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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短日照下绍鸭性成熟时间，下丘脑 GnRH—I、 

POMC和 NPY mRNA表达的差异 

倪迎冬，周玉传，王亚菊，卢立志，陈 杰，赵茹茜 
(南京农业大学 动物生理生化重点开放实验室，江苏 南京 210095) 

摘要：利用长 日照和短 日照环境调控绍鸭的性成熟时间，并采用反转录多聚酶链式反应 (RT—PCR)方法， 

检测两种 日照组 (n=6)鸭性成熟过程中下丘脑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 一I (GnRH．I)、阿片促黑激素皮质素 

原 (POMC)和神经肽 Y (NPY)mRNA表达的发育性变化及 日龄间差异。结果表明，长 日照组性成熟时间较短 

日照组提前 30 d。RT．PCR结果显示，两组鸭下丘脑 GnRH．I mRNA的发育性表达模式相似，从出雏至性成熟 

过程中，其表达水平呈逐渐增加趋势；长 日照组下丘脑 GnRH．I mRNA表达丰度均高于同日龄短 日照组，并于 

120日龄时其差异达显著水平。两组 POMC mRNA的表达丰度呈现先增加后降低趋势 ，于性成熟前后显著下降； 

日照长度对其基因表达具有显著影响。两组 NPY mRNA表达水平分别于 60和 90日龄时显著升高，于性成熟时 

显著下降，但光照对其基因表达无显著影响。下丘脑 GnRH．I基因表达的显著上调可能是禽类性成熟启动的关 

键因素，也是长日照条件下绍鸭性早熟的主要原因；GnRH．I表达的上调与下丘脑 POMC和 NPY mRNA表达变 

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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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ce in Sexual M aturation Ages and Levels of 

Hypothalamic GnRH·I，POMC and NPY mRNA in 

Shaoxing Ducks During Long·-or Short·-day Photoperiods 

NI Ying—dong，ZHOU Yu—chuan，WANG Ya—ju，LU Li—zhi，CHEN Jie，ZHAO Ru—qian 
(Key Laboratory ofAnimal Physiology and Biochemistry，Ministry ofAgriculture，Na 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nfing 210095，China) 

Abstract：Shaoxing ducks raised in long-day(LD)or short—day photoperiods(SD)matured at different ages．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central mechanisms behind this difference．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Ducks 

raised in LD grew faster and matured earlier than those raised in SD．LD and SD ducks attained puberty at 1 20 and 1 50 

days of age，respectively．Additionally，the hypothalamic gonadotropin—releasing hormone—I (GnRH．I)pro opiome． 

1anocortin(POMC)and neuropeptide Y (NPY)mRNA abundance were detected by semi．quantitative RT．PCR using 8． 

actin or 1 8 S rRNA as an internal standard．The results showed that．even though the profile of GnRH．I mRNA expres． 

sion was similar between two groups，which increased progressively during sexual maturation，the level was higher in LD 

ducks than in SD ducks of corresponding ages，especially at 1 20 days of age(P<0．05)．The levels of hypothalamic 

P0MC and NPY gene expression showed different patterns compared with GnRH．I gene．POMC and NPY mRNA reached 

the highest level on D60 or D90．then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till D150．Multi．factor ANOVA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LD 

photoperiod stimulated the expression of hypothalamic GnRH．1 and POMC mRNA．but had no effect on NPY gene ex． 

pression．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hypothalamic GnRH．I gene is the key factor for the onset of puberty and earlier 

maturation for ducks raised in the LD photoperiod．Additionally，right before or at the onset of laying．the coincidence of 

down．regulation of POMC and NPY mRNA and up．regulation in GnRH．I gene expression in hypothalamus indicates that 

GnRH—I．POMC and NPY gene work synergistically underlying the onset of puberty in Shaoxing du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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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oxing ducks 

