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鳜不同图案类型皮肤中间隙连接蛋白基因
Cx39.4 与 Cx41.8 表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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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间隙连接蛋白（connexin, Cx）是影响色素细胞间信息交流的重要因子，对鱼类皮肤图案的形成起着
重要的作用。以鳜（Siniperca chuatsi）不同图案类型（普通型：皮肤图案包含若干明显的条、带或斑块，无规则型：
图案为短、碎的无规则条纹）为研究对象，对皮肤组织中的黑色素细胞进行切片观察，并测定间隙连接蛋白基因
Cx39.4、Cx41.8 表达特征。结果显示：普通型黑色素细胞分布区域特征性明显，躯干图案区域（纵带和斑块）黑
色素细胞大量聚集，排列较为紧密；无规则型黑色素细胞分布松散无规律。普通型躯干区域（纵带、斑块和非图案）
连接蛋白基因 Cx39.4 与 Cx41.8 表达水平高于头部（过眼条纹）区域；无规则型躯干区域连接蛋白基因 Cx39.4 表
达水平与普通型无明显差异，连接蛋白基因 Cx41.8 表达水平极显著低于普通型。结果表明，间隙连接蛋白基因
Cx41.8 表达水平差异可能影响黑色素细胞的分布与排列，进而影响鳜皮肤图案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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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nexin(Cx) is one of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information exchange between pigment
cells, and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skin patterns in fish. In this study, melanophores in the skin
tissues were observed and gene expression of Cx39.4 and Cx41.8 were investigated in two different skin pattern
types of Siniperca chuatsi (Common types: the pattern contains several distinct strips, bands or spots; Irregular
types: short, broken, irregular strip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pecific area of melanophores is distinctive in
common types, and a large number of melanophores are concentrated and arranged closely in the trunk pattern
(bands and spots), while melanophores is loosely and irregularly distributed in the irregular types. In the common
types,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Cx39.4 and Cx41.8 in the trunk area(bands, spots and non-pattern area)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head area(eye strip). In trunk area of the irregular type,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Cx39.4 gene i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with the common type, but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Cx41.8 gene was significant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mmon typ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x41.8 may have some effect on the arrangement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melanophores, thereby affect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skin patterns.
Key words: Siniperca chuatsi; skin pattern; melanophores; Cx39.4; Cx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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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图案是鱼类最显著的外部特征之一，在鱼
类捕食、伪装、防御、繁殖中扮演着重要作用。有
关皮肤图案是如何产生的？图灵提出的“反应扩散
（reaction-diffusion）”机制认为，存在以某种数学
公式为基础的皮肤图案形成模型，通过改变模型中
的某些参数，可模拟生成各种各样的皮肤图案[1-2]。
影响鱼类皮肤图案形成的因素很多，例如遗传因素、
神经调节，外界的水质、光照等 [3-4]。
鱼类皮肤图案的形成主要与色素细胞的种类、
数量和空间排列密切相关。斑马鱼（Danio rerio）
体表含有若干条明暗相间的水平条带，研究发现，
黑色素细胞紧密分布在暗带区域，虹彩细胞主要分
布在明带区域，黄色素细胞则分别以两种不同形态
排列在明带和暗带区域，其中明带区域黄色素细胞
排列较为紧密，而暗带区域则排列较为松散[5]。孔
雀鱼（Poecilia reticulata）体表含有若干颜色不一、
形状不同的不规则斑块，其不同颜色区域的色素细
胞种类、数量和空间排列均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6]。
近年来，随着分子遗传技术的发展，已成功分离出
若干影响鱼类皮肤图案的基因（Mitfa, Leukocyte
tyrosine kinase, colony-stimulating factor1 等），它们
与色素细胞的分化、发育、存活、迁移以及相互作
用有关[7-9]。
间隙连接（gap junction, GJ）是细胞间连接方
式的一种，也是细胞间信息交流的通道，一些离子、
代谢物质及小的信号分子等可籍此通道内相互传
递 [10-11]。间隙连接蛋白（connexin, Cx）是一种整
合膜蛋白，是组成细胞间隙连接的基本结构单元。
在哺乳动物中，存在 20 多种间隙连接蛋白，每种连
接蛋白具有缝隙连接的独特通透性 [12]。在斑马鱼中
被预测出含有 39 个连接蛋白编码基因，其数量之多
可归因于鱼类进化过程中的基因复制，从而导致了
间隙连接功能的多样化[13-14]。研究表明，间隙连接
蛋白 Cx39.4 与 Cx41.8 参与斑马鱼明暗相间的条带
图案形成，基因突变或表达异常均可能产生不同的
皮肤图案的突变体（obelix, leopard 等）[15]。
鳜（Siniperca chuatsi）是我国特有的淡水名贵
经济种类，其皮肤图案复杂多样，头部有 3 条细长
条纹、躯干有 1 条垂直纵带和若干大小不一的斑块
（点）等。前期，本实验室已对鳜早期图案形成，
以及不同图案区域色素细胞排列进行了初步观察。
此外，还发现了一些个体皮肤图案异常，躯干部无
明显纵带和圆形斑块，表现为短、碎的无规则条纹。
为了解不同图案类型的差异和形成机理，本研究选
用鳜普通图案型和无规则图案型为研究材料，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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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图案皮肤中黑色素细胞排列，并检测间隙连接
蛋白基因 Cx39.4 与 Cx41.8 的表达特征，探讨连接
蛋白 Cx39.4 与 Cx41.8 可能对鱼类皮肤图案形成的
作用。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用鱼
试验用鱼均来源于安徽省池州市秋浦特种水产
开发有限公司养殖基地，选取鳜普通图案型（图
1-A）和无规则型（图 1-B）各 6 尾，全长 25～30 cm。
经 MS-222 麻醉处理后，普通型鳜采取左侧躯干纵
带、非图案区和交界处皮肤各 6 小块
（约 0.5 cm × 0.5
cm）
（图 1-A，②④⑤），Bouin’s 液固定，用于组织
切片观察；另一侧采取过眼条纹、躯干纵带、躯干
斑块、非图案区域皮肤，固定保存，用于基因表达
量的测定（图 1-A，①②③⑤）。无规则型鳜随机采
取躯干皮肤组织各 6 小块（约 0.5 cm × 0.5 cm）分
别用于组织切片制样和基因表达量的测定。

