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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克隆多鳞鱚林岛综合征基因（vhl）并分析其在低氧胁迫下的表达变化，为揭示多鳞鱚应对低氧的适

应机制提供研究资料，也为今后开展多鳞鱚新品种选育提供候选基因。【方法】采用PCR克隆多鳞鱚vhl基因cDNA全

长序列，利用EditSeq、SMART、Signal IP 4.1及ClustalX等在线软件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并以半定量PCR检测多鳞鱚

vhl基因在不同组织中的表达情况，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分析低氧胁迫对多鳞鱚vhl基因在鳃组织和心脏中表达的

影响。【结果】多鳞鱚vhl基因cDNA序列全长727 bp，包括120 bp的5'端非编码区（5'-TUR）、106 bp的3'端非编码区（3'-

TUR）和504 bp的开放阅读框（ORF），共编码167个氨基酸残基，编码蛋白存在4个结构域，即Pfam：VHL（第12~93位氨

基酸）、Pfam：VHL_C（第5~22、31~39和98~153位氨基酸）、ParB结构域（第100~162位氨基酸）和SOCS_box结构域（第

104~140位氨基酸）。多鳞鱚vhl氨基酸序列与盲曹鱼vhl氨基酸序列的同源性最高（81%），但系统发育进化分析结果

显示多鳞鱚与攀鲈的亲缘关系最近。多鳞鱚vhl基因在不同组织中均有表达，其中以鳃组织、卵巢和精巢的表达量较

高，其次是心脏和肝脏，在肌肉和脑组织的表达量较低。经低氧胁迫后，多鳞鱚vhl基因在鳃组织中的相对表达量显

著上调（P<0.05，下同）；在心脏中表现为随低氧胁迫时间的延长显著上调，恢复氧气4 h后vhl基因的相对表达量虽然

呈显著下调趋势，但仍显著高于正常水平。【结论】多鳞鱚vhl基因编码蛋白存在Pfam：VHL、Pfam：VHL_C、ParB和

SOCS_box等4个结构域，且低氧胁迫前后其表达量存在显著差异，即多鳞鱚vhl基因在低氧应答信号通路中扮演着重

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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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 Von Hippel-Lindau syndrome gene（vhl）of the Sillago sihama was cloned and its expres-
sion changes after hypoxia stress treatment were analyzed，which represented the insights into the underlying adaptation
mechanisms of hypoxia stress and provided candidate genes for breed selection of S. sihama.【Method】cDNA sequence
of vhl gene from S. sihama was cloned by PCR.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on the sequence was conducted by online soft-
wares such as EditSeq，SMART，Signal IP 4.1 and ClustalX，expression of vhl gene in different tissues were detected by
semiquantitative PCR，and effects of hypoxia stress on expression of vhl gene in gill and heart tissues were studied by real-
time fluorescence quantitative PCR.【Result】The vhl cDNA sequence was 727 bp in length，including a 5'-end noncoding
region of 120 bp，a 3'-end noncoding region of 106 bp and an open reading frame（ORF）of 504 bp encoding a polyp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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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缺氧会影响鱼类的生长、繁殖及行

