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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遗传学在精神分裂症研究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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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精神分裂症是一种严重的精神疾病，通常表现为异常的行为和精神模式；其复杂的发病机制促使

人们不断探索其更深入的病理结构，以及行之有效的治疗靶点。光遗传学是结合了光学与遗传学的一门新

技术，愈来愈多地应用于神经细胞调控、环路整合、信号转导等一系列细胞生理或病理状态下的研究，其

精准的时相控制与特异的细胞选择性无疑将会大力推动生理学、神经科学等领域的研究。该文从精神分裂

症的各个研究层面，综述了光遗传学在精神分裂症研究中的应用，探讨精神分裂症的光遗传学调控及可能

的治疗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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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optogenetics in the study of schizophrenia
ZHANG Meng-Yu, LIU Meng-Qi, XUE Cheng, WANG Ting-Ting, NIU Kai-Yi, WANG Jia, ZHANG Wei-Ning*

(School of Medicine,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212013, China)

Abstract: Schizophrenia is a serious mental illness that is usually manifested as abnormal behaviors and psychiatric 
patterns. Owing to the complicated pathogenesis, it is necessary to conduct in-depth explorations on the pathological 
structure and effective therapeutic targets. Optogenetics is a novel technology involving both optics and genetics, 
which has been increasingly applied to the research of neural cell regulation, circuit integration, signal transduction 
and cellular physiological or pathological activities. Its precise temporal control and specific cell selectivity 
undoubtedly and vigorously promote the research in the fields of physiology and neuroscience. This study aims to 
review the application of optogenetics in the research of schizophrenia, and explore the optogenetic regulation as 
well as potential therapeutic strategies for schizophre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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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光遗传学概述

1976 年，Francis Crick 提出神经科学领域的当

务之急是开发出一种在不破坏或改变其他细胞正常

生理活动的情况下，能够精确调控受体细胞的新技

术 —— 即设法令特定类型的细胞具有光敏感性。

这一构想奠定了未来数十年的光遗传学 (Optogenetics)
建设之路。2005 年，光遗传学作为第一次最成功的

尝试登上了 Nature Neuroscience，来自斯坦福大学的

Karl Deisseroth 及其研究团队对藻类中提取的天然视

蛋白进行改造，使其获得对光更高的特异性及高精

度的反应能力，并称之为ChR2 (channelrhodopsin-2)，
一种快速光控敏感的阳离子通道；他们以慢病毒为

载体，将 ChR2 整合入哺乳动物神经细胞中，当用

蓝光激发时，可以实现毫秒级神经元脉冲控制，以

及对兴奋性和抑制性突触传递的控制 [1]。从单细胞

绿藻中发现的 ChR1 和 ChR2 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

兴奋性光敏蛋白。ChR2 是视紫红质 (ChR) 的一种

亚型，控制着藻类的电兴奋性、钙离子内流、细胞

酸碱平衡等生理过程。作为视网膜基质蛋白，ChR2
拥有视紫红质蛋白共同的 7 次跨膜结构，其上含有

光异构发色团全反式视黄醛 (all-trans retinal)，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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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夫碱共价连接到 ChR2 的其余部分。应该指出，

