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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糖诱导斑马鱼肝脏脂肪变性的
转录组学分析
陈博，张靖溥
【摘要】
目的

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D）的发病呈低龄化趋势，

本研究旨在建立一种模拟低龄人群的高糖诱导的 NAFLD
模型，揭示其基因表达谱特征，为疾病的机制研究和药物筛
选提供基础。
方法

采用高果糖饮食诱导斑马鱼产生肝脏脂肪变性，油红

O 染色分析肝脏脂肪变性率，组织病理学方法观察肝脏脂
质堆积，并分析肝脏生化指标变化。利用转录组测序观察基
因表达谱变化，通过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KEGG）和基
因本体（GO）数据库进行差异基因功能富集，分析其可能
影响的信号通路与生物过程。
结果

斑马鱼幼鱼高果糖喂养 10 d 后发生肝脏脂肪变性，

肝脏切片 HE 染色和油红 O 染色结果发现，果糖喂饲的幼
鱼肝脏出现微小脂质空泡，呈大面积红色着色。肝脏甘油三

日常饮食组成成分与 NAFLD 的发生发展密
切相关[3]。高热量饮食消耗增加，特别是以果糖为
甜味剂的大量使用（如碳酸饮料等）与青少年肥胖
流行和 NAFLD 的发病率上升紧密相关[4]。然而目
前多数 NAFLD 动物模型主要以模拟成人发病特
征为主，而成人与儿童在营养代谢上存在较大差
异，儿童期肥胖常常会持续到成年并发展为代谢综
合征[5]，因此建立一种适用于低龄人群的 NAFLD
动物模型具有重要意义。
在本研究中，我们通过果糖喂饲，诱导斑马鱼
幼鱼发生肝脏脂肪变性，用以模拟幼体在果糖刺激
下形成的 NAFLD，并通过转录组测序技术寻找关
键分子靶标和信号通路，以期为低龄人群 NAFLD
的防治提供分子机制研究的基础。

酯、葡萄糖含量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经转录组测序发现果
糖喂饲的幼鱼肝脏表达谱发生明显改变，共发现 485 个差
异表达基因（变化倍数 > 3，P < 0.05）。差异基因 KEGG 分
析表明，PPAR 信号通路为显著富集通路，real-time PCR 结
果确认 PPAR 通路中 fads2、fabp7b、plin2、adipoqa 基因
水平显著上调。下调基因的 GO 分析结果显示，病毒防御
为显著富集的生物学过程。
结论

