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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RT1在抑郁症中的作用及其可能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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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的精神疾病，其病因、机制未完全阐明。 沉默信息调节因子 2 相关酶

1（Sirtuin1，SIRT1）是一种 NAD+ 依赖的去乙酰化酶，参与基因沉默、细胞周期、炎症、氧化应激等

过程。近来多项研究证实 SIRT1 参与抑郁症的发病，本文对 SIRT1 与抑郁症的关系进行综述，并从

神经炎症、神经发生、昼夜节律、内质网应激等方面概括 SIRT1 参与抑郁症的可能机制，以期为抑

郁症的治疗提供潜在的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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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是一种高患病率、高自杀率的精神障碍，

给患者及其家庭造成很大的负担。全球范围内有 3
亿以上的人患有抑郁症，从 2005 年到 2015 年抑郁

障碍已经从导致残疾的第四大原因升至第三大原因，

且有逐渐上升的趋势［1］。抑郁症的病因十分复杂，

涉及遗传和环境的交互作用，其机制至今也未阐明，

这就导致临床上抑郁症的治疗难度较大，阐明抑郁

症的病因和发病机制，找到更有效的治疗方法是抑

郁症研究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

Sirtuins（SIRTs）是酵母菌中的沉默信息调节

因子 2（Silent information regulator 2，SIR2）的同系

物，存在于所有需氧生物中的保守蛋白，为一种依

赖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Nicotinamide ─ adenine 

dinucleotide，NAD+）的去乙酰化酶，又被誉为长寿

蛋白。至今已在哺乳动物中发现 7 种 SIRT 蛋白，从

SIRT1 到 SIRT7，它们有不同的亚细胞定位，可以调

控一系列细胞过程，具有不同的生物学功能，其中

对 SIRT1 的研究最为广泛。SIRT1 可参与神经炎症、

神经发生、昼夜节律调节和内质网应激等过程，在

糖尿病、肥胖、神经退行性疾病和抑郁症中起重要

作用［2］。近年来许多研究表明 SIRT1 与抑郁症存在

明显关联，本文对 SIRT1 与抑郁症的关系和其可能

机制进行综述，阐明 SIRT1 在抑郁症中的作用机制

可以为抑郁症的诊断和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一　SIRT1与抑郁症

一项从中国招募的包括 5303 名复发性抑郁症

和 5337 名对照组的研究中，利用大规模测序确定

了 10 号染色体上两个抑郁症的相关突变，一个位于

SIRT1 附近，另一个位于 LHPP 基因的一个内含子

中［3］。Luo 发现相比于对照组，重性抑郁障碍（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MDD）患者血清中 SIRT1 的表达

明显降低（下降了 37％）［4］。这提示 SIRT1 是 MDD

的一个新的风险基因，另外研究表明 SIRT1 mRNA

的表达水平与抑郁症的严重程度存在关联，抑郁患

者中 SIRT1 表达越低，其抑郁程度也越重［5］。基于

以上的这些研究，我们推测 SIRT1 在抑郁症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许多抑郁症动物模型的研究，同样发现

SIRT1 信号在抑郁样行为中有关键作用。慢性应激可

以降低海马齿状回的 SIRT1 表达，通过药物和基因敲

除的方法抑制海马 SIRT1 活性会导致抑郁样行为的增

加；相反，SIRT1 激活阻止抑郁样行为的产生［6］。在

雌激素缺乏诱导的抑郁症动物模型中增强 SIRT1 活性

也能改善抑郁样行为［7］。海马内注射 SRT2104（SIRT1
的激动剂）也能缓解慢性不可预知温和应激（Chronic 

unpredictable mild stress，CUMS）诱导的抑郁样行

为［8］。以上这些结果都证明 SIRT1 的活性降低介导抑

郁症的发生。然而也有研究显示 SIRT1 表现出相反

的作用，Kim 等的研究表明慢性社会失败应激会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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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隔核 SIRT1 水平增高，白藜芦醇直接注射到伏隔

