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2019年尼康佳可奖）





﹃NIKON JOICO AWARD（尼康佳可奖）” 

将由显微镜获得的图像所具有的﹃艺术性” 和﹃学术性” 

作为作品的一个研究成果来进行审查，是一项具有新风格的奖项。

本年度是这个奖项的第一个年度， 

已经获得了全国很多研究者的报名。 

借此场合，谨此表达诚挚的谢意！

经过严格且慎重的审查， 

从兼具艺术性和学术性的研究成果的角度， 

这次选出了 1名最优秀奖﹃JOICO（佳可）奖”， 

1名优秀奖和 2名特别奖。

本册子是本着一个愿望制作而成的， 

即让那些肩负今后影像行业重任的同仁们， 

能够有更多机会与使用显微镜的研究前沿以及研究者所热衷从事的科学热点接触。

请务必登录我们的网站， 

如果能够让你们感受到动画作品所特有的感染力， 

将是我们的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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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优 秀 奖  

“JOICO（佳可）奖” 植物的长距离高速钙信号
捕捉到了没有脑和神经的植物在感到伤害时是 

如何将该信息传向全身的瞬间景象



植物的长距离高速钙信号

获奖感言

这次能获得 NIKON JOICO AWARD 尼康佳可奖
（最优秀奖﹃JOICO〔佳可〕奖”）这样荣誉的奖项，
我感到非常荣幸。

迄今为止，我从事的研究一直是使用显微镜来﹃看”。

这种﹃看” 的力量让至今被普遍认为是静态的植物

的动态信息处理系统初见端倪，而且，该影像受到

了高度评价，再也没有比这让人更高兴的事情了。

我想，在向参与本研究的所有人员表示感谢的同时，

为了无愧于 JOICO（佳可）奖的荣誉，今后的研究
也要做到独一无二。

这次真的是非常感谢！

Masatsugu Toyota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School of  
Science & Engineering 
Saitama University

捕捉到了没有脑和神经的植物在感到伤害时是 

如何将该信息传向全身的瞬间景象

拟南芥（Arabidopsis thaliana）
样品详情 ：钙生物传感器 GCMP（GFP）的表达
观察方法 ：体视显微镜，荧光
观察倍率 ：x1
拍摄年份 ：2019年
显微镜数据 ：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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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的长距离高速钙信号

论文

Toyota M*, Spencer D, Sawai-Toyota S, Wang J, Zhang T, Koo AJ, Howe GA, 
Gilroy S* (2018)  
Glutamate triggers long-distance, calcium-based plant defense signaling. 
Science. 361(6407):1112-1115. (*, corresponding author)

植物没有脑和神经，它们使用什么样的机制来感受伤害，该信息又是
如何传递到全身的呢？使用宽场体视荧光显微镜以及高敏感度钙 / 谷
氨酸生物传感器（GCaMP/iGluSnFR）成功解开了这个生物学和农学
上长期未解之谜。（丰田等，《科学》 2018）

拟南芥的叶片受到伤害时，

　①从损伤部位流出谷氨酸。

　②该谷氨酸被谷氨酸受体（GLR）接受产生 Ca2+ 信号。

　③通过运输养分的筛管向远端的叶片传播（1mm/s）。

　④ 接收 Ca2+ 信号的叶片，提高了应激反应。

我们可以认为，植物可能是通过将像筛管一样的植物独有的器官，以
及与进化保守的与神经相似系统进行组合，来长距离高速传递信息的。

研究概要

在第 10页有名词解释（与右上角的编号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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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的长距离高速钙信号

但是……

很久以前…  我们就知道：

植物在被昆虫等动物啃噬时

1  瞬间感到伤害，
2  向全身传递信息，
3  即使未受伤害的器官（叶片）抵抗伤害的性能也得到提高。

1 32

留给生物学和农学很大的谜

先进的影像技术

植物没有脑和神经，它们使用什么样的机制来感到受伤， 
该信息又是如何传递到全身的， 

至今未知

因接触引起的细胞内 Ca2+浓度上升（拟南芥 3）

体视荧光显微镜

较高

较低

C
a2+
浓
度

GCaMP（GFP荧光）2

T O U C H

可以在宽场（个体、整体水平）上对植物的 Ca2+信号 1进行实时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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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覆以往的概念，发现长距离高速 Ca2+ 信号！

植物啃食的时候或者受到机械性损伤的时候所产生的 Ca2+信号被成功地变得可见

Toyota et al., Science 2018

Toyota et al., Science 2018

本次参赛 
（2019年再次取得数据）

较高

较低

C
a2+
浓
度

被幼虫啃食

使用镊子压碎叶片， 
施加机械性损伤（箭头）

• 拟南芥的叶片如果受伤，那么 Ca2+信号就会通过筛 
管 4以及胞间连丝 5，以约 1 mm/s的速度（约 1分钟）
传播到远处的叶片（右上图，见油管（YouTube）上
的动画）。

