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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光示踪法在检测神经元细胞间缝隙连接功能中的应用

于摇 丽,童旭辉,纪摇 洁,李摇 利,樊宗兵,董淑英

[摘要]目的:建立细胞荧光示踪法定量检测神经元细胞间缝隙连接功能。 方法:原代培养神经元细胞,免疫荧光法鉴定神经

元细胞的纯度。 2 种不同分子量的荧光染料 Calcein 和 Dil 与神经元细胞共同孵育 30 min 制成供体神经元细胞,与受体神经元

细胞共同孵育 2. 5 h 后,在倒置荧光显微镜下观察供体神经元细胞周围的受体神经元细胞数目。 结果:原代培养的神经元细

胞纯度达 90% ,可用于检测神经元细胞缝隙连接功能的实验。 所建立的方法可以清晰观察到供体神经元细胞周围受体神经

元细胞,并可以计数。 结论:本实验所建立的荧光示踪法能够定量检测神经元细胞间缝隙连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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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s of fluorescent tracer method in the detection of neuronal gap junctions
YU Li,TONG Xu鄄hui,JI Jie,LI Li,FAN Zong鄄bing,DONG Shu鄄ying

(Department of Pharmacology,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3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establisha method used for quantitative detecting the neuronal gap junction function. Methods:The primary
neurons were cultured, the purity of neurons was identified by immunofluorescence. Two kinds of different molecular weight of
fluorescent dyes Calcein and Dil were incubated with neurons for 30 min to make donor neurons,and then incubated with received
neurons for 2. 5 h. The number of received neurons around the donor neurons was observed with inverted fluorescence microscope.
Results:The purity of cultured primary neurons reached 90% ,which could be used to defect neurons gap junction function. The
received neurons around the donor neurons could be clearly observed and counted. Conclusions: The fluorescent tracer method
established in this experiment can be used for quantitative detecting the neuronal gap junction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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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缝隙连接(gap junction,GJ)是细胞膜上的一种

特殊结构,是相邻细胞间能直接进行能量物质与信

息交换的一种特殊的蛋白质连接通道。 研究[1 - 2]表

明 GJ 在同步细胞的活动、维持细胞内环境稳定、控
制细胞的生长和发育等生命过程中发挥十分重要的

作用。 在正常情况下,GJ 通道起着传播细胞间钙波

以及保护神经元等重要作用,而在严重脑损伤时,
GJ 功能异常则加重脑损伤。 神经元细胞是脑损伤

过程中对损伤最为敏感的细胞,对其 GJ 功能的检测

显得尤为重要。 以往的研究大多采用划痕标记染料

示踪法检测神经元细胞间 GJ 功能,但此种方法存在

明显不足[3],并且只能对神经元 GJ 功能进行定性

检测而不能进行定量分析,因此建立一种能直观、定
量检测神经元 GJ 功能的方法至关重要。 本研究利

用相对分子质量小于 1 200 的物质能够选择性通过

GJ 的原理,并利用 Calcein 和 Dil 两种荧光染料建立

细胞接种荧光示踪法定量检测神经元 GJ 功能。 现

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实验动物和主要试剂摇 新生 24 h 内 SD 大鼠,
雌雄不限, 由蚌埠医学院动物实验中心提供。
Neurobasal鄄A 培养基、B 27 培养基添加剂、DMEM /
F12 培养基、胎牛血清、胰蛋白酶、L鄄多聚赖氨酸、荧
光染料 CM鄄Dil、Calcein鄄AM(Molecular Probes)均购

