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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慢性铝染毒对转人载脂蛋白 E4 基因小鼠
β- 淀粉样蛋白含量及低密度脂蛋白家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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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 背景 ] 铝是阿尔兹海默病的重要环境因素，载脂蛋白 E4 基因（ApoE4）是阿尔兹海默病的重
要遗传因素。近年来铝和 ApoE4 基因如何导致学习记忆损伤引起了广泛关注。铝和 ApoE4 基
因分别对 β- 淀粉样蛋白（Aβ）清除和神经元突触可塑性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
[ 目的 ] 探究铝与 ApoE4 基因联合作用对小鼠 Aβ 及载脂蛋白 E 受体 2（ApoER2）等低密度脂
蛋白家族含量的影响。

Effects of subchronic aluminum exposure on β-amyloid protein and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family in transgenic mice with human apolipoprotein E4 gene LI Liang, XUE Xing-li, LI Ya-qin, LI
Huan, PAN Bao-long, NIU Qiao (Department of Occupational Health,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Taiyuan, Shanxi 030001, China)
Abstract:
[Background] Aluminum is an important environmental risk factor for Alzheimer's disease, and
ApoE4 gene is an important genetic determinant of Alzheimer's disease. In recent years, how
aluminum and ApoE4 gene lead to learning and memory impairment has drawn wide attention.
Aluminum and ApoE4 gene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β-amyloid protein (Aβ) clearance and neuronal
synaptic plasticity, which needs further exploration.
www.jeo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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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结论 ] 铝和 ApoE4 基因对小鼠学习记忆能力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尤其是空间学习记忆能
力。铝和 ApoE4 基因对海马 CA1 区突触可塑性可能存在交互作用，表明铝和 ApoE4 基因联
合作用可能对突触可塑性造成影响 ；铝和 ApoE4 基因对 Aβ 含量变化可能存在交互作用，尤
其是 Aβ42 含量的变化，其原因可能是铝和 ApoE4 基因联合作用导致低密度脂蛋白家族中
ApoER2 和 LRP1 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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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结果 ] Morris 水迷宫试验结果显示野生型小鼠对照组和染铝组、转 ApoE4 基因型小鼠对照组
和染铝组染毒结束后第 1 天逃避潜伏期分别为（48.56±18.31）
、
（46.77±19.91）
、
（45.13±19.07）
、
（46.81±18.04）s，至染毒结束后第 5 天分别下降至（19.43±13.28）
、
（27.03±17.47）
、
（21.27±20.17）
、
（30.06±20.02）s。方差分析显示，染毒结束后第 4、5 天各组逃避潜伏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同类型小鼠对照组低于染铝组，同处理条件下野生型小鼠低于转基因型小鼠，
但基因类型和铝之间交互作用无统计学意义（P > 0.05）。野生型小鼠对照组和染铝组、转
基因型小鼠对照组和染铝组穿越平台次数分别为（2.86±0.99）、
（1.88±0.64）、
（2.63±0.77）、
（0.50±0.53）次，基因类型和铝之间交互作用有统计学意义（P < 0.05）。野生型小鼠对照组和
染铝组、转基因型小鼠对照组和染铝组树突棘密度分别为每微米（0.57±0.06）、
（0.34±0.05）、
（0.39±0.05）、
（0.26±0.04）个，基因类型和铝之间交互作用有统计学意义（P < 0.05）。Western
blotting 结果显示，染铝与基因类型对 ApoER2 和 LRP1 的蛋白表达存在交互作用（P < 0.05），
且均会导致 ApoER2 和 LRP1 蛋白表达下降，对 APP 和 VLDLRs 的蛋白表达无交互作用（P <
0.05）。Elisa 检测结果表明，β40 蛋白表达在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而 Aβ42 蛋
白表达在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且基因类型和铝之间存在交互作用（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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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方法 ] 野生型和转人 ApoE4 基因型的 C57BL/6 小鼠各 16 只，每种类型小鼠随机分为染铝组
［40 μmol·kg-1 Al（mal）3］、对照组（生理盐水），每组 8 只。染毒方式为腹腔注射，每注射 5 d 停
止 2 d，染毒时间为 60 d。采用 Morris 水迷宫试验检测小鼠学习记忆能力，以高尔基染色检测
海马 CA1 区突触可塑性，采用 Western blotting 法检测海马组织中 ApoER2、低密度脂蛋白受
体相关蛋白 -1（LRP1）、极低密度脂蛋白受体（VLDLRs）、淀粉样前体蛋白（APP）的蛋白表达
情况，用 Elisa 方法检测海马中 Aβ40 和 Aβ42 蛋白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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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his experiment explores the effects of aluminum and ApoE4 gene on the content of Aβ and the content of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family, such as apolipoprotein E receptor 2 (ApoER2), in mice.