• 传播 Ca2+信号的叶片即使没有直接受到损伤，抵抗伤
害的性能也得到提高。

• 在缺乏两种谷氨酸受体 6（GLR3.3/GLR3.6）的突变体
中，不产生这种长距离高速的 Ca2+信号。

• 在 GLR3.3以及 GLR3.6中发现传播 Ca2+信号的维管
束（筛管等）。

• 如果在叶片上给与谷氨酸 7（Glu溶液），那么即使没
有受伤，也可以产生长距离高速 Ca2+信号（右下图）。

• 在细胞外，使用 iGluSnFR2对谷氨酸影像的时候，如
果叶片受伤，那么在损伤部位谷氨酸水平立即上升。

本论文已经阐明以下事项 ：

野生型

筛管内 Ca2+ 

影像

野生型

Glu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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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的长距离高速钙信号

1  植物如果受伤，那么受到损伤的细胞和组织中会流出谷氨酸。

2  GLR3.3以及 3.6通过接受该谷氨酸，来产生 Ca2+信号。

3  该 Ca2+信号借助作为养分通道的筛管向远处的叶片传播。

4  为了应对将来的攻击，传播 Ca2+信号的叶片会提高抵抗性能。

植物的伤害感知和高速传达模型

3

3

6

6

3

6

4

3

1

2

叶片的剖面

抵抗性能提高

伤害

Ca2+信号

Ca2+

Ca2+

Ca2+

Ca2+

Ca2+信号 谷氨酸 筛管 导管 与导管相连的薄壁细胞

谷氨酸受体 3.6谷氨酸受体 3.3

在动植物中进化保守的机制

谷氨酸 / 
谷氨酸受体（GLR）/  

Ca2+信号

植物特有机制

筛管 /胞间连丝

植物“神经”一样的结构

Take home 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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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细胞内 Ca2+ 信号

它是指细胞内游离的钙离子（Ca2+）的浓度变化，起到
肌肉的收缩或者神经传递等各种各样的生理学作用。通
常情况下，细胞内的 Ca2+浓度保持比细胞外低 10000
倍左右，Ca2+浓度变化对引起随后的生化反应起到开关
（信号）的作用。

2. 生物传感器（GCaMP, iGluSnFR）

它是指在绿色荧光蛋白质（GFP）上，将与钙离子或者
谷氨酸结合的域（区域）进行融合的蛋白质（Nakai et 
al., Nature Biotechnology 2001; Marvin et al., 
Nature Methods 2013）。GCaMP 如果与细胞内的钙
离子结合，则发出绿色的光（下图），iGluSNFR如果与
谷氨酸结合，则发出明亮的绿色。

3. 拟南芥（Arabidopsis thaliana）

它是一种与卷心菜等同属于油菜科的一年草本植物。由
于寿命较短，栽培以及基因转换较容易，因此，在世界
范围内作为模式植物来研究。2000年全部基因组测序
完成。

名词解释

4. 筛管

它是形成叶脉等维管束的一种组织。细胞形成长长的且
相连的管状结构，起到输送光合作用产物（养分）的作用。
作为形成维管束的其他组织或细胞，附近有输送水的导
管、伴胞或者柔细胞等。

5. 胞间连丝（原生质联络）

相邻的两个植物细胞（细胞质）连接成的孔。一般认为
它是用于mRNA、蛋白质等小分子移动的。虽然结构不
同，但是功能上与动物细胞的间隙连接相似。

6. 谷氨酸受体

它是一种与谷氨酸结合时活化的膜蛋白质，大致分为代
谢型与离子通道型两类。在我们的脑内，通过某个神经
细胞的突触前末端放出的谷氨酸，与其他神经细胞的谷
氨酸受体相结合，来进行神经传递。一般认为这种兴奋
性突触传达对记忆和学习发挥重要的角色。

拟南芥中存在有 20种与活化后可以让离子通过的离子
通 道 型 谷 氨 酸 受 体 相 似 性 较 高 的 GLUTAMATE 
RECEPTOR LIKE（GLR）。本研究已经阐明，其中
GLR3.3与 GLR3.6这两种对于伤害时产生的长距离
Ca2+信号来说是必须的。

7. 谷氨酸

人们已知，谷氨酸是鲜味成分的一种，同时也是哺乳类
的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性神经递质。

Memo

如果与 Ca2+结合，则 GFP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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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的长距离高速钙信号

