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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巴胺 ——人类认识大脑的一把钥匙

周嘉伟

本期客座总编

十年前，一部名为《多巴胺》的美国电影，叙述了男女间从相互吸引到疏远的曲折故事，以社会学

的视角诠释了多巴胺在爱情中的作用，探讨了多巴胺与爱情可能的因果关系，同时也使多巴胺走出学术

界的深闺，走近社会大众，让更多的人知晓它的神奇。神奇的多巴胺是普遍存在于人和动物神经系统中

的一种儿茶酚胺类神经递质，在愉快感觉的产生、传递以及愉快信息的存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有

人将它称为“快乐因子”，可谓名副其实。多巴胺由瑞典科学家Arvid Carlsson在1957年首先发现，

Carlsson先生因此在2000年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在多巴胺被发现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国内外有

关多巴胺的研究繁多，有关多巴胺在各种生理和病理条件下作用的研究已成为现代神经科学研究中最令

人着迷和兴奋的领域之一！

多巴胺的发现深刻影响了现代神经科学的发展。回眸过去五十多年神经科学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

到，在包括机体运动功能的调节、动机与奖赏、学习与记忆、情绪与智力、睡眠等在内的一系列重要领

域所取得的研究进展都无不与多巴胺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复杂的生理过程涉及大量神经活动环节，而

大脑中多巴胺相关特异信息的精准传递在其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多巴胺与这些生理过程之间的

相关性已经建立，但如何理解在此过程中多巴胺所介导的生物学效应的高度复杂性和多样性仍是当前的

一大挑战。其它有待理清的科学问题还包括：多巴胺在含量、分布以及信号转导的即时与长期动态变化

与大脑的基本生理功能和高级功能之间的关系；多巴胺与其它神经递质或非递质类物质的共存和共释放

对大脑活动的影响；多巴胺如何通过胶质细胞上的受体影响神经网络的调节与功能等。对这些问题的回

答将有助于理解多巴胺的作用方式和机理，但由于技术的限制，难以做到在特定的时间和脑区对特定类

型的神经细胞(群)进行实时观察和检测，因此具有较高时间和空间分辨率以及灵敏度的检测方法为目前多

巴胺研究之所需。相信随着新技术的发明和推广，多巴胺相关研究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它的生

物学作用的逐步解析将构成我们迈向阐明大脑工作原理目标的阶梯。从这个意义上讲，多巴胺已成为现

代神经科学的一个标志，一个符号。

多巴胺的问世还极大地促进了人类健康水平的提升。多巴胺的前体左旋多巴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被

广泛应用于帕金森病的临床治疗，革命性地改变了众多帕金森病患者的命运。已知除帕金森病以外，毒

品成瘾、癫痫、精神分裂症、抑郁症、儿童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等在不同程度上与多巴胺系统的功能失

调有关。因此，在不同环节上调节多巴胺信号通路，纠正其异常已成为多种大脑疾病治疗的理论基础。

事实上，以多巴胺受体为靶点的帕金森病、精神分裂症的临床药物治疗已取得一定的控制临床症状的效

果。随着人们对胶质细胞上的多巴胺受体与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关系认识的不断加深，今后发展具有高选

择性的，针对不同类型胶质细胞上的多巴胺受体亚型的药物势在必行。

本期专题我们邀请了几位长期在科研第一线工作的专家就多巴胺的生理调节机理、多巴胺与中枢神

经系统疾病等热门话题分别作一综述，介绍国内外的部分研究进展。由于组稿时间以及篇幅所限，某些

颇具前景的多巴胺研究领域例如睡眠和觉醒、认知等，这次未能包括在内，希望今后有机会邀请那些此

次未及邀请的专家共同推出多巴胺专题的续集，以进一步展示我国科学家所取得的优秀成果，推动多巴

胺研究的发展和繁荣，为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和福祉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生命的化学》2014 年 34 卷 2 期·  136  · 专题：多巴胺

收稿日期：2014-03-23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2011CB50410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1123002, 31321091和30621130075)；上海

市科委项目(128014382)。
*通信作者：E-mail：jwzhou@ion.ac.cn

生命的化学 , 2014, 34(2): 136-146                                  doi: 10.13488/j.smhx.20140202www.life.ac.cn

周嘉伟，男，1962年10月生，现为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神经科

学研究所研究员。1985年毕业于南通医学院，获医学学士学位，1988年获医学

硕士学位。1996年在英国帝国理工学院获博士学位。1996-1998年在美国

Hahnemann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1998年入选中科院“百人计划”并回国工

作。长期从事神经退行性疾病帕金森病发病机理和多巴胺能神经元发育的分子

细胞基础的研究，在Nature、PNAS、J Neurosci等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研究论

文三十多篇。2005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兼任中国生理

学会常务理事，Frontiers in Ageing Neuroscience、Frontiers in Biology、《生理学

报》以及《生命科学》等国内外学术期刊编委。曾获得赛诺菲中国神经科学优

秀学者奖、药明康德生命化学研究奖、中科院优秀导师奖等荣誉。

多巴胺重摄取的分子机制

赵成江，朱树勇，周嘉伟*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神经科学研究所，上海200031）

摘要：多巴胺转运体(Dopamine transporter，DAT)位于多巴胺能神经元表面，主要负责将细胞外的多

巴胺重摄取至多巴胺能神经元内，控制细胞外多巴胺的浓度，进而影响多巴胺的信号强度和时长。多

巴胺转运体与注意力缺陷多动症、抑郁、成瘾等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异常相关。多巴胺转运体的重摄

取功能受多种因素的调节，包括底物的浓度、自身位点的翻译后修饰、细胞内蛋白激酶的活性、细胞

外的调节信号等。本文就近年来DAT的分子调节机制以及在脑疾病发病机制中作用的研究进展做一综

述。

关键词：多巴胺转运体；多巴胺；重摄取；转运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molecular mechanisms underlying 

dopamine reuptake
ZHAO Chengjiang, ZHU Shuyong, ZHOU Jiawei*

(Institute of Neuroscience, Shanghai Institutes for Biological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hanghai 200031)

Abstract:    Dopamine transporter (DAT) is normally localized in the cell surface of dopaminergic neurons 
and is responsible for regulating the concentration of dopamine in extracellular space by reuptaking dopamine 
into dopaminergic neurons. Dopaminergic neurotransmission is thus fine-turned. This mechanism has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strength and duration of extracellular dopamine signals. Dysfunction of DAT has 
been associated with several brain disorders, such as 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depression, drug 
addiction. Recent report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several factors, including the concentration of substrate, D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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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translational modification, protein kinase activities and extracellular signals, contribute to the regulation 
of DAT function. In this review, we will discuss some of the recent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molecular 
mechanisms underlying dopamine reuptake and link changes in DAT trafficking to brain disorders.
Key words:    dopamine transporter; dopamine; reuptake; endocytic trafficking

多巴胺(Dopamine，DA)是一种重要的单胺类

神经递质，它参与奖赏、运动、情绪等多种大脑

重要生理功能的调控。大脑内的多巴胺能神经元

突触末梢在接受到信号刺激后，会释放多巴胺，

导致细胞外多巴胺水平的升高，进而激活突触后

或突触前的多巴胺受体，引起下游细胞或自身的

反应。释放出的多巴胺中的绝大多数会在几个毫

秒内迅速被清除，产生这一效应的一个主要方式

就是多巴胺转运体(Dopamine transporter，DAT)介
导的多巴胺重摄取(图1)。多巴胺转运体将重摄取

的多巴胺转运回胞内，一方面控制多巴胺的细胞

外浓度，起到调节神经递质信号强度的作用，另

一方面，将细胞外多余的多巴胺转运回胞内存

储，起到维持多巴胺平衡的作用。多巴胺转运体

的功能异常会引起多巴胺系统的平衡紊乱，进而

引起相关的神经系统的疾病，例如，抑郁
[1]
、注意

力缺陷多动症(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2,3]

，临床上应用以多巴胺转运体

为靶点的药物治疗这些疾病。此外，多巴胺转运

体还是毒品可卡因、苯丙胺的作用靶点，这些毒

品通过干扰多巴胺转运体的正常功能，影响多巴

胺系统的平衡导致成瘾。因此，全面准确地理解

多巴胺转运体调控的分子机制，有助于加深对于

相关神经系统疾病的认识，并有可能发展出更为

有效的治疗手段。

1   多巴胺转运体的蛋白结构特征

多巴胺转运体
[4]
是一种特异性分布于多巴胺神

经元表面的跨膜蛋白，属于Na+/Cl-
离子依赖型转

运蛋白基因家族(SLC6A， solute carrier)。此家族

还包括去甲肾上腺素、5-羟色胺、γ -氨基丁酸

(GABA)、甘氨酸等神经递质的转运体
[5,6]

，故而这

图1　DAT 在多巴胺能神经元上定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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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家族也被称为神经递质 -钠离子共转运家族

(neurotransmitter transporters，NTT)。实际上目前

在人类基因中已发现的该家族21个成员中
[7]
，也有

转运牛磺酸、非递质类氨基酸以及未知物质等非

神经递质分子的。这个家族的成员在核苷酸序

列、氨基酸序列和蛋白结构上有较高的同源性，

甚至出现一个底物可被不同转运体转运的现象，

表明它们在功能上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叠，例如在

前额叶皮层，多巴胺的重摄取功能主要由去甲肾

上腺素转运体执行
[8]
。

1991年Amara实验室和Uhl实验室首先克隆了

大鼠的多巴胺转运体核苷酸序列并分别在非洲绿

猴细胞系COS细胞
[9]
和癌细胞系HeLa细胞中表达成

功
[10]

，之后其它种属的多巴胺转运体序列也相继

被克隆。其中，人源多巴胺转运体基因位于第5条
染色体上，长约64 kb，包括15个外显子。目前发

现在3’非翻译区和第八内含子具有可变串联重复序

列(variable number tandem repeat，VNTR)[11]
。结合

临床的影像学研究结果，VNTR与ADHD具有相关

性
[12,13]

。然而，不同拷贝的VNTR只会影响多巴胺

转运体的表达量
[14,15]

，与多巴胺重摄取功能的差异

并无关联
[16]

，故尚无法解释内在机制。此外，抑

郁与多巴胺转运体基因多态性的关联性也得到临

床影像学的支持
[1, 17]

。

人源的多巴胺转运体含有620个氨基酸，大、

小鼠的则各含有619个，它们在序列同源性上超过

90%。作为一个跨膜蛋白，多巴胺转运体在脂双层

以外的环境中不稳定，难以纯化和结晶。目前虽然

已有果蝇的多巴胺转运体晶体结构的研究
[18]
，但哺

乳动物多巴胺转运体的蛋白三维结构迄今尚未被解

出。根据多巴胺转运体氨基酸残基的疏水性以及细

菌同源蛋白亮氨酸转运体(LeuTAa)的结构
[19]

，推测

多巴胺转运体可能具有12个跨膜结构区，N端和C
端伸向胞内，第2个胞外环相对较大(图2)。嗜热菌

蛋白亮氨酸转运体(LeuTAa)与哺乳动物多巴胺转运

体相比，约有20%的序列相似性。曾解析出LeuTAa

晶体结构的Eric Gouaux实验室于最近通过对果蝇

多巴胺转运体突变体与三环类抗抑郁药去甲替林

(nortriptyline)结合形成的晶体进行X射线衍射分

析，第一次解析了多巴胺转运体的三维结构
[18]

。

值得注意的是，果蝇多巴胺转运体与哺乳动物多

巴胺转运体的序列相似性超过50%，特别是在跨膜

区段序列更为保守，因此他们的这一工作对于理

解哺乳动物多巴胺转运体的结构具有更高的参考

价值。与LeuTAa相同，多巴胺转运体确实具有12个
跨膜螺旋结构区，其中第1-5和6-10跨膜区形成一

个伪对称结构，中间组成了底物通过的通道。去

甲替林将果蝇的多巴胺转运体突变体限制在一个

向细胞外开口的构象，并结合在多巴胺转运体第

1、3、6、8跨膜区围绕的空间中，一个氯离子和

两个钠离子在去甲替林附近结合于多巴胺转运体

上。在多巴胺转运体胞外开口的构象下，LeuTAa所

不具有的C端胞内段在空间上位于多巴胺转运体胞

内开口处，和第一胞内环有相互作用，像一个门

闩封闭了多巴胺转运体的胞内通道开口，提示C端
的空间位置以及修饰位点很可能直接与多巴胺转

运体重摄取功能活性有关，为理解之前已发现的C
端修饰位点在多巴胺重摄取中的作用，从结构生

物学的角度提供了支持。在多巴胺转运体侧翼，

由第1a、5、7跨膜区组成空隙中，结合有一分子

的胆固醇，提示多巴胺转运体有可能与膜上的胆

固醇直接结合，这对多巴胺转运体定位在脂筏上

是进一步的支持
[20]

。虽然果蝇多巴胺转运体结构

的解析为理解多巴胺转运体的功能提供了更多线

索，但略有遗憾的是，为了稳定多巴胺转运体的

结构，实验者将第3和第4跨膜区之间的第2胞外环

的43个氨基酸残基以及N端胞内段的20个氨基酸残

基予以删除
[18]

，而这两个区域在调节多巴胺转运

体功能方面有重要作用。

多巴胺转运体与其它蛋白质相互结合的位点

大多数位于多巴胺转运体伸向胞内的N端和C端胞

内段，多巴胺转运体重要的翻译后修饰位点也多

位于此
[21]

。N端胞内段接近第1跨膜螺旋区的第60
位精氨酸(Arg60)是个非常保守的位点，体外实验

提供的证据显示，这个位点和第335位酪氨酸

(Tyr335)的阳离子-π相互作用对于第1a跨膜螺旋区

(TM1a)的空间构象变化至关重要，会引起多巴胺

转运体细胞内外开口构象变化的转换
[22]

。与Arg60
相邻的苏氨酸(Thr62)的磷酸化，很可能会导致

Arg60的空间位移，进而影响重摄取和多巴胺的流

出
[23]

。靠近膜的Thr53位点磷酸化也会引起多巴胺

转运体的功能改变
[24]

，Thr53和附近的残基是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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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SH3结合位点，很可能也是通过TM1a发挥其作

用的。N端远端的第7位丝氨酸(Ser7)残基，可被蛋

白激酶C(PKC)磷酸化，此位点的突变会影响多巴

胺转运体与可卡因类似物的结合
[25]
。N端除了磷酸

化位点，还有4个泛素化位点——第19、27、35[26]
、

63[27]
位赖氨酸(Lys)，它们都是在PKC激活的条件

下被修饰，影响多巴胺转运体在胞内的降解和重

新上膜利用的过程。

多巴胺转运体的C端胞内段翻译后修饰位点不

及N端多，但是很多与多巴胺转运体有相互作用的

蛋白多结合在C端，如R i n [ 2 8 ]
、P a r k i n [ 2 9 , 3 0 ]

、

CaMKII[31]
、α-synuclein[32]

等。C端靠近第12跨膜螺

旋区的第580位半胱氨酸残基，是一个棕榈酰化修

饰位点，被认为可以影响多巴胺转运体的功能
[33]
。

此外C端的若干位点与多巴胺转运体在胞内各个膜

结构中的定位相关
[21]
。

多巴胺转运体的糖基化位点位于胞外的第2个
环上的3个天冬酰胺(Asn181、188、205)残基上

[34]
，

糖基化位点的突变，会降低多巴胺转运体的表达

以及在膜上的分布，但是对多巴胺转运体分子本

身重摄取功能似乎没有影响
[35]
。

2   多巴胺转运体的脑内分布与功能

多巴胺转运体与酪氨酸羟化酶 ( t y r o s i n e 
hydroxylase，TH)[36]

、多巴胺D2受体
[37]
共定位，表

明多巴胺转运体是特异性地表达在多巴胺能神经

元中。在脑内，多巴胺能神经元主要分布于腹侧

中脑，投射到纹状体区域及前额叶皮层等区域。

多巴胺转运体的分布也与此大致相当，主要分布

于腹侧中脑、内侧前脑束、纹状体、嗅结节、前

额叶皮层和扣带皮层。在腹侧中脑有小部分TH阳

性神经元并不表达多巴胺转运体，有可能是TH阳

性的去甲肾上肾素能神经元，或者是不表达多巴

胺转运体的多巴胺能神经元。下丘脑的多巴胺能

神经元则基本不表达或者表达丰度较低，神经毒

素1-甲基-4-苯基-1,2,3,6-四氢吡啶(MPTP)的代谢产

物1-甲基-4-苯基吡啶(MPP+) [38]
或6-羟基多巴胺

(6-OHDA)[39]
需要通过多巴胺转运体进入胞内发挥

作用，这可能是下丘脑的多巴胺能神经元对这些

神经毒素不敏感的原因。在黑质多巴胺能神经元

图2　DAT结构示意图[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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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体、树突及轴突的细胞膜上均有多巴胺转运体

的表达，而在它们投射的纹状体区域，多巴胺转

运体则主要表达在轴突末梢的细胞膜上，但是并

不直接分布在突触间隙，因此，在纹状体多巴胺

的重摄取发生在突触间隙之外
[40]

。多巴胺能神经

传导的模式是容量传递。容量传递和经典的谷氨

酸递质传递的模式不一样，谷氨酸的突触后受体

与释放位点相对应，局限在一个很小的空间内，

谷氨酸转运体也分布其中，因此谷氨酸主要在突

触间隙内激活突触后受体，发挥信号传导的作

用。而多巴胺能神经传导过程中，虽然在突触后

也有与释放位点相对应的区域，但是控制信号强

度和时间的多巴胺转运体离释放位点相对比较

远，且分布也比较分散，释放出的多巴胺在空间

上可以扩散影响到更大范围内的受体，所以称为

容量传递
[41]

。免疫电镜分析结果显示，多巴胺转

运体除了在质膜上有分布外，在位于黑质致密带

多巴胺能神经元胞体内的滑面内质网、高尔基体

和多泡体(multivesicular body, MVB)也有信号
[37]
。

因此，与大多数膜蛋白一样，多巴胺转运体在内

质网上合成后被运输至高尔基体，接受翻译后修

饰(比如糖基化)，然后才被运送至膜表面，发挥功

能。膜上的多巴胺转运体也会在一定的条件下被

内吞至胞内，或者重新上膜继续发挥功能，或者

运送至溶酶体被降解。

Na+/Cl-
离子依赖型转运蛋白基因家族的成员

都需要顺浓度梯度转运Na+
以提供转运底物的能

量，多巴胺转运体也是如此。多巴胺转运体在逆

浓浓梯度转运一个多巴胺分子的同时，需要顺浓

度梯度共转移两个Na+
离子和一个Cl-

离子。依据热

动力学理论，多巴胺转运体具有生电性，但是理

论值和实验证据不是完全吻合
[42]

。此外，多巴胺

转运体产生的电位变化是否具有生理功能也尚不

清楚。比较独特的一种调节方式是Zn2+
会影响多巴

胺转运体的重摄取能力。在表达人源多巴胺转运

体的COS细胞系中，多巴胺转运体第二胞外环的

His193位点和第4胞外环的His375位点负责与Zn2+

结合。Zn2+
不影响多巴胺转运体与多巴胺的结合，

而是会阻止多巴胺转运体的构象变化，从而非竞

争性地拮抗多巴胺的转运
[43]
。

传统观念认为，多巴胺转运体的作用是摄取

细胞外的多巴胺至细胞内。在苯丙胺的作用下，

细胞膜上的多巴胺转运体构象发生变化，不仅抑

制了多巴胺转运体的重摄取，而且使得胞内的多

巴胺可以通过多巴胺转运体释放到胞外，从而更

强烈地诱导成瘾的形成。近年来，利用新发展的

多巴胺检测技术和电生理技术，可以更精细地观

察多巴胺的浓度变化及电生理反应特性，人们发

现，多巴胺转运体重摄取的反应速率与胞外多巴

胺浓度不相匹配，从而引发了对传统的多巴胺转

运体控制多巴胺信号强度这一认识的重新思考
[41]
。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多巴胺转运体的构象在向胞内

开口的时候，多巴胺可以通过多巴胺转运体释放

到胞外
[44]

。但目前还没有直接的证据显示，多巴

胺转运体在没有苯丙胺作用的生理条件下，可以

将胞内的多巴胺释放至胞外。多巴胺通过多巴胺转

运体外流是否由某种(些)内源性物质所导致的呢？

有人认为，β-phenylethylamine具有内源性苯丙胺的

特征，因为它属于内源性产生的trace amines的一

种，其作用机理与苯丙胺部分类似
[45]
。但目前尚无

法精确测定细胞局部痕量的β-phenylethylamine浓度

以及确定产生内源性苯丙胺效应所需的生理浓

度。

1996年，Caron实验室首先培育出多巴胺转运

体基因敲除小鼠，展现了多巴胺转运体在体内对

多巴胺系统更为复杂的影响。多巴胺转运体基因

敲除后，多巴胺的重摄取几乎降为零，释放于胞

外的多巴胺得以在胞外滞留更长的时间
[46]

。在多

巴胺转运体敲除小鼠中，由于多巴胺不能被及时

回收，组织中的多巴胺被大量消耗，导致多巴胺

的合成速率代偿性提高
[47]

。不难理解，多巴胺转

运体在控制多巴胺信号强度和时长的同时，对于

多巴胺系统稳态的维持也至关重要。多巴胺转运

体在多巴胺的重复利用中几乎是唯一的执行者，

多巴胺转运体的功能缺失，多巴胺在胞外扩散并被

单胺氧化酶和儿茶酚胺氧位甲基移位酶酶解失活，

胞内的合成能力不足以弥补这种损失，故而严重地

破坏了多巴胺系统的平衡。基于实验数据建立的数

学模型显示，多巴胺的释放速率约为81 μM/h，而

多巴胺转运体的重摄取速度约为80.1 μM/h，两者

的差值应该由新合成的多巴胺来补充，进而维持

胞内多巴胺的存贮浓度
[48]

。而在多巴胺转运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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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小鼠中，多巴胺转运体的表达水平上调，纹

状体中的多巴胺水平下调
[49]

，一个可能的解释也

许是多巴胺转运体的重摄取能力的提高，提高了

细胞内囊泡外游离的多巴胺水平，从而对胞内的

合成能力进行负反馈性的调节。当然这种假设需

要明确多巴胺能神经元内游离的多巴胺的水平，

但目前尚无可靠的技术方法能解决这一问题。

3   多巴胺转运体在细胞膜上分布的调节

膜蛋白在细胞膜上的定位是一个动态平衡的

过程，这个过程包括膜蛋白在膜上的流动和膜蛋

白的上膜、下膜。

结构生物学的证据表明，果蝇多巴胺转运体

突变体胞外开口构象的侧翼上可以结合一个分子

的胆固醇，阻止第1a跨膜螺旋的打开
[18]
，因此胆固

醇含量的提高能够稳定多巴胺转运体的向胞外开

口的构象并提高与可卡因的结合能力
[50]
。有资料显

示，多巴胺转运体在脂筏上的定位和稳定有赖于

Flotilli-1蛋白质的贡献，在PKC的作用下，磷酸化

的Flotilli-1与多巴胺转运体的结合进一步增强
[51]
。

目前还没有直接证据支持多巴胺转运体在脂筏上

的定位与功能活性相关。如果因多巴胺转运体在

脂筏定位改变而对功能有影响的话，可能是由于

对构象的影响，或者与其它蛋白的相互作用的改

变而导致活性的改变，如Flot1[51]
。胆固醇富集在

细胞膜的脂筏，多巴胺转运体与胆固醇的结合，

并未导致在脂筏区域富集，而是平均分布在脂筏

和非脂筏区域
[20,50]

。胆固醇对于多巴胺转运体功能

的调节似乎是独立于PKC依赖的内吞，因为PKC
激动剂佛波酯只诱导内吞非脂筏区域的多巴胺转

运体
[20]
。

新合成的多巴胺转运体会被运输到膜上后，

也会从膜上内吞而回到胞内，这些回到胞内的多

巴胺转运体一部分会重新分布到膜上，一部分则

进入溶酶体降解。多巴胺转运体在细胞膜上的动

态平衡过程，被认为是生理状态下调节多巴胺转

运体功能的重要机制。目前已发现有很多胞内信

号会影响多巴胺转运体的内吞，例如蛋白激酶

A(Protein kinase A，PKA)、PKC、受体酪氨酸激

酶等。其中，PKC依赖的多巴胺转运体内吞过程

是研究比较多的一条信号通路。表达人源多巴胺

转运体的爪蟾卵母细胞在PKC激动剂佛波酯(PMA)
作用下，多巴胺转运体重摄取速度Vmax下降，而与

多巴胺的亲和力却没有显著变化，这种现象可能是

由于多巴胺转运体在膜上分布的减少所致
[52] [53-55]

。

但PKC依赖的多巴胺转运体内吞过程仍有很多细

节不够清楚，目前认为多巴胺转运体的N端泛素化

在其中到关键作用
[26,56]

，这一内吞过程是clathrin依
赖的

[55]
。PKC调节多巴胺转运体内吞的研究中尚

未搞清一个关键问题是PKC的上游激活机制是什

么，究竟是什么分子或者什么生理活动激活了这

一过程？此外，细胞系上的实验结果是PKC的激

活会促进多巴胺转运体的内吞，但是在PKCβ基因

敲除的小鼠，多巴胺转运体在纹状体的细胞膜上

的分布却是减少的
[57]

，提示调控多巴胺转运体的

上膜和下膜过程的某些分子很有可能是共用的。

另一条调控多巴胺转运体内吞的信号通路是

ERK[58]
。与PKC相反，ERK的激活会提高多巴胺

转运体在细胞膜上的分布，从而提高重摄取多巴

胺的能力。与前述PKC通路的问题相似，调控

ERK通路的上游信号通路目前也不清楚。

除了细胞内信号通路，还发现有一些受体或

胞内蛋白与多巴胺转运体有相互作用，影响多巴

胺转运体在膜上的分布，进而影响多巴胺信号系

统。多巴胺转运体和多巴胺D 2受体 ( D r d 2 )、
syntaxin 1A，胞内蛋白CaMK、α-synuclein、
parkin、Rin等有相互作用。这些蛋白可以影响多

巴胺转运体在膜上的分布，目前已知突触前的

Drd2可以激活ERK，并且Drd2与多巴胺转运体有

直接的相互作用，并促进多巴胺转运体的重摄取

能力，但是Drd2与多巴胺转运体的相互作用并不

依赖于Drd2本身的激活
[59]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

结果多数来自细胞系的实验，在整体动物上的作

用多半还不明确，有待证明。例如，通过酵母双

杂交和免疫共沉淀证明，α-synuclein和多巴胺转运

体有相互作用
[32]
，但α-synuclein敲除小鼠多巴胺转

运体的重摄取能力并没有受到影响
[60]

