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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从抗氧化酶活性和炎症反应相关基因表达水平揭示氨氮胁迫对翘嘴鳜（Siniperca chuatsi）幼鱼机体

的毒性效应机制，为其健康养殖与水质调控管理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挑选规格整齐、体表无损伤的翘嘴鳜幼鱼进行

96 h急性氨氮胁迫试验，在获得半致死浓度（LC50）的基础上，将翘嘴鳜幼鱼暴露于48.65 mg/L的水体氨氮下，以完全

曝气的自来水（氨氮实测值为0.05 mg/L）为对照组，分别于胁迫0、6、12、24、48和96 h后测定抗氧化酶活性及炎症反

应相关基因的相对表达量。【结果】翘嘴鳜幼鱼的96 h-LC50为48.65 mg/L（非离子氨0.47 mg/L）。翘嘴鳜幼鱼在96 h的

急性氨氮胁迫过程中，其肝脏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性、过氧化氢酶（CAT）活性和谷胱甘肽（GSH）含量均呈先升

高后降低的变化趋势；脂质过氧化物（LPO）在肝脏中的累积量随胁迫时间的延长逐渐增加，至胁迫96 h时达最高值

（0.50 μmol/g），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下同）。与对照组翘嘴鳜幼鱼相比，经氨氮胁迫后翘嘴鳜幼鱼肝脏IL-1β和

IL-8基因的相对表达量均呈升高—降低—升高的变化趋势，于胁迫6 h起显著上调，分别于胁迫12和96 h时达最高值；

TNF-α基因的相对表达量整体上呈先降低后升高的变化趋势，在胁迫6 h时显著低于对照组，但至胁迫96 h时其相对

表达量达最高值；IL-1β、IL-8和TNF-α基因的相对表达量在胁迫96 h时均显著高于对照组；HSP90α基因的相对表达量

呈先升高后降低的变化趋势，至胁迫96 h时，其相对表达量显著低于对照组。【结论】氨氮胁迫初期，翘嘴鳜幼鱼抗氧

化系统被诱导激活，炎症反应相关基因表达上调；至胁迫后期，翘嘴鳜幼鱼抗氧化功能受抑制，而炎症反应相关基因

表达持续上调。说明持续炎症反应及抗氧化系统功能受抑制是翘嘴鳜氨氮中毒死亡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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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acute ammonia nitrogen stress on antioxidant enzymes
activity and gene expression involved in inflammation

of juvenile Siniperca chuat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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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In this study，antioxidant enzyme activity and expression level of genes involved in inflamma-
tion were studied to reveal the toxicity mechanism of juvenile Siniperca chuatsi under ammonia nitrogen stress to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healthy breeding and water quality control management.【Method】Undamaged juvenile S. chuatsi simi-
lar to each other in size were selected for 96 h acute ammonia nitrogen stress experiments. Using the obtained half lethal
concentration（LC50）of ammonia-nitrogen in S. chuatsi as a basic concentration，the juvenile S. chuatsi were exposed to
48.65 mg/L concentration of ammonia nitrogen in water for 96 h. Fully aerated tap water（measured ammonia nitrogen
value was 0.05 mg/L）was as control group. The activity of antioxidant enzymes and the expression of genes involve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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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水体中的氨氮构成主要包括离子

