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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1 小鼠海马 H3K9 三甲基化水平的年龄化改变
及其与认知功能改变的相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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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讨年龄对 CD-1 小鼠海马组蛋白 H3K9 三甲基化（H3K9me3）含量的影响及其与空间学习记忆能力
改变的相关性。结果发现，18 月和 12 月龄鼠在放射状水迷宫中学习期和记忆期的潜伏期、错误数均高于 6 月龄鼠
（Ps＜0.05）；18 月龄鼠学习期及记忆期的错误数还高于 12 月龄鼠（Ps＜0.05）。18 月龄鼠海马 DG 和 CA1 区
H3K9me3 水平高于 12 月龄鼠（Ps＜0.05），12 月龄鼠也高于 6 月龄鼠（Ps＜0.05）。DG 和 CA1 区 H3K9me3 相对
含量与学习期的潜伏期和错误数以及记忆期错误数呈正相关（Ps＜0.05），而 CA3 区 H3K9me3 相对含量与学习期
和记忆期的错误数、潜伏期之间无明显相关性（Ps＞0.05）。以上结果提示，CD-1 小鼠年龄相关空间学习记忆损害
可能与海马组蛋白 H3K9me3 升高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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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of age-related H3K9 trimethylation in hippocampus and its cor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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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 we explored the effect of age on trimethylation of histone 3 in the lysine 9 site
(H3K9me3) and its correlation with the impairment of spatial learning and memory in CD-1 mic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number of errors and latency during learning and memory phases in the radial arm water maze
(RAWM) in the mice aged at 18- and 12-month old was significantly longer or more than those in the 6-month old
mice (Ps <0.05), with more number of errors in the learning and memory phases in the 18-month old mice compared
to the 12-month old mice (Ps <0.05). A significantly higher level of H3K9me3 in the hippocampal DG and CA1
subregions was found in the 18-month old mice relative to the 12-month old mice (Ps<0.05), and so did in the
12-month group relative to the 6-month group (Ps <0.05). The H3K9me3 levels in the DG and CA1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learning errors and latency, and the memory errors in the RAWM (Ps <0.05).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performance of RAWM and the levels of H3K9me3 in CA3 (Ps >0.05). Our results
suggested that the increased hippocampal H3K9me3 might be involved in the age-related impairment of spatial
learning and memory in CD-1 mice.
Key words: mouse; aging; H3K9me3; learning and me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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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已表明表观遗传信息变化对衰老过程产生影响。
表观遗传信息的变化包括 DNA 甲基化、组蛋白翻
译后修饰及非编码 RNA 水平改变等[2]。组蛋白（H）
是构成染色体的结构与功能组分，通常包括 H1、
H2A、H2B、H3 和 H4 [3]。对 H 的常见修饰方式有
乙酰化、磷酸化和甲基化。这些修饰可以影响基因
的转录与表达[4]。组蛋白甲基化修饰方式在正常衰
老过程中的变化及与衰老相关认知功能改变的相关
性报告甚少。部分文献显示早衰小鼠学习记忆能力
缺陷与 H4K20 单甲基化和 H3K36 二甲基化的减少
相关 [5] 。本研究旨在探讨年龄对 CD-1 小鼠海马
H3K9 三甲基化（H3K9me3）含量的影响及其与年
龄相关性空间学习记忆能力减退的相关性。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动物
CD-1 小鼠购自北京维通利华实验动物公司。随
机分为 6、12 和 18 月龄 3 组，每组 16 只（雌雄各
半）。适应性喂养 2 周，自由饮食，室温（23±1）
℃，湿度（55±5）%，明暗周期 12 h。实验前排除
有脱毛、运动障碍及体表肿块的小鼠。
1.2 行为学检测
采用六臂辐射状水迷宫（RAWM）检测空间性
学习记忆能力。每次实验分为 4 次连续的记忆获得
测试（学习期）和 1 次记忆保留测试（记忆期）。在
首次记忆获得开始前，小鼠在平台上停留 30 s。之
后每次小鼠按当天抽签顺序从 4 个泳道入水（平台
所在泳道及对面泳道除外）。入水后小鼠若在 10 s
内进入错误泳道或未选择任何泳道，即被拉回起始
处并记一次错误。第 4 次记忆获得结束后，小鼠返
回饲养笼，烘干皮毛。30 min 后完成记忆期测试。
实验连续进行 10 d。记录每次错误数和发现平台的
潜伏期。每天学习期的错误数和潜伏期取平均值进
入统计学分析。
1.3 标本制备
为避免学习记忆测试对蛋白表达的影响，行为
学检测后 14 d，小鼠引颈脱臼处死，在冰上迅速取
出脑组织，右侧大脑于 4 %的多聚甲醛溶液中固定，
脱水浸蜡，石蜡包埋。−20°C 冷冻蜡块后，4 m 连
续冠状切片（LEICA RM 2135 型）
。最终进入免疫
组化分析的蜡块共 48 个，其中 6、12 和 18 月龄各
16 个（雌雄各半）。
1.4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及摄片
采用链霉亲和素-生物素复合素法（SABC）进
行免疫组化检测。用低倍镜（4×10 倍）摄海马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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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然后用 10×20 倍显微镜分别对海马 DG、CA1
区和 CA3 区的细胞层进行拍摄。应用 Image Pro Plus
6.0 图像分析软件进行图像分析。各亚区平均光密度
值（average optical density，AOD）作为 H3K9me3
相对含量进行统计分析。
1.5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均符合正态分布。数据采用均数±标
准 差 表 示 。 不 同 年 龄 段 CD-1 小 鼠 海 马 各 亚 区
H3K9me3 水平的组间差异采用方差分析，RAWM
检测结果采用重复测定方差分析。多重比较采用
Fisher 最 小 显 著 性 差 异 检 验 。 相 关 性 分 析 采 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法。显著性水平设定为 P＜0.05。
所有分析由 SPSS 16.0 统计软件完成。

