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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极半岛邻近海域南极大磷虾(Euphausia superba 
Dana)的数量组成和分布* 

左  涛  陈  丹  赵宪勇  吴  强  李显森 
(农业部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重点实验室  山东省渔业资源与生态环境重点实验室 

中国水产科学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青岛  266071) 

摘要    根据 2010 年 1 月 23 日2 月 13 日在南极南设得兰群岛和南奥克尼群岛邻近海域渔场采集

的南极大磷虾(Euphausia superba Dana)样品，分析了南极大磷虾数量、个体体长分布和发育期组成

等种群结构特点。样品由330 μm和500 μm浮游生物网垂直拖网和表层水平拖网两种采集方式所获。

结果显示，采集样中，南奥克尼群岛水域的南极大磷虾平均密度为 1.92 ind/m3，高于南设得兰群岛

水域的相应值(0.35 ind/m3)；出现的南极大磷虾个体发育期包括 CI 至 CIII 期原蚤状幼体、FI 至 FIV

期和 FVI 期蚤状幼体、未成体、成体(包括雌体和雄体)；各发育期个体中，原蚤状幼体数量较多；

原蚤状幼体、蚤状幼体、未成体及成体的体长范围(平均体长)分别为 1.76–4.96 mm (3.48 mm)、

3.95–14.80 mm (5.96 mm)、16.87–39.85 mm (36.10 mm)、40.00–58.96 mm (43.94 mm)。CIII 期原蚤

状幼体和 FI 期蚤状幼体的生长率较高。推测，南奥克尼群岛水域南极大磷虾生殖季节始于 9 月末，

集中出现在 12 月中上旬；而南设得兰群岛生殖季节应早于上述水域。比较两种采集方式，南极大

磷虾在水平网中的出现频率和个体出现数量均高于垂直网采集样的相应值，建议传统垂直拖网与水

平拖网两种采样方式有效结合，可促进更全面了解大磷虾水平分布和种群结构特点。 

关键词    南极大磷虾；数量分布；发育期；生长率；南极半岛 

中图分类号 Q-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5)02-0001-10 

南极大磷虾(Euphausia superba Dana) (以下简称

大磷虾 )属节肢动物门 (Arthropoda)、甲壳动物纲

(Crustacea)、磷虾目(Euphausiacea)，其成体体长一般

在 50–60 mm。它在南大洋水域广泛分布，是南极生

态系统中关键种和高营养层次生物的主要或重要食

物来源(Nicol et al, 1999)。据近年较为保守的估算，大

磷虾的分布水域近 1.9×107 km2，生物量可达 3.79 亿 t，

每年可为上层捕食者提供超过 1 亿 t 食物(Atkinson 

et al, 2009)，具有很高的开发和利用价值 (孙松 , 

2009)。 

大磷虾环南极分布，70%现存量分布于 50°S 以

南的大西洋水域(Atkinson et al, 2008)。其中，南极半岛

东北侧、邻近南设得兰群岛(South Shetland Islands)和南

奥克尼群岛(South Orkney Islands)海域是南极海洋生

物资源养护委员会(Commiss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Antarctica Marine Living Resources, CCAMLR)管

理辖区的 48 区，它不仅是大磷虾数量分布密集区，

也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南极磷虾渔业集中作业区，

2013/2014 年渔季该区域磷虾产量 29 万 t 左右(http:// 

www.ccamlr.org/en/ data/statistical-bulletin)。较南极其

他海域而言，如南印度洋普里兹湾和南太平洋罗斯海

(Hosie, 1991; 王荣等, 1993; 杨光等, 2010)，南极半岛

周边水域大磷虾的研究报道相对较多且涉及方面广

泛，如大磷虾的生长发育(Ross et al, 2004; Quetin et al, 

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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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数量分布(Makarov, 1979; Hempel, 1981; Wang, 

1989; Makarov et al, 1990; Hewitt et al, 2004; Ross  
et al, 2004; Ashjian et al, 2008)、垂直迁移(Taki et al, 

2005)及其分布与水团、海冰和浮游植物等环境因子

变动的关系(Everson, 1976; Hewitt et al, 2004; Marrari 

et al, 2008; Krafft et al, 2010)。 

我国渔船依托农业部“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利

用”项目，自 2009 年已连续 6 年开展南极磷虾探捕，

并取得较好的效果。本研究基于探捕期间收集的磷虾

样品，开展南大西洋西侧南极半岛海域大磷虾的数量

与体长分布、发育期组成以及相关环境因子的研究，

以丰富有关大磷虾生物学的认识，更好地了解南极磷

虾渔场的资源状况，有效地指导具体实际生产。 

1  材料与方法 

1.1  样品的采集与处理 

样品为搭载辽宁远洋渔业有限公司渔轮“安兴

海”，于 2010 年 1 月 2330 日和 1 月 31 日至 2 月 13

日分别在南极半岛周边的南设得兰群岛附近水域和

南奥克尼群岛附近水域采集所获。此两海域分别位于

CCAMLR 划定的 48.1 统计亚区和 48.2 统计亚区。其

中, 48.1 亚区南设得兰群岛附近水域实施站位 25 个

(编号 1–25)，48.2 亚区南奥克尼群岛附近水域站位 21

个(编号 26–46)(图 1)。本研究即基于上述统计亚区进

行相应的数据归并和分析。 

大磷虾样品的采集方式有两种，一是用网目孔径

330 μm 的浮游生物网，由 200 m 水深至表层垂直拖

网；二是用网目孔径 500 μm 的浮游生物网，以 2.8 节

船速进行 10 min 的表层水平拖网，两网的网口面积

均为 0.5 m2。样品存于 10%的甲醛海水溶液，带回国

内实验室镜检、分类及测定相关生物学参数。 

海水温度和盐度利用 SBE18 温盐深剖面仪采集，

采集水深为 0–200 m。 

1.2  生物学测定 

大磷虾的生物学测定包括发育期判定和体长测

定。发育期的判定依照 Kirkwood(1982)，分为无节幼

体(NI–NII)、后无节幼体(MN)、原蚤状幼体(CI–CIII)、

蚤状幼体(FI–FIV)，未成体(J)和成体(A)。根据第一腹

足交接器的有无，成体又分为雌体(F)和雄体(M)。测

定未成体和成体全长(Total Length, TL)，即由眼前端

至尾节末端(Kirkwood, 1982)；原蚤状幼体和蚤状幼

体的体长参考太平洋磷虾幼体的测量方法(Suh et al, 

1993)，由甲壳前缘的中点至尾节末中间刺的尖端，

测量精度为 0.1 mm。 

生物学测定过程中，若测定站位的磷虾数量小于

200 尾时，则取全样逐尾测定；若磷虾样品多于 300 尾

则以分样器取样，直至最后分样内约有 200 尾时，再

进行逐尾测定。所有生物学测定均在体视显微镜

(NIKON SMZ 1500)下完成。实际共测定大磷虾 2142

尾，其中 48.1 亚区垂直网样 6 尾、水平网样 11 尾； 

 

 
 

图 1  调查区域(内插图中实线框)及磷虾样品采集站位分布 
Fig.1  The surveyed area (the solid-line box in the inset) and sampling stations of the krill 

虚线框代表 CCAMLR 48.1 和 48.2 统计亚区的边界 
Dashed lines indicated the boundaries of CCAMLR subareas 48.1 and 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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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2 亚区垂直网样 945 尾、水平网样 1180 尾。计算

群体特征时，根据分样比例进行加权处理。 

1.3  数量分布密度的计算 

取样站位大磷虾的数量密度以每千立方米水体

内的磷虾个数表示(ind/1000 m3)。计算滤水体积时，

垂直拖网样为网口面积×拖曳水深；水平拖网样则为

网口面积×拖曳距离，拖曳距离为拖速×拖曳时间。调

查海域大磷虾分布密度的定量评估以垂直网样为准。 

1.4  生长率的估算 

大磷虾幼体发育是连续的，未成体至成体间可能 

出现停滞。本研究仅对 48.2 亚区磷虾样中，数量较

多(>20 尾)幼体的生长率(mm/d)进行生长率估算。算

法为相邻发育期的平均体长差值除以发育所需天数。

发育所需天数根据 Ikeda(1984)实验室培养所得到的

大磷虾由卵释放至各发育期所需天数(表 1)。各发育

期个体平均体长则基于所有网样的相应个体计算所得。 

1.5  数据的比较与分析 

两调查水域(统计亚区)以及两种采集方式所得

大磷虾样品各统计量间的差异，以 t 检验进行显著性

分析；大磷虾密度分布与表层水温度、盐度间的关系

以 Pearson 相关性进行分析，以 P<0.05 作为显著相关

的标志。采用 SPSS(V.16.0)软件完成统计分析。 

 
表 1  南极大磷虾由卵发育至各发育期所需发育时间(Ikeda, 1984) 

Tab.1  The cumulative developmental time (in days from date of egg release) of Euphausia superba developmental stages  
(cited from Ikeda 1984) 

发育期 Development stage CI CII CIII FI FII FIII FIV FV FVI 

发育时间 Development time (d) 30 44 53 63 75 86 99 112 127 

 

2  结果 

2.1  表层温度、盐度分布 

调查海域表层水温范围为 0.3–2.5℃，平均(1.6 ± 

0.1)℃(均值±标准误差，下同)，其中 48.1 亚区平均水

温为(1.4±0.1)℃，48.2 亚区平均水温为(1.8±0.1)℃。

总体而言，48.1 亚区西南部和东北部(站号 7、8 和 21)

水温较低，约 0.6℃；48.2 亚区南奥克尼群岛东北部(站

号 33–35 和站号 38–44)水温较高，在 2℃以上；调查海

域的最低温度出现在两亚区交界的 25 号站(<0.4℃) 

(图 2a)。 

调查海域表层盐度范围为 32.9–34.3，平均 33.9± 

0.04。48.1 亚区盐度相对较低，平均 33.7±0.1；48.2

亚区盐度较高，平均 34.0±0.04。以南奥克尼群岛西北

两亚区交界处盐度最高(>34) (图 2b)。 

2.2  大磷虾的空间分布及其与温度、盐度的关系 

46 个调查站位的所有网样中，大磷虾出现站位

18 个，出现率为 39%；其中在水平网样中出现 13 个

站，要高于垂直网的 9 个站。比较图 3 中两网样大磷

虾出现站位，所有调查站位中仅有 4 个站位的垂直网

和水平样同时有大磷虾出现。大磷虾出现站位多分布

于 48.2 亚区的南奥克尼群岛东北部水域，南舍得兰

群岛邻近水域(48.1 亚区)以及两亚区交界处远离岛屿

的海域出现较少。垂直网样内，出现大磷虾的站位中， 

 
 

图 2  2010 年 1 月 23 日−2 月 13 日调查水域 

表层温度(a)和盐度(b)分布 

Fig.2  The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a) and salinity  
(b) in the surveyed area during the period of January 23 to 

February 13, 2010 
 

48.1 亚区大磷虾的平均密度为(35.1±20.0) ind/1000 m3，

48.2 亚区为(1916.8±790.4) ind/1000m3；水平网样内，

两亚区相应值分别为(4.6±1.3) ind/1000 m3 和(217.7± 

101.0) ind/1000 m3。 

出现磷虾的站位表层水温范围为 0.6–2.4℃，平

均值(1.6±0.1)℃；表层盐度范围为 33.4–34.3，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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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南极大磷虾密度空间分布 

Fig.3  Spatial density distribution of Euphausia superba in the water around the South Shetland Islands  
and the South Orkney Islands 

C：原蚤状幼体；F：蚤状幼体；J：未成体；A：成体  C: Calyptopsis; F: Furcilia; J: Juvenile; A: Adult 

a. 垂直网样；b. 水平网样  a. Vertical net sample; b. Surface net s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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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0.1。无磷虾的站位表层水温范围为 0.4–2.5℃，

平均(1.6±0.1)℃；表层盐度范围为 32.9–34.3，平均

33.8±0.1。总体而言，出现磷虾的站位比无磷虾出现

的站位表温、盐度略高，但差异未达显著水平，且两

采样方式所得大磷虾的分布密度与表层温、盐相关性

亦未达到显著性水平(P=0.07–0.73)。 

2.3  大磷虾的发育期组成与分布 

本次调查样中未出现大磷虾无节幼体(NI–NII)、

后无节幼体(MN)及蚤状幼体 FV 期。各发育期的数量

分布(图 3)中，早期发育阶段的原蚤状幼体和蚤状幼

体多分布于南奥克尼群岛东北部，未成体和成体主要

分布于群岛西部近岸处。相关性分析显示，大磷虾各

发育期的数量密度分布，仅有垂直网样的未成体和水

平网样 CIII 期与表层温度分别呈显著性负相关

(r=0.89，P<0.001)和显著性正相关(r=0.61，P=0.03)。 

垂直网样中，未见 FIV 期和成体(图 4a)。48.1 亚

区所观察到的 11 尾个体中，发育期 FI 有 6 尾，另外

还有 FII 期 2 尾、未成体、FIV 期和成体各 1 尾。48.2

亚区，大磷虾个体的以发育期较早阶段的 CIII 所占数

量比例最高(35.0%)，CII 期次之(28.6%)，发育期为

FII 至成体的个体所占数量比例较低(<3.0%)。 

水平网样内的大磷虾未成体和成体较垂直网样

相应个体略多(图 4b)。其中，48.1 亚区所观察到的 6 尾

大磷虾由 FVI 期和成体各 3 尾组成；48.2 亚区以 CIII

期个体所占数量比例最高(39.4%)，而 CI 和 CII 期的

数量相对较少，所占数量比例均<5.0%。 

 

 
 

图 4  南极大磷虾发育期数量百分比组成 
Fig.4  Relative compositions of E. superba stage-specific abundance 

a. 垂直网样；b. 水平网样  a. Vertical net sample; b. Surface net sample 

 
2.4  大磷虾的体长组成与幼体生长率 

大磷虾各发育期的体长范围分布见图 5 和表 2。

除 FIII 期外，垂直网样各发育期体长众数值均大于等

于水平网样对应值(图 5a，b)；不同发育期的大磷虾

的体长分布具有一定的重叠；水平网样中，未成体以

体长 34–40 mm 的个体数量居多；雌体个体体长主要

介于 40–51 mm，少数可达 60–61 mm；雄体仅观察到

2 尾、体长分别为 50.75 mm 和 51.87 mm。此外，水

平网样中 FIV 期个体平均体长明显较 FIII 期相应值

小。各发育期体长分布在垂直网和水平网组间 t 检验

显示(表 2)，垂直网样 CI、CIII 期平均体长均大于水

平网样相应发育期平均体长，两差异均达显著性水平。 

CII 到 FII 期大磷虾幼体生长率范围为 0.053– 

0.152 mm/d，以 CIII 期和 FI 期的生长率值较高(表 2)。 

3  讨论 

3.1  大磷虾的水平分布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南极半岛周边海域是南极磷虾分布较为集中、生

物量较高的区域(Makarov, 1979; Wang, 1989; Putland 

et al, 2011)，也是近年来南极磷虾渔业作业的主要场

所。本次调查样品中，48.2 亚区大磷虾无论是站位出

现频率还是分布密度均高于 48.1 亚区的相应值，特

别是南奥克尼群岛东北部海域(图 3)。有研究发现早

期幼体(原蚤状幼体和蚤状幼体)的磷虾分布趋向于外

海水域，而成体多分布于大陆架海域(Makarov, 1979; 

Br in ton ,  1985)，大磷虾成体近岸集群密度较高

(Brinton, 1985; Klevjer et al, 2010)。本研究中亦是如

此，如 48.2 亚区中大磷虾的早期幼体相对于发育期

较高的未成体和成体的分布离岸较远。大磷虾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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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48.2 亚区南奥克尼群岛附近水域南极大磷虾各发育期体长-频数分布 

Fig.5  The frequency of lengths of E. superba stage-specific individuals in the water around the  
South Orkney Islands in CCAMLR subarea 48.2 

a. 垂直网样；b. 水平网样  a. Vertical net sample; b. Surface net s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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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育期分布可能与水温密切相关(Brown et al, 2010)。

大磷虾耐受水温的范围为–1.89–3.9℃ (Marr, 1962; 

Lomakina, 1966)。本研究结果显示，调查海域的表层

水温介于 0.37–2.49℃之间，恰属大磷虾的温度耐受

范围内。在此适温范围，大磷虾 CIII 期有向相对高温

区聚集的趋势，这可能是 48.2 亚区的 CIII 期数量密

度较高的原因所在。此外，48.2 亚区即南奥克尼群岛

邻近水域处于南极两个重要的海洋环流，南极绕极流

和威德尔环流交汇区(Deacon et al, 1975; Hofmann et al, 

1998)，此区浮游植物密度较高(Brinton, 1985)，丰富

的饵料基础亦是大磷虾在此域聚集的可能原因。 

3.2  不同采集方式与大磷虾的发育期组成 

本研究采用 200 m 以上垂直拖网和海表水平拖

网两种采集方式，所获样品中，虽包含大磷虾原蚤状

幼体 CI 期至成体各期，但未获无节幼体。在同一时

间所获另一部分垂直样中也只含极少 CI 期以下的大

磷虾(Gao et al, 2013)。本样品中未获取更早发育期个

体，可能是采样水层(0–200 m)所限。大磷虾生活周

期有特殊的“发育上升 (Developmental ascent)”现象

(Marr, 1962)，即随发育期，大磷虾的垂直分布逐步

由深水层向海表层迁移，卵和早期幼体无节幼体和后

期无节幼体多分布于深水层 500–2000 m，CI 期方可

上升至 200 m 以浅的真光层，之后发育期的幼体多分

布于 200 m 以浅水层(Marr, 1962)。这可作为垂直网

样中大磷虾发育期较晚的个体数量比例较水平网的

相应值明显低的可能原因。 

从图 5 可得，相对水平网样，垂直网样的大磷虾

体长分布范围大。推测，垂直采样方式在获取更全面

的发育期个体方面具有一定优势。故而本研究在初步

定量分析大磷虾的发育期组成和分布密度时，以垂直

网样的结果为准。但是水平拖网的拖曳距离较长(拖

速 2.8 节时，10 min 拖距为 864 m)，过滤水体大，有

利于降低由磷虾斑块分布引起的样品获得的偶然性，

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大磷虾对采样网具的规避(逃

逸)而引起对大个体数量的低估。因此水平网在定性

确定大磷虾水平分布、获取足够数量的样品时更为有

效。本研究在估算大磷虾各发育期的体长与生长率

时，即充分利用了水平网样品，并成功检验出 CI 和

CII 期相应体长在两统计亚区间差异(表 2)。垂直拖网

和水平拖网两种采集方式的有效结合，可以促进和更

为全面地理解大磷虾时空分布特征。 

3.3  大磷虾的生长 

大磷虾的生长发育受环境因素和种群个体差异

的双重影响(Ikeda, 1984; Quetin et al, 2003; Virtue et al, 

2010; Brown et al, 2010)。本研究显示，即使同一发育

期的个体，体长变化范围亦相当可观。不同采集方式 

 
表 2  48.2 亚区南奥克尼群岛附近水域大磷虾各发育期体长分布和生长率 

Tab.2  Stage-specific lengths and growth rates of E. superba in the water around the South Orkney Islands in CCAMLR subarea 48.2 

垂直网样 Vertical sample 水平网样 Surface sample 

体长 Total length (mm) 体长 Total length (mm) 发育期 
Stage 测定样本 

No 范围 
Range 

均值±标准误差 
Mean±SE 

测定样本
No 范围 

Range 
均值±标准误差 

Mean±SE 

生长率 
Growth rate (mm/d)

CI* 20 1.76–2.19 2.11±0.02 2 1.85–1.88 1.87±0.02  

CII 112 2.10–3.56 2.83±0.03 2 2.50–2.80 2.65±0.15 0.053 

CIII* 142 3.00–4.96 4.05±0.04 34 2.90–4.80 3.77±0.08 0.130 

FI 61 3.95–6.86 5.56±0.08 15 4.94–5.95 5.37±0.08 0.152 

FII 34 4.00–7.67 6.18±0.16 20 5.00–7.30 6.19±0.18 0.055 

FIII 5 7.75–8.69 7.98±0.18 4 7.60–9.08 8.22±0.37  

FIV 0   3 6.40–8.10 7.23±0.49  

FV — — — — — —  

FVI 1 10.4  1 8.8 8.8  

J 0   80 16.87–39.85 36.22±0.35  

F 0   60 40.00–58.96 43.59±0.42  

M 0   2 50.75–52.99 51.87±1.12  

注: “*”表示存在极显著性差异(P<0.01)；“—”未观察到 
Note: “*” denotes high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1) between the mean lengths of krill individuals from the two 

sampling methods; “—” denotes Not ob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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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的样品中，同一发育期的体长分布也存在着不

同，垂直网中采集到大磷虾的幼体除 FIII 期以外，均

大于水平网样中的相应体长，特别是 CI 和 CIII 期。

本研究结果所得的大磷虾各发育期生长率是基于野

外群体体长分布估算所得，这与实验室内培养所得到

的瞬时生长率(Kawaguchi et al, 2006; Brown et al, 

2010; Virtue et al, 2010)有一定差异。本研究结果中，

大磷虾的生长率并未完全随发育期升高而降低的趋

势，而是 CIII 和 FI 期出现较高的生长率，这也许是

因为较小的幼体对食物的摄取有一定的困难(Fach et al, 

2006)。FIII 和 FIV 期个体少，本研究暂未估算两发

育期间的生长率。但从表 2 可看到，FIV 个体体长较

FIII 反而减小，除了可能由于所获 FTV 期个体数量

较少所存在的误差以外，这种现象亦可能与大磷虾在

其生活史中会因食物缺少，蜕皮后反而体长小于蜕皮

前的体长，而出现负生长的现象(Ikeda et al, 1982)有关。 

西南极的大磷虾幼体数量出现较多的季节为每

年 9 月至翌年 3 月，一般夏季 12 月原蚤状幼体数量

最多(Brinton, 1985; Makarov et al, 1990)。本研究的调

查时间为 1 月下旬至 2 月中旬，大磷虾亦多为原蚤状

幼体，与前述历史研究基本吻合。大磷虾不同种群的

生殖季节存在较大的时空差异，如在南印度洋普里兹

湾(Hosie et al, 1988)，大磷虾在 1 月才开始产卵，各

发育期的出现时间也相应滞后，2 月仍以无节幼体为

主，明显晚于西南印度洋(Kawaguchi et al, 2010)和南

太平洋罗斯海域(Taki et al, 2009)。 

本研究显示，2 月上中旬 48.2 亚区出现的大磷虾

个体以 CI 至 FII 期为主。假设 Ikeda(1984)有关大磷

虾各期发育所需时间的研究结果同样适用于本研究，

则可推算 2009 年，48.2 亚区大磷虾产卵时间开始于

9 月末，集中出现在 12 月中上旬，与 Makarov(1979)

的研究相符，早于其他海域，如罗斯海(Taki et al, 

2009)、近西南印度洋(Kawaguchi et al, 2010)和普里兹

湾(Hosie et al, 1988)。48.1 亚区中只有少数大磷虾的

分布，发育期为蚤状幼体和未成体，未出现原蚤状幼

体，推测可能由于 48.1 亚区大磷虾个体发育时间较

早(Makarov, 1979)有关。 

 
致谢：本研究的海上样品采集和数据传送工作由

辽宁远洋渔业有限公司渔船“安兴海”和科学观察员

朱国平、冯春雷协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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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bundance, Distribution, and Stage-Specific Compositions of Euphausia 
superba in the Water Around the Antarctic Peninsula 

ZUO Tao①
, CHEN Dan, ZHAO Xianyong, WU Qiang, LI Xiansen 

(Key Laborator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arine Fisheries,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Shandong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Fishery Resources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Yellow Sea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Fishery Sciences, Qingdao  266071) 

Abstract    To characterize the structure of Antarctic krill population and to evaluate the fishery 

resources, we analyzed the stage-specific abundance and distribution of Euphausia superba based on the 

data collected in the main krill fishing grounds nearby the South Shetland Islands (CCAMLAR subarea 

48.1) and the South Orkney Islands (CCAMLAR subarea 48.2) from January 23 to February 13 in 2010. 

There were two sampling methods used in the survey. One was the vertical haul from 200 m depth to the 

surface layer using plankton net of which the mesh size was 330 μm. The other was the horizontal haul on 

surface layer and the mesh size was 500 μm. E. superba was found in 39% of the sampling stations in the 

surveyed area. The mean density in the water around the South Orkney Islands was 1.92 ind/m3, which 

was higher than the value of 0.35 ind/m3 in the water around the South Shetland Islands. The 

developmental stages of the sampled E. superba covered the calyptopsis stages (CI to CIII), the furcilia 

stages (FI to FIV and FVI), juvenile and adult. Nauplius and furcilia FV were not observed in our samples. 

Individuals at stages CI to CIII were the most abundant. The length ranges at stages of calyptopsis, furcilia, 

juvenile and adult were 1.764.96 mm (mean 5.15 mm), 3.9514.80 mm (5.96 mm), 16.8739.85 mm 

(36.10 mm) and 40.0058.96 mm (43.94 mm) respectively. High growth rates of larval E. superba 

appeared at stages CIII and FI. According to the portions of individuals from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stages, we deduced that the spawning season of E. superba in the water around the South Orkney Islands 

started in late September and peaked in early December, which was later than that of krill individuals in 

the water around the South Shetland Islands. The abundance of E. superba was higher in samples 

collected with the surface net method than with the vertical haul method, and there was also a remarkable 

difference in the stage-specific compositions between the two sampling methods. Therefore our study 

suggested that the surface sampling method could be an effective supplement to the traditional methods in 

the study of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the growth of the krill. 

Key words    Euphausia superba; Spatial distribution; Stage-specific composition; Growth rate; 

Antarctic Penins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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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州湾大型砂壳纤毛虫丰度的水平分布* 

陈  雪 1,3  吴  强 2  栾青杉 2  张武昌 1①  徐剑虹 1  肖  天 1 
(1.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海洋生态与环境重点实验室  青岛  266071; 

2. 农业部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重点实验室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青岛 266071; 

3.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100049) 

摘要    根据 2011 年 511 月及 2012 年 34 月在莱州湾进行的每月 1 次共 9 个航次的调查资料，

通过解剖镜下镜检浮游生物网拖网样品，分析莱州湾 311 月大型砂壳纤毛虫丰度的水平分布。结

果显示，砂壳纤毛虫总丰度的水平分布在不同时间呈现不同的特点：3–5 月砂壳纤毛虫总丰度在湾

底较高，向湾口递减；611 月砂壳纤毛虫总丰度在湾中及湾口较高，湾底近岸海区较低。各月砂

壳纤毛虫丰度较大的区域温度、盐度比较相似，表明砂壳纤毛虫可能有一定的适温性和适盐性。其

中，6 月砂壳纤毛虫丰度的分布与同期调查的鱼卵和仔稚鱼的分布较一致，表明砂壳纤毛虫可能是

仔稚鱼的开口饵料，对鱼类仔稚鱼的成活和发育有帮助。311 月砂壳纤毛虫种丰富度的变化范围

是 520 种，有 17 个种在不同月份成为优势种。优势种种类数最多的是 7、8 月(10 种)，4 月最少(2

种)。各航次中不同优势种的最大丰度为 489×103 个/m3 (运动类铃虫 Codonellopsis mobilis，5 月)；

较小的丰度仅为 4×103 个/m3 (半旋拟铃虫 Tintinnopsis hemispiralis，11 月)。主要优势种(连续 3 个

月或 3 个月以上为优势种的种类)有运动类铃虫(C. mobilis)、白领细壳虫(Stenosemella nivalis)、根状

拟铃虫(Tintinnopsis radix)、妥肯丁拟铃虫(T. tocantinensis)和半旋拟铃虫(T. hemispiralis)。8 月在黄

河入海口附近的 3 个站位发现河口拟铃虫(Tintinnopsis estuariensis)，这是在长江口海域发现的砂壳

纤毛虫新种。 

关键词    砂壳纤毛虫；优势种；水平分布；莱州湾 

中图分类号 S9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5)02-0011-12 

海洋浮游纤毛虫是一类营浮游生活的单细胞真

核原生动物(粒径在 10200 μm)，是海洋微型浮游动

物(Microzooplankton)的重要组成类群，主要摄食微微

型(pico-级)和微型(nano-级)浮游生物，同时又是中型

浮游动物和仔鱼的饵料，是水体微食物环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浮游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中占重

要地位(Azam et al, 1983; Pierce et al, 1992)。根据虫体外

有无异质的壳层，浮游纤毛虫可分为无壳纤毛虫和砂壳

纤毛虫，其中砂壳纤毛虫隶属于旋毛纲(Spirotrichea)下

的环毛亚纲(Choreotrichia)，种数在 1000 种左右。根

据壳表面是否有黏着颗粒，可将砂壳纤毛虫分为黏着

壳种类和透明壳种类。 

砂壳纤毛虫很早(Lebour, 1918)就被发现是鱼类

仔鱼和幼鱼的饵料，至今已报道 27 科 48 属鱼类幼鱼

摄食砂壳纤毛虫(Dolan et al, 2013)。砂壳纤毛虫在海

湾和近岸海区丰度较大，例如在挪威的 Flodevigen 

Bay 砂壳纤毛虫的 大丰度可达到 729000 个/L(Dale 

et al, 1987)。因此在近岸海湾地区砂壳纤毛虫作为鱼

类饵料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莱州湾是渤海三大海湾之一，位于渤海南部，山

abc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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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半岛北部，地处北温带，是黄渤海鱼、虾、蟹等经

济生物的主要繁育场(金显仕等, 2000)。莱州湾的浮

游纤毛虫丰度水平分布的调查较少，只有在 1997 年

7 月一航次中采水样(1L)研究了莱州湾浮游纤毛虫和

桡足类六足幼体的分布(张武昌等, 2002)；在 1998 年

6 月调查了莱州湾水样(1L)中浮游纤毛虫和桡足类六

足幼体的丰度、生物量、群落分布(Zhang et al, 2000)。

这些资料研究的是浮游纤毛虫丰度的水平分布情况，

针对砂壳纤毛虫丰度水平分布的报道目前还没有。本

研究报道 2011 年 5-11 月及 2012 年 3、4 月莱州湾砂

壳纤毛虫丰度的水平分布及其季节变化，以期为莱州

湾渔业资源评估以及合理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1  调查与方法 

1.1  调查海区和样品采集 

于 2011 年 5 月 6–11 日、6 月 9–12 日、7 月 8–12

日、8 月 1–5 日、9 月 6–11 日、10 月 19–23 日、11 月

25–26 日及 2012 年 3 月 21–27 日、4 月 19–23 日搭乘

“鲁昌渔 4193 号”船在莱州湾进行了 9 个航次的调查，

共设站位 18 个，覆盖了湾底、湾中及湾口(图 1)，水深

范围为 3–24 m。根据天气、海况等实际情况，各航

次的站位略有不同，4 月调查 11 个站位(缺湾口站位

4934，5051，5151，5251，5262)，5 月调查 17 个站

位(缺湾口站位 4934)，7 月调查 17 个站位(缺湾底站

位 7342)，11月调查 10个站位(缺湾底站位 4934，5051，

5151，5251，5262，5274，5293 及湾中站位 6351)。 

在各站位用 YSI ProPlus 水质分析仪测定温度、

盐度，用浅海 III 型浮游生物网(网口面积 0.1 m2，网

孔直径 76 μm)由底至表垂直拖网采集砂壳纤毛虫，样

品用 5%甲醛(终浓度)固定，保存。 

1.2  样品处理和数据分析 

把样品浓缩至 80 ml 左右(Vw)，用定量移液枪从

混合均匀的样品中取出 1 ml (Vs)样品，装入浮游生物

计数框中，用 Olympus SZX16 解剖镜计数砂壳纤毛

虫的个数(C)，取出部分壳体于 Olympus BX51 显微镜

下测量尺寸并拍照。依据壳的形状和尺寸，参照分类

学文献(Kofoid et al, 1929、1939; 张武昌等, 2012)进

行种类鉴定。 

砂壳纤毛虫的丰度(A，×103 ind/m3)通过下列公式

计算：A=C×(Vw/Vs)/(d×S×1000)。式中，d 为水深，单

位：m；S 为网口面积，单位：m2。 

每个月各种的优势度(Y)采用公式：Y=(ni/N)×fi。

式中，ni 为每个月所有站位第 i 种出现的个体数；N 为

每个月所有站位出现的总个体数；fi 为第 i 种在所有站

位出现的频率。当 Y > 0.02 时，该种为优势种(徐兆礼

等, 1989)。有的优势种连续 3 个月或以上为优势种，

被定义为主要优势种。 

用 Surfer 8.0 软件绘制温度、盐度和丰度的水平

分布图。 

用 Grapher 5.0 软件绘制砂壳纤毛虫平均丰度和

优势种平均丰度的时间变化图。 

2  结果 

2.1  水文环境 

各月表层温度、表层盐度的范围及平均值见表 1。

表层温度在 8 月 高，平均值为(25.1±1.7)℃；在 3

月 低，平均值为(3.5±1.4)℃。3–9 月表层温度水平

分布在湾底近岸海区高于湾口远岸海区，10–11 月则

远岸高于近岸(图 2)。表层盐度各月的平均值变化范

围为 30.09–33.03，各月湾内外有差异，除 7 月外其他

月均为远岸高于近岸，在湾底西南部的近岸海区，由

于受淡水注入的影响始终有一片盐度的低值区(图 3)。 

2.2  砂壳纤毛虫种丰富度和优势种 

9 个航次共发现砂壳纤毛虫 7 属，30 种(表 2)，

其中黏着壳砂壳纤毛虫 4 属 27 种 (拟铃虫属

Tintinnopsis 22 种，包括 3 个仅鉴定到属的种类

Tintinnopsis sp.1、Tintinnopsis sp.2、Tintinnopsis sp.3；

类铃虫属 Codonellopsis、薄铃虫属 Leprotintinnus

各 2 种；领细壳虫属 Stenosemella 1 种)；透明壳砂

壳纤毛虫 3 属 3 种(类瓮虫属 Amphorellopsis、真铃

虫属 Eutintinnus、网纹虫属 Favella 各 1 种)。各种

砂壳纤毛虫的壳体长度较大，在 37–200 m 之间。 

3–11 月种丰度的变化范围是 5–20 种，种丰度的

整体变化趋势为 3–5 月逐渐减小，随后开始增大，到

8 月达到峰值，而后又逐渐减小。黏着壳种类 3–11 月 

 
 

图 1  调查站位 
Fig.1  Locations of the sampling s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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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月表层温度、盐度、砂壳纤毛虫总丰度范围及总丰度最大值出现的站位 
Tab.1  Surface temperature, surface salinity, total tintinnids abundances during the 9 cruises,  

and the station with the largest abundance 

月 
Month 

表层温度 

Surface temperature (℃)*

表层盐度 

Surface salinity* 

砂壳纤毛虫总丰度 

Total tintinnids abundance (×103 ind/m3)*
总丰度 大值的站位 

Station with the largest abundance

3 2.3–7.7(3.5±1.4) 28.44–38.19(31.24±2.10) 0–5(1±2) 6294(湾底) 

4 7.9–13.4(10.2±1.5) 28.56–33.63(30.58±1.64) 0–18(5±7) 7214(湾底) 

5 7.9–16.6(12.3±2.5) 29.64–33.57(32.06±1.21) 0–494(63±150) 7342(湾底) 

6 16.4–24.1(19.4±2.2) 31.94–34.00(33.03±0.70) 0–63(13±17) 4934(湾口) 

7 21.7–27.1(24.3±1.5) 28.43–33.62(31.75±2.00) 0–224(56±65) 5051(湾口) 

8 22.7–28.5(25.1±1.7) 31.06–33.8(32.70±0.79) 0–77(20±22) 5151(湾口) 

9 21.2–26.0(24.1±1.3) 29.48–33.45(32.48±1.19) 0–34(6±9) 5051(湾口) 

10 15.5–18.3(17.3±0.7) 28.85–33.39(31.78±1.68) 0–20(5±6) 5151(湾口) 

11 7.7–12.3(10.6±1.4) 27.51–33.21(30.09±1.87) 2–13(7±3) 6251(湾中) 

*：括号内为平均值±标准差 MeanSD 

 

 
 

图 2  莱州湾 3–11 月表层温度(℃)水平分布 

Fig.2  The horizontal distribution of surface temperature (℃) in Laizhou Bay from March to Nov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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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莱州湾 3–11 月表层盐度水平分布 
Fig.3  The horizontal distribution of surface salinity in Laizhou Bay from March to November 

 

都有出现，透明壳种类出现在温度较高 (>15℃ )的

6–10 月。 

有 17 个种在不同的月份成为优势种(表 2)。各航

次中不同优势种的 大丰度差别很大，运动类铃虫(C. 

mobilis)是 5 月的优势种之一， 大丰度可达到 489 

103 个/m3；Tintinnopsis sp.1 也是 5 月的优势种，其

大丰度仅有 50103 个/m3；半旋拟铃虫(T. hemispiralis)

在 7–11 月均为优势种，其 大丰度仅有 4103 个/m3。

各优势种持续的时间不同，有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

直为优势种，如运动类铃虫(C. mobilis)在除 9 月之外

的其他月都是优势种，白领细壳虫(S. nivalis)在 7–11

月为优势种；有的仅在 1 个月为优势种，如尖底类瓮

虫(A. acuta)和罗氏拟铃虫(Tintinnopsis lohmanni)仅在

8 月为优势种。各月优势种的种类数也有所变化，优

势种类 多的是 7、8 月，各有 10 种；4 月优势种

少，仅有 2 种。 

主要优势种有运动类铃虫、白领细壳虫、根状拟

铃虫、妥肯丁拟铃虫和半旋拟铃虫(图 4)。 

2.3  砂壳纤毛虫总丰度和主要优势种丰度 

3–11 月莱州湾砂壳纤毛虫总丰度的变化范围是

0–494×103 个/m3， 大值出现在 5 月。各月砂壳纤

毛虫平均丰度差异较大， 大值(63×103 个/m3)出现

在 5 月， 小值(1×103 个/m3)出现在 3 月(表 1)。 

砂壳纤毛虫总丰度的水平分布存在明显的变化。

3–5 月砂壳纤毛虫总丰度的高值区主要分布在湾底近

岸海区；6–10 月砂壳纤毛虫总丰度的高值区分布在

湾中及湾口，其中 7 月砂壳纤毛虫总丰度的水平分布

较均匀，在湾底西南和东南的近岸海区也有次高值的

出现；11 月高值区位于湾中和湾底近岸海区(图 5)。 

各月优势种的丰度在总砂壳纤毛虫丰度中所占

比例范围为 62.69%(3 月)–99.13%(5 月)，除 3 月外，其

他月份均高于 90%；主要优势种的丰度在总砂壳纤毛

虫的丰度中所占比例范围为 9.96%(3 月)–98.14%(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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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因此优势种和主要优势种丰度的水平分布可

以较好的反映总砂壳纤毛虫丰度的分布情况。运动类

铃虫在 3–11 月的水平分布与砂壳纤毛虫总丰度的水

平分布变化情况非常一致，其丰度的高值区在 3–5 月

集中在近岸海区，在 6–10 月分布在湾中及湾口的远

岸海区，在 11 月高值区回到湾底近岸海区(图 7)。白

领细壳虫在 7 月的高值区集中在湾底西南近岸海区，

随后高值区逐渐顺时针移动，8、9 月分布在湾口，

10、11 月分布在湾底东南近岸海区，整体分布情况

也与总丰度的高值区分布一致(图 8)。根状拟铃虫和

妥肯丁拟铃虫的分布在 7–9 月从湾底逆时针向湾口

移动(图 9、图 10)。半旋拟铃虫在 9–11 月的水平分布

也从湾底逆时针向湾口移动(图 11)。 

综合来看，7、8、9 月莱州湾砂壳纤毛虫的优势种

类比较多，各优势种的丰度不大，分布较分散；3–6 月

和 10–11 月砂壳纤毛虫的优势种类较少，优势种占总

丰度的比例较大，分布或集中在湾底或集中在湾口，

对总丰度的分布影响较大。 

2.4  透明壳种类和河口拟铃虫的分布 

调查中发现的透明壳种类有 3 种：尖底类瓮虫， 

 
 

图 4  莱州湾的主要优势种 
Fig.4  Main dominant species in Laizhou Bay 

a. 运动类铃虫；b. 白领细壳虫；c. 妥肯丁拟铃虫； 

d. 半旋拟铃虫；e. 根状拟铃虫 
a. Codonellopsis mobilis; b. Stenosemella nivalis; c. Tintinnopsis 
tocantinensis; d. Tintinnopsis hemispiralis; e. Tintinnopsis radix 

 

 
 

图 5  莱州湾 3–11 月砂壳纤毛虫总丰度(×103 个/m3)水平分布 
Fig.5  The horizontal distribution of total tintinnid abundance (×103 ind/m3) in Laizhou Bay from March to Nov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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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马网纹虫和卢氏真铃虫。透明壳种类仅在 6–10 月

出现，其丰度的变化范围为 1×103 个/m3 (9 月、10 月) 

–44×103 个/m3 (8 月)，主要分布在远岸海区，近岸海

区仅有少量分布(图 12)。 

8 月发现河口拟铃虫(Tintinnopsis estuariensis)，出

现该种类的站位的表层温度为 23.1–25.6℃，表层盐度

为 31.82–33.80，其丰度的变化范围为 2–4×103 个/m3，

主要分布在湾底西南部有淡水注入的海区(图 13)。 

3  讨论 

3.1  砂壳纤毛虫的种类 

本研究报道的 7 属 30 种砂壳纤毛虫中，有 14 个

是莱州湾海区新纪录种：尖底类瓮虫(A. acuta)、鲁西

塔尼亚类铃虫 ( C .  l u s i t a n i c a )、卢氏真铃虫 ( E . 

lusus-undae)、简单薄铃虫(L. simplex)、白领细壳虫(S. 

nivalis)、有角拟铃虫(T. corniger)、直径拟铃虫(T. 

directa)、河口拟铃虫(T. estuariensis)、半旋拟铃虫(T. 

hemispiralis)、梅氏拟铃虫(T. mayeri)、斯氏拟铃虫 

 
 

图 6  莱州湾 3–11 月总砂壳纤毛虫中优势种和主要优势种

平均丰度所占的比例 
Fig.6  The percentage of dominant species and main 

dominant species in total tintinnids abundance in Laizhou Bay 
from March to November 

 

 
 

图 7  莱州湾 3–11 月砂壳纤毛虫主要优势种：运动类铃虫丰度(103 个/m3)水平分布 

Fig.7  The horizontal distribution of main dominant species: Codonellopsis mobilis (103 ind/m3) in Laizhou Bay from March to Nov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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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莱州湾 7–11 月砂壳纤毛虫主要优势种：白领细壳虫丰度(103 个/m3)水平分布 

Fig.8  The horizontal distribution of main dominant species: Stenosemella nivalis (103 ind/m3) in  
Laizhou Bay from July to November 

 

 
 

图 9  莱州湾 7–9 月砂壳纤毛虫主要优势种：根状拟铃虫丰度(103 个/m3)水平分布 

Fig.9  The horizontal distribution of main dominant species: Tintinnopsis radix (103 ind/m3) in  
Laizhou Bay from July to September 

 

 
 

图 10  莱州湾 7–9 月砂壳纤毛虫主要优势种：妥肯丁拟铃虫丰度(103 个/m3)水平分布 

Fig.10  The horizontal distribution of main dominant species: Tintinnopsis tocantinensis (103 ind/m3) in  
Laizhou Bay from July to Sept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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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莱州湾 9–11 月砂壳纤毛虫主要优势种：半旋拟铃虫丰度(103 个/m3)水平分布 

Fig.11  The horizontal distribution of main dominant species: Tintinnopsis hemispiralis (103 ind/m3) in Laizhou Bay from 
September to November 

 

 
 

图 12  2011 年 6–10 月透明壳纤毛虫丰度(103 个/m3)的水平分布 

Fig.12  The horizontal distribution of hyaline tintinnid abundances (103 ind/m3) in 2011 from June to October 
 

 
 

图 13  2011 年 8 月河口拟铃虫丰度(103 个/m3)的水平分布 
Fig.13  The horizontal distribution of T. estuariensis 

abundance (×103 ind/m3) in August, 2011 

(T. schotti)以及 3 个未鉴定到种的拟铃虫属砂壳纤毛虫

(Tintinnopsis sp.1, Tintinnopsis sp.2, Tintinnopsis sp.3)。

发现较多新纪录种类的原因可能有两个，第一，用浅

海Ⅲ型网由底层拖至表层采集样品，比仅采集水样的

方法得到更大体积海水中的砂壳纤毛虫，采集到丰度

较低的种类；第二，采样分 9 个航次，采样时间较为

连续，因此可以采集到一些季节性发生的种类。 

Dolan 等(2013)根据 Pierce & Turner(1993)研究的

全球砂壳纤毛虫生物地理学，将砂壳纤毛虫分为 5 种

分 布 类 型 ： 广 布 型 (cosmopolitan) 、 近 岸 浅 海 型

(neritic)、北半球型(boreal)、南半球型(austral)、暖水

型(warm water)。本研究报道的 7 个属中，拟铃虫属

(Tintinnopsis)、领细壳虫属(Stenosemella)、薄铃虫属

(Leprotintinnus)和网纹虫属(Favella)为近岸浅海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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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铃虫属(Codonellopsis)、类瓮虫属(Amphorellopsis)

和真铃虫属(Eutintinnus)为广布型。 

莱州湾属于典型的近岸浅海海域，砂壳纤毛虫多

数为黏着壳种类。黏着壳种类多在近岸浅海分布，与

近岸浅海水体中含有其形成黏着壳所需的微型矿物

质颗粒有关(Dolan et al, 2013)。 

3.2  砂壳纤毛虫的水平分布 

纤毛虫丰度和生物量一般在饵料丰富、生产力高

的海区较高。在温带海湾及河口区一般表现为近岸高

于远岸，如西北太平洋的 Hiroshima Bay(Kamiyama et al, 

2003)及胶州湾(Chen et al, 2009)纤毛虫丰度在湾底比

湾口高。在本研究中，砂壳纤毛虫的水平分布在不同

的时间呈现不同的特点：3–5 月砂壳纤毛虫总丰度在

湾底较高，向湾口递减；6–11 月砂壳纤毛虫总丰度在

湾中及湾口分布比较集中，湾底近岸海区分布较少。 

纤毛虫的水平分布可能受到非生物(温度、盐度)

和生物(如浮游植物、鞭毛虫、腰鞭毛虫、细菌及蓝

细菌等饵料和桡足类等摄食者)两大因素的影响(于莹, 

2013)1)。首先，砂壳纤毛虫呈现的分布特点可能受莱

州湾水文环境变化的影响。从表层温度和盐度的水平

分布看，莱州湾湾底和湾口存在明显的温度和盐度梯

度，各月份砂壳纤毛虫丰度较大的区域温度、盐度比

较相似，温度大约为 18–24℃，盐度大约为 31–33。

这个结果显示砂壳纤毛虫对温度和盐度有一定的适

应范围。其次，纤毛虫饵料的可利用性可能影响了莱

州湾砂壳纤毛虫的分布规律。有研究表明，纤毛虫丰

度的水平分布常与浮游植物(Chl a)、细菌等饵料的水

平分布一致，这是由于纤毛虫与浮游植物、细菌等之

间摄食和被摄食的营养关系较为紧密(Montagnes et al, 

2012)。由于本研究缺少 Chl a、细菌等饵料的资料，

因此无法用数据验证。 

3.3  砂壳纤毛虫与渔业资源 

在海洋食物网中，海洋浮游纤毛虫可以充分利用

难以被桡足类和仔鱼等利用的 pico-级和 nano-级初级

生产力(Sherr et al, 1987; Kamiyama, 1994)，然后再被

桡足类和仔鱼等摄食(Stoecker et al, 1990; Kleppel, 

1993)，因此是联系微食物环和后生动物的重要环节

(Sherr et al, 1986; Pierce et al, 1992)。与本研究同期进

行调查所得到的鱼类群落营养结构显示，莱州湾海域

7–10 月间浮游动物食性鱼类所占比例较高，且糠虾

类和桡足类是莱州湾主要的浮游动物饵料(张波等 ,  

2013)。本研究中砂壳纤毛虫在 6–9 月丰度较高且分

布广泛，与同期调查所得桡足类的峰值出现时间和水

平分布基本吻合(左涛，未发表数据)，因此砂壳纤毛

虫生物量可能通过被桡足类等中型浮游动物摄食从

而传递到渔业资源生物。 

目前已有大量研究在鱼类仔鱼和稚鱼的肠道内

发现砂壳纤毛虫，证明砂壳纤毛虫是仔鱼和稚鱼的开

口饵料(Dolan et al, 2013)。实验室内用砂壳纤毛虫喂

养仔鱼证明了用砂壳纤毛虫代替桡足类作为仔鱼的

开口饵料，可以有效提高仔鱼(尤其是口较小的仔鱼)

的成活率。例如 Nagano 等(2000)用不同浓度的尖底

类瓮虫培养刺尾鱼(Surgeonfish，热带鱼的一种)仔鱼，

结果发现用高密度的尖底类瓮虫培养的刺尾鱼仔鱼

成活率较高，且在其肠道内可检测到尖底类瓮虫的

壳。由此可见，砂壳纤毛虫在仔鱼成功实现内–外源

营养转换以及资源早期补充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本研

究没有检查仔稚鱼的肠道的资料，也没有仔稚鱼分布

的资料，因此提供的资料仅供渔业资源评估参考。 

3.4  河口拟铃虫 

河口拟铃虫(Tintinnopsis estuariensis)是首先在长

江口海域发现的砂壳纤毛虫新种(Zhang et al, 2014)。

张武昌等(2014)报道该种在长江口出现的时间为 5 月、

9 月和 11 月，而莱州湾河口拟铃虫出现在 8 月。本调

查中出现该种时的表层温度范围(23.1–25.6℃)在长

江口海域报道的范围 (14–27℃ )之内，表层盐度

(31.82–33.80)高于长江口(3.9–29.8)出现站位， 大丰

度(4103 个/m3)则明显低于长江口的研究结果(9 月，

32103 个/m3)。本调查中出现该种时的 高盐度高于

在长江口海区出现时的 高盐度，表明该种可适应的

高盐度大于之前的报道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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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rizontal Distribution of Dominant Large Tintinnid  
(Ciliophora, Tintinnida) in Laizhou Bay 

CHEN Xue1,3, WU Qiang2, LUAN Qingshan2, ZHANG Wuchang1①
, XU Jianhong1, XIAO Tian1 

(1. Key Laboratory of Marine E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Institute of Ocea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Qingdao  266071; 2. Key Laborator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arine Fisheries,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Yellow Sea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Fishery Sciences, Qingdao  266071;  
3.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Abstract    Tintinnid is one of the major species of microzooplankton, and it has been suggested to be 

the food source of the first-feeding fish larvae in the marine environment. We studied a large number of 

large tintinnid in Laizhou Bay during 9 cruises from May to November in 2011 and from March to April 

in 2012. The study on the horizontal distribution of large tintinnids in Laizhou Bay from March to 

November enriched the basic data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fish resources in Laizhou Bay. 

The total abundance of tintinnid was higher in the inner bay than in the outer bay from March to May. 

Most tintinnids concentrated in the inner or outer bay from June to November. The temperature and 

salinity related to the largest tintinnid abundance remained stable in different months, which suggested 

that tintinnid might be adapted to different temperatures and salinities within a certain range. The 

distribution of tintinnid in June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distribution of fish eggs and larvae, which 

indicated that tintinnid was the seasonally advantageous for the first-feeding fish larvae as a food source. 

The richness of tintinnid species ranged from 5 to 20. A total of 17 species were identified as dominant 

species in the 9 different months. The maximum abundance of Codonellopsis mobilis, a dominant species, 

was 489×103 ind/m3 in May, but the maximum abundance of another dominant species, Tintinnopsis 

hemispiralis, was only 4×103 ind/m3 in November. The richness of the dominant species ranged from 2 

(in April) to 10 (in July and August). In July and August, the abundances of dominant species were small, 

and the tintinnids were distributed. In other months, a large proportion of dominant species abundance 

concentrated in the inner or outer bay, and it dramatically affected the total abundance. C. mobilis, 

Stenosemella nivalis, Tintinnopsis radix, Tintinnopsis tocantinensis, and T. hemispiralis were the major 

dominant species that had been dominant for at least 3 months consecutively. Tintinnopsis estuariensis 

was found in August which appeared nearby the Yellow River estuary, although the salinity was higher 

than the previous records. It was a newly recorded species. 

Key words    Tintinnid; Dominant species; Horizontal distribution; Laizhou 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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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古雷半岛周边海域春季大型底 

栖生物多样性现状* 

林俊辉  王建军①  林和山  何雪宝  黄雅琴  李荣冠  郑凤武  郑成兴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厦门 361005) 

摘要    根据 2011 年 4–5 月期间对福建古雷半岛周边海域 27 个站位所做的生态调查，分析了该海

域大型底栖生物多样性现状以及密度、生物量分布特征。结果显示，古雷半岛周边海域大型底栖

生物种类丰富，共采获 145 种，其中多毛类 69 种，软体动物 28 种，甲壳动物 29 种，三者是海

区种类组成的优势类群，但种类的出现率和优势度普遍不高。海区平均密度和生物量分别是

(111±200) ind/m2 和(14.79±22.03) g/m2，站位间高低值相差较大。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 H′和

Margalef 物种丰富度 d 均值都不高，为 2.064 和 2.847，源于半数以上站位的种类数不到 10 种。在

所划分的 3 个地理区域，东山湾内的种类多样性水平和密度都要比东山湾口和东侧海域来得高。与福

建其他港湾相比，古雷周边海域底栖生物多样性相对丰富，但密度和生物量不高。底栖生物这些多

样性特点可能与底质分布特征有关。与东山湾的历史调查数据相比，该湾的优势种类组成变化明显。 

关键词    古雷半岛；春季；大型底栖生物；多样性；福建 

中图分类号 S9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5)02-0023-07 

古雷半岛位于福建省漳浦县，半岛呈狭长状，东

临风高浪急的浮头湾，沙滩资源丰富，是度假旅游好

去处，西靠东山湾，滩涂广阔，当地百姓在此发展滩

涂养殖业。2006 年古雷半岛被确定为国家级开发区，

目标是发展成为海西临港重化产业基地，随着 PX(对

二甲苯)和 PTA(对苯二甲酸)石化项目的落地投建，其

施工过程产生的污水和废渣，以及未来石化基地的生

产运营都有可能会对沿岸海洋生态环境产生影响。 

我国沿海地区的开发活动具有强度大、频率高的

特点，对海洋生物群落的研究有助于了解近岸海域动

态(Pires-Vanin, 2013)，其中海洋底栖生物长期以来就

作为监测近岸污染的生物指标(Gesteira, 2003; Barros, 

2012; 齐磊磊等, 2013)，同时它也是环境影响评价研

究的一项重要基线资料(Shin, 2004)。没有现状资料，

环境影响评价只能基于非常老的数据，甚至处于无数

据可用状态。目前古雷半岛周边海域仅东山湾一侧有

报道过底栖生物生态(何明海 , 1990; 李荣冠 , 1993; 

吕小梅, 1993; 张雅芝, 1997; 中国海湾志编纂委员会, 

1993)，东侧浮头湾的底栖生物研究几乎是个空白。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分析古雷半岛周边海域的大型底

栖生物多样性现状，了解其种类组成和数量分布，以

期为沿岸工业区海洋生态影响评价和海洋管理提供

必要的数据支撑。 

1  材料与方法 

1.1  站位布设与取样 

海区调查站位如图 1 所示，共设 27 个定量取样

站，半岛东侧有 12 个站位(W 开头)，西侧东山湾 15

个站位(N 开头)。为方便比较，以图中虚线为界，大

abc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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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将东山湾分为湾口和湾内两部分，湾口包括了塔屿

周边 5 个站位，外加 N14 站，它们彼此底质类似。

样品于 2011 年 4–5 月期间采集，海上取样用 0.05 m2

的抓斗式采泥器，每站重复取样 4 次(以成功为准)，

合为一个样品。泥样经淘洗，用网孔 0.5 mm 套筛分

选标本。所获样品用 7%福尔马林固定后带回实验室，

室内进行种类鉴定、个体计数和湿重测定，具体操作

均按《海洋调查规范》(GB12763.6-2007)进行。 
 

 
 

图 1  研究海域调查站位 
Fig.1  Map of sampling stations in the study area 

 

1.2  数据处理 

大型底栖生物优势度指数参照 Y = Pi×fi，式中，

Pi 为第 i 种的个体数占全部物种个体数的比例，fi 为

第 i 种在各站的出现率。 

底栖生物多样性指标采用以下 3 个测度： 

Margalef 物种丰富度指数   d =(S1)/log2N  (1) 

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 2
1

log
S

i i
i

P PH


    (2) 

Pielou 均匀度指数 J= H/log2S  (3) 

式中，S 为样品中的种类总数，N 为总个体数，

Pi 为第 i 种的个体数与总个体数的比值。 

2  结果 

2.1 种类组成及优势种 

古雷半岛周边海域春季生态调查共采获大型底

栖生物种类 145 种，隶属于 12 门 87 科，按生物从低

等到高等，依次是大型藻类 3 种、腔肠动物 2 种、纽

形动物 1 种、多毛类动物 69 种、星虫动物 2 种、软

体动物 28 种、甲壳动物 29 种、苔藓动物 3 种、棘皮

动物 6 种、尾索动物 1 种、脊索动物 1 种。多毛类、

软体动物和甲壳动物是春季古雷半岛海域大型底栖

生物组成的优势类群，合计占总种数的 86.9%(表 1)。 

调查海域底栖生物种类虽然较为丰富，但种类的

出现率普遍不高，平均栖息密度低，优势度指数值不

大，同时，不同区块优势度靠前的种类存在较大差异，

见表 2。出现站位达到 6 个(22.2%)的底栖生物仅 6 种，

均是多毛类动物，分别为丝鳃稚齿虫 (Prionospio 

malmgreni)、似蛰虫(Amaeana trilobata)、长吻吻沙蚕

(Glycera chirori)、拟特须虫(Paralacydonia paradoxa)、

叶须内卷齿蚕(Aglaophamus lobatus)和独毛虫(Tharyx 

sp.)。平均密度＞3 ind/m2 的种类是凸壳肌蛤(Musculista 

senhausia)、珠带拟蟹守螺(Cerithidea cingulata)、似

蛰虫和丝鳃稚齿虫等种类。优势度指数 Y＞0.01 仅 3

种，它们分别是丝鳃稚齿虫、似蛰虫和凸壳肌蛤。凸

壳肌蛤仅在东山湾东北侧近岸的 N5 站出现，是局部

海域的优势种。此外，个别站位如 N14 站和 W15 发

现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氏文昌鱼 (Branchiostoma 

belcheri)栖息，但密度低。 

2.2  密度和生物量 

古雷半岛周边海域春季大型底栖生物的平均栖

息密度是(111200) ind/m2，标准偏差为 200 ind/m2， 
 

表 1  春季大型底栖生物种类、密度和生物量组成 
Tab.1  Composition of macrobenthic species, density and biomass in spring 

类群 
Taxa 

种类数 
Species number 

比例 
Percentage (%) 

密度 
Density (ind/m2)

比例 
Percentage (%)

生物量 
Biomass (g/m2) 

比例 
Percentage (%)

大型藻类 3 2.1 — — 0.04±0.15 0.3 

多毛类 69 47.6 47±40 42.5 1.38±1.29 9.3 

软体动物 28 19.3 48±196 43.5 6.28±16.97 42.5 

甲壳动物 29 20.0 12±19 10.5 0.72±1.84 4.8 

棘皮动物 6 4.1 2±4 2.0 3.23±14.48 21.8 

其他动物 10 6.9 2±4 1.5 3.14±9.58 21.3 

合计 145 100 111±200  100 14.79±22.03 100 

—表示该处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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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春季大型底栖生物种类的平均密度、出现率和优势度指数 
Tab.2  Macrobenthic mean density, occurrence frequency and dominance index in spring 

优势度 Dominance index Y (%) 
种类 Species 

平均密度 
Mean density (ind/m2)

出现率 
Occurrence frequency 东侧海域 东山湾口 东山湾内 全海域

似蛰虫 Amaeana trilobata  3.7 0.37 0.36 0.01 1.59 1.22 

丝鳃稚齿虫 Prionospio malmgreni  3.5 0.37 0.18 0.40 0.64 1.16 

凸壳肌蛤 Musculista senhausia 31.7 0.04 — — 2.43 1.04 

长吻吻沙蚕 Glycera chirori  1.9 0.30 0.95 0.21 0.01 0.49 

拟特须虫 Paralacydonia paradoxa 1.9 0.30 0.54 0.21 0.06 0.49 

珠带拟蟹守螺 Cerithidea cingulata 6.9 0.07 — — 1.05 0.45 

短叶索沙蚕 Lumbrineris latreilli  2.8 0.15 — 0.04 0.51 0.36 

独毛虫 Tharyx sp. 1.7 0.22 0.89 — 0.17 0.33 

叶须内卷齿蚕 Aglaophamus lobatus  1.3 0.22 0.24 0.01 0.17 0.26 

卷吻沙蚕 Nephtys sp. 1.5 0.19 0.06 — 0.40 0.24 

后指虫 Laonice cirrata  1.7 0.15 0.24 0.20 — 0.22 

持真节虫 Euclymene annandalei  2.2 0.11 — — 0.51 0.22 

背毛背蚓虫 Notomastus aberans 1.1 0.15 0.89 — 0.01 0.15 

—表示该处无数据 
 

表明站位之间的密度很不均匀。多毛类和软体动物是海

区栖息密度组成的优势类群，二者合占总密度的 86.1%，

各类群平均密度见表 1。调查站位密度介于 15 ind/m2

和 1075 ind/m2，74.1%的站位密度不到 100 ind/m2。从图

2 看，密度高值区主要位于半岛西侧近岸海域，最高

值出现在东山湾东北部近岸水域的 N5 站，起主导作

用的是凸壳肌蛤 (855 ind/m2)和珠带拟蟹守螺 (170 

ind/m2)，低值区主要集中于湾顶大霜岛周边、半岛东

侧远岸站位以及东南侧海域。 

大型底栖生物的平均生物量为 (14.7922.03) 

g/m2，其中软体动物为(6.2816.97) g/m2，占总生物

量的 42.5%。从各个类群所占比例看，软体动物、棘

皮动物和其他动物是底栖生物生物量组成的重要类

群，三者合占比例为 85.6%，见表 1。调查海区各站

位的生物量范围是 0.10–78.50 g/m2，多达 17 个站位

的生物量不到 10.0 g/m2。从图 2 看，生物量高值区主

要位于东山湾顶大霜岛附近海域以及湾口塔屿西侧

近岸水域，生物量最高为 78.50 g/m2，和栖息密度一

样位于 N5 站，生物量低值区位于半岛东侧水域和南

端古雷头海域，最低值出现在 N21 站，仅 0.1 g/m2，

该站位于古雷半岛南端、东山湾口外海域。 

2.3  物种多样性 

海区所有取样站位大型底栖生物种类数和多样 
 

 
图 2  大型底栖生物密度(左图)和生物量(右图)的平面分布 

Fig.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acrobenthic density (left) and biomass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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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指数值平面分布如图 3 所示。 

大型底栖生物平均每站约 10 种，各站的种数在

2 种和 23 种之间，大多数站位种数不到 10 种，见图

3a。种类数较多的站位主要分布在东山湾中部至湾口

塔屿之间的海域，位于东山湾中南部海域的 N13 站

种类数最多，为 23 种，湾顶大霜岛周边站位和半岛

东侧远岸及南端古雷头海域的站位其种类数相对较少。 

大型底栖生物 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 H′平

均值为 2.847，东山湾内的站位 H′值多数在 3.0 以上，

半岛东侧海域 H′值则大多低于 3.0。最高值位于 N13

站，为 4.313，种类数 23 种；最低值位于 N21 站，

为 0.918，该站种类数仅 2 种，见图 3b。 

Margalef 物种丰富度指数 d 平均值为 2.064，由

于站位种类数普遍不多，多达 17 个站位的 d 值不到

2.0，高过 3.0 的站位一般位于半岛西侧海域。和物种

多样性指数 H′值一样，最高值出现在 N13 站，为

4.335，最小值位于 N21 站(0.369)，见图 3c。 

Pielou 均匀度指数 J＇平均值为 0.927，绝大多数

站位(23 个站位)的均匀度指数值在 0.9 以上。最高值

出现在东侧海域的 W13 和 W16 站，为 1.0，最低值

位于 N5 站，为 0.351，因为 N5 站凸壳肌蛤和珠带拟

蟹守螺数量占优势，见图 3d。 

2.4  区块比较 

本研究根据地理位置将调查海域分成半岛东侧

海域、东山湾口和东山湾内 3 个区块，表 3 是各个区

块大型底栖生物多样性和数量的比较。3 个区块以东

山湾内种类多样性最高，共出现 75 种，平均每站 13 
 

 
 

