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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从酶活性和基因表达水平分析低氧胁迫对翘嘴鳜（Siniperca chuatsi）应激的生理响应过程，为其健

康养殖及耐低氧品种选育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选取体表无损伤、体重450±20 g/尾、体长24.0±0.7 cm的健康翘嘴鳜

进行低氧（溶解氧含量2.8±0.2 mg/L）胁迫，设常氧（溶解氧含量6.5±0.2 mg/L）为对照组，分别在低氧胁迫0、6、12、24、

48和96 h时采集翘嘴鳜的肝脏和鳃组织样品，进行抗氧化酶、呼吸相关酶活性及低氧诱导反应相关基因表达测定。

【结果】在整个急性低氧胁迫过程中，翘嘴鳜肝脏过氧化氢酶（CAT）活性、还原型谷胱甘肽（GSH）含量及谷丙转氨酶

（GPT）活性均呈先升高后降低的变化趋势，GSH含量从低氧胁迫6 h起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下同），CAT和GPT活

性从低氧胁迫12 h起显著高于对照组。鳃组织乳酸脱氢酶（LDH）活性先升高后降低再升高，在胁迫6 h时达最高值

（849.67 U/mg），显著高于对照组；超微量总ATP酶（ATPase）活性呈降低—升高—降低的变化趋势，且显著低于对照

组。低氧胁迫组翘嘴鳜肝脏HIF-1α基因的相对表达量在胁迫48 h后显著上调；EPO基因的相对表达量先升高后降

低，在胁迫12 h时显著上调；HSP90α基因的相对表达量在胁迫6和48 h分别出现峰值，其他时间点与对照组持平。【结

论】急性低氧胁迫对翘嘴鳜肝脏抗氧化酶、鳃组织呼吸相关酶及低氧诱导反应相关基因表达均产生显著影响。虽然

翘嘴鳜能通过自我调节抗氧化酶和呼吸相关酶活性及上调低氧诱导反应相关基因表达，促使机体适应低氧环境，但

溶解氧降至2.8 mg/L以下即对其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在实际养殖过程中须密切关注养殖水体溶解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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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acute hypoxia stress on antioxidant enzymes，
respiratory related enzymes and expression of related genes in

mandarin fish（Siniperca chuat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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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Analyzing the physiological response of mandarin fish（Siniperca chuatsi）to hypoxic stress
from enzyme activity and related gene expression levels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its healthy breeding and breeding
of low-oxygen resistant varieties.【Method】S. chuatsi with no body surface injury，body weight at 450±20 g，body length
at 24.0±0.7 cm were selected to carry out hypoxia stress（dissolved oxygen content 2.8±0.2 mg/L），and set normoxic（dis-
solved oxygen content 6.5±0.2 mg/L）as the control group. Liver and gill tissue samples were collected at 0，6，12，24，
48 and 96 h under hypoxia stress，respectively，and antioxidant enzymes，respiratory-related enzyme activities，and hy-
poxia-induced response-related gene expression were measured.【Result】During acute hypoxia stress，liver catalase
（CAT）activity，reduced glutathione（GSH）content，and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GPT）activity all increased firs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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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溶解氧（Dissolved oxygen，DO）是

