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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环境中镉对鱼类的毒理效应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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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镉在鱼类体内具有生物富集与毒理效应，
本文从组织结构与功能完整性、
生理代谢、
生殖和免疫系统等方面总
结了国内外研究进展，
为更好地控制水环境中镉污染，
保护水环境和水生生物提供科学依据。鱼类食性和摄食途径
的差异造成镉在其体内的积累和分布具有生物特异性与组织差异性；
水体镉浓度超标可导致鱼类的鳃和肝脏等组
织结构与功能完整性受到不同程度损害，
并对鱼类的抗氧化防御系统、
生殖调控、
非特异性免疫系统与基因表达等
产生毒性效应，
其毒性效应随镉暴露浓度、
暴露时间、
鱼类种类、
发育阶段和性别不同而异；
鱼类的抗氧化防御系统
和免疫系统在镉诱导的氧化损伤中发挥了重要的保护作用。展望今后的研究方向，
应加强低剂量和长周期镉胁迫
的影响、
水中镉与其他环境污染物的复合毒理效应、
不同形态镉的毒理效应及机制等方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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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金属镉是广泛存在于水环境中的生物非必需

鱼类的鳃、
肝脏和性腺等组织结构与功能完整性，
同

元素，
对绝大多数水生生物产生毒害作用，
被公认为

时影响其生理代谢、
生殖和免疫系统等，
最终导致鱼

水环境中主要污染物之一（Adam et al，
2019）。水环

类 代 谢 紊 乱 、生 理 活 动 失 调 等 ，甚 至 导 致 死 亡

境中镉主要来源于金属矿业开发和利用、
城市生活污

（Kaneko & Ralston，
2007；
Liu et al，
2018；
Adam et al，

水、农业生产以及大气中的含镉废气等（Hua et al，

2019）。鱼类作为人类重要的食物蛋白来源之一，
其

2019），
随着工业化进程迅猛发展带来的含镉废水大

体内富集的镉经由食物链传递进入人体。国际食品

量排放，
以及人类生产和生活垃圾不合理处置，
水环

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JECFA）规定 ，人类对重金

境中镉污染问题日趋严重（Qu et al，
2016）。暴露于镉

属镉的允许周摄入量限值为 7 μg/kg（Ahmad et al，

污染水体的水生生物通过呼吸、
体表渗透和消化吸收

2010），
超过限值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一定危害。

等途径富集镉（Rainbow et al，
1989），
富集于体内的镉

本文综述镉在鱼类体内的生物富集与毒理效应

具有生物毒性强、
代谢半衰期久等特点，
在生物体内

（组织结构与功能完整性、
生理代谢、
生殖和免疫系统

的半衰期为 10~30 a，
代谢半衰期长达 4~19 a，
不易被

等方面），
总结国内外研究进展，
展望今后的研究方

生物分解利用而蓄积在生物体的肝脏、
肌肉、
肾脏、
骨

向，
以期为更加深入研究镉的毒理效应及其机制，
进

骼和神经组织等，
并通过食物链传递，
逐级生物积累

而更好地控制水环境中镉污染，
保护水生态环境和水

（曾晨等，
2018），
最终威胁人类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
鱼类是水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生物类群，
处于食
物链的上端 ，对水体中镉污染非常敏感（Kaneko &
Ralston，2007）。鱼类若长期暴露于镉污染环境中 ，
其体内不同组织会对镉进行吸收和蓄积，
进而影响

生生物，
为人类提供安全的水产品提供科学依据。

1 镉在鱼体内的积累与分布
镉在鱼类体内的积累和分布具有生物特异性和
组织差异性，
不同鱼类对水体中镉的富集特性不同，
同一种鱼类的不同组织器官中镉的富集量也并不相
同（Jin et al，2015），鱼 类 的 食 性（Saad & Has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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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
2015；
王俊能等，
2019）是影响镉在鱼类体内积累
和分布的主要因素。
1.1 鱼类食性与镉在其体内富集的关系
镉在鱼类体内的富集与其食性有较大关系，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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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食物链中随营养级的升高，
镉的富集呈现逐级

