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学报(医学版)

第 42 卷第 4 期
2021 年 8 月

Vol. 42 No. 4
Aug. 2021

JOURNAL OF TONGJI UNIVERSITY( MEDICAL SCIENCE)

doi: 10. 12289 / j. issn. 1008-0392. 21099

·基础研究·

牙本质基质蛋白 1 突变小鼠血脑屏障
通透性变化的分子机制
邵瑾良1 , 施佳玉1 , 刘佶平1 , 孙
(1. 同济大学医学院,上海

毅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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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通过单细胞转录组数据,探究牙本质基质蛋白 1( dentin matrix protein 1, DMP1) 突变小鼠血脑屏障
通透性改变的分子机制。 方法

通过同源重组的方法,在 C57BL / 6J 背景的小鼠体内敲入一段突变序列,将 DMP1

糖基化位点的丝氨酸错义突变为分子量更小的甘氨酸,构建 S89G-DMP1 小鼠模型。 前序研究发现 DMP1 糖基化
位点无义突变的 S89G-DMP1 小鼠会导致血脑屏障( blood brain barrier, BBB) 功能障碍。 分离小鼠脑组织后通过
酶消化制备单细胞悬液,上机测序得到 24 167 个细胞的转录组数据。 在 R 语言中利用 Seurat 包进行细胞分群,寻
找各亚群的差异基因后进行细胞类型定义。 结合血脑屏障损伤对神经炎症和神经功能的影响,分析对照组( 野生
组,简称 WT 组) 与 S89G-DMP1 组的神经元、小胶质细胞、少突胶质细胞、星形胶质细胞等细胞群体的变化和细胞
类型特异性基因表达差异,找到影响血脑屏障完整性的关键细胞和因子。 结果

在 S89G-DMP1 小鼠大脑中,少突

细胞比例明显上升,神经细胞比例下降。 S89G-DMP1 组与 WT 组神经细胞的基因表达较为接近,S89G-DMP1 组
与 WT 组星形胶质细胞的基因表达差异较大,共筛选出 10 个上调基因,85 个下调基因,通过 GO 分析,发现下调基

因显著富集在细胞黏附、离子跨膜转运等生理功能上。 除此之外,在小胶质细胞、少突胶质细胞中也发现与细胞黏
附生理功能的基因在 S89G-DMP1 小鼠大脑中显著下调。 结论

S89G-DMP1 小鼠大脑神经细胞的比例降低,可能与

BBB 功能障碍互为因果,但基因表达谱无明显改变,主要通过下调星形胶质细胞、少突胶质细胞和小胶质细胞中与细
胞黏附功能相关的基因表达来增加小鼠 BBB 的通透性,导致 BBB 功能障碍。

【 关键词】 牙本质基质蛋白 1; 血脑屏障; 神经系统; 单细胞转录组测序; GEO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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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lecular mechanism of changes in blood brain
barrier permeability in DMP1 mutant m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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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altered blood brain barrier( BBB)

permeability in DMP1 mutant mice by single-cell transcriptome data. Methods

The S89G-DMP1

mouse model was constructed by homologous recombination in C57BL / 6J background mice by knoc-

king in a mutant sequence that missense mutates the serine at the DMP1 glycosylation site to a smaller
molecular weight glycine. The S89G-DMP1 mice with nonsense mutations in the DMP1 glycosylation
site were found to cause BBB dysfunction. Single cell suspensions were prepared by enzymatic digestion after isolation of mouse brain tissue, and the transcriptome data of 24 167 cells were seque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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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l typing was defined in R language using the Seurat package for cell subgrouping and after searching
for differential genes in each subgroup. The effects of combined bloodbrain barrier injury on neuroinflammation and neurological function were analyzed for changes in cell populations of neurons, astrocytes, oligodendrocytes and microglia and differences in cell type-specific gene expression in control and
S89G-DMP1 mice to find the key cells and factors affecting BBB integrity. Results

In the brain of

S89G-DMP1 mice, the proportion of oligodendrocyte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nd the proportion of
nerve cells decreased. The gene expression of S89G-DMP1 group was similar to that of WT group. The

gene expression of astrocytes in S89G-DMP1 group and W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nd 10

up-regulated genes and 85 down-regulated genes were screened out. By GO analysis, it was found that
down-regulated genes were significantly enriched in physiological functions such as cell adhesion and
ion transmembrane transport. In addition, it was also found in microglia and oligodendrocytes that the
genes related to the physiological function of cell adhesion were significantly downregulated in the brain
of S89G-DMP1 mice. Conclusion

The gene expression profile of neuronal cells in the brain of S89G-

DMP1 mice was not significantly altered. The increased permeability of the BBB in mice is mainly induced by down-regulating the expression of genes related to cell adhesion function in astrocytes, oligodendrocytes and microglia.