建立了一种果糖诱导的斑马鱼 NAFLD 模型，可应

用于斑马鱼幼体肝脏脂肪变性的机制研究和药物筛选。能量
代谢相关基因表达的变化可为果糖致 NAFLD 的作用机制
研究提供依据。

【关键词】 斑马鱼； 果糖； 非酒精性脂肪肝； 转
录组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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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D）是慢性肝病的主
要诱因之一[1]。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患有 NAFLD
的青少年人群亚临床动脉粥样硬化风险呈上升趋
势 [2] 。 鉴 于 青 少 年 NAFLD 患 病 率 的 升 高 以 及
NAFLD 和心血管疾病的密切相关性，通过改善饮
食和生活习惯，同时开发有效的治疗手段是极为必
要的。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AP100 幼鱼饲料购自美国 Zeigler Bros 公司；
总胆固醇、甘油三酯、葡萄糖检测试剂盒购自北京
普 利 莱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Trizol 试 剂 盒 购 自 美 国
Invitrogen 公 司 ； SZX10 型 显 微 镜 购 自 日 本
Olympus 公司；RM2255 型石蜡切片机和 CM1950
型冰冻切片机均购自德国 Leica 公司；LightCycler
96 荧光实时定量 PCR 仪购自瑞士 Roche 公司。
1.2 方法
1.2.1 斑马鱼饲养 AB 系斑马鱼，饲养温度
（28.5 ± 1）℃，14 h 光照/10 h 黑暗循环。斑马鱼
胚胎培养至受精后 5 d（5 dpf）
，给予不同饮食喂饲：
对照组给予 30 mg/d AP100，果糖组给予 30 mg/d
AP100 和 0.25%（w/v）果糖，从 5 dpf 继续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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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0 dpf。所有斑马鱼在实验结束前禁食过夜。
1.2.2 斑马鱼整体油红 O 染色 参考文献[6]的
方法，斑马鱼浸泡在 4% 多聚甲醛中固定过夜，
PBS 清洗两次，60% 异丙醇含 0.3% 油红 O 染色
1 h，PBS（含 0.1% 吐温 20）再次清洗 2 次，90%
甘油中保存，体式显微镜下观察拍照。
1.2.3 组织学分析 斑马鱼置于 4% 多聚甲醛中
固定过夜，石蜡包埋，石蜡切片机 4 μm 连续切片。
切片经苏木素和伊红（HE）染色。用于冰冻切片的
斑马鱼以 OCT 包埋，冰冻切片机 8 μm 连续切
片，0.5% 油红 O 染色，倒置显微镜观察拍照。
1.2.4 生化分析 分离斑马鱼幼鱼肝脏，肝脏总
胆固醇、甘油三酯、葡萄糖含量依据检测试剂盒说
明检测，并以组织蛋白含量为内对照。
1.2.5 实时荧光定量 PCR Trizol 法提取组织总
RNA，反转录为 cDNA，以 cDNA 为模板进行
real-time PCR。以 β-actin 为内对照，对照组为外
△△
对照，2- CT 方法计算基因相对表达量。引物：fads2
F-CCATCGGCACTTCCAGCATCAC，R-TTTCCCA
CCACAAAGGCGTTCAG；fabp7b F-AACACAGA
GTACCTTCAAG，R-AGTTTCATCACCATCTTCC；
adipoqa F-TTCACATATCACCTCACCATC，R-GAA
GCCAAACCTCATCTCC；plin2 F-ACAGCAGCCTC
AGTAAAG，R-GAGCAGGTAGTCCATCAC。
1.2.6 RNA 测序与分析 总 RNA 提取，样品质
量检测，样品检测合格后进行文库构建，Illumina
Hiseq 4000 平台测序，原始数据分析由北京康普森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完成。对获取到的各样本中的转
录本 reads 数使用 DESeq 对数据进行标准化，计
算差异比较的 P 值和变化倍数，以 P < 0.05 的差
异转录本进行 GO 和 KEGG 富集分析。
1.3 统计学处理
除 RNA-seq 分析外，所有数据以 x  s 表
示。Graphpad 6.0 软件分析，两组间比较采用 t 检
验，当 P < 0.05 时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果糖诱导斑马鱼幼鱼肝脏脂肪变性
5 dpf 的幼鱼给予 0.25% 的果糖处理，持续
10 d。结果表明与对照组相比较，果糖处理组幼鱼
体重无明显变化，体长显著增加。油红 O 染色结
果表明，果糖处理组幼鱼肝脏区域有明显红色着
色，提示肝脏产生脂肪堆积。肝脏石蜡切片 HE 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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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结果表明，果糖处理组幼鱼肝脏呈现出微小空
泡，提示肝脏发生脂肪变性。肝脏生化分析结果表
明，果糖处理组幼鱼肝脏的甘油三酯、葡萄糖含量
显著升高，胆固醇水平没有明显变化，肝脏脂肪变
性率显著升高（图 1）。以上结果表明阶段性果糖
喂饲可导致斑马鱼幼鱼肝脏脂肪变性。
2.2 测序数据统计
在果糖处理结束后，我们分别从两组斑马鱼肝
脏中提取了总 RNA，利用 RNA-seq 技术进行转录
调控分析。首先分别在对照组和果糖处理组读取到
了 34 647 769 和 39 055 155 个原始序列，经过滤
后得到 33 984 509 和 38 160 017 个序列数。过滤
后的总碱基数分别为 10.2 G 和 11.45 G。平均碱基
测序错误率小于 0.03%。GC 含量占总碱基数比例
分别为 45.23% 和 46.25%。然后通过 STAR 软件
与斑马鱼基因组信息比对。两组的唯一比对序列读
数分别为 29 996 555 和 34 138 835，配对百分比
数相似，分别为 88.27% 和 89.46%。新增序列读
数分别为 1 474 890 和 1 672 991，数据质量满足
分析要求。
2.3 差异基因表达分析
为研究果糖影响幼鱼肝脏生理的相关机制，我
们进一步分析其基因表达模式，聚类分析表明果
糖 喂 饲 的 斑马 鱼 展 现 出明 显 的 差 异基 因 表 达 谱
（图 2A）。与对照组相比较，果糖处理组共发现了
485 个差异表达基因（变化倍数 > 3，P < 0.05）
，
其中 283 个基因上调，202 个基因下调（图 2B）。
我们分析了已知的差异表达基因中，上调和下调倍
数最高的前 20 个基因（图 2C）。其中上调倍数最
高的 adipoqa 基因与能量代谢相关的 PPAR 通路
和脂肪因子信号通路相关，提示果糖饮食可能诱发
体内能量代谢失衡。
2.4 差异基因 KEGG 和 GO 归类分析
分别对差异上调基因、下调基因进行 GO 富
集分析。其中上调差异基因富集到的 GO 生物过程
包括：细胞周期调节、氧气输送、固醇类代谢过程
等，提示饮食中的果糖可能影响斑马鱼生长发育。
下调差异基因富集到的 GO 生物过程包括：对病
毒的防御反应，硫化物转运，硫酸盐、氯离子跨膜
转运，草酸转运，细胞 pH 调节能力等，提示果糖
喂饲可能影响了斑马鱼对微生物入侵的防御能力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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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果糖喂饲对斑马鱼生长及肝脏脂肪变性的影响[A：斑马鱼整体油红 O 染色；B：斑马鱼肝脏 HE 染色（40 ×）；C：
斑马鱼肝脏油红 O 染色（40 ×）；D：斑马鱼体长、体重及生化指标；与对照组相比，*P < 0.05，**P < 0.01，***P < 0.001]
Figure 1 The effects of fructose diet feeding on the growth and hepatic steatosis in larval zebrafish [A: Whole body oil red O
staining; B: Liver HE staining (40 ×); C: Liver oil red O staining (40 ×); D: Body length, body weight and biochemical factors; *P <
0.05, **P < 0.01, ***P < 0.001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对总的差异基因进行 KEGG 分析，在果糖喂
饲的斑马鱼肝脏中，6 个显著差异表达基因归属到
PPAR 信号通路（图 4），包括 fads2、fabp7b、plin2、
adipoqa、cyp7a1、cyp27a1.2，这些基因不仅在肝脏
表达，还表达在骨骼肌与脂肪组织。PPAR 信号通
路与能量代谢密切相关，结果提示果糖可能对肝脏
脂质代谢、幼鱼早期脂肪分化产生影响。应用生物
信息学方法对以上 6 个基因的相互作用进行预
测，发现 fads2、fabp7b、plin2 可能存在间接的调
控关系，为进一步研究提供思路（图 5）。
2.5 Real-time PCR 分析 PPAR 通路差异基因
为 验 证 RNA-seq 的 检 测 结 果 ， 我 们 利 用
real-time PCR 对 PPAR 信号通路中 4 个差异表