氨（NH4
+）和非离子氨（NH3）两种形式，且主要来源

于食物残渣、动植物生长代谢及死亡个体分解等（徐

杨等，2015）。氨氮主要是以NH3的形式经鱼鳃、表

皮和肠黏膜等组织进入鱼体，氨氮中毒会导致鱼类

生长速度迟缓、免疫水平低下，同时伴有氧化应激和

炎症反应的发生，进一步诱发各种疾病（章琼等，

2015；付莹和赵玉蓉，2018）。因此，探究氨氮对鱼类

的毒性效应与耐受限度，分析氨氮胁迫下鱼类的生

理生化指标及相关基因的表达变化规律，对揭示氨

氮胁迫对鱼类的毒性作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前人

研究进展】随着生物体内氨氮含量的升高，不仅导致

脑肿胀，还能诱导生成具有神经毒性的NO（Veauvy

et al.，2005）。NO促使机体产生氧化应激，同时生成

对机体危害性更强的NO2，进而引发机体细胞呼吸

障碍，诱导细胞凋亡（Rodrigo et al.，2009；Braissant

et al.，2013）。黄云（2013）、刘永波和王雅倩（2016）

研究表明，氨氮胁迫下鱼类出现生长停滞、免疫水平

低下甚至大批量死亡现象。Zhang等（2018）研究发

现，黄颡鱼（Pelteobagrus fulvidraco）在氨氮中毒的

情况下其肝脏抗氧化与炎症反应相关基因表达水平

均显著上调。此外，大量研究表明暴露于高浓度氨

氮环境中的鱼类出现不同程度肝脏细胞肿大或空泡

化等损伤坏死现象（Sitp-Bobadilla and Alvarez-Pel-

litero，2009；张武肖等，2015），严重影响肝脏的生理

机能。在罗非鱼（Oreochroms mossambcus）（强俊等，

2011）、鲤鱼（Cyprinus carpio）（姜会民，2012）、草鱼

（Grass carp）（周鑫等，2013）、斑马鱼（Danio rerio）

（周莹等，2016）、尖吻鲈（Latescal carifer）（刘亚娟

等，2018）的相关研究中均发现氨氮胁迫能诱导抗氧

化相关酶活性呈规律性变化，整体上表现为低浓度

诱导、高浓度抑制。【本研究切入点】翘嘴鳜（Siniper-

ca chuatsi）隶属于鲈形目（Perciformes）真鲈科（Per-

cichthyidae）鳜属（Siniperca），为凶猛的肉食性鱼类，

具有肉质鲜美、高蛋白低脂肪等特点，是营养价值极

高的特种水产经济动物（吴斌等，2015；颜元杰等，

2019）。近年来，翘嘴鳜野生资源锐减与优质鱼类蛋

白需求剧增间的矛盾不断扩大，促使翘嘴鳜规模化

养殖得到快速发展，因此如何科学调控翘嘴鳜养殖

水体氨氮水平已成为健康养殖管理的重点内容之

一。【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探究急性氨氮胁迫下翘嘴

鳜幼鱼的抗氧化酶活性及炎症反应相关基因的表达

变化规律，从酶活性和基因表达水平揭示氨氮胁迫

对翘嘴鳜幼鱼机体的毒性效应机制，为其健康养殖

与水质调控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用鱼

翘嘴鳜幼鱼取自南京农业大学无锡渔业学院

南泉养殖基地，暂养于室内控温循环水养殖系统

（400 L/桶）。选取体表无损伤、规格整齐的翘嘴鳜

幼鱼300尾，试验开始前在室内控温循环水养殖系统

暂养14 d，暂养期间保持自然光照周期，暂养水体条

件：溶氧≥6 mg/L、氨氮≤0.05 mg/L、水温（22±0.5）℃、

pH 7.8±0.5。暂养期间以1~2 g/尾的鳊鱼幼鱼为饵

料，每2 d投放1次，投喂量为翘嘴鳜体重的2倍。

刘雨等：急性氨氮胁迫对翘嘴鳜幼鱼抗氧化酶活性及炎症反应相关基因表达的影响

inflammation were measured at 0，6，12，24，48 and 96 h respectively after stress.【Result】The 96 h-LC50 of juvenile S.
chuatsi was 48.65 mg/L（nonionic ammonia 0.47 mg/L）. In this study，the superoxide dismutase（SOD）activity，catalase
（CAT）activity and glutathione（GSH）content in the liver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have a tendency of increasing first
and then decreasing. The accumulation of lipid peroxide（LPO）in liver increased gradually with the prolongation of stress
time，and reached the maximum value at 96 h（0.50 μmol/g），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
0.05，the same below）.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the relative expression of IL-1β and IL-8 genes in the liver of juve-
nile S. chuatsi presented up-down-up trend after ammonia nitrogen stress，and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fter 6 h stress，
and peaked at 12 and 96 h after stress. The relative expression of TNF-α gene presented down-up trend as a whole，and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control after 6 h of stress，and reached the peak at 96 h. At 96 h of stress effect，the relative
