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 South Med Univ, 2018, 38(3): 289-295

doi 10.3969/j.issn.1673-4254.2018.03.08

· 289 ·

SORL11 基因敲
SORL
因敲除小鼠可作为散发性阿尔茨海默病模型
除小鼠可作为散发性阿尔茨海默病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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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通过与正常小鼠、
淀粉样前体蛋白（APP）/PSE1 双转基因小鼠行为学和病理学的比较，
证明 SORL1 敲除小鼠可作为
1 种散发性阿尔茨海默病模型。方法 Crispr/Case9 技术对小鼠受精卵 SORL1 基因进行编辑，通过检测小鼠 DNA 序列和
SORL1-/-组、
APP/PSE1 组。Morris 水迷宫检测小
Western blot 检测 SORL1 等方法筛选和鉴定 SORL1-/-小鼠。实验分为对照组、
鼠的学习记忆能力、
免疫组化和 Western blot 分别检测小鼠脑组织中 APP、
β淀粉样蛋白的表达。结果 SORL1-/-小鼠的 DNA 测
序结果是两条染色体 SORL1 基因 CAAT 碱基缺失，
而正常小鼠 SORL1 基因无 CAAT 碱基的缺失；
Western blot 检测 SORL1-/-组
-/小鼠脑组织无 SOLR1 表达。在 Morris 水迷宫的定位航行实验中，
与对照组比较，
SORL1 组和 APP/PSE1 组小鼠平均逃避潜伏
小鼠的平均逃避潜伏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在 Morris 水迷宫
期均明显延长（P<0.05），
SORL1-/-组和 APP/PSE1 组比较，
SORL1-/-组和 APP/PSE1
的空间探索实验中，
与对照组比较，
SORL1-/-组和 APP/PSE1 组小鼠平均穿越平台次数均减少（P<0.05），
组比较，
小鼠平均穿越平台次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免疫组化和 Western blot 检测结果均显示 SORL1-/-组小鼠脑组织
中 APP 和 Aβ表达明显较对照组多，SORL1-/-组与 APP/PSE1 组脑组织的 APP 和β淀粉样蛋白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可作为一种散发性阿尔茨海默病模型。
SORL1-/-小鼠可出现APP/PSE1小鼠相似的行为学和病理学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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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ification of a sporadic Alzheimer disease model in SORL1 gene knockout mice
LIN Fangbo, LIU Xin, XIE Jingwen, LUO Jing, FENG Xialu, HOU Deren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Third Xiangya Hospit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13,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behavioral and pathological features of SORL1 gene knockout mice with those of normal
mice and APP/PSE1 mice to verify the feasibility of using SORL1 knockout mice as a model of sporadic Alzheimer disease.
Methods SORL1 gene of fertilized mouse eggs were edited using Crispr/Case9 technique. SORL1-/- mice were screened and
identified by detecting the DNA sequence, and Western blotting was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SORL1. SORL1-/- mice,
control mice and APP/PSE1 mice all underwent Morris water maze test to assess their learning and memory abilities with
positioning navigation and space exploration experiments. The expression of APP and Aβ in the brain of the mice was detected
using immunohistochemistry and Western blotting, respectively. Results DNA sequencing showed CAAT deletion in SORL1
gene in two chromosomes of SORL1-/- mice, and the control mice had intact SORL1 gene without the deletion; Western blotting
did not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the SORL1 in the brain of SORL1-/- mice. Morris water maze test showed that in positioning
navigation experiment, the average avoidance latency was similar between SORL1-/- mice and APP/PSE1 mice (P>0.05) but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both mice a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P<0.05); similar results were obtained in the space
exploration experiment. Immunohistochemistry and Western blotting revealed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PP and Aβ expression
in the brain tissue of both SORL1-/- mice and APP/PSE1 mice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mice withou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transgenic mice. Conclusion SORL1-/- mice exhibit similar behavioral and pathological changes with APP/
PSE1 mice and can be used as a model of sporadic Alzheimer's disease.
Keywords: SORL1; gene knockout; sporadic Alzheimer's disease; mouse model

