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薰衣草经嗅觉通路吸入对小鼠抑郁样行为改变
及其作用机制初步探讨

牛利华 1，胡庆东 1，徐金勇 1，刘利茵 1，李光武 1，顾怀宇 2

摘要：目的 研究薰衣草对抑郁症小鼠行为学及脑内单胺类神经递质的影响，探讨薰衣草通过嗅觉通路对抑郁症的

干预作用及其可能的机制。方法 采用慢性不可预见性中等强度应激（CUMS）+孤养的方法建立抑郁症模型，建模成功后

小鼠随机分为 3 组，分别为抑郁对照组、抑郁+纯净水吸入组和抑郁+薰衣草吸入组，每组 8 只，另设一空白对照组，空白对

照组小鼠可正常摄食、饮水，不给予任何刺激。抑郁+薰衣草精油吸入组持续吸入雾化薰衣草水溶液 1 h，每天 3 次；抑郁对

照组不给任何药物；抑郁+纯净水吸入组吸入雾化的纯净水 1 h，每天 3 次。连续暴露 4 周，并分别在造模前、后及暴露的

1、2、3、4 周记录体重，进行悬尾实验、强迫游泳实验和糖水消耗实验。HE 染色观察脑区神经元的形态变化，c-fos、c-jun、5-
羟色胺（5-HT）免疫组化观察脑内单胺类神经递质的变化。结果 与造模后相比，抑郁+薰衣草吸入组在暴露 3 周后悬尾

实验不动时间明显缩短（P<0.01），且接近空白对照组(P>0.05)；暴露 1 周后强迫游泳实验不动时间明显缩短（P<0.01），在暴

露 3 周后接近空白对照组 (P>0.05)；暴露 2 周后糖水消耗量有明显增加 (P<0.01)，且接近空白对照组 (P>0.05)。与空白对照

组比较，抑郁对照组、抑郁+薰衣草精油吸入组海马、下丘脑、杏仁核 HE 染色可见明显的胶质细胞数量减少，细胞核蓝染

较淡。免疫组化结果显示，与抑郁对照组比较，抑郁+薰衣草精油组小鼠的下丘脑、杏仁核、海马内 5-HT、c-fos、c-jun 表达均

有明显增加。结论 薰衣草精油吸入可以缓解小鼠的抑郁样行为。
关键词：薰衣草；抑郁症；嗅觉通路；芳香疗法

中图分类号：R994.6 文献标识码：A

Influence of Lavender Inhalation by the Olfactory Pathway on Depression-Like Behavioral Changes in Mice NIU Li-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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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know the influence of lavender on the depression behavior of mice and monoamine neurotransmitters，
and explore the remedial effect of lavender on depression through olfactory pathway. Methods Moderate chronic unpredictable
stress (CUMS)+solitary ways was used to support the establishment of depression model.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 feeding water，
without any stimulation，modeling successful mice were divided into 3 groups，8 in each. Lavender inhalation group：inhaled
lavender for 1 hour at one time, three times a day for 4 consecutive weeks; Depression control group：without lavender inhalation;
purified water inhalation group：treated with purified water through atomized inhalation; The control group：no any treatment. Tail
suspension test and forced swimming test in the fixed time and sugar consumption measurement were conducted. The changes of c -
fos，c-jun，5-HT in brain tissue was determined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Results In depression+lavender inhalation group,after
3 weeks of treatment, the immobility time shortened significantly compared with the model without treatment (P<0.01)，closed to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fter one week of treatment, forced swimming test time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ned (P<0.01), after 3 weeks,
it closed to the control group(P>0.05); after 2 weeks of treatment, the sugar consumption increased significantly(P<0.01).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obvious decrease in the number of glial cells nuclei in hippocampus, hypothalamus was seen in depression
and depression +lavender groups, and 5-HT，c-fos，c-jun expression in hypothalamus，amygdala，hippocampus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lavender inhalation group compared with depression group. Conclusion Inhalation lavender essential oil may
relief the depression-like behavior in mice.