于低营养级的草食性鱼类（郭春晶 ，2013；王俊能

放大效应（Saad & Hassan，
2002），
肉食性鱼类和杂食

等 ，2019）。陈春亮等（2012）对湛江港不同食性鱼

性鱼类体内镉富集量一般显著高于草食性鱼类（Jin

类对镉的富集特征研究发现，
镉在鱼类体内的富集

et al，
2015）。肉食性鱼类如青鱼、
黄颡鱼、
鲶和鲈等，

程度表现为：
杂食性>肉食性>植食性（表 1）。此外，

以小型鱼类、
水生昆虫和虾类为食，
一般生活于水体

镉在鱼类体内的富集量与沉积物和水体中镉含量

的中下层，
不仅暴露于水体环境中的镉，
还暴露于沉

相 关 ，且 沉 积 物 中 镉 的 影 响 大 于 水 体（ 郭 春 晶 ，

积物中的镉（Jin et al，
2015），
从而导致体内镉的含量

2013），导致生活于底层的肉食性鱼类受沉积物的

普遍较高。杂食性鱼类如鲤、鲫等，
其食谱广而杂，

影响更大 ，其体内镉的富集量也更高 ，而生活于水

水中浮游生物、昆虫、摇蚊幼虫、藻类、底栖动物、动

体中上层的草食性鱼类受沉积物的影响较小，
因此，

植物碎屑等都可以被它们摄食（王俊能等 ，2019）。

其体内镉的富集量相对较低。

Saad & Hassan（2002）研究报道 ，浮游生物对镉的富

不同食性鱼类对镉的累积能力不同，
鱼类组织

集作用较强，
富集于浮游生物体内的镉通过食物链

中镉平均富集系数从大到小一般为杂食性、肉食性

传递 ，在杂食性鱼类体内富集 ，导致杂食性鱼类对

和草食性；
在不同水层生活的鱼类其组织中镉平均

镉的富集能力也较强。草食性鱼类如草鱼、团头鲂

富集系数从大到小一般为底层鱼类、中下层鱼类和

等 ，一般生活于水体的中上层 ，主要以浮游植物或

中上层鱼类。这可能与鱼类所处食物链的位置以及

水生植物为食物，
镉的累积大部分来源于肠的食物

代谢能力等多种因素有关。草食性鱼类多生活于水

消化（Croisetière et al，
2006；
孙笑川，
2016），
因此，
对

体中上层，
而杂食性和肉食性鱼类多栖息于水体中

重金属镉的富集能力低于杂食性鱼类和肉食性鱼

下层，
由于水体中重金属镉主要赋存于沉积物中，
杂

类。镉在鱼类体内的富集一般表现出肉食性和杂

食性和肉食性鱼类在摄食过程中可能吞食大量含镉

食性高于草食性的分布规律，
肉食性鱼类和杂食性

沉积物，
从而导致杂食性和肉食性鱼体内镉的富集

鱼类处于食物链中的高营养级，
其生物富集能力高

量较高（Rejomon et al，
2010；
Weber et al，
2013）。

表 1 湛江港不同食性鱼类体内镉富集量
Fig.1 Cadmium accumulation in fish species with different feeding habits in Zhanjiang Port
杂食性鱼类

镉富集量/mg·kg-1

肉食性鱼类

镉富集量/mg·kg-1

植食性鱼类

镉富集量/mg·kg-1

粗鳞鮻

2.81

羽鳃鲐

2.22

汉氏棱鳀

1.29

黄斑蓝子鱼

1.36

龙头鱼

1.06

康氏小公鱼

0.91

间鱵

1.29

尖头斜齿鲨

1.03

圆吻海鰶

0.90

大黄鱼

0.91

四指马鲛

0.58

斑鰶

0.67

棕斑腹刺鲀

0.69

钝魣

0.48

赤鼻棱鯷

0.49

丽叶鲹

0.54

长蛇鲻

0.39

杜氏棱鯷

0.45

前鳞骨鲻

0.33

沙带鱼

0.37

燕尾鲳

0.43

中华单角鲀

0.22

康氏马鲛

0.25

裘氏小沙丁鱼

0.41

平均值

1.02

1.2 鱼类摄食途径与镉在其体内富集的关系
摄食途径是影响镉在鱼类体内的富集和分布的

0.80

0.69

同组织中镉含量的蓄积一般由高到低依次为：
肾脏、
肝脏、肠道、鳃和肌肉；
生物相途径是通过摄食食物

重要因素（陈贵良等 ，2004；郭春晶 ，2013；罗永巨 ，

中的镉而被消化系统吸收，
通过该途径，
鱼类体内不

2015；
王俊能等 ，2019）。水体中的镉主要通过水相

同组织中镉含量的蓄积一般由高到低依次为：
肠道、

和生物相 2 种途径被鱼类吸收，
再经血液循环，
迁移

肾脏、
肝脏、
鳃和肌肉（陈贵良等，
2014）。

和分布于不同组织器官中。

不同鱼类对镉的积累与分布规律又略有不同。

一般情况下，
镉在鱼类不同器官或组织中的富

例如 ，罗非鱼（Oreochroms mossambcus）经水相途径

集量随迁移分布过程逐渐降低（陈贵良等，
2014；
罗

30 d 暴露后，
其体内各组织中镉的富集量由高至低依

永巨，
2015）。镉通过水相途径和生物相途径在鱼类

次为：
肝脏、肾脏、肠道、性腺和鳃；
经生物相途径暴

不同器官或组织中富集规律不同。水相途径是通过

露 60 d 后，
罗非鱼体内各组织中镉的富集量由高至

鳃直接吸收溶解态的镉离子，
通过该途径，
鱼体内不

低 依 次 为 ：肾 脏 、肠 道 、肝 脏 、性 腺 和 鳃（罗 永 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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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这一现象可能是由于不同鱼类的不同器官

