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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刺鳅促黄体生成素基因克隆及其组织表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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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克隆大刺鳅（Mastacembelus armatus）促黄体生成素（LH）基因及明确其表达规律，为进一步阐明LH

基因在大刺鳅性腺发育过程中的生理功能及揭示大刺鳅的生殖调控机理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用RACE克隆大刺

鳅LH基因cDNA全长序列，从GenBank中选择硬骨鱼类、两栖动物、鸟类和哺乳动物等物种的LH氨基酸序列，通过

ClustalX 2.1进行氨基酸序列比对，以MEGA 6.0中的邻接法（NJ）构建系统发育进化树，并应用实时荧光定量PCR检

测分析大刺鳅LH基因在不同组织及不同性腺发育期的表达情况。【结果】大刺鳅LH基因cDNA序列全长799 bp，包括

224 bp的5'非编码区（5'-UTR）、131 bp的3'非编码区（3'-UTR）和444 bp的开放阅读框（ORF），共编码147个氨基酸残

基，第1~22位氨基酸残基组成其信号肽区域。大刺鳅LH氨基酸序列C-末端区域高度保守，但N-末端区域与其他硬骨

鱼类、两栖动物、鸟类和哺乳动物存在明显差异。大刺鳅LH氨基酸序列与其他鱼类的LH氨基酸序列同源性较高，其

中与黄鳝（Monopterus albus）的亲缘关系最近。大刺鳅LH基因在其脑组织中的相对表达量最高，显著高于在其他组

织中的相对表达量（P<0.05）；在卵巢、心脏、肝脏和精巢中的相对表达量次之；大刺鳅LH基因在不同发育期卵巢和精

巢中的表达变化趋势一致，从II期开始其相对表达量随之增加，至V期时达峰值。【结论】大刺鳅LH氨基酸序列具有高

度保守区域，其基因在各组织中广泛表达，尤其在脑组织和性腺中具有较高表达量，提示LH的靶基因可能在脑—垂

体—性腺轴上，参与大刺鳅的性腺发育调控，主要促进卵母细胞和精子成熟并刺激排卵或排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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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ning and tissue expression of luteinizing hormone（LH）gene
inMastacembelus armatus

HUANG Xiao-qi，ZHONG Dong-ming，HE Pei-ying，ZHANG Ming-qing，
ZHOU Hui-qiang，SHU Hu*

（School of life Sciences，Guangzhou University，Guangzhou 510006，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clone luteinizing hormone（LH）gene from Mastacembelus armatus and clarify its expre-

ssion rules，which could provide the reference for further elucidating the physiological functions of LH gene in the develop-

ment of gonads and revealing the mechanism of reproductive regulation.【Method】In this experiment，the full-length

cDNA of M. armatus was cloned through the RACE techniques. The LH amino acid sequence of bony fish，amphibians，

birds and mammals from GenBank were chosen while the amino acid sequence alignment was performed by ClustalX 2.1.

Using the method of neighbour-joining（NJ）of MEGA 6.0 to construct the phylogenetic trees and the expression of LH

gene in various tissues and at different gonads development stages were detected through qRT-PCR techniques.【Result】

The full length cDNAsequence of LH gene was 799 bp，including a 5' non-coding region（5'-UTR）of 224 bp，a 3'-UTR

of 131 bp，and an open reading frame（ORF）of 444 bp. A total of 147 amino acid residues were encoded，and amino acid

residues at positions 1-22 formed the signal peptide region. The C-terminal region of LH amino acid sequence of M. arma-

tus was highly conserved，but the N-terminal region wa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other bony fish，amphibians，birds and

mammals. The amino acid sequence of LH of M. armatus was highly homologous with that of other fishes，among wh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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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大刺鳅（Mastacembelus armatus）隶

