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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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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高压氧早期干预对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模型大鼠行及海马核因子 E2 相

关因子 2（nuclear factor erythroid 2-related factor 2，Nrf2）及血红素加氧酶 1（HO-1）基因表达的影响。
方法

将 32 只雄性 Sprague-Dawley 大鼠随机分为对照组（sham 组）、高压氧组（HBO 组）、模型组（ESPS

组）、模型 + 高压氧早期干预组（ESPS+HBO 组），每组 8 只。ESPS 组和 ESPS+HBO 组大鼠经增强型单次
延长应激（ESPS）构建 PTSD 模型，其他两组不接受 ESPS 造模，但置于同一实验室环境。造模结束 24 h
后，各组大鼠置于高压氧舱进行 1 h 高压氧（2.5 个大气压，100% O2）或常压空气干预，连续 5 d。干预
结束后将大鼠放回原饲养笼中不受打扰饲养 7 d。通过旷场实验、高架十字迷宫实验以及条件性恐惧
性实验观察大鼠的行为表现，并通过蛋白免疫印迹法（Western Blot）检测大鼠海马组织 Nrf2 和 HO-1 的
表达情况。结果 （1）各处理组旷场内总运动距离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ESPS 组中心区运
动 时间［
（20.52±9.25）s］和进入旷场中心区次数［
（15.22±4.38）次］均显著低于sham组［
（44.94±14.49）s、
（32.77±6.22）次］，而 ESPS+HBO 组［（35.49±13.04）s、
（21.50±5.98）次］则显著高于 ESPS 组（均 P ＜ 0.05）。
（2）与 sham 组开臂停留时间［（54.47±23.23）s］
、开臂停留时间百分比［（17.91 ±8.11）%］和进入开臂次
数［（10.54±3.85）次］比较，ESPS 组各指标［（26.18±8.56）s］
、
［（7.23±4.24）%］和［（3.10±1.96）次］均
显 著 降 低，而 ESPS+HBO 组 各 指 标［（40.77±16.66）s］、
［（13.66±8.81）%］和［（6.40±1.71）次］均 显
著高于 ESPS 组（均 P ＜ 0.05）。（3）ESPS 组环境诱发僵直时间［（183.21±25.83）s］和声音诱发僵直时间
［（202.03±47.79）s］均显著高于 sham 组和 ESPS+HBO 组（均 P ＜ 0.05）。（4）ESPS 组海马 Nrf2（0.23±0.08）
和 HO-1（0.84±0.13）的蛋白相对表达水平均显著低于 sham 组和 ESPS+HBO 组（均 P ＜ 0.05）。（5）sham 组
与 HBO 组在上述行为和分子表达指标之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 ＞ 0.05）。结论

高压氧早期干

预可能通过调节海马的抗氧化系统 Nrf2/HO-1 的表达水平改善 PTSD 大鼠的焦虑样行为和认知损伤。
【关键词】 高压氧； 创伤后应激障碍； 核因子 E2 相关因子 2； 血红素加氧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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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early intervention of hyperbaric oxygen（HBO）
on the behavioral changes and the levels of transcription factor NF-E2-related factor 2（Nrf2）and heme
oxygenase-1（heme oxygenase-1，HO-1）in the hippocampusin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model
rats. Methods A total of 32 male Sprague-Dawley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with 8 in each
group：sham group，HBO group，ESPS group and ESPS + HBO group. The rats in ESPS group and ESPs +
HBO group were exposed to single prolonged stres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PTSD models. The other two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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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placed in the same experimental environment but did not receive ESPS at the same time. 24 h later，rats
placed in hyperbaric oxygen chamber and exposed to 100% oxygen at 2.5 atmospheric absolute or atmospheric
air for 1 h each day for 5 consecutive days. 7 days after the end of the intervention，rats were experienced open
field test，elevated plus maze test and fear conditioning test，then sacrificed and the levels of Nrf2 and HO-1
in the hippocampus were determined by Western blot. Results （1）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total distance between the each group（P ＞ 0.05）. The exploration time［（20.52±9.25）s］and the number of
times（15.22±4.38）in the ESPS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sham group［（44.94±14.49）
s and（32.77±6.22）］，while the ESPS + HBO group［（35.49±13.04）s and（21.50±5.98）］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ESPS group（P ＜ 0.05）.（2）Compared with time spent in open arm［（54.47±23.23）s］
，
the percentage of open arm stay time（17.91±8.11）% and the number of open arm entry（10.54±3.85）of sham
group，the time spent in open arm［（26.18±8.56）s］
，the percentage of open arm stay time（7.23±4.24）% and
the number of open arm entry（3.10±1.96）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in ESPS group. In ESPS + HBO group，
the time spent in open arm［（40.77±16.66）s］
，the percentage of open arm stay time（13.66±8.81）% and the
number of open arm entry（6.40±1.71）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ESPs group（P ＜ 0.05）.（3）The
freezing time induced by environmentally［（183.21±25.83）s］and sound［（202.03±47.79）s］in ESPS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sham group and ESPs + HBO group（P＜0.05）（
. 4）The relative expression
level of Nrf2（0.23±0.08）and HO-1（0.84±0.13）in hippocampus of ESPS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sham group and ESPs + HBO group（P ＜ 0.05）.（5）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sham
group and HBO group in the above parameters（P ＞ 0.05）. Conclusions Early intervention with hyperbaric
oxygen may reversed anxiety behaviors and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rats exposed to PTSD paradigm by regulating
the expression of Nrf2/HO-1 in the hippocampus.
【Key words】 Hyperbaric oxygen；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Nrf2； HO-1
Fund Program：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81904280）