影响鱼类生存和生长的重要环境因子。在水产养殖

过程中，影响水体溶解氧的因素很多，包括天气、水

流和水温等（Wu et al.，2020）。大多数鱼类具有适

应溶解氧波动的能力，但溶解氧长期处于较低水平，

则会对鱼类造成不可逆损伤，甚至导致死亡（Abdel-

Tawwab et al.，2019），给水产养殖业带来严重损失。

因此，探究低氧胁迫下鱼类生理生化指标及相关基

因的表达变化规律，明确鱼类对低氧的效应及耐受

限度，对科学指导鱼类高密度养殖具有重要意义。

【前人研究进展】随着养殖水体中溶解氧水平的降

低，鱼类的呼吸和摄食活动会随之降低，其生理和代

谢活动也受到不利影响（Wedemeyer，1996）。鱼类

响应低氧胁迫是一个复杂的生理过程，是多种因素

相互作用的结果（熊向英等，2016），通常需要在基因

水平、信号通路及低氧信号途径网络调控等不同层

面进行深入探讨。Pichavant等（2002）研究表明，在

严重低氧条件下鱼类的有氧呼吸速率受到影响，腺

苷三磷酸（ATP）产生减慢，导致肌肉组织中乳酸含

量发生变化；Rinaldi等（2005）研究发现，在轻度低氧

条件下欧洲鲈（Dicentrarchus labrax）的鳃组织结构

会受到影响；Omlin和Weber（2010）在研究虹鳟（On-

corhynchus mykiss）时发现，由低氧引起的乳酸增加

在降低循环中乳酸负荷具有战略性作用；狄治朝等

（2018）研究表明，斑马鱼（Danio rerio）在低氧胁迫

下Hsp90ab1基因相对表达量呈上调趋势；Sun等

（2020）研究表明，大嘴鲈（Micropterus salmoides）受

低氧胁迫时其肝脏的过氧化氢酶（CAT）和谷胱甘肽

过氧化物酶（GSH -Px）活性明显升高；张凯强等

（2020）研究发现，HIF-1α基因在花鲈的低氧应答中

发挥重要作用。此外，在团头鲂（Megalobrama am-

blycephala）（王慧娟，2015）、卵形鲳鲹（Trachinotus

ovatus）（陈世喜等，2016）、河川沙塘鳢（Odontobutis

potamophila）（贾秀琪等，2017）、花鲈（常志成等，

2018）、黄颡鱼（Pelteobagrus fulvidraco）（孙俊霄等，

2019）的相关研究中均发现低氧胁迫能诱导抗氧化

酶呈规律性变化。【本研究切入点】翘嘴鳜（Siniperca

chuatsi）是人工养殖鳜鱼的主要品种，但其耐低氧能

力较弱，尤其随着养殖规模化和集约化的发展，养殖

水体中的溶解氧水平已成为翘嘴鳜养殖不可忽视的

重要环境因素之一。至今，有关鳜鱼耐氧能力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窒息点和耗氧率探析（杨春等，2003）

及利用池塘微孔增氧进行生态高效养殖（蔡建中等，

2011；刘林，2011；章爱华，2017）等方面，而针对翘嘴

鳜的耐低氧机制研究尚无报道。【拟解决的关键问

题】探究急性低氧胁迫下翘嘴鳜抗氧化酶、呼吸相关

酶活性及低氧诱导反应相关基因表达的变化规律，

从酶活性和基因表达水平分析低氧胁迫对翘嘴鳜应

激的生理响应过程，为其健康养殖及耐低氧品种选

育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用鱼

供试翘嘴鳜取自南京农业大学无锡渔业学院

南泉养殖基地，选取体表无损伤、体重450±20 g/尾、

体长24.0±0.7 cm的健康成鱼，暂养于室内控温循环

水养殖系统（450 L）内。暂养期间以鲮鱼（体长4.0±

then decreased. GSH content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since 6 h of hypoxia stress（P<0.05，
the same below）. CAT activity and GPT activity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since 12 h of hy-
poxia stress. The activity of lactate dehydrogenase（LDH）in gill tissues increased first，then decreased and finally in-
creased，which reached the peak at 6 h of stress（849.67 U/mg）and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Ultra trace total ATPase（ATPase）activity showed a decreasing-increasing-decreasing trend，and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After hypoxia stress，the relative expression of HIF-1α gene in the liver was significantly up-regu-
lated at 48 h；the relative expression of EPO gene increased first and then decreased，and was significantly up-regulated at
12 h. The relative expression level of HSP90α gene showed two peaks at 6 and 48 h，and it was the same as the control
group at other time points.【Conclusion】Acute hypoxia stress has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he expression of liver antioxidant
enzymes，gill tissue respiration-related enzymes and hypoxia-induced response-related gene expression. Although the S.
chuatsi can adjust the activity of antioxidant enzymes and respiratory-related enzymes and up-regulate the expression of
genes related to hypoxia-inducing reaction to promote the body to adapt to the hypoxic environment，the dissolved oxygen
falling below 2.8 mg/L will have an adverse effect on it. Therefore，close attention to the changes of dissolved oxygen
must paid in the culture water during the actual breeding process.

