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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屑病相关基因动物模型机制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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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银屑病是一种受多基因遗传因素影响和多种环境因素诱导所产生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疾病, 为了阐明
银屑病复杂的发病机制和开展药物治疗学的研究, 建立一个理想的动物模型是关键。近年来随着转基因技术的
发展, 构建各种银屑病相关的基因动物模型成为热点。本文就现存的银屑病致病相关基因的动物模型产生银屑
病的机制作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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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 of psoriasis generation in animal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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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soriasis is a chronic inflammatory disease related to genome-wide and surroundings, it is
important to develop a suitable animal model to research psoriasis pathogenesis and evolve pharmacotherapeutic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genetic technology in the past few years, psoriasis virulence gene animal model
become a hotspot. Research of animal model of human psoriasis genes is reviewed in the paper.
Key words: psoriasis; animal model; transgenes

银屑病 (psoriasis) 是常见的顽固性皮肤病之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 等在银屑

一。其主要表现为角质形成细胞的过度增生、炎症

病的发病过程中也具有重要的作用[2], 此外, IL-23、

细胞聚集和真皮乳头部血管增生扩张, 从而出现角

TGF-β、IL-6 等可诱导 Th17 细胞的分化[3]。随着转

化过度、角化不全、颗粒层消失、棘细胞层增厚等临

基因技术的发展,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致力于

床病理性改变。目前认为银屑病是一种多基因相关

通过转基因动物模型来研究银屑病的发病机制及开

的遗传性疾病, T 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在银屑病的发

发治疗银屑病的新药。鉴于实验用鼠种类较多, 实验

生及维持中有重要作用, 辅助 T 细胞 1 (Th1)、Th17

条件的可变化性, 一些转基因或基因缺失突变种出

在银屑病的炎症反应中的诱导作用越来越引起重视,

现了与人类银屑病临床症状相似的表征。由于人与小

内皮细胞、树突状细胞 (DC 细胞)、单核细胞、中性

鼠皮肤结构的不同, 在鼠身上出现的银屑病症的表

[1]

白细胞、角质形成细胞 及白介素-22 (IL-22)、IL-23、

型并不能完全反映该病的各个方面。理想的动物模型

信号转导和转录活化因子 3 (signal transducers and

能真实反映银屑病显著的病理特征, 并对现阶段银

activators of transcription 3, STAT3) 、肿瘤坏死因子

屑病的治疗药物有应答效果。目前研究表明, 小鼠模

(TNF)、转化生长因子 (TGF-β)、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型产生的表征基本上可包括这些特点: 角质形成细
胞基底内皮层特殊过表达血管生成素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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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C-Tie2), 局部应用 Toll 样受体 (TLR) 激动剂, 表
皮层双向调节因子 (K14-AREG) 过表达, 基底角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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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细胞特殊的信号转导和转录激活剂 STAT3 过表

STAT3 被 IL-6 激活, 参与银屑病急性期的免疫反应

达 (K5-STAT3) 及潜在的转化生长因子 (K5-TGFβ)

的发生发展。此外, 由于在银屑病角质形成细胞的细

过表达。这些模型所出现的表型概括了银屑病的主要

胞核中发现磷酸化 STAT3 过度表达, 而 IL-10 及 IL-6

特点, 但在疾病启动方面有所不同, 本文就这 5 种动

家族成员也可诱导 STAT3 磷酸化, 故其已作为用于

物模型产生银屑病症状的机制特点作一综述。

研究银屑病治疗的潜在靶点[5]。

1

2

角蛋白 5- STAT3 (K5-STAT3) 转基因模型
在银屑病 T 细胞信号转导途径中, JAK-STAT 途

角质形成细胞-血管生成素受体 Tie2 转基因模

型 (KC-Tie2)

