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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频率是声音的基本参数之一. 听觉神经元对声音频率的反应可以表现为放电率和反应

潜伏期的变化. 大部分神经元放电率随频率的改变呈多种变化, 而神经元对声音反应的放电潜伏
期往往比较稳定, 提示潜伏期能有效地表达频率信息. 本文研究了 BALB/C 小鼠下丘听神经元对
纯音频率反应的放电率及潜伏期特性, 实验结果表明: 神经元对特征频率的反应潜伏期通常最短,
随声强的变化改变不大; 而神经元对纯音频率反应的放电率随频率改变呈多种变化, 尤其当声强
增强时. 实验结果提示小鼠下丘神经元的反应潜伏期具有较放电率更准确表征特征频率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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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几年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感觉系统对刺激

latency, FSL)的变化很小, 其波动范围为毫秒级甚至

的编码可能更多地由神经元放电的时间模式, 而非

更小. 因此, 潜伏期作为神经元反应的重要参数之一

或者更少地由神经元的放电率所表征

[1~8]

. 尤其对少

对于听觉信息的编码有其重要作用 [8].

放电率的听神经元, 放电率的变化较大, 使得用平均

频率是声音的一个基本参数. 神经元对于某一

放电率来表征神经元所携带的信息是十分不合适的,

频率声音刺激的反应阈值最低, 即对这一频率最敏

那样必需大量的神经元的反应才能表征信息, 但事

感, 该频率被称为特征频率(characteristic frequency,

实上动物对外环境的反应时间极短. 实际上, 除听神

CF). CF是由基底膜的行波响应特性决定的, 在耳蜗

经、耳蜗核外, 几乎所有的听觉通路上的不同水平神

基底膜上毛细胞特征频率自底部到顶部呈高频到低

经元发放都很少, 尤其是在短声的刺激条件下
脑片

[12,13]

及麻醉动物的听通路实验结果

[9~11]

[9,10,14,15]

.

频的规律分布. 而耳蜗核及其投射纤维的频率拓扑

表明,

分布, 使得几乎所有脑干听觉核团都具有频率拓扑
[16]

. 因此, 认为听觉系统由基

尽管一次刺激下多神经脉冲的发放时间之间的变化

组构, 并一直到达皮层

可以很大, 但第一脉冲发放的时间很稳定, 且与刺激

底膜分检声音频率并逐级上传.

起始紧密相关. 神经元对声音信息的编码可以依赖

神经元的特征频率可以通过测量该神经元的阈

于放电时间的精确性. 在同样的刺激条件下, 多次刺

值频率调谐曲线得出, 而频率特征应该由神经元反

激所导致的神经元第一脉冲发放潜伏期(first spike

应的基本性质来表达. 那么, 这一特征在听觉神经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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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中是如何被表达的？神经元的反应有几个基本特

在水平定位杆上. 水平定位杆由磁性表座固定于防

征, 即放电数、反应潜伏期、放电时间模式等. 以放

震台上. 保持屏蔽室室温 31℃, 小鼠保持浅麻醉状态,

[17]

, 放电

使之存在耳廓对声刺激有反射移动, 但对痛刺激不引

数最大的频率称为最佳频率(best frequency, BF). BF

起腿部收缩. 当引起腿部收缩时, 对小鼠加药戊巴比

与CF并非十分吻合. 以往实验表明, 在最小阈值上

妥钠, 10~15 mg/kg 体重, 或者正常情况下为每小时

(minimum threshold, MT)10 dB内, CF与BF基本一致;

给该剂量药物维持状态.

