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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青鳉胚胎不同发育阶段对 120#燃料油毒性

敏感性的比较

高摇 翔,摇 丁光辉,摇 李西山,摇 熊德琪

(大连海事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6)

摘摇 要:本研究考查了 120#燃料油分散液(WAFs)对海洋青鳉(Oryzias melastigma)胚胎的毒性效应,测试

其各发育阶段对 WAFs 的敏感性。 将 6 hpf (受精后小时数)、18 hpf 和 30 hpf 的海洋青鳉胚胎分别暴露于

不同浓度的 WAFs 中,并于暴露之后的 12、24、48、72、96 h 进行观察、记录并计算胚胎的蓝囊综合症(blue
sac disease,简称 BSD)指数、孵化率、心率以及半数致死浓度 LC50值等指标。 结果表明,WAFs 暴露可以对

海洋青鳉胚胎发育产生明显的毒性影响,包括发育畸形、孵化率和心率下降、死亡率上升等现象,并伴随着

明显的时间鄄剂量效应。 各项指标对于 WAFs 暴露的敏感性各不相同,以 BSD 指数和孵化率变化更为明

显。 胚胎对于 120#燃料油毒性的敏感性随着发育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随着暴露起点的延后,毒性影响

逐渐减小。 但是,WAFs 对海洋青鳉胚胎心率的影响主要作用于心脏发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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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sensitivity of marine medaka (Oryzias melastigma) embryo on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stages to 120# fuel oil

GAO Xiang,摇 DING Guang鄄hui,摇 LI Xi鄄shan,摇 XIONG De鄄qi
(Colleg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Dalian 116026,China)

Abstract:In this paper,the toxic effects of 120# fuel oil water accommodated fractions (WAFs) on marine medaka
(Oryzias melastigma) embryo were studied,with comparison of the sensitivities of embryos on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stages. The marine medaka embryos of 6,18 and 30 hpf (hour post鄄fertilization) were exposed to different concentra鄄
tions of WAFs. The responses of embryos were observed and recorded at different time (12,24,48,72 and 96 h after
exposure),and the blue sac disease (BSD) index,hatching rate,heart rate and LC50 were calculated separatel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AFs exposure could cause obvious toxic effects,including malformation,decrease in hatching rate
and heart rate,and increase in mortality,with significant time鄄dose effect relationships. The developmental endpoints
showed a varying extent of sensitivity to WAFs among which the changes of BSD index and hatching rate were more
significant. The sensitivity of embryos to 120# fuel oil gradually decreased with the development. The toxicity gradually
decreased with the delay of the starting point of exposure. But the WAFs affected the heart rate mainly in the stage of
cardia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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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石油的大量开采和运输,使得石油烃大量输 入海洋,海洋环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1]。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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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是由于灾难性的溢油事故或跑冒滴漏等慢性释