et al，
2003）。在水体中镉离子胁迫下，
鱼鳃上泌氯细

对镉的蓄积能力不同。例如，
在水相镉暴露途径下，

胞的结构发生改变，
以及离子运输和三磷酸腺苷酶

镉在鲫体内蓄积的主要靶器官是肝脏和肾脏，
在其

（ATPase）活性改变，
影响了鱼鳃的调节渗透压和离

中蓄积的镉含量占全身镉总量的 1/2~2/3，
鲫通过鳃

子 运 输 的 功 能 。 例 如 ，将 矛 尾 复 虾 虎 鱼（Syn⁃

吸收水体中的镉后 ，经血液循环 ，首先在肝脏中积

echogobius hasta）暴露于含 0.29 mg/L 镉离子水中 15

累，
并与金属硫蛋白结合，
生成镉-金属巯蛋白络合

d 后，
观察到鳃组织出现动脉瘤、发生细胞增生等病

物再转移至肾脏，
因此，
镉在鲫体内主要分布于肝脏

变（Liu，
2011）。

和肾脏（陈贵良等，
2014）。

随着暴露浓度的增加 ，鱼鳃组织细胞炎症、凋

鱼类摄食途径与镉在其体内的富集规律密切相

亡、
坏死等问题越发严重。龚仕玲等（2019）分别将黄

关。通过水相吸收途径时，
经血液循环，
镉主要在鱼

颡鱼（Pelteobagrus eupogon）暴露于 50 μg/L（低剂量

类肾脏和肝脏等解毒器官富集（陈贵良等 ，2014）。
通过摄食食物途径时，
由于肠道对含镉食物的消化

组）和 200 μg/L（高剂量组）镉溶液中８周后，
黄颡鱼
的鳃组织结构发生明显损伤，
低剂量组细胞增生、
脉

和吸收，
镉主要在鱼类肠道组织富集（罗永巨，
2015；

瘤、
鳃小片弯曲等,高剂量组除以上病变外还观察到细

王俊能等，
2019）。

胞脱落等病变。柏世军和许梓荣（2006）分别将黄颡

2 水环境中镉对鱼类的毒性效应及其机制

鱼暴露于 50 μg/L（低剂量组）和 500 μg/L（高剂量组）
镉溶液中 1 周后，
低剂量组的鳃组织线粒体结构完整

目前，
水环境中镉对鱼类的毒性效应研究主要

和清晰，
未发现肿胀和变性等病变；
高剂量组鳃组织

集中在组织病理、生理代谢、生殖、免疫和致毒机制

中线粒体明显空泡化和肿胀，
同时，
线粒体中的超氧

等方面。研究表明 ，镉暴露会导致鱼类的鳃（Liu et

化物歧化酶活性显著降低，
丙二醛含量显著升高，
黄

al，2011；Annabi et al，2011；龚仕玲等 ，2019）和肝脏

颡鱼线粒体受到氧化损伤，
组织结构发生病变。

（Thophon et al，2003；2004；Giari et al，2007）等组织

随着暴露时间的延长，
鱼类鳃组织结构病变越明

结构与功能完整性、抗氧化防御系统及其基因表达

显。Thophon 等（2003）将尖吻鲈（Lates calcarifer）暴

（El-Sayed et al，2014；Wang et al，2004；Fujiki et al，

露于 20.12 mg/L 镉离子的水体中 48 h 后，
观察到鳃组

2016）、
生殖调控系统（Guével et al，
2000；
Tilton et al，

织出现动脉瘤病变，
随着暴露时间的延长，
在第 72 h

2003；安晶晶等 ，2019）和非特异性免疫系统（Sib et

和 96 h，
鳃组织发生细胞增生等明显病理损伤。

al，
2016；
蔡荣等，
2018；
冯志桐等，
2019）等方面产生

镉导致的鱼类鳃组织病变主要包括细胞增生、

毒性效应。

鳃小片弯曲、
动脉瘤和细胞脱落，
以及鳃组织中线粒

2.1 镉对鱼类组织结构与功能完整性的影响

体出现空泡化和肿胀等氧化损伤，
随镉暴露剂量的

鱼类长期暴露于镉污染的水环境中时，
其器官

增加和暴露时间的延长，
组织病变越明显。鳃组织

或组织会发生病理损伤，
甚至导致炎症或者坏死（龚

病变一方面影响其气体交换、调节渗透压、离子运

仕玲等，
2019），
目前，
国内外主要将鳃和肝脏等靶器

输、
酸碱平衡和排泄代谢产物等生理功能，
但另一方

官作为研究对象（刘冰和周忠良，
2007；
Chouchene et

面也是鱼类机体的一种防御机制，
即通过鳃组织结

al，2011；
Adam et al，2019；
龚仕玲等 ，2019），研究镉

构改变，
增加镉到达血液循环系统的距离，
在一定程

对鱼类组织病理的影响。

度 上 阻 止 镉 进 入 鱼 类 肌 体 其 他 组 织（Camargo &

2.1.1 镉对鱼类鳃组织的影响 鳃是水体中镉对鱼

Martinez，
2007；
Annabi et al，
2011）。

体产生毒性效应的最初靶点，
鱼类通过呼吸作用不

2.1.2 镉对鱼类肝脏组织的影响 肝脏是鱼类的主

断吸收水体中镉离子，
吸收的镉离子在鳃组织的表

要解毒器官，
主要保护机体免受损害，
使重金属转化

面细胞积累或通过血液运输到鱼的各个器官或组织

为毒性较低的物质排出体外。一般情况下，
水环境

（龚仕玲等，
2019），
因此，
镉首先对鱼的鳃组织结构

中的镉离子经由鱼鳃呼吸进入鱼体后，
经血液循环

产生毒害效应，
如导致鱼鳃组织细胞炎症、凋亡、坏

系统，
在肝脏中蓄积，
之后在各个组织中重新分布。

死等（柏世军和许梓荣，
2006；
Liu，
2011）。鱼鳃的生

鱼类若长期暴露于含镉离子的水体中，
当肝脏中的

理功能包括调节渗透压、气体交换、离子运输、酸碱

镉含量超出其解毒能力后，
就会对鱼类肝脏组织结

平衡和排泄代谢产物等，
在鱼类的生理、
生化和新陈

构与功能完整性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Thophon et

代谢等生命活动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Thophon

al，2003）。 例 如 ，欧 洲 海 鲈（Dicentrarchus labr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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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ari，
2007）和尖吻鲈（Lates calcarifer）
（Thophon et

