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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动物和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具有奖赏机制来加强和激励对机体有益的行为 ,以利个体生存和

种族繁衍。但这一系统一旦被某些外源性物质反复地异常激活 (如药物滥用 ) ,则引起神经系统的

慢性适应性改变 ,将对机体造成严重损害。实现奖赏效应的神经结构主要位于中脑边缘系统 ,中脑

腹侧被盖区 (VTA)至伏核 (NAc)的多巴胺通路是食物和性活动等天然奖赏和成瘾性药物引起奖赏

效应的共同通路。本文概述天然奖赏和成瘾性药物奖赏的异同 ,旨在探讨阻断后者而不损及前者

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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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brain of animals and humans there is a rewarding mechanism to encourage the behavior

that is beneficial for the living of the individual and for the p rolongation of the generation. However,

when this system is being abused by drugs of addiction, chronic adap tive changes may occur that would

cause serious damage to the organism. The neural substrate of the rewarding system is mainly based on

the dopam inergic pathway, starting from the ventral tegmental area of the m idbrain and ended in the nu2
cleus accumbens of the limbic brain. This pathway serves both natural rewarding such as food and sex as

well as drug rewarding such as heroin and cocaine. This paper is aimed to discuss the sim 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natural and drug2induced rewarding in an attemp t to block the latter without af2
fecting the for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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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人类个体得以生存 ,种族得以繁衍 ? 对

于这一问题古人早有总结 :“食色性也 ”。这里的

“性 ”是指“本性 ”或“本能 ”。新生儿一落地就知道

要吃喝 ,否则会哭闹示威 ;青春期后就自然产生追求

异性的愿望 ,“求之不得 ,碾转反侧 ”,表现出强烈的

心理“渴求”。渴求产生驱动力 ( drive)和行为 ,当渴

求得到满足时则产生满足感 ( satiety) ,或奖赏 ( re2
ward)。由此可见 ,渴求、驱动、奖赏 ,是推动个体生

存和种族繁衍的生物学原动力。

有一些物质摄入人体后可产生无穷的乐趣 (奖

赏 ) ,在反复体验此乐趣后 ,一旦停用则产生极度渴

求 ,甚至不惜生命 ,必欲得之而后快。这类物质被称

为“成瘾性物质 ”。它们在给人类带来乐趣的同时

也带来了灾难 ———物质成瘾。

对药物成瘾进行彻底治疗 ,是一项极度困难的

任务。如何阻断成瘾药物的奖赏作用 ,而不损伤天

然奖赏系统的生物学功能 ,这不仅是神经生物学工

作者 ,也是心理学和社会学工作者面临的严重挑战。

一、奖赏系统的基本结构和功能

奖赏系统存在于中枢神经系统内 ,该系统主要

涉及中脑腹侧被盖区 (VTA )、伏核 (NAc)、杏仁核

(Amy)、下丘脑的弓状核、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

( PAG)等脑区 ,其外延部分包括前额叶皮层 ( PFC)、

海马 (H ip)等与情绪、学习和记忆密切相关的脑区。

目前占优势的观点认为 ,各种天然的奖赏性刺激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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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过各自的传入通路 ,激活中脑边缘多巴胺 (DA )