【 Key words】 dentin matrix protein 1; blood brain barrier; nervous system; single cell transcriptome
sequencing; GEO database

血脑屏障( blood brain barrier, BBB) 是专门控
制物质从循环系统到脑实质运输的动态系统,可保
护大脑免受血液中有毒物质的侵害。 BBB 完整性
的破坏存在于多种中枢神经系统疾病中,包括脑卒
中、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病等,但对于调节 BBB 结

1
1. 1

材料与方法
数据来源

根据 C57BL / 6J 小 鼠 基 因 组 序 列, 构 建 囊 括

DMP1 糖基化位点所在外显子上游的 6. 6 kb 和下游

构和功能的分子机制甚少。 BBB 中具有多种类型

8. 2 kb 序列的同源重组臂,并在 DMP1 第 6 个外显

牙本质基质蛋白 1( dentin matrix protein 1, DMP1)

的质粒通过全序列测序确定无误。 同源重组质粒通

的细胞,包括内皮细胞,星形胶质细胞和周细胞 [1-7] 。
是一种硫酸软骨素蛋白聚糖,最早在成牙本质细胞
和成骨细胞的成熟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8-9] ,研究发现
也在小鼠大脑、肌肉中表达 [10-11] ,参与器官发育和

功能维持。 蛋白质水解是 DMP1 活化的重要步骤。
在水解后,DMP1 主要以糖基化修饰的 N-DMP1-PG
形势存在。 前序研究发现,DMP1 糖基化是体外和
体内星形胶质细胞成熟的关键条件,S89G-DMP1 小

子下游 179 bp 插入 neo 阳性筛选序列。 构建完成
过电转进入小鼠胚胎干细胞( embryonic stem cells,
ESCs) ,经过筛选的 3 个阳性克隆被移植到 Balb / c

假孕母鼠子宫内。 获得的 5 个嵌合体雄性小鼠与
C57BL / 6J 雌 性 小 鼠 杂 交 获 得 F1 代 小 鼠。 通 过
PCR 和测序确定了同源重组序列的插入和编码糖
基化位点丝氨酸的 AGT 突变成为甘氨酸的 GGT。
杂交 得 到 的 雄 性 小 鼠 与 B6. 129S4-Gt ( ROSA) 26-

鼠表现出 BBB 功能障碍主要是由于星形胶质细胞

Sortm1( FLP1) Dym / RainJ ( Jackson Laboratories) 雌

出现皱缩,并且无法正确将终末足靶向定位到内皮

小鼠通过基因型分析来确定。 得到的 S89G-DMP1 纯

细胞或周细胞上,进而丧失对 BBB 功能的维持作

性小鼠杂交以移除 neo 序列。 去除 neo 序列的子代
合小鼠在使用前均经过 PCR 确定其基因型,C57BL /

用 [12] 。 同时层粘连蛋白和 ZO-1 的表达量降低,使

6J 小鼠用作野生型对照(WT 组) 小鼠。 基因型鉴定

能障碍。 本研究通过单细胞转录组数据,分析对照

GAGTAGGTGTC-3′;DMP1-WT-F: 5′-GTGCCATT-

血管内皮细胞间的紧密连接松动,最终导致 BBB 功
组与 DMP-Tg 组的神经元、星形胶质细胞、小胶质细
胞等细胞群体的变化和细胞类型特异性基因表达差
异,从单细胞分辨率上,探究 S89G-DMP1 小鼠 BBB
通透性改变的分子机制。
· 446·

引物 信 息 如 下。 DMP1-Mut-F: 5′-CGCATTGTCT-

GAAGCATTACC-TCATG-3′; R: 5′-GGTTCTTACATGGGCAGGATAAGC-3′。

选择 8 ~ 9 周龄的 S89G-DMP1 小鼠与对照组小

鼠,通过酶消化方法分离脑组织,制备单细胞悬液并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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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计算活率、上机测序,得到单细胞转录组测序数据。

