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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遗传改良的转基因鱼具有许多优良经济性状, 但转基因鱼迄今尚未进行商业化养殖, 主

要原因之一在于对转基因鱼逃逸或放流到自然水体中可能产生的生态风险的担忧. 本文以具有
快速生长特性的转生长激素(GH)基因鱼为对象, 分析了转基因鱼潜在生态风险的实质, 简要综述
了通过单因子表型与适合度分析、数学模型推演研究转基因鱼生态风险的现状, 阐述了利用人工
模拟生态系统开展转基因鱼生态风险评价的新思路及最新研究成果, 同时评述了采用三倍体途
径控制转基因鱼生态风险的策略及原理; 在此基础上, 提出生态风险评价与生态风险防范策略是
转基因鱼育种研究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必须与育种研究同步进行的观点, 以期为转基因
鱼育种及生态风险评价和对策研究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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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第一批转基因鱼问世以来[1], 以提供优质

统中的近缘物种杂交, 从而导致转植基因漂移, 造成

食品蛋白来源为目的, 迄今已成功研制了 30 多种转

野生基因库污染, 影响遗传多样性. 因此, 如何客观

基因鱼, 这些转基因鱼包括了世界水产养殖的许多

全面地评价转基因鱼潜在的生态风险, 如何对转基

重要品种, 如鲤鱼(Cyprinus carpio Linnaeus)、罗非鱼

因鱼可能具有的生态风险实施相应的控制策略以保

(Tilapia mossambica Peters)、鲇类(Silurus asotus

障生态安全, 不但成为目前转基因鱼研究领域一个

Linnaeus)及鲑鳟鱼类(Salmo salar Linnaeus)等. 经遗

亟待解决而又极富挑战性的问题及转基因鱼商品化

传改良后的转基因鱼具有生长速度快、饵料转化效率
高、抗冻耐寒、抗疾病能力强等优良性状[2]. 但是, 迄
今尚无一例作为食品的转基因鱼释放到自然水体中
进行商品化养殖, 其原因之一在于对转基因鱼可能
的生态风险的担忧. 从科学的角度而言, 转基因鱼潜
在生态风险的实质是: 一方面, 转植基因可能导致转
基因鱼的种群适合度发生改变, 使转基因鱼具有较

必须突破的瓶颈, 而且也成为今后转基因鱼育种研
究能否深入持续进行的关键. 本文简要综述了目前
转基因鱼研究领域以快速生长的转生长激素(growth
hormone, GH)基因鱼为模型, 通过单因子表型与适合
度分析、数学模型推演等方法, 开展转基因鱼生态风
险评价的研究现状, 并阐述了本实验室构建人工模

强的生存力和竞争力, 可能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形成

拟湖泊开展转基因鱼生态风险评价的新思路及最新

优势种群, 挤占其他野生鱼类的生态位, 从而改变鱼

研究成果; 同时评述了采用三倍体途径控制转基因

类群落结构, 甚至影响生物的物种多样性; 另一方面,

鱼生态安全的策略及原理, 以期为转基因鱼的生态

转基因鱼可能通过有性交配方式与自然生态系

风险评价及控制对策研究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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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鱼, 从而导致转基因鱼逃避被捕食的能力也显著
低于对照鱼. 本实验室的研究发现, F3 代转“全鱼”GH

单因子研究策略及数学模型推演

基因鲤鱼的平均体重是对照鱼的 1.4~1.9 倍, 平均特

尽管“个案分析”已成为开展遗传改良的生物体

定生长率比对照鱼高出 6%~10%, 但其绝对临界游泳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 GMO)生态风险评估

