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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多鱼种综合开捕网目尺寸和捕捞努力量 

管理目标确定方法探讨* 

刘  勇  程家骅 
(农业部海洋与河口渔业重点开放实验室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  上海  200090) 

摘要    本研究基于 B-H 模型创建了一种多鱼种管理方法，即把针对单鱼种的“开捕年龄”和“捕捞

死亡系数”管理目标替换成面对多鱼种的“开捕网目尺寸”和“捕捞努力量”管理目标，从而实现多鱼

种管理。利用文献参数，对东海两种主要经济鱼种带鱼和小黄鱼的综合管理进行了尝试和探讨。结

果显示，带鱼和小黄鱼由于体型和个体大小差距较大， 适产量重叠范围较小，两个鱼种不适宜综

合管理；可以针对不同渔场、不同专捕渔船进行单独管理。该模型具直观、易判、及时等优点；同

时存在短期有效、要求体形相近等缺点。若要推广该模型，需要积累足够的基础数据以获取必要的

模型参数；另外还需要探讨捕捞努力量标准化方法，进一步提高模型准确性。 

关键词    多鱼种管理；B-H 模型；网目尺寸；捕捞努力量 

中图分类号 Q178.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5)06-0001-07 

B-H 动态综合模型基于较易得到的种群基础生

物学特征，结合少量的捕捞参数来推导开捕年龄与捕

捞死亡系数这两个重要的渔业管理参数(费鸿年等 , 

1990; 詹秉义, 1995)。该模型因参数容易获取、得到

的管理参数可操作性强，因此得到广泛的推广和应用

(陈丕茂, 2004; 刘勇等, 2006a、b)。 

B-H 模型是单鱼种模型，仅能对单一鱼种的管理

提供建议。而现实的情况中很少有种群在海洋或河流

中单独存在，一般都是几个鱼种彼此混合、一定空间

共存。这样根据模型获得的单个鱼种管理参数，如捕

捞网目大小(对应开捕年龄)，对目标鱼种的管理没有

问题，但对于与它共存的其他鱼种就可能不适合。网

目大了就会丢掉可捕资源、浪费宝贵资源，小了就会

过度捕捞、甚至可能导致资源衰退，因此单鱼种的管

理方法在实际应用中不太合适。国外有研究提出多鱼

种的管理模型(Andersen et al, 1977; Pauly, 1982; 
Sissenwine et al, 1991; Magnusson, 1995; Hollowed et al, 
2000)，我国也已经开始关注该问题(李辉权, 1990;  

仝龄, 1994; 丘建文等, 1995; 陈丕茂, 2003; 陈超群, 

2005)。众多模型中主要有两类模型得到较多认可：

一类是在经典资源评估模型基础上添加鱼种之间的

捕食和竞争等生物间关系建立的模型，此类模型需要

补充重要且不易准确估算的物种间关系定量参数，因

此其推广受到一定限制(Rice et al, 1991; 仝龄, 1994; 

Magnusson, 1995)；另一类完全是基于生态系统的方

式，把一定范围相对封闭的水域看作一个相对稳定的

生态系统，再把该系统分成几个主要功能组、关键鱼

种和目标鱼种，然后通过生物量关系、物质平衡关系

等假设推断出物种间相互关系、建立生态模型，进而

通过该模型模拟不同管理措施的后果，为多鱼种的综

合管理提供可行性建议(Christensen et al, 1992、2004; 

Pauly et al, 2000)。此类生态模型的 后结论通常仅

能提供类似资源总量控制的管理建议，不能提供如

B-H 模型这样具体的、渔业管理上操作性较强的管理

参数。B-H 模型通常提供的管理参数有两个，一是开

捕年龄，二是捕捞死亡系数；这两个管理参数均是针

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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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某个具体鱼种，对于其他鱼种是没有意义的。若这

两个参数能延伸到鱼种间通用的参数，则可以利用通

用参数同时对多个鱼种资源变化特征进行比较与研

究，从而可以提供多鱼种的管理参数和依据。本研究

基于上述思路创建了一种基于 B-H 模型的多鱼种管

理方法，既能避免单鱼种模型的缺陷，也能提供比较

明确的管理目标，以期为多鱼种的管理提供一种新的

方法。 

1  材料与方法 

1.1  动态综合模型的变换与推导 

鱼种的开捕年龄对应开捕尺寸，落实开捕尺寸的

管理措施是限制渔具的网目大小，以此代替鱼种的开

捕年龄。类似地，可以用捕捞努力量代替捕捞死亡系

数。通过上述替换，可以把针对单一鱼种的 B-H 模

型扩展成可以容纳多个鱼种在同一坐标系统进行比

较研究的模型，本研究称之为“综合管理 B-H 模型”。

出现的字母符号说明见表 1。 

从首次捕捞年龄 tc 开始到 大年龄 t=∞止，其一

生中所提供的渔获量用积分方程表示： 

 d
c

t tW t
Y F N W t


     (1) 

式中， ( ) ( )( )c r cM t t F M t ttN R e e        (2) 

 0( )[1 ]K t t btW W e 
   (3) 

捕捞努力量与捕捞死亡系数之间的关系： 

 /f F q ，推导可得： F q f   (4) 

根据 von Bertalanffy 体长生长方程： 

 0( )[1 ]K t ttl l e 
   

推导可得 

 0 ln(1 / ) /tt t l l K    (5) 

拖网的 50%选择体长(L0.5)与拖网网囊的网目大

小(m)之间成正相关关系(詹秉义, 1995)，此关系称为选

择系数 Sf (Selection factor)，可以用下述公式表达： 

 0.5L Sf m a    (6) 

把选择体长符号 L0.5 替换成 lt，网目大小 m 替换

成 mt，公式(6)变成： 

 t tl Sf m a    (7) 

把公式(7)代入公式(5)得到： 

 0 ln 1 /t
a Sft t m K
l l 

      
 

 (8) 

把公式(4)、(8)代入公式(2)、(3)得到: 

 
0( ) ln 1 /

( )
c t

c r

a Sfq f M t t m K
l lM t ttN R e e

                    (9) 

 
ln 1

[1 ]
t

a Sf m
bl ltW W e

          (10) 

然后把公式(4)、(8)、(9)、(10)代入公式(1)中得

到： 

 
表 1  符号说明 

Tab.1  Explanation of symbols 

符号 Symbol 解释 Explanation* 符号Symbol 解释 Explanation* 

Yw 渔获重量 Yield in weight tr 补充年龄 Recruitment age 

F 捕捞死亡系数 Fishing mortality coefficient t 大年龄 Maximum age 

M 自然死亡系数 Natural mortality coefficient K 生长参数 Growth parameter( – ) 

Nt t 龄个体数量 Individual number at age t b 体长与体重关系的幂指数 
Power index of length and weight 

Wt t 龄体重 Weight at age t f 捕捞努力量 Fishing effort 

W 大体重 Maximum weight q 可捕系数 Catchability coefficient 

lt t 龄体长 Length at age t L0.5 50%选择体长 50% retention lengths 

l 大体长 Maximum length Sf 选择系数 Selection factor 

R 补充量 Recruitment m 网囊网目大小 Mesh size of cod-end 

t t 年龄 Age t mt 
50%选择体长为 t 龄体长时对应的网囊网目大小 
Mesh size for 50% retention lengths of age t 

t0 出生年龄 Birth age a 
网目尺寸与平均选择体长关系常数项( – ) 
Constant term in the equation of mesh size and length 

tc 首次捕捞年龄 Age at fishing(tr – t)   

*未包含范围的参数，其理论上的范围均为 0 
*Parameters without range are theoretically from 0 to infin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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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c rM t t q f MWY R q f W e e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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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单位补充渔获量的积分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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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式，可采用数字积分的计算方法对其进行运算。 

上述是计算公式的推导过程，在实际演算过程

中，本研究采用一种相对简单的替换方法。依据 “网

目大小代替鱼种的开捕年龄”和“捕捞努力量代替捕

捞死亡系数”思路，实现以“捕捞努力量”为横坐标、

“网目大小”为纵坐标的“综合管理 B-H 模型”。具体做

法是，按照常规 B-H 模型的做法描绘出等渔获量曲 

线图，然后对坐标进行转换。横坐标转换，是根据公

式 /f F q ，把原横坐标捕捞死亡系数转换成捕捞努

力量；纵坐标转换，是根据公式(8)推导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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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根据上式，把原纵坐标开捕年龄转换成网目大小。 

1.2  材料来源 

研究对象的相关生长参数及死亡系数大部分都

是引用自相关文献(凌建忠等, 2008; 张国政等, 2010)。

带鱼、小黄鱼相关参数分别来自文献(凌建忠等, 2008; 

张国政等, 2010)，参数特征可归属于同一时期阶段；

分析样品分别来自东海和黄海南部。黄海南部和东海北

部水域是多种水团综合作用区域，是带鱼和小黄鱼的

共栖水域，是多种鱼类的产卵场和索饵场(郑元甲等, 

2003)。本研究所引用参数满足本研究的前提假设，

即研究对象为同期共栖的鱼种。另外，由于影响捕捞

能力的因素很多，捕捞能力量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顾惠庭等, 1987; 周应祺等, 2000)；考虑该过程不是

本研究的研究重点，另外，渔业管理实践中对捕捞能

力的控制指标主要有渔船数和主机总功率(周应祺等, 

2000)，所以本研究选择用渔船数代替捕捞努力量来

进行模型的演算。具体的主要参数及文献来源见表 2。 
 

表 2  模型使用参数及来源 
Tab.2  Parameters and their references used in the model 

鱼种 Species 
模型 Model 参数 Parameters 

带鱼 Hairtail 小黄鱼 Small yellow croaker

l (mm) 507.8 270 
W (g) 1892 285.7541 

b 2.8802 2.814 
t0 –0.599 –0.47 
tr 0.25 0.3 
tc 0.5 0.3 
t 7 23 
M 0.44 0.77 
K 0.313 0.45 
F 2.8 1.63 

B-H 模型 
B-H model 

参数来源 Reference (凌建忠等, 2008) (张国政等, 2010) 
    

sf 2.5199 2.4568 
a 20.91 –18.306 网目选择模型 

Selection of cod-end mesh size 参数来源 Reference (黄洪亮等, 2005) (黄洪亮等, 2005) 
    

f 13839 13839 捕捞努力量与捕捞死亡系数关系模型 
Equation of fishing effort and fishing mortality 参数来源 Reference * * 

*捕捞努力量是依据《2013 中国渔业统计年鉴》统计的东海区三省一市(包括江苏省、福建省、浙江省和上海市)拖网

的总船数为 13839 只 
*The value of fishing effort referred from the total number of trawling boats of 3 provinces and 1 city (including Jiangsu, 

Fujian, Zhejiang and Shanghai) along the coast of the East China Sea, the data from the book “Annuals of Chinese Fishery 
Statistics of 2013” is 1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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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数据处理方法 

数据处理与分析采用 R 统计软件(R Development 

Core Team, 2008)，模型的运算及其图形的绘制均采

用 R 软件编程实现。 

2  结果与分析 

2.1  B-H 模型分析结果 

图 1 与图 2 是根据文献参数(凌建忠等, 2008; 张国政

等, 2010)建立模型而获得的不同开捕年龄与捕捞死

亡系数对应的渔获量等值曲线图。图 1、图 2 中加粗

黑点是捕捞现状点，对应当前捕捞死亡系数和开捕年

龄。根据该等值曲线图，可找到两条捕捞死亡系数与

开捕年龄的 佳组合曲线，一条是在限定捕捞死亡系

数下的 佳开捕年龄曲线(称为 佳 tc 点连线)，另一

条是在限定开捕年龄下的 佳捕捞死亡系数曲线(称

为 佳 F 点连线)。两条曲线是 大持续产量线，也

称 适渔获量曲线，两条曲线之间的区域被称为 适

产量区(费鸿年等, 1990; 詹秉义, 1995)。根据该等值

曲线图，可以进行捕捞现状分析，为渔业资源管理提

供建议。由图 1、图 2 可见，代表捕捞现状的黑点均

落在 适产量区之外，可见目前两个鱼种捕捞状况都

不是处于可持续生产状态；现状点均处于 佳 tc 点连

线下方区域，说明目前开捕年龄均偏小，若在目前捕

捞强度下(即捕捞死亡系数不变)，开捕年龄能提高到

图 1、图 2 中所示两条水平线之间，可持续捕捞产量能

提高三成(图 2，小黄鱼)到一倍多(图 1，带鱼)(凌建忠

等, 2008; 张国政等, 2010)。 

2.2  单鱼种获得的结果 

开捕年龄替换成网目尺寸、捕捞死亡系数替换成 

 

 
 

图 1  带鱼 tc-F 等渔获量曲线 
Fig.1  Curve of equal catch of tc-F for hairtail 

 
 

图 2  小黄鱼 tc-F 等渔获量曲线 
Fig.2  Curve of equal catch of tc-F for small yellow croaker  

 
捕捞努力量，这样获得网目尺寸与捕捞努力量关系下

的单位补充量渔获量等值曲线图(图 3、图 4)。变换坐

标前后的等值线趋势基本一致，主要发生变化的地方

是坐标数值，分别由数值范围较小的年龄与捕捞死亡

系数变成范围较大的网目尺寸和捕捞努力量。年龄、

网目尺寸之间并不是直线对应关系(公式 8、13)，观

察可见等值曲线纵向稀疏程度有差异(图 3 与图 1 比

较，图 4 与图 2 比较)，年龄与体长之间的非线性关

系是导致该差异产生的原因。鱼的生长一般在幼体时

生长较快，随年龄增长生长速度会越来越慢；对比前

后等值曲线稀疏程度，可以看到一个明显变化趋势，

即在网目尺寸较小(对应低龄生长速度快)的下半部分

等值线稀疏程度明显增大，而上半部分则相反。而等

值曲线图在横向上则没有上述特征，主要原因是捕捞

努力量与捕捞死亡系数呈线性关系。 

从图 3、图 4 中可以看到带鱼和小黄鱼捕捞现状

(图中加粗黑点)对应的捕捞努力量相同，均为 13839，

这是由于本研究假设捕捞努力量均来自拖网渔船所

致。带鱼和小黄鱼捕捞现状对应的开捕网目尺寸分别

是 50 mm 和 40 mm(图 3、图 4)；而根据同为拖网作

业捕捞的假设，二者开捕网目尺寸本应相同，结果虽

然比较接近，但存在差异。该差异的来源比较复杂，

可能主要来自模型的不一致性和不确定性。开捕年龄

(tc，图 1、图 2)转换为开捕网目尺寸(mt，图 3、图 4)

需要依据两个函数，即生长函数(见公式 5)和选择性

函数(见公式 6)。其中生长函数描述体长与年龄之间

的关系，虽是一一对应关系，但带鱼和小黄鱼所采用

体长数据不尽相同。前者是肛长，后者是体长。肛长、

体长与年龄的对应关系误差系数不相同，从而会导致

生长函数推导误差的差别。另外，选择性函数描述囊

网网目尺寸与 50%选择体长(L0.5)之间的关系，需要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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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步骤推导出来：首先在不同囊网网目尺寸条件下做

数次拖网实验，获得不同网目的选择曲线，即描述囊

网网目对不同体长个体的选择率；然后根据选择曲线

确定 50%选择体长(L0.5)，即选择率为 50%的对应体长。

根据上述获得的 50%选择体长和对应网目数据才可

以推导选择性函数。在确认 50%选择体长(L0.5)过程

中，难免一些影响结果的主观因素，比如分析体长与

网目选择率的关系时，需要把体长数据分成多个体长

组，取中间值代表该组的体长，然后分别计算各体长

组的网目选择率(詹秉义, 1995; 黄洪亮等, 2005)。前

述肛长与体长的区别，同样也会影响选择性函数的一

致性。上述不确定性和不一致性均可以传递到体长与

网目尺寸的关系，都有可能是导致图 3 和图 4 中开捕

网目尺寸差别的原因。 

考虑上述不一致性和不确定性因素，网目尺寸

10 mm 的差别，与其 大年龄 3 a 或 4 a 对应的网目

尺寸(>100 mm，图 3、图 4)相比，差异程度是可以接

受的，可以近似地认为二者是一致的。从另一方面看

来，这个现状点所对应的捕捞努力量与网目尺寸基 

 

 
 

图 3  带鱼 mt-f 等渔获量曲线 
Fig.3  Curve of equal catch of mt-f for hairtail 

 

 
 

图 4  小黄鱼 mt-f 等渔获量曲线 
Fig.4  Curve of equal catch of mt-f for small yellow croaker 

本达到一致。可以反过来证明，本研究采用模型的相

关参数基本可信，因为本研究所采用的方法综合了许

多函数(体长、体重生长函数、50%选择体长与囊网网

目关系函数)，涉及不同学科方向(渔业资源评估、渔

业网具选择性)，还能达到上述准确性，可见相关模

型参数还是比较可信的。 

2.3  多鱼种组合结果 

把图 3 和图 4“ 适产量区域”合并在一张图中

(图 5)，可以把先前独立的两个管理目标区域放在同

一个坐标系中进行综合分析，可以避免顾此失彼，可

以综合考虑各种捕捞措施对目标鱼种的影响。图 5 所

示，小黄鱼“ 适产量区域”基本均处于带鱼下方，仅

有在捕捞努力量较小的情况下有部分区域重叠，这个

结果反应出二者个体大小上的区别。观察图 3 与图 4，

二者“ 适产量区域”在捕捞努力量较小的时候， 适

开捕网目尺寸均有一个较为敏感区域；而图 5 中，比

较发现带鱼的这一敏感区域发生的捕捞努力量范围

相比小黄鱼更小；这就是说捕捞努力量较低的情况

下，要使带鱼捕捞达到较为理想状态，需要更为严格

的控制开捕网目尺寸。小黄鱼的 适开捕网目尺寸控

制范围，70 mm 左右是其上限，而带鱼的控制上限是

120 mm 左右，若超出上述范围则不能把捕捞产量控

制在“ 适产量区域”范围内。 

在目前捕捞努力量条件下，小黄鱼的 适开捕网目

尺寸为 54.53–66.25 mm，带鱼的为 112.04–120.19 mm，

二者的 适开捕网目尺寸范围差别很大。也就是说在

目前高强度捕捞压力下，要能同时合理捕捞带鱼和小

黄鱼的目标不会达到；除非把捕捞努力量削减到几乎

没有，才有可能通过调节网目尺寸使二者同时达到

佳捕捞状态(图 5 适产量重叠区域)，这种情况没有

现实指导意义，因为捕捞压力不可能出现这么大幅度

的下降。另外从外形来看，带鱼和小黄鱼属于两种差

别较大的体型，一个是带形，另一个是纺锤形，而且

平均个体大小差别较大，网目选择差别明显(见表 1

网目选择模型参数)。综上所述，带鱼和小黄鱼不宜

进行综合捕捞管理，可以分别制定管理目标管理特定

捕捞渔船以达到合理捕捞利用目的。 

选择小黄鱼和带鱼作为代表鱼种来尝试本研究

所提出的多鱼种管理方法，主要原因是这两个鱼种是

东海的主要经济鱼类，相关参数相对比较完整，如

B-H 模型参数、网具选择性参数，符合本研究基本参

数的要求。前文也有阐述，二者体型差异较为明显，

不适宜进行综合管理。若有体型相近的鱼种使用本方

法，可能更容易找到共同的 适产量重叠区，从而能

提出比较好的综合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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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带鱼和小黄鱼 佳捕捞管理线 
Fig.5  The best fishing management areas of hairtail and 

small yellow croaker 
 

3  讨论 

与其他多渔业资源评估模型的比较与分析，本研

究采用的方法存在以下优点：不需要收集鱼种之间的

捕食关系参数，仅需与 B-H 模型相差不多的参数；

可以同时进行单鱼种和多鱼种的综合管理；直观、可

视化的分析过程，易判断、易操作；可即时提供有效

的管理措施，而其他多鱼种管理模型则需要整个渔业

生态系统达到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下才能达到管理

目标的一个长期过程，二者之间可以取长补短、各取

所需。但是此模型未考虑生态系统长期发展的变化趋

势，即没有考虑鱼种之间的关系，可以解决当前短期

的管理问题，但缺乏维护生态系统平衡的一个长期考

虑；对外形结构相近种类的综合管理比较有效，而对外

形结构差异较大种类则有一定局限性，由于网目选择

的差异性较大，导致属于可持续管理目标的共同 适产

量区域重叠度较低，从而难以找到共同的管理目标。 

本研究主要依据两个模型，一个是渔业资源综合

动态模型(B-H 模型)，另一个是渔业网具选择模型。

前者数据来自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所获得的目标资

源的生物学参数，该数据来源并未区分渔船作业类

型，虽然主要数据是来自拖网作业(黄洪亮等, 2005; 

凌建忠等, 2008; 张国政等, 2010)，但还可能包括除拖

网外的其他作业。后者数据主要依据的是双拖作业渔

船数据(黄洪亮等, 2005)。上述两个模型所依据数据

的渔船作业类型不一致，但考虑主要都是来自拖网作

业，因此本研究采用拖网渔船数量来量化捕捞努力

量。不同渔船作业类型，很可能给本研究的方法带来

不确定性，理想的情况是要保持两个模型的一致性，

但不同的作业类型究竟会给本方法带来多大的影响

还需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本研究讨论的多鱼种管理模型需要把捕捞死亡

系数转换成统一的捕捞努力量，文中捕捞努力量是简

单的用东海区拖网渔船数量来代替，这种方法可能会

影响模型的准确性。本研究用作捕捞努力量的拖网渔

船实际包括多种作业类型渔船，除双拖作业渔船，还

包括单拖、拖虾等渔船；几种作业渔船对捕捞对象所

导致的死亡系数是有明显差别的，如双拖作业的捕捞

效率可能比单拖的两倍还要高；不同大小渔船的捕捞

能力也有差别，因此仅靠船数不能全面准确的反应拖

网渔船的捕捞努力量。另外，除拖网渔船，其他类型

渔船同样也可以捕捞到同样的渔获物，若考虑总的捕

捞努力量，这些作业的捕捞努力量同样也需要计算在

内。如何把不同大小、不同作业类型的渔船对某渔获

物的捕捞努力量进行标准化，是未来本模型实际应用

将要面临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该多鱼种管理模型方法简单、目标明确、便于实

施。而模型所需基础参数比较多，比如鱼种的生长模

型参数、死亡系数，网目选择模型参数，捕捞努力量

与捕捞死亡系数关系参数。若要扩大该模型的使用范

围，即增加鱼种的数量，上述参数都需要补充。要实

现将来多鱼种的综合管理，还需大量工作做好基础数

据的储备，包括各鱼种的基础生物学特征和相关模型

的重要参数。 

我国近海渔场基本上是多鱼种混栖渔场，实行多

鱼种的综合管理措施很有必要。东海拖网捕捞的主要

经济鱼类有带鱼、小黄鱼、蓝点马鲛、银鲳、鲐鱼等，

这些鱼种的体型差异较大，所以不适宜采用本研究的

多鱼种管理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将这些鱼

种进行叠加分析，即选择一套合适的管理指标，综合

考虑各鱼种的资源状况、渔业权重和养护目标等因

素，通过适当的方法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从而提

出 小网目尺寸、渔船数量和捕捞产量等管理目标。

再将目标逐步细化分配到各个渔场，对现行管理措施

提出整改建议， 后实现多鱼种的综合管理目标。 
 
致谢：感谢詹秉义老师给本研究提供的热情指导和

帮助。感谢匿名审稿人给予本文的宝贵意见和修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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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ulti-Species Management Model Combining Fishery  
Catchable Mesh Size and Fishing Effort 

LIU Yong①
, CHENG Jiahua 

(Key Laboratory of East China Sea & Oceanic Fishery Resources Exploitation and Utilizatio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East China Sea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Fishery Sciences, Shanghai  200090) 

Abstract    B-H model, a single-species management model, is not suitable for multi-species 
coexistence situation due to several limitations. In this paper, a multi-species management approach is 
created based on B-H model by replacing "catchable age" and "fishing mortality" of single species 
management model with "catchable mesh size" and "fishing effort" of multi-species management model 
to achieve multi-species management objective. The multi-species management approach was used to test 
with the two typical species of the East China Sea, hairtail and small yellow croaker based on literatures. 
The big differences in body shape and body size between hairtail and small yellow croaker and the small 
optimum yield overlapping area demonstrated that these two species are not suitable for the integrated 
management, which should be managed separately by different fishing areas or different fishing vessels. 
This model has merits like intuitive, easy-judging and timely but with limitations of short-term 
effectiveness and similar shape requirements. To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multi-species 
management approach, it needs to further accumulate various basic data for the relevant elementary 
parameters, standardize fishing efforts and explore ways to improve the model accuracy. 
Key words    Multi-species management; B-H model; Mesh size; Fishing eff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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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口及其邻近海域渔业资源结构的季节变化* 

孙鹏飞 1,3  戴芳群 1,2  陈云龙 1,2,4  单秀娟 1,2① 金显仕 1,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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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青岛  266071；2. 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  海洋渔业科学 

与食物产出过程功能实验室  青岛  266071；3. 中国海洋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青岛  266100； 

4.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青岛  266071) 

摘要    基于 2012 年 8 月(夏季)和 11 月(秋季)、2013 年 1 月(冬季)和 5 月(春季)长江口及其邻近海

域的渔业底拖网调查数据，对渔业种类组成、数量分布、群落多样性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进行了

研究。结果显示，共捕获渔业种类 114 种，隶属于 17 目 66 科 90 属，其中鱼类 12 目 36 科 50 属

58 种，鲈形目种类 多(26 种)，甲壳类 2 目 25 科 33 属 49 种，头足类仅 3 目 5 科 6 属 7 种。长江

口及其邻近海域渔业资源优势种季节更替明显，仅龙头鱼(Harpodon nehereus)为全年优势种。秋季

平均单位网次渔获量 高(29.20 kg/h·net)，春季(17.95 kg/h·net)高于夏季(14.60 kg/h·net)，冬季 低

(10.15 kg/h·net)，各季节均以底层鱼类和甲壳类为主，中上层鱼类渔获量仅春季较高，占总渔获量

20.1%。春、夏季群落多样性指数较秋、冬季高，春季(163)和夏季(176)渔业资源群落更替指数较高，

群落稳定性较低，夏季(6)和冬季(–5)迁移指数接近于零，渔业生物迁入和迁出处于相对平衡状态。

各季节渔获种类数和总渔获量分别与底层鱼类和甲壳类渔获量呈极显著正相关 ( 1)0.0P< ；秋季渔获

种类数与表层温度呈显著正相关 ( 5)0.0P< ，与深度呈极显著正相关 ( 1)0.0P< 。长江口及其邻近海域

渔业低质种类呈增加趋势，并且渔业资源结构存在明显的季节变化，渔获种类数、总渔获量及群落

多样性指数与表层温度及深度关系密切。 

关键词    长江口；渔业资源；群落结构；季节变化；环境因子 

中图分类号 Q178.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5)06-0008-09 

河口是淡水和海水交汇的水域，环境因子复杂多

变，生物资源丰富，对海洋生物资源的补充和海洋生

态平衡的保持具有重要意义(罗秉征, 1992)。长江口

是我国 大的河口，南有舟山渔场，北接吕泗渔场，

是我国重要的渔业基地，同时，在我国海洋生态系统

的研究中也占有重要地位。近年来，关于该海域渔业

资源结构、多样性及鱼卵、仔稚鱼的分布和数量变动

等方面研究广泛开展 (王金辉等 , 2004, 李建生等 , 

2004、2006; 李宝泉等, 2007; 李显森等, 2013)，但近

10 年来对该海域渔业资源结构的季节动态研究较少。 

本研究基于 20122013 年长江口及其邻近海域的渔

业底拖网数据，对该海域的渔获种类组成、数量分布

及群落多样性的季节变化进行了初步分析，旨在为该

海域可持续的渔业资源管理与开发提供基础资料。 

1  材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数据取自 2012 年 8 月(夏季)和 11 月(秋季)、2013

年 1 月(冬季)和 5 月(春季)对长江口及其邻近海域的 6 

abc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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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断面进行的渔业底拖网调查，调查区域为 122°00'– 

124°00'E，30°30'–31°45'N，总调查站位 62 个(图 1)，

春、夏、秋和冬季调查站位数分别为 36、46、33 和

25 个，各航次在各断面近岸、远岸及中部均设取样站

位，以减小个别航次站位较少所引起的误差。调查船

为“沪捕渔 47058”(184 kW)，平均拖速 2 kn，每站拖

网 0.5–1 h。调查网具为单船底拖网，网口周长 30.6 m，

囊网网目 20 mm，拖曵时网口宽度约 8 m。在实验室

对渔获物进行种类鉴定和生物学测定，记录各渔获种

类的重量和数量，数据标准化到 1 h，以各种类的平

均单位网次渔获量(kg/h·net)和渔获尾数(ind/h·net)表

示。每站现场用 “Seabird219”型 CTD 测定水深、温

度数据。 
 

 
 

图 1  长江口及其邻近海域渔业调查站位 

Fig.1  Sampling stations in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and its adjacent waters 

 

1.2  分析方法 

1.2.1  优势种     优势种由相对重要性指数(Index 

of Relative Importance, IRI)确定(Pinkas et al, 1971)： 

 IRI N W F    

式中，N 为某种类的尾数占总渔获尾数的百分

比；W 为某种类的渔获量占总渔获量的百分比；F 为

某种类在调查中被捕获的站数与总调查站位百分比。 

其中，IRI 值大于 500 为优势种，500–100 为常见

种，100–10 为一般种，10–1 为少见种，小于 1 为稀有

种(程济生等, 2000)。 

1.2.2  群落相似性和多样性指数    用 Bray-Curtis

的相似性系数(Bray et al, 1957)，计算各调查航次(季

节)种类渔获量组成的相似性，分析长江口及其邻近

海域渔业资源结构随时间的变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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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SB 为相似性系数，Xij 和 Xim 分别为第 i 种

在 j 和 m 航次调查中的平均单位网次渔获量或单位网

次渔获尾数。 

用 Margalef 丰富度指数(D)、Shannon-Wiener 多

样性指数(H)及 Pielou 均匀度指数(J)分析长江口及

其邻近海域渔业生物群落多样性 (Margalef, 1958; 

Shannon et al, 1949; Pielou, 1975)。 

Margalef 丰 富 度 指 数 D=(S–1)/lnW 或 D= 
(S–1)/lnN 

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
1

ln
s

i i
i

H P P


    

Pielou 均匀度指数 / lnJ H S   

式中，S 为种类数；W 为总渔获量；N 为总渔获

尾数；Pi 为第 i 种所占总渔获量或总渔获尾数的比例。 

1.2.3  群落更替指数和迁移指数  

( ) ( )
100 100

( ) ( )

C B C B
AI MI

A R A R

 
   

 
 

式中，A 为各次调查实际物种数；C 为本次调查

新迁入物种数；B 为本次调查迁出物种数；R 为 4 次

调查中均出现的物种数。AI 反映了物种更替导致群

落稳定性降低的节律，其值越大则表示群落稳定性

小；MI 研究了系统外迁入与迁出种的两种成分在群

落中的相对比例(朱鑫华等, 1994)。 

1.3  数理统计 

运用 Primer 5.0 软件对渔业资源组成的相似性和

多样性进行分析；运用 SPSS 16.0 软件对渔业资源结

构与环境因子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分析方法为

Pearson 相关系数法。 

2  结果 

2.1  种类组成和优势种季节变化 

共捕获渔业种类 114 种，隶属于 17 目 66 科 90

属，鱼类 12 目 36 科 50 属 58 种，其中鲈形目种类

多，14 科 22 属 26 种，占鱼类总种类数的 45%，其

次为鲱形目，2 科 6 属 7 种，其余各目均在 5 种以下；

甲壳类 2 目 25 科 33 属 49 种，主要为十足目种类；

头足类 3 目 5 科 6 属 7 种(表 1)。 

优势种渔获量在春、夏、秋和冬季分别占总渔获

量的 51.6%、62.3%、70.0%和 35.5%，渔获尾数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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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长江口及其邻近海域渔业种类各分类阶元的分布 
Tab.1  Taxonomic category of fishery spec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and its adjacent waters 

目 Order 科 Family 属 Genus 种 Species

八腕目 Octopoda 2 2 2 

枪形目 Teuthoidea 3 3 3 

乌贼目 Sepioidea 1 2 2 

口足目 Stomatopoda 1 1 1 

十足目 Decapoda 23 32 48 

目 Lophiiformes 2 2 2 

刺鱼目 Gasterosteiformes 1 2 2 

灯笼鱼目 Myctophiformes 2 2 2 

鲽形目 Pleuronectiformes 2 2 5 

鲱形目 Clupeiformes 2 6 7 

鲑形目 Salmoniformes 1 1 1 

鲈形目 Perciformes 14 22 26 

鳗鲡目 Anguilliformes 5 5 5 

鲇形目 Siluriformes 1 1 1 

鲀形目 Tetraodontiformes 1 1 1 

燕魟目 Myliobatiformes 1 1 1 

鲉形目 Scorpaeniformes 4 5 5 

总计 Total 66 90 114 

 
占总渔获尾数的 70.6%、79.2%、40.8%和 29.6%。春

季优势种为六丝钝尾虾虎鱼(Amblychaeturichthys 

hexanema)、中国毛虾(Acetes chinensis)、三疣梭子蟹

(Portunus trituberculatus)、龙头鱼(Harpodon nehereus)

和鳀(Engraulis japonicus)。其中龙头鱼和六丝钝尾虾

虎鱼占总渔获量的 22.0%，中国毛虾和三疣梭子蟹的

渔获量占总渔获量的 20.4%，鳀占总渔获量的 9.1%。

夏季优势种为葛氏长臂虾(Palaemon gravieri)、红狼

牙虾虎鱼 (Odontamblyopus rubicundus)、双斑蟳

(Charybdis bimaculata)、中华管鞭虾(Solenocera 

crassicornis)、细巧仿对虾(Parapenaeopsis tenella)、

口虾蛄(Oratosquilla oratoria)和龙头鱼。其中甲壳类

渔获量占总渔获量和渔获尾数的 38.5%和 63.6%，底

层鱼类占总渔获量的 23.8%；秋季优势种为三疣梭子

蟹、龙头鱼、日本蟳(Charybdis japonica)和棘头梅童

鱼(Collichthys lucidus)。其中三疣梭子蟹和日本蟳渔

获量占总渔获量的 43.6%，龙头鱼和棘头梅童鱼占总

渔获量的 26.4%；冬季优势种为葛氏长臂虾、长吻红

舌鳎(Cynoglossus lighti)、口虾蛄和龙头鱼。其中长吻

红舌鳎和龙头鱼占总渔获量的 24.6%，葛氏长臂虾和

口虾蛄渔获量占总渔获量的 10.9%。由此可见，4 个

季节优势种主要由甲壳类和底层鱼类组成，仅春季优

势种中出现鳀，夏、秋和冬季优势种中甲壳类渔获量 

百分比均明显高于底层鱼类，春季甲壳类渔获量百分

比略低于底层鱼类。夏、冬季葛氏长臂虾均为第一优

势种，渔获量分别占总渔获量的 6.6%和 3.9%，渔获

尾数分别占 27.7%和 11.2%；秋季三疣梭子蟹为第一

优势种，渔获量占总渔获量的 23.3%，渔获尾数占总渔

获尾数的 14.1%；春季六丝钝尾虾虎鱼为第一优势种，

渔获量占总渔获量的 7.3%，渔获尾数占总渔获尾数的

34.6%(表 2)。 

2.2  渔获量的分布 

长江口及其邻近海域秋季平均单位网次渔获量

高，春季高于夏季，冬季 低，春、夏、秋和冬季

甲壳类和底层鱼类平均单位网次渔获量较高，分别为

7.20、6.95，7.60、6.15，15.8、13.00，4.15、5.58 kg/h·net。

其渔获量占总渔获量的百分比分别为 40.1% 和

38.8%、50.2%和 42.0%、54.2%和 44.4%、40.8%和

57.4%，除冬季底层鱼类渔获量百分比高于甲壳类外，

其他季节均为甲壳类渔获量百分比 高。各季节头足

类和中上层鱼类平均单位网次渔获量较低，仅春季中

上层鱼类平均单位网次渔获量和渔获量百分比较高，

分别为 3.65 kg/h·net 和 20.1%(图 2)。 

春季各调查断面中部渔获量百分比较高，近岸、

远岸及北部断面渔获量百分比均较低；夏季渔业资源

主要分布在调查区域中部及河口地区；秋季较夏季更

向河口集中，平均单位网次渔获量 高(29.2 kg/h·net)；

冬季由于调查站位较少，仅个别站位渔获量百分比较

高，平均单位网次渔获量 低(10.15 kg/h·net)(图 3)。 

2.3  相似性和多样性特征 

以尾数计算的相似性指数比以重量计算的高，并

且各季节相似性指数较接近，以重量计算的相似性指

数，夏季和秋季、秋季和冬季相似性较高，相似性指

数分别为 0.25 和 0.28(表 3)。 

秋、冬季渔获种类数 多，均有 75 种，夏季和

春季较少，分别有 67 和 66 种。 

春季总丰富度指数(D)和总多样性总指数(H)均

大，为 5.55 和 3.02，各站位分别在 0.38–2.11 和 0.49– 

2.39 之间波动；秋季均 小，总指数为 4.64 和 2.37，

各站位分别在 0.32–5.48 和 0.42–2.21 之间波动。春、

秋季平均丰富度指数(D)较夏冬季大，分别为 1.64 和

1.63，夏季平均多样性指数 大，为 1.70，秋季 小，

为 1.27。春、夏和冬季总均匀度指数(J)相近，分别

为 0.72、0.70 和 0.73，各站位分别在 0.27–0.85、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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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和 0.54–0.89 之间波动，秋季 小，总指数为 0.59，

各站位在 0.21–0.89 之间波动。夏、冬季平均均匀度

指数(J)较大，分别为 0.71 和 0.73，春、秋季较小，

分别为 0.62 和 0.60。多样性指数春、夏季较秋、冬

季高，各季节平均多样性指数的变化趋势与总指数的

变化趋势相一致(表 4)。 

 
表 2  长江口及其邻近海域渔业资源优势种季节变化 

Tab.2  Seasonal variations of dominant fishery spec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and its adjacent waters 

季节 Seasons 种名 Species W% N% IRI 

春季 Spring 六丝钝尾虾虎鱼 A. hexanema 7.3 34.6 2515  

  中国毛虾 A. chinensis 4.8 29.5 1669  

  三疣梭子蟹 P. trituberculatus 15.6 0.8 935  

  龙头鱼 H. nehereus 14.7 0.9 668  

  鳀 E. japonicus 9.1 4.8 517  

          

夏季 Summer 葛氏长臂虾 P. gravieri 6.6 27.7 2729  

 红狼牙虾虎鱼 O. rubicundus 16.3 11.5 1589  

 双斑蟳 C. bimaculata 10.2 8.7 1391  

 中华管鞭虾 S. crassicornis 6.5 12.7 1335  

 细巧仿对虾 P. tenella 6.6 9.8 1041  

 口虾蛄 O. oratoria 8.6 4.7 1036  

 龙头鱼 H. nehereus 7.5 4.1 634  

          

秋季 Autumn 三疣梭子蟹 P. trituberculatus 23.3 14.1 1222  

 龙头鱼 H. nehereus 8.9 10.0 657  

 日本蟳 C. japonica 20.3 8.4 585  

 棘头梅童鱼 C. lucidus 17.6 8.2 579  

          

冬季 Winter 葛氏长臂虾 P. gravieri 3.9 11.2 1135  

  长吻红舌鳎 C. lighti 14.6 5.2 991  

  口虾蛄 O. oratoria 7.0 8.1 847  

  龙头鱼 H. nehereus 10.0 5.1 567  

 

 
 

图 2  各生态类型平均单位网次渔获量的季节分布 

Fig.2  Seasonal variations of average catch per haul in different eco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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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长江口及其邻近海域平均单位网次渔获量的空间分布 

Fig.3  Distribution of average catch per haul in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and its adjacent waters 

 
表 3  长江口及其邻近海域渔业种类组成的相似性指数 

Tab.3  The similarity index of fishery species composi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and its adjacent waters 

季节 Season 春季 Spring 夏季 Summer 秋季 Autumn 冬季 Winter 

春季 Spring  0.31 0.40 0.19 

夏季 Summer 0.10  0.32 0.26 

秋季 Autumn 0.09 0.25  0.20 

冬季 Winter 0.04 0.13 0.28  

注: 对角线上方数字为以尾数计, 下方数字为以重量计 

Note: The data above the diagonal are on number basis, and below the diagonal are on weight basis 

 
表 4  长江口及其邻近海域渔业种类多样性指数的变化 

Tab.4  Variations of fishery species diversity indic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and its adjacent waters 

Dw Hw Jw 

季节 Season 范围 
Range 

平均 
Average 

总指数 
Total index

范围 
Range 

平均 
Average

总指数 
Total index

范围 
Range 

平均 
Average 

总指数 
Total index

春季 Spring 0.38–2.11 1.63 5.55 0.49–2.39 1.52 3.02 0.27–0.85 0.62 0.72 

夏季 Summer 0.46–2.60 1.51 5.33 0.15–2.34 1.70 2.93 0.11–1.00 0.71 0.70 

秋季 Autumn 0.32–5.48 1.64 4.64 0.42–2.21 1.27 2.37 0.21–0.89 0.60 0.59 

冬季 Winter 0.30–2.30 1.36 4.78 0.41–2.40 1.60 2.86 0.54–0.89 0.73 0.73 

注：Dw、Hw和 Jw表示以重量计算的多样性指数 

Note: Dw, Hw and Jw denote the biodiversity indices calculated by w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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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渔业资源群落结构的稳定性 

春、夏季稳定性较低，更替指数分别为 163 和

176，秋、冬季均小于 100，分别为 73 和 63；夏、冬

季渔业生物迁入和迁出处于相对平衡状态，迁移指数

接近于零，分别为 6 和–5(图 4)。 
 

 
 

图 4  长江口及其邻近海域渔业生物群落 

更替指数(AI)和迁移指数(MI) 

Fig.4  The MI and AI of fisheries community in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and its adjacent waters 

 

2.5  渔业资源结构与海域环境因子的关系 

各季节渔获种类数和总渔获量分别与底层鱼类

和甲壳类渔获量呈极显著正相关 ( 1)0.0P  ，仅秋季

渔获种类数与中上层鱼类渔获量呈显著正相关

( 5)0.0P  ，春季和秋季总渔获量与中上层鱼类渔获

量呈显著正相关 ( 5)0.0P  ，夏季总渔获量与头足类

渔获量呈显著正相关 ( 5)0.0P  ；各季节多样性指数

(H)和均匀度指数(J)呈显著正相关 ( 5)0.0P  ，秋季

渔获种类数与表层温度和深度分别呈显著正相关

( 5)0.0P  和极显著正相关 ( 1)0.0P  ，渔获种类数、

总渔获量及多样性指数(H)与表层温度及深度关系密

切(表 5)。 

3  讨论 

3.1  种类组成及优势种的季节变化 

本次调查捕获渔业种类数仅为 2006 年 6、8 和

10 月长江口调查捕获渔业种类数的 55.3%，鱼类、甲

壳类和头足类种类数分别为 2006 年调查的 35.4%、

144.1%和 66.7%(金显仕等, 2009)，这可能与调查网具

差异有关。甲壳类和鱼类为各季节优势类群，其渔获

量分别占总渔获量的 40.1%–54.2%和 42.1%–59.2%，

头足类在各个季节所占百分比均较低，夏季 高，仅

为 5.7%。根据李建生等(2004)的研究，2000–2002 年

长江口海域各季节均以鱼类为绝对优势类群，所占渔

获量百分比在 75.2%–95.0%之间，甲壳类和头足类单

季所占百分比 高分别为 11.2%和 23.9%。 

夏、秋季甲壳类优势度较冬、春季高。优势种由

带 鱼 (Trichiurus lepturus) 、 小 黄 鱼 (Larimichthys 

polyactis)、三疣梭子蟹等经济种类向葛氏长臂虾、三

疣梭子蟹、口虾蛄等甲壳类转变，龙头鱼、鳀和长吻

红舌鳎等中小型鱼类也占有一定比例 (罗秉征等 , 

1994; 李建生等, 2004; 金显仕等, 2009)。长江口及其

邻近海域渔业资源种类更替加快，这在其他河口的研

究中也有类似结果(朱鑫华等, 2001; 金显仕等, 1998、

2001、2003; 任一平等, 2005)。 

过度捕捞和环境退化使生态系统的生物群落失

去恢复力和完整性，生态系统稳定性变差(Ryder et al, 

1981)。带鱼、凤鲚(Coilia mystus)、大黄鱼(Larimichthys 

crocea)和小黄鱼等传统捕捞对象近年来资源衰退严

重，低龄化和小型化明显(杨伟祥等, 1992; 宓崇道, 

1997; 任一平等, 2001; 刘凯等, 2004)。鱼类资源的衰

退可能使甲壳类资源相对增加(吴强等, 2012)。长江

口及其邻近海域主要受重金属和有机物的污染，

2000–2002 年该海域生态环境总体质量处于重污染水

平(钟霞芸等, 1999; 全为民等, 2004)，污染导致该海

域渔业资源衰退(倪勇等, 2006)。2005 年后长江口及

其邻近海域及杭州湾可能已经成为长江口水域重金

属元素的重要沉积“汇”，而其他近海表层沉积物质

量优良，生态环境总体质量有所恢复(何松琴等, 2011; 

方涛等, 2012)。环境污染使产卵场受到严重影响，甲

壳类作为一种生命周期短、营养层次低、繁殖力强、

生长迅速的类群，其恢复力较大型底层经济鱼类强，

这可能是甲壳类渔获量百分比较高的原因。 

3.2  渔获量时空分布 

长江口及其邻近海域秋季平均单位网次渔获量

高，春季高于夏季，冬季 低，季节变化明显，可

能与我国实行伏季禁渔政策有关。各季节渔获物以甲

壳类和底层鱼类为主，春季中上层鱼类平均单位网次

渔获量和渔获量百分比较高，各调查断面中部渔获量

百分比较高，近岸、离岸及北部断面渔获量百分比均

较低，夏、秋季则向河口集中，冬季分布较分散。这

可能与鳀、小黄鱼、大黄鱼及白姑鱼(Argyrosomus 

argentatus)等越冬场鱼群的洄游有关，这些鱼类均在

3–4 月进入舟山渔场和长江口渔场，5–6 月在长江口和

吕泗渔场近海形成索饵群体，6–8 月，索饵群体北上

黄海南部索饵，10 月以后回到长江口及其邻近海域以

后，一部分群体游向外海越冬场，一部分群体继续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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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长江口及其邻近海域渔业资源结构与各因子的相关性 
Tab.5  Correlations among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fishery resource structure in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and its adjacent waters 

因子 Factors 
季节 Season  

F1 F2 F3 F4 F5 F6 F7 F8 F9 F10 F11 

春季 Spring F1 1                    

  F2 0.674** 1                  

  F3 0.217 0.568** 1                

  F4 0.609** 0.786** 0.621** 1              

  F5 0.230 0.036 –0.031 0.149 1            

  F6 0.605** 0.711** –0.034 0.180 –0.066 1          

  F7 0.962** 0.511* 0.091 0.336 0.216 0.500* 1        

  F8 0.738** 0.363 0.022 0.264 0.277 0.351 0.764** 1      

  F9 0.215 –0.004 –0.176 –0.006 0.174 0.073 0.284 0.750** 1    

  F10 –0.015 –0.064 –0.125 –0.072 0.156 0.008 –0.048 0.137 0.366 1  

  F11 –0.244 –0.059 0.371 0.015 –0.019 –0.272 –0.273 –0.412* –0.279 0.258 1 

夏季 Summer F1 1                    

  F2 0.656** 1                  

  F3 0.056 0.062 1                

  F4 0.447* 0.841** 0.152 1              

  F5 0.317 0.486* –0.056 0.119 1            

  F6 0.663** 0.770** –0.056 0.388 0.342 1          

  F7 0.819** 0.367 0.037 0.222 0.220 0.386 1        

  F8 0.754** 0.264 0.112 0.109 0.135 0.366 0.696** 1      

  F9 0.043 –0.227 0.056 –0.240 –0.035 –0.148 0.348 0.583** 1    

  F10 0.089 –0.022 0.030 –0.026 –0.276 0.156 0.099 0.171 0.147 1  

  F11 –0.212 –0.183 –0.320 –0.272 0.085 –0.070 –0.174 –0.140 0.062 0.097 1 

秋季 Autumn F1 1                    

  F2 0.621** 1                  

  F3 0.550* 0.518* 1                

  F4 0.621** 0.970** 0.421 1              

  F5 0.363 0.304 0.064 0.384 1            

  F6 0.590** 0.984** 0.553** 0.912** 0.231 1          

  F7 0.193 0.112 0.178 0.113 0.043 0.103 1        

  F8 0.600** 0.476* 0.562** 0.361 0.304 0.537** –0.047 1      

  F9 –0.343 –0.032 0.135 –0.150 –0.068 0.056 –0.126 0.470* 1    

  F10 –0.479* –0.218 –0.648** –0.181 0.122 –0.224 –0.066 0.502* –0.135 1  

  F11 –0.641** –0.475* –0.444* –0.489* –0.108 –0.442* 0.289 0.565** –0.001 0.594** 1 

冬季 Winter F1 1                    

  F2 0.884** 1                  

  F3 0.266 –0.040 1                

  F4 0.751** 0.901** –0.017 1              

  F5 0 0 0 0 1            

  F6 0.739** 0.780** –0.110 0.432* 0 1          

  F7 0.980** 0.789** 0.365 0.659* 0 0.670** 1        

  F8 0.789** 0.487* 0.405* 0.418* 0 0.389 0.873** 1      

  F9 0.212 –0.061 0.244 –0.065 0 –0.045 0.357 0.699** 1    

  F10 –0.311 –0.313 0.166 –0.179 0 –0.399 –0.272 0.288 –0.285 1  

  F11 0.408* 0.404* –0.129 0.239 0 0.500* 0.404* 0.257 0.149 –0.231 1 

*表示显著相关(P<0.05)；**表示极显著相关(P<0.01)。F1. 渔获种类数；F2. 总渔获量；F3. 中上层鱼类渔获量；F4. 底

层鱼类渔获量；F5. 头足类渔获量；F6. 甲壳类渔获量；F7. Dw；F8. H；F9. J；F10. 表层温度；F11. 深度 

* denot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 denote highly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F1. Fishery species number; F2. Catch; F3. Pelagic 
fish catch; F4. Demersal fish catch; F5. Cephalopods catch; F6. Crustaceans catch; F7. Dw; F8. H; F9. J; F10.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F11. Dep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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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东海中南部的越冬场(水柏年, 1999; 徐兆礼等 , 

2009、2010、2011)。近 10 余年来，由于高强度捕捞，

传统的大型经济鱼类资源衰退，甲壳类被捕食的压力

降低，甲壳类资源得以繁衍生长，导致渔获物中甲壳

类资源量相对增加(Jin et al, 1996; 唐启升等, 2006)。 

3.3  多样性及相似性 

长江口及其邻近海域春、秋季渔业生物群落丰富

度指数较高，夏、冬季较低，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

则夏、冬季高于春、秋季。夏季(8 月)多样性指数(0.15– 

2.34)与 2006 年(0.10–2.35)对应季节多样性指数(H)
范围较一致(金显仕等, 2009)。各季节多样性指数(H)
和均匀度指数(J)呈显著正相关 ( 0.05)P< 。由夏至秋群落

多样性指数(H)随海水温度的降低而降低，秋季多样性

指数 低，平均单位网次渔获量 高(29.20 kg/h·net)，

夏、冬季多样性指数较高，其渔获量相对较低，这在

其他海域也有类似发现(单秀娟等, 2013)。夏、秋季

之间和秋、冬季之间的相似性指数较高，春、夏季更

替指数较高，群落稳定性较高，夏、冬季迁移指数接

近于零，群落迁入和迁出的种类处于相对平衡状态。

各季节渔业资源结构均以底层鱼类和甲壳类为主，而

秋、冬季中上层鱼类所占比重逐渐加大，这可能与秋、

冬季三疣梭子蟹、日本蟳、锈斑蟳(Charybdis feriatus)

等甲壳类随海水温度下降，自北向南迁移有关(唐启升

等,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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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sonal Variations in Structure of Fishery Resource in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and Its Adjacent Waters 

SUN Pengfei1,3, DAI Fangqun1,2, CHEN Yunlong1,2,4, SHAN Xiujuan1,2①
, JIN Xianshi1,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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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Function Laboratory for Marine Fisheries Science and Food Production 
Processes, Qingdao National Laboratory for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266071;  

3. Colleg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4. Institute of Ocea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Qingdao  266071) 

Abstract    In this study we analyze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the diversity of the fishery spec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and its adjacent waters, and explored how they are affected by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based on the bottom trawl survey data collected from August 2012 to May 2013. A 
total of 114 fishery species (17 orders, 66 families and 90 Genera) were collected, including 58 fish 
species (12 orders, 36 families and 50 Genera), the richest species was found in Perciformes (26 species), 
49 crustacean species (2 orders, 25 families and 33 Genera) and 7 cephalopod species (3 orders, 5 families 
and 6 Genera). The dominant species were season-dependent, whereas Harpodon nehereus was the only 
all-year-round dominant species. The average catch per haul was highest in autumn (29.20 kg/h·net), 
followed by that in spring (17.95 kg/h·net), summer (14.60 kg/h·net), and the least in winter (10.15 
kg/h·net). Generally the demersal fish and crustaceans constituted the majority in the catch in all seasons, 
and the percentage of the pelagic fish was only slightly higher in spring (20.1%). The diversity indices of 
fishery species in spring and summer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autumn and winter. The migration index 
and alternate index of fishery species were higher in spring (163) and summer (176), which meant the 
higher stability in fisheries community in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The migration index was close to 0 in 
summer (6) and winter (–5), suggesting that the immigration and emigration of the fishery species were in 
a state of balance. The number of fishery species and total catches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catches of the demersal fish and the crustaceans respectively in all seasons (P<0.01). The number 
of fishery species in autumn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both the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P<0.05) and 
the water depth (P<0.01). These results showed a trend of increase in the low-valued spec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and the adjacent waters. Our study suggeste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seasonal 
variations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fishery resource, and that the number of fishery species, the total catches 
and the diversity indices were highly related to the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and water depth. 
Key words    Yangtze River estuary; Fishery resource; Community structure; Seasonal variations; 
Environmental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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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黄海 3 种常见蛇尾的主要营养成分分析* 

房景辉 1  张继红 1  蒋增杰 1  毛玉泽 1  臧元奇 2  方建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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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青岛  266000) 

摘要    采用常规分析方法，对我国北黄海 3 种常见蛇尾种类[紫蛇尾(Ophiopholis mirabilis)、史氏

盖蛇尾(Stegophiura sladeni)和浅水萨氏真蛇尾(Ophiura sarsii vadicola)]的主要营养成分进行了分析

比较。将鲜活蛇尾样品超低温(70℃)冷冻后，在冷冻干燥机中干燥至恒重，用于成分分析。结果

显示，3 种蛇尾的水分含量均未超过 50%，其中史氏盖蛇尾的水分含量最低，为 41.61% (P < 0.05)，

而其灰分含量最高，为 80.70% (P < 0.05)。3 种蛇尾的氨基酸总量较低，其中紫蛇尾氨基酸总量最

高，为 14.90% (P < 0.05)。紫蛇尾、史氏盖蛇尾和浅水萨氏真蛇尾必需氨基酸占总氨基酸的比值

(EAA/TAA)依次为 35.37%、29.58%和 34.97%，紫蛇尾的必需氨基酸和呈味氨基酸总量均显著高于

其他两种蛇尾(P < 0.05)，其氨基酸评分(AAS)、化学评分(CS)和必需氨基酸指数(EAAI)均是 3 种蛇

尾中最高的。紫蛇尾、史氏盖蛇尾和浅水萨氏真蛇尾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分别为 52.91%、50.03%

和 64.31%，其中浅水萨氏真蛇尾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显著高于其他两种蛇尾(P < 0.05)，而其饱和

脂肪酸含量最低，仅为 13.32%，显著低于其他两种蛇尾(P < 0.05)。3 种蛇尾富含矿物质元素，其中

浅水萨氏真蛇尾的 Ca、Mg 含量最高，分别达到了 348000 mg/kg 和 28500 mg/kg (P < 0.05)。研究

表明，这 3 种蛇尾不适合作为优质蛋白源，而可能用于补钙功能食品的开发，同时其体内较高的碳

酸盐含量表明其可能对海洋碳汇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紫蛇尾；史氏盖蛇尾；浅水萨氏真蛇尾；营养成分 

中图分类号 S963.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5)06-0017-05 

很多海洋棘皮动物因其营养价值丰富而倍受我

国消费者青睐，例如海参、海胆和海星等。海参富含

酸性粘多糖、硒多糖等生物活性物质，其药用、滋补

价值很高(房英春等, 2007)；海胆黄不仅味道鲜美，

而且营养丰富、药用价值很高(温成器, 1997)；海星

中的多棘海盘车体壁和内脏中均含有丰富的营养成

分，具有广阔的开发利用前景(郝林华等, 1998)。而

有关蛇尾的营养成分研究较少，此类生物在海洋中分

布广泛，生物量很大，是棘皮动物中种类最多的类别

(廖玉麟, 2004)。郭承华等(2007)制备了金氏真蛇尾的

生物活性物质蛇尾皂苷，结果显示，其具有很好的药

用价值。王荣镇等(2010)研究了紫蛇尾的营养成分，肯 

定了其营养成分丰富并可以开发为海洋功能食品。本研

究以北黄海海域的 3 种常见蛇尾：紫蛇尾(Ophiopholis 
mirabilis)、史氏盖蛇尾(Stegophiura sladeni)和浅水萨

氏真蛇尾(Ophiura sarsii vadicola)为研究对象，比较

分析了 3 种蛇尾的营养成分，旨在为蛇尾的生物学研

究和开发利用提供参考资料。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动物来源 

本研究的实验动物于 2013 年 11 月取自大连獐子

岛海域，每种蛇尾取 120 只做样品分析，并随机各取

abc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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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只称量体重，将样品在−70℃冷冻保存。其中，紫

蛇尾规格为(0.84±0.11) g；浅水萨氏真蛇尾规格为

(1.01±0.16) g；史氏盖蛇尾规格为(1.61±0.18) g。 

1.2  样品处理与营养成分测定 

将冷冻的蛇尾样品分别分成重量相近的 3 份，在

实验室内使用冷冻干燥机干燥至恒重，计算水分含

量，再研磨用于其他成分测定，除矿物质元素测定单

样外，其他各指标均测定 3 个平行样。其中，粗蛋白

按 GB 5009.5−2010 中的方法测定，粗脂肪按 GB/T 

5009.6−2003 中的方法测定，粗灰分按 GB 5009.4− 

2010 中的方法测定；氨基酸按 GB/T 5009.124−2003

中的方法使用氨基酸自动分析仪测定除色氨酸以外

的其他氨基酸成分；色氨酸使用荧光分光光度法测定；

脂肪酸按 GB/T 17377−2008 中的方法测定，矿物质元

素使用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ZJB 302，单样)测定。 

1.3  营养品质评价方法 

根据 FAO/WHO 1973 年建议的氨基酸评分标准

模式(%，干重)和全鸡蛋蛋白质的氨基酸模式(%，干

重)，分别按以下公式计算氨基酸评分(AAS)、化学评

分(CS)和必需氨基酸指数(EAAI)(王建新等, 2010)： 

(FAO / WHO)
AAS aa

AA
  

(Egg)

aa
AA

CS   

100 100 100 100n A B C I
AE BE

E I
CE

A
IE

A      

式中，aa 为实验样品氨基酸含量(%)，AA(FAO/WHO)

为 FAO/WHO 评分标准模式中同种氨基酸含量(%)，

AA(Egg)为全鸡蛋蛋白质中同种氨基酸含量(%)，n 为

比较的必需氨基酸个数，A、B、C、…、I 为蛇尾蛋

白质的必需氨基酸含量(%，干重)，AE、BE、CE、…、

IE 为全鸡蛋蛋白质的必需氨基酸含量(%，干重)。 

1.4  数据处理 

本研究所得数据采用 SPSS11.0 统计分析软件分

析处理，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及 Duncan 多

重检验比较 3 种蛇尾一般营养成分、氨基酸和脂肪酸

组成，以 P < 0.05 作为差异显著水平。 

2  结果 

2.1  一般营养成分 

3 种蛇尾的水分含量较低，均未超过 50%，其中

史氏盖蛇尾的水分含量最低，为 41.61%。与之相对

应，三者的灰分含量均很高，最高者亦为史氏盖蛇尾，

其灰分含量超过干重的 80%。3 种蛇尾的蛋白和脂肪

含量均较低。3 种蛇尾的一般营养成分间均差异显著

(P < 0.05，表 1)。 

2.2  氨基酸组成与评价 

从表 2 可以看出，紫蛇尾、史氏盖蛇尾和浅水萨

氏真蛇尾的氨基酸总含量均较低，分别为 14.90%、

8.89%和 11.81%，必需氨基酸总量分别为 5.27%、

2.63%和 4.13%。各氨基酸中，甘氨酸含量最高，紫

蛇尾、史氏盖蛇尾和浅水萨氏真蛇尾的甘氨酸含量分

别为 1.88%、1.48%和 1.36%。紫蛇尾和浅水萨氏真

蛇尾必需氨基酸占总氨基酸含量的比例没有显著差

异(P > 0.05)，并且均显著高于史氏盖蛇尾(P < 0.05)。

而史氏盖蛇尾的呈味氨基酸占总氨基酸的比例显著

高于其他两种蛇尾(P < 0.05)。紫蛇尾的必需氨基酸和

呈味氨基酸总量均显著高于其他两种蛇尾，其氨基酸

评分(AAS)、化学评分(CS)和必需氨基酸指数(EAAI )

均是 3 种蛇尾中最高的。 

2.3  脂肪酸组成 

由表 3 可以看出，紫蛇尾、史氏盖蛇尾和浅水萨

氏真蛇尾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均超过了 50%，分别为 

 
表 1  3 种蛇尾的一般营养成分 

Tab.1  Nutrient compositions of the three brittle star species 

蛇尾 Brittle stars 水分 Moisture (%) 蛋白 Protein (% DW) 脂肪 Lipid (% DW) 灰分 Ash (% DW) 

紫蛇尾 O.mirabilis 44.57±0.16b 19.10±0.52c 3.10±0.11c 66.90±0.65a 

史氏盖蛇尾 S. sladeni 41.61±0.24a 11.60±0.21a 1.50±0.09b 80.70±0.35b 

浅水萨氏真蛇尾 O. vadicola 47.81±0.31c 16.90±0.23b 1.10±0.09a 67.50±0.27a 

注：表中不同蛇尾种类之间带有不同字母的数据表示相互之间差异显著(P < 0.05)，蛋白、脂肪、灰分分别为占干重

(% DW)的百分比，下同 
Note: The data with different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with each other (P < 0.05). Protein, lipid 

and ash were the percentages of dry weight (% DW). The same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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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3 种蛇尾的氨基酸组成 
Tab.2  Amino acids contents of the three brittle  

star species (% DW) 