放,原油水溶性组分的释放都可能会导致严重的

海洋环境污染。 这将不可避免地对海洋生态构成

威胁,尤其是油轮航线附近和靠近石油处理设施

(例如,港口,炼油厂)的沿海地区[2]。 对水生生

态系统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更有部分石油烃能够

通过食物链在生物体内富集,进入人体后会对健

康造成持续的负面影响[3]。 大量学者针对石油

污染对水生生态系统影响进行了持续的研究。
在水生态污染监测中,鱼类对水质变化较为

敏感,它的多项生理指标可用于对水污染的监测

和评定[4]。 而在鱼类早期生长阶段,环境污染对

鱼类胚胎发育往往产生较为严重的影响,也是由

于其对污染物的毒性更加敏感[5]。 国内外陆续

提出用细胞系和鱼胚胎来替代标准鱼类进行水污

染毒性监测实验,通过胚胎毒性效应对污染物的

长期毒性作出预判[6鄄7]。
本研究将 120 #船用燃料油作为实验油品。

120#燃料油为国内常用的船用燃油,是我国近海

溢油事故的主要油品之一。 实验选取海洋青鳉三

个不同发育时期的胚胎作为研究对象,用油水混

合形成的分散液对胚胎进行染毒。 研究石油烃对

海洋青鳉胚胎的毒性效应,并寻找其作用的敏感

时间,旨在为进一步研究石油烃对海洋生物不同

发育阶段的毒性效应提供基础实验数据。

1摇 材料与方法

1. 1摇 受试生物

本实验选择海洋青鳉胚胎作为受试生物。 实

验所用海洋青鳉均已于实验室培养数代,性状稳

定。 养殖条件:盐度控制在 30依2,水温保持在 28
依2益,pH 控制在 7. 8 依 0. 1,光 /暗周期控制为

14 h 颐10 h,每日分 3 次投喂约 5 g (孵化前干重)
的 1 日龄新鲜丰年虾,并更换养殖系统总水量的

1 / 5。 实验中海洋青鳉胚胎均在正常受精后 1 h
内收集。 为保证其正常受精和活性,胚胎取得后

在显微镜下观察并选择正常个体用于实验。
1. 2摇 主要仪器

主要仪器:恒温磁力搅拌器(GL鄄3250A 型)、
光照培养箱(MGC鄄400B 型)、万分之一电子分析

天平 ( FA1004 型)、倒置生物显微镜 ( ECLIPSE
TS100 / 100)、基因研究型纯水仪(FJY2002鄄UVF鄄P
型)、数控超声清洗器 ( KQ5200DE 型)、水浴槽

(SDK鄄8D)。
本研究选择 120#船用燃料油(RMD鄄15)作为

实验油品,来自中国船舶燃料有限责任公司。 人

工海盐购自中国盐业总公司(天津,中国)。 主要

化学试剂购自霍尼韦尔公司(美国)和默克公司

(德国)。
1. 3摇 受试溶液的制备

120#燃料油分散液 (简称 WAFs) 的制备:
WAFs 的制备参照 Barron 的方法[8],将 120#燃料

油与人工海水(盐度为 30)按质量体积比 25 g / L
混合,置于 500 mL 下口瓶中封口避光,磁力搅拌

器低速搅拌 18 h,控制涡度为 25% ~ 30% (漩涡

高度为总体系高度的 25% ~30% )。 静置 6 h 后,
分离下层水相为 WAFs 母液。 置于 4益环境中避

光保存,实验前稀释至所需浓度。
1. 4摇 暴露实验

本研究依照《化学品 鱼类早期生活阶段毒性

试验》 ( GB / T21854鄄2008) 进行实验设计。 根据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鄄2002)的相关规

定,郁类和吁类水质的石油类含量分别不大于

0. 50 mg / L和 1. 0 mg / L。 结合预实验结果,将

WAFs 设置为等对数间距的 3 个浓度水平 (0. 2、
1. 0、5. 0 mg / L),分别模拟郁类和吁类水质,并另

外设置一个高浓度水平来探讨石油烃浓度较高的

条件下海洋青鳉胚胎的生理变化。 各浓度组分别

设置 5 个平行样品。 参照 Schulte 等[9]的方法,将
胚胎分别暴露在 24 孔板(1 枚 /孔),每孔注入 2
mL 人工海水或受试溶液,采用半静态法进行培

养,每 24 h 更换一半受试液。 以纯净海水作为空

白对照,置于光照培养箱中进行培养,温度保持在

28依2益,光 /暗周期控制为 14 h 颐10 h。
根据实验的前期观察和陈漪等人的研究结

果[10]对海洋青鳉胚胎发育时期进行划分。 将

6 hpf (受精后 6 h,囊胚期)、18 hpf (受精后 18 h,
原肠胚期) 和 30 hpf (受精后 30 h,器官形成期)
等不同时期的海洋青鳉胚胎暴露于不同浓度的