Q & A

Q1 植物所获得的抵抗性能是什么？

植物不能自由移动，也不能对害虫进行物理性（直接）攻击。因此，通过预先产生害虫厌恶的物质来进行抵抗，例如，
一旦吃了就会引起消化不良的化合物。

Q2 其他植物是否也保留了您发现的植物防御结构？

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比较高。至今在烟草和水稻等植物中发现有 Ca2+的生物传感器，在所调查的所有植物种都能观
察到伤害时的长距离 Ca2+信号。

Q3 没有受伤的叶片上给与谷氨酸会发生什么情况？

遗憾的是不会产生 Ca2+信号。这是因为植物叶片的表面覆盖有蜡等疏水性较高的物质，所以即使向叶片给与谷氨
酸溶液，也不能到达表达有谷氨酸受体 3.3以及 3.6的维管束组织（叶脉）。还需要钻研，比如提高谷氨酸溶液的
浸透性等。

Q4 通过这个发现对今后的研究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这次研究中我们得知，谷氨酸不仅可以提高受伤的地方对伤害的抵抗性能，而且也能提高远处叶片的这个性能。值
得期待的是，这些与开发可以控制植物抵抗性能的新氨基酸（谷氨酸）型的肥料或者农药密切相关。

审查员评论

• 植物通过与动物的信息传递系统相近的谷氨酸
受体与钙信号，来长距离传递侵害刺激，这个
图像将这样一个科学上影响力极高的成果还原
出来，可以获得极高的评价。动画也很有魅力，
植物不仅是静态，在这类活跃的信息传递方面
具有很好的价值。

• 为了保护自身不受外敌的攻击，不能移动的植
物像动物一样传递信号的过程被刻画得栩栩如
生。这不仅在学术上，而且在艺术上都是非常
优秀的。

• 具有可以将鲜活的东西进行实际感受的美感和
独创性。

• 反应像波一样传开发光的过程非常幻想精彩。

• 本研究的长距离高速钙信号的发现，打破了植
物研究的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固定概念，是划时
代和革命性的发现。该研究成果不仅对于研究
者，而且对于一般人都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此
外，还有更多超过所谓的在《科学》杂志上刊
登的意义的历史性价值。

• 当然学术性的价值也较高，而且使非常优美的
动画变得可见也是具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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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内部的秘密优 秀 奖

在小小的花的内部深处看到了花粉管伸向雌蕊的样子。 

通过将花粉管用颜色区分开来，可以正确地比较每一根花粉管的样子。



花内部的秘密

获奖感言

第一次获得这样具有纪念意义的非常优秀的奖项，

我由衷地表示感谢。

在观察显微镜的时候，有时与预想的一样，有时会

料想不到，世界因而变得更加宽广，我通常带着一

颗新鲜的好奇心来进行研究。

可以在小小的花中展开动态的植物受精。对于我而

言，影像学就是魔法般的方法，可以瞥见被迷团包

围的一部分世界。

这个作品如果能成为大家用来想象植物乃至生物的

不可思议的一部分，我将深感荣幸。

Yoko Mizuta
Designated Assistant Professor 
Institute for Advanced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ransformative Bio-Molecules 
Nagoya University

拟南芥（Arabidopsis thaliana）的花的雌蕊
样品详情 ：荧光蛋白质（mApple, Venus, mTFP1）标记花粉管、通过 ClearSee透明化
观察方法 ：双光子激发显微镜、荧光
观察倍率 ：x25
拍摄年份 ：2015年
显微镜数据 ：静态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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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内部的秘密

论文

Daisuke Kurihara, Yoko Mizuta , Yoshikatsu Sato , Tetsuya Higashiyama (2015) 
ClearSee: a rapid optical clearing reagent for whole-plant fluorescence imaging.  
Development. 142(23): 4168–4179.

要想知道生物的组成和结构，观察生物的身体结构就显得十分重要。
但是，大多数生物的身体是不透明的，因此较难观察到内部深处。特
别是植物，由于具有以叶绿素为代表的各种各样的自发荧光 5 物质以
及折光率 1 不同的细胞，因此如果不做成切片和进行解剖，要想看到
内部也是困难的。

因此，本研究开发了一种在保留荧光蛋白质 7 的情况下使植物完全透
明化的试剂。通过这种被命名为 ClearSee 的试剂，不仅可以使模式植
物，而且可以使多种多样的植物第一次实现透明化。通过这种方式，
可以在保持结构与荧光的情况下，对至今为止谁也没有看到的植物身
体的深处进行观察。