。提示由于

体外系统和体内系统的巨大差别，要谨慎地对待

以往在细胞系上得到的有关多巴胺转运体功能调

节的结论，利用整体动物实验予以验证，特别是

获取源自整体动物多巴胺能神经元的实验数据是

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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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膜上的多巴胺转运体不都是以单体存在

的，也有多聚体的形式，和同家族其他成员类

似，四聚体的形式比较多见。多巴胺转运体的细

菌同源体LeuTAa在形成结晶的时候是以二聚体的形

式存在
[19]

，而果蝇多巴胺转运体的突变体在形成

结晶的时候是以单体的形式
[18]

，所以多巴胺转运

体的多聚体形成可能需要其他分子的参与或者膜

结构的辅助。多聚体的形成对于多巴胺转运体的

上膜是有重要作用的。通过荧光共振能量转移的

方法，在不同细胞系上发现，多巴胺转运体的多

聚体形式是在内质网形成的，并在随后的上下膜

过程中保持多聚体形式
[61]

。如果阻碍多巴胺转运

体多聚体的形成，多巴胺转运体上膜的过程会受

到阻碍而停留于内质网
[35]

，多巴胺转运体的第6跨
膜区

[62]
和第2跨膜区

[35]
被报道参与了多聚体的形

成。目前还难以确定多聚体对于多巴胺转运体本

身的重摄取功能和在膜上的稳定性是否有直接影

响。

4   多巴胺转运体与脑疾病的关系

目前，与多巴胺转运体功能异常相关的疾

病，主要是由于多巴胺清除异常所致，主要包括

药物成瘾以及与多巴胺相关的精神疾病。另外，

与神经退行性疾病帕金森病相关的α-synuclein[32]
和

parkin蛋白
[30]

在体外系统中被证明分别与多巴胺转

运体有相互作用，虽然尚缺乏在体的实验结果支

持，但是有证据显示一些多巴胺转运体的点突变

和小儿帕金森氏样肌张力障碍有相关性
[63]

。在动

物模型中，用于制备帕金森病模型的神经毒素

6-OHDA和MPTP的代谢物MPP+都是通过多巴胺

转运体进入多巴胺能神经元内，产生毒性作用，

引起多巴胺神经元的死亡。

药物成瘾和多巴胺系统有密切的联系，可以

导致成瘾的药物有很多种，其共同特点是，所有

的致成瘾药物都能够升高伏隔核区域细胞外的多

巴胺水平，但并不是所有能升高细胞外多巴胺水

平的物质都可以导致成瘾。比如临床上用于治疗

ADHD的哌醋甲酯，和可卡因有类似的药理作

用，都是多巴胺转运体的抑制剂，但是目前并没

有明确证据支持其致成瘾的效应。导致成瘾的物

质包括酒精、尼古丁、吗啡、大麻等，在脑内的

靶点却各有不同。一类以多巴胺转运体为靶点的

成瘾物质，称为psychostimulant，主要包括可卡因

和苯丙胺。两者都可以直接作用于多巴胺转运体

在脑内发挥作用，而两者的作用机制则是不同

的。可卡因是多巴胺转运体重摄取的抑制剂，和

多巴胺转运体结合后，阻止多巴胺转运体和底物

多巴胺的结合，神经元不断释放的多巴胺在胞外

积累，进而提高细胞外的多巴胺水平，导致成

瘾。苯丙胺是多巴胺转运体的底物。一方面竞争

性地抑制多巴胺转运体重摄取，另一方面可以被

多巴胺转运体转运至细胞内，并通过VMAT2进入

囊泡，破坏多巴胺的储存，苯丙胺还可以改变多

巴胺转运体的构象，导致多巴胺可以通过多巴胺

转运体释放至胞外
[21,64]

。如果先给予可卡因，再给

予苯丙胺，则可以抑制苯丙胺引起的变化，可见

苯丙胺需要直接和多巴胺转运体结合后，再发挥

作用。就成瘾的可能而言，苯丙胺最强，可卡因

次之，其它影响多巴胺转运体的药物只是理论上

有成瘾的可能性，尚未见有说服力的研究报道。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药物引起的细胞外多巴胺变化

的速度不同，在短时间内引起细胞外多巴胺急剧

上升的药物，成瘾性更强，反之则弱。

由于作用机制不同，所以可卡因和苯丙胺引

起多巴胺转运体产生的变化具有不同特征。急性

给予可卡因，会提高膜表面的多巴胺转运体分

布，而苯丙胺则会在很短时间内提高膜表面多巴

胺转运体的分布，随后减少多巴胺转运体在膜上

的分布，促进多巴胺转运体的内吞。对来自可卡

因使用者的大脑组织样本所作分析结果显示，多

巴胺转运体与可卡因类似物的结合增加
[65, 66]

。而来

自苯丙胺长期使用者的影像学证据显示，给予可

卡因会降低多巴胺转运体的信号，不仅影响膜上

多巴胺转运体，组织中总的多巴胺转运体含量也

有所下降
[67]
。

小鼠给予可卡因或苯丙胺后，会引起运动增

加，但是在多巴胺转运体基因敲除的小鼠中，这种

反应消失了，但是对可卡因的条件位置性偏好仍然

存在。只有同时敲除多巴胺转运体和5-羟色胺转运

体，才能消除对可卡因的条件位置性偏好
[68]
。提示

可卡因引起的运动增加是主要是通过多巴胺转运

体来发挥作用的，而奖赏系统中的选择偏好则需



赵成江 , 等 . 多巴胺重摄取的分子机制 ·  143  ·

要多巴胺转运体和五羟色胺转运体的共同参与，

然而，随后的实验则证实在可卡因自我给药模型

中，多巴胺转运体而不是5-羟色胺转运体敲除小鼠

的药物成瘾行为急剧减弱，提示多巴胺转运体在

可卡因成瘾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69]

。这一现象在随

后有实验室培育出一种特殊小鼠，其多巴胺转运

体对于可卡因不敏感。给予该小鼠可卡因后，细

胞外的多巴胺水平未能提高，运动程度不增加，

条件位置性偏好也未引出
[70]

。而这样一种变化是

可卡因特异的，苯丙胺和吗啡引起的反应是正常

的。故而可以推测，胞外的多巴胺的变化是可卡

因诱导运动增加和条件位置性偏好的原因。因

此，可卡因引起的行为学变化是依赖于多巴胺转

运体的正常功能的。

5   展望

1991年多巴胺转运体的核苷酸序列的克隆以

及在体外培养细胞中表达，为研究多巴胺转运体

的功能提供了有力的工具。二十多年来，对多巴

胺转运体的研究已从过去单纯针对一个转运体蛋

白功能的研究，扩展到一系列参与多巴胺转运体

重摄取功能调节相关分子的研究。多巴胺转运体

基因操作小鼠的问世无疑大大深化了人们对多巴

胺转运体功能的认识。结构生物学的进展，为理

解和分析已有的研究结果注入了新的内涵。与多

巴胺转运体相互作用蛋白的不断发现，丰富了对

多巴胺重摄取功能的运转机制的认识。这个领域

在欣欣向荣、不断发展的同时，当然也存在很多

问题有待厘清，例如：

(1)多巴胺转运体的研究中很多结论来源于体

外的细胞实验，在体的实验相对较少，而多巴胺

转运体是特异的表达在多巴胺能神经元内，鉴于

整体动物与培养细胞之间的各种显而易见的差

异，因此有必要在体内进一步验证在细胞系上得

出的结论。

(2)调节多巴胺转运体的膜表面分布的多样

性，尤其是组成型和调节型的调节机制的区分很

少涉及。在外界信号刺激，比如其它神经递质、

细胞信号因子、或者药物干预(包括成瘾性药物)的
情况下，多巴胺转运体功能的动态变化是这两种

调节方式的综合表现形式，最终影响多巴胺的重

摄取和突触后的信号传递。因此，对二者的进一

步认识和区分有助于以多巴胺转运体作为靶点的

药物设计和药效评估。

(3)上面已经提到，对以多聚体形式存在的多

巴胺转运体在多巴胺重摄取中的作用，目前认识

不多。它与成熟形式的多巴胺转运体依赖的多巴

胺重摄取有何差别值得关注。

(4)多巴胺转运体的功能是将多巴胺从胞外重

摄取到胞内，但是这个过程本身不仅仅影响了细

胞外的多巴胺浓度，也影响到了突触前的多巴胺

代谢平衡。多巴胺转运体是如何而突触前多巴胺

代谢相关的各个环节以及突触后成分共同协调、

整合，从而实现多巴胺胞内和胞外稳态平衡？胞

内以VMAT2为主介导的重摄取和胞外以多巴胺转

运体为主的重摄取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偶联机制？

这些问题的答案现在仍然未知。

(5)药物作用下的多巴胺转运体重摄取。已知

一些药物，包括可卡因以及苯丙胺均可影响多巴

胺转运体的活性，进而改变多巴胺的重摄取。有

实验证据提示，在给予可卡因的情况下，药物诱

导的多巴胺重摄取和成瘾性行为存在正相关关

系。因此，建立合适的动物模型，以证实二者之

间是否存在因果关联，可以为探索药物成瘾的治

疗方法提供新的参考依据。

(6)多巴胺转运体介导的递质释放和重摄取之

间的关系。近年的一些实验证据提示多巴胺转运

体在重摄取的同时，也会介导多巴胺的释放。这

种递质释放和经典的递质释放有何差异，受到什

么机制的调节？

(7)多巴胺转运体功能的区域性差异例如纹状

体、前额叶皮层和伏隔核之间的区别已被人们所

认识。多巴胺转运体在这些区域的活性为何不

同，这种差异对不同生理、病理过程有何贡献也

是有待解决的问题。对上述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有

助于人们深化对药物成瘾多种神经精神疾病的认

识，也有助于优化现有的针对多巴胺转运体的药

物，提高疗效，减少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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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多巴胺(Dopamine, DA)是脑内重要的调质，参与大脑活动的各个方面。多巴胺系统的异常与多

种神经精神疾病密切相关。多年来的研究使我们对于多巴胺所参与的生理过程和作用方式已经有了相

当的了解。然而， 多巴胺在细胞和分子水平上的释放过程及其调控机制仍有许多未知领域。本文关

注于多巴胺的一种特殊的释放模式，即多巴胺的胞体树突释放，通过回顾多巴胺释放研究的一些经典

工作、近来进展和该领域出现的一些新技术，力图使读者对于多巴胺胞体树突释放的分子机制和生物

学功能有一个最新的了解。

关键词：多巴胺；递质释放；树突；囊泡释放；突触

Dendritic Release of Dopamine

ZHEN Xuechu*, LIU Changliang
(Department of Pharmacology, Soochow University College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Suzhou 201203, China)

 

Abstract:    Dopamine (DA)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neurotransmitter which participates in the functional 
regulation of brain. Abnormal DA activity is known to be associated with a number of neuropsycho-disorders. 
Although tremendous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erm of physiology and pathology of DA in past half century, 
there are still many critical issues remains to be answer. In this review, we will focus on a specific pattern of 
DA release: dendritic release of DA. We  will review some classic work of this type of DA release, and discuss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and regulatory mechanism for dendritic release.
Key Words:    Dopamine; transmitter; dendritic; vesicular transmitter release; synap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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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当瑞典人Arvid Carlsson第一次提出

多巴胺(Dopamine, DA)可能是脑内的一种内源性神

经递质时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甚至伴随的是

讽刺和挖苦
[1,2]

。若干年后，Carlsson于2000年斩获

了诺贝尔奖，而多巴胺也成为目前研究最为热门

的非经典递质。60年前，人们仅仅知道补充多巴

胺能够使利血平处理过的动物苏醒，是缓解运动

功能障碍的利器。今天，人们则了解到，多巴胺

更是维持正常精神活动必不可少的因素，参与到

脑活动的各个方面
[3]
。大量的研究已经清晰地阐明

了多巴胺系统在脑内的几条重要环路和调控机

制，而由于多巴胺神经元的一些特殊性质和研究

手段的匮乏，对于分子水平上，多巴胺神经元究

竟是如何将递质释放出胞外的所知仍较局限。随

着囊泡释放理论的健全和研究手段的进步，人们

也逐渐开始了解多巴胺的释放机制和一些特殊性

质。

经典的神经递质释放理论认为：神经递质包

装在囊泡中并聚集在突触末梢，突触末梢称为活

性区(active zone)的特殊结构则集中了囊泡释放和

调控的主要部件，在钙离子大量涌入末梢时通过

钙离子感受器(主要是Synaptotagmin)触发一系列的

分子机器，最终通过SNARE蛋白使囊泡与末梢融

合并将神经递质释放到胞外
[4]
。该理论完美地解释

了中枢神经系统绝大多数神经元(主要是Glutamate 
和 GABA 能等快突触神经元)电信号与化学信号的

转换机制并于今年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奖。然

而，生物学领域从来都是多样和复杂的。脑内的

调质系统例如单胺类、神经肽、神经营养蛋白的

释放等却并不完全遵循这种经典传递方式，多巴

胺就是这类递质的典型代表。多巴胺神经元除了

可以在神经末梢释放多巴胺以外，也可以在胞体

和树突上释放，即所谓的胞体树突释放。这种释

放方式颠覆了传统认为的轴突到树突或轴突到轴

突的单向信号传递方向，而是一种树突到树突的

双向调控。

1   多巴胺胞体树突释放的发现

在网络层面上，多巴胺神经元的神经通路主

要有两条，分别是协调运动的黑质(SNc)-纹状体

(Striatum)通路和主要影响情绪和高级认知功能的

中脑腹侧被盖区(VTA)-边缘系统(limbic system)通
路。由于遍布多巴胺神经末梢，纹状体和伏隔核

(NAc, nucleus accumbens, 隶属边缘系统)也成为脑

内多巴胺浓度最高的区域。在细胞水平上，有别

于经典的一对一的突触结构，多巴胺神经元末梢

形成直径为0.1~0.5 mm的曲张体。虽然这些末梢也

可以形成对称性突触，但由于含多巴胺的囊泡并

不在突触周边聚集，而且多巴胺转运体(dopamine 
transporter, DAT)往往弥散地分布在末梢，因此提

示多巴胺的释放并不局限于突触部位
[5-7]

。

在多巴胺发现后不久，的确有许多证据提示

多巴胺的释放可能不仅仅局限在末梢。首先，随

着多巴胺标记手段的进步，人们发现除了多巴胺

神经元末梢，多巴胺神经元胞体所聚集的SNc和树

突集中的SNr也可以检测到多巴胺的存在
[8]
。另

外，注射
3H标记的多巴胺可以在多巴胺神经元胞

体和树突上聚集，这说明多巴胺神经元的胞体和

树突拥有重摄取多巴胺的功能
[9]
。最后，局部SNc

区注射多巴胺可以抑制多巴胺神经元的电活动，

而且这种抑制可以被多巴胺受体拮抗剂所翻转。

这提示胞体和树突上存在多巴胺受体
[10]
。由于SNc

区不存在多巴胺神经元末梢
[11]

，这些受体的存在

提示：多巴胺可能来源于其它渠道。胞体树突释

放最直接的证据来自于1976年Leslie L. Iversen 实
验室所做的多巴胺释放实验。首先他们将仅仅含

有树突和胞体的脑片孵育在
3H标记的多巴胺溶液

中，以此标记多巴胺递质，冲洗后在高钾的刺激

下，他们检测到了清晰的多巴胺释放信号，并且

这种释放依赖钙离子内流
[12]

。之后，在体的研究

也获得了类似的结果，由此多巴胺神经元的胞体

树突释放得以确定
[13]
。

2   多巴胺胞体树突释放的主要研究手段

多巴胺胞体树突释放的研究主要集中于SNc和
VTA。而之所以称为胞体树突释放是由于SNc或
VTA脑区的胞体和树突交联在一起而无法区分。虽

然SNr是多巴胺神经元的树突投射区，但目前几乎

没有人将其隔离研究。其次，虽然胞体树突释放在

SNc和VTA都发生，大部分的研究仍集中在SNc，
主要是因为SNc中没有多巴胺神经元末梢，研究起

来比较方便。而VTA则存在自身投射
[11,14,15]

。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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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巴胺胞体树突释放主要采用的模式生物是豚鼠，

而不是大鼠或小鼠，主要原因是采用电化学方法，

豚鼠的SNc几乎只有多巴胺可以响应，而大鼠或小

鼠中则存在NA或5-HT从而导致信号不纯
[16,17]

。对于

兴奋性和抑制性神经递质，由于其释放会产生明

显的电流反应，可以采用突触后电流的大小来表

示释放量的多少。由于多巴胺并不在目标区产生

明显的电活动，这种方法也受到局限。目前常用

的多巴胺释放的检测手段有以下几种：

2.1  同位素标记

由于多巴胺神经元本身可以摄取多巴胺，可

以采用
3H标记的多巴胺来孵育神经元，孵育结束

后通过测量灌流液中放射性的强度来衡量多巴胺

的释放量。我们上文所提到的证明多巴胺胞体树

突释放存在的经典实验即采用这种方法
[12]

。为降

低这种方法的背景噪音，也可以标记多巴胺的前

体-酪氨酸，由于酪氨酸羟化酶在特定脑区为多巴

胺神经元所独有，由此产生的带有放射性的多巴

胺则主要来自多巴胺神经元
[18]

。另外也可以采用
11C标记的受体拮抗剂来进行，这种方式往往用于

无损伤的在体实验，即采用PET的方法进行
[19]
。同

位素标记的方法由于灵敏度较高今天仍被大量使

用，但主要的缺点是条件要求受限，且时间分辨

率很低。

2.2  微透析结合高效液相

这种方法在微透析探针中通过循环脑脊液在

特定脑区采集样品，之后采用HPLC检测。早期由

于检测器灵敏度不高，只能采用多巴胺代谢产物

如DOPAC、HVA来衡量多巴胺的含量。但由于多

巴胺的量与代谢产物关系并不明确，这种方法并

不可靠。随着高效液相(HPLC)灵敏度的提高，特

别是电化学检测器(ECD)的发展，直接的痕量水平

的多巴胺检测成为可能(~25 pg)。采用这种方法可

以很容易地同时检测各种递质，并且可以在自由

活动的动物上进行。但这种方法的主要缺点仍然

是时间分辨率较低，往往一个采样点需要10~30分
钟

[20]
。

2.3  伏安法

多巴胺的检测也可以采用电化学方法，利用

多巴胺容易被氧化的特性，在特定电压(700~1 200 
mV)下，多巴胺在电极表面发生氧化还原反应，产

生电流。目前这种方法主要采用碳纤维电极进

行，主要原因是材料稳定并且易于加工。这种方

法检测速度很快(~100 Hz)，并且可以检测极小范

围内的多巴胺变化
[21,22]

。主要的问题是系统不易稳

定，碳纤维本身的加工工艺要求较高，另外也并

不能够确定被检测物是否为多巴胺，需要其他方

法辅助验证。改进的方法是在碳纤维之上再镀一

层膜，膜本身只对特定被检测物有通透性，以此

来提高检测的特异性，但由于通透效率的影响，

这种方式也降低了灵敏度。

2.4  光学方法

最近，哥伦比亚大学的Sulzer教授等人合成了

一系列多巴胺类似物的荧光染料(FFN511, FFN，

这种染料可以被囊泡单胺转运体(VMAT2)转运至

囊泡内从而可以特异性地标记多巴胺神经元囊

泡。通过检测多巴胺神经元的荧光衰减速度来衡

量多巴胺释放量。这种方法的主要优点是可以观

察单个突触末梢，甚至是单个多巴胺囊泡的释放

行为
[23,24]

。

2.5  检测突触电流

由于多巴胺受体中并没有离子型受体，这导致

多巴胺释放本身并不能直接引起突触后电流。但事

实上，D2受体可以间接激活一种GIRK电流从而引

起IPSC。通过检测这种电流也可以衡量多巴胺释

放量。这种电流不仅仅能够在同步刺激时记录到，

甚至在树突囊泡自发释放时也可以记录到
[25, 26]

。

3   多巴胺胞体树突释放的分子机制

虽然多巴胺能够在胞体和树突释放早已被确

定，关于其释放机制的研究却刚刚起步。对于多

巴胺胞体释放的分子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

几个方面：

3.1  囊泡的释放和储存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多巴胺胞体树突释放的形

式。有研究指出胞体树突的多巴胺释放可能通过

多巴胺转运体的逆转运进行
[27]

。然而，更多的证

据则表明多巴胺在胞体或树突的释放也是以囊泡

的形式进行。首先，用肉毒杆菌毒素破坏SNARE
复合体可以完全抑制胞体树突的多巴胺释放，说

明它们与经典的囊泡释放共享某些通路
[28,29]

；其

次，囊泡单胺转运体抑制剂可以抑制多巴胺的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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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证明其依赖囊泡单胺转运体的摄取功能
[16]

。

更直接的证据是，胞体上可以记录到明显的量子

化事件，这说明多巴胺在释放前已经以一定的形

式进行包装
[30]

。在多巴胺的胞体或者树突部位主

要存在两种囊泡：小清亮突触囊泡(SSV)和大致密

核心囊泡(LCDV)。由于二者都存在囊泡单胺转运

体，一般认为多巴胺在二者中都存在。早期人们

认为多巴胺的释放主要来源于大致密核心囊泡

中，而近期通过伏安法对囊泡大小的估计以及电

镜观察的结果则表明多巴胺主要通过小清亮突触

囊泡释放，并且其释放量的大小可以被调节
[31]

。

另外，含有多巴胺的小清亮突触囊泡的释放过程

也与快速神经元有所区别。在快速神经元末梢，

通常情况下小清亮突触囊泡的释放主要通过囊泡

全融合(full collapse)或者形成暂时的融合孔(kiss 
and run)的方式进行

[32]
。而含有多巴胺的小清亮突

触囊泡则拥有更复杂的释放方式，例如在释放位

置产生多次的融合口，从而分多次将递质释放出

胞外
[33]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多巴胺的胞体树突

释放通过囊泡进行，电镜观察的结果却发现胞体

和树突上的囊泡数目很少，并不能够满足释放的

需要
[34]

。由于大量的囊泡单胺转运体事实上存在

于内质网中(ER)，因此认为：胞体树突释放的多

巴胺主要存储在内质网中，在需要时通过生成囊

泡释放
[34]
。

3.2  钙离子

脑内绝大多数递质的释放高度依赖钙离子内

流。与其他神经元末梢释放类似，多巴胺的胞体

树突释放也依赖钙离子内流
[31]

，但胞体树突释放

所依赖的钙离子通道也与其它末梢有所不同。末

梢多巴胺的释放与快速神经元突触一样，主要依

赖N、 P/Q 型离子通道，而胞体树突释放则主要依

赖T、O 或者R 型钙离子通道。甚至有一小部分多

巴胺神经元并不依赖钙离子通道的激活
[35]

。另外

胞体树突多巴胺释放对钙离子的依赖程度也有所

不同
[16,36]

。在末梢的多巴胺释放难以维持的钙浓度

下(< 0.5 mM)，胞体树突的多巴胺仍可以维持释

放。采用电化学方法对多巴胺神经元钙感受器的

测试表明，胞体树突释放的EC50只有0.3 mM，而

末梢则高达2 mM(37)。这些结果都提示胞体树突

多巴胺释放对钙离子的敏感程度更高，也提示胞

体树突多巴胺释放可能拥有完全不同的钙离子感

受器。与此相应的是： 多巴胺神经元也表达相当

数量的内质网APT酶(SERCA)、IP3和RyR受体，

这说明多巴胺神经元很容易调动内钙系统。而且

电化学的研究表明这些内钙的释放的确可以增强

胞体树突多巴胺释放
[36]
。

3.3  多巴胺胞体树突释放的分子机器

囊泡的释放不仅仅依赖钙离子内流，更依赖于

钙离子所激活的一系列的蛋白，从而触发整个链式

反应将囊泡推送出胞外。这其中最为关键的是

SNARE复合物和钙离子感受器Synaptotagmin家族
[4]
。

胞体树突多巴胺释放的诸多环节与末梢大不相同，

这提示它可能拥有独特的囊泡释放系统。虽然胞体

树突多巴胺释放也依赖SNARE复合体
[28,29]

，药理学

实验也表明： 多巴胺神经元的SNARE对肉毒杆菌

毒素B(破坏SNARE复合体中的synaptobrevin组
分，可以抑制末梢多巴胺释放)完全不敏感

[29]
。这

说明至少胞体树突释放的SNARE有些特殊。相应

的，免疫组化的研究也的确表明多巴胺神经元缺乏

常规的synaptobrevin1组分
[38]
。另一方面，多巴胺神

经元并不表达常规神经元中的Synaptotagmin 1和
2(钙离子感受器)，而是高表达了钙结合能力更强

的Synaptotagmin 7, 这可能与胞体树突多巴胺释放

对钙离子比较敏感有关
[39]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

尽管多巴胺神经元胞体树突的囊泡释放通路很特

别，它还是共享了很多组分，例如syntaxin3、
synaptobrevin2和SNAP-25[38]

。有意思的是，多巴

胺胞体表达了囊泡单胺转运体和质子泵(用于摄取

多巴胺进入囊泡)，这与胞体释放相符。但这些蛋

白在远端树突却很少见到
[40, 41]

，这提示树突上的释

放可能依赖从胞体转运囊泡，当然也可能存在其

他通路，例如前面提到的DAT的反转运
[27]
。

3.4  多巴胺胞体树突释放的调节

与其他种类的释放一样，多巴胺的胞体树突

释放也受到多方面的调节。一方面多巴胺神经元

自身所表达的离子通道、转运体以及受体可以对

多巴胺释放产生直接影响；另一方面多巴胺的释

放也间接受到很多外部神经投射的调节。

自身方面，多巴胺的胞体树突释放可以被局

部注射TTX阻断而被去极化增强，说明神经元自

身的电活动可以明显影响递质的释放量
[42,43]

。多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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胺受体本身对于多巴胺的释放也有不容忽视的调

节作用。多巴胺受体特别是D2类受体(主要是D2、

D3和D4受体，以D2受体最多)在VTA和SNc脑区胞

体和树突具有较高的表达量
[44,45]

。D2受体激活可以

激活一种钾离子通道，从而降低多巴胺神经元的

兴奋性而抑制释放。有证据表明，直接微注射D2

受体阻断剂到多巴胺神经元胞体可以增强多巴胺

神经元的电活动，说明多巴胺神经元的活动一直

处在D2受体的调节下
[46]