A.普通型, ①过眼条纹，②躯干纵带，③躯干斑块，④
交界处，⑤非图案区域； B.无规则型。
A. Normal pattern type, ①eye strip, ②trunk band, ③
trunk spots, ④junction, ⑤non-pattern area; B. Irregular pattern type.
图 1 鳜不同图案类型及皮肤采样示意图
Figure 1 Different pattern types of Siniperca chuatsi and skin
sampling

1.2 组织切片
将样品于 Bouin’s 液固定 12 h，70%酒精清洗样
品至黄色褪去，然后经 80%～100%的酒精脱水，二
甲苯透明，浸蜡 2 h，石蜡包埋。使用 Leica RM 2016
型切片机通过纵切将各部位皮肤连续切片。厚度为
5～7 μm，常规 H.E 染色，中性树胶封片，Olympus
显微镜观察及拍摄拍照。
1.3 基因相对表达量
Trizol 提取皮肤组织总 RNA，琼脂糖凝胶电泳
和 OD 仪检验 RNA 纯度和浓度（260/280≥2）。取
1 µL 各组织的总 RNA 为模板，反转录合 cDNA（按
PrimeScript RT reagent Kit With gDNA Eraser 说明书
操作）。参照 GenBank 中斑马鱼的 Cx39.4（BC
163757.1）与 Cx41.8（BC 163086.1）基因 cDNA 序
列，结合本实验室鳜转录组测序结果，用 Pri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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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mier 5.0 软件设计特异扩增引物（表 1）。用管
家基因 β-actin 作为内参，引物序列见表 1。
表 1 实时定量 PCR 引物
Table 1 Primers for Real-time PCR determinations of the key
enzyme genes expression
引物
引物序列（5′-3′）
用途
Primer
Primersequence
Usage
Cx39.4F AGAGTATTCGACAGGCATTGGC Cx39.4 qPCR
Cx39.4R

