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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变型小鼠在学习记忆研究中的应用 

摘要 ：本文简要介绍了利用突变型小鼠研究学习和记忆的最新进展。提出了行为模型的选择对研究学习和 

记忆的重要性。在发育的不同时期研究突变型小鼠的行为．将为我们提供有关在发育过程中基因与行为相关性 

的信息．并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该基因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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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脑如何调控行为是神经科学的重要任务之 
一

。 所有行为的形成都是基因和环境相互作用的结 

果，即使非常定型的行为也是受环境影响的。另一 

方面高度可塑的行为，如语言，也不可能不受先天 

因素的制约。很显然行为本身并不是遗传的，只有 

组成基因的DNA才是遗传的。基因携带了机体所 

有能表达蛋白的氨基酸序列的信息，通过复制来传 

递这些信息。每一个基因给下一代提供自身的复制 

品，并在细胞内表达而产生特异的蛋白．这些蛋白 

决定着细胞的结构、功能以及其他生物特性。这些 

蛋白对脑内神经回路的发育，维持和调控是至关重 

要的。神经回路的发育和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已 

在从果蝇到人类等多种生物体上进行了研究。 

1 正向和反向遗传学的应用 

实验用小鼠遗传学的研究已有很长的历史，但 

不如果蝇的遗传学研究那么深人。最近由于转基因 

及基因替换等技术的成熟，已有可能用这些遗传工 

程的技术来培育所需要的突变型小鼠。虽然培育突 

变型小鼠的过程相对较长，但由于小 鼠是哺乳动 

物，与人类在神经解剖学和生理学方面有更多类同 

之处，因此在小鼠上研究基因突变和行为的相关性 

问题吸引着众多神经科学工作者 当前在小鼠上进 

行基因和行为相关性的研究如同 70年代在果蝇上 

的研究一样，不论是正向遗传学 (forward genet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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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s)或反向遗传学 (reverse genetics)，均已广泛应 

用于小鼠行为的基因基础的研究 (Takahashi等， 

1994)。 

在某种情况下，某种行为明显受遗传的控制， 

但并不知道有哪些基因参与这种行为的调控，或者 

知道有那些基因参与，但这些基因并没有被克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利用正向遗传学．也即从 

表型到基因的手段来研究这种行为的基因基础。早 

在 1967年 r和同事们就开创了用正向遗传学 

来研究果蝇的行为 (Benzer，1967)，但在小鼠上 

这种方法行不通，因为小鼠传代较果蝇慢得多，不 

可能获得足够数量的子代来供筛选。虽然如此，仍 

有不少办法可以用于诱发突变，如用 x射线照射 

和用苯丁酸氮芥 (ehlorambueil)处理均可造成大 

量的基因缺损，但很难获得大量的突变型动物。烷 

基化试剂 N—ethy1一N-nitrosourea(ENU)是一种较 

好的诱发突变的试剂，可用于较大量突变型的筛选 

工作。另一方面，在考虑行为遗传学筛选 (behav— 

iorM genetic se／'~en)的可行性时，必须设计一套简 · 

便易行的行为检测方法，以便用于大量突变型配子 

的检测。在昼夜 节律的研究中成功地进行 了由 

ENU诱发的突变型的筛选，因为昼夜节律行为较 

容易进行定量测定。正常的 c57BL／6J野生型小鼠 

有很强的昼夜节律性活动 (踏转轮的活动有十分明 

显的昼夜节律性变化)。大约在300只用 ENU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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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的小鼠的配子中可获得一只昼夜节律比正常动物 

