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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鸽与红光处理赛鸽视网膜的转录差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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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转录组技术研究比较正常赛鸽和红光条件下饲养的赛鸽视网膜基因表达差异，同时以普通食用鸽作
为参照，筛选出相关的基因 37 条，利用 GO 数据库和 KEGG 数据库分析差异基因（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DEG）的功能和所在的信号通路，并用反转录 PCR（reverse transcription PCR，RT-PCR）的方法检测差异基因
在鸽子主要组织的表达情况。研究发现，差异基因富集于细胞粘附、新陈代谢等通路，说明红光处理并非仅
对磁受体的光感受功能有影响，还可能对鸽子视力造成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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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ranscriptional difference between athletic pigeon
and red light treated pigeon ret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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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nscriptome gene technology was used to study the difference of retinal gene expression
between athletic pigeon and red light treated pigeon, while the common pigeon was used as reference. 37
related genes were screened out, th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DEG) function and the signal pathway
were analyzed by the GO database and KEGG database. Reverse transcription PCR (RT-PCR) method was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differential genes in the main tissues of pigeon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differences in genes were enriched in cell adhesion, metabolism and other pathway, indicating that red
light treatment of pigeons may have a great impact on vision of pige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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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鸽子和很多其他鸟类在导航过程中能够利用许多信息，例如太阳罗盘[1]、星象罗盘[2]、嗅觉[3]和重力

信息[4

～5]

等，同时许多研究支持一些鸟类（包括鸽子）[6]具有感受磁场信息、并利用磁场信息导航的能力[7

～8]

。

[3]

在鸟类中这种感受磁场能力所涉及的主要组织，目前认为最可能的有两个：视网膜和喙部 ，也有人认
为是耳蜗内耳[9]。这三者有可能共同作用并感受磁场，也可能只保留其中一种。研究生物地磁感应的第
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是确定磁受体蛋白。在鸟类的喙部和内耳并没有找到和推测出可能的磁受体蛋白，
而鸟类视网膜地磁感应受体蛋白的研究集中在隐花色素（cryptochrome，CRY）蛋白家族上，这是一类蓝光
受体蛋白家族，在哺乳动物中具有调控昼夜节律的作用，在体外能够被蓝光波段的光波所激活[10]。许多研
究支持 CRY 蛋白在生物体内具有感受磁场的功能[11

～ 12]

，其中一个证据就是一些鸟类在红光条件下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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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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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鸽子（Columiba livia）的人工培育由来已久，人们

利用其归巢特性传递信息和赛鸽竞翔，同时也有很长的食用和观赏历史。人们认为鸽子普遍具有一定的
地磁导航能力，但实际上只有人工培育和训练的赛鸽才具有较强的归巢行为和导航能力，而普通食用鸽
并不能导航归巢，原因在于食用鸽缺乏飞行所需的身体机能，同时也可能缺乏地磁导航能力。基于上述
现象设计实验，研究红光处理条件下的赛鸽与正常赛鸽视网膜的差异，同时以普通食用鸽作为参照，探
索宏观行为差异在基因表达水平产生的原因。转录组技术目前广泛用于研究生物组织和器官在特定条件、
特定生长时期或某种刺激下所有表达基因量的差异，同时也能得到基因的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拷贝数突变等基因结构和功能的信息。
利用转录组技术比较成年（1～3 岁）赛鸽、红光处理成年赛鸽和食用鸽的视网膜基因表达差异。利
用 GO 数据库（Gene Ontology Consortium）对差异基因进行注释和聚类，找到差异基因涉及的信号通路，
最后通过 RT-PCR 方法，研究筛选出的差异基因在食用鸽脑、肝脏、肌肉等主要器官组织的表达情况。
通过上述实验理解相关行为学结果和导致种内差异可能的原因，同时探索可能的磁受体相关基因及其可
能涉及的通路范围。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样本
3 份视网膜组织分别取自 2 只成年赛鸽（参加过比赛）和 1 只食用鸽，赛鸽由长沙市鸽协提供，具

有百公里外归巢经验。食用鸽购自当地农贸市场。肝脏、胸肌、心脏、大脑、中脑、小脑组织取自食用
鸽，来源相同。
1.2

试剂仪器
转录组测序由上海生工生物公司完成；滤光片购自深圳市康旭光电有限公司；总 RNA 提取试剂盒

购自天根生物；DNase I 及反转录试剂盒 RevertAid First Strand cDNA Synthesis Kit 购自 Thermo；DNA 聚
合酶 HS LA Taq 购自 TaKaRa（宝生）；PCR 仪购自 ABI；其余试剂均为国产分析纯。
1.3

