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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门控钠通道与神经元动作电位编码研究进展

刘秀平综述，祝延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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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门控钠通道(voltage-gated sodium channels，VGSCs)

在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组织中分布极其广泛，主要分布在

可兴奋细胞，包括神经、肌肉和神经内分泌细胞；在非兴奋性

细胞上也有少量的表达。但它们的生理作用还不清楚⋯。近

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膜片钳技术等发展，有关对VGSCs的

结构与功能的关系等研究已取得了大量的资料积累和知识

更新，特别是对VGSCs与神经元动作电位编码的关系有了更

深刻的认识。本文就钠通道的特征及其在神经元动作电位

编码中的作用作一综述。

1钠通道特征

1．1钠通道的分类 根据对河豚毒素(，I-I'X)的敏感性，

VGSCs可分为Trx·敏感的(7rI')(-sensitive，Trx—s)、7丌x·不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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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感的(TⅨ．insensitive，Trx-I或，ItⅨ．resistant，nx．R)。

Trx—S主要包括Navl．1、Navl．2、Navl．3、Navl．4、Navl．6和

Navl．7等通道亚型，rI．IX—R包括Navl．5、Navl．8和Navl．9

等。

根据ot亚单位的不同，钠通道又可分为上述Navl．1一

1．9和Nax【I。J。不同的钠通道具有不同的组织分布和特点。

其中Navl．6主要表达在中枢神经系统，Navl．5在心脏高度

表达。任成涛等H1研究发现，Navl．5在大鼠脑组织也显著

表达，存在脑叶的分布差异，而且随着脑组织的发育，其表达

逐渐趋于稳定。Nax与Navl结构不同，特别是在s4片段和

结构域Ⅲ与Ⅳ之间连接区域等几个关键的功能部位。Nax

的S4片段处带正电荷的氨基酸残基较少，Ⅲ与Ⅳ之间的连

接区域氨基酸序列保守性较差。Nax对跨膜的Na+浓度梯

度敏感，与Na+的运输和吸收有关，因此，Nax为浓度敏感型

而非电压敏感型钠通道。

1．2钠通道的分子生物学特征钠通道主要由ot、13亚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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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跨膜糖蛋白(见图1)心】，其中ot亚基中央形成对钠离子

