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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纤虫营养细胞和休眠细胞的中间纤维 一核骨架体系 

李艺松，隋淑光，张 莉，顾福康 

(华东师范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 卜海 200062) 

摘要：利用生化分级抽提、DGD包埋 一去包埋透射电镜术和 SDS-PAGE凝胶电泳，研究了膜状急纤虫营养 

细胞和休眠细胞内中间纤维一核骨架体系的分化特征及其蛋白组成。观察到营养细胞中，位于细胞质不同区域 

的中间纤维形成网状，其网络的密度不同；核骨架中，核纤层位于细胞核周缘 ，薄层状，厚约 50 nm；核内骨 

架由较致密的纤维网络组成。休眠细胞内该结构体系依然存在，但位于细胞内不同层次的纤维网比营养细胞的 

同种结构要致密得多，这可能与纤毛虫脱分化时细胞大范围的收缩有关；休眠细胞的包囊壁中层壁存在相当于 

中间纤维的网络结构。SDS．PAGE电泳图谱显示，休眠细胞内该体系的蛋白组成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其中保 

留了营养细胞的部分蛋白条带，丢失了部分条带，同时还产生了一些特异性条带 分析表明，膜状急纤虫的中 

间纤维一核骨架体系是细胞在营养条件下和休眠状态下都稳定存在的结构；而纤毛虫形成休眠细胞后中间纤维 
一 核骨架体系及蛋白组成上的变化提示，细胞在休眠状态下，基因的表达水平与营养细胞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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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mediate Filament·Nuclear Matrix System of 

Vegetative-and Resting-Cell of~achysoma 

pellionella(Ciliophora，Protozoa) 

Ll Yi—song，SUI Shu—guang，ZHANG Li，GU Fu—kang 

(Department of Biology，East China Normal Unh’ersiQ，Shanghai 200062，China) 

Abstract：Biochemical characters and protein compositions of intermediate filament(IF)-nuclear matrix(NM)sys— 

tem of vegetative．and resting—eell of Tachysoma pellionella were studied by the method of serial selective extraction．di— 

ethylene glycol distearate(DGD)embedment and emebedment—free electron microscopy，and SDS—PAGE．The result 

shows that in the vegetative cell，the IF，with diverse density in different regions，occurs in the cytoplasm；50 nm thick 

and thin—layer—shaped lamina．in the periphery of nucleus：the NM is composed of a more densely arranged filament net． 

work．The same kind of network also exists in the resting cel1．as well as in the middle．1evel layer of cyst wal1．but pre． 

sents more compact compared with the similar structure of vegetative(-eU．and this phenomenon may refer to the compre． 

hensive contraction in the course of encystment．The result of SDS．PAGE shows that protein composition of this system has 

changed notably when the cyst is formed，of which，part of the proteins have been preserved and part lost，and some new 

and distinct proteins occur．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can be obtained：the IF—NM system iS a stable structure in both 

vegetative—and resting—cell：changes of IF—NM system and protein composition after encystment reveal that gene expression 

of resting cell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vegetative cel1． 

Key words：Tachysoma pellionella；Vegetative cell；Resting cell：Intermediate—type filament—nuclear matrix 

在低等单细胞真核生物的中间纤维 一核骨架体 

系的研究中，自从在大变形虫 (Amoeba proteus)中 

观察到核纤层 (Flickinger，1974)后，又相继在金 

黄滴虫(Ochromonas danic0)(Zhu＆Chen，I986)、 

收稿日期：2003—09—22；接受日期：2003一l2—2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30270160)；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资助 

通讯作者 (Co~esP。nding author)，Tel：021—62232715，E-mail：fkgu@bi。
． ecnu．edu．cn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148 

嗜热四膜虫 (Tetrahymena thermophila)(Chen et al， 

1994)和小眼虫 (Euglena gracilis) (Feng et al， 

1999：Wen，2001)等中证实了这类结构的存在， 

加之发现源真核生物 (Archezoa)的核骨架明显具 

有早期进化阶段的特征 (Wen&Li，1998)等情 

况，目前已对该结构体系在真核生物中存在的普遍 

性及其对细胞生命活动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但 

是对所述结构体系的组成及其功能仍知之不多：作 

者所在实验室在对纤毛虫冠突伪尾柱虫 (Pseu— 

douFOsf n cristata)的研究中观察到，细胞形成包囊 

后，部分微管类骨架经历了退化瓦解、仅少数毛基 

体和微管保留下来、而中间纤维类结构却没有变化 

的过程，这一结果揭示，与微管结构比较，中间纤 

维结构体系在不同生理状态的细胞中都是稳定存在 

的；不过我们对不同生理状态下该结构体系的变化 

细节仍不甚了解 (Yang et al，2001；Gu et al， 

2002)。本文在以前工作的基础上，对形成毛基体 

吸收型包囊的膜状急纤虫 (Tachysoma pellionella) 

