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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抑郁是一种常见的情绪障碍类精神疾病，以心境低落为核心症状，具有高复发率、高致残率、高

发病率等特点。
。近年来许多学者以代谢组学为研究平台，探讨中医药在抗抑郁中的作用。本研究通过检索

PubMed、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近年来基于代谢组学研究中医药抗抑郁的相关文献，总结了抗抑郁中药
药效生物标记物 29 种（抑郁生物标记物）及其作用机制、药效评价等相关进展，以期为中医药抗抑郁的研究
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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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搜集了抑郁症与代谢组学相关研究的文献，
但仅为罗列研究结果，并未从中提炼出规律和结论

作用机制

文献标识码: AA

直接关系，确定研究对象的生理学或病理生理学终
点[4-5]，这适合于中医药“多组分、多靶点、整体调节”特

通过分析文献，本研究总结了与中药抗抑郁相关

点的研究。代谢组学已被广泛应用到脑部疾病研究

的代谢差异物，进而初步总结了潜在的抗抑郁中药药

中，在抑郁研究中，可通过脑组织及生物体液中代谢

效生物标记物 29 种（抑郁生物标记物）及其作用机制，
并分析了其优点与不足及今后可能的研究方向。

2 应用代谢组学研究的部分抗抑郁中药（见 P2-

4，红色字体）；
2.4

抗抑郁中药药效生物标记物（抑郁生物标记物）

物含量的动态变化规律，直接反映脑部的病理变化趋
势及药物干预效果[6-7]；有研究表明抑郁患者体内的代
谢产物在临床症状出现以前，可能已经发生改变[8-10]。
1

代谢组学简介

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进展（见 P5-7，红色字体）；

1.1

为主要临床症状。研究表明，抑郁具有高复发率、高

谢组学技术。NMR 具有样品制备简单，不需要电离或

致残率和高发病率的特点，同时还增加了其他常见复

衍生、无损性、无偏倚、易于量化、能获得丰富的信息

抑郁是一种常见的高风险精神疾病，以心境低落

杂疾病的发病率，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

[1-2]

代谢组学技术平台
核磁共振谱（NMR）和质谱（MS）是目前常用的代

。临床

等优势；它还适合于通过固态核磁共振（ssNMR）魔角

上抗抑郁化学合成药起效快、疗效好，但副作用较为

自旋（MAS-NMR）来研究完整的组织、器官和其他固

明显；在寻找疗效好、毒性低的新型抗抑郁药的过程
[3]

中，中医药抗抑郁成为近年来研究热点 。
代谢物的含量变化是生物体对基因改变、疾病或
环境影响的最终应答，代谢组学是对生物系统内所有
内源性低分子量代谢物（< 1500 Da）含量进行整体分

析，通过建立代谢物含量变化与生物表型变化之间的

体或半固态样品；但 NMR 也存在设备成本、维护费用

高等缺点[11-12]。MS 具有高灵敏度、高特异性、高通量
的优点，可以检测和识别未知的化合物，并对所识别
的组分进行确认和定量；但其存在样品制备较复杂、
成本高、捕捉信息量较少等不足[13]。
代谢组学技术平台的发展趋势，是多种技术的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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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应用，例如气相色谱法与 MS 联用（GC-MS）、液相色

中常用的实验动物类型有：Spragu-Dawley 大鼠、Wistar

用（UPLC-MS）、超高效液相色谱-四极飞行时间-质谱

样品类型：尿液、血清或血浆、肝脏及脑组织等是

谱法与 MS 联用（LC-MS）、超高效液相色谱法与 MS 联
（UPLC-QTOF-MS）、NMR 与 UPLC-QTOF-MS

[14]

或

UPLC-MS/MS 联用，这不仅互补不足，还可进行整合
[15]

及验证分析，提高数据的准确性。
1.2

大鼠；C57BL/6J 小鼠、ICR 小鼠等。
抑郁研究中常用的生物样本。
2.2

与代谢组学联用的常规研究技术
常规研究技术主要有：行为学指标测试，例如强

代谢组学分析流程

迫游泳实验（FST）、尾吊实验（TST）、旷场实验（OFT）、

代谢组学分析流程包括：
（1）样品的采集与制备；

蔗糖偏好实验（SPT）等[15-16]；生化指标检测，如海马组

（2）代谢物的分离与检测；
（3）数据处理；
（4）生化解
释。其中，数据处理与生化解释为整个操作步骤中的
关键环节。
数据处理：利用模式识别技术等化学计量学方法
对数据进行降维和信息挖掘。模式识别技术是常用
[11]