为活动，是影响大多数动物有氧代谢与存活的重要

环境因素，已成为阻碍水产养殖业健康发展的限制

性因子（Pollock et al.，2007；Roberts et al.，2011；武

晓会等，2018）。低氧诱导因子（Hypoxia inducible

factor，HIF）介导的低氧信号通路是细胞产生低氧应

答的核心信号通路之一（李福祥等，2004；Dunwoo-

die，2009；肖武汉，2014）。在低氧信号通路中，林岛

综合征基因（Von hippel - lindau tumor suppressor，

vhl）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介导HIF-1α的表达调控，以

确保生物体能及时启动低氧应答。在常氧条件下，

vhl基因介导HIF-1α降解，而抑制其下游基因表达；

但在低氧条件下，vhl无法利用氧分子使HIF-1α降

解，进而引发一系列低氧应答反应（Dunwoodie，

2009；肖武汉，2014）。因此，加强vhl基因研究对揭

示动物机体的低氧适应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前人研

究进展】已有研究表明，在体细胞中肿瘤抑制因子

pVHL能与Elongin B和Elongin C结合形成VBC泛素

连接酶复合体而具有E3泛素酶蛋白活性，促使羟基

化的HIF-1α泛素化并降解（肖武汉，2014）。在常氧

条件下，vhl与脯氨酸羟化酶（Prolyl hydroxylase，

PHD）结合利用氧气中的氧分子使HIF-1α羟基化、泛

素化并降解，限制HIF-1α与HIF-1β结合，从而抑制其

下游基因的表达；而在低氧条件下，由于氧气含量下

降，vhl无法利用氧分子使HIF-1α降解，HIF-1α与

HIF-1β正常结合，激活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和促红细胞生成

素（Erythropoietin，EPO）等下游基因表达（Kaelin，

2007），引起红细胞增加、血管扩张等低氧应答反应。

在小鼠肝脏星状细胞中，vhl蛋白水平下降导致HIF-

1α积累并激活VEGF表达，参与肝脏血管生成（Anko-

ma-Sey et al.，2000；Corpechot et al.，2002；Wang et

al.，2004）；在小鼠肾间质细胞中，vhl蛋白缺失可导

致肾脏皮质和髓质中EPO大量表达（Broeker et al.，

2020）。在人类透明细胞肾细胞癌变细胞中，vhl蛋

白失活后HIF激活葡萄糖转运蛋白（Glucose trans-

porter type 1，GLUT1）调节葡萄糖摄取，并调控多种

糖酵解酶和乳酸脱氢酶的表达，以增加糖酵解通量

（Semenza et al.，1994；Chakraborty，2020）。在斑马

鱼（Danio rerio）（van Rooijen et al.，2009）、瓦氏黄

颡鱼（Pelteobagrus vachelli）（Zhang et al.，2017）和

暗纹东方鲀（Takifugu fasciatus）（Li et al.，2019）等

水产物种中进行低氧胁迫处理后，均可促使其vhl基

因mRNA表达水平显著上升，表明vhl基因在鱼类低

氧胁迫转录响应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其对低氧

胁迫的响应机制尚未明确。【本研究切入点】多鳞鱚

（Sillago sihama）又名沙锥鱼，隶属于鲈形目（Perci-

formes）鱚科（Sillaginidae）鱚属（Sillago），主要分布

于印度洋—西太平洋热带浅海，是一种广温、广盐性

鱼类（薛泰强，2010；黄洋等，2013）。多鳞鱚肉质鲜

美，营养价值高，深受消费者喜爱，是我国重要的经

济鱼类之一（杜涛和黄洋，2009）。近年来由于过度

捕捞，导致多鳞鱚种群数量锐减，产量降低，而急需

通过人工养殖增加产量以满足市场需求。但多鳞鱚

耐低氧能力差（窒息点约1.0 mg/L）、应激反应强（杜

涛等，2009），难以实现大规模工厂化养殖，严重制约

其养殖业发展。因此，亟待开展多鳞鱚vhl基因的相

关研究以明确其低氧响应分子机制。【拟解决的关键

问题】克隆多鳞鱚vhl基因cDNA全长，并分析vhl基因

在多鳞鱚主要组织及低氧胁迫后鳃组织和心脏中的

表达情况，为揭示多鳞鱚应对低氧的适应机制提供

研究资料，也为今后开展多鳞鱚新品种选育提供候

选基因。

tide of 167 amino acids.Four domains of the vhl protein were found，namely Pfam：VHL amino acids 12 to 93，Pfam：
VHL_C（amino acids 5 to 22，31 to 39 and 98 to 153），and ParB domain（amino acid 100 to 162）and SOCS_box do-
main（amino acids 104 to 140）. Multi-sequence alignment analysis of the S. sihama vhl gene showed the highest（81%）
homology with Lates calcarifer. Cluster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 sihama and Anabas testudineus
was the closest. vhl gene expressed in different tissues of S. sihama. Its expression in the gill was significantly up-regu-
lated after hypoxia stress（P<0.05，the same below）， the expression of vhl gene in heart significantly up-regulated as
hypoxia stress prolonged，and significantly down-regulated 4 h after reoxygen treatment，bur is was still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normal level.【Conclusion】There are four domains in vhl gene encoded protein of S. sihama，namely Pfam：
VHL，Pfam：VHL_C，ParB and SOCS_box. The expression of vhl gene before and after hypoxia stress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indicating that vhl gen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ypoxia response pathway in S. sihama.