Key words：Lavender；Depression；Olfactory pathway；Aromatherapy

抑郁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MDD)是一种以心境显著

而持久低落为主要特征的情感性精神障碍，是一种生物、心理、
社会等多因素作用导致的“全身性”疾病，包括躯体、情绪、思维

和行为等方面[1]。目前，主要是采用选择性的 5-羟色胺（5-HT）回

收抑制剂（SSRI）等抗抑郁药物进行对症治疗，但疗效和副作用

方面仍不尽如人意。一些芳香类物质具有疏肝理气、醒脑开窍等

作用，可以用来治疗或辅助治疗神经系统的疾病[2]。本研究以孤

养加慢性不可预见性刺激所致抑郁症小鼠为模型，观察薰衣草

对抑郁症小鼠行为学及脑内单胺类神经递质的影响，探讨薰衣

草通过嗅觉通路对抑郁症的干预作用及其可能的作用机制，为

开拓抑郁症防治的新领域打下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仪器与试剂

AA200DS 型电子分析天平 (美国 Denver 仪器公司)，SMG2
型水迷宫程序自动控制仪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YC-
E433CL 型超声雾化器 （额定功率为 35 W，北京亚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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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薰衣草吸入对抑郁小鼠体重的影响

组别

空白对照组

抑郁对照组

抑郁+纯净水吸入组

抑郁+薰衣草吸入组

造模前

25.51±3.83
20.20±2.88*
22.13±2.11**
19.02±2.34*

造模后

26.96±4.03
18.85±2.44#

18.32±2.31#

18.29±2.40#

暴露后 1 周

27.84±3.53*
18.54±5.40#

18.76±4.11#

20.54±2.45*#

暴露后 2 周

29.48±3.41**
17.54±3.27*##

17.52±2.44*##

23.26±2.91**#

暴露后 3 周

31.30±3.19**
16.78±3.70**##

17.33±3.88*##

26.54±3.74**#

暴露后 4 周

31.79±3.19**
17.65±3.61*##

17.61±3.38*##

26.45±4.54**#

(n=8，x±s，g)

注：与造模后比较，*P<0.05，**P<0.01；与空白对照组比较，#P<0.05，##P<0.01。

SABC 试剂盒 （北京博奥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DAB 显色试剂

盒（北京中杉金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批号：ZL11-9032）。
薰衣草精油（纯度为 100%，原料产地为法国，安徽澳德瑞

有限公司），枸橼酸盐缓冲液粉剂(pH=7.4，武汉博士德生物实验

技术有限公司，批号：AR0024)，PBS 缓冲液（武汉博士德生物实

验技术有限公司，批号：AR0030），兔抗 5-HT 多克隆抗体（武汉

博士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批号：BA0121），c-fos 抗体（北京博奥

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批号：bs-0670R），c-jun 抗体（北京博奥森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批号：bs-0469R）。
1.2 实验动物