的方法，它包括非监督和有监督的模式识别方法 ：非

织 中 NE、5-HT、脑 源 性 神 经 营 养 因 子（BDNF）含 量

等[18] 及血清中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介素-6

（IL-6）和 皮 质 酮（CORT）等[19,21]；蛋 白 印 迹 法[15]；qRTPCR 技术[33]等。
2.3

与代谢组学联用的交叉学科和新技术

2.3.1

肠道菌群
有研究显示，肠道菌群与抑郁发生关系密切[42]。

监督的主成分分析（PCA）方法及有监督的偏最小二乘
法-判别分析（PLS-DA）、正交偏最小二乘法判别分析

临床研究表明，抑郁患者出现肠道微生物群紊乱，包

（OPLS-DA）等。在数据处理的各阶段，模型的质量及

括代谢物的浓度变化，如三甲胺、二甲胺和二甲甘氨

有效性验证尤为重要。模型验证主要分为内部验证

酸等[31]。LIU 等[31]观察到，逍遥散可调节抑郁患者血浆

（交叉验证）及外部验证（排列试验、交叉验证的方差

中，参与肠道菌群代谢的相关差异代谢物含量，使其

分析）两种方法。
生化解释：检测结果经数据分析后，需根据代谢

趋于正常；通过建立代谢物与肠道菌群之间的联系，
揭示了抑郁的发生与肠道微生物代谢紊乱有关，提示

组学数据库及网络等资源，确定代谢物的化学结构，

调节肠道微生物紊乱可能中医药抗抑郁的部分作用

了解代谢物的生物功能，进而分析其可能的代谢通路

机制。

及网络路径。目前常用的代谢组学数据库有：人类代

2.3.2

谢 组 数 据 库（Human Metabolome Database，HMDB，

免疫
有神经影像学研究显示，免疫代谢失调的标记物

www. hmdb. ca）、METLIN 代 谢 组 学 数 据 库（https://

与海马体积成反比关系，而这一区域与多种精神疾病

（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KEGG，

缺血细胞的保护及免疫功能的改善有关，丙氨酸在淋

metlin. scripps. edu）、京 都 基 因 和 基 因 组 百 科 全 书
http://www.genome.jp/kegg/）等；常用网络分析资源包括

独 创 性 路 径 分 析 （IPA） 、LIPID MAPS-Nature
Lipidomics Gateway、MetaboAnalyst、MetaMap 等[3,8,11]。
2

应用代谢组学研究的部分抗抑郁中药
本研究通过检索 PubMed、CNKI 数据库，从研究对

象与样品、研究技术和抗抑郁中药作用机制等方面，
初步总结了近年来代谢组学在中药抗抑郁研究中的
部分文献，为相关研究提供一定参考（见表 1）。
2.1

巴细胞再生和免疫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GONG 等[15] 基于代谢组学技术发现，当归提取物能够

恢复 CUMS 引起的大鼠血清中丙氨酸和甘氨酸的异常

变化，表明其药理作用与减轻免疫功能受损密切相
关。这从代谢组学层面揭示，增强免疫功能可能是中
医药抗抑郁的治疗靶点。
2.4

抗抑郁中药药效生物标记物（抑郁生物标记物）

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进展
中药的药效物质基础及作用机制研究过程十分

研究对象与样品

复杂，许多抗抑郁中药的药理机制尚未阐明。与传统

研究对象：分为临床抑郁患者和实验动物模型两

研究方法相比，代谢组学通过检测生物液体或组织样

种。实验动物模型有 CUMS 模型、CVS 模型、VD 抑郁

模型、CORT 诱导模型及 LPS 诱导模型等。抑郁研究
2

的病理生理学密切相关[43]。有研究报道[15]，甘氨酸与

本中小分子代谢物，反映这些小分子代谢物在治疗的
过程中的整体水平，并从中筛选和鉴定出特异性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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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药物类型

名称
京尼平[16-17]

延胡索生物碱

[3]

单味中药
桔梗叶

知母-百合[20-21]
小柴胡汤[22]
半夏厚朴汤

逍遥散

样本类型

CUMS-大鼠

血清、尿液

[23]

[24-32]

CORT-大鼠

CUMS-大鼠

DGMI[38-39]
沙棘籽油[40]
圣约翰草[41]

TCA 循环、胆碱代谢

NMR

糖酵解/糖异生；TCA 循环；脂质代谢

血浆

血清、海马

能量代谢；脂质代谢；氨基酸代谢；肠道菌群代谢

NMR

氨基酸代谢；糖代谢；脂质代谢；TCA 循环

UPLC-QTOF-MS

鞘脂代谢；花生四烯酸代谢；亚油酸代谢；谷胱甘肽代谢；

甘油磷脂代谢；色氨酸代谢；

TCA 循环；泛酸和辅酶 A 合成等

UPLC-MS/MS、NMR

能量代谢；促进细胞膜稳定；

CUMS-大鼠

海马

UHPLC-QTOF-MS

单胺类神经递质合成；氨基酸、脂肪酸和磷脂代谢

CUMS-大鼠

血清

UHPLC-QTOF-MS

氨基酸代谢；能量代谢；花生四烯酸；甘油磷脂和鞘脂代

CUMS-大鼠

尿液

UPLC-MS

氨基酸代谢；脂质代谢；氧化应激与炎症反应

CUMS-大鼠

脑
尿液

CUMS-大鼠

血浆
脑
尿液
血浆
[14]

尿液

[33]

肝脏

CVS-大鼠[34]

尿液

氨基酸代谢；能量代谢；脂质代谢

GC-MS[24]、UPLC-MS[25]
GC-MS[26]、NMR[27]

神经递质含量；氨基酸代谢；能量代谢；脂质代谢；肠道菌

NMR[28]

群代谢

NMR[29]、GC-MS[30]
NMR[31]、GC-MS[32]

UPLC-QTOF-MS、NMR TCA 循环；神经递质合成；
LC-MS

抑制肝细胞凋亡；磷脂代谢；胆汁酸合成等

UPLC-QTOF-MS、NMR

酮类化合物合成；苯丙氨酸、酪氨酸和色氨酸生物合成；缬

海马

UHPLC-QTOF-MS

氨基酸代谢；TCA 循环；磷酸甘油代谢

海马

GC-MS

神经代谢；氧化应激；脂质代谢；能量代谢；谷胱甘肽代谢

尿液

GC-MS

能量代谢；脂肪酸代谢；神经递质类代谢合成

VD-小鼠

CUMS-大鼠

UPLC-MS

尿液

CUMS-大鼠[36]