Key words：Sillago sihama；vhl gene；hypoxia stress；expression variation
Foundation item：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 of Guangdong（2015A020209163）；College Featured Innovation 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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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供试多鳞鱚由广东海洋大学东海岛海洋生物

研究基地提供。Prime Script RT reagent Kit with

gDNA Eraser购自TaKaRa公司，Power Green qPCR

Mix（with ROX）购自广州东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 2 低氧胁迫处理

对多鳞鱚群体进行低氧胁迫预试验，发现同一

群体中不同多鳞鱚个体间耐低氧能力存在一定差

异，平均窒息点约1.0 mg/L，出现大量浮头现象时的

溶解氧（DO）约1.3 mg/L。因此，正式试验的低氧胁

迫DO设为1.3 mg/L。将480尾体型相近的1龄多鳞

鱚随机分配到4个200 L水缸中（编号分别为1、2、3和

4），每缸120尾，暂养1周后进行低氧胁迫处理。通过

调节氮气和空气的充气速度而控制养殖水体DO水

平，实时监测DO以符合试验需求。试验开始前测得

每缸水体DO为8.0 mg/L，分别向1、2和3号缸水体持

续通入氮气使其DO降至1.3 mg/L，低氧处理（1.3

mg/L）1 h后，取1号缸10尾浮头的多鳞鱚个体作为低

氧胁迫1 h组（Hypoxia-1-h）；低氧处理（1.3 mg/L）6 h

后，取2号缸10尾正常活动的多鳞鱚个体作为低氧胁

迫6 h组（Hypoxia-6-h）；低氧处理6 h后再通入氧气

使3号缸水体DO恢复至8.0 mg/L维持4 h后，取3号缸

10尾正常活动的多鳞鱚个体作为恢复氧气组（Reox-

ygen-4-h）；4号缸持续通入空气维持水体DO在8.0

mg/L，取出4号缸10尾正常活动的多鳞鱚个体作为

对照组（CK）。采样前对鱼进行麻醉，采集对照组多

鳞鱚的鳃组织、心脏、肝脏、肌肉、脑组织、卵巢和精

巢等7个组织，以及Hypoxia-1-h组、Hypoxia-6-h组和

Reoxygen-4-h组多鳞鱚的心脏和鳃组织，每组均采

集3尾。采集样品经液氮速冻后转移到-80 ℃冰箱保

存备用。

1. 3 总RNA提取及cDNA合成

通过TRIzol法提取总RNA，以1.0%琼脂糖凝胶

电泳检测RNA完整性；参照Prime Script RT reagent

Kit with gDNA Eraser说明将总RNA反转录合成

cDNA，-20 ℃保存备用。

1. 4 目的基因克隆

根据多鳞鱚转录组数据获取vhl基因序列（Tian

et al.，2019），采用Primer Premier 6.0设计扩增引物

（表1）。以对照组多鳞鱚的心脏、肝脏、脑组织和鳃

组织混合cDNA为模板进行PCR扩增，反应体系25.0

μL：2×PCR Mix 12.5 μL，VHL-SS-ORF-F 1.0 μL，

VHL-SS-ORF-R 1.0 μL，cDNA模板2.0 μL，双蒸水

8.5 μL。扩增程序：94 ℃预变性3 min；94 ℃ 1 min，

58 ℃ 30 s，72 ℃ 1 min，进行30个循环；72 ℃延伸10

min。PCR产物以1.0%琼脂糖凝胶电泳进行检测，凝

胶成像系统检测扩增结果，并挑选单一明亮的扩增

条带送至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测序。

1. 5 生物信息学分析

使用EditSeq查找多鳞鱚vhl基因开放阅读框

（ORF）并翻译成氨基酸序列，采用SMART（http：//

smart.embl-heidelberg.de/）预测多鳞鱚vhl蛋白结构

域，以Signal IP 4.1（http：//www.cbs.dtu.dk/services/

SignalP/）预测多鳞鱚 vhl蛋白前体信号肽，利用

ClustalX比对多鳞鱚vhl氨基酸序列与其他脊椎动

物的vhl氨基酸序列，并以MAGA 10.0中的邻接法

（Neighbor-joining，NJ）构建系统发育进化树。

1. 6 多鳞鱚vhl基因组织半定量分析

以多鳞鱚的心脏、鳃组织、肝脏、脑组织、精巢、

卵巢和肌肉共7个组织cDNA为模板，以VHL-SS-RT-

F和VHL-SS-RT-R（表1）为引物、β-actin基因为内参

基因，进行半定量PCR扩增。PCR产物以1.5%琼脂

糖凝胶电泳进行检测，凝胶成像系统检测扩增结果，

并根据条带亮度判断多鳞鱚vhl基因表达量。

