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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刺鳅生长激素基因克隆与表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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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揭示生长激素（GH）是否能以旁分泌或自分泌方式对大刺鳅（Mastacembelus armatus）的生长和发
育起作用，为其生长调节研究积累基础数据。
【方法】采用RACE克隆大刺鳅GH基因cDNA序列，并通过实时荧光定量
PCR对大刺鳅不同组织及胚胎不同发育时期GH基因的表达情况进行分析。
【结果】大刺鳅GH基因cDNA序列全长
815 bp，其中，5'端非编码区长33 bp，3'端非编码区长167 bp，开放阅读框（ORF）615 bp，共编码204个氨基酸，GenBank
登录号MH885947；大刺鳅GH氨基酸序列的前17个氨基酸残基组成信号肽，也存在4个保守的半胱氨酸残基
（69Cys、177Cys、194Cys和202Cys）。大刺鳅GH蛋白分子量为23007.33 Da，理论等电点（pI）为6.90，其氨基酸组成中以亮氨
酸（Leu）的含量最高（15.7%），丝氨酸（Ser）次之（14.2%），色氨酸（Trp）含量最低（0.5%）。大刺鳅GH氨基酸序列与斑
鳜（Siniperca scherzeri）、花鲈（Lateolabrax maculatus）和黄鳝（Monopterus albus）的同源性较高，对应的同源性分别为
95.59%、95.07%和92.16%；在基于GH氨基酸序列同源性构建的系统发育进化树中，大刺鳅与同属于合鳃目的黄鳝聚
为一支，亲缘关系最近。GH基因在大刺鳅不同组织中均有表达，其中以脑组织中的相对表达量最高，而肠道中的相
对表达量最低；GH基因在大刺鳅胚胎各发育时期也均有表达，其中以囊胚期的相对表达量最高，而出膜期的相对表
达量最低。
【结论】大刺鳅GH基因具有高度的保守区域，在各组织中广泛表达，尤其在脑组织中高表达，说明GH是以
自分泌或旁分泌方式对大刺鳅生长发挥重要作用，且在胚胎发育过程中对细胞分化具有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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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ning and expression analysis of growth hormone gene in
Mastacembelus armatus
ZHONG Dong-ming，HUANG Xiao-qi，HE Pei-ying，ZHOU Hui-qiang，
ZHANG Ming-qing，SHU Hu*
（School of Life Science，Guangzhou University，Guangzhou 510006，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whether growth hormone（GH） played a paracrine or autocrine role in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Mastacembelus armatus，which could provide the essential basic information for growth-related research of the M.armatus.【Method】In this experiment，the full-length cDNA sequence encoding GH of the M. armatus was cloned through the RACE techniques. Real-time fluorescence quantitative PCR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GH gene
expression in different tissues and at different embryo development stages.【Result】The full length cDNA of GH gene was
815 bp with 33 bp 5'-untranslated region，167 bp 3'-untranslated region，and 615 bp open reading frame（ORF）. It encoded 204 amino acids（GenBank number：MH885947）. The first 17 amino acid residues of GH amino acid sequence formed
177
194
signal peptide，and there were also 4 conserved cysteine residues（69Cys，
Cys，
Cys and 202Cys）. The molecular weight
of GH protein was 23007.33 Da，and the theoretical isoelectric point（pI）was 6.90. Among the amino acid components，
content of leucine（Leu）was the highest（15.7%），content of serine（Ser）was the second（14.2%），and content of tryptophan（Trp）was the lowest（0.5%）. The GH amino acid sequence of the M. armatus had high homology with Siniperca
scherzeri，Lateolabrax maculatus，and Monopterus albus，with corresponding homology of 95.59%，95.07% and
92.16%，respectively. On the phylogenetic tree based on GH amino acid sequence homology，M. armatus and the M. albuswere clustered into one branch，their genetic relation was the closest. The results of RT-qPCR showed GH mRNA
was expressed in different tissues andat all embryonic stagesof the M. armatus，that the expression of GH mRNA was the
highest in the brain tissue and the lowest in intestine. During the embryonic development period，the expression of 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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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NA was the highest at blastocyst stage and the lowest at membrane production stage.【Conclusion】The GH gene of M.
armatusalso has a highly conserved region and is widely expressed in various tissues，especially in brain tissues. It is
suggested that GH in the form of autocrine or paracrine，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growth of M. armatus，and promote
cell differentiation during embryonic development.
Key words：Mastacembelus armatus；growth hormone（GH）；gene cloning；conserved region；phylogenetic tree；
express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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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大刺鳅（Mastacembelus armatus）俗
称纳锥、石锥、粗麻割、辣椒鱼和刀枪鱼，隶属于合鳃
目（Symbranchiformes）、刺鳅科（Mastacembelidae）、
刺鳅属（Mastacembelus）
（Nelson，2006），广泛分布于
东南亚等国家，主要栖息在热带亚热带的不同水系
中（Cakmak and Alp，2010；周惠强等，2019）。在我
国，大刺鳅主要分布于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
和海南等南方地区。大刺鳅富含多种氨基酸，营养
丰富，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和研究价值。目前，大刺
鳅人工养殖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其苗种来源主要
依靠野生捕捞，导致我国大刺鳅野生资源急剧减少，
在福建、广东和湖南等省已被列为重点保护野生水
生动物（周惠强等，2019）。因此，加强大刺鳅生长发
育及人工养殖技术研究，对有效保护和利用大刺鳅
种质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前人研究进展】目前，针对
大刺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养殖繁育技术（陈方平等，
2015；张 建 铭 等 ，2015；薛 凌 展 ，2016）、生 理 生 化
（Verma and Alim，2015；初庆柱等，2016；Han et al.，
2018）、群体遗传（杨华强等，2016；林婷婷，2017，江
小璐，2018）及形态差异（舒琥等，2017，周惠强等，