1. 2

单细胞上游分析
使用 hisat2 ( http:∥daehwankimlab. github. io /

hisat2 / ) 与 stringtie ( http:∥ccb. jhu. edu / software /

stringtie / ) 软件,应用标准 cellranger 流程进行单细

等: 牙本质基质蛋白 1 突变小鼠血脑屏障通透性变化的分子机制

细胞类型的特征基因进行比对,可以将数据集中的细
胞定义为 6 种不同的细胞类型,分别为神经细胞、星
形胶质细胞、小胶质细胞、少突胶质细胞、内皮细胞与

周细胞,见图 2( 星形胶质细胞: Ntsr2、Htra1、Aqp4、
Aldoc;神经细胞: Snap25、Map2、Rbfox3、Syp;小胶质

胞上游序列比对,比对完的序列进行拼装后得到所

细胞: Ctss、Cx3cr1、Aif1、Ly86;少突胶质细胞: Plp1、

有细胞的基因表达矩阵。

Mobp、Mag、Mog)。 从细胞比例来看,S89G-DMP1 与

1. 3

基因表达矩阵的预处理与降维聚类分析

WT 组相比,少突胶质细胞比例明显升高,神经细胞

在 R 语言中使用标准的 Seurat(https:∥satijalab.

比例明显降低,这可能与 BBB 功能障碍互为因果,见

化、归一化、PCA 主成分分析后,通过 TSNE 降维算

S89G-DMP1 和 WT 组主要类型聚类分布结果见图 5。

org / seurat / )分析流程对单细胞数据进行过滤、标准
法,得到各细胞亚群的二维聚类图像。

1. 4

图 3。 各细胞类型的特征基因表达热图结果如图 4。

细胞类型的定义
使用 FindAllMarker 函数寻找每个细胞亚群的

差异基因,比对 Cell Marker( http:∥bio-bigdata. hrb-

mu. edu. cn / CellMarker / ) 数据库中神经细胞、 星形
胶质细胞、小胶质细胞、少突胶质细胞等细胞的特征
基因,定义每个细胞亚群的具体细胞类型。

1. 5

差异基因的 GO 分析和富集分析
对 S89G-DMP1 小鼠与野生型( wild type, WT)

小鼠同类型细胞的差异基因采用 DAVID 6. 8 数据

库进行 GO 富集分析( Gene Ontology, http:∥geneontology. org / )

1. 6

图 1 细胞聚类结果( TSNE)
Fig. 1 Cell clustering result( TSNE)
细胞聚类图中每一个点代表一个细胞,每一种颜色即代表一种细
胞亚群,此图由 Seurat 包内嵌 Dimplot 函数绘制

蛋白相互作用网络分析

利用 STRING 数据库( http:∥string-db. org / ) 对

星形胶质细胞、少突胶质细胞与小胶质细胞中上调的
基因分别构建蛋白相互作用网络( protein-protein in-

teraction network, PPI network),置信度为 0. 5。 随后
利用 Cytoscape 3. 7. 1 软件中的 cytoHubba 插件计算
度值,以此作为关键靶基因的筛选标准。 P<0. 05 内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2. 1

结

果
细胞聚类结果

Fig. 2

图 2 细胞类型定义结果
The result of cell type definition

利用 Seurat 软件包对 S89G-DMP1 与 WT 组的

24 167 个细胞的基因表达矩阵进行包括过滤、标准
化、归一化、PCA 主成分分析等一系列标准预处理
流程,再通过 t 分布随机邻域嵌入( t-distributed stochastic neighbor embedding, TSNE) 降维算法,得到
细胞的二维聚类图像,24 167 个细胞根据基因表达
谱的相似度可以分为 27 个细胞亚群,见图 1。

2. 2

细胞类型定义结果

根据 FindAllMarker 函数获取各个细胞亚群的特

征差异基因,与 CellMarker 数据库中关于小鼠脑部各

图 3 S89G-DMP1 与 WT 组小鼠大脑各细胞类型构成
Fig. 3 Composition of brain cell types of mice
in S89G-DMP1 and WT groups
· 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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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质细胞的 DEGs 共参与 89 种生物学过程,45 种细
胞组分和 45 种分子功能,生物学过程中富集程度最
高的是 “ 细 胞 间 黏 附” ( n = 15 ) 。 小 胶 质 细 胞 的
DEGs 共参与 72 种生物学过程,29 种细胞组分和 46
图 4 各细胞类型的特征基因表达热图结果
Fig. 4 Heat map results of characteristic gene
expression in each cell type