WAFs 溶液中,暴露时长分别设置为 12 h、24 h、48
h、72 h、96 h。 在倒置显微镜下观察鱼卵的发育

情况并对各实验组的死亡、畸形发育、孵化状况等

各项毒理学指标进行拍照并记录和统计。
1. 5摇 数据处理

统计并计算各浓度下暴露组海洋青鳉胚胎的

死亡率、孵化率、30 s 心跳次数、BSD 指数等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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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 BSD 的赋分和计算方法参考 Scott[11] 等人

的方法。 将 PE(围心腔水肿)、YE(卵黄囊水肿)、
SH(心脏拉长)、CF(颅面畸形)、FR(烂鳍病)、SD
(脊柱弯曲)、CR(循环降低)数据进行统计(症状

出现则记为 1,症状未出现则记为 0),计算蓝囊病

(BSD)指数。 BSD 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BSD = [移
n

p = 1
(PE·Ep) + 移

n

y = 1
(YE·Ey) +

移
n

s = 1
(SH·Es) + 移

n

c = 1
(CF·Ec) + 移

n

f = 1
(FR·E f) +

移
n

s = 1
(SD·Es) + 移

n

c = 1
(CR·Ec)] / (n 伊 7)

式中: 移
n

p = 1
PE·Ep 等于全部个体 PE 得分之

和,以此类推,Ey、Es 等分别对应各种症状的胚胎

或仔鱼数量,7 为胚胎或仔鱼的最高 BSD 得分;n
为存活个体数。

胚胎的半致死浓度(LC50)通过 SPSS 18 按照

概率单位法进行计算。 各项指标按照单因素方差

分析(ANOVA)比较暴露组与对照组间的显著性

差异,p<0. 05 被认为差异显著,p<0. 01 被认为差

异极显著。

2摇 结果与讨论

2. 1摇 不同染毒时间对海洋青鳉胚胎 BSD 指数的

影响

BSD 指数反映出了 WAFs 对海洋青鳉早期发

育的致畸影响。 如图 1 所示,在暴露周期中,随着

时间的推移对照组的 BSD 指数无明显变化,而暴

露组 BSD 指数均高于对照组。 在低浓度组,暴露

初期 BSD 指数的变化并不明显,至暴露 72 h 和

96 h 后 6 hpf 组和 18 hpf 组分别出现了明显增大

(p<0. 05);在该浓度下,不同暴露起点对 BSD 指

数影响的关系为:6 hpf > 18 hpf > 30 hpf。 中浓度

暴露下,18 hpf 组在 48 h 时较对照组出现显著性

差异(p<0. 05),并且随时间延长差异愈加明显,
暴露 96 h 时差异极显著(p<0. 01);其余两组均在

暴露 72 h 表现出显著性差异(p<0. 05);暴露过程

中,6 hpf 组和 18 hpf 组的 BSD 指数没有表现出现

明显差别,但均明显高于 30 hpf 组。 暴露于高浓

度溶液中时,BSD 指数曲线的时间效应更加明显,
分别于暴露后 24 h(6 hpf 组和 18 hpf 组)和 48 h
(30 hpf 组)出现显著性差异,均早于较低浓度组;

在暴露前期(0 ~ 48 h),6 hpf 组 BSD 指数最高,但
在后期逐渐低于 18 hpf 组。

实验中染毒胚胎在发育前期的畸变效应主要

表现为发育延迟和卵黄囊水肿并最终出现卵黄凝

结,这可能是由于卵黄在被完全吸收之前卵膜尚

未发育完全,导致石油烃进入卵膜,胚胎机体的大

量能量被用于解毒,造成胚胎停止发育甚至死亡;
而在发育后期则主要表现为围心腔水肿、血液循

环降低、体内出血等;这些症状与以往的研究结果

相吻合。 王振的研究表明,原油可引起斜带髭鲷

(Hapalogenys nitens)仔鱼畸形(烂鳍病、脊柱弯曲

等),其畸形的严重程度还与原油含量表现出一

定的相关性[12]。 BSD 症状被认为是由燃料油中

的多环芳烃(PAHs)成分及其代谢产物造成的。
有研究证实,PAHs 在经过 CYP1A 调控和代谢后

产生的活性氧或代谢产物在 PAHs 的致毒过程中

起着关键的作用。

图 1摇 不同染毒时间对海洋青鳉胚胎 BSD 指数的影响

Fig. 1 Effect of different exposure time on BSD index of ma鄄
rine medaka embryos

(图中数据为平均值依标准误差(n=5);“*冶表示对该组数据和

相应对照组数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差异显著( p<0.