[Methods] Sixteen wild type C57BL/6 mice and 16 transgenic mice with human ApoE4 gene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Both types of
mic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luminum exposure group [40 μmol·kg-1 Al(mal)3] and control group (normal saline) with 8 mice in each
group. Intraperitoneal injection of Al(mal)3 solution was successively performed for 5 d and rested for 2 d, and the exposure time was 60 d in
total. The learning and memory ability of mice was detected with Morris water maze; the synaptic plasticity in CA1 area of hippocampus
was detected with Golgi staining; the protein expressions of ApoER2,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receptor-related protein 1 (LRP1), very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receptor (VLDLR s), and amyloid protein precursor (APP) in hippocampus were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ting; and the
levels of Aβ40 and Aβ42 proteins in hippocampus was detected by Elisa.
[Results] The results of Morris water maze showed that the escape latencies of the C57BL/6 control group, the C57BL/6 aluminum group,
the ApoE4 control group, and the ApoE4 aluminum group on the first day after the end of exposure were (48.56±18.31), (46.77±19.91),
(45.13±19.07), and (46.81±18.04) s, respectively; on the fifth day after the end of exposure, the results were decreased to (19.43±13.28),
(27.03±17.47), (21.27±20.17), and (30.06±20.02) s,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of analysis of variance showed that the differences of escape
latency between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on the fourth and fifth days after the end of exposure (P < 0.05); the control group
showed lower values than the aluminum group, and the wild type C57BL/6 mice showed lower values than the ApoE4 transgenic type
mice; however,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genotype and aluminum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 frequencies of crossing
the platform in the C57BL/6 control group, the C57BL/6 aluminum group, the ApoE4 control group, and the ApoE4 aluminum group were
(2.86±0.99), (1.88±0.64), (2.63±0.77), and (0.50±0.53), respectivel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genotype and aluminum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 densities of dendritic spines in the C57BL/6 control group and aluminum group as well as the ApoE4 control
group and aluminum group were (0.57±0.06), (0.34±0.05), (0.39±0.05), and (0.26±0.04) spines per μm, respectivel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genotype and aluminum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Western blotting results showed that aluminum and ApoE4 gene
had interactions with ApoER2 and LRP1 protein expressions (P < 0.05), and both aluminum exposure and ApoE4 genotype led to decreased
expression levels of ApoER2 and LRP1 proteins, but had no interaction with APP or VLDLRs protein expressions (P < 0.05). The results of Elisa
showed that there was an interaction between aluminum and ApoE4 gene in Aβ42 protein (P < 0.05), but not in Aβ40 (P > 0.05).
[Conclusion] Aluminum and ApoE4 gene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on learning and memory in mice, especially on spatial learning and
memory abilit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luminum and ApoE4 gene on synaptic plasticity in hippocampal CA1 region indicates that the
combined action may have an effect on synaptic plasticit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luminum and ApoE4 gene on Aβ content, especially
on Aβ42 content, may be related to the decrease in ApoER2 and LRP1 of the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family.
Keywords: maltol aluminum; ApoE4 gene; Aβ; ApoER2

