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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论文

亚硝酸钠对大鼠海马骨架蛋白磷酸化水平及空间学习记忆的
影响
胡志红*，范玲玲，胡咏梅
河南科技大学医学院生理学教研室，洛阳 471003
摘 要：本文旨在探讨亚硝酸钠对大鼠海马Tau蛋白、神经细丝(neurofilament, NF)磷酸化水平及空间学习记忆的影响。大鼠
饮用水中溶入亚硝酸钠粉剂，连续饮用60 d (每天100 mg/kg)，通过Morris水迷宫检测大鼠的空间学习记忆能力，免疫印迹和
免疫组织化学检测海马Tau和NF磷酸化水平与分布、蛋白磷酸酯酶2A (protein phosphatase 2A, PP2A)催化亚单位蛋白水平与
分布。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连续饮用亚硝酸钠的大鼠空间学习记忆能力下降(P < 0.05)，Tau蛋白Ser396/404 和
Ser199/202位点及NF的磷酸化水平明显升高(P < 0.05)，PP2A的催化亚单位蛋白水平下调(P < 0.05)。结果提示，亚硝酸钠可
以导致大鼠空间学习记忆能力下降，PP2A催化亚单位蛋白水平下调，PP2A活性抑制及骨架蛋白发生过度磷酸化。
关键词：亚硝酸钠；骨架蛋白；空间学习记忆；磷酸化；大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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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sodium nitrite on phosphorylation of cytoskeletal proteins and spatial
learning and memory in rats
HU Zhi-Hong*, FAN Ling-Ling, HU Yong-Mei
Department of Physiology, Medical College, 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uoyang 471003, China
Abstract: The present study was aimed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sodium nitrite on cytoskeletal protein phosphorylation and spatial
learning and memory in rats. Rats were served with drinking water containing sodium nitrite (100 mg/kg) for 60 days, then, the ability
of spatial learning and memory of the rats was measured by Morris water maze. Phosphorylation level of tau and neurofilament, and
the expression of protein phosphatase 2A (PP2A) catalytic subunit in the hippocampus were detected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and Western blot. In comparison with the rats served with normal tap water, the rats served with sodium nitrite water showed significantly longer latency to find the hidden platform in Morris water maze (P < 0.05), elevated phosphorylation level of tau and neurofilament, and decreased expression of PP2A catalytic subunit (P < 0.05). Thes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administration of sodium nitrite
could impair the spatial learning and memory of the rats, and the hyperphosphorylation of cytoskeletal proteins and the down-regulation of PP2A might be underlying mechanisms for the impairment.
Key words: sodium nitrite; cytoskeletal protein; spatial learning and memory; phosphorylation; rat

阿尔茨海默病 (Alzheimer’s disease, AD) 是一种

(neurofibrillary tangles, NFT) 和神经细胞外的老年斑

中枢神经元退行性疾病，主要表现为进行性认知和

沉积是其两大病理特征。NFT 的主要成分是过度磷
酸化的微管相关蛋白 Tau，后者聚积形成双螺旋细

记 忆 功 能 障 碍。 神 经 细 胞 内 的 神 经 原 纤 维 缠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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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神经细丝 (neurofilament, NF) 是神经元内含量
最丰富的骨架蛋白，与微管、微管相关蛋白 ( 包括

水 ；另一组为模型组，正常进食，饮亚硝酸钠水，
亚硝酸钠粉剂溶于饮用水中 ( 每天 100 mg/kg)，每

Tau 蛋白在内 ) 等存在广泛的相互作用，并共同维

日清晨配制，连续 60 天。
1.2.1 行为学测试
大鼠空间学习记忆能力通过

持着细胞骨架的正常结构。研究表明异常过度磷酸
化的 NF 也是 NFT 的重要组成成分 [1]。研究证实
NFT 的数量与 AD 病人的学习记忆损伤程度呈正相
[2]

关 。磷酸化 / 去磷酸化系统的失衡是导致骨架蛋
白出现过度磷酸化的主要原因，蛋白磷酸酯酶 (pro-

Morris 水迷宫检测，测试方法见文献 [10]。本实验所
用水迷宫水池直径 120 cm，高 60 cm ；圆柱形平台
直径 10 cm，高 40 cm，平台任意放置于某一象限