本作品是在拟南芥的花上，对经过蓝、绿、红三种颜色的荧光蛋白质
标记的花粉进行授粉 2，使用福尔马林进行固定后，再使用 ClearSee
使其变得透明，并且进行观察而获得的。通过将平常隐藏在花中的看
不见的花粉管 3 用彩色进行区分，可以对在雌蕊中每个花粉管是如何
伸长受精，以及如何产生种子进行详细观察。

研究概要

在第 18页有名词解释（与右上角的编号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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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内部的秘密

我们探索了一种从植物中去除叶绿体，
但保留荧光蛋白质的植物透明化试剂叶片的结构是不会让原来被吸收的

光逃走的

花的内部（拟南芥）

♂花粉

雌蕊

花粉管

♀胚珠 
（卵细胞）

受精

种子

• 植物的身体是不透明的, 所以较难观察内部
•  花粉管伸展的位置包在花的最深处, 
因此在研究种子形成的结构时较多地使用解剖或切片

组织结构被破环， 
较难通过荧光蛋白质进行解析

研究的障碍

植物的组织与自发荧光

观察的 
障碍

较强的自发荧光
（红）

细胞

空气

从侧面看到的叶片的结构

(Littlejohn et al., 2014)

叶绿体叶绿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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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m

30µm

无处理对照 
（PBS）

4天后

尿素
界面活性剂
木糖醇

无处理对照 
（PBS） ClearSee

核（GFP）

自发荧光

ClearSee
ClearSee 水合氯醛 

透明化液体 6

福尔马林固定后， 
浸泡摆放即可透明

在保持荧光蛋白质的情况下， 
仅仅将各种各样植物的各种组织进行浸泡就可以透明化

ClearSee中，自发荧光消失， 
在保持 GFP（荧光蛋白质）的情况下透明化

植物透明化试剂 ClearSee

通过 ClearSee，使各种各样的植物变得透明

西红柿叶片

拟南芥的幼芽

黄瓜叶

夏槿的花

用荧光蛋白质标记叶脉
（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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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内部的秘密

无处理对照

拟南芥

双光子激发（Ex.990 nm）

ClearSee将用红、绿、蓝
进行 ClearSee
标记的花粉混合
并且授粉

• 不必进行解剖, 可以完整地观察雌蕊
•  花粉管伸长的样子, 以及哪个花粉管向哪里伸展, 这些所谓的留下来的组
织的空间性研究变得可行。

32 ch PMT 
（检测器）

NDD型 PMT, 
GaAsP（检测器）

MaiTai Hp DeepSee 
690-1040 nm

倒立型

通过双光子激发显微镜看到的花内部

焦点面

激光

单光子激发

紫外 /可见光

连续震荡
脉冲震荡

双光子激发

特殊的光

损伤较小

近红外线

适合观察生物的身体内部的显微镜

Mizuta et al. (2014) Plant Mor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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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折光率

一种用来描述物质中的光传播的物理量。折光率的差越
大光越发散。

2. 授粉

花粉附着在雌蕊上。

3. 花粉管

从花粉发芽、伸长的管状细胞。

4. 叶绿体叶绿素

含有在叶绿体内，与光合作用有关的色素。

5. 自发荧光

在细胞或组织内原来就存在的物质发出的荧光。

6. 水合氯醛透明化液体

传统上用于植物固定以及透明化的水溶液。

7. 荧光蛋白质

如果照射激发光，就会发出荧光的蛋白质。GFP是绿色
荧光蛋白质。

名词解释

M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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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内部的秘密

Q1 透明化试剂 ClearSee 具有怎样的技术背景开发而成的呢？

以往的植物用的透明化试剂存在会损伤结构，荧光蛋白质也会消失等问题。近年来，在动物领域开发了所谓的

Scale溶液和 SeeDB的透明化方法。因此，参考那些方法，开发了最适合植物上解决上述问题的透明化试剂，即
ClearSee。

Q2 存在通过透明化试剂 ClearSee 不能透明化的植物吗？

具有溶液无法浸透的坚硬组织的树木，以及具有排斥水的表面结构的植物较难透明化。

Q3 花粉管从束状结构向下移动时，为什么会在同一花粉源的花粉管收敛呢？

为了清楚看清内部，对面向雌蕊的内部拍摄的多个画像进行了处理，即去除了靠近的一侧图像，仅把内侧的图像进
行了合成。看上去像是收敛的样子，是因为靠近一侧的花粉管的图像被去除了。

Q4 除了叶绿素以外，还有妨碍影像的物质吗？

在细胞壁中所含有的木质素（高分子酚类化合物）会妨碍。

Q & A

审查员评论

• 以 ClearSee这样的用于植物组织的透明化和
组织观察的新方法的开发作为基础，成功地将
这种方法用于花粉管的伸长的过程，在维持结
构的情况下对每个花粉管的形态进行解析，这
一点可以获得高度评价。通过双光子激发显微
镜获得的图像非常优美，在花的内部似乎可以
看到另外一朵盛开的鲜花。

