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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溶性环氧化酶在精神疾病研究中的进展

钟欣欣 1 、 李颖欣 2 、 张兴梅 1

【摘要】目前认为，炎症是精神疾病如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等的病理进程中的重要一环。可溶性

环氧化酶（soluble epoxide hydrolase，sEH）能够将体内的环氧花生四烯酸（epoxyeicosatrienoic acids，

EETs）等具有抗炎作用的环氧脂肪酸（epoxy-fatty acids，EpFAs）分解成生物活性较低的二醇，因此

抑制 sEH 在中枢神经系统中具有明显的抗炎作用。本文以“可溶性环氧化酶 - 炎症 - 环氧花生四烯

酸”为主线，分析 sEH 在花生四烯酸代谢途径中的作用以及 sEH 在精神疾病研究中的进展，为探寻

治疗精神疾病新的药物靶点以及将可溶性环氧化酶抑制剂作为临床预防和治疗精神疾病药物提供理

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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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疾病已成为全球公共卫生问题，世界卫生

组织报告指出，抑郁症已成为伤残损失健康生命年

的三大主因之一。在临床上所使用的抗抑郁药存在

如起效时间长、治疗效果有限等缺陷，治疗精神分

裂症所使用的抗精神病药对阴性症状疗效不高。目

前已证明炎症与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的病理生理机

制相关［1］，meta 分析表明，抑郁症患者和精神分裂

症患者的血液中肿瘤坏死因子 -α、IL-6 等促炎细胞

因子水平显著升高［2，3］。而既往研究表明可溶性环氧

化酶（soluble epoxide hydrolase，sEH）与炎症相关，

因此可溶性环氧化酶有望为探究精神疾病提供一个

新视角，为精神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提供一个更好的

策略。

一　sEH与花生四烯酸代谢途径

sEH 是一组功能相近的酶系，亚细胞结构位

于胞浆和过氧化物酶体，人类 sEH 由位于染色体

8p21-p12 区域的 EPHX2 基因编码。哺乳动物 sEH

在肝脏中的表达水平最高，在大脑中主要分布于星

形胶质细胞。sEH 属于α/β水解酶家族，是由两个

相同的 62.5kDa 的单体以反向平行的方式排列构成

的 125kDa 二聚体，具有高度保守性并且含双重酶活

性，包括氨基端（N- 端）的磷酸酶活性和羧基端（C-

端）的环氧水解酶活性，其中 C- 端的活性能水解

环氧花生四烯酸（epoxyeicosatrienoic acids，EETs）。

sEH 是环氧脂肪酸（epoxy-fatty acids，EpFAs）的主

要水解酶，所有的 EpFAs 都可以被 sEH 水解生成生

物活性较低的二醇，其中以 EETs 所生成的二醇活性

最低。EETs 有四个同分异构体，sEH 对其水解的亲

和性如下：14，15-EET > 11，12-EET > 8，9-EET 

> 5，6-EET。EETs 是一种有益的花生四烯酸代谢产

物，因为其能舒张血管、对血管平滑肌细胞起到抗

迁移作用和抗炎作用，已被证明在治疗心血管疾病

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此外，EETs 还具有抑制氧化应

激、抗细胞凋亡等功能。

大脑中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polyunsaturated 

fatty acids，PUFAs），PUFAs 主要有三种，分别

是花生四烯酸（arachidonic acid，AA）、二十二碳

六烯酸（docosahexaenoic acid，DHA）和二十碳五

烯酸（eicosapentaenoic acid，EPA）。PUFAs 可通

过环氧合酶（cyclooxygenases，COXs）、脂氧合酶

（lipoxygenases，LOXs）和细胞色素 P450（cytochrome 

P450 s ， C Y P s ） 途 径 代 谢 生 成 二 十 烷 类 化 合 物

（eicosanoids），其中通过 COX 途径可生成前列腺素

（prostaglandins，PGs）和血栓噁烷（thromboxanes，

TXs），通过 LOX 途径可生成白三烯（leukotrienes，

LTs）和羟基二十碳四烯酸（hydroxyeicosatetraenoic 

acid，HETE），以上两种途径所生成的脂质介质均

为促炎因子。而 CYP 有两种酶促反应类型，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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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 CYP 环氧合酶将 PUFA 的双键环氧化从而生