expressions of IL-1β and IL-8，TNF-α genes were all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as a ten-
dency of increasing first then decreasing in the relative expression of HSP90α gene. After 96 h of stress effect，the relative
expression of HSP90α gen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Conclusion】In the early stage of
stress，the antioxidant system of juvenile S. chuatsi is induced to activation and the relative expression of inflammation-re-
lated genes up-regulates. However，in the late stage of stress，antioxidant function is inhibited and the relative expression
of inflammation-related genes continue up-regulating. It is suggested that continuous inflammatory reaction and inhibition
of antioxidant system may lead to the death of S. chuatsi exposed to ammonia nitrogen.

Key words：Siniperca chuatsi；ammonia nitrogen stress；antioxidant enzymes；inflammation-related genes；96 h
half lethal concentration（96 h-LC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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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氨氮胁迫96 h半致死浓度（96 h-LC50）测试

于室内控温循环水系统暂养14 d后，选取规格

整齐的翘嘴鳜幼鱼120尾（13.55±0.69 g/尾）进行半

致死浓度（LC50）测试。设0、30、60和90 mg/L NH4Cl

四个梯度浓度，每组浓度3个平行，每个平行放10尾

幼鱼。在96 h观测期间保持水体静止，停止进食，持

续充氧［溶解氧（DO）=6.28±0.10 mg/L］，水温（22±

0.5）℃，pH 7.6±0.3，每隔8 h使用W-1型多参数水质

分析仪（杭州陆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检测水体氨氮

浓度，以10 g/L NH4Cl母液调整至试验设计的氨氮浓

度，每隔24 h换水1/4。观测翘嘴鳜幼鱼的活动变化

情况，计数并捞出死亡个体（鱼体侧翻且鳃盖停止扇

动视为死亡）。

1. 3 试验设计与样品采集

暂养结束后，依据96 h-LC50设对照组（0 mg/L）

和试验组（48.65 mg/L），选取体质量相近、活性良好

的翘嘴鳜幼鱼180尾（13.31±0.49 g/尾）随机平均放

入6个400 L养殖桶中（试验组和对照组各设3个平

行），每桶30尾鱼。对照组为完全曝气的自来水（氨

氮实测值为0.05 mg/L）。氨氮胁迫时长为96 h，期间

保持水体静止，停止进食，持续充氧（DO=6.13±0.12

mg/L），水温（22±0.5）℃，pH 7.7±0.5，每隔8 h使用

W-1型多参数水质分析仪检测水体氨氮浓度，以

10 g/L NH4Cl母液调整至试验设计的氨氮浓度，每

隔24 h换水1/4。在氨氮胁迫0、6、12、24、48和96 h

时，每桶分别随机选择3尾翘嘴鳜并用50 mg/L MS-

222进行轻度麻醉，采集幼鱼活体的肝脏用生理盐水

漂洗，液氮速冻后-80 ℃保存备用。

1. 4 总RNA提取与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

采用宋美泽等（2018）的方法提取肝脏总RNA，

即采用北京康为世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

RNApure Tissue Kit试剂盒进行提取，然后使用

HIFIscript cDNA Synthesis Kit试剂盒反转录合成

cDNA。基于NCBI数据库获得的IL-1β、IL-8、HSP90α

和TNF-α基因开放阅读框序列，以β-actin为管家基

因，在NCBI数据库的Primer-BLAST程序中完成引物

设计，委托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合成，

引物序列见表1。实时荧光定量PCR反应体系20.0

μL：2×UltraSYBR Mixture 10.0 μL，上、下游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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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2-△△Ct法计算目的基因相对表达量。