速度和相对临界游泳速度的平均值分别比对照鱼低

必须普遍遵循的原则, 但是, 迄今并无完善的理论和

22%和 24%[15]; 此外, 幼鱼及成鱼因捕食导致的死亡

成熟的方法来评价转基因鱼对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

率显著高于对照鱼[16]. 进化生物学研究表明, 生长率

性的可能影响和潜在威胁. 关于生态风险评价的大

与 游 泳 能 力 之 间 可 能 存 在 交 替 换 位 (trade-offs be-

量研究是以快速生长的转 GH 基因鱼为对象, 采用单

tween growth and swimming performance), 同一物种

因子分析策略进行, 即通过分析 GH 基因转植后, 比

的个体生长率越高, 临界游泳速度或猝发游泳速度则

较研究转基因鱼与其野生型鱼在摄食、生长、行为等

越低[17~21]. 这就提示我们, 转 GH 基因鱼的快速生长

诸多表 型 (phenotype)之间的异同, 探讨转基因鱼释

特性可能导致其游泳能力及捕食避险能力下降, 从而

放或逃逸到自然水体后的适合度(fitness)变化, 进而

减少种群适合度,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它的生态风险.

评价转基因鱼潜在的生态风险.

除前文所述摄食、生长、游泳及捕食避险能力研

食物资源及对食物的获取能力是鱼类生存、生长

究外, 转基因鱼生态风险评价还有大量的关于形态、

和繁殖的基础. 转 GH 基因银大麻哈鱼(Onchorhyn-

生理、代谢、抗逆等转基因鱼表型与适合度的研究[22].

chus kisutch)的食欲与竞争食物的能力明显强于对照

必须指出, 转基因鱼的潜在生态风险是转基因鱼种

鱼 [3]. 在高丰度食物条件下, 转 GH 基因鱼不仅生长

群自身整体适合度与自然环境选择综合作用的结果,

速度显著快于对照鱼, 而且在混养时能够通过竞争

尽管通过分析转基因鱼的单因子表型, 有助于认识

抑制对照鱼的生长; 但在低丰度食物条件下, 转 GH

转基因鱼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的适合度, 进而对评价

基因鱼种群濒临崩溃或种群绝灭, 同时在混养时诱

转基因鱼潜在的生态风险提供有益的启示, 但到目

导对照鱼种群濒临崩溃, 但对照鱼种群在单养时有

前为止, 现有的研究结果均在人工设施中进行, 实验

72%的个体能够存活, 种群生物量继续增加 [4]. 对快

条件与自然水体存在巨大的差异, 而且单因子分析

速生长转“全鱼”GH 基因鲤鱼的能量学研究也发现,

难以研究影响转基因鱼在自然生态系统中适合度的

[5]

转基因鲤鱼的摄食率显著高于对照鲤鱼 . 任何物种

所有表型参数, 因此, 对单个适合度参数的分析结

的种群在自然生态系统中都处于一种动态平衡, 并

果, 可能难以反映、甚至误导转基因鱼在复杂的生态

且受食物、空间等生态因素的限制, 这就意味着在食

系统中与环境因子相互作用的客观情形.

物资源充沛的自然生态系统中, 转 GH 基因鱼种群因

生存力与繁殖力是影响鱼类种群生存与繁衍的

较强的食物竞争能力, 可能对野生型种群的生存产

最重要参数. 杂交繁殖是转植基因发生漂移的途径;

生较大的胁迫; 但在食物资源匮乏的自然生态系统

转基因鱼存活率、性成熟大小和年龄、绝对繁殖力以

中, 由于野生型种群经历过长期的自然选择, 对栖居

及性选择行为是决定转植基因发生基因漂移程度的

的生态环境具有较强的适应性, 因此, 转 GH 基因鱼

关键因子; 因此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种群生存力与繁

种群的生存力可能弱于野生型.