径是细胞因子信号转导的主要途径, 主要转导调节

现已报道的银屑病动物模型无法研究皮肤内神

性信号, 其中信号转导及转录活化因子 (STAT) 与

经数量及密度在神经肽表达的变化, 继而无法研究

T 细胞活化信号的关系尤为密切, STAT 因子在信号

神经及其衍生的受体在银屑病发病机制中作用。KC-

转导和转录激活中具有双重作用。STAT 家族成员参

Tie2 是一种基于 KC 特异性表达血管生成素受体 Tie2

与了多种细胞因子、生长因子的信号转导, 在调节细

的转基因动物模型 [6], Tie2 在人的 KC 细胞内的表

胞增殖、分化、凋亡以及免疫调节、炎症、肿瘤等多

达不正常, 该模型的 Tie2 在 KC 的原始细胞异位表

种病理生理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STAT3 是在研

达, 自发产生与人类银屑病类似的临床特征, 具有组

究 IFN 信号转导机制过程中发现的一种转录因子,

织学方面、生物化学方面、药理学方面及免疫学表型

是作为 IL-6 信号传递中的急性期反应因子被纯化的

等特性[7]; 导致表皮棘层肥厚、真皮 CD4+T 细胞、表

蛋白, 是 STAT 家族的重要成员。近年来的研究表明,

皮 CD8+T 细胞、巨噬细胞、真皮树突状细胞 (DC) 浸

STAT3 所参与的信号传导通路与细胞增殖、分化和

润, 促炎细胞因子 TNFα、IFNγ、IL-1、IL-12、IL-23、

凋亡密切相关, 生理状态下 STAT3 蛋白的激活迅速

IL-17 表 达 增 加 [8], CD4+ 、 CD8+T 、 髓细 胞 衍生 的

而短暂, 持续激活则导致 Bcl-2、Survivin、CyclinDl、

CD11c+、F4/80+, 以及与银屑病致病相关的细胞因子、

VEGF 等蛋白表达, 导致细胞异常增殖和恶性转化。

趋化因子等表达增加[9], 皮肤过度增生并产生防御分

已有研究表明, STAT3 在银屑病信号转导中至关重

子、抗菌肽、β-整合素、S100A8/A9 上调现象。用环

要, 所有银屑病皮损中, 角质形成细胞 (keratinocytes,

孢菌素 A 治疗时也出现类似于临床治疗银屑病的效

KCs) 的 STAT3 几乎都呈激活状态。在 K5-STAT3C

应应答机制 [6] 。利用氯膦酸脂质体对该转基因小鼠

转基因小鼠模型中, 角蛋白 5 启动子控制 STAT3 的

的治疗发现, 氯膦酸脂质体可降低 F4/80+巨噬细胞、

表达, 其 KC 中过度表达组成性活化的 STAT3。转

CD11b+髓样细胞、CD11c+DC 的表达, 上调 CD8+的

基因小鼠的皮肤在出生时表现正常, 2 周后皮肤变

表达, 并降低皮肤棘层肥厚症状; 其他相关细胞因子

红、脱屑, 尾巴上出现角化过度皮损, 其组织学改变

TNFα、IL-23、IL-1α、IL-6 的表达显著降低, IL-17

和银屑病相似。进一步研究发现, 由 K5-STAT3C 诱

及 IFNγ 的表达适度降低, TNFα 信号的全身抑制作用

导的特殊的银屑病样皮损改变, 通过全层皮肤创伤

也将导致银屑病表型症状的逆转 [10] 。KC-Tie2 转基

等外因刺激或局部肿瘤促进剂 12-O-十四烷酰佛波醋

因鼠与出生同胞鼠并没有明显的区别, 待小鼠饲养

酸酯-B (TPA) 处理后的病理学改变和人类银屑病极

至 21 天后, 转基因鼠的耳部出现明显的红斑, 皮下的

其相似, 包括角化过度、角化不全、颗粒层缺失及真

脉管系统增加等现象。转基因鼠生长至 8 周后, 小鼠

皮炎症细胞浸润、真皮乳头血管扩张、表皮散发的淋

的背部、腹部、生殖器周围也出现红斑、鳞屑、皮损