1. 7 低氧胁迫后多鳞鱚vhl基因表达定量分析

将不同低氧胁迫组及CK组的多鳞鱚心脏和鳃

组织cDNA进行5倍稀释，以VHL-SS-RT-F和VHL-

SS-RT-R（表1）为引物、β-actin基因为内参基因，使用

LightCycler 96实时荧光定量分析仪（Roche，USA）

进行定量分析。反应体系20.0 μL：Power Green qPCR

Mix（with ROX）10.0 μL，上、下游引物各0.8 μL，

cDNA模板2.0 μL，双蒸水6.4 μL。扩增程序：95 ℃

预变性10 min；95 ℃ 10 s，60 ℃ 30 s，72 ℃ 15 s，进

行40个循环。每个样品设3个生物学重复和3个技术

引物名称 Primer
VHL-SS-ORF-F
VHL-SS-ORF-R
VHL-SS-RT-F
VHL-SS-RT-R
β-actin-F
β-actin-R

引物序列 Primer sequence
5'-GAGGGACACGCTTATTGGCT-3'
5'-ACCTCCCTACTTTCCTGGCT-3'
5'-CCAAGTCATACGGCGATGTG-3'
5'-AGGCTGTAGACTGGCAGAGT-3'

5'-GAGAGGTTCCGTTGCCCAGAG-3'
5'-CAGACAGCACAGTGTTGGCGT-3'

用途 Application
vhl基因克隆

实时荧光定量PCR

内参基因

表 1 多鳞鱚vhl基因扩增引物序列
Table 1 Amplification primers sequence of vhl gene of S. sih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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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以2-ΔΔCt法计算目的基因相对表达量，并通过

SPSS 17.0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

和Duncanʼs多重比较。

2 结果与分析

2. 1 多鳞鱚vhl基因cDNA序列克隆及其序列分析结果

克隆获得的多鳞鱚vhl基因cDNA序列全长727

bp（GenBank登录号MN013394），包括120 bp的5'端

非编码区（5'-TUR）、106 bp的3'端非编码区（3'-TUR）

和504 bp的ORF，共编码167个氨基酸残基（图1）。

多鳞鱚vhl基因编码蛋白主要有2个结构域，即Pfam：

VHL（第12~93位氨基酸）和Pfam：VHL_C（第5~22、

31~39和98~153位氨基酸），还包括ParB结构域（第

100~162位氨基酸）和SOCS_box结构域（第104~140

位氨基酸）。据Signal IP 4.1预测结果显示，多鳞鱚

vhl蛋白无前体信号肽。

图 1 多鳞鱚vhl基因cDNA序列及其推导氨基酸序列
Fig.1 The cDNA sequence and deduced amino acid sequence of vhl gene of S. sihama

上方为核苷酸序列，下方为氨基酸序列；椭圆形标注为起始密码子（ATG）和终止密码子（TGA）；蓝色字体为Pfam：VHL结构域；黄色方框为
Pfam：VHL_C结构域；绿色下划线为ParB结构域；红色字体为SOCS_box结构域

The nucleotide sequences was at above and the amino acid sequence was at below. The initiation code（ATG）and the termination code（TGA）were
ellipse；the Pfam：VHL domain was in blue；the Pfam：VHL_C domain was in orange box；the ParB domain was in green underline；the SOCS_box

domain was in red

表 2 多鳞鱚vhl氨基酸序列与其他参照物种vhl氨基酸序列
的同源性
Table 2 Identity between vhl amino acid sequence of S. siha-
ma and other reference species

物种
Species
盲曹鱼 L. calcarifer
高体鰤 S. dumerili
攀鲈 A. testudineus
尼罗罗非鱼 O. niloticus
月光鱼 X. maculatus
大西洋鲑鱼 Salmo salar
青鳉 Oryzias latipes
虹鳟 O. mykiss
斑马鱼 D. rerio
斑点雀鳝 L. oculatus
美国短吻鳄 Alligator mississippiensis
热带爪蟾 Xenopus tropicalis
小鼠 Mus musculus
智人 Homo sapiens

登录号
Accession No.