1. 5 抗氧化酶活性检测

过氧化氢酶（CAT）、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谷

胱甘肽（GSH）、脂质过氧化物（LPO）检测试剂盒购

自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取0.1 g肝脏样品加入

9倍体积的预冷生理盐水，研磨成组织匀浆，4 ℃下

3000 r/min离心10 min，制备待测样本，然后按试剂

盒说明进行操作，以BioTek EonTM微孔板分光光度计

进行检测读数。

1. 6 统计分析

翘嘴鳜幼鱼96 h-LC50分析采用直线内插法，以

SPSS 20.0进行统计分析，包括单因素方差分析

（One-way ANOVA）和Duncan’s多重比较。

2 结果与分析

2. 1 翘嘴鳜幼鱼96 h-LC50测定结果

翘嘴鳜幼鱼暴露于不同氨氮梯度浓度水体后

均出现躁动不安、四处游动的应激反应，且应激反应

时间及程度随氨氮浓度的升高而加剧。氨氮胁迫

后期，翘嘴鳜幼鱼尾鳍不同程度地向内侧弓起，尤其

在90 mg/L NH4Cl试验组中尾鳍与身体几乎成直角，

鱼体游动迟缓，对应的死亡率（96.67%）（表2）也显著

高于其他处理组（P<0.05，下同）。氨氮胁迫96 h后

统计死亡的翘嘴鳜幼鱼个体，通过直线内插法计算得

出翘嘴鳜幼鱼的96 h-LC50为48.65 mg/L（非离子氨

0.47 mg/L）。

引物名称
Primer
β-actin-F
β-actin-R
IL-1β-F
IL-1β-R
IL-8-F
IL-8-R
TNFα-F
TNFα-R
HSP90α-F
HSP90α-R

引物序列
Primer sequence

5'-GGAGAAGCTGTGGTACGTCGC-3'
5'-TCTGGGCAACGGAACCTCTCA-3'
5'-CAGCTCCACCGCTTCAGTTCA-3'
5'-GGAGTTTTCAGCGCCTCCCTG-3'
5'-GGGATGAGCCTGAGAAGCCTG-3'
5'-GGCAGGAATCAGCTCCACCTT-3'
5'-CGGGGCTCCCAGTTTTCTCYG-3'
5'-ATGTCCACAGCAGAGGCGTTG-3'
5'-CAGATGAGGAGCACGACCACG-3'
5'-TTACGGGTCCACAGGGGTTTG-3'

大小（bp）
Size
138

137

105

107

121

表 1 翘嘴鳜炎症反应相关基因与内参基因的实时荧光
定量PCR引物序列
Table 1 Real-time fluorescent quantitative PCR primers se-
quences for inflammatory reaction related genes and reference
genes in S. chuatsi

表 2 不同氨氮浓度胁迫对翘嘴鳜幼鱼死亡率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different ammonia nitrogen concentrations
on mortality in S. chuatsi juvenile fish

氨氮浓度（mg/L）
Ammonia nitrogen concentration

0

30

60

90

死亡率（%）
Mortality

0d

26.67±8.8c

60.00±5.8b

96.67±3.3a

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组间翘嘴鳜幼鱼死亡率差异显著
（P<0.05）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intragroup mortality of S. chuatsi juvenile fish（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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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急性氨氮胁迫对翘嘴鳜幼鱼肝脏抗氧化相关

