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拮抗基底外侧杏仁核Ｄ１受体
对奖赏记忆巩固的影响
王冬梅李杰
【摘要】

李勇辉郑希耕杨晓燕

隋南

目的实验选用条件性位置偏爱（ｃＰＰ）作为记忆模型，考察基底外侧杏仁核的多巴胺受体

在吗啡诱导的奖赏记忆巩固中的作用。方法雄性ｓＤ大鼠皮下注射５ｍｇ·ｋｇ。１的吗啡后，和环境线索匹
配３次建立ｃＰＰ模型，在每次吗啡训练后，向基底外侧杏仁核立即注射Ｄ１受体拮抗剂ｓＣＨ２３３９０（Ｏ斗ｇ、

Ｏ．２峭、２峭），或者训练后２ｈ注射ｓｃＨ２３３９０（２斗ｇ）。结果训练后立即注射ｓＣＨ２３３９０会干扰吗啡ｃＰＰ
记忆的巩固［（１４３±２９）ｓ：（３７士２７）ｓ，Ｐ＜０．０５］，训练后延迟２ｈ注射则不影响吗啡相关记忆的巩固［（３７

±２７）ｓ：（１３７±２２）ｓ，Ｐ＜０．０５］，且ｓｃＨ２３３９０本身不产生条件性位置偏爱或厌恶效应（Ｆ（２㈤＝０．３７，Ｐ＞
Ｏ．０５）。结论基底外侧杏仁核参与吗啡诱导的条件性趋近行为，多巴胺Ｄ１受体在记忆巩固中有重要作
用。

【关键词】记忆巩固；条件性位置偏爱；吗啡；基底外侧杏仁核；Ｄ１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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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基底外侧杏仁核（ＢＬＡ）是参与记忆巩固的重
要脑区心引，ＢＬＡ的多巴胺（ＤＡ）传人对ＢＬＡ到伏隔核
的投射神经元的兴奋性起到门控作用∞ｏ，提示ＤＡ受
体可能参与ＢＬＡ的记忆巩固作用。以往研究显示拮

抗杏仁核的ＤＡ受体抑制成瘾药物相关记忆的形成和
提取０７１。由于这类研究通常采用在ｃＰＰ训练前或者
ｃＰＰ测试前注射拮抗剂的方式，这就很难区分拮抗剂
的作用是影响了成瘾药物的奖赏效应还是影响了个体
的学习记忆能力。本研究以吗啡诱导的ＣＰＰ为记忆
模型，每次吗啡匹配训练后在ＢＬＡ注射Ｄｌ受体拮抗
剂ＳＣＨ２３３９０，考察ＢＬＡ的Ｄ１受体在吗啡奖赏记忆巩
固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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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药物成瘾的核心问题在于强迫性用药状态和持续
性渴求，与药物相关的记忆是导致复吸的重要原

院研究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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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材料
１．动物：雄性ＳＤ大鼠８０只，动物初始体质量

（２７０±２０）ｇ，单独饲养，自由饮水、摄食，室温２０—
２２℃，相对湿度４０％左右。动物按随机原则分为８

组，平均每组１０只：一半动物的奖赏物为吗啡；另一半
动物的奖赏物为盐水。每半动物再分成４组，每组对
应的实验处理分别为条件化训练后立刻注射Ｖｅｈｉｃｌｅ
或者立刻注射０．２斗ｇ的ｓｃＨ２３３９０或者立刻注射２斗ｇ
的ｓｃＨ２３３９０或者条件化训练结束后２ｈ注射２“ｇ的
ｓｃＨ２３３９０，依次简称为吗啡对照组、吗啡即刻给药组
（０．２斗ｇ）、吗啡即刻给药组（２斗ｇ）、吗啡延迟给药组、
盐水对照组、盐水即刻给药组（０．２斗ｇ）、盐水即刻给药
组（２斗ｇ）、盐水延迟给药组。
２．实验装置：长方形黑色有机玻璃箱用不透明隔
板分成２个大小相等的箱体（４０ｃｍ×４０ｃｍ×５０ ｃｍ，单
个）。一侧箱体的侧壁带有红色竖直条纹，底面光滑；
另一个箱体侧壁无条纹，底面粗糙有栅格条纹。摄像
头以相应跟踪记录系统自动记录动物的运动轨迹以及