Key words：Siniperca chuatsi；hypoxia stress；antioxidant enzymes；respiratory related enzymes；hypoxia-induced
response ge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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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cm）为饵料，每2 d投饵1次，投喂量为翘嘴鳜体

重的2倍；同时保持水体溶解氧含量6.5±0.2 mg/L、

pH 7.55±0.20，水温（22.0±0.5）℃。暂养14 d后进行

低氧胁迫试验。

1. 2 试验设计及样品采集

根据司亚东等（1995）、熊向英等（2016）的相关

研究可知，鱼类的饱和溶解氧浓度为7.0 mg/L，缺氧

临界值为4.0 mg/L，鳜鱼成鱼的溶解氧窒息点在l.0

mg/L左右。考虑到实际生产过程中，低于鱼类缺氧

临界值可能会给翘嘴鳜养殖带来影响，故设常氧对

照组（溶解氧含量6.5±0.2 mg/L）和低氧试验组（溶解

氧含量2.8±0.2 mg/L），每组设3个平行，即6个450 L

的养殖桶，桶内水体积约320 L。通过调节充入水中

的氮气和空气速率改变其溶解氧含量，利用HACH-

LDO溶氧仪检测溶解氧变化情况，使溶解氧含量维

持在预设值上。待对照组和试验组的水体溶解氧降

至预设值并保持稳定时，将180尾翘嘴鳜随机平均放

养到6个养殖桶内（每桶30尾）。试验期间每2 h用

HACH-LDO溶氧仪检测并调整水体溶解氧含量，保

持水体静止，停止进食，水温（22.0±0.5）℃，pH 7.55±

0.20。分别在低氧胁迫0、6、12、24、48和96 h时，每桶

随机选取3尾翘嘴鳜，以100 mg/L MS-222麻醉后解

剖采集肝脏和鳃组织样本，经液氮速冻后置于-80 ℃

冰箱保存备用。

1. 3 酶活性检测

过氧化氢酶（CAT）、还原型谷胱甘肽（GSH）、谷

丙转氨酶（GPT）、乳酸脱氢酶（LDH）及超微量总

ATP酶（ATPase）均采用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研

发的试剂盒进行测定。取0.1 g肝脏、鳃组织按重量

体积比1∶9加入生理盐水，制成10.0%组织匀浆，离心

收集上清液制备待测溶液。其中，鳃组织再加10和

100倍生理盐水分别制成1.0%和0.1%组织匀浆，然

后按试剂盒说明进行测定。使用BioTek EonTM微孔

板分光光度计进行检测读数。

1. 4 总RNA提取及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

取0.1 g翘嘴鳜肝脏置于RNAiso Plus［宝生物工

程（大连）有限公司］中匀浆，按说明提取总RNA。以

微量紫外分光光度计和1.5%琼脂糖凝胶电泳分别检

测总RNA纯度及完整性后，使用HiFiScript cDNA

Synthesis Kit试剂盒（北京康为世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将其反转录合成cDNA，-20 ℃保存备用。在