禽类的性成熟主要受基因型、营养和环境因素 

的影响，而在同样的基因型和营养条件下，光周期 

是影响禽类性成熟的主要环境因素 (Lewis et al， 

1996)。鸡性成熟日龄与育成期光照长度呈负相关， 

即性成熟 日龄随光照长度的缩短而延长 (Lewis et 

al。1997)。近 50年来的研究发现，下丘脑内的光 

受体是将光能转变为神经冲动的生物转换器，这些 

神经冲动进一步被内分泌系统逐级放大，并调节生 

殖器官的发育和生殖功能的启动。 

禽类的繁殖性能主要受下丘脑一垂体一性腺轴 

(hypothalamils pituitary gonad axis，HPG)激素的调 

节。其 中下丘脑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 一I (go． 

nadotrophin．releasing hormone．I，GnRH．I)起 关 

键作用，是哺乳动物性成熟启动的限速因子 (u卜 

banski et al，1989)。我们以往的研究显示，随绍鸭 

性成熟发育，下丘脑 GnRH．I mRNA的表达丰度 

逐渐增加 (Ni et al，2002)。有学者认为，光信号 

传递到下丘脑分泌 GnRH的神经元，调节垂体分泌 

卵泡刺激素 (follicle．stimulating hormone，FSH)和 

黄体生成素 (1uteinizing hormone，LH)，从而影响 

动物的生殖活动 (Etches et al，1996)。然而，迄今 

有关光照影响动物性成熟，启动与下丘脑 GnRH基 

因表达的研究甚少。 

下丘脑 GnRH基因表达受多种内源性因素的影 

响，其中下丘脑阿片促黑激素皮质素原 (pro opi． 

omelanocortin，POMC)神经元通过合成和释放内源 

性阿片肽 (EOPs)。如 J3一内啡肽 (~-endorphin)调 

节下丘脑 GnRH的分泌，是抑制 GnRH基因表达和 

肽分泌的主要因子之一 (Yang et al，1998)。此外， 

下丘脑神经元合成和分泌的神经肽类激素——神经 

肽 Y (neuropeptide Y，NPY)是调节动物性成熟启 

动的另一重要的内源性因子。由于 NPY也是调节 

机体能量代谢的重要中枢信号肽，从而被认为是联 

系生殖和能量代谢状态的桥梁式信号分子 (Pierroz 

et al，1995)。对哺乳动物的研究表明，下丘脑 

NPY对性成熟启动具有双向调节作用，其作用的发 

挥依赖于动物体内性激素水平 (Gruaz et al，1993； 

Kalra et al，1995)。然而，目前有关禽类下丘脑 

POMC和 NPY在其生殖功能中的作用研究甚少，其 

mRNA在禽类性成熟启动过程中的表达变化，以及 

与 GnRH．I mRNA间的关系研究更未见报道。 

为了进一步探索绍鸭 (我国优良的地方种质资 

源)性成熟启动的中枢机制，在相同基因型和营养 

水平条件下，本研究利用 自然环境 日照长度的不 

同，比较研究生殖轴中枢关键激素 GnRH—I基因 

表达的变化及差异，并初步揭示其与中枢 POMC和 

NPY mRNA表达水平间的关系。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动物及试验设计 

春季出雏的绍鸭饲养时间为 2001—04—02至 

2001—08—05，正处于日照长度逐渐延长期 (以下 

称长日照组)；夏季出雏组绍鸭饲养时间为自2002 

— 07—05至 2002—12—05，正处于日照长度逐渐 

缩短期 (以下称短 日照组)。两组鸭都在浙江省绍 

兴市绍鸭原种厂，按同一饲养标准饲养，自由采 

食、饮水，自然光照。两组鸭分别于出雏后 30、 

60、90、120和 150日龄时，取 l5羽绍鸭称重后断 

颈宰杀，迅速取下丘脑置液氮速冻，一70 冷冻 

保存。 

1．2 方法 

1．2．1 总RNA提取及电泳 样品匀浆后采用硫氰 

酸胍 一酚 一氯仿一步法提取总 RNA，用紫外分光 

光度仪测定总 RNA的浓度和纯度。 

1．2．2 相对定 量 RT．PCR (semi．quantitative RT． 

PCR) 采用硫氰酸瓜 一酚 一氯仿一步抽提法提取 

下丘脑组织样的总 RNA。用 OligoTf10)或随即引物 

反转录样品总 RNA，获得各样品 RNA的 cDNA产 

物 (RT product)。反转录酶 AMV (avian myeloblas． 

tosis virus reverse transcriptase)及 Taq酶为 Promega 

产品，dNTP、oligoT(10)和随机引物为上海生物工程 

公司产品。由于NPY与~3-actin PCR产物长度相近， 

电泳时条带难以分开，因此，用 18S rRNA作为内 

参照基 因，以校正实验过程中产生的误差。18S 

rRNA上、下游引物来 自于试剂盒 (QuantumRNATM 

18S Internal Standards，Ambion，USA)。鸡 GnRH． 

I cDNA序歹 弓l自 Dunn et al(1993)，POMC、 

NPY和~3-actin cDNA序列来 自GenBank(序列号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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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 AB019555、M87295、L08165)。引物用 Primer 