大多数 7 次跨膜蛋白是 G 蛋白偶联受体，其通过第

二信使间接打开其他离子通道，而 ChR2 则是直接

形成离子通道，这就使得细胞去极化非常简便、迅

速。ChR2 吸收蓝光，在 480 nm 处的吸收和作用光

谱最大。当 all-trans retinal 吸收光子时，它会异构

形成 13-cis-retinal ；这种变化使得跨膜蛋白结构也

随之改变，打开了至少由 6 个氨基酸组成的离子通

道；几毫秒之内，13-cis-retinal 恢复原结构，通道

关闭，停止离子流动。而 ChR2 由于在动物细胞膜

上的表达效率远超 ChR1，因此更为多见。另外，

ChR2 的 C 末端延伸到细胞内，且可以被荧光蛋白

替代而不影响通道功能。因此，荧光蛋白与 ChR2
的这种融合构建物可用于观察表达 ChR2 的细胞的

形态 [2]。同时，由于神经纤维的投射作用，也可以

通过这种融合物“读出”神经的走向，用于绘制大

脑一侧到另一侧的远程连接，以及绘制各个神经元

树突树上输入的空间位置。ChR2 可通过多种转染

技术 ( 病毒转染、电穿孔、基因枪 ) 或转基因动物

在可兴奋细胞例如神经元中表达，而 all-trans retinal
存在于脊椎动物的大多数细胞中，这就使得在不添

加任何化合物的情况下用光刺激神经元成为可能。

抑制性视蛋白的开发工作要晚于兴奋性视蛋

白。研究人员在以蓝光激活 ChR2 从而兴奋细胞 ( 如
神经元、肌肉细胞、胰腺细胞和免疫细胞 ) 的基础上，

开发了用短暂的黄绿光脉冲激活盐细菌视紫红质

(halorhodopsins, NpHR) 从而抑制细胞功能的技术。

因此，ChR2 和 NpHR 的联合使用实现了多色光学

激活、抑制等调控神经细胞活动的目的，从而创建

了强大的神经工程工具箱 [3]。

早期所发现的光敏蛋白存在着某些缺陷，如光

敏蛋白的激活或抑制易干扰到周边的神经细胞，光

遗传学技术无法达到单细胞精度。随着技术的进步，

2017 年 Boyden 博士团队发现了一种新的光敏通道

蛋白 soCoChR ：相较 ChR2，无论是光敏感度还是

电流强度，soCoChR 均高其 10 倍左右，并实现了

对单个神经元的光敏操作 [4]。这使得人们在研究精

神分裂症时，可以操纵某个脑区的单个独立的神经

元而不影响周边的神经细胞，进而观察与其相连的

细胞反应；也可以刺激相邻的几个神经元，如多巴

胺能和谷氨酸能，观察是谁起主导作用。2018 年，

Brown 等 [5] 通过在细胞膜中翻转视紫红质蛋白，使

它们获得了新的功能；如其中被称为 FLInChR (full 
length inversion of ChR) 的视紫红质在翻转后，变成

一种强效且快速的抑制剂，拓展了光敏蛋白在实验

应用中的范畴。2020 年， Gong 等 [6] 开发了一种新

型视蛋白 ——SOUL，即使是在组织深处植入该蛋

白，也能对外部光刺激做出反应。2018 年，一篇发

表在 Science 上的文章发现了将光刺激非侵入性地

导入到脑深处的新方法，该文报道使用转换纳米颗

粒 (upconversion nanoparticles, UCNPs) 将激光导入

到头盖骨深处，UCNPs 可以吸收近红外光并将其变

成可见光，还可以达到传统光遗传学难以企及的深

度 [7]。这一项技术为行为学的开展提供了更多的可

能性，如与精神分裂症有关的行为学模型前脉冲抑

制 (prepulse inhibition, PPI)、潜伏抑制 (latent inhibition, 
LI) 等，因空间狭窄不适用于传统的光遗传学技术，

而新的非侵入性方法只需用近红外光在头盖骨表面

进行照射，即可触发脑内的纳米颗粒，进而改变脑

内的神经元功能活动。

2　精神分裂症概述

精神分裂症是一组在知觉、思维、情绪、行为

等方面存在障碍的神经精神疾病，其发病与环境、

遗传等相关，是最常见的中枢神经系统疾病之一 [8-9]。

精神分裂症的症状通常出现在青春期或成年早期，

其症状包括阳性症状、阴性症状、认知功能障碍

等 [10-11]。阳性症状主要包括幻觉和妄想，影响患者

的社会交往和日常活动 [12] ；而阴性症状，如情绪退

缩、情感迟钝、消极社会退缩和人际关系差，对患

者生活的影响往往大于阳性症状 [13]。目前精神分裂