材料与方法

创 伤 后 应 激 障 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近年来的发病率越来越高，PTSD 患者的高自
杀率和社会危害性，不仅严重影响患者自身生存质
量，也给家庭和社会造成了沉重的负担［1］。目前临
床诊断 PTSD 主要是基于症状学标准，采用心理治
疗和药物治疗［2］，但因 PTSD 症状的出现滞后于应
激事件，而且复发率高，有的患者甚至终生不愈，这
些因素导致其治疗难度较大，面临诸多挑战。
近年来，高压氧疗法的神经保护作用引起了人
们的关注，临床研究已证实，高压氧可以改善 PTSD
患者的相关症状［3］，并且可以作为治疗外伤性脑

一、材料
1. 实验动物：32 只雄性 Sprague-Dawley 大鼠，购
自第四军医大学实验动物中心。随机分为4组，每组
8 只：对照组（sham组）
，体重（237.12±14.81）g；高压氧
组（HBO 组），体 重（243.25±11.01）g；模 型 组（ESPS
组），体 重（247.37±15.55）g；高 压 氧 早 期 干 预 组
（HBO+ESPS 组），体重（244.00±15.56）g。实验过程
遵循神经科学和行为学实验中关于哺乳动物的饲
养和使用规定（动物伦理号：KY20193104-1）。
2. 主要试剂：Nrf2 抗体（ab89443，1∶500，abcam

损 伤 伴 发 的 PTSD 的 潜 在 手 段 之 一［4］。 但 高 压 氧

公 司，英 国），HO-1 抗 体（ab189491，1∶300，abcam

早期干预对 PTSD 的作用及其机制还不清楚。大量

公司，英国）。

研究表明，海马的氧化应激损伤是导致 PTSD 的重

二、方法

要发病机制，而核因子 E2 相关因子 2（nuclear factor

1. HBO 早期干预：使用动物高压氧舱（中国烟

erythroid 2-related factor 2，Nrf2）及其下游分子血红

台冰轮高压氧舱有限公司，型号 NG90-IIC），在动物

素加氧酶 1（heme oxygenase-1，HO-1）则是其中的关

进仓前，先用纯氧充分洗舱 10 min，确保舱内为氧

［5］

键分子

。

浓度保持在 98%～100%，2.5 绝对压，将 HBO 组和

因 此，本 研 究 选 择 增 强 型 单 次 延 长 应 激

ESPS+HBO 组大鼠放置高压氧舱，每天给予 2.5 绝对

（enhanced single prolonged stress，ESPS）建立 PTSD 大

压 100% 的氧气处理 1 h，连续 5 d（以 0.2 绝对压 /min

鼠模型，观察连续 5 d 高压氧早期干预对 PTSD 大鼠

的速度加压，温度保持在 23～26 ℃）。对照组大鼠

行为以及对大鼠海马 Nrf2 和 HO-1 蛋白水平表达的

模拟除压力和氧浓度以外的其他过程和环境条件，

影响，为高压氧早期干预防治 PTSD 的临床应用提

每天 1 h，连续 5 d。使用血氧计监测氧浓度，保持舱

供理论依据。

内温度在 23～26 ℃［6］。

神经疾病与精神卫生 2020 年 3 月 20 日第 20 卷第 3 期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and Mental Health，March 20，2020，Vol.20，No.3

