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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实验条件下诱导四膜虫种群交配进行有性生殖时，交配后的种群中除有性后代外，还会混杂
一定比例的亲本细胞，而高纯度的有性后代是研究四膜虫一些基本生物学问题的重要基础。本研究利
用四膜虫交配时不能摄食并且新产生的有性后代几小时后才恢复摄食能力的特性，以嗜热四膜虫
（Tetrahymena thermophila）交配种群为对象，在其有性生殖阶段后期向交配体系中加入 Fe3O4 磁性纳
米颗粒，未交配的亲本细胞由于能够摄入磁性颗粒而具有磁性；再利用有性后代和未交配细胞的磁性
差异，在磁场作用下将有性后代分离纯化出来。通过优化过柱分离的时间点、分离柱的口径、分离柱
中铁粉/石英粉的质量等分离条件，有性后代的分离纯度及收率均能达到 98%以上。该分离方法亦可为
其他种四膜虫或纤毛虫有性后代的分离纯化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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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n Tetrahymena cells are induced to mate for sexual reproduction in the lab, the resulting
population always contains a certain proportion of unmated parental cells besides sexual progeny. However,
highly purified sexual progeny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studying some basic biological questions of
Tetrahymena. In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that mating Tetrahymena loses the ability to ingest
particles and the newly produced sexual progeny does not recover this ability within several hours, we added
the Fe3O4 magnetic nanoparticles to the mating population of T. thermophila at the late stage of sexual
reproduction and only the unmated parent cells would become magnetic because they still had the ability to
ingest the magnetic particles, which made possible an efficient isolation of sexual progeny under the action of
magnetic field. By optimizing the time point at which cell population was passed through the sep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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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umn, the diameter of the column and the quality of iron/quartz powder in the column, we could make the
purity and yield of the sexual progeny both more than 98%. The established method can also be used for the
separation and purification of the sexual progeny of other Tetrahymena or ciliate species.
Key words: Tetrahymena thermophila; Magnetic nanoparticles; Sexual progeny; Ciliates

四膜虫是一种广泛分布在淡水湖泊和江河

由于四膜虫交配时会在口部位置接合形成

流域中的原生动物，隶属于纤毛门寡毛纲膜口

配对细胞而失去摄食能力，并且配对细胞分开

目膜口科四膜虫属。嗜热四膜虫（Tetrahymena

后产生的有性后代尚需经过几小时才能重新摄

thermophila）是四膜虫属的模式种，它虽然是

食（Dickinson et al. 1976，Rasmussen 1976），

单细胞的，但具备了真核生物的基本生命特征

利用配对细胞或新产生的有性后代与未交配细

和规律。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以其为实验对象

胞摄食能力的差异，在交配体系中加入磁性纳

在基础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成果，如

米颗粒，未交配细胞由于能够摄食而携带磁性，

核 酶 的 发 现 （ Kruger et al. 1982 ）， 端 粒

再通过外界磁力作用便可将其阻滞在分离柱中

（ Blackburn et al. 1978 ） 与 端 粒 酶 的 发 现

从而实现对配对细胞或者有性后代的分离纯化

（Greider et al. 1985）以及组蛋白乙酰化调控基

（Bruns et al. 1980）。但是这些研究并未考虑分

因转录活性的发现等（Brownell et al. 1996）。

离过程中可能影响有性后代纯度及其收率的诸

四 膜 虫 具 有 核 二 态 性 （ nuclear

多因素，因此还需进一步优化相关分离条件，

dimorphism）：在一个细胞中有两种核，小核

从而快速有效地获得大量高纯度的有性后代。

（micronucleus）是生殖核、二倍体、基因基本

本研究通过对过柱分离的时间点、分离柱的口

不表达；大核 （macronucleus）是营养核、多

径、分离柱中铁粉/石英粉的质量等条件的优

倍体、基因转录活跃。四膜虫的生活史包括营

化，有性后代的分离纯度及收率均可达到 98%

养条件下的无性增殖阶段和进行接合生殖

以上。

（conjugation）的有性阶段。实验室中通常采用
饥饿的方式诱导细胞进行有性生殖，但长期以
来，研究人员发现实验条件下诱导四膜虫种群
进行有性生殖时，并非所有的配对细胞（pair）