阿尔茨海默病（AD）分为家族性AD和散发性AD，
家族性AD呈常染色体显性遗传，
其发病与淀粉样前体
蛋白（APP）、
PS1、
PS2 基因突变导致β淀粉样蛋白（Aβ）
产生过多有关，
仅占 10%以下；
而占 AD 90%以上的散
发性 AD 的发病可能与环境因素和遗传因素共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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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神经细胞结构和功能的变化、
Aβ的清除能力下降
［1-2］
有关 。以往常用的 APP/PSE1 双转基因鼠或直接向
活体鼠脑组织内注射Aβ诱导的AD 动物模型应只贴近
家族性 AD 模型，
而散发性 AD 动物模型应先是神经细
胞结构和功能变化，
然后导致Aβ的异常沉积，
进而加重
了 AD 的进程。因此，
制备更贴近散发性 AD 发病原因
的动物模型对更好开展 AD 的基础研究尤为重要。
2004 年Scherzer［3］首次提出AD发病与分拣蛋白相关受
体1（SORL1）缺乏有关；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SORL1可能
通过影响海马的容积或导致脑组织结构的改变，
从而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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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AD 的发病风险或增加其 AD 的易感性［4-5］；
近年的全
基因组关联分析也发现 SORL1 可能为散发性 AD 的风
险基因之一［6-9］。之前的研究认为SORL1作为分拣蛋白
参与APP的转运，
当SORL1减少时，Aβ生成增多，
从而
［10］
增加 AD 发病的风险 ，
但近年研究发现SORL1还可能
［11］
通过影响 tau 相关蛋白 、
炎症相关物质［12］及神经营养
因子［13］等多种物质的代谢或转运参与 AD 的发生和发
展。因此，SORL1 减少导致散发性 AD 的机制是复杂
的、
多样的。最近本研究通过 RNA 干扰敲低 N2a 细胞
内 SORL1 的表达，
建立了与 Aβ诱导的 AD 细胞模型相
似作用的AD细胞模型，
即：
细胞活力下降、
细胞凋亡率
增加、
细胞内炎症物质TNF-α和IL-1β表达增加［14］，
因此
敲低细胞内 SORL1 的表达可导致细胞发生 AD 样的病
理改变。而国内外尚未见散发性 AD 动物模型的研究
报道。本研究拟通过Crispr/Case9技术、
DNA序列等方
法建立SORL1基因敲除小鼠，
并分别与正常小鼠、
APP/
PSE1 双转基因 AD 小鼠在行为学和 AD 相关病理学改
变等方面比较，
试图构建一种散发性 AD 的小鼠模型，
为进一步研究 SORL1 在散发性 AD 中的作用及其机制
提供工具。
1 材料和方法
1.1 实验动物
SORL1 基因敲除（SORL1-/-）小鼠的制备：
在中南大
学生命科学学院遗传学系指导下，
采用Crispr/Case9技
术对同源小鼠受精卵SORL1基因进行编辑，
第1代获得
3 只（2 雌 1 雄）SORL1 嵌合体（SORL1-/+）小鼠、然后分
别与同源的C57BL/6J野生型小鼠（1雌2雄）分笼饲养、
繁殖，
第2代小鼠于3周时剪趾用于标记、
剪尾用于碱裂
解法提取鼠尾基因组 DNA 进行 Sanger 测序，分别行
Western blot 检测小鼠脑组织中 SORL1，鉴定和识别
SORL1-/+小鼠；
再将第2代SORL1-/+小鼠雌雄合笼、
繁
殖并按相同方法鉴定出 SORL1-/-小鼠。APP/PSE1双转
基因 AD 小鼠购于北京华阜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57BL/6J野生型小鼠由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动物实验
中心代购。
1.2 实验小鼠分组及饲养
实验分组：
对照组、
SORL1-/-组、
APP/PSE1 组，
均为
雄性，
每组 5 只。所有小鼠均来源于 C57BL/6J 系，