达基因进行检测。结果表明，果糖喂饲组 fads2、
fabp7b、plin2、adipoqa 基因表达显著上调，与 RNA
测序结果相似（图 6）。

3

讨论

NAFLD 以肝细胞的脂质过量累积为基本特
征，疾病谱涵盖单纯的肝脏脂肪变性乃至非酒精性
脂肪肝炎。非酒精性脂肪肝能导致终末期肝病，如
肝纤维化、肝癌，同时还与心血管疾病相关[7]。全
球非酒精性脂肪肝发病率为 2.8% ~ 46%。近年来，
儿童的 NAFLD 发病率呈快速上升趋势，由于其发
病较成人更快，已经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公共健康
问题[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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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对照组和果糖处理组斑马鱼肝脏基因表达谱（A：基因表达聚类分析热图；B：差异表达基因火山图；C：差异基因
中变化倍数最高的前 40 个基因）
Figure 2 Overview of gene expression profiling of liver in control and fructose group (A: Gene clustering base on gene expression
profiles; B: The volcano plot of different genes showing log fold change; C: The top 40 of changed DEG between fructose and
control group in zebraf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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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显著上调（A）和下调（B）基因的 GO 生物过程归类
Figure 3 Significantly up-regulated (A) and down-regulated (B) genes assigned to GO biological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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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基于 KEGG 的 PPAR 信号通路的差异表达基因的分析归类（红色：显著上调基因；绿色：显著下调基因）
Figure 4 Significantly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identified by KEGG as involved in PPAR signaling parthway (Red: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expression; Green: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expression)