种分子功能,生物学过程中富集程度最高的是“ 细
胞间黏附” ( n = 17) ,如图 6。 可以看出,细胞间黏附
可能是糖基化 DMP1 的主要功能之一,来自星形胶
质细胞、少突胶质细胞和小胶质细胞的糖基化 NDMP1-PG 可能通过组织 ECM( 层粘连蛋白,整联蛋
白,胶原蛋白等) 确保 BBB 的结构和功能。

2. 5

PPI 网络分析

图 7、图 8、图 9 分别为星形胶质细胞,少突胶质

细胞与小胶质细胞中下调表达的差异基因所构成的
PPI 网络图;图 10 显示 3 组筛选得到的前 10 位关键
靶基因存在一定重复( 颜色越红代表靶基因的度值
越大) ,可以看出星形胶质细胞、少突胶质细胞与小
图5

2. 3

S89G-DMP1 和 WT 组主要细胞类型聚类分布结果
Fig. 5 Cluster distribution of main cell types
in S89G-DMP1 and WT groups

胶质细胞的调控具有一定协同性。
表1

S89G-DMP1 组神经细胞下调表达
差异最大的前 10 个基因
Tab. 1 Top 10 up-regulated genes in
astrocytes of S89G-DMP1 group

差异基因分析
以 FDR < 0. 01 且 | logFC | ≥ 0. 5 为 筛 选 条 件。

S89G-DMP1 组与 WT 组相比,神经细胞共筛选出 6

个上调基因,15 个下调基因,见表 1;星形胶质细胞
共筛选出 12 个上调基因,94 个下调基因,见表 2;少
突胶质细胞共筛选出 7 个 上 调 基 因,80 个 下 调 基
因,见表 3;小胶质细胞共筛选出 11 个上调基因和

125 个下调基因,见表 4。 可以看出,S89G-DMP1 组
与 WT 组的神经细胞差异基因数目少,在基因表达
谱上相似度大。 而在星形胶质细胞、小胶质细胞与
少突胶质细胞中,S89G-DMP1 组基因表达谱发生较

基因名称
Uty

对按 | logFC | 值排序的前 100 位差异基因进行

GO 分析结果显示,以 FDR<0. 01 为筛选标准,神经
细胞的 DEGs 共参与 78 种生物学过程,56 种细胞组
分和 40 种分子功能,生物学过程中“ 神经元迁移”

Mbp

0. 96

2. 12×10 -34

锌指转录因子

Prr5l

类富脯氨酸 5

Unc5d

神经突起生长诱导因子受体

Usp29

泛素特异性肽酶 29
死盒解旋酶 3y 链

Ddx3y

1. 23
0. 76
0. 69
0. 64
0. 56
0. 55
0. 55
0. 55

4. 43×10 -74
3. 08×10 -5

1. 47×10 -146
4. 08×10 -5

1. 81×10 -19
1. 02×10 -20
4. 07×10 -92

3. 54×10 -150

表2

S89G-DMP1 组星形胶质细胞下调表达
差异最大的前 10 个基因
Tab. 2 Top 10 down-regulated genes in
astrocytes of S89G-DMP1 group

基因名称
Uty
Col25a1
Eif2s3y
Meg3
Col23a1

功能,生物学过程中“ 离子跨膜转运调控” 富集程度

Kcnip4

· 448·

4. 08×10 -5

St18

Cntnap2

最高( n = 14) ,其次为“ 细胞间黏附” ( n = 17) 。 少突

1. 30

髓鞘碱性蛋白

富集程度最高( n = 13) 。 星形胶质细胞的 DEGs 共
参与 64 种生物学过程,36 种细胞组分和 59 种分子

Y 染色体四肽重复蛋白

含蛋白脂质蛋白 1

Plp1

能同步影响星形胶质细胞、小胶质细胞与少突胶质,
GO 分析

P

赖氨酸脱甲基酶 5

Kdm5d

差异基因存在一定重叠,结果表明糖基化 DMP1 可

2. 4

| LogFC |

死盒解旋酶 3y 链

Eif2s3y

大改变,对于基因下调的影响更为显著,且前 10 位

从而造成 BBB 通透性的改变。

描述

Nrg3
Tenm2
Rbfox1

描述

| LogFC |

P

Y 染色体四肽重复蛋白

1. 55

2. 91×10 -84

1. 33

6. 18×10 -68

25-1 型胶原蛋白链
死盒解旋酶 3y 链
母系表达基因 3

23-1 型胶原蛋白链
接触相关蛋白 2
神经调节蛋白 3
肌腱蛋白 M2

钾电压门控通道相互作用蛋白 4
RNA 结合 Fox-1 同源物 1

1. 37
1. 26
1. 20
1. 15
1. 10
1. 09
1. 09
1. 05

3. 29×10 -78
2. 20×10 -184
2. 70×10 -104
3. 08×10 -88
2. 93×10 -89
1. 82×10 -72

2. 83×10 -127
2. 20×10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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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S89G-DMP1 组少突胶质细胞下调表达
差异最大的前 10 个基因
Tab. 3 Top 10 down-regulated genes in
astrocytes of S89G-DMP1 group