条件下，
这些抗氧化酶的活性则呈现不同程度的下

al，
2004）等鱼类长期暴露于含镉离子的水体中时，
其

降趋势，
镉的剂量-效应关系曲线总体表现为抛物线

肝脏细胞超微结构发生不同程度的病理变化，
肝脏细

形式（Alkharashi et al，2017）。Pan 等（2006）研究发

胞的组织结构损伤主要包括细胞质颗粒化、
细胞水肿

现，
环境中低浓度镉对日本鲟（Charybdis japonica）肝

和空泡化、
脂滴积累、
糖原颗粒增多等病理变化。

脏和鳃内 SOD、CAT 和 GPx 等抗氧化酶活性有显著

随着镉暴露浓度的升高，
鱼类的肝脏细胞的结
构损伤程度也明显升高，
同时发生不可逆损伤。例

的提高作用，
而高浓度镉对其抗氧化酶的活性具有
显著的抑制作用。

如 ，采 用 体 外 暴 露 法 将 弹 涂 鱼（Periophthalmus

镉暴露会造成肌体氧化应激，
引起细胞内 ROS

modestus）暴露于 0.1 mg/L（低剂量组）和 1 mg/L（高

含量显著升高（Cuypers et al，
2010）。研究表明，
镉引

剂量组）镉离子的水体中 10 d 后，
低剂量组的弹涂鱼

起细胞内 ROS 升高主要通过多种途径：
（1）镉通过抑

肝脏细胞内出现内质网肿胀、
细胞核变形、
细胞核核

制线粒体内呼吸传递链，
影响细胞呼吸作用，
从而导

膜膨胀和线粒体扭曲等细胞器不同程度病变；
高剂

致副产物 ROS 含量升高（Wang et al，
2014）；
（2）镉通

量组的弹涂鱼肝脏细胞内几乎所有细胞器均发生严

过提高肌体内氮氧化物酶活力及其相关基因表达水

重病变，
如肝脏细胞内容物泄露、
细胞器减少和结构

平 ，使 得 ROS 含 量 增 加（Chmielowska-Bak et al，

不完整、
胞浆空泡化等（刘冰和周忠良，
2007）。

2014）（
；3）镉除了直接诱导产生 ROS 以外，
还可以通

镉导致的鱼类肝脏组织病变主要包括肝脏组织

过将 Ca、Cu 和 Fe 等元素从细胞内的结合蛋白上脱

内质网膨胀、
细胞核变形、
核膜肿胀、
线粒体扭曲、
细

除，
从而造成细胞质内钙、铜和铁等元素升高，
造成

胞质颗粒化、细胞水肿和空泡化、脂滴积累、糖原颗

氧化应激 ，引起细胞内 ROS 含量的升高（Wätjen &

粒增多等病变。在低剂量镉暴露或短时间暴露条件

Beyersmann，
2004）（
；4）镉除了提高细胞内 ROS 含量

下，
组织病理损伤较轻，
但在高剂量镉暴露或长时间

的方式造成机体氧化应激外，
还通过降低细胞 ROS

暴露条件下，
鱼类肝脏组织内几乎所有细胞器均发

清除能力的方式，
降低细胞的抗氧化能力，
细胞 ROS

生严重病变，
并往往发生不可逆损伤。随着肝脏组

清除能力主要依靠抗氧化酶和巯基蛋白（Najeeb et

织结构的破坏，
其解毒能力显著降低，
对鱼类生长、

al，
2010）（
；5）镉还会诱导细胞内过氧化氢酶、
谷胱甘

繁殖和存活产生不可逆的影响。

肽过氧化物酶和超氧化物歧化酶等抗氧化酶的活

2.2 水环境中镉对鱼类生理功能的影响

力，
导致细胞内脂质过氧化，
造成肌体氧化损伤。谷

2.2.1 镉对鱼类抗氧化防御系统的影响 当鱼类受

胱甘肽和金属巯蛋白是两类重要的起抗氧化所用的