铝 是 阿 尔 兹 海 默 病（Alzheimer's disease，AD）的

型更为接近［12］。不同 ApoE 亚型引起的 AD 发生风险不

径等，对 β- 淀粉样蛋白（β-amyloid protein，Aβ）的清

发型及散发型 AD 密切相关［14］，ApoE 引发 AD 可能与

白（amyloid protein precursor，APP）在 β- 分 泌 酶 和 γ-

ApoE4 蛋白可与络丝蛋白竞争性结合位于神经元表面

一种重要环境致病因素［1］，可通过影响络丝蛋白途
除率造成影响。此外，在铝的影响下，淀粉样前体蛋

分泌酶作用下形成游离的 Aβ

。络丝蛋白途径在

［2-4］

同，依次为 ApoE4 > ApoE3 > ApoE2［13］。ApoE 基因与晚

其能导致 Aβ 清除率降低有关［7］。此外，有研究表明

的 ApoER2，促进其内吞，降低突触可塑性，增加 AD

介导细胞迁移及维持神经元突触正常功能中起着重

发生风险［15］。铝和基因是 AD 发生的重要外在和内在

的实验中发现，络丝蛋白途径中的载脂蛋白 E 受体 2

研究通过对野生型小鼠和转 ApoE4 基因型小鼠染铝，

要作用［5-6］。在铝染毒肾上腺髓质嗜铬瘤细胞（PC12）

（apolipoprotein E receptor 2，ApoER2）和极低密度脂蛋

白 受 体（very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receptor，VLDLRs）
含量均发生下降

。ApoER2、VLDLRs、低密度脂蛋白

［7-8］

受体相关蛋白 -1（low density lipoprotein receptor-related

protein 1，LRP1）都是低密度脂蛋白家族成员，而 LRP1

已被证实参与脑中 Aβ 的清除和转运［9］，且体内低密

影响因素，且在引起 AD 的某些途径中均发挥作用。本

探究铝和 ApoE4 基因是否会在 AD 的发展过程中发挥
联合作用，以及联合作用下对脂蛋白家族的影响。

1 材料及方法

1.1 实验动物及分组

两种类型成年雄性小鼠均为 C57BL/6，第一类为

度脂蛋白的改变会对载脂蛋白 E（ApoE）表达造成影

最 初 转 人 ApoE4 型 的 2 对 小 鼠（JAX Stock Number ：

转化过程。人类 ApoE 基因存在三种不同亚型（E2、E3、

性分型测定确保稳定遗传人 ApoE4 基因 ；第二类为

响

。ApoE 是一种多态性蛋白，参与脂蛋白代谢和

［10］

E4）
，各亚型构成比分别为 7.4%，78.3%，14.3%

，而

［11］

鼠类只存在一种 ApoE 类型，其在结构上与人的 ApoE3

004631）繁殖后的 16 只子鼠，并通过单核苷酸多态
16 只 野 生 型 C57BL/6 小 鼠（ 购 自 斯贝福北京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
。每种类型小鼠随机分为染铝组和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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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每组 8 只。小鼠体重为 20~22 g，饲养于 12 h 光暗循

