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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时程铅暴露对海马神经元
AMPA 受体表达的影响
丁锦君，邹容欣，汪惠丽*
（合肥工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合肥

230000）

摘要：利用培养的原代海马神经元体系，采用电生理、免疫细胞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等方法，研究不同时程铅暴
露对突触基本传递和 α-氨基-3-羟基-5-甲基-4-异恶唑丙酸（α-amino-3-hydroxy-5-methyl-4-isoxazolepropionic
acid，AMPA）受体表达的影响。结果发现，神经元分别铅暴露 5 min、15 min、4 h 和 24 h，微小的兴奋性突
触后电流（miniature excitatory post-synaptic currents，mEPSC）的幅度和频率均无明显变化；在铅暴露 5 min、
15 min 和 4 h 后，AMPA 受体亚基 GluR1 和 GluR2 总体蛋白表达量没有明显变化。但是在铅暴露 15 min 后，
免疫细胞化学和蛋白质免疫印迹实验发现兴奋性突触后膜上 GluR1 蛋白量明显升高。综上，急性铅暴露 15 min
能引起 GluR1 突触膜转运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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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lead exposure for different time on AMPA receptor
expression of hippocampal neur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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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used primary cultured hippocampal neurons and adopted electrophysiological,
immunocyt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method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time lead
exposure on synaptic basic transmission and α-amino-3-hydroxy-5-methyl-4-isoxazolepropionic acid
(AMPA) receptor expression. The results found that amplitude and frequency of miniature excitatory
post-synaptic currents (mEPSC) had no significant changes after neurons lead exposure for 5 min, 15 min,
4 h and 24 h, respectively. Total protein expression of AMPA receptor subunits GluR1 and GluR2 had no
obvious changes after lead exposure for 5 min, 15 min and 4 h. But the GluR1 protein expression of
excitatory post-synaptic membran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fter lead exposure for 15 min. In conclusion,
15 min of acute lead exposure could cause the trafficking efficiency of GluR1 synaptic membr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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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环境问题严重威胁着人类的健康，且与食品安全密切相关。重金属污染是世界范围内的环境问题[1]，

金属铅污染危害比较严重，铅对儿童健康的影响是毒理学和食品科学等领域的研究热点[2
[4]

～ 3]

。慢性铅暴

露可损害发育中的中枢神经系统，引起学习记忆及认知障碍 ，并伴有临床上的多动症（attention defi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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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5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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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研究表明，发育期铅暴露能引起谷氨酸受体 N-甲基-D-天冬氨

酸（N-methyl-D-aspartic acid，NMDA）受体表达、分布及转运的异常[7]，但是铅对另一种谷氨酸受体——
AMPA 受体各亚型表达的影响尚不清楚。AMPA 受体介导中枢神经系统快速兴奋性突触传递，其在突触
后膜的动态表达与长时程增强（long-term potentiation，LTP）、长时程抑制（long-term depression，LTD）
的诱发和维持有关。
在神经系统中，大量神经元通过突触相互联系，兴奋性突触主要以谷氨酸为神经递质，突触前神经
元释放谷氨酸，通过突触后谷氨酸受体（AMPA 受体和 NMDA 受体），将突触前神经元信号传递给突触
后。突触可塑性是指在不同环境刺激下，突触的结构和功能发生改变，以适应新环境的过程，它是神经
系统最重要的特性之一[8
在突触可塑性变化

[10～11]

～ 9]

。在神经系统的发育、学习和记忆、脑的认知等高级神经活动过程中，均存

。突触可塑性主要表现形式为 LTP 和 LTD，这两者已被公认为学习记忆活动的

细胞水平的生物学基础。
通过调节突触强度使神经元保持稳态的稳态突触可塑性称作 synaptic scaling[12

～ 14]

