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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ＮＭＤＡ受体是由多亚基构成的异聚体，是最重要的谷氨酸受体之一，主要分布在中枢系统中。ＮＭＤＡ
受体有多个调节位点。能被谷氨酸、甘氨酸、Ｃａ“、酶等多种因素影响。ＮＭＤＡ受体介导的Ｃａ”内流广泛地
参与多种生理作用．其引发的长时程增强作用而对学习记忆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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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氨酸是神经中枢系统中最重要的兴奋性递质

型一起组成离子型谷氨酸受体家族。

之一，其受体主要分为离子型受体（ｉＧＩｕＲｓ）和代谢

ＮＭＤＡ受体是一种具有许多不同变构调控位

型受体（ｍＧｌｕＲｓ）。ＮＭＤＡ受体（Ｎ—ｍｅｔｈｙ卜Ｄ—ａｓ—

点并对Ｃａ２＋高度通透的配体门控离子通道。比较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作为离子型受体的一种，在中枢神

特别的是，ＮＭＤＡ受体通道开放所引起的Ｃａ２＋内

经系统中广泛参与学习记忆、突触可塑性、神经发

流既是配体门控性的，又是电压依赖性的。静息状

ｐａｒｔａｔｅ

育、缺血性脑损伤、神经退行性变、癫痫等许多重要

态下Ｍ９２＋结合在通道内，阻止Ｃａ２＋内流；当受体一

的生理病理过程。本文阐述ＮＭＤＡ受体组成结

旦被激活，其受体蛋白构象改变，离子通道开放，阳

构、分布、调节情况，以及该受体在学习记忆中的

离子如Ｋ＋、Ｎａ＋、Ｃａ２＋可进出细胞．使细胞膜去极

作用。
ｌ

化和神经元兴奋。
ＮＭＤＡ受体可调节神经元的存活，树突、轴突

ＮＭＤＡ受体概述

结构发育及突触可塑性，可影响神经元回路的形成
ＮＭＤＡ受体是兴奋性氨基酸（ＥＡＡｓ）的特异性
受体，与ＡＭＰＡ（ａ—ａｍｉｎｏ一３一ｈｙｄｒｏｘｙ一５一ｍｅｔｈｙＩ一４一
ｉｓｏｘａｚｏｌｐｒｏｐｉｏｎａｔｅ）亚型、ＫＡ（ｋａｉｎｉｔｅ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亚

及学习、记忆过程。
ＮＭＤＡ受体组成及结构

１．１

ＮＭＤＡ受体是由多亚基构成的异聚体。目前已
从大鼠脑克隆鉴定了７种ＮＭＤＡ受体亚基：ＮＲ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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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Ｒ２Ａ、ＮＲ２Ｂ、ＮＲ２Ｃ、ＮＲ２Ｄ、ＮＲ３Ａ（ＮＲ３ｓ）、ＮＲ３Ｂ

（ＮＲ３１）。其中ＮＲｌ最为重要，是该受体的功能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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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１年，ＭｏｒｉｙｏｓｈｉⅢ从大鼠脑中成功克隆出