图 3  大型底栖生物种类数(a)、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 H′ (b)、Margalef 物种丰富度指数 d (c) 

和 Pielou 均匀度指数 J′ (d)的平面分布 
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acrobenthic species number (a), Shannon-Wiener diversity index H′ (b), Margalef's species 

richness index d (c) and Pielou's evenness index J′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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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区块大型底栖生物比较 
Tab.3  Comparison of macrobenthos in three different areas 

海域 
Study sea 

站位
Station 

种类数 
Species  
number 

密度 
Density 
(ind/m2) 

生物量 
Biomass 
(g/m2) 

H d J 底质类型 
Type of substrate

半岛东侧 12 
9 种/站 
(3−21) 

56 
(15−130) 

4.95 
(0.45−16.35) 

2.708 
(1.500−4.287)

1.832 
(0.668−4.109)

0.954 
(0.881−1.0) 

中细沙为主，部分

站位为泥沙 

东山湾口 6 
10 种/站 

(2−21) 

76 
(15−220) 

15.74 
(0.10−76.25) 

2.708 
(0.918−3.777)

1.912 
(0.369−3.708)

0.941 
(0.860−0.978) 

沙底，部分站位伴

有砾石、贝壳 

东山湾内 9 
13 种/站 

(6−23) 

208 
(35−1075) 

27.29 
(5.20−78.50) 

3.125 
(0.985−4.313)

2.474 
(0.860−4.335)

0.880 
(0.351−0.977) 

泥沙，部分站位伴

有贝壳 

 
种，多样性指数 H均值 3.125，物种丰富度指数 d 均

值 2.474；东山湾口和东侧海域的多样性指数 H和物

种丰富度指数 d 均值接近，前者共有 46 种，平均每

站 10 种，后者共记录 75 种，平均每站 9 种。3 个区

块的底栖生物种类组成都以多毛类、软体动物和甲壳

动物 3 个类群为主。栖息密度和生物量均值大小均以

东山湾内＞东山湾口＞半岛东侧海域，东山湾内和东

侧海域的密度组成以多毛类和软体动物为主，前者生

物量组成以软体动物和其它动物为主，后者生物量组

成相对分散；而东山湾口密度组成以多毛类和甲壳动

物为主，生物量以棘皮动物为主。 

3  讨论 

3.1  种类组成和多样性 

古雷半岛周边海域大型底栖生物种类丰富，春季

共采获 145 种，多毛类居首位有 69 种，软体动物 28

种，甲壳动物 29 种，其他类别种类较少，优势度指

数值靠前的有丝鳃稚齿虫、似蛰虫、长吻吻沙蚕等多

毛类种类。另外，各个取样站的种类数普遍不高，平

均每站约 10 种。反映出来的结果是站位之间的种类

组成相似性低，各个种类的出现率普遍不高，优势度

较低。这种情况可能与环境特点有关，古雷海域底质

多样化，有泥沙、细沙和砾石等类型，多样化的底质

适宜不同生活方式的生物栖息，也因此造就丰富的底

栖生物种类。但是，细沙或砾石底质的站位水动力强，

海水冲刷明显，有机质难以滞留，不适宜底栖生物大

量栖息，故单一站位的种类数较少。可见，在古雷海

区，丰富的底栖生物多样性与单个站位贫乏的种类数

同时并存。单个站位的种类数偏少也表现为多样性指

数均值不高，例如 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 H′均

值为 2.847，Margalef 物种丰富度指数 d 均值为 2.064。 

3.2  不同区块的比较 

大型底栖生物的种类多样性水平和数量的分布

都以东山湾内较高，而东山湾口和古雷半岛东侧海域

的站位种类数、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 H′、

Margalef 物种丰富度指数 d 以及密度等参数的平均值

较为接近。这可能与各个区块的底质构成特点相关，

东山湾内水域开阔，水流速度相对较缓，加上漳江带

来泥沙，故底质类型主要是泥沙；而古雷半岛东侧海

域和东山湾口的沉积环境接近，这两个区块水动力

强，沉积物主要以沙底和砾石为主。Gray(1981)认为

泥沙混合型底质的底栖生物数量要高于沙质底，后者

不适合支撑大的底栖生物数量，本文调查的结果与此

一致。此外，东山湾东侧近岸水域有养殖活动，海区

营养物质相对丰富，更有利于底栖生物获取充足的食

物，该处底栖生物的密度和生物量都比较高，拉升了

东山湾内的底栖生物数量水平。除多样性和数量水平

有差异外，尽管 3 个区块的底栖生物组成都以多毛

类、软体动物和甲壳动物为主，但优势度指数靠前的

种类存在明显差异。 

3.3  与其他港湾对比 

2006 年春季福建海湾生态环境调查中，13 个主

要港湾(表 4)底栖生物的种类数介于 31 种(闽江口)和

147 种(福清湾)之间，海区平均密度在 44 ind/m2 与

1252 ind/m2之间，生物量则位于 1.73 g/m2至 298.20 g/m2。

本次调查古雷海域底栖生物种类丰富，平均密度

(111±200) ind/m2，平均生物量为(14.79±22.03) g/m2，

由于底质关系，密度和生物量的高低值相差较大。将

古雷海域按东山湾和半岛东侧海域分别与福建港湾

相比，其中本调查东山湾的种类丰富度高于 2006 年

的沙埕港、三沙湾、罗源湾、闽江口、深沪湾、旧镇

湾和东山湾，但海区平均密度和生物量处于中等偏下

水平；古雷东侧海域种类丰富度处中等水平，但海区

平均密度和生物量低于多数港湾。这些表明调查海域

各个海区的底栖生物多样性相对丰富，但生物数量总

体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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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福建主要港湾的底栖生物种类数、密度和生物量(陈尚, 2008) 
Tab.4  Macrobenthic species number, density and biomass in most bays of Fujian (from Chen Shan, 2008) 

海域 
Study sea 

日期(年-月) 
Date (Y-M) 

站位数 
Station 

种类数 
Species number 

密度 
Density(ind/m2) 

生物量 
Biomass(g/m2) 

沙埕港 2006-04 19 63 243 298.20 

三沙湾 2006-04 19 87 183.3 17.30 

罗源湾 2006-04 13 51 113 5.31 

闽江口 2006-04 10 31 76.8 32.64 

福清湾 2006-04 13 147 1252 111.85 

兴化湾 2006-05 12 120 515 29.27 

湄洲湾 2006-05 13 130 390 3.28 

深沪湾 2006-04 11 39 217.9 1.73 

旧镇湾 2006-05 9 35(春、秋) 44.3 4.59 

东山湾 2006-05 8 52(春、秋) 50 12.00 

诏安湾 2006-04 11 137 271 40.67 

东山湾(本研究) 2011-04，2011-05 15 104 155 22.67 

东侧海域(本研究) 2011-04，2011-05 12 75 56 4.95 

 
3.4  东山湾底栖生物的历史变化 

古雷半岛东侧海域过去研究是个空白，东山湾则

已开展过一系列海洋综合性调查，本节主要探讨东山

湾底栖生物的历史变化。中国海湾志(中国海湾志编

纂委员会，1993)的研究资料表明，20 世纪 80 年代东

山湾中东部分布着粗棘阳遂足(Amphiura pachyactrus)-

光滑倍棘蛇尾 (Amplioplus laevis)-特矶蚕 (Euniphysa 

aculeata)群落，底栖生物全年平均密度和生物量分别

为 208 ind/m2 和 208.81 g/m2；湾口群落为光辉倍棘蛇

尾 (Amplioplus lucicus)- 小 卷 海 齿 花 (Comantheria 

parvicirra)-不倒翁虫(Sternaspis scutata)群落，年平均

密度和生物量为 165 ind/m2 和 55.10 g/m2，该湾的总

生物量组成以软体动物和棘皮动物为主。对比本次调

查结果，近 20 年来东山湾内和湾口两个区块的底栖

生物总生物量下降明显，这主要与海区优势种类组成

的变化有关。原先对总生物量起主要贡献的软体动物

和棘皮动物种类，它们的密度如今已大幅减少，如过

去数量大且分布广的腹足类优势种棒锥螺、浅缝骨螺

和假奈拟塔螺(李荣冠等, 1993)，本次调查在东山湾

未发现棒锥螺和浅缝骨螺栖息，而假奈拟塔螺数量也

已变得稀少。湾口过去棘皮动物种类多达 42 种，如

今仅记录 6 种，且出现率都很低。由此可见，近 20

年来，东山湾底栖生物生态发生明显的改变，不少原

有的软体动物和棘皮动物常见种类密度明显降低甚

至消失，原有的群落特征种优势地位不再，目前海区

优势种类组成主要是小个体多毛类，这导致海区总生

物量的下降。东山湾重要经济种类波纹巴非蛤

(Paphia undulata)仅在大霜岛 N4 站出现过，该种过去

集中分布于湾内西部海域，超出了本调查的取样范

围，其分布现状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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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the Macrobenthic Diversity in the Water Around Gulei  
Peninsula of Fujian in Spring 

LIN Junhui, WANG Jianjun①
, LIN Heshan, HE Xuebao, HUANG Yaqin, LI Rongguan,  

ZHENG Fengwu, ZHENG Chengxing 
(Third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 State Oceanic Administration, Xiamen  361005) 

Abstract    Macrobenthic organisms are widely distributed in the world and are efficient bio-indicators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because of their limited mobility. They are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basic 

data in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In this study we evaluated the current macrobenthic diversity and their 

regional difference in the water around Gulei peninsula, and we also discussed how this distribution 

pattern was formed. Before the petrochemical production in Gulei national petrochemical base, 27 stations 

were surveyed in April and May 2011. Twelve stations were located in the east and 15 were in the west of 

the peninsula. According to the data on totally 145 species, we found there were 69 polychaetes, 20 

molluscs and 29 crustaceans, which were the dominant taxa. Macrobenthic species were rich in the water 

but the number of species was low with an average of 10. The number of species ranged from 2 to 23 at 

different stations. The occurrence frequency and the dominance index of most species were also quite low. 

The density and biomass were (111±200) ind/m2 and (14.79±22.03) g/m2 respectively. Higher density and 

biomass mostly appeared to the west of Gulei peninsula. The average Shannon-Wiener index and 

Margalef’s species richness index were 2.064 and 2.847 respectively, which were low because the number 

of species was below 10 at more than half of the stations. The macrobenthic diversity and density in the 

inner Dongshan Bay were much higher than in the bay mouth and in the east side of Gulei peninsula. 

Compared to other bays in Fujian, the study area had higher macrobenthic diversity but lower density and 

biomass. Thes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the diversity of macrobenthic organisms in the water around Gulei 

peninsula was related to the complexity in the sediments. Sandy sediments that were typical in the water 

were not suitable for the inhabitation of many species at the most stations, which resulted in low species 

number and density. Furthermore, there was a change in the composition of dominant species compared to 

the previous data. 

Key words    Gulei peninsula; Spring; Macrobenthos; Diversity; Fuji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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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滑舌鳎(Cynoglossus semilaevis) CSFR2 基因的 

重组表达及其蛋白纯化与功能分析* 

王凯琳 1,2  胡乔木 3  陈松林 1① 
(1. 农业部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重点实验室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青岛  266071; 

2. 上海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  上海  201306; 3.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  武汉  430223) 

摘要    通过对半滑舌鳎(Cynoglossus semilaevis)进行全基因组及转录组测序，预测了一个半滑舌鳎

性别相关基因 CSFR2，目前已对该基因进行了克隆和表达分析。为进一步研究 CSFR2 基因的功能，

本研究从蛋白层面入手，构建了原核表达载体 pET-32a-CSFR2，转化到大肠杆菌 E. coli 进行诱导表

达，用 His Trap 进行蛋白纯化，SDS-PAGE 电泳检测诱导及纯化产物，并将表达纯化的 CSFR2 蛋

白注射 1 龄半滑舌鳎精巢。由于 CSFR2 是一个性别相关基因，因此无法通过免疫反应来直接检测

其蛋白活性，本研究通过不同时间点取样检测半滑舌鳎其他性别相关基因 Cyp19a 和 Foxl2 的表达

量变化，来间接反应 CSFR2 蛋白的活性及功能。实验结果显示，重组蛋白能够进入到活体细胞内

并发挥一定作用，在 6–72 h 内对性别相关基因 Cyp19a 和 Foxl2 的表达有上调作用，说明 CSFR2

蛋白具有生物活性，并能调节其他性别相关基因的表达量，间接促进雄激素转化为雌激素。本研究

进一步了解 CSFR2 基因在半滑舌鳎性别决定与分化中的作用，可为半滑舌鳎性别控制提供理论依

据，在人工诱导鱼类性逆转方面有重要应用价值。此外，本研究为蛋白活性验证提供了一种新方法。 

关键词    半滑舌鳎; 性别相关基因; CSFR2; 重组蛋白; 生物活性 

中图分类号 S9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5)02-0030-07 

半滑舌鳎(Cynoglossus semilaevis)属鲽形目、舌

鳎科、舌鳎属，和其他硬骨鱼不同，半滑舌鳎的性别

决定类型为雌性异配型(ZW♀/ZZ♂)，并且具有明显的

性别二态性，雌性比雄性生长迅速，且体型为雄性的

2–4 倍(Zhuang et al, 2006; Chen et al, 2009)。然而，

除了染色体性别决定以外，在正常的养殖水温下(22

℃)，有 14%的 ZW 型遗传性别为雌性的个体会发生

性反转，成为表型性别为雄性的个体 (Chen et al, 

2014)。由于半滑舌鳎性别决定机制复杂，同时由基

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因此半滑舌鳎是一个用来研

究性别决定机制以及性反转现象的典型范例。此外，

在生产上，半滑舌鳎全雌育种可以增加经济效益，研

究其性别决定机制具有实际意义。 

目前，半滑舌鳎全基因组和转录组测序已完成，

克隆获得了 CSFR2 基因全长。为进一步验证 CSFR2

基因的功能，本研究从蛋白层面对该基因进行功能分

析，将 CSFR2 基因构建到原核表达载体 pET-32a，诱

导表达融合蛋白，并检测其生物活性与功能。由于

CSFR2 是半滑舌鳎性别相关基因，无法通过免疫反应

来检测 CSFR2 蛋白的活性，因此选择通过半滑舌鳎

其他性别相关基因表达量的变化来检测 CSFR2 蛋白

的活性，间接反映出 CSFR2 基因的生物功能。

Cyp19a(Deng et al, 2009)和 Foxl2(Dong et al, 2011)为

半滑舌鳎雌性高表达基因，它们在半滑舌鳎性别分化

abc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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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性腺发育中起重要作用，其中 Cyp19a 基因的表达

产物芳香化酶可催化雄激素转化为雌激素，而 Foxl2

通过调节芳香化酶基因的表达来间接调控性别

(Yamaguchi et al, 2007; Shigeho et al, 2008)。鉴于

Foxl2 和 Cyp19a 在半滑舌鳎性别决定中的重要作用，

采用这两个基因为参照，检测 CSFR2 蛋白的活性。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于 2014 年 1 月 21 日在山东省海阳市黄海水产有

限公司选取 1 龄雄性半滑舌鳎 48 尾，在实验室暂养

3 d 后，进行蛋白注射实验，之后取出精巢组织，一

部分用 Bouin 氏液固定，用于性腺组织切片，另一部

分迅速投入液氮，然后转入–80℃保存，用于提取

RNA。同时剪取鳍条，用于 DNA 提取。 

1.2  实验方法 

1.2.1  性别鉴定    首先，根据本实验室建立的半滑

舌鳎遗传性别鉴定技术，剪鳍条提取 DNA，用微卫

星特异性引物 CseF-SSR1-a、CseF-SSR1-s 检测半滑

舌鳎遗传性别(Chen et al, 2012)。将 Bouin氏液中的

精巢组织取出，经酒精脱水、二甲苯透明、石蜡包埋等

步骤，用切片机切片(厚度为 5 µm)，摊片，烘片，H.E

染色，最后用中性树胶封片。在显微镜下观察切片，

根据其含卵母细胞还是精母细胞来鉴定生理性别。 

1.2.2  CSFR2 蛋白的生物信息学分析    利用 NCBI

中的 BLAST分析 CSFR2的结构域，利用 ExPASy中

的 Protparam 软件 http://web.expasy.org/protparam/预测

CSFR2蛋白的理化性质，用 ProtScale软件 http://web. 

expasy.org/cgi-bin/protscale/protscale.pl/进行蛋白质疏

水性分析，用在线软件 http://bioinf.cs.ucl.ac.uk/psipred/

进行蛋白质二级结构预测。 

1.2.3  原核重组表达载体 pET-32a-CSFR2 的构建 

根据原核表达载体 pET-32a(+)和 CSFR2 序列和

酶切位点设计引物 P32-CSFR2-F(GCCGATATCATG-

GAGCAGGAGGAA)和 P32-CSFR2-R(CCGCTTAAGG-

AGACACGTACAGTA)，下划线为限制性内切酶 EcoR 

V和 EcoR I的酶切位点，利用 Vector NTI 10.01软件

绘制载体图谱 pET-32a-CSFR2。以半滑舌鳎卵巢 cDNA

为模板，扩增 CSFR2基因的 ORF区，将 PCR产物连

接到载体 pMD-18T(宝生物，大连)，获得 T-CSFR2，

连接产物转化到大肠杆菌感受态 Top10(北京，天根)。

第 2 天挑克隆，进行菌液 PCR，检测菌体中是否有

CSFR2特异性条带，选取阳性克隆送华大基因测序。

将测序正确的菌液扩大培养，提出质粒 T-CSFR2，用

限制性内切酶 EcoR I 和 EcoR V(宝生物，大连)对

T-CSFR2和 pET-32a进行双酶切后，进行琼脂糖凝胶

电泳，用 Zymo (美国)胶回收试剂盒回收 CSFR2片段

和 pET-32a 载体片段。用 T4 DNA 连接酶(宝生物，

大连)连接 CSFR2 片段与线性化的 pET-32a 载体，将

连接产物先转入 E.coli Top10中，挑克隆，送华大基因

测序，选取正确的克隆。对于测序正确的菌体扩大培

养，提取质粒 pET-32a-CSFR2，载体构建完毕。 

1.2.4  重组蛋白的诱导与检测    将上述构建的质

粒 pET-32a-CSFR2转入 E. coli BL21感受态细胞(北

京，天根)，涂平板，次日挑克隆测序，阳性菌株即为

表达菌株，扩大培养后，将菌体用 20%的甘油溶液混匀，

保存于–70℃作为菌种。将菌株按照 1%的浓度接种到

10 ml LB培养基(含有 100 μg/ml氨苄霉素)，在 37℃、

250 r/min条件下培养至 OD600nm为 0.4–0.6，加入 IPTG，

终浓度为 0.1 mmol/L，在 0、1、2、3、4、5、6 h时

间点分别取样 1 ml进行 SDS-PAGE蛋白电泳检测。 

1.2.5  重组蛋白的分离与纯化    将上述菌种按照

1%接种到 250 ml LB培养基中(含有 100 μg/ml氨苄霉

素)，在 37℃、250 r/min 的摇床中培养至 OD600nm为

0.4–0.6，加入 IPTG至终浓度为 1 mmol/L，在 28℃条

件下低温诱导 6 h。4℃、12000 r/min离心 5min收集

菌体，每克菌体加入结合缓冲液(20 mmol/L Na3PO4，

0.5 mol/L NaCl，20 mmol/L咪唑)10 ml、DNase I 10 U、

50 mmol/L PMSF 200 μl、10 mg/L溶菌酶 200 μl，重

悬菌体。用–70℃冰箱反复冻融菌液 3 次，冰浴下进

行超声破碎，超声功率为 800 W，3 s超声，5 s间隔，

破碎 40 min左右。破碎后用 4℃、12000 r/min 离心

10 min收集上清液，用 0.45 μm过滤器过滤，过滤后

的上清液用于蛋白纯化。蛋白纯化步骤按照 His Trap 

HP(GE，美国)说明书进行。 

1.2.6  重组目的蛋白(pET-32a-CSFR2)注射精巢后基

因表达分析    采用 Bradford 试剂盒(北京，天根)

对纯化后的蛋白进行定量分析，测定浓度。脂质体

(DC-CHOL/DOPE)制备参照 Zhang等(2010)，经过浓

度梯度分析，将目的蛋白与脂质体按照每 100 μl脂质

体包裹 50 μg 重组蛋白制备成重组蛋白混合液。一部

分蛋白溶液用沸水煮 10 min，使蛋白变性灭活，作为

对照组，未灭活的蛋白作为实验组。取 48 尾 1 龄雄

性半滑舌鳎，其中 21 尾作为实验组，在性腺部位注

射重组蛋白，注射剂量为 100 μl/kg鱼体重，21尾作

为对照组，注射同等剂量的灭活蛋白，另外 6尾直接

取性腺，迅速放入液氮，作为空白对照(0 h)。注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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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24、36、48、72、96 h分别取 3条实验组和

3 条对照组性腺，迅速放入液氮，–70℃冰箱保存备

用。用 TRIZol 试剂盒 (Ambion)提取 RNA，用

PrimeScript® RT Reagent Kit with gDNA Eraser试剂

盒(宝生物, 大连)进行反转录实验。根据半滑舌鳎雌

性相关基因 Cyp19a(EF134716)和 Foxl2(GQ402462)

设计定量引物，以 β-actin为内参(表 1)，用 ABI 7500

实时定量 PCR仪(美国)，TaKaRa SYBR® Premix Ex 

TaqTM试剂盒(宝生物, 大连)进行荧光定量 PCR，每个

样品采用 20 µl体系，设 3组平行。将各基因不同时间

表达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多重比较，用 SPSS 19统计软件

单因素 ANOVA、LSD两两比较显著性差异，将有显著

性差异(P<0.05)的组用不同字母表示。 
 

表 1  实验所用的引物及其序列 
Tab.1  Primers and their sequences used in the experiments 

引物名称 
Primer name 

引物序列 
Sequence (5-3) 

Cyp19a-a GGTGAGGATGTGACCCAGTGT 

Cyp19a-s ACGGGCTGAAATCGCAAG 

Foxl2-a GAGAGGAAGGGCAACTACTGGA 

Foxl2-s TGGTTGGAAGTGCGTGGG 

CseF-SSR1-a TACGACGTACTCCGGTGGTTTT 

CseF-SSR1-s GAGGCCGACAGGATCGTAC 

β-actin-a GCTGTGCTGTCCCTGTA 

β-actin-s GAGTAGCCACGCTCTGTC 

P32-CSFR2-R CCGCTTAAGGAGACACGTACAGTA 

P32-CSFR2-F GCCGATATCATGGAGCAGGAGGAA 
 

2  结果与分析 

2.1  半滑舌鳎性别鉴定结果 

通过 PCR 扩增、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银染法 

染色，可以看到在 218 bp 和 206 bp 分别扩增出条带

的样本的遗传性别为雌性，只在 206 bp 处扩增出条

带的样本遗传性别为雄性(图 1)。 
 

 
 

图 1  半滑舌鳎遗传性别鉴定结果 
Fig.1  Genetic sex identification of Cynoglossus semilaevis 

 

通过性腺组织切片分析，卵巢和精巢差别明显，雌

鱼卵巢中大部分是处于Ⅲ和Ⅳ时相卵母细胞，可以明

显观察到圆球形的卵母细胞(图 2-a)。在精巢中观察到

该鱼的精子已经排到储精囊中，属于Ⅵ期精巢，精小叶

壁较厚，精小叶空腔较大，有的空腔内仍可见未排净

的精子，输精管可以看到大量的精子存留(图 2-b)。但

是在伪雄鱼精巢精子大部分还没有排除，充满精小叶，

精小叶壁较图 2-b 的壁薄，精小叶空腔较小(图 2-c)。 

通过以上两方面的检测，当遗传性别为雌性、生

理性别为雄性时，该样本为伪雄鱼，在后面的实验结

果中予以剔除；当遗传性别和生理性别均为雌性时，

该样本为雌鱼，在后面的实验结果中予以剔除。仅保

留遗传性别和生理性别均为雄性的样本，以避免伪雄

鱼和雌鱼中 Foxl2 和 Cyp19a 基因表达量的差异影响

实验结果。 

2.2  半滑舌鳎 CSFR2 蛋白的生物信息学分析 

2.2.1  理化性质    利用 ExPASy 中的 Protparam 软 

 

 
 

图 2  半滑舌鳎性腺切片 
Fig.2  Histological transverse sections of C. semilaevis gonads 

a. 雌鱼卵巢；b. 雄鱼精巢；c. 伪雄鱼精巢 
a. Female ovary; b. Male testis; c. Neo-male tes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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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分析 CSFR2 的理化性质，结果显示，半滑舌鳎

CSFR2 蛋白的分子量为 25397.4，理论等电点 pI 为

4.62，带负电的残基(Asp + Glu)总数为 45 个，带正电

的残基(Arg + Lys)总数为 26 个，不稳定指数(II)理论

值为 69.44，为不稳定蛋白质。脂溶指数为 82.21，亲

水性平均值(GRAVY)为–0.753。 

2.2.2  疏水性分析    利用 ProtScale 软件的 Kyte 

and Doolittle 算法对半滑舌鳎 CSFR2 蛋白进行亲水/

疏水性分析，结果见图 3。正值越大说明蛋白的疏水

性越强，负值越大说明亲水性越强，介于+0.5– –0.5

之间的主要为两性氨基酸。分析结果表明，CSFR2

大部分的氨基酸属于亲水性氨基酸，因此该蛋白是一

种可溶性蛋白。 
 

 
 

图 3  疏水性分析结果 
Fig.3  ProtScale output for CSFR2 protein 

 

2.3  重组蛋白的分离与纯化 

根据酶切位点设计酶切位点引物 P32-CSFR2-F

和 P32-CSFR2-R，PCR 扩增 CSFR2 编码区，经对 PCR

扩增产物及载体双酶切和连接，构建 pET-32a-CSFR2

原核表达载体(图 4)。将含 pET-32a-CSFR2 菌株经 
 

 
 

图 4  pET-32-CSFR2 重组表达载体图谱 
Fig.4  Recombinant expression vector map of pET-32-CSFR2 

橙色箭头表示插入的 CSFR2 片段 
The orange arrow indicates the inserted CSFR2 fragment 

IPTG 诱导及 SDS-PAGE 检测后，在约 42 kDa 处可见

一特异高表达蛋白条带(图 5)，经亲和层析柱(GE 公

司)纯化后，在 42 kDa 处出现一特异性条带(图 6)，该

条带大小与 IPTG 诱导表达的原核蛋白大小一致，且

与预测的目的蛋白大小基本一致。纯化后测定蛋白浓

度，为 900 µg/ml。 
 

 
 

图 5  重组蛋白与 pET-32a 经 IPTG 诱导后 
SDS-PAGE 检测结果 

Fig.5  SDS-PAGE analysis of purified pET-32a-CSFR2 
fusion protein 

M：Marker; 1&2：pET-32a 空载体经 IPTG 诱导; 3&4：
pET-32a-CSFR2 经 IPTG 诱导 

M: Protein marker; Lanes 1-2: Induced pET-32a; Lanes 3-4: 
Induced pET-32a-CSFR2 

 

2.4  重组蛋白注射半滑舌鳎精巢后的表达分析 

注射重组蛋白后，检测 Foxl2 基因的表达量(图 7)，

结果显示，注射 pET-32a-CSFR2 重组蛋白后 6–72 h

内，半滑舌鳎 Foxl2 基因表达量显著升高，其中 24 h

的表达量最高，36 h 以后，基因表达量逐渐回落，至

96 h 恢复正常水平。检测 Cyp19a 的表达量(图 8)，结

果显示，注射重组蛋白后的 6–48 h，半滑舌鳎 Cyp19a

基因表达量显著升高，其中 6 h 表达量最高，72 h 以后，

基因表达量恢复至正常水平。 

3  讨论 

为了研究半滑舌鳎的性别决定机制，本实验室与

华大基因合作对半滑舌鳎全基因组进行了测序，比较

基因组分析表明，半滑舌鳎性染色体与鸟类的 Z 和 W

染色体共同来源于原始脊椎动物的原始染色体，提出

半滑舌鳎性别决定基因是 Z 染色体所编码，雄性是由

Z 染色体编码的 dmrt1(Double-sex and mab-3 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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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6  重组蛋白经纯化后的 SDS-PAGE 电泳检测 
Fig.6  SDS-PAGE analysis of purifed pET-32a-CSFR2 

fusion protein 

M：Marker; 1：pET-32a 空载体经 IPTG 诱导; 2：pET-32a- 
CSFR2 经 IPTG 诱导; 3：纯化的 pET-32a-CSFR2 蛋白 

M: Protein marker; Lane 1: Induced pET-32a; Lane 2: Induced 
pET-32a-CSFR2; Lane 3: Pure pET-32a-CSFR2 protein 

 

transcription factor 1)基因驱动的，dmrt1 同时也是鸟

类的雄性性别决定基因(Chen et al, 2014)。本实验室

采用同源克隆、RACE 和 RT-PCR 等方法，对半滑舌

鳎的性别相关基因 Cyp19a、Sox9a、Foxl2、dmrt1、dmrt3、

dmrt4、FTZ-F1 和 Dax1 等进行克隆和表达分析(董晓

丽, 20101); 邓思平, 20072))，并预测了基因功能。Foxl2

基因是维持哺乳动物的性腺功能非常重要的转录因

子，哺乳动物的 Fxol2 基因的突变能够导致卵巢退化

和雌性不育，是维持卵巢功能的重要因子。在鱼类也

对此基因进行了研究，在石斑鱼的研究中发现，Foxl2

基因在性逆转中起一定的作用(Alam et al, 2008)。在

半滑舌鳎中，克隆得到 Foxl2 基因的 cDNA 序列，并

且对其表达做了研究。Foxl2 基因是雌性优势表达的

基因，在脑-垂体-性腺轴上，都显著高于雄性中的表 

达(Dong et al, 2011)。Deng 等(2009)克隆了半滑舌鳎

芳香化酶基因(Cyp19a)，并进行半滑舌鳎各组织表达

分析，RT-PCR 结果表明 Cyp19a 只在性腺中表达，其

他组织不表达，且卵巢中的 Cyp19a 表达水平远高于

精巢。Cyp19a 的表达量随着性腺发育而升高，且各

个时期的卵巢表达量均高于精巢，表明 Cyp19a 基因

参与了半滑舌鳎的性腺发育和性别决定过程。 

蛋白质想要进入生物体内，首先要克服生物膜的 

 

 
 

图 7  注射 CSFR2 重组蛋白对 Foxl2 基因表达量的影响 
Fig.7  Expression of the Foxl2 gene after injection of fusion protein 

经单因素方差分析，不同字母代表显著性差异(P<0.05) 
Bars with different letters differed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at P< 0.05, calculated by One-Way ANOVA 

 

 
 

图 8  注射 CSFR2 重组蛋白对 Cyp19a 基因表达量的影响 
Fig.8  Expressions of the Cyp19a gene after injection of 

fusion protein 

经单因素方差分析，不同字母代表显著性差异(P<0.05) 
Bars with different letters differed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at P<0.05, calculated by One-Way ANOVA 
                            

1) 董晓丽. 半滑舌鳎(Cynoglossus semilaevis)线粒体基因组全序列和性别相关基因的克隆与表达分析. 中国海洋大学博士

学位论文, 2010 

2) 邓思平. 半滑舌鳎性别相关基因 P450 芳香化酶、FTZ-F1 和 DMRT1 基因克隆及表达分析. 中国海洋大学博士学位

论文,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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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障作用，只有少数脂溶性、非极性或不带电的小分

子可以经膜自由扩散进入组织。目前有两种方法可以

使大分子蛋白质进入细胞，一种是通过蛋白转导结构

域，另一种是通过脂质体包裹蛋白。Green 等(1988)

发现，将人免疫缺陷病毒反式激活因子(HIV-1-TAT)

与细胞共同培养时，TAT 能迅速进入细胞，并且发现

该蛋白质 37–72 位氨基酸残基具有细胞内转导性质，这

一多肽片段被称为蛋白转导结构域(Protein transduction 

domain, PTD)，它能够穿越细胞膜、转导进入多种类

型细胞内(Fawell et al, 1994)。研究证实 HIV-1-TAT-PTD

具有光谱的蛋白转导作用，TAT 的发现在蛋白功能和

疾病治疗的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研究表明，脂质体可以携带大分子物质进入生物

体内，减少机体的识别和吞噬细胞的摄取，因此，脂

质体可以作为一个运载系统来帮助大分子物质进入

体内(Woodle, 1995)。闫森等(2012)研究表明，鱼皮水

解胶原蛋白经脂质体包封后，透皮吸收量在 24 h 内

达到 21.9%，较直接涂抹胶原蛋白的透皮吸收率提高

1 倍，说明小分子胶原蛋白经脂质体包封能够改善其

体外透皮吸收性能。Ignatius 等(2000)利用脂质体包封

卵白蛋白进入 CD8+ T 细胞，结果发现，在 T 细胞中

能够检测到卵白蛋白，且 T 细胞有应答作用，表明脂

质体包封后的卵白蛋白成功进入 T 细胞中，并发挥一

定生物功能。 

本研究利用大肠杆菌原核表达载体 pET-32a来构

建重组质粒，经 IPTG 诱导条件的筛选，不同温度诱

导结果显示，28℃诱导温度最合适，诱导 4 h 表达量

最大。大肠杆菌 BL21(DE3)表达的重组蛋白分为包涵

体和可溶性蛋白，其中包涵体没有生物活性，所以本

实验选用的是可溶性蛋白，在菌体超声破碎后离心，

保留上清液，去除沉淀物。通过 HIS 标签亲和层析柱

纯化的 pET-32a-CSFR2 蛋白分子量与预测基本一致，

且蛋白纯化较为特异，蛋白浓度较高。为了鉴定重组

蛋白的生物活性和功能，进行了蛋白注射实验。利用

脂质体包封重组蛋白，将其注射到 1 龄半滑舌鳎雄鱼

精巢中，分时段取样，检测半滑舌鳎性别相关基因

P450 和 Foxl2 的表达量，间接反映出重组蛋白 pET- 

32a-CSFR2 的活性以及生物功能。结果显示，Foxl2

基因表达量在注射重组蛋白后 6–24 h 内升高，且显

著高于对照组(注射灭活蛋白)，其中 24 h表达量最高，

说明重组蛋白成功进入到细胞内，具有生物活性，并

对 Foxl2 基因的表达有上调作用。24 h 以后 Foxl2 基因

表达量逐渐降低，48 h 以后逐渐达到正常水平，这可

能是由于重组蛋白被细胞内的溶酶体消化。P450 基

因的表达量在注射重组蛋白 6 h 后开始升高，且显著

高于对照组，说明重组蛋白对 P450 基因表达有上调

作用。随着时间推移(6–36 h)，P450 基因的表达量逐

渐下降，可能是由于重组蛋白被细胞内的溶酶体消

化，而 48 h 时 P450 基因表达量再度升高，可能是由

于 Foxl2 基因的调节作用(Yamaguchi et al, 2007)。 

综上所述，本研究构建 CSFR2 原核表达载体，

用大肠杆菌 BL21(DE3)诱导表达半滑舌鳎 CSFR2 蛋

白，得到纯化的可溶性重组蛋白，在蛋白水平上对

CSFR2 基因功能进行初步研究。结果表明，CSFR2

作为半滑舌鳎雌性相关基因，其重组蛋白在一定时间

内对 P450 和 Foxl2 基因的表达量有上调作用，说明

利用脂质体可以介导重组蛋白进入到生物体内，

CSFR2 重组蛋白具有生物活性。此外，芳香化酶可以

使雄激素转化为雌激素，说明 CSFR2 蛋白能够对半

滑舌鳎性别相关基因起到调节作用，CSFR2 基因有可

能与半滑舌鳎雌性化有关，但该基因更精确的生物功

能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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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mbinant Expression, Purification and Functional Analysi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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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alf-smooth tongue sole (Cynoglossus semilaevis) is an important aquaculture species in 
the north coastal area of China. Male and female C. semilaevis exhibit distinct properties, yet their sex 
determination mechanism is complex and obscure. By genome and transcriptome sequencing of C. 
semilaevis, we identified a sex-related gene CSFR2, and we then carried out the cloning, expression in E. 
coli, and 1-step Ni-NTA-based purific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function of CSFR2. We injected the 
recombinant CSFR2 protein into C. semilaevis and quantified the amounts of two genes presumably to be 
affected at the transcriptional level using qPCR. The marker genes were positively affected during the first 
72 h following injection. A prokaryotic expression plasmid pET-32a-CSFR2 was constructed transformed 
into E. coli to produce the fusion protein. HisTrap HP was used for protein purification, and SDS-PAGE 
electrophoresis was used for fusion protein detection. We injected the fusion protein with liposome into 
fish, and tested the expression of Cyp19a and Foxl2.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xpression of Cyp19a 
and Foxl2 was significantly up-regulated between 6 to 72 h and then returned to the basal level at 72 h 
after injection. Being a sex-related gene, the activity of the CSFR2 fusion protein could not be directly 
detected using immunoreaction. We hence examined the activities of other sex-related genes, which could 
reflect the activity of CSFR2.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ecombinant CSFR2 protein up-regulated the 
expression of female-related genes, Foxl2 and Cyp19a, indicating that CSFR2 played a role in sex 
differentiation by regulating the expression of other sex-related genes. Our study proposed a new strategy 
in the gene function study, and provided fundamental information for the artificial induction of fish sex 
reversal. 

Key words    Cynoglossus semilaevis; Sex-related genes; CSFR2; Recombinant protein; Biological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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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滑舌鳎(Cynoglossus semilaevis) miR-223 的 

表达特征及免疫应答分析* 

颜  慧 1,2  曾  艳 1,2  公光业 2,3  陈亚东 2 

陈松林 2  刘  洋 1  沙珍霞 2① 
(1. 大连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  大连  116023; 2. 农业部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重点实验室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青岛  266071; 3. 上海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  上海  201306) 

摘要    microRNA(miRNA)是一类内源性、长度约为 22 个核苷酸的非编码小单链 RNA 分子，由

具有发夹结构的 70−90 个碱基的单链 RNA 前体经过 Dicer 酶加工而成。本研究使用荧光实时定量

PCR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qRT-PCR)方法，研究了 miRNA-223(miR-223)在半滑舌鳎

(Cynoglossus semilaevis)各健康组织、鳗弧菌(Vibrio anguillarum)感染后各时间点的免疫组织以及不

同病原类似物刺激后头肾细胞中的表达模式。结果显示，miR-223 在半滑舌鳎各组织中均有表达，

在头肾中表达量最高，在脑和血液中的表达量极低。鳗弧菌感染 3 组样品 4 种免疫组织，miR-223

表达变化显著，感染后 20 h 内，鳗弧菌诱导 miR-223 上调表达。鳗弧菌感染后半滑舌鳎免疫组织

miR-223 表达变化规律显示，鳗弧菌感染 2、6、12、24、48、72、96 和 168 h 后，miR-223 在肝、

肠、脾、头肾 4 种组织中出现差异表达。其中，miR-223 在半滑舌鳎肝、脾、头肾中表达上调，在

肠中表达下调。用 LPS、poly I:C、PGN、RGNNV 感染半滑舌鳎头肾细胞后，发现经 LPS、RGNNV

诱导后 miR-223 上调表达，poly I:C、PGN 诱导后 miR-223 下调表达。研究结果表明，miR-223 参

与了半滑舌鳎免疫应答过程。本研究结果有助于了解 miRNA 在半滑舌鳎对病原刺激免疫应答过程

中的作用以及半滑舌鳎与病原相互作用中 miRNA 参与调控的机制。 

关键词    半滑舌鳎; 微小核糖核酸; 鳗弧菌; 荧光实时定量 PCR; 表达; 免疫 

中图分类号 Q5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5)02-0037-08 

miRNA 是一类由 22 个左右核苷酸组成的非编码

小单链 RNA 分子，能够与靶基因 3-UTR 特异结合后

引起靶 mRNA 降解或翻译抑制，借此对基因进行转

录后表达调控(Carrington et al, 2003)。miRNA 广泛存

在于动植物、病毒等多种有机体中，在各种细胞和生

物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例如细胞分化(Bushati et al, 

2007)、器官发育增殖(Bartel, 2004)、免疫应答(Teleman 

et al, 2006)和器官生成(Han et al, 2013)等。 

为了鉴定半滑舌鳎(Cynoglossus semilaevis) miRNA

与免疫的相关性，本实验室完成了半滑舌鳎免疫组织

miRNA 高通量和芯片研究，鉴定得到 452 种

miRNA(Sha et al, 2014)，并有 99 个 miRNA 在鳗弧菌

感染后出现显著差异表达(Gong et al, 2015)，其中

miRNA-223 表达差异较显著。miR-223 是第一个在生

物信息学和造血系统均得到确认的 miRNA。目前，

关于 miR-223 在免疫方面的研究仅对哺乳动物有相

关研究(谭三勤等 , 2012; 王卫卫等 , 2011; 张勤等 , 

2012)，在半滑舌鳎中尚无报道。 

半滑舌鳎是我国一种重要的海水经济养殖鱼类

(肖登元等, 2014)，但它的产量受到各种细菌和病毒

abc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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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病原的严重威胁，而鳗弧菌是其病害发生的主要病

原体之一，可以导致半滑舌鳎鱼类发生弧菌病(Sha et al, 

2012)。为了研究 miR-223 在健康组织中的表达模式，

同时为了探究 miR-223 在免疫反应中可能具有的应

答模式，本研究采用 qRT-PCR 方法鉴定 miR-223 在

半滑舌鳎健康组织和鳗弧菌感染前后免疫组织肝、

肠、脾、头肾的表达特征；同时研究 miR-223 在体外

培养的半滑舌鳎头肾细胞中经 LPS、poly I:C、PGN

和 RGNNV 刺激后的时空性表达，以期了解 miR-223

在半滑舌鳎对病原刺激免疫应答过程中的表达规律，为

揭示 miRNA 与半滑舌鳎免疫的相关性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半滑舌鳎购自山东昌邑三鑫水产有限公司，鱼为

1.5 龄左右，平均体重 227 g，平均体长 31.5 cm。感

染前将鱼在 25℃水箱中暂养 15 d，每日更换新鲜除

菌海水，投喂商品化的饵料。随机选取 5 条半滑舌鳎

进行健康组织收集，每条鱼分别采集头肾、脾、鳃、

肠、卵巢、肌肉、胃、肝、皮肤、血、脑 11 种组织，

所有提取的组织立即投入液氮中冷冻，然后转移至

−80℃保存，以备 RNA 提取。 

1.2  头肾细胞培养 

半滑舌鳎头肾细胞系(TSHKC)为本实验室所建

(Zheng et al, 2012)。研究所用为传代至第 6 代的

TSHKC。细胞在含 1%青霉素-链霉素(Invitrogen, 美

国)和 5%胎牛血清(L15) (Invitrogen, 美国)的培养基

中 25℃下培养。 

1.3  样品采集 

鳗弧菌感染参照 Sha 等(2014)：鳗弧菌由本实验

室保存，实验组用 3.18×105 CFU/g 鱼体(半致死剂量，

LD50)的鳗弧菌对半滑舌鳎进行腹腔注射，感染时间

为 20 h，对照组鱼参照实验组注射与体重相应剂量的

PBS。实验组分两组，分别是感染 20 h 后无明显症状

组(NOSG)和感染 20 h 后有明显症状组(HOSG)。注射

PBS 组设为对照组(CG)。每组选取 8 条鱼进行组织收

集。每条鱼分别采集肝脏、头肾、脾和肠 4 种免疫组

织，将所有采集的组织在液氮中冷冻保存，以备 RNA

提取。 

另外，在 2、6、12、24、48、72、96 和 168 h 共

8 个时间点，收集鳗弧菌感染后不同时间点实验样品

和 PBS 对照组鱼的肝脏、头肾、脾脏和肠 4 种组织，

每个时间点取 3 条鱼。所有提取的组织立即投入液氮

中冷冻，然后转移至−80℃保存，以备 RNA 提取。 

赤点石斑鱼神经坏死病毒(RGNNV)分离自自然

获病的 40 日龄的半滑舌鳎幼鱼。分别使用 50 ng/ml

的 LPS、100 μg/ml 的 PGN、50 μg/ml 的 poly I:C、    

10 TCID50 浓度的 RGNNV，感染 6 孔板中接种的半滑

舌鳎头肾细胞，每个实验重复 3 次。感染 30 min 后

去除包含感染源的培养基，使用 PBS 反复冲洗半滑

舌鳎头肾细胞，然后继续用新的培养基培养细胞。分

别收集感染 0、2、6、12 和 24 h 后的头肾细胞到相

应的离心管中。低温离心后倒掉每个离心管中的培养

基并加入 1 ml Trizol 试剂(Invitrogen, 美国)然后储存

在−80℃冰箱中，以备 RNA 提取。 

1.4  RNA 提取及反转录 

总 RNA 提取使用 Trizol(Invitrogen)试剂，并按

照说明书操作。用无 RNA 酶的 DNA 酶去除基因组

DNA(天根, 北京)。使用 Agilent 2100 生物分析仪检

测 RNA 的质量和浓度，采用电泳的方式检测 RNA

的完整性。参照 miRcute miRNA cDNA 第一链合成试

剂盒(天根, 北京)说明书合成 cDNA：(1) miRNA 3

末端进行加多聚 A 尾 Poly(A)处理；(2) Poly(A)修饰

的 miRNA 进行逆转录反应：使用 oligo(dT)-universal tag

通用逆转录引物进行逆转录反应， 终生成 miRNA

对应的 cDNA 第一链，−20℃保存备用。 

1.5  半滑舌鳎 miR-223 前体序列的克隆 

半滑舌鳎 miR-223 成熟体序列来自本实验室高

通量测序的数据(Sha et al, 2014)，将成熟体序列比对

到半滑舌鳎基因组(Chen et al, 2014)，得到 miR-223

前体的基因组序列，根据所获得的序列设计特异性引

物 miR-223-primer(表 1)，用于扩增 miR-223 的前体

序列，克隆得到了符合预期结果的片段，连接 pMD19-T

载体(宝生物, 大连)，转化至感受态细胞 Top10 中(天

根, 北京)，挑取单克隆，经过验证得到阳性克隆后测序，

将测序结果在miRBase (http://www.mirbase.org/)上进行

BLAST 分析，并使用 miRNA 前体二级结构在线预测

软件 The mfold Web Server (http://mfold.rna.albany.edu/?q= 

mfold/RNA-Folding-Form)对 miR-223 前体进行二级

结构预测。 

1.6  半滑舌鳎 miR-223 实时定量分析 

使用 qRT-PCR 方法检测 miR-223 的表达特征。

qRT-PCR 实验正向引物基于 miRNA 成熟体序列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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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荧光实时定量 PCR 引物序列 
Tab.1  Primers and their sequences in qRT-PCR 

引物 Primer 序列 Sequence (5-3) 

内参引物 U6 
 

R: CGCTTCACGAATTTGCGTGTCAT 
F: GCTTCGGCAGCACATATACTAAAAT 

miR-223 定量引物 F: CGGTGTCAGTTTGTCAAATACCC 

miR-223-前体引物 
 

F: TATTTAGGGTTTTTTTTTCTCCTGTCTTT
R: CAATTCAACTATTTCTGATGTCTATGTAC

 

计，反向引物使用 miRcute miRNA qPCR(天根, 北京)

检测试剂盒自带的引物。用半滑舌鳎 U6 基因作为内

参(Andersen et al, 2004; Sha et al, 2014)。引物序列见

表 1。qRT-PCR 按照 miRcute miRNA qPCR(天根, 北

京)检测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20 µl 反应体系：

2×miRcute miRNA Premix 10 µl，正向引物 0.4 µl，反

向引物 0.4 µl，miRNA 第一链 cDNA 2.0 µl，ddH2O  

7.2 µl。正向引物为 miR-223 引物(表 1)，反向引物为

试剂盒引物。在 ABI PRISM 7500 实时定量扩增仪上

进行 qRT-PCR 反应程序设置：第一步起始模板变性：

94℃，2 min，循环 1 次。第二步：94℃，20 s；60℃，

34 s，循环 40 次。实验设置阴性对照，每个样品设置

3 个平行。程序运行完成后根据熔解曲线分析确定引

物的特异性及扩增效率。使用 2ΔΔCt 法计算相对表达

量，Ct 值取 3 个重复的平均值。 

1.7  半滑舌鳎 miR-223 的 qRT-PCR 数据统计分析 

使用 SPSS 17.0 统计软件对 qRT-PCR 检测结果的

数据进行分析。实时定量数据用 3 组重复平均值±标

准误(SE)表示；结果采用 t 检验，采用单因素方差分

析法(ANOVA)中的 LSD 法对多组样本均数间的两两

比较进行分析，P<0.01 为差异极显著。 

2  结果 

2.1  半滑舌鳎 miR-223 前体克隆 

对半滑舌鳎 miR-223 前体进行 PCR 扩增和测序，

测序结果去除载体后显示片段大小为 330 bp，将该序

列在 miRBase(http://www.mirbase.org/) 数据库进行

BLAST 分析，结果显示该序列与斑马鱼、斑点绿河

豚、日本虎河豚、人、小家鼠等的 miR-223 具有同源

性。通过 The mfold Web Server 分析半滑舌鳎 miR-223

前体序列的二级结构 (图 1)，可以看出半滑舌鳎

miR-223 前体序列二级结构具有典型的颈环结构特

征， 小折叠自由能(ΔG)为−46.20 kJ/mol。经二级结

构分析和 miRBase 前体序列同源性分析，并且在前体

序列中发现了半滑舌鳎 miR-223 的成熟体序列，确认

克隆得到的序列为半滑舌鳎 miR-223 前体序列。 

 
 

图 1  miR-223前体序列形成的颈环结构 

Fig.1  Hairpin structures formed by precursor  
sequences of miR-223 

 

2.2  半滑舌鳎 miR-223 的表达 

采用 qRT-PCR 方法检测 RNA 样品的结果显示，

miR-223 及内参 U6 特异性扩增，熔解曲线均为单一

峰，特异性较好，且 miR-223 引物及 U6 引物的 PCR

反应扩增效率均在 95%−103%之间，可以采用 2−ΔΔCt

法计算相对表达量，因此采用实时定量 PCR 方法可

以准确反映 miRNA 表达情况。经过统计分析获得了

miR-223 的表达特征。 

2.2.1  miR-223 在半滑舌鳎健康组织中的表达 

miR-223 在健康半滑舌鳎的头肾、脾、鳃、肠、

卵巢、肌肉、胃、肝、皮肤、血、脑组织中均有表达

(图 2)，表达量由高到低，miR-223 的相对表达峰值

在头肾组织(35.90)，其次是脾(14.96)、鳃(5.24)，在

脑和血中的表达量极低(脑 0.002、血 0.021)。miR-223

在不同组织中表达存在显著差异。 

2.2.2  miR-223 在 CG、NOSG、HOSG 样品组免疫组

织中的表达分析    miR-223 在 CG、NOSG 和 HOSG

的 4 种免疫组织中的 qRT-PCR 结果如图 3 所示。

miR-223 在 3 组样品中的表达峰值均出现在头肾中，

其次是脾脏和肠，在肝脏中的表达 低，但表达量呈

现明显差异。miR-223 在 CG、NOSG 和 HO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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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qRT-PCR 方法检测 miR-223 在半滑舌鳎 

健康组织中的相对表达量 
Fig.2  The expressions of miR-223 in normal tissues of 

Cynoglossus semilaevis 

字母“a, b, c, d”代表 SPSS 多重分析不同分组 
‘a, b, c, d, and e’ indicated the Duncan grouping in SPSS 
b. 脑 Brain; bl. 血 Blood, s. 皮肤 Skin; L. 肝脏 Liver;  

st. 胃 Stomach; m. 肌肉 Muscle; o. 卵巢 Ovary; In. 肠

Intestine; g. 鳃 Gill; sp. 脾 Spleen; hk. 头肾 Head kidney 

 

 
 

图 3  miR-223 在 CG、NOSG 和 HOSG 的 

4 种组织中的相对表达量 
Fig.3  Relative expression levels of miRNA-223 in CG, 

NOSG, and HOSG 

“**”代表与 CG 组之间差异极显著(P<0.01)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1) compared with CG were 

marked by “**”. C. CG; N. NOSG; H. HOSG; L. 肝脏 Liver; 

In. 肠 Intestine; sp. 脾 Spleen; hk. 头肾 Head kidney 

 
头肾中的相对表达峰值分别为 37.52、46.35 和 67.62。

miR-223 在 HOSG 组脾脏中表达量 高，但在 NOSG

组脾脏的表达量 低。miR-223 在肝脏和肠中的表达

变化趋势与在脾脏中相同，表达量由高到低的顺序为

HOSG、CG 和 NOSG。同一样品组不同组织 miR-223

的表达 小值和 大值也存在显著性差异，如 miR-223

在 NOSG 组肝脏和头肾的 大表达差异倍数达 96

倍，miR-223 在 N-L 相对表达量为 0.48，在 N-hk 中

为 46.35。miR-223 的表达在同一组织不同样本组中

同样存在显著性差异，如在 C-L 和 H-L 中 大的差

异倍数达到 9.8 倍；在肠、脾脏和头肾中的差异倍数

为 3.7 倍、2.1 倍和 1.8 倍。研究结果表明，鳗弧菌可

以诱导 miR-223 在 4 种不同的组织中上调表达，对肝

脏这一重要免疫组织的诱导作用更为显著。 

2.2.3  半滑舌鳎感染鳗弧菌后 miR-223 的时空表达  

为了进一步研究 miR-223 在鳗弧菌感染后不同

时间点的表达变化，检测了 miR-223 在 PBS 对照组

和感染组感染 2、6、12、24、48、72、96 和 168 h 后

在肝脏、肠、头肾和脾脏中的表达水平(图 4)，图中每

个时间点的 miRNA 表达量是同一时间点感染组相对

PBS 组表达量。结果显示，miR-223 在肝脏中表达峰

值出现在鳗弧菌感染后 72 h，其总体表达趋势为随着

感染时间表达量先升高后下降，在肠中的表达为先升

高，在 12 h 后下降，72 h 时出现峰值之后迅速降低。

miR-223 在脾中随着感染时间表达量表现为先下降，

在 72 h 表现为 低值，然后迅速升高，在 7 d 有 大

表达量。miR-223 在头肾中随着感染时间延长表达量

持续降低。以上数据表明，鳗弧菌诱导 miR-223 在肝

脏、脾和头肾中表达上调，在肠中表达下调。 

2.2.4  病原替代物刺激后半滑舌鳎头肾细胞 miR-223

的表达    在病原替代物 LPS、poly I:C、PGN、

RGNNV 分别刺激后，通过实时定量 PCR 研究了

miR-223 在半滑舌鳎头肾细胞中的表达，结果如图 5

所示。LPS 对其诱导的表达趋势为：在 2 h 达到峰值，

然后开始下降，到 12 h 时表达量 低， 后表达恢

复到相当于 2 h 时的水平。Poly I:C 的诱导表达趋势

与 LPS 有很大的不同，先下降，在 2 h 出现 低值，

但此后逐渐升高，到 12 h 达到峰值，之后急剧下降。

PGN 诱导的表达趋势为： 初下降，然后开始升高，

后稍有下降。RGNNV 的诱导表达趋势为： 初升

高，在 6 h 达到峰值，然后开始下降，在 12 h 时表达

量 低， 后稍有升高。总体上，LPS 和 RGNNV 对

miR-223的诱导表达趋势非常相似，在大多数情况下，

在 LPS 诱导下 终的表达水平要高于初始时的表达

水平，而 RGNNV 与其相似。poly I:C 诱导下 终的

表达水平要低于初始时的表达水平，PGN 规律不明

显。总之，LPS 和 RGNNV 诱导 miR-223 在头肾细

胞中上调表达，poly I:C 和 PGN 诱导 miR-223 在头肾

细胞中下调表达。 

3  讨论 

miRNA 参与调控超过 30%的编码基因，在先天

免疫和适应性免疫功能中起着重要作用(Berezikov et al, 

2005)。miRNA 在免疫调控和免疫细胞的发育中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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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miR-223 在鳗弧菌感染后不同时间点 4 种组织中的相对表达水平 
Fig.4  Relative expression levels of miRNA-223 in four tissues (liver, intestine, spleen, and head kidney)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每个时间点的 miRNA 表达量为实验组相对于与 PBS 对照组表达量。“**”代表与第一个时间点之间差异极显著(P<0.01) 
Data of miRNA at each time point was presented by the tissues at different value of its mean relative level in infected group 

divided by that in PBS group.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1) compared with the first time point were marked by “**” 
L. 肝脏; In. 肠; sp. 脾; hk. 头肾 L. Liver; In. Intestine; sp. Spleen; hk. Head kidney 

 
着极其重要的角色。部分 miRNA 参与了固有性免疫

应答和炎症反应的调控，是一类新的免疫调控因子。

据悉，miR-223 于 2003 年 早通过生物信息学方法

发现表达于血液细胞，如粒细胞、单核细胞及白细胞，

能够促进白细胞向粒细胞分化与成熟，miR-223 在多

种病理条件下出现差异表达。有研究证明，miR-223

的表达与急性白血病有密切关系(谭三勤等, 2012)。

Volinia 等(2006)研究证实，miR-223 在前列腺癌、胃

癌等不同的上皮性肿瘤中表达上调。Stamatopoulos

等(2009)研究发现，miR-223 与 miR-29c 在慢性淋巴

细胞性白血病(CLL)患者外周血中表达显著下调。

Gottardo 等(2007)研究发现，miR-223 在膀胱癌组织

较正常的膀胱组织中表达上调。罗小洋等(2009)研究

证实，miR-223 对免疫系统的先天免疫分支的功能和

发育非常关键，参与免疫调节，并对炎症和白血病的

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在之前的研究中(Sha et al, 2014; Gong et al, 

2015)，使用 solexa 高通量测序技术对在正常条件下

和鳗弧菌感染后有和无明显症状的半滑舌鳎 4 种免

疫相关组织构成的 3 组小 RNA 文库进行测序，鉴定

得到 452 种 miRNA，并有 99 个 miRNA 被发现在鳗

弧菌感染后表现出显著差异表达，选择 miR-223 进一

步研究 miRNA 在鳗弧菌感染后表达量变化。miR-223

基因在进化中高度保守，在人类和鼠类的骨髓细胞中

均特异性表达(Chen et al, 2004; Fukao et al, 2007)。

Chen 等(2004)研究还发现，miR-223 几乎专一性地在

主要的造血器官骨髓中表达，在肝脏和脾脏中也有少

量表达，而在胸腺中几乎无表达。miR-223 被证实参

与哺乳动物的免疫调节功能，尤其是在人类中，但是

此前并没有系统性的半滑舌鳎 miR-223 的研究成果

发表。本研究首先克隆得到半滑舌鳎 miR-223 前体，

经 The mfold Web Server 对前体进行二级结构预测，

miR-223 能形成典型的颈环结构。对半滑舌鳎各组织

miR-223 的表达谱进行研究，结果显示，MiR-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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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实时定量方法检测半滑舌鳎头肾细胞中 miR-223 在 LPS、PGN、poly I:C 和 RGNNV 刺激下的表达 
Fig.5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results on the relative expression of miRNA-223 in C. semilaevis head-kidney cell  

response to LPS, PGN , poly I:C, and RGNNV 

“**”代表与第一个时间点之间差异极显著(P<0.01)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1) compared with the first time point were marked by “**” 

 
在半滑舌鳎的肝、肠、脾、头肾、皮肤、肌肉、鳃、

脑、血、胃、卵巢健康组织中均有表达，在头肾中有

高表达，在肝脏和脾脏中相对其他组织表达量较

高，在脑和血中的表达量极低。半滑舌鳎感染鳗弧菌

7 d 内 miR-223 在各组织中出现差异表达，鳗弧菌诱

导 miR-223 在半滑舌鳎肝、脾和头肾中上调表达，在

肠中出现下调表达。Chen 等(2008)采用 qRT-PCR 的

方法对 75 例正常人及 152 例肺癌患者血清中的

miR-223 进行检测，miR-223 在正常组织和患病组织

中存在差异表达，在肺癌患者血清中高表达得到验

证。Volinia 等(2006)也在其研究中证实，正常组织和

实体瘤中 miR-223 的表达存在明显差异，并指出

miR-223 可能在机体免疫中具有重要作用，这些研究

中 miR-223 的表达变化与本研究相一致。鳗弧菌感染

3 样品组 4 种免疫组织，miR-223 差异表达显著，感

染后 20 h 内，鳗弧菌诱导 miR-223 上调表达。LPS、

poly I:C、PGN 和 RGNNV 感染半滑舌鳎头肾细胞，诱

导 miR-223 差异表达，LPS 和 RGNNV 诱导 miR-223

上调表达，poly I:C 和 PGN 诱导 miR-223 出现下调表达。 

免疫组织在经过病原刺激后均存在 miR-223 表

达上调的情况，说明 miR-223 在病原入侵后表现出免

疫应答反应，而头肾细胞在不同的病原处理后表现出

不同的表达变化，miR-223 在革兰氏阴性菌及病毒入

侵后可能表达上调，在革兰氏阳性菌入侵后表达下

调。miR-223 在所有的病原入侵后均存在表达特征的

变化，说明 miR-223 具有较宽的病原识别谱，对半滑

舌鳎进行免疫反应一定具有重要的作用。综上所述，

miRNAs 可能对半滑舌鳎鳗弧菌感染反应过程中的免

疫相关基因的调节发挥一定的作用，本研究为后续探

明 miRNA 在半滑舌鳎体内的作用及 miRNA 的调控

机制奠定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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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ression Pattern of miR-223 in Different Tissues of Cynoglossus 
semilaevis and the Regulation of Expression in Response to Inf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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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s, Qingdao  266071; 3. College of Fisheries and Life Science,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Abstract    MicroRNAs (miRNAs) are a type of endogenous small single-stranded noncoding RNAs 

that contain approximately 22 nucleotides (nt). miRNAs are the products of single-stranded pre-mRNAs 

which have 70-90 nt and a stem-loop structure, and spliced by dicer enzyme. Half-smooth tongue sole 

(Cynoglossus semilaevis) is an important economic marine fish species. The cloning of C. semilaevis 

miR-223 precursor was predicted to have a typical hairpin structure, which suggested that the precursor 

sequence we obtained was reliable.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immune related miRNAs in C. semilaevis, 

we applied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qRT-PCR) and studied the expression patterns of miR-223 in 

different tissues of healthy C. semilaevis. miR-223 was expressed in all tested tissues including head 

kidney, spleen, gill, intestine, ovary, muscle, stomach, liver, skin, blood, and brain. The expression was the 

highest in head kidney and weak in brain and blood. We also performed qRT-PCR on three small RNA 

libraries (CG, NOSG and HOSG) prepared from C. semilaevis immune tissu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xpression of miR-223 was very diverse, depending on different tissues and samples. In response to 

the infection of V. anguillarum at different time-points, there was a great difference in the expression of 

miR-223 between the control and the challenged group, in tissues including head kidney, intestine, liver 

and spleen. miR-223 was up-regulated in liver, spleen, and head kidney, and down-regulated in intestine. 

We infected head-kidney cells with LPS, poly I:C, PGN and RGNNV. It was found that the expression of 

miR-223 was up-regulated in response to LPS and RGNNV, and was down-regulated in response to PGN 

and poly I:C. The sequence of miR-223 precursor was obtained through gene cloning and expression 

profile analysis after infection with bacteria or virus, and it was proved that miR-223 might play a key 

role in the innate immune response to pathogens. Our study shed lights on the molecular functions of 

miRNAs in the host-pathogen interaction in C. semilaevis. 

