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吡嗪酰胺对斑马鱼胚胎发育和氧化应激效应的影响
李娟娟 1, 2 韩利文 2

邱昌辉 2 刘可春 2 孙桂金 2

何秋霞 2

田青平 1,* 张云 2,*

(1 山西医科大学，太原 030000；2 齐鲁工业大学 ( 山东省科学院 )，山东省科学院生物研究所，山东省科学院药物筛选技术重点
实验室，山东省生物检测技术工程实验室，济南 250103)
摘要：目的

本文研究吡嗪酰胺 (PZA) 对斑马鱼胚胎的发育毒性及其产生机制。方法

采用受精后 4h 的斑马鱼胚胎进行

吡嗪酰胺不同浓度的暴露，分别于暴露后 24、48、72 和 96h 进行死亡率、孵化率的统计。给药 96h 后进行斑马鱼幼鱼形态评分、
行为学分析、活性氧簇 (ROS) 和氧化应激指标检测。结果

表明吡嗪酰胺显著抑制斑马鱼胚胎孵化，导致斑马鱼幼鱼发育畸形

( 如卵黄囊吸收迟滞、鱼鳔缺失、心包水肿和体节模糊等 )，同时吡嗪酰胺的暴露造成斑马鱼幼鱼运动行为能力的降低。吡嗪酰
胺的暴露能够引起斑马鱼体内 ROS、总超氧化物歧化酶 (T-SOD)、过氧化氢酶 (CAT)、谷胱甘肽 (GSH) 和丙二醛 (MDA) 水平的
变化。结论

吡嗪酰胺对斑马鱼胚胎有明显的发育毒性，并呈剂量和时间依赖性，氧化应激在吡嗪酰胺发育毒性中起着重要的

作用。
关键词：吡嗪酰胺；斑马鱼胚胎；发育毒性；氧化应激
中图分类号：R996.3

文献标志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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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Developmental toxicity and mechanisms of pyrazinamide (PZA) were studied in the
present study. Methods The developmental toxicity and oxidative damage of PZA on zebrafish were investigated.
The mortality and the hatching rate were recorded at 24, 48, 72 and 96 hours post exposure (hpe). Additionally, we
tested the development score, behavior analysis, the generation of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 the activities of
stress-related oxidative enzymes (CAT and SOD) and the content of GSH and MDA. Result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PZA severely inhibited the hatching rate at 48 hpe, and resulted in larval malformation at 96 hpe such as yolk
sac hysteresis, swim bladder defect, pericardial edema, and shorter body length and so on. Meanwhile, PZA could
significantly decrease the locomotive ability of zebrafish. The levels of ROS, SOD, MDA, GSH and CAT were
affected at varied degrees, indicating that PZA caused oxidative stress in zebrafish embryos. MDA and CAT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whereas GSH level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PZA treated groups. Conclusion PZA
caused developmental toxicity on zebrafish embryos at the early stage in dose- and time-dependent, and oxidative
damage played a vit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al toxicity induced by P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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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病是危及生命的慢性传染病，是全球最严

件参照 OECD 斑马鱼管理手册。实验前一天傍晚将

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中国是世界上 22 个结核病高危

斑马鱼成鱼雌雄按照 1:2 放置在交配缸内，中间使用

负担国家之一 。吡嗪酰胺 (PZA) 是抗结核的一线

隔板将雌雄分开，第二天早晨 8:30 抽去隔板，10:00

药物，能够在酸性环境中对巨噬细胞内及干酪样坏

之前收集受精卵。将清洗 2~3 遍后的受精卵放入加

死病灶内的结合杆菌具有较好的杀灭作用，同时能

有适量亚甲基蓝消毒的新鲜养鱼水中，在 (28±0.5)℃

[1]

够杀死半休眠状态的结核分枝杆菌

[2-3]

，具有较好的

抗结核疗效，常与异烟肼、利福平等联合应用。近

的光控培养箱 (14h 光照，10h 黑暗 ) 中备用。
1.2.2

吡嗪酰胺暴露

年来，关于吡嗪酰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耐药机制和

受精后 4h(hour post fertilization, hpf) 的斑马鱼胚

肝毒性的研究，吡嗪酰胺的发育毒性尚未见报道。

胎，在显微镜下挑选健康的胚胎，随机分组放入 6

临床资料分析显示，结核病的患者分布于不同年龄

孔板中，每孔 30 枚胚胎。按照预实验确定的吡嗪酰

阶段，其中 0~20 岁的患者也占一定比例

[4-5]