，最早是在培养的

新皮层神经元上发现的，其可扰乱神经网络的活动。神经元会通过钙依赖的感受器探测神经活动的改变，
然后通过受体转运使突触后膜上的受体数目增加或减少，从而改变突触强度，神经元会通过对突触强度
进行补偿调节，使神经活动回到正常水平[14]。突触强度可以通过记录 mEPSC 来衡量，mEPSC 的幅度增
加，说明神经元的突触强度增强；mEPSC 的幅度降低，说明神经元的突触强度变弱。调节兴奋性突触强
度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增加或减少 AMPA 受体在突触后膜上的累积，突触部位的 AMPA 受体是高度动态
的，可以在突触后膜表面和质内相互转运。synaptic scaling 的重要机制是 AMPA 受体向突触后膜上的聚
集[14

～ 21]

，AMPA 受体的转运在多种形式的 synaptic scaling 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研究铅暴露对 AMPA 受体表达和转运的影响，有助于进一步认识铅暴露后引起突触传递的影响及稳
态突触可塑性调节的紊乱，并有助于进一步预防和治疗铅暴露导致的神经性疾病。

1

材料与方法

1.1

原代海马神经元的培养
将刚出生 24 h 以内的 SD 大鼠用酒精消毒，断头取出大脑组织后，在解剖显微镜下取大脑海马，置

于 0.03%的胰蛋白酶消化液中酶解 19 min，用 Hank’s 平衡盐溶液（Hank’s balanced salt solution，HBSS）
终止反应并洗去胰酶，尽量吸干液体，加入少量的血清培养基（serum medium）后将海马组织吹打为细
胞悬浮液。细胞计数板测定细胞悬浮液的细胞浓度后，酌情吸取细胞悬浮液加入血清培养基中，混匀后
加入至盛有多聚赖氨酸（poly-L-lysine）包被过的玻璃片的 24 孔培养板中培养。培养过夜后，将 70%的
血清培养基换为无血清神经元的基础培养基（neurobasal medium），其中含有 L-谷氨酰胺和神经元细胞
培养添加剂 B27，培养 7 d 后，50%换液，第 14 天进行实验。
1.2

电生理实验
本文主要采用 AXON 公司的膜片钳记录系统，记录离体培养 14 d 原代海马神经元 mEPSC 的方法。

玻璃微电机内注入电极内液，进入浴槽后，阻抗为 4～6 MΩ，电极内液成分为（mmol/L）：120 CsCl2，
5 EGTA，10 HEPES，2 MgCl2，4 Na2-ATP 和 0.3 Na3-GTP，pH 值为 7.35；记录时，离体神经元一直置
，2.5 CaCl2，
于灌流的胞外液中，胞外液配方为（mmol/L）
：100 NaCl，26 NaHCO3，2.5 KCl，11 glucose（葡萄糖）
1.3 MgSO4 和 1.0 NaH2PO4. 使用前先放入水浴锅预热，然后通氧气-二氧化碳混合气 15 min.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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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PSC 时，在胞外液中加入 1 μmol/L 河豚毒素（tetrodotoxin，TTX）阻断动作电位，100 μmol/L 木防
己苦毒素（picrotoxin）阻断抑制性 γ-氨基丁酸（γ-aminobutyric acid，GABAA）受体，去除抑制性电流。
全细胞膜片钳记录，细胞的钳制电压为−60 mV.
1.3

免疫细胞化学
原代神经元离体培养 14 d 后，吸去 24 孔板的培养基，PBS 洗 3 遍，4%的多聚甲醛室温固定 10 min，

PBS 洗净多聚甲醛，5%牛血清蛋白（BSA）封闭 1 h，4℃过夜孵育 GluR1 和 GluR2 抗体后，用带有异
硫氰酸荧光素（fluorescein isothiocyanate，FITC）绿色荧光基团标记的二抗来标记 GluR1 和 GluR2，二
抗室温孵育 1 h，封片观察。
1.4