症的热门研究方向涉及眼动 ( 可以被量化测量 ) 的
异常 [14]、听觉事件相关电位 (auditory ERP) P50 成

分的抑制衰减、认知缺陷、学习与记忆等方面。精

神分裂症的病理生理学尚不完全清楚，其中多巴胺

假说是解释该疾病症状的主要理论之一，认为中脑

边缘多巴胺传递的过度活跃是精神分裂症阳性症状

的基础 [15]。也有不少人指出，精神分裂症患者谷氨

酸系统的原发性功能障碍可以解释与之相关的发育

特征和认知功能障碍 [16-17]。不同脑区神经递质的紊

乱产生不同的行为，迄今研究精神分裂症较热门的脑

区有内侧前额叶皮层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mPFC)、
腹侧海马 (ventral hippocampus, vHipp) 和腹侧被盖

区 (ventral tegmental area, VTA) 等。神经发育过程

的异常导致神经环路的异常，使其不能发挥正常生

理功能 [18]。

精神分裂症的治疗在医学上仍然是一个巨大的

挑战，目前的药物未能解决精神分裂症的核心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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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药物主要针对其阳性症状，并不能改善阴性症

状或认知障碍 [19]，且产生一定的副作用 [20]。因此，

深入探索精神分裂症潜在的机制，寻找行之有效的

治疗靶点将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3　光遗传学在精神分裂症研究中的应用

3.1　光遗传学在特定脑区中的应用

目前，研究精神分裂症较热门的脑区主要在于

mPFC、vHippo、VTA 等。快感缺失代表了抑郁症

的核心症状，也是包括精神分裂症在内的其他神经

精神疾病的特征 [21]。快感缺失通常归因于皮层下回

路的皮层驱动失调 [22]。有研究者将光遗传学和功能

磁共振成像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 相结合，揭示了 mPFC 对中脑多巴胺能与纹

状体 (striatum) 的相互作用实施自上而下的控制：

当前额叶皮层 (prefrontal cortex, PFC) 活性升高时，

mPFC 中的活动可以抑制自然的奖赏相关行为 [23]。

研究人员使用了一种更新颖的蛋白 —— 阶跃功能

视蛋白 (step-function opsin, SSFO)，相比 ChR2，它

允许神经兴奋性的长时间变化和神经放电的适度非

同步增加。Lohani 等 [24] 利用光遗传学在 Th:CRE
大鼠身上选择性地刺激 VTA 的多巴胺能神经元，

直接证明了 VTA 多巴胺能神经元和基底神经节系

统的时相激活之间存在功能上的相互作用，这为重

新评估现有的依赖纹状体正常功能和精神分裂症、

物质滥用障碍等脑部疾病的理论模型提供了新的

认知。而在精神分裂症模型的构建上，有研究人员

通过光遗传学技术特定激活腹侧海马下托 (ventral 
subiculum, vSub) 的兴奋性神经元来模拟过度活跃的

vHipp，以此作为一种光遗传学模型。同时，利用药

理学模型，并将此两种模型结合起来，发现因海马

(hippocampus, HP) 过度活跃引起的短期记忆损害可

能与高多巴胺状态无关 [25]。除了前文提到的三个热

门脑区之外，中缝中区 (median raphe region, MRR)
神经递质的紊乱也有研究报道。临床证据表明，精

神分裂症患者有 5-羟色胺 (5-hydroxy trptamine, 5-HT)
神经递质功能障碍 [26]。有研究人员使用光遗传学方

法，选择性刺激起源于 MRR 的 5-HT 能终末亚群，

观察动物行为活动和其他神经递质的释放，发现神

经元的激活会增强小鼠的运动活动，且升高 5-HT
和谷氨酸水平，但对γ-氨基丁酸 (gamma-aminobutyric 
acid, GABA) 水平基本无影响 [27]。