样本处理
将鸽子饲养于恒温光照培养箱内，温度 20℃，12 h/12 h 昼夜节律（8:00—20:00 光照，20:00—8:00

黑暗），其中 1 只赛鸽于眼部粘接红光滤光片。粘接采用环氧树脂胶，下垫一层硅橡胶圆环以支撑滤光片，
滤光片直径为 15 mm，完全覆盖鸽子眼部上方，滤光片透过波长为(660+40) nm. 所有鸽子培养 3 d 后，
于北京时间 15:00 提取视网膜组织。处死鸽子后立即取出其眼球，一级水冲洗眼球以去除血液，并用眼
科剪修去周围脂肪和结缔组织。用手术刀于巩膜侧面切开其眼部，并沿巩膜外缘剪开眼球，暴露玻璃体
和视网膜。鸽视网膜成黄褐色，粘附于玻璃体外侧，小心剥离视网膜，并置于 RNA 保存液中，于液氮
中快速均匀冷冻，将样品保存于干冰中运出，进行转录组测序。其余组织获取按一般解剖实验过程进行。
鸽子饲养及处理按照学校动物实验规定执行。
1.4

转录组分析
转录组数据下机后，对原始数据质量进行统计、质控，包括使用 Trimmomatic 去除有接头和低质量

序列，并使用 FastQC 可视化样本的测序质量。随机抽取部分序列与 NCBI 上 NT 数据库进行 BLAST 比
对检测污染。将基因序列分别与 KOG、Swissprot、TrEMBL 进行 BLAST 比对，得到序列的同源功能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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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信息。通过 KAAS 获得 KEGG 注释信息，并根据 Swissprot、TrEMBL 的比对结果获得 GO 注释信息。
利用 RSeQC 做 RNASeq 测序评估，评估内容包括 Mapping 统计、均一化分析、测序饱和度评估、基因
覆盖度评估。采用 Cufflinks 计算各样本基因表达量，并根据表达量对样本聚类绘制热图；将差异基因以
fragment per kilobases of exon model per million mapped reads（FPKM）值聚类，绘制热图，并进行 GO 和
KEGG 富集。将三样本差异基因挑出后按照上下调关系比对，保留共有基因比对，所用在线软件 The
Database for Annotation, Visualization and Integrated Discovery（David）版本为 6.8，R 版本为 3.3.2. 差异
基因数据以 Excel 格式保存。
1.5

RT-PCR
取一只在同样条件下饲养 3 d 以上的食用鸽，获取其视网膜、大脑、中脑、小脑、心脏、肝脏及胸

肌组织，液氮冷冻研磨组织，匀浆破碎。按 Thermo Reverse Kit 说明书提取总 RNA 并反转录为 cDNA. 于
NCBI 上下载转录组测序所得到的差异基因序列并设计特异引物，进行 RT-PCR 实验，变性温度 95℃，
退火温度 57℃，30 个循环。

2

结果
将 3 个样本所有表达基因进行 GO 数据库和 KEGG 数据库富集分析。GO 是一个国际标准化的基因

功能分类体系，提供了一套动态更新的标准词汇表（controlled vocabulary）来全面描述生物体中基因和
基因产物的属性。GO 总共有三个 ontology，分别描述基因的分子功能（molecular function，MF）、所处
的细胞位置（cellular component，CC）、参与的生物过程（biological process，BP）。KEGG 是一个有关
生物系统较完善的数据库，整合了基因组、化学物质和系统功能信息。其中，KEGG GENES 搜集了所有
已知完整基因组的基因蛋白序列，包含每个基因的最低限度信息。在 GO 富集中可以看出，表达的基因
在生物过程中富集于免疫、代谢细胞定位等语义，而在细胞组成和分子功能上富集在胞外基质、细胞膜、
转录激活等语义上。在 KEGG 注释中表达基因富集于信号转导、神经系统、免疫系统等语义（如图 1
所示）。
室内行为学显示，一些能够利用磁场导航的鸟类在特制笼中的朝向与磁场有关，这种定向行为会受
到光照波长的影响：在白光、绿光及蓝光环境下被测试鸟类的朝向呈明显集中，而在红光条件下（中心
波长 633 nm）发生了朝向混乱[15

～ 16]