蛋白免疫印迹
蛋白免疫印迹主要利用特异性抗体对凝胶电泳的样品进行着色，通过分析条带的位置和灰度来判断

样品中特性蛋白的相对含量。离体培养的神经元细胞用预冷的 PBS（pH=7.4）清洗，然后再用 1×PBS（其
中包括胆碱脂酶抑制剂 PMSF、牛胰蛋白酶抑制剂 aprotinin 和亮抑酶肽 leupetin）收集细胞。1:1（体积比）
与 2×SDS（十二烷基硫酸钠）buffer 混合置于热水中煮 10 min，使蛋白质变性与 SDS 结合。蛋白在 8.5%
的 SDS-PAGE（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中分离，然后转到聚偏二氟乙烯（PVDF）膜上，清洗 3 次后，无
脂牛奶封闭 1 h，4℃过夜孵育一抗，第 2 天室温孵育二抗 1 h，显影。对于膜蛋白的收集，利用 1×PBS
收集细胞前，生物素 biotin 孵育 10 min 结合膜蛋白，珠子结合生物素，离心后获得膜蛋白。
1.5

图像采集与数据处理
利用蔡司 710 共聚焦成像系统对细胞进行拍照，图片分析使用 NIH ImageJ 软件和 Photoshop CS 6.0

软件处理。数据使用 SPSS 17.0 软件统计分析，两组数据之间的差异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3 组及以上数
据之间的差异采用方差分析（ANOVA），P<0.05 表示差异显著，P<0.01 表示差异极显著。所有统计数
据均以 Means±SE 表示。

2

结果

2.1

单独铅暴露后的 synaptic scaling 变化
铅暴露会降低一些参与神经递质释放的关键蛋白的表达[22]，扰乱突触前正常的神经递质释放[23

铅会阻断 NMDA 受体，影响 NMDA 受体依赖的下游信号通路

[26～27]

～ 25]

。

。正常的神经活动被改变时，神经系

统势必会做出调整来保持正常的神经活动。而面对铅暴露对正常神经活动的扰乱，神经网络会不会进行稳
态突触可塑性调节，来保持正常的神经活动？为此，首先要核实铅暴露能否诱导出稳态突触可塑性调节。
AMPA 受体的转运是 synaptic scaling 稳态调节过程中的核心问题[28]，而 AMPA 受体在许多神经活动
过程中均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如 LTP、LTD、突触沉默、synaptic scaling 等），是一个高度动态的受体，
例如，在用甘氨酸诱导化学 LTP 的过程中，甘氨酸刺激后，突触后膜上钙通透的 AMPA 受体增加，随着
时间的改变，AMPA 受体由钙通透型向钙不通透型转变。借鉴于甘氨酸短时间处理会引起 AMPA 受体的
高度动态变化，首先在培养基中加入铅（工作浓度为 1 μmol/L），分别处理海马神经元 5，15 min，在胞
外液中加入 TTX 阻断动作电位，加入 picrotoxin 阻断 GABAA 受体，去除抑制性电流成分，然后记录 mEPSC
（如图 1、图 2 所示）. 结果发现，mEPSC 的幅度和频率均没有显著性变化（标准化后的结果：5 min，
n=22，幅度，(106±2.9)%，P>0.19；频率，(94±12.5)%，P>0.74. 15 min，n=37，幅度，(101±2.9)%，P>0.59；
频率，(94±8.8)%，P>0.72）。mEPSC 频率表征突触前兴奋性的谷氨酸神经递质释放的速度，幅度表征突

第10 卷 第21 期
2017 年 11 月

中国科技论文在线精品论文

2430

触后膜上谷氨酸受体的数目。mEPSC 的频率没有改变，说明 1 μmol/L 铅可能不会影响自发放的神经递
质的释放；幅度没有改变，说明 1 μmol/L 铅没有导致突触后膜上谷氨酸受体的数目发生变化，由此可见，
用 1 μmol/L 铅处理海马神经元 5 min 和 15 min 均不能诱导 synaptic scaling. 猜想是不是因为处理时间太
短，故采用 1 μmol/L 铅处理神经元 4 h 和 24 h（如图 3、图 4 所示），然而结果表明，mEPSC 的幅度和

注：比例尺，mEPSC，10 pA，0.5 s

图1
Fig. 1

1 μmol/L 铅暴露 5 min 后 synaptic scaling 的变化

Changes on synaptic scaling after 1 μmol/L lead exposure for 5 min

a—1 μmol/L 铅处理神经元 5 min 的 mEPSC 样图（n=21～22，数据来自于 3 次独立的实验）；b—mEPSC 幅度变化；
c—mEPSC 频率变化
a-mEPSC recording graph from the neurons treated with 1 μmol/L lead for 5 min (n=21-22 from 3 independent experiments);
b-mEPSC amplitude change; c-mEPSC frequency change