。而另外一个重要的调节

因素则是DAT的表达量。DAT是调节多巴胺末梢

含量和动力学的重要环节。DAT的表达量在末梢

远远高于在胞体和树突上，这就导致胞体和树突

释放的多巴胺并不能很快地被清除，从而对多巴

胺神经元自身产生更长效的影响
[47]
。

多巴胺神经元的胞体树突释放也受到很多外

部递质的影响，其中最为直接的是G A B A和

Glutamate。在VTA或SNc，有约15%~20%的

GABA能神经元存在，多巴胺神经元也接受大量外

部GABA能投射，而多巴胺神经元在胞体和树突上

也存在GABAA和GABAB受体
[48,49]

。功能方面，这

些受体的直接激活可以明显抑制多巴胺神经元的

放电和多巴胺的释放。而有意思的是，直接局部

注射GABAA激动剂muscimol却可以增强多巴胺的

胞体树突释放，可能是通过抑制局部的GABA能神

经元而作用于局部网络来进行的
[50,51]

。多巴胺神经

元胞体和树突表达几乎所有种类的谷氨酸受体
[52]
。

直接激活AMPA受体可以明显增加多巴胺释放，而

阻断AMPA受体对多巴胺本身的电活动和局部释放

却没有明显的作用，但可以抑制多巴胺在mPFC脑
区的释放。而与AMPA受体截然不同的是，局部

NMDA受体的激活则显著改变多巴胺神经元的放

电模式(从单放电变为串放电)并强烈促进多巴胺的

释放
[50]
。

4   多巴胺树突释放的意义

目前人们认为多巴胺胞体树突释放的主要生

理作用是反馈调节，这又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

通过作用于胞体和树突上的D2受体，激活自身的

钾离子电流(主要是GIRK通道)从而降低自身的电

活动和末梢释放
[46,53]

。另外一种则是通过激活局部

GABA神经元上的D1受体兴奋这些神经元，从而降

低多巴胺神经元向外的投射
[54,55]

。这两种调节方式

对于多巴胺释放可以达到一种稳态的平衡作用，

并可以通过控制胞体树突多巴胺的释放量和不同

受体的表达量达到精确地调控。这种调节往往对

于维系正常的运动功能具有重要作用。有证据表

明，多巴胺胞体树突释放在动物的运动协调中起

到重要作用
[56]

。而一些多巴胺相关的疾病例如帕

金森氏病中，运动功能的损伤也不仅仅是由于SNc
脑区多巴胺神经元数目的减少，更取决于中脑和

纹状体多巴胺的释放以及对释放的调节
[57,58]

。由于

多巴胺释放的失调往往同时也是多种精神疾病(例
如精神分裂症)的主要原因，多巴胺胞体树突释放

也可能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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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分子探针研究方面取得显著成果；在临床转化医学方面，将国际上新型帕

金森疾病和阿尔茨海默病早期诊断的PET显像探针推向国内临床研究。

多巴胺神经系统显像分子探针研究

乔晋萍1，乔洪文2，武仙英1，邓艾芳1，朱 霖1,3*
(1
北京师范大学化学学院，放射性药物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875；2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北京 100053； 

3北京脑重大疾病研究院帕金森病研究所，北京 100053)

摘要：多巴胺神经系统在神经退行性疾病和精神紊乱中充当了主要角色，比如帕金森病、亨廷顿病、

迟发性运动障碍、精神分裂症。以多巴胺能神经系统为靶点的PET显像可以了解多巴胺合成、受体密

度和状态改变，为神经系统疾病的早期诊断、疗效监测、发病机制以及脑认知功能的研究等方面提供

客观、科学的观察手段。本文综述了以多巴胺受体、多巴胺转运体及囊泡单胺转运体为靶点的PET显
像剂的研究进展。

关键词：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多巴胺转运体；多巴胺受体；囊泡单胺转运体

Recent advances in PET tracers for imaging of the dopaminergic system
Qiao Jinping1, Qiao Hongwen2, Wu Xianying1, Deng Aifang1, Zhu Lin1,3*

(1Key Laboratory of Radiopharmaceuticals, Ministry of Education, College of Chemistr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2Beijing xuanwu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53, China;  
3Center of Parkinson's Disease, Beijing Institute for Brain Disorders, Beijing 100053, China)

Abstract:    The dopaminergic system plays a major role in neurological and psychiatric disorders, such as 
Parkinson's disease, Huntington's disease, tardive dyskinea and schizophrenia. Knowledge on altered dopa
mine synthesis, receptor densities and status are important for understanding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pathogenesis and therapy of diseases. PET provides a non-invasive tool to investigate these features in vivo 
by using suitable radiopharmaceuticals. To investigate presynaptic function, PET-tracers have been developed 
to measure dopamine synthesis and transport. This paper gives an overview of the PET-tracers targeting on 
dopamine receptors, DAT and VMAT2,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lead compounds as potential PET-tracers 
by medicinal chemistry.
Key words: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DA transports; DA receptors; VMA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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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巴胺神经系统在神经退行性疾病和精神紊

乱中充当了主要角色，比如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PD)、亨廷顿病、迟发性运动障碍、精神

分裂症
[1]
。了解多巴胺(Dopamine，DA)合成，受

体密度和状态改变对于理解发病机理和疾病治疗

非常重要。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PET)具有较高的灵敏度，

可以无创、动态、定量地研究人体内的化学过程

和生理生化过程，在活体水平上显示生物分子代

谢、受体   及神经介质活动，是探知脑功能的重要

手段之一，也是核医学真正意义上的分子显像
[2]
。

PET显像的长处在于它能较早而准确地揭示和捕获

机体的异常生物学信息，甚至可在出现临床体征

或结构形态改变之前发现病变。PET技术的发展为

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的早期诊断、治疗、评估及预

后的监测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式。PET显像的实现

依赖于正电子药物，特异性PET显像剂的开发是未

来发展的方向，以多巴胺能神经递质系统为靶点

的显像剂是近年来脑神经受体显像剂研究和转化

的热点
[3]
。截至2013年1月MACID(Molecular 

Imaging and Contrast Agent Database)已经收录几十

个进入临床研究阶段的多巴胺受体及转运体的PET
显像剂，本文综述了多巴胺神经系统中多巴胺受

体及转运体显像剂的研究进展。

1   PET 的基本原理

PET利用发射正电子的核素标记的物质进行体

内成像，本质上是一种放射自显影技术。其基本

原理是将特定的放射性示踪剂注入人体，根据正

电子核素衰变产生的正电子与体内的负电子结合

形成一对能量相同(51lkeV)、方向相反的γ光子即

湮没过程(annihilation)，通过高灵敏的PET探测

器，采集γ光子计数，由计算机进行图像处理，建

立三维图像，得到人体内标记化合物的分布图

像，对细胞和分子水平生物过程进行定性和定量

研究，揭示活体状态下机体动态的生物学过程。

PET提供功能显像信息，较之传统的解剖结构显像

(CT或MRI)更全面和深入，可更早期地发现病变

(众所周知，机体内的所有异常变化都有功能的异

常，但是有时却没有结构上的异常)[4,5]
。PET显像

对研究和判断疾病的发生、发展及其转归有重要

价值。

实现PET显像离不开正电子药物，最常应用的

正电子药物是
11C(半衰期20.4 min)、13N(半衰期10 

min)、15O(半衰期122 s)、18F(半衰期109.8 min)等发

射正电子的放射性核素标记的有机化合物，由于

这些核素的寿命非常短，在体内发生正电子衰

变。其中
18F-具有相对较长的半衰期(109.8 min)、

衰变以β+为主，具有良好的核化学性质；同时在

不含氟的代谢底物中引入氟离子并不引起明显的

空间结构变化，因此 18F-是目前用于PET显像药物

的理想的放射性核素。放射性核素标记的人体生

物物质，如糖、氨基酸、 脂肪、核酸、配基或抗

体等作为示踪剂(这些示踪剂即为携带生物信息的

分子)，示踪人体内特定生命物质的生物活动，可

在不影响内环境平衡的生理条件下，获得某一正

常组织或病灶在某一时刻的血流灌注、糖/氨基酸/
核酸/氧代谢或受体的分布及其活性状况等功能信

息
[2,6]

。PET实现了医学影像学从观察人体结构变

化向功能、代谢变化的根本转变，可以在活体水平

研究组织细胞的血流灌注、葡萄糖、氨基酸及核酸

代谢、受体分布、基因变化，对神经系统疾病的早

期诊断、疗效监测、发病机制以及脑认知功能的研

究等方面提供了客观、科学的观察手段。

2   多巴胺受体显像剂

多巴胺的活动被突触后多巴胺受体调节，多

巴胺受体家族包括5个亚型，即D1~D5，分成两个

受体家族，即D1-like(D1和D5)和D2-like(D2、D3和

D4)。以多巴胺能神经递质系统为靶点的PET显像

剂(图1)是近年来脑神经受体显像剂研究和转化的

热点。其中多巴胺是人们最感兴趣的神经递质，

6-[18F]FDOPA是成功标记的与多巴胺相似的神经递

质，可直接或间接了解多巴胺的储存量和代谢活

动，从而有助于诊断累及多巴胺系统脑功能活动疾

病，如帕金森病、亨廷顿病和精神分裂症等
[7,8]

。

多巴胺受体PET显像剂可以活体检测突触后多巴胺

受体，多巴胺受体显像剂多为 11C-和 18F-标记的放

射性配体，其中一些多巴胺受体显像剂，如[11C]
雷氯必利，[18F] (s)-(-)-N-(1-烯丙基吡咯烷-2-氨基

甲基)-5-(3-[18F])-2,3-二甲氧基苯甲酰胺([ 18F]
fallypride)，已经进入临床应用，也还有许多候选

显像剂正在进行全面的生物评价及进一步的临床

试验。



《生命的化学》2014 年 34 卷 2 期·  156  · 专题

2.1  D1 受体显像剂

D1-like受体在基底核高表达，皮层额叶前区

比纹状体中受体密度低4倍。SCH23390配体的放

射性标记推动了D1受体显像剂的开发。1985年，
76Br标记的SCH23390的类似物被报道，并在猴脑

中进行PET显像，证实了放射性配体在基底核的特

异性结合
[ 9 ]
。不久，H a l l d i n [ 1 0 ]

等报道了 [ 11C ] 
SCH23390，雄性食蟹猴PET扫描结果表明，该化合

物进脑迅速，纹状体聚集明显，但是，SCH23390
与5-HT2亲和力高，而且代谢迅速。之后，他们合

成了[11C]SCH39166，体内代谢减慢，对D1受体的

亲和力比5-HT2受体高25倍，但是，纹状体与小脑

比值低，作为D1受体PET显像信噪比差
[11]
。

11C标记的二氢苯并呋喃和苯骈吖庚因衍生物

[11C]NNC687和[11C]NNC756，靶和非靶比(纹状体/
小脑)增加。病人显像研究表明，[11C]NNC756比
[11C]SCH39166亲和力高，靶和非靶比高，更适合D1

受体显像。NNC756动力学速度慢，注射后60 min都
未能达到平衡

[12]
。文献报道的苯并呋喃衍生物还

有[76Br]NNC22-0010、[11C]NNC112等，苯骈吖庚

因衍生物有[11C]NNC22-0215等[13]
。

18F标记的D1受

体显像剂仅有一个[18F]SCH38548。目前为止，用

于临床的D1受体显像剂只有[11C]SCH23390和[11C]
NNC112，它们的主要缺陷是受5-HT受体干扰，皮

层缺乏选择性
[14]
。

2.2  D2 受体显像剂

D2受体主要在尾状核、伏隔核和嗅结节等处高

表达，与运动、学习记忆等相关。D2受体显像剂主

要包括苯酰胺类、氟哌啶醇 (HP) 和丁酰苯螺环哌

啶酮 (SP)等，[18F]HP与[18F]SP相比，脑清除快，非

特异结合高，因此，[18F]SP更适合PET显像
[15]
。

Wagner等 [16]
报道了3-N-[11C]甲螺哌隆([11C]

NMSP)，该化合物脂溶性增加，进脑量增加，在

狒狒体内显像，结果表明[11C]NMSP迅速聚集于尾

状核和硬膜，并发生可逆性结合。由于
11C半衰期

只有20.4 min，设计合成
 18F标记的N-甲螺哌隆、

N -氟烷基螺哌隆衍生物，其中最有前途的是

N-[18F]氟丙基螺哌隆([18F]FPSp)和 N-[18F]氟乙基螺

哌隆([18F]FESp)。体外受体结合实验数据表明，其

与D2受体亲和性顺序为[18F]FPSp>[18F]FSp>[18F]
FESp，灵长类动物PET脑显像结果表明，[18F]
FESp脑摄取量高，皮层结合率低，而[18F]FPSp与
5-HT2A 受体结合高

[17]
。

苯酰胺类衍生物是研究较多的一类D2受体显

像剂，如雷氯必利和FLB524与D2 受体亲和力高，

但与D3 受体亲和力也很高。[11C]雷氯必利与D2 受
体结合的动力学比 [11C]FLB524 快，非特异性结合

较低，因此，[11C]雷氯必利有希望用于人体PET 
显像，研究 D2/D3 受体体内表达，但雷氯必利对内

源性DA替代敏感，干扰PET显像数据的解释
[18]

。

依替必利对D2受体亲和力高，它有2个不同位点可

以进行
11C标记，猴子的PET显像实验显示，这两

个衍生物都对纹状体的D2-like受体有特异性结合，

而[N-乙基-11C] 依替必利更适合研究D2-like 受体表

图1　以多巴胺能神经递质系统为靶点的PET显像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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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19]

。
18F-标记的衍生物有5-[18F]氟丙基依替必利

和[18F]氟依替必利，对D2受体具有中等选择性。以

丁酰苯类多巴胺拮抗剂苯哌利为先导化合物开发

的[18F]fallypride和[18F]desmethoxyfallypride，与

[18F]-N-甲螺哌隆一样，也被提议用于人体PET显
像评价药物治疗效果

[20]
。

另一类D2受体显像剂是氟代乙酯苯并呋喃衍

生物，代表药物[18F]FEBF，有较高的靶和非靶

比。
11C标记的FLB457具有纳摩尔级D2 受体亲和力 

(22 pM) [21]
。除DA拮抗剂外，文献也报道了许多以

激动剂为先导开发的显像化合物，如[11C]NPA和

[11C]MNPA，后者放射性合成容易，对D2 受体亲

和力比[11C]NPA高，有待进一步研究
[22,23]

。

D2受体显像剂是文献报道最多的一类多巴胺

受体显像剂，[11C]雷氯必利和[18F]fallypride使用最

广，是适合研究锥体外束的D2受体的PET显像剂。

2.3  D3 受体显像剂

与D1和D2受体相比，脑内D3受体低表达，主

要集中在边缘区。由于D3受体密度低，要求其显

像剂具有很高的亲和力和选择性。选择性的D3受体

显像化合物报道很少，还没有一个适合临床使用

的。[11C]RGH-1756是一个
11C标记的aminotetralin衍

生物，在体外与D3受体具有较高的亲和力，也有

一定的选择性 (对D3受体的亲和力Ki=0.12 nM，对

D2受体的亲和力12.2 nM)，但猴子显像结果没有显

示出D3受体特异性结合
[24,25]

。另外还有
11C 标记的

cinnamoylic acid 衍生物2-, 3-, and 4-[11C]MMCs，
18F标记的 arylcarboxamides等也因选择性差而不适

合进一步开发。
11C-labeled标记的 arylcarboxamide 

衍生物能够穿过血脑屏障(blood-brain barrier, 
BBB)，自显影结果显示其脑区域分布与已知的D3

受体表达一致
[26]

。[11C]FAUC346在大鼠脑中的初

步药理学评价清楚地表明其对D3受体具有选择

性，脑中无代谢物。在大鼠体内外表现出良好的

亲和性，但在灵长类动物狒狒体内显像失败
[27]

。

研究发现[11C]-(+)-PHNO对D3 和D2 受体的选择性

较差，生物动力学特征也不合适，阻碍其用于PET
显像。开发适合D3受体选择性的PET显像剂仍面临

挑战
[28]
。

2.4  D4 受体显像剂

D4受体在脑中表达低(20~30 fmol/mg)，主要

分布在前额叶、海马、杏仁核、丘脑网状核和下

丘脑。 选择性D4受体PET显像化合物有助于对各

种神经行为和精神紊乱的了解。[11C]氯氮平最先

被用于研究D4 受体的选择性，由于其与肾上腺

素、血清素受体也有高亲和力，所以不适合作为

D4受体选择性PET显像剂
[29]

。
11C标记的甲氧基苯

甲酰胺类似物[11C]PB12在食蟹猴皮层和丘脑有明

显的摄取，但抑制试验证明其没有特异性。
18F-标

记的吡咯[2,3-b]并吡啶类似物L-745, 870和L-750, 
667， 11C-标记的萘基衍生物SB-235753等也不适合

体内D4 受体显像
[30,31]

。[18F]FPPB是benzodioxine 衍
生物，稳定性高，脑摄取高，与D4 受体有特异性

结合，是一个有前途的显像剂。到目前为止，还

没有选择性的D4受体显像剂应用于临床显像
[32]
。

2.5  D5 受体显像剂

D1和D5受体亚型高度相关，D5受体的配体对

D1受体也有高亲和力，而且D5受体密度远低于D1

受体，还未见有选择性的D5受体PET显像剂报道。

截止2013年1月已被MACID(Molecular Imaging 
and Contrast Agent Database)收录的多巴胺受体显

像剂共17个，均为正电子药物，其中D2受体显像

剂最多，占到60%以上，另有77个待列入化合物，

见表1。

表1　MICAD收录的多巴胺受体显像剂

显像剂 结构 受体亚型

[18F]5

([18F]N-[4-[4-(2-(2-fluoroethoxy)phenyl)-

piperazine-1-yl]butyl]-4-(3-thienyl)benzamide)

S

HN

N N

O

18F

O

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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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l-[11C]-(−)-NPA
N

11CH2
H

OH

OH

Cl

D2

[11C]MNPA
N

H

O

11CH3

HO

HO

D2

[11C]NMSP
N

F

N

N

O
11CH3

O D2/D3

[18F]FESP
N

N

N

O

18F

O

F
D2

[11C]-(+)-PHNO

O

N
11C
H2

OH
D2

[18F]DMFP

N

NH

O
O

18F

D2

[11C]SCH23390

N

11CH3

Cl

OH

D1

[11C]NPA N

H2
11C

H

HO

OH

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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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C]ZYY-339
N

H2
11C

OH

D2

[18F]Fallypride

N

NHO

O

O
18F

D2

[11C]-5-OH-DPAT
N

H2
11C

OH

D2

[18F]5-OH-FPPAT
N

OH 18F

D2

[11C]PPHT
N

H2
11C

OH

D2

[18F]FMTP

N

11CH3

Cl

OH

D4

[11C]NNC 112

N

O

11CH3

Cl

HO
D1

[11C]FLB 457 HN N

H
O

H3
11C

O

Br
O

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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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多巴胺转运体 (Dopamine transporter, DAT)

显像剂

多巴胺转运体是一种重要的Na+/Cl-
依赖性跨

膜转运蛋白，主要功能是将多巴胺能神经元间隙

的神经递质——多巴胺以主动运输的方式重摄取

回突触前膜，从而调节神经元间多巴胺的浓度、

作用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实现调节神经冲动传递

的功能。多巴胺转运体是维持多巴胺系统正常功

能的重要因素，参与调控运动、认知、情感、赏

罚等多种生理功能，大量研究证明，多种疾病都

与多巴胺转运体功能异常密切相关，例如帕金森

病、多动症(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等。以多巴胺转运体为靶向的PET显像化合

物可直接反映脑中多巴胺转运体的分布和功能情

况，也可间接反映多巴胺能神经元的完整性，是帕

金森病等疾病早期诊断的最佳方法
[33]
。

多巴胺转运体显像化合物的发展得益于多巴

胺转运体抑制剂的广泛研究：多巴胺转运体抑制

剂根据结构可以分为六类：托烷类(Tropane)、苯

托品类(Benztropine)、GBR12909衍生物、哌甲酯

类(Methylphenidate)、马吲哚类(mazindol)和苯环利

定类(phencyclidine)。其中托烷衍生物成为研究最

多的多巴胺转运体显像化合物
[34]
。

11C标记[11C]Cocaine是一个托烷类的多巴胺转

运体显像剂，人体显像研究表明：该化合物在纹状

体区域有一定的浓集，但代谢速度过快、选择性较

差，导致靶/非靶值较低(纹状体/小脑=1.8)[35]
。在托

烷类化合物构效关系研究的基础上，人们在寻找

性质优良的多巴胺转运体显像标记化合物方面做

了大量工作，不仅使该类显像化合物的性质越来

越接近理想受体显像剂的要求，也促使人们加深

了对放射性药物的认识。在保留托烷类化合物对

多巴胺转运体高亲和性和选择性的基础上，改进

其代谢性质，是当前多巴胺转运体显像化合物研

究的重点
[36]

。在过去的20年中，大量该类
18F标记

化合物被报道，其中一些化合物表现出了较好的

生物性质，并且有一些
18F-标记的DAT类PET显像

剂已经应用于临床研究，如[18F]β-CFT，[18F]FP-β-
CIT，[18F]MCL-322和[18F]FECNT等，并取得了较

好的PET显像效果
[37-39]

。这些显像剂仍然存在一些

缺陷，如特异性结合较低，在靶向区域达到平衡

的时间较长，显像结果受代谢产物影响等。因

此，多巴胺转运体显像化合物研究的重点是在保

留对多巴胺转运体高亲和性和选择性的基础上，

改善标记化合物的代谢性质。

[18F]FECNT于2000年首次报道，猴脑PET显像

结果表明：[18F]FECNT具有较高的脑摄取，在尾

状核和豆状核的摄取分别于注射后60 min和75 min
达到最大值。体内的代谢分析研究表明该化合物

在体内快速代谢，放射性代谢产物可穿过血脑屏

障，并随着时间的延长浓集于脑部，对显像产生

不利影响
[40]

。[11C]LBT-999首次报道于2006年，体

外实验显示具有非常高的受体选择性。猴全身PET
显像结果表明：该化合物快速进入脑部，主要浓

集于壳核和尾状体区域，其次是中脑和海马区

域，在小脑的摄取则最少，靶/非靶值(纹状体/小
脑)高，代谢速度较快，代谢产物是否会对PET显
像产生影响还不明确

[41]
。

截至2013年1月已被MACID收录的多巴胺转运

体显像剂有10个(表1)，2个SPECT和8个PET显像

剂，均为托烷类衍生物，待列入品种37个(表2)。
这些化合物均进行了动物实验以上的研究，作为

潜在的人体显像剂各有优缺点。目前被美国FDA
批准的只有SPECT显像剂[123I]FP-CIT。

4   囊泡单胺转运体 (Vesicular monoamine tran- 

sporter, VMAT) 显像剂

囊泡单胺转运体(vesicular monoamine tran-
sporter, VMAT)是结合于囊泡膜上的糖蛋白，

VMAT 依靠H+-ATP 酶泵产生电化学梯度，负责从

胞质转运单胺类递质贮存在分泌囊泡中。囊泡单

胺转运体VMAT存在两种亚型VMAT1和VMAT2。
VMAT2则主要存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单胺能神经

元中，包括多巴胺能、5-羟色胺能、去甲肾上腺素

能和组胺能神经元
[42]

。VMAT2在尾壳核、伏隔

核、黑质、被盖腹侧区、蓝斑、中缝核群和孤束

核有高表达。 
VMAT2作为多巴胺神经元损害的指标，可以

对帕金森病的进行早期诊断和干预，减缓帕金森病

的发展。VMAT2示踪剂的开发起源于VMAT2抑制

剂，VMAT2抑制剂主要存在以下几种：丁苯那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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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衍生物(TBZ，Tetrabenazine)、酮色林类衍生物

(Ketanserin)、洛贝林类衍生物(Lobeline)、3-氨基-2-
29苯基丙烯类衍生物以及利血平(Reserpine)[43]

。由

于TBZ类衍生物通常与VMAT2具有较高的亲和性

(Ki值通常在nM级别)，并且专一性识别VMAT2位
点，因此作为先导化合物用于诊断药物的研究

[44]
。

目前研究报道的VMAT2显像剂主要为TBZ类衍生

物。

[11C]TBZ是最早报道的用于对人体VMAT2显
像的PET示踪剂

[45,46]
。然而[11C]TBZ在体内快速发

生代谢，生成α和β构型的[11C]DTBZ。由于代谢产

物仍然具有生物活性，可再次穿过血脑屏障与靶

点结合，因此，无法准确利用示踪剂进行VMAT2
结合位点的定量测定

[47]
。为了克服TBZ的代谢问

题，DeSilva等[48]
报道了

11C标记的2位甲氧基取代

的DTBZ衍生物[11C]MTBZ，改进后的[11C]MTBZ
仍与VMAT2保持高的特异结合性。PET显像实验

结果表明[11C]MTBZ在人脑中具有较高的初始脑摄

取，以及快速地非靶清除速度；可长时间在

VMAT2发达的区域聚集。Kilbourn等[49,50]
从代谢产

物α-DTBZ出发，研究
11C直接标记的[11C]-α-DTBZ，

小鼠体内分布结果表明，[11C]-(+)-α-DTBZ较[11C]-(-) 
-α-DTBZ具有更高的脑摄取，并表现出与VMAT2高
的特异亲和性。同时，[11C]-(+)-α-DTBZ具有良好的

体内稳定性，在脑内几乎不发生代谢。利用[11C]-
(+)-DTBZ的PET显像结果显示，与临床上PD患者的

诊断评分，UPDRSIII (UPDRS motor subscale)评分结

果呈现显著的线性相关性
[51]
。因此，[11C]-(+)-DTBZ

作为PET显像剂，可用于临床帕金森病的诊断。

2006年，Goswami等[52]
首次报道了

18F标记的

TBZ类衍生物FE-(±)-DTBZ和FP-(±)-DTBZ，小鼠

生物分布实验结果显示，[18F]FE-(±)-DTBZ和[18F]
FP-(±)-DTBZ均具有较高的脑初始摄取。其中， 
[18F]FP-(±)-DTBZ表现出更高的VMAT2靶向亲和