系统而实现 [ 1 ]。DA 能神经元的胞体主要位于

VTA,其纤维投射主要到 NAc区 ,构成奖赏系统的

最终共同通路。成瘾性药物可直接或间接兴奋这一

奖赏系统 ,引起 DA快速、大量释放 ,从而产生的奖

赏效应 (图 1)。

图 1　天然奖赏和药物奖赏共享的

主要神经环路

奖赏包括三种成分 [ 2 ] :情绪上的喜爱 ( liking)、

行为上的动机 (motivation)、通过联想学习和条件化

反应的强化而形成的牢固的记忆。其中任何一个发

生改变都会引起奖赏效应的改变。喜爱是主观的感

受 ,包括模糊性好感 (面部不自觉的表情的流露 )和

明确的愉快感 (可以对喜爱的程度作出主观的评

价 )。动机是指个体接受到来自食物、药物等信息

(如形状、颜色等 )时 ,会将这些信息后面的奖赏效

应凸显出来 ,从而使个体产生动机 ,包括条件刺激诱

发的不自觉的觅药行为 (激励性重视 )和具有明确

目标的主动取药 (认知性奖赏 )。喜爱和动机常常

是互相伴随的 ,但两个过程是独立的。学习是通过

经验对奖赏做出预测和期望。可以是在无意中进行

的条件反射性的“联合学习 ”,或是对奖赏产生了明

确的期望。这种学习过程往往留下牢固的记忆 ,甚

至终身难忘。

二、研究奖赏系统的常用方法

研究奖赏系统的方法有多种 ,除了一般通用的

神经解剖学方法、电生理学方法、神经药理学方法

外 ,颅内自我电刺激 ( intracranial electrical self2stimu2
lation, ICSS)和颅内微注射 ( intracranial m icroinjec2
tion)方法常被用于研究与奖赏有关的神经环路。

ICSS可以定位神经通路 ,但不能直接分析参与药物

奖赏的神经递质 ;颅内微注射则可用于研究多种化

学递质的奖赏效应。近年来 ,利用无创的脑影像法

研究奖赏效应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由于篇幅所

限 ,在本文中不拟展开讨论。

(一 )颅内微注射法 　包括两种方式 ,即 :颅内

自我注射 ( intracranial self2adm inistration, ICSA )和

颅内位置条件反射 ( intracranial p lace conditioning,

ICPC) [ 3 ]。在 ICSA中 ,动物需要压杠杆或鼻触按钮

来获得药物注射 ,属于操作性条件反射。而 ICPC

不依赖于动物的行为 ,药物的注射是与特异的环境

刺激相结合 ,一进入该环境即给予药物注射。上述

两种奖赏模型可能是由不同的脑内机制介导

的 [ 4, 5 ]。

已有研究表明 ,将脑啡肽或吗啡注射入 VTA,

都可促使动物形成和表达条件性位置偏爱 ( condi2
tioned p lace p reference, CPP)。μ阿片受体激动剂

DAMGO和δ受体激动剂 DPDPE均可被动物以自

我注射方式注入 VTA,说明激活 VTA内的μ和δ阿

片受体可产生奖赏效应。也有研究显示 , GABAA 受

体拮抗剂可被动物自我注射入 VTA,且可增加 NAc

区 DA的释放 ,说明 VTA的 DA神经元从 GABA的

紧张性抑制中脱抑制 ,参与奖赏效应。另外 ,大鼠还

能自我注射 DA 重摄取抑制剂如诺米芬新或 DA1

和 DA2受体激动剂进入 NAc的壳部 ,说明 NAc壳

部的 DA神经递质参与奖赏效应。此外 , NAc中其

它递质系统也能发挥药物奖赏作用 ,如 NMDA受体

拮抗剂和毒覃碱型胆碱受体激动剂 (卡巴胆碱 )可

被自我注射入 NAc区。可卡因可被自我注射入

mPFC,且这种效应可被同时注射的 D2受体拮抗剂

所阻断 ;将 62OHDA注入 mPFC损毁儿茶酚胺能神

经末梢 ,也能抑制对可卡因的颅内自我注射行为。

ICPC研究表明可卡因和安非他明注射入腹侧苍白

球嘴侧具有奖赏效应 ; ICSA和 ICPC研究同时证明 ,

吗啡微注射入海马的背侧、中间和外侧均具有奖赏

效应。总之 ,颅内微注射研究表明 ,参与脑内奖赏过

程的脑区并不是想象中那么集中 ,而是相当离散的。

即使是同一个核团 ,也可在不同的通路中发挥作用。

(二 )颅内电刺激法 　电刺激某些脑区会产生

强烈的奖赏效应 ,这些脑区包括皮层和皮层下的很

多区域。从与感觉功能相关的脑区如嗅球等 ,到与

运动功能相关的脑区如第 V 神经运动核等。内侧

前脑束 (MFB )经过的下丘脑外侧区 ( lateral hypo2
thalamus, LH)是最受研究者关注的区域之一。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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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 LH引起的奖赏效应可被很多成瘾性药物加强 ,

