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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藤素对斑马鱼胚胎毒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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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ntitumor drug deguelin model provides basis for the in vivo experimen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deguelin on zebrafish embryonic development.
METHODS: The zebrafish embryos were treated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deguelin. The changes of the phenotype were
observed at 48 and 72 hours after postfertilization, and the hatching rate was counted at 72 hours after postfertilization.
RESULTS AND CONCLUSION: The development of embryo was remained under 0.1 μmol/L concentration of deguelin. The
development of embryo was delayed at 0.2 μmol/L concentration of deguelin. 0.3 μmol/L concentration of deguelin could inhibit the
development of embryo and cause death of the embryo. These results show that high concentration of deguelin leads to
embryonic lethality, while low concentration of deguelin delays the embryonic development.
Li WH, Wu XR. Embryotoxic effect of deguelin in zebrafish.Zhongguo Zuzhi Gongcheng Yanjiu. 2012;16(2): 852-854.
[http://www.crter.cn http://en.zglckf.com]

摘要
背景：以模式生物斑马鱼构建生物模型，易于开展活体实验。
目的：探讨了不同鱼藤素浓度对斑马鱼胚胎发育的影响。
方法：不同鱼藤素浓度作用于斑马鱼胚胎，分别在受精后 48，72 h 观测其表型变化，受精后 72 h 统计其胚胎孵化率。
结果与结论：鱼藤素在 0.1 μmol/L 浓度以下对斑马鱼胚胎发育无影响，0.2 μmol/L 浓度延缓斑马鱼胚胎发育，0.3 μmol/L 浓
度以上抑制了斑马鱼胚胎发育，使胚胎致死。结果表明，鱼藤素高浓度使胚胎致死，低浓度延缓胚胎发育。
关键词：鱼藤素；斑马鱼；胚胎发育；帕金森病；肿瘤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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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鱼藤素(Deguelin)是从植物中提取的黄酮
类化合物，结构明确。体外细胞实验表明其能
抑制PI3K活性[1-2]，并可降低pAkt水平，促进肿
瘤细胞凋亡。Chun等[1]指出鱼藤素的作用机理
是高度专一性的，其主要攻击目标是肿瘤细胞

产卵200枚，胚胎在24 h内就可发育成形，繁殖
周期短，这使得生物学家可以在同一代鱼身上
进行不同的实验，进而研究病理演化过程并找
到病因。
本文研究了不同浓度的鱼藤素对斑马鱼胚
胎发育的影响作用，初步探讨了鱼藤素在模式
生物斑马鱼上的作用浓度及胚胎表型变化，为
进一步研究鱼藤素作用机制提供基础依据。

及癌前病变细胞，对其周边组织的正常细胞影
响甚微。鱼藤素选择性作用肿瘤细胞、抗肿瘤

1

材料和方法

谱广及高效低毒等特性使其备受人们关注，其
抗肿瘤作用机制尚待进一步阐明。

设计：胚胎发育观察。

斑马鱼(Danio rerio)是近几十年出现的新
型模式生物，是目前生命科学研究中重要的模
式脊椎动物之一。它具有其他模式生物不具有
的显著优势：①斑马鱼基因与人类基因的相似
度达到87%，这意味着在其身上做药物实验所
得到的结果在多数情况下也适用于人体，因此
它受到生物学家的重视。②斑马鱼的胚胎是透
明的，易于观察和操作，所以很容易观察到药
物对其体内器官的影响。此外，雌性斑马鱼可

时间及地点：于2011-07/09在北京大学深
圳研究生院遗传与发育实验室完成。
材料：Tubingen 野生型斑马鱼，取自北京
大学深圳研究生院遗传与发育实验室；鱼藤素、
二甲基亚砜(DMSO0购自美国Sigma公司；甲基
纤维素(M450)购于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
司；正置显微镜为 ZEISS 公司生产；体视显微
镜(Zeiss Stemi 2000-C)为北京普瑞赛司仪器有
限公司生产(CANON Power Shot A2100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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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率为零，胚胎全部死亡，见图2。

方法：
胚胎收集：根据Zebrafish book中描述的方

2
2.1

a: Control group
(dimethyl sulfoxide)

c: 0.2 μmol/L deguelin
group

e: Hatching

Figure 1

f: Embryonic death

Influence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deguelin on zebrafish embryonic
development
不同鱼藤素浓度对斑马鱼胚胎发育的影响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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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1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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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下出现了不同的发育表型。0.025，0.05，
0.1 μmol/L药物浓度的胚胎都出现相同的表型