长 1小时的突变型，被称为 C／ock突变型，它是作 

为半显性常染色体突变 (semidominant autosomal 

mutation)而遗传的 (vitat~rm 等，1994)。 

另一个途径就是利用反向遗传学，也即从基因 

到表型来研究小鼠的行为。这是目前广泛应用于行 

为研究的分子遗传学手段，用基因打靶已经培育了 

数百个品系的突变型，其中有一些突变基因被证明 

参与了神经信号的传输和突触可塑性变化，也即参 

与学习和记忆的神经过程。虽然从基因角度来研究 

哺乳动物的学习和记忆，相对而言还是一个新的领 

域，然而已经获得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结果，使我们了 

解了某些参与不同类型学习和记忆的分子和细胞过 

程。最先利用基因剔除(gene knockout)来研究学习 

和记忆的是 Tonegawa实验室和 Kandel实验室，他 

们分析了 Serine~threonine和 Tyrosine Kinase在调 

节海马的突触可塑性和形成有海马参与的学习和记 

忆中的作用(Silva等，1992a；Grant等，1992)。用反 

向遗传学的方法分析了参与长时程增强(1ong-term 

potentiation，U )的3个蛋白激酶的基因：CaMKⅡ 

的a同构体( CaMKⅡ)(Silva等，1992b．c)、非受体 

型的 typ~ine kinase劬 和蛋白激酶 C一同构体 

(PKC-Ⅱ)(Abellovieh 等，1993)。Takahashi等 

(1994)曾对这一时期的有关工作归纳在一个表中 

(见表 1)。近年来这方面的工作正方兴未艾，如编 

码一氧化氮合成酶(NOS)和 0 DA受体亚型的基 

因等，对它们的行为效应均有报道(Frey等，1993； 

jia等，1998；Mayford等，1992)。其他如对 K 通 

道，CRBE和小脑中BDNF等基因的缺损对行为的 

影响也均有报道(Geise等，1998；(；ass等，1998；Bao 

等．1998)。Tang等(1999)在(Nature)上发表了增 

强学习和记忆能力的基因 NR2B，引起广泛的关注。 

裹 1 基因打靶对行为或突触可塑性的影响 

liable1 Effects ofgenet,~-tting 0n beha s~ ptie plastidty 

PPF．跟随刺激的易化作用(p red．pulse缸mIc帕【m)；LTP长时程增强(I锄 tenn p咖 恤n∞)；L'i'P(pri)．预赴理的长时程增强[1咖酽。哪  

potentiation(p击md)]；LⅡ)．长时程压抑(1。喈 t啊n d印res 叽)(引自Tahh 等 ，1994，稍加咎改)。 

2 行为模型选择的重要性 

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在解释突变基因的作用时 

存在着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例如，如何把基因对发 

育的影响和对行为的直接作用区分开来；还有代偿 

机制可能掩盖基因的作用，最后还必须考虑行为变 

异的遗传背景问题等(Silva等，1997c)。纯种品系 

的保持比较困难，对其行为的了解也十分不够。基 

因替代后常常是第二代( )和第三代(F3)才获得突 

变型．其遗传学背景在杂交过程中也可能发生变化。 

另外．利用突变型小鼠研究学习和记忆时，行为模型 

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 曾报道，Fyn一激酶缺损的 

突变型小鼠在八臂迷宫的训练中表现出惧怕反应增 

强．而空间学习并不受影响。作者并认为这种突变 

型小鼠在水迷宫中学习能力低下是由于应激反应导 

致的活动增强(Miyakawa等，1996)。设计合理的多 

臂迷宫对小鼠来说应比水迷宫较少应激性反应。我 

们利用条件性回避反应模型研究了Fyn一激酶缺损 

突变型小 鼠的联合型学习能力(Mei等，1998)。用 

于进行小鼠条件性回避反应的实验箱，箱底为铜棒 

栅 ，可以通电。实验箱分隔成起始区，过道及安全 

区，各区间可以相通，起始区与过道间有一活动小 

门，可以关开。首先测定小鼠对电击的阈值，即驱使 

小鼠跑向安全区的最低电压。各组动物间对电击引 

起逃避的阈值有较大差异(见表 2)。从表 2可以看 

出纯台子 突变型小鼠对电击逃避的阕值明显 

低于杂台子突变型和野生型小鼠。实验时不同小鼠 

所用电击的强度不同，这样就可以使小鼠的惧怕反 

应降到最小。测试强度的电击次数不超过 3次，并 

使小鼠在箱内适应 10～15 mill，然后开始训练。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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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开始时将小鼠放人实验箱的起始区，关闭活动门， 