而注射 DA拮抗剂则可阻断或削弱脑内电刺激的奖

赏效应。特异性地损毁 DA系统也可削弱或阻断颅

内刺激的奖赏效应。另外 ,自我刺激 LH伴随 NAc

和 mPFC区 DA及其代谢产物的增加。这些资料表

明中脑 DA系统参与颅内电刺激引起的奖赏 [ 4 ]。但

最新研究表明 , DA不是唯一的“奖赏递质 ”。单独

把 DAT敲除 ,不能消除小鼠对可卡因的 CPP。只有

把 DA转运体和 52HT转运体同时敲除 ,才能使 CPP

消失 [ 6 ]。表明需要多种单胺类的合作才能实现可

卡因的奖赏效应。

(三 )脑区局部损毁法 [ 7, 8 ] 　常用于研究奖赏系

统的脑区局部损毁法有 : 62OHDA损毁、兴奋性毒性

损毁等。

用 62OHDA损毁 NAc中的儿茶酚胺神经末梢 ,

可阻断吗啡引起的 CPP,损毁丘脑 VP核可抑制可

卡因引起的 CPP,然而损毁嗅球却不影响安非他明

引起的 CPP。说明 NAc和 VP中的 DA能神经递质

参与这些药物引起的奖赏效应 ,而嗅球中的 DA却

并不参与。62OHDA损毁 mPFC不影响吗啡和可卡

因引起的 CPP,损毁扣带前回 (ACC)也不影响吗啡

引起的 CPP。

兴奋性毒性损毁 ( excitotoxic lesions) :红藻氨

酸、喹啉酸等对兴奋性氨基酸 (谷氨酸 )能神经元有

毒性作用。将其注入 NAc可阻断安非他明引起的

CPP,但对吗啡的 CPP效应无影响。损毁丘脑腹后

核 (VP)和背内侧 (DM )核可明显削弱蔗糖液引起的

CPP。损毁 VP可抑制安非他明 CPP的形成 ( devel2
opment) ,但对其表达 ( exp ression)无影响。损毁外

侧杏仁核、梨形核或腹侧海马可阻断安非他明引起

的 CPP的形成及表达 ,损毁杏仁核的外侧核同样可

阻断食物引起的 CPP。说明这些核团中的谷氨酸能

神经递质在相应的药物和自然奖赏中都发挥重要作

用。

三、天然奖赏与成瘾性药物奖赏的神经环路

(一 )食物奖赏 　天然奖赏的种类很多 ,研究比

较深入的是有关食物的奖赏机制。在食物奖赏中 ,

喜欢和渴求有不同的神经化学和神经解剖基础 [ 9 ]。

与“喜欢 ”有关的神经递质系统主要包括阿片肽和

GABA,解剖结构包括腹侧苍白球和脑干初级味觉

上传系统 ;与“渴求 ”有关的神经递质主要是多巴

胺 ,解剖结构包括 VTA、伏核和杏仁核的一部分。

传统观点认为食物奖赏效应发生于边缘系统。

同其它奖赏物质一样 ,食物奖赏可引起伏核细胞外

DA水平的增加。但是 ,最近研究结果表明 ,把食物

奖赏系统局限于边缘系统的观点太过简单。实际

上 ,与食物奖赏有关的环路包括很多脑区 ,这些脑区

呈“Y”形分布 (图 2)。有关味觉奖赏的传递可能在

孤束核和脑干臂旁核水平就已经开始。食物的味觉

( taste)主要由丘脑和大脑味觉有关皮层进行分辨 ,

而适口性 (palatability)的分辨则主要由边缘系统完

成。应用功能核磁共振 ( fMR I)方法比较美味食物

与一般食物引起 fMR I信号的不同 ,发现美食在海

马、脑岛、尾核表现出更强的信号 ,说明上述脑区与

美味有关 ,而这些脑区与药物奖赏区是重合的 [ 10 ]。

还有报道 ,去除伏核内的 DA后 ,大鼠对食物仍感兴

趣 ( liking) ,但对食物的驱动力 (wanting)降低 ,即不

愿为取得食物而付出更多代价 [ 11 ]。总之 ,损毁上述

通路中任何单一的神经结构都可能损伤该奖赏效

应 ,但并不能消除该效应。由此也可以看出天然奖

赏通路的复杂性。

图 2　味觉通路
(二 )性奖赏 　象研究食物奖赏一样 ,研究“性

奖赏 ”机制也呈显出一幅复杂的图像 [ 12 ]。在动物

CPP模型的基础上 ,可以把雄鼠置于有发情雌鼠的

一侧 ,使之交配至射精 ,以此作为性奖赏 ,训练“交

配 CPP”;也可将完成交配和射精的雄鼠立即置于训

练箱的一侧作为性奖赏 ,训练“交配后 CPP”。虽然

与性有关的 CPP的神经化学机制大都有 DA和阿片

肽参与 ,但在细节上仍然有明显差异。例如 ,将纳洛

酮注入大鼠视前内侧区可以阻断交配 CPP的形成 ,

但不能阻断其表达 ;全身注射纳洛酮不能阻断交配

CPP的形成 ,但可阻断交配后 CPP的形成。这些结

果提示 , CPP形成和表达的机制不同 ,交配 CPP与

交配后 CPP的机制也不完全相同。将纳洛酮注入

视前内侧区虽不能阻断交配 CPP的表达 ,但毁损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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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则能起到阻断作用。说明视前内侧区既有阿片机