选择性通透的亲水性孔道。d亚基具备有通道的所有重要

功能，包括电压依赖性、通道的通透性以及对离子的选择性

等。B哑基调控着通道的动力学性质及电压门控性。Ot亚基

分子量为260 kDa，整个肽链分为4个氨基酸序列十分相似

的部分，即结构域I～Ⅳ，每个结构域含有6个跨膜a螺旋，

即Sl—S6。已发现钠通道有4个辅助亚单位：Navl3，，Nayl32，

Navl3，和Navl3。”’。中枢神经系统含B，(或p，)和p：亚基。

Fen'era等’51研究发现，B．亚基通过增加电压感受器附近的

表面负电荷密度来改变通道门控，从而调节钠电流。

钠通道4个结构域上的s4片段被认为是VGSCs的电压

感受器。⋯，并与通道电压依赖的激活门形成偶联，当膜去极

化时，激活钠通道。激活门的打开需要结构域I～ⅢS4的

激活和结构域Ⅳs4的部分激活，关闭状态的失活只要求结

构域Ⅲ～Ⅳs4的激活，此时激活门不开放哺1。至今S4片段

作为电压感受器的分子机制还不清楚¨。，过去主要有两种说

法：即滑行螺旋说或螺旋改锥说及扩散螺旋说。近来研究认

为，s4电压感受器在静息和激活状态下都处于跨膜位置，并

支持第一种说法川。

高度保守的结构域Ⅲ与Ⅳ之间的细胞内连接环与

VGSCs的快失活有关。钠通道失活化门控的机制有“铰链

盖”学说¨．2J。但对慢失活的功能定位还很少，有研究认为，

s6片断是慢失活的分子途径、8J。钠通道4个结构域中连接

S5一S6片断的结构(亦称P区)，构成孑L道衬里，形成近孔道

外端的离子选择过滤器¨。o。Tikhonov等一1研究发现，钠通

道P区与钾通道更相似。

1．3钠通道的电生理学特征VGSCs是可兴奋细胞动作电

位产生和传导的关键因素。在神经、心肌和骨骼肌细胞，动

作电位皆始于快钠通道的激活。钠通道对离子通透有选择

性，除Na+外，Li+也可通过，但钾很难进入(Na+／K+=12／

1)。单个通道开放可产生皮安级(pA，10“2A)电流，开放的

时间短暂，但各通道开放的持续时间有差异，并且是随机的。

所有VGSCs的电生理学特征并不完全相同，但是这些电生理

学特征的微小差异对细胞的电兴奋会产生明显的影响。另

外，同一神经元的不同部位，钠通道的电生理学特征也不同。

以激发动作电位发放的阈电位值为例，轴突VGSCs激活的阈

电位要比胞体的低。

2钠通道在神经信号编码中的作用

中枢神经元通过发放一连串动作电位来处理和编码外

界输入信息¨0|。凡是影响神经元动作电位的发放模式、发

放容量(inter—spike interval，ISI)和精确性(standard deviation

of spike timing，SDST)的因素必将影响神经信号编码⋯1。中

枢神经系统不同类型的神经元对神经信号的编码具有很大

的不同一L”J，VGSCs起着关键的作用。

Chen等¨2J研究表明．由于小脑浦肯野神经元上VGSCs

激活的阈电位和其复活的不应期比海马中间神经元上要低，

使得小脑浦肯野神经元发放一连串动作电位的阈电位和不

应期会更低，以至于其有更高的动作电位发放容餐；动作电

位的不应期会随着突触输入的增强而缩短，这是由于神经元

上的VGSCs阈电位和不应期会随着去极化强度的增加而减

小所致，但这种可塑性变化的程度在这两种神经元上又是不

同的，研究认为这是由于这两种神经元上VGSCs的内在特性

(激活的阈电位和复活的不应期)不同所致。总之，／I,H囟浦肯

野神经元和海马中间神经元动作电位发放模式不同是由于

这两种神经元VGSCs动力学不同所致。所以，电压门控钠通

道在中枢神经元一连串动作电位的编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另外，Chen等¨刊在对皮层快速发放神经元(fast—spiking

neurons，FSN)和规则发放神经元(regular—spiking neurons。

RSN)电生理研究中发现，表现后超极化(afterhyperpolarization，

AHP)的FSN比不表现AHP的RSN拥有更低的阈电位和更

短的不应期，当在紧接着RSN的每个动作电位后加超极化

脉冲时，会降低该神经元的阈电位和不应期，而且超极化脉

冲也会降低该神经元VGSCs激活的阈电位和复活的不应期，

所以认为，AHP会调节VGSCs可塑性，从而使神经元内在特

性(阈电位和不应期)发生可塑性变化，进而影响神经元动作

电位的编程模式(ISI和SDST)。即因为FSN和RSN上

VGSCs动力学的不同，所以这两种神经元动作电位的发放模

式不同。虽然VGSCs的主要功能是激发动作电位的产生，但

近年来的生理研究表明，有些VGSCs亚型通过产生持续型或

再起型钠电流(persistent or resurgent Na+currents，INaP or

INaR)来影响阈下电活动，进而影响神经元动作电位的发放

模式。中枢神经元Navl．6可以产生INaP和INaR，其中

INal{对神经元动作电位的重复发放、快发放和爆发性发放

起着重要的作用p’“川。

后去极化(after—depolarization，ADP)决定着许多神经元

动作电位的发放模式。在对成年鼠CAl锥体神经元的电生

理记录表明，胞体或近胞体处的持续性VGSC决定着胞体动

作电位ADP的产生，即INaP决定着成年鼠CAl锥体神经元

的发放模式¨“，后来的研究进一步证实，海马CAI锥体神经

元的INaP可以延长相对不应期，减少IsI的可变性，对持续

性去极化，INaP可以增加发放的规则性¨“，进而影响神经元

的发放模式。海马CA3锥体神经元的爆发性发放模式除了

与ca“通道有关外，与VGSCs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3结语

随着分子及神经生物学、膜片钳技术等的发展，人们对

钠通道特征的认识已越来越深入，特别是VGSCs在神经电信

号的产生和传播中的作用和机制也有了新的认识，但对钠通

道功能组分的三维结构的研究较少，而三维结构的确定会变

得越来越重要，相信随着激光共聚焦显微镜等的广泛应用，

对钠通道不同亚型以及发育过程中三维结构的变化会有更

深刻的认识，这有可能成为将来研究的新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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