属于合鳃目（Synbranchiformes）刺鳅科（Mastacem-

belidae）刺鳅属（Mastacembelus），广泛分布在东南亚

地区及我国长江以南的各大水系，其肉质鲜美，营养

丰富，深受消费者青睐，是一种重要的淡水经济鱼类

（赵子明和刘美剑，2017；周惠强，2019）。近年来，由

于过度捕捞及生态环境恶化，我国大刺鳅野生资源

急剧减少，福建、广东、湖南等省已将其列为重点保

护野生水生动物（杨华强等，2016；舒琥等，2017）。

因此，加强大刺鳅生殖调控机理研究，对其种质资源

的保护和利用具有重要意义。【前人研究进展】至今，

针对大刺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物学特征（黄永春，

1999；初庆柱等，2009）、人工繁殖技术（薛凌展，

2016；曾庆祥等，2016）及遗传多样性分析（林婷婷，

2017；江小璐，2018；舒琥等，2017；周惠强等，2019）

等方面，有关其生殖调控相关基因的研究尚无报道。

促黄体生成素（Luteinizing hormone，LH）是由脑垂

体前叶细胞分泌，通过血液循环到达性腺及其他组

织的一类糖蛋白激素（Hurvitz et al.，2005；曹洪涛，

2010）。Prat等（1996）采用放射免疫法测定虹鳟鱼

（Oncorhynchus mykiss）的促性腺激素（GTH），结果

发现LH在性腺成熟时大量分泌并达峰值，其生物学

功能是主要刺激7α,20β-二羟黄体酮生成，从而促使

卵母细胞和精子成熟并刺激排卵和排精。也有研究

证实，大马哈鱼（Oncorhynchus keta）存在2种不同类

型的GTH，其表达形式及在不同发育时期的表达水

平也存在明显差异，其中LH主要调控性腺成熟及排

精/排卵（Schulz et al.，2001，2002；Swanson et al.，

2003）。目前，已从条纹狼鲈（Morone saxatilis）（Ha-

ssin et al.，1995）、金头鲷（Sparus aurata）（Elizur et

al.，1996）、金鱼（Carassius auratus）（Yoshiura et al.，

1997）、真鲷（Pagrosomus major）（Gen et al.，2000）、

半滑舌鳎（Cynoglossus semilaevis Gunther）（柳学周

等，2014）及抚仙金线鲃（Sinocyclocheilus tingi）（杨

国坤等，2016）等几十种鱼类中成功克隆获得LH基

因，为揭示鱼类性腺发育的分子机制奠定了基础。

【本研究切入点】LH对鱼类的生殖调控具有重要作

用，但在大刺鳅上的研究至今鲜见报道。【拟解决的

关键问题】采用RT-PCR和cDNA末端快速扩增技术

（RACE）克隆大刺鳅LH基因全长cDNA序列，并以实

时荧光定量PCR检测分析大刺鳅LH基因在不同组

织及不同性腺发育期的表达情况，为进一步阐明LH

基因在大刺鳅性腺发育过程中的生理功能及揭示大

刺鳅的生殖调控机理提供参考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供试大刺鳅采自云南澜沧江，体长270±5 mm，

体质量150±5 g。选取3尾成年健康大刺鳅，以MS-

222（50 mg/L）麻醉后进行解剖，采集脑组织、性腺、

心脏、肝脏、脾脏、肾脏、肠道、胃、鳃组织和眼睛等组

织样品，置于RNA Keeper（R501-01，南京诺维赞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中，液氮速冻后-80 ℃保存备用。

同时选择不同性腺繁殖周期的大刺鳅（体长200±5

mm，体质量100±5 g），用MS-222麻醉后解剖采集

卵巢和精巢，置于RNA Keeper中，液氮速冻后-80 ℃

保存备用。

1. 2 总RNA提取及cDNA合成

采用RNAprep pure动物组织试剂盒［DP431，天

根生化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从大刺鳅不同组织中

提取总RNA，用1.2%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RNA完整

性，并以酶标仪（1807035，美国BioTek公司）检测其

the closest relative was Monopterus albus. The relative expression level of LH gene of M. armatus was the highest in its

brain tissue，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other tissues（P<0.05）. The relative expression in ovary，heart，

liver and testis were followed behind brain. The expression of LH gene in ovary and testis of M. armatus showed the same

trend at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stages，and its relative expression increased from stage II to the peak at stage V.【Conclu-

sion】The LH amino acid sequences of the M. armatus have highly conserved regions and are widely expressed in various

tissues，especially in the brain and gonads，which suggests that the target gene of LH might be on the brain-pituitary-go-

nadal axis and participate in the regulation of gonadal development of M. armatus. It mainly promotes oocyte and sperm

maturation and stimulates ovulation and ejaculation.