3.2　光遗传学操纵神经环路

神经环路是脑内不同性质和功能的神经元通过

各种复杂的连接，在不同水平上所构成的环路，影

响并控制大脑的活动，这些活动包括奖赏、社交、

工作记忆等。精神分裂症与神经环路的异常有关 [28]。

精神分裂症患者发病，主要是由于形成了固定的神

经环路，造成神经递质系统的紊乱。FMRI 强调患

有精神分裂症的个体奖赏系统紊乱 [29]，并且有研究

表明，小脑 (cerebellum, Cb) 颗粒细胞编码了对奖励

的期望 [30]，提示 Cb 活动可能以某种方式影响了大

脑中的奖赏处理。研究人员通过光遗传学技术激活

或抑制 Cb-VTA 环路，证实小脑有直接投射到 VTA
的神经元，并且该通路与奖赏有关 [31]。该研究揭示

Cb-VTA 通路可对 VTA 及其靶点进行逆向操纵，Cb
功能障碍可能导致诸如自闭症谱系障碍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 和精神分裂症等精神障碍。

另有研究表明，多巴胺能的调节在 PFC 中起关键作

用，PFC 的多巴胺 D2 受体被认为与精神分裂症有

关 [32-33]。研究人员将光遗传学与电生理学、药理学

等方法结合，探索多巴胺 D2 受体激活在 PFC 下锥

体神经元中的信号通路 [34]，发现多巴胺 D2 受体以

依赖突触输入的方式增强细胞兴奋性，而且是通过

增强 Gs ( 激活型 G 蛋白 ) 相关的信号通路介导的，

而不是传统意义上通过 Gi/o ( 抑制型 G 蛋白 ) 和
( 或 ) 支架蛋白 ( 如 β-arrestin) 来传递信号。只有当

D2 受体激动剂的应用与胼胝体突触输入的光遗传

学刺激相结合时，才能引起神经元后去极化。该

结果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 mPFC 多巴胺 D2 受体

功能可能存在异常。精神分裂症的阴性症状社交

障碍出现在早期阶段，并贯穿在疾病的整个过程 [35]。

研究人员采用光遗传学研究了基底外侧杏仁核

(basolateral amygdala, BLA) 到 vHipp 的投射环路在

社交互动分析 (social interaction assay) 和三室社交

测试 (three-chamber test) 中的作用。通过光遗传学

技术激活或抑制 BLA-vHipp 通路，证明了从 BLA
投射到 vHipp 可以双向调节社会行为 [36]。在行为学

中， PPI 是反映精神分裂症阳性症状较常用的一项

指标 [37]。Cano等 [38]利用光遗传学技术发现，杏仁核 -
脑桥尾侧网状核环路中的兴奋性神经元参与调节

PPI。同时，他们还构建 CRE 小鼠，结合全细胞膜

片钳技术，揭示了 GlyT2+ (glycine transporter type 2)
神经元在这条环路中起重要作用。同样地，Sullivan
等 [39] 利用光遗传学方法证明，皮层 - 纹状体回路中

的兴奋性神经元调节在 PPI 中起关键作用，该回路

为精神分裂症的病理生理学增加了新的内容，提出

了一种新的机制来解释精神分裂症的谷氨酸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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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患者通常被诊断为工作记忆和执行功能