种潜在、最有效的生长促进剂之一，其促生长作用主
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激活靶细胞膜上的生长
激素受体（GHR）而实现其生物学效应；另一种是促
进肝脏和其他组织产生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s，IGFs），通过GH-IGF轴而间接发
挥作用（徐敏华等，2012）。至今，已克隆获得斜带石
斑鱼（Epinephelus coioides）
（张为民等，2003）、淇河
鲫（Carassius auratus gibelio var）（ 高 春 生 等 ，
2008）、鳜（Siniperca chuatsi）
（刘臻等，2010）、军曹鱼
（Rachycentron canadum）
（郝 羽 等 ，2011）、达 氏 鲟
（Acipenser dabryanus）
（单喜双等，2015）及兰州鲇
（Silurus lanzhouensis）
（王 发 新 等 ，2015）等 鱼 类 的
GH基因，并在原核表达载体中成功表达。
【本研究切
入点】GH对鱼类的生长及繁育均具有重要作用，但
至今有关大刺鳅GH的研究尚无报道。
【拟解决的关
键问题】采用RT-PCR和RACE克隆大刺鳅GH全长
cDNA序列，并通过实时荧光定量PCR对大刺鳅不同
组织及胚胎不同发育时期GH基因的表达情况进行
分析，旨在揭示GH是否能以旁分泌或自分泌方式对
大刺鳅的生长和发育发挥作用，为其生长调节研究
积累基础数据。

2019）等方面，而有关大刺鳅生长相关基因的研究鲜

1 材料与方法

见报道。生长激素（Growth hormone，GH）是由下丘

1. 1

脑—垂体前叶嗜酸性细胞合成分泌的一种约含200
个氨基酸的单链多肽激素，与脊椎动物的生长发育
密切相关（Yowe and Epping，1995）。GH分泌受下
丘脑分泌生长激素释放激素、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
和生长激素抑制激素的调控。GH不仅能增强鱼类
的食欲，促进饵料转化率及提高其生长速率（Moller
et al.，2007），还在鱼类生长调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与 渗 透 压 平 衡（Sakamoto et al.，1997）、生 殖 繁 育
（Hull and Harvey，2002；周立斌等，2004）、游泳行为
（Johansson et al.，2004）、能 量 代 谢（Rousseau and
Dufour，2007）及免疫（Yada，2007）等生理活动的调
节也密切相关。在鱼类养殖业方面，GH被认为是一

试验材料
大刺鳅成鱼采自云南澜沧江，平均体质量80±5
g/尾，无伤病，体格健壮。总RNA提取试剂盒RNAprep Pure Tissue Kit（DP431）购自天根生化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大肠杆菌DH5α感受态细胞（B5284130010）购自生工生物工程（上海）有限公司；Taq DNA
聚 合 酶（R500A）、pMD19 - T 载 体（6013）及 SMAR Ter® RACE 5'/3' Kit（634860）试剂盒购自TaKaRa公
司 ；RNA Keeper Tissue Stabilizer （R501 -01）保 存
液、ChamQ SYBR qPCR Master Mix（Q311-02）试剂
盒及HiScript II Q RT SuperMix for qPCR（+gDNA
Wiper）
（R223-01）试剂盒购自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所有引物合成及测序均由生工生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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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有限公司完成。
1. 2 总RNA提取和cDNA第一链合成
采用MS-222（50 mg/L）麻醉后，无菌采集大刺
鳅成鱼的脑、肌肉、心脏、肝脏、肾脏、脾脏、胃、肠道、
眼、鳃和性腺等11种组织，迅速放入RNA Keeper Tissue Stabilizer（R501-01）保存液中，用RNAprep Pure
Tissue Kit（DP431）提取其总RNA。选择不同发育时
期的大刺鳅胚胎（多细胞期、囊胚期、原肠胚期、肌节
出现期和出膜期）样品置于液氮中保存，提取总RNA
用于后续研究。采用1.2%琼脂糖凝胶电泳和GoldView染色检测总RNA完整性，并以分光光度计检测
其浓度及纯度；然后运用SMARTer® RACE 5'/3' Kit
（634860）中的反转录试剂盒合成cDNA第一链。
1. 3 GH基因cDNA序列克隆及测序分析
依据GenBank已公布的黄鳝、斜带石斑鱼等物
种GH基因序列设计引物P1和P2（表1），用于扩增大
刺鳅GH基因的部分片段；cDNA 5'端和3'端非编码
区的扩增采用SMARTer® RACE 5'/3' Kit（634860）试
剂盒，按照说明进行操作，扩增特异性引物分别为
GH-GSP1和GH-GSP2（表1）。PCR产物经纯化后克
隆至pMD19-T载体上，再转化DH5α感受态细胞，挑
选阳性克隆进行测序。应用BLAST对获得的大刺
鳅GH基因cDNA序列进行同源性比对分析，并推导
其开放阅读框（ORF）和编码氨基酸序列；以ClustalX 2.1进行氨基酸序列比对分析，选择比对模型
Multiple Alignment Mode（多序列比对），默认参数
设置，比对方法选用Do Complete Alignment（进行完
全 比 对）；得出的比对分析结果运用BOXSHADE
Server（https：
//embnet.vital-it.ch/software/BOX_form.
html）进行着色处理；采用Multiple Sequence Alignment by CLUSTALW（https：
//www. genome. jp / tools -