到水环境中重金属镉胁迫时，
肌体内会产生大量超

巯基蛋白，
镉会与谷胱甘肽和金属巯蛋白结合，
从而

2

氧阴离子（O ）、羟自由基（·OH）和过氧化氢（H2O2）
等活性氧自由基（ROS）
（Gao et al，
2014；
Boudet et al，

使肌体内消除 ROS 的能力降低，
最终造成氧化损伤
（Fujiki et al，
2016）。

2013；
Vincent-Hubert et al，
2014）。镉对鱼类的毒性

2.2.2 镉对鱼类基因表达的影响 除了诱导生物体

效应主要是通过 ROS 造成氧化应激，
导致体内蛋白

产生 ROS（Lushchak，
2011），
镉还可以诱导多种与氧

质、脂类等各种大分子的结构和功能的完整性受到

化应激相关基因和蛋白的异常表达，
其中包括 Bax、

不同程度的氧化损伤，
进而对鱼体不同组织和器官

bcl2、Caspase-3、Caspase-8、Caspase-9 等基因 ，以及

的生理功能造成一系列损害（López et al，
2006；
Hal⁃

CAT、
SOD和GSH-Px等抗氧化酶基因，
从而导致细胞

lare et al，2006）。抗氧化酶是生物体的抗氧化防御

和 组 织 损 伤（Liu，2011；Park et al，2012；Gao et al，

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
生物体内抗氧化酶主要包括

2014）。曾善美（2020）采用荧光定量PCR法，
研究了水

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过氧化氢酶（CAT）和谷胱

环境中镉暴露对中华乌塘醴（Bostrychus sinensis）不同

甘肽过氧化物酶（GPx）等（Monteiro et al，
2010；
Qu et

组织（肝脏、
脾脏和肌肉等）中抗氧化酶基因的表达水

al，2013；El-Sayed et al，2014），其中 ，SOD 将 O 还

平 ，发 现 其 肝 脏 和 脾 脏 等 免 疫 组 织 中 Mn-SOD 、

原成 H2O2 ，CAT 将 H2O2 还原成 H2O，GPx 将 H2O2 转

Cu/Zn-SOD 和 CAT 基因表达水平显著提高，
从而调

化成无毒的化合物，
从而防止 O 、
H2O2 等活性氧自由

控肌体生成大量抗氧化酶，
以减轻 ROS 造成的氧化

基对肌体组织结构和功能的损害。研究表明，
在水

损伤；
肌肉组织中 3 个基因的表达水平在镉暴露初期

环境中低浓度镉暴露条件下，
鱼类体内 SOD、
CAT 和

被抑制，
在镉胁迫的中后期显著提高，
表明通过肌体

GPx 的活性均呈升高的变化趋势，
而在高浓度镉暴露

的自我调节，
在镉胁迫的中后期，
肌肉产生大量抗氧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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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酶，
以保护鱼体。另外，
镉还会诱导热休克蛋白和

