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 物 学 研 究 2001．Jun．22(3)：174～180 

Zoological Research 

CN 53—-1040／Q ISSN 0254—-5853 

锐化蝙蝠听皮层神经元频率调谐的柱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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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用双声刺激和多管电极方法在 6只大棕蝠 (h_g brown bat， icus c 1的98个神经Jl_上研究 J 

锐化 (sharpening)蝙蝠昕皮层 (primary auditor'cortex．土c)神经元频率调谐的柱特赶。结果发现，电概直插 

在 1个电极通道内连续记录到多个神经元时，它们锐化频率婀谐的抑制性调谐曲线或抑制区基本相似 电被 

AC表面呈 45。斜向推入使其跨越多个功能柱时．可观察到锐化额牢胡谐的抑制区构成也随电极进 ～小同的功能 

拄而发生柑应的改变 两种小同的电板插入方式均 明锐化 AC神经元频率渊谐的神经抑制呈拄状组构 这些 

神经元组合起来排列在同一听觉功能拄 ，构成 Ac频率分析的基本功能组构单位 微频率处理器 吏骑中还 

观察到多峰频率调谐曲线神经元．它竹J在声通讯和声定位中小同泼谱区域的时问 [配中起作用 此外．也有 

由认为多峰调谐神经元办被用于作为复杂波谱信息的 “高级蝻谐预盘上理器 ．从而极大地提高丁神经儿盯频率 

分析的能力。为研究锐化频率谢谐的神经抑制机制，用多管电极电泳 一氲基丁酸 (丫一aminabutyrie acid，GA— 

BA)能 a受体拮抗剂荷包牡丹碱 (bicuculline，Bic) 所记录的神经元，发现能大部分或几乎争部取消抑制 ． 

从而表明在正常情况下GABA能抑制参与构成锐化 AC神经兀频率凋谐的抑制区．提高了蝙蜗 AC神经元刘回 

声细微频率变化的分辨能力，反之．Bic解除 GABA能抑制，可导致频率黼谐曲线变宽．对频率的选样 H 和分 

辩能 下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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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定位蝙蝠(echolocating bats)能主动发出声 

脉冲和收听其同声，回声频率可因外界物体或所探 

测的靶形状、质地、移动速度等而不同(P。llak＆ 

Casseday，l989)，其生物声纳系统(即听觉系统)能 

对回声频率的细微变化做出精确的分析，从中提取 

具有重要生物学意义的信息(Suga，1990) 有关听 

觉系统对频率的分析，已知哺乳动物内耳的感觉毛 

细胞排列成一个滤波器阵列(Gelfand，l990)，对声音 

的反应极快，但分辨率却十分有限。 频率分辨率的 

锐化成为听中枢信息处理的一个重要功能(Suga， 

1990；Gelfand，l990；Lawrence e／al ，1989；PhiHios“ 

d ．，l99I；Kanwal et a1．，1999；Sutler etⅡ ．1999： 

Jell＆Chert，2000)。这种功能与其结构间的相关性 

越来越受到关注(Rauschecker etⅡ1．，I995：Christofer 

deChamm 挂 Merzenich，1996；Eggerrnont．1998：Egger 

rnont＆Mossop，l998)，已观察到列频率分析的精确 

程度基本表现出从外周到中枢随听觉功能结构等级 

的升高 增强，由此推测神经抑制在其中起着重要 

作用(Ehret＆Merzenich，1988；Suga，】995) 先前的 

研究还发现听皮层(primau~auditor,,CONPX，AC)神经 

元对声 反应 的某些基 本特性 有柱状组构特 征 

(Phillips et al，l988；Jen et nf ，l989；Shen nf．， 

1997)，提示 AC对基本声信号特征加上宵高度的特 

异性分工。然而．具有相似最佳频率的 AC神经元 

对频率分析的特性以及锐化(sharpening】频率调谐 

的机制是否也柑似，能否表现出丰乇状组构特征尚不 

清楚 作者用双声刺激或双声抑制(two．．．t stimu． 

}ation or two—tone inhibition)方法(Sutter＆Schreiner． 

1991)和电极的不同插八方式(Shen et n2．19971． 

在蝙蝠 AC上做 r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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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才等 ：锐化蝙蝠听皮层神经 频率调谐的柱特征 