4周
龄时开始饲养于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动物实验中心，
常
规饮食和摄水，
待小鼠生长至7月龄时开始实验。
1.3 主要试剂和设备
兔抗 Aβ42 购自 Abcam，兔抗 SORL1、兔抗 APP 均
购自武汉三鹰，
ACTIN购自Servicebio，
包埋机（武汉俊
杰电子有限公司），
涡旋混合器（Servicebio），
掌上离心
机（Servicebio），
Morris水迷宫（TSE），
扫描仪（EP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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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泳仪（北京六一仪器厂），
酶标检测仪（Rayto）等。
1.4 Morris水迷宫检测
水迷宫直径 120 cm，
水深 30 cm，
水温 20±3 ℃，
水
中加入奶粉，
水面平均分成 4 个象限。根据 Vorhees 等
方法：
（1）定位航行实验：
每只小鼠训练4次/d，
1 min/次，
共 6 d，
平台放置在任意象限，
平台位于水下 1.5 cm，
选
取平台的邻象限和对象限作为入水点，
对于60 s未找到
平台者，将小鼠引导至平台，停留 15 s，记录逃避潜伏
期，
计算每天潜伏期平均值，
以评价小鼠空间记忆的获
得能力。
（2）空间探索实验：
第7天撤除平台，
小鼠于原平
台对侧象限入水，
观察其60 s内穿越平台所在位置的次
数(穿台次数)来评价动物的空间记忆能力。测试时室内
安静，
物品陈设、
照明度一致。
1.5 免疫组化检测
免疫组化的标本制备：
每组随机挑选 2 只小鼠，
腹
腔注射 10%水合氯醛（4 mL/kg）麻醉动物后，
开胸进行
心尖灌注0.9%氯化钠溶液，
至肝脏变白后停止灌注，
4%
（质量分数）多聚甲醛（pH=7.4）100 mL 灌注固定，
至动
物四肢僵直，
开颅取脑，
常规石蜡切片制备、
备用。石蜡
切片脱蜡至水、
抗原修复、
血清封闭、
加一抗、
加二抗后
将玻片置于 PBS（pH7.4）中在脱色摇床上晃动洗涤，
再
滴加与一抗相应种属的二抗（HRP标记）并覆盖组织，
室
温孵育 50 min。DAB 显色、
复染细胞核、
脱水封片、
显
微镜镜检，
图像采集分析。
1.6 Western blot检测
每组3只小鼠，
断头处死，
取大脑组织行蛋白提取、
变性、
SDS-PAGE电泳、
转膜、
将转好的膜于室温下脱色
摇床上用5%的脱脂牛奶（0.5% TBST配），
封闭1 h。稀
释一抗，
二抗加入混合好的ECL溶液充分反应，
1~2 min
后开始曝光。曝光后的胶片用显影、
定影试剂进行显影
和定影。根据不同的发光强度调整曝光条件。将胶片
进行扫描存档，
Photoshop整理去色，
ImageJ软件处理系
统分析目的条带的灰度值。
1.7 统计学分析
统计分析结果均以均数±标准差表示，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水迷宫实验数据平均逃避潜伏期及穿
越平台次数使用单因素的方差分析，
应用于多组间的比
较，
若方差齐用LSD检验各组间差异显著性，
方差不齐
用 Tambane's 法，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蛋
白印迹结果采用ImageJ软件作图分析。
2 结果
2.1 SORL1-/-组小鼠的鉴定
2.1.1 DNA 序 列 检 测 对 照 组 小 鼠 SORL1 基 因 无
CAAT 碱基的缺失，
SORL1-/-组小鼠两条染色体 SORL1
基因CAAT碱基均缺失（图1）。以上基因改变均遵循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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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遗传定律，
可以稳定遗传给下一代。
2.1.2 Western blot 检测 3 组小鼠脑组织 SORL1 蛋白
定量检测结果：
SORL1-/-组小鼠脑组织SORL1条带显影

