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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撰写模板  格式说明 
合欢花总黄酮对抑郁模型大鼠海马 CA1区 BDNF和 TrkB表达的影响 
 

XXX，……（广西中医药大学，广西 南宁 530001） 
摘要：目的 观察合欢花总黄酮对抑郁模型大鼠海马 CA1区脑源性神
经营养因子（BDNF）及其受体酪氨酸激酶 B（TrkB）表达的影响。
方法 将 90只 SD大鼠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模型组、盐酸文拉法辛
组（12.5 mg·kg-1)、合欢花总黄酮 (100，50，25 mg•kg-1)剂量组。以孤
养加慢性不可预见性应激方法复制大鼠抑郁模型。采用旷场实验法测

定各组大鼠的行为变化，免疫组织化法检测大鼠海马 CA1 区 BDNF
及 TrkB表达。结果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模型组大鼠旷场实验 3 min
内水平运动、垂直运动得分均明显减少 (P<0.01)，海马 CA1区 BDNF
及受体 TrkB 的表达降低 (P<0.01)；与模型组比较，各给药组水平运
动得分和垂直运动得分都明显增加 (P<0.05)；海马 CA1 区 BDNF 及
受体 TrkB的表达明显增加(P<0.01)。结论 合欢花总黄酮可以改善抑

郁模型大鼠的抑郁行为，具有抗抑郁功效，其作用机制可能与增加海

马 CA1区 BDNF及其受体 TrkB的表达，从而保护海马神经元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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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Antidepressant Effect of Albizzia Julibrissin Flower total 
flavonoids on the Expression of BDNF and TrkB in the Hippocampus 
CA1 of Rats with Depression 
Shi Xueli，……（Guang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anning， 
Guangxi 53000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research the effects of Albizzia Julibrissin 
Flower total flavonoids (AJFTF) on the expression of BDNF and TrkB in 
the hippocampus CA1 of rats with depression. Methods  90 SD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normal group, model group, Venlafaxine 
Hydrochloride group (12.5 mg•kg-1), and high, middle, low dosages of 
AJFTF groups(100，50，25 mg•kg-1). …….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group, the behavior score in model group were decreased 
significantly(P<0.01), and the expression of BDNF and TrkB in the 
hippocampus CA1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P<0.01). …… . 
Conclusion  AJFTF can improve the behavior of rats with depression, 
have antidepressant effect，and ……  
Keywords: Albizzia Julibrissin Flower total flavonoids; Depression; 
BDNF; TrkB 
 

 
抑郁症是一组以情感障碍为突出表现的心理疾病，其发病与应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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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相关。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及其高亲和力功能受体酪
氨酸激酶 B（TrkB）在海马中有较高的表达，对神经元的存活、分化、
生长发育都起着重要的作用[1]，可防止神经元损伤后死亡、改善神经

元的病理状态、促进受损神经元再生及分化等，同时还具有对抗伤害

性刺激的作用[2]。合欢花为豆科植物合欢 Albizzia julibrissin Durazz.的
花序，前期研究[3-5]已经证实合欢花有抗抑郁功效，并且提示其抗抑郁

成份可能是黄酮类物质。本研究以孤养加慢性不可预见性应激方法复

制大鼠抑郁症模型，观察合欢花总黄酮对慢性应激抑郁模型大鼠海马

CA1区 BDNF及其受体 TrkB表达的影响,以期阐释其抗抑郁机制。 

 

１ 材料与方法 

1.1 动物 ３月龄雄性 SD大鼠， SPF级，体质量（180±20）ｇ，湖
南斯莱克景达实验动物有限公司，许可证号：SCXK(湘)2009－0004。 
1.2 药物及试剂 合欢花总黄酮由本校中化教研室提供，纯度大于 50 
%；盐酸文拉法辛胶囊，苏州第四制药厂有限公司，批号：20080601； 
TrkB 兔多克隆抗体，武汉博士德公司。大肠杆菌内毒素(LPS)，美国
Sigma公司，批号：2011L2880。 
1.3 仪器 MICROM HM355S 型全自动石蜡切片机，德国 MICROM
公司；CMIAS系列多功能真彩病理图像分析系统，北京麦克奥迪图像
技术有限公司。 
1.4 动物模型复制  以禁食 24 h，禁水 24 h，通宵照明，夹尾 1 min，
4 ℃冷水游泳 5 min等 9种刺激，21 d内随机安排，每天给予 1种刺
激，同一种刺激不能连续出现，使动物不能预见给予的刺激，每种刺

激出现 2～3次[6]。 
1.5分组及给药方法 大鼠适应性喂养 1周后，用旷场实验[7]作行为学

评分，3 min内水平运动和垂直运动总分低于 30分或高于 120分的大
鼠予以剔除。将筛选出的 90只大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6组，即正
常对照组、模型组、盐酸文拉法辛组（12.5 mg·kg-1）、合欢花总黄酮