殖力成为转基因鱼生态风险评价尤为重要的适合度
[6,7]

, 鱼

参数. Muir 和 Howard[23,24]选择与生存力和繁殖力密

类的最大游泳速度决定了其获得食物、寻找配偶、逃

切相关的 6 个参数, 即幼鱼生存力、成鱼生存力、性

避捕食、避免不利环境的能力, 因此也是影响鱼类在

成熟年龄、雌鱼怀卵量、雄鱼授精力与交配优势, 以

游泳能力是鱼类最重要的表型特征之一

[8~10]

. 转 GH 基因银大

小型模式试验鱼青鳉(Oryzias latipes)为材料, 通过建

麻哈鱼幼鱼的临界游泳速度只是相同大小对照鱼的

立数学模型, 提出了评价转基因鱼生态风险的“特洛

一半, 转基因成鱼的临界游泳速度也显著低于对照

伊基因假说(Trojan gene hypothesis)”, 这是目前转基

鱼 [11,12]. 快速生长转 GH 基因斑点叉尾鮰(Ictalurus

因鱼生态风险评价的唯一一个数学模型. 该模型假

punctatus)及 银 大 麻 哈 鱼 捕 食 死 亡 率 显 著 高 于 对 照

设转基因鱼及其野生型个体具有相似的性成熟年龄、

自然环境中生存与扩散的因子

鱼

[13,14]

, 其机制可能正是转基因鱼游泳能力弱于对

怀卵量、授精力、易捕性及寿命等特性, 但 GH 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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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植后, 将导致转 GH 基因鱼后代的成活率低于野生

析了快速生长转 GH 基因鱼的生物学特性及与其生

种群, 转基因雄鱼因相对大的个体优势而具有更高

态风险性可能相关的关键因子, 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

的婚配成功率. 经模型推演, 转基因鱼的释放将导致

通过构建人工模拟生态系统, 在人工模拟生态系统

野生型种群的灭绝

[23]

. 该模型提出后, 引起了学术界

中进行转基因鱼生态安全研究的新思路; 2002 年 5 月,

. 复

设计并构建了一个面积为 6.7 hm2、安全设施齐备的

杂的生态因子、进化因子及随机因子等对转基因鱼的

人工模拟试验湖泊. 试验湖泊原为梁子湖水系的一

命运存在至关重要的影响, 但在该模型中 6 个参数的

片低洼地, 研究者将原有的积水排干, 湖底挖深, 堤

测定都没有对这些重要因子加以考虑, 因此该模型

坝加高, 使整个试验湖泊形成完全隔离封闭状态. 为

对转基因鱼生态安全问题的高度关注和争论

[26]

[25]

. 故有学者认为通过该模

了增加试验湖泊的空间异质性, 同时为了探讨转基

型获得的转基因鱼生态风险的推论, 不能适用于养

因鱼对不同生境的利用和选择性, 在围堤时设计了

存在明显的缺陷需修正

[2]

殖鱼类中快速生长转基因鱼的生态风险评价 .
最近, 国际知名转基因鱼研究学者 Devlin 等
[22]

不同的湖底高程, 并进一步通过在部分水域移植沉
水植物, 使试验水体具有深水和浅水、有草和无草(裸

总结了转基因鱼生态风险评价的研究现状, 认

地)等不同生境. 除了湖底上的杂草和少量存活的螺

为由于表型/环境相互作用的复杂效应, 即使在实验

类外, 试验湖泊蓄水前并无其他水生生物. 蓄水时

室获得了转基因鱼及其野生型表型间的差异, 也难

采用 40 目的拦网对水源进行了过滤, 水生大型无脊

以根据简单的表型差异推演转基因鱼释放或逃逸后,

椎动物和鱼类可能不会随水带入, 即使带入, 数量

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发生的复杂的生态相互作用, 即

也可能非常有限. 为尽快提高试验湖泊水体生物生

使可以推测其生态后果, 这种推测可能也是不可靠

产力, 在试验湖泊湖底播种了黑麦草, 以作为有机肥

的, 因为在室内人工设施中, 实验的水体空间存在很

料和鱼类饵料. 从附近的一个湖泊(属梁子湖水系)中,

大的局限性, 水体生物结构简单, 食物依赖于人工投

通过人工方式将不同种类的沉水植物、软体动物、

喂而不是仰给于天然. 因此, 转基因鱼生态风险评价

虾类及鱼类等重要生物类群移植到试验湖泊中, 以

应尽可能在空间较大、系统结构复杂的水环境中进

期模拟自然湖泊的生态系统结构.