，因此关

胺暴露浓度 (0、1、1.5、2、2.5 和 5mmol/L)，每个浓
度设定 3 个平行孔，每孔的终体积均为 5mL，每天

于吡嗪酰胺的发育毒性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
斑马鱼是一种热带脊椎动物的鱼类，近年来多
用于遗传发育毒理学等方面的研究，它与人类能够
[6]

有高达 87% 的基因同源性 。与其他大小鼠动物模

更换暴露液 1 次。恒温光控培养箱中连续暴露 96h，
每天吸去死亡的胚胎。
1.3

分 别 在 吡 嗪 酰 胺 暴 露 24、48、72 和 96h(hour

型相比，斑马鱼具有胚胎透明、繁殖周期短、后代
数量多、给药剂量少和体外受精等优势

[7-10]

，而且斑
[11]

斑马鱼胚胎发育观察与记录

post exposure, hpe) 记录不同浓度下斑马鱼的死亡数，

。此

并且使用体视荧光显微镜 1 倍下为多条斑马鱼拍照，

外，不同类型的转基因鱼不断问世，更加方便了药

记录发育状况。48、72 和 96h 记录胚胎孵化数。计

物活性与毒性靶标的筛选。

算死亡率和畸形率。

马鱼的器官发育和形成与哺乳动物高度相似

因此，本研究以新型模式生物斑马鱼为模型，

1.4

形态评分
在吡嗪酰胺暴露 96h 时，在体视荧光显微镜观察

探讨吡嗪酰胺对斑马鱼胚胎发育的影响，为临床指
导妊娠妇女以及新生儿的合理用药提供理论参考

每组内随机 10 条鱼的发育情况。使用三卡因麻醉幼鱼，

依据。

分别在 2.5、6.3 和 10 倍下对斑马鱼不同部位进行拍照

1

记录，并按照文献 [12] 对每条斑马鱼进行发育评分。

材料与方法

1.1

试剂与仪器

1.5

斑马鱼行为学分析

吡 嗪 酰 胺 (Sigma 公 司 ) 使 用 养 鱼 水 配 置

在吡嗪酰胺暴露 96h 时，按照参考文献 [13] 的

20mmol/L 母液，现用现配。三卡因 (Sigma 公司 ) 使

方法进行斑马鱼行为学分析。首先将空白组和不同暴

用纯净水配制为 0.16mg/mL，4℃储存。ROS( 活性氧

露浓度组的斑马鱼幼鱼放入 48 孔板中，每孔 1 条幼

簇 ) 测定试剂盒 (DCFH-DA 法 )、总超氧化物歧化酶

鱼，每组 8 条鱼进行行为学分析。本实验设定采集时

(T-SOD) 测试盒、过氧化氢酶 (CAT) 测试盒、谷胱甘

间为 10min, 速度设置为快速 ( ＞ 5cm/s)、中速 (2~5cm/

肽 (GSH) 测试盒、丙二醛 (MDA) 测试盒和 BCA 蛋

s) 和慢速 ( ＜ 2cm/s)。

白浓度测定试剂盒均购自于南京建成生物研究所。

1.6

斑马鱼体内活性氧簇 (ROS) 含量测定

斑马鱼养殖饲养系统 ( 北京爱生科技有限公

使用 DCFH-DA 活性氧检测探针测定斑马鱼体

司 )；HPG280BX 光照培养箱 ( 哈尔滨市 东联电子技

内 ROS 的 含 量， 其 原 理 为 DCFH-DA 本 身 没 有 荧

术开发有限公司 )；SZX16 型体视荧光显微镜 ( 美国

光，进入细胞后被酯酶水解为 DCFH，其在活性氧

Olympus 公司 )；Spectra MR 酶标仪 ( 美国 Dynex 公

的作用下被氧化为不能透过细胞膜的强绿色荧光物

司 )；Zebrabox 斑马鱼行为分析仪 ( 法国 Viewpoint

质 DCF，因此可通过观察染色后斑马鱼体内荧光强

公司 )。

度来判断体内产生 ROS 的含量。按照说明书操作稀

1.2

释所需的探针溶液，本实验采用 25μmol/L 的工作液

1.2.1

吡嗪酰胺与胚胎的暴露
斑马鱼胚胎收集
本实验使用的斑马鱼品系为 AB 野生型，饲养条

( 现用现配 )，各组 28℃避光染色 40min 后，用新鲜
养鱼水清洗染色后斑马鱼 3~5 遍，然后在体式显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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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下拍照 (2.5 倍 )，采用 Image J 软件对图片进行处