注：比例尺，mEPSC，10 pA，0.5 s

图2
Fig. 2

1 μmol/L 铅暴露 15 min 后 synaptic scaling 的变化

Changes on synaptic scaling after 1 μmol/L lead exposure for 15 min

a—1 μmol/L 铅处理神经元 15 min 的 mEPSC 样图（n=37～41，数据来自于 4 次独立的实验）；b—mEPSC 幅度变化；
c—mEPSC 频率变化
a-mEPSC recording graph from the neurons treated with 1 μmol/L lead for 15 min (n=37-41 from 4 independent experiments);
b-mEPSC amplitude change; c-mEPSC frequency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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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比例尺，mEPSC，10 pA，0.5 s

图3
Fig. 3

1 μmol/L 铅暴露 4 h 后 synaptic scaling 的变化

Changes on synaptic scaling after 1 μmol/L lead exposure for 4 h

a—1 μmol/L 铅处理神经元 4 h 的 mEPSC 样图（n=38～39，数据来自于 4 次独立的实验）；b—mEPSC 幅度变化；
c—mEPSC 频率变化
a-mEPSC recording graph from the neurons treated with 1 μmol/L lead for 4 h (n=38-39 from 4 independent experiments);
b-mEPSC amplitude change; c-mEPSC frequency change

注：比例尺，mEPSC，10 pA，0.5 s

图4
Fig. 4

1 μmol/L 铅暴露 24 h 后 synaptic scaling 的变化

Changes on synaptic scaling after 1 μmol/L lead exposure for 24 h

a—1 μmol/L 铅处理神经元 24 h 的 mEPSC 样图（n=36，数据来自于 4 次独立的实验）；b—mEPSC 幅度变化；
c—mEPSC 频率变化
a-mEPSC recording graph from the neurons treated with 1 μmol/L lead for 24 h (n=36 from 4 independent experiments);
b-mEPSC amplitude change; c-mEPSC frequency change

频率依然没有显著性变化（标准化后的结果：4 h，n=39，幅度，(99±1.8)%，P>0.76；频率，(112±7.9)%，
P>0.99. 24 h，n=39，幅度，(103±2.1)%，P>0.19；频率，(100±7.1)%，P>0.36），结果说明 1 μmol/L 铅处
理海马神经元 4 h 和 24 h 也不能诱导 synaptic scaling. 综上说明，单独 1 μmol/L 铅暴露可能不能诱导
synaptic scaling，不会影响突触传递效能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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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暴露对 GluR1 突触后膜转运的影响
电生理实验表明，单纯的铅暴露可能不能诱导 synaptic scaling 的发生。为进一步探究铅暴露后原代

培养神经元的 GluR1 和 GluR2 总蛋白量，实验进行了检测和分析（如图 5 所示），发现铅暴露 5 min、15 min
和 4 h，GluR1 和 GluR2 总蛋白量均没有显著变化。

图5

1 μmol/L 铅暴露 5 min、15 min 和 4 h，海马细胞 GluR1、GluR2 蛋白总体表达水平的变化（Means±SE）

Fig. 5 After 1 μmol/L lead exposure for 5 min, 15 min and 4 h on primary hippocampal neurons, changes on expression of total
GluR1 and GluR2 protein (Means±SE)
a—铅暴露后总 GluR1 和 GluR2 的蛋白免疫印迹样图；b—铅暴露后总 GluR1 的变化统计图；c—铅暴露后总 GluR2 的变
化统计图
a-Western blotting graph of total GluR1 and GluR2 samples after lead exposure; b-Total GluR1 expression after lead exposure;
c-Total GluR2 expression after lead exposure