的研究显示，其营养细胞中存在中间纤维 一核纤层 

一 核骨架体系，但其骨架组成成分则发生了变化， 

所得结果对分析中间纤维类结构的可能功能及其细 

胞在休眠状态下的生命活动特征是有意义的。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 料 

膜状急纤虫于 1999年 9月采 自华东师范大学 

丽娃河内，样品依据 Kahl(1935)的资料鉴定，并 

经分离和培养建立纯系。 

将纤毛虫接种至加入麦粒的培养液中，置于 

20℃的恒温培养箱中培养。每两天补充少许新鲜 

培养液，使纤毛虫达到较高密度和处于良好的营养 

生长状态。 

在虫体达到较高密度后进行人工诱导纤毛虫形 

成休眠细胞的实验，此时不再更换培养液，并中断 

食物供给，几天后大部分急纤虫便形成休眠细胞。 

1．2 方 法 

1．2．1 中间纤维 一核骨架体系的提取 参考Fev t 

al(1984，1986)的方法，在作较大改进的基础上， 

提取纤毛虫的营养细胞和休眠细胞的中问纤维一核 

骨架体系。具体步骤如下：将收集好的细胞用 0．1 

mol／L的 PBS缓冲液漂洗 3次，加入含相应浓度 

Triton X一100的 CSK液 (10 mmol／L PIPES，DH 

6．8； 100 mmol／L KC1； 300 mmol／L sucrose： 3 

25卷 

n1mol／L MgC1，： 1 mmol／L EGTA； 1．2 mmol／L 

PMSF：0．5％ Trion X一100)处理 3～5 min。600 g 

离心 3 min，弃上清，PBS缓 冲液漂洗，离心， 

RSB-magik液 (42．5 mmol／L Tris—HC1，pH 8．3； 

8．5 mmol／L NaC1； 1．6 mmol／L MgC12；1．2 mmol／L 

PMSF：1％ Tween一40；0．5％脱氧胆酸钠)悬浮沉 

淀物，600 g离心 3 min，PBS缓冲液漂洗，离心： 

沉淀物经含 DNase I (购 自Worthington公 司)的 

DB液 (10 mmol／L PIPES，pH 6．8；100 mmol／L 

NaCI； 300 mmol／L sucrose； 3 mmol／L MgC12； 1 

mmol／L EGTA；1．2 mmol／L PMSF)于室温下消化 

20～30 rain(DNase I的含量为 250 yg／mL)，然后 

加硫酸铵至终浓度 0．25 mol／L，1 000 g离心，PBS 

缓冲液漂洗，1 000 g离心，所得的沉淀物即为细 

胞的核骨架与中间纤维结构体系的样品。 

1．2．2 透射电镜样品的制备 将样品用2％戊二醛 

在4 cI=下固定 30 min，然后用 CSK液漂洗；经 1％ 

的锇酸固定30min，然后再经 CSK液漂洗；梯度酒 

精脱水，正丁醇过渡，包埋。加入 DGD (diethy— 

lene glycol distearate)于 60 cI=下聚合 24 h，超薄切 

片，将切片放人正丁醇中溶去 DGD，梯度酒精脱 

水，醋酸异戊酯置换，CO2临界点干燥，在透射电 

镜下观察。 

1．2．3 骨架蛋白电泳的方法 将细胞进行选择性 

抽提，得到中间纤维 一核骨架蛋白沉淀，加入等体 

积 1×SDS凝胶加样缓冲液，置于沸水浴中加热 3 

min，经 8 000 r／min离心后，收集上清液进行 SDS— 

PAGE凝胶电泳，分析骨架蛋白的组成成分。 

2 结 果 

2．1 中间纤维一核骨架体系 

2．1．1 营养细胞 在相当于原细胞质的区域，由 

中间纤维构成纤维网络。在网络的周缘，相当于细 

胞表膜下表质层位置，具一个包绕内周缘的纤维 

层，构成此网络纤维的直径约 10 nm，有时由数根 

纤维聚拢在一起，构成直径 30 nm左右的纤维束。 

网络表现出显著的不均一性，有的区域纤维相对密 

集，有的区域网格稀疏，形成一些较大的空间 (图 

1)。纤维上常附有一些高嗜锇性的颗粒。除了与微 

管体系、核膜、细胞质膜相联系以外，中间纤维体 

系在细胞质中形成的三维网状结构还和细胞质的其 

他组分 (如类似细胞器、脂质体、食物泡和拟糖原 

大小的颗粒)交织在一起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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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膜状急纤虫的类中 纤维一核骨架体系 