电数表征神经元频率特性的研究已有很多

但随声强进一步增加, 神经元的BF并不等于CF, 而
呈现多型性的变化

[18]

, 即放电率所表征的最佳频率

1.2

声音刺激

随强度的改变而改变. 整个听觉通路的音调拓扑组

用纯音作为声音刺激(时程 50 ms, 上升和下降

构提示, 神经元对于频率的表征应有一个更为精确

时 间 各 5 ms). 实 验 采 用 自 由 声 场 给 声 , 使 用

的表达, 这种精确表达不应随声音的另一基本参数

Tucker-Davis Technologies (TDT) System-3 提供声刺

—强度的变化而变化. 潜伏期的精确性提示其可

激, 并记录神经元反应信号.
在 ACER 电脑上, 用软件 RPvdsEx 合成声音信

能更为有效地对频率进行表征.
本文用神经脉冲发放的潜伏期这一神经元反应

号文件, 用软件 BrainWare 并通过 RP2.1 型 Real-time

的基本特征研究小鼠下丘(inferior colliculus, IC)听神

Processors 产生声信号(采样率为 200 kHz), 经衰减器

经元对纯音频率参数的反应特性, 并比较不同强度

(PA5 Programmable Attenuator)进行强度衰减, 由喇

下以神经元反应延时和放电率表达的 BF 所反映的

叭驱动器(ED1, Electrostatic Speaker Driver)使高频喇

CF 的准确性. 研究发现: 不同声强下, 神经元对特征

叭 (ES1, Free-Field Electrostatic Speaker, 频 响 范 围

频率的反应潜伏期通常最短, 并随着声强的变化改

2~110 kHz)发声, 喇叭与小鼠的双耳处于同一个水平

变不大; 而神经元对纯音频率反应的放电率随频率

高度, 位于小鼠双耳连线中线正前方 50 cm 处, 给声

改变呈多型性变化, 尤其当声强增强时. 实验结果提

速率为 1 次/s. 声音频率和强度通过软件 BrainWare

示小鼠下丘神经元的反应潜伏期具有较放电率更准

进行自动或手动调节, 声音频率间隔 1 kHz, 强度依

确代表纯音频率的特性.

神经元的反应特性, 增量为 5 或 3 dB. 实验前, 用

1

B＆K 4135 型微音器和 2610 型测量放大器校正各个

材料和方法

频率下的声音强度, 以 dB SPL(0 dB SPL 相当于 20

本实验采用了 13 只 4~6 周成年雌性BALB/C小
鼠, 体重约 10~18 g. 小鼠由北京市实验动物中心提
供, 等级为SPF/VAF级, 以保证实验的可靠性及可重

μPa)表示.

1.3

神经元反应记录与后处理

复性. 本实验是在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学术

记录使用玻璃微电极, 尖端直径约 1 μm, 阻抗

委员会的批准和监督下进行的. 动物手术参照本实

10~20 MΩ. 记录电极管内灌注 2 mol/L NaAc 溶液,

验室以前的工作

[19]

, 神经元反应的记录和处理方法

参考前人文献 [9, 10, 20].

通过推进器(SM-21, Narishige)控制垂直刺入下丘表
面, 精度 1 μm. 断续推进电极, 用白噪声寻找听神经
元. 神经元反应电信号由电极采集后通过前置放大

1.1

动物与手术

器(DAM80, WPI)放大, 由 RP2.1 型 Real-time Proc-

小鼠腹腔注射戊巴比妥钠(sodium pentobarbital,

essor 及软件 BrainWare V8.1 采样(采样率 24 kHz)并分

60~70 mg/kg 体重)麻醉. 为减少呼吸道黏液的分泌,

析. 实验只记录信噪比在 3:1 以上的单神经元反应信

在 麻 醉 之 前 给 动 物 皮 下 注 射 阿 托 品 (atropine, 0.25

号. 单神经元放电根据 BrainWare 记录的动作电位波

mg/kg 体重). 术后在手术皮肤创口部位加少量的利

形图的同一性确定. 确定单神经元反应后, 测定各频

多卡因局部麻醉以镇痛. 去除头皮后, 用离子黏固剂

率的阈值(threshold, 定义为某频率下每 10 次刺激有

将一平底钉黏于头骨前部正中, 用于固定. 暴露一侧

5 次反应的最小声强), 并以最小阈值对应的频率确

下丘, 除去硬脑膜, 保留软脑膜. 将小鼠置于电磁屏

定特征频率. 再由 BrainWare 自动或手动分别改变声

蔽、防震、无回响的屏蔽室内, 并将其用平底钉固定

强和频率, 同一声刺激重复 20 次. 神经元对某一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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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频率声音刺激的反应以时间阵列记录到电脑硬

