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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皮质醇是衡量鱼类应激状况的重要参考指标，从血液中检测皮质醇的常规方法会对鱼造成严重伤害甚至致其死亡。
本实验室开发了一种从水中检测皮质醇的技术，应用该技术比较了大黄鱼高温处理组 （28 益） 和对照组 （20 益） 血清与水
样中皮质醇含量的变化，结果显示血清与水样皮质醇的检测结果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且相关性显著 （P < 0.05），说明通过测
定水样中的皮质醇来代替血清中的皮质醇是可行的。为进一步验证该方法的效果，我们又比较了机械应激前后水样中皮质醇

含量变化，结果显示机械胁迫也导致了皮质醇含量的显著升高 （P < 0.01）。本技术的建立可为大黄鱼养殖过程中应激状态的
无创检测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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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non-invasive measuring technology of cortisol in
large yellow croaker 渊Larimichthys crocea冤
CAI Xiao-fang, LI Qing-chang, ZHANG Xiao-lin, LI Jun-fan, LIU Xian-de

(Fisheries College, Key Laboratory of Mariculture for the East China Sea,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of China,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Cortisol i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indicator to measure the stress status of fish. Conventional detection method of

cortisol need sampled blood from fish, which may cause fish injury or even death. In this study, a new technology is
developed which can detect cortisol concentration in water. Using this technology the cortisol content in serum and water
sample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high-temperature stress (28 益) and normal temperature (20 益) in large yellow croaker are

firstly compar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rend of cortisol in serum and water samples were highly consistent and
correlated significantly (P<0.05), which suggested the feasibility of this method to measure cortisol in water and can replace

cortisol detection in serum. To further verify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method, the cortisol content in water samples before and

after mechanical stress are compar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mechanical stress also led to a significant increase of cortisol
content in water samples (P<0.01). The technology developed in this experiment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non -invasive
monitoring of stress state during the culture of large yellow croaker.

Keywords：Larimichthys crocea; non-invasive measurement; cortisol; high temperature stress

鱼类的应激反应是在应对诸如温度 （张亚晨
等， 2015；李佳凯 等， 2015）、盐度 （Fevolden et
al， 2003； 童 燕 等 ， 2007）、 拥 挤 （李 爱 华 ，
1997； 王 文 博 等 ， 2004）、 运 输 （彭 士 明 等 ，

2011） 等因素的刺激时，为了适应外界的环境变化

而进行的一种适应性生理反应。硬骨鱼类在受到刺
激后，其体内下丘脑 -垂体-肾间组织轴 （HPI 轴）
会迅速起作用，这一系列的神经反射会促进促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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腺皮质激素（ACTH） 的分泌，ACTH 作用于肾间组
织，进而使头肾细胞合成并释放糖皮质激素，引起
以皮质醇为主的糖皮质醇激素含量增加 （韦海明，
2014； Mercado et al， 2018），因此，常将皮质醇
作为反映鱼类应激程度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

（Santos et al， 2010； Ellis et al， 2012）。皮质醇是
一种抑制生长的类固醇，高浓度和较长时间的作用

通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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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水族箱中暂养一周，暂养期间水温为 20依0.5 益，