通道门控特征［８］。ＮＲ３不单独形成功能性受体，但

ＮＭＤＡ受体ｃＤＮＡ，其编码的肽链命名为ＮＭＤＡ

是可以与ＮＲｌ／ＮＲ２复合物结合，是具有调节功能

受体亚基ｌ型（ＮＲｌ），包括９３８个氨基酸，总长度为

的亚基。ＮＲ３能降低ＮＲ异聚体对Ｃａ抖的通透性，

４２１３ｂｐ，且在大脑中广泛分布。肽链上存在３个特

使通道的电流减少，从而产生清晰的单通道信号。

殊片匣结构，一个在Ｎ端，两个在Ｃ端。在表达过

有功能的ＮＭＤＡ受体必须是ＮＲｌ亚基与一

程中由于基因的选择性表达和剪接可以产生８种异

种ＮＲ２或ＮＲ３亚基形成的复合物比］。ＮＭＤＡ受

构体，它们表达与分布具有组织特异性，受体特性也

体介导的兴奋性突触后电位的持续时间和ＮＭＤＡ

不同。ＮＲｌ亚基是组成有功能的ＮＭＤＡ受体通道

受体对谷氨酸的亲和力都受到ＮＲ２的显著影响。

的必需成分心］，具有ＮＭＤＡ受体的一切药理学和

１．２

ＮＭＤＡ受体的分布

ＮＭＤＡ受体主要分布在中枢系统中，如大脑、

电生理学特征。人与大鼠的ＮＲｌ的氨基酸序列有
９９％的同源，仅有７个氨基酸不同。这种进化上高

脊髓；ＮＭＤＡ受体在外周也有分布，如ＮＲ３Ｂ主要

度的保守性提示ＮＲｌ基因对于生物是非常重要

在运动神经元处表达，而外周ＮＭＤＡ受体在面部

的‘引。

肌肉痛感以及水肿形成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９］。

ＮＲ２家族有４种亚基：ＮＲ２Ａ、ＮＲ２Ｂ、ＮＲ２Ｃ、

ＮＲｌ亚基在大脑中分布广泛，其表达一直贯穿

ＮＲ２Ｄ，其蛋白质分别由１４４５、１４５６、１２２０（或

于脑的整个发育阶段，且伴随着发育海马区ＮＲｌ的

１２１８）、１２９６个氨基酸组成，分子量分别为１６３ｋｄ、

表达有上调的趋势，至出生后３周达高峰，此后逐渐

１６３ｋｄ、１３４ｋｄ、１４ｌｋｄ［“。它们具有很高的同源性：

下降‘１…。

ＮＲ２Ａ与ＮＲ２Ｃ有５５％同源，ＮＲ２Ａ与Ｒ２Ｂ有

ＮＲ２家族在中枢神经系统中的分布则具有组

７０％同源，但ＮＲ２Ａ与ＮＲｌ的同源性仅有１８％。

织区域特异性，且随着中枢神经系统尤其是脑的发

ＮＲ２与ＮＲｌ具有相同的基本结构和谷氨酸门控离

育而变化。原位杂交显示，ＮＲ２亚基ｍＲＮＡ的表

子通道，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ＮＲ２亚基具有较大的

达随着脑的发育有显著差别［１¨：新生脑中构成

细胞内Ｃ一末端结构域、更多的６００个氨基酸以及含

ＮＭＤＡ受体的ＮＲ２家族绝大部分是ＮＲ２Ｂ、ＮＲ２Ｄ

有分散的保守序列区域。ＮＲ２Ｂ的ｃＤＮＡ分析表明

亚基，ＮＲ２Ｂ存在于大多数的脑区，ＮＲ２Ｄ在间脑和

了细胞外的ＮＨ：一末端信号肽以及４个跨膜区域

脑干中有表达。但是随着脑的发育成熟，这种绝对

（Ｍ１～Ｍ４）的存在¨Ｊ。

优势会被ＮＲ２Ａ所代替，ＮＲ２Ａ在大多数脑区中都

１９９８年，Ｄａｓ［６］发现ｃｈｉ一１和ＮＲｌ、ＮＲ２在脑皮

有表达，ＮＲ２Ｃ出现较迟，在小脑中有大量表达。出

层提取物中免疫共沉淀，并证实了ｃｈｉ一１是ＮＭＤＡ

生后４天的大鼠的皮层ＮＲ２Ｂ的表达达到成年水

受体新的亚型，命名为ＮＲ３Ａ。同年，Ｌｉｘｉｎ

平的５５％，到第１４天达到最高水平，为成年的

Ｓｕｎ

等［７１报道ＮＲ３可能有两种类型：长型ＮＲ３（ＮＲ３１）

１４９％，之后逐渐下降至成年水平［１引。而在小脑，

和短型ＮＲ３（ＮＲ３ｓ）；之前发现的ＮＲ３Ａ是ＮＲ３ｓ，

ＮＲ２Ｂ的表达在出生后急剧下降，出生３周后几乎

而ＮＲ３ｌ是在ＮＲ３ｓ的胞内功能区一Ｃ端的３００７核

全被ＮＲ２Ｃ代替。在光镜下，成年大鼠ＮＲ２Ｂ在海

苷酸位点上插入了一段６０ｂｐ长的片段。ＮＲ３Ｂ的