不明显，
几乎无SORL1蛋白表达，
而对照组及APP/PSE1
组可见明显SORL1条带，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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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对照小鼠、
SORL1-/- 小鼠部分DNA测序图

A
SORL1

ACTIN

p

rou
-/1 g

L
SOR

trol

Con

p

grou

SE1

/P
APP

p

grou

B

0.6

SORL1 expression
normalized to ACTIN

Fig.1 Partial DNA sequencing result of normal mice and SORL1-/- mice.

0.5
0.4
0.3
0.2
0.1
0

*▲
SORL1-/- group

Control group

APP/PSE1 group

图2 各组小鼠脑组织SORL1蛋白的相对表达量
Fig.2 Western blots (A)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B) of SORL1 protein in the brain tissue of different mice. *P<0.05
vs control group; ▲P<0.05 vs APP/PSE1 group.

2.2 水迷宫实验比较各组小鼠行为学
2.2.1 定位航行实验 各组小鼠的每天定位航行训练的
检测结果见表1，
在6 d训练期中，
各组小鼠的平均逃避
潜伏期时间呈逐渐下降趋势，
寻找平台的学习能力均得
到提高。与对照组相比，SORL1-/-组和 APP/PSE1 组小
鼠平均逃避潜伏期时间均较长，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SORL1 组和 APP/PSE1 组小鼠的平均逃避潜伏
期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表1）。SORL1-/-小鼠

学习记忆能力下降并与APP/PSE1小鼠相似。
2.2.2 水迷宫空间探索实验 SORL1-/- 组、对照组和
APP/PSE1 组小鼠平均穿越平台次数分别为 0.6±0.5、
3.0±1.6、0.8±0.8 次，与对照组比较，SORL1-/-组和 APP/
PSE1 组小鼠穿越平台次数均减少，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而SORL1 组与APP/PSE1组比较，
小鼠穿越
平台次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图3）。SORL1-/-小
鼠空间探索能力下降并与APP/PSE1小鼠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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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各组小鼠平均逃避潜伏期时间比较
Tab.1 Average avoidance latency period in each group (Mean±SD, n=5)
Average avoidance latency period (s)
Group
1d

2d

3d

4d

5d

SORL1 group

60.0±0.0

54.6±6.5

53.8±5.3

46.5±8.3

47.1±10.5

45.4±10.0*▲

Control group

47.0±12.1

40.9±9.3

35.6±8.1

32.6±6.5

27.4±7.0

23.3±7.2

APP/PSE1 group

57.4±2.3

51.4±6.3

49.1±7.9

44.7±9.2

41.7±11.3

43.2±12.1*

-/-

6d

*P<0.05 vs control group; ▲P>0.05 vs APP/PSE1 group.

3.5
Average number of
cross platform (n)

3.0
2.5
2.0
1.5
1.0

*

*▲

0.5
0
SORL1-/- group

Control group

APP/PSE1 group

图3 各组小鼠平均穿越平台次数比较
Fig.3 Average number of platform crossing of mice in
each group. *P<0.05 vs control group; ▲ P>0.05 vs APP/
PSE1 group.

2.3 免疫组化和Western-blot比较各组小鼠的病理学变化
2.3.1 SP 法免疫组化染色结果 各组小鼠海马组织中
APP、
Aβ的表达分别见图4~5。与对照组相比，
SORL1-/-组
和 APP/PSE1 组小鼠海马组织中 APP 及 Aβ表达较明
显；SORL1-/- 组与 APP/PSE1 组的小鼠海马组织中的
APP及Aβ表达差异不明显。
2.3.2 Western blot结果 各组小鼠脑组织APP、
Aβ蛋白
定量检测结果见图 6。与对照组比较，
SORL1-/-组 APP、
Aβ表达较明显；
SORL1-/-组与 APP/PSE1 组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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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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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F

图4 各组小鼠海马组织APP的表达
Fig.4 Expression of APP in the hippocampus of the mice in each group. a (× 100) and d (× 400) are
expression of APP in hippocampus in SORL1-/- group; b (× 100) and e (× 400) are expression of APP in
hippocampus in control group; c(×100) and f (×400) are expression of APP in hippocampus in APP/PSE1
group.