pH 为 7.5，连续曝气，每天投喂普通商业配合饲
料，每天投喂量为体重 1.5 % ，每天早晚换水两

次，换水量为总水量的 75 %。

1.2 实验设计与样品采集
首先以高温为应激源，检测高温胁迫条件下和

常温下血清中皮质醇浓度和水中皮质醇浓度，并分

会对鱼体造成严重的伤害，因此，实时检测鱼体皮

析二者的相关性，初步确定从水中检测皮质醇方法

质醇浓度是非常必要的。皮质醇浓度的常规检测是

的有效性及可靠性，然后应用机械应激对上述建立

通过采集血清或血浆进行，但取血过程会对鱼体造
成严重伤害甚至致其死亡，也违反了动物福利原

的方法进行验证。
高温应激实验：实验分为实验组 （28 益） 和
对照组 （20 益），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分别在 5 个
21L 的独立水箱中进行，每组实验均重复 7 次。实
验组的 5 个水箱先用加热棒将温度加热到 28 益 ，
实验时将每个水箱中各放入 3 条大黄鱼后，开始计
时，在 0 h、 0.5 h、1 h、1.5 h、 2 h 五个时间点分
别采集各自水箱中的水样，每次采集 500 mL，采
集水样后，将实验鱼用丁香酚 （0.03 mL/L） 麻醉
3~5 min，使用无菌注射器从尾静脉采集血液，每
条鱼采集 1 mL 血液。采集的水样与血样立即进行
接下来的处理或者放入-20 益冰箱备用。
机械应激实验：实验分为实验组 （木棒搅拌
10 分钟） 和对照组 （不搅拌），实验组和对照组实

则。因此，亟须开发一种对鱼体伤害程度小或无创
的皮质醇检测技术。Scott 等 （2007） 的研究发现，
鱼类血浆中的游离皮质醇可通过鳃分泌到水中，且
与血浆中皮质醇含量呈正相关。目前，已在欧洲海
鲈 （Dicentrarchus labrax）、鲤鱼 （Cyprinus carpio）、
虹 鳟 （Oncorhynchus mykiss）、 大 西 洋 鲑 （Salmo
salar）、 三 刺 鱼 （Gasterosteus aculeatus）、 丽 鱼

（A matitlania Nigrofasciata） 上报道了从水中检测皮
质 醇 的 方 法 （Fanouraki et al， 2008； Ellis et al，
2004； Ruane et al， 2003； Wong et al， 2008；
Sebire et al，2007； Ellis et al，2007），但在大黄鱼
上尚未见到相关报道。
大黄鱼 （Larimichthys crocea） 隶属鲈形目、石
首鱼科、黄鱼属，为传统“四大海产”之一，是我
国近海主要经济鱼类，其出口量在海水鱼类中位列
第一， 2016 年大黄鱼的养殖产量达到 16.55 万吨

（农业部渔业局，2017）。大黄鱼对外界刺激非常敏
感，在养殖过程中大黄鱼经常遭受高温、台风、分
鱼、换网等刺激 （所以，本实验采用高温和机械搅
拌作为应激源），常常导致大黄鱼生长减缓、体质
变 弱 、 疾 病 易 发 和 死 亡 率 增 加 （陈 小 明 等 ，
2017），因此，开发一种方便快捷、又不伤害大黄
鱼的皮质醇检测方法，对于实时监测大黄鱼养殖过
程中应激程度并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4 月，从厦门海鲜市场
购买规格统一 （体重 210依10.5 g，体长 24依1 cm）、健

康无伤的大黄鱼用作实验材料。大黄鱼首先在实验
http://hytb.nmdis.org.cn

验分别在 5 个 21L 的独立水箱中进行，每组实验
均重复 7 次。实验组，将每个水箱中各放入 3 条大
黄鱼后，采集一次水样，记为 0 h，然后用木棒搅
拌 10 分钟，分别在 0.5 h、1 h、1.5 h、2 h 四个时
间点对水样都进行采集；对照组 （不搅拌），将每

个水箱中各放进 3 条大黄鱼后，分别在 0 h、0.5 h、
1 h、1.5 h、2 h 五个时间点对水样都进行采集。每
次采集的水样均为 500 mL，采集的水样立即进行
接下来的处理或者放入-20 益冰箱待测。
在以上实验过程中全程戴手套，以防止外源
污染。

1.3 样品处理
水样处理：水样中皮质醇浓度的测定参考
Br俟ning 等 （2015） 的方法并略有改动，先通过固相

萃取对水样中皮质醇进行浓缩，再采用酶联免疫法
对其含量进行测定。固相萃取柱填料为 SiliaSphere
PCC18 polymeric，50 滋m，120 魡，酶联免疫检测采

用皮质醇检测试剂盒 （购自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
所）。具体步骤为：淤称取 2 g 的硅胶作填料装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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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用 10 mL 乙醇 （分析纯） 活化萃取柱，盂10 mL
去离子水洗涤， 榆0.45 滋m 微孔滤膜过滤水样后

