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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干流长鳍吻 (Rhinogobio ventralis) 
繁殖生物学* 

曲焕韬  郭文韬①  杨元金  刘  勇  管  敏   

李  莎  刘雪涛  胡美洪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中华鲟研究所  宜昌  443100) 

摘要    2012 年 3 月–2014 年 12 月对长江上游宜宾江段采集的 521 尾野生长鳍吻 进行了繁殖生

物学研究。结果显示，长鳍吻 种群雌雄比为 1.41∶1，繁殖期为 3–5 月，盛期为 4 月上旬至 5 月

上旬。繁殖季节可通过吻端细小“珠星”鉴别雌雄，雄鱼最小性成熟年龄为 2+龄，最小成熟体长为

173 mm，体重为 90.4 g，成熟系数为 0.36%；雌鱼最小性成熟年龄为 3+龄，最小成熟体长为 185 mm，

体重为 119.6 g，成熟系数为 11.30%。繁殖群体中，雌性优势龄组为 3+龄，雄性优势龄组为 2+龄和

3+龄。统计结果显示，长鳍吻 绝对繁殖力(F)为 16399–39835(26816±7875)粒/尾，体重相对繁殖力

(FW)为 162–234(189±23)粒/g，体长相对繁殖力(FL)为 877–1659(1231±246)粒/cm。通过对性腺成熟

系数、卵径分布频率以及性腺组织切片结果的综合分析认为，长鳍吻 属于完全同步产卵类型。 

关键词    长鳍吻 ；繁殖生物学；性成熟；繁殖力 

中图分类号 S91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6)01-0001-07 

繁殖是动物生活史的重要环节，其活动的变化对

于维持种群数量稳定和保证物种繁衍质量等具有重

要意义。诸多研究表明，鱼类繁殖与其繁殖策略密切

相关，这通常表现在繁殖时间、繁殖地点和繁殖资源

分配等方面。不同种属鱼类长期形成的繁殖策略不

同，如鸭绿江花羔红点鲑(Salvelinus malma)、细鳞鱼

(Brachymystax lenok)和长白哲罗鱼(Hucho taimen)繁

殖地点和繁殖方式相同，但三者初次性成熟年龄和规

格以及繁殖时间的选择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别(黄权等, 

2001)。就同一物种而言，其繁殖策略也会因地域环

境而发生改变。吴朗等(2011)1)报道，随着栖息水域纬

度升高，太湖新银鱼(Neosalanx taihuensis)繁殖时间逐

渐缩短，繁殖力增加，但卵径明显减小。可见，鱼类

繁殖生物学特征与物种和环境密切相关。因此，开展

实际环境中相应物种的繁殖生物学研究对于明确该

环境下生物的繁殖策略，为生产上合理开发利用鱼类

资源，实现环境和生物可持续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长 鳍 吻 (Rhinogobio ventralis) 隶 属 鲤 形 目

(Cypriniforme)、鲤科(Cyprinidae)、 亚科(Gobioninae)，

俗称洋鱼、土耗子，是长江上游特有鱼类，具有较高

的经济和营养价值(罗云林等, 1997; 施白南, 1990)。

近年来，由于水质污染、水利工程建设及过度捕捞等

原因，长江干流长鳍吻 的资源量急剧下降，亟需开

展繁殖生物学研究，为合理开发利用长鳍吻 资源提

供科学参考。目前，国内外学者对长鳍吻 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生物学、遗传学、种群生态学以及资源量等

方面(邓辉胜等, 2005; 辛建峰等, 2010; 徐念等, 2009)，

有关其繁殖生物学的研究资料极为缺乏。本文对长江

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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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宜宾江段长鳍吻 种群繁殖生物学进行了研究，

旨在为长鳍吻 人工繁殖研究和种群资源恢复提供

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来源与样本处理 

2012 年 3 月–2014 年 12 月，在长江上游宜宾江段

逐月采集野生长鳍吻 样本共 521 尾，用于繁殖生物

学研究。野生鱼捕捞工具为三层流刺网，布网断面水

深为 15–20 m，水温为 12.6–24.9℃，采捕江段周年流速

为 1.1–2.5 m/s。现场测量实验鱼标准体长(SL，mm)、

体重(W，g)、空壳重(WN，g)、肝脏重(WH，g)、内脏

重(WV，g)以及性腺重(WG，g)等常规生物学指标，然

后解剖鱼体，卵巢取出称重后置于 10%福尔马林中固

定，以用于后续测定。 

1.2  实验指标测定 

1.2.1  相关指数计算    根据 1.1 测定的生物学指标

计算长鳍吻 性腺指数(GSI)、肥满度指数(K)和肝脏

指数(HSI)，计算公式如下： 

GSI = WG/WN × 100% 

K = WN/SL3 × 105 

HSI = WH/WN × 100% 

1.2.2  性别年龄鉴定    根据性腺外观鉴别长鳍吻

性别，并在解剖镜下透光观察侧线和背鳍之间 2–3

行鳞片以鉴定实验鱼的年龄。 

1.2.3  性腺发育分期和繁殖力     参考叶富良等

(2002)的方法，将长鳍吻 性腺发育分为 6 个时期。

选取性腺发育 IV 期的雌鱼 12 尾，分别剪取卵巢前、

中、后段各 1 g，统计卵的数量，按照重量法计算绝

对繁殖力(F)、体长相对繁殖力(FL)和体重相对繁殖力

(Fw)，计算公式如下： 

F = 1 g 卵数量×卵巢重 

FL = F/SL (粒/mm) 

Fw = F/WN (粒/g) 

1.2.4  繁殖季节和产卵类型    随机选取 2 个 IV 期

卵巢进行卵径分布频率分析，以奥林巴斯(OLYMPUS) 

BX51 显微镜观察并测量卵径(精确至 0.01 mm)，每个

卵巢测量鱼卵 500 粒以上。根据卵径大小制作不同区

间的卵径分布图，同时与 GSI 周年变化曲线结合进行

分析，推测判断长鳍吻 繁殖季节和产卵类型。 

1.3  数据处理 

实验数据以平均值±标准差 (Mean±SD)，运用

Statistica 6.0 及 Excel 2007 软件处理和分析数据，以

P<0.05 作为差异显著水平。 

2  结果 

2.1  副性征 

在非繁殖季节，难以从外形上区分长鳍吻 雌雄

个体；在繁殖季节，成熟个体可通过副性征进行雌、

雄亲鱼的辨别，雌鱼腹部松软膨胀，卵巢轮廓较为明

显，生殖孔圆形，微突；雄鱼体型细长，吻端和胸鳍

不分支，鳍条和吻端均有细小的“珠星”，肉眼观察不

明显，但用手触摸有一定粗糙感。 

2.2  性比 

本研究共采集野生长鳍吻 样本 521 尾，其中，雌

鱼 305 尾，雄鱼 216 尾，雌雄比例为 1.41∶1。通过

对不同体长组长鳍吻 性比变化的研究分析发现，除

体长为 161–190 mm、221–250 mm 两组雌雄比例接近

1∶1 外，其余各组雌鱼的数量均显著多于雄鱼，其中，

体长为 250 mm 以上组雌雄比例最高，达到 2.67∶1；体

长为 191–220 mm 组次之，雌雄比例为 2.32∶1(表 1)。 
 

表 1  不同体长组长鳍吻 性比的变化 
Tab.1  The sex ratio of R. ventralis in different size groups 

数量 Number 比例 Percentage(%)体长组
Size 

group(mm)
总样本
Total

雌鱼
Female

雄鱼 
Male 

总样本 
Total 

雌鱼
Female

雄鱼
Male

101–130 53 34 19 10.17 6.53 3.65

131–160 91 56 35 17.47 10.75 6.72

161–190 219 112 107 42.03 21.50 20.54

191–220 93 65 28 17.85 12.48 5.37

221–250 54 30 24 10.36 5.76 4.61

>250 11 8 3 2.11 1.54 0.58

总计 Totel 521 305 216 100 58.50 41.50

 
从表 2 可以看出，在 1 年中，长鳍吻 的性比随

着季节而发生变化，其显著特征表现为除繁殖季节

(4、5 月)外，种群中的雄性个体数量均略多于雌性个

体，其中，2 月雄鱼数量最多，雌雄比例达到 0.6∶1。

4–5 月随着繁殖活动的开始，雌鱼开始大量聚集，数

量显著增加，4 月雌雄比例为 2.12∶1；5 月雌鱼数量

继续增加，雌雄比例达到 2.19∶1；而在繁殖后的 6 月

雌鱼数量急剧减少，雌雄比例降至 0.86∶1。7 月至

翌年 3 月，长鳍吻 种群中雄性个体的数量基本高于

雌性个体。 

2.3  繁殖群体组成 

通过繁殖前夕和繁殖期样本解剖分析发现(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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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月份长鳍吻 性比变化 
Tab.2  The sex ratio of R. ventralis in different months 

数量 Number 百分比 Percentage(%)
月份 

Month 总样本 
Total 

雌鱼 
Female 

雄鱼
Male

总样本 
Total 

雌鱼
Female

雄鱼
Male

1 6 3 3 1.15 0.58 0.58

2 8 3 5 1.54 0.58 0.96

3 33 15 18 6.33 2.88 3.45

4 81 55 26 15.55 10.56 4.99

5 230 158 72 44.15 30.33 13.82

6 52 24 28 9.98 4.61 5.37

7 25 10 15 4.80 1.92 2.88

8 13 5 8 2.50 0.96 1.54

9 17 8 9 3.26 1.54 1.73

10 17 7 10 3.26 1.34 1.92

11 24 10 14 4.61 1.92 2.69

12 15 7 8 2.88 1.34 1.54

总计 Totel 521 305 216 100 58.5 41.5 

 
长鳍吻 性腺发育达到 IV 期的性成熟个体中，雌性

个体最小年龄为 3+龄，雄性个体最小年龄为 2+龄，

雌性个体最小体长为 185 mm，体重为 119.6 g，成熟

系数为 11.30%；雄性最小个体体长为 173 mm，体重

为 90.4 g，成熟系数为 0.36%。在初次性成熟个体中，

雌性(n=38)平均体长为(192±5) mm，体重为(121.7± 

23.1) g；雄性(n=21)平均体长为(181±5) mm，体重为

(102.1±22.6) g，雌雄个体大小无显著性差异。 

在长鳍吻 繁殖群体中，雌性的优势龄组为 3+龄，

占成熟雌性个体的 51.4%，其次为 4+龄和 5+龄组；雄性

优势龄组为 2+龄和 3+龄，分别占成熟雄鱼的 35.6%和

44.1%。在繁殖群体中雌鱼体长分布范围为 185–331 mm，

体重为 79.4–459.8 g；雄鱼体长分布范围为 173–290 mm， 

体重为 84.4–280.9 g。 

2.4  性成熟系数和性腺发育期周年变化 

长鳍吻 雌雄个体成熟系数周年变化见图 1。从

图 1 可以看出，雌鱼平均成熟系数为 0.78%–18.22%，

周年内仅在 2–5 月出现一个峰值，2 月(平均水温为

13.7℃)为卵巢发育启动阶段，越冬后的 II 期卵巢逐

渐向 III 期过渡，性成熟系数为(4.16±2.50)%。3 月初

开始 III 期雌鱼比例不断升高，3 月下旬出现少量 IV、

V 期雌鱼，性成熟系数较 2 月显著增高(P<0.05)，达

到(8.39±3.01)%；4–5 月为繁殖盛期，卵巢主要为 IV

和 V 期，4 月(平均水温为 15.8℃)卵巢成熟系数达到

年度最高峰值(P<0.05)，为(18.22±2.09)%。5 月(平均

水温为 21.0℃)随着部分亲鱼产卵活动结束，VI 期卵

巢比例不断升高。受产卵活动影响，5 月卵巢平均成

熟系数开始下降，与 4 月相比有显著性差异(P<0.05)。

6 月(平均水温为 22.5℃)以Ⅵ期卵巢为主，约持续 30 d，

7月(平均水温为 24.3℃)至翌年1月(平均水温为12.6℃)

卵巢发育始终处于Ⅱ期，为产后休整期，成熟系数没

有显著变化 (P>0.05)，维持在较低水平，一般在

(0.78±0.22)%–(1.27±0.28)%之间，长鳍吻 以Ⅱ期卵

巢越冬。周年内雄鱼平均成熟系数为 0.01%–0.44%，

显著低于雌性个体，但其随季节的变动趋势与雌鱼基

本一致，在 4 月时雄鱼成熟系数达到周年峰值，为

(0.44±0.12)%。 

2.5  肥满度指数 

在一年内长鳍吻 丰满度指数(K)表现出明显的

周年月份波动，分析结果显示，其变动趋势与水温变

化存在一定的关联。越冬期水温较低(12.6–13.7℃)，

鱼类摄食量少，丰满度指数维持在较低水平，为 

 
表 3  长鳍吻 繁殖群体各年龄组体长和体重分布 

Tab.3  The standard lengths and total weights of R.ventralis in different age groups 

体长 Standard length(mm) 体重 Total weight(g) 
性别 Sex 

年龄 
Age 

样本数 
Number 幅度 Range 平均体长 Average SL 幅度 Range 平均体重 Average weight

3+ 38 185–198 192±5 79.4–160.3 121.7±23.1 

4+ 19 200–218 210±6 110.2–216.6 155.9±31.0 

5+ 10 205–289 232±21 159.4–268.3 216.7±41.5 

雌鱼 Female 

6+ 7 247–331 286±37 158.5–456.8 322.8±106.4 

2+ 21 173–189 181±5 84.4–160.9 102.1±22.6 

3+ 26 184–199 190±4 95.2–180.2 120.8±19.5 

4+ 7 195–211 204±6 115.6–184.9 158.2±28.9 

5+ 3 220–264 243±22 163.4–199.9 178.7±18.9 

雄鱼 Male 

6+ 2 284–290 280±4 221.1–280.9 256.9±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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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长鳍吻 雌、雄鱼性成熟系数周年变化 
Fig.1  Monthly changes in the gonadosomatic  

index of R. ventralis 

 

 
 

图 2  长鳍吻 肥满度周年变化 
Fig.2  Monthly changes in the fulton’s condition  

factor of R. ventralis 

 
(1.28±0.08)–(1.36±0.10)；4 月水温逐步上升，鱼类摄

食活动开始增强，丰满度指数也随之升高，10 月达到

年度最高水平，为(1.95±0.31)；进入 11 月，水温降

至 18.3℃，丰满度指数也开始随之下降。 

2.6  肝脏指数 

从图 3 可以看出，在整个繁殖周期内长鳍吻 的

肝脏指数(HSI)与成熟系数(GSI)表现出相反的变化趋

势。2 月性腺发育启动，卵巢处于Ⅱ期向Ⅲ期过渡的

大生长期，HSI 开始急剧下降，达到(1.81±0.15)；3 月 

HSI 降至(1.25±1.03)，为年度最低值；进入繁殖期后，

HSI 开始缓慢上升，9 月达到年度峰值，为(3.56±0.65)。

10 月，随着水温逐步降低，HSI 开始缓慢下降，但总

体仍处于较高水平。 

2.7  繁殖力 

在繁殖季节选择了 12 尾成熟雌鱼进行繁殖力测

定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长鳍吻 绝对繁殖力(F) 为

16399–39835 粒/尾，平均值为(26816±7875)粒/尾；体重

相对繁殖力(FW)为 162–234 粒/g，平均值为(189±23)粒/g；

体长相对繁殖力(FL)为 877–1659 粒/cm，平均为(1231± 

246)粒/cm。将测定的绝对繁殖力数据采用多种函数

进行拟合分析，并选出最佳的拟合方程。结果显示，

绝对繁殖力与体长呈多项式关系(图 4)： 

F = –265.2SL2 + 14953SL–170415 (R2=0.8525, n = 12) 

绝对繁殖力与体重呈对数关系： 

F = 26583ln(W) – 107966 (R2 = 0.9466，n = 12)  
 

 
 

图 3  长鳍吻 肝脏指数周年变化 
Fig.3  Annual changes in the hepatosomatic  

index of R. ventralis 

2.8  产卵类型 

图 5 显示了雌鱼 IV 期中卵巢(A)和 IV 期末卵巢

(B)中卵母细胞卵径的分布情况。卵径测定分析表明，

长鳍吻 Ⅳ期卵巢卵径分布仅有 1 个峰值，呈单峰型，

其中，IV 期中卵巢卵径峰值区间为 1.0–1.5 mm，占 

 
表 4  长鳍吻 各年龄组繁殖力情况 

Tab.4  The fecundity of R. ventralis in different age groups 

绝对繁殖力 F (粒) 体重相对繁殖力 Fw (粒/g) 体长相对繁殖力 FL (粒/cm) 年龄组 
Age 

样本数 
Number 幅度 Range 均值 Average F 幅度 Range 均值 Average Fw 幅度 Range 均值 Average FL

3+ 3 16399–18755 26816±7875 162–188 175±13 877–992 937±58 

4+ 6 23250–35340 26484±4594 179–234 208±26 1134–1659 1257±202 

5+ 3 33015–39835 36771±3462 170–186 178±8 1378–1581 147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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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绝对繁殖力与体长(A)、体重(B)间的关系 
Fig.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bsolute fecundity and the body length (A) and weight (B) 

 

 
 

图 5  长鳍吻  IV 期中(A)和 IV 期末(B)卵巢中卵母细胞卵径分布 
Fig.5  The distribution of egg diameters in ovaries at the middle (A) and final (B) maturity stage 

 

全部卵数的 80.5%，主要为 4 时相中期卵粒，卵黄颗

粒已开始积累，卵径较第 4 时相初期显著增大，卵径

平均为(1.29±0.25) mm；IV 期末卵巢卵径峰值区间为

1.4–1.6 mm，占全部卵数的 55.9%，主要为 4 时相末

期卵粒，卵黄颗粒大量沉积，卵径较中期进一步增大，

卵径平均为(1.45±0.25) mm。根据长鳍吻 卵径分布

特征和性腺发育成熟系数，可以推测其为同步产卵类

型鱼类。 

3  讨论 

3.1  繁殖季节与产卵类型 

在鱼类整个生活史过程中，其性腺发育和产卵繁

殖不仅受到内在生理因子(如性激素)的调控，同时也

会受到外界环境因子(如水温、水流、光照以及营养

因子等)影响(何长才, 1996; 何德奎等, 2006; Lashari 

et al, 2007)。本研究通过对长鳍吻 性成熟系数和肝

体指数周年变化规律、IV 和 V 期卵巢出现时间以及

持续时间等理化指标特征的监测和分析认为，长鳍吻

的繁殖期为 3–5 月，繁殖盛期为 4 月上旬至 5 月上旬。

鱼类繁殖活动的启动与环境水温存在显著的响应关

系，水温的变化往往会引起鱼类繁殖生理机能发生适

应性调整，从而提早或延缓性腺发育和成熟产卵的时

间(Duarte et al, 2001; Hoar et al, 1983)，张学健等

(2011)研究发现，水温差异是导致黄、渤海黄鮟鱇

(Lophius litulon)产卵时间不同的主要影响因素。本研

究表明，长鳍吻 最适产卵温度为 16.5–18.3℃；而水

域环境监测结果显示，4 月江水水温由 15.8℃迅速升

至 21.0℃，光照和水体流速增加，饵料丰沛度升高，

这种环境条件的变化不仅有利于受精卵漂流孵化，同

时也最大程度的保证了仔鱼孵化出膜的成活率水平

(Wootton, 1990)。因此，这种繁殖时间和繁殖水温的

选择也是长鳍吻 繁殖策略的体现。此外，周年采样

过程中，12 月江水水温较低，大部分野生鱼游向深

水区越冬。因此，在该时间段内采集的样本数量有限，

样本的稀少可能会对这 60 d 内繁殖生物学相关研究

(如性别比例、性腺发育期等)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因此，后续研究过程应进一步有针对性的加强上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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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段的样本采集工作，以补充完善相关研究。 

根据年度繁殖期内产卵频次不同，可将鱼类产卵

类型划分为完全同步、分批同步和分批非同步 3 种

(陈生熬等, 2013)。综合本研究 GSI 周年变化和卵径

分布频率特点，同时结合性腺组织切片结果，分析认

为：长鳍吻 属于完全同步产卵类型。其依据为长鳍

吻 精巢和卵巢成熟系数在周年内仅在 4、5 月出现 1

个峰值；IV 期末卵巢中卵径分布相对集中，仅在

1.40–1.60 mm 范围内有 1 个显著突出的峰值；III 期卵

巢向 IV 期过渡过程中，卵母细胞发育基本保持同步。

产后的 VI 期卵巢中也只存在第 2 时相卵母细胞、空

滤泡以及少量第 3 时相卵母细胞，这些卵母细胞在本

年度内基本不存在再成熟的可能。因此，这也进一步

佐证了长鳍吻 为一次性同步产卵类型的鱼类。 

3.2  性腺发育过程中肝体指数的变化 

鱼类的性腺发育是机体通过摄取食物并将获得

的能量和物质逐步转移储存到性腺的过程，体现了繁

殖阶段能量分配的变化(Ghosh et al, 2009)，其表征特

点是性腺体积不断增大，成熟系数逐步增加。肝脏是

鱼类营养吸收、储存和运输的器官，肝细胞能够合成

卵黄前体物质卵黄蛋白原，为卵母细胞发育和成熟提

供物质基础(姚俊杰等, 2009; 李川等, 2009)。国内外

学者研究指出，鱼类 GSI 与 HSI 的周期变化存在密切

的关系(Duarte et al, 2001)。朱玲等(2002)研究发现，

珠江流域雌性鲇鱼(Silurus asotus)的 GSI 和 HSI 之间

存在极显著的负相关关系(P<0.05，r=–0.883)，在本

研究中也发现，长鳍吻 二者之间存在这种相反的变

化趋势。2 月长江干流水温开始上升，长鳍吻 卵巢

开始由 II 期向 III 期过渡，该阶段是卵母细胞营养物

质大量积累的重要时期， HSI 急剧下降，达到

(1.81±0.15)；3 月 HSI 降至年度最低值；进入繁殖期

后，卵母细胞营养积累基本完成，开始进入依赖激素

调控性腺发育的生理成熟阶段，此时 HSI 开始缓慢上

升，9 月达到最高峰值。10 月至翌年 1 月 HSI 均呈现

缓慢下降趋势，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受到水温波动的影

响，10 月水温开始下降，自然水域饵料丰沛度降低，

鱼类摄食活动趋于减弱。 

3.3  野生长鳍吻 种群资源保护 

繁殖力测定结果显示，长鳍吻 的绝对繁殖力为

16399–39835 粒/尾，平均为 26816 粒/尾，相比赤眼鳟

(Squaliobarbus curriculus)(89131 粒/尾)和中华倒刺鲃

(Spinibarbus sinensis)(3.8 万–30 万粒/尾)等产漂流性卵

的鱼类其繁殖力明显偏低(杨明生等, 2005; 蔡焰值等, 

2003)。此外，本研究发现，野生长鳍吻 繁殖群体

中能够达到自然成熟并实现产卵的个体数量很少，性

腺存在严重的发育迟滞现象：即在繁殖期内(3–5 月)

大量已达到性成熟年龄(3–5 龄)的雌鱼卵巢发育始终

处于 II 期，体内肠脂大量积累，卵母细胞不能够进入

营养物质快速积累的生长主要时期，从而无法达到性

成熟。长鳍吻 繁殖群体性腺发育迟滞的问题势必对

其种群资源补充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若不加以重视

并采取有效措施，其种群规模必然会急剧下降。因此，

下阶段应有针对性地开展长鳍吻 性腺发育影响因

子的研究，以促进野生鱼在自然水域的发育成熟；同

时，还应进一步加强其繁殖生态学和繁殖生理技术研

究，通过人工繁殖和增殖放流活动的实施补充和恢复

野生种群，最终达到物种保护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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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productive Biology of Rhinogobio ventralis 
 in the Main Stream of the Yangtze River 

QU Huantao, GUO Wentao①
, YANG Yuanjin, LIU Yong, GUAN Min,  

LI Sha, LIU Xuetao, HU Meihong 
(China Yangtze Three Gorges Group Company of the Chinese Sturgeon, Yichang  443100) 

Abstract    Rhinogobio ventralis is an endemic fish species in the upper stream of the Yangtze River 

that has high commercial values. However, a series of hydroelectricity projects dramatically changed the 

aqua environment and damaged the habitat of this species. In order for the protection of R. ventralis 

resource, we conducted the reproductive biology research on 521 R. ventralis collected in the upper 

Yangtze River (Yinbin section) from March 2012 to December 2014. The overall sex ratio of female to 

male was 1.41:1. Females outnumbered males except for the groups in which the fish body lengths were 

in the ranges of 161–190 mm and 221–250 mm. The monthly average gonadosomatic index of females 

varied between 0.78% and 18.22%. A GSI peak value appeared in April，and the ovary stage was IV or V 

from April to May. The hepatosomatic index (HSI) also changed over the development of gonad, which 

indicated that liver might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maturity of R. ventralis. Analysis on the monthly 

gonadosomatic index (GSI) and the percentage of females at different gonadal stages revealed that the 

breeding season for R. ventralis was from March to May, and the optimal time window was from the 

beginning of April to the beginning of May. During the breeding season the nuptial organs was a 

prominent sexual characteristic. The mature age of males started at 2-year old, and the minimum size of a 

mature male was 173 mm in length and 90.4 g in weight. The females became sexually mature at 2-year 

old, and their minimum size was 185 mm in length and 119.6 g in weight. The predominant age groups 

were 3 years for females, and 2 years and 3 years for males. The absolute fecundity of R. ventralis was 

16399–39835 (26816±7875). The relative fecundity to the body weight was 162–234 (189±23), and it was 

877–1659 (1231±246) in terms of the body length. The egg diameters of R. ventralis exhibited a unimodal 

distribution pattern. In conclusion, our study suggested that the reproduction of R. ventralis could be 

one-time spawning. 

Key words    Rhinogobio ventralis; Reproductive biology; Sexual maturity; Fecund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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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海黄鳍金枪鱼(Thunnus albacares) 
幼鱼形态特征及其与体重的关系* 

李炎璐 1  陈  超 1①  于  宏 1  孙曙光 1  孟祥君 2  孔祥迪 1,3 
(1. 农业部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重点实验室  青岛市海水鱼类种子工程与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青岛  266071；2. 三沙美济渔业开发有限公司  三亚  572000； 

3. 上海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  上海  201306) 

摘要    为研究出现在中国南海美济礁的黄鳍金枪鱼(Thunnus albacares)幼鱼的形态特征及其各性

状特性与体重的关系，对其附近海域捕捞的 52 尾野生黄鳍金枪鱼幼鱼的外部形态特征进行观察分

析，并对其全长、体长、头长、体高、头高、眼径、眼间距、口裂、吻长、尾柄长、尾柄高和体重

12 个可量性状进行测量。通过相关分析、通径分析和决定分析方法，分析各形态性状对体重的影

响程度，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法建立主要性状对体重的多元回归方程。结果显示，鱼体呈纺锤形，

粗壮而圆，向后逐渐细尖，尾柄细长，背部较暗，呈深蓝色，腹部银白色，体表具有浅银灰色间隔

的纵向条纹，并有明亮的光泽，尾鳍末端呈黄褐色；体长、体高和尾柄高与体重的相关性达到极显

著水平(P<0.01)，是影响体重的主要性状。体长对体重的通径系数最大(0.479)、决定系数最高(0.229)，

体长、体高主要通过直接作用对体重产生影响，而尾柄高主要通过体高、体长对体重起间接作用；

以体重为因变量(y)，体高(x1)、体长(x2)、尾柄高(x3)为自变量，得到估算体重的最优多元回归方程

为 y = 30.482 x1 + 18.328 x2 + 199.490 x3  500.785。 

关键词    黄鳍金枪鱼；形态性状；体重；通径分析；多元回归方程 

中图分类号 S9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6)01-0008-07 

黄鳍金枪鱼 (Thunnus albacares)，隶属鲈形目

(Perciformes)，鲭亚目(Scombroidei)，鲭科(Scombridae)，

金枪鱼属(Thunnus)。分布于印度洋、太平洋和大西洋

的热带、亚热带以及温带广阔海域，在我国主要分布

于东海和南海海域。黄鳍金枪鱼具有跨洋洄游性，成

群活动的特点，是以鱼类、头足类、甲壳类等为食的

大型肉食性鱼类。是金枪鱼类中较为常见、渔获数量

较多的一个种类，常在深海区域活动并且游动速度

快、活动能力强(林德芳等, 2001)，不易受近海环境

污染。其鱼肉质鲜美，口感香滑，富含蛋白质、多不

饱和脂肪酸和多种维生素，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是世

界上名贵的海洋经济鱼类之一(宋利明等, 2004; 李娟

等, 2008)。黄鳍金枪鱼的产量以捕捞为主，2003 年黄

鳍金枪鱼占全球金枪鱼捕捞量的 62.1%(杨宝瑞 , 

2007)。目前，黄鳍金枪鱼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

列入“接近受威胁”的类别中，资源遭受过度开发。

据报道，早在 2008 年，印度洋、太平洋和大西洋三

大洋区的黄鳍金枪鱼资源就处于完全开发状态(黄斌, 

2008)。在我国，东海和南海海域也有金枪鱼资源分

布，许多远洋渔船已经开始了金枪鱼围网渔业，而我

国金枪鱼养殖却处于空白状态(宋利明等, 2004)。 

鱼类形态学的性状研究为其生物学分类提供重

要依据，并且与种质、行为和食性等紧密相关(王波

等, 2002)。鱼类生长有其特定的生长模式，研究其生 

abc
图章



第 1 期 李炎璐等: 中国南海黄鳍金枪鱼(Thunnus albacares)幼鱼形态特征及其与体重的关系 9 

 

长参数和规律，是对鱼类生长性能进行遗传评估的重

要指标(李思发，1998)，同时也为鱼类养殖提供理论

基础。国内外学者对黄鳍金枪鱼的研究多集中在不同

海域的资源状况和渔业生物学方面。国外学者对其种

群结构(Appleyard et al, 2001; Ward et al, 1997)、分布

与海洋环境关系(Brill et al, 1999; Lu et al, 2011)、资

源状况(Langley et al, 2009、2011)、生物学特性(Itano, 

2000; Lehodey et al, 1999; Sun et al, 2005)等方面进行

了研究。宋利明等(2004)对大西洋中部黄鳍金枪鱼的

性腺成熟度、摄食等级、摄食种类、性比、叉长与体

重关系等生物学特性进行了分析。朱国平等(2006)对

印度洋中西部黄鳍金枪鱼不同时期的体长与体重关

系、雌雄性比、摄食等级等生物学特性也做了相关研

究。由于研究海域及时间不同，结果也不尽相同。对

黄鳍金枪鱼的形态特征和生长参数的研究，特别对其

幼鱼的生物学指标和特性的分析研究目前尚未见报

道。本研究以中国南海三沙市美济礁海域捕获的野生

黄鳍金枪鱼幼鱼作为研究对象，测量与其外部形态和

生长相关的参数，对其形态特征、生长模式和规律进

行分析，为黄鳍金枪鱼种质资源的保护和利用，为我

国金枪鱼养殖模式和苗种繁育技术研究，提供理论依

据和基础资料。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黄鳍金枪鱼于 2013 年 9 月取自中国南海美济礁

海域(955N，11532E)。采用光诱单网捕捞船捕获

的黄鳍金枪鱼当龄鱼 52 尾，体重为 195.12–327.21 g，

体长为 21.0–24.4 cm。 

1.2  测量方法 

采用 Kerstan(1995)的测量方法，用游标卡尺和直

尺(±0.1cm)对全长、体长、头长、体高、头高、眼径、

眼间距、口裂、吻长、尾柄长和尾柄高 11 个指标进

行测量，用电子天平(±0.1 g)称重。记录第 1 背鳍、

第 2 背鳍、胸鳍、腹鳍、臀鳍、尾鳍和脊椎骨 7 项数

量性状。 

1.3  数据分析 

用 Excel 2013 和 SPSS 19 软件进行分析，数据以

平均值±标准差(Mean±SD)表示。用标准差/平均值×

100%计算变异系数；体重与各形态参数的关系分别

以体重为因变量，各参数为自变量进行相关分析，并

进行通径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P<0.01 为差异极显

著，P<0.05 为差异显著。 

计算平均值( x )、标准差(SD)和变异系数(CV)，

相关系数(rxy)，通径系数(Pi)，单个自变量决定系数(di)

和共同决定系数(dij)。计算公式为： 

x
x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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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x 、 y 为性状测量值， x 、 y 为性状测量

平均值， xyr 为相关系数， n 为测量尾数(王新安等 , 

2008; 耿绪云等, 2011)。 

2  结果 

2.1  外部形态特征 

本次采集的样本特征：鱼体呈纺锤形，体形较长、

粗壮而圆，横断面略呈圆形，向后逐渐细尖，尾柄细

长，尾鳍呈叉状(图 1)。头长略大于体高；眼小，侧

上位，眼间隔大于眼径；口大，口裂向下倾斜。体最

高处位于第 1 背鳍基中部，第 2 背鳍高于第 1 背鳍。

第 1 背鳍鳍条数为 14，第 2 背鳍鳍条数为 14–15，胸

鳍鳍条为 33–34，腹鳍鳍条为 5，臀鳍鳍条为 14–15，

尾鳍鳍条为 28–30；背鳍、臀鳍后方各有一排鳍条数

为 8 的小鳍，每个小鳍上又有 8 根细小分支。背部较

暗，呈深蓝色，腹部银白色，体表具有浅银灰色纵向

间隔的条纹，并有彩色明亮的光泽，尾鳍末端呈白色。

椎骨为 37。全长为体长的 1.2 倍，体长为体高的 3.7

倍，为头长的 3.5 倍；头长为吻长的 2.9 倍，为眼径的 
 

 
 

图 1  黄鳍金枪鱼幼鱼的外部形态 
Fig.1  Morphology of T. albaca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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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倍，为眼间距的 2.8 倍；尾柄长为尾柄高的 5.7 倍。

可数性状符合黄鳍金枪鱼形态分类特征。 

2.2  各性状间的相关分析 

形态特征的参数值见表 l。从表 1 可以看出，在

黄鳍金枪鱼幼鱼形态性状中体重的变异系数最大，为

14.5%。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2。从表 2 可以看出，参

数间具有差异极显著(P＜0.01)的性状包括：全长与体

长、全长与头长、全长与体高、全长与体重、体长与

体重、头长与体重、体高与尾柄长、体高与尾柄高、

体高与体重、眼间距与尾柄高、尾柄高与体重；具有

差异显著(P＜0.05)的性状有全长与口裂、体长与头

长、头长与体高、头长与吻长、体高与头高、体高与

口裂、眼径与眼间距、眼径与尾柄高、眼间距与体重、

口裂与体重。其余性状间差异不显著(P>0.05)。 

相关关系分析结果显示，与其他参数存在最多相

关性是体重、体高，分别与其他 7 项性状存在显著差

异(P<0.05)；存在最少相关性的是头高、吻长、尾柄

长，分别与其他 1 项性状存在显著差异(P<0.05)。各

形态性状与体重相关系数从大到小依次为体高、全

长、尾柄高、头长、体长、口裂和眼间距，各性状与

体高的相关系数从大到小依次为体重、尾柄高、尾柄

长、全长、头高、头长和口裂。 

2.3  各性状对体重影响的通径分析 

在相关关系分析的基础上，将外部形态性状对体

重的影响进行通径分析，删除通径系数不显著的性状

后，有体长、体高、尾柄高 3 个性状的通径系数差异 

极显著 ( 0.01)P  ，结果见表 3。直接通径系数分别为

0.479、0.469、0.266，体长、体高对体重的直接作用

大于间接作用的影响，而尾柄高对体重通过体高、体

长间接作用大于其直接作用的影响。 

通径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性状对体重产生直接作

用从大到小依次为体长、体高和尾柄高，对体重产生

间接作用从大到小依次为尾柄高、体高和体长。 

2.4  各性状对体重的决定系数分析 

决定系数包括单个性状和各性状间对体重的共

同决定系数，在通径分析的基础上对决定系数进行计

算，结果见表 4。从表 4 可以看出，体长、体高、尾柄

高单个性状对体重的决定系数分别为 0.229、0.220、

0.071，各性状间对体重的决定系数中体高与尾柄高的

共同作用最大，为 0.173，体长与尾柄高的共同作用

最小，为 0.086。结果显示，对体重起决定性作用的性

状为体长和体高，尾柄高主要通过与体高、体长协同起

作用。各形态特征对体重的决定系数总和(∑d)为 0.932，

说明体长、体高、尾柄高是影响体重的主要性状。 

2.5  各性状对体重的多元回归方程 

综合 2.12.4 分析，以体重为因变量(y)，体高(x1)、

体长(x2)和尾柄高(x3)为自变量，对进行多元回归分

析，得到估算体重的最优多元回归方程为： 

y = 30.482 x1 + 18.328 x2 + 199.490 x3 – 500.785 

经显著性检验，体高、体长和尾柄高对体重的偏

回归系数及回归常数均达到极显著水平(P<0.01)。 

 
表 1  黄鳍金枪鱼形态特征的统计值 

Tab.1  Statistical analysis on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s of T. albacares 

性状 Trait 最大值 Max 最小值 Min 平均值 Average 标准差 SD 变异系数 CV(%)

全长 Total length (cm) 28.7 24.4 26.2 1.1 4.2 

体长 Body length (cm) 24.4 21.0 22.0 0.9 4.1 

头长 Head length (cm) 7.0 5.9 6.6 0.3 4.8 

体高 Body height (cm) 7.9 5.5 6.4 0.5 8.3 

头高 Head depth (cm) 5.4 3.8 4.5 0.4 8.9 

眼径 Eye diameter (cm) 1.5 1.3 1.4 0.1 5.4 

眼间距 Interorbital width (cm) 2.4 1.9 2.2 0.1 6.5 

口裂 Mouthbreadth (cm) 1.7 1.1 1.5 0.1 9.0 

吻长 Snout length (cm) 2.6 2.2 2.3 0.1 5.6 

尾柄长 Tail handle Length (cm) 5.7 3.6 4.7 0.5 11.0 

尾柄高 Tail handle height (cm) 0.8 0.6 0.7 0.0 6.6 

体重 Body weight (g) 327.2 195.1 238.7 34.6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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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外部形态性状对体重的通径分析 
Tab.3  The path coefficients of morphological traits on body weight 

间接通径系数 Indirect path coefficients 

性状 
Trait (cm) 

相关系数 riy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直接通径系数 Pi 

Direct path 
coefficients 

∑ 
体高 
Body  

height (cm)

体长 
Body  

length (cm) 

尾柄高 
Tail handle  
height (cm) 

体高  Body height 0.816** 0.469** 0.348  0.163 0.185 

体长  Body length 0.728** 0.479** 0.249 0.159  0.090 

尾柄高 Tail handle height 0.752** 0.266** 0.487 0.326 0.161  

 
表 4  外部形态性状对体重的决定系数 

Tab.4  The determinant coefficients of morphological traits on body weight 

性状 Trait (cm) 体高 Body height 体长 Body length 尾柄高 Tail handle height 决定系数总和(∑ d)

体高 Body height 0.220 0.153 0.173 

体长 Body length  0.229 0.086 

尾柄高 Tail handle height   0.071 

0.932 

 
3  讨论 

3.1  影响黄鳍金枪鱼幼鱼体重的主要形态性状分析 

本研究测得的黄鳍金枪鱼幼鱼形态性状包括全

长、体长、头长、体高、头高、眼径、眼间距、口裂、

吻长、尾柄长、尾柄高和体重共 12 项。对其进行相

关分析结果显示，存在显著差异的性状对体重的影响

大小依次为体高、全长、尾柄高、头长、体长、口裂、

眼间距。但由于相关分析不能判断各自变量对因变量

所产生影响的大小(Deboski et al, 1999; Hame et al, 

2000)，因此，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进行通径分析

和决定系数分析。通径分析可反映因变量和各自变量

的关系，同时，将各自变量的影响效应直接进行比较，

并区分各自变量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可以全面反

映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相对重要性。结果显示，单个

性状和各性状间的共同决定系数之和，即通径系数为

0.932，通径分析和决定系数分析结果相一致，∑d＞

0.85，表明被保留的体长、体高、尾柄高 3 个性状是

影响体重的主要性状，其他被删除的性状对其影响较

小，保留的 3 个性状中，体长、体高主要通过直接作

用来对体重产生影响，而尾柄高主要与体高、体长协

同对体重起间接作用，以确保体重在生长中起到最具

有实际意义的因素。 

唐瞻杨等 (2010)研究表明，影响尼罗罗非鱼

(Oreochromis niloticus)雌鱼体重的主要性状为体长、

体高、体宽和头长，影响雄鱼体重的主要性状为体高、

体长、躯干长和体宽；影响黄姑鱼(Nibea albiflora)   

1 龄幼鱼体重的主要形态性状为体长、体高、体厚、

尾柄高和眼间距 (薛宝贵等 , 2011)；对于竹荚鱼

(Trachurus japonicus)的 1 龄幼鱼和 2 龄成鱼，头长、

头高、尾柄高、体重这 4 个参数均与体长存在显著

相关关系(胡晓亮等, 2013)。本研究中影响体重的 3

个主要性状是体长、体高和尾柄高，与其他研究结果

较一致。分析表明，这些性状是影响鱼类体重的重点

性状，与金枪鱼的体型特征和习性密切相关，尾柄细

长，尾部呈半月形，可提供快速游动的动力，使其能

够具备快速向前冲刺的能力。 

不同生长阶段和性别影响体重的主要性状各不同。

唐瞻杨等(2010)研究表明，影响尼罗罗非鱼雌鱼和雄鱼

体重的主要性状有所不同；梭鱼(Liza haematocheila)

在不同年龄组，影响其体重的重点形态性状明显不同

(耿绪云等, 2011)；由于美国红鱼(Sciaenops ocellatus)

的生长环境、生长阶段等不同，其生长存在阶段性差

异，同时不同性别的美国红鱼其体长、体重生长也有差

异(王波等, 2002)。因黄鳍金枪鱼较为珍贵并且捕捞

难度大，本研究只对黄鳍金枪鱼幼鱼阶段影响体重的

主要性状进行分析，对于这些主要性状是否会随生长

时期的变化而有不同的影响效果，有待进一步研究。 

3.2  多元方程的建立 

通过测定各形态性状值，发现体重的变异系数最

大，说明体重受环境影响产生的系统误差较大，体高、

体长、尾柄高的变异系数相对较小，性状较为稳定。

以体重为因变量，体高、体长、尾柄高为自变量，进

行通径分析和多元分析后建立了估算体重的最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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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回归方程，明确了体重与主要形态性状之间的数量

关系，经过回归预测，实际值与估计值之间差异不显

著(P＞0.05)，表明该方程能够较为真实的反映体重与

主要性状间的关系，能够应用于实际研究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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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the Body  
Weight of Wild Juvenile Thunnus albacares 

LI Yanlu1, CHEN Chao1①
, YU Hong1, SUN Shuguang1, Meng Xiangjun2, KONG Xiangdi1,3 

(1. Key Laborator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arine Fisheries,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Qingdao Key Laboratory of Marine 
Fish Breeding and Biotechnology, Yellow Sea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Fishery Sciences, Qingdao  266071; 2. Sansha Meiji Fishery Development Limited Company, Sanya  572000;  
3. College of Fisheries and Life Science,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Abstract    Yellowfin tuna is a marine fish species with high economic value. In this study we identified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yellowfin tuna and investigate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ir morphological 

traits and body weight. Fifty-two wild larval yellowfin tuna were sampled from Sansha mischief reef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welve external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were measured and analyzed including the 

total length, body length, head length, body height, head height, eye diameter, interorbital width, mouth breadth, 

snout length, tail handle length, tail handle height and body weigh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ose traits and the 

body weight was explored with a variety of methods such as correlation analysis, path analysis and decision 

analysis methods. We also used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to establish a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equation for the body weight. The typical morphological traits were described below: think spindle body shape 

with a rounded cross section, tapering ends, slender tail handle, dark blue back, silver abdomen, silver gray 

stripes on the surface, bright luster, and yellow brown end of the tail fin.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body weight and other traits such as the body length, body height, and the height of the tail handle 

(P<0.01). The body length had the major direct effect (0.479) and determinacy (0.229) on the body weight. 