1 材料和方法 

1．1 动 物 

实验在6只[体重(b。w1)：l5～21 g]大棕蝠(big 

brown bat，Ept~sicus  ̂ )上进行。动物 手术 基本 

步骤为：用 ][OIIOVaF—Vet[0．o8 m kg(b．wc)of fen— 

tanyl，4 mg／kg(b． )of dropefidol和戊巴比妥钠 

lnembutal，40～5O Illg／kg【b。w1)：镇定和麻醉动物； 

暴露颅骨，解剖镜下将 l根 l。8 cnl长的半头钉用超 

强力腔和牙科水泥粘在头顶颅骨上，以便记录时固 

定动物；在 AC所在部位的颅骨上钻直径 200～500 

ym的zl,4L供插人电极。将手术完毕的动物移人无 

同声屏蔽室，同定在 副自制的小型金属支架上 

1．2 声刺激和神经元反应记录 

占刺激采用自由声场(fiee field)双声刺激方法 

(two—lone stimulation method)。声刺激系统 由函数 

信号发生器(KH Model 1200)、短声发生器、声强衰 

减器(HP 350 D)、声功率放大器和超声喇叭(AKG 

l~lodel CK 50，直径 l 5 ClTI)组成，喇叭定位在俯仲方 

位【elevation)的0平面(该平面与动物口眼线保持同 

水平)，经向方位(azinmth)对侧 3O。，声刺激系统 

俐 1／4英寸 B&K．4135麦克风校正，声刺激强度以 

dB SPI (参比声压 20yPa)表示。2个声刺激脉冲均 

为4Ills纯音，起落时间为 0．5Ills，抑制性声刺激超 

前于兴奋性声刺激O～5ms，平均2Ills。所用仪器连 

接与声刺激输出如图 1 

临实验之前拉制和灌注多管玻璃电极。电捉经 

液 微电极推进器【David Kopf)推入 Ac。首先用 

奋性声刺激找寻神经元，并测定其最佳频率 (best 

frequency，BF)和最小阀值(minimum threshold，MT)． 

并通过系统改变声刺激的强度和频率来测定兴奋性 

频率漏谐曲线或兴奋区 然后将兴奋性最佳频率声 

刺激强度固定在阈上 lOdB，在此反应基础上给抑制 

性声刺激，通过系统改变抑制性声强和频率，测得抑 

制性频率凋谐曲线或抑制区。为了观察抑制区的柱 

状组构(column organization)特征，将记录电极与皮 

层表面垂直或呈 45。角插人，细胞外记录同一柱内 

的神经元反应或记录斜向穿越多个功能柱时神经元 

的反应(Shen et at，1997)。 

为了研究这些被激活的神经抑制在锐化蝙蝠 

AC神经元频率调谐中的作用，用离子电泳注射仪 

(Medical s tem Neurophore BH一2)注射 一氨基 

丁酸 tT-aminobut~Tic acid，GABA)能 a受体拮抗 

剂荷包牡丹碱 【bicueulline，Bic)，边注射边对反 

应采样，直至反应达到稳定 (即最大)，然后正式 

测定研究内容。所用注射电流范围 5～30 nA，滞 

留电流一8～一lO nA 听神经元的反l盘被送人 IBM 

一 586计算机经专用程序处理 

A 

B a
— —  

■ 
b

—  ■■ 一  

图 】 实验仪器连接和声刺激 (双声刺激)小毫 

Fig l Schematic diagram of setup and smmd stimulation 

(two—tone stimulation)for the experiment 

 ̂仪器连接 (selup lnst⋯ “used in the x_̈-rhnet~t、 I1 。 

刺激 ( 0．“m stimulalion f：a 兴啬性 刺激 r嘲 lf ( e 

lI抑制 声刺激 (inhibitan,t0n ) 