核会导致抑郁和焦虑样行为增多，而注射 EX ─ 527
（SIRT1 抑制剂）能逆转这一现象［9］。

笔者认为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可能因上述研究

方法不同所致：①所使用的动物遗传学背景不同；②

所关注的特定脑区和细胞不同；③所使用的应激方

式不同；④所使用的改变 SIRT1 活性的方法不同。综

上，SIRT1 确实与抑郁症存在明显关联，但是仍需

要进一步的研究来证实产生上述差异的原因，阐明

SIRT1 与抑郁症的具体关系。

二　SIRT1在抑郁症中的可能机制

1　SIRT1 与神经炎症

神经炎症在抑郁症的机制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

其中小胶质细胞激活是产生神经炎症的一个重要步

骤，应激可以促进小胶质细胞的和 NOD（Nucleotide 

binding oligomerization domain）样受体蛋白 3（NOD

─ like receptor protein 3，NLRP3）炎症小体激活，释

放促炎因子，激活核因子 κB（Nuclear factor kappa

─ B，NF ─ κB）信号通路，导致抑郁和焦虑样行为

的出现［10］。另外，小胶质细胞与巨噬细胞一样，根

据其表面标志物和细胞内细胞因子可分为经典激活

表型（M1，促炎表型）和替代激活表型（M2，抗炎

表型）。Duan 等人证明 CUMS 诱导的抑郁样行为小

鼠中，SIRT1 的激活可以促进小胶质细胞向 M2 型转

化，小鼠海马促炎因子水平降低，抗炎因子水平升

高，缓解抑郁样行为［8］。雌激素缺乏诱导的抑郁模

型中，白藜芦醇（SIRT1 激动剂）可以逆转海马齿状

回小胶质细胞激活的增加，抑制了雌激素缺乏引起

的海马区 NLRP3 和 NF ─ κB 的激活［7］。黄芩苷能增

强 SIRT1 活性，SIRT1 可以通过降低 p65 乙酰化水平

来影响 NF ─ κB，降低促炎因子水平，从而缓解嗅

球切除大鼠的抑郁样行为［11］。核因子 E2 相关因子 2
（Nuclear factor erythroid ─ 2 related factor 2，Nrf2）

是调控细胞氧化应激反应的重要转录因子，可以激

活抗氧化、细胞保护和抗炎症基因的转录，是许多

炎症性疾病的潜在治疗靶点。还有研究证明褪黑素

可以通过 SIRT1/Nrf2 信号通路抑制脂多糖）诱导的

NLRP3 激活和大量炎症因子的释放，从而缓解抑郁

样行为［12］。综上，这些证据都表明 SIRT1 可以通过

调节神经炎症来影响抑郁症的发生和发展。

2　SIRT1 与神经发生

神经发生在抑郁症发病及治疗中发挥重要作

用，慢性应激诱导海马结构重塑和功能损伤，包

括突触可塑性改变、神经发生减少和树突萎缩增

加，这些都与抑郁症有关。一项研究表明慢性应激

降低了海马齿状回的 SIRT1 活性，而激活 SIRT1 可

以改善慢性应激导致的异常树突结构，缓解抑郁样

行为［6］。Shen 等证明白藜芦醇和丰富环境刺激可以

改善 CUMS 诱导的大鼠抑郁样行为和认知障碍，该

效应是通过激活海马 SIRT1/microRNA ─ 134 信号通

路，使下游的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rain ─ 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BDNF）和突触蛋白增多，包括突