bin/clustalw）进行物种同源性分析；利用MEGA 7.0
计算进化距离矩阵，以邻接法（Neighbor-joining，NJ）
构建系统发育进化树，Bootstrap设为1000。
1. 4

大刺鳅GH基因组织特异性表达检测
以实时荧光定量PCR测定GH基因在大刺鳅成

鱼各组织及胚胎发育各时期的表达量。以β-actin为
内参基因，依据克隆获得的大刺鳅GH基因cDNA全
长设计特异性引物GH-Real-F和GH-Real-R（表 1）；
按 HiScript II Q RT SuperMix for qPCR（+ gDNA
Wiper）试剂盒说明反转录合成cDNA。实时荧光定
量PCR反应体系20.0 μL：SYBR 10.0 μL，cDNA模板
2.0 μL，上、下游引物各0.4 μL，DEPC水7.2 μL。在
Bio-Rad CFX96TM Real Time System仪上进行扩增，
扩增程序：95 ℃预变性30 s；95 ℃ 15 s，60 ℃ 30 s，
进行40个循环。退火温度从60 ℃上升到95 ℃，绘
制熔解曲线以判断扩增产物的正确性。使用2–ΔΔCt法
换 算 GH 基 因 在 不 同 组 织 中 的 相 对 表 达 量 ，再 以
SPSS 17.0进行差异显著性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 1 大刺鳅GH基因cDNA序列全长及氨基酸序列
分析结果
大刺鳅GH基因cDNA序列全长815 bp。其中，
5'非编码区长33 bp，3'非编码区长167 bp，开放阅读
框615 bp，包含AATAA典型转录终止子加A信号，共
编码204个氨基酸（图1），
GenBank登录号MH885947。
SignalP-5.0 Server预测分析结果显示，大刺鳅GH氨
基酸序列的前17个氨基酸残基组成信号肽，切割位
点位于17Ser和18Gln间；ExPASy-ProtParam Tool预测
结果显示大刺鳅GH蛋白分子量为23007.33 Da，理
论 等 电 点（pI）为 6.90，其 氨 基 酸 组 成 中 以 亮 氨 酸

表 1 引物序列及相关信息
Table 1 Primers sequence and related information
引物名称
Primer

引物序列
Primer sequence

GHF1
GHR1
GH5GSP1
GH5GSP2
GH3GSP1
GH3GSP2
UPM-L

5'-CTCCATCGCTGTGAGCAGAGTT-3'
5'-TAGCCACTGTCAGGTATGTCTCCA-3'
5'-TGATCAGCAGCAGGATTCCTGTCTTCA-3'
5'-GCTGCTCCTCCGTCTGCAGAGAG-3'
5'-CAACACCTGCACCTGCTCGCTCAGA-3'
5'-AGGATGCAGCAGAAATCTTCTCTGACA-3'
5'-CTAATACGACTCACTATAGGGCAAGCAGT
GGTATCAACGCAGAGT-3'
5'-CTAATACGACTCACTATAGGGC-3'
5'-CTCCATCGCTGTGAGCAGAGTTC-3'
5'-CGCTGTGTCTCGTGCTTGTCGAT-3'
5'-TCATGAGGTAGTCTGTGAGGTCCC-3'
5'-GCCTCTGGTCGTACCACTGGTATT-3'

UPM-S
GH-Real-F
GH-Real-R
β-actin-F
β-actin-R

退火温度（℃）
Annealing
temperature
61

预扩增片段长度（bp）
Length of
amplified fragment
497

用途
Usage
ORF扩增

67

450

5'-RACE 扩增

67

700

3'-RACE 扩增
RACE随机引物

60

174

实时荧光定量PCR

60

150

内参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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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u）的 含 量 最 高（15.7%），丝 氨 酸（Ser）次 之
（14.2%），色氨酸（Trp）含量最低（0.5%）。大刺鳅GH
蛋白不稳定系数为56.38，是一种不稳定蛋白。蛋白

Fi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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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基酸残基亲/疏水性总平均数（GRAVY）为-0.144，
说明该蛋白为亲水性蛋白。

图 1 大刺鳅GH基因cDNA序列及其推导氨基酸序列
cDNA sequence of M. armatus GH gene and deduced amino acid sequence

大刺鳅GH前体蛋白的信号肽为前17个氨基酸，
黑线表示。成熟肽为第18~204个氨基酸，
其中4个保守的半胱氨酸残基用圆圈表示，
黄色阴影表
示加尾信号，
“*”
表示终止密码子
The signal peptide of M. armatus GH precursor was 17 amino acids and was marked by black line. Mature peptide was number 18-204 amino acids,
and the four conserved cysteine residues were annotated respectively by a circle. The yellow shadow indicated tailing signal，
“*”indicated the stop codon