2 结 果 

本实验共获得 98个神经元，电极直捅和斜插的 

记录深度范围为 253～l648,um，最佳频率变化范嗣 

为12．52～85．68 kHz，潜伏期变化范围为 8．O～ 

32 5Ills。最小阑值变化范围为 12～68 dB 本实验 

中。在 1个电极通道(penetration)内连续 录到 2个 

以上神经元的通道有22个，其中直插有 l6个，斜捕 

有 6个。 

2．1 电极直插观察到的锐化频率调谐的柱特征 

电极直插在 1个电极通道内连续记录到多个神 

经元时，可见所记录到的AC神经 都有相似的抑 

制区，如第 1个神经元是 边有抑制区，则其余均 

属单边有抑制区 (图2) A～D 4个神经元来 自于 

同一电极通道，Bic注射前这 4个神经元带有多峰 

兴奋性频率调谐曲线或兴奋区 (圆点实线区)．在 

主峰兴奋性频率调谐曲线的高频边可测出 个抑制 

区 (十字虚线区) 在给 Bic去 GABA能抑制后， 

兴奋区明显地扩夫 (变宽)，并由原来的舣峰变成 

单峰，MT也 明显地低于Bic注射前 (实线 区) 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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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 2 来自同一个电极通道的4个 AC神经元 【A一Ⅱ)．每个神经 都市兴奋性的l叔峰萌谐曲线 {小圆点实线j 

和位于兴奋性调谐曲线高频边的抑制性单峰调谐曲线 【 字虚线1 在 B 击GABA能抑制后， 性的 

双峰调谐曲线变成较宽的单峰 (实线)，高频边的抑制性两谐曲线也绝大部分地被取诮 进些神宝主 的1 

采谦度 (F肿)、最佳频率 (hHzj、最小闰值 (dB SPL1和潜伏期 (m)分别为 A：559 38 4fi．32 22 

B：73l、38 37、35、2I 5；C：789、37．43、37、 I9 5；D：856、39 02、39 l8 5 

Fig 2 r r AC neuYoRs cA—D)from a~anle orthogonal penelrati~ with exe Jtato~"douhle．peak luning⋯ e(jn l filhxl 

cirde and s~did line)a口d(m inhlbito~．tuning⋯ e(⋯ and dash甜 line) hi血 linrb of the 【-I1m0n tuning 

CU~'N for each 0ne．The excitator~d~ hle—veak tuning c⋯ [~ anle wider singl~peak (s id line)mld th 4，in 

h出lt0n tuning at hi limb— abolished nmsdy after GABAergic disinhibltion bY Bic rh rel~rding depth 