Body length and body height had strong direct effects on the body weight, while the height of the tail handle 

only had indirect effects. The multiple regression equation for the body weight was y = 30.482 x1 + 18.328 x2 + 

199.490 x3  500.785, where y was body weight, and x1, x2, x3  were body height, body length and tail handle 

height respectively. 

Key words    Yellowfin tuna (Thunnus albacares); Morphological trait; Body weight; Path analysis; 

Multiple regression eq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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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化湾潮间带大型底栖生物群落生态研究* 

林和山  王建军①  黄雅琴  林俊辉  何雪宝   

刘  坤  郑成兴  李荣冠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海洋生物与生态实验室  厦门  361005) 

摘要    分别于 2005 年 11 月(秋季)和 2006 年 5 月(春季)两个季节，在兴化湾潮间带 4 条断面取样，

共鉴定大型底栖生物 189 种。其中，多毛类、甲壳类和软体动物占总种数的 90.5%，是该海域的主

要优势类群。优势种主要有寡鳃卷吻沙蚕(Nephtys oligobranchia)、中蚓虫(Mediomastus sp.)、异蚓

虫(Heteromastus sp.)、珠带拟蟹守螺(Cerithideopsilla cingulata)和侧理蛤(Theora lata)等。平均栖息密

度和生物量分别为 326 ind/m2 和 32.35 g/m2。空间分布上，栖息密度和生物量的垂直分布次序为：

中潮区>低潮区>高潮区，水平分布具有湾内向湾口递减的趋势；对比两个季节，春季的平均栖息密

度和生物量均大于秋季。群落结构分析显示，兴化湾潮间带大型底栖生物群落结构不稳定，群落发

生扰动。 

关键词    兴化湾；潮间带大型底栖生物；物种多样性；群落结构 

中图分类号 S9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6)01-0015-07 

兴化湾是福建省最大的港湾和重要的水产养殖

基地，拥有海域面积 619.4 km2，滩涂面积 250 km2，

属于淤积型的构造基岩海湾 (中国海湾志编纂委员

会，1994)。兴化湾海洋生物资源丰富，是水禽重要

的越冬、迁徙停歇地，水禽总数超过 1.1 万只(宋师兰, 

2004)，其中珍稀鸟类黑脸琵鹭也在此越冬(刘伯峰, 

2006)。近年来，随着福建加快海峡西岸经济建设，

兴化湾几乎整个海湾岸线都分布有规模大小不同的

围填海工程。根据统计资料及地形图量算，20 世纪

50 年代后围填海总面积达 122.08 km2，约占整个海湾

的 19.62%(马志远等, 2009)。兴化湾海湾生态系统承

受的压力较大且有增加趋势，生态系统状态的恶化趋

势较明显(程建新等, 2012)。 

底栖生物由于运动能力不强，常固着并生活于海

底，通过摄食、掘穴等活动参与碳、氮、磷、硫等元

素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并影响着污染物的转化与迁

移，能对自然和人类活动导致的水或沉积环境质量的

变化做出可预测的响应。我国的科研工作者对海岛、

港湾、红树林、养殖滩涂等潮间带大型底栖生物做了

大量的工作，主要涉及大型底栖生物的生物多样性、群

落结构及次级生产力等内容(周时强等, 2001; 厉红梅

等, 2003; 郑成兴等, 2004; 林秀春等, 2006; 梁俊彦

等, 2008; 周细平等, 2010; 黄雅琴等, 2010)。而兴化

湾潮间带滩涂地处海陆和咸淡水交汇区域，是一个具

有很强的生态服务功能的自然综合体，是海洋生态系

统中生产力较高的区域(Holland, 1996; Keddy, 2000)。

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潮间带大型底栖生物群落

不仅受陆海环境的影响，又受自然和人为的控制和干

扰。随着沿岸人口的增长以及沿海经济的发展，潮间

带大型底栖生物群落受人类活动的干扰日益突显，生

境质量的改变往往导致生物群落结构、物种多样性和

数量分布的变化。 

在海湾地区港口、临海工业、海洋农牧业快速发

展及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亟需研究大型底

abc
图章



16 渔   业   科   学   进   展 第 37 卷 

 

栖生物群落结构及其多样性的时空分布特征；探讨大

型底栖生物对人类活动干扰的响应作用，为海湾开

发、管理与保护提供科技支撑，促进海湾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 

1  材料与方法 

1.1  样品采集 

2005 年 11 月(秋季)和 2006 年 5 月(春季)，在兴

化湾选定湖尾(X1)、东山(X2)、东沃(X3)和琯下(X4)4

条断面(图1)进行潮间带大型底栖生物调查。其中，

X1 和 X4 断面底质以沙为主，X2 和 X3 断面高潮区

为石堤和山岩底质，中、低潮区为泥底。每条断面在

高、中、低 3 个潮区共布设 5 个站位，每站取样面积为

1/8 m2，标本处理、室内分析及资料的整理均按照《海

洋调查规范》(GB/T12763.62007)要求进行。物种鉴

定及名录登记均通过 WoRMS 网站(http://marinespecies. 

org/)进行校对和复核。 
 

 
 

图 1  兴化湾潮间带大型底栖生物调查断面 
Fig.1  Investigation transection of intertidal benthos  

in the Xinghua Bay 
 

1.2  数据分析 

各多样性指数以及相对重要性指数(IRI)(Pinkas 

et al, 1971)由下列公式计算所得：  

Margalef 物种丰度指数：d=(S–1)/log2 N  

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H′=–


s

i 1

Pilog2 Pi  

Pielou 均匀度指数：J′= H′/log2 S 

Simpson 物种优势度：D= 2

1

( )
s

i
i

P

  

IRI=(W+N)·F·104 

式中，N 为采泥样品中所有种类的总个体数目，

S 为采泥样品中的种类总数，Pi 为第 i 种的个体数与

样品中的总个体数的比值(ni/N)，W 为某一种类的生

物量占总生物量的百分比，N为某一种类的丰度占总

丰度的百分比，F 为该种类的出现频率。物种丰度计

算方法为：物种在各站位的平均栖息密度，如某站没

有出现该种，则不计入。采用 PRIMER5.0 软件进行

上述指数的计算。 

采用丰度/生物量比较法(李荣冠等, 1992)分析潮

间带大型底栖生物群落受污染或其他因素扰动的情

况，其中，丰度为物种在各站位的平均栖息密度，如

某站没有出现该种，则不计入。 

2  结果 

2.1  种类组成 

共鉴定潮间带大型底栖生物 189 种，隶属于 11

门 95 科。其中，多毛类 93 种，甲壳类 45 种，软体

动物 33 种，三者占总种数的 90.5%，是构成兴化湾

潮间带大型底栖生物的主要优势类群；藻类、棘皮动

物和其他生物各有 5 种、6 种和 7 种。4 条断面种数

为春季(147 种)>秋季(107 种)，各断面种数也均为春

季>秋季(表 1)。 

综合出现频率、栖息密度及生物量，该海域的优

势种(IRI>100)主要有寡鳃卷吻沙蚕(N. oligobranchia)、

中蚓虫(Mediomastus sp.)、异蚓虫(Heteromastus sp.)、

珠带拟蟹守螺(C. cingulata)和侧理蛤(T. lata)等。表 2

为两个航次中相对重要性指数值大于 100 的种名录，

可以看出，不同季节种群的相对重要性差异较大。春

季的优势种主要有寡鳃卷吻沙蚕、中蚓虫、异蚓虫、

珠带拟蟹守螺、秀丽织纹螺(N. festivus)、侧理蛤、彩

虹明樱蛤(M. iridescens)和棘刺锚参(P. bidentata)；秋季

的优势种主要有中蚓虫、寡鳃卷吻沙蚕、稚齿虫

(Prionospio sp.)、独毛虫(Tharxy sp.)、缢蛏(S. constricta)

和模糊新短眼蟹(N. obscurus)。 

各潮区大型底栖生物常见种(出现频率 f > 0.2)的

垂直分布见图 2。高潮区的常见种主要有以粗糙滨螺

(L. articulata)(岩石)和痕掌沙蟹(O. stimpsoni)(砂质)

等；中潮区主要为泥沙滩底质，常见种主要有寡鳃卷吻

沙蚕、中蚓虫、异蚓虫、珠带拟蟹守螺、侧理蛤、彩虹

明樱蛤和模糊新短眼蟹等；低潮区亦为泥沙滩底质，

常见种主要有中蚓虫、异蚓虫、寡鳃卷吻沙蚕、薄片

裸蠃蜚(C. lamellatum)、模糊新短眼蟹和棘刺锚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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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潮间带大型底栖生物种类的季节变化 
Tab.1  Seasonal variation of the numbers of intertidal benthoic species 

季节 
Season 

断面 
Transect 

藻类 
Algae 

多毛类 
Polychaeta

软体动物
Mollusk 

甲壳类 
Crustacea

棘皮动物 
Echinodermata 

其他生物
Others 

合计 
Total

X1 2 26 9 14 2 1 54 
X2 0 19 11 6 0 3 39 
X3 1 33 16 10 2 1 63 
X4 1 47 6 13 1 3 71 

春季 Spring 

合计 Total 4 75 27 32 4 5 147 
X1 1 14 3 2 0 0 20 
X2 0 9 4 12 2 2 29 
X3 0 19 10 9 0 0 38 
X4 0 42 4 15 1 1 63 

秋季 Autumn 

合计 Total 1 58 15 28 2 3 107 

年总计 Total 5 93 33 45 6 7 189 
 

表 2  潮间带大型底栖生物的相对重要性指数 
Tab.2  The index of relative importance (IRI) of macrobenthos 

春季 Spring IRI 秋季 Autumn IRI 

侧理蛤 T. lata 966 中蚓虫 Mediomastus sp. 259 

寡鳃卷吻沙蚕 N. oliobranchia 426 模糊新短眼蟹 N. obscurus 236 

珠带拟蟹守螺 C. cingulata 329 缢蛏 S. constricta 176 

中蚓虫 Mediomastus sp. 315 寡鳃卷吻沙蚕 N. oliobranchia 129 

异蚓虫 Heteromastus sp. 264 稚齿虫 Prionospio sp. 121 

棘刺锚参 P. bidentata 138 独毛虫 Tharyx sp. 113 

秀丽织纹螺 N. festivus 122   

彩虹明樱蛤 M. iridescens 119   

 

 
 

图 2  兴化湾潮间带大型底栖生物主要种的垂直分布 
Fig.2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important species  

in the Xinghua Bay 

1. 痕掌沙蟹，Ocypode stimpsoni；2. 粗糙滨螺，Littoraria 

articulata；3. 短滨螺，Littorina brevicula；4. 直背小藤壶，

Chthamalus moro；5. 大角玻璃钩虾，Hyale grandicornis；6. 短

拟沼螺，Assiminea brevicula；7. 彩虹明樱蛤，M. iridescens；

8. 珠带拟蟹守螺，C. cingulata；9. 拟突齿沙蚕，Paraleonnates 

uschakovi；10. 寡鳃卷吻沙蚕，N. oliobranchia；11. 中蚓虫，

Mediomastus sp.；12. 异蚓虫，Heteromastus sp.；13. 模糊新

短眼蟹，N. obscurus；14. 背蚓虫，Notomastus sp.；15. 似蛰虫，

Amaeana trilobata；16. 侧理蛤，T. lata；17. 长锥虫，Leitoscoloplos 

pugettensis；18. 塞切尔泥钩虾，Eriopisella sechellensis；19. 薄

片裸蠃蜚，Corophium lamellatum；20. 棘刺锚参，P. bidentata 

2.2  数量组成 

2.2.1  水平和垂直分布    该海域潮间带大型底栖生

物的平均栖息密度为 326 ind/m2，以软体动物、多毛类

和甲壳类为主要密度优势类群；平均生物量为 32.35 g/m2，

以软体动物、甲壳类和多毛类为主。4 条断面中，平

均栖息密度 X2>X3>X4>X1，其中，X2 断面的平均

栖息密度可达 484 ind/m2，X1 断面的平均栖息密度仅

为 108 ind/m2；平均生物量在断面的分布表现为 X3> 

X2>X1>X4，其中，X3 断面的平均生物量为 58.06 g/m2，

X4 断面的平均生物量为 14.72 g/m2(表 3)。 

研究区域 4 条断面的平均栖息密度的垂直分布次

序为中潮区>低潮区>高潮区，X1 和 X4 断面密度分

布次序为低潮区>中潮区>高潮区，X2 断面是中潮区>

低潮区>高潮区，X3 断面是中潮区>高潮区>低潮区；

平均生物量的垂直分布次序为低潮区>中潮区>高潮

区，X1 和 X2 断面生物量分布次序为低潮区>中潮区>

高潮区，X3 断面是中潮区>高潮区>低潮区，X4 断面

是低潮区>高潮区>中潮区(表 4)。 

2.2.2  季节变化    如图 3 所示，除了 X4 断面，其

余断面的平均栖息密度均是春季大于秋季；各条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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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断面栖息密度和生物量的水平分布 
Tab.3  Horizontal distribution of density and biomass at different sections in the Xinghua Bay 

季节 
Season 

断面 
Transect 

 
藻类
Algae

多毛类 
Polychaeta

软体动物
Mollusk

甲壳类
Crustacea

棘皮动物 
Echinodermata 

其他生物
Others 

合计
Total

密度 Density 0  54  7  107  12  4  184  X1 

生物量 Biomass 0.13 2.59  18.24 2.61 16.90  0.16  40.63 

密度 Density 0  180  600  26  0  10  816  X2 

生物量 Biomass 0.00 4.98  17.55 3.58 0.00  0.17  26.28 

密度 Density 0  289  222  29  2  2  545  X3 

生物量 Biomass 0.11 7.10  46.50 6.70 6.36  0.08  66.86 

密度 Density 0  142  8  45  1  3  199  

春季 
Spring 

X4 

生物量 Biomass 0.14 6.43  0.59 1.62 0.56  0.77  10.12 

密度 Density 0  25  3  3  0  0  31 X1 

生物量 Biomass 0.02 3.19  4.67 0.84 0.00  0.00  8.73

密度 Density 0  81  22  43  3  2  152 X2 

生物量 Biomass 0.00 1.78  25.74 8.99 0.40  0.66  37.57 

密度 Density 0  76  168  129  0  0  372  X3 

生物量 Biomass 0.00 2.38  43.11 3.76 0.00  0.00  49.26 

密度 Density 0  189  6  108  1  1  304  

秋季 
Autumn 

X4 

生物量 Biomass 0.00 6.68  0.58 11.72 0.28  0.07  19.33 

密度 Density 0  129  130  61  2  3  326  年平均 
Annual mean 生物量 Biomass 0.05 4.39  19.62 4.98 3.06  0.24  32.35 

 
表 4  兴化湾各断面栖息密度和生物量的垂直分布 

Tab.4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density and biomass at different sections in the Xinghua Bay 

高潮区 High tidal region 中潮区 Midtidal region 低潮区 Low tidal region 
季节 Season 断面 Transect 

密度 Density 生物量 Biomass 密度 Density 生物量 Biomass 密度 Density 生物量 Biomass

X1 1 5.58 196 8.81 333 171.16 

X2 40 15.36 1289 29.83 174 26.56 

X3 96 14.24 770 91.37 316 45.92 

春季 Spring 

X4 0 0.00 212 10.47 357 19.20 

X1 0 2.76 20 11.87 96 5.28 

X2 48 13.44 163 19.59 222 115.64 

X3 752 42.24 307 65.13 188 8.64 

秋季 Autumn 

X4 8 39.20 386 10.92 356 24.68 

年平均 Annual mean 118 16.60 418 31.00 255 52.14 

 
的平均生物量的季节变化如图 4。X1 和 X3 断面生物

量的分布是春季大于秋季，而 X2 和 X4 断面则是秋

季大于春季(图 4)。 

2.3  生物多样性 

兴化湾潮间带大型底栖生物的种数为春季(57 种)

大于秋季(38 种)；丰度指数(d)的年均值为 4.53，春季 

(5.12)大于秋季(3.94)，其中，春季 X4 断面的 d 值可

达 7.04；多样性指数(H)的年均值为 3.97，春季(3.71)

小于秋季(4.23)，春季 X4 断面的 H′值可达 5.34，而

春季 X2 断面的 H值仅为 2.22；均匀度指数(J′)的年

均值为 0.72，春季(0.62)小于秋季(0.81)，秋季的均匀

度普遍较高，春季 X1 和 X2 断面的 J′值均小于 0.50；

优势度指数(D)的年均值为 0.14，春季 X1 和 X2 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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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平均栖息密度的季节变化 
Fig.3  Seasonal variation of density of intertidal  

benthos in the Xinghua Bay 

 

 
 

图 4  平均生物量的季节变化 
Fig.4  Seasonal variation of biomass of intertidal  

benthos in the Xinghua Bay 

 
表 5  兴化湾潮间带大型底栖生物群落多样性 

Tab.5  Community diversity of intertidal benthos  
in the Xinghua Bay 

季节 
Season 

断面 
Transect 

种数 
Species number 

d H J D

X1 54 4.92 2.79 0.48 0.31

X2 39 3.08 2.22 0.41 0.34

X3 63 5.43 4.48 0.74 0.08

X4 71 7.04 5.34 0.86 0.04

春季 
Spring 

平均 Mean  5.12 3.71 0.62 0.19

X1 20 3.11 4.09 0.89 0.08

X2 29 2.95 4.06 0.83 0.08

X3 38 3.75 3.79 0.70 0.13

X4 63 5.93 4.98 0.82 0.05

秋季 
Autumn 

平均 Mean  3.94 4.23 0.81 0.09

年平均 Annual mean  4.53 3.97 0.72 0.14

 
的 D 值较高，均超过 0.30(表 5)。多样性指数与均匀

度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与优势度呈明显的负相关

关系。均匀度越高，优势度越低，多样性指数就越高。

春季 X1 和 X2 断面，由于出现大量的大角玻璃钩虾

(H. grondicornis)和侧理蛤，使得该断面的优势度指数

较高，而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均较低。 

2.4  群落稳定性 

应用丰度生物量比较法(ABC 曲线)对兴化湾潮

间带大型底栖生物群落结构进行分析，如图 5 所示。

结果显示，春季 X3、秋季 X1、X2 和 X3 等大型底栖

生物群落，其丰度生物量复合 k-优势度曲线不交叉、

不重叠、不翻转，生物量复合 k-优势度曲线始终位于

丰度曲线上方，且丰度生物量累积百分优势度不高；

而春季 X1、X2、X4 和秋季 X4 等大型底栖生物群落，

丰度生物量复合 k-优势度曲线出现不同程度交叉、重

叠和翻转，总体显示兴化湾潮间带大型底栖生物群落

结构不稳定。 

3  讨论 

兴化湾潮间带大型底栖生物已鉴定的种类共有

189 种，其中，多毛类、甲壳类和软体动物占总种数

的 90.5%，是构成兴化湾潮间带大型底栖生物的主要

优势类群，优势种(IRI>100)主要有寡鳃卷吻沙蚕、中

蚓虫、异蚓虫、珠带拟蟹守螺和侧理蛤等。不同季节

种群的相对重要性差异较大。春季的优势种主要有寡

鳃卷吻沙蚕、中蚓虫、异蚓虫、珠带拟蟹守螺、秀丽

织纹螺、侧理蛤、彩虹明樱蛤和棘刺锚参；秋季的优

势种主要有中蚓虫、寡鳃卷吻沙蚕、稚齿虫、独毛虫、

缢蛏和模糊新短眼蟹。与福建其他港湾相比，兴化湾

潮间带大型底栖生物种数高于深沪湾(49种)和三沙湾

(109 种 )，但低于湄洲湾 (225 种 )和泉州湾 (324 种 )   

(周时强等, 2001; 厉红梅等, 2003; 林秀春等, 2006; 

周细平等, 2010)。 

兴化湾潮间带大型底栖生物平均栖息密度为

326 ind/m2，平均生物量为 32.35 g/m2。空间分布上，

密度和生物量的垂直分布次序为中潮区>低潮区>高

潮区，水平分布具有湾内向湾口递减的趋势，这主要

与底质类型有关；对比两个季节，春季的平均栖息密

度和生物量均大于秋季，这主要是因为春季是潮间带

大型底栖生物的繁殖季节，栖息密度和生物量均较高。 

群落结构分析表明，春季 X1、X2、X4 和秋季

X4 等泥沙滩群落，丰度生物量复合 k-优势度曲线出

现不同程度交叉、重叠和翻转，这与侧理蛤在春季大

量繁殖，个体小重量轻，栖息密度高达 2812 ind/m2，

而生物量仅为 36.16 g/m2 有关。总体显示，兴化湾潮

间带大型底栖生物群落结构不稳定，潮间带大型底栖 

生物群落发生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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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兴化湾潮间带大型底栖生物群落丰度生物量复合 k-优势度和部分优势度曲线 
Fig.5  Curves of abundance biomass comparison and partial k-dominance of intertidal benthos in the Xinghua 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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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cological Study on the Benthos in Intertidal Zone of Xinghua 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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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U Kun, ZHENG Chengxing, LI Rongguan 
(Laboratory of Marine Biology and Ecology, Third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  

State Oceanic Administration, Xiamen  361005) 

Abstract    We investigated the diversity of benthos in the Xinghua Bay of Fujian Province in 

November 2005 and May 2006 to assess the biological diversity and the stability of intertidal 

communities. One hundred and eighty-nine species were identified and the dominant species were 

Nephtys oligobranchia, Mediomastus sp., Heteromastus sp., Cerithideopsilla cingulate, and Theora lata. 

The average density and biomass were 326 ind/m2 and 32.35 g/m2 respectively. The density and the 

biomass were the highest in the bottom of the bay and the middle tidal zone, and the lowest values were 

obtained in the openings of the bay and the high tidal zone. Both biomass and density were higher in 

spring than in autumn.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structure of the benthic community in the Xinghua 

Bay had been disturbed and in an endangered status. 

Key words    Xinghua Bay; Intertidal benthos; Species diversity; Community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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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州湾渔业资源群落结构和多样性的年际变化* 

杨尧尧 1,2  李忠义 1,2①  吴  强 1,2  王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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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根据 2009–2013 年每年 8 月在莱州湾水域进行的渔业底拖网调查数据，采用生态多样性指

数和多元统计分析等方法,研究了该海域的渔业资源群落结构和多样性特征的年际变化。结果显示，

调查共鉴定出 100 种资源种类，其中鱼类 56 种；渔业资源种类和资源量存在明显的年际变化，2013

年渔业资源种类数为 2012 年种类数的 84.4%，仅为 2009 年的 60.3%，平均网获质量明显下降。鱼

类优势种组成存在年际更替现象，主要由经济价值高、个体大的种类向经济价值低、个体小的种类

演替。各生态多样性指数均呈现下降趋势，Margalef 种类丰富度指数(R)变化范围为 2.673.95，

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H)变化范围为 0.703.83，Pielou 均匀度指数(J)变化范围为 0.120.63。

聚类分析(CLUSTER)和多维标度分析(MDS)分析表明，在相同的相似性水平上分组，组内平均相似

性与组间相异性变大。单因子相似性分析(ANOSIM)表明，各年渔业群落结构均存在显著差异

(P<0.05)。综上所述，莱州湾渔业资源逐年衰退，优势种更替明显，群落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多样

性呈下降趋势。 

关键词    莱州湾；群落结构；多样性；年际变化 

中图分类号 S93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6)01-0022-08 

莱州湾位于渤海南部，是一个典型的半封闭型海

湾，沿岸有黄河和小清河等多条河流入海，是黄海、

渤海多种经济鱼虾类的主要产卵场和索饵场，在渔业

经济中占重要地位 (邓景耀等 , 2000；金显仕等 , 

2000a)。近些年来，由于海洋捕捞产业的不断发展以

及随河流入海污染物的不断增加，莱州湾渔业资源结

构发生明显变化，种类交替出现及数量下降，渔获小

型化和低质化，生态环境遭到严重危害，水体富营养

化严重，严重影响了渔业生产(吴云凯, 2011; 许思思

等, 2014; 张锦锋等, 2014)。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21

世纪初，关于该水域渔业资源的研究广泛展开，主要

包括渔业资源结构，资源分布和多样性变化等(金显仕

等, 2000a,b; 邓景耀, 1988; 邓景耀等, 1986; 朱鑫华

等, 1996、2001)，但近年来关于莱州湾渔业资源结构

和多样性大时间尺度的年际变化研究较少。本研究根

据 20092013 年各年 8 月莱州湾拖网调查数据，对该

水域鱼类群落结构和多样性的年际变化进行研究，以

期为莱州湾渔业休渔禁渔政策和水域生态环境保护

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样品取自 20092013 年每年 8 月对莱州湾 10 个

站位点进行的渔业底拖网调查，调查区域为 119.25° 

120.25°E，37.25°38°N(图 1)。渔业资源评估调查租

用 205 kW 双拖渔船，使用专用调查网具，规格为网

口高度 6 m，网口宽度 22.6 m，网口周长 1740 目，网

目 63 mm，囊网网目 20 mm，拖速 3 节，每站拖网 1 h。

记录每站渔获物的总质量及单位捕捞努力量(CPUE,  

abc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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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莱州湾水域调查站位 

Fig.1  Sampling stations in the Laizhou Bay 
 

kg/h)，对渔获物进行种类鉴定，记录每一种类的

CPUE(kg/h)和数量。 

1.2  数据处理 

1.2.1  优势种    渔业生物群落中的优势种类根据

Pinkas 等(1971)提出的相对重要性指数(IRI)确定： 

IRI=(N+W)×F 

式中，N 为某一种类的个体数占总个体数的百分

率；W 为某一种类的生物量占总生物量的百分率；F

为出现频率，即某一种类出现的站数占调查总站数的

百分率。 

IRI 包含了生物的个体数、生物量及出现频率 3

个重要信息，常被用来研究群落中各种类的生态优势

度。一般来说，IRI 值大于 500 定为优势种，IRI 值在

100–500 之间为重要种，IRI 值在 10–100 之间的为常

见种，IRI 值小于 10 为少见种(程济生，2000)。 

1.2.2  群落生态多样性指数    采用 Margalef 的种

群丰度指数 R、Shannon-Wiener 的多样性指数 H以及

Pielou 的均匀度指数 J来研究群落结构的多样性。 

Margalef 种群丰度指数 (Margalef, 1958)：R= 

(S1)/InN 
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Shannon et al, 1948)：

  

1

In
S

i i

i

P PH


    

Pielou 均匀度指数(Pielou, 1977)：J=H/InS 

式中，S 为种类总数；N 为总渔获重量；Pi 为 i

种鱼平均网获重量占各月总渔获重量的比例。 

1.2.3  多元统计分析     根据相对生物量(kg/h)平方

根转化计算的 Bray-Curtis 相似性系数矩阵，采用多元

统计分析软件 PRIMER 中等级聚类分析(CLUSTER)

和非度量多维标度分析(MDS)研究莱州湾 8 月份渔业

资源群落结构(Clarke et al, 1993a、b、2001)。采用单

因素相似性分析(ANOSIM)检验不同群落组群之间的

差异(Clarke et al, 2001)，并通过相似性百分比分析

(SIMPER)研究造成各族群内群落结构相似性的典型

种以及造成不同组群结构差异的分歧种(Clarke et al, 

2001; Clarke, 1993a、b)。 

2  结果 

2.1  种类组成 

调查共捕获渔业资源种类 100 种，其中鱼类 56

种，占总种数的 56.6%，均属于硬骨鱼类。按鱼类的

适温性，由暖温性、暖水性和冷温性 3 种区系组成，

暖温性鱼类种类 32 种，占 57.1%，暖水性种类 16 种，

冷温性种类只有 8 种，分别占鱼类种数的 28.6%和

14.3%。按鱼类的生态类型，底层鱼类较多，为 45 种，

占 80.4%；中上层鱼类 11 种，占 19.6%。甲壳类中虾

类 10 种，主要以口虾蛄(Oratosquilla oratoria)为主；

蟹类 13 种，其中日本蟳(Charybdis japonica)、三疣梭

子蟹(Portunus trituberculatus)资源量较为丰富。调查

中捕获日本枪乌贼(Loligo japonica)、长蛸(Octopus 

variabilis)、短蛸(Octopus ocellatus)、火枪乌贼(Loligo 

beka sasaki)共 4 种头足类，以日本枪乌贼 为丰富。

另外，贝类有 4 种，其他 13 种。 

2009–2013 年 8 月莱州湾平均网获重量如图 2 所

示。由于 2010 年斑 (Konosirus punctatus)资源量的大

量暴发，因此该年渔获量丰富，平均网获量达到

268.046 kg/h。其他年份，平均渔获量逐年下降，由 2009

年的 72.27 kg/h 下降到 2013 年的 5.644 kg/h。 

2.2  优势种组成的变化 

莱州湾 20092013 年 8 月份渔业资源优势种具有

明显的年际变化(表 1)。其中，莱州湾常年优势种为 
 

 
 

图 2  20092013年 8月莱州湾平均网获重量 

Fig.2  Average weight of catch per haul in the  
Laizhou Bay in August from 2009 to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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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莱州湾渔业资源优势种相对重要性指数 
Tab.1  IRI of key species in the Laizhou Bay 

日期(年-月) Dat(Year-month) 种类 Species W(%) F(%) IRI 

斑  K. punctatus 20.67 100.00 8120.47 

小黄鱼 Pseudosciaena polyactis 16.33 80.00 1752.49 

黄鲫 Setipinna taty 16.82 50.00 1222.78 

口虾蛄 O. oratoria 10.86 90.00 1165.80 

日本蟳 C. japonica 9.38 100.00 1164.37 

2009-08 Aug, 2009 

日本枪乌贼 L. japonica 5.73 100.00 1019.01 

2010-08 Aug, 2010 斑  K. punctatus 93.07 100.00 18519.62 

矛尾 虎鱼 Chaeturichthys stigmatiass 8.96 90.91 2752.55 

口虾蛄 O. oratoria 20.86 81.82 2702.70 

日本枪乌贼 L. japonica 7.06 90.91 1664.30 

斑  K. punctatus 8.94 81.82 1613.35 

日本蟳 C. japonica 7.35 100.00 991.22 

2011-08 Aug, 2011 

焦氏舌鳎 Arelicus joyneri Günther 4.07 90.91 690.92 

斑  K. punctatus 28.22 60.00 2513.76 

口虾蛄 O. oratoria 15.46 90.00 2114.82 

青鳞沙丁鱼 Sardinella zunasi 7.39 70.00 1659.15 

小带鱼 Eupleurogrammus muticus 3.65 100.00 1605.19 

日本枪乌贼 L. japonica 6.83 80.00 1313.23 

鳀 Engraulis japonicus 3.56 60.00 1297.29 

小黄鱼 P. polyactis 10.95 90.00 1144.12 

2012-08 Aug, 2012 

黄鲫 S. taty 5.00 60.00 674.52 

赤鼻棱鳀 Thrissa kammalensis 11.33 50.00 2220.80 

小带鱼 E. muticus 11.62 50.00 1667.14 

2013-08 Aug, 2013 

口虾蛄 O. oratoria 10.74 70.00 1114.68 

W 为渔获生物量百分比；F 为出现频率；IRI 为相对重要性指数 
W: Percentages of biomass; F: Occurrence frequency; IRI: Index of relative importance 

 
斑 和口虾蛄，作为优势种出现频率为 80%。日本枪

乌贼为 3 年优势种，其次为小黄鱼(P. polyactis)、黄

鲫(S. taty)、日本蟳、小带鱼(E. muticu)，均为两年优

势种。矛尾 虎鱼 (C. stigmatias) 、焦氏舌鳎 (A. 

Günther)、青鳞沙丁鱼(S. zunasi)、鯷(E. japonicus)和

赤鼻棱鳀(T. kammalensis)均为某一年的优势种。 

2009 年 8 月优势种有 5 种，相对重要性指数均超

过 1000，其中斑 相对重要性指数为 8120.47；2010 年

优势种较为单一，只有斑 一种，资源量丰富，相对

重要性指数为 18519.62；2011 年 8 月优势种 6 种，

其中矛尾 虎鱼和口虾蛄产量 为丰富，相对重要性

指数分别为 2752.55 和 2702.70；2012 年 8 月优势种

较其他年份丰富，有 8 种，其中斑 、小黄鱼、青鳞

沙丁鱼、小带鱼、鳀鱼、口虾蛄和日本枪乌贼相对重要

性指数均超过 1000；2013 年 8 月优势种有小带鱼、赤 

鼻棱鳀和口虾蛄 3 种，相对重要性指数分别为 1667.14、

2220.80 和 1114.68。 

2.3  物种多样性变化 

莱州湾 2009–2013 年 8 月渔业资源群落物种多样

性指数变化如表 2 所示。2009 年和 2011 年资源种类

为丰富，种数均为 63 种，2013 年种类数 少，有 38

种。种类丰富度指数 R 变化范围为 2.67–3.95, 2011 年

高，2010 年 低；多样性指数 H变化范围为 0.70–3.83，

变化趋势与种类丰富度指数一致， 大值和 小值分

别出现在 2011 年和 2010 年；均匀度指数 J变化范围

为 0.12–0.63，2010 年 小，2011 年和 2012 年 大。

各生态多样性指数的 Pearson 相关性分析表明，种类

丰富度指数 R 与多样性指数 H、均匀度指数 J之间

均无显著相关性(P>0.05)，而多样性指数 H和均匀度

指数 J之间呈显著正相关(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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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莱州湾海域渔业资源物种多样性指数的年际变化 
Tab.2  Interannual variations in diversity indices of fishery 

community in the Laizhou Bay 

多样性指数 Diversity index年-月 
Year-month 

种数 
Number of species R H J 

2009-08 63 3.74 2.34 0.38

2010-08 47 2.67 0.70 0.12

2011-08 63 3.95 3.83 0.63

2012-08 45 3.06 3.52 0.63

2013-08 38 2.94 3.34 0.62

 

2.4  群落结构多样性的年际变化 

根据 2009–2013 年 8 月莱州湾渔业资源相对生物

量平方根转换计算的 Bray-Curtis 相似性系数矩阵所

做的群落 CLUSTER 聚类分析和 MDS 标序结果如图 3

所示。 

2009 年，以 32%的相似性可以将 8 月渔业资源

群落划分为 a1(5274、6183、5183 和 5084)和 a2(6151、

6274、6294、6251、7252 和 7342)组群。其中，a1 组

内各站位间的平均相似性为 43.14%，对 a1 组内相似

性贡献较大的种类有斑 、三疣梭子蟹、日本蟳、口

虾蛄和日本枪乌贼，相似性累积贡献百分比达到

72.74%；a2 组内各站位间的平均相似性为 51.18%，

对 a2 组内相似性贡献比较大的种类有黄鲫、斑 、

口虾蛄和水母。CLUSTER 聚类分析和 MDS 标序结

果基本一致。对在 32%的相似性划分的两个组群之间

种群结构进行 ANOSIM 分析，表明不同的站位组分

间差异极显著(R=0.706，P=0.005)。由 SIMPER 进一

步分析可以看出，a1、a2 组群间的平均相异性达到为

69.22%，主要分歧种为小黄鱼、黄鲫、斑 、口虾蛄

和水母。 

2010 年，CLUSTER 聚类分析以相似性百分比

32%可以将渔业站位群落分为 b1、b2 和 b3 组群。组

群间差异较明显，b1、b2 组群分别只有 1 个站位，

为 5274 和 6151，b3 组群 8 个站位间平均相似性为

42.53%，相似性贡献比 大的种类为斑 ，相似性贡

献达到 41.30%。分析结果与 MDS 标序结果一致。对

种群结构进行 ANOSIM 分析，表明不同的站位组分

间差异显著(R=0.857，P=0.022)。SIMPER 分析得到：

b1、b2 组群间的平均相异性达到为 83.15%，主要分歧

种为脊腹白虾(Exopalamon carincauda)和矛尾复 虎

鱼(Synechogoblus hasta)；b1、b3 组群间的平均相异

性达到为 82.22%，主要分歧种为斑 ；b2、b3 组群

间的平均相异性达到为 74.26%，主要分歧种为斑 。 

2011年，根据相似性系数进行聚类分析表明，在

32%的相似性水平上，可以把站位分为 c1、c2 组。

c1(7342、7252 站位)组内相似性百分比为 50.91%，

相似性贡献比较大的有矛尾复 虎鱼、斑 、日本枪

乌贼和水母；c2 组内平均相似性百分比为 46.96%，

组内相似性贡献较大的为矛尾 虎鱼、口虾蛄、日本

蟳和日本枪乌贼。单因子相似性分析(ANOSIM)表明，

不同组群种类组成差异显著(R=0.787，P=0.018)。由

SIMPER 分析得到：c1、c2 间平均相异性为 70.20%，

组间相异性贡献比较大的分歧种为口虾蛄和水母。 

根据相似性系数进行聚类分析表明，在 32%的相

似性水平上，可以把 2012 年 8 月站位分为 d1(5084

站位)、d2(6294、6274、6183、6251，组内相似性百

分比为 58.69%)、d3(5294、5274、6351、6151、5183，

组内相似性百分比为 40.74%)组群。单因子相似性分

析 (ANOSIM) 表 明 ， 不 同 组 群 种 类 组 成 极 显 著

(R=0.698，P=0.005)。对种群结构进行 SIMPER 分析，

对 d1、d2 相异性贡献较大的是斑 和口虾蛄，组间

平均相异性为 85.27%，对 d2、d3 相异性贡献较大的

是斑 、中国明对虾(Fenneropenaeus chinensis)和口

虾蛄，组内平均相异性为 66.28%，对 d1、d3 相异性

贡献较大的是小黄鱼、鳀、青鳞沙丁鱼、小带鱼和日

本枪乌贼，组内平均相异性为 86.60%。 

2013 年，在 15%相似性水平上，可以把站位分

为 e1、e2、e3 3 个组群。组群划分与 2010 年情况相

似，e1、e2 组群分别只有 6151 和 7342 1 个站位，e3

组内平均相似性百分比为 22.04%，相似性贡献比，较

大的为赤鼻棱鳀、小带鱼、口虾蛄和火枪乌贼。单因

子相似性分析(ANOSIM)表明，不同组群种类组成显著

(R=0.895，P=0.02)。对种群结构进行 SIMPER 分析，e1、

e2 组间平均相异性百分比为 100%，主要分歧种为  

(Platycephalus indicus)、斑 和葛氏长臂虾(Palaemon 

gravieri)，相异性贡献比累积到 79.59%，e1、e3 组间

平均相异性为 100%，主要分歧种为赤鼻棱鳀和火枪

乌贼，e2、e3 组间平均相异性百分比为 92.49%，主

要分歧种为斑 、 和葛氏长臂虾。 

3  讨论 

莱州湾水域是多种水生生物生长、发育的重要产

地，是渤海群落结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调查共捕获

资源种类 100 种，其中鱼类 56 种，主要以暖温性和

暖水性鱼类为主，而与历史调查相比，仅为 1982–1985

年捕获鱼类种类数的 49.1%，1992–1993 年捕获鱼类

种类数的 76.7%(朱鑫华等, 2001)。2009–2013 年 8 月

渔业资源种类数整体呈下降趋势，2013 年渔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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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CLUSTER聚类分析(A)和 MDS标序结果(B) 

Fig.3  CLUSTER analysis dendrogram (A) and MDS results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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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数为 2012 年种类的 84.4%，仅为 2009 年和 2011

年的 60.3%。鱼类按生态类型分时，底层鱼类与整体

资源种数变化趋势相同，呈下降趋势；而中上层鱼类

资源种数基本保持稳定不变，因此，整体鱼类资源种

数的变化主要受底层鱼类变化的影响。底层鱼类中，

在调查初期占优势的小黄鱼、焦氏舌鳎、 、白姑鱼

等种类在后面的调查中没有出现。按适温性分，冷温

性种类和暖温性种类数减少后趋于稳定，暖水性种类

数变化较大，种类数减少达 69.2%。甲壳类和头足类

种类数基本保持稳定，捕捞的生物量与数量却有显著

降低，如甲壳类 2013 年的生物量为 2009 年生物量的

9.93%，而头足类仅为 3.36%，同时生物数量降低到

16.07%和 4.43%。莱州湾海域捕捞强度的不断增大、

海岸带开发面积的不断加大等人类活动和环境变化

的影响，致使生物多样性遭到严重的破坏，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莱州湾鱼类种类组成与渔业资源生物量。 