NCBI中检索HIF-1α（Hypoxia inducible factor-1al-

pha）、EPO（Erythropoietin）和 HSP90α（Heat shock

protein 90 alpha）基因序列，以β-actin为管家基因，利

用Primer-BLAST程序设计引物（表1），委托生工生

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合成。实时荧光定量

PCR反应体系20.0 μL：2×UltraSYBR Mixture 10.0

μL，上、下游引物各 0.4 μL，cDNA 模板 0.8 μL，

ddH2O 8.4 μL。扩增程序：95 ℃预变性 10 min；

95 ℃ 10 s，60 ℃ 30 s，72 ℃ 32 s，进行39个循环；

60 ℃ 30 s，95 ℃ 15 s。以2-ΔΔCt法换算目的基因的相

对表达量。

1. 5 统计分析

试验数据采用Excel 2013进行统计整理，并以

SPSS 22.0分别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

VA）和Duncan’s多重比较。

2 结果与分析

2. 1 急性低氧胁迫对翘嘴鳜肝脏抗氧化酶活性的

影响

由图1可知，对照组翘嘴鳜肝脏CAT活性无显著

变化（P>0.05，下同），试验组翘嘴鳜在整个急性低氧

胁迫过程中其肝脏CAT活性呈先升高后降低的变化

趋势。试验组翘嘴鳜肝脏CAT活性在低氧胁迫初期

持续升高但与对照组相比无显著差异，至胁迫12 h

时显著升高（P<0.05，下同），CAT活性达最高值

（40.13 U/mg），是对照组的1.70倍；随后呈逐渐下降

趋势，但至胁迫96 h时CAT活性仍显著高于对照组。

由图2可知，对照组翘嘴鳜肝脏GSH含量无显

著变化，试验组翘嘴鳜在整个急性低氧胁迫过程中

其肝脏GSH含量变化趋势与CAT活性相似，均呈先

升高后降低的变化趋势，但较CAT活性变化更明显。

低氧胁迫6 h时试验组翘嘴鳜肝脏GSH含量显著高

于对照组，且呈持续升高趋势；至胁迫12 h时GSH含

量达最高值（22.65 μmol/g），是对照组的6.24倍；随

后开始下降，但直至胁迫96 h时试验组翘嘴鳜肝脏

GSH含量仍显著高于对照组。

由图3可知，对照组翘嘴鳜肝脏GPT活性无显著

引物名称
Primer

β-actin-F
β-actin-R
HIF-1α-F
HIF-1α-R
EPO-F
EPO-R
HSP90α-F
HSP90α-R

引物序列
Primer sequence

5'-GGAGAAGCTGTGGTACGTCGC-3'
5'-TCTGGGCAACGGAACCTCTCA-3'
5'-GAACCAAACACAGAGCGCAG-3'
5'-TTTTGCCCGTTGGGAGTGTA-3'
5'-TGAGTGGCTGCAATAGCTCG-3'
5'-TGCAGTAGCGAACTGACACA-3'

5'-CAGATGAGGAGCACGACCACG-3'
5'-TTACGGGTCCACAGGGGTTTG-3'

扩增产物大小
（bp）

Amplification
product size

138

161

196

121

表 1 实时荧光定量PCR扩增引物序列
Table 1 Primer sequences used in the real-time fluorescence
quantitative P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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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试验组翘嘴鳜在整个急性低氧胁迫过程中其

肝脏GPT活性变化也呈先升高后降低的变化趋势。

在低氧胁迫6 h时，试验组翘嘴鳜肝脏GPT活性与对

照组间无显著差异；至胁迫12 h时GPT活性显著高

于对照组，至胁迫48 h时GPT活性达最高值（12.93

U/g），是对照组的2.26倍；随后开始下降，但直至胁

迫96 h时GPT活性仍显著高于对照组。

2. 2 急性低氧胁迫对翘嘴鳜鳃组织呼吸相关酶活性

的影响

由图4可知，对照组翘嘴鳜鳃组织LDH活性无

显著变化，试验组翘嘴鳜在整个急性低氧胁迫过程

中其鳃组织LDH活性呈先升高后降低再升高的变

化趋势。低氧胁迫6 h时试验组翘嘴鳜鳃组织LDH

活性达最高值（849.67 U/mg），是对照组的1.34倍，显

著高于对照组；随后开始下降，至胁迫24 h时LDH活

性达最低值（380.32 U/mg），显著低于对照组；至胁

迫96 h时LDH活性略有回升，但仍显著低于对照组。

由图5可知，对照组翘嘴鳜鳃组织ATPase活性

无显著变化，试验组翘嘴鳜在整个急性低氧胁迫过

程中其鳃组织ATPase活性呈降低—升高—降低的变

化趋势。低氧胁迫6 h时，试验组翘嘴鳜鳃组织

ATPase活性显著低于对照组，至胁迫24 h时达最低

值（0.35 U/mg），仅为对照组的16%；随后ATPase活

性略有回升，但仍显著低于对照组。

图 2 急性低氧胁迫对翘嘴鳜肝脏GSH含量的影响
Fig.2 Effects of acute hypoxia stress on GSH content in liver

of mandarin fish

图 3 急性低氧胁迫对翘嘴鳜肝脏GPT活性的影响
Fig.3 Effects of acute hypoxia stress on GPT activity in liver

of mandarin fish

图 4 急性低氧胁迫对翘嘴鳜鳃组织LDH活性的影响
Fig.4 Effects of acute hypoxia stress on LDH activity in gills

of mandarin f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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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急性低氧胁迫对翘嘴鳜肝脏CAT活力的影响
Fig.1 Effects of acute hypoxia stress on CAT activity in liver

of mandarin fish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一处理组不同时间点间差异显著（P<0.05）；*表
示同一时间点试验组与对照组间差异显著（P<0.05）。图2~图8同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dica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dif-
ferent time points in the same treatment group（P<0.05）；* indica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at the same time point（P<0.05）. The same was applied in Fig.2-
Fig.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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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急性低氧胁迫对翘嘴鳜鳃组织ATPase活性的影响
Fig.5 Effects of acute hypoxia stress on ATPase activity in

gills of mandarin f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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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急性低氧胁迫对翘嘴鳜低氧诱导反应相关基因