氨基酸 
Amino acids 

紫蛇尾 
O. mirabilis 

史氏盖蛇尾 
S. sladeni 

浅水萨氏真蛇尾
O. sarsii vadicola

Asp** 1.43±0.16c 0.7±0.05a 1.08±0.11b 

Tyr 0.52±0.03c 0.28±0.02a 0.36±0.09b 

Ser 1.09±0.08b 0.64±0.02a 0.92±0.08b 

Glu** 1.03±0.10c 0.6±0.08a 0.86±0.03b 

Gly** 1.88±0.10b 1.48±0.05a 1.36±0.10a 

His 0.37±0.02b 0.22±0.01a 0.3±0.02b 

Arg 1.12±0.06c 0.68±0.05a 0.94±0.04b 

Pro 0.68±0.04c 0.4±0.01a 0.54±0.02b 

Ala** 1.51±0.11b 1.26±0.09a 1.32±0.11a 

Val* 0.81±0.09c 0.41±0.03a 0.58±0.04b 

Met* 0.44±0.04b 0.2±0.01a 0.28±0.03a 

Ile* 0.60±0.05c 0.28±0.02a 0.46±0.02b 

Leu* 1.02±0.03c 0.49±0.05a 0.81±0.07b 

Trp* 0.02±0.00b 0.01±0.00a 0.02±0.00b 

Thr* 0.74±0.04c 0.38±0.01a 0.57±0.04b 

Phe* 0.60±0.03b 0.32±0.01a 0.54±0.04b 

Lys* 1.04±0.07c 0.54±0.02a 0.87±0.05b 

TAA 14.90±0.53c 8.89±0.39a 11.81±0.59b 

EAA 5.27±0.42c 2.63±0.21a 4.13±0.45b 

DAA 5.85±0.51b 4.04±0.30a 4.62±0.38a 

EAA/TAA(%) 35.37±2.31b 29.58±2.01a 34.97±2.18ab 

DAA/TAA(%) 39.26±3.58a 45.44±3.45b 39.12±2.87a 

AAS 0.77±0.04b 0.63±0.06a 0.68±0.08ab 

CS 0.57±0.02b 0.47±0.03a 0.50±0.01ab 

EAAI 46.87±3.19b 38.28±2.11a 42.15±3.91ab 

** 表示必需氨基酸；* 表示呈味氨基酸 
** Essential amino acid, * Flavour amino acid  

 
52.91%、50.03%和 64.31%，其中浅水萨氏真蛇尾的

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显著高于其他两种蛇尾(P < 0.05)，

而其饱和脂肪酸含量最低，仅为 13.32%，显著低于

其他两种蛇尾(P < 0.05)。紫蛇尾的 EPA 含量最高(P < 

0.05)，而史氏盖蛇尾没有检出 DHA，其 C20 : 0 含量

达到了 15.89%。 

2.4  矿物质元素 

3 种蛇尾富含 Ca、Mg、K 等人体必需矿物质元

素，其中 Ca 含量超过了 100000 mg/kg，浅水萨氏真

蛇尾的 Ca、Mg 含量最高，分别达到了 348000 mg/kg

和 28500 mg/kg。另外，3 种蛇尾均含有丰富的其他

矿物质元素，其中，浅水萨氏真蛇尾的矿物质元素含

量较高(表 4)。 

表 3  3 种蛇尾的脂肪酸组成 
Tab.3  Fatty acids contents of the three brittle  

star species (%) 

脂肪酸 
Fatty acids

紫蛇尾 
O. mirabilis

史氏盖蛇尾 
S.sladeni 

浅水萨氏真蛇尾
O. sarsii vadicola

C14:0 9.74±0.68b 6.84±0.33a 7.97±0.67a 

C16:0 8.30±0.46 0.80±0.25 0.72±0.05 

C17:0 1.25±0.10a 2.38±0.12b 2.65±0.08b 

C18:0 7.35±0.37b 0.98±0.05a 0.92±0.02a 

C20:0 0.58±0.03a 15.89±0.89c 1.06±0.04b 

饱和脂肪酸 
Saturated 
fatty acids 

27.22±1.82b 26.89±1.59b 13.32±0.91a 

C16:1 2.42±0.15a 13.20±0.96c 11.02±0.14b 

C18:1n11 3.98±0.29a 7.00±0.52b 7.03±0.09b 

C18:1n9 1.20±0.02a 2.96±0.02c 1.89±0.10b 

C18:1n7 4.76±0.34b 4.46±0.33b 3.40±0.02a 

C18:2n6 1.21±0.01a 2.67±0.19b 3.11±0.17c 

C18:3n3 0.88±0.01b 0.72±0.03a 0.72±0.03a 

C18:4n3 8.92±0.09c 1.82±0.11b 0.55±0.02a 

C20:1n9 9.07±0.42b 1.92±0.09a 16.12±1.01c 

C20:4n6 1.36±0.08a 6.20±0.89c 2.78±0.12b 

EPA 14.24±0.99c 3.90±0.06a 10.49±0.76b 

C22:1n9 2.44±0.03a 5.18±0.13c 3.84±0.21b 

DHA 2.43±0.02a — 3.36±0.01b 

不饱和脂肪酸
Unsaturated 
fatty acids 

52.91±3.11a 50.03±2.45a 64.31±3.11b 

 
表 4  3 种蛇尾的矿物质元素含量 

Tab.4  Mineral element contents of the three  
brittle star species (mg/kg DW) 

元素 
Elements

紫蛇尾 
O. mirabilis

史氏盖蛇尾 
S. sladeni 

浅水萨氏真蛇尾
O. vadicola 

K 4060 6760 6280 

Al 84 103 178 

Ca 100000 107000 348000 

Mg 7880 9200 28500 

P 1430 2390 3070 

Fe 170 240 452 

Mn 27 34 46 

Cu 1.74 2.77 3.72 

Cr 4.19 4.06 7.14 

Zn  39 75 104 

Se 1.45 1.12 2.13 

Pb <0.50 0.69 1.73 

Cd 0.19 0.29 0.71 

As 0.13 0.07 0.05 

Hg 0.002 0.004 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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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目前，关于蛇尾的营养成分研究报道较少，张慧

等(2011)对金氏真蛇尾的营养成分进行了研究，而本

研究涉及的紫蛇尾营养成分此前已有两篇研究报道

(王荣镇等, 2010; 姜森颢等, 2012)。总体而言，蛇尾

的体成分组成相似，其水分含量均较低，而灰分含量

较高，无机元素中钙、镁含量很高。但是，就紫蛇尾

来看，不同报道研究结果存在一定差异，本研究结果

的水分含量结果与姜森颢等(2012)的研究结果一致，

而与王荣镇等(2010)的研究结果不同，其蛋白、脂肪

和灰分含量均差异较大。另外，其他营养成分，包括

氨基酸、脂肪酸和矿物质元素含量报道间也存在差

别，这可能与样品来源、采集时间、测定手段等相关。

对于同一种类的营养成分测定结果不同也说明，样品

来源、测定过程和方法等对研究结果影响较大，做相

关分析比较时必须考虑这些因素。本研究比较 3 种蛇

尾的营养成分，在相同的实验背景下研究，保证了研

究结果的可靠性。 

棘皮动物的常规营养成分与很多其他动物类群，

例如脊索动物门的鱼类、节肢动物门的甲壳类及软体

动物门的贝类等差异较大 (温成器 , 1997; 潘英等 , 

2001; 房英春等, 2007; 梁萌青等, 2010; 王建新等, 

2010; 王荣镇等, 2010; 王颖等, 2013)，即使棘皮动物

各个纲之间的常规营养成分差异也较大 (姜健等 , 

2004; 牛宗亮等, 2009; 刘小芳等, 2011)。刺参的水分

含量可达 90%(郭娜等, 2011)，多棘海盘车内脏的水

分含量分别可达 69.80%(郝林华等, 1998)，而本研究

中 3 种蛇尾的水分含量均低于 50%，这导致其干物质

含量很高，同时其灰分含量达到了 66.90%−80.70%，这

主要是其体内含有大量钙质骨板所致(廖玉麟, 2004)。

从 3 种蛇尾的矿物质元素含量来看，钙、镁含量很高，

这两种元素是钙质骨板的主要组成部分，其存在形态

主要是碳酸钙和碳酸镁(杨德渐等, 1999)，这也印证

了蛇尾灰分含量高的特点，同时较高的矿物质元素含

量，使蛇尾成为较好的海洋食品开发对象，有可能应

用于补钙产品的开发。 

由于 3 种蛇尾的有机成分含量偏低，其氨基酸和

脂肪酸含量均较低，氨基酸评分也均低于鱼类等高蛋

白生物(梁萌青等, 2010; 王建新等, 2010)。根据 FAO/ 

WHO 的理想模式，质量较好的蛋白质其组成氨基酸

的 EAA/TAA 为 40%左右(冀德伟等, 2009)，而 3 种蛇

尾的 EAA/TAA 均低于这一数值，不是较好的蛋白质

供给源。虽然 3 种蛇尾的脂肪酸含量较低，但是，其

中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占脂肪酸的比例均超过了 50%，

这一组成特点优于一些贝类和鱼类的脂肪酸组成

(梁萌青等, 2010; 王颖等, 2013)。 

蛇尾在海洋中分布范围极广，遍布潮间带到几千

米深的大洋底部(李覆雪等, 1990; 黄宗国, 2008)，其

常聚集并呈斑块状分布，局部密度能够达到每平方米

几百甚至上千只。据估计，仅大连獐子岛海域蛇尾存

量就达 20000 t。加之其体内大量碳酸钙成分，表明

其可能对海洋碳汇具有重要意义。很多蛇尾种类以沉

积物、悬浮有机颗粒为食(廖玉麟, 2004)，这可能将

沉积物中的碳汇集到蛇尾体内，从而减缓由于底泥有

机质分解而向海水和大气中释放的二氧化碳，对海洋

碳汇起到积极作用。但是，由于蛇尾的相关研究资料

较少，这其中有很多科学问题等待解决。 

4  结论 

本研究所涉及的 3 种蛇尾，水分含量较低，均低

于其湿重的 50%。因此，其干物质含量很高。其中，

主要以碳酸钙、碳酸镁形式存在的钙、镁元素含量很

高，可应用于补钙产品的开发。同时，其碳酸盐成分

含量较高，可能成为海洋碳汇的重要种类，对底质碳

元素的汇集、埋藏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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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f Nutrient Components of Three Brittle Star  
Species in the North Yellow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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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Qingdao Entry-Exit Inspection Quarantine Bureau, Qingdao  266000) 

Abstract    Nutrient components of brittle stars Ophiopholis mirabilis, Stegophiura sladeni and 

Ophiura sarsii vadicola collected in the North Yellow Sea of China were studied. Alive samples were 

frozen at −70℃, and then dried in a lyophilize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oisture content of the brittle 

stars was less than 50%, and it was 41.61% in S. sladeni that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others (P<0.05). The ash content in S. sladeni was 80.70%, which was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others 

(P<0.05). The total amino acid content in the brittle stars was low, and the highest one was in O. mirabilis 

with 14.90% (P<0.05). The percentage of essential amino acids to the total amino acids (EAA/TAA) of O. 
mirabilis, S. sladeni and O. sarsii vadicola was 35.37%, 29.58% and 34.97%, respectively. The essential 

amino acids and flavour amino acids in O. mirabili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others 

(P<0.05). Furthermore, the highest amino acids score, chemical score and essential amino acids index 

were in O. mirabilis. The unsaturated fatty acids in O. mirabilis, S. sladeni and O. sarsii vadicola were 

52.91%, 50.03% and 64.31%, respectively, and the highest one was in O. sarsii vadicola (P<0.05). 

However, the lowest saturated fatty acid was in O. sarsii vadicola with 13.32% (P<0.05). All species were 

rich in mineral element. The Ca and Mg contents in O. sarsii vadicola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others (P<0.05), which were 348000 mg/kg and 28500 mg/kg,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these three species are not good protein sources but suitable for developing function food for Ca 

supplement. The high carbonate content in brittle stars showed that brittle stars are probably important to 

the ocean carbon sink. 

Key words    Ophiopholis mirabilis; Stegophiura sladeni; Ophiura sarsii vadicola; Nutrient components 

 
                            

① Corresponding author: FANG Jianguang, E-mail: fangjg@ysfri.ac.cn 



第 36 卷    第 6 期 渔  业  科  学  进  展 Vol.36, No.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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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家科技部“863”项目(2012AA10A413-5)和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东 2015M04)共同资助。 

① 通讯作者：施兆鸿，研究员，E-mail: shizh@eastfishery.ac.cn  

收稿日期: 2014-12-18, 收修改稿日期: 2015-01-24 
 

 

DOI: 10.11758/yykxjz.20150604  http://www.yykxjz.cn/ 

低盐胁迫对黄姑鱼(Nibea albiflora)幼鱼鳃离子 

调节、呼吸代谢酶和皮质醇的影响* 

施兆鸿 1①  张晨捷 1  彭士明 1  张艳亮 1,2  王建钢 1  高权新 1 
(1. 农业部东海与远洋渔业资源开发利用重点实验室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  上海  200090； 

2. 上海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  上海  201306) 

摘要    挑选平均体重为(5.0±1.4) g，平均全长为(8.3±0.8) cm 的黄姑鱼(Nibea albiflora)幼鱼，进行

低盐度胁迫试验，以 23 盐度组为对照组，设置 9 和 16 两个盐度胁迫组，在 0、1、3、7 d 进行取

样。通过检测鳃 Na+/K+-ATP 酶(NKA)、Ca2+-ATP 酶、H+-ATP 酶、乳酸脱氢酶(LDH)、琥珀酸脱氢

酶(SDH)活力以及血清皮质醇含量，研究低盐度对黄姑鱼离子调节和呼吸代谢的影响。结果显示，

鳃 NKA 活力在盐度胁迫后出现显著增强(P<0.05)；Ca2+-ATP 酶活力略有上升后即出现下降的变化，

而 H+-ATP 酶活力呈现上升后恢复的变化。血清皮质醇含量在低盐度胁迫后呈显著的波动变化

(P<0.05)，9 和 16 盐度组的皮质醇水平交替上升。鳃 LDH 活力在低盐度胁迫后显著增强(P<0.05)，

且 9 盐度组增强程度大于 16 盐度组。鳃 SDH 活力先减弱然后增强，9 盐度组在 7 d 时增强十分显

著(P<0.05)。试验中，仅 9 盐度组出现实验鱼死亡两尾的情况，16 及 23 盐度组黄姑鱼进食和活动

均正常，9 盐度组略差。研究表明，盐度降低可显著影响黄姑鱼幼鱼离子调节能力及呼吸代谢功能。

盐度胁迫程度超过黄姑鱼适应能力与机体储备的承受范围会对机体造成伤害。 

关键词    黄姑鱼；低盐胁迫；离子调节；呼吸代谢；皮质醇 

中图分类号 S965.3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5)06-0022-07 

黄姑鱼(Nibea albiflora)属石首鱼科，黄姑鱼属，

分布于朝鲜、日本南部以及中国等西太平洋沿岸海

域，是我国重要的传统经济鱼类(朱元鼎等, 1963)。

黄姑鱼属于广盐性鱼类，其适盐范围为 1040， 适

盐度为 2025，仔、稚鱼可以在 134 盐度下存活，

与大部分石首鱼科鱼类一样，也是相对耐低温的种类

之一(薛宝贵等, 2013; Han et al, 2008)。另外，黄姑鱼

具有生长速度快、食性广、抗病和抗急流能力强等优

点，有良好的养殖发展前景(楼宝等, 2011; 王志铮等, 

2005)。 

鳃是鱼类调节外界生活水域与体内离子水平的

重要器官，其主要功能为气体交换、调控体内外离子和

酸碱平衡(Huang et al, 2010; Rombough, 2007)。在鱼

类鳃部离子平衡中，Na+、K+、H+、Cl−、HCO3
−、Ca2+

等是 重要的调控对象，相关离子调节酶 Na+/K+- 

ATP 酶(NKA)、Ca2+-ATP 酶和 H+-ATP 酶在调控过程

中不仅转运特定离子，还能为整个转运机制提供动力

(Shigehisa et al, 2003; Zimmer et al, 2012)。鱼类渗透

压调节涉及的激素有多种，如：生长激素 (Growth 

hormone)、胰岛素样生长因子Ⅰ(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Ⅰ)和皮质醇(Cortisol)等。皮质醇不仅对应激反

应和糖代谢有调控功能，对渗透压也有调节作用，能

增加氯细胞数量和 NKA 活力，提高耐盐性(马慧等, 

2012; Juan et al, 2002)。乳酸脱氢酶(LDH)与细胞代谢

活动关系密切，可催化丙酮酸与乳酸的相互转化，并

伴随产生能量，是糖酵解途径与三羧酸(TCA)循环之

abc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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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关键酶，其活力可作为衡量无氧条件下代谢与能

量供给水平的指标(Abdel-Mohsen, 2009; Koenig et al, 
2014)。琥珀酸脱氢酶(SDH)是有氧代谢的首要酶类和

衡量指标，在 TCA 循环中起到连接氧化磷酸化与电

子传递的作用，为细胞线粒体需氧和产能的呼吸链提

供电子(路允良等, 2012; Liu et al, 2010)。鳃组织离子

调节酶与 LDH、SDH 活力以及血清皮质醇水平能够

反映盐度胁迫下鱼类渗透压调节、呼吸代谢和供能情

况。因此，NKA、Ca2+-ATP 酶、H+-ATP 酶、LDH、

SDH 和皮质醇等指标在研究黄姑鱼受盐度胁迫下的

渗透压调节和生理变化中具有重要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鱼和试验条件 

黄姑鱼取自当年秋季自行繁育的幼鱼，挑选平均

体重为(5.0±1.4) g，平均全长为(8.3±0.8) cm，体表无

伤、体色正常的个体作为试验对象。试验于 2013 年

12 月在浙江省舟山市朱家尖养殖基地进行。养殖用

水为暗沉淀后砂滤处理的天然海水(盐度为 23)，换水

量为 50%/d，pH 为 8.0±0.5，溶解氧为 68 mg/L，控

温电加热棒维持水温恒定，水温为(18±1)℃，24 h 不

间断充气。养殖水总氨氮浓度低于 0.1 mg/L。 

1.2  试验设计和取样 

试验开始前，采用随机分组法，以每桶 25 尾的

密度，将试验用鱼分别放入 500 L 的 9 个实验玻璃钢

养殖桶中，并作适应性暂养 5 d，暂养期间，所有桶

中的黄姑鱼饲喂同 1 种配合饵料，每天两次饱食投

喂。试验设置 3 个处理(9、16、23 盐度组，23 为对

照组)，每个处理 3 个平行；组间个体大小无显著差

异(P>0.05)，用曝气后的自来水调节盐度，不同处理

组通过换水将盐度同步调节至设定盐度。试验周期为

7 d，随机取样，盐度调节前(0)从每桶中各取 1 尾，分

别于 1、3、7 d 取样，每个平行每次取 3 尾(n=9)。 

将试验用鱼麻醉后，称量每尾样品的体重和全长，

之后置于冰盘上进行尾静脉采血。采血后解剖，取全

鳃置于 2 ml 离心管中保存。静脉血静置后经 2500 r/min

离心 15 min，取上层血清移入 1.5 ml 离心管中。鳃组

织与血清置于70℃超低温冰箱中保存备用。由于该

试验幼鱼较小，血量和组织较少，故将同一平行 3 尾

鱼的血液和鳃组织合为 1 个样本(n=3)，70℃超低温

保存。 

鳃组织用做检测离子调节酶 NKA、Ca2+-ATP 酶、

H+-ATP 酶以及 LDH、SDH 活力，血清检测皮质醇含量。 

1.3  指标检测 

1.3.1  鳃组织相关酶活力检测    将鳃瓣在匀浆介质(pH 

7.4，0.01 mol/L Tris-HCl，0.1 mmol/L EDTA-2Na，0.01 

mol/L 蔗糖，0.8% NaCl)中剪碎，用匀浆机 15000 r/min

研磨制成匀浆。用低温离心机 4℃下 2500 r/min，离心

5 min，取上清液检测酶活。 

1.3.2  ATP 酶分解    ATP 生成 ADP 和无机磷，测定

无机磷含量可判断 ATP 酶活力，无机磷测定采用钼

蓝法，ATP 酶活力单位为 U/mg prot：每毫克组织蛋

白中 ATP 酶 1 h 分解 ATP 产生 1 μmol 无机磷的量。 

LDH 催化乳酸生成丙酮酸，丙酮酸与 2,4-二硝基

苯肼生成红棕色物质，可用比色法检测，以计算 LDH 活

性。LDH 活力单位为 U/g protein：每克组织蛋白 37℃与

基质作用 15 min，反应体系中产生 1 μmol 丙酮酸。 

SDH 催化底物反应，FAD 为辅基，FAD 被还原

成 FADH 的反应与 2,6-DPIP 的还原相偶联，测定

2,6-DPIP 的还原速度可推算 SDH 活力。SDH 活力单

位为 U/mg prot：每毫克蛋白每分钟使反应体系的吸

光度降低 0.01。 

采用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生产的试剂盒检

测酶活，同时用考马斯亮蓝法测定蛋白含量，以计算

酶比活力，按说明书要求操作。 

血清皮质醇含量由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代

为检测，采用 ELISA 法，所用试剂由 R&D systems 

(USA)提供。 

1.4  数据统计与分析 

试验结果用 SPSS 13.0 软件进行统计与分析。运

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先进行方差齐

性检验，不满足方差齐性时，对数据进行自然对数或

平方根转换，然后采用 Duncan’s 检验进行多重比较，

P<0.05 为有显著性差异，数据以平均值±标准差

(Mean±SD)表示。用 Excel 2007 绘制图表。 

2  结果 

2.1  鳃 Na+/K+-ATP 酶(NKA)活力  

随着时间推移，黄姑鱼幼鱼在低盐度胁迫下鳃

NKA 活力变化见图 1。从图 1 可以看出，9 盐度组鳃

NKA 活力出现了先增强后恢复的变化，3 d 时 高，各

时间点均显著高于初始值(P<0.05)。16 盐度组鳃 NKA

活力随时间呈逐步增强趋势，且不同时间点存在显

著差异(P<0.05)。23 盐度对照组鳃 NKA 活力也呈逐

渐增强变化，但各时间点差异不显著(P>0.05)。比较

1、3 d 时，9 与 16 盐度组 NKA 活力显著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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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低盐度胁迫对黄姑鱼幼鱼鳃 Na+/K+-ATP 

酶活力的影响 
Fig.1  The effects of low salinity on the gill NKA activity  

of juvenile N. albiflora 

NKA 活力单位：U/mg protein。不同大写字母 

表示同一盐度组中存在显著差异(P<0.05)，不同小写 

字母表示同一时间点中存在显著差异(P<0.05) 

The unit of NKA activity：U/mg protein. Different uppercase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rom each other in the 

same salinity group (P<0.05).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rom each other in the same 

time (P<0.05) 
 

(P<0.05)；7 d 时，9 盐度组 NKA 活力减弱，16 盐度

组 NKA 活力持续增强，并显著高于 9 盐度组和对照

组(P<0.05)。 

2.2  鳃 Ca2+-ATP 酶活力 

盐度逐步降低时，黄姑鱼幼鱼鳃 Ca2+-ATP 酶活

力随时间变化见图 2。从图 2 可以看出，9 盐度组鳃 Ca2+- 

ATP 酶活力随时间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1、3 d

时，其显著高于初始值；7 d 时，显著低于初始值

(P<0.05)。16 盐度组鳃 Ca2+-ATP 酶活力变化与 9 盐

度组类似。1 d 时，显著高于初始值；3、7 d 时，显

著低于初始值(P<0.05)。23 盐度组鳃 Ca2+-ATP 酶活

力呈波动变化，波动幅度不剧烈，仅 7 d 时显著高于

初始值(P<0.05)。各时间点中，1 d 时，9、16 盐度组

Ca2+-ATP 酶活力显著高于对照组；3 d 时，16 盐度组

Ca2+-ATP 酶活力出现减弱，并显著低于 9 盐度组和对

照组；7 d 时，9 盐度组 Ca2+-ATP 酶活力也出现减弱，

两个胁迫组都显著低于 23 盐度对照组(P<0.05)。 

2.3  鳃 H+-ATP 酶活力 

低盐度胁迫下，各时间点黄姑鱼幼鱼鳃 H+-ATP

酶活力变化见图 3。从图 3 可以看出，随时间推移，各

盐度组鳃 H+-ATP 酶活力都出现了先增强后恢复的变

化，16 盐度组变化 剧烈。在 1、3 d 时显著高于初 

 
 

图 2  低盐度胁迫对黄姑鱼幼鱼鳃 Ca2+-ATP 酶活力的影响 
Fig.2  The effects of low salinity on the gill Ca2+-ATPase 

activity of juvenile N. albiflora 

Ca2+-ATP 酶活力单位：U/mg protein。不同大写字母 

表示同一盐度组中存在显著差异(P<0.05)，不同小写 

字母表示同一时间点中存在显著差异(P<0.05) 

The unit of Ca2+-ATPase activity：U/mg protein. Different 
uppercase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rom each 

other in the same salinity group (P< 0.05).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rom each 

other in the same time (P< 0.05) 

 

 
 

图 3  低盐度胁迫黄姑鱼幼鱼对其鳃 H+-ATP 酶活力的影响 
Fig.3  The effects of low salinity on the gill H+-ATPase 

activity of juvenile N. albiflora 

H+-ATP 酶活力单位：U/mg protein。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同

一盐度组中存在显著差异(P<0.05)，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

一时间点中存在显著差异(P<0.05) 

The unit of H+-ATPase activity：U/mg protein. Different 
uppercase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rom each 

other in the same salinity group (P< 0.05).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rom each 

other in the same time (P< 0.05) 

 
始值(P<0.05)。9 盐度组 H+-ATP 酶活力在 1 d 时显著

增强(P<0.05)，而后逐渐恢复。23 盐度对照组活力变

化不显著 (P>0.05)。低盐度胁迫后，16 盐度组鳃

H+-ATP 酶活力始终处于较高水平，且在 1、3 d 时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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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高于对照组。在 3 d 时显著高于 9 盐度组(P<0.05)；

9 盐度组 H+-ATP 酶活力略高于对照组，二者差异不

显著(P>0.05)。 

2.4  鳃乳酸脱氢酶(LDH)活力 

盐度逐步降低，黄姑鱼幼鱼鳃 LDH 活力随时间

变化见图 4。从图 4 可以看出，9 盐度组 LDH 活力出

现先增强后恢复的变化，1、3 d 时显著高于初始值

(P<0.05)。16 盐度组 LDH 活力呈先增强后下降的变化，

1、3 d 时，显著强于 7 d 值(P<0.05)。对照组 LDH 活

力呈波动变化，各时间点差异不显著(P>0.05)。各时

间点的比较中，1、3 d 时鳃 LDH 活力随盐度降低而

增强，9 盐度组活力显著高于 23 盐度对照组(P<0.05)；

7 d时，16盐度组活力减弱，并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 

 

 
 

图 4  低盐度胁迫对黄姑鱼幼鱼鳃乳酸脱氢酶活力的影响 
Fig.4  The effects of low salinity on the gill LDH activity of 

juvenile N. albiflora 

LDH 活力单位：U/g protein。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同一盐度

组中存在显著差异(P<0.05)，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一时间

点中存在显著差异(P<0.05) 
The unit of LDH activity: U/g protein. Different uppercase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rom each other in the 

same salinity group (P<0.05).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rom each other in the same 

time (P<0.05) 
 

2.5  鳃琥珀酸脱氢酶(SDH)活力 

黄姑鱼幼鱼在低盐度胁迫下，鳃 SDH 活力各时

间点的变化见图 5。从图 5 可以看出，9 盐度组 SDH

活力随时间推移，略有下降，而在 7 d 时显著跃升(P< 

0.05)。16 盐度组 SDH 活力呈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1 d

时 低，并显著低于对照组；7 d 时，活力增强，显

著高于 1、3 d(P<0.05)。23 盐度对照组各时间点鳃 SDH

活力差异不显著(P>0.05)。低盐度胁迫后 1 d 时，16

盐度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3 d 时，各盐度组差 

 
 

图 5  低盐度胁迫对黄姑鱼幼鱼鳃琥珀酸脱 

氢酶活力的影响 
Fig.5  The effects of low salinity on the gill SDH  

activity of juvenile N. albiflora 

SDH 活力单位：U/mg protein。不同大写字母表示 

同一盐度组中存在显著差异(P<0.05)，不同小写字母 

表示同一时间点中存在显著差异(P<0.05) 

The unit of SDH activity：U/mg protein. Different uppercase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rom each other in the 

same salinity group (P<0.05).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rom each other in the same 

time (P<0.05) 
 

异不显著(P>0.05)；7 d 时，9 盐度组显著高于其他两

组(P<0.05)。 

2.6  血清皮质醇水平 

低盐度胁迫下，黄姑鱼幼鱼血清皮质醇含量随时

间变化见图 6。从图 6 可以看出，9 盐度组血清皮质 

醇含量呈波动上升趋势，1、7 d 显著高于初始值   

(P<0.05)。16 盐度组血清皮质醇含量在 1 d 时出现下降，

3 d 时又上升，但各时间点含量差异不显著(P>0.05)。

23 盐度对照组血清皮质醇含量略有波动，各时间点

含量差异不显著(P>0.05)。在 1 d 时，9 盐度组血清皮

质醇含量显著高于 16 盐度组(P<0.05)，而二者与对照

组差异不显著(P>0.05)；3 d 时，16 盐度组血清皮质

醇含量上升，而 9 盐度组含量下降，二者间存在显著

差异(P<0.05)，但与对照组差异不显著(P>0.05)；7 d

时，9 盐度组含量再次上升并显著高于 16 盐度组和

对照组(P<0.05)。 

3  讨论 

当环境盐度降低时，硬骨鱼类为了生存必须维持

体内渗透压稳定。在硬骨鱼类渗透压调节中，鳃的作

用是独一无二，其主要功能区为氯细胞。氯细胞含丰

富的线粒体和离子转运酶类，既是离子运转场所又为

转运过程提供能量支持(Hwang et al, 2007)。而渗透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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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低盐度胁迫对黄姑鱼幼鱼血清皮质醇含量的影响 
Fig.6  The effects of low salinity on the serum cortisol 

concentration of juvenile N. albiflora 

皮质醇含量单位：ng/ml。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同一盐度组中

存在显著差异(P<0.05)，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一时间点中

存在显著差异(P<0.05) 

The unit of cortisol concentration：ng/ml. Different  
uppercase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rom each 

other in the same salinity group (P<0.05).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rom each other in the 

same time (P<0.05) 

 
调节过程又与皮质醇等激素调控密切相关(张晨捷等, 

2013; Singer et al, 2008)。 

3.1  低盐度胁迫对黄姑鱼渗透压调节的影响 

硬骨鱼类具有高效的渗透压调节能力以维持体

内水分及液体动态平衡，离子调节酶 NKA、Ca2+-ATP

酶和 H+-ATP 酶以及皮质醇在渗透压调节中都起着重

要的作用。 

受低盐胁迫时，黄姑鱼 NKA 活力显著增强，其中，

9 盐度组 NKA 活力增强后有所恢复，而 16 盐度组 NKA

活 力 呈 逐 步 增 强 。 孙 鹏 等 (2010) 报 道 ， 条 石 鲷

(Oplegnathus fasciatus)NKA 活力在盐度为 8 和 38 时，

都高于 28 盐度组；大底鳉(Fundulus grandis)幼鱼鳃

NKA 表达 高点出现在盐度为 0.5， 低点盐度为 12 

(Patterson et al, 2012)；赤鲷(Pagrus pagrus)仔鱼的

NKA mRNA 表达 24 盐度组显著强于 34 盐度组

(Ostrowski et al, 2011)。说明盐度降低时鱼体内离子会

向外流失，NKA 活力增强由外界环境摄入离子以维

持渗透压动态平衡。而 9 盐度组 NKA 活力在 7 d 时

有所回落，可能与渗透压调节需要消耗能量(菅玉霞

等, 2012)，能量储备消耗后不足以维持高 NKA 活力

有关。 

Ca2+-ATP 酶和 H+-ATP 酶也是重要的离子调节

酶，为 Na+与 H+、Ca2+的交换提供动力。Masahiro 等

(2009)认为，鳃通过排出 H+转换摄入 Na+和 Cl−的能

量，在低渗环境中作用尤为重要。Tsai 等(1998)认为，

Ca2+对维持渗透压调节的离子流和细胞离子浓度有

重要影响。本研究中，Ca2+-ATP 酶活力略有上升后即

出现下降的变化，而 H+-ATP 酶活力呈现上升后恢复

的变化，推测这两种酶在盐度胁迫初期活力增强为离

子转运提供能量，在渗透压平衡重新建立后活力随之

减弱。 

15 盐度组胁迫会使青鳉 (Oryzias latipes)鳃内

NKA 基因表达显著升高，转回淡水后表达会基本恢

复，但暴露于含 100 ng/L 皮质醇的淡水，NKA 基因

表达仍维持较高水平(侯彦峰等, 2009)。注射皮质醇

后，无论淡水或海水培养的金头鲷(Sparus aurata)，

NKA 酶活力都显著提高，海水培养金头鲷的血浆渗

透压和离子浓度也显著降低(Juan et al, 2002)。本研究

中黄姑鱼血清皮质醇含量在低盐度胁迫后呈显著的

波动变化，9 和 16 盐度组的皮质醇水平交替上升，且 9

盐度组的变化更明显，说明在应对不同程度的盐度刺

激时，皮质醇水平会出现不同的变化，从而调控其相

关渗透压调节功能。 

3.2  低盐度胁迫对黄姑鱼呼吸代谢的影响 

盐度变化时，鱼类不仅需要直接的渗透压调节，

还需要对呼吸耗氧、能量消耗等生理代谢加以调整达

到间接调节(宋振鑫等, 2013)。有研究报道，龙虎斑

(Epinephelus fuscoguttatus♀Pinephelus lanceolatus♂)
和条石鲷在盐度为 5–15 时，盐度越低，耗氧率越高

(闫茂仓等, 2008; 梁华芳等, 2014)。本研究中，黄姑鱼

LDH 活力在低盐度胁迫后显著增强，且 9 盐度组增强

程度大于 16 盐度组。表明盐度胁迫使黄姑鱼的能量

消耗加速，通过无氧呼吸代谢提供应急能量供给。低

盐度胁迫后，黄姑鱼鳃 SDH 活力先减弱然后增强，9

盐度组在 7 d 时增强十分显著。环境胁迫会影响黄姑

鱼正常的有氧呼吸代谢，随着渗透压调节的进行，需

氧量增加，SDH 活力随之显著增强。 

本研究中，除 9 盐度组出现两尾死鱼外，其余组

均未出现死亡情况。实验中，16 及 23 盐度组黄姑鱼

进食和活动均正常，9 盐度组略差。鉴此，低盐胁迫

时，黄姑鱼幼鱼能够增强渗透压调节功能，并且调整

体内呼吸代谢平衡，使体内离子平衡维持动态平衡。

渗透压调节能力与体质和能量储备相关，所以当盐度

降低过大，超出其调节范围，会导致严重损害，养殖

时应当密切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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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Low-Salinity Stress on the Ion Regulation, Respiratory Metabolic 
Enzymes and Serum Cortisol in the Gill of Nibea albiflora Juvenile 

SHI Zhaohong1①
, ZHANG Chenjie1, PENG Shiming1, ZHANG Yanliang1,2,  

WANG Jiangang1, GAO Quanxin1 
(1. Key Laboratory of East China Sea and Oceanic Fishery Resources Exploitatio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East China Sea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Fishery Sciences, Shanghai  200090;  
2. Fisheries and Life Science college,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Abstract    In this study Nibea albiflora juveniles with the average weight of (5.0±1.4) g and the 

average length of (8.3±0.8) cm were divided into 3 salinity groups including salinity 23 as the control 

group and salinity 9 and 16 as the stress groups. Fish samples were collected on the 0, 1st, 3rd and 7th day.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low salinity on the ion regulation and respiratory metabolism of N. albiflora, we 

tested the changes in activities of Na+/K+-ATPase (NKA), Ca2+-ATPase, H+-ATPase, lactate 

dehydrogenase (LDH) and succinate dehydrogenase (SDH) in gills, and the level of cortisol in the serum. 

In response to the low-salinity stress, the NKA activity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P<0.05), and the 

Ca2+-ATPase activity decreased after a slight increase in the beginning, and the H+-ATPase activity first 

increased and then recovered to the initial level. The enhanced activities of NKA, Ca2+-ATPase and 

H+-ATPase could provide more energy for the ion transport to maintain the dynamic balance of the 

osmotic pressure. The cortisol level in the serum fluctuated significantly (P<0.05) during the low-salinity 

stress, and the cortisol levels of salinity 9 or 16 group increased alternately. The LDH activity in the gill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P<0.05), and the activity of the salinity 9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salinity 16 group. The SDH activity in the gill frist increased and then decreased, and the activity of the 

salinity 9 group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on the 7th day (P<0.05). Environmental stress would affect the 

normal aerobic respiration of N. albiflora. Along with the osmotic adjustment, the need of oxygen 

increased, which may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SDH activity. Noticeably, two experimental fishes died in 

the salinity 9 group during experiment. The feeding and activity of N. albiflora juveniles in the salinity 16 

and 23 groups were normal，whereas they were impaired in the salinity 9 group. Our results suggested that 

low salinity could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he ion regulation and respiratory metabolism of N. albiflora. 

Excessively low salinity may overwhelm the adaption ability of N. albiflora and cause harm to the health 

of the fish. 

Key words    Nibea albiflora; Low salinity stress; Ion-regulatory; Respiratory metabolism; Cortis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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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寡糖与低聚木糖对大菱鲆(Scophthalmus  
maximus)幼鱼生长、体组成和 

血液生化指标的影响* 

蔡胜昌 1,2  张利民 2①  张德瑞 3  王际英 2  马晶晶 2 

武明欣 1,2  孙永智 3  王世信 3 
(1. 上海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  上海  201306；2. 山东省海洋资源与环境研究院  烟台  264006； 

3. 山东升索渔用饲料研究中心  烟台  265000) 

摘要    本研究以初始体重为(15.46±0.06) g 的大菱鲆(Scophthalmus maximus)幼鱼为实验对象，采用 2×3

双因素实验设计，研究饲料中壳寡糖(Chitosan oligosaccharide，COS)和低聚木糖(Xylo-oligosaccharide，

XOS)对大菱鲆幼鱼生长、体组成和血液生化指标的影响。养殖实验在全封闭循环水养殖系统中进行，

养殖周期为 60 d。9 组实验饲料粗蛋白和粗脂肪含量分别为 53%和 11%；每组饲料随机投喂 3 桶，每桶

30 尾鱼。结果显示，饲料中同时添加 0.5%的壳寡糖、1.0%的低聚木糖对大菱鲆幼鱼的促生长作用最明

显，相对增重率显著提高。饲料中壳寡糖和低聚木糖对大菱鲆幼鱼增重率、特定生长率、饵料系数、蛋

白质效率均有显著影响(P<0.05)，但对大菱鲆体成分影响不显著(P>0.05)；低聚木糖和壳寡糖对大菱鲆

幼鱼特定生长率、增重率、全鱼粗脂肪和灰分、血清甘油三酯、溶菌酶以及碱性磷酸酶均存在显著交互

作用(P<0.05)。研究表明，低聚木糖和壳寡糖配合使用可以显著提高大菱鲆幼鱼的生长效果，并且可在

一定程度上增强其非特异性免疫能力，降低血脂含量。 

关键词    大菱鲆；壳寡糖；低聚木糖；非特异性免疫 

中图分类号 S9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5)06-0029-08 

随着水产养殖的迅猛发展，功能性添加剂的应用

研究越来越广泛。功能性低聚糖作为一种饲料添加

剂，其结构稳定，贮藏加工中不易失活，无毒、无害、

无残留，能提高动物的生长性能和抗病力，是一种新

型的绿色饲料添加剂。我国农业部批准在饲料中使用

的寡糖包括果寡糖、低聚木糖、甘露寡糖和糖萜素

(明建华等, 2008)。目前，关于功能性寡糖在水生动物

饲料中的应用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然而，同时使用

两种功能性寡糖对水生动物影响的研究在国内尚无

报道。本研究选取了壳寡糖(Chitosan oligosaccharide, 

COS)和低聚木糖(Xylo-oligosaccharide, XOS)作为组

合，探寻其对大菱鲆(Scophthalmus maximus)幼鱼生

长、体组成和血液生化指标的影响，为大菱鲆健康养

殖和研制生态环保饲料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大菱鲆幼鱼购自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宗哲养殖有限

公司，为当年同一批繁殖鱼苗，体重为(15.46±0.06) g。

abc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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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寡糖由山东青岛博世汇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纯度≥90%，以虾、蟹壳的甲壳质为原料，经酶解法

制成；低聚木糖由山东龙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纯度≥95%，主要成分是木二糖和木三糖。 

1.2  实验设计 

在满足大菱鲆幼鱼基本营养需求的前提下，以鱼

粉、大豆浓缩蛋白为主要蛋白源，鱼油、大豆油为主

要脂肪源，采用 2×3 双因素设计，分别在基础饲料中

添加 0(A0)、0.5%(A0.5)、1.0%(A1.0)的壳寡糖和 0(B0)、

0.5%(B0.5)、1.0%(B1.0)的低聚木糖，配制成 9 组实

验饲料(A0B0、A0B0.5、A0B1.0、A0.5B0、A0.5B0.5、

A0.5B1.0、A1.0B0、A1.0B0.5 和 A1.0B1.0)。所有原

料分析营养成分后，粉碎过 80 目筛，按配比称量后

加入适量水搅拌混匀，经螺旋挤压机配制成硬性颗粒

饲料(1.5 mm × 2.0 mm，2.5 mm × 3.0 mm)，50℃烘干，

4℃冷藏备用。饲料配方及营养成分见表 1。 

1.3  实验用鱼与饲养管理 

养殖实验在山东省海洋资源与环境研究院全封

闭水循环养殖系统中进行。实验前，大菱鲆在养殖系

统中驯养 14 d，期间投喂对照组饲料，使其逐渐适应

实验饲料和养殖环境。实验开始时，实验鱼饥饿 24 h，

然后称体重，挑选出规格一致、平均初始体重为

(15.46±0.06) g 的大菱鲆进行分组，随机分成 9 组，每

组 3 个重复，每个重复 30 尾鱼，分别放养于高 70 cm、 
 

表 1  实验饲料配方及营养成分组成(%) 
Tab.1  Diet formulation and proximate composition(%) 

组别 Groups 
原料 Ingredients 

T1 T2 T3 T4 T5 T6 T7 T8 T9 

鱼粉 Fish meal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大豆浓缩蛋白 Soy protein concentrate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小麦粉 Wheat flour 6 6 6 6 6 6 6 6 6 

鱼油 Fish oil 3 3 3 3 3 3 3 3 3 

大豆油 Soybean oil 3 3 3 3 3 3 3 3 3 

α-淀粉 α-Starch 8.45 8.45 8.45 8.45 8.45 8.45 8.45 8.45 8.45

羧甲基纤维素钠 CMC 5.0 4.5 4.0 4.5 4.0 3.5 4.0 3.5 3.0 

甜菜碱 Betaine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大豆卵磷脂 Soybean lecithin 1 1 1 1 1 1 1 1 1 

维生素预混料 Vitamin premix1)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矿物质预混料 Mineral premix2)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抗氧化剂 Antioxidant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壳寡糖 COS 0 0 0 0.5 0.5 0.5 1.0 1.0 1.0 

低聚木糖 XOS 0 0.5 1.0 0 0.5 1.0 0 0.5 1.0 

合计 Total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营养组成(干物质%) Proximate composition (Dry matter basis %) 

粗蛋白 Crude protein 53.26 53.30 53.20 53.25 53.33 53.32 53.97 53.67 53.89

粗脂肪 Crude lipid 11.44 11.50 11.58 11.40 11.34 11.59 11.70 11.83 11.87

粗灰分 Ash 10.54 10.34 10.26 10.42 10.41 10.22 10.55 10.58 10.39

总能 Gross energy(kJ/g) 19.18 19.17 19.43 19.34 19.68 19.47 19.71 20.17 20.19

蛋能比 Energy protein ratio (mg/kJ) 27.77 27.80 27.38 27.53 27.10 27.39 27.38 26.61 26.69

1) 维生素预混料(mg/kg 饲料)：维生素 A，38.0；维生素 D，13.2；α-生育酚，210.0；硫胺素，115.0；核黄素，380.0；

盐酸吡哆醇，88.0；泛酸，368.0；烟酸，1030.0；生物素，10.0；叶酸，20.0；维生素 B12，1.3；肌醇，4000.0；抗坏血酸

500.0。2) 矿物质预混料(mg/kg 饲料)：MgSO4·7H2O，3568.0；NaH2PO4·2H2O，25568.0；KCl，3020.5；KAl(SO4)2，8.3；

CoCl2，28.0；ZnSO4·7H2O，353.0；Ca-lactate，15968.0; CuSO4·5H2O，9.0；KI，7.0；MnSO4·4H2O，63.1；Na2SeO3，1.5；

C6H5O7Fe·5H2O，1533.0；NaCl，100.0；NaF，4.0 
1) Vitamin mixture (mg/kg diet): retinol acetate, 38.0; cholecalciferol, 13.2; alpha-tocopherol, 210.0; thiamin, 115.0; 

riboflavin, 380.0; pyridoxine HCl, 88.0; pantothenic acid, 368.0; niacin acid, 1030.0; biotin, 10.0; folic acid, 20.0; vitamin B12, 
1.3; inositol, 4000.0; ascorbic acid, 500.0. 2) Mineral mixture (mg/kg diet):MgSO4·7H2O, 3568.0; NaH2PO4·2H2O, 25568.0; KCl, 
3020.5; KAl(SO4)2, 8.3; CoCl2, 28.0; ZnSO4·7H2O, 353.0; Ca-lactate, 15968.0; CuSO4·5H2O, 9.0; KI, 7.0; MnSO4·4H2O, 63.1; 
Na2SeO3, 1.5; C6H5O7Fe·5H2O, 1533.0; NaCl, 100.0; NaF,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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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径 80 cm 的圆形养殖桶中，控制水深为 40 cm 左右。

微流水养殖(0.4 L/min)，溶氧为 5.0–8.0 mg/L，氨氮、亚

硝氮浓度<0.1 mg/L，水温为 16–18℃，pH 为 7.8–8.2，

盐度为 28–30。实验期间，每天饱食投喂两次(08:30，

16:30)，30 min 后，排残饵，数颗粒，计算残饵量。正

式实验时间为 2014 年 2 月 28 日–2014 年 4 月 28 日，

实验周期 60 d。 

1.4  样品采集和分析 

实验开始前，随机取 10 尾大菱鲆用于常规营养

成分分析。养殖实验结束前饥饿 24 h，称每桶鱼体总

重，计算增重率。经 MS-222 麻醉后，每桶随机取 10

尾鱼，称量体重，测量体长。随机取 3 尾鱼用于全鱼体

组成的常规分析，剩余 7 尾采集血清、肝脏、肠道及背

肌样品。血清在 4℃静置 4 h 后，4℃离心(4000 r/min，

10 min)，取上清液置于–80℃超低温冰箱中保存。其

他样品均放于–20℃冰箱中保存。计算增重率(Weight 

gain rate，WGR)、饲料效率(Feed efficiency，FE)、蛋

白质效率(Protein efficiency ratio，PER)、特定生长率

(Specific growth rate，SGR)、肝体比(Hepatosomatic 

index，HSI)、脏体比(Visceral index，VSI)、肥满度

(Condition factor，CF)等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增重率(WGR，%)  

= 100×(终末体重–初始体重)/初始体重 

饲料效率(FE，%) = 100×增重/饲料消耗量 

蛋白质效率(PER)  

= 增重/(摄食量×饲料蛋白质含量%) 

特定生长率(SGR, %/d)=(ln 结束平均体重 

–ln 开始平均体重)/实验天数×100% 

肝体比(HSI，%) = 100×肝脏重量/鱼体重 

脏体比(VSI，%) = 100×内脏重量/鱼体重 

肥满度(CF，g/cm3) = 100×体重/(体长)3 

饲料及组织样品水分测定采用恒温干燥法

(105℃)，粗蛋白测定采用杜马斯(LECO，FP-528)燃

烧定氮法，粗脂肪测定采用索氏抽提法，粗灰分测定

采用箱式电阻炉灼烧法(550℃)，能量的测定采用全自

动氧弹量热仪(PARR 6100，美国)。 

血清甘油三酯(TG)、总胆固醇(TCHO)、高密度脂

蛋白胆固醇(HDL-C)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

碱性磷酸酶(ALP)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7020 型，

Hitachi，日本)进行测定，反应温度均为 37℃，所用

试剂盒由北京利德曼生化技术有限公司提供。血清中

溶菌酶(LSZ)、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过氧化氢酶

(CAT)均采用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生产的试剂盒

进行测定。 

1.5  数据统计与分析 

数据结果统一采用平均值±标准差(X±SD)的形

式表示，差异显著水平为 0.05。采用数据分析软件

SPSS 17.0 对所得数据进行双因素方差分析(Two-way 

ANOVA)。 

2  结果 

2.1  对生长性能、饲料利用效果及形体指标的影响 

饲料中添加壳寡糖和低聚木糖对大菱鲆生长性

能、饲料利用效果以及形体指标的影响见表 2。由表

1 可知，与对照组(T1)相比，饲料中添加单一寡糖(壳

寡糖或低聚木糖)以及二者交互水平组均能显著提高

大菱鲆幼鱼的增重率(WGR)、蛋白质效率(PER)、特

定生长率(SGR)和饲料利用率(FE)(P<0.05)。其中，单独

添加低聚木糖时，添加 1.0%的低聚木糖组促生长效果

要优于 0.5%的低聚木糖组，与对照组相比，T3 组的特

定生长率显著提高了 5.08%(P<0.05)，鱼体增重率显著

提高了 8.7%(P<0.05)，蛋白质效率显著提高了 11.82% 

(P<0.05)，饲料利用率显著提高了 10%(P<0.05)。当单

独添加壳寡糖时，添加 1.0%的壳寡糖促生长效果显

著优于添加 0.5%的壳寡糖组(P<0.05)，与对照组(T1)相

比，T7 组的特定生长率显著提高了 9.2%(P<0.05)，

增重率显著提高了 15.55%(P<0.05)，蛋白质效率显著

提高了 16.82%(P<0.05)，饲料系数显著降低了 17.78% 

(P<0.05)。当同时使用壳寡糖和低聚木糖时，0.5%壳

寡糖与 1.0%低聚木糖组合(T6)以及 1.0%壳寡糖和

1.0%低聚木糖组合(T9)促生长效果 好、饲料系数

低、蛋白质效率 高，与对照组相比，特定生长率显

著提高了 10.92%(P<0.05)，增重率显著提高了 18.75% 

(P<0.05)，蛋白质效率显著提高了 20.91%(P<0.05)，饲

料系数显著降低了 17.78%(P<0.05)，促生长效果和饲料

利用率均优于添加单一寡糖(壳寡糖或低聚木糖)组。 

单独添加壳聚糖显著降低了大菱鲆幼鱼的肝体

比(P<0.05)，提高了脏体比和肥满度。单独添加低聚

木糖降低了大菱鲆幼鱼的肝体比，提高了脏体比，对

肥满度无显著影响(P>0.05)。添加低聚木糖和壳寡糖

降低了大菱鲆幼鱼肝体比，提高了肥满度，对脏体比

影响不显著(P>0.05)。由双因素方差统计分析可知，

饲料中添加不同水平的壳寡糖和低聚木糖对大菱鲆

幼鱼的鱼体增重率和特定生长率存在显著的交互作

用(P<0.05)，对饲料系数、蛋白质效率以及形体指标

均无显著交互作用(P>0.05)。 



32 渔   业   科   学   进   展 第 36 卷 

 

表 2  饲喂实验饲料对大菱鲆生长性能、饲料利用效果及形体指标的影响(平均值标准差, n=3) 
Tab.2  Effects of Feeding the experimental diets on growth performance, feed utilization and physical  

indicator of S. maximus (Mean±SD, n=3) 

饲料组 
Dietary treatments 

特定生长率
SGR(%/d) 

增重率 
WGR(%) 

饲料系数 
FCR 

蛋白质效率
PER 

肝体比 
HIS(%) 

脏体比 
VSI(%) 

肥满度 
CF(%) 

T1 1.77±0.03a 189.45±5.64a 0.85±0.05d 2.36±0.16a 1.39±0.05b 5.38±0.26ab 3.39±0.15a 

T2 1.79±0.03ab 191.54±4.62ab 0.83±0.04cd 2.41±0.10a 1.28±0.08ab 5.41±0.18ab 3.39±0.05a 

T3 1.80±0.03ab 194.66±5.34ab 0.82±0.01bcd 2.43±0.03a 1.37±0.08b 5.41±0.20ab 3.34±0.16a 

T4 1.81±0.01ab 195.94±1.11ab 0.83±0.03bcd 2.41±0.11a 1.22±0.09a 5.47±0.33b 3.46±0.15a 

T5 1.82±0.01b 198.71±1.51b 0.79±0.01abc 2.49±0.02ab 1.24±0.06ab 5.61±0.09b 3.40±0.10a 

T6 1.92±0.01d 216.97±1.34d 0.75±0.01a 2.64±0.02b 1.19±0.06a 5.24±0.17ab 3.39±0.07a 

T7 1.88±0.02c 208.98±3.42c 0.77±0.03ab 2.47±0.10a 1.12±0.07a 5.30±0.23ab 3.52±0.11ab 

T8 1.88±0.03c 209.77±6.49cd 0.77±0.01abc 2.47±0.02a 1.14±0.11a 5.25±0.08ab 3.46±0.11a 

T9 1.91±0.02cd 214.78±3.41cd 0.76±0.04a 2.51±0.12ab 1.16±0.11a 5.04±0.14a 3.68±0.08b 

双因素方差分析 Two-way ANOVA analysis 

COS *** *** ** * *** * * 

XOS *** *** * * ns ns ns 

COS × XOS ** * ns ns ns ns ns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P<0.05，** P<0.01，*** P<0.001，ns: 不显著。以下表格同 
Note: Different superscripted capital letters within the same column mean significant different (P<0.05) *P<0.05, **P<0.01, 

***P<0.001, ns: non-significant. The same below 

 

2.2  饲料中壳寡糖和低聚木糖水平对大菱鲆体组成

的影响 

从表 3 可知，饲料中添加单一寡糖(壳寡糖或低

聚木糖 )或两种寡糖不同组合对大菱鲆幼鱼鱼体水

分、粗蛋白、粗脂肪、灰分均无显著影响(P>0.05)。

双因素方差统计分析表明，饲料中添加壳寡糖和低聚

木糖对大菱鲆幼鱼粗脂肪、粗灰分存在明显交互作用

(P<0.05)。 

2.3  饲料壳寡糖和低聚木糖水平对大菱鲆幼鱼血脂

的影响 

从表 4 可知，与对照组相比，添加单一寡糖(壳

寡糖或低聚木糖)时，均显著降低了甘油三酯(TG)和

总胆固醇(TCHO)水平(P<0.05)，对高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HDL-C)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均无显著

影响(P>0.05)。当同时添加低聚木糖和壳寡糖时，能

降低甘油三酯(TG)水平，但没有显著效果，其中，T6 

 
表 3  饲喂实验饲料对大菱鲆全鱼体组成的影响(平均值标准差, n=3)(湿重%) 

Tab.3  Effects of feeding experimental diets on the final body composition of S. maximus (Mean±SD, n=3)(Wet weight%) 

饲料组 Dietary treatments 水分 Moisture 粗蛋白 Crude protein 粗脂肪 Crude lipid 粗灰分 Ash 

T1 77.22±0.45 15.75±0.21 3.31±0.32a 3.61±0.01b 

T2 76.90±0.49 15.63±0.27 3.71±0.18ab 3.57±0.07b 

T3 77.02±0.24 15.60±0.03 3.91±0.22b 3.33±0.05a 

T4 76.94±0.19 15.70±0.21 3.77±0.21ab 3.58±0.13b 

T5 76.97±0.05 15.61±0.12 3.92±0.21b 3.44±0.10ab

T6 76.84±0.06 15.35±0.06 3.43±0.10a 3.54±0.10b 

T7 76.84±0.20 15.38±0.19 3.38±0.22a 3.50±0.12b 

T8 76.40±0.08 15.67±0.05 3.59±0.97ab 3.53±0.03b 

T9 76.68±0.28 15.46±0.08 3.45±0.42a 3.55±0.06b 

双因素方差分析 Two-way ANOVA analysis 

COS ns ns ns ns 

XOS ns ns ns ns 

COS × XOS ns n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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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饲喂实验饲料对大菱鲆幼鱼血脂的影响(平均值标准差, n=3) 
Tab.4  Effects of feeding experimental diets on serum lipid on S. maximus (Mean±SD, n=3) 

饲料组 
Dietary treatments 

甘油三酯 
TG(mmol/L) 

总胆固醇 
TCHO(mmol/L)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HDL-C(mmol/L)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DL-C(mmol/L) 

T1 4.87±0.53b 3.94±0.74c 3.34±0.91bc 0.28±0.08 

T2 2.68±0.01a 2.88±0.61a 2.68±0.11a 0.30±0.05 

T3 2.53±0.36a 2.72±0.19a 2.32±0.23a 0.31±0.04 

T4 1.94±0.48a 2.87±0.61a 2.71±0.53a 0.30±0.02 

T5 2.52±0.53a 3.73±0.24c 3.19±0.35bc 0.33±0.02 

T6 2.94±0.34a 3.78±0.10c 3.56±0.14c 0.30±0.04 

T7 2.64±0.76a 3.41±0.53bc 3.26±0.29bc 0.26±0.09 

T8 2.37±0.95a 3.34±0.88bc  3.24±0.92bc 0.30±0.05 

T9 2.92±0.96a 3.90±0.78c 3.69±0.61c 0.31±0.04 

双因素方差分析 Two-way ANOVA analysis 

COS * * ns ns 

XOS * * * ns 

COS × XOS * * * ns 

 
和 T9 组能提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含量。由双因

素方差分析可知，壳寡糖与低聚木糖的交互水平对大

菱鲆幼鱼血清中的甘油三酯、总胆固醇、高密度脂蛋

白胆固醇均有显著影响(P<0.05)，对大菱鲆幼鱼血清

中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无显著影响(P>0.05)。 

2.4  饲料壳寡糖和低聚木糖水平对大菱鲆幼鱼血清

生化指标的影响 

从表 5 可知，与对照组相比，单独添加壳寡糖能

显著提高大菱鲆幼鱼血清溶菌酶的活力(P<0.05)，单

独添加低聚木糖也能提高大菱鲆幼鱼血清溶菌酶的

活力，但差异不显著(P>0.05)，同时添加 1.0%的壳寡

糖和 1.0%的低聚木糖时，则会降低血清中溶菌酶的

活力。大菱鲆幼鱼血清中的超氧化物歧化酶和过氧化

氢酶在各处理组间均没有显著性差异(P>0.05)。由双

因素统计分析可知，饲料中单独添加壳寡糖、低聚木

糖以及二者交互作用对大菱鲆幼鱼血清的溶菌酶、碱

性磷酸酶均有显著影响(P<0.05)。 

3  分析与讨论 

3.1  低聚木糖和壳寡糖对大菱鲆幼鱼生长及饲料利

用效果的影响 

以往有关大菱鲆(李勇等, 2006)、斑点叉尾 (齐志涛 

 
表 5  实验饲料对大菱鲆幼鱼血清溶菌酶、碱性磷酸酶、超氧化物歧化酶、过氧化氢酶的影响(平均值标准差, n=3) 

Tab.5  Effects of feeding experimental diets on LSZ, ALP, SOD, and CAT of juvenile S. maximus (Mean±SD, n=3) 

饲料组 Dietary treatments 溶菌酶 LSZ(U/ml) 碱性磷酸酶 ALP(U/L) 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U/ml) 过氧化氢酶 CAT(U/ml)

T1 320.93±5.93ab 22.67±0.58bc 91.84±1.14 4.24±0.27 

T2 328.84±8.67abc 17.00±2.64a 80.69±7.13 3.68±0.09 

T3 321.11±9.21ab 15.00±1.73a 78.16±8.18 4.00±0.52 

T4 356.60±9.53bc 14.33±2.31a 84.34±2.78 4.45±0.80 

T5 335.31±12.20ab 17.67±0.58ab 86.50±7.07 4.02±0.43 

T6 332.43±5.24abc 22.67±2.89bc 90.34±6.49 4.87±0.89 

T7 349.69±4.89c 22.00±3.00bc 76.61±3.38 3.81±1.00 

T8 341.06±2.49bc 18.33±5.03ab 88.47±3.40 4.78±0.86 

T9 314.46±7.95a 26.67±2.52c 91.65±3.97 5.08±0.51 

双因素方差分析 Two-way ANOVA analysis 

COS ** ** ns ns 

XOS *** * ns ns 

COS × XOS ** ** ns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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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2011)、虹鳟(刘含亮等, 2012)、宝石鲈(宋理平, 

2009)1)、罗非鱼(刘兴国等, 2004; 刘爱君等, 2009; 强

俊等, 2009)、异育银鲫(熊沈学等, 2007)、凡纳滨对虾

(黄燕华等, 2010)等的研究结果表明，饲料中添加适

宜水平的低聚木糖能显著提高鱼体增重率，降低饲料

系数。与此一致，在本研究中，与对照组相比，饲料

中单独添加低聚木糖，大菱鲆的特定生长率提高了

5.08%，增重率提高了 8.7%，饲料系数降低了 10%，

这可能由于低聚木糖在体内发酵后被双歧杆菌和乳

酸菌利用(Kimura et al, 2002; Hsu et al, 2004)，促进了

有益菌的增殖并抑制了有害菌(周俊等, 2007；雷浪伟

等, 2005)，刺激了胃肠道上皮细胞的增生，提高了消化

酶的活性(Howard et al, 1995)，促进了营养物质的吸

收，进而提高了水产动物的增重率，降低了饲料系数。 

壳寡糖是由 2–10 个氨基葡萄糖分子通过 β-1,4-

糖苷键连接而成的低聚糖，具有广谱抗菌和促生长作

用(Rinaudo, 2006)。有关大西洋鲑鱼(Refstie, 1998)、罗

非鱼(刘兴国等, 2004)、异育银鲫(曹丹等, 2004)、虹

鳟(刘含亮等, 2012)、吉富罗非鱼(孙立威等, 2011)等

的研究表明，饲料中添加适宜的壳寡糖能显著提高鱼

体生长性能、饲料利用率。在本研究中，与对照组相比，

饲料中单独添加壳寡糖，大菱鲆的特定生长率提高了

9.2%，增重率提高了 15.55%，饲料系数降低了 17.78%。 

然而，目前未见有关于壳寡糖和低聚木糖交互作

用的研究。本研究表明，二者的交互水平在增重率上

极显著高于对照组，说明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协同作

用。其促生长的机理可能是因为寡糖可调节动物胃肠

道微生物区系(Oyazabal et al, 1996)、维护肠黏膜的完

整性、改善肠道内环境(刘爱君等, 2009)，从而提高

动物生产性能和饲料利用率。 

3.2  低聚木糖和壳寡糖对大菱鲆幼鱼体成分和形体

指标的影响 

张荣斌等(2011)研究显示，奥尼罗非鱼幼鱼饲料

中添加一定量的低聚木糖对其体常规成分的影响不

显著。华雪铭(2005)等在饲料中添加 0.2%、0.5%、1.0%

的壳聚糖，显著提高了暗纹东方鲀肌肉中的蛋白含

量，降低了脂肪含量，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肝体比。

与上述研究结果一致，在本研究中，壳寡糖和低聚木

糖对大菱鲆体成分影响不显著，但能显著降低肌肉脂

肪含量，提高肌肉蛋白含量。壳寡糖能显著降低大菱

鲆的肝体比和脏体比，显著提高肥满度，可能是因为

壳聚糖成分中的聚葡铵链带有 4 价铵离子，具有较高

的阴离子交换性能，能黏合胆汁酸，阻止胆汁酸循环，

降低脂肪吸收(魏涛等, 2000)，从而相应地减少肝胰

脏解毒的负荷。然而，二者交互作用对全鱼体成分却

有显著影响，表明低聚木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壳寡

糖的添加效果。 

3.3  低聚木糖和壳寡糖对大菱鲆幼鱼血清生化指标

和非特异性免疫指标的影响 

比较免疫学专家认为，非特异性免疫防御机制是

鱼类抵抗病原的第一道屏障，除皮肤、黏膜、血脑屏

障外，还包括主要反映非特异性免疫能力的 SOD 和

溶菌酶等(张永安等, 2000)。SOD 在防御氧的毒性、

抗衰老、抗辐射、抗肿瘤、抗炎症以及提高机体自身

免疫功能等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Fletcher, 1982)，

宋理平(2009)1)在饲料中添加不同水平的低聚木糖，

显著降低了宝石鲈血清中血糖、甘油三酯和胆固醇含

量。褚武英等(2008)在草鱼饲料中添加 0.4%低聚木

糖，草鱼生长速度和血清总蛋白水平显著升高，胆固

醇含量显著降低。胡毅(2007)2)研究表明，饲料中添

加低聚木糖能显著降低凡纳滨对虾血清胆固醇和尿

素氮含量。齐志涛等(2011)研究发现，低聚木糖可显

著降低斑点叉尾 血清中甘油三脂、总胆固醇、血糖

含量。Lin 等(2012)研究表明，日粮中添加 2 g/kg COS

可显著提高鲤鱼特定生长率，显著增强血清溶菌酶活

性，从而有效抵抗病原微生物的感染。Choi 等(2012)

研究表明，COS 作为壳聚糖酸解或酶解产物，具有降

血脂作用。孙立威等(2011)研究表明，饲料中添加壳

寡糖，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吉富罗非鱼幼鱼血清 TG

和 HDL-C 的含量，但无显著差异。徐后国等(2011)

研究表明，在每个枯草芽孢杆菌水平下，饲料中添加

0.3%和 0.6%的壳寡糖显著提高了大黄鱼幼鱼血清溶

菌酶的活性，而对大黄鱼血清替代途径补体活力，超

氧化物歧化酶(SOD)活力及过氧化氢酶(CAT)活力没

有显著性影响。Lee 等(1999)认为，COS 可通过与胆

盐静电结合，阻碍胆盐通过肠肝循环进行重吸收，促

使胆固醇转化为胆盐，进而降低胆固醇含量。 

本研究表明，壳寡糖能显著降低甘油三脂的含

量；壳寡糖和低聚木糖均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总胆固

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但

差异不显著，与上述研究结果类似。壳寡糖能显著提

高大菱鲆血清中溶菌酶的活性，但降低了碱性磷酸酶 
 

                            

1) 宋理平. 宝石鲈营养需求的研究. 山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2009 

2) 胡毅. 凡纳滨对虾饲料配方优化及几种饲料添加剂的应用. 中国海洋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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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超氧化物歧化酶的活性，可能原因是壳寡糖具有抗

菌活性，由于壳寡(聚)糖分子带正电荷，分子中带有的

游离氨基可以与细胞表面带阴离子的物质或鞭毛荚

膜等结构物质发生吸附，阻碍细菌正常代谢，或者结合

氢离子在细菌表面形成一层高分子膜，阻止营养物质

向细菌细胞内的运输(Helander et al, 2001)，小分子的

壳寡糖还可以通过渗透进入细胞内部与细胞内部带

阴离子的物质发生吸附，干扰细菌细胞的正常代谢(徐

后国等, 2011)，因此，降低了 ALP 和 SOD 的活性。 

4  结论 

本研究表明，低聚木糖和壳寡糖配合使用可显著

提高大菱鲆幼鱼的生长效果，并且能在一定程度上提

高其非特异性免疫能力以及调节血脂水平，二者之间

有一定的协同作用。在本实验条件下，以增重率为评

价指标，在大菱鲆幼鱼饲料中同时添加 0.5%壳寡糖

和 1.0%的低聚木糖时，实验鱼取得 佳生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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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Chitosan Oligosaccharide and Xylo-oligosaccharide on the  
Growth Performance, Body Composition and Serum Biochemistry of  

Juvenile Turbots (Scophthalmus maximus) 

CAI Shengchang1,2, ZHANG Limin2①
, ZHANG Derui3, WANG Jiying2, MA Jingjing2,  

WU Mingxin1,2, SUN Yongzhi3, WANG Shixin3 
(1. Fisheries and Life Science,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2. Shandong Marine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Research Institute, Yantai  264006;  
3. Shengsuo Fishery Feed Research Centre of Shandong Province, Yantai  265000) 

Abstract    Here we conducted a 2×3 two-factorial experiment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Chitosan 

oligosaccharide(COS) and Xylo-oligosaccharide(XOS) on the growth, body composition and serum 

biochemistry of juvenile turbots (Scophthalmus maximus) with initial body weight of (15.46±0.06) g. The 

feeding trial lasted 8 weeks. Totally 9 diets were formulated to provide graded levels of COS (0, 0.5%, 

and 1.0%) and XOS (0, 0.5%, and 1.0%).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levels of COS and XOS 

significantly affected the weight gain, specific growth rate, feed conversion, protein efficiency rate, 

muscle moisture and crude lipid of juvenile turbots (P<0.05). The addition of COS and XOS at different 

levels did not gener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body composition and the muscle ash content 

(P>0.05). There were significant interactions between XOS and COS in the growth rate, weight gain, 

whole fish fat and ash, muscle fat and protein, serum triglycerides, h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lysozyme and alkaline phosphatase (P<0.05). The results above implied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XOS and 

COS could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growth of juvenile turbots, moderately enhance the non-specific 

immunity, and facilitate the regulation of the level of the serum lipid. According to our experimental data 

we recommend that 0.5% COS and 1.0% XOS should be the optimal combination in the diet. 