Key words：Mastacembelus armatus；luteinizing hormone（LH）；gonadal development；gene cloning；tissue ex-

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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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和纯度。

1. 3 大刺鳅LH基因克隆及序列分析

通过同源克隆获得大刺鳅LH基因的中间部分

序列，然后根据中间部分序列设计引物LHRC1、

LHRC2、LHRC3、LHRC4和LHRC5（表1），采用Pri-

meScript Ⅱ 1st Strand cDNA Synthesis Kit试剂盒

（634860，TaKaRa）反转录合成cDNA第一链，并以此

为模板进行RACE扩增。扩增程序：94 ℃预变性

3 min；94 ℃ 30 s，60 ℃ 30 s，72 ℃ 2 min，进行40个

循环；72 ℃延伸10 min。PCR扩增产物采用1.0%琼

脂糖凝胶电泳进行检测，目的片段采用DNA凝胶回

收试剂盒［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进行

纯化，然后连接至pMD19-T载体上，并转化大肠杆菌

DH5α感受态细胞，接种至含氨苄青霉素的固体培养

基上，37 ℃培养12~16 h，挑菌扩大培养后通过菌液

PCR筛选阳性克隆，送至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

有限公司测序。

将获得的正向和反向序列在NCBI数据库中进

行同源性比对，使用SeqMan Pro Version 7.1.0对中

间片段序列、正向和反向序列进行剪切拼接（周惠

强，2019），以获得大刺鳅LH基因全长cDNA序列。

使用NCBI数据库中的BLAST对大刺鳅LH基因全长

cDNA序列进行同源性比对，以DNAMAN 6.0推导

其氨基酸序列；从GenBank中选择硬骨鱼类、两栖动

物、鸟类和哺乳动物等物种的LH氨基酸序列（表2），

应用ClustalX 2.1进行LH氨基酸序列比对，具体操作

为：选择比对模型Multiple Alignment Mode（多序列

比对），默认参数设置，选用Do Complete Alignment

（进行完全比对），比对结果以BOXSHADE Server进

行着色处理。采用Multiple Sequence Alignment by

CLUSTALW进行物种同源性比对，并以MEGA 6.0

中的邻接法（Neighbor-joining，NJ）构建系统发育进

化树，选择模型为Poisson Correction（泊松修正），自

引导检验（Bootstrap）设为1000。
1. 4 大刺鳅LH基因表达分析

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对大刺鳅LH基因在

不同组织及不同性腺发育期的表达情况进行检测

分析。按照HiScript
Ⓡ

II Q RT SuperMix for qPCR

（R223-01，南京诺维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说明反转

录合成cDNA。以β-actin基因为内参基因、LHQF1和

LHQR1为扩增引物（表1），采用ChamQTM SYBR® q-

PCR Master Mix（Q311-02，南京诺维赞生物科技有

序号 No.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物种 Species
大刺鳅 M. armatus

黄鳝 Monopterus albus
赤点石斑鱼 Epinephelus akaara

黑边石斑鱼 E. fasciatus
条石鲷 Oplegnathus fasciatus
花鲈 Lateolabrax japonicus
高体鰤 Seriola dumerili

黑双带小丑鱼 Amphiprion sebae
玻璃梭鲈 Stizostedion vitreum
中华乌塘鳢 Bostrychus sinensis

弹涂鱼 Periophthalmus cantonensis
稀有鮈鲫 Gobiocypris rarus

南亚野鲮 Labeo rohita

登录号 Accession No.
MK900635

ACF70665.1
AIW52570.1
AEN71838.1
AIZ66847.1
AFN02625.1
BAR79710.1
AJP70566.1
AFU54392.1
AXL27970.1
BAF43300.1
AGI78912.1
RXN27324.1

序号 No.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物种 Species
青鱼 Mylopharyngodon piceus
草鱼 Ctenopharyngodon idella

中华鲟 Acipenser sinensis
大蝾螈 Andrias davidianus

豹蛙 Rana pipiens
鹌鹑 Coturnix coturnix
红原鸡 Gallus gallus

灰仓鼠 Cricetulus migratorius
大白鼠 Rattus norvegicus

绵羊 Ovis aries
山羊 Capra hircus
人类 Homo sapiens

登录号 Accession No.
AAK07414.1
ABQ51327.1
ACB29495.1
AGF92152.1
AAY53885.1
AAB30867.1
ADY03193.1
BAE43406.1
AAA96703.1
AAB27819.1
AIS67844.1
CCP37870.1

引物 Primer
LH-F1
LH-R1
3'-LHRC1
3'-LHRC2
3'-LHRC3
5'-LHRC4
5'-LHRC5
UPM-L
UPM-S
LHQF1
LHQR1
β-actin-F
β-actin-R

序列 Sequence
5'-CTCATCAACCAGACAGTGTCTCT-3'

5'-GTAGTAGAAAGGTATGTCATTCATGCA-3'
5'-GTGTCTCTGGAGAAGGACGGCTGTC-3'
5'-CAACGTGTACCAGCATGTGTGCACA-3'
5'-GTCAGCTGGACACATCTGACTGCAC-3'