性，注射后 30 min，纹状体/小脑的摄取比值为

3.0；而[18F]FE-(±)-DTBZ仅为1.7。在此基础上，

表2　MACID收录的多巴胺转运体显像剂

N

R1

R2

X

显像剂 R1 R2 X

[123I]FP-CIT -(CH2)3F -COOCH3 p-123I

[99mTc]TRODAT-1 - CH3 Tc

N

S

O

N

S

p-Cl

[11C]LBT-999 -CH2CH=CHCH2F -COO11CH3 p-CH3

[11C]PR04.MZ -CH2C≡CCH2F -COO11CH3 p-CH3

[18F]PR17.MZ 18F -COOCH3 -H

[18F]FBFNT -CH2CH=CHCH2
18F -COOCH3 p-F

[18F]PR04.MZ -CH2C≡CCH2
18F -COOCH3 p-CH3

[18F]FP-CIT -(CH2)3
18F -COOCH3 p-I

[18F]FECNT -CH2CH2
18F -COOCH3 -Cl

[18F]FE@CIT - CH3 -COO CH2CH2
18F 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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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ng等[53-57]
对[18F]FP-(±)-DTBZ进行手性拆分，拆

分后的异构体[18F]FP-(+)-DTBZ([18F]AV133)与
VMAT2具有更高亲和性和特异结合性。Okamura
等

[58]
报道了 [18F]FP-(+)-DTBZ在正常人(n=6)和 帕

金森病人中(n=17)的摄取。研究表明，[18F]FP-(+)-
DTBZ对于诊断早期帕金森病患者的多巴胺功能异

常具有很高灵敏性，代谢稳定性好。目前[ 18F]
AV133([18F]FP-(+)-DTBZ)作为中枢神经退行性疾

病的显像药物，在美国已经进入III期临床的研究

阶段(图2)。为推动[18F]AV133在中国的临床应用，

Zhu等[59-62]
改进了其自动化合成工艺，缩短了药物

的制备时间，提高了药物的标记产率，从而提高

了药物的经济效益，便于进一步推广临床使用。

截止2013年1月，MACID收录的以VMAT2为
靶点的显像剂有2个，待定列入品种2个，均为

TBZ类的PET显像剂(表3)。这些化合物均进行了动

物实验以上的研究，有希望成为人体多巴胺能神

经元显像剂。

图2　[18F]AV133([18F]FP-(+)-DTBZ)的化学结构及在正常人、阿尔茨海默病人、 
路易斯小体痴呆病人、帕金森病人脑中的显像结果

表3　MACID收录的DAT显像剂

N

O

R1

O

R2

显像剂 R1 R2

[11C]DTBZ -11CH3 -OH

[18F]FP-(+)-DTBZ (AV-133) -(CH2)3
18F -OH

[18F]-FE-(+)-DTBZ (待定) -(CH2)2
18F -OH

[11C]TBZ (待定) -11CH3 =O

5   展望

放射性分子探针用于显像多巴胺能神经递质

传导系统，在核医学显像药物研究和开发中占有

极为重要的地位，是近年来脑神经系统显像剂研

究的热点。以多巴胺受体及转运体DAT和VMAT2
为靶点的PET显像在帕金森等疾病的早期诊断方面

有广泛的应用，具有很大的优势，对于中枢神经

多巴胺能活动有关的病因学探讨、早期诊断和指

导治疗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目前，已经有几十

个多巴胺受体及转运体的PET显像剂进入临床研究

阶段，开发选择性更高的多巴胺系统的PET显像剂

具有广阔的前景，也面临巨大挑战。

参 考 文 献

[1]  Sioka C, Fotopoulos A, Kyritsis AP. Recent advances in 
PET imaging for evaluation of Parkinson’s disease. Eur J 
Nucl Med Mol Imaging, 2010, 37(8): 1594-1603

[2]  Zhu L, Ploessl K, Kung HF. Chemistry. expanding the 
scope of Fluorine tags for PET imaging. Science, 2013, 
342(6157): 429-430



乔晋萍 , 等 . 多巴胺神经系统显像分子探针研究 ·  163  ·

[3]  Elsinga PH, Hatano K, Ishiwata K. PET tracers for 
imaging of the dopaminergic system. Curr Med Chem, 
2006, 13(18): 2139-2153

[4]  Hung J C. Bringing new PET drugs to clinical practice - 
a regulatory perspective. Theranostics, 2013, 3(11): 885-
893

[5]  Sudoł-Szopińska SI. Current imaging techniques in 
rheumatology: MRI,scintigraphy and PET. Pol J Radiol, 
2013, 78(3): 48-56

[6]  甘红梅, 乔晋萍, 孔爱英, 等. 正电子放射性显像剂

代谢及其研究方法进展. 国际放射医学核医学杂志, 
2010, 34(2): 65-72

[7]  Honer M, Hengerer B, Blagoev M, et al. Comparison of 
[18F]FDOPA, [18F]FMT and [18F]FECNT for imaging 
dopaminergic neurotransmission in mice. Nucl Med Biol, 
2006, 33(5): 607-614

[8]  Elsinga HP, Hatano K, ishiwata K. PET tracers for 
imaging of the dopaminergic system. Curr Med Chem, 
2006, 13(18): 2139-2153

[9]  Friedman AM, Dejesus OT, Woolverton WL, et al. 
Positron tomography of a radio-brominated analog of the 
D1/DA1 antagonist, SCH 23390. Eur J Pharmacol, 1985, 
108(3): 327-328

[10] Halldin C, Stone-Elander S, Farde L, et al. Preparation 
of 11C-labelled SCH 23390 for the in vivo study of 
dopamine D-1 receptors using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Int J Rad Appl Instrum A, 1986, 37(10): 
1039-1043

[11] Halldin C, Farde L, Barnett A, et al. Synthesis of carbon-
11 labelled SCH 39166, a new selective dopamine D-1 
receptor ligand, and preliminary PET investigations. Int J 
Rad Appl Instrum A, 1991, 42(5): 451-455

[12] Halldin C. NNC 687 and[11C]NNC 756,dopamine D-1 
receptor ligands. Preparation,autoradiography and PET 
investigation in monkey. Nucl Med Biol, 1993, 20(8): 
945-953

[13] Halldin C, Foged C, Chou YH, et al. Carbon-11-NNC 
112: a radioligand for PET examination of striatal and 
neocortical D1-dopamine receptors. J Nucl Med, 1998, 
39(12): 2061-2068

[14] Slifstein M, Suckow RF, Javitch JA, et al. Characterization 
of in vivo pharmacokinetic properties of the dopamine 
D1 receptor agonist DAR-0100A in nonhuman primates 
using PET with [11C] NNC112 and [11C] raclopride. J 
Cereb Blood Flow Metab, 2011, 31(1): 293-304

[15] Welch MJ, Kilbourn MR, Mathias CJ, et al. Comparison 
in animal models of 18F-spiroperidol and 18F-
haloperidol: potential agents for imaging the dopamine 
receptor. Life Sci, 1983, 33(17): 1687-1693

[16] Wagner NH. Imaging dopamine receptors in the human 

brain by positron tomography. Science, 1983, 221(4617): 
1264-1266

[17] Lucignani G, Losa M, Moresco RM, et al. Differentiation 
of clinically non-functioning pituitary adenomas from 
meningiomas and craniopharyngiomas by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with [18F]fluoro-ethyl-spiperone. 
Eur J Nucl Med, 1997, 24(9): 1149-1155

[18] Sander CY, Hooker JM, Catana C, et al. Neurovascular 
coupling to D2/D3 dopamine receptor occupancy using 
simultaneous PET/functional MRI. Proc Natl Acad Sci 
USA, 2013, 110(27): 11169-11174

[19] Kessler RM, Votaw JR, de Paulis T, et al. Evaluation 
of 5-[18F]fluoropropylepidepride as a potential PET 
radioligand for imaging dopamine D2 receptors. Synapse, 
1993, 15(3): 169-176

[20] Christian BT, Narayanan TK, Shi B, et al. Quantitation 
of striatal and extrastriatal D-2 dopamine receptors using 
PET imaging of [(18)F]fallypride in nonhuman primates. 
Synapse, 2000, 38(1): 71-79

[21] Kodaka F, Ito H, Shidahara M, et al.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inter-scanner differences in dopamine D2 
receptor binding measured with [¹¹C]FLB457. Ann Nucl 
Med, 2010, 24(9): 671-677

[22] Narendran R, Martinez D, Mason NS, et al. Imaging of 
dopamine D2/3 agonist binding in cocaine dependence: a 
[11C]NPA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study. Synapse, 
2011, 65(12): 1344-1349

[23] Kodaka F, Ito H, Kimura Y, et al. Test-retest reproducibility 
of dopamine D2/3 receptor binding in human brain 
measured by PET with [11C]MNPA and [11C]raclopride. 
Eur J Nucl Med Mol Imaging, 2013, 40(4): 574-579

[24] Sóvágó J, Farde L, Halldin C, et al. Lack of effect of 
reserpine-induced dopamine depletion on the binding of 
the dopamine-D3 selective radioligand, [11C]RGH-1756. 
Brain Res Bull, 2005, 67(3): 219-224

[25] Chu E, Chu TC, Potter DE. Mechanisms and sites of 
ocular action of 7-hydroxy-2-dipropylaminotetralin: a 
dopamine(3) receptor agonist. J Pharmacol Exp Ther, 
2000, 293(3): 710-716

[26] Turolla EA, Matarrese M, Belloli S, et al. 11C-labeling 
of n-[4-[4-(2,3-dichlorophenyl)piperazin-1-yl]butyl]
arylcarboxamide derivatives and evaluation as potential 
radioligands for PET imaging of dopamine D3 receptors. 
J Med Chem, 2005, 48(22): 7018-7023

[27] Hocke C, Prante O, Salama I, et al. 18F-Labeled FAUC 
346 and BP 897 derivatives as subtype-selective potential 
PET radioligands for the dopamine D3 receptor. Chem 
Med Chem, 2008, 3(5): 788-793

[28] Searle GE, Beaver JD, Tziortzi A, et al. Mathematical 
modelling of [¹¹C]-(+)-PHNO human competition 



《生命的化学》2014 年 34 卷 2 期·  164  · 专题

studies. Neuroimage, 2013, 68: 119-132
[29] Chou YH, Halldin C, Farde L. Clozapine binds 

preferentially to cortical D1-like dopamine receptors in 
the Primate brain: a PET study. Psychopharmacology 
(Berl), 2006, 185(1): 29-35

[30] Lacivita E, De Giorgio P, Lee IT, et al. Design, synthesis, 
radiolabeling, and in vivo evaluation of carbon-11 labeled 
N-[2-[4-(3-cyanopyridin-2-yl)piperazin-1-yl]ethyl]-
3-methoxybenzamide, a potential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tracer for the dopamine D(4) receptors. J 
Med Chem, 2010, 53(20): 7344-7355

[31] Kügler F, Sihver W, Ermert J, et al. Evaluation of 18F-
labeled benzodioxine piperazine-based dopamine 
D4 receptor ligands: lipophilicity as a determinate of 
nonspecific binding. J Med Chem, 2011, 54(24): 8343-
8352

[32] Banerjee A, Maschauer S, Hübner H, et al. Click 
chemistry based synthesis of dopamine D4 selective 
receptor ligands for the selection of potential PET tracers. 
Bioorg Med Chem Lett, 2013, 23(22): 6079-6082

[33] Stehouwer JS, Goodman MM. Fluorine-18 radiolabeled 
PET tracers for imaging monoamine transporters: 
dopamine, serotonin, and norepinephrine. PET Clin, 
2009, 4(1): 101-128

[34] Dutta AK, Zhang Shijun, Kolhatkar R, et al. Dopamine 
transporter as target for drug development of cocaine 
dependence medications. Eur J Pharmacol, 2003, 
479(1/3): 93-106

[35] Yu DW, Gatley SJ, Wolf AP, et al. Synthesis of carbon-
11 labeled iodinated cocaine derivatives and their 
distribution in baboon brain measured using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J Med Chem, 1992, 35(12): 2178-
2183

[36] Qiao HW, Zhu L, Lieberman BP, et al. Synthesis and 
evaluation of novel tropane derivatives as potential PET 
imaging agents for the dopamine transporter. Bioorg Med 
Chem Lett, 2012, 22(13): 4303-4306

[37] Lewin AH, Gao YG, Abraham P, et al. 2 beta-substituted 
analogues of cocaine. Synthesis and inhibition of binding 
to the cocaine receptor. J Med Chem, 1992, 35(1): 135-
140

[38] Carroll FI, Lewin AH, Boja JW, et al. Cocaine receptor: 
biochemical characterization and structure-activity 
relationships of cocaine analogues at the dopamine 
transporter. J Med Chem, 1992, 35(6): 969-981

[39] Singh S. Chemistry, design, and structure-activity 
relationship of cocaine antagonists. Chem Rev, 2000, 
100(3): 925-1024

[40] Goodman MM, Kilts CD, Keil R, et al. 18F-labeled 
FECNT: a selective radioligand for PET imaging of brain 

dopamine transporters. Nucl Med Biol, 2000, 27(1): 1-12
[41] Dollé F. Radiosynthesis of [18F]LBT-999, a selective 

radioligand for the visualization of the dopamine 
transporter with PET. J Labelled Comp Rad, 2006, 49(8): 
687-698

[42] Erickson JD, Schafer MK, Bonner TI, et al. Distinct 
pharmacological properties and distribution in neurons 
and endocrine cells of two isoforms of the human 
vesicular monoamine transporter.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996, 93(10): 5166-5171

[43] Zheng GR, Dwoskin LP, Crooks PA. Vesicular monoamine 
transporter 2: Role as a novel target for drug development. 
AAPS J, 2006, 8(4): E682-E692

[44] Dasilva JN, Kilbourn MR, Mangner TJ. Synthesis of a 
[11C]methoxy derivative of alpha-dihydrotetrabenazine: 
a radioligand for studying the vesicular monoamine 
transporter. Appl Radiat Isot, 1993, 44(12): 1487-1489

[45] Kilbourn MR, Dasilva JN, Frey K A, et al. In vivo 
imaging of vesicular monoamine transporters in human 
brain using [11C]tetrabenazine and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J Neurochem, 1993, 60(6): 2315-2318

[46] Kilbourn M, Lee L, Vander BT, et al. Binding of alpha-
dihydrotetrabenazine to the vesicular monoamine 
transporter is stereospecific. Eur J Pharmacol, 1995, 
278(3): 249-252

[47] Vander Borght TM, Kilbourn MR, Koeppe RA, et al. 
In vivo imaging of the brain vesicular monoamine 
transporter. J Nucl Med, 1995, 36(12): 2252-2260

[48] Dasilva JN, Carey JE, Sherman PS, et al. Characterization 
of [11C]tetrabenazine as an in vivo radioligand for the 
vesicular monoamine transporter. Nucl Med Biol, 1994, 
21(2): 151-156

[49] Kilbourn MR, Sherman PS, Kuszpit K. In vivo measures 
of dopaminergic radioligands in the rat brain: equilibrium 
infusion studies. Synapse, 2002, 43(3): 188-194

[50] Kilbourn MR. Long-term reproducibility of in vivo 
measures of specific binding of radioligands in rat brain. 
Nucl Med Biol, 2004, 31(5): 591-595

[51] Jewett, M D. A simple synthesis of[11C]dihydrotetrabenazine 
(DTBZ).Nucl. Med Biol, 1997, 24(2): 197-199

[52] Goswami R, Ponde DE, Kung MP, et al. Fluoroalkyl 
derivatives of dihydrotetrabenazine as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imaging agents targeting vesicular monoamine 
transporters. Nucl Med Biol, 2006, 33(6): 685-694

[53] Kung MP, Hou C, Lieberman BP, et al. In vivo imaging 
of beta-cell mass in rats using 18F-FP-(+)-DTBZ: a 
potential PET ligand for studying diabetes mellitus. J 
Nucl Med, 2008, 49(7): 1171-1176

[54] Kung MP, Hou C, Goswami R, et al. Characterization of 
optically resolved 9-fluoropropyl-dihydrotetrabenazine 



乔晋萍 , 等 . 多巴胺神经系统显像分子探针研究 ·  165  ·

as a potential PET imaging agent targeting vesicular 
monoamine transporters. Nucl Med Biol, 2007, 34(3): 
239-246

[55] Kung HF, Lieberman BP, Zhuang ZP, et al. In vivo 
imaging of vesicular  monoamine transporter  2 
in pancreas using an (18)F epoxide derivative of 
tetrabenazine. Nucl Med Biol, 2008, 35(8): 825-837

[56] Tsao HH, Lin Kun-JU, Juang JH, et al. Binding 
characteristics of 9-fluoropropyl-(+)-dihydrotetrabenzazine 
(AV-133) to the vesicular monoamine transporter type 2 
in rats. Nucl Med Biol, 2010, 37(4): 413-419

[57] Kilbourn MR, Hockley B, Lee L, et al. Pharmacokinetics 
of [(18)F]fluoroalkyl derivatives of dihydrotetrabenazine 
in rat and monkey brain. Nucl Med Biol, 2007, 34(3): 
233-237

[58] Okamura N, Villemagne VL, Drago J, et al. In vivo 
measurement of vesicular monoamine transporter type 2 
density in Parkinson disease with (18)F-AV-133. J Nucl 

Med, 2010, 51(2): 223-228
[59] Zhu L, Liu YJ, Plössl K, et al. An improved radiosynthesis 

of [18F]AV-133: a PET imaging agent for vesicular 
monoamine transporter 2. Nucl Med Biol, 2010, 37(2): 
133-141

[60] Zhu L. Imaging of monkey brains with 18F-AV-133: 
effects of pseudo-carrier. Nucl Med Biol, 2012, 39(7): 
897-904

[61] Zhou X, Qiao JP, Yin W, et al. Study the effect of a 
pseudo-carrier on pharmacokinetics of 9-fluoropropyl-
(+)-dihydrotetrabenazine in rat plasma by ultra-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Life Sci, 2011, 879(7/8): 505-510

[62] Zhou X, Qiao JP, Yin W, et al. Determination of the 
penetration of 9-fluoropropyl-(+)-dihydrotetrabenazine 
across the blood-brain barrier in rats by microdialysis 
combined with 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Life Sci, 2011, 879(28): 3041-3046



《生命的化学》2014 年 34 卷 2 期·  166  · 专题

收稿日期：2014-02-13
*通信作者：E-mail: xiongzhiqi@ion.ac.cn

生命的化学 , 2014, 34(2): 166-171                                  doi: 10.13488/j.smhx.20140205www.life.ac.cn

熊志奇，男，1968年8月生，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神经科学研

究所研究员(2003年至今)。现任Developmental Neurobiology编委。

实验室从事神经发育和发育相关疾病的机制研究, 重点研究单基因遗传性

智力障碍的分子机制和发作性神经系统疾病的神经环路机制。

雷特综合征与多巴胺系统功能障碍

陆 斌，杨 灿，熊志奇*
(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上海 200031)

摘要：雷特综合征(Rett syndrome)属于神经发育障碍类疾病，主要由X性染色体上mecp2基因突变所

致，患者多数为女孩。临床症状于出生后6~18个月逐渐显现，主要表现为头部发育缓慢，已获得的语

言及手部目的性运动技能消退，智力障碍，呼吸功能障碍及自闭倾向等。多巴胺系统的功能包括运动

调节、奖赏学习、情感、内分泌调控以及药物成瘾等多个方面。由于多巴胺系统在运动和精神方面与

雷特综合征部分临床症状存在表面相关性，早期有学者根据临床特征提出雷特综合征患者可能存在多

巴胺系统功能障碍，但两者之间是否具有实质性的内在联系以及mecp2基因是否会通过影响多巴胺系

统导致相关临床症状是目前雷特综合征研究的一个热点。本文将针对雷特综合征与多巴胺系统功能障

碍的相关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关键词：雷特综合征；mecp2基因；多巴胺系统；运动障碍

Rett syndrome and dopaminergic system dysfunction
LU Bin, YANG Can, XIONG Zhiqi*

(Institute of Neuroscienc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Neuroscience, Shanghai 200031, China)

Abstract:    Rett syndrome (RTT) is a neurodevelopmental disorder that almost exclusively affects females. 
Patients with Rett syndrome appear to develop normally up to 6 to 18 months of age. The clinical features 
include deceleration of head growth, lose of acquired language and purposeful use of hands, mental 
retardation, breath dysfunction and autism. Dopaminergic system plays important roles in motor control, 
reward learning, emotion, endocrine and addiction. Based on some overlaps between RTT pathology and 
motor or psychological phenotypes observed in diseases with dopaminergic dysfunction, researchers propose 
that dopaminergic system might be abnormal in RTT. This review will focus on how MeCP2 regulates the 
function of dopaminergic system.   
Key words:    Rett syndrome; mecp2 gene; dopaminergic system; motor dys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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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特综合征的发现源于奥地利医生雷特

(Andreas Rett)博士在维也纳儿科门诊休息区与两

位患者的偶遇。两位来自不同家庭的女孩当时表

现出一致的手部绞扭动作引起了雷特博士的关

注，通过对类似症状患者的诊断和分析，雷特博

士于1966年发表了该疾病的临床报告 [1]
。但直到

1983年瑞典神经科学家哈格伯格(Hagberg)在医学

会议上对同一疾病的报道，雷特综合征才开始为

医学界和科学界广泛关注
[2]
。研究报告详细描述了

雷特综合征的临床特点:患者(普遍为女孩)出生后

6~18个月精神运动发育正常，之后出现发育停

滞，头部偏小，手部目的性动作出现障碍，智力

发育不健全，语言及社会交互能力退化；随着病

程的发展，部分患者还会出现肌肉萎缩，运动不

协调甚至无法行走，呼吸和睡眠障碍以及癫痫等

严重症状。20世纪80年代，部分研究人员根据运

动协调障碍等临床特征 [3,4]
以及少数去世患者多巴

胺检测结果提出雷特综合征患者可能存在多巴胺

系统功能障碍的假说，并推测患者多巴胺可能处

于低水平状态
[5,6]

。但是多巴胺水平的异常是雷特

综合征某些症状的起源还是病程恶化所导致的继

发损害仍缺乏足够的研究证据支持，主要障碍在

于从临床报道第一例患者之后30多年，雷特综合

征的真正病因一直未能得到确切阐述，所以基础

研究无法得到有效进行。90年代人类基因测序技

术的兴起及逐渐成熟，使得揭示遗传疾病致病基

因成为可能。1999年美国贝勒医学院Huda Zoghbi
博士首次揭示了典型性雷特综合征的致病基因为

MECP2，由此揭开了雷特综合征病理机制的分子

水平研究[7]
。

mecp2基因产物属于甲基化CpG岛结合蛋白的

一种(Methylated CpG binding Protein)，最早发现于

1992年。MeCP2蛋白选择性分布于细胞核内，与

DNA紧密结合，并特异性的与DNA甲基化CpG岛

结合
[8]
。MeCP2蛋白已知的功能结构域包括：甲基

化CpG岛结合区、转录抑制区及AT-hook区[9,10]
。在

中枢神经系统，MeCP2蛋白有高峰度分布，并调

控上千个下游基因的表达
[11, 12]

。

mecp2基因影响多巴胺系统功能可能的途径有

以下几个方面：(1)影响多巴胺能神经元的产生；

(2)影响多巴胺能神经元发育成熟及功能维持；(3)

影响靶细胞多巴胺受体的表达和功能；(4)影响多

巴胺投射区靶神经元或细胞的发育及功能。多巴

胺神经元数量、形态及功能属于多巴胺系统突触

前部分，多巴胺系统执行完整功能还需要突触后

部分的紧密配合，突触后部分则包括各类多巴胺

受体及表达多巴胺受体的靶细胞本身。无论是突

触前还是突触后部分出现异常，均能对多巴胺系

统正常功能的发挥产生影响，此文对此逐一进行

阐述。

1   mecp2 与多巴胺神经元的产生

多巴胺能神经元负责合成并调控多巴胺神经

递质的释放，是整个多巴胺系统的核心。作为基

因转录调控因子，如果mecp2突变影响到多巴胺能

神经元的分化产生过程，那么无疑将会严重影响

整个多巴胺神经系统。mecp2突变是否影响神经元

发生这一问题目前仍存有争论
[13,14]

，但是具体到多

巴胺能神经元，现有证据表明，通过体外胚胎干

细胞诱导分化实验，mecp2敲除并未改变多巴胺能

神经元的分化产生以及多巴胺递质的释放
[15]

，而

且基于mecp2基因敲除小鼠的研究也表明，小鼠刚

出生时多巴胺神经元数量未见显著改变
[16,17]

。由此

可见，mecp2突变更有可能影响了多巴胺神经元的

发育成熟及功能维持方面而非神经元产生。

2   mecp2与多巴胺神经元发育成熟及功能维持

MeCP2蛋白在多巴胺能神经元内有丰富的表

达。多巴胺能神经元正常分化产生后将经历发育

成熟的过程，如果mecp2突变导致发育成熟相关的

下游基因表达紊乱，那么多巴胺能神经元的功能

可能会存在显著缺陷。这方面的证据最早来自雷

特综合征模型小鼠。Goto等[18]
利用mecp2基因敲除

小鼠研究发现，相比于野生型小鼠，敲除小鼠出

生两周后脑内多巴胺水平开始下降，在6周龄时下

降达24%。Kao等[19]
研究也发现，mecp2基因敲除

小鼠在纹状体区域多巴胺含量降低。Panayotis等[20]

则发现在mecp2基因敲除小鼠脑桥延髓区以及纹状

体多巴胺水平于5周龄后开始下降，而在大脑皮

层、下丘脑以及中脑则未见显著改变。此研究小

组之后的报道进一步证实五周龄的mecp2基因敲除

小鼠黑质致密区多巴胺神经元胞体变小以及多巴胺

合成限速酶TH含量降低，致使纹状体区域的多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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胺含量降低，最终导致了运动协调障碍的发生
[21]
。

Gantz等[17]
仔细分析了mecp2基因敲除小鼠黑质致

密区的多巴胺能神经元，发现mecp2缺失会导致神

经元树突总长变短，电容和静息电位降低，具体

的功能缺陷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多巴胺神经元

上的D2受体(自身受体)效能下降，但是效能下降

的具体分子机制未明，研究人员通过受体结合实

验未发现D2受体数量在该区域的降低；二是在黑

质纹状体通路中，他们利用碳纤电极的方法，检

测到成年mecp2基因敲除小鼠纹状体区多巴胺释放

减少。他们的研究还发现多巴胺能神经元的改变

先于躯体症状前出现，并一直持续至成年。为了

区分基因敲除的细胞自主效应和非自主效应，

Samaco等 [17]
进一步利用选择性敲除技术将小鼠多

巴胺能神经元内的mecp2进行敲除，同样检测到酪

氨酸羟化酶(TH)表达水平下降，多巴胺含量减

少，并观察到小鼠运动协调性出现一定程度的损

害。综合以上研究我们可以初步得出结论，在模

型小鼠中mecp2敲除可能影响到多巴胺神经元的形

态发育，多巴胺递质的合成，并最终导致多巴胺

递质的含量降低和释放调控异常(图1)。

3   mecp2 与多巴胺受体的表达和功能

多巴胺受体根据其偶联G蛋白的特性可划分为

D1受体家族(D1和D5受体)和D2受体家族(D2、D3
和D4受体)。D1受体数量在雷特综合征临床和模型

动物研究中均未发现异常
[19,22]