镉对鱼类性腺组织结构与功能完整性具有显著

金属球蛋白等应激反应蛋白基因的异常表达。热休

影响（Das，1988；Tilton et al，2003；刘燕 ，2014）。镉

克蛋白家族是参与细胞内蛋白质代谢和维护细胞生

属于类环境雌激素，
鱼类长期暴露于镉污染环境中

理功能的重要基因，
包括热休克蛋白 20、
热休克蛋白

时，
其卵巢组织或精巢组织的细胞结构和功能发生

60、热休克蛋白 70 和热休克蛋白 90 等。由于它们可

明显病理损伤，
导致鱼类的繁殖能力降低，
孵化的胚

以提高肌体应对环境胁迫（如温度应激、重金属胁

胎 发 育 不 完 全 ，幼 鱼 生 长 发 育 显 著 迟 滞 等

迫）的能力，
在镉胁迫下产生显著应答，
故会诱导多
种与细胞凋亡相关基因和蛋白的异常表达。例如，

（Chouchene et al，
2011；
李爽等，
2018）。
雌鱼长期暴露于含镉离子的水体中时，
可导致

Sib 等（2016）研究发现 ，
在重金属镉胁迫下 ，
露斯塔

其卵巢组织发生脂质过氧化、卵巢组织细胞膜上的

野鲮（Labeo rohita）的肝脏和肾脏中热休克蛋白 47、

蛋白质或核酸发生反应、
细胞膜的通透性升高、
稳定

热休克蛋白 70 和热休克蛋白 90 等基因均有上调表

性降低等问题，
卵细胞表现为卵黄退化、
卵细胞膜折

达 ，表明镉对肌体免疫产生了抑制作用 ，通过负反

叠 、表 面 褶 皱 粗 糙 和 卵 黄 颗 粒 消 失 等 现 象

馈调节诱导热休克蛋白基因上调表达，
从而维持内

（Chouchene et al，
2011；
李爽等，
2018）。雄鱼长期暴

环境稳态。Kim 等（2014）研究发现日本剑水蚤（Ti⁃

露于含镉离子的水体中时，
可导致精子生成细胞的

griopus japonicus）体内热休克蛋白 20 和热休克蛋白

排列混乱、
精子生成细胞与精子的数量降低、
精原细

70 的表达显著上调。Jiang 等（2016）研究表明镉胁

胞发育迟滞，
且出现精巢卵细胞结构发生氧化损伤

迫会诱导鲤（Cyprinus carpio）肝脏和脑组织中热休

等（Das，1988；Tilton et al，2003；刘燕 ，2014）。随着

克蛋白 60、
热休克蛋白 70 和热休克蛋白 90 表达水平

镉暴露浓度的升高和暴露时间的延长，
鱼类的性腺

的显著上调，
表明肌体产生氧化应激。鱼类在受到水

组织细胞的结构损伤程度也明显升高。例如，
将稀

环境中镉胁迫时，
体内一系列抗逆相关基因会被显著

有鮈鲫（Gobiocypris rarus）暴露于 5~1 237.5 μg/L 镉

抑制或诱导表达，
通过肌体自身调节功能，
缓解镉的

离子水体中，
随着镉暴露剂量的增加和暴露时间的

毒害作用。研究表明，
鱼类遭遇环境胁迫时，
典型的

延长，
稀有鮈鲫性腺的病理损伤逐渐加重，
分别出现

抗逆基因主要包括 GR、
CYP1A、
MT 和 HSPs 等（雷雯

精子生成细胞的排列混乱、精子生成细胞与精子的

雯，
2012）。刘迪秋等（2010）在研究重金属铜、
镉对鲫

数量降低、
精原细胞发育迟滞，
且出现精巢卵细胞结

肝脏基因表达的影响时发现，
在水环境中镉暴露下，

构发生氧化损伤等（刘燕，
2014）。在水体中镉暴露

鲫 肝 脏 中 CYP1A、HSP47、HSP60、HSP70、HSP90、

下，
鱼类的卵巢组织和精巢组织发生不同程度病变，

MT-B 基因的表达随着暴露时间的延长先显著诱导

导致鱼类产卵数量降低、
产卵周期不稳定、
幼鱼成活

后抑制。唐鱼（Tanichthys albonubes）在含镉水体中

率降低等。细胞损伤造成鱼类的性腺组织发生明显

暴露 96 h 后，
其不同组织中抗逆基因的表达水平变化

病理变化，
最终导致鱼类的繁殖能力降低。

差异较大，
其中肝脏中 HSP60 基因表达水平被显著

镉显著抑制鱼类内分泌激素的表达和调控。镉

诱导，
HSP90 基因表达水平被显著抑制，
而 HSP70 基

可以直接抑制雌激素受体表达。例如，
在镉暴露条

因无显著变化；
鳃中 HSP70 基因表达水平呈先显著

件下 ，虹鳟性腺中雌激素受体（Estrogen receptor）的

升高后下降的变化趋势 ，
HSP90 基因表达水平被显

表达被显著抑制，
进而影响雌激素受体参与的下游

著抑制。

途径 ，造成虹鳟卵黄的生成过程紊乱、卵子发育异

2.3 镉对鱼类生殖的影响

常 ，最终导致生殖败育（Guével，2000）。Das（1988）

水环境中的镉不仅破坏鱼类性腺组织结构和功

将巴塔野鲮（Labeo bata）暴露于 4 mg/L 镉溶液中，
发

能完整性，
还会通过影响鱼类体内激素的表达和分

现其卵巢和精巢组织激素含量显著降低。Pereira 等

泌，
从而影响鱼类生殖调控系统。目前，
镉影响鱼类

（1993）将美洲拟鲽（Pleuronectes americanus）暴露于

生殖调控系统机制研究主要集中于影响性腺组织结

25 mg/L 镉溶液中，
发现其雌激素含量显著下降，
幼

构与功能完整性，
抑制内分泌激素的表达和分泌（马

鱼成活率显著降低。

广智等，
1995；
Guével et al，
2000；
Stoica et al，
2000）和

除了直接抑制雌激素受体表达以外，
镉还能以

抑制固醇类物质合成，
从而降低血清中性激素含量

雌激素相似物的形式与雌激素受体结合，
从而降低

（Tilton et al，
2003）等方面。鱼类体内激素的表达和

性腺中雌激素受体浓度（Stoica et al，
2000）。马广智

分泌被抑制会显著降低生殖能力和幼鱼存活率。

等（1995）研究发现，
鲤经 100 μmol/L 镉离子暴露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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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垂体分泌促性腺激素活动异常，
另外，
镉暴露干扰