5．0软件 自行设计，GnRH．I上游引物：5 ．GCq3"G． 

GCTCAACACTGGTCT-3 ； 下 游 引 物： 5 ．CTG． 

GCTTCTCCTTCGATCAG．3 ，产物 长度为 202 bp。 

POMC 上 游 引 物： 5 ．GGGAAGCGCTCC． 

TACTCCATGG．3 ：下游 引物：5 ．CTGACCCTrCTrG． 

TAGGCGC．3 ，产物长度为 369 bp。NPY上游引物： 

5 ．TCCCGGTrTGAAGACcCT．3 ；下 游 弓I物：5 ． 

CATCG 盯G CCATrrAGT．3 ，产物长度为 242 

bp。 13-actin 上 游 引 物： 5 ．ACGTCGCACTG． 

GAqTrCGAG．3 ；下 游 引 物：5 ．TGTCAGCAAT． 

GCCAGGGTAC．3 ，产物长度为 282 bp。引物由大连 

TaKaRa公司合成。 

1．2．3 RT．PCR RT反应：20 L反应体积，取 

0．5 ng／~L总 RNA 4 ttL，加入 100 ng／t~L oligoT(1o) 

或随机引物 2 L，10 mmol／L dNTP 1 ttL，加 dd 

H2O至 10 L，80℃预变性 5 min，再加入 10 L反 

转录混合液 (5×RT—buffer 4 ttL，50 U／t~L RNA抑 

制剂 0．1 ttL，10 U／t．tL AMV l ttL，H20 4．9 ttL)， 

42 oC 1 h．95 oC 5 min灭活反转录酶后置 4℃ 待 

PCR反应。 

PCR反应：对各 目的基因和内标基因同管 PCR 

反应条件优化，包括最佳 Mg 浓度和引物比例， 

最佳退火温度与线性循环圈数，具体条件见表 1。 

表 1 目的基因 PCR反应的最佳条件 

Tab．1 Optimal conditions for target gene PCR reaction 

1．2．4 PCR产物质量鉴定 GnRH．I与 NPY cDNA 

PCR扩增产物经纯化后进行序列测定 (生物工程公 

司，上海)。结果显示：绍鸭下丘脑 GnRH．I cDNA 

序列与 Genbank上登录的鸡 GnRH．I cDNA序列具 

有 98％的同源性，而 NPY cDNA序列则与鸡相应序 

列具有 99％的同源性。此外，用 Rea1．time PCR方 

法检测绍鸭下丘脑 NPY PCR扩增反应产物组成， 

结果显示，产物溶解曲线 (melting curve)只有一 

个峰值，说明无非特异性产物生成。 

1．2．5 产物定量检测 取 l5 GnRH—I、POMC 

和 NPY PCR产物在 EB染色的2．0％琼脂糖凝胶电 

泳。灰度分析在 Kodak 1D 120 System上进行。根据 

GnRH—I／B—actin、POMC／13．actin和 NPY／18S rItNA 

的比值测定绍鸭下丘脑 GnRH—I、POMC和 NPY 

mRNA相对表达量，并从反转录和 PCR扩增水平各 

做两次重复 (图 1)。 

1．2．6 数据统计与分析 数据以平均数 ±标准误 

(Mean±SE)表示。采用 SPSS10统计软件中One— 

way ANOVA分析同组鸭不同 日龄点之间的差异显 

著性，t-test分析两组之间同一 日龄点的差异显著 

性；采用同软件中 MANOVA方差分析法分析光照 

时间对基因表达影响的显著性。P<0．05表示差异 

显著，P<0．01表示差异极显著。 

2 结果与分析 

2．1 绍鸭两种日照组的性成熟日龄与体重 

长日照组于 120日龄时性成熟，150日龄时达 

产蛋高峰；短日照组于 150日龄时性成熟，较长日 

照组延迟 30 d。 

由表2可知，30—120日龄，两组体重均呈逐渐 

表 2 绍鸭两种日照组的体重变化 

n：15，上标不同字母表示同一组内不同口龄点的差异显著，小写字母指长日照组，大写字母指短日照组 (0ne—way ANOVA， 

P<0．05)。 P<0．05，表示同一日龄点两组问差异显著 (f．test)。 

n 15，Different letters above the bar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different age in the SalTle group(small letters for long．day 

photoperiod and capital [etters for short—day ph。t。period groups)(One—way ANOVA，P<O．05)． P<O．05，indicating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at the same age(卜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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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由 枇 