3 讨论
SORL1 基因位于 11q23.2~q24.2，
其编码的蛋白在
中枢神经系统中普遍表达，
主要分布于大脑皮层、
海马
和小脑。SORL1基因编码的蛋白主要由7个区域构成，
分别是 NH2-末端的 350 个氨基酸区域、
VPS10 同源片
段区域、
5个低密度脂蛋白受体
“YWTD”
的串联重复序

列区域、
11 个互补型重复序列（CR）区域、
6 个纤维连接
蛋白（FN）Ⅲ重复序列区域、
跨膜区域、
-COOH 末端的
54 个氨基酸区域，
SORL1 基因编码氨基酸序列由 6648
个碱基组成，
共编码2216个氨基酸，
SORL1的CDs序列
见 https://www.ncbi.nlm.nih.gov/nuccore/74181134。
本研究采用 Crispr/Case9 技术对 SORL1 基因编码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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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各组小鼠海马组织Aβ的表达
Fig.5 Expression of Aβ in the hippocampus of the mice in each group. a (×100) and d (×400) are expression
of Aβ in hippocampus in SORL1-/- group; b (× 100) and e (× 400) are expression of Aβ in hippocampus in
control group; c (×100) and f (×400) are expression of Aβ in hippocampus in APP/PSE1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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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各组小鼠脑组织APP、
Aβ蛋白相对表达量
Fig.6 Western blots (A)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B) of APP and Aβ protein in the brain tissue of different mice. *P<
0.05 vs control group; ▲P>0.05 vs APP/PSE1 group.

酸序列中第 306~309 位的 CAAT 碱基敲除时，该 CDS
提前终止，
其编码的氨基酸仅为 114 个，
SORL1 蛋白因
此丧失了正常结构和功能。通过 DNA 测序和 Western
blot检测方法分别对SORL1-/-小鼠进行SORL1基因水平
和蛋白水平的检测和鉴定，
结果均显示 SORL1 基因和
蛋白的缺失，从而证明了该小鼠即为实验所设计的
SORL1-/-小鼠。
由于 SORL1 结构和功能的复杂性，
决定了其可能
在细胞内参与了多种物质的转运，
SORL1 缺乏除导致
Aβ沉积加重外，
可能还导致脑组织和细胞功能的异常，
这些均为认知功能改变的病理基础。有研究对1609例
瑞士非痴呆老年人 16 年的随访研究发现：
SORL1 基因
3’端位点 rs7105365、rs11820794、rs2070045 与情景记
忆相关，
其中rs2070045 T/T基因型，
T等位基因具有显
著增加迟发性阿尔茨海默病的患病风险［15］；有研究对

1689例澳大利亚非痴呆老人认知功能（情景记忆、
工作
记忆、
语言能力、
知觉速度）与AD发病相关单核苷酸多
态 位 点 的 关 系 研 究 发 现 ：SORL1 基 因 5’端 位 点
rs668387与基线状态点-词测试评分（语言能力）相关，
T
［16］
等位基因携带者评分高，
该基因型可能起保护作用 ；
也有研究对 780 例中国汉族非痴呆老年人 SORL1 基因
3’端位点 rs1699102 检测和神经心理学评估的关系发
现：T 等位基因携带者的听觉词语学习测验、ReyOsterrieth 复杂图形测验等情景记忆功能评分下降［17］；
此外，
SORL1 基因 3’
端位点 rs2070045 和 rs1699102 与
连线试验、
Stroop 评分等执行功能指标显著相关，
表现
［18］
为风险基因携带者执行功能下降 。以上说明 SORL1
基因突变的位点可能决定了认知改变的类型。本研究
通过Morris水迷宫实验，
分析和比较了3组小鼠的学习
能力和记忆能力，结果显示正常组、SORL1-/-组、APP/