表达的影响

如图6所示，在整个急性低氧胁迫过程中，试验

组翘嘴鳜肝脏HIF-1α基因的相对表达量呈逐渐升高

趋势。低氧胁迫24 h内，试验组翘嘴鳜肝脏HIF-1α

基因的相对表达量与对照组的差异均不显著；从胁

迫48 h起HIF-1α基因的相对表达量显著高于对照

组，至胁迫96 h时其相对表达量达最高值，是对照组

的9.57倍。

如图7所示，在整个急性低氧胁迫过程中，试验

组翘嘴鳜肝脏EPO基因的相对表达量呈先升高后降

低的变化趋势。低氧胁迫12 h时，试验组翘嘴鳜肝

脏EPO基因的相对表达量达最高值，显著高于对照

组；随后呈下调趋势，但至胁迫24 h时EPO基因的相

对表达量仍显著高于对照组；从胁迫48 h起，试验组

翘嘴鳜肝脏EPO基因的相对表达量与对照组相比无

显著差异。

如图8所示，在整个急性低氧胁迫过程中，试验

组翘嘴鳜肝脏HSP90α基因的相对表达量呈升高—

降低—升高—降低的波动变化趋势。低氧胁迫6 h

时，试验组翘嘴鳜肝脏HSP90α基因的相对表达量达

最高值，显著高于对照组；随后开始下调，至胁迫12 h

时其相对表达量开始与对照组持平；至胁迫48 h时

试验组翘嘴鳜肝脏HSP90α基因的相对表达量又出

现一个峰值，且显著高于对照组，但至胁迫96 h时

HSP90α基因的相对表达量又降至对照组水平。

3 讨论

3. 1 翘嘴鳜肝脏抗氧化酶活性对急性低氧胁迫的

响应

需氧生物的正常新陈代谢均会产生少量活性

氧自由基（ROS），参与其体内的各种生理活动。当

机体受到逆境胁迫时，体内产生的ROS大量积累而

造成氧化损伤。抗氧化酶类在清除多余ROS的过程

中发挥重要作用（亢玉静等，2013），CAT和GSH是抗

氧化酶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反映机体健康与否的

重要指标（梁俊平等，2019）。本研究结果表明，低氧

胁迫下翘嘴鳜肝脏的CAT活性和GSH含量均呈先升

高后降低的变化趋势。低氧胁迫6 h时翘嘴鳜肝脏

GSH含量升高显著高于对照组，至胁迫12 h时GSH

含量达最高值；与此同时，翘嘴鳜肝脏CAT活性升

高，至胁迫12 h时显著高于对照组。说明低氧胁迫

致使翘嘴鳜体内的ROS含量升高，从而引起抗氧化

酶系统诱导CAT活性和GSH含量升高，以清除体内

过多的ROS，将ROS诱导的脂质过氧化程度控制在

其生理可耐受范围内（Lushchak et al.，2001），保护

机体不受损害，与陈世喜等（2016）的研究结果相似。

至胁迫24 h时，翘嘴鳜肝脏CAT活性和GSH含量分

别出现下降趋势，可能是因低氧胁迫时间过长，翘嘴

鳜体内的ROS得不到及时清除而大量积累，超过体

内抗氧化酶系统的耐受极限，致使抗氧化酶活性下

图 8 急性低氧胁迫对翘嘴鳜肝脏HSP90α基因相对表达量
的影响

Fig.8 Effects of acute hypoxia stress on the relative expression
of HSP90α gene in liver of mandarin f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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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急性低氧胁迫对翘嘴鳜肝脏HIF-1α基因相对表达量
的影响

Fig.6 Effects of acute hypoxia stress on the relative expres-
sion of HIF-1α gene in liver of mandarin fish

H
IF

-1
α基

因
相
对
表
达
量

T
he

re
la

ti
ve

ex
pr

es
si

on
of

H
IF

-1
α

ge
ne

试验组 Test group
对照组 Control group

胁迫时间（h）Stress time

0 6 12 24 48 96

a*

c c

a**

b*
c c

0.00

0.50

1.00

1.50

2.00

2.50

3.00

0h 6h 12h 24h 48h 96h

实验组hypoxia
对照组Control

图 7 急性低氧胁迫对翘嘴鳜肝脏EPO基因相对表达量的
影响

Fig.7 Effects of acute hypoxia stress on the relative expression
of EPO gene in liver of mandarin f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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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与常志成等（2018）的研究结果相似。至胁迫96 h