Key words    Scophthalmus maximus; Chitosan oligosaccharide; Xylo-oligosaccharide; Non-specific 

imm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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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对云纹石斑鱼(Epinephelus moara) 
卵黄囊期仔鱼摄食和生长的影响* 

于欢欢 1,2  陈  超 2①  张廷廷 1,2  李炎璐 2   

孔祥迪 1,2  刘  莉 1,2  马文辉 3 
(1. 上海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  上海  201306；2. 农业部海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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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州明波水产有限公司  烟台  2614118) 

摘要    研究了在水温为(23±0.5)℃，盐度为 2930 的培育条件下，饥饿胁迫对云纹石斑鱼

(Epinephelus moara)仔鱼生长、摄食、存活等一系列的变化。结果显示，2.5 日龄体长出现负增长现

象，3 日龄仔鱼开口摄食，4.5 日龄卵黄囊和油球消耗殆尽；仔鱼摄食率随日龄的变化呈先升高后

降低，最终为 0，最大值出现在卵黄囊和油球消失之后的当天，即 5.5 日龄仔鱼达到最大初次摄食

率，摄食率为 66.67%；6 日龄仔鱼的初次摄食率为最大初次摄食率的 1/2，仔鱼达到不可逆点，其

混合营养的时间为 23 d，即仔鱼初次摄食率发生到达不可逆点的时间为 2.5 d；云纹石斑鱼仔鱼孵

化出膜后的 36 d 为其摄食的重要时期。 

关键词    云纹石斑鱼；仔鱼；饥饿；初次摄食率；不可逆点 

中图分类号 S9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5)06-0037-06 

云纹 石斑 鱼 (Epinephelus moara) 属于鲈 形目

(Perciformes) 、 科 (Serranidae) 、 石 斑 鱼 亚 科

(Epinephelinae)、石斑鱼属，为暖温性中下层鱼类，

主要分布于韩国、日本、中国(至海南)和中国台湾沿

岸 (郭明兰等 , 2008)，它的适应能力较强 (黄滨等 , 

2013)，具有较广的温度适应范围(835℃)和生长水温

(1827℃)，生长迅速，肉味鲜美，具较高的经济价值，

是适合我国沿海工厂化养殖的优良品种之一(黄进光

等, 2010)。野生的云纹石斑鱼资源较紧缺，价格较昂

贵(于佳明, 2008)。目前，云纹石斑鱼苗种培育方式

主要有室外土池粗放育苗和室内工厂化育苗(宋振鑫

等 , 2012)，随着其规模化繁育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  

(王民生, 2001)，掀起了一股石斑鱼养殖的浪潮。 

初孵仔鱼无摄食能力，依靠卵黄囊和油球提供营

养物质，为内源性营养期。随着仔鱼的生长发育，卵

黄囊和油球逐渐被消耗吸收，仔鱼开口摄食并依靠卵

黄囊和油球提供的营养和能量生长，此时仔鱼处于混

合营养期。卵黄囊和油球被消耗殆尽后，仔鱼需要依

靠外界环境的营养物质维持生长、发育和新陈代谢，

即为外源性营养期(殷名称, 1995)。当仔鱼的卵黄囊

被吸收完毕之后，其必须建立主动摄食能力来完成内

源性营养向外源性营养的转换，来维持早期正常的新

陈代谢和生长发育(单秀娟等, 2008)。当鱼类得不到

外界营养物质或营养物质匮乏时，生长、发育和繁殖

都将会受到影响，甚至会涉及个体的存亡(宋昭彬等, 

1998)。很多鱼类在仔鱼期都比较脆弱和敏感，学者

们发现，仔鱼在开口时期很容易受到饥饿的威胁

(McGurk, 1984; Yúfera et al, 1993)。一些学者将仔鱼

从内源性营养转换到外源性营养的阶段成为“危险

期”或“临界期”，饥饿也被认为是仔鱼开口期死亡 

abc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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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原因之一(殷名称, 1995)。Blaxter 等(1963)首先

提出了“不可逆点”(Point-of-No-Return, PNR)的概念，

当饥饿的仔鱼抵达该不可逆点时，即使还能生存较长

一段时间，已经虚弱的不可能再恢复摄食能力，此概

念从生态学的角度描述了仔鱼摄食期耐饥饿能力和

仔鱼致死的饥饿程度。不可逆点存在着差异性，不同

种属的鱼类，其不可逆点是不同的，在生产实践过程

中，特别是名贵海水鱼类育苗中，若由于营养不良造

成仔鱼大量死亡，将使养殖户蒙受严重损失(殷名称, 

1991)。因此，了解掌握仔鱼营养转换期的摄食特性

和规律，有助于在苗种繁育过程中科学的进行饵料投

喂和管理。石斑鱼类仔鱼口径小，前期仔鱼游动能力

差，人工培育时，需要转换的饵料种类较多。在育苗

生产实践中，云纹石斑鱼开口 23 d 内常常由于营养问

题而发生大批量的死亡，从而导致其出苗率较低。因

此，本研究从刚孵化出膜的仔鱼着手，研究了在仔鱼

的营养转换期饥饿胁迫对其生长存活的影响，以期为

生产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1  材料与方法 

1.1  仔鱼来源及培育条件 

本研究于 2014 年 5 月在山东省莱州明波水产有

限公司进行。实验所用亲鱼为公司自养云纹石斑鱼种

鱼，经催产和人工授精获得受精卵。受精卵采用微充

气、微流水孵化，孵化水温为 2122℃，盐度为 2930。

仔鱼孵化出膜后，放到容量为 120 L 的圆柱形水桶中

进行培育，分为两组，一组为饥饿组，另一组为对照组，

每个实验组设置 3 个平行，各组培育条件均相同。饥

饿组实验过程中不予投喂饵料；对照组在仔鱼开口前

1 d 投喂经小球藻(Chlorella vulgaris)营养强化 SS 型轮

虫(Brachionus plicatilis)，饵料密度维持 1015 个/ml。 

1.2  方法 

1.2.1  初次摄食率的测定    仔鱼开口后，每隔 12 h

测试 1 次，从饥饿实验组中随机选取 30 尾仔鱼放入

盛有 1000 ml 海水的玻璃烧杯中，投喂饵料，密度为

1015 个/ml。投喂 2 h 后在尼康(Nikon)E200 显微镜

下观察仔鱼的摄食情况，解剖观察并统计消化道内饵

料的数目。每隔 12 h 随机取正常对照组和饥饿实验

组各 15 尾仔鱼，在显微镜下测量其全长卵黄囊长径、

卵黄囊短径、油球直径，消化道内有饵料的个体即为

摄食个体。仔鱼的初次摄食率=摄食个体数目/取样仔

鱼总尾数×100%(柴毅等, 2012)。 

1.2.2  不可逆点的确定    不可逆点以仔鱼的日龄

来表示(贾瑞锦等, 2014)。实验过程中测得仔鱼每天

的初次摄食率，得到其初次摄食率的最大值，当测得

饥饿组仔鱼的初次摄食率下降至最大初次摄食率的

一半时，即为仔鱼的不可逆点(PNR)。卵黄囊体积的

变化公式： 

V=4/3×(r/2)2×R/2(殷名称, 1991)， 

油球体积按圆球体积公式： 

V=4/3××(D/2)3(张海发等, 2009)， 

式中，R 表示卵黄囊长径，r 表示卵黄囊短径，

D 表示油球直径，近似计算。 

1.2.3  数据处理及分析    实验数据以平均值标准

差(Mean  SD)表示，用 SPSS 17.0 软件进行单因素方

差(ANOVA)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仔鱼生长变化及营养转换 

刚孵化出膜的云纹石斑鱼平均体长为 (2.220 

0.040) mm，鱼体透明，分布有少量的黑色素细胞，卵

黄囊较大且饱满，为淡黄色，占据鱼体的大部分体积，

长径为(0.7150.090) mm，短径为(0.5150.110) mm，

体积为(0.1030.050) mm3；油球位于卵黄囊后端，球

形，有折光性，直径为(0.1950.010) mm，体积为(0.004 

0.000) mm3；肠管较短，肛门与口为封闭状态。仔鱼

在经历内源性营养、混合营养和外源性营养时期时，

卵黄囊、油球、体长等都发生较大变化，其变化情况

见表 1。从表 1 可以看出，1 日龄内仔鱼的卵黄囊和

油球变化最大，消耗较明显；0.5 日龄仔鱼卵黄囊体

积为(0.0660.010) mm3，缩小到约为初孵仔鱼时期的

3/5，此时，油球体积为(0.0040.000) mm3，与初孵仔

鱼油球体积相差不大；仔鱼生长发育至 1 日龄时，卵

黄囊体积缩小至(0.0310.010) mm3，约为初孵仔鱼时

期的 1/3；此时油球体积为(0.0030.000) mm3，为初

孵仔鱼时期的 3/4；2 日龄时，仔鱼体长增加但尚未

开口摄食，卵黄囊和油球消耗进一步加剧，卵黄囊体

积缩小至初孵仔鱼时期的 1/10，油球体积缩小至初孵

仔鱼期的 1/2；2.5 日龄时，仔鱼体长明显减小，3 日

龄时体长又开始进一步增加，口窝形成且张开，仔鱼

开始主动摄食，进入到混合营养阶段；此时卵黄囊体

积为(0.0020.000) mm3，缩小至初孵仔鱼时期 1/57，

油球体积为初孵仔鱼期的 1/13。4 日龄仔鱼卵黄囊和

油球几乎消失殆尽，仔鱼口裂变大，胃肠蠕动有力，

摄食较明显。4.5 日龄仔鱼体长继续增加，胃含物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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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云纹石斑鱼仔鱼营养转换前后全长和油球、卵黄囊的变化 
Tab.1  Total length of larvae, size of yolk sac and oil globule of E. moara 

孵化后时间 
Day after 

hatching(d) 

仔鱼全长 
Total length(mm)

油球直径 
Diameter of oil 
globule(mm) 

油球体积 
Volume of oil 
globule(mm3) 

卵黄囊长径 
 Long diameter 
of yolk sac(mm)

卵黄囊短径 
Short diameter of 

yolk sac(mm) 

卵黄囊体积 
Volume of yolk 

sac(mm3) 

0 2.220±0.040 0.195±0.010 0.004±0.000 0.715±0.090 0.515±0.110 0.103±0.050 

0.5 2.612±0.100 0.194±0.010 0.004±0.000 0.594±0.020 0.461±0.030 0.066±0.010 

1.0 2.650±0.080 0.175±0.020 0.003±0.000 0.435±0.060 0.360±0.040 0.031±0.010 

1.5 2.711±0.060 0.171±0.020 0.003±0.000 0.425±0.040 0.350±0.030 0.027±0.010 

2.0 2.730±0.280 0.160±0.010 0.002±0.000 0.295±0.050 0.275±0.050 0.012±0.010 

2.5 2.646±0.220 0.146±0.020 0.002±0.000 0.254±0.030 0.225±0.030 0.007±0.000 

3.0 2.918±0.130 0.073±0.040 0 0.178±0.060 0.128±0.040 0.002±0.000 

3.5 2.920±0.070 0.070±0.030 0 0.065±0.070 0.055±0.060 0 

4.0 2.925±0.100 0.069±0.040 0 0.028±0.060 0.028±0.050 0 

4.5 2.948±0.090 0 0 0 0 0 

 
卵黄囊和油球消耗吸收完毕，云纹石斑鱼仔鱼进入外

源营养期。 

2.2  仔鱼初次摄食率和不可逆点的确立 

云纹石斑鱼进入摄食期(外源营养)之后，经不同

时间的饥饿胁迫后的初次摄食率变化：3 日龄仔鱼开

口，口裂宽为(2.1750.120) mm，较小，仅有轻微的

上下开合，仔鱼的游动能力和捕食能力都弱，无较明

显的摄食行为，仔鱼的初次摄食率为 30.77%；3.5 日

龄时，仔鱼进一步发育，胃肠开始蠕动，仔鱼口上下

开合频率变大，仔鱼的初次摄食率为 41.67%；5.5 日

龄仔鱼口裂变大，游动能力和捕食能力增强，初次摄

食率达到最大值为 66.67%；随后仔鱼的初次摄食率逐

渐下降，6.5 日龄时仔鱼的初次摄食率为 22.22%，其

初次摄食率低于初次摄食率最大值的 1/2，6 日龄仔

鱼进入不可逆点，即 PNR 期，即进入外源性营养期

的第 2 天。7.5 日龄仔鱼的初次摄食率为 0，8 日龄饥

饿组仔鱼全部死亡(图 1)。 

 

 
 

图 1  云纹石斑鱼仔鱼期初次摄食率的变化 

Fig.1  Variation of initial feeding rate of E. moara larvae 
 

2.3  饥饿组仔鱼摄食强度和形态变化 

云纹石斑鱼仔鱼孵化出膜后 3 d 开口摄食，摄食

期饥饿组仔鱼经不同饥饿时间后，其摄食强度的变化

如图 2。饥饿组仔鱼摄食强度的变化曲线与其仔鱼初

次摄食率的变化曲线相似，其摄食强度总的变化趋势

是先升高后下降，其具体变化是 3 日龄仔鱼刚开口，

仔鱼的摄食强度较低，平均每尾仔鱼仅摄食 1.31 个

SS 型轮虫，仔鱼主动摄食能力较差。随着仔鱼生长

发育，仔鱼泳动能力和捕食能力不断提高，仔鱼摄食

强度逐渐增加。5.5 日龄时，仔鱼的摄食强度最高，

平均每尾仔鱼能摄食 4 个 SS 型轮虫，其中，最多的

1 尾仔鱼摄食 18 个 SS 型轮虫。6 日龄仔鱼的摄食强

度逐渐下降，平均每尾仔鱼摄食 2 个 SS 型轮虫，7.5

日龄仔鱼的摄食强度降到最低，仔鱼摄食个数为 0。 

饥饿组仔鱼进入外源性营养期后，未及时从外界

获得营养物质和能量的出现游动速度较慢，鱼体较瘦

弱，静卧在池底不动；饥饿状态持续，出现内部器官

萎缩，鱼体畸形，负增长，甚至死亡等现象。图 3 是

饥饿组仔鱼与对照组仔鱼的形态对比。由图 3 可见，

对照组仔鱼形态正常，消化道内饵料饱满；饥饿组仔

鱼畸形较严重，脊椎弯曲，鳍膜破裂，内部器官萎缩， 

 

 
 

图 2  云纹石斑鱼饥饿组仔鱼开口后摄食强度变化 
Fig.2  Variation in feeding intensity of E. Moara larvae  

in unfed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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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云纹石斑鱼 7.5 龄仔鱼饥饿组与对照组形态对比 
Fig.3  Morphological comparison between the fed and unfed E. Moara larvae 7.5 days post hatching  

1、2 为对照组正常仔鱼；3、4、5、6 为饥饿组畸形仔鱼 
1、2 control group of normal larvae; 3、4、5、6 unfed group of abnormal larvae 

 
消化道内无饵料，仔鱼体长与对照组相比较短。 

3  讨论 

3.1  云纹石斑鱼仔鱼的初次摄食和混合营养期 

云纹石斑鱼仔鱼在生长发育过程中需要分别经

过内源性营养期、混合营养期和外源性营养期 3 个阶

段。在仔鱼建立完善的外源性营养之前必须经历一段

混合营养期，而其发生初次摄食的时间与鱼种、水温、

卵质、卵黄囊的吸收速度等多种因子相关(单秀娟等, 

2008)。仔鱼混合营养期的长短也因种类和环境因素

的不同而不同。大西洋鳟(Salma salar)卵径为 5.5 mm，

在水温为 12.4℃的条件下，41 日龄仔鱼才开口摄食，

卵黄囊在 71 日龄时才被吸收完毕(Hansen et al, 1985)，

莫桑比克罗非鱼 (Oreochromis mossambicus)卵径为

2.0 mm，在水温为 28℃的条件下，仔鱼在 67 日龄时

才开口摄食，卵黄囊在 15 日龄时被完全吸收(Rana, 

1985)，这两种鱼类属于大型卵质，因此，其开口摄

食时间延迟较长(单秀娟等, 2008)。云纹石斑鱼初孵

仔 鱼 卵 黄 囊 长 径 为 (0.7150.090) mm ， 短 径 为

(0.5150.110) mm，体积仅为(0.1030.050) mm3，属

于少卵黄鱼类。随着仔鱼的生长发育，卵黄囊被迅速

吸收消耗，1 日龄后卵黄囊体积仅为初孵仔鱼时期的

1/3；油球的消耗速度较卵黄囊慢一些，仅为初孵仔

鱼时期的 3/4；孵化后第 3 天，仔鱼已开口摄食，但

摄食能力较差，卵黄囊缩小为初孵仔鱼时期的 1/57；

4.5 日龄仔鱼卵黄囊和油球消耗完毕，仔鱼进入外源

性营养阶段。由此可见，云纹石斑鱼仔鱼的混合营养

期仅为 2.5 d。单秀娟等(2008)认为，用仔鱼开口摄食

到卵黄囊消耗完毕时间与仔鱼孵化出膜后到开口摄

食时间的比率来反映仔鱼的相对混合营养期，混合营

养期的长短(二者比率大于 1 为长，反之为短)进一步

反映仔鱼开口摄食的快慢。如红鳍东方鲀(Takifugu 
rubripes)仔鱼 4 日龄开始摄食，12 日龄卵黄囊完全吸

收，因此，仔鱼从开口摄食到卵黄囊完全吸收的时间

为 8 d，仔鱼孵化出膜到开口摄食的时间为 4 d，二者

的比例为 2꞉1(>1)(姜志强等，2002)；露斯塔野鲮(Labeo 
rohita)仔鱼从开口摄食到卵黄囊吸收完毕所用时间

与仔鱼孵化出膜到开口摄食所用时间的比值为 4꞉1(>1) 

(Mookeriji et al, 1999)；这些鱼类有较长时间的混合

营养期来提高摄食能力和积累摄食经验。但是，云纹

石斑鱼仔鱼从开口摄食到卵黄囊消耗完毕的时间为

2.5 d，仔鱼孵化出膜到开口摄食的时间为 3 d，二者

的比例为 5꞉6(＜1)，属于相对混合营养期较短的鱼类。

仔鱼在卵黄囊即将消耗尽前才开口摄食，混合营养期

较短，仔鱼需要相对较长的时间来提高摄食能力和捕

食经验，因此石斑鱼仔鱼属于容易遭受饥饿威胁的

鱼类。 

3.2  云纹石斑鱼仔鱼的 PNR 及饥饿状态下的生长发育 

仔鱼外源性营养的开始是与搜索、摄取活饵料相

关器官功能的形成以及相关的运动模式，特别是巡游

模式的建立是相适应的(强俊等, 2008)。PNR 主要是

从生态学的角度描述初次摄食仔鱼的耐饥饿能力，仔

鱼抵达该点的时间也受鱼卵孵化时间、卵黄容量和温

度的影响，孵化时间长、卵黄大、温度低，则该点出

现晚，反之则早(殷名称, 1991)。云纹石斑鱼仔鱼 3

日龄开口摄食，4.5 日龄卵黄囊和油球消失殆尽，此

时仔鱼必须从外界环境中获取营养物质来满足自身

生长发育的需求，在此期间，仔鱼必须从内源性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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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向外源性营养阶段过度，否则就会遭受到饥饿甚

至死亡的威胁。不同种鱼类的仔鱼进入 PNR 时期的

时间是不同的，斜带石斑鱼(Epinephelue coioides)仔鱼

进入 PNR 时期的时间是仔鱼孵化出膜后的第 5.5 天 

(张海发等, 2009)；点带石斑鱼(Epinephelue malabaricus)

仔鱼进入 PNR 时期的时间是仔鱼孵化后的第 8 天 

(邹记兴等, 2003)；条纹锯 (Centropristis striata)仔鱼

进入 PNR 时期的时间是孵化后第 5 天(贾瑞锦等, 

2014)；云纹石斑鱼仔鱼进入 PNR 的时间为孵化出膜

后第 6 天，7.5 日龄饥饿组仔鱼的初次摄食率为 0，8

日龄饥饿组仔鱼全部死亡，这说明云纹石斑鱼仔鱼的

PNR 时期与饥饿仔鱼完全死亡的时间很接近，仔鱼到

达不可逆点之后很快就会面临死亡的威胁。因此，在

生产实践中，在仔鱼进入外源性营养时期之前，应及

早投喂饵料使其积累捕食经验和建立巡游模式。 

Farris(1959)曾把 4 种海水鱼类卵黄囊期仔鱼的

生长划分为 3 个时期：初孵仔鱼时期的快速生长期，

卵黄囊消失前后的慢速生长期，不能建立外源性营养

时的负增长期，而云纹石斑鱼仔鱼卵黄囊时期全长的

生长与这 3 个时期大致相符。仔鱼在经历混合营养期

之后需要及时建立外源性营养，否则会遭受到死亡的

威胁。卵黄囊时期的仔鱼自身储存的营养物质和能

量，主要是用于提高自身的泳动和捕食能力，为建立

外源性营养而暂缓生长消耗(殷名称, 1991)。这点在

云纹石斑鱼卵黄囊时期仔鱼的生长过程当中得到了

体现，仔鱼在开口摄食之前出现了一定的负增长现

象，这是仔鱼为其快速建立外源性营养而主动暂缓了

自身生长发育对营养物质和能量的消耗。此外，卵黄

囊期仔鱼在饥饿胁迫下外部形态特征和行为发生了

明显的变化，体型比较瘦弱，游动能力较差，头后部

下陷等，饥饿仔鱼头部脂肪被代谢消耗，失去浮力，

给捕食增加难度，导致摄食量不足，致使鱼体较虚弱

并很快死亡，这与柳敏海等(2006)对点带石斑鱼仔鱼

以及 Don 等(2002)对牙鲆(Paralichthys olivaceus)的生长

和发育的研究结论一致。 

3.3  云纹石斑鱼仔鱼最适投喂时间 

掌握最佳的投喂时间在生产实践当中具有至关

重要的意义。投喂过早或过量同样会造成育苗过程中

仔鱼的大量死亡(宋兵等, 2003)。若过早投饵，仔鱼

尚未开口且消化器官发育不完善，因仔鱼不能摄食，

造成饵料的浪费；若投喂过晚，仔鱼到达 PNR 之后

仍无建立外源性营养，仔鱼非常虚弱无法进食，进而

导致仔鱼的死亡。云纹石斑鱼仔鱼 3 d 开口，相对混

合营养期较短，属于易受饥饿威胁的鱼类，因此，本

研究结果表明，云纹石斑鱼最适的投喂时间是孵化出

膜后的 2.53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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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ding and Growth of Epinephelus moara Larvae in the  
Process of Nourishing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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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wly hatched larvae do not have feeding activities. Instead, they obtain nutrients from the 

oil globule and yolk sac during the endogenous period. The oil globule and yolk sac are gradually 

consumed and absorb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rvae. Then the larvae start to feed on a combination 

of baits, the oil globule and yolk sac for energy, and their development progress into the mixed vegetative 

period. As the oil globule and yolk sac are fully consumed, the larvae develop into the exogenous 

vegetative stage when they acquire the nutrients solely from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Here we 

investigated the growth, feeding and survival of the Epinephelus moara. The larvae were divided into a 

fasting group and a control group. In the fasting group the larvae were deprived of feed, and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y were fed on the 3rd day after hatching. The feeding was conducted at temperature (23±0.5)℃ 

and salinity 2930. We found that the body length of the larvae grouper grew negatively, and that they 

started feeding on the 3rd days after hatching. The yolk sac and oil globules were exhausted on the 4.5 

day after hatching. We also found the initial feeding rate of the larvae changed over the days after 

hatching, first increased followed by a continuous decrease till 0 eventually. The maximum initial feeding 

rate (66.67%) appeared on the 5.5 day after hatching when the yolk sac and oil globules were completely 

exhausted. The initial feeding rate reduced to half of the peak value on the 6th day after hatching when the 

larvae reached PNR (point-of -no-return). Therefore the nutrition-mixture stage of the larvae lasted for 2.5 

days, and 3-6 days after hatching should be the crucial feeding period of the larvae. 

Key words    Epinephelus moara; Larvae; Starvation; Initial feeding rate; Point-of -no-re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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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安银鲫(Carassius auratus gibelio) 
卵黄囊期脂蛋白脂酶和肝脂酶基因的表达 

及葡萄糖、维生素 C 对其的影响* 

蒋左玉 1,2  姚俊杰 2①  熊铧龙 1,2  安  苗 2  朱忠胜 2  宋  娇 2 
(1. 贵州省瓮安县农村工作局  瓮安  550400；2. 贵州大学动物科学学院水产科学系   

高原山地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贵阳  550025) 

摘要    为了探讨普安银鲫(Carassius auratus gibelio)卵黄囊期脂蛋白脂酶(Lipoprotein lipase, LPL)

和肝脂酶(Hepatic lipase, HL)的表达特点及葡萄糖和维生素 C 溶液分别浸泡对它们的影响，本研究

采用荧光定量 PCR 技术检测 LPL 和 HL 基因在普安银鲫卵黄囊仔鱼发育中的表达情况及 mRNA 表

达水平，并检测了葡萄糖、维生素 C 对这两种基因 mRNA 表达量的影响。结果显示，LPL 和 HL
基因在普安银鲫内源营养期、混合营养期和外源营养期均有表达，且 LPL 和 HL mRNA 表达量呈上

升变化。葡萄糖组 LPL 和 HL mRNA 表达量呈上升变化，维生素 C 组也呈上升变化。在内源营养

期、混合营养期和外源营养期，葡萄糖能显著上调 LPL 和 HL mRNA 的表达量(P<0.05)；在内源营

养期、混合营养期和外源营养期，维生素 C 能显著上调 LPL mRNA 的表达量，而 HL mRNA 的表

达量在混合营养期和外源营养期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研究表明，普安银鲫发育至混合营养期

时，机体内脂质分解代谢增强。适宜水平的葡萄糖、维生素 C 能诱导 LPL 和 HL mRNA 的表达。 

关键词    普安银鲫；卵黄囊期；脂蛋白脂酶；肝脂酶；葡萄糖；维生素 C 

中图分类号 S9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5)06-0043-06 

卵黄物质的组分及比例是卵生鱼类胚胎发育和

卵黄囊仔鱼期发育的物质基础，会影响鱼类受精率、

孵化率及成活率，并对混合性营养期及外源性营养期

仔鱼的发育及成活起重要作用(宋志东等, 2014)。脂

质是卵黄物质的主要营养成分之一，作为最高的营养

素，在生理条件下，其含能是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的

2.25 倍左右(朱大世, 2005)1)。蒋左玉等(2014a)研究表

明，在普安银鲫卵黄囊仔鱼发育过程中，脂类作为此

发育阶段的主要能量来源而被代谢利用，这也见于其

他淡水鱼类的仔鱼发育过程中(Gunasekera et al, 1999; 

Cejasa et al, 2004)。脂蛋白脂酶(Lipoprotein lipase, 

LPL)是动物组织中脂肪沉积的关键酶，是甘油三酯降

解为甘油和游离脂肪酸反应的限速酶，在脂质代谢和

转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而肝脂酶(Hepatic lipase, 

HL)主要在肝脏中合成，作用于乳糜微粒、极低密度

脂蛋白代谢残粒及高密度脂蛋白中的甘油三酯和磷

脂的代谢，二者合称总脂酶(Total lipase, TL)。葡萄糖

作为一种广受关注的营养物质，在脂质代谢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它能通过调控脂质代谢酶相关基因的表达

来促进脂肪的合成、贮存及分解，进而影响脂肪的沉

积(符自英, 2008)2)。维生素 C(Vitamin C, Vc)是鱼、虾、

蟹不可或缺的一种营养素和免疫刺激剂，对维持机体 

abc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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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代谢、生长具有重要作用(Lightner et al, 1979)。

Hwang 等(2002)和颉志刚等(2003)研究表明，维生素 C

能通过参与肉碱的合成而间接促进脂质代谢，同时，

通过在脂质代谢中发挥抗氧化功能来阻断脂肪的氧

化链，防止脂质过氧化。 

普安银鲫(Carassius auratus gibelio)属鲤形目、鲤

科、鲤亚科、鲫鱼属，作为贵州省普安县青山镇一带

独特高原环境条件下形成的一种天然雌核发育鲫鱼，

相关学者已对其胚胎发育特点、胚胎发育中脂酶活性

变化特点、仔稚鱼生长特性、早期发育中消化道组织

学及酶活性等开展了研究(梁正其等, 2013; 姚俊杰等, 

2013; 蒋左玉等, 2014a、b、c; 熊铧龙等, 2014)。鉴

于此，本研究探究普安银鲫卵黄囊仔鱼发育过程中脂

蛋白脂酶和肝脂酶的基因的相对表达量及葡萄糖溶

液和维生素 C 溶液分别浸泡对其相对表达量的影响，

旨在初步了解普安银鲫卵黄囊期仔鱼的脂质利用规律。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实验在贵州省普安县普安银鲫原种场进行。普安

银鲫为母本，兴国红鲤(Cyprinus carpio)为父本，经

人工催产和干法异源授精后进行人工孵化，从受精卵

至外源营养期的整个发育过程均处于相同的实验环

境，待仔鱼发育至内源营养期、混合营养期和外源营

养期时，分别对正常组(对照组)、15 g/L 葡萄糖组和

30 mg/L 维生素 C 组取样。 

1.2  实验设计 

实验中根据前期实验结果(在 15 g/L 葡萄糖溶液、

30 mg/L 维生素 C 溶液中，仔鱼的孵化率及成活率最

高，仔鱼生长最快) (熊铧龙等, 2014)，分别设置葡萄

糖浓度为 0 g/L 和 15 g/L、维生素 C 浓度为 0 mg/L 和

30 mg/L 进行实验。将受精卵放置在 90 cm × 50 cm×   

55 cm 的水箱内孵化，孵化水体中卵(仔鱼)的平均密度

为 1000 粒/L(尾/L)，水温控制在 24℃，每 8 h 全部换

1 次同温度、同浓度的实验水。每个浓度设 3 个平行组。 

本实验设定 80%的胚胎发育至某个时期为取样

点，用显微镜和解剖镜连续观察，记录发育时间和发育

时期。仔鱼的内源营养期为 1 日龄，混合营养期为 2−3

日龄，外源营养期为 4–5 日龄(梁正其等, 2013; 姚俊杰

等, 2013)。在内源营养期(1 d)、混合营养期(3 d)及外

源营养期(5 d) 3 个时期分别取样，将样品用滤纸吸干

水分后放入 1.5 ml 的 Eppendorf 管中，将采集的所有

样品放入液氮中速冻，带回实验室后，于‒80℃低温

保存，用于后续实验。 

1.3  LPL 和 HL mRNA 表达量的测定 

利用 Trizol 法对普安银鲫不同时期仔鱼样品进

行总 RNA 提取，逆转录为 cDNA，以 β-actin 为内参

作为对照。采用 SYBR Green Ⅰ法对 LPL 和 HL 基因

mRNA 表达量进行相对定量分析。分别以 LPL、HL
和 β-actin 基因 PCR 纯化产物为模板，用 EASY 

Dilution 进行 10 倍梯度稀释，以扩增对应 LPL、HL
和 β-actin 基因的引物进行实时荧光定量 PCR 扩增，

建立标准曲线，获得标准曲线方程、扩增效率及曲线

拟合度。反应体系为 10 µl：Ultra SYBR Mixture (With 

ROX) 5 µl，Forward-primer (0.10 μg/μl) 0.2 μl，

Reverse-primer (0.10 μg/μl) 0.2 µl，ddH2O 2.6 µl，cDNA

模板 2.0 µl。实时荧光定量 PCR 反应程序：95℃预变性

3 min，95℃变性 10 s，退火温度退火 30 s，读板收集

荧光，42 个循环，最后从 65–95℃、按 0.5℃/s 升温，

得出熔解曲线，检测引物特异性。试验对所有样本进

行 3 个重复测定，并在每次试验时设阴性对照。引物

序列见表 1。 

1.4  数据分析  

采用 SPSS 17.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检验，结果用 

 
表 1  引物序列及扩增片段大小 

Tab.1  Primer sequences and sizes of amplified fragments 

基因 
Gene 

退火温度 

Tm(℃) 
引物序列 

Primer sequence(5′→3′) 
扩增长度 

Amplification size (bp) 
GenBank 登录号 

GenBank Accession No. 

β-actin 59 
F: TCCCTGTATGCCTCTGGTCGTA 
R: TGGTGAAGCTGTAGCCTCTCTC 

183 NM_181601.4 

LPL 55 
F: ATGGACGGTCACGGGTATGT 
R: ATGTAGGGTAGTGCTGTTGC 

127 FJ204474.1 

HL 55 
F: CCAGTGCGGACTTTCTTGAT 
R: CTCTTCATTGACTCCCTGTTA 

149 FJ4360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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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标准差表示(n=3)，P＜0.05 表示差异显著。实

验结果采用相对比较 Ct 法(Qr＝2Ct)分析，以内参

基因 β-actin 进行标准化校正。正常组中以内源营养

期为对照，3 个取样时间的数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和

Duncan 法多重比较；葡萄糖组和维生素 C 组均以正

常组相对应的时期为对照，数据进行组间差异 t 检验。 

2  结果 

2.1  普安银鲫卵黄囊仔鱼发育中 LPL 和 HL mRNA
的相对表达量 

普安银鲫卵黄囊仔鱼发育中 LPL和 HL mRNA的

表达水平见图 1。从内源营养期发育到外源营养期，

LPL mRNA 相对表达量显著上升(P<0.05)，混合营养

期和外源营养期的表达量分别为内源营养期的 1.351

倍和 1.519 倍。HL mRNA 表达量呈上升变化，从内

源营养期显著上升到混合营养期(P<0.05)，随之上升

到外源营养期，且混合营养期和外源营养期的表达量

分别为内源营养期的 1.454 倍和 1.525 倍。 
 

 
 

图 1  普安银鲫卵黄囊仔鱼发育中 LPL 和 

HL mRNA 的相对表达量 

Fig.1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LPL and HL mRNA during 
yolk-sac larva development of C. auratus gibelio 

相同基因不同上标字母表示显著差异(P<0.05) 

Different letters for same gene mean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2.2  葡萄糖、维生素 C 对普安银鲫卵黄囊仔鱼发育

中 LPL 和 HL mRNA 相对表达量的影响 

葡萄糖、维生素 C 对普安银鲫卵黄囊仔鱼发育中

LPL 和 HL mRNA 的表达量的影响见图 2。葡萄糖组

LPL 和 HL mRNA 表达量呈上升变化，维生素 C 组也

呈上升变化。在内源营养期、混合营养期和外源营养

期，葡萄糖能显著上调 LPL 和 HL mRNA 的表达量 

 
 

图 2  葡萄糖、维生素 C 对普安银鲫卵黄囊仔鱼发育中

LPL(A)和 HL(B) mRNA 相对表达量的影响 

Fig.2  Effects of glucose and Vitamin C on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LPL(A) and HL(B) mRNA during yolk-sac larva 

development of C. auratus gibelio 

同一时期图柱有不同上标字母表示组间差异显著(P<0.05) 

Different superscript letters in the same period of group mean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P<0.05)；在内源营养期、混合营养期和外源营养期，

维生素 C 能显著上调 LPL mRNA 的表达量，而 HL 

mRNA 的表达量在混合营养期和外源营养期显著高

于对照组(P<0.05)。 

3  讨论 

在脂质代谢中，参与合成与分解代谢的脂质均需

经过血液中的乳糜微粒和极低密度脂蛋白等多种脂

蛋白的携带完成转运，被转运的甘油三酯到达脂肪和

肌肉组织后，需由一系列酶及辅助因子的参与，分解

并释放出脂肪酸，在脂肪组织和肌肉的脂肪细胞中合

成脂肪贮存或氧化供能。在此过程中，LPL 发挥着关

键的调控作用，它通常以同源二聚体的形式，发挥甘

油三酯水解酶及在受体介导的脂蛋白摄入时作为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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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或桥接因子的双重功能(吉红等 , 2009)。Oku 等

(2006)和朱俊华等(2014)研究表明，LPL 基因存在营

养诱导性表达，饥饿、高脂食物均是其表达诱导因子。 

脂质作为高能量物质，当鱼类在饥饿状态时，机体能

量需求增多，机体会通过消耗脂肪或蛋白质以获得维

持生存的能量。为了满足能量的需要，将动员贮存于

脂肪组织细胞中的甘油三酯，产生游离脂肪酸和甘

油，从脂肪组织中扩散进入血液，产生能量，这一过

程主要是分解代谢(朱大世, 2005)1)。本研究结果表

明，LPL mRNA 表达量呈上升变化，在混合营养期时，

仔鱼虽已开口摄食，但由于该时期仔鱼的摄食器官和

消化器官均发育不太完善(梁正其等, 2013; 姚俊杰等, 

2013)，摄食能力和消化能力都较弱，因此，LPL 基

因在饥饿过程中表达水平增加，提示 LPL 在饥饿后

水解甘油三酯，为机体抵抗饥饿提供能量。仔鱼完全

转入外源营养以后，其摄食和消化能力有所加强  

(梁正其等, 2013)，外源营养的进入诱导了 LPL mRNA

的表达。HL 和 LPL 均属酯酶家族，合称总脂酶。HL

是血液循环中内源性甘油三酯代谢有关酶之一，具有

多种脂酶活性，几乎能水解各类脂蛋白中的甘油三

酯、甘油二酯、甘油一酯及磷脂。对瓯江彩鲤(Cyprinus 
carpio var. color)早期发育过程中 HL 活性的研究表

明，随早期发育的进行，其活性呈上升趋势，且由于

外源营养的诱导，使其活性在仔鱼发育到外源营养期

时达到最大值(朱俊华等, 2014)。本研究结果表明，

普安银鲫卵黄囊仔鱼发育中 HL mRNA 表达量呈上升

变化，这可能与仔鱼的各器官及系统(血液循环系统)

不断趋于完善，加之仔鱼开口摄食后外源营养物质进

入血液中为 HL 提供一定量的底物有关(梁正其等, 2013; 

姚俊杰等, 2013)，但具体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葡萄糖不仅是一个能量源，也能参与调控碳水化

合物和脂肪代谢(Dentin et al, 2005)。Brauge等(1995)

用放射性元素标记的葡萄糖喂虹鳟 (Oncorhynchus 
mykiss)，发现其可以把食物中的葡萄糖转化为体内的

脂肪来储存。而鱼类能够调节酶的合成与分泌来形成

新的代谢水平，以适应营养条件的改变。糖可通过刺

激脂肪分解相关酶的活性，加强脂肪的分解供能作用

(苗惠君等, 2014)。在吉富罗非鱼(Oreochromis niloticus)

幼鱼饲料中糖添加水平分别为 30%和 20%时，HL和 

 
 
 
 
 

LPL 活性均达到峰值，分别为 683.15 和 481.81 U/L 

(蒋利和等, 2013)，表明适宜的糖水平能提高脂质分

解酶活性来分解利用脂质，以确保机体内脂质代谢的

动态平衡。Sartippour等(2000)研究表明，葡萄糖能诱

导 LPL基因的表达。本研究结果表明，葡萄糖组 LPL
和 HL的 mRNA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其可能原因

为机体内脂质的代谢包括合成代谢和分解代谢，当机

体内合成代谢加强时，分解代谢也会随之增强。在高

糖条件下，LPL 的 mRNA 水平提高，会使 LPL对甘

油三酯(Triglyceride, TG)的水解加剧，减少 TG 的外

运，使更多的脂肪被组织利用和贮存 (符自英 , 

2008)2)，说明适宜水平的葡萄糖可以通过调节脂质代

谢酶的表达来维持机体内脂质代谢的动态平衡。 

研究表明，维生素 C 可促进蛋白质和脂质的良性

循环，促进能量代谢，同时，其可通过参与肉碱的合

成而间接促进脂质代谢(Hwang et al, 2002; 颉志刚等, 

2003)。本研究结果显示，维生素 C 组 LPL 和 HL 的

表达均高于对照组，其可能原因有三个：其一，采用

适宜浓度的维生素 C 溶液浸泡普安银鲫卵黄囊仔鱼，

降低了机体的损伤，提高了普安银鲫卵黄囊仔鱼的免

疫力，从而为整个发育过程中正常的代谢提供了保障

(蒋左玉等, 2014)；其二，维生素 C 可能在脂质代谢

中发挥了抗氧化功能(Hwang et al, 2002)；其三，维生

素 C 通过参与肉碱的合成而间接促进了脂质代谢，但

具体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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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Glucose and Vitamin C on the Gene Expression of  
Lipoprotein Lipase and Hepatic Lipase During the Developement of  

the Yolk-Sac Larva of Carassius auratus gibelio 

JIANG Zuoyu1,2, YAO Junjie2①
, XIONG Hualong1,2, AN Miao2, ZHU Zhongsheng2, SONG Jiao2 

(1. Rural Work Bureau of Wengan County, Guizhou Province, Wengan  550400; 2. Key Laboratory of Animal Genetics,  
Breeding and Reproduction in the Plateau Mountainous Region, Ministry of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Fisheries Science,  

College of Animal Sciences,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Abstract    In this study we investigated the expression patterns of lipoprotein lipase and hepatic lipase 

genes, as well as the effects of the glucose solution and the vitamin C solution on its regulation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yolk-sac larva of Carassius auratus gibelio. In the preliminary experiments, the 

membrane break time and hatching rates were recorded to determine the optimal concentrations of 

glucose and vitamin C. Solutions without (control group) and with glucose (optimal concentration 15 g/L 

glucose group) or vitamin C (optimal concentration 30 mg/L vitamin C group) were used for hatching, 

and the gene expression patterns of lipoprotein lipase and hepatic lipase were analyzed. Real-time PCR 

was applied to measure the mRNA level of lipoprotein lipase and hepatic lipase, and to test how glucose 

and vitamin C regulated the expression of two genes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yolk-sac larva. We 

found that genes of lipoprotein lipase and hepatic lipase were expressed at the endogenous nutrition stage, 

the mixed nutrition stage and the exogenous nutrition stage, and that the expression was increased over 

time. The mRNA levels of both lipoprotein lipase and hepatic lipase were up-regulated from the 

endogenous nutrition stage to the exogenous nutrition stage in the group treated with 15 g/L glucose 

(P<0.05). Similarly they were also re-regulated from the endogenous nutrition stage to the exogenous 

nutrition stage in the group treated with 30 mg/L vitamin C, which caused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expression of lipoprotein lipase mRNA during the yolk-sac larva developmental stage. Vitamin C 

increased the expression of hepatic lipase mRNA during the mixed nutrition stage and the exogenous 

nutrition stage (P<0.05). Our study suggested that the lipid catabolism of C. auratus gibelio increased 

during the mixed nutrition stage, and that appropriate concentrations of glucose (15 g/L) and vitamin C 

(30 mg/L) could induce the mRNA expression of lipoprotein lipase and hepatic lipase. 

Key words    Carassius auratus gibelio; Yolk-sac larva stage; Lipoprotein lipase; Hepatic lipase; 

Glucose; Vitamin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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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性鳗弧菌(Vibrio anguillarum) 

双重 PCR 与 LAMP 检测方法的建立* 

孙晶晶 1  高晓建 1  张晓君 1,2①  马丽娜 3①  阎斌伦 1 

白雪松 1  赵佳铭 1  毕可然 1  秦  蕾 1 
(1. 淮海工学院  连云港  222005；2. 扬州大学动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扬州  225009;  

3. 吉林大学再生医学研究所  长春  130021) 

摘要    本研究检测了分离自发病大菱鲆、半滑舌鳎及鲤鱼的 22 株病原鳗弧菌(Vibrio anguillarum)

毒力相关基因的携带情况，并建立了病原鳗弧菌的分子生物学检测方法。以 PCR 方法检测 8 个毒

力相关基因的分布，结果显示，22 株病原鳗弧菌均可扩增出 6 个基因(empA、vah1、vah4、flaA、

rtxA 和 tonB)目的条带，未扩增出 virA 和 angM 基因；针对 vah4 和 rtxA 设计引物进行双重 PCR 扩

增，同一 PCR 反应体系可扩增出两条目的条带，灵敏度为 2.4×103 CFU/ml，对照菌无任何扩增条

带；以 vah4 设计引物进行 LAMP 扩增，病原鳗弧菌可扩增出阶梯状条带，呈现阳性反应，6 株对

照菌无阶梯状扩增条带且呈现阴性反应，LAMP 扩增灵敏度为 2.4×101 CFU/ml。LAMP 检测灵敏度

是双重 PCR 的 100 倍，LAMP 技术与 PCR 比较，操作简便、快速、灵敏度高且不需昂贵仪器，LAMP

检测鳗弧菌的方法更适合于养殖生产实际应用。 

关键词    鳗弧菌；毒力相关基因；双重 PCR；环介导恒温扩增技术(LAMP) 

中图分类号 Q5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5)06-0049-07 

鳗弧菌 (Vibrio anguillarum)亦称鳗利斯顿氏菌

(Listonella anguillarum)，是海淡水环境及鱼体微生物

区系中的正常菌群，为条件致病菌；同时，鳗弧菌也

是引起鱼类弧菌病的高致病性的主要细菌性病原，当

水温适宜、营养丰富时，其数量剧增，宿主养殖密度

过大、应激状态如感染、损伤、低溶氧量时，常暴发

鳗弧菌病(Bolinches et al, 1986; Bowser et al, 1981)。

鳗弧菌可经消化道、鳃以及受损的皮肤侵入鱼体(Wang 

et al, 1998)，可导致牙鲆(Paralichthys olivaceus)、大

菱鲆(Scophthalmus maximus)、半滑舌鳎(Cynoglossus 
semilaevis)、鲈鱼(Lateolabrax japonicus)等多种鱼类

的败血症(莫照兰等, 2002; Mo et al, 2001; 张晓君等, 

2006、2009)。患病鱼体表最初出现局部褪色，鳍条、

鳍基部及鳃骨下部充血发红，肛门红肿，继而肌肉组

织有弥散性或点状出血，体表发黑，鳍基部出现溃烂；

消化道膨胀并充满液体，解剖时有明显的黄色粘稠腹

水，肠粘膜组织腐烂脱落，部分鱼肝脏坏死；个别病

鱼体表出现大面积的溃疡症状或局部膨胀病灶，膨隆

处肌肉溃烂，剪破皮肤有血脓状组织坏死物流出，发

展成为出血性败血症的病鱼大多在较短时间内(7 d)

死亡，死亡率为 30%–100%。此外，该病原菌能引起

世界范围内的多种贝类及甲壳类等发生相应的弧菌

病(Vibriosis)(吴后波等, 2001)。 

因此，明确鳗弧菌的毒力相关基因并以毒力基因

作为分子靶标建立快速检测方法，对鳗弧菌引起的水

产动物疾病的诊断、预防及治疗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abc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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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目前，国内外学者通过分子生物学水平的研究发

现，鳗弧菌的致病性是由许多毒力因子相互作用而形

成的一套复杂机制，这些毒力因子主要包括质粒编码

的铁吸收系统、细胞外溶血毒素、重复序列毒素、细

菌鞭毛蛋白、胞外蛋白酶、细胞表面成分等(Frans et al, 
2011)。本研究选取鳗弧菌的 8 个毒力基因分别为：

铁吸收系统核糖体多肽合成酶毒力因子 angM 基因、

铁离子弧菌素复合体转运毒力因子 tonB 基因、细胞

外溶血素毒力因子 vah1 和 vah4 基因、细菌鞭毛蛋白

毒力因子 flaA 基因、胞外锌金属蛋白酶侵袭因子

empA 基因、细胞表面成分抗原合成有关蛋白毒力因

子 virA 基因及重复序列毒素 rtxA 基因，检测了鳗弧

菌分离株中毒力基因的携带情况，建立了双重 PCR

与 LAMP 两种快速检测病原鳗弧菌的方法，并进行

了比较研究，旨在为水产养殖中病原鳗弧菌快速检测

及分子流行病学研究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菌株 

供试 22 株鳗弧菌分离自发病大菱鲆、半滑舌鳎

和鲤鱼(Cyprinus carpio)，已通过致病性、表型及分子

鉴定(张晓君等, 2006、2009)，本实验室保存供用；阴

性对照菌需钠弧菌(Vibrio natriegen)、哈氏弧菌(Vibrio 
harveyi)、美人鱼弧菌(Vibrio damsel)、霍乱弧菌(Vibrio 
cholera)、副溶血弧菌(Vibrio parahaemolyticus)、河口

弧菌(Vibrio aestuarianus)均分离自发病水生动物，本

实验室保存，菌株编号及来源见表 1。 

1.2  引物设计与合成 

根据文献及 GenBank 已收录的鳗弧菌毒力基因

序列，利用 Primer Premier 5.0 和 Oligo 6.0 软件设计

PCR 特异性引物(表 2)；以鳗弧菌毒力基因 vah4 为靶

序列，利用 Primer Explorer V4 软件设计 LAMP 4 条

特异性引物(表 2)，各引物均由上海生物工程技术 

公司合成。 

1.3  细菌模板 DNA 的制备 

将供试菌株接种于营养肉汤培养基中，28℃培养

18 h，取 2 ml 菌悬液，按照细菌基因组 DNA 提取试

剂盒(上海赛百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所述方法提取的

DNA 作为 PCR 及 LAMP 扩增模板，−20℃保存备用。 

1.4  毒力基因检测 

以表 2 中 PCR 引物分别对鳗弧菌及对照菌株

DNA 模板进行扩增。20 μl 反应体系：2×Power Taq 

PCR MasterMix 10 μl，正反引物各 0.5 μl，模板 DNA 

1 μl，无菌双蒸水 8 μl；扩增条件：95℃预变性 5 min；

95℃变性 1 min，复性 45 s(empA、vah1 和 vah4 复性

温度为 55℃，virA、flaA 和 angM 复性温度为 54℃，

rtxA 复性温度为 56℃，tonB 复性温度为 53℃)，72℃延

伸 1 min，循环 30 次；最后 72℃延伸 10 min，4℃保

温。扩增后的 PCR 产物，用 1.0%琼脂糖凝胶电泳。 

1.5  双重 PCR 及 LAMP 扩增条件的优化及特异性检测 

选择鳗弧菌 vah4 和 rtxA 基因的两对引物对模板

DNA 进行双重 PCR 扩增，优化引物浓度和退火温度，

确定鳗弧菌双重 PCR 最佳反应条件；以鳗弧菌 vah4

基因的外引物(F3 和 B3)和内引物(FIP 和 BIP)对模板

DNA 进行恒温扩增，优化出鳗弧菌 LAMP 最佳反应

条件。以需钠弧菌、哈氏弧菌、美人鱼弧菌、霍乱弧

菌、副溶血弧菌及河口弧菌作为对照菌株，检验引物

的特异性。LAMP 产物一部分用琼脂糖凝胶电泳检

测，另一部分加入 SYBR Green I 荧光染料后观察反

应液的颜色变化以判断结果。 

1.6  双重 PCR 及 LAMP 扩增的灵敏性检测 

以菌液稀释方法进行灵敏性试验。将鳗弧菌各菌 
 

表 1  供试菌株来源 
Tab.1  Origin of strains used in the study 

菌株编号 Strain No. 菌名 Species 来源 Origin 

S010610-1−S010610-10, S010623-1−S010623-10 鳗弧菌 V. anguillarum 大菱鲆 S. maximus 

BH1 鳗弧菌 V. anguillarum 半滑舌鳎 C. semilaevis 

LD080323 鳗弧菌 V. anguillarum 鲤鱼 Cyprinus carpio 

JGB080708-1 副溶血弧菌 V. parahaemolyticus 凡纳滨对虾 Litopenaeus vannamei 
S090801 哈氏弧菌 V. harveyi 矛尾复 虎鱼 Synechogobius hasta
ST1 美人鱼弧菌 V. damsela 半滑舌鳎 C. semilaevis 

JL120508 需钠弧菌 V. natriegen 日本对虾 Penaeus japonicus 

LD081008B-1 霍乱弧菌 V. cholerae 泥鳅 Misgurnus anguillicaudatus 

TS1 河口弧菌 V. aestuarianus 半滑舌鳎 C. semilaev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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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引物序列 
Tab.2  Sequence of primers 

基因 
Gene 

产物长度 
Product size(bp) 

引物序列 
Primers sequence (5′–3′) 

参考文献 Reference
/GenBank No. 

empA 248 
F: CCTTTAACCAAGTGGGCGTA 
R: CGATTTGTAAGGGCGACAAT 

陈吉祥等, 2005 

vah1 493 
F: TGCGCTATATTGTCGATTTCAGTT 
R: GCACCCGTTGTATCATCATCTAAG 

Rodkhum et al, 2006

vah4 603 
F: ATGAAAACCATACGCTCAGCATCT 
R: TCACGCTTGTTTTTGGTTTAAATGAAATCG 

Rodkhum et al, 2006

rtxA 441 
F: GCCTTCTTCGCCTAAACCT 
R: ATTCGCAGCCACTACCAG 

GenBank, EU155486

virA 468 
F: TTATTGGGCCTTTCGGATACTG 
R: CTGGGTAACCTGTCGGATTATC 

鲁雪, 20101) 

angM 500 
F: CCTGAAGTTGAGCCTCGTAAG 
R: CGCTTTGATGCTGAAGTTGAC 

鲁雪, 20101) 

flaA 435 
F: GTGCTGATGACTTCCGTATGG 
R: GCTCTGCCCGTTGTGAATC 

鲁雪, 20101) 

tonB 195 
F: GGCGTAGAAGGTTTCGTT 
R: CTCCACAGTCACGGTTTG 

GenBank, AY644719

F3: TTGACCAACCTGCCGATG 
B3: GCATCAAAGCATGCAGTGG 
FIP: ACGACCAAAAGAGGCCAGTTGATTTTCGCAGCGTTTTGATTGCC 

vah4 LAMP 

BIP: TCGGCGCTGCACTTTACTTTGATTTTCGTTGCTGTAAAAACGCACC 

GenBank, AB189397

 
株培养至对数生长期，平板计数。菌液 10 倍比梯度

稀释为 2.4×108、2.4×107、2.4×106、2.4×105、2.4×104、

2.4×103、2.4×102、2.4×101、2.4×100 CFU/ml，提取模

板 DNA 后按照上述建立的双重 PCR 与 LAMP 检测

方法进行灵敏性检测。 

1.7  鳗弧菌双重 PCR 与 LAMP 检测的应用 

取市场水产品泥鳅(Misgurnus anguillicaudatus)、

半滑舌鳎(C. semilaevis)、缢蛏(Sinonovacula constricat)、
中国明对虾(Fenneropenaeus chinensis)、日本囊对虾

(Marsupenaeus japonicus) 、 毛 蚶 (Scapharca 
subcrenata)、三疣梭子蟹(Portunus trituberculaftus)、文

蛤 (Lioconcha castrensis) 、 小 黄 鱼 (Larimichthys 
polyactis)、长牡蛎(Crassostrea gigas)肌肉组织匀浆，

匀浆液人工感染鳗弧菌，之后增菌培养 4 h。按照 1.3
方法提取 DNA，并按照 1.5 建立的双重 PCR 和 LAMP

方法检测，对照组为未染菌的肌肉组织匀浆液，琼脂

糖凝胶电泳和荧光染料 SYBR Green I 检测试验结果。 

2  结果 

2.1  鳗弧菌毒力基因 

分离自大菱鲆、半滑舌鳎和鲤鱼的 22 株病原鳗

弧菌基因组 DNA 均可扩增出 empA、vah1、vah4、flaA、

rtxA 及 tonB 基因条带，未扩增出 virA 和 angM 基因

条带，未加模板阴性对照无任何扩增条带，表明供试

22 株病原鳗弧菌携带 empA、vah1、vah4、flaA、rtxA
及 tonB 6 种毒力基因，这些分子标记可用于该菌的初

步检测，图 1 为选择的代表菌株 S010610-1 毒力基因

的检测结果。 
 

 
 

图 1  鳗弧菌毒力基因 PCR 扩增结果 
Fig.1  PCR amplification result of virulence  

genes of V. anguillarum 

M. DL2000; 1. vah1; 2. virA; 3. vah4; 4. rtxA; 5. angM; 6. 
tonB; 7. flaA; 8. empA; 9. 对照 Control 

                            

1) 鲁雪. 鳗弧菌 6 个毒力基因的多重 PCR 与基因芯片检测技术的建立以及创新检测技术的初步探索. 中国海洋大学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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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鳗弧菌双重 PCR 及 LAMP 检测方法的建立 