·１１２·

生国伍盘匿堂魁堂！嫂！生！旦筮！！鲞筮垒翅垦！也』曼！！！！ｉ！趟丛盟！尘：兰！！型型；塑！，！！！：！！：盟！：！

在每个箱体的停留时间。
３．药品及核团给药程序：盐酸吗啡（青海制药厂，
批号：２００２０２０１），生理盐水溶解，皮下给药，剂量５

吗啡为奖赏物的动物２８只，以盐水为奖赏物的动物

２８只，每种处理下平均动物数６—８只。

ｍｇ

结

·ｋｇ～。Ｄ１受体拮抗剂ｓｃＨ２３３９０（ｓ远ｍａ公司），生
理盐水溶解，通过微量进样器在ＢＬＡ核团定位给药。
每侧核团注射０．５¨ｌ，时间１ ｍｉｎ，给药完毕后，给药针

一、不同剂量的ＳＣＨ２３３９０对吗啡ＣＰＰ记忆巩固
的影响

两因素方差分析表明“奖赏类型”和“拮抗剂剂

在套管中停留１ ｍｉｎ以便药物充分扩散后再拔出。
二、方法
１．脑立体定位插管手术：所有动物行为训练前先

进行脑立体定位插管手术，术前禁食禁水１２ ｈ。腹腔
注射１０％的水合氯醛（４ｍ１．ｂ‘１）麻醉大鼠后，通过
脑立体定位仪（Ｎａｒｉｓｈ远ｅ ｓＮ－２型，Ｊａｐａｎ）在颅骨两侧
植入外径为０．６ ｍｍ，长度（１１±０．２）ｍｍ的不锈钢套
管。ＢＬＡ的坐标为前囟后２．８ｍｍ，中缝外侧５．０ｍｍ，
颅骨表面向下，７．０ｍｍ。以螺钉和牙科水泥固定套管
后，插入不锈钢内芯防止套管堵塞和灰尘落人。术后
给予５万单位的青霉素钠，动物恢复１周后进行ｃＰＰ

果

量”之间交互作用显著（Ｆ（２．３５）＝３．９９９，Ｐ＜Ｏ．０５），说
明ＳｃＨ２３３９０对于盐水自然偏爱和吗啡ｃＰＰ的影响差
异有显著性。分析“奖赏类型”的简单效应发现，在没
有ｓＣＨ２３３９０的干预作用下，吗啡对照组动物的偏爱
分数显著大于盐水对照组（Ｆ ｎ．３７）＝１２‘．７ｌ，Ｐ＜
０．０１），表明５ ｍｇ·ｋｇ。１的吗啡作用下动物形成了显著

的ＣＰＰ效应。“拮抗剂剂量”的简单效应分析结果表
明，经吗啡处理的动物，不同剂量的ＳＣＨ２３３９０的作用

２．ｃＰＰ程序：ＣＰＰ程序分为适应、前测、训练、后
测四个阶段。适应阶段（第１天）抽出箱中隔板，大鼠

差异有显著性（Ｆ（２．３６）＝４．７６，Ｐ＜０．０５）；ｐｏｓｔ－ｈｏｃ分
析显示，２斗ｇ、的ＳＣＨ２３３９０作用下，ＣＰＰ偏爱分数明显
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Ｏ．２¨ｇ的ＳｃＨ２３３９０作用下，
ＣＰＰ偏爱分数有一定的降低趋势，但差异无显著性。
经盐水处理的动物，ｓｃＨ２３３９０的作用差异无显著性

在箱中自由活动１５ ｍｉｎ。前测阶段（第２，３天）程序同

（Ｆ

行为程序。

ｆ２

３６）＝０．３７，Ｐ＞０．０５）。见图１。

第１天，记录大鼠在两侧箱体的停留时间，以两天的平
均值作为大鼠对箱子环境的自然偏爱值，结果表明动
物在两个箱体内的停留时间差异无显著性［（４３５±
１２）ｓ，（４６５±１２ｓ）］。训练阶段（第４～６天）插上箱中
隔板，以吗啡为奖赏物的动物皮下注射吗啡（５ｍｇ·
ｋｇ。１）后，放在一侧箱内４５ ｍｉｎ后拿出，根据动物所属
组别进行相应的脑内药物干预。间隔６ｈ后，动物皮
下注射等量生理盐水，放在另一侧箱内４５ ｍｉｎ后拿出
不做干预。盐水为奖赏物的动物除了放置在两侧箱前
都注射生理盐水（１ ｍ１．ｋｇ叫）外，每组对应的脑内操
作与以吗啡为奖赏物的动物相同。条件化训练采用平

衡设计方案，平衡吗啡的给药时间和吗啡匹配侧的环
境。第５，６天的实验程序同第４天。ＣＰＰ后测阶段
（第７天），抽出中间隔板，大鼠在箱子中自由活动
１５ｍｉｎ，记录大鼠在每侧箱体的停留时间。吗啡诱导
的ＣＰＰ以偏爱分数表示，其定义为动物在吗啡匹配侧
箱后测的停留时间减去前测的停留时间。
３．组织学检验：行为实验完成后，用ｌＯ％的水合