2. 2 大刺鳅GH氨基酸序列同源性比对及系统发育
进化树
大刺鳅GH氨基酸序列与GenBank上其他19种
物种的GH氨基酸序列进行比对分析，结果发现在所
有物种中均存在4个保守的半胱氨酸（Cys）残基，且
近C-端区域内的序列高度保守（图2）。利用Multiple Sequence Alignment by CLUSTALW（https：
//www.
genome.jp/tools-bin/clustalw）对比GenBank已公布物
种（表2）的GH氨基酸序列，发现大刺鳅GH氨基酸序
列 与 斑 鳜（Siniperca scherzeri）、花 鲈（Lateolabrax
maculatus）和黄鳝（M. albus）的同源性较高，对应的
同源性分别为95.59%、95.07%和92.16%；在基于GH
氨基酸序列同源性构建的系统发育进化树（图3）中，
大刺鳅与同属于合鳃目的黄鳝聚为一支，亲缘关系
最近，而与陆生动物的同源性仅为25.49%~33.33%，
即鱼类与哺乳动物形成独立的进化分支，与形态学
系统发育进化树相吻合。
2. 3 大刺鳅GH基因的组织和时空特异性表达情况
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GH基因在大刺鳅

不同组织中的表达情况，结果（图4）显示，大刺鳅GH
基因在脑组织中的相对表达量最高，显著高于其他
组织中的相对表达量（P<0.05，下同）；其次是肝脏、
肌肉、性腺和心脏；肠道中的相对表达量最低。在大
刺鳅胚胎发育的各阶段均有GH基因表达，其中以囊
胚期的相对表达量较高，其次为原肠胚期，肌节出现
期和出膜期的相对表达量较低（图5）。

3 讨论
大刺鳅是一种特种经济鱼类，具有较高的经济
价值和研究价值。本研究利用RACE克隆获得的
大刺 鳅 GH 基 因 cDNA 序 列 全 长 815 bp，其 ORF 为
615 bp，编码204个氨基酸；大刺鳅GH蛋白氨基酸
177
194
也 存在4个保守的半胱氨酸残基（69Cys、
Cys、
Cys
和202Cys），与其他已知动物的GH氨基酸序列高度保
守。大刺鳅与其他27种物种的GH氨基酸同源性分
析结果表明，大刺鳅与同属于合鳃目的黄鳝亲缘关
系最近，在系统发育进化树上聚为一支。通过构建的
系统发育进化树还可看出，大多数鱼类的系统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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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刺鳅 M. armatus
黄鳝 Monopterus albus
斑马鱼 Danio rerio
草鱼 Ctenopharyngodon idella
大口鲶 Silurus meridionalis
黄颡鱼 Tachysurus fulvidraco
斑点叉尾鮰 Ictalurus punctatus
褐带石斑鱼 Epinephelus bruneus
牙鲆 Paralichthys olivaceus
斑鳜 Siniperca scherzeri scherzeri
大黄鱼 Larimichthys crocea
尼罗罗非鱼 Oreochromis niloticus
红鳍东方鲀 Takifugu rubripes
牛蛙 Rana catesbeiana
鸡 Gallus gallus
小鼠 Mus musculus
猕猴 Macaca mulatta
人类 Homo sapiens
cons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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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大刺鳅与其他脊椎动物的GH氨基酸序列比对分析
Fig.2 Amino acid sequence alignment of GH between M. armatus and other vertebrates
“*”
表示所有物种的氨基酸残基相同；
“.”
表示氨基酸残基相似；
矩形框表示 4 个保守的半胱氨酸残基。各参照物种GH氨基酸序列的 GenBank
登录号见表2
“*”indicated that amino acid residues were identical in all species；
“.”represented similar residues. Four conserved cysteine residues were boxed.
GenBank accession number of GH amino acid sequence in all reference species were in Table 2
大刺鳅 M. armatus MH885947
黄鳝 M. albus AAP42271.1
花鲈 Lateolabrax japonicas AGD80842.1
斑鳜 S. scherzeri ABP02006.1
尼罗罗非鱼 O. niloticus AAA49626.1
大黄鱼 L. crocea AAF42928.2
牙鲆 P. olivaceus BAA06159.1
日本鲭 Scomber japonicas ACZ04987.1
褐带石斑鱼 E. bruneus ACZ04988.1
红鳍东方鲀 T. rubripes AAC60105.1
大西洋鳕 Gadus morhua ACD46080.1
大马哈鱼 Oncorhynchus keta AAA49406.1
斑马鱼 D. rerio CAI79040.1
草鱼 Ctenopharyngodon idella AAT38519.1
鲤鱼 Cyprinus carpio CAA36228.1
鲮鱼 Cirrhinus molitorella AAL51107.1
斑点叉尾鮰 I. punctatus AAC60745.1
大口鲶 S. meridionalis AAP82934.1
印度鲶 Heteropneustes fossilis AAD33070.1
黄颡鱼 T. fulvidraco AET08956.1
牛蛙 R. catesbeiana AAB24792.1
鸡 G. gallus CAA35619.1
人类 H. sapiens AAA98618.1
猕猴 M. mulatta AAA18842.1
绵羊 Ovis aries AAB24467.2
小鼠 M. musculus EDL34290.1
野猪 Sus scrofa ACZ50636.1
美洲河马 Hippopotamus amphibious CAE01394.1