增 『趟坍．¨龄问 f̈封l 劳 异概显著 【P<0 01， 

OnP—wav A f)vA和 ，一“、 【 ；】50 LJ龄时．氏F1照组 

体蕾稍 F降 而问【J龄短 照 作 仍擞显著增加 

l P < o．o1． f—les[1 

2．2 绍鸭两种 日照组下丘脑 GnRH．1、POMC 和 

NPY的 mRNA发育性表达 (图 2) 

阿塑【下 脑 ( R1l—J IllI／NA禽量的发育性 。受 

化模式牛『_似，均随H龄 茎渐增f』『1趋贽 光照和ri 

龄埘 l、I 晌 GnlIH—I rnlINA柱逃具显著影响 (P< 

O 0l，MA"lOVA) 枉 3【卜 1 20口龄时 ，长 FI照组 

下 脑 GnRH．I mRNA堪础表达水平均高于矩 H 

照 ．爿’ ：l20 l_龄lll_ 著水学 (P<(1 05．卜 

Lest) 

组下f 腑 H)MC mRNA 的发育性变化模 

式雄水一敛，目光照剥下丘 POMc n RNA表达县 

娃著影响 (P (O 0I，MA、{)～A1 60 IJ龄时 ． 

略自‘增．Jillf~l九 并蕞异 (P>0 05，One，wa)ANO— 

vA)．I 庄 】20 H龄时显并F降 (P<O．05，()Ⅲ 一 

ANOVA) 

阿 F丘JJii『NPY⋯l{、A岔毓的发育-性变化模 

式基本相似，光照对麒表达_尤 影响 (P>o．05 

MA ()vA1． LJ龄 其 j ；̂并影 『̈；】J(P=()O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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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OVA) 长目照组 60 龄时的下丘脑 NPY mR- 

A含量显 著高于 3O日龄 《P<0 05．One—way 

ANOVA)，而90门龄时显著降低 (P<0 05，One- 

wa)ANOVA) 胖维持 此低水平至性成熟；短日 

组 F丘llij NF'Y tuRNA含量于 90口龄时达峰值． 

I20 龄I1,1显著下降 (P(()．05．One—way ANO— 

VA) 

3 讨 论 

禽类性成熟启动与生殖性能的维持与光照制度 

密哪相荚． 冬季日托为 8 h n1椎的小母鸡．比夏季 

H长为 16 h时出椎的小 鸡开产 口龄提前 42 d 

(Morris＆Fox，i960) 出此提出了小母鸡开产日龄 

依赖于培育期光 期变化的假说 本研究结果表 

明，春季出锥鸭 c长日照组)性成熟Ef龄较夏季出 

雏鸭 c艇日照组)提前 30 d，且椎鸭生跃速度较 

快，但性成熟时的件重两者尤显著差异 此结果与 
”

一 日达剖天键体重．青舂崩f!JJ出现”的理沦 (Fas— 

ter et al，I999)卡Ⅱ符 

一 般认为．光照埘禽类生殖性能的影响是通过 

改变生m轴的激素水平来实现的：禽类下丘脑存在 

两种GnR1I：cGtffCH—I和‘-GnRH．Ⅱ，其中cLHRH—l 

LDp SDP 

SDP 

M 30 60 90 l2O 30 60 90 l20 I50 

+一B-actin 

+一GnRH— 

望 

j0 60 90 l20 I5O M 

SDP 

— PL)MC 
+ B．actm 

+一18S 

NPY 

I lll=5 种 H蚯 F 啮 (；nRII—l、r[1Mt 千fl NPy mFtNA的 t D、A Rq'_P C]It- 物电泳蚓 

Fig I Ilepr, ⋯- ” I H 。 J lP『Impll【)rP E- ph~all oF RT—I’ iducts mr h)'polhulami~I：nRH—I 

H M(：il T̈t Nl 、 mIi、^i_1 Sllao~ing d̈‘ks during Ii}1ig—c{ v fin({ li{itt—l phol⋯ ㈨ lI 

3(I-- l51I茬-”3 r) I 50 I ：( 1{ A I，时f H：M：nh 眦IJk f’I9 

31／一 151l r· l lIi；I 30 I 5(It{．n ， I： (： repre~nllt、～ 0 n-lIt'1’ 3̈titTl Jl； Ⅵ： I)、A 1̈⋯rk rf I【。Ig 