5'-GTCACCAAGGACCCTGTCATCA-3'
5'-TGGACCCGACTATCACCTACCC-3'

5'-CTAATACGACTCACTATAGGGCAAGCAGTGGTATCAACGCAGAGT-3'
5'-CTAATACGACTCACTATAGGGC-3'

5'-TCAGTTTGGTCCTGACAGCCTCA-3'
5'-CACTGCAGATGGTCGTTTCCACT-3'

5'-TCATGAGGTAGTCTGTGAGGTCCC-3'
5'-GCCTCTGGTCGTACCACTGGTATT-3'

用途 Function
PCR扩增

3'-RACE克隆

5'-RACE克隆

RACE随机引物

实时荧光定量PCR

内参引物

表 1 大刺鳅LH基因克隆及表达分析所用的引物
Table 1 Primers used for M. armatus LH gene cloning and mRNA expression analysis

表 2 LH氨基酸序列比对及系统发育进化树构建的参照物种信息
Table 2 Reference species data for multiple alignment and phylogenetic analysis for LH amino acid seq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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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试剂盒在LightCycler 480荧光定量PCR仪上

进行操作，所用样品设3个重复。使用2−ΔΔCt法换算目

的基因的相对表达量（Livak and Schmittgen，2001），

并以 SPSS 19.0 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One - way

ANOVA）和Duncan’s多重比较。

2 结果与分析

2. 1 大刺鳅LH基因全长cDNA序列及系统发育进化

分析结果

大刺鳅LH基因cDNA序列全长799 bp（登录号

MK900635），包括224 bp的5'非编码区（5'-UTR）、

131 bp的3'非编码区（3'-UTR）和444 bp的开放阅读

框（ORF），共编码147个氨基酸残基（图1）。利用Sig-

nalP 3.0 Server对大刺鳅LH基因的编码氨基酸序列

进行信号肽预测，结果显示第1~22位氨基酸残基组

成其信号肽区域。大刺鳅LH氨基酸序列与其他鱼

类的同源性较高，其中，与黄鳝（M. albus）和赤点石

斑鱼（E. akaara）的同源性高达87%，与青鱼（M. pi-

ceus）的同源性为56%；与两栖动物大蝾螈（A. davidia-

nus）和鸟类红原鸡（G. gallus）的同源性分别为48%

和39%；与哺乳动物山羊（C. hircus）、灰仓鼠（C. mi-

gratorius）及人类（H. sapiens）的同源性分别为34%、

34%和35%。根据LH氨基酸序列比对分析结果可

知，大刺鳅LH氨基酸序列C-末端区域高度保守，但

N-末端区域与其他硬骨鱼类、两栖动物、鸟类和哺乳

动物存在明显差异（图2）。基于LH氨基酸序列同源

性构建的系统发育进化树（图3）也显示，大刺鳅与其

他鱼类聚为一支，其中与黄鳝的亲缘关系最近；与鱼

类、两栖动物、鸟类和哺乳动物的亲缘关系越来越

远，与传统的形态学分类结果一致。

2. 2 大刺鳅LH基因的组织表达分布情况

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结果（图4）显示，大刺鳅

LH基因在其脑组织中的相对表达量最高，显著高于

在其他组织中的相对表达量（P<0.05，下同）；在卵

巢、心脏、肝脏和精巢中的相对表达量次之，且在这

4种组织中的相对表达量无显著差异（P>0.05，下同）；

大刺鳅LH基因在其他组织中的相对表达量较低。

2. 3 大刺鳅LH基因在性腺不同发育期的表达情况

在雌性大刺鳅中，随着卵巢的不断发育成熟，

从II期开始LH基因的相对表达量随之增加，但仍处

于较低水平；至IV期显著升高，V期的相对表达量达

峰值，显著高于其他发育期；至VI期LH基因的相对

表达量显著降低，与II期和III期的相对表达量无显

著差异（图5）。在雄性大刺鳅中，随着精巢的不断发

育成熟，从II期开始LH基因的相对表达量也随之增

加，但仍处于较低水平；至IV期显著升高，V期的相

对表达量最高，显著高于其他发育期；至VI期LH基

因的相对表达量也显著降低，但仍高于II期和III期

的相对表达量（图6）。可见，大刺鳅LH基因在卵巢

和精巢的表达变化趋势一致。

3 讨论

本研究成功克隆获得大刺鳅LH基因全长cDNA

序列，并对其推导氨基酸序列进行同源性比对分析，

图 1 大刺鳅LH基因的核苷酸序列及其推导氨基酸序列
Fig.1 Nucleotide sequence and deduced amino acid sequences of LH in M. armatus