tumj．BFtkHz1， T(dB SPL)．蚰dlalencv c脚 )ofthf R ⋯ ⋯ e A：559．3s 46，32 22；B 

73I，38 37．35， 21 5；C：789，37 43，37．19 5： D：856．39 02．39， I8 5 

外，A～D神经元的兴奋区和抑制区外形基本相 

似，均能被 Bic大部分地去抑制，充分表明 GABA 

能抑制参与锐化 AC神经元的频率调谐，相似的抑 

制方式显示出典型的柱状组构特征。 

图3是从另 个直插的电极通道内记录到的 6 

个神经元 (A—F)，这些神经元在 Bic注射前兴奋 

区 (圆点实线区)的两边都有抑制区 (十字虚线 

区) 电泳 Bic去 GABA能抑制后 ，整个兴奋区明 

显扩大 (实线区)，MT下降，可见电泳 Bic取消j 

大部分抑制区，表明这些神经元的频率调谐主要受 

GABA能抑制调控 

2．2 电极斜插观察到的锐化频率调谐的柱特征 

为 进一步证实电极直插时神经元所表现出的 

柱状特性，电极与 AC表面呈 45。斜向推人使其跨 

越多个功能柱，观察到抑制区的构成随电极进人不 

同的功能柱而发生相应的改变 (图4)，可见电极 

12巷 

在 AC内沿等频带推进时，跨越了数个功能柱，在 

Bic注射前A～D 4个神经元的兴奋区 (圆点实线 

区)和抑制区 (十字虚线区)的外形，大小和分布 

特点各有不同。A的兴奋区为单峰封闭犁，B、c、 

D则为单峰开放型；A、B、C兴奋区的两边带有 

抑制区，而 D仅在高频边有抑制区～A和 B未接 

受 Bie电泳注射，c和 D接受 Bic注射 (实线区)， 

其中c的抑制区被Bic部分取消，而 D的抑制区则 

全部被取消，使兴奋性频率调谐曲线显著地变宽， 

表明不同功能柱抑制区的构成机制不同．即接受 

GABA能抑制性输入的比例不同。 

3 讨 论 

蝙蝠的听觉系统能通过分析其回声频率变化， 

从中提取有重要生物学意义的信息 (Suga，1990)， 

因此 ，听觉功能与其功能结构之间的相关关系倍受 

∞ ∞ ∞ ∞ ∞ 加 ∞ ∞ ∞ ∞ ∞ ∞ 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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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3 来自同 卟 电极通遭的6个 AC神经兀 (A—F)．每十神经元都冉兴奋性的 峰调：皆曲鼓 l小回丧实线) 

和位于兴啬忡调；皆曲线高 低频边的抑制性搁谐曲线 H一宁虚线1 在 Bic去 GABA能抑制后．兴奋 调 

谐曲线变得较宽 c宴线)，般边的抑制性调|皆 线也部分被取消 这些神经，L的记录 廑 【um)．摄件频 

章 tkHzj、最小阈值 (dB SPL)和潜伏期 tIlls1舟别为A：358、26．01、25、【3 B：410、25 63、22 

I2；C：465、25 84 26、12 5；13：522、26 07、 【9 l4；E：674、26 34、30、【2 51 F： 889、27 40 

27、t4 0 

Fig 3 Six AC N~UTOB5(A-F1 from a same orthogonal pene Jratinn w1IlI a exdIä sin出-peak tuning e l m l 6ll 】 

circle mlid line)ar t 0 itthibito~．tuning⋯ es(⋯  and d hed line)at both limbs 0f the excita JI ttlntng 

⋯ e for⋯ch n The excitato~,~ing,le—peak tuning ⋯ bec~ e the wider(solid llne1 and the inhibitor'tunin~ 

㈣  m both llntbs㈣ abolished partly aftel Bic app Lication The r~ordlng daplh cfxmj．BF tkl3z)一biT f dB 

SPL)，and latency(ms J 0f these six neur~ ar1．A：358I 26 01，25．I3；B：410．25 63，22，I 2；c： 

465．25．8．4．26． t2 5 D： 522．26 07． 19． 14； 也： 674．26 34．3'3． t2 5l F：B89．∞ 40． 21， 

l4 O 

关注 (Rauschecker el at ．1 995：Christofer deCharms 

＆ Merzenich，1996；Eggennont，1998；Eggermont ＆ 

Mossop，1998)。研究发现神经抑制作用的程度从外 

周到中枢逐渐增强，可能在锐化听中枢神经元的频 

率调谐中起关键作用(Ehret＆Merzenich，1988：Sug． 

a，1995)。目前所发现的 AC神经元某些声反应特 

性的柱状组构特征(Phillips et at．，1988；Jen Ⅱl， 

1989；Shen et at．，1997)，提示蝙蝠 AC神经兀锐化 

频率调谐可能存在特异性分_L。 

电极与 AC表面垂直即与功能柱纵轴平行直插 

发现，有基本相似的频率分析功能的 AC神经元具 

有基本相似的神经抑制类型，这些神经元组合起来 

排列在同一听觉功能柱内．构成 AC频率分析的基 

本 的功能组构单位(图2，图3)，相 当f一个 微 

∞ ∞ ∞ 0 ∞ ∞ ∞ 柏 0 ∞ ∞ ∞ 柏 如 0 

∞ ∞ ∞ 蚰 如 0 ∞ 盯 

_1．裔 ∞p／一pl0 0jq l】 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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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l十斜插的电极通道内'L采到4十 ĉ神磬 ：A—D) 每个神经』 都有不同的必奋性 i小 ^蛮线 J 