酶活性的影响

2. 2. 1 SOD活性 如图1所示，对照组翘嘴鳜幼鱼

肝脏SOD活性无显著变化（P>0.05，下同），试验组翘

嘴鳜幼鱼在96 h的急性氨氮胁迫过程中其肝脏SOD

活性呈先升高后降低的变化趋势。氨氮胁迫6 h时，

试验组翘嘴鳜幼鱼肝脏SOD活性显著升高，至胁迫

12 h时肝脏SOD活性达最高值（396.00 U/mg），是对

照组翘嘴鳜幼鱼的1.34倍，随后呈明显的下降趋势，

至胁迫96 h时已显著低于对照组。

2. 2. 2 CAT活性 如图2所示，对照组翘嘴鳜幼鱼

肝脏CAT活性无显著变化，试验组翘嘴鳜幼鱼在

96 h的急性氨氮胁迫过程中其肝脏CAT活性呈降

低—升高—降低的变化趋势。氨氮胁迫6 h时，试验

组翘嘴鳜幼鱼肝脏CAT活性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异，

但胁迫12 h时试验组翘嘴鳜幼鱼肝脏CAT活性显著

高于对照组，且呈持续升高趋势；至胁迫48 h时肝脏

CAT活性达最高值（77.09 U/mg），是对照组的1.75

倍，随后开始下降，至胁迫96 h时试验组翘嘴鳜幼鱼

肝脏CAT活性仍显著高于对照组。

2. 2. 3 GSH含量 如图3所示，对照组翘嘴鳜幼鱼

肝脏GSH含量无显著变化，试验组翘嘴鳜幼鱼在96 h

的急性氨氮胁迫过程中其肝脏GSH含量变化趋势与

CAT活性相似。氨氮胁迫12 h时，试验组翘嘴鳜幼鱼

肝脏GSH含量显著高于对照组，且呈持续升高趋势；胁

迫至24 h时肝脏GSH含量达最高值（88.84 μmol/g），

是对照组的1.57倍，随后开始下降，至胁迫96 h时试

验组翘嘴鳜幼鱼肝脏GSH含量显著低于对照组。

2. 2. 4 LPO含量 如图4所示，对照组翘嘴鳜幼鱼

肝脏LPO含量无显著变化，试验组翘嘴鳜幼鱼在

96 h的急性氨氮胁迫过程中其肝脏LPO含量整体上

呈逐渐升高趋势。氨氮胁迫12 h时，试验组翘嘴

鳜幼鱼肝脏LPO含量显著高于对照组，随后肝脏

LPO含量持续升高，至胁迫96 h时达最大值（0.50

μmol/g），是对照组的3.77倍。

图 1 急性氨氮胁迫对翘嘴鳜幼鱼肝脏SOD活性的影响
Fig.1 Effects of acute ammonia nitrogen stress on SOD activi-

ty in liver of S. chuatsi juvenile fish
图柱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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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同一时间点不同处理组间差异显著（P<0.05）。图2~图8同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on the bar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differen-
ces within the same treatment among different times（P<0.05）. * repre-
sen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treatment groups at the
same time（P<0.05）. The same was applied in Fig.2-Fig.8

图 2 急性氨氮胁迫对翘嘴鳜幼鱼肝脏CAT活性的影响
Fig.2 Effects of acute ammonia nitrogen stress on CAT activi-

ty in liver of S. chuatsi juvenile fish

图 3 急性氨氮胁迫对翘嘴鳜幼鱼肝脏GSH含量的影响
Fig.3 Effects of acute ammonia nitrogen stress on GSH con-

tent in liver of S. chuatsi juvenile fish

图 4 急性氨氮胁迫对翘嘴鳜幼鱼肝脏LPO含量的影响
Fig.4 Effects of acute ammonia nitrogen stress on LPO con-

tent in liver of S. chuatsi juvenile f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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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急性氨氮胁迫对翘嘴鳜幼鱼炎症反应相关

基因表达的影响

2. 3. 1 IL-1β基因 在96 h的急性氨氮胁迫过程

中，试验组翘嘴鳜幼鱼肝脏IL-1β基因的相对表达量

呈升高—降低—升高的变化趋势（图5）。氨氮胁迫

12 h时，试验组翘嘴鳜幼鱼肝脏IL-1β基因的相对表

达量达最高值，随后呈下降趋势，至胁迫96 h时肝脏

IL-1β基因的相对表达量再次上调；从氨氮胁迫6 h

起，试验组翘嘴鳜幼鱼肝脏IL-1β基因的相对表达量

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2. 3. 2 IL-8基因 如图6所示，对照组翘嘴鳜幼鱼