tein phosphatase, PP) 活性降低可导致骨架蛋白发生

的中心位置，并没于水面下约 2 cm，水中加入脱脂
奶粉使之浑浊。室温及水温均保持在 (25 ± 1) °C。

过度磷酸化。研究不仅发现在 AD 患者脑内蛋白磷
酸酯酶 2A (PP2A) 的活性显著降低，而且在细胞、

大鼠在训练前 2 h 移入水迷宫室，并将头颈部涂黑，
2
涂染面积不小于 3 × 3 cm 。训练时将大鼠按东、西、

脑片、动物水平已证实抑制 PP2A 的活性，可诱导
，同时导致大鼠

南、北 4 个入水点分别面向池壁轻轻放入水池，其
游泳图像经水面上方 1.5 m 处的摄像机拍摄并连接

亚硝酸钠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到的一

于路径追踪系统，实时追踪软件系统将自动记录每
次训练的潜伏期 ( 动物自入水到找到站台后四肢爬

种氧化剂，可造成学习记忆功能受损，因而可用于

上站台时所需的时间 )、游泳轨迹等参数。本实验

骨架蛋白的过度磷酸化和聚积
出现空间学习、记忆障碍

[5–8]

[3,4]

。

[9]

制备记忆障碍的动物模型 。但是，关于亚硝酸钠

包括定位航行实验和空间探索实验。定位航行实验
进行 7 d，每只大鼠每天在 4 个象限共训练 4 次，

与骨架蛋白磷酸化之间的关系至今尚未见报道。因
此，本实验通过 Morris 水迷宫检测亚硝酸钠模型组

每次游泳时限为 60 s，若大鼠在 60 s 内未找到平台，

和对照组的学习记忆能力，在整体水平探讨亚硝酸
钠和骨架蛋白磷酸化之间的关系，从而为 AD 的发

系统自动停止记录，由测试者引导其上台，在站台
停留 20 s，潜伏期记为 60 s。第 8 天，移走水下平台，

病原因提供新的信息。

进行空间探索实验检测大鼠的记忆能力。选距离平

1 材料和方法

台最远象限的入水点将大鼠面向池壁放于水中，记
录 60 s 内大鼠跨越原平台位置的次数、原平台所在

1.1 材料
雄性 Sprague-Dawley (SD) 大鼠 24 只，
3 月龄，体重 170∼190 g，购自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
学院动物中心。分析纯亚硝酸钠购自天津市天河化
学试剂厂。单克隆抗体 PHF-1 ( 识别 Ser396/404 位
点磷酸化的 Tau 蛋白，1:500)，由 Albert Einstein 医

象限的游泳距离及游泳轨迹。在水迷宫实验过程中
周围环境保持不变。
1.2.2 取材及免疫印迹法

行为学测试结束后，

随机选取 6 只大鼠断头处死，迅速取出脑组织，快
速于冰上分离双侧海马，以 1:9 ( 即 100 µg 重量加

学院 P. Davis 博士馈赠 ；单克隆抗体 Tau-1 ( 识别
Ser199/202 位 点 非 磷 酸 化 的 Tau 蛋 白，1:30 000)，

入 900 µL 体积 ) 的比例加入蛋白提取液 (50 mmol/L
NaCl，10 mmol/L Tris，1 mmol/L EDTA，1 mmol/L

由 西 北 大 学 Lester Bindle 博 士 馈 赠 ；多 克 隆 抗 体
R134d ( 识别总 Tau，1:3 000)，多克隆抗体 R123d ( 检
测 PP2A 含量，1:1 000) 均由纽约州立基础研究所

PMSF，0.5 mmol/L Na3VO4·12H2O，5 mmol/L NaF，
1 mmol/L Benzamidine，PMSF 临用前加入 )，用
1 mL 匀浆器在冰水中制成 10% 的蛋白匀浆液。匀

Inge Grundke lqbal 教授馈赠。单克隆抗体 SMI31
( 识 别 高、 中 分 子 量 磷 酸 化 水 平 的 NF 亚 单 位，
1 : 5 000)，单克隆抗体 SMI32 ( 识别高分子量非磷

浆液 1 000 r/min 离心 5 min，取上清液，加入 1/3
体积 4 × 上样缓冲液 (200 mmol/L Tris，pH 6.8 ；8%

酸化的 NF 亚单位，1:5 000) 购自 Sternberger 公司，
单克隆抗体 DMIA ( 识别 α-tublin，作为内参使用，
1:1 000) 购自 Sigma 公司。Morris 水迷宫装置由中

涡震荡器上振荡 30 s，置于沸腾水中变性 3∼5 min。
通过 BCA 法测定样品的蛋白质含量，各泳道蛋白

SDS，20% β-ME，0.2% 溴酚蓝，40% 甘油 )，在旋

上样量为 15 μg。样品蛋白经 SDS- 聚丙烯酰胺凝胶
电泳分离，电转移至聚偏二氟乙烯 (PVDF) 膜，将

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研制。
1.2 方法
雄性 SD 大鼠 24 只，在本实验室适应