CUMS-大鼠

谢；胆汁酸代谢等

能量代谢；神经递质合成；色氨酸、磷脂、脂肪酸和胆汁酸

血清、海马

小鼠

血清蛋白合成；增强免疫功能

UPLC-QTOF-MS

CVS-大鼠[35]

小鼠

中成药

NMR

血清

CUMS-大鼠

养心氏片[37]

作用机制

CUMS-大鼠

CUMS-大鼠
柴胡疏肝散[14,33-36]

研究技术

血清、尿液、脑 NMR

抑郁患者

中药方剂

其他

肝脏

LPS-小鼠

[19]

当归[15]

中药药对

研究对象
CUMS-大鼠

淫羊藿苷[18]

应用代谢组学研究的部分抗抑郁中药

前额叶皮质层 GC-MS

血清、尿液、脑 GC-MS

代谢；调节 ERK1/2 和 pERK1/2 信号通路

草碱、天冬氨酸、谷氨酰胺代谢；糖酵解/糖异生
氨基酸代谢；脂质代谢；能量代谢
等
抑制神经递质的突触体摄取；调节儿茶酚胺类代谢

注：CUMS：Chronic unpredictable mild stress，慢性不可预测轻度应激模型；CVS：Chronic variable stress；CORT: Corticosteron，皮质酮诱导抑郁模型；DG⁃
MI：银杏内脂注射液；LPS：Lipopolysaccharide，脂多糖诱导抑郁模型；VD：Vascular depression，血管性抑郁模型；ERK：Extracellular signal-regulated ki⁃
nase，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

标记物，揭示中药作用的相关代谢途径，从而深入研
究抑郁的发生发展规律，同时进一步探索中药的作用
机制。

在抗抑郁中药药效生物标记物（抑郁生物标记物），详
见表 2。

通过总结文献发现，抗抑郁中药的作用机制与调

抑郁的复发性高、初期临床特征不明显，且极易
与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精神分裂症等疾病混淆，如
何做到抑郁临床的精准诊疗是重点问题。筛选和鉴
定出的特异性抗抑郁中药药效生物标记物，同时也可
作为抑郁生物标记物，为抑郁的早期诊断及疗效评价
提供参考。
本研究总结了基于代谢组学研究方法得到的潜

节机体内差异性代谢物含量密切相关。文献中出现
频率等于或大于 3 次（≥3）的差异性代谢物有 15 种，与

正常组比较，模型组或抑郁患者体内的丙氨酸、乳酸、
甘氨酸、络氨酸、马尿酸盐、脂质、泛酸等代谢的含量
增加；色氨酸、谷氨酸、缬氨酸、肌氨酸酐、NAA、异亮

氨酸、胆碱、柠檬酸的含量降低；文献中出现 2 次的差

异性代谢物有 14 种，即硬脂酸、二甲胺、尿囊素、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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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生物标记物
[15-17,27,29-30,38-39]

丙氨酸（alanine）

乳酸（lactate）[15-17,29,31,39]
甘氨酸（glycine）[3,15,23-24,26]
[24-25,36,41]

络氨酸（tyrosine）

马尿酸盐（hippurate）[22,30,36]
[16-17,27]

脂质（lipid）

泛酸（pantothenic acid）[14,19,34]
硬脂酸（stearic acid）[23,32]

[16,29]

二甲胺（dimethylamine）
尿囊素（allantoin）[14,21]

花生四烯酸（arachidonic acid）

[19,21]

苯丙酮酸（phenylpyruvic acid）[20,24]
[19,23]

溶血磷脂（LysoPC）

色氨酸（tryptophan）[15,19,25,35,37]
谷氨酸（glutamate）[14,17,23,28,36]
缬氨酸（valine）

[15,21,32,37]

肌氨酸酐（creatinine）[16,22,25,29]
N-乙酰天冬氨酸（NAA）

[18,20,35]

异亮氨酸（isoleucine）[15,18,36]
[15,27,31]

胆碱（choline）

柠檬酸（citric acid）[19,37-38]

琥珀酸盐（succinate）[17-18]
[18,36]

丙酮酸盐（pyruvate）
肌酸（creatine）[35-36]

[35,37]

次黄嘌呤（hypoxanthine）
烟酰胺（niacinamide）[35,37]

二羟喹啉甲酸（xanthurenic acid）[29,34]
[16,21]

甜菜碱（betaine）

植物鞘氨醇（phytosphingosine）[19,35]

