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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培养的果蝇胚胎及幼虫中枢神经元已被广泛用于细胞膜离子通道、突触传递和胞内信使调节等电生理

学研究。在本实验中，利用机械震荡分离方法获得了大量的果蝇幼虫中枢神经元，其中大部分为 ! 型神经元。运
用膜片钳技术，鉴定了!型神经元上五种具有不同动力学特性的全细胞钾电流。其中 J 型电流表型表现出与其
它四种电流完全不同的“钟形”激活特性。进一步的研究还表明该类型电流具有明显的钙依赖性，而且它具有与其
它四种电流不同的衰减特性。
关键词：果蝇；机械分离；!型神经元；钾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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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果蝇生活周期短、培养条件简单、成本低，
成为遗传学研究的理想模型。同时，果蝇也是电生
理研究的良好材料，如培养的果蝇神经元被广泛地
应用于细胞膜离子通道、突触传递和胞内信使调节
等研究中。大部分果蝇神经元电压门控钾电流包括
快速失活的 D 型钾电流（ * D）和慢失活的延迟整流钾
电流（ * A ），两者具有不同的激活、失活及药理学特
性。 * D 具有快速激活和失活的特性，对 E6氨基吡啶
（E6DF ）敏感；* A 则激活缓慢，不失活或缓慢失活，
对四乙胺（ @GD）敏感。
果蝇三龄幼虫中枢神经元根据大小可以分为三
种类型［9］：" 型神经元直径大于 H #:，! 型神经元
直径在 4I #: 之间，大小介于两者之间的为 $ 型神

经元［9］。目前有关果蝇幼虫 $ 型神经元的特性研究

较多［9，4］，但对 ! 型神经元的功能知之甚少。在本
实验中，我们利用膜片钳技术记录了机械分离的果
蝇三龄幼虫中枢 ! 型神经元的全细胞钾电流，并着
重对其中一类钙依赖性的 G 型电流加以分析。

N(30 9L7，A30 Q，>C304 I，KGFGR I，C0"!1)$ 97，用
@#*)6,()$ 将 /K 调至 P84P8E。789 ::10 ; < 3-304 溶液，
在正常细胞外液中加入 789 ::10 ; < 3-304 。所有化
学试剂均购自 R*C:( 公司。
神经元的分离采
)*, 神经元分离和电生理记录
［L］
用 T" 等 的方法，简言之，将果蝇三龄幼虫的脑
和腹神经节在去 3(4 5 6>C4 5 溶液中分离后置于盛有
L :0 果蝇细胞外液的培养皿中，在低频振荡器下分
离细胞。分离后的细胞在培养皿中静置 97 :*% 使之
贴壁，然后在倒置相差显微镜下观察，挑选 ! 型神
经元进行膜片钳记录。果蝇 ! 型神经元胞体较小，
当电极尖端接触胞膜，无须施加负压或略加负压，
便可形成巨阻封接（ U 9 S%）。电极由电极拉制仪
（ N(#*)+*C$， V(/(% ）两 步 拉 制 而 成，外 径 约 98498I
::，尖端电阻 PW >%。数据由 DX1/(&!+ 477Y 膜片钳
放大器（DX1% Z%)&#":$%&)，J1)&$# !*&.，3D）采集，采样
频率为 4 BK[，4 BK[ 低通滤波。利用 30(:/2*& 软件
（\$#)*1% H89，DX1% Z%)&#":$%&)，J1)&$# 3*&.，3D）进行
数据处理和分析。在实验过程中对电极电容、膜电