• 像五颜六色的花束一样纯粹美丽。对植物生物
学而言，这是一项学术水平较高的研究。

• 这是一项开发为了研究植物的内部结构以及内
部细胞很重要的透明化技术的研究。它具有可
能性广泛地有助于植物研究，是一项极其重要
的技术。

• 花的内部也有如此绚丽的结构，这是一个非常
令人惊讶，颜色非常鲜艳，并且非常美丽的作
品。将来，能看到这种 3D图像令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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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双耳时间差的 
脑干听觉神经回路

特 别 奖

脑干听觉回路是用来检测作为声源定位线索的双耳时间差的， 

其中可以看到形成每个神经细胞的线路的三维结构。



检测双耳时间差的 
脑干听觉神经回路

获奖感言

这次能够获得特别赏，深感荣幸。

在推进研究的过程中，经常有激动人心的时刻。对

我而言，其中之一就是亲眼真实地看到掩藏在组织

中的神经回路的美感。

细胞们是如何将如此精巧的结构进行组装的呢？为

了阐明这种机制，我和实习期间的医学院的学生们

一起每天埋头研究。

通过该作品来分享神经回路的魅力与研究的兴奋，

我将深感荣幸。

Ryo Egawa
Designated Assistant Professor 
Laboratory of Cell Physiology 
Graduate School of Medicine 
Nagoya University

Hiroshi Sekikawa
Undergraduate student 
School of Medicine

Hiroshi Kuba
Professor

鸡胚（胎龄 15天）、脑干、大细胞核（NM）神经元
样品详情 ：通过 Tetbow、CUBIC法进行组织透明化
观察方法 ：共聚焦显微镜、荧光
观察倍率 ：x10
拍摄年份 ：2019年
显微镜数据 ：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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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双耳时间差的 

脑干听觉神经回路

论文

Hiroshi Kuba (2012) 
Structural tuning and plasticity of the axon initial segment in auditory neurons. 
The Journal of physiology. 590(pt22): 5571-5579.

久场博司（2016） 
﹃双耳时间差检测的神经回路机构” 
Audiology Japan. 59(4): 211-217.

检测双耳时间差的脑干听觉回路的构建机制

大多数哺乳类和鸟类是通过将输入左右耳朵的声音的时间差与声压 1

差两者作为线索来进行声源定位的，作为实验动物广泛使用的老鼠，
由于可听范围 2 不同，没有时间差检测回路功能，所以使用基因工程 7

的方法对时间差检测回路的研究没有取得进展。

我们通过鸡胚中的脑干 4 听觉回路确立了灵活的基因工程方法，实现
了时间差检测回路的可视化和操作。

研究概要

在第 26页有名词解释（与右上角的编号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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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双耳时间差的脑干听觉神经回路

声源定位 ～声音从哪里来的？～

声源定位是如何进行的呢？ 
首先，必要的是用左右两个耳朵来听声音。

我们的生活常常被声音包围着。我们了解所处的空间靠潜

意识和习惯性的辨别声音的出处。这样，我们可以在被打

招呼的时候回头看，感受到大街上汽车的逼近，在电影院

感受到声音像在屏幕中一样身临其境。

可以理解声音从哪里来的能力被称为声源定位。已经获知，

除了人以外动物也具有这种能力，鸟类在这方面能力比较优

秀。例如，猫头鹰在黑暗中也可以只靠声音来捕捉猎物。

检测双耳时间差的 

脑干听觉神经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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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源定位的线索 ：双耳时间差

在左右的每个耳朵中听见声音的方法稍微有些不同，那个差异成为声源定位的线索。重要的因素

之一是声音输入的时间差。

根据声源的方向不同，声音到达左右耳朵的时间会出现差异。这个叫做双耳时间差。虽说如此，

由于声音以每秒 340m的速度传递，所以那个时间差不到 1毫秒（千分之一秒）。但是，即使声
源的方向有 1度的差异，我们也可以辨认出来。将这个算成时间差是约 10微秒（十万分之一秒），
这是非常惊人的精度。

能够检测出这种几乎无法测量的差不外乎是我们的大脑。在大脑中存在用于检测双耳时间差的神

经回路。

双耳时间差：无 双耳时间差：小 双耳时间差：大

长

短

声源在正前方的情况 声源在斜前方的情况 声源就在正旁边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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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双耳时间差的脑干听觉神经回路

