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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视网膜主要进行视觉信息的初级加工和处理. 应用多电极记录技术, 对一小
块保持功能活性的小鸡视网膜上的多个神经节细胞的电活动进行同步记录, 然后通过
相关非线性分析方法检测提取动作电位. 对视网膜神经节细胞群体活动特性的分析,
说明了视觉信息不仅为神经元的放电频率所编码, 也为相邻神经元的协同放电活动所
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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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科学的一个基本问题是, 神经元活动怎样对行为信息进行编码[1]. 视觉系统, 尤其是
视网膜, 因其所含的神经元种类较少, 并具有清晰的分层结构, 为研究神经元的编码机制提供
了方便 [2].
然而, 多年来对于视网膜的信号处理加工机制的了解主要来自单细胞记录[2,3]. 这项技术
的内在前提是单个神经元作为一个功能单位, 其活动可以独立地反映一个特定的过程 , 群体
中每个神经元的放电活动特性主要取决于刺激. 因此, 对单个神经元的编码机制的探究有助
于对整个神经系统的信息处理机制的了解. 尽管这些传统方法对理解相关生物学过程中的细
胞分子机制有很大的帮助, 然而近来发现, 大脑的信息处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相关神经元
的相互合作与整合 [4] . Meister 等人[5 9]的一系列研究表明, 视觉刺激的编码依赖于视网膜神经
节细胞的群体放电活动, 而另外一些实验则发现了神经节细胞的相关性放电 , 对神经元在发
育过程中找到正确的靶细胞, 形成高度有序的结构起着重要的作用[10] . 而且, 神经元间活动
的相关性在信息处理过程中具有快速变化的特性. 在视网膜和外膝体中均发现, 神经元在不
同的刺激条件下能迅速形成不同的功能群体[11]. 因而, 为了理解大脑中的编码 解码及信息
处理等机制, 一些相关技术, 例如多电极细胞外记录[7 9]已得到应用. 本研究主要是运用多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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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记录系统对视网膜上多个神经节细胞上的电活动进行
同时记录, 此外, 还通过相关性分析比较了相邻神经元
在无光刺激或全域白色闪光刺激下的反应活动模式.

1

实验方法

实验过程
运用多电极阵列(Multi Channel Systems MCS GmbH,
German)(图 1(a))对新生小鸡(大约 2 4 d)的离体视网膜
神经节细胞进行胞外记录, 该电极阵列的底板是一块 5
5 cm 的透明石英玻璃, 上面镶有 60 条绝缘金属
cm
导线(其从放大器连接处一直延伸到电极矩阵中心 ). 电
极由这些导线的尖端形成(直径大约为 10 µm), 并按 8
8 的矩阵方式进行排列, 电极间距为 100 µm[12,13](图
1(b)), 而微电极形成的该阵列用一个玻璃环塑封住, 形
成灌流小室.
眼睛取出后 , 用剪刀或刀片将其切成两半, 并将角
膜和晶状体与后半部分分开. 接着用镊子移去与视网膜
表层相连的玻璃体, 然后将视网膜剪成 4 mm 4 mm
图 1 多电极阵列示意图
的小块. 最后, 将其移至电极上, 使神经节细胞与电极 (a) 平面微电极; 1 示石英玻璃底板; 2 示放大
紧密接触. 为了提高两者之间的黏附性, 平面微电极上 器连接处; 3 示玻璃环; 4 示电极矩阵区域. (b)
矩阵区域内电极的详细排列方式
先滴有 3 µL 溶解在甲醇中的硝酸纤维素(浓度为每 10
mL 甲醇溶有 1 cm 2 sartorius 硝酸纤维素), 并置于空气中晾干. 标本由标准灌流液进行灌流,
灌流液的组成如下(单位: mmol/L): 100 NaCl, 5 KCl, 3 MgSO 4, 1.8 CaCl2, 25 NaHCO 3, 25 葡萄
糖, 并通有含 95% O2 和 5% CO 2 的混合气体, 同时维持 pH 值为 7.5
0.2. 实验过程中, 灌
流速度为 4.5 mL/min, 离 体 组 织 用 控 温 仪(Thermostat HC-X, Multi Channel Systems MCS
GmbH, German)维持在 37 , 同时将 Ag/AgCl 小块置于灌流液作为参考电极.
给光刺激由计算机屏幕产生, 通过光学聚焦系统, 投射于离体视网膜上形成 0.7 mm × 0.7
mm 的光斑. 采用间隔 500 ms 的闪光刺激, 持续时间也为 500 ms, 光强 0.139 µW/m2. 神经
元对光反应通过 60 道电极进行同时记录, 经过一个 60 道通路的放大器(单端放大, 带宽 10
3400 Hz, 放大倍数1200, 输入阻抗大于 1010 Ω, 输出阻抗 330 Ω)[14] , 然后由商业软件(MCRack)
对神经元反应其与刺激信息一起采样, 采样信息显示于屏幕, 同时存储于计算机, 以备离线分
析. 采样率为 10 kHz.
1.2 信号分析
通常平面微电极上记录得到的信号幅度比较小(0.01 0.1 mV), 信噪比也较低 [15] . 仔细观
察这些记录数据, 还可以发现有些信号与噪声具有相似的频谱特性, 因而采用传统的带通滤
波器并不能将信号与噪声分离.
本研究中, 单道电极上记录到的神经元活动, 通过非线性方法进行信号分离 [16] , 这种时
频分析方法利用即时频率和幅度信息来分离动作电位 , 提高了信噪比 , 从而突出动作电位的
1.1