05),“**冶表明差异极显著(p<0. 01))

摇 摇 通过数据对比发现,海洋青鳉胚胎 BSD 指数

随着暴露浓度的上升而增大,组间差异愈加明显,
BSD 指数出现显著变化的时间点持续提前。 BSD
指数与暴露时长呈现正相关,尤以暴露 48 h 后各

组 BSD 指数的变化更加明显。 表明在相同暴露

起点下,染毒时间越长,毒性影响越明显。 在 3 个

浓度组的暴露中,6 hpf 组和 18 hpf 组 BSD 指数明

显高于 30 hpf 组,且两组差异较小。 表明暴露起

点越早,对海洋青鳉胚胎的毒性影响越明显。 其

次,在不同浓度的暴露实验中表现出一个共同特

点:在暴露初期 6 hpf 组 BSD 指数更高,但随后则

逐渐被 18 hpf 组 BSD 指数接近或超越,并且两条

BSD 曲线相交的时间点与暴露浓度呈现负相关关

系,这一现象的产生原因还有待于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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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摇 不同染毒时间对海洋青鳉胚胎 LC50 值的

影响

WAFs 对海洋青鳉胚胎 LC50值的影响结果见

表 1(个别 LC50值超出上限,无法计算)。 由表可

知,同一暴露起点的条件下,LC50值在初期即达到

峰值。 随着染毒时间增长各暴露组 LC50值逐渐降

低并趋于稳定,最终在暴露后 96 h 降至最低。 在

相同暴露时长的条件下,对比各组 LC50值得到的

规律为 30 hpf > 18 hpf > 6 hpf,即随着暴露起点

的延后,LC50值会逐渐增大。
暴露过程中,WAFs 对胚胎发育前期的致死

效应主要表现为胚胎卵黄边缘变得模糊不清,卵
黄逐渐暗淡,透光度降低直到卵黄凝结,最终溃烂

解体。 胚胎发育后期的致死效应表现为胚胎发育

减缓直至停止,各器官组织逐渐变得暗淡模糊,最
终死亡糜烂。 研究证明,在石油浓度大于 3. 2
mg / L 时,会造成真鲷 (Pagrosomus major)、牙鲆