选择健康清洁级 6～8 周龄雌性昆明小鼠 80 只，体重为(18±
2) g。实验动物及饲料由安徽医科大学动物中心提供，动物合格

证号为[SCXK（皖）20080006]。适应性饲养 1 周，室温为（25±1）℃，

相对湿度为 40%～70%，自然采光，期间实验动物可自由饮水、摄食。
将小鼠随机分为 4 组，分别为空白对照组、抑郁对照组、抑

郁+纯净水吸入组和抑郁+薰衣草吸入组，每组 8 只。空白对照

组小鼠可正常摄食、饮水，不给予任何刺激。其余 3 组小鼠建立

抑郁症模型。
1.3 小鼠抑郁症模型的建立

参考文献[3]，采用慢性不可预见性中等强度应激（CUMS）+
孤养的方法建立抑郁症模型。每笼单独饲养 1 只小鼠，并接受

3周长期应激刺激，包括 24 h 禁食、禁水，通宵照明，冷水游泳

(4 ℃，5 min)、烘箱热烘(45 ℃，5 min)，夹尾(5 min)，摇晃(1 次/s，
5 min)。每天随机给予一种刺激，平均每种刺激各 3 次。

建模成功的标准：经过 3 周的 CUMS 之后，小鼠的悬尾实

验、强迫游泳实验的不动时间显著高于应激前，24 h 糖水消耗量

显著低于应激前[4，5]；剔除应激前后数值变化低于总体均数 10%
的小鼠[6]。
1.4 染毒方法

建模成功后，对各组小鼠进行染毒。
1.4.1 抑郁+薰衣草吸入组 薰衣草的染毒方法参照文献[7]。
将薰衣草精油 50 μl 与常温下纯净水 60 ml 混匀，放入雾化机中

鼻部雾化。小鼠每次持续吸入 1 h，每天 3 次。
1.4.2 抑郁对照组 小鼠放置于洁净空气中自然饲养，不给任

何药物，观察其自身缓解状况。
1.4.3 抑郁+纯净水吸入组 小鼠吸入雾化的纯净水，连续进

行 4 周。
1.4.4 空白对照组 小鼠可正常摄食、饮水。
1.5 神经行为学观察

分别于造模前、后及染毒第 1、2、3、4 周末，记录各组小鼠体

重，进行悬尾实验和强迫游泳实验和糖水消耗实验，以评价小鼠

获得性无助行为的缓解状况及奖赏反应程度。
1.5.1 悬尾实验 将小鼠据尾部远端 1.5 cm 处固定后，悬挂于

距地面 15 cm 的白色树脂玻璃箱（40 cm×40 cm×40 cm）中。记录

第 2～6 分钟小鼠不动（无肢体挣扎运动）时间的总和，以反映动

物的无助程度。
1.5.2 强迫游泳实验 参考 1979 年 Porsolt 等的强迫游泳实

验，将动物放入直径为 25 cm，高度为 40 cm 的透明树脂玻璃水

缸中，水深 15 cm，水温（25±1）℃。动物除了保持漂浮所必需的

最小运动外，肢体停止运动计为不动。记录第 2～6 分钟小鼠不

动的时间总和，以反映动物的无助程度。
1.5.3 糖水消耗实验 将每只小鼠的饮水瓶内加入 10 g/L 蔗糖

溶液 100 ml，同时进行禁食，计算小鼠在 24 h 内饮用蔗糖溶液

的体积，以反映小鼠的奖赏反应程度[4]。
1.6 HE 染色

染毒第 4 周后，用 20%氨基甲酸乙酯（1 g/kg）腹腔麻醉小鼠，

剪开前胸壁，纵行剪开心包，充分暴露心脏。在心尖偏左处左心室

插管至升主动脉，用止血钳将针头与心脏夹住固定，剪开右心耳，

快速滴入生理盐水约 100 ml，再滴入 4%（m/V）多聚甲醛（用 0.1
mol/L PBS 配制，pH=7.4）灌注，直到右心房流出的液体无色为止。

迅速开颅取脑，置入 10%甲醛溶液中，持续固定 24 h。将固

定后的脑组织经过梯度乙醇脱水 （70%→80%→90%→95%→
100%）、二甲苯透明，最后进行石蜡包埋。对照小鼠脑立体定位

图谱，用切片机进行连续冠状切片，片厚 4 μm，每 3 张取一张，

用预涂多聚赖氨酸的载玻片直接贴片，58℃温箱烤片，48 h 后收

储，备用。
石蜡切片入二甲苯脱蜡，依次经不同梯度浓度的乙醇，双蒸

水洗，苏木精染色，0.5%盐酸乙醇分色，1%氨水蓝化，伊红染色，

乙醇脱水，二甲苯透明，中性树胶封片，显微镜观察并摄片。
1.7 c-fos、c-jun、5-HT 的免疫组织化测定

石蜡切片依次经脱蜡，抗原修复，血清封闭，加一抗，加二

抗，加 SABC，加显色剂 DAB，复染，脱水，中性树胶封片，显微镜

观察并摄片。
1.8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以 x±s 表示。采用 SPSS 10.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