莱州湾优势种在 20092013 年间发生了明显变

化。其中 2009 年以斑 、小黄鱼、黄鲫为主；2010

年斑 为绝对优势种，这可能是由于其具有沉积碎屑

食性和杂食性，斑 主要以摄食浮游植物为主，但其

能以沉积碎屑和桡足类为食，对食物环境具有灵活适

应性,把与其他浮游生物食性鱼类(如某些小型中上层

鱼类)的食物竞争降低到 低水平,不会轻易由于食物

网结构的变化而被淘汰,从而保证了种群的大量增长

(郭学武等, 1999)；2011 年以矛尾 虎鱼和斑 为主；

2012 年斑 、青鳞沙丁鱼和小带鱼占较大优势；2013

年鱼类优势种为赤鼻棱鳀和小带鱼，而前几年常见的

优势种斑 资源量大幅度减小。中上层鱼类的优势种

由斑 、黄鲫成为赤鼻棱鳀，小带鱼代替小黄鱼成为

优势底层鱼类。目前，莱州湾水域鱼类优势种群按照

斑 →矛尾 虎鱼→赤鼻棱鳀顺序向着更加小型化

方向演替，由经济价值高、个体大、年龄结构复杂向

着经济价值低、个体小、年龄结构简单的类群演替(李

凡等, 2013)。金显仕等(2000a)对莱州湾渔业资源调查

的数据中演替相似，小型中上层种类替代大型底层种

类成为优势种，而斑 的优势度明显增加，但在

19921993 年才出现(5 月，10 月)，而 8 月没有捕获

到；19981999 年同样只出现在 5 月和 10 月，8 月没

有捕获到样本；而 20092012 年 8 月斑 作为优势种

在莱州湾渔业中占非常大的比例，有重要的意义。小

型鱼则由植食性为主的黄鲫和斑 ，转向浮游动物食

性的赤鼻棱鳀。甲壳类与头足类优势种类无显著变

化，甲壳类主要以口虾蛄、日本蟳为优势种；头足类

中日本枪乌贼为优势种类，其组成结构保持稳定。 

多样性是表征群落结构和功能的重要因素

(Washington, 1984)。莱州湾水域渔业群落各生态多样

性指数年际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多样性指数、种类丰

富度指数和均匀度指数均呈现下降趋势，在不同的年

份呈现一定的波动状况，其中 2010 年 8 月各生态多

样性指数出现明显下降，主要是斑 的渔获量丰富，

推测斑 的生长和发育限制了其他资源种类的生长

和发育，使其成为绝对优势种。在同样的相似性水平

上，通过 CLUSTER 聚类和 MDS 标序结果发现，对

组内相似性百分比比较，2009 年组内平均相似比为

47.15%，2010 年为 42.53%，2011 年、2012 年分别为

48.94%和 49.72%，组内相似性基本呈增大趋势，2013

年 8 月若是与其他年份相同相似性水平时，组内平均

相似性百分比会更大。当生态系统扰动为中等强度

时，其生物多样性 高，当扰动处于两极时，生物多

样性则较低(Washington, 1984; Connell, 1978)，莱州湾

群落结构生态多样性的降低，表明渔业群落结构的持

续性和稳定性呈现逐年降低和减弱的趋势。 

莱州湾渔业群落结构和多样性的年际变化主要

受两方面影响。首先，近些年来，随着网具的不断改

进和船舶马力的增大，捕捞水平大大提高。2009 年

山东海洋捕捞机动渔船功率基本在 441 kW 以下，

441 kW 以上的只有 36 艘，2011 年已经增长到 124

艘，而到 2013 年在已经增为 201 艘，平均年增长率

为 112%(渔业统计年鉴)。在捕捞能力和技术不断增

大和改进下，2009 年渤海捕捞产量达到 105.96 万 t，

之后产量持续下降，到 2013 年渤海捕捞产量为 97.53

万 t，较 2009 年下降 7.96%(渔业统计年鉴)。渔船数

量和功率的增加、机械化程度的提高、选择性下降、

捕捞对象扩大和时间的延长等高强度捕捞对渔业资

源造成了极大地压力，对资源破坏更加严重，一些高

营养级生物数量锐减，甚至消失。其次，海洋溢油、

城市生活污水、沿岸养殖工程建设等造成的环境污染

日趋严重，引起赤潮频发，且面积增大，破坏了原有

的生态系统结构，给渔业资源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孙振中等, 2008)。莱州湾沿岸有黄河、小清河、潍

河等主要河流入海，河水带来大量泥沙和营养物质的

同时带来了大量的生活污水和工农业污染物，其中含

大量的氮、磷。氮、磷是海洋浮游植物生长必需营养

盐(宋金明, 2000)，氮、磷比重的不同通常会影响浮

游植物中硅藻和甲藻的含量。硅藻支撑的食物链：硅

藻→浮游动物→中小型鱼类(如鳀鱼和黄鲫)→游泳动

物食性鱼类。甲藻通常是经浮游动物 终被水母利

用，而水母较少被上层捕食者利用。水母对浮游动物

的摄食，导致高营养级渔业资源饵料基础减少，加剧

其资源量锐减(崔毅等, 1996)。张锦锋等(2014)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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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年代末以来，磷是限制莱州湾浮游植物生长

的限制性营养盐，硅藻支撑食物链被削弱，甲藻支撑

的食物链被增强，进而导致了莱州湾高营养级生物种

群的衰退。冷春梅等(2012)对浮游植物组成研究的调

查发现，硅藻与甲藻比宁璇璇等(2011)对莱州湾近岸

海域浮游植物群落结构调查相比发生明显变化，甲藻

比重有明显提高。20092012 年 8 月资源丰富的优势

种斑 ，在 2013 年 8 月资源量大幅减小，而水母产

量非常丰富，推测可能就是由于斑 主要以浮游植物

中的硅藻为食，而水母的基础饵料为甲藻，使其大量

暴发，抑制斑 等大中上层和底层鱼类繁殖和生长，

造成种群结构的小型化。河流入海带来的污染严重影

响资源结构变化，莱州湾近海捕获的鱼类、无脊椎动

物种类明显减少，鱼卵的种类和数量亦明显锐减，其

在小清河附近海域的分布范围也在缩小，在 20 世纪

末开始，仔稚鱼的分布数量，已开始由小清河附近海

域北移至黄河口至刁口一带，仔稚鱼有回避该区污染

的现象，耐污染种逐渐增加(田家忆等, 1996; 吴云凯, 

2011)。污染不仅破坏了渔业资源，更重要的是破坏

了产卵场，使得环境污染成为渔业资源衰退仅次于过

度捕捞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崔毅等, 2003)。 

然而，在我国渔业管理还是一个薄弱环节，生产

和管理者的法制观念、长远观念不强，有法不依、执

法不严，对待海洋资源滥捕滥开发现象严重。为了保

护渔业资源，应调整渔业结构，改变捕捞方式，禁止

和改造损害幼鱼的渔具渔法；在渔业生物栖息地和幼

鱼索饵场设置禁渔区和禁渔期；经济种群种苗的放流

是保护和增加渔业生物多样性和结构稳定性的重要

举措。同时保护和改善栖息地的生态环境，对维持海

区的生态多样性和渔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莱州湾有

黄河等多条河流入海，河流流经时陆源污染物的排放

治理至关重要，对可能存在的污染源污染物的排放行

为要加大执法力度和监督力度。 

从渔业统计年鉴可以看出，渔业生产对莱州湾渔

业群落结构和多样性有一定的影响；环境污染如何影

响莱州湾渔业群落结构和多样性，影响程度如何；抑

或渔业生产和环境污染协同作用莱州湾渔业群落结

构和多样性，这一切还有待深入研究。 

目前，渔业资源由单种管理向实现基于生态系统

管理策略转变，群落水平层次的鱼类研究是重要的环

节，是科学的进行渔业资源管理的基础(程家骅等 , 

2008)。但目前国内这方面的研究较少(程济生等, 2004; 

程家骅等, 2000; 金显仕等, 2000a、b; 徐宾铎等, 2003; 

程济生, 2000)，对渔业群落结构和多样性的认识不

足，因此严格执行休渔禁渔政策，加强水域生态环境

的监测保护，减少支持甲藻生长污染物的排放，对提

高鱼类群落结构的多样性和稳定性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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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nnual Variations in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Species Diversity of 
Fishery Resources in the Laizhou Bay 

YANG Yaoyao1,2, LI Zhongyi1,2①
, WU Qiang1,2, WANG Jun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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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In this study we evaluated the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species diversity of the fish 

resources in the Laizhou Bay using ecological diversity indices and multivariate statistical analysis. Data 

were collected during the trawl surveys in August from 2009 to 2013. There were 100 species found in the 

survey, 56 of which were fish species. The relative biomass and species varied dramatically annually. The 

number of fishery species in 2013 dropped to 84.4% of the value in 2012, and only 60.3% of 2009. The 

average weight of catch per haul was also obviously decreased. The composition of dominant species 

displayed a pattern of interannual variation, and both the economic values and the sizes of the dominant 

species were continuously reduced over years. The ecological index showed a decreasing trend too. The 

Margalef species richness index (R), the Shannon-Wiener diversity index (H′), and the Pielou evenness 

index (J′) varied from 2.67 to 3.95, 0.70 to 3.83, and 0.12 to 0.63 respectively. Cluster analysis and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MDS) analysis showed that average similarity within the group and diversity 

between groups with interannual variation were increased at the same similarity level. ANOSIM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community structure from 2009 to 2013 (P<0.05). 

Our study suggested that the fishery resources had been declining and that there was a yearly substitution 

in the dominant species. The community structure of fishery resources has varied remarkably. 

Key words    Laizhou Bay; Community structure; Species diversity; Interannual vari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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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鳍东方鲀(Takifugu rubripes)雌、雄个体 

的形态特征比较* 

岳  亮 1,2  王新安 1,2  马爱军 1,2①  孙志宾 1,2  倪世俊 3 

赵艳飞 1,2  侯仕营 3  翟介明 4  孟雪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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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市海水鱼类 

种子工程与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  青岛  266071；2. 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   

海洋生物学与生物技术功能实验室  青岛  266071；3. 乳山市水产技术推广站  威海  261418； 

4. 莱州明波水产有限公司  烟台  261418；5. 大连天正实业有限公司  大连  116000) 

摘要    为了比较红鳍东方鲀(Takifugu rubripes)雌、雄个体的形态差异，基于主成分分析、逐步判

别分析和 T 检验的方法，以红鳍东方鲀雌、雄群体的 17 个比例性状为分析对象进行研究。主成分

分析构建了 3 个反映形态特征信息的综合性指标—主成分 1、主成分 2 和主成分 3，贡献率分别为

46.776%、27.668%和 7.122%，3 个主成分累积的贡献率为 81.566%，两个群体之间存在明显的偏离；

判别分析结果显示，根据各变量对判别函数的贡献大小，筛选出两个比例性状，即体宽/体长、体

周长 2/体长，利用这两个性状建立起红鳍东方鲀的雌、雄判别模型，对雌、雄共 72 个个体的判别

准确率为 81.9%；T 检验结果显示，体宽/体长在红鳍东方鲀两性群体间差异极显著(P<0.01)，体周

长 2/体长在红鳍东方鲀两性群体间差异显著(P<0.05)。综合分析实验结果表明，红鳍东方鲀雄性与

雌性相比，体形较宽，体周长 2 较长。红鳍东方鲀雌、雄的形态差异为繁育和选育过程中的性别鉴

定提供了新的方法和理论依据。 

关键词    红鳍东方鲀；生物多元统计；雌雄判别；形态差异 

中图分类号 Q9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6)01-0030-06 

性别是脊椎动物的重要特征。哺乳类等高等脊椎

动物，可以通过外部形态辨别出雌性和雄性。在鱼类

中，一些种类具有明显的性征，如鲨鱼和花鳉(赵宁, 

2006)，另有一些鱼类的两性差异则不明显，很难根

据外部形态区分出雌性和雄性。在鱼类的繁育和选育

过程中，通过外部形态判别雌、雄差异是一种简单、

实用的方法。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生物多元统计

分析方法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方面得到广泛的应

用(van Benthem et al, 2011; Singh et al, 2013)。近年

来，在水产科学领域，生物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对鱼类

的形态差异也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林鼎等(1977)对

珠江口下海鳗鲡进行雌、雄形态差异分析；郭弘艺等

(2011)对长江口银色鳗的测量性状进行研究；倪海儿

等(2003)对东海沿岸海域的鳓进行雌、雄形态差异分

析，并且建立了雌、雄判别模型；吴波等(2014)对金

钱鱼标准化的形态比例性状进行分析。目前，国内外

有关应用生物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对红鳍东方鲀

(Takifugu rubripes)性别鉴别的研究尚未见有报道。 

红鳍东方鲀隶属于鲀形目(Telraodontiformes)、鲀

科(Tetradontidae)、东方鲀属(Takifugu)，是暖温性底

栖鱼类，一般栖息于沿岸海湾及近海，主要分布于日

本和朝鲜半岛近海，在我国的渤海、黄海和东海也有 

abc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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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雷霁霖, 2005)。因其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蛋

白质高、营养丰富，素有“鱼类之王”的美称(孙中之, 

2002)。但是，鱼体的卵巢、肝脏、血液、肠等含有

剧毒的河豚毒素，以卵巢和肝脏的毒性最强，而精巢

微毒或无毒，口感嫩滑，雄性红鳍东方鲀的食用价值

更高(黄枝梅等, 2009)。另外，在红鳍东方鲀选育的

过程中，为了及早选育、精确评估选育进展、提高育

种效率，也需要进行两性判别，从而制订合理、高效

的育种规划。因此，红鳍东方鲀雌、雄的辨别对其繁

育和选育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红鳍东方鲀

在各个生长阶段都没有性征，无法定性地鉴定雌鱼和

雄鱼，而雌、雄两性形态判断是一种简单、实用的方

法。本研究基于红鳍东方鲀的形态指标，采用生物多

元统计分析方法对红鳍东方鲀的雌、雄差异进行分

析，建立起鉴别雌、雄差异的数学模型，旨在为红鳍

东方鲀繁育和选育过程中雌、雄性别的鉴定提供方法

和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测量 

2010 年 11 月−2011 年 5 月在山东省烟台市莱州

明波水产有限公司和辽宁省大连天正实业有限公司

获取红鳍东方鲀的外部形态数据，数据来自两批不同

规格红鳍东方鲀的不同生长阶段，实验前对实验用鱼

进行电子标记。模型构建群体(GJ)包括雌鱼 37 尾、雄

鱼 35 尾，共计 72 尾，3 龄左右；验证群体(YZ)包括

雌鱼 22 尾、雄鱼 16 尾，共计 38 尾，2.5 龄左右。GJ

群体和 YZ 群体的表型数据来自同一批鱼的不同生长

阶段。模型普适性分析群体两个，群体 1(FX1)包括雌

鱼 33 尾、雄鱼 21 尾，共计 54 尾，6 月龄左右；群体

2 包括雌鱼 39 尾、雄鱼 22 尾，共计 61 尾，1 龄左右。

FX1 群体和 FX2 群体的表型数据来自另外同一批鱼的

不同生长阶段。GJ 群体、YZ 群体、FX1 群体和 FX2

群体中，群体内的样品处于相同的生长发育时期。 

红鳍东方鲀的形态测量方法与王新安等(2012)

一致，用直尺和卷尺测量全长(TL)、体长(BL)、躯干

长(TR)、头长(HL)、眼后头长(EH)、口宽(MW)、吻长

(SL)、眼间距(IS)、尾长(TA)、尾柄长(CPL)、尾柄高

(CPW)、尾柄宽(CPB)、体高(BD)、体宽(BW)、体周

长 1(BG1)、体周长 2(BG2)，精确到 0.1 cm。具体测

量方法见图 1。用电子天平称量体重(BWH)，精确到

0.1 g。共得到 17 个形态性状，大体规格见表 1。解

剖辨别雌、雄。 

 
 

图 1  红鳍东方鲀形态测量示意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morphometrics of T. rubripes 

a. 整体侧面观；b. 整体背面观 

体周长 1：沿胸鳍后环绕一周测量； 

体周长 2：沿背鳍前环绕一周测量 

a. Lateral view；b. Dorsal view 
Body circumference 1: Body circumference behind pectoral fin; 

Body circumference 2: Body circumference before dorsal fin 
 

1.2  分析方法 

为消除个体大小对形态数据的影响，将每尾红鳍

东方鲀的形态测量数据除以体长作为形态度量分析

的性状值(魏开建等, 2003)，由体重/体长 3×100%计算

肥满度，共得到 17 个比例性状。对于鱼类的形态特

征、度量性状采用比率标准化后，对不同阶段的比例

性状比较，用比例性状进行主成分分析和判别分析。 

2  结果 

2.1  主成分分析 

对红鳍东方鲀雌、雄个体的 17 个比例性状进行

主成分分析，共获得 3 个主成分。3 个主成分的贡献

率和各指标在这 3 个主成分的负荷量见表 2。 

主成分 1 的贡献率为 46.776%，负荷量绝对值较

大的有躯干长/体长、头长/体长、眼后头长/体长、尾

长/体长、尾柄长/体长、尾柄高/体长、口宽/体长、眼

间距/体长 8 个性状。主成分 2 的贡献率为 27.668%，

负荷量绝对值较大的有肥满度、体重/体长、体周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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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样本的数量和规格 
Tab.1  Quantity and specifications of the samples 

体长 BL(cm) 体重 BWH(g) 日期 
Date 

群体 
Populations 

性别 
Gender 

样本数 
Sample number 范围 Range Mean±SD 范围 Range Mean±SD 

雌 Female 37 26.6−33.0 30.43±1.64 856.0−1455.0 1098.03±121.32
2011-02-24 GJ 

雄 Male 35 28.8−32.9 30.48±1.06 837.0−1455.0 1202.26±126.27

雌 Female 22 28.0−31.7 29.36±0.93 855.0−1127.0 970.41±88.22 
2010-08-21 YZ 

雄 Male 16 27.0−31.0 29.43±1.12 825.0−1301.0 1028.13±132.71

雌 Female 33 16.5−20.2 18.14±0.93 152.0−273.0 211.06±26.42 
2010-05-21 FX1 

雄 Male 21 15.5−20.5 18.45±1.23 158.0−270.0 216.95±33.47 

雌 Female 39 20.2−24.8 22.81±1.00 451.0−636.0 545.69±48.00 
2010-11-23 FX2 

雄 Male 22 19.6−25.1 23.09±1.15 487.0−645.0 553.27±47.05 

 

表 2  前 3 个主成分的贡献率和各指标的负荷量 
Tab.2  Contribution percentage of the first three principal 

components and loading capacity of indices 

主成分 Principal components
指标 Indices 

1 2 3 

肥满度 Condition factor −0.411 0.834 0.052

体重/体长 BWH/BL −0.259 0.681 −0.105

体周长 1/体长 BG1/BL −0.224 0.934 −0.081

体周长 2/体长 BG2/BL −0.299 0.829 −0.001

全长/体长 TL/BL −0.154 0.336 0.628

躯干长/体长 TR/BL 0.868 0.164 0.085

头长/体长 HL/BL 0.981 0.075 0.029

眼后头长/体长 EH/BL 0.983 0.081 0.038

吻长/体长 SL/BL −0.041 0.056 0.825

口宽/体长 MW/BL −0.989 −0.049 −0.018

眼间距/体长 IS/BL −0.979 −0.100 0.001

尾长/体长 TA/BL 0.986 0.102 0.033

尾柄长/体长 CPL/BL 0.947 0.098 −0.040

尾柄高/体长 CPW/BL 0.946 0.221 0.021

尾柄宽/体长 CPB/BL −0.196 0.662 0.031

体高/体长 BD/BL 0.524 0.665 −0.121

体宽/体长 BW/BL −0.037 0.889 −0.132

特征值 Eigen value 8.099 4.626 1.141

贡献率 Variance explained(%) 46.776 27.668 7.122

累积贡献率 
Cumulative contribution (%) 

46.776 74.444 81.566

 

/体长、体周长 2/体长、尾柄宽/体长、体高/体长、

体宽/体长 7 个性状。主成分 3 的贡献率为 7.122%，

负荷量绝对值较大的有全长/体长和吻长/体长。3 个

主成分的累积贡献率为 81.566%，基本可以舍去其余

的主成分。 

由表 2 求出 72 尾红鳍东方鲀的主成分坐标，绘

制结果见图 2，大多数雌、雄鱼在 3 个主成分构成的

三维空间上能分开。 

 
 

图 2  红鳍东方鲀雌性和雄性群体主成分 1、 

主成分 2和主成分 3的散布 

Fig.2  Scatter diagram for PC1, PC2 and PC3 of  
T. rubripes female and male populations 

 

2.2  雌雄判别模型 

对 72 尾红鳍东方鲀的 17 个比例性状进行逐步判

别分析。逐步判别法采用 Wilks’ λ 方法，判据使用概

率值，当 P<0.05 时，变量进入判别函数；当 P>0.10

时，变量从函数中删除(闫鑫甜等, 2012)，根据各变

量对判别函数的贡献大小，最终筛选出体周长 2 /体

长、体宽/体长这两个变量。所建立的判别模型方程为： 

雌性 F1=84.615 x1+307.287 x2−82.930 

雄性 F2=67.286 x1+403.543 x2−101.174 

判别式中，x1 为体周长 2/体长，x2 为体宽/体长。

这两个指标反映红鳍东方鲀的体形特征。显著性检验

表明，判别函数达到显著性水平(P<0.01)。利用建立

的判别函数对红鳍东方鲀个体的性别进行判别，将每

个个体的体周长 2/体长和体宽/体长分别代入方程 F1

和 F2，可以算出 F1 和 F2。如果 F1>F2，则判断为雌

性，反之为雄性。对建立方程的 72 个个体进行回判，

判别结果见表 3。37 尾雌鱼中有 33 尾判别正确，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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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72 尾样品的判别结果 
Tab.3  Discriminant results of 72 samples 

判别结果 
Discriminant results 性别 

Gender 
数量 

Number 
雌 Female 雄 Male 

准确率 
Accuracy 

(%) 

综合准确率
Total 

accuracy (%)

雌 Female 37 33 4 89.2 

雄 Male 35 9 26 74.3 
81.9 

 

确率为 89.2%；35 尾雄鱼中有 26 尾判别正确，准确

率为 74.3%，72 尾鱼的综合判别准确率为 81.9%。 

为了验证判别模型的效果，对 2010 年 8 月测量

的 38 尾红鳍东方鲀个体进行性别判别，其中雌鱼的

判别准确率为 90.9%，雄性的判别准确率为 75.0%，

综合判别准确率为 84.2%。具体的验证结果见表 4。 

表 4  38 尾样品的验证结果 
Tab.4  Results of verification for 38 samples 

判别结果 
Discriminant results 

 
 

雌 Female 雄 Male 

  

雌 Female 22 20 2 90.9 

雄 Male 16 4 12 75.0 

 

 

2.3  T 检验 

对所建立的判别模型方程中的两个比例性状进

行 T 检验，结果如表 5 所示，体宽/体长在红鳍东方

鲀两性群体间差异极显著(P<0.01)，体周长 2/体长在

红鳍东方鲀两性群体间差异显著(P<0.05)，表明红鳍

东方鲀的雄性个体体形较宽，体周长 2 较长。 
 

表 5  判别变量的方差分析和雌雄形态差异 
Tab.5  ANOVA analysis of discriminant variables and morpholog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female and male 

T 检验 T-test比例性状 
Traits 

性别 
Gender

数量 
Number 

Mean±SD 
|t| Sig.

雌雄形态差异 
Morpholog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female and male

♀ 37 0.316±0.024
体宽/体长 BW/BL 

♂ 35 0.358±0.027
6.917 0 

雄性体形显著较宽 
Male is wider than female 

♀ 37 0.797±0.070
体周长 2/体长 BG2/BL 

♂ 35 0.840±0.068
2.614 0.011

雄性体周长 2 显著较长 
BG2 of male is longer than that of female 

 

3  讨论 

在脊椎动物的系统进化中，鱼类处于过渡的关键

地位(文爱韵等, 2008)，鱼类性别鉴定是国际上的研

究热点。对于两性异形的鱼类，可直接通过外部形态

区分雌性和雄性，如鳑鲏的雌性特征是肚皮下有一产

卵管(李润潼, 1993)；鳚鱼的雄性特征为在臀鳍上有

球状的腺体(Echeverria, 1986)；岩鱼(Giacomello et al, 

2005)和半滑舌鳎(李虎, 2012)1)雌性个体比雄性个体

大；黄颡鱼则是雄性个体的体长显著大于雌性个体

(林植华等, 2004)。然而，对于无性征或两性形态差异

不明显的鱼类，则很难利用形态辨别进行雌、雄的鉴

定。在鱼类的繁育过程中，亲本培育和催产环节需要

辨别鱼类的性别(汤亚斌等, 2012)，而在选育过程中，

也需要鉴别雌、雄来制订合理的育种方案，显然，雌

雄鉴别在繁育和选育过程中均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采

用红鳍东方鲀性腺发育早期的外部形态数据，经过统

计分析，阐明了用于鉴别雌、雄个体的外部形态特征。 

本研究通过测量 72 尾红鳍东方鲀的 17 个外部形

态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逐步判别分析和 T 检验，

最终筛选出体周长 2/体长、体宽/体长两个比例性状，

并建立了红鳍东方鲀的雌、雄判别模型。研究发现，

当体长为 26.6−33.0 cm、体重为 837.0−1455.0 g 时，

雄性特征为体形较宽、体周长 2 较长。其原因可能是：

(1)红鳍东方鲀雄鱼好动，抢食凶猛，身体健壮，体形

较宽；(2)雄鱼 2 龄以上初次性成熟，而雌鱼 3 龄以上

初次性成熟(雷霁霖, 2005)。实验用鱼均未进行繁殖，

在 2−3 龄之间，由于雄性的性成熟早于雌性，雄鱼的

性腺逐渐成熟，雌鱼的性腺尚未成熟，与雌鱼相比，

雄鱼的体周长 2 较长。本研究结果与同为东方鲀属的

暗纹东方鲀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华元渝等(2004)研究

发现，在 2.5 龄之前，暗纹东方鲀雄鱼的腹围明显大

于同一体长的雌鱼；与腹围不同，雌、雄间胸围大小

无显著差异。本研究中，红鳍东方鲀的体周长 1/体长

在雌、雄两性间差异不显著，这与华元渝等(2004)的

研究结果一致。 

逐步判别分析是从大量已知因子中挑选数量不

多、判别能力强的变量来建立判别函数，是判别分析

中应用最多的一种方法(程启群等, 2004; 卢文喜等, 

2009)。本研究应用逐步判别分析所构建的红鳍东方 
                            

1) 李虎. 半滑舌鳎(Cynoglossus semilaevis)性别决定机制、养殖群体性比及雌雄形态差异研究. 上海海洋大学硕士研

究生学位论文, 2012,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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鲀雌、雄判别模型中含有体周长 2/体长、体宽/体长

两个变量，在生产实践中，只需测量体周长 2、体宽

和体长 3 个形态指标便可快速鉴别红鳍东方鲀的性

别，准确率高达 80%以上。对于无性征或两性异形的

红鳍东方鲀，雌、雄判别模型提供了一种简单、实用

的性别鉴定方法。 

本研究建立的红鳍东方鲀雌、雄判别模型所采用

的数据是在特定的体尺度范围之内，为了验证判别模

型的普适性，又选取两个不同体尺度范围的红鳍东方

鲀雌、雄群体进行分析。分析群体 1(FX1)包括 33 尾

雌鱼和 21 尾雄鱼，共计 54 尾，6 月龄左右；分析群

体 2(FX2)包括 39 尾雌鱼和 22 尾雄鱼，共计 61 尾，

1 龄。FX1 中雌、雄个体的体重在 150−300 g 之间，

体长范围为 15.5−20.5 cm；FX2 中雌、雄个体的体重

在 450−650 g 之间，体长范围为 19.6−25.1 cm。结果

发现，新采用的两个红鳍东方鲀雌、雄群体均未能建

立雌、雄判别模型，这与安丽等(2011)对大鳞副泥鳅

的研究结果相一致。研究表明，日本银色鳗鲡在繁殖

期间由于卵巢和精巢的发育造成外部形态的改变

(Han et al, 2003)，因此，推断这可能是由于新采用的

红鳍东方鲀两个群体的雌、雄个体处于非繁殖期，雌、

雄之间尚不存在差异显著的外部形态特征。 

红鳍东方鲀雌、雄判别模型的建立为繁育和选育

过程中性别的鉴定提供了新的方法和理论依据。在繁

殖前期对亲鱼的性别进行鉴别，使亲鱼保持合理的性

比搭配范围，可以节约亲鱼培育的成本，并且可以提

高红鳍东方鲀人工繁殖的效率。本研究建立的红鳍东

方鲀雌、雄判别模型只适用于体重在 837.0−1455.0 g

之间、体长在 26.6−33.0 cm 之间的个体。对于体重和

体长不在此范围内的红鳍东方鲀个体的雌、雄鉴别方

法有待于进一步进行研究。而在选择育种过程中，为

了准确地选留雌、雄亲鱼，完善育种规划，提高育种

成效，也需要进行性别鉴定。目前，在鱼类遗传育种

领域，主要采用分子遗传标记的方法对鱼类雌、雄差

异进行鉴定(Cui et al, 2006; Chen et al, 2009; Wang  

et al, 2009; Fuji et al, 2010; Xia et al, 2011)，尽管这种

鉴定方法较为准确，但在选择育种过程中的实用性较

差，且代价也较高。本研究从形态学方面对雌、雄差

异进行判别，则是一种简单、实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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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the Morphological Traits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Individuals of Takifugu rubripes 

YUE Liang1,2, WANG Xinan1,2, MA Aijun1,2①
, SUN Zhibin1,2, NI Shijun3, ZHAO Yanfei1,2,  

HOU Shiying3, ZHAI Jieming4, MENG Xuesong5 
(1. Key Laborator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arine Fisheries,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Qingdao Key Laboratory for  
Marine Fish Breeding and Biotechnology; Yellow Sea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Fishery Sciences,  

Qingdao  266071; 2. Laboratory for Marine Biology and Biotechnology, Qingdao National Laboratory for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266071; 3. Rushan Fisheries Technical Extension Station  264500;  

4. Laizhou Mingbo Aquatic Products Co. Ltd., Yantai  261418; 5. Dalian Tianzheng Industrial Co. Ltd., Dalian  116000) 

Abstract    In this study we analyzed 17 normalized traits of Takifugu rubripes and established the 

discriminant equations for male and female using T-test and Multivariate Statistical Analysis methods 

such as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Stepwise Discriminant Analysis. The trait values for 

morphological analysis were obtained by normalizing individual’s morphological data to its body length.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generated three principal components of which the contributions were 

46.776%, 27.668% and 7.122% respectively, and the cumulative contribution was 81.566%. Most of the 

female and male individuals could be distinguished in the three-dimensional space composed of the three 

main components. Two normalized traits, body width/body length and body girth (2)/body length, were 

selected by Stepwise Discriminant Analysis based on the contribution of variables to the discriminant 

function. The success rate of the discriminant equations identifying 72 samples was 81.9%. As for the 

other 38 samples, the success rate was 84.2%. The T-test result of body width/body length between the 

male and female T. rubripes was highly significant (P<0.01), and the result of body girth (2)/body length 

was also significant (P<0.05). Our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the male individuals have wider body width 

and longer body girth (2) than female. By measuring only three morphological traits, body girth (2), body 

width, and body length, we were able to rapidly identify the gender of T. rubripes with a success rate more 

than 80%. In conclusion, the discriminant equations for male and female could be a simple, novel, and 

efficient method for sex identification during cultivation and breeding. 

Key words    Takifugu rubripes; Multivariate analysis; Sex identification; Differences in morp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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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头鲂(Megahbrama amblycephala) Caspase 9 
基因全长 cDNA 的克隆及在氨氮胁迫下的 

表达分析* 

章  琼 1,2  孙盛明 2  李  冰 2  蒋高中 1,2①  朱  健 2  戈贤平 2  
(1. 南京农业大学无锡渔业学院  无锡  214081;  

2.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  无锡  214081) 

摘要    为了解团头鲂(Megahbrama amblycephala) Caspase 9 基因序列特征及其在氨氮胁迫过程中

的作用，应用末端快速扩增(Rapid amplification of cDNA ends, RACE)技术克隆得到团头鲂 Caspase 9

基因全长 1613 bp 的 cDNA 序列，包括 185 bp 的 5末端非翻译区(Untranslated regions, UTR)、96 bp

的 3UTR、1332 bp 的开放阅读框(Open Reading Frame, ORF)。氨基酸多序列比对显示，平均同源

性为 77.74%，表明团头鲂 Caspase 9 基因具有较高的保守性；系统进化分析显示，该基因氨基酸序

列与其他鱼类 Caspase 9 聚为一支，并与锦鲤(Cyprinus carpio) Caspase 9 亲缘关系较近；荧光定量

PCR 结果显示，Caspase 9 基因在团头鲂各组织中均有表达，在脑中表达量最高，在肌肉中表达量

最低，同时，在胁迫和恢复过程中，该基因在肝和脑中的表达规律相似，均在胁迫期间出现表达量

上调，整体呈类似波浪形表达谱。研究结果表明，氨氮胁迫下，Caspase 9 基因参与团头鲂的免疫

防御，并与细胞凋亡分子过程有关。本研究结果可为进一步了解团头鲂应答氨氮胁迫分子机制提供

理论依据。 

关键词    团头鲂；细胞凋亡因子；基因克隆；氨氮胁迫；组织表达 

中图分类号 S9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6)01-0036-10 

细胞凋亡的概念是病理学家 Kerr 于 1972 年正式

提出的，凋亡途径可分为 Caspase 依赖性凋亡和

Caspase 非依赖性凋亡，而前者是凋亡的主要形式，

又可分为死亡受体介导的外源性细胞凋亡和线粒体

介导的内源性细胞凋亡(Kerr et al, 1972)。Caspase 

(Cysteinylaspartate specific proteinase)在 1996 正式命

名(Nicholson et al, 1997)，是一类具有天冬氨酸特异

性的半胱氨酸蛋白酶，几乎参与所有凋亡通路的级联

反应，是细胞凋亡的核心(Thornberry et al, 1998)。

Caspase 家族都有相似的催化部位，在其 C 端有一个

高度保守的含有活性位点 Cys 残基的 QACXG(X 为 R、

Q 或 G)五肽序列和一个含有 His 残基的 SHG motif。 

已鉴定并确定其功能的有 11 种 Caspase，其中

Caspase 1、4、11 负责白介素前体活化，不直接参与

凋亡信号传递；Caspase 2、8、9、10、11 主要是凋

亡的起始者(Apoptoic initiator)；Caspase 3、6、7 主要

是凋亡的执行者(Apoptoic executioner)。Caspase 9 是

线粒体介导凋亡途径的关键蛋白酶，处于 Caspase“瀑

布式”级联反应的顶端，是细胞凋亡的启动子。在机

体受到外界因子诱导后，Caspase 9 酶原发生切割加

abc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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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同时线粒体释放细胞色素 C 与凋亡因子 1(Apoptosis 

protease-activating factor-1, Apaf-1)形成多聚体，Caspase 9

需要与其结合形成凋亡体(Apoptosome)共同作用才

能产生较高的催化活性(Mannick et al, 1999)，活化

后 Caspase 9 可以直接活化 Caspase 3，间接活化

Caspase 2、6、8、10，进而引发级联反应，诱导细

胞凋亡。 

目前，Caspase 细胞凋亡已经成为生命科学领域

研究的热点之一，水生动物细胞凋亡的研究也逐渐增

多。张金洲(2008)1)获得了大黄鱼(Larimichthys crocea)

中 Caspase 3 和 Caspase 9 等基因，并得出了 Caspase 9

参与了细菌感染过程的免疫反应的结论；贾旭颖等(2014)

研究了温度和氨氮胁迫下凡纳滨对虾 (Litopenaeus 

vannamei) Caspase 3 的表达规律变化；王芸(2011)2)

对 pH 和氨氮胁迫下中国对虾(Fenneropenaeus chinensis) 

Caspase 的应激机理进行了研究；徐胜威等(2011)克隆

到了唐鱼(Tanichthys albonubes)的 Caspase 9 基因，并

研究了唐鱼在氯氰菊酯胁迫下 Caspase 9 的表达情

况；黄吉芹(2013)3)克隆了草鱼(Ctenopharyngodon idella) 

Caspase 3、Caspase 9 等凋亡相关基因；李华涛(2013)4)

探索了鲤鱼(Cyprinus carpio)细胞凋亡过程中 Caspase

的活性变化等。但是，关于团头鲂 (Megahbrama 

amblycephala) Caspase 9 基因的研究还未见报道。 

团头鲂是我国重要的草食性经济鱼类(张飞明等, 

2011; 苏建国等, 2000)，而水体中氨氮含量过高是促

使团头鲂发病的重要因素，严重制约其高密度养殖模

式的发展(Sun et al, 2014a、b)。本实验室通过前期氨

氮胁迫的转录组测序等研究筛选到 Caspase 9 相关基

因，因此，该研究旨在通过克隆 Caspase 9 基因 cDNA

全长及序列分析，应用荧光定量 PCR 技术分析该基因

在团头鲂不同组织中的表达情况，并分析脑和肝两种

组织在不同氨氮胁迫时间下 Caspase 9 基因的表达模

式，研究结果可为进一步了解团头鲂 Caspase 9 在胁

迫过程中的作用及其调控机制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团头鲂幼鱼取自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 

研究中心南泉养殖基地，选择活泼健康、规格一致的

团头鲂幼鱼[(15.00±0.86) g] 500 尾。试验前，用基础

饲料驯养 14 d。试验饲养期间，水温为 23−24℃，溶

氧≥5 mg/L，氨氮≤0.05 mg/L，pH 为 6.8−7.2。进行

胁迫试验时，提前 2 d 停止投喂饲料。通过前期试验，

获得团头鲂氨氮胁迫 96 h 的半致死浓度 (LC50)为  

52.87 mg/L，以该浓度的 40%作为胁迫浓度，即氨氮浓

度约为 20 mg/L 和 0.02 mg/L 的试验组和对照组进行急

性胁迫试验，每组设 3 个重复，每个重复 40 尾鱼，

分别随机放入 6 个蓄养槽(体积约为 300 L)。试验所

用蓄养槽在空间位置上随机排布，以减小各个试验组

间因光线等因素造成的误差。胁迫试验过后，用曝气

自来水更换各组溶液，并恢复投饵。 

1.2  试验方法 

1.2.1  总 RNA 的提取    采用 TaKaRa 总 RNA 提取

试剂盒(D9108A)提取。取团头鲂肝组织转入液氮预冷

的研钵中，加入液氮，迅速将组织研磨成粉，然后向

研钵中加入 1.5 ml 的 RNAiso Plus，按照试剂盒说明

书上的步骤提取总 RNA，用紫外分光光度计测定其

浓度和纯度，通过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总 RNA 的完

整性，保存于−80℃低温冰箱。 

1.2.2  Caspase 9 基因 3端和 5端扩增    从本实验

室构建的团头鲂 cDNA 文库中筛选出 1 个 Caspase 9

基因片段作为中间序列，在 NCBI primer BLAST 上

在线设计并筛选合适的 3 RACE 和 5 RACE 特异性

引物(表 1)，并以提取的团头鲂肝总 RNA 为模板，按

照 TaKaRa 试剂盒上的步骤进行 Caspase 9 基因 3端和

5端扩增，产物经 1.5%琼脂糖凝胶电泳分离，选择较

亮的目的条带进行胶回收，回收产物经 16℃过夜与

pMD18-T 载体连接，然后转入到 DH5α感受态细胞中，

在含氨苄的固体培养基中过夜培养，最后挑选白色单

菌落扩大培养过夜，将阳性产物送于 BioSune 测序。 

1.2.3  序列分析    将 3和 5测序结果结合中间序列

进行拼接，得到团头鲂 Caspase 9 全长 cDNA 序列。在

Compute pI/Mw 程序中(http://web.expasy.org/compute_ 

pi/)预测蛋白分子量及等电点，在 ORF Finder 程序中

(http://www.ncbi.nlm.nih.gov/gorf/gorf.html)查找所拼

接团头鲂 Caspase 9 cDNA 序列的开放阅读框，在 
 
                            

1) 张金洲. 内源性凋亡途径在大黄鱼抗细菌感染中的作用及两个新的 CC 型趋化因子的功能研究. 厦门大学博士研究

生学位论文, 2008 

2) 王芸. pH、氨氮胁迫对中国对虾细胞凋亡和抗氧化系统影响机理的研究. 上海海洋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2011 

3) 黄吉芹. DHA 对草鱼前体脂肪细胞及线粒体发育影响的初步研究.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2013 

4) 李华涛. 谷氨酰胺抗鲤鱼红细胞凋亡作用及作用机制研究. 四川农业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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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基因克隆和表达所用的引物及其序列 
Tab.1  Primers and their sequences used in the gene cloning and expression 

引物 Primer 引物序列 Primer sequence(5-3) 用途 Usage 

cas9 F1 GAGTGGAGATAGTGCTCATCGG Caspase 9 3 RACE 

cas9 F2 AGACTGAAAAGCCAGACAGACC  

cas9 R1 AGGTCTGTCTGGCTTTTCAGTC Caspase 9 5 RACE 

cas9 R2 CTCTCGTCTCCAAGTCTGTCAC   

cas9 qF ACGGATTCTTCAGCGGCACAG Caspase 9 qPCR 

cas9 qR ATGATGCCCAGTCTCACGCAG   

β-actin-F TCGTCCACCGCAAATGCTTCTA β-actin qPCR 

β-actin-R CCGTCACCTTCACCGTTCCAGT   

 
Conserved Domains (http://www.ncbi.nlm.nih.gov/ Stru-
cture/cdd/wrpsb.cgi)和 Inter pro程序中(http://www.ebi. 

ac.uk/interpro/)分析蛋白质结构域，运用 DNAMAN

软件进行氨基酸多序列比对分析，并用 MEGA 5.0 软

件构建系统进化树。 

1.2.4  团头鲂不同组织 Caspase 9 的表达分析    提

取团头鲂肌肉、鳃、肾、脑、肝和肠道 6 个组织的总

RNA，按照TaKaRa公司的PrimeScriptTM RT Reagent Kit

试剂盒说明书进行反转得到 cDNA，根据拼接的

Caspase 9 基因全长 cDNA 序列设计荧光定量特异性

引物 cas9 qF 和 cas9 qR(表 1)，扩增长度为 226 bp；

以团头鲂的 β-actin 基因(序列号：AY170122)为荧光

定量反应的内参基因，设计内参引物 β-actin-F 和

β-actin-R(表 1)，扩增产物长度为 152 bp。对荧光定

量基因特异性引物和内参引物进行 PCR 扩增，电泳检

测其在团头鲂中的扩增情况，判断目的片段的大小。 

荧光染料使用 TaKaRa 的 SYBR® Premix ExTaqⅡ，

反应在 Applied Biosystems 7500 Real-Time PCR 

System 定量仪上进行，反应总体系为 20 μl：cDNA 2 μl，

引物各 0.8 μl (10 μmol/L)，SYBR® Premix ExTaqⅡ

10 μl，ROX Reference DyeⅡ 0.4 μl，dH2O 6 μl，采

用两步法进行扩增。反应程序为 95℃ 30 s；95℃ 5 s，

60℃ 34 s，共 40 个循环。每个样品 3 次重复试验以

减少误差，先用标准品梯度稀释进行定量 PCR，获得

内参基因及溶菌酶基因的标准曲线，数据均用“平均值

±标准差”表示(Schmittgen et al, 2008)，采用双标准

曲线法进行相对定量分析，使用 SPSS 17.0 软件用

Turkey 法及独立样本 T 检验进行比较显著性分析

(P<0.05 为显著水平)。 

1.2.5  团头鲂肝和脑组织应答氨氮胁迫和恢复后

Caspase 9 基因的表达分析    在氨氮胁迫后 0、3、6、

12、24、48、72 h 和恢复后 72 h 时，分别在试验组

和对照组中随机取 3 尾团头鲂，取肝和脑组织保存于

–80℃冰箱，用于后续的荧光定量 PCR 分析试验。反

应步骤同上，对照组和试验组的 cDNA 样品在每个时

间点进行 3 个特异性引物和内参基因的重复。 

2  结果与分析 

2.1  团头鲂 Caspase 9 基因 3 RACE 和 5 RACE 扩

增、克隆及全长拼接 

根据实验室提供的中间序列，以团头鲂肝的 RNA

为模板，经 RACE PCR 扩增到了团头鲂 Caspase 9 的

3端和 5端序列，结果如图 1 所示，Caspase 9 5 RACE

在靠近 500 bp 处有一条明显很亮的条带，3 RACE 在

1000−2000 bp 间有一条很亮的特异性条带。 
 

 
 