，因此可以侧面说明鸽子和其他鸟类的视网膜磁受体蛋白激活与光

波的波长有关。据此，比较了正常赛鸽（样本 R）和红光处理的赛鸽（样本 RLR）之间的转录组差异，
并将差异基因 GO 富集后最为明显的 50 条语义画出，如图 2a 所示。
由图 2a 可以发现，大部分 GO 语义下的基因是下调的，也就是说红光处理使赛鸽的视网膜功能受到
了影响，这些影响中较强的有细胞粘附，胞外基质、空间，离子结合等。进一步将所有下调的差异基因
进行 KEGG 富集并画出最明显的 30 条语义（如图 2b 所示），发现在信号通路上，下调基因集中于黏着
斑、胞外基质受体反应、视网膜代谢等多种通路，两种分析均说明红光对赛鸽视网膜的影响并不局限于
某种功能，而是多方面的。
通常认为食用鸽不具备归巢能力，一方面源于其没有经过训练以致飞行机能差，另一方面可能是其
导航能力相较于培育出的赛鸽更弱，因此实验选用普通食用鸽作为参照，比较食用鸽与赛鸽视网膜表达
差异来理解红光对赛鸽视网膜影响的特异性。在正常食用鸽（样本 N）与赛鸽（样本 R）差异的 GO 富
集中发现，两者间的差异并不显著，许多语义中 N 的表达量还要高于 R，但同时与图 2a 相比，在有较
为明显 R>N 的语义中也发现了胞外区域、胞外基质这些语义。进一步以此富集 KEGG，发现了许多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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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陈代谢的通路与 ECM 受体相互作用，这提示了赛鸽视网膜的代谢能力可能强于食用鸽。
由图 3 可以看出，赛鸽与食用鸽视网膜间的差异可能并不显著，为进一步研究三个样本之间的相似
程度，用热图来直观地展现样本间两量差异的基因富集模式和样本表达模式（如图 4 所示）。
由热图分析可以看出，在表达模式上，N 与 R 很相近，这与上文的推测一致，也就是说，食用鸽与
赛鸽可能在视力和视觉导航相关因素上没有本质差异。同时观察到在热图中差异明显集中于底部，也就
是说，对应的差异基因中出现了 RLR 样本表达量低于 N 和 R 样本的现象。
另一方面，如果认为赛鸽的导航能力强于食用鸽，那么在这 3 个样本中与感受地磁有关基因的表达
量就可能存在如下关系：R>N，R>RLR. 基于如上思路，将差异基因中满足上述条件的基因挑出，共寻
找到 88 条。对这 88 条基因进行 KEGG 分析，在 P<0.05 的条件下，这些差异基因可被富集于胞外基质
受体反应、细胞黏着斑通路上。进一步，因为 N 与 R 的表达模式相近，所以可以假设与感受地磁有关的

图1
Fig. 1

GO 数据库（a）与 KEGG 数据库（b）全表达基因富集分析

Enrichment analysis of total genes expression with GO database (a) and KEGG database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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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 R 为基准比较 RLR

Fig. 2

图 2 赛鸽与红光处理赛鸽视网膜转录组差异基因 GO（a）与 KEGG（b）富集分析
Differential gene GO (a) and KEGG (b) enrichment analysis of pigeon retina transcripts between athletic pigeon and
red light treated pig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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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 N 为基准比较 R

图3
Fig. 3

赛鸽与食用鸽转录组差异 GO（a）与 KEGG（b）富集分析

GO (a) and KEGG (b) enrichment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athletic pigeons and common pigeon transcri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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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中每行代表一个 GO 和 KEGG term，每列代表一个比较组，颜色表示富集程序高低，越黄表示富集程序
越高，P 值越小

图4
Fig. 4

三样本全差异基因 GO（a）和 KEGG（b）热图富集

Heat maps of three samples of all-differential genes GO (a) and KEGG (b) enrichment

基因有 N>RLR 的可能。将 88 条差异基因与 N 和 RLR 间下调的差异基因进行比较，筛选出 37 条基因（包
含 3 个转录剪接体），这 37 条基因在 RLR 样本中均明显低于 N，而其余 51 条基因在这 2 个样本之间没
有明显差异。将这 37 条基因进行 KEGG 分析，也被富集于黏着斑和细胞外基质受体反应通路（P<0.05）。
利用 RT-PCR 研究筛选出的 37 条基因在鸽子（食用鸽）主要组织的表达情况，其中 HKDC、CHAD
和 IMINO 各存在 1 个转录剪接体，难以设计引物区分，所以共用 34 对引物进行实验。RT-PCR 结果如
图 5 所示。

图5
Fig. 5

食用鸽主要组织

Common pigeon main tissue

由图 5 可以看出，在食用鸽的主要组织中，差异基因表达具有一定的分布特异性。因为琼脂糖凝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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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泳的灵敏度较低，所以只能反映出基因表达量的差异，而非表达与否。可以看出大部分差异基因在视
网膜中表达量较低，只有 cystatin（CTN）有显著表达，同时 CTN 也在其他 5 种组织中表达。SOD3、GPX3
在 5 种组织中均有表达，而在视网膜中表达不明显，说明差异基因在视网膜的表达和其他组织中确有不同。