· 294 ·

J South Med Univ, 2018, 38(3): 289-295

PSE1 组均有一定的学习记忆能力，
但与对照组小鼠比
-/较，SORL1 组和 APP/PSE1 组小鼠表现不同程度学习
和记忆能力障碍，
表现为平均逃避潜伏期（P<0.05）和成
功穿越平台次数减少（P<0.05）；而 SORL1-/-组和 APP/
PSE1组之间的比较在平均逃避潜伏期和成功穿越平台
次数上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这表明
SORL1基因敲除可导致小鼠学习和记忆能力的下降，
其
-/程度与APP/PSE1双转鼠相似，
SORL1 小鼠有AD的基
本行为学改变。
AD 病理学改变的核心是 Aβ沉积，APP 是一种包
括神经元在内的许多细胞均能表达的1型跨膜蛋白，
内
源性APP的淀粉样变性过程在核内体和高尔基体中进
行，
其中β-分泌酶切割APP的氨基末端，
然后γ-分泌酶切
割APP的羧基末端，
这一过程产生的主要是40~42个氨
基酸的Aβ肽、
sAPPβ和AICD［19］。Aβ42是导致神经细胞
变性、
凋亡的主要物质，
表现为神经元纤维缠结和老年
斑，
这正是AD患者神经元功能障碍和细胞受损的病理
特征［20］。最早的研究表明：
SORL1 通过结合 Aβ的底物
APP 而发挥抑制 Aβ形成的作用，
而不是直接抑制分泌
酶活性，并且 SORL1 与 APP 的相互作用主要发生在
TGN 中［21］；SORL1 作为 APP 的分选受体将细胞内的
APP从核内体穿梭回反面高尔基体以减少Aβ的产生［22-24］；
除了通过分选APP，
SORL1被证明还可以通过分选新产
生的Aβ肽至溶酶体进行分解代谢来减少Aβ的量［25］。但
也有研究发现：
SORL1的表达减少只发生在散发性AD
患者中，
家族性AD脑组织的SORL1的表达并不减少［26］；
年轻时（未出现 AD 症状前）的 SORL 基因突变已经导
致了脑组织结构的改变，
并决定了以后几十年AD的易
［27-28］
感
。因此，
SORL1 减少导致 AD 的机制可能是多重
的，
一方面通过影响APP的代谢直接导致Aβ沉积，
另一
方面因脑细胞结构和功能的损害导致对Aβ的清除能力
下降间接导致 Aβ沉积。APP/PSE1 双转小鼠被公认为
AD 模型的基础是 APP 和 PSE1 过表达可导致 Aβ的增
加。为了检验 SORL1-/-小鼠是否符合 AD 病理基础，
本
-/研究分别对正常小鼠、SORL1 小鼠和 APP/PSE1 小鼠
进行免疫组化染色和 Western Blot 检测，
结果显示：
与
-/对照组比较，
SORL1 组和APP/PSE1组APP、
Aβ表达明
-/显增多，
而SORL1 组小鼠和APP/PSE1组小鼠APP、
Aβ
-/表达相似。由于本研究只观察了7月龄SORL1 小鼠行
为学及病理学上的改变，
缺乏对不同年龄的 SORL1-/-小
鼠的动态观察，很难说明 SORL1-/-小鼠脑组织中 APP、
Aβ表达增加是SORL1减少的直接作用或是因细胞结构
改变后清除Aβ能力下降所致，
因此值得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构建的 SORL1 小鼠在行为学表现和相关
病理学改变等方面均符合AD的改变，
可以作为一种散
发性AD的动物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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