经过优化之后的双重 PCR 反应体系(20 µl)：2× 

Power Taq PCR MasterMix 10 µl，vah4 和 rtxA 两对正

反引物各 0.25 µl (10 μmol/L)，模板 1 µl，无菌双蒸水

8 µl；扩增条件：95℃预变性 5 min；94℃变性 1 min，

55℃退火 45 min，72℃延伸 1 min，30 次循环；72℃

延伸 10 min；4℃保温。 

经过优化之后的 LAMP 反应体系(25 µl)：10× 

Thermopol buffer 2.5 µl，dNTP 2.5 µl (10 mmol/L)，

Mg2+ 2 µl (25 mmol/L)，甜菜碱 4 µl (5 mol/L)，FIP、

BIP各 1.6 µl(10 µmol/L)，F3、B3各 0.2 µl (10 µmol/L)、

模板 DNA 1 µl、BstDNA 酶 1 µl (8000 U)、ddH2O 8.4 µl；

LAMP 的反应条件：65℃恒温保持 60 min，之后 80℃

终止反应 10 min。 

2.3  鳗弧菌双重 PCR 及 LAMP 的特异性 

双重 PCR 结果显示，鳗弧菌代表菌株 S010610-1

株基因组 DNA可扩增出 603和 441 bp两条目的条带，

而其他 6 株对照病原菌均未出现任何扩增条带(图 2)，

表明本研究建立的鳗弧菌双重 PCR 检测方法具有较

强的特异性。 
 

 
 

图 2  鳗弧菌双重 PCR 特异性检测结果 
Fig.2  Specificity of duplex PCR for detection of  

V. anguillarum 

M. DL2000; 1. vah4; 2. rtxA; 3. vah4, rtxA; 
4−9. 6 株对照菌 Six controls 

 

LAMP 扩增结果表明，鳗弧菌可扩增出阶梯状条

带，而其他 6 株病原菌均未扩增出任何条带(图 3)。

LAMP 反应液经 SYBR Green I 染色，可见鳗弧菌呈

现绿色的阳性反应，而其他 6 株对照病原菌均呈现橙

色的阴性反应(图 4)。该结果表明，所建立的鳗弧菌

LAMP 检测方法具有很好的特异性。 

2.4  鳗弧菌双重 PCR 及 LAMP 检测的灵敏度 

10 倍比系列稀释菌液提取 DNA 后按照 2.2 建立 

 
 

图 3  鳗弧菌 LAMP 特异性检测结果(电泳) 
Fig.3  Specificity of LAMP for detection of  

V. anguillarum(electrophoresis) 

M. DL2000; 1. 鳗弧菌; 2−7. 6 株对照菌 
M. DL2000; 1. V. anguillarum; 2−7. Six controls 

 

 
 

图 4  鳗弧菌 LAMP 特异性检测结果(SYBR Green I) 
Fig.4  Specificity of LAMP for detection of  

V. anguillarum(SYBR Green I) 

1. 鳗弧菌; 2−7. 6 株对照菌 
1. V. anguillarum; 2−7. Six controls 

 

的双重 PCR 及 LAMP 检测方法进行灵敏性检测，结果

显示，双重 PCR 菌体浓度自 2.4×108−2.4×103 CFU/ml

均可扩增出清晰条带(图 5)，表明本研究建立的双重

PCR 方法检测鳗弧菌灵敏度为 2.4×103 CFU/ml；

LAMP 检测的结果显示，菌体浓度自 2.4×108−2.4×101 

CFU/ml 均可扩增出清晰的阶梯状条带(图 6)，且反应

液中加入 SYBR Green I 荧光染料后呈现明显的绿色

阳性反应(图 7)，表明本研究建立的 LAMP 检测鳗弧

菌灵敏度为 2.4×101 CFU/ml。 

2.5  鳗弧菌双重 PCR 与 LAMP 检测应用 

人工染菌的 10 种水产品组织匀浆增菌液，提取

DNA 后分别进行双重 PCR 和 LAMP 检测。双重 PCR

和 LAMP 检测电泳结果显示，人工染菌组均呈现阳

性扩增，未染菌组均无电泳条带(图 8、图 9)；LAMP

反应液中加入 SYBR Green I 染色，可见人工染菌组呈

现绿色阳性反应，未染菌组呈现橙色阴性反应(图 10)。

该结果表明，双重 PCR 与 LAMP 两种方法均能将感

染鳗弧菌的样品准确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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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鳗弧菌双重 PCR 检测方法的灵敏性 
Fig.5  Sensitivity of duplex PCR for detection of  

V. anguillarum 

M. DL2000; 1−8. vah4 和 rtxA 扩增片段(菌液 10 倍系列稀

释为 2.4×108−2.4×101 CFU/ml); 9. 对照 
M. DL2000; 1−8. Amplified fragments of vah4 and rtxA 

(serially diluted: 2.4×108−2.4×101 CFU/ml);  
9. Control 

 

 
 

图 6  鳗弧菌 LAMP 检测方法的灵敏性(电泳) 
Fig.6  Sensitivity of LAMP methods for detection of  

V. anguillarum(electrophoresis) 

M. DL2000; 1−8. 扩增片段(菌液 10 倍系列稀释为

2.4×108−2.4×101 CFU/ml); 9. 对照 
M. DL2000; 1−8. Amplified fragments (serially diluted: 

2.4×108−2.4×101 CFU/ml); 9. Control 
 

 
 

图 7  鳗弧菌 LAMP 检测方法的灵敏性( SYBR Green I) 
Fig.7  Sensitivity of LAMP method for detection of  

V. anguillarum (SYBR Green I) 

M. DL2000; 1−8. LAMP 扩增(菌液 10 倍系列稀释为

2.4×108−2.4×101 CFU/ml); 9. 对照 
M. DL2000; 1−8. Amplified fragments of LAMP (serially 

diluted: 2.4×108−2.4×101CFU/ml); 9. Control 
 

3  讨论 

鳗弧菌广泛存在于沿岸海水、沉积物和海洋动物

体中，是海水鱼、虾、贝类的一种常见的细菌性病原。

本研究选取鳗弧菌 8 个毒力基因 angM、tonB、vah1、

vah4、flaA、empA、virA、rtxA，检测了本实验室保

存的分离自半滑舌鳎、大菱鲆和鲤鱼的 22 株病原鳗

弧菌毒力基因的携带情况，结果显示，22 株病原鳗

弧菌基因组 DNA 均可扩增出 empA、vah1、vah4、flaA、

rtxA、tonB 基因目的条带，而没有扩增出 virA 和 angM
基因目的条带，可能供试菌株不表达 virA 和 angM 两

种基因调控的毒力蛋白，病原鳗弧菌携带的 empA、

vah1、vah4、flaA、rtxA、tonB 6 种毒力基因，可用

于该菌的初步检测。溶血素(Hemolysin)和重复序列毒

素(Repeat in toxin, RTX)是鳗弧菌产生的两个重要毒

力因子，在鳗弧菌的致病性上发挥重要作用，本研究

选择调控溶血素和重复序列毒素的 vah4 和 rtxA 两种 

 

 
 

图 8  鳗弧菌的双重 PCR 检测应用 
Fig.8  Application of duplex PCR for detection of V. anguillarum 

M. DL2000; 1−10. 10 种水产品染菌组织匀浆增菌液; 11−20. 10 种水产品未染菌组织匀浆液 
M. DL2000; 1−10. Bacterial enrichment of 10 aquatic products; 11−20. Bacterial no-enric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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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鳗弧菌的 LAMP 检测应用(电泳) 
Fig.9  Application of LAMP for detection of V. anguillarum (electrophoresis) 

M. DL2000; 1−10. 10 种水产品染菌组织匀浆增菌液; 11−20. 10 种水产品未染菌组织匀浆液 
M. DL2000; 1−10. Bacterial enrichment of 10 aquatic products; 11−20. Bacterial no-enrichment 

 

 
 

图 10  鳗弧菌的 LAMP 检测应用(SYBR Green I) 
Fig.10  Application of LAMP for detection of V. anguillarum (SYBR Green I) 

M. DL2000; 1−10. 10 种水产品染菌组织匀浆增菌液; 11−20. 10 种水产品未染菌组织匀浆液 
M. DL2000; 1−10. Bacterial enrichment of 10 aquatic products; 11−20. Bacterial no-enrichment 

 
毒力基因，设计两对特异性引物建立双重 PCR 检测

方法，其特异性强，检测灵敏度为 2.4×103 CFU/ml；

以溶血素毒力基因 vah4 为分子靶标设计的 4 条引物

(FIP、BIP、F3、B3)建立 LAMP 检测方法，其灵敏度

为 2.4×101 CFU/ml，LAMP 检测方法的灵敏度是双重

PCR 方法的 100 倍，双重 PCR 与 LAMP 对人工感染

鳗弧菌的 10 种水产品检测应用试验，证明了所建立

的双重 PCR 与 LAMP 两种检测方法均能将感染鳗弧

菌的样品准确检出。 

有关鳗弧菌的分子检测技术，国内外学者已多有

报道，陈吉祥等(2005)用金属蛋白酶基因和溶血素基

因建立了鳗弧菌的 PCR 检测方法；鲁雪(2010)1)用 6

个毒力基因建立了鳗弧菌的多重 PCR 检测方法；Xiao

等(2009)用 empA 基因建立了鳗弧菌的 PCR 检测方

法；Gao 等(2010)以 empA 基因建立了鳗弧菌的 LAMP

检测方法，这些检测技术为水产养殖中病原鳗弧菌快

速检测及分子流行病学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本研究以 vah4 和 rtxA 两种毒力基因建立了鳗弧菌的

双重 PCR 及 LAMP 检测方法，并对两种检测方法进

行了分析比较，两种检测方法均具有较好的特异性和

灵敏性，以人工染菌的 10 种水产品进行的双重 PCR

和 LAMP 检测，人工染菌组均呈现阳性扩增，对照

组呈阴性，表明本研究建立的双重 PCR 与 LAMP 两

种检测方法在实际应用中的可行性，为病原鳗弧菌养

殖场快速检测及分子流行病学研究奠定了基础。检测

过程中注意外源性 DNA 污染问题，避免出现假阳性

结果。LAMP 技术与 PCR 比较，操作简便、耗时短，

不需要精密的仪器，检测结果可以用肉眼观察或浊度

仪检测反应管中的沉淀(焦磷酸镁沉淀)或向扩增管中

加入嵌入剂 SYBR Green I 通过颜色变化来判断扩增

结果等优点，但由于 LAMP 扩增的阳性反应呈现弥

散和一些低分子质量的带，一旦产生非特异性扩增， 
                            

1) 鲁雪. 鳗弧菌 6 个毒力基因的多重 PCR 与基因芯片检测技术的建立以及创新检测技术的初步探索. 中国海洋大学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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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不易鉴别，因此，设计及筛选引物时，应特别关注

反应的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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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ction of Pathogenic Vibrio anguillarum by Using Duplex  
PCR and LAMP Assays 

SUN Jingjing1, GAO Xiaojian1, ZHANG Xiaojun1,2①
, MA Lina3①, YAN Binlun1,  

BAI Xuesong1, ZHAO Jiaming1, BI Keran1, QIN Lei1 
(1. Huaiha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Lianyungang  222005; 2. College of Anim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009; 3. Jilin University, School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Changchun  130021) 

Abstract    Vibrio anguillarum widely exists in aquatic environments and has been recognized as one 
of the prominent waterborne pathogens that undermine the aquaculture industry worldwide. In this study, 
we investigated the prevalent distribution of eight virulence-associated genes in the V. anguillarum strains 
isolated from Scophthalmus maximus, Cynoglossus semilaevis and Cyprinus carpio, and improved the 
detection of V. anguillarum by using duplex PCR and LAMP assays. Six genes (empA, vah1, vah4, flaA, 
rtxA, and tonB) were detected in all 22 pathogenic strains of V. anguillarum, but virA and angM were not 
detected. The duplex PCR assay was established with vah4 and rtxA genes as molecular markers. Two 
gene fragments from the chromosomal DNA of V. anguillarum were detected in one PCR reaction with 
the detection limit of 2.4×103 CFU/ml. The assay in 6 other control strains generated negative results. The 
LAMP assay was established with vah4 as the molecular marker. The positive reaction was shown as 
stair-step amplified bands and the detection limit was 2.4×101 CFU/ml. The assay produced negative 
reactions in 6 types of control pathogenic bacteria (no amplified bands). The LAMP method was 100 
times more sensitive than the PCR method. Therefore we concluded that the LAMP assay could be a 
sensitive, rapid and simple tool for the detection of V. anguillarum, and recommend to employ this 
method in the early diagnosis of V. anguillarum infection in aquatic animals. 
Key words    Vibrio anguillarum; Virulence gene; Duplex PCR; L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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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明对虾(Fenneropenaeus chinensis) 
Tetraspanin-3 与 WSSV 的体外相互作用* 

关广阔 1,2  刘庆慧 2,3①  黄  倢 2,3 
(1. 上海海洋大学  上海  20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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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traspanin-3 是四跨膜蛋白超家族的一员，在信号转导和免疫等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本

研究将中国明对虾(Fenneropenaeus chinensis) Tetraspanin-3 (FcT3)的大胞外环区(Large extracellular 

loop, LEL)基因片段克隆，与原核表达载体 pBAD/gⅢA 连接，获得重组表达载体 pBAD/gⅢA-T3L，

转化入大肠杆菌 TOP 10 中，用 L-阿拉伯糖(L-Arab)诱导并经钴离子亲和层析纯化得到重组蛋白。

质谱分析显示，纯化的重组蛋白为 FcT3。用地高辛将 FcT3L 标记并与 WSSV 作用，Far-western 分

析显示，FcT3L 与 VP26 结合。ELISA 实验结果显示，FcT3L 与 VP26 蛋白的相互作用随 VP26 量的

增加而增强。推测 FcT3 通过与 VP26 作用介导病毒核衣壳的入胞过程。 

关键词    中国明对虾; Tetraspanin-3; WSSV; 相互作用 

中图分类号 S9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5)06-0056-07 

对虾白斑综合征病毒(White spot syndrome virus, 

WSSV)自 20 世纪 90 年代被发现以来，在世界范围

内给对虾养殖业造成了巨大损失(Chou et al, 1995; 

黄倢等, 1995; Zhan et al, 1998)。WSSV 具有宿主范围

广、致死率高等特点(何建国等, 1999)，国内外学者

针对 WSSV 的致病机理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

明显的进展，但限于 WSSV 基因组的复杂性，WSSV

如何利用宿主分子进行感染尚有许多未知之处。 

Tetraspanin-3 蛋白是四跨膜蛋白超家族的一员，

该超家族蛋白在细胞膜表面进行四次跨膜，在细胞膜

外侧形成大、小两个胞外环(Large Extracellar Loop, 

LEL 和 Small Extracellar Loop, SEL)及在细胞膜内侧

形成 N 端和 C 端末部，且各区域表现出不同的功能

(Maecker et al, 1997)。LEL 区主要介导蛋白与蛋白间

的相互作用(Stipp et al, 2003)。四跨膜蛋白参与细胞

活化、增殖、粘附、分化等过程，此外，在病毒侵染、

癌症和免疫过程中也起到重要作用(Hemler, 2003;  

Meerloo et al, 1992)。Todd 等(1998)从人 cDNA 库中鉴

定并测序得到 Tetraspanin-3 序列。Wang 等(2010)首

次从中国明对虾(Fenneropenaeus chinensis)中克隆得

到 Tetraspanin-3 (FcT3)，荧光定量分析显示，其表达

量在 WSSV 侵染后明显上调。Gui 等(2012)通过 FcT3

抗体中和及 RNAi 技术证明，封闭 FcT3 的 LEL 区可

以抑制 WSSV 的侵染，说明 FcT3 蛋白可能在 WSSV

侵染中起重要作用，但 FcT3 是否直接通过与 WSSV

作用进而参与 WSSV 的感染尚不清楚。本研究将 FcT3

蛋白 LEL 区(FcT3L)进行原核表达，利用 Far-western

及 ELISA 技术筛选出 FcT3 与 WSSV 的相互作用蛋

白，为深入探讨 FcT3 介导 WSSV 的感染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WSSV、表达载体 pBAD/gⅢA 由中国水产科学

abc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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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海水养殖生物疾病控制与分

子病理学实验室保存；大肠杆菌 TOP10 感受态细胞、

海 洋 动 物 组 织 基 因 组 DNA 提 取 试 剂 盒 购 自

TIANGEN 公司；Taq 酶、RNAiso、PrimerScript RT 

Reagent Kit with gDNA Eraser 及 DNA 标准(DNA 

Marker DL2000)购自 TaKaRa 公司；T4 DNA Ligase、

限制性内切酶 XhoⅠ、XbaⅠ及蛋白 Marker 购自

Thermo 公司；地高辛(DIG)购自 Roche 公司；氨苄青

霉素、L-阿拉伯糖 (L-Arab)、质粒小提试剂盒购自

Solarbio 公司；胶回收试剂盒购自 ZYMO 公司。 

1.2  实验方法 

1.2.1  中国明对虾肌肉 cDNA 合成    剪取中国明

对虾肌肉组织，加入 RNAiso，依照 RNAiso 试剂盒

说明书提取 RNA。提取的 RNA 用 PrimeScript RT 

Reagent Kit With gDNA Eraser 试剂盒进行反转录成

cDNA，−20℃保存备用。 

1.2.2  FcT3L 基因的克隆    根据 GenBank 公布的

中国明对虾 T3 (FcT3) mRNA 序列(EF032649)，用

Primer Premier 5.0 软件设计引物，并分别于上下游引

物添加限制性内切酶 XhoⅠ和 XbaⅠ酶切位点，引物

序列为：F: 5-GACTCGAGACCGATGAAGCTGAA-

GA-3；R: 5-CGTCTAGAGCATTCTGCAGATCATC-3。
以反转录的 cDNA 为模板，PCR 扩增目的基因。PCR

程序为：25 µl 体系，94℃，预变性 5 min；94℃ 30 s，

55℃ 30 s，72℃ 30 s，扩增 35 个循环；72℃延伸 7 min。

PCR 产物经 1%琼脂糖凝胶电泳，目的条带用胶回收

试剂盒回收纯化。 

1.2.3  重组表达载体 pBAD/gⅢA-T3L 的构建    用

XbaⅠ和 XhoⅠ对已纯化的目的条带及载体 pBAD/g

ⅢA 进行双酶切，酶切后进行 1%琼脂糖凝胶电泳，

胶回收目的条带，用 T4 连接酶连接目的片段及载体，

将重组载体转化到 E. coli TOP 10 感受态细胞中，涂

布 LB 平板(氨苄青霉素浓度为 50 μg/ml)，在 37℃培

养 14 h 后，挑取单克隆菌落至 LB 液体培养基中(氨

苄青霉素浓度为 50 μg/ml)培养，菌落 PCR 检测重组

转化结果，选取阳性菌液送上海生工生物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测序。 

1.2.4  重组载体 pBAD/gⅢA-T3L 的诱导表达    将

测序正确的菌液以 1%比例接种至 LB 培养基中(氨苄青

霉素浓度为 50 µg/ml)扩大培养，37℃振荡培养 5 h 后

(OD600 nm=0.5−0.6)，添加 L-阿拉伯糖至终浓度为 0.2 g/L，

继续诱导表达 4 h。8000 r/min 离心 5 min，收集菌体，

加入 PBS 重悬后超声波破碎，破碎液进行 SDS-PAGE

检测分析。以未诱导的重组菌体破碎液作为对照。 

1.2.5  Co2+亲和层析纯化蛋白    破碎液经 12000 r/min

离心 15 min，收集沉淀，将沉淀用 A 液(含 6 mol/L

盐酸胍)溶解后，于 4℃条件下，12000 r/min 离心 10 min，

收集上清液，上清液分别经 0.8 µm 和 0.45 µm 滤膜

过滤。将树脂装入层析柱中，先用 PBS 平衡洗柱，

用 A 液将紫外吸收峰洗至 0，加入蛋白上清液，先用

A 液将峰值洗脱至 0，然后用 150 mmol/L 咪唑洗脱，

收集重组蛋白，尿素梯度复性液中复性透析，

SDS-PAGE 分析纯化结果。 

1.2.6  质谱分析    MALDI-TOF-MS 考染样品的酶

解与混合肽段提取：用手术刀准确切割经 SDS-PAGE

分离后的蛋白质亚基条带，置于小离心管中。加入

100 µl 50%乙腈+50 mmol/L 碳酸氢铵，将之脱色 20 min

左右；重复此步骤两次；加入 100 µl 100%乙腈，干

胶约 10 min；然后弃去乙腈，放入烘箱中 37℃条件

下 5−10 min；加入 12.5 ng/μl 的 Trypsin 酶溶液 5−10 µl，

置于 4℃冰箱中 30 min，取出后于 37℃条件下酶解过

夜；加入 60 µl 50%乙腈＋0.1% TFA，常温下放置

30−40 min，将溶液转移至 96 孔板中，重复 2−3 次；

然后将此肽段溶液于氮气流下吹干浓缩，备用。 

MALDI-TOF-MS 鉴定：重新将干燥肽段溶解于

0.7 µl 0.5 g/L CHCA 溶液(溶剂，0.1% TFA＋50% ACN)

中，然后将其点到 MALDI 靶板上，自然干燥。用 4700

串联飞行时间质谱仪[4700 Proteomics Analyzer (TOF/ 

TOFTM) (Applied Biosystems, 美国)]进行质谱分析，

将质谱所得所有肽段的质量数及其 MS/MS 图谱(碎

片离子质量数)用 Mascot (网址: http: www.matrixscie-

nce.com, Matrix Science Ltd, UK)中的搜索功能(MS/MS 

Ions Search)与数据库中相应肽段的理论质量数以及

其 MS/MS 裂解图谱进行相关性比较、检索、鉴定。 

1.2.7  DIG 标记 FcT3L 及 VP26    用枪头取少量

DIG 粉末溶于 DMSO 中，分别加入纯化的 FcT3L 和

VP26 蛋白，旋转混合仪中混匀 2 h，4℃ PBS 溶液中

透析，去除过量的 DIG。 

1.2.8  Far-western 分析 FcT3L 与 WSSV 蛋白的相互作

用    将已提纯的 WSSV 病毒液进行 15% SDS-PAGE

后，转印至 PVDF 膜上，4℃条件下封闭液(PBS+5% 

BSA)中封闭过夜，PBS-T 清洗后加入 FcT3L 蛋白，4℃

条件下孵育 12 h，PBS-T 清洗后加入 1∶5000 稀释的

HRP-6×His 抗体，于 4℃条件下孵育过夜，PBS-T 清洗

后用 DAB 试剂盒显色。将已表达纯化的 WSSV 重组

蛋白 VP26、VP28C、VP28N、VP37 按上述方法转印至

PVDF 膜上，4℃条件下封闭液中封闭过夜，PBS-T 清

洗后加入 DIG 标记的 FcT3L 蛋白，4℃条件下孵育 12 h，

PBS-T 清洗后加入 Anti-DIG-AP (1∶3000)，4℃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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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育过夜，PBS-T 清洗后用 BCIP/NBT 显色液显色。 

1.2.9  ELISA 检测 VP26 与 FcT3L 的相互作用    用

包被液将纯化的重组蛋白 FcT3L 稀释为 0.02 µg/µl，

向 96 孔板的每孔中加入 50 µl 稀释液，4℃过夜包板。

PBST 清洗后，加入封闭液，37℃封闭 2 h，PBST 洗

板。加入 50 μl 含不同总量的 DIG-VP26 蛋白(50 µl

中所含蛋白总量分别为 0.01、0.1、1.0、5.0 µg)，37℃

孵育 2 h，PBST 洗板。加入碱性磷酸酶(AP)标记的抗

DIG 抗体(Anti-DIG-AP, 1∶5000 稀释)，37℃孵育 2 h，

PBST 洗板后，加入 50 µl PNPP 显色液，室温下至出

现明显颜色时，加入 0.3 mol/L 的 NaOH (50 µl)中止

反应。酶标仪测定 405 nm 处吸光度值。同时设 BSA

为阴性对照组，每组设 3 个平行。P/N 计算公式：

P/N=(OD405 nm−OD405 nm 空白)/ (OD405 nm BSA−OD405 nm 空白)。 

2  结果 

2.1  重组表达载体 pBAD/gⅢA-T3L 的构建 

用设计的引物进行 PCR 扩增，电泳结果显示，

扩增片段为 300 bp，与理论值一致(图 1)。将 PCR 扩

增产物经胶回收纯化及双酶切后，与酶切的 pBAD/g

ⅢA 质粒连接并转化感受态细胞 TOP10 中，菌落 PCR

结果显示(图 2)，在 500 bp 左右有目的条带，初步确

定为阳性克隆。将 PCR 阳性克隆进行测序，测序结

果显示，重组体序列正确。 

2.2  基因表达产物的分析 

将诱导后的菌液进行超声波破碎后，将破碎液进 
 

 
 

图 1  PCR 扩增 FcT3L 
Fig.1  PCR amplication of FcT3L  

M: DNA Marker DL2000; 1: 阴性对照 Negative control;  
2: FcT3L 

 
 

图 2  菌落 PCR 结果 
Fig.2  PCR result of the clony 

M: DNA 标准品 DL2000; 1: 阴性对照; 2−3: 重组 FcT3L 
M: DNA Marker DL2000; 1: Negative control; 2−3: 

Recombinant FcT3L 
 

行 SDS-PAGE 电泳，以未诱导菌液为对照。电泳结果

显示，与未诱导菌液相比，诱导菌液在分子量约为

20 kDa 出现明显诱导蛋白带(图 3)。将目的条带切胶

进行质谱分析，结果表明，该蛋白为中国明对虾

Tetraspanin-3(表 1)。 

2.3  目的蛋白的纯化 

表达载体 pBAD/gⅢA 上带有 6×His 标签，可利 
 

 
 

图 3  SDS-PAGE 分析在 E. coli 中表达的 FcT3L 
Fig.3  SDS-PAGE analysis of FcT3L expressed in E. coli 

M: 蛋白分子质量标准; 1: 未诱导的重组 FcT3L;  

2: 诱导重 FcT3L 
M. Protein molecular weight Marker; 1: Recombinant FcT3L 

before induction; 2: Induced recombinant FcT3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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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FcT3L 质谱分析结果 
Tab.1  Results of MS analysis of FcT3L 

肽段分子量 
Observed Mr of 

peptide 

肽段实验分子量 
Expected Mr of peptide 

肽段理论分子量
Calculated Mr of 

peptide 

起始位点
Start 

position

终止位点
End 

position

肽段 
Peptide 

902.4186 901.4113 901.4869 131 138 SLDLAQQK 

1094.3867 1093.3794 1093.4685 139 148 LHCCGVDGYK 

1514.6532 1513.6459 1513.7599 188 200 QTIYIQGCYQAVK 

1641.6505 1640.6432 1640.7682 117 130 VFNEYGQQDEALTK 

3437.3577 3437.3577 3436.9567 2 33 GFFSKFALFVLNFIVFGVGVATVVLASIFISK

 
用 Co2+亲和层析法对其进行纯化，洗脱液经尿素梯度

复性后得到正确折叠的蛋白，然后进行 SDS-PAGE

检测分析，结果显示，经纯化的蛋白纯度较高，可用

于进一步实验(图 4)。 

2.4  FcT3L 与 WSSV 结构蛋白的相互作用 

将纯化的 WSSV 病毒经 SDS-PAGE 分离后转印

到 PVDF 膜上，与 FcT3L 蛋白孵育，然后再与 6×His

抗体孵育后显色发现，FcT3L 与 VP26 有条带显色(图

5)。为进一步验证与 FcT3L 相作用的病毒蛋白，将已

表达纯化的 VP26、VP28C、VP28N 和 VP37 蛋白进

行 SDS-PAGE 并转印，与 DIG 标记的 FcT3L 蛋白孵

育后，用 DIG 抗体孵育显色。结果显示，只有 VP26

条带处显色，而 VP28C、VP28N 和 VP37 条带处没有

显色，说明这 3 种蛋白与 FcT3L 没有相互作用，只有

VP26 与 FcT3L 有相互作用(图 6)。 

 
 

图 4  SDS-PAGE 分析纯化的 FcT3L 
Fig.4  SDS-PAGE analysis of purified FcT3L 

M: 蛋白分子质量标准; 1: 纯化后的 FcT3L 
M: Protein molecular weight Marker; 1: Purified FcT3L 

 

 
 

图 5  FcT3L 与 WSSV 的相互作用分析 

Fig.5  Interaction between FcT3L and WSSV protein 

A: SDS-PAGE 结果; B: Far-western blot 结果 

M: 蛋白分子质量标准; 1: BSA; 2:WSSV 

A: Profile of SDS-PAGE; B: Far-western blot analysis 
M: Protein molecular weight Marker; 1: BSA; 2: WS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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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FcT3L 与 WSSV 重组蛋白的相互作用 
Fig.6  Interaction of FcT3L with recombinant protein of WSSV 

C: SDS-PAGE 结果; D: Far-western blot 结果 

M: 蛋白分子质量标准；1: VP26；2: VP28C; 3: VP28N; 4: VP37 
C: Profile of SDS-PAGE; D: Far-western blot analysis 

M: Protein molecular weight Marker; 1: VP26; 2: VP28C; 3: VP28N; 4: VP37 

 
2.5  ELISA 分析 

通过将 FcT3L 蛋白包板与 DIG 标记的 VP26 蛋白

相互作用，并与 Anti-DIG-AP 抗体孵育后经 pNPP 显

色进行 ELISA 分析。结果显示，FcT3L 与 VP26 蛋白

的相互作用随 VP26 蛋白量的增加而增强，当 VP26 为

0.01 µg 时，P/N 值仅为 1.61，VP26 增加至 0.1 µg 时，

P/N 值为 4.46，当 VP26 蛋白量达到 1 µg 时，相互作

用达到最高值(P/N=11.63)，继续增加 VP26 用量，P/N
值不再随之增加(图 7)，表明两蛋白的结合达到饱和。 

 

 
 

图 7  ELISA 分析 VP26 与 FcT3L 蛋白的相互作用 
Fig.7  ELISA analysis of VP26 interaction with FcT3L 

 

3  讨论  

蛋白与蛋白的特异性结合是病毒与宿主细胞相

互作用的分子基础。病原蛋白与宿主蛋白相互作用是

诱发感染、致病的关键环节。WSSV 感染宿主是多分

子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已报道包括 Rab7 (Sritun-

yalucksana et al, 2006)、β-整联蛋白(Li et al, 2007)、β-

肌动蛋白(Xie et al, 2005; Liu et al, 2011)、几丁质结合

蛋白(Chen et al, 2009)、热休克蛋白 70(Xu et al, 
2009)、F1 和 F0-ATP 合成酶(Liang et al, 2010; Li et al, 
2013)、凝集素(Zhao et al, 2009)、抑制素(Lan et al, 
2013)、精氨酸激酶(Ma et al, 2014)和腺嘌呤核苷转移

酶(Ma et al, 2014)等诸多宿主蛋白与白斑综合征病毒

结构蛋白存在相互作用，参与病毒的侵染过程。但

WSSV 借助宿主哪些分子穿过细胞膜进入宿主细胞

内感染宿主尚不清楚。 

本研究通过将 FcT3L 区域进行原核表达，纯化获

得重组蛋白。Far-western 实验结果显示，FcT3L 重组

蛋白可以特异性地与 VP26 蛋白相互作用，而与 VP28

及 VP37 则无结合作用。进一步用 ELISA 方法分析显

示，FcT3L 与 VP26 蛋白的相互作用随 VP26 蛋白量

的增加而增强。VP26 蛋白被认为是一种主要的被膜

蛋白，连接囊膜蛋白和核衣壳(Tsai et al, 2006)。主要

囊膜蛋白 VP37 和核衣壳蛋白 VP51 被鉴定出与 VP26

存在相互作用关系，三者可能通过形成复合体起到稳

定病毒结构的作用(Wan et al, 2008; Liu et al, 2009)。

Xie 等(2005)和 Liu 等(2013)报道，VP26 蛋白与 β 肌

动蛋白存在相互作用，而 β 肌动蛋白在细胞内物质和

器官运输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并被报道参与到一些病

毒的入侵、细胞内转运和释放等过程中(Gouin et al, 
2005)，因此，VP26 通过与核衣壳蛋白相互作用引导

病毒核衣壳进入细胞内部。本研究进一步发现，FcT3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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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VP26 存在相互作用，推测 VP26 可能通过与 FcT3

相互作用引导 WSSV 核衣壳入胞，并进一步与 β 肌

动蛋白相互作用完成病毒核衣壳向细胞核部位的转

运过程，具体分子机制还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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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ction of Tetraspanin-3 in Fenneropenaeus chinensis  
with WSSV in vitro 

GUAN Guangkuo1,2, LIU Qinghui2,3①
, HUANG Jie2,3 

(1.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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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te spot syndrome virus (WSSV) is a widespread and disastrous viral pathogen of 

cultured shrimp that infects many different species of crustaceans. Tetraspanin-3 protein belongs to the 

tetraspanin superfamily,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ignal transduction and immune process. 

Increasing evidence has shown that tetraspanins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virus invasion, penetration and 

fusion events. Antibody to the large extracellular loop (LEL) of Tetraspanin-3 of Fenneropenaeus 
chinensis can block the WSSV infection. However, whether the F. chinensis Tetraspanin-3 is involved 

directly with WSSV remained largely unknown. In this research, we cloned the LEL fragment of 

Tetraspanin-3 from shrimp F. chinensis (FcT3L) and ligated it with prokaryotic expression vector pBAD/g

ⅢA to get recombinant expression vector pBAD/gⅢA-FcT3L. After transformed into E. coli (TOP 10) 

and induced using the L-arabinose, we successfully obtained the pure recombinant protein using Co2+ 

affinity chromatography purification. Mass spectrometry analysis showed the correctness of the 

recombinant protein. Moreover, FcT3L was labeled with DIG and incubated with WSSV an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FcT3L can interact with VP26. Furthermore, recombinant VP26, VP28N, VP28C and VP37 

were separated by SDS-PAGE and transferred to PVDF membranes. After incubating with DIG-labeled 

FcT3L, a positive band was shown with VP26. To confirm the interaction of FcT3L with VP26, FcT3L was 

coated with 96-well plates and different amount of VP26 was added. ELISA assay showed tha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FcT3L and VP26 grew stronger with the increasing concentration of FcT3L. Results 

suggested that VP26 might bind to the Tetraspanin-3 and act to help the WSSV diffuse and penetrate into 

the cytoplasm. The detailed mechanism needs further investigation. 

Key words    Tetraspanin-3; Fenneropenaeus chinensis; WSSV;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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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家系水平的凡纳滨对虾 

(Litopenaeus vannamei)保种群体 

出肉率与表型性状的相关性分析* 

柴  展 1,2  栾  生 2  罗  坤 2  孔  杰 2①  许圣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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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海壬水产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  266071) 

摘要    本研究从家系水平上比较凡纳滨对虾(Litopenaeus vannamei)保种群体出肉率的差异，评估

出肉率性状的选择潜力，寻找替代出肉率的间接选择性状，可为出肉率性状的遗传改良提供技术参

数。2012 年，保种群体养殖 350 d 后，测定 42 个家系(2094 尾凡纳滨对虾)的 8 个表型性状(净肉重、

体重、头胸甲长、腹节长、头胸甲-腹节长、体长、全长、肥满度)，然后将虾杀死，剖取虾肉，计

算出肉率；利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比较不同家系间出肉率的差异；计算各表型性状与出肉率之间

的相关系数，利用逐步回归方法构建表型性状对出肉率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结果显示，凡纳滨对

虾家系出肉率的均值为(53.59±3.26)%，分布范围为 50.25%−59.51%，变异系数为 6.08%，家系间差

异达到极显著水平(P<0.01)；在 8 个表型性状中，与出肉率的相关性 高的 3 个性状分别为净肉重

(r=0.478)、头胸甲-腹节长(r=0.376)和腹节长(r=0.370)；在表型性状对出肉率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中，

包括头胸甲-腹节长、体重和头胸甲-腹节长/全长 3 个性状，预测方程的决定系数为 0.172。本研究

首次在家系水平上表明，凡纳滨对虾保种群体家系间出肉率差异显著，但遗传变异度较低，为提高

遗传进展，需进一步持续收集外部种质资源群体，并对出肉率进行家系间和家系内选择，以便获得期

望的遗传进展。已测定表型性状与出肉率均处于中低度线性相关水平，初步获得与出肉率中度相关

的间接选择性状；已构建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预测出肉率的准确度较低，因此，应进一步采用新的

技术如超声波、核磁共振等，测定肌肉横截面积、腹节周长等新的性状，提高预测出肉率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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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纳滨对虾 (Litopenaeus vannamei)是我国重要

的对虾养殖品种，2012 年海淡水养殖产量达 145 万 t，

占我国对虾总产量的 90.4%(农业部渔业局, 2013)。凡

纳滨对虾壳薄体肥、肉质鲜嫩，深受国内外消费者的

喜爱。然而，占凡纳滨对虾体重 40%以上的头胸甲部

分无法食用，仅腹节部分可直接食用或加工为虾仁

(王锭安等, 2010)。因此，净肉重占体重比例(即出肉

率)越高，其经济价值越大。不同物种的出肉率存在

差异，罗氏沼虾(Macrobrachium rosenbergii) (Hung et al, 
2014)、小龙虾和龙虾(Silva et al, 2010)等其他甲壳类

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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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的出肉率分别为 37%−45%、15%−45%；即使是同

一物种，不同研究者的报道也存在一定差异，如陈晓

汉等(2001)测定了凡纳滨对虾的出肉率，其变化范围

为 53.03%−53.81%，与 Kim 等(2011)报道的变化范围

(52.1%−53.0%)相近，但低于 Briggs 等(2004)报道的

范围(66%−68%)。 

为了准确测定鱼虾个体的出肉率，通常需要杀死

受试个体，但这种方法意味着无法实施家系内个体选

择，只能进行家系间选择，因为出肉率高的个体已经

被杀死，只能选择它的同胞个体留种(Sang et al, 2009)。

由此可见，家系间选择通常意味着无法实现遗传进展

最大化，因此，寻找与“出肉率”这一参数值相关的形

态性状，建立准确的预测方程成为育种研究中的一个

重要内容。目前，已在鲈鱼(Bosworth et al, 1998)、鲤

鱼(Cyprinus carpio) (Cibert et al, 1999)、养殖鲶鱼

(Bosworth et al, 2001)、罗非鱼(董在杰等, 2010)等物

种中，报道了体重、体高、体长、体宽等性状与出肉

率和净肉重的相关性；也已经报道了克氏原螯虾

(Procambarus clarkii)、红螯螯虾(Cherax quadricarinatus) 
(安丽等, 2012)和凡纳滨对虾(李刚等, 2007)出肉率和

形态性状的相关性，并建立了预测方程。 

国内已报道的凡纳滨对虾出肉率测定结果，主要

是从个体水平上进行分析，目前尚未见基于家系水平

的大样本出肉率的测定报道。本研究选取了相同饲养

条件下 42 个凡纳滨对虾家系，共计约 2094 尾凡纳滨

对虾成虾，进行了出肉率和表型性状测定，从家系和

个体水平上分析出肉率差异，尝试建立表型性状对出

肉率性状的回归方程，以期为开展凡纳滨对虾出肉率

性状的遗传评估提供基础数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凡纳滨对虾保种群体家系构建和养殖管理 

奠基者群体为 2012 年引入国内的 8 个凡纳滨对

虾亲本群体。将引进的亲虾进行免疫检验、隔离保种，

每尾亲虾经过眼柄环标记后，放入虾池中强化培育。

2012 年 3 月，挑选性腺发育成熟亲虾，利用定向交

尾技术，通过巢式设计(2 尾雄虾与 1 尾雌虾交配；   

1 尾雌虾与 2 尾雄虾交配)成功建立全同胞家系。每个

家系移入孵化车间独立的 170 L 孵化桶，水温 30℃孵

化，全部家系生产周期为 24 d。 

每个家系孵出幼体后，随机留取 1000 尾在 170 L

孵化桶内继续培育至仔虾。期间的饵料主要包括角毛

藻、虾片、螺旋藻、卤虫和配合饲料等。每 4 h 喂      

1 次，投喂量和投喂比例根据凡纳滨对虾不同发育阶

段进行调整。每天换水，换水量逐渐增加，仔虾阶段

换水量达到 100%。仔虾平均体重达到 3 g 后，每个家

系随机抽取 90 尾，单独移入 1 个正方形水泥池(1.2 m 

× 1.2 m × 0.8 m)养殖，作为保种群体。养殖期间，各

家系水质控制、饵料投喂和日常管理等方面均按照标

准化程序保持一致，降低各家系环境间的差异。家系

个体平均日龄达到 350 d 时，随机选取 42 个家系(每

个家系测定样本数大于 30 尾)，共计约 2094 尾凡纳

滨对虾作为实验材料，测定表型性状和出肉率。 

1.2  测量方法 

1.2.1  凡纳滨对虾保种群体表型性状的测量    先

将虾体用滤纸吸干表面水分，在电子天平上测定体重

(BW)，然后使用直尺测量全长(TL)、体长(BL)、头胸

甲长(CL)、腹节长(SL)和头胸甲-腹节长(ESL) 5 个表

型性状。其中，体长是指从眼柄基部到尾脊末端的长

度；全长是指从额剑前端至尾脊末端的长度；头胸甲

长是指从眼柄基部到头胸甲后缘的长度；腹节长是指

全部 6 个腹节的长度；头胸甲-腹节长是指从眼柄基

部到第 6 腹节的长度。 

肥满度(CF)： 3100 /CF BW BL   

1.2.2  凡纳滨对虾保种群体出肉率的测定    去除

虾壳、附肢、鳃、胃等非肌肉部分，用滤纸吸干肌肉

表面的水分，然后在电子天平上称重，即净肉重(FW)，

并计算出肉率( FY )： 

( / ) 100%FY FW BW   

所有虾肉均为同一熟练工人剖取，避免人为因素

导致净肉重不同。 

1.3  数据处理 

使用 Excel 对实验数据进行初步整理，然后采用

SPSS 17.0 对凡纳滨对虾表型性状和出肉率进行统计

性描述、方差分析、相关以及逐步回归分析，并建立

多元线性回归方程。 

为进一步综合考虑不同表型性状，将各表型性状

两两组合的比值作为新的性状，纳入相关和逐步回归

分析中，主要包括 SL/ESL、BL/TL、CL/TL、SL/TL、
ESL/TL、CL/BL、SL/BL、ESL/BL 和 CL/SL 等 9 个比

值性状。 

2  结果 

2.1  凡纳滨对虾保种群体表型性状和出肉率的统计

性描述 

凡纳滨对虾保种群体出肉率和表型性状数据统

计性描述值见表 1。净肉重和体重的分布范围分别为

3.20−31.60 g和 6.80−56.10 g，变异系数分别为 3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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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凡纳滨对虾保种群体表型和出肉率性状的统计性描述 
Tab.1  Statistical description of phenotypic and fillet yield traits for the conservation population of L. vannamei 

性状 Traits 
均值 
Mean 

极小值 
Minimum 

极大值 
Maximum 

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 

变异系数 
Variable coefficient(%)

出肉率 Fillet yield (%) 53.59 33.17 68.46 3.26 6.08 

净肉重 Fillet weight (g) 14.21 3.20 31.60 4.54 31.91 

体重 Body weight (g) 26.37 6.80 56.10 7.72 29.28 

头胸甲长 Carapace length (cm) 3.51 2.30 4.80 0.36 10.17 

腹节长 Segment length (cm) 7.79 5.00 12.30 0.77 9.87 

头胸甲-腹节长 ESL (cm) 11.31 7.30 15.60 1.07 9.43 

体长 Body length (cm) 13.08 8.50 21.10 1.19 9.11 

全长 Total length (cm) 15.12 10.20 19.70 1.32 8.73 

肥满度 Condition factor (g/cm3) 1.16 0.87 1.92 0.09 8.07 

 
和 29.28%，个体间有较大差异。出肉率的均值为

53.59%，标准差为 3.26%，变异系数为 6.08%，个体

间差异小。从变异系数看，出肉率的遗传改良速度要

低于体重和净肉重。 

2.2  凡纳滨对虾保种群体家系出肉率性能的比较 

凡纳滨对虾保种群体 42 个家系出肉率的统计性

描述见表 2。每个家系出肉率的变异系数的分布范围

在 3.10%−11.05%之间。家系出肉率均值分布范围在

50.25%−59.51%之间，均值为(53.57±1.94)%，变异系

数为 3.52%。家系出肉率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见表 

3，家系间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P<0.01)，对出肉率进

行家系间选择可能具有较大的选择潜力。 

2.3  凡纳滨对虾保种群体表型与出肉率性状的相关性 

从表 4 可以看出，净肉重与出肉率相关系数最大

(r=0.478)，其次为头胸甲-腹节长、腹节长、全长、

体长、头胸甲长、体重(0.314≤r≤0.376)，肥满度与

出肉率的相关性最低 (r=−0.064)。在比值性状中，

ESL/TL、SL/TL 与出肉率的相关性最高，分别为 0.117、

0.109，二者与净肉重的相关性也是比值性状中最高

的，分别达到 0.195、0.164。 

 
表 2  凡纳滨对虾 42 个全同胞家系出肉率性能比较 

Tab.2  Comparison of fillet yield performance of different families of L. vannamei 

家系编号 
Family No. 

个体数 
Number of  

individuals (ind.) 

均值 
Mean (%)

极小值 
Minimum (%)

极大值 
Maximum (%)

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 (%) 

变异系数 
Variable  

coefficient (%) 

F31519 48 59.51 50.72 63.41 2.53 4.26 

F31813 39 58.87 49.09 64.34 2.83 4.81 

F31921 44 57.04 48.17 61.89 3.44 6.03 

F31506 41 56.93 51.55 61.43 2.45 4.30 

F31518 78 55.67 48.45 68.46 2.67 4.80 

F31604 30 55.59 50.49 61.66 3.18 5.71 

F31721 52 55.38 45.14 61.61 2.72 4.92 

F31520 61 54.92 49.13 59.20 1.78 3.24 

F31621 44 54.71 49.22 61.18 2.67 4.89 

F32514 48 54.18 49.46 65.27 2.57 4.74 

F32413 50 54.14 42.32 60.00 2.78 5.13 

F32101 34 53.96 50.20 57.55 2.16 4.00 

F32418 84 53.95 48.43 66.49 2.51 4.66 

F31609 31 53.76 50.22 59.33 2.00 3.72 

F31903 34 53.71 49.59 58.82 2.18 4.06 

F31710 55 53.70 47.21 59.09 2.35 4.38 

F31712 48 53.66 49.84 66.26 2.79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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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家系编号 
Family No. 

个体数 
Number of  

individuals (ind.) 

均值 
Mean (%)

极小值 
Minimum (%)

极大值 
Maximum (%)

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 (%) 

变异系数 
Variable  

coefficient (%) 

F31405 69 53.63 48.31 59.43 2.33 4.35 

F31410 47 53.58 47.38 58.69 2.18 4.07 

F31511 53 53.52 46.93 61.00 2.56 4.78 

F31515 69 53.40 47.57 60.91 2.26 4.23 

F32001 47 53.25 48.53 59.23 2.20 4.12 

F31411 65 53.22 46.47 57.43 1.93 3.63 

F32010 45 53.21 50.00 57.04 1.81 3.41 

F31608 60 53.02 49.24 64.90 2.37 4.47 

F31809 54 52.99 47.67 60.15 2.36 4.46 

F31504 48 52.85 47.01 57.14 2.44 4.61 

F31701 41 52.57 48.11 58.02 2.41 4.58 

F32107 71 52.53 42.64 57.21 2.75 5.22 

F32421 68 52.45 37.82 59.07 3.01 5.74 

F31803 35 52.29 39.08 58.66 3.43 6.55 

F31909 79 52.19 46.86 66.67 3.04 5.82 

F31706 55 52.15 42.86 67.11 3.73 7.16 

F32316 30 52.14 48.65 56.61 1.87 3.58 

F32308 41 52.10 43.73 59.49 3.63 6.97 

F31507 48 52.07 43.22 63.08 3.04 5.84 

F31517 40 51.89 48.45 55.18 1.61 3.10 

F32002 53 51.81 47.50 56.14 2.01 3.87 

F31616 46 51.23 36.90 59.12 4.19 8.17 

F32415 45 51.22 43.59 58.10 3.41 6.66 

F32506 34 51.03 43.75 57.91 3.59 7.03 

F31901 30 50.25 33.17 64.97 5.55 11.05 

均值 Mean 50 53.57   2.70 5.06 

变异系数 
Variable coefficient 

 3.52     

 
表 3  凡纳滨对虾 42 个全同胞家系的出肉率单因素方差分析 

Tab.3  ANOVA analysis of fillet yield among 42 full-sib families of L. vannamei 

变异来源 Sources 平方和 Quadratic sum 自由度 Degree of freedom 均方 Mean square F P 

家系间 Between families 0.683 41 0.017 22.204 0 

家系内 Within families 1.540 2052 0.001   

总计 Total 2.223 2093    

 
2.4  凡纳滨对虾保种群体出肉率多元线性回归方程

的建立 

选择 BW、CL、SL、ESL、BL、TL、CF、SL/ESL、
BL/TL、CL/TL、SL/TL、ESL/TL、CL/BL、SL/BL、ESL/BL、
CL/SL 等表型性状，通过逐步回归法，初步构建了 4

个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尽管净肉重与出肉率的相关性

最高，但由于获得该性状值要杀死个体，因此，无法

作为间接选择性状纳入回归方程中。综合多重共线

性、决定系数、偏回归系数、方程截距、标准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以及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结果等参数，获

得表型性状对出肉率的最优多元线性回归方程： 

y = 0.440+0.032 ESL−0.003 BW−0.257 ESL/TL 

该方程决定系数为 0.172，ESL、BW 和 ESL/TL 这

3 个自变量偏回归系数的统计性检验均达到显著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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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P<0.05)。 

3  讨论 

3.1 凡纳滨对虾保种群体出肉率比较分析 

本研究中，凡纳滨对虾 2012 年保种群体出肉率

的均值为(53.59±3.26)%，接近 Jory(2012)报道的海水

虾类出肉率范围(56%−63%)。同一种对虾，处于不同

的生长发育阶段，其出肉率可能存在差异。在已报道

的凡纳滨对虾出肉率研究中，所分析样本的平均体重

或平均净肉重分别为 4.55−9.31 g (陈晓汉等, 2001)、

4.20−14.69 g (田丽等, 2013)、21.9−23.6 g (Kim et al, 
2011)和 6.26 g (李刚等, 2007)，低于本研究测定样品

的规格[平均体重为(26.37±7.72) g，最大值为 61.80 g]。

而 20−25 g 是凡纳滨对虾性腺开始发育的一个临界点，

而本研究中超过 25 g 的对虾占总测试虾的 49.8%，由

此推测，体重的值越大，一部分能量可能转换为性腺，

导致出肉率降低。 

在出肉率的测定过程中，不同的工人由于其操作

熟练程度、个人习惯差异等原因，也会造成出肉率的

差异。使用 6 种解剖方法测定尼罗罗非鱼的出肉率，

即使是同一种鱼，不同的剖肉方法，所获得的出肉率

也不相同(Souza et al, 2002)。即使是同一种对虾，不

同的品系之间，出肉率也存在差异(Rutten et al, 2004; 

Peterman et al, 2012)。 

在本研究中，家系间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P<0.01)，

但是，42 个家系出肉率均值分布范围在 50.25%−59.51%

之间，家系间出肉率的变异系数仅为 3.52%，表明凡

纳滨对虾出肉率测定群体的遗传变异度较低。因此，

为进一步提高出肉率的遗传进展，仍需进一步引入外

部种质资源群体。 

3.2  凡纳滨对虾保种群体出肉率和形态性状的相关

性回归分析 

本研究中，与出肉率性状相关性最高的性状为净

肉重(r=0.478)。然而，获取净肉重需要杀死个体，出

肉率高的个体无法作为候选亲本，只能选择其同胞个

体参与下一世代家系构建，降低了选择的准确度和遗

传进展。因此，获取除了净肉重外与出肉率相关性较

高的可直接测量性状尤为关键。本研究中，与出肉率

相关性较高的表型性状依次是头胸甲-腹节长、腹节

长、全长、体长、头胸甲-腹节长、腹节长与全长，相

关系数的范围为 0.314−0.378。在克氏原螯虾和红螯螯

虾出肉率和可量性状的相关性分析中(安丽等, 2012)，

发现第一腹节宽与克氏原螯虾出肉率的相关性最高

(r=0.370)；姜巨峰等(2010)在丁鱼岁、川鲶的出肉率

与可量性状相关性研究中发现，与丁鱼岁出肉率最相

关的性状为鱼的体高(r=0.577)。在已报道的凡纳滨对

虾、克氏原螯虾和红螯螯虾(安丽等, 2012)以及尼罗

罗非鱼(董在杰等, 2010)的出肉率研究中，尚未发现

与出肉率高度线性相关的可直接测量性状(r≥0.8)。 

本研究首次根据凡纳滨对虾表型性状及其比值

建立了出肉率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尽管所得方程的

决定系数较低(R2=0.17)，略高于国外学者由 4 个变量

(体长、体高、体宽和头长)得到预测尼罗罗非鱼方程

的决定系数(R2=0.15) (Rutten et al, 2004)。然而，在鱼

类育种中，已经建立了出肉率预测准确度较高的多元

线性回归方程，Sang 等(2009)利用鱼体的 4 个部位的

长、高、宽、体积、周长等性状研究了鲶鱼的出肉率，

得到出肉率的预测方程的决定系数 R2 高达 0.77；在

养殖鲶鱼中利用超声图像方法得到出肉率的预测方

程的决定系数 R2=0.56 (Bosworth et al, 2001)，比利用

传统方法研究的尼罗罗非鱼出肉率预测方程的决定

系数(R2=0.14) (Pires et al, 2006)要高得多。受测定性

状和解剖方法限制，本研究已构建的多元线性回归方

程预测出肉率的准确度较低，下一步应考虑采用新的

技术如超声波、核磁共振等，测定肌肉横截面积、腹

节周长等新的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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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 Analysis of Fillet Yield with Phenotypic Traits for Families  
from Conservation Population of Litopenaeus vannamei 

CHAI Zhan1,2, LUAN Sheng2, LUO Kun2, KONG Jie2①
, XU Shengyu3 

(1. College of Fisheries and Life Science, Dalian Ocean University, Dalian  116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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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ingdao Higene Aquabreeding Technology CO., LTD, Qingdao  266071) 

Abstract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on Pacific white shrimp (Litopenaeus vannamei) was to evaluate 

the fillet yield performance of different families in the conservation population. A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equation of fillet yield was established to find alternative indirect traits of fillet yield. A total of 

2094 shrimps from 42 full-sib families were randomly sampled for measuring phenotypic traits and fillet 

yield in the conservation population after rearing 350 days. These traits were measured for each shrimp: 

fillet weight(FW), body weight(BW), carapace length(CL), segment length(SL), the length from the base 

of eye stalk to the 6th segment(ESL), body length(BL), total length(TL) and condition factor(CF). Fillet 

yield was obtained after anatomizing the shrimp and taking the meat. Differences of fillet yield between 

different families were analyzed using the ANOVA method. The component of variance and heritability of 

fillet yield trait were estimated using REML method and an individual animal model.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the phenotypic traits and fillet yield were calculated, and the prediction equations for 

fillet yield were established using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metho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verage fillet yield was 53.59% in L. vannamei. The mean of fillet yield between families ranged from 

50.25% to 59.51%. The variation coefficient of fillet yield was 6.08% and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families (P<0.01). Three traits having strong correlation with fillet yield were FW 

(r=0.478), ESL (r=0.376) and SL(r=0.370). The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equation for fillet yield was 

composed of ESL, BW and ESL/TL, and the 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of the equation was 0.172. This 

study first implied that difference between families for fillet yield was significant. Although genetic 

variation for fillet yield was poor at the family level in the conservation population of L. vannamei, 
improved strains or populations will be introduced to increase genetic gain of fillet yield, and desirable 

genetic gain will be obtained using inter-family and within-family selections. Indirect selection traits with 

moderate correlation with fillet yield were found becaus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phenotypic traits 

and fillet yield varied from low to moderate. In this study, the prediction accuracy of the constructed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equation for predicting fillet yield was low. Therefore, new technologies 

including ultrasoun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should be developed, and new traits including 

cross-sectional area of muscle, circumference of segment should be measured in the future study. 

Key words    Litopenaeus vannamei; Family; Fillet yield; Cor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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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β-羟基丁酸酯对凡纳滨对虾(Litopenaeus 
vannamei)非特异性免疫力及氨氮胁迫后 

免疫基因表达量的影响* 

邓康裕 1,2  孟宪红 2①  孔  杰 2  张恒恒 2,3  史晓丽 2  曹家旺 2 

罗  坤 2  栾  生 2  曹宝祥 2  刘  宁 2 
(1. 南京农业大学无锡渔业学院  无锡  2140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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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  大连  116023) 

摘要    以凡纳滨对虾(Litopenaeus vannamei)为研究对象，探讨饲料中添加聚 β-羟基丁酸酯

(Poly-β-hydroxybutyrate, PHB)对其非特异性免疫能力的影响。采用单因子浓度梯度法，在基础饲料

中分别添加 1.0%、2.5%和 5.0%的 PHB 配制成实验饲料，饲喂 21 d 后测定对虾免疫酶活性，选择

最佳浓度组与空白对照组进行氨氮胁迫实验，测定对虾丙二醛(MDA)含量，同时利用 RT-PCR 技术

测定氨氮胁迫 48 h 内对虾免疫基因表达水平，观察 PHB 对免疫基因表达量的影响。结果显示，总

抗氧化能力(T-AOC)随 PHB 浓度升高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血液、肝胰腺及鳃丝中 T-AOC 分

别在 2.5%、2.5%及 1.0% PHB 浓度时达到最高；PHB 对肝胰腺中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力无显著

影响，血淋巴及鳃丝中 SOD 活力在最高浓度组(5.0% PHB)与对照组之间差异显著(P<0.05)；过氧化

物酶(POD)和溶菌酶(LZM)在鳃和肝胰腺中的活力于 PHB 浓度为 1.0%和 2.5%时达到最高，其中

POD 相对于对照组分别提高了 7.63 倍和 0.68 倍，LZM 活力分别提高了 0.88 及 0.18 倍。氨氮胁迫

实验结果显示，对虾经 PHB 饲喂后，体内免疫基因表达量高于对照组，且体内 MDA 含量低于对

照组。综上结果说明，PHB 能提高凡纳滨对虾非特异性免疫能力。 

关键词    凡纳滨对虾；聚 β-羟基丁酸酯；免疫因子；酶活力；RT-PCR 

中图分类号 S9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5)06-0071-08 

凡纳滨对虾 (Litopenaeus vannamei)属于无脊椎

动物，其免疫反应主要是先天性免疫。Fearon(1996)

发现先天性免疫对获得性免疫具有指导作用，将先天

性免疫提升到了重要地位。对虾在胁迫条件下可导致

机体代谢紊乱、自由基生成过多，从而造成组织损伤

甚至死亡。组织中抗氧化酶系统可以清除体内过多的

氧自由基，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过氧化物氢酶

(CAT)、过氧化物酶 (POD)、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GSH-Px)等是研究较多的免疫因子，其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反映机体的抗氧化应激能力 (管晓娟 , 2009;   

刘晓华等, 2007)。同时，在胁迫条件下，机体对病菌

的易感性提高(刘强等, 2013; 管越强, 20031))。总抗氧

abc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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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能力(T-AOC)是衡量机体抗氧化酶系统及非酶促系

统对外界应激能力的重要指标(谭树华等, 2005)。溶

菌酶(LZM)是甲壳动物非特异性免疫系统的重要组

成部分，可以水解革兰氏阳性菌细胞壁中 N-乙酰葡

糖胺与 N-乙酰胞壁酸之间的 β-1,4-糖苷键，破坏细胞

内外的渗透压，裂解细胞(管晓娟, 2009)。而过多的

氧自由基可以造成体内脂质过氧化物(MDA)的生成，

引起细胞损伤。 

凡纳滨对虾作为我国重要的经济养殖水产动物，

促进了国内水产养殖行业的发展。随着其高密度集约

化养殖，养殖过程中普遍出现水体质量下降，病害问

题也日益严重。氨氮胁迫是凡纳滨对虾养殖过程中最

易出现的胁迫，Romano 等(2007)、洪美玲(2007)1)和

Bucher 等(1993)研究表明，氨氮能破坏水产动物的

鳃、肝和肾组织，并通过渗透作用进入血淋巴，对水

产养殖动物的排泄(姜令绪等, 2004)、呼吸和生长发

育等生理功能产生毒害作用(de Freitas Rebelo et al, 
2000; Chen et al, 1992; Koo et al, 2005)。高浓度的氨

氮抑制甲壳动物体内抗氧化酶的催化作用并破坏细

胞膜的稳定性，进而影响渗透平衡(孙舰军等, 1999)。

Martinez-Cordova 等(2003)研究表明，降低饲料中蛋

白含量可以降低凡纳滨对虾的氨氮排泄水平。 

聚 β-羟基丁酸酯(Poly-β-hydroxybutyrate, PHB)

是短链脂肪酸(Short chain fatty acid，SCFA)的聚合体，

可以在肠道内通过水解作用形成丁酸。SCFA 具有抑

菌、降低动物肠道 pH 值和促进营养物质吸收利用等

生理功能，是一种具有广泛应用前景的生物活性物质

和饲料添加剂(Mathew et al, 1996; Antongiovanni et al, 
2007)。Nhan 等(2010)研究发现，在饲料中添加 PHB

能够促进罗氏沼虾(Macrobrachium rosenbergii)的生

长，并有利于肠道益生菌的形成。另外，PHB 在一定

程度上能够提高中国对虾抗白斑综合征病毒的能力

(邓康裕等, 2014)。国内外研究多着重于 PHB 对生长

及抑菌作用，其对机体内部免疫力的研究鲜有报道。 

本研究选用世界三大养殖对虾中的凡纳滨对虾，

利用添加 PHB 的饲料投喂凡纳滨对虾，并使用最佳

浓度组与空白对照组进行氨氮胁迫，探讨 PHB 对凡

纳滨对虾免疫能力的影响，以期为 PHB 投入生产实

践提供理论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凡纳滨对虾取自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

研究所在青岛国家海洋科学研究中心培育的凡纳滨

对虾仔虾，平均体重为 3.18−3.53 g，暂养期间投喂不

含 PHB 的基础饲料驯化 7 d，实验前 1 d 停止喂食。 

1.2  饲料及制备 

基础饲料配方由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

研究所食品工程与营养研究室提供。实验饲料在基础

饲料配方上添加不同量的 PHB，采用逐级放大方式混

合原料，饲料原料经过 60 目粉碎后制成颗粒，放于

密封袋内，存放于通风干燥区域。 

1.3  实验管理 

将 360 尾凡纳滨对虾随机分为 4 组(对照组及实

验组 A、B、C)，每组 3 个重复，每个重复 30 尾，饲

养于 140 L 白桶内，置于恒温水浴池中。对照组投喂

不含 PHB 的基础饲料，实验组依次投喂含 PHB 浓度

为 1.0%、2.5%、5.0%的饲料，每天投喂 3 次(07:00、

13:30、22:00)，日投喂量为体重的 5%。养殖期间，水温

为 26℃，pH=7.2，NH4
+-N<0.2 mg/L，养殖历时 21 d。

每周开始时称量各组对虾体重，进行投喂量调整，同

时记录各组实验对虾数量。 

1.4  样品采集与处理 

养殖实验结束后，实验对虾饥饿 24 h，每组随机

取虾 3 尾，自对虾头胸甲后插入围心腔取血淋巴液，吸

取等量抗凝剂混匀后置于离心管中，4℃、8000 r/min

离心 10 min，取上清液用于血淋巴非特异性免疫指标

的测定。取血淋巴后，该对虾的鳃、肝胰腺组织按照

1 : 9 (W/V)的比例加 PBS 后，于超低温组织破碎仪中低

温破碎，4℃、4000 r/min 离心 10 min，取上清液待测。 

酶活力指标参照南京建成生物研究所试剂盒进

行测定。测定的酶活力指标包括 T-AOC、SOD、POD、

LZM 及 MDA。 

1.5  氨氮胁迫测试 

养殖实验结束后，加分析纯 NH4Cl 使水体中铵 
                            

1) 洪美玲. 水中亚硝酸盐和氨氮对中华绒螯蟹幼体的毒性效应及维生素 E 的营养调节.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

论文, 2007 

2) 郭艳. Survivin、hTERT 及 STK15 在喉鳞状细胞癌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天津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2009 

3) 逄锦菲. “黄海 2 号”中国对虾高通量 SNP 筛选及其与抗 WSSV 性状的关联分析. 上海海洋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

文,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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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态的氮浓度为 15 mg/L，于 0、3、6、12、24、

48 h 心脏采血，解剖后取肝胰腺、鳃丝，液氮冻存。

RNA 提取方法使用 Trizol 法，具体参考郭艳(2009)1)。

cDNA 合成使用 PrimeScriptTM RT Reagent Kit with 

gDNA Eraser(TaKaRa)试剂盒进行。 

1.6  基因相对表达量的测定 

SOD、LZM、GSH-Px 引物设计参照刘群芳等

(2013)，18S 序列参照逄锦菲(2013)2)，CAT 引物序列

根据 GenBank: AY518322.1 设计(表 1)。反应程序参

照 SYBR® Premix Ex TaqTM II (TaKaRa)试剂盒说明书

进行。所有实验设 3 个平行。结果使用 2−ΔΔCt 法进行

处理，使用 SPSS 软件 t 检验进行显著性分析。 
 

表 1  RT-PCR 定量引物序列 
Tab.1  The primer sequences in real-time PCR 

引物 Primer 序列 Sequence (5′→3′) 

18S-F TATACGCTAGTGGAGCTGGAA 

18S-R GGGGAGGTAGTGACGAAAAAT 

SOD-F TGCCACCTCTCAAGTATGATTTC 

SOD-R TCCAACCAACTTCTTCGTAGCG 

CAT-F TCAAGTGGCGATTACCCCTC 

CAT-R TCTGCTCCACCTCAGCAAAG 

GSH-Px-F AAGATGGTTATGTTCGGCAAAG 

GSH-Px-R GCAGACAGGTGTCCAAATGAT 

LZM-F TATTCTGCCTGGGTGGCTTAC 

LZM-R CTAGAACATAGAGCTCGAAGTGGTC
 

1.7  数据处理 

实验数据以平均值±标准差表示，采用 SPSS 17.0

进行差异显著性分析和多重比较，差异显著水平为

P<0.05。 

2  结果 

2.1  PHB 对凡纳滨对虾非特异性免疫酶活性的影响 

实验发现，不同浓度的 PHB 对对虾的非特异性

免疫酶活力具有不同的影响(图 1)。PHB 对凡纳滨对

虾 T-AOC 影响较一致，在鳃、肝胰腺及血淋巴中，

T-AOC随饲料中 PHB 浓度升高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

趋势，分别在 PHB浓度为 2.5%、2.5%及 1.0%时达到

最高，分别为空白对照组的 4.32 倍、1.53 倍和 1.03

倍。与空白组相比，PHB对肝胰腺 SOD酶活力无显 

 
 

图 1  凡纳滨对虾不同组织中 T-AOC、SOD、POD、LZM活力 

Fig.1  The activity of T-AOC, SOD, POD, and LZM in 
different tissues of L. vannamei 

柱形图数据均以平均值±标准差表示， 

相同酶标注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Each pillar represents the mean value from three 
determinations with the standard deviations (SD).  

