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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电极记录阵列：在脑片上研究癫痫的新工具☆
蔡国恩＋张溥明△
【摘要】

陆钦池※

梁培基△

叶钦勇”

目的探讨多电极记录应用于癫痫研究的可行性，以及观察多电极应用于癫痫研究的优势。方法

通过多电极记录系统对由低镁高钾诱导的海马切片的癫痫模型进行记录，运用ＭＡＴＬＡＢ进行数据分析。
成功建立了低镁高钾诱导的海马切片的癫痫模型，并运用多电极记录到了有效信号。观察到了此癫痫

结果

模型的区域特异性及时空表达特异性；初步研究了不同浓度的卡马西平（１０｝ｘＭ，３０ ＩｘＭ，１００“Ｍ）对此模型的
药理学作用，发现１０ ｔｉＭ基本不起作用，３０斗Ｍ能够一定程度上抑制癫痫样放电，１００ ｔＬＭ基本上完全抑制了海
马切片的癫痫样放电。结论成功建立了多电极研究癫痫的脑片模型，观察到了多电极记录运用于癫痫研究及
药物研究的优势。
【关键词】多电极记录脑片癫痫海马

【中图分类号】Ｒ７４２．１

【文献标识码】Ａ

玻璃电极应用于脑片上研究癫痫一直被认为
是金标准。然而，一种新的方法——多电极记录

６小鼠（鼠龄７～８周）的癫痫样海马切片的神经细
胞进行胞外记录。

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

１．１．２切片准备实验选用７周的Ｃ５７ＢＬ／６小鼠

——非侵入性的神经细胞记录被Ｔｈｏｍａｓ和Ｇｒｏｓｓ

（由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院动物中心提供），雄性。

等卜ｚｊ介绍进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多电极记录技

实验方法在先前已经有描述㈣０。。将小鼠快速断头，

术应用于脑片记录已经超过１０年时间，然而尽管

快速浸入人工脑脊液（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其相对简单，但是这种技术没有被广泛的应用于

ＡＣＳＦ），剥离颅骨和硬脑膜，取出脑组织，快速放入

理论和药理学研究阳ｊ。

冰水混合ＡＣＳＦ中，迅速剥离出一侧海马，切成厚

在实验性癫痫研究中，低镁诱导离体脑片的
癫痫样发作模型是一种被常用于离体研究癫痫的

度为４００¨ｍ的海马切片，然后快速移入ＡＣＳＦ中

模型［５．７＝。在本研究中采用传统的由无镁高钾诱导

行实验。

的癫痫样海马切片作为研究对象，结合多电极记

１．１．３

录这项新技术。观察多电极记录运用于癫痫研究

到ＭＥＡ上（图ｌｃ）。调整好位置，然后用尼龙网固

及药物治疗的优势。

定切片。由蠕动泵将持续通于９５％０：和５％ＣＯ：

（ｍｌ乩ｌｔｉ

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ｅ ａｒｒａｙｓ 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

ＭＥＡ

实验记录

用广口吸管将一个海马切片移

（室温２５℃）。当用ＡＣＳＦ灌流１０ ｍｉｎ以上后，换用

１．１实验过程

ｔｅｒｎｓ ＭＣＳ

进行孵育。在室温（２５℃）前后孵育ｌ ｈ以上才能进

的混合气体ＡＣＳＦ以２．５～３ ｍＬ／ｍｉｎ的灌流切片

１材料与方法

１．１．１基本介绍运用ＭＥＡ（ｍｌ乩ｌｔｉ

ｃｅｒｅｂｒｏｓｐｉｎａｌ ｆｌｕｉｄ，

持续通于９５％Ｏ：和５％ＣＯ：的混合气体的无镁高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Ｓｙｓ．