1
1.1

材料与方法
细胞株制备
将嗜热四膜虫细胞株 SB210（交配型Ⅵ，

都能产生有性后代。例如，在嗜热四膜虫中，

野生型细胞株）和 B*Ⅶ（交配型Ⅶ，小核缺陷

通常有 10%甚至有时高达 75%的配对细胞不能

型细胞株，不能通过减数分裂产生可与 SB210

产生有性后代（Gorovsky 1973），其中一部分

互换的配子核）
（均来自美国康奈尔大学四膜虫

配对细胞由于发育不正常最终死亡，还有一部

保藏中心）进行基因组排除（genomic exclusion，

分由于结合不牢固而解散，这就导致交配后的

GE）杂交（Allen 1967）
，GE 杂交涉及两轮连

种群内除包含新产生的有性后代，还混杂着未

续交配：第一轮交配导致配对细胞分开后的两

完成交配的亲本细胞。然而，高纯度的有性后

个细胞获得基因组纯合的小核但仍保留各自亲

代是研究四膜虫一些基本生物学问题的重要基

本的旧大核，第二轮交配导致后代细胞大、小

础，如有性后代达到性成熟所需的无性分裂代

核均纯合且不同后代细胞获得的新大核可表现

数、性成熟过程中大核拷贝数的变化以及性成

出不同交配型。本研究在 SB210 和 B*Ⅶ第二

熟后有性后代种群的交配型比例分布等，因此

轮 GE 交配产生的后代细胞种群中挑取单细胞

需要建立快速有效的分离纯化四膜虫有性后代

并鉴定交配型（Hamilton et al. 2000）
，最终获

的实验方法。

得交配型为Ⅵ和Ⅶ的两个细胞株用于本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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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分别命名为 mt_Ⅵ和 mt_Ⅶ。

全吸附。为诱使细胞更好地摄入 Fe3O4 磁性纳
米颗粒，预先将 Fe3O4 磁性纳米颗粒在牛血清

细胞培养与交配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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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菌条件下，分别将实验细胞株 mt_Ⅵ和

蛋白溶液中孵育：称取一定量的牛血清蛋白

mt_Ⅶ接种至含 30 ml 新鲜 super proteose peptone

（CAS 号 9048-46-8）溶于 10 mmol/L Tris-HCl

（SPP）培养基（Gorovsky 1973）的 250 ml 锥形

缓冲液（pH 7.4）中，随后加入 Fe3O4 磁性纳米

瓶中，置于温度为 30 ℃、转速为 135 r/min 的

颗粒，涡旋震荡 10 s，使磁性纳米颗粒均匀分

摇床内培养。次日，待细胞生长至对数期、细

散在牛血清中形成悬浊液。悬浊液中 Fe3O4 磁

8

胞密度约为 3 × 10 cells/L（细胞计数采用 AN

性纳米颗粒的浓度为 50 g/L，每次实验前现配

24205 Beckman 计数仪）时，1 500 r/min 3 min

现用。喂食时，Fe3O4 悬浊液体积与细胞体积之

离心收集细胞，再用 10 mmol/L Tris-HCl 缓冲液

比为 1︰9。

（pH 7.4）清洗两次，最后将细胞置于 Tris-HCl
8

1.3.2

分离纯化装置 在自制的分离纯化装置

缓冲液（密度控制在 2 × 10 cells/L）并在 30 ℃

中（图 1）：用巴斯德管作为过滤柱，用铁粉

恒温培养箱中饥饿处理 24 h。第 3 天，将两个

（ CAS 号 7439-89-6 ） 和 石 英 粉 （ CAS 号

饥饿细胞株等量混合于 500 ml 锥形瓶中，细胞

14808-60-7）充当过滤介质（两者比例为 1︰4），

总体积为 30 ml，然后置于 30 ℃恒温培养箱中

并在巴斯德管的收口处填充少量疏松的棉花来

诱导细胞进行交配，
并将此时记为有性生殖 0 h。

承载过滤介质，两块方形磁铁石（100 mm × 50 mm

有性生殖阶段（附图 1）
，两种不同交配型

× 20 mm）置于过滤柱两侧（两磁铁间距约 2 cm）

的细胞首先接合在一起形成配对细胞，然后配

提供磁场，使摄入 Fe3O4 磁性纳米颗粒的细胞

对细胞中每个细胞的小核进行减数分裂产生 4

被阻滞在过滤介质中。

个配子核，其中 3 个降解另外 1 个经过一次有

1.3.3

丝分裂复制成 2 个，互换后形成合子核，合子

时对交配种群进行过柱处理需综合考量以下三

有性后代分离纯化时间点的确定

何

核经过两轮有丝分裂复制成 4 个，2 个变成新
的小核、另外 2 个分化发育成新的大核，同时
旧大核开始降解，最后配对细胞分开产生有性
后代，有性后代中旧大核完全降解，其中 1 个
新小核也会被降解，整个有性生殖发育过程约
持续 20 h。有性后代重新获得营养后，细胞中
的 1 个小核经过 1 次有丝分裂复制成 2 个，细
胞分裂后，每个子代细胞含 1 个小核和 1 个大
核。有性后代细胞需经过 40 ~ 70 次无性分裂方
能性成熟、进行下一轮有性生殖（Orias et al.
2017）。
1.3
1.3.1