析。多组间比较采用方差齐性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One Way
ANOVA）。进一步进行组间两两比较时，若方差齐时，采用 SNK
检验（Student-Newman-Keuls 法）；若方差不齐时，采用 Games-
Howell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不同时间各组小鼠的体重变化

造模前、后以及暴露 1～4 周各组小鼠的体重变化见表 1。
表 1 可见，空白对照组小鼠体重随时间推移逐步增加；与造

模前比较，造模后抑郁对照组、抑郁+纯净水吸入组和抑郁+薰

衣草吸入组体重明显减轻，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与造模后比较，在暴露 2～4 周内抑郁对照组和抑郁+纯净

水吸入组小鼠体重明显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或

P<0.01）；且在暴露 1～4 周内均明显低于空白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 或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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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薰衣草吸入对抑郁小鼠糖水消耗量的影响

组别

空白对照组

抑郁对照组

抑郁+纯净水吸入组

抑郁+薰衣草吸入组

造模前

8.08±0.83
8.23±0.84**
9.34±1.32**
9.11±1.35**

造模后

9.02±1.28
3.84±0.82##

3.44±0.34##

3.49±0.88##

暴露后 1 周

10.04±2.88
3.27±1.66##

3.36±0.52##

4.76±2.75##

暴露后 2 周

10.15±2.31
3.53±2.75##

4.12±1.23##

10.96±2.67**

暴露后 3 周

9.38±3.34
4.90±1.97#

4.66±1.25#

9.88±2.90**

暴露后 4 周

9.91±1.57
5.86±3.10*#

5.88±3.11*#

10.69±3.34**

(n=8，x±s，ml)

注：与造模后比较，*P<0.05，**P<0.01；与空白对照组比较，#P<0.05，##P<0.01。

与造模后相比，抑郁+薰衣草吸入组体重在暴露 1～4 周时

明显增加，但仍低于空白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或 P<0.01）。
2.2 不同时间各组小鼠抑郁样行为的变化

2.2.1 糖水消耗实验 造模前、后以及暴露 1～4 周各组小鼠的

糖水消耗量变化见表 2。
表 2 可见，空白对照组小鼠糖水消耗量随时间推移与造模

前比较略微增加，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造模前比较，造模后抑

郁对照组、抑郁+纯净水吸入组和抑郁+薰衣草吸入组糖水消耗

量明显减少，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
与造模后比较，在暴露 4 周时抑郁对照组和抑郁+纯净水

吸入组糖水消耗量明显增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

在暴露 1～4 周内明显低于空白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或 P<0.01）。
与造模后比较，抑郁+薰衣草吸入组糖水消耗量在暴露 2～4 周

后有明显增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接近空白对照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2.2 悬尾实验 造模前、后以及暴露 1～4 周各组小鼠的悬尾

实验结果见表 3。
表 3 可见，空白对照组小鼠悬尾实验不动时间在各个时间

点无明显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造模前比较，造模后抑郁

对照组、抑郁+纯净水吸入组和抑郁+薰衣草吸入组的不动时间

均明显延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与造模后比较，在暴露 4 周时抑郁对照组和抑郁+纯净水

吸入组悬尾实验不动时间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且在暴露 1～4 周内均明显长于空白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或 P<0.01）。
与造模后比较，抑郁+薰衣草吸入组在暴露 1～4 周内悬尾

实验不动时间明显缩短，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且在暴

露 3、4 周时接近空白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2.3 强迫游泳实验 造模前、后以及暴露 1～4 周各组小鼠的

