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蛙类下丘脑一脑垂体一性腺轴的内分泌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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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从“下丘脑一脑垂体一性腺”轴方面，综述了蛙类生殖内分泌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 

主要成就和研究进展。对于今后的工作，从理论和生产方面提出了一些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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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内分泌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是“下丘脑一脑垂体一性腺”功能轴。生殖过程的完成， 

主要是一系列激素作用的结果。下丘脑分泌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发脑垂体分泌促性腺 

激素作用于性腺，井促使性腺分泌性类固醇激素，以促使性腺发育成熟与排出精子和卵子 

(林浩然，1981)。 

蛙类在脊椎动物的进化中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对其生殖内分泌学的研究，在理论上 

对于丰富和完善比较内分泌学研究的内容具有重要意义J在生产实践中，可为蛙类的繁 

殖、资源保护与利用提供理论依据。蛙类生殖内分泌学的研究主要是近 1O年来才发展起 

来的，井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与哺乳类和鱼类相比，仍有不少差距。在我 

国，除胡增高(1990)报道过黑斑蛙繁殖期血浆性激素浓度的变化外，尚少见这方面研究的 

其他报道。为此，本文主要对国外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进展作一报道，供同仁参考。 

l GnRH的种类、分布及功能 

对不同种类的脊椎动物的研究发现，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 (GnRH)存在于除粘盲鳗 

(hagfish)以外的所有脊椎动物的脑中(Sherwood，1987)。到目前为止，在脊椎动物脑中已 

经发现和鉴定出了 9种 GnRH分子(Montero等，1995)。哪种(些)GnRH分子在直接调 

节垂体促性腺激素(GtH)分泌细胞的功能中最重要，各类脊椎动物不完全相同。要弄清 

GnRH在垂体促性隙功能中的作用，除了可以直接通过生理实验来确定外，GnRH在脑 

中的分布也被看作其可能功能的证据，即在视前一下丘脑区含量最高的那种 GnRH，被认 

为与垂体促性腺功能有关j而分布于其他脑区的 GnRH，则被认为在 中枢神经系统中起 

神经传递或神经调节的作用(sherwood等，1993)。 

在蛙类，从已有的研究结果来看，GnRH的种类、分布及其在垂体促性腺功能 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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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至今还未完全弄清楚。不同的蛙类，得到的结果不尽相同；即使在同一蛙类中，有的 