成具有抗炎作用的 EpFAs，产生的环氧代谢物主要

有来自 AA 的 EETs、来自 EPA 的环氧二十碳四烯

酸（epoxyeicosatetraenoic acids，EEQs）和来自 DHA

的环氧二十碳五烯酸（epoxydocosapentaenoic acids，

EDPs），另一类是由 CYP 羟化酶催化生成具有促炎

作用的 20-HETEs（图 1）［4］。

图1　花生四烯酸级联途径［4］

二　sEH在精神疾病研究中的作用

炎症是一种复杂的生物反应，它能帮助机体防

御伤害性刺激和启动愈合过程，然而，慢性炎症能

够引起许多疾病。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PUFAs 代谢

中 sEH 的异常在炎症中起到关键作用，而这与精神

疾病的发病机制紧密相关［5，6］。已有研究报道 sEH

抑制剂能够减弱精神分裂症小鼠模型中的高活动性

和前脉冲抑制损害。Ren 等［7］报道 sEH 抑制剂 1-（三

氟甲氧基苯基）-3-（1- 丙酰基哌啶 -4- 基）脲［1-

（trifluoromethoxyphenyl）-3-（1-propionylpiperidin-

4-yl）urea，TPPU］在抑郁症的炎症模型和社会失败

模型中具有预防和抗抑郁作用。此外，研究结果显

示，在炎症和社会失败模型中，具有抑郁样表型的

小鼠其大脑中 sEH 蛋白的表达水平相较于对照组显

著升高，这表明在啮齿类动物中 sEH 水平的上升有

助于诱导或者维持抑郁样表型。Zhang 等［8］在最近发

表的文献中表明重度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和精神

分裂症患者的尸体大脑标本中，顶叶皮层的 sEH 水

平显著高于对照组，这与 Ren 等［7］的结果一致，这

些证据表明大脑顶叶皮层 sEH 水平升高可能影响

着精神疾病的发生发展。Wu 等［9］研究结果亦显示，

TPPU 能通过促进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BDNF）蛋白表达和神经再生，减

轻模型小鼠的抑郁症状并能促进海马区神经元再生。

Ma 等［10］最新一项研究证明了 sEH 在母体免疫激活

子代发生如孤独症谱系障碍、精神分裂症等神经发

育障碍性疾病的发病机制中起到关键作用。这些研

究结果说明 sEH 抑制剂是一种极具潜力的预防和治

疗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疾病的药物。

关于 sEH 抑制剂对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作用的

具体机制，以下的研究结果可提供依据。Wang 等［11］

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血清中的脂质化合物及其相关

代谢产物进行了系统研究，结果显示，精神分裂症

患者相对于健康对照组血清中的 11，12-EET 和 14，

15-EET 含量增加，而相对于治疗组则降低。Huang

等［12］的报道与 Ren 等［13］的研究结果均表明，sEH 抑

制剂能够抵御大脑纹状体的内质网应激和氧化应激，

并且能够减轻由 MPTP 对纹状体造成的多巴胺能神

经元功能损伤。Xiong 等［14］研究报道在成年小鼠中，

增强大脑内侧前额叶皮层（medial prefrontal cortexm，

mPFC）星形胶质细胞中的 EET 信号通路能产生抗抑

郁样作用，mPFC 的 EET 信号通路受损会引起应对

压力产生的抑郁样表型，且星形胶质细胞释放 ATP

能介导 EET 信号通路的抗抑郁作用。

Wu 等［15］研究报道 TPPU 通过激活 BDNF-TrkB

通路保护 PC12 细胞免受皮质酮造成损伤。Riveiro

等［16］研究报道 n-3 PUFAs 能够阻止由多聚肌苷酸多

聚胞苷酸（poly I：C）免疫刺激引起的 BDNF 水平下

降，而氯氮平对照组不具有此效果。已有研究证明

BDNF-TrkB 信号通路的下调在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

的发病机制中起着重要作用，而 sEH 抑制剂又能促

进 BDNF 表达，因此可推断 sEH 抑制剂可以通过调

节 BDNF-TrkB 信号通路对精神疾病产生重要作用。

Shen 等［17］研究报道，TPPU 对大鼠模型具有抗抑郁

作用，大鼠模型经过 TPPU 治疗后，星形胶质细胞和

小胶质细胞的活性下降、促炎细胞因子下调、大脑

前额叶皮层中的 sEH 水平下调和 EETs 水平上调，这

表明 TPPU 对大鼠模型具有抗炎作用。

最近，Qin 等［18］从外周器官的作用来评估抑郁

症，研究结果显示，慢性温和应激小鼠模型中，肝

的可溶性环氧化酶含量明显升高；下调肝的 sEH 基

因表达能产生抗抑郁作用；过表达肝脏的 sEH 能够

诱导产生抑郁样行为；mPFC 中星形胶质细胞的 EET

信号通路介导了肝 sEH 下调造成的抗抑郁作用。

Zhang 等［8］ 的研究结果也显示重度抑郁症、双相情感

障碍和精神分裂症患者肝脏组织中 sEH 的水平显著

高于对照组；此外，重度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和精

神分裂症患者和对照组的大脑顶叶皮层 sEH 蛋白含

量和肝脏 sEH 蛋白含量呈正相关，而此前有研究表

明，大脑顶叶皮层的 BDNF 与肝脏的 BDNF 含量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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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相关。这表明，参与精神疾病发病机理的炎症是

全身系统性的，而不是仅局限于大脑区域，并且脑 -

肝轴在这个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三　小结与展望

本文以 sEH 为靶点，结合花生四烯酸代谢途径

以及炎症的影响，系统介绍了 sEH 在抑郁症和精神

分裂症的发生发展中的作用，以及 sEH 抑制剂产生

抗抑郁和抗精神病效果潜在的作用机制。目前的研

究已证明 sEH 可通过影响氧化应激、内质网应激、

EET 信号通路、BDNF-TrkB 信号途径和多巴胺能神

经通路来对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产生作用。另外，

与精神疾病发病机制相关的炎症可能是全身系统性

的，而不是局限于神经系统炎症。根据脑 - 肝轴作

用假说［8，18］，肝脏组织中 sEH 水平上升可能会引起

更严重的炎症反应，继而导致精神疾病的高发病率，

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脑 - 肝轴 PUFAs 代谢异常与精

神疾病之间的潜在联系。总的来说，sEH 是与精神

疾病相关的炎症中一个非常有用的标志物，虽然根

据目前的研究结果仍不能阐明 sEH 与精神疾病之间

确切的因果关系，但是通过药理抑制或者基因敲除

sEH 的方法可以起到预防或者逆转症状的作用［7，10］。

综上所述，sEH 是研究开发预防和治疗精神疾病的

靶点，sEH 抑制剂是潜力巨大的新型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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