图 1  团头鲂 Caspase 9 5 RACE 和 3 RACE 扩增结果 

Fig.1  5 RACE and 3 RACE amplification results of 
Caspase 9 in M. amblycephala 

M. DL2000 Marker；条带 5: 5末端扩增结果； 

条带 3. 3末端扩增结果 

M. DL2000 Marker; Lane 5. 5 RACE; Lane 3. 3 RACE 
 

序列拼接得到全长 1613 bp 的团头鲂 Caspase 9

基因 cDNA 序列(GenBank 注册号为 KM604705)，包

含有 185 bp 的 5 UTR、96 bp 的 3 UTR、1332 bp 的

ORF，编码 443 个氨基酸，并且有明显的 AATAAA

加尾信号和 Poly(A)尾(图 2)。Compute pI/Mw 程序预

测该基因的蛋白分子量为 49.19 kDa，理论等电点(pI)

为 5.93。结构域分析显示，该基因有大亚基(P20)、

小亚基(P10)和 NH2 末端结构域(Prodomain) 3 个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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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aataaagcaccgagcggggagacgattgttctgtgtagattaatggccaattcaactcagttcaagcagaatagtt 

tttacgcgtttactgtatattactttaacaaaataaccaacaaaaagatcagttatattgaaaacgtctcaaagtcat 

aaatacttcaataccgaattattgccagaatggaccctaaacacagacggattcttcagcggcacaggcgtgatctagtc 

                              M  D  P  K  H  R  R  I  L  Q  R  H  R  R  D  L  V  17 

acttcattaaatcctgctgacatctgcgatgggcttttgtcaaagggggtcttcacccaggacatgatcgatgaaata 

T  S  L  N  P  A  D  I  C  D  G  L  L  S  K  G  V  F  T  Q  D  M  I  D  E  I     43  

aagagcaaggcaatcagacgagaccaagctaggcaactggtgacagacttggagacgagagggagtcaagctttccca 

K  S  K  A  I  R  R  D  Q  A  R  Q  L  V  T  D  L  E  T  R  G  S  Q  A  F  P     69 

gccttcctggagtgcctgcgtgagactgggcatcatgatctcgcagagctccttcagagtggagatagtgctcatcgg 

A  F  L  E  C  L  R  E  T  G  H  H  D  L  A  E  L  L  Q  S  G  D  S  A  H  R     95 

cctcctcccatcccagtacagccttcgccgatccctctgcctgtccaaaatccaataaagactgaaaagccagacaga 

P  P  P  I  P  V  Q  P  S  P  I  P  L  P  V  Q  N  P  I  K  T  E  K  P  D  R    121 

cctgatcgcactcctccagtagcagttgaaccactgagaccagtaagcctgcctgtggccaagcctcctagcccacct 

P  D  R  T  P  P  V  A  V  E  P  L  R  P  V  S  L  P  V  A  K  P  P  S  P  P    147 

tctgaaccagaaagaccaaacaggcagagacgtgacagtatacagtgctacaagatggatgccagtccgtgtgggatc 

S  E  P  E  R  P  N  R  Q  R  R  D  S  I  Q  C  Y  K  M  D  A  S  P  C  G  I    173 

tgtctgattataaacaatgttgattttgaaccagcctctgaactaaaagatcgaaagggatccaacattgactgtgac 

C  L  I  I  N  N  V  D  F  E  P  A  S  E  L  K  D  R  K  G  S  N  I  D  C  D    199 

aagatggagaatagatttaaagctctcaactttgaggttattgtgaaaaggaacttgaaatacaaacatataagacat 

K  M  E  N  R  F  K  A  L  N  F  E  V  I  V  K  R  N  L  K  Y  K  H  I  R  H    225 

gagatgtcatctttagcgaagagggatcattctgcgtatgactgctgtgtggtgatcatcctttcacatggtactgag 

E  M  S  S  L  A  K  R  D  H  S  A  Y  D  C  C  V  V  I  I  L  S  H  G  T  E    251 

gcaaaccacaatcgtttccctggagcagttcatggtgttgatggaccagctgtcccagttcagttaatcacaaactac 

A  N  H  N  R  F  P  G  A  V  H  G  V  D  G  P  A  V  P  V  Q  L  I  T  N  Y    277 

ctcaatggccagaactgtccttctctgcagggcaagcccaagctgttcttcatccaggcctgtggaggaggtgagaag 

L  N  G  Q  N  C  P  S  L  Q  G  K  P  K  L  F  F  I  Q  A  C  G  G  G  E  K    303 

gacacaggttttgaggtttctccagatgaggtggaaccctctttgggtgggatagatgaccagatggacgccattccc 

D  T  G  F  E  V  S  P  D  E  V  E  P  S  L  G  G  I  D  D  Q  M  D  A  I  P    329 

atgtcctccagcagcgactctctcagcacgtctgatgaacttgatgctcgggccactttgcccacacccagcgacatt 

M  S  S  S  S  D  S  L  S  T  S  D  E  L  D  A  R  A  T  L  P  T  P  S  D  I    355 

ttggtgtcctactcaacctttccaggctatgtctcttggagggacacgcacgccggctcctggtatgtggagaatctt 

L  V  S  Y  S  T  F  P  G  Y  V  S  W  R  D  T  H  A  G  S  W  Y  V  E  N  L    381 

gatcatgtgcttgaggagaatgttgccacaaatgatctggtgaccatgctgatgatggtaaatgctgctgtctcccaa 

D  H  V  L  E  E  N  V  A  T  N  D  L  V  T  M  L  M  M  V  N  A  A  V  S  Q    407 

atatctgccaaaggcctgtataaacaaatgcccggatctttcaacttcctcgaaagcttctctactttcagtcttcgc 

I  S  A  K  G  L  Y  K  Q  M  P  G  S  F  N  F  L  E  S  F  S  T  F  S  L  R    433 

atcatgatgctgagatcagcagtatgtttctgatgctgctcggtagaaactatgtacactatccctgcatatgatgac 

I  M  M  L  R  S  A  V  C  F  *                                                443 
tgtgatgtgtaataaaaacatattgtcatttttttacatccaaaaaaaaaa 

 

图 2  团头鲂 Caspase 9 基因 cDNA 全序列以及由此推测的氨基酸序列 
Fig.2  cDNA sequence of Caspase 9 gene and putative amino acid sequence in M. amblycephala 

浅色阴影表示 Prodomain，包含 CARD 结构域；深色阴影表示 P20 大亚基；加粗下划线表示 P10 小亚基； 

下划线表示 mRNA 不稳定信号；虚线表示组氨酸催化位点；波浪线表示半胱氨酸催化位点；双下划线表示加尾信号 
The light shadow represents Prodomain, including CARD domain; dark shadow represents P20; bold underline represents P10; 
regular underline represents the unstable signal of mRNA; dotted line represents histidine catalytic site; wavy line represents 

cysteine catalytic site; double underline represent tailing signal 
 

域，同时在 P20 结构域中包含了半胱氨酸和组氨酸催

化位点，未检测到信号肽序列。序列中还存在一处

ATTTA 的 mRNA 不稳定信号，多预示着 Caspase 9

的降解，利于该基因的调控作用。 

2.2  团头鲂 Caspase 9 基因的同源性分析 

运用 DNAMAN 软件将团头鲂 Caspase 9 的氨基

酸序列与其他已公布的 6 种鱼类的氨基酸序列进行

比对分析，平均同源水平高达 77.74%，如图 3 所示，

黑色阴影表示同源性大于 75%的氨基酸，显示该基因

在鱼类中的同源性较高，且均有比较保守的组氨酸和

半胱氨酸活性位点。 

2.3  团头鲂 Caspase 9 基因的系统进化树分析 

用MAGE 5.0对已公布的几种哺乳动物和鱼类常

见的 Caspase 氨基酸序列(表 2)以及团头鲂的 Caspase 9

氨基酸序列采用邻位相联法构建系统进化树(图 4)。系

统进化树主要分为 5 大支，Caspase 1、2、3、8、9

各处一大支，表明不同的 Caspase 基因在进化上存在

着明显差异；Caspase 1 和 2 处于进化树的基部，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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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团头鲂 Caspase 9 基因推导氨基酸序列的多序列比较 
Fig.3  DNAMAN multiple sequence alignment of Caspase 9 in M. amblycephala and other species 

组氨酸活性位点以黄色方框框出，半胱氨酸活性位点以红色方框框出 
Histidine catalytic site was represented by yellow box; cysteine catalytic site was represented by red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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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进化树所用物种 Caspase 基因及其登录号 
Tab.2  Protein and GenBank accession No. of different 

species in the evolutionary tree 

物种 Species 基因 Gene 
GenBank 登录号 

Accession No. 
Caspase 2 AAP35904 

Caspase 3 CAC88866 

Caspase 8 AAD24962 

人 Homo sapiens 

Caspase 9 AAH06463 

Caspase 2 ABG91569 

Caspase 3 BAB32409 

Caspase 8 AF273220 

斑马鱼 Danio rerio 

Caspase 9 NP_001007405 

Caspase 1 NP_033937 

Caspase 2 AAH34262 

Caspase 3 AAH38825 

Caspase 8 AAH49955 

鼠 Mus musculus 

Caspase 9 BAA86895 

Caspase 1 NP_001003125 

Caspase 3 NP_001003042 
家犬 Canis lupus familiaris

Caspase 8 ABB02414 

Caspase 1 ABB05055 

Caspase 3 ABC70997 

Caspase 8 ACO53630 

狼鲈 Dicentrarchus labrax 

Caspase 9 ABC70998 

Caspase 1 AHG06617 

Caspase 3 AHG06618 
鱼 Miichthys miiuy 

Caspase 9 AHG06616 

Caspase 3 CDL67994 

Caspase 8 NP_001268251 
道氏虹鳟 
Oncorhynchus mykiss 

Caspase 9 NP_001118119 

Caspase 3 ACJ65025 大黄鱼 
Larimichthys crocea Caspase 9 ACJ65024 

Caspase 3 ACV31395 金丝鱼 
Tanichthys albonubes Caspase 9 ACV31396 

Caspase 8 AGQ03809 锦鲤 Cyprinus carpio 
Caspase 9 AGM34043 

孔雀鱼 Poecilia reticulata Caspase 2 XP_008429698 

金头鲷 Sparus aurata Caspase 1 CAM32183 

 
示这两种 Caspase 在进化上是相对原始的类型；团头

鲂 Caspase 9 与锦鲤亲缘关系最近，与其他鱼类聚为

一支，再与哺乳动物 Caspase 9 聚为一大支。总的来

说，进化树中不同物种的 Caspase 与其所处的进化地

位大体一致。 

2.4  团头鲂 Caspase 9 基因的组织表达分析 

以团头鲂 β-actin 为内参基因，检测健康团头鲂

的 6 个组织中 Caspase 9 基因的相对表达量，结果见

图 5-1，该基因在所检测组织中均有表达且均存在显

著差异(P<0.05)，在脑组织中表达量最高，往后依次

是肝、肾、肠道、鳃，在肌肉中表达量最少。电泳检

测结果显示(图 5-2)，鳃和肌肉的条带较淡，与其结

果一致。 

2.5  团头鲂 Caspase 9 的 mRNA 在受到氨氮胁迫和

恢复刺激后不同时间点的表达规律 

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方法探究团头鲂受到氨

氮胁迫 3、6、12、24、48、72 h 以及氨氮恢复正常

水平 72 h 后，肝组织和脑组织中 Caspase 9 的表达规

律。结果显示，肝和脑在胁迫前后表达模式类似，整

体呈类似波浪形表达谱。如图 6 所示，肝组织中的

Caspase 9 基因在氨氮胁迫的 3 h，其表达量均显著高

于对照组(P<0.05)，在此之后表达量有所下降，6−12 h

表达量略高于对照组，但是与对照组之间无显著差异

(P>0.05)，之后表达量又有所上升，24−72 h 表达量均

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并在 72 h 达到最高峰，去除

胁迫 72 h 后，该基因的表达量有所下降，有恢复至对

照组水平的趋势；如图 7 所示，脑组织中的 Caspase 9 

mRNA 在胁迫的 12 h 才出现表达量显著上升的趋势，

之后表达量有所下降，24 h 和 48 h 与对照组差异不显

著(P>0.05)，随后表达量又有所上升，同样也在胁迫后

的 72 h 表达量达到最大，氨氮恢复至正常水平 72 h

后，Caspase 9 的表达量明显下降，表达量与对照组差

异不显著(P>0.05)，恢复至对照组水平。 

3  讨论 

细胞凋亡 (Apoptosis)，又称程序性细胞死亡

(Programmed cell death, PCD)，是一个主动的、由基

因决定的、细胞自动结束的过程，不同于细胞坏死的

正常生理过程，在对机体发育的调控、内环境稳态的

维护、免疫耐受的形成以及肿瘤监控等多种生理和病

理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Caspase 家族在进化上非常

保守，在细胞凋亡通路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

Caspase 9 是线粒体凋亡途径的启动子，是细胞凋亡

过程中的关键蛋白酶(LeBlanc, 2003)。由于 Caspase

的特殊功能，Caspase 的激活受到严格的控制，只有

在生物体内出现无用或者有害细胞才能激活其催化

活性(Menze et al, 2010)。 

该研究首次克隆到团头鲂 Caspase 9 的全长 cDNA

序列 1613 bp，包含开放阅读框(ORF) 1332 bp，编码

443 个氨基酸，预测编码蛋白质分子量为 49.19 kDa。

Caspase 9 与其他已经鉴定出来的 Caspase 类似，存在

NH2 末端原结构域(Prodomain)、大亚基(P20)、小亚基

(P10) 3 个典型的结构域，同时 P20 中有 1 个含有 cys

活性位点的保守五肽序列 QACGG，与已鉴定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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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利用 MEGA 5.0 软件构建各物种 Caspase 进化树 
Fig.4  Phylogenetic tree of the Caspase amino acid sequence in different species by MEGA 5.0 

1. Caspase 3; 2. Caspase 8; 3. Caspase 9; 4. Caspase 2; 5. Caspase 1 
 

 
 

图 5  团头鲂 Caspase 9 基因 qRT-PCR 结果 
Fig.5  qRT-PCR results of Caspase 9 gene of M. amblycephala 

(a) qRT-PCR 方法检测团头鲂各组织中 Caspase 9 mRNA 的相对表达量，柱上不同字母代表组间差异显著(n=3, P<0.05) 

(b) 团头鲂 β-actin 基因和 Caspase 9 基因在 6 个不同组织的扩增结果 

M. Marker DL2000; 1. 肠道; 2. 肝; 3. 脑; 4. 肾; 5. 鳃; 6. 肌肉 
(a) Caspase 9 mRNA expression in different tissues of M. amblycephala by qRT-PCR, different letters represen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groups (n=3, P<0.05) 
(b) Amplification results of caspase 9 and β-actin gene in six different tissues of M. amblycephala,  

M. Marker DL2000; 1. Intestine; 2. Liver; 3. Brain; 4. Kidney; 5. Gill; 6. Mus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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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氨氮胁迫和恢复刺激后团头鲂肝组织中 Caspase 9 基因 mRNA 的表达量变化 
Fig.6  Expression of Caspase 9 in liver of M. amblycephala in response to ammonia-N stress and recovery 

*表示与对照组差异显著(n=3, P<0.05) 
* mean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ompared with control (n=3, P<0.05) 

 

 
 

图 7  氨氮胁迫和恢复刺激后团头鲂脑组织中 Caspase 9 基因 mRNA 的表达量变化 
Fig.7  Expression of caspase 9 in the brain of M. amblycephala in response to ammonia-N stress and recovery 

*表示与对照组差异显著(n=3, P<0.05) 
* mean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ompared with control (n=3, P<0.05) 

 
Caspase 9 相同(Duan et al, 1996; Srinivasula et al, 

1996)，同 Caspase 8 (QACQG)及其他 Caspase(QACRG)

有差异。NH2 末端原结构域中包含 Caspase 9 募集结构

域(Caspase-recruitment domain, CARD)，通过 CARD 与

开放的 Apaf-1 结合，进而与大小亚基结合使 Caspase 9

得到活化，启动细胞凋亡(Hofmann et al, 1997; Li et al, 

1997; Srinivasula et al, 1998)。同时该序列有一个

mRNA 不稳定信号(ATTTA)，该信号预示着 Caspase 9 

mRNA 的快速降解，利于 Caspase 9 的精确调控(杨莹莹

等, 2012)，张金洲(2008)1)在大黄鱼 Caspase 9 中也发现 
                            

1) 张金洲. 内源性凋亡途径在大黄鱼抗细菌感染中的作用及两个新的 CC 型趋化因子的功能研究. 厦门大学博士研究

生学位论文,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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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3 个 mRNA 不稳定信号。氨基酸序列比对和系统

进化树分析均显示，团头鲂 Caspase 9 基因在进化上

高度保守，并与锦鲤的亲缘关系最近。 

Caspase 9 的组织定量表达分析显示，该基因在

各组织中均有表达，但在脑组织中的表达量最高，然

后依次是肝、肾、肠道，鳃和肌肉表达量较低。而已

报到的海鲈(Lateolabrax japonicus) Caspase 9 基因在

肠和肝脏中表达量高，头肾中表达量低(Reis et al, 

2007)；大黄鱼 Caspase 9 在肾中高表达，在肠和肌肉

中低表达(张金洲, 2008)1)，这种差异可能与鱼的不同

种类有关。脑和肾脏是鱼体神经内分泌系统中的重要

组织，同时脑对免疫反应有调控作用(王文博等, 2002)，

而肾脏是鱼类重要的免疫器官，由此推测团头鲂中

Caspase 9 可能参与机体免疫反应。组织定量表达结

果显示，Caspase 9 在脑和肝组织中的表达量最高，

乔顺风(2005)研究显示，氨氮先是侵袭黏膜，其次是

神经系统，同时伴随着肝肾系统的破坏，最终导致水

产动物昏迷甚至死亡。因此，试验选择脑和肝两个组

织作为研究对象。在氨氮胁迫和恢复刺激后不同时间

段对团头鲂肝和脑组织中 Caspase 9 基因的定量表达

分析显示，肝和脑组织中该基因的表达规律相似，表

达水平均呈现先升高后降低再升高的变化过程，并都

在胁迫后的 72 h 表达量达到最大，恢复 72 h 后其表

达量逐渐恢复至对照水平。王芸(2011)2)对中国对虾

氨氮胁迫过程中 Caspase 基因表达量变化研究显示，

Caspase 在鳃组织和血液淋巴的表达呈现先升高后降

低再升高的变化过程，该研究结果与其类似。研究显

示，凋亡系统被激活的作用是清除无用或者有害细

胞，以维持生物正常发育的稳态(White, 1996; Raff, 

1992)。因此，推测氨氮胁迫引起团头鲂 Caspase 9 表

达量上调、激活细胞凋亡通路，为了清除无用或有害

细胞，减少能量消耗来应对氨氮胁迫，暗示 Caspase 9

基因可能参与团头鲂应激过程中的免疫防御，且与细

胞凋亡有关。 

团头鲂是我国主要的淡水养殖品种，经济价值显

著。本研究对团头鲂 Caspase 9 及其在氨氮胁迫中的

表达变化的结果揭示，氨氮胁迫下 Caspase 9 基因参

与团头鲂的免疫防御。Randall 等(2002)报道指出，氨

氮对水产动物的危害机理是高浓度的氨氮会取代生物

体内的钾离子，引起 N-甲基-D-天冬氨酸(NMDA)受体

结合活性的降低，导致中枢神经系统中流入过量的钙 
 
 
 
 

离子，进而导致脑缺血并引起细胞死亡；也有卢娜娜

等(2013)研究表明，Caspase 9 介导的细胞凋亡在脑缺

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研究结果显示，脑组织

Caspase 参与了团头鲂氨氮胁迫的分子过程，支持了

这一观点，而具体的调控机制仍不清楚，Caspase 9

参与团头鲂氨氮胁迫应激的分子机制及具体的调控

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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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lecular Cloning and Expression Analysis of Caspase 9 Gene from Blout 
Snout Bream (Megahbrama amblycephala) Under Ammonia-N Stress 

ZHANG Qiong1,2, SUN Shengming2, LI Bing2, JIANG Gaozhong1,2①
, ZHU Jian2, GE Xianping2 

(1. Wuxi Fishery College,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xi  214081;  
2. Freshwater Fisheries Research Center, Chinese Academy of Fishery Sciences, Wuxi  214081) 

Abstract    Caspase 9 is a key protease of the intrinsic apoptotic pathway. In this study, the cDNA 

encoding caspase 9 was cloned with rapid amplification of cDNA ends (RACE) approach from blout 

snout bream Megahbrama amblycephala. The full-length cDNA of caspase 9 was composed of 1613 bp, 

including a 185-bp 5′ untranslated region, a 96-bp 3′ untranslated region, and an open reading frame of 

1332 bp. The amino acid similarity comparison and the phylogenetic tree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 

caspase 9 gene was highly conserved among different fish species and had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Cyprinus carpio.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caspase 9 was expressed in most 

tissues of M. amblycephala, and the highest expression was in the brain and the lowest expression was in 

the muscles. In response to the ammonia-N stress, the relative expression level of caspase 9 in both the 

liver and the brain displayed an “up-down-up” pattern and reached the highest level in 72 h ammonia-N 

stress. After a 72 h recovery, the level of expression decreased. We speculated that the caspase 9 gene was 

involved in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ammonia-N stress. Our study provided insight into the molecular 

responsive mechanisms of M. amblycephala exposed to environmental stresses. 

Key words    Megahbrama amblycephala; Caspase 9; Gene cloning; Ammonia-N stress; Tissue 

ex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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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尾白虾(Exopalaemon carinicauda)  
FAMeT 基因在卵巢发育周期中的表达分析* 

李志敏 1,2  李  健 2①  李吉涛 2  何玉英 2  葛倩倩 2  索  帅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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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为了研究法尼酸甲基转移酶(Farnesoic acid O-methyltransferase, FAMeT)在脊尾白虾卵巢发

育中的作用，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方法分析连续 3 次繁殖过程中卵巢不同发育时期(Ⅰ−Ⅴ期)大

颚器、卵巢和肝胰腺中 FAMeT 基因的表达规律。结果显示，FAMeT 基因在鳃、心脏、肌肉、肝胰

腺、卵巢、大颚器等组织中均有稳定的表达，其中，在鳃和大颚器的表达量显著高于其他组织；在

卵巢发育周期内，FAMeT 基因在大颚器、卵巢、肝胰腺中的表达量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从Ⅰ−Ⅳ期

逐渐下降，到Ⅴ期时表达量上调；在每个卵巢发育时期，FAMeT 基因在大颚器中表达量最高，约

为卵巢中表达量的 20–30 倍。研究结果表明，大颚器是合成 FAMeT 的主要组织，脊尾白虾繁殖过

程中 FAMeT 基因主要在卵巢发育前期表达，可以合成大量甲基法尼酯(Methylfarnesoate, MF)，促进

卵巢发育。 

关键词    脊尾白虾；法尼酸甲基转移酶；卵巢发育；基因表达 

中图分类号 S9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6)01-0046-06 

有关甲壳动物卵巢发育的调控研究，目前多集中

在卵黄蛋白原(Vitellogenin, Vg)在甲壳动物体内的合

成部位(梁俊平, 20131); Tom et al, 1987; Soroka et al, 

2000; Han et al, 1994; 高祥刚等, 2006; 张成锋等, 

2006)及在卵巢发育中的表达(程翔等, 2012; 李媛媛

等, 2012)，涉及到法尼酸甲基转移酶(Farnesoic acid 

O-methyltransferase, FAMeT)的研究较少。甲基法尼

酯(Methylfarnesoate, MF)是化学结构与昆虫保幼激素

(Juvenile hormone, JH)Ⅲ相似的一种倍半萜物质，是

JH Ⅲ的非环氧化形式，被认为是甲壳动物的保幼激

素(Nagaraju, 2007; 谢熙, 20132))。保幼激素是昆虫和

其他节肢动物重要的一类内激素，对于调节生长发

育、蜕皮、生殖等生命过程有重要作用(田铃等, 2007)。

FAMeT 是 MF 生物合成途径中最后一步的关键酶，

它具有催化法尼酸(Farnesoic acid, FA)转变成 MF 的

功能(Borst et al, 2001)。甲壳动物大颚器分泌的 MF

转运到性腺内后，通过促进性腺中卵黄蛋白原基因的

表达(郭敏等, 2012)启动并加速卵黄发生，促进卵黄

蛋白原的合成(黄辉洋等, 2003)。因此，FAMeT 基因

在甲壳动物繁殖过程中具有重要的调控作用。 

脊尾白虾(Exopalaemon carinicauda)隶属于节肢

动物门(Arthropoda)、甲壳纲(Curstacea)、十足目(Deca-

poda)、长臂虾科(Palaemonidae)、白虾属(Exopalaemon)，

为重要中小型虾类。脊尾白虾具有繁殖周期短(3–4

abc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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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可繁殖 1 代)、生长速度快(1 年内可多茬养殖)和

环境适应性广(广温、广盐和广食)等优点(王兴强等, 

2005)。随着沿海滩涂的开发，养殖面积迅速扩大，

脊尾白虾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养殖虾类，以黄渤海产量

最大，其产量仅次于中国毛虾(Acetes chinesis)和中国

对虾(Fenneropenaeus chinensis)(夏德庆, 1999)。根据

王绪峨(1987)对脊尾白虾的研究，将脊尾白虾卵巢发

育分为 5 个时期，当卵巢发育到Ⅳ期时到达成熟期，

随后雌虾与雄虾交尾后受精抱卵。脊尾白虾的繁殖期

较长，雌虾一年可多次抱卵繁殖。为探究 FAMeT 基

因在脊尾白虾卵巢发育过程中的作用，本研究通过荧

光定量 PCR 技术，对 FAMeT 基因在卵巢发育各阶段

(Ⅰ−Ⅴ期)的表达进行了相对定量分析，以期为解释

脊尾白虾多次繁殖特性提供支持。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实验虾    健康脊尾白虾成虾购自山东省日

照开航水产有限公司，体长为(5.03±0.29) cm，体重

为(1.26±0.19) g。购虾后暂养于 200 L 的桶中，每桶

30 尾。24 h 充氧，并维持水温 24℃、盐度 30、pH=8.2。

每天适当投喂高蛋白配合饲料，定期吸污换水。 

参照王绪峨(1987)对脊尾白虾卵巢发育周期中

卵巢不同发育阶段的界定，选取雌性脊尾白虾连续 3

次繁殖周期中卵巢发育不同时期(Ⅰ−Ⅴ期)，挑取健

康活泼的脊尾白虾个体，分别取卵巢、肝胰腺、大颚

器 3 种组织用于提取 RNA。实验期间，随机取 5 尾

虾，取鳃、肝胰腺、卵巢、血细胞、大颚器、肌肉、

眼柄、心脏、肠、胃等组织提取 RNA。 

1.1.2  试剂    Trizol Reagent 购自 Invitrogen 公司；

Oligo(dT)18、M-MLV、DNaseⅠ、SYBR®Premix Ex 

TaqTMⅡ均购自 TaKaRa 公司；SMARTTM cDNA 文库

试剂盒购自 Clontech 公司；本实验所用引物均由生工

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合成；其他试剂均为国

产分析纯。 

1.2  方法 

1.2.1  总 RNA 的提取及 cDNA 第一链的合成    取

脊尾白虾大颚器、肝胰腺、卵巢等组织各 100 mg，

液氮研磨后加入 1 ml Trizol 用于总 RNA 的提取。用

消毒的 5 号针头和 1 ml 注射器从脊尾白虾心脏处抽

取血淋巴，注射器中预先加入已灭菌的预冷抗凝剂

(每升抗凝剂含柠檬酸钠 7.94 g、NaCl 19.6 g、葡萄糖 

22.8 g、EDTA-2Na 3.3 g)，使血液与抗凝剂最终体积

比为 1∶1，将收集好的血淋巴于 4℃、3000 r/min 离

心 20 min，弃上清液，所得沉淀即为血细胞。RNA

提取方法按照 RNAiso Plus 的操作步骤，研磨、组织

裂解后，用传统的酚仿抽提法提取总 RNA，并使用

RNA-free DNase I 纯化试剂盒用于各组织总 RNA 的纯

化，紫外分光光度计测定 RNA 浓度及纯度，并通过琼

脂糖凝胶电泳检测各组织总 RNA 的完整性。荧光定量

PCR 反应的 cDNA 按照 BIO-RAD 的 iScript cDNA 

Synthesis Kit 第一链合成试剂盒说明书进行反转，用

于之后 FAMeT 基因在各组织分布的检测。cDNA 反

应体系：4 μl 5×iScript reaction mix，1 μl iScript reverse 

transcriptase，1 μg 总 RNA，加 Nuclease-free water

至总反应体积为 20 μl。反应条件：25℃ 5 min；42℃ 

30 min；85℃ 5 min；4℃ 5 min。合成的 cDNA 于–20℃

保存备用。 

1.2.2  引物的设计    根据已提交到 GenBank 的基

因序列(GenBank 登录号：AHB23861)为模板，利用

Primer 5.0 软件设计 1 对特异性引物 FAMeT HF/HR 

(表 1)，对卵巢发育不同时期的脊尾白虾的卵巢、肝

胰腺和大颚器中 FAMeT 基因的表达进行检测，并根

据 GenBank 中脊尾白虾的 Actin 序列设计 1 对内参引

物 Actin F/R(表 1)。 
 

表 1  实验中所用的引物序列 
Tab.1  Primer sequences used in this study 

引物 Primer 引物序列 Sequence 

FAMeT HF GCTGGCTCAAACTGATAGGTC 

FAMeT HR ATGGTTCTGGGTCAGTCCAC 

β-Actin F CCGAGACATCAAGGAGAAGC 

β-Actin R ATACCGCAAGATTCCATACCC 

 
1.2.3  FAMeT 基因的表达分析     利用荧光定量

PCR对 FAMeT基因在不同组织中的表达量进行检测。

荧光定量 PCR(ΔΔCт 法 )扩增体系为 10 μl，包括

SYBR○RPremix Ex TaqTM II(2×)，5μl；PCR Forward 

Primer(10 μmol/L)，0.4 μl；PCR Reverse Primer(10 

μmol/L)，0.4μl；ROX Reference Dye II(50X)，0.2 μl；

cDNA 模板，1.0 μl；DEPC 水，3.0 μl。反应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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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1 min，95℃ 15 s。荧光定量结果导出后，2CT

法、SPSS 11.0 软件进行分析。 

2  结果 

2.1  脊尾白虾 FAMeT 基因的组织表达 

实时荧光定量 PCR 分析脊尾白虾 FAMeT 基因的

组织表达(图 1)，结果显示，FAMeT 在脊尾白虾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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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组织中均有表达，其中，大颚器 FAMeT 基因相对

表达量最高，鳃次之，肌肉、眼柄、心脏也有少量表

达；其他组织 FAMeT 相对表达量较少，与大颚器、

鳃中的相对表达量有显著差异 (P<0.05)。这说明

FAMeT 可参与调控脊尾白虾的多种生理功能。 

 

 
 

图 1  FAMeT 在脊尾白虾不同组织里的相对表达量 
Fig.1  The relative expression of FAMeT in different tissues 

of E. carinicauda 

Gi: 鳃；Hm: 血细胞；Ht: 心脏；Ms: 肌肉；Ov: 卵巢；

Hp: 肝胰腺；Es: 眼柄；In: 肠；St: 胃；Mo: 大颚器 
Gi: Gill; Hm: Hemocytes; Ht: Heart; Ms: Muscle; Ov: Ovary; 

Hp: Hepatopancreas; Es: Eyestalk; In: Intestine; 
St: Stomach; Mo: Mandibular organ 

 

2.2  脊尾白虾 FAMeT 基因在卵巢发育中的表达分析 

FAMeT 是合成 MF 的关键酶，当脊尾白虾体内

MF 的浓度累积到一定值时，能促进卵黄蛋白原基因

的表达。为检测脊尾白虾在连续 3 次卵巢发育的不同

时期 FAMeT 基因的表达情况，以卵巢发育的 5 个时

期为取样时间点，分别取大颚器、卵巢组织进行实时

荧光定量 PCR。 

图 2 的结果显示，在卵巢发育的不同时期，卵巢

内 FAMeT 的相对表达量均在 2 以下，整体表达比较

稳定，其中，Ⅳ期显著低于其他时期(P<0.05)，抱卵

后的Ⅰ期表达量最高。在 3 次繁殖过程中，FAMeT

基因的表达量变化趋势基本一致，都表现出了在Ⅰ−
Ⅳ期逐渐下降、到Ⅴ期时上升的趋势。 

大颚器(图 3)和肝胰腺(图 4)中，FAMeT 基因

mRNA 的表达量趋势基本一致，均表现为在前 4 个时

期逐渐下降，在卵巢发育Ⅳ期(次级卵黄发生时期)时，

FAMeT 基因 mRNA 的表达量降到最低值。Ⅴ期(恢复

期) FAMeT 基因表达量急剧恢复到较高的状态，高于

Ⅰ期时的表达量。 

将卵巢发育Ⅰ期时卵巢内 FAMeT 基因 mRNA 的

相对表达量作为 1 个单位，由此计算出卵巢发育各个

时期 FAMeT mRNA 在卵巢、肝胰腺和大颚器中的相

对表达量(图 5)。结果显示，在卵巢发育的各个时期，

FAMeT 基因在大颚器中的表达量最高，肝胰腺中次之，

卵巢内表达量最低。FAMeT mRNA 的总体相对表达量

在卵巢恢复期最高，卵巢发育Ⅳ期时表达量最低。 

 

 
 

图 2  卵巢 FAMeT 在脊尾白虾卵巢发育周期中的 

相对表达量 
Fig.2  The expression of FAMeT in ovary of E. carinicauda 

during ovarian development cycle 

 

 
 

图 3  大颚器 FAMeT 在脊尾白虾卵巢发育周期中的 

相对表达量 
Fig.3  The expression of FAMeT in mandibular organ of  

E. carinicauda during ovarian development cycle 

 

 
 

图 4  肝胰腺 FAMeT 在脊尾白虾卵巢发育周期 

中的相对表达量 
Fig.4  The expression of FAMeT in hepatopancreas of  

E. carnicauda during ovarian development 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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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发育阶段 FAMeT mRNA 在卵巢、 

肝胰腺及大颚器中的相对表达量 
Fig.5  The relative expression of FAMeT mRNA in ovary, 

hepatopancreas and mandibular organ of E. carinicauda  
at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3  讨论 

甲壳动物的大颚器是其体内唯一合成甲基法尼

酯的器官(Laufer et al, 2013)，甲基法尼酯具有明显促

进卵母细胞发育的作用(Reddy et al, 1998)。甲基法尼

酯的生理功能及其作用机理已成为当前甲壳动物内

分泌学的研究热点之一，研究表明，甲基法尼酯在蜘

蛛蟹(Laufer et al, 1987)、克氏原螯虾(赵维信等, 2001)、

南美白对虾(李文娟等, 2010; 夏西超等, 2013)、中华

绒螯蟹(郭敏, 2012)1)、三疣梭子蟹(谢熙等, 2013)等甲

壳动物的生殖、蜕皮、渗透压调节等方面，都起到了

重要的调控作用(Yang et al, 2012)。FAMeT 是合成甲

基法尼酯过程中重要的限速酶，FAMeT 基因的转录量

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甲基法尼酯的合成量。 

3.1  FAMeT 基因在组织内的表达分析 

FAMeT 基因组织表达分析结果显示，FAMeT 基

因在鳃、心脏、肌肉、肝胰腺、卵巢、大颚器等组织

中均有稳定的表达，其中，在鳃和大颚器的表达量较

高，显著高于其他组织。此结果与谢熙等(2013)、

Gunawardene 等(2002)在其他甲壳动物上的研究结果

基本一致，表明 FAMeT 基因在鳃和大颚器中表达量

显著高于其他组织。 

FAMeT mRNA 在脊尾白虾组织中广泛存在，

FAMeT mRNA 表达量的高低与甲壳动物的生长发育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 FAMeT 本体表达实验中，结

果显示，FAMeT 基因在鳃中的表达量也相对较高。但 

是，大颚器是 MF 合成的唯一器官，且已有研究表明，

FAMeT 不属于分泌蛋白，那么可以猜测 FAMeT 不仅

仅能催化合成 MF，也在其他组织中催化别的生化反

应。已有文献对 FAMeT 的其他功能进行了研究，如

刀额新对虾(Nagaraju et al, 2006)及南美白对虾(Hui 

et al, 2008)蜕皮过程中 FAMeT 的研究表明，FAMeT

基因可参与蜕皮过程的调控。Ruddell 等(2003)在食用

黄道蟹的研究表明，动物体内大颚器组织中 FAMeT

基因的转录水平与卵黄发生和卵巢发育有相关性。本

研究中也得到了 FAMeT 在鳃中表达量较高的结果，

推测是因为 FAMeT 参与了渗透压调节的过程，还需

进一步验证。 

3.2  FAMeT 基因在卵巢发育过程中在大颚器、卵巢、

肝胰腺组织的表达分析 

脊尾白虾卵巢发育不同时期的卵巢、大颚器及肝

胰腺 FAMeT 基因表达分析结果显示，卵巢发育的Ⅰ−
Ⅳ期，大颚器中 FAMeT 的表达量呈下降趋势，Ⅳ期

达到最低值，显著低于其他各期(P<0.05)，而抱卵后

的Ⅰ期时表达量最高，显著高于其他时期(P<0.05)。

而在卵巢中的表达情况为：在Ⅳ期，FAMeT 基因的表

达量显著低于其他 4 个时期，其他各期相对表达量无

显著差异，与李嘉尧(2008)2)在红螯光壳螯虾中的实

验结果一致，FAMeT 基因在卵巢发育周期内的表达变

化趋势一致。考虑到脊尾白虾的繁殖特性，脊尾白虾

在抱卵后为Ⅴ期，卵巢的状态与Ⅰ期相近，随后卵巢

会继续发育，开始新一轮的繁殖过程。因此，可认为

脊尾白虾的Ⅴ期为下一次卵巢发育周期的Ⅰ期，即

FAMeT 基因在脊尾白虾卵巢发育周期的Ⅰ期表达量

最高，后期逐渐下降，到Ⅳ时表达量最低。在卵巢发

育的各个时期，FAMeT 基因的 mRNA 总表达量呈现

Ⅰ−Ⅳ期时下降、Ⅴ期迅速恢复到最高值的规律。各

个时期时，大颚器中的表达量为最高，约为肝胰腺内

表达量的 6 倍，卵巢内表达量的 20–30 倍。此结果进

一步证明了大颚器是合成 FAMeT 的主要组织，在卵

巢发育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调控作用。 

对脊尾白虾卵巢发育过程中卵黄蛋白原基因的

表达情况的研究(梁俊平, 2013)3)中发现：在卵巢发育

的Ⅰ−Ⅳ期，脊尾白虾肝胰腺内卵黄蛋白原基因的相

对表达量呈上升趋势，且在Ⅳ期时达到最高。抱卵后 
 

                            

1) 郭敏. 中华绒螯蟹(Eriocheir sinensis)大颚器的生理功能及其对卵巢发育的内分泌调控. 上海海洋大学硕士研究生学

位论文, 2012 

2) 李嘉尧. 红螯光壳螯虾(Cherax quadricarinatus)卵黄发生的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2008 

3) 梁俊平. 脊尾白虾全人工繁育及繁殖相关基因的研究. 中国海洋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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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Ⅴ期，卵黄蛋白原的相对表达量急速降低至Ⅰ期的

表达量值。因此，根据 FAMeT 基因在卵巢发育过程

中在卵巢和大颚器中的表达情况可以得出：在脊尾白

虾卵巢发育过程中，大颚器中 FAMeT 基因的表达起

到了前期调控的作用，即在卵巢发育初期大量表达，

催化法尼酸转变成 MF，当 MF 累积到一定浓度时，

能促进卵黄蛋白原基因的表达，启动卵黄发生，促进

卵黄蛋白原的生成。但是，当卵巢发育到卵黄细胞增

殖期及次级卵黄细胞形成期时，FAMeT 的表达量下

调。因此，可推测 FAMeT 基因在卵巢发育初期大量

表达，促进 MF 的合成进而促进卵黄蛋白原基因的表

达，促进卵巢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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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ression Analysis of Farnesoic Acid O-Methyl Transferase (FAMeT) 
Gene During the Ovarian Development Cycles of E Exopalaemon carinicauda 

LI Zhimin1,2, LI Jian2①
, LI Jitao2, HE Yuying2, GE Qianqian2, SUO Shuai1,2 

(1. Dalian Ocean University, College of Fisheries and Life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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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Methylfarnesoate (MF) is an important multifunctional substance in crustacean animals tha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es of reproduction, molting, and osmotic adjustment, etc. Farnesoic 

acid O-methyl transferase (FAMeT) is the key enzyme of MF synthesis which regulates the last step of the 

reaction, hence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the FAMe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amount of MF. To study the role 

of (FAMeT) in the ovarian development, we designed specific primers and employed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to quantify the relative expression level of FAMeT in tissues of mandibular organ, ovary 

and hepatopancreas during different ovarian developmental phases in three consecutive reproductive 

process of Exopalaemon carinicauda. We found that FAMeT was expressed in all tested tissues, and that 

the mRNA level of FAMeT was the highest in gill followed by mandibular organ (MO). During an ovarian 

development cycle, the expression of FAMeT in mandibular organ, ovary and hepatopancreas decreased 

from phase I to IV and reached the lowest in phase IV before returning to a higher level in phase V. Thes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the expression of FAMeT mainly occurred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ovarian 

development cycle, and a large amount of FAMeT accelerated the production of MF. The accumulated MF 

then facilitated the ovarian development by promoting the expression of vitellogenin. Therefore FAMeT 

ma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ovarian development of E. carinicauda. Given that the expression of 

FAMeT mRNA was the highest at Stage I and V, and that Stage V was the Stage I of the next ovarian 

development cycle, we deduced that the expression of FAMeT could promote the synthesis of MF and 

boos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vary. 