马分布最多。主要分布于ＣＡｌ、ＣＡ３的锥体细胞及

多肽序列含有１００２个氨基酸，相应的分子量为

齿状回，其次是大脑皮质。主要位于Ⅱ、Ⅲ、Ｖ层锥体

１０９ｋｄ。人体基因的分析数据显示人的ＮＲ３Ｂ基因

细胞［１引。在脊髓胶状质层亦有ＮＲ２Ｂ的表达［１¨。

位于１９号染色体上，ＢＬＡＳＴ研究表明不会有更远

人胚脑皮层ＮＲ２Ｂ蛋白的表达情况与大鼠相似¨引。

的基因序列与ＮＭＤＡ受体亚基同源，因此，ＮＲ３Ｂ

此外，有研究报道。ＮＲｌ、ＮＲ２Ａ在视网膜也有表达，

很可能是ＮＭＤＡ受体家族中的最后一个成员。

且集中在视网膜的内侧，即节细胞层、内从状层、内

ＮＲ３Ａ、ＮＲ３Ｂ具有高度的序列同源性（４７％），而与

颗粒层；ＮＲｌ分布稍靠外侧［１

６ｌ。

ＮＲｌ、ＮＲ２亚家族仅有１７％～２１％的同源性。

ＮＲ３的两个亚基在大脑中也有分布，其中

ＮＲ３Ｂ高度保留了ＮＭＤＡ受体家族的主要结构特

ＮＲ３Ａ分布较ＮＲ３Ｂ广泛。从免疫细胞化学中分

征，包括Ｓｌ、Ｓ２兴奋剂的结合区域和膜孔区域。然

析得出，ＮＲ３Ｂ主要在运动神经元处表达【８］。

而，在与离子通道相关的Ｍ２区域，ＮＭ３Ｂ明显与

１．３

ＮＭＤＡ受体的调节

ＮＲｌ、ＮＲ２不同，而与ＮＲ３Ａ相似．这些特征表示

功能性ＮＭＤＡ受体离子通道的开放，可以引

ＮＲ３亚基可能具有以前所不知道的配体结合点和

起Ｃａ”、Ｋ＋、Ｎａ＋通透性的亢进，产生兴奋性突触

５１

柯珂等：ＮＭＤＡ受体概述及其在学习记忆中的作用

后电位，进而引起一系列生理、生化变化。ＮＭＤＡ

部位，如ＡＰ５、ＣＰＰ、ＣＧＰ３７８４９、ＣＧＰ３９５１１等。此

受体复合物的功能可以受到多种分子的调节。谷氨

外，酒精对ＮＭＤＡ受体也具有拮抗作用。能非竞争

酸是ＮＭＤＡ受体经典的激动剂，它作用于ＮＭＤＡ

性拈抗ＮＭＤＡ对ＮＭＤＡ受体的激动，且酒精的拮

受体识别部位，使细胞膜去极化，离子通道开放。甘

抗作用具有区域特异性，如在黑质网状部、腹侧被盖

氨酸能大大增强谷氨酸作用于ＮＭＤＡ受体后所产

核、深中脑核和红核，酒精仅能抑制部分神经元对

生的效应，且不被士的宁（甘氨酸竞争性拮抗剂）所

ＮＭＤＡ的反应；而在海马则能抑制所有神经元对

阻断。甘氨酸能增加谷氨酸与其识别位点的亲和

ＮＭＤＡ的反应。ＮＭＤＡ受体的亚基组成决定酒精

力，使通道开放频率增加４～６倍，增大ＮＭＤＡ受

的作用效果。将ＮＭＤＡ受体的各亚基经重组后发

体介导的ＥＰＳＰ，解除Ｍ９２＋的紧张性阻断效应，以

现，ＮＲ２Ｂ在酒精的作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

及减弱ＮＭＤＡ的失敏现象。甘氨酸可以看作是

ＮＲ２Ｃ和ＮＲ２Ｄ对酒精不敏感心１１。

ＮＭＤＡ受体／通道复合体的正性变构调制物。研究

２

表明ＮＭＤＡ受体被谷氨酸激活前，甘氨酸的结合

ＮＭＤＡ受体在学习记忆中的作用

是绝对需要的，其结合位点与谷氨酸等的结合位点

海马是哺乳动物前脑的位于边缘系统的一个部

很接近。另外，多聚胺可增强谷氨酸对ＮＭＤＡ受

分。海马结构受损。动物将失去把各种刺激信息留下

体的作用【ｌ

的短时记忆转为长时记忆的功能。海马结构中的神

７。。

需要注意的是，在非洲爪蟾卵母细胞的共表达

经元突触上存在大量的ＮＭＤＡ受体。因此ＮＭＤＡ

中，ＮＲ３Ａ或ＮＲ３Ｂ与ＮＲｌ形成的兴奋性甘氨酸受

受体被认为是学习记忆中的关键物质。大量的动物

体不会被氨基酸或ＮＭＤＡ所影响，而会被Ｄ一丝氨

实验研究表明，ＮＭＤＡ受体在短暂记忆，空间记忆

酸——一种常见的ＮＭＤＡ受体的协同活化剂阻

以及被动回避记忆中均有重要的作用。

断。此外，ＮＲｌ／ＮＲ３Ａ或ＮＲｌ／ＮＲ３Ｂ在含有ＮＲ３

２．１

ＮＭＤＡ受体对ＬＴＰ的影响

家族成员的大脑皮层的神经细胞中，甘氨酸可以引