AAGGCTCTGTCGTAGCACACAG

Cx41.8F

GGAGCATTCTACCTCTGTTGGC

Cx41.8R

GGCTGTTCAGTGTCACAGTCAA

β-actinF

ATCGCCGCACTGGTTGTTGAC

β-actinR

CCTGTTGGCTTTGGGGTTC

Cx41.8 qPCR

β-actin qPCR

Real-time PCR 反应体系为 ddH2O 6 μL，SYBR

大

学

学

报

2020 年

Green Supermix 10 μL，引物(10 mol·L-1)各 1 μL，
cDNA(10 ng·L-1)2 μL。PCR 扩增程序：95 ℃ 3
min，95 ℃10 s，63 ℃15 s，72 ℃25 s，进行熔融
曲线分析，证实扩增出单个 PCR 产物。所有基因的
扩增效率大致相同，均在 95%以上。采用 2-ΔΔCT 法
对不同基因的表达量进行比较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图案类型皮肤组织切片观察
鳜皮肤组织结构主要由表皮层、真皮层和色素
层组成，鳜色素层主要含黑色素细胞，其分布在表
皮层与真皮疏松层之间，真皮致密层与肌肉相邻处。
普通型中，躯干纵带与非图案区黑色素细胞分布的
区域特征性明显。无规则型中，黑色素细胞无规则
分布，无明显的区域特征性。

A.普通型 a1.躯干纵带，a2.非图案区域，a3.交界处； B.无规则型 EL.表皮层，DL.真皮层；PL.色素层，Sc.鳞片，ML.
肌肉层，Me.黑色素细胞。
A. Normal pattern type a1. trunk band, a2. non-pattern area, a3. Junction. B. Irregular pattern type EL. Epidermis layer, DL.
Derma layer, PL. Pigment layer., Sc. Scale, ML. Muscular layer, Me. Melanophores.
图 2 鳜普通型和无规则型黑色素细胞分布
Figure 2 Melanophores distribution in the skin of the ordinary and irregular partterns of Siniperca chuatsi

Figure 3

ES.过眼条纹；TB.躯干纵带；TS.躯干斑块；No-PA.非图案区域；IG.无规则组
ES. eye strip; TB. trunk band; TS. trunk spot; No-PA. non-pattern area; IG. irregular group
图 3 鳜不同皮肤图案中连接蛋白基因 Cx39.4（A）与 Cx41.8（B）表达水平
Real- time PCR gene expression profiles of Cx39.4（A） and Cx41.8（B）in different patterns of Siniperca chuat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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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型中，躯干纵带区域色素层均含有大量紧
密排列的黑色素细胞（图 2A,a1），非图案区域色素
层均无黑色素细胞（图 2A,a2），图案与非图案的交
界区域真皮致密层与肌肉相邻处的色素层含有一些
松散分布的黑色素细胞（图 2A,a3）
。无规则型中，
黑色素细胞分布较为杂乱，其中，有些区域色素层
均含有连接紧密的黑色素细胞（图 2B,b1），有些区
域表皮层与真皮疏松层之间的色素层含有松散分布
的黑色素细胞（图 2B,b2），还有些区域表皮层与真
皮疏松层之间的色素层含有少量黑色素细胞，真皮
致密层与肌肉相邻处的色素层含有散开分布的黑色
素细胞（图 2B,b3）等。
2.2 不同皮肤图案中连接蛋白基因的表达
图 3A 显示鳜不同皮肤图案中间隙连接蛋白基
因 Cx39.4 表达水平。普通型中，躯干纵带、斑块区
域和非图案区域皮肤中连接蛋白基因 Cx39.4 的表
达水平显著高于头部过眼条纹区域（P<0.05），躯干
纵带和斑块区域表达水平略高于非图案区域
（P>0.05）。无规则型躯干皮肤中连接蛋白基因
Cx39.4 表达水平与普通型躯干纵带、斑块区域和非
图案区域无明显差异（P>0.05），但明显高于头部过
眼条纹区域（P<0.05）。
图 3B 显示鳜不同皮肤图案中间隙连接蛋白基
因 Cx41.8 表达水平。普通型中，躯干纵带、斑块区
域连接蛋白基因 Cx41.8 表达水平显高于躯干非图
案区域、头部过眼条纹区域（P <0.05），躯干非图
案区域表达水平略高于过眼条纹区域（P >0.05）。
无规则型躯干区域皮肤中连接蛋白基因 Cx41.8 表
达水平极显著低于普通型（P < 0.01）。