Key words    Exopalaemon carinicauda; Farnesoic acid O-methyltransferase (FAMeT); Ovary 

reproductive; Expression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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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培育对虾苗种体内可培养细菌 

数量及组成分析* 

张晓静 1,2  宋晓玲 2①  万晓媛 2  杨  冰 2  黄  倢 2,3 
(1.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生命学院  青岛  266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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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青岛国家海洋科学重点实验室  青岛  266071) 

摘要    采用常规细菌分离、培养与纯化，结合细菌 16S rDNA 序列分析等方法，调查分析了山东、

天津、浙江部分苗种场凡纳滨对虾(Litopenaeus vannamei)和中国明对虾(Fenneorpenaeus chinensis)

苗种体内的可培养细菌总数以及优势菌的种类和数量，并用 PCR 的方法检测对虾苗种携带病毒情

况。结果显示，凡纳滨对虾和中国明对虾苗种体内的可培养细菌总数均在 105–107 CFU/g 之间，分

离出的细菌分属于弧菌属(Vibrio)、发光杆菌属(Photobacterium)、芽孢杆菌属(Bacillus)、盐单胞菌

属(Halomonas)等 8 个属，其中，弧菌属在对虾苗种体内占绝对优势，达 40.0%–90.23%。部分凡

纳滨对虾和中国明对虾苗种样品检测为白斑综合征病毒(White spot syndrome virus, WSSV)和传染

性皮下及造血组织坏死病毒(Infectious hypodermal and hematopoietic necrosis virus, IHHNV)阳性，

WSSV 检出率为 50.0%，IHHNV 检出率为 37.5%，同时携带两种病毒的检出率为 11.11%。只携

带WSSV病毒以及同时携带两种病毒的对虾苗种体内的总菌数量在 1.23×107–4.14×107 CFU/g之间，

显著高于其他批次的样品 ( 0.05)P  ，且弧菌数量在 107 CFU/g 左右，显著高于其他批次的样品

( 0.05)P  。只携带 IHHNV 以及不携带病毒的对虾苗种体内的弧菌数量为 104–106 CFU/g。研究表

明，弧菌属在凡纳滨对虾和中国明对虾苗种体内普遍存在且为优势菌属，携带 WSSV 可能会引起

对虾苗种体内的弧菌数量增长。 

关键词    凡纳滨对虾；中国明对虾；弧菌；WSSV；IHHNV 

中图分类号 S94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6)01-0052-06 

近年来，对虾养殖业迅速发展，中国逐渐成为世

界范围内的对虾养殖大国，我国对虾的养殖产量约占

世界产量的 1/3，而维持这一养殖规模所需要的苗种数

量，每年在 5000 亿尾以上(江世贵, 2010)1)。据中国

渔 业 统 计 年 鉴 数 据 显 示 ， 我 国 凡 纳 滨 对 虾

(Litopenaeus vannamei)苗种生产量在 2008–2012 年的

各年分别达到 3770 亿尾、4484 亿尾、4635 亿尾、6332

亿尾和 6948 亿尾，对虾苗种产量在逐年上升。对虾

苗种是对虾养殖业发展的基础，投放健康苗种是对虾

养殖成功的先决条件。对虾体内的细菌组成影响着对

虾的健康状况，某些细菌成为优势菌时可能会导致对

虾患病，如 Vandenberghe 等(1999)研究发现，溶藻弧

菌(Vibrio alginolyticus)在对虾幼体的所有时期中均为

优势菌，哈维氏弧菌(Vibrio harveyi)多在患病的对虾

abc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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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体内为优势菌；李筠等(2004)也曾报道，当哈维氏

弧菌为优势菌时，对虾容易发生病害。另有些正常存

在于对虾体内的细菌可以作为益生菌来提高对虾对

病害的防御能力(孙艳等, 2012; Vaseeharan et al, 2003; 

李桂英等, 2011)。所以，定性、定量研究对虾体内的

细菌菌群结构对于研究对虾的健康状况具有重要意

义。细菌病和病毒病是影响对虾产业 主要的病害
(Lightner et al, 1998; Wang et al, 2015; Aftabuddin et al, 
2011; Lightner, 1999)，有研究报道，病毒和细菌相互

作用会引起对虾的大量死亡(苏永全等, 1995; Phuoc 

et al, 2008; 安永菊, 2007)，并且对虾在感染病毒后体

内的某些病原菌数量大量增加，从而减弱对虾的抵御

能力而加速死亡(李继秋等, 2006; 秦崇涛等, 2011)。

国内外关于对虾体内细菌的研究已有报道(李玉宏等, 

2014; Li et al, 2004)，但是，关于对虾苗种体内优势

菌结构组成以及携带病毒的调查还鲜有报道，通过多

地点的调查来研究携带病毒和不携带病毒的对虾幼

苗体内的优势菌结构组成，可为养殖对虾病害的发生

和防控提供必要的基础数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样品来源 

凡 纳 滨 对 虾 和 中 国 明 对 虾 (Fenneorpenaeus 

chinensis)苗种样品共采集 9 批次，苗种采集时间为

2013 年 4–9 月，采样地包括山东、天津、浙江，所

采集的对虾苗种均为无任何病症的人工培育对虾仔

虾幼体。 

1.2  样品的细菌总数测定 

采集的对虾苗种置于盛有海水的充气袋中运回

实验室。随机取 10 尾对虾苗种，立即用无菌的

PBS(pH=7.0)缓冲液冲洗 3–4 次，无菌滤纸吸干对虾

表面的水分，放入无菌 EP 管中称重后，加入 1 ml

无菌 PBS，无菌研磨棒研磨成匀浆。取 0.1 ml 的匀浆

液用无菌 PBS 缓冲液进行 10 倍梯度系列稀释，分别

取 0.1 ml 涂布于 2216E 固体培养基上，每个梯度 3 个

平行。倒置于 37℃恒温培养箱中培养 16–20 h，肉眼观

察 2216E 平板上细菌的菌落形态，在菌落数为 30–300

的平板上，对菌落形态完全一致的细菌进行编号及计

数，同时，挑选出优势菌株进行划线纯化，纯化的优

势菌保存在–80℃冰箱中。 

1.3  优势菌株 16S rDNA 序列分析 

1.3.1  细菌基因组 DNA 的提取    液体培养的细菌

菌悬液 0.2 ml 放入无菌的 EP 管中，12000 r/min 离心

2 min，去除上清液，再加入 0.2 ml 的无菌水，充分

吹打混匀，沸水浴 10 min 后，12000 r/min 离心 2 min，

取上清液(DNA 悬液)作为 PCR 扩增的模板。 

1.3.2  引物与 PCR 扩增    以提取的细菌基因组

DNA 为模板，用细菌 16S rDNA 通用引物进行 PCR

扩增，引物由上海生物工程公司合成。扩增引物序列

(李筠等, 2006)为： 

正向引物序列 5-AGAGTTTGATCCTGGCTCAG-3 
反向引物序列 5-GGTTACCTTGTTACGACTT-3。 

PCR 50 μl 扩增体系：模板 DNA 2 μl，正向引物、

反向引物各 1 μl，Premix Ex Taq 25 μl，ddH2O 21 μl。

PCR 扩增程序：95℃热启动 5 min；94℃预变性 10 min；

94℃变性 45 s，57℃退火 45 s，72℃复性 1 min，重

复 35 个循环；72℃延伸 10 min。将 PCR 产物送往上

海桑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测序。菌株的 16S 

rDNA 序列结果在 http://ezgenome.ezbiocloud.net/ezg_ 

BLAST 网站上进行比对，共鉴定 149 株菌。 

1.4  病毒检测 

白斑综合征病毒(White spot syndrome virus, WSSV)

的检测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28630.2- 

2012：白斑综合征(WSD)诊断规程第 2 部分套式 PCR

检测法。传染性皮下及造血组织坏死病毒(Infectious 
hypodermal & haematopoietic necrosis virus, IHHNV)
的检测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25878.1- 

2010：对虾传染性皮下及造血组织坏死病毒(IHHNV)

检测 PCR 法。 

1.5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17.0 软件对实验数据进行单因素方差

分析(One-way ANOVA)，当差异显著(P＜0.05)时，

用 Duncan 氏法作多重比较。 

2  结果与分析 

2.1  中国明对虾苗种体内可培养细菌以及病毒检测

结果分析 

中国明对虾苗种体内的可培养细菌总数、优势菌

种类及百分比、病毒检测结果见表 1。中国明对虾苗种

体内的可培养细菌总数在 1.57×105–4.14×107 CFU/g

之间，弧菌属在中国明对虾苗种样品体内占绝对优势，

达 57.14%–90.09%。其他优势菌属主要包括假交替单

胞菌属(Pseudoalteromonas)、芽孢杆菌属(Bacillus)、

发光杆菌属(Photobacterium)、Bizionia、盐单胞菌属

(Halomonas)、Planococcus、海杆菌属(Marinobacter)。

4 批次中国明对虾苗种病毒检测阳性样品中，有 1 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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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国明对虾苗种体内的可培养细菌数量、优势菌种类及数量及病毒检测结果 
Tab.1  The quantity of culturable bacteria ,dominant bacteria and virus in the larva of F. chinensis 

优势菌属 Dominant bacteria 
携带病毒 

Carrying virus采样 

日期
Sampling 

date 

采样地点
Sampling site 

可培养细菌总数 
Total culturable 
bacteria (CFU/g) 名称 Name 数量Amount(CFU/g)

占细菌的总

数的比例
Percentage 
in total (%) 

WSSV IHHNV

弧菌属 Vibrio 8.00×106±1.41×105b 57.14±1.01 

假交替单胞菌属 
Pseudoalteromonas 

2.00×106±1.17×106a 14.28±8.38 

发光杆菌属 
Photobacterium 

2.00×106±1.21×106a 14.28±8.65 

04-16 
山东日照 

Rizhao, Shandong 
1.40×107±1.71×106a 

Bizionia argentinensis 2.00×106±2.47×105a 14.28±1.76 

+ + 

弧菌属 Vibrio 2.00×106±1.01×106a 90.09±45.71 

04-19 
山东潍坊 

Weifang, Shandong 
2.22×106±9.76×105b 芽孢杆菌属 

Bacillus 
1.83×105±7.74×104a 8.24±3.49 

N N 

弧菌属 Vibrio 1.15×105±1.20×104a 73.34±7.66 

假交替单胞菌属 
Pseudoalteromonas 

2.09×104±7.33×103a 13.33±4.67 

芽孢杆菌属 
Bacillus 

1.05×104±6.95×103a 6.67±4.43 
05-11 

山东烟台 
Yantai, Shandong 

1.57×105±1.18×104b 

盐单胞菌属 
Halomonas 

9.80×103±2.06×103a 6.24±1.31 

− + 

弧菌属 Vibrio 3.67×107±7.58×106d 88.58±18.83 

动性球菌属 
Planococcus  

2.90×106±4.04×105a 7.00±0.98 
05-21 

山东日照 
Rizhao, Shandong 

4.14×107±7.43×106a 

假交替单胞菌属 
Pseudoalteromonas 

1.78×106±4.66×105a 4.31±1.12 

+ − 

弧菌属 Vibrio 1.65×107±2.95×106c 89.10±15.90 

05-21 
山东日照 

Rizhao, Shandong 
1.85×107±2.25×106a 海杆菌属 

Marinobacter 
2.00×106±6.95×105a 10.80±3.76 

+ − 

注：1) “+”病毒检测结果为阳性；“−”病毒检测结果为阴性；“N”没有检测病毒。2) 同一列不同字母表示样品中存在

显著性差异(P＜0.05) 
Notes: 1) ‘+’ are virus positive; ‘−’ are virus negative; ‘N’ are virus not been tested. 2) Different superscript letters within 

each column represen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samples (P＜0.05) 

 
次同时检出 WSSV、IHHNV 两种病毒，另有两批次

只检出 WSSV，1 批次只检出 IHHNV。同时检出两种

病毒的对虾苗种体内的弧菌数量为 8.0×106 CFU/g，

比例为 57.14%。只检出 WSSV 的对虾苗种体内的弧

菌数量在 1.65×107–3.67×107 CFU/g 之间，比例在

88.58%– 89.10%之间。只检出 IHHNV 的对虾苗种体

内的弧菌数量为 1.15×105 CFU/g，比例为 73.34%。 

2.2  凡纳滨对虾苗种体内可培养细菌以及病毒检测

结果分析 

凡纳滨对虾苗种体内的可培养细菌总数、优势菌

种类及百分比、病毒检测结果见表 2。 

各批次凡纳滨对虾苗种样品体内的可培养细菌总

数均在 1.36×105–1.27×107 CFU/g 之间，弧菌属在所有

凡纳滨对虾苗种体内占绝对优势，达 40.00%–90.23%。

其他优势菌属主要包括假交替单胞菌属、芽孢杆菌

属、发光杆菌属、Bizionia、盐单胞菌属、动性球菌属、

海杆菌属。4 批次凡纳滨对虾苗种样品中，有 1 批次只

检出 WSSV，1 批次只检出 IHHNV。只检出 WSSV 的

对虾苗种体内的弧菌数量为 1.11×107 CFU/g，比例为

90.23%。只检出 IHHNV 的对虾苗种体内的弧菌数量

为 7.0×105 CFU/g，比例为 40.00%。未检出 WSSV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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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凡纳滨对虾苗种体内的可培养细菌数量、优势菌种类及数量及病毒检测结果 
Tab.2  The quantity of culturable bacteria, dominant bacteria and virus in the larva of L. vannamei 

优势菌属 Dominant bacteria 
携带病毒 

Carrying virus采样日期 
Sampling 

date 

采样地点 
Sampling 

site 

可培养细菌总数 
Total culturable 

bacteria (CFU/g) 名称 Name 
数量 

Amount (CFU/g)

占细菌总数的比例
Percentage in total 

(%) 
WSSV IHHNV

弧菌属 Vibrio 6.00×104±8.16×103a 43.80±6.00 

盐单胞菌属 
Halomonas 

4.00×104±4.51×103a 29.20±3.32 

假交替单胞菌属 
Pseudoalteromonas

2.00×104±8.16×103a 14.60±6.00 
05-11 

山东烟台
Yantai, 

Shandong 
1.36×105±9.05×103b 

动性球菌属 
Planococcus 

1.30×104±4.83×103a 9.49±2.85 

− − 

弧菌属 Vibrio 7.00×105±7.26×104a 40.00±4.15 

发光杆菌属 
Photobacterium 

5.00×105±3.51×104a 28.57±2.01 

极地杆菌属 
Polaribacter 

4.30×105±1.07×105a 24.57±6.09 
05-14 

天津大港
Dagang, 
Tianjin 

1.75×106±1.26×105b 

盐单胞菌属 
Halomonas 

1.00×105±1.41×104a 5.71±0.81 

− + 

弧菌属 Vibrio 4.10×105±2.16×104a 89.03±4.70 

07-05 
浙江温州
Wenzhou, 
Zhejiang 

4.6×105±1.95×104b 假交替单胞菌属 
Pseudoalteromonas

4.68×104±2.75×103a 10.17±0.60 
− − 

弧菌数 Vibrio 1.11×107±2.30×106b 90.23±18.70 

09-02 
山东青岛
Qingdao, 
Shandong 

1.23×107±2.21×106a 假交替单胞菌属 
Pseudoalteromonas

1.03×106±9.20×104a 8.41±2.12 
+ − 

注：1) “+”病毒检测结果为阳性；“−”病毒检测结果为阴性。2) 同一列不同字母表示样品中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 
Notes: 1) ‘+’ are virus positive; ‘−’ are virus negative. 2) Different superscript letters within each column represen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samples (P＜0.05＝ 

 
IHHNV 的对虾苗种体内的弧菌数量为 6.4×104– 

4.0×105 CFU/g，比例为 43.80%–89.03%。 

2.3  小结 

综合表 1 和表 2 的结果可以看出，凡纳滨对虾和中

国明对虾苗种体内的可培养细菌总数均在 105–107 CFU/g

之间；弧菌在对虾苗种体内占绝对优势，达 40.00%– 

90.23%；同时检测出发光杆菌属、芽孢杆菌属、盐单

胞菌属、Biaionia、海杆菌属、动性球菌属、极地杆

菌属，呈现出菌属分布不均匀、细菌种属类别少、个

别菌属分布多的特征。部分凡纳滨对虾和中国明对虾

苗种样品检测为 WSSV 和 IHHNV 阳性：WSSV 检出

率为 50.0%，IHHNV 检出率为 37.5%，两种病毒同时

检出率为 11.11%。检出 WSSV 病毒的对虾苗种体内

的总菌数量在 1.23×107–4.14×107 CFU/g 之间，显著高

于其他批次的样品(P＜0.05)，且弧菌数量在 107 CFU/g

左右，显著高于其他批次的样品(P＜0.05)；只检出

IHHNV 以及未检出病毒的对虾苗种体内的弧菌数量

为 104–106 CFU/g，弧菌属在凡纳滨对虾和中国明对

虾苗种体内普遍存在且为优势菌属，但弧菌数量在对

虾苗种体内的比例变化幅度较大。 

3  讨论 

9 批次样品中，中国明对虾苗种和凡纳滨对虾苗

种体内的优势菌菌群组成以及数量波动较大，且菌属

分布不均匀，呈现细菌种属类别少、个别菌属分布多

的特征，这可能是受养殖环境的影响。冯娟等(1999)

发现，中国明对虾育苗池中假单胞菌属和弧菌属占绝

对优势，也呈现细菌种属类别少、个别菌属分布多的

特征。宛立等(2006)发现，同一养殖场不同养殖时间

的凡纳滨对虾消化道内细菌组成有所差异，而且优势

菌也不相同。Vandenberghe 等(1998)调查研究发现，

中国北方的几个养殖场中健康和患病的中国明对虾



56 渔   业   科   学   进   展 第 37 卷 

 

幼苗以及养殖水体中的细菌菌群组成不稳定，可能受

投喂饲料以及养殖环境的影响。 

凡纳滨对虾和中国明对虾苗种体内中弧菌属占

绝对优势，达 40.00%–90.23%。Wang 等(2000)研究发

现，中国明对虾成虾消化道内的优势菌为弧菌属和假

单胞菌属，且在前肠、中肠和后肠中的细菌数量分别

为 1.3×105 CFU/尾、2.8×105 CFU/尾和 1.1×104 CFU/尾。

中国明对虾从蚤状幼体 3 期后至仔虾 5/6 期，弧菌明

显占优势(李筠等, 2004)。溶藻弧菌在对虾幼苗所有

时期中为主要的优势菌，但优势菌与对虾幼体的健康

状况有关(Vandenberghe et al, 1998、1999)。 

本研究发现，检出 WSSV 和同时检出两种病毒

的对虾幼苗体内的弧菌数量在 107 CFU/g 左右，显著

高于只检出 IHHNV 病毒和未检出病毒的对虾幼苗体

内的弧菌数量(104–106 CFU/g) (P＜0.05)，根据细菌分

离和病毒检测结果推测，对虾苗种携带 WSSV 病毒

会引起体内的弧菌数量增加。这一结果与李继秋等

(2006)曾报道的感染 WSSV的凡纳滨对虾肠道内的弧

菌数为 18.75%，而未感染 WSSV 的凡纳滨对虾肠道

内的弧菌数为 51.78%的结果不同。而秦崇涛等(2011)

曾报道，感染 WSSV 病毒的克氏原鳌虾(Procambarus 

clarkii)血淋巴中的细菌数量约为正常鳌虾的 100 倍，只

是这些增加的细菌主要为弗劳地柠檬酸杆菌(Citrobacter 

freundii) 、 嗜 麦 芽 窄 食 单 胞 菌 (Stenotrophomonas 

maltophilia)和琼氏不动杆菌(Acinetobacter junii)，可

能是对虾苗种和成虾在感染病毒后引起对虾体内细

菌变化不尽相同。对虾携带病毒会引起对虾苗种体内

的弧菌数量增加，是否会由此增加后期养殖风险，因

未做相应跟踪调查，还不得而知。弧菌是对虾体内存

在的正常菌群，一般为优势菌，但一些弧菌是条件致

病菌，一旦养殖环境恶化或对虾免疫力下降将会引起

细菌在体内的大量繁殖而导致对虾死亡。Phuoc 等

(2008)研究报道了感染 WSSV病毒的对虾会增加对虾

对坎氏弧菌(Vibrio campbellii)的敏感性。丁燏等(2000)

曾报道，弧菌的潜伏感染会促进病毒的增殖，而病毒

的潜伏感染不会促进弧菌的继发感染，但二者的作用

机制并不明确，需要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应用 16S rDNA 序列测定分析来鉴定从养

殖对虾苗期体内分离的细菌，更适用于确定属及属以

上的分类单位的亲缘关系，优点是速度快、准确率高、

高通量，基本可以反映特定环境下细菌多样性特征。

如果进一步将分离菌株鉴定到种，还需要逐一对菌株

进行形态学特性、生理生化特征、血清学特点等进行

分析和确认。由于本研究分离的菌株较多，暂将分离

的细菌鉴定到属，但所有菌株均已保存于实验室菌种

库内，以备研究菌株的特性或生物学功能时活化使用。

通过16S rDNA序列测定以及系统进化树的分析仍可以

将一些菌株初步鉴定到种，本研究中，携带病毒的对

虾苗种体内的优势弧菌与巴西弧菌(Vibrio brasiliensis)、

坎氏弧菌、溶藻弧菌、哈维氏弧菌相似度较高，不携

带病毒的对虾苗种体内的优势弧菌与 Vibrio diabolicus

和溶藻弧菌相似度较高。溶藻弧菌在对虾幼体的所有

时期中均为优势菌，哈维氏弧菌多在患病的对虾幼体

内为优势菌(Vandenberghe et al, 1999)，巴西弧菌和

Vibrio diabolicus 还鲜有报道，关于养殖对虾苗种体

内的优势菌与对虾携带病毒的关系还有待做进一步

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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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f the Quantity and the Composition of Cultivable  
Bacteria in Artificiallly Cultivated Prawn Larvae 

ZHANG Xiaojing1,2, SONG Xiaoling2①
, WAN Xiaoyuan2, YANG Bing2, HUANG Jie2,3 

(1. College of Marine Life Science,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003; 2. Key Laborator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arine Fisheries,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Yellow Sea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Fishery Sciences, 

Qingdao  266071; 3. National Oceanographic Center, Qingdao  266071) 

Abstract    Healthy postlarvae is the prominent factor in the shrimp aquaculture. Bacterial and viral 
diseases have been seriously harmful in the shrimp industry,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to study the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acteria and virus in the shrimp. In this study we collected the 
bacterial flora in the post-larvae of Litopenaeus vannamei and Fenneorpenaeus chinensis in the breeding 
fields in Shandong, Tianjin and Zhejiang. The isolated strains were purified and identified by using 
conventional methods as well as the 16S rDNA sequence analysis method. We also detected the white spot 
syndrome virus (WSSV) and the infectious hypodermal and haematopoietic necrosis virus (IHHNV) 
using the PCR method. According to our results, the total amount of the cultured bacteria in the post 
larvae was 105–107 CFU/g. The isolated bacteria belong to the genus of Vibrio, Photobacterium, Bacillus, 
Halomonas, Biaionia, Marinobacter, Polaribacter, and Planococcus. Vibrio accounted for the largest 
proportion in the dominant bacteria, which was from 40.00% to 90.23%.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bacteria implied that there were more individual species but less categorical species of bacteria. There 
were WSSV and IHHNV positive samples in both L. vannamei and F. chinensis. The WSSV positive rate 
was 50.0% and the IHHNV positive rate was 37.5%, and 11.11% of the samples were infected with both. 
The post-larvae infected with either WSSV or both carried a total amount of bacteria from 1.23×107 CFU/g 
to 4.14×107 CFU/g, and the amount of Vibrio was about 107 CFU/g, both of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other samples (P<0.05). The amount of Vibrio in the uninfected postlarvae or those infected 
with IHHNV only was between 104 to 106 CFU/g. Our studies demonstrated that Vibrio ubiquitously existed 
in the post-larvae of L. vannamei and F. chinensis, and that infection with WSSV might increase the amount 
of Vibrio in the larvae. Future investigation is needed to identify the associated risk in the shrimp culture. 
Key words    Litopenaeus vannamei; Fenneorpenaeus chinensis; Vibrio; WSSV; IHHN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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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盐度胁迫对三疣梭子蟹 

(Portunus trituberculatus)“黄选 1 号” 

血清渗透压及离子含量的影响* 

马金武 1  吕建建 2,3  刘  萍 2,3①  高保全 2,3  李  健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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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为探索三疣梭子蟹(Portunus trituberculatus) “黄选 1 号”在盐度适应过程中血清渗透压和离

子浓度的变化特点及规律，进而了解其渗透压调节机理，设置盐度为 5、10、20 和 50 共 4 个实验

组，以盐度 30 的自然海水为对照组，进行三疣梭子蟹“黄选 1 号”急性盐度胁迫实验。结果显示，

各实验组血清渗透压呈规律性变化，0–12 h 期间，低盐实验组血清渗透压较对照组表现为下降，盐

度为 50 的高盐实验组，血清渗透压表现为上升；12–72 h 期间，各实验组血清渗透压达到稳定状态。

随着胁迫盐度的升高，血清与环境介质渗透压的差值先减小后稳定，与外界环境未出现等渗现象。

血清中 Cl−、Na+、K+含量的变化与血清渗透压的变化相似，但血清与环境介质离子含量的差值表

现为 Cl−、Na+含量差值先下降后稳定，K+含量差值表现为先上升再下降最后稳定。研究表明，三

疣梭子蟹“黄选 1 号”渗透压调节类型属于高渗调节型，Cl−和 Na+在渗透压调节中起主要作用，提示

三疣梭子蟹“黄选 1 号”具有较强的渗透压调节能力，对生存环境盐度的变化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 

关键词    三疣梭子蟹“黄选 1 号”；盐度胁迫；血清；渗透压；离子含量 

中图分类号 S9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6)01-0058-05 

三疣梭子蟹(Portunus trituberculatus)是我国重要

的海洋经济蟹类之一，主要分布于中国、朝鲜、日本

等海域(李健等, 2013; 于金红等, 2013)，也是我国重

要的海洋捕捞和水产养殖对象(王冲等, 2010)。但随

着三疣梭子蟹养殖规模的不断增大，种质退化和疾病

问题愈发突出(王国良等, 2006; 荣晔婧等, 2014)，由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采取群体选育

与家系选育方法选育出的三疣梭子蟹“黄选 1 号”具有

成活率高、生长速度快等特点(李健等, 2013)，已推

广至山东、河北以及浙江等地，取得较显著的经济和

社会效益。 

水生甲壳动物生存环境中的盐度经常发生变化，

无论是广盐性还是狭盐性的水生甲壳动物，随着生存

水环境盐度的改变，在神经内分泌系统的调控下，渗

透调节器官的结构、血淋巴渗透压和离子转运等都会

发生一系列变化以适应外界环境中盐度的变化，维持

机体正常的生理代谢活动(潘鲁青等, 2005)。而水生

甲壳动物具有适应盐度等水生环境因子的能力，主要

是通过血淋巴渗透压调控来实现。水生甲壳动物血淋

巴渗透压的调节主要依赖于血淋巴中水分和渗透压

效应物含量的变化以及对无机离子通透性的变化，血

淋巴中渗透压效应物主要包括无机离子和自由氨基 

abc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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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这两种效应物对甲壳动物渗透压水平起决定作用

(Chen et al, 1997; Lima et al, 1997; Spaargaren, 1971; 
Dalla Via, 1989)，其中，无机离子起最主要的作用。

此外，血淋巴组成(如蛋白质、糖类、脂类和氨等)物

质代谢水平对渗透压也会产生影响(王悦如等, 2011)。 

目前，关于盐度对甲壳动物血淋巴渗透压影响的研

究已有开展，包括罗氏沼虾(Macrobrachium rosenbergii) 

(Wilder et al, 1998)、中华绒螯蟹(Eriocheir sinensis) 

(贾小燕等 , 2012)和天津厚蟹 (Helice tientsinensis) 

(徐敬明, 2013)等。但是，关于三疣梭子蟹血淋巴渗

透压及离子含量的研究目前未见文献报道。本研究系

统分析了不同盐度急性胁迫对三疣梭子蟹“黄选 1 号”

血清渗透压及离子含量的影响，旨在为三疣梭子蟹

“黄选 1 号”的养殖推广提供一定的理论资料，也为三

疣梭子蟹的渗透压调节机理以及海洋甲壳类动物的

盐度适应性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实验所用 80 日龄的三疣梭子蟹， 体重为

(30.00±2.25) g，为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

所选育出的三疣梭子蟹“黄选 1 号”品种，实验于 2014

年 8 月 9 日在山东省昌邑市海丰水产养殖有限责任公

司进行，实验前，于养殖车间自然海水盐度下(盐度

为 30)暂养 7 d，暂养期间连续充气，每天定时投喂蓝

蛤，换水清污，整个暂养期间淘汰活力不强的个体。 

1.2  实验方法 

1.2.1  急性盐度胁迫实验设计    实验设置 4 个实

验组(盐度分别为 5、10、20 和 50)和 1 个对照组(自

然海水，盐度为 30)，每个盐度组均设 3 个平行。盐度

50 的实验水体由自然海水加深层地下卤水混匀配制，

低盐实验水体由自然海水与自来水混匀配制，实验前

水体均充分曝气。实验于 400 cm×400 cm×150 cm 的水

泥池、水深 40 cm 的水体中进行，水体温度为 22–25℃。

每个实验盐度组 99 只三疣梭子蟹，设 3 个平行，实

验期间的投喂和饲养管理与暂养期相同。 

1.2.2  实验样品及环境介质取样与保存    对照组

取 0、3、6、9、12、24、48、72 h 样品，各盐度实

验组分别在实验第 3、6、9、12、24、48、72 h 时取

样。取样时，从每个平行组中随机取 1 只三疣梭子蟹，

抽取心脏处血淋巴 1 ml 于 1.5 ml 离心管内，室温下

放置 1 h (不加抗凝剂)，4℃冰箱过夜处理后，离心

10 min (4℃，12000 r/min)，用移液器吸取血清于新的

1.5 ml 离心管中，标记编号后置于液氮中保存，待测。 

取盐度胁迫实验用海水 1 ml 于 1.5 ml 离心管中，

每个盐度组取 3 个平行样品，标记编号后置于液氮保

存，待测。 

1.2.3  实验样品及介质渗透压和离子含量测定    使

用 Fiske Micro-Osmometer Model 210 冰点渗透压计

测定血清及环境介质渗透压，按照仪器说明书要求进

行操作。血清及介质 Na+、K+、Cl−的含量均采用江苏

省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生产的试剂盒测定，操作

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1.2.4  统计分析    实验数据均以平均值±标准差表

示，采用 SPSS 19.0 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和

Duncan 检验，用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及 Duncan

检验对不同盐度组的测定指标进行差异比较，数据统

计的显著性水平定为 P＜0.05。 

2  结果 

2.1  急性盐度胁迫下三疣梭子蟹“黄选 1 号”血清

渗透压的变化 

不同盐度下，三疣梭子蟹血清渗透压发生明显变

化(图 1)。在 0–12 h 胁迫过程中，盐度为 5、10、20

实验组的血清渗透压均随时间的延长而下降，其中，

盐度为 5、10 实验组血清渗透压在 9–12 h 分别由

(750±4) mOsm/kg 和(800±5) mOsm/kg 急剧下降到

(512±3) mOsm/kg 和(614±4) mOsm/kg，盐度 20 实验

组血清渗透压变化较慢，盐度 50 实验组血清渗透压在  

 

 
 

图 1  急性盐度胁迫对血清渗透压的影响 
Fig.1  Effects of acute salinity stress on serum osmolarity 

不同字母表示同一时间不同盐度的血清渗透压 

差异显著(P＜0.05) 

Different letters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different 
salinity at same time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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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 h 随时间明显升高；各实验组血清渗透压在 12–72 h

胁迫中均维持基本稳定，并与对照组血清渗透压有显

著差异(P<0.05)。结果显示(图 2)，随着媒介渗透压的升

高，三疣梭子蟹血清渗透压也随之升高并始终高于环境

介质的渗透压。当环境介质渗透压在 100–990 mOsm/kg

范围内时，血清渗透压与环境介质渗透压的差值从

(310±10) mOsm/kg 减小到(65±5) mOsm/kg；环境介质

渗透压在 990–1500 mOsm/kg 范围内时，差值基本维

持在(65±5) mOsm/kg 下，在实验盐度 5–50 内未出现

血清渗透压与环境介质渗透压相等，即等渗现象。 
 

 
 

图 2  不同盐度水平下血清渗透压与媒介渗透压 

之间的关系 
Fig.2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um osmolarity and medium 

osmolarity in different salinity 

血清渗透压取自 48 h 数据 
Serum osmolarity data at 48 h were used in Fig.2 

 

2.2  急性盐度胁迫下三疣梭子蟹“黄选 1 号”血清

离子含量的变化 

三疣梭子蟹血清中 Cl−、Na+、K+含量在急性盐

度胁迫下呈现相似的变化规律，各盐度实验组中血清

Cl−、Na+、K+含量均在 0–12 h 内发生明显变化，盐度

5、10、20 实验组的血清 Cl−、Na+、K+含量在 0–12 h

内呈下降趋势，盐度 50 实验组的血清 Cl−、Na+、K+

含量在 0–12 h 内呈上升趋势。其中，盐度 5 实验组

K+含量在 0–3 h 快速下降，下降幅度达 14.8 mmol/L，

3–12 h 缓慢下降；盐度 5、10 实验组的 Cl−、Na+含量

在 9–12 h 快速下降。各盐度实验组的血清 Cl−、Na+、

K+含量在 12–72 h 均维持基本稳定，血清 Cl−、Na+

在各盐度组中含量较多且水平相当，K+含量较少(图

3–图 5)。随着盐度的升高，血清内各离子含量与媒介

海水离子含量之间的差值均发生变化，其中，Cl−、

Na+含量的差值，在 5–30 盐度范围内随着盐度的升高

而降低，在 30–50 盐度范围内比较稳定，而 K+含量

的差值则在 5–30 盐度范围内先升高后降低，在 30–50

盐度范围内趋于稳定(图 6)。 

 

 
 

图 3  急性盐度胁迫对血清 Cl−含量的影响 
Fig.3  Effects of acute salinity stress on the Cl− 

concentration in serum 

不同字母表示同一时间不同盐度的血清离子含量 

差异显著(P＜0.05) 
Different letters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different 

salinity at same time (P＜0.05) 

 

 
 

图 4  急性盐度胁迫对血清 Na+含量的影响 
Fig.4  Effects of acute salinity stress on the Na+ 

concentration in serum 

不同字母表示同一时间不同盐度的血清离子含量 

差异显著(P＜0.05) 
Different letters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different 

salinity at same time (P＜0.05) 
 

3  讨论 

甲壳动物对盐度变化的适应，主要是靠调控血淋

巴渗透压和离子含量来维持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实

现的，大多数甲壳动物血淋巴的主要阳离子和阴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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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急性盐度胁迫对血清 K+含量的影响 
Fig.5  Effects of acute salinity stress on the K+  

concentration in serum 

不同字母表示同一时间不同盐度的血清离子含量差异显著

(P＜0.05) 
Different letters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different 

salinity at same time (P＜0.05) 

 

 
 

图 6  不同盐度下血清与媒介离子浓度差值的变化 
Fig.6  Variation of ion concentration D-value between serum 

and medium at different salinity 

血清离子含量取自 48 h 数据 
Serum ion concentration data at 48 h were used in Fig.6 

 
的含量相近，研究发现，Cl−、Na+是形成血淋巴渗透

压的两种主要离子，所占比例高达 76%–90% (Henry 

et al, 2002、2003; Chen et al, 1997)。本研究结果表明，

在不同盐度胁迫下，三疣梭子蟹的血清渗透压和 Cl−、

Na+、K+含量变化趋势相似，说明 Cl−、Na+、K+均与

血清渗透压调节相关。三疣梭子蟹的渗透压调节起主

要作用的离子是 Cl−和 Na+，而 K+对血清渗透压的影 
 
 
 

响较弱。 

Péqueux(1995)研究发现，甲壳动物对外界渗透压

的适应分为渗透压调节型和渗透压随变型，前者具有

很强的自身渗透压调节能力，当外界渗透压发生变化

时，能主动调节并维持体内渗透压在一定水平内变

动，以保证正常生命活动(吕富, 2002)1)，属于广盐性

甲壳动物；后者缺乏自身调节能力，体内渗透压随外

界渗透压的变化而变化，与外界环境呈现等渗状态，

为狭盐性甲壳动物。而渗透压调节型又分为高渗调节

型和低渗调节型，高渗调节型能维持体内渗透压高于

外界渗透压，而低渗调节型能维持体内渗透压低于外

界渗透压，当外界渗透压变化时，渗透压调节型也会

发生变化并呈现一定的规律。本研究表明，三疣梭子

蟹“黄选 1 号”能在 5–50 盐度下生存，渗透压的变化

均在 12 h 内完成，12 h 后渗透压稳定并维持在一定

水平，说明三疣梭子蟹“黄选 1 号”具有很强的盐度适

应性，这与隋延鸣等(2012)的研究一致。随着外界盐

度的升高，血清渗透压与外界渗透压差值越来越小，

但始终高于外界渗透压，未出现等渗现象，说明三疣

梭子蟹属于渗透压调节型中的高渗调节型。本研究表

明，在高盐度范围内，三疣梭子蟹的血清渗透压与外

界环境渗透压的差值明显低于低盐度范围内的差值，

且差值稳定在(65±5) mOsm/kg 左右，推测三疣梭子蟹

的渗透压调节耗能在 30–50 的高盐度范围要比 5–10

的低盐度范围低。此外，潘鲁青等(2005)认为，血淋巴

中的非离子成分，如渗透压调节效应物之一的游离氨

基酸、糖类、脂类等也对甲壳动物的渗透压调节起作

用。三疣梭子蟹的这些方面都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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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Abrupt Salinity Stress on Serum Osmolarity and Ion  
Concentration of “Huangxuan No.1” Portunus trituberculatus 

MA Jinwu1, LV Jianjian2,3, LIU Ping2,3①
, GAO Baoquan2,3, LI Jian2,3 

(1. College of Fisheries and Life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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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boratory for Marine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Qingdao National Laboratory for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266235) 

Abstract    In this study we exerted acute salinity stress on “Huangxuan No.1”Portunus trituberculatus to 
identify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regulation of serum osmolarity and ion concentration of the crabs during their 
adaption to salinity change. Four salinity groups (salinity 5, 10, 20, and 50) and a control group (salinity 30) 
were tested in the experiment. Sampling of the four experimental groups was conducted at 3 h, 6 h, 9 h, 12 h, 
24 h, 48 h, and 72 h. Sampling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at 0 h, 3 h, 6 h, 9 h, 12 h, 24 h, 48 h, and 72 h. We 
found that during 0−12 hours, the low salinity groups showed a decrease in the serum osmolarity whereas the 
serum osmolarity of the high salinity group was increased,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During 12–72 h, the 
serum osmolarity of all the experimental groups reached a steady state. Along with the increase in the salinity, 
the D-value between serum osmolarity and medium osmolarity was first reduced and then leveled off. The 
change in the concentrations of serum Cl–, Na+, and K+ showed a same pattern as the change in the serum 
osmolarity. The D-value of the concentrations of Cl– and Na+ between serum and medium also dropped first 
before reaching a plateau. The D-value of K+ concentration rose at first followed by a decline and eventually 
leveled off. Thes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Huangxuan No.1” P. trituberculatus could be a hypertonic regulation 
crab. Cl– and Na+ ions may play a key role in the osmolarity regulation. 
Key words    “Huangxuan No.1” Portunus trituberculatus; Salinity stress; Serum osmolarity; Ion 
concen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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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线粒体 DNA 控制区序列的 

6 个凡纳滨对虾(Litopenaeus vannamei)养殖群体 

的遗传多样性分析* 

刘  红①  张海强  蔡生力  戴习林 
(上海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  水产种质资源发掘与利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上海  201306) 

摘要    运用线粒体 DNA(mtDNA)控制区部分基因序列测序技术对 6 个凡纳滨对虾养殖群体(S1、

S2、G1、G2、K1 和 Sg)的遗传多样性和系统进化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在检测到的 146 个

单倍型中，144 个为单群体特有，其余两个为群体 S1 和 S2 共享。6 个群体的单倍型多样性(Hd)为

0.42–0.99，核苷酸多样性(π)为 0.00–0.08，其中，单倍型多样性最高的是群体 K1 (Hd=0.99±0.01)，

核苷酸多样性最高的是群体 S2 (π=0.08±0.04)。综合考虑，遗传多样性最低的为群体 S1 

(Hd=0.42±0.08, π=0.00)，遗传多样性最高的是群体 S2 (Hd=0.88±0.02, π=0.08±0.04)。AMOVA 分析

结果显示，来自群体间的遗传差异(46.98%)略低于来自群体内的遗传差异(53.02%)。各群体间的遗

传分化 Fst 值均为正值(0.173–0.974)，表明 6 个群体间存在较大程度的遗传分化差异。基于遗传距

离的构建的 UPGMA 系统进化树和基于单倍型结果构建的 NJ 聚类图显示，系统进化树主要分为两

支：S1 和 S2 群体聚在一起成为一支；G1 和 G2 群体首先聚在一起，再与 Sg 群体聚在一起，随后

与 K1 群体聚成另一支，6 个群体单倍型的聚类关系与遗传距离的进化关系类似。进一步对群体内

雌雄群体间遗传差异进行分析发现，同一群体的雌雄群体间遗传多样性水平相近，雌雄群体间基本

出现轻微到明显的遗传分化；比较相同群体不同生长速率的个体的遗传参数发现，生长较快群体与

生长较慢群体间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遗传分化差异；对同一公司不同时间购买的群体分析发现，购

买间隔较长(7–9 个月)的群体之间的遗传分化值可能会大于不同种虾公司间群体的遗传分化值。 

关键词    凡纳滨对虾；mtDNA 控制区序列；遗传多样性；遗传分化；雌雄群体差异；生长差异 

中图分类号 S9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6)01-0063-11 

凡纳滨对虾 (Litopenaeus vannamei)亦称南美白

对虾、太平洋白对虾，原产于中南美太平洋海岸水域，

主要分布于秘鲁北部至墨西哥湾中部，与斑节对虾

(Penaeus monodon) 和 中 国 明 对 虾 (Fenneropenaeus 

chinensis)并列为世界上养殖产量最高的三大优良虾

种(Meehan et al, 2003)。凡纳滨对虾生长快、营养丰

富、肉味鲜美、抗应激能力强且易进行集约化养殖，

随着淡水养殖技术的推广，近年来其养殖面积和产量

的增长尤其迅速。目前，全球范围内有 52 个国家养

殖凡纳滨对虾，亚洲的中国、新加坡、印度、越南、

印度尼西亚及南美洲的厄瓜多尔、墨西哥等国的养殖

量较大，其中，亚洲占了约 85%的养殖产量。中国的

对虾养殖总产量占全球对虾养殖总量的 40%以上，而

其中的 80%以上为凡纳滨对虾(王昌翰, 2013)，主要

集中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辽宁等沿海

地区。凡纳滨对虾的淡水养殖在我国的珠江三角洲、

abc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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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江西和湖南等地区也已经有了相当规模。 

全球凡纳滨对虾种虾资源主要分布在美国(夏威

夷、迈阿密、关岛)、新加坡、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等

地区，美国是凡纳滨对虾种质资源的拥有国，新加坡、

泰国及印度尼西亚的种虾资源均为从美国转移过去

的。2012 年，我国凡纳滨对虾养殖总产量为 117 万 t，

约占全球凡纳滨对虾产量的 40%，近年呈逐年上升的

趋势。相对于如此巨大的凡纳滨对虾养殖产业，种虾

的供应极为短缺，基本处于“无种有业”状态。目前，

国内所用的亲虾，少部分是从当年养殖的大规格虾中

直接挑选，未经过选育，大量亲虾都依赖于每年从国

外引进。进口亲虾与国产亲虾的价格尽管相差悬殊，

却仍供不应求。而我国进口的亲虾大部分遗传背景不

明，是否具备作为进一步选育的遗传资源是目前面临

的问题。因此，需要了解国内外不同地区凡纳滨对虾

群体间的遗传多样性等背景方面的差异，为凡纳滨对

虾的生产养殖和良种选育提供遗传背景信息。 

目前，关于凡纳滨对虾遗传多样性的分析多采用

限制性片段多态性 ( R F L P )、线粒体 D N A 标记

(mtDNA)、扩增片段长度多态性(AFLP)、简单序列重

复(SSR)等分子生物学标记技术(Valles-Jimenez et al, 

2006; Dutta et al, 2014; Shen et al, 2007; Pérez et al, 
2004、2005; Gorbach et al, 2009)。由于动物 mtDNA

具有严格的母系遗传、DNA 分子量小、拷贝数高、

结构和组织简单而高度保守、缺乏重组、DNA 突变

率高等一系列优点(Wolstenholme, 1992)，因而，近年

来通过测定、分析 mtDNA 全序列或部分基因片段来

探讨物种进化关系已成为研究水产动物系统进化和

群体遗传学分析的理想手段。其中，有关线粒体 

12S rRNA、16S rRNA、COI、D-loop 等基因片段的研

究较多 (Bouchon et al, 1994; Machado et al, 1993; 

Lavery et al, 2004; McMillen-Jackson et al, 2004)。 

控制区(D-loop)是线粒体上的非编码区，进化速

度快，适合群体水平的变异分析(Zhang et al, 1992)。

本研究利用线粒体控制区测序技术，对美国塞班岛、

美国关岛、中国广东茂名三个地区的 6 个人工养殖凡

纳滨对虾群体进行了遗传多样性和差异性分析，以期

为凡纳滨对虾的生产养殖、良种选育和种质资源评估

等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样品来源及基因组 DNA 的提取 

本研究的样本分别取自美国塞班岛凡纳滨对虾

养殖基地(S1、S2、Sg 群体)、美国关岛凡纳滨对虾养

殖基地(G1、G2 群体)和中国广东茂名凡纳滨对虾养

殖基地(K1 群体)，其中 S1、S2 和 Sg 群体购自不同

种虾公司的仔虾，养殖在塞班基地，S2 群体于不同

时间分 3 次购自同一种虾公司；G1、G2 群体来自关

岛大学不同家系的繁殖后代。实验样本中亲虾或成虾

取附肢，仔虾或幼虾取完整个体，无水乙醇密封于样

本瓶中，带回实验室后于 4℃冰箱保存备用。其中，

S1、K1 群体全部样本和 S2 群体的部分样本有雌雄信

息记录，S2 群体的前两批次的样本有体长、体重的

记录，具体取样信息见表 1。本研究全部样本使用海

洋动物组织基因组 DNA 提取试剂盒[天根生化科技 

 
表 1  凡纳滨对虾 6 个群体样品来源与取样信息 

Tab.1  Sample source and sampling information of 6 populations of L. vannamei 

取样时间 

Sampling time  
(Y-M) 

群体 

Population 

样本状态 

Developmental stage

样品来源 

Sample source 

样本数量 

Sample size 
(ind.) 