注：与吗啡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图１

拮抗ＢＬＡ的Ｄｌ受体对吗啡记忆巩固的影响

二、不同给药时间对吗啡ｃＰＰ记忆巩固的影响
两因素方差分析（２×２）结果显示，“奖赏类型”和
“给药时间”的交互作用接近显著（Ｆ（１：，）＿３．９８９，Ｐ
＝０．０５８）。简单效应分析显示，同样注射２¨ｇ的
ｓｃＨ２３３９０，吗啡延迟给药组的ｃＰＰ偏爱分数显著高于

氯醛（４ｍ１．ｋｇ。１）麻醉动物后，在ＢＬＡ注射２％的滂

吗啡即刻给药组（Ｆ（１Ｍ１＝７．３８，Ｐ＜０．０５）。经盐水

演天兰染料０．５斗ｌ，２０ ｍｉｎ后断头取脑。组织放入４％

处理的动物延迟给药组和即刻给药组的ｃＰＰ偏爱分

的多聚甲醛固定２４ｈ，再经蔗糖溶液梯度沉降后，制成

数差异无显著性（Ｆ（１２４）＿０．０５，尸＞０．０５）。

３０斗ｍ的冰冻切片，对照Ｐａ）【ｉｎｏｓ和ｗａｔｓｏｎ图谱（第３
版）与染料位置在显微镜下鉴定脑内给药位点，剔除
位点不准的数据。

４．数据统计：采用ＳＰＳｓｌ０．０软件包进行统计，数
据以偏爱分数的均值±标准误表示。采用两因素方差
分析或者单因素方差分析继以ｐｏｓｔ ｈｏｃ的Ｂｏｎｆｅｒｒｏｎｉ
检验分析数据，剔除位点不准的数据后，有效数据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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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ｃＰＰ模型被广泛用于研究药物成瘾的神经环路和
分子机制，以往多数研究用该模型考察成瘾药物的奖
赏效应‘８１，近来该模型逐渐被用于研究成瘾行为中记
忆过程的神经基础‘５｜。本研究以此作为记忆的行为
模型，首次观察了基底外侧杏仁核的多巴胺受体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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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从而排除了ｓｃＨ２３３９０的非特异性效应，说明条件
化匹配训练后注射ＳＣＨ２３３９０既没有影响动物的学习

；

吗啡

能力也没有影响吗啡的奖赏效应，并且已有实验显示

１５０

黝

纂·００

损毁杏仁核并没有削弱可卡因自身给药的奖赏效应。
由此推测吗啡ＣＰＰ被抑制并非由于ＳＣＨ２３３９０的非特
异性效应，最可能的原因在于ＳＣＨ２３３９０干扰了情绪

銮

记忆的巩固过程。

邑
５０

｜１Ｉ

ｆ
即刻给药

Ｉ邈
Ｉ搦
延迟给药

１

ＢＬＡ注射ＤＡ受体拮抗剂影响成瘾相关记忆巩固
的神经机制可能有以下两点。激活Ｄ１受体增强ＢＬＡ
神经元的活动性∞’１２ Ｊ，给予Ｄ１受体拮抗剂可能降低
了ＢＬＡ神经元的活动性，从而环境线索和奖赏之间的

ｌ
即刻给药

延迟给药

记忆痕迹在ＢＬＡ的巩固作用受到影响。相似的研究

注：与吗啡即刻给药组比较，‘Ｐ＜０．０５
图２

不同给药时间对吗啡ＣＰＰ记忆巩固的影响

啡ｃＰＰ记忆巩固中的作用。发现皮下注射５

ｍｇ·

结果显示，在记忆提取前失活ＢＬＡ，阻断安非他命ＣＰＰ
的表达【５ ｏ。Ｄ１受体拮抗剂弱化记忆巩固的另一种可
能是Ｄ１受体拮抗剂减弱ＢＬＡ神经元的活性，影响了

ｋｇ＿的吗啡，经过３次和环境匹配后大鼠会形成稳定

ＢＬＡ到其他试验脑区的神经投射，影响记忆巩固过

的ｃＰＰ效应，在每次吗啡条件化匹配后在ＢＬＡ立刻注

程［１３】。

射选择性Ｄｌ受体拮抗剂ｓｃＨ２３３９０（２斗ｇ）干扰了吗
啡诱导的ＣＰＰ记忆的巩固，ｓＣＨ２３３９０本身不产生位
置偏爱或厌恶效应，并且ｓｃＨ２３３９０对记忆巩固的影
响具有时间效应，每次训练后２ ｈ注射ｓｃＨ２３３９０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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