2

结果与分析

2.1 RAWM
2.1.1 学习期 潜伏期（F(9,405) = 63.307，P < 0.01；
图 1A）和错误数（F(9,405)= 51.517，P < 0.01；图 1B）
均随天数的增加而下降。两两比较显示：18 和 12
月龄鼠潜伏期均显著长于 6 月龄鼠（Ps < 0.01）
，
但前两者间的潜伏期无显著性差异（P = 0.331）。18
和 12 月龄鼠的错误数均多于 6 月龄鼠（P = 0.039，
P < 0.01），18 月龄鼠也多于 12 月龄鼠（P < 0.01）
。
2.1.2 记忆期 潜伏期（F(9,405) = 24.862，P < 0.01；
图 1C）和错误数（F(9,405) = 21.793，P < 0.01；图 1D）
也随天数的增加而下降。两两比较显示：18 和 12 月
龄鼠潜伏期均长于 6 月龄鼠（P= 0.025，P = 0.044）
，
而 18 和 12 月龄间无显著性差异（P=0.816）
。18 和
12 月龄鼠的错误数均多于 6 月龄鼠（P = 0.027，P <
0.01）
，18 月龄鼠也多于 12 月龄鼠（P < 0.01）
。
2.2 海马不同亚区 H3K9 三甲基化水平
光镜下见特异性 H3K9me3 免疫着色在海马
DG、CA1 和 CA3 细胞层中，其他各亚层呈少量散
在分布（图 2）。3 组小鼠 H3K9me3 水平在海马 DG
（F(2,45) = 15.082，P < 0.01）和 CA1（F(2,45) = 18.173，
P < 0.01）区有显著性差异，但在 CA3 区无显著性
差异（F(2,45) = 0.189，P = 0.828）。两两比较显示：
18 和 12 月龄鼠海马 DG 和 CA1 区 H3K9me3 水平
均显著高于 6 月龄鼠（Ps < 0.05），18 月龄鼠这 2
个亚区的 H3K9me3 水平也高于 12 月龄鼠（P =
0.033，P < 0.01）（如图 3）
。
2.3 空间学习记忆能力与海马H3K9me3含量相关性
将 RAWM 的平均潜伏期和错误数与 CD-1 小鼠
海马各亚区 H3K9me3 相对含量进行相关性分析结
果（表 1）显示。在海马 DG 和 CA1 区，H3K9m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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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分别为学习期的潜伏期和错误数；(C)、(D)分别为记忆期的潜伏期和错误数
(A) latency and (B)number of the errors for different-age mice during the learning phase; and (C) latency and (D) number of the
errors for different-age mice during the memory phase
与 6 月龄组比较 Compared to the 6-month group， #Ps < 0.05，##Ps<0.01；与 12 月龄组比较 Compared to the 12-month
group,* Ps < 0.05,** Ps<0.01。
图 1 CD-1 鼠在六臂辐射状水迷宫任务中的空间学习记忆能力评估曲线
Figure 1 Curve of spatial learning and memory ability assessed by radial six-arm water maze task in CD-1 mice

Figure 2

图 2 不同月龄 CD-1 小鼠海马 H3K9me3 的免疫组化结果(40）
The immunohistochemical results of H3K9me3 levels in the hippocampus of CD-1 mice at different ages(40)

相对含量与学习期的潜伏期、错误数和记忆期的错
误数均呈正相关（Ps < 0.05）。

3

与 6 月龄组比较 Compared to the 6-month group， #Ps <
0.05，##Ps<0.01；与 12 月龄组比较 Compared to the 12-month
group,* Ps < 0.05，** Ps <0.01
图 3 不同月龄 CD-1 小鼠海马各亚区 H3K9me3 相对含量
Figure 3 The H3K9me3 levels in the hippocampal subregions
of CD-1 mice at different ages