自美国 Gibco 公司;微管相关蛋白鄄2(MAP鄄2)抗体

和 FITC 标记的羊抗兔抗体购于 Proteintech 公司;其
他常用试剂均为国产分析纯级。
1. 2 摇 原代培养大鼠大脑皮层神经元细胞 摇 新生

24 h内 SD 大鼠,75% 乙醇浸泡消毒,无菌条件下断

头取脑,立即放入预冷的 D鄄PBS 平衡盐溶液中,于
解剖显微镜下剥除脑膜与血管。 夹取双侧大脑皮

质,D鄄PBS 液洗 3 次后剪成糜状,0. 125%胰酶 37 益
消化 10 min,加入含 10%胎牛血清的 DMEM / F12 培

965蚌埠医学院学报 2015 年 5 月第 40 卷第 5 期



养基终止消化,缓慢吹打,1 500 r / min 离心 5 min,
弃上清液,加入 4 ml 含 10% 胎牛血清的 DMEM /
F12 培养基吹打( < 10 次),混匀后再次 1 500 r / min
离心 5 min,弃上清液,加入 2 ml 神经元培养基

(98% neuralbasal鄄A 培养基 + 2% B 27 培养基添加

剂 + 0. 5 mmol / L鄄谷氨酸 + 1%的青 - 链霉素)。 吹

打细胞分数,用 400 目细胞筛过滤后,细胞计数,以
每毫升 7 伊 105 个的密度将细胞种植在用多聚赖氨

酸包被过的 6 孔培养板中。 置 CO2 培养箱内培养,
4 h 后用神经元培养液换液 1 次,以后每隔 3 d 半量

换液 1 次。
1. 3摇 免疫荧光鉴定神经元细胞摇 取培养 10 d 的神

经元细胞,弃培养液并用 PBS 清洗 2 次,每次 5 min;
用 4% 多聚甲醛溶液固定神经元细胞 15 min 后,
PBS 清洗 3 次,每次 5 min;随后用 5%牛血清蛋白封

闭 2 h,再缓慢加入 PBS 清洗 2 次,每次 10 min;滴加

一抗 MAP鄄2 抗体(1 颐 200) 4 益 过夜,弃一抗并用

PBS 清洗 2 次,每次 10 min;滴加 FITC 标记的羊抗

兔抗体(1颐 100)于 37 益避光保存 2 h,PBS 清洗 3 次

后滴加 DAPI(5 滋g / ml)染核 2 min,PBS 清洗 3 次,
每次 10 min;封片,倒置荧光显微镜下观察并拍照。
1. 4摇 荧光示踪法的建立摇 将神经元细胞按每毫升