Key words    Cynoglossus semilaevis; micro RNA; Vibrio anguillarum; qRT-PCR; Expression; 

Immunity 

 
                            

① Corresponding author: SHA Zhenxia, E-mail: shazx@ysfri.ac.cn 



第 36 卷    第 2 期 渔  业  科  学  进  展 Vol.36, No.2 

2 0 1 5 年 4 月 PROGRESS IN FISHERY SCIENCES Apr., 2015 

                            

* 国家鲆鲽类产业技术体系(CARS-50)、国家国际科技合作专项项目“近海衰退渔业种群重建关键技术合作研究”

(2013DFA31410)和国家留学人员科技活动项目择优资助经费共同资助。史学营，E-mail: shixueying0106@sina.com 

① 通讯作者：柳学周，研究员，E-mail: liuxz@ysfri.ac.cn 

收稿日期: 2014-09-22, 收修改稿日期: 2014-12-04 
 

 

DOI: 10.11758/yykxjz.20150206  http://www.yykxjz.cn/ 

半滑舌鳎(Cynoglossus semilaevis) 

体表色素细胞观察及 POMC 表达特性分析* 

史学营 1,2  徐永江 1  武宁宁 3  柳学周 1①  杨洪军 4  臧  坤 1,2 

史  宝 1  李存玉 1,2 
(1. 农业部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重点实验室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青岛  266071； 

2. 上海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  上海  201306；3. 青岛市海洋与渔业局渔业技术推广站  青岛  266001； 

4. 日照市水利养殖场  日照  276805) 

摘要    为认识养殖半滑舌鳎无眼侧黑化的细胞学特性，利用显微观察方法研究了其皮肤黑色素细

胞、黄色素细胞和虹彩细胞的形态特征，比较了 3 种色素细胞在有眼侧皮肤、无眼侧正常和黑化皮

肤中的数量分布特征。为进一步揭示无眼侧黑化的分子机制，克隆了半滑舌鳎 POMC 基因的 cDNA

序列。结果显示，黑色素细胞较大，含黑色和棕色的色素颗粒，有树突状分枝不明显和延伸成放射

状两种形态；黄色素细胞较小，含黄色素颗粒；虹彩细胞最小，含鸟粪素颗粒。半滑舌鳎 POMC

基因的 cDNA 序列长 910 bp，包括一个 114 bp 的 5非翻译区和一个 154 bp 的 3非翻译区，开放阅

读框长度为 642 bp，共编码 213 个氨基酸，包含 ACTH、α-MSH、β-MSH、γ-LPH、β-内啡肽 5 个

多肽序列，但缺失 γ-MSH 和大部分连接区。半滑舌鳎 POMC 基因的氨基酸序列与其他鱼类的同源

性为 30%−64%。定量 PCR 分析显示，POMC mRNA 主要在垂体中表达，其次是脑、性腺和无眼侧

黑化皮肤。正常与黑化皮肤中的差异表达结果显示，无眼侧黑化皮肤中 POMC mRNA 表达量最高，

并与有眼侧皮肤和无眼侧正常皮肤中的 POMC mRNA 表达量差异显著，揭示了 POMC 的表达与无

眼侧黑化性状密切相关。 

关键词    半滑舌鳎；色素细胞；POMC；基因克隆；组织表达 

中图分类号 S9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5)02-0045-10 

半滑舌鳎(Cynoglossus semilaevis)主要分布在黄

渤海海域(姜言伟等, 1993)，是一种重要的人工增养

殖鱼种(邓景耀等, 1988; 肖登元等, 2014; 于朝磊等, 

2014)。近年来，半滑舌鳎养殖产量不断增加，已形

成规模化养殖(柳学周等, 2014)。但是，在养殖生产

中养殖鱼存在较高比例的无眼侧黑化现象，主要表现

为腹面部分(20%−50%)覆盖斑状色素群(主要出现在

腹面的尾部、中部)或腹面全部覆盖黑色素，且发生

比率高达 60%−90%，严重影响了商品鱼的市场价格，

无眼侧黑化现象成为产业发展的一个制约因素。 

国内外学者就养殖鲆鲽类的无眼侧黑化现象及

其可能机制开展了诸多研究，主要集中在色素细胞

(Shikano et al, 2007; Isojima et al, 2013)、环境因素影

响(Kang et al, 2012)、功能基因调控(Kobayashi et al, 

2009; Takahashi et al, 2005、2009; Yoshikawa et al, 

2013)等方面，但黑化形成的具体机制尚未明了。在

色素细胞研究方面，国外学者对牙鲆(Paralichthys 

olivaceus)、条斑星鲽(Verasper moseri)等鱼种的色素 

abc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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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形态及分布发育模式进行了研究，并初步揭示了

其与无眼侧黑化特征的关系 (Shikano et al, 2007; 

Isojima et al, 2013)。在分子机制研究方面，围绕体色

相关功能基因——阿黑皮素原(Proopiomelanocortin, 

POMC)及其编码神经肽——黑色素富集激素(MCH)、

黑色素刺激素(MSH)及其受体，对其在鲆鲽类无眼侧

黑化发生过程的生理功能及可能机制研究方面取得

了一些进展(Kang et al, 2012、2013; Mizusawa et al, 

2011)。POMC 是多种不同功能的多肽类激素的蛋白

前体，可水解成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drenocorticotropic 

hormone, ACTH)、脂肪酸释放激素(Lipotropic hormone, 

LPH)和 β-内啡肽(β-endorphin)等多种不同功能的多

肽(魏平, 2001)，其中 ACTH 又可生成黑细胞色素刺

激激素(Melanocyte stimulating hormone, MSH)以及类

促肾上腺皮质素垂体中叶肽(CLIP 片段)，而 MSH 是

诱发养殖鱼类体色黑化的重要多肽之一。已有研究表

明，POMC 在鱼类中可能具有体色调节、分解脂肪、

渗透压调节、促进摄食等多种功能(Arends et al, 1998; 

Prltchard et al, 2002)，因此近年来成为鱼类体色调控

机制研究的热点之一。Kang 等 (2012)研究发现，

POMC 可能参与介导了高密度和黑暗环境诱发养殖

牙鲆无眼侧黑化发生的过程。同时，对条斑星鲽的研

究也发现 POMC 及其衍生多肽 MSH 都参与色素细胞

的调节过程以及环境诱发无眼侧黑化的过程调节，表

明其与无眼侧黑化有直接联系(Kobayashi et al, 2009; 

Takahashi et al, 2005、2009；Yoshikawa et al, 2013)。 

本研究着眼于养殖半滑舌鳎的无眼侧黑化问题，

研究了其色素细胞的类型、分布模式及其与无眼侧黑

化的关系，同时克隆了体色相关功能基因 POMC 并

分析了其表达特性及其与无眼侧黑化的关系，以期在

细胞和分子水平上认识养殖半滑舌鳎无眼侧黑化的

机制。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及取样 

试验用半滑舌鳎 10 尾于 2013 年 8 月取自山东青

岛某养殖场，试验鱼全长 25−35 cm，体重 250−350 g。

根据无眼侧黑化情况，分别取样无眼侧正常和无眼侧

黑化的养殖鱼(图 1)。实验鱼以 MS-222 (280 mg/L)麻

醉致死后，取样有眼侧鳞片和皮肤、无眼侧正常和黑

化区域的鳞片和皮肤，用于色素细胞观察。快速取性

腺、肝脏、心脏、胃、肠、脾、肾、头肾、垂体、脑、

鳃、肌肉、有眼侧正常皮肤、无眼侧黑化皮肤、无眼

侧正常皮肤组织投入液氮中，后转入−80℃超低温冰

箱保存，用于总 RNA 的提取。 

1.2  色素细胞类型和数量分布特性分析 

取半滑舌鳎有眼侧、无眼侧黑化、无眼侧正常的

鳞片或皮肤，常规方法制作临时装片。如果样品不平

整或不在同一平面上，可置于生理盐水(0.85%)中伸

展 3−5 min，并用纸吸干水分，再用中性树胶将其固

定于载玻片上。置于高级研究型正立显微镜(NIKON 

80i)下对色素细胞进行观察、测量和记录，并用 CCD

数码智能型成像系统进行拍照。每尾鱼制作临时装片

8−10 个。 

在 40 倍物镜下记录每个视野下各种不同类型色

素细胞的数量，每个样本观察 30 个视野进行统计分

析，实验结果表示为 Mean±SD。利用 SPSS 17.0 软件

对无眼侧和有眼侧皮肤或鳞片上的色素细胞数量进

行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设定差异显著水平 P

为 0.05，当 P<0.05 时表示差异显著。 

1.3  POMC 克隆及表达特性分析 

1.3.1  总 RNA 提取和 cDNA 第一链合成    利用

RNAiso Plus (TaKaRa)试剂盒并按照操作说明抽提各 
 
 

 
 

图 1  无眼侧正常(左)与无眼侧黑化(右)的半滑舌鳎 
Fig.1  Normal coloration (left) and hypermelanosis (right) on the blind side of C. semilaev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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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总 RNA，通过 1%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 RNA 的

质量，Nanodrop2000(Thermo)测定 RNA 浓度。以

PrimeScriptTM Ⅱ1st strand cDNA Synthesis Kit(宝生物, 

大连)合成 cDNA 第一链，于−20℃保存备用。 
1.3.2  POMC 基因中间片段扩增    以垂体 cDNA

为模板，利用特异性引物 POMC-F 和 POMC-R(表 1)，

通过 RT-PCR 扩增获得半滑舌鳎 POMC 基因的中间

片段。PCR扩增体系为 25 μl，反应条件为 94℃ 5 min，

94℃ 30 s、53℃ 30 s、72℃ 50 s 34 个循环，最后

72℃延伸 10 min。PCR 产物经 1%琼脂糖凝胶电泳分

离后，切胶回收、纯化后连接并转化至 Trans1-T1 感

受态细胞，LB 固体培养基 37℃培养过夜，挑取阳性

克隆送至北京华大公司测序。 

1.3.3  POMC 的 RACE 扩增    根据得到的中间片

段设计 RACE 引物 POMC-GSP5、POMC-GSP3、

POMC-NGSP5 和 POMC-NGSP3(表 1)。以垂体 RNA

为模板，根据 Clontech SMARTerTM RACE cDNA 

Amplification Kit 反转录试剂盒 (TaKaRa)的操作说

明，合成用于 5'-RACE 及 3'-RACE 的第一链 cDNA。 

5'-RACE 及 3'-RACE：按 Smart RACE Advantage 

2 试剂盒(Clontech)操作说明进行 PCR 扩增。第 1 次

PCR分别使用引物 POMC-GSP5和 POMC-GSP3，PCR

条件：94℃ 30 s；65℃ 30 s，13 个循环，Tm 每个循

环降低 0.5℃，72℃延伸 1 min；然后 94℃ 30 s、58℃  

30 s、72℃ 60 s，28 个循环，最后 72℃延伸 4 min。 

以第 1 次 PCR 产物为模板，分别使用引物

POMC-NGSP5 和 POMC-NGSP3 进行巢式 PCR，PCR

条件同第 1 次 PCR。取 5 μl PCR 产物置于 1%琼脂糖 
 

表 1  POMC 克隆与定量检测的引物 
Tab.1  Primers used for POMC amplification and qPCR 

analysis for C. semilaevis 

引物 Primer 引物序列 Nucleotide sequence (5'−3') 

POMC-F ATGTGTCCTGTGTGGCTATTGGTG 

POMC-R GAAGCCGCCGTAGCGTTTG 

UPM-long 
 

CTAATACGACTCACTATAGGGCAAGCA
GTGGTATCAACGCAGAGT 

UPM-short CTAATACGACTCACTATAGGGC 

NUP AAGCAGTGGTATCAACGCAGAGT 

POMC-GSP5 CTGCTGTCCGTCTTTGTTGATG 

POMC-GSP3 GTCAGTGCTGGGAGCATCCG 

POMC-NGSP5 TTTGCTGGCGGGCGGACC 

POMC-NGSP3 AAAACGTCGCCCGGTCAAAG 

SPOMC-DF3 TACATGGGAGCAGAAGAGGAA 

SPOMC-DR3 AGCCACCAATAGCCACAGAG 

Sole-18S F CCTGAGAAACGGCTACCACATC 

Sole-18S R CCAATTACAGGGCCTCGAAAG 

凝胶电泳检测后，对目的条带进行回收、载体连接、

转化、菌液培养后筛选阳性克隆测序。 

1.4  POMC 表达特性 

检测了 3 尾半滑舌鳎的脑、垂体、鳃、心、头肾、

肾、肝、脾、胃、肠、性腺、肌肉、有眼侧皮肤、无

眼侧黑化皮肤、无眼侧正常皮肤等组织中 POMC 

mRNA 的表达特性。以 18S rRNA 为内参基因设计实

时定量引物 Sole-18S F 和 Sole-18S R，利用 Mastercycler 

ep realplex real-time PCR 仪(Eppendorf)，使用 SYBR 

Premix Ex TaqTMⅡ(TaKaRa)嵌合荧光法进行实时定

量 PCR 扩增反应。PCR 反应体系：2×SYBR® Premix Ex 

TaqTM 10 μl，引物 SPOMC-DF3、SPOMC-DR3 (10 μmol/L)

各 1.0 μl，模板 cDNA 2.0 μl，加 ddH2O 至 20 μl；PCR

条件：95℃ 30 s、95℃ 5 s、58℃ 28 s，40 个循环。

对得到的各样品 Ct 值进行均一化处理，应用 2Ct

法(Livak et al, 2001)确定各组织中 POMC mRNA 的

相对表达量。 

1.5  生物信息学分析 

利用 DNAstar(版本 5.0.1)分析半滑舌鳎 POMC的

序列结构，预测分子量、等电点及氨基酸同源性；信

号肽预测使用 SignalP 4.1 (http://www.cbs.dtu.dk/ 

services/SignalP/)；氨基酸序列比对和系统进化分析

使用 ClustalX 2.0.12 (http://www.clustal.org/download/ 

current/) 和 MEGA 5.1(http://www.megasoftware.net/ 

mega51.html)。系统进化树构建使用 MEGA 5.0 软件

中 Neighbor-joining 法(自展值为 1000)。半滑舌鳎

POMC 同源性比较与进化树构建使用的物种及其

GenBank 获取号见表 2。 

2  结果 

2.1  半滑舌鳎色素细胞的类型与分布特征 

半滑舌鳎的色素细胞类型主要有 3 种：黑色素细

胞、黄色素细胞和虹彩细胞。黑色素细胞较大，细胞

直径 10−60 μm，细胞形状不规则，大体分为两种类

型：一种树突状分枝不明显；另一种延伸成放射状。

黄色素细胞较小，圆形或椭圆形，细胞直径 1−5 μm，

视野下呈黄色，大部分聚集在一起，多连成一片分布。

虹彩细胞较大，细胞直径 10−70 μm，分布较均匀，

含有鸟粪素颗粒，呈灰色或彩色，形状不规则，呈卵

圆形、棒状或多边形等。另外，还有许多复合色素细

胞，它们以其中一种色素颗粒为主，但含有其他一些

色素颗粒(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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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半滑舌鳎 POMC 氨基酸同源性分析与进化树构建所使用的物种 
Tab.2  Species used for amino acid homology and phylogenetic analysis for POMC of C. semilaevis 

学名 Species 登录号 Accession number 分类 Category 

半滑舌鳎 C. semilaevis KJ748570 硬骨鱼纲、鲽形目 Osteichthyes, Pleuronectiformes 

牙鲆 Paralichthys olivaceus AAG16978 硬骨鱼纲、鲽形目 Osteichthyes, Pleuronectiformes 

塞内加尔鳎 Solea senegalensis CCA65461 硬骨鱼纲、鲽形目 Osteichthyes, Pleuronectiformes 

斜带石斑鱼 Epinephelus coioides AAO11696 硬骨鱼纲、鲈形目 Osteichthyes, Perciformes 

罗非鱼 Oreochromis mosambicus AAD41261 硬骨鱼纲、鲈形目 Osteichthyes, Perciformes 

虹鳟 Oncorhynchus mykiss NP_001118190 硬骨鱼纲、鲑形目 Osteichthyes, Salmoniformes 

鲤鱼 Cyprinus carpio Q9YGK5 软骨鱼纲、鲤形目 Chondrichthyes, Cypriniformes 

白鲟 Acipenser transmontanus JC5283 软骨鱼纲、鲟形目 Chondrichthyes, Acipenseriforms 

雀鳝 Lepisosteus osseus AAB03227 软骨鱼纲、雀鳝目 Chondrichthyes, Lepisosteiformes 

非洲肺鱼 Protopterus annectens BAA32607 软骨鱼纲、美洲肺鱼目 Chondrichthyes, Lepido sireniformes

白斑角鲨 Squalus acanthias BAA32606 角鲨目 Squaliformes 

赤  Dasyatis akajei BAA35126 下孔总目 Hypotremata  

非洲爪蟾 Xenopus laevis NP_001080838 两栖纲 Amphibia 

鸡 Gallus gallus NP_001026269 鸟纲 Aves 

牛 Homo sapiens NP_000726 哺乳纲 Mammalia 

 

 
 

图 2  半滑舌鳎色素细胞形态特征 
Fig.2  The morphology of chromatophores on the skin of C. semilaevis 

1. 无眼侧黑化皮肤上的色素细胞×400；2. 有眼侧正常皮肤上的色素细胞×400； 

3. 无眼侧正常鳞片上的虹彩细胞×200；4. 有眼侧正常鳞片上的色素细胞×200 

A. 分枝不明显的黑色素细胞；B. 延伸成放射状带分枝的黑色素细胞；C. 虹彩细胞；D. 黄色素细胞 
1. Chromatophores from blind-side skin with hypermelanosis ×400; 2. Chromatophores from eye-side skin ×400;  

3. Iridophore on blind-side scale ×200; 4. Chromatophores from eye-side scale ×200 
A. Melanophores without apparent branch; B. Melanophores with extended and radial branch; C. Guanophore; D. Xanthoph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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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了半滑舌鳎有眼侧正常皮肤、无眼侧正常和

黑化皮肤色素细胞的数量分布。结果显示，无眼侧正

常皮肤中未发现黑色素细胞分布，而无眼侧黑化皮肤

中单位视野中黑色素细胞的分布数量(14.3±2.4 个/视

野 )显著低于有眼侧正常皮肤黑色素细胞分布数量

(23.3±3.7 个/视野) (P<0.05)。另外，无眼侧黑化皮肤

中虹彩细胞的分布数量(20.2±2.9 个/视野)也显著低于

有眼侧正常皮肤(25.3±5.6 个/视野) (P<0.05)。无眼侧

正常皮肤中黄色素细胞和虹彩细胞数量与有眼侧正

常皮肤和无眼侧黑化皮肤相比也较少，且分布不均

匀。在无眼侧黑化的皮肤或鳞片上，以延伸成放射状

的黑色素细胞分布为主(占 60%以上)，而在有眼侧正

常皮肤或鳞片上，以树突状分枝不明显的黑色素细胞

分布为主。 

2.2  POMC 序列分析 

半滑舌鳎POMC基因 cDNA序列(GenBank序列号：

KJ748570)全长 910 bp，其中开放阅读框长为 642 bp， 

编码 213 个氨基酸，3的非编码序列长 154 bp，5的
非编码序列长 114 bp，3端非编码区含有一个加尾信

号 ATTAAA(图 3)，编码蛋白分子量为 23.70 kDa，等

电点为 6.51。 

2.3  POMC 编码蛋白空间结构分析 

通过 SOPMA 软件分析 POMC 编码蛋白的空间

结构：在 POMC 成熟蛋白的二级结构中，α-螺旋占

30.99%，β-转角占 3.29%，无规则卷曲占 55.40%，延

伸链占 10.33%(图 4)。并通过 I-TASSER 软件预测了

半滑舌鳎 POMC 蛋白质的三级结构，如图 5 所示。 

2.4  POMC 系统进化分析 

利用 Neighbor-joining 方法，以 MEGA 5.0 软件

构建基于半滑舌鳎 POMC 氨基酸序列与其他脊椎动

物(表 2)POMC 的系统进化树(图 6)。结果显示，半滑

舌鳎与塞内加尔鳎、牙鲆的亲缘关系最近，并与斜带

石斑鱼、罗非鱼同处一个小分支，但与牛、鸡、鲨则 

 

 
 

图 3  半滑舌鳎 POMC 的 cDNA 序列及推断的氨基酸序列分析 
Fig.3  cDNA sequence and putative amino acid sequence of the POMC of C. semilaevis 

起始密码子 ATG 和终止密码子 TGA 分别以阴影和黑框表示；*表示终止密码子；加尾信号以下划线标出 The start and stop codons 

are shown by shadow and box respectively；Asterisk indicates stop codon; The putative polyadenylation signal (ATTAAA) is underl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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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SOPMA 软件对半滑舌鳎 POMC 蛋白二级 

结构的分析结果 
Fig.4  Secondary structure of C. semilaevis POMC protein 

analyzed by SOPWA software 

蓝色表示 α-螺旋；绿色表示 β-转角； 

紫色表示无规则卷曲；红色表示延伸链 
Blue: α-helix; Green: β-turn; Purple: Random coil;  

Red: Extended strand 
 

 
 

图 5  I-TASSER 软件对 POMC 蛋白三级结构的分析结果 
Fig.5  Tertiary structure of C. semilaevis POMC protein 

analyzed by I-TASSER software 
 

处于不同的分支，表明亲缘关系远。 

2.5  同源性分析 

对氨基酸序列同源性分析显示，半滑舌鳎 POMC  
 

 

 
 

图 6  半滑舌鳎 POMC 与其他物种系统进化树 
Fig.6  Phylogenetic tree of POMC gene from C. Semilaevis and other vertebr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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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基酸序列保守性不高，其中与罗非鱼同源性最高，

为 64%，其次是塞内加尔鳎和牙鲆，均为 62%，与斜

带石斑鱼同源性为 58%，与其他鱼和动物的同源性为

30%−47%(图 7)。 

 

 
 

图 7  半滑舌鳎与其他物种 POMC 氨基酸序列的同源性比较 
Fig.7  Amino acid sequence alignment of C. semilaevis POMC with other vertebrates 

蛋白水解裂解位点用粗体表示。Proteolytic cleavage sites are shown in b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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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POMC 组织表达分析 

定量 PCR 检测显示，半滑舌鳎 POMC mRNA 在

被检测的 15 个组织中均有表达，但在不同组织中

mRNA 表达水平差异较大，其中在垂体中具有最高表

达水平(P<0.05) (图 8)。对除垂体之外的 14 个组织中

POMC mRNA 表达水平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脑

中 POMC mRNA 表达水平最高，其次为性腺和无眼

侧黑化皮肤(图 8)。比较了有眼侧正常皮肤与无眼侧

正常、黑化皮肤中 POMC mRNA 的表达水平，发现

无眼侧黑化皮肤中 POMC mRNA 表达水平显著高于

有眼侧和无眼侧正常皮肤(P<0.05)，而有眼侧和无眼

侧正常皮肤中 POMC mRNA 表达水平差异不显著

(P>0.05) (图 8)。 
 

 
 

图 8  半滑舌鳎 POMC mRNA 在不同组织中的表达水平 
Fig.8  Relative expression levels of POMC mRNA in 

different tissues of C. semilaevis determined by real-time 
quantitative PCR analysis 

ST: 胃; L: 肝; I: 肠; HE: 心; M: 肌; SP: 脾; GO: 性腺;  

K: 肾; HK: 头肾; BR: 脑; GI: 鳃; E: 有眼侧皮肤;  

BS: 无眼侧黑化皮肤; W: 无眼侧正常皮肤; P: 垂体 

不同字母表示在 P=0.05 水平上差异性显著(P<0.05), n=9 
ST: Stomach; L: Liver; I: Intestine; H: Heart; M: Muscle;  

SP: Spleen; GO: Gonad; K: Kidney; HK: Head kidney;  
B: Brain; GI: Gill; E: Eye-side skin; BS: Blind-side 

hypermelanosis skin; W: Blind-side normal skin; P: Pituitary 
Different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P=0.05 level 

(P<0.05), n=9 
 

3  讨论 

已有研究表明，鱼类皮肤中一般存在 4 种色素细

胞类型，分别为黑色素细胞、黄色素细胞、红色素细

胞和虹彩细胞(又名鸟粪素细胞) (薛继鹏等 , 2010; 

Brown, 1933; van der Salm et al, 2005; 刘晓东等, 

2008)。对牙鲆的研究表明，其色素细胞类型主要为

黑色素细胞、黄色素细胞、虹彩细胞(Isojima et al, 

2013)，也有报道显示某些鲆鲽类皮肤中除色素细胞

外还存在一种形态和功能不明确的白色体(Burton et al, 

2010)。本研究发现，半滑舌鳎皮肤和鳞片上分布的

色素细胞主要为黑色素细胞、黄色素细胞和虹彩细胞

3 种，没有发现红色素细胞或白体形态细胞的存在。

本研究发现，半滑舌鳎有眼侧和无眼侧黑化的鳞片或

皮肤中色素细胞类型一致，这与牙鲆的观察结果相同

(Isojima et al, 2013)。但是，本研究发现，半滑舌鳎

有眼侧皮肤中黑色素细胞和虹彩细胞的分布密度显

著高于无眼侧黑化皮肤，但黄色素细胞分布数量无显

著差异，这种色素细胞的分布特性与牙鲆不同，可能

与种的特异性和计数方法有关。另外，这种黑色素细

胞的差异可能与无眼侧黑化皮肤多分布延伸成放射

状的黑色素细胞，而有眼侧皮肤多分布树突状分枝不

明显的黑色素细胞有关，其较大的体积导致单位面积

内分布数量减少。Isojima 等(2013)在综合了牙鲆幼鱼

无眼侧黑化区域的色素细胞、鳞片的数量分布和形态

特征的基础上提出，牙鲆无眼侧黑化可能不是由色素

细胞的异常分布而简单决定的，而是由无眼侧体表皮

肤生理生化状态的改变造成的一个复杂的生理过程。

下一步，将对半滑舌鳎皮肤组织结构和发育过程进行

深入研究，以期揭示在生理学角度认识其与无眼侧黑

化现象的关系。另外，也发现无眼侧黑化皮肤中的

POMC mRNA 表达水平显著高于有眼侧正常皮肤和

无眼侧正常皮肤，验证了半滑舌鳎无眼侧黑化过程为

一种内源性的神经内分泌调控决定的复杂过程，而不

仅仅是色素细胞数量的简单变化。 

有关鲆鲽类 POMC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条斑星鲽

和牙鲆方面，但对 POMC 及下游多肽的生理作用认

识有限。对条斑星鲽的研究表明，其表达 3 种不同形

式的 POMC 分子(Takahashi et al, 2005; Kobayashi et al, 

2008)，而与半滑舌鳎具有较近亲缘关系的牙鲆和塞

内加尔鳎都只表达两种 POMC 分子形式(Kim et al, 

2009; Wunderink et al, 2012)。基因组测序结果显示，

半滑舌鳎也表达两种不同分子形式的 POMC 基因

(Chen et al, 2013)，这种不同分子形式的 POMC 可能

是由于染色体基因组加倍引发的(Kim et al, 2009; 

Wunderink et al, 2012)，但具体机制尚有待于验证。

目前本实验室正在开展半滑舌鳎第二种分子形式的

POMC 结构与生理功能研究。已有研究表明，条斑星

鲽 POMC 主要在垂体中表达，同时也在脑、鳃、心

脏、肾脏、肝脏、肠道、精巢、肌肉、血液和皮肤组

织中表达(Takahashi et al, 2005)，当养殖鱼从白色环

境转移到黑色环境，POMC-A 表达下降，而 POMC-C

升高，表明 POMC 参与了环境对无眼侧黑化的调节

作用(Kobayashi et al, 2008)；牙鲆的 POMC mRNA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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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垂体中表达，另外在脑中有较低表达，在性腺中

仅有微量表达(Kim et al, 2009)。在高密度养殖和黑暗

养殖环境下，垂体 POMC 的组织表达量显著高于普

通养殖环境的鱼，也表明牙鲆 POMC 主要参与了环境

因子诱发的无眼侧黑化发生过程(Kang et al, 2012)。

本研究发现，半滑舌鳎 POMC 主要在垂体高丰度表

达，其次是脑、性腺和皮肤，此外在其他组织中也有

少量表达，表明半滑舌鳎 POMC 除通过内分泌途径

外，可能还通过自分泌和旁分泌等形式参与体色调

节、类固醇合成、能量平衡、应激反应、免疫应答和

繁殖调节等多种生命过程(Arends et al, 1998; Prltchard 

et al, 2002)。另外，无眼侧黑化皮肤中 POMC mRNA

表达水平显著高于有眼侧正常皮肤、无眼侧正常皮

肤，也表明半滑舌鳎 POMC 基因在皮肤黑化性状的

发生过程中起着重要的调控作用，但其具体的调控途

径尚有待于今后对 POMC 及其编码肽生理功能及作

用信号途径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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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Studies on Blind-side Hypermelanosis of Cynoglossus semilaevis: 
Chromatophores Observation and Expression of Proopiomelanocortin 

SHI Xueying1,2, XU Yongjiang1, WU Ningning3, LIU Xuezhou1①
, YANG Hongjun4,  

ZANG Kun1,2, SHI Bao1, LI Cunyu1,2 
(1. Key Laborator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arine Fisheries,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Yellow Sea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Fishery Sciences, Qingdao 266071; 2. College of Fisheries and Life Science,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3. Fishery Technology Extension Center of Qingdao, Qingdao  266001;  
4. Rizhao Water Conservancy Fish Farm, Rizhao  276805) 

Abstract    The hypermelanosis on the blind-side of Cynoglossus semilaevis have reduced its market 

value and affected its availability in the enhancement program, which has adverse effects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farming industry. However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hypermelanosis 

have not been clarified yet. To investigate the cytological mechanism of hypermelanosis on the blind-side 

of C. semilaevis, we identified three kinds of chromatophores, namely melanophore, xanthophore and 

iridophore, based on the microscopic observation, and we described their morphology. The melanophore 

contained black and brown pigment granules and had a relatively larger nucleus. They could be 

characterized into two types according to the morphology. In contrast, the nuclei of xanthophore and 

iridophore were relatively small. The distribution and pattern of the three chromatophores in the eye-side 

and the blind-side skin were examined and compared. We isolated and sequenced the proopiomelanocortin 

(POMC) cDNA from pituitary using RT-PCR and RACE. The POMC cDNA was 910 bp in length 

consisting of a 114 bp 5'-UTR, a 154 bp 3'-UTR, and a 642 bp open reading frame that encoded 213 

amino acids. The amino acid sequence was composed of the signal peptide, ACTH, α-MSH, βMSH, 

γ-LPH, and β-endorphin domains, without γ-MSH and most of the joining peptide domains. The amino 

acid homology analysis revealed that C. semilaevis POMC shared 30%−64% similarity with their fish 

counterparts. Quantitative PCR results showed that POMC mRNA was mainly expressed in the pituitary 

and was also expressed in the brain, gonad and the black skin (hypermelanosis) on the blind side. The 

POMC mRNA expression level in the blind-side black ski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ocular-side and in the blind-side normal skin, which indicated a clos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POMC gene 

and the hyperpigmentation on the blind-side. Our study provided basic information on the cytological and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hyperpigmentation on the blind-side of C. semilaevis. 

Key words    Cynoglossus semilaevis; Chromatophores; Proopiomelanocortin; Molecular cloning; 

Spatial ex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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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微卫星标记分析 3 个暗纹东方鲀 

(Takifugu obscurus)养殖群体的遗传多样性* 

邹  杰 1,2  马爱军 1①  赵艳飞 1  何伟国 1  王  婷 1 

岳  亮 1  刘大勇 3  郭正龙 3 
(1. 农业部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重点实验室  青岛市海水鱼类种子工程与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青岛  266071； 

2. 上海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  上海  201306；3. 江苏中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  226600) 

摘要    针对 3 个暗纹东方鲀养殖群体，采用 21 对微卫星引物对其遗传多样性进行分析，成功扩

增出具有一定多态性片段的微卫星位点共19个。共得到125个等位基因，每位点等位基因数为3−11，

平均值为 6.58，有效等位基因数为 1.7−7.8，平均值为 4.5，平均观测杂合度为 0.156−1.000，平均期

望杂合度为 0.399−0.876，平均多态信息含量(PIC)为 0.353−0.858。广州、上海、江苏 3 个群体的

PIC 由小到大依次为 0.588、0.633、0.655，三群体间遗传分化指数分别为 0.048、0.062、0.076，平

均值为 0.081，表明三群体间发生了小程度的遗传分化。三群体间的遗传距离和 UPGAM 分析显示，

广州和上海群体的遗传距离最远(0.351)，广州和江苏群体的遗传距离最近(0.204)，聚类分析显示，

广州群体和江苏群体聚为一类，上海群体为一类。研究结果基本符合养殖群体的养殖环境，也表明

3 个养殖群体发生了一定程度的遗传分化，特别是江苏群体的遗传多样性较高，作为选育群体具有

一定的遗传潜力。 

关键词    暗纹东方鲀；养殖群体；微卫星；遗传多样性 

中图分类号 Q9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5)02-0055-08 

近年来，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长江水文条件的

改变以及人为的捕捞强度增大等原因，暗纹东方鲀

(Takifugu obscurus)产量锐减(刘金海等, 2014)，资源

枯竭现象日益严重。在 2001 年 3 月的长江旺汛期，

捕获的野生暗纹东方鲀已不足 100 尾 (吴建新等 , 

2002)。野生暗纹东方鲀资源量的减少，加之养殖暗

纹东方鲀亲本数量的限制，极可能导致养殖种群遗传

多样性的下降，进而引起种质混杂及种质退化。微卫

星(Microsatellite)是指以少数几个核苷酸(多数为 2–4

个)为单位多次串联重复的 DNA 序列(杜长斌等, 2000; 

陆丽君等, 2013)。目前缺乏关于微卫星标记对暗纹东

方鲀进行遗传多样性分析的研究。 

本研究选取暗纹东方鲀 3 个不同养殖群体作为

研究对象，并运用 21 对微卫星标记对其遗传多样性

进行分析，以期为暗纹东方鲀的苗种选育和遗传改良

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样品选取 

暗纹东方鲀样本于 2012 年由江苏中洋集团提供，

3 个群体分别为 2010 年 4 月繁育的广州养殖群体(GZ)、

江苏养殖群体(JS)和上海养殖群体(SH)。每群体选取大

小规格相同的样本各 30 尾，每尾剪其部分尾鳍鳍条，

abc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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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于–80℃冰箱中保存，并于2013年3月开始相关实验。 

1.2  引物与试剂 

引物序列参照 Ma 等(2009)暗纹东方鲀引物 10

对，古川聪史(2009)和郝君等(2006)红鳍东方鲀微卫 
 

星引物 11 对。选取的微卫星引物由南京金斯瑞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合成。海洋动物组织基因组 DNA 提取

试剂盒、dNTP、胰 RNA 酶、蛋白酶 K、Taq 酶等购

自青岛秀佰锐生物公司。21 对微卫星引物的序列、

片段长度和退火温度见表 1。 

表 1  21 对微卫星引物序列、片段长度及退火温度 
Tab.1  Sequences and lengths of 21 microsatellite marker primers used in this study, and the  

specific annealing temperatures of PCR amplification 

位点 Locus 引物序列 Primer sequence (5−3) 片段长度 Length (bp) 退火温度 Annealing temperature (℃)

ACCCACTCCGTCCTTCCT Tob10 

TCAACCGCCCTTCCAACT 

310–375 61 

GCCATATTGACCACTCACC Tob11 

ACCACAGAATGTCCTGCTT 

176–285 57 

AGTAGAACGCTCGGTCAG Tob13 

GTTTGTAATCATCAAAAGG 

309–334 59 

ACTCTTTCTCCAGCTCTTC Tob25 

TGCTTCCTTTGATTTGTAT 

244–266 55 

CCTACATCTCACCCAGTG Tob53 

AGGAAGCAAGACAAATAAG 

232–260 55 

GCGCAGCTTGCACTGTAT Tob55 

TAGCCTCTTTAGTCTTGATGG 

184–196 56 

AGAGGCTCCTGGGGAATT Tob61 

CAGCCCTGTCTCACACAT 

123–190 58 

ATTACATCGACCAGAGCCT Tob91 

CACCTATACATCTTAGAATACCC 

153–215 59 

GACCAGTCTCACTCCCTCC Tob107 

TGTGGTAACGGCCATTTCT 

242–266 58 

TCCATTACCACAGAATGTCCTG Tob108 

GTGCCATATTGACCACTCACCTA 

158–176 59 

ACCCAATCTCACCTCCTG F0001 

AACCCAAAGTTTGACCCT 

217–238 58 

CCTTGCCCTGTCCTTTAC F0003 

AGCCACCTACATCCTTCAC 

193–266 56 

GAAGGGCTGGCAGAACAC F0012 

CCCGCTTAGAATCCTGTT 

123–180 58 

CACTCGGCATAGCAGACC F0013 

TATCAGGCACCGCAAGAA 

290–306 56 

ACAATGAGGCGTGGAAGT F0020 

GTGAATGGATGTGGAGCA 

147–162 56 

ACACCGCTCAATGCAAACTC fms32 

AATGTGGCGGCTACTTTCAG 

178–202 61 

CCAGCACAGGCACTTCAGAT fms57 

ATTCTGAGCATCCGCATTGT 

148–155 60 

GGCTTTACCGAGGTGTTGAG fms75 

TGGAATCTGTGCCCTCATCT 

123–160 62 

CGTCATGATCCAACACAAGA fms89 

CGCACACATACACGAGTTCA 

295–360 62 

TCTACGGCGGACATCTCTTC fms106 

CTCCGCGCTCTAAAAGTCAG 

300–315 63 

ACTGGACCCTGTGTTGCTCT fms118 

CCTCAGTGGTGCCAGTGTAA 

345–370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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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基因组 DNA 的提取 

取保存的暗纹东方鲀尾鳍每样本各 30 mg，利用

海洋动物基因组 DNA 提取试剂盒提取 DNA。用 1%

的琼脂糖凝胶电泳进行染色鉴定，核酸蛋白测定仪检

测 DNA 浓度，稀释到 50 ng/μl，–20℃冷冻保存。 

1.4  PCR 反应及电泳 

对每个群体的 30 个个体进行 PCR 扩增，扩增总体

系 15 μl：taq 酶 0.2 μl (5 U/μl)、dNTP 1.3 μl (μmol/L)、

Buffer 1.5 μl、上下游引物各 0.6 μl (10 μmol/L)、模板

1 μl (50 ng/μl)、补充水 10 μl。反应程序：95℃预变

性 5 min，30 个循环(94℃变性 30 s、退火 30 s、72℃

复性 30 s)，72℃延伸 10 min。取扩增产物 5 μl 进行

1%琼脂糖凝胶电泳，于凝胶成像分析仪上拍照检测。

将 PCR 扩增产物变性，在 8%的变性聚丙烯酰胺凝

胶中电泳分离，使用硝酸银染色，并用扫描仪记录电

泳图。 

1.5  数据分析 

利用 Popgene32 V1.32 软件计算各微卫星位点的

等位基因数(A)、有效等位基因数(Ne)、平均观察杂合

度(Ho)、平均期望杂合度(He)，并计算 3 个群体的

Hardy-Weinberg 遗传偏离指数(d)、平衡检验概率值

(P)、遗传相似性系数(I)和遗传距离(D)。根据 Botstein

等(1980)的方法，计算多态信息含量(PIC)。用 SPSS 

13.0 软件对各位点的期望杂合度(He)进行 Kruskal- 

Wallis 检验，并根据 Nei 氏标准遗传距离绘制聚类图。 

2  结果 

2.1  微卫星 PCR 扩增结果 

将 21 对微卫星引物进行 PCR 扩增，经筛选得到

19 对引物能扩增出具有一定多态性的稳定产物。图 1

为暗纹东方鲀位点 fms89 在 GZ 群体、JS 群体、SH

群体的电泳图结果。 

2.2  群体遗传多样性分析 

对 3 个暗纹东方鲀群体进行遗传多样性分析，表

2 列有筛选出的 19 个位点的等位基因数、有效等位

基因数、观测杂合度、期望杂合度和多态信息含量等

多样性参数。19 对微卫星引物得到的多样性结果：

等位基因数为 3–11，平均值为 6.58；有效等位基因

数为 1.659–7.755，平均值为 4.50；观测杂合度(Ho)

为 0.156–1.000，期望杂合度(He)为 0.399−0.876；多

态信息含量(PIC)为 0.353–0.858。其中，除 F0020、

fms106、fms118，3 个位点多态性情况较为一般，剩

余位点的多态性都较高。此结果表明本研究的微卫星

位点多样性较为丰富。 

暗纹东方鲀 GZ、SH、JS 群体的观测杂合度、期

望杂合度、多态信息含量(PIC)见表 3。可见 3 个群体

的多样性较为丰富，且 JS 群体多样性指数较其他二

者的要高，GZ 群体最低。Kruskal-Wallis 检验显示，

H 值为 1.841，df 值为 2，P 值为 0.398，差异不显著。 

2.3  群体 Hardy-Weinberg 平衡分析 

对 3 个群体的 19 个微卫星位点进行Hardy-Weinberg 
 

 
 

图 1  暗纹东方鲀位点 fms89 在 GZ 群体、JS 群体和 SH 群体的电泳 
Fig.1  Electrophoresis of microsatellite loci amplified with fms89 in three cultured populations 

1–30: DNA samples; M: DNA Mar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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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9 个微卫星位点的等位基因数、有效等位基因数、

观测杂合度、期望杂合度、多态信息含量 
Tab.2  The numbers of alleles (A) and effective alleles (Ne), 

observed heterozygosity (Ho), unbiased expected 
heterozygosity (He) and Polymorphism Information Content 

(PIC ) at the 19 microsatellite loci 

位点 
Locus 

等位基 

因数 A 

有效等位 

基因数 Ne 

观测杂 

合度 Ho 

期望杂 

合度 He 

多态信息

含量 PIC

F0001 8 4.615 1.000 0.788 0.752 

F0003 8 6.056 0.764 0.840 0.815 

F0013 9 3.502 0.567 0.718 0.672 

F0020 3 2.152 0.156 0.538 0.458 

Tob10 7 4.862 0.622 0.799 0.764 

Tob11 11 7.755 0.856 0.876 0.858 

Tob25 4 2.443 0.411 0.594 0.507 

Tob53 7 5.442 0.798 0.821 0.793 

Tob55 4 2.560 0.433 0.613 0.550 

Tob61 9 7.088 0.595 0.864 0.843 

Tob91 5 4.430 0.633 0.779 0.739 

Tob107 7 5.050 0.578 0.807 0.776 

Tob108 9 6.007 0.822 0.838 0.813 

fms32 6 4.327 0.433 0.773 0.732 

fms57 5 3.546 0.189 0.722 0.671 

fms75 8 6.391 0.478 0.848 0.825 

fms89 8 5.696 0.611 0.829 0.802 

fms106 3 1.767 0.456 0.436 0.353 

fms118 4 1.659 0.122 0.399 0.360 

mean 6.58 4.50 0.554 0.731 0.689 

 

表 3  鲀暗纹东方 3 个养殖群体的等位基因数、有效等位

基因数、观测杂合度、期望杂合度、多态信息含量 
Tab.3  The numbers of alleles (A) and effective alleles (Ne), 

observed heterozygosity (Ho), unbiased expected 
heterozygosity (He) and Polymorphism Information Content 

(PIC) in three cultured populations of T. obscurus 

群体 
Population

等位基

因数 A

有效等位 

基因数 Ne 

观测杂 

合度 Ho 

期望杂

合度 He

多态信息

含量 PIC

GZ 5.000 3.303 0.477 0.647 0.588

SH 5.526 3.722 0.575 0.683 0.633

JS 5.895 4.011 0.612 0.708 0.655
 

平衡检验，得其概率值(P)与偏离指数(d) (表 4)。当

P<0.05，说明出现平衡偏离。3 个群体中都出现位点

不同程度偏离 Hardy-Weinberg 平衡的情况，GZ、SH、

JS 群体偏离平衡位点数分别为 15、10、10。而偏离

指数可得出杂合子缺失(d<0)的情况，GZ、SH、JS 群

体各位点表现出杂合子缺失数值分别为 8、7、4。 

2.4  群体遗传结构分析 

通过 Popgene 1.32 分析软件分析 3 个暗纹东方鲀

群体遗传结构，由基因流(Nm) (表 5)分析其结构可得，

有 7 个位点的 Nm 值大于 4，说明群体间该位点遗传

分化程度较小，有 1 个位点的 Nm 值小于 1，说明群

体间该位点遗传分化程度较大，其余 11 个位点则分

化程度一般。由表 5 可见平均遗传分化指数为 
 

 

表 4  概率值(P)与遗传偏离指数(d) 
Tab.4  The P value of Chi-square test and d value of heterozygote deficiency or excess 

广州 GZ 上海 SH 江苏 JS 
位点 Locus 

P d P d P d 

F0001 0.000** –0.632 0.000** –0.341 0.011* –0.211 

F0003 0.005** –0.117 0.000** 0.504 0.740 –0.139 
F0013 0.003** 0.451 0.025* –0.001 0.001** –0.206 

F0020 0.000** 1.000 0.202 0.176 0.000** 0.800 
Tob10 0.022* 0.400 0.117 0.032 0.3804 0.062 

Tob11 0.525 0.024 0.597 –0.155 0.391 –0.021 
Tob25 0.720 –0.231 0.178 0.319 0.365 0.040 

Tob53 0.004** –0.068 0.022* –0.010 0.852 –0.133 
Tob55 0.007** 0.365 0.138 0.234 0.001** 0.159 

Tob61 0.000** 0.410 0.896 –0.046 0.050* 0.248 
Tob91 0.014* 0.063 0.002** 0.283 0.080 0.151 

Tob107 0.004** 0.246 0.811 0.123 0.000** 0.210 
Tob108 0.128 0.085 0.156 –0.077 0.714 –0.094 

fms32 0.013* 0.271 0.000** 0.448 0.003** 0.304 
fms57 0.000** 0.904 0.000** 0.643 0.000** 0.651 

fms75 0.000** 0.538 0.349 0.073 0.000** 0.586 
fms89 0.000** 0.582 0.047* 0.145 0.128 –0.101 

fms106 0.123 0.048 0.000** –0.168 0.725 –0.080 
fms118 0.000** 0.630 0.000** 0.756 0.000** 0.589 

*: P＜0.05,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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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鲀暗纹东方 3 个不同养殖群体的基因流(Nm) 

和遗传分化指数(Fst) 
Tab.5  Genetic diversity coefficient (Fst) and Gene flow (Nm) 

among three cultured populations of T. obscurus 

位点 Locus 基因流 Nm 遗传分化指数 Fst 

F0001 3.333 0.069 

F0003 11.191 0.022 

F0013 1.203 0.172 

F0020 3.621 0.065 

Tob10 3.482 0.067 

Tob11 3.838 0.061 

Tob25 0.619 0.288 

Tob53 2.875 0.080 

Tob55 4.407 0.054 

Tob61 1.710 0.127 

Tob91 12.194 0.020 

Tob107 2.050 0.109 

Tob108 5.266 0.045 

fms32 1.581 0.137 

fms57 10.764 0.023 

fms75 3.159 0.073 

fms89 3.919 0.060 

fms106 14.158 0.017 

fms118 4.792 0.050 

Mean 2.846 0.081 

 
0.081，表明三群体之间发生了中度的遗传分化。研

究的 19 个微卫星位点有 6 个位点的 Fst 值小于 0.05，

说明其分化程度较小；Fst 值在 0.15−0.25 之间有 1 个，

说明分化程度较大；Fst 值大于 0.25 有 1 个，说明分

化程度极大；其余分化程度则较为一般。3 个群体间

的平均 Fst 值(表 6)分别为 0.048、0.062、0.076，均小

于 0.15，表明总体上 3 个群体间分化较弱，从而说明

个体间的遗传变异成为分化的主因。 
 

表 6  暗纹东方鲀 3 个不同养殖群体间的 Fst 值比较 
Tab.6  Genetic diversity coefficient (Fst) between each 

population of T. obscurus 

群体 Population 广州 GZ 上海 SH 江苏 JS 

GZ ––– ––– ––– 

SH 0.076 ––– ––– 

JS 0.048 0.062 ––– 

 
三群体间的遗传相似性系数(I)和遗传距离(D)由

Nei(1978)的方法计算得出(表 7)，GZ 和 JS 群体间的

遗传距离为 0.204，关系最接近；GZ 和 SH 群体间的

遗传距离为 0.351，关系最远。根据 3 个群体之间的

遗传距离进行聚类(图 2)：GZ 群体和 JS 群体聚为一

类，SH 群体单独为一支。 

表 7  遗传相似性系数及距离 
Tab.7  The genetic identity(I) and genetic distance(D) 

群体 Population 广州 GZ 上海 SH 江苏 JS

GZ ––– 0.704 0.816 

SH 0.351 ––– 0.730 

JS 0.204 0.315 ––– 

注：对角线以上为遗传相似性系数；对角线以下为遗

传距离 
Note: Above the diagonal is the genetic distance and 

below is genetic identity 
 

 
 

图 2  暗纹东方鲀 3个养殖群体的聚类 

Fig.2  The dendrogram of three cultured  
populations of T. obscurus 

 

3  讨论 

遗传多样性可衡量生物所携带遗传信息的变异

程度，群体的遗传多样性每丧失 10%，就会对其繁育

能力、存活率、生长等重要性状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Allendorf et al, 1987)。Hines 等(1981)指出，有效等

位基因数越接近所检测到的等位基因的绝对数，等位

基因在群体中分布越均匀。本研究中 F0001、F0013、

Tob11 和 fms118，4 个位点的有效等位基因数与观察

数相差较大，表明等位基因分布不均匀；F0003、

Tob61、Tob91 和 fms75，4 个位点的有效等位基因数

与观察数相差较小，表明等位基因分布较为均匀。多

态信息含量 PIC 和期望杂合度 He 都是遗传多样性的

度量指标，其数值越大，说明基因丰富度越高(Wright 

et al, 1981)。程长洪等(2012)对 4 个暗纹东方鲀群体

的 26 个 位 点 进 行 微 卫 星 分 析 得 到 PIC 值 为

0.601−0.638。王伟等(2004)采用 10 对微卫星引物对

山东牙鲆养殖群体进行多样性检测所得的 PIC 值为

0.59−0.84。本研究筛选出的 19 个微卫星位点中，PIC

值大于 0.5 的有 16 个，多态性高；PIC 值在 0.25−0.50

之间的有 3 个，多态性中等。说明筛选的微卫星位点

多态性较为丰富。江苏、上海、广州群体的平均 PIC

值分别为 0.655、0.633 和 0.588，数值依次减小，但

其数值都大于 0.5，表明该 3 个养殖群体遗传多样性

较为丰富，且江苏群体的基因丰富度稍大于上海和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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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群体。 

杂合度反映了群体遗传结构变异程度的高低，杂

合度越高物种遗传多样性越丰富，对环境适应能力则

越强(蒙子宁等, 2003)。郝君等(2006)对两个不同红鳍

东 方 鲀 群 体 进 行 微 卫 星 分 析 得 到 的 杂 合 度 为

0.343−0.451；李建林等(2012)分析框镜鲤、黑龙江鲤、

荷包红鲤、兴国红鲤、黄河鲤和建鲤 6 个鲤鱼群体遗

传多样性的期望杂合度为 0.564−0.705；刘海金等

(2008)利用 16对微卫星引物对牙鲆的 5个养殖群体进

行遗传多样性分析，杂合度为 0.206−0.818。本研究 3

个群体的期望杂合度由大到小依次为： JS 群体

(0.708)、SH 群体(0.683)、GZ 群体(0.647)，说明 3 个

暗纹东方鲀群体的杂合度处于较高水平。观测杂合度

值越接近期望杂合度值，表明该品种受外来选择及近

交等因素的影响越小，群体越接近遗传平衡状态(张

爱玲等, 2006)。三群体的观测杂合度和期望杂合度差

值从小到大为 JS (0.096) < SH (0.108) < GZ (0.169)，可

见广州群体相对于上海和江苏群体，受到的人工选择

及近交等因素影响要大。对 3 个暗纹东方鲀群体的

19 个位点的期望杂合度进行 Kruskal-Wallis 分析，其

结果(H=1.841，df=2，P=0.398)表明三群体的遗传多

样性虽然较为丰富，但其差异并不显著。 

Hardy-Weinberg 平衡是指在一个无限大的随机

婚配的群体里，在没有迁移、突变和选择的条件下，

群体中个基因频率和基因型频率保持世代不变，即处

于一种平衡状态(黄代新等, 2004)。本研究中 3 个群

体都有位点出现了不同程度偏离 Hardy-Weinberg 平

衡的现象，其中位点 F0001、F0013、fms32、fms57、

fms118 在三群体中都偏离了 Hardy-Weinberg 平衡，

位点 F0003、Tob53、Tob91 和 fms89 只在 GZ 和 SH

群体中出现偏离，位点 F0020、Tob55、Tob61、Tob107

和 fms75 只在 GZ 和 JS 群体中出现偏离。出现偏离

Hardy-Weinberg 平衡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养殖群

体普遍存在人工选择亲本的现象造成近亲交配几率

的增加，从而导致纯合子过剩情况的发生；群体由于

生态环境恶化、产卵场遭受破坏和养殖群体亲本的数

量限制，导致建立者效应的产生：由遗传突变和迁移

等原因引起不平衡情况。上述三方面可导致遗传偏离

情况发生，但具体是何种原因起作用还有待于进一步

的探究。Hardy-Weinberg 平衡的遗传偏离指数则反映

了 Ho 和 He 之间的平衡关系，d 值越接近 0，基因型

的分布越接近于平衡状态，d 值为正时反映杂合子过

剩，d 值为负时反映杂合子处于缺失状态(李鹏飞等, 

2006)。由遗传偏离指数得到 3 个养殖群体都不同程

度出现了杂合子缺失的现象，而 F0001、Tob53 两个

基因座杂合子在 3 个群体中都出现了缺失现象，这两

个基因座位可能是基因组中的重组热点，可能由于近

交情况的普遍存在而使养殖群体在这些基因座位发

生纯合，进而导致杂合度降低(张志伟等, 2006)。 
群体间的遗传分化程度可由遗传分化指数(Fst)

来衡量，Fst 为 0−0.05 说明群体间的遗传差异很小，

Fst 为 0.05−0.15 说明群体间存在中等程度的遗传差

异，Fst 为 0.15−0.25 说明遗传差异较大，Fst>0.25 说

明遗传差异很大(Wright, 1978)。王长忠等(2008)利用

39 个微卫星位点对长江中上游两个鲢群体进行遗传

多样性分析，得到 Fst 值为 0.089；王蕾等(2010)对 4

个不同海域群体的牙鲆的 30 个位点进行微卫星分

析，得到四群体分化程度 Fst=0.086。由研究结果可知，

GZ 群体与 JS 群体间的 Fst 值为 0.048，其分化程度最

低，GZ 群体与 SH 群体间 Fst 值为 0.076，其分化程

度最高；三群体的平均遗传分化指数为 0.081，表明

有 8.08%的变异发生在群体之间，91.92%发生于群体

内个体之间。当 Nm<1 时，基因流不足以抵制群体间

的遗传漂变；Nm>1，基因流起主要作用，足以抵制

群体间的遗传漂变(刘博等, 2011)。本研究 3 个群体的

平均基因流值 2.846>1，说明群体间发生了一般程度

的基因交流，足矣抵制群体间的遗传漂变。 

由微卫星得出的遗传距离更能反映分化时间的

长短，能客观反映品种间的遗传变异和分化(Crawford 

et al, 1998)。崔建洲等(2005)利用 9 对微卫星引物对

两个红鳍东方鲀和一个假睛东方鲀群体进行 DNA 多

态性分析，得到遗传距离为 0.059−0.092。谷晶晶等

(2010)对 16 尾红鳍东方鲀进行微卫星分析，得到个体

间遗传距离为 0.626−0.998。Shaklee 等(1982)综合已

发表的资料，提出鱼类在属、种和种群级水平上的遗

传距离 D 平均值分别为 0.90、0.30 及 0.05 的分类依

据。本研究中得到 GZ 和 JS 两群体之间的遗传距离

最近为 0.204，该值大于种群分类标准(0.05−0.30)，

可划为同种不同种群，而 GZ 和 SH 群体、SH 和 JS

群体间的遗传距离分别为 0.315、0.351，都略大于种

的划分，说明种群间已出现了种的分化。结果相对于

谷晶晶等(2010)的红鳍东方鲀个体间的遗传距离，表

明 3 个群体间的亲缘关系较近，遗传虽有分化，但程

度较低。根据 3 个群体的遗传距离采用 UPGMA 法进

行聚类，GZ 和 JS 群体聚为一支，SH 群体单独为一

支。聚类结果可能是由于广州养殖的暗纹东方鲀群体

有一部分是来自江苏地区，从而部分广州和江苏的亲

本亲缘关系较近，导致其子代群体的遗传距离较近，

而上海的养殖群体来源较为复杂，导致和广州、江苏

群体的亲缘关系相对较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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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进行的暗纹东方鲀 3 个养殖群体遗传多

样性分析的结果不仅基本符合 3 个养殖群体的养殖

环境，也反映出各群体的遗传多样性比较丰富，并具

有一定程度的遗传分化。研究发现 3 个群体都出现了

杂合子普遍缺失的现象，可能由于该样本都为养殖群

体的原因，导致了近交机会增大；繁殖亲本的数量限

制使得有些种群正在逐渐变小，进而造成纯合子增

多、杂合子减少。本研究为今后的暗纹东方鲀苗种选

育和遗传改良提供了理论基础。在进行育种操作时，

适宜挑选亲缘关系较远且有一定遗传分化的群体作

为亲本，避免近亲交配的发生；同时加大放流力度，

控制好放流的种质质量，同群体多地理区域放流，以

此来减缓暗纹东方鲀遗传多样性的衰退，达到保护暗

纹东方鲀种质资源和丰富养殖群体遗传多样性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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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Genetic Structure of Three Cultured Populations of  
Takifugu obscurus with Microsatellite Markers 

ZOU Jie1,2, MA Aijun1①
, ZHAO Yanfei1, HE Weiguo1, WANG Ting1, YUE Liang1, 

 LIU Dayong3, GUO Zhenglong3 
(1. Key Laborator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arine Fisheries,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Qingdao Key Laboratory for Marine Fish Breeding and Biotechnology; Yellow Sea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Fishery Sciences, Qingdao  266071; 2. College of Fisheries and Life Science,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3. Jiangsu Zhongyang Group Limited by Share Ltd, Nantong  226600)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aquaculture Takifugu obscurus has been impeded due to the adverse 

changes i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s and in the hydrological conditions of the Yangtze River. Here we 

evaluated the genetic diversity of three cultured populations of T. obscurus and hence provided theoretical 

data for the potential improvement in T. obscures genetics. We used 21 pairs of microsatellite primers to 

analyze the genetic variances between the populations with SSR molecular marker technique, and 

successfully amplified 19 microsatellite markers. In three populations of T. obscurus, the number of 

alleles (A) was 3−11 with an average of 6.58; the effective number of alleles (Ne) was 1.7−7.8 with an 

average of 4.5; the value of average observed heterozygosities was 0.156−1.000; the expected 

heterozygosities (He) was 0.399−0.876 and the mean polymorphic information content (PIC) ranged from 

0.353 to 0.858. The mean polymorphic information content (PIC) followed the order of Guangzhou 

population (0.588) < Shanghai population (0.633) < Jiangsu population (0.655). The genetic diversity 

coefficients were 0.048, 0.062, and 0.076 respectively with an average of 0.081. There was moderate 

genetic differentiation among the three populations. The genetic distances between each population and 

the UPGMA dendrogram showed that Guangzhou population and Shanghai population had the most 

remote relationship (0.351), and that Guangzhou population and Jiangsu population were the closest 

(0.204). The three populations were pooled into 2 groups in the cluster analysis—the Guangzhou/Jiangsu 

group and the Shanghai group. Thes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there was a low level of polymorphism 

information content and moderate genetic diversity in the three populations of T. obscurus. Noticeably the 

genetic diversity of the farmed Jiangsu population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farmed Guangzhou and 

Shanghai populations, so there was a high potential in selective breeding. Our study broadened the 

knowledge on the genetics of T. obscurus and provided necessary information for the artificial breeding. 