LDP：丘 ⋯ 吼 ·1 J̈ iI：1)IIlI】⋯llerl{HI ；SDP：m II lI l ⋯rI c】 J JImi。I1I ci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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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藿 
0 

30 60 90 120 1 50 

30 60 90 120 150 

30 60 90 120 150 

日龄 Age(d) 

口 长日照 Long—day photoperiod ■ 短 口照 Short-day photoperiod 

图 2 绍鸭两种日照组下丘脑 GnRH，I、POMC和 NPY 

mRNA的含量变化 

Fig．2 Developmental changes in hypothalamic GnRH—I． 

P0MC and NPY mRNA expression of Shaoxing 

ducks during long-·day or short··day photoperiod 

n=6，上标不同字母表示同一组内不同13龄点的差异显著，小 

写字母指长 13照组，大写字母指短 日照组 (one．wav ANOVA， 

P<0．05)。 

<0．05，表示同一日龄点两组间差异显著 (t．test)。 

n=6．Different letters above the bar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different age in the same group (small letters for long-day 

photopefiod and capital letters for short-day photoperiod groups) 

(one-way ANOVA，P<0．05)． 

<0．05．indicating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at 

the same age(t-test)． 

直接控制促性腺激素的释放 (Etches et al，1996)。 

研究表明，光照刺激青年公鸡血浆 LH水平升高的 

同时，下丘脑 GnRH．I mRNA表达丰度也增加 

(Dunn&Sharp，1999)。然而，光照刺激日本鹌鹑 

和八哥鸟垂体 LH分泌增加，但下丘脑 GnRH含量 

无变化，说明 LH分 泌的增加并不是 由下丘脑 

GnRH-I基 因转 录增 加 引 起 的 (Meddle et al， 

1997)。以上结果不一致可能是由模型动物和／或实 

验方法不同造成的。本研究结果表明，春季出雏鸭 

下丘脑 GnRH．工mRNA的表达量均高于同日龄夏 

季出雏鸭，并于l生成熟时其差异达显著水平。从而 

提示：下丘脑 GnRH．工mRNA合成和／或稳定性的 

增加可能是光照刺激促性腺激素增加的早期步骤， 

同时也是春季出雏鸭性成熟早的主要原因。 

下丘脑 GnRH mRNA表达水平受体内多种因素 

的影响，其中来源于 POMC的J3一内啡肽是主要的 

抑制因子之一。有资料表明，醋酸酮诱导家兔排卵 

前 LH峰出现时，下丘脑 J3一内啡肽释放减少及其 
一 受体密度显著降低 (Yang et al，1997)。因此， 

有学者认为，中枢 j3一内啡肽对 GnRH合成和／或 

释放抑制作用的解除是 LH水平增加的重要原因。 

本研究结果也表明，在临近性成熟时，两组鸭下丘 

脑 GnRH．工 mRNA表达水 平显著上 调 的同时， 

POMC mRNA表达量显著降低 ，与以上研究结果相 

符。从而提示，POMC基因对禽类生殖功能也起主 

要的抑制作用。此外，NPY是调节生殖和保持能 

量平衡的神经内分泌系统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桥梁式 

的信息分子。对禽类胚胎学的研究发现，下丘脑 

NPY肽与 GnRH共表达并与 GnRH神经元一起迁 

移人脑，提示其对下丘脑 GnRH神经元活动有重要 

影响 (Hilal et al，1996)。目前的观点认为，NPY 

对哺乳动物生殖功能的调节作用具有性腺激素依赖 

性 ，即正常或高性激素环境下，下丘脑 NPY促进 

GnRH分泌；低雌激素水平时，则抑制 GnRH分泌 

(Gruaz et al，1993)。本研究结果显示，在绍鸭性 

成熟启动前后，雌激素水平显著上升时，下丘脑 

NPY mRNA表达水平显著下降；但是，此时血清 

NPY浓度却显著升高 (Ni et al，2005)，提示 NPY 

肽翻译速度加快可能是造成 mRNA水平降低的原 

因。有关下丘脑 NPY对禽类性成熟启动的调节以 

及对中枢 GnRH．工基因表达的影响仍有待深人研 

究。 

禽类性成熟启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物学过 

程，而环境因素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改变神经内分泌 

系统实现的。本实验结果提示，春季出雏绍鸭性早 

熟主要是由下丘脑 GnRH．工基因表达的显著上调 

引起的，同时与下丘脑 POMC和 NPY合成和／或分 

泌水平的改变有关，但其确切机制仍有待深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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