用灯光(40 w)作为条件刺激，以电击强化来建立条 

件反射。灯光单独作用的时间为 5 s，再与电击结合 

5 s，灯光亮时活动小门同时打开。结合数次后，当 

灯光单独亮时小鼠即跑向安全区逃避电击，这为条 

件性回避反应。l0次条件刺激中出现 9次条件性 

反应作为学会的标准。实验结果表明，Fyn一激酶 

缺损的突变型小鼠(纯合子)的联合型学习能力明显 

低于杂合子和野生型，达到学会标准所需的训练次 

数为(79．1 30．1)次。杂合子和野生型达到学会标 

准所需的训练次数分别为(27、4 7．8)次和(34、9± 

10．9)次(图 1)。纯合子突变型小鼠分别与杂合子 

和野生型学习能力的差异均非常显著 以前利用水 

迷宫和八臂迷宫的实验结果认为 Fyn一激酶缺损小 

鼠学习能力没有影响的结论是值得商榷的。条件性 

回避反应的建立是一种联合型学习，而联合型学习 

Homozygous Heterozygous W ild type 

圈 1 Fyn缺损小鼠和野生型小鼠学习能力的比较 

Fig．1 Cc s。n of learning ability。{Fyn-deficient 

miee with that of wild type 

P<O．001和 *P(0．005均为与纯台于蛆比较(删T牡Lred w】【h 

bcn-~azygo'os group)。 

是更为重要的一种学习型式，因此我们认为利用联 

合型学习的模型即经典条件反射模型来研究突变型 

小鼠的学习和记忆是行为基因相关性研究的一个重 

要方面 学习和记忆并不是单一的神经过程，从某 
一 行为模型上所获得的结果简单地推断出基因与学 

习记忆的关系，往往会导致不全面，甚至错误的结 

论，另一方面由于对小鼠行为的研究远滞后于大鼠 

行为的研究，设计一整套适合于小鼠行为测试的实 

验方法对推动基因和行为相关性的研究应具有重要 

意义。 

圈 2 进行交互行为测试的辐射式三臂迷宫 

Fig 2 Schematic diagram 。f ni—equal arm rnaze for 

alternative behavior test(details in text) 

衰 2 驱使小鼠跑向安全区的量低电击强度 

Table 2 M'mi眦 linteasity(volts)of~le~lrtc s】10ckfor血 tl-e呦 咕e协咖 协the safe 

伽m Irt啪皿 t 

H rI。驰 0曙曲mp with he忱r。珂曾嘲 P<O．005(n=8)；H锄n r日。t酋∞mp withwildtypeP<0．001 

( =8)；H ：K 母： 1p吕 !|WddtypeP<0．001( =8)． 

门 

加 ∞ 舯 鲫 帅 如 0 

{ 鼍 - 目j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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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蛋白的基因 GAT 1转入小鼠，并对其行为进行了 

初步探讨。所用小 鼠为第 4代纯系 GAT 1转基因 

小鼠，除采用条件性回避反应的模型外，我们还运用 

辐射式三臂迷宫对该动物的活动状态(1oeomotor ac— 

tivity)和交互行为(alternative bellavior)进行了观察 

(Stair等，1988)。辐射式三臂迷宫如图 2所示，小 

鼠进入臂并越过中线作为进臂标准，在一定时间内 

(8min)进入各臂的总数代表小鼠的活动状态。交 

互行为定义为连续 3次进入臂中无一次重复，并以 

占总数的百分比来表示交互行为的能力。也即短时 

工作记忆的能力。数据的分析举例说明如下：设三 

臂为A、B、C，而实验小鼠的实际活动情况(即进入各 

臂的次数和次序)如下：A]3CB a B。进 

入臂的总数为 15，连续 3次中不重复进入一臂的总 

数应为 15—2=13，而该小鼠连续 3次中不重复进入 
一 臂只有8次，所以占总数的百分比为8／13×100％ 

=61．5％。实验结果表明，不论 1月龄或 4月龄的 

纯合子 GAT 1转基因小鼠，其活动均少于相应月龄 

郇 
4v wt 

4months 

4V wt 

1 mon'fh 

图 3 不同月龄 04丁1转基因小鼠自发活动的比较 

3 LocolxK~tor activity ofGAT 1tro~ cenic rrhcewith 

different ages 

4v：纯台于 GATl转基Nd,鼠(GATl~ gotes)；wt：相同月龄 

的野生型小鼠 ( ldtypeC57BL／6】ofthe sarneage)； P<0．毗 和 

**P<0 001均为与相同月龄野生型小鼠比较(∞m阳red w】th Id 

tm  mice of the same age) 