强迫游泳实验结果见表 4。
表 4 可见，空白对照组小鼠强迫游泳实验不动时间在各个

时间点无明显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造模前比较，造模后

抑郁对照组、抑郁+纯净水吸入组和抑郁+薰衣草吸入组不动时

间明显增长，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
与造模后比较，在暴露 1～4 周内抑郁对照组和抑郁+纯净

水吸入组强迫游泳实验不动时间未见明显变化，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且明显长于空白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
与造模后比较，抑郁+薰衣草吸入组在暴露 1～4 周内强迫

游泳实验不动时间明显缩短，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在

暴露 3、4 周后接近空白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2 HE 染色结果

薰衣草吸入对抑郁小鼠海马、下丘脑、杏仁核组织 HE 染色

病理图的影响分别见封三图 1～3。
各组小鼠各脑区神经元形态正常，胞核膜和核仁清楚。与空

白对照组比较，抑郁对照组、抑郁+纯净水吸入组和抑郁+薰衣

草精油吸入组小鼠海马、下丘脑、杏仁核 HE 染色可见明显的胶

质细胞数量减少，细胞核蓝染变浅。见封三图 1～3。
2.3 免疫组化结果

薰衣草吸入对抑郁小鼠海马、下丘脑、杏仁核组织 5-HT 表

达的影响分别见封三图 4～6。
薰衣草吸入对抑郁小鼠海马、下丘脑、杏仁核组织 c-fos 表

达的影响分别见封三图 7～9。
薰衣草吸入对抑郁小鼠海马、下丘脑、杏仁核组织 c-jun 表

达的影响分别见封三图 10～12。
免疫组织化学结果经图像分析与统计学处理显示与空白对

照组比较，薰衣草精油吸入组小鼠的下丘脑、杏仁核、海马内 5-
HT、c-fos、c-jun 表达有明显升高，下丘脑、杏仁核、海马细胞浆内

5-HT 呈阳性染色，细胞核 c-fos、c-jun 呈强阳性染色。

表 3 薰衣草吸入对抑郁小鼠悬尾实验结果的影响

组别

空白对照组

抑郁对照组

抑郁+纯净水吸入组

抑郁+薰衣草吸入组

造模前

69.52±8.37
80.60±7.56**
81.31±2.11**
84.76±21.62**

造模后

70.48±9.91
174.68±19.20##

170.28±11.44##

175.59±10.95##

暴露后 1 周

79.16±10.31
187.13±7.90##

177.32±6.79##

152.86±11.79*##

暴露后 2 周

74.75±7.34
184.5±7.60##

182.11±6.33##

155.46±4.24*##

暴露后 3 周

85.03±7.59
184.50±7.60##

178.33±6.44##

93.41±5.81**

暴露后 4 周

83.14±5.30
132.30±14.59*#

149.24±9.59*##

91.33±8.65**

(n=8，x±s，s)

注：与造模后比较，*P<0.05，**P<0.01；与空白对照组比较，#P<0.05，##P<0.01。

表 4 薰衣草吸入对抑郁小鼠强迫游泳实验结果的影响

组别

空白对照组

抑郁对照组

抑郁+纯净水吸入组

抑郁+薰衣草吸入组

造模前

48.81±9.37
43.22±7.14**
49.18±3.22**
50.03±5.11**

造模后

47.79±6.69
155.77±10.74##

166.22±8.91##

142.36±13.11##

暴露后 1 周

49.62±6.10
138.78±7.93##

152.56±9.67##

70.60±7.76**#

暴露后 2 周

52.29±5.20
138.21±7.67##

147.46±8.86##

75.29±2.07**#

暴露后 3 周

55.25±6.15
130.92±12.65##

139.66±11.44##

57.21±5.62**

暴露后 4 周

53.86±6.63
137.17±21.58##

141.35±12.37##

63.35±3.54**

(n=8，x±s，s)