结果也并不完全一致。 

Rivier等(198I)用生化方法对牛蛙(Rana catesbeiana)进行研究，证明其 中有哺乳类 

GnRH(rnGnRH)。Sherwood等(1986)~U用免疫学和液相色谱(HPLC)技术，发现豹蛙(R． 

~ ens)脑 中存 在两种 GnRH 分子 ，主要 的一种是 mGnRH， 另一 种可 能是鸡 Ⅱ 

一 GnRH(cGnRH一1I)o King等(1979)报道光滑爪蟾(Xenopus laev~)下丘脑中存在可用放 

射免疫测定法(RIA)测得的 mGnRH，且在生殖季节比非生殖季节高；1986年他们在此蛙 

中还发现有 cGnRH一Ⅱ；1994年，他们的研究证明，1TIGnRH主要存在于下丘脑中，而 

cGnRH-Ⅱ则在后脑和中脑等脑的其余部分含量较高。Sotowska—Brochocka等(1992a)利 

用 mGnRH抗体证明，在林蛙 ．temporaria)垂体门脉区血液中，GnRH含量的生理学 

变化与下丘脑中GnRH的免疫细胞化学的改变一致。这些研究结果表明，inGnRH可能 

是无尾两栖类(特别是蛙类)主要的垂体功能的调节者。 

Conlon等 (1993)的研究 证明，湖蛙(R．ridibunda)中有 mGnRH 和 cGnRH—lI， 

mGnRH大部分局限于端脑，在中脑只发现有cGnRH一1I神经元，在间脑，特别是在下 

丘脑中，明显缺少nqGnRH神经元。Cariello等(1989)利用 RIA和 HPLC技术，证明食 

用蛙(R．esculenta)下丘脑 中存在鲑鱼 GnRH(sGnRH)和 cGnRH—U，无 mGnRH。后 

来，Fasano等(1993)以食用蛙雄蛙为研究材料，证明 cGnRH一Ⅱ和 sGnRH在整个脑中 

的含量随着生殖周期而发生改变，他们结合垂体受体的研究得出结论："cGnRH-1I很明显 

起着促垂体功能的作用，而 sGnRH的作用有待进一步阐明”。 

Licht等(1994)仍以前人研究过的豹蛙、食用蛙和湖蛙为材料，利用具有高度特异性 

的 GnRH抗体和 HPLC技术对脑中GnRH多肽的种类和分布进行研究，这也是首次对 

这些肽在不同脑区和血浆中的分布进行定量研究。他们的研究结果发现，在这 3种蛙中存 

在的都是 1TIGnRH和 cGnRH一1I。1TIGnRH主要分布于视前一下丘脑区；cGnRH一Ⅱ主 

要分布于端脑，且是小脑和延脑中唯一的 GnRH分子。在整个脑中，cGnRH一Ⅱ的含量 

比mGnRH高 1．5--2倍。在湖蛙和食用蛙的下丘脑和垂体门脉区血液中都有 mGnRH和 

cGnRH一1I存在，他们认为这两种 GnRH分子可能都参与垂体促性腺活动的调节；在脑 

的某些部分，cGnRH一Ⅱ很可能起神经递质和神经调节者的作用。这些研究结果与前人 

不一致，他们认为这可能与实验动物的来源、性别、年龄、生理状态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及 

GnRH的降解等因素有关。 

2 G棚 分泌的调节 

两栖类具有一个发育比较完善的下丘脑一垂体门脉血管系统，与其他脊椎动物一样， 

垂体的促性腺活动受下丘脑的调节。豹蛙脑组织抽提液和台成的促黄体素释放激素 

(LH—RH)能刺激离体孵育的豹蛙垂体分泌 GtH；注射台成的 LH—RH可诱导光滑爪蟾排 

卵和太平洋岸雨蛙(Hyla regilla)~精(Thornton等，l974；Licht，l974)。 

分离提纯研究证明，牛蛙垂体中存在两种不同的 GtH分子；生物学和生物化学特性 

研究表明，此两种激素与哺乳类的卵泡刺激素(FsH)和黄体生成素(LH)同源(Licht等， 

1974；Papkoff等，1976)。Danids等(1977)对此两种激素进行了免疫化学特性研究，分 

别得到了特异性相当高的 FSH和 LH的抗血清，并建立了 RIA，从而为蛙类 GtH的定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1期 李远友等 ：蛙娄下丘脑 脑垂件 性腺轴的内分泌 节 85 

量测定及生物学和生物化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电损伤冬眠林蛙下丘脑腹部，导致排卵；注射 GnRH抗血清则抑制排卵(Sotowska 

— Brochoeka．1988)。电损伤林蛙漏斗腹侧核的后部，导致下丘脑一垂体区血液 中的 

GnRH浓度和血浆 LH含量升高，并加速排卵过程。脑的组织学和免疫化学研究显示， 

在处于冬眠期林蛙的正中隆起(ME)中，充满有免疫反应的 GnRH(ir—GnRH)物质，而电 

损伤了的排卵蛙，ME中没有 ir GnRH物质(Sotowska—Brochocka等，1992a)。这些研 

究结果提示，处于冬眠期的蛙，在下丘脑中存在一种 GnRH释放的抑制作用，阻止 

GnRH释放，使其贮存于 ME中。对冬眠林蛙的研究发现，多巴胺起着 GtH释放的抑制 

作用(Sotowska Brochocka等，1994)。蛙类的这种多巴胺能抑制作用和鱼类及哺乳类的 

相似。在许多鱼类 中存在一种对 GnRH和 GtH 分泌的多巴胺能抑制作用 (Yu等， 

1992)。在哺乳类存在一个既有抑制成分 又有刺激成分的 复杂的多巴胺能控 制系统 

(Rasmussen，1991)。所以，GtH分泌的多巴胺能抑制作用很可能是脊椎动物的一个普遍 

的特点(Sotowska Brochoeka等，1 994)。 

处于冬眠前半期的林蛙，血浆和垂体 LH的含量很低。随着冬眠的进程，垂体 LH上 

升大约 2／3，而大部分雌蛙的血浆 LH在冬眠的最后几周随着排卵的临近而升高。这说 

明，处于冬眠期的蛙，在 下丘 脑一垂体轴的 抑制 作用似 乎是逐渐减弱的(Sotowska 
— Brochocka等，1992b，1994)。 

在体内研究表明，牛蛙垂体对短时间注射 GnRH的反应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和年龄 