(Paralichthys olivaceus) 等胚胎的死亡率明显上

升[13]。 王振等[12]发现原油水溶性组分会对斜带

髭鲷胚胎产生明显的致死效应。 田丽粉等人则发

现,高浓度原油可导致褐牙鲆(Paralichthys oliva鄄
ceus)仔鱼死亡时间明显缩短[14]。 本研究通过对

比发现海洋青鳉胚胎 LC50值与暴露时间呈现负相

关;且随着染毒时间的延长,胚胎对 WAFs 的致死

敏感性逐渐减小,LC50 值逐渐趋于稳定。 胚胎的

LC50值因暴露剂量的上升出现显著的降低趋势。
同时实验中发现暴露起点越早,对胚胎死亡影响

越大。
表 1摇 不同暴露条件下海洋青鳉胚胎的 LC50

Tab. 1 The median lethal concentration (LC50) of marine medaka em鄄

bryos in different exposure conditions

暴露时长 / h
LC50 / mg·L-1

6hpf 18hpf 30hpf

24 4. 47 — —

48 3. 96a 4. 63ab —

72 3. 53a 4. 01ab 4. 61bc

96 3. 38a 3. 56a 3. 93ab

注:表中字母表示在相同暴露时长条件下,不同暴露起点之间的

组间差异显著性

2. 3摇 不同染毒时间对海洋青鳉胚胎孵化率的

影响

由图 2 可知:WAFs 可以显著降低海洋青鳉

胚胎的孵化率,但各对照组的孵化率未发生明显

变化,均保持在约 80%左右。 在低浓度暴露下,6
hpf 组孵化率初期(12 ~ 24 h)下降比较明显,并在

96 h 达到最低(38% );18 hpf 在初期( <24 h)孵

化率变化并不明显,但在随后的暴露中孵化率显

著下降;30 hpf 组的孵化率在暴露期间稳步下降,
最终 96 h 孵化率降至 60% 。 中浓度组中,6 hpf
组孵化率持续下降并在 96 h 达到 29% ,为 3 个暴

露组中最低;18 hpf 组变化趋势与低浓度组基本

类似,暴露后期孵化率下降明显;30 hpf 组在暴露

48 ~ 72 h 内孵化率下降明显,其余各阶段均呈现

出缓慢下降的趋势。 暴露于高浓度 WAFs 时,各
暴露组与较低浓度组相比时间效应更加显著,下
降趋势更加明显。 在暴露初始的 12 ~ 24 h 即表

现出显著性差异( p<0. 05),并且各组暴露终点

(96 h)的孵化率更低。 在同一暴露浓度下,6 hpf
组和 18 hpf 组孵化率明显低于 30 hpf 组。 相较于

对照组,6 hpf 组在暴露前期( <24 h)孵化率就出

现显著下降,而 18 hpf 组和 30 hpf 组下降拐点的

出现则有一定程度的延后。 尤其在暴露后期,18
hpf 组孵化率下降显著,其中 72 h 孵化率甚至已

经低于 6 hpf 组。

图 2摇 不同染毒时间对海洋青鳉胚胎孵化率的影响

Fig. 2 Effect of different exposure time on hatching rate
of marine medaka embryos

(图中数据为平均值依标准误差( n = 5);“*冶表示对该组数据

和相应对照组数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差异显著( p<

0. 05),“**冶表明差异极显著(p<0. 01))

摇 摇 通过分析发现:WAFs 可以比较明显地降低

海洋青鳉胚胎的孵化率。 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

吻合,陈民山和王振等人的研究分别证明,原油能

明显降低真鲷、牙鲆、黑鲷以及斜带髭鲷等鱼卵的

孵化率[12鄄13]。 在相同暴露起点的条件下,随着暴

露时间的延长和暴露浓度的增大,各组孵化率呈

现出不同程度的下降,且下降幅度与暴露时长和

浓度均呈现出正相关关系。 相同暴露时长条件

下,暴露起点越早对海洋青鳉胚胎孵化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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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大。 相关的研究显示,油品暴露会对胚胎孵化

酶和胚胎活力造成影响,使得胚胎在发育过程中

消耗过多的能量,致胚胎孵化进程的延迟或破膜

能量不足,甚至出现初孵仔鱼出现脊柱弯曲等畸

形症状[15鄄16]。 从研究结果来看,海洋青鳉胚胎孵

化出膜时间延后可能正是因为 WAFs 中某些成分

减弱孵化酶的活性造成的。
2. 4摇 不同染毒时间对海洋青鳉胚胎心率的影响

WAFs 对海洋青鳉胚胎心率的影响见表 2(个
别胚胎心脏尚未发育成型,无法统计)。 从表中

可知,胚胎心率经暴露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并且随

着暴露时间的延长心率持续降低。 在低浓度暴露

时,30 hpf 组在暴露 48 h 时心率首先出现显著下

降(p<0. 05),暴露 96 h 时,已表现出极显著差异

(p<0. 01),18 hpf 组和 6 hpf 组则在染毒 72 h 出

现明显下降(p<0. 05),并持续降低。 在低浓度暴

露下,30 hpf 组在暴露 48 h 时心率首先出现显著

下降(p<0. 05),暴露 96 h 后出现极显著差异(p<
0. 01);18 hpf 组和 6 hpf 组则在染毒 72 h 出现明

显下降(p<0. 05),并且各组心跳抑制率随暴露时

间增大而增大,最大抑制率均出现在暴露 96 h。
当暴露时长相同时,心率大小的一般规律为 6 hpf
> 18 hpf > 30 hpf。 中浓度组暴露时,心率变化规