样缓冲液备用。7% 十二烷基硫酸钠 - 聚丙烯酰胺凝

（22±2）℃，自由饮水饮食。山西医科大学动物实验中心

为 β-tublin。蛋白分离后将凝胶上的蛋白转移到聚偏

环（光照时间为 8:00—20:00）的洁净动物房，温度为

提供标准化饲料。实验过程遵循国际兽医学编辑协会

《关于动物伦理与福利的作者指南共识》。

1.2 制备麦芽酚铝 [Al（mal）3] 和动物分组及染毒

用 灭 菌 三 蒸 水 配 置 8 mmol·L 的 氯 化 铝 溶 液、
-1

24 mmol·L 的麦芽酚溶液，再将两种溶液等体积混
-1

合，配制成终浓度为 4 mmol·L 的 Al（mal）3 溶液，用
-1

10%NaOH 调节 pH 值为 7.4。

胶 电 泳（SDS-PAGE）分 离 蛋 白（ 上 样 量 50 μg），内 参

氟 乙 烯 膜 上，一 抗（1∶1 000）4 ℃ 孵 育 ApoER2，APP

（1∶5 000），VLDLRs（1∶500），LPR1（1∶3 000）过夜 ；
二抗（1∶3 000）37℃孵育 2 h，所有一抗均购自英国

Abcam 公司，二抗购自中国康为世纪有限公司。采用
ECL 发光试剂显影，凝胶电泳分析系统采集信息。
1.6 Elisa 法测定 Aβ 蛋白含量

于小鼠海马组织提取蛋白并定量。Elisa 法操作步

小鼠适应性饲养一周后，腹腔注射染毒，染毒剂量

骤严格按照试剂盒（Develop 公司，中国）说明书进行。

应体积的 4 mmol·L Al（mal）3 溶液，对照组注射同体积

所有的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采用 SPSS

为 40 μmol·kg Al（mal）3，每天称量体重，按体重注射相
-1

-1

比的生理盐水，每注射 5 d 停止 2 d，染毒时间为 60 d。

1.3 Morris 水迷宫实验

实验装置为一个高 45 cm、直径 100 cm 的圆形水

池。根据水池内壁所标的东、西、南、北方位将水池分
为 4 个象限，将平台置于象限的中间位置，淹没在水面

下 0.5~1 cm。实验开始的前 1 天让每只小鼠试游 60 s，

1.7 统计学分析

22.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组间比较采用析因设计的方
差分析，检验水准 α=0.05。

2 结果

2.1 体重

染铝前后各组小鼠体重变化如图 1 所示，染毒

以适应环境。正式实验前 5 天进行定位航行训练，即

开 始 前 各 组 体 重 基 本 保 持 一 致，野 生 型 小 鼠 对 照

规定时间内未找到平台，引导小鼠到平台上，停留 10 s。

重 分 别 为（20.87±0.83）
、
（21.00±0.76）
、
（20.50±0.76）
、

设置时间为 60 s，记录小鼠从入水到找到平台的时间。

组 和 染 铝 组 以 及 转 基 因 型 小 鼠 对 照 组 和 染 铝组体

第 6 天为空间探索实验，将水池中的平台撤离，记录

（20.50±0.93）g。染毒结束后野生型对照组和染铝组以

1.4 高尔基染色

（27.62±1.69）、
（28.50±1.41）、
（27.38±1.85）g，差 异 均

小鼠在 60 s 之内穿越平台次数。

迅速取出脑组织，切除脑组织视交叉之前的部

分和小脑，留取有海马的脑组织按高尔基染色试剂

及转基因型对照组和染铝组体重分别为（28.75±1.67）
、

无统计学意义（F=1.15，P=0.35）
。

盒（Hitobiotec 公司，美国）说明书进行处理。染色结

束后使用 -80℃的异戊烷瞬时冷冻组织，进行冰冻切

片。调整冰冻切片机的温度为 -19℃，切片的厚度为

80 μm，胶原切片载片。梯度脱水，二甲苯透明，树胶

封片。用光学显微镜（Olympus 公司，日本）进行观察
和拍照。使用 ImageJ 软件进行分析。

1.5 Western blotting 测定 ApoER2、LPR1、VLDLRs、
APP 蛋白含量

蛋白组织抽提剂和蛋白酶抑制剂以 99∶1 的比

例配制组织裂解液。称量海马组织，按 20 mg 海马组

织 ：200 μL 1× 组织裂解液的比例加入裂解液，超声波

图 1 染铝前后各组小鼠体重
Figure 1 Body weights of mice before and after aluminum exposure

12 000×g，4℃离心 10 min，取上清。聚氰基丙烯酸正

2.2 学习记忆功能变化

总 蛋 白 浓 度，以 4∶1 比 例 在 蛋 白 样 品 中 加 入 5× 上

加，各组逃避潜伏期呈下降趋势，且同处理条件下转

匀浆仪破碎组织块，冰上孵育 30 min 使其充分裂解。
丁酯（bicinchoninic acid，BCA）蛋白定量试剂盒测定

www.jeo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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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型的逃避潜伏期高于野生型。训练第 4、5 天，方