Data (Mean±SD) with different letters significantly differ in 
the same enzyme (P<0.05) 

                            

1) 郭艳. Survivin、hTERT 及 STK15 在喉鳞状细胞癌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天津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2009 

2) 逄锦菲. “黄海 2 号”中国对虾高通量 SNP 筛选及其与抗 WSSV 性状的关联分析. 上海海洋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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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影响(P<0.05)，其余组织中 SOD酶活力均提高，且

血淋巴和鳃丝中 SOD活力在最高浓度组(5.0% PHB)

与对照组具有显著差异(P<0.05)。PHB对 POD、LZM

活力影响在鳃丝及肝胰腺中表现一致，POD 及 LZM

在鳃和肝胰腺中活力分别于 1.0% PHB和 2.5% PHB

时达到最高，相对于对照组，POD 活性分别提高了

7.63 倍和 0.68 倍，LZM 活力则分别提高了 0.88 倍及

0.18 倍。在血淋巴中，PHB 对 POD 活力无显著影响

(P>0.05)，但能显著提高 LZM活力(P<0.05)。 

2.2  PHB 对氨氮胁迫后组织中 MAD 含量的影响 

氨氮胁迫后，饲喂 2.5% PHB 的对虾体内 MDA

含量要低于未投喂 PHB 的空白对照组，在血淋巴中

差异显著(P<0.05)。氨氮胁迫的 48 h内，鳃中各时间

点 MDA 含量变化不显著(P>0.05)，血液及肝胰腺中

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但二者变化不完全一

致。血液中 MDA含量在 6 h达到最高，随后下降至

最初水平，实验组对虾 MDA含量下降至 24 h达到稳

定水平且低于最初水平。肝胰腺MDA含量在 6 h上升

到最高水平后下降，之后基本维持在同一水平，对照

组与实验组在 48 h含量为初始值的 1.21倍和 1.18倍。 

2.3  PHB 对氨氮胁迫后组织中免疫基因表达量的影响 

利用实时荧光定量 RT-PCR测定 2.5% PHB组对

虾体内免疫基因在氨氮胁迫后的变化(图 2)。在氨氮

胁迫后，血淋巴中 SOD表达水平上升，在 12 h达到

最高，随后开始下降，至 48 h其表达水平仍高于 0 h。

肝胰腺及鳃中自胁迫开始 SOD 含量下降，但两部位
的变化不完全一致。肝胰腺自胁迫开始 SOD 显著低
于初始值(P<0.05)，鳃丝中 SOD含量在 6 h达到最低

后开始上升，至 48 h恢复到初始水平。 

抗氧化系统中的 CAT、GSH-Px表达量在血淋巴、 
鳃丝、肝胰腺中 3 h内均急速上升，CAT分别为初始
值的 3.54、3.35、3.35 倍，GSH-Px 分别为初始值的
13.01、2.60、5.78倍。CAT含量经过急速上升后急速
下降，然后缓慢升高。3 h后，GSH-Px在血淋巴及肝
胰腺中变化一致，缓慢下降至最低值，鳃中 GSH-Px
在 3 h后略有下降，但基本维持在稳定水平。 

LZM在氨氮胁迫后在 3种组织中变化完全不同。

肝胰腺中 LZM 在胁迫后开始下调表达到最低值后然
后上升，鳃中呈现先缓慢上调后下调的趋势。而在血

淋巴中，LZM水平在胁迫的 6 h内与 0 h无显著差异

(P>0.05)，随后开始下调表达。 

2.4  PHB 对氨氮胁迫后凡纳滨对虾免疫基因表达增

强效应 

相对于对照组，投喂 2.5% PHB的对虾体内 SOD、
CAT、GSH-Px、LZM基因表达量均高于对照组(图 3)。

在氨氮胁迫后，血淋巴中 SOD及 CAT比值呈现先上
升后下降再上调的趋势，到 48 h，表达量是对照组的

3.81倍和 1.56倍(P<0.05)。肝胰腺及鳃中 SOD和 CAT
活力则呈现略微下降后上升，表达水平与 0 h无显著

差异(P>0.05)。而 GSH-Px、LZM 基因表达在肝胰腺
中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至实验结束时仍是对

照组的 2.24倍和 2.36倍。而在血淋巴及鳃中 GSH-Px
和 LZM比值在胁迫后略微下降后上升再下降。 

3  讨论 

PHB 首先被发现于巨大芽孢杆菌(Baeillusme 
qathefium)中，随后被分离用于研究。PHB 的疏水性

避免了短链脂肪酸的过多挥发，对水质具有保护作 

 
表 2  氨氮胁迫下凡纳滨对虾不同组织中 MDA 含量 

Tab.2  Effects of ambient ammonia on MDA level in tissues of L. vannamei 

血淋巴 Haemolymph 肝胰腺 Hepatopancreas 鳃丝 Gill 时间 
Time(h) 0 2.5% 0 2.5% 0 2.5% 

0 15.443±1.209b 10.574±2.094b/* 16.980±7.759b 14.079±2.524c 9.847±6.519a 9.712±4.269a 

3 21.603±1.715a 9.991±0.224bc/* 26.095±12.320b 17.921±3.887bc 10.313±2.411a 10.001±1.659a 

6 20.615±0.913a 13.802±1.003 a/* 46.286±9.666a 38.711±4.623a 13.978±7.007a 11.800±4.289a 

12 15.382±0.804b 9.521±0.633bc/* 21.573±4.828b 20.432±2.695b 12.007±2.846a 11.000±1.507a 

24 12.436±1.473c 8.214±0.868d/* 18.097±7.063b 15.713±3.187c 12.034±4.869a 10.239±4.596a 

48 14.128±0.904bc 7.976±0.764cd/* 20.691±4.927b 16.606±1.704bc 9.282±3.121a 9.661±2.719a 

注：表中数据以平均值±标准差表示，同列中不同字母上标表示差异显著(P<0.05)，*表示同一时间点相同部位 MDA

含量与对照组相比具有显著差异(P<0.05) 

Note: Data (Mean±SD) within the same column with different letters significantly differ (P<0.05), data with * in the same 
tissue at the same point significantly differ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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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氨氮胁迫后凡纳缤对虾 SOD、CAT、GSH-Px、 

LZM相对表达水平 

Fig.2  The relative expression level of SOD, CAT, GSH-Px 
and LZM in L. vannamei under ammonia stress 

每个柱形图数据均以平均值±标准差表示， 

相同基因标注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Each pillar represents the mean value from three 
determinations with the standard deviations (SD).  

Data (Mean±SD) for the same gene with different letters 
significantly differ (P<0.05) among treatments 

 

用。但 PHB颗粒在水中易结块，实验中将 PHB与饲

料混合后进行投喂，保证其饲喂水产动物的效果。 

 
 

图 3  PHB对氨氮胁迫后凡纳滨对免疫基因表达增强效应 

Fig.3  The expression enhancing effects of immune gene in 
L. vannamei under ammonia stress after feeding with PHB 

每个柱形图数据均以平均值±标准差表示， 

相同基因标注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Each pillar represents the mean value from three 
determinations with the standard deviations (SD).  

Data (Mean±SD) with different letters significantly differ 
(P<0.05) among treatments 

 
刘树青等(1999)认为，过氧化物酶活力的提高可

以提高动物机体的解毒免疫功能和防病抗病能力，研

究分析了组织中非特异性免疫因子的变化，以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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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B 对凡纳滨对虾非特异性免疫能力及氨氮耐受力

的影响。 

本研究中，PHB对 SOD酶活性无影响，但对虾

经 PHB 投喂后体内 T-AOC 显著上升(P<0.05)。这可

能是由于 PHB 提高了机体某些抗氧化物质而造成总

抗氧化能力上升，例如本研究中 PHB对 POD酶的影

响显著。对虾经 PHB饲喂后，LZM活力要高于对照

组，在血液中尤其显著(P<0.05)，这与一些研究相似，

劼杨鸢 等(2008)研究发现，在饲料中添加脂肪酸后能

提高黄鳝血清 LZM活性和血细胞吞噬能力。Puangkaew

等(2004)在虹鳟(Oncorhynchus mykiss Walbaum)饲料

中添加脂肪酸后，提高了巨噬细胞杀菌能力。PHB

提高机体免疫酶活性的原因可能与其在体内代谢产

生的 β-羟基丁酸并改变体内微生物菌群丰富度有关。

丁酸对肠道黏膜有营养性作用，进而保护肠道黏膜和

机体免疫系统(徐世伟等, 2002)。Manzanilla等(2006)

研究发现，在仔猪中添加丁酸钠盐可以增加肠道淋巴

细胞数量，提高肠道免疫功能。另外，脂溶性、非游

离态的 β-羟基丁酸能穿过革兰氏阴性细菌(G−)的细

胞膜，在偏碱性的胞质中转变为游离态并释放 H+，

而较低的 pH抑制酶活性，使微生物利用能量释放质

子，进而抑制 G−的生长，促进有益菌生长。益生菌

能够通过本身或者细胞壁成分刺激宿主非特异性免

疫系统，从而提高动物免疫力(Rengpipat et al, 2000; 

北平等, 2003; Chang et al, 2003)。王玲等(2011)研究

发现，在饲料中添加枯草芽孢杆菌可显著影响凡纳滨

对虾酸性磷酸酶 (ACP)和酚氧化酶 (PO)活性，但对

SOD 及 POD 影响不显著。而胡毅等(2008)在饲料中

添加益生菌后发现，凡纳滨对虾的血淋巴 LZM、

T-AOC及 PO活性上升。本研究结果显示，PHB能提

高凡纳滨对虾的非特异性免疫力，这与 PHB 能够提

高中华绒螯蟹(Eriocheir sinensis)的非特异性免疫能

力(刘玉等, 2013)的研究结果类似。 

甲壳动物在胁迫环境条件下会出现免疫力下降

及对病原菌的抵抗力减弱的现象 (Liu et al, 2004;   

Le Moullac et al, 2000; Jiang et al, 2004; Cheng et al, 
2002、2003; Verghese et al, 2007)。氨氮胁迫会引起机

体免疫指标的变化，MDA 反映机体脂质氧化程度，

间接反映细胞损伤程度(陈新谦等, 1985)。与对照组

相比，2.5% PHB 浓度组中 MDA 含量低于对照组，

在血液中表现尤为显著(P<0.05)。该结果说明，PHB

能提高机体的抗氧化能力、减少机体损伤。氨氮胁迫

后，随氨氮胁迫时间延长，MDA 含量为先上升后下

降，且不同部位变化趋势不相同，可能与氨氮胁迫途

径有关。水体中氨氮通过扩散作用和主动运输经鳃与

氧一起进入血淋巴，鳃吸收的氨氮大部分进入血淋巴

(刘晓华等, 2007)，肝胰腺是主要的解毒器官。氨氮

胁迫后各组织 MDA含量变化趋势说明，对于该浓度

的氨氮胁迫，凡纳滨对虾肝胰腺敏感性最高，其次为

血液，然后是鳃丝。推测肝胰腺可能是凡纳滨对虾主

要的氨氮代谢中心。 

PHB 作为短链脂肪酸 β-羟基丁酸的聚合物，能

够影响基因表达。研究发现，SCFA 可以影响刺激人

或动物的 G-蛋白耦合受体，进而影响某些物质的释

放(Karaki et al, 2006、2008)。经过氨氮胁迫后，各免

疫基因出现波动变化，说明氨氮胁迫对凡纳滨对虾免

疫系统是一个明显刺激。对比饲喂 PHB 组与对照组

之间对虾体内免疫基因表达量的差别，发现仅血液部

位 SOD 表达量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别，对虾体内免疫

基因表达量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另外，在氨

氮胁迫后，实验组免疫基因表达量均高于对照组，说

明投喂 PHB后对虾免疫系统反应应激能力提高。 

综上所述，本研究中添加 PHB 可以提升凡纳滨

对虾的免疫力，并且提升机体对外界环境胁迫的抵抗

力，可以作为候选免疫增强剂用于对虾生长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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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Poly-β-Hydroxybutyrate on Non-Specific  
Immunity and Expression of Immune Gene Under the  

Ammonia Stress of Litopenaeus vannamei 

DENG Kangyu1,2, MENG Xianhong2①
, KONG Jie2, ZHANG Hengheng2,3, SHI Xiaoli2,  

CAO Jiawang2, LUO Kun2, LUAN Sheng2, CAO Baoxiang2, LIU Ning2 
(1. Wuxi Fisheries College of Nanjing Agriculture University, Wuxi  214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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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lege of Fisheries and Life Science, Dalian Ocean University, Dalian  116023) 

Abstract    Poly-β-hydroxybutyrate (PHB) is a polymer of the short-chain fatty acid β-hydroxybutyrate. 

β-hydroxybutyric acid facilitates food digestion, absorption, and the protein and mineral utilization. The 

bacteria-derived PHB can be potentially used as an alternative to the conventional antibiotics in 

aqua-farming. Here we explored the effects of PHB on non-specific immunity of Litopenaeus vannamei. 
The L. vannamei was fed with baits containing PHB at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0, 1.0%, 2.5% and 5.0%). 

The enzyme activities of the total antioxidant capacity (T-AOC),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 peroxidase 

(POD) and lysozyme (LZM) in gill, hepatopancreas and serum were analyzed and compared among 

groups. The group with the best performance and the control group were selected for the ammonia stress 

test. After the NH4Cl treatment, we measured the concentration of malonaldehyde (MDA) and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related genes in tissues by using real-time PCR. Th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PHB 

affected the congenital immunity in the shrimp. As the concentration of PHB increased, the T-AOC 

activity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s was first elevated followed by a decline. The activities of T-AOC in 

the serum, the hepatopancreas and the gill reached the maximum when the concentration of PHB was 

2.5%, 2.5% and 1.0% respectively. The SOD activity in the gill and serum of shrimp fed with 5.0% PHB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In the gill and hepatopancreas, the activity of 

POD and LZM peaked when the PHB concentration was 1.0% and 2.5%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POD activities of the experiment group supplemented with 1.0% and 2.5% PHB were 

7.63-fold and 0.68-fold in the gill and hepatopancreas, and LZM activities were 1.88-fold and 1.18-fold, 

respectively. After the ammonia stress test, the shrimp fed with PHB showed lower MDA concentration 

than that without PHB,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in the serum (P<0.05). Furthermore,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related genes were higher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s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Our data indicated that PHB could improve non-specific immunity of shrimps. 

Key words    Litopenaeus vannamei; Poly-β-hydroxybutyrate; Immune factor; Enzyme activity; 

RT-P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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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保苗期刺参(Apostichopus japonicus) 
腐皮综合征病原菌的分离鉴定及其致病阈值* 

张文泽 1,2  王印庚 2①  廖梅杰 2  荣小军 2  李  彬 2   

张  正 2  李  华 1  范瑞用 3 
(1. 大连海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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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瑞滋海珍品发展有限公司  青岛  266400) 

摘要    2013 年夏季山东地区某刺参育苗场处于保苗期的刺参苗种暴发 腐皮综合征疾病，表现为

附着力下降、棘刺顶端溃烂、排脏、表皮溃疡和自溶等症状。自患病个体病灶组织分离优势细菌，

并利用形态学观察、生理生化测定、回接感染、16S rDNA 基因序列分析等方法完成致病原的鉴定。

此外，通过对发病前后养殖系统中优势菌丰度的变化，追踪确定了所分离病原菌的致病阈值。结果

显示，从患病参苗体表病灶处分离的一株优势菌 HP130917A-1，经回接感染证实，该菌株具有较强

的致病力，其对刺参苗种的半致死浓度为 1.2×106 CFU/ml。生理生化结合分子鉴定表明，该菌株

为溶藻弧菌(Vibrio alginolyticus)。此外，完成了患病池保苗期间池水和附着基表面微生物菌群结构

动态分析，共分离得到了 6 种主要优势菌，分别为溶藻弧菌、需钠弧菌(Vibrio natriegens)、副溶血

弧菌 (Vibrio parahaemolyticus) 、枯草芽孢杆菌 (Bacillus subtilis) 、苏云金芽孢杆菌 (Bacillus 
thuringiensis)和马胃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equorum)。溶藻弧菌一直是养殖系统中优势度最高的

种类，且随着附着基在保苗池中时间的延长，其在附着基表面沉积物中的浓度越来越高。到第 50

天时，浓度达到 8.97×106 CFU/cm2。而此时系统中参苗开始暴发腐皮综合征疾病，可将此浓度视为

该病原的致病阈值。因此，在夏季保苗过程中应加强养殖系统中弧菌总数的监测，制定适宜的附着

基更换频率，建立和优化刺参保苗工艺，以期为刺参苗期疾病防控和优化健康养殖管理提供理论依

据和参考。 

关键词    刺参; 保苗期; 腐皮综合征; 病原菌; 溶藻弧菌; 致病阈值 

中图分类号 S9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5)06-079-09 

近年来，我国刺参(Apostichopus japonicus)养殖

业迅猛发展，养殖面积迅速扩大，年产量(鲜重)超过

20 万 t，产值逾 300 亿元，成为我国海水养殖单产

高的物种。然而，随着集约化养殖的发展，刺参病害

问题也日趋严重，病害问题成为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瓶

颈。其中，腐皮综合征发生率高、致病力强，在苗期

和养成期均暴发，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并成为刺参养殖

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限制性因素(王印庚等, 2014)。

对腐皮综合征病原的研究表明，其病原主要以细菌为

主，继发感染霉菌、寄生虫等(王印庚等, 2004; 王印

庚等, 2005)。目前，已报道的病原菌有灿烂弧菌(Vibrio 
splendidus)、假交替单胞菌(Pseudoalteromonas sp.)、恶

abc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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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假单胞菌(Pseudomonas putida)、哈维式弧菌(Vibrio 
harveyi)和蜡样芽孢杆菌(Bacillus cereus)等(张春云

等 , 2006; 王印庚等 , 2006; 黄华伟等 , 2010; Deng   

et al, 2009; 骆艺文等, 2009; 艾新海等, 2012)。 

水产疾病的发生是病原、环境、养殖体三者相互

作用的结果，疾病暴发是由于外界环境发生不良改

变、病原感染后增殖到一定数量水平(达到致病阈值)、

自身免疫水平下降等多因素共同作用引发的(王印庚

等, 2014)。黄华伟等(2011)通过研究池塘养殖模式下

高温期和低温期刺参腐皮综合征的发生与环境因子

之间的关系，发现刺参养殖池塘中刺参腐皮综合征的

发生与池塘水体、底泥中致病性弧菌数量密切相关，

这与刺参营底栖生活的特性密切相关。在刺参保苗

期，苗种附着基为参苗的主要的栖息地，参苗新陈代

谢产生的排泄物、老化沉淀的饵料等不断沉积到池底

和附着基上，滋生大量病原菌，不断累积容易使参苗

栖息环境恶化，导致参苗病害的发生。因此，解析疾

病发生与附着基沉积物菌群关系对优化养殖工艺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013 年 8 月，山东某育苗场参保苗车间部分育苗

池发生腐皮综合征现象，发病参苗规格为(4.00± 0.12) 

g/头，发病时参龄为 6 月龄，作者对养殖流程中的附

着基更换工艺进行了追踪、采集发病刺参并从病灶处

分离出了一株优势菌，继而对该优势菌进行了鉴定和

致病性分析，结合保苗期养殖系统中附着基沉积物中

细菌群落结构变化确定其致病阈值。相应研究结果为

刺参苗种培育期的疾病防控以及健康养殖管理提供

了理论依据和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样品采集 

2013 年 8 月，患病刺参苗种取自山东省青岛市

某刺参育苗场，疾病暴发时水温为 28℃，苗种规格

为(4.00±0.12) g/头，每天投饵 1 次，每天换 1 次水，

每 4–5 d 倒池 1 次，每 50 d 更换 1 次附着基。 

采集发病样品 30 头，同时收集健康刺参苗种 700

头，规格为(3.84±0.22) g/头。溶藻弧菌的标准菌株购

自北京微生物研究所，菌株编号为 VABZ0005。 

1.2  病原菌分离与形态学观察 

剪取典型患病参苗的病灶处组织，用无菌研磨器

对其进行研磨，在胰蛋白胨大豆肉汤培养基(Trypticase，

北京陆桥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上进行划线分离，28℃

培养 16–24 h，挑取优势菌进行分离纯化培养 3 次并

对纯化菌落保种。采用革兰氏染色对所分离细菌进行

分类。另外，刮取培养基上纯培养的菌落将其用无菌

的 1.5% NaCl 溶液稀释成浓度约 1×107 CFU/ml 的菌

悬液，用 3%戊二醛固定 5 min，再经 3%磷钨酸负染，

晾干，在透射电镜下观察细菌的形态特征。 

1.3  人工回接感染实验 

将受试的健康刺参苗种暂养于 4 m3水泥池中 5 d，

每天换水 30%，换水温差不超过 0.5℃，换水后投喂

饵料，保证受试苗种处于健康状态。 

将分离纯化后的优势菌于液体 TSB 培养基中进

行扩大培养，培养条件为 28℃，150 r/min 振荡培养

16 h。离心收集菌体后采用麦氏比色法用无菌的 1.5% 

NaCl 溶液配制成浓度为 6×108 CFU/ml、6×107 CFU/ml、

6×106 CFU/ml、6×105 CFU/ml、6×104 CFU/ml 和

6×103 CFU/ml 的菌液。 

实验采用细菌浸浴感染，实验组共设置 8 组，

分别为空白对照组(不投饵料，不加菌液)、阴性对

照组(投喂饵料，但不加菌液)、6 个攻毒实验组为

6×108 CFU/ml 组、6×107CFU/ml 组、6×106 CFU/ml

组、6×105 CFU/ml 组、6×104 CFU/ml 组、6×103 CFU/ml

组。每组设置 3 个平行，每个平行投入 30 头参苗。

试验在 10 L 的塑料水槽中进行，每天投饵 1 次，每

日换水量为总量的 1/2，换水后补充新培养菌液至原

试验浓度。实验周期为 25 d，试验期间，每日观察刺

参苗种的摄食、发病状态、病灶变化，记录死亡参苗

的 头 数 。 从 患 病 刺 参 病 灶 处 分 离 细 菌 。 采 用

GB15193.3－2003《急性毒性实验》中寇氏法计算其

半致死浓度，计算公式为： 

M=XKI(∑p0.5)和 LD50=log1M 

式中，p 为死亡率，XK 为 大剂量的对数值，I
为相邻两剂量组对数值的差。 

1.4  细菌的生理生化鉴定 

参照麦氏比浊法, 制备浓度约为 1×105 CFU/ml

的菌悬液, 以 API 32E 细菌鉴定系统试验条和细菌微

量检定管进行生理生化指标的测定。参照《伯杰氏细

菌学鉴定手册》和《常见细菌系统鉴定手册》进行归

类判定(Holt et al, 1994; 东秀珠等, 2001)。 

1.5  细菌的 16S rDNA 鉴定 

采用细菌基因组 DNA 提取试剂盒(北京天根生

物)提取所纯化细菌的 DNA，利用细菌 16S rDNA 基因

通用引物对相应序列进行扩增，引物为 27F(5′-AGA-

GTTTGATCCTGGCTCAG-3′)和 1492R(5′-TACGG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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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TTGTTACGACTT-3′)，PCR 扩增产物经 1%琼脂

糖凝胶电泳检验后，送至南京金斯瑞测序公司测序。

测序结果在 NCBI 基因库中进行序列比对，并通过

MEGA 5.1 软件构建系统发育树。 

1.6  发病前后刺参保苗系统中菌群结构分析 

对该育苗场保苗期间保苗系统中池水和附着基

沉积物的菌群结构进行监测，以附着基全新更换当天

为监测起始点，监测时间为 60 d，取样间隔为 10 d，

监测内容为池水和附着基沉积物的异养细菌和弧菌

的丰度，同时记录相应取样点时刺参苗种的健康程

度。其中，附着基沉积物的取样方法为随机剪下一块

附着基的边角 1 cm2，将其在 10 ml 的灭菌海水里冲

涮；池水取样方法为保苗池底部水样。将二者梯度稀

释后分别涂布于 TSB 和 TCBS 培养基，经 28℃培养

24 h 后，进行菌落计数，分离保存优势细菌，并利用

16S rDNA 基因序列分析对优势细菌进行鉴定。 

1.7  数据处理 

使用 Excel 2003 软件进行绘图分析和数据处理。

使用 SPSS 进行标准差的计算，数值以平均值±标准

差(Mean±SD)表示。 

2  结果 

2.1  病原菌的分离与形态学观察 

从患病刺参病灶处分离获得 1 株优势菌，优势度

为 90%，编号为 HP130917A-1。该菌株在 TSB 固体

培养基上菌落形态为：菌落圆形、黄白色、不透明、

边缘粗糙、易挑取；生长较快，容易连片生长。革兰

氏染色显示该菌株为革兰氏阴性菌，短杆状(图 1)。 

 

 
 

图 1  所分离优势菌株的革兰氏染色 
Fig.1  Gram staining of the dominant bacteria 

对菌体负染后电镜观察显示，该菌体长约为 2.6 μm，

具有较长的极生单鞭毛，鞭毛长度约是菌体的 2 倍以

上(图 2)。 
 

 
 

图 2  所分离优势菌株的电镜照片 
Fig.2  The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of the dominant bacteria 
 

2.2  回接感染实验 

利用不同浓度 HP130917A-1 菌株对健康苗种的

人工感染试验结果表明，6×108 CFU/ml 组参苗自攻毒

第 5 天时开始出现死亡现象，到第 14 天时全部死亡，

死亡率为 100%；6×107 CFU/ml 组在攻毒第 8 天开始出

现死亡，到第 25 天时死亡率达到(62.22±0.04) %；

6×106 CFU/ml 组在攻毒第 9 天时开始出现死亡现象，

到第 25 天时死亡率达到(51.11±0.04) %；6×105 CFU/ml

组在攻毒第 10 天时开始出现死亡现象，到第 25 天时

死亡率达到(35.56±0.08)%；6×104 CFU/ml 组在攻毒

第 14 天时开始出现死亡现象，到第 25 天时死亡率为

(21.11±0.04)%；6×103 CFU/ml 组、空白对照组和阴

性对照组在试验期间均未出现化皮和死亡现象。按照

寇氏法计算菌株 HP130917A-1 的半致死浓度为

1.2×106 CFU/ml(图 3)。 

人工感染后，发病个体初期症状为参苗附着力下

降、摄食量减小、身体蜷缩、肿嘴、部分苗种排脏、棘

刺溃烂发白；发病后期症状为：参苗不摄食、表皮溃疡、

自溶。发病症状与自然发病的刺参症状相同(图 4)。自

人工感染刺参病灶处分离的优势菌 HP130917A-2，菌

落形态上与感染菌株 HP130917A-1 相同。根据科赫

法则确定 HP130917A-1 菌株确定为刺参大规格苗种

腐皮综合征的致病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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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攻毒感染试验各组海参苗种死亡率 
Fig.3  Mortality of sea cucumbers in the artificial  

infection test from different groups 

bc: 空白对照组; nc: 阴性对照组; a: 6×103CFU/ml;  

b: 6×104 CFU/ml; c: 6×105 CFU/ml; d: 6×106 CFU/ml;  
e: 6×107CFU/ml; f: 6×108 CFU/ml 

bc: Blank control; nc: Negative control; a: 6×103CFU/ml;  
b: 6×104 CFU/ml; c: 6×105 CFU/ml; d: 6×106 CFU/ml;  

e: 6×107 CFU/ml; f: 6×108 CFU/ml 
 

2.3  病原菌生理生化特征检测结果 

对自然发病分离的优势菌株 HP130917A-1 和人

工感染试验分离的优势菌株 HP130917A-2 的生理生

化指标测定结果见表 1。从表 1 可以看出，

HP130917A-1 和菌株 HP130917A-2 的生理生化特征

一致，在 TCBS 培养基上生长，氧化酶试验阳性，对

弧菌抑制剂 O/129 敏感。能分解葡萄糖、海藻糖、鼠

李糖、麦芽糖、甘露醇、L-阿拉伯糖、D-阿拉伯醇。

并且赖氨酸脱羧酶、肢酶、N-乙酸-β-葡萄糖甙、β-

半乳糖甙、β 葡萄糖甙酶、VP、明胶酶和淀粉酶等反

应均为阳性。L-阿拉伯糖醇、酚红、β 葡萄糖甘酸酶、

5 酮基-葡萄糖酸钾、蔗糖、半乳糖酸盐、鸟氨酸脱羧

酶、精氨酸双水解酶、侧金盏花醇、丙二酸、吲哚、

古老糖、α-半乳糖苷酶、肌醇、山梨醇、α-葡萄糖苷

酶、纤维二糖、L-天冬氨酸芳胺酶、蛋白胨水、麦芽

糖甙酶、硫化氢、脲酶等反应均为阳性。可以初步判

定 HP130917A-1 和 HP130917A-2 为同一株菌，而 

二者与溶藻弧菌标准菌株在生理生化上有 3 项结果

不 同 。 其 中 ， 在 赖 氨 酸 脱 羧 酶 试 验 中 ， 菌 株

HP130917A-1 和菌株 HP130917A-2 呈阳性，而标准

菌 株 呈 阴 性 。 在 - 半 乳 糖 甙 试 验 中 ， 菌 株

HP130917A-1 和菌株 HP130917A-2 呈阳性，而标准

菌株呈阴性。在蔗糖试验中，菌株 HP130917A-1 和

菌株 HP130917A-2 呈阴性，而标准菌株呈阳性。根

据《伯杰氏细菌鉴定手册》和《常见细菌系统鉴定手

册》初步鉴定为溶藻弧菌。 

2.4  病原菌的 16S rDNA 序列分析 

采用通用引物对 HP130917A-1 和 HP130917A-2

菌株的 16S rDNA PCR 扩增产物的长度均为 1440 bp，

采用 Blast 对所获得的测序结果在 NCBI 数据库进行

序列相似性比对分析表明，本研究分离所获得的菌株

与溶藻弧菌 JF836178 序列同源性达到 100%。利用

MEGA5.1 进行系统发育树的构建 (图5)，确定了

HP130917A-1 和 HP130917A-2 为同一株菌，鉴定为

溶藻弧菌。 

2.5  发病前后刺参保苗系统中菌群结构的变化分析 

以更换全新附着基当天为监测起始点，对该育苗

场保苗池养殖系统进行了为期 50 d 的苗种健康状况

和水质监测，结果显示，在前 20 d 内参苗摄食良好，

参体伸展正常；在第 3040 天内参苗摄食较好，少量

刺参身体收缩；自第 43 天开始少量苗种附着力下降；

到第 50 天保苗池出现大量参苗棘刺顶端溃烂、排脏、

表皮溃疡，甚至出现自溶现象(表 2)。 

对养殖池水的菌群结构检测结果显示，异养细菌的

数量在前 30 d 呈上升的趋势，并在第 30 天达到 高值

3.35×103 CFU/ml，随后呈下降趋势，弧菌数量在前

30 d 同样呈上升的趋势，并在第 30 天达到 高值 2.90× 

103 CFU/ml，而 30 d 后开始下降，水中的异养细菌数 

 

 
 

图 4  自然发病与回接感染发病的刺参苗种 
Fig.4  Naturally infected sea cucumber(A) and artifically infected sea cucumbe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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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菌株 HP130917A-1、菌株 HP130917A-2 和溶藻弧菌标准菌株的生理生化特征 
Tab.1  Physi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rains HP130917A-1, HP130917A-2 and  

the standard strain of V. alginolyticus 

项目 Item HP130917A-1 HP130917A-2 
溶藻弧菌标准株
Standard strain of 

V.alginolyticus 

TCBS TCBS ＋ ＋ ＋ 

氧化酶 Oxidase ＋ ＋ ＋ 

O/129(150 g) O/129(150 g) ＋ ＋ ＋ 

鸟氨酸脱羧酶 Ornithine decarboxylase ＋ ＋ ＋ 

精氨酸双水解酶 Drosase － － － 

赖氨酸脱羧酶 Lysine decarboxylase ＋ ＋ － 

脲酶 Urease － － － 

L-阿拉伯糖醇 L-Arabitol － － － 

半乳糖酸盐 Galactose acid salt － － － 

5-酮基-葡萄糖酸钾 5-keto-potassium gluconate － － － 

肢酶 Limb enzyme ＋ ＋ ＋ 

酚红 Phenol red － － － 

β-葡萄糖甙酶 Beta-Glucosidase ＋ ＋ ＋ 

甘露醇 Mannitol ＋ ＋ ＋ 

麦芽糖 Maltose ＋ ＋ ＋ 

侧金盏花醇 Adonitol － － － 

古老糖 Old sugar － － － 

β-葡萄糖甘酸酶 Beta-Glucuronidase － － － 

丙二酸 Malonicacid － － － 

吲哚 Benzpyrole － － － 

N-乙酸-β-葡萄糖甙 N-acetic acid-beta glucose glucoside ＋ ＋ ＋ 

β-半乳糖甙 Beta-galactose glucoside ＋ ＋ － 

葡萄糖 Glucose ＋ ＋ ＋ 

蔗糖 Saccharose － － ＋ 

L-阿拉伯糖 L-Pectinose ＋ ＋ ＋ 

D-阿拉伯醇 D-Arab alcohol ＋ ＋ ＋ 

α-葡萄糖苷酶 Alpha Glucosidase － － － 

α-半乳糖苷酶 Alpha galactose glucoside enzyme － － － 

海藻糖 Mycose ＋ ＋ ＋ 

鼠李糖 Rhamnose ＋ ＋ ＋ 

肌醇 Inositol － － － 

纤维二糖 Cellose － － － 

山梨醇 Sorbitol － － － 

麦芽糖甙酶 Maltose glucosidase － － － 

L-天冬氨酸芳胺酶 L-aspartate aromatic amine enzymes － － － 

蛋白胨水 Peptone water － － － 

VP 反应 Vogus-Proskauer reaction ＋ ＋ ＋ 

硫化氢产生 H2S production － － － 

明胶酶 Gelatinase ＋ ＋ ＋ 

淀粉酶 Amylas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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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菌株 HP130917A-1 和 HP130917A-2 的 16SrDNA 系统发育树构建 
Fig.5  The phylogenetic tree of HP130917A-1 and HP130917A-2 based on analysis of 16S rDNA sequence 

 
量和弧菌数量的变化趋势与温度的变化趋势相近(图 6)。

对于附着基沉积物中菌群结构变化，异养细菌的数量在

050 d 内呈上升趋势，并在第 50 天时达到 高值

1.02×106 CFU/cm2；弧菌数量在 050 d 内也同样呈上升

趋势，并在第 50 天时达到 高值 1.49×105 CFU/cm2 

(表 2)，沉积物中异养细菌数量和弧菌数量随附着基在

养殖系统中的时间而增加，与温度相关性分析，分别为

0.18 0.148，P>0.05，相关性不显著(图 7)。 

自养殖水体和附着基沉积物中分离得到 6 株优

势菌株，利用 16S rDNA 基因序列分析对其进行鉴定

分析结果显示，所分离出 6 种主要优势菌分别为溶藻

弧菌、需钠弧菌、副溶血弧菌、枯草芽孢杆菌、苏云

金芽孢杆菌和马胃葡萄球菌。对这 6 株细菌在养殖池

水及附着基沉积物的丰度分析见图 6 和图 7。由图 6

和图 7 可以看出，溶藻弧菌一直为水体中和附着基沉

积物上的优势菌，且优势度较高。水中溶藻弧菌的优

势度在第 30 天时达到弧菌 高值的 57%，其数量可

达 1.16×103 CFU/ml；附着基上溶藻弧菌的优势度在

第 50 天时优势度达到弧菌 高值的 88%，其数量可

达 8.97×106 CFU/cm2。 

 
表 2  保苗 50 d 过程中参苗健康状况 

Tab.2  The juvenile healthy status during 50-day cultivation 

时间 

Time(d) 

水中异养细菌总数
Concentration of 

heterotrophic bacteria 
in water(CFU/ml) 

水中弧菌总数 

Concentration of 
Vibrio in water 

(CFU/ml) 

附着基异养细菌总数
Concentration of 

heterotrophic bacteria in 
sediment on substrates 

(CFU/cm2) 

附着基弧菌总数 

Concentration of 
Vibrio on substrates 

(CFU/cm2) 

刺参苗种健康状况
Healthy status of 
the sea cucumber

0 2.09×102 1.98×102 6.03×104 2.86×104 H 

10  8.57×102 2.13×102 2.42×105 8.10×104 H 

20  3.14×103 2.05×103 5.32×105 1.47×105 H 

30  3.35×103 2.90×103 1.82×106 2.50×105 SH 

40  2.64×103 1.69×103 5.04×106 1.03×106 SH 

50  1.83×103 5.99×102 1.02×107 9.49×106 S 

注：1、水质条件：温度为 27.6129.12℃、盐度为 29.6530.01、pH 为 7.758.25、溶解氧为 5.136.07 mg/L  

2、H (Health)表示刺参摄食良好，刺参伸展。SH (Sub-health)表示刺参摄食较好，部分刺参身体收缩，活力欠佳。S (Sick)

表示有附着力下降、棘刺顶端溃烂、排脏、表皮溃疡、自溶等现象出现 

Note: 1. The conditions of water quality during the experiment: temperature 27.6129.12℃, salinity 29.6530.01, pH 
7.758.25 and dissolved oxygen 5.136.07 mg/L  

2. H (Health) indicates that sea cucumber was feeding well and the body of sea cucumber was stretching. SH (Sub-health) 
indicates that the feeding of sea cucumber was well, while a few of sea cucumbers showed body contraction. S (Sick) indicates 
that the ability of adhesive decreased, the top of spines festerd, viscera everted skin showed ulceration, and autolysis occu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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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养殖池水中优势菌丰度变化 
Fig.6  Microbial community structure variation in the culture pond 

 

 
 

图 7  附着基沉积物中优势菌的变化 
Fig.7  Microbial community structure variation in the sediment on substrates 

 

3  讨论 

通过人工回接感染试验证实，从患病刺参苗种病

灶处分离的优势菌 HP130917A-1 能够导致刺参苗种

发病，并且其发病症状与自然刺参发病症状相同；从

人工感染刺参病灶处分离的优势菌 HP130917A-2 与

接种感染的细菌为同一菌株，并具有较强的致病力，

符合科赫法则，证实该菌株为本次病例的致病菌。通

过细菌形态学、生理生化和 16S rDNA 序列分析确定

了本例参苗腐皮综合征的致病菌为溶藻弧菌。 

溶藻弧菌是水产养殖经济品种中常见的致病菌

(苑淑宾等, 2012)。金珊等(2005)对浙江省沿海近 12 个

海水网箱养殖场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发现大黄

鱼(Pseudosciaena crocea)弧菌病的致病菌为溶藻弧菌

和哈氏弧菌，大黄鱼感染致病菌后，肝、肾、脾等组

织的病变非常明显。陈寅儿等 (2005)通过对鲈鱼

(Lateolabrax japonicus)血液生理生化指标的研究表

明，溶藻弧菌对鲈鱼具有极强的致病性。郑国兴等(1991)

发现溶藻弧菌为文蛤(Mercenaria mercenaria)的病原

菌，可造成肠上皮及肝脏组织病变。胡超群等(2000)发

现，溶藻弧菌也可以引起对虾(Penaeus orientalis)弯曲、

失去游泳和平衡能力、肌肉不透明等不良状态。由此

看来，溶藻弧菌给海水养殖产业造成了较大的危害。 

对于刺参而言，腐皮综合征是刺参 为常见的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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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Deng et al, 2009; Liu et al, 2010)，其中，溶藻弧菌

是刺参腐皮综合征的重要病原菌之一。杨嘉龙等(2007)

研究发现，山东乳山某刺参养殖场暴发刺参成参溃疡

病的病原菌为溶藻弧菌，其半致死浓度为 5.68× 

106CFU/头。郝佳等(2013)自室内养殖刺参苗期出现

身体发红，随即开始出现溃烂，分离得到主要的病原

菌为溶藻弧菌。Becker 等(2004)通过研究发现，溶藻

弧菌和哈维式弧菌可导致糙海参幼体皮肤出现溃烂，

并引发糙海参育苗和保苗阶段出现大批死亡。本研究

表明，刺参腐皮综合征的病原菌为溶藻弧菌，其发病

特点与杨嘉龙等(2007)、郝佳等(2013)研究结果有所

不同。此次疾病发生于刺参高温期保苗阶段，而杨嘉

龙等(2003)的研究结果是在刺参低温成参阶段，其半

致死浓度相对较低。另外，本例未发现郝佳等(2013)

的结果参体发红现象。 

在刺参的育苗和保苗阶段，附着基是刺参采食、

生长的栖息载体。随着附着基在养殖池中使用时间的

增加，附着基上的有机残留物增多、水质恶化、滋生

大量的细菌和霉菌，导致刺参患病的几率加大，因此，

合理确定附着基更换频率对苗种健康养殖十分重要。

本研究通过对保苗池附着基沉积物菌群结构分析可以

看出，随着附着基在养殖池中使用时间的增加，附着基

上异养菌总数和弧菌总数都一直在增加，到第 50 天时，

浓度分别达到 1.02×107、1.49×106 CFU/cm2，且致病菌溶

藻弧菌的浓度和相对丰度都达到了峰值，浓度为

8.97×106 CFU/cm2，丰度达到 88%，而海参苗种也于

第 50 天暴发了腐皮综合征。由此可见，确定 佳的

附着基更换频率，对保持苗种培育系统良好的水质条

件和菌群结构进而保障刺参的成活率和生长效益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根据人工回接感染实验结果，按照寇氏法计算溶

藻弧菌对参苗的半致死浓度为 1.2×106 CFU/ml。这一

浓度比出现腐皮综合征现象时池水中溶藻弧菌的数

量高 4 个数量级，而与附着基上沉积物中溶藻弧菌的

浓度处于同一个数量级。随着附着基使用时间的增

加，附着基沉积物中溶藻弧菌浓度也持续增加，而刺

参苗种摄食沉积物时，溶藻弧菌也随之进入刺参体

内，达到一定浓度(致病阈值)时，引发腐皮综合征。由

此可以推测出，溶藻弧菌引发腐皮综合征的致病阈值为

其在附着基沉积物上的浓度达到 8.97×106 CFU/cm2。 

一般认为，病原弧菌首先通过菌毛并在荚膜和外

膜蛋白的辅助下牢靠的粘附在感染部位的细胞上，随

后通过降解感染部位的蛋白质及细胞外基质而快速 
 
 
 

繁殖，使感染部位破损，如皮肤溃疡及肠炎等(吴后波

等, 2003)。此次疾病发生在 8 月的高温期(温度变化

范围为 2729℃)，高温期的水温及附着基沉积饵料等

有机质为细菌滋生提供了适宜条件，使其附着基沉积

物中病原菌数量大幅度增加，直接影响到刺参苗种的

成活率。因此，在高温保苗期应当注意对养殖水体中

弧菌尤其是致病性弧菌的控制。由于芽孢杆菌对一般

弧菌类细菌有抑制作用(伏传永等, 2008)1)，所以，在夏

季保苗过程中应定期泼洒微生态制剂抑制弧菌的大

量增殖。陈辉等(2012)报道五倍子、公丁香和石榴皮

等中草药能够有效抑杀溶藻弧菌，王印庚等(2009)研

究发现，复方中草药穿心莲、大青叶、金银花和川芎

( 佳配比为 2∶1∶3∶2)可有效防治刺参腐皮综合

征。故可考虑定期使用上述中草药进行预防和治疗。

此外，在生产过程中应加强对池水中、附着基上进行

微生物特别是弧菌总数的监测，建立和优化良好的刺

参保苗工艺，以提高苗种的成活率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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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l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the Pathogenic Bacteria of Skin  
Ulcerative Syndrome (SUS) from Apostichopus japonicus Juveniles in  

Summer and Study on Its Pathogenic Threshold 

ZHANG Wenze1,2, WANG Yingeng2①
, LIAO Meijie2, RONG Xiaojun2, LI Bin2,  

ZHANG Zheng2, LI Hua1, FAN Ruiyong3 
(1. Dalian Ocean University, Dalian  116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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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ingdao Ruizi Seafood Development Co., Ltd, Qingdao  266400) 

Abstract    In the summer of 2013, there was an outbreak of skin ulcerative syndrome (SUS) in 
Apostichopus japonicus juveniles at a hatchery in Shandong Province. The symptoms included weak 
adhesion, rotten spines, viscera eversion, skin ulceration, and body autolysis. From the skin lesions of 
diseased juveniles we isolated a dominant strain HP130917A-1 with a median lethal concentration of 
1.2×106 CFU/ml. This strain exhibited high pathogenicity and caused the same symptoms as SUS.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is pathogen was verified using morphological observation, physi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test, and 16S rDNA gene sequence analysis. 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HP130917A-1 
was Vibiro alginolyticus and the causative pathogen associated with SUS. The microbial community 
structure was also analyzed using 16S rDNA gene sequencing, from which six major strains were found in 
the rearing system including V. alginolyticus, V. natriegens, V. parahaemolyticus, Bacillus subtilis, 
Bacillus thuringiensis and Staphylococcus equorum. V. alginolyticus was predominant among six major 
strains during the 50 days. On the 50th day of the experiment, the amount of V. alginolyticus reached the 
highest value of 1.31×105 CFU/ml in the substrates, which was considered as the pathogenic threshold of 
causing sea cucumber SUS. These results provided insights into the mechanisms of SUS and the health 
management of sea cucumber A. japonicus. Based on our findings we recommend healthy management 
strategies such as regular monitor of the amount of Vibrios, suitable frequency changing of the substrate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probiotics or herbal medicines. 
Key words    Apostichopus japonicus; Nursery period; Skin ulcerative syndrome; Pathogen; Vibrio 
alginolyticus; Pathogenic thresh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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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镉对魁蚶(Scapharca broughtonii)毒性 

效应及其安全性评价* 

刘天红 1  于晓清 1  刘广斌 1,2  王  颖 1  吴莹莹 1,2   

刘恩孚 1,2  邱兆星 1,2① 
(1. 山东省海洋生物研究院  青岛  266100；2. 青岛市浅海底栖渔业增殖学重点实验室  青岛  266100) 

摘要    为研究无机镉对不同规格魁蚶的毒性，采用急性毒性试验方法和定性定量研究 Cd2+对不同

规格魁蚶(Scapharca broughtonii) 24、48、72、96 h 的半致死浓度(LC50)和安全养殖浓度(SC50)。结

果显示，Cd2+对小规格魁蚶 24、48、72、96 h 的 LC50 和 SC50 分别为 131.11、41.40、3.57、3.37、

1.24 mg/L；Cd2+对中规格魁蚶 24、48、72、96 h 的 LC50 和 SC50 分别为 54.10、9.46、2.54、0.50、

0.09 mg/L；Cd2+对大规格魁蚶 24、48、72、96 h 的 LC50 和 SC50 分别为 157.36、38.13、8.90、3.46、

0.67 mg/L，Cd2+对于各规格魁蚶的安全养殖浓度均高于国内各类养殖水质标准。结果表明，Cd2+

对于小规格魁蚶属于中毒类物质，对于中规格魁蚶属于剧毒类物质，对于大规格魁蚶属于高毒类物

质，小规格魁蚶可能对无机镉产生明显的毒物兴奋效应。 

关键词    Cd2+；不同规格；魁蚶；安全养殖浓度；毒物兴奋效应 

中图分类号 S966.9; S96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5)06-0088-07 

魁蚶(Scapharca broughtonii)是一种大型底栖贝

类，属双壳纲(Bivalvia)、翼形亚纲(Pteriomorphia)，

主要分布于俄罗斯东南部、日本、朝鲜半岛、菲律宾

和中国，我国主要分布于黄、渤海、辽东半岛东南部、

山东半岛北部和东部沿岸的软泥底(卓亮亮, 20101)；

阮飞腾等, 2014)。现代营养学分析表明，魁蚶是一种

高蛋白、低脂肪、氨基酸含量丰富且均匀、营养价值

较高的贝类(王颖等, 2013)。魁蚶多栖息于 3–50 m 水深

的泥或泥沙质海底，而进入水体中的重金属绝大多数

迅速由水相转为固相，最终进入水体底泥中(晏丽蓉, 

2013)2)。魁蚶属潜沙性滤食性贝类，食性决定了魁蚶

具有易富集重金属的特性。 

镉对人体危害较大，一旦进入食物链，很难完全

代谢。1993 年，镉已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IARC)归为 I 级致癌

物(IARC, 1993; 顾捷, 20143); 陈忠翔, 20144))。孙安

强(1978)研究表明，“骨痛病”与食物或水中镉有关。

2013 年中国湖南“镉大米”事件引起各界广泛关注

(李国庆, 2013)。镉能在生物体内蓄积和放大(刘浩明

等, 2012)，海洋中镉对海产品的可给性主要是体表接

触、内脏吸收、沉积物暴露，崔岩山等(2013)认为，

动物实验能很好地反映污染物的生物有效性。近年

abc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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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关于扇贝、牡蛎等贝类对重金属镉的富集与代谢

情况、毒理学研究颇多，但魁蚶的相关研究较少。因

此，镉对魁蚶的毒性，尤其对不同规格魁蚶的毒性，

涉及到魁蚶育苗和养成水体中重金属对其存活的影

响，以及养成后魁蚶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亟待探讨。 

本文研究了在不同 Cd2+浓度下，24、48、72、96 h

内 Cd2+对不同规格魁蚶的半致死浓度和安全养殖浓

度，为魁蚶等底栖贝类的急性毒理学研究提供基础数

据，可用于魁蚶养殖水体安全的监测预报，进而指导

魁蚶安全生产，也可为评价海洋生态环境质量和修订

渔业水质标准提供相应的生物学研究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不同规格魁蚶于 2014 年 4 月采自山东日照两城

养殖场，于暂养池内暂养 3 d，每 12 h 换水 1 次，每

天 06∶00、12∶00 投饵(金藻 1105 cell/ml)两次，暂

养期间活动正常，受刺激后闭壳反应迅速，死亡率低

于 5%。实验前 24 h 停止投饵，选择健康、闭壳肌刺

激反应灵敏的魁蚶，取样时避免损伤其基部，同一规

格的魁蚶随机分组(表 1)。 

CdC12·2.5H2O(A. R. 100 g)产自国药集团化学试剂

有限公司，用蒸馏水配成质量浓度为 10 mg/ml 的 Cd2+

母液，然后根据实验设计制成暴露液质量浓度分别为：

4.67、8.32、14.79、26.30、46.77、83.18、147.91 mg/L。 
 

表 1  不同规格受试魁蚶生物学参数 
Tab.1  Biological parameters of S. broughtonii 

in different sizes (cm) 

规格 Size 壳长 Length 壳高 Height 壳宽 Width

小规格 Small 2.340.15 1.700.11 1.260.09

中规格 Medium 3.680.15 2.760.17 2.260.18

大规格 Large 5.120.33 3.900.31 3.190.31
 

1.2  理化条件 

该研究在山东省海洋生物研究院海水良种繁育

中心(鳌山卫)贝类生产车间内进行，试验过程中水温

为(18.5±1.5)℃，溶解氧含量≥6 mg/L，24 h 不间断充

氧；pH 为 7.93–8.25；盐度为 3.10±0.03；实验过程中

白天光照为 200600 lx，夜间无光照。 

1.3  攻毒试验 

试验期间，养殖用海水符合标准《GB11607-89

渔业水质标准》要求，其中，Cd2+浓度为 0.4103 mg/L。

取 70 L 聚乙烯养殖箱，加 1.1 所述含不同浓度 Cd2+

海水溶液 50 L，并放入同一规格魁蚶 10 粒，根据等

比梯度浓度试验结果，确定 Cd2+的 100%致死浓度与

0 致死的最大浓度，试验重复 3 次。根据上述结果，

按浓度对数等差数列设试验组和 1 个对照组，平行两

组，试验进行 96 h，期间不投饵，不换水，注意观察

记录 24、48、72、96 h 各组试验魁蚶累计死亡粒数，

及时清理死亡魁蚶。 

魁蚶死亡标准为外套膜萎缩 0.3–0.5 cm 左右(小

规格和中规格魁蚶萎缩约为 0.3 cm，大规格魁蚶萎缩

约 0.5 cm)，双壳张开，无闭壳反应，斧足部外伸，

多次刺激无收缩反应，视为死亡。 

使用 SPSS18.0 数理统计软件计算不同时间的半

致死浓度 24
50LC 、 48

50LC 、 72
50LC 、 96

50LC 及各自的 95%

置信区间，并利用下列公式计算安全养殖浓度： 

 
48
50

224 48
50 50

0.3LC
SC

LC LC


  

2  结果 

2.1  不同规格魁蚶的中毒症状 

暴露试验开始时，所有受试组的魁蚶外套膜均外

伸约 0.4–0.6 cm，1 h 左右对照组中小规格魁蚶基部

足丝口开始分泌少量足丝，附着于箱体，中规格和大

规格魁蚶基部足丝口在 2–8 h 后开始分泌足丝，基本

在 24 h 后达到量多，明显可见；小规格魁蚶低浓度

组(4.5、6.5、10 mg/L)在开始试验 1 h 后分泌了少量

足丝，但暴露 3 h 后，其足丝分泌量并未大量上升，

外套膜触手伸出；中规格魁蚶斧足部外伸，双壳张合

状态(魁蚶无水管)较积极，大规格魁蚶次之，小规格魁

蚶活动最少；小规格和中规格的魁蚶高浓度组中只有

1–2 个在 24 h 后观察到少量足丝，且不能挂壁，贝壳紧

闭，外套膜触手和斧足部极少伸出；大规格魁蚶高浓度

组的基部无足丝粘连，贝壳微开，开口约为 0.3–0.5 cm，

外套膜外伸 0.2–0.3 cm，斧足外伸 0.3 cm 左右；24 h

后除了对照组和低浓度组(4.5、6.5 mg/L)的魁蚶足丝

口分泌足丝与箱体相连，斧足部和触手外伸，反应迅

速，呈现出正常生活状态；稍高浓度试验组(20、30 mg/L)

各规格的贝壳张开为 0.2–0.8 cm，外套膜收缩为

0.3–0.5 cm，斧足处呈现大小不一的白斑或黑斑，内

脏团有充血现象，刺激后双壳闭合无力，偶见魁蚶有

足丝分泌，但量很少，不挂壁；高浓度组(50、79 mg/L)

的各规格魁蚶双壳可以闭合，但外套膜极少外伸，刺

激后有轻微的收缩反应，闭壳反应较慢，无足丝分泌

现象。48 h 后各规格魁蚶闭壳反应均较微弱，各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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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呈现白色浑浊现象，氨氮范围为 35.40– 79.45 µg/L；

当魁蚶贝壳完全张开，斧足外伸、刺激无反应，外套

膜萎缩，判为死亡。 

2.2  镉对不同规格魁蚶的毒性影响 

2.2.1  Cd2+对不同规格魁蚶急性毒性试验结果     

Cd2+对不同规格魁蚶的 24 h、100% 致死浓度为

140 mg/L 左右，24 h、0 致死的最大浓度为 4.7 mg/L

左右，因此，各试验组浓度设定在 4.67–147.91 mg/L，

根据浓度对数规则设置攻毒浓度见表 2。 

使用 SPSS18.0 对试验结果进行数据处理，计算

出 Cd2+浓度对数与不同规格魁蚶死亡概率方程，分别

求出 24
50LC 、 48

50LC 、 72
50LC 、 96

50LC ，并计算出 95%(α=0.05)

置信区间，结果见表 3–表 5。由表 3表 5 可以看出，

Cd2+对不同规格魁蚶的 24
50LC 、 48

50LC 、 72
50LC 、 96

50LC 组

间和组内差异较大，24 h 半致死浓度最高的是大规格

魁蚶(157.36 mg/L)，其次为小规格魁蚶(131.11 mg/L)，

最低为中规格魁蚶(54.10 mg/L)；48 h 半致死浓度最

高的是小规格魁蚶(41.40 mg/L)，其次为大规格魁蚶 

 
表 2  Cd2+对不同规格魁蚶急性毒性试验结果 

Tab.2  The results of Cd2+ toxicity to different-sized S. broughtonii 

24 h 累计死亡数 
Cumulative mortality  

at 24 h 

48 h 累计死亡数 
Cumulative mortality 

at 48 h 

72 h 累计死亡数 
Cumulative mortality  

at 72 h 

96 h 累计死亡数 
Cumulative mortality 

at 96 h 
浓度 

Concentration 
(mg/L) 

受试 

总数 
Total 小规格 

Small 
中规格 
Medium 

大规格 
Large 

小规格
Small

中规格
Medium

大规格
Large

小规格
Small

中规格
Medium

大规格 
Large 

小规格 
Small 

中规格
Medium

大规格
Large

0 1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67 10 0 0 0 0 0 0 2 1 5 10 10 10 

8.32 10 0 1 0 2 4 0 5 7 6 10 10 10 

14.79 10 1 2 0 3 5 1 6 8 7 10 10 10 

26.30 10 2 4 1 4 7 4 8 10 8 10 10 10 

46.77 10 3 5 2 5 10 6 8 10 8 10 10 10 

83.18 10 6 4 3 7 10 6 8 10 8 10 10 10 

147.91 10 10 5 4 10 10 8 9 10 10 10 10 10 

注：结果以 3 次平行取平均值表示，四舍五入 
Note: Results are shown as the mean of three tests and rounded 

 
表 3  Cd2+对小规格魁蚶急性毒性试验数理统计结果 

Tab.3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of Cd2+ toxicity to small-sized S. broughtonii 

时间 Time(h) 
浓度对数-死亡概率方程 

logC-death probability equation 
LC50 (mg/L) RSDLC50 (mg/L)

95%置信区间 
95% confidence interval(mg/L)

R2

24 P=1.64X3.48 131.11 4.12 79.30–458.68 0.82

48 P=0.90X1.46 41.40 3.48 25.61–108.28 0.99

72 P=1.08X0.60 3.57 0.16 0.43–7.19 0.83

96 P=2.68X1.41 3.37 0.97 0.40–5.40 0.97

 
表 4  Cd2+对中规格魁蚶急性毒性试验数理统计结果 

Tab.4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of Cd2+ toxicity to medium-sized S. broughtonii 

时间 Time(h) 
浓度对数-死亡概率方程 

logC-death probability equation 
LC50 (mg/L) RSDLC50 (mg/L)

95%置信区间 

95% confidence interval (mg/L)
R2

24 P=0.94X1.64 54.10 4.12 33.28–169.70 1.00

48 P=3.13X3.05 9.46 0.01 7.41–11.43 1.00

72 P=1.73X0.70 2.54* 0.16 0.27–4.93 0.83

96 P=1.44X+0.44 0.50* 0.07 0.01–1.28 0.99

*表示二组差异不显著(P=0.76>0.05) 
*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roups is not significant (P=0.76>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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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Cd2+对大规格魁蚶急性毒性试验数理统计结果 
Tab.5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of Cd2+ toxicity to large-sized S. broughtonii 