抑郁生物标记物总结
变化趋势

参与的代谢途径

↑

糖异生、免疫功能、氨基酸代谢

↑

氨基酸代谢、血清蛋白合成、TCA 循环

↑

苯丙氨酸与酪氨酸合成；肠道菌群代谢

↑

能量代谢

↑

肠道菌群代谢

↑

花生四烯酸代谢

↑

脂质代谢

↓

D-谷氨酰胺和 D-谷氨酸代谢

↓

能量代谢

↓

氨基酸代谢、能量代谢

↓

TCA 循环

↓

TCA 循环、糖代谢

↑

糖酵解

↑

苯丙氨酸与酪氨酸合成

↑

脂质代谢

↑

脂肪酸生物合成

↑

嘌呤代谢

↑

苯丙氨酸的代谢

↓

色氨酸代谢

↓

能量代谢、丙酮酸代谢

↓

能量代谢、氨基酸代谢

↓

脂质代谢、细胞膜重建

↓

TCA 循环

↓

能量代谢

↓

能量代谢、嘌呤代谢

↓

色氨酸代谢

↓

色氨酸代谢、辅酶 NAD 的重要组成部分

↓

蛋氨酸循环

↓

磷脂代谢

注：↑：与正常组相比，模型组水平升高；↓：与正常组相比，模型组水平下降。

四烯酸、苯丙酮酸、LysoPC 的含量升高，琥珀酸盐、丙
酮酸盐、肌酸、次黄嘌呤、烟酰胺、二羟喹啉甲酸、甜菜

碱、植物鞘氨醇含量降低。结果提示，这 29 种差异性
代谢物可作为潜在的抗抑郁中药药效生物标记物；同

3.1

3.1.1

单味中药提取物
京尼平
DU 等[16] 探讨了京尼平对 CUMS 应激大鼠的抗抑

郁作用。血清及尿液代谢组学发现，京尼平可显著逆

时也可将其作为潜在的的抑郁生物标记物，用于抑郁

转应激引起的血清中氧化三甲胺（TMAO）和 β-羟丁

的诊断及治疗。

增加及尿液中肌酐和甜菜碱的下降，柠檬酸盐、三甲

酸（β-HB）减少，脂类、乳酸、丙氨酸和 N-乙酰糖蛋白

经相关代谢路径分析表明，中药主要通过调控参

胺和二甲胺的增加，使得这些差异性代谢物浓度恢复

与氨基酸代谢、能量代谢、TCA 循环、糖代谢、脂质代

至接近正常水平。实验结果表明，京尼平具有明显的

谢、肠道菌群代谢等一种或多种代谢途径的差异性代
谢物，使其趋于正常水平，从而发挥抗抑郁疗效。

抗抑郁疗效，其作用机制可能与调节涉及上述差异性
代谢物的肠道微生物、能量代谢和糖代谢紊乱有关，
这一抗抑郁效果也在行为学实验中得到了证实，如增

3

中药的抗抑郁机制研究和药效评价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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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淫羊藿苷
GONG 等 探讨了淫羊藿苷在 CORT 诱导大鼠抑
[18]

郁中的抗抑郁活性。在血清、尿液及脑组织代谢谱
中，分别发现 9 种、5 种和 3 种代谢差异物，除血清中异

亮氨酸、尿液中牛磺酸外，其余代谢物均可被淫羊藿
苷回调接近于正常水平。这些差异性代谢物主要涉
及能量代谢、脂代谢、氨基酸代谢和肠道微生物代谢，
表明淫羊藿苷可能通过调节紊乱的代谢途径，逆转

CORT 所致抑郁的病理过程。同时，淫羊藿苷还可显
著增加海马中 BDNF 含量，改善大鼠抑郁症状，这些结
果与代谢组学结果均可相互佐证。
3.1.3

3.2

中药药对
DU 等[20] 探究知母与百合药对（ZB）对大鼠 CUMS

抑郁模型是否有协同治疗作用。血清代谢谱显示，氨

基酸代谢（谷氨酸、缬氨酸、色氨酸等）、能量代谢（L肉毒碱、丙酰肉碱、乙酰肉碱）及其他如胆酸、鞘氨醇

等 30 种代谢物在模型组大鼠血清中异常改变；其中，
22 种差异性代谢物在 ZB 给药后恢复趋于正常。结果

提示，ZB 抗抑郁作用机制与调节氨基酸代谢、胆汁酸
代谢、脂代谢和鞘脂代谢代谢、能量代谢等相关。
3.3

3.3.1

中药方剂
小柴胡汤（XCHT）
XIONG 等[22] 研究了 XCHT 对 CUMS 诱发抑郁大鼠

延胡索生物碱（YHTA）
WU 等[3] 探索了 YHTA 抗抑郁作用。通过血浆代

的改善作用。尿液代谢组学分析显示，XCHT 可显著

物：肌醇、甘油、甘氨酸等。YHTA 给药后，这些差异代

尿酸等 6 种代谢物水平，提示 XCHT 对抑郁的治疗作

谢谱分析，CUMS 大鼠血浆中共鉴定出 13 种代谢差异

谢物水平均有恢复正常的趋势，与阳性药作用相似，
提示 YHTA 可能通过调控氨基酸代谢、糖代谢、脂质代

谢和 TCA 循环紊乱，实现抗抑郁作用。这一结果与行

为学检测结果相一致，如 YHTA 改善了由于应激引起

的 FST 不动时间明显增加，蔗糖摄入量及体重降低等
抑郁样症状。
3.1.4

桔梗叶甲醇提取物（HPF）
WANG 等 研究了 HPF 对 LPS 诱导抑郁小鼠的影
[19]

响。血清及海马代谢谱图分析显示，抑郁小鼠模型中
分别鉴定出 21 和 11 种差异代谢物，涉及脂质代谢、氨

基酸代谢、能量代谢、花生四烯酸代谢、谷胱甘肽代谢

和磷酸肌醇代谢；HPF 干预后，可显著恢复参与这些
代谢通路的部分代谢物水平。这些结果与行为学指
标检测及生化指标结果相吻合，如 HPF 显著提高蔗糖

摄入量、体质重等，降低血清中促炎细胞因子 TNF-α
和 IL-6 水平等。
3.1.5

上调肌酐、柠檬酸盐和硫酸吲哚，下调马尿酸盐、苯乙

用可能与调节氨基酸和脂质代谢紊乱、抑制氧化应激
和炎症反应有关。行为学实验结果表明，XCHT 可显
著逆转 CUMS 引起蔗糖摄入量和摄食量的减少，改善
大鼠抑郁样行为，与代谢组学结果一致。
3.3.2