时，翘嘴鳜肝脏CAT活性和GSH含量虽然显著高于

对照组，但相对于胁迫12 h时明显降低，其原因可能

是翘嘴鳜体内ROS含量已超过体内抗氧化酶系统的

耐受极限，导致抗氧化系统受损，但仍具有抗氧化作

用。可见，低氧胁迫前期翘嘴鳜体内抗氧化酶系统

被激活，随着胁迫时间的延长，其抗氧化酶系统虽然

受到影响，但仍然继续行使抗氧化功能。

GPT能催化氨基从丙氨酸向α-酮戊二酸转移，

形成谷氨酸和丙酮酸（刘沛，2014），其活性反映蛋白

合成与分解代谢的状况（李开放和徐奇友，2019），是

判断肝细胞损伤的重要指标之一（罗莎等，2016）。

本研究结果表明，低氧胁迫下翘嘴鳜肝脏GPT活性

呈先升高后降低的变化趋势。低氧胁迫12 h时翘嘴

鳜肝脏GPT活性显著高于对照组，表明低氧胁迫导

致翘嘴鳜体内的ROS含量升高，虽然激活了抗氧化

酶系统，但由于未能及时清除过多的ROS，致使肝细

胞受损伤，GPT活性升高，与陈静怡等（2018）的研究

结果一致；同时说明CAT和GSH的协同作用对GPT

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在胁迫48 h时，GPT活性升高

至最高值，表明随着胁迫时间的延长，大量ROS在体

内积累而得不到及时清除，严重影响抗氧化酶系统。

至胁迫96 h时，可能是机体进行自我调节后稍有恢

复，GPT活性有所下降，但仍显著高于对照组。

3. 2 翘嘴鳜鳃组织呼吸相关酶活性对急性低氧胁迫

的响应

LDH的功能是催化乳酸氧化形成丙酮酸，在糖

酵解与有氧氧化的转换过程中起关键作用（毛瑞鑫

等，2009；揭小华等，2015），其活性反映机体的无氧

呼吸代谢水平。鳃组织是鱼类的呼吸器官，是溶解

氧进行气体交换的场所（王晓雯等，2016）。本研究

结果表明，低氧胁迫6 h时试验组翘嘴鳜鳃组织LDH

活性显著高于对照组，但随后呈逐渐下降趋势，与李

根瑞（2016）的研究结果相似。说明在低氧胁迫下，

翘嘴鳜通过无氧代谢为机体提供能量，并进行自我

生理调节恢复。无氧呼吸代谢能力增强，促进乳酸

积累，而积累的乳酸诱导LDH活性上升，形成一种调

节机制。胁迫24~96 h，试验组翘嘴鳜鳃组织LDH

活性略有回升但仍显著低于对照组，与区又君等

（2017）的研究结果基本吻合，可能是低氧胁迫时间

过长，机体为应对低氧胁迫带来的影响而将乳酸转

化为葡萄糖，以维持机体酸碱平衡及葡萄糖供应

（Oliveira et al.，2004），从而引起乳酸含量下降；也可

能是低氧胁迫已超出机体LDH的调节范围，使其不

能发挥调节功能。

ATPase能将三磷酸腺苷（ATP）催化水解为二磷

酸腺苷（ADP）和磷酸根离子，释放能量供给生命活

动，但ATPase的合成及活性均受外界溶解氧变化的

影响（王晓雯等，2016）。本研究结果表明，低氧胁迫

下翘嘴鳜鳃组织ATPase活性呈降低—升高—降低的

变化趋势，且显著低于对照组，与王春枝等（2014）的

研究结果相似。王春枝等（2014）认为在低氧条件下

鱼类能通过自我调节作用，促使ATPase活性升高，但

溶解氧降至一定程度时，可能超过鱼类自我调节的

范围，因此ATPase活性呈急速下降趋势。在整个急

性低氧胁迫过程中，LDH活性显著低于对照组，可能

也影响ATPase活性，究其原因可能是急性低氧胁迫

时间过长造成翘嘴鳜线粒体或线粒体内膜的损伤，

从而影响ATPase活性。

3. 3 翘嘴鳜低氧诱导反应相关基因对急性低氧胁迫

的响应

在缺氧条件下，基因表达变化主要由缺氧诱导

因子（HIF alpha）介导（Kalle et al.，2007）。其中，

HIF-1α是低氧信号传导途径中的关键因子，对调控

低氧信号传导途径起重要作用，在多数高低等动物

体内均有表达（肖武汉，2014）。孙俊霄等（2019）在

黄颡鱼低氧（溶解氧含量1.48±0.27 mg/L）胁迫24 h、

张凯强等（2020）在花鲈低氧（溶解氧含量1.56±0.24