NW_017363860.1
NW_019174343.1
NW_020535985.1

NC_031970.1
NW_005372220.1

NC_027311.1
NC_019863.1
NC_035093.1
NC_007117.7
NC_023183.1

NW_006227599.1
NW_004668236.1

NC_000072.6
NC_000003.11

同源性（%）
Identity

81
78
77
73
67
67
65
65
60
60
54
52
54
53

2. 2 多鳞鱚vhl氨基酸序列比对分析结果

vhl氨基酸序列BLASTp比对分析结果显示，多

鳞鱚vhl氨基酸序列与盲曹鱼（Lates calcarifer）vhl氨

基酸序列的同源性最高（81%），与高体鰤（Seriola

dumerili）、攀鲈（Anabas testudineus）、尼罗罗非鱼

（Oreochromis niloticus）的vhl氨基酸序列同源性较

高（73%~78%），与爬行类、两栖类和哺乳类等高级

脊椎动物的同源性为52%~54%（表2和图2）。从基

于vhl氨基酸序列同源性构建的系统发育进化树（图

3）也可看出，所有鱼类聚为一支，而爬行类、两栖类

和哺乳类聚为一支。其中，多鳞鱚与鲈形目的高体

鰤、盲曹鱼、尼罗罗非鱼和攀鲈先聚为一小分支，且

与攀鲈的亲缘关系最近，与尼罗罗非鱼、攀鲈和高体

鰤的亲缘关系次之，与斑点雀鳝（Lepisosteus oc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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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s）、斑马鱼（Danio rerio）和虹鳟（Oncorhynchus