半夏厚朴汤（BHD）
MA 等[23]探索了 BHD 的抗抑郁作用。脑组织代谢

组学结果显示，与 CUMS 模型组相比，BHD 对涉及氨

基酸、有机酸和脂肪酸代谢的 8 种受干扰的内源性代
谢物有明显调节作用，包括升高谷氨酸和 8，9-环氧二

十碳三烯酸水平，降低山嵛酸、硬脂酸和甘氨酸等。
研究提示，恢复代谢途径紊乱可能是 BHD 发挥抗抑郁

作用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行为学相关研究中发现，
BHD 可明显缩减大鼠 FST 中的不动时间，增加蔗糖摄

入量，缓解大鼠抑郁症状，与上述代谢组学研究结果
相互佐证。
3.3.3

逍遥散（XYS）
LIU 等[32]研究了 XYS 对抑郁患者的影响。血浆代

当归乙醇提取物（AS）

GONG 等[15]探讨了 AS 对 CUMS 诱发抑郁大鼠的治

谢组学分析显示，相比于健康者，抑郁患者血浆草酸

萄糖、甘氨酸等 26 种差异代谢物含量，使其有恢复正

降；XYS 通过调节乙醛酸和二羧酸代谢功能失调（草

疗作用。血清代谢谱分析显示，AS 可调控组氨酸、葡

常的趋势。此外，AS 还可恢复小鼠血液学异常的现
象，如调节血液中红细胞、血小板数、红细胞分布宽度
等水平，与代谢组学结果一致。这些结果表明，AS 的

和硬脂酸水平显著升高，而缬氨酸和尿素水平显著下
酸）、脂肪酸生物合成（硬脂酸）、缬氨酸与亮氨酸、异
亮氨酸生物合成（缬氨酸）、精氨酸和脯氨酸代谢（尿
素）等代谢物的变化发挥抗抑郁疗效，并提示草酸和

抗抑郁作用机制可能与调节参与促进机体能量代谢

硬脂酸的结合可能成为未来抑郁诊断候选标志物。

和血清蛋白质合成、稳定细胞膜、增强免疫功能及血

3.3.4

液系统等相关代谢物含量有关。

柴胡疏肝散（CHSGS）
CHANG 等[14] 探 究 白 芍（QBS）在 柴 胡 疏 肝 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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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SGS）抗抑郁中的作用。尿液代谢谱发现的 46 种

谱图分析显示，CUMS 抑郁大鼠尿液中庚二酸和棕榈

消耗量有显著相关性，并被认为是评价 CSGS 抗抑郁

酸和 5-羟甲基-2-呋喃甲酸（sumiki's acid）显著增高；

差异代谢产物中，有 20 种与行为实验中观察到的蔗糖
作用的疗效标志物。实验进一步证明，QBS 能够改善
在 CUMS 引起的抑郁中 6 种差异代谢物（谷氨酸、乙酰
乙酸、肌酐、黄嘌呤酸、犬尿喹啉和 N-乙酰羟色胺）的

代谢紊乱，研究提示 QBS 在抗抑郁作用中起着不可或
缺的作用，并通过指纹图谱明确 QBS 的有效成分为芍
药苷、白芍苷、异麦芽牡丹苷和苯甲酰芍药苷。

酸含量明显减少，辛二酸、柠檬酸、邻苯二甲酸、肉桂

沙棘籽油给药后，可使这些差异代谢物水平恢复至接
近正常；这些差异代谢物分别参与了能量代谢、神经
递质合成以及脂肪酸代谢等代谢过程，提示沙棘籽油

对大鼠的抗抑郁作用可能与调节这些代谢途径有关。
3.5.2

圣约翰草提取物（St John’s Wort，SJ）
WANG 等[42] 通 过 SJ、人 参 皂 甙（GS）和 丙 咪 嗪

JIA 等[33]应用肝脏靶向代谢组学结合 qRT-PCR 技

（CPM）的药效对比，探讨了 SJ 抗抑郁的作用机制。大

肝脏代谢谱分析，CHSGS 可使油酸、甘油磷胆碱、肉毒

单胺类神经递质代谢产物的变化，如下调血清、尿液

术探究 CHSGS 对肝损伤相关抑郁的保护作用。通过
碱等多种由 CUMS 引起差异代谢物水平正常化。研究

揭示，CHSGS 对小鼠肝脏的保护作用不仅与调节肝脏
代谢（磷脂代谢和胆汁酸合成等）有关，也与抑制肝细
胞凋亡关系密切。
3.4

中成药

3.4.1

养心氏片（YXST）

DU 等 探究 YXST 对小鼠血管性抑郁模型的抗抑
[38]

郁作用。通过对脑组织中海马的代谢组学分析发现，
模型组中 38 种代谢物发生了显著性变化；YXST 给药

鼠血清、尿液和脑组织代谢谱分析显示，SJ 主要抑制

和脑组织中酪氨酸和苯丙氨酸水平，上调尿液中 5HIAA 含量，与 CPM 效果相似；而 GS 对与兴奋性/抑制

性氨基酸和单胺类神经递质代谢物均有影响，且比 SJ
和 CPM 更能减轻应激引起的大鼠大脑和外周代谢产
物的变化。该实验首次从代谢组学层面阐明 SJ 抗抑
郁作用与调节单胺类神经递质代谢产物相关。
4