2.3 神经元形态及树突棘密度

基因型和铝之间无交互作用（P > 0.05）
，见图 2B、C。

倍油镜下观察 CA1 区神经元，野生型对照组（图 3A）

理时，转 ApoE4 基因型小鼠穿越平台次数低于野生

对照组（图 3C）中均可见部分神经元结节状改变，转

差分析结果显示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但
空间探索实验结果如图 2D1 所示，在采取相同处

型，且同类型小鼠染铝组穿越平台次数低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基因类型和铝之间交

互作用有统计学意义（F=4.54，P=0.04，图 2D2）。

高尔基染色的脑组织切片在 200 倍光镜下和 1 000

神经元相对完整，野生型染铝组（图 3B）和转基因型
基因型染铝组神经元出现广泛断裂（图 3D）。

使用 ImageJ 软件计数 CA1 区神经元树突棘（n=9）
，

并得出其密度（图 3E1）
。同类型小鼠对照组小鼠树突棘
密度高于染铝组，相同染铝条件下转 ApoE4 基因型小鼠
树突棘密度低于野生型。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差异有统计

A

学意义（F=65.28，P < 0.01）。基因类型和铝之间交互作
用有统计学意义（F=10.74，P < 0.01，图 3E2）。

B

A1

A2

B1

B2

C1

C2

D1

D2

C
E1

D1

D2

E2

［注］A、B、C、D 分别表示 C57BL/6 对照组、C57BL/6 染铝组、转 ApoE4 对
照组、转 ApoE4 染铝组 CA1 区 200 倍（1）和 1 000 倍（2）镜下神经
元高尔基染色图片。E 表示树突棘密度（1）及交互作用结果（2）
。
* ：与同类型小鼠对照相比，P < 0.05 ；# ：与相同处理的 C57BL/6

小鼠相比，P < 0.05。
［Note］A, B, C, and D represent the C57BL/6 control group, the C57BL/6
aluminum exposure group, the ApoE4 control group, and the
［注］A 为逃避潜伏期 ；B、C 分别为第 4、5 天交互作用结果 ；D 为穿越
平台次数（1）和交互作用结果（2）。* ：与同类型小鼠对照相比，
P < 0.05 ；# ：与相同处理的 C57BL/6 型小鼠相比，P < 0.05。

［Note］A is the result of escape latency; B and C are the interaction results
on the 4th and 5th days, respectively; D shows the results of the
number of crossing the platform (1) and interaction analysis (2),
respectively. *: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of the same type
of mice, P < 0.05; #: Compared with the C57BL/6 mice under the
same exposure protocol, P < 0.05.

图 2 水迷宫试验及其交互作用分析结果
Figure 2 Water maze results and interaction analysis results

ApoE4 aluminum exposure group with Golgi staining, respectively
[×200 (1) and ×1 000 (2)]; E represents dendritic spine density (1)
and interaction analysis results (2); *: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of the same type of mice, P < 0.05; #: Compared with the
C57BL/6 mice under the same exposure protocol, P < 0.05.