午u抑制性 L I-宁虚线)侧惜 线 坤终 L A打 i条封圳的必南性凋营 线和位于高、低牺边的抑制件嗣 

皆此线；神经元 B C和D分别有开放的必备性嗣 皆曲线． B和 C兴台性调谐曲线鼬边带肯坤制 趟 

惜畸栽．D则倥岛频边带 抑制 l峰 谐曲鼗 障^和B未撒 Bic注射卿．( 和D盘Bic作用期间 宿降谢 

皆曲线变宽 (尘线j．押制 f=酒；皆曲线分别艘 部分 一C·和 部 1))取请、这些神鳍几构 采深度 

l mI、虽佳翱率 (k )、最小闰值 f dB SP1 1和潜伏期 c )分别为 ^：502．、35 L6 37 17 5： ： 

829、33 84、24、】8 5；C： l 215、3】37 28 l4 5；U 1648、23 78、2】、16 5 

Fig 4 Exchatorv mid inhibhorv tuning cD~es 4 AC Ill,lit(InS A．DI isol wilhin fⅢ obiiqu eh"penetrated elecl II h1 

These AC D~UEOItS with quite di【h⋯ t excilato~"(small fi L Lfd ci~Le￡lnd g rim Line)mid inhihho · J⋯ d 

dashed Line L ttmln~⋯  Note Ihal⋯ In A with a excilal‘ v elosed tt,nlng nl 1⋯ 】t 《)inhlblt*,rv IIJ⋯『】 

5 both Limbs of the exckato~ tuning cun ，】L1⋯ n B．C mId I) llh a excitato~ lm n tuning(⋯  ．1w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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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处理器”，有利于对声信号频率信息的多路平 

行、同步处理 对于多峰频率 嗣谐曲线 (图 2)， 

在猫上的研究结果认为刺激耳蜗不同节段基底膜时 

的时间匹配或时间型式可由多峰神经无来体现，自 

然地产生时间 频率相互作用，在声通讯和声定位 

中不同波谱区域的时间耦合是普遍的，推测它们有 

可能是对复杂声信息的整合所必须的 (Sutter＆ 

Schreiner，l991)。本文结果除支持该假说外，也 

有理由认为多峰调谐神经元亦被用于作为复杂渡谱 

信息的 “高级调谐预处理器”，从而极大地提高 j 

神经元对频率的分析能力。 

据本实验结果和已有的研究，有理由相信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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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柱的功能特性亦有所不同 为进 步研究确认 

AC频率调谐的柱状组构特征，将记求电板改为与 

AC表面即与功能柱纵轴呈 45o角的方式斜 推人， 

使电极跨越多个功能柱 (Shen ．1997)．确 

实观察到AC神经元频率调谐的神经抑制娄型表现 

出随功能拄的不同而不同 (图4)，进一步证实了 

其柱状组构的功能特征 

GABA是中枢内分布广泛而又重要的抑制性神 

经递质，在 AC神经元神经抑制的构成中日J能扮演 

重要角色 为 r解锐化同一柱内 AC神经元频率调 

谐的神经抑制是否有 GABA能投射参与，本研究采 

阚多管电极电泳注射 GABAa受体拮抗剂 Bic至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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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才等 锐化蝙蚶听皮层神经几频率调谐的柱特征 