检测双耳时间差的脑干听觉神经回路

检测出双耳时间差的神经回路存在于脑干部位。在鸟类上这个回路得到广泛研究。首先，声音的

信息在耳内深处的耳蜗 3变换为神经活动，然后传递给脑干。鸟类的脑干中，左右各有一对集中

了称为 N M 5 与 N L 6 的神经细胞的区域。NM从同一侧的蜗牛接收输入，其活动向同侧与另一
侧的 NL传递。通过这个 NL将左右的时间信息进行比较，来检测出双耳时间差。

检测出双耳时间差的关键是从 NM到 NL相连的神经细胞的线路。这种线路按照一定规则排列，
传递各种各样不同的音高的信息。我们运用基因工程的方法，确立了将这种回路的线路一根一根

地进行可视化和操作的技术。使用这种技术对检测出双耳时间差的精密的回路所形成的机制进行

研究。

鸟类的脑干听觉神经回路的线路图

脑干剖面

耳蜗

一根一根的线路的可视化

NL

NM

检测双耳时间差的结构

NM

NL

由于双耳时间差导致活动的
时间产生偏差

双耳时间差相对应的 
位置的细胞同时接收输入， 

并且剧烈活动

对面的投射按顺序形成分支， 
并从靠近正中间的分支开始依次输入

延迟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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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声压

声音的强度。由于空气振动引起的气压变动，单位为帕
斯卡（Pa）。将声压表示为与人的听觉灵敏度对应的相
对尺度的单位是分贝（dB），将作为能够听到的最小的
声压 20微帕设为 0dB，声压每增加到 10倍就增加
20dB（例如：通常会话的声压为 20毫帕＝ 60dB，喷
气发动机的轰鸣声的声压是 20Pa＝ 120dB）。

2. 可听范围

可以听到的声音的高低范围。声音的高低用振动的频率
来表示，单位是赫兹（Hz）。人类能听到的低音的下限
大约是 20Hz，高音的上限是 20,000Hz。超过这个范
围的高音叫做超声波。

3. 耳蜗

存在于左右耳朵深处的漩涡状的管形器官。声音通过鼓
膜和听小骨使耳蜗管内部的基底膜振动。根据频率的不
同，基底膜容易振动的位置不同，高音时靠近听小骨的
旋涡的外侧振动，低音时远离听小骨的旋涡的中心部振
动。邻近基底膜的有毛细胞对这种振动进行检测并引起
电变化。像这样，每个频率成分所接收的声音的信息通
过耳蜗神经传达给脑干。

4. 脑干

支撑大脑的像树干一样形状的脑区域。维持生命所必须
的神经回路密集在一起，对感觉和运动的信息进行转播。
听觉信息首先输入到被称为脑干桥梁的部分，然后输出
到上位大脑区域。

5. NM

大细胞核（前庭神经外侧核，nucleus magnocellularis）。
它是存在于脑干的神经细胞的集团（神经核）的一种，
是首先接收从耳蜗传来的声音信息的部位。相当于哺乳
类的腹前耳蜗核（anteroventral cochlear nucleus，
AVCN）。

6. NL

层状核（nucleus laminaris）。是神经细胞呈薄片状排
列的神经核，从同一侧的 NM输入到背后，从对侧的
NM输入到腹部。相当于哺乳类的内侧上橄榄核（medial 
superior olive；MSO）。

7. 基因工程

人工操作基因的技术总称。在这里，通过随机导入水母
和珊瑚的多个荧光蛋白质基因的方法（Tetbow法），可
以使每根 NM的神经细胞的线路可见。

名词解释

M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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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双耳时间差的脑干听觉神经回路

Q1 根据音高进行反应的神经细胞据说是不同的，那么有什么不同呢？

耳蜗中存在对特定音高有选择性反应的细胞有规律地排列在一起，但是同样的位置关系也保持在接收听觉信息的脑
干和大脑皮质的听觉皮层。连接各区域的线路在传达声音的频率信息时不会混线。像这样的细胞配置被称为频率拓
扑（拓扑）。一般认为，在拓扑形成的背景下存在着复杂而精密的分子机制，但是详细情况还不太清楚。这是我们
最想解开的谜底之一。

Q2 在 NL 中是如何检测时间差信息的呢？

NM的线路形状是检测双耳时间差的关键。排列成薄片状的 NL的神经细胞在从左右 NM的线路完全同时接收输入
时会有很强的活动，但是根据延迟线所谓的分支线路样式，输入的时机会稍有偏差。在 NL中，通过输入的偏差，
来决定与双耳时间差对应并进行活动的神经细胞的位置。