肝脏IL-8基因的相对表达量无显著变化，而试验组

翘嘴鳜幼鱼肝脏IL-8基因的相对表达量在急性氨氮

胁迫过程中呈明显升高—降低—升高的变化趋势。

氨氮胁迫12 h时，试验组翘嘴鳜幼鱼肝脏IL-8基因的

相对表达量出现第一个峰值，但至胁迫24 h时肝脏

IL-8基因的相对表达量降至最低值，显著低于对照

组，随后再次上调，至胁迫96 h时肝脏IL-8基因的相

对表达量上调至最高值，是对照组的1.71倍。

2. 3. 3 TNF-α基因 在96 h的急性氨氮胁迫过程

中，试验组翘嘴鳜幼鱼肝脏TNF-α基因的相对表达

量整体上呈先降低后升高的变化趋势（图7）。氨氮

胁迫6 h时，试验组翘嘴鳜幼鱼肝脏TNF-α基因的相

对表达量下调，显著低于对照组，随后肝脏TNF-α基

因的相对表达量呈逐渐上调趋势，至胁迫96 h时其

相对表达量上调至最高值，是对照组的1.63倍。

2. 3. 4 HSP90α基因 在96 h的急性氨氮胁迫过程

中，试验组翘嘴鳜幼鱼肝脏HSP90α基因的相对表达

量呈先升高后降低的变化趋势（图8）。氨氮胁迫6 h

时，试验组翘嘴鳜幼鱼肝脏HSP90α基因的相对表达

量显著上调，至胁迫12 h时其相对表达量上调至最

高值，是对照组的4.08倍；随后开始逐渐下调，至胁

迫96 h时翘嘴鳜幼鱼肝脏HSP90α基因的相对表达

量显著低于对照组。

图 5 急性氨氮胁迫对翘嘴鳜幼鱼肝脏IL-1β基因相对表达量
的影响

Fig.5 Effects of acute ammonia nitrogen stress on the relative
expression of IL-1β gene in liver of S. chuatsi juvenile
fish

图 6 急性氨氮胁迫对翘嘴鳜幼鱼肝脏IL-8基因相对表达量
的影响

Fig.6 Effects of acute ammonia nitrogen stress on the relative
expression of IL-8 gene in liver of S. chuatsi juvenile
fish

图 7 急性氨氮胁迫对翘嘴鳜幼鱼肝脏TNF-α基因相对表达量
的影响

Fig.7 Effects of acute ammonia nitrogen stress on the relative
expression of TNF-α gene in liver of S. chuatsi juvenile
fish

图 8 急性氨氮胁迫对翘嘴鳜幼鱼肝脏HSP90α基因相对
表达量的影响

Fig.8 Effects of acute ammonia nitrogen stress on the relative
expression of HSP90α gene in liver of S. chuatsi juve-
nile f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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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 1 急性氨氮胁迫对翘嘴鳜幼鱼的毒性效应