Figs·1—7 Intermediate filament—nuclear matrix system in Tachysoma pellionell。 

BR：空白区‘ 竺 竺 ；
。璺囊壁(cyst wal1)；CWFN：包囊壁中的纤维网(Filarnent net ork nf yst an)；EC：外层壁(Eme． fi

or。ystwal1)；EFN：表质层纤维网 (Filament network nf epiplasm)；IF：胞质中间纤维 (Intermediatefilam ent)；LA：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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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FN：核骨架纤维网 (Nuclear matrix filament network)；NU：核 (Nucleolus)；OOI：胞器或胞器内含物 (Organelle or 0r． 

ganelle inclusion)。 

1～3．营养细胞 (Vegetative cel1) 

1．表膜下皮层细胞质中间纤维，箭头示位于细胞周缘的纤维层 (Intermediate filament beneath the pellicle，and arrow indicating 

fiber layer on the verge of cel1) ×25 000 

2．中间纤维网中被镶嵌和锚定的胞器或胞器内含物。箭头示纤维束 (Organelle or its inclusion beset and fixed in intermediate fil— 

ament network，and~37OW indicating fasciculi) ×25 000 

3．胞质中间纤维、核纤层和核骨架 (Intermediate filament．nuclear matrix of cytoplasm)×40 000 

4～7．休眠细胞 (Resting cel1) 

4．包囊壁中纤维网的局部放大 (Partial enlargement for filament nelwork( cyst wal1)×30 000 

5．位于细胞表质层中的纤维网 (Filament network of call epiplasm)×30 000 

6．胞质中间纤维、核纤层和核骨架网络，箭头示核纤层 (1ntermediale filament．clear matrix of cytoplasm，and arrow indicating 

lamina)×18 000 

7．核纤层结构，箭头示核纤层 (Structure of lamina，and；UTOW indicating lamina)×23 00t3 

在细胞核位置，核纤层一核骨架体系形成密集 

的纤维网，其中：在核内周缘，核纤层纤维紧密排 

列成薄层状，电子着色程度比中间纤维及核骨架蛋 

白网络深；在细胞质面，由核纤层发出许多纤维或 

纤维束与中间纤维相连接；在核的内面，核纤层的 

纤维与核骨架纤维相联系，整个核纤层厚度约 50 

Bill；细胞核内为直径约 10 nm的核骨架纤维网络， 

整个网络内的纤维明显要比由中间纤维构成的细胞 

质网络区域密集，网络内纤维的分布不均匀，有的 

区域较为密集，有的区域较为疏松，在靠近核纤层 

的区域，纤维的密集程度明显高于核内其他区域 

(图3)。 

2．1．2 休眠细胞 在相当于包囊壁的位置，仍具 

有完整的电子致密结构，其中在中间层观察到一均 

匀细密的网络结构，与细胞质中的中间纤维网络相 

似 (图4)。 

在包囊壁下靠近表膜的位置，由成束的纤维构 

成一个致密的纤维带，整个胞质区同样存在一个纤 

维网络体系，构成网络的纤维直径 10 nIil左右，部 

分网络分布不均匀，有的区域密集，还有的区域呈 

圆形或椭圆形的空白区，空白区大小相当于一个细 

胞器所占的空间 (图5)。 

核纤层 一核骨架体系与中间纤维网络相接续， 

其中：核纤层的厚度约在 50 nm左右，由排列均 

匀、致密的单根或成束的纤维构成，向内与核骨架 

纤维相联系，向外与细胞质中的纤维相联系，从而 

把中间纤维、核纤层、核骨架维系为一个整体 (图 

6)。核骨架纤维网的基本形态与细胞质中的网络基 

本一致，纤维以单根或成束存在，并与附近的纤维 

相联系，在核骨架网络中有电子密度很高的区域， 

形状近似圆形，此结构可能是核仁骨架区域，可观 

察到从核仁区的周围发出许多纤维，围绕着核仁呈 

放射状分布，在核仁的周围又与邻近的纤维交织在 
一 起。形成一种稳定结构 (图 6，7)。 

2．2 中间纤维 一核骨架体系的蛋白组成 

对抽提所得的营养期细胞和休眠细胞中的中间 

纤维 一核骨架体系的骨架蛋白成分进行分析，其中 

营养期细胞的骨架蛋白集中在 17～71 kD，休眠细 

胞的骨架蛋白集中在 l5～71 kD。两者共享的条带 

为 17、20 23 29、35 39、42、45 66、71 kD， 

营养期细胞所特有的蛋白条带为 22、26、31、38、 

48、55、60 kD；休眠期细胞所特有的条带为l5、25、 

fkD1 

囊— 哮 一97 

■ 一6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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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43 