1.8

数据统计使用 (x±s) 表示，统计学差异通过 SPSS

理分析。
1.7

数据分析

13.0 t 检验来分析。P ＜ 0.05 为具有统计学差异，P ＜

氧化应激指标 CAT、SOD 活性和 GSH、MDA

含量的检测

0.01 为具有显著统计学差异。

1.7.1

2

组织样本的收集

结果

2.1

收集不同浓度吡嗪酰胺连续暴露 96h 的幼鱼 400

吡嗪酰胺对斑马鱼胚胎的死亡率、孵化率影响

条，放入 1.5mL ER 管中，吸干残留的水，加入 4~5

低浓度组 (1 和 1.5mmol/L) 死亡率与空白对照组

粒磁珠，按照组织样本：生理盐水 =1g:1mL 的比例

相比，无统计学差异 ( 图 1B)。5mmol/L 在暴露 72h

加入，在组织匀浆机中匀浆 10min，离心，吸取上清

就已经全部死亡，而 2.5mmol/L 在暴露 96h 也全部死

液，放入 -80℃冰箱备用。

亡，死亡率呈现明显的时间依赖性和剂量依赖性 ( 图

1.7.2

1B)。在斑马鱼胚胎的孵化率是评价斑马鱼发育情况

酶活性检测
按照说明书的操作，先检测组织匀浆液的蛋白

的重要指标之一，随着吡嗪酰胺剂量的增加，暴露

浓度，再进行 CAT 活性、GSH 含量、MDA 含量和

48h 后斑马鱼孵化率显著降低，呈现明显的剂量依赖

SOD 活性检测。

性 ( 图 1C)。吡嗪酰胺不仅可以降低斑马鱼胚胎的孵

Control

1mmol/L

1.5mmol/L

2mmol/L

2.5mmol/L

5mmol/L

48hpe

24hpe

A

96hpe

72hpe

全部死亡

全部死亡

150

100
死亡率 /%

C

24hpe
48hpe
72hpe
96hpe

50

0

0

1

48hpe
72hpe
96hpe

100
孵化率 /%

B

2
1.5
2.5
暴露浓度 /(mmmol/L)

50

0
5

全部死亡

0

1 1.5 2 2.5

0

0 1 1.5 2 2.5
1 1.5 2 2.5
暴露浓度 /(mmmol/L)

A：整体发育形态图；B：死亡率折线图；C：孵化率柱状图；hpe：hour post exposure； 图片的拍照倍数为 1 倍；数据表示为 x±s (n=5)，且
P ＜ 0.05，**P ＜ 0.01

*

图 1 不同浓度吡嗪酰胺暴露对斑马鱼死亡率和孵化率的影响
Fig. 1 The effect of PZA on mortality and hatchability in zebraﬁsh embry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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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率，还可以导致斑马鱼畸形发育，如 2mmol/L 暴