ＧｍｂＨ，Ｇｅｒｍａｎ）（图１（ａ）（ｂ））对Ｃ５７ＢＬ／

钾ＡＣＳＦ灌流切片．以形成癫痫样的海马脑片（癫
痫样放电达到６次／ｍｉｎ以上人选实验组）．然后给
予卡马西平灌流３０ ｒａｉｎ．给药结束以后，再次给与

无镁高钾的ＡＣＳＦ灌流４０ ｍｉｎ。神经元发出癫痫样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ｒｌ．１００２—０１５２．２０１２．１０．００８
ｎ

＋

＠

ｎ

＊

波通过６０道电极进行同时记录。后由商业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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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３５０００１）

（ＭＣＲａｃｋ）对神经元反应进行采样，存储于计算机
硬盘中，以备离线分析。采样频率为１０ ｋＨＺ。
１．２

信号提取及数据分析

此过程由商业软件

６１３

（ＭＣＲａｃｋ）进行处理。动作电位提取出来以后。运

２．４卡马西平在对海马切片的癫痫活动的影响

用ＭＡＴＬＡＢ进行进一步数据处理作图。具体可以

文献报道卡马西平可以对无镁高钾诱导的癫痫活

参见本实验室以前发表的相关文章［ｎ－１３１。

动起抑制作用。在给予卡马西平按照浓度递增顺
序（１０¨Ｍ，３０ ＩｘＭ，１００斗Ｍ）的实验中观察发现，随

２结果
２．１

着浓度的增加。癫痫样放电被抑制得更加明显，１０

无镁高钾诱导脑片的癫痫样放电特征

由

斗Ｍ时海马切片的放电基本保持不变，１００ ｐ，Ｍ时

ＭＥＡ在此癫痫模型记录观察到．从开始给于无镁
高钾灌流到开始出现癫痫样放电的时间为：６００

Ａ．２（）ｏ ８

４－

ｓ（ｎ＝８）。在出现相对大的癫痫样放电事件之前
一般都有出现相对较小的癫痫活动事件。场电位
４５

的幅值一般大于１００斗Ｖ。经过滤波后得到的癫痫
样放电的幅值在２５—６０¨Ｖ之间。

ｉ冈Ｉ嚣５００ Ｌ’－
Ｉ ｙ．
；５

；誉

２．２动作电位的检测与提取从癫痫样海马切片
上得到的原始信号（图２Ａ），经过ＭＣＲａｃｋ处理后
得到的结果（图２Ｂ）。在实验过程中。在只有当发生
如图２Ａ的癫痫样放电的频率大于６次／ｍｉｎ的标

６

７

５
４
３
１

极阵列的相对位置随机不固定的，但是在实验和数
据处理过程中观察到了相似的放电模式图２。
２．３神经元放电的时空变化

给予脑脊液灌流脑

片很少观察到有自发放电。给予无镁高钾脑脊液
灌流以后，会先观察到神经元明显的兴奋性表现，
出现少量的自发放电，经过一段时间的持续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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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海马切片的癫痫样放电的区域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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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不同浓度的卡马西平对海马切片的癫痫样放电的抑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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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Ａ上记录到的原始信号以及经过ＭＣＲａｃｋ处理以后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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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Ａ：示卡马西平浓度为１０ Ｉ．ｓ．Ｍ时ｃ能量图谱信号变化不大，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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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到了相似的结果．虽然每次实验的海马切片和电

ｓ

ｉ障．．１

２

本才人选。在我们进行的２０多次成功的实验中，观

Ｂ．４００

明脑片放电受抑制较弱：Ｂ：示卡马西平浓度为３０ ｐ．Ｍ时ｃ能量
图谱信号轻度受抑制。说明脑片放电一定程度上受抑制；Ｃ：示卡
马西平浓度为１００ ＩｘＭ时ｃ能量图谱信号基本消失，说明脑片放
电受较强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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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马切片的放电基本被完全被阻断（图４）。同时我

们观察了苯妥英钠对此癫痫模型的作用，发现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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