d: 0.3, 0.4 μmol/L deguelin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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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鱼藤素对胚胎表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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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guelin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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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养殖斑马鱼[3]，鱼房内光照和黑暗的比例
为14/10，成年斑马鱼雌雄分开饲养，并定时
喂以饲料。实验前天晚上，将雌雄以1∶2移
入产卵缸，并用隔板将雌雄分开。次日清晨，
移去隔板，雄鱼追逐雌鱼后，约30 min便可
收集胚胎。胚胎用养鱼水清洗干净后，转入
一次性消毒平板培养皿中，于28.5 ℃恒温箱
中对胚胎进行控光培养，根据实验要求选取
合适的发育时段。
试剂配制：鱼藤素用二甲亚砜(DMSO)助溶，
将其配成贮存液，避光置于-20 ℃冰箱。实验
时再稀释到所需浓度。斑马鱼培养液参照
Zebrafish book 标准配制。将鱼藤素药物分为
0.025，0.05，0.1，0.2，0.3，0.4 μmol/L 6个
浓度组，并设含DMSO孵化液的对照组，DMSO
终浓度为1%。
胚胎的处理：在体式显微镜下挑选培养皿中
正常发育受精后6 h (hour past fertilization) 的
斑马鱼胚胎，随机移入12孔板的样孔中，每孔
25枚，每个实验浓度组75枚胚胎，样孔中吸干原
有培养液后迅速加入2 mL配好的药液，28.5 ℃
恒温箱中培养。
主要观察指标：定期观察胚胎发育情况，
及时剔除死亡胚胎，于受精后48，72 h观察、
拍照和孵化率统计。

DMSO: dimethyl sulfoxide

Figure 2

和对照组无差别，见图1a，b，0.2 μmol/L药物
浓度发育明显比对照组缓慢，此浓度抑制了胚

图2

胎发育，见图1c。0.3，0.4 μmol/L药物浓度组

Influence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deguelin on embryonic hatching rates at
72 h after postfertilization
受精后 72 h 各鱼藤素浓度对胚胎孵化率的
影响

也表现一样的表型，见图1d，正常发育，受精

综上所述，鱼藤素在0.1 μmol/L浓度以下

后72 h全部孵出，见图1e，说明0.1 μmol/L药

对斑马鱼胚胎发育无影响，0.2 μmol/L浓度延

物浓度以下对胚胎发育无影响。加药后胚胎停

缓斑马鱼胚胎发育，0.3 μmol/L浓度以上抑制

止发育，受精后24 h大部分胚胎死亡，受精后

了斑马鱼胚胎发育，使胚胎致死。

72 h胚胎全部死亡，见图1f，此浓度阻断了胚
胎发育。
2.2

3

鱼 藤 素对 胚 胎 孵化率 的 影 响

讨论

受精后

72 h，对照组、0.025，0.05，0.1 μmol/L鱼藤

鱼藤素是从豆科毛鱼藤植物中分离的一种

素浓度组胚胎孵化率为100%；0.2 μmol/L浓度

黄酮类化合物，是一种潜在的强有力的天然抗

组孵化率为75.5%；0.3，0.4 μmol/L浓度组孵

癌药物，实验表明鱼藤素对多种进展期肿瘤有

ISSN 1673-8225

CN 21-1581/R

CODEN: ZLKHAH

853

www.CRTER.org

李文浩，等. 鱼藤素对斑马鱼胚胎毒性的作用

治疗作用[1-5]。尽管鱼藤素在体内和体外试验都有抗肿瘤

[6]

活性，但作为临床用药的话也有很多潜在的副作用。长

Caboni P, Sherer TB, Zhang N, et al. Rotenone, deguelin, their
metabolites, and the rat model of Parkinson's disease. Chem Res
Toxicol. 2004;17(11):1540-1548.

期或高剂量的使用鱼藤素处理大鼠会出现像帕金森病
样的综合征[6]。因此，鱼藤素作为一种具有很强生物活
性的抗肿瘤药物，在研究其抗肿瘤活性的同时也应考虑
其所带来的副作用。现在对于鱼藤素的研究大多都是细
胞层面上的研究，在生物个体上的研究尚少。斑马鱼作

来自本文课题的更多信息-基 金 声 明 ： 广 东 省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10251001002000000)，课题名称：基于 flk-GFP 斑马鱼模
型的鱼藤素血管生成抑制作用机制研究。

为一种新型的脊椎动物模式生物，对于筛选药物及研究

作者贡献：第一作者进行实验设计，实施，资料收集，

药物作用机制具有很大的优势。本实验为利用斑马鱼模

成文；第二作者实验评估，审校；第一、二作者对文章负责。

型研究鱼藤素的作用机制提供了基础的实验依据。
致谢：感谢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遗传与发育实验

利益冲突：课题未涉及任何厂家及相关雇主或其他经济
组织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或利益的赞助。

伦理批准 ：实验过程中对动物的处置符合 2009 年

室为本实验完成提供斑马鱼及实验器材。

《Ethical issues in animal experimentation》相关动物伦理
学标准的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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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guelin; Zebrafish; Antitumour。检索结果表明，国内外此
类研究多为细胞层面上研究鱼藤素的抗肿瘤作用，很少在动
物模型上研究其抗肿瘤作用。本实验利用斑马鱼这一很好的
动物模型研究其抗肿瘤作用，发现了鱼藤素作用斑马鱼胚胎
的浓度及其胚胎表型，为鱼藤素在斑马鱼模型上的抗肿瘤机
制及可能潜在的不良反应研究提供了实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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