图 5 生物信息学方法预测基因-基因相互作用
Figure 5 The gene-gene interaction network was forecasted by bioinformatics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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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Real-time PCR 验证 PPAR 信号通路的 4 个差异基
因（与对照组相比，*P < 0.05）
Figure 6 Validation of four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selected from PPAR pathway by qRT-PCR (*P < 0.05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大量研究表明，由于经济水平的提升，我国当
代人饮食习惯的改变是导致肥胖率迅速上升的主
要原因之一[10]。儿童和青少年是含糖高热量饮食的
主要消耗群体。已有研究表明果糖摄入与 NAFLD
发生发展有关[11]。摄入大量果糖的 NAFLD 患者，
其果糖激酶基因表达量较普通人更多[4]。在啮齿类
动物模型中，果糖摄入增加脂肪生成，脂肪酸氧化
降低，增加内质网应激以及损伤胰岛素信号[12]。
斑马鱼已经成为一种公认的研究发育和疾病
的模式动物。相较于其他模式动物，其繁殖迅速，
在胚胎和幼体时期身体透明，因此适合基于疾病表
型的高通量筛选和基础分子机制研究。与人类相
比，斑马鱼的肝胆系统在解剖学和分子水平上高度
保守，且在受精后第 5 天接近发育完全。斑马鱼
的成鱼和幼鱼均可发展为肝脏脂肪变性，病理过程
与人类相似[13]。目前已有多种基于药理学和基因技
术手段建立的斑马鱼肝脏脂肪变性模型[14]。本研究
采用果糖喂饲斑马鱼幼鱼用以模拟低龄人群
NAFLD 早期发展，结果表明，阶段性的果糖喂饲
可促进斑马鱼生长，但并未导致肥胖。普通的高脂
饮食在诱导肥胖的同时造成肝脏脂质堆积[15]，而高
果糖饮食可独立诱导斑马鱼肝脏脂肪变性和损伤，
促进肝脏脂质堆积。
转录组测序技术是一种高通量测序方法，我们
利用该方法观察果糖诱导的斑马鱼脂肪变性的转
录组特征，为其发病机制提供分子基础。转录组分
析结果表明果糖喂饲后斑马鱼肝脏基因表达谱特
征发生明显变化。差异下调基因的 GO 功能注释
结果表明，果糖喂饲可能降低幼鱼对病毒和其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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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防御反应，这可能是摄入高果糖饮食的潜在风
险之一。KEGG 分析得到 PPAR 信号通路的显著
富 集 ， 提 示机 体 能 量 平衡 受 影 响 。模 型 组 肝 脏
adipoqa 基因表达水平极显著升高，可能是机体应
对果糖压力的代偿性反应，而幼体与成体基因调控
差异较大，adipoqa 长期被激活是否会诱发其他疾
病还需深入研究。Adipoqa 是人 adiponectin 同源
基因，与 2 型糖尿病、肥胖、冠心病等密切相关[16]。
研究表明，在非酒精性脂肪肝病人中，adiponectin
水平与亚临床动脉粥样硬化事件显著相关[17]。血清
adiponectin 水 平 的 异 常 变 化 可 能 作 为 儿 童
NAFLD 的诊断标志物[18]。这些研究提示本实验所
建模型能一定程度模拟临床疾病的病理过程，具有
深入研究的价值。
综上，本研究提供了一种以现阶段国民饮食习
惯——果糖为诱因的模拟低龄人群 NAFLD 发生
发展的动物模型及其主要的基因表达谱特征，为进
一步的机制研究或药物筛选提供了基础数据。
志谢 感谢本实验室孟杰老师在斑马鱼饲养过程
中的辛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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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criptomic analysis of fructose induced liver steatosis in larval zebrafish
CHEN Bo, ZHANG Jing-pu
【Abstract】
Objective

The prevalence of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AFLD) is increasing in young peopl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stablish a sugar-induced NAFLD model and revea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ts gene expression profile for the mechanism
studies of NAFLD and drug screening in youth.
Methods Zebrafish larvae were fed with a high fructose diet or normal diet respectively. The liver steatosis was analyzed by
hepatic lipid accumulation and biological indexes. Transcriptome sequencing was employed to observe the changes of gene
expression profile, and the functional enrichment of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was conducted by 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 (KEGG) and Gene Ontology (GO) database.
Results Zebrafish larvae were fed with a high fructose diet for 10 days developed liver steatosis. The results of pathological
showed that lipid vacuoles appeared in the liver of the fructose fed larvae with red staining. The triglyceride and glucose contents of
liver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fructose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ranscriptome sequencing showed significant
changes of gene expression profile in fructose-fed larvae. A total of 485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were identified (change fold
> 3, P < 0.05).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by KEGG showed that PPAR signaling pathway was significantly
enriched. Four genes involved in PPAR pathway were validated by real-time PCR. The GO analysis from down-regulated gene
showed that GO term: defense response to virus was significantly enriched.
Conclusion This study has established a fructose-induced zebrafish NAFLD model. Particularly, variant expression of energy
metabolism related genes in fatty livers supports a role of fructose diet in NAFLD pathology and provides a foundation for
mechanism studies and drug screening of NAF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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