小结与展望
基于代谢组学的中医药抗抑郁研究显示，多种中

后，可将其中的 23 种差异代谢物逆转接近于正常水

药有抗抑郁疗效，其作用机制可能与调节抑郁患者或

种代谢途径，保护小鼠免受血管抑制性损伤，发挥抗

的抗抑郁中药药效生物标记物有丙氨酸、乳酸、甘氨

平，提示 YXST 可能通过调节氨基酸和能量代谢等多
抑郁作用。行为学实验与生化检测显示，YXST 可明

显上调海马中 NE、DA 及 5-HT 的含量，减轻小鼠抑郁
症状，这与代谢组学结果相符。
3.4.2

银杏内酯注射液（DGMI）
LANG 等 以文拉法辛（抗抑郁药）为阳性对照药
[38]

物探讨了 DGMI 的抗抑郁作用和机理。在 SPT 和 TST
实验中观察到，DMGI 给药后产生与阳性药类似的抗

抑郁样作用。通过分析小鼠脑组织中海马代谢谱图，
发现腹腔注射 DGMI，可显著改变磷酸盐、甘氨酸、乙

抑郁动物体内的差异性代谢物有关。通过分析总结
酸等 29 种差异性代谢物，这些物质亦可作为潜在的抑
郁生物标记物，用于抑郁的早期诊断与治疗等。相关

代谢路径分析表明，中药调控的差异性代谢物，主要
涉及氨基酸代谢、能量代谢、TCA 循环、脂质代谢、肠

道菌群代谢、糖代谢等一个或多个代谢途径，从而发
挥抗抑郁功能。这些研究结果不仅从代谢组学层面
验证了抗抑郁中医药“多机制协同作用”的特点，同时
也完善了中医药的抗抑郁机制。
代谢组学在中医药抗抑郁研究中，仍存在一些亟

醇胺和肌苷等 18 种差异代谢物水平，其中 10 种代谢

待解决的问题：一，中药的成分复杂，药效标志物的筛

物的调节作用与阳性药一致，这些生化变化包括神经

选具有一定的挑战性；二，多数研究集中在中药粗提

递质代谢、氧化应激、谷胱甘肽代谢、脂质代谢、能量

取物层面，尚未揭示中药抗抑郁活性单体成分；三，现

代谢等。研究结果提示，DMGI 抗抑郁作用与调节多
个代谢通路紊乱有关。
3.5

其他

3.5.1

沙棘籽油
TIAN 等[41] 探索沙棘籽油抗抑郁作用。尿液代谢

6

有的研究多数只针对某一时间点机体静态的代谢状
态，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四，基于代谢组学研究，文献
报道的与中药抗抑郁相关的差异性代谢物数量很多，
但有些代谢物在不同研究报道中的变化趋势不一致，
例如：N-乙酰天冬氨酸，有个别文献报道在大鼠尿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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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含量升高[14]，与多数文献报道不一致；柠檬酸盐，
不同文献报道的大鼠尿液样品中的 NMR
MS

[22,25]

[16]

与 UPLC-

验证。
其三，目前发现有抗抑郁功效的中药品种多达数

的检测结果相反。研究对象、造模方法、检测样

十种，其中一些品种已被应用于临床抗抑郁治疗，但

本类别或数量、研究技术等的不同，可能是导致这些

药理机制研究有待深入[44-45]；可考虑应用代谢组学技

结果差异的原因。

术，优先深入探索并完善这些潜在抗抑郁中药的药理

未来代谢组学在中医药抗抑郁研究中，可从以下
几个方面深入探讨：

机制。
其四，研究表明，传统中医疗法治疗抑郁，例如辩

其一，中医药抗抑郁的实验对象，可考虑更多地

证论治[46]、针刺、艾灸结合穴位[47-49] 等，具有疗效明显、

偏向于临床患者；同时考虑将在动物实验中发现的具

毒副作用小、起效快和复发率低等优点，但具体作用

有抗抑郁功效的中药，尽快的应用于临床研究。

机理尚未完全明确；目前已有基于代谢组学技术，探

其二，可考虑引入动态的、多种生物样本的代谢

讨针刺治疗神经退行性疾病作用机制的研究[50]；今后

组学研究；多种代谢组学技术联合应用；代谢组学结

可考虑采用代谢组学技术，深入探究上述传统中医疗

果与常规研究技术及其他新技术相互佐证等，提高数

法 的 抗 抑 郁 作 用 机 制 ，推 进 中 医 药 抗 抑 郁 的 研 究

据的一致性与可靠性；此外，可应用循证医学，采用

进展。

Meta 分析等手段，对潜在的抑郁生物标记物进行临床

参考文献

2

1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Depression and other common mental

12 Carneiro G, Radcenco A L, Evaristo J, et al. Novel strategies for

2

Breitenstein B, Scheuer S, Holsboer F. Are there meaningful

metabolomics. Horm Mol Biol Clin Investig, 2019.

disorders: global health estimates[R]. WHO, 2017.

biomarkers of treatment response for depression?. Drug Discov Today,
2014, 19(5): 539-561.
3

Wu H, Wang P, Liu M, et al. A 1H-NMR-based metabonomic study on

the anti-depressive effect of the total alkaloid of corydalis rhizoma.
Molecules, 2015, 20(6): 10047-10064.
4

Dettmer K, Hammock B D. Metabolomics--a new exciting field within

5

Rangel-Huerta O D, Pastor-Villaescusa B, Gil A. Are we close to

the" omics" sciences. Environ Health Perspect, 2004, 112(7): A396-A397.

defining a metabolomic signature of human obesity? A systematic review of
metabolomics studies. Metabolomics, 2019, 15(6): 93.
6

房军伟, 蔡志钢, 孙淑军, 等 . 代谢组学技术在脑部疾病的精准应

7

刘兰英 . 中西医结合治疗抑郁症研究进展 .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

8

Liu Y, Yieh L, Yang T, et al. Metabolomic biosignature differentiates

用 .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 2017, 19(9): 1549-1554.
现代化, 2017, 19(12): 2074-2078.

melancholic depressive patients from healthy controls. BMC genomics,
2016, 17(1): 669.
9

Cassol E, Misra V, Morgello S, et al. Altered monoamine and

acylcarnitine metabolites in HIV-positive and HIV-negative subjects with
depression. J Acquir Immune Defic Syndr, 2015, 69(1): 18.