长时程增强（Ｉ。ＴＰ）是一种突出可塑性的形式，

起活性的突然爆发，而且膜片钳也显示甘氨酸相关

是学习和记忆的细胞基础。神经电生理学研究表

的简单通道可被胁丝氨酸抑制凹］。

明，大脑海马ＬＴＰ是记忆形成和巩固过程中神经元

ＮＭＤＡ受体也具有电压敏感性，会受到膜电位

活动的客观指标。海马发育早期，谷氨酸能神经元

的调控。在约一７０ｍＶ的静息态的膜蛋白条件下，

内的ＮＭＤＡ受体参与了ＬＴＰ的建立，一定强度和

ＮＭＤＡ受体离子通道会被Ｍ９２＋阻断，这时即使谷

频率的电刺激，可使谷氨酸能突触的后膜去极化，移

氨酸和甘氨酸结合到ＮＭＤＡ受体，Ｍ９２＋也会阻断

除阻碍Ｃａ２＋内流的Ｍ９２＋，使ＮＭＤＡ受体通道复合

离子的流出。Ｍ９２＋的阻断作用可被细胞膜的去极

体的Ｃａ２＋通道开放，Ｃａ２＋内流并触发神经元内一系

化作用消除。这就是说，ＮＭＤＡ受体只能在两个条

列生化反应．最终改变突触后膜的性质，建立ＬＴＰ。

件均满足的情况下允许Ｃａ２＋进入细胞内：受体必须

ＬＴＰ形成后又可以促进ＮＲ２Ｂ受体的表达。

被配体活化，以及神经细胞必须去极化。一个很重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大多数脑区内，Ｉ。ＴＰ的产

要的方面是，即使在一５０ｍＶ的很轻微的细胞膜去

生需要ＮＭＤＡ受体的参与，但在海马脑区内存在

极化条件下，Ｍ９２十的阻断作用也会被减轻ｎ引。需

两种截然不同的Ｉ。ＴＰ：依赖于ＮＭＤＡ受体的和不

要注意的是．在Ｍ９２＋浓度很低的情况下，存在不依

依赖于ＮＭＤＡ受体的。依赖于ＮＭＤＡ受体的

赖于镁的阻断机制。这可能是由于通道构象的改变

ＬＴＰ诱导主要在海马ＣＡｌ区的舍费尔旁路突触

引起的［１ ９。。Ｚｎ２＋是ＮＭＤＡ受体与其激动剂结合的

（Ｓｃｈａｆｆｅｒ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ｕｒａｌ ｓｙｎａｐｓｅｓ），其产生

强烈抑制剂。它能显著降低谷氨酸的结合．通过克隆

需要经过该受体流入的突触后神经元游离钙的增

ＮＭＤＡＲ亚基。证实了这种抑制作用既有电压依赖

加ｌ而在海马ＣＡ３区的苔藓纤维（ｍｏｓｓｙ ｆｉｂｒｅｓ）突

性又有非电压依赖性［２引。

触。即在该突触的终止带，ＮＭＤＡ受体的结合活性

ＮＭＤＡ受体的拮抗剂可以分为非竞争性拮抗

很弱，Ｉ。ＴＰ的诱导不需要ＮＭＤＡ受体的激活。其突

剂和竞争性拮抗剂。其中，非竞争性ＮＭＤＡ受体

触后Ｃａ２＋的升高并非经ＮＭＤＡ受体通道，而是经

拮抗剂结合于ＮＭＤＡ受体通道中的ＰＣＰ结合部

电压依赖的Ｃａ２＋通道（ＶＤＣＣ）或代谢型谷氨酸受

位，从而抑制离子通道，如ＭＫ一８０１、ＴＣＰ、ＰＣＰ、

体或Ｃａ２＋通透的非ＮＭＤＡ受体，并且该Ｉ，ＴＰ的诱

ＤＭ、氯氨酮等ｌ竞争性拈抗剂则结合于谷氨酸结合

导并不依赖于突触后Ｃａ２＋的升高，而是与突触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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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Ｃａ２＋升高有关，即Ｉ。ＴＰ发生在突触前神经元［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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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Ｒ２Ｃ和ＮＲ２Ｄ组成的ＮＭＤＡ受体通道与谷