触素和突触后致密蛋白 95，最终导致树突的重塑和

突触微结构的改变［13，14］。由此可以得出 SIRT1 可以

通过改变神经发生参与抑郁症的发病。

3　SIRT1 与昼夜节律

哺乳动物的许多代谢和生理功能是由一个内在

的时间记录系统控制的，即所谓的昼夜节律。昼夜

节律以位于下丘脑视交叉上核的生物钟为基础，能

调节代谢、内分泌和睡眠节律。抑郁症患者常与一

些代谢性疾病共病，如糖尿病、肥胖症等；另外抑

郁患者常表现为早醒、入睡困难、睡眠质量差等睡

眠障碍，这些都提示抑郁症可能与昼夜节律调节异

常有关。生物钟受时钟昼夜节律调节因子（Clock 

circadian regulator，CLOCK）、脑和肌肉 Arnt 样蛋白

1（Brain and muscle Arnt ─ like 1，BMAL1）及其相

关基因表达的影响。其中 CLOCK 是一个具有乙酰化

酶活性的蛋白质，可以特异性的乙酰化一些非组蛋

白靶点，包括 BMAL1。研究发现 CLOCK、BMAL1、

SIRT1 共位于生物钟基因启动子的染色质相关调节

复合物，其中 SIRT1 作为 NAD+ 依赖的组蛋白去

乙酰化酶，CLOCK 作为乙酰化酶，两者共同参与

CLOCK 靶标的乙酰化状态，如组蛋白 3（Histone 3，

H3）末端的第 9 位和第 14 位赖氨酸（Lysine，Lys）

以及 BMAL1 的 Lys537，以此来调节昼夜节律。敲除

Sirt1 或使其基因突变会使这一过程出现混乱，昼夜

节律会失去周期性［15］。以上这些证据提示 SIRT1 可

以通过影响昼夜节律来参与抑郁症的发病。

4　SIRT1 与内质网应激

内质网应激（Endoplasmic reticulum stress，

ERS）是指由于内质网功能障碍而引起的过度应激，

未折叠和异常折叠的蛋白质积聚而影响细胞正常的

生理功能，内质网应激参与抑郁症、精神分裂症和

创伤后应激障碍等精神疾病的发病机制。Li 等的

研究表明硫化氢（Hydrogen sulfide，H2S）通过上调

SIRT1 的表达抑制甲醛诱导的 PC12 细胞的内质网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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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16］。后来在动物研究中这一结论得到证实，CUMS

诱导的大鼠表现出抑郁样行为，其海马内质网应激

水平升高，SIRT1 水平降低，而 H2S 可以缓解这一现

象，给予 Sirtinol（SIRT 的抑制剂）后 H2S 的缓解效

应消失［17］。这些证据表明 SIRT1 可以通过降低内质

网应激程度来发挥抗抑郁效应，这其中更进一步的

机制需要后续的研究来探索。

5　其他

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Extra cellular signal ─

regulated kinase，ERK）信号通路对调节神经细胞的

生长、增殖、分化起重要作用，在人类和各种慢性

抑郁症的动物模型中，ERK 信号在海马中显著下调，

许多抗抑郁药也是通过恢复下调的 ERK 活性来发挥

效应的，另外 ERK 还与 BDNF 和环磷酸腺苷效应元

件结合蛋白存在紧密联系，后两者均被证明参与抑

郁症的发病机制［18］。一项研究证明细胞外信号调节

相关蛋白激酶 1 和 2 是 SIRT1 的潜在下游靶点，海马

SIRT1 激活可以增加慢性应激条件下的 ERK1/ 2 的磷

酸化水平，以此产生抗抑郁作用［6］。

另外 SIRTs 其他成员也被证明参与抑郁症的发

病，如 SIRT2、SIRT3、SIRT6。SIRT1 能使许多细胞

蛋白去乙酰化，但 SIRT1 是否能使其他 SIRTs 成员去

乙酰化并改变其功能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Kwon 等

人研究表明肥胖和衰老可以降低 SIRT1 介导的 SIRT3
去乙酰化，导致 SIRT3 高乙酰化，降低其活性和稳

定性，从而导致脂肪酸β氧化受损、肝脂肪变性和

葡萄糖不耐受［19］。这提示 SIRTs 之间可能存在相互

调节，但其具体机制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证实。

三　总结

近来大量研究表明表观遗传学在抑郁症的发

病机制中起重要作用，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istone 

deacetylases，HDACs）参与细胞核组蛋白的去乙酰

化，从而影响该基因的表观遗传特性。SIRT1 属于Ⅲ

型 HDACs，控制着许多的代谢和生理过程，能帮助

细胞抵抗氧化或辐射诱导的应激，参与多种疾病的

发病机制，包括抑郁症。本文回顾了近些年来 SIRT1
在抑郁症中的研究进展，明确了 SIRT1 确实参与抑

郁症的病理生理过程，其机制可能涉及神经炎症、

神经发生、昼夜节律、内质网应激等。

但是已有研究仍然存在相互矛盾的结果，需

要更多大样本、高质量的研究来证实 SIRT1 在抑郁

症中的具体作用。另外还需要研究 SIRT 家族中除

SIRT1 之外的成员是否也参与抑郁症的发病，以及它

们之间是否存在某种相互调节作用。阐明 SIRTs 在

抑郁症中的作用能使我们更好的了解抑郁症，并为

以后的诊断和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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