图 3 高尔基染色切片和树突棘密度及其交互作用结果
Figure 3 Golgi staining specimens, dendritic spine density, and
interaction analysis results

2.4 ApoER2、APP、LRP1、VLDLRs 蛋白表达量

转 ApoE4 基因型小鼠对照组和染铝组的 ApoER2

蛋白相对表达量均低于相应野生型，且同类型小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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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组 ApoER2 蛋白相对表达量低于对照组，方差分析显
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56.33，P < 0.01）；基因类型和

染铝之间存在交互作用（F=5.70，P=0.02）
。见图 4A、B。
A

转 ApoE4 染铝组
Transgenic ApoE4
aluminum
ApoER2

转 ApoE4 对照组 C57BL/6 染铝组 C57BL/6 对照组
Transgenic
C57BL/6
C57BL/6
aluminum
control
ApoE4 control

转 ApoE4 基因型小鼠对照组和染铝组的 APP 蛋白

相对表达量均高于相应野生型，且同类型小鼠染铝组

APP 蛋白相对表达量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13.11，P < 0.01）；基因类型和染铝之间无交互作
用（F=0.66，P=0.42）。见图 4A、C。

在相同处理下，转 ApoE4 基因型小鼠的 LRP1 蛋白

APP

相对表达量低于 C57BL/6 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LRP1

0.05）；基因类型和染铝之间存在交互作用（F=7.21，

VLDLRs

P=0.01）。见图 4A、D。

β-tublin

B1

在相同处理下，转 ApoE4 基因型小鼠的 VLDLRs 蛋

B2

白相对表达量低于 C57BL/6 型，同类型小鼠染铝组低
于对照组（F=8.47，P < 0.01）；基因类型和染铝之间无

交互作用（F=0.10，P=0.75）。见图 4A、E。

2.5 Aβ40 和 Aβ42 蛋白表达量

Elisa 法测定结果显示，各组间 Aβ40 含量差异无

C1

统计学意义（F=0.98，P=0.40）；基因类型和染铝之间

C2

无交互作用（F < 0.01，P=0.95）。见图 5A。

在相同处理下，野生型小鼠的 Aβ42 含量低于转

ApoE4 基因型，且同类型小鼠染铝组高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F=16.37，P < 0.01）；基因类型和染铝之

间交互作用有统计学意义（F=6.03，P=0.02）
。见图 5B。

D1

D2

E1

E2

［注］A 为蛋白条带，B、C、D、E 分别为 ApoER2、APP、LRP1、VLDLRs 蛋
白表达量（1）及交互作用结果（2）。* ：与同类型小鼠对照相比，
P < 0.05 ；# ：与相同处理的 C57BL/6 小鼠相比，P < 0.05。

［Note］A shows protein bands, and B, C, D, and E show ApoER2, APP,
LRP1, and VLDLRs protein expressions (1) and their interaction
analysis results (2), respectively; *: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of the same type of mice, P < 0.05; #: Compared with the
C57BL/6 mice under the same exposure protocol, P < 0.05.

图 4 各蛋白表达量及其交互作用结果
Figure 4 Expressions of proteins and interaction analysis results

A1

A2

B1

B2

［注］A、B 分别表示 Aβ40、Aβ42 蛋白表达量（1）及其交互作用结果（2）。
* ：与同类型小鼠对照相比，P < 0.05 ；# ：与相同处理的 C57BL/6
小鼠相比，P < 0.05。
［Note］A and B represent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Aβ40 and Aβ42
proteins (1) and their interaction analysis results (2), respectively.
*: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of the same type of mice,
P < 0.05; #: Compared with the C57BL/6 mice under the same
exposure protocol, P < 0.05.

图 5 Aβ40 和 Aβ42 蛋白表达量及其交互作用结果
Figure 5 Aβ40 and Aβ42 protein expression levels and interaction
analysis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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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与人体内的 ApoE4 表达量存在剂量反应关系。在各种