有性后代分离纯化
Fe3O4 磁性纳米颗粒预处理

Fe3O4 磁

性纳米颗粒（上海麦克林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CAS 号 1317-61-9，基质 Fe3O4，表面基团-NH2，

图1
Fig. 1

四膜虫有性后代分离纯化装置示意图
Illustration of the device for Tetrahymena

sexual progeny separation and purification

粒径 10 ~ 30 nm，悬浮于水中，浓度为 250 g/L，

A. 1︰4 的铁粉/石英粉混合物；B. 疏松棉花；C. 磁铁。

磁学性质：取 1 ml 磁性纳米颗粒于离心管中，

A. 1︰4 mixture of iron powder to quartz powder; B. Loose cotton;

置于 200 mT 磁力强度的磁力架上，20 s 内可完

C. Magn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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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1）交配种群中配对细胞基本处于有

当交配种群进入有性生殖阶段后期（13 ~ 16 h）
，

性生殖后期（新大核发育时期）并有一定比例

每隔 1 h 取 5 ml 细胞并加入 500 µl 磁性纳米颗

的有性后代出现；
（2）喂食磁性纳米颗粒悬浊

粒，轻微摇匀后静置于 30 ℃恒温培养箱中，

液后，种群中未交配细胞的摄食比例、摄食量

每 15 min 取样、显微镜观察，追踪有性后代开

尽可能高；
（3）有性后代尚未恢复摄食能力。

始恢复摄食能力的情况。

为此，我们开展了以下实验。

1.3.4

过柱分离及数据记录 确定好过柱分离

种群配对率计算和有性生殖发育过程

的时间点后，先用 1 ml 10 mmol/L Tris-HCl 缓

观察 在有性生殖 0 ~ 24 h 内，对种群配对率

冲液润洗过滤柱，之后将 30 ml 交配细胞种群

和有性生殖发育过程进行连续观察，确定过柱

缓慢加入过滤柱，每根过滤柱过滤 3 ~ 4 ml 细

分离的时间点。配对率观察：取 100 µl 细胞样

胞液，过滤结束后再用 1 ml Tris-HCl 缓冲液冲

品于 1.5 ml 离心管中，加入 5 µl 鲁哥染液（Chen

洗过滤柱，最后用 Tris-HCl 缓冲液将所得细胞

et al. 2014）
，然后在光学显微镜下观察细胞配

收集液定容至 30 ml。

1.3.3.1

对情况并计算配对率，配对率 =（配对细胞数

为评估有性后代的过柱分离效果包括有性

× 2）/（配对细胞数 × 2 + 未配对细胞数）。有

后代纯度及收率，需记录过柱前后细胞密度以

性生殖发育过程观察方法：取 200 µl 细胞样品

及细胞的发育情况。有性后代纯度 = 有性后代

于 1.5 ml 离心管中，加入 20 µl 20%的多聚甲醛

细胞数/（有性后代细胞数 + 未交配细胞数）
，

（paraformaldehyde，PFA）溶液固定细胞，再加

有性后代收率 =（过滤后细胞密度 × 30 ml ×

入 3 µl 50 µg/L 的 4′,6-二脒基-2-苯基吲哚

过滤后有性后代纯度）（
/ 过滤前细胞密度 × 30 ml

（4′,6-diamidino-2-phenylindole，DAPI）溶液，
4 ℃孵育 5 min，在荧光显微镜下统计处于不同
发育时期的细胞个数并计算比例，未交配的细