Fig.3

图 3 基于GH氨基酸序列同源性构建的系统发育进化树
Phylogenetic tree based on the GH amino acid sequences hom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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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大刺鳅GH氨基酸序列及各参照物种GH氨基酸序列的GenBank登录号
Table 2 GenBank accession numbers of GH amino acid sequences of M. armatus and other reference species
物种
Species
大刺鳅 M. armatus
黄鳝 M. albus
斑马鱼 D. rerio
草鱼 C. idella
日本鲭 S. japonicas
大西洋鳕 G. morhua
大马哈鱼 O. keta
褐带石斑鱼 E. bruneus
牙鲆 P. olivaceus
斑鳜 S. scherzeri
大黄鱼 L. crocea
尼罗罗非鱼 O. niloticus
红鳍东方鲀 T. rubripes
鲮鱼 C. molitorella

相对表达量
Relative expression

３．
５０
３．
００
２．
５０

b

１．
５０
０．
５０
０．
００

序号
No.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物种
Species
鲤鱼 C. carpio
印度鲶 H. ossilis
大口鲶 S. meridionalis
黄颡鱼 T. fulvidraco
斑点叉尾鮰 I. punctatus
花鲈 L. japonicas
牛蛙 R. catesbeiana
鸡 G. gallus
小鼠 M. musculus
猕猴 M. mulatta
绵羊 O. aries
野猪 S. scrofa
人类 H. sapiens
美洲河马 H. amphibious

a

２．
００
１．
００

登录号
Accession No.
MH885947
AAP42271.1
CAI79040.1
AAT38519.1
ACZ04987.1
ACD46080.1
AAA49406.1
ACZ04988.1
BAA06159.1
ABP02006.1
AAF42928.2
AAA49626.1
AAC60105.1
AAL51107.1

c
d

de

def
g defg
g

fg efg

Ｂ Ｇ Ｍｕ Ｌ Ｅ Ｓ
ｐ Ｇｉ Ｈ Ｉ Ｋ Ｓ
ｔ
组织 Tissue

图 4 大刺鳅GH基因的组织表达分布情况
Fig.4 Tissues expression of GH gene in M. armatus
B：脑组织；G：性腺；Mu：肌肉；L：肝脏；E：眼；Sp：脾脏；Gi：鳃；H：心
脏；I：肠道；K：肾脏；St：胃。图柱上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
0.05）。图5同
B：Brain；G：Gonad；Mu：Muscle；L：Liver；E：Eye；Sp：Spleen；
Gi：Gill；H：Heart；I：Intestine；K：Kidney；St：Stomach.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on the bar indica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
The same was applied in Fig.5

相对表达量
Relative expression

序号
No.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１８．
００
１６．
００
１４．
００
１２．
００
１０．
００
８．
００
６．
００
４．
００
２．
００
０．
００

登录号
Accession No.
CAA36228.1
AAD33070.1
AAP82934.1
AET08956.1
AAC60745.1
AGD80842.1
AAB24792.1
CAA35619.1
EDL34290.1
AAA18842.1
AAB24467.2
ACZ50636.1
AAA98618.1
CAE01394.1

a
a

b
bc
c

１

２

３

４

５

胚胎发育时期 Embryonic stage

图 5 大刺鳅GH基因在胚胎发育时期的表达分布情况
Fig.5 The relative expression of GH gene of M. armatus in
different stages of embryo
1：
多细胞期；
2：
囊胚期；
3：
原肠胚期；
4：
肌节出现期；
5：
出膜期
1：Multi-cell stage；2：Blastula stage；3：Gastrula stage；4：Sarcolemma
appearance；5：
Hatching stage

和瓦氏黄颡鱼（徐敏华等，2012）等鱼类中的研究结

分类结果与传统形态学分类一致，
说明基于GH氨基
酸序列同源性构建的系统发育进化树能较真实地反
映物种进化关系。
GH不仅在生长轴中居于中心位置，还在鱼类的
个体生长过程中发挥关键性作用。在垂体水平上，