经元放电率本身(0.20~0.90)较大, 从图中很难区分相

盘上. 实验资料分别以 BrainWare 和 Excel 处理成刺

邻频率间的放电率差别. 实际上,

激 反 应 时 间 直 方 图 (peristimulus time histograms,

相邻频率间神经元的放电率间均没有显著性差异

PSTHs)、多组不同声强下的频率反应曲线(频率放电

(P > 0.01), 只有 11 kHz 和 12 kHz 之间和 6 kHz 和 8

率曲线和频率延时曲线), 并确定某一声强下神经元

kHz 之间有统计学上的差异. 而 FSL 情形, 除 12 kHz

的 BF. 神经元的反应延时为第一个脉冲发放潜伏期

和 13 kHz 之间, 其他相邻频率之间的 FSL 均有显著

的平均值. 数据的统计学比较以 t 检验.

性差异(P < 0.01). 对于该神经元而言, FSL 能更为准

2

结果

t 检验的结果显示

确地表征 CF.

实验共记录了 39 个下丘听神经元, CF 为 5~36
kHz( 平 均 值 及 标 准 差 (17.5 ± 5.8) kHz), MT 为
4.3~80.3 dB SPL((38.7±19.4) dB SPL), 在特征频率、
声强为阈上 10 dB 的刺激条件下的 FSL 范围为
9.1~32.3 ms ((20.8±5.5) ms).
实验用不同频率、 相同声强和相同包络波的纯
音刺激, 研究不同神经元的反应潜伏期和放电率对
频率的调谐. 在特征频率、阈上 10 dB 的声刺激下, 其
中 29 个为给声型反应神经元, 即神经元仅在刺激开
始时有 1~2 个脉冲发放; 2 个为紧张型神经元, 在刺
激时程中都有脉冲发放; 其余神经元介于两者之间,
脉冲发放时程较长, 有多个脉冲发放. 在阈上 10 dB
时, 依据放电率表征的最佳频率(BF)与特征频率(CF)
相同的只有 41.0%(16/39), 两者的差值在 0~6 kHz 之
间, 平均差值± sd 为(1 ± 1.22) kHz. 而最短潜伏期对

图1

一个小鼠下丘神经元在相同声强(76 dB SPL)、不同
频率声刺激下, FSL 和放电率与频率的关系

(a) 不同频率刺激下神经元放电时间散点图和 PSTHs 图; (b) FSL-频率
曲线; (c) 放电率-频率曲线

应的 BF 与 CF 相同的神经元占 79.5%(31/39); 两者相
差 ±1 kHz 的神经元占 17.9%(7/39); 两者相差±2 kHz

实验记录的所有下丘听神经元(n = 39)在 MT 上

的神经元只有 1 个(1/39, 2.6%). 依据最短潜伏期表征

10 dB 的声刺激下, 将 CF 下的放电率与相邻频率的

的 BF 与 CF 的平均差值± sd 为(0.22 ± 0.48) kHz. 放

放电率作 t 检验结果显示: 与两个相邻频率均有显著

电率与潜伏期分别表征的 BF 相对于 CF 的差别之间

性差异(P < 0.01)的神经元有 5 个; 与一个相邻频率有

存在显著性差异(t 检验, t ＝ 3.625, P < 0.001). 这意

显著性差异, 与另一个有差异(0.05< P < 0.01)的神经

味着潜伏期相对于放电率可能更准确地表征神经元

元有 4 个; 与两个相邻频率均有差异的神经元有 2 个;

的 CF.