Key words    Takifugu obscurus; Cultured population; Microsatellite; Genetic 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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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尾白虾(Exopalaemon carinicauda) 2-巨球 

蛋白 cDNA 全长的克隆和表达分析* 

王有昆 1,2  刘  萍 1①  段亚飞 3  李吉涛 1  李  健 1  
(1. 农业部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重点实验室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青岛  266071； 

2. 上海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  上海  201306；3.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  农业部南海渔业资源开发利

用重点实验室  广州  510300) 

摘要    根据本实验室前期获得的脊尾白虾(Exopalaemon carinicauda) α2-巨球蛋白基因 EST 序列，采

用 cDNA末端快速扩增(Rapid amplification of cDNA end, RACE)技术克隆获得脊尾白虾α2-巨球蛋白基因

cDNA 全长，命名为 Ecα2M 基因。该基因全长 4823 bp，由 4413 bp 的开放阅读框、64 bp 的 5端非编码

区以及 346 bp 的 3端非编码区组成。开放阅读框编码 1470 个氨基酸，分子量为 163.0 kDa，理论等电点

为 5.03。序列分析显示，Ecα2M 序列 N 端含有 23 个氨基酸组成的信号肽。同源性分析显示，脊尾白虾

Ecα2M 氨基酸序列与罗氏沼虾(Macrobrachium rosenbergii) α2M 的同源性最高，达到 80%。荧光定量 PCR

分析结果显示，Ecα2M 基因在血细胞、肝胰腺、肌肉、鳃、卵巢、眼柄、胃及肠中均有表达，其中在血

细胞中的相对表达量最高。感染鳗弧菌和 WSSV 后，脊尾白虾血细胞中 Ecα2M 的相对表达量于 6 h 达

到最大值且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肝胰腺中 Ecα2M 的相对表达量于 3 h 达到最大值且显著高于对照

组(P<0.05)，相对表达量变化具有明显的时间差异性。 

关键词    脊尾白虾; α2-巨球蛋白; 基因克隆; 基因表达 

中图分类号 S9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5)02-0063-08 

丝氨酸蛋白酶抑制剂 (Serine protease inhibitor, 

SPI)是对丝氨酸蛋白水解酶具有抑制活性的一类蛋

白质的总称，在凝血、补体活化、细胞迁移、感染等

一系列重要生理病理过程中发挥关键性的调控作用，

是生物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维持机

体内环境的稳定(Simser et al, 2001; Ye et al, 2001; 

Gettings, 2002; van Gent et al, 2003)。根据其功能、结

构特点以及结合机制可以将 SPI 家族分为以下 4 种：

Kazal 型、Kunitz 型、α-巨球蛋白型和 Serpin 型(Kanost, 

1999)。α2-巨球蛋白(alpha2-Macrogloblin, α2M)是一

类广泛存在于动物血浆中的大分子糖蛋白，作为丝氨

酸蛋白酶抑制剂家族的一种，α2-巨球蛋白可以通过

介导清除内源性和外源性的多种蛋白酶来维持机体

血液和其他体液内环境的稳定，在免疫和疾病发生过

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鲍玉洲等, 1996; 梅承芳

等, 2002; 施志仪等, 2008)。当机体发生炎症时，α2M

被大量合成并进入组织，通过与组织释放的过量蛋白

酶结合，进而达到清除过量蛋白酶、防止组织被破坏

的目的；此外，α2M 还可以与病原体和寄生虫释放的

毒素以及蛋白酶相结合，并将其清除，从而达到降低

宿主受到的伤害以及增强宿主抗病力的目的(鲍玉洲

等, 1996; 梅承芳等, 2002; Ma et al, 2010)。 

脊尾白虾(Exopalaemon carinicauda)具有繁殖能

力强、生长季节长、环境适应性广的特点(王兴强等, 

2005; 段亚飞等, 2013)，是我国重要的底栖虾类。近

年来随着我国沿海滩涂地区的开发，脊尾白虾已经成

abc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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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国重要的经济养殖品种，但随着养殖面积的扩

大，病害问题日益严重，给养殖户造成了严重的经济

损失(许文军等, 2010)。脊尾白虾为甲壳动物，具有

先天性免疫防御功能，深入研究其免疫相关基因及其

作用机制，可为其养殖病害防治提供理论依据。目前，

α2M 基因在中国对虾(Fenneropenaeus chinesis) (Ma et al, 

2010)、印度明对虾(Fenneropenaeus indicus) (Shanthi et al, 

2014)、凡纳滨对虾(Litopenaeus vannamei) (Lin et al, 

2008)、斑节对虾(Penaeus monodon) (Lin et al, 2007)等

虾类中已见相关报道，且在免疫调节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但脊尾白虾 α2M 基因的相关研究尚未见报道。 

为了探讨 α2M 基因在脊尾白虾抵抗细菌和病毒

入侵机体过程中的免疫应答作用，本研究采用 RACE

技术成功克隆了脊尾白虾 α2M 基因 cDNA 全长，分

析了该基因在鳗弧菌(Vibrio anguillarum)以及白斑综

合征病毒(White spot syndrome virus, WSSV)感染后

72 h 内在血细胞和肝胰腺中的表达量变化，为探讨脊

尾白虾 α2M 基因在细菌、病毒的刺激下发挥免疫功

能的途径和抗病机理提供依据，同时也为脊尾白虾的

抗病选育奠定理论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实验所用健康脊尾白虾于 2012 年 6 月取自黄海水

产研究所实验基地山东省昌邑市海丰水产养殖有限责

任公司，体长为(4.130.27) cm，体重为(1.150.28) g。

每 30 尾脊尾白虾为一组，于 200 L PVC 桶中暂养 7 d。

养殖水温(241)℃、盐度 25、pH 8.0，每日换水 1/3，

投喂配合饲料。 

SMART™ RACE Amplification Kit和 Advantage 2 

PCR Kit 购买于 Clontech 公司，TRIzol Reagent 购买

于 Invitrogen 公司，DNA 胶回收试剂盒购买于生工生

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大肠杆菌 Top 10 感受态

细胞和 pMD18-T 载体均购买于北京天根生化科技有

限公司，SYBR® Premix Ex Taq™ Ⅱ (2×)购买于宝生

物工程(大连)有限公司。 

1.2  脊尾白虾总 RNA 提取及 cDNA 的合成  

用 TRIzol 试剂按照 Invitrogen 说明书的方法提取

脊尾白虾血细胞总 RNA，其质量和完整性利用 1.0%

琼脂糖凝胶电泳与紫外分光光度计检测。 

1.3  脊尾白虾 Ecα2M 基因全长 cDNA 的克隆  

根据本实验室前期获得的脊尾白虾 α2M 基因的

EST 序列设计 3 RACE 和 5 RACE 特异性引物，并送

由生工生物工程 (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合成。使用

SMART™ RACE Amplification Kit 和 Advantage 2 PCR 

Kit 进行 3和 5 RACE 扩增。将引物 A2MF1(表 1)和通

用引物 UPM 配对，进行 3端扩增；引物 A2MR1(表 1)

和通用引物 UPM 配对，进行 5'端扩增。反应程序：

94℃ 5 min；94℃ 30 s，72℃ 3 min，5 个循环；94℃   

30 s，70℃ 30 s，72℃ 3 min，5 个循环；94℃ 30 s，

68℃ 30 s，72℃ 3 min，25 个循环；72℃ 10 min。 
 

表 1  实验所用引物名称及序列 
Tab.1  Names and sequences of the primers used in this study 

引物 Primer 序列 Sequence(5'−3') 

A2MF1 AGGTGGATTTCTGCGTGT 

A2MR1 CACTCTGATGTCGCCGCA 

A2MF2 GCCATTGACTGCTTACACCAT 

A2MR2 GGACTTTCCTTCATCGGTAGC 

UPM CTAATACGACTCACTATAGGGCAAGC 

18S F TATACGCTAGTGGAGCTGGAA 

18S R GGGGAGGTAGTGACGAAAAAT 

 
3 RACE 和 5 RACE 扩增产物进行凝胶电泳检

测，对目的片段使用 DNA 胶回收试剂盒回收并纯化。

纯化产物连接 pMD18-T 载体，连接产物转化大肠杆

菌 Top 10 感受态细胞。将经菌落 PCR 鉴定的阳性克

隆菌液送往上海桑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测序。 

1.4  序列分析 

利用 VecScreen (http://www.ncbi.nlm.nih.gov/tools/ 

vecscreen/)去除载体序列，然后用 DNAStar 软件进行

序列拼接、开放阅读框(ORF)的预测和氨基酸翻译。

使用 BLAST(http://www.blast.ncbi.nlm.nih.gov/Blast.cgi)

对获得的 Ecα2M 基因序列进行同源性比对。使用

ExPASy(http://www.expasy.org/tools/)进行蛋白质功能

结构域分析、理化性质预测及信号肽序列分析。使用

DNAMAN 软件对脊尾白虾 Ecα2M 与其他物种的

α2M 氨基酸序列进行多序列比对，采用 MEGA 4.0 软

件构建 NJ 系统进化树。 

1.5  鳗弧菌和 WSSV 感染实验 

取感染 WSSV 的凡纳滨对虾去除头胸甲附肢和肝

胰腺的头胸部组织 5 g，加入适量 4℃预冷的 0.01 mol/L

的磷酸缓冲液(PBS)，20000 g 冰浴匀浆，获得的匀浆

液 4℃ 3000 g 离心 15 min，取上清液反复离心 3 次

(4000 g 15 min、6000 g 15 min、8000 g 15 min)，所得

上清液用 0.45 μm 滤膜过滤除菌，制成实验用 WSSV

粗提液，分装并保存于–80℃冰箱中。实验用鳗弧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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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本实验室保存，于实验前一天进行菌种活化，活化

方法参考段亚飞等(2013)，以 PBS 稀释至菌悬液终浓

度为 2×108 CFU/ml，于 4℃保存备用。实验前用白斑

病毒综合征检测试剂盒对随机挑取的 10 尾脊尾白虾

进行检测，证实其均未感染 WSSV。 

将暂养 7 d 的健康脊尾白虾每 50 尾一组随机分

为 3 组：鳗弧菌感染组、WSSV 感染组和对照组。鳗

弧菌感染组每尾虾注射鳗弧菌菌悬液 20 μl，WSSV

感染组每尾虾注射 WSSV 粗提液 20 μl，对照组每尾

虾注射 PBS 20 μl，注射部位均为第二腹节基部。于

注射后 0、3、6、12、24、48、72 h 每组分别随机取

6 尾虾的血细胞和肝胰腺，用于 RNA 提取。另取 6

尾健康脊尾白虾的血细胞、肝胰腺、肌肉、鳃、卵巢、

肠、胃和眼柄组织分别提取 RNA，检测脊尾白虾

Ecα2M 基因在不同组织中的表达水平。 

1.6  Ecα2M 基因的组织表达分析  

根据脊尾白虾 Ecα2M 基因 cDNA 全长和内参基

因 18S rRNA 的全长序列，分别设计 1 对正反引物

(A2MF2/R2 及 18S F/R) (表 1)，利用 Real-time PCR

检测鳗弧菌和 WSSV 感染后的脊尾白虾血细胞和肝

胰腺中不同时间点 Ecα2M 基因的相对表达量。反应

体系和程序参考 SYBR® Premix Ex Taq™Ⅱ说明书，采

用 20 μl 反应体系，包括 10 μl SYBR® Premix Ex 

TaqTMⅡ(2×)、0.4 μl ROX Reference Dye Ⅱ(50×)×3、

0.8 μl 10 μmol/L 引物 A2MF2、0.8 μl 10 μmol/L 引物

A2MR2、6.0 μl DEPC 水、2.0 μl cDNA。反应程序：

95℃ 30 s；95℃ 5 s，60℃ 34 s，40 个循环；95℃ 15 s，

60℃ 1 min，95℃ 15 s。Ecα2M 基因的相对表达量通

过 2Ct 法计算得到，使用 SPSS 17.0 软件对结果进

行显著性分析。 

2  结果 

2.1  Ecα2M 基因 cDNA 全长的克隆及序列分析 

经紫外分光光度计和 1.0%琼脂糖凝胶电泳检

测，脊尾白虾血细胞提取获得的总 RNA 的 OD260nm/ 

OD280nm 为 1.88，18S 和 28S rRNA 条带清晰且完整，

表明所提取的总 RNA 质量和纯度较高，能够满足后

续实验的要求。分别用特异性引物 A2MF1 和 A2MR1

与通用引物 UPM 配对进行 RACE 扩增，获得 693 bp

和 4433 bp 的 PCR 产物。将 PCR 扩增产物分别测序，

测序结果与已有的 EST 序列拼接，获得脊尾白虾 α2M

基因 cDNA 全长序列(GenBank 登录号为 JX514705)

并将其命名为 Ecα2M。该基因全长 4823 bp，包含 4413 bp

的开放阅读框、64 bp 的 5'端非编码区(UTR)以及 346 bp

的 3端非编码区。 

氨基酸序列分析可知，Ecα2M 基因编码一个由

1470 个氨基酸组成的蛋白质，分子量为 163.0 kDa，理

论等电点为 5.03，其 N 端含有 23 个氨基酸组成的信

号肽。生物信息学分析显示，脊尾白虾 Ecα2M 氨基

酸序列中含有 3 个主要的功能区，分别为诱饵区

(688–803) 、 内 部 硫 酯 键 (990–994) 和 受 体 结 合 区

(1335–1466)；同时含有 6 个 N-linked 糖基化位点，

分别位于 127–129、296–298、396–398、445–447、

887–889、1081–1083 位置。 

2.2  Ecα2M 基因的同源性分析  

对脊尾白虾 Ecα2M 基因编码的氨基酸序列使用

BLAST 进行同源性分析，发现脊尾白虾 Ecα2M 氨基

酸序列与罗氏沼虾(Macrobrachium rosenbergii) α2M

的同源性 高，为 80%。与其他虾蟹类如通讯鳌虾

(Pacifastacus leniusculus)、中国对虾、锯缘青蟹(Scylla 

serrata)、中华绒螯蟹(Eriocheir sinensis)和三疣梭子

蟹(Portunus trituberculatus)的 α2M 的同源性分别为

60%、57%、55%、52%和 51%；与其他无脊椎动物

如鲎 (Limulus sp.)、佛罗里达弓背蚁 (Camponotus 

floridanus)和安德逊蝇虎(Hasarius adansoni)的 α2M

的同源性分别为 38%、38%和 38%。将脊尾白虾

Ecα2M 与拟穴青蟹(Scylla paramamosain)、凡纳滨对

虾和中华绒螯蟹等甲壳动物的 α2M 氨基酸序列进行

比对发现，其均具有典型的硫酯键结构(GCGEQ)、诱

饵区以及受体结合区(图 1)。利用 MEGA 4.0 软件进

行系统进化分析表明，脊尾白虾 Ecα2M 与罗氏沼虾

α2M 紧密聚为一支，之后与通讯鳌虾、拟穴青蟹、中

华绒螯蟹、中国对虾和凡纳滨对虾等甲壳类 α2M 聚

为一支(图 2)。 

2.3  Ecα2M 基因的组织表达分析  

利用 Real-time PCR 分析了脊尾白虾 Ecα2M 基因

在不同组织中的表达情况，发现 Ecα2M 基因在多种

组织均有表达，包括血细胞、肝胰腺、肌肉、鳃、卵

巢、眼柄、胃及肠。其中，在血细胞中的表达量 高，

在肌肉中的表达量 少(图 3)。 

注射鳗弧菌和 WSSV 后不同时间点脊尾白虾血

细胞中 Ecα2M 基因的表达情况使用 Real-time PCR 检

测。结果显示，鳗弧菌感染组 Ecα2M 基因表达量于

注射后 0–6 h 开始不断上升，并于 6 h 达到 高值；

然后于 12 h 表达量开始下降，并于 24 h 显著低于对

照组(P<0.05)，48 h 到达 低值；随后于 72 h 表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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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脊尾白虾 Ecα2M 推导氨基酸序列与其他物种 α2M 氨基酸序列的比对 
Fig.1  Multiple alignments of E. carinicauda Ecα2M with α2M in other species 

诱饵区用粗线框标出，硫酯键用粗下划线标出，受体结合区用细线框标出，保守的赖氨酸残基用三角号表示。各物种 α2M

序列登录号: 拟穴青蟹(CCW43201)、中华绒螯蟹(ADD71943)、中国对虾(ABP97431)、印度明对虾(ADT91769)、凡纳滨对

虾(ABI79454)、罗氏沼虾(ABK60046)、通讯鳌虾(AEC50080) 
The bait region was marked with thick box; Internal thiolester is marked with thick underline; Receptor-binding domain is marked with 

thin box; Conservative lysine residues were marked with triangle. The GenBank accession numbers of α2M were as follows: Scylla 
paramamosain (CCW43201), Eriocheir sinensis (ADD71943), Fenneropenaeus chinensis (ABP97431), Fenneropenaeus indicus 

(ADT91769), Litopenaeus vannamei (ABI79454), Macrobrachium rosenbergii (ABK60046), and Pacifastacus leniusculus (AEC5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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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于 α2M 氨基酸序列的 NJ 进化树 
Fig.2  NJ tree based on α2M amino acids of different species 

各物种 α2M 序列登录号: 罗氏沼虾(ABK60046)、通讯鳌虾

(AEC50080)、拟穴青蟹(CCW43201)、中华绒螯蟹

(ADD71943)、中国对虾(ABP97431)、凡纳滨对虾(ABI79454)、

鲎(Limulus sp.) (BAA19844)、人(Homo sapiens)(AAT02228)、

小鼠(Mus musculus)(AAA39508)、牛(Bos Taurus) 

(NP-001103265)、鲤鱼(Cyprinus carpio)(BAA85038) 
The GenBank accession numbers of α2M were as follows: 

Macrobrachium rosenbergii (ABK60046), Pacifastacus 
leniusculus (AEC50080), Scylla paramamosain (CCW43201), 

Eriocheir sinensis (ADD71943), Fenneropenaeus chinensis 
(ABP97431), Litopenaeus vannamei (ABI79454), Limulus sp. 

(BAA19844), Homo sapiens (AAT02228), Mus musculus 
(AAA39508), Bos Taurus (NP-001103265), and Cyprinus carpio 

(BAA85038) 
 

略有回升(图 4)。而 WSSV 感染组血细胞中 Ecα2M 基

因表达量于注射后 0–3 h 下降，随后于 3–6 h 开始上

升，6 h 时表达量达到 高值；然后于 12 h 表达量开

始下降，并于 48 h 达到 低值且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5)；72 h 后表达量缓慢回升(图 5)。 

脊尾白虾感染鳗弧菌和 WSSV 后，肝胰腺中

Ecα2M 基因的表达情况如图 6 和图 7 所示。结果显 

 
 

图 3  Ecα2M 基因在脊尾白虾不同组织中的表达分布 
Fig.3  Distribution of Ecα2M in different tissues of E. 

carinicauda 

 

 
 

图 4  鳗弧菌感染后脊尾白虾血细胞中 Ecα2M 基因的表达情况 
Fig.4  The expression of Ecα2M gene in E. carinicauda 

hemocytes after V. anguillarum challenge 
*表示同一时间点，与对照组相比，组间差异显著(P<0.05)，下同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in the same observed period is marked with asterisk, 

the same below 

 

 
 

图 5  WSSV 感染后脊尾白虾血细胞中 Ecα2M 基因的表达情况 
Fig.5  The expression of Ecα2M gene in E. carinicauda 

hemocytes after WSSV challe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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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鳗弧菌感染后脊尾白虾肝胰腺中 Ecα2M 基因的表达情况 
Fig.6  The expression of Ecα2M gene in E. carinicauda 

hepatopancreas after V. anguillarum challenge 

 

 
 

图 7  WSSV 感染后脊尾白虾肝胰腺中 Ecα2M 基因的表达情况 
Fig.7  The expression of Ecα2M gene in E. carinicauda 

hepatopancreas after WSSV challenge 
 

示，鳗弧菌感染组 Ecα2M 基因表达量于注射后 0–3 h

开始不断上升，并于 3 h 达到 高值；于 3–6 h 表达

量开始下降，6–12 h 表达量有所回升，12 h 后表达量

再次下降并于 48 h 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72 h 到

达 低值(图 6)。而 WSSV 感染组血细胞中 Ecα2M 基

因表达量于注射后 0–3 h 开始不断上升，并于 3 h 达

到 高值；然后 3–12 h 表达量下降，并于 12 h 达到

低值且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12–24 h 表达量回

升，然后于 24 h 后表达量再次缓慢下降(图 7)。 

3  讨论 

α2-巨球蛋白是一类存在于动物血浆中的大分子

糖蛋白，可以调节多种蛋白酶的活性，参与免疫防御

和调节以及多种生理功能(梅承芳等, 2002)。本研究

克隆得到脊尾白虾 α2-巨球蛋白 Ecα2M 基因序列，其

同其他物种的 α2M 基因一样也存在 3 个基本的功能

区：硫酯键结构(990-GCGEQ-994)、诱饵区(688–803)

以及受体结合区(1335–1466) 3 个功能区；6 个 N-linked

糖基化位点，其中 445–447 的 N-linked 糖基化位点比

较保守，与拟穴青蟹、中华绒螯蟹和罗氏沼虾一致。

在许多动物 α2M 基因中都发现相应的 N-linked 糖基

化位点，其中日本对虾和斑节对虾 α2M 基因中都含

有 8 个 N-linked 糖基化位点(Rattanachai et al, 2004; 

Lin et al, 2007)，锯缘青蟹 α2M 基因中存在 11 个

N-linked 糖基化位点(Vaseeharan et al, 2007)。系统进

化树分析发现脊尾白虾先与罗氏沼虾聚为一支，再与

其他虾蟹类聚在一起，且同源性>50%。中国对虾中

发现 3 种类型的 α2-巨球蛋白(Ma et al, 2010)，而本研

究仅发现脊尾白虾 α2M 的 1 种基因类型，因此是否

存在其他类型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哺乳动物 α2M 基

因硫脂键是由 Cys 和 Gln 构成(胡宝庆等, 2010)，经

多序列比对发现 Ecα2M 基因的硫酯键也是由 Cys991

和 Gln994 组成，环绕硫酯键周围的区域比较保守。α2M

基因 C 末端存在受体结合区，可以通过与病原体表面

受体结合使其介导产生胞吞作用。通过将脊尾白虾与

其他动物的 α2M 基因比对，发现其受体结合区具有

高度保守性，其中包括 6 个保守的赖氨酸残基，这与

日本对虾(Rattanachai et al, 2004)的 α2M 基因一致。

同时在日本对虾中发现第 4 个 Lys 被 Val 替代，这在

脊尾白虾中并没有发现。脊尾白虾 α2M 基因诱饵区

在序列长短与氨基酸组成都与其他动物具有较大的

差异性，多序列比对结果显示，拟穴青蟹、三疣梭子

蟹、中国对虾和凡纳滨对虾等物种的诱饵区也存在同

样的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很可能是一种协同进化的

结果，宿主为清除病原微生物产生的特异性蛋白酶，

同时又不破坏宿主的蛋白酶，从而产生了这种差异性

(Armstrong, 2001)。 

脊尾白虾 Ecα2M 基因表达具有组织特异性，在多

种组织中均有表达。其中，在血细胞中的表达量 高，

这与中国对虾的研究结果一致(Ma et al, 2010)，说明血

细胞是脊尾白虾 Ecα2M 基因存储释放的主要器官。 

α2M 主要储存在血细胞的颗粒中(Armstrong et al, 

1999)，可以通过与内源性和外源性的多种蛋白酶结

合并介导清除，达到维持机体内环境稳定的目的，因

此其在免疫防御和调节中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印度

明对虾 α2M 在副溶血性弧菌(Vibrio parahaemolyticus)

和 WSSV 侵染后表达量持续升高 (Shanthi et al, 

2014)，褶纹冠蚌注射嗜水气单胞菌 6 h 后发现 α2M

表达量明显升高 (胡宝庆等 , 2010)；中国对虾注射

WSSV 病毒及鳗弧菌后 6–14 h，α2M 含量明显增加

(Ma et al, 2010)，因此 α2M 可能在对细菌和病毒的防

御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了研究 α2M 在脊尾白

虾非特异性免疫中的作用，本研究分别使用鳗弧菌和

WSSV 对脊尾白虾进行了细菌和病毒感染实验，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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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发现，Ecα2M 在细菌和病毒感染后的脊尾白虾血

细胞和肝胰腺中的表达均有明显时间差异性。注射鳗

弧菌和 WSSV 后，血细胞当中的 Ecα2M 基因表达量

在 6 h 达到峰值，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这可

能是因为 Ecα2M 参与了免疫反应的应答过程。感染后

6–48 h，Ecα2M 表达量下降，这一现象在中国对虾的

研究当中也有类似发现(Ma et al, 2010)，这可能是因

为脊尾白虾机体处于感染后的恢复期(孙杰等, 2010)。

注射鳗弧菌和 WSSV 后，肝胰腺当中的 Ecα2M 基因

表达量在 3 h 达到峰值，与对照组差异显著，然后呈

先下降再上升再下降的变化趋势，这与中国对虾的研

究结果相一致(Ma et al, 2010)。 

为了研究脊尾白虾 Ecα2M 的生物学功能及其在

免疫反应中的作用，本研究成功克隆获得了脊尾白虾

Ecα2M 基因 cDNA 序列全长，初步探究了该基因在

脊尾白虾受到鳗弧菌和 WSSV 感染后血细胞和肝胰

腺中的表达变化，证明其确实参与了脊尾白虾的免疫

应答，为脊尾白虾免疫机制研究和病害防治提供了理

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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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loning and Expression of Alpha2-Macrogloblin  
Gene of Exopalaemon carinicauda 

WANG Youkun1,2, LIU Ping1①
, DUAN Yafei3, LI Jitao1, LI Jian1 

(1. Key Laborator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arine Fisheries,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Yellow Sea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Fishery Sciences, Qingdao  266071; 2. College of Fisheries and Life Science,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3. Key Laboratory of South China Sea Fishery Resources Exploitation & Utilizatio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South China Sea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Fishery Sciences, Guangzhou  510300) 

Abstract    Exopalaemon carinicauda is one of most commercially important shrimps in China Sea due 

to its advantage in reproduction, longer growing seasons, and ecological flexibility. However, a variety of 

shrimp diseases have become an increasingly serious issue that lead to economic loss. E. carinicauda 

relies on the innate immunity to fight against invading pathogens. Alpha2-Macrogloblin (α2M) is an 

inhibitor of diverse proteases ubiquitous in animals. Alpha2M enfolds the target proteases and block their 

interactions. Therefore α2M plays an important part in avoiding the deleterious effects of its active 

components. Based on the EST sequence from a cDNA library of E. carinicauda hemocyte，we cloned the 

cDNA of alpha2-macrogloblin of E. carinicauda (namely Ecα2M) using rapid amplification of cDNA 

ends (RACE). The Ecα2M cDNA was 4823 bp in length, which contained an open reading frame (ORF) 

of 4413 bp, a 64 bp 5 untranslated region, and a 346 bp 3 untranslated region. The open reading frame 

encoded an N-terminal signal sequence of 23 residues, and a mature protein consisting of 1470 amino 

acids. The molecular mass of this protein was 163.0 kDa and the estimated pI was 5.03. Homology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amino acid sequence of Ecα2M was highly similar to its homologs in other 

crustaceans. The similarity of Ecα2M was 80% between E. carinicauda and Macrobrachium rosenbergii. 

We also analyzed the expression of Ecα2M in different tissues with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Ecα2M 

was detected in all tested tissues of E. carinicauda, including hemocytes, gill, hepatopancreas, muscles, 

ovary, intestine, stomach and eyestalk, and the expression was the highest in hemocytes. After challenged 

with Vibrio anguillarum and white spot syndrome virus (WSSV), the expression of Ecα2M was 

up-regulated in hemocytes and hepatopancreas of E. carinicauda. Our results suggested that Ecα2M might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awn immune response. 

Key words    Exopalaemon carinicauda; alpha2-macrogloblin; Gene cloning; Gene ex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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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抗间接 ELISA 方法的建立 

及其在海洋细菌快速检测中的应用* 

职通瑞 1,2  宋晓玲 2,4①  张晓静 2,3  张盛静 1,2  黄  倢 2,4 
(1. 上海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  上海  201306; 2. 农业部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重点实验室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青岛  266071; 3. 中国海洋大学  青岛  266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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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从对虾体内分离出的菌株中快速筛选出蜡样芽孢杆菌和溶藻胶弧菌，将蜡样芽孢杆菌与溶

藻胶弧菌作为抗原，免疫 SPF 新西兰大白兔，获得免疫血清，效价均高于 1 : 2000。将免疫兔血清作为

一抗，HRP-羊抗兔血清作为二抗，建立了蜡样芽孢杆菌和溶藻胶弧菌快速检测的间接 ELISA 方法。此

方法中，兔抗血清最佳稀释度为 1 : 10000，菌液最佳包被浓度为 106 CFU/ml；HRP-羊抗兔血清最佳稀

释浓度为 1 : 1000，可检测细菌最低浓度为 104 CFU/ml。抗蜡样芽孢杆菌血清与苏云金芽孢杆菌有交叉

反应，抗溶藻胶弧菌血清与其亲缘相近菌株无交叉反应，具有较强的特异性。2012 年和 2013 年，分别

从斑节对虾、中国对虾、凡纳滨对虾等 9 批样本中分离纯化到 109 株海洋细菌，利用建立的多抗间接

ELISA 方法对其中部分菌株进行快速检测，共检测出 6 株溶藻胶弧菌，未检测出蜡样芽孢杆菌。 

关键词    间接 ELISA; 蜡样芽孢杆菌; 溶藻胶弧菌; 兔抗血清; 对虾 

中图分类号 Q5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5)02-0071-06 

近些年，我国对虾养殖业迅速发展，正在由粗放

型养殖模式转变为具有一定规模的集约化养殖模式，

产量逐年提高。与此同时，对虾疾病呈现暴发性态势，

疾病种类增多，危害增强，控制难度也在增大。目前，

水产养殖业中控制疾病的方法主要有生物学方法、化

学方法与物理方法。生物学方法控制水产动物疾病的

有效性、可靠性已经被业内认可。在生物学方法中，

微生态制剂在预防、控制对虾疾病方面有显著效果，

在整个水产养殖业中有着广泛的应用。有关有益微生

物的筛选、安全性及其应用效果的评价等仍是目前的

研究热点。 

芽孢杆菌(Bacillus sp.)广泛应用于海水养殖内外

环境中(柴鹏程等, 2013)，芽孢杆菌属细菌对水产动

物极少有致病性，是较好的益生菌候选菌株。目前应

用较多的有枯草芽孢杆菌(B. subtilis)、地衣芽孢杆菌

(B. lincheniformis)、蜡样芽孢杆菌(B. cereus)、坚强芽

孢杆菌(B. firmus)等。李永芹等(2013)向对虾养殖池塘

泼洒蜡样芽孢杆菌，可以显著降低水体中氨氮、亚硝

酸盐含量，改善水体养殖环境；李继秋等(2006)研究

发现，蜡样芽孢杆菌对凡纳滨对虾无节幼体Ⅲ期到溞

状幼体Ⅱ期的变态具有极显著促进作用；张玲等

(2007)1)发现，在对虾苗种期使用蜡样芽孢杆菌可以

显著提高虾苗的成活率；李桂英等(2011)研究显示，

凡纳滨对虾成虾摄食蜡样芽孢杆菌后，可以显著提高

其非特异性免疫效应。 
弧菌(Vibrio sp.)广泛分布于河口、海湾、近岸海

abc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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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海水和海洋动物体内(蔡林婷等, 2013; 张晓君等, 

2014)。溶藻胶弧菌(Vibrio alginolyticus)是养殖对虾各

生长阶段的优势菌株。Vandenberghe 等(1999)在厄瓜

多尔凡纳滨对虾育苗场的研究表明，溶藻胶弧菌作为

优势弧菌存在于凡纳滨对虾幼体各阶段，特别存在于

无节期和蚤状期健康幼体上。刘君等(2012)最新的研

究报道显示，在对虾饲料中添加低浓度的溶藻胶弧

菌，可以显著提高凡纳滨对虾非特异性免疫效应，增

强对虾抗病力。 

目前海洋细菌的鉴定主要采用 16S rDNA 序列分

析法、微生物脂肪酸气相色谱法、ATB 微生物生化指

标鉴定分析法、Biolog 微生物糖代谢鉴定分析法等。

由于鉴定系统后台数据库的资料有限或流程繁琐，造

成这些方法检测时间长、灵敏度较低。血清学方法具

有特异、灵敏、准确、快速、高效的优点，广泛应用

于微生物的检测与鉴定。本研究建立了蜡样芽孢杆菌

与溶藻胶弧菌的间接 ELISA 检测方法，为准确、快

速地筛选这两株海洋细菌提供可靠的试验方法，可提

高微生物筛选效率与准确度。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蜡样芽孢杆菌、溶藻胶弧菌由本实验室于 2007

年从中国对虾肠道内分离、鉴定。地衣芽孢杆菌(B. 

lincheniformis)、短芽孢杆菌(B. pumilus)、巨大芽孢杆

菌(B. megeterium)、坚强芽孢杆菌(B. firmus)、枯草芽

孢杆菌(B. subtilis)、苏云金芽孢杆菌(B. thuringiensis)，

哈维氏弧菌(V. harveyi)、施罗氏弧菌(V. shilonii)、副溶

血弧菌(V. parahaemolyticus)、创伤弧菌(V. vulnificus)、

需钠弧菌(V. natriegens)、鳗弧菌(V. anguillarum)由本

实验室从不同对虾样本中分离获得。SPF 新西兰大白

兔购于山东省青岛市动物卫生监督所，BSA(牛血清白

蛋白)、HRP-羊抗兔血清购于上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TMB 底物显色液购于天根生化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1.2  制备两株细菌的灭活抗原 

冷冻保存的蜡样芽孢杆菌 PC465 和溶藻胶弧菌

PC773 分别接种于 2216E 固体培养基，于 37℃复苏

24 h。挑取单菌落接种于 2216E 液体培养基，放置于

37℃摇床，160 r/min 振荡，扩大培养 20 h。加入终

浓度为 0.5%的甲醛(培养液总体积的 0.5%)于 4℃灭

活 24 h，通过菌液涂布法(使用前取 100 μl 涂布 2216E

固体平板，37℃恒温培养箱倒置培养 24−48 h，观察

有无菌落生长)检测灭活效果。待完全灭菌后，倾入

50 ml 无菌离心管，在 4℃下 10000 g 离心 10−30 min。

取沉淀，无菌 1×PBS 缓冲液洗涤菌体 3 次以除去甲

醛；无菌 1×PBS 重悬菌体制成 1×108 CFU/ml 灭活抗

原，4℃保存备用，采用注射器混合法乳化抗原。 

1.3  免疫 SPF 新西兰大白兔 

选取两只体重约 2.5 kg 的 SPF 新西兰大白兔。

注射抗原前，先通过凝集试验检测试验兔血清，结果

呈阴性，该血清作为阴性血清，保存于−80℃冰箱。

采取背部皮下多点注射抗原的方式免疫试验兔，免疫

4 次，初次免疫 14 d 后加强免疫 1 次，此后每隔 7 d

加强免疫 1 次。第 4 次免疫 7 d 后，耳缘静脉采血，

凝集试验检测血清抗体效价，效价高于 1 : 2000，心

脏采血。血液室温放置 1 h，4℃过夜。4℃下，2500 g

离心 15 min，收集血清，分装后添加等量甘油，保存

于−80℃冰箱。 

1.4  间接 ELISA 方法检测血清 

用 0.01 mol/L 碳酸盐缓冲液(pH 9.6)稀释目的菌

株，加入 96 孔酶标板，每孔 100 µl 包被酶标板，37℃

放置 1 h，4℃过夜；再向每孔中加入 50 μl 0.01 mol/L 

PBS 稀释的戊二醛(0.05% V/V)，37℃放置 20 min，每

孔用 200 μl PBST (0.01 mol/L PBS+0.5%吐温 20)清洗

3 次。每孔加入 100 μl 1% BSA(牛血清白蛋白)-PBS

封闭，37℃放置 1 h，PBST 缓冲液清洗 3 次。每孔加

入 100 μl 稀释后的阳性血清、阴性血清，37℃放置   

1 h，PBST 缓冲液清洗 4 次。每孔加入 0.01 mol/L PBS

稀释的 HRP-羊抗兔血清 100 μl，37℃孵育 1−2 h，

PBST 缓冲液清洗 5 次。每孔加入 100 μl TMB 底物显

色液，反应 8−10 min；再加入 50 μl 2 mol/L H2SO4

终止反应，酶标仪检测酶标板各孔在 450 nm 处的吸光

值 OD，分析数据，判定结果。 

1.4.1  确定免疫血清最佳稀释度    用浓度为 108 CFU/ml

菌液包被 96 孔酶标板，每孔加 100 μl，37℃放置 1 h，

再放于 4℃冰箱过夜。0.01 mol/L PBS 缓冲液稀释阳性

血清和阴性血清，稀释梯度为 1 : 2500、1 : 5000、1 : 10000、

1 : 20000、1 : 40000，每孔加 100 μl，每个稀释度 3 个

平行，HRP-羊抗兔血清按 1:1000 稀释，进行间接

ELISA 试验。以出现 OD450nm 值接近 1.0 且 P/N 值(阳

性对照 OD450nm空白对照 OD450nm/阴性对照 OD450nm
空白对照 OD450nm 值)最大的血清稀释度为最佳稀释度。 

1.4.2  确定细菌最佳稀释度(最佳包被浓度)    0.01 mol/L

碳酸盐缓冲液稀释原菌液，稀释后菌液浓度梯度为

108、107、106、105 CFU/ml，每孔加 100 μl 稀释液，

每个稀释液设 3 个平行。100 μl 阳性血清和阴性血清

最佳稀释液加入酶标板，37℃放置 1 h；HRP-羊抗兔

血清按 1: 1000 稀释，进行间接 ELISA 试验。以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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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450nm 值接近 1.0 且 P/N 值最大时的菌液浓度为最

佳稀释度。 

1.4.3  免疫血清抗体效价    将细菌最佳稀释液包

被酶标板，将阳性血清和阴性血清从 1:10000 按两倍

梯度稀释至 2−6，P/N 值≥2.1 判为阳性，血清最小稀

释度为血清效价。 

1.4.4  两株细菌最低检测量    0.01 mol/L 碳酸盐

缓冲液稀释蜡样芽孢杆菌和溶藻胶弧菌，稀释后菌液

浓度梯度为 106、105、104、103 CFU/ml，每孔加     

100 μl 稀释液，每个稀释液设 3 个平行。100 μl 阳性

血清和阴性血清最佳稀释液加入酶标板，间接 ELISA

检测。P/N 值≥2.1 判为阳性，菌液最低浓度时为细

菌最小检测量。 

1.4.5  血清特异性检测    将蜡样芽孢杆菌、溶藻胶

弧菌和其同源性相近的细菌按菌液最佳稀释度包被酶

标板，用免疫血清最佳稀释液检测是否存在交叉反应。 

1.4.6  样本检测    2012 年和 2013 年，本实验室从

浙江、河北、天津、山东等地带回 9 批对虾样本，经

检测未携带 WSSV 与 IHHNV，分别从凡纳滨对虾、

中国对虾、斑节对虾肠道和鳃组织分离纯化到 109 株

优势菌。使用弧菌选择性培养基(TCBS)和芽孢杆菌选

择性培养基 (MYP)预筛，再利用建立的多抗间接

ELISA 方法对已筛选的菌株进行检测。 

2  结果 

2.1  制备抗两株细菌的兔血清 

两只兔第 4 次免疫 7 d 后，耳缘静脉采血，凝集

反应分别检测抗蜡样芽孢杆菌、溶藻胶弧菌兔血清的

效价。结果显示，血清效价均高于 1 : 2000，达到实

验要求，可以作为一抗进行间接 ELISA 实验。 

2.2  抗两株细菌的兔血清最佳稀释度(最佳工作浓度) 

用浓度为 108 CFU/ml 菌液包被酶标板，两种血清

稀释度为 1:10000 时，OD450nm 最接近于 1 且 P/N>2.1。

因此，确定两种血清最佳稀释度为 1 : 10000(表 1、表 2)。 
 

表 1  抗蜡样芽孢杆菌血清最佳稀释度测定 
Tab.1  Determination of the optimum anti-B. cereus serum concentration 

抗蜡样芽孢杆菌血清稀释度 Anti-B. cereus serum concentration 
血清 Serum 

1 : 2500 1 : 5000 1 : 10000 1 : 20000 1 : 40000 对照 Control 

阳性血清 Positive serum 1.480 1.107 0.998 0.804 0.696 0.169 

阴性血清 Negative serum 0.241 0.208 0.206 0.158 0.162 0.161 
 

表 2  抗溶藻胶弧菌血清最佳稀释度测定 
Tab.2  Determination of the optimum anti-V. alginolyticus serum concentration 

抗溶藻胶弧菌血清稀释度 Anti-V. alginolyticus serum concentration 
血清 Serum 

1 : 2500 1 : 5000 1 : 10000 1 : 20000 1 : 40000 对照 Control 

阳性血清 Positive serum 1.376 1.250 1.080 0.864 0.536 0.058 

阴性血清 Negative serum 0.117 0.089 0.079 0.066 0.067 0.060 

 

2.3  两株细菌菌液最佳包被浓度 

原菌液稀释后菌液浓度梯度为 108、107、106、

105 CFU/ml，两种血清按 1: 10000 最佳稀释度孵育酶

标板，两株海洋细菌浓度为 106 CFU/ml 时，OD450nm

最接近于 1 且 P/N>2.1。因此，确定两种海洋细菌菌

液最佳包被度为 106 CFU/ml(表 3、表 4)。 
 

表 3  蜡样芽孢杆菌最佳包被浓度测定 
Tab.3  Determination of the optimum B. cereus concentration 

蜡样芽孢杆菌包被浓度 
B. cereus concentration (CFU/ml) 血清 Serum 

108 107 106 105 对照 Control

阳性血清 
Positive serum 

2.035 1.777 1.174 0.531 0.087 

阴性血清
Negative serum 

0.287 0.252 0.229 0.185 0.075 

表 4  溶藻胶弧菌最佳包被浓度测定 
Tab.4  Determination of the optimum  

V. alginolyticus concentration 

溶藻胶弧菌包被浓度 
V. alginolyticus concentration (CFU/ml) 血清 Serum

108 107 106 105 对照 Control

阳性血清 
Positive serum

2.165 1.813 1.289 0.460 0.111 

阴性血清 
Negative serum

0.196 0.140 0.111 0.110 0.102 

 

2.4  免疫血清抗体效价 

以 106 CFU/ml 菌液浓度包被酶标板，血清按   

1 : 10000、1 : 20000、1 : 40000、1 : 80000、1 : 160000、

1 : 320000、1 : 640000 梯度稀释，两种血清稀释度为

1 : 160000 时，P/N>2.1 为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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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两株细菌最低检测量 

蜡样芽孢杆菌和溶藻胶弧菌菌液以 106、105、104、

103 CFU/ml 包被酶标板，两种血清按最佳稀释度

1:10000 稀释后孵育，P/N 值≥2.1 判为阳性，两株细

菌菌液最低检测浓度均为 104 CFU/ml。 

2.6  血清特异性 

检测地衣芽孢杆菌、短小芽孢杆菌、巨大芽孢杆

菌、坚强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苏云金芽孢杆菌

与抗蜡样芽孢杆菌兔血清是否存在交叉反应；哈维氏

弧菌、施罗氏弧菌、副溶血弧菌、创伤弧菌、需钠弧

菌、鳗弧菌与抗溶藻胶弧菌兔血清是否存在交叉反

应。上述细菌均以 108 CFU/ml 菌液包被酶标板，阳

性血清和阴性血清按 1 : 10000 稀释，间接 ELISA 方

法检测血清特异性。 

表 5 显示，蜡样芽孢杆菌作为阳性对照，PBS 缓

冲液作为空白对照，蜡样芽孢杆菌抗血清与苏云金芽

孢杆菌呈阳性，其余均呈阴性。表 6 显示，溶藻胶弧

菌作为阳性对照，PBS 缓冲液作为空白对照，溶藻胶

弧菌呈阳性，其余均呈阴性。两种血清均有较高的特

异性。 
 

表 5  抗蜡样芽孢杆菌血清的特异性 
Tab.5  Specificity of the optimum anti-B. cereus serum 

菌株 Bacterium 
阳性血清
Positive 
serum 

阴性血清 
Negative 

serum 

交叉反应
Cross 

reaction 

蜡样芽孢杆菌 
B. cereus 

1.289 0.196 + 

短小芽孢杆菌 
B. pumilus 

0.147 0.113 − 

地衣芽孢杆菌 
B. lincheniformis 

0.238 0.109 − 

巨大芽孢杆菌 
B. megeterium 

0.226 0.141 − 

枯草芽孢杆菌 
B. subtilis 

0.117 0.100 − 

坚强芽孢杆菌 
B. firmus 

0.175 0.149 − 

苏云金芽孢杆菌 
B. thuringiensis 

1.140 0.185 + 

空白对照 
Blank control 

0.109 0.099  

 

2.7  检测 9 批对虾样本中分离纯化的优势菌株 

采用间接 ELISA 方法对 9 批对虾样本中分离纯

化的部分菌株进行检测。结果显示，35 株弧菌选择

性培养基分离到的优势菌中检测到 6 株溶藻胶弧菌 

表 6  抗溶藻胶弧菌血清的特异性 
Tab.6  Specificity of the optimum anti-V. alginolyticus serum 

菌株 Bacterium 
阳性血清 
Positive 
serum 

阴性血清 
Negative 

serum 

交叉反应
Cross 

reaction

溶藻胶弧菌 
V. alginolyticus 

1.193 0.150 + 

哈维氏弧菌 
V. harveyi 

0.096 0.094  

施罗氏弧菌 
V. shilonii 

0.162 0.129  

副溶血弧菌 
V. parahaemolyticus

0.089 0.087  

创伤弧菌 
V. vulnificus 

0.336 0.383  

需钠弧菌 
V. natriegens 

0. 095 0.089  

鳗弧菌 
V. anguillarum 

0.163 0.188  

空白对照 
Blank control 

0.092 0.084  

 

(表 7)，11 株芽孢杆菌选择性培养基分离到的优势菌

中未检测到蜡样芽孢杆菌(表 8)。将检测到的 6 株菌

进行 16S rDNA 测序，与 NCBI 数据库进行序列比对，

均为溶藻胶弧菌。 

3  讨论 

目前，间接 ELISA 方法广泛用于病原微生物的

鉴定。有学者对哈维氏弧菌、鳗弧菌、副溶血弧菌、

嗜水气单胞菌等水产主要致病菌建立了间接 ELISA

快速检测方法。白方方等(2009)制备了抗迟缓爱德华

氏菌的兔血清，具有较高的特异性与灵敏度，使用间

接 ELISA 方法快速检测了分离得到的致病菌，多株

致病菌呈阳性，结果显示间接 ELISA 方法具有准确、

特异、快速的优点，可以广泛用于微生物检测。进一

步的研究与利用，可以开发出以间接 ELISA 技术为

基础的快速检测试剂盒。间接 ELISA 方法很少应用

于有益微生物的筛选，本研究制备的抗蜡样芽孢杆菌

的血清和抗溶藻胶弧菌的血清具有较高效价，且特异

性和灵敏度也非常高，与亲缘较近的菌株极少存在交

叉，两株细菌最低检测浓度达到 104 CFU/ml。该方法

可用于有益微生物的高通量筛选，从而提高筛选效率

与准确度。 

2012 年和 2013 年，本实验室分别从全国不同对

虾养殖地区带回 9 批样本，分离获得 109 株优势菌株。

使用间接 ELSIA 方法检测芽孢杆菌选择性培养基分

离到的 11 株优势菌，未检测到蜡样芽孢杆菌阳性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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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抗溶藻胶弧菌血清检测待测菌株 
Tab.7  Detection of the bacterial strains with anti-V. alginolyticus serum 

样本编号 Sample number OD450nm 结果 Result 样本编号 Sample number OD450nm 结果 Result

溶藻胶弧菌 1.153 + TJLV051410 0.111 – 

ZJLV070501 0.072 – TJLV051432 0.127 – 

ZJLV070502 0.081 – YTLV051104 1.187 + 

ZJLV070505 0.071 – YTLV051110 0.448 + 

ZJLV070507 0.070 – YTLV051112 0.099 – 

CYPC041901 0.098 – YTPC051102 0.880 + 

CYPC041904 0.125 – YTPC051104 0.105 – 

CYM041901 0.081 – YTPC051110 0.080 – 

RZPC041602 0.089 – YTPC051111 0.576 + 

RZPC041605 0.079 – RZPM071340 0.102 – 

RZPC041608 0.436 + RZPM071341 0.089 – 

RZPC052103 0.072 – RZPC071103 0.120 – 

RZPC052110 0.079 – RZPC071106 0.113 – 

RZPC052111 0.840 + RZPC071107 0.096 – 

RZPC052112 0.074 – RZPM071301 0.124 – 

RZPC052113 0.063 – RZPM071302 0.107 – 

RZPC052119 0.070 – RZPM071310 0.082 – 

TJLV051401 0.439 + 空白对照 Blank control 0.069  

TJLV051409 0.098 –    

 
表 8  抗蜡样芽孢杆菌血清检测待测菌株 

Tab.8  Detection of the bacterial strains with anti- B. cereus serum 

样本编号 Sample number OD450nm 结果 Result 样本编号 Sample number OD450nm 结果 Result

蜡样芽孢杆菌 1.270 + RZPM071314 0.070 – 

RZPC071101 0.083 – RZPM071319 0.069 – 

RZPC071102 0.077 – RZPM071320 0.068 – 

RZPC071104 0.078 – CYPC041902 0.072 – 

RZPM071304 0.075 – CYM041906 0.071 – 

RZPM071309 0.080 – YTPC051106 0.073 – 

    空白对照 Blank control 0.065  

 
株。蜡样芽孢杆菌作为有益菌在对虾养殖中使用较

多，但其作为对虾体内的非优势菌，数量较少，经芽

孢杆菌选择性培养基在初步筛选可能较难分离到蜡

样芽孢杆菌。同时，从对虾体内分离纯化到蜡样芽孢

杆菌的相关文章鲜有报道。在弧菌选择性培养基分离

到的 35 株优势菌中检测到 6 株溶藻胶弧菌阳性菌株，

上述菌株主要分离自山东日照的中国对虾、烟台的中

国对虾、烟台的凡纳滨对虾以及天津大港的凡纳滨对

虾，且这些对虾样品经 PCR 检测，WSSV、IHHNV、

YHV 等对虾主要病毒呈阴性；表明溶藻胶弧菌可能

作为优势菌株存在于健康对虾虾苗体内。李筠等 

(2002)1)研究显示，溶藻胶弧菌总是在虾苗健康时出

现或成为优势，与本研究结果相同。上述菌株的基因型

特征和化学分类学、生理生化等表性特征以及病原性

分析和可能存在的益生作用将做进一步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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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ment of Polyclonal Antibody Indirect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and the Application in the  

Rapid Detection of Marine Bac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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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rapidly detect Bacillus cereus and Vibrio alginolyticus from shrimp, we 

immunized the specific pathogen free (SPF) of New Zealand white rabbits with V. alginolyticus and B. 

cereus and collected the antisera. The titer of the polyclonal antibody was higher than 1: 2000. The 

antisera were used as the primary antibody and the goat anti-rabbit IgG-HRP was used as the secondary 

antibody in indirect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for the rapid detection of V. alginolyticus 

and B. cereus. The optimum dilution of the antiserum was determined to be 1:10000 in indirect ELISA. 

The optimum coated concentration of the antigen was determined to be 106 CFU/ml. The goat anti-rabbit 

IgG-HRP was determined to be 1: 1000. We tested the sensitivity of the serum and the lowest detectable 

concentration of the two strains was 106 CFU/ml. The anti-B. cereus serum had cross reaction only with B. 

thuringiensis. The cross reaction of the anti-V. alginolyticus serum with other bacterial species in the 

genus of Vibrio showed negative results. We purified 109 strains of marine bacteria from 9 sample batches 

including Penaeus monodon, Fenneropenaeus chinensis and Penaeus vanmamei, and these strains were 

timely identified using the established indirect ELISA method. Six strains of Vibrio were detected and no 

Bacillus was identified. 

Key words    Indirect ELISA; Bacillus cereus; Vibrio alginolyticus; Antisera; Shri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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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养殖水体投喂 CpG ODN 和表面展示 VP28 
的解脂耶罗维亚酵母对凡纳滨对虾(Litopenaeus 

vannamei)抗 WSSV 的免疫保护作用* 

衣启麟 1,2  刘  瑞 1  孙  瑞 1,2  王玲玲 1  刘聪辉 1,2 

迟振明 3  宋林生 1① 
(1.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实验海洋生物学重点实验室  青岛  266071；2.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100049；3.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生命科学学院  海洋生物遗传育种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青岛  266003) 

摘要    用添加 CpG 寡聚核苷酸(CpG ODN)和表面展示 VP28 的解脂耶罗维亚酵母(VP28-yl)的饵

料投喂凡纳滨对虾，进行田间中试实验。投喂 30 d 后进行 WSSV 感染实验，评估其对凡纳滨对虾

的免疫保护作用。投喂实验结束后，CpG ODN 投喂组对虾的相对增重率达到(65.8±7.8)% (P<0.05)，

这暗示 CpG ODN 可能具有促生长作用。WSSV 攻毒后，CpG ODN 和 VP28-yl 投喂组对虾中 WSSV

拷贝数与对照组相比均显著降低(P<0.05)，相对免疫保护率分别可达到 26.7%和 36.7%。在投喂结

束和 WSSV 刺激后，CpG ODN 组对虾中的呼吸爆发水平均显著升高(P<0.05)。而在 VP28-yl 投喂

组，WSSV 引起的细胞凋亡则显著受到抑制(P<0.05)。此外，WSSV 刺激后，STAT 基因在 CpG ODN

组和 VP28-yl 组对虾中的表达水平均显著上调(P<0.05)，分别在第 5 天和第 3 天达到最大值，而对

照组中则显著下调。研究结果表明，CpG ODN 和 VP28-yl 增强了凡纳滨对虾抗病毒免疫力，对养

殖对虾病毒性疫病的防控具有显著作用，可以作为免疫增强剂添加在饵料中，具有在养殖生产中推

广使用的前景。 

关键词    CpG ODN; 解脂耶罗维亚酵母; 外膜蛋白 VP28; 白斑综合征病毒; 抗病毒免疫 

中图分类号 Q9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5)02-0077-10 

凡纳滨对虾 (Litopenaeus vannamei)原产于南美

洲太平洋沿岸水域，1988 年引入我国并迅速成为我

国对虾养殖的主导品种，在我国海水养殖业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李玉宏等, 2014)。但在近年来，对虾养殖

业疫病频繁发生，尤其以白斑综合征病毒(White spot 

syndrome virus, WSSV)引起的白斑综合征(WSD)最为

严重(罗展等, 2007; 孙凡等, 2013)。而使用传统的抗

生素和化学药物进行病害防控的手段则因为会引发

产 品 质 量 安 全 和 生 态 环 境 安 全 问 题 而 逐 渐 被 禁 止

(Johnson et al, 2008; Haq et al, 2012)，寻找有效的免

疫防控措施，实现对虾抗病害能力的增强，已经成为

白斑综合征免疫防控的主要研究方向。 

CpG 基序(CpG motif)是一种富含非甲基化鸟嘌

呤和胞嘧啶的寡聚脱氧核苷酸序列(CpG ODN)。已有

研究证明，CpG 能够激活免疫系统、引发下游免疫效

应，并能够增强机体免疫力(Sparwasser et al, 1998; 

Choudhury et al, 2002)。经过 CpG 寡核苷酸处理后，

对虾血细胞活性氧簇(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

abc
图章



78 渔   业   科   学   进   展 第 36 卷 

 

水平以及细胞凋亡和吞噬能力均显著提高(Sun et al, 

2013a)。注射 CpG ODN 可以增加凡纳滨对虾抗病毒

相关基因的表达量，抑制 WSSV 在对虾体内的复制，

提高对虾成活率(Chuo et al, 2005; Sung et al, 2009; 

Zhang et al, 2010a)。但目前相关的结果都是在实验室

养殖环境中获得的，尚没有把 CpG ODN 作为一种新

型免疫增强剂添加在饲料中进行田间试验的报道。以

灭活 WSSV 病毒或病毒囊膜蛋白免疫对虾，已经被

证实能够增强对虾抗 WSSV 侵染的能力，发挥免疫

保护作用(Kurtz et al, 2006; Cong et al, 2008)。VP28

是 WSSV 一个重要的囊膜蛋白，在病毒入侵和粘附

过程中均发挥关键作用(Li et al, 2006; Yi et al, 2004)。

研究表明，包括凡纳滨对虾、克氏鳌虾和斑节对虾等

多种甲壳动物均可以通过摄入 VP28 而显著降低

WSSV 侵染后的死亡率。目前，关于 VP28 的导入方

式和途径也有较多报道，如注射 VP28 蛋白亚单位疫

苗及口服 VP28 DNA 疫苗等(Witteveldt et al, 2004; 

Du et al, 2012; Syed et al, 2011)。解脂耶罗维亚酵母

(Yarrowia lipolytica)是一种无免疫原性的安全微生

物，且具有完善的外源基因表达系统、表面分泌蛋白

量高等优点，是食品业和养殖业中的一种优良工程菌

株(Madzak et al, 2004; Yue et al, 2008)。 

本研究用添加 CpG ODN 和表面展示 VP28 的解

脂耶罗维亚酵母的复合饲料投喂凡纳滨对虾，进行田

间中试实验，经过 30 d 的投喂后进行 WSSV 攻毒侵

染，分别测定投喂实验结束后和 WSSV 攻毒后对虾

血 细 胞 呼 吸 爆 发 和 凋 亡 水 平 以 及 相 关 抗 病 毒 基 因

STAT 和 proPO 表达量的变化，统计攻毒后 WSSV 拷

贝数的变化和累计死亡率，以评估在自然养殖水体中

投喂 CpG ODN 和表面展示 VP28 的解脂耶罗维亚酵

母对凡纳滨对虾的免疫保护效应，为将来在对虾养殖

生产中的应用提供更详实的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饲料制备 

选取在哺乳动物和水生生物中被证实有免疫增

强作用的 5 条 CpG ODN 序列(图 1)，由上海生工公

司合成，连接于 pUc 57 载体上，转化于 DE3 感受态

细胞中，采用碱裂法进行质粒的大规模提取(Zhu et al, 

2005)，100℃水浴中处理 10 min，进行片段化处理后

获得实验所需 CpG ODNs。采用酵母表面展示技术将

VP28 基因展示于解脂耶罗维亚酵母(Y. lipolytica)的

表面(Liu et al, 2010b)，并用实验室前期制备的 VP28

多克隆抗体进行免疫荧光检测。通过大规模发酵获得

拌饲所需的展示 VP28 的酵母菌。基础饲料配方见表 1，

CpG ODN 和展示 VP28 的解脂耶罗维亚酵母的添加

量分别为 40 mg/kg 和 1×1011 CFU/kg，饲料制备工作

在天津市海发珍品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进行。 

1.2  对虾与病毒 

凡纳滨对虾的饲养和投喂实验在天津市汉沽区

水产局对虾养殖场进行。在 3 块 1.5 亩的虾池中投放

虾苗，投放密度为 5 万尾/亩，先投喂基础饲料，待对

虾体长达到(10.0±1.5) cm，在其中两块虾池中改投喂

添加 CpG ODN 和表面展示 VP28 的解脂耶罗维亚酵

母的复合饲料，设为实验组(CpG ODN 组和 VP28-yl

组)，另一虾池仍然投喂基础饲料，作为对照组，每

天投喂 5 次，共计 30 d，日摄食量控制在虾体重的

5%左右。 

WSSV 病毒取自感染 WSSV 死亡的对虾，参考

Xie 等(2005)的方法进行病毒存储液的提取，并置于

−80℃备用。 

1.3  生长参数测定 

投喂实验结束后从不同实验组虾池中随机选取

50 尾对虾，分别测量各组对虾的体长、体重并计算

相对增重率，计算公式如下： 

相对增重率=[(试验末体重−试验初体重)/试验初

体重]×100% 

1.4  WSSV 病毒侵染实验 

通过 WSSV 病毒浓度滴定，确定 WSSV 提取液

的半致死剂量约为 5×104 copies/μl。在 30 d 饲喂实验

结束后，从 CpG ODN 和 VP28-yl 添加投喂组中分别

取 30 尾健康对虾，从基础饲料投喂对照组取 30 尾健

康对虾转入消毒后的水循环系统，进行 WSSV 攻毒 
 

 
 

图 1  CpG ODN 串联序列 
Fig.1  Description of tandem CpG ODN sequ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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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饲料原料组成 
Tab.1  Ingredient formulation of feeding diets (g/kg diet) 

原料 Ingredients 

添加 CpG 

ODN 饲料
Feed with 
CpG ODN

添加 VP28-yl

饲料 
Feed with 
VP28-yl 

基础 

饲料 
Basic 
feed 

鱼粉 Fish 300 300 300 

虾粉 Shrimp 150 150 150 

豆粕 Soybean 150 150 150 

花生粕 Peanut 50 50 50 

糊精 Dextrin 20 20 20 

面粉 Wheat flour 150 150 150 

油混料 Oil mixture 50 50 50 

维生素混料 
Vitamin mixture 

10 10 10 

卵磷脂 Lecithin 20 20 20 

壳聚糖 Chitosan 50 50 50 

海藻酸钠 
Sodium alginate 

50 50 50 

CpG powder 0.04   
VP28-yl powder  1011 CFU  

 

实验，在 CpG ODN 和 VP28-yl 投喂组和基础饲料投

喂对照组对虾中各注射 30 尾，每尾虾尾部肌肉注射

WSSV 病毒存储液 100 μl (105 copies/μl)，其中基础饲

料投喂对照组剩余的 30 尾对虾尾部肌肉注射 100 μl 

PBS 缓冲液，作为攻毒实验的阴性对照组。实验期间

水温条件为(20±2)℃，每天记录每组死亡对虾数，以

统计累计死亡率，并计算相对免疫保护率(Relative 

Percent Survival, RPS)： 

RPS=(1−免疫组死亡率/对照组死亡率)×100% 

1.5  血淋巴的收集 

在开始饲喂实验前，从虾池中随机抽取 6 尾对

虾，用一次性注射器(1 ml)吸入预冷抗凝剂，然后从

对虾围心腔抽取等量的血淋巴，每两尾对虾血淋巴混

置于同一离心管中，共计 3 个重复，4℃条件下 800 g

离心 10 min，转移上层血清到新的离心管，同时向血

细胞中加入 TRIzol 试剂，血清和血细胞分别冻存于

−80℃。在 30 d 饲喂实验结束后，从 CpG ODN 投喂

组、VP28-yl 投喂组和基础饲料投喂对照组中各随机

取 6 尾对虾，进行血清和血细胞的收集。然后从上述

3 个组中分别取 30 尾健康对虾转入消毒后的水循环

系统，进行 WSSV 刺激实验，每尾虾注射 WSSV 病

毒存储液 100 μl (104 copies/μl)。在攻毒实验开始后的

1、3、5 d，从各组中随机取样 6 尾，按照同样的方

法收集血清和血细胞并冻存。同时在每个时间点，每个

实验组均取 6 尾虾的鳃组织放入离心管冻存于−20℃，

待提取基因组 DNA。 

1.6  WSSV 病毒拷贝数检测 

按照 Jang 等(2009)的方法进行对虾基因组 DNA

的提取和 Taqman 探针法实时荧光定量 PCR，检测

WSSV 拷贝数，操作步骤根据 Premix Ex Taq™ Probe 

qPCR(TaKaRa)来进行。 

1.7  呼吸爆发水平检测 

采用 NBT 还原法，参考 Song 等(1994)的方法测

定呼吸爆发水平。 

1.8  细胞凋亡水平检测 

细胞凋亡检测采用 Annexin V/PI 双染法，步骤参

考雷雯雯等(2012)的方法进行。在共聚焦显微镜下观

察，Annexin-FITC 标记的细胞是凋亡早期细胞，为

绿色荧光，PI 标记的细胞是坏死细胞，为红色荧光。

统计得出 Annexin-FITC 阳性细胞数所占总细胞数的

比值，即为凋亡比率。 

1.9  抗病毒相关免疫因子的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 

用 TRIzol Reagent (Invitrogen) 进 行 血 细 胞 总

RNA 的提取，并用 DNase Ⅰ(TaKaRa)清除基因组

DNA，纯化获得待反转录的 RNA 样品，用 MLV 反

转录酶(Promega)进行 cDNA 第一链的合成以获得

cDNA 模板。实时荧光定量 PCR 参照 SYBR® Premix 

Ex Taq™ II(TaKaRa)的步骤进行。所用引物见表 2。 

1.10  数据统计 

所有实验数据均采用 SPSS 19.0 软件进行处理，

对 相 同 取 样 时 间 点 的 数 据 分 别 进 行 单 因 素 方 差

(One-Way ANOVA)分析，采用 Duncan 氏法进行多重

比较，P<0.05 为显著性差异。 

2  结果 

2.1  表面展示 VP28 的解脂耶罗维亚酵母 

利用酵母表面展示技术，将 VP28 成功展示于解

脂耶罗维亚酵母表面。免疫荧光结果显示，在展示

VP28 的解脂耶罗维亚酵母表面有明显的绿色荧光

(图 2-b)，而空白组酵母表面则无阳性信号(图 2-d)。 

2.2  投喂 CpG ODN 和 VP28-yl 对凡纳滨对虾生长

参数的影响 

经过 30 d 投喂后，CpG ODN 投喂组、VP28-yl

投喂组和对照组的对虾体长分别达到(13.872±0.932) 

cm、(13.325±1.393) cm、(12.916±1.104) cm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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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实验中用到的引物序列 
Tab.2  Sequences of primers used in the present study 

引物名称 Primer 序列 Sequence(5−3) 用途 Usage 

WSSV-RT-F CCAGTTCAGAATCGGACGTT WSSV 拷贝数检测 

WSSV-RT-R AAAGACGCCTACCCTGTTGA WSSV 拷贝数检测 

WSSV-Taqman (probe) TCCATAGTTCCTGGTTTGTAATGTGCCG WSSV 拷贝数检测 

Oligo(dT)-adaptor GGCCACGCGTCGACTAGTAC(G)17 cDNA 模板合成 

VP28-1F ACCACCATGGATCTTTCTTTC 酵母表面展示 VP28 

VP28-1R TTACTCGGTCTCAGTGCCA 酵母展示展示 VP28 

STAT-F AGCCCCTGTCTGAGCGAAA 荧光定量 PCR 检测 STAT 表达 

STAT-R GGTGTTCTCTTGTAACCTTCATCA 荧光定量 PCR 检测 STAT 表达 

proPO-F TCCATTCCGTCCGTC 荧光定量 PCR 检测 proPO 表达 

proPO-R GGCTTCGCTCTGGTTAGG 荧光定量 PCR 检测 proPO 表达 

EF-α-F CATCAAGGAGAAACTGTGCT 荧光定量 PCR 检测内参基因表达 

EF-α-R GATGGAGTTGTAGGTGGTCT 荧光定量 PCR 检测内参基因表达 
 

 
 

图 2  表面展示 VP28 的解脂耶罗维亚酵母的免疫荧光观察 
Fig.2  Immunofluorescence of VP28 on the surface of Yarrowia lipolytica 

a、b 为表面展示 VP28 的解脂耶罗维亚酵母，a 为可见光视场，b 为荧光视场；c、d 为对照组解脂耶罗维亚酵母，bar=10 μm 
The surface-display VP28 in Y. lipolytica was presented in the green color (b), the control group was no signal (green) detected (d), bar=10 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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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CpG ODN 组对虾较对照组相比，差异显著

(P<0.05) 。 相 对 增 重 率 分 别 为 (65.8±7.8)% 、

(51.1±9.3)%和(47.9± 5.3)%，CpG 组与其他投喂组对

虾相比，差异显著(P<0.05)。 

 
表 3  CpG 和表面展示 VP28 的解脂耶罗维亚酵母对凡纳滨对虾生长指标的影响 

Tab.3  The effects of CpG and VP28-yl on the growth performance of L. vannmei 

组别 
Group of shrimp 

终体长 
Final length(cm) 

起始体重 
Initial weight(g) 

终体重 
Final weight(g) 

相对增重率 
Relative weight gain(%) 

CpG 投喂组 13.872±0.932a 12.186±0.897a 20.109±0.911a 65.8±7.8a 

VP28-yl 投喂组 13.325±1.393ab 12.318±1.522a 18.925±2.826ab 51.1±9.3b 

对照组 Control 12.916±1.104b 12.293±1.152a 17.909±2.452b 47.9±5.3b 

注：同列中的上标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显著(P<0.05)，字母相同表示差异不显著(P>0.05) 
Note: Data with different superscript letters a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from each other in the same line (P<0.05), Data with 

same superscript letters a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from each other in the same line (P>0.05) 
 

2.3  WSSV 攻毒后对虾的死亡率 

在中试投喂实验结束后，注射 WSSV 感染凡纳

滨对虾，并统计攻毒后 10 d 内的死亡对虾。各投喂

组对虾在 WSSV 攻毒后第 3 天出现了死亡，在第 10 天，

CpG ODN 和 VP28-yl 投喂组对虾的累计死亡率分别

为 73.3%和 63.3%，免疫保护率达到了 26.7%和 36.7%，

而对照组对虾已经全部死亡(图 3)。 

 

 
 

图 3  WSSV 攻毒后对虾累计死亡率 
Fig.3  Cumulative mortality of shrimps after the WSSV 

challenge 
 

2.4  投喂 CpG 和 VP28-yl 对 WSSV 拷贝数的影响 

投喂 CpG ODN 和 VP28-yl 的对虾在感染 WSSV

后的第 3 天和第 5 天，WSSV 拷贝数均显著低于对照

组(P<0.05) (图 4)，说明在 WSSV 刺激后 CpG ODN

和 VP28-yl 组对虾中 WSSV 的复制受到抑制。在

WSSV 侵染后的第 1 天，CpG ODN 组、VP28-yl 组和

对照组对虾的 WSSV 拷贝数分别达到 23.41、12.53

和 19.23 copies/ng DNA，各组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

而在第 3 天 CpG 组和 VP28-yl 组对虾的 WSSV 拷贝 

 
 

图 4  攻毒后对虾体内 WSSV 拷贝数统计 
Fig.4  Quantification of WSSV viral copies number in CpG, 

VP28-yl and control groups post WSSV challenge 

数据以 Mean ± SD (n=3)表示，在每个时间点*代表显著性

差异(P<0.05)，**代表极显著性差异(P<0.01) 
Each symbol and vertical bars represented the means of 

triplicate assays with standard deviation (S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WSSV copies number between the two 

supplemental feeding shrimps and the control feeding ones 
were indicated with * at P<0.05, High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indicated with ** at P<0.01 
 