产生活环境中，其可以通过空气、水、食物等多种介

为，与过多 Aβ 清除相关的主要是低密度脂蛋白受体

铝不仅普遍存在于自然环境中，还广泛应用于生

病因导致的 AD 中普遍存在 Aβ 沉积［30］。目前研究认

质进入人体，并蓄积于各个部位。研究表明当脑内铝

家族［31-33］。本次研究发现，铝和 ApoE4 基因对低密度

大量实验表明铝在 AD 的发生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

和 ApoE4 对 Aβ 的干扰机制研究提供了可能。本课题

含量超出正常水平时，会表现出一定的神经毒性［16-18］。
色

。张立丰等

［19］

研究表明，铝可引起海马 CA1 区

［20］

脂蛋白家族中的 ApoER2 和 LRP1 存在交互作用，为铝
组前期研究［34］发现，PC12 细胞中，ApoE4 基因与染铝

神经元结构受损，可能与铝暴露导致学习记忆能力降

对 Aβ42 蛋白含量有交互作用，与本研究在动物体内

种蛋白在介导神经突触的正常维持和 Aβ 的清除中起

采用连接酶法对转人 ApoE4 小鼠基因型进行测

低有关。铝还可影响 ApoER2 和 LRP1 蛋白表达，这两

研究结果相一致。

着重要作用［21-23］。

定，结果显示小鼠均稳定遗传了人 ApoE4 基因。本研

对人体无毒无害，常见于各类食品的加工中。Al（mal）3

均属于 C57BL/6 型，但转 ApoE4 基因小鼠是从国外实

麦芽酚是蔗糖水解或淀粉热降解产生的副产物，

在正常的生理 pH 条件下能够释放出大量的铝离子，

具有较高的生物利用度，适合进行神经毒性研究

。

［24］

故本研究采用亚慢性腹腔注射麦芽酚铝的方式对小

究的局限性在于虽然转 ApoE4 基因小鼠与野生型小鼠

验室购买，与本研究所使用的野生型 C57BL/6 型小鼠
非同产地，可能影响实验的可比性。

综上所述，铝和 ApoE4 基因在 AD 的发生发展中

鼠进行染毒来探讨铝的神经毒作用。

有着重要作用，且他们对突触可塑性、Aβ 沉积及低密

同类型染铝组小鼠与对照组小鼠体重差异无统计学

因是否有协同作用尚不明确。铝和 ApoE4 基因在小鼠

本研究通过比较实验前后小鼠体重的变化发现，

意义，这表明麦芽酚铝的腹腔注射不会对小鼠的正

常生长造成影响。相同处理下野生型 C57BL/6 型小鼠

与转 ApoE4 基因型小鼠相比，体重差异也无统计学意

义，表明两种类型小鼠在生长发育方面并无差异。

Morris 水迷宫是用来测试啮齿类动物学习记忆的

常用方法。逃避潜伏期反映小鼠学习能力，穿越平台

次数反映小鼠空间记忆能力。本研究发现铝与 ApoE4

基因在小鼠逃避潜伏期中交互作用虽无统计学意义，
但在铝和 ApoE4 基因共同作用下，小鼠的逃避潜伏期

最高。铝与 ApoE4 基因在小鼠空间探索中交互作用有
统计学意义，且铝和 ApoE4 基因联合作用下，小鼠的
穿越平台次数最低。水迷宫的结果说明铝和 ApoE4 联
合作用对小鼠的学习记忆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

ApoE 基因位于人类染色体 19q13.2，E3 型的 rs7412

度脂蛋白受体家族都有各自的影响，但铝和 ApoE4 基
空间学习记忆、海马神经元突触可塑性、ApoER2 和
LRP1 蛋白表达及 Aβ42 蛋白的沉积中可能存在交互

作用。虽然无交互作用，但铝和 ApoE4 基因单独作用
对 APP 和 VLDLRs 蛋白的表达量存在影响。推测铝和
ApoE4 在空间学习记忆和突触可塑性上的交互作用可

能与 ApoER2 受体和 LRP1 受体有关，其具体机制仍需
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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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入选
“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
由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管，上海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华预防医学会主
》于 2019 年 11 月 再

办 的《

次入选 “ 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中国科技论

文统计源期刊）。在此，编辑部全体工作人

员谨向全体编委、专家及广大作者和读者
表示衷心的感谢，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地关
心、支持杂志的发展，并提出宝贵的意见
与建议。

《

》杂志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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