人

试验湖泊生境和生物群落构建完成后, 从 2003

行.
进行转基因鱼的生态风险评价研究最客观可靠

年至今, 开展了试验湖泊理化环境与生物类群的追

的水环境是自然生态系统, 但是, 在转基因鱼生态风

踪监测, 以收集人工模拟湖泊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

险未知的情况下, 将转基因鱼释放至自然生态系统

方面的数据, 为研究转基因鲤鱼对湖泊生物群落和

中开展生态风险评价显然是一个无法实施的悖论.

生态系统的影响积累基础资料. 研究发现, 经过 3

提出将与转基因鱼品系具有某些相似

年(2002~2004 年)的过渡适应后, 人工移植的沉水植

表型的替代试验鱼释放到自然系统中, 以开展转基

物生长良好, 软体动物、虾类和鱼类不仅成活, 而且

因鱼的生态风险评价. 但是, 通过这些转基因鱼的替

已经繁殖后代形成了种群, 表明这些人工放流的生

代试验鱼(如不育的三倍体转基因鱼、埋植生长激素

物在试验湖泊系统中已经趋于稳定. 其中尤为重要

Devlin 等人

[22]

的鱼或家养品系等)的研究, 固然可以获得转基因鱼

的是, 人工模拟湖泊中鱼类区系由 12 科 23 属组

潜在生态风险的认识, 然而, 替代试验鱼的表型毕竟

成, 其最大特点是以鲤科鱼类为主, 约占总种数

不可能与转基因鱼完全相似, 从而导致两者之间在

的 65.2%, 与中国长江中下游湖泊鱼类区系组成相

自然生态系统中的适合度出现差异, 相应的研究结

似 [27,28]. 因此, 构建的人工湖泊具有中国长江中下

果同样难以外推至转基因鱼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的潜

游湖泊的代表性.

在风险评价. 因此, 采用替代试验鱼在自然生态系统

2005 年, 研究者将转“全鱼”GH 基因鲤鱼及其

中开展转基因鱼的生态风险评价也存在无法克服的

对照鲤鱼释放到该人工模拟试验湖泊, 期望通过长

弱点.

期的追踪分析, 研究转“全鱼”GH 基因鲤与对照鲤在

1.2

人工模拟湖泊构建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全面分

人工模拟的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存活、生长、繁殖及
转植基因漂移, 探索转基因鱼对湖泊生物群落结构
及生态系统的影响, 进而全面、系统、客观地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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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生长转“全鱼”GH 基因鲤的生态风险. 目前, 相

增重快 15%, 饵料利用率提高 11.1%, 具有优良的养

关研究正在进行中.

殖性状. 尤为重要的是, 三倍体鱼的性腺发育特点呈

转基因鱼生态风险防范对策研究

现为不育卵巢型、不育精巢型和不育脂肪型 3 种败育

从前述转基因鱼潜在生态风险实质的分析不难

母细胞染色体第一次减数分裂中期配对情况, 发现

看出, 转基因鱼潜在生态风险的核心与其繁殖特性

三倍体鱼精母细胞形成 50 个二价体和 50 个单价体,

密切相关, 因此, 如果研制不育的转基因鱼, 不仅可

减数分裂过程中二价体和单价体的共存, 引起同源

以控制转基因鱼通过有性交配导致转植基因的遗传

染色体在配对和分离中出现紊乱, 最终导致非整倍

漂移, 而且可以防止逃逸到自然水体中的转基因鱼

体生殖细胞的产生和三倍体鱼不育[34]. 因此, 鲤鲫杂

形成优势种群并对水生态系统产生不利影响, 进而

交能产生完全不育的转基因鱼三倍体鱼, 从而避免

从根本上解决转基因鱼的生态安全问题.