Q3 在只有声压的情况下，声源定位的精度会变成什么样的？ 

另外，通过检测时间差，声源定位的精度是如何提高的呢？

只有声压差这条线索的情况下，特别是在低音区域，声源定位的精度通常会降低。低音区域的声音是通过绕过障碍
物来传达的，因此其特性是左右耳朵能听到的声音大小不容易产生差别。相反，只有时间差的话，高音区域的声源
定位精度通常会降低。因为声音在波的相位的峰值被转换成神经活动，所以如果频率变高并且相位的宽度变短，那
么正确地检测相位的偏差就会变得困难了。利用时间差和声压差两方面的线索，才可以在广泛的声音区域中准确定
位声源。

Q4 上下方向上的声源定位的机制是什么？

声波如果碰到耳朵，就会反射或者绕过去，但是，这种模式会由于不同的声音频率而不同。通过这种方式，根据来
的方向，特定频率被增强或被减弱，声音才会被听到。生物会无意识地学习这种变化的模式，从而可以对上下方向
的声源进行定位。因此，例如，如果用粘土等把耳朵内侧的凹凸填起来的话，就不能对上下方向的声源进行定位。

Q & A

审查员评论

• 对与声源定位相关的脑干神经回路进行个别识
别和观察的方法进行的开发，会获得高度评价。
充分利用组织透明化方法的影像技术也很优
秀。

• 这是一部具有一种让人联想到宇宙般的神秘
性，幻想性的并且极其美丽的作品。

• 外观就很有影响力。神经回路很美，让人强烈
感受到宇宙的广阔一样的神秘感。

• 这种表达通过让人联想到使用通信大数据装置
的视觉效果，来激发观众的想象力。

• 使得令神经科学家着迷的神经回路之美变得可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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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饥饿状态下发达的
线粒体内膜的超分辨率图像
通过超分辨率显微镜捕捉到在营养饥饿状态下的细胞中， 

伸长的线粒体的内膜结构变得紧密的情况。

特 别 奖



细胞饥饿状态下发达的
线粒体内膜的超分辨率图像

Masayasu Taki
Designated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Transformative Bio-Molecules* 
Nagoya University

获奖感言

这次能在令人感到荣幸的第一届 NIKON JOICO 
AWARD（尼康佳可奖）上获得特别奖，我感到由
衷的高兴。本作品是与研究者们的共同研究成果之

一，在此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认为，对我们而言，将细胞的结构和功能如实反

映出来的影像图像不仅仅是重要的研究成果，也是

一个艺术品。

我想这次的获奖将激励我向学术性和艺术性更高的

研究迈进。

人类来源的细胞株　HeLa细胞、线粒体嵴
样品详情 ：饥饿状态下的细胞膜透过性线粒体荧光标记剂（MitoPB Yellow）标记的 HeLa细胞
观察方法 ：超分辨率显微镜、荧光
观察倍率 ：x100
拍摄年份 ：2018年
显微镜数据 ：静态图像

Chenguang Wang*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Yoshikatsu Sato*

Designated Associate Professor

Yasushi Okada
Team Leader, Laboratory 
for Cell Polarity Regulation, 
Center for Biosystems Dynamics 
Research, RIKEN

Shigehiro Yamaguchi*
Profes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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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饥饿状态下发达的 

线粒体内膜的超分辨率图像

论文

Chenguang Wang, Masayasu Taki, Yoshikatsu Sato, Yasushi Tamura,  
Hideyuki Yaginuma, Yasushi Okada, Shigehiro Yamaguchi (2019)

A photostable fluorescent marker for the superresolution live imaging of the 
dynamic structure of the mitochondrial cristae.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16(32): 15817-15822

开发出具有极高耐光性的线粒体荧光标记剂 “MitoPB Yellow”，通过
超分辨率 STED 影像，成功地在细胞还活着的状态下，使线粒体折叠
后的内膜结构（嵴）清晰可见。

由于 MitoPB Yellow 与线粒体内膜的蛋白质结合，具有强烈发光的性
质，因此在细胞饥饿状态 10 下，在活着的细胞中可以观测到嵴密度变
高的情况，以及由于线粒体 DNA11 的复制阻碍而导致嵴形态发生变
化的情况。进而，通过可以形容为超耐光性的光稳定性，可以实时地
捕捉到嵴结构的形态随时间的变化。

研究概要

在第 34页有名词解释（与右上角的编号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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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饥饿状态下发达的线粒体内膜的超分辨率图像

观察对象的大小与计测方法

1 Å 1 nm 10 nm 100 nm 1 µm 10 µm 100 µm 1 mm 10 mm 100 mm 1 m

人

鸡蛋人的细胞

大肠杆菌

病毒原子

蛋白质 线粒体

PET 1

MRI 2

CT 3

荧光影像

X射线结构分析 6

电子显微镜 5

超分辨率荧光影像 
（1～ 200 nm）

细胞饥饿状态下发达的 

线粒体内膜的超分辨率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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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粒体的结构和功能