制、也有非阿片机制发挥作用。就 DA 系统而论 ,

DA D2受体拮抗剂可以阻断雌性仓鼠交配 CPP的

形成 ,但不能阻断雄性大鼠交配后 CPP的形成 ,表

明动物种属、性别等因素均应予以考虑。

Phillip s(2003)用微透析方法记录大鼠伏核内

DA的释放强度 ,并与其性行为相对照。当雄鼠隔

着铁丝网看见发情期的雌鼠时 ,伏核区 DA释放明

显增加 ;当两性接触发生性行为时 ,伏核内 DA释放

量急剧上升 ;当交配结束获得性满足时 ,伏核 DA释

放量降低趋于恢复 , 24小时内与同一雌鼠一般不再

发生交配行为。但如有新的雌鼠置入笼中 ,则雄鼠

又可发生较弱的性行为 ,伴有伏核内 DA的轻度释

放。这种将行为学与中枢神经化学变化紧密联系的

观察 ,为伏核中 DA与性奖赏的相关性提供了强有

力的证据。

(三 )药物奖赏 　参与成瘾性药物奖赏效应的

脑区有很多 (图 1) ,这些核团在药物奖赏中发挥不

同的作用。大部分成瘾性药物都能最终导致中脑边

缘 DA系统功能的增加。但各种药物作用的靶点不

同。

VTA和 NAc是奖赏回路的主轴。阿片与 VTA

内 GABA 能突触前膜上的阿片受体相结合 ,抑制

GABA的释放 ,从而使 VTA的 DA能神经元去抑制

转入兴奋。类似的去抑制机制也存在于 NAc区 ,导

致 NAc区 DA水平的增加。安非他明可与 DA竞争

与多巴胺转运体 (DAT)相结合 ,可卡因可抑制 DAT

的重摄取功能 ,从而影响了 DA的重摄取 ,使细胞外

游离的 DA水平增高。尼古丁直接与 DA神经元细

胞膜上的烟碱受体相结合 ,增加了 DA神经元的放

电频率。酒精作用于 VTA的 GABA能中间神经元 ,

通过促进 GABA门控的氯电导 ,抑制谷氨酸门控的

钠、钙电导而抑制 GABA 能中间神经元的作用 ,导

致 DA能神经元兴奋。但最近有实验表明 ,阿片受

体拮抗剂可阻断酒精所致的 DA水平的增加 ,说明

阿片也有可能参与酒精引起的成瘾。

Amy参与介导药物奖赏 ,特别是与复吸有关的

机制。已知与药物有关的条件刺激 ( cue)可以引起

复吸 ,其中有“Amy2PFC2MD”机制参与 ;低剂量药物

点燃也可引起复吸 ,其中有“VTA2Amy2NAc”的激

活。

H ip主要参与奖赏有关的记忆 ,向 H ip内注射

吗啡可造成 CPP及自我注射行为 ,说明海马参与奖

赏效应 ,相关研究还证明该效应是通过μ阿片受体

实现的。

PFC在奖赏系统中的作用存在两种看法 : PFC

的内侧腹侧 (mPFC)兴奋时产生欣快感 ,促进强迫

用药 ;而前额叶背外侧 ( dlPFC)和扣带前回 (ACC)