4 伊 105 个的浓度接种于 12 孔培养板中,培养 10 d
时,其中的 1 个孔弃去培养液,PBS 清洗 1 次,加入

0. 5 ml 的负载液(0. 5 ml 的无血清培养基 + 1 滋l 荧
光指示剂 Calcein鄄AM +1 滋l CM鄄Dil)后放入 CO2 培

养箱内培养 30 min;弃负载液,PBS 清洗 3 次,每次

5 min;0. 125%胰酶 37 益消化 3 min,加入培养液终

止消化,将细胞缓慢吹打成细胞悬液并开始记数,将
细胞稀释成每毫升 500 个,制成供体神经元细胞液。
将 12 孔培养板内的其他孔弃去培养液,PBS 清洗

1 次,分别加入配制好的供体神经元细胞液,每孔

1 ml;CO2 培养箱内培养 2. 5 h 后,倒置荧光显微镜

下观察,记录神经元细胞 GJ 荧光传递功能。

2摇 结果

2. 1摇 神经元的纯度 摇 当神经元培养 10 d 时,细胞

体聚集,周围光晕明显,突起相连呈网络样生长且纵

横交错,形成复杂紧密的神经元网络。 MAP鄄2 是神

经元胞体和树突细胞骨架蛋白,是神经元胞体及树

突的一种标志物,可用于区别神经元细胞与非神经

元细胞。 本实验以 MAP鄄2 作为成熟神经元的标志,

免疫荧光鉴定神经元细胞,结果显示 MAP鄄2 对神经

元胞体和树突着色,显绿色荧光(见图 1A);DAPI 对
所有细胞的细胞核进行染色,显示蓝色荧光(见图

1B);随机选取视野中 200 个细胞计数,神经元纯度

质量分数达 90%以上,可用于观察神经元细胞的 GJ
功能的实验。

2. 2摇 神经元细胞间 GJ 功能 摇 当神经元细胞培养

10 d 时,供体神经元细胞和受体神经元细胞均生长

至融合,供体神经元细胞与 CM鄄Dil 和 Calcein鄄AM
共同孵育 30 min,带有荧光染料的供体神经元细胞

与受体神经元细胞孵育 2. 5 h 后,在倒置荧光显微

镜下可以观察到供体神经元细胞上 Dil 显示红色荧

光,Calcein 发出绿色荧光。 供体神经元细胞可以将

发绿色荧光小分子 Calcein 传递给与之相邻的细

胞———受体神经元细胞。 计数 1 个供体神经元细胞

周围含有 Calcein 的受体神经元细胞数,作为神经元

GJ 功能的指标(见图 2)。

3摇 讨论

摇 摇 神经元之间的 GJ 能在树突与树突之间,或者轴

突与轴突之间,甚至树突和细胞体之间,提供了一种

简单的信号分子传递机制,这与化学突触释放复杂

的化学递质相比显得更为有效[4]。 研究[5] 认为神

经元细胞之间的 GJ 通道主要功能是使一大块区域

的神经元在不同频率波段的某种活动中同步化,而
这个功能也被认为是构成包括学习、记忆等感觉处

理功能在内的基础。 研究[6 - 9] 发现缺血、脊髓和脑

损伤、癫痫和炎症发生时,哺乳动物中枢神经系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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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释放谷氨酸,神经元 GJ 耦合增加,导致神经元

损伤。 Wang 等[10] 研究发现,抑制二型代谢型谷氨

酸受体能够下调神经元 GJ 功能,减轻脑缺血再灌注

损伤,反之则会加重脑缺血再灌注损伤。 研究[11] 证

实神经元细胞之间 GJ 形成的电突触参与惊厥时神

经元同步放电的过程,在癫痫的形成过程中具有重

要作用。 然而,神经元 GJ 功能不仅与缺血和癫痫密

切相关,在脊髓和脑损伤以及炎症的发生与发展中

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研究脑部疾病的预防与治疗

过程中,掌握检测神经元 GJ 功能的方法尤为重要。
以往的研究[12] 大多采用划痕标记染料示踪技

术检测 GJ 功能,此方法是将细胞培养在盖玻片上,
用手术刀片轻划单层培养的细胞;染料通过损伤细

胞的细胞膜进入受损细胞内,再由受损细胞通过 GJ
向邻近细胞传递;通过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或荧

光显微镜观察染料扩散的距离和细胞层数。 其优点

是将细胞培养在玻璃上,透光性能较好;缺点是划痕

细胞时不易将线划直,由于玻璃器皿表面光滑,刀刃

稍微侧划,侧方的大片细胞就会脱落,影响实验结

果;且此种方法只能定性检测神经元 GJ 功能而不能

对神经元 GJ 功能进行定量分析[12]。 本文采用细胞

接种荧光示踪法检测神经元细胞的 GJ 功能,CM鄄Dil
是一种亲脂性的膜荧光染料,不能通过细胞膜传至

与其相邻的细胞。 但是 Calcein鄄AM 进入细胞后其

上所带有的乙酰甲酯被细胞内脂酶水解成 Calcein,
虽然不能通过细胞膜但能经 GJ 传递至相邻细胞。
在倒置荧光显微镜下可以观察到供体神经元细胞将

发绿色荧光小分子 Calcein 传递给与之相邻的受体

神经元细胞。 计数 1 个供体神经元细胞周围含有

Calcein 的受体神经元细胞数,就可以定量分析神经

元 GJ 功能。 综上所述,本研究所建立的荧光示踪法

可定量、直观地检测神经元细胞间的 GJ 功能。 本法

有望为神经元 GJ 功能异常相关的疾病如脑缺血、癫
痫及帕金森病等疾病的病理生理研究及其以 GJ 为

靶点的药物开发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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