时间 Time(h) 
浓度对数-死亡概率方程 

logC-death probability equation 
LC50 (mg/L) RSDLC50 (mg/L)

95%置信区间 95% 
Confidence interval (mg/L)

R2

24 P=1.74X3.82 157.36 4.12 83.80–419.52 0.99

48 P=2.28X 3.61 38.13 0.01 29.51–52.49 0.72

72 P=1.41X 1.34 8.90 0.16 4.91–13.02 0.72

96 P=2.10X 1.13 3.46 0.07 0.01–7.47 0.70

 
(38.13 mg/L)，最低为中规格魁蚶(9.46 mg/L)，这与 24 h

的结果呈现的不一致；72 h 半致死浓度最高的是大

规格魁蚶(8.90 mg/L)，其次为小规格和中规格魁蚶

(均为 0.16 mg/L)；96 h 半致死浓度最高的是大规格魁

蚶(3.46 mg/L)，其次为小规格魁蚶(3.37 mg/L)，最低

为中规格魁蚶(0.07 mg/L)，与 24 h所呈现的结果一致。

经 SPSS18.0 对不同规格魁蚶的半致死浓度与暴露时

间统计学处理，得出不同的暴露时间对小规格魁蚶和

大规格魁蚶的半致死浓度影响极其显著(P<0.001)，但

中规格魁蚶的半致死浓度在 24、48 h 之间差异极其

显著， 72、 96 h 的半致死浓度之间差异不显著

(P=0.76>0.05)；暴露时间与小规格、中规格魁蚶对

Cd2+相应时间的半致死浓度大小均呈明显正相关

(R2>0.80)，大规格魁蚶的 24 h 半致死浓度与暴露时

间相关系数良好(R2=0.99)，但 48、72、96 h 的半致

死浓度与暴露时间的相关系数一般(R2<0.80)，可能和

大规格魁蚶的个体差异有关。研究表明, 小规格的魁

蚶对各浓度 Cd2+的半致死浓度高于中规格魁蚶的响

应值可能是由于“毒物兴奋效应(Hormesis)”(顾海龙, 

20131)；Calabrese, 2010)，即低剂量的毒物表现为刺

激效应，而高剂量则表现为抑制效应(Zhang et al, 

2013)。已有研究表明，氯化镉可诱导小鼠成纤维(L929)

细胞增殖的毒物兴奋效应，但对于双壳贝类的毒物兴

奋效应研究较少(袁雪峰, 2013)2)。 

2.2.2  不同规格魁蚶与 Cd2+不同时间的半致死浓度关

系    不同规格魁蚶与 Cd2+不同时间的半致死浓度关

系见图 1。由图 1 可见，不同时间的半致死浓度与暴

露时间成幂指数函数关系，大、中、小规格魁蚶不同

时间的半致死浓度与暴露时间成幂指数函数分别为：y 

= 1×106x2.757(R² = 0.98, P<0.001)、y = 2×106x3.251 (R² = 

0.97, P<0.001)、y = 2×106x2.901(R² = 0.91, P< 0.001)，

魁蚶规格与半致死浓度呈负相关关系。 

2.2.3  Cd2+对不同规格魁蚶的安全养殖浓度    按安 

 
 

图 1  不同规格魁蚶 Cd2+的半致死浓度与暴露时间的关系 
Fig.1  The relationships of LC50 exposure time among 

different specifications S. broughtonii 

 
全养殖浓度公式，计算得出 Cd2+对不同规格魁蚶的安

全养殖浓度见表 6。不同规格魁蚶对 Cd2+的安全养殖浓

度依次为小规格(1.24 mg/L)>大规格(0.67 mg/L)>中

规格(0.09 mg/L)。其中，小规格魁蚶对 Cd2+的安全养

殖浓度分别是大规格魁蚶的 1.85 倍、中规格魁蚶的

13.78 倍(P<0.001)，说明海水中 Cd2+的含量对中规格

魁蚶的影响大于小规格和大规格魁蚶。因此，建议魁

蚶生长中后期尤其是壳长 3.68 cm 时，应注意密切监

测水中 Cd2+的含量。不同规格魁蚶对 Cd2+的安全养

殖浓度均高于国家二类水质标准 18–248 倍，但水质

标准指标应结合魁蚶体内镉含量和相应的风险评估

结果，这有待进一步研究。 

2.2.4  Cd2+对不同规格魁蚶的毒性分类    依据有

毒物质对水产类的毒性分类标准(张志杰等, 1991)与

不同规格魁蚶对 Cd2+的安全养殖浓度，对 Cd2+对不

同规格魁蚶的毒性进行分级，具体情况见表 7。Cd2+

对不同规格魁蚶的毒性大小不一致，Cd2+对小规格魁 
 

                            

1) 顾海龙. Cd、Pb、Hg 暴毒下泥蚶的分子生态毒理学研究. 上海海洋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2013, 1516, 48 

2) 袁雪峰. 低剂量氯化镉诱导 L929 细胞增殖 hormesis 效应的研究. 暨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2013, 3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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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不同规格魁蚶对 Cd2+的安全养殖浓度与国标限量对比 
Tab.6  Comparison between national standard and SC50 of different specifications (mg/L) 

魁蚶规格 Size 小规格 Small 中规格 Medium 大规格 Large 

安全养殖浓度 Safety concentration 1.24a 0.09b 0.67c 

95%置信区间 95% confidence interval 0.29–1.81 0.02–0.11 0.25–1.10 

NY5052-2001* ≤0.005 

第 1 类 primary 第 2 类 secondary 第 3 类、第 4 类 third&fourth-class 
GB3097-1997* 

≤0.001 ≤0.005 ≤0.010 

GB11607-1989* ≤0.005 

注：*表示国家强制性标准；不同的肩注表示二者差异极其显著(P<0.001) 
Note: * National mandatory standard, Different shoulder means high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01) 

 
表 7  有毒物质对水产类的毒性标准 

Tab.7  The classification standard of toxicants for  
aquatic animal (mg/L) 

等级 
Class 

剧毒 
Rank poison 

高毒 
High toxic 

中毒 
General toxicity 

低毒 
Low toxicity

MRLs <0.1 0.11 110 >10 

小规格 
Small 

  1.24  

中规格 
Medium 

0.09    

大规格 
Large 

 0.67   

 
蚶属于中毒物质，对中规格魁蚶属于剧毒物质，对于

大规格魁蚶是高毒物质，这可能是由于中规格魁蚶的

活动能力较大规格和小规格魁蚶强，实际暴露时间

长，这一推论是经长期观察，大、中、小规格魁蚶闭

壳肌打开滤水时间所得，有待进一步验证。 

3  讨论 

3.1  Cd2+对不同规格魁蚶的毒性机理 

镉对毛蚶(Scapharca subcrenata)的致毒机理主要

是 Cd2+引发毛蚶体内脂质过氧化、DNA 链的断裂以及

蛋白质的氧化修饰等损伤(陈建华等, 2010)。陈彩芳等

(2012)研究发现，Cd2+对泥蚶(Tegillarca granosa)肝胰腺

的显微和超微结构损伤均远大于鳃，可能是 Cd2+经由

鳃进入血液循环后在内脏团重新分布积累，最终对内

脏团造成巨大损伤。本研究也发现，高浓度组魁蚶内

脏团有充血现象。王召根 (2013)1)认为，不同浓度

Cd2+(0.1–1.6 mg/L)，对泥蚶呼吸和排泄有较明显抑制

作用，即随着 Cd2+浓度增加，泥蚶耗氧率和排氨率出

现逐渐减弱趋势，且影响极其显著。本研究结果表明，

不同浓度 Cd2+对不同魁蚶斧足和外套膜有不同的影

响，基本表现为外套膜收缩，斧足外伸不能收回，斧

足有大小不一的白斑或黑斑，内脏出血，且足丝脱离

箱体，无附着力，刺激后双壳无力闭合。这是魁蚶对

Cd2+中毒的表现，与泥蚶的中毒机理类似，均可能是

由呼吸和排泄异常引起的。其中，Cd2+对魁蚶基部足

丝分泌的影响与刘天红等(2010)的研究较为一致，具体

机理有待进一步确证。 

3.2  Cd2+对不同规格魁蚶的毒性分析 

Cd2+对不同规格魁蚶的 24、48、72、96 h 半致死

浓度差别较大，表现为 24、72、96 h 半致死浓度为

大规格魁蚶>小规格≥中规格，48 h 半致死浓度变化

为小规格魁蚶>大规格>中规格。陈建华等(2010)发

现，Cd2+对毛蚶(壳长为 2.87–3.66 cm，壳高为 2.35– 

2.77 cm)的 24、48、72、96 h 的半致死浓度分别为

12.27、7.86、6.16、5.17 mg/L，远低于本研究小规格

魁蚶[壳长为(2.340.50) cm，壳高为(1.700.11) cm] 

24、48 h 的半致死浓度(131.11、41.40、3.57、3.37 

mg/L)，而泥蚶 72、96 h 的半致死浓度约为小规格魁

蚶的 1.73 倍和 1.53 倍，说明同等规格的蚶类对 Cd2+

的耐受力差别较大。霍礼辉(2012)2 )研究了壳长为

(2.670.15) cm 的泥蚶对 Cd2+的耐受性，其 96 h 的半

致死浓度为 2.25 mg/L，低于小规格魁蚶的 96 h 半致

死浓度  (3.37 mg/L)。王召根(2013)1)研究结果表明，

壳长在(2.820.16) cm 的泥蚶对 Cd2+的 96 h 半致死浓

度为 0.46 mg/L，远远低于小规格魁蚶的 96 h 半致死

浓度(3.37 mg/L)。上述学者均是研究了泥蚶对 Cd2+

的耐受性，对比发现，总体上小规格魁蚶对 Cd2+的耐

受性要远高于同等规格的泥蚶，虽然二者均为蚶类，

但因生活环境(盐度)不同，种的不同，个体差异较为 
                            

1) 王召根. 重金属镉和铜对泥蚶的毒性效应研究. 上海海洋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2013, 1, 11, 1617 

2) 霍礼辉. 泥蚶对重金属(铜、铅、镉)的富集和响应初步研究. 宁波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2012, 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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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 

同为海水双壳贝类，李玉环等(2006)研究表明，

镉对海湾扇贝(Argopecten irradias)的 24、48、96 h 的

半致死浓度分别是 5.85、4.52、3.45 mg/L，安全养殖

浓度为 0.035 mg/L，是小规格魁蚶安全养殖浓度的

1/35；刘天红等 (2010)研究认为，Cd2+对栉孔扇贝

(Chlamys farreri)的 24、48、96 h 的半致死浓度分别

是 5.74、3.30、0.97 mg/L，安全养殖浓度为 0.33 mg/L，

是小规格魁蚶安全养殖浓度的 1/11；徐彦 (2012)1)

研究了 Cd2+对菲律宾蛤仔 24、48、96 h 的半致死浓

度分别是 11.15、7.58、4.74 mg/L，安全养殖浓度为

0.65 mg/L ；张聪 (2012)2) 通过模拟褶牡蛎 (Ostrea 

plicatula Gmelin)生长环境，利用富集系数计算褶牡蛎

对 Cd2+的安全养殖浓度为 0.96 g/L，是小规格魁蚶安

全养殖浓度的 1/1292，说明褶牡蛎对 Cd2+的敏感性更

高；上述海水贝类的急性毒性研究结果均低于大规格

魁蚶相应时间的半致死浓度(157.36、38.13、3.46 mg/L)

和安全养殖浓度 0.67 mg/L，说明不同种类之间存在

较大的差异性，魁蚶(2.195.45 cm)对 Cd2+的耐受性高

于其他双壳海水贝类(如扇贝、牡蛎等)，可能与魁蚶体

内的金属硫蛋白含量有关。有学者认为，一定暴露浓度

范围内，Cd2+可诱导近江牡蛎(Ostrea rivularis)金属硫

蛋白的表达，表现出“阈值效应”，即体内镉含量达

到一定值时，本底金属硫蛋白开始迅速表达，使其体

内金属硫蛋白含量显著升高，但当金属硫蛋白浓度太

高时又产生负反馈调节，这时会抑制其生存状态，以上

研究是基于蛋白质介导的离子通道转运的结果(周湖明, 

2013)3)。 

本研究中，各规格魁蚶对于 Cd2+的安全养殖浓度

均低于相关水质标准的规定，GB3097-1997 中规定第

3 类、第 4 类水质(≤0.01 mg/L)不适于养殖。作者认

为，在此条件下魁蚶仍能健康存活，但可能不适于安

全食用，应结合其体内镉含量的变化和风险分析进行

评估。Cd2+对于小规格魁蚶属于中毒类物质，对于中

规格魁蚶属于剧毒类物质，对于大规格魁蚶属于高毒

类物质。这与刘天红等(2010)研究发现，Cd2+对于栉

孔扇贝属于高毒类物质的结果一致。李玉环等(2006)  
 
 
 
 
 
 

认为，Cd2+对于海湾扇贝属于剧毒类物质与本研究稍

有差异；田鹏(2013)4)和杨艳红(2013)5)研究认为，水

产动物(鱼类)对 Cd2+有一定的耐受力与本研究结果一

致。其他学者少有对 Cd2+对水产动物毒性进行定性，

作者认为，本部分的研究定性可能会有助于渔业标准

和养殖环境区域划分定性。 

3.3  镉对中规格魁蚶和小规格魁蚶半致死浓度的影

响分析 

Cd2+对不同规格魁蚶的 24、48、72、96 h 半致死

浓度和安全养殖浓度结果不同，可能与魁蚶对镉胁迫

应答机制有关。动物在镉胁迫下主要有 3 种应答机

制，以保护机体的免受损伤：1) 启动应激反应，如

SOD、CAT 等其他抗氧化防御系统；2) 合成更多的

可螯合镉的蛋白质(如金属硫蛋白)以消除多余的镉；

3) 降低自身的代谢速率，减少与外界物质的交换，以

避免更多对镉的吸收。当机体内镉的积累速度超出自

身的解毒和代谢能力时，便会产生毒性作用(Cuypers 

et al, 2010)。因此，作者认为，中规格魁蚶因处于足

丝分泌和生长快速期，可能会降低自身对镉的代谢速

率导致其体内镉含量较高，引起中毒表现。上述推断

有待进一步从细胞毒理学角度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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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afety Evaluation of the Acute Toxicological Effects of  
Inorganic-Cadmium on Scapharca broughtonii 

LIU Tianhong1, YU Xiaoqing1, LIU Guangbin1,2, WANG Ying1, WU Yingying1,2,  
LIU Enfu1,2, QIU Zhaoxing1,2①

 
(1. Marine Biology Institute of Shandong Province  Qingdao  266100;  

2. Key Laboratory of Benthic Fisheries Aquaculture and Enhancement  Qingdao  266100) 

Abstract    Heavy metals are considered as the most deleterious contaminants in the environment due 

to their non-degrading and bioaccumulative properties. Shellfish have been used as an indictor for the 

toxicity of Cd, Pb, and other heavy metals. However, there are very few studies about the effects of heavy 

metals on Scapharca broughtonii. The safety of the seafood largely depends on the level of heavy metals 

accumulated in the body, which is determined by the content of heavy metals in the aquaculture 

environment. Here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were conducted to study the acute toxicity of 

cadmium on S. broughtonii with different sizes, which serves as a sign of the seafood safety. We 

determined the semi lethal concentration (LC50) and the safety concentration (SC50) of cadmium in 

different time courses (24 h, 48 h, 72 h and 96 h), by SPSS18.0 statistical software (Prob-lg). The LC50 

values of small S. broughtonii were 131.11, 41.40, 3.57 and 3.37 mg/L corresponding to the time courses 

above, and the SC50 value was 1.24 mg/L. In the medium S. broughtonii the LC50 values were 54.10, 9.46, 

2.54, and 0. 50 mg/L, and the SC50 value was 0.09 mg/L. About the large S. broughtonii the LC50 values 

were 157.36, 38.13, 8.90, 3.46 mg/L and the SC50 value was 0.67 mg/L. Thes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the SC50 values of Cd2+ in S. broughtonii were higher than the water quality standard in aquaculture. The 

toxicity of Cd2+ was identified as moderate for small S. broughtonii, extreme toxicity medium S. 

broughtonii, and high toxicity for large S. broughtonii. There was hermetie effect on inorganrc cadmium 

for small S. broughtonii. 

Key words    Inorganic-cadmium; Different size; Scapharca broughtonii; SC50; Horm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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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裸方格星虫(Sipunculus nudus) 
对 3 种不同底质的适应能力* 

李俊伟  朱长波  郭永坚  颉晓勇①  陈素文  张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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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室  广州  510300) 

摘要    在室内养殖系统中开展光裸方格星虫(Sipunculus nudus)对 3 种不同底质适应能力的研究。

3 个底质处理组分别为海沙组(S-s)、对虾池塘底质组(S-sp)和鱼塘底质组(S-fp)，各设 5 个重复；方

格星虫[(2.58±0.23) g]的养殖密度为 5 条/缸。结果显示，3 个处理组中，方格星虫的存活率均高于

90%；3 个处理组中，方格星虫的排泄物主要由粒径(R)小于 0.4 mm 的物质组成，其中 R<0.224 mm

的物质占较大比例，在 S-s、S-sp 和 S-fp 组中分别达到 47.70%、85.95%和 69.99%。试验结束时，

S-fp 组的方格星虫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生长，而 S-s 和 S-sp 组体重稍有下降。研究结果表明，方格星

虫成体对于底质的还原状态具有较大的耐受范围，而对于较小粒径(R<0.224 mm)的物质具有较高摄

食需求；同时，底质中的有机质含量也是影响其生长的因素之一。 

关键词    方格星虫；底质；存活率；适应能力 

中图分类号 S9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5)06-0095-05 

光裸方格星虫(Sipunculus nudus)隶属于星虫动

物门，是一种营穴居生活的大型底栖动物，多栖息于

以沙质为主的滩涂区域，广泛分布于中国近海沿岸  

(李凤鲁等, 1992; 张琴等, 2011; 李俊伟等, 2014)。方

格星虫具有重要的食用和药用价值，现代医学研究表

明，方格星虫含有多种活性物质，具有一定的提高免

疫力、抗疲劳及延缓衰老等效果 (蒋定文等 , 2004;   

沈先荣等, 2003、2004)，同时在其体内提取的多糖物

质也表现出一定的抗菌作用(夏乾峰等, 2007)。 

方格星虫在生态系统中也具有较为重要的生态

意义(Li et al, 2015; 李俊伟等, 2015)。由于方格星虫

摄食和利用表层沉积物中的营养物质，并将粪便排泄

在洞穴深处，实现了将表层沉积物质向底层的搬运和

封埋，属于下行搬运者(孙刚等, 2013; Li et al, 2015)。

星虫类动物对沉积物中有机质的摄食利用可以减少

有机质在沉积物表层的积累，对改善沉积物的理化特

征具有重要作用(Shields et al, 2009; 郑忠明, 20091); 

Wang et al, 2012)。 

目前，方格星虫的增养殖主要集中于平坦、细沙

质的潮间带区域，且产量较低。底部为沙质的池塘中

曾有丰富的方格星虫资源，但近年来的高密度养殖引

起的池塘底质环境恶化及清塘等因素导致沙质池塘

中方格星虫资源的急剧减少。中国沿海的沙底池塘或

滩涂养殖面积颇为广阔，而方格星虫具有较广的耐盐

和耐温性能(曾志南等, 2008、2010)，因此，在具有

沙底的池塘或滩涂中，在养殖适宜品种的基础上，进

行方格星虫的增养或搭配养殖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方格星虫不能直接对饵料进行摄取，其营养物质的获

取主要依赖对适宜粒径沙粒摄入时产生的附带效果。

因此，生长环境中底质的粒径组成对其摄食和生长具

abc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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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要作用。不同养殖环境中的有机质含量、细沙所

占比例以及其他理化因子间的差别较大，会在不同程

度上影响方格星虫的生存、摄食及生长。因此，对方

格星虫在不同底质中的适应能力展开研究，对其在池

塘或滩涂中增养殖的推广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采用 3 种不同类型的底质(海边细沙、对

虾池塘底质以及罗非鱼池塘底质)作为方格星虫的生

长环境，基于方格星虫在不同底质中的存活状态和生

长情况，确定方格星虫对不同底质的适应能力，为推

广方格星虫的增养殖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  

深圳养殖基地进行，试验时间为 35 d。试验共 3 个处

理组，包括海沙组(S-s)、对虾池塘底质组(S-sp)以及

罗非鱼池塘底质组(S-fp)，每个处理组分别设 5 个重

复。3 种底质均经过曝晒以除掉其中的大型底栖动物，

在养殖箱(31 cm × 20 cm × 30 cm)底部铺设相同厚度

(10 cm)的底质，并注入等量海水，测定底质中的初始

氧化还原电位(Eh)。在每个养殖箱中放入 5 条方格星

虫[(2.58± 0.23) g]。 

1.2  日常管理 

试验期间，投喂粉碎过筛的马尾藻粉(R<0.28 mm)，

投喂量为 1 g/d。采用充气石进行连续充氧，养殖期

间 DO 浓度高于 6 mg/L，养殖期间不换水。 

1.3  样品的收集及测定   

初始沉积物样品先进行粒径组成测定。分别于初

始和结束时，采集沉积物和方格星虫样品，于 60℃

烘干保存后用于有机质的测定。水体的温度、盐度、 

pH 以及溶解氧采用 YSI(556, YSI Incorporated, Yellow 

Springs, 美国)进行现场测定。采用氧化还原电位仪

(SX-630，上海)测定试验初始和结束时 3 种底质表层

和底层间隙水中的氧化还原电位。 

试验结束时，将方格星虫取出，置于盛水烧杯中

(4 h)，观察其排泄过程并收集排泄物质。排泄结束后，

记录终末重量，并将收集到的排泄物质烘干保存，测

定其中的有机质含量和粒径组成。沉积物、排泄物以

及生物样品的有机质含量均采用马弗炉灼烧法(550℃)

进行测定。 

海沙、对虾池塘底质以及罗非鱼池塘底质的初始

有机质含量分别为 1.08%、2.12%和 3.49%。3 种底质

在烘干后经过多级样品筛进行粒径组成的分析(表 1)。 

由于该试验结果侧重的是方格星虫对不同底质

的耐受情况，并且由于方格星虫放养数量较少，其对

于底质的粒径组成影响不大，且投入的饵料(有机质)

相对于养殖箱内的底质重量(有机质)影响较小。 

1.4  计算公式 

试验期间，对方格星虫的成活率(Survival rate)

和特定生长率(Specific growth rate)进行计算和分析。 

存活率(%) = N1×100/N2 

特定生长率(%) = 100 (ln W2−ln W1)/T 

式中，N1(条)和 N2(条)分别为试验初始和结束时

方格星虫的数量；W1(g)和 W2(g)分别为方格星虫的初

始重量和终末重量；T 为试验进行的时间(d)。 

1.5  数据分析 

采用 SPSS 17.0 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百分数值

均进行数据转换后进行方差分析。不同处理组间的数

据差异采用 One-way ANOVA 进行分析，显著度为

P<0.05。 

 
表 1  不同底质的有机质含量及粒径组成 

Tab.1  The organic content and grain composition of the different sediments (Mean±SD) 

粒径组成比例 Grain composition(%) 组别 
Treatment 

有机质含量 
Organic content (%) R>0.4 mm 0.28 mm <R<0.4 mm 0.224 mm <R<0.28 mm R<0.224 mm

S-s 1.08±0.05 7.69±0.08 21.64±0.12 38.36±0.26 32.31±0.23 

S-sp 2.12±0.04 81.92±0.21 5.40±0.10 4.20±0.09 8.48±0.16 

S-fp 3.49±0.09 66.88±0.25 8.77±0.08 0.03±0.00 24.31±0.20 

 

2  结果 

2.1  水质 

养殖箱内的水温变化范围为 25–30℃，盐度变化范

围为 29–31，pH 为 8.0–8.3，溶解氧含量为 6.0–6.5 mg/L，

3 个处理组之间无显著差异(P>0.05)。 

2.2  间隙水中氧化还原电位(Eh)的变化 

试验初期，海沙组(S-s)表层和底层间隙水中的



第 6 期 李俊伟等: 光裸方格星虫(Sipunculus nudus)对 3 种不同底质的适应能力 97 

 

Eh 值分别为 105 mV 和 80 mV，虾塘底质组(S-sp)表

层和底层间隙水的 Eh 值分别为–170 mV 和–180 mV，

鱼塘底质组(S-fp)表层和底层间隙水中的 Eh 值分别

为–260 mV 和–279 mV。试验结束时，S-s 组间隙水

中的 Eh 值仍然显著高于 S-sp 和 S-fp 组(P<0.05)；S-sp

和 S-fp 组间隙水的 Eh 值仍较低，且两组的底层间隙

水 Eh 值均低于相应的表层间隙水(图 1)。 
 

 
 

图 1  不同处理组底质表层和底层的氧化还原电位 
Fig.1  The oxidation reduction potential of the pore  

water in upper and bottom layers of the sediment at the  
end of the experiment 

S-s. 海沙底质组；S-sp. 对虾池塘底质组；S-fp. 鱼塘底质

组。数据为平均值±标准误差(n=5). 字母 a 和 b 表示不同处

理组之间的数据差异显著(P<0.05). 下图同 
S-s, S-sp and S-fp represent the treatments of sea sand, 

shrimp-pond sediment and fish-pond sediment, respectively. 
Values were given as Mean±SD (n=5). Different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reatments (P<0.05), 
same in the following figure 

 

2.3  方格星虫的存活与生长 

试验结束时，不同处理组的方格星虫均表现出较

高的成活率(图 2)，S-s、S-sp 和 S-fp 组的成活率分别

为 96%、 92%和 92%，处理组之间无显著差异

(P>0.05)。试验期间，仅有 S-fp 组的方格星虫表现出

一定程度的增重，而其他两组的方格星虫重量均减

轻，其中以 S-s 组的方格星虫失重最多(表 2)。 

2.4  方格星虫的摄食和排泄 

试验结束时，将方格星虫取出放至烧杯中，观察

其排泄过程并收集排泄物质。通过观察发现，方格星

虫的吻部伸展和收缩频率为 8–12 次/min，吻部快速

向外伸展并带动前段的肠道伸展，其星状触手接触到

物质后，吻部随即收缩。在吻部收缩的同时，肠道末

端的排泄物通过排泄孔排出体外，每次排泄时仅有少 

 
 

图 2  不同处理组方格星虫的成活率 
Fig.2  The survival rate of S. nudus in three treatments 

S-s 表示海沙底质组；S-sp 表示对虾池塘底质组； 

S-fp 表示鱼塘底质组 
S-s, S-sp and S-fp represent the treatments of sea sand, 

shrimp-pond sediment and fish-pond sediment, respectively 

 
表 2  试验期间方格星虫的生长性能 

Tab.2  The growth performance of S. nudus in the 
experiment 

处理组 
Treatments

初始重量 
Initial weight 

(g) 

终末重量 
Final weight (g) 

特定生长率 
Specific growth 

rate (%) 

S-s 2.52±0.12 2.32±0.31  

S-sp 2.73±0.28 2.68±0.15  

S-fp 2.49±0.30 2.62±0.13 0.17 

S-s. 海沙底质组；S-sp. 对虾池塘底质组；S-fp. 鱼塘

底质组。表示该组方格星虫的特定生长率为负值 
S-s, S-sp and S-fp represent the treatments of sea sand, 

shrimp-pond sediment and fish-pond sediment, respectively.  
– means the SGR value of S. nudus is a negative change 

 
量絮状物质排出。方格星虫的吻部，无论是否粘附到

合适的物质，均会再次重复伸展和收缩过程。 

3 个处理组中(S-s、S-sp 和 S-fp)，方格星虫排泄

物的有机质含量分别是 1.81%、5.80%和 5.87%；各

组排泄物质中的细沙均以细颗粒(R<0.224 mm)为主，

S-s、S-sp 和 S-fp 组分别为 47.70%、85.95%和 69.99%。 

3  讨论  

光裸方格星虫对于不同氧化还原状态和不同沙

质组成的底质具有较强的耐受和适应能力。试验期

间，3 种底质的氧化还原状态存在显著差异，并且虾

塘底质和鱼塘底质均处于较强的还原状态(Eh 分别为

–180 和–279 mV)，且强还原状态一直持续到试验结

束。然而，试验结束时，3 个处理组中的方格星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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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率均较高(图 2)，表明方格星虫对还原性较强的底

质具有较强的耐受能力。Li 等(2015)报道，方格星虫

能够在还原性较强(Eh, –100 – –150 mV)的底质中生

存。本研究中，3 个处理组的底质结构和粒径组成之

间存在显著差异(P<0.05)，然而，方格星虫的成活率

(图 2)和排泄物质状况(表 3)显示，方格星虫对于生存

环境中底质的细沙比例具有广适性。3 个处理组中方

格星虫的排泄物均以较小粒径(R<0.224 mm)的颗粒

为主要组成，表明方格星虫的摄食器官更适宜捕获较

小粒径的颗粒。吴鹏飞等(2010)对方格星虫(8–15 g)的

消化道结构分析后发现，方格星虫的咽部收缩时，空隙

约为 0.06 mm×0.18 mm，适合摄食较小粒径的物质。

童潼等(2011)研究发现，方格星虫所摄食沙质粒径主

要受到其摄食器官的影响，即便生长环境中的沙质粒

径较大，方格星虫仍可摄食较小的有机颗粒，且生长

速度未受明显影响。李雷斌等(2012)研究发现，方格

星虫(0.14–0.69 g)在粒径 0.25–0.50 mm 的沙底中生

长效果优于粒径为 0.063–0.25 mm 的沙底，分析其主

要原因，可能是粒径较大使得水通透性和溶解氧含量较

高。本研究通过对方格星虫[(2.58±0.23) g]的排泄物研

究发现，较小粒径(R<0.224 mm)的物质仍是其摄取的主

体。因此，在养殖方格星虫的沙底中，补充适量的细

沙(R<0.224 mm)才能满足其摄食的基本需求，同时需

要加入较大粒径的沙粒以提高间隙水的溶解氧含量。 
 

表 3  试验期间方格星虫的排泄物质组成 
Tab.3  The composition of the excrement of S. nudus (Mean ± SD, n=5) 

粒径组成 Grain composition (%) 组别 
Treatment 

有机质含量 
Organic content (%) R>0.4 mm 0.28 mm<R<0.4 mm 0.224 mm<R<0.28 mm R<0.224 mm 

S-s 1.81±0.23 5.23±0.76 14.38±1.22 32.68±1.36 47.70±3.56 

S-sp 5.80±0.73 0 0 14.05±1.03 85.95±4.38 

S-fp 5.87±0.82 8.80±0.64 11.11±1.12 10.10±0.64 69.99±4.50 

 
3 个处理组中，方格星虫均表现出较差的特定生

长率，仅有鱼塘底质组(S-fp)的方格星虫表现出一定

程度的生长，而其他两组的方格星虫重量均减轻，尤

以海沙组(S-s)的方格星虫失重最多。S-fp 组底质中的

有机质含量为 3.49%，而 S-s 组的有机质含量仅为

1.08%，二者之间的有机质含量差异可能是导致方格

星虫生长差异的原因之一(表 1)。蒋艳等(2010)研究发

现，在沙底中混合一定量配合饲料以提高有机质含

量，有利于方格星虫的生长和存活。本研究中，与海

沙组相比，鱼塘底质组细沙含量较低(24.31%)，但具

有较高的有机质含量(3.49%)，由此可知，方格星虫

对于沙底中细沙的组成比例具有较大的耐受范围，但

其生长对底质中的有机质含量具有较高要求。本研究

中，3 个处理组的方格星虫均生长缓慢，可能受其饵

料来源(马尾藻粉)的限制，相关的方格星虫对大型藻

粉的摄食和消化利用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开展。 

方格星虫的摄食器官限定了其摄食的粒径大小，

而其摄食行为决定了其生长性能。方格星虫的摄食器

官主要由翻吻和星状触手构成(邓中日等, 2009; 童潼

等, 2011; 吴鹏飞等, 2010)，由触手粘附合适粒径的食

物，经咽部和食道滑入肠道中(童潼等, 2011)。方格星

虫对高有机质含量的物质摄取效率较低，只能通过增

加吻部伸展与收缩的次数来满足其生长需要，因此，

摄食过程中产生的能量消耗可能导致其生长能分配

较低。另外，方格星虫缺乏专门的消化腺(邓中日等, 

2009; 吴鹏飞, 2010；童潼等, 2011)，尽管其较大的摄

食量和回环盘绕的肠道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消化能力

的不足(邓中日等, 2009)，但消化腺的缺乏可能造成

其对一些食物消化利用率较低。 

4  结论 

本研究发现，光裸方格星虫可以在还原性较强的

底质中生存和生长。方格星虫的摄食是通过摄入合适

粒径的细沙或碎屑带入有机物质，所以其在沙质较

少、有机碎屑较多的环境中也能够摄食和生长。因

此，在养殖方格星虫的沙底中具有一定量细沙(R< 

0.224 mm)以满足其摄食需求，同时混合较大粒径的

物质(0.28 mm<R<0.4 mm)以提高间隙水的溶解氧含

量。结合沙底和水质的实际情况，可以在埋栖型贝类

和鱼类养殖池塘或滩涂进行方格星虫的增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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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ptability of Sipunculus nudus to Three Types of Different Sediments 

LI Junwei, ZHU Changbo, GUO Yongjian, XIE Xiaoyong①
, CHEN Suwen, ZHANG Wenwen 

(Key Laboratory of Fishery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South China Sea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Fishery Sciences, Guangzhou  510300) 

Abstract    To study the adaptive capability of Sipunculus nudus to three different types of sediments, 
we carried out a rearing experiment of S. nudus under the laboratory conditions. Treatments in 
quintuplicate were the sea sand (S-s), shrimp-pond sediment (S-sp) and fish-pond sediment (S-fp), 
respectively, with different oxidation reductive potential value, organic material content and different 
grain sizes. After sunlight exposure, all types of sediments were paved onto the bottom of the tanks 
(31 cm × 20 cm × 30 cm) to 10 cm thick, and the same water was put into each tank. Five individuals with 
mean weight of (2.58±0.23) g were stocked in each tank and cultured with a normal ration supply. DO 
content in the water was above 6.0 mg/L and no water change during the experimen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urvival rate of S. nudus was up to 96%, 92% and 92% in S-s, S-fp and S-fp (P>0.05), 
respectively. Main component of the excrement of S. nudus was fine particles smaller than 0.4 mm, 
especially the 0.224 mm particles reached 47.70%, 85.95% and 69.99% in the treatments of S-s, S-sp and 
S-fp, respectively. At the end of the experiment, S. nudus presented growth to some extent in S-fp, while a 
little weight loss in other two groups.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S. nudus has strong adaptive capability to 
the reductive condition and different grain size of sediment, while it has a higher need for the smaller size 
of particles (R<0.224 mm) for the restriction of its feeding organs. Meanwhile, the organic material of the 
sediment was a key factor to the growth of S. nudus, including the quality (source) and quantity of the 
food. Therefore, based on its strong adaptive capability to the different sediments, the culturing of S. 
nudus in the suitable ponds/beaches was an ecological-economical model with potenti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Sipunculus nudus; Sediments; Survival; Adap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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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聚糖固定化海洋微生物 YS2071 脂肪酶 

及其酶学性质* 

张  权 1,2  盛  军 1  刘均忠 1  郑鸿飞 1  孙  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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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海洋大学食品学院  上海  201306) 

摘要    采用壳聚糖为载体，优化了海洋微生物 YS2071 脂肪酶的壳聚糖固定化条件。结果显示，

在壳聚糖浓度为 2% (m/v)、氢氧化钠浓度为 12% (m/v)、乙酸浓度为 1% (v/v)、戊二醛浓度为 0.25% 

(v/v)、与戊二醛交联的时间为 12 h 及添加 2 ml (1120 U)的游离脂肪酶时，固定化脂肪酶的活力最高，

其活力回收率达到 69.4%。对游离脂肪酶与固定化脂肪酶的酶学性质进行比较，结果显示，游离脂

肪酶的最适反应温度为 40℃，而固定化脂肪酶的最适反应温度为 45℃，固定化脂肪酶的温度稳定

性明显优于游离脂肪酶。最适反应 pH 均为 8.0，脂肪酶经过固定化之后，酸碱耐受性增大。重复

利用 10 次的固定化脂肪酶的酶活力保留率仍高于 65%。固定化脂肪酶贮藏半衰期为 96 d，而游离

脂肪酶的贮藏半衰期是 33 d。固定化脂肪酶与游离脂肪酶的酶活力保留率在不同有机试剂中表现出

不同的稳定性。 

关键词    壳聚糖；海洋微生物脂肪酶；固定化；酶学性质 

中图分类号 S9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5)06-0100-07 

脂肪酶(Lipase, EC 3.1.1.3)是一类特殊的酯键水

解酶，作用于羧酸酯的酯键，能够水解甘油三酯、甘

油二酯和甘油单酯，并称为三酰甘油酰基水解酶

(Jaeger et al, 2002)。脂肪酶因其多功能性，在工业、

农业以及医学等领域具有广泛的用途，应用于食品、

医药、皮革、纺织、精细化工等工业生产中(王庭等, 

2010; 刘海洲等 , 2008; 宋欣等 , 1999; 姚庆龙等 , 

2006; 王智等, 2003)。但是，游离脂肪酶的温度稳定

性、酸碱耐受性以及在有机试剂中的稳定性较差。在

工业生产应用中，游离的脂肪酶无法与产物分离，同

时不能回收利用。因此，采用壳聚糖固定化脂肪酶，

不仅保证酶的高效性，还可以克服游离脂肪酶的一些

缺点(Chua et al, 2004)。 

壳聚糖是一类生物界中来源广泛且具有生物相

容性、易降解、无毒的一种天然生物高分子多糖，溶

液有良好的成胶性，是一种性能优良的固定化载体

(王金瑾等, 2009; Krajewska, 2004; Taqieddin et al, 
2004)。本研究选取壳聚糖为固定化脂肪酶的载体，

对固定化的条件进行了优化，同时对固定化脂肪酶的

酶学性质进行研究，为以后脂肪酶的应用奠定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试剂及主要仪器 

脂肪酶为从黄海中筛选的一株海洋细菌 YS2071

所产。壳聚糖、对硝基苯基月桂酸酯(4-Nitrophenyl 

dodecanoate)购自 Sigma，异丙醇、考马斯亮蓝 G-250、

Triton X-100、Na2HPO4、NaH2PO4、戊二醛购自国药集

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日本岛津 Shimadzu UV2550 全

波长扫描分光光度计，FA 1204B 电子分析天平，

abc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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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mo 481 摇床，DC-2006 低温恒温槽。 

1.2  实验方法 

1.2.1  脂肪酶活力的测定    游离酶活力的测定参

照(Hatzinikolaou et al, 1999; 李忠磊等, 2012; 段晓琛

等, 2013)的方法并加以改进。反应体系为：A 液，称

取 0.0834 g 对硝基苯基月桂酸酯，40℃水浴条件下溶

解在 10 ml 的异丙醇中，并使用异丙醇定容到 25 ml。

B 液，准确称取 4.00 g 的 Triton X-100 溶于 800 ml pH 

8.0 的磷酸盐缓冲液中， 终定容到 1 L。4℃下冷藏

A、B 液。取 1.5 ml B 液与 100 μl 的 A 液，振荡混匀

后，40℃水浴预热 2 min，加入 100 μl 脂肪酶酶液(空

白对照使用等量灭活的酶液)，继续水浴 6 min，取出反

应液，加入对等的 1.7 ml 的无水乙醇终止反应，410 nm

处测定其吸光值。每分钟催化底物水解生成 1 μmol

的脂肪酸所需的酶量定义为 1 单位的酶活力(U)。 

固定化酶测活方法：用 pH 8.0 的磷酸盐缓冲液

代替酶液，加入固定化酶，按照游离酶活力测定方法

测定，空白对照使用等量的灭活固定化酶的载体。 

固定化酶活力回收率的计算 

% 100% 
固定化酶的总活力

固定化酶活力回收率
加入酶的总活力

 

1.2.2  蛋白含量的测定    采用 Bradford(1976)测定方

法测定蛋白含量。固定化实验之前发酵液蛋白含量的测

定：取 1 ml 发酵液与 4 ml 的考马斯亮蓝，振荡混匀，

室温静置 2 min，595 nm 处测定其吸光值。固定化之

后测定清液中蛋白含量，方法同前。以牛血清蛋白作

为标准物，制作标准曲线，回归系数 R2=0.997。 

蛋白吸附率的计算 

%

100%






蛋白吸附率

固定化之前总蛋白含量 固定化之后清液中蛋白含量

固定化之前总蛋白含量
 

1.2.3  壳聚糖交联吸附法    根据 Chang 等(2005)、

段晓琛等(2013)、张艳等(2010)的方法先交联再吸附，

配制 1% (v/v)的乙酸溶液溶解壳聚糖，常温下磁力搅

拌 30 min，超声脱气 10 min，使用注射器逐滴加入到

10%的 NaOH (m/v)溶液中，20 r/min 磁力搅拌，防止

形成壳聚糖小球而粘在一起，常温静置 1 h，用蒸馏

水反复冲洗直到小球的表面 pH 为中性。将小球浸泡

于终浓度为 0.25%的戊二醛(v/v)溶液中，80 r/min 振

荡 3 h，使壳聚糖小球和戊二醛充分交联。取出小球，

再次使用蒸馏水反复冲洗 10 次，除去表面残存的戊

二醛，得到交联好的壳聚糖小球。取一定量的脂肪酶

溶液浸泡壳聚糖小球 12 h，进行充分的吸附交联。第

2 天用蒸馏水冲洗吸附交联脂肪酶的壳聚糖小球，去

除未能牢固结合的游离酶，置于冰箱中保藏。 

1.2.4  固定化脂肪酶和游离脂肪酶的酶学性质比较 

结合 Veeraragavan 等(1990)、乔红群等(1998)、

Kumar 等(2005)、Benjamin 等(2001)的研究内容，主

要对固定化脂肪酶的操作稳定性、在部分有机试剂中

的稳定性、固定化脂肪酶和游离酶的贮藏稳定性、

适 pH、pH 稳定性、 适反应温度、热稳定性进行探究。 

操作稳定性：t1/2 = 0.693 t/2.303 lg (E0/E) 

式中，t1/2 为固定化酶半衰期；t 为贮藏时间；E0

为初始酶活力；E 为贮藏 t 后的酶活力。 

适反应温度：按照 1.2.1 脂肪酶活力测定方法，

游离脂肪酶的发酵液和固定化脂肪酶分别置于不同

温度(0−70℃)下，每 10℃测定其酶活力，得到 适温

度后，测定 适温度±5℃的酶活，定义酶活力 高组

的酶活力为 100%，计算其他各温度下游离酶和固定

化脂肪酶的相对活力。 

热稳定性：将游离脂肪酶的发酵液和固定化脂肪

酶置于 20−70℃(间隔 10℃)下保温 60 min，测定其酶

活力，以酶活力 高组的酶活力为 100%，比较不同

温度下游离酶和固定化酶的残余酶活力。 

适反应 pH：在 pH 3−12 的缓冲液中测定游离脂

肪酶和固定化脂肪酶的 适 pH。缓冲溶液：50 mmol/L

柠檬酸钠-柠檬酸缓冲液(pH 3.0−5.0)，50 mmol/L 磷

酸氢二钠-磷酸二氢钠缓冲液(pH 6.0−8.0)，50 mmol/L

甘氨酸-氢氧化钠缓冲液(pH 9.0−10.0)，50 mmol/L 磷

酸氢二钠-氢氧化钠缓冲液(pH 11.0)，50 mmol/L 的

KCl-NaOH (pH 12.0)。 

用 50 mmol/L 不同 pH(3−12)的缓冲液和 Triton 

X-100 配制的 B 液，根据 1.2.1 酶活力的测定方法，

40℃下测定其活性。得到 适 pH后，测定 适 pH±0.5

的酶活力，以酶活力 高组的酶活力为 100%，计算

其他 pH 下游离酶和固定化脂肪酶的相对活力。 

pH 稳定性：在 50 mmol/L 不同 pH(3−12)的缓冲

液体系中常温下保存 4 h，测定酶活力，以活力 高

组的酶活力为 100%，计算不同 pH 缓冲液保存之后

的游离酶和固定化脂肪酶的活力保留率。 

在有机试剂中的稳定性：取 4 ml 有机试剂处理

游离酶和固定化微球，4℃冰箱中保存 6 h，测定游离

酶和固定化脂肪酶的酶活力，空白组以 4 ml 的去离

子水代替。以空白组的酶活力为 100%，比较不同有

机试剂处理后的酶活力残余量。 

2  结果与分析 

2.1  壳聚糖固定化脂肪酶条件的优化 

2.1.1  壳聚糖浓度对脂肪酶固定化的影响    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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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壳聚糖的浓度为 0.5%和 1%时，形成的壳聚糖

微球较不规则且极易碎裂，壳聚糖浓度高于 4%时，

壳聚糖溶液的黏度高，不易成球，故 终实验在

1.5%−3.5%之间进行，结果如图 1 所示，酶的活力回

收率随着壳聚糖浓度增大而增大，在壳聚糖浓度为

2%时，酶的活力回收率 高为 71.57%。因此，壳聚

糖浓度选定为 2%。 
 

 
 

图 1  壳聚糖浓度对脂肪酶固定化效果的影响 
Fig.1  Effects of the chitosan concentration on the lipase 

immobilization 
 

2.1.2  乙酸浓度对脂肪酶固定化的影响    乙酸浓

度为 0.25%时，溶液的黏度较低，无法形成大表面积

的壳聚糖微球，故选择 0.5%−3%的乙酸进行实验，

结果如图 2 所示，乙酸浓度对脂肪酶的固定化的影响

较小，1%乙酸的条件下得到 大的酶活力回收率，

为 74.3%。 
 

 
 

图 2  乙酸浓度对脂肪酶固定化的影响 
Fig.2  Effects of the acetic acid concentration on the lipase 

immobilization 
 

2.1.3  戊二醛浓度对脂肪酶固定化的影响    实验

结果如图 3 所示，当戊二醛浓度低于 0.75%时，固定

化脂肪酶活力回收率高；当戊二醛浓度 0.25%时，有

高的酶活力回收率，为 75.66%；而当戊二醛浓度

大于 1%时，固定化脂肪酶活力回收率较低。说明高

浓度的戊二醛一方面会使脂肪酶的构象发生变化进

而活性降低，另一方面脂肪酶和壳聚糖的结合位点更

加紧密，产生空间结构障碍造成脂肪酶活力的减小。 
 

 
 

图 3  戊二醛浓度对脂肪酶固定化影响 
Fig.3  Effects of the glutaraldehyde concentration on the 

lipase immobilization 
 

2.1.4  氢氧化钠浓度对脂肪酶固定化的影响    壳

聚糖液滴加到氢氧化钠溶液中，可以形成表面光滑的

微球，且微球的强度较好，不易碎裂。过低浓度的氢

氧化钠溶液不能起到很好的硬化作用，但是过高浓度

又会造成污染、不利于洗至中性，对酶活力有影响。

实验选择 4%、8%、12%、16%、20%、24%的氢氧化

钠溶液(m/v)，结果如图 4 所示，氢氧化钠溶液的浓度

对酶活力回收率影响相对较小，在 12%条件下脂肪酶

有 大酶活力回收率，为 77.1%。 
 

 
 

图 4  氢氧化钠浓度对脂肪酶固定化的影响 
Fig.4  Effects of NaOH concentration on the lipase 

immobilization 
 

2.1.5  与戊二醛的交联时间对脂肪酶固定化的影响  

根据上面实验所得到的 优条件，将壳聚糖微球与

游离酶发酵液置于 4℃冰箱中交联吸附 3−18 h (间隔

3 h)。由图 5 可知，脂肪酶的活力回收率随交联时间

的增加而增大，当交联时间达到 12 h 时，酶活力回

收率趋于 大，之后变化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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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吸附交联时间对脂肪酶固定化的影响 
Fig.5  Effects of the adsorption time on the lipase 

immobilization 
 

2.1.6  加酶量对脂肪酶固定化的影响    由图 6 可知，

固定化脂肪酶的酶活力回收率与加入游离酶的酶活

力呈负相关，固定化脂肪酶的活力随游离酶溶液增多

而增大，加入 2 ml (1120 U)的游离脂肪酶时，固定化酶

的酶活力达到 大，且其酶活力回收率达到 69.4%。 
 

 
 

图 6  加酶量对脂肪酶固定化的影响 
Fig.6  Effects of the enzyme addition on the lipase 

immobilization 
 

2.2  固定化脂肪酶和游离脂肪酶的酶学性质比较 

2.2.1  固定化脂肪酶的操作稳定性    结果如图 7 所

示，重复利用 10 次的固定化小球的酶活力保留率仍然

高于 65%，且微球较规则，没有发生碎裂的情况，离

心之后即可回收，说明壳聚糖固定化脂肪酶具有较好的

活力回收率、操作稳定性较好且易于回收重复利用。 

2.2.2  固定化脂肪酶与游离脂肪酶的贮藏稳定性比较 

将游离脂肪酶和固定化脂肪酶均于 4℃下放置，每

间隔 5 d 测定 1 次游离脂肪酶和固定化脂肪酶的酶活，

探索游离脂肪酶和固定化酶的贮藏稳定性，实验结果

见图 8，固定化脂肪酶在 4℃下放置 30 d 后，酶活力

仍保留了 80.2%，而游离酶 30 d 后只有起初活力的

52.4%。由半衰期计算公式可得，固定化脂肪酶贮藏

半衰期为 96 d，而游离脂肪酶的贮藏半衰期是 33 d。 

 
 

图 7  固定化脂肪酶的操作稳定性 
Fig.7  The stability of the immobilized lipase 

 

 
 

图 8  固定化脂肪酶的贮藏稳定性 
Fig.8  The storage of the immobilized lipase 

 
由此得出，壳聚糖固定化脂肪酶的贮藏期更长，更利

于酶的保存。 

2.2.3  固定化脂肪酶和游离脂肪酶的最适反应温度  

由图 9 可知，固定化脂肪酶和游离脂肪酶的 适温

度分别为 40℃和 45℃，在 10−30℃之间游离脂肪酶的

活力相对较高，而固定化酶在低温下显示较弱的催化

能力，说明游离脂肪酶在低温条件下酶活力受温度影 
 

 
 

图 9  固定化脂肪酶和游离脂肪酶的 适反应温度 
Fig.9  The optimal temperature of the free and  

immobilized lip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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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较小，而固定化脂肪酶受温度影响较大。随着温度的

升高，酶与底物的结合速度变快，40℃时游离酶活力

高，而后酶活力迅速下降；固定化脂肪酶在 45℃时

表现出 高酶活力，在 45−60℃酶活力缓慢下降，70℃

时酶活力下降较为严重，但是仍然高于游离酶的酶活力。 

2.2.4  固定化脂肪酶和游离脂肪酶的温度稳定性 

结果见图 10，在 20−40℃之间保存 1 h 后，游离脂

肪酶和固定化脂肪酶均有较为稳定的残留活性，40℃时

游离脂肪酶和固定化脂肪酶的酶活保留率分别为

76.33%和 85.01%，但是游离脂肪酶在温度高于 50℃

处理 1 h 之后，酶活力下降明显，在 70℃条件下，游

离脂肪酶的酶活力保留率仅为 10.5%，而固定化脂肪

酶在 70℃处理后酶活力保留率仍然高达 42.54%。说

明经过壳聚糖固定化之后，酶的热稳定性得到了很大

提高，这是由于酶和交联了戊二醛的壳聚糖载体之间

发生了相互作用使得固定化酶的热稳定性得到了很

大提高，反之，游离酶由于缺少作用力容易在高温条

件下失活。 
 

 
 

图 10  固定化脂肪酶和游离脂肪酶的温度稳定性 
Fig.10  The temperature stability of the free and 

immobilized lipase 
 

2.2.5  固定化脂肪酶和游离脂肪酶的最适作用 pH  

游离脂肪酶和固定化脂肪酶 高酶活力的 pH 均

为 8.0 (图 11)，说明游离酶与壳聚糖固定化过程对脂

肪酶的 适作用 pH 没有太大影响。当 pH 小于 4.0

时，游离脂肪酶基本失活；随着 pH 增大，游离酶的

酶活力也增大；当 pH 达到 8.0 时，有 高酶活；酶

活力随着 pH 再次增大而呈现下降的趋势，游离酶在

碱性条件下酶活力比酸性条件要高。经过固定化之

后，固定化脂肪酶的耐酸碱性得到提高，固定化脂肪

酶在 pH 5.0 时酶活力保留率达到 37.48%，在 pH 为

12.0 的条件下，固定化脂肪酶的酶活力保留率也达到

了 35.97%。 

2.2.6  固定化脂肪酶和游离脂肪酶的 pH 稳定性  

在 pH 3−12 的缓冲液中，分别保存固定化脂肪酶 

 
 

图 11  游离脂肪酶和固定化脂肪酶的 适 pH 
Fig.11  The optimal pH for the free and immobilized lipase 

 

和游离脂肪酶 4 h 之后，测定其酶活力。结果见图 12，

在 pH 为 9 时，游离脂肪酶和固定化脂肪酶有 高的

酶活力稳定性，固定化脂肪酶的酸碱耐受性均优于游

离酶，在 pH 7−10 之间，游离脂肪酶和固定化脂肪酶

活力在处理 4 h 之后，能够稳定在 80%以上，固定化

脂肪酶在酸性和碱性较强的溶液中仍能保留 35%以

上的酶活力。经过酶和壳聚糖载体的结合，提高了酶

的酸碱耐受性。 
 

 
 

图 12  固定化脂肪酶和游离脂肪酶的 pH 稳定性 
Fig.12  The pH stability of the free and immobilized lipase 

 

2.2.7  固定化脂肪酶和游离脂肪酶在有机试剂中的

稳定性    将固定化脂肪酶和游离脂肪酶在有机试

剂中处理之后，结果见图 13。固定化之后脂肪酶在

不同有机试剂中发生了一些性质上的改变，在叔丁醇

中，固定化脂肪酶的酶活力保留率较高；在异丙醇溶

液和正丁烷溶液中，游离酶反而显示出较高的酶活力

保留率。这对脂肪酶的应用提供了数据基础，有助于

选择反应体系。 

3  结论 

选取壳聚糖为固定化的载体，采用交联吸附法固

定化海洋微生物脂肪酶，根据固定化脂肪酶的活力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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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在有机试剂中游离脂肪酶和固定化脂肪酶的稳定性 
Fig.13  The stability in organic solvents of the free and 

immobilized lipase 
 

收率和蛋白吸附量等指标来检测固定化的效果。壳聚

糖的浓度为 2% (m/v)、乙酸浓度为 1% (v/v)、戊二醛

的浓度为 0.25% (v/v)、氢氧化钠的浓度为 12% (m/v)、

吸附交联时间为 12 h、加入 2 ml (1120 U)的脂肪酶时，

固定化脂肪酶有 大酶活力，且酶活力回收率达到

69.4%。固定化脂肪酶的酸碱耐受性、在不同温度和

在有机试剂中的稳定性均大大提高，固定化脂肪酶贮

藏半衰期为 96 d，而游离脂肪酶的贮藏半衰期是 33 d，

并且固定化脂肪酶重复使用 10 次之后，酶活力保留

率仍高达 6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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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tosan Immobilization of Lipase from Marine Microorganism  
YS2071 and Its Enzyme Characteristics 

ZHANG Quan1,2, SHENG Jun1, LIU Junzhong1, ZHENG Hongfei1, SUN Mi1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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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od Science & Technology,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Abstract    Lipase (EC 3.1.1.3) is one of hydrolases that specifically catalyzes the hydrolysis of 

triglyceride.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od improvement, the health care, and th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The lipase of our interest here is produced by a marine microorganism YS2071 and has high 

enzymetic capability. Chitosan is a type of biological sources which possesses good biocompatibility and 

biodegradation. It is a natural, biological, and macromolecular polysaccharide, the solution of which is a 

non-toxic and functional gel. Therefore, chitosan is an excellent immobilization carrier. The separation 

and recycling of materials have been a challenge in the industrial production process. In this study we 

aimed to solve this problem by immoblizing YS2071 lipase on a chitosan microsphere. The properties of 

the immoblized lipase was compared to the free lipase to verify the immobilization method. The activity 

of the immobilized enzyme reached the maximum when the conditions were as below: 2% chitosan (m/v), 

1% acetic acid concentration (v/v), 0.25% glutaraldehyde concentration (v/v), 12% sodium hydroxide 

concentration (m/v), crosslinking time 12 h, and 2 ml (1120 U) enzyme. The recovered activity of the 

immobilized lipase was 69.4%. The optimal temperature for the functions of the free lipase and the 

immobilized lipase was 40℃ and 45℃ respectively. The optimal pH for both the free lipase and the 

immobilized lipase was 8.0. It was also showed that immobilization obviously increased the stability of 

the temperature and pH. After 10-time reuse the recovered enzyme activity was still higher than 65%. The 

storage half-life of the immobilized lipase was 96 days while it was only 33 days for the free lipase. The 

free lipase and the immobilized lipase exhibited distinct stabilities in different organic reagents. Thes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the immobilized lipase might have great values in the industrial process. 

