号

单胺类信号的异常，特别是 5- 羟色胺能和多

巴胺能信号的异常，与心境障碍发病机制密切相

关。因此它们是许多抗抑郁治疗的靶标。这些信号

网络被证明对 GSK-3 的活性有不同的调节作用。例

如，5- 羟色胺浓度增加从而导致 PI3K–AKT 途径促

进 GSK-3 磷酸化，来降低其活性。相反，在小鼠中

5- 羟色胺合成酶 Tph2 突变，导致 5- 羟色胺浓度减

少，从而 GSK-3 活性增加并诱发抑郁样行为，而使

用 GSK-3 抑制剂可以改善其症状。与 5- 羟色胺调节

作用相反，多巴胺能信号通过抑制 AKT 激活 GSK-3
活性。这可能和 AKT、β- 抑制素 2 和蛋白磷酸酶 2A

（PP2A）构成的信号复合物有关。PP2A 使 AKT 蛋白

降低活性，从而增加 GSK-3 的活性。这种复合物能

被锂盐破坏，导致 GSK-3 活性降低。这就是锂间接

抑制 GSK-3 活性的机制。

三　与心境障碍可能相关的GSK-3的下游底物

GSK-3 的下游底物有很多个，但是与心境障碍

可能存在相关性的底物包括昼夜节律蛋白及脑源性

神经营养因子等等。

1　昼夜节律蛋白

心境障碍会伴随出现昼夜节律紊乱。大多数抑

郁症患者有入睡困难、早醒等症状，而躁狂的患者

表现出对睡眠的需求量减少。睡眠障碍也是诱发或

加重精神疾病的原因之一，而睡眠剥夺会损害我们

的认知功能并诱发精神病。因此，睡眠障碍是心境

障碍的高危因素也是其突出症状之一，而睡眠与体

内生物钟密切相关。所有细胞都有其生物钟，且在

下丘脑视交叉上核的功能最突出，因此被称为昼夜

节律起搏器。生物钟由 CLOCK 和 BMAL1 两种转录

因子启动，它们构成异二聚体并与 E-box 顺式作用

元件组合成一整体。随后 CLOCK 发挥乙酰化作用将

BMAL1 乙酰化，从而启动周期蛋白及隐花色素等蛋

白的合成，紧接着周期蛋白和隐花色素形成异二聚

体，BMAL1 乙酰化后将其招募转移到细胞核内，反

馈性降低 CLOCK/BMAL1 复合物的作用，从而终止

目的基因转录。这种调节机制以 24 小时为一周期。

而 GSK-3 对 CLOCK、BMAL1 和隐花色素具有调节

作用。研究表明 GSK-3 基因敲除小鼠中昼夜节律延

长，每天活动次数增加，节律幅度降低，然而使用

GSK-3 抑制剂的小鼠可以缩短昼夜节律。

2　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 r a i n - d e r i v e d 

neurotrophic factor BDNF）

BDNF 是神经营养素家族的生长因子，专门调

节神经元的分化及存活。有研究提出 BDNF 基因多

态性与双相情感障碍、抑郁症有一定的关联作用。

抑郁障碍人群中其海马和血清 BDNF 含量较正常人

明显降低，但通过抗抑郁药物治疗后其显著上升。

在小鼠抑郁模型中，小鼠经过长期服用含有抗抑郁

药的事物后 BDNF 水平增加。并且在其大脑内注射

BDNF 可起到抗抑郁疗效。由于 BDNF 水平对维持树

突形态和突触功能很重要，在心境障碍患者死后脑

组织和小鼠模型中都能观察到树突棘和突触密度降

低。有研究发现 BDNF 的转录能被锂盐或者 GSK-3
的其他抑制剂所激活，表明 GSK-3 活性降低会增

加 BDNF 的转录。这一过程是通过环磷腺苷效应元

件结合蛋白（cAMP-response element binding protein 

CREB）为中介发挥其作用，GSK-3 可使 CREB 磷酸

化抑制其活性，CREB 能够直接调节 BDNF 转录。因

此，GSK-3 活性升高和 CREB 磷酸化水平增加都可

能会抑制心境障碍患者 BDNF 的转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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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GSK-3与双相情感障碍

双相情感障碍的病理生理机制尚不清楚，但可

能包括遗传变异、神经网络的异常发育、神经递质、

神经内分泌和信号活动的失调。在躁狂阶段，患者

表现为：兴高彩烈，有感染力，思维奔逸，说话滔

滔不绝，行为轻浮，注意力不集中，睡醒需要量减

少等等。在抑郁阶段，患者表现为：情绪低落，自

罪自责，认知功能下降，食欲减退，睡眠障碍。自

从作为治疗双相情感障碍的心境稳定剂锂盐被发现

是 GSK-3 的选择性抑制剂以来，GSK-3 在双相情感

障碍的发生发展和治疗中可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GSK-3 抑制剂有较强的抗躁狂和温和的抗抑郁作用，