结　构

功　能

外膜

嵴

内膜
内膜折叠的 
打褶状结构

线粒体的功能异常

线粒体病或帕金森氏症 
等神经变性疾病 13

以往的荧光影像方法无法对具有嵴结构的活细胞进行观察

能量（ATP7） 
生产效率提高

以往的荧光显微镜图像

• 能量合成

• 活性氧 8的产生

• 细胞凋亡（细胞死亡）9的控制

• 钙的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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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饥饿状态下发达的线粒体内膜的超分辨率图像

研究成果与展望

课　题

超分辨率影像 4需要较强的激光照射才能获得图像

成　果

展　望

成功开发超耐光性线粒体内膜标记剂

• 活细胞的嵴可以清晰可见

• 实时对嵴的活动情况进行拍摄

• 简单地检测出嵴的形态异常

用作神经变性疾病的诊断 
药物或治疗开发工具

需要即使光照射也不褪色的线粒体标记剂

由于线粒体 DNA的复制阻碍引
起的嵴的形态异常

期待阐明线粒体在代谢疾病 12、神经变性疾病、癌和老

化等情况下的形态变化和细胞功能

膨胀 分裂

恢复 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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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ET

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法。利用阳电子检测的计算机断层
拍摄技术。

2. MRI

核磁共振图像法。利用磁场和电场的生物成像技术。

3. CT

计算机断层摄影法。通过计算机对使用放射线拍摄的身
体截面像进行重构的成像技术。

4. 超分辨率影像

以超过光的衍射极限的分辨率进行摄像的影像技术。可
以捕捉细胞的微细结构。

5. 电子显微镜

用电子线照射观察对象以获得放大图像的显微镜。以高
空间分辨率为特征。

6. X 射线结构分析

通过分析照射样品的 X射线衍射来确定分子三维结构的
方法。

7. ATP

腺苷三磷酸。生命活动的细胞活动能量。

8. 活性氧

通过来自外部的刺激，氧气变成反应性更高的状态而成。

9. 细胞凋亡

由基因决定的机制中产生的程序性细胞死亡。

10. 细胞饥饿状态

使用不含氨基酸等营养成分的培养基培养的细胞。

11. 线粒体 DNA

含有线粒体相关遗传信息的 DNA。

12. 代谢疾病

与代谢相关的酶的基因发生变异，由此引起的疾病的总
称。

13. 神经变性疾病

在神经细胞中，某个特定的神经细胞群逐渐受到障碍并
脱落的疾病。

名词解释

M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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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饥饿状态下发达的线粒体内膜的超分辨率图像

Q1 为什么嵴的形态会发生变化？另外，那个对细胞功能有什么影响？

还不知道嵴的形态变化机制。阐明线粒体功能与形态，进而与细胞功能的关联性，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通过这
次的技术，能够清楚地观察活细胞内的嵴，因此期待能阐明这些机制。

Q2 为什么一直以来观察活细胞的嵴结构很困难呢？ 

我觉得应该是有观察方法和线粒体标记剂的。

虽然由于细胞不同会有偏差，但是邻接的嵴的距离在 100nm以下。这比光的衍射极限更接近，所以在以往的光学
显微镜中无法独立地观察两者。如果是超分辨率显微镜，理论上是可以观察嵴的，但是一直没有合适的线粒体标记
剂。由于这次的MitoPB Yellow具有极高的光稳定性和内膜选择性，因此可以通过超分辨率显微镜实现观察嵴的。

Q3 对于线粒体异常引起的疾病，开发了什么样的药物？

线粒体功能的障碍引起的病态叫做线粒体病被指定为疑难病症。导致这种情况的基因正在被识别，但是还没有开发
出有效的药物。期待着通过MitoPB Yellow和超分辨率显微镜的组合，可以在新药资源探索和药物的作用机制的
阐明等方面取得进展。

Q & A

审查员评论

• 如果不使用超分辨显微镜，线粒体的内膜就会
是无法解析其图像的微细结构，但是在活细胞
中使用超分辨显微镜时，出现了荧光探针褪色
的问题。这个影像是有价值的，它利用新开发
的超耐光性的标记探针，巧妙地捕捉到了响应
细胞饥饿而改变形态的线粒体。

• 这是一篇开发使线粒体的内部结构变得可见的
技术的重要论文。可以预测到在将来把这种技
术用于医学的可能性。

• 非常有助于超分辨率影像方法今后的发展。

• 这是一项向 PNAS报告的高水平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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