mg/L）胁迫12 h的研究中发现HIF-1α基因呈上调表

达，但Geng等（2014）研究表明斑点叉尾鮰在低氧

（溶解氧含量1.0 mg/L）胁迫下，HIF-1α基因在胁迫

1.5 h时呈下调表达，至胁迫5.0 h时则上调表达；Mu

等（2015）研究发现许氏平鲉在低氧条件下其肝脏

HIF-1α基因表达无显著差异。本研究结果表明，低

氧胁迫48 h时翘嘴鳜肝脏HIF-1α基因的相对表达量

开始显著上调，可能是本研究的溶解氧含量较高，翘

嘴鳜肝脏HIF-1α信号通路在低氧胁迫前期未被激

活，直至低氧胁迫48 h时才引起转录因子HIF累积，

HIF-1α基因上调表达促使翘嘴鳜能量代谢由有氧向

无氧转变（王国善等，2014），以适应低氧环境。

EPO是一种糖蛋白激素，具有促红细胞生成的

调节功能（Chu et al.，2007）。周智涓等（2016）研究

证实缺氧环境能影响BMSCs细胞EPO蛋白的表达。

本研究结果也表明，低氧胁迫12 h时翘嘴鳜肝脏

EPO基因的相对表达量显著上调，说明低氧诱导了

机体低氧应激反应，通过上调EPO基因表达以促进

翘嘴鳜肝脏红细胞的生成，进而应对缺氧导致的血

氧能力下降，提高机体的低氧耐受能力。随后E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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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表达持续下调，至低氧胁迫48 h时与对照组差

异不显著，可能是翘嘴鳜通过上调EPO基因表达而

促使机体对氧气的获取能力和利用率有所提高，同

时通过反馈机制抑制EPO基因生成，维持红细胞正

常水平，以获得生命活动需要的氧气，使机体适应低

氧环境，进而导致EPO基因表达下调，与赵永丽等

（2018）的研究结论一致。HIF-1α基因和EPO基因具

有协同作用，但在急性低氧胁迫下的应激反应不同

步，可能是二者的响应过程及承担功能不同，也可能

是存在一定的组织特异性，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

探究。

HSP（热休克蛋白）是一整套高度保守的蛋白，

除热应激外，缺氧、局部缺血、毒素等均会促使其上

调表达（Roberts et al.，2010）。HSP90家族是HSP最

重要的基因家族，常被用作环境胁迫因子的分子生

物标志物（刘童，2015）。本研究结果表明，低氧胁迫

后翘嘴鳜肝脏HSP90α基因的相对表达量显著上调，

说明肝脏在低氧胁迫下受到影响，机体通过上调

HSP90α基因表达而发挥对细胞的保护作用；随后其

相对表达量下调，可能是HSP90α基因表达上调发挥

作用，使机体能适应低氧环境，与徐贺（2015）的研究

结果相似。至胁迫48 h时HSP90α基因的相对表达

量又出现一个峰值，且显著高于对照组，可能是随低

氧胁迫时间的延长，再次激活机体氧化应激效应，保

护肝脏细胞，与王晓雯等（2019）研究发现急性热应

激下西伯利亚鲟幼鱼肝脏受到影响但胁迫96 h后能

恢复的结果相似。

4 结论

急性低氧胁迫对翘嘴鳜肝脏抗氧化酶、鳃组织

呼吸相关酶及低氧诱导反应相关基因表达均产生显

著影响。虽然翘嘴鳜能通过自我调节抗氧化酶和呼

吸相关酶活性及上调低氧诱导反应相关基因表达，

促使机体适应低氧环境，但养殖水体溶解氧降至2.8

mg/L以下即对翘嘴鳜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在实际养

殖过程中须密切关注养殖水体溶解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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