，而关于mecp2与D1
受体功能的研究目前仍鲜有确切报道

[23]
。D2受体

与雷特综合征相关性研究在临床以及动物模型中

备受瞩目，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研究人员利

用同位素标记与核磁扫描技术研究患者脑部D2受
体的表达情况。部分研究表明雷特综合征患者脑

内D2受体结合位点减少，暗示有可能存在D2受体

表达降低的情况
[24-27]

。但这个临床现象并非在所有

的雷特综合征患者中存在，而且也有证据表明年

轻患者纹状体部位D2受体数量高于正常
[28]

。考虑

到当时患者的遴选仍以临床症状为标准，因此临

床证据不一致的原因有可能来自患者基因突变类

型不同，也有可能源于患者所处不同病程或个体

差异所致。雷特综合征模型动物构建成功为解答

这一问题提供了便利。针对mecp2与多巴胺受体的

关系，Kao等[19]
进行了更为细致的研究，他们的工

作发现在mecp2基因敲除小鼠纹状体的前部而非中

后部，多巴胺D2受体的表达量显著升高，D1受体

表达量则未见异常。该动物模型的研究成果或许

可以为临床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比如，在研究

雷特综合征患者D2受体表达时，可以将脑内神经

核团划分为更细致的区域进行对比(如尾壳核的前

部、中部和后部)，以便发现mecp2突变对D2受体

表达区域特异性的影响。对于mecp2如何调控D2受
体的表达以及是否影响D2受体其它功能，目前仍

鲜有涉及，还待日后更为详尽的分子水平研究来

进行阐述。

4   mecp2 与多巴胺投射区目标 ( 靶 ) 神经元

的功能

除了以上三个方面之外，mecp2还可能通过影

响表达多巴胺受体的靶神经元来实现对多巴胺系统

的调控。MeCP2广泛分布于脑内各类神经元和胶质

细胞，近几年条件性敲除技术的应用极大地推进了

对mecp2在细胞特异性方面的认识。Chao等[29]
研究

表明，在mecp2基因敲除小鼠纹状体的GABA能神

经元中谷氨酸脱羧酶(GAD)减少，GABA神经递质

含量显著降低，而且在小鼠GABA能神经元中选择

性敲除mecp2会导致明显的雷特综合征样表现，如

运动协调障碍、智力障碍以及癫痫样脑电等等，其

症状及行为表现与非选择性全敲小鼠类似。研究同

时也发现mecp2突变会导致纹状体GABA能神经元

树突棘密度增加，而且能改变安非他命引起的即早

基因表达状况。由此可见，至少在模型动物层面，

mecp2对GABA能神经元的功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GABA能神经元功能障碍可能是导致雷特综合

征的主要因素之一。多巴胺受体在GABA能神经元

上的表达分布已有较为详细的报道，例如纹状体中

90%以上的神经元为GABA能中型棘状神经元，分

别为表达D1受体和D2受体的中型棘状神经元，以

及少数同时表达D1和D2受体的神经元
[30-32]

。大脑

皮层中的GABA能中间神经元也表达有D1和D2家
族受体

[33,34]
，尤其前额叶GABA能神经元上表达的

D2家族受体，长期以来一直是精神类疾病研究人

员的关注的焦点
[35,36]

。据此我们可以推测如果表达

多巴胺受体的GABA能神经元由于mecp2突变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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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异常，那么无疑会导致多巴胺系统突触后部

分的功能失调，最终影响多巴胺系统的功能表现

(图1)。

5   多巴胺系统对 mecp2 的调控 

近几年的研究表明mecp2和多巴胺系统间存在

双向调节作用。一方面如前所述mecp2基因的突变

能够导致多巴胺突触前和突触后功能异常，包括

黑质多巴胺神经元胞体形态改变，多巴胺神经递

质释放减少以及纹状体前部多巴胺D2受体表达增

加等；另一方面，刺激多巴胺系统反过来也能够

调节MeCP2蛋白的磷酸化修饰。已有研究表明，

安非他命或可卡因注射能够增加小鼠纹状体

MeCP2蛋白421位点的磷酸化水平，进一步的研究

表明D1受体激动剂能够诱导广泛的MeCP2蛋白磷

酸化水平升高，而同时激活D1受体和D2受体则使

在突触前水平，mecp2基因突变导致多巴胺神经元胞体变小，酪氨酸羟化酶(TH)含量降低，多巴胺递质释放减少；在突触后水平，mecp2基
因突变导致纹状体GABA能神经元谷氨酸脱羧酶(GAD)含量降低，GABA递质释放减少。Dopamine 多巴胺；Tyrosine hydroxylase(TH)酪氨

酸羟化酶；Glutamate decarboxylase(GAD)谷氨酸脱羧酶；γ-Aminobutyric acid(GABA) γ-氨基丁酸

图1　mecp2基因突变导致多巴胺神经系统功能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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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P2蛋白磷酸化水平的改变局限于GABA能中

间神经元
[23,37,38]

。MeCP2的磷酸化修饰是MeCP2实
现其正常分子功能所比不可少的前提

[39-44]
，多巴胺

对MeCP2磷酸化水平的精细调控进一步强化了

mecp2与多巴胺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

6   临床应用及展望

到目前为止，雷特综合征在临床上仍缺乏行

之有效的治疗手段，为数不多的治疗方案仅是为

缓解不同症状而采取的临时干预措施
[45]

。多巴胺

神经系统介导了运动、学习记忆和精神调控诸多

方面，其功能在雷特综合征中受到多方面影响，

干预疾病起始阶段多巴胺系统的功能缺陷或者纠

正疾病中后期已存在的多巴胺系统异常或许将成

为今后干预和治疗雷特综合征的潜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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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巴胺的负调控中枢——缰核在抑郁症中的作用

李 坤， 胡海岚*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神经科学研究所，上海200031)

摘要：腹侧被盖区(VTA)在大脑奖赏环路中起到核心调控作用。抑郁症中VTA的多巴胺能神经元电活

动发生异常改变。近年来的研究发现，来自缰核的输入能够负调控VTA多巴胺神经元的电活动。在抑

郁动物模型中，由于βCaMKII表达水平异常增加所引起的被过度活化的外侧缰核神经元，可以通过降

低包括多巴胺在内的单胺水平，最终导致多种核心抑郁表型的产生。

关键词：抑郁症；多巴胺；βCaMKII

Role of Habenula in depression
LI Kun, HU Hailan*

(Institute of Neuroscience, Shanghai Institutes for Biological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hanghai 200031)

Abstract:    The ventral tegmental area (VTA) is a core brain region in the brain’s reward system. The 
abnormal activity of dopaminergic neurons in the VTA correlates with the depressive symptoms. Recent 
studies revealed that the habenula provides negative inputs into the VTA dopaminergic neurons. In depression 
animal models, increased level of βCaMKII will lead to hyperactivity of lateral habenular neurons, causing 
reduced dopamine level and core symptoms of depression.
Key words:    habenula; depression;dopamine; βCaMKII

腹侧背盖区(ventral tegmental area, VTA)内的

多巴胺能神经元编码奖赏的期望误差——期望的

奖赏和实际奖赏之间的差别。多巴胺能神经元可

以被奖赏或者预测奖赏的信号激活。而当预期的

奖赏没有出现或者发生令人反感的刺激时，多巴胺

能神经元则会被抑制
[1,2]

。当多巴胺能神经元的放

电增加时就会使释放到伏隔核(nucleus accumbens, 
NAc)中的多巴胺量明显增多，这是机体产生动机

性行为的关键起始信号。

然而，关于腹侧背盖区多巴胺能神经元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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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多巴胺能神经元时，则会使它们产生抑郁症

状，并且抑郁表型的产生是由投射到伏隔核的腹

侧背盖区多巴胺能神经元介导，而投射到mPFC的
多巴胺能神经元则没有作用。与之相反，Tye等[6]

在经历慢性温和应激刺激的动物中发现，激活腹

侧背盖区多巴胺能神经元可以逆转应激所产生的

抑郁表型，产生抗抑郁的作用，并且当在正常的

大鼠中，抑制腹侧背盖区中多巴胺能神经元的活

性，则可以诱导出行为绝望和快感缺乏的核心抑

郁症状。关于腹侧背盖区中的多巴胺能神经元如

何调节抑郁症这一问题，以上两个实验室得出了

截然相反的结果。导致这种区别的原因目前依然

不清楚。不过可能的原因是由于他们所使用的抑

郁动物模型不同。并且腹侧背盖区是一个存在异质

性的核团，可能参与调节这两种抑郁动物模型的多

巴胺能神经元来自腹侧背盖区中不同的亚群。

2   外侧缰核 (LHb)—多巴胺的负调控中枢

外侧缰核属于上丘脑的一部分。它位于海马

下方，丘脑上方，是连接前脑边缘系统和中脑单

胺中心的核心枢纽。Matsumoto等2007年的研究表

明外侧缰核编码了负面的奖赏信号。他们利用视

觉动眼实验，训练猴子随着屏幕上的目标点出现

的位置而进行眼动。当目标点出现时，如果猴子

做出了正确的眼动方向，那么将会有200 ms的声音

刺激信号。眼动到一侧时，则有奖赏——橙汁；而

当眼动到另一侧时，则不会有奖赏。当训练猴子

已经完全掌握这个测试后，在猴子进行测试的同

时，记录这个动物外侧缰核和腹侧背盖区的自发

放电。他们发现，当猴子在得到奖赏时，外侧缰

核神经元的放电明显被抑制；而没有得到奖赏

时，放电频率则会明显的增加。腹侧背盖区中多

巴胺能神经元的放电模式，则与外侧缰核神经元

完全相反。这说明外侧缰核神经元编码了与腹侧

背盖区相反的，负面的奖赏信号。并且当在外侧

缰核给予电刺激时，腹侧背盖区中多巴胺能神经

元的放电则会被显著抑制
[1]
。外侧缰核中大多数神

经元都是兴奋性的谷氨酸能神经元，它们的轴突

投射到RMTg上的抑制性神经元上，然后这些抑制

性神经元与腹侧背盖区中的多巴胺能神经元直接

形成突触联系。

内如何受调控这一重要问题所知甚少。2007年
Hikosaka实验室在猴脑中进行电生理记录时发现：

当动物没有得到预期的奖励或者接受一个代表负面

奖赏的信号时，外侧缰核(LHb)神经元会被激活[1]。

并且刺激外侧缰核神经元可以直接抑制腹侧背盖区

中的多巴胺能神经元[1]。这一结果首次提示了外侧

缰核是腹侧背盖区多巴胺能神经的负调控中心。

1   腹侧背盖区中的多巴胺神经元在刺激诱导

的抑郁动物模型中的作用

越来越多的来自人和动物的研究结果提示大

脑的奖赏环路参与到情绪障碍和药物成瘾疾病

中。目前研究最多的奖赏环路是从腹侧背盖区投

射到伏隔核的多巴胺能神经元。VTA-NAc环路在

环境中奖赏的识别和奖赏相关的动机行为中起到关

键的作用。除了伏隔核外，前额叶皮层(prefrontal 
cortex, PFC)、中间杏仁核(CeM)、基底外侧杏仁核

(basolateral amygdala, BLA)和海马等其他脑区也是

VTA中多巴胺能神经元的下游投射区。

来自Nestler实验室2007年的研究结果表明：

在经社交失败诱导的抑郁动物模型中，与正常和

抗抑郁组的动物相比，抑郁动物的伏隔核脑区

内，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rain 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BDNF)的水平显著上调

[3]
。由于伏隔核内的

BDNF主要来源于腹侧背盖区、海马、杏仁核和皮

层。当特异性地在腹侧背盖区内敲除BDNF基因

时，则可以缓解动物的抑郁症状
[4]
。他们进一步在

腹侧背盖区的离体脑片上记录，发现抑郁动物腹侧

背盖区内多巴胺能神经元的放电频率明显增加
[3]
，

并且特异性地降低腹侧背盖区内多巴胺能神经元

的放电频率，可以防止动物被诱导出抑郁症状。

以上这些证据提示VTA-NAc环路的BDNF信号通路

在抑郁症的产生过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病毒介导的基因表达和光遗传技术的发明，

使得神经科学家可以直接操纵特定的奖赏环路，

解析它们在抑郁症中的作用。Chaudhury等[5]
在腹

侧背盖区中的多巴胺能神经元中特异性地表达

ChR2，当激活这群神经元使它们产生位相型放电

时，不仅可以在经历过阈下社交失败刺激的动物

中，诱导出易感的，具有抑郁表型的动物；而且

在社交失败刺激中表现出抗抑郁的动物中，当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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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mel等[7]
研究发现，当在腹侧背盖区中注

射表达光敏感通道蛋白(ChR2)的跨突触病毒Rabie 
virus时，在条件性位置偏好实验中，当在一侧位

置中给予光照，激活投射到腹侧背盖区的外侧缰

核神经元时，动物表现出对这个特定照光位置的

反感。因此外侧缰核可以负向调控腹侧背盖区中

多巴胺能神经元在处理奖赏相关信息和介导奖赏

相关行为反应中的作用。

3   外侧缰核在抑郁症中的作用

外侧缰核不仅可以被负面的情绪信号，例如

失望、恐惧等激活，而且在多种抑郁动物模型和

抑郁症病人中也都能观察到外侧缰核的活性明显

增加。Caldecott-Hazard等[8]
通过

14C标记的脱氧葡

萄糖来指示不同脑区的代谢速率，以此反映不同

脑区神经元的活性。他们在三种不同的抑郁动物

模型，包括慢性温和性刺激、AMPT诱导以及

amphetamine戒断诱导出的抑郁动物中发现，外侧

缰核的活性都表现出明显的增加。并且给予这些

抑郁动物抗抑郁药物tranylcypromine处理后，外侧

缰核的活性则会恢复到正常水平。Shumake等[9]
在

一种遗传性的抑郁动物模型——天生抑郁大鼠中，

通过定量比较非抑郁和抑郁动物的细胞色素氧化

酶染色，分析后发现抑郁动物中，外侧缰核内细

胞色素氧化酶的活性显著上调，而腹侧背盖区则

呈现出与外侧缰核相反的变化。这说明外侧缰核

在抑郁时，神经元的电活动会明显增加；而腹侧

背盖区的活性则会明显下调。Morris等[10]
在抑郁症

患者中，通过耗竭血浆中色氨酸的方法，短暂地

诱导抑郁症的复发。他们通过正电子发射断层摄

影术(PET)发现，随着病人汉密尔顿分数的增加，

也就是抑郁程度的加剧，他们的缰核活性也相应

地明显随之上调 。

通过对天生抑郁大鼠外侧缰核的急性脑片的

电生理记录发现，投射到腹侧背盖区的外侧缰核

神经元，兴奋性突触后电流(miniEPSC)的频率和

自发放电频率都有大幅地上调 [11]
。通过深部电刺

激(deep brain stimulation)的方法，耗竭投射到外侧

缰核的轴突末梢内的递质后，可以减缓动物的习

得性无助表型，改善抑郁状态
[11,12]

，这些结果提示

了一种新的关于抑郁症发病机制的假说：在正常

状态下，外侧缰核的神经元处于相对低活性的状

态，它对奖赏中心腹侧背盖区有较小的抑制；当

机体受到刺激时，外侧缰核神经元被显著激活，

对下游脑区腹侧背盖区的抑制作用也被极大地增

强，进而使机体对奖赏的敏感性减弱，最终导致

了快感缺乏这一核心抑郁症的产生。

Li等 [13]
通过高通量定量质谱筛选的方法，通

过比较天生抑郁大鼠和非抑郁大鼠缰核的膜蛋白

组分后发现，βCaMKII在抑郁大鼠的缰核膜蛋白

水平明显增多，并且在多种抑郁动物模型，包括

慢性温和性应激模型，急性习得性无助模型中，

都可以在缰核检测到βCaMKII膜蛋白水平的上

调。在海马组织中并不能观察到与缰核一致的改

变。这些结果说明βCaMKII在抑郁动物缰核中的

表达增加是抑郁症发生的普遍规律，并且具有缰核

组织特异性。通过AAV病毒将其携带的βCaMKII基
因导入到正常动物的外侧缰核后，在小鼠的强迫

游泳实验中，动物放弃游泳挣扎的时间明显增

多；在糖水偏好实验中，动物对糖水的偏好显著

降低；表现出行为绝望和快感缺乏的核心抑郁症

状。而CaMKII家族中的另一个亚基，αCaMKII并
没有作用。 βCaMKII在外侧缰核过表达后的促抑

郁作用在大鼠和小鼠两种模式生物以及多种抑郁

相关行为的测试中都是一致的。由于βCaMKII同
时具有结构和激酶两种功能。当将βCaMKII第43
位的K突变成R后，则会阻断该分子的激酶功能。

当将丧失激酶分子的βCaMKII K43R在外侧缰核过

表达后，并不能在正常的动物中诱导出抑郁症

状。这说明βCaMKII的促抑郁作用依赖于它的激

酶活性。

为了进一步在细胞水平探究βCaMKII的促抑

郁作用机制，通过记录外侧缰核的急性脑片，与

相邻未经感染的神经元相比，βCaMKII过表达的

神经元mEPSC的频率和幅度以及自发放电频率都

有明显的增加
[13]

。这说明βCaMKII可能通过促进

突出传递效率，增加动作电位的输出，从而对下

游单胺中心的抑制作用增强，进而导致核心抑郁

症状的发生。

然而如果降低βCaMKII在外侧缰核的水平或

者阻断βCaMKII的激酶活性后，是否可以逆转动

物的抑郁症状呢？在天生抑郁大鼠的外侧缰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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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过表达βCaMKII的RNAi或者K43R形式后，在

习得性无助测试中，大鼠成功逃避电击的次数明

显增多；在强迫游泳实验中，放弃挣扎的时间减

少。换言之，天生抑郁动物的行为绝望状态被有

效逆转。在天生抑郁大鼠外侧缰核的急性脑片

上，感染βCaMKII RNAi病毒的神经元mEPSC的频

率也表现出明显的下降[13]
。

由于βCaMKII可以通过增加神经元内谷氨酸

受体GluR1进入到突触后膜上，从而使突触传递效

率增加。那么βCaMKII在抑郁发生中的作用是否

也是由GluR1介导的呢？利用western blotting技术

检测后发现，GluR1的膜蛋白水平的确在天生抑郁

大鼠的缰核中显著上调。由于GluR1的C端是该分

子进入突触中所必需的。当只表达GluR1的C端

(GluR1 Ct)时，则可以通过竞争性地作用阻止完整

的GluR1分子的进入突触中。当通过2A信号肽，将

βCaMKII和GluR1 Ct共同表达在外侧缰核后，在多

种行为学检测中，动物都表现出正常。这说明

βCaMKII的促抑郁作用依赖于GluR1分子。这项工

作不仅为抑郁症的发病机制提供了新的分子机

制，更为抗抑郁药物的筛选提供了新的靶点。

外侧缰核虽然是属于上丘脑部分的一个狭小

核团，但是它对大脑单胺中心发挥至关重要的调

节作用。外侧缰核活性的异常增加，则会负向调

控多巴胺和五羟色胺系统，从而使机体产生多种

类型的抑郁核心症状。对于外侧缰核相关环路和

分子机制的研究，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寻找出导致

抑郁发生的起始信号，而且可以给抑郁症的新药

研发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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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巴胺信号系统在衰老引起的行为和认知能力退化中的作用

尹江安1,2，蔡时青1*
(1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上海200031；2中国科学院大学，上海 200031)

摘要：衰老是生物体随时间推移各项生理功能逐渐发生改变的自然现象。动物的衰老伴随着行为和认

知能力的降低，因此研究动物行为和认知功能退化的分子神经机制对于提高老年群体的生活质量具有

重要意义。近年来，随着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技术和功能性核磁共振脑成像技术在神经生物学上的广

泛运用，越来越多证据表明多巴胺系统功能在衰老过程中显著降低，并且这是人类和动物行为和认知

功能退化的重要原因。本文将概述自然衰老过程中多巴胺信号系统功能变化及机制和其在动物行为和

认知退化中的作用等方面研究进展。

关键词：衰老；行为退化；认知改变；多巴胺；受体

Roles of dopaminergic signaling in behavioral and cognitive decline  

in aging animals
YIN Jiang’an1,2, CAI Shiqing1*

(1Institute of Neuroscienc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hanghai 200031, China;  
2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hanghai 200031, China)

Abstract:    Aging is a natural phenomenon that physiological changes accumulate in an organism over 
time. Aging is also accompanied with behavioral and cognitive decline. Understanding molecular basis for 
age-related decline in behavioral and cognitive function will undoubtedly help to ameliorate life quality of 
aging populations. Dopamine is a kind of neurotransmitter that regulate many biological processes, including 
motor, reward, learning, memory, and decision-making by activating its receptors. Accumulating evidences 
demonstrates that dopamine system plays key roles in the deterioration of behaviors and alteration of cognitive 
functions in normal aging animals. In this review, we will describe progresses in the age-dependent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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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的衰老伴随着行为和认知能力的降低，

而行为和认知能力退化的分子神经机制一直是神

经生物学研究的重要方向。脑功能成像结果显

示，大脑中不同脑区的功能联系和整合能力明显

随衰老下降
[1-3]

。这种下降主要是由于突触的形态

和功能发生变化，而不是由于神经元数目减少造

成的
[1-4]

。一些研究表明动物认知能力的退化和皮

层环路中的一些酶的活性、化学信使物质、基因

表达的改变有关
[5]
。在哺乳动物中，神经递质传递

在衰老过程中显著改变，尽管不同的神经递质在不

同的脑区可能在变化程度上有所区别
[6]
。近些年，

随着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技术(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PET)和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在活

体研究上的运用，发现神经递质系统在衰老过程

中改变是人类和动物许多行为和认知功能退化的

重要原因
[7-12]

。本文集中综述多巴胺信号系统在衰

老过程中的变化及其在行为退化和认知功能改变

中的作用。

1   衰老和多巴胺系统功能

多巴胺是一种单胺类神经递质，它广泛存在

于自然界各物种包括细菌、植物和动物中。自

1958年Arvid Carlsson和Nils-ÅkeHillarp[13]
证明多巴

胺为神经递质之后，它的功能也逐渐被人们发

现。多巴胺在运动、奖赏、学习记忆和决策等诸

多重要生理功能中发挥作用
[14-17]

。多巴胺系统功能

异常则可能会导致疾病的发生，例如帕金森疾病

的发生与大脑黑质区多巴胺神经元的死亡及多巴

胺含量的下降密切相关
[18-20]

。

在自然衰老过程中，研究表明多巴胺的合成

及其受体、转运体的蛋白水平显著减少，尽管在

不同脑区变化程度不尽相同。利用PET技术发现在

老化的人类大脑中多巴胺的合成显著降低，特别

是在纹状体和纹外区域，黑质区多巴胺更是以每

年0.5%~0.7%的速率在减少
[21-23]

。多巴胺受体有5
种亚型，分别为D1、D2、D3、D4和D5。根据功能

of dopamine, its receptors and transporters, roles of dopamine system decline in behavioral deterioration and 
cognitive function alteration, as well as mechanisms responsible for changes in dopaminergic signaling. 
Key words:    aging; behavioral deterioration; cognitive alteration; dopamine; receptor

不同可以分成两类，即D1-like(包括D1和D5)和D2-
like(包括D2, D3和D4)。多巴胺受体虽然种类较多，

但受衰老影响的情况则较为一致。D1、D2和D3受

体含量随年龄增加在杏仁核、颞叶皮层、海马、

额叶皮质和丘脑等脑区中普遍降低。在自然衰老

过程中，丘脑、前额叶、前扣带回、颞叶皮层以

及纹状体中的D1和D2受体出现了显著的弥散分

布，它们的含量在30多岁就开始下降，而后以每

十年5%~10%的速率减少
[24-31]

。另有研究表明，老

化大脑中的多巴胺受体和多巴胺的结合能力也较

年轻时下降
[27]

。来自不同年龄死亡人群的大脑数

据也表明D1和D2 受体数目在尾状核和壳核等脑区

随年龄增加显著下降，但是两者的比例并没有显

著变化
[26]
。利用PET技术实验发现多巴胺转运体在

老化的大脑中也显著下降
[31-36]

。由此，多巴胺系统

功能在衰老过程中降低已得到普遍认同。多巴胺

系统功能随衰老而逐渐下降的现象也在猴子、大

鼠、小鼠、果蝇、线虫等模式动物中被发现
[37-52]

(表1)，这可能暗示着多巴胺系统功能退化有着非

常保守的分子机制。表1总结了目前已报道的人及

几个代表性模式动物在自然衰老过程中多巴胺及

其受体、转运体和它们参与调控的行为和认知功

能变化情况。从表1我们可以看出，虽然这些物种

在进化上跨度较大，但它们都表现出了十分一致

的多巴胺功能随衰老下降的趋势。

2   多巴胺系统功能与运动能力退化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在运动方面会渐进出

现运动不协调及平衡障碍等问题。Tinetti等[53,54]
较

早就报道了由于步态不稳健及平衡能力下降，老年

人摔跤的比例大幅增加。动物的运动受多巴胺系统

调控，但那时还没有实验证据支持多巴胺系统在老

年人运动行为障碍中起作用。得益于PET技术在活

体检测多巴胺及其受体、转运体中的应用
[ 5 5 ] , 

Volkow等
[30]

将多巴胺系统与正常衰老人群运动行

为障碍联系起来。他们用带有放射性标记的[11C]
raclopride(多巴胺D2受体拮抗剂)观察30位年龄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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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岁到86岁志愿者大脑中多巴胺D2受体的含量，

发现大脑中多巴胺D2受体随年龄增加出现了非常

显著的下降。同时他们还对多巴胺系统控制的运动

行为与他们检测到不同年龄志愿者大脑中的D2受
体水平进行了关联性分析，以与多巴胺无关的行为

作为对照，他们发现到D2受体水平与运动任务-敲
手指(finger tapping test)的完成情况显著相关

[30]
。此

后，Cham等
[56, 57]

利用PET技术观察多巴胺转运体

含量在正常衰老大脑中的变化情况，发现老化大

脑纹状体中多巴胺转运体减少，并且多巴胺转运

体的减少与老年人群运动步态改变及身体平衡能

力下降有关。最近也有研究发现食蟹猴纹状体中

的多巴胺转运体水平和老年猴运动较少这一行为

有显著相关性
[49]