为此 GSK-3 开始被猜测与双相情感障碍的发病机制

可能存在相关性［6］。

1　GSK-3 在动物模型中的一些研究

①选择性 GSK-3 抑制剂 AR-A014418 在小鼠强

迫游泳试验和苯丙胺诱导的多动症模型中具有抗抑

郁和抗躁狂样作用，GSK-3 抑制剂对小鼠的行为调

节作用与锂盐的治疗作用一致。②在苯丙胺诱导的

小鼠多动症模型中，注射锂盐后小鼠脑内 GSK-3 活

性显著下降，然而 p-GSK-3、AKT 蛋白、神经生长

因子、BDNF 和 CREB 含量显著升高。③ GSK-3β过

度表达的转基因小鼠表现出过度活跃的行为，苯丙

胺诱导的小鼠产生过度活跃的行为与 GSK-3β过度

的表达小鼠行为保持一致。④ GSK-3 活性被锂盐直

接和间接抑制。⑤ GSK-3 是心境稳定剂、抗抑郁药

和第二代抗精神病药物的共同靶标。⑥ GSK-3β启

动子区的多态性与双相情感障碍的发病年龄、对锂

盐治疗的反应存在相关性；而白质微结构（有髓轴

突的完整性）和抑郁症存在相关性［7］。⑦研究发现

Trpm2 的遗传功能障碍导致 GSK-3 的磷酸化失控，

可能会导致双相情感障碍的发生［8］。根据上述这些

实验结果，说明在动物模型中 GSK-3 活性改变可能

是心境障碍的发病机制。

2　目前 GSK-3 在临床实验中的一些证据

①有研究表明，双相情感障碍患者急性发作

期时外周血单核细胞中 GSK-3α 和 GSK-3β的丝氨

酸磷酸化水平均低于健康对照组，GSK-3 丝氨酸

磷酸化水平的降低也与疾病的严重程度存在相关

性，提示 GSK-3 活性受情绪状态的影响。②也有实

验表明双相躁狂发作时患者外周血单核细胞中的总

GSK-3 水平比正常人群要显著增加。外周血单核细

胞 GSK-3 的水平也被用来评估对情绪障碍治疗的疗

效。在接受锂盐之后外周血单核细胞中 p-GSK-3β
水平比健康组高八倍，表明 GSK-3 的变化受锂盐的

调节。③在双相 I 型躁狂患者中，锂盐和奥氮平联

合治疗也显著增加了外周血单核细胞中 p-GSK-3β
的含量，即 GSK-3 活性被情绪稳定和抗精神病治疗

所抑制［9］。④ GSK-3 的遗传变异也在心境障碍中进

行了检测。GSK3β启动子区（C50T/C）的单核苷酸

多态性（SNP）与双相情感障碍有关。在一项对 20
名抑郁自杀者和 20 名非自杀死者大脑腹前额叶皮质

区 GSK-3β和蛋白激酶 A 水平的比较研究中，抑郁

自杀者 GSK-3β丝氨酸磷酸化活性较非自杀死者升

高，蛋白激酶 A 磷酸化活性较非自杀死者降低。⑤

一项关于双相情感障碍和正常人特定脑区总 GSK-

3β、p-GSK-3β和β-catenin 的蛋白和 mRNA 水平的

比较研究。结果显示，双相情感障患者的背外侧前

额叶皮质和颞叶皮质 GSK-3β和的β-catenin 的蛋白

和 mRNA 水平较正常人均降低，在扣带回却未发现

变化［10］。综上实验结果，在临床研究中 GSK-3 活性

偏离正常范围可能会出现心境障碍，但是目前的研

究结论还未达成统一。

五　GSK-3与抑郁障碍

抑郁障碍是以持续心境低落、思维迟钝、快感

丧失、睡眠障碍、食欲不振等为主要临床表现，重

者还可出现自残、自杀行为。研究发现 GSK-3 可能

是影响抑郁障碍发生和抗抑郁治疗的关键，且与临

床表型和静息态脑功能相关。由于选择性 GSK-3 抑

制剂的使用在动物模型中产生抗抑郁行为，因此我

们猜测 GSK-3 是治疗抑郁症的一个潜在的靶点。（1）
GSK-3β 基因内含子 1 的单倍型和单核苷酸多态性

与抑郁症的发病早期年龄有关，GSK-3β-rs334558
多态性可能是抑郁症的潜在危险因素，GSK3β-

rs334558 多态性女性患抑郁障碍的几率明显较高，

这些都提示 GSK-3 遗传变异可能是心境障碍严重程

度的潜在标志［11］。（2）在小鼠 GSK-3 基因敲除动物

模型中小鼠易诱导产生抑郁样行为。（3）在动物模型

中，有研究提出 GSK-3βrs334558 位点多态性，可能

导致了抑郁障碍的出现，推测 GSK-3 可能导致了该

疾病的发生与发展，氟西汀可使 GSK-3β失活，从

而产生抗抑郁作用［12］。（4）锂盐通过抑制 GSK-3β
活性能有效地改善小鼠的抑郁行为，锂盐也能增加

抗抑郁药 5- 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的作用。（5）在学

习性无助模型诱导的小鼠抑郁样行为中，发现小鼠

海马和大脑皮层 GSK-3 抑制性丝氨酸磷酸化水平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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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同样，在社交失败应激后的小鼠伏隔核中也发

现了 GSK-3 抑制性丝氨酸磷酸化水平降低。表明活

性 GSK-3 的活性与抑郁行为有关。（6）慢性不可遇

见刺激诱导大鼠产生明显绝望抑郁样行为，其机制

与 GSK-3 活性增加有关［13］。（7）临床研究表明，重

型抑郁患者组治疗前总 GSK-3β蛋白表达明显高于

健康对照组，经氟西汀抗抑郁治疗后，总 GSK-3β
与治疗前相比明显减少，且与正常组统计学上不存

在差异［14］。

作为细胞内一种常见激酶，GSK-3 参与了多条

通路，调控多种底物，参与胚胎发育、细胞周期调

控、细胞分化与凋亡及炎症反应等多种生理过程。

随着基础及临床研究的不断深入，关于 GSK-3 与心

境障碍的研究越来越多，有助于进一步探究心境障

碍的病因机制，寻找识别疾病的辅助客观依据，探

寻新的治疗心境障碍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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