ＬＴＰ的损害也与一些神经退行性疾病紧密相关。

氨酸等激动剂的亲和力较弱，对ＭＫ一８０１和Ｍ９２＋

ＮＭＤＡ受体的各亚基在学习记忆中的作用

的阻断反应较低。ＮＲ２Ｄ基因敲除小鼠表现为３Ｈ—

２．２

ＮＲｌ亚基是ＮＭＤＡ受体的功能单位，是该受

ＭＫ一８０１（ＮＭＤＡ受体活性的特异性指标）结合力下

体通道的必需部分，它的表达量代表了ＮＭＤＡ受

降，经ＮＭＤＡ受体的Ｃａ２＋摄取减少，对新环境自发

体的总量。因此ＮＲｌ亚基与学习记忆密切相关。

运动能力降低，对复杂迷宫、被动游泳试验等应激性

Ｎａｋａｚａｗａ等￡２３３研究发现，海马ＣＡ３区锥体细胞

降低‘２引。

ＮＭＤＡ受体ＮＲｌ亚基基因敲除的小鼠能正常的获

当ＮＭＤＡ受体在ＡＭＰＡ受体缺乏而功能性

取初始记忆，但产生联想回忆的能力被严重削弱，从

沉默时，ＮＲ３在突触形成和ＬＴＰ方面可能具有非

而证明ＮＭＤＡ受体在通过联想唤起记忆的过程中

常重要的生理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含有ＮＲ３的通

有重要作用。此外，通过对空间学习能力的研究发

道对Ｍ９２＋的不敏感可能消除了ＡＭＰＡ受体介导

现，空间学习能力强的大鼠海马ＮＲｌ亚基蛋白的含

的去极化作用。同时，ＮＲｌ／ＮＲ３介导的去极化对

量比空间学习能力弱的大鼠高４５．４％［２“。

普通的ＮＭＤＡ受体在突触具有激活作用阳］。

ＮＲ２是ＮＭＤＡ调节性亚基，其中ＮＲ２Ａ和

ＮＭＤＡ受体活性过低则可命名发育延迟，活性

ＮＲ２Ｂ对突触可塑性有影响。ＮＲ２Ａ的Ｃ一末端敲

过高又可能产生神经元损伤或脑损伤，因此，正常神

除后小鼠可以存活，但出现突触可塑性和学习记忆

经系统发育需要ＮＭＤＡ受体活性处于最佳水平。

的障碍［２ ５。。ＮＲ２Ａ基因缺失导致小鼠眼睑条件反

２．３其它因素对学习记忆的影响

射损害，学习能力降低；ＮＲ２Ａ的定点突变
（Ｆ６３７Ａ），甚至可以使其组成的ＮＭＤＡ受体无功

这里讨论的主要是通过影响ＮＭＤＡ受体，进
而对学习记忆造成的影响。
ＮＭＤＡ受体中含Ｚｎ２＋结合位点。有实验证

能‘２引。

近年来对ＮＲ２Ｂ基因功能的研究发展迅速；有

实，缺锌会显著降低脑中游离谷氨酸、牛磺酸、苏氨

研究表明，老年大鼠较青年大鼠脑内ＮＲ２Ｂ的ｍＲ—

酸、丝氨酸、丙氨酸、半胱氨酸、精氨酸的含量，同时

ＮＡ和蛋白质均明显减少，而ＮＲ２Ａ、ＡＭＰＡＲ等的

使海马中ＮＭＤＡ受体的最大结合力降低。此结果

表达未见减少，提示老年大鼠的学习记忆出现障碍、

可能与缺锌降低大鼠学习记忆功能有关［３

０｜。

ＬＴＰ受损与ＮＲ２Ｂ的表达减少有关［２ ７｜。通过观察

中枢组胺能改善ＮＭＤＡ受体拮抗剂ＭＫ一８０１

复方中药脑尔康对慢性铝中毒的阿尔茨海默症

诱发的空间学习障碍，且组胺能通过Ｈ１受体剂量

（ＡＤ）模型小鼠脑内ＮＲ２Ｂ蛋白表达的影响发现，该

依赖促进海马谷氨酸的释放。这与中枢组胺能改善

药可能是通过ＮＲ２Ｂ亚基的保护作用而发挥抗痴

记忆的作用相一致口¨。

呆作用［２引。现在所知的聪明鼠，是通过基因工程技

通过对观察去卵巢（０ＶＸ）成年雌鼠的认知功

术在小鼠胚胎内定向导入ＮＲ２Ｂ后培养而成的；由

能、脑内神经生化学改变及补充雌激素的影响的研

于ＮＲ２Ｂ亚基构成的受体的Ｃａ２＋通过量大于由

究发现，ｏＶＸ组大鼠的学习记忆能力明显下降，大

ＮＲ２Ａ构成的受体，转基因小鼠前脑处的ＮＲ２Ｂ的

脑皮层胆碱能Ｍ受体和ＮＭＤＡ受体结合活性明显