则起着对行为进行审视和抑制的作用 [ 13～15 ]。来自

于 PFC的谷氨酸投射到达 VTA和 NAc,参与药物引

起的行为敏化 (图 1)。阻断 NAc内的谷氨酸受体

可抑制可卡因行为敏化的表达 ,损毁 PFC可阻断可

卡因和吗啡的行为敏化。

四、成瘾性药物的即时效应和长时程效应

用药的初期 ,药物促进了中脑边缘系统 DA的

功能 ,使 NAc区 DA释放明显增高 ,从而产生欣快感

( high, euphoria)。长期用药后 ,中枢神经系统发生

很多适应性变化 ,除边缘脑区如 NAc外 , PFC,额叶

的脑岛 ,丘脑的 MD, PV等核团也参与 [ 16 ]。其次 ,随

着 DA的作用逐渐减弱 ,谷氨酸 ( Glu)作用逐渐加强

(产生敏化 )。同时 DA的作用变得更为广泛 ,从单

纯的产生欣快感 ,转为凸显新异信号的意义 (不论

该信号是有利或不利的 )、预测奖赏因素是否来临、

产生驱动力、促进对重要事物的记忆等等。更值得

提出的是 ,由于药物作用的逐渐耐受 ,引起的欣快感

渐趋减弱甚至消失 ,但觅药行为毫无减轻。实际上

此时条件反射和对药物突显的重要性 (期望 )已成

为促使强迫用药的主要因素。脑影像实验证明 ,给

可卡因成瘾者静脉注射可卡因类药物可引起欣快感

和脑代谢增强。在有主观期盼的情况下 ,注射同样

量的药物 ,可使欣快感和丘脑 (MD , PV )血流量增加

50%以上。提示丘脑在“期盼 ”中也扮演着重要角

色。

奖赏系统各核团间的相互关系中 ,一个值得注

意的事件是 ,正常情况下 ,皮层下神经中枢的活动受

到额叶皮层的下行控制。在成瘾药物的长期、反复

作用下 ,患者对毒品的注意力高度增强 ,觅药驱动力

明显增加。此时 ,额叶皮层的下行抑制明显减弱 ,导

致对觅药行为失去控制。这是形成强迫用药 (吸

毒 )行为的主要原因。

五、天然奖赏与药物奖赏的关系

开始吸毒的初期 ,整个奖赏系统受毒品刺激而

强势发挥 ,使天然奖赏也被带动而功能旺盛。但经

过数月后 , DA系统渐趋耗竭 ,不仅 DA的释放减少 ,

DA受体数也有减少趋势 ,因此整个奖赏系统功能

下降 ,患者对一切天然奖赏兴趣大减。只有药物奖

赏由于不断增加吸毒量而继续保持高调 ,独占优势。

天然奖赏与药物奖赏机制最大的区别 ,在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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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引起的 DA升高是缓起缓降 ,呈馒头状 ;而后者 ,