注：与造模后比较，*P<0.05，**P<0.01；与空白对照组比较，#P<0.05，##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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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嗅觉是人类和动物原始的感觉功能之一，嗅觉和脑功能之

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嗅觉通路在嗅觉的产生及嗅觉与高级活

动的联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调控着脑的高级功能如

学习记忆、情绪、血压调节、内脏活动、性活动与求偶行为以及警

觉与睡眠等。一些芳香物质具有刺激脑神经、扩张心脑血管、刺
激胃液分泌、镇静催眠等多种药理作用，还可以调节个体的心理

健康，愉悦心情，减少焦虑，防治抑郁症，提高机体免疫功能[5]。有
研究证明，薰衣草精油具有杀菌、抗真菌、减轻焦虑抑郁、松弛平

滑肌等作用，此外，对中枢神经系统还有镇静、催眠作用[8，9]。本实

验通过鼠尾草精油经嗅觉通路对抑郁小鼠情绪的调节来了解嗅

觉通路对脑功能的正性影响。
3.1 嗅觉系统的工作机制及特点

气味或嗅质与特异性的嗅觉受体（ORs）结合后，引发嗅觉

感受器电位，沿着嗅感觉神经元轴突传递至嗅球，嗅球又将传

入的信号通过嗅束投射到初级嗅皮质。此外，初级嗅皮质中枢

有投射纤维投射到下丘脑、丘脑背内侧核、杏仁基底外侧核群、
Meynert 基底核、眶额皮质、海马等嗅觉的次级皮质中心。这样

嗅觉感受器、嗅球和大脑嗅觉中枢就三位一体地形成了嗅觉感

受和传导路线。这种复杂的途径和通路可能是嗅觉调控和影响

许多重要脑功能的基础[8]。嗅觉通路结构上的完整性和生理功

能的完整性在嗅觉的产生及嗅觉与高级活动的联系中发挥至

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当嗅觉通路的完整性受到损伤时可引起脑

功能的改变。
嗅觉信号的识别和传导过程中有三个重要的特点：（1）嗅觉

信号的识别和传导具有高度的特异性，鼻腔黏膜中的嗅觉神经

元上受体都同属一类受体，只能与同一类嗅觉决定基相结合；

（2）表现在嗅质和受体的特异性结合，一种受体能够识别多个分

子上的同一基团，一种气味分子可含有几个功能基团，被几个受

体所识别。通过这种组合方式人类有限的嗅觉受体基因可以感

受成千上万种气味；（3）相同类型的嗅觉受体细胞将嗅觉信号传

递给相对应的特异性嗅小球。
嗅觉除了与动物的生存本能密切相关外，还调控着脑的高

级功能，如学习记忆、情绪、血压调节、内脏活动、性活动与求偶

行为以及警觉与睡眠等。由于嗅觉系统与边缘系统、下丘脑之间

有很多直接或间接的解剖联接[9]，这些神经回路为嗅觉和自主神

经之间提供纤维联系。大脑的许多部位受到刺激可以影响脏器

的活动，如扣带回、隔区、海马、基底前脑、杏仁复合体通过纤维

投射至下丘脑，并经前脑内侧束、背侧纵束等与脑干的内脏神经

核团及网状结构联系，影响内脏活动，引起心血管活动和情绪的

变化。大脑内的边缘系统主要通过下丘脑—脑干通路和下丘

脑—垂体神经体液系统影响内脏活动。同时，边缘叶的头端紧靠

嗅球，并与嗅觉系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海马是机体感觉和运动

的整合区，接受各种形式的感觉（嗅觉、视觉、听觉和躯体感觉系

统）信息的传入，其传出纤维主要向新皮质和脑干中枢投射，从

而参与学习、记忆和条件反射等。
3.2 嗅觉与抑郁症的联系

嗅觉是所有感觉系统当中惟一不需经过脊髓或间脑的转接

就可以直接投射至前脑的感觉系统；其投射也如其他的感觉系

统具有区域性分布的特性，在大脑嗅觉皮质上形成特异性的投

射区域。此外，嗅觉信息还有直接联系边缘系统的通路。由于边

缘系统是负责情绪、记忆及行为的脑区，因此，嗅觉具有引发强

烈情绪及记忆的作用。抑郁症与嗅觉之间关系密切，在重症抑郁

症患者中，嗅觉的敏感性大大降低，甚至出现幻嗅[10]。抑郁症不

仅是心理问题，也存在生理原因。有临床研究证明，抑郁者病情

好转时，嗅觉也随之增强[11]。Kiecolt-Glaser 等[12]关于芳香疗法的

研究发现，柑桔的芬芳可以提高机体免疫功能以及改善抑郁症

状态。嗅觉投射区域，如杏仁核、下丘脑、边缘系统等都是重要的

情绪反应中枢。
下丘脑控制着机体多种重要的机能活动，在内脏活动、内分

泌和情绪行为之间维持平衡。其机能的失调与抑郁症的发生及

发展息息相关。
海马和杏仁核共同参与情感行为的形成、自主活动、内分泌

整合过程，涉及到抑郁的行为、情绪或心境改变等过程，在抑郁

症的发病机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13]。
本实验选取的实验动物是小鼠，小鼠是群居性动物，嗅觉参