10 Kawamura N, Shinoda K, Sato H, et al. Plasma metabolome analysis of

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Psychiatry Clin Neurosci, 2018, 72
(5): 349-361.

11 Emwa AH, Roy R, McKay R T, et al. NMR spectroscopy for
metabolomics research. Metabolites, 2019, 123(9): 1-39.

clinical investigation and biomarker discovery: A guide to applied
13 Wang S, Blair IA, Mesaros C. Analytical methods for mass

spectrometry-based metabolomics studies[M]. Adv Exp Med Biol, 2019:
635-647.

14 Chang X, Jia H, Zhou C, et al. Role of Bai-Shao towards the
antidepressant effect of Chaihu-Shu-Gan-San using metabonomics

integrated with chemical fingerprinting. J Chromatogr B, 2015, 1006:
16-29.

15 Gong W, Zhu S, Chen C, et al. The anti-depression effect of Angelicae
Sinensis Radix is related to the pharmacological activity of modulating the
hematological anomalies. Front Pharmacol, 2019, 10.

16 Tian J S, Shi B Y, Xiang H, et al. 1H-NMR-based metabonomic
studies on the anti-depressant effect of genipin in the chronic
unpredictable mild stress rat model. PloS one, 2013, 8(9): e75721.

17 Chen J, Shi B, Xiang H, et al. 1H NMR-based metabolic profiling of

liver in chronic unpredictable mild stress rats with genipin treatment. J
Pharm Biomed Anal, 2015, 115: 150-158.

18 Gong M, Han B, Wang S, et al. Icariin reverses corticosterone-induced
depression-like

behavior,

decrease

in

hippocampal

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BDNF) and metabolic network disturbances revealed

by NMR-based metabonomics in rats. J Pharm Biomed Anal, 2016, 123:
63-73.

19 Wang C, Lin H, Yang N, et al. Effects of platycodins folium on
depression in mice based on a UPLC-Q/TOF-MS serum assay and
hippocampus metabolomics. Molecules, 2019, 24(9): 1712.

20 Du H, Wang K, Su L, et al. Metabonomic identification of the effects of

〔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Materia Materia-Worl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7

★
the Zhimu-Baihe saponins on a chronic unpredictable mild stress-induced

Anal, 2011, 55(3): 533-539.

21 Du H, Zhao H, Lai X, et al. Metabolic profiles revealed synergistically

studies to explore the regulation of Chaihu-Shu-Gan-San on metabolic

rat model of depression. J Pharm Biomed Anal, 2016, 128: 469-479.

antidepressant effects of lilies and Rhizoma Anemarrhenae in a rat model of
depression. Biomed Chromatogr, 2017, 31(7): e3923.

22 Xiong Z, Yang J, Huang Y, et al. Serum metabonomics study of antidepressive effect of Xiao-Chai-Hu-Tang on rat model of chronic
unpredictable mild stress. J Chromatogr B, 2016, 1029: 28-35.

23 Ma Z, Ji W, Qu R, et al. Metabonomic study on the antidepressant-like

effects of banxia houpu decoction and its action mechanism. Evid Based
Complement Alternat Med, 2013, 2013.

24 Xiong Z, Yang J, Huang Y, et al. Metabolomics study on the antidepression effect of Xiaoyaosan on rat model of chronic unpredictable mild
stress. J Ethnopharmacol, 2010, 128(2): 482-489.

25 Gao X X, Cui J, Zheng X Y, et al.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antidepressant action of Xiaoyaosan in rats using ultra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Phytother Res, 2013, 27(7): 1074-1085.

combined

with

metabonomics.

26 Gao X, Zheng X, Li Z, et al. Metabonomic study on chronic
unpredictable mild stress and intervention effects of Xiaoyaosan in rats
using

gas

chromatography

coupled

Ethnopharmacol, 2011, 137(1): 690-699.

with

mass

spectrometry.

J

27 Liu X J, Zhou Y Z, Li Z F, et al. Anti⁃depressant effects of xiaoyaosan

on rat model of chronic unpredictable mild stress: a plasma metabonomics

study based on NMR spectroscopy. J Pharm Pharmacol, 2012, 64(4):
578-588.

28 Liu X, Zheng X, Du G, et al. Brain metabonomics study of the
antidepressant-like effect of Xiaoyaosan on the CUMS-depression rats by

1

H NMR analysis. J Ethnopharmacol, 2019, 235: 141-154.

29 Tian J, Peng G, Gao X, et al. Dynamic analysis of the endogenous
metabolites in depressed patients treated with TCM formula Xiaoyaosan

using urinary 1H NMR-based metabolomics. J Ethnopharmacol, 2014, 158:
1-10.

30 Tian J S, Peng G J, Wu Y F, et al. A GC-MS urinary quantitative
metabolomics analysis in depressed patients treated with TCM formula of
Xiaoyaosan. J Chromatogr B, 2016, 1026: 227-235.

31 Liu C C, Wu Y F, Feng G M, et al. Plasma-metabolite-biomarkers for
the therapeutic response in depressed patients by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ormula Xiaoyaosan: A 1H NMR-based metabolomics approach. J
Affect Disord, 2015, 185: 156-163.