记录的AC神经元，发现 Bic能犬部分(图 3)或几乎 

全部取消抑制区(图2)，而未被 Bic取消的部分抑制 

区，推测其 种 可能是有 甘氨酸能抑制 (glycinergic 

inhibition)参与 ，另 种可能是介导 GABA能抑制的 

受体亚型不 同(]]ort|lann＆ Feigcnspan，1995；Fubara 

el a1．+1996：Casseday el at．．2000)。虽然图 4A和 

B束做Bic注射，但圈 4C和D在接受 Bic注射后仍 

能相当程度的去 GABA能抑制，从而表明在正常隋 

况下GABA能抑制参与掏成 AC神经元频率分析的 

抑制区，提高了 Ac神经元对细微频率变化的分辨 

能力：反之．Bic使之失去 GABA能抑制，可见频率 

调谐曲线变宽，导致 AC神经元对频率的选择性和 

分辨能力下降 

虽然锐化 AC神经元频率调谐的神经抑制表现 

出柱状组掏特征，但抑制区在兴奋性频率调谐曲线 

两边的分布形式 ，以及 GABA能投射在 『可功能 

柱和同 ·柱内不同神经元之间，构成神经抑制的程 

度，则表现出明显的不同．说明构成 “微频率处理 

器”的功能回路有多种 神经元的功能特性也有可 

能像视皮层神经元那样，从简单到复杂，再到超复 

杂 (Nichols el ．．1992)，但这仍有待丁研究来 

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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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Column Organization Sharpening Frequency 

Tunings of Bat Auditory Cortical Neurons 

CHEN Q J—Ca JU Phil Jp H
．
S JEN② WU Fe J—J Jan@ 

t①嘶 ⅧnⅢⅢofB6,lo#cat 5(⋯ ，Cemrol China 2~or~t b'ni~rsit) Wuha~ 430079． 【M 

c② ㈣Ⅲ ,fBicdogicat＆ M ． ersity Miss~n．Columbia，MO 65211．US4) 

Abstraet：98 auditory cortical (AC)neuluns weI 0b— 

talned on the 6 big brown bats(印tes／cttafuscua)with 

the two—tone stintulation and ntuhi—baneI electrode 

ntethod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lunmn organization 

sharpening frequency tunings of AC neurons weI stud— 

ied．The results showeel that neurons frm n the sanle【1r_ 

thogonal penetration had basically sal'11e inhibitory tun— 

ing tulle or a rea at low or／and high limbs of excitatory- 

tuning CU1％,e．The neurons isolated within ai1 obliquely 

(45。with AC surface)penetrated electrode to cross 

multi—colunlllS Wel'~ with different exeitato~ and in— 

hibitoO, al'eas Two penetrated ways of electrode 

demonstrat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lumn organization 

sharpening frequency tuning of AC neurons， in other 

weMs，AC 11eurolls that Imd same 1lotion 011 the fie— 

quency analysis were with the SalTle type of neural inhi— 

bitten and they located within a sanle column forming a 

functional organization unit一 “mini frequency proces— 

SOt”
． The ntuhi．peaked frequency tuning our,feB ob— 

served in the experiment were considered to he essentiaI 

f0r complex soun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We Call rea— 

sollably hypothesize that AC 11eurons with ntuhipeaked 

frequency tuning curves could execute a function as a 

highly tuned preprocessor of contplex spectral inform a— 

tion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further the mechanism 

sharpening frequency tuning， GABAergic receptor—a 

(GABAa) antagonist， bicuculline， was injected 

ionophoreticaly to the AC neuron recorded through mul— 

ti—barrel electrode and inhibitory areas of the neutons 

could be abelished mostly OF contpletelY by bicueulline 

application．These results showed that GABAergic in— 

hibition participated in forming inhibitory area of fre— 

quency tuning of AC neuFo11 and increased the ability of 

frequency resolution under the normal physiologic COIl— 

dition． whereas frequency tuning cun e became the 

wider and decreased the abilities of frequency selectivity 

and resolution after GABAergic disinhibition by bicu— 

CUlliI1e 

Key w0rds：Auditory"cortical n~uro11s；Sharpening frequency tuning；Column organization：B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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