了人工诱导三倍体途径的不足, 可以从根本上解决

2

人工诱导三倍体鱼策略

2.1

奇数的染色体组可能导致减数分裂的失败, 使

状态 [33]. 通过精巢细胞直接制片法研究三倍体鱼精

转“全鱼”GH 基因鲤鱼潜在的生态风险.

3

总结与展望

性腺发育受阻, 故一般来说, 三倍体鱼是不育的. 因

转基因鱼的潜在生态风险是采用转基因技术进

此, 采用物理、化学手段人工诱导三倍体鱼等培育不

行鱼类种质改良能否可持续深入进行的瓶颈, 建立

育鱼品系的传统技术, 目前已成为转基因鱼生态风

完善的生态风险评价理论和方法体系, 将成为转基

险控制的对策之一. 但是, 人工诱导三倍体的效率难

因育种鱼研究突破这一瓶颈的关键. 在人工模拟的

以达到 100%; 而且, 在人工诱导的三倍体鱼中, 有

自然生态系统中开展转基因鱼的生态风险评价, 不

少数个体的性腺可以正常发育, 并排出正常有功能

仅呈现了一条全新的研究思路, 而且, 人工模拟试验

的成熟精子或卵子 [29~31], 故人工诱导的三倍体鱼群

湖泊的成功构建, 进一步将这一思路付诸于实践, 为

体中存在的少数可育个体具有潜在的生态风险. 此

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全面、系统、客观地开展转“全

外, 人工诱导方法难以满足转基因鱼大规模商品化

鱼”GH 基因鲤的生态风险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试

生产的需求. 因此, 通过人工诱导三倍体途径控制转

验平台, 为获得快速生长转 GH 基因鱼生态风险预测

基因鱼的潜在生态风险, 存在技术本身无法克服的

的生态学模型奠定了基础.

困难.

2.2
制

回顾转基因鱼育种研究的历史、分析制约其产业

倍间杂交培育不育三倍体鱼策略及其不育机

化瓶颈因素的实质, 无论是从现实还是长远的观点
看, 我们认为, 转基因鱼生态风险评价及生态风险防

湖南师范大学以红鲫(Carassiusauratusredvar, 2n
= 100)为母本, 以湘江野鲤(Cyprinuscarpio L., 2n =
100)为父本杂交, 在杂交的子一代(F1)中发现部分可
育后代, F1 代自交获得二倍体的 F2 代, 一些二倍体的
F2 代能产生二倍体的卵子和二倍体的精子, 受精后
在 F3 代中形成了两性可育的异源四倍体鲫鲤, 这是

范对策研究均是转基因鱼育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
要组成, 而有效的生态风险防范对策是顺利进行转
基因鱼育种研究和控制转基因鱼生态风险的重要保
证, 必须与转基因鱼育种同步进行. 通过倍间杂交能
培育完全不育的转基因鲤鲫三倍体鱼, 从科学的角
度而言, 快速生长转“全鱼”GH 基因鲤鱼的产业化条

世界上在鱼类乃至脊椎动物中人工培育的首例两性

件已完全成熟. 但必须指出, 四倍体鱼的获得极其困

可育异源四倍体鱼类[32], 目前已经连续繁殖了 15 代.

难, 在实际的养殖鱼类品种中, 人工诱导四倍体鱼成

针对人工诱导三倍体鱼途径控制转基因鱼潜在

功的报道极为有限, 因此, 开发具有普遍意义的、新

生态风险的不足,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与湖

的转基因鱼生态风险控制策略(如研制育性可控的转

南师范大学合作, 将转基因二倍体鲤鱼与异源四倍

反义 GnRH 基因鱼等)就显得尤为重要与迫切.

体鲫鲤杂交, 通过倍间杂交的方法研制出了转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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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倍体鱼, 转基因三倍体鱼生长速度比对照鲤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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