与一个频率有显著性差异的神经元有 2 个; 与一个频

图 1(a)示一个下丘听神经元在不同频率、 相同

率有差异的神经元有 5 个; 其余 21 个神经元, 与相邻

声强(76 dB SPL)刺激下的反应时间散点图及 PSTH

两个频率间没有差异(P >0.05). 有显著性差异及有差

图. 该神经元的 CF 为 13 kHz, MT 为 64.3 dB SPL. 神

异的神经元占 46.2%. 因此, 用放电率表征 CF 的方式

经元的平均 FSL 在 CF 附近(12~13 kHz)为最短 9.05

不能十分有效地区分相邻频率间的差异.

ms, 声音刺激频率离 CF 越远, FSL 越长. 图 1(b)为相

对于 FSL 而言, 与两个相邻频率均有显著性差

同声强下潜伏期-频率曲线, FSL 的标准差几乎都(除

异神经元有 17 个; 与一个相邻频率有显著性差异,

15 kHz 在 2.67 ms 外, 均在 0.34~0.70 ms 之间)在 1 ms

与另一个有差异的神经元有 4 个; 与两个相邻频率均

以下, 显示出 FSL 的稳定性. 图 1(c)为神经元的脉冲

有差异的神经元有 9 个; 与一个频率有显著性差异的

发放率与声音频率曲线, 尽管该声强下神经元的 BF

神经元有 7 个; 与一个频率有差异的神经元有 2 个;

与 CF 相近(12 kHz), 但是标准差(0.31~0.51)相对于神

未发现神经元的 FSL 在相邻两个频率间均没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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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鼠下丘两个听觉神经元(A 与 B)的反应性质

(a)和(a′)神经元的阈值调谐曲线, 插入的小图显示所有放电的波形图; (b)和(b′) A 神经元在 40 dB SPL 和 B 神经元在 82 dB SPL 时各频率的刺激后
散点图; (c)和(c′) 不同声强下平均 FSL-频率曲线; (d)和(d′) 不同声强下放电率与频率曲线

有显著性差异及有差异的神经元占 100%. 以 FSL 表

确性是否受刺激声音强度的影响？通过在不同声强

征频率较放电率更能精确地区分相邻频率间的差异.

下神经元放电率及反应潜伏期和频率之间关系的比

强度是声音的另一个基本参数, FSL 表征频率精

较, 实验发现在强度变化情况下反应潜伏期对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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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c′))的声强刺激下表现出 BF 与 CF 一致; BF 与 CF

频率的表征较稳定.
图 2 显示两个下丘神经元(A, B)反应特性. 两神

之差绝对值的平均值分别为(1.24 ± 1.15), (1.38 ± 1.21)

经元动作电位波形图在记录过程中保持一致(图 2(a)

kHz. BF 相对于 CF 的差别随着声强的提高有所增加,

和(a′)), 显示为单神经元放电. 从神经元的阈值调谐

平均差别在 1 kHz 以上, 表明利用放电率表征 CF 不

曲线(图 2(a)和(a′))可以得到, A 神经元的频率响应范

是十分准确. 而神经元反应潜伏期表征 CF 却相对准

围为 10~19 kHz, CF 为 14 kHz, MT 为 20 dB SPL; B

确: 在阈上 10 dB 时, 79.5%(31/39)的神经元的 FSL 所

神经元的频率响应范围为 13~17 kHz, CF 为 15 kHz,

表征的 BF 与 CF 相等(图 4(a)和(a′)), MT＋20 dB 下为

MT 为 73 dB SPL. A 和 B 神经元均为给声型神经元, A

82.4% (14/17) (图 4(b)和(b′)), MT＋30 dB 下只有 3 个

神经元对一个声音刺激可产生 2 个放电(图 2(b′)), 而

神经元不符合上面的结果(图 4(c)和(c′)); 它们的 BF

B 神经元只有 1 个(图 2(b′)), 且两神经元都表现出对

与 CF 之差绝对值的平均值分别为(0.22 ± 0.48), (0.24

特征频率声刺激的反应潜伏期最短. 图 2(c)和(c′)均

± 0.56) kHz, (0.23 ± 0.58) kHz. BF 相对于 CF 的差别

显示神经元的 FSL 随声强的提高而变短, 但无论声

相对较小(0.23 kHz 左右), 神经元的潜伏期表征的 BF

强的变化如何, CF 下的神经元 FSL 总是表现为最短.