巴细胞浸润等[4]。将 K5-STAT3C 转基因小鼠皮肤移

过度角化等症状[7]。关于该转基因鼠进行的一系列相

植到 SCID 小鼠的皮肤并注射活化 T 细胞也可产生

关研究发现, 髓样细胞及其衍生的细胞因子 TNFα、

银屑病表型。另有研究发现, STAT3 和血管发生有

IL-23 在研究银屑病致病持续性及淋巴细胞、IFNγ 及

关, STAT3 可能调节 VEGF 的表达而调节血管增生,

IL-17 在银屑病致病机制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为银屑

参与银屑病的发病。K14 启动子控制的 VEGF 过度

病的致病机制的研究及临床治疗提供了新的方向。

表达的转基因小鼠自发表现银屑病样皮损, STAT3

3 角蛋白 5-转化生长因子 β1 转基因模型 (K5-TGFβ1)

的持续激活能表达 VEGF, 下调 STAT3 的活性能抑

TGFβ 是一种调控性细胞因子, 包括 TGFβ1、

制 VEGF 的表达, 抑制血管发生需要 STAT3 和 T 细

TGFβ2、TGFβ3, 对于 T 细胞的发育、动态平衡及耐

胞的双重活化。STAT3 在银屑病 (患者) 皮损角质

受方面发挥多种作用。TGF-β 诱导大鼠主动脉平滑肌

形成细胞中呈高表达, 而在正常皮肤中几乎无表达,

细胞系 A-10 细胞中 p38 MAPK 磷酸化, 刺激 VEGF

李

红等: 银屑病相关基因动物模型机制研究进展

·

811 ·

的合成, 从而促使血管形成。在银屑病患者血清试

的红斑、鳞屑伴脱毛, 偶有乳头瘤样表皮生长, 组织

验研究中发现, TGF-β 能够调节多种细胞因子的免疫

学检查其皮肤呈现大面积明显角化过度, 局灶性的

及增殖, 增加银屑病的皮损; 此外, 关于 TGF-β 的多

角化不良, 棘层肥厚, 真皮、表皮中的淋巴细胞和中

功能研究证实, 其多效性与 Th17 T 细胞、调节性 T

性粒细胞浸润, 真皮乳头部血管扩张, 并伴随双调蛋

[11]

。其中 TGFβ1 主要存在于皮肤, 具

白基因在 KC 表皮基底层高表达。K14-AREG 转基

有调节角质形成细胞的增生和分化, 刺激血管形成,

因小鼠模型中, K14 启动子控制 AREG 的表达, 并可

刺激成纤维细胞的增生及产生细胞外基质, 刺激单

较好地模拟临床银屑病与免疫相关的基因表达模式;

核细胞、淋巴细胞、中性白细胞、成纤维细胞的迁移

表皮基底层高表达人的双调蛋白直接扰乱 KC 细胞

细胞密切相关

[12]

转基因小鼠在 K5 启动子的调

的内稳态, 上调细胞因子、趋化因子的表达水平, 引

节下, 基底层角质形成细胞和毛囊滤泡高表达人的

发继发性炎症反应应答及严重的皮损。该转基因模

TGFβ1, 使得 K5-TGFβ1 转基因鼠出现红斑、脱皮、

型有明显的 CD4+T 细胞、Th1 细胞、Th17 细胞、调

等功能。K5-TGFβ1

Kobner 症状; 显微观察该转基因鼠发现, 表皮棘层

节性 T 细胞、NK、DCs、巨噬细胞及单核细胞浸润,

肥厚、角化过度, 中性白细胞、巨噬细胞、T 细胞浸

炎症介质的释放, 并伴随细胞因子、炎症趋化因子

润, 角膜下出现微脓肿等一系列与人类银屑病相类

mRNAs 编码水平提高, TNF-α、IFN-γ 表达增加等。

[13]

,

目前, 银屑病表皮过量表达双调蛋白的直接机制尚

此外, 真皮浅表位出现 CD4 T 细胞凝集现象, 表皮

不清楚, 可能是双调蛋白与相关的结合肝素的生长

似的表型特征, 并加重转基因鼠皮肤的炎症反应
+

+

出现大量的 CD8 T 细胞, 说明 T 细胞在银屑病的作
用与 TGFβ1 有密切的联系

[11]