mykiss）等鱼类的亲缘关系相对较远。

2. 3 多鳞鱚vhl基因在不同组织中的表达情况

利用半定量PCR扩增检测多鳞鱚vhl基因在鳃

组织、心脏、脑组织、肝脏、卵巢、精巢和肌肉等7个组

织中的表达情况，结果（图4）显示，多鳞鱚vhl基因在

不同组织中均有表达，其中以鳃组织、卵巢和精巢的

表达量较高，其次是心脏和肝脏，在肌肉和脑组织的

表达量较低。

2. 4 低氧胁迫对多鳞鱚vhl基因在鳃组织和心脏中

表达的影响

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结果（图5）显示，与CK

组相比，Hypoxia-1-h组、Hypoxia-6-h组和Reoxygen-

4-h组多鳞鱚vhl基因在鳃组织中的相对表达量显著

上调（P<0.05，下同），但各低氧胁迫处理组间的vhl

基因相对表达量无显著差异（P>0.05）。在心脏中，

Hypoxia-1-h组和Hypoxia-6-h组多鳞鱚vhl基因的相

对表达量较CK组均显著上调；Reoxygen-4-h组多鳞

鱚vhl基因的相对表达量虽然较Hypoxia-6-h组显著

下调，但仍显著高于CK组水平。

3 讨论

HIF介导的低氧信号通路是细胞产生低氧应答

的核心信号通路之一（李福祥等，2004；Dunwoodie，

2009；肖武汉，2014），而vhl在低氧信号通路中发挥

重要作用。目前，关于vhl基因的研究集中在哺乳类

动物中，针对鱼类的研究较少。本研究成功克隆获

得多鳞鱚vhl基因cDNA序列全长727 bp，包括120 bp

的5'-TUR、106 bp的3'-TUR和504 bp的ORF，共编码

167个氨基酸残基。多鳞鱚vhl基因编码蛋白有4个

结构域，分别是Pfam：VHL（第12~93位氨基酸）、

Pfam：VHL_C（第5~22、31~39和98~153位氨基酸）、

ParB（第100~162位氨基酸）和SOCS_box（第104~140

位氨基酸）。其中，Pfam：VHL是由β-折叠组成的β-

结构域（第12~93位氨基酸）（Stebbins et al.，1999）；

Pfam：VHL_C是由2个连接体（第5~22和31~39位氨

基酸）和1个极性接口（第98~153位氨基酸）组成的α-

螺旋结构域（Stebbins et al.，1999）；在哺乳动物Sul-

firedoxin-1蛋白中含有ParB结构域，而该蛋白有助于

抗氧化应激（Chang et al.，2004；Figge et al.，2010）；

SOCS_box结构域是特定底物与蛋白结合的位点

（Bullock et al.，2007），如E3泛素蛋白连接酶。上述

结构域功能进一步证实vhl在低氧信号通路中发挥

重要作用。多鳞鱚与其他脊椎动物的vhl氨基酸序

列同源性比对分析结果表明，多鳞鱚与盲曹鱼的同

图 2 多鳞鱚与其他脊椎动物的vhl氨基酸序列比对分析结果
Fig.2 Multiple sequence alignment of amino acid sequences of vhl from S. sihama and other vertebrates

林星桦等：多鳞鱚vhl基因克隆及其低氧胁迫下的表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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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性最高，为81%，与鲈形目其他鱼类的同源性为

73%~78%，与其他硬骨鱼类的同源性为60%~67%，

与爬行类、两栖类和哺乳类的同源性较低（52%~

54%）。系统发育进化分析结果也显示，多鳞鱚与鲈

形目鱼类聚为一支，即vhl的系统发育进化关系与分

类学进化关系一致。

已有研究发现，vhl基因在瓦氏黄颡鱼（Zhang

et al.，2017）和暗纹东方鲀（Li et al.，2019）各组织中

均有表达分布。本研究同样发现，vhl基因在多鳞鱚

主要组织中均有表达。其中，多鳞鱚vhl基因在鳃组

织、卵巢和精巢中高度表达，在肝脏和心脏中的表达

量次之，而在肌肉和脑组织中的表达量较低。但vhl

基因在暗纹东方鲀和瓦氏黄颡鱼中均以肝脏和心脏

的表达量较高，而在脑组织和鳃组织的表达量相对

较低（Zhang et al.，2017；Li et al.，2019）。vhl基因在

多鳞鱚各组织中的表达量与暗纹东方鲀和瓦氏黄颡

鱼存在差异，说明vhl基因表达可能具有物种特

异性。

本研究对比分析低氧胁迫前后多鳞鱚vhl基因

在鳃组织和心脏中的表达变化，结果显示，低氧胁迫

1 h后多鳞鱚vhl基因在鳃组织和心脏中的表达量均

显著上调，但在瓦氏黄颡鱼和暗纹东方鲀脑组织及

肝脏中的表达量无显著差异（Zhang et al.，2017；Li

et al.，2019），表明不同鱼类对低氧产生应答的时间

也不同；低氧胁迫6 h后多鳞鱚vhl基因在心脏中的表

达量持续显著上升，在瓦氏黄颡鱼和暗纹东方鲀肝

图 3 基于vhl氨基酸序列同源性构建的系统发育进化树
Fig.3 Phylogenetic analysis based on vhl amino acid sequence identity

图 4 多鳞鱚vhl基因在各组织中的表达分布情况
Fig.4 Distribution of vhl gene expression in different tissues of

S. sihama
1：鳃组织；2：心脏；3：脑组织；4：肝脏；5：卵巢；6：精巢；7：肌肉
1：Gill；2：Heart；3：Brain；4：Liver；5：Ovary；6：Testis；7：Muscle

图 5 低氧胁迫后多鳞鱚vhl基因在鳃组织（A）和心脏（B）中的相对表达量
Fig.5 Relative expression of vhl in gill tissue（A）and heart（B）of S. sihama after hypoxia stress

1：CK组；2：Hypoxia-1-h组；3：Hypoxia-6-h组；4：Reoxygen-4-h组。图柱上不同小写字母表示组间差异显著（P<0.05）
1：CK group；2：Hypoxia-1-hour group；3：Hypoxia-6-h group；4：Reoxygen-4-h group.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on the bar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