露 72 h 后，
其肝脏和肾脏中镉含量显著增加，
同时，

鱼类体内钙离子的自稳态平衡，
影响其正常的生理

肝脏和肾脏中锌和铜的含量显著降低。锌和铜是生

功能，
导致雌激素分泌紊乱，
最终降低鱼体的生殖能

物体免疫的必需微量元素。若生物体内锌含量降

力。安晶晶等（2019）将雄性斑马鱼在 5 μg/L 镉离子

低，
可导致胸腺、
脾脏和淋巴结等脏器系数降低并造

的水体中暴露 30 d 后，
发现斑马鱼精巢组织中早期

成细胞免疫功能降低；
若生物体内铜含量降低，
可导

生殖细胞增多、
空隙化、
精子数量降低等变化，
并通过

致体液性和细胞性等非特异性免疫功能降低。因

干扰下丘脑-垂体-性腺轴和减数分裂关键基因的表

此，
镉污染造成的生物体内肝脏和肾脏中锌和铜含

达，
进而影响雄性斑马鱼的生殖系统。此外，
镉对固

量的降低可能是造成其免疫系统功能降低的原因之

醇类物质合成的抑制，
降低鱼类血清中性激素含量。

一。此外，
镉还会降低免疫细胞存活率和吞噬能力。

Tilton 等（2003）将日本青鳉（Oryzias latipes）在 5 μg/L

例如 ，Nicola & Loriano（2013）通过显微观察发现在

镉离子的水体中暴露 49 d 后，
其肝脏和性腺组织中

镉暴露下，
斑马鱼溶酶体膜的结构受到一定程度的

细胞色素 P450 的表达和分泌被抑制，
血清中性激素

氧化损伤，
表明免疫细胞吞噬能力降低，
进而影响免

（雌二醇）浓度显著降低，
从而造成日本青鳉生殖能
力下降。
2.4 镉对鱼类免疫系统的影响
鱼类的免疫系统在抵御外界环境条件刺激，
以

疫功能。

3 问题及展望
镉在鱼类体内的积累和分布具有生物特异性与

及维持自身内环境稳态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生理

组织差异性，
并导致鱼类在组织结构与功能完整性、

作用（Tanzadehpanah et al，2016）。研究表明 ，水环

抗氧化防御系统、生殖调控系统和免疫系统等方面

境中镉对鱼类免疫系统的影响主要是对其非特异性

产生毒性效应。目前，
水环境中镉的生物富集与毒

免疫系统产生毒性效应，
造成白细胞和淋巴细胞的

性效应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
但在以下几个方面研

数量降低，
以及中性粒细胞的吞噬率和巨噬细胞的

究有待进一步加强。

活性下降等（朱星樽等，
2016）。血淋巴系统是镉对

（1）低剂量和长周期镉胁迫的影响研究。在自

鱼类产生毒害作用的重要靶位，
镉暴露会影响鱼类

然水体中，
鱼类即使暴露于低剂量和长周期镉胁迫

血淋巴系统的组织结构完整性，
并造成功能紊乱，
从

下，
也会对鱼类的生长、繁殖和存活产生显著影响。

而产生免疫抑制作用（蔡荣等，
2018）。

因此，
后续研究应在急性和亚急性毒理研究的基础

镉对鱼类的非特异性免疫系统的抑制，
体现在

上，
加强慢性毒理研究，
同时，
充分利用水生生物行为

镉对鱼类体内免疫相关酶活性的抑制。例如，
朱星

学、
生理学、
毒理学，
结合传统理化分析与现代基因技

樽等（2016）将黄颡鱼暴露于 2.4 mg/L 镉离子的水体

术，
分析建立鱼类随时间变化而产生的各种毒理效应

中 96 h，
其肝脏中溶菌酶、碱性磷酸酶和酸性磷酸酶

数据库，
为制定水环境卫生标准提供科学依据。

的活性显著降低，
非特异性免疫系统被抑制。蔡荣

（2）水环境中镉与其他环境污染物的复合毒理效

等（2018）发现斑马鱼在 0.97 mg/L 镉离子的水体中暴

应研究。自然环境中，
水环境中镉污染往往是伴随多

露 4 d 后，
其肝脏抗氧化防御系统中的过氧化物歧化

种环境污染物存在。目前，
国内外的研究多为单一镉

酶和过氧化氢酶等关键酶的活性及其基因表达水平

的毒性效应，
基于此的评价结果往往与实际结果相差

显著下调，
而免疫系统的环氧化酶 2 和诱导型一氧化

较大，
由于与其他污染物的联合毒性研究相对复杂，

氮合酶的活性及其基因表达水平显著上调，
镉胁迫

其研究进展较为缓慢。后续研究中，
一方面可以改进

下，
核转录相关因子 2 和核转录因子-κB 诱导斑马鱼

模拟实验水平，
使之更加接近于自然环境，
重点研究

的抗氧化和免疫系统。冯志桐等（2019）研究发现，

水环境中镉与其他污染物的联合毒性；
另一方面，
完

在 0.1 和 1 μmol/L 镉离子暴露下，
斑马鱼体内溶菌酶

善野外采集的水环境和水生生物相关毒理学指标数

标记的中性粒细胞增多，
且增生的中性粒细胞迁移

至斑马鱼肝脏组织的炎症部位聚集，
在高浓度镉胁
迫下，
斑马鱼的非特异性免疫系统被显著抑制。

据库，
综合评价水环境中镉的生态毒理效应。
（3）不同形态镉对鱼类的毒理效应及机制研究。
通过此类研究，
查明镉的形态与其毒理效应之间的

镉对非特异性免疫系统的抑制，
还体现在抑制

关系，
选取特征敏感水生生物的生理、生化、基因表

鱼类机体免疫的必需微量元素的合成等。陈贵良等

达等指标作为生物标志物，
精确评估不同形态镉的

（2004）研究发现，
鲫在 10、30 mg/L 镉水体中急性暴