) 材料和方法
野生型果蝇北大 9 号（ J8 FK9）由北
)*) 果蝇品系
京阜外医院麻醉科刘进教授赠送，在玉米6酵母6琼
脂培养基、恒温（494LM ）条件下培养。
去 3(4 5 6>C4 5 溶液（ :C ; 977 :0）：
)*+ 溶液配制
N(30 H77，A30 47，N(K4 FOE I，N(K3OL 977，C0"!1)$
977；用 K30 将 /K 调至 P84P8E。细胞外液（::10 ; <）：
N(30 9L7，A30 Q，3(304 48I，>C304 I，KGFGR I，C0"6
!1)$ 97，用 @#*)6,()$ 将 /K 调 至 P84P8E。电 极 内 液
（::10 ; <）：A30 9E7，3(304 78I，>C304 4，GS@D I，
KGFGR I，用 @#*)6,()$ 将 /K 调至 P84P8E。鉴定 A 5
电流时所用 3)30 电极内液（ ::10 ; <）：3)30 9L7，>C6
304 E，KGFGR 97，GS@D 97，/K 值用 @#*)6,()$ 调至
P84P8E。@GD 细胞外液（ ::10 ; <）：N(30 9L7，@GD Q，
3(304 48I，>C304 I，KGFGR I，/K 值用 @#*)6,()$ 调至
P84P8E。E6DF 细 胞 外 液（ ::10 ; < ）： E6DF I， N(30
94I，A30 Q，3(304 48I，>C304 I，KGFGR I，用 @#*)6
,()$ 将 /K 调 至 P84P8E。无 钙 细 胞 外 液（ ::10 ; <）：

容、
串联电阻均作了补偿。钳制电位为 ] P7 :\。施
药沿用 ^ 管加药系统［E］，施药管管口距细胞约 I76
977 #:，该系统换药时间可达 47 :)。细胞分离以及
膜片钳记录均在 4IM 室温下进行。

+

结果
同酶解所得幼虫神经元［9］类似，机械分离的果

蝇三龄幼虫中枢神经元按大小也可分为 " 型、! 型、
$型三类神经元（图 9）。但是，用机械分离方法得
到的神经元中，! 型神经元占多数（约 PI_ ），其直
径在 4I #: 之间［L］。我们挑选在相差显微镜下周围
光滑、明亮、有立体感的!型细胞作膜片钳记录。
+*) !型神经元全细胞钾电流表型
用膜片钳记录的果蝇中枢神经元的全细胞电流
几乎均为外向钾电流［IP］，即使在电极内液和细胞外
液中分别加入 3) 5 和 @GD 以阻断钾电流，也无明显
的内向钠和钙电流。我们所记录的 WE 例细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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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机械分离的果蝇幼虫中枢神经元
#$%& ! " ’()*+,- .(/01,$/1223 4$--+/$15(4 6*+. !"#$#%&’() 21*712 8’9" :0( /(22- /+)24 ;( 4$7$4(4 $,5+ 50*(( 53<(- 1//+*4$,%
5+ 50( -$=(" *+ ：:3<( ! /+,-$-5(4 +6 ,()*+;21-5>2$?( 21*%( /(22- 1,4 .+-5 +6 50(. @(*( 1//+.<1,$(4 @$50 -.122(* /(22-" ,! ：
:3<( " -.122 /(22- /+.<*$-(4 50( 21*%(-5 <+<)215$+," -. ：:3<( # /(22- @(*( $,5(*.(4$15(>-$=(4" 9+.( +6 50(. @(*( +712> +*
-<$,42(>-01<(4 @$50 -0+*5 <*+/(--(-" A22 $.1%(- @(*( 51?(, 15 0126 5+ ! 0 165(* 4$--+/$15$+,"

均只观察到外向电流。这种外向电流主要包括快速
失活 / A 的和几乎不失活的 / B，进一步药理学实验
表明 / A 可被 C>AD 特异性地阻断，而 / B 则主要对
:EA 敏感。按 不 同 神 经 元 中 / A 及 / B 所 占 比 例 不
同，即动力学特性不同，将电流表型分为 F 类（图

!"! 全细胞钾电流不同的衰减（ #$%&’()%）特性
"型神经元的 E 型电流具有不同其它几种类型电
流的衰减特征。通过 FM .$,、并每隔 J .$, 的间断性
刺激的记录，发现 E 型电流衰减明显快于其它四型，
其它四型之间则无明显差别。如图 C 所示，将各个时