。在大鼠中通过给予蓝莓等食物

喂养可以提高年老大鼠的运动表现，同时也提高

了多巴胺的释放，这暗示可能多巴胺的提高与年

表1　人及几种代表性模式动物在自然衰老时大脑中多巴胺及其受体、转运体和它们参与调控的行为 
和认知功能的变化情况

人 猴 大鼠 小鼠 果蝇 线虫

多巴胺

含量

大脑中多巴胺的

合成显著降低，

特别是在纹状体

和纹外区域[21-

23, 52]

多巴胺的合成普

遍降低，前额叶

多巴胺大幅下降

[37]

海马、杏仁核、

脑干[38]及纹状

体[39]多巴胺显

著减少

脑干和纹状体

减少[40]

雌雄果蝇多巴

胺含量逐渐减

少[41]

CEP等神经元

多巴胺含量显

著减少[42]

D1-like

受体

在各脑区普遍降

低，在尾状核

和壳核尤为明显

[24-27, 29]

和多巴胺结合能

力降低，PFC脑

区下降[43]

和多巴胺结合能

力降低[44]
NE NE NE

D2-like

受体

在各脑区普遍降

低，在尾状核

和壳核尤为明显

[25, 26, 28-31]

和多巴胺结合能

力降低，PFC脑

区下降[45, 46]

和多巴胺结合能

力降低纹状体表

达下降[44, 47] 

与多巴胺结合

能力变化不

大，总体密度

在下降[48]

NE NE

多巴胺

转运体

表达量和DA结

合能力都降低

[31-36]

下降，特别是纹

状体[49]

表达量和DA结

合能力都降低

[50-52]

NE NE NE

运动
运动功能障碍

[30, 56, 57]

精细运动功能退

化[45]运动减少

[49]

运动功能退化

[58]

运动能力及协

调性均退化[10, 

59]

惊吓引起的运

动和负趋地性

功能退化明显

[60]

食物诱导的运

动减慢行为丧

失[42]

奖赏
奖赏预测错误率

增加[8, 11, 61]
NE

对奖赏大小的敏

感度降低[62]
NE NE NE

学习记

忆

基于奖赏的学

习能力下降[63, 

64]、情景记忆

能力降低[28]

工作记忆能力降

低[45, 65, 66]

学习和空间记忆

能力降低[62]、

空间工作记忆能

力降低[68]

联合性学习能

力下降[59]、空

间记忆能力降

低[67, 69]

NE NE

决策 决策力变弱[11] NE
决策变得犹豫

[62]

决策效率降低

[40]
NE NE

　　备注：NE, 代表未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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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鼠运动改善有关
[58]
。在小鼠中，Fetsko等[59]

的

发现则提示多巴胺D2受体的一个亚型D2LR与年老

小鼠的运动能力退化有关。而年老果蝇在惊吓引

起的运动和负趋地性等运动能力方面退化明显也

与衰老果蝇中多巴胺系统功能改变有关
[60]
。

那么提高多巴胺系统功能是否可以延缓自然

衰老过程中运动行为的退化，进而提高老年人群

的运动能力？Arnsten等[45]
则利用多巴胺D2受体激

动剂Quinpirole进一步证明了多巴胺D2受体功能下

降在年老猴子运动能力退化中的作用。为了更直

接探究多巴胺系统在自然衰老时运动能力退化中

的作用，Allen等[10]
给年轻的(2~3月)和老的(20~21

月)雄性C57BL/6小鼠腹腔注射L-DOPA，以过独木

桥测试(challenge beam test)和圆筒测试(cylinder 
test)来检测各项运动能力的指标，他们发现与注射

生理盐水的对照组年老小鼠运动能力显著退化相

比，注射L-DOPA的年老小鼠表现出了与年轻小鼠

相同的运动能力，说明提高多巴胺系统功能可以

延缓年老动物运动能力退化。我们在线虫动物模

型上的工作也发现，多巴胺含量随衰老逐渐减

少，这是老年线虫一些行为退化的主要原因。通

过添加外源多巴胺或者转基因方法提高线虫体内

多巴胺合成可以恢复其食物诱导的运动减慢反应

(food-induced slowing response)等行为能力
[42]

。这

些研究提示我们多巴胺系统功能下降是自然衰老

动物运动障碍形成的重要原因，提高多巴胺系统

功能可以恢复老年动物的运动能力。

3   多巴胺系统功能与认知功能改变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多巴胺信号系统在自

然衰老过程中认知功能变化中也起着十分重要的

作用。前文已提到的Volkow等人在建立自然衰老

人群多巴胺D2受体改变与运动行为退化的关联性

的研究时，他们同样探究了老年人群中多巴胺D2
受体减少与认知功能改变的关系

[ 3 0 ]
。他们以

Wisconsin纸牌分类测试(Wisconsin Card Sorting 
Test)和Stroop彩色-单词测试(Stroop Color-Word Test)
检测额叶脑(frontal brain)控制的抽象(abstract)、认

知弹性(mental flexibility)和注意力(attention)、反应

抑制(response inhibition)等认知能力,发现自然衰老

过程中多巴胺D2受体的减少与大部分上述认知功

能改变密切相关。

位于中脑蔡氏腹侧被盖区(ventral tegmental 
area, VTA)的多巴胺神经元投射到大脑前额叶皮层

(prefrontal cortex，PFC)调控着奖赏和学习记忆等

认知功能。Volkow等人的上述工作并未对相关脑

区神经反应进行研究。此后，Dreher等[8]
对同一受

试者利用PET技术以6-[18F]FluoroDOPA (FDOPA)为
探针在体监测大脑中多巴胺的合成的同时以3T 
fMRI方法观察奖赏行为发生时相关脑区的神经反

应。电生理记录表明猴子在奖赏未出现前的期待

时期以及奖赏出现时大脑中多巴胺神经元均有动

作电位发放，脑功能成像进一步确立在奖赏未出

现前的期待时期，多巴胺投射到的腹侧纹状体区

域的神经元会持续发放；而当奖赏出现时，与多

巴胺投射相关的另一脑区前额叶皮层PFC会产生瞬

时发放。Dreher等首先对年老受试者上述两个多巴

胺投射区域腹侧纹状体和PFC在奖赏期待时期和奖

赏出现时的反应进行观察，他们发现与年轻受试

者不同的是，年老受试者奖赏期待时期和奖赏出

现时期其对应发放脑区区域显著减小。他们发现

奖赏期待时期, 年轻受试者腹侧纹状体、前扣带回

以及左顶叶区均有响应，而年老受试者仅仅在左

顶叶区有响应；当奖赏出现时，年轻受试者大脑

中双侧额叶-顶叶网络大片脑区会有响应, 而年老受

试者响应的脑区则小得多。进一步结合PET技术观

察受奖赏状态下多巴胺的合成与PFC脑区激活的关

系，他们发现与年轻时中脑区FDOPA Ki与PFC激

活正相关相反，年老受试者中脑区FDOPA Ki与
PFC激活表现为负相关，并且无论在奖赏期待时还

是在奖赏出现时均是如此
[8]
。Dreher等人的研究直

接、具体、清晰地观察了多巴胺系统与衰老过程

中认知功能改变的相关性，并且阐述了与认知功

能相关的多巴胺投射脑区的神经反应情况，将多

巴胺系统下降与认知功能改变之间关系研究推向

深入。接着人们发现与老年人以及年老大鼠奖赏

功能的改变相应的神经反应减少也与多巴胺系统

功能改变有关
[61,62]

。

Bäckman等[28]
通过PET技术发现老年人情景记

忆能力退化和Weiler等[63]
及Eppinger等[64]

发现基于

奖赏的学习能力退化均与大脑中多巴胺系统改变

紧密相关。通过肌肉注射D2受体激动剂Quinpi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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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Arnsten等[45]
发现增强多巴胺系统功能可以

提高年老猴子的记忆能力。接着Cai等[65]
通过适量

激活D1受体同样可以提高年老猴子的空间工作记

忆能力。随后，Castner和Goldman-Rakic[66]
则通过

间歇性给予年老猕猴D1受体激动剂ABT-431大幅

地提高了年老猴子的工作记忆，并且这种效果在

停止使用药物一年多之后依然存在。在大鼠、小

鼠中人们也发现了类似于猴子和人上的学习记忆

能力退化与多巴胺系统功能改变的紧密关联
[67-69]

。

学习预测奖赏对于动物决策行为至关重要，

Chowdhury等 [11]
则对人奖赏预期错误(reward-

prediction error, RPE)即实际与预期奖赏之间的差

异，在年轻与年老人进行了探究，他们发现

L-DOPA可以挽救年老时RPE，进而提高认知表

现。利用类似的方法，他们还发现在较小的浓度范

围内，L-DOPA可以提高老年受试对象的情景记忆

能力。而在年老大鼠、小鼠中出现的决策犹豫和效

率低下也被发现与多巴胺系统功能改变有关
[40,62]

。

这些实验进一步有力证明了多巴胺系统在老化大

脑认知能力改变中的作用，并提示我们通过操纵

多巴胺系统功能，有可能逆转老年人群的认知能

力降低。

4   衰老过程中多巴胺系统功能下降的分子

机制研究及展望

如上所述，已有的实验证据已清晰表明衰老

过程中运动障碍形成及认知功能退化和多巴胺系

统功能下降密切相关，提高多巴胺系统功能能够

延缓相应行为的退化。但多巴胺系统功能随衰老

下降的分子机制还十分不清楚。有人认为人类和

动物的认知退化主要是由于氧化胁迫、免疫反

应、以及脑血管微环境变化造成
[70]

。在多巴胺神

经元中，除了线粒体产生的氧化自由基外，胞内

游离的多巴胺也可以产生H2O2 和 OH-[71,72]
。事实

上，黑质中的多巴胺神经元极易受到氧化胁迫。

我们在线虫上的实验结果表明，氧化自由基的积

累极大地降低了多巴胺神经元中多巴脱羧酶表达

水平，这是线虫神经系统多巴胺水平随衰老下降

的重要原因
[42]

。在老化大脑中，小胶质细胞的数

目没有变化，但其活性在黑质区明显上升，表明

黑质区神经元的炎症反应在衰老过程中明显增

强，这可能是黑质区神经元功能下降的重要原

因。最近，周嘉伟实验室
[73]

发现星型胶质细胞中

的多巴胺D2受体参与抑制中枢神经系统的炎症反

应，由于D2受体含量在老化的神经系统中普遍下

降，多巴胺信号系统在老化大脑黑质区神经元炎症

反应明显增强过程中可能起着关键作用。但目前还

不知道，免疫响应增强是否可以反过来调控多巴胺

系统功能。另外也有文献报道血源性因子可以调控

神经生成，进而调控动物认知功能。通过异时异种

共生技术，发现来自老年小鼠血浆的CCL11等趋化

因子抑制了年轻小鼠的神经生成，损害了年轻小鼠

的情境恐惧(contextual fear conditioning)和空间学习

和记忆能力
[74]

。同样这些血源性因素是否调控多

巴胺功能也值得进一步研究。

衰老是老年性神经退行疾病帕金森综合症的

重要危险因子。过去二十多年来，衰老领域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寿命调节机制方面。目前，已发现

上百个基因可以延长动物寿命
[75,76]

，那么这些长寿

基因是否调控老化大脑的多巴胺水平并延缓相应

行为的退化？我们最近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

讨，发现可以调控动物寿命的胰岛素信号通路基

因并不影响多巴胺水平以及相应的行为退化，而

节食这种广为人知的长寿方式，则可以很好地维

持年老动物的5-羟色胺和多巴胺水平，以及长时程

记忆
[77]

、雄性交配能力和食物诱导的缓慢运动等

行为
[42]

。这些数据表明调控寿命和老化大脑多巴

胺系统功能的分子机制并不完全相同。因此进一

步仔细研究已知长寿基因对多巴胺功能的影响将

毫无疑问有助于我们准确地理解老年动物行为和

认知退化的分子机制。

多巴胺普遍存在于各种动物中，控制着动物

的许多行为。在不同物种中，多巴胺信号系统中

的受体、转运体以及下游的信号通路成员都非常

保守 [78,79]
。由于线虫和果蝇等小型模式动物寿命

短、便于遗传操作等优势，已经作为模式动物广

泛运用于衰老研究。动物的寿命调控的分子细胞

机制十分保守，我们也有理由相信神经系统的老

化机制在物种间类似。因此线虫、果蝇、小鼠等

模式生物使我们能够用一个相对简单的体系来研

究大脑衰老之谜，但又不失去普遍性。未来有关

衰老过程中多巴胺功能下降的分子机制研究将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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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问有利于我们寻找延缓大脑老化方法，提高

老年人群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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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多巴胺调控人类的情绪和认识能力，包括思想、感觉、理解、推理等，同时，它也在人类的运

动功能中发挥重要作用。研究表明多巴胺的合成、储存、释放、降解和重摄取等失衡均与中枢神经系

统的多种退行性疾病有密切联系，同时许多治疗疾病的有效药物也围绕多巴胺的研究而产生，如多巴

胺替代疗法改善帕金森病的运动症状，多巴胺受体阻断剂可改善舞蹈病的运动症状以及调节多种疾病

的精神症状，在临床上都取得了可喜的疗效。然而目前未发现与多巴胺代谢直接相关的基因突变，因

此未来需要继续深入研究在神经退行性疾病中造成多巴胺代谢失常的机制，旨在为临床新药物靶点和

新治疗手段的研发提供线索。

关键词：神经退行性疾病；多巴胺；替代治疗

Research progress of dopamine in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
WANG Ke, DONG Lin, ZHANG Xi, WANG Xiaomin*

(Department of Neurobiology, School of Basic Medical Sciences,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Key Laboratory for  

Neurodegenerative Disorder, Ministry of Education,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Institute for Brain Disorders;  

Laboratory of Brain Disorders,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100069, China)

Abstract:    Dopamine is known to regulate human emotions and cognitive abilities, including thinking, 
feeling, understanding, reasoning, etc. It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motor function. Studies reveal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 of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and imbalance in dopamine 
synthesis, storage, release, degradation and reuptake. Furthermore, drugs targeting dopamine system have 
achieved encouraging efficacy clinically, e.g., dopamine replacement therapy improves motor symptom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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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kinson’s disease patients; dopamine receptor antagonist ameliorates motor symptoms of Huntington’s 
disease patients and modulates a variety of psychiatric symptoms of different diseases. Here, we review the 
current understanding of dopamine function in 7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 including Parkinson’s disease, 
Huntington’s Disease,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Alzheimer’s Disease, Frontotemporal Dementia, 
Multiple Sclerosis, and Prion Disease. Surprisingly, no gene mutation is detected in dopamine metabolism 
in these diseases. Future mechanistic studies on involvement of dopamine metabolism in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 will shed light on clinical drug development and novel alternative therapies.
Key words: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 dopamine; alternative medicine

神经退行性疾病，例如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PD)、亨廷顿病(Huntington’s Disease，HD)、
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ALS)、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AD)、额

颞叶痴呆(Frontotemporal Dementia，FTD)、多发性硬

化症(Multiple Sclerosis，MS)、朊蛋白病(Prion 
Disease)，逐渐被认识到与多巴胺代谢失常有关。

多巴胺代谢包括合成、储存、释放、降解和重摄

取等过程，代谢的失衡经常表现为多巴胺含量、

多巴胺受体表达、多巴胺转运体表达水平的改

变，与这些疾病的发生发展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围绕多巴胺代谢通路研究产生的一系列药物已经

进入临床应用，并取得了可喜的疗效。本文围绕

以上7种主要中枢神经退行性疾病做一综述，着重

介绍了多巴胺系统在这些疾病发生发展中的作

用，阐述了多巴胺在改善相关疾病运动及非运动

症状中的可能机制，同时对多巴胺在此类疾病治

疗中的应用前景进行了展望。

1   帕金森病 (PD)

帕金森病是多发于中老年人群的缓慢进展的

神经退行性疾病。其主要病理改变为中脑黑质

(Substantia Nigra，SN)多巴胺(Dopamine，DA)能
神经元进行性死亡, 最终导致纹状体多巴胺严重缺

失
[1] 。临床表现为静止性震颤、肌肉僵直、运动

迟缓与体位不稳等症状。帕金森病为常见的神经

变性疾病，在超过65岁的老年患者中的发病率为

1%到2%。发病原因至今尚不完全清楚, 目前存在3
种学说, 即遗传基因突变、外界环境毒素暴露, 或
遗传易感性与环境危险因素相互作用而引起。临

床上的治疗主要沿用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左旋多

巴(Levedopa，L-Dopa)。

帕金森病是第一种由于单一神经递质减少而

被发现的大脑疾病。1959年，Arvid Carlson发现

80%的大脑多巴胺存在于基底节。1963年，Oleh 
Horynekiewicz发现帕金森病患者大脑纹状体的多

巴胺缺失。随后人们逐渐发现大部分帕金森病患

者黑质致密部的多巴胺能神经元发生变性。因为

多巴胺不能通过血脑屏障，针对病人脑中的多巴

胺缺失，Walter Brikmayer、Oleh Horynekiewicz、
George Cotzias等研究发现多巴胺的前体物质

L-Dopa能有效地改善帕金森病症状，确立了多巴

胺在帕金森病及其相关疾病的核心地位
[2]
。

路易小体的形成是帕金森病的主要病理变化

之一，研究发现多巴胺系统与路易小体的主要成

分a-synuclein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在多巴胺代谢过

程中，多巴胺氧化中间产物可以结合于a-synuclein
引起多巴胺的活性被抑制，并选择性引起

a-synuclein原纤维形成并使原纤维聚集增加(图1)；
同样异常聚集的a-synuclein导致多巴胺的正常合成

代谢失衡，细胞内毒性的游离多巴胺增加，多巴

胺的囊泡转运受阻。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加剧了

细胞死亡和疾病的发生
[3,4]

。

由于多巴胺在帕金森病发病中的核心地位，维

持多巴胺稳态的相关分子相继成为药物靶点(图1)。
多巴胺的体内代谢主要是通过单胺氧化酶 - B 
(MAO-B)、儿茶酚胺-氧位-甲基转移酶(COMT)等
进行，这些酶的抑制剂能减少多巴胺的降解，从

而起到治疗帕金森病的作用。MAO-B抑制剂司来

吉兰(Selegiline)已经成为治疗帕金森病的主要药物

之一，也是目前获准在国内治疗的MAO-B抑制

剂。近来，一种新的MAO-B抑制剂——雷沙吉兰

(Rasagiline)已获得欧洲药品评估署顾问委员会批

准，但仍在等待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DA)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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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多巴胺受体激动剂可绕过变性的神经元，直

接刺激突触后多巴胺受体，减慢多巴胺的合成，

减少自由基的生成，保护残存的黑质神经元。溴

隐亭(Bromoergocriptine)、卡麦角林(Cabergoline)、
普拉克索(Pramipexole)、罗平尼洛(Ropinirole)等最

初被单独用于治疗早期帕金森病患者，且可作为

L-Dopa的辅助药来治疗那些已经出现运动并发症

的患者，均能改善运动症状并提高日常生活能

力。多巴胺受体激动剂还可能具有潜在的神经保

护作用，能减少L-Dopa带来的毒性，改变帕金森

病的自然病程
[5]
。近年研究发现，麦角类多巴胺受

体激动剂的使用会有导致心脏瓣膜纤维化的风险

而受到限制，而新进合成的非麦角类多巴胺受体

激动剂普拉克索，不仅具有神经保护作用，且能

改善帕金森病患者的抑郁症状
[6]
。罗替戈汀通过

“皮肤补丁”的方式可持续稳定地释放，可对纹

状体多巴胺受体产生稳定性刺激，可有效避免运

动波动和异动症，其使用拓展了帕金森病治疗药

物的数量和潜在的给药途径
[7]
。

尽管靶向多巴胺通路的药物被不断开发，左

旋多巴仍是目前治疗帕金森病的“金标准”，具

有无可替代的核心地位。但是长期服用左旋多巴

会产生严重的副作用，早期主要集中在胃肠道和

心血管，长期服药后，疗效减退，并出现运动波

动、异动症或精神症状。对于帕金森病，找到一

种新的治疗手段或方法是当务之急。针灸治疗作

为我国传统医学中的瑰宝，已经得到了世界多数

国家的认可，成为现代替代医学的重要力量之

多巴胺神经元中，酪氨酸在酪氨酸羟化酶(Tyrosinehydroxylase，TH)作用下转化成左旋多巴，再经多巴脱羧酶(DOPA Decarboxylase，
DOC)转化为多巴胺，并包裹在突触囊泡中，当细胞受到刺激时，多巴胺分泌到细胞外。细胞内的多巴胺也可在单胺氧化酶(Monoamine 
Oxidase，MAO)的作用下降解。分泌到细胞外的多巴胺通过与多巴胺受体结合影响靶细胞兴奋性及代谢。部分多巴胺可由多巴胺转运体

(Dopaminergic transporter，DAT)重摄取回细胞内，还可由MAO或儿茶酚胺甲基氧位转移酶(Catechol-o-methyltransferase，COMT)进行降

解。治疗帕金森疾病的临床药物：1. 左旋多巴，L-DOPA。2. 多巴胺受体激动剂：卡麦角林，Cabergoline；罗平尼洛，Ropinirole；普拉克

索，Pramipexole；溴隐亭，Bromocriptine。3. 单胺氧化酶-B抑制剂：司来吉兰，Selegiline；雷沙吉兰，Rasagiline。4. 替代疗法：褐藻多糖

硫酸酯：fucoidan，FUC；雷公藤内酯醇：Triptolide，T10；电针：Electronic Acupuncture ，EA。

“实线”代表帕金森疾病的治疗靶点。“虚线”代表帕金森疾病治疗的潜在靶点。

图1　多巴胺在帕金森疾病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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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料显示，40%以上的帕金森病患者都会选择

针灸作为替代疗法以改善症状
[8,9]

。长期针灸治疗

后，70%～80% 的患者可以改善运动症状和睡眠、

情绪等非运动症状，并且未发现任何毒副作用。

王晓民组的工作表明，100 Hz电针治疗对SNc区多

巴胺 能神经元具有神经保护作用，能明显提高其

存活率，其机制可能与100 Hz电针能增加内源性神

经营养因子GDNF的表达
[10]
，提高内源性神经营养

因子BDNF的活性有关
[11]
。此外，发现100 Hz电针

对帕金森病大鼠损伤侧多巴胺含量无明显影响，

提示其机理可能是通过对基底神经节环路的调节

作用而实现的。

此外，鉴于帕金森病发病机制复杂，临床表现

多样，中药治疗也为帕金森病预防和治疗提供了良

好前景。目前已发现多种中药或有效成分对帕金森

病的防治作用主要集中在抗氧化应激和抗神经细胞

凋亡两个方面。体内外的研究均显示
[12]
，褐藻多糖

硫酸酯(Fucoidan，FUC)对超氧阴离子、羟自由基

和1, 1-二苯基-2-苦基肼等自由基具有良好清除能

力，且能缓解MPTP诱导的帕金森病小鼠模型纹状

体内多巴胺及其代谢物的丢失。雷公藤内酯醇

(Triptolide，T10)是从中药雷公藤中提取的单体，

研究发现有明确的抗炎和抗氧化应激作用，用药

28天改善内侧前脑束(MFB)损毁的帕金森病大鼠的

旋转行为，增加黑质致密部多巴胺能神经元的存

活，提高纹状体内多巴胺的含量[13]
。此外，粉防

己碱(Tetrandrine，Tet)与谷胱甘肽联合应用，可以

增加谷胱甘肽在血脑屏障上的通透性，提高了帕

金森病模型鼠纹状体多巴胺的水平，减缓多巴胺

代谢率, 减轻黑质区氧化应激损伤。

目前对于帕金森病的治疗仍限于对症治疗，

药物靶点也多围绕多巴胺产生，如上所述

L-DOPA，多巴胺受体激动剂、多巴胺相关代谢的

酶类 ( M A O抑制剂及C O M T抑制剂 )等。其中

L-DOPA疗效最佳，适用最广，但是随着L-DOPA
治疗时间延长，其副作用大大限制了其临床使

用。近年来，中药及针灸均在治疗帕金森病动物

模型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它们在使用的过程中

不仅发现可以缓解帕金森病动物的运动症状，同

时还可以减少黑质多巴胺神经元的丢失，可能为

帕金森病患者提供新的治疗策略。

2   亨廷顿病 (HD)

亨廷顿病是由亨廷顿蛋白多聚谷氨酰胺序列

延长所致的神经退行性疾病
[15]

，主要的临床表现

是舞蹈样症状，并伴有认知障碍和精神异常。其

发病率在北美和欧洲约为十万分之五
[16]

，该病属

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疾病。与大多数神经变性疾

病一样，亨廷顿病缺乏特异性的治疗方法，目前

主要采用对症治疗以及针对不同发病机制环节的

治疗方法
[17]
。

黑质致密部的多巴胺能神经元组成了纹状体

的主要传入通路，多巴胺能的神经传递主要由两

种类型D1和D2受体介导，分别为基底神经节的直

接和间接通路
[18]

。Huot等[19]
用尸体免疫组化的方

法发现亨廷顿病人的纹状体内酪氨酸羟化酶阳性的

中等多棘中间神经元存在严重的缺失。纹状体内

95%的神经元为中等多棘神经元，表达D1类和D2类

受体，此类神经元的丢失必然会导致多巴胺受体密

度的下降。另外，若干研究也表明亨廷顿病中黑质

纹状体通路突触前多巴胺系统发生改变
[20]
，包括囊

泡转运体、多巴胺转运体结合水平的降低
[21]

，酪

氨酸羟化酶生物活性的降低
[22]
。

丁苯那嗪(tetrabenazine)作为多巴胺抑制药，

已通过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的审批。该药能可

逆性抑制2型人囊泡单胺转运蛋白(VMAT2)，导致

突触囊泡对于单胺的摄取减少和单胺储备的耗

竭，能够改善舞蹈样动作和减少纹状体神经元缺

失，其有效率可达80%以上
[23]
。可见，减少多巴胺

产生的药物会是治疗亨廷顿病，改善症状的一种

新途径。

3   肌萎缩侧索硬化症 (ALS)

肌萎缩侧索硬化症是一种累及上运动神经元

(脑干、大脑、脊髓)和下运动神经元(颅神经核、

脊髓前角细胞)[24]
及其支配的躯干、四肢和头面部

肌肉的渐进性的神经退行性疾病，也称路格瑞氏

症(Lou Gehrig's disease)[25]
和渐冻人症。临床表现

为进展性的虚弱、肌肉萎缩、肌束震颤、肌肉痉

挛状态以及构音困难、吞咽困难和呼吸困难
[25]

，

患者发病后平均3~5年内死亡
[24]