数分别为 4.29×105 和 3.86×105 copies/ng DNA，显著

低于对照组对虾中的 7.15×105 copies/ng DNA (P<0.05)。

在第 5 天，CpG ODN 组和 VP28-yl 组对虾的 WSSV

拷贝数只有缓慢增长，分别达到 6.19×105 和 4.15×105 

copies/ng DNA ， 而 对 照 组 对 虾 则 达 到 1.62×106 

copies/ng DNA，为 CpG ODN 组和 VP28-yl 组的 2.6 倍

和 3.9 倍(P<0.01)。 

2.5  CpG ODN 和 VP28-yl 投喂后和 WSSV 攻毒后

对虾呼吸爆发活性的变化 

在投喂实验结束后，CpG 投喂组对虾的呼吸爆发

水平显著升高(P<0.05)，而 VP28-yl 组和对照组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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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变化。在 WSSV 刺激后，CpG 投喂组一直保持

着较高的呼吸爆发活性，并一直显著高于 VP28-yl 组

和对照组(P<0.05) (图 5)。 
 

 
 

图 5  投喂后和攻毒后对虾呼吸爆发水平的变化 
Fig.5  The respiratory burst level in CpG, VP28-yl and 

control groups post feeding and WSSV challenge 
数据以 Mean ± SD (n=3)表示，在每个时间点不同字母表示

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 
Each symbol and vertical bars represented the means of 
triplicate assays with standard deviation (SD). Bars with 

different letters a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from each other in 
the same sampling point (P<0.05) 

 

2.6  CpG ODN 和 VP28-yl 投喂后和 WSSV 攻毒后

对虾凋亡水平变化 

在投喂实验结束后，CpG ODN 投喂组对虾血细

胞的凋亡水平显著高于 VP28-yl 组和对照组(P<0.05) 

(图 6)，这说明 CpG ODN 具有促细胞凋亡的作用。

在 WSSV 刺激后前 5 d，对照组对虾血细胞的凋亡水

平一直持续升高，并在第 3 天和第 5 天显著高于 CpG

组和 VP28-yl 组(P<0.05)，而 CpG ODN 组和 VP28-yl

组投喂组对虾则均未有明显变化，同时发现 VP28-yl

组对虾血细胞的凋亡水平一直都显著低于 CpG ODN

组和对照组(P<0.05)。结果表明，VP28-yl 可以显著

降低 WSSV 侵染而引起的细胞凋亡。 

2.7  对虾相关抗病毒因子 mRNA 的表达 

从图 7 可以看到，在 WSSV 刺激后，对照组对

虾中 STAT 的相对表达量一直在降低，这说明 WSSV

感染严重抑制了 STAT 的表达；而 CpG ODN 组对虾

STAT 的表达量一直保持升高的趋势，到第 5 天达到

最高，为空白组表达量的 11.56 倍，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5)；而 VP28-yl 投喂组对虾 STAT 表达量也明显

上调，但保持相对稳定，在第 3 天达到最高值，为对

照组的 2.61 倍，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图 6  投喂后和攻毒后对虾血细胞凋亡水平的变化 
Fig.6  The apotosis of haemocytes in CpG ODN, VP28-yl 

and control groups post feeding and WSSV challenge 

数据以 Mean ± SD (n=3)表示，在每个时间点不同字母表示

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 
Each symbol and vertical bars represented the means of 
triplicate assays with standard deviation (SD). Bars with 

different letters a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from each other in 
the same sampling point (P<0.05) 

 
从图 8 可看到，在 WSSV 刺激后，proPO 在各

个投喂组对虾中均呈先上调再下调的表达趋势。CpG

投喂组对虾 proPO 相对表达量在第 1 天和第 3 天均显

著高于对照组对虾(P<0.05)，分别是空白组表达量的

3.40 倍和 5.87 倍；而 VP28-yl 组和对照组对虾 proPO

表达量变化趋势基本相同，无显著性差异(P>0.05)。 

3  讨论 

投喂实验结束后，CpG ODN 投喂组凡纳滨对虾

相对增重率为(65.8±7.8)%，显著高于其他投喂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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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投喂后和攻毒后对虾 STAT 基因 mRNA 

相对表达量的变化 
Fig.7  The expression of STAT mRNA relative to EF-α gene 
in CpG ODNs, VP28-yl and control groups post feeding and 

WSSV challenge 

数据以 Mean ± SD (n=3)表示，在每个时间点不同字母 

表示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 
Each symbol and vertical bars represented the means of 
triplicate assays with standard deviation (SD). Bars with 

different letters a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from each other in 
the same sampling point (P<0.05) 

 

 
 

图 8  投喂后和攻毒后对虾 proPO 基因 mRNA 

相对表达量的变化 
Fig.8  The expression of proPO mRNA relative to EF-α 

gene in CpG ODNs, VP28-yl and control groups post feeding 
and WSSV challenge 

数据以 Mean ± SD (n=3)表示，在每个时间点不同字母 

表示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 
Each symbol and vertical bars represented the means of 
triplicate assays with standard deviation (SD). Bars with 

different letters a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from each other in 
the same sampling point (P<0.05) 

 

明其有着良好的促生长作用。在罗氏沼虾中的研究表

明，CpG ODN 可以显著升高参与蛋白质合成和能量

代谢相关的基因的表达(Lu et al, 2007)，这或许可以

解释本研究中投喂 CpG ODN 可以使凡纳滨对虾生长

更快的现象。CpG ODN 投喂组对虾的呼吸爆发水平

一直显著高于其他投喂组，这一实验结果与其他饲料

添加免疫增强剂的效果是类似的。如葡聚糖和海带多

糖均有效增强了对虾呼吸爆发活性(Muñoz et al, 2000; 

Campa-Córdova, 2002)，而这又被证实与对虾的抗病

原侵害的能力是相关的(Tassanakajon et al, 2013)。 

WSSV 攻毒后，CpG ODN 投喂组和 VP28-yl 投

喂组对虾都表现出抵抗 WSSV 侵染的能力，相对免

疫保护率分别达到了 26.7%和 36.7%，而且在 WSSV

刺激后的第 3 天和第 5 天，该两种投喂组对虾的

WSSV 拷贝数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对虾(P<0.05)，说明

CpG ODN 和 VP28-yl 有效抑制了 WSSV 的复制。在

哺乳动物中，CpG ODN 往往被作为优良的免疫佐剂

用 来 增 强 疫 苗 或 其 他 免 疫 活 性 物 质 的 免 疫 效 果

(Mosca et al, 2008)，而由于 CpG ODN 具有刺激白介

素、生长因子等细胞因子分泌的能力，其单独使用也

能够发挥抗病毒效应。CpG ODN 已被证实可以触发

各种免疫应答反应，并增强机体免疫功能，因而它可

以作为一种候选的免疫增强剂(Carrington et al, 2006)。

在水产动物中，也有 CpG ODN 单独使用增强机体抗

病毒及细菌性疫病能力的报道(Sung et al, 2009; Liu 

et al, 2010a; Zhang et al, 2010b)。在中华绒螯蟹幼蟹

中投喂 CpG ODN 后，对嗜水气单胞菌侵染的抵抗力

有了显著增强，免疫保护率上升(Sun et al, 2013b)。

而凡纳滨对虾用 pUC57-CpG 处理后，在感染 WSSV

后，也发现处理组的对虾存活率显著高于对照组，这

说明 CpG 能够诱发对虾对 WSSV 的免疫保护作用

(Zhang et al, 2010a)。 

虽然对虾作为典型的无脊椎动物，被认为缺乏获

得性免疫，但是免疫致敏现象的发现为采用获得性免

疫手段来进行对虾免疫防控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理

论支持(Bachère, 2000; Venegas et al, 2000)。本研究证

实 WSSV 攻毒后，经田间中试投喂后的 VP28-yl 投喂

组对虾表现出抗 WSSV 侵染的能力，说明 VP28-yl

有效地抑制了 WSSV 的复制。同时，观察到 VP28-yl

投 喂 组 对 虾 中 各 种 酶 活 和 免 疫 指 标 的 响 应 并 不 如

CpG ODN 投喂组对虾，这可能是因为 VP28-yl 起到

的是一种类似于疫苗的作用，并没有激活相关的免疫

酶活，其发挥作用是通过 VP28 的免疫作用，阻断病

毒入侵细胞，从而降低了 WSSV 侵入机体的概率。

通常认为病毒侵入细胞的机制有两种，一是由膜上受

体介导的内吞反应，另一种则是膜融合(Sieczkarski et al, 

2002)。Mu 等(2012)认为，VP28 发挥免疫保护作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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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占据细胞膜表面受体，起到封闭受体的作用，从

而阻碍 WSSV 侵入细胞。还有人推测 VP28 刺激后能

够使得机体血清产生中和病毒分子的免疫物质，而不

仅仅是影响了免疫相关酶活力(袁军法等, 2005)。本

研究证实了表面展示 VP28 的解脂耶罗维亚酵母能够

有效地起到免疫保护作用，然而关于 VP28 的作用机

制则仍需进一步的研究去证实。同时解脂耶罗维亚酵

母本身也可能作为一种有效的免疫增强剂 (Gomez- 

Gil et al, 2000)，发挥着提高非特异性免疫力的作用，

而 VP28-yl 投喂组对虾的免疫保护率达到 36.7%，或

许也存在这方面的原因。 

在 病 毒 侵 染 早 期 ， 细 胞 凋 亡 作 用 有 效 抑 制 了

WSSV 的复制(Wang et al, 2008)，而本研究发现，CpG 

ODN 投喂组对虾在投喂实验结束后的细胞凋亡率较

高，说明 CpG 促进了细胞凋亡的发生。有研究证实

CpG ODN 能够增强对虾体内的活性氧水平，并促进

细胞新生(Sun et al, 2013a; Carrington et al, 2006)，这

提示 CpG ODN 的促细胞凋亡作用可能与其促细胞新

生作用是相关的。同时根据 WSSV 攻毒后 CpG ODN

投喂组对虾 WSSV 拷贝数显著低于对照组对虾的结

果，推测 CpG ODN 可能在 WSSV 侵染早期通过增强

细胞凋亡作用来抑制 WSSV 的复制，从而起到一定

的免疫保护作用。同时发现对照组对虾的细胞凋亡水

平一直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而 VP28-yl 投喂组对虾

则保持相对较低的细胞凋亡率。有报道表明，VP28

能够通过结合宿主细胞受体，以减少 WSSV 进入细

胞的可能性(Sritunyalucksana et al, 2012)。由此推测

VP28-yl 可能通过抑制 WSSV 诱导产生的细胞凋亡而

对凡纳滨对虾起到免疫保护作用。 

STAT 作为一种重要的转录因子，具有激活细胞

内抗病毒通路的能力(Darnell, 1997)。本研究发现，

在 WSSV 刺激后，CpG ODN 和 VP28-yl 投喂组对虾

中 STAT 的表达量均呈现出显著性上调的趋势，而对

照组对虾的 STAT 表达量则显著性下调。这暗示 CpG 

ODN 和 VP28-yl 可能通过抑制 WSSV 侵染引起的

STAT 表达量下降，而发挥抗病毒的免疫保护作用。

有研究发现预处理 CpG ODN 的对虾在受到 WSSV 刺

激后，血淋巴中 STAT mRNA 的表达量显著增加，表

明 CpG 可能是 STAT 调节抗病毒免疫反应的诱导物

(Zhang et al, 2010b)。WSSV 刺激后，proPO 的 mRNA

表达量在 CpG ODN 和 VP28-yl 投喂组对虾中均呈现

先上升后下降的表达趋势，而雷质文等(2001)对感染

WSSV 的不同群体对虾免疫指标的分析表明，高酚氧

化物酶活力的对虾个体在 WSSV 侵染后，其存活率

高，而本研究观察到 proPO 基因表达量在 WSSV 侵

染后升高与这一结果相符。 

综上所述，本研究中将 CpG ODN 和表面展示

VP28 的解脂耶罗维亚酵母添加到饲料中，在自然养

殖水体中进行凡纳滨对虾投喂实验，WSSV 侵染实验

和相关免疫指标的检测证实 CpG ODN 和表面展示

VP28 的解脂耶罗维亚酵母在生产条件下应用于对虾

养殖生产，增强了凡纳滨对虾抗 WSSV 病毒免疫力，

具有产业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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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l Administration of CpG ODNs and Yarrowia lipolytica Harboring VP28 in 
Farm Ponds to Protect Shrimp From White Spot Syndrome Virus 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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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equent outbreaks of viral and bacterial diseases have caused severe economic loss in 

shrimp farming that has been an important part in aquaculture. The white spot syndrome is one of the 

most harmful diseases in shrimp culture. It is crucial to develop novel strategies that efficiently protect 

shrimp against WSSV. In this study, we performed oral administration of diet supplemented with CpG 

ODNs prepared with large-scale fermentation and Yarrowia lipolytica harboring VP28 (VP28-yl) to 

farmed Litopenaeus vannamei. After 30-day feeding we challenged the shrimp with WSSV to evaluate the 

protective effects of CpG ODN and VP28-yl. Shrimp fed with CpG ODN displayed a relative weight gain 

of (65.8±7.8)% (P<0.05), indicating that CpG ODN might promote the growth of shrimp. After the WSSV 

challenge, the copies of WSSV in shrimp fed with CpG ODN and VP28-yl were both significantly less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P<0.05), and the RPS were 26.7% and 36.7% respectively. The respiratory burst 

level of shrimp fed with CpG ODN was increased after feeding trial and WSSV challenge. After the 

WSSV challenge, there was a gradual increase in the apoptosis of haemocytes in the control shrimp. In the 

contrast, the apoptosis of haemocytes in shrimp fed with VP28-yl was significantly suppressed. Moreover, 

the expression of STAT mRNA in shrimp fed with CpG ODN and VP28-yl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post the WSSV challenge (P<0.05), and there was an opposite trend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s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oral administration of CpG ODN and VP28-yl could enhance the antiviral immunity 

against WSSV, and thus help control viral diseases. These two immunoactive substances could be 

potentially new therapies in shrimp aquaculture industry. 

Key words    CpG ODN; Yarrowia lipolytica; Envelope protein VP28; White Spot Syndrome Virus 

(WSSV); Antiviral i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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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纳滨对虾(Litopenaeus vannamei) F0-ATP 合酶 

b 链全长 cDNA 的克隆及组织分布* 

何晓东 1,2  刘庆慧 1,3①  关广阔 1,2  李  倩 1,2  李  晨 1  黄  倢 1,3 
(1. 农业部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重点实验室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青岛  266071； 

2. 上海海洋大学  上海  201306; 

3. 青岛国家海洋科学重点实验室  青岛  266071) 

摘要    采用 RACE 方法克隆得到了凡纳滨对虾(Litopenaeus vannamei)的 F0-ATP 合酶 b 链基因的

全长 cDNA 序列。生物信息学分析显示，该基因开放阅读框 744 bp，编码 248 个氨基酸，分子量为

28.2 kDa。Blast 比对结果显示，克隆得到的 cDNA 序列所编码的氨基酸序列与海虱(Caligus clemensi) 

F0-ATP 合酶 β 亚基的同源性为 50%，与黑腹果蝇(Drosophila melanogaster) F0-ATP 合酶 β 亚基的同

源性为 60%。免疫组化实验及流式细胞分析表明，F0-ATP 合酶 b 链广泛分布于对虾鳃组织中，并

且在对虾血细胞表面有分布。 

关键词    凡纳滨对虾；F0-ATP 合酶 b 链；克隆；分布 

中图分类号 S9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5)02-0087-07 

对虾养殖在水产养殖业中具有重要的商业价值，

凡纳滨对虾(Litopenaeus vannamei)是广泛养殖的一

个品种(张许光等, 2013)。对虾白斑综合征病毒(White 

Spot Syndrome Virus, WSSV)感染养殖对虾后，3−10 d

对虾死亡率达到 100% (黄倢等, 1995; Lightner, 1996; 

Wang et al, 1998)，并且该病毒可以感染其他甲壳类动

物，给养殖业带来了重大的经济损失。 

ATP 合酶(ATP synthase)又称 F0F1-ATP 酶，是一

种位于线粒体内膜上、并在生物体的氧化还原反应

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一种酶(张吉斌等, 2010)。ATP 合

酶主要由 F1 和 F0 两个亚基组成，其中 F1 伸在膜外，

具有水溶性，而 F0 则嵌在膜内(杨福愉, 2005)。ATP

合酶在对虾的生命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在不适的

环境中，该酶的活动会明显加强。Martinez-Cruz 等

(2012)研究表明，在溶氧较低的水体中，对虾体内的

ATP 合酶会加速水解 ATP 以维持其自身的各种生理

活动。Wang 等(2007)研究表明，WSSV 感染对虾后

ATP 合酶表达量明显上升。F1-ATP 合酶的 β 亚基中

的 BP53 蛋白参与 WSSV 感染(Liang et al, 2010)，

F1-ATP 合酶作用于 WSSV 膜蛋白 VP37 (Zhan et al, 

2013)。而 F0-ATP 合酶 b 链与 WSSV 膜蛋白 VP292

有作用，WSSV 感染影响 F0-ATP 合酶 b 链转录表达

(Li et al, 2013)。目前 F0-ATP 合酶 b 链全长基因序列

尚未被克隆。 

本研究采用 RACE 方法，克隆得到 F0-ATP 合酶

b 链 cDNA 序列的全长，利用生物学分析方法对得到

的序列进行分析，并利用免疫组化实验和流式细胞分

析其在对虾鳃和血细胞的分布情况，为深入研究该基

因在 WSSV 感染中的作用奠定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动物 

实验所用凡纳滨对虾于 2013 年 7 月购自山东青

abc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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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宝荣水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体长 10 cm，实验室

暂养 7 d 后使用。 

1.2  凡纳滨对虾 F0-ATP 合酶 b 链全长 cDNA 的克隆 

1.2.1  凡纳滨对虾肌肉总 RNA 的提取    取对虾的

肌肉组织，用 TaKaRa RNAiso Plus 试剂进行肌肉总

RNA 的提取。1%的琼脂糖凝胶进行电泳，180 V 电

压下电泳 10 min 以观察 RNA 的提取效果。 

1.2.2  F0-ATP 合酶 b 链的 3′ RACE    根据 GenBank

公布的 F0-ATP 合酶 b 链的部分序列 (GenBank: 

EU246975.1)设计并合成特异性引物。以提取的 RNA

为模板，使用 TaKaRa 3′ RACE 扩增试剂盒合成 cDNA。

以 3′ RACE 外引物和 GSP1 进行第 1 轮 PCR。PCR 反

应条件：94℃ 3 min；94℃ 30 s，55℃ 30 s，72℃      

2 min，30 个循环；72℃ 10 min。然后以第 1 轮 PCR

产物为模板进行第 2 轮 PCR，使用引物为 3′ RACE

内引物和 GSP2。PCR 反应条件：94℃ 3 min；94℃    

30 s；55℃ 30 s；72℃ 2 min，30 个循环，然后 72

℃ 10 min。将扩增产物进行回收，经 TA 克隆后进行

测序，得到 F0-ATP 合酶 b 链的 3′端序列。 

1.2.3  F0-ATP 合酶 b 链的 5′ RACE    以提取的

RNA 为模板，使用 TaKaRa 5′ RACE 扩增试剂盒对总

RNA 进行 CIAP、TAP 处理，并与 5′ RACE 接头引物

连接后，反转录合成 cDNA。以合成的 cDNA 为模板

进行后续的 PCR 扩增。第 1 轮 PCR 使用的引物为

GSP4和 5′ RACE外引物，PCR反应条件：94℃ 3 min；

94℃ 30 s，60℃ 30 s，72℃ 2 min，30 个循环；然

后 72℃ 10 min。以上述的 PCR 产物为模板进行第 2

轮 PCR，使用的引物为 GSP3 和 5′ RACE 内引物，PCR

反应条件：94℃ 3 min，94℃ 30 s，60℃ 30 s，72℃    

2 min，30 个循环；然后 72℃ 10 min。将 PCR 扩增

产物回收后测序，得到 F0-ATP 合酶 b 链的 5′端序列。 

1.2.4  全长 F0-ATP 合酶 b 链序列的拼接    将得到

的 F0-ATP 合酶 b 链的 5′端序列和 F0-ATP 合酶 b 链的

3′端序列使用 Accelrys Gene 软件进行拼接，得到

F0-ATP 合酶 b 链序列的全长。 

1.2.5  F0-ATP 合酶 b 链序列的验证    根据拼接得

到的 cDNA 序列的全长设计一对引物(表 1，Fs、Fa)，

以提取的总 RNA 反转录得到的 cDNA 为模板进行

PCR 扩增。PCR 反应条件：94℃ 5 min；94℃ 30 s，

57℃ 30 s，72℃ 7 min。1%琼脂糖凝胶进行电泳，

将 PCR 产物进行回收，经 TA 克隆后测序，验证 F0-ATP

合酶 b 链基因的全长序列。 

1.3  F0-ATP合酶及其编码的氨基酸序列的生物信息

学分析 

使用 NCBI 数据库(http://www.ncbi.nlm.nih.gov/) 

表 1  实验中所用引物 
Tab.1  Primers used in the experiments 

引物 Primer 序列 Sequence (5′−3′) 

GSP1 GCTTACAGAGAAAGGCTGGCAA  

GSP2 AACTCGCATTGAGCAGAAGCAC 

GSP3 CTGAATGAACAGTTGCCAGCCTTT 

GSP4 GTGCTTCTGCTCAATGCGAGTTTT  

Fs ATCTTGCCTTCAGTGCCGTAAG 

Fa TTTAAGTTTTAAACTGACATCTGTC 
 

和在线二级结构分析软件(http://npsa-pbil.ibcp.fr/cgi- 

bin/npsa_automat.pl?page=npsa_sopm.html)分析 F0-ATP

合酶全长 cDNA 序列及其编码的氨基酸序列，利用三

级结构预测软件 (http://swissmodel.expasy.org/)预测

该蛋白的空间结构，利用 ClustalX 1.83 和 MEGA 4.02

建立系统进化树。 

1.4  F0-ATP 合酶 b 链在鳃组织的分布 

取凡纳滨对虾的鳃组织并浸入 10 倍体积的

Davidson’s AFA 固定液中，固定 24 h，然后转移至

70%乙醇中。经梯度酒精脱水和二甲苯透明，用石蜡

包埋机进行包埋，石蜡切片机切片，切片脱蜡去水后，

3% H2O2 处理 10 min 阻断内源性过氧化物酶，用蒸馏

水冲洗。在微波炉里加热抗原修复液(0.01 mol/L, pH 

6.0 的柠檬酸钠缓冲溶液)至沸腾，反复 1−2 次加热后，

室温冷却 10−20 min，经 PBS 冲洗后晾干。与 F0-ATP

合酶兔抗(1 : 10000)作用 2 h 后，PBS 洗涤 3 次，再

经 FITC 标记羊抗兔 IgG (1 : 200)作用 1 h 后，用 PBS

洗涤 3 次，DAPI 染核 3 min，在激光共聚焦显微镜下

观察，同时以未经免疫的兔抗血清作对照。 

1.5  流式细胞分析 

从凡纳滨对虾围心腔中抽取血淋巴，800 g 离心

5 min，PBS 悬浮血细胞，加入 F0-ATP 合酶 b 链兔抗

血清 50 µl (1 : 5000) (Li et al, 2013)，室温条件下轻微

振荡孵育 1 h。800 g 离心 5 min，用 200 µl PBS 重悬，

加入 FITC 标记的山羊抗兔 IgG 抗体 50 µl (1 : 200)，

室温条件下轻微振荡孵育 1 h，用流式细胞仪(CyFlow 

Space, 德国)检测。以未经免疫的兔抗血清作空白对照。 

2  实验结果 

2.1  RACE 扩增 F0-ATP 合酶 b 链基因全长 

3' RACE 扩增获得 500 bp 的片段(图 1-A)，根据

TA 克隆测序的序列，设计 5′ RACE 特异引物，扩增

出约 700 bp 的特异片段(图 1-B)，经 TA 克隆并测序，

获得 1129 bp 全长序列。以拼接得到的 cDNA 序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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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F0-ATP 合酶 b 链基因 3′ RACE、5′ RACE 及全长序列扩增 
Fig.1  PCR amplification results of 3′-RACE, 5′-RACE and full length of F0-ATP synthase b-chain 

A: 3′ RACE. M. DNA marker DL2000; 1. 空白对照 Blank control; 2. 目的片段 F0-ATP synthase 

B: 5′ RACE. M. DNA marker DL2000; 1. 目的片段 F0-ATP synthase 

C: Full length. M. DNA marker DL2000; 1. 对照 Control; 3−7. F0-ATP 合酶目的片段 F0-ATP synthase b-chain 
 

全长设计引物进行 RT-PCR 扩增得到 1100 bp 的扩增

片段(图 1-C)，TA 克隆测序验证得到了 F0-ATP 合酶 b

链基因的全长。 

2.2  生物信息学分析 

克隆得到的 F0-ATP synthase 合酶 b 链 cDNA 全

长 1129 bp，共编码 248 个氨基酸(图 2)，其第 1−28  
 

 
 

图 2  凡纳滨对虾 F0-ATP 合酶 b 链核酸及氨基酸序列 
Fig.2  The cDNA sequence and amino acid sequence of F0-ATP synthase b-chain 

图中灰色背景为起始密码子，星号为终止子，下划线部分为信号肽区域 
The initiation codon is highlighted in gray, termination codon is indicated by asterisk, and the underline annotation is signal pept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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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氨基酸为信号肽，所推导的成熟肽预测分子量为

28.2 kDa，理论等电点(pI)为 8.614。二级结构分析显

示，F0-ATP 合酶 b 链包含大量的 α 螺旋(占 58.47%)，

无规则卷曲占 22.18%，而 β 折叠只有 7.26%，少量的

β 折叠(图 3)。利用蛋白结构预测软件得到其空间结

构，如图 4 所示。 
 

 
 

图 3  F0-ATP 合酶 b 链二级结构分析 
Fig.3  Secondary structure analysis of F0-ATP synthase b-chain 

蓝色代表 α 螺旋，绿色代表 β 折叠，红色代表延伸链，紫色代表无规则卷曲 
Alpha helix is indicated by blue, beta turn is indicated by green, extended strand is indicated by red, random coil is indicated by purple 

 

 
 

图 4  F0-ATP 合酶 b 链空间结构预测 
Fig.4  Space structure prediction of F0-ATP synthase b-chain 

 

用 NCBI BLAST 进行程序比对的结果显示，实

验克隆得到的 cDNA 序列所编码的氨基酸序列与海

虱(Caligus clemensi) F0-ATP 合酶 β 亚基的同源性为

50%，与黑腹果蝇(Drosophila melanogaster) F0-ATP

合酶 β 亚基的同源性为 60%。 

基于凡纳滨对虾 F0-ATP 合酶 b 链基因编码的氨 
 

 
 

图 5  凡纳滨对虾 F0-ATP 合酶 b 链基因与其他物种 

同源基因的进化树 
Fig.5  Phylogenic tree of nucleotide sequences among  

L. vannamei F0-ATP synthase b-chain and its homologous 
genes from different species 

基酸序列，利用 MEGA 4.02 软件对其与其他物种同

源物的序列进行了分子系统学分析，表明凡纳滨对虾

F0-ATP 合酶 b 链与海虱聚为一类(图 5)。 

2.3  免疫组化实验 

以 F0-ATP 合酶 b 链抗体检测 F0-ATP 合酶 b 链在

鳃组织的分布，可见鳃组织中大量绿色荧光信号包围

在蓝色荧光的细胞核周围(图 6)，表明 F0-ATP 合酶 b

链广泛存在于凡纳滨对虾鳃中，而未免疫的兔血清对

照，仅见微弱的绿色荧光信号(图 6)。 

2.4  流式细胞分析 

试验组和对照组分别计数 50000 个细胞，FL1 通

道检测为荧光值大小(图 7)。通过设门(RN1)可以看出，

对照组荧光强度在门内的细胞数为 1368 个，占总数比

例为 2.74%，而实验组荧光强度在门内的细胞数为

6149 个，占总数的比例为 12.30%。实验组发射荧光的

细胞数明显高于对照组，说明血细胞表面上有 F0-ATP

合酶的分布。F0-ATP 合酶通过与其抗体相结合，进

而与带荧光染料的二抗结合，从而使细胞发射荧光。 

3  讨论 

本研究从凡纳滨对虾中克隆得到了 F0-ATP 合酶

的 cDNA 序列的全长，为 1129 bp。 

Wang 等(2007)研究了对虾在感染 WSSV 病毒后

其体内各种蛋白表达量的变化，发现 ATP 合酶 β 亚基

蛋白的表达量明显上升。对虾在感染其他病毒时，其体

内的 ATP 合酶 β亚基蛋白含量也会上升。Bourchookarn

等(2008)研究发现，对虾在感染对虾黄头病毒(Yellow 

head virus, YHV)后，其体内的 ATP 合酶 β亚基蛋白表

达量与对照组相比明显上升。Martinez-Cruz 等(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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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F0-ATPase b 链在凡纳滨对虾鳃组织中的定位 
Fig.6  F0-ATPase b-chain distribution in gill of L. vannamei 

A: 一抗为 F0-ATP 合酶兔抗; B: DAPI 核染; C: 合并 A 和 B; D: 一抗为兔抗血清对照; E: DAPI 核染; F: 合并 D 和 F 
A: F0-ATPase synthase b-chain; B: DAPI; C: Merged A and B; D: Pre-immune serum; E: DAPI; F: Merged D and F 

 
研究指出，凡纳滨对虾在经过 10 h 的低氧处理后，其

体内的 ATP 含量并未发生明显变化，而 ATP 合酶的活

动与之前相比却提升了 70%。本研究免疫组化的实验

结果表明，F0-ATP 合酶在凡纳滨对虾的鳃中有大量

分布，在对照组中，由于组织的非特异性显色，在显

微镜下观察也有微弱的荧光现象。鳃作为对虾呼吸和

病毒入侵感染的重要器官，推测 F0-ATP 合酶在对虾

遭到病毒感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He 等(2005)分析比较了感染 WSSV 病毒后存活

的对虾与普通对虾体内物质之间的差异，发现了一种

类似干扰素的物质，并推测是该种物质增强了对虾的

抵抗病毒的能力。干扰素是一种在细胞受到某些病毒

感染后分泌的具有抗病毒功能的宿主特异性糖蛋白，

该种物质只在脊椎动物中发现，在低等物种如甲壳动

物中并没有发现。Rosa 等(2008)的更深入的研究发现，

在存活对虾中发现的类似干扰素的物质是属于 F0-ATP

合酶 β 亚基上的一个蛋白。Li 等(2013)采用 RT-PCR

方法，分析 F0-ATP 合酶转录水平的分布，表明 F0-ATP

合酶在凡纳滨对虾各组织中均有分布，中和试验表明

F0-ATP 合酶参与 WSSV 的感染过程。本实验中，利

用流式细胞检测到 F0-ATP 合酶在凡纳滨对虾血细胞

表面的分布，在阴性对照中也检测到部分的荧光细

胞，分析可能是由组织的自发荧光现象引起。Mangiullo

等(2008)的研究表明，F0F1-ATP 合酶在血细胞膜表面

有分布并执行受体功能，但凡纳滨对虾 F0-ATP 合酶在

WSSV 感染中是否行使受体的功能尚需进一步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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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流式细胞分析 
Fig.7  Flow cytometry analysis 

上图：一抗为兔抗血清对照，下图：一抗为 F0-ATP 合酶抗体 
Upper: Pre-immune serum, Under: Anti-F0-ATPase b-chain synthase anti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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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NA Cloning and Study on Tissue Distribution of F0-ATP  
Synthase b-chain of Litopenaeus vannamei 

HE Xiaodong1,2, LIU Qinghui1,3①
, GUAN Guangkuo1,2, LI Qian1,2, LI Chen1, HUANG Jie1,3 

(1. Key Laborator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arine Fisheries,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Yellow Sea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Fishery Sciences, Qingdao  266071; 2.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3. National Oceanographic Center, Qingdao  266071) 

Abstract    White spot syndrome virus (WSSV) is a major fatal pathogen to shrimp. It is known that the 

b-chain of F0-ATP synthase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synthesis of ATP in all living organisms. Evidence from 

our previous research indicated that the b-chain of F0-ATP synthase of Litopenaeus vannamei was 

involved in WSSV infection. However the full-length sequence of the b-chain of F0-ATP synthase in L. 

vannamei has not been available yet. In this study we cloned the full cDNA using reverse transcription 

PCR (RT-PCR) and the rapid amplification of cDNA ends (RACE) method.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predict the amino acid sequence and the secondary and space structure of the b-chain of 

F0-ATP synthase. We also mapped the homology and phylogenic tree using ClustalX 1.83 and MEGA 

4.02. Immuno-histochemical and flow cytometry analysis were carried out to detect the tissue distribution 

of the b-chain of F0-ATP synthase in L. vannamei.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1129 bp full length cDNA 

was successfully cloned.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 full length cDNA had an open reading 

frame (ORF) of 744 bp that encoded 248 amino acids, and that the predicted molecular weight of the 

mature peptide was 28.2 kDa. The homology analysis of the b-chain of F0-ATP synthase between species 

demonstrated that there was a higher similarity between L. vannamei and Caligus clemensi (50%), and 

Drosophila melanogaster (60%). Immuno-histochemical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b-chain of F0-ATP 

synthase was widely distributed in the gill of L. vannamei. Flow cytometry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 

b-chain of F0-ATP synthase was distributed on the surface of hemocytes as well as in the cytoplasm of L. 

vannamei. Thes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the b-chain of F0-ATP synthase could be located on the surface as 

well as in the cytoplasm of hemocytes when mediating the WSSV infection in L. vannamei. Our study 

shed lights on the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ole of the b-chain of F0-ATP synthase in WSSV infection. 

Key words    Litopenaeus vannamei; F0-ATP synthase b-chain; Clone;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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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度对四指马鲅(Eleutheronema tetradactylum) 
幼鱼生长及其鳃丝 Na+/K+-ATP 酶的影响* 

罗海忠  李伟业  傅荣兵  柳敏海  许益铵  油九菊  章  霞 
(浙江省舟山市水产研究所  舟山  316000) 

摘要    采用盐度渐变的方法，研究了盐度 2、10、18、26、34 共 5 个梯度对四指马鲅幼鱼(7.82± 

0.43 g)生长及其鳃丝 Na+/K+-ATP 酶的影响。结果表明，盐度对四指马鲅幼鱼的生长和存活均有不

同程度的影响。在实验盐度范围内，随着盐度的升高，四指马鲅幼鱼的最终体重、特定增长率(SGR)、

日增重(DWG)、增重率(GBW)和增长率(GBL)均出现逐渐降低的趋势，且部分盐度组间差异显著

(P<0.05)，其中上述各项指标中，盐度 2 组均最高，与盐度 10 组差异不显著(P>0.05)，而与盐度 18、

26、34 组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盐度 34 组显著低于其他盐度组(P<0.05)；幼鱼的饲料系数随盐

度升高逐渐增大，且部分盐度组间差异显著(P<0.05)。在成活率方面，除盐度 34组的成活率为 72.2%，

显著低于其他盐度组外(P<0.05)，其他各盐度组成活率均达到 90%以上。盐度对四指马鲅幼鱼鳃丝

Na+/K+-ATP酶也存在一定影响，经过3 d的盐度驯化后，实验第0天部分盐度组幼鱼鳃丝Na+/K+-ATP

酶的活力有显著差异，其中盐度 34 组显著高于其他组(P<0.05)，盐度 18、26 组显著低于其他组

(P<0.05)。实验开始后到第 10 天，盐度 2、10、34 组幼鱼鳃丝 Na+/K+-ATP 酶的活力有所降低，此

后，各盐度组幼鱼鳃丝 Na+/K+-ATP 酶的活力趋于稳定。经过 30d 的养殖发现，盐度 34 组幼鱼鳃丝

Na+/K+-ATP 酶的活力最高，显著高于其他组(P<0.05)，而盐度 2、10 组幼鱼鳃丝 Na+/K+-ATP 酶的

活力略低于盐度 18、26 组，但差异并不显著(P>0.05)。从以上结果可见，盐度对四指马鲅幼鱼的生

长和鳃丝 Na+/K+-ATP 酶活力有一定影响。 

关键词    盐度; 四指马鲅; 幼鱼; 生长; 鳃丝 Na+/K+-ATP 酶 

中图分类号 S9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5)02-0094-06 

四指马鲅(Eleutheronema tetradactylum)属于鲈形

目(Perciformes)，马鲅科(Polynemoidea)，四指马鲅属

(Eleutheronema)，俗名马友、牛笋、午鱼等，因其胸

鳍下方具 4 根游离丝状鳍条而得名“四指马鲅”(朱元鼎

等, 1963; Motomura, 2004)。主要分布中国、日本、越

南及东南亚沿海，在我国主要分布于东海、南海海域

(张涛等, 2009)。四指马鲅成鱼通常集结成大群栖息

于沿岸石礁的沙洞和拍岸浪区, 其渔汛期为 35 月, 

尤以 5 月产量集中，通常在近岸产卵,受精卵在近海

孵化(毛连环, 2009)。四指马鲅具有肉嫩味美、生长

速度快、适应范围广等特点，为我国一般经济鱼类, 

产量较少, 是一种良好的食用鱼类, 常用于鲜食或加

工制做罐头(毛连环, 2009)。 

目前国内外对四指马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物分

类和繁育养殖上(毛连环, 2009; 张涛等, 2009; Motomura, 

2004)，而关于盐度对其生长的影响报道较少(张琴星

等, 2013)。盐度作为海水养殖中重要的环境因子之

一，它与养殖动物的生长、发育及生理生化等有着十

分紧密的关系(施钢等, 2011; 姬广闻, 2003; 焦海峰

等, 2004)。为此，本研究通过研究不同盐度对四指马

鲅幼鱼生长、摄食、鳃丝 Na+/K+-ATP 酶的影响，旨

在探索四指马鲅最适的生长盐度环境，以期为四指马

abc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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鲅的养殖提供参考资料。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实验于 2013 年 68 月在舟山市水产研究所朱家

尖基地进行。实验用鱼为舟山市水产研究所自行繁育

的四指马鲅，挑选规格均匀、健壮、活力强的，大小

相近体重(7.82±0.43) g，体长(8.25±0.16) cm 的幼鱼，

置于圆形塑料缸(直径为 60 cm、高 50 cm)内，全天连

续充气，每天于 09:00和 16:00各投喂 1次配合饲料(天

邦海水鱼配合饲料 2 号料)，并于投喂后 1 h 吸污，日

换水率 100%。实验用水由曝气后的自来水、过滤海

水和海水晶按比例配制而成，配制的实验用水曝气

24 h 后使用。实验水温为(25.0±1.0)℃，pH 为 8.4±0.1，

溶解氧保持在 5 mg/L 以上。 

1.2  实验方法 

实验设 2、10、18、26、34 五个梯度组 ，并设

2 个平行组和 1 个取样组，每个实验缸放入 30 尾幼

鱼。实验开始前，将实验鱼放入盛有自然海水(盐度

为 26)的实验缸进行暂养，暂养 3 d 后进行盐度驯化。

各盐度梯度幼鱼的驯化方法为：盐度 10 和 18 组不经

驯化直接放入，盐度 2 组从盐度 10 开始驯化，驯化

时间为 3 d，盐度 34 组从盐度 28 开始驯化，驯化时

间为 3 d。驯化结束后，开始试验，实验进行 30 d。 

观察幼鱼日常行为状态，并分别于实验开始和结

束时测量鱼的体重、全长。在实验第 0、10、20、30

天，从取样各梯度组中随机取 3 尾鱼，取鳃丝 0.1g，

用生理盐水(0.86%)洗净、吸干后，放入80℃超低温

冰箱冷冻保存，用于进行鳃丝 Na+/K+-ATP 酶测定。

各实验组幼鱼在测量和取样前停食 1 d。 

1.3  粗酶液制备 

取待测鳃丝样品，用 4℃生理盐水(0.86%)润洗后， 

滤纸吸干，加入 9 倍体积的生理盐水(0.86%)，用玻

璃匀浆器冰浴匀浆。匀浆液在 4℃条件下 12000 r/min

离心 30 min，取上清液备用。 

1.4  酶活性测定方法 

鳃丝 Na+/K+-ATP 酶采用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

所生产的试剂盒测定，测定方法按照试剂盒说明进

行。Na+/K+-ATP 酶定义为每小时每毫克组织蛋白的

组织中 ATP 酶分解 ATP 产生 1 mol 无机磷的量为 1 个

ATP 酶活力单位。 

1.5  数据处理 

实验期间四指马鲅幼鱼特定增长率(SGR)、日增

重(DWG)、增长率(GBL)、增重率(GBW)、饲料系数

(FCR)计算如下： 

SGR=[(lnW2lnW1)/t]×100%； 

DWG=(W2W1)/t； 

GBL=(L2L1)/L1×100%； 

GBW=(W2W1)/W1×100%； 

FCR=F/[n(W2W1)]； 

式中，W1、W2 为时间 t1、t2 时的体重(g)；L1、

L2 为时间 t1、t2 时的全长(cm)；t 为实验天数；n 为实

验个体尾数；F 为总投饵量(g)。 

采用 SPSS 17.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

析，用 Duncan 氏检验法进行显著性分析和多重比较，

数据结果采用平均值±标准误差(Mean ±S.D.)表示，P＜

0.05 为差异显著，P＜0.01 为差异极显著。 

2  结果 

2.1  盐度对四指马鲅幼鱼行为状态的影响 

由表 1 可以看出，不同盐度下四指马鲅幼鱼表现

出的行为状态较为相似。盐度 2、10、18、26 组幼鱼

活力强，游动频繁，摄食状态也较好，幼鱼抢食明显，

而 34 盐度组幼鱼活力和摄食均一般。不同盐度组的

幼鱼在水体中的分布也有差异，盐度越高，幼鱼的分 
 

表 1  不同盐度下四指马鲅幼鱼的行为状态 
Tab.1  The performances of juvenile Eleutheronema tetradactylum at different salinities 

盐度 Salinity 活动状况 Activity 摄食情况 Feeding 成活率 Survival rate(%)

2 活力强，多分布于水体中下层 抢食 91.1±1.9a 

10 活力强，中下层水体分布多于中上层水体 抢食 90.0±3.3a 

18 活力强，水体各层分布较均匀 抢食 92.2±1.9a 

26 活力强，水体各层分布较均匀 抢食 93.3±3.4a 

34 活力一般，中上层水体分布多于中下层水体 摄食一般 72.2±5.1b 

注: 同一列数据中上标字母不同表示显著差异(P<0.05) 
Note: Data within the same column with different letter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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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越趋近于水体的上层。各试验组幼鱼成活率均较

高，其中盐度 2、10、18、26 组全部在 90%以上，且

差异性不显著，而盐度 34 组成活率为 72.2%，与其

他盐度组差异显著。 

2.2  盐度对四指马鲅幼鱼生长的影响 

从表 2 可见，幼鱼的最终体重、最终体长、特定

增长率、日增重、增重率和增长率出现随盐度的升高

逐渐降低的趋势，且部分盐度组间差异显著(P<0.05)。 

其中盐度 2 组的最终体重、特定增长率、日增重、增

重率和增长率均最高，与盐度 10 组差异不显著，而

与盐度 18、26、34 组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而盐

度 34 组的上述各项指标均最低，且与不同盐度组均

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幼鱼的饲料系数随盐度升

高逐渐增大，且部分盐度组间差异显著(P<0.05)，盐

度组的饲料系数最小为 1.527±0.042，盐度 34 组的饲

料系数最大为 1.980±0.056。 
 

表 2   四指马鲅幼鱼在不同盐度下的生长指标 
Tab.2  Growth indicators of juvenile E. tetradactylum at different salinities 

盐度 Salinity 
生长指标 Growth index 

2 10 18 26 34 

初始体重 Initial weight(g)  7.83±0.35a 7.75±0.46a 7.95±0.43a 7.68±0.46a 7.89±0.48a 

最终体重 Final weight(g) 21.09±3.14a 20.64±3.23ab 17.94±4.27b 17.65±3.60b 11.85±1.36c 

初始体长 Initial length(cm) 8.28±0.12a 8.24±0.17a 8.30±0.15a 8.18±0.18a 8.26±0.19a 

最终体长 Final length(cm) 10.89±1.12a 10.85±1.11a 10.05±1.76ab 9.98±1.40ab 8.98±0.56b 

特定增长率 SGR(%) 3.303±0.031a 3.265±0.034a 2.713±0.042b 2.773±0.038b 1.356±0.023c

日增重 DWG(g/d) 0.442±0.021a 0.430±0.023a 0.320±0.020b 0.332±0.024b 0.132±0.010c

增重率 GBW(%) 169.28±4.08a  166.24±4.83a 120.57±5.43b 129.67±5.81 c 50.17±3.10d 

增长率 GBL(%) 31.52±1.14a 31.67±1.22a 21.08±1.59b 22.00±1.51b 8.72±0.95c 

饲料系数 FCR 1.527±0.042a 1.603±0.038ab 1.680±0.036bc 1.750±0.040c 1.980±0.056d

注: 同一行数据中上标字母不同表示显著差异(P<0.05) 
Note: Data within the same line with different letter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0.05) 

 

2.3  不同盐度对四指马鲅幼鱼鳃丝 Na+/K+-ATP 酶活

力比较 

从图 1 可以看出：实验第 0 天和经过 3 d 的盐度

驯化部分盐度组幼鱼鳃丝 Na+/K+-ATP 酶的活力有显

著差异，盐度 2、10、34 组显著高于盐度 18 和 26 组， 
 

 
 

图 1  盐度对四指马鲅幼鱼鳃丝 Na+/K+-ATP 酶的活力影响 
Fig.1  The effects of salinity on Na+/K+-ATPase activity in 

the gill of juvenile E. tetradactylum 

同一组数据中上标字母不同表示显著差异(P<0.05) 
Data within the same group with different letter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0.05) 

盐度 34 组显著高于其他各组。实验到第 10 天，盐度

2、10、34 组幼鱼鳃丝 Na+/K+-ATP 酶的活力有所降

低，34 组仍显著高于其他各组。此后，各盐度组幼

鱼鳃丝 Na+/K+-ATP 酶活力变动趋于稳定。经过 30 d

的养殖发现：盐度 34 组幼鱼鳃丝 Na+/K+-ATP 酶活力

最高，显著高于其他各组，而盐度 2、10 组幼鱼鳃丝

Na+/K+-ATP 酶的活力略低于盐度 18、26 组，但差异

不显著。 

3  讨论 

3.1  盐度对四指马鲅幼鱼生长的影响 

盐度是影响鱼类生长和活动重要的环境因子之

一。盐度对鱼类的生长代谢和生理变化有显著影响，

从而影响鱼类的活动和生长(Partridge et al, 2002)。国

外在盐度对鱼类的影响方面已做了较深入研究，并发

现不同鱼类对盐度变化表现出不同的生长性能。

Mckay 等(1985)对虹鳟的研究发现，其生长速率随盐

度的升高而下降，死亡率随盐度的升高而升高。

Cherinski(1984)研究发现尼罗罗非鱼对盐度的适应范

围很广，在盐度 18 下，其生长性能与淡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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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显著，并发现尼罗罗非鱼在盐度 50 下仍能正常存

活。De Silva 等(1976)研究了不同盐度对鲻鱼(Mugil 

cephalus)幼鱼的摄食量、饲料转化率和消化速度等的

影响，结果显示，在盐度 1030 条件下，其摄食量随

盐度的升高而增大，而饲料转化率却随盐度的升高而

降低。近年来，国内学者在这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

施群焰等(2003)对点带石斑鱼(Epinephelus awoara)研

究发现，在盐度 930 范围内，随着盐度的升高点带

石斑鱼增重率和特定生长率显著降低，且盐度对点带

石斑鱼的特定生长率影响极其显著。王武等(2004)对

江黄颡鱼(Pseudobagrus vachelli)的研究发现，在盐度

07 范围内，其成活率与体重无显著差异，而在盐度

10 的条件下，其成活率与增重率显著下降。姜志强

等(2005)研究发现盐度对美国红鱼幼鱼的生长、摄食

均有显著的影响(P＜0.05)，在盐度 16 时，其摄食量、

体重、饵料转化率最高，因此认为美国红鱼幼鱼的最

适生长盐度在 16 左右。徐学军等(1993)对红鳍东方鲀

(Takifugu rubripes)的研究结果表明，盐度 12 时，其表

现出的生长性状最优，成活率最高。姜志强等(2002)

对牙鲆(Paralichthys olivaceus)幼鱼的研究发现，在盐

度为 24 时，其生长最快，食物转化率最高，耗氧率

最低。马亚州等(2008)通过采用每天升降盐度 2.02.5

的方法研究盐度对黑鲷幼鱼的影响，结果确定了黑鲷

(Sparus macrocephalus)幼鱼在盐度为 30 时，体长和体

质量增长率最高。从以往的研究可以看出，盐度的变

化对鱼类生长和存活有显著的影响，然而，经过适当

的盐度驯化，部分鱼类在一定的盐度范围内仍可以保

持良好的生长性能。四指马鲅属马鲅科，幼鱼常集结

成大群栖于岩礁及河口地区，有时也进入淡水，适盐

范围较广。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盐度对四指马鲅幼鱼

的生长影响显著(P＜0.05)，在盐度 234 下，幼鱼最

终体重、最终体长、特定增长率、日增重、增重率和

增长率出现随盐度的升高逐渐降低的趋势，其中盐度

2 组的最终体重、特定增长率、日增重、增重率和增

长率显著高于盐度 18、26、34 组，而盐度 34 组上述

各项指标均最低。幼鱼的饲料系数随盐度升高逐渐增

大，部分盐度组间差异显著(P<0.05)。这说明四指马

鲅幼鱼更适于在低盐度的水中生长，这与四指马鲅幼

鱼生长环境的盐度相近(朱元鼎, 1963)。在此前的养

殖过程中我们发现，四指马鲅幼鱼在淡水中生长缓慢

且成活率较低，表明四指马鲅幼鱼并不适宜在淡水中

生长。因此，认为盐度 210 对四指马鲅幼鱼生长较

适宜。 

3.2  盐度对四指马鲅幼鱼鳃丝Na+/K+-ATP 酶活力的影响 

Na+/K+-ATP 酶是横跨质膜的一种酶类，通过消

耗 ATP 来维持 Na+、K+离子的交换，在机体离子调

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细胞的渗透调节、物质吸收

(葡萄糖、氨基酸等)和跨细胞离子运动有重要影响

(Satyavathi et al, 2000)。对于鱼类而言，鳃不仅是鱼

类的呼吸器官，也是调控机体渗透压和离子运输的重

要器官，鳃上皮的泌氯细胞中含有大量 Na+/K+-ATP

酶, 当外界环境盐度发生变化时，鳃丝 Na+/K+-ATP

酶活力也会发生显著变化(Evans, 1993; Karnaky et al, 

1976)。目前，有关盐度变化对鱼类鳃丝 Na+/K+-ATP 酶

活力的影响已研究较多，而不同鱼类鳃丝 Na+/K+-ATP

酶活力的变化情况却不尽相同。在对 鱼(Miichthys 

miiuy) (柳敏海等, 2008)、褐牙鲆(Paralichthys olivaceus) 

(潘鲁青等, 2006)、史氏鲟(Acipenser schrenckii) (赵峰

等, 2006)等鱼的研究发现，当盐度发生变化时，鳃丝

Na+/K+-ATP 酶活力先降低后升高，并最终趋于稳定。

而对牙鲆(Paralichthys olivaceus) (Choi et al, 2008)、

条石鲷(Oplegnathus fasciatus) (孙鹏等, 2010)、银鲳

(Pampus argenteus) (尹飞等, 2011)的研究表明，当盐

度发生变化时，鳃丝 Na+/K+-ATP 酶活力先升高后降

低，并最终趋于稳定。本研究结果与后者相似：实验

开始时，经过 3 d 驯化，各盐度组幼鱼鳃丝 Na+/K+- 

ATP 酶活力均有升高的现象，尤其是盐度 2、10、34

组升高显著。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当盐度降

低时，进入鱼体细胞内的离子减少，造成离子流失，

随之 Na+/K+-ATP 酶活性升高，促使四指马鲅幼鱼鳃

丝从外界吸收离子以维持细胞内外离子稳定和渗透

压平衡；当盐度升高时，由于外界环境的渗透压高于

幼鱼体内的渗透压，进入鱼体细胞内的离子增多，此

时 Na+/K+-ATP 酶活性升高，促使机体会将多余的各

种无机离子排出，从而维持细胞内外离子稳定和渗透

压平衡。实验到第 10 d，盐度 2、10、34 组幼鱼鳃丝

Na+/K+-ATP 酶的活力有所降低，此后，各盐度组幼

鱼鳃丝 Na+/K+-ATP 酶的活力趋于稳定。这表明幼鱼

经过一段时间对盐度的适应后，通过自身调节，已建

立起新的平衡环境。经过 30 d 的养殖发现，在实验

第 10、20、30 天时，盐度 2、10 组幼鱼鳃丝 Na+/K+-ATP

酶的活力略低于盐度 18、26 组，但差异并不显著，

盐度 34 组幼鱼鳃丝 Na+/K+-ATP 酶的活力最高，显著

高于其他组。这与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通

过对银鲑(Oncorhynchus kisutch) (Madsen et al, 1996)、

罗非鱼(Tilapia) (Hwang et al, 1989)、斑尾复触虎鱼 

(Synechogobius ommaturus) (税春等, 2014)等鱼类进

行研究，认为在等渗点鱼类鳃丝 Na+/K+-ATP 酶活力

有一个最低值，当盐度高于等渗点时，随着水环境盐

度的增加，鱼类鳃丝 Na+/K+-ATP 酶的活性也逐渐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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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盐度 2、10、18、26 组幼鱼鳃丝 Na+/K+-ATP 酶

活力差异不显著，表明四指马鲅幼鱼是广盐性鱼类，

具有较强的渗透调节能力，其对盐度变化具有较强的

适应能力，其等渗点可能在盐度 210 范围内。而盐

度 34 组幼鱼鳃丝 Na+/K+-ATP 酶活力显著高于其他

组，这表明四指马鲅幼鱼在高盐度坏境中需要消耗较

多的能量来维持渗透压平衡。目前，大多学者认为在

等渗点附近鱼类生长较好，结合四指马鲅幼鱼的实际

生活环境以及本研究的实验数据，推测盐度 210 是

四指马鲅幼鱼的最适生长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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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Salinity on the Growth of Juvenile  
Eleutheronema tetradactylum and Na+/K+-ATP Enzyme 

LUO Haizhong①
, LI Weiye, FU Rongbing, LIU Minhai, XU Yian, YOU Jiuju, ZHANG Xia 

(Zhoushan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of Zhejiang Province, Zhoushan 316000) 

Abstract    Salinity has significant influences on the growth, metabolism and physiological changes in 

fish. In this study we explored the growth of juvenile Eleutheronema tetradactylum (7.82±0.43 g) and the 

Na+/K+-ATP enzyme under five graduated salinities, and found that salinities had impact on the growth 

and survival of the juvenile fish. We tested the growth performance under salinities of 2, 10, 18, 26 and 34. 

Along with the increase in the salinity, the final weights, SGR, DWG, GBW and GBL of the juvenile fish 

all decreased, and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between some salinity groups. Salinity 2 

had the highest values of all measurements, and it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salinity 18, 26 and 34 

(P<0.05), but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between salinity 2 and salinity 10 (P>0.05). The measurements of 

salinity 34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other groups (P<0.05). The feed coefficient of juvenile fish 

increased as the salinity rose, and some groups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The survival rate 

of salinity 34 is 72.2%, lower than other groups (P<0.05) of which the survival rates were above 90%. 

Salinity also affected the Na+/K+-ATP enzyme in the gill of juvenile fish. After 3-day salinity 

domestication, the activity of Na+/K+-ATP enzyme in some groups was remarkably increased. The 

enzyme activity at salinity 34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other groups (P<0.05), and salinity 18 and 

salinity 26 exhibited lower enzyme activities (P<0.05). After 10 days the enzyme activities at salinity 2, 

10 and 34 became slightly lower, and thereafter all salinity groups displayed stable enzyme activities. 

After a 30-day culture, we found that the optimal salinity for Na+/K+-ATP enzyme was 34 at which the 

enzyme activity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P<0.05). The enzyme activity at salinity 2 and 10 was 

in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at salinity 18 and 26. Thes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salinity had effects on 

the growth of juvenile E. tetradactylum and its Na+/K+-ATP enzyme activity. 

Key words    Salinity; Eleutheronema tetradactylum; Juvenile fish; Growth; Gill Na+/K+-ATP enzyme 

 

 
                            

① Corresponding author: LUO Haizhong, E-mail: 13505805150@163.com 



第 36 卷    第 2 期 渔  业  科  学  进  展 Vol.36, No.2 

2 0 1 5 年 4 月 PROGRESS IN FISHERY SCIENCES Apr., 2015 

                            

* 公益性行业(农业)科研专项经费项目(201103034)、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CARS-47)、山东省泰山学者建设工程专

项经费和农业部科研杰出人才和创新团队专项经费共同资助。王志杰，E-mail: wangzhijie2007@126.com 

① 通讯作者：黄  倢，研究员，E-mail: huangjie@ysfri.ac.cn  

收稿日期: 2014-04-27, 收修改稿日期: 2014-07-14 
 

 

DOI: 10.11758/yykxjz.20150213  http://www.yykxjz.cn/ 

自生物絮团养殖池分离具有亚硝酸盐去除 

功能的细菌及其鉴定和特性* 

王志杰 1,2  胡修贵 1,2  刘旭雅 1,2  宋晓玲 2,3  马  甡 1  黄  倢 2,3① 
(1. 中国海洋大学水产学院  青岛  266003；2. 农业部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重点实验室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青岛  266071；3. 青岛国家海洋科学重点实验室  青岛  266071) 

摘要    从凡纳滨对虾生物絮团养殖池排水渠中分离出一株对亚硝酸盐具有高效去除能力的菌株

(201107290102)，16S rRNA 序列分析结果显示，该菌株与美丽盐单胞菌(Halomonas venusta)的相似

度高达 99%，初步鉴定为美丽盐单胞菌。其去除亚硝酸盐最适条件为碳氮比(C/N)=15、温度 37℃、

初始 pH 10.0、盐度 40，最高去除率达 91.7%。研究结果表明，该菌株能高效利用亚硝酸盐，可改

良生物絮团养殖环境。 

关键词    亚硝酸盐; 去除; 盐单胞菌; 生物絮团 

中图分类号 S9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5)02-0100-06 

养殖水体中亚硝酸盐超标是引起鱼、虾发病甚至

死亡的重要因素 (杨世平等 , 2006; 李波等 , 2009;   

王会聪等, 2012)，近年来对虾“偷死病”的发生也与

亚硝酸盐的积累相关(刘民等, 2008)。生物法因其成

本低、无毒副作用等优点而成为优于物理法和化学法

而最具发展前景的改善环境的方法 (廖国礼 , 2006;  

刘德生等, 2009)。异养型硝化细菌因生长繁殖快和较

强的环境适应能力而成为当前降解亚硝酸盐的热点

材料(潘丹等, 2011; 王李宝等, 2006; 李焱生等, 2010; 

李秋芬等, 2013)。芽孢杆菌(Bacillus sp.)、肠膜明串珠

菌(Leuconostoc mesenteroides)、乳杆菌(Lactobacillus sp.)