超量表达可以加强ＮＭＤＡ受体的激活作用，有利

降低而单胺氧化酶Ｂ（ＭＡ０一Ｂ）活性增加。经补充

于ＬＴＰ的形成，从而加强小鼠学习和记忆的能力。

苯甲酸雌二醇（ＥＢ）或植物雌激素ＮＨｌ９９６ ６周后，

与ＮＲ２Ｂ亚基不同，超量表达ＮＲ２Ｄ的转基因小鼠

其学习记忆明显改善，推测雌激素和ＮＨｌ９９６可通

对ＮＭＤＡ依赖型ＬＴＰ具有很明显的削弱作用。

过影响中枢胆碱能，谷氨酸能和单胺能神经系统的

ＮＲ２Ｄ的超量表达被认为与ＮＲ２Ｂ和Ｃａ２十一Ｃａ２十独

功能参与学习记忆的调节过程¨２１。

Ｃａ２＋）一钙调蛋白一依

在听觉的学习与记忆细胞机制的研究中发现，

赖性蛋白激酶的减少有关［２ ９。。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ＮＭＤＡ受体参与了该过程中的突触变化。在ｗｅｉ

ＮＲ２Ｂ所占比例急剧减少，ＮＲ２Ａ增加，这可能就是

Ｓｕｎ等［３乱的研究中，随着大鼠的听觉辨别能力的提

幼年动物ｌ。ＴＰ程度较高，而随着年龄增长。学习和

高，ＮＭＤＡ受体２Ａ和２Ｂ的基因表达显著降低．而

记忆力逐渐衰退的原因。行为学检测也发现。

Ａｒｃ基因（一种参与记忆巩固过程的即刻早期基因）

ＮＲ２Ｂ表达增强可使长时程记忆增强，同时提高小

表达上调。另外，噪音可刺激ＡＤ模型大鼠海马

鼠在空间和非空间的学习和记忆能力。

ＮＭＤＡ Ｒｌ亚基表达，且不在ｍＲＮＡ水平，这可能

立活性（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柯珂等：ＮＭＤＡ受体概述及其在学习记忆中的作用

５３

与ＮＭＤＡＲ亚基蛋白合成过程的复杂调控过程有

ｏｆ

关Ⅲ］。

ｏｆ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ｉｔ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ｄ

ｂｒａｉｎ［Ｊ］．ＦＥＢｓ

ｒａｔ

Ｊｏｎ Ｅ ｃｈａｔｔｅｒｔｏｎ，Ｍａｒｃ Ａｗｏｂｕｌｕｙｉ，Ｌｏｕｉｓ ｓ，ｅｔ ａ１．Ｅｘ—
ｃｉｔａｔｏｒｙ ｇｌｙｃｉｎｅ

受体的大量表达，通过ＮＭＤＡ受体介导的兴奋性

ＮＭＤＡ

氨基酸神经毒作用使神经元死亡＃另一方面，又由于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Ｒ３ ｆａｍｉｌｙ ｏｆ

ｓｕｂｕｎｉｔｓ［Ｊ］．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０２，４１５（１４）ｌ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７９３·７９８．

［９］

Ｊｉｎ Ｙ Ｒｏ．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ＮＭＤＡ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
ｉｎ ｃｒａｎｉｏｆａｃｉａｌ ｍｕｓｃＩｅ ｎｏｃｉｃｅ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ｄｍａ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同时，长期高原低氧环境下ＮＭＤＡ受体的下调可
能会引起生长抑素ｍＲＮＡ表达的改变。