3

讨论

间隙连接蛋白 Cx39.4 与 Cx41.8 是黑色素细胞、
黄色素细胞形成间隙连接的主要成员，其编码基因
的表达异常可影响相邻细胞间正常的物质交换与信
息交流，从而产生各种不同的皮肤图案[16-17]。鳜体
表含有条、带、斑块等不同形状图案，透射电镜观
察中发现，在普通型的不同皮肤图案区域中，黄色
素细胞数量无明显差异，而黑色素细胞数量差异明
显，躯干图案区域（纵带和斑块）含有大量黑色素
细胞，躯干非图案区域仅表皮层含有少量黑色素细
胞，头部区域（过眼条纹）各色素细胞数量均较少。
本研究结果显示，普通型躯干区域（纵带、斑块和
非图案）连接蛋白基因 Cx39.4 与 Cx41.8 基因表达
水平均相对较高，头部区域（过眼条纹）较低，躯
干图案区域（纵带和斑块）表达水平略高于躯干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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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案区域。这与连接蛋白 Cx39.4 与 Cx41.8 仅在黑
色素细胞和黄色素细胞中表达相对应，也与躯干区
域（纵带、斑块和非图案）黑色素细胞数量多于头
部区域（过眼条纹），躯干图案区域（纵带和斑块）
黑色素细胞数量多于躯干非图案区域的结果相对
应。
本研究中观察到无规则型皮肤中黑色素细胞的
分布无规律，有的区域色素层均含有分布紧密的黑
色素细胞；有的区域表皮层与真皮疏松层之间的色
素层含有紧密分布的黑色素细胞，真皮致密层与肌
肉相邻处的色素层含有松散分布的黑色素细胞；也
有的区域表皮层与真皮疏松层之间的色素层含有少
量黑色素细胞，真皮致密层与肌肉相邻处的色素层
含有紧密分布的黑色素细胞等，这与其体表众多短、
碎的无规则条纹相对应。无规则型躯干连接蛋白基
因 Cx39.4 表达水平与普通型躯干（纵带、斑块和非
图案）区域无明显差异，而连接蛋白基因 Cx41.8
表达水平显著低于普通类型（P<0.01）。结果表明，
连接蛋白 Cx41.8 表达异常可影响不同皮肤图案类
型形成。相关研究表明，基因影响鱼类皮肤图案可
分为 3 方面：基因影响色素形成、基因影响色素细
胞形成和基因影响素色细胞间的相互作用[9,18-19]。由
此推测，无规则型中连接蛋白基因 Cx41.8 的表达下
调，可能影响了黑色素细胞相互作用，导致体表原
正常图案（条、带、斑）不能形成[20-21]。
黑色素细胞是鱼类皮肤组织中最常见的色素细
胞之一，细胞内含黑色素颗粒。普通型中，躯干图
案区域（纵带和斑块）中的黑色素细胞大量聚集，
分布较为紧密，形成了躯干黑褐色纵带、斑块的图
案。无规则型体表布满短、碎的无规则条纹，黑色
素细胞分布较为分散。间隙连接蛋白 Cx41.8 是相
邻黑色素细胞间隙连接通道的重要成员之一，与细
胞的发育、迁移、聚集等一系列生理活动密切相
关[22-23]。初步推测，由于无规则型鳜皮肤组织中连
接蛋白基因 Cx41.8 表达水平过低，黑色素细胞内接
蛋白 Cx41.8 的合成受到抑制，影响了黑色素细胞正
常的迁移与聚集，以至于黑色素细胞在某一特定的
区域内无法大量紧密的聚集，仅小范围的聚集成众
多小簇，无规律的分散在皮肤的各个部位，形成了
体表短、碎的无规则条纹的皮肤图案，但有关细胞
间信息交流的具体分子机制还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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