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营养卫生                            食品科学 2013, Vol.34, No.19  279

沙棘籽油抗抑郁作用
田俊生，郑晓芬，张丽增，秦雪梅*

(山西大学中医药现代研究中心，山西 太原 030006)

摘  要：采用悬尾实验(TST)和强迫游泳实验(FST)观察沙棘籽油对小鼠不动时间的影响；采用慢性温和不可预

知应激程序(CUMS)复制大鼠抑郁模型，观察沙棘籽油对大鼠体质量、糖水偏爱、行为活动等指标的影响，从而

探讨沙棘籽油的抗抑郁作用，发现其新的功效。结果表明：沙棘籽油能明显减少小鼠悬尾实验和强迫游泳实验

中的不动时间(P＜0.05，P＜0.01)，对CUMS模型大鼠体质量、糖水偏爱、行为活动等指标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

(P＜0.05，P＜0.01)，表明沙棘籽油具有明显的抗抑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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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ffect of seabuckthorn seed oil on the immobility time in mice was investigated by tail suspension test (TST) and 

forced swimming test (FST). Body weight, sucrose preference and open-field activities were conducted on mice with depression 

induced by chronic unpredictable mild stress (CUMS) to explore the antidepressant effect of seabuckthorn seed oi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dministration of seabuckthorn seed oil was capable of reducing the immobility time in FST and TST while other 

indices such as body weight, sucrose preference, open-field activities wer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P ＜ 0.05, 0.01). These findings 

implicated that seabuckthorn seed oil might be a potential antidepressant for developing functional foods or dru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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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棘(Hippophae rhamnoides L.)系胡颓子科沙棘属落

叶灌木或小乔木，是藏药、蒙药和中药的常用药材[1]。在

我国资源分布广泛、应用历史久远，唐代《晶珠本草》

即有记载[2]，也是2010版《中国药典》(一部)收载品种。

沙棘籽油是从沙棘籽中提取分离得到的活性部位，目前

主要采用超临界CO2萃取法、压榨法、溶剂萃取法等获

得。有文献报道沙棘籽油中含有丰富的5-羟色胺(5-HT)、

VE、不饱和脂肪酸[3-5]等，其中ω-3脂肪酸是一种重要的

多不饱和脂肪酸，有证据表明含有ω-3脂肪酸的食物有一

定的抗抑郁作用[6-8]。沙棘籽油作为功能食品具有提高免

疫功能、降低血脂、抗肿瘤、抗辐射、保护和修复胃黏

膜等作用[9-10]，但其在神经和精神系统疾病特别是抑郁症

方面的作用尚未见文献报道。

本实验采用小鼠悬尾实验(TST)、小鼠强迫游泳实

验(FST)以及慢性温和不可预知应激(CUMS)等抑郁症动

物模型、探讨沙棘籽油的抗抑郁作用，为沙棘籽油抗抑

郁药理作用机制研究以及开发抗抑郁功能食品提供科学

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动物、材料与试剂

雄 性 I C R 小 鼠 ( 动 物 许 可 证 号 ： S C X K ( 京 ) 

2011-0012)，体质量18～22g (SPF级)；雄性SD大鼠(动物

许可证号：SCXK(京)2011-0012)，体质量180～200g (SPF

级)，购自北京维通利华实验动物技术有限公司。动物自

然昼夜节律光照，适应1周后进行实验。

盐酸文拉法辛 成都大西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沙棘籽油 内蒙古宇航人高技术产业有限责任公司；食

用大豆色拉油(金龙鱼牌)。

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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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仪器与设备

动物行为视频分析系统 成都泰盟科技有限公

司；温度计、计时器、有机玻璃缸、50mL刻度离心管 

美国Corning公司；动物灌胃器 北京吉安得尔科技有

限公司；JM-A20001电子天平 浙江余姚纪铭称重校验

设备有限公司；自制大鼠旷场行为测试箱。

1.3 方法

1.3.1 小鼠悬尾实验[11] 