—  一20 

一 l4 

8 膜状急纤虫中问纤维 一核骨架体系 

蛋白组成的 SDS—PAGE分析 

Fig．8 Protein composition of intermediate iliament— 

nuclear matrix in Tachysoma pellionella 

图中自左往右依次为营养细胞、休眠细胞和分子量蛋白标准 

(From left to right：vegetative cell，resting cell and mar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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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膜状急纤虫中间纤维一核骨架蛋白组成 
Table 1 Protein composition of intermediate~ament-nuclear matrix in Tachysoma pellionella 

相对 分含量Relative content(％) 

蛋白组分 Protein composition(kD) 
营养细胞 Vegetative t—ell 休眠细胞 Resting cell 

27、33、51、54、57、62 kD，在休眠细胞中，共 

享蛋白多肽的蛋白含量占休眠细胞总骨架蛋白含量 

的47．6％。在营养期细胞中，最为显著的蛋白条带 

为 35、55和 17 kD，分别占骨架蛋白总 含量的 

9．34％、9．14％和 8．65％；在休眠细胞中，最为显 

著的蛋白条带为 39、15、17和54 kD，分别占骨架 

蛋白总含量的 11．07％、10．05％、8．98％和7．73％ 

(图8，表 1)。 

3 讨 论 

3．1 中间纤维 一核骨架体系的可能功能 

以前的研究证明，纤毛虫的包囊壁是由细胞内 

制造的物质，通过分泌的形式输送到细胞外形成的 

胞质衍生物 (Gutierrez et al，1983)。本文在急纤虫 

中观察到，休眠细胞的包囊壁中间层存在相当于中 

间纤维的网络结构，这在以往未报道过。纤毛虫在 

形成包囊的过程中，以微管为基本形态单元的细胞 

骨架结构或全部瓦解，或处于非功能状态及退化状 

态 (Gu&Zhang，1992)，但细胞内保留了中间纤 

维一核纤层 一核骨架体系，与营养细胞相比，无论 

是构成此体系的基本形态单元还是纤维网的结构形 

态及组织方式，均无明显差异，这一结果表明：在 

纤毛虫中，中间纤维一核骨架体系是较微管结构更 

为稳定的细胞骨架体系。 

％ 拍 一 一 ∞ m 一  ̈ 一 肼 一 一 一 嬲 黔 一 一  ̈

一 一 卯 一 一  ̈ ∞ 一 一 一 一 

8  3  3  3  3  7  5  9  5  5  3  5  5  9  7  5  7  

凹 ” 船 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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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镜观察结果显示，中间纤维与细胞器、脂质 

体、食物泡、拟糖原颗粒等紧密相连，并发出细密 

的纤维将上述结构牢牢的镶嵌和锚定在其中，由此 

可以推测中问纤维与大多数膜系结构相附着，与细 

胞器问存在着普遍联系，同时与微管、微丝骨架体 

系也有密切连接。在组织上，中间纤维体系所构成 

的三维网架系统把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膜、细胞 

器维系在一起；在功能上，它为细胞通讯、核内外 

信号的传递提供了一个结构基础。 

3．2 蛋白组成的变化 

电泳结果显示，急纤虫在形成包囊后，细胞保 

留了部分营养细胞中的蛋白条带 (即与营养期细胞 

共享的条带)，又丢失了部分条带，同时还产生了 

化。 

根据电泳分析结果，在急纤虫营养细胞及其休 

眠细胞中，在含量上占显著优势的蛋白多肽并不明 

显。营养细胞中较为显著的带为 17、35和 55 kD， 

而休眠细胞中为 39、15、17和 54 kD，这些蛋白多 

肽反映了两者在中间纤维 一核骨架体系的蛋白组成 

上的差异。有研究表明，中问纤维 一核骨架体系不 

仅在维持细胞形态方面具有作用，还参与了染色体 

的功能构建、DNA复制及基因的表达和调控，这种 

调控和核骨架的蛋白组成有关，有一些骨架结合蛋 

白结合到核骨架上，调节基因的表达 (de la Luna et 

al，1999；Nili et al，2001)。因此，营养细胞和休 

眠细胞的中问纤维一核骨架体系蛋白组成上的差异 
一 些特异性条带。该结果表明急纤虫在形成毛基体 揭示，急纤虫在休眠状态下基因的表达水平与营养 

吸收型包囊的过程中，蛋白组成发生了明显的变 期细胞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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