。美国报告ALS的
发病率(每年新发病例)为2/(10万)～4/(10万)，患病

率为4/(10万)～6/(10万)。国内尚无确切的流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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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资料。目前，ALS的病因尚不明确，但大量研

究表明，它是基因和环境因素相互作用所致的一

种复杂疾病。临床上常用利鲁唑治疗ALS，但是

迄今仍没有能够有效遏止运动神经元的退行性死

亡的治疗手段。

ALS是一种多系统疾病，其神经退行性病变

可扩大到黑质，苍白球和丘脑。黑质区域是大脑

多巴胺能投射发出的主要区域
[24]
，因此ALS的发病

或者进程与脑内的多巴胺递质和多巴胺能神经元

有直接的联系。1998年，Borasio等[26]
首次报道了

ALS病人多巴胺能的缺陷。他们采用多巴胺转运

体成像对18个ALS病人和11个年龄相同的正常人对

比后，发现ALS病人的纹状体的多巴胺转运体显

著减少。利鲁唑是目前临床上用于治疗ALS病人

的最常用药，研究者发现利鲁唑对于MPP+
损伤的

原代多巴胺神经元的死亡有显著的剂量依赖性保

护作用
[27]
。该研究提示利鲁唑对ALS病人的治疗作

用可能通过大脑的多巴胺系统发挥作用。2000
年，Vogels等[28]

报道，散发的ALS病人D2受体显著

减少，且认为这种减少与纹状体的神经元退行性

病变有关。2006年，Buttarelli等[29]
报道了ALS病人

的外周血单核细胞的多巴胺转运体显著减少，表

明ALS病人除了脑内的多巴胺系统受到影响外，

外周细胞的多巴胺系统也受到损伤。

SOD1缺陷或者突变是公认的ALS发病的原因

之一，研究发现在过表达突变的人源SOD1小鼠

中，发现该小鼠具有ALS样的表型，而且运动神

经元退行性死亡同时还伴随有多巴胺神经元退行

性病变。此外，皮层、纹状体中多巴胺相关的神

经可塑性受到长期改变。另外，采用一种多巴胺

D4受体拮抗剂(L745，870)可显著地延迟运动缺陷

的发生，减缓SOD1转基因ALS小鼠的疾病进展，

从而增加小鼠的生存时间
[30]

。这些研究发现表

明，多巴胺能系统可能在ALS的发生和发展中扮

演了重要的角色，继续对这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对于阐明ALS的病因和开发ALS的防治策略具有重

要的意义。

4   阿尔茨海默病 (AD)

阿尔茨海默病是发生在老年人群中的最常见

的神经变性病，标志性病理变化为神经元外的神

经炎性斑、神经元内纤维缠结，受累脑区主要为

皮层和海马，受累细胞主要为胆碱能神经元，以

及相关脑区乙酰胆碱的减少。临床主要表现为近

期记忆力障碍和持续性、进行性痴呆。我国老年

人群发病率与国外相近，约为5%左右
[31]

。目前的

治疗药物以胆碱酯酶抑制剂为主。但是研究发

现，神经递质多巴胺也参与到了阿尔茨海默病的

病程中，主要与阿尔茨海默病人的精神症状有

关。

阿尔茨海默病人的尸检发现纹状体、杏仁

核、黑质、扣带回、中缝核等部位多巴胺含量及

L-DOPA和代谢物均有降低
[32]

。其他的研究也发现

颞叶皮层多巴胺有降低
[33]

，而在前额叶皮层却没

有明显改变
[34]

。在阿尔茨海默病人的脑脊液和尿

液里多巴胺的含量也有降低
[35]

，并且与病程有明

显的相关性
[36]
。在一项研究里发现阿尔茨海默病人

尸检D1受体在壳核和海马齿状回都有降低，而在

黑质没有降低
[37]

。但是在另一项研究里壳核D1受
体没有变化，而D2受体却显著下降

[38]
。在皮层里

D1、D2、D3、D4下降，而D5受体明显上升
[39]
。通

过PET对阿尔茨海默病人的检测也证实，纹状体内

D2受体的表达是下降的
[37]

。在阿尔茨海默病转基

因动物模型里，海马中多巴胺含量也是降低的，补

充多巴胺能够改善阿尔茨海默病动物的记忆
[40]
。

多巴胺系统对脑内“惩罚-奖赏”系统起着重

要的作用，多巴胺的缺乏也被认为是与阿尔茨海

默病人的淡漠症状相关
[41]

。临床研究表明应用多

巴胺摄取抑制剂利他林能够明显的改善阿尔茨海

默病人的淡漠症状
[42]

。这些在阿尔茨海默病病人

及模型上关于多巴胺的研究给治疗阿尔茨海默病

的症状带来了启示。

5   额颞叶痴呆 (FTD)

额颞叶痴呆是一种大体病理表现为双侧额

叶、颞叶前端的局限性萎缩的中枢神经系统退行

性疾病，其主要的临床表现是隐匿起病，进行性

发展的行为异常和语言障碍。在45~65岁人群中的

患病率为15.1/10万人口
[43]

。额颞叶痴呆的确切发

病机制还不是很明确，可能与5-羟色胺和多巴胺功

能紊乱有关，也可能与基因突变，Tau蛋白和TDP-43
蛋白病理改变等有关。关于额颞叶痴呆治疗，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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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并没有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多巴胺应用尚有

争议，有报道溴隐亭可能改善部分额叶症状，如

执行能力和双重任务操作能力
[43]
。

6   多发性硬化症 (MS)

多发性硬化症是一种慢性、炎症性、脱髓鞘

的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病理改变为大脑和脊髓的

神经髓鞘斑块性的破坏，进而影响神经轴突信号

传递
[44-46]

。临床表现为感觉改变、视觉障碍、肌肉

无力、认知障碍、平衡障碍、体热和疼痛等，严

重的可以导致活动性障碍和残疾
[47,48]

。多发性硬化

症的发病率依国家或特定种群不同介于每100 000
人中2人至150人之间。它的平均发病年龄一般在

20~40岁，女性发病人数两倍于男性
[46]

。多发性硬

化症的病因不明，可能涉及到基因易感性以及非

基因因素，例如病毒感染、代谢紊乱，以及环境

因素。目前倾向于自身免疫相关性疾病
[49,50]

。而目

前对这种疾病采用的治疗方式主要是减少发病次

数以及缩短发病进程，采用的药物主要包括β干扰

素、醋酸格拉替雷、米托蒽醌、那他珠单抗、芬

戈莫德等抑制自身免疫方面的药物。

自身反应T淋巴细胞作为效应和调节细胞在多

发性硬化症的发病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髓鞘特

异性的CD4+ T helper(Th)细胞能够通过血脑屏障，

特异性损伤大脑和脊髓的髓鞘，从而损害了中枢

神经元
[51,52]

。然而有趣的是，在参与多发性硬化这

种疾病的外周循环淋巴细胞Th1及Th17中，不仅发

现多巴胺受体介导的通路出现了异常
[53,54]

，而且儿

茶酚胺合成酶的表达也被下调
[53,55,56]

。在患者和培

养的人淋巴细胞中，MS治疗药物IFN-β均能上调

儿茶酚胺合成酶依赖性的儿茶酚胺的含量，并且

能够恢复外周淋巴细胞多巴胺受体介导的通路的

正常应答[54,55]
。另外，除了外周循环淋巴细胞外，

调节性T淋巴细胞(Regulatory T cells, Treg)也持续

表达D1以及D2样的多巴胺受体以及儿茶酚胺合成

酶，并且他们自身也能够合成大量的多巴胺，去

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 [57]
。而这些以多巴胺为代

表的儿茶酚胺的释放则导致Treg依赖性的抑制效应

T淋巴细胞的增殖下调，从而下调了Treg的功能，

影响了MS的免疫调节作用。

除了T淋巴细胞外，作用于自身免疫的NK细

胞、脾细胞、巨噬细胞、B细胞以及小胶质细胞都

可通过自分泌和旁分泌的方式释放多巴胺，并且

通过自身受体，对细胞功能进行调节
[58-60]

。这提示

我们以多巴胺为代表的儿茶酚胺以及它们的受体

在MS发病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7   朊蛋白病 

朊蛋白病是一组具传染性朊蛋白所致的以脑海

绵状变性为病理特征的致命性中枢神经系统变性疾

病，临床大多表现为渐进性的痴呆、共济失调及肌

阵挛等。发病率仅为百万分之一，从发病到死亡的

平均时期约为一年
[61]
。朊蛋白(Prion Protein，PrP)

是一种糖蛋白，正常脑组织中也含朊蛋白，无致

病性，其功能尚不清楚。正常朊蛋白PrPC
构象异常

变化形成病理形式PrPres
是人类朊蛋白病的病理基

础，阻止PrPc
向PrPres

转化以及下调PrPres
形成的药物

是目前的主要治疗策略，但尚缺乏特效治疗
[62]
。

克-雅氏病(Creutzfeldt-Jakob disease，CJD)是
最常见的人朊蛋白病，其临床表现为进行性痴

呆、帕金森综合征、共济失调、肌阵挛，可伴有

锥体系及锥体外系症状，因而推测多巴胺能支配

的黑质纹状体通路可能对克-雅氏病中帕金森样症

状的产生有重要的作用
[63]

。动物研究发现在3种朊

蛋白病小鼠品系RML，139A 和 22L中多巴胺的含

量在纹状体区域均有所下降但在其他脑区并未发现

有明显变化
[64]
。而通过在体[123I] FP-CIT SPECT成

像技术对可能的克-雅氏病病人多巴胺转运体DAT
检测提示纹状体突触前多巴胺的减少

[65]
。另一临床

研究报道了一例早期快速轻度认知功能减退的变异

型克-雅氏病病人DAT-SPECT检测结果，发现严重

的多巴胺减少，且影响尾状核头部及豆状核
[66]
，但

是这些情况并不多见，尚需更多的案例来证实。

这些研究都提示我们多巴胺与朊蛋白病的运动症

状有关，而观测多巴胺的变化可能对我们研究朊

蛋白病的运动症状的发生机制有所帮助。

8   展望

近年来对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广泛研究结果表

明，多巴胺的缺失与神经退行性疾病有着密切的

联系，左旋多巴的替代治疗可以短期内缓解病人

的运动症状，但是长期应用会有一定的副作用。

因此，对多巴胺生理及病理生理机制的研究以及

如何有效实现多巴胺治疗的特异性是目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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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之一。另外，在多发性硬化症方面的研究报

道提示，多巴胺参与了外周免疫细胞和大脑小胶

质细胞的功能调节，但是在这方面的研究并不深

入，未来探索多巴胺在免疫细胞功能调节方面的

机制是一个新的方向。

近来，有文献报道深部脑刺激、经颅磁刺

激、电针刺激均对某些特定型的退行性神经系统

疾病或某种疾病的特定型神经症状疗效良好，但

是这些刺激方式与多巴胺的调节机制并不明确，

对各种治疗方式，尤其是现代替代疗法，与多巴

胺关系研究不仅会推动它们的临床应用，还可能

揭示多巴胺新的作用机制，为未来药物研发提供

新的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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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主要研究方向为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分子病理，重点关注：(1)神经

退行性疾病致病蛋白翻译后修饰对其聚集和清除的作用；(2)帕金森病神经炎

症发生的分子病理机制；(3)帕金森病线粒体损伤和清除机制。

多巴胺能神经元线粒体的氧化损伤与帕金森病

王光辉

(苏州大学医学部药学院，苏州512123)

摘要：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 PD)的一个主要病理特征就是中脑黑质多巴胺能神经元的丧失，

目前研究认为该病理变化与多种因素有关，包括蛋白质异常积聚、泛素蛋白酶体系统功能异常、神经

炎症、线粒体损伤和氧化应激。在帕金森病人和动物模型中，中脑黑质有着明显的氧化改变。帕金森

病的遗传和环境因素均会作用于线粒体，尤其对线粒体呼吸链复合体I有着抑制作用，造成线粒体损

伤，产生活性氧(ROS)。活性氧的大量产生造成脂类、蛋白质和DNA的氧化，从而加剧多巴胺能神经

元的线粒体和细胞损伤。多巴胺代谢过程中会产生活性氧，该自身代谢特点决定了多巴胺能神经元存

在有较高的氧化应激，易受环境因素的影响。因而，线粒体的氧化损伤在帕金森病病理发生中起着重

要作用。

关键词：帕金森病；多巴胺能神经元；线粒体；氧化应激

Mitochondria oxidative injury of dopaminergic neuron  

in Parkinson’s disease
WANG Guanghui

(Laboratory of Molecular Neuropathology, Department of Pharmacology, Soochow University College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Suzhou 215123, China)

Abstract:    Loss of doparminergic neurons in the substantia nigra is the major pathologic character in 
Parkinson’s disease (PD). Multiple events, such as protein aggregation, impairment of the ubiquitin-
proteasome pathway, inflammation, mitochondrial dysfunction and oxidative stress, are involved in PD 
pathogenesis. Abnormal oxidative modifications in the substantia nigra are presented in PD brains as well 
as animal models. Both genetic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association with PD induce the produc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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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 by inhibiting mitochondrial function, the particular in mitochondrial complex 
I, resulting in mitochondrial damage. The extensive production of ROS oxidates lipid, protein and DNA, 
leading to an exaggerating injury of dopaminergic neurons. Moreover, dopaminergic neurons are exposed 
to oxidative stress because of the production of ROS in the process of dopamine metabolism by themselves. 
Thus, mitochondria oxidative injur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athogenesis of PD.
Key words:    Parkinson’s disease; dopaminergic neuron; mitochondria; oxidative stress

多巴胺(dopamine, DA)是神经系统中的一种神

经递质，属儿茶酚胺类。多巴胺能神经元是以多

巴胺为神经递质的神经元，其细胞数量占脑内神

经元总数较低，约为40万个
[1]
。尽管多巴胺能神经

元广泛存在于中枢神经系统，但主要分布于中脑

黑质、腹侧被盖区，以及下丘脑和网状结构。多

巴胺能神经元的突起广泛投射到各个脑区，其

中，黑质多巴胺能神经元发出的突起主要投射至

基底神经节的纹状体、苍白球和丘脑底核，参与

随意运动发起的调控，中脑黑质多巴胺能神经元

的丧失会引起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 PD)的
发生；腹侧被盖区的多巴胺能神经元主要投射至

伏隔核和前额叶皮层，与情绪、认知、奖赏和成

瘾有关，其功能亢进与精神分裂症密切相关；而

下丘脑多巴胺能神经元主要投射至脑垂体等部

位，调控催乳素的释放
[2,3]

。因此，多巴胺能神经

元的功能活动与多种生理功能的执行有关，而其

神经元功能或数量上的改变，以及多巴胺递质释

放的变化，与神经疾病的发生密切相关。

帕金森病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中脑黑质的多巴

胺能神经元的丢失，许多病理改变参与了帕金森病

的发生，并对多巴胺能神经元的死亡有重要影响，

如：蛋白质异常积聚、泛素蛋白酶体系统功能异

常、神经炎症、线粒体损伤和氧化应激
[4-9]

。其

中，线粒体的损伤和功能异常是帕金森病的一个

重要病理特征。本文主要从多巴胺代谢特点，以

及环境和遗传因素对多巴胺能神经元线粒体的作

用，探讨帕金森病中多巴胺能神经元线粒体的氧

化损伤。

1   多巴胺代谢与活性氧的产生

多巴胺能神经元的神经递质多巴胺本身就带

有自身氧化的特征，其代谢过程中也会产生氧自

由基，因而多巴胺能神经元从其自身来说就存在

有氧化压力，在环境因素或遗传因素的作用下极

易产生氧化损伤。

多巴胺的合成是以酪氨酸为原料，在酪氨酸羟

化酶(tyrosine hydroxylase，TH)的作用下转化为左

旋多巴，左旋多巴在芳香族氨基酸脱羧酶(aromatic 
amino acid decarboxylase，AADC)的作用下脱去羧

基形成多巴胺。多巴胺在胞浆内合成后很快便被

囊泡单胺类转运体-2(vesicular monoaminergic 
transporter-2，VMAT-2)转运至囊泡中储存，而

VMAT-2与TH和AADC形成复合体，有利于多巴胺

在合成后被快速转运入囊泡，减少多巴胺在胞浆

内的降解和氧化
[10]

。如果多巴胺滞留在胞浆内，

由于其自发性氧化会形成多巴醌，然后经环化形

成胺色素，即多巴胺神经元中的神经黑色素的前

体。在这一氧化过程中，会有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的产生

[11,12](图1)。多巴胺的失活由单

胺氧化酶(monoamino oxidase，MAO)和儿茶酚胺氧

位甲基转移酶(catechol ortho-methyl transferase，
COMT)所介导。单胺氧化酶可将多巴胺的氨基侧链

氧化形成二羟基苯乙酸(3,4-dihydroxyphenylacetic 
acid，DOPAC)，并产生过氧化氢，DOPAC然后由

COMT将其转化为高香草酸(homovanillic acid，
HVA)。多巴胺也可以先由COMT对其氧位甲基

化，形成3-甲氧酪胺(3-methoxytyramine，3-MT)，
然后由单胺氧化酶将3-MT氧化成高香草酸。同

样，在单胺氧化酶氧化3-MT的过程中也产生过氧

化氢
[13](图2)。因此，多巴胺在降解或自身氧化的

过程中会直接产生活性氧，造成多巴胺能神经元

有着比其它类型神经元更高的氧化状态，因而对

环境因素的氧化应激有着更高的敏感性。

2   线粒体的氧化损伤

线粒体(mitochondria)是细胞内产生能量的一

种细胞器，负责ATP的产生
[14]
，同时也执行多种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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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生理学功能，如调节钙稳态、氨基酸和氮的代

谢，以及细胞凋亡
[15-17]

。线粒体通过氧化磷酸化

(oxidative phosphorylation)产生ATP以提供细胞能

量，这一过程伴随着超氧化阴离子(O2
.-)的产生，

也是线粒体中一类主要的活性氧
[18]

。尽管细胞有

着较完善的系统处理这些产生的活性氧避免氧化

损伤，但由于多巴胺能神经元多巴胺代谢过程中

也具有产生活性氧的特性，从而增加了氧化损伤

的可能性。因此，多巴胺能神经元的线粒体的氧

化损伤在帕金森病的发病中起着重要作用。

2.1  氧化磷酸化与活性氧的产生

糖酵解和三羧酸循环在会产还原型烟酰胺腺

嘌呤二核苷酸(reduced nicotinarnide adenine 
dinucleotide，NADH)和还原型黄素腺嘌呤二核苷

酸(reduced flavin adenosine dinucleotide，FADH2)
等带有高能量的分子。氧化磷酸化是将电子从这

些还原性分子通过线粒体呼吸链复合体I至IV的依

次传递至氧，将氧还原成水。在电子传递过程

中，线粒体向外泵出质子，形成一个膜电位梯

度，该膜电位梯度所带的能量在质子从线粒体呼

吸链复合体V(即ATP合酶)向线粒体内流时产生

ATP。尽管理想的电子对氧的还原应该发生在线粒

体呼吸链复合体IV的位置，通过将电子最终传递

给氧以产生水，但在电子传递过程中，常常在线

粒体呼吸链复合体I和III处发生电子泄漏，造成O2
.-

的产生。在正常情况下，这些超氧化物很快会被

线粒体膜间隙的过氧化物歧化酶1(SOD1)和线粒体

基质内的SOD2还原成过氧化氢，然后进一步被谷

胱甘肽过氧化物酶、过氧化氢酶和硫氧还蛋白还

原酶还原成水
[19-21](图3)。

多种化合物可以抑制线粒体呼吸链复合体的活

性，阻断电子传递链，引起ATP能量产生不足以及

线粒体的活性氧的产生。其中，鱼藤酮和1-甲基-4-
苯基吡啶(1-methyl-4-phenylpyridinium，MPP+)就已

被证实可导致帕金森病发生的环境化合物，其作用

位点就在线粒体呼吸链复合体I上(表1)。
2.2  环境因素对线粒体的作用

帕金森病脑中线粒体的异常主要表现为线粒

体呼吸链复合体I功能障碍，而引发帕金森病的环

境化合物也是线粒体呼吸链复合体I的抑制剂。最

早的有关帕金森病线粒体损伤的报道始于1989年
的在散发性的帕金森病病人脑样本的纯化线粒体

中发现有线粒体呼吸链复合体I功能障碍
[22,23]

，随

后的许多报道均证实病人脑中存在有线粒体呼吸

图1　多巴胺在胞浆内的氧化

图2　多巴胺的代谢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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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复合体I功能异常。而帕金森病与线粒体呼吸链

复合体I功能障碍相关的证据事实上更早于帕金森

病临床病理样本的发现。1983年，Langston等人报

道了在美国加州的一个吸毒人群有着帕金森病相

似的症状
[24]

，随后发现毒品中混有的1-甲基-4-苯
基-1, 2, 3, 6-四氢吡啶(MPTP)是引起症状的化合

物，并很快在动物上得到证实
[25,26]

。

MPTP由于其脂溶性可通过血脑屏障进入脑

中，被星形胶质细胞的MAO代谢为MPP+，然后

被多巴胺转运体转运至多巴胺能神经元。MPP+抑
制线粒体呼吸链复合体I的NADH，导致电子传递

障碍并产生大量的O2.-
。另一线粒体呼吸链复合体

I的抑制剂鱼藤酮，也可进入多巴胺能神经元，产

生与MPP+相似的效应。同时，MPTP、鱼藤酮或

活性氧产生的线粒体抑制除了作用于多巴胺能神

经元外，也引起星形胶质细胞和小胶质细胞的炎

性因子的表达，导致黑质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

(inducible NO synthase, iNOS)表达增加并合成一氧

化氮(NO)[27]
。NO进入多巴胺能神经元与O2

.-
反应

形成过氧化硝酸盐(ONOO.-)。ONOO.-
可引起多巴

胺能神经元细胞内蛋白和线粒体蛋白的氧化和硝

基化，导致整个线粒体呼吸链复合体的损伤，加

剧活性氧的产生并损伤线粒体膜，引起细胞色素C
的释放。同时，ONOO.-

可引起神经元和线粒体

DNA损伤，造成线粒体进一步损伤，诱导细胞凋

亡的发生(图4)。在帕金森病人的脑样本中，有着

比对照更多的线粒体DNA的缺失突变，引起细胞

色素C氧化酶减少和呼吸链功能下降
[28]
。

由此可见，无论是多巴胺代谢或是相关环境

因素的影响，均会引起多巴胺能神经元活性氧的

大量产生，以及造成线粒体呼吸链复合体I的功能

障碍。活性氧使多巴胺能神经元出现氧化应激，

并引起脂类、蛋白质和DNA的氧化损伤。散发性

帕金森病人脑病理样本显示，中脑黑质存在有大

量高度氧化的脂类、蛋白质和DNA[29]
。同时，由

于活性氧代谢过程中产生的ONOO.-
促进蛋白的硝

基化，也会导致线粒体氧化性损伤和蛋白质的异

常积聚，引起多巴胺能神经元死亡
[30]
。

线粒体呼吸链复合体I的功能障碍可见于中脑

黑质，也可见于额叶皮层及其它一些区域
[31]

，甚

至可见于血小板和骨骼肌，但多巴胺能神经元死

亡主要发生在中脑黑质，尤其是黑质致密区。

MPTP和鱼藤酮等线粒体呼吸链复合体I抑制剂造

成的多巴胺能神经元损伤同样发生在黑质，而同

氧化磷酸化过程中，电子从还原型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NADH)和还原型黄素腺嘌呤二核苷酸(FADH2)分子，由线粒体呼吸链复合体I经
辅酶Q(CoQ)，再经复合体III后通过细胞色素C(Cyt C)转运至复合体IV，还原氧形成水。这一过程中，质子被逆浓度泵入线粒体膜间隙形成

电位差，最终由复合体V(ATP合酶)顺浓度差进入线粒体，其能量通过形成ATP而储存。氧化磷酸化过程中，由于电子在复合体I和III处可

泄漏传递至氧，引起超氧化物产生。I、II、III、IV和V分别代表线粒体呼吸链复合体I、II、III、IV和V。

图3　线粒体呼吸链电子传递过程

表1　作用于不同线粒体呼吸链复合体位点的抑制剂

线粒体呼吸链复合体 I II III IV

抑制剂
鱼藤酮

1-甲基-4-苯基吡啶(MPP+)

丙二酸盐

3-硝基丙酸(3-NP)
抗霉素A

氰化物

叠氮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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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位于中脑的腹侧被盖区多巴胺能神经元则很少

受累及。目前尚没有很好的发现来解释为什么同

样是多巴胺能神经元，在相同环境因素作用下，

位于黑质的多巴胺能神经元比腹侧被盖区明显易

感。

2.3  遗传因素对线粒体的作用

帕金森病的许多遗传因素会影响到线粒体，

许多帕金森病蛋白本身就是线粒体蛋白，或者部

分分布于线粒体。例如，帕金森病致病基因编码

蛋白PINK1和HTRA2/Omi是线粒体膜定位蛋白，

而parkin、DJ-1、LRRK2和α-synuclein主要分布于

胞浆，可以部分或在一定条件下转位至线粒体。

在很多情况下，这些遗传因素与环境因素会引起

多巴胺能神经元线粒体相似的改变，并会产生相

互作用，对帕金森病的病理发生起到影响作用。

α-synuclein基因(PARK1)是最早鉴定的与帕金森

病发病相关的致病基因，在α-synuclein突变病人脑

中的病理改变与散发型病人极其相似。α-synuclein
也是帕金森病脑中多巴胺能神经元胞浆内的病理性

包涵体-路易小体的主要成分之一
[32]
。α-synuclein的

氨基端带有一个线粒体定位信号，在过表达或细

胞酸化的情况下会转位至线粒体。线粒体定位的

α-synuclein会抑制线粒体呼吸链复合物I的活性，

从而引起活性氧的产生而损伤线粒体
[33]

。给予过

表达α-synuclein的小鼠MPTP，会增强线粒体损

伤。在MPTP作用下，随着活性氧的增加，小鼠中

脑和纹状体的α-synuclein会被选择性地硝基化，而

硝基化的α-synuclein具有更强的聚集特性。在帕金

森病人脑样本中，硝基化的α-synuclein出现在路易

小体中，进一步提示氧化应激和α-synuclein硝基化

参与了帕金森病的病理形成
[32]

。由于中脑黑质

α-synuclein有着显著的硝基化，因而被用来解释黑

质多巴胺能神经元氧化应激与疾病发生的关联

性，以及脑区损伤的特异性。

Parkin基因(PARK2)、PINK1基因(PARK6)和
DJ-1基因(PARK7)均见于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的帕金