雄性ICR小鼠适应1周后，随机分为5组，每组12只，

分别为空白对照组，文拉法辛组(0.05g/(kg·d))，沙棘籽

油高剂量组(2.0g/(kg·d))、中剂量组(1.0g/(kg·d))和低

剂量组(0.5g/(kg·d))。沙棘籽油使用前用色拉油稀释至

相应浓度，每天灌胃给药1次，空白对照组给予等量色拉

油，连续14d。末次给药1h后，将小鼠尾尖1cm处黏贴于

悬挂钩上，并且手托小鼠将其挂入动物行为视频分析系

统观察箱中，记录6min内小鼠的绝望行为，分析后4min

内小鼠的不动时间。

1.3.2 小鼠强迫游泳实验[12]

动物分组及给药与1.3.1节相同。末次给药1h后，将

小鼠置于高25cm、直径10cm、水深15cm的有机玻璃缸

中，水温为(23±2)℃，用动物行为视频分析系统记录

6min内小鼠的游泳行为状况，分析后4min内小鼠强迫游

泳的不动时间。

1.3.3 CUMS造模复制、分组及给药

雄性SD大鼠适应性饲养1周后，进行旷场适应和糖水

偏爱训练[13]，根据测定结果随机分为6组，每组10只，分

别为空白对照组、模型组、文拉法辛组(0.035g/(kg·d))及

沙棘籽油高剂量组(1.40g/(kg·d))、中剂量组(0.70g/(kg·d))

和低剂量组(0.35g/(kg·d))。除空白对照组外，其余各组

大鼠依照Willner等[14]的方法并结合本实验室改进方法进

行造模，刺激因子包括禁食24h、禁水24h、4℃冰水游泳

5min、45℃热应激5min、夹尾2min、足底电击5min、超声刺

激3h。造模开始时各给药组灌胃给予相应药物10mL/kg，模

型组及空白组灌胃给予等量色拉油，每日1 次，随后给予以

上刺激，每日1种，每种刺激随机实施3～4次，持续28d。

1.3.4 体质量及糖水偏爱测定

在实验第0、7、14、21、28天分别测定大鼠体质

量，观察体质量变化情况。造模程序开始前进行第1次糖

水偏爱训练测试，造模开始后第7、14、21、28天进行糖

水消耗测试。所有测试均于禁水24h后进行，以大鼠糖水

偏爱率(糖水消耗量/总液体消耗量)作为评价指标。

1.3.5 旷场行为实验

分别于实验前及实验第28天进行旷场实验，操作参

照文献[15]方法并稍作改进。将大鼠放入自制旷场实验箱

的中心位置，适应2min后，随后记录后4min内大鼠穿越

格数和直立次数。

1.4 数据处理

数据使用SPSS 17.0 软件处理，以 ±s表示，采用单

因素方差分析及t检验对行为学观测指标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对小鼠悬尾实验不动时间的影响

文拉法辛组以及沙棘籽油高剂量组和中剂量组均能

明显减少小鼠悬尾实验中的不动时间，且与空白对照组

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P＜0.01或P＜0.05)，表明沙棘籽油

具有一定的抗抑郁作用，结果如表1所示。 

表 1 沙棘籽油对小鼠悬尾实验中不动时间的影响(x±s，n=12)

Table 1 Effect of seabuckthorn seed oil on the immobility time in tail 

suspension test (x±s，n=12)

组别 累计不动时间/s

空白对照组 98.9 ± 29.1

文拉法辛组  55.4 ± 31.8*

沙棘籽油高剂量组   55.0 ± 15.0**

沙棘籽油中剂量组  65.8 ± 16.2*

沙棘籽油低剂量组 105.3 ± 24.0

注：*.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

有极显著性差异(P＜0.01)。下同。

2.2 对小鼠强迫游泳实验不动时间的影响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连续给药2周后，文拉法辛组及

沙棘籽油高剂量和中剂量对于累计不动时间均有明显减

少，且具有显著性差异(P＜0.01或P＜0.05)，说明沙棘籽

油对小鼠强迫游泳造成的抑郁状态有明显的改善作用，

表现出一定的抗抑郁疗效，且具有剂量依赖性，结果见

表2。

表 2 沙棘籽油对小鼠强迫游泳实验中不动时间的影响(x±s，n=12)