讨论与结论

衰老是生物体随着年龄增长，在形态结构和生
理功能方面出现的一系列慢性、进行性及退化性改
变，表现为认知功能减退和一系列神经生物学改变。
大量研究已经证实海马与记忆形成有着密不可分的
关系。衰老所致的记忆能力改变最先涉及海马区[6]。
RAWM 是目前被广泛应用于啮齿动物的一种空间
学习记忆能力检测方法，对早期记忆能力的损害有
较高的敏感性[7]。本实验选取 3 个年龄段 CD-1 小鼠，
采用 RAWM 检测其空间学习记忆能力的年龄效应。
结果发现，18 月龄和 12 月龄鼠学习期和记忆期的
错误数、潜伏期均高于 6 月龄鼠，而 18 月龄鼠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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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期和记忆期错误数也高于 12 月龄，表明 CD-1 小
鼠中年期开始即出现空间学习记忆能力损害，老年
期更为显著。这与既往的研究结果一致[8-9]。
目前，对于衰老所致年龄相关性认知功能下降
的机制并不明了。其主要假说有表观遗传学说[10]、
氧化应激学说[11]和神经内分泌学说[12]等。其中，表
观遗传学说是目前关注的热点。表观遗传是指在
DNA 序列不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基因表达发生改
变。组蛋白修饰是最常见的一种修饰方式[13]。组蛋
白是构成核小体的关键成分，而核小体是染色质基
本结构单位。可见，组蛋白的翻译后修饰对于基因
的转录与表达起关键作用[14]。实验室前期研究表明
海马组蛋白乙酰化水平的变化与年龄相关性认知功
能下降密切相关[8,15-16]。不同于组蛋白乙酰化对基因
转录的激活作用，组蛋白甲基化既可以激活基因转
录，也可以抑制基因转录。这取决于被修饰的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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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程度[17]。组蛋白精氨酸残基甲基化伴随转录的激
活，赖氨酸残基甲基化则因赖氨酸所在的位置不同
而有差别。在酵母和哺乳动物细胞中，H3K4 和
H3K36 甲基化可以激活转录，而 H3 之 K9、K27 和
K79 以及 H4 之 K20 甲基化可抑制转录[18]。近年来，
越来越多研究揭示组蛋白甲基化可能参与记忆形成
过程。比如，Jarome 等研究发现恐惧记忆能触发海
马 CA1 区 H3K4 三甲基化和 H3K9 二甲基化增加
[19]
。对软体动物食物回避行为模型的研究发现，在
长时记忆巩固阶段，中枢神经系统内 H3K4 和 H3K9
甲基化参与了软体动物长时记忆的形成[20]。人类前
额叶皮质 H3K4 甲基转移酶 MII1 缺失，会使
Camk2aCre+，Mll1flox/flox 条件突变体小鼠空间工
作记忆严重障碍[21]。可见，组蛋白甲基化对调节记
忆形成有着重要作用。

表 1 CD-1 小鼠海马各亚区 H3K9me3 相对含量与 RAWM 行为学相关性分析
Table 1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H3K9me3 levels in different subregions of hippocampus and spatial memory performances in RAWM
任务 Assignment
RAWM

时期 Phase
学习期 Learning phase

H3K9me3

成绩 Grade

DG r(p)

潜伏期 Latency
错误数 Number of errors

记忆期 Memory phase

0.531(0.000)

CA1 r(p)
**

0.288(0.047) *

0.357(0.013)

CA3 r(p)
*

–0.011(0.941)

0.375(0.009)**

0.105(0.479)

潜伏期 Latency

0.117(0.428)

0.104(0.480)

0.046(0.757)

错误数 Number of errors

0.389(0.006) **

0.325(0.024) *

0.088(0.550)

注：*Ps < 0.05，** Ps < 0.01

本研究就正常衰老过程中，海马组蛋白甲基化
水平变化进行研究。选取了 H3K9me3 这种常见的
修饰方式，用免疫组化法分析 CD-1 小鼠海马 DG、
CA1 和 CA3 区 H3K9me3 年龄相关性变化。结果发
现：18 和 12 月龄鼠海马 DG 和 CA1 区 H3K9me3
水平均高于 6 月龄鼠。H3K9me3 水平与学习记忆成
绩的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在海马 DG 和 CA1 区，
H3K9me3 相对含量分别与学习期的潜伏期、错误数
和记忆期错误数呈正相关。这提示海马 H3K9me3
水平的升高可能是 CD-1 小鼠年龄相关性空间学习
记忆能力损害的一个重要机制。
总之，结果表明 CD-1 小鼠年龄相关性空间学
习记忆能力损害可能与海马 DG、CA1 区 H3K9me3
升高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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