特别是静脉注射毒品的情况下 ,脑内 DA浓度升高

速度快 ,幅度大 ,呈尖峰状。其原因至少有二 :一是

食物和性等天然奖赏需经缓慢而多步骤的过程 ,才

能引起 DA分泌 ,与静脉注射毒品引起血浓度急剧

升高不可同日而语 ;二是奖赏效应是否受到负反馈

的调制。以 VTA和 NAc两者的关系为例 , VTA中

的 DA能神经元发出神经纤维投射到 NAc,释放 DA

作用于 DA受体 ,经 cAMP激活 CREB,促进强啡肽

的生成。与此同时 NAc神经元发出的神经纤维返

回到 DA神经元的胞体和突触前末梢 ,释放强啡肽

和 GABA抑制其活动 ,减少 DA的释放 ,从而发挥负

反馈抑制作用。正是这两种机制的存在 ,使天然奖

赏作用下脑内 DA水平的增高呈馒头状 ,其产生的

快感也不如药物奖赏的欣快感强烈。此外 ,药物剂

量可以在药效耐受后不断增加 ,使之维持奖赏作用 ;

而生理刺激不仅不能无限增加 ,且随着生理要求的

满足而产生某种耐受 [ 17 ]
,进一步削弱了奖赏的程

度。

六、治疗药物成瘾的策略

1. 采用某种药物或措施作用于与成瘾药物相

同的递质系统 ,但该药物的作用必须缓慢而持久 ,使

其脑内浓度保持平台式 ,不发生大幅波动。例如每

天定时服用美沙酮来戒除海洛因 ,用尼古丁皮肤贴

片来戒除香烟等。这种方法确实行之有效 ,但实质

是用另一种成瘾物质替代了现有的成瘾物质 ,需要

长期用药加以维持。器械方面 ,用韩氏戒毒仪在皮

肤穴位上进行电刺激 ,可以促使患者中枢神经系统

内源性阿片肽 (脑啡肽、内啡肽、内吗啡肽、强啡肽

等 )的释放 ,及其基因表达。内源性释放的阿片肽 ,

其剂量肯定远远不如海洛因 ,但能准确地作用于有

关受体 ,明显减轻戒断症状 ,从而逐渐减少甚至消除

对海洛因的依赖 [ 18～20 ]。

2. 阻断成瘾性药物的奖赏效应。例如应用大

剂量纳曲酮将体内阿片受体阻断 ,此时用海洛因或

吗啡则不再能引起欣快感。但由于服用纳曲酮期间

会出现某些戒断反应 (包括疼痛、抑郁、失眠等等 ) ,

影响了继续治疗的“顺从性 ”。

3. 有人提出上述两种方法能否合用 ? 即在应

用纳曲酮的同时 ,加用韩氏仪。虽然韩氏仪引起的

阿片机制 (在中枢释放的脑啡肽等 )可能已被纳曲

酮所阻断 ,但其非阿片机制 (如 52HT,儿茶酚胺等 )