因子 (HB-EGF) 的高表达间接改变了银屑病样皮肤

。体外培养的从该转基

表型, 并且上调了表皮中的促炎细胞因子。转基因表

因小鼠皮肤分离的角质形成细胞发现 TGFβ1 可抑制

达双调蛋白诱导出小鼠的银屑病样表型提示, KC 中

其增生, 说明表皮的增生在 TGFβ1 诱导的炎症的反

双调蛋白合成调节异常可能是银屑病发生的原因,

应中与 TGFβ1 有间接的关系

[14]

。K5-TGFβ1 转基因

如果阻断双调蛋白与受体的结合, 抑制 EGF 受体的

小鼠皮肤及血清中的 TGF-β1 的 mRNA 和蛋白水平高

酶活性 (使用酪氨酸酶抑制剂) 或干扰维持表皮细

于正常, 银屑病皮损皮肤内 IL-23/Th17 等介导炎症

胞增生的信号转导级联反应均可实现临床上治疗银

反应的细胞因子水平与野生型比较没有显著差异,

屑病的目的。此外, 目前的研究发现小鼠产生的银屑

IL-4、IgE 在转基因小鼠炎症皮肤及血清中浓度增高

病表型与免疫相关基因的转录水平有密切的关系,

明显。基因组内的 TGFβ1 在 IL-6 存在的情况下, 可

为银屑病的临床治疗提供了新的方向。

诱导 Th17 细胞分化, 其调节 T 细胞的分化具有浓度

5

依赖性。目前已知 IL-23 由 IL-23p19 和 IL-12/23p40

发模型

Toll 样受体 (TLR) 激动剂咪喹莫特 (IMQ) 诱

亚基组成, 能够刺激 Th17 细胞的生长、增殖, 揭示

Toll 样受体 (TLR) 是近些年来发现的一类非特

TGF-β1 与 IL-23/Th17 在银屑病的炎症过程中存在某

异性免疫受体, 在非特异性和特异性免疫过程中发

种联系

[15]

。对进一步揭示银屑病致病机制及 TGFβ1

挥重要作用。TLR 除了在多种免疫细胞如 T 细胞、B

在银屑病致病机制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

细胞、树突状细胞、自然杀伤细胞上有表达之外, 在

4

多数肿瘤细胞上也有表达, 并发挥一定的生物学效

角蛋白 14-双调蛋白 (K14-AREG) 转基因模型
双调蛋白为 KC 衍生的生长因子, 是表皮生长因

应。目前至少已经在人类和小鼠中鉴定出 13 种 TLR,

子 (EGF) 家族的成员之一, 也称双向调节因子。与

其中 TLR7 主要位于细胞溶酶体内[17], 是 I 型跨膜蛋

EGF 家族其他成员不同的是, 该蛋白具有促进生长

白, 膜外的亮氨酸重复序列参与配体识别膜内的 Toll/

和抑制生长的双重作用, 对不同的组织细胞有不同

IL-1 受体同源区, 通过 MyD88 途径, 向下游传递信

的作用, 是一种穿膜糖蛋白, 为 C 端由表皮生长因子

号, 产生炎症因子、趋化因子和 IFN-1 来发挥生物学

结构域组成的双功能生长因子, 在体外可抑制几种

效应。咪喹莫特 (IMQ) 是 Toll 样受体 7 (TLR7) 的

人肿瘤细胞的生长并刺激人成纤维细胞和某些肿瘤

激动剂, 可诱发皮肤炎症、免疫细胞浸润、KC 细胞

细胞的增殖

[16]

。正常人上皮组织双调蛋白的表达量

增殖、表皮细胞增生, 是一种免疫活化剂。IMQ 的免

很低, 而银屑病患者表皮组织则高表达双调蛋白基

疫调节效应主要通过刺激类浆细胞 DCs (pDCs) 及

因。在 K14 启动子携带双调蛋白基因建立的转基因

上调干扰素 1 (IFN-1) 水平, 干扰腺苷受体信号传导,

小鼠模型中, 携带双调蛋白基因的小鼠皮肤有明显

增加炎症反应[18]。IMQ 用于小鼠皮肤使得小鼠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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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红肿、脱屑等类似银屑病的表型特征, 并上调

[5]

pDCs 的水平, 临床试验发现 IMQ 加重银屑病患者

Miyoshi K, Takaishi M, Nakajima K, et al.