3

讨论
转录组结果热图分析的作用在于直观地看到差异基因和样本在表达模式上的相似性，判断聚类是否

有规律，利用热图分析 N 与 R、R 与 RLR 样本间差异，可以发现 R 与 N 的表达情况较为相似，可能有
两个原因：1）食用鸽与赛鸽在视网膜上的差异不大，两者均能明确地感受到磁场信息，主要差异存在于
认知和运动能力上；2）与感应磁场相关的基因可能只在特定的条件高表达，而在平时表达量处于低位。
MOURITSEN 等 [11]在研究了花园莺的视网膜后发现，花园莺在白天和夜间都有推定的磁受体 gwCRY1
（garden-warbler CRY1）的表达（花园莺只在夜间飞行迁徙），差异并不明显，因此尽管 CRY 基因并未
出现在筛选出的差异基因中，也并不代表它不具有可能的磁受体功能，同时也有研究发现鸟类所处的状
态会影响相关磁受体蛋白的表达[12, 17]，说明筛选相关基因是有意义的。许多行为学实验证实，鸟类的地
磁导航行为受到光的影响[12]，或者说磁受体同时也是光受体，并发现红光下会失去感受磁场的能力[14]，
因此推测红光条件下饲养的赛鸽有可能存在磁感应相关基因表达水平下降的情况。基于之前假设筛选出
的 88 条差异基因富集显示，在 P<0.05 的条件下，只有 3 条通路满足，其中 ECM 受体相互作用通路和
黏着斑粘附通路在筛选出的 37 条差异基因中依然被富集出（如图 6a 所示），这有可能意味着这两条通路
与磁受体的激活和抑制有关，但考虑到其具体功能，也可能是体现了红光对鸽子视网膜的结构和功能的
抑制，同时这两条通路所富集出的差异基因中有 3 个是相同的（如图 6b 所示），说明两条通路之间有联
系，相互影响。事实上，黏着斑通路确实包含在胞外基质受体反应通路当中（如图 6c 所示），这至少意
味着鸽子视网膜在红光条件下在胞外基质受体反应方面受到了影响，综合来讲有可能说明：1）磁受体可
能与这两条通路有关；2）红光影响的并非磁受体，而是视网膜受到了刺激，影响了正常感知。

注：图 a 中，只有前 3 个 term P<0.05，其中 2 个与图 a 下 37 条基因富集的 term 是相同的，如红框标出

图6
Fig. 6

差异基因 KEGG 的富集

Differential genes KEGG enrichment

a—88 条基因的富集结果；b—富集出的具体基因；c—2 条 term 的信号通路相关性
a-88 genes enrichment results; b-Specific genes by enrichment; c-Signal path dependence of 2 terms

基因功能的富集一般需要 100 条以上的基因作为参考，因此上述比对仅能从侧面反映差异基因可能
涉及的通路，并无决定意义。HOCHSTOEGER 等[18]提出，参与磁感应的蛋白应当是仅存于磁感应器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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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普遍分布在动物全身组织。因此，针对 37 条差异基因设计引物验证这些基因在鸽子主要组织中的分
布，发现大部分基因在食用鸽视网膜中表达量不高，而在其他组织中各有表达。这其中，ITIH5、SCIN、
NDA、FBLN1、THBS、STRA6、HKDC、MATN3、DCT、OTOS、ACTN1、COL9A3、LAMB1 这 13 条基
因在所有组织中均低表达，其余基因在各个组织中选择性表达。这些基因主要涉及黏着斑（LAMB1、THBS、
ACTIN1）、神经损伤修复（OTOS）、视网膜新陈代谢（DCT、HKDC、STRA6）、细胞骨架解聚（SCIN）、
胞外基质胶原及结合（MATN3、FBLN1、COL9A3）、神经细胞分化（NDA）和胰蛋白酶抑制剂重链（ITIH5）。
上述结果表明，赛鸽视网膜的新陈代谢能力更强，红光处理会减弱视网膜的新陈代谢，从而影响其视觉
乃至视觉相关导航；赛鸽较食用鸽的视网膜细胞与胞外基质、胶原结合更为紧密，红光处理会影响这种
结合；红光可能影响视网膜神经细胞的修复。这些基因与推定的鸽子磁受体 CRY 均未发现明显联系，综
上所述，红光并非仅是对磁受体的光感受功能造成影响，对鸽子的影响可能更倾向于其代谢、细胞粘附
等信号通路，继而影响视网膜正常的功能。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分析需要进一步实验去验证，同时尽管
导致上述差异的原因较为复杂，但是这些差异基因仍然可以作为后续研究鸟类视网膜磁感应机制的参考。

4

结论
通过转录组技术研究比较了红光处理的赛鸽和正常赛鸽的视网膜基因表达差异，并以食用鸽作为参

照，发现红光处理可能会对赛鸽正常视力产生影响，而并非仅是对磁受体的光感受功能造成影响。同时
筛选了可能与磁受体相关的基因，利用 GO 数据库和 KEGG 数据库分析基因功能和所在的信号通路，并
用 RT-PCR 方法检测了差异基因在鸽子主要组织的表达情况，为进一步鸟类视网膜磁感应机制提供了理
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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