G）：A 型（ 0 H GF），/ A 为主要成分，/ B 较小，电流的
激活和失活均较快；I 型（ 0 H JK）， / A、/ B 均较大，

间点的电流峰值与首次记录峰值的比值作图，然后进

有较大的失活时间常数，但激活时间常数在不同细

衰减一半的时间为 J .$,，而非 E 型电流为 !Q .$,。

胞间相差较大；8 型（ 0 H C），/ B 为主要成分，几乎
不含有 / A；L 型（ 0 H !G），/ B 相对较大，可达峰电流
的 FMN 以上；E 型（ 0 H !C），具有与上述不同的电压

!"* + 型钾电流的钙依赖特性
进一步实验使我们还观察到 E 型电流具有明显
钙依赖特性。在细胞外液加入 M&! ..+2 R S 8482G 能

依赖性，到达峰值电压约为 JM .O，而其它 C 种电流
表型峰值激活在 PM .O 以上（图 J）。

可逆地阻断大部分 E 型电流。在无 81G T 细胞外液
中，E 型电流的幅度也明显减小（图 F）。

行曲线拟合，可看出 E 型电流衰减明显加快，其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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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果蝇幼虫!型神经元的全细胞钾电流
#$%& ! " ’()*+,-+** . / -011+23 4(+2)354+6 $2 7-03+*5 8$66)-$73+8 354+ ! 2+01)26 )9 !"#$#%&’() *71:7* ;<=" *+ ：#$:+ 354+6 )9
. / -011+23 $2 354+ ! 2+01)26" >(+ 3?) -)@4)2+236，, A 728 , .，71+ 8$99+1+23 $2 3(+ 9$:+ 354+6 )9 . / -011+236" - ：>(+ @+@B172+
:)*37%+ ?76 8+4)*71$C+8 91)@ 7 !DD @6 41+40*6+ :)*37%+（ EF G H ID @E）3) 60--+66$:+*5 @)1+ 8+4)*71$C+8 -)@@728 :)*37%+6 B+,
3?++2 H ID 728 ID @E 73 !D @E 63+46" J)*8$2% 4)3+23$7* ?76 H KD @E" ;)@@728 63+4 80173$)2 ?76 LDD @6"

图 M " 五种类型全细胞钾电流的 , H . 曲线
#$%& M " >(+ , H . -01:+6 )9 3(+ 9$:+ 354+6 )9 . /
-011+236" A** )9 3(+6+ 4(+2)354+6 6()?+8 )03?718
1+-3$9$+1 41)4+13$+6" J)?+:+1 3(+5 (78 8$99+1+23
:)*37%+,8+4+28+2-+" >(+ , H . -01:+6 )9 3(+ 354+ N
4(+2)354+ 8$64*75+8 B+** 6(74+" >(+ 7-3$:73$)2
:)*37%+ 3) 4+7O -011+23 )9 354+ N -011+23 ?76 7B)03
MD @E ?($*+ 3(73 )9 )3(+1 354+ -011+236 ?76 ):+1 PD
@E" Q2 3($6 728 9)**)?$2% 9$%01+6，+7-( B71 $6 3(+
@+72 R =S" <0@B+16 $2 3(+ 471+23(+6+6 $28$-73+
3(+ 67@4*+ 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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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全细胞钾电流的衰减特性
#$%& ! " ’() *+,-./0, 1*/1)*2$)3 /4 0(/5)-6)55
7 8 6+**),23" ’() 291) : 6+**),23（!，! ; !）)<($=$2). > 4>32)* *+,-./0, 2(>, /2()* 291)3 /4 6+**),23（"，! ; ?）0$2( 2() *)6/*.$,% 2$@) >3 5/,%
>3 AB @$," C/ /=D$/+3 .$44)*),6) 0>3 3(/0, =)20)), /2()* 291)3（ .>2> ,/2 3(/0,）" ’() 2$@) /4
0(/5)-6)55 7 8 6+**),23 *+,-./0, =9 ABE /4 291)
: 0>3 F @$,，@+6( 3(/*2)* 2(>, 2(>2 /4 /2()* 291)3
（GH @$,）"