比较稳定地分布于 CF 周围. 对放电率和潜伏期分别

而不同强度下放电率所表征的 BF 是变化的, 频率反

表征的 BF 和 CF 的差别进行 t 检验, 不同声强下的 t

应曲线呈现多型性(图 2(d)和(d′)).

值分别为 3.625, 3.223, 2.98; P 值分别为< 0.001, <

图 3 显示的是图 2 中两个神经元 A 和 B 分别由

0.01, < 0.01. 这表明放电率与潜伏期分别表征的 BF

放电率及 FSL 表征的 BF 在不同强度声刺激下的变化.

相对于 CF 的差别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 对 CF 的表

可以看出, 神经元 A 的放电率表征的 BF 在 13 和 15

征潜伏期要比放电率精确.

kHz 之间变化, 并且这种变化缺乏规律性. 而潜伏期
表征的 BF 一直在 14 kHz, 不随强度的改变而改变.

3

本文比较了下丘听神经元的反应潜伏期和放电

神经元 B 的放电率表征的最佳频率在高声强下降低,
而反应潜伏期表征的特征频率很好地保持恒定.

讨论

率对纯音频率的表征. 实验结果表明, 以反应潜伏期

图 4 是记录到的所有下丘听神经元(n＝39), 在

表征神经元的频率反应特性较放电率精确, 即 FSL

CF 频率、 阈上 10, 20, 30 dB 声音刺激时, 放电率表

表征纯音的频率比放电率更为有效, 并且放电率对

征的 BF 和 FSL 所表征的 BF 与 CF 的比较. 在较低声

CF 的表征随强度的改变呈多型性变化, FSL 对 CF 的

强时(MT＋10 dB), 神经元的放电率表示的 BF 部分

表征随声音强度改变相对不变, 表现出较好的稳定

地(41.0%, 16/39)与神经元 CF 显示出一致性(图 4(a)

性.

和(a′)); 以 BF 与 CF 之差的绝对值表征 BF 相对于 CF

放电率和反应潜伏期是神经元对刺激声音反应

的离散程度, 平均值离散程度为(1 ± 1.22) kHz. 而在

的两个指标. 在基本条件一致的情况下, 神经元放电

声强较高时, 只有少量神经元在 MT＋20 dB(29.4%,

率和反应潜伏期随声音刺激参数(声强、频率、上升

5/17)(图 4(b)和(b′))和 MT＋30 dB(23.1%, 3/13)(图 4(c)

下降时间、 相位等)值的改变而发生相应的变化, 并

图3

比较神经元 A(a)和 B(b)由放电率表征的 BF 和 FSL 表征的 BF 随强度的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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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声强(阈上 10(a), 20(b), 30(c)dB)的声刺激下放电率表示的 BF 与 CF 的关系(Ⅰ)和 FSL 表示的 BF 与 CF 的关系(Ⅱ).
每个图中的直线表示的是当 BF 等于 CF 时的情况, n 是记录的神经元数量
[18]

. 我们的

呈现各种功能变化曲线(如声强反应曲线、频率反应

放电率-频率反应曲线也呈现多型性变化

曲线、调谐曲线等).

实验结果也是这样(图 2(d)和(d′), 图 3, 图 4(a)和(a′)).

利用纯音刺激观测神经元反应是研究神经元对
[17,18,29,30]

而动物或人在感受声音时, 声音强度可在很大的范围

. 当声强一定时,

变化. 如果声音的频率信号是由神经元反应的放电率

神经元放电率对纯音刺激的频率反应基本呈现倒V

为表征的, 就可能会不同的强度时神经元的代表频率

形, 其最大反应的频率称为最佳响应频率即BF. 当声

不同, 这与行波学说相违. 而且以放电率来表征的神

音强度降低时, 神经元的频率响应范围变窄, 降低到

经元代表频率即便是在声强低于MT+10 dB时, 也需

阈值时通常只对某一频率起反应, 该频率即为特征

要重复多次平均叠加才具有一定的准确性, 这需要消

频率CF. 一个神经元通常只有 1 个CF. 在声强低于

耗时间, 但是动物在反应外界时往往是瞬时的.