差异。从血浆 FSH和 LH增高所需的 GnRH的剂量及血浆 GtH的增高幅度来看，雌性 

的反应比雄性的反应弱，在 FSH的产生方面，差别尤为突出。性未成熟的蛙和变态不久 

的蛙也有反应，但反应比成蛙弱得多(Daniels等，1980j McCreery等，1982)。Lieht等 

(1983)对牛蛙的研究发现，GnRH诱导的血浆 FSH和 LH的增加与血浆雄激素、17fl一雌 

二醇(B)或孕酮(P )的含量没有关系。所以，他们认为，在牛蛙垂体对短时间 GnRH刺激 

的反应中，卵巢类固醇没有反馈作用，这与哺乳类不同。然而，对豹蛙垂体的离体培养研 

究发现，E 在通常存在于血液循环中的浓度下，在垂体水平对 FSH和 LH的分泌都有直 

接的抑制作用(Pavgi等，1993)。 

3 性腺发育成熟的调控机理 

由于蛙类雄性个体都能较好地正常发育成熟，所以，实验研究多以雌蛙为材料。在两 

栖类，卵泡对 GtH的刺激起反应，产生性类固醇激素，调节卵细胞的生长和成熟。E2促 

进卵细胞的生长，P 诱导卵细胞的最后成熟(Schuetz，1985)。P4和前列腺素 F2 (PGF 

可能与蛙的排卵有关(Wright，1961；Schuetz，1986)。胡增高(1990)对黑斑蛙 ， D— 

maculata)的研究也表明，睾酮(T)影响精子的发育与成熟，雌激素与卵和副性征的发育有 

关。 

卵巢组织细胞的离体培养研究表明，黑斑蛙性腺类固醇的生成是在卵泡壁上完成的。 

其中 、17ct一羟基孕酮(17a—OHP )、雄烯二酮(AD)和 E1主要在卵泡的颗粒细胞中合 

成，而睾酮则主要在卵泡的膜细胞中合成，T和 B的合成需要此两类细胞的协同完成(见 

图 1)。参与性类固醇合成的酶有许多种，3口 羟基类固醇脱氢酶(3口一HsD)、l7 羟化酶 

(17 一hydroxylase)、C 20一裂解酶(CI7-2o lyase)~n芳化酶(aromatase)等酶的活性在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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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层较高，而 17口一HSD的活性在膜细胞层较高(Kwon等，l994)。 

膜细胞层 颗粒细胞层 

图 1两栖类卵泡类圃醇形成的丽类细胞模型 

Fig．1 Two-cell type IⅡodel for steroido群 ne s in amphibian o~arian follicles 

大部分羹周醇在颗粒细胞中合成，映细胞参与从雄烯二酮到睾酮的转变。实线箭头表示主要的合成途径 

虚线箭头表示很少的台成(引自Kwon等，l (Granulosacells are responsible for synthesis of most 

steroids while theca cells are involved only in converting andro~enedione tO~stosteroDe．Arrows in the 

sofid line indicate the major pathway and those in the dotted line indicate the minor pathway)． 

用黑斑蛙不同大小的卵泡进行高体培养发现，中等大小的卵泡主要产生 E，，最大的 

卵泡主要产生 ，而大小介于它们之间的卵泡主要产生 T(Kwon等，1991)。离体培养屠 

氏蛙(R．duybowskii)不同冬眠时期的卵泡发现，类固酵的形成在冬眠初期以 T为主，到冬 

眠晚期以 P．为主(Ahn等，1993)。进一步的研究证明，这种改变是由于各种类固醇形成 

的相应酶类的活性发生变化的结果(Kwon等，1993)。Gobbetfi等(1992)证明，食用蛙血 

浆 PGF2 水平在生殖期比其他时期高。这些研究结果说明，E2、T、P4和 PGFh分别在 

何时产生。这是与生殖对它们的需要相一致的。 

用屠氏蛙卵巢组织进行离体培养研究发现，GtH和佛波酯(TPA)能诱导产生 PGF2 

进一步诱导卵细胞的成熟和排放。1]PA通过活化蛋白激酶 C(PKC)而发挥作用。PKc能 

成倍增强 G【H和类固醇诱导卵细胞成熟和排放的效果。在卵巢组织中，PKc可能通过利 

激 PGF 的合成来调节排卵，也可能直接与卵巢收缩有关(Kwon等，1992)。外源性的 

cAMP明显抑制离体培养的卵巢组织 PGF， 的产生和卵细胞的成熟与排放(Kwon等， 

1986)。这种情况在鱼类也有同样的报道(Goetz等，l985)。在蛙类，cAMP可能直接对卵 

泡壁起作用，干扰其收缩机制，也可能对 GⅡ{刺激卵泡类固醇的形成有调节作用(Kwon 

等，1986)。Gobbetti等(199la，1991b，l992)对食用蛙进行了系列的研究：在体研究发现， 

mGnRH样多肤能诱导血浆 PGF2,,水平升高，说明这种蛙中有依赖 mGnRH的 PGF2 分 

泌组织存在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 ，mGnRH可刺激该蛙离体培养的肾 间组织产生 