备注 

Remarks 

2013-08 S1 亲虾 Broodstock 
种虾公司 1  

Broodstock Company 1, C1
25 

雌雄记录 

Male & female record 

2013-08 S2 亲虾 Broodstock 
种虾公司 2  

Broodstock Company 2, C2
148 

雌雄及体长、体重 

Male, female, body 
length, and body weight

2013-09 G1 亲虾 Broodstock 
美国关岛 
Guam, USA, G 

26 
不适用 
Not available 

2013-11 K1 成虾 Adult 
广东茂名 
Maoming, Guangdong, M 

59 
雌雄记录 
Male & female record 

2013-12 Sg 幼虾 Juvenile 
种虾公司 3  
Broodstock Company 3,C3 

16 
不适用 
Not available 

2013-12 G2 仔虾 Postlarva 美国关岛 Guam, USA, G 11 
不适用 
Not avai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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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有限公司]提取基因组总 DNA。提取所得到的

DNA 样品经 1.0%的 EB-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纯度，微

量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Thermo Scientific)检测记录

部分样品 DNA 浓度后，全部 DNA 样品分装，保存于

−20℃冰箱备用。 

1.2  mtDNA 控制区序列的 PCR 扩增及测序 

参考 NCBI的 GenBank中已公布的凡纳滨对虾线

粒体 DNA 全序列设计控制区部分片段扩增引物，上

下游引物序列分别为：F-276(5′-CCTAAAATTGAA-

AGAATAAGCTAGG-3′)和 R-1089(5′-AGTGTCTTCT-

TTTTGTATGAAACTTTAATC-3′)，上游引物位于保守

区，下游引物在可变区，引物由生工生物工程(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合成。首先，优化 PCR 条件，通过设

置不同退火温度(53℃、55℃、57℃、59℃和 61℃)

进行 PCR 部分梯度扩增，扩增产物经 1.0%的 EB-琼

脂糖凝胶电泳检测，最终确定 55℃扩增能够获得稳

定清晰的条带，可用于全部样品的扩增。PCR 反应体

系为 50 μl：DNA 模板 2.0 μl；上、下游引物(10 μmol/L)

各 1 μl；2×PCR Master Mix (上海莱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25 μl；补充灭菌双蒸水至终体积为 50 μl。PCR

反应条件为：94℃预变性 3 min；94℃变性 1 min，55℃

退火 1 min，72℃延伸 1 min，35 个循环；最后 72℃延

伸 5 min；15℃保存。PCR 扩增产物经 1.0%的 EB-琼

脂糖凝胶电泳检测，扩增效果符合测序要求的，直接

送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双向测序。 

1.3  mtDNA 控制区序列的整理与分析 

将测序所得 mtDNA 控制区序列用序列编辑软件

BioEdit v7.0.5.2 进行比对整理并辅以人工校正，去除两

端多余序列；用 ClustlW 软件程序进行多重比对分析，

使用 DNAsp v5.1 软件计算序列保守位点、变异位点和

简约信息位点，并计算基因单倍型多样性(Haplotype 

diversity, Hd)、核苷酸多样性(Nucleotide diversity, π)

和平均核苷酸差异数(Average number of nucleotide 

differences, k)；用 Arlequin v3.1 软件统计碱基组成、多

态位点数、转换(Transitionsal, Si)、颠换(Transversional, 

Sv)和插入/缺失(Insertion deletion, Indel)等分子多态

性指数，并对 6 个群体样本的遗传多样性进行 Tajima’s 

D 值中性检验，对群体内和群体间的遗传变异进行

AMOVA(Analysis of Molecular Variance)分子方差分析

和遗传分化固定系数 Fst (Fixation Index statistics)检

验。用 MEGA v5.0 软件中的 Kimura Two-Parameter

程序计算群体内和群体间遗传距离，采用非加权组平

均法 (Unweighted pair-group method with arithmetic 

means, UPGMA)构建基于遗传距离的群体间的分子

系统进化树和基于单倍型结果的单倍型 NJ (Neighbor 

Joining)聚类图，并对系统树各分支的支持率进行

1000 次重复抽样检验。 

2  结果 

2.1  凡纳滨对虾 mtDNA 控制区序列的变异分析 

PCR 扩增所得凡纳滨对虾 mtDNA 控制区序列产

物，采用双向测序的方法，其中，S2 组部分样本直

接测序结果不理想，采用纯化后克隆测序的方法，共

计得到 6 个凡纳滨对虾群体的 285 个不同凡纳滨对虾

样本的 mtDNA 控制区序列。引物预计扩增长度 813 bp，

实际测序所得片段长度平均为 783 bp (730–813 bp)，使

用 BioEdit 软件比对分析并去除两端冗余序列后，序

列平均有效长度为 603 bp (602–604 bp)。将所得序列

通过 BLASTn 与 NCBI 中 GenBank 公布的凡纳滨对

虾 mtDNA 序列同源性进行比对分析，其同源相似性

比例平均为 94% (87%–100%)，初步确认所得序列为

凡纳滨对虾的 mtDNA 控制区的目标序列。使用

DNAsp v5 计算保守位点、变异位点和简约信息位点，

其中，基因保守位点 477 个，基因变异位点 127 个，简

约信息位点 121 个，主要变异位点集中在 S2、K1 两个

群体中。所测得的所有序列中，T、C、A、G 的平均碱

基含量分别为 47.6%、10.4%、34.4%、7.6%，A+T 的

含量为 82.0%，明显高于 G+C 的含量(18.0%)。在 285

条序列中，共检测到 133 个多态位点，约占总序列长度

的 22.1%，这些多态位点共定义了 94 个转换、50 个颠

换和 12个插入缺失，转换与颠换比值(R=Si/Sv)为 1.88。 

2.2  凡纳滨对虾单倍型及遗传多样性 

在 6 个凡纳滨对虾群体的 285 个样品中，共检测

到 146 个单倍型，其中，S1 群体的两个单倍型(H1、

H2)与群体 S2 共享，其他 144 个单倍型均为单个群体

特有单倍型。6 个凡纳滨对虾群体的单倍型多样性和

核苷酸多态性分析结果显示(表 2)，单倍型多样性(Hd)

为(0.42±0.08)–(0.99±0.01)，核苷酸多样性(π)为(0.00± 

0.00)–(0.08±0.04)。其中，单倍型多样性最高的是 K1

群体(Hd=0.99±0.01)，最低的是 S1 群体(Hd=0.42±0.08)；

核苷酸多样性指数最高的为 S2 群体(π=0.08±0.04)，最

低的为 S1 群体(π=0.00)；综合考虑，S1 群体的遗传

多样性最低(Hd=0.42±0.08, π=0.00)，S2 群体的遗传多

样性水平最高(Hd=0.88±0.02, π=0.08±0.04)。对 6 个群

体遗传多样性进行 Tajima’s D 值中性检验(表 2)，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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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6 个凡纳滨对虾的遗传变异参数统计 

Tab.2  Statistics of genetic variation parameters of 6 populations of L. vannamei 

群体 Population 变异参数 
Variable parameters S1 S2 G1 K1 Sg G2 

单倍型数 No. of Haplotypes 2 61 12 54 13 7 

单倍型多样性指数 

Haplotype diversity index 
0.42±0.08 0.88±0.02 0.88±0.04 0.99±0.01 0.98±0.04 0.82±0.12 

核苷酸多样性指数 
Nucleotide diversity index 

0 0.08±0.04 0.03±0.01 0.04±0.02 0.01±0.01 0.02±0.01 

平均核苷酸差异数  
Average number of nucleotide differences 

0.42±0.40 47.17±20.55 15.70±7.24 21.54±9.63 5.67±2.87 11.69±5.74

Tajima’s D 检验统计量 

Tajima's D test statistic 
0.972 5.081 −1.493 2.525 0.993 0.262 

P 值 P value 0.871 1.000 0.053 0.996 0.858 0.627 

 
有群体的 Tajima’s D 中性检验范围为−1.493–5.081，

G1 群体中性检验值(−1.493)为负值，但由于 6 个群体

的中性检验结果均未达到显著水平(P>0.05)，因此，

不支持这些群体曾经历过群体扩张或群体快速增长。 

2.3  凡纳滨对虾群体间的遗传分化与遗传距离 

利用 mtDNA 控制区序列比较 6 个凡纳滨对虾群

体的遗传分化，根据软件 Arlequin 3.1 的 AMOVA 分

析结果显示，来自于群体间的遗传差异(46.98%)略低

于来自群体内的遗传差异(53.02%)，说明主要的变异

来源于各群体内部。群体间遗传差异的 Fst 指数分析

结果显示，6 个养殖群体之间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遗传

分化(Fst 值均为正)，除了 G1 和 G2 群体间属于较大

的遗传分化(Fst=0.173)，其他各群体间遗传分化程度

均为极大(Fst>0.25)。采用MEGA 5.0软件中的Kimura 

Two-Parameter 程序计算群体间遗传距离(表 3)，结果

表明，群体 G1、G2 和 Sg 三者之间的遗传关系最近；

S1 群体和关岛的 Sg 群体之间的遗传距离最远，约为

0.2。其中，S1 和 S2 两个群体与关岛 G1、G2、Sg

群体间及中国广东茂名 K1 群体间遗传距离均明显较

远，数值均在 0.1 以上。 

2.4  基于 mtDNA 控制区序列的凡纳滨对虾分子系

统进化树 

根据遗传距离构建群体之间的 UPGMA 系统进

化树，以及单倍型结果构建单倍型 NJ 聚类图，本研

究采用与凡纳滨对虾同属不同种的南美蓝对虾

(Litopenaeus stylirostris, Lst)为外延生物，从遗传距离

UPGMA 进化树(图 1)可知，除去外延生物，6 个凡纳

滨对虾群体分别聚为两支，群体 S1 和 S2 遗传距离较

近，聚为一支，其他 4 个群体聚成另外一支。其中，

G1 和 G2 群体首先聚在一起，然后再与 Sg 群体聚在

一起，之后再与 K1 群体聚在一起。从单倍型 NJ 聚

类图(图 2)结果中得到，进化树主要分为两个大的分 

 
表 3  6 个凡纳滨对虾群体间遗传分化 Fst 值(对角线下)和群体遗传距离(对角线上) 

Tab.3  Genetic differentiation Fst values(down diagonal) and genetic distance(up diagonal) among 6 populations of L. vannamei 

群体间平均遗传距离及 Fst 值 
Mean distance between populations and Fst value 

群体 
Populations 

S1 S2 G1 K1 Sg G2 

群体内平均遗传距离 
Mean genetic distance within 

populations 

S1 NA 0.09 0.16 0.14 0.19 0.16 0 

S2 0.343* NA 0.11 0.09 0.13 0.11 0.09 

G1 0.900* 0.396* NA 0.07 0.04 0.03 0.03 

K1 0.802* 0.288* 0.538* NA 0.08 0.06 0.04 

Sg 0.974* 0.498* 0.503* 0.627* NA 0.03 0.01 

G2 0.953* 0.388* 0.173* 0.478* 0.523* NA 0.02 

* 表示差异显著(P<0.05), NA 表示不适用 

* mean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and NA means not avai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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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遗传距离建立的 6个凡纳滨对虾群体间的

UPGMA进化树 

Fig.1  The UPGMA evolutionary tree of 6 populations of  
L. vannamei based on the genetic distance of mitochondrial 

control region sequences 

 
支：S1 和 S2 群体共享单倍型 H1、H2，且群体 S1

没有独立单倍型存在，两群体的遗传关系较近，基本

聚在一起；S2群体的部分单倍型与 K1群体距离较近，

且与 K1 群体有单倍型交叉现象，而 G1、G2、Sg 群

体的单倍型明显聚在一起。可见，基于单倍型的聚类

结果与基于遗传距离的聚类结果基本相似。 

2.5  凡纳滨对虾部分群体的雌雄样本间的遗传差异 

考虑到本研究所选用的线粒体标记为母系遗传，

为了解所得到的分析结果在雌雄个体间是否存在差

异，进一步对 S1、S2、K1 群体中的雌雄个体分别组

群，进行了遗传多样性指数计算和遗传分化指数 Fst

检验，并对遗传多样性进行 Tajima’s D 值检验，检验

结果采取 1000 次自举检验验证。结果表明，同一群

体的雌雄样本群体间遗传多样性水平相近(表 4)。遗

传分化 Fst 指数显著性检验结果显示，S1、S2 和 K1

三个群体的雌虾群体、雄虾群体与各自群体间的 Fst

值均为负值，即没有遗传分化；S1 群体的雌虾群体

和雄虾群体间的 Fst 值也为负值，没有遗传分化，而

S2和 K1群体的各自雌虾群体和雄虾群体间有极小的 

 

 
 

图 2  基于 Kimura Two-Parameter模型构建的线粒体控制区序列的单倍型 NJ聚类 

Fig.2  The NJ haplotype clustering diagram of the mitochondrial control region sequences constructed  
based on Kimura Two-Parameter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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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3 个凡纳滨对虾群体雌雄群体间的遗传变异参数统计 

Tab.4  Statistics of genetic variation parameters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in 3 populations of L. vannamei 

群体 Population 变异参数 
Variable parameters S1F S1M S2F S2M S2T K1F K1M 

样本数量 Sample size 15 10 53 27 80 30 29 

单倍型多样性指数 

Haplotype diversity index 
0.42±0.11 0.47±0.13 0.92±0.03 0.77±0.06 0.89±0.03 0.99±0.02 1.00±0.01

核苷酸多样性指数 
Nucleotide diversity index 

0 0 0.07±0.04 0.08±0.04 0.08±0.04 0.03±0.17 0.04±0.02

平均核苷酸差异数 
Average number of 
nucleotide differences 

0.42±0.40 0.47±0.44 44.85±19.75 48.55±21.70 46.16±20.21 20.67±9.21 21.85±9.98

Tajima’s D 检验统计量 
Tajima's D test statistic 

0.742 0.820 3.553 3.368 4.634 1.552 2.094 

P 值 P value 0.841 0.858 1.000 1.000 1.000 0.958 0.984 

注：S1F 表示群体 S1 的雌虾；S1M 表示群体 S1 的雄虾；S2F 表示群体 S2 的雌虾；S2M 表示群体 S2 的雄虾；S2T

表示群体 S2 中记录雌雄信息的全部个体；K1F 表示群体 K1 的雌虾；K1M 表示群体 K1 的雄虾。下表同 
Note: S1F represents female samples of S1; S1M represents male samples of S1; S2F represents female samples of S2; S2M 

represents male samples of S2; S2T represents all recorded male and female individuals of S2; K1F represents female samples of 
K1; K1M represents male samples of K1. Same in Table 5 

 

遗传分化(Fst 分别为 0.01 和 0.04)。3 个群体 S1、S2、

K1 的雌雄群体间交叉 Fst 值均为正且数值大小都在

0.20 以上，即均存在较大程度的遗传分化，且分化差

异为显著(P<0.05)(表 5)。考虑到 S1 群体的样本量比

较小，代表性不充分，可以初步认为同一群体内的雌

雄群体间线粒体控制区序列有较大的变异，导致了少

量遗传分化的产生。 

2.6  S2 群体中不同批次群体及不同个体大小群体的

遗传差异 

S2 群体购自同一家种虾公司，分别为一年时间 

跨度内分 3 次购入，为了了解同一公司进口的虾不同

批次间是否存在较大的遗传差异，对 S2 群体不同购

买时间的虾分别进行了遗传多样性指数计算和遗传

分化 Fst 检验，并对遗传多样性进行 Tajima’s D 值检

验，检验结果采取 1000 次自举检验验证。同时，对

S2 群体在养殖中生长较快和生长较慢的个体也进行

了相同的遗传分析检验，目的是了解同一批虾苗不同

生长速率的个体之间是否存在遗传差异。结果显示

(表 6)，S2 群体中同一批次的大小群体间遗传多样性

参数相近，3 批群体中，第 3 批 Ss 群体的遗传参数

水平与前两批(N7&N8 与 F3&I3)偏差较大。遗传分化

Fst 值检验结果显示(表 7)，S2 群体的 3 个批次中，

前两批(N7&N8 与 F3&I3)之间遗传分化较小，Fst 值 
 

表 5  3 个凡纳滨对虾群体雌雄群体间遗传分化 Fst 值 

Tab.5  Genetic differentiation Fst values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individuals of 3 populations of L. vannamei 

群体 Population S1F S1M S1 S2F S2M S2T K1F K1M K1 

S1F          

S1M −0.088         

S1 −0.056 −0.074        

S2F 0.489* 0.464* 0.528*       

S2M 0.394* 0.353* 0.455* 0.014      

S2T 0.431* 0.410* 0.461* −0.012 −0.004     

K1F 0.825* 0.806* 0.853* 0.254* 0.338* 0.254*    

K1M 0.801* 0.780* 0.833* 0.215* 0.293* 0.217* 0.044*   

K1 0.780* 0.767* 0.802* 0.255* 0.345* 0.255* −0.006 −0.006  

* 表示差异显著(P<0.05) 
* mean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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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S2 群体不同批次及不同个体大小群体的遗传参数统计 

Tab.6  Statistics of genetic variation parameters of different batches and different size of individuals in populations S2 

不同批次及不同个体大小群体 

Populations of different batches and different size individuals 

第 1 批 First batch 第 2 批 Second batch 第 3 批 Third batch

变异参数 
Variable parameters 

N7(大 Large) N8(小 Small) F3(小 Small) I3(大 Large) Ss 

样本数量 Sample size  32 32 27 27 30 

单倍型多样性指数 
Haplotype diversity index 

0.82±0.07 0.86±0.05 0.86±0.05 0.95±0.03 0.59±0.10 

核苷酸多样性指数 

Nucleotide diversity index 
0.07±0.04 0.07±0.04 0.08±0.04 0.07±0.04 0.03±0.01 

平均核苷酸差异数 
Average number of nucleotide differences 

44.07±19.62 43.67±19.45 46.23±20.67 43.41±19.43 15.07±6.93 

Tajima’s D 检验统计量 
Tajima's D test statistic 

2.996 2.985 2.986 2.559 4.634 

P 值 P value 1.000 1.000 1.000 0.998 1.000 

 
表 7  S2 群体不同批次、不同个体大小群体间 Fst 值 

Tab.7  Genetic differentiation Fst values of different batches and different size of individuals in populations S2 

群体 Populations N7 N8 N7&N8 F3 I3 F3&I3 Ss 

N7        

N8 −0.015       

N7&N8 −0.020 −0.020      

F3 0.099* 0.098* 0.104*     

I3 −0.003 0.013 0.009 0.081*    

F3&I3 0.030 0.036 0.037* 0.002 0.003   

Ss 0.493* 0.494* 0.457* 0.216* 0.487* 0.315*  

* 表示差异显著(P<0.05) 

* mean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仅为 0.037，第 3 批与前两批之间均存在很大的遗传

差异，Fst 值分别为 0.457、0315。第 1 批次群体中，

个体较大群体 N7 和个体较小群体 N8 之间 Fst 为负

(−0.015)，表示 N7 和 N8 之间没有遗传分化差异；而

第 2 批次中，个体较大群体 I3 和个体较小群体 F3 之

间有一定程度的遗传分化差异，Fst 值为 0.081 且差

异显著性检验为显著。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出，同一批

虾苗在养殖过程中通过多次筛选，生长较快的群体

(如 I3)同生长较慢的群体(如 F3)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程

度的遗传差异；同一家种虾公司的虾苗，不同购买时

间的群体间存在遗传分化，该遗传分化随时间间隔的

加长而呈增加趋势。 

3  讨论 

3.1  凡纳滨对虾的 mtDNA 控制区序列变异分析 

本研究初步分析并比较了 6 个凡纳滨对虾不同

群体的 mtDNA 控制区部分序列的差异。由于线粒体

基因组是独立于核基因组的遗传物质，它普遍存在于

真核细胞中，线粒体内包含有 DNA 和转录与转译系

统，是具有一定自主性的细胞器；线粒体 DNA 分子 

小、拷贝数高，结构和组织简单而高度保守，母系遗

传，缺乏重组；加之凡纳滨对虾 DNA 突变率较高

(Shen et al, 2007)，结果显示，凡纳滨对虾具有较高

的遗传杂合水平。mtDNA 控制区序列的碱基组成中，

G 含量最低(7.7%)，AT 含量(82.0%)明显高于 GC 含量

( 1 8 . 0 % )，该结果与其他对虾类的研究结果相似

(Peregrino-Uriarte et al, 2009; Klinbunga et al, 1999)，

也与线粒体控制区基因碱基组成中普遍存在的 AT 含

量高现象一致(Williams et al, 2001)。从原核生物到真

核生物，其基因组中碱基偏向性的现象广泛存在，且

不同物种间碱基的不均衡程度也各不相同。这一现象

的产生可能与基因的表达水平、翻译起始效应、碱基 



70 渔   业   科   学   进   展 第 37 卷 

 

组分、基因长度以及密码子与反密码子间结合能力的

大小有关(武伟等, 2007; Perna et al, 1995)。在 DNA

进化过程中，碱基转换(Si)发生的频率要比颠换(Sr)

高得多，本研究结果与此相符。利用转换/颠换比值 R，

可以估计序列的饱和度，一般分歧时间越长、亲缘关

系越远的分类单元之间核苷酸发生颠换的频率越高，

即 Si/Sr 值越小，由此可初步判断所研究的分类单元

之间的进化关系(Tamura et al, 1992; Yang et al, 1999)。

本研究中转换与颠换比值(R=Si/Sv)较小，为 1.88(R<5)，

说明本研究中的凡纳滨对虾群体存在一定程度的进

化隔离，亲缘关系较远。 

3.2  凡纳滨对虾的遗传多样性和遗传分化分析 

Liu 等(2006)研究表明，群体中 mtDNA 的单倍型

多样性(Hd)和核苷酸多样性(π)是衡量群体多态程度

和群体遗传分化的重要指标之一，Hd 值、π值越大，

表示群体多态程度越高。本研究中单倍型结果表明，

DNA 单倍型作为一种 DNA 条码(Hebert et al, 2003)

能够区分多数不同群体(G1、G2、K1 和 Sg)，而少数

群体不具有独特的单倍型(S1 和 S2 群体共享单倍型

H1、H2)。Sg 群体具有较高的单倍型多样性(Hd=0.98± 

0.04)，但核苷酸多样性(π=0.01±0.01)却明显偏低，说明

Sg 群体可能是由一个较小的有效种群迅速增长，虽

然通过变异积累了单倍型的多态性，但却还未能积累

核苷酸序列的多样化(You et al, 2008)。S1 群体的单倍

型多样性和核苷酸多样性均较低(Hd=0.420±0.082, π= 

0.001±0.001)，表明该群体在进化过程中可能经历过

长期的瓶颈效应(Effects of bottlenecks)或奠基者效应

(Founder effect)影响(Leberg, 1992)。本研究中，多个

凡纳滨对虾群体具有较高的单倍型多样性及核苷酸

多样性，表明凡纳滨对虾具有较丰富的遗传多样性。 

遗传分化的固定系数(Fst)常用来表示两个群体

间的遗传分化程度，在 0–l 的范围内，Fst 值越大，两

群体间的分化程度越高(杨金权等, 2008)。Fst 值为负，

表示两群体间没有遗传分化；Fst 为 0–0.05，表示两

群体间有极小的遗传分化；Fst 为 0.05–0.15，表示两

群体间有中等程度的遗传分化；Fst 为 0.15–0.25，表

示两群体间有较大的遗传分化；Fst 值为 0.25 以上，表

示两群体间有极大的遗传分化(Balloux et al, 2002)。

比较本研究中凡纳滨对虾两两群体间的 Fst 值发现，除

了关岛群体 G1 和 G2 间(0.173)是较大的遗传分化外，

凡纳滨对虾其他各群体间均出现了极大的遗传分化，

且遗传分化检验为显著，可以作为未来选育的基础群

体。关岛的 G1 和 G2 两个群体是分别来自于较小保

存家系后代，遗传分化未能达到极大差异水平，未来

选育工作中可以考虑合并为 1 个基础群体。 

3.3  凡纳滨对虾的遗传距离和部分群体雌雄样本间

的遗传差异分析  

分别基于遗传距离构建 UPGMA 系统进化树和

基于单倍型结果构建群体之间的单倍型 NJ 聚类图，

UPGMA 系统进化树结果表明，6 个凡纳滨对虾养殖

群体可以分为两个进化支(塞班岛 S1、S2 两群体聚为

一支；Sg 群体与关岛 G1、G2 两个群体聚在一起后

再与广东茂名 K1 群体聚为另一支)，由于 Sg 群体仔

虾来源于关岛的核心家系，只是在塞班岛进行养殖，

与 G1 和 G2 聚为一支，也侧面反映了进化支的分布

和地理位置之间的对应性。6 个群体单倍型的聚类关

系与遗传距离的进化关系类似，各群体特有单倍型也

基本聚在一起，部分有交叉现象。产生这些结果的原

因可能是：这些群体在选育过程中是以经济性状为目

标，几乎都是通过从不同地区引进的凡纳滨对虾群体

之间的杂交选育而来，各养殖群体在选育过程中部分

亲本的遗传背景可能存在交叉(Francisco et al, 2005)。 

对凡纳滨对虾 3 个养殖群体 S1、S2、K1 的雌雄

样本群体间的遗传差异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同一群

体的雌雄群体间遗传多样性水平相近(Hd、π 值均相

近)。Fst 检验结果表明，S1 的雌雄群体间没有遗传分

化差异，但 S2 群体的雄虾群体 S2M 与雌虾群体 S2F

间的 Fst 值为正(0.014)，表明 S2 群体中雌雄群体之

间存在轻微的遗传分化(Fst<0.05)。而 K1 群体与 S2

群体类似，雌雄群体间也出现了轻微的遗传分化差

异。Lee 等(2011)研究发现，不同群体的遗传分化差

异来源是多方面的，对于本研究凡纳滨对虾 mtDNA

控制区序列分析中，短暂的隔离作用、较低的基因流、

分化时间的早晚、地理位置差异及外界环境的差异等

都可能是遗传分化差异的影响因子。此外，养殖环境

的差异导致其累积了一定程度的遗传变异，也会产生

遗传分化(Chow et al, 1991)，也可能与不同群体的遗

传背景本身可能存在较大差异有关(Freitas et al, 2007)。 

3.4  凡纳滨对虾 S2群体不同批次及不同个体大小群

体间的遗传差异分析 

由于 S2 群体的样本是分为 3 个批次从同一公司

购买而来(第 1 批购买时间为 2012 年 11 月，第 2 批

为 2013 年 1 月，第 3 批为 2013 年 8 月)，且 3 批中

前两批次样本每隔一段时间均进行个体大小筛选，优

先选取一定数量生长较快、个体较大的样本(N7、I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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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的归为个体较小的样本(N8、F3)。对个体较大群

体和较小群体的遗传比较分析发现，通过选择确实能

将本来存在遗传差异的个体筛选出来，如 I3(较大个

体群)与 F3(较小个体群)间观察到遗传分化的出现；

而相似的情况在 N7 和 N8 间没有得到类似结果，遗

传分化不明显。这可能与塞班当地在养殖过程中的筛

选不够严格和彻底有关。至少在有限的数据中发现，

通过筛选分开的不同生长速率群体之间是存在遗传

分化的，说明只要有严格的筛选机制，可以从同一批

次虾苗中选出具备较好生长遗传特性的个体，即严格

选择在良种选育中是有效的。 

在进口种虾和虾苗时，对种虾公司所提供的产品

无法直接获得相关的遗传背景数据，在未来的国产种

虾培育过程中，很难确定哪些是可以留种，而哪些是

需要舍弃的。在本研究中，对同一公司的不同批次群

体间是否存在遗传分化进行了相关遗传差异 Fst 分析

检验，发现 S2 群体中前两批群体间(购入时间间隔为

两个月)遗传分化差异较小(0.037)，第 3 批 Ss 群体与

前两批群体之间(购入时间间隔分别为 9 个月和 7 个

月)的遗传分化差异明显偏大(0.457、0.315)，说明随

着时间间隔的增加，即使是同一家公司的产品之间遗

传分化也在加大，遗传分化的差异可能会大于不同公

司的产品，如 S2 与 K1 群体分别来自两家不同的种

虾公司，它们之间的 Fst 为 0.228，小于 S2 第 3 批次

与前两批次间的遗传分化值。这为购买进口种虾和虾

苗来培育国产种虾提供了思路，可以尽可能获得遗传

分化最大的群体。 

本研究仅是从线粒体 DNA 控制区序列结果进行

分析，由于线粒体自身特殊的遗传机制，结果反映的

是凡纳滨对虾母系遗传过程中的一些特征，在进一步

研究中，需要考虑细胞核 DNA 分子标记的分析结果，

下一步将配合使用微卫星标记(SSR)对本研究中的凡

纳滨对虾群体进行相关遗传性分析，将细胞核 DNA

标记技术和核外 mtDNA 标记技术结合起来共同分

析，以期能对凡纳滨对虾的遗传背景和遗传多样性进

行更加全面、准确的分析，为遗传育种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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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Genetic Diversity of Six Populations of Cultured Litopenaeus 
vannamei Based on the Mitochondrial DNA Control Region 

LIU Hong①
, ZHANG Haiqiang, CAI Shengli, DAI Xilin 

(Key Laboratory of Explor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Aquatic Genetic Resources, Ministry of Education,  
College of Fisheries and Life Sciences,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Abstract    In this study we analyzed the genetic diversity and phylogenetic relationships of six 

populations of cultured Litopenaeus vannamei (S1, S2, G1, K1, G2, and Sg) by sequencing their partial 

DNA sequence of the mitochondrial (mtDNA) control reg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44 out of 146 

haplotypes were unique for different populations, and the other 2 haplotypes were shared by S1 and S2. 

The haplotype diversity (Hd) was 0.42−0.99 in the 6 populations, and the nucleotide diversity (π) was 

0−0.08. The population with the highest haplotype diversity was K1 (Hd=0.99±0.01), and the population 

with the highest nucleotide diversity was S2 (π=0.08±0.04). S1 had the lowest genetic diversity (Hd= 

0.42±0.08, π=0.00), while S2 showed the highest genetic diversity (Hd=0.88±0.02, π=0.08±0.04). The 

AMOVE analysis suggested that the genetic difference between different populations (46.98%) was 

slightly lower than that within the population (53.02%). Fst values of genetic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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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tions were all positive (0.173−0.974), which indicated remarkable genetic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the 6 populations. The UPGMA phylogenetic tree (based on the genetic distance) and the NJ dendrogram 

(based on haplotype clustering) showed that the evolutionary tree was divided into two branches: S1 and 

S2 belonged to one branch. G1, G2 and Sg clustered first, and then converged with K1 to form another 

branch. For the 6 populations the clustering relationship based on haplotype was similar to that based on 

the genetic distance. The genetic differences between males and females within a population was 

minimum, but the degrees of inter-population genetic differences varied slightly or significantly. We 

compared the genetic parameters of individuals with different growth rates in the same population and 

found that there might be a certain degree of genetic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the fast-growing and 

slow-growing groups. We also analyzed the genetic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populations purchased at 

different time from the same company. It showed that the Fst value between populations purchased with 

longer interval (7 to 9 months) from the same company might be greater than that between populations 

purchased from different companies. 

Key words    Litopenaeus vannamei; Control-region of mtDNA; Genetic diversity; Genetic 

differentiation; Male and female populations differences; Growth dif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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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牡蛎(Crassostrea gigas) 

类 α-1,2-岩藻糖基转移酶的密码子 

优化与原核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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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牡蛎消化组织内存在的类 A 型血型组织抗原是其特异性富集诺如病毒的主要原因，

FUT2(Fucosyltransferase 2，α-1,2-岩藻糖基转移酶)是 A 型血型组织抗原合成的关键酶。本研究在前

期克隆了太平洋牡蛎(Crassostrea gigas)类 FUT2 基因 cDNA 全长的基础上，根据大肠杆菌密码子偏

爱性优化并合成了类 FUT2 基因，插入原核表达载体 pRSET A 构建 pRSET-mof，将其转化大肠杆

菌 BL21，用异丙基-β-D-硫代半乳糖苷(IPTG)诱导。经 SDS-PAGE 分析显示，在 37℃、IPTG 终浓

度为 0.8 mmol/L 的条件下，诱导 4 h 后出现大小约为 46 kDa 的特异性目的条带。利用 His 亲和层

析柱纯化及超滤管浓缩目的蛋白，得到单一条带，说明纯化效果良好。Western blot 分析显示，目

的蛋白与抗 6×His 标签单克隆抗体、抗人 FUT2 单克隆抗体均能发生特异性反应，表明优化后的太

平洋牡蛎类 FUT2 基因在大肠杆菌系统中成功表达。本研究结果为今后研究太平洋牡蛎类 FUT2 基

因的功能，进一步探索牡蛎特异性富集诺如病毒的分子机理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太平洋牡蛎；类 FUT2 基因；密码子优化；原核表达 

中图分类号 S91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6)01-0074-06 

牡蛎是海洋养殖年产量最大的类群，2012 年我

国牡蛎产量达 394 余万 t (农业部渔业局, 2013)，是我

国重要的养殖经济贝类。牡蛎大多生活在近海海域或

河流入海口，其生长环境因人类活动的影响而受到不

同程度的污染，牡蛎在滤食海水中饵料的同时，也将

水体中的食源性病毒-诺如病毒(Norovirus, NoV)特异

性地富集于体内，污染牡蛎常引起食品安全事件

(Langlet et al, 2015; Moore et al, 2015)。牡蛎特异性富

集 NoV 的分子机理近几年成为国际上的研究热点，

目前已确定其消化组织内存在一种类似于人 A 型组

织血型抗原(A Like Histo-Blood Group Antigens，A Like 

HBGAs)的物质，其作为受体介导了牡蛎特异性富集

NoV 的生物学过程(Le Guyader et al, 2006; Tian et al, 

2006)，这个发现是该领域的重要理论突破，揭示了

牡蛎特异性富集 NoV 的分子机理。 

在人 A 型 HBGAs 的合成过程中，FUT2(Fucosyl-

transferase 2, α-1,2-岩藻糖基转移酶，即 Se 酶)将岩藻

糖基转移到 I 型链(β-1, 3 糖苷键连接的前体物质)半

乳糖残基末端形成 H 抗原，随后 A 酶(α-1,3-N-乙酰

半乳糖胺基转移酶)将 GalNAc 转移到 H 抗原 Gal 残

基末端，形成 A 型抗原(Shirato et al, 2012)，因此 Se

酶是人类 A 型 HBGA 合成的关键酶。本研究在前期

abc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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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成功克隆太平洋牡蛎(Crassostrea gigas)类 FUT2

基因 cDNA 全长的基础上，根据大肠杆菌密码子偏爱

性对基因进行了优化，构建了类 FUT2 基因原核表达

重组质粒，并在大肠杆菌中进行表达与鉴定，为进一

步研究牡蛎类 FUT2 基因功能奠定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质粒与菌株 

含有太平洋牡蛎类 FUT2 基因完整编码框的质粒

pMD-OF2 由姜薇等(2014)构建(GenBank 登录号：

KJ184342)；原核表达载体 pRSET-A 为 Invitrogen 公

司产品；大肠杆菌 Top10 和 BL21(DE3)感受态细胞为

天根生化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产品。  

1.2  工具酶与主要试剂 

限制性内切酶、T4 DNA 连接酶、Taq 酶、预染

及非预染蛋白质分子量 Marker 购自 Fermentas 公司，

DNA 快速回收试剂盒、抗 6×His 标签单克隆抗体、HRP

标记的羊抗鼠 IgG、HRP-DAB 底物显色试剂盒购自

天根生化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抗人 FUT2 单克隆抗体

购自 Abcam 公司，His Gravei Trap Ni 亲和层析柱购自

美国 GE 公司，超滤离心管(10 kDa)购自美国 Millipore

公司，IPTG、氨苄青霉素钠等试剂购自北京索莱宝

科技有限公司，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 

1.3  太平洋牡蛎类 FUT2 基因稀有密码子分析及基

因合成 

利用 Codon Usage Database (http://www.kazusa. 

or.jp/coden)对太平洋牡蛎类 FUT2 基因进行稀有密码

子分析。按照大肠杆菌密码子偏爱性对类 FUT2 基因

进行优化，由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进行全基因

合成并克隆到 pMD-18T 载体上，命名为 pMD-mof。 

1.4  引物设计与 PCR 扩增 

根据太平洋牡蛎类 FUT2 基因的序列信息，设计

扩增完整开放阅读框的引物 FofPm/RofH，上下游引

物两端分别设计 Pst Ⅰ和 Hind Ⅲ的酶切位点，引物

序列： FofPm 5-TTTCTGCAGATGGTGAAACGTA-

TGTTTTCATCTGG-3；RofH 5-TTTAAGCTTCATT-

GGGATCCATTGAGGAAAATAATAATC-3。类 FUT2

的扩增以质粒 pMD-mof 为模板，反应条件为：95℃

预变性 5 min；94℃ 1 min，52℃ 40 s，72℃ 2.5 min，

30 个循环后 72℃延伸 7 min。通过 1.0%(W/V)的琼脂

糖凝胶电泳鉴定 PCR 产物。 

1.5  原核表达重组质粒的构建与鉴定 

将上述 PCR 扩增产物经 DNA 凝胶回收试剂盒纯

化后，用 Pst I 和 Hind Ⅲ双酶切，再次回收纯化，插

入同样用 Pst I 和 Hind Ⅲ双酶切的 pRSET-A 载体中，

将连接产物转化 Top10 感受态细胞，挑取单菌落小量

提取质粒并通过酶切及 PCR 鉴定，将阳性克隆送至

上海生工生物公司进行测序。 

1.6  原核表达 

将构建成功的重组质粒转化大肠杆菌感受态细

胞 BL21，挑取阳性重组细菌接种到 LB 培养液(含  

50 μg/ml 氨苄青霉素)，37℃振荡过夜培养，取菌液，

按 1∶100 的比例再次接种至新鲜 LB 培养液中，37

℃振荡培养至 OD600 nm 值约 0.4−0.6 时，加入终浓度

为 0.4、0.6、0.8、1.0 mmol/L 的 IPTG，37℃诱导表

达。在加入 IPTG 后，分别于 2、3、4、5、6 h 各收

集菌液 1.5 ml，经 12000 r/min 离心 5 min，弃上清液，

用 80 μl pH=7.4 的 PBS 重悬菌体沉淀物，加入 20 μl

的 5×Loading Buffer，水浴煮沸 10 min 后立即置于冰

上，通过 SDS-PAGE 电泳分离，考马斯亮蓝 R-250

染色检测表达情况，同时设置转入 pRSET-A 空载体

的 BL21 与 BL21 作为对照。 

1.7  重组蛋白纯化 

使用 His 标签镍离子亲和层析柱进行蛋白质纯化。

先用 10 ml 结合缓冲液(20 mmol/L Na3PO4，500 mmol/L 

NaCl，20 mmol/L 咪唑，pH=7.4)平衡层析柱，加入

经超声波破碎的含目的蛋白的菌体裂解液 10 ml，用

10 ml 结合缓冲液洗涤，最后加 3 ml 洗脱缓冲液   

(20 mmol/L Na3PO4，500 mmol/L NaCl，500 mmol/L

咪唑，pH=7.4)洗脱，收集洗脱液。取 4 ml 上述洗脱

液，加入 Amicon Ultra 的过滤装置内管中并套入外管，

14000 r/min 离心 20 min 后，将内管倒置套在另一洁

净离心管内，3500 r/min 离心 10 min，得到的样品即

为纯化后的目的蛋白，用 SDS-PAGE 检测纯化效果。  

1.8  表达产物的 Western blot 分析 

收集重组细菌，进行 SDS-PAGE 电泳，将 PAGE

胶上的蛋白电转印至硝酸纤维素膜后，用含 10%脱脂

奶粉的 TBST 封闭过夜，TBST 洗涤 3 次，与抗 6×His

标签单克隆抗体(用 TBST 1∶2000 倍稀释)或抗人

FUT2 单克隆抗体(用 TBST 1∶1000 倍稀释)作用   

1 h，TBST 洗涤 3 次，与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的羊抗

鼠 IgG (用 TBST 1∶1000 倍稀释)作用 40 min 后，TB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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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涤 5 次，用 HRP-DAB 底物显色试剂盒显色观察。 