× 过滤前有性后代纯度）
。

2

胞不进行计数，找到配对细胞基本处于新大核

2.1

发育时期并有部分配对细胞分开形成有性后代

察

结果
种群配对率计算及有性生殖发育过程观

的时间点，从而确定过柱分离的大致时间点。

8 ~ 10 h 细胞配对率达到最大，约 96.4%的

饥饿细胞摄食磁性纳米颗粒情况观察

细胞以配对细胞形式存在；10 ~ 12 h 配对率有

由于交配种群中除未配对的细胞外，还包含不

所降低，说明部分配对细胞开始分离产生有性

同发育时期的配对细胞及有性后代，不便于直

后代；12 h 后配对率开始快速下降，24 h 时仅

接统计未配对细胞摄食磁性纳米颗粒的情况。

为 5.8%，此时配对细胞已经基本完成整个有性

因此，分别用单独饥饿的 mt_Ⅵ和 mt_Ⅶ细胞

生殖发育过程（图 2a）。12 h 种群中处于新大

种群的摄食情况来类比交配种群中未配对细胞

核发育时期的细胞比例达到最大值，为 90.8%，

的摄食情况。对交配种群过柱分离时，种群内

并有少量（5.2%）有性后代产生；13 h 约有

未配对细胞约经历 38 ~ 39 h（混合交配前预饥

20.6%的配对细胞分开产生有性后代；14 h 有

饿的 24 h 加上交配后 14 ~ 15 h）的饥饿处理，

性后代比例增至 32.9%；15 h 有性后代比例已

因此，在分别饥饿处理 mt_Ⅵ和 mt_Ⅶ细胞种

经高达 52.6%（图 2b）。而有性后代比例过高

群约 38.5 h 后，向种群中加入 Fe3O4 磁性纳米

提示较早产生的有性后代可能已经恢复摄食能

颗粒，每隔 15 min 从饥饿细胞种群中取样、显

力，过柱时会导致部分有性后代无法流出，因

微镜观察，统计摄食情况，确定饥饿细胞摄食

此过柱处理时间应设在 15 h 之前；另一方面，

比例及摄食量最大时对应的时间点。

由于配对细胞体积明显大于未交配细胞，过柱

1.3.3.2

1.3.3.3

有性后代恢复摄食能力时间点观察

时不易被滤出，并且过柱过程中的机械损伤可

2期

马雪凤等：嗜热四膜虫有性后代的分离纯化

图2
Fi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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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群配对率（a）及有性生殖发育过程（b）观察

Observation of population mating rate (a) and development stages during sexual reproduction (b)

能会影响配对细胞的进一步发育，而图 2a 显示

因素，最佳过柱时间段应设在饥饿细胞混合后 14

14 h 仍有较高比例的配对细胞（46.2%）存在，

~ 15 h，对应细胞饥饿处理总时长约 38 ~ 39 h。

因此过柱时间应在 14 h 之后。综合以上两方面

2.2

饥饿细胞摄食磁性纳米颗粒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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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定用于孵育 Fe3O4 磁性纳米颗粒的牛