显著降低，幼鱼运动能力明显降低 ( 图 3C 和 3D)。

露至 96h 时，胚胎出现明显的心包水肿、脊索弯曲、

2.4

ROS 产量检测
本实验采用 DCFH-DA(ROS 荧光探针 ) 分别测

无鳔等畸形现象 ( 图 1A)。
吡嗪酰胺对斑马鱼幼鱼形态发育的影响

定各组 ROS 荧光含量。实验结果显示，在 96hpe 时，

图 2A 为吡嗪酰胺各个剂量下暴露至 96h 的图像

与对照组比，中高剂量组 (1.5 和 2mmol/L)ROS 的含

记录。由此图可以看出，正常发育的斑马鱼 (control

量明显增加，而低剂量组 (1mmol/L) 与空白对照组相

组 ) 各器官清晰可见、鱼鳔发育正常 ( 图 2A 中黄色

比无明显变化。表明吡嗪酰胺的暴露能够增加体内

箭头所示 )、色素均匀分布、体节明显可见 ( 图 2A

ROS 的产生，如图 4 所示。

中白色箭头所示 )。与空白对照组相比，较高浓度组

2.5

(2mmol/L) 出现明显的心包水肿 ( 图 2A 中红色箭头

MDA 含量的影响

2.2

吡嗪酰胺对斑马鱼体 SOD、CAT 活性和 GSH、

所示 )、脊索弯曲、鱼鳔缺失、卵黄囊吸收迟滞、尾

如图 5 所示，随着吡嗪酰胺暴露浓度的增加，

鳍断裂、体节模糊不清，色素沉积严重分布不均、

CAT 的活性显著升高，而 GSH 的含量显著下降。此外，

腮腺未发育等。中浓度组 (1.5mmol/L) 则仅仅出现无

MDA 的含量也随着浓度的升高而升高。但是 SOD 活

鳔、轻度心包水肿等现象。对各组斑马鱼形态发育

性随着吡嗪酰胺浓度的升高出现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

进行评分，结果显示高剂量组的发育评分分数较低。

这可能是由于体内氧化应激系统受到损伤所致。

与空白对照组相比，高剂量组畸形率显著升高 ( 图

3

讨论

2C)，斑马鱼体长显著降低 ( 图 2D)。

结核病是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目前对结核

吡嗪酰胺对斑马鱼幼鱼行为学的影响 ( 图 3)

病的治疗主要采用利福平、异烟肼、乙胺丁醇和吡

与空白对照组相比，随着吡嗪酰胺暴露浓度的增

嗪酰胺四联用药的标准化短程疗法 [14]。吡嗪酰胺作

加，幼鱼的运动总距离显著减少 ( 图 3B)。无论是空白

为重要的一线抗结核药物，临床广泛应用，但其不

组还是暴露组，幼鱼的运动状态主要集中于中速和慢

良反应值得引起重视。吡嗪酰胺的毒性机制尚不明

速，吡嗪酰胺暴露之后，幼鱼运动时间和运动次数均

确，有文献报道其肝毒性机制由体内肝细胞损伤、

2.3

1mmol/L

Control

2mmol/L

1.5mmol/L

6.3×

2.5×

A

D 5

C

B 6

2
0

0

1

2

1.5

浓度 /(mmol/L)

4
体长 /mm

4

畸形率 /%

发育评分

100

50

3
2
1

0

0

1

1.5

2

0

0

浓度 /(mmol/L)

1

1.5

2

浓度 /(mmol/L)

A：不同放大倍数下斑马鱼整体与局部形态图；B：发育评分图；C：畸形率统计图；D：体长测量图；2.5× 和 6.3× 分别表示放大倍数；数
据表示为 x±s(n=5)；且 *P ＜ 0.05；**P ＜ 0.01

图 2 不同浓度吡嗪酰胺对斑马鱼胚胎形态发育的影响
Fig. 2 The effect of PZA on morphology variation in zebraﬁsh embry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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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质代谢异常、线粒体损伤等引起 [15-17]。但是有关

(1、1.5、2、2.5 和 5mmol/L) 来 暴 露 受 精 后 4h 的 胚

吡嗪酰胺的发育毒性尚未见报道。

胎，观察记录暴露 48~96h 的孵化变化，结果表明暴

斑马鱼作为一种理想的脊椎模式生物，近年来

露 48h 时，浓度≥ 2mmol/L 的组孵化率出现明显抑

被广泛作为药物筛选和安全性评价的工具。斑马鱼

制现象，暴露 72h 时，2.5mmol/L 仍然对胚胎的孵化

胚胎的孵化率可作为评价斑马鱼发育是否异常的重

有显著抑制作用。本实验结果发现吡嗪酰胺导致幼

要指标之一，因此，本实验采用吡嗪酰胺不同浓度

鱼卵黄囊吸收延滞、鱼鳔缺失等畸形。斑马鱼在人

A

B

control

每条鱼运动总距离 /cm

300

1mmol/L

200

100

0
1.5mmol/L
800

慢速

D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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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不幼鱼行为轨迹图；B：每条鱼运动总距离散点图；C：快、中、慢速下的平均运动时间；D：快、中、慢速下的平均运动次数；数据表
示为 x±s(n=5)，且 *P ＜ 0.05，**P ＜ 0.01