高、中、低剂量组(100，50，25 mg·kg-1，分别相当于合欢花生药量

10，5，2.5 g·kg-1，为成人临床剂量的 20，10，5倍），每天灌胃给药
1次，连续 21 d。正常对照组及模型组给予等容积的蒸馏水。 

1.6 大鼠行为学试验 参考文献方法[7]制作敞箱，记录大鼠在3 min内

的活动。以穿越底面格数为水平运动得分(记录4爪均进入的方格)，以

两前肢离开底面直立次数为垂直运动得分，每只大鼠只测1次，实验在

第21天晚上进行。 

1.7 免疫组织化学法测定海马CA1区 BNDF及受体 TrkB的表达  在

第 21天旷场行为学实验后，抗凝管腹主动脉取血，生理盐水冲洗后，

灌注 4 %多聚甲醛，然后颈椎脱臼处死大鼠，取出大脑，…… 

1.8 统计学处理方法 采用 SPSS 13.0统计软件，计量资料结果以均数
±标准差( sx ± )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用 

LSD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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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合欢花总黄酮对抑郁模型大鼠行为学的影响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模型组大鼠水平运动、垂直运动得分均减少（P<0.05）；与模型组比较，
各给药组水平运动、垂直运动得分增加（P<0.05，P<0.01），见表 1。 
表 1 合欢花总黄酮对抑郁模型大鼠行为学的影响（ x±s，n=15） 

Table 1  Behavior scores of the rats in different groups …… 
行为学得分 

组别  剂量/mg·kg-1 
水平运动 垂直运动 

正常对照组  45.6 ±9.2﹡ 13.5±1.8** 

模型组  32.1 ±7.2 6.8±3.3 

盐酸文拉法辛组 12.5 44.2 ±8.3** 12.0±2.1** 

合欢花总黄酮高剂量组 100 42.5 ±7.5** 13.2±2.5** 

合欢花总黄酮中剂量组 50 41.3 ±8.6** 11.5±1.8** 

合欢花总黄酮低剂量组 25 38.2 ±6.3﹡ 8.2±2.0﹡ 

注：与模型组比较，
﹡

P<0.05，
**

P<0.01。 

2.2合欢花总黄酮对抑郁模型大鼠海马CA1区 BDNF表达的影响 

光镜下可见正常对照组海马 CA1 区均匀分布大量 BDNF 免疫标记阳

性神经元，呈黄褐色，排列整齐紧密，……  见图１。 

   

  正常对照组         模型组              盐酸文拉法辛组 

   

合欢花总黄酮高剂量组   合欢花总黄酮中剂量组   合欢花总黄酮低剂量组 

图１ 各组大鼠海马 CA1区海马 BDNF染色(免疫组化，×200倍)  
Figure 1  The expressions of BDNF in hippocampal CA1 of rats in different 
groups (immunohistochemical method，×200) 
…… 

 

3 讨论 

抑郁症的发病机制尚未明确，在抑郁症发病机制的研究中发现

BDNF 的表达变化有重要意义。大量研究[8]表明，BDNF 表达下调
可能参与慢性应激抑郁症时海马结构和功能的改变。心理以及物理

应激能下调海马 BDNF mRNA 表达，提示与应激相关的抑郁症与
海马 BDNF有密切联系。BDNF与中枢神经系统神经元的生存以及
多巴胺能、胆碱脂能、5-羟色胺能神经元的可塑性密切相关[9]。

BDNF参与抑郁症的发病机制可能与 NO有关，NO参与慢性应激
HPA轴持续激活导致糖皮质激素高分泌的过程，而应激时糖皮质激
素释放增加又部分介导应激时 BDNF表达减少[10]。…… 

 

结果中的数据统计分析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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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阐述与本研究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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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kB、BDNF 是所有神经营养因子中唯一一对在时间和空间
上协同表达的受体配体复合物。当 BDNF与 TrkB 结合时，受体分
子二聚化，其多个氨基酸残基快速自动磷酸化，磷酸化的转录因子

移入细胞核并与特定基因的启动子区结合启动转录过程[14]。BDNF
与 TrkB 结合后对损伤的神经元有明显的保护作用[15]。 
本实验结果显示，模型组大鼠海马 BDNF及其受体 TrkB的表

达明显下降，合欢花总黄酮各剂量组能不同程度地提高大鼠海马

BDNF 及其受体 TrkB 的表达。提高海马 BDNF 及其受体 TrkB 的
表达，进而对海马神经元可塑性进行调节，保护海马神经元可能是

合欢花提取物总黄酮的抗抑郁药理机制之一。但具体机制还有待进

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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