果一致。此外，大刺鳅成鱼和其他硬骨鱼一样，GH

GH可通过超短反馈环路进行自分泌和旁分泌的调

本研究在大刺鳅的性腺和脾脏中也检测到GH基因

控（李文笙和林浩然，2010），因此明确GH基因在鱼

呈微量表达，与垂体外分泌的GH可参与虹鳟生殖

类组织中的表达情况，对研究鱼类生长具有重要意

（Loir，1999）及罗非鱼（Oreochromis mossambicus）免

义。本研究结果表明，GH基因在大刺鳅不同组织中

疫（Yada et al.，2002）等生理活动的结论一致。可

均有表达，其中又以在脑组织中的相对表达量最高，

见，大刺鳅GH基因在垂体外组织中也存在广泛表达

与在虹鳟（Oncorhynchus mykiss）
（Yang et al.，
1999）、

的现象，由此推测大刺鳅与其他鱼类一样，在垂体外

斜带石斑鱼（Li et al.，2005）和瓦氏黄颡鱼（Pelteo-

组织中合成的GH可能是以自分泌或旁分泌方式直

bagrus vachelli）
（徐敏华等，2012）中的表达模式相

接作用于自身或相邻细胞而发挥重要的生理功能。

似；在脾脏、肝脏和性腺等组织中也有表达，与在蓝

如在肌肉细胞中合成分泌的GH，可通过IGF介导或

太阳鱼（Lepomis cyanellus）
（曹运长等，2005）、鞍带

其他途径对其代谢进行调节；在性腺中合成分泌的

石斑鱼（Epinephelus lanceolatus）
（Dong et al.，2010）

GH则通过直接作用于性腺，以调控生殖活动及其功

基因在肌肉组织中的相对表达水平较高，表明GH除
了参与代谢调节外，还与肌肉发育和生长有关。GH
可直接与肌肉等靶器官上的GHR结合，进而影响细
胞营养物质分泌及其代谢（Dunshea et al.，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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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徐敏华等，
2012）。
本研究结果表明，GH基因在大刺鳅胚胎各发育
时期均有表达，其中以在囊胚期的相对表达量最高，
出膜期的相对表达量最低。目前，有关GH基因在鱼
类胚胎发育时期表达的研究较少。曹宏（2008）研究
发现，GH基因在中华鲟（Acipenser sinensis）胚胎发
育的14个特定时期一直处于高效表达状态；Ahmed
等（2011）在进行斑马鱼（Dranio rerio）的GHR信号
相关因子表达分析时发现，GH基因在2-细胞时期呈
高表达，其他时期的表达量较低；但臧坤（2014）在星
突江蝶（Platichthys stellatus）胚胎发育各时期均未
检测到GH基因的表达。说明GH基因在不同硬骨鱼
类胚胎发育时期的表达存在种类差异，但有关GH在
胚胎发育过程中的作用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究。

4 结论
大刺鳅GH基因具有高度的保守区域，在各组织
中广泛表达，尤其在脑组织中高表达，说明GH是以
自分泌或旁分泌方式对大刺鳅生长发挥重要作用，
且在胚胎发育过程中对细胞分化具有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Ahmed A S I，于力群，朱作言，孙永华. 2011. 生长激素受体
信号相关因子在斑马鱼中的比较表达分析及GHR信号
通路体内研究模型的建立（英文）
［J］. 水生生物学报，35
（5）：727-738.［Ahmed A S I，Yu L Q，Zhu Z Y，Sun Y
H. 2011. Comparative expression analysis of GHR signal
related factors in zebrafish（Dranio rerio） and in vivo
model to study GHR signaling［J］. Acta Hydrobiology Sinica，
35（5）：727-738.］
曹宏. 2008. 中华鲟垂体EST分析以及促性腺激素和生长激
素的克隆和表达特征研究［D］. 武汉：中国科学院水生生
物研究所.［Cao H 2008. EST analysis of Chinese sturgeon and the studies on cloning and expression characterization of GTH and GH genes［D］. Wuhan：Institute of
Hydrob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曹运长，文红波，李文笙，林浩然. 2005. 生长激素mRNA在蓝
太阳鱼垂体外组织中的表达分布［J］. 动物学研究，26
（2）：174 - 178. ［Cao Y C，Wen H B，Li W S，Lin H R.
2005. The profile of growth hormone gene expression in
extrapituitary tissues of Lepomis cyanellus［J］. Zoological
Research，26（2）：
174-178.］
陈方平，李林春，查广才，郑玉忠. 2015. 大刺鳅催产效率与积
温的相关性研究［J］. 安徽农业科学，43（19）：116-117.
［Chen F P，Li L C，Zha G C，Zheng Y Z. 2015. Study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accumulated temperature and the
induced - spawning efficiency of Mastacembelue armatus
［J］. Journal of Anhui Agricultural Science，43（19）：116117.］
初庆柱，陈刚，张健东，盼传豪，周晖. 2016. 大刺鳅消化系统
的组织学研究［J］. 淡水渔业，39（2）：14-18.［Chu Q Z，
Chen G，Zhang J D，Pan C H，Zhou H. 2016. Histological studies on digestive system of Mastacembelus arma-