PVDF 膜 用 3% BSA/TBS 封 闭 液 室 温 下 封 闭 1 h，

一周后随机分为 2 组 ，一组为对照组，正常进食饮

加入适度稀释的一抗 37 °C 孵育 2 h，TBS 缓冲液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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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ol/L Tris, 100 mmol/L NaCl, pH 7.5) 冲 洗 3 次。
滴加碱性磷酸酶标记的羊抗鼠二抗，5- 溴 -4- 氯 -3

分析。全部数据采用 SPSS16.0 软件分析，数据用
mean ± SD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ANOVA 进行分析，

吲哚磷酸 - 对氨基甲苯盐 (BCIP)/ 对硝基蓝四唑氯
(NBT) 避光显色 5∼10 min，TBS 液冲洗终止反应，

P < 0.05 为有统计学显著性差异。

将 PVDF 膜晾干保存。
1.2.3 免疫组织化学
将用于免疫组化的 6 只大
鼠在行为学测试后经 6% 水合氯醛麻醉，用 4% 多
聚甲醛进行心脏灌注固定脑组织，取脑部组织在上
述固定液中后固定 12 h，振荡切片，厚度 20 µm，
于 0.3% H2O2/ 甲醇溶液中处理 10 min 以阻断内源
性过氧化物酶，3% BSA 封闭 30 min，加入一抗

2 结果
2.1 实验前后对照组和亚硝酸钠模型组大鼠体重变化
实验前对照组和亚硝酸钠组大鼠体重分别为
(181.33 ± 6.25) g 和 (179.45 ± 7.63) g，两组间体重无
显著性差异 (P > 0.05)。喂养 60 d 后，对照组和亚硝
酸钠组大鼠体重均明显增加，分别达到 (267.14 ±
21.23) g 和 (255.84 ± 20.51) g，两组间大鼠体重仍然

4 °C 孵育过夜，PBS 液冲洗后滴加辣根过氧化物
酶标记的二抗 (1:200) 37 °C 孵育 2 h，PBS 液冲洗，

无显著性差异 (P > 0.05)。
2.2 亚硝酸钠导致大鼠的空间学习记忆能力下降

DAB 显色液显色。每只大鼠选取 5 张切片进行同
一抗体免疫组织化学显色，比较海马各区的着色

2.2.1 亚硝酸钠导致大鼠的空间学习能力下降
通过在 Morris 水迷宫定位航行实验中寻找平台

情况。
1.3 统计学分析

的潜伏期及游泳轨迹反映两组大鼠的空间学习能
力。图 1A 显示定位航行实验中对照组和亚硝酸钠

疫组织化学图像采用 Image-pro plus software ( 美国 )

模型组第 1 天至第 7 天的平均潜伏期。在第 1 天学
习时两组大鼠的潜伏期无明显差异 (P > 0.05)，从

免疫印迹条带采用 Kodak Digital Science 1D 图像分析 ( 美国 ) 进行灰度测定，免

图 1. 亚硝酸钠对大鼠空间学习能力的影响
Fig. 1. Effect of NaNO2 on spatial learning in rats. A: Escape latency of rats in control and NaNO2 model groups was recorded in Morris water maze over 7 days. *P < 0.05, **P < 0.01 vs control (n = 12). B: The swimming path was shown on day 7. The NaNO2 model
rats spent more time and longer distance to search the hidden platform than the control r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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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天至第 7 天亚硝酸钠组大鼠的潜伏期明显长于
对照组 (P < 0.01 或 P < 0.05)。两组大鼠第 7 天的游

能力下降。
2.3 亚硝酸钠导致骨架蛋白磷酸化水平显著增强

泳轨迹也显示对照组为直线式，而亚硝酸钠模型组
为随机式 ( 图 1B)。根据行为学分析软件计算对照

本实验采用免疫印迹及免疫组化检测各组大鼠
海马 Tau、NF 磷酸化水平及分布。每组均取 6 个样

组和亚硝酸钠组大鼠的游泳速度，两组间无显著性

本进行电泳，以研究亚硝酸钠对大鼠海马骨架蛋白

差异，说明两组大鼠的游泳能力没有差异。定位航
行实验结果表明，亚硝酸钠可导致大鼠的空间学习

磷酸化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 ：在蛋白上样量相同
的情况下，识别总 Tau 的抗体 R134d 在各组免疫印