·159·

2. PTSD 模型的建立：对大鼠连续进行以下刺
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前进行方差齐性检验，满
激：束缚 2 h，强迫游泳 20 min（水温 22～24 ℃），乙
足 方 差 齐 性 则 采 用 LSD-t 检 验，方 差 不 齐 则 采 用
醚麻醉直至大鼠完全丧失意识，然后给予 1 mA 持
Dunnett T 检验。以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续的足底电击 1 次 4 s，其中强迫游泳和乙醚麻醉之
结
果
间间隔为 15 min，麻醉苏醒和足底电击之间间隔为
1. 旷场实验结果：见表 1，图 1。各处理组旷场
30～60 min。模型完成后将大鼠放回原饲养笼中不
运动总距离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中心区运动时间
受打扰饲养 7 d。此模型操作简单、重复性强，损伤
效果确切，是目前国际认可的一种 PTSD 病理模型， 和进入旷场中心区次数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也是本实验室构建并多次使用的模型［7］。
（P ＜ 0.01）。组间比较发现，ESPS 组中心区运动时
3. 行为学测试：
（1）旷场实验。旷场实验箱为一
间和进入旷场中心区次数均显著低于 sham 组；而
47 cm×47 cm 的正方形暗箱，其上方有摄像机，监
ESPS+HBO 组中心区运动时间和进入旷场中心区次
视动物在旷场内的活动情况，采集视频后由软件计
数则显著高于 ESPS 组（均 P ＜ 0.05），但是与 sham 组
算分析动物在旷场内的运动总路程、中心区运动时
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HBO 组中心区运动
间、进入旷场中心区的次数等各项行为指标，分析
时间和进入旷场中心区次数与 sham 组之间差异亦
［8］
大鼠的水平活动度及探索行为 。（2）高架十字迷
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宫实验。此实验是进行焦虑行为研究公认的经典方
法。实验装置为不透明有机玻璃制造，高 0.5 m，有
表 1 4 组雄性 Sprague-Dawley 大鼠旷场实验
2个开放臂和2个闭合臂，两两相对放置呈“+”字型，
结果比较（x±s）
中间为 8 cm×8 cm 的平台。上方有摄像头，以同步
运动总距离 中心区运动 进入旷场中心区
组别
只数
记录动物运动情况，分析动物在一定时间内开臂停
（m）
时间（s）
次数（次）
sham 组
8 10.50±7.32 44.94±14.49
32.77±6.22
留时间、开臂停留时间百分比和开臂进入次数等行
HBO 组
8 11.95±8.46 37.04±9.01
27.72±7.63
为 学 指 标［9］。（3）恐 惧 箱 测 试。 设 计 以 下 测 试 条
ESPS 组
8 10.31±9.16 20.52±9.25a
15.22±4.38a
件：①恐惧训练，将大鼠放入恐惧箱中 16 s 后，给
ESPS+HBO 组
8
9.01±7.32 35.49±13.04b
21.50±5.98b
予 80 dB、9 kHz 的声音刺激 180 s，紧接着给予 1 mA
F值
0.17
8.54
13.59
的足底电击 4 s，放置 60 s 后取出动物放回饲养笼中； P 值
0.92
＜ 0.01
＜ 0.01
②条件恐惧测试，将大鼠放入恐惧箱中，不给任何
   注：sham 组 假手术组；HBO 组 高压氧组；ESPS 组 创伤后应激
障碍模型组；ESPS+HBO 组 创伤后应激障碍模型大鼠应用高压氧治
刺激，放置 180 s 后取出动物放回饲养笼中；③恐惧
疗组；与 sham 组比较，aP ＜ 0.05；与 ESPS 组比较，bP ＜ 0.05
敏感测试，将大鼠放入恐惧箱中，放置 180 s 后给予
80 dB。9 kHz 的声音刺激 180 s，之后再静置 60 s 后
2. 高架十字实验结果：见表 2，图 2。各处理组
取出动物放回饲养笼中。摄像机记录大鼠的活动情
开臂停留时间、开臂停留时间百分比和进入开臂
况，以 Freezing Scan 分析其在各种条件下的恐惧行
［10］
次数的差异均存在统计学意义（P ＜ 0.05）。组间比
为 。
较发现，与 sham 组比较，ESPS 组开臂停留时间、开
4. Western Blot：将实验动物在相应时间点处
死并迅速剥离海马，加入组织裂解液，匀浆、离心， 臂停留时间百分比和进入开臂次数均显著降低（均
P ＜ 0.05）；而 ESPS+HBO 组开臂停留时间、开臂停留
制备蛋白样品。样品经十二烷基硫酸钠 - 聚丙稀
酰胺凝胶电泳（SDS-PAGE）分离、转膜吸附、封闭， 时间百分比和进入开臂次数均显著高于 ESPS 组（均
P ＜ 0.05），但与 sham 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加入特异性一抗，漂洗后加入相应二抗，最后用检
测免疫复合物的增强型化学发光试剂盒（ECL Kit， P ＞ 0.05）；HBO 组开臂停留时间、开臂停留时间百
分比和进入开臂次数与 sham 组之间差异也无统计
34077，Thermo，美国）检测相关分子。使用图像分
学意义（均 P ＞ 0.05）。
析系统（Bio-red ChemiDoc XRS+，伯乐，美国）测定各
3. 条件性恐惧实验结果：见表 3。各处理组环
蛋白的相对含量。
境诱发僵直时间和声音诱发僵直时间的差异均存在
5. 统计学方法：本实验所得数据采用SPSS 19.0
统计学意义（P ＜ 0.05）。组间比较发现，与 sham 组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 准 差（x±s）进 行 表 示，多 组 间 比 较 采 用 单 因 素
比较，ESPS 组环境诱发僵直时间和声音诱发僵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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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讨