毒理效应，
以及生物耐受关键因子，
对完整地评价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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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Toxicity of Cadmium to Fish
LONG Meng1，2, WANG Zhen⁃hua1，2, CHEN Hao1, HU Yan⁃ping1，2, ZHU Yin1，2, LI Guan⁃y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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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tze River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
Wuhan 430010，P.R. China;
2. Key Lab of Basin Water Resource and Eco-environmental Science in Hubei Province,
Wuhan 430010，P.R. China）
Abstract：Cadmium is widely distributed in the aquatic environment and accumulates in aquatic organ⁃
isms, effecting their metabolism and threatening human health through the food chain. In this paper, we se⁃
lected fish as a representative aquatic organism and reviewed the toxicological effects of cadmium on fish,
considering physiology, metabolism, reproduction and the immune system. The accumulation and distribu⁃
tion of cadmium in fish are biologically specific and histologically different because of the diversity of
feeding habits and metabolic pathways. Excess cadmium concentration results in various degrees of dam⁃
age to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al integrity of gills and liver as well as effects on reproduction, the anti-ox⁃
idant system, innate immune system and gene expression. Toxic effects vary with cadmium exposure lev⁃
el, exposure time, fish species, developmental stage and sex. At the same time, the antioxidant system and
immune system of fish play an important protective role in cadmium induced tissue damage. To better con⁃
trol cadmium pollution in the aquatic environment, protect aquatic ecology and aquatic organisms, and to
provide safe aquatic products for human beings, we recommend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chronic toxic ef⁃
fects of cadmium on fish at low exposure levels, the combined toxic effects of cadmium and other water
pollutants and the toxic effects and mechanisms of cadmium in different forms.
Key words：
aquatic environment; cadmium; fish; toxicological effe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