4 结束语 

总之，基因与行为相关性研究，对了解人类的 

某些行为，以及某些神经和精神性疾患的病因具有 

特殊重要的意义。利用突变型小鼠来研究基因与行 

为的相关性是神经科学的新领域，又由于问题的复 

杂性，很多问题有待我们去探索和解决。脑如何调 

的野生型小鼠(图 3)，它们之间具有显著性差异。1 

月龄 GAT 1转基因小鼠的活动较 4月龄的为多，在 

野生型小鼠中也观察到类似现象。交互行为的测试 

结果表明，GAT 1转基因小鼠与野生型间没有显著 

性差异．不同月龄闻的差异也不显著。条件性回避 

反应是一种联合型学习，属经典条件反射，过去在小 

鼠行为的研究中较少应用。我们的实验结果表明， 

GAT 1基因转入小鼠后，其联合型学习能力明显降 

低，4月龄的GAT1转基因小鼠需要(67．1±6．8)次 

训练才能达到学会的标准，而 4月龄野生型小鼠只 

需(34、6 4．9)次即能达到学会标准，两者间差异显 

著(P<0、001)。1月龄 GAT 1转基因小鼠需训练 

(65±9．6)次才能达到学会的标准，较 1月龄野生型 

小鼠为慢，与4月龄 GAT1转基因小鼠相比没有显 

著性差异。而 1月龄野生型小鼠需(47．9±4．6)次 

才能达到学会的标准，较 4月龄野生型小鼠为慢(图 

4)。以上结果表明，在发育过程中 GAT 1基因的表 

达可能有所不同 

4v wc 

4months 

4V wls 

1month 

图 4 不同月龄 GAT 1转基因小鼠联合型学习能力 

Fig．4 Learning ability of GAT 1 tranagetficmice 

with dlffeixmt ages 

4V；纯音子 GAT1转基因小鼠(GAT l hcmozygotea)}wt：相同月龄 

的野生型小鼠( dDoeC 7BL／6Jofthe s~zte age) *P<0．001和 

**P<0．001均为与相同月自争野生型小鼠比较(嘣npared with Mild 

type nficeofthe same age)}***P<0．001与 1月．拿野生型小鼠比较 

(o npaIed th wild type of 1 ra,mth etd) 

控行为的问题需要从不同的途径和不同的角度，多 

学科地来进行探讨，不可能完全依赖于基因突变的 

手段来解决。学习和记忆也不是一个单一的神经过 

程，因此它们的机制也必定是多样的。不同类型的 

学习和记忆可能有不同的神经基础。阐明学习和记 

忆的神经机制是揭示脑的奥秘的重要内容，是神经 

科学工作者为之奋斗的目标。从目前来肴，利用突 

踟 加 ∞ ∞ 们 ∞ 如 m 0 

加 如 蜘 加 O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6 动 物 学 研 究 2l卷 

变型动物来研究这一问题，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途 

径；另一方面也将有助于我们对某些基因功能的了 

解，进而深人了解人类基因的功能，将是 21世纪 

人类面临的重大科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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兀 DY 0N I．EARNING AND MEMORY O1~MUTANT MICE 

MEI Zhen-tong 

(‰ 增 i In．irate 升： ’，thChinesê c 甜 ＆擗 s，Sha．ghal 20~031 虹 @辨 ctL) 

Abstract：Recent progress in study on learning and 

m~'lory of mutant mice was summarized in this pa· 

per．In our w0rk the conditioned avoidance trainlng of 

Fyn-deficient mice was carried out in a one way avoid· 

ance box．In order to avoid eliciring the hyperreacfivity 

to the aversive stimulus．the minimal intensity of elec． 

tric shock for driving the mouse to Ftln tO the safe 

compartment．The homozygouS mutant mice needed 

much mole numbers of trials(79．13±30．1)for 

reaching the learning cfite~on than heterozygous 

(27．38±7．86)and wild．type(34．87±1O．9)mice 

did These lesults showed that Fyn-deficiency impaks 

associative learning ．It was supposed that to sdect the 

proper behavioral models seems very important for 

studying onlearning andmemory ofmutantmice．The 

behavioral roodel of conditioned avoidance task may be 

usef~ forbehavioral study ofmutantmice．Moreover， 

as the gene expression ma y be different in de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to study the behavioral changes 

of transgenic mi ce in different stage of development 

will provide us n'gole irfformation about the functions 

of genes．The preliminary les~ts of our recent study 

on behavior of GABA．transported gene (GAT 1) 

tranagenicmice showed thatin aduhmi ce GAT1 was 

expressedmuchmole than thatin young anim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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