律与低浓度组大致相同。 心跳抑制率与暴露时长

呈现正相关。 这是由于胚胎个体受石油烃持续作

用影响产生中毒反应,心率不断下降。 Inacardona
等[17]研究证实,存留在生物膜内的菲能够破坏细

胞脂膜的功能,从而导致心脏功能的紊乱。 同时,
相关研究证明了芴和萘也会引起相似的症

状[18鄄19]。 随着时间的延长,当机体对石油烃暴露

产生适应性时,心率则逐渐趋于平稳。 通过对比

暴露起点的不同发现:暴露起点越晚,对心率的影

响越大。 暴露起点对心率影响的大小顺序为 30
hpf > 18 hpf > 6 hpf。 根据陈漪等人对海洋青鳉

胚胎发育的研究[10],可以发现 30 hpf 组的暴露时

长涵盖了胚胎从心脏开始成型(45 hpf)到出现心

脏跳动(70 hpf)的整个心脏发育阶段,而6 hpf和
18 hpf 组的暴露都只是部分涵盖了胚胎的心脏发

育时期,是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

表 2摇 不同暴露条件下海洋青鳉胚胎的心率

Tab. 2 The heart rates of marine medaka embryos in different exposure conditions

浓度 / mg·L-1
暴露时长 6hpf 18hpf 30hpf

/ h 对照组 实验组 对照组 实验组 对照组 实验组

0. 2 48 — — 82. 12 74. 65 80. 26 69. 75*

72 82. 34 66. 35* 80. 27 67. 25* 81. 78 64. 13*

96 83. 36 62. 91* 85. 15 60. 17* 76. 64 57. 61**

1. 0 48 — — 76. 56 65. 48* 82. 26 64. 45*

72 79. 22 60. 52* 80. 3 58. 27** 83. 16 56. 56**

96 82. 46 57. 97** 79. 82 52. 16** 80. 26 48. 03**

5. 0 48 — — 81. 05 47. 36** 78. 62 45. 72**

72 85. 7 47. 53** 78. 65 46. 21** 76. 31 43. 22**

96 83. 66 43. 85** 77. 06 44. 79** 85. 64 42. 41**

3摇 结摇 论

(1)海洋青鳉胚胎的各项指标(BSD 指数、
LC50值、孵化率以及心率)受 WAFs 暴露影响均表

现出不同程度的毒性效应。 在 0. 2 ~ 5. 0 mg / L 的

浓度范围和 96 h 的暴露时长内,各项指标呈现出

一定的时间鄄剂量效应关系。 表明 WAFs 暴露能

对海洋青鳉机体产生较为明显的毒性影响,且毒

性大小与暴露浓度与时长正相关。

(2)海洋青鳉胚胎各项指标中,BSD 指数随

着暴露浓度的上升显著增大,组间差异明显,且与

暴露时长呈现明显正相关;胚胎孵化率由于暴露

时间和浓度的增大出现明显的下降,并且暴露起

点对胚胎孵化率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相比之下,
胚胎 LC50值和心率的变化并不显著。 由此可见,
在各项指标中 BSD 指数和孵化率对 WAFs 暴露

表现出更强的敏感性。
(3)通过对胚胎各发育阶段的研究发现,B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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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LC50值以及孵化率对 WAFs 毒性敏感性表

现一致,均表现为:囊胚期(6 hpf) >原肠胚期(18
hpf)> 器官形成期(30 hpf)。 与其他指标不同的

是:WAFs 对海洋青鳉胚胎心率的影响主要作用

于器官形成期(30 hpf),特别是 45 hpf ~ 70 hpf 的
心脏发育阶段。 这一结果表明:WAFs 对海洋青

鳉胚胎早期发育的毒性影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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