2  结果 

2.1  类 FUT2 基因的稀有密码子分析及优化 

太平洋牡蛎野生型类 FUT2 基因中的稀有密码子

分析结果显示，类 FUT2 基因中含有 6 种稀有密码子，

共 31 个，比例为 11.6%，比例较高(表 1)，其中，包

含 11 个精氨酸密码子、9 个甘氨酸密码子、4 个亮氨

酸密码子、4 个脯氨酸密码子、2 个异亮氨酸密码子 

和 1 个苏氨酸密码子，并且存在 1 个二联体稀有密码

子(亮氨酸-精氨酸)和 1 个三联体稀有密码子(精氨酸-精

氨酸-甘氨酸)。针对上述稀有密码子，按照大肠杆菌

密码子偏爱性重新优化合成了类 FUT2 基因，用大肠

杆菌中使用频率高的 CGU 来表达精氨酸，用 GGU

表达甘氨酸，用 AUU 表达异亮氨酸，用 CUG 表达

亮氨酸，用 CCG 表达脯氨酸，用 ACC 表达苏氨酸，

将突变型 FUT2 基因命名为 mof。测序结果表明，优

化的基因不存在大肠杆菌稀有密码子，并且未改变氨

基酸序列。 

 
表 1  太平洋牡蛎野生型类 FUT2 基因稀有密码子分析 

Tab.1  The analysis of rare codons of FUT2 like gene in wild-type C. gigas 

项目 Items 精氨酸 Arginine 甘氨酸 Glycine
亮氨酸
Leucine

脯氨酸 
Proline 

异亮氨酸 
Isoleucine 

苏氨酸 
Threonine

稀有密码子 Rare codon CGG AGG AGA GGA GGG CUA CCC AUA ACG 

出现次数 Occurrence number 1 4 6 6 3 4 4 2 1 

优化密码子 Optimized codon  CGU GGU CUG CCG AUU ACC 

 

2.2  重组质粒 pRSET-mof 的构建与鉴定 

以质粒 pMD-mof 为模板，使用引物 FofPm/RofH

对目的片段进行 PCR 扩增，扩增产物经 1%琼脂糖凝

胶电泳，可见大小约为 1.1 kb 的特异性条带，与目的

基因的大小一致(图 1)。将纯化后的 PCR 产物经 Pst I

和 Hind Ⅲ双酶切后，插入同样用 Pst I 和 Hind Ⅲ 

 

 
 

图 1  优化后的类 FUT2基因 PCR扩增产物电泳 

Fig.1  Agarose gel analysis of codon-optimized FUT2-like 
gene PCR amplification product 

M. DNA分子量 DL2000; 1−3. 类 FUT2扩增产物;  

4. 阴性对照 

M. DNA marker DL2000; Lane 1−3. FUT2-like gene PCR 
product; Lane 4. Negative control 

双酶切的 pRSET-A 载体中，转化大肠杆菌感受态细

胞 Top10 后，小量提取质粒，酶切鉴定可见大小约为

2.9 kb 的载体条带与 1.1 kb 左右的插入片段，证实构

建正确(图 2)，测序结果表明 PCR 过程中没有误配，

将该原核表达重组载体命名为 pRSET-mof。 

 

 
 

图 2  重组质粒 pRSET-mof的双酶切鉴定与 PCR鉴定 

Fig.2  Digestion and PCR identification of the recombinant 
plasmid pRSET-mof 

M1. DNA分子量 DL2000; M2. DNA分子量 DL15000;  

1. Pst I和 Hind Ⅲ双酶切 pRSET-mof; 2. Pst I和 Hind Ⅲ双

酶切 pRSET A; 3. pRSET-mof的 PCR扩增 

M1. DNA marker DL2000; M2. DNA marker DL15000;  
Lane 1. pRSET-mof digested with Pst I and Hind Ⅲ;  
Lane 2. pRSET-A digested with Pst I and Hind Ⅲ;  

Lane 3. PCR identification of pRSET-m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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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类 FUT2 重组蛋白的原核表达与纯化 

重组质粒 pRSET-mof 转化大肠杆菌感受态细胞

BL21 后，分别加入终浓度为 0.4、0.6、0.8、1.0 mmol/L

的 IPTG 以确定最佳诱导浓度；分别在诱导 2、3、4、

5、6 h 后收集菌液，经超声波破碎，分离上清液和沉

淀，进行 SDS-PAGE 分析。结果显示，在 IPTG 终浓

度为 1.0 mmol/L、诱导 4 h 的样本中，出现大小约为

46 kDa 的蛋白条带，大小与预计结果相符合，两个对

照组均未见目的条带。重组蛋白经 His Gravei Trap Ni

亲和层析柱纯化，SDS-PAGE 结果显示，纯化产物仅

有 1 条大小约为 46 kDa 的特异性条带，未见其他大

小的杂质蛋白条带(图 3)，表明获得较高纯度的重组

类 FUT2 蛋白。 

 

 
 

图 3  重组 FUT2蛋白在大肠杆菌中的诱导表达 

和亲和层析柱纯化 

Fig.3  Expression and Ni2+ affinity column purification of 
the recombinant FUT2 protein 

M. 蛋白质分子量; 1. 纯化后的重组 FUT2蛋白;  

2. pRSET A空载菌体蛋白; 3. 大肠杆菌 BL21(DE3)菌体蛋

白; 4−6. 诱导后的重组 FUT2蛋白, 箭头指向目的蛋白 

M. Protein relative molecular mass marker; Lane 1. Purified 
recombinant FUT2; Lane 2. Negative control of BL21( DE3) 

transformed by pRSET A; Lane 3. Negative control of 
BL21(DE3); Lane 4−6. Recombinant FUT2 protein induced 

by IPTG, arrow indicates the target protein 
 

2.4  类 FUT2 重组蛋白的 Western blot 鉴定 

重组细菌经 SDS-PAGE 电泳后，通过电转印将蛋

白转移到硝酸纤维素膜上，分别用抗 6×His 标签单

抗、抗人 FUT2 单抗作为一抗，进行 Western blot 分

析。结果显示，在约 46 kDa 处有明显的蛋白条带(图 4)，

两个对照组均未见条带，表明重组蛋白不仅能被抗

6×His 标签单抗识别，也能与人 FUT2 单抗发生特异

性反应，说明太平洋牡蛎类 FUT2 重组蛋白成功获得

表达。 

3  讨论 

NoV 是导致人类急性非细菌性腹泻的最主要病 

 
 

图 4  重组 FUT2蛋白的 Western blot分析 

Fig.4  Western blot analysis of the recombinant  
FUT2 protein 

A：以抗 6×His-Tag单克隆抗体为一抗的 Western blot结果. 

M. 蛋白质分子量; 1−2. 重组 FUT2蛋白; 3. pRSET A空载

菌体对照; 4. 大肠杆菌 BL21(DE3)对照 

B：以抗人 FUT2单克隆抗体为一抗的 Western blot结果.  

M. 蛋白质分子量; 1−2. 重组 FUT2蛋白; 3. pRSET A空载

菌体对照; 4. 大肠杆菌 BL21(DE3)对照 

A: Western blot results using monoclonal antibody of 
6×His-Tag as the first antibody. M. Protein relative molecular 

mass marker; Lane 1−2. Recombinant FUT2 protein;  
Lane 3. Negative control of BL21(DE3) transformed by 

pRSET A; Lane 4. Negative control of BL21(DE3) 
B: Western blot results using monoclonal antibody of human 

FUT2 as the first antibody. M. Protein relative molecular 
mass marker; Lane 1−2. Recombinant FUT2 protein;  

Lane 3. Negative control of BL21(DE3) transformed by 
pRSET A; Lane 4. Negative control of BL21(DE3) 

 
原(Atmar et al, 2006)，已有多项研究表明，NoV 可识

别人 HBGAs，即 NoV 将 HBGAs 作为连接的配体或

受体感染人体(Hennessy et al, 2003; Rockx et al, 2005; 

Shirato, 2012)，而 FUT2 是人 HBGAs 合成的关键酶

之一。生活在受污染水域的牡蛎，作为 NoV 传播的

重要载体，具有特异性富集 NoV 的特性。现已证实

牡蛎中存在类 A 型 HBGA(Le Guyader et al, 2006; 

Tian et al, 2006)，牡蛎是否也存在与人相似的 HBGAs

合成途径，是否也利用类似 FUT2 的酶合成自身类 A

型 HBGAs，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利于深入揭示牡

蛎特异性富集诺如病毒的分子机理，也有助于进一步

解读牡蛎基因组信息。 

本研究在前期获得太平洋牡蛎类 FUT2 基因

cDNA 全长的基础上，开展原核表达研究，最初使用

野生型类 FUT2 基因进行原核表达，但利用多种原核

表达载体及菌株，经过培养温度、IPTG 浓度、诱导

时间等多种条件的优化后，仍未见目的条带出现，推

测可能是野生型类 FUT2 基因中含有限制大肠杆菌表

达的稀有密码子，即大肠杆菌中 tRNA 的数量制约了

某些外源基因的表达；当外源基因的 mRNA 在大肠

杆菌中翻译时，由于 1 种或多种 tRNA 的稀有或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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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了翻译延迟、成熟前翻译终止、翻译移码和氨基

酸错配；特别是基因中含有成串或多个大肠杆菌稀有

密码子，外源蛋白的表达量将非常低甚至不表达

(Lavner et al, 2005)。经分析，牡蛎类 FUT2 基因 cDNA

序列中含有高达 11.6%的稀有密码子，并且有两个连

续稀有密码子串联的现象，这些稀有密码子及串联稀

有密码子的存在，可能是导致目的基因在大肠杆菌中

不表达的最主要原因。随后，利用密码子优化后的基

因，实现了太平洋牡蛎类 FUT2 基因在大肠杆菌中的

表达，该结果也证实了前期的推测。 

经过多次试验优化，类 FUT2 基因的表达量无明

显提高，推测可能是其 mRNA 中存在不稳定序列或

复杂结构，限制了目的基因的大量表达。一是今后可

通过生物信息学预测 mRNA 的构象及其稳定性，在

不影响蛋白质功能的前提下，将不稳定序列缺失，通

过条件优化，将缺失突变体利用原核表达系统实现高

表达；二是利用真核表达系统表达，真核表达系统与

原核表达系统相比，具有不受稀有密码子限制的优

点，表达蛋白的活性高，更适合真核生物基因的表达

和功能研究。通过上述两种方式，突破类 FUT2 基因

在原核生物中表达量低的问题，为今后太平洋牡蛎类

FUT2 基因的功能研究提供基础。 

由于目前没有商业化的太平洋牡蛎类 FUT2 基因

表达产物的抗体，本研究使用两种抗体对大肠杆菌原

核表达产物进行 Western blot 鉴定，一种是抗 6×His-Tag

单体，可准确标记 6×His-Tag 融合表达蛋白，结果显

示，抗 6×His-Tag 单抗能与约 48 kDa 大小的特异性

蛋白条带反应，证明了太平洋牡蛎类 FUT2 基因在大

肠杆菌中实现了表达。经过生物信息学软件分析，太

平洋牡蛎类 FUT2 基因的翻译蛋白质序列与人 FUT2

的蛋白质序列有一定同源性，理论上推测抗人 FUT2

的单抗也可以识别太平洋牡蛎类 FUT2 基因的表达产

物，因此，本研究又利用抗人 FUT2 的单抗(针对的

抗原表位位于保守结构域内)作为一抗，对太平洋牡

蛎类 FUT2 基因的原核表达产物进行 Western blot 鉴

定，结果在硝酸纤维素膜上同样出现大小约为 48 kDa

的特异性条带，空白对照未见条带出现。该结果表明，

太平洋牡蛎类 FUT2 基因的原核表达产物能与抗人

FUT2 单抗结合，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该基因在大肠

杆菌中获得成功表达。此外，由于抗人 FUT2 单克隆

抗体的高度特异性，能与太平洋牡蛎类 FUT2 基因的

原核表达产物发生特异性反应，说明二者之间具有高

度相似的免疫原性，甚至可以大胆推测，太平洋牡蛎

类 FUT2 的结构域与人 FUT2 相似，具有相似的催化

功能。该推测还需后续实验证实。 

Kelly 的研究团队在首次克隆了人 FUT2 基因后，

对不同人群的 FUT2 基因进行了大量分析后指出，该

基因蛋白编码区内单碱基的突变(如 G428A、A385T、

C571T、C628T、G849A、C658T)产生的无功能等位

基因导致 Se 酶活性的丧失，而这些等位基因的分布

具有一定的地域特异性、种族特异性，同时兼具个体

差异性(Kelly et al, 1995; Rouquier et al, 1995)。研究

表明，Se 酶活性缺失的人群更不易受到诺如病毒的

感染(Marionneau et al, 2002; Harrington et al, 2004; 

Huang et al, 2005)。牡蛎作为全世界广泛分布的贝类，

品种繁多，个体数量庞大，其中是否存在不具备 Se

酶活性的个体或地域性群体，从而使得其类 A 型

HBGAs 即诺如病毒受体不表达，继而缺失特异性富

集诺如病毒的能力？如果这种推测被后续研究证实，

那么随着牡蛎全基因组测序结果的不断解析(Zhang 

et al, 2012)，结合贝类育种技术，培育不富集诺如病

毒的、食用安全性更高的牡蛎新品种的研究思路将得

到更为广泛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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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on Optimization and Prokaryotic Expression of Fucosyltransferase 2  
Like Protein from the Oyster (Crassostrea gigas) 

YAO Lin1, JIANG Yanhua1, LI Fengling1, ZHU Wenjia1, GUO Yingying1,  
JIANG Wei2, ZHAI Yuxiu1, WANG Lianzhu1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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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ratory of Quality & Safety Risk Assessment for Aquatic Products (Qingdao),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Yellow Sea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Fishery Sciences, Qingdao  266071;  

2. Weifang Product Quality Inspection Institute, Weifang  261061) 

Abstract    Norovirus is the most common cause of acute gastroenteritis and is responsible for 
substantial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worldwide. The oyster is considered to be one of the major vehicles 
for foodborne disease caused by Norovirus. The A-like histo-blood group antigens (HBGA) in oyster 
digestive tissues is a major reason for Norovirus specific bioaccumulation in oyster, and α-1,2- 
fucosyltransferase (FUT2) is one of the key enzymes required in the mammal HBGA synthesis. Based on 
our previously cloned the full-length cDNA of FUT2-like gene in oysters (Crassostrea gigas) (GenBank 
ID: KJ184342), we re-designed and artificially synthesized the open reading frame of FUT2-like gene by 
adopting the codons preferentially used in Escherichia coli without any change of the amino acid 
sequences. The synthesized FUT2-like mutant gene was inserted into the pRSET A to construct 
prokaryotic expression plasmid pRSET-mof. The recombinant plasmid was identified by enzyme digestion 
and sequencing, and then expressed in E. coli BL21 (DE3) cells through isopropyl-β-thiogalactop-
yranoside (IPTG) induction. SDS-PAGE analysis showed that inducing the BL21 (DE3) cells at 37℃ in 
0.8 mmol/L of IPTG for 4 hours were the optimal conditions for expression of the recombinant fusion 
protein. The molecular mass of the expressed protein product was about 46 kDa, which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prediction. The recombinant protein was purified and concentrated by Ni-chelating affinity 
chromatography and the ultrafiltration. SDS-PAGE analysis showed a single band (about 46 kDa), which 
means a good purification result. Western blot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recombinant fusion protein could 
be specifically combined with mouse anti-His-Tag Mab and mouse anti-human FUT2 Mab. So the 
expressed protein was confirmed to be the aimed protein. These findings would provide a basis for further 
studies on the function of FUT2-Like gene of oyster and the probabl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accumulation of NoV by oysters. 
Key words    Crassostrea gigas; FUT2 like gene; Codon optimization; Prokaryocyte ex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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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甘薯饲料原料的营养成分及其对仿刺参

(Apostichopus japonicus)摄食与生长的影响* 

赵  斌  胡  炜  李成林①  韩  莎  严  芳 
(山东省海洋生物研究院  青岛  266104) 

摘要    在刺参配合饲料中添加 6 个比例(10%、20%、30%、40%、50%、60%)的甘薯块根粉与甘

薯蔓茎粉，测定两种甘薯饲料原料的营养成分及其对仿刺参摄食与生长的影响。结果显示，甘薯块

根粉中粗蛋白含量为 10.01%，甘薯蔓茎粉中粗蛋白含量为 5.54%；每 100 g 甘薯块根与蔓茎粉中氨

基酸总量分别为 7.33 g 和 4.37 g。在 30 d 的实验期间，投喂添加甘薯块根粉饲料的实验组仿刺参平

均体重随实验时间呈上升趋势，实验结束时，10%和 20%组特定生长率(SGR)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5)， 30%组 SGR 与对照组差异不显著(P>0.05)。投喂添加 10%甘薯蔓茎粉的实验组仿刺参

SGR 与对照组差异不显著(P>0.05)，其余各组 SGR 均低于对照组(P<0.05)。投喂添加 10%、20%甘

薯块根粉饲料的实验组仿刺参食物转化率(FCE)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投喂添加 10%甘薯蔓茎

粉饲料的实验组 FCE 与对照组差异不显著(P>0.05)，其余各实验组仿刺参 FCE 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5)。结果表明，当甘薯块根粉和甘薯蔓茎粉添加比例分别低于 30%和 10%时，可满足刺参的

营养需求，提高饲料利用效率，保证并促进仿刺参的摄食与生长。 

关键词    仿刺参；甘薯块根粉；甘薯蔓茎粉；营养成分；生长 

中图分类号 S963.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6)01-0080-07 

仿刺参(Apostichopus japonicus)是我国常见海参

种类中经济价值和营养价值 高、深受消费者喜爱的

品种(李成林等, 2010)。近年来，随着仿刺参养殖业

的拓展，对仿刺参饲料的需求量不断增加，构成仿刺

参 饲 料 中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的 天 然 饵 料 如 鼠 尾 藻

(Sargassum thunbergii)等大型藻类资源受到过度开

发。同时，因近海水质污染与城市化建设进程的加快，

鼠尾藻等藻类生活环境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生存空

间受到极大压缩，自然资源锐减，产量逐年下降，导

致天然大型海藻呈供不应求，刺激了鼠尾藻粉等饲料

价格的不断攀升 , 养殖成本不断增加  (王维新等 , 

2012)。为补充对鼠尾藻等大型藻类的大量需求，寻

求来源广泛、成本低廉、投喂效果好的饲料源已成为

当务之急。目前，相关植物源添加或替代饲料的研究

对象主要有大叶藻(Zostera marina)、螺旋藻(Spirulina 

sp.)、玉米粉、马铃薯粉、芋头粉、豆粕、山药粉、

凤眼莲等种类(谭肖英等, 2009; 姜森颢等, 2012; 李旭

等, 2013; 刘旭佳等, 2013; 王维新等, 2013)，特别是

近年来伴随着浒苔(Enteromorpha prolifera)在我国近

海季节性大面积暴发式繁生，利用其替代鼠尾藻、马

尾藻(Sargassum muticum)饲料源的研究工作也陆续

开展(廖梅杰等, 2011; 李晓等, 2013)，但涉及甘薯这

一陆生植物作为仿刺参添加饲料的研究至今鲜有报

道。 

abc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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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薯，又称红薯、番薯、红苕、地瓜等，是中国

分布很广的经济作物，规模约占全世界的 80%(杜连起

等, 2006)。有关甘薯营养价值的研究较多，其各部位

的营养价值已被很多研究证实 (何川 , 2003; 伍军 , 

2004; 王文亮等, 2009)，其干制粉可作为鱼类饲料进

行投喂(孙育平等, 2014; 陈菲菲等, 2014)，甘薯本身

种植广泛，易于取材，不存在浒苔等海藻类饲料源在

供应方面的季节性局限，有潜力成为较好的仿刺参植

物源蛋白添加饲料。本实验研究了两种甘薯饲料原料

营养成分，分析了在配合饲料中按不同比例分别添加

两种成分后仿刺参的摄食与生长情况，旨在拓展目前

仿刺参饲料源的营养学研究范围，探索开发陆生植物

蛋白源饲料的可行性，为研制绿色、高效、低成本的

优质仿刺参全价配合饲料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实验用两种甘薯饲料原料分别为甘薯块根与甘

薯蔓茎经晾晒干后制成的干粉，粉碎粒径小于 150 μm。

实验用仿刺参为山东省海洋生物研究院种质资源研

究中心培育的健康苗种，平均体重为(6.1±0.3) g。 

1.2  实验设计 

实验根据添加饲料成分不同分为两组，分别添加

甘薯块根粉与甘薯蔓茎粉。根据在市售商品配合饲料

(主要成分为鼠尾藻、马尾藻、鱼粉、虾粉、大豆酶

解蛋白、维生素及类维生素、矿物元素及其络合物等)

中添加甘薯粉的不同比例分别设计 6 个处理组，并设

商品配合饲料为对照组(CK)，其营养成分见表 1。从

表 1 可以看出，6 个处理组添加甘薯粉水平分别为 10% 

(Ⅰ)、20%(Ⅱ)、30%(Ⅲ)、40%(Ⅳ)、50%(Ⅴ)、60%(Ⅵ)，

投喂添加甘薯粉的配合饲料总重为仿刺参总重的

5%，同时按饲料的重量与海泥的重量比为 1∶3 的比

例搭配投喂。实验仿刺参饲养于 45 cm×35 cm×30 cm 
 

表 1  商品配合饲料主要营养成分组成 
Tab.1  Basic nutritional components of commercial diets 

营养指标 
Nutrition component 

成分组成 
Chemical composition(%)

粗蛋白 Crude protein 16 

粗脂肪 Crude fat 5 

粗纤维  Crude fiber 8 

总磷 Total Phosphorus 0.61.0 

粗灰分 Crude ash 25 

赖氨酸 Lys 0.8 

水分 Moisture 10 

的塑料整理箱中，每个整理箱中放养仿刺参 10 头，每

个实验组各设 3 个平行。每天 17∶00 投喂饲料 l 次。

投喂实验自 2014 年 4 月 26 日开始，实验共进行 30 d。 

1.3  日常管理 

实验期间，水体盐度为 30.2−31.4，pH 为 8.1±0.2，

水温为 17−20℃，连续微量充气，每天全量换水 1 次，

用虹吸法清除残饵与粪便，换水前后水温差小于 1℃，

盐度差小于 1。 

1.4  测定方法与数据计算 

1.4.1  饲料营养成分的测定    粗蛋白含量采用凯

氏定氮法测定；粗脂肪含量采用索氏提取法测定；灰

分测定采用马弗炉 550℃灼烧法；水分测定采用干燥

箱 103℃烘干法。 

氨基酸的分析：样品经 6 mol/L HCl 水解，水解

时充氮气 24 h，采用氨基酸自动分析仪测定 17 种氨

基酸。 

1.4.2  仿刺参生长指标的测定    实验开始时，将每

个整理箱内仿刺参取出称其湿体重，为初始体重

W0(g)；实验结束时，取出仿刺参称其湿体重，为末

结果体重 Wt(g)。称重时阴干 10 min，用吸水纸吸干

仿刺参体表水分，避免体表水分所引起的称量误差。

仿刺参特定生长率(Specific growth rate, SGR, %/d)采

用以下公式计算： 

SGR(%/d) = (lnWt−lnW0)/t × 100% 

式中，t 为实验持续的时间(d)。 

1.4.3  测定体重    实验开始前 1 d 停止投喂，测其

体重初始值，实验 30 d 结束时，同样停止投喂 1 d，

测其体 终值。 

通 过 食 物 转 化 率 (Food conversion efficiency, 

FCE)，观察饲料中添加不同比例的甘薯原料成分对

仿刺参摄食的影响。计算公式如下： 

FCE=100×(Wt−W0)/F 

式中，W0 为体重初始值(g)，Wt 为测定值(g), t 为

实验时间(g)，F 为饲料摄入量(g)。 

1.4.4  数据统计    实验数据利用 SPSS 17.0 软件进

行单因子方差分析(One-Way ANOVA)和多重比较，以

P<0.05 作为不同处理之间显著差异的标志。 

2  结果 

2.1  甘薯块根粉与甘薯蔓茎粉的营养成分 

两种甘薯饲料原料中粗蛋白、粗脂肪、粗灰分与水

分组成见表 2。从表 2 中可知，甘薯块根粉中粗蛋白含

量为 10.01%，甘薯蔓茎粉中粗蛋白含量较低，为 5.54%。 



82 渔   业   科   学   进   展 第 37 卷 

 

表 2  两种甘薯饲料原料主要成分组成 
Tab.2  Basic nutritional components of two kinds of sweet potato powders 

营养成分 
Nutrition component(%) 

甘薯块根粉 
Tuber powder of sweet potato 

甘薯蔓茎粉 
Stem powder of sweet potato 

检测方法 
Test method 

粗蛋白 Crude protein 10.01 5.54 GB/T 6432-1994 

粗脂肪 Crude fat 3.52 1.13 GB/T 6433-2006 

粗灰分 Crude ash 10.52 3.39 GB/T 6438-2007 

水分 Moisture 6.57 9.82 GB/T 6435-2006 

 
两种甘薯饲料原料中氨基酸组成见表 3。从表 3

中可知，甘薯块根粉中含量较高的氨基酸有天门冬氨

酸、谷氨酸、亮氨酸、赖氨酸等，甘薯蔓茎粉中含量

较高的氨基酸有谷氨酸、天门冬氨酸、苯丙氨酸、亮

氨酸等。每 100 g 甘薯块根与蔓茎干粉中氨基酸总量

分别为 7.33 g 和 4.37 g。 
 

表 3  两种甘薯饲料原料氨基酸组成 
Tab.3  Amino acid contents of two kinds of sweet  

potato powders 

氨基酸组成 
Amino acid contents(%) 序号 

No. 
检测项目 
Test item 甘薯块根粉 

Tuber powder 
甘薯蔓茎粉
Stem powder

1 天门冬氨酸 Asp 1.18 0.61 

2 苏氨酸 Thr 0.40 0.23 

3 丝氨酸 Ser 0.36 0.21 

4 谷氨酸 Glu 0.98 0.66 

5 甘氨酸 Gly 0.42 0.23 

6 丙氨酸 Ala 0.57 0.24 

7 胱氨酸 Cys 0.25 0.12 

8 缬氨酸 Val 0.44 0.27 

9 蛋氨酸 Met 0.03 0.03 

10 异亮氨酸 Ile 0.27 0.19 

11 亮氨酸 Leu 0.60 0.35 

12 酪氨酸 Tyr 0.21 0.19 

13 苯丙氨酸 Phe 0.43 0.35 

14 赖氨酸 Lys 0.47 0.25 

15 组氨酸 His 0.15 0.09 

16 精氨酸 Arg 0.31 0.18 

17 脯氨酸 Pro 0.26 0.17 

 氨基酸总量 Taa 7.33 4.37 

 

2.2  添加两种甘薯饲料对仿刺参摄食与生长的影响 

2.2.1  添加两种甘薯饲料对仿刺参生长的影响 

实验期间，投喂添加两种甘薯饲料的实验仿刺参

体重变化情况见图 1 和图 2。从图 1 中可以看出，添

加甘薯块根粉的实验组在 30 d 内仿刺参平均体重  

  
 

图 1  添加甘薯块根粉组仿刺参体重变化 
Fig.1  Variation of body weight of sea cucumber fed with different 

diets supplemented with the tuber powder of sweet potato 
 

 
 

图 2  添加甘薯蔓茎粉组仿刺参体重变化 
Fig.2  Variation of body weight of sea cucumber fed with different 

diets supplemented with the stem powder of sweet potato 
 

均有增加，且随实验时间呈上升趋势(图 1)。实验结

束时，添加甘薯块根粉的实验组中体重 高的为

10%(Ⅰ)组，平均体重达 9.09 g，增重为 48.0%；20%(Ⅱ)

实验组的平均体重为 8.97 g，增重为 46.3%；30%(Ⅲ)

组与对照组平均体重接近，分别为 8.47 g 和 8.56 g，

分别增重 39.8%和 39.6%；40%(Ⅳ)、50%(Ⅴ)和 60%(Ⅵ)

实验组平均体重均低于对照组，分别为 8.10、7.85、7.94，

增重亦均低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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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期间，投喂添加甘薯蔓茎粉饲料的实验组仿

刺参平均体重变化见图 2。从图 2 可以看出，在实验

015 d 期间，所有实验组仿刺参平均体重随时间呈增

加趋势；15 d 后，除 10%(Ⅰ)实验组外，其他各组仿

刺参生长逐渐趋缓甚至呈现生长停滞或下降现象；至

实验 30 d 结束，添加甘薯蔓茎粉 10%(Ⅰ)组与对照组

生长情况接近，平均体重分别为 8.35、8.56 g，分别

增重 34.7%和 39.6%；20%(Ⅱ)、30%(Ⅲ)、40%(Ⅳ)

和 50%(Ⅴ)组生长不明显，分别为 7.63、7.34、7.22、

6.69 g，分别增重 24.0%、20.0%、17.8%、9.9%。60%(Ⅵ)

实验组平均体重 低，为 5.98 g，呈负生长。 

2.2.2  添加两种甘薯饲料对仿刺参 SGR 的影响 

实验对添加两种甘薯成分饲料实验组仿刺参的

SGR 按不同实验天数分别进行了测定，结果见表 4

和表 5。从表 4 和表 5 中可以看出，投喂添加甘薯块

根粉饲料的实验组仿刺参在实验期间的 SGR 随实验

天数增加出现显著差异(P<0.05)。实验结束时，10% 

(Ⅰ)和 20%(Ⅱ)组 SGR 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30% 

(Ⅲ)组 SGR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不显著(P>0.05)，40% 

(Ⅳ )、50%(Ⅴ )、60%(Ⅵ )组 SGR 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5)。 

投喂添加甘薯蔓茎粉饲料的实验组仿刺参在实验

期间的 SGR 随实验天数增加呈显著差异(P<0.05)。实

验结束时，除 10%(Ⅰ)组外，各实验组仿刺参 SGR 均

低于对照组(P<0.05)，且随甘薯蔓茎粉添加量的增大

呈下降趋势，其中，60%(Ⅵ)组 SGR 出现负值。 

2.2.3   添加两种甘薯饲料对仿刺参 FCE 的影响 

对添加两种甘薯成分饲料实验组仿刺参的 FCE

分别进行了测定，结果见表 6。从表 6 可以看出，投

喂添加甘薯块根粉饲料的实验组仿刺参 10%(Ⅰ)、

20%(Ⅱ)组 FCE 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30%(Ⅲ)

组 FCE 与对照组差异不显著(P>0.05)，40%(Ⅳ)、

50%(Ⅴ)、60%(Ⅵ)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投喂

添加甘薯蔓茎粉饲料的 10%(Ⅰ) 实验组与对照组 

 
表 4  甘薯块根粉组仿刺参 SGR  

Tab.4  The SGR of sea cucumber fed with the tuber powder of sweet potato (%/d) 

实验天数 Days(d) 组别 
Groups 5 10 15 20 25 30 

CK 0.661±0.023a 0.540±0.085a 1.073±0.040a 0.908±0.112a 0.896±0.069a 1.113±0.073a 

Ⅰ 0.954±0.054b 0.955±0.078b 1.163±0.145ab 1.132±0.120a 1.268±0.125b 1.308±0.093b 

Ⅱ 0.642±0.034a 0.234±0.022c 0.866±0.116c 1.015±0.078a 1.134±0.063bc 1.269±0.061b 

Ⅲ 0.672±0.076a 0.846±0.031bd 1.332±0.096b 0.938±0.137a 0.906±0.108ad 1.116±0.206a 

Ⅳ 0.691±0.035a 0.547±0.069a 0.898±0.087c 0.913±0.077a 1.023±0.099cd 0.923±0.098c 

Ⅴ 0.769±0.074a 0.467±0.055e 0.569±0.064d 0.482±0.043b 0.802±0.067a 0.803±0.088c 

Ⅵ 0.553±0.103c 0.822±0.068d 0.779±0.178ab 0.599±0.111c 0.925±0.074cd 0.862±0.072c 

注：同一列中的不同字母表示显著性差异(P<0.05) 

Note：Different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indica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表 5  甘薯蔓茎粉组仿刺参 SGR  
Tab.5  The SGR of sea cucumber fed with the stem powder of sweet potato (%/d) 

实验天数 Days(d) 组别 
Groups 5 10 15 20 25 30 

CK 0.661±0.023a 0.540±0.085a 1.073±0.040ab 0.908±0.112a 0.896±0.069a 1.113±0.073a 

Ⅰ 0.732±0.046b 1.185±0.139b 0.875±0.176d 0.617±0.021b 0.780±0.024ab 0.992±0.087a 

Ⅱ 0.255±0.044c 0.894±0.082c 1.184±0.108b 0.750±0.065c 0.699±0.046bc 0.717±0.113b 

Ⅲ 0.356±0.053d 0.850±0.042c 1.028±0.078ab 0.750±0.077c 0.645±0.064cd 0.608±0.086c 

Ⅳ 0.768±0.068be 0.882±0.096c 0.942±0.095ad 0.624±0.039b 0.542±0.033d 0.546±0.048c 

Ⅴ 0.637±0.075a 0.865±0.080c 0.909±0.072ad 0.455±0.018d 0.367±0.027e 0.313±0.023d 

Ⅵ 0.852±0.071e 0.288±0.054d 0.885±0.068d 0.199±0.042e 0.125±0.024f 0.102±0.032e 

注：同一列中的不同字母表示显著性差异(P<0.05) 

Note：Different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indica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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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添加两种甘薯饲料对仿刺参 FCE 的影响 
Tab.6  The effects of two kinds of sweet potato powders on 

the food conversion efficiency in sea cucumber 

食物转化率 Food conversion efficiency(%) 组别 
Groups 甘薯块根粉 Tuber powder 甘薯蔓茎粉 Stem powder

CK 44.18±2.89a 44.18±2.89a 

Ⅰ 53.64±3.63b 39.09±2.94a 

Ⅱ 51.64±3.42b 26.82±3.15bc 

Ⅲ 43.82±2.78a 22.25±4.58cd 

Ⅳ 35.64±4.87c 19.82±3.23d 

Ⅴ 30.55±4.55c 10.91±3.69e 

Ⅵ 32.91±5.32c — 

注：同一列中的不同字母表示显著性差异(P<0.05) 

Note：Different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indica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FCE 差异不显著(P>0.05)，其余的各实验组仿刺参

FCE 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 

3  讨论 

3.1  甘薯块根粉与甘薯蔓茎粉营养成分比较 

在目前开展研究的仿刺参植物源蛋白添加饲料

中，陆生植物蛋白源饲料因其来源广泛、成本低廉颇

受研究者关注。据国内外医学研究，甘薯的茎尖、叶

片、块根中含有多种胶原和粘多糖物质，可有效促进

机体免疫力；此外，还含有丰富的纤维素、微量元素、

胡萝卜素、核黄素、尼克酸、抗坏血酸等成分(伍军, 

2004; 王文亮等, 2009)，是营养成分齐全且含量较高

的理想陆生植物添加饲料。 

王际英等(2009)、李素红等(2012)研究表明，饲

料中蛋白含量是影响仿刺参生长的关键因素。仿刺参

在生长发育过程中，通过不断摄食藻类成分饲料累积

体内蛋白质(宋志东等, 2009)。饲料中适宜的蛋白含量

可有效提高仿刺参 SGR(Seo et al, 2011)，幼参阶段蛋白

需求量水平为 18.21%–24.18%(朱伟等, 2005; 吴永恒

等, 2012)。在以藻粉为主要成分的刺参饲料中，鼠尾藻

饲料的蛋白含量为 12.23%–19.35%，马尾藻饲料的蛋白

含量为 11.74%–14.20%，海带粉饲料的蛋白含量为

6.84%–8.70%(刘营 , 20101); 郭娜 , 20112); 李晓等 , 

2013)。从本研究对两种甘薯饲料原料营养成分测定

结果来看，甘薯块根粉中粗蛋白含量较高，接近鼠尾

藻、马尾藻等优质大型藻类成分的蛋白含量水平，高于

海带粉。甘薯蔓茎粉蛋白占甘薯块根粉 55.3%，含量

相对较低，略低于海带粉。因此，从蛋白含量方面考

虑，适宜比例的甘薯块根粉和甘薯蔓茎粉作为仿刺参

饲料添加成分可起到类似海洋大型藻类的作用，通过

与动物源蛋白(如鱼粉、虾糠等)合理搭配、混合投喂，

完全可以满足仿刺参生长发育中的蛋白需求。 

仿刺参的氨基酸组成有着一定的规律性 , 如谷

氨酸、天冬氨酸、甘氨酸、精氨酸等含量较高(宋志东

等, 2009)，刺参在摄食苏氨酸、缬氨酸、亮氨酸、苯

丙氨酸、赖氨酸、组氨酸、精氨酸等氨基酸含量较高

的食物后，体重增长较快。在其他海洋大型藻类中，

浒苔与鼠尾藻的氨基酸构成相似，含量较高的氨基酸

为天门冬氨酸、谷氨酸、丙氨酸、亮氨酸、苏氨酸等

(李晓等, 2013)。本研究测得甘薯块根粉中含量较高

的氨基酸为天门冬氨酸、谷氨酸、亮氨酸、赖氨酸等，

甘薯蔓茎粉中含量较高的氨基酸为谷氨酸、天门冬氨

酸、苯丙氨酸、亮氨酸等，接近鼠尾藻与仿刺参体组

成氨基酸含量，因此可推断，两种甘薯饲料中氨基酸

的组成与含量能够满足仿刺参的营养需求，可为仿刺

参生长发育提供充足、平衡的氨基酸营养。 

3.2  甘薯块根粉与甘薯蔓茎粉对仿刺参摄食与生长

的影响 

研究显示，刺参是典型的沉积食性动物，其食物

来源广泛(Hamel et al, 2001; Yang et al, 2005; Yuan et al, 

2006)。目前，陆生植物中存在氨基酸不平衡、含有

抗营养因子和消化率低等问题, 在饲料中添加的比例

过高时, 养殖对象生长会明显下降(王吉桥等, 2010)。

因此，本实验设计了添加 10%60%的比例来研究适

宜的甘薯原料成分添加量。结果显示，添加 10%、20%

甘薯块根粉的实验组经 30 d饲养后，仿刺参体重与 SGR

均显著高于其他实验组(P<0.05)，FCE 也是实验组当

中 高的(P<0.05)，当添加量超过 30%时，仿刺参 SGR

随饲养天数的增加而呈现下降趋势，其中 30%(Ⅲ)组

SGR 略低于对照组，但未出现显著差异(P>0.05)；

40%(Ⅳ)、50%(Ⅴ)、60%(Ⅵ)组 SGR 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5)。结果显示，当甘薯块根粉添加量低于 30%

时，甘薯块根粉中所含植物蛋白、氨基酸等营养成分能

够与商品配合饲料中的营养成分有效搭配，满足仿刺

参对食物的营养需求，有效促进仿刺参的摄食与生长。 
                            

1) 刘营. 不同饲料对刺参(Apostichopus japonicus)生长及能量收支的影响及机制. 中国海洋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2010, 8–10 

2) 郭娜, 不同饲料对刺参(Apostichopus japonicus)生长、消化生理和能量收支的影响. 中国海洋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2011: 21–30 



第 1 期 赵  斌等: 两种甘薯饲料原料营养成分及其对仿刺参(Apostichopus japonicus)摄食与生长的影响 85 

 

添加甘薯蔓茎粉实验组中，10%(Ⅰ)组仿刺参体

重增长与对照组接近，实验结束时，SGR 与对照组无

显著差异(P>0.05)；其余实验组随着甘薯蔓茎粉添加

比例的增大，在实验前 15 d 时，仿刺参与对照组无

明显差异，但在 15 d 后，仿刺参 SGR 出现显著降低

(P<0.05)，而 FCE 较低。结果显示，甘薯蔓茎粉添加

量以 10%为宜，当添加量超过 10%、且持续饲养超过

15 d 时，对仿刺参生长会造成一定影响。究其原因分

析认为，相对于甘薯块根粉，中观察到甘薯蔓茎粉在

投喂后的凝沉性明显低于投喂商品配合饲料及甘薯

块根粉的实验组，导致水体长时间混浊，甚至出现泡

沫，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仿刺参正常摄食与生长。同

时，根据研究结果，甘薯蔓茎粉的粗蛋白含量与藻粉

为主要成分的仿刺参饲料存在一定差异，当添加量增

加时，不能很好地满足仿刺参生长发育的营养需求，

也影响其正常生长。此外，适口性也是饵料影响动物

生长的关键因素之一(李旭等, 2013)，研究中甘薯蔓

茎粉的投喂效果不如甘薯块根粉也可能与此有关。 

3.3  结论 

本研究表明，两种甘薯饲料原料作为陆生植物蛋

白源成分按一定比例添加在仿刺参饲料中是可行的，

当甘薯块根粉添加比例不超过 30%、蔓茎粉添加比例

不超过 10%时，可保证或促进仿刺参摄食与生长。同

时，由于甘薯块根来源广泛，加工时不受表观、质地

限制，而甘薯蔓茎在日常生产中基本属废弃材料，二

者均具备取材便利的特点。在仿刺参养殖生产中，通

过制订两种甘薯饲料原料的科学投饲策略，设计相应

的添加投喂频次，在充分满足添加投喂效果的同时，

可大大降低饲料成本，提高资源化利用程度。因此，

以甘薯原料作为仿刺参配合饲料添加原料的研究应

用，具有十分广阔的产业化开发与推广前景。本研究

为仿刺参养殖中陆生植物蛋白源添加饲料的开发提

供了两种完全可行的原材料，随着仿刺参养殖产业的

健康持续发展，寻求更多来源广泛、成本低廉、效果

优良的陆生植物饲料源，将是未来进一步研究开发的

方向和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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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utritional Effects of Two Feedstuffs from Sweet Potato on Feeding  
and Growth of Sea Cucumber Apostichopus japonicus 

ZHAO Bin, HU Wei, LI Chenglin①
, HAN Sha, YAN Fang 

(Marine Biology Institute of Shandong Province, Qingdao  266104)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prices for macroalgae such as sargassum have been rising due to higher 

demands on the seaweed during the expansion in the sea cucumber aquaculture. In this study, we 

investigated the nutritional components of two feedstuffs and their effects on the feeding and growth of 

sea cucumber. The experimental diets were formulated with tuber and stem powders from sweet potato at 

6 levels (10%, 20%, 30%, 40%, 50% and 60%).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rude protein contents in the 

tuber and stem powders were 10.01% and 5.54% respectively. The total amino acids per 100 g tuber and 

stem powders were 7.33 g and 4.37 g respectively. During a 30-day experiment, the average body weight 

of sea cucumber fed with the tuber powder continued to increase. At the end of the experiment, the SGRs 

in the 10% group and the 20%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whereas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 30%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SGR of sea 

cucumber fed with the stem powder in the 10% group 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at in the 

control (P>0.05), while SGRs in the other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P<0.05). The FCEs of sea cucumber fed with the tuber powder of the 10% and the 20%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FCE of sea cucumber fed with the stem powder in 

the 10% group was similar to the control, but it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other groups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P<0.05). Thes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30% tuber powder and 10% stem powder (or less) could 

improve the feeding and growth of sea cucumber. 