和假单胞菌(Pseudomonadaceae sp.)等均对亚硝酸盐

展示了良好的去除效果(张莹等, 2011; 熊焰等, 2010; 

王昌禄等, 2008; 刘法佳等, 2012; 陈瑞芳等, 2011)，

但这些细菌多适应淡水或半咸水的养殖条件。适应海

水养殖条件的硝化细菌报道和应用较少。 

本研究从对虾生物絮团养殖池排水渠中分离筛

选出一株能高效利用亚硝酸盐的菌株，并对其生长条

件及对亚硝酸盐的去除效果进行了探讨，为该菌株在

对虾生物絮团养殖中的实际应用提供了理论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样品来源 

实验水样于 2012 年 5 月 25 日采自山东青岛某对

虾养殖场凡纳滨对虾生物絮团养殖池的排水渠。 

1.2  细菌的富集培养与筛选 

1.2.1  细菌的富集培养    取 10 ml上述水样加入到

装有 200 ml 富集培养基(过滤的 1000 ml 陈海水中含

有 NaNO2 1g、CH3COONa 4.8 g、K2HPO4·3H2O 1.2 g、

Fe3PO4·4H2O 0.01 g，pH 8.0)的 500 ml 锥形瓶中，并

于 37℃、180 r/min 摇床中振荡培养。 

1.2.2  菌株培养    取适量富集培养 48 h 的培养液

梯度稀释(101、102、103、104、105、106)，涂布

于硝化细菌固体培养基(1000 ml 含 NaNO2 0.5 g、

CH3COONa 3.4 g、MgSO4·7H2O 0.01 g、K2HPO4·3H2O 

1 g、Fe3PO4·4H2O 0.01 g、NaCl 30 g、琼脂 16 g，pH 

abc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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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37℃培养箱中培养 48 h 后，分别挑取形态大小

不同的单菌落，再次划线培养。经 4 次继代培养后得

到纯菌株。 

将初筛得到的菌株接种于硝化细菌液体培养基

(200 ml 含 NaNO2 0.1 g、CH3COONa 0.68 g、MgSO4· 

7H2O 0.002 g、K2HPO4·3H2O 0.2 g、Fe3PO4·4H2O 

0.002 g、NaCl 6 g，pH 8.0)，37℃培养 48 h。 

1.3  细菌形态观察 

将筛选出的菌株采用划线平板接种法在 2216E

固体培养基上接种，37℃培养，待长出清晰单菌落后，

用光学显微镜 (D-80i, Nikon)及电子显微镜 (JEM- 

1200EX)观察菌落的大小、形状、透明度、颜色以及

是否具有鞭毛等特征，同时进行革兰氏染色观察。 

1.4  细菌鉴定 

亚硝酸盐去除菌的 16S rRNA 测序及系统发育树

分析。以筛选的亚硝酸盐去除菌的基因组 DNA 为模

板，对其 16S rRNA 进行 PCR 扩增，引物为 27F：5′- 

AGAGTTTGATCCTGGCTCAG-3和 1492R：5′-TACC-

TTGTTACGACTT-3′ (Sattler et al, 2009)。PCR 扩增条

件：94℃ 5 min；94℃ 1 min，55℃ 1 min，72℃ 1 min，

共 30 个循环；72℃ 10 min。所得 PCR 产物送至生

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纯化测序。将测得序

列在 NCBI 网站上与 GenBank 基因库中已知的 16S 

rRNA 序列进行同源性比对，选取同源性最高的序列

进行多重序列比较，并以邻接法构建系统发育树。 

1.5  细菌在不同条件下对亚硝态氮的利用 

本试验设定了温度、碳氮比(C/N)、pH、盐度等

4 个亚硝酸盐利用的试验条件。按 5%的接种量将浓

度约为 5.0×107 CFU/ml 的菌液接种到 200 ml 硝化细

菌液体培养基中，180 r/min 振荡培养。 

1.5.1  温度    温度设定为 22、27、32、37 和 42℃，

每个温度设 3 个平行；每隔 12 h 取菌液，用全波长

扫描式多功能读数仪(Varioskan Flash, Thermo)测定

菌液在 600 nm 波长下的吸光值，绘制菌生长曲线；

将所取菌液离心，取上清液采用 N-(1-萘基)-乙二胺光

度法测定培养基中亚硝酸氮剩余量，再利用“亚硝酸

盐氮剩余量/初始量”换算出菌株对亚硝酸盐的去除

率(胡修贵等, 2013)。 

1.5.2  C/N    接种菌液和亚硝酸氮测量方法同上，

37℃、180 r/min 振荡培养，C/N 设定为 0、5、10、15、

20，每个 C/N 比设 3 个平行。固定亚硝酸盐的添加量

不变，通过改变乙酸钠的添加量来确定 C/N。 

1.5.3  pH    接种培养和亚硝酸氮测量方法同上。

pH 设定为 6.0、7.0、8.0、9.0、10.0，每个初始 pH

设 3 个平行。 

1.5.4  盐度    接种培养和亚硝酸氮测量方法同上。

盐度设定为 0、10、20、30、40，每个盐度设 3 个平行。 

2  结果 

2.1  菌株的筛选与鉴定 

本研究经富集筛选后得到了 5 株能利用亚硝酸

盐的菌株，选取其中对亚硝酸盐利用率最高的一株菌

并将其编号为 201107290102。该菌株在电子显微镜下

呈短杆状，无鞭毛(图 1)，在 2216E 培养基上形成中

央隆起、边缘整齐、形状规则、直径小于 0.5 mm 的圆

形菌落，培养 24 h 后菌落呈白色半透明，培养 48 h 后

菌落米白色不透明，革兰氏染色阴性。通过对菌株

201107290102 的 16S rRNA 进行 PCR 扩增，获得了长

度约为 1.4 kb 的扩增产物。菌株 201107290102 根据同

源性比对，与美丽盐单胞菌(Halomonas venusta)同源

性高达 99%。多重序列比对后采取邻接法构建的系统

发育树见图 2，菌株 201107290102 与登录号分别为 
 

 
 

图 1  透射电镜下菌株 201107290102 的形态(标尺 200 nm) 
Fig.1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 of strain 201107290102 
under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graph (Scale bar: 200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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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Y669165.1 和 AB681651.1 的 Halomonas venusta OC-4

和 NBRC 的亲缘关系最近。 

2.2  不同 C/N 对菌株生长及亚硝酸氮去除效果的影响 

图 3 为菌株 201107290102 的生长曲线。在实验

C/N 范围内，菌株生长最适 C/N 为 20。该菌株在无

碳源的培养基中几乎不生长；当 C/N 低于 20，该菌

株生长量随 C/N 升高而升高。该菌 12 h 后便进入对

数生长期，C/N 为 5 的条件下，对数期相对较短，仅

为 12 h。C/N 为 10−20 条件下，对数期较长(24 h)，

36 h 后进入稳定期。 

菌株 201107290102 去除亚硝酸氮最适 C/N 为 15 

(图 4)。各生长阶段对亚硝酸氮的去除率整体上与其

生长曲线相一致。其对亚硝酸氮的去除主要发生在对

数生长期。在 0−24 h，C/N 在 5−20 范围内对亚硝酸 

 

 
 

图 3  不同 C/N 条件下菌株 201107290102 的生长曲线 
Fig.3  The growth of strain 201107290102 under  

different C/N ratios 

氮去除率呈先下降后升高的趋势，C/N 为 20

时去除效果最佳。在 36−72 h 内，该菌对亚

硝酸氮的去除率随 C/N 升高呈先升高后下降

的趋势，C/N 为 15 时对 100 mg/L 亚硝酸氮

去除率最高，达(91.69±1.06)%。 

2.3  不同温度对菌株生长及亚硝酸氮去除效果 

的影响 

在实验温度范围内，菌株 201107290102

的最适生长温度为 37℃(图 5)。在(22−42)℃

范围内，菌株 201107290102 的生长随温度

升高呈先升高后降低。22℃的较低温度和 42

℃的较高温度对菌株的生长均不利。 

37℃的温度条件下，该菌株对亚硝酸氮的

去除效率最佳(图 6)，对亚硝酸氮最高去除率

达(71.04±1.85)%。在前 36 h，该菌株在 28、32

和 37℃ 3 个温度条件下对亚硝酸氮的去除率

无显著差异(P>0.05)，48 h 后该菌株在 37℃条

件下对亚硝酸氮的去除效率显著高于其他各组(P<0.05)。 
 

 
 

图 4  不同 C/N 对菌株 201107290102 去除 

亚硝酸盐效果的影响 
Fig.4  The effects of C/N ratio on the nitrogen removal by 

strain 201107290102 
 

 
 

图 5  不同温度条件下菌株 201107290102 的生长曲线 
Fig.5  The growth of strain 201107290102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图 2  菌株 201107290102 及相关菌株 16S rRNA 序列的系统发育树 
Fig.2  The phylogenetic tree of strain 201107290102 and other related 

strains based on their 16S rRNA sequ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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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不同温度对菌株 201107290102 去除 

亚硝酸盐效果的影响 
Fig.6  The effects of temperature on the nitrogen removal by 

strain 201107290102 
 

2.4  不同盐度对菌株生长及亚硝酸氮去除效果的影响 

实验结果显示，随盐度的增大，菌株 201107290102

的菌液浓度先升高后下降，其最适生长盐度为 30 (图 7)。

在盐度为 0 的条件下，几乎不生长；在盐度为 10 以下

的条件下，生长非常缓慢；在盐度为 20−40 条件下，该

菌株在 12 h 后进入对数生长期；在盐度为 40 的条件下，

对亚硝酸氮的去除率最高(图 8)。在前 24 h，该菌株对

亚硝酸氮的去除率随盐度的升高表现出先升高后降低

的趋势，盐度为 30 的条件下对亚硝酸氮去除率最高。

在盐度高于 36 后，其对亚硝酸氮的去除率随盐度的升

高而明显升高，盐度 40 时亚硝酸氮去除率最高，达

(68.00±3.58)%。 

2.5  不同初始 pH 对菌株生长及亚硝酸氮去除效果的影响 

实验结果显示，初始 pH 在 8.0−9.0 范围内，菌株

201107290102 生长状况最好(图 9)，各组培养结束后

pH 维持在 8.3−9.0 之间。在初始 pH 低于 7.0 的条件

下，生长缓慢甚至不生长。当初始 pH 为 8.0−10.0 时， 

 

 
 

图 7  不同盐度条件下菌株 201107290102 的生长曲线 
Fig.7  The growth of strain 201107290102 at  

different salinities 

 
 

图 8  不同盐度对菌株 201107290102 去除 

亚硝酸盐效果的影响 
Fig.8  The effects of salinity on the nitrogen removal by 

strain 201107290102 

 

 
 

图 9  不同初始 pH 条件下菌株 201107290102 的生长曲线 
Fig.9  The growth of strain 201107290102 at different initial pH 

 
该菌株 24 h 后便进入 12 h 的对数增长期。在 pH 为

7.0 的条件下 48 h 才进入对数增长期。 

对亚硝酸盐去除效率的结果表明，在初始 pH 范

围内，该菌各生长阶段对亚硝酸氮的去除率均随初始 pH

的升高而增大(图 10)，最高去除率达(78.08±3.11)%。 

 

 
 

图 10  不同初始 pH 对菌株 201107290102 去除 

亚硝酸盐效果的影响 
Fig.10  The effects of initial pH on the nitrogen removal by 

strain 20110729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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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近年来利用微生物降解养殖水体中由于残饵、粪

便等积累的亚硝酸盐，已被广泛认可为最具效果的方

法之一(吴美仙等 , 2008; 陈薇等 , 2012; 王加鹏等 , 

2014)。异养型硝化细菌具有生长繁殖快、较强的环

境适应能力等特点，使其成为降解养殖水体中有害亚

硝酸盐的主要菌群(李焱生等, 2010; 潘丹等, 2011)。

本研究筛选出一株能有效降解亚硝酸氮的菌株

201107290102，该菌株可以在以亚硝酸盐为唯一氮源

的培养基中生长，根据菌株细胞及菌落形态以及 16S 

rRNA 序列分析结果初步鉴定为美丽盐单胞菌。 

C/N 是异养微生物生长繁殖的重要影响因素，细菌

细胞中的 C/N 为 5 (Tupas et al, 1990)。本研究中美丽盐

单胞菌在C/N为15−20条件下生长最好，这与Avinimelech 

(1999)的 C/N 要达到 10 以上的观点相一致。本研究

表明，C/N 同样是影响细菌对亚硝酸盐的去除效果的

重要因素。另有研究表明，巨大芽孢杆菌和假单胞菌

分别在氮源和碳源一定的条件下，对亚硝酸盐的降解

率均随 C/N 升高而升高 (熊焰等 , 2010; 陈薇等 , 

2011)。而本研究显示，美丽盐单胞菌对亚硝酸盐的

最适去除 C/N 为 15，去除效率随 C/N 升高呈先升高

后下降的趋势。 

养殖水环境的温度对水中微生物的生长和代谢

起至关重要的作用。王昌禄等(2008)研究显示，串珠

菌 W53 在 30℃和 37℃条件下亚硝酸盐去除效果最

佳，温度过低会影响其去除效率。而温度过高或过低

均不利于亚硝酸盐的去除(李焱生等, 2010; 熊焰等, 

2010; 陈薇等, 2011)。温度主要影响微生物体内各种

酶的活性，从而影响其生长与代谢(李焱生等, 2010)。

Vadivelu 等(2007)认为，在整个硝化过程中亚硝酸氧

化还原酶对亚硝酸盐的转化起关键作用，而酶的活性

在温度高于或低于最适温度均会受到抑制。本研究

中，美丽盐单胞菌 201107290102 在 37℃时呈现出最

高的生长和去除亚硝酸盐能力。 

pH 和盐度是异养微生物降解亚硝酸盐的重要影

响因素(王昌禄等, 2008; 孙雪梅等, 2012)。有研究表

明，沼泽红假单胞菌在 pH 7.0 的条件下对亚硝酸盐

降解效率最高(陈燕红等, 2010)；而刘法佳等(2012)

的研究发现，3 株乳酸菌降解亚硝酸盐的最适 pH 为

5.5，pH 升高，降解亚硝酸盐效率受到抑制。本研究

筛选出的盐单胞菌更适合养殖水体的中性和偏碱性

环境。刘法佳等(2012)的研究表明，3 株乳酸菌在低

盐度条件下对亚硝酸盐的降解没有显著差异，而高盐

度可抑制其降解亚硝酸盐活性。陈燕红等(2010)的研

究也表明，较高的盐度会抑制沼泽红假单胞菌对亚硝

酸盐的降解活性。而本研究表明，盐度过低会大大削

弱美丽盐单胞菌 201107290102 的亚硝酸盐降解率，

其在 NaCl 浓度为 0 的培养基中不能降解亚硝酸盐，

这可能是在过低或无盐的环境中，该菌株细胞壁容易

破裂所致(张培玉等, 2009)。 

本研究筛选出的盐单胞菌 201107290102 耐盐、

耐碱，对凡纳滨对虾生物絮团养殖池中的亚硝酸盐有

良好的去除效果，其最适条件为 C/N=15、温度 37℃、

初始 pH 10.0、盐度 40。在该条件下，亚硝酸盐最高

去除率可达 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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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solation, Identification and Analysis of a Nitrogen-Removing Bacterium 
Strain from Shrimp Farming Pond Using Bio-Floc Technology  

WANG Zhijie1,2, HU Xiugui1,2, LIU Xuya1,2, SONG Xiaoling2,3, MA Shen1, HUANG Jie2,3①
 

(1. College of Fisheries,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003; 2. Key Laborator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arine Fisheries,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Yellow Sea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Fishery Sciences, Qingdao  266071; 3. National Oceanographic Center, Qingdao 266071) 

Abstract    In a high density farming pond, the concentration of nitrite is often much higher than 

standard due to the excessive release of waste from feeding, breeding, and water pollutions. High nitrite is 

a prominent harmful factor in aquaculture. It can facilitate the growth of pathogenic bacteria, increase the 

stress for fishes and shrimp, render them prone to bacterial infection, and consequently lead to disease 

breakout. Nitrogen-removing has been widely recognized as an effective method to degrade nitrite in the 

water which comes from food residual and feces. An efficient nitrogen-removing bacterium strain, 

201107290102, was isolated from the bio-floc in a shrimp farming pond. It was preliminarily identified as 

Halomonas venusta because 16S rRNA sequence analysis revealed that it shared 99% similarity in 

sequence with H. venusta. We next studied factors that determined the nitrogen-removing efficiency of 

this strain, including C/N ratio, temperature, initial pH and salinity. The optimal conditions were: C/N 

ratio 15, temperature 37 ℃ , salinity 40, initial pH 10.0. Under the optimal conditions, the 

nitrogen-removing efficiency could be up to 91.7%. Thes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the strain 201107290102 

could effectively degrade the nitrite. Our study provided a new tool for improving the bio-floc in shrimp 

culture. 

Key words    Nitrite; Removal; Halomonas sp.; Bio-fl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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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尾皇冠鱼(Aequidens rivulatus)病原无乳链球菌 

的分离、鉴定与特性分析* 

姚学良  徐晓丽①  李贺密  钟文慧  臧  莉  李  灏  杨超敬 
(天津市水产技术推广站  天津  300221) 

摘要    为查明天津地区养殖红尾皇冠鱼(Aequidens rivulatus)大量死亡的原因，取患病红尾皇冠鱼

进行细菌分离，从病鱼肾脏中分离到优势菌株 071901，人工感染试验证实其对红尾皇冠鱼有较强

的致病性；采用形态学观察、生理生化特性、16S rRNA 基因序列系统发育树分析及 cfb (GBS-specific 

gene cfb, CAMP factor)基因检测对菌株 071901 进行鉴定。结果显示，菌株 071901 为革兰氏阳性球

菌，生化特性与链球菌属的无乳链球菌(Streptococcus agalactiae)相近，基于 16S rRNA 基因序列的

系统发育分析将菌株 071901 与无乳链球菌聚为一支，以 071901 为模板特异性扩增无乳链球菌的

cfb 基因，也得到了预期的 900 bp 的核酸片段，进一步证实菌株 071901 为无乳链球菌。对 30 种抗

生素的药敏结果显示，菌株 071901 对红霉素、阿奇霉素等 19 种药物敏感，对多粘霉素、罗红霉素、

呋喃唑酮等 11 种药物耐药。 

关键词    红尾皇冠鱼；无乳链球菌；生物学特性；16S rRNA；cfb 

中图分类号 S9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5)02-0106-07 

近年来在国内休闲渔业中，观赏鱼养殖异军突

起，给养殖者带来较大的收益。然而在快速发展的同

时，病害问题也日益凸显，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成为观赏鱼产业健康发展的瓶颈。观赏鱼疾病的发生

呈现致病因子复杂化、病原多样化、季节性不明显等

特征。红尾皇冠鱼(Aequidens rivulatus)是我国观赏鱼

养殖的主要品种之一，2012 年天津地区养殖的红尾

皇冠鱼暴发疾病，发病鱼死亡率高达 80%，病鱼体色

发黑，体表多处出血，逐渐失去平衡，在水中翻滚、

打转或静止于水底；肠道内无食，积有黄色粘液，与

已报道的鱼类链球菌感染相似。 

对分离自红尾皇冠鱼中的病原菌进行了理化特

性、致病性、抗菌药物敏感性、16S rRNA 基因系统

发育分析及 cfb 特异基因分子鉴定等病原学研究，旨

在进一步了解红尾皇冠鱼链球菌病的流行分布状况，

为红尾皇冠鱼链球菌病的防控奠定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患病红尾皇冠鱼取自天津市西青区精武镇养殖

园区，体质量为 80−100 g。人工感染实验于 2012 年

10 月进行，健康红尾皇冠鱼购自天津市里自沽农场，

体质量为(90±3) g，暂养 7 d 后用于人工感染实验。饲

养期间采用充气泵增氧，每日投饵两次，吸污 1 次，换

水 1/2，实验期间水温保持在 30℃。脑心浸液培养基

(Brian Heart Infusion, BHI)购自德国默克公司，细菌

微量生化反应管及细菌药敏纸片等均购自杭州天和

微生物试剂有限公司。无乳链球菌标准菌(CVCC 1887)

购自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 

1.2  病原菌分离 

从病鱼肾脏中分离细菌，划线接种于 BHI 固体

abc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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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基，28℃培养 24 h，挑取形态一致的优势菌落进

一步纯化，获得纯培养的菌株，转接于 BHI 液体培

养基中培养 24 h，加 15%甘油于−80℃冰箱中保存。

在 BHI 固体培养基中 28℃培养 24 h，取菌体，经涂

片、固定、革兰氏染色，显微镜下观察菌体形态。 

1.3  人工感染实验 

将纯培养菌接种于 BHI 液体培养基，28℃培养过

夜，0.85% NaCl 洗涤 3 次，菌悬液浓度调至 3×107 CFU/ml

作为供试菌液，待用。感染实验分两组，每组 6 尾红

尾皇冠鱼。实验组腹腔接种供试菌液，每尾 0.2 ml；

对照组注射等量 0.85% NaCl；每天观察记录实验鱼

感染后的发病及死亡情况，期间每天正常饲养并换

水，取症状典型的实验鱼再次进行细菌分离鉴定。如

果实验鱼出现典型症状或发病死亡，在相同病灶处分

离到的感染菌确定为病原菌。 

1.4  病原菌鉴定 

1.4.1  形态与菌落特征观察及理化特性检查    取

纯培养菌接种于 BHI 固体培养基，28℃培养 20 h，

制备涂片标本进行革兰氏染色观察细菌形态特征；参

照东秀珠等(2001)、杨正时等(2003)进行细菌糖(醇及

苷)类代谢、硝酸盐还原、枸橼酸盐利用、赖氨酸脱

羧酶等理化特性测定。 

1.4.2  16S rRNA 和 cfb 基因序列测定与系统发育分

析    取 1 ml 菌液 12000 r/min 离心 1 min，弃上清

液，沉淀重悬于 100 μl 无菌蒸馏水中，煮沸 5 min 后

迅速冰浴 10 min，12000 r/min 离心 5 min，取上清液

作为 PCR 反应模板。 

采用通用引物 B27F(5′-AGAGTTTGATCM(C)-

TGGCTCAG-3′)与 1492R(5′-ACGGY(C)TACCTTGT-

TACGACTT-3′)扩增细菌的 16S rRNA(Martin et al, 

1998)。反应条件：95℃预变性 3 min，94℃变性 1 min，

55℃退火 1 min、72℃延伸 2 min，30 个循环后 72℃

延伸 10 min。PCR 扩增产物送至上海生物工程技术公

司进行基因序列测定。 

参照卢迈新等(2010)的方法，特异性扩增无乳链

球菌 cfb 基因，扩增引物 PcfbS(5′-CGACAGCATCA-

CACGAAAAATACA-3′)和 PcfbA (5′-TGACGACCT-

TTTGGACAAGTAGTAA-3′)。PCR 反应条件：94℃

预变性 5 min，94℃变性 1 min、54℃退火 1 min、72℃

延伸 1 min，30 个循环后 72℃延伸 7 min。PCR 产物

送至上海生物工程技术公司进行基因序列测定。 

将分离细菌的 16S rRNA 基因序列通过 NCBI 的

Blast 检索系统(http://www.ncbi.nlm.nih.gov/Blast/)进

行序列同源性分析，并从中选取相关的 16S rRNA 基

因序列，采用 ClustalX 软件进行多序列匹配排列

(Multiple alignments)，分别以 16S rRNA 基因为遗传

标记，用 MEGA 5.1 采用邻接法 (Neighbor-joining 

method)构建系统发育树，通过自举分析检测置信度

(1000 次重复)。 

1.5  药物敏感性测定 

所分离菌株的药敏实验采用常规琼脂扩散(K-B)

法进行，挑取划线培养的无乳链球菌单菌落于 BHI

液体培养基中 28℃摇床培养至稳定期，调整菌液浓

度为 1.5×108 CFU/ml，均匀涂布于平板，将选定的 30

种抗生素药敏纸片贴于平板上，于 28℃培养 24 h，

观察并记录各抑菌圈直径(mm)，按照药敏纸片使用

说明中的抑菌范围解释标准判断实验结果。 

2  结果 

2.1  病鱼症状及病原菌分离 

病鱼体色发黑，体表多处出血，逐渐失去平衡，

在水中翻滚、打转或静止于水底；肠道内无食，积有

黄色粘液。在患病红尾皇冠鱼的肾脏中存在大量革兰

氏阳性球菌，单个、成对或链状排列。在 BHI 固体

培养基上培养 24 h 后，形成细小的乳白色菌落(直径

约 1 mm)。在 BHI 液体培养基上培养 24 h 后，菌体

沉于试管底部。取单菌落做纯培养，编号 071901(图 1)。 

2.2  分离菌的致病性 

试验组的红尾皇冠鱼感染测试菌 5 d 后陆续死

亡，并出现明显的体色变黑、倒悬或静止于水底、肝

脏轻度贫血等症状，9 d 后试验组鱼全部死亡。对照

组红尾皇冠鱼在 14 d 观察期内没有表现出任何症状，

无一死亡；从感染死亡鱼的肾脏分离细菌，纯培养后

进行鉴定，结果显示再次分离的菌株与原感染菌的形

态特征、理化特性及 16S rRNA 基因序列均一致，证

明所分离菌株 071901 为引起本次红尾皇冠鱼死亡的

病原菌。 

2.3  理化性状 

菌株 071901 的生理生化结果见表 1，与无乳链

球菌的生理生化特征基本一致，初步判定菌株 071901

为无乳链球菌。 

2.4  16S rRNA 基因序列与系统发育分析 

对菌株 071901 进行 16S rRNA 基因序列的扩增，

测序获得 1487 bp 基因片段，已登录GenBank (KJ957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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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菌株 071901在 BHI固体和液体培养基上的形态和革兰氏染色形态 

Fig.1  The morphology of strain 071901 in the solid and liquid culture medium BHI and micrograph of strain 071901 shown by Gram staining 

A. 菌落形态；B. 液体培养基中的形态；C. 革兰氏染色形态 

A. Colony morphology; B. Liquid morphology; C. Micrograph of strain 071901 in Gram staining 

 
表 1  菌株 071901 与无乳链球菌的生理生化特征的比较 

Tab.1  Comparison of physiological and 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train 071901 and S. agalactiae standard strain 

项目 Items 
菌株 071901  
Strain 071901 

标准菌株 
Standard strain

项目 Items 
菌株 071901  
Strain 071901 

标准菌株 
Standard strain

乳糖 Lactose – – 支链淀粉 Pullulan – + 

棉籽糖 Raffinose – – 糖原 Glycogen – – 

山梨醇 Sorbitol – – 阿拉伯糖 Arabinose – – 

核糖 Ribose + + 半乳糖苷酶 β-Galactosidase – – 

松三糖 Melezitose – – 环式糊精 Cyclodextrin – – 

甘露醇 Mannitol – – 葡萄糖 Glucose + + 

阿拉伯醇 Arabitol – – 果糖 Fructose + + 

尿素酶 Urease – – 蕈糖 Mushroom sugar + + 

蔗糖 Sucrose + + 枸橼酸盐 Citrate – – 

蜜二糖 Melibiose – – 硝酸盐还原 Nitrate reduction – – 

麦芽糖 Maltose + + 赖氨酸脱羧酶 Lysine decarboxylase – – 

+: 阳性；−: 阴性. +: Positive; −: Negative 
 

经 Blast 同源比对，菌株 071901 与无乳链球菌(S. 

agalactiae)、海豹链球菌 (S. phocae)、豕链球菌 (S. 

porcinus)及海豚链球菌(S. iniae)等的 16S rRNA 基因

序列相似性均在 97%以上。选择哈维氏弧菌 16S 

rRNA 基因序列(登录号：NR 043165)作为外围菌，将

分离菌与检索出的部分球菌菌株的 16S rRNA 基因序

列进行系统发育分析(图 2)。结果显示，菌株 071901 与

无乳链球菌聚为一支，置信度为 100%；使用引物 PcfbS

和 PcfbA 扩增分离菌株的 cfb 基因，获得预期长度约

900 bp 的条带(图 3)。BLAST 分析显示，所扩增的 cfb

序列与已登录的无乳链球菌相应序列(HF952104.1、

CP000114.1、CP003810.1)高度同源(100%)。 

2.5  菌种分类位置 

结合形态观察、生理生化特征、16S rRNA 和 cfb

特异性基因分子鉴定结果，判定分离菌为链球菌属

(Streptococcus)的无乳链球菌(S. agalactiae )。 

2.6  药物敏感性 

分离菌对供试的 30 种抗菌药物中的红霉素、阿

奇霉素等 19 种药物敏感；对多粘霉素、罗红霉素、

呋喃唑酮等 11 种药物耐药，具体结果见表 2。 

3  讨论 

链球菌病是一种广泛危害养殖鱼类的致死性细

菌病，给水产养殖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Hoshina

等(1958)首次报道鱼源致病链球菌以来，已报道受链

球菌感染的海淡水鱼类包括大菱鲆 (Scophthalmus 

maximus) (Domeénech et al, 1996)、牙鲆(Paralichth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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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以 16S rRNA 基因构建的无乳链球菌系统发育树 

Fig.2  Phylogenetic tree of S. agalactiae based on 16S rRNA genes 

 
 

 
图 3  红尾皇冠鱼无乳链球菌 cfb

基因的 PCR扩增结果 

Fig.3  The PCR amplification of the 
cfb gene in S. Agalactiae 

1. cfb基因扩增产物；M. DL2000 

Marker 
1. The cfb gene of amplification of 

PCR；M. DL2000 Marker 
 

 
 

olivaceus) (杜佳垠等, 1999)、虹鳟(Oncorhynchus mykiss) 

(郭建坤等, 1999)、 鱼(Seriola quinqueradiata) (Nomoto 

et al, 2004)等数十种。其中受无乳链球菌感染的有金

头鲷(Sparus auratus) (Evans et al, 2002)、野生鲻鱼(Liza 

klunzingeri) (Evans et al, 2002)、罗非鱼(Oreochromis 

spp.) (李波等, 2008; 张新艳等, 2008)等。国内鱼源无

乳链球菌对水产行业威胁多集中在罗非鱼产业(柴家

前等, 2002; 甘西等, 2007; 张新艳等, 2008; 王蓓等, 

2014)，对该产业的影响已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而

对引起观赏鱼病害的无乳链球菌病鲜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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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菌株 071901 对抗菌药物的敏感性 
Tab.2  Sensitivity of strain 071901 to antimicrobial agents 

抗菌药物  
Drug 

剂量 
Dosage (μg/disc) 

敏感性 
Sensitivity

抗菌药物 
Drug 

剂量 
Dosage (μg/disc) 

敏感性 
Sensitivity

红霉素 Erythromycin 15 S 多黏菌素 B Polymyxin B  300U R 

阿奇霉素 Azithromycin 15 S 罗红霉素 Roxithromycin 15 R 

链霉素 Streptomycin 10 S 呋喃唑酮 Furazolidone 30 R 

恩诺沙星 Enrofloxacin 5 S 左氟沙星 Levofloxacin 5 S 

四环素 Tetracycline 30 S 制霉菌素 Nystatin 100 R 

奥复星 Ofloxacin 5 R 苯唑青霉素 Oxacillin 1 R 

丁胺卡那霉素 Amikacin 30 R 新生霉素 Novobiocin 30 R 

阿洛西林 Azlocillin 75 S 麦迪霉素 Midecamycin 30 S 

吉他霉素 Kitasamycin 15 R 克拉霉素 Clarithromycin 15 S 

庆大霉素 Gentamicinum 10 R 庆大霉素 Gentamicinum  120 R 

阿莫西林 Amoxicillin 10 S 洁霉素 Jiemycin 2 S 
O/129 10 S O/129 150 S 
克林霉素 Clindamycin  2 S 甲氧苄啶 Trimethoprim 5 S 

环丙沙星 Ciprofloxacin 5 S 头孢克洛 Cefaclor 30 S 

头孢氨苄 Cephalexin 30 S 哌拉西林 Piperacillin 100 S 

S. 敏感 Sensitive；R. 抗性 Resistant 

 
红尾皇冠鱼无乳链球菌病多发于 5−9 月，30℃水

温时发病最为严重，发病率为 20%−30%，发病鱼死

亡率高达 80%，病程持续时间长，在高密度养殖环境

中常反复发作。从感染濒死的病鱼分离出的菌株进行

回归感染实验，获得与自然感染相似的症状。因此，

可认为引发此次红尾皇冠鱼疾病的病原为细菌性病

原。经理化特性鉴定分离菌，初步判定病原菌为无乳

链球菌。 

16S rRNA 基因序列分析是目前最常用的细菌鉴

定和系统发育分子遗传标记，但 16S rRNA 基因的水

平转移及同一基因在不同进化分支中进化速度有差

异，适合属以上分类阶元的亲缘关系研究，对属以下

的分类单位分辨率不足(陈翠珍等, 2006)。本研究采

用 16S rRNA 基因对 071901 进行分子鉴定，结果显

示所克隆无乳链球菌的 16S rRNA 基因序列与

GenBank 上登录的无乳链球菌的 16S rRNA 序列高度

同源性(100%)。与停乳链球菌、海豚链球菌的同源性

则相对较低(95.1%−97.6%)，16S rRNA 基因序列进行

系统发育分析显示菌株 071901 与无乳链球菌聚为一

支，置信度为 100%。 

无乳链球菌也称 B 群链球菌，cfb 基因为其特有

基因 (GBS-specific gene cfb, CAMP factor-specific 

gene)，编码 CAMP 因子或溶血促进因子(Cohemolysin)

的膜外蛋白，它与金黄色葡萄球菌分泌的 B 溶血毒素

神经磷脂酶 (Sphingomyelinase)作用呈 CAMP 反应

(Jurgens et al, 1987; Hensler et al, 2008)，即促进绵羊

红细胞的溶血及胞膜成分的溶解。CAMP 因子是一种

强毒力因子，在抗吞噬作用与细菌入侵宿主细胞等方

面起重要作用，其类似因子在 A、C 和 G 群链球菌中

也存在，但它们编码的基因间同源性较低。因此，

CAMP 因子编码基因 cfb 已成为鉴定无乳链球菌的重

要指标之一，比 16S rRNA 基因具有更强的分辨能力。

本研究采用卢迈新等(2010)建立的基于 cfb 基因的无

乳链球菌检测技术，扩增得到分离株的 cfb 基因序列，

BLAST 分析显示它们与 GenBank 上登录的无乳链球

菌的 cfb 序列高度同源(100%)，据此可进一步确定

071901 为无乳链球菌。综合生理生化和分子鉴定结

果以及分离菌株回归感染实验结果，可确定引发红尾

皇冠鱼此次发病的病原菌为无乳链球菌。 

链球菌病目前没有有效的治疗药物，Creeper 等

(2006)报道澳洲肺鱼(Neoceratodus forsteri)海豚链球

菌对土霉素、呋喃唑酮、红霉素和阿莫西林敏感，其

中红霉素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卢迈新等(2010)报道罗

非鱼无乳链球菌对红霉素敏感，对阿莫西林敏感或中

度敏感；祝璟琳等(2010)研究表明，罗非鱼(Oreochromis 

niloticus)无乳链球菌对红霉素较敏感。本研究显示无

乳链球菌对红霉素、阿莫西林敏感，对呋喃唑酮耐药。

上述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地区或不同时间分离的病原

菌药物敏感性存在差异，这与无乳链球菌存在不同的

血清型以及耐药因子的变化有关(柯剑等, 2010)。链

球菌的荚膜能避开巨噬细胞的吞噬 (Locke et  a l , 

2007)，口服药物治疗效果不佳，且因观赏鱼经济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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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较高，养殖户往往通过延长给药时间或增加用药量

来提高疗效，导致该病原菌产生更强的耐药性。有报

道显示，罗非鱼无乳链球菌对喹诺酮类药物(如诺氟

沙星)的耐药性有增加的趋势(卢迈新等, 2010; 柯剑

等, 2010; 谭晶晶等, 2010)。红尾皇冠鱼无乳链球菌对

供试的 30 种抗菌药物中的红霉素、阿奇霉素等 19 种

药物敏感；对多粘霉素、罗红霉素、呋喃唑酮等 11

种药物耐药，表明此次分离的无乳链球菌对很多药物

产生耐药性，提示科学有效地选择观赏鱼疾病防治药

物，以减少药物使用的盲目性及盲目用药对环境造成

的压力。为避免出现多重耐药菌株，降低红尾皇冠鱼

养殖风险，应加强无乳链球菌病诊断与防治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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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athogenic Streptococcus agalactiae  
Isolated From Aequidens rivulatus 

YAO Xueliang, XU Xiaoli①, LI Hemi, ZHONG Wenhui, ZANG Li, LI Hao, YANG Chaojing 
(Tianjin Fishery Technical Extension Station, Tianjin  300221) 

Abstract    The cultivation of ornamental fish has been gaining more and more popularity and 

commercial importance. Consequently ornamental fish diseases have also caught attentions. Aequidens 

rivulatu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ornamental fish in commercial fisheries in Tianjin of China. In 

recent years mass death of A. rivulatus has caused heavy economic losses. In this study we aimed to 

identify the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athogens which caused diseases in A. rivulatus. A dominant 

bacterium 071901 was isolated from the kidney of diseased A. rivulatus and was confirmed to be 

pathogenic to A. rivulatus in artificial challenge test. We examined the morphological, physi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bacterium, and analyzed 16S rRNA and cfb gene (GBS-specific gene 

cfb, CAMP factor) for further identification. The 16S rRNA gene and cfb gene were partially sequenced 

and compared with data from the GenBank database. BLAST showed that 16S rRNA gene and cfb gene of 

strain 071901 were highly similar to their counterparts registered in GenBank. Based on the 

morphological observation and physi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characterization, strain 071901 was 

identified as Streptococcus agalactiae. Phylogenetic trees of S. agalactiae based on 16S rRNA gene 

indicated that strain 071901 was branched into the same cluster as S. agalactiae and showed the highest 

similarity to S. agalactiae. The results of molecular analysis of cfb gene were consistent with the previous 

results from the biochemical assays. We then performed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assay for 30 

antimicrobial agents and found that strain 071901 was susceptible to 19 agents including erythromycin, 

azithromycin and florfenicol, and was highly resistant to 11 agents including enrofloxacin, bacitracin and 

furazolidone. In conclusion our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S. agalactiae was the pathogen that caused high 

mortality in A. rivulatus. 

Key words    Aequidens rivulatus; Streptococcus agalactiae;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16S rRNA gene; 

cfb g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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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种磺胺类药物在中国对虾(Fenneropenaeus 
chinensis)体内的药代动力学特征* 

李金宝 1,2  常志强 2  李  健 2①  孙  铭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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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青岛  266071；3. 中国海洋大学水产学院  青岛  266003) 

摘要    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研究了 3 种磺胺类药物在中国对虾体内的药物代谢动力学特征，这 3

种磺胺类药物包括磺胺二甲嘧啶(SM2)、磺胺嘧啶(SD)及磺胺对甲氧嘧啶(SMD)。实验期间，中国

对虾的养殖水温为(24.6±2.4)℃，单次口服 3 种磺胺类药物的剂量均为 100 mg/kg。结果显示，3 种

磺胺类药物在中国对虾体内的血药经时过程均符合一级吸收二室开放模型，SM2 的主要药动学参

数 T1/2β、AUC、Vd、CL、Tmax、Cmax 分别为 25.812 h、34.066 mg/L·h、94.553 L/kg、2.608 L/h·kg、

2 h、1.07 mg/L；SD 的主要药动学参数 T1/2β、AUC、Vd、CL、Tmax、Cmax 分别为 46.446 h、45.39 mg/L·h、

97.207 L/kg、1.504 L/h·kg、1 h、1.17 mg/L；SMD 的主要药动学参数 T1/2β、AUC、Vd、CL、Tmax、

Cmax 分别为 66.296 h、65.917 mg/L·h、40.015 L/kg、0.763 L/h·kg、2 h、2.00 mg/L。结果表明，SMD

在中国对虾体内分布比 SM2、SD 更广泛；中国对虾体内 SM2 的消除相半衰期最短，SD 次之，SMD

消除相半衰期最长；3 种磺胺类药物在中国对虾体内 72 h 药物吸收量 SMD 最高，SD 次之，SM2

最低；且 SMD 药物清除率最低，SD 次之，SM2 药物清除率最高，所以口服 3 种磺胺类药物 72 h

中国对虾体内 SMD 残留最多，SD 次之，SM2 残留最少。SMD 在中国对虾体内药效更加持久，故

在不考虑使用成本及毒副作用等其他因素的前提下，比较这 3 种磺胺类药物的药物代谢动力学特

征，更加推荐使用 SMD。 

关键词    磺胺二甲嘧啶；磺胺嘧啶；磺胺对甲氧嘧啶；中国对虾；药代动力学 

中图分类号 S9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5)02-0113-05 

磺胺类药物属广谱抗菌药物，常用于中国对虾的

疾病防治。长期低于治疗剂量使用磺胺类药物容易使

细菌产生耐药性，不同磺胺类药物之间可产生不同程度

的交叉耐药性(Naisbitt et al, 2001)。美国 FDA、欧盟及

我国规定动物源食品中磺胺药的最大残留限量为

<0.1 mg/kg (王霓霓, 2011; 周德庆等, 2002)，日本为

不 得 检 出 。 目 前 , 已 有 报 道 磺 胺 甲 基 异 恶 唑

(Sulfamethoxazole, SMZ) (范克俭等, 2005)、磺胺间甲

氧嘧啶 (Sulphamonomethoxine, SMM) ( 李静云等 , 

2006)在中国对虾体内的药代动力学研究，但是均为

单剂量肌注给药。为了贴近实际生产，本研究采用药

饵给药。磺胺二甲嘧啶(SM2)、磺胺嘧啶(SD)、磺胺

对甲氧嘧啶(SMD)这 3 种药物应用比较广泛。希望通

过本研究能够了解在中国对虾体内这 3 种磺胺类药

物的药代动力学特征，为其在生产上科学合理的使用

提供理论依据。 

abc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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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动物 

本研究于 2012 年 8 月 3 日 9 月 6 日在山东省潍

坊市海丰水产养殖责任有限公司完成，实验所用中国

对虾健康活泼、摄食量好、大小规格整齐，平均体重

为(6±0.5) g，养殖期间水温为(24.6±2.4)℃，盐度为

29，pH 为 7.9±0.1。实验前检测表明，中国对虾体内

及养殖环境内无磺胺类药物残留，连续充气，每日换

水 2/3，投喂不含磺胺类药物的配合饲料。实验前将

中国对虾进行合理分组，然后准确称量每组中国对虾

的体重，通过计算得到每千克体重的中国对虾每天大

约摄食 20 g 配合饲料，完全摄食所投喂的配合饲料

大约需要 25 min。口服剂量依据《新编渔药手册》的推

荐剂量选择 100 mg/kg；取样时间为投喂药饵后 25 min

作为 0 时开始计时，分别于 0.083、0.5、1、2、4、6、

8、12、16、24、32、48、60、72 h 用事先准备好的

已经抽取适量中国对虾血液抗凝剂的 1 ml 注射器抽

取中国对虾的血液，每个时间点抽取 10 尾中国对虾

的血液，将抽取好的样品置于20℃冰箱保存。 

1.2  药品与试剂 

SM2 标准品(纯度≥99%)，SD 标准品(纯度≥

98.5%)，SMD 标准品(纯度≥99.3%)，Sigma (St. Louis, 

MO, USA)公司生产。乙腈(Merck 公司，色谱纯)、正

己烷(CNW 公司，色谱纯)等。 

1.3  实验仪器 

Agilent1100 型高效液相色谱仪；柱子：Agilent 

TC-C18(4.6 mm×250 mm，填料粒度 5 μm)；柱温：30℃；

流速：1 ml/min；进样量：20 μl；紫外检测器波长 270 nm；

流动相：乙腈：0.017 mol/L 磷酸缓冲液=30:70(V:V)。 

1.4  样品处理 

血浆样品于室温下自然解冻后摇匀后取 0.4 ml

于 1.5 ml 离心管中，加入 1 ml 乙腈(含 1%乙酸)，涡旋

振荡器 5000 r/min 振荡 5 min 后静置 30 min，8000 r/min

以上离心 20 min，取上清液于 10 ml 离心管，于 40℃

恒温水浴下氮气吹干，0.4 ml 流动相溶解残渣，加入

1 ml 正己烷去脂肪，振荡静置，5000 ml 离心 1 min

后弃上层液体，下层液体用 0.22 μm 的微孔滤膜过滤，

过滤后的液体进行高效液相色谱检测(Gili et al, 2012; 

Samanidou et al, 2008; De Smet et al, 1985)。 

1.5  标准曲线的制备 

分别称取 SM2、SD 及 SMD 标准品各 0.01 g，用

适量 NaOH 助溶，然后用流动相定容至 100 ml，配成

100 μg/ml 的母液，再依次用流动相稀释成 50.00、

10.00、5.00、2.00、1.00、0.50、0.20、0.10、0.05、

0.02、0.01 μg/ml 的标准品溶液，分别加人 4 种空白

组织中，按样品处理方法处理后进行 HPLC 测定，以

浓度为横坐标，峰面积为纵坐标,做标准曲线，进行

回归分析，分别求出回归方程和相关系数。 

1.6  回收率与精密度 

取 0.1、1、10 μg/ml 3 个浓度水平的 SM2、SD

及 SMD 标准液各 1 ml，加入 1 ml 血液中，每个浓度

有 3 个平行，按上述血样处理的方法处理后进行

HPLC 检测。按照公式进行计算：回收率(%)=(实测药

物浓度/理论药物浓度)×100%。 

将上述样品于一天内分别重复检测 5 次和连续 5 d

每天测定一次，计算 3 个浓度水平相应峰值面积的变

异系数(CV%)，以此衡量本实验方法的精密度。 

2  结果 

2.1  线性回归方程、相关系数及检测限 

3 种磺胺类药物的回收率见表 1、精密度见表 2。

从表 1、表 2 中可以看出，SM2 在血液中的回收率为

77.57%88.93%之间，日内精密度为(3.98±1.96)%，

日间精密度为 (5.37±0.68)%；SD 在血液中的回收率

为 81.17%87.79%之间，日内精密度为(2.74±0.73)%，

日间精密度为(3.31±0.99)%；SMD 在血液中的回收率

为 79.89%91.15%之间，日内精密度为(4.54±2.11)%，

日间精密度为(6.82±1.53)%。本研究方法的最低检测

限为 0.001 mg/kg，符合药物分析要求。 

 
表 1  3 种磺胺类药物的回收率 

Tab.1  The recovery of SM2, SD and SMD 

回收率 Recovery(%) 浓度 
Concentration (μg/ml) SM2 SD SMD 

10 77.57±3.14 81.17±6.34 79.89±2.41

1 88.93±5.17 87.79±4.18 88.96±4.45

0.1 87.79±1.98 85.94±4.41 91.15±3.61

 
表 2  3 种磺胺类药物的精密度 

Tab.2  The precision of of SM2, SD and SMD 

精密度 Precision SM2 SD SMD 

日内精密度 
Intra-day precision 

3.981.96 2.740.73 4.542.11

日间精密度 
Inter-day precision 

5.370.68 3.310.99 6.8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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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3 种磺胺类药物的药-时曲线 

从图 1、图 2、图 3 可以看出，3 种磺胺类药物

在中国对虾血液中的药物浓度变化的总体趋势均为

先快速升高到达峰值，然后逐渐降低。由图 1 可知，

SM2 在 2 h 达到药物浓度峰值 1.07 mg/L，72 h 时降

低到 0.09 mg/L。由图 2 可知，SD 在 1 h 到达药物浓

度峰值 1.17 mg/L,72 h 时降低到 0.19 mg/L。由图 3 
 

 
 

图 1  SM2 在中国对虾血液中的药-时曲线 
Fig.1  The hemolymph concentration-time course of  

SM2 of F. chinensis 
 

 
 

图 2  SD 在中国对虾血液中的药-时曲线 
Fig.2  The hemolymph concentration-time course of  

SD in F. chinensis 
 

 
 

图 3  SMD 在中国对虾血液中的药-时曲线 
Fig.3  The hemolymph concentration-time course of  

SMD in F. chinensis 

可知，SMD 在 2 h 达到药物浓度峰值 2 mg/L，72 h

降低到 0.49 mg/L。 

2.3  磺胺类药物在中国对虾组织中的药代动力学参数 

采用 DAS 2.1.1 药动学软件对药-时数据进行分

析，计算主要参数 T1/2β、AUC、Tmax、Cmax、Vd、CL。 

3  讨论 

从表 3 看出，口服 100 mg/kg SM2 2 h 后，中国

对虾血药浓度达到最高值，而在星布罗鸡(赵秀然等, 

1986)、大菱鲆(张长坤等, 2010)、黑鮶(孙玉增等, 2010)

及鲫鱼(范能全, 2010)体内血药浓度达到最大值的时

间分别为 4、4、8、8 h。口服 100 mg/kg SMD 2 h 后，

中国对虾血药浓度即达到最高，而在马(吴弋麃等 , 

1982)体内血药浓度达到最大值的时间为 3 h。口服

100 mg/kg SD 1 h 后，中国对虾血药浓度达到最高，

而口服剂量为 200 mg/kg SD 的鸡(廖玉辉等, 2002)体内

血药浓度达到最高需要 6 h，口服剂量为 300 mg/kg SD

的欧洲鳗鲡(林丽聪等, 2011)体内血药浓度达到最大

值需 21 h，因为血药浓度的达峰时间与用药剂量无

关，只与吸收速率常数 Ka 和消除速率常数 Ke 有关，

故推测与中国对虾口服相同剂量 100 mg/kg SD 后，

鸡和欧洲鳗鲡的血药浓度的达峰时间仍然要远大于

中国对虾。综上所述，3 种磺胺类药物在甲壳类动物

体内更易被吸收，吸收效果与其所具有的开管式循环

系统有关。 

药物在体内的分布情况(广泛程度)主要由表观

分布容积 Vd 来体现。由表 3 可知，SM2 在血液中表

观分布容积为 94.553 L/kg，SD 在血液表观分布容积为

97.207 L/kg，SMD 在血液表观分布容积为 40.015 L/kg，

故 SM2 和 SD 在中国对虾体内分布的广泛程度相当，

而 SMD 在中国对虾体内分布比 SM2、SD 更广泛。 

药物消除相半衰期(T1/2β)是衡量药物在某种动物

体内消除速率的一个重要的固定常数,它只受药物本

身性质的影响，而与药物的给与浓度无关(丁兴宇等, 

2000)。SM2 在中国对虾体内血液中消除相半衰期

T1/2β为 25.812 h, SD 的消除相半衰期 T1/2β为 46.446 h, 

SMD 的消除相半衰期 T1/2β为 66.296 h。比较 3 种药

物的消除相半衰期：SM2＜SD＜SMD，研究结果表

明，在中国对虾体内 SM2 消除速度最快，消除相半

衰期最短，SD 次之，SMD 最慢，消除相半衰期最长。

同一种药物在不同的动物体内的消除相半衰期是不

同的，在恒温动物体内的消除速度较快，而在变温动

物体内的消除速度则明显减缓(杨先乐等, 2005)。SM2

在东北细毛羊、奶山羊(孙长勉等, 2001)、星布罗鸡 



116 渔   业   科   学   进   展 第 36 卷 

 

表 3  3 种磺胺药在血液中的药动学参数 
Tab.3  The main pharmacokinetic parameters of  

SM2, SD and SMD 

参数 Parameters SM2 SD SMD 

A (μg/ml) 0.995 0.427 1.737 

α (h) 0.027 0.015 0.131 

B (μg/ml) 0.077 0.610 1.098 

β (h) 0.027 0.015 0.010 

T1/2β (h) 25.812 46.446 66.296 

Vd (L/kg) 94.553 97.207 40.015 

CL (L/h·kg) 2.608 1.504 0.763 

AUC (mg/L·h) 34.066 45.39 65.917 

Tmax (h) 2 1 2 

Cmax (mg/L) 1.07 1.17 2 

注：A: 分布相的零时截距；α: 分布速率常数；B: 消

除相的零时截距；β: 多室模型药物的表观一级消除速率常

数；T1/2β: 消除相半衰期；Vd: 表观分布容积；CL: 药物自

体内清除的总清除率；AUC: 血药浓度-时间曲线下总面

积；Tmax: 达峰时间；Cmax: 达峰浓度 
Note: A: Zero-time blood drug concentration intercept; α: 

Slopes of distribution phase; B: Zero-time blood drug 
concentration; β: Slopes of elimination phase; T1/2β: 
Elimination half-life; Vd: Apparent distribution volume; CL: 
Body clearance of the drug; AUC: Area under concentration 
time curve; Tmax: Peak time; Cmax: Peak concentration 
 
(赵秀然等, 1986)、猪(陈杖榴等, 1988)等体内的血浆

消除相半衰期均短于本文中国对虾的血浆消除相半

衰期 25.812 h。SD 在东北细毛羊(于连智等, 1985)、

鹅 (柳仲华等 , 1987)、兔 (邓修玲等 , 1993)、黄牛    

(张祖荫等, 1983)等体内的血浆消除相半衰期均短于

本研究中国对虾的血浆消除相半衰期 46.446 h。SMD

在马(吴弋麃等, 1982; 李涛等, 1983)、猫(吴国娟等, 

1990)、黄牛、水牛、猪和奶山羊(冯淇辉等, 1987)等

体内的血浆消除相半衰期均短于本研究中国对虾的

血浆消除相半衰期 66.296 h。综上所述，3 种磺胺类

药物在中国对虾体内的消除速率较恒温动物缓慢。结

果表明，3 种磺胺类药物在人体中根据消除相半衰期

的大小所划分的药效长短的情况与在中国对虾体内

的情况相吻合。 

根据我国无公害食品渔药残留限量要求并结合

本实验的结果，利用公式 t=ln(C0/MRL)/k 计算可得，

3 种磺胺类药物在中国对虾血液中的浓度，从本实验

的时间点 72 h，降低至我国农业行业标准(NY5070- 

2002)规定，动物源食品中磺胺药的最大残留限量

(MRL)为<0.1 mg/kg，所需时间分别为：SM2 需要 12 

d，SD 需要 22 d，而 SMD 则需要 20 d。 

表 3 中的 AUC 代表药物在 072 h 的吸收量，即

072 h 的药-时曲线下面积。SM2 在中国对虾血液中

的 AUC 为 34.066 mg/L·h，SD 的 AUC 为 45.39 mg/L·h，

SMD 的 AUC 为 65.917 mg/L·h，即 3 种磺胺药在中国对

虾体内 72 h 药物吸收量为：SM2＜SD＜SMD; SM2 的清

除率CL为2.068 L/h·kg，SD的清除率CL为1.504 L/h·kg，

SMD 的清除率 CL 为 0.763 L/h·kg,即 3 种磺胺药的清

除率为: SM2＞SD＞SMD;又因为 3 种药物的消除相

半衰期 T1/2β 为：SM2＜SD＜SMD。综上所述，口服

3 种磺胺药 72 h 内在中国对虾体内 SMD 残留最多，

SD 次之，SM2 残留最少。 

研究结果表明，SMD 在中国对虾体内分布较

SM2 及 SD 更加广泛，且吸收量更大，半衰期更长，

药效更加持久，故在不考虑使用成本及毒副作用等其

他因素的前提下，比较这 3 种磺胺类药物的药物代谢

动力学特征，更加推荐使用 S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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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rmacokinetics of Three Sulfa-Drugs in the Fenneropenaeus chinensis 

LI Jinbao1,2, CHANG Zhiqiang2, LI Jian2①
, SUN Ming2,3 

(1. College of Fisheries and Life Science, Dalian Ocean University, Dalian 116023; 2. Key Laborator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of Marine Fisheries,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Yellow Sea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Fishery 

Sciences, Qingdao 266071; 3. Fisheries College,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003) 

Abstract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use of sulfa drugs in aquaculture, especially in the culture of 
Fenneropenaeus chinensis, we studied the pharmacokinetics of three sulfa drugs in F chinensis using the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HPLC). The three selected sulfa drugs were sulfadimidine 
(SM2), sulfamethoxydiazine (SMD) and sulfadiazine (SD). The water temperature for the experiment 
was (24.6±2.4)℃. Healthy shrimp received or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drugs at a dose of 100 mg/kg.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hemolymph concentration-time course of SM2, SMD and SD conformed to a 
two-compartment open model with the first order absorption after oral administration. Major 
pharmacokinetic parameters such as T1/2β, AUC, Vd, CL, Tmax and Cmax were 25.812 h, 34.066 
mg/L·h, 94.553 L/kg, 2.608 L/h·kg, 2 h, 1.07 mg/L respectively for SM2, and 46.446 h, 45.39 mg/L·h, 
97.207 L/kg, 1.504 L/h·kg, 1 h, 1.17 mg/L for SD, and 66.296 h, 65.917 mg/L·h, 40.015 L/kg, 0.763 
L/h·kg, 2 h, 2.00 mg/L for SMD. These suggested that SMD was more widely distributed and absorbed 
than SM2 and SD in F. chinensis. The elimination half-life showed the order of SM2<SD<SMD. The 
absorbed dose in 72 h had the order of SMD>SD>SM2. As for the drug clearance rate, SMD had the 
fastest rate and SM2 had the slowest rate. Therefore in 72 hours after the oral administration, SMD had 
the most residues and the SM2 had the least residues in F. chinensis. In another word, SMD had the 
longest-lasting pesticide effect. Taking no account of other factors such as the cost and side effects, SMD 
could be the most suitable sulfa drug according to its pharmacokinetic characteristics. The comparison of 
the elimination half-life showed that SMD had the most enduring efficacy. 
Key words    SM2; SD; SMD; Fenneropenaeus chinensis; Pharmacokin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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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粮蛋白脂肪比对圆斑星鲽(Verasper variegates) 
生长、消化酶及血清生化指标的影响* 

吕云云 1,2  陈四清 2  于朝磊 1,2  常  青 2①  秦  搏 1,2  王志军 3 
(1. 上海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  上海  201306；2.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青岛  266071； 

3. 山东科合海洋高技术有限公司  威海  264500) 

摘要    为探讨饲粮不同蛋白质和脂肪水平对圆斑星鲽生长、消化酶及血清生化指标的影响，以鱼

粉和酪蛋白为蛋白源，鱼油和豆油为脂肪源，配制成蛋白水平为 40%、45%、50%，脂肪水平为 8%，

12%，16%的 9 组试验饲料(分别表示为 P40L8、P40L12、P40L16、P45L8、P45L12、P45L16、P50L8、

P50L12、P50L16)，每组设 3 个重复，每重复 20 尾鱼，经过 83 d 的饲养试验。结果表明，试鱼成

活率不受饲粮中蛋白质和脂肪水平的影响(P>0.05)。增重率、特定生长率和摄食率随脂肪水平的增

加而显著降低(P<0.05)，P50L8 组试鱼增重率较 P40L16 组高 33.63%，特定生长率高 31%。饲料效

率随蛋白水平的增加而显著增加(P<0.05)，P50L8 组试鱼饲料效率较 P40L8 组高 24.09%。P50L8 组

表现出最高的增重率、特定生长率、饲料效率及摄食率。胃蛋白酶随蛋白水平的增加呈现先增加后

下降的趋势。胰蛋白酶以 P50L8 组最高，显著高于 P50L12 组 6.91%(P<0.05)，和其他各组差异不

显著(P>0.05)。胃脂肪酶随饲粮中蛋白水平的提高先降低后升高。肠脂肪酶以 P50L8 组最高,但各组

间差异不显著(P>0.05)。试鱼血清中总蛋白含量随饲粮蛋白水平的增加显著升高(P<0.05)，P50L8

组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均高于其他组，但各组之间无显著差异(P>0.05)。甘油三酯和总胆固醇

以 P50L8 组最低，且显著低于 P45L12 和 P45L16 组(P<0.05)，与其他组差异不显著(P>0.05)。由此

可见，饲粮脂肪水平增加未引起蛋白质节约作用，饲粮中蛋白质、脂肪、蛋能比和蛋白脂肪比分别

为 50%、8%、104.31mg/kcal 和 6.63 时，可满足圆斑星鲽的较快生长及其生理需要。 

关键词    圆斑星鲽；蛋白脂肪比；生长性能；消化酶；血清生化指标 

中图分类号 S9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5)02-0118-07 

圆斑星鲽(Verasper variegates)主要分布于我国

北部的黄、渤海及日本九州岛附近，其体型较大、营

养丰富且肉质细腻鲜美，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是我

国北方重要的名贵海水鱼类。圆斑星鲽体内含有常

量、微量元素以及 8 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而且富

含不饱和脂肪酸，其中二十碳五烯酸(EPA)和二十二

碳六烯酸 (DHA)在同类鱼中含量较高 (叶建生等 , 

2007)。 

通过蛋白质节约作用，适当降低饲料中蛋白质水

平、增加脂肪水平，可以降低饲料成本，减少氨氮的

排放，减轻对水体的污染(Cho et al, 1990)。目前，圆

斑星鲽在繁殖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上已见相关报道

(Tian et al, 2008; Ma et al, 2010; 徐永江等, 2013)，而

关于其蛋白质和脂肪需求的研究还未见报道。本实验

采用双因素实验设计，研究不同蛋白质和脂肪水平对

圆斑星鲽生长，消化酶及血清生化指标的影响，确定

饲料中适宜的蛋白脂肪比，为圆斑星鲽饲料的配制提

供理论依据和参考。 

abc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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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本研究采用双因素试验设计中的“3×3 因子设

计”，以鱼粉和酪蛋白为蛋白源，鱼油和豆油为脂肪

源，配制 9 组不同蛋白、脂肪水平的饲料，其中蛋白

水平为 40%、45%、50%，脂肪水平为 8%、12%、16%，

分别标记为 P40L8、P40L12、P40L16、P45L8、P45L12、

P45L16、P50L8、P50L12、P50L16。实验饲料配方及

营养组成如表 1 所示，其中，鱼粉、鱼油购自青岛七

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酪蛋白、糊精、羧甲基纤维素、

微晶纤维素购自临夏州华安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磷脂、预混料、Vc、胆碱、磷酸二氢钙购自青岛金海

力水产科技有限公司。饲料原料经过粉碎，60 目过

筛后配料，混合均匀后加 35%的水，再一次混合，用

制粒机制成粒径为 3 mm 的颗粒饲料，55℃烘干后放

入密封袋，于20℃冷库中保存备用。 

1.2  实验设计与动物分组 

实验鱼来自山东科合海洋高技术有限公司，为当 

年产的同一批鱼种，挑选出体格健壮、规格一致

(93.0±1.0) g 的圆斑星鲽进行实验，每组设 3 个重复，

实验鱼随机分到 27 个 2 m×2 m×1 m 的室内水泥池中

流水养殖，每池 20 尾，水深 50 cm。实验开始前，

先暂养 10 d，使之逐渐适应环境。养殖期间，水温控

制在 18.5℃左右，盐度为 35 左右，溶解氧 5.5 mg/L

左右，实验从 2013 年 68 月持续 83 d，每天 08:00 和

16:00 饱食投喂两次，投喂完 1 h 后，记录残饵数，并

清理残饵，每天记录摄食量，如有死鱼，记录并称重。 

1.3  样品收集与分析 

实验结束时，采样前将实验鱼饥饿 24 h，对每个

实验组的鱼计数、称重，计算其增重率、饲料效率、

特定生长率等。每个实验组中随机抽取 2 尾鱼从尾部

静脉取血 3 ml 左右，用体积分数为 1%的肝素钠抗凝，

低温放置 4 h，4000 r/min 离心 10 min，分离的血清

保存于20℃冰箱中，用于测定血清谷丙转氨酶 GPT、

谷草转氨酶 GOT、总蛋白含量 TP、甘油三酯 TG、

总胆固醇 CHOL。之后取其胃、肠、肝胰脏，用于蛋

白酶、淀粉酶 AMS、脂肪酶 LPS 活性分析。 

 
表 1  实验饲料配方及成分含量(%干物质) 

Tab.1  Composition and nutrient levels of experimental diets(% dry material) 

原料 Ingredients 
P40 
L8 

P40 
L12 

P40 
L16 

P45 
L8 

P45 
L12 

P45 
L16 

P50 
L8 

P50 
L12 

P50 
L16 

鱼粉 Fish meal 48.00 48.00 48.00 54.00 54.00 54.00 61.00 61.00 61.00 

酪蛋白 Casein 9.00 9.00 9.00 10.00 10.00 10.00 11.00 11.00 11.00 

糊精 Dextrin 28.00 25.00 21.00 24.00 20.00 17.00 19.00 13.40 10.50 

鱼油 Fish oil 1.80 3.70 5.80 1.50 3.50 5.50 1.30 3.30 5.20 

豆油 Soybean oil 1.80 3.70 5.80 1.50 3.50 5.50 1.30 3.30 5.20 

磷脂 Phospholipid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预混料 Premix1) 0.50 0.50 0.50 0.50 0.50 0.50 0.50 0.50 0.50 

羧甲基纤维素 Carboxymethyl cellulose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微晶纤维素 Microcrystalline cellulose 6.40 5.60 5.40 4.00 4.00 3.00 1.40 3.00 2.10 

Vc 0.50 0.50 0.50 0.50 0.50 0.50 0.50 0.50 0.50 

胆碱 Choline 0.50 0.50 0.50 0.50 0.50 0.50 0.50 0.50 0.50 

磷酸二氢钙 Monocalcium phosphate 0.50 0.50 0.50 0.50 0.50 0.50 0.50 0.50 0.50 

营养水平 Nutrient levels          

粗蛋白 Crude protein 39.97 39.86 41.19 46.47 45.88 46.08 49.82 49.68 51.44 

粗脂肪 Crude lipid 7.98 11.71 15.29 7.16 12.15 15.29 7.52 12.50 15.27 

能量 Gross energy(KJ/g) 19.85 20.58 21.41 19.67 20.92 21.69 19.98 20.81 21.59 

蛋能比 P/E(mg/kcal) 84.25 81.05 80.50 98.83 91.76 88.873.0104.31 99.87 99.71 

蛋白脂肪比 P/L(mg/mg) 5.01 3.40 2.69 6.49 3.78 1 6.63 3.97 3.37 

1) 预混料：VA 1200000 IU, VD 300000 IU, VE 5000 mg, VB1 3000 mg, VB2 2000 mg, VB6 800 mg, VB 125 mg, VC 20000 mg, VK 

33000 mg, 生物素 30 mg, 肌醇 10000 mg, 叶酸 300 mg, 泛酸钙 3000 mg, 烟酸 3000 mg, 铜 1500 mg, 硒 25 mg, 铁 5000 mg, 钴

500 mg, 碘 150 mg, 锌 2000 mg, TR消化剂适量, 免疫抗病素适量, 基因促长剂适量, 抗氧化剂适量, 辅料适量 

1) Premix：VA 1200000 IU, VD 300000 IU, VE 5000 mg, VB1 3000 mg, VB2 2000 mg, VB6 800 mg, VB 125 mg, VC 20000 mg, VK 
33000 mg, Biotin 30 mg, Inositol 10000 mg, Folic acid 300 mg, Calcium pantothenate 3000 mg, Tocopherol acetate 3000 mg, Cu 1500 mg, 
Se 25 mg, Fe 5000 mg, Co 500 mg, I 150 mg, Zn 2000 mg, TR digestant adequacy, Immune disease adequacy, Antioxidant adequ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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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样品采用凯氏定氮法测得粗蛋白含量(VELP, 

UDK142 automatic distillation unit 意大利)；采用索氏

抽提法(石油醚为抽提液)测得粗脂肪含量(FOSS 脂肪

测定仪 SOXTEC 2050 瑞典)；采用美国 PARR 氧弹量

热仪(PARR 6100)测定能量。 

酶活的测定采用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提供

的试剂盒进行。甘油三酯和总胆固醇采用 HITACHI 

7600.L10 生化自动分析仪检测。 

1.4  计算公式 

增重率=(末平均体重初平均体重)/初平均体重×100 

成活率=试验末鱼体个数/试验初鱼体个数×100 

饲料效率(FER)=总增重量/投饲总量×100 

特定生长率(SGR)=(ln 试验末各组鱼平均体重ln

试验初各组鱼平均体重)/养殖天数×100 

摄食率(FI)=投饲总量 /(试验初各组鱼体总重＋

试验末各组鱼体总重)/2×养殖天数)×100 

1.5  数据分析 

实验数据采用 SPSS 软件分析，以蛋白脂肪比水

平为主要影响因子，进行二元方差分析 (Two-way 

ANOVA)，数据差异显著时采用 Duncan's 进行多重比

较，显著水平为 P<0.05，数据以 Mean±SD 表示。 

2  结果 

2.1  饲粮蛋白脂肪比对圆斑星鲽生长性能的影响 

饲粮蛋白脂肪比对圆斑星鲽生长性能的影响见 

表 2。经过 83 d 的养殖实验，试鱼表现出较好的生长

趋势，初始体重从 93.0 g 增加到 162.5 g，增加了

74.73%。由双因素分析可知，蛋白质和脂肪水平不存

在交互作用(P>0.05)。各组试鱼的存活率无显著性差

异(P>0.05)，而增重率、特定生长率、饲料效率、摄

食率均有显著性差异(P<0.05)。其中增重率、特定生

长率和摄食率受脂肪水平影响显著(P<0.05)，并随脂

肪水平的增加而降低，8%脂肪组的增重率、特定生

长率和摄食率均高于 12%和 16%组，P50L8 组试鱼增

重率较 P40L16 组高 33.63%，特定生长率高 31%。饲

料效率受蛋白水平影响显著(P<0.05)，并随蛋白水平

的增加而增加，50%蛋白组的饲料效率高于 40%和

45%组，P50L8 组试鱼的饲料效率较 P40L8 组高

24.09%。P50L8 组试鱼的增重率、特定生长率、饲料

效率及摄食率 高。 

2.2  饲粮蛋白脂肪比对圆斑星鲽消化酶活力的影响 

表 3 为饲粮蛋白脂肪比对圆斑星鲽蛋白酶活力

的影响，由单因素分析可知，鱼体消化系统的蛋白酶

活力受饲粮中蛋白质和脂肪水平影响显著(P<0.05)，

其中胃蛋白酶随蛋白水平的增加呈现先增加后下降

的趋势，P45L8 组 高，但和 P50L8 组无显著差异

(P>0.05)。肠蛋白酶以 P45L16 组 高，显著高于 P40L8

组(P<0.05)。胰蛋白酶以 P50L8 组 高，比 P50L12

组高 6.19%(P<0.05)，和其他各组差异不显著(P>0.05)。 

饲粮蛋白脂肪比对圆斑星鲽淀粉酶、脂肪酶活力

的影响见表 4，由单因素分析可知，淀粉酶和脂肪酶 

 
表 2  饲粮蛋白脂肪比对圆斑星鲽生长性能的影响 

Tab.2  Effects of protein to lipid ratio on the growth performance of spotted halibut 