铅暴露对 GluR1 和 GluR2 总蛋白量没有明显改变，但是并不能确定在铅暴露后，AMPA 受体转运和
膜表面 GluR1 和 GluR2 受体不会发生变化。故接下来利用免疫细胞化学实验，分别标记了树突膜表面的
GluR1 和 GluR2（如图 6 所示），结果发现，铅暴露 5 min、15 min 和 4 h，树突膜表面 GluR2 没有明显
变化，铅暴露 5 min 和 4 h，树突膜表面 GluR1 也没有明显变化。但在铅暴露 15 min 后，树突膜表面 GluR1
发生了明显的升高。这些结果表明，铅暴露后，AMPA 受体的转运发生了变化，且 AMPA 受体转运在突
触传递效能中起重要作用，可以推论出铅暴露能潜在影响 AMPA 受体转运，从而潜在影响突触传递效能。

3

讨论
本次实验发现单独 1 μmol/L 铅暴露可能不能成功诱导 synaptic scaling，这并不能说明 1 μmol/L 铅暴

露对突触传递效能和突触可塑性没有影响。这次没有诱导出 synaptic scaling 可能是铅暴露的浓度太低而
导致没有成功诱导。BRAGA 等[25]研究发现，用 1 μmol/L 铅急性灌流处理海马神经元，从 2 min 开始
mEPSC 的频率会逐渐升高，在 15 min 时达到最大值；改用 10 μmol/L 铅处理，mEPSC 的频率会继续升
高，用不含铅的胞外液洗过后，频率部分下降，整个实验过程中幅度均没有显著性变化。这些结果说明
铅增加自发放的神经递质的释放是铅浓度依赖的，而且是部分可逆的。用拮抗剂将兴奋性电流成分与抑
制性电流成分分开，结果发现 mEPSC 和微小的抑制性突触后电流（miniature inhibitory post-synap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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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为 P<0.05

图6
Fig. 6

1 μmol/L 铅暴露 5 min、15 min 和 4 h 对树突膜表面 GluR1（a）、GluR2（b）影响（Means±SE）

Influence of 1 μmol/L lead exposure for 5 min, 15 min and 4 h on GluR1 (a) and GluR2 (b) of dendritic membrane
surface (Means±SE)

curreuts，mIPSC）的频率均显著提高，但幅度没有显著性变化，说明铅会同时增强自发放的兴奋性和抑
制性神经递质的释放。本实验所得结果和 BRAGA 等[25]的工作不尽相同，本实验中 1 μmol/L 铅暴露不论
是短时程的 5 min 和 15 min，还是长时程的 4 h 和 24 h，海马神经元 mEPSC 的频率都没有发生显著性改
变。分析原因，认为可能是铅暴露方式有别于 BRAGA 等[25]的研究，本实验是在培养基中加入铅分别处
理 5 min、15 min、4 h、24 h，然后转移到孵育槽里，用不含铅的胞外液灌流，可能在记录过程中铅被洗
掉了，因此没有记录到 mEPSC 频率升高这个过程，这也说明 1 μmol/L 铅对兴奋性的微小神经递质释放的
增强是完全可逆的。
后续实验发现，1 μmol/L 铅暴露 5 min、15 min 和 4 h 均不会改变 AMPA 受体亚型 GluR1 和 GluR2
总蛋白表达量，但有趣的是，研究显示急性铅暴露 15 min 后，树突膜表面的 GluR1 有显著性升高，而树
突膜表面的 GluR2 没有显著性变化。GluR1 总体表达水平没变，而在膜表面的 GluR1 增多，表明不是
GluR1 合成的增多，而是在其他位置的 GluR1 迁移至树突膜表面。这说明 1 μmol/L 铅暴露对 AMPA 受
体转运功能有影响，而 AMPA 受体转运与突触传递效能密切相关，可以推测出 1 μmol/L 铅暴露有能够影
响突触传递效能的作用。铅暴露如何影响突触传递效能及 AMPA 受体转运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4

结论
本文得出了单独的铅暴露并不能引起 synaptic scaling 的改变，也不会影响突触后总 GluR1 和 Glu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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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的改变，但是急性铅暴露 15 min 能引起 GluR1 向突触后膜上转运，导致突触膜转运的效能改变，可
能引起突触传递异常，导致神经系统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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