图 3 吡嗪酰胺对斑马鱼幼鱼行为学的影响
Fig. 3 The effect of PZA on the behavior of zebraﬁsh larvae.
A

B
5

1mmol/L

1.5mmol/L

ROS 含 量 ( 变 化 倍

Control
4
3
2
1
0
2mmol/L

0

1

1.5
浓度 /(mmol/L)

2

A：荧光显微镜下体内 ROS 的分布图；B：ROS 含量相对于空白对照组的变化倍数；数据表示为 x±s(n=5)，且 *P ＜ 0.05，**P ＜ 0.01

图 4 吡嗪酰胺暴露对斑马鱼体内 ROS 含量的影响
Fig. 4 The effect of PZA on ROS level in zebraﬁsh embry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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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应激相关指标，A：GSH 含量；B：SOD 活性；C：CAT 活性；D：MDA 含量；数据表示为 x±s(n=3)，且 *P ＜ 0.05，**P ＜ 0.01

图 5 氧化应激指标 (SOD、CAT、GSH 和 MDA) 检测
Fig. 5 The activation level of stress-related oxidative enzymes (SOD、CAT、GSH and MDA)

工饲喂之前，卵黄囊在维持生长发育所需的营养

超氧阴离子、过氧化氢等。正常生理状态下，生物体内

物质以及能量来源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

的抗氧化系统会自动清除 ROS，但当体内 ROS 产生过

此，卵黄囊的吸收异常可以影响脂质代谢异常，

量时，体内的抗氧化系统不能及时清理时，体内堆积的

进而导致发育迟缓

[18]

。斑马鱼鱼鳔一般在 96hpf

ROS 就会诱发氧化应激，进一步导致氧化损伤 [21]。因此，

形成，120hpf 发育成熟，鱼鳔对斑马鱼的运动平衡

ROS 是氧化应激的关键启动因子 [16]。当体内 ROS 产量

以及能量代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9-20]，鱼鳔的正

过度增加之所以会诱发氧化应激的发生，是因为氧自由基

常发育能够让斑马鱼幼鱼在水中适当的深度自由游

可以与 SOD、CAT 和 GSH 结合，激活这些酶，导致活性

动，因此鱼鳔的缺失会导致斑马鱼幼鱼沉于暴露液

升高，过量的升高就会造成紊乱，也就是体内抗氧化保护

下方，运动能力降低，这与本文研究结果一致。此

机制失衡 [22-25]。而 MDA 是机体内脂质过氧化的最终代谢

外，心包水肿，心脏环化也会影响体内血液循环，

产物，它的水平高低能够表征体内脂质过氧化的程度，可

造成其他器官的损伤，如体长缩短，身体弯曲等。

间接反映氧化应激损伤的水平 [26]。本实验结果表明 1.5 和

这些结果均表明吡嗪酰胺抑制斑马鱼的胚胎发育。

2mmol/L 的吡嗪酰胺能够显著提高 CAT 的活性，增加体

斑马鱼的运动行为能力也受到中枢神经系统

内 MDA 的含量，同时降低 GSH 的含量。SOD 的活性变

的调控，本实验研究结果显示，吡嗪酰胺的暴露

化出现峰值可能是由于低浓度刺激造成机体的应激状态，

能够影响斑马鱼幼鱼的运动能力，这可能是由于

而过强的刺激则导致氧化与抗氧化平衡系统受到破坏，出

吡嗪酰胺损伤了斑马鱼的神经系统，具体的机制

现酶活性抑制的现象。这些结果表明，吡嗪酰胺暴露导致

还需进一步研究。

斑马鱼胚胎产生氧化应激和脂质过氧化。氧化应激在吡嗪

生物体内清除自由基的物质主要有 SOD、

酰胺发育毒性中起着重要作用。

CAT 和 GSH 等，而这些物质属于抗氧化与氧化

本实验为吡嗪酰胺发育毒性及其发生机制的初步探

平衡系统，因此，检测这些物质的活性与含量可

索，为进一步明确吡嗪酰胺对斑马鱼产生发育毒性的具

表征机体内氧化应激系统是否异常。ROS 是生物

体机理，还需要从分子水平继续深入研究，进而为吡嗪

体内正常的氧化还原产物，主要包括羟自由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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酰胺的临床合理用药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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