受损 [40]。当小鼠在Y型迷宫中执行空间记忆任务时，

Rahman 等 [41] 在任务的不同阶段以 δ 频率光刺激丘

脑核团 -HP 环路，发现丘脑核团 -HP 环路中的扰动

特别损害了工作记忆的检索阶段，但不影响编码阶

段，提示丘脑中异常的 δ 频率爆发可能在精神分裂

症患者的工作记忆缺陷中起到因果作用。 
3.3　光遗传学操纵中间神经元

中间神经元主要接受其他神经元传来的神经冲

动，然后再将冲动传递到另一神经元，从而起到联

络作用，主要分布在中枢神经系统。中间神经元的

结构和功能异常与精神分裂症相关 [42]。如前述之工

作记忆，有研究人员在任务编码阶段采用光遗传学

抑制 mPFC 的生长抑素阳性神经元 (somatostatin-
expressing, SOM)，发现会损害工作记忆的准确性。

这种行为损害与 HP、PFC 同步性降低和 mPFC 神

经元空间编码受损有关 [43]。利用光遗传学特异性地

抑制表达胆囊收缩素的阳性神经元 (cholecystokinin, 
CCK)，发现其在工作记忆的检索或使用工作记忆

表征以指导目标动作的过程中可能起关键作用；而

抑制小清蛋白阳性神经元 (parvalbumin, PV) 活性，

发现其对工作记忆的维持很重要 [44]。这为研究与精

神分裂症相关的神经元间功能障碍和认知障碍提供

了新的方向。PV 阳性神经元是目前众多中间神经

元研究的热点之一。利用光遗传学抑制 PV 阳性神

经元，天冬氨酸 (N-methyl-D-aspartate, NMDA) 受体

功能下降模型中的神经元雪崩 (neuronal avalanches)
并未改善，意味着 PV 阳性神经元与 NMDA 受体

功能减退而导致的神经网络功能异常无关。或许

SOM 阳性神经元介导了 NMDA 受体功能减退引起

的兴奋 / 抑制平衡失调 [45]。与传统单个神经元只释

放一种神经递质理念不同的是，有人通过互补的光

遗传学和突触耦合的配对记录方法，直接证实了表

达囊泡性谷氨酸转运体的 CCK 阳性神经元存在

GABA和谷氨酸的共同释放 [46]。而在胆碱能系统中，

光激活脚桥被盖核 (pedunculopontine tegmental nucleus, 
PPTg) 的胆碱能神经元，增强了惊吓反射，表明在

PPTg 中，可能是非胆碱能神经元在 PPI 中起调控

作用 [47]。注意力缺陷是神经精神障碍的症状，包括

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和阿尔茨海默病 [48]。

Tan 等 [49] 利用光遗传学中的黄光分别抑制 HP 和 PFC
的 ErbB4 阳性神经元，发现抑制 HP 的 ErbB4 阳性

神经元会损害 HP-PFC 的同步性和自上而下的注意

力，而 PFC 的抑制会改变注意力，但不会影响同步

性。由于 ErbB4 是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的易感基

因 [50]，这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这些疾病。

3.4　光遗传学在基因模型鼠中的应用

精神分裂症很大程度上是可遗传的。近年来，

通过对数万人的 DNA 进行研究发现，一旦某些基

因发生突变，会直接导致精神分裂症的发生。精神

分裂症断裂基因DISC1 (disrupted-in-schizophrenia 1)
控制着神经元细胞发育及大脑成熟，指导新细胞到

达适当的位置，并使其能够整合进人类复杂的神经

系统中。如果 DISC1 蛋白不能正常工作，那么新的

神经元就无法融入神经系统 [51]。研究人员在母体免

疫激活的小鼠模型上，全脑或仅 HP 区域敲除 DISC1
基因，通过光遗传学技术激活该模型鼠海马 CA1 
(cornus ammonis 1) 区锥体神经元，发现不能激活