能力下降。
2.2.2 亚硝酸钠导致大鼠的空间记忆能力下降

迹显色结果是一致的，提示亚硝酸钠处理不影响
Tau 蛋白总含量 ；而识别 Ser199/202 位点非磷酸化

空间探索实验中，大鼠在原平台所在象限游泳
距离、跨越原平台次数、第 1 次到达平台所在位置

Tau 蛋 白 的 抗 体 Tau-1 免 疫 印 迹 显 色 减 弱， 识 别
Ser396/404 位点磷酸化的 Tau 蛋白的抗体 PHF-1 免

的时间及游泳轨迹可反映两组大鼠的空间记忆能
力。图 2 显示，亚硝酸钠模型组在原平台所在象限

疫印迹明显增强 ( 图 3A，B)，提示亚硝酸钠处理使
Tau 蛋白 Ser199/202 位点和 Ser396/404 位点磷酸化

游泳距离及跨越原平台次数均明显小于对照组 (P <
0.05)，而第 1 次到达平台所在位置的时间却明显大

水平明显升高。识别高、中分子量磷酸化水平 NF
的 SMI31 显色显示对照组和亚硝酸钠模型组之间无

于对照组 (P < 0.05)，且游泳轨迹显示无明显的象

差异，而识别非磷酸化 NF 的抗体 SMI32 免疫印迹

限偏好，这表明，亚硝酸钠可导致大鼠的空间记忆

显色结果显示亚硝酸钠组的显色条带明显弱于对照

图 2. 亚硝酸钠对大鼠空间记忆能力的影响
Fig. 2. Effect of NaNO2 on spatial memory during Morris water maze probe-test. A: Times of crossing the platform area were shown.
The NaNO2 model rats showed fewer times of crossing the platform area than the control rats. B: Swimming distance in the platform
quadrant. C: Swimming speed. The rats in two groups had similar swimming speed. D: Latency to the first crossing platform. E:
Swimming path within 1 min (when the platform had been removed). Data were expressed as mean ± SD. *P < 0.05 vs control (n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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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大鼠海马神经元骨架蛋白磷酸化水平显著增强。
2.4 亚硝酸钠导致PP2A催化亚单位蛋白水平下降
为了进一步探讨亚硝酸钠引起骨架蛋白磷酸化
的机制，我们用 R123d 抗体来检测 PP2A 催化亚单
位的蛋白水平，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亚硝酸钠
模型组 PP2A 的催化亚单位的蛋白水平明显下降 ( 图
5) (P < 0.05)。免疫组化结果显示 ：海马 R123d 抗
体染色阳性神经元主要分布在 CA3 区，亚硝酸钠
模型组显色明显弱于对照组 ( 图 6)，提示亚硝酸钠
导致海马 PP2A 催化亚单位蛋白水平下降。

3 讨论
AD 的发病原因和机制十分复杂，涉及内外环
境因素、能量代谢、氧化应激等。在 AD 患者脑中，
异常过度磷酸化的 Tau 蛋白以配对螺旋丝结构形成
NFT 在神经元内聚积。国外研究报道 NFT 的数量
与 AD 病人的学习记忆损伤程度呈正相关 [2]，可见
Tau 蛋白异常在 AD 患者神经变性和学习记忆障碍
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重要作用。NF 同样也是神经
元细胞骨架的主要组成部分，AD 患者神经元胞体
也存在异常磷酸化的 NF。大量研究表明骨架蛋白
的磷酸化程度与大鼠学习记忆能力高度相关 [5–8]。
图 3. 海马Tau和神经细丝免疫印迹和图像分析
Fig. 3. Western blot analysis of tau and neurofilament in rat
hippocampi. A: The hippocampal extracts were used for Western blots with antibodies against total Tau (R134d) and site
(Ser396/404, Ser199/202)-specific phosphorylation Tau (PHF-1
and Tau-1), as well as two neurofilament antibodies (SMI31 and
SMI32). Each lane was from an individual rat. B and C: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blots in panel A. The levels of total Tau and
neurofilament were normalized against the level of DMIA. Data
were expressed as mean ± SD (n = 6). *P < 0.05 vs control.

尽管有研究表明亚硝酸钠可导致记忆障碍 [9]，但亚
硝酸钠与骨架蛋白磷酸化之间的关系仍未见报道。
国外有研究表明孕鼠饮用含有亚硝酸钠的水后，子
代会出现学习记忆能力下降

[11]

。因此，我们通过在

大鼠饮用水中溶入亚硝酸钠的方式使大鼠较长期地
(60 d) 摄入亚硝酸钠，检测亚硝酸钠对大鼠空间学
习记忆能力及骨架蛋白磷酸化水平的影响。Morris
水迷宫实验结果显示，亚硝酸钠模型组大鼠在定位
航行实验中寻找平台的潜伏期明显大于对照组，而
在空间探索试验中穿越平台的次数及平台所在象限
游泳距离却明显小于对照组，提示亚硝酸钠处理使