上 柱， 虞10 mL 去离子水 冲洗柱子 ， 愚 5 mL 乙
醇（分析纯） 洗脱柱子，舆50 益氮气吹干得到提取

2

结果

2.1

急性高温应激下血清和水中皮质醇含量测定

mmol/L NaCl， 2.7 mmol/L KCl， 8 mmol/L Na2HPO4·
12H2O， 1.47 mmol/L KH2PO4； pH7.4）， 俞 皮质醇

实验组和对照组大黄鱼血清皮质醇含量的测量
结果如表 1 所示，在 0 h 时 （即没有应激），实验组

物，余提取物用 1 mL 磷酸缓冲液溶解 （PBS，137

试剂盒检测。

血样处理：血样静置 1~2 h 后在 4 益条件下以
3 000 r/min 速率离心 10 min，收集血清，同一水箱
的 3 条鱼血清置于同一 Eppendorf 管中混匀，放
于-20 益冰箱保存。血清中皮质醇的浓度直接取血

清用皮质醇试剂盒进行检测。
1.4 数据分析
数据使用 Excel 2013 和 IBM SPSS 22.0 进行统
计学计算和分析，数据结果以平均值 依 标准误差
（mean依SE） 表示，P < 0.05 表示差异显著，P < 0.01
表示差异极显著，采用 Excel 2013 软件作图。

结果

与对照组的血清皮质醇含量没有显著差异 （P > 0.05），
在实验进行到 0.5 h 时，实验组和对照组的血清皮
质醇含量出现显著性差异 （P < 0.05），在实验进行到
1 h、1.5 h、2 h 时，出现极显著性差异 （P< 0.01）。
实验组和对照组大黄鱼水样皮质醇含量的测量
结果如表 2 所示，在 0 h 时 （即没有应激），实验

组和对照组的水样皮质醇含量没有显著差异 （P >
0.05）， 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水样皮质醇含量也在实
验进行到 0.5 h 时出现显著性差异 （P < 0.05），在
实验进行到 1 h、 1.5 h、 2 h 时出现极显著性差异
（P < 0.01）。

表 1 急性高温应激下大黄鱼血清皮质醇含量的测定结果 （ng/mL）

温度
20 益
28 益

0

11.96依1.09
14.33依1.91

0.5

25.64依0.80

45.70依5.60*

处理时间/h
1

1.5

21.88依0.83

40.08依3.87**

注院 * 表示同一列 20 益渊对照组冤 与 28 益渊实验组冤 之间差异显著 渊P < 0.05冤袁

**

2

28.05依0.08

17.42依2.19

55.56依3.85**

32.77依1.43**

表示差异极显著 渊P < 0.01冤遥

表 2 急性高温应激下大黄鱼水样皮质醇含量的测定结果 （ng/mL）
温度
20 益
28 益

0

14.11依0.75
14.11依0.75

0.5

17.89依2.60

24.42依1.41*

处理时间/h
1

1.5

16.69依1.30

22.96依1.71**

注院 * 表示同一列 20 益渊对照组冤 与 28 益渊实验组冤 之间差异显著 渊P < 0.05冤袁

**

2

17.96依1.26

14.34依1.43

23.40依3.07**

21.23依1.09**

表示差异极显著 渊P < 0.01冤遥

2.2

大黄鱼血清皮质醇浓度与水中皮质醇浓度的
相关分析
在高温胁迫条件下，血清皮质醇和水样中皮质
醇含量都有明显变化，两种皮质醇含量都呈现先上
升，再下降，再上升，再下降的变化趋势，其含量
变化趋势高度一致，水样皮质醇浓度变化与血清皮
质醇浓度变化相比有略微滞后现象 （图 1）。水样
皮质醇含量与血清皮质醇含量有显著正相关的关
系， Pearson 相关系数为 0.972 （P<0.01）。以上结
果初步说明可以通过测水样皮质醇含量来替代血清
皮质醇含量，作为评估鱼体应激程度的应激指标。