Key words    Chitosan; Marine microorganism lipase; Immobilization; Enzyme charac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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饵料中添加海洋红酵母(Rhodotorula sp.) C11 
对幼参消化酶及免疫反应的影响* 

杨志平  徐  哲  周  倩  张粹粹  孙建明① 
(大连汇新钛设备开发有限公司  大连  116039) 

摘要    将海洋红酵母(Rhodotorula sp.) C11 以 104、105 和 106 CFU/g 饵料添加到基础饵料中，每一

剂量组设 3 个平行，每一平行 50 头幼参，用 100 L 塑料桶进行 30 d 静水充气养殖试验。试验期间

每日投饵 1 次，投喂量为幼参体重的 5%。投喂试验结束后，评估其对幼参消化酶及免疫反应的影

响。结果显示，与对照组比较，投喂海洋红酵母 C11 104、105 CFU/g，显著提高了幼参肠道胰蛋白

酶活力(P<0.05)；投喂海洋红酵母 C11 104 CFU/g，显著增加淀粉酶活力(P<0.05)。投喂海洋红酵母

C11 105 CFU/g，幼参体腔细胞的吞噬活力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与投喂基础饵料的幼参比较，投

喂海洋红酵母 C11 105、106 CFU/g，幼参具有较高的体腔液溶菌酶(LSZ)活力(P<0.05)。投喂海洋红

酵母 C11 104 CFU/g，幼参具有较高的体腔细胞裂解液(CLS)LSZ 活力(P<0.05)。投喂海洋红酵母 C11 

104 CFU/g，幼参体腔液总一氧化氮合酶(T-NOS)活力显著增加(P<0.05)，投喂海洋红酵母 C11 104、

105、106 CFU/g，幼参 CLS 的 T-NOS 活力显著提高(P<0.05)。本研究表明，饵料补充海洋红酵母

C11 可促进幼参的消化酶活力和免疫反应。 

关键词    幼参；海洋红酵母 C11；消化酶活力；免疫反应 

中图分类号 Q178.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5)06-0107-06 

益生菌是活的微生物，供给适量时，有益于宿主

健康(FAO/WHO Report, 2001)。我国水产养殖业从

1980 年代开始使用益生菌，其应用呈指数增长(Qi et al, 
2009)。海洋酵母的适当应用可促进鲍鱼和幼参肠道

消化酶活力(Macey et al, 2005; Ma et al, 2014; Yang 

et al, 2014)。先前的研究表明，海洋酵母是南非鲍

Haliotis midae (Macey et al, 2005)、印度明对虾

Fenneropenaeus indicus (Sajeevan et al, 2006; Sarlin et al, 
2011)、斑节对虾 Penaeus monodon (Divya et al, 2013)

和幼参 Apostichopus japonicus (Liu et al, 2012; Ma  

et al, 2013)养殖中有效的免疫增强剂。海洋红酵母

Rhodotorula sp. C11 体外可抑制幼参病原菌的生长

(李明等, 2012)。本研究的目的是研究饵料中添加该

酵母对幼参消化酶活力和先天性免疫反应的影响，及

其在幼参养殖中用作益生菌的潜力。 

1  材料与方法 

1.1  酵母菌 

海洋红酵母 C11 从健康幼参肠道分离获得，体外

可 抑 制 幼 参 病 原 菌 黄 海 希 瓦 氏 菌 Shewanella 
marisflavi AP629 和灿烂弧菌 Vibrio splendidus NB13

的生长(李明等, 2012)。 

1.2  安全性试验 

选用健康的幼参(1–2 g)进行试验菌株的安全性

试验。将 80 头幼参饲养在盛有 70 L 过滤海水的 100 L

塑料桶中，每桶 10 头，水温 14℃，暂养 14 d。实验

组幼参每头腹腔注射浓度为 107 CFU/ml 的待测菌株

菌液(10 头)，投喂含菌株 108 CFU/g 饵料(30 头)，每日

投喂 1 次，对照组幼参注射等量的无菌生理盐水(10 头)，

abc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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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喂基础饵料(30 头)(表 1)，记录 30 d 养殖过程中幼

参发病和死亡情况。试验期间每天按幼参体重的 5%

投饵，每 2 d 换水 1/2 并吸底去除残饵及粪便。 
 

表 1  幼参饵料配方及化学组成(g/kg干物质) 

Tab.1  Formulation and chemical proximate composition of 
experimental diets for sea cucumber Apostichopus japonicus 

(g/kg dry matter) 

组分 Ingredients 
含量 

Concentration(g/kg)

豆粕 Soybean meal 100 

鱼粉 Fish meal 80 

马尾藻粉 Sargassum sp. meal 250 

脱胶海带粉 Degumming kelp powder 300 

麦饭石 Maifanitum  100 

石粉 Stone-powder 165 

多维预混料 Multidimensional premix 5 

粗蛋白质 Crude protein  163 

粗脂肪 Crude lipid  55 

粗纤维 Crude fiber  161 

粗灰分 Ash  308 
 

1.3  含菌饵料的制备与试验设计 

将海洋红酵母 C11 接种酵母膏蛋白胨葡萄糖

(YPD)液体培养基中，25℃下震荡培养 12 h，细胞悬

液以 4000 r/min 离心 10 min，细胞用生理盐水重悬，

平板菌落计数，添加到幼参基础饲料，制备 104、105、

106 CFU/g 含菌饲料。 

将健康幼参在水温 14℃条件下暂养 14 d 开始投

喂试验。选择(1.374 ± 0.558) g 幼参随机分配到 12 个

盛过滤海水 100 L 的塑料桶中，每桶放 50 头幼参，用

3 个浓度的含菌饵料和基础饵料分别投喂一组幼参, 每

组均设 3 个平行，每日投喂 1 次，投喂量为幼参体重

的 5%，每 2 d 换水 1/2 并吸底去除残饵及粪便。试验

期间温度为 7–14℃，pH 为 7.8–8.2，盐度为 33–34。 

1.4  样品采集与处理 

投喂试验结束后，将幼参转移至另一盛有海水的

桶中 16 h 使肠道内容物排空。随机取 5 头幼参用灭

菌海水冲洗体表，立即断尾解剖，取体腔液 500 μl

加入盛有等体积抗凝剂(0.02 mol/L EDTA，0.34 mol/L 

NaCl，0.019 mol/L KCl，0.068 mol/L Tris-HCl，pH 8.0 

(Xing et al, 1998)的离心管中，混合均匀，取 300 μl 做

吞噬实验，剩余的体腔液在 6000 r/min 下离心 10 min，

取上清液，测定其溶菌酶 (LSZ)和总一氧化氮合酶

(T-NOS)活力；沉淀用体腔细胞等渗液(0.001 mol/L 

EDTA，0.34 mol/L NaCl，0.01 mol/L Tris-HCl，pH 8.0 

(Xing et al, 1998)重悬，将重悬液在冰浴中用超声波

破碎仪破碎，然后在 10000 r/min 下离心 10 min，上

清液为体腔细胞裂解液(CLS)，分析其 LSZ 和 T-NOS

活力。同时取出肠道，合并称重，加入盛有 9 倍体积

(w/v)预冷的生理盐水离心管中，可调速匀浆器匀浆，

将匀浆液离心(6000 r/min，4℃，10 min)，收集上清

液用于消化酶活力的测定。 

1.5  蛋白含量测定 

肠道上清液和体腔液中总蛋白含量测定采用考马

斯亮蓝法(Bradford, 1976)，用牛血清白蛋白作标准。 

1.6  消化酶活力测定 

胰蛋白酶和淀粉酶活力的测定均使用南京建成

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试剂盒产品,并参照试剂盒说明

书进行操作。1 个胰蛋白酶活力单位定义为 pH 8.0，

37℃条件下，肠道中每毫克蛋白每分钟使吸光度变化

0.003 所需要的酶量；1 个淀粉酶活力单位定义为 37℃

条件下，肠道中每毫克蛋白与底物作用 30 min，水解

10 mg 淀粉所需的酶量。 

1.7  免疫指标测定 

依据 Hannam 等(2010)的方法，通过测定中性红

染过的酿酒酵母颗粒确定体腔细胞的吞噬活力，体腔

细胞对酵母颗粒的吞噬吸收通过标准曲线计算，以

50 μl 样品中每毫克蛋白吞噬的酵母细胞数量表示吞

噬活力。LSZ 活力测定以溶壁微球菌冻干粉为底物，

按 Hultmark 等(1980) 的方法进行，并加以改进。用

0.1 mol/L、pH 6.4 的磷酸盐缓冲液配成底物(OD570 nm≈ 

0.3)，取 300 μl 该悬液于试管内置冰浴中，再加入 5 μl

待测样品混匀，测定 A0，然后将试液置入 37℃水浴

中保温 30 min，取出后立刻置于冰浴中 10 min 以终

止反应，测其 A 值。LSZ 活力 U=(A0A)/A。T-NOS 活

力的测定使用南京建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试剂盒产

品，并参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1 个 T-NOS 活力

单位定义为每分钟生成 1 nmol NO 所需要的酶量。 

1.8  数据统计分析 

数据用 SPSS19.0 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One- 

way ANOVA)以及 Dunncan 多重比较法，结果以平均值±

标准差(X±SD)表示，当 P<0.05 时认为差异显著。 

2  结果 

2.1  安全性试验 

试验组幼参注射细胞浓度为 107 CFU/ml 菌悬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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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ml，投喂含菌株 108 CFU/g 饵料，饲养观察 30 d，

试验组和对照组幼参均无发病和死亡现象，因此海洋

红酵母 C11 在试验浓度下同对照组一样对幼参无毒力。 

2.2  饵料中添加海洋红酵母 C11 对幼参消化酶活力

的影响 

幼参投喂海洋红酵母 C11 104、105 CFU/g，肠道

胰蛋白酶活力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图 1)；与对照组

比较，饵料中添加海洋红酵母 C11 104 CFU/g，可使幼

参肠道淀粉酶活力显著增加(P<0.05；图 2)。 
 

 
 

图 1  海洋红酵母 C11 对幼参肠道 

胰蛋白酶活力的影响 
Fig.1  Effect of Rhodotorula sp. C11 on intestinal trypsin 

activity of juvenile A. japonicus 

不同的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误差线表示标准差(n = 3) 
Means with different letter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0.05). Error bars represent standard deviations (n = 3) 
 

2.3  饵料中添加海洋红酵母 C11 对幼参免疫指标的影响 

幼参投喂海洋红酵母 C11 105 CFU/g，体腔细胞的

吞噬活力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图 3)。与投喂基础

饵料的幼参比较，投喂海洋红酵母 C11 105、106 CFU/g

幼参具有较高的体腔液溶菌酶(LSZ)活力(P<0.05；图

4A)，投喂海洋红酵母 C11 104 CFU/g，幼参 CLS 具有

较高的 LSZ 活力(P<0.05；图 4B)；投喂海洋红酵母 C11 

104 CFU/g 幼参体腔液 T-NOS 活力显著增加(P<0.05；

图 5A)，投喂海洋红酵母 C11 104, 105 和 106 CFU/g，幼

参 CLS 的 T-NOS 活力显著提高(P<0.05；图 5B)。 

3  讨论 

幼参肠道含有消化酶，如蛋白酶、淀粉酶和脂肪 

 
 

图 2  海洋红酵母 C11 对幼参肠道淀粉酶活力的影响 
Fig.2  Effect of Rhodotorula sp. C11 on intestinal amylase 

activity of juvenile A. japonicus 

不同的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误差线表示标准差(n = 3) 
Means with different letter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0.05). Error bars represent standard deviations (n = 3) 

 

 
 

图 3  海洋红酵母 C11 对幼参吞噬活力的影响 
Fig. 3  Effect of Rhodotorula sp. C11 on phagocytic activity 

of juvenile A. japonicus 

不同的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误差线表示标准差(n = 3) 
Means with different letter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0.05). Error bars represent standard deviations (n = 3) 

 
酶(Fu et al, 2005；Gao et al, 2009；唐黎等, 2010)。幼

参投喂添加海洋酵母梅奇酵母 Metschnikowia sp. C14

和仙人掌有孢汉逊酵母 Hanseniaspora opuntiae C21 的

饵料，其肠道蛋白酶和脂肪酶活力显著提高(Ma et al, 
2014; Yang et al, 2014)。本研究结果显示，饵料中添

加海洋红酵母 C11 可使幼参肠道胰蛋白酶和淀粉酶

活力显著增加，这很可能促进饵料的消化和吸收。类 



110 渔   业   科   学   进   展 第 36 卷 

 

 
 

图 4  海洋红酵母 C11 对幼参体腔液(A)和体腔细胞裂解液(B)溶菌酶活力影响 
Fig.4  Effect of Rhodotorula sp. C11 on lysozyme activity in coelomic fluid (A) and coelomocyte lysate  

supernatant (B) of juvenile A. japonicus 

不同的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误差线表示标准差(n = 3) 
Means with different letter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0.05). Error bars represent standard deviations (n = 3) 

 

 
 

图 5  海洋红酵母 C11 对幼参体腔液(A)和体腔细胞裂解液(B)总一氧化氮合酶活力影响 
Fig.5  Effect of Rhodotorula sp. C11 on total nitric oxide synthase activity in coelomic fluid (A) and  

coelomocyte lysate supernatant (B) of juvenile A. japonicus 

不同的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误差线表示标准差(n = 3) 
Means with different letter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0.05), Error bars represent standard deviations (n = 3) 

 
似地，3 株益生菌(2 株酵母菌和 1 株细菌)的使用可使

南非鲍消化道肠区蛋白酶活力显著增加，这与鲍鱼消

化道该区蛋白消化和吸收量的显著增加相关(Macey 
et al, 2005)。 

一般认为，幼参缺乏适应性免疫，完全依赖其先

天性免疫防御外来病原菌。酵母菌通常是蛋白质、核

酸、维生素和多糖良好的来源。在过去的几十年，使用

酵母菌作为免疫刺激剂来源有所增加(Sajeevan et al, 
2006; Reyes-Becerril et al, 2008; Sarlin et al, 2011; 
Divya et al, 2013)。本研究证明，饲料中添加海洋红

酵母 C11 投喂幼参具有免疫刺激效果。  

体腔细胞是棘皮动物抵御感染和损伤的第一道

防线，起吞噬、诱捕和包裹入侵微生物的作用(Gliński 

et al, 2000)。饵料中添加梅奇酵母 C14 和仙人掌有孢

汉逊酵母 C21 投喂幼参，可提高其体腔细胞的吞噬活

力(Liu et al, 2012; Ma et al, 2013)。本研究表明，幼参

投喂含海洋红酵母 C11 的饵料时，其体腔细胞的吞噬

活力显著增强。类似地，金头鲷 Sparus aurata 投喂汉

逊德巴利酵母 Debaryomyces hansenii CBS 8339 14 d，

其头肾白细胞的吞噬活力显著增加(Reyes-Becerril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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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溶菌酶广泛分布在动物界，其作用机制主要是催

化细菌尤其是革兰氏阳性细菌细胞壁中肽聚糖组分

N-乙酰葡萄糖胺和 N-乙酰胞壁酸之间的 β-1，4 糖苷

键的水解，作为非特异性免疫分子抵抗细菌病原的侵

入(Jollès et al, 1984)。通常，棘皮动物的溶菌酶主要存

在于体腔细胞和体腔液中 (Canicattí et al, 1989; 

Shimizu et al, 1999)。本研究中，与对照组比较，饲

喂含海洋红酵母 C11 饵料的幼参体腔液和 CLS 的溶

菌酶活力显著提高。梅奇酵母 Metschnikowia sp. C14

和仙人掌有孢汉逊酵母 H. opuntiae C21 也有类似的

有益效果(Liu et al, 2012; Ma et al, 2013)。金头鲷投喂酿

酒酵母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fks-1 14 d 和 28 d 后

可促进其血清溶菌酶活力(Rodríguez et al, 2003)。 

软体动物和甲壳动物血细胞中存在一氧化氮合

酶(Conte et al, 1995; Novas et al, 2004; Yeh et al, 
2006)。由一氧化氮合酶催化 L-精氨酸与氧分子经多

步氧化还原反应生成一氧化氮，一氧化氮被认为是软

体动物和甲壳动物免疫细胞利用的杀细菌分子(Yeh 

et al, 2006; Ottaviani et al, 1993)。饵料中添加梅奇酵

母 Metschnikowia sp. C14 和仙人掌有孢汉逊酵母 H. 
opuntiae C21 可使幼参体腔液和 CLS 的 T-NOS 活力

显著提高(Liu et al, 2012; Ma et al, 2013)。本研究中，

投喂含海洋红酵母 Rhodotorula sp.C11 饵料也能使幼

参体腔液和 CLS 的一氧化氮合酶活力显著增加。 

总之，海洋红酵母 C11 是幼参益生菌，不仅能提

高幼参肠道消化酶活力，而且可刺激幼参的非特异性

免疫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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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Dietary Supplementation of Marine Yeast Rhodotorula sp. C11 on 
Digestive Enzyme Activity and Immune Response in Juvenile Sea Cucumber 

Apostichopus japonicus 

YANG Zhiping, XU Zhe, ZHOU Qian, ZHANG Cuicui, SUN Jianming①
 

(Dalian Huixin Titanium Equipment Dev. Co., Ltd., Dalian 116039) 

Abstract    Here we conducted a feeding experiment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Rhodotorula sp. C11 

on the digestive enzyme activity and the immune response of juvenile Apostichopus japonicus, and to 

explore its potential use as probiotics in the aquaculture of sea cucumbers. Rhodotorula sp. C11 was 

added to the diets at the concentrations of 0 (control), 104, 105 and 106 CFU/g feed. The juvenile sea 

cucumbers were randomly allocated in 12 plastic tanks (100 L) with 50 individuals per tank. During the 

30 day trial, all experimental sea cucumbers were fed one dose of diet per that weighed 5% of their body 

mass. At the end of the trial we measured the activities of the intestinal digestive enzyme and 

immunological parameters of the sea cucumbers. Data were analyzed with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and Duncan's multiple comparison of the means with SPSS 19.0 software. A statistical 

difference was considered significant when P<0.05. It was shown that comparing to the control 

Rhodotorula sp. C11 at the concentration of 104 and 105 CFU/g feed significantly enhanced the activity of 

the intestinal trypsin, and at 104 CFU/g feed, Rhodotorula sp. C11 boosted the activity of amylase 

(P<0.05). Rhodotorula sp. C11 at the concentration of 105 CFU/g feed also increased the phagocytic 

activity in coelomocytes of sea cucumbers (P<0.05). Moreover, dietary Rhodotorula sp. C11 at the 

concentrations of 105 and 106 CFU/g feed significantly elevated the activities of lysozyme (LSZ) in the 

coelomic fluid, while that at 104 CFU/g feed increased LSZ activities in the coelomocyte lysate 

supernatant (CLS) respectively (P<0.05). Comparing to the control, the activity of total nitric oxide 

synthase (T-NOS) in the coelomic fluid was enhanced by Rhodotorula sp. C11 at 104 CFU/g feed, and the 

activity of this enzyme in CLS was elevated at 104, 105 and 106 CFU/g feed (P<0.05). Our results 

indicated that live yeast Rhodotorula sp. C11 could improve the activity of the intestinal digestive enzyme 

and activate the innate immune response of A. japonicus, therefore, it could potentially be used as an 

effective probiotic in sea cucumber farming. 

Key words    Apostichopus japonicus; Rhodotorula sp. C11; Digestive enzyme activity; Immune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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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种中草药对刺激隐核虫(Cryptocaryon irritans) 
的杀灭效果及包囊破裂的条件* 

刘婷婷  唐小千  周  丽① 
(中国海洋大学海水养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山东  青岛  266003) 

摘要    比较分析了 15 种中草药对刺激隐核虫(Cryptocaryon irritans)滋养体和幼虫的离体杀灭效

果，并探讨了刺激隐核虫包囊破裂产生幼虫的最适温度和盐度条件。结果显示，中草药药物浓度为

4.55 g/L 时，槟榔对滋养体和幼虫有杀灭效果，大黄和野菊花仅对幼虫有杀灭效果；药物浓度为

9.09 g/L 时，苦参、贯众对滋养体和幼虫具有杀灭效果。药物浓度为 18.18 g/L 时，黄芩、川楝子、

枳壳对滋养体和幼虫都具有杀灭效果。野菊花对滋养体也具有杀灭效果；在 45.45、90.09 g/L 较高

药物浓度时，黄芪、鱼腥草、板蓝根、白头翁、金银花、熟地黄对幼虫和滋养体具有杀灭效果。研

究表明，槟榔、苦参、大黄、贯众、黄芩、枳壳、川楝子、野菊花杀虫效果显著；黄芪、鱼腥草、

板蓝根、白头翁、金银花、熟地黄、黄连的杀虫效果不显著。不同培养温度和盐度对刺激隐核虫包

囊破裂产出幼虫所需时间比较结果显示，包囊破裂产出幼虫的最适温度为 26℃、最适盐度为 20–30。 

关键词    中草药；刺激隐核虫；滋养体；幼虫；包囊；温度；盐度 

中图分类号 S94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5)06-0113-08 

刺激隐核虫(Cryptocaryon irritans)又称海水小瓜

虫，属于纤毛门、前口纲、前管目、隐核虫科、隐核

虫属(Cryptocaryon)(Diggles et al, 1995; Wright et al, 
2002)。球形或卵圆形，全身表面披有均匀一致的纤

毛，个体大小(34–66) µm×(360–500) µm，做缓慢旋转

运动。生活史分为滋养体、包囊前体、包囊和幼虫 4 个

阶段。刺激隐核虫不能离体培养，只能在鱼体上进行

传代培养(Dan et al, 2006)。刺激隐核虫感染海水鱼类

会造成病鱼活动异常、呼吸困难以及由于机械损伤引

起的继发性细菌感染(刘振勇等, 2012)，严重感染可

导致鱼类大量死亡。 

海水鱼类养殖过程中主要采用化学药物杀灭刺

激隐核虫，防治“白点病”。通常使用高锰酸钾、福尔

马林、铜离子类药物以及染料类药物吖啶黄、亚甲基

等化学药物(黄玮等, 2005)。化学药物对养殖鱼类和

环境都有一定的危害性，如甲醛的使用浓度常在

200–1000 ml/m3，不但不能彻底杀灭刺激隐核虫，而

且可以引起鱼类厌食或组织损伤，给更多的敌害生物

可乘之机，加重病情(王印庚等, 2011)。此外刺激隐核

虫对药物极易产生抗性，同时具有造成食品安全、环

境污染的隐患(王大鹏等, 2013)。因此探讨环境友好、

安全有效又能杀灭虫体的中草药对防治海水鱼类“白

点病”具有参考价值。已有研究发现槟榔、苦参、苦

楝 3 种中草药配伍，熬成药汤，全池泼洒，经过处理

之后，红鳍东方鲀体表小白点消失，鱼体恢复正常，

治愈率可达 90%以上(陈章群, 2005)。 

本研究试验了槟榔、苦参、大黄、贯众、黄芩、

野菊花等 15 种中草药对刺激隐核虫滋养体和幼虫离

体杀灭效果，并分析了刺激隐核虫包囊脱包、产生幼

虫的最适温度和盐度条件。旨在筛选对刺激隐核虫具

有杀灭效果的中草药，了解刺激隐核虫包囊脱包、产

出幼虫的环境条件，为进一步研究海水鱼类“白点病”

的防治技术提供参考。 

abc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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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刺激隐核虫滋养体的收集、包囊和幼虫的培养

以及形态学观察 

病鱼为取自中国海洋大学太平角试验基地暂养

的红鳍东方鲀(体重 450–500 g)。将病鱼麻醉致死，用

载玻片从鱼体上刮取黏液置于盛有过滤海水的培养

皿中，黏液中包含有大量刺激隐核虫滋养体。用 1 ml

移液枪吸取虫体置于另一洁净平皿中，用过滤海水反

复洗涤。将洗涤干净的滋养体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滋

养体用于中草药杀灭实验，另一部分滋养体放置在室

温下(22℃左右)静置 5–8 h，使其形成包囊。由于滋养 

体离体后极易形成包囊，将滋养体放置在室温下(22℃

左右)静置观察后发现 5–8 h 后包囊才形成，因此用于

中草药杀灭实验的滋养体于室温下(22℃左右)观察 4 h

不会形成包囊。将形成的包囊置于 26℃恒温培养箱，

培养 72–84 h 至包囊破裂，待幼虫大量孵化产出，离

心(800×g，10 min)收集幼虫，用过滤煮沸海水调整幼

虫浓度至 100 个/ml，用于检测中草药对幼虫的杀灭

效果。Olympus1×71 倒置显微镜观察刺激隐核虫生活

史各期虫体外观形态。 

1.2  实验用中草药 

用于实验的中草药如表 1 所示。 

 
表 1  实验用中草药名录 

Tab.1  List of the tested Chinese herbal medicines 

科名 
Family name 

中草药名 
Name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主要功效 Main function 

唇形科 
Labiatae 

黄芩 
Scutellaria baicalensis 

泻火解毒，抗菌、抗病毒 
Purging fire and detoxification, Antibacterial, Antiviral 

蓼科 
Polygonaceae 

大黄 
Rheum officinale 

清热燥湿、泻火、解毒 
Heat-clearing dampness-drying, Purging fire and detoxification 

楝科 
Meliaceae 

川楝子 
Melia toosendan 

止痛、驱虫 
Pain, Insect repellent 

豆科 
Leguminosae 

苦参 
Sophora flavescens 

清热燥湿、杀虫 
Heat-clearing dampness-drying, Kill insects 

豆科 
Leguminosae 

黄芪 
Astragalus membranaceus

固表、生肌、利水退肿 
Strengthening superficies ,Promoting granulation, Detumescence 

棕榈科 
Palmaceae 

槟榔 
Areca catechu 

消积、化痰、疗疟、杀虫 
Removing food retention, Reduce phlegm, Malaria shot, Kill insects  

菊科 
Compositae 

野菊花 
Dendranthema indicum 

消肿、抗菌、抗病毒 
Detumescence, Antibacterial, Antiviral 

芸香科 
Rutaceae 

枳壳 
Citrus aurantium 

行痰、消积 
Reduce phlegm, Removing food retention 

玄参科 
Scrophulariaceae 

熟地黄 
Rehmannia glutinosa 

安神补血、提高免疫力 
Calm the nerves and enrich the blood, Immunity enhancement 

毛茛科 
Ranunculaceae 

白头翁 
Anemone chinensis 

清热燥湿、抗菌、解毒 
Heat-clearing dampness-drying, Antibacterial and detoxification 

三白草科 
Saururaceae 

鱼腥草 
Houttuynia cordata 

抗菌、抗病毒、提高机体免疫力 
Antibacterial, Antiviral, Immunity enhancement 

毛茛科 
Ranunculaceae 

黄连 
Coptis chinens 

泻火解毒、抗菌、抗病毒 
Purging fire and detoxification, Antibacterial, Antiviral 

忍冬科 
Caprifoliaceae  

金银花 
Lonicera japonica 

清热解毒、抗菌、增强免疫力 
Heat-clearing and detoxification, Antibacterial, Immunity enhancement

十字花科 
Cruciferae 

板蓝根 
Isatis tinctoria 

清热解毒、抑菌 
Heat-clearing and detoxification, Antibacterial 

鳞毛蕨科 
Dryopteridacea 

贯众 
Cyrtomium rhizoma 

清热解毒，止血，杀虫 
Heat-clearing and detoxification, Hemostasis, Kill ins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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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中草药药液制备 

15 种中草药粉碎后，各取 20 g 用 500 ml 海水浸

泡 30 min 后煎煮 2 h，纱布过滤浓缩药液至 200 ml，

其终浓度相当于原药 100 g/L(鉏超等, 2010)。分别将

原药液稀释成 50、20、10、5 g/L 4 种不同的浓度，

每种浓度的中草药药液配制 10 ml 用于实验。 

1.4  中草药杀灭滋养体、幼虫 

1.4.1  滋养体    移液枪吸取虫体放入 24 孔板中，

每孔中大约有 15–20 个虫体，体积 100 µl。分别加入

100、50、20、10、5 g/L 5 种不同浓度的中草药 1 ml，

每一药物浓度做 3 组平行，对照组加入等体积的过滤

灭菌海水，在室温下(22℃左右)分别于 10、30、60、

120、240 min 镜检观察滋养体死亡情况，记录全部虫

体死亡所需时间。数据用 Microsoft Excel 软件分析处

理，用于杀灭滋养体的中草药的最终浓度计算采用：

药液浓度1 ml/1.1 ml；刺激隐核虫滋养体全部死亡

时间计算采用平均值±标准差。 
1.4.2  幼虫    移液枪吸取混匀幼虫(约 100 个/ml) 

100 µl，放入 24 孔板中，分别加入 100、50、20、10、

5 g/L 5 种不同浓度的中草药 1 ml，每一个处理做 3 组

平行，对照组加入等体积的过滤灭菌海水，在室温下

(22℃左右)分别于 10、30、60、120、240 min 镜检观

察幼虫死亡情况，记录全部虫体死亡所需时间。数据

处理同 1.4.1。 

1.5  温度和盐度对包囊破裂、幼虫脱包产出的影响 

吸取 2 ml 盐度为 30 的过滤海水，依次置于 6 孔

板中，吸取一定量(约 10 个)滋养体放入 6 孔板中，处

理做 3 组平行；分别将 6 孔板放置于 15、21、26、

31、37℃恒温箱中，每隔 12 h，镜检观察虫体分裂、

脱包情况，记录幼虫产出所需时间。 

用海水晶将海水盐度分别调成 15、20、25、30、

35、40，6 个梯度，吸取 2 ml 不同盐度的海水依次置

于 6 孔板中，吸取一定量(约 10 个)滋养体放入 6 孔板

中，每一个处理做 3 组平行；分别将这 6 个盐度梯度

的 6 孔板放置于 26℃恒温箱中，每隔 12 h，镜检观

察虫体分裂、脱包情况，记录幼虫产出所需时间。 

2  结果 

2.1  症状及虫体形态 

患病鱼体色暗淡无光，浮于水面缓慢游动。体表、

鳍、鳃等处肉眼可见小白点。鱼体表黏液增多，腹部

皮肤点状充血，感染严重的鱼体表发炎溃疡，鳍条缺

损、开叉，眼睛白浊，鳃丝褪色腐烂，伴有继发细菌

感染的病症(图 1-a)。刮取体表黏液或剪取鳃组织，倒

置显微镜下观察，可见滋养体呈圆形或梨形，在所寄

生组织处缓慢旋转(图 1-b)，部分滋养体可观察到Ｕ

形排列的大核(图 1-c)，离体后的滋养体逐渐变圆形

成包囊(图 1-d)。分别观察并测量了 20 个滋养体、包

囊和幼虫的大小，发现滋养体与包囊大小相似，约为

200–500 m，幼虫大小为 30–50 m(图 2)。 
 

 
 

图 1  病鱼外观症状及滋养体离体前后的形态 
Fig.1  Symptoms of infected fish and morphologies of 

trophonts in the gill and in vitro 

a: 患病红鳍东方鲀(Takifugu rubripes); b：鳃组织上的滋养体; 

c：滋养体 U 型大核; d：离体后的滋养体形态(标尺=100 µm) 
a: diseaseal T.rubripes 

b: The trophonts in the gill; c: The U macronucleus;  
d: The morphology of trophonts in vitro (bar=100 µm) 

 

2.2  中草药对滋养体的杀灭效果 

从 15 种中草药对刺激隐核虫滋养体的杀灭效果

(表 2)可以看出，药物浓度为 4.55 g/L 时，槟榔对滋

养体有明显的杀灭作用，滋养体在 110 min 时间内全

部破裂死亡(图 3)。药物浓度为 9.09 g/L 时，大黄、苦

参、黄连、贯众在 150 min 内均能杀灭滋养体，杀灭

强度由强到弱依次为苦参、大黄、黄连、贯众。药物浓

度为 18.18 g/L 时，黄芩、川楝子、野菊花、枳壳在

120 min 内均能杀灭滋养体，杀灭强度由强到弱依次

为黄芩、枳壳、川楝子、野菊花。药物浓度为 45.45 g/L

时，黄芪、鱼腥草、板蓝根、白头翁、金银花在 183 min

内能杀灭滋养体。药物浓度为 90.91 g/L 时，熟地黄

对滋养体具有杀灭作用，时间为 5 min 左右。比较分

析可以看出，黄芪、鱼腥草、板蓝根、白头翁、金银

花、熟地黄只有药物浓度在 45.45 g/L 或以上时对滋养

体才具有杀灭作用，与同浓度的其他中草药相比，杀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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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刺激隐核虫生活史中各期虫体外观形态 
Fig.2  The morphology of Cryptocaryon irritans  

in each phase of its life cycle  

a: 滋养体; b：包囊前体; c：包囊; d：幼虫 

 (10×20)(标尺=50 µm) 
a: Trophonts; b: Protomonts; c: Tomonts; d: Theronts 

(10×20)(bar=50 µm) 
 

滋养体所需时间更长，证明黄芪、鱼腥草、板蓝根、

白头翁、金银花、熟地黄的杀灭效果不显著。黄连虽

然在药物浓度为 9.09 g/L 时就有杀灭效果，但所用时

间较长(148 min)，并且在 45.45 g/L 浓度时，杀灭时

间为 75 min，而对滋养体杀灭效果较好的中草药如槟

榔、大黄、苦参、黄芩、川楝子在相同浓度下仅需

110 min 即可杀死滋养体，说明黄连虽有杀虫效果但

杀灭时间较长，对滋养体的杀灭效果不理想。实验得

出，槟榔、苦参、大黄、贯众 4 种中草药杀灭滋养体

效果较好；黄芩、枳壳、川楝子、野菊花 4 种中草药

的杀灭效果一般；黄芪、鱼腥草、板蓝根、白头翁、

金银花、熟地黄、黄连 7 种中草药杀灭滋养体效果不

显著。对照组滋养体在 4 h 内没有死亡，并进一步形

成包囊，在 26℃恒温箱培养后，释放出大量具有感

染性的幼虫。(表 2 中的数据用 Microsoft Excel 软件分

析处理，计算采用：平均值±标准差)。 

2.3  中草药对幼虫杀灭效果 

如表 3 所示，中草药药物浓度为 4.55–9.09 g/L

时，槟榔、苦参、大黄、贯众、野菊花对幼虫有明显

的杀灭作用，镜下观察，滴加药物后，幼虫游动逐渐

缓慢，60 min 内全部停止游动死亡。药物浓度为 

18.18 g/L 时，黄芩、川楝子、枳壳在 60 min 内均能

杀灭幼虫。药物浓度为 45.45 g/L 时，黄芪、熟地黄、

白头翁、黄连在 12 min 内能杀灭幼虫。药物浓度为

90.91 g/L 时，鱼腥草、板蓝根对幼虫具有杀灭作用，

时间为 1 min 左右。结果显示，槟榔、苦参、大黄、

贯众、野菊花、黄芩、川楝子、枳壳、金银花杀虫效

果显著。黄芪、鱼腥草、板蓝根、白头翁、熟地黄、黄

连只有在高浓度 45.45–90.91 g/L 时才有效，其他较低

浓度均没有效果，因此杀虫效果不显著。对照组幼虫

在 1 h 内没有死亡。(表 3 中的数据用 Microsoft Excel 

 

 
 

图 3  中草药杀灭前后滋养体的形态变化 
Fig.3  The morphological changes of trophonts before and after the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treatment 

a: 用药前正常的滋养体; b: 用药后刚解体死亡的滋养体 

c: 用药后最终解体死亡的滋养体 显微镜观察(10×20) (标尺=50 µm) 
a: Trophonts before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treatment; b: Immediately dead trophonts after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treatment;  
c: Dead trophonts after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treatment. The three figures were all microscope observation (10×20)(bar=50 µ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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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5 种中草药杀灭刺激隐核虫滋养体效果 
Tab.2  The killing effects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on C. irritans trophonts in vitro 

浓度 Concentration 

90.91 g/L 45.45 g/L 18.18 g/L 9.09 g/L 4.55 g/L 
药名 

Name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刺激隐核虫滋养体全部死亡时间(min) Trophonts of C.irritans all of the time of death 

黄  芩 S. baicalensis 1.0±0.0 8.0±1.0 40.0±5.0 – – 

大  黄 R. officinale 1.0±0.0 1.0±0.0 5.0±1.0 144.0±10.0 – 

川楝子 M. toosendan 1.0±0.0 1.0±0.33 119.0±5.0 – – 

苦  参 S. flavescens 1.0±0.0 2.0±0.38 21.0±5.0 41.0±2.0 – 

黄  芪 A. membranaceus 1.0±0.0 183.0±10.0 – – – 

槟  榔 A. catechu 1.0±0.0 1.0±0.0 12.0±2.0 90.0±5.0 110.0±10.0 

野菊花 D. indicum 1.0±0.0 20.29±5.0 120.72±10.0 – – 

枳  壳 C. aurantium 1.0±0.0 9.0±1.0 52.0±10.0 – – 

熟地黄 R. glutinosa 5.35±2.0 – – – – 

白头翁 A. chinensis 1.0±0.0 36.26±6.0 – – – 

鱼腥草 H. cordata 47.53±5.0 119.43±9.6 – – – 

黄  连 C. chinens 1.0±0.0 75.0±11.0 106.32±10.0 148.0±15.0 – 

金银花 L. japonica 1.0±0.0 41.0±5.0 – – – 

板蓝根 I. tinctoria 1.0±0.0 182.0±15.0 – – – 

贯  众 C. Rhizoma 1.0±0.0 1.0±0.0 80.0±3.0 180.0±7.0 – 

对  照 Contrast – – – – – 

“–”表示滋养体在药物处理 4 h 后仍然存活，判定药物无效 
“–” means that medicine is invalid when trophont is still alive after 4 h of medicine treatment 

 
表 3  15 种中草药杀灭刺激隐核虫幼虫效果 

Tab.3  The killing effects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on C.irritans theronts in vitro 

浓度 Concentration 

90.91 g/L 45.45 g/L 18.18 g/L 9.09 g/L 4.55 g/L 
药名 

Name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刺激隐核虫幼虫全部死亡时间(min) Theronts of C.irritans all of the time of death 

黄  芩 S. baicalensis 1.0±0.0 1.0±0.0 12.41±1.9 – – 

大  黄 R. officinale 1.0±0.0 1.0±0.0 5.50±1.3 17.0±3.0 37.2±1.21 

川楝子 M. toosendan 1.0±0.0 1.0±0.0 1.0±0.0 – – 

苦  参 S. flavescens 1.0±0.0 1.0±0.0 22.0±1.3 37.23±2.5 – 

黄  芪 A. membranaceus 1.0±0.0 1.0±0.0 200.41±10.0 – – 

槟  榔 A. catechu 1.0±0.0 1.0±0.0 1.0±0.0 5.0±1.0 8.21±0.9 

野菊花 D. indicum 1.0±0.0 1.0±0.0 37.54±2.3 53.03±4.0 58.09±6.8 

枳  壳 C. aurantium 1.0±0.0 1.0±0.0 1.0±0.0 – – 

熟地黄 R. glutinosa 1.0±0.0 1.0±0.0 – – – 

白头翁 A. chinensis 1.0±0.0 1.0±0.0 81.74±10.4 – – 

鱼腥草 H. cordata 1.0±0.0 – – – – 

黄  连 C. chinens 1.0±0.0 11.52±2.5 84.00±11.5 – – 

金银花 L. japonica 1.0±0.0 1.0±0.0 5.32±2.2 – – 

板蓝根 I. tinctoria 1.0±0.0 – – – – 

贯  众 C. Rhizoma 1.0±0.0 1.0±0.0 15.17±2.0 35.41±5.0 – 

对  照 Contrast – – – – – 

“–”表示滋养体在药物处理 4 h 后仍然活着，判定药物无效 
“–” means that medicine is invalid when theronts is still alive after 4 h of medicine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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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分析处理，计算采用：平均值±标准差) 

2.4  温度、盐度对包囊破裂幼虫产出的影响 

在正常海水盐度(30)下，温度设为 15、21、26、

31、37℃，5 个梯度培养包囊，连续 6 d 观察包囊破

裂情况(图 4)。在 26、31℃，包囊从 60 h 开始破裂，

其中温度为 26℃时，包囊在 84 h 全部破裂，产出幼

虫游动快速，活力好；温度为 31℃时，包囊在 84 h

达到 80%破裂，此后包囊停止破裂。产出的幼虫游动

缓慢，活力较弱。温度为 15、21℃时，包囊从 96 h

开始破裂且始终未达到 100%破裂。37℃下培养的包

囊实验期间始终没有破裂。结果显示，26℃是包囊破

裂的适宜温度。 

在温度为 26℃，盐度设为 15、20、25、30、35、

40，6 个梯度培养包囊，观察包囊破裂情况(图 5)。盐

度为 20、25、30、35，包囊从 72 h 开始破裂，破裂率

依次为 33%、25%、25%、17%。其中，盐度为 20、25、

30，包囊在 84 h 达到 100%破裂。盐度为 15，包囊在 

 

 
 

图 4  不同温度条件下包囊破裂情况 
Fig.4  Results of the cysts rupture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图 5  不同盐度条件下包囊破裂情况 
Fig.5  Results of the cysts rupture at different salinities 

84 h 开始破裂，96 h 达到 100%破裂。盐度为 35，包

囊在 108 h 达到 100%破裂。盐度为 40，包囊始终未

破裂。盐度为 15 的包囊虽能达到 100%破裂但开始破

裂所需时间较长，盐度为 15 包囊虽开始破裂所需时

间与盐度 20、25、30 相同，但达到 100%破裂所需时

间较长，因此认为包囊破裂的适宜盐度为 20–30 之间。 

3  讨论 

中草药毒副作用小，制剂使用安全，容易分解，

不会在鱼体中形成药残，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国内

应用中草药防治鱼病越来越被重视(刘海侠等, 2006; 

胡梁及等, 2014; 曹红峰等, 2006)。本研究发现槟榔、

苦参、大黄、贯众、黄芩、野菊花等中草药对刺激隐核

虫具有杀灭效果且杀灭强度与药物浓度呈正相关，浓度

范围为 4.5590.91 g/h 时，浓度越高，则杀灭强度越大。

据报道，槟榔对多子小瓜虫游离滋养体具有杀灭和抑制

作用，最适药物浓度为 100–300 mg/L，理想浓度为

150–200 mg/L(陈熙春, 2004)，本研究证明槟榔在药物

浓度为 4.55 g/L 时，可杀灭滋养体和幼虫。本研究表

明，相比较其他 14 种中草药，槟榔对刺激隐核虫杀

灭效果非常明显，可以考虑作为防治刺激隐核虫病的

首选中草药。 

药理学研究表明，大黄、野菊花在抑制鱼类病原

微生物上有独特的功效。从 116 种中草药中筛选出大

黄对粘细菌有抑制作用，并进行了有效成分的提取和

试验，证实大黄中的含酚基有机酸类可抑制粘细菌体 

内的脱氢酶系的活性，从而阻碍了该菌的正常生物氧

化过程(中国水产学会鱼病研究会，1990)。张海宾等

(2003)测定 10 种中草药沸水提取物的抗菌活性和最

低抑菌浓度，表明大黄、野菊花抑菌效果好。本研究

发现，大黄和野菊花在 4.55 g/L 浓度下 1 h 内杀灭幼

虫，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阻断刺激隐核虫的生活史，说

明大黄和野菊花对杀灭刺激隐核虫有一定药用价值。 

本研究发现，在药物浓度 9.09 g/L 时，苦参、贯

众对刺激隐核虫滋养体具有杀灭作用，槟榔、大黄、

野菊花对幼虫的杀灭作用更进一步，杀灭时间缩短，

药效更强。据研究报道，中草药成分中的生物碱如苦

参碱作用于寄生虫的中枢神经系统，使之兴奋产生惊

厥，进而作用于呼吸及神经系统，使寄生虫死于呼吸

抑制。张继平等(2005)研究表明，苦参碱对鱼类鳃寄

生的车轮虫起到有效驱杀作用。黄芩中含有黄酮类化

合物，通过破坏细胞膜的完整性，导致膜电子传递、

营养吸收、核苷酸合成及 ATP 活性等功能障碍，从

而起到抑菌杀虫的作用 (谢鹏等 , 2005)。日本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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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uyoshi 等(2014)研究发现，可在真鲷上使用苦参杀

灭刺激隐核虫。将药物浓度为 10 g/kg 的提取物放入

鱼食中口服 7 d，可以减少 40%鱼体上的滋养体且对

鱼体安全，苦参提取物在鱼体上起到的杀灭刺激隐核

虫滋养体的效果和离体杀灭效果一致，证明了离体杀

灭刺激隐核虫具有效性和实用性，可以参考使用到临

床实践中。本研究所得的药效结果都是基于离体杀虫

试验，发现槟榔、苦参、大黄、贯众、黄芩、枳壳、

川楝子、野菊花 8 种中草药具有较好的杀虫效果，可

以参考使用到养殖鱼类刺激隐核虫病的防治中。 

包囊由于其外面是一层较厚的包囊壁，药物很难

进入，难以杀灭。从其分裂产出幼虫的温度、盐度等

环境条件入手，了解包囊破包产出幼虫的最适环境条

件，从而调节养殖环境条件，减缓包囊破裂的时间或

者在包囊破裂产出幼虫的第一时间用药将幼虫杀灭，

防止幼虫侵染鱼类而导致白点病的发生。因此本研究

进行了包囊破裂产生幼虫最适温度、盐度条件的研究。 

本研究证明包囊破裂百分比与温度呈正相关，温

度越高则包囊破裂的时间越早，但在 37℃下，没有

包囊破裂现象。Cheung 等(1979)报道，在 7℃低温和

37℃高温下，刺激隐核虫包囊不发生破裂现象，证明

在相对低温和高温情况中，包囊都不能产生破裂，包

囊破裂的最适温度为 30℃。Dan 等(2009)研究发现，

刺激隐核虫包囊在 12℃的条件下可以保存 4–5 个月

之久。当保存的包囊再次放到常温下可以孵化出大量

幼虫，幼虫依然具有感染性，低温处理对防治刺激隐

核虫病的暴发，效果不显著。但学明(2006)1)试验结

果显示，培育温度维持在 20–30℃之间，刺激隐核虫

包囊破裂率能达到 90%以上。温度越高，虫体发育速

度越快，包囊破裂时间越集中。在 27℃时，包囊破

裂集中在 2 d 内完成，而在 20℃时，需延续到 5 d 才

完全破裂，所以认为包囊破裂的最适温度为为 27℃。

这与本实验得出的刺激隐核虫包囊破裂的最适温度

为 26℃基本一致。 

本研究通过盐度对包囊破裂的影响发现，20–30

盐度范围内，包囊的破裂率和破裂时间无显著性差异。

认为包囊破裂的盐度适应范围较广，20–30 盐度范围

内均适合包囊破裂。40 高盐度下无包囊破裂现象，

15 低盐度下包囊破裂所需时间长，大约需要 4 d 的时

间，故较高盐度和较低盐度条件均不适合包囊破裂产

出幼虫。Cheung 等(1979)证明在盐度为 16 或者更低

时，刺激隐核虫包囊不能正常发育破裂。Colorni 等 

(1985)报道，将被刺激隐核虫侵染的金头鲷置于盐度

为 45–60 的盐水中处理 5–20 min，鱼体上 45%–50%

的滋养体可被杀死。因此，在海水鱼类刺激隐核虫病

暴发的春秋季节，如能适当调节养殖海水的盐度，在

一定程度上可阻止刺激隐核虫病的大规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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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sticidal Effects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on the Trophonts and  
the Theronts of Ciliate Cryptocaryon irritans and the Influence of  

Temperature and Salinity on the Cyst Rupture 

LIU Tingting, TANG Xiaoqian, ZHOU Li① 
(The Key Laboratory of Maricultur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003) 

Abstract    In this study we performed in vitro study on the pesticidal effects of 15 Chinese herbal 

medicines on the trophonts and theronts of ciliate Cryptocaryon irritans, including Betel nut (Areca 
catechu), Bitter ginseng (Sophora flavescens), Rhubarb (Rheum officinale), Cyrtomium rhizome 

(Cyrtomium Rhizoma), Radix scutellariae (Scutellaria baicalensis) and Wild chrysanthemum 

(Dendranthema indicum). We also explored the optimum temperature and salinity for the cyst rupture. At 

the concentration of 4.55 g/L, Betel nut could kill both the trophonts and the theronts of the ciliate, but 

Rhubarb and Wild chrysanthemum could only kill theronts. At the concentration of 9.09 g/L, both 

Bitter ginseng and Cyrtomium rhizome were able to kill the trophonts and the theronts. At the 

concentration of 18.18 g/L, Radix scutellariae, Toosendan fruit (Melia toosendan) and Fructus aurantii 

(Citrus aurantium) could kill the trophonts and the theronts, and Wild chrysanthemum could kill the 

trophonts. Other herbs could annihilate the trophonts and the theronts at much higher concentrations 

(45.45 g/L to 90.91 g/L), such as Astragalus root (Astragalus membranaceus), Heartleaf houttuynia herb 

(Houttuynia cordata), Isatis root (Isatis tinctoria), Chinese bulbul (Anemone chinensis), Honeysuckle 

(Lonicera japonica), Radix rehmanniae preparata (Rehmannia glutinosa), and Rhizoma coptidis (Coptis 
chinensis). Thes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Betel nut, Bitter ginseng, Rhubarb, Cyrtomium rhizome, Radix 

scutellariae, Toosendan fruit, Fructus aurantii, and Wild chrysanthemum might be more pesticidal than the 

other herbs, and hence they could be used to control the ciliate. Our study also revealed that the optimum 

temperature and salinity for the cyst rupture were 26℃and 2030 respectively. 

Key words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Ciliate Cryptocaryon irritans; Trophonts; Theronts; Cysts; 

Temperature; Sali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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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油剂对海湾扇贝(Argopecten irradians) 
的急性毒性效应* 

徐  勇 1,2  朱建新 1①  江  涛 1  刘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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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海洋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266100) 

摘要    本研究以海湾扇贝(Argopecten irradians)为研究对象, 通过 96 h 半静水毒性实验，探讨了

消油剂、0 号柴油分散液(WAF)与 0 号柴油乳化液(CEWAF)对海湾扇贝 24 h、48 h、72 h、96 h 急性

毒性效应。结果显示，消油剂对海湾扇贝的 24 h、48 h、72 h 和 96 h 半致死浓度(95%可信限)分别

为 1905(15702451 mg/L)、1293(10701556 mg/L)、1015(7211348 mg/L)、846 mg/L(6601020 mg/L)；

WAF 对海湾扇贝的 24 h、48 h、72 h 和 96 h 半致死浓度(95%可信限)分别为 36.57(29.4248.96 mg/L)、

23.10(21.0725.39 mg/L)、14.99(13.6616.41 mg/L)、11.31 mg/L(8.3714.47 mg/L)；CEWAF 对海湾

扇贝的 24 h、48 h、72 h 和 96 h 半致死浓度(95%可信限)分别为 12.71(10.7815.55 mg/L)、8.51 

(7.999.07 mg/L)、6.56(4.467.74 mg/L)、5.42 mg/L(4.516.29 mg/L)。消油剂、0 号柴油分散液、0 号

柴油乳化液对海湾扇贝 96 h 安全浓度分别为 84.6、1.13、0.54 mg/L。随着实验时间的延长，消油

剂、WAF 和 CEWAF 对海湾扇贝的半致死浓度(LC50)均呈逐渐降低之势，半致死浓度与时间呈幂函

数关系，其关系式分别为 y=12242x–0.583、y=564.37x–0.848、y=89.987x–0.613。在受试溶液中暴露相同时

间，海湾扇贝的半致死浓度从高到低依次为消油剂、WAF 和 CEWAF，说明 CEWAF 对海湾扇贝的

毒性大于消油剂和 WAF，这对于在养殖海区使用消油剂处理溢油事故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海湾扇贝(A. irradians)；消油剂；0 号柴油；急性毒性 

中图分类号 S9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5)06-0121-06 

随着海上运输业和海上采油业的发展，溢油污染

已成为各种海洋污染类型中发生频率最高、分布面积

最广、危害程度最大的污染源，不但对海洋生物的生

存构成巨大威胁，而且对海洋生态环境安全造成严重

破坏。在海上溢油清除过程中，消油剂扮演着十分重

要的角色。消油剂处理溢油是将大面积的浮油分散成

悬浮状小油滴以加速溶解，增加水体含氧量及细菌对

溢油的降解速度，阻止溢油进一步影响海岸线及其敏

感的生态环境，降低海洋上层生物(藻类、海洋哺乳

动物)受污染的风险，从而减弱溢油带来的环境影响；

但其形成的化学分散原油水溶组分因含有更多毒性

较大的多环芳烃，不仅导致水体环境恶化，而且严重

威胁水体中、下层特别是近岸生物的繁殖、摄食、生

长及免疫系统功能。消油剂的使用不仅能提高海洋生

物的死亡率(韩方圆等, 2011; 王颖等, 2011)，而且会

增加海水浑浊度，影响浮游植物的光合作用，降低水

体初级生产力(Nordtug et al, 2011)，并对水生植物的

再生细胞造成不可复原的损害，导致水生植物发生亚

致死的情况(杨庆霄等, 1997)。同时损伤水生生物呼

吸器官，影响鱼类的味觉器官，进而对其进食、生长、

迁徙、繁殖及防御行为造成不利影响(Brooke, 1990)；

另外，消油剂会剥蚀贝类壳体，影响附着性贝类的附

abc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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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能力。鉴于以上原因，世界各国纷纷发展低毒高效

消油剂，采用聚乙二醇的浓缩型第 3 代化学分散剂，

其毒性只是第一代的 1‰，以降低对环境的影响。即

便如此，美国、加拿大、日本及欧洲等多国对消油剂

的使用都持谨慎态度，在机械清除无效或海区环境不

适宜时才允许使用，且禁止在沿海及养殖区使用

(Fingas, 2001)。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消油剂毒性效应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鱼类(韩方圆等, 2011; Nordtug et al, 2011)、藻类

(Wilson et al, 2012)、浮游动物(王颖等, 2011; 黄逸君

等, 2010)方面，关于消油剂对扇贝毒性效应的研究尚

未见报道。扇贝为滤食性底栖动物，分布范围广，生

活方式固定，对其生活环境中的污染物有较强的生物

蓄积作用。通过测定贝类体内污染物的残留量，可以

监测和评价其周围海洋环境的污染程度和变化趋势。

海湾扇贝(A. irradians)由于其具有生长速度快、抗病

能力较强等优点，在我国的养殖规模不断扩大，已成

为北方海区的主要养殖对象之一。本研究选用海湾扇

贝为研究对象，进行消油剂及消油剂处理石油对海湾

扇贝毒性效应的研究，为消油剂安全使用和管理提供

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实验海水    实验用海水为过滤海水，盐度为

29–31，pH 7.9，溶解氧浓度为 7.8–8.2 mg/L，石油烃

浓度为 3.05 µg/L。 

1.1.2  实验生物    实验用海湾扇贝购自青岛农贸

市场，在室温下养于室内 20 L 盛有天然海水的塑料

箱中，连续充气，24 h 换水。每天投喂金藻 1 次，水

温为(171)℃，暂养 7 d，待其状态稳定后，选取活

力好，体长 4–5 cm 的个体进行实验。 

1.1.3  药剂    0 号柴油，购自青岛中石化加油站，

密度 0.84 g/cm3。消油剂为青岛光明环保技术有限公

司生产的青岛光明 GM-2 型溢油分散剂，淡黄色透明

液体，密度 1 g/cm3。 

1.2  方法 

1.2.1  实验试剂的制备    按照消油剂与海水 1 : 9 的

比例混合，机械搅拌 1 h，静止 1 h，即得消油剂母液。 

1.2.2  0 号柴油分散液(WAF)的制备    将 0 号柴油

与过滤海水按体积比 1 : 9 混合，电动低速搅拌机连

续搅拌 24 h，在分液漏斗中静置 4 h 后，分离后取下

层水相即为石油分散液(WAF)母液。母液置于冰箱 4℃

保存。 

1.2.3  0 号柴油乳化液(CEWAF)的制备    将消油

剂、0 号柴油和水按照 1 : 5 : 45 的比例混合，用电动

低速搅拌机连续搅拌 24 h，在分液漏斗中静置 4 h 后，

取下层水相，即得化学增强的石油分散液(CEWAF)

母液，置于 4℃低温保存。 

1.2.4  急性毒性实验   根据预实验结果，确定试验

溶液的浓度范围，按等比间距设置试验溶液的浓度。

海湾扇贝实验组消油剂浓度梯度为 0.53、0.75、1.06、

1.50、2.12、3.00 g/L，0 号柴油分散液浓度梯度为 5.88、

9.32、14.77、23.41、37.10、58.80 mg/L，0 号柴油乳

化液浓度梯度为 3.54、5.00、7.07、10.00、14.14、

20.00 mg/L。每个实验浓度设置 3 个平行，同时设置

1 个空白对照组。试验容器为 5 L 玻璃缸，每个缸随

机投放实验扇贝 10 只，实验期间不投喂，实验水温

(17±1)℃，每隔 12 h 全量更换等浓度试验液 1 次。实

验持续 96 h，开始的 2 h 连续观察，之后每隔 12 h 观

察 1 次受试生物活动状况，并记录死亡个体数。为避

免实验过程中水质败坏和病原微生物交叉感染，每次

观察后均将死亡生物及时捞出。 

1.3  数据处理 

采用概率单位算法并利用 SPSS17.0 进行数据处

理，求得回归方程并进行可靠性检验，计算半致死浓

度 LC50 及 95%置信区间。然后计算安全浓度(SC): 

SC=96 h LC50×0.1 

2  实验结果 

2.1  海湾扇贝中毒症状和死亡情况 

消油剂、0 号柴油乳化液高浓度组中海湾扇贝首

先出现中毒症状，表现为在玻璃缸内剧烈运动，贝壳

快速张合。随着时间的延长，部分中毒扇贝死亡时贝

壳张开，闭壳肌松弛。实验生物在不同浓度实验溶液

中死亡数量见表 1–表 3。 

2.2  实验试剂对海湾扇贝的半致死浓度(LC50) 

通过 SPSS17.0 线性回归法计算得到消油剂对海

湾扇贝的 24 h、48 h、72 h 和 96 h 半致死浓度(95%

可信限)分别为 1905(15702451 mg/L)、1293(1070 

1556 mg/L)、1015(7211348 mg/L)、846 mg/L(660 

1020 mg/L)。0 号柴油分散液对海湾扇贝的 24 h、48 h、

72 h 和 96 h 半致死浓度(95%可信限)分别为 36.57 

(29.4248.96 mg/L)、23.10(21.0725.39 mg/L)、14.99 

(13.6616.41 mg/L)、11.31 mg/L(8.3714.47 mg/L)。0

号柴油乳化液对海湾扇贝的 24 h、48 h、72 h 和 96 h 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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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消油剂对海湾扇贝的急性毒性实验 

Tab.1  The acute toxic effects of oil dispersant on A. irradians 

浓度(mg/L) 
Concentration 

24 h 死亡数(个) 
Mortality for 24 h (ind) 

48 h 死亡数(个) 
Mortality for 48 h (ind)

72 h 死亡数(个) 
Mortality for 72 h (ind) 

96 h 死亡数(个) 
Mortality for 96 h (ind)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53  0 0 0 0 1 0 2 2 1 2 3 2 

0.75  0 0 0 1 1 2 3 3 3 4 4 5 

1.06  1 2 3 3 4 4 6 5 4 7 7 6 

1.50  2 4 4 6 6 7 8 6 8 9 7 9 

2.12  5 6 6 8 8 9 10 10 9 10 10 10 

3.00  8 7 9 10 9 10 10 10 10 10 10 10 

 
表 2  0 号柴油分散液对海湾扇贝的急性毒性实验 

Tab.2  The acute toxic effects of 0 diesel oil on A. irradians 

浓度(mg/L) 
Concentration 

24 h 死亡数(个) 
Mortality for 24 h (ind) 

48 h 死亡数(个) 
Mortality for 48 h (ind)

72 h 死亡数(个) 
Mortality for 72 h (ind) 

96 h 死亡数(个) 
Mortality for 96 h (ind)

0 0 1 0 0 2 1 2 1 1 3 3 0 

0 0 0 1 0 2 2 3 2 2 5 3 2 

2 2 1 3 2 3 5 5 4 6 6 7 5 

3 3 2 4 5 5 7 8 6 8 9 7 6 

5 4 5 8 7 7 10 9 9 10 10 10 9 

9 8 6 10 9 9 10 9 10 10 10 10 10 

3.00  8 7 9 10 9 10 10 10 10 10 10 10 

 

表 3  0 号柴油乳化液对海湾扇贝的急性毒性实验 
Tab.3  The acute toxic effects of dispersed 0 diesel oil on A.irradians 

浓度(mg/L) 
Concentration 

24 h 死亡数(个) 
Mortality for 24 h (ind) 

48 h 死亡数(个) 
Mortality for 48 h (ind)

72 h 死亡数(个) 
Mortality for 72 h (ind) 

96 h 死亡数(个) 
Mortality for 96 h (ind)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54 0 0 0 0 0 1 2 2 1 2 3 2 

5.00 0 1 1 2 3 2 3 5 3 4 6 4 

7.07 0 2 2 3 4 4 4 5 4 6 5 5 

10.00 4 3 3 4 6 5 7 6 6 8 8 9 

14.14 7 6 8 8 9 8 9 10 10 9 10 10 

20.00 7 8 6 10 10 9 10 10 10 10 10 10 

 

致死浓度(95%可信限)分别为 12.71(10.7815.55 mg/L)、

8.51(7.999.07 mg/L)、6.56(4.467.74 mg/L)、5.42 mg/L 

(4.516.29 mg/L)。 

2.3  实验试剂对海湾扇贝的安全浓度 

采用 96 h LC50 值乘以安全系数 0.1 作为安全浓

度，可以得到消油剂、0 号柴油分散液、0 号柴油乳化

液对海湾扇贝安全浓度分别为 84.6、1.13、0.54 mg/L。 

2.4  半致死浓度与暴露时间相关性 

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出，半致死浓度与时间呈幂函

数关系(图 1)，在受试液中暴露相同时间，海湾扇贝

的半致死浓度从高到低依次为消油剂、0 号柴油分散

液、0 号柴油乳化液，说明 0 号柴油乳化液对海湾扇

贝的毒性大于消油剂、0 号柴油分散液。 

由图 1 显示，消油剂对海湾扇贝半致死浓度与时

间关系式为 y=12242x–0.583。式中，y 为半致死浓度，

x 为时间。0 号柴油分散液对海湾扇贝半致死浓度与

时间关系式为 y=564.37x–0.848, 0 号柴油乳化液对海湾

扇贝半致死浓度与时间关系式为 y=89.987x–0.613。 

3  讨论 

虽然消油剂处理溢油会减轻溢油带来的环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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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海湾扇贝的 LC50 与时间之间的关系 
Fig.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C50 for 

A. irradians and time 
 

响，但由于水体中石油烃含量的增加及自身毒性的影

响，会造成海洋环境的二次污染。近年来，我国学者

研究了消油剂及其与油混合溶液对刺参(陈皓鋆等 , 

2012)、菲律宾蛤仔(杨波等, 1991)、马粪海胆(吕福荣

等, 2010)、红鳍东方鲀(于晓明等, 2014))的毒性效应。

各种消油剂对不同的海洋生物均存在毒性，即使同种

消油剂对不同海洋生物的毒性也存在差异。GM-2 消

油剂对蒙古裸腹溞 1 龄幼体、裸项栉虾虎鱼仔鱼、卤

虫 Artemia 幼体和凡纳滨对虾仔虾的 24 h LC50 为

53.08、 228.98、 4132.79、 9404.08 mg/L(王颖等 , 

2011)，GM-2 牌消油剂对合浦珠母贝稚贝的 96 h LC50

为 1258 mg/L(邓岳文等, 2000)，本研究中 GM-2 消油

剂对海湾扇贝的 24 h LC50 为 1905 mg/L，GM-2 消油

剂对以上几种生物的毒性由高到低依次为：蒙古裸腹

溞 1 龄幼体>裸项栉虾虎鱼仔鱼>合浦珠母贝稚贝>海

湾扇贝>卤虫幼体>凡纳滨对虾仔虾；而同种海洋生物

对不同消油剂的耐受能力也有所不同，双象 I 号、碧

浪宁 868 和 Correxit 9527 对菲律宾蛤仔的 96 h LC50

分别为 2140、46、500 mg/L(杨波等, 1991)，GM-2 牌、

海环牌、青岛牌消油剂对合浦珠母贝稚贝的 96 h LC50

分别为 1258、4469、2545 mg/L(邓岳文等，2000)。

杨波等(1991)根据 96 h LC50 将消油剂毒性分为 3 种：

1–100 mg/L 为高毒性；100– 1000 mg/L 为一般毒性；

1000–10 000 mg/L 为微毒性。按照此原则，本研究中

GM-2 消油剂对海湾扇贝的 96 h LC50 为 846 mg/L，

其毒性为一般毒性；0 号分散液对海湾扇贝的 96 h 

LC50 为 11.31 mg/L，为高毒性；0 号柴油乳化液对海

湾扇贝的 96 h LC50 为 5.42 mg/L，为高毒性。 

消油剂处理溢油增加了碳氢化合物的数量，尤其

是较大分子的、不溶性的多环芳烃的数量，从而引起

毒性增加。石油乳化液(CEWAF)对水生生物的致死能

力是消油剂、石油分散液(WAF)的几倍甚至上百倍

(Hemmer et al, 2011)。吕福荣等(2012)研究发现，0 号

柴油分散液对马粪海胆幼胆的 24 h、48 h、72h、96 h

半致死浓度分别为 18.2、15.5、11.5、9.5 m g/L；0 号

柴油乳化液对马粪海胆幼胆的 24 h、48 h、72 h、96 h

半致死浓度分别为 11.7、9.1、7.4、5.1 mg/L。石油乳

化液(CEWAF)可导致 45.4%桡足类死亡，远高于石油

分散液(WAF)22.7%的致死率(Hansen et al, 2012)；而

且石油乳化液(CEWAF)对糠虾、银河鱼、浮游生物的

毒性研究(Hemmer et al, 2011)也证明 CEWAF 毒性高

于消油剂、WAF，本研究结果与以上研究结论一致。

此外，消油剂提高了低分子量烃类在水中的溶解，增

加了油成分的生物可利用性，导致海洋生物更易富集

多环芳烃进而威胁生物健康及食品安全(Milinkovitch  

et al, 2011)。因此在消油剂处理溢油污染时，不能只考

虑消油剂自身对生物及生态的影响，应该全方位的考

虑消油剂和溢油共同作用下的效力、乳化液的毒性。 

目前，我国对消油剂使用的管理较为宽松(宋春印, 

1995)，有关消油剂特别是其与油类混合后对生态环

境的直接危害与潜在影响研究还不够充分，相关国家

标准(GB 18188.1-2000)和行业标准(HY044-1997)均

以 虎鱼或者斑马鱼成鱼24 h的半致死浓度3000 mg/L

作为判断合格与否的毒性限量，超过以上标准，可以

认为对成鱼的毒性很小。由于不同生物对消油剂的耐

受力存在巨大差异，这一标准并不能充分表征消油剂

的生物毒性。如王颖等(2011)及本研究中消油剂的生

物毒性显著高于以上两个标准。另外，水体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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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度、pH 都会影响消油剂在水体中的溶解、分布、

附着力等，从而影响到实验生物的敏感性。因而，上

述两个标准中用来评价消油剂毒性的生物种类较为

单一，不能全面有效地衡量消油剂对生物的影响程

度。因此，需要从多种生物及其不同生长发育阶段、

生理生态指标等方面开展进一步研究，为合理评估和

使用消油剂，提供客观真实、全面系统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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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cute Toxicity of Dispersant and Chemically Dispersed Oil  
on the Argopecten irradians 

XU Yong1,2, ZHU Jianxin1①
, JIANG Tao1, LIU Wenwen1,2 

(1. Key Laborator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arine Fisheries,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Yellow Sea Fisheries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Fishery Sciences, Qingdao  266071;  

2. College of Chemistry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Abstract    Chemical dispersant has rapidly gained popularity in controlling unwanted oil spill in the 

aquatic environment, however, it exerts adverse effects on the aquatic organisms. The acute toxicity of 

chemical dispersant on fish, algae and zooplanktons has been widely investigated in previous studies. In 

the contrast, the acute toxic effects on shellfish remains unclear. In this study, we examined the acute toxic 

effects of chemical dispersant, dispersed 0 diesel oil (WAF) and chemically dispersed 0 diesel (CEWAF) 

on A. irradians. The test was performed within 96h, and the concentrations of chemical dispersant, WAF 

and CEWAF ranged from 0.503.00, 5.8858.80 and 3.5420.00 mg/L respectively. The LC50 values 

(within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of dispersant in A. irradians were 1905, 1293, 1015 and 846 mg/L in 

the time courses of 24 h, 48 h, 72 h and 96 h respectively. The LC50 values of WAF were 36.57, 23.10, 

14.99 and 11.31 mg/L corresponding to different time courses, and the values of CEWAF were 12.71, 8.51, 

6.56 and 5.42mg/L respectively. As the time course increased from 24 h to 96 h, the median lethal 

concentrations (LC50) of chemical dispersant, WAF and CEWAF were decreased accordingly. The median 

lethal concentration and time course appeared to be highly correlated. The functions of LC50 (y) of 

dispersant, WAF and CEWAF against time (x) were y=12242x0.583, y=564.37x0.848, and y=89.987x0.613 

respectively. For the same exposure time, the order of the median lethal concentrations was dispersant > 

WAF > CEWAF, suggesting that the acute toxicity of CEWAF on A. irradians was higher than dispersant 

and WAF. 