ＮＭＤＡ

Ｌｅｔｔ，１９９８，４４１：３９２—３９６．

［８］

会使大鼠脑内兴奋性氨基酸浓度升高，引起ＮＭＤＡ

氧的缺乏，能量供应不足，进而影响蛋白质的合成。

Ｉｏｎｇ ｖａｒｉａｎｔ ｏｆ ｍＲＮＡ ｅｎｃｏ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Ｒ３ ｓｕｂｕｎｉｔ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Ｉ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有研究表明。在急性缺氧条件下，大鼠的学习记
忆会受到损害［３ ５。。其原因可能是缺氧状态一方面

ａ

［Ｊ］．Ｂｒａ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３。９７９（１－２）：７８—８４．

［１０］王玉兰．许铁军．樊红彬．等．生后早期大鼠海马ＮＭ—

脑缺血对学习记忆也有较大的影响。缺血急性

ＤＡ受体亚单位ＮＲｌ、ＮＲ２Ａ和ＮＲ２Ｂ的表达变化

期，ＮＭＤＡ的早期表达增高介导了兴奋毒性作用；
缺血后期，ＮＭＤＡ的ｍＲＮＡ表达降低［３ ６１，这可能

［Ｊ］．神经解剖学杂志，２００３。１９（４）：４１３—４１８．
［１１］

ｃｕｌｌ—ｃａｎｄｙ ｓ，Ｂｒｉｃｋｌｅｙ ｓ，Ｆａｒｒａｎｔ

Ｍ．ＮＭＤＡ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ｓｕｂｕｎｉｔｓ：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是缺血对学习记忆损害的原因。

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Ｃｕｒ．

ｒｅｎｔ（）ｐｉｎｉｏｎｓ ｉｎ Ｎｅｕ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１。１１：３２７—３５．

３

结束语

［１２］郑功。罗建红．ＮＭＤＡ受体在发育过程中的表达及其

ＮＭＤＡ受体与大脑的学习记忆功能密切相关，

生理意义［Ｊ］．解剖学报，１９９８．２９：４４６—４４８．
［１３］

Ｊ Ｐ，Ｈｅｒｋｅｒｔ Ｍ．Ｂｅｃｋｅｒ ｃ Ｍ，ｅｔ ａ１．ｃｅＩｌｕｌａｒ

ｃｈａｒｔｏｎ

多种影响ＮＭＤＡ受体活性的因素均会对学习记忆

ａｎｄ ｓｕｂｃｅｌＩｕｌａｒ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产生影响。通过对ＮＭＤＡ受体的作用治疗学习记

ＮＭＤＡ

忆衰退相关疾病（如血管性痴呆、老年痴呆、阿尔茨

Ｂｒａｉｎ Ｒｅｓ．１９９９，８１６：６０９—６１７．

海默症等）的研究是当今的热点．但是其具体的分子

［１ ４］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

ｔｈｅ ａｄｕｌｔ

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疾病的发病机制．进而能
够利用基因和药理学手段预防和治疗此类疾病，以

ｔｈｅ ａｄｕｌｔ

ｒａｔ

２陆ｓｕｂｕｎ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ｌｅｎｃｅｐｈａｌｏｎ［Ｊ］．

Ｍｏｍｉｙａｍａ Ａ．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ｓｙｎａｐｔｉｃ ａｎｄ ｅｘｔｍｓｙｎａｐｔｉｃ
ＮＭＤＡ

机制还有待探讨，因此。对ＮＭＤＡ受体的深入研究

ｉｎ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ｉｎ ｄｏｒｓａｌ ｈｏｒｎ

ｓｐｉｎａｌ

ｒａｔ

ｃｏｒｄ［Ｊ］．Ｊ

ｎｅｕｒｏｎｅｓ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ｏＩ Ｌｏｎｄ。２０００，５２３

（３）：６２１—６２８．

［１５］

及探讨随着年龄增长，学习和记忆力逐渐衰退的

王敏珍．罗建红．朱丽君，等．ＮＭＤＡ受体ＮＲ２Ｂ亚单
位特异性单克隆抗体的制备及人胚脑皮层ＮＲ２Ｂ蛋

白表达的研究［Ｊ］．浙江医科大学学报，１９９８．２７（６）：

原因。

２４５—２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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