32 Liu X, Liu C, Tian J, et al. Plasma metabolomics of depressed patients

and treatment with Xiaoyaosan based on mass spectrometry technique. J
Ethnopharmacol, 2020, 246: 112219.

33 Jia H, Yu M, Ma L Y, et al. Chaihu-Shu-Gan-San regulates
phospholipids and bile acid metabolism against hepatic injury induced by
chronic unpredictable stress in rat. J Chromatogr B, 2017, 1064: 14-21.

34 Su Z H, Li S Q, Zou G A, et al. Urinary metabonomics study of antidepressive effect of Chaihu-Shu-Gan-San on an experimental model of

depression induced by chronic variable stress in rats. J Pharm Biomed

8

35 Su Z, Jia H, Zhang H, et al. Hippocampus and serum metabolomic
network disturbances of rats exposed to chronic variable stress. Mol Biosyst,
2014, 10(3): 549-561.

36 Jia H, Su Z, Long W, et al. Metabonomics combined with UPLC-MS
chemical profile for discovery of antidepressant ingredients of 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formula,

Chaihu-Shu-Gan-San.

Evid

Based

Complement Alternat Med, 2013, 2013.

37 Du H, Zhang H, Zhao Y, et al. Metabolic analysis of the antidepressive

effects of Yangxinshi Tablet in a vascular depression model in mice.
Biomed Chromatogr, 2018, 32(3): e4114.

38 Liang Z, Bai S, Shen P, et al. GC – MS-based metabolomic study on
the antidepressant-like effects of diterpene ginkgolides in mouse
hippocampus. Behav Brain Res, 2016, 314: 116-124.

39 Hu Q, Shen P, Bai S, et al. Metabolite-related antidepressant action of

diterpene ginkgolides in the prefrontal cortex. Neuropsychiatr Dis Treat,
2018, 14: 999.

40 Tian J, Liu C, Xiang H, et al. Investigation on the antidepressant effect
of sea buckthorn seed oil through the GC-MS-based metabolomics

approach coupled with multivariate analysis. Food funct, 2015, 6(11):
3585-3592.

41 Wang X, Zeng C, Lin J, et al. Metabonomics approach to assessing the

modulatory effects of St John’s wort, ginsenosides, and clomipramine in
experimental depression. J Proteome Res, 2012, 11(12): 6223-6230.

42 Li JG, Jia XY, Wang C, et al. Altered gut metabolome contributes to
depression-like behaviors in rats exposed to chronic unpredictable mild
stress. Transl Psychiatry, 2019, 9(1): 40.

43 Li JY, Zhao RZ, Li XL, et al. Shen-Qi-Jie-Yu-Fang exerts effects on
a rat model of postpartum depression by regulating inflammatory cytokines
and CD4+ CD25+ regulatory T cells. Neuropsych Dis Treat, 2016, 12: 883.

44 Chi X, Wang S, Baloch Z, et al. Research progress on classical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ormula Lily Bulb and Rehmannia Decoc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Biomed Pharmacother, 2019, 112: 108616.

45 Ding LL, Zhang XY, Guo HL, et al. The functional study of a Chinese
herbal compounded antidepressant medicine-Jie Yu Chu Fan capsule on

chronic unpredictable mild stress mouse model. PloS one, 2015, 10(7):
e0133405.

46 马下雅, 丁敏芮, 施侠威, 等 . 中药复方辩证治疗抑郁症的现代化数
据研究 .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 2019, 21(7): 1424-1429.

47 Lee M J, Ryu J S, Won S K, et al. Effects of acupuncture on chronic

stress-induced depression-like behavior and its central neural mechanism.
Front Psychol, 2019, 10: 1353.

48 Li H, Sang L, Xia X, et al. Therapeutic duration and extent affect the
effect of moxibustion on depression-like behaviour in rats via regulating the

brain tryptophan transport and metabolism. Evid Based Complement
Alternat Med, 2019, 2019.

49 Ahn H I, Hyun M K. Effectiveness of integrative medicine program for
dementia prevention on cognitive function and depression of elderly in a

〔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Materia Materia-Worl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XXXX
public health center. Integr Med Res, 2019, 8(2): 133-137.

50 Ha L, Yu M, Yan Z, et al. Effects of moxibustion and moxa smoke on

behavior changes and energy metabolism in APP/PS1 mice. Evid Based
Complement Alternat Med, 2019, 2019.

Progress in the Application of Metabolomics on Anti-depression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Gao Pengfei1,2,3 ，Wang Xuexue3 ，Tao Zhuping3 ，Li Ying3 ，Zhang Chenggui1,2 ，Wei Guining5 ，Liu Weihong2,4
(1. National Joint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inal Special Insects, Dali 671000,
China；2. Yunnan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Entomological Biopharmaceutical R&D, Dali University, Dali,
671000, China；3. School of Pharmacy, Dali University, Dali, 671000, China；4.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biological Science, Dali University, Dali, 671000, China；5.Dept of Pharmacology, Guangxi Institute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Pharmaceutical Science, Nanning 530022, China.)
Abstract: Depression is a kind of common mental illness with emotional disorder, characterized by low mood, which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recurrence rate, high disability rate, high incidence. In recent years, many scholars have taken

metabolomics as a research platform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in anti-

depression. The relevant literatures on anti-depressant research of TCM based on metabolomics in PubMed, CNKI
database were searched, twenty-nine pharmacodynamic biomarkers (depressive biomarker) and its mechanism, efficacy
evaluation were summarized, which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of anti-depression in T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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