PGF ，它也能刺激该蛙离体孵育的、发育处于恢复期的卵巢组织和处于生殖期的输卵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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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 PGF2 。 

以上研究结果说明，不同的信号传导通道(signal transduction pathway)都参与了类固 

醇和前列腺素的形成。 

血浆性类固醇结台蛋白(SSBP)广泛存在于脊椎动物中。在两栖类存在酾种不同的类 

固醇运输系统，一种是 SSBP，易于结台 E，和 T．另一种是皮质酮结台蛋白(CBP)，结台 

皮质酮和 P (CaUard等，1987)。SSBP结台雌二醇和睾酮的亲和力 中等而特异性强。 

SSBP的浓度在生殖期发生改变，其结合容量增加；而当血液性类固醇水平开始下降时， 

SSBP的结台容量达到最大，以保证有充足的性类 固醇传送到靶器官(Paolueci等， 

1994)。SSBP也可能在循环系统 中起着类固醇储备的作用(Callard等，1987)。总之， 

SSBP在传送性激素到靶细胞及阻止其过度的分泌和(或)在肝、肾和其他组织 中代谢等方 

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Pardridge，1988)。 

4 结语 

对蛙类生殖内分泌学的研究尽管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在许多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深八 

研究。 

在 GnRH的研究方面，至今还没有完垒弄清楚：(1)蛙类存在哪两种主要的 GnRH 

分子?是 mGnRH和 cGnRH一Ⅱ，还是 cGnRH一Ⅱ和 sGnRH?(2)在下丘脑中，哪种 

(些)GnRH很可能是垂体功能的调节者?是 mGnRH，还是 cGnRH Ⅱ，还是两者都 

参与?(3)在同一蛙属中已经发现了多种 GnRH分子的存在，而且功能不同，如此大的 

差异我们应该怎样从系统发生学的角度作出解释?(4)GnRH在调节 FSH和 LH产生中 

的作用是否相同? 

在 GtH的分泌调节方面，多集中在对冬眠蛙进行研究，对处于非冬眠期的性腺发育 

期、性腺退化期、性腺成熟期等其他各期蛙的 GtH的分泌规律和调节机理研究很少。 

已有的研究表明，蛙类存在 GnRH和(或)GtH释放的多巴胺能抑制作用，但其作用 

部位和作用机制还有待深入研究。随着分子生物学的理论和技术在蛙类研究中的广泛应 

用，如激素的受体研究和基因表达的研究，蛙类生殖内分泌学的研究将得到更快的发展。 

在生产实践中，处于自然条件下的蛙的产卵季节较长(约 3—_4个月)，蝌蚪的变态一 

般要经历 1—3个月，有的变态时间更长。这样，在秋冬季节，有的蝌蚪在当年不能变 

态，待次年才能变态，延误生长季节，有的蝌蚪刚变态不久，身体虚弱，就面临着寒冷缺 

食的冬季，许多个体因耐不住恶劣的气候环境而死亡，给生产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那 

么，能否把蛙的产卵季节控制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有待研究。同时，在蛙类的人工繁殖 

中，至今还没有研制出合适的催产剂。目前，许多蛙场所使用的催产药物和催产剂量都是 

参照鱼类和兽类的，常常由于催产药物和催产剂量使用不当而造成流产或催产失败，也造 

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此外，许多蛙类既是美味食品又是捕食农业害虫的能手，但如何增 

殖、保护和利用蛙类资源尚未引起人们的重视。特别是大量使用农药给环境水资源和粮食 

蔬菜等造成严重污染，如果利用蛙类捕食害虫，既卫生经济又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所以 

有关政府部门应引起重视，加大这方面的宣传力度和科研投入。 

参 考 文 献 

林浩然，198I．关于硬骨鱼类生殖内舟出学的研究 水生生物学集刊，7{3)：425---432． 

胡增高、1990黑斑蛙繁殖期血浆性墩素浓度的变化的I旰究 动物学杂志、25{3)1 5一I8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88 动 物 学 研 究 l9卷 