51 卷

tus［J］. Freshwater Fisheries，
39（2）：14-18.］
高春生，范光丽，杨国宇，王艳玲. 2008. 淇河鲫生长激素基因
的克隆与原核表达［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
学版），
36（3）：
54-58.［Gao C S，
Fan G L，
Yang G Y，
Wang
Y L. 2008. Cloning and prokaryotic expression of growth
hormone in Carassius auratus gibelio var［J］. Journal of
Northwest A & F University（Natural Science Edition），36
（3）：54-58.］
郝羽，邓思平，刘丽，刘楚吾. 2011. 军曹鱼（Rachycentron canadum）生长激素基因cDNA的克隆和原核表达［J］. 海洋
与湖沼，42（3）：409-413.［Hao Y，Deng S P，Liu L，Liu
C W. 2011. Cloning of cDNA for Rachycentron canadum
growth hormone and its expression gene prokaryocute
［J］. Oceanologia et Limnologia Sinica，
42（3）：409-413.］
江小璐. 2018. 华南及邻近地区不同群体大刺鳅的遗传多样
性及亲缘地理研究［D］. 广州：
广州大学.［Jiang X L. 2018.
Genetic diversity and phylogeography of different populations of Mastacembelus armatus in Southern China and
its adjacent areas［D］. Guangzhou：
Guangzhou University.］
李文笙，林浩然. 2010. 鱼类生长激素合成与分泌的内分泌调
控网络：垂体生长激素分泌细胞中的信号整合［J］. 中国
科学：
生命科学，
40（2）：
149-158.［Li W S，
Lin H R. 2010.
The endocrine regulation network of growth hormone
synthesis and secretion in fish：Emphasis on the signal integration in somatotropes［J］. Scientia Sinica Vitae，
40（2）：
149-158.］
林婷婷. 2017. 大刺鳅（Mastacembelus armatus）微卫星标记
开发及野生群体遗传多样性分析［D］. 广州：广州大学.
［Lin T T. 2017. Isolation of microsatellite markers and
population genetic diversity analysis in Mastacembelus
armatus［D］. Guangzhou：
Guangzhou University.］
刘臻，罗小华，鲁双庆，谢帝芝，房志家，肖克宇. 2010. 鳜
（Siniperca chuatsi）生长激素基因克隆和原核表达［J］.
海洋与湖沼，41（3）：365-370.［Liu Z，Luo X H，Lu S Q，
Xie D Z，Fang Z J，Xiao K Y. 2010. Cloning and prokaryotic expression of growth hormone gene of Siniperca
chuatsi［J］. Oceanologia et Limnologia Sinica，
41（3）：
365370.］
单喜双，岳华梅，陈细华，叶欢，杨晓鸽，李创举. 2015. 达氏鲟
生长激素基因cDNA克隆、表达及免疫荧光定位研究
［J］. 水生生物学报，39（2）：307-314.［Shan X S，Yue H
M，Chen X H，Ye H，Yang X G，Li C J. 2015. cDNA
clong，expression and immunolocalization of growth hormone gene in Acipenser dabryanus［J］. Acta Hydrobiologica Sinica，
39（2）：
307-314.］
舒琥，江小璐，杨华强，林婷婷，周惠强，张明清，查广才.
2017. 华南地区7个大刺鳅野生群体的形态差异分析
［J］. 广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6（3）：8-14.［Shu H，
Jiang X L，Yang H Q，Lin T T，Zhou H Q，Zhang M Q，
Zha G C. 2017. Analysis of morphological variations
among seven wild populations of Mastacembelus armatus in South China area［J］. Journal of Guangzhou University（Natural Science Edition），16（3）：
8-14.］
王发新，连总强，吴旭东，魏大为，肖伟，李力. 2015. 兰州鲇生
长激素（GH）基因的克隆及序列分析［J］. 淡水渔业，45
（4）：20-25.［Wang F X，Lian Z Q，Wu X D，Wei D W，
Xiao W，Li L. 2015. Cloning and sequence analysis of
growth hormone（GH） gene in Silurus lanzhouensis［J］.

1期

钟东明等：大刺鳅生长激素基因克隆与表达分析

Freshwater Fisheries，
45（4）：20-25.］
徐敏华，龙丽娜，王悦如，陈立侨. 2012. 瓦氏黄颡鱼生长激素
基因克隆及其组织特异性表达分析［J］. 水产学报，36
（5）：652-662.［Xu M H，Long L N，Wang Y R，Chen L
Q. 2012. Cloning and differential expression of growth
hormone in Pelteobagrus vachelli［J］. Journal of Fishe ries of China，36（5）：
652-662.］
薛凌展. 2016. 大刺鳅胚胎发育观察［J］. 淡水渔业，44（2）：
101-104.［Xue L Z. 2016. Observation on the embryonic
development of Mastacembelue armatus［J］. Freshwater
Fisheries，
44（2）：
101-104.］
杨华强，李强，舒琥，岳磊，林婷婷，刘远波. 2016. 华南及邻近
地区大刺鳅遗传多样性的ISSR分析［J］. 水生生物学报，
40（1）：63-70.［Yang H Q，Li Q，Shu H，Yue L，Lin T T，
Liu Y B. 2016. Genetic diversity of Mastacembelus armatus in Southern China and surrounding areas based on
ISSR analysis［J］. Acta Hydrobiologica Sinica，40（1）：6370.］
臧坤. 2014. 星突江鲽生长激素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的生理
功能及体外重组研究［D］. 上海：上海海洋大学.［Zang
K. 2014. Studies on the physiological function and in vitro recombinant expression of growth hormone and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from Platichthy stellatus［D］. Shanghai：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张建铭，曾庆祥，刘斌，方园，刘德亭，张家海. 2015. 大刺鳅人
工繁殖技术初探［J］. 中国水产，
（9）：85-86.［Zhang J M，
Zeng Q X，Liu B，Fang Y，Liu D T，Zhang J H. 2015.
Preliminary study on artificial propagation technology of
Mastacembelus armatus［J］. China Fisheries，
（9）：85-86.］
张为民，张勇，李欣，张利红，田静. 2003. 斜带石斑鱼生长激
素cDNA克隆及其在大肠杆菌的融合表达［J］. 水产学
报，27（5）：392-396.［Zhang W M，Zhang Y，Li X，Zhang
L H，Tian J. 2003. Epinephelus coioides growth hormone
cDNA clonging and fusion expression in Escherichia coli
［J］. Journal of Fisheries of China，27（5）：392-396.］
周惠强，李芬，舒琥，钟东明，何佩莹，黄小琪，陈忠凯. 2019.
大刺鳅雌雄个体形态差异分析［J］. 广东海洋大学学报，
39（1）：1-6.［Zhou H Q，Li F，Shu H，Zhong D M，He P
Y，Huang X Q，Chen Z K. 2019. Analysis on morphological indexes and discrimination of male and female Mastacembelus armatus［J］. Journal of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39（1）：
1-6.］
周立斌，刘晓春，叶卫，林浩然. 2004. 长臀鮠生长激素的生殖
周期变化［J］. 水生生物学报，28（6）：679-681.［Zhou L
B，Liu X C，Ye W，Lin H R. 2004. Sexual cycle changes
of growth hormone in helmet catfish，Cranoglanis bou derius［J］. Acta Hydrobiologica Sinica，
28（6）：
679-681.］
Cakmak E，Alp A. 2010. Morphological differences among
the Mesopotamian spiny eel，Mastacembelus mastacembelus（Banks & Solander，
1794），
populations［J］. Turkish Journal of Fisheries and Aquatic Sciences，10：
87-92.
Dong H Y，Zeng L X，Duan D，Zhang D P，Li W S，Lin H R.
2010. Growth hormone and two forms of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s I in the giant grouper（Epinephelus lanceolatus）：Molecular cloning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tissue
distribution［J］. Fish Physiology and Biochemistry，
36（2）：
201-212.
Dunshea F R，Harris D M，Bauman D E，Boyd R D，Bell A
W. 1992. Effect of porcine somatotropin on in vivo glucose kinetics and lipogenesis in growing pigs［J］. Journal