仍可帮助解除严重的稽延性戒断症状 ,这一联合治

疗方案可望取得较好的治疗效果。

4. 近年来有人用颅脑手术损毁奖赏回路 ,企图

达到戒毒的目的。如果该方法可彻底消除药物引起

的奖赏作用 ,将是一种最“彻底 ”的解决方案。但人

们最大的顾虑是 ,该种手术在破坏药物奖赏的同时 ,

是否同时损及天然奖赏功能 ,影响患者应有的基本

生理要求。因为根据目前的研究结果 ,尚无证据证

明成瘾药物具有独特的奖赏回路。换言之 ,天然奖

赏与药物奖赏二者所激活的奖赏环路中 VTA—NAc

这一主轴是共同的 ,差异主要在于传入通路不同 ,递

质变化的速度和幅度也有所不同。因此通过颅脑手

术选择性阻断药物奖赏而毫不影响天然奖赏的可能

性似乎不大。但可以预期 ,手术后短期内可能会降

低对毒品的渴求欲。因为 : ( 1)由于长期吸毒患者

“药物奖赏 ”处于高敏 (优势 )状态 ,受手术的打击可

能较大 ,“天然奖赏 ”处于被压抑状态 ,受影响可能

较小 ; (2)正如电休克对某些精神症状会有短期治

疗作用一样 ,颅脑手术本身对各种脑功能 (包括对

毒品的渴求 )都可能产生一定影响 ,因此在短期内

减低对毒品的渴求是完全可能的。至于脑区损毁的

短期戒毒效果是否能长期维持 ;神经网络遭到休克

性振荡暂时失效后 ,是否有可能逐渐修复 ;颅脑损毁

手术是否干扰学习、记忆等高级脑功能 ,都是有待研

究的问题。无论从理论上或医学实践上 ,这些研究

都将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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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杏仁核神经元 ERK2MAPK信号通路介导大鼠可卡因寻求行为

环境暗示诱发性可卡因戒断后复吸是一个重要的临床问题 ,最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研究人员 Yavin

Shaham等利用大鼠渴求与复吸行为模型以及分子生物学方法 ,揭示了其中可能存在的中枢机制。研究发

现 ,大鼠在可卡因戒断后第一个月内 ,其“环境暗示诱发性可卡因寻求行为 ”( cue2induced cocaine seeking)可

呈时间依赖性增强。此现象提示 ,这段时间可能是药物渴求行为的重要形成期与增强期。实验结果显示 :可

卡因戒断后第 30天 ,将大鼠放回曾经接受“可卡因静脉自身给药训练 ”( intravenous cocaine self2adm inistration

training)的环境 ,同时只施加在自身给药训练时即附加的声光暗示 ,则大鼠的“压杆取药 ”行为明显增多 ;但

在戒断后第 1天时却无法诱发出该行为。与以上“药物寻求行为 ”相对应 ,W estern2blotting和免疫组织化学

实验结果显示 ,可卡因戒断后第 30天 ,大鼠脑内中央杏仁核 ( central amygdala)神经元内 ERK2MAPK ( extra2
cellular signal regulated kinases2m itogen activated p rotein kinases)信号转导分子发生明显磷酸化 ,而戒断后第 1

天则未见该区 ERK2MAPK磷酸化 ;另外 ,用脑内微量给药技术 ,将 ERK2MAPK抑制剂 (U0126)浸润于中央杏

仁核区 ,以抑制该脑区 ERK2MAPK磷酸化 ,能显著抑制大鼠在可卡因戒断后第 30天的“环境暗示诱发的可

卡因寻求行为 ”;更加令人惊奇的是 ,每侧中央杏仁核均给予 NMDA (250ng)以激发该区 ERK2MAPK磷酸化 ,

即便是在可卡因戒断后第 1天 ,也会引发大鼠明显的药物寻求行为 ;而每侧中央杏仁核均给予 AP25 (3μg)

以抑制 NMDA受体活化 ,则能明显抑制中央杏仁核 ERK2MAPK分子磷酸化和戒断后第 30天大鼠的“药物

自身寻求行为 ”。实验中 ,研究人员未发现食物引发的自身寻求行为有以上特征 ;而且就杏仁核群而言 ,基

底外侧杏仁核 ( basolateral amygdala, BLA)亦无以上功能。总之 ,该发现表明 ,中央杏仁核神经元 NMDA受

体通过 ERK2MAPK信号转导通路介导环境暗示相关的可卡因寻求与复吸行为 ;中央杏仁核神经元的 ERK2
MAPK对可卡因戒断后渴求的形成起关键作用。

(Nature Neurosci, 2005, 8: 212～219) (郑瑞茂 　翁旭初 　隋 　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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