与其识别同伴、交流信息、繁殖孵育后代等重要作用。单笼饲养使

其几乎失去了所有的对外界的信息交流，情绪低下及各种慢性不

可预见的中等强度刺激可使这些小鼠表现出抑郁症样行为。
3.3 芳香物质改善抑郁的机制

由于植物的花、茎、叶等部位提取出来的精油含有醇、酮、
酯、醚类等芳香化合物，具有怡人的香气。加热或自然挥发后的

含有芳香性挥发药物具有刺激脑神经、扩张心脑血管、刺激胃液

分泌、镇静催眠等多种药理作用，并具有愉悦心情，减少焦虑，提

高机体免疫功能。一些芳香物质是通过嗅觉通路作用于中枢神

经系统，调控和平衡植物神经系统，从而产生镇定、放松、愉悦或

兴奋的效果。抑郁症的发病和神经递质 5-HT、去甲肾上腺素

（NE）等以及相应的大脑中枢部位(海马、前额叶等)关系密切，芳

香疗法可促发神经递质的释放，调节植物神经系统。这种嗅吸的

方法操作简捷安全，便于患者接受，特别是大部分临床抑郁症患

者需要较长时间治疗才能缓解，而芳香疗法则具备此优势[14]。
单胺类神经递质系统包括 5-HT 系统、NE 系统和多巴胺

（DA）系统，在抑郁症发病机制中起重要作用，临床试验证实，抑

郁症患者脑中 NE、5HT、DA 等的含量均比正常人低[15]。单胺类

神经递质的核团主要位于脑干，但其纤维主要投射到脑皮质及

边缘系统，其中包括与学习、记忆密切相关的脑区，参与调节情

绪、食欲、睡眠、体温、疼痛、呕吐和内分泌功能，抑郁症患者的抑

郁心境、厌食、失眠、性功能减退、内分泌失调及昼夜节律紊乱可

能与神经递质功能失调有关[16]。
本实验研究结果显示，与干预前相比，薰衣草吸入治疗 3 周

后小鼠的抑郁行为有所缓解；免疫组织化学结果显示，与空白对

照组比较，抑郁+薰衣草精油组小鼠的杏仁核、下丘脑、海马内

5-HT 表达有明显增加。薰衣草吸入治疗小鼠下丘脑、海马内 c-
fos、c-jun 蛋白的表达是否影响神经功能发育需要进一步证实。

这些芳香物质可通过嗅觉通路以及该嗅质特异性的环路来

调节情绪反应，这些嗅质和相应的受体结合后产生嗅觉信号，这

些嗅觉信号又可通过特异性的嗅觉通路被传送至脑的嗅觉相关

区域。其改善抑郁的作用机制可能与嗅觉通路及下丘脑、杏仁

核、海马等脑区的兴奋性和神经环路的可塑性有关。神经递质如

5-HT 的研究变化表明，吸入这些芳香物质后脑内神经递质发生

了明显的变化，这可能由于薰衣草本身干预嗅觉系统的神经递

质，影响嗅觉传导的信号改变，从而缓解抑郁功能。
综上所述，通过芳香嗅质对抑郁的缓解可进一步了解嗅觉

通路对脑功能的正性影响作用。嗅觉与情绪之间关系密切，嗅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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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金川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疾病预防与控制科 （四川 金川
62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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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川县高砷山泉水所致饮水型砷中毒调查

廖波，毛显秀

关键词：山泉水；砷中毒；流行病学调查 中图分类号：R123.9 文献标识码：E

金川县地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横断山脉偏北部的西北雪域