Ahn R S，Ko S K Bai D G et al, 1993 Steroidogedic shift by cultured ovar ian folhcles of Ran口 dybowskii at 

breeding season 』 Exp．ZooL． 267：275—282． 

Callard I P， Callard G V， 1987 Sex steroid receptors and non—receptor binding protrins In：Norris D O． Jones D 

O，Eds Horm ones and reproduction in fishes， am phibians．and reptiles New York：Plenum Press 355—384 

Carlello L， Romano G， Spng nuolo A et af, 1989 Molecular form s of immunoreactive gonadotropin—releasing 

horm one in hypothalamus and testis of the frog，Rana escutenta Gen Comp Endocrino1
． ． 75：343—3,18． 

Conlon J M · Collin F- Chiang Y C et a1． 1993．Two molecular form s of gonadotropin—releasing hormone from 

the brain of the frog， Rana ridibundo ： Purificadon， characterization． and distribution Endocrinotogy, 132： 

2l1 7 2l23 

Daniela E L，Licht P， Farm er S W et al, 1977 Immunochemical studies on the pituitary gonadotropins fFSH and 

LH)from the bullfrog，Rana catesbeiana Gen Comp Endocrlno1．，32：146 157 

Daalels E L， Licht P， 1980 Effects of gonadotropin releasing horm one o12 the levels of plasma gonadotropins 

(FSH and LH)in the bullforg，Rana catesbeiana Gen．Comp．Endocrinot．．42：455—463 

Fasano S， G oos H J Th， Janssen C et al, 1993 Two GnRH s fluctuate in correlation with androgen levels in the 

male frog Rana esculenita Exp Zoo1．266：277 283 

Gobhe tti At Zerani M ， M osco ni G et al， 199la Effects of mammalian gonadotropin releasing horm one on 

plasma level of prostaglaed th F2,in the water frog， Rana esculenta．Gen Comp．Endocrinot， 84：9-1 5 

Gobhe tti A， Zerani M， 1991b Gonadotropin releasinl 

interrenal gland of the water frog， Rana escuteata， 

horm one stimulates biosynthesis of prostagland F2,by the 

in vitro Gen Comp Endo crinot， 84：434 439 

Gobbe tti A， Zeraal M
，
1992 A possible involvement of prostaglandin Fn (PG F ) in Rana escufenta ovuladon： 

effects of m alJan gonadotcopin releasing horm one on in vitro PGF and 17 —estradiol production from 

ovary and oviduct．Gen Comp．Endocr~o1．． 87：163一l70 

Goetz F W ， Nagahama Y， 1985 The in vitro effects of cyclic nucleotides o12 prostaglan din induced ovulation of 

goldfish(Carassius aurams)．zoo1．Sci．2：225—228 

J A，Millar R P，1986 ldentificadon of His5，Trp7，Tyr8 GnRH (chicken GnRH 1I)in amphibian brain． 

Peptidos-7：827—834 

King J A， Steneveld A A， M illar R P， I994．Differetial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gu nadotropiareleasing  horm ones in 

amphibian lclawed toad，Xenopus lacy扭)brain ReguL Pe t 50：277—289 

Kwon H B． Schuetz A W ， 1986 Role of cAMP in m odulating intrafollicular progesterone levels and oocyte 

maturation in amphibians aM  piens) ．Dep．Bio1．． 117：354—364． 

Kwon H B， Choi H H， Ahn R S et at， 199l Steroid production by amphibian(Rana ntgromaculata) ovadan 

follicMs at di eat developmental stages Exp．Zoof．． 260：66—73． 

Kwon H B，Chang K J，Yoo Y R et af，1992 Induction of ovulation and OOCyte maturation of amphibian(Rana 

dybowskiD ovarian fo11icles by protein kl田ase C activation in vitro Blot Reprod，47：l69一l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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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oCRINE REGULATIoN oF THE FRoG 

HYPoTHALAMUS—PrrUITARY—GoNAD AXIS 

kl Yu an--you klN H ao-ran SH EN Fang 

(Department ofBiology，Zhongsha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275) 

Abstract 

This paper．reviewed the recent researches on the endocrine regulation of reproduction in 

frog by the hypothalamus——pituitary——gonad axis~ and proposed some respectives for the fu— 

tare research in this field from 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 

Key words Gonadotropin releasing hormone， Gonadotropin， Sex steroid hormone， 

Regulation， Fr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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