4 组雄性 Sprague-Dawley 大鼠高架十字
实验结果比较（x±s）
只数

开臂停留
时间（s）

sham 组

8

54.47±23.23

17.91±8.11

10.54±3.85

HBO 组

8

51.16±22.25

15.92±10.17

8.54±3.01

组别

开臂停留时间 进入开臂次数
百分比（%）
（次）

a

a

ESPS 组

8

26.18±8.56

ESPS+HBO 组

8

40.77±16.66b 13.66±8.81b

7.23±4.24

3.10±1.96

5.56

3.92

13.36

P值

＜ 0.01

0.02

＜ 0.01

PTSD 患者常伴有焦虑、抑郁等情绪障碍，自杀
率是常人的 6 倍之多。更因为其治疗时间长，治疗
效果不佳，给国家和社会造成了沉重的负担［11］。目
前对于 PTSD 的治疗主要是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

a

6.40±1.71b

F值

论

   注：sham 组 假手术组；HBO 组 高压氧组；ESPS 组 创伤后应激
障碍模型组；ESPS+HBO 组 创伤后应激障碍模型大鼠应用高压氧治
疗组；与 sham 组比较，aP ＜ 0.05；与 ESPS 组比较，bP ＜ 0.05

心理治疗时间长，花费高，效果并不尽如人意［12］。
药物治疗主要从抗焦虑、抗抑郁以及控制睡眠障碍
等方面考虑，但由于 PTSD 症状复杂，伴有多种并发
症，单一用药很难缓解 PTSD 的所有症状，多种药物
联合使用虽然可以起到一定的治疗效果，但也增加
了不良反应的发生率［13］。寻找新的 PTSD 防治手段
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时间均显著升高（均 P ＜ 0.05）；ESPS+HBO 组环境诱

在经历创伤事件而在精神症状未产生之前进行

发僵直时间和声音诱发僵直时间均显著低于 ESPS

干预，即为 PTSD 的早期干预模式。西京医院心身

组（均 P ＜ 0.05），与 sham 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科针对 2007 年河南省陕县矿难幸存者及其一级亲

（P ＞ 0.05）。HBO 组环境诱发僵直时间和声音诱发

属等应激人群应用帕罗西汀进行早期干预，发现其

僵直时间与 sham 组之间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P ＞

可以预防 PTSD 的发生［14］。本研究团队前期的基础

0.05）。

研究也发现，不同方式的早期干预模式都能有效缓

4. 各组海马 Nrf2 和 HO-1 表达水平比较：见表

解 PTSD 相关的行为，改善其认知损伤［15-16］。因此，

4，图 3。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各处理组间 Nrf2 和

早期干预模式对 PTSD 的防治有重要作用。HBO 能

HO-1 表达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1）。组

通过激活机体内源性保护机制发挥作用。HBO 可

间比较发现，ESPS 组 Nrf2、HO-1 相对表达水平显

以增加活性氧的产生，上调 HO-1、超氧化物歧化酶

著 低 于 sham 组 和 ESPS+HBO 组；HBO 组 的 Nrf2 和

以及过氧化氢酶等抗氧化酶表达，改变机体内源性

HO-1 相对表达水平与 sham 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

抗氧化系统活性［17］。近年来，临床证据表明，HBO

学意义（均 P ＞ 0.05）。

对 PTSD 有一定的疗效，Meta 分析结果显示，经 HBO

注：sham 组 假手术组；HBO 组 高压氧组；ESPS 组 创伤后应激障碍模型组；ESPS+HBO 组 创伤后应激障碍模型大鼠应用高压氧治疗组

图1

4 组雄性 Sprague-Dawley 大鼠旷场试验 10 min 内运动轨迹

注：sham 组 假手术组；HBO 组 高压氧组；ESPS 组 创伤后应激障碍模型组；ESPS+HBO 组 创伤后应激障碍模型大鼠应用高压氧治疗组

图2

4 组雄性 Sprague-Dawley 大鼠高架十字迷宫试验 5 min 运动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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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18］。基础研究也发现，高压氧预处理可以改善