组别 Group 增重率 Weight gain 成活率 Survival rate 饲料效率 FER 特定生长率 SGR 摄食率 FI

P40L8 63.76±11.35b 98.33±2.89 69.29±11.45c 0.79±0.12ab 1.08±0.05b 

P40L12 61.26±9.59b 100.00±0.00 73.30±8.12bc 0.77±0.10a 1.03±0.02bc

P40L16 53.15±5.36b 100.00±0.00 82.20±4.92abc 0.69±0.06a 0.82±0.05a 

P45L8 70.11±15.40ab 100.00±0.00 82.30±6.16abc 0.85±0.15ab 1.01±0.11bc

P45L12 67.19±13.33ab 100.00±0.00 84.30±4.66abc 0.83±0.13ab 0.95±0.10abc

P45L16 63.10±18.39b 100.00±0.00 82.00±12.87abc 0.78±0.18ab 0.92±0.06ac

P50L8 86.76±14.57a 100.00±0.00 93.38±4.55a 1.00±0.12b 1.04±0.13bc

P50L12 58.17±2.99b 98.33±2.89 85.39±6.09ab 0.74±0.03a 0.82±0.03a 

P50L16 60.13±8.18b 100.00±0.00 88.42±9.94ab 0.80±0.06ab 0.84±0.06a 

二元方差分析 Two-way ANOVA      

蛋白质 Protein 0.263 0.615 0.006 0.266 0.111 

脂肪 Lipid 0.044 0.615 0.648 0.047 0.000 

蛋白*脂肪 Protein*Lipid 0.326 0.326 0.366 0.370 0.063 

注：同一列数据中具有不同字母的表示差异显著(P < 0.05) 
Note: values with different letters in the same row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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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饲粮蛋白脂肪比对圆斑星鲽蛋白酶活力的影响 
Tab.3  Effects of protein to lipid ratio on protease 

activity in spotted halibut (U/mg prot) 

组别 Group 胃 Stomach 肠 Intestine 
肝胰脏 

Hepatopancreas

P40L8 5.26±2.70a 12.96±2.86a 17.19±3.23ab

P40L12 12.49±2.73ab 14.19±4.98ab 18.94±3.43ab

P40L16 14.05±0.95ab 20.33±3.15b 19.30±2.60ab

P45L8 18.60±4.65b 17.57±4.73ab 18.40±3.65ab

P45L12 16.72±4.99b 18.28±4.71ab 18.64±4.49ab

P45L16 17.50±8.89b 20.43±5.35b 16.16±2.03ab

P50L8 15.57±1.07b 14.36±1.49ab 22.47±5.14b 

P50L12 18.84±9.67b 16.29±2.06ab 15.56±3.57a 

P50L16 12.75±2.20ab 16.20±1.32ab 18.53±1.93ab

二元方差分析 
Two-way ANOVA 

   

蛋白质 Protein 0.027 0.162 0.789 

脂肪 Lipid 0.511 0.091 0.578 

蛋白*脂肪 
Protein*Lipid 

0.257 0.609 0.221 

注：同一列数据中具有不同字母的表示差异显著
(P<0.05) 

Note: values with different letters in the same row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0.05) 
 
活力受饲粮中蛋白质和脂肪水平影响显著(P<0.05)。

胃淀粉酶以 P40L12 和 P50L16 组 高 ,显著高于

P40L16 组(P<0.05)，和其他各组无显著差异(P>0.05)。

肠淀粉酶以 P45L8 组 高，显著高于 P40L16 和

P45L12 组(P<0.05)，但和其他组无显著差异(P>0.05)。

胃脂肪酶随蛋白水平的提高先降低后升高，其中

P50L16 组 高，高于 P45L16 组 5.69% (P<0.05)。肠脂

肪酶以 P50L8组 高，和其他各组差异不显著(P>0.05)。 

2.3  饲粮蛋白脂肪比对圆斑星鲽血清生化指标的影响 

饲粮蛋白脂肪比对圆斑星鲽血清生化指标的影

响见表 5。由双因素分析可知，蛋白质和脂肪水平对

鱼体血清的总蛋白，甘油三酯和总胆固醇存在交互作

用(P<0.05)。蛋白水平显著影响鱼体血清中总蛋白的

含量(P<0.05)，并随蛋白水平的提高呈现上升的趋势。

P50L8 组鱼体血清中的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均高

于其他组，但各组之间无显著差异(P>0.05)。甘油三

酯和总胆固醇受蛋白质和脂肪水平影响显著(P<0.05)，

P50L8组的甘油三酯和总胆固醇 低，显著低于P45L12

和 P45L16 组(P<0.05)，与其他组差异不显著(P>0.05)。 

3  讨论 

3.1  饲粮蛋白脂肪比对圆斑星鲽生长性能的影响 

饲粮蛋白质水平增加对鱼体生长和饲料利用有

积极作用，8%脂肪组鱼体的增重率和特定生长率随

蛋白水平的增加而增加，与鲤鱼(伍代勇等, 2011)、白

姑鱼(Chatzifotis et al, 2010)、黄颡鱼(Kim et al, 2005)试

验中得到的结果一致。饲料效率也随蛋白水平的增加

而增加(P<0.05)，相同的结果已在卵形鲳鲹(刘兴旺等, 

2011)的文章中报道。饲粮蛋白质含量在 50%时，圆斑

星鲽的生长 佳，P50L8 组试鱼表现出 高的增重率、

特定生长率、饲料效率及摄食率。González 等(2005)

研究表明，牙鲆的蛋白需求为 50.8%，丁立云等(2010) 

 
表 4  饲粮蛋白脂肪比对圆斑星鲽淀粉酶(U/mg 蛋白)、脂肪酶(U/g 蛋白)活力的影响 

Tab.4  Effects of protein to lipid ratio on amylase activity(U/mg prot)and lipase activity (U/g prot) in spotted halibut 

组别 Group 胃淀粉酶 Stomach AMS 肠淀粉酶 Intestine AMS 胃脂肪酶 Stomach LPS 肠脂肪酶 Intestine LPS

P40L8 0.27±0.04ab 0.35±0.06ab 5.62±0.64d 9.93±6.54 

P40L12 0.30±0.07b 0.40±0.05ab 4.66±1.12cd 11.25±5.24 

P40L16 0.20±0.02a 0.30±0.08a 3.22±0.96abc 7.39±3.15 

P45L8 0.22±0.01ab 0.45±0.05b 2.66±0.92ab 6.50±3.70 

P45L12 0.21±0.06ab 0.33±0.04a 3.33±1.51abc 6.08±2.61 

P45L16 0.24±0.04ab 0.37±0.10ab 1.94±0.45a 9.75±6.12 

P50L8 0.23±0.02ab 0.40±0.04ab 3.48±1.37abc 13.04±2.73 

P50L12 0.24±0.06ab 0.35±0.03ab 4.55±0.91bcd 12.50±2.55 

P50L16 0.30±0.05b 0.38±0.07ab 7.63±0.71e 9.99±5.09 

二元方差分析Two-way ANOVA     

蛋白质 Protein 0.251 0.432 0.000 0.139 

脂肪 Lipid 0.920 0.208 0.757 0.897 

蛋白*脂肪 Protein*Lipid 0.057 0.134 0.000 0.575 

注：同一列数据中具有不同字母的表示差异显著(P<0.05) 
Note: values with different letters in the same row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0.05) 



122 渔   业   科   学   进   展 第 36 卷 

 

 

表 5  饲粮蛋白脂肪比对圆斑星鲽血清生化指标的影响 
Tab.5  Effects of protein to lipid ratio on blood biochemical parameters of spotted halibut 

组别 Group 总蛋白 TP(g/L)
谷丙转氨酶 

GPT(U/g prot)
谷草转氨酶 

GOT(U/g prot)
甘油三酯 TG(g/L)

总胆固醇 
CHOL(g/L) 

P40L8 27.50±1.46a 7.79±1.33 15.97±3.76 3.18±1.42a 2.70±1.18ab 

P40L12 29.75±2.54a 7.18±3.88 8.74±1.60 1.78±0.96a 2.64±0.76ab 

P40L16 28.28±4.48a 5.19±2.32 16.30±11.44 2.89±1.79a 4.39±2.72b 

P45L8 33.80±3.44ab 6.02±4.24 10.46±3.71 2.75±1.70a 2.55±1.07ab 

P45L12 28.13±2.73a 7.51±3.01 17.34±5.01 15.82±1.11b 9.01±1.55c 

P45L16 43.42±1.94c 8.51±4.08 17.25±8.34 15.33±1.86b 8.14±0.79c 

P50L8 36.47±2.21b 9.15±5.09 18.65±10.49 0.82±0.19a 1.96±0.59ab 

P50L12 36.85±5.26b 5.53±1.74 14.58±3.93 1.43±0.47a 2.03±0.61ab 

P50L16 33.32±5.80ab 4.50±4.20 8.43±4.46 1.13±0.66a 1.80±0.53a 

二元方差分析 Two-way ANOVA      

蛋白质 Protein 0.000 0.845 0.901 0.000 0.000 

脂肪 Lipid 0.116 0.641 0.892 0.000 0.000 

蛋白*脂肪 Protein*Lipid 0.001 0.486 0.142 0.000 0.000 

注：同一列数据中具有不同字母的表示差异显著(P<0.05) 
Note: values with different letters in the same row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0.05) 

 
研究表明，星斑川鲽饲料中蛋白质的适宜添加量为

51.54%–53.56%，Rema 等(2008)研究发现，塞内加尔

鳎 适蛋白需求为 53%。表明了鲽形目鱼类蛋白质需

求基本维持在 50%左右。 

本研究中，随饲粮脂肪水平的增加，鱼体增重率、

特定生长率及摄食率均有下降的趋势，该结果与 Liu

等(2013)在半滑舌鳎中的研究结果一致。饲粮脂肪水

平为 8%时，鱼体的生长 佳。投喂高脂肪饲粮时，

鱼体的生长下降，表明饲粮中脂肪水平的提高未引起

蛋白质节约作用，这可能是圆斑星鲽消化吸收脂肪的

能力较弱，或是饲粮中 8%的脂肪已满足圆斑星鲽基

本的生长及生理需要，12%脂肪已明显过量，不仅抑

制鱼体脂肪酸的合成，同时也降低鱼体消化吸收脂肪

的能力，导致试鱼摄食减弱、生长下降，这与卵形鲳

鲹(刘兴旺等, 2011)、印度鲃(Ng et al, 2008)、太平洋

马鮁(Deng et al, 2011)的研究结果相似。在蛋能比方

面，圆斑星鲽的 适蛋能比为 104.31mg/kcal，该结果

略高于大口黑鲈 99.25 mg/kcal(陈乃松等, 2012)和斑点

叉尾鮰 93.72 mg/kcal(蒋广震等, 2010)，而与大口鲶

107.28 mg/kcal(许国焕等 , 2001)和许氏平 101  

105 mg/kcal (Lee et al, 2002)的研究结果接近。 

3.2  饲粮蛋白脂肪比对圆斑星鲽消化酶活性的影响 

本研究中，胃蛋白酶活性随蛋白水平的升高先增

加后降低，表明在一定范围内，饲粮中蛋白质水平升

高，鱼体会增加蛋白酶的分泌来适应，以提高对蛋白

质的消化吸收。这与邵庆均等(2004)对宝石鲈的研究

结果一致。本研究中，胰蛋白酶活性>肠蛋白酶活性>

胃蛋白酶活性，说明胰蛋白酶是圆斑星鲽 主要的消

化酶，胰脏是圆斑星鲽分泌蛋白酶的主要器官。陈度

煌等(2012)研究表明，胰蛋白酶是斜带石斑鱼各个部

位蛋白酶活性 高的，这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圆斑星鲽消化系统中有淀粉酶的存在，说明其具

有消化吸收淀粉的能力，整体来说，鱼类淀粉酶的活

力较低，不同消化器官所承载的功能不同，淀粉酶活

力也不同。本研究中，肠淀粉酶活性>胃淀粉酶活性，

这表明肠道可能是淀粉的主要消化场所。孙翰昌等

(2010)在研究瓦氏黄颡鱼消化酶活性时发现，肠道淀

粉酶活性 高，而胃 低，该结果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在一定范围内，圆斑星鲽的胃脂肪酶活性随饲粮

中蛋白水平的提高,有一个降低的趋势，这与孙翰昌

等(2010)研究瓦氏黄颡鱼消化酶活性的结果相一致。

本实验中，肠脂肪酶活性>胃脂肪酶活性，说明肠道

是圆斑星鲽消化脂肪的主要器官。陈度煌等(2012)报

道，脂肪酶随饲粮中脂肪的增加而增加，肠道的脂肪

酶活性 大，斜带石斑鱼消化脂肪的主要器官是肠

道。李金秋等(2006)报道，牙鲆肠道中脂肪酶活性高

于胃中，肠道可能是其消化吸收脂类物质的主要器

官。而吴莉芳等(2009、2010)报道鲤鱼和埃及胡子鲶

肝胰脏的脂肪酶活力高于其他各部位，胰脏是脂肪酶

的主要分泌器官。产生这种差异性的原因可能是鱼体

消化酶与鱼的种类、摄食、食性、营养、饲料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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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饲粮蛋白脂肪比对圆斑星鲽血清生化指标的影响 

血清总蛋白是机体蛋白质代谢水平的重要指标，

可以反映机体蛋白质和氨基酸的消化及吸收程度 

(丁立云等, 2010)。本研究中，血清总蛋白随蛋白水

平的升高有上升的趋势，说明在一定范围内，饲粮中

蛋白水平升高能促进血清中蛋白质的合成。该结果与

丁立云 1)等(2010)的研究结果一致。 

在正常状态下，谷丙转氨酶活性升高表明，机体

氨基酸代谢旺盛，其合成代谢增强，蛋白质分解减弱，

有利于氮在体内的沉积，而谷草转氨酶活性升高，说

明尿素生成加快，从而降低了氨基酸代谢产物对机体

的毒害(Yan et al, 2007)。在本研究中，P50L8 组鱼体

血清中的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均高于其他组，说

明鱼体的氨基酸代谢旺盛，有利于蛋白质的消化吸

收，进而提高其生长速度。 

血清中的甘油三酯和总胆固醇反映了机体的脂

肪沉积情况(李富伟等, 2005)。在本研究中，P50L8

组的甘油三酯和总胆固醇含量低于其他各组，其原因

可能是适宜的蛋白质和脂肪水平可以加快脂类的代

谢，从而降低了血清中脂肪的含量。 

本研究中，圆斑星鲽的 适蛋白质和脂肪水平分

别为 50%和 8%，蛋能比为 104.31 mg/kcal。饲粮中高

脂肪的添加未引起蛋白质的节约作用。为促进圆斑星

鲽养殖业的健康发展，有必要继续开展圆斑星鲽其他

营养素需求量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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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the Ratio of Dietary Protein to Lipid on the Growth,  
Digestive Enzyme Activities and Blood Biochemical Parameters in  

Spotted Halibut, Verasper variegates 

LÜ Yunyun1,2, CHEN Siqing2, YU Chaolei1,2, CHANG Qing2①
, QIN Bo1,2, WANG Zhijun3 

(1. College of Fishers and Life Sciences,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2. Yellow Sea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Fishery Sciences,  Qingdao  266071;  

3. Kehe Ocean High Technologies Company of Shandong, Weihai  264500) 

Abstract    Spotted halibut, Verasper variegates has been a target model in the studies of reproductive 
biology and molecular biology. However, litter is known about the dietary requirements of this species. In 
this study, we determined the optimal ratio of protein to lipid for this fish and analyzed the combined 
effects on the growth，digestive enzyme activities and blood biochemical parameters in spotted halibut. 
Fish meal and casein were used as protein sources, and soybean oil and fish oil served as lipid sources. 
Nine experimental diets were formulated as combinations of three levels of crude proteins (40%, 45%, 
and 50%) and three levels of crude lipid (8%, 12%, and 16%), namely P40L8, P40L12, P40L16, P45L8, 
P45L12, P45L16, P50L8, P50L12 and P50L16. They were randomly distributed into 27 cement ponds  
(2 m×1 m×1 m) with 20 fish/pond for 83 d in an in-door flow-through aquarium system.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urvival rate of fish was not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the levels of protein and lipid 
(P>0.05). The weight gain, specific growth rate and feed intake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along with the 
increase in the dietary lipid (P<0.05). Compared to P40L16, the weight gain in P50L8 was 33.63% higher 
and the specific growth rate was 31% higher. The feed efficiency was significantly boosted along with the 
increase in the dietary protein (P<0.05). The feed efficiency in P50L8 was 24.09% higher than P40L8, 
and the weight gain, specific growth rate, feed intake and feed efficiency in P50L8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other groups. The activity of stomach protease was first increased and then decreased 
along with the increase in dietary protein. The protease activity in the hepatopancreas in P50L8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P50L12 group (P<0.05), but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ith other 
groups (P>0.05). The activity of the stomach lipase was first decreased and then increased along with the 
increase in the dietary protein. The activity of intestine lipase in P50L8 group was higher than other 
groups,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all groups (P>0.05). The increase in dietary 
protein resulted in significantly higher level of total proteins (P<0.05). Glutamic pyruvic transaminase and 
Glutamic oxalacetic transaminase in P50L8 group were higher than other groups, but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all groups (P>0.05). Triglyceride and total cholesterol in P50L8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P45L12 and P45L16 groups (P<0.05), but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ith other groups (P>0.05). Thes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increased dietary lipid level might not cause the 
protein-sparing effect. Therefore the recommended formula for the best growth performance was 50% 
protein, 8% lipid, 104.31 mg/kcal P/E and 6.63 P/L. 
Key words    Spotted halibut; Dietary protein to lipid ratio; Growth performance; Digestive enzyme; 

Blood biochemical para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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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中添加不同水平的维生素 E 对半滑舌鳎

(Cynoglossus semilaevis)亲鱼繁殖性能及 

后代质量的影响* 

肖登元 1,2  梁萌青 1①  王新星 1  郑珂珂 1  赵  敏 1,2 
(1.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青岛  266071；2. 上海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  上海  201306) 

摘要    在饲料中分别添加 0、200、1200 mg/kg 的维生素 E (DL-α-生育酚乙酸脂形式)配制成 Ec、

El 和 Eh 三种试验饲料，饲喂 3 龄半滑舌鳎亲鱼(雌性 1.58±0.19 kg/尾、雄性 0.20±0.05 kg/尾) 70 d，

探讨饲料中添加不同水平的维生素 E 对半滑舌鳎亲鱼繁殖性能的影响。结果显示，饲料中添加

1200 mg/kg 的维生素 E (Eh 组)不仅可以促进亲鱼性腺的发育，提高亲鱼产卵量、浮卵率、受精率、

孵化率以及初孵仔鱼长度，而且影响仔鱼质量，仔鱼的成活率、12 d 仔鱼长度、生存活力等方面均

要高于对照组。而饲料中添加 200 mg/kg 的维生素 E (El 组)只对亲鱼性腺的发育和初孵仔鱼长度有

一定的促进作用，对亲鱼产卵量、浮卵率、受精率、孵化率没有显著影响(P>0.05)。随饲料中维生

素 E 的增加，血清中 SOD 的活性显著升高(P<0.05)，MDA 含量则显著下降(P<0.05)。此外，El 和

Eh 试验组卵中干物质、维生素 C 的含量，以及卵子脂肪酸中 PUFA、n-3PUFA、n-3HUFA 和 n-6PUFA

的含量均要高于 Ec 组，El 和 Eh 试验组之间的没有显著性差异(P>0.05)。结果表明，在半滑舌鳎亲

鱼饲料中添加适量维生素 E 会亲鱼促进性腺的发育，增加产卵量，提高卵子和仔鱼的质量。在本试

验中 Eh 组(1200 mg/kg)亲鱼的繁殖性能要优于 Ec 组(0 mg/kg)和 El 组(200 mg/kg)。 

关键词    半滑舌鳎；亲鱼；维生素 E；繁殖性能；卵子质量 

中图分类号 S9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5)02-0125-08 

亲鱼繁殖性能与亲鱼自身的营养状况是密切相

关的，在繁殖季节前对亲鱼进行为期几周或更长时间

的营养强化，有助于提高亲鱼的繁殖性能和苗种质量

(Izquierdo et al, 2001; 常青等, 2002)。我国在亲鱼营

养需求方面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没有专门针对亲鱼阶

段营养需求的营养饲料。目前，国内海水亲鱼养殖所

用的饲料主要是冰鲜杂鱼或者是简单加工的湿颗粒

饲料，这些饵料既不能完全满足亲鱼的营养需求，还

会引起环境污染和资源的浪费等问题。维生素 E 是天

然生物抗氧化剂，对动物性腺中类固醇类激素合成以

及机体新陈代谢都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与水生动物的

性腺发育和繁殖性能有关(盛晓洒等, 2007; Emata et al, 

2000)。亲鱼饲料中添加维生素 E 可改善亲鱼的繁殖

性能，促进亲鱼的性腺发育，提高产卵量和孵化率，

改善受精卵和仔鱼质量(Fernandez-Palacios et al, 1998; 

Fernández-Palacios et al, 1997; 肖伟平等, 2003; 谢嘉

华等, 2006; 张国辉等, 2007; Lee et al, 2004)。 

半滑舌鳎(Cynoglossus semilaevis)主要分布于渤

海、黄海等地，其肉味鲜美、经济价值很高，是我国

重要的名贵海水鱼类也是近海增养殖对象(李思忠等, 

1995; 肖登元等, 2014)。半滑舌鳎雌雄个体差异较大；

雄性个体远小于雌鱼，生殖能力差，并且自然海域中

abc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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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也少于雌鱼，导致了半滑舌鳎的野生资源较少

(邓景耀等, 1988)。加上近些年的过度捕捞，目前市

场供应的半滑舌鳎主要来源于人工养殖，野生半滑舌

鳎几乎没有。近年来，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我国半

滑舌鳎人工繁育技术也越来越成熟，但是由于亲鱼的

繁殖性能较差，在人工育苗中出苗率仅有 30%左右 

(刘振华等, 2007; 柳学周等, 2006b; 朱丽华等, 2011)，

并且苗质较差，严重制约半滑舌鳎养殖业进一步发展。

到目前为止，有关半滑舌鳎亲鱼营养方面的研究仅在

脂肪营养需求上有一定的研究成果(吕庆凯等, 2012)。 

本试验以 3 龄半滑舌鳎亲鱼为试验对象，研究在

饲料中添加不同水平的维生素 E 对半滑舌鳎亲鱼繁

殖性能以及后代质量的影响，为半滑舌鳎人工育苗和

亲鱼饲料的配制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用鱼及实验饲料 

本研究在山东海阳市黄海水产有限公司进行，试

验中的养殖设备均由该公司提供，试验用的 3 龄半滑

舌鳎亲鱼也来源于该公司。在亲鱼繁殖产卵季节前

6090 d 从亲鱼池中随机选出 33 尾性腺未明显发育雌

性亲鱼(1.58±0.19) kg 和 33 尾雄性亲鱼(0.20±0.05) kg，

随机分配到 3 个水泥池中(3.0 m×2.5 m×1.2 m)，每个

水泥池中雌、雄鱼各 11 尾。 

亲鱼基础饲料中的蛋白源以鱼粉、酪蛋白为主，

脂肪源以鱼油、豆油为主，基础饲料配方及营养组成

如表 1。本试验分为 3 个试验组：Ec 组(对照组)、El

组(维生素 E 低添加量)、Eh 组(维生素 E 高添加量)。

Ec 组直接采用基础饲料，El 组和 Eh 组通过在基础饲

料中添加不同水平维生素 E 制成两种试验饲料；El

组试验饲料添加 200 mg/kg 维生素 E，Eh 组试验饲料

添加 1200 mg/kg 维生素 E。饲料中的维生素 E 以

DL-α-生育酚乙酸脂的形式先混匀到维生素预混料

中，再与维生素预混料一起添加到饲料中。DL-α-生

育酚乙酸脂购买于上海蓝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其有

效成分为 50%。饲料在制备前固体原料均过 60 目筛，

所有原料充分混合均匀后压制成直径为 6 mm 的颗粒

饲料，60℃烘干后储存在冰箱和冷库的中备用。 

1.2  饲养管理及样品收集 

1.2.1  亲鱼饲养管理    培育期间，亲鱼池水深为

80 cm，用砂滤海水流水培育，日换水量为培育水体

的 25 倍；培育水温控制在 1925℃，盐度为 3033，

pH 为 7.68.2；采用气石连续充气，溶解氧保持在 6 mg/L 

表 1  试验饲料配方组成及营养组成 
Tab.1  Diet formulation and proximate composition (%) 

成分组成 
Ingredients 

Ec 
(对照组) 

El 
(200 mg/kg) 

Eh 
(1200 mg/kg)

鱼粉 Fishmeal 70.0 70.0 70.0 

酪蛋白 Casein 6.0 6.0 6.0 

高筋粉 
Wheat gluten meal 

10.0 10.0 10.0 

磷脂 Phospholipid 2.0 2.0 2.0 

鱼油 Fish oil 7.0 7.0 7.0 

大豆油 Soybean oil 1.0 1.0 1.0 

胆碱 Choline 1.0 1.0 1.0 

磷酸二氢钙 
Ca(H2PO4)2 

1.5 1.5 1.5 

维生素 C Vitamin C 0.5 0.5 0.5 
1 维生素混合物 
Vitamin mix 

0.5 0.5 0.5 

2 矿物质混合物 
Mineral mix 

0.5 0.5 0.5 

维生素 E  
Vitamin E(mg/kg) 

 200.0 1200.0 

    

营养成分分析 (%DM)
Proximate composition

   

蛋白质 Crude protein 57.47 59.80 59.91 

脂肪 Crude lipid 11.75 11.98 11.82 

灰分 Ash 18.21 16.14 15.60 

能量 Energy(MJ/kg) 19.54 20.02 20.04 

实测维生素 E 
Vitamin E (mg/kg) 

84.12 278.25 1285.53 

注：1 维生素混合物(mg/kg or g/kg 饲料)：硫胺素，

25 mg；核黄素，45 mg；盐酸吡哆醇，20 mg；维生素 B12，

0.1 mg；维生素 K3，10 mg；肌醇，800 mg；泛酸，60 mg；

烟酸，200 mg；叶酸，20 mg；生物素，1.20 mg；维生素 A，

32 mg；维生素 D，5 mg；维生素 E，120 mg；次粉 18.67 g 
2 矿物质混合物(mg/kg or g/kg 饲料)：氟化钠，2 mg；

碘化钾，0.8 mg；氯化钴，50 mg；硫酸铜，10 mg；硫酸铁，

80 mg；硫酸锌，50 mg；硫酸镁，1200 mg；磷酸二氢钙，

3000 mg；氯化纳，100 mg；沸石粉，15.51 g 
Note: 1Vitamin premix (mg/kg or g/kg diet): thiamine 

25 mg, riboflavin 45 mg, pyridoxine 20 mg, vitamin B12 0.1 
mg, menadione 10 mg, inositol 800 mg, pantothenate 60 mg, 
tocopherol acetate 200 mg, folic acid 20 mg, biotin 1.2 mg, 
vitamin A 32 mg, vitamin D 5 mg,vitamin E 120 mg, wheat 
flour 18.67 g 

2Mineral premix (mg/kg or g/kg) diet: NaF 2 mg; KI 0.8 mg; 
CoCl2·6H2O 50 mg; CuSO4·5H2O 10 mg; FeSO4·7H2O 80 g; 
ZnSO4·7H2O 50 mg; MnSO4·4H2O 1200 mg; Ca (H2PO4) 2·H2O 
3000 g; NaCl 100g ; Mordenzeo 15.51 g 

 

以上，总氨氮含量≤0.2 mg/L；用白炽灯和遮光布调

控光强和光照节律，光照强度控制在 300 lx 左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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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时间由每天 8 h 逐渐增加到 12 h(柳学周等, 2006a)。

试验开始前先暂养 7 d，暂养期间各实验组均投喂 Ec

组饲料，暂养结束后，分别投喂相应的试验组饲料，

初期投喂量为 2%3%(柳学周等, 2006a)，随后采取饱

食投喂，根据亲鱼实际摄食量确定投喂量。亲鱼培育

期间每天饱食投喂两次(06:00、19:00)，投食结束 0.5 h

后排水 1/2，再加入砂滤海水继续流水培育，亲鱼培

育期持续 70 d (7 月 18 日9 月 26 日)。待亲鱼培育期

结束，统计出各试验组亲鱼的存活率和雌鱼性腺成熟

率；同时每个试验组选取发育良好的雌性亲鱼 5 尾注

射 LRH-A2(促黄体素释放激素 A2)人工催产，统计所

有产卵亲鱼的相对产卵量。鱼卵人工授精后，取上浮

卵布入筛绢为 80 目的孵化网箱中孵化(柳学周等 , 

2005)，孵化网箱放置在大的水泥池中。 

1.2.2  仔鱼培育    孵化时采用静水培育，水温保持在

2224℃，盐度为 3033，pH 为 8.08.2，用气石 24 h

连续微充气，溶解氧 5 mg/L 以上，总氨氮 NH4
+≤ 0.1 

mg/L，光照强度 100500 lx(柳学周等, 2005)。孵化

期间每 12 h 吸底 1 次，清除沉卵。在孵化网箱中孵

化 30 h 后，每个试验组取上浮卵 100 ml 布入 4 个圆

形玻璃缸(直径为 180 cm、高 125 cm)中，每个缸布

25 ml。圆形玻璃缸中培育水为砂滤海水，水深 60 cm，

微充气，水温控制在 2224℃，盐度为 3032，pH 为

7.98.2，溶氧量 6 mg/L 以上，总氨氮≤0.1 mg/L；光

强控制在 100500 lx(柳学周等 , 2005；孙中之等 , 

2007)，再经过 34 h 后仔鱼开始破膜而出。前 5 d 每

天添加适量的海水，直至加满，之后采用流水培育；根

据仔鱼的生长情况合理的控制换水率，第 10 天换水

率约为 50%，到 20 d 时达到 100%，最终换水量控制

在 35 倍(柳学周等, 2005)。投喂安排：开口前加入

小球藻保持浓度为 3×108 L 左右(刘振华等, 2007)；315

日龄：投喂轮虫，每次投喂量 10 个/ml 左右；1220

日龄：投喂卤虫无节幼体，每次投喂量 0.51.0 个/ml，

每日投喂 3 次(柳学周等, 2005; 孙中之等, 2007)。 

1.2.3  样品收集及仔稚鱼质量评价    亲鱼培育期

结束后，每个试验组分别取 3 尾雌性亲鱼和 3 尾雄性

亲鱼称重后，每尾雌性亲鱼采集 3 ml 血清；再将所

选亲鱼解剖取性腺称重后，采集卵巢、精巢和雌鱼肝

脏与血清一起保存在80℃用于分析试验。人工催产期

间，每组分别取每尾雌鱼产出卵 30 ml 存储液氮中用

于分析试验。人工催产期间，每组分别取每尾产卵亲

鱼产出卵 1 ml 于培养皿，加海水测定卵子上浮率，

重复 3 次；同时每组分别取每尾雌鱼产出卵 30 ml 存

储液氮中用于分析试验。待卵子受精 2 h 后(杨景峰等, 

2010)分 3 次从孵化网箱 3 个不同区域采集上浮卵测

定卵子受精率和卵径，每次取 100 粒上浮卵统计受精

率和 20 粒卵测量卵径。在仔鱼出膜前从孵化网箱中

分别取 1 ml 上浮卵于加有海水的烧杯(1L)中，3 个重

复，待所有仔鱼完全出膜后统计出每个烧杯中孵化率

和初孵仔鱼长度，每个烧杯随机挑选 10 尾初孵仔鱼

测量体长。育苗期间，统计出每个圆形玻璃缸 3 d 和

7 d 成活率；同时，各试验组选取 100 尾正常初孵仔

鱼放入塑料桶中加水 5 L，3 个重复，每天换水 1/3，

不加温不投喂，测定每天死亡数，直到所有仔鱼全部

死亡，计算 SAI(生存活力指数)值(Zakeri et al, 2011)。

在仔鱼孵出的第 12 天，在每个圆形玻璃缸中随机选

取 10 尾仔鱼测体长。此外，在育苗期间，El 组由于

天气突变水温突降，造成 El 组出初孵仔鱼大量死亡，

致使 El 组仔鱼的部分数据缺失。 

1.3  分析方法 

1.3.1  常规分析    干物质含量的测定参照国家标

准(GB/T 6435-1986)，饲料样品在 105℃下烘干至恒

重，采用失重法测定干物质含量；粗蛋白含量测定参

照国家标准(GB/T 6432-1994)，采用凯式定氮法，用意

大利 VELP 半自动凯氏定氮仪—UDK129 测定；粗脂

肪含量测定参照国家标准(GB/T 6433-1994)，以石油醚

为抽提液，用丹麦 FOSS 脂肪测定仪 SOXTEC 2050

测定；灰分的测定参照国家标准(GB/T6438-1992)，在

550℃马福炉中灼烧至恒重后测定；能量的测定直接

采用美国 PARR 氧弹量热仪(PARR 6100)以燃烧放热

形式测定。 

1.3.2  脂肪酸分析    采用 Agilent 7890A 型气相色

谱仪分析测定卵中脂肪酸组成的测定。用 DB-FFAP 

(30 m×0.32 mm×0.25 μm)毛细管色谱柱，样品在 70℃初

始化 3 min，再以 3℃/min 将温度升到 220℃，并保持

33 min，其中，样品进样口温度 220℃，检测器的温

度设置为 280℃；样品脂肪酸种类根据标准脂肪酸(购

自 Supelco，Lot No. LA-98232)保留时间来确定，采

用归一法定量测定峰面积，测定结果以百分比含量表

示(吕庆凯等, 2012)。 

1.3.3  维生素 E、C 的测定    饲料中维生素 E 含量

的测定参照国家标准(GB/T17812-2008)，采用高效液

相色谱法(HPLC)。卵中维生素 C 含量测定参照 Ai 等

(2006)组织中维生素 C 含量的测量方法，采用高效液

相色谱法(HPLC)。 

1.4  计算公式及数据分析 

相对产卵量(105 粒/kg)=总产卵量/亲鱼体重 

性指数(%)=性腺重/亲鱼体重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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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浮卵率(%)=上浮卵量/总产卵量100 

受精率(%)=受精卵/受精 2 h 后的上浮卵量100 

孵化率(%)=初孵仔鱼数/受精卵数100 

3 d 成活率(%)=3 龄仔鱼存活数/仔鱼总数100 

仔鱼畸形率(%)=畸形仔鱼数/仔鱼总数100 

GMR(性腺成熟率 Gonad Mature Rate)：雌性亲鱼

性腺长与体长之比达到 0.51 以上，即性腺发育到达 5

期或 5 期以后的雌性亲鱼所占比例 

SAI(生存活力指数 Survival Activity Index) 

= i
1

( ) /
k

i

N h i N


   

式中，N 为实验开始时的仔鱼数；hi 为第 i 天的

仔鱼死亡累积数量，k 为生存尾数为 0 时的天数。 

数据以平均值±标准差表示，采用 SPSS17.0 软件

包分析数据，做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

若差异显著，则用 Duncan 分析进行多重比较，显著

水平为 P<0.05。 

2  结果 

2.1  维生素 E 对半滑舌鳎亲鱼成活和性腺发育的影响 

通过 70 d 的饲养后,半滑舌鳎亲鱼的存活率、性 

腺成熟率、性指数以及亲鱼的相对产卵量如表 2。从

表 2 可以看出，试验用鱼都是采用人工饲料培育，试

验期间，亲鱼对饲料的适应性较好，但由于倒鱼过程

中对亲鱼的刺激，引起应激反应造成亲鱼死亡。各试

验组雌鱼存活率均在 90%以上，其中 El 组的亲鱼和

Eh 组的雌亲鱼存活率达到了 100%；试验中用两个维

生素 E 强化的试验组(El 组、Eh 组)雌性亲鱼的性腺

成熟率(GMR：gonad mature rate)达到了 80%以上，而

对照组(Ec 组)仅有 54.55%；3 个组的雌性亲鱼的性指

数之间均无显著差异(P>0.05)，Eh 组雄性亲鱼的性指

数要显著高于其余两试验组外(P<0.05)；各试验组的

相对产卵量差异较大，最大值在 Eh 组，达到了 1.58× 

105 粒/kg，显著高于 Ec 组和 El 组(P<0.05)；Ec 组与

El 组之间无显著差异(P>0.05)，但 El 组要高于 Ec 组。 

2.2  维生素 E 对半滑舌鳎卵子及仔鱼质量的影响 

半滑舌鳎在人工育苗期间，在亲鱼饲料中添加不

同水平维生素 E 对半滑舌鳎卵子及仔鱼质量的影响

情况见表 3。从表 3 中可看出，Eh 组的卵子的上浮率

要显著高于 El 组和 Ec 组(P<0.05)，其卵子的上浮率

高达 79.55%，而 Ec 和 El 组分别为 48.04%和 47.35%；

El 组的卵径要显著低于 Ec 和 Eh 组(P<0.05)，Ec 和 
 

表 2   维生素 E 对半滑舌鳎亲鱼性腺发育的影响 
Tab.2  Effects of dietary vitamin E on the gonads development of C. semilaevis broodstocks 

项目 Items Ec(对照组) El(200 mg/kg) Eh(1200 mg/kg) 

雌鱼存活率 Female survival rate(%) 90.91 100.00 100.00 

雄鱼存活率 Male survival rate(%) 90.91 100.00 90.91 

性腺成熟率 Gonad mature rate(%) 54.55 90.92 81.82 

雌鱼性指数 Female sex index(%) 27.82±2.40 27.51±5.85 26.19±0.32 

雄鱼性指数 Male sex index(%) 0.35±0.03b 0.35±0.02b 0.41±0.03a 

相对产卵量 Relative fecundity(105ind/kg) 1.00±0.09b 1.20±0.10b 1.58±0.15a 

注：同一行中数据中具有不同上标表示差异显著(P<0.05) 
Note: values with different superscripts in the same row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0.05) 

 
表 3  不同水平维生素 E 对半滑舌鳎卵子及仔鱼质量的影响 

Tab.3  Effects of different levels of vitamin E on the quality of egg and larvae of tongue sole 

项目 Items Ec(对照组) El(200 mg/kg) Eh(1200 mg/kg) 

上浮率 Buoyant egg ratio(%) 48.04±3.13b 47.35±2.16b 79.55±1.01a 

卵径 Egg diameter(mm) 1.28±0.01a 1.20±0.02b 1.25±0.03a 

受精率 Fertilization rate(%) 80.49±2.66b 76.09±3.00b 94.91±2.38a 

孵化率 Hatching rate ratio(%) 76.52±4.17b 81.01±4.08b 92.77±2.55a 

初孵仔鱼长度 Larvae length (mm) 2.92±0.08b 3.11±0.07a 3.13±0.09a 

3 d 成活率 Survival rate at 3 DPH larvae(%) 65.04±5.11  87.45±1.90 

12 d 仔鱼长度 Larvae length 17 DPH(mm) 5.99±0.06  6.17±0.04 

生存活力指数 SAI 14.27±0.45  22.60±1.92 

注：同一行中数据中具有不同上标表示差异显著(P<0.05) 
Note: values with different superscripts in the same row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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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 组之间无显著差异(P>0.05)；在受精率和孵化率

上，Eh 组均达到 90%以上，显著高于 Ec 和 El 组

(P<0.05)，Ec 和 El 组之间无显著差异(P>0.05)。两个

维生素 E 强化试验组的初孵仔鱼长度分别达到了

3.11 mm(El 组)和 3.13 mm(Eh 组)要显著大于 Ec 组的

2.92 mm(P<0.05)，而 El 组与 Eh 组之间无显著差异

(P>0.05)。此外，由于 El 组的仔鱼 3 d 成活率、12 d

体长和生存活力指数(SAI)缺失无法方差分析，但 Eh

组的仔鱼 3 d 成活率、12 d 体长和生存活力指数等均

要高于 Ec 组；特别是 SAI，Eh 组是 Ec 组的 1.5 倍。 

2.3  维生素 E对半滑舌鳎雌性亲鱼血清中 SOD活性

和 MDA 含量的影响 

不同试验组半滑舌鳎雌性亲鱼血清中 SOD 活性

和 MDA 含量见表 4。从表 4 可以看出，半滑舌鳎雌

性亲鱼血清中 SOD 活性随饲料中维生素 E 的增加而

增加，其中两个维生素 E 营养强化组(El 和 Eh)要显

著高于 Ec 组(P<0.05)，而 El 组与 Eh 组之间无显著性

差异(P>0.05)。MDA 含量则正好相反，随饲料中维生

素 E 的增加而显著降低(P<0.05)，在 Eh 组有最小值，

为 10.93 nmol/ml。 

2.4  维生素 E 对半滑舌鳎卵子质量的影响 

不同试验组半滑舌鳎卵子营养成分组成和卵子

中脂肪酸组成见表 5 和表 6。从表 5 可以看出，不同

试验组半滑舌鳎卵子中干物质、粗蛋白、粗脂肪和维

生素 C 含量。两个维生素 E 营养强化组卵子的干物

质和维生素 C 含量显著高于 Ec 组(P<0.05)，而 El 组

与 Eh 组之间的则无显著性差异(P>0.05)。卵子的干

物质虽显著增加，但粗蛋白和粗脂肪的含量在 3 个试

验组相对稳定，粗蛋白含量约为 59%，粗脂肪含量约

为 19%。 
 

表 4  不同水平维生素 E 对半滑舌鳎亲鱼血清中 SOD 活性和 MDA 含量的影响 
Tab. 4  Effects of different levels of vitamin E on SOD activities and MDA contents in serum of tongue sole 

项目 Items Ec(对照组) El(200 mg/kg) Eh(1200 mg/kg) 

SOD 活性 SOD activity (U/ml) 134.92±3.99b 207.33±7.53a 215.48±16.17a 

MDA 含量 MDA content (nmol/ml) 34.20±4.69a 20.98±2.88b 10.93±1.69c 

注：同一行中数据中具有不同上标表示差异显著(P<0.05) 
Note: values with different superscripts in the same row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0.05) 

 

表 5  不同水平维生素 E 对半滑舌鳎卵子化学成分组成及维生素 C 含量的影响 
Tab.5  Effects of different levels of vitamin E on chemical composition and vitamin C content of eggs in tongue sole 

卵子 Eggs Ec(对照组) El(200 mg/kg) Eh(1200 mg/kg) 

干物质 Dry matter(%) 4.90±0.41b 7.82±0.36a 7.30±0.89a 

粗蛋白 Crude protein(%) 57.91±0.75 59.26±1.31 59.19±1.86 

粗脂肪 Crude lipid(%) 20.15±0.52 18.91±1.78 19.57±0.71 

维生素 C vitamin C(µg/g) 7.43±1.42a 17.19±3.71b 16.97±2.60b 

注：同一列中数据中具有不同字母的表示差异显著(P<0.05) 
Note: values with different superscripts in the same row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0.05) 

 

表 6  不同水平维生素 E 对半滑舌鳎卵子脂肪酸组成的影响 
Tab.6  Effects of different levels of vitamin E on fatty acid composition of eggs in tongue sole 

脂肪酸 Fatty acid Ec(对照组) El(200 mg/kg) Eh(1200 mg/kg) 

饱和脂肪酸 Total saturated fatty acid 20.99 20.43 20.13 

单不饱和脂肪酸 Total monounsaturated fatty acid 26.30 24.44 24.31 

油酸 C18:1n-9 16.42 15.40 15.16 

亚油酸 C18:2n-6 5.91 7.03 7.31 

亚麻酸 C18:3n-3 0.81 0.77 0.88 

花生四烯酸(AA) C20:4n-6 0.23 1.20 1.14 

二十碳五烯酸 (EPA) C20:5n-3 5.85 5.59 6.95 

二十二碳六烯酸 (DHA) C22:6n-3 14.76 18.17 15.83 

n-3PUFA 总量 Total n-3PUFA 22.95 25.72 25.08 

n-3HUFA 总量 Total n-3HUFA 6.53 8.55 8.86 

n-6PUFA 总量 Total n-6PUFA 23.00 25.75 25.15 

注：n-3PUFA: 18:3n-3, 16:4n-3, 18:4n-3, 20:5n-3, 22:6n-3; n-3HUFA: 20:5n-3, 22:6n-3; n-6PUFA: C18:2n-6, C20:4n-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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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中不同水平维生素 E 半滑舌鳎卵子中脂肪

酸组成的影响见表 6。由表 6 可以看出，除油酸随饲

料中维生素 E 的增加有下降趋势和亚油酸随饲料中

维生素 E 的增加有上升趋势外，其余并没有明显的变

化规律。随饲料中维生素 E 水平的上升，卵子脂肪酸

中多不饱和脂肪酸呈上升趋势，并且两个维生素 E 强

化 试 验 组 卵 子 中 的 n-3PUFA 、 n-3HUFA 总 量 和

n-6PUFA 总量等均要高于 Ec 组 2%以上。 

3  讨论 

维生素 E 是一种酚类的化合物，是生物体内合成

前列腺素和免疫球蛋白的前体物质，能调节机体中类

固醇激素的合成，促进亲体性腺和胚胎发育，改善繁

殖性能(张国辉等, 2007)。维生素 E 对鱼类繁殖性能的

影响已被广泛的研究证实。将金头鳟饲料中维生素 E

含量由 22 mg/kg 提升到 125 mg/kg 时，亲鱼产卵量以

及正常卵子的含量均显著提升，亲鱼的繁殖性能增强

(Fernandez-Palacios et al, 1998)；当进一步提升到 190 

mg/kg 时，亲鱼的产卵量、卵的孵化率和仔鱼成活率

均显著提高(Fernandez-Palacios et al, 1998、1997)；而

在真鲷饲料中添加 2 g/kg 维生素 E 时，可显著提高卵

的上浮卵率、孵化率和降低出孵仔鱼畸形率(Watanabe 

et al, 2003)。在饲喂斜带石斑鱼亲鱼的新鲜鲜杂鱼中

添加 0.2%的维生素 E 时，可明显改善受精卵的质量

和仔鱼质量，增加卵径、油球直径和仔鱼体长(肖伟

平等, 2003)；当黄鳝饲料中添加 200 mg/kg 维生素 E

时能有效地改善黄鳝的繁殖性能、性腺系数、产卵力

和孵化率(张国辉等, 2007)。此外，在黄鲈(Lee et al, 

2004)、鲤鱼(王吉桥等, 2000)、遮目鱼(Emata et al, 

2000)、金鲫(谢嘉华等, 2006)等鱼类上的研究也均发

现，维生素 E 有改善亲鱼的繁殖性能、提高亲鱼繁殖

力的功效。本研究中，半滑舌鳎亲鱼经过 70 d 的营养

强化，两个维生素 E 添加组亲鱼性腺的发育情况要明

显优于对照组，并且高添加量组(1200 mg/kg)的相对

产卵量得到了显著提高，低添加量组(200 mg/kg)的相

对产卵量也要高于对照组。此外，高添加组的上浮率、

受精率、孵化率、初孵仔鱼长度、仔鱼 3 d 成活率、

12 d 仔鱼长度、生存活力指数等指标也均显示优于对

照组；低添加组的卵子的受精率和孵化率以及初孵仔

鱼长度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在卵径方面，并没有

像在斜带石斑鱼亲鱼中观察到维生素 E 提高鱼卵卵

径(肖伟平等, 2003)。本研究 3 个试验组的半滑舌鳎

卵子的卵径无明显变化规律，各组之间的差距也不是

很大，卵径在 1.201.30 mm 之间，但要高于杨景峰

等(2010)测定的(1.02±0.13) mm，与吕庆凯等(2012)

测定的结果相近。这种测定结果的差异可能与亲鱼的

来源、培育管理方式和不同年份气候变化有关。本研

究中，低添加组饲料中添加 200 mg/kg 的维生素 E 虽

然从卵径、出孵仔鱼体长和抗氧化性的方面对亲鱼的

繁殖性能和后代质量有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饲料中

200 mg/kg 维生素 E 的添加量显然不能满足亲鱼在繁殖

期对维生素 E 的需求，而高添加组饲料中 1200 mg/kg

的添加量对半滑舌鳎亲鱼的繁殖性能有显著改善，3

个试验组相比之下，饲料中添加 1200 mg/kg 维生素 E

更有利于改善半滑舌鳎亲鱼的繁殖性能。 

维生素 E 的抗氧化性是众所周知的 (覃希等 , 

2014)，有学者认为，维生素 E 之所以能改善亲本的

繁殖性能，主要原因在于其抗氧化功能，它能有效的

去除体内各种有害自由基，保证卵膜结构的完整性和

卵中 DNA 不被氧化破坏，保护好受精卵在胚胎过程

的 发 育 ， 提 高 孵 化 率 ， 从 而 改 善 亲 鱼 的 繁 殖 性 能

(Waagbø et al, 1989; Huang et al, 2004)。超氧物歧化

酶(SOD)的活性和丙二醛(MDA)含量被广泛用于评价

生物体的抗氧化性的强弱，本研究在对半滑舌鳎亲鱼

血清中的 SOD 活性和 MDA 含量测定结果显示，随

饲料中维生素 E 含量的增加，血清中的 SOD 活性呈

上升趋势，而 MDA 含量则呈下降趋势，分别在高添

加组达到最高值和最小值，即 Eh 组表现出最强的抗

氧化性。可见在饲料中添加维生素 E 对提高机体的抗

氧化性和清除体内有害自由基有非常重要影响。 

在对卵子的成分分析中发现，添加维生素 E 的试

验组卵中的维生素 C 含量和多不饱和脂肪酸(PUFA)

含量明显增加趋势，特别是 n-3 系列和 n-6 系列的多

不饱和脂肪酸添加量提高了 2%以上，而卵子维生素

C 和 n-3 系列、n-6 系列高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又是评

价卵子的重要指标(Fernández et al, 2008; Dabrowski 

et al, 2001)。维生素 C 与维生素 E 之间存在交互作用，

饲料中维生素 E 的增加会引起组织中维生素 C 的含

量相应提高，但这种变化也要依靠机体组织中两种维

生素的含量(Lee et al, 2004、2003)。因此，本研究中

只有在维生素 E 低添加组观察到卵中维生素 C 含量

显著提高，而高添加组相对低添加组并无显著提高。

由于饲料中维生素 C 的添加水平相同，对照组由于维

生素 E 的缺乏，组织中有害自由基加速对卵中维生素

C 的利用而导致对照组最终维生素 C 的量显著降低，

这也体现出维生素 C 对维生素 E 的节约作用；随着

饲料中维生素 E 的添加，卵中维生素 E 的含量也会

相应的提升，相应的卵中维生素 C 的含量也相对的提

升。但组织储存的维生素 C 含量有限，因此当饲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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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 E 进一步增加组织中维生素 C 含量也不会显

著增加。本试验观察到维生素 E 营养强化组卵中高多

不饱和脂肪酸含量的增加趋势，与肖伟平等(2003)在

斜带石斑亲鱼上的研究结果一致；在斜带石斑亲鱼亲

鱼饵料中添加 0.2%的维生素 E 时，受精卵中 n-3PUFA

和 n-6PUFA 的含量以及 PUFA/SFA(饱和脂肪酸)的比

值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卵中高不饱和脂肪酸含量的增

加与维生素 E 的抗氧化作用也有着直接的关系，卵子

脂肪酸的来源于卵巢的转运，添加维生素 E 的亲鱼机

体的抗氧化性增强，将机体内过量的自由基清除，防

止卵巢中不饱和脂肪酸被氧化(Ohkatsu et al, 2001)，

从 而 提 升 卵 子 不 饱 和 脂 肪 酸 的 含 量 。 在 印 度 对 虾

(Cahu et al, 1995)和红螯螯虾(文罗等, 2005)的研究上

还提到卵中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C 均对卵中高度不饱

和脂肪酸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随着卵中不饱和脂

肪酸的增加，如果卵中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C 含量下

降，卵中的抗氧化屏障缺失，导致卵中自由基增加，

过量的自由基诱发卵中高度不饱和脂肪酸和细胞膜

上的多不饱和脂肪酸过氧化，会破坏细胞膜结构的完

整，同时还会减少受精卵可利用的营养元素(黄利娜

等, 2013)。卵子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 C 的增加，不

仅提高仔鱼营养物质的储备，同时增强了仔鱼对外界

环境的适应能力，有利于仔鱼初期的生长和成活，提

高仔鱼的质量(Dabrowski et al, 2001; 常青, 20061))。

在本试验中 Eh 组受精卵的质量要高于其余两组，其

仔鱼的质量也明显优于对照组，充分的体现了饲料中

的维生素 E 对提高卵子和仔鱼质量的作用。 

综上所述，在半滑舌鳎亲鱼饲料中添加适量的维

生素 E，显著提高半滑舌鳎亲鱼的繁殖性能和后代质

量。在本研究条件下，3 个试验组中维生素 E 高添加

量(1200 mg/kg)试验组半滑舌鳎亲鱼表现出最佳的繁

殖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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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Different Levels of Dietary Vitamin E on the Reproductive 
Performance and Offspring Quality of Tongue Sole Cynoglossus semilaevis 

XIAO Dengyuan1,2, LIANG Mengqing1①
, WANG Xinxing1, ZHENG Keke1, ZHAO Min1,2 

(1. Yellow Sea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Fishery Sciences, Qingdao  266071;  
2. College of Fisheries and Life Sciences,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Abstract    In this study we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vitamin E on the reproduction and the egg 
quality of tongue sole Cynoglossus semilaevis. Broodstock were fed for 10 weeks with diet groups Ec, El 
and Eh that were supplemented with 0, 200 and 1200 mg/kg vitamin E (DL-α-tocopherol acetate)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ubjects in the Eh group (1200 mg/kg Vitamin E) displayed 
advantageous development of gonad, and improvement in the relative fecundity, buoyant egg ratio, 
fertilization rate, hatching rate ratio and larvae length, as well as higher quality of larvae. The larvae 
survival rate, larvae length at 12 days post hatching and survival activity index of larvae (SAI) of the Eh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Ec group (P<0.05). The development of gonad and the larvae length 
in the El group (200 mg/kg vitamin E) were promoted, however the fecundity, buoyant egg ratio, 
fertilization rate and hatching rate ratio were not changed compared to those in the Ec group (P>0.05). 
Along with the increase in dietary vitamin E, the activity of superoxide ismutase (SOD) in serum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nd the level of malonaldehyde (MDA) was reduced (P<0.05). The levels of dry 
matter and vitamin C in egg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El and Eh groups (vitamin E 
supplementation groups) than in the Ec group (P<0.05), but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l and 
Eh groups. Furthermore, the addition of vitamin E in the diet also increased the levels of PUFA, n-3PUFA, 
n-3HUFA and n-6PUFA in eggs and thus improved the egg quality. Thes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vitamin E supplemented in the diet coul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gonad and improve the fecundity, 
the quality of eggs and larvae of tongue sole, and that 1200 mg Vitamin E per kg was optimal for the 
reproductive performance of tongue sole. 
Key words    Cynoglossus semilaevis; Broodstock; Vitamin E; Reproductive performance; Eg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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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盖鱼(Anoplopoma fimbria)肌肉的 

营养成分分析及评价* 

刘长琳 1  陈四清 1①  王有廷 2  秦  搏 1  燕敬平 1 

赵法箴 1  刘思玮 1  刘春胜 1 
(1. 农业部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重点实验室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青岛  266071； 

2. 烟台海益苗业有限公司  烟台  265619) 

摘要    采用生化方法对裸盖鱼肌肉的营养成分进行了分析，并对其营养品质进行了评价。结果显

示，裸盖鱼水分含量为 69.92%，粗蛋白、粗脂肪、灰分和总糖含量分别占肌肉湿重 16.48%、10.64%、

1.69%和 1.27%。裸盖鱼肌肉(干样)中含有 17 种氨基酸，总量为 43.81%，其中必需氨基酸与总氨基

酸的比值(WEAA/WTAA)为 40.68%，必需氨基酸与非必需氨基酸的比值(WEAA/WNEAA)为 81.74%，符合

FAO/WHO 的理想模式；肌肉氨基酸的支/芳值(BCAA/AAA)为 2.51，接近人体的正常水平；鲜味氨

基酸总量(FAA)为 16.94%，占氨基酸总量的 38.67%，高于我国北方主要海水养殖品种；第一限制

性氨基酸为胱氨酸+蛋氨酸，必需氨基酸指数(EAAI)为 76.35，属于氨基酸较为平衡的鱼类。裸盖鱼

肌肉不饱和脂肪酸与饱和脂肪酸的比值(UFA/SFA)为 2.81，脂肪质量较高。此外裸盖鱼肌肉营养元

素丰富，P 和 Zn 含量较高，并富含 VA、VB6 和 VB3。分析认为，裸盖鱼肌肉呈味氨基酸、不饱和

脂肪酸、矿物质、维生素含量丰富，味道鲜美，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和保健作用。 

关键词    裸盖鱼；肌肉；营养成分；营养评价 

中图分类号 S9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5)02-0133-07 

裸 盖 鱼 (Anoplopoma fimbria) 属 于 辐 鳍 鱼 纲

(Actinopterygii)、鲉形目(Scorpaeniformes)、黑鲉亚目

(Anoplopomatoidei)、黑鲉科(Anoplopomatidae)、裸盖

鱼属(Anoplopoma)，主要分布于北太平洋两侧，包括

日本北部、勘察加半岛的白令海海岸、阿拉斯加、加

利福尼亚州等海域，属冷水性底栖鱼类。裸盖鱼鱼体

延长而稍侧扁，酷似鳕鱼，所以得名为“黑鳕鱼”，

同智利海鲈鱼一起经常被称为银鳕鱼。裸盖鱼肉质白

嫩，富含多种营养物质，在欧洲被称为“餐桌上的营

养师”，目前裸盖鱼数量较少且价格昂贵。2013 年

裸盖鱼被引进到我国，试养结果显示，裸盖鱼可在我

国北方沿海进行养殖。 

目前关于裸盖鱼的研究国外主要集中在繁殖生

物学(Solar et al, 1987; Alderdice et al, 1988)、渔业资

源(Kimura et al, 1997)、分子生物学(Elizabeth et al, 

2013)等方面，未见肌肉营养成分方面的报道，此外

我国还未见关于裸盖鱼的相关报道。本研究对裸盖鱼

的肌肉营养成分进行了分析，并与我国目前北方鲆鲽

类等海水工厂化主养品种的营养成分进行比较，以期

评估其开发利用价值，同时为其营养需求和配合饲料

的研发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5 尾裸盖鱼于 2013 年 910 月取自烟台海益苗业

abc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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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体重为 406.9597.0 g，全长为 35.138.4 cm。 

1.2  方法 

1.2.1  样品处理    取可食部分鱼肉，捣碎。一部分

置于 55℃恒温箱烘干至恒重，另一部分冷冻干燥，

密封干燥保存备用。 

1.2.2  营养成分含量测定    参照国家标准：水分测

定为 105℃烘干恒重法(GB5009.3-85)；粗蛋白测定为

凯氏定氮法(GB/T5009.5-1985)；粗脂肪测定为索氏脂

肪抽提法 (GB/T5009.6-1985)，采用丹麦福斯公司

ST310 脂肪测定仪测定；粗灰分测定为箱式电阻炉

550℃灼烧法(GB/T 5009.4-1985)。 

样品经 6 mol/L HCl 水解，充氮气后封管，置于

110℃烘箱水解 24 h，减压蒸干后定容，应用异硫氰

酸苯酯柱前衍生法，采用 Agilent1100 液相色谱仪测

定氨基酸含量。 

采用安捷仑 6890N/5973 气质联用仪测定脂肪酸

含量。 

依据 GB/T50092003，采用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ICP 等离子发射光谱仪测定常量及微量元素的含量，

其中气化元素硒 (Se)采用北京海光仪器公司 AFS 

9900 全自动四通道氢化物原子荧光光度计测定。 

样品经皂化后，由萃取液(50%甲醇，40%正己烷

三氯甲烷，10%四氢呋喃)萃取，经洗涤浓缩后用液相

色谱安捷伦 1100 分析测定脂溶性维生素 VA 含量。水

溶性维生素 VB1、VB2、VB3、VB6 测定分别参照 GB 

5413.11、GB 5413.12、GB 5413.15、GB 5413.132010

测定，样品经 0.02 mol/L HCl 提取，0.45 μm 膜过滤，

液相色谱安捷伦 1100 分析。 

1.2.3  能值的计算方法    参照 Brett (1979)提出的换

算因子，蛋白质、脂肪、总糖的比能值分别为 23.64 kJ/g、

39.54 kJ/g、17.15 kJ/g。按 Q(kJ/g) = ω1×23.64+ω2× 

39.54+ω3×17.15 公式计算肌肉的能值 (钱耀森等 , 

2010)。式中，Q 为肌肉能值，ω1 为粗蛋白百分含量，

ω2 为粗脂肪百分含量，ω3 为总糖百分含量。 

1.2.4  营养品质评价方法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FAO/WHO)1973 年建议的氨基酸评分

标准模式和全鸡蛋蛋白质的氨基酸模式分别按以下

公式计算氨基酸评分(AAS)、化学评分(CS)(王颖等 , 

2013)、必需氨基酸指数(EAAI) (董辉等, 2011)、氨基

酸的支 /芳值 [C(BCAA)/C(AAA)](刘世禄等 , 2002;  

区又君等, 2010)： 

(FAO/WH
100

O)

aa
AAS

AA
   

(Egg
100

)

aa
CS

AA
   

100 100 100 100
n

A B C H
EAAI

AE BE CE HE
     

式中， aa 为试验样品氨基酸含量 (mg/g) ，

AA(FAO/WHO)为 FAO/WHO 评分标准模式中同种氨

基酸含量(mg/g)，AA(Egg)为全鸡蛋蛋白质中同种氨

基酸含量(mg/g)，n 为比较的必需氨基酸个数，A，B，

C，…，H 为样品肌肉蛋白质的必需氨基酸含量(%，dry)，

AE，BE，CE，…，HE 为全鸡蛋蛋白质的必需氨基

酸含量(%，dry)。 

1.2.5  数据处理    试验数据用 Excel 和 SPSS 13.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用平均值±标准差(Mean±SD)

表示。 

2  结果与讨论 

2.1  一般营养成分 

如表 1 所示，裸盖鱼肌肉水分含量为 69.92%，粗

蛋白、粗脂肪、灰分和总糖含量分别占肌肉湿重的

16.48%、10.64%、1.69%和 1.27%，肌肉能值为 8.32 kJ/g。

与其他 7 种我国北方主要海水养殖鱼类相比，裸盖鱼

肌肉中水分、粗蛋白含量最低；粗脂肪、灰分、能值

最高，其中脂肪含量和能值远远高于其他品种；而总

糖含量也较高，仅低于大菱鲆。 

2.2  氨基酸含量及营养品质评价 

2.2.1  氨基酸组成    在裸盖鱼肌肉中，除色氨酸

(Trp)在样品水解过程中被完全破坏外，共检测到 17

种氨基酸(表 2)，氨基酸的组成较全面，其中必需氨

基酸(EAA)7 种、半必需氨基酸(HEAA) 2 种、非必需

氨基酸(NEAA) 8 种，谷氨酸含量最高，而胱氨酸含

量最低，与大部分海水鱼如圆斑星鲽 (王远红等 , 

2006)、大菱鲆(马爱军等, 2003; 梁萌青等, 2010)、梭

鱼(王建新等, 2010)、鲻鱼(Mugil cephalus) (李来好等, 

2001)、驼背鲈(Cromileptes altivelis)(区又君等, 2010)

和淡水鱼如鳜鱼(Siniperca chuatsi)(梁银铨等, 1998)

和黄颡鱼(Pelteobagrus fulvidraco)(黄峰等, 1999)等一

致。 

2.2.2  必需氨基酸组成    食品中蛋白质营养价值

的评定受多种因素影响，如蛋白质含量、氨基酸种类

和比例等(杨建敏等, 2003)，其中 EAA 的含量与组成

是评价食物营养价值的最重要指标。根据 FAO/WHO

的理想模式，质量较好的蛋白质其组成氨基酸的必需

氨基酸占总氨基酸的比值(WEAA/WTAA)为 4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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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裸盖鱼肌肉中一般营养成分与我国北方主要养殖鱼类含量比较 
Tab.1  Comparison of nutrient contents in the muscles of A. fimbria and the main fish farmed in the north China (wet weight, %) 

种类 
Species 

水分 
Moisture

粗蛋白 
Crude protein 

粗脂肪 
Crude lipid

灰分 
Ash 

总糖 
Total 

carbohydrate

能值 
Energy value 

(kJ/g)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裸盖鱼 
Anoplopoma fimbria 

69.92±1.45 16.48±1.03 10.64±0.65 1.69±0.12 1.27±0.08 8.32±0.56 本研究 

大菱鲆 
Scophthalmus maximus 

76.55 17.72 0.57 1.16 4.00 5.10 (马爱军等, 2003)

牙鲆 

Paralichthys olivaceus 
76.02±1.75 

17.90 
(74.65±2.05) 

3.88 
(16.20±1.32)

1.25 
(5.23±1.02)

0.95 5.93 (梁萌青等, 2010)

半滑舌鳎 
Cynoglossus semilaevis 

79.22 17.17 2.14 1.16 0.31 5.01 (马爱军等, 2006)

圆斑星鲽 
Verasper variegates 

76.56 19.95 1.32 1.06 1.11 5.43 (王远红等, 2006)

星突江鲽 
Platichthys stellatus 

75.22 18.93 3.51 1.24 1.10 6.05 (齐国山等, 2009)

中国花鲈 
Lateolabrax sp. 