组 ( 图 3A，C)，提示亚硝酸钠处理使 NF 磷酸化增强。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显示 ：Tau-1 和 PHF-1 阳性

大鼠空间学习记忆能力显著降低。
对大鼠海马 Tau 蛋白及 NF 蛋白磷酸化的检测

着色主要分布在大鼠海马 CA3 区神经元的突起内，
亚硝酸钠模型组神经元突起的 Tau-1 阳性着色明显

结果显示，Ser199/202 位点非磷酸化的 Tau 蛋白水
平下降，Ser396/404 位点磷酸化的 Tau 蛋白水平明

弱于对照组 ( 图 4A)，PHF-1 阳性着色明显强于对
照组 ( 图 4B)。SMI32 阳性着色主要分布在 CA4 区

显升高，非磷酸化的 NF 蛋白水平下降，说明 Tau
蛋白的 Ser199/202 位点和 Ser396/404 位点及 NF 蛋

神经元胞体，突起着色较浅，亚硝酸钠模型组阳性
着色明显弱于对照组阳性着色 ( 图 4C)。对照组和

白磷酸化水平升高，提示亚硝酸钠处理可明显提高

亚硝酸钠模型组 R134d 和 SMI31 染色结果无明显
差异 ( 未显示 )。上述实验结果表明亚硝酸钠可导

[5]
磷酸化对大鼠的空间学习记忆有影响 。
PP 活性降低是直接导致 Tau 蛋白和 NF 过度磷

海马骨架蛋白磷酸化水平。文献报道，骨架蛋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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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Tau-1，PHF-1和SMI32的免疫组织化学显色和图像分析
Fig. 4.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au-1, PHF-1 and SMI32 in rat hippocampi. The positive immunostaining of Tau-1 (A) and PHF-1 (B) distributes in hippocampal CA3 regions, and SMI32 (C) in hippocampal CA4 region. The highlighted frame is the quantified area. Scale bar, 100 μm. Data were presented as mean ± SD (n = 6). *P < 0.05 vs control.

图 5. 亚硝酸钠对大鼠海马PP2A催化亚单位水平的影响
Fig. 5. Effect of NaNO2 on the expression of PP2A cytalytic
subunit in rat hippocampi. A: The level of the PP2A (R123d) cytalytic subunit was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ting. Each lane was
from an individual rat. B: Western blot in panel A was quantitatively analyzed. The level of PP2A cytalytic subunit was normalized against the level of DMIA. Data were expressed as mean ±
SD (n = 6). *P < 0.05 vs control.

图 6. R123d的免疫组织化学显色和图像分析
Fig. 6.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R123d in hippocampal CA3 region. The highlighted frame is
the quantified area. Scale bar, 100 μm. Data were presented as
mean ± SD (n = 6). *P < 0.05 vs control.

胡志红等：亚硝酸钠对大鼠海马骨架蛋白磷酸化水平及空间学习记忆的影响

酸化的直接原因之一。AD 患者脑中 PP 活性明显降
低，而 PP2A 是 AD 患者异常过度磷酸化 Tau 蛋白

ory in rats. J Alzheimers Dis 2009; 17(3): 631–642.
6

一步探讨亚硝酸钠导致骨架蛋白磷酸化的机制，又
检测了 PP2A 催化亚单位的蛋白水平，结果显示，

hyperphosphorylation and spatial memory impairment in
rats. J Alzheimer Dis 2010; 19(2): 735–746.
7

pathological changes and memory deficits induced by homocysteine. J Neurochem 2013; 124(3): 388–396.
8

fragment of inhibitor-2 of protein phosphatase-2A induces
Alzheimer disease pathology and cognitive impairment.

白磷酸化过程的调节 ：亚硝酸盐摄入过量时可将血

2+
内的游离 Ca 增多，增加自由基的形成 ；亚硝酸钠
在酸性环境下可转化成 NO，NO 可与超氧阴离子

结合生成过氧亚硝酸盐。有文献报道，NO 和过氧
亚硝酸盐可以诱导 Tau 蛋白的过度磷酸化和硝基
。自由基也能促进 NFT 的形成 [16,17]，氧化应
激则导致 PP2A 活性下降，促使神经元骨架蛋白的

化

[14,15]

过度磷酸化 [6,18–21]，因此推测亚硝酸钠可能通过氧
化应激、降低 PP2A 活性从而影响神经元骨架蛋白
的磷酸化过程。
*

*

*

理生理学系王建枝教授和田青教授指导，谨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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