4 组雄性 Sprague-Dawley 大鼠条件性恐惧实验
结果比较（x±s）

PTSD 大鼠模型的焦虑样行为［19］。本研究结果显示，

只数

环境诱发僵直
时间（s）

声音诱发僵直
时间（s）

ESPS 可以诱导大鼠产生焦虑样行为和认知损伤，包

sham 组

8

145.68±16.50

129.60±34.66

HBO 组

8

141.22±31.23

126.26±47.04

字迷宫开臂运动次数和时间减少，以及环境诱发僵

ESPS 组

8

183.21±25.83a

202.03±47.79a

8

b

b

组别

ESPS+HBO 组

148.43±28.94

150.88±41.80

F值

4.52

5.27

P值

＜ 0.05

＜ 0.01

   注：sham 组 假手术组；HBO 组 高压氧组；ESPS 组 创伤后应激
障碍模型组；ESPS+HBO 组 创伤后应激障碍模型大鼠应用高压氧治
疗组；与 sham 组比较，aP ＜ 0.05；与 ESPS 组比较，bP ＜ 0.05

括旷场中心区的探索次数和运动时间减少，高架十
直时间和声音诱发僵直时间增加，而高压氧早期干
预可以缓解该模型的焦虑样行为及环境性恐惧记忆
和刺激性恐惧记忆。提示 HBO 早期干预也是防治
PTSD 的策略之一。
海马结构功能异常在恐惧的产生和记忆过程中
发挥重要作用，而且与 PTSD 神经损伤和认知功能
障碍发生密切相关［20］。PTSD 损伤过程中，可见海

表4

4 组雄性 Sprague-Dawley 大鼠海马 Nrf2 和 HO-1
表达水平比较（x±s）

组别

马体积减小、细胞增殖抑制、神经元凋亡增加、神经
发生受阻等现象。此外，有研究表明，多种 PTSD 引
起的精神症状均与氧化应激密切相关［21］。PTSD 患

只数

Nrf2

HO-1

sham 组

8

0.75±0.09

1.25±0.19

HBO 组

8

0.76±0.11

1.21±0.17

活性水平明显较健康人低［22］。而且 PTSD 大鼠模型

ESPS 组

8

0.23±0.09a

0.84±0.13a

的海马和前额叶皮质有大量的活性氧和氧化应激副

8

b

1.06±0.25b

产物积累。此外，研究证实转录因子 Nrf2 及其下游

ESPS+HBO 组

0.42±0.06

F值

8.47

5.79

P值

＜ 0.01

＜ 0.01

   注：Nrf2 核因子 E2 相关因子 2；HO-1 血红素加氧酶 1；sham
组 假手术组；HBO 组 高压氧组；ESPS 组 创伤后应激障碍模型组；
ESPS+HBO 组 创伤后应激障碍模型大鼠应用高压氧治疗组；与 sham
组比较，aP ＜ 0.05；与 ESPS 组比较，bP ＜ 0.05

者的血清中过氧化物歧化酶和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抗氧化信号分子 HO-1 是氧化应激神经保护的关键
调节因子［23-24］。Nrf2 和 HO-1 的激活对许多中枢神
经系统疾病具有保护作用［25］。为了探讨具体的作
用机制，本研究观察了 HBO 早期干预对 PTSD 模型
大鼠海马 Nrf2 和 HO-1 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 PTSD
模型大鼠脑中海马的 Nrf2、HO-1 的表达水平降低，
高压氧早期干预增加了海马中 Nrf2 和 HO-1 的表达。
因此，HBO 可能通过激活抗氧化防御途径抑制氧化
损伤，从而改善海马功能，进而改善 PTSD 的相关
症状。
综上所述，本研究结果提示，高压氧早期干预
可以改善 PTSD 大鼠的焦虑样行为和认知损伤并上
调海马的 Nrf2/HO-1 的表达水平。但 HBO 是否通过
调节 Nrf2/HO-1 抗氧化通路改善 PTSD 行为还有待进
一步证实，其引起的更深层次的细胞与分子机制亦
有待进一步研究。

   注：Nrf2 核因子 E2 相关因子 2；HO-1 血红素加氧酶 1；sham 组 假手术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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