声音频率表征的常用方法

MT+10 dB时, BF常常与CF一致 [17]. 因此CF与BF(声

近十几年来, 越来越多的实验证据表明: 神经元

强低于MT+10 dB)用来代表神经元的频率反 应特性,

反应潜伏期(尤其是第一个动作电位的发放时间FSL)

即神经元的频率表征.

在表达声音参数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如FSL可以很好

依据行波学说, 一个神经元应只有一个代表频
率. 然而, 以神经元放电率作为反应指标的神经元代
表频率通常表现不稳定, 随着声强的变化而变化, 其

地反应声音强度
的对应关系

[1~8]

[9,31,32]

记声音的时程

[33]

; FSL与声音的上升时间有很好

; 撤声神经元的FSL可以准确地标

; 以神经元FSL确定声源方位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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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实验表明

8

VanRullen R, Guyonneau R, Thorpe S J. Spike times make sense.

FSL表达的声源方位达 89%, 而以神经元放电率只有
11% [37].
FSL可以很好的表征声音的声强、时程、上升时

9

Heil P. Auditory cortical onset responses revisited. I. First spike

10

Heil P. Auditory cortical onset responses revisited. II. Response

神经元放电率确定的更为准确

间、双耳时间差等信息, 那么也可能很好地表征频率
信息. 有实验表明: 猫听神经元(外侧丘系核(nucleus

Trends in Neurosciences, 2005, 28(1): 1—4[DOI]
timing. J Neurophysiol, 1997, 77(5): 2616—2641
strength. J Neurophysiol, 1997, 77(5): 2642—2660
11

of the lateral lemniscus, NLL)[29] 、 耳蜗 核 (cochlear
nuclei, CN)[18,30]、听皮层 [9,10]听神经元反应潜伏期在
特征频率附近最短, 呈离特征频率越远潜伏期越长
的趋势. 但潜伏期-频率反应曲线也呈多型性变化 [18],

12
13

Fricker D, Miles R. EPSP amplification and the precision of spike
timing in hippocampal neurons. Neuron, 2000, 28(2): 559 —
569[DOI]

14

Brugge J F, Anderson D J, Hind J E, et al. Time structure of discharges in single auditory nerve fibers of the squirrel monkey in

神经元反应潜伏期能很好地表征刺激纯音的频率,

response to complex periodic sounds. J Neurophysiol, 1969, 32(3):

呈V形(图 1, 2(c)和(c′), 除下丘神经元的潜伏期频率
反应, 其他神经元和大鼠听神经元的潜伏期频率反

Mainen Z F, Sejnowski T J. Reliability of spike timing in neocortical neurons. Science, 1995, 268(5216): 1503—1506[DOI]

因而没有系统地比较放电率和潜伏期的频率表征.
我们的实验发现小鼠和大鼠皮层, 下丘, NLL, MNTB

DeWeese M R, Wehr M, Zador A M. Binary spiking in auditory
cortex. J Neurosci, 2003, 23(21): 7940—7949

386—401
15

应资料没有展示), 且FSL呈现很高的稳定性和准确

Zurita P, Villa A E, de Ribaupierre Y, et al. Changes of single unit
activity in the cat’s auditory thalamus and cortex associated to

性(图 1(b)). 神经元反应的FSL在特征频率刺激时最

different anesthetic conditions. Neurosci Res, 1994, 19(3): 303—

短(图 1, 2), 以FSL表征的BF与神经元的特征频率吻

316[DOI]

合率极高(图 2(c)和(c′), 4(a′)(b′)和(c′)), 且几乎不受声

16

Mammalian Auditory Pathway: Neurophysiology. New York:

强变化的影响 (图 3, 4(a′)和(b′)和(c′)). 因此, 在小鼠
下丘神经元上, 相比神经元放电率, FSL能更有效、准

Irvine D R F. Physiology of the auditory brainstem. In: The
Springer-Verlag, 1991. 156—158

17

Phillips D P, Irvine D R. Responses of single neurons in physiologically defined area AI of cat cerebral cortex: sensitivity to inte-

确地表征神经元的频率响应特征.

raural intensity differences. Hear Res, 1981, 4(3-4): 2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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