2
 d 2x (t ) 
 dx ( t ) 
−
x
t
(
)

 . x(t)是在时刻 t 从电极上
峰值. 非线性算子ϕ 的定义如下: ϕ ( x ( t ) ) = 

 dt 2 
 dt 


记录到的原始信号, ϕ (x(t))为非线性算子输出. 通过检测ϕ (x(t))中的峰值所在, 来决定 x(t)中
的动作电位的发放时刻. 在研究不考虑动作电位的幅度, 对锋电位按其发放的先后顺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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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 获得每个电极上的动作电位串.
一般情况下 , 电极上的动作电位串给出相关神经节细胞的时间编码信息, 同时记录得到
的神经节细胞之间的相互关系则可以通过相关性分析来推知[7,10,17] . 相关性通常反映地是一个
细胞在另一个细胞活动作用下的平均放电频率, 因而, 运用相关性分析可以了解视网膜神经
节细胞间的相互作用. 通常相关性定义如下:
N − m −1

xn yn +m
cxy ( m ) =  n∑
=0

 c yx ( − m )

m

0

m < 0.

式中 xn 为信号序列 x 在 n 时刻的值, 而 yn+m 表示信号序列 y 在 n + m 时刻的值; cxy(m)则定义
为序列 x 与序列 y 以 m 为时延的相关性, 这反映了信号 x 对 m 时刻后信号 y 的总体影响.

2

结果

动作电位的检测和提取
从视网膜标本上得到的原始电极信号, 经过非线性算法实施对动作电位的检测, 得到每
个电极上动作电位的时间序列. 图 2(a) 和 3(a) 给出的是在无光和白色全视野闪光刺激下从 9
个电极上得到的动作电位串, 在重复的 20 多次实验观察中得到了相似结果, 在此给出的只是
其中的 1 例. 虽然实验的标本中神经元和电极阵列之间的相互位置是随机而不确定的, 电极
信号之间的互相关函数不能完全重复, 但是对每次实验数据进行处理的结果发现, 各个标本
上不同电极信号间的互相关函数呈相似模式.
2.2 神经节细胞的自发放电活动
视网膜神经节细胞在没有光刺激情况下往往也有动作电位的发放, 即自发放电活动. 图
2(a) 显示在暗中, 从 9 道电极上同时记录得到的视网膜神经节细胞的放电反应, 可见, 这些
动作电位的发放随机且稀疏. 对这些数据序列进行自相关和互相关分析的结果如图 2(b) 所示.
正中间为第 65 道电极上的自相关函数, 其余给出的则是第 65 道与其他相邻电极上信号的互
相关函数(排列顺序与图 2(a) 中一致). 第 65 道电极信号的自相关函数接近于 0, 说明了神经
元呈随机发放(其他电极上的信号也是一样). 同时, 互相关函数图也呈平坦特性, 说明了自发
放电时神经元之间的放电活动是相互独立的.
2.3 全域白色闪光刺激下的神经节细胞反应
本实验也观察了相同神经元在白色闪光刺激下的反应. 与自发放电相比, 神经元活动出
现了明显的改变. 如图 3(a) 所示, 大多数神经元在给光和撤光后的一段时间内均有明显的放
电反应. 而自相关计算说明了从同一根电极上记录得到的动作电位的相继发放之间呈一定程
度的正相关(如图 3(b) 中的 65 道), 尽管相关性较弱. 而第 65 道电极与附近其他大多数电极
上的信号间的互相关分析则在 0 点处或 0 附近有一个明显的峰值, 意味着这些神经元之间有
同步化放电的趋势, 揭示对于重复性白光刺激神经元之间的活动并非独立. 然而, 与其余的相
邻电极相比, 第 65 和 55 道之间的相关性水平较低(图 3(b)), 这提示第 65 与 55 道电极上记录
到的信号基本上是相互独立的. 事实上, 电极信号之间的相关性也具多种模式: 负延迟(图中峰值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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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暗中从 9 道电极上记录到小鸡视网膜神经节细胞的反应