氨氮是养殖水质检测的重要指标之一，氨氮水

平升高会对养殖鱼类造成生长抑制、代谢紊乱、组织

损伤及免疫力低下等不良影响，甚至造成鱼类死亡

（付莹和赵玉蓉，2018）。不同鱼类对氨氮暴露胁迫

的耐受上限存在明显差异，斜带石斑鱼（Epinephe-

lus coioides）幼鱼的 96 h-LC50 为 5.13 mg/L（郑乐

云，2012），大黄鱼（Pseudosciaena crocea）幼鱼的

96 h-LC50为1.25 mg/L（阮成旭等，2014），团头鲂幼

鱼的96 h-LC50为56.49 mg/L（张武肖等，2015），鲫

鱼幼鱼的96 h-LC50为0.73 mg/L（Wang et al.，2017），

大弹涂鱼（Boleophthalmus pectinirostris）幼 鱼 的

96 h-LC50为8.99 mg/L（宋美泽等，2018）。本研究结

果表明，翘嘴鳜幼鱼的96 h-LC50为48.65 mg/L（非离

子氨0.47 mg/L），与团头鲂幼鱼（张武肖等，2015）相

近，但高于斜带石斑鱼（郑乐云，2012）、大黄鱼（阮成

旭等，2014）、鲫鱼（Wang et al.，2017）和大弹涂鱼

（宋美泽等，2018）的幼鱼。翘嘴鳜幼鱼的氨氮耐受

程度较高，可能与其肉食性且栖于水体底层的生活

习性有关。鱼体规格差异也可能导致其氨氮耐受限

度不同。刘建魁等（2014）、李之乡等（2017）在史氏

鲟（Acipenser schrencki）幼鱼和大菱鲆（Scophthal-

mus maximus）幼鱼的氨氮毒性研究中发现，96 h-

LC50与幼鱼的体质量呈正相关。本研究检测的翘

嘴鳜幼鱼体质量为13.55±0.69 g/尾，可能是导致其

96 h-LC50较高的原因之一，但具体原因尚有待进一

步探究。

3. 2 急性氨氮胁迫对翘嘴鳜幼鱼肝脏抗氧化相关

酶活性的影响

在良好的水质环境中，鱼类体内抗氧化系统可

有效清除生理代谢活动生成的活性氧自由基

（ROS）。当水体中氨氮浓度升高时，鱼体内发生一

系列应激反应而产生大量ROS，当ROS含量超出抗

氧化系统的调节阈值时，机体即出现氧化损伤，甚至

死亡（胡静等，2016）。SOD、CAT和GSH等是机体抗

氧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氧化系统通过三者的

协同作用以降低氧化应激所造成的损伤（陶易凡等，

2016）。本研究结果表明，抗氧化酶SOD、CAT活性

和抗氧化物质GSH含量在急性氨氮胁迫过程中均呈

先升高后降低的变化趋势。氨氮胁迫12 h时，翘嘴

鳜幼鱼肝脏SOD和CAT活性及GSH含量升高，且均

显著高于对照组，说明氨氮胁迫初期水质环境中其

含量变化引起翘嘴鳜幼鱼体内的ROS含量增加，诱

导SOD、CAT活性和GSH含量升高，提高机体的抗氧

化防御能力而及时清除过多的ROS，以维持代谢平

衡；胁迫24 h后，翘嘴鳜幼鱼肝脏SOD活性和GSH含

量出现下降趋势，胁迫48 h后CAT活性也开始回落，

至胁迫96 h时翘嘴鳜幼鱼肝脏SOD活性和GSH含量

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可能是随着氨氮胁迫时间的延

长，鱼体内ROS含量已超出抗氧化系统调节阈值，肝

脏组织受到氨氮毒性影响，而抑制抗氧化酶活性及

抗氧化物质合成，抗氧化功能被削弱，与胡毅等

（2012）、Jia等（2017）的研究报道一致。在本研究中，

SOD、CAT和GSH三者具有协同作用，但对急性氨氮

胁迫的应激响应速度并未同步，可能与三者在氧化

应激防御体系中所承担的功能不同有关。

LPO是ROS作用于脂质过氧化反应中产生的细

胞毒性物质，其含量能反映机体脂质过氧化水平和

细胞损伤程度，同时间接反映机体的ROS含量（何吉

祥等，2016；祁红学等，2017）。本研究结果表明，氨

氮胁迫6 h时，翘嘴鳜幼鱼肝脏LPO含量与对照组无

显著差异，说明在氨氮胁迫初期，SOD、CAT活性和

GSH含量显著上升，机体内的氧化自由基能被及时

清除；氨氮胁迫48 h后，翘嘴鳜幼鱼肝脏LPO含量急

剧上升，说明随着氨氮胁迫时间的延长，鱼体内ROS