Table 2 Effect of seabuckthorn seed oil on the immobility time in the 

forced swimming test (x±s，n=12)

组别 累计不动时间/s

空白对照组 131.8±34.0

文拉法辛组 63.8±38.7**

沙棘籽油高剂量组 68.1±18.5**

沙棘籽油中剂量组 101.8±14.8*

沙棘籽油低剂量组 124.0±22.1

2.3 对CUMS大鼠体质量的影响

CUMS造模28d后，对大鼠体质量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表明在实验前各组大鼠体质量无显著性差异，实验

28d后，各组大鼠体质量与实验前比较均有不同程度的增

加，其中空白对照组增加明显，模型组增加缓慢，各给

药组与模型组比较均具有显著性差异(P＜0.01)，结果如

图1所示。表明沙棘籽油能够明显提高抑郁模型大鼠的食

欲，增加其体质量，改善抑郁状态。

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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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模型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1)。下同。

图 1 沙棘籽油对抑郁症模型大鼠体质量的影响

Fig.1  Effect of seabuckthorn seed oil on body weight in mice 

2.4 对CUMS大鼠糖水偏爱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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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沙棘籽油对抑郁症模型大鼠糖水偏爱的影响

Fig.2 Effect of seabuckthorn seed oil on sucrose preference in mice

由图2可知，实验前各组大鼠糖水偏爱率无显著性差

异。实验第7 、14、21天及第28 天空白对照组大鼠糖水偏

爱率总体趋势平稳，而模型组大鼠逐渐降低，空白对照

组、文拉法辛组和沙棘籽油各剂量组在实验第14天时降到

最低，随后开始出现上升的趋势，并且在实验第2天时，

与模型组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P＜0.01)，表明沙棘籽油各

剂量组在改善CUMS抑郁症大鼠兴趣缺失方面效果显著。

2.5 对CUMS大鼠旷场行为的影响

在实验前及实验第28天时对各组大鼠行为活动进行

测试，由图3可知，模型组大鼠经过28d的CUMS应激后

穿越格数和直立次数明显减少，与空白对照组比较具有

显著性差异(P＜0.01)。各给药组大鼠穿越格数和直立次

数与模型组比较均具有显著性差异(P＜0.01)，表明沙棘

籽油各剂量组均能明显地增加CUMS抑郁症大鼠的行为

活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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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1)。

图 3 沙棘籽油对抑郁症模型大鼠穿越格数和直立次数的影响

Fig.3 Effect of seabuckthorn seed oil on crossing and rearing in open 

field test in mice

3 讨论与结论

在悬尾实验和强迫游泳实验中小鼠所体现出来的不

动状态反映了一种被称为行为绝望的状态[16]。行为绝望

模型最早由Porsolt等[17]提出，是较为公认的评价行为绝

望的经典方法之一，被广泛应用于抗抑郁药物的初筛。

本研究采用这两个经典模型对沙棘籽油进行初步的抗抑

郁药效筛选，结果发现与空白对照组比较，沙棘籽油高

剂量和中剂量组都能够显著减少强迫游泳和悬尾实验中

小鼠的不动时间，表明其具有一定的抗抑郁作用。

CUMS模型是应用最为广泛的抑郁症动物模型之

一，主要应用于评价抗抑郁药物的效果及探讨抑郁症发

病机制[18]。该模型成功模拟了人类抑郁症心境低落、快

感缺乏的症状，被认为是与抑郁症患者临床表现最为接

近的动物模型[19]。本研究采用CUMS模型对沙棘籽油的

抗抑郁作用进行进一步研究，造模28d后，CUMS模型组

大鼠体质量、旷场行为及糖水偏爱率显著降低，给药组

则能较好地改善上述指标，表明其抗抑郁作用明显。

本研究在发现了来源于沙棘中的沙棘籽油具有一定

的抗抑郁作用，并且在申请了相关专利[20]的基础上进一

步明确了其抗抑郁功能。沙棘籽油作为一种功能性物质

可应用于抗抑郁药品的开发，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化

学药物治疗抑郁症方面存在的副作用明显、预防性差、

复发率高的问题。本研究也可为新型抗抑郁天然药物或

功能食品的开发提供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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