高体鰤 S. dumerili

月光鱼 X. maculatus

盲曹鱼 L. calcarifer

尼罗罗非鱼 O. niloticus

攀鲈 A. testudineus

多鳞鱚 S. sihama

青鳉 O. latipes

大西洋鲑鱼 S. salar

斑马鱼 D. rerio

斑点雀鳝 L. oculatus
热带爪蟾 X. tropicalis

美国短吻鳄 A. mississippiensis

虹鳟 O. mykiss

智人 H. sapiens
小鼠 M. musculus

0.10

100
99

100

54

40 79

100

78 74

48

25
45

Marker 1 2 3 4 5 6 7

vhl

β-actin

A B

vh
l基

因
相
对
表
达
量

R
el

at
iv

e
ex

pr
es

si
on

of
vh

l

3.0

2.0

1.0

0.0

1 2 3 4

b

a a a

vh
l基

因
相
对
表
达
量

R
el

at
iv

e
ex

pr
es

si
on

of
vh

l

1 2 3 4

4.0

3.0

2.0

1.0

0.0

d

c

a

b



5期 ·1207·

脏及脑组织中也有相似的表达规律（Zhang et al.，

2017；Li et al.，2019），表明vhl基因在不同鱼类低氧

胁迫转录响应中均发挥重要作用。低氧胁迫6 h后，

多鳞鱚vhl基因在鳃组织中的表达量较低氧胁迫1 h

时无显著差异，在暗纹东方鲀肝脏中有相同的表达

模式，但暗纹东方鲀在低氧胁迫8 h后vhl基因在肝脏

中的表达极显著上升（Li et al.，2019），可能是vhl基

因在不同组织间对低氧胁迫产生应答的时间不同。

恢复氧气4 h后，多鳞鱚vhl基因在鳃组织中的表达量

与低氧胁迫时无显著变化，在心脏中的表达量较低

氧胁迫6 h时显著下调，但仍显著高于正常水平。

Zhang等（2017）在瓦氏黄颡鱼肝脏中观察到与多鳞

鱚鳃组织相同的表达模式，Li等（2019）则在暗纹东

方鲀脑组织和肝脏中观察到与多鳞鱚心脏相同的表

达模式，可能与鱼体在低氧胁迫再恢复氧气后不同

组织所处应激状态或受损程度不一致有关。

鳃组织作为鱼类感受低氧胁迫最直接的器官，

会以最快速度减轻低氧胁迫对机体的影响；而心脏

作为鱼类生命活动的重要器官，是在保证组织损伤

程度最小的前提下对低氧进行响应。在本研究中，

低氧胁迫下多鳞鱚vhl基因在鳃组织和心脏中的应

答速度及表达稳定性存在一定差异。在鳃组织中，

多鳞鱚vhl基因的表达应答速度快，各低氧胁迫处理

组与CK组间存在显著差异，但各低氧胁迫处理组间

的表达量稳定，无显著变化。鳃组织在急性低氧胁

迫环境下表现出强烈的结构改变，包括鳃小片肿胀、

抬升及细胞排列发生紊乱等（狄治朝等，2018）；低氧

胁迫再恢复氧气后，鳃组织结构虽然能得到一定程

度的恢复（杨明等，2019），但恢复程度与能力可能存

在物种差异。多鳞鱚在低氧胁迫下其鳃组织结构可

能已发生较严重损伤，即使恢复氧气相关功能基因

感知DO的响应能力仍较弱，表现为各低氧胁迫处理

组间vhl基因表达量较稳定，无显著差异。在心脏

中，多鳞鱚vhl基因的表达应答速度较鳃组织慢，各

低氧胁迫处理组与CK组间也存在显著差异。心脏

应答速度慢，可能是因为鱼类的心脏耐低氧能力较

强，能适应极端的低氧条件（Marques et al.，2008）。

随着低氧胁迫时间的延长，vhl基因在心脏中的表达

量持续升高，但恢复氧气后其表达量下降，可能是心

脏为提高机体携氧能力而做出的应激反应。综上所

述，vhl基因在鱼类低氧胁迫转录应答中发挥重要作

用，且在不同物种不同组织间的表达存在差异，即

vhl基因功能可能具有组织特异性和物种特异性，但

具体原理有待进一步探究。

4 结论

多鳞鱚vhl基因编码蛋白存在Pfam：VHL、Pfam：

VHL_C、ParB和SOCS_box等4个结构域，且低氧胁

迫前后其表达量存在显著差异，即多鳞鱚vhl基因在

低氧应答信号通路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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