含量急剧上升，同时SOD活性与GSH含量显著低于

对照组，即抗氧化系统受到严重损伤，导致LPO含量

急剧增加。

3. 3 急性氨氮胁迫对翘嘴鳜幼鱼肝脏炎症反应

相关基因表达的影响

随着机体内氨氮浓度不断升高，鱼类常出现生

长迟缓、肝脏病变及免疫水平降低等不良反应；同

时，高浓度氨氮能突破血脑屏障，导致神经胶质细胞

肿大，激活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而诱发氧化应激、

炎症反应及细胞凋亡（Zhang et al.，2018）。Qi等

（2017）研究发现，长期低浓度的氨氮胁迫可诱导鲤

鱼炎症反应相关基因（TNF-α和IL-1β）的表达。本研

究结果表明，氨氮胁迫6 h后，翘嘴鳜幼鱼肝脏IL-1β

和IL-8基因的相对表达量显著上调，说明胁迫初期

在外源性氨氮的毒性作用下，鱼体代谢平衡受到干

扰并产生毒性兴奋效应，在机体内环境稳态调节机

制启动抗氧化防御及一系列修复机制的同时，上调

炎症反应相关基因表达（Xing et al.，2016）；但胁迫

12~24 h期间，翘嘴鳜幼鱼肝脏IL-1β、IL-8和TNF-α基

因的相对表达量均呈下调趋势，说明炎症反应相关

基因大量表达并招募白细胞以应对胁迫时，为避免

持续的炎症反应错误破坏正常组织器官生理代谢平

刘雨等：急性氨氮胁迫对翘嘴鳜幼鱼抗氧化酶活性及炎症反应相关基因表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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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鱼体能适时调控炎症反应相关基因的表达（Li

et al.，2016），与宋美泽等（2018）的研究结论一致；但

胁迫48 h后，翘嘴鳜幼鱼肝脏IL-1β、IL-8和TNF-α基

因的相对表达量再次显著上调，可能与过度氨氮暴

露导致的ROS与炎症因子累积有关，与Cheng等

（2015）的研究报道一致。Chandra等（2000）研究指

出，虽然机体生理调节机制能修复应激损伤，但应激

水平超过调节阈值时，将诱发代谢紊乱及细胞凋亡

等不良反应。持续氨氮胁迫导致氧化应激产生的大

量ROS不仅诱导细胞凋亡，还能引发炎症反应，激活

NF-κB信号通路，诱导表达一系列炎症反应相关基

因，诱发线粒体自噬与细胞凋亡进而应激致死（Ai

et al.，2011；Jia et al.，2014）。

热休克蛋白（HSPs）是生物体在应激条件下产

生具有抗逆性的应激蛋白（金晔等，2018），其中，

HSP90α在多种胁迫条件下均能诱导表达，因此常作

为评估生物应激水平的生物标志物（刘童，2015；贾

利兴，2016）。本研究结果表明，氨氮胁迫6 h时，翘

嘴鳜幼鱼肝脏HSP90α基因的相对表达量显著上调，

提示机体的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水平不断升高，而

诱导HSP90α基因表达上调以修复受损细胞与变性

蛋白；至胁迫12 h时其相对表达量上调至最高值，随

后HSP90α基因的相对表达量持续下调，可能与机体

的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进一步加剧且超出机体调节

阈值有关。过度的氧化应激与炎症因子积累可能导

致机体免疫水平下降及新陈代谢紊乱，进而导致

HSP90α基因的相对表达量下调，机体自我修复功能

下降，与王芸等（2013）的研究结论一致。

4 结论

氨氮胁迫初期，翘嘴鳜幼鱼抗氧化系统被诱导

激活，炎症反应相关基因表达上调；至胁迫后期，翘

嘴鳜幼鱼抗氧化功能受抑制，而炎症反应相关基因

表达持续上调。说明持续炎症反应及抗氧化系统功

能受抑制是翘嘴鳜氨氮中毒死亡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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