(a) 从 9 道电极上同步记录到的神经节细胞的自发放电活动, 持续时间为 6 s, 每行代表 1 s. (b)动作电位串之间的相关性分
析: 中间为第 65 道电极上的自相关分析, 其余为第 65 道电极与其他周围相关电极上的动作电位串的互相关分析, 排列顺
序如(a)所示, 横坐标是时延, 纵坐标是相关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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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9 道电极上记录到的视网膜神经节细胞对周期性闪光刺激的反应(每个周期中给光和撤光时程
均为 500 ms)

(a) 从相邻的 9 道电极上记录到的放电序列(图中最上面表示刺激的时间, 下面为连续 6 s 的记录); (b) 在全视野白色闪光刺
激下的相关性分析: 中间为第 65 道电极上的自相关分析, 其余为第 65 道电极与其他周围相关电极上的动作电位串的互相
关分析, 排列顺序如(a)所示

位于 0 值左边)反映了第 65 道电极上记录的信号先于第 74 和 76 道上的信号, 而正延迟(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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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值位于 0 值右边)则反映了第 65 道电极上的信号可能受到第 54, 56 和 64 道电极上的神经
元的影响, 而零延迟则说明了第 65 道电极上的神经元的信号与第 66, 75 道上的神经元有同步
放电 [17].
这些相关性说明了上述神经元回路间可能存在如下机制: 不同细胞可以同时对某个强的
信号输入起反应, 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 神经节细胞之间也可以相互影响. 因而, 相关性分析
有助于了解视网膜信号处理中存在的可能机制.

讨论

3

单细胞记录
长期以来, 以单电极记录为基础的电生理技术对于了解单个神经元的特性有着相当重要
的贡献. 在视觉研究中, 人们通常选择一些简单的刺激模式, 例如闪光刺激或移动光栅, 进行
多次重复刺激, 从而确定某个神经节细胞放电反应, 并按照神经元对光刺激的时间 空间以
及光谱敏感特性将神经元从功能上分为若干类. 但是, 仔细观察图 2(a) 和 3(a) 可以看出, 神
经元对相同重复性刺激的反应模式有一定的可变性, 说明了对视觉刺激的特征性编码绝非单
个神经元活动的结果, 而是多个神经元活动的结果 [5]. 另一方面, 对神经元细胞群体如何对视
觉信息进行编码以及下一级视觉系统怎么从这些细胞群体的放电模式中获得编码信息却了解
得很少. 部分原因当然是因为神经通路中存在许多复杂的前馈和反馈机制, 还存在其他困难 ,
例如对大规模神经元反应的采集和分析, 以及从这些反应中提取刺激编码信息.
3.1

多电极记录及神经元群体编码
平面微电极能从 60 个位点上进行同步记录, 也即允许对多个神经元放电活动进行同步检
测, 从而有助于了解视网膜神经元群体活动对视觉信息的综合处理与编码.
本研究中运用的非线性算法, 能在背景噪声较高的情况下 , 提高信噪比, 从而检测出动
作电位. 而相邻电极上的神经元活动的关系则通过对动作电位串的自相关和互相关进行分析
获得. 通常从时程上可加以区分的相关性模式, 提示了这些神经元之间可能存在多种不同的
回路 [10]. 根据同步化放电的定义 [18], 精确的同步化放电提示了两个神经元可能从同一个神经
元接收兴奋性输入. 而正或负的延迟则说明了一个细胞可以兴奋另一个细胞 , 如突触后细胞
的放电往往略后于突触前细胞的放电. 尽管对视网膜同步化放电所代表的具体功能意义还不
很清楚, 但是从上面的结果很易让人推测神经元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相互综合在视觉信息处理
过程中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本研究也考察了神经元组间的多种相关性模式, 而同组神经元之间的相关性在不同的刺
激条件下具有不同的特性, 例如第 65 与 54 道上的神经元活动在自发放电活动的情况下相互
独立, 但在白色全域闪光刺激条件下却高度相关 , 这些结果进一步说明了神经节细胞群体编
码的即时调控性.
总的来说, 由多电极记录得到的反应特性和数据分析结果说明了有关刺激特性的编码很
难从单个神经节细胞活动中获得 , 同时, 对相邻神经元之间相关性的分析则能给出较多有关
神经元在不同条件下的活动信息 . 本文意在探究神经节细胞群体对刺激编码的动态性, 而我
们则期待这项新的多电极技术能推动视网膜神经节细胞对其他简单刺激以及对自然刺激的编
码机制的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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