Stat3 as a

therapeutic target for the treatment of psoriasis: a clinical

[3]

的病情 。研究发现, IMQ 诱发小鼠产生银屑病症状

feasibility study with STA-21, a Stat3 inhibitor [J].

是通过 IL-17/IL-23 的免疫介导产生类似银屑病的组

Dermatol, 2011, 131: 108 −117.

织病理学特征, 如棘层肥厚、细胞角化不全、新生血
+

[6]

管发生, CD4 T 细胞、CD11c DCs、pDCs 浸润等, 并

epidermal thickness in a murine model of chronic skin

进一步验证了 T 细胞介导的自体免疫反应在银屑病
6

inflammation [J].
[7]

结语

Skin Res Technol, 2012, 18: 225 −231.

Wolfram JA, Diaconu D, Hatala DA, et al.

Keratinocyte

but not endothelial cell-specific over-expression of Tie2 leads

上述的 5 种动物模型可较好地模拟银屑病皮肤

to the development of psoriasis [J].

病理变化, 均为通过处理单个基因而诱导, 具有较强
的针对性, 适合观察单个基因的表达功能和表达效
应。此外还有转基因表达 K14-VEGF
蛋白 (BMP-6)

Using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for the longitudinal noninvasive evaluation of

+

致病中作用[19]。

Silver R, Helms A, Fu W, et al.

J Invest

[21]

[20]

1443−1458.
[8]

、骨形态发生

提供了新思路。鉴于银屑病是一种由多基因遗传决
定的、多环境因素刺激诱导的皮肤性疾病, 今后的研

Depletion of

psoriatic skin phenotype in KC-Tie2 mice [J].

Br J Dermatol,

2011, 164: 750 −758.

诱发银屑病样皮肤改变的动物模型, 敲除 JunB 和
型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对银屑病的病因学和治疗学

Ward NL, Loyd1 CM, Wolfram JA, et al.

antigen presenting cells by clodronate liposomes reverses the

的动物模型, 转基因 IL-1R[22] (I 型)

c-Jun 基因的银屑病动物模型, 以上银屑病转基因模

Am J Pathol, 2009, 174:

[9]

Ward NL, Kavlick KD, Diaconu D, et al.

Botulinum

neurotoxin A decreases infiltrating cutaneous lymphocytes
and improves acanthosis in the KC-Tie2 mouse model [J].
J Invest Dermatol, 2012, 132: 1927 −1930.
[10] Ostrowski SM, Belkadi A, Candace ML.

Cutaneous

究可以尝试将银屑病转基因小鼠与银屑病相关的外

denervation of psoriasiform mouse skin improves acanthosis

界诱发因素如环境、感染、药物、外伤、精神等因素

and inflammation in a sensory neuropeptide-dependent manner

相结合来进一步研究银屑病模型

[23]

。但由于银屑病

发病因素的复杂性, 不可能通过敲除或者考察某个

[J].

J Invest Dermatol, 2011, 131: 1530 −1538.

[11] Michaelis K, Wallbrecht K, Kerstan A, et al.

Modulating T

基因就完全再现银屑病的所有病理特征, 因此以上

cell functions does not alleviate chronic inflammatory skin

转基因动物模型虽均诱导出银屑病的皮肤病理表型,

lesions in K5.TGFβ1 transgenic mice [J].

但它们只是短时的、局部的、非特异性地表现银屑病

2010, 19: 406−415.

的部分病理特征, 与人类银屑病发病特征还有一定
的差距。一个理想的银屑病动物模型需要综合体现
银屑病发病的生理病理变化, 因此建立银屑病转基
因动物模型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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