76.77±0.03 
19.17 

(82.53±0.12) 
2.27 

(9.76±0.08)
1.23 

(5.31±0.04)
0.56 5.53 (王远红等, 2003)

梭鱼 
Liza haematocheila 

80.90±0.56 17.25±0.24 0.76±0.16 0.83±0.04 0.26±0.02 4.42 (王建新等, 2010)

注：括号内数据为干重；总糖=100(粗蛋白+粗脂肪+灰分+水分)(钱耀森等, 2010) 

Note: data in bracket are for dry weight; % total carbohydrate = 100 (% crude protein + % crude fat + % ash content + % water) 
 

表 2  裸盖鱼肌肉中氨基酸组成及含量 
Tab.2  Composition and contents of amino acids in the muscles of A. fimbria (dry weight, %) 

氨基酸 
Amino acids 

干样中含量 
Contents in dry 

sample 

粗蛋白中含量 
Contents in crude 

protein 

氨基酸 
Amino acids 

干样中含量 
Contents in dry 

sample 

粗蛋白中含量
Contents in crude 

protein 

苏氨酸 Thr 2.05±0.30 3.74±0.19 丙氨酸 Ala 2.88±0.07 5.26±0.26 

蛋氨酸 Met 0.57±0.11 1.04±0.14 胱氨酸 Cys 0.06±0.01 0.11±0.01 

缬氨酸 Val* 2.55±0.16 4.65±0.13 酪氨酸 Tyr# 1.51±0.23 2.76±0.12 

异亮氨酸 Ile* 2.41±0.19 4.40±0.07 脯氨酸 Pro 1.45±0.17 2.65±0.08 

亮氨酸 Leu* 3.83±0.15 6.99±0.17 必需氨基酸 EAA 17.82±0.56  

苯丙氨酸 Phe# 1.99±0.10 3.63±0.12 半必需氨基酸 HEAA 4.19±0.22  

赖氨酸 Lys 4.42±0.29 8.07±0.06 非必需氨基酸 NEAA 21.8±0.36  

精氨酸 Arg 2.74±0.15 5.00±0.13 氨基酸总量 TAA 43.81±0.48  

组氨酸 His 1.45±0.05 2.65±0.09 支链氨基酸 BCAA 8.79±0.23  

丝氨酸 Ser 1.84±0.22 3.36±0.12 芳香族氨基酸 AAA 3.50±0.12  

天门冬氨酸 Asp 4.65±0.11 8.49±0.15 支/芳比 BCAA/AAA 2.51  

谷氨酸 Glu 7.13±0.17 13.01±0.21 EAA/TAA 40.68  

甘氨酸 Gly 2.28±0.11 4.16±0.16 EAA/NEAA  81.74  

*为支链氨基酸(BCAA)，#为芳香族氨基酸(AAA) 
*. Branched-chain amino acids (BCAA); #. Aromatic amino acids (AAA) 

 

必需氨基酸与非必需氨基酸的比值(WEAA/WNEAA)在

60%以上(冀德伟等, 2009)。裸盖鱼肌肉中 WEAA/WTAA

为 40.68%，WEAA/WNEAA 为 81.74%，氨基酸组成和含

量指标均符合上述要求，因此裸盖鱼肌肉必需氨基酸

种类齐全、含量丰富、比例适宜，是一种质量较好的

蛋白质。 

2.2.3  氨基酸支/芳值分析    裸盖鱼肌肉氨基酸的

支/芳值(BCAA/AAA)为 2.51，高于大菱鲆和鲷科鱼类

(刘世禄等，2002)，正常人体及其他哺乳动物的支/

芳值为 3.03.5，而当肝受损伤时，则降为 1.01.5(刘世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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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2002)，因此，裸盖鱼肌肉接近人体的正常水平，

具有保肝作用。 

2.2.4  鲜味氨基酸分析    鱼类蛋白质的鲜美程度

主要取决于呈鲜味的谷氨酸和天冬氨酸以及呈甘味

的甘氨酸和丙氨酸的组成与含量 (区又君等 , 2010;  

董辉等, 2011)。由表 3 可知，裸盖鱼肌肉中 4 种呈味

氨基酸含量按高低顺序依次为谷氨酸>天门冬氨酸>丙

氨酸>甘氨酸，与其他海水鱼类的呈味氨基酸含量高

低顺序相同；肌肉中呈味氨基酸总量为 16.94%，低

于我国北方海水主要养殖品种，其原因可能与裸盖鱼

肌肉中脂肪含量较高所致，但鲜味氨基酸(FAA)总量

与氨基酸总量之比(FAA/TAA)为 38.67%，仅略低于梭

鱼，而高于鲆鲽鱼类和中国花鲈。 

2.2.5  必需氨基酸组成评价    氨基酸评分是目前

广泛使用的一种评价食物营养价值的方法(王颖等 , 

2013)。由表 4 可知，裸盖鱼肌肉中异亮氨酸、赖氨

酸、酪氨酸＋苯丙氨酸的得分高于 100 分，其中赖氨

酸的得分最高为 146.66 分，且亮氨酸、苏氨酸、缬

氨酸得分超过 90 分，因此大多数必需氨基酸得分超

过或接近 FAO/WHO 理想模式。 

根据 AAS 可知，裸盖鱼肌肉中胱氨酸＋蛋氨酸

得分最低，其次是缬氨酸，第一限制性氨基酸为胱氨

酸＋蛋氨酸，第二限制性氨基酸为缬氨酸，这与梭鱼

(王建新等, 2010)、驼背鲈(区又君等, 2010)相同；根

据 CS 可知，胱氨酸＋蛋氨酸得分最低，其次是酪氨

酸＋苯丙氨酸，第一限制性氨基酸为胱氨酸＋蛋氨

酸，第二限制性氨基酸为酪氨酸＋苯丙氨酸。因此裸

盖鱼肌肉蛋白质中胱氨酸＋蛋氨酸为第一限制性氨

基酸，缬氨酸和酪氨酸＋苯丙氨酸同为限制性氨基酸。 

必需氨基酸指数是评价食物蛋白质营养最常使

用的标准之一(林利民等, 2006; 王建新等, 2010)。裸

盖鱼肌肉必需氨基酸指数 EAAI 为 76.35，显著高于梭

鱼(59.63) (王建新等, 2010)，属于氨基酸较为平衡的

水产养殖品种。 

 
表 3  裸盖鱼肌肉中呈味氨基酸的含量及与其他海水鱼类比较 

Tab.3  Composition of flavor amino acids in the muscles of A. fimbria and some other sea fish (dry weight, %) 

种类 Species 天门冬氨酸 Asp 谷氨酸 Glu 甘氨酸 Gly 丙氨酸 Ala
鲜味氨基酸 

总量 FAA 
FAA/TAA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裸盖鱼 
Anoplopoma fimbria 

4.65±0.11 7.13±0.17 2.28±0.11 2.88±0.07 16.94±0.22 38.67 本研究 

大菱鲆 
Scophthalmus maximus 

8.91 ±0.45 11.72±0.98 4.12±0.06 5.60±0.03 30.35 34.99 (梁萌青等, 2010)

牙鲆 
Paralichthys olivaceus 

5.95±0.23 14.53±1.22 3.90±0.02 4.50±0.09 28.88 37.49 (梁萌青等, 2010)

半滑舌鳎 
Cynoglossus semilaevis 

6.96 ±0.34 13.88±0.09 3.55±0.05 4.26 ±0.08 28.65 37.43 (梁萌青等, 2010)

圆斑星鲽 
Verasper variegates 

8.64 12.89 4.56 5.17 31.26 38.23 (王远红等, 2006)

中国花鲈 
Lateolabrax sp. 

7.79 10.94 3.86 5.46 28.05 35.68 (王远红等, 2003)

梭鱼 
Liza haematocheila 

8.87±0.70 13.77±1.33 4.55±0.52 5.60±0.52 32.80±3.07 39.74 (王建新等, 2010)

 
表 4  裸盖鱼肌肉蛋白质必需氨基酸组成评价 

Tab.4  Evaluation of the composition of essential amino acids in the muscle proteins of A. fimbria (mg/g) 

必需氨基酸 
EAA 

异亮氨酸 
Ile 

亮氨酸 
Leu 

赖氨酸
Lys 

胱氨酸＋蛋氨酸
Cys+Met 

苏氨酸
Thr 

缬氨酸 
Val 

酪氨酸＋苯丙

氨酸 Tyr+Phe 
总含量 

Total contents

裸盖鱼 Anoplopoma fimbria 43.98 69.89 80.66 11.5 37.41 46.53 63.87 353.84 

FAO 模式 FAO mode 40 70 55 35 40 50 60 350 

氨基酸得分 AAS 109.95 99.84 146.66 32.86 93.53 93.06 106.45 — 

鸡蛋蛋白质 Egg protein 49 66 66 47 45 54 86 413 

化学分 CS 89.76 105.89 122.21 24.47 83.13 86.17 74.27 — 

必需氨基酸指数 EAAI — — — — — — — 7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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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脂肪酸组成与含量 

由表 5 看出，裸盖鱼肌肉中主要测出 18 种脂肪

酸，脂肪酸种类丰富，其中包括 4 种饱和脂肪酸(占

脂肪酸总量的 23.81%)，4 种单不饱和脂肪酸(占脂肪

酸总量的 45.29%)，以及 8 种多不饱和脂肪酸(占脂肪

酸总量的 21.02%)，其他不饱和脂肪酸 2 种(占脂肪酸

总量的 0.53%)。 

研究表明，部分碳链长度为 C12C16 的饱和脂

肪酸会引起血清总胆固醇的升高而增加心血管疾病

的发病率(王建新等, 2010)，而单不饱和脂肪酸具有

降血糖、调节血脂、降低胆固醇和防止记忆下降等诸

多作用(张伟敏等,2005)，多不饱和脂肪酸不仅具有明

显的降血脂、降血压、抗肿瘤、抗炎和免疫调节等生

理作用，还能显著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杭晓敏等, 

2001)，因此鱼类脂肪质量主要取决于脂肪酸的不饱

和度。裸盖鱼肌肉不饱和脂肪酸与饱和脂肪酸的比值

(UFA/SFA)为 2.81，高于大菱鲆(1.49)、牙鲆(1.11)、

半滑舌鳎(1.17)(梁萌青等, 2010)，以及圆斑星鲽(1.68) 

(王远红等, 2006)、中国花鲈(1.20) (王远红等, 2003)、

点带石斑鱼 (Epinephelus coioides)(1.54) (徐大为等 , 

2008)，说明裸盖鱼肌肉脂肪质量较高。 
 

表 5  裸盖鱼肌肉中脂肪酸的组成及含量 
Tab.5  Composition and contents of fatty acids in the 

muscles of A. fimbria (dry weight, %) 

脂肪酸 
Fatty acid 

含量 
Content 

脂肪酸 
Fatty acid 

含量 
Content 

C14:0 2.57±0.11 C20:2ω6 0.42±0.04

C16:0 17.86±0.23 C20:3ω6 0.26±0.03

C16:1 6.47±0.13 C20:4 1.04±0.11

C16:2ω4 0.21±0.02 C20:5ω3EPA 4.68±0.32

C16:4ω3 0.32±0.01 C22:1 1.79±0.09

C18:0 3.26±0.12 C22:6ω3DHA 4.69±0.12

C18:1 36.84±1.20 SFA 23.81±0.76

C18:2 8.16±0.13 MUFA 45.29±1.21

C18:3 1.14±0.05 PUFA 21.02±0.56

C18:4ω3 0.63±0.02 EPA+DHA 9.37±0.32

C20:0 0.12±0.01 UFA/SFA 2.81 

C20:1ω7 0.19±0.01   
 

2.4  维生素含量 

由表 6 可知，裸盖鱼肌肉含有丰富的 VA、VB1、 

VB2、VB3 和 VB6。VA 对人体非常重要，缺乏时会造

成夜盲症、生长停滞、骨齿发育不良、生殖能力下降

等病症(周礼敬等, 2013)。在 4 种 VB 中，VB6 含量最

高，其次是 VB3。VB6 为人体内某些辅酶的组成成分，

参与多种代谢反应，尤其是与蛋白质和氨基酸代谢有

密切关系，对防治不安、失眠、多发性神经炎等具有

一定作用(李靖, 1999)。 
 

表 6  裸盖鱼肌肉中维生素含量 
Tab.6  Contents of vitamins in the muscles of 

A. fimbria (dry weight, mg/kg) 

维生素
Vitamins

VA VB1 VB3 VB6 VB2 

含量
Content

0.12±0.04 1.09±0.12 29.08±0.98 72.64±1.32 0.33±0.08

 

2.5  常量及微量元素含量 

由表 7 可知，在裸盖鱼肌肉常量元素中 K 的含

量最高，钙磷比(Ca:P)为 1:22.93，说明肌肉中含有丰

富的 P。P 是机体极为重要的元素之一，在参与生物

体的代谢、生长发育、能量供应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在微量元素中 Zn 的含量最高，Zn 是一种人体必需的

微量元素，参与蛋白质、核酸的合成与代谢，在促进

人体的生长发育、维持男性正常的生殖功能、提高人体

免疫力、解毒、抗衰老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于朝云等, 

2009)；此外 Se 的含量较高，达到 0.64 mg/100 g，Se

在增强机体的免疫力、抗癌、防癌和抗衰老等方面具有

一定作用(毛文君等, 1996)。据报道，裸盖鱼寿命可达

94 岁，是鱼类寿命最长的种类之一(Munk, 2001)，可能

与其肌肉中含有抗衰老的 Zn、Se 等微量元素含量较

高有关。 

3  结语 

裸盖鱼肌肉必需氨基酸指数较高，必需氨基酸与

总氨基酸的比值符合 FAO/WHO 的理想模式，氨基酸

的支/芳值接近人体的正常水平，且呈味氨基酸总量

与氨基酸总量比值高于目前我国北方海水养殖品种，

因此裸盖鱼肌肉氨基酸的组成较为全面、平衡且风味

良好。裸盖鱼肌肉脂肪含量较高，同时不饱和脂肪酸

与饱和脂肪酸的比值(UFA/SFA)也较高，因此肌肉脂

肪质量较高。裸盖鱼肌肉还含有丰富的常量、微量元 
 

表 7  裸盖鱼肌肉中常量及微量元素含量 
Tab.7  Contents of major and trace elements in the muscles of A. fimbria (dry weight, mg/100 g) 

元素 Elements K P Na Mg Ca Zn Fe Cu Se Mn Ca/P

含量 Content 
9230 

±67.45 
4765 

±38.34 
1846 

±21.41 
614.50
±7.19

207.50
±4.87

13.59
±1.12

9.25 
±0.56

0.75 
±0.04 

0.64 
±0.02 

0.28 
±0.01

1/2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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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以及 VB。综上所述，裸盖鱼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

且味道鲜美，是人们追求的理想食品，应合理地开发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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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the Nutritive Composition of the  
Muscles of Sablefish (Anoplopoma fimbria) 

LIU Changlin1, CHEN Siqing1①
, WANG Youting2, QIN Bo1, YAN Jingping1,  

ZHAO Fazhen1, LIU Siwei1, LIU Chunsheng1 
(1. Key Laborator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arine Fisheries,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Yellow Sea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Fishery Sciences, Qingdao 266071; 2. Yantai Haiyi Seeds Co., Ltd, Yantai 265619) 

Abstract    Sablefish (Anoplopoma fimbria) has been studied for years but was only recently 

acknowledged as a new marine aquaculture specie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nutritive composition of its 

muscles, we measured and analyzed the general nutrients, amino acids, fatty acids, major and trace 

elements as well as vitamins, using biochemical method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ercentages of the 

moisture, crude proteins, crude fat, crude ash and total carbohydrate in the fish muscles were 69.92%, 

16.48%, 10.64%, 1.69% and 1.27% respectively. In dry samples, the total amino acids (TAA) accounted 

for 43.81%, the ratio of total essential amino acids to total amino acids (WEAA/WTAA) was 40.68%, and 

the ratio of total essential amino acids to total nonessential amino acids (WEAA/WNEAA) was 81.74%. 

The constitutional rate of the essential amino acids met the standards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FAO/WHO). The ratio of branched-chain 

amino acid amount to aromatic amino acid amount (BCAA/AAA) was 2.51, which was close to the normal 

value in humans. The level of flavor amino acids (FAA) was 16.94% and accounted for 38.67% of the 

total amino acids, which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main mariculture species in the north of China. 

According to the amino acid score (AAS) and chemical score (CS), the first limiting amino acid in the 

muscles was Cystine plus Methionine with an essential amino acid index (EAAI) of 76.35, implying that A. 

fimbria had relatively balanced amino acid composition. The ratio of unsaturated fatty acids to saturated 

fatty acids was 2.81, indicating a high fat quality of the muscles. Our results also suggested that the 

muscles of A. fimbria were rich in major and trace elements such as P and Zn, and vitamins such as VA, 

VB6 and VB3. In conclusion, A. fimbria may be enriched with flavor amino acids, unsaturated fatty acids, 

major and trace elements and vitamins, therefore it could be a valuable aquaculture species due to the 

nutritional advantage. 

Key words    Anoplopoma fimbria; Muscle; Nutritional composition; Nutritional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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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斑紫菜蛋白酶解多肽的抑菌活性* 

宋惠平  于  佳  李  钐  魏玉西①  王文秀  许丽娜  韩  丹 
(青岛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青岛  266071) 

摘要    以条斑紫菜为原料，分别提取水溶、酸溶、碱溶、盐溶性蛋白质，并用 6 种蛋白酶酶解，将所

得 24 种酶解物采用琼脂孔穴扩散法对金黄色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aureus)、四联微球菌(Micrococcus 

tetragenus)、枯草杆菌(Bacillus subtilis)以及大肠杆菌(Escherichia coli) 4 种菌进行抑菌活性测定。结果显

示，水溶性胃蛋白酶酶解物的抑菌活性最优。将水溶性蛋白质经硫酸铵沉淀以及超滤分级，比较不同饱

和度硫酸铵沉淀所得蛋白质酶解物以及不同分子量多肽的抑菌效果。结果显示，水溶性蛋白在硫酸铵饱

和度为 40%、50%时沉淀所得蛋白的胃蛋白酶酶解物中，相对分子质量小于 5 kDa 的级分抑菌效果最为

明显。此外，对该级分进行了抑菌活性影响因素的初步研究，结果表明该级分热稳定性以及酸碱稳定性

均较好，有望开发为天然的食品防腐剂。 

关键词    条斑紫菜；水溶性蛋白质；胃蛋白酶；多肽；金黄色葡萄球菌；抑菌活性 

中图分类号 S9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5)02-0140-06 

紫菜(Porphyra)属红藻门(Rhodophyta)、红毛菜科

(Bangiacea)，广泛分布于从寒带到亚热带的潮间带水

域(Niwa et al, 2009)。条斑紫菜(Porphyra yezoensis)

是我国重要的经济海藻之一。研究表明，条斑紫菜主

要成分是蛋白质(含量高达 36.31%)和多糖(冯琛等 , 

2004; 范晓等, 1993; 高淑清等, 2004)。目前，国内外

有关紫菜营养与活性功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紫菜多

糖，对于紫菜蛋白的关注相对较少(朱晓君等, 2008; 

闫建忠等, 2005; 刘青梅等, 2005)。 

随着致病菌抗药性问题日益突出，寻找全新类

型的抗生素是解决抗药性问题的一条有效途径。由

于目前已发现的抗菌肽存在资源有限、活性不足或

合成成本高等问题(刘石宝等 , 2011; Li et al, 2013)，

部分抗菌肽具有抵抗胰蛋白酶或胃蛋白酶水解的能

力(刘静等, 2006)，由特定酶降解蛋白质已明确成为

生物活性肽的来源(Hend et al, 2012)。目前，国内外

对条斑紫菜的加工还主要停留在初加工上，亟待进行

高值化利用。本研究拟从条斑紫菜中提取不同溶解性

蛋白质，并在初步纯化的基础上，进行酶解多肽的抑

菌活性筛选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为条斑紫菜蛋白作为

食品防腐剂的新来源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条斑紫菜购自江苏连云港，供试菌种：金黄色葡萄

球菌(Staphylococcus aureus)、四联微球菌(Micrococcus 

tetragenus)、枯草杆菌(Bacillus subtilis)以及大肠杆菌

(Escherichia coli)均由青岛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微生物

学实验室提供。胃蛋白酶为 Solarbio 产品，活力单位

为 800–2500 U/mg。 

1.2  主要仪器与设备 

DXF-10A 型多功能摇摆式粉碎机(广州市大祥电

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JY92-II 超声波细胞粉碎机(宁

波新芝科器研究所 )、GL-20G-II 高速冷冻离心机

(Hitachi)、Labscale 小型切向流超滤系统(Millipore)、

Sartorius PB-10(赛多利斯科学仪器有限公司，北京)、

真空冷冻干燥机(丹麦 Scanlaf 公司)。 

1.3  实验方法 

1.3.1  条斑紫菜预处理    将干紫菜用粉碎机粉碎

后过 40 目筛、密封，4℃避光保存。 

abc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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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条斑紫菜蛋白粗提液制备    准确称取一定

量的紫菜粉，按 1: 50(w/w)加入蒸馏水，溶胀 1−2 d，

−20℃、4℃反复冻融两次，机械搅拌，超声波破碎后

高速冷冻离心 15 min，上清液即为水溶性蛋白粗提

液；沉淀物加入适量 0.1 mol/L NaCl 溶液，搅拌 10 min

后离心，上清液即为盐溶性蛋白粗提液。按照相同方

法依次提取酸溶性和碱溶性蛋白粗提液。各蛋白质粗

提液分别以 20%−80%饱和度硫酸铵沉淀其中蛋白

质，过滤，将沉淀透析除去硫酸铵，冻干得 4 种目的

蛋白。 

1.3.3  条斑紫菜蛋白酶解多肽抑菌活性初筛    准

确称取等量 4 种条斑紫菜蛋白，分别溶于等体积不同

pH 磷酸盐缓冲液中，80℃水浴 10 min 以破坏蛋白质

的空间结构，使其变得松散易于酶切 (刘石宝等 , 

2011)。分别用胃蛋白酶、木瓜蛋白酶、中性蛋白酶、

胰蛋白酶、酸性蛋白酶和复合蛋白酶在各自最适的酶

解条件下(表 1)酶解 3 h，采用琼脂孔穴扩散法分别将

酶解物进行抑菌活性测定，筛选出最佳指示菌和具最

佳抗菌活性酶解物对应蛋白质和蛋白酶。 

 
表 1  6 种蛋白酶最适反应条件 

Tab.1  The best reaction conditions of the six proteases 

酶 Enzymes 
胰蛋白酶 
Trypsin 

胃蛋白酶
Pepsin 

复合蛋白酶 
Compound protease

中性蛋白酶 
Neutral protease

木瓜蛋白酶 
Papain 

酸性蛋白酶 
Acid protease

pH 8.1 1.8 6.0 6.5 6.5 2.5−3.5 

温度 Temperature(℃) 50 37 55 50 55 40−50 

反应时间 Reaction time(h) 3 3 3 3 3 3 

 
1.3.4  硫酸铵盐析分级和活性筛选    条斑紫菜蛋

白质的硫酸铵盐析分级方法参照张龙翔等(1997)进

行。将上述筛选出的条斑紫菜蛋白质溶液进行硫酸铵

分级沉淀(硫酸铵饱和度分别为 20%、30%、40%、

50%、60%、70%、80%)，4℃静置过夜，离心得沉淀。

将蛋白沉淀再经透析除盐，制成冻干粉。取适量分别

酶解后进行抑菌活性测定，筛选出最佳抑菌活性酶解

多肽对应的分级蛋白质。 

1.3.5  超滤分级和活性筛选    采用 Labscale 小型切

向流超滤系统(Labscale TFF System)对上述分级蛋白质

的酶解液进行超滤，按相对分子质量<5 kDa、5−10 kDa、

10−50 kDa、50−100 kDa 和>100 kDa 分级，将各相对

分子质量段酶解多肽液冷冻干燥得冻干粉，筛选出对

指示菌的抑菌活性最强的肽段(抗菌多肽)。 

1.4  条斑紫菜抗菌多肽抑菌活性 

1.4.1  不同温度处理对条斑紫菜蛋白抗菌多肽抑菌

效果的影响    将浓度为 50 mg/ml 的条斑紫菜抗菌

多肽液分别放入 10、30、50、70、90 和 100℃的恒

温水浴中处理 30 min，以室温 18℃为对照，处理后

立即冷却到 4℃，10000 r /min 离心 20 min，取上清

液，采用琼脂孔穴扩散法测定不同温度处理后对金黄

色葡萄球菌的抑制作用。每个样品设 3 个平行实验，

结果取平均值。 

1.4.2  不同 pH 对条斑紫菜蛋白抗菌多肽抑菌效果的

影响    将浓度为 50 mg/ml 的多肽溶液分别调节 pH

至 3.0、4.0、5.0、6.0、7.0、8.0、9.0、10.0、11.0，

采用琼脂孔穴扩散法测定不同 pH 处理后对金黄色葡

萄球菌的抑制作用。每个样品设 3 个平行实验，结果

取平均值。 

1.4.3  条斑紫菜蛋白抗菌多肽液浓度对抑菌效果的影

响    多肽液初始浓度为 80 mg/ml，采用二倍稀释法

依次稀释(冯自立等, 2014)，至最小浓度为 10 mg/ml，

采用琼脂孔穴扩散法测定抑菌活性，37℃恒温培养。

设平行 3 个平行实验，结果取平均值。 

2  结果与分析 

2.1  条斑紫菜中不同溶解性蛋白质酶解物的抑菌活性 

条斑紫菜中蛋白质种类很多。本研究将原料经超

声波处理后，依次用水、盐、酸和碱溶液提取，对金

黄色葡萄球菌、四联微球菌、枯草杆菌以及大肠杆菌

4 种实验细菌的抑制结果见图 1−图 4。不同溶解性蛋

白质采用不同蛋白酶酶解所得酶解多肽液对 4 种受

试菌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以胃蛋白酶酶解水溶性

蛋白所得多肽液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菌效果最为

明显。因此，后续实验选取胃蛋白酶作为水解酶，金

黄色葡萄球菌作为指示菌，对条斑紫菜水溶性蛋白进

行初步纯化及其酶解多肽进行分级和活性影响因素

研究。 

2.2  硫酸铵盐析分级及抑菌活性筛选结果 

不同饱和度中性盐对同一种蛋白质具有不同的

盐析效果。条斑紫菜水溶性蛋白质硫酸铵盐析结果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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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水溶性蛋白酶解多肽抑菌效果 
Fig.1  The antibacterial effects of peptides from water-soluble proteins 

 

 
 

图 2  盐溶性蛋白酶解多肽抑菌效果 
Fig.2  The antibacterial effects of peptides from salt-soluble proteins 

 

 
 

图 3  酸溶性蛋白酶解多肽抑菌效果 
Fig.3  The antibacterial effects of peptides from acid-soluble proteins 

 
图 5 所示。由图 5 可以看出，不同硫酸铵饱和度下盐

析分级所得条斑紫菜水溶性蛋白以胃蛋白酶水解所

对应的酶解液抑菌活性差别较大，以硫酸铵饱和度分

别为 40%、50%沉淀所得水溶性蛋白酶解物抑菌效果

最好，二者差别不明显；而当硫酸铵饱和度继续增大

至 60%以上或减小至 30%以下时，抑菌活性呈迅速下

降趋势。因而硫酸铵饱和度是影响酶解物抑菌活性的

重要因素。后续将就硫酸铵饱和度为 40%、50%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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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碱溶性蛋白酶解多肽抑菌效果 
Fig.4  The antibacterial effects of peptides from alkali-soluble proteins 

 
的水溶性蛋白酶解物进行分子量分级和活性影响因

素研究。 

2.3  酶解物的超滤分级以及不同级分酶解多肽的抑

菌活性测定结果 

将条斑紫菜水溶性蛋白质胃蛋白酶酶解物超滤

分成如下 5 个级分，分别为级分 I (Mr＜5 kDa)、级分

II (5 kDa<Mr<10 kDa)、级分 III (10 kDa＜Mr<50 

kDa)、级分 IV(50 kDa＜Mr<100 kDa)和级分 V (Mr＞

100 kDa)。它们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菌效果见表 2。

由表 2 可见，上述 5 个级分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均有较

强抑制活性，且抑菌圈直径均在 12 mm 以上。其中，

级分 I (Mr＜5 kDa)的抑菌圈直径最大(18.70 mm)，其

活性优于其他级分，该级分即为条斑紫菜抗菌多肽；

抑菌活性随分子量的增大而减小，这与关于抗菌肽分

子量大小与抗菌活性的文献报道结果一致(Bulet et al, 

2004; Reddy et al, 2004)。以下就级分 I 作为抗菌多肽

进行活性影响因素研究。 

2.4  条斑紫菜抗菌多肽活性的影响因素 

2.4.1  温度的影响    不同温度处理对抑菌活性的影

响结果如图 6 所示，从图 6 可以看出，在 10–100℃温

度范围内处理 30 min 对抗菌多肽的抑菌效果无明显

影响。推测这可能是因为抗菌多肽为小分子，不具备

蛋白质复杂的空间结构，因而不容易受到热效应对其

结构的影响，亦即该抗菌多肽的热稳定性较好，与刘

蕾等(2011)报道结果相近。 

2.4.2  pH 的影响    介质 pH 值对抗菌多肽抑菌活

性的影响见图 7。由图 7 可见，在介质 pH 3–6 及 pH 

10–11 范围内，条斑紫菜抗菌多肽均保持最高活性(抑

菌圈直径大于 14 mm)。这种现象可以用 Hancock 等

(1997)的研究结果加以解释，即有些抗菌肽对较大的

离子强度和较低及较高的 pH 都具有较强的抗性。但 

 
 

图 5  不同硫酸铵饱和度所得蛋白酶解多肽抑菌效果 
Fig.5  Effects of different ammonium sulfate saturation on 

the antibacterial activity of protein hydrolysates 

 
表 2  各分级级分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菌活性 

Tab.2  The antimicrobial activity of polypeptides with 
different molecular-weight to S.aureu 

级分 Fraction I II III IV V

抑菌圈直径 
Inhibitory zone diameter (mm) 

18.70 17.75 15.75 14.95 12.14

 

 
 

图 6  处理温度对条斑紫菜抗菌多肽抑菌活性的影响 
Fig.6  Effects of temperature on the antimicrobial activity of 

polypeptides to S.aure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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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不同介质 pH 对抗菌多肽抑菌活性的影响 
Fig.7  Effects of different pH values on the antimicrobial 

activity of polypeptides to S.aureus 

 
是，值得注意的是，当介质 pH 在 7.0–9.0 亦即中性

偏碱范围内则未发现抑菌活性。近几年研究表明，抗

菌肽等电点一般大于 7 (冯兴军等 , 2006; 刘琳等 , 

2008)，多肽处于等电点时，所带净电荷为零，溶解

度最小(郑集等, 2007)。因此，可以推测条斑紫菜抗

菌多肽等电点应在 pH 7.0–9.0 之间。 

2.4.3  条斑紫菜抗菌多肽浓度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抑菌活

性的影响    浓度分别为 10.0、20.0、40.0、80.0 和

100.0 mg/ml 的条斑紫菜抗菌多肽对金黄色葡萄球菌

的抑菌活性结果见图 8。从图 8 可以看出，随着多肽浓

度的增加，其抑菌圈直径逐渐增大(从 6.0 mm 增加至

20.5 mm)，表明其抑菌活性与浓度呈现量效依赖关系。 
 

 
 

图 8  不同浓度抗菌多肽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菌活性 
Fig.8  The antimicrobial activity of polypeptides at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to S.aureus 
 

3  结论 

本研究首先提取条斑紫菜不同溶解性蛋白质并

进行硫酸铵分级沉淀，再经酶解、超滤分级得到对金

黄色葡萄球菌具有最佳抑制活性的抗菌多肽级分(分

子量小于 5 kDa)。对其进行的抑菌活性影响因素研究

结果表明，条斑紫菜抗菌多肽热稳定性好，100℃以

下处理 30 min 其抑菌活性无变化；在介质 pH 3–6 及 pH 

10–11 范围内稳定性好；其抑菌活性在 10–100 mg/ml

浓度范围内呈现量效依赖关系。 

上述研究结果为今后条斑紫菜抗菌多肽的进一

步纯化，进而明确其氨基酸序列提供了基础。同时，关

于条斑紫菜抗菌多肽的抑菌机理的研究也有待进行。 

参  考  文  献 

冯自立, 李志刚, 敖义俊, 等. 朱桔叶挥发油化学成分及抑菌

活性研究.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2014, 20(5): 102–105 

冯兴军, 王建华, 单安山. 抗菌肽基因工程研究及其表达策

略. 中国生物工程杂志, 2006, 26(3): 63–67 

冯琛, 路新枝, 于文功. 逆境胁迫对条斑紫菜生理生化指标

的影响. 海洋湖沼通报, 2004, 18(3): 22–26 

朱晓君, 安辛欣, 顾丽, 等. 超声辅助同时提取条斑紫菜多糖

及藻胆蛋白工艺的优化. 食品科学, 2008, 29(5): 241–244 

刘石宝 , 倪孟祥 , 罗学刚 . 抗菌肽研究进展 . 药物生物

技术 , 2011, 18(5): 466–470 

刘青梅, 杨性民，邓红霞, 等. 紫菜多糖提取分离及纯化技术

研究. 浙江大学学报(农业与生命科学版), 2005, 31(3): 

293–297 

刘琳, 马廷方, 祝永强, 等. 抗菌肽的结构特征及其与活性的

关系. 药物生物技术, 2008, 15(1): 64–67 

刘静, 陈均志. 微波双酶协同水解大豆分离蛋白制备小分子

肽的研究. 食品研究与开发, 2006, 27(8): 9–13 

刘蕾, 魏玉西, 刘淇, 等. 坛紫菜(Porphyra haitanensis)中抑

菌活性肽的制备与初步纯化. 现代生物医学进展, 2011, 

11(3): 476–481 

闫建忠, 吕昌龙, 李胜军, 等. 紫菜多糖的免疫功能增强作用. 

中国海洋药物, 2005, 24(4): 36–38 

张龙翔, 张廷芳, 李令媛. 生化实验方法和技术(第 2 版), 北

京: 高教出版社, 1997, 47–51 

范晓, 韩丽君. 我国常见食用海藻的营养成分分析. 中国海

洋药物, 1993, 12(4): 32–38 

郑集, 陈钧辉. 普通生物化学(第 4 版).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

社, 2007, 123–124 

高淑清, 单保恩. 条斑紫菜生物学作用的研究进展. 现代中

西医结合杂志, 2004, 13(12): 1661–1662 

Bulet P, Stocklin R, Menin L. Antimicrobial peptides: from 

invertebrates to vertebrates. Immunoll Rev, 2004, 198: 

169–184 

Li L, Shi Y, Cheserek MJ, et al. Antibacterial activity and dual 

mechanisms of peptide analog derived from cell-penetrating 

peptide against Salmonella typhimurium and Streptococcus 

pyogenes. Appl Microbiol Biotech, 2013, 97(4): 1711–1723 

Niwa K, Kobiyama A. Research note: Simple molecular 

discrimination of cultivated Porphyra species (Porphyra 

yezoensis and Porphyra tenera) and related wild species 



第 2 期 宋惠平等: 条斑紫菜蛋白酶解多肽的抑菌活性 145 

 

(Bangiales, Rhodophyta). Phycol Res, 2009, 57(4): 299–303 

Reddy KV, Yedery RD, Aranha C. Antimicrobial peptides: 

premises and promise. Int J Antimicrob Agents, 2004, 24(6): 

536–547 
 

(编辑  冯小花) 
 

The Antibacterial Activity of Peptides From Porphyra yezoensis 

SONG Huiping, YU Jia, LI Shan, WEI Yuxi①, WANG Wenxiu, XU Lina, HAN Dan 
(College of Life Sciences,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Abstract    Enriched in proteins and with similar amino acid compositions to the terrestrial vegetables, 

Porphyra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economic marine algae with high nutritional and medical values in 

China. In order to obtain peptides holding antibacterial activity, Porphyra yezoensis was utilized as raw 

material and water, NaCl, HCl and NaOH were used as the solvents. Water-dissolved, salt-dissolved, 

acid-dissolved and alkaline-dissolved proteins were prepared by the extraction, ammonium sulfate 

salting-out, dialysis and freeze-drying, respectively. The four types of proteins were hydrolyzed 

respectively by pepsin, papain, neutral protease, trypsin, acid protease and compound protease under the 

optimum conditions for each enzyme. Twenty-four hydrolysates were selected to evaluate the antibacterial 

activity to Staphylococcus aureus, Micrococcus tetragenus, Bacillus subtilis and Escherichia coli that 

were used as the indicator bacteria. Moreover, the proteins were divided into 7 portions by fractional 

precipitation with different saturation degree of ammonium sulfate; and their hydrolysates were fractioned 

to peptide fragments with different molecular weights by ultrafiltration. The best antibacterial peptides 

were evaluated by comparing the inhibitory effects of hydrolysates to the indicator bacteria.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zymolyte of water-soluble proteins hydrolyzed by pepsin presented the strongest 

antibacterial activity. Thus, antimicrobial peptides were achieved via fraction precipitation by ammonium 

sulfate for the proteins, ultrafiltration for their zymolyte, and the ammonium sulfate saturation at 

40%−50%, and the range of molecular-weight was less than 5 kDa. In addition, factors (such as 

temperature, medium pH and antimicrobial peptides concentration) that affect the antibacterial activities 

were also studied.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antimicrobial peptides from Porphyra yezoensis 

possessed good thermal and acid-base stability, which may be candidate for a safe food preservative. 

Key words    Porphyra yezoensis; Antibacterial peptide; Staphylococcus aureus; Antibacterial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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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隆气单胞菌(Aeromonas veronii)拮抗菌 4-1-3 
的筛选鉴定及其活性物质初探* 

凡  飞 1  张生武 1  李联泰 1  李  燕 1  苏晓烽 1  安贤惠 1,2① 
(1. 淮海工学院  江苏省海洋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  连云港  222005;  

2. 上海交通大学  微生物代谢国家重点实验室  上海  200240) 

摘要    凡隆气单胞菌是泥鳅养殖中容易发生而且致死率较高的病原菌之一。为筛选凡隆气单胞菌

拮抗菌、研发防治此病害的生物制剂，采集泥鳅养殖池底泥样品，通过滤纸抑菌圈法筛选凡隆气

单胞菌拮抗细菌，结合形态观察、生理生化实验和 16S rRNA 基因序列分析进行菌株鉴定。采

用硫酸铵沉淀和离子交换层析方法分离纯化抑菌物质，电泳检测其分子量。结果显示，从样品中分

离到 17 株细菌，其中筛选出的拮抗菌 4-1-3，能够高效抑制凡隆气单胞菌，抑菌圈直径达到 15.2 mm。

经菌株鉴定后命名为 Pseudomonas fluorescens 4-1-3。该菌产生的抑菌物质为胞外蛋白，分子量约为

100 kDa，推测该物质是荧光假单胞菌产生拮抗物质的一种新类型，有望进一步研制成防治水产病

害的生物制剂。 

关键词    凡隆气单胞菌；拮抗菌；荧光假单胞菌；活性物质；胞外蛋白 

中图分类号  Q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5)02-0146-07 

近 30 年来，我国渔业取得了长足发展，渔业已

经成为我国大农业中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然而随着

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日益推进，导致养殖生态环境

质量逐年下降，养殖病害也日益严重，由局部养殖区

发展到几乎所有的养殖区，由阶段性发病发展到养殖

全过程发病，因此有效控制病害的发生和蔓延十分迫

切和重要。 

凡隆气单胞菌(Aeromonas veronii)，又名维氏气

单胞菌，发现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该细菌可引起

人体腹泻(Hickman-Brenner et al, 1987)、伤口感染、

肺炎、慢性支气管炎、败血症及坏死性筋膜炎等疾病

(马子行等 , 1992; 侯天文等 , 2000; Morinaga et al, 

2011; Sreedharan et al, 2011)。凡隆气单胞菌在水产养

殖中逐渐成为危害性较大的病原菌，曾引发孟加拉国

鱼类的流行性溃疡综合征(Rahman et al, 2002)。在国

内, 该菌感染能使丁 (林启存等, 2005)及中华绒螯

蟹(房海等, 2008)等水产动物患病, 给养殖业者带来

较大的经济损失。2007 年 9 月和 2012 年 8 月，在江

苏东海、灌云两地的泥鳅养殖场先后突发病害，损失

惨重。经鉴定，发现该病害是由凡隆气单胞菌导致 

(秦蕾等, 2008)。龚新勇等(2010)发现引发瓯江彩鲤发

病的病原菌也是凡隆气单胞菌。 

益生菌是通过改善内源性微生物，对动物或人类

施加有益影响的单一或混合的活微生物，最初主要用

于人体保健作用(方立超等 , 2007; 张灼阳等 , 2008; 

李桂英等, 2013)，近年来广泛应用于水产动物病害防

治(Balcázar et al, 2006)。针对泥鳅病害，已有拮抗凡

隆气单胞菌的菌株报道(朱明等, 2012)，但尚未见对

abc
图章



第 2 期 凡  飞等: 凡隆气单胞菌(Aeromonas veronii)拮抗菌 4-1-3 的筛选鉴定及其活性物质初探 147 

 

其活性成分进行深入研究或推广应用的报道。本研究

旨在针对泥鳅养殖中出现的病害问题，分离筛选具有

较强抑菌活性的益生菌，分离并研究其活性物质的特

性，为研究开发防治泥鳅病害的微生物制剂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菌株来源 

凡隆气单胞菌由淮海工学院秦蕾老师提供。拮抗

菌菌株由本研究组分离筛选获得。 

1.2  培养基 

LB 培养基(1000 ml)：胰蛋白胨 10 g，酵母提取

物 5 g，NaCl 10 g，琼脂 20 g (液体培养基不加)，蒸

馏水定容至 1000 ml，pH 自然，121℃灭菌 30 min。 

1.3  主要试剂和药品 

胰蛋白胨、酵母提取物为 Oxoid 产品，引物由生

工生物工程(上海)有限公司合成，Taq 酶为宝生物工

程(大连)有限公司产品，DNA 回收试剂盒为天根生化

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产品。 

1.4  方法 

1.4.1  菌株分离    采集连云港市某泥鳅养殖池塘

水体和底泥样品，带回实验室，用无菌水梯度稀释，

然后涂布平板。28℃培养 24 h 后，根据菌落颜色、

形态、大小、边缘整齐度以及透明度等特征的不同，

挑取单菌落划线分离，直至得到纯培养物。 

1.4.2  抑菌活性检测     采用抑菌圈法 (沈萍等 , 

1999)检测拮抗菌抑菌活性。接种凡隆气单胞菌于 LB

液体培养基中，28℃培养 24 h。取 3 μl 培养液，用无

菌水稀释至 100 μl，均匀涂布于 LB 固体平板上。待

其稍干后，将直径为 6 mm 的小圆纸片先放置于培养

皿中，再将 50 μl 待筛选菌液分次滴加于滤纸片上，

28℃培养 24 h 后观测抑菌圈有无及直径大小。 

1.4.3  拮抗菌筛选    将分离得到的纯培养物，分别

接种到 LB 培养基。28℃培养 24 h，分别取 50 μl 进

行抑菌活性检测，保留有抑菌圈的菌株作为初筛菌

株。用同样方法将初筛菌株进行进一步复筛，选择抑菌

圈最大的菌株作为目标拮抗菌，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1.4.4  拮抗菌的鉴定     

(1) 形态观察：将复筛得到的拮抗菌接种于 LB

平板上，28℃培养 24 h 后观察菌落形态，从颜色、

形态、透明度、菌落与培养基结合程度等方面进行描

述。随后进行革兰氏染色，显微镜观察。 

(2) 16S rRNA 基因序列分析：参照大肠杆菌基因

组 DNA 的提取方法(魏群，2007)提取拮抗菌总 DNA。

参照东秀珠(2001)提供的方法进行 16S rRNA 基因序

列扩增。16S rDNA 通用引物 27F: AGAGTTTGATCCT 

GGCTCAG 和 1492R: TACCTTGTTACGACTT。扩增

反应 50 μl 体系：DNA 模板(10 ng/μl) 1 μl，dNTP   

(2.5 mmol/L) 4 μl，引物(1 mmol/L)各 1 μl，10× Buffer 

5 μl，MgCl2 (25 mmol/L) 3 μl，Taq 酶(5 U/μl) 0.5 μl，

超纯水 35.5 μl。PCR 反应条件：94℃预变性 2 min，

进入热循环：94℃变性 30 s、52℃退火 30 s、72℃延

伸 90 s，共 30 个循环，循环结束后再 72℃延伸 5 min。

取 PCR 产物在 0.75%的琼脂糖凝胶上进行电泳检测。

PCR 产物直接送生工生物工程(上海)有限公司测序。

根据 16S rRNA 的测序结果，在 http://rdp.cme.msu.edu/ 

seqmatch/在线查询分析，选择同源性较高的分离的模

式菌株序列，用 MEGA V 5.1 软件构建 4-1-3 的 16S 

rRNA基因序列系统进化树，确定菌株的系统发育地位。 

(3)生理生化实验验证：根据 16S rRNA 基因序列

建树结果，查找与 4-1-3 遗传距离相近菌株的生理生

化特性，确定实验项目，参照东秀珠(2001)提供的方

法进行实验，观察记载结果。 

1.4.5  拮抗菌活性物质在细胞中位置的确定    取过

夜培养的拮抗菌 4-1-3 菌液 1 ml，于 12000 r/min 离心

5 min，上清液用直径为 0.45 μm 的无菌滤膜过滤，滤

液即上清液；沉淀用等体积液体 LB 重悬、超声波破

碎 3 min (工作 5 s，间歇 25 s，至均匀透明)，即为沉

淀重悬液。分别取上清液、沉淀重悬液及过夜培养的

4-1-3 菌液各 50 μl，用滤纸抑菌圈法测定其抑菌活性。 

1.4.6  拮抗菌活性成分的确定    分 3 组处理进行

实验：处理 1，取拮抗菌过夜发酵菌液 200 μl，95℃

水煮 10 min；处理 2，取拮抗菌过夜发酵菌液 200 μl，

按终浓度 0.1 mg/ml 添加蛋白酶 K，55℃水浴 4 h；处

理 3，取拮抗菌过夜发酵菌液 200 μl，未作任何处理

作为对照。每处理重复 3 次。取各处理样品 50 μl 分

别测定其抑菌活性。 

1.4.7  拮抗菌活性物质的分离纯化     

(1) 硫酸铵沉淀：参照李建武等(1994)的方法，稍

作改进。将过夜培养的拮抗菌发酵液在 12000 r/min、

4℃离心 30 min，取上清液，离心，至不再有沉淀为

止，上清液备用。按硫酸铵饱和浓度表依次制备硫酸

铵终浓度为 20%、40%、60%和 80%的沉淀物。每次

添加硫酸铵后静置 20 min，4℃ 8000 r/min 离心 5 min，

用无菌水以刚好能溶解沉淀的量将沉淀重悬，分别检

测各硫酸铵浓度下沉淀物的抑菌活性，确定可选用的

最适硫酸铵浓度。 

(2)离子交换法：参照李建武等(2005)方法，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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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DEAE Sepharose Fast Flow(以下简称 DEAE FF)。

用 Buffer A(50 mmol/L Tris-HCl pH 8.0)装柱、平衡，

用 Buffer B(50 mmol/L Tris-HCl pH 8.0，0.8 mol/L 

NaCl)洗脱。洗脱程序：在层析柱上，加入硫酸铵沉

淀得到的样品，接着用 Buffer A 平衡 5 倍柱体积(5×V)，

然后用 Buffer B 由 0100%梯度洗脱 10×V，再用 Buffer 

B洗脱 5×V，最后用Buffer A平衡 5×V。流速 1.0 ml/min，

每 1.0 ml 收集 1 管。用峰值最大时的收集液进行抑菌

活性检测和蛋白质电泳。 

1.4.8  拮抗菌抑菌物质分子量大小的测定    参照

汪家政等(2000)的方法，进行 SDS-PAGE 电泳，根据

标准蛋白条带判断拮抗菌抑菌物质分子量的大小。 

2  结果 

2.1  凡隆气单胞菌拮抗菌的分离筛选 

按 1.4.1 中的方法，从泥鳅养殖池水体和底泥样

品中共分离纯化菌株 17 株，其中来自水体的菌株编

号分别为 3-1-1、3-1-2、3-1-3、3-1-5、3-1-6、3-2-1、

3-2-2、3-2-3、3-2-4，来自底泥的菌株编号分别为 4-1-1、

4-1-3、4-1-7、4-1-9、4-2-3、4-2-4、4-2-5、4-2-6。 

经 1.4.3 中的方法筛选，初筛出 3-1-5、3-1-6、4-1-3

和 4-2-3 共 4 个菌株，对这 4 株菌进行进一步复筛，

菌株 4-1-3 表现抑菌圈最大，直径达 15.2 mm，表明

其对凡隆气单胞菌有较强的抑菌活性(图 1)，因此确

定菌株 4-1-3 为目标拮抗菌进行后续实验。 

2.2  拮抗菌 4-1-3 的菌株鉴定 

2.2.1  拮抗菌 4-1-3 的形态鉴定    拮抗菌 4-1-3 的

菌落形态观察表明，在 LB 平板上菌落呈白色，圆形， 

 
 

图 1  不同菌株对凡隆气单胞菌的抑制作用 
Fig.1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strains to Aeromonas veronii 

 
不透明，中心稍凸起，较湿润，边缘有皱褶，与培养

基结合不紧密(图 2-a)。前期菌落表面光滑，易被接种

环挑起，后期表面覆一层膜。显微镜下观察结果，该菌

为革兰氏阴性，杆状，大小为(1.5–4) µm×(0.5–1) µm 

(图 2-b)。 

2.2.2  拮抗菌 4-1-3 的分子鉴定    按 1.4.4(2)的方

法进行操作，获得 PCR 扩增产物，经琼脂糖凝胶电

泳检测，分子量约 1500 bp，测序结果为 1525 bp，DDBJ

登录号为 AB968092。递交 RDP 网站比对，选择同源

性较高的模式菌株序列，用 MEGA V5.1 软件作图，

结果显示拮抗菌 4-1-3 与荧光假单胞菌(Pseudomonas 

fluorescens) (T) ICMP 13622遗传距离最近，结果见图3。 

2.2.3  拮抗菌 4-1-3 的生理生化实验验证    生理生

化实验表明，拮抗菌 4-1-3 在 4℃下生长，41℃下不

生长，明胶酶和细胞色素氧化酶、葡萄糖和果糖利用

呈阳性，淀粉水解、柠檬酸盐利用、β-半乳糖苷酶、 
 
 

 
 

图 2  菌株 4-1-3 的菌落形态(a)及革兰氏染色结果(b) 
Fig.2  The colony morphology of strain 4-1-3 (a) and Gram stain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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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基于 16S rRNA 序列同源性构建的系统发育树 
Fig.3  The phylogenetic tree based on 16S rRNA sequence homology 

(Evolutionary distances showed in figure were calculated by MEGA 5.1; Bootstrap=1000. Bar, 0.001 substitution per nucleotide) 

 
赖氨酸脱羧酶、鸟氨酸脱羧酶、尿素酶、色氨酸脱氨

酶反应均为阴性。 

结合形态特征观察、生理生化实验及 16S rRNA 基因

序列分析，初步确定该菌株为荧光假单胞菌(Pseudomonas 

fluorescens)，命名为 Pseudomonas fluorescens 4-1-3。 

2.3  拮抗菌 4-1-3 抑菌物质存在的部位及活性成分

的初步判断 

按 1.4.5、1.4.6 中的方法进行操作，结果见图 4。

从图 4 看出，拮抗菌 4-1-3 发酵菌液有抑菌活性，将

菌液离心后的沉淀无活性，而上清液有活性，说明抑

菌物质被分泌到胞外。将菌液高温水煮和蛋白酶 K

处理后，均丧失抑菌活性，可以判断该抑菌物质是一

种蛋白质。 

2.4  拮抗菌活性物质的粗分级分离 

按 1.4.7 中的方法，将拮抗菌 4-1-3 发酵液上清液

进行不同浓度的硫酸铵沉淀，其抑菌活性表现见图 5。 

 
 

图 4  拮抗菌 4-1-3 菌液不同处理对凡隆气单胞菌的抑制作用 
Fig.4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of strain 4-1-3 

broth to A. veronii 

1. 菌液; 2. 沉淀; 3. 上清液; 4. 水煮;  

5. 蛋白酶 K 处理; 6. 无菌 LB 
1. Fermentation broth; 2. Precipitation; 3. Supernatant;  
4. Boiled; 5. Degradation of Protein K; 6. Sterile 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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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拮抗菌 4-1-3发酵液上清液用不同浓度硫酸铵沉淀后

对凡隆气单胞菌的抑制作用 
Fig.5  Effects of strain 4-1-3 broth supernatant precipitated 

by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ammonium sulfate to A. veronii 

图中数字为沉淀发酵液上清的硫酸铵浓度(%, w/v) 

ck1. 发酵液上清; ck2. 80%硫酸铵; ck3. 无菌水 
The numbers mean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ammonium sulfate (%, w/v) 
ck1. Supernatant; ck2. 80% ammonium sulfate; ck3. Sterile water 

 
从图 5 可以看出，60%的硫酸铵沉淀出的活性成

分抑菌活性最强。因此后续实验大量制备活性成分时

选用 60%的硫酸铵进行沉淀。 

2.5  拮抗菌抑菌物质的细分离纯化 

按 60%硫酸铵沉淀拮抗菌 4-1-3 发酵上清液，获

得粗提物。按 1.4.7 中的方法进行离子交换层析法操 

作，得到如图 6 的梯度洗脱峰。在 Buffer B 浓度提高

到 75%时，即 NaCl 浓度达到 600 mmol/L 时出现洗脱

峰，并且峰型单一。收集该峰洗脱液，抑菌活性检测

发现该峰具有抑菌活性(图 7-a)，证明分离到的物质

为目标抑菌物质。 
 

 
 

图 6  拮抗菌 4-1-3 活性物质的离子交换分离图谱 
Fig.6  The separating chromatography of antagonistic 

substance from strain 4-1-3 and separated using  
Sepharose DEAE Fast Flow 

 

2.6  拮抗菌抑菌活性成分分子量大小的测定 

按常规 SDS-PAGE 技术规程操作，得到电泳图谱

(图 7-b)。拮抗菌 4-1-3 的抑菌活性成分分子量大小在

100 kDa 左右，其准确分子量有待进一步研究。 

3  讨论 

荧光假单胞菌可产生 2,4-diacetylphloroglucinol 

 

 
 

图 7  分离得到的菌株 4-1-3 抗菌物质对凡隆气单胞菌的抑制作用(a)及其 SDS-PAGE 电泳图(b) 
Fig.7  Inhibition of antibiotic substance from strain 4-1-3 to A. veronii (a) and SDS-PAGE of the substance (b) 

1. 洗脱液; 2. 透析液; ck. 无菌透析缓冲液 
1. Eluent; 2. Dialyzate; ck. Sterile dialysis bu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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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gera et al, 1999)和 Phenazine 抗生素(Thomashow 

et al, 1988)等，对小麦全蚀病菌 (Gaeumannomyces 

graminis)有抑制作用。目前，在拮抗菌的应用方面， 

荧光假单胞菌主要用于防治农作物病害，如辣椒青枯

病(王艳辉等, 2013)、烟草黑胫病(董国菊等, 2012)1)、

油菜菌核病(王平等, 2010)等。用于防治水产病害的

报道很少，郭国军等(2008)从大黄鱼肠道优势菌群中

筛选的荧光假单胞菌 J312 拮抗副溶血弧菌，之后未

见其活性物质的进一步报道。本研究分离筛选的荧光

假单胞菌 4-1-3 对凡隆气单胞菌具有较强的拮抗作

用，因此拓宽了荧光假单胞菌在病害防治中的应用范

围。但由于荧光假单胞菌也是水产病原菌之一，     

P. fluorescens 4-1-3 是否有致病性，需要进一步证实。

如本身有致病性，则可以通过分子生物学手段，克隆

活性蛋白的基因，以工程菌或分离表达产物等手段探

讨其应用途径。 

另外，关于荧光假单胞菌产生的拮抗物质，现有

的报道主要集中在次级代谢产物方面 (张伟琼等 , 

2007)，这些代谢物包括黄绿脓菌素、硝吡咯菌素、

羧基吩嗪、2,4-二乙酰基藤黄酚、嗜铁素、卵菌素 A、

氢氰酸、生物表面活性剂、邻氨基苯甲酸等。此外也

有报道荧光假单胞菌可产生具有清除自由基、抗氧

化、解毒和提高免疫等重要生物学功能的谷胱甘肽等

(李方方等, 2013)。本研究获得的荧光假单胞菌 4-1-3

所产生的活性物质，初步判断是分子量约为 100 kDa、

能够分泌到胞外的一种蛋白质。该结果丰富了荧光假

单胞菌产生的拮抗物质的种类，同时为该蛋白的进一

步研究，如高纯度产品的获得、物化特性和分子结构

的研究以及作用机理、基因克隆和通量表达等提供了

理论依据。 
 
致谢 : 作者感谢淮海工学院朱明老师为本研究

提供的部分分离菌株。 

参  考  文  献 

马子行, 余传霖. 从临床标本中分离的几个气单胞菌新种. 

国外医学微生物分册, 1992, 5(1): 29  

王平, 李慧, 邱译萱, 等. 荧光假单胞菌株 P13 分泌铁载体抑

制油菜菌核病菌.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0, 

39(2): 200–203 

王艳辉, 陈小燕, 肖艳. 荧光假单胞菌对辣椒青枯病防效田

间试验初报. 西北园艺, 2013(4): 52–53 

方立超, 魏泓. 益生菌的研究进展. 中国生物制品学杂志,  
 
 

2007, 20(6): 463–466 

东秀珠, 蔡妙英. 常见细菌系统鉴定手册.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1, 409–412 

朱明, 晏维龙, 张涛, 等. 泥鳅体内凡隆气单胞菌拮抗细菌

CAM-1 的分离筛选及其抑菌活性. 渔业科学进展, 2012, 

33(6): 29–34 

李方方, 易弋, 左跃, 等. 一株谷胱甘肽高产荧光假单胞菌的

分离与鉴定. 中国调味品, 2013, 7(38): 35–39 

李建武, 萧能, 余瑞元, 等. 生物化学实验原理和方法. 第四

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30–46 

李桂英, 孙艳, 宋晓玲, 等. 饲料中添加潜在益生菌对凡纳滨

对虾肠道消化酶活性和菌群组成的影响. 渔业科学进展, 

2013, 34(4): 84–90 

汪家政, 范明. 蛋白质技术手册.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0, 

77–100 

沈萍, 范秀荣, 李广武.微生物学实验. 第三版. 北京: 高等教

育出版社, 1999, 101–102 

张伟琼, 聂明, 肖明. 荧光假单胞菌生防机理的研究进展. 生

物学杂志, 2007, 24(3): 9–11 

张灼阳, 刘畅, 郭晓奎. 益生菌的安全性. 微生物学报, 2008, 

48(2): 257–261 

林启存, 蔡丽娟, 杨仲景, 等. 丁 溃疡病的病原菌分离、鉴

定与人工感染试验. 水产科学, 2005, 24(11): 21–22 

房海, 陈翠珍, 张晓君, 等. 中华绒螯蟹病原维氏气单胞菌的

检验. 中国人兽共患病学报, 2008, 24(1) : 45–49 

侯天文, 尹晓琳, 李烛, 等. 维隆气单胞菌引起老年肺炎 1 例.

中国人兽共患病杂志, 2000, 16(4): 58   

秦蕾, 徐静, 张晓君．泥鳅的凡隆气单胞菌感染．中国人兽共

患病学报, 2008, 24(12): 1100–1102 

郭国军, 覃映雪, 陈强, 等. 大黄鱼病原副溶血弧菌拮抗菌的

筛选. 海洋学报, 2008, 30(1): 127–134 

龚新勇, 温贵兰, 程振涛, 等. 致病性凡隆气单胞菌的分离鉴

定与生物特性. 贵州农业科学, 2010, 38(9): 99–102 

魏群. 分子生物学实验指导. 第二版.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115–116 

Balcázar JL, Blas ID, Ruiz-Zarzuela I, et al. Review: The role of 

probiotics in aquaculture. Vet Microbiol, 2006, 114: 

173–186 

Bangera MG, Thomashow SL. Identifi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a gene cluster for synthesis of the polyketide antibiotic 

2,4-diacetylphloroglucinol from Pseudomonas fluorescens 

Q2-87. J Bacteriol, 1999, 181(10): 3155–3163 

Hickman-Brenner FW, MacDonald KL, Steigerwalt AG, et al. 

Aeromonas veronii, a new omithine decarboxlase-positive 

species that may cause diarrhea. J Clin Microbiol, 1987, 

25(5): 900–906 

Morinaga Y, Yanagihara K, Araki N, et al. Clinical characteri-

stics of seven patients with Aeromonas septicemia in a 

Japanese hospital. J Exp Med, 2011, 225(2): 81–84 

                            

1) 董国菊. 荧光假单胞菌 Pseudomonas fluorescens P-72-10 菌株对烟草黑胫病的生防机理研究. 江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2, 79–86 



152 渔   业   科   学   进   展 第 36 卷 

 

Rahman M, Colque-Navarro P, Kühn I, et al. Identifi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pathogenic Aeromonas veronii biovar 

sobria associated with epizootic ulcerative syndrome in fish 

in Bangladesh. Appl Environ Microbiol, 2002, 68(2): 650–655 

Sreedharan K, Philip R, Singh IS. Isol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virulent Aeromonas veronii from ascitic fluid of oscar 

Astronotus ocellatus showing signs of infectious dropsy. Dis 

Aquat Organ, 2011, 94(1): 29–39 

Thomashow SL, Weller MD. Role of a phenazine antibiotic from 

Pseudomonas fluorescens in biological control of Gaeu-

mannomyces graminis var. tritici. J Bacteriol, 1988, 170(8): 

3499–3508 
 

(编辑  冯小花) 
 

Screening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a Bacterium Named 4-1-3  
Antagonizing Aeromonas veronii 

FAN Fei1, ZHANG Shengwu1, LI Liantai1, LI Yan1, SU Xiaofeng1, AN Xianhui1,2①
 

(1. Jiangsu Key Laboratory of Marine Biotechnology, Huaiha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Lianyungang  222005; 
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Microbial Metabolism,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Abstract    Aeromonas veronii is a highly mortal pathogenic microorganism in the loach aquaculture. 

To screen the antagonistic bacteria and to develop microbial preparation against the pathogens, the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loach breeding pond and the bacteria strains were isolated and screened for 

the ability to inhibit the size of the zone of the strains. The active substances were separated and purified 

with the ammonium sulfate precipitation and ion exchange chromatography, and the molecular weights 

were revealed with the sodium dodecyl sulfate-polyacrylamide gel electrophoresis. A strain named 4-1-3 

was isolated and screened from the samples collected from the bottom sediments of a loach breeding pond 

in the Lianyungang city, and it identified as Pseudomonas fluorescens based on its morp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16S rRNA gene sequence, designated as P. fluorescens 4-1-3. The strain strongly inhibited the 

growth of A. veronii, with 15.2 mm inhibition zone diameter. The antibacterial substance produced by the 

strain P. fluorescens 4-1-3 is an extracellular protein which can be precipitated using 60% ammonium 

sulfate and eluted by 600 mmol/L NaCl through Sepharose DEAE Fast Flow. The molecular weight of P. 

fluorescens 4-1-3 is around 100 kDa determined by SDS-PAGE. In this study, we obtained a strain that 

can inhibit the growth of A. veronii and we found a new bacteria antagonistic substance produced by P. 

fluorescens. The present study provides evidence to the improve disease control in loach breeding and 

other aquaculture. 

Key words    Aeromonas veronii; Antagonistic bacterium; Pseudomonas fluorescens; Active substance; 

Extracellular pro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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