喂食 Fe3O4 磁性纳米颗粒，并且每 15 min 观察有

血清蛋白的最佳浓度，设置 3 个浓度梯度：0%

性后代进食情况，在 13 h 喂食时，随后的 60 min

（对照）、0.5%和 1.0%。当饥饿细胞摄入孵育好

内均观察不到摄食的有性后代，在 14 h 喂食，

的 Fe3O4 磁性纳米颗粒后，会有明显的颗粒状

45 min 后发现有少量有性后代（约 4.8%）摄入

物质在细胞食物泡中聚集（图 3a）
。饥饿约 38.5 h

Fe3O4 磁性纳米颗粒，而若在 15 h 或 16 h 喂食，

的两个实验细胞株摄入 Fe3O4 磁性纳米颗粒的

45 min 后 有 性 后 代 摄食 比 例 达到 21.3% 或

情况都与牛血清蛋白浓度密切相关，并且规律

43.6%（图 4），说明有性后代开始迅速恢复摄

一致（图 3b）。当蛋白浓度为 0 时，两株细胞

食能力，此时过柱会导致有性后代大量损失。

的最大摄食比例均小于 10%；当蛋白浓度为

因此，喂食时间点设为 14 h。

0.5%时，细胞的摄食比例明显提高，约 80%的

2.4

有性后代分离纯化效果

细胞能够摄入磁性纳米颗粒；当蛋白浓度增加

为提高有性后代分离效果，我们还对过滤

到 1%时，细胞的摄食比例有所提高，但增幅

管内径和过滤介质质量两个过滤条件进行了优

减小，细胞最大摄食比例维持在 90%左右。从

化。过滤管内径设置 0.5 cm、0.8 cm 和 1.0 cm

细胞摄食速率来看，喂食 15 min 后摄入磁性纳

三个梯度，过滤介质质量设置了 0.5 g 和 0.7 g

米颗粒的细胞比例基本达到最大值，但每个细

两个梯度，根据过滤后得到的有性后代纯度及

胞的摄食量会逐渐增加，约 45 min 时细胞摄食

收率两个指标评估分离效果，选择最佳的分离

量达到最大，60 min 后由于细胞自身消化作用

条件。当过滤介质的质量为 0.5 g、过滤管内径

开始外排摄入的 Fe3O4 磁性纳米颗粒，摄食的

为 1.0 cm 时，分离效果最佳：过柱前后有性后

细胞比例也随之减少。因此，用浓度为 1%的

代纯度由 0.79 提高至 0.96，有性后代收率为

牛血清蛋白来孵育 Fe3O4 磁性纳米颗粒，过柱

0.98（表 1）
。在确定最优过滤条件后，又进行

时间设在喂食 45 min 后。

了 3 次实验重复，得到的有性后代纯度及收率

2.3

都能达到 0.98（表 2）。

有性后代恢复摄食能力时间
为进一步确定过柱分离的时间点，在种群

有性生殖 13 ~ 16 h 期间，每隔 1 h 取 5 ml 细胞

图3

3

讨论

光镜下细胞摄食情况观察（a）以及饥饿细胞 mt_Ⅵ和 mt_Ⅶ摄食不同浓度牛血清蛋白孵育的
磁性纳米颗粒情况比较（b）

Fig. 3

Observation of cell ingestion under light microscope (a) and the comparison of starved mt_Ⅵ and mt_Ⅶ

cells ingesting magnetic nanoparticles incubated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bovine serum albumin (b)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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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Fig. 4

种群交配后不同时间点有性后代摄食能力观察

Observation on ingestion ability of sexual offspring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after population started mating
表1
Table 1

Fe/石英质量
Fe/quartz
quality (g)

过滤管内径
Filter tube
diameter (cm)

0.5

不同过滤条件下有性后代分离效果

Separation effect of sexual progeny under different filtration conditions
细胞密度
Cell density (× 103 cells/L)
过滤前
Before filtration

有性后代纯度
Sexual progeny purity

过滤后
After filtration

过滤前
Before filtration

90 020

0.92

0.77

0.8

99 570

0.93

0.86

0.96

0.98

110 500
136 400

0.7

77 750

0.91

0.66

0.8

88 660

0.93

0.77

1.0

98 200

0.93

0.85

Table 2
Fe/石英质量
Fe/quartz
quality (g)

3

最佳过滤条件下的有性后代分离效果

Separation effect of sexual progeny under optimal filtration conditions

过滤管内径
Filter tube
diameter (cm)

1
0.5

0.79

0.5

表2

2

过滤后
After filtration

过滤后
有性后代收率
Sexual progeny yield
after filtration

0.5

1.0

实验
次数
Times

·285·

1.0

细胞密度
Cell density (× 103 cells/L)

有性后代纯度
Sexual progeny purity
过滤前
过滤后
Before filtration After filtration

过滤后
有性后代收率
Sexual progeny yield
after filtration

过滤前
Before filtration

过滤后
After filtration

133 400

107 420

0.81

0.99

0.98

120 860

95 030

0.79

0.98

0.98

129 160

100 850

0.78

0.99

0.99

为获得高纯度四膜虫有性后代，Bruns 等

入卵清包裹的 Co0.8Zn0.2Fe2O4 磁性纳米颗粒，

（1980）在种群开始交配 6 h 后向交配体系中加

然后在不同时间点取样进行磁力分离，最终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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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有性后代纯度可达到 92%以上，但该研究

定在 98%以上。因此，本研究能够为四膜虫中

一方面未阐明最佳分离时间点的选取依据，另

利用高纯度有性后代来解决的一些基本生物学

一方面未考量有性后代收率这一重要分离效果

问题提供技术上的有力支持。此外，由于嗜热

指标。本研究利用自制的简易装置对嗜热四膜

四膜虫与其他种四膜虫或纤毛虫的有性生殖过

虫有性后代进行分离纯化，并对可能影响分离

程较为相似，因此，对本研究所建立方法中影

效果即有性后代纯度及收率的相关参数进行了

响分离效果的关键参数进行适当调整，亦可应

优化。

用于不同种纤毛虫有性后代的分离纯化。

对交配种群进行过柱分离的时间点会直接
影响分离效果。分离时间点的确定需综合种群
配对率及有性生殖发育过程、细胞摄食 Fe3O4
磁性纳米颗粒情况和有性后代何时恢复摄食能

致谢 本研究得到中国科学院超级计算武汉分
中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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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热四膜虫生活史（仿 Orias et al. 2011）

Life history of Tetrahymena thermophila (from Orias et al. 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