Key words    Argopecten irradians; Dispersant; No.0 diesel oil; Acute tox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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栉江珧(Atrina pectinata)催产方法及 

幼虫培养条件* 

郑言鑫 1,2  杨爱国 1①  吴  彪 1  孙秀俊 1  周丽青 1   

李东明 1,2  董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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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  上海  201306； 

3. 浙江省水产种质资源高效利用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  浙江万里学院  宁波  315100) 

摘要    为探究江珧亲贝的最佳催产方法及减少工厂化育苗过程中栉江珧幼虫上浮粘连现象，分别

研究了不同催产方法对受精率和胚胎发育的效果，不同培育密度和培育方式对幼虫生长发育的影

响。结果显示，阴干 4 h 后用升温 3℃的次氯酸钠中和海水，可诱导亲贝大量排放精卵。并且对卵

子受精及胚胎发育影响较小。幼虫培养实验结果显示，幼虫最适培育密度为 1 ind/ml，在降低幼虫

培育密度的同时，在培育池内安装造浪泵，使培育水体流动起来，能够有效减少幼虫的相互粘连提

高幼虫的成活率。 

关键词    栉江珧；催产；胚胎发育；幼虫培育；上浮粘连 

中图分类号 Q178.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5)06-0127-07 

栉江珧(Atrina pectinata)是一种广泛分布于温、

热带近海海域的大型底栖双壳贝类，在我国北起辽东

半岛南至琼州海峡均有分布，具有较高的经济和药用

价值(王如才等, 2008)。我国学者对于栉江珧的研究大

约开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已有的资料主要集中在分类

学、形态学、资源、生化和繁殖生物学等方面(王祯瑞, 

1995; 王如才等, 2008; 谢开恩等, 1980; 江宇等, 1981; 

余祥勇等, 1999; 王梅芳等, 2000a, 2000b, 2000c, 2000d; 

邱盛尧等, 2000)，关于栉江珧人工催产和幼虫培育条

件的研究报道较少(林笔水 , 1987; 郭世茂等 , 1987; 

曾祥玲等, 2005; 周维武等, 2006)。Leal-Soto 等(2011)

报道了有关 Atrina maura 的养殖研究获得了成功，并

且指出江珧科其他物种也适合作为养殖品种进行广

泛的养殖。目前，栉江珧人工育苗还处于试验阶段(任

建峰等, 2005)，尚未见大规模人工育苗成功的报道，

存在的主要难题是栉江珧自然排放产卵量低不能满

足生产需要，人工催产困难；幼虫上浮粘连会导致幼

虫大量死亡(张红云等, 2009)。因此开展规模化人工

育苗技术的研究，解决人工育苗的技术瓶颈是保障栉

江珧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发展的重要措施。 

本文研究了不同人工催产方法对亲贝产卵率和

受精率的影响，不同幼虫培育密度与培育方法对幼虫

生长成活率的影响，旨为实现栉江珧大规模人工苗种

培育提供基础资料。 

1  材料与方法 

1.1  亲贝来源及促熟 

亲贝于 2014 年 5 月采自山东海区，选择活力强、

贝壳无破损的栉江珧(壳长 20 cm 以上)，将表面洗刷

干净置于室内升温促熟。亲贝培养密度为 5 ind/m3，

投喂硅藻、小球藻、扁藻混合饵料，每天投喂 3–4 次，

abc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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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亲贝的摄食情况适量增减饵料，每天定时投喂螺

旋藻对亲贝进行营养强化。促熟初始温度为 16℃，暂

养 2 d 后以每天升温 0.5℃的幅度进行升温促熟，期间

连续升温 5 d 后恒温稳定 2 d 再升温，升至 23℃恒温

培育至性腺成熟，显微镜下检查亲贝性腺的成熟程度。 

1.2  不同催产方法 

选取性腺发育成熟的栉江珧雌、雄亲贝各 90 只，

均随机分成 S1、S2、S3 三组，每组 3 个重复，催产

在 200 L 圆形塑料桶中进行。 

将三组亲贝同时进行阴干和流水刺激，具体如

下：将所有亲贝扇面向下倒置于阴凉处 2 h 使其充分

失水后，平放 2 h，然后将亲贝移至流水(温度 22℃)

中刺激 0.5–1 h。 

各组处理如下：S1 组为 26℃海水刺激；S2 组为

硫代硫酸钠中和后的次氯酸钠(20 mg/L)26℃海水刺

激；S3 组为经过紫外线照射的 26℃海水刺激，剂量

为 750 mW·h/dm3，照射剂量(mW·h/dm3)=紫外线灯管

总功率(mW)×照射时间(h)÷被照射水体(dm3)。 

其中 S2 组，向每升 26℃海水中加入 20 mg 次氯

酸钠，处理 12 h 后用硫代硫酸钠中和。精卵排放后，

同组精卵混合进行人工授精，每隔 0.5 h 搅动 1 次，

直至发育至具有游泳能力的担轮幼虫，胚胎孵化温度

为 24℃。测定受精率、胚胎孵化率时，将样品水体

混合均匀后取 5 ml 在显微镜下计数，根据以下公式

计算各指标，各组中每个重复计数 3 次，统计分析各

组卵子的受精及胚胎发育状况。 

产卵率=产卵的雌贝数/亲贝总数×100%  

排精率=排精的雄贝数/亲贝总数×100% 

受精率=分裂受精卵个数/卵子总数×100% 

胚胎孵化率=担轮幼虫个数/受精卵总数×100% 

另取性腺发育成熟的雌、雄亲贝各 10 只，人工

解剖获得卵子和精子，经过滤海水冲洗干净后在温度

为 24℃的氨海水(氨水浓度为 0.05‰–0.1‰)中人工授

精，受精后每 30–50 min 换水清洗 1 次，清洗 3 次，

每隔 0.5 h 搅动 1 次，直至幼虫具有游泳能力，取样

方法同上，统计分析受精率和胚胎孵化率。 

1.3  不同培养密度对幼虫发育的影响 

为研究培养密度对幼虫成活率的影响，本研究采

用单因素多水平试验进行幼虫不同培养密度的研究。

密度梯度分别为：0.5、1、2、4、7、10 ind/ml，分别

编号为 D1、D2、D3、D4、D5、D6，每个梯度 3 个平

行。幼虫培育在 200 L 圆形塑料桶中，保持连续充气

培育，每天早晚各换水 1 次，换水后投喂金藻(注意

观察幼虫胃内含物的状况及时增减饵料)，每隔 2 d

倒桶 1 次，并观察记录幼虫的生长成活状况。取样时

将样品水体混合均匀，取 40 ml 显微镜下计数，各组

中每个重复计数 3 次。 

成活率=幼虫密度/幼虫初始密度×100% 

1.4  不同培养方式对幼虫成活率的影响 

为有效解决工厂化育苗过程中幼虫上浮粘连等

问题，研究了不同幼虫培养方式对幼虫存活和粘连的

作用效果。实验用幼虫培育池规格为：5 m×3 m×1 m，

培养密度为 1 ind/ml。培养方式分 C1、C2、C3、C4

四种不同的模式，每组 3 个平行。具体为：C1 组，在

培育池底均匀安放 6 个气石，避免充气死角；C2 组，

在培育水体上层的水泥池上分别安装 4 台造浪泵，造

浪泵交错相对安装(图 1)，使培育水体流动起来；C3

组，将 6 根气线直接放入培育池底充气，气线末端均

匀摆放在培养池中，避免充气死角；C4 组，在培育

池一角中上层安装 1 台射流泵，通过射流泵使水体流

动起来，获得单方向的顺时针水流。C1、C3 组用风量

为 12.5 m3/min、风压为 467 kPa 的罗茨鼓风机充气。

C2 组造浪泵设备型号：JVP-402，生产厂家：森森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功率：48W，最大流量：24000 L/h。

C4 组射流泵最大流量：1×105 L/h。投饵等日常管理

如 1.3 中所述，取样、统计方法与不同密度组实验相同，

统计分析幼虫成活率。 
 

 
 

图 1  培养池中造浪泵安装位置 
Fig.1  The position of the wave machine in cultivating pool 

(1、2、3、4 为造浪泵的安装位置，箭头表示水流方向) 

(1、2、3、4 is the location of the surf pump, arrows indicate the 
direction of water 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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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不同催产方法效果比较 

催产方法对精卵排放、受精率、胚胎发育的影响，

结果如图 2 所示。S2 组，中和的次氯酸钠升温海水

对栉江珧雌、雄亲贝的催产效果最好，平均产卵率和

排精率分别为 56.67%和 63.33%；S3 组，紫外线升温

海水催产效果次之，平均产卵率为 43.33%，排精率

为 56.67%；升温海水效果较差，平均产卵率、排精

率分为 36.67%、43.33%；SPSS 分析显示：产卵率方

面，S1 与 S2、S3 组差异显著(P<0.05)，S2 组与 S3

组差异不显著(P>0.5)；排精率方面，S2 组与 S1、S3

组差异显著(P<0.05)，而 S1 组与 S3 组差异不显著

(P>0.05)。在受精率方面，升温海水处理组较好，受精

率为 81.51%，中和的次氯酸钠处理组次之(79.81%)，

紫外线水最差(67.08%)，S1 组与 S2 组差异不显著

(P>0.05)，S3 组与 S1、S2 组差异显著(P<0.05)。S1、

S2、S3 三组受精卵在 24℃海水中孵化，取样观察各

组胚胎发育状况，升温海水和中和的次氯酸钠处理组

胚胎发育率分别为 79.91%和 77.88%，差异不显著

(P>0.05)，但与紫外线水组(胚胎发育率为 61.49%)差

异显著(P<0.05)。不同催产方法下每只亲贝排放配子

量结果如图 3 所示，S1 组中雌贝平均产卵量为 1.26× 

107 粒/只，雄贝排精量为 3.94×108 粒/只；S2 组产卵

量为 1.97×107 粒/只，排精量为 4.93×108 粒/只；S3 组，

产卵量为 2.18×107 粒/只，排精率为 4.86×108 粒/只。

S2、S3 组平均产卵量和排精量差异不显著(P>0.05)，

但与 S1 组差异显著(P<0.05)。 

解剖获得的精子和卵子清洗混合后，卵子的受精 

 
 

图 2  不同催产方法对配子排放及受精率、孵化率的影响 
Fig.2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methods on spawning and 

spermiation rate, fertilization rate and embryo hatchability 
 

 
 

图 3  不同催产方法得到的配子量(平均每亲贝) 
Fig.3  The amount of gametes induced by different methods 

(the average individual) 
 

率比较低，仅为 62.47%，其胚胎孵化率也较低，且

胚胎发育畸形率较高，虽然小部分能发育到 D 形幼

虫，但是 D 形幼虫初期成活率较低。 

2.2  不同培养密度对幼虫发育的影响 

幼虫在不同密度培养下的成活率如图 4 所示。结 
 

 

 
 

图 4  不同培养密度培养幼虫成活率变化 
Fig.4  Survival rates of Atrina pectinata larvae at different stocking densities 



130 渔   业   科   学   进   展 第 36 卷 

 

果显示，各组幼虫在孵化 0–6 d 出现第 1 个死亡高峰，

密度较低的 D1、D2、D3 和 D4 组存活率基本保持稳

定，而密度较高的 D5 和 D6 组在 6 d 后成活率继续降

低，至 10 d 基本稳定，但 D4 组成活率低。各组幼虫的

第 2 个死亡高峰出现在孵化后 20–24 d，此时高密度

D5、D6 组几乎全部死亡。SPSS 分析结果显示，D1 组

与 D2 组成活率 0–20 d 差异不显著(P>0.05)，20–30 d

成活率差异显著(P<0.05)，D2 组与 D3、D4、D5、D6

组成活率差异显著(P<0.05)，D3 组与 D4、D5、D6

组除第 2 天成活率差异显著(P<0.05)，D4 组与 D5、D6

组成活率差异显著(P<0.05)，D5 与 D6 组除第 4 天外，

差异都不显著(P>0.05)。 

不同密度下幼虫平均生长变化如图 5 所示。研究

表明，幼虫在前期 1–12 d 生长相对较慢，后期 14–28 d

生长较快。发育前期不同密度组壳长相差不大，随着

培养时间的增长，幼虫壳长差别逐渐变大。SPSS 分

析结果显示，前 2 d 各密度组间平均壳长差异不显著

(P>0.05)，D1 与 D2 组除第 18 天外差异均不显著

(P>0.05)，D2 与 D3 组除第 14–18 天外差异均不显著

(P>0.05)，D2 组与 D4 组从第 10 天开始平均壳长差

异显著(P<0.05)，D2 组与 D5、D6 组从第 2 天开始平

均壳长差异显著(P<0.05)，D5 与 D6 组平均壳长差异

不显著(P>0.05)。D4、D5、D6 三组在培养 20 d 以后

其平均壳长明显小于 D1、D2、D3 三组，且差异显著

(P<0.05)。 

综上所述，培育密度为 1 ind/ml 时的生长最快，

成活率高，最终为 35.00%，密度为 0.5 ind/ml(最终成活

率为 24.44%)和 2 ind/ml(最终成活率为 17.22%)次之，

其他高密度培养的幼虫成活率较低、生长慢，且密度

越高成活率越低。 

 

 
 

图 5  不同培养密度条件下幼虫壳长变化 
Fig.5  Shell length of Atrina pectinata larvae at  

different stocking densities 

2.3  不同培养方法对幼虫成活率的影响 

在水泥池中采用不同培养方式培养栉江珧幼虫，

通过测定密度变化计算其成活率，结果如图 6 所示。

幼虫期 0–6 d 都有一个明显的死亡高峰，而后 C2、C3

组成活率稳定，C1、C4 组成活率持续下降，直至几

乎完全死亡。结果显示，C2 组安装造浪泵培养效果

较好，C3 组无气石充气培养效果次之，C1 组气石充

气和 C4 组安装射流泵培养效果较差。SPSS 分析结果

显示，C2 组与 C1、C3、C4 组成活率差异显著(P<0.05)，

C3 组与 C1、C4 组之间成活率差异显著(P<0.05)，C1

组与 C4 组差异不显著(P>0.05)。 
 

 
 

图 6  不同培养方法培养前期幼虫成活率变化 
Fig.6  Survival rate of early larvae at different  

cultural methods 

 

3  讨论 

3.1  不同催产方法效果比较 

本研究表明，用中和的次氯酸钠升温海水对栉江

珧亲贝进行催产具有较好的效果，亲贝配子排放率较

高，配子排放量大，且对受精卵的胚胎发育影响较小，

与其他几种方法差异显著，适合栉江珧工厂化育苗过

程中亲贝的催产。紫外线照射海水组效果差，紫外线

照射海水可使水中的氧气激发成臭氧，臭氧迅速分解

产生原子态氧，原子态氧可与海水中的卤化物反应生

成卤代化合物(严正凛等, 2007)，这些卤代化合物对

亲贝产卵排精有一定的刺激作用，但卤代化合物可能

对精卵结合及受精卵的胚胎发育也有一定的影响，从

而导致卵子受精率低及胚胎发育的畸形率较高。升温

海水诱导亲贝排放虽然胚胎发育较好，但是亲贝配子

排放率低，产卵量也较少，不适合应用于大规模工厂

化育苗。 

人工解剖雌、雄亲贝得到的精卵要在氨海水中受

精，受精后每隔 20–30 min 换水洗卵 1 次，一般换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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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次(曾祥玲等, 2005)，这样可以尽可能的清除杂

质，减少对卵子受精及受精卵胚胎发育的影响。虽然

人工解剖亲贝可以获得大量精子和卵子，但这些精子

和卵子并不全是完全成熟的，其中混有很多未发育成

熟的配子，这些配子往往不能正常受精，另外解剖得

到的一些精子活力也比较差，最终导致得到的受精卵

胚胎发育率较低，畸形率较高。 

栉江珧 1 龄即可性成熟(邱盛尧等, 2000)，因此

选择亲贝时注意挑选 1 龄以上的作为亲贝，确保亲贝

性腺可以发育成熟。催产前处理时，阴干要先将亲贝

倒立，这样可以使种贝体内的水分充分流失，但是倒

立时间不超过 2 h，否则会使亲贝失水过多，不利于

亲贝的排精产卵，甚至还会导致亲贝死亡。升温海水

一般要求高于培育温度 3–4℃(于瑞海等, 2010)，这样

对亲贝的刺激效果较好。刺激亲贝产卵时，刺激不应

过大，否则亲贝会将未成熟的生殖细胞排出，造成受

精率及胚胎发育率较低。将精卵混合时，应密切观察

加入精子的量，精子过少卵子不能受精，精子过多造

成多精入卵导致胚胎畸形率过高。 

3.2  幼虫培养密度对幼虫发育的影响 

在不同密度培养幼虫的试验中，出现两个死亡高

峰，由于幼虫间的粘连及由幼虫开始进入壳顶期，形

成了幼虫前 6 d 出现的第 1 个死亡高峰，幼虫在培养

24 d 左右开始由壳顶幼虫后期进入匍匐幼虫期，形成

第 2 个死亡高峰。栉江珧幼虫培养密度越高，幼虫粘

连现象越严重，因此高密度组幼虫成活率较低。高密

度组由于前期的相互粘连造成幼虫的面盘损伤及水

体中碎屑较多，换水倒池也无法将其彻底去除，使得

幼虫在后期成活率较低。在栉江珧幼虫培养过程中降

低幼虫的密度，可以降低幼虫相遇的几率，一定程度

上减少粘连。因此低密度培养有较高的成活率，但是

密度过低不利于大规模苗种生产。 

研究各密度组幼虫的生长发现，按照平均壳长的

变化可分为两个阶段：慢速生长期(1–12 d)和快速生

长期(14–28 d)，在培养幼虫第 12 天，高密度 D4、D5、

D6 组与 D1、D2、D3 组的平均壳长开始出现显著差

异，发育延缓现象逐渐明显。高密度培养栉江珧幼虫

会加剧幼虫间及幼虫与碎屑间的粘连，幼虫粘连导致

幼虫面盘不能游动无法摄食，影响幼虫的生长，最终

导致幼虫发育迟缓甚至死亡。不同密度组幼虫前期虽

然平均壳长差异不显著，但是各密度组成活率差异显

著，后期高密度组发育延缓现象明显，因此幼虫不适

合高密度培养。 

幼虫培养密度的合理安排对工厂化育苗至关重

要，培养密度过高影响浮游幼虫的生长、存活及附着

变态，最终导致幼虫培育时间延长甚至幼虫死亡；培

养密度过低，幼虫虽然成活率较高，但是不利于工厂

化苗种培育。栉江珧幼虫有粘连的习性，控制栉江珧

幼虫培养密度是解决幼虫上浮粘连问题的关键(王海涛

等, 2006)。实验证明，幼虫培育最佳密度为 1 ind/ml。

此密度条件下，既能提高栉江珧幼虫成活率又能充分

利用培育水体，适合应用于大规模苗种生产。 

3.3  幼虫培养方式对幼虫成活率的影响 

在幼虫培养池中上层加装造浪泵，使培养池中的

海水流动起来模拟幼虫在自然条件下的生活状态。水

流可以将粘连在一起的幼虫冲散开，减少幼虫的粘

连，从而减少幼虫因粘连而造成的死亡；而海水本身

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可以减少造浪泵对幼虫的损

伤，培养幼虫效果较好。射流泵虽然也能形成水流，

但是射流泵喷射出的水流带有大量小气泡，这些气泡

会将水中的碎屑等杂质聚集起来，幼虫更加容易和这

些碎屑粘连在一起导致幼虫的死亡。带气石充气也会

在水里形成小气泡，但其数量相对射流泵较少，造成

幼虫粘连也较少。此外，这种方式对水体的搅动效果

较差，水体流动性相对较差，幼虫彼此相遇机会较大，

因此栉江珧幼虫的成活率也较低。无气石充气方式是

将气线直接放入池底，在水体中形成较大的气泡，这

种充气方式比较剧烈，培育水体在一定程度上被搅动

起来，因此相对带气石充气培养方式效果较好。另外

采用无气石充气方式培养幼虫时，应该注意气线的摆

放位置，一定要将气线摆放均匀，使培养池中的水充

分流动起来。与 200 L 圆形塑料桶相比，水泥池气石充

气培养效果较差，因 200 L 圆形塑料桶水体较小，充气

能使海水充分的搅动起来，幼虫粘连现象相对较少，

而水泥池培养水体较大，充气不能使水体充分搅动，

幼虫粘连现象明显，因此水泥池培养效果相对较差。

不同培养方法培养幼虫，8 d 以后成活率基本稳定，而

气石充气组和射流泵组的成活率低，幼虫培养池内幼

虫密度很低，此时实验结果误差较大，实验结果即可

说明问题，因此不同培养方法实验培养幼虫 12 d。在栉

江珧幼虫培养池安装造浪泵模拟栉江珧幼虫在自然

条件下的生活状态，可以减少幼虫的粘连，提高幼虫

的成活率，适合工厂化育苗中幼虫的培育。 

幼虫上浮粘连是栉江珧不同于其他贝类幼虫的

一个显著特征，同时也是目前制约栉江珧工厂化育苗

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浮游期的幼虫面盘会分泌一些黏

液，导致幼虫之间及幼虫和碎屑之间相互粘合在一起

无法游动摄食，造成幼虫的大量死亡，死亡的幼虫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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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水质，从而进一步加剧幼虫死亡，最终导致幼虫

成活率进一步降低。 

栉江珧幼虫从 D 形幼虫开始到附着变态都会漂

浮于水表面，形成一层油状的“幼虫膜”(林笔水等 , 

1987)。同时观察到不少漂浮幼虫体内含有气泡，这

种现象在 D 形幼虫前期最为明显，且在高密度、高

温时培养幼虫分泌黏液相互粘连现象较明显(于瑞海

等, 2007)。增加换水体积及倒池次数在一定程度上可

以减少粘连(于瑞海等, 2010)，定期施加 1–2 g/m3 的

抗菌素抑菌也可预防幼虫粘连(周维武等, 2006)。 

栉江珧幼虫培育过程中浮游时间长，要减少其上

浮粘连现象的发生，(1)要控制幼虫培育密度，密度

一般不超过 1 ind/ml；(2)改进传统的培养方式，借

助造浪泵等使培育水体流动起来，模拟幼虫在自然

条件下的生活状态，借助海水将幼虫冲散，减少粘

连；(3)增加换水量，及时倒池。倒池可以及时清除

培育池里的残饵、粪便和其他碎屑，防止幼虫与其发

生粘连；(4)保证投喂优质干净的饵料，为幼虫的成长

提供保障，如果投喂饵料时带进碎屑杂质会加剧幼虫

的粘连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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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the Spawning Inducement and the Conditions for the  
Larval Culture of Atrina pectinata 

ZHENG Yanxin1,2, YANG Aiguo1①
, WU Biao1, SUN Xiujun1, ZHOU Liqing1,  

LI Dongming1,2, DONG Yinghui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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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ine Sciences,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3. Zhejiang Key Laboratory of Aquatic Germplasm Resources, Zhejiang Wanli University, Ningbo  315100) 

Abstract    Atrina pectinata is a large deepwater mollusk that is widely distributed in temperate and 

tropical ocean waters. The China costal line, from the Liaodong peninsula in the north to the Qiongzhou 

strait in the south, is a major habitat of Atrina pectinata. The provinces along the costal line included 

Liaoning, Shandong, Fujian and Guangdong, etc. This bivalve animal possesses high economic and 

medicinal values. The dried scallop of A. pectinata is large in size and has a tender texture and delicious 

taste. In recent years the overfishing has caused a rapid drop in the natural resource of Atrina pectinata 

and thus hindered the breeding in the aquaculture industry. The difficulty in the spawning inducement and 

the larval adhesion during culture has been the major issues in the large-scale production of A. pectinata 

seed.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explored different inductive methods and identified the optimal one to 

improve the fertilization rates and the embryonic development. Our study suggested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thermal stimulation (3℃ rise in the temperature) and sodium hypochlorite would neutralize the 

seawater and could be the optimal spawning-inducing method without noticeable impact on the 

fertilization rate and the embryonic development. To reduce the larval adhesion during the breeding, we 

adopted a lower breeding density and changed the incubation method. It was found that the larval 

adhesion could be effectively avoided at a lower larval density, and that at the density of 1 ind/ml the 

larval survival rate reached the maximum. Moreover, we also changed the cultural method for the A. 
pectinata larvae by equipping the cultivating pool with a surf pump. The surf pump generated a water 

flow inside the pool that prevented the larval adhesion and thus improved the larval survival rates. Our 

study provided a valuable tool for the large-scale production of the seed of A. pectinata. 

Key words    Atrina pectinate; Spawning inducement; Embryonic development; Larval culture; 

Adhe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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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支持向量机的新鲜与解冻许氏平鲉 

(Sebastes schlegeli)近红外光谱鉴别技术* 

刘申申 1,2  孙  永 1  周德庆 1① 
(1.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青岛  266071；2. 上海海洋大学食品学院  上海  201306) 

摘要    本研究建立了一种近红外光谱技术，用于鉴别鱼类是否经过解冻处理。首先测定了 120 个

样品的近红外光谱，通过主成分分析对原始光谱数据进行降维处理，再结合支持向量机建模进行分

类鉴别。对所有建模样品的主成分 1 和 2 按得分值绘制得分图，进行分析聚类，并将前 10 个主成

分的得分值作为支持向量机的输入，优化惩罚参数 c 和核函数参数 g，对 90 个样本训练；用未知

的 30 个样本进行判别验证，建立鉴别鲜、冻许氏平鲉的支持向量机分类模型，预测准确率达 100%。

研究表明，近红外光谱技术结合主成分分析和支持向量机可以作为一种简便、快速、准确的方法用

于判断鱼类是否经过解冻处理。 

关键词    近红外光谱；许氏平鲉；解冻；主成分分析；支持向量机；鉴别 

中图分类号 TS2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5)06-0134-05 

鱼类富含水分和营养物质，容易发生腐败变质，

对保鲜保存的要求较高。冷冻作为鱼类等水产品长期

贮藏的方法，可大大延长货架期，但易造成品质的下

降。冷冻鱼市场价格比新鲜鱼低，一些商贩常常将冷

冻鱼解冻后冰藏，冒充新鲜鱼出售，不仅损害了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更不利于市场的公平竞争。因此，为

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保障水产品贸易的有序进行，亟

需建立一种快速鉴别鱼类是否经过冷冻处理的方法。 

目前，已建立一些比较成熟的新鲜鱼鉴别方法

(Bozzetta et al, 2012; Duflos et al, 2002; Baixas- 

Nogueras et al, 2007)，但这些方法存在费时、成本高、

需要专业人员操作等缺点。近红外光谱法(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NIR)因其快速、简便、成本低、无损

和多组分同时测定等优点受到人们的重视，已经越来

越多地应用于鱼类及其制品的品质评价，包括化学组

成测定(徐文杰等, 2013; Khodabux et al, 2007)、微生

物快速测定(Lin et al, 2006; Sone et al, 2011)、感官评

价(Isaksson et al, 2002)以及鉴别(Uddin et al, 2004、

2005)等方面，而国内在判断鱼类是否经过冷冻处理

的文献报道较少。 

近红外光谱主要来源于分子振动的倍频与合频，

含有大量数据信息，但很难从光谱图中直接得出物质

组成信息，必须依靠化学计量学方法 (梁逸曾等 , 

2012)。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PCA)

主要是对数据进行降维处理，将原变量转化为少数

综合变量，且这些变量能表征原变量信息，相互正交

(梁逸曾等, 2012；张菊华等, 2011)。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SVM)是 Vapnik 于 1995 年新提出的

学习算法(Vapnik, 1995)，它采用结构风险最小化原

理，兼顾训练误差和泛化能力，在解决小样品、非线

性、高维数、局部极小值等模式识别问题中表现出多

方面的优势(邓乃扬等, 2004；李国正等, 2004)。 

许氏平鲉(Sebastes schlegeli)，俗称黑头鱼，属鲉

形目、鲉科、平鲉属，一般体长 20–30 cm，吻较尖，

背及两侧灰褐色，为冷温性近海底层鱼类，广泛分布

于中国黄渤海和东海，其肉质细嫩、低脂肪、软硬适

abc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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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深受人们的喜爱(张德胜等, 2012)。本研究选取

许氏平鲉作为样品，采用 PCA 和 SVM 相结合的方法

建立新鲜与解冻许氏平鲉的近红外光谱鉴别技术。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从青岛某市场购买不同规格的鲜活许氏平鲉 60

尾。样品重量为 269.00–720.20 g/尾，体长为 21.00– 

29.90 cm/尾。 

1.2  主要仪器 

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Bruker Tensor 27，德国

布鲁克光谱仪器公司)，近红外积分球附件(美国 Pike

公司)。 

数据处理软件：OPUS 7.0 光谱分析软件；MATLAB 

R2014a 软件。 

1.3  实验方法 

1.3.1  样品制备    鲜活鱼买回后立即宰杀、去鳞、

去内脏、清洗干净。每条鱼沿脊背一分为二，一侧作

为 1 个样品，共 120 个样品。将其样品分为两组，F

组为新鲜组，T 组为解冻组，每组 60 个样品。对 F

组鱼去除鱼皮以后沿背部采肉，用绞肉机混匀绞碎，

装到样品袋中，尽快用于近红外光谱分析；T 组放到

样品袋中，密封，储存在–20℃冰箱中，10 d 后取出，

4℃冰箱过夜解冻，之后处理同上，用于近红外光谱

分析。 

1.3.2  光谱采集    取按照 1.3.1 制备的鱼肉样品装

入培养皿中，轻轻压实以排除培养皿底部的气泡，且

保持培养皿表面平整光洁。培养皿置于积分球光谱采

集系统之上。每份样品重复扫描 3 次，取平均光谱作

为该样品的原始光谱。光谱采集条件为扫描波数：

10000–4000 cm1；扫描次数：64；分辨率：8 cm1；

测量方式：漫反射测量；近红外光谱扫描采集样品光

谱时保持稳定的实验室温度和湿度。工作温度范围为

23–25℃；相对湿度范围为 40%–45%。 

2  结果与分析 

2.1  近红外光谱图 

120 个样品的近红外原始光谱曲线如图 1 所示，

F 组样品与 T 组样品的光谱曲线相互交错，肉眼很难

观察出二者的区别。 

 
 

图 1  新鲜与解冻许氏平鲉的原始光谱 
Fig.1  The original NIR spectra of fresh and  

frozen-thawed S. schlegeli 
 

分别对 F组和T组样品的标准近红外光谱图取其

平均光谱曲线(图 2)。从图 2 中可以看出，F 组和 T

组鱼肉的光谱有明显区别，并具有一定的特征性和指

纹性，这一差异是鉴定新鲜和解冻许氏平鲉的基础。

F 组样品吸光度大于 T 组，相差约 0.02–0.06 个单位。

肌肉组织间隙的大小导致了光散射的差异，这是 F 组

与 T 组样品能够有效区别的依据(张晓敏, 2012)1)。一

般认为，新鲜鱼类的细胞完整，当光线进入新鲜鱼体

内之后，鱼体细胞不仅吸收光线，还通过散射作用改

变光线传入方向，使其传到下一个细胞，增加了光线

传输距离，导致吸光度的增加。而当鱼类经过解冻处

理以后，冰晶的生长致使细胞破裂，内容物外流，光

散射的细胞数量减少，导致吸光度的减少(Uddin et al, 
2005)。 

 

 
 

图 2  新鲜与解冻许氏平鲉的平均红外光谱 
Fig.2  The average NIR spectra of fresh and  

frozen-thawed S. schlegeli 
 

2.2  主成分分析结果 

对 F 组和 T 组，共 120 个样品进行主成分分析聚

类，前 10 个主成分的特征值即累计可信度如表 1 所示。 

由于前两个主成分累计可信度已达到 98.000%

以上，所以仅用前两个主成分就可以表示原始近红外

光谱的信息(戴素贤等, 1999)。图 3 表示 120 个样品

的主成分 1、2 得分，其中 X 轴表示样品的第 1 主 
                            

1) 张晓敏. 近红外光谱技术快速评估鲈鱼新鲜度的方法研究. 浙江工商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2012, 4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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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成分与累计可信度 
Tab.1  Reliabilities of principal components (%) 

主成分 
Principal 

components 

累计可信度 
Cumulative 
reliability 

主成分 
Principal 

components 

累计可信度
Cumulative 
reliability 

PC1 90.770 PC6 99.982 

PC2 99.456 PC7 99.990 

PC3 99.877 PC8 99.993 

PC4 99.928 PC9 99.996 

PC5 99.968 PC10 99.997 

 

成分得分(PC1)，Y 轴表示样品的第 2 主成分得分

(PC2)。图 3 中，F 组和 T 组许氏平鲉明显分为两类，

说明主成分 1、2 对新鲜和解冻许氏平鲉有较好的聚

类作用。从图 3 可以看出，F 组的样品大多位于 X 轴

上方，T 组样品大多位于 X 轴下方，且分布较新鲜组

比较集中，但 F 组样品分布分散。为了提高预测精确

度，本研究采用 SVM 结合 PCA 的方法建立新鲜和解

冻许氏平鲉的鉴别模型。 
 

 
 

图 3  主成分 1 和 2 的得分 
Fig.3  Principal component score plot of fresh and 

frozen-thawed S. schlegeli 
 

2.3  支持向量机分析结果 

由于全波段从 10000–4000 cm–1共有 1556 个数据

点，如果采用全光谱计算，不仅计算量大，而且有些

区域样品的光谱信息很弱，与样品的组成或性质间缺

乏相关性。由表 1 可知，前 10 个主成分的累计可信

度为 99.997%，这 10 个综合变量可以代表原变量包

含的绝大部分信息。因此，将 90 个样本(随机分别从

F 组和 T 组中抽取 45 个样品)的前 10 个主成分的得

分作为训练集，将剩余 30 个样本(F 组和 T 组各 15

个样品)的前 10 个主成分的得分作为测试集。另外，

设定 F 组样品标签为 0，T 组样品标签为 1。 

SVM 主要是建立一个分类超平面作为决策曲

面，使正例和反例之间的隔离边缘最大化(史峰等 , 

2010)。本研究选择了 RBF 径向基核函数，其中，惩

罚参数 c (c 为回归误差的权重)和径向基核参数 g 是

两个需要确定的重要参数。因为当 c 值太大时，会使

样品数据出现过学习现象，而 c 值太小，会使样品数

据出现欠学习现象(刘星等, 2014)。因此，常采用交

互验证(Cross validation, CV)意义下的网格搜寻(Grid 

search)、遗传算法(Genetic algorithm, GA)和粒子群优

化算法(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PSO)参数寻优，

然后利用最佳参数 c 和 g 进行 SVM 网络训练，构建

模型。 

如表 2 所示，任意给定两组 c 和 g 值时，测试集

分类准确率分别为 86.67%和 96.67%，因此，随机选

择的参数无法保证测试集分类准确率达到最理想的

效果。于是，采用 3 种方法对 c 和 g 两个参数寻优。

在 3 种参数寻优方法中，用 GA 和 POS 方法选择出

的最佳参数 c 和 g 构建模型时，所建模型对测试集的

预测错 1 个，即 1 个冷冻样品被误判为新鲜样品，此

时预测集分类准确率为 96.67%；而采用 CV 方法优

化的参数 c 和 g 构建模型，该模型的测试集分类准确

率最高，为 100%。由此可见，CV 参数寻优方法可

以提高 SVM 模型的稳健性和泛化性能。 

利用 CV 方法优化的最佳的参数进行 SVM 网络

训练，建立预测模型，图 4 为测试集的预测结果。图

4 中样本 1–15 为 F 组样品，样本 16–30 为 T 组样品，

即样本 1–15 对应的样本标签为 0，样本 16–30 对应 
 

表 2  SVM 参数优化与模型结果 
Tab.2  The kernel function parameters and model 

results of support vector machine 

参数优化方法 
Parameter 

optimization methods
Best c Best g 

测试集分类准确率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of test sets /% 

任意给定 1 
(Random set 1) 

10.000 3.000 86.670(26/30) 

任意给定 2 
(Random set 2) 

5.000 2.000 96.670(29/30) 

CV 0.707 0.500 100.000(30/30) 

GA 9.165 1.162 96.670(29/30) 

POS 1.500 1.700 96.670(29/30) 

 

 
 

图 4  采用 CV 优化参数的测试集分类结果 
Fig.4  Classification result of SVM with CV optimal 

para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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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样本标签为 1。由图 4 可以看出，预测测试集分类

与实际预测集分类相同，即模型对测试集的判断结果

均正确，预测准确率为 100%。由此说明，用 SVM 方

法鉴别新鲜鱼和解冻鱼是可行的。 

3  讨论 

本研究应用 NIR 在 10000–4000 cm1 波数范围内

对 120 个新鲜和解冻许氏平鲉样品采集近红外光谱，

结合 PCA 和 SVM，建立新鲜和冷冻–解冻许氏平鲉

的鉴别模型。该模型的预测效果较好，预测准确率达

到 100%，说明近红外光谱技术可以简便、快速、准

确地鉴别许氏平鲉是否经过解冻处理。 

由于新鲜鱼类经过解冻处理，冰晶的生长使细胞

破裂，内容物外流，严重影响肉的品质，导致肌肉蛋

白质结构、颜色、脱水、质构、脂肪氧化、pH 的变

化。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考虑将近红外光谱

数据与理化指标数据结合起来，并且从增加样品数量

和分析比较其他判别方法(如 BP 人工神经网络等)角

度提高判别的精度和稳定性，为近红外光谱技术应用

于鉴别新鲜和解冻鱼类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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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inguishing the Fresh from the Frozen-Thawed 
Sebastes schlegeli Using the NIR Spectroscopy Identification  

Technology Based on Support Vector Machine 

LIU Shenshen1,2, SUN Yong1, ZHOU Deqing1①
 

(1. Yellow Sea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Fishery Sciences, Qingdao  266071;  
2. College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Abstract    Frozen fish are usually less desirable than the fresh counterparts on the market. As a result, 

it has become a common issue that the frozen-thawed fish are disguised as fresh for a higher price. In this 

study the near infrared (NIR) spectroscopy was employed to separate the frozen-thawed fish from the 

fresh. One hundred and twenty prepared Sebastes schlegeli samples including 60 fresh and 60 

frozen-thawed were scanned using a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 system between 10000–4000 cm1 

wavenumbers. The working model was based on the fact that the average NIR spectra of fresh fish were 

distinctive from the frozen-thawed and possessed certain characteristics and fingerprint resistanc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was used for the dimension reduction of the spectra data. The first 

two principal components (PCs) explained over 98% of variances in all the spectral bands. Clustering was 

performed and analyzed based on the first two PCs of all samples.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score plot 

demonstrated that the fresh (above the X axis) and the frozen-thawed samples (below the X axis) were 

well separated, and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fresh samples was dispersal.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prediction, the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 classification model was developed to differentiate the 

fresh fish from the frozen-thawed, based on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scores. The score values of the 

first ten PCAs were used as the input variables of the SVM, and the penalty parameter c and kernel 

function parameter g were optimized. Ninety samples were used for building the SVM model. This model 

was then applied to predict the rest 30 unknown samples, and the prediction rate was 100%. Thes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the near infrared spectroscopy combined with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support 

vector machine could be used as a rapid, simple and reliable method to identify the fresh and 

frozen-thawed fish. 

Key words    NIR; Sebastes schlegeli; Frozen-thawed; PCA; SVM; Iden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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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尾近红鲌(Ancherythroculter nigrocauda) 
加工过程腌制工艺的优化* 

胡  王  陈小雷  李正荣  周蓓蓓  鲍俊杰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水产研究所  合肥  230031) 

摘要    黑尾近红鲌(Ancherythroculter nigrocauda)因肉质细腻深受消费者喜爱，其鱼体扁平，适合

加工成整鱼产品，所以腌制是黑尾近红鲌加工的关键环节。为缩短腌制时间、降低鱼肉含盐量、提

高黑尾近红鲌制品的安全性和标准化，本研究对黑尾近红鲌的腌制工艺进行优化。试验以鱼肉含盐

量和挥发性盐基氮(TVB-N)值为指标，利用单因素试验和响应面分析法对加盐量、腌制时间和腌制温

度 3 个因素进行优化。单因素试验中，加盐量分别为 3%、5%、7%和 9%，腌制温度为 5℃、10℃、

15℃和 20℃，腌制时间为 24 h、48 h、72 h 和 96 h，并通过响应面分析软件分别得到鱼肉含盐量、

TVB-N 值与加盐量、腌制温度、腌制时间的二次回归方程，通过计算得出最佳腌制工艺参数为：

加盐量 4.5%、腌制温度 7℃、腌制时间 38 h，此条件下黑尾近红鲌鱼肉含盐量为 3.23%、TVB-N

值为 32.35 mg/100 g。通过验证试验，证明模型预测与实际实验结果相差很小，说明模型能够很好

地预测实际生产情况。此模型能够为黑尾近红鲌的工业化生产服务，并对其他体形扁平鱼类的腌制

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    黑尾近红鲌；腌制；响应面分析法；优化 

中图分类号 S98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5)06-0139-08 

黑尾近红鲌(Ancherythroculter nigrocauda)俗称

高肩，隶属鲤科、鲌亚科、近红鲌属，属温和肉食兼

杂食性鱼类，是长江上游的特有鱼类。黑尾近红鲌与

其他的鲌属鱼类不同，具有较强的耐低氧能力，捕捞

离水后存活时间较长，运输成活率高。作为新开发的

名优淡水养殖推广品种，具有体形好、养殖成本低等

特点。2010 年以来，先后在南昌、赣州等地开展了黑

尾近红鲌的苗种培育、成鱼养殖等，黑尾近红鲌养殖

效益明显。目前，对黑尾近红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

工繁育、肌肉营养成分分析以及年龄和生长等方面，

而加工方面的研究尚未见报道。黑尾近红鲌肉质细

嫩、味道鲜美，深受消费者的喜爱，因此，开展黑尾

近红鲌加工方面的研究，无论在生产、销售，还是在 

人工养殖方面都有重要的意义。无论将黑尾近红鲌制

作成何种形式的产品，腌制调味是其不可或缺的中间

环节，所以，本研究着重研究腌制工艺条件对黑尾近

红鲌制品的影响，为黑尾近红鲌制品的规模化生产提

供理论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鲜活黑尾近红鲌、食盐、味精、五香粉、黄酒、

花椒、生姜、白糖、八角、桂皮、猪肉等，均购于安

徽省合肥市合家福超市；氯化钠、氢氧化钠、硫氰酸

钾、硝酸银、盐酸、硝酸等，均为分析纯。 

abc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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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仪器与设备 

DHG-9243B5-Ⅲ型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上海新

苗医疗器械有限公司；AL204 型电子分析天平，梅特

勒-托利多(上海)有限公司；FA25 型高速分散机，弗

鲁克(上海)有限公司；HITACHI CR22G 型高速冷冻

离心机，日本 HITACHI koki 公司；2300 型 KjeltecTM

自动凯氏定氮仪，丹麦 Foss 公司。 

1.3  试验方法 

1.3.1  黑尾近红鲌的加工工艺流程    原料鱼→预

处理(宰杀、剖割、去内脏、清洗、沥干)→腌制→复

合增香→干燥→包装→灭菌→成品。 

1.3.2  原料预处理    将新鲜黑尾近红鲌宰杀，沿背

部切开，去鳃、内脏等，洗净内腔黑膜及血污，用离

心机甩干表面水分。 

1.3.3  腌制    将预处理后的原料鱼加入食盐滚揉

5 min，并进行腌制，腌制后将鱼放入天然香辛料熬制

的卤汁中浸泡增香 24 h，之后用离心机甩干表面水分。 

1.3.4  干燥及包装    采用循环风可控温实验装置

风干后真空包装。 

1.3.5  产品性质检测    氯化钠含量的测定：参照

GB12457-2008 的间接沉淀滴定法。挥发性盐基总氮

(TVB-N)值的测定参照 SC/T3032-2007 的方法。 

1.3.6  单因素试验    挑选外观良好且大小均匀的

新鲜原料鱼进行单因素试验。黑尾近红鲌腌制过程中

主要影响因素有加盐量、腌制温度、腌制时间，为了考

察各因素对黑尾近红鲌制品的影响，进行单因素试验。

以加盐量(3%、5%、7%、9%)、腌制温度(5℃、10℃、

15℃、20℃)、腌制时间(24 h、48 h、72 h、96 h)作为

考察因素，以鱼肉含盐量和 TVB-N 值作为试验指标，

每组试验重复 3 次。 

1.3.7  响应面试验    根据单因素试验结果，利用

Box-Behnken 试验设计原理，设计加盐量、腌制温度

和腌制时间 3 因素 3 水平中心组合试验，每组试验重

复 3 次(表 1)。 

 
表 1  Box-Behnken 试验设计因素水平 
Tab.1  Factors and their levels used by  

Box-Behnken design 

水平及编码 Level and code
因素 Factors 

1 0 1 

A 加盐量 Salt content (%) 3 5 7 

B 腌制温度 

Salting temperature (℃) 
5 10 15 

C 腌制时间 Salting time (h) 24 48 72 

1.4  数据处理 

采用 Excel、SPSS 和 Design Expert 软件进行数

据统计、处理。所有试验均设 3 次平行，测定结果以

平均值±标准差表示，试验数据进行方差分析，以 P＜
0.05 为显著。 

2  结果与分析 

2.1  单因素试验 

以鱼肉含盐量和 TVB-N 值为试验指标，分别考

察腌制过程中加盐量、腌制温度和腌制时间对各指标

的影响。 

2.1.1  加盐量对鱼肉含盐量和 TVB-N 值的影响    用

不同加盐量来腌制黑尾近红鲌，10℃条件下腌制 48 h，

各指标的测定如图 1 所示。 

由图 1 可知，随着加盐量的增加，鱼肉含盐量呈

增高的趋势，然而加盐量为 7%时，鱼肉含盐量已超

过 5%，不符合消费者对现代食品低盐、健康的要求；

并且含盐量过高，鱼肉质地较硬(章银良等, 2007a)，

食用前需较长时间地浸泡，食用品质降低；另外，由

于腌制时鱼体和微生物酶的作用，蛋白质、脂类被分

解，游离氨基酸增加，而蛋白质和脂类的分解程度与

加盐量成反比(章银良等, 2006)，由此，加盐量过高

不利于游离氨基酸的增加，从而影响黑尾近红鲌制品

的风味。加盐量过低(3%)，盐的渗透速率慢，鱼体盐

分达到平衡所需时间长，加剧了营养损失，且制品在腌

制过程中易变质。随着加盐量的增加，鱼肉的 TVB-N

值呈下降趋势，在加盐量 3%–5%之间下降程度最剧

烈，之后随着加盐量的提高，TVB-N 值下降趋于平缓。

所以，综合鱼肉的盐度、营养和新鲜度考虑，初步确

定加盐量为 5%。 
 

 
 

图 1  加盐量对鱼肉含盐量和 TVB-N 值的影响 
Fig.1  Effects of salt content on the salinity and TVB-N  

value in fish muscle 
 

2.1.2  腌制温度对鱼肉含盐量和 TVB-N 值的影响     

将黑尾近红鲌用 5%的盐，在不同温度下腌制 48 h，

鱼肉含盐量和 TVB-N 值的变化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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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腌制温度对鱼肉含盐量和 TVB-N 值的影响 
Fig.2  Effects of salting temperature on the salinity and 

TVB-N value in fish muscle 
 

从图 2 可以看出，随着腌制温度的升高，鱼肉含

盐量和 TVB-N 值都呈增高趋势。这是因为，随着腌

制温度的提高，食盐向鱼肉的渗透速度加快(Delvalle 

et al, 1967; Telis et al, 2003)，所以，在一定温度范围

内(5–15℃)，鱼肉的含盐量随着腌制温度的提高而升

高；而在 15–20℃范围内，鱼肉含盐量趋于平稳，说

明 10–15℃时腌制同样的时间鱼肉中的盐分已经达到

平衡；另一方面，升高腌制温度会加速鱼肉的腐败变

质，所以，随着腌制温度的升高，鱼肉的 TVB-N 值

呈升高趋势。从图 2 可以看出，在腌制温度为 5–10

℃时，鱼肉含盐量和 TVB-N 值升高剧烈，之后温度

继续升高，鱼肉含盐量增加幅度不大，而 TVB-N 值

增幅较大，所以为了尽量减少鱼肉的腐败变质，初步

确定腌制温度为 10℃。 

2.1.3  腌制时间对鱼肉含盐量和 TVB-N 值的影响 

在加盐量为 5%、10℃条件下腌制黑尾近红鲌，不同

腌制时间对鱼肉含盐量和TVB-N值的影响如图3所示。 

从图 3 可以看出，鱼肉含盐量和 TVB-N 值与腌

制时间正相关：鱼肉含盐量在 24–48 h 升高幅度较大，

48 h 之后鱼肉含盐量增加不明显；TVB-N 值在 48–72 h

内升高幅度较大，说明腌制 48–72 h 内鱼肉腐败变质

加剧，且腌制时间越长，鱼肉营养损失也越严重   

(吴晓琛等, 2007)，所以腌制时间初步确定为 48 h。 
 

 
 

图 3  腌制时间对鱼肉含盐量和 TVB-N 值的影响 
Fig.3  Effects of salting time on the salinity and TVB-N  

value in fish muscle 
 

2.2  响应面分析法优化黑尾近红鲌的腌制工艺 

2.2.1  Box-Behnken 试验设计及结果    根据 3 因素

3 水平的响应面试验设计共选择试验点 17 个，其中，

12 个分析点、5 个零点，方案与结果见表 2。 

 
表 2  Box-Behnken 试验设计及结果 

Tab.2  Box-Behnken experiment design and results 

试验号 
Experiment number 

A 加盐量 
Salt content(%) 

B 腌制温度 

Salting temperature(℃)
C 腌制时间 

Salting time(h)
R1 含盐量 
Salinity(%) 

R2 TVB-N 值 
TVB-N value(mg/100 g)

1 0 0 0 3.86 30.25 

2 –1 –1 0 2.24 42.05 

3 1 –1 0 5.70 28.42 

4 0 0 0 4.02 29.49 

5 1 0 1 6.32 36.16 

6 1 0 –1 5.09 30.67 

7 0 0 0 3.95 31.49 

8 0 1 –1 3.59 36.50 

9 0 0 0 3.70 31.90 

10 0 –1 –1 3.37 35.58 

11 –1 0 –1 2.54 44.36 

12 0 –1 1 3.57 44.76 

13 1 1 0 5.92 32.47 

14 0 1 1 3.81 48.31 

15 –1 0 1 2.70 52.73 

16 –1 1 0 2.93 43.83 

17 0 0 0 4.15 3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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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回归模型的建立与显著性分析    用 Design 

Expert 8.0 软件对表 2 中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

3 个因素与鱼肉含盐量之间的二次回归方程为： 

R1=3.94+1.58A+0.17B+0.23C0.12AB+0.27AC 
  +(5.000E-003)BC+0.42A20.16B20.19C2 

3个因素与鱼肉TVB-N值之间的二次回归方程为： 

R2=30.646.91A+1.29B+4.36C+0.57AB       
     0.72AC+0.66BC+2.87A2+3.18B2+7.47C2 

由上面两个方程可以看出，对鱼肉含盐量和 TVB-N

值的影响顺序均为：A(加盐量)＞C(腌制时间)＞B(腌

制温度)。 

鱼肉含盐量回归方程的方差分析见表 3。从表 3

可以看出，鱼肉含盐量整体模型 P＜0.001，说明模型

极显著，与试验拟合较好。决定系数 R2=0.988，说明鱼

肉含盐量的结果与模型回归值有良好的一致性。模型

校正系数 R2
Adj=0.972，说明试验结果的 97.2%受到所

选因素的影响。失拟项表示模型预测值与实际值不拟

合的概率(谭汝成等, 2005)，P=0.290＞0.05，失拟项不

显著，说明该模型能够充分反映实际情况。变异系数

(CV)反映模型的置信度，CV 越低，模型的置信度越

高。鱼肉含盐量的模型 CV=4.92%，较小，说明该模型

能够很好地反映真实的试验值，可以用来分析响应面的

变化。从表 4可以看出，TVB-N值的整体模型P＜0.001， 

R2=0.984，R2
Adj=0.964，失拟项 P=0.143＞0.05，CV= 

3.85%，以上数据均说明 TVB-N 值的模型也可以用来

分析响应面的变化。 

2.2.3  响应面分析    利用 Design Expert 8.0软件对 

表 2 的数据进行二次多元回归拟合，得到的二次回归方

程的响应面如图 4、图 5 所示。从图 4 可以看出，加盐

量和腌制时间的交互作用对鱼肉含盐量影响较大。随

着加盐量、腌制温度和腌制时间的提高，鱼肉含盐量

呈升高趋势，其中加盐量对鱼肉含盐量影响最大，腌

制温度和时间影响较小。腌制过程包括两个传质过程

(Fougere, 1952; Barat et al, 2003)：一个是食盐从溶液

进入食品结构内(鱼肌肉中)，另一个是鱼肉中的水渗

透出来。所以，随着加盐量的提高和腌制时间的延长，

鱼肉的含盐量会随之升高，而升高腌制温度，会加快

分子的运动，从而加快上述两个传质过程，鱼肉含盐

量也就随之升高(张娜, 2010)1)。 

从图 5 可以看出，随着加盐量的提高，鱼肉 TVB-N

值呈下降趋势；随着腌制温度的升高和腌制时间的延

长，TVB-N 值呈上升趋势，这与曾令彬等(2009)的研

究结果相符。挥发性盐基氮是鱼肉在酶和细菌的作用

下，使蛋白质分解产生氨及胺类等碱性含氮物质，是 
 

表 3  鱼肉含盐量回归方程的方差分析 
Tab.3  Analysis of variance for the fitted quadratic polynomial model of salinity 

方差来源 
Source of variation 

平方和 
Sum of squares 

自由度 
Degree of freedom

均方 
Mean squares 

F 值 
F value 

P 值 
P value 

显著性 
Significance

模型 Model 21.85 9 2.43 63.58 ＜0.001 ** 

A 19.91 1 19.91 521.46 ＜0.001 ** 

B 0.23 1 0.23 6.15 0.042 * 

C 0.41 1 0.41 10.73 0.014 * 

AB 0.06 1 0.06 1.45 0.268  

AC 0.29 1 0.29 7.50 0.029 * 

BC 1.00×104 1 1.000×104 2.62×103 0.961  

A2 0.74 1 0.74 19.41 0.003 ** 

B2 0.11 1 0.11 2.75 0.141  

C2 0.16 1 0.16 4.11 0.082  

残差 Residual 0.27 7 0.04 — —  

失拟项 Lack of fit 0.15 3 0.05 1.78 0.290  

误差 Error  0.11 4 0.03 — —  

总和 22.11 16 — — —  

Total  R2=0.988 R2
Adj=0.972 

*影响显著(P<0.05)；**影响极显著(P<0.01) 

* Significant influence (P<0.05); ** Highly significant influence (P<0.01) 
 

                            

1) 张娜. 低盐度腌腊鱼生产中几个安全指标的变化及评价. 华中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2010,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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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鱼肉 TVB-N 值回归方程的方差分析 
Tab.4  Analysis of variance for the fitted quadratic polynomial model of TVB-N value 

方差来源 
Source of variation 

平方和 
Sum of squares 

自由度 
Degree of freedom

均方 
Mean squares 

F 值 
F value 

P 值 
P value 

显著性 
Significance

模型 Model  891.51 9 99.06 48.86 ＜0.001 ** 

A 381.57 1 381.57 188.23 ＜0.001 ** 

B 13.26 1 13.26 6.54 0.038 * 

C 151.82 1 151.82 74.89 ＜0.001 ** 

AB 1.29 1 1.29 0.64 0.452  

AC 2.07 1 2.07 1.02 0.346  

BC 1.73 1 1.73 0.85 0.386  

A2 34.79 1 34.79 17.16 0.004 ** 

B2 42.63 1 42.63 21.03 0.003 ** 

C2 234.92 1 234.92 115.89 ＜0.001 ** 

残差 Residual 14.19 7 2.03 — —  

失拟项 Lack of fit 10.06 3 3.35 3.24 0.143  

误差 Error  4.13 4 1.03 — —  

总和 905.70 16 — — —  

Total  R2=0.984 R2
Adj=0.964 

*影响显著(P<0.05)；**影响极显著(P<0.01) 

* Significant influence (P<0.05); ** Highly significant influence (P<0.01) 

 
鱼肉腐败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提高加盐量能够抑制

微生物的生长和蛋白质的分解(章银良等, 2007b)，所

以，随着加盐量的升高，TVB-N 值呈下降趋势；提

高腌制温度使鱼肉中微生物生长繁殖和蛋白质分解

加快，所以，TVB-N 值与腌制温度正相关；鱼体中

的蛋白质分解产生的氨及胺类等碱性含氮物质会随

着腌制时间的延长在鱼体中不断积累，所以腌制时间

延长，TVB-N 值升高(章银良, 2007b)。 

2.2.4  腌制工艺的优化组合及其验证    根据 Box- 

Behnken 试验结果和二次多项式方程，利用 Design 

Expert 8.0 软件计算出最佳的腌制工艺条件为：加盐量

4.44%，腌制温度 7.44℃，腌制时间 37.92 h，此条件下

鱼肉含盐量为 3.28%，TVB-N 值为 32.61 mg/100 g。为

了实际操作方便，将上述优化工艺修正为加盐量 4.5%、

腌制温度 7℃、腌制时间 38 h。根据修正后的工艺条

件经过 5 次验证试验，黑尾近红鲌鱼肉含盐量为

3.23%，TVB-N 值为 32.35 mg/100 g，分别与理论值

相差 1.5%和 0.8%，该模型能够很好地预测试验结果。 

3  讨论 

黑尾近红鲌作为我国长江上游江河、水库中常见

的一种特有经济鱼类，因其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而深受

消费者的喜爱。近年来，关于黑尾近红鲌的研究多集中

在人工繁殖(徐凯等, 2014；张建铭等, 2011；殷海成等, 

2010；薛正楷等, 2001)、池塘养殖(曹义虎等, 2011a；

曾庆祥等, 2010；魏辉杰等, 2010)、毒性试验(李代金等, 

2010；王贵英等, 2005)、形态学(曹义虎等, 2011b)、生

物学特性(陈见等, 2014; 曹义虎等, 2014)、肌肉营养与

成分分析(谭德清等, 2004)、不同年龄段消化酶(白晓慧

等, 2007)及对蛋白质的营养需求(丁立云等, 2012)等。随

着人工繁育和养殖技术的日渐成熟，如何促进黑尾近

红鲌产业从一产向二产、三产发展是接下来需要解

决的问题，而黑尾近红鲌加工技术水平的提高和标

准化生产是促进其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黑尾近红鲌

鱼体扁平，特别适合整条加工制成产品，所以，市场

中黑尾近红鲌的加工以整鱼腌制、调味之后制成半

干鱼制品为主，但是，这类产品及生产工艺存在诸多

问题：以手工作坊式生产为主，产业规模难以扩张；

规范性差、工艺参数模糊；产品质量不稳定、含盐量

偏高等。腌制是这类制品的关键加工环节，所以，优

化腌制工艺对黑尾近红鲌的加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试验优化的腌制工艺与黑尾近红鲌传统的工艺相

比，加盐量由原来的 6%降至 4.5%，腌制时间由 48 h

缩短至 38 h，产品的含盐量由 4.8%降低至 3.28%，

TVB-N 值由 52.04 mg/100 g 降低至 32.61 mg/100 g，

且与其他鱼类的腌制研究相比，能有效地降低腌制过

程中的加盐量，并缩短腌制时间 (律佳雪等 , 2007;   

杨华等, 2013; 高娟等,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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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影响鱼肉含盐量(R1)的两因素交互作用响应面 
Fig.4  Response surface for effects of three processing 

parameters on salinity 
 

4  结论 

本研究通过单因素试验和 Box-Behnken 试验设

计与响应面分析，建立了鱼肉含盐量和 TVB-N 值的

二次多项式数学模型，确定最佳腌制工艺参数为：加

盐量 4.5%，腌制温度 7℃，时间 38 h，此条件下，鱼 

 
 

图 5  影响 TVB-N 值(R2)的两因素交互作用响应面 
Fig.5  Response surface for effects of three processing 

parameters on TVB-N value 

 
肉含盐量 3.23%，TVB-N 值 32.35 mg/100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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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of the Salting Process of Ancherythroculter nigrocauda  

HU Wang①
, CHEN Xiaolei, LI Zhengrong, ZHOU Beibei, BAO Junjie 

(Fisheries Institute, Anhui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Hefei  230031) 

Abstract    Ancherythroculter nigrocauda has been popular for the delicate texture of the meat, and is a 
proper material of processed food due to its flat shape. Salting is a key step in the processing of     
A. nigrocauda. In this study we aimed to optimize the conditions of the salting process, including reducing 
the salting time, lowering the salinity and improving the safety of the products, and hence to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es for the large-scale production. Using A. nigrocauda as the raw material, and the salinity 
and the total volatile basic nitrogen (TVB-N) as the indicators, we optimized parameters such as the salt 
concentration, the salting temperature and the salting time in single factor experiments. In these 
experiments, the salt concentrations were 3%, 5%, 7%, and 9%, the salting temperatures were 5℃, 10℃, 
15℃, and 20℃, and the salting time was 24 h, 48 h, 72 h, and 96 h. Then the response surface 
methodology (based on the Box-Behnken experimental design principle) was used to optimize the salting 
process of A. nigrocauda. The response surface methodology analysis was adopted to build two second 
order quadratic equations between the salinity, TVB-N and salting conditions including the salt 
concentration, the salting temperature and the salting time. Taking the convenience into consideration, we 
set the optimal salting parameters as follows: salt concentration 4.5%, salting temperature 7℃, and salting 
time 38 h. Under these conditions, the salinity of the product was 3.23% and the total volatile basic 
nitrogen was 32.35 mg/100 g. The validating test showed that the actual results were very close to the 
predicted results from the corresponding second-order quadratic equations, thus the model may effectively 
predict the salt concentration and the TVB-N values of salted A. nigrocauda products. This technology could 
be applied to the large-scale production with reduced salting time, lower salinity, and improved food 
safety. Furthermore, it could also be employed in the salting process of other kinds of fresh water fishes. 
Key words    Ancherythroculter nigrocauda; Salting technology; Response surface methodology;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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