图 A " : 型钾电流的 I>J 8 依赖特性
#$%& A " I>J 8 -.)1),.),6) /4 291) : 0(/5)-6)55 7 8 6+**),23" " ：7 8 6+**),23 0)*) >62$D>2). =9 .)1/5>*$K$,% 2/ FB @L 4/* ABB
@3，1*)6).). =9 > JBB @3 1*)1+53) /4 M NB @L" O/5.$,% 1/2),2$>5 0>3 M PB @L" 7 8 6+**),23 0)*) *)D)*3$=59 =5/6Q). =9 B&G
J8
" ’*>6)3 G，J >,. F 32>,. 4/* 1*)-2*)>2@),2，2*)>2@),2 >,. 1/32-2*)>2@),2 *)31)6@@/5 R S I.I5（
J # ）>,. I> -4*)) 3/5+2$/,（ $ ）
2$D)59"

! 讨论
机械性 分 离 方 法 是 一 种 经 济、简 便、有 效 的 方
法。与常规酶解和培养方法相比，该方法能避免酶
对细胞表面蛋白，包括离子通道的损伤以及在培养
环境下通道蛋白特性的改变。最近本实验室还利用
此方法进一步获得了果蝇成虫中枢神经元，并初步
研究了其全细胞钾电流特性［F］。
实验 分 离 的 果 蝇 三 龄 幼 虫 神 经 元 中，! 型 较
多，且活性稳定。虽然 ! 型神经元在果蝇中枢神经
系统占大多数，但有关其电生理学特性的研究尚未
见系统报道。我们利用全细胞电压钳技术对 ! 型神
经元的全细胞钾电流进行研究的结果表明，与酶解

和培养方法得到的果蝇幼虫神经元电生理特性相
似，! 型神经元的全细胞电流几乎均为外向钾 电
流，这种钾电流主要由稳态失活钾电流（ % T ）和延迟
整流钾电流（ % 7）两种成分组成，两者具有不同的动
力学特征。根据两种电流的相对组成，我们将 ! 型
神经元的全细胞钾电流主要分为 A 种电流表型，其
中 : 型电流含有钙依赖性钾电流，其激活及衰减特
性均不同于其它 ! 种表型。
编码果蝇中枢神经元电压门控钾通道 "亚基的
基因包括 &’()*+ 、&’(, 、&’(- 以及 &’(. ，编码果蝇钾
通道#亚基为 /01*+)2!*324 基因［H］。编码基因的多态
性决定了钾电流表型的多态性。我们记录的 ! 型神
经元钾电流表型多样，提示 ! 型神经元钾通道可能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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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多种基因编码。由于钾电流的不同表型决定了神
经元不同的发放特性［!，"#］，具有不同钾电流表型的
!型神经元可能在果蝇中枢神经系统兴奋性中起到
不同的作用。 $ 型电流在无 %&’ ( 细胞外液中明显减
小，并可被 %)%*’ 阻断，表明其可能含有钙激活钾电
流成分。果 蝇 中 钙 激 活 钾 通 道 由 基 因 !"#$%#&’ 编
码［""］，其羧基端具潜在调节功能的序列，表现激酶
活性，可能是 +,- 结合位点，可通过磷酸化进行调
节［""，"’］。 $ 型电流的快速衰减可能就是由于电极液
对细胞内液的冲洗所致，但其是否为钙激活钾电流
还需进一步的电生理学、药理学证据。 $ 型电流的
衰减特性不同于其它四型钾电流，表明 ! 型神经元
的不同钾电流受胞内调节机制不同。
果蝇的基因测序已经完成［".］，随着后基因组时
代的到来，分析其基因产物（如细胞膜离子通道）的
结构和功能必将成为以后的研究重点。钾电流对神
经系统的兴奋性有重要的调节作用，而 ! 型神经元
在果蝇中枢神经系统中占有很大比例。因此，深入
研究果蝇以及各突变体中 ! 型神经元钾电流电生理
学特性，将进一步增进我们对果蝇乃至哺乳动物神
经系统整体作用机制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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