下划线表示信号肽区域，红色字母表示加尾信号，*表示终止密码子
The underline indicated the signal peptide region，the red letters indicated the tail signal，and the * indicated the stop co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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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大刺鳅LH氨基酸序列与合鳃目中的黄

鳝、鲈形目中的赤点石斑鱼和花鲈的同源性较高，但

与鲤形目中的青鱼和草鱼的同源性较低；基于LH氨

基酸序列同源性构建的系统发育进化树也显示，大

刺鳅与合鳃目中的黄鳝、鲈形目的赤点石斑鱼和花

鲈等鱼类聚为一支，与传统的形态学分类结果一致。

大刺鳅LH基因的ORF包含12个半胱氨酸（Cys）残基

和1个N-糖基化位点（第42~44位氨基酸），与中华鲟

（Cao et al.，2009）、南方鲶（Southern catfish）（Wu et

al.，2009）、半滑舌鳎（柳学周等，2014）和抚仙金线鲃

（杨国坤等，2016）的研究结果相似；与其他物种的

LH氨基酸序列比对分析结果显示，大刺鳅LH氨基

酸序列C-末端区域高度保守，说明大刺鳅LH与其他

脊椎动物的LH具有相似功能。

运用荧光实时定量PCR检测LH基因在大刺鳅

各组织中的表达情况，结果显示，大刺鳅LH基因在

所有组织中均有所表达，与金头鲷（Wong and Zo-

har，2004）和斑马鱼（Danio rerio）（So et al.，2005）的

研究结果相似。大刺鳅LH基因在其脑组织中的相

对表达量最高，其次是在卵巢、心脏、肝脏和精巢中。

在性腺和脑组织中高表达，暗示LH的靶基因可能在

脑—垂体—性腺轴上，参与大刺鳅的性腺发育调控。

本研究还对大刺鳅LH基因在不同发育期卵巢和精

巢中的表达情况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大刺鳅的卵巢

和精巢发育至II期时，LH基因的相对表达量还很低，

随后的相对表达量逐渐稳步上升，直到IV~V期其相

对表达量急剧增加，在V期时达峰值。这与虹鳟鱼

（Natio et al.，1991；Prat et al.，1996；Gomez et al.，

1999）和许氏平鲉（Sebastes schlegeli）（Kim et al.，

2005）的研究结果一致，说明LH主要促进卵母细胞

和精子成熟并刺激排精或排卵。半滑舌鳎LH基因

在卵巢VI期的表达量显著低于其他发育期（柳学周

图 2 大刺鳅与其他脊椎动物的LH氨基酸序列比对分析结果
Fig.2 Alignment of the amino acid sequences of LH between M. armatus and other vertebr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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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014），而大刺鳅LH基因的最低表达量出现在卵

巢Ⅱ期。由此可见，LH基因在性腺中的表达模式具

有种间差异性。

本研究通过RACE克隆得到大刺鳅LH基因全长

cDNA序列，对其进行氨基酸序列比对分析，并通过荧

光实时定量PCR检测大刺鳅LH基因在不同组织中

的特异性表达及在性腺不同发育期的表达变化情况，

为进一步阐明LH基因的生理功能打下了基础，同时

为揭示大刺鳅性腺发育调控机理提供了理论依据。

图 4 大刺鳅LH基因的组织表达分布情况
Fig.4 Tissue expression distribution of LH gene in M. armatus
图柱上不同小写字母表示显著差异（P<0.05）。图5和图6同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on the bar indica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The same was applied in Fig.5 and Fig.6

图 5 大刺鳅LH基因在卵巢不同发育期的表达情况
Fig.5 Expression of LH gene of M. armatus in ovary at diffe-

rent developmental stages

图 6 大刺鳅LH基因在精巢不同发育期的表达情况
Fig.6 Expression of LH gene of M. armatus in testis at diffe-

rent developmental stages

图 3 基于LH氨基酸序列同源性构建的系统发育进化树
Fig.3 Phylogenetic tree based on LH amino acid sequences hom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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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大刺鳅LH氨基酸序列具有高度保守区域，其基

因在各组织中广泛表达，尤其在脑组织和性腺中具

有较高表达量，提示LH的靶基因可能在脑—垂体—

性腺轴上，参与大刺鳅的性腺发育调控，主要促进卵

母细胞和精子成熟并刺激排卵或排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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