·201·

of Animal Science，
70（1）：141-151.
Han C，Li Q，Lin J F，Zhang Z P，Huang J R. 2018. Characterization of complete mitochondrial genomes of Mastacembelus erythrotaenia and Mastacembelus armatus（Synbranchiformes：Mastacembelidae） and phylogenetic studies of Mastacembelidae［J］. Conservation Genetics Resources，
10：
295-299. doi：10.1007/s12686-017-0807-0.
Hull K L，
Harvey S. 2002. GH as a co-gonadotropin：
The relevance of correlative changes in GH secretion and reproductive state［J］. The Journal of Endocrinology，172（1）：
1-19.
Johansson V，Winberg S，Jönsson E，Halla D，Thrandur B，
Björnssona. 2004. Peripherally administered growth hormone increases brain dopaminergic activity and swimming in rainbow trout［J］. Hormones and Behavior，46
（4）：436-443.
Li W S，Chen D，Wong A O L，Lin H R. 2005. Molecular
cloning，tissue distribution，and ontogeny of mRNA expression of growth hormone in orange-spotted grouper
（Epinephelus coioides）
［J］. General and Comparative Endocrinology，
144（1）：78-89.
Loir M. 1999. Spermatogonia of rainbow trout：II. In vitro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pituitary hormones，growth factors and steroids on mitotic activity［J］. Molecular Re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53（4）：
434-442.
Moller N，Copeland K C，Nair K S. 2007. Growth hormone
effects on protein metabolism［J］. Endocrinology and Metabolism Clinics of North America，
36（1）：89-100.
Nelson J S. 2006. Fishes of the world［M］. The 4th Edition.
Hoboken：
Wiley and Sons：
316-317.
Rousseau K，Dufour S. 2007. Comparative aspects of GH and
metabolic regulation in lower vertebrates［J］. Neuroendocrinology，
86（3）：165-174.
Sakamoto T，Shepherd B S，Madsen S S，Nishioka R S，Siharath K，Richman N H，Bern H A，Grau E G. 1997. Osmoregulatory actions of growth hormone and prolactin in
an advanced teleost［J］. General and Comparative Endocrinology，
106（1）：95-101.
Verma S K，Alim A . 2015. Ultimobranchial gland respond in
a different way in male and female fresh water teleost
Mastacembelus armatus（Lacepede） during reproductive
cycle［J］. Animal Reproduction Science，
156：
111-117.
Yada T. 2007. Growth hormone and fish immune system［J］.
General and Comparative Endocrinology，152（2-3）：353358.
Yada T，Uchida K，Kajimura S，Azuma T，Hirano T，Grau E
G. 2002. Immunomodulatory effects of prolactin and
growth hormone in the tilapia，Oreochromis mossambicus
［J］. The Journal of Endocrinology，
173（3）：483-492.
Yang B Y，Greene M，Chen T T. 1999. Early embryonic expression of the growth hormone family protein genes in
the developing rainbow trout，Oncorhynchus mykiss［J］.
Molecular Re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53（2）：127134.
Yowe D L，Epping R J. 1995. Cloning of the barramundi
growth hormone-encoding gene：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higher and lower vertebrate GH genes［J］. Gene，162
（2）：255-259.

（责任编辑 兰宗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