60
5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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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0
0

图1

血清（ng/mL）

0

0.5

1.0

45
40
35
30
25
20
水样（ng/mL） 15
10
5
0
1.5
2.0

实验处理时间/h

高温胁迫条件下 （28 益） 大黄鱼血清与
水样皮质醇含量变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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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机械应激前后水样皮质醇含量的变化
为进一步验证水样皮质醇含量作为评估鱼体应

激程度的有效性，本实验进行了机械应激实验验
证。实验组和对照组大黄鱼水样皮质醇含量的测量
结果如表 3 所示，在 0 h 时 （即没有应激），实验组
表3
组别
对照组
实验组

0

15.16依0.51
14.72依1.40

38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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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对照组的水样皮质醇含量没有显著差异 （P> 0.05），

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水样皮质醇含量也在实验进行到
0.5 h 时出现显著性差异 （P < 0.05），1 h、1.5 h 时
也有显著性差异，而 2 h 时不再有显著性差异 （P >

0.05）。

机械应激下大黄鱼水样皮质醇含量的测定结果 （ng/L）
时间/h

0.5

1

16.55依0.73

14.84依0.74

28.55依3.08*

24.28依3.09*

1.5

15.09依0.47

23.82依2.89*

2

15.37依0.58
21.77依1.98

注:* 表示同一列对照组与实验组之间差异显著 （P < 0.05）。

3

讨论

血液中皮质醇浓度是衡量鱼体应激状态的一个
重要参考指标，通常采用血浆 （Jentof et al，2005；
施慧雄 等， 2010） 或者血清 （张伟 等， 2014） 进
行测量，由于采血会对鱼体造成伤害，本实验室开
发了一种从水中测定皮质醇的方法，经高温和机械

应激实验检测，可以代替通过血液测定皮质醇的方
法。考虑到血浆的制备相对于血清烦琐，且研究表
明血浆与血清皮质醇含量相差无几 （侯亚利 等，
1998），故本研究均以血清皮质醇为参照指标与水

有一些波动，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鱼在放
入水箱后会分泌皮质醇到水体中，另一方面是皮质
醇本身会降解。在本实验中，机械应激实验组与对
照组水样中的皮质醇浓度在 0.5 h、1 h、1.5 h 差异
显著 （P < 0.05），而 2 h 时差异不显著 （P > 0.05），
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与皮质醇降解有关。此结
果进一步证实了该方法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4

结论

本实验开发了一种大黄鱼皮质醇的无创检测技
术，该方法具有零干扰、无伤害、可重复操作、简

中检测到皮质醇进行比较。
水温是影响鱼类营养吸收、生长代谢、免疫应
答 等 一 系 列生 理 活 动 的 重 要 因 子 （朱 祥 宇 等 ，

单易行等诸多优点。经大黄鱼高温胁迫及机械胁迫
实验验证，具有可行性，可推广到大黄鱼养殖过程
中应激状况的检测上。

性，故本研究采用温度突变作为应激源进行本项技
术的检验。在本实验室前期的研究中 （李庆昌 等，
2016），已证实在高温胁迫下，大黄鱼血清中皮质
醇水平显著升高，本研究也得到类似的结果。同

Br俟ning A, H觟lker F, Franke S, et al, 2015. Spotlight on fish: Light pollu原

2013；杨振才 等，1995；陈家炜 等， 2017；罗胜
玉 等， 2017），且温度可量化并具有很好的可控

时，本研究也证明，水样皮质醇含量在高温胁迫下
的变化趋势与血清中皮质醇含量变化趋势基本一
致，经分析发现水样中皮质醇浓度与血清皮质醇浓
度呈显著正相关 （P < 0.05），这与 Fanouraki（2008）
的研究结果一致，说明通过检测水中皮质醇含量来
衡量鱼的应激状况是可行的。
为进一步验证这一方法的效果，本实验又进行
了一组机械应激实验。对照组的 5 个时间点的结果
http://hytb.nmdi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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