森病家系中
[34-36]

。PINK1带有线粒体定位序列，可

定位于线粒体内膜。PINK1是一个丝氨酸/苏氨酸

激酶，尽管PINK1基因敲除小鼠没有明显的症状，

但可观察到线粒体呼吸链复合体I的功能减弱，同

时对MPTP比对照小鼠更敏感
[37]

。与PINK1相似，

parkin基因敲除小鼠也显示出多巴胺能神经元的氧

化应激和呼吸链复合体I的损伤，以及蛋白质和脂

类的过氧化
[38]

。而DJ-1的抗氧化作用则有着更多

的报道，并可通过抗氧化作用减少α-synuclein的聚

集
[39]
。

DJ-1、Parkin和PINK1这三个帕金森病蛋白均

对线粒体有明显的保护作用，其功能缺失会诱发线

粒体损伤，在基因敲除小鼠上会表现出对MPTP和
鱼藤酮的敏感性。DJ-1的106位点的半胱氨酸本身

可以被氧化，此时表现出类似于抗氧化的分子伴侣

作用
[40]

。DJ-1在氧化应激的情况下会定位于线粒

体，但野生型DJ-1可以稳定线粒体上的Bcl-xl保护

线粒体；而突变的DJ-1则引起Bax与Bcl-xl脱离结合

MPTP、鱼藤酮抑制线粒体呼吸链复合体I，引起ATP耗竭、膜电位丧失和O2
.-
的产生。O2

.-
与NO反应形成过氧化硝酸盐(ONOO.-)，引起线粒

体蛋白的氧化和硝基化，并影响其它线粒体呼吸链复合体，加剧线粒体损伤。

图4　线粒体呼吸链复合体I抑制剂MPTP和鱼藤酮作用于多巴胺能神经元线粒体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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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游离出来，引起线粒体损伤和细胞凋亡
[41,42]

。因

此，DJ-1对线粒体的保护作用主要表现在抗氧化

和抗凋亡作用上。PINK1和parkin尽管也有抗氧化

的作用，但目前人们更多地关注于它们两者在损

伤线粒体清除作用，即对线粒体自噬的调控。在

果蝇中，PINK1和parkin的突变会引起线粒体损

伤。PINK1作用于parkin的上游，其线粒体膜表面

的含量增加会招募parkin至线粒体，引起损伤线粒

体的泛素化并被自噬小泡识别吞噬，然后与溶酶

体融合后被降解
[43,44]

。

3   展望

帕金森病的一个关键病理是中脑黑质多巴胺

能神经元的丧失，但在不同环境因素和遗传因素

引起的帕金森病临床和病理表现并不相同，因而

导致了疾病的复杂性。环境化合物引起的帕金森

病样症状与大多数临床病人的病理改变并不一

致，而不同基因突变引起的帕金森病在临床表现

和病理上也不相同。但环境和遗传因素均会作用

于线粒体，因此有以下待解决的问题：(1)环境因

素和遗传因素是否存在相互作用。在遗传缺陷的

背景下，是否环境因素作用于多巴胺能神经元引

起损伤。而在无特定遗传因素作用下，环境因素

是否也作用于帕金森病基因的编码蛋白引起类似

遗传缺陷的改变。或者是环境和遗传最终影响相

似或共同的细胞信号通路和经过一个共同的细胞

生物学变化。(2)为什么氧化损伤主要发生在中脑

黑质。脑内多巴胺能神经元具有相似的对氧化应

激敏感的特性，但何种因素导致黑质氧化程度明

显高于其它部位，以及为何黑质多巴胺能神经元

易感的原因依然不明。相信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

的发展，有望从黑质和腹侧被盖区的基因调控或蛋

白表达的差异，发现一些新的线索。各种动物模型

的制备也有助于在探讨单一因素作用的同时，整合

其它系统对疾病的影响。同时，影像技术的发展有

可能在将来更为精准地用在体方法研究脑区代谢、

病理发生和进程。最终揭示帕金森病的机制，并在

临床研发出有效治疗药物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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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帕金森病是人类第二大神经退行性疾病，虽然通过对帕金森病遗传家族的研究已发现不少与之

相关的致病基因，然而其病因尚不清楚。在已发现的与帕金森病相关基因中，α-synuclein、LRRK2、
Parkin、PINK1以及DJ-1也在调节神经元突触前囊泡的神经递质释放以及突触前囊泡循环过程中发挥

重要作用。最近的一些研究表明突触前囊泡循环障碍在帕金森病发病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本文对上

述基因在突触囊泡循环以及其突变导致帕金森病病程中的作用作一概述，并推测囊泡循环障碍在帕金

森病发病过程中的作用机理，最后指出目前在该研究领域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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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sfunction of synaptic vesicle recycling and Parkinson’s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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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tiology of Parkinson’s disease (PD) remains unclear, despite a large number of genes linked 
to this neurodegenerative disorder. Many of the genes related to PD such as α-synuclein, LRRK2, Parkin, 
PINK1, and DJ-1 encode proteins that play key roles in regulation of neurotransmitter release from synaptic 
vesicle and vesicle recycling. Recent studies have suggested that the dysfunction of synaptic vesicle recycling 
at presynaptic terminals may contribute to the onset of PD. Here we review the functions of α-synuclein, 
LRRK2, Parkin, PINK1, and DJ-1 in synaptic vesicle recycling during synaptic transmission and discuss how 
synaptic dysfunction may contribute to the progression of Parkinson’s disease. 
Key words:    Parkinson’s disease; gene mutation; presynaptic terminal; synaptic vesicle; synaptic vesicle 
recyc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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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医学史料中，帕金森病的症状震颤麻

痹(shaking palsy)早在公元175年就有了首次记载，

然而直到1817年才有文献出现对该病的详细描

述。1817年，伦敦医生James Parkinson根据他对6
个病人的观察，公开发表题为“An Essay on the 
Shaking Palsy”的论文

[1]
。他所观察的6个病例在病

程上有很大不同，但是Parkinson在病程起始、发

展、运动障碍、静止性震颤等临床症状作了精确

的临床描述，而且通过对病人长时程的观察指出

在该病发展过程中对言语、感觉和认知等智力上

的障碍。Parkinson希望以该文章引起生物学者和

医生对该病的关注和研究。然而这一工作的重要

性直到60年后才由法国神经科医生Jean-Martin 
Charcot真正认识到。为了纪念Parkinson的贡献，

Jean-Martin Charcot医生将该病命名为帕金森病

(Parkinson’s Disease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帕金

森病已成为人类健康的一大威胁，它不仅多发于

中老年人群和家族遗传性患者，也表现出低龄化

和散发性的特点。对该病相应的研究也逐渐成为

临床医生和神经科学家的关注热点。自1960年以

来，已有约7万余篇与帕金森病研究相关的论文发

表。近几年更以每年4 000~5 000篇论文的速度递

增。帕金森病病理和治疗研究第一次突破是在

1960年代。1960年，Ehringer和Hornykiewicz发现

在帕金森病人纹状体中多巴胺含量的降低
[2]
，该结

果在半个世纪以来已经被反复证明。而左旋多巴

也在1968年被首次报道作为治疗帕金森病病人的

药物
[3]
，左旋多巴迄今仍作为治疗帕金森病的首选

药物。现代生物学手段和基因组学研究极大地推

动了帕金森病的病理研究。1997年，美国国家健

康研究院人类基因组研究所Polymeropoulos等在意

大利和希腊显性遗传性帕金森病家族患者中发现

α-synuclein基因突变
[4]
，该发现是人类首次在基因

水平上找到帕金森病的病因,是帕金森病研究的里

程碑式突破。然而由于帕金森病成因复杂，至今

其病理原因依然是一幅零乱的拼图。在已知可能

的纷繁复杂的成因中，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生物学

证据指向多巴胺能神经元的轴突终末突触前

(presynapse)的功能失调。突触功能的失调可能是

帕金森病起始以及最终引起多巴胺能神经元死亡

的原因之一。而突触前功能发挥的生物学载

体——包含大量神经递质的突触囊泡，在突触前

的胞吐、内吞以及其在突触前的循环过程均对突

触功能的正常发挥具有决定性作用。在已知的18
个帕金森病致病基因中

[5]
，与突触传递、囊泡运输

相关的就有5个基因。了解突触囊泡与帕金森病病

因之间的联系对于治疗该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本文就对突触前囊泡的胞吐、内吞以及循环过程

在帕金森病病程中的表现以及其在帕金森病病理

中的作用作一阐述，并对在此研究领域内将来可

能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作一探讨。

神经元轴突的末端是一个特化的结构称为“突
触前”，它与树突上的膨大——突触后对应，形成

神经信号传递的基本功能单位——突触。突触前

含有成百上千个包含有神经递质的囊泡，其平均

直径大约为40 nm。因为体积小，所以它的分子结

构也相对简单，其脂类分子和蛋白质组成已被精

确解析
[6]
。当神经冲动(动作电位)通过轴突传导至

神经末稍时，突触前膜上的钙离子通道打开，使

得钙离子内流，促使突触囊泡与突触前膜发生融

合形成开口，神经递质通过开口从囊泡中释放到

突触间隙中，并通过与突触后膜上的神经递质受

体结合而传导神经信号。突触囊泡在突触前的活

动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个主要步骤
[7]
：(1)通过囊泡

表面的神经递质转运蛋白，神经递质被泵入囊泡

内；(2)囊泡被转运并聚集于突触前神经元末梢

中；(3)待释放囊泡聚集在空间上接近或直接锚定

于突触前活跃区(Active zone)；(4)动作电位传导至

轴突末端，突触前膜的电压依赖性钙离子通道开

放使得钙离子内流；(5)高浓度钙离子使囊泡与突

触前膜融合并形成开口，神经递质通过开口被释

放；(6)与突触前膜融合后的囊泡的内吞主要认为

有两种途径：较快的“kiss-and-run”和较慢的依赖

于Clathrin介导的包裹内吞的方式；(7)内吞后的囊

泡通过神经递质转运蛋白重新泵入递质后被重新

投入使用。基于已有的文献报道，本文将探讨迄今

已发现的部分家族遗传帕金森病相关基因

α-synuclein、Leucine-rich repeat kinase 2 (LRRK2)、
Parkin、Pink1和DJ-1对上述突触囊泡释放递质、

内吞和循环使用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在帕金森

病的病程发展过程中，这些基因的突变导致上述

过程的失调，对黑质中多巴那能神经元胞体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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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病变的发生可能起重要的推动作用。

1 α-synuclein

在帕金森病研究历史中，α-synuclein(SNCA，

PARK1)基因突变在遗传性帕金森病家族中被发现

是第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式的突破。1997
年，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人类基因组学研究所

Polymeropoulos等对意大利和希腊遗传性帕金森病

家族基因组进行了大量分析，鉴定出α-synuclein基
因突变G209A(对应氨基酸序列突变A53T)[4]

。该突

变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患者通常在40~50岁即开

始出现帕金森病症状，为早发性帕金森病。随后，

在其他帕金森病家族中，该基因的A30P和E46K突

变也被发现
[8,9]

。很有意思的是，不但α-synuclein基
因的点突变可以导致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帕金森

病，该基因的双倍和三倍复制体突变同样能导致

家族遗传型帕金森病
[10, 11]

。

在Polymeropoulos等人研究的基础上，Spillantini
等

[12]
于1997年在帕金森病人脑组织路易氏小体

(Lewy bodies)中发现α-synuclein的聚集。该结果进

一步证明了α-synuclein的聚集在帕金森发病过程中

的重要作用。α-synuclein主要分布在大脑皮层、海

马和纹状体等脑区突触前神经元末稍。与此巧合

的是，在帕金病进展过程中，最先检测到的病理

变化正是纹状体中多巴胺能神经元突触前的退行

性病变和消亡，而位于黑质中的多巴胺能神经元

胞体的死亡则在随后出现。α-synuclein是路易氏小

体成因的观点虽未经完全证实，但α-synuclein蛋白

聚集在处于纹状体的黑质多巴胺能神经元末梢中

被发现是对此观点的一个很好的佐证
[13]

。而最新

的直接证据显示，α-synuclein在路易氏小体形成过

程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Luk等[14]
发现，在只需要

对野生型小鼠纹状体进行α-synuclein纤维的小量单

次接种即可诱导类似于帕金森病路易氏小体的出

现。路易氏小体在纹状体中的积累导致小鼠黑质

(SN)多巴胺能神经元的渐进性死亡，多巴胺水平

下降以及运动功能障碍，而相邻的腹侧背盖区

(VTA)的多巴胺能神经元则完全不受影响。

α-synuclein是一个相对分子质量较小的蛋白，

由140个氨基酸组成，它与β-synuclein和γ-synuclein
共同组成synuclein基因家族。α-synuclein与β，

γ-synuclein的差别是其特有的NAC区域，该区域对

α-synuclein蛋白的聚集是必需的。synuclein在神经

系统中的表达量很高，其总质量接近于总细胞内

蛋白含量的1%，这也许正是其发生聚集的必要条

件之一。α-synuclein主要分布于突触前神经元末梢

中，亚细胞定位在空间上与突触囊泡非常接近。

在蔗糖密度梯度离心实验中，野生型α-synuclein，
其突变体A30P  α-synuclein以及囊泡标记分子

synaptophysin均存在于突触蛋白低密度组分中。然

而不同于synaptophysin的是，α-synuclein可以从突

触小体(synaptosome)蛋白组分中释放出来，表明

α -synucle in并不与囊泡直接结合
[15]

。在A30P 
α-synuclein转基因小鼠中，除了与α-synuclein一样

在突触前有分布外，A30P α-synuclein还在神经突

起和胞体部分发生聚集，说明A30P突变虽未影响

α-synuclein的正常分布，但转基因过表达显然引起

了其在细胞内的异常聚集
[15]

。在发育过程中，

α-synuclein在突触前的分布出现在突触形成之后，

说明α-synuclein对突触的形成并没有决定性作用。

但在α-synuclein的正常表达受到抑制时，突触前末

梢中离活跃区较远的囊泡循环区(vesicle recycling 
pool)和保留区内(vesicle reserve pool)的囊泡数量减

少
[16]

，而靠近或锚定在活跃区上的待释放囊泡数

量(vesicle readily releasable pool)并未受到影响
[17]
。

这些结果说明，囊泡在突触前末梢的定位，尤其

是循环区和保留区内的囊泡数目受到α-synuclein的
调控。上述形态学观察的推论也被电生理实验所

证实。在神经元受到长时间刺激或强刺激时，循

环区和保留区内的囊泡数目对维持突触前的神经

递质释放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在对α-synuclein敲
除小鼠海马脑片短时间场刺激后，人们发现

α-synuclein基因剔除并未影响其基础水平的囊泡释

放，说明靠近或锚定在活跃区的待释放囊泡数量并

未受到影响。但在长时程刺激下，α-synuclein敲除

小鼠的囊泡释放相比于野生型越来越少，说明

α-synuclein在神经元突触前末梢中缺失后，囊泡循

环区内的囊泡数量未得到维持和及时的补充
[18]
。有

意思的是，α-synuclein中等程度的过表达同样能导

致突触前神经囊泡释放的失调，抑制基本水平的突

触传递，并引起囊泡循环区中的囊泡数量的减少，

进而使得循环区中的囊泡不能有效地在突触前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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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区附近聚集，为下次递质释放作准备
[19]
。以上这

些证据均表明，在突触前维持一定表达水平的

α-synuclein对在囊泡保留区和循环区中保持合适数

量的突触囊泡是必需的。

最近几年对α-synuclein与SNARE复合物中蛋白

的关系研究更清晰地描述了α-synuclein调控神经突

触囊泡释放的功能。突触囊泡与突触前膜的融合是

由SNARE蛋白复合物(soluble N-ethylmaleimide-
sensitive factor attachment receptor)的聚合所介导。

利用Cysteine string protein (CSP)-α基因敲除小鼠，

Chandra等[20]
首次描述了α-synuclein 与SNARE蛋白

复合物之间的紧密关系。CSP-α基因敲除后，小鼠

发生快速的神经元退行性病变并最终死亡，然而

在CSP-α基因敲除背景的小鼠中转基因过表达

α-synuclein则能挽救上述表型。CSP-α在突触前的

缺失抑制SNARE复合物的聚合，所以研究人员推

测α-synuclein过表达后去除了由于CSP-α缺失引起

的对SNARE复合物聚合的抑制，从而使得神经递

质突触传递回复至正常水平。该推测被Burre等[21]

进一步证实，他们发现α-synuclein可以直接与

SNARE复合物中的synaptobrevin-2/VAMP2 结合，

从而促使SNARE复合物的聚合，强化了囊泡在突

触前的递质释放。在α，β，γ-synuclein基因同时被

敲除的小鼠中SNARE复合物聚合水平降低，随着

鼠龄增加其神经系统功能出现受损症状并最终导

致其死亡。Diao等[22]
则利用体外囊泡重组技术验

证了α-synuclein对囊泡聚集的影响是通过其与

SNARE复合物中的Synaptobrevin-2/VAMP2以及磷

脂结合而得以实现，而A30P α-synuclein则不能与

磷脂结合而使得囊泡的不能发生正常聚集。

上述研究揭示了α-synuclein的两项重要功能：

(1)与SNARE蛋白复合物的结合调控突触前囊泡胞

吐释放递质过程；(2)将一定数量的囊泡维持在突

触前囊泡循环区和保留区。前者直接决定了囊泡

在突触前膜是否能有效地释放递质，而后者的意

义在于在神经元受到长时间刺激或强刺激时能始

终维持一定水平的递质释放。鉴于α-synuclein与突

触前囊泡胞吐、内吞和循环的密切关系，我们可

以推测在α-synuclein基因突变或过表达的黑质多巴

胺能神经元中，由于突触前囊泡活动的失调导致

突触前逐渐失去功能而消亡，α-synuclein在此过程

中逐渐发生聚集则加剧突触前功能的失调并促进

了路易氏小体的形成，最终发展为多巴胺能神经

元在黑质中的胞体的消亡。需要指出的是，α- 
synuclein的聚集不仅存在于帕金森病病患者脑内，

同样也大量存在于其他神经系统疾病譬如阿尔茨

海默病中，这些与α-synuclein聚集相关的疾病被统

称为Synuc le inopa th i e s [23]
。由此可以推见α - 

synuclein与神经元突触前功能失调在神经系统退行

性疾病中可能具有一定普适性。但为何在

α-synuclein基因发生突变的家族性帕金森病患者中

神经元的死亡主要表现在位于黑质的多巴胺能神

经元中，笔者认为是由于α-synuclein的基因突变使

得黑质多巴胺能神经元的轴突终末更脆弱，更易

于受到损伤而变性。

2   LRRK2

2002年，科学家在患遗传性帕金森病的日本

患者家族中鉴定出位于18号染色体的一个重要致

病基因——LRRK2(PARK8)的突变
[24]

。LRRK2的
遗传特性与α-synuclein突变遗传一样，均为常染色

体显性遗传。两年后，两个研究团队分别报道了

欧洲两个互不相关的帕金森病患者家族中也存在

LRRK2基因突变
[25,26]

。其突变体有R1396G、

Y1654C、Y1699C、R1441C、11122V和I2020T。
其中有些突变同时存在于两个家族中，如R1396G
和R1441C。而对首次发现携带PARK8基因突变的

日本帕金森病家族重新进行基因组学研究，发现

其突变型为I2020T [27]
。R1441C突变体转基因小鼠

基本上复制了帕金森病的表型，譬如运动障碍、

多巴胺水平下降、黑质纹状体投射失常等
[28]

。而

G2019S突变体转基因小鼠虽然在出生12个月内未

有明显的黑质多巴胺能神经元死亡以及其末梢的

退行性变化，但是其纹状体中多巴胺含量，多巴

胺的释放和摄取的水平均有显著下降
[29]

。最近在

帕金森病人来源的干细胞中引入LRRK2的G2019S
突变导致其退行性病变则更进一步说明该突变体

能够直接诱发帕金森病的某些变化
[30]
。

虽然LRRK2基因突变诱发帕金森病的原因并

不是很清楚，但已有一些证据支持这样的假说，

即LRRK2和α-synuclein一样，可通过调节突触前

囊泡功能而影响多巴胺系统的功能。LRRK2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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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于大鼠脑中富含囊泡和膜结构的突触成分

中，并在神经突触中呈点状分布，由此可推测其

有可能与细胞膜以及突触囊泡结构相关
[31]

。但由

于缺乏明显的跨膜区，LRRK2可能只是通过与膜

蛋白相互作用而松散地与突触囊泡结合。LRRK2
被发现与突触囊泡胞吐、内吞相关蛋白如NSF、
AP-2、Dynamin-1等有着直接的相互作用。LRRK2
表达水平的降低会引起突触前囊泡递质释放的上

调，其原因可能是LRRK2表达水平的下调对囊泡

循环的影响以及囊泡对钙离子变得更为敏感
[32]

。

LRRK2通过与囊泡内吞相关蛋白Rab5b和EndophillnA
的相互作用而实现其对突触囊泡循环的影响

[33,34]
。

Rab5b与LRRK2的相互作用是在酵母双杂交实验中

被发现，而且得到体外GST融合蛋白沉降实验结

果的验证。Shin 等[33]
发现，不但LRRK2的表达下

降能抑制突触囊泡的内吞，LRRK2的过表达有着

同样的作用。而如果同时在神经元中过表达Rab5b
则能使得囊泡内吞抑制被部分解除。在另一关于

LRRK2和突触囊泡内吞的研究中，Matta等[34]
同样

发现，LRRK2的表达下降和过表达均能显著地削

弱突触囊泡的内吞，其机理可能是由于LRRK2作
为一个磷酸化激酶调节了EndophillnA磷酸化循

环。EndophillnA是一个与突触囊泡内吞相关的蛋

白。LRRK2激酶功能的下降能增强EndophillnA与

突触前膜的联系从而提升囊泡的内吞。由上述证据

可见，LRRK2与α -synuclein在突触囊泡功能调节

方面有着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在正常生理状态下，

神经元中需要一定水平的LRRK2和α-synuclein的表

达，过高或过低的表达水平均能使突触前囊泡胞

吐以及内吞发生失调。

3   Parkin、PINK1 和 DJ-1

Parkin(PARK2)基因突变发现于常染色体隐性

遗传帕金森病患者中
[35]
。Parkin是泛素连接酶复合

物中的一个组成蛋白，其突变使得该泛素连接酶

功能失常，从而导致其底物(如α-synuclein等)沉积

于脑内神经元中
[36]

。Parkin广泛分布于脑内，与

α-synuclein和LRRK2不一样的是其在神经元中主要

分布于胞质中，而非主要定位于突触前末梢
[37]
。尽

管如此，Parkin基因仍然在前突触囊泡胞吐以及内

吞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介导其作用的是囊泡

内吞相关蛋白CDCrel-1。CDCrel-1能与SNARE蛋
白复合物结合，而该结合可以抑制囊泡释放

[38]
。

Parkin的泛素连接酶功能可以使CDCrel-1泛素化并

被降解
[39]

，该作用可能使得CDCrel-1对囊泡释放

的抑制被解除。突触前内部蛋白磷酸化程度的提

高能使Parkin与囊泡内吞相关蛋白Endophilin-A的

相互作用增强，并且其它突触蛋白复合物的泛素

化程度增加，但在Parkin基因剔除小鼠的突触前中

并没有出现该现象，表明在Parkin基因突变帕金森

病人中，这些本作为Parkin底物的突触相关蛋白不

能正常地被募集和泛素化，最终导致正常的突触

传递功能失调
[40]
。

PINK1(PARK6)和DJ-1(PARK7)分别于2004和
2003年被发现其基因突变能导致隐性家族遗传型

帕金森病
[41,42]

。在隐性家族遗传性帕金森病病例

中，PINK1以及DJ-1这两种基因突变引起的病例相

较Parkin基因突变病例为少。PINK1和DJ-1引起帕

金森病的原因尚不完全清楚。与Parkin一样，

PINK1以及DJ-1均与突触囊泡的活动密切相关。在

果蝇神经元中，PINK1功能缺陷并没有改变突触囊

泡释放的基本水平，但在突触前受到快速的强刺激

时处于保留区内的囊泡不能有效地转运至待释放囊

泡区，造成长时程刺激后突触释放相比野生型越来

越弱
[43]
。DJ-1则被报道质膜紧密联系，并与突触囊

泡蛋白Synaptophysin以及Rab3A相互作用
[44]
。

综上所述，尽管已发现越来越多的证据提示与

家族遗传性帕金森相关基因α-synuclein、LRRK2、
Parkin、PINK1以及DJ-1在突触囊泡胞吐、内吞及

其循环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但由于研究详尽程

度不一，迄今以对α-synuclein在囊泡活动过程中作

用的了解最为清楚和直接，对LRRK2在突触囊泡

内吞循环过程的作用报道也较多，而对Parkin、
PINK1以及DJ-1在这方面的研究还相对较少，尚有

很多的知识空白需要填补。值得一提的是，

α-synuclein、Parkin、PINK1以及DJ-1不仅通过囊

泡功能的调节与帕金森病联系在一起，而且还通

过影响线粒体功能参与帕金森病的发病过程
[45]

。

线粒体是细胞内具有膜结构的功能小体，为细胞

提供能量，也介导细胞应激反应。上述基因调控

线粒体膜融合，正与它们调控囊泡与突触前膜融

合的功能遥相呼应
[46]

。如此小的神经细胞却用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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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而精密的方式控制迥异的功能和事件的确让人

惊叹。

帕金森病的发病受综合因素影响，基于现有

的多方面的证据，笔者认为突触前囊泡活动的失

调在其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在纹状体中多巴

胺能神经元轴突末梢突触前的退行性病变可能是

帕金森病发病过程中的早期事件之一，该事件发

生的基本机理就是突触前囊泡本身以及其循环过

程的失调。上述遗传型帕金森病致病基因是该过

程的重要调控者和参与者。突触前神经递质功能

缺陷，进而使得神经元内多巴胺含量过度升高，

而细胞质内过高水平的多巴胺是促使神经元发生

凋亡的一个可能原因。综合以上对突触前囊泡与

帕金森病关系的研究成果，目前在这一研究领域

亟需解决的问题包括：(1)Parkin、PINK1以及DJ-1
在突触囊泡活动过程中的作用及其机理；(2)进一

步证明囊泡在突触前中活动的失调能导致轴突终

末的退行性变；(3)多巴胺能神经元轴突终末的退

行性变是否是致其胞体死亡的主要原因。对这些

问题的回答将有助于阐明α-synuclein、LRRK2、
Parkin、PINK1以及DJ-1等基因突变导致家族遗传

性帕金森病的原因，同时也能为理解散发性帕金

森病成因提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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