高原，位于四川的西北部，阿坝州西南部，海拔 1 950～5 007 m，

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大渡河由北向南纵贯全境，平均气温

12.7 ℃。该地区农作物未施过含砷农药，境内及附近地区无工业

砷污染。在我国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减轻砷中毒危害”项目的

支持下，笔者于 2005 年 6 月选择金川县饮用高砷山泉水的城厢

八步里村进行人群砷中毒的流行病学调查。按照卫生部 GB/T
211—2001《地方性砷中毒诊断标准》进行诊断。

共调查 1 311 人，砷中毒确诊病例 103 例（轻度 78 例，中度

25 例），患病率为 7.86%，疑似病人 127 例，疑似病例和确诊病

例的检出率为 17.54%。其中，男性砷中毒患病率为 8.32%（54/649），

高于女性 [7.40%（49/662）]，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3.264，

P＞0.05)。
砷中毒患病年龄在 29～89 岁，主要分布于 41 岁以上人群

（99 人），占总患病人数的 96.12%。且砷中毒患病率随着年龄的

增加而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75.169，P＜0.05)。见表 1。
务农人员砷中毒患病率为 9.09%（90/990），高于非务农人

员[4.05%（13/32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8.509，P＜0.05)。藏族、
汉族、回族人群砷中毒患病率分别为 7.51%（64/852），8.78%

（23/262）和 8.12%（16/197），三者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
0.459，P＞0.05)。

金川县砷中毒临床特征以色素脱失和色素沉着为主，其次

为角化，检出率分别为 89.32%（92/103），86.41%（89/103）和

39.81%（41/103），“三联征”的检出率为 20.39%（26/103）。
金川县的饮用水源都是山涧渗出的泉水。本次调查发现，砷

中毒患者所在地区的饮用水源为同一高砷泉水。表明金川县属

高砷水分布地区，应及时查清县境内高砷水源，加快人畜安全饮

水工程建设进度，对高砷饮用山泉水进行改水降砷，同时，对现

症患者进行综合治疗，减轻砷中毒的危害，控制疫情发展。
（收稿日期：2010-06-10 修回日期：2010-07-25）

（本文编辑：韩威）

表 1 金川县不同年龄人群的砷中毒患病情况

0～30
31～40
41～50
51～60
>60
合计

512
268
176
180
175

1 311

人数

1
3
18
35
46

103

患病率（%）

0.20
1.12
10.23
19.44
26.29
7.86

调查人数年龄（岁）
砷中毒

与抑郁症之间关系同样也很紧密。部分嗅觉中枢如海马、下丘

脑、杏仁核等同时也是情绪调节中枢，并且参与抑郁症的发生、
发展与转归。抑郁症与嗅觉通路在脑区部位及功能方面有着密

切联系，一些芳香嗅质可通过嗅觉与边缘系统之间的通路及其

特异性的环路整合来调节情绪反应，从而改善抑郁样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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