基因名称
Uty

描述

| LogFC |

P

Y 染色体四肽重复蛋白

1. 55

6. 72×10 -259

1. 10

2. 08×10 -95

死盒解旋酶 3y 链

Eif2s3y

母系表达基因 3

Meg3

NCK 接头蛋白 5

Nckap5

1. 09

FERM 域蛋白 4

Frmd4a

甘露糖苷酶 α 类 1

Man1a
Rbfox1
Cntnap2

RNA 结合 Fox-1 同源物 1
接触相关蛋白 2

Lingo2

1. 06
1. 04
0. 98
0. 96
0. 95

神经跨膜蛋白

Tenm2

1. 47

0. 94

肌腱蛋白 M2

2. 31×10 -237
2. 08×10 -45
1. 59×10 -52
4. 03×10 -24
1. 03×10 -56

9. 22×10 -250
9. 76×10 -182
9. 80×10 -143

表4

S89G-DMP1 组小胶质细胞下调表达
差异最大的前 10 个基因
Tab. 4 Top 10 down-regulated genes in
astrocytes of S89G-DMP1 group

基因名称
Pcdh9
Grid2
Uty
Meg3

描述

| LogFC |

P

原钙黏附蛋白 9

1. 39

3. 73×10 -84

Y 染色体四肽重复蛋白

1. 37

7. 08×10 -26

谷氨酸离子受体型亚基 2
母系表达基因 3

Ptprd

蛋白酪氨酸磷酸酶受体 D 型

Lsamp

边缘系统相关膜蛋白

Cntnap2

接触相关蛋白 2

Tenm2
Rbfox1
Lingo2

1. 39
1. 37
1. 33
1. 33
1. 31

肌腱蛋白 M2

RNA 结合 Fox-1 同源物 1
神经跨膜蛋白

Fig. 7

1. 31
1. 30
1. 22

4. 42×10 -33
5. 24×10 -111
2. 80×10 -58
6. 73×10 -78
4. 07×10 -53
2. 76×10 -58
4. 06×10 -75
5. 36×10 -38

图 6 各细胞类型下调基因 GO 分析结果
Fig. 6 Go analysis( BP) results of down-regulated
genes in main cell type
A: 神经细胞;B: 星形胶质细胞;C: 少突胶质细胞;D: 小胶质细胞

图 7 下调基因的 PPI 网络图( 星形胶质细胞)
PPI network map of down-regulated genes( astroc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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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8

图 8 下调基因的 PPI 网络图( 少突胶质细胞)
PPI network map of down-regulated genes( oligodendrocytes)

Fig. 9

图 9 下调基因的 PPI 网络图( 小胶质细胞)
PPI network map of down-regulated genes( microglia)

图 10 关键靶基因图
Fig. 10 PPI network of hub gene
A: 星形胶质细胞;B: 少突胶质细胞;C: 小胶质细胞

3

讨

论

果提示 BBB 功能的破坏与中枢神经 系 统 ( central

nervous system, CNS) 疾病密切相关,并且受到神经

本研究通过分离 S89G-DMP1 小鼠与对照组小

局部炎症微环境、星形胶质细胞、内皮细胞、周细胞、

鼠的脑组织,制备单细胞悬液后上机测序得到单细

小胶质细胞以及神经元多方面的时序性调控,促炎

胞转录组数据,利用 Seurat 对各细胞亚群进行差异
基因分析,将具体细胞类型进行定义。 诸多研究结
· 450·

剂脂多糖 ( lipopolysaccharide, LPS) 激 活 的 小 胶 质
细胞能有效增加 BBB 内皮细胞的通透性 [13] ,但同

第4期

邵瑾良

等: 牙本质基质蛋白 1 突变小鼠血脑屏障通透性变化的分子机制

时也发现抑炎型小胶质细胞与缺血后恢复期间的长
期神经血管重塑和神经功能改善有关 [14] ,具有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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