PFC 局部回路 [52]。这表明在母体免疫激活小鼠模型

中，DISC1 控制的发育过程对 PFC-HP 回路功能和

认知行为至关重要。DISC1 基因与风险回避行为也

存在联系 [53]。Zhou 等 [54] 在 DISC1-NTM 基因鼠中，

通过光遗传学技术激活伏隔核 (nucleus accumbens, 
NAc) 中的 PV 神经元进而减少风险回避障碍，证实

了 DISC1-NTM 小鼠在风险回避方面的损害，并表

明 NAc 中的 PV 神经元兴奋性的降低是其中的原因

之一。在一些精神分裂症患者中，SETD1A 基因的

功能缺失或突变被认为是精神分裂症症状的主要原

因 [55]。因此，有研究人员分别在 mPFC 2/3 层锥体

神经元突触前和突触后敲除 Setd1a 基因，然后用光

遗传学方法分别刺激突触前和突触后神经元。结果

表明，突触后部位的 Setd1 是维持 mPFC 2/3 层锥体

神经元兴奋性突触功能和结构所必需的 [56]。Arp2/3
复合体是许多调节突触细胞骨架的上游分子的汇聚

终点效应器，与一些发育和精神障碍有关 [57-58]。值

得注意的是，Arp2/3 复合亚单位 ArpC2 的突变最近

已被确定为人类精神分裂症的危险因素 [59]。因此在

ArpC2 基因上，研究人员通过光遗传学技术激活了

野生型小鼠 PFC-BLA 环路，产生了与敲除 ArpC3
基因小鼠类似的行为学损伤表型。而利用光遗传学

抑制这条环路上的神经元可以改善因 ArpC3 基因敲

除导致的行为障碍，证实了 ArpC3 基因在 PFC-
BLA 环路中的重要作用 [60]。

4　展望

本综述概括了光遗传学在精神分裂症研究中的

应用。在基因敲除鼠中，消融或基因敲除产生的缺

陷可能会扰乱神经元发育或激活代偿机制，而光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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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方法可避免这样的副作用，直接激活或抑制神经

元。相较化学遗传学，光遗传学在时间上的精确度

可达到毫秒级别，其相对非侵入性有望获得更高的

时空分辨率。目前，新的光敏感蛋白和病毒载体仍

在研究中，而光遗传学与电生理学和 fMRI 的结合，

使得可以通过体外和在体实验，实时观察神经元的

放电和功能活动。光遗传学技术在时间和空间上的

优越性，使得该项技术在多种动物模型研究中得以

广泛应用。同时，通过光遗传学，可以实现对至关

重要的细胞和生物发育过程的持续控制，即实现对

细胞信号转导的控制，包括蛋白质定位、翻译后修

饰和 GTP 的偶联。目前，光遗传学技术广泛应用

于分子层面，但将光遗传学与精神分裂症动物行为

学模型结合起来的研究鲜见报道，可能是由于精神

疾病方面的一些动物行为学模型如 PPI、LI 等实验

测试空间狭窄、密闭，不利于有线光遗传学技术的

实施。未来通过改良光遗传学技术或改进行为学范

式，将更有利于光遗传学在精神分裂症动物行为学

模型上的应用。比如当光遗传学技术与 PPI 结合时，

在密闭狭小的空间，动物的惊吓反射易使光纤折断。

除了应用无线光遗传学技术外，也许可以更改光纤

的材质使其更坚固，又或是制作光纤保护套，同时

也可以增高容纳动物的器皿的高度，留有一定的活

动空间，从而减少光纤被折断的可能。

在光遗传学应用到临床之前，还有一些问题亟

待解决：虽然用光照激活神经元方便快捷，但很多

研究的刺激强度却可能无意中超出了神经元应答范

围；而在精确到更细致的、特定类型的神经元时，

大都局限于转基因动物，这限制了相关研究只能在

现有品系范围内开展；同时，光敏蛋白的表达和光

照在大脑中的不均匀分布，会导致光遗传学操纵的

量级和范围出现异质性；最后，外源蛋白在哺乳动

物神经组织长期过度表达可能会对神经元产生影

响。因此，需要不断地探索改进的策略和方法。即

便如此，随着技术方法的不断成熟，光遗传学在未

来神经科学乃至其他领域的应用将会越来越广泛。

在光遗传学的治疗方面，2019 年美国伊利诺

伊州西北大学的 Rogers 课题组在 Nature 报道了一

种融合了光遗传学技术的生物光电子系统，即通过

电刺激和光输入控制神经活动可以恢复大鼠的膀胱

功能
[61]。而应用到临床上的治疗，目前仅限于视网

膜疾病等有限的领域 [62]。在第一例实施视网膜色素

变性的光遗传学临床试验中，将含有光敏感通道

DNA 的病毒载体注射入眼睛玻璃体中央，视网膜

的最内层细胞 —— 神经节细胞可被病毒感染；当

神经节细胞开始表达光敏蛋白，它们就会在光线作

用下被激活，亦即重新对外界光线产生反应。这是

世界上首例光遗传学临床治疗。尽管光遗传学进展

十分迅速，但仍处于发展阶段。在目前的神经科学

领域，光遗传学更多地应用于操纵神经回路，控制

特定的神经元，探索它们之间的关系，距离应用到

临床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随着全球脑计划研究

相继开展，越来越多的技术层面问题将得到解决，

光遗传学技术或将更快普及，“点亮”整个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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