Key words    Apostichopus japonicus; Tuber powder of sweet potato; Stem powder of sweet potato；

Nutrition component;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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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投喂水平对刺参(Apostichopus  
japonicus Selenka)生长、消化酶 

及免疫相关酶活性的影响* 

王艺超 1,2  梁萌青 1①  郑珂珂 1 
(1.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青岛  266071； 

2. 大连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  大连  116021) 

摘要    试验研究了饥饿、次饱食、饱食和过饱食 4 个不同投喂水平(即 2%、3%、4%和 5%体重)

对刺参[初始体重为(5.80±0.02) g]生长性能、体成分、消化性能以及刺参体壁与体腔液内超氧化物歧

化酶(SOD)、碱性磷酸酶(AKP)和溶菌酶(LZM)活性的影响。试验在室内静水养殖系统中进行，试验

水温为 19–21℃，为期 60 d。结果显示，在次饱食水平下，刺参特定生长率达到最高，显著高于饥

饿水平和过饱食水平(P<0.05)，但与饱食水平差异不显著(P>0.05)；刺参肠道胰蛋白酶活性均随着

投喂水平的提高而升高，在过饱食水平下达到最高，显著高于饥饿水平和次饱食水平(P<0.05)，但

与饱食水平差异不显著(P>0.05)；刺参肠道淀粉酶活性随着投喂水平的提高呈现先下降后保持稳定

的趋势，在饱食水平之后达到稳定；在饱食水平下，刺参体壁和体腔液 AKP、SOD 及 LZM 活性均

表现出较高水平，表明在饱食投喂水平下，刺参抗病能力最强；不同投喂水平对刺参体壁营养组成

以及刺参脏壁比均无显著影响(P>0.05)。因此，建议刺参养殖采用饱食水平进行投喂。 

关键词    投喂水平；刺参；生长；消化酶；体成分 

中图分类号 S9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6)01-0087-06 

刺参 (Apostichopus japonicus Selenka)因蛋白质

含量高、脂类含量低，并含有丰富的功能性多糖，具

有滋补强身之功效，被视为重要的海珍品(廖玉麟 , 

1997)。近年来，刺参消费需求量逐年增加，刺参养

殖产业迅速发展，但同时导致刺参自然资源的过度开

发和种群数量的急剧下降。 

但目前在刺参养殖过程中，对刺参饲料投喂水平的

界定，养殖户通常凭经验而定，缺乏科学性。如果投喂

水平过高，饲料利用率低，造成饲料浪费、水质污染等

问题；如果投喂水平不足，饲料中的营养物质主要用于

维持刺参的基础代谢，而用于生长部分的比例偏低，影

响刺参的正常生长。同时，刺参摄食不均，部分刺参处

于半饥饿状态，导致个体大小差异悬殊，影响刺参养殖

的经济效益(吴锐全, 2005)。对于刺参健康养殖来说，

科学合理投喂是促进刺参快速生长、提高饲料转化率、

降低饲料成本、提高经济效益的关键。本研究参考鱼类

养殖中“四定”原则(定时、定位、定质和定量)(柳富荣, 

2004; 谢信桐, 2004; 陈礼强, 2005)，分别从刺参的生长

性能、体壁成分、肠道消化酶活性以及体壁和体腔液中

免疫相关酶活性四个方面研究了饲料投喂水平对刺参

的影响，以期对刺参科学投喂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饲料 

试验饲料为商业海参专用饲料 2 号料，饲料细度≥

abc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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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目，主要营养成分：粗蛋白 20.70%，粗脂肪 0.97%，

灰分 34.48%，能量 10.34 kJ/g。将饲料与海泥按 4∶6

的比例加清水混制成饲料泥浆，泼洒投喂。 

1.2  试验设计 

经过 24 h 摄食后，养殖桶中略有残饵的状态被

判定为刺参的饱食状态，达到此状态的投喂水平称作

饱食投喂水平。初期预实验结果表明，刺参对试验饲

料的饱食投喂水平为刺参体重的 4%，故本试验设置

的饥饿、次饱食、饱食和过饱食 4 个投喂水平分别对

应投喂量为刺参体重的 2%、3%、4%和 5%，每个处

理设 3 个重复，每个重复放养刺参 35 只。试验周期

为 60 d，试验期间，每隔 7 d 对刺参称重 1 次，根据

刺参体重相应调节投饲量，记录每天投喂量。 

1.3  刺参养殖 

刺参规格为(5.80±0.02) g。选取健康刺参个体，

采取饱食投喂驯养 7 d 后，开始分组试验。刺参每日

投喂 1 次(17∶00)，每天换水 1 次，换水量约为 2/3。

试验用水为砂滤自然海水，温度为 19–21℃，溶氧≥

6.0 mg/L。 

1.4  样品采集及处理 

1.4.1  生长测定    刺参取样前禁食 24 h。每个重复

在黑暗中沥水 10 min 后，称重。每个重复随机选取

刺参 3 只，分别称重体壁和内脏团。相关生长指标计

算公式如下： 

增重率(WGR)(%)=(Wt–W0)/W0×100%； 

特定生长率(SGR)(%/d)=(lnWt–lnW0)/t； 

脏壁比(VBR)(%) = Wv/Wb×100%； 

饲料效率(FE)(%)=(Wt–W0)/Wf×100% 

式中，Wt 为试验结束时刺参的平均体重，单位为

g；W0 为试验开始时刺参的平均体重，单位为 g；t 为

试验天数，单位为 d；Wv 为刺参内脏团质量，单位为 

g；Wb 刺参体壁质量，单位为 g；Wf 为平均投喂量，单

位为 g。 

1.4.2  生化样品采集及测定    每个重复随机选取刺

参 3 只，吸取刺参体腔液放入液氮中速冻，于–80℃中

保存待测。在刺参相同部位剪取 1 g 左右体壁，于–20

℃保存待测。取肠道于–20℃保存待测。试验待测消

化酶包括肠道淀粉酶与胰蛋白酶；体壁和体腔液内待

测免疫相关酶包括超氧化物歧化酶(SOD)、碱性磷酸

酶(AKP)以及溶菌酶(LZM)。上述所有酶活性均选用

南京建成相应试剂盒进行测定。 

1.4.3  体成分样品采集及测定    每个重复随机取

6 只刺参体壁，–20℃保存待测。体壁与饲料分别于

65℃和 105℃下烘干至恒重，测定水分含量；粗蛋白

采用 Foss 半自动凯氏定氮仪进行测定；粗脂肪采用

索氏抽提仪进行测定；能量采用 Parr 6100 型全自动

氧弹量热仪测定；灰分采用马弗炉 550℃煅烧法测定。 

采用 SPSS 17.0 软件包对数据结果进行单因素方

差分析(One-way ANOVA)，差异显著后进行 Duncan's

多重比较，数据以平均值±标准差表示，差异显著水

平为 0.05。 

2  结果 

2.1  不同投喂水平对刺参生长的影响 

随着刺参投喂水平的提高，增重率和特定生长率

均先升高后降低，且均在 3%体重的投喂水平下达到

大，分别为 103.55%和 1.36%/d，显著高于 2%体重

组和 5%体重组(P<0.05)；4%体重的投喂水平下，刺

参生长略低于 3%体重组，但差异并不显著(P>0.05)。

饲料效率同样随着投喂水平的提高而呈现先升高后

降低的趋势，在 3%体重的投喂水平下，饲料效率达

到 高，为 15.37%，显著高于 2%和 5%水平(P<0.05)，

但与 4%体重组差异不显著(P>0.05) (表 1)。 

 
表 1  不同投喂水平对刺参的生长性能的影响 

Tab.1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ration levels on growth performance of A. japonicus 

投喂水平 
Ration level 

初始体重 
Initial weight (g) 

终末体重 
Final weight (g)

增重率 
WGR (%) 

特定生长率 
SGR (%/d) 

饲料效率 
FE (%) 

饥饿 Hunger(2%) 5.79±0.01 8.68±0.39b 72.68±5.96b 1.11±0.01a 12.53±0.88b 

次饱食 Subsatiation(3%) 5.79±0.01 9.87±1.44a 103.55±7.68a 1.36±0.07a 15.37±0.31a 

饱食 Satiation(4%) 5.79±0.01 9.18±1.18ab 86.95±0.21ab 1.20±0.01ab 14.61±0.31a 

过饱食 Oversatiation(5%) 5.81±0.01 8.48±0.83b 69.48±8.28b 1.01±0.09b 10.88±0.52b 

注：同列数据中相同上标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P>0.05) 
Note: Values in the same column with same superscripts a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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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不同投喂水平对刺参消化酶活性的影响 

刺参肠道胰蛋白酶活性随着投喂水平的提高呈

上升的趋势，在 5%体重水平下，胰蛋白酶活性达到

高(54.4 U/mg prot)，显著高于 2%和 3%体重水平

(P<0.05)，但与 4%体重水平差异不显著(P>0.05)。刺

参肠道淀粉酶活性呈现随投喂水平的提高先降低后

不变的趋势，其中，在 2%体重水平下，淀粉酶活性达

到 高(0.75 U/mg prot)，显著高于其他水平(P<0.05)，

在 4%体重水平之后，淀粉酶活性保持稳定(表 2)。 
 

表 2  不同投喂水平对刺参肠道淀粉酶 

和胰蛋白酶活性的影响 
Tab.2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ration levels on the activities 

of amylase and trypsase in intestines of A. japonicus 

投喂水平 
Ration level 

淀粉酶活性 
Amylase activity 

(U/mg prot) 

胰蛋白酶活性 
Trypsase activity

(U/mg prot) 

饥饿 Hunger(2%) 0.75±0.01a 33.9±0.95b 

次饱食 
Subsatiation(3%) 

0.56±0.03b 33.1±1.71b 

饱食 Satiation(4%) 0.34±0.02c 47.2±7.34a 

过饱食 
Oversatiation(5%) 

0.33±0.02c 54.4±3.14a 

注：同列数据中相同上标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P>0.05) 
Note: Values in the same column with same superscripts 

a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0.05) 
 

2.3  不同投喂水平对刺参体壁及体腔液中 AKP、
SOD、LZM 活性的影响 

刺参体壁 AKP、SOD、LZM 活性均随投喂水平

的提高呈现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表 3)。其中，AKP 活

性在 4%体重水平下达到 高，为 55.25 Kim unit/g prot，

显著高于 2%体重水平(P<0.05)，但与 3%和 5%水平

差异并不显著(P>0.05)；SOD 活性在 4%水平下达到

高，为 69.72 U/mg prot，显著高于 2%和 5%水平

(P<0.05)，但与 3%水平差异并不显著(P>0.05)；LZM

活性同样在 4%水平下达到 高，为 4.83 μg/mg prot，

显著高于其他 3 个水平(P<0.05)(表 3)。 

刺参体腔液 AKP、SOD、LZM 活性表现出与体

壁中相同的趋势。其中，AKP 活性在 4%体重水平下

达到 高，为 0.22 Kim unit/100 ml，显著高于 2%和

5%水平(P<0.05)，但与 3%水平差异不显著(P>0.05)；

SOD 活性在 4%水平下达到 高，为 19.55 U/ml，显著

高于其他 3 个水平(P<0.05)；同样，LZM 活性在 4%

水平下也达到 高，为 2.68 μg/ml，显著高于 2%和 5%

水平(P<0.05)，与 3%水平差异不显著(P>0.05)(表 3)。 

2.4  不同投喂水平对体壁成分及脏壁比的影响 

不同投喂水平下刺参体壁成分及脏壁比见表 4。刺

参体壁水分含量在 91%–92%之间，蛋白含量在 41%– 

42%之间，脂肪含量在 1.6%–1.7%之间，灰分在 34%– 

36%之间，脏壁比在 0.16–0.23 之间。在不同的投喂

水平下，体壁成分和脏壁比虽有差异，但组间差异并

不显著(P>0.05)。 

3  讨论 

对鱼类投喂水平的研究已多见报道，研究表明，

对翘嘴鳜鱼(Siniperca chuatsi Basilewsky)(王乾等, 

2013)、大菱鲆(Scophthatmus maximus)(李滑滑等, 2013)、

牙鲆(Paralichthys olivaceus)(陈晶等, 2012)等鱼类来

说，其特定生长率随投喂水平的提高呈上升的趋势。

本研究发现，刺参的特定生长率随着投喂水平的 

 
表 3  不同投喂水平对刺参体壁和体腔液中 AKP、SOD、LZM 活性的影响 

Tab.3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ration levels on the activities of AKP, SOD, and LZM in body wall and  
coelomic fluid of A. japonicus 

AKP SOD LZM 

投喂水平 
Ration level 

体壁 
Body wall  

(Kim unit/g prot) 

体腔液 
Coelomic fluid 

(Kim unit/100 ml)

体壁 
Body wall 

(U/mg prot) 

体腔液 
Coelomic fluid

(U/ml) 

体壁 
Body wall  

(μg/mg prot) 

体腔液 
Coelomic fluid

(μg/ml) 

饥饿 Hunger(2%) 37.51±3.20b 0.13±0.01b 61.97±1.40b 12.03±0.73b 3.42±0.18b 1.33±0.03a 

次饱食 
Subsatiation(3%) 

48.85±1.14a 0.17±0.02ab 65.02±2.86ab 12.47±0.35b 3.44±0.14b 2.53±0.18a 

饱食 Satiation(4%) 52.25±4.42a 0.22±0.01a 69.72±2.19a 19.55±0.31a 4.83±0.06a 2.68±0.19a 

过饱食 
Oversatiation(5%) 

51.67±3.19a 0.13±0.01b 26.26±2.13c 12.97±0.47b 3.16±0.28b 1.58±0.13a 

注：同列数据中相同上标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P>0.05) 
Note: Values in the same column with same superscripts a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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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投喂水平对刺参体壁成分及脏壁比的影响 
Tab.4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ration levels on the body wall composition and viscera body wall ratio of A. japonicus 

投喂水平 Ration level 水分 Moisture (%) 蛋白含量 Protein (%) 脂肪含量 Lipid (%) 灰分 Ash (%) 脏壁比 VBR (%)

饥饿 Hunger(2%) 91.78±0.46 41.83±0.84 1.67±0.02 35.84±0.51 0.22±0.03 

次饱食 Subsatiation(3%) 92.02±0.18 41.89±1.73 1.70±0.02 35.05±0.88 0.19±0.02 

饱食 Satiation(4%) 91.85±0.30 42.34±0.61 1.74±0.01 34.51±0.13 0.17±0.01 

过饱食 Oversatiation(5%) 91.61±0.10 42.43±0.16 1.73±0.03 34.81±0.26 0.23±0.02 

注：同列数据中相同上标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P>0.05) 
Note: Values in the same column with same superscripts a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0.05) 

 
提高，呈现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其中，在次饱食(3%

体重)的投喂水平下，增长率和特定生长率达到 高，

饱食水平组(4%体重)生长状况略差，但与次饱食水平

组(3%体重)并无明显差异。分析原因，可能是随着摄

食量的提高，刺参可利用的物质和能量储存得到满

足，使得饲料效率得到提高，从而促进刺参的生长 

(于东祥等, 2010)。当投喂水平达到了过饱食状态(5%

体重)时，由于肠道排空与进食速度差的影响，饲料

不能得到很好的利用，导致饲料的残留，饲料效率因

此而降低；另外，残饵的出现会诱发微生物滋生、耗

氧增加、水质败坏等一系列问题，刺参的生长受到阻

碍 (苗淑彦等 , 2009; Oseni et al, 1992; 蒋艾青等 , 

2006)。安振华等(2008)在对刺参日粮水平的研究中得

出与本研究相一致的结果。 

在对泥鳅 (Misgumus anguillcaudatus)(刘姚等 , 

2011)、中华鳖(Trinoxy sinensis)(雷思佳, 2003)等的研

究中发现，养殖动物体成分中水分和灰分的含量随着

投喂水平的增加而降低，粗脂肪和粗蛋白的含量随着

投喂水平的增加而上升。本研究发现，不同投喂水平

对刺参体成分的影响并不显著(P>0.05)。分析原因，

可能是养殖对象以及养殖环境的不同导致投喂水平

对养殖动物的影响表现出不一致性，也可能是试验设

置的投喂水平还不足以影响刺参体成分，具体原因还

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在对大菱鲆(李滑滑等, 2013)、

花鲈(Lateolabrax japonicus)(胡亮等, 2010)等研究中

得出与本研究相似的结果。不同投喂水平对刺参脏壁

比也没有显著影响。田青等(2014)研究表明，过度饥

饿会导致刺参脏壁比逐渐增大。本研究设置的投喂水

平尚不能使刺参过度饥饿，暂且可以认为投喂水平对

刺参脏壁比没有影响。 

消化酶是反映水产动物生理状态和对环境适应

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消化酶活性的变化能够反映水

产动物营养生理的变化，与水产动物的生长发育有着

密切联系(张洪彩等, 2014; Biesiot et al, 1995)。在本研

究中，刺参肠道胰蛋白酶活性随着投喂水平的提高而

提高，分析原因，可能是随着摄入饲料水平的增加，

摄入的蛋白量也随之提高，胰蛋白酶与底物接触概率

增大，从而更好地刺激胰蛋白酶的分泌，并促进其活

性的提高(冯丹等, 2014)。刺参肠道淀粉酶在投喂水平

不足的情况下活性较高，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利用食物来

满足自身生长以及能量消耗(高鹏程, 2013)1)，随着投喂

水平的提高，刺参肠道淀粉酶活性呈现先降低后保持

稳定的趋势，这可能是刺参肠道消化酶之间相互影响的

结果(冯丹等, 2014)。在鲤鱼(Cyprinus carpio) (王燕妮

等, 2001)、克氏原螯虾(Procambarus clarkii)(芦光宇等, 

2012)等的研究中表现出相似的结果。 

刺参病害是影响刺参工厂化养殖面临的 严重

的问题之一，刺参发病存在潜伏期长、发病快、蔓延

迅速的特点，因此，如何提高刺参本身的抗病能力是

当前刺参养殖的焦点之一。在正常生理状态下，动物

机体的各项生理指标会维持在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

而机体的各项生化指标的变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出动物的健康状况(Djangmah, 1970)。刺参的防御

机制主要是非特异性免疫，包括体壁防御和体腔液免

疫，体壁和体腔液内分布的免疫相关酶发挥着重要作

用(王际英等, 2014)。SOD 是一种防御生物体内活性

氧或自由基伤害的 重要酶类(Fridovich, 1989)，有研

究指出，SOD 活性与生物体免疫水平有着密切的联系

(张元发, 20112); 王吉桥等, 2011; 刘云等, 2008; Zhang 

et al, 2000)。AKP 是一种磷酸单脂水解酶，在碱性条

件下，可使磷酸单脂水解生成乙醇和磷酸，是重要的

解毒系统(Johnson, 1969)。LZM 主要通过水解革兰氏

阳性细菌细胞壁，并刺激吞噬细胞吞噬细菌和侵入机

体的异物(Hikima et al, 2003)，其活性是生物体非特 
                            

1) 高鹏程. 饥饿后恢复投饵对刺参生长的影响. 上海海洋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2013, 29−34 

2) 张元发. 大黄酸在刺参、南美白对虾体内的代谢及大黄对刺参的免疫影响. 中国海洋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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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性免疫的重要指标之一。本研究发现，饱食水平(4%

体重)下，刺参体壁和体腔液中 AKP、SOD、LZM 活

性均表现出较高水平，说明在饱食(4%体重)的投喂水

平下，刺参非特异性免疫防御能力高于其他组，抗病

能力相对较强。付鑫等(2011)、王路平等(2009)的研

究也表明，动物机体在摄食不足的情况下，需要降低

代谢水平来节省能量损耗，从而会导致动物体质下

降，而过量投喂导致的水质等问题同样是影响刺参体

质的重要因素之一。 

4  结论 

不同的投喂水平对刺参的生长、消化和其他生化

指标均有显著影响。在生长性能方面，饱食水平(4%

体重)与次饱食水平(3%体重)的特定生长率以及饲料

效率都达到 高；在消化性能方面，饱食水平胰蛋白

酶活性与淀粉酶活性 稳定；在非特异性免疫方面，

饱食水平下体壁与体腔液内 SOD、AKP、LZM 活性

均表现出较高水平，刺参抗病能力相对较强，建议刺

参养殖采用饱食水平(4%体重)投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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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Different Ration Levels on Growth,  
Activities of Digestive Enzymes and Immunity-Related  

Enzymes in Apostichopus japonicus Selenka 

WANG Yichao1,2, LIANG Mengqing1①
, ZHENG Keke1 

(1. Yellow Sea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Fishery Sciences, Qingdao  266071;  
2. College of Fisheries and Life Sciences, Dalian Ocean University, Dalian  116021) 

Abstract    In this study we investigated the growth performance, body composition, digestive performance 

and activities of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 alkaline phosphatase (AKP), lysozyme (LZM) in the body wall 

and coelomic fluid of Apostichopus japonicus Selenka with the initial weight of (5.80±0.02) g fed at four 

different ration levels. The experimental subjects were maintained at hunger, subsatiation, satiation and 

oversatiation levels being fed with 2%, 3%, 4%, 5% of their weight respectively. A 2-month growth experiment 

was carried out in the indoor static-water culture system, and the water temperature was between 19℃ and 

21℃. It was found that the specific growth rate first increased and then decreased as the ration level changes. It 

was the highest at the subsatiation level, and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at hunger and oversatiation levels 

(P<0.05). However,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specific growth rate between the subsatiation 

level and satiation level (P>0.05). The activity of trypsase in the intestines of Apostichopus japonicus was 

raised along with the increase in the ration level, and reached the highest at the oversatiation level. The activity 

at this level was higher than at the hunger and subsatiation levels (P<0.05), but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e satiation level (P>0.05). Along with the increase in the ration level, the activity of amylase in the intestines 

was first decreased and then stabilized, and the highest activity of amylase appeared at the satiation level before 

leveling off. The activities of AKP, SOD and LZM in the body wall and the coelomic fluid also first increased 

followed by a decrease. The highest activities of these immunity-related enzymes all appeared at the satiation 

level. Because the activities of the immunity-related enzymes indicate the resistance to diseases, we deduced 

that A japonicas could be the most disease-resistant at the satiation level.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body composition and the viscera body wall ratio between different ration levels (P>0.05). Our results 

suggested that the optimal ration level should be satiation (4% of A japonicus weight in this study). 

Key words    Ration level; Apostichopus japonicus Selenka; Growth; Digestive enzyme; Body 

com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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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分子量壳聚糖对刺参(Apostichopus japonicus 
Selenka)生长和免疫功能的影响* 

白  阳  徐  玮①  汪东风  王艳龙 
(中国海洋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青岛  266003) 

摘要    以初始体重为(6.77±0.01) g 的仿刺参(Apostichopus japonicus Selenka)为实验对象，在基础

饲料中添加 1%不同分子量的壳聚糖，分子量分别为 35 kDa 和 400 kDa，进行为期 56 d 的养殖实验，

研究低分子壳聚糖(LMWC)和高分子壳聚糖(HMWC)对仿刺参生长和免疫相关酶活性的影响。结果

显示，不同分子量的壳聚糖对仿刺参的生长均有促进作用，且 LMWC 能显著促进刺参的特定生长

率(SGR)(P<0.05)。饲料中添加不同分子量壳聚糖，刺参体腔细胞中的总超氧化物歧化酶(T-SOD)活

性比对照组均显著增高(P<0.05)。LMWC 可显著增强刺参体腔细胞中酸性磷酸酶(ACP)活性

(P<0.05)，并能提高碱性磷酸酶(AKP)和一氧化氮合酶(NOS)活性。HMWC 对刺参体腔细胞中 AKP

和 NOS 活性均有显著增强作用(P<0.05)。研究表明，在刺参饲料中添加一定量的壳聚糖，对其生长

和相关免疫酶活性有促进作用。 

关键词    壳聚糖；刺参；生长；免疫酶活性 

中图分类号 S96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6)01-0093-07 

甲壳素是由 N-乙酰 -2-氨基 -脱氧 -D-葡萄糖以

β(1-4)糖苷键形式链接的共聚物，它来源丰富，可从

螃蟹、虾的外壳及真菌和藻类的细胞壁中获得，是生

物界除纤维素外 丰富的天然多糖。甲壳素的溶解性

差，不易被利用，在碱性条件下，通过 N-脱乙酰作

用可得到溶解性较好的壳聚糖来提高其利用价值

(Kafetzopoulos et al, 1993)。壳聚糖分子是由 N-乙酰-D-

葡糖胺和 D-葡糖胺共聚而成的阳离子型多糖(Hejazi 

et al, 2003)，化学性质稳定，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

和生物降解性，对人体安全无毒。在禽类、猪体内可

以调节脂肪代谢，提高机体的营养物质转化能力和代

谢水平，改善动物品质。作为水产饲料添加剂，壳聚

糖 对 异 育 银 鲫 (Carassiusauratus gibelio) 、 花 鲈

(Lateolabrax japonicus) 、 大 菱 鲆 (Scophthalmus 

maximus)、罗非鱼(Tilapia nilotica)等有促生长和增强

免疫力的作用(曹丹等, 2004; 常青等, 2006; 张艺等, 

2012; 刘兴国等, 2004)。壳聚糖的化学、物理和生物

学特性是由它的脱乙酰度和分子量决定的，不同分子

量的壳聚糖其抗菌活性、抗氧化能力、细胞吸收能力

和改变细胞膜通透性等功能也有所不同(Seyfarth et al, 

2008; Xing et al, 2005; Su et al, 2005; 余雄伟等, 2011)。 

刺参(Apostichopus japonicus Selenka)俗称海参，属

棘皮动物门、海参纲，富含多种营养物质，具有较高

的食用和药用价值。在中国、俄罗斯、日本和韩国都

是重要的经济类养殖物种，有很大的市场需求量。然

而，随着养殖量的增加，由于养殖操作的不规范，由

病原菌(如灿烂弧菌、假交替单孢菌) (张春云等, 2006)

引起的传染病成为海参养殖的严峻问题，导致了重大

的经济损失。使用抗生素类药物和化学法杀菌将导致

病菌的耐药性、环境污染和水产品中的药物残留等问

题。棘皮动物缺乏特异性免疫系统，海参防御外来物

质的机制只有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Eliseikina et al, 

abc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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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使用免疫增强剂是增强水产动物免疫力和抗病

力的有效方法(安红红等, 2013)，因此，研究合适的

免疫增强剂对提高海参非特异性免疫能力意义重大。 

本研究以仿刺参为实验对象，探讨不同分子量壳

聚糖对刺参生长性能和免疫力的影响，以期对壳聚糖

作为免疫增强剂的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饲料 

低分子壳聚糖 (Low molecular weight chitosan, 

LMWC)，分子量为 35 kDa，由山东青岛弘海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提供。 

高分子壳聚糖(High molecular weight chitosan, 

HMWC)，分子量为 400 kDa，由山东青岛海汇生物工

程有限公司提供。 

海参饲料以马尾藻粉为主料，并添加鱼粉、小麦

粉、豆粕等基础原料，制得粗蛋白含量为 19.46%，粗

脂肪含量为 2.26%的基础饲料(表 1)。在基础饲料中

分别设计添加质量分数为 1%的 LMWC 和 HMWC  

(赵彦翠, 20111); 韩丽蓉等, 2014)替代面粉，制成实验

饲料。所有原料粉碎后均过 100 目筛，充分混合均匀，

加适量水揉成团状后，用双螺杆制料机(F-II26 型，华

南理工大学，广州)制成粒径均匀、长度一致的颗粒

饲料，经 40℃烘 12 h，密封保存备用。 

1.2  海参的饲养与管理 

实验所用海参苗购于山东青岛即墨市田横镇海

参育苗厂，均为同一批次培育的参苗。挑选大小均匀、

初始体重为(6.770.01) g 的海参，将参苗置于室内具

有循环水系统的大桶内进行暂养，为期 14 d。养殖实

验在山东青岛国家海洋科学研究中心中国海洋大学

科研基地进行。暂养期间每天 09:00 定时清理粪便和

残饵并换水，并在 13:00 饱食投喂基础饲料。 

暂养结束后，挑选个体大小均匀的海参幼苗随机

分组，置于体积为 40 L 的玻璃缸中，每缸 16 只。实

验共设置 3 个处理，每个处理 3 个重复。饲养期间每

天 09:00 清理粪便和残饵，13:00 饱食投喂 1 次，为期

56 d。实验期间保持水温为(15±1)℃，盐度为 30.0±1.0，

pH 为 8.0±0.3。24 h 连续充氧，保证暗室饲养。 

56 d 的养殖实验结束后，饥饿海参 24 h，对每个玻

璃缸内的海参计数、称重。从每个重复里随机取 4 只 

海参，进行解剖，混合体腔液用于测定总蛋白含量、

酸性磷酸酶(ACP)活力、一氧化氮合酶(NOS)活力、

总超氧化物歧化酶(T-SOD)活力和碱性磷酸酶(AKP)

活力。 
 

表 1  饲料配方及营养组成成分(按干物质计) 
Tab.1  The composition and nutrient contents of the diets 

(Dry matter) 

含量 Content(%) 

原料 Ingredients 对照
Control 

LMWC HMWC

马尾藻粉 Sargassum powder1 65.0 65.0 65.0 

鱼粉 Fish meal2 5.0 5.0 5.0 

小麦粉 Wheat meal3 20.1 19.1 19.1 

豆粕 Soybean meal3 3.0 3.0 3.0 

啤酒酵母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3 3.0 3.0 3.0 

大豆卵磷脂 Lecithin3 1.2 1.2 1.2 

维生素 C Vitamin C4 0.2 0.2 0.2 

磷酸二氢钙 Ca(H2PO4)2
4 1.0 1.0 1.0 

复合维生素 Vitamin premix4,5 1.0 1.0 1.0 

复合矿物盐 Mineral premix4,6 0.5 0.5 0.5 

低分子量壳聚糖 LMWC 0 1.0 0 

高分子量壳聚糖 HMWC 0 0 1.0 

粗蛋白 Crude protein 19.46 19.72 19.29

粗脂肪 Crude lipid 2.26 2.25 2.51

1. 马尾藻粉: 粗蛋白 12.8%, 粗脂肪 0.7%; 2. 秘鲁红

鱼粉: 粗蛋白 71.6%, 粗脂肪 9.2%; 3. 豆粕、啤酒酵母、小

麦粉和大豆卵磷脂购于山东六合饲料有限公司; 4. 复合维

生素和复合矿物盐由山东青岛玛斯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友

情提供; 5. 维生素混合物(mg/kg 饲料): 盐酸硫胺素 90; 核

黄素 150; 盐酸吡哆醇 210; 维生素 B12 0.03; 甲萘醌 50; 肌

醇 600; 泛酸钙 150; 尼克酸 600; 叶酸 15; 生物素 1.20; 醋

酸视黄醇 32; 维生素 D3 12; 维生素 E 120; 乙氧基喹啉 150; 

6. 矿物质混合物(mg/kg 饲料): 碘化钾 0.8; 六水氯化钴

(1%) 40; 五水硫酸铜 100; 七水硫酸亚铁 450; 一水硫酸锌

250; 一水硫酸锰 60; 七水硫酸镁 4000 
1. Gulfweed powder: crude protein 12.8%, crude lipid 

0.7%; 2. Fish meal: crude protein 71.6%, crude lipid 9.2%; 3. 
Purchased from Shandong Liuhe Group Co., Ltd., China; 4. 
Kindly provided by Qingdao Master Biotechnology Co., Ltd., 
China; 5. Vitamin premix (mg/kg diet): thiamin 90; riboflavin 
150mg; pyridoxine HCl 210; vitamin B12 0.03; vitamin K3 50; 
inositol 600; Calcium pantothenate 150; niacin acid 600; folic 
acid 15; biotin 1.20; retinol acetate 32; cholecalciferol 12; 
-tocopherol 120; ethoxyquin 150; 6. Mineral premix (mg/kg 
diet): KI 0.8; CoCl2·6H2O (1%) 40; CuSO4·5H2O 100; 
FeSO4·7H2O 450; ZnSO4·H2O 250; MnSO4·H2O 60; 
MgSO4·7H2O 4000 

                            

1) 赵彦翠. 刺参(Apostichopus japonicus Selenka)多糖类免疫增强剂及微生态制剂的研究与应用. 中国海洋大学博士研究

生学位论文, 2011, 4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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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样品分析及计算方法 

1.3.1  特定生长率测定    海参特定生长率(SGR)计

算公式： 

SGR (%/d)=(ln终末体重–ln初始体重) × 100%/饲养天数 

1.3.2  刺参体腔细胞破碎上清液    首先将体腔细

胞液进行超声破碎。条件为：22 kHz, 超声时间 6 s，

间歇 6 s，重复 25 次，0℃。细胞破碎后于 4000g 离

心 10 min(4℃)，所得上清液即为体腔细胞破碎上清

液。测定该上清液中总蛋白含量、ACP 活力、NOS

活力、T-SOD 活力和 AKP 活力。 

1.3.3  体腔细胞破碎上清液总蛋白含量的测定方法 

测定原理是考马斯亮蓝染料上的阴离子与蛋白

质分子的 NH4
＋结合，生成蓝色物质，通过测定吸光

度可计算出蛋白含量。测定波长为 595 nm。 

1.3.4  体腔细胞破碎上清液 ACP 活力    测定原理

是 ACP 可分解磷酸苯二钠，产生游离酚和磷酸。游

离酚在碱性条件可与 4-氨基安替吡啉作用，经铁氰化

钾氧化生成红色醌衍生物，可测定其吸光值。该活力

选用南京建成试剂盒进行测定，测定波长为 520 nm。

体腔细胞破碎液中 1 个 ACP 活力单位定义为：每克

组织蛋白在 37℃与基质作用 30 min 产生 1 mg 酚为

1 个活力单位(U)。 

1.3.5  体腔细胞破碎上清液 NOS 活力    原理是根

据 NOS 可以催化 L-精氨酸反应生成 NO。NO 可以被

氧化成 NO
2 和 NO

3，NO
2 可用 Griess 试剂[对氨基苯

磺酰胺，磷酸，N-(1-萘基)-乙二胺]进行检测。选用

南京建成试剂盒进行测定，测定波长为 530 nm。体

腔细胞破碎液中 1 个 NOS 活力单位定义为：每毫克

组织蛋白每分钟生成 1 nmol NO 为 1 个酶活力单位。 

1.3.6  体腔细胞破碎上清液 T-SOD 活力    基本原

理是：通过黄嘌呤及黄嘌呤氧化酶反应系统产生超氧

阴离子自由基(O
2)，O

2 可氧化羟胺形成亚硝酸盐，在

显色剂的作用下呈现紫红色，用可见分光光度计测其

吸光值。当被测样品中含 SOD 时，则对超氧阴离子

有专一性的抑制作用，使形成的亚硝酸盐减少，比色

时测定管的吸光值低于对照管的吸光值，通过公式可

计算出 SOD 活力。该活力选用南京建成试剂盒进行测

定，测定波长为 550 nm。体腔细胞破碎液中 1 个 T-SOD

酶活力单位定义为：每毫克组织蛋白在 1 ml 反应液

中 SOD 抑制率达到 50%时所对应的 SOD 量为 1 个

SOD 活力单位(U)。 

1.3.7  体腔细胞破碎上清液 AKP 活力    该测定原

理同 1.3.4。选用南京建成试剂公司的试剂盒按照要

求进行测定。体腔细胞破碎液中 1 个 AKP 活力单位

定义为：每克组织蛋白在 37℃与基质作用 15 min 产

生 1 mg 酚为 1 个活力单位(U)。 

1.3.8  实验数据分析    实验数据均以 3 个重复的平

均值±标准误(Mean±SE)表示，使用 SPSS 20.0 软件单

因素方差分析法 (ANOVA)进行分析，若差异显著

(P<0.05)，采用 Tukey 检验进行多重比较。 

2  结果 

2.1  不同分子量壳聚糖对刺参生长的影响 

各实验组海参的初始体重、终末体重和特定生长

率见表 2。经过 56 d 的养殖实验，添加 1%的 LMWC

和 1%的 HMWC 组均对刺参的生长有促进作用，SGR

均高于对照组，其中，LMWC 组刺参的 终体重和 SGR

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HMWC 组刺参的 SGR 比

对照组略高，但与对照组没有显著性差异(P>0.05)。 

 
表 2  不同分子量壳聚糖对刺参生长的影响 

(平均值±标准误，n=3) 

Tab.2  Effects of different molecular weight chitosan on the 
growth performance of A. japonicus Selenka 

(Mean ± SE, n=3) 

饲料 
Diets 

初始体重 
Initial body 
weight(g) 

终末体重 
Final body 
weight(g) 

特定生长率
Specific 
growth 

rate(%/d) 

对照 Control 6.771±0.018 11.222±0.353a 0.898±0.060a

LMWC 6.753±0.013 13.362±0.286b 1.204±0.038b

HMWC 6.791±0.021 12.709±0.559ab 1.115±0.083ab

注: 表中数据均为平均值±标准误(n=3)；每列所注上

标字母不同表示组间差异显著(P<0.05)  
Note: Values in this table are mean±SE, n = 3; Different 

letter in one colume mean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2.2  不同分子量壳聚糖对刺参免疫酶活性的影响 

2.2.1  ACP 活力    结果显示，在基础饲料中添加

1% 的 LMWC 可以显著提高刺参的 ACP 活力

(P<0.05)，HMWC 对刺参 ACP 活力影响不大(表 3)。 

2.2.2  NOS 活力    结果显示，刺参体腔细胞 NOS

活力受 HMWC 影响较为显著(P<0.05)，而受 LMWC

影响较小(表 3)。 

2.2.3  T-SOD 活力    研究表明，不同分子量的壳

聚 糖 均 能 显 著 提 高 刺 参 体 腔 细 胞 T-SOD 活性

(P<0.05)，且随着壳聚糖分子量的增大，该酶活性有增

大趋势(表 3)。 

2.2.4  AKP 活力    结果显示，在基础饲料中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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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分子量壳聚糖对刺参免疫酶活性的影响(平均值标准误，n=3) 
Tab.3  Effects of different molecular weight chitosan on the activities of immune-related enzymes in A. japonicus  

Selenka (Mean ± SE, n=3) 

饲料 Diet 
总蛋白含量 

Total protein (g/L)

超氧化物歧化酶 
Total superoxide dismutase

(U/mg prot) 

酸性磷酸酶 
Acid phophatase 

(U/g prot) 

碱性磷酸酶 
Alkaline phophatase 

(U/g prot) 

一氧化氮合酶 
Nitric oxide synthase 

(U/mg prot) 

对照 Control 0.460±0.030  83.308±0.712a 23.954±0.710a 17.242±0.698a 5.310±0.460a 

LMWC  0.479±0.031  89.450±0.490b 29.853±0.800b 21.051±0.391ab 5.796±0.152a 

HMWC  0.430±0.048 104.261±1.213c 24.363±0.980a 25.859±1.817b 8.347±0.328b 

注：表中数据均为平均值±标准误(n=3)；每列所注上标字母不同表示组间差异显著(P<0.05)  
Note: Values in this table are mean±SE, n = 3; Different letter in one colume mean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1%不同分子量壳聚糖，对刺参体腔细胞 AKP 活力有

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HMWC 对 AKP 活力提高显

著(P<0.05)(表 3)。 

3  分析与讨论 

3.1  饲料中添加不同分子量壳聚糖对刺参生长的影响 

壳聚糖作为饲料添加剂应用在畜禽和水产动物

养殖中，可以促进生长、增强机体代谢能力。曹丹等

(2004)对异育银鲫研究发现，添加 1.0%壳聚糖组的增

重率极显著高于对照组 ( 1)0.0P  。Niu 等(2013)在基

础饲料中分别添加了甲壳素、壳聚糖、壳寡糖和 N-乙

酰-D-葡萄糖胺饲养斑节对虾(Penaeus monodon) 70 d，

研究表明，壳聚糖组的增重和生物量增加均显著高于

对照组和其他饲养组 ( 5)0.0P  。在基础饲料中添加不

同含量的壳聚糖后，虹鳟(Oncorhynchus mykiss)幼鱼

的增重率(WGR)、特定生长率(SGR)显著高于对照组

( 5)0.0P  ，同样对星斑川鲽(Platichthys stellatus)幼鱼的

生长也有促进作用，但是，当壳聚糖添加量高于 0.50%

后，WGR 和 SGR 趋于平稳，说明壳聚糖促进机体生长

的作用与其添加量有关(蒋锦坤, 2012)1)。壳聚糖对机体

的影响与分子量有关，分子量是影响壳聚糖透过 Caco-2

细胞膜的重要因素，随分子量的增加，其透过量和透

过率均显著降低(Su et al, 2005)。余雄伟等(2011)比较

了不同分子量壳聚糖在改变 E.coil 和 S.aureus 细胞膜通

透性方面的影响，研究表明，改变细胞膜通透性能力大

小的分子量依次是 3 kDa>300–400 kDa>700 kDa。壳

聚糖具有黏膜粘附作用，并可以暂时打开紧密的上皮

细胞，帮助其他物质转运(Ranaldi et al, 2002)，因此，

不同分子量的壳聚糖其转运效果也有所不同。王红卫

(2013)2)研究了不同分子量壳寡糖对鸡产蛋性能、蛋

品质、血清生化指标、肠道微生物菌群的影响，研究

表明，壳寡糖分子量为 1–3 kDa 时为蛋鸡饲料添加剂

的 适宜分子量。 

壳聚糖有助于机体对营养物质的消化和吸收

(Gopalakannan et al, 2006)，可以促进机体代谢，因此

能够促进生物生长(Niu et al, 2013)。本研究在刺参基础

饲料中分别设计添加了 1%的 LMWC(35 kDa)和 1%的

HMWC(400 kDa)，结果发现，LMWC 和 HMWC 均能够

对刺参的生长起到促进作用，其中 LMWC 作用更显著。 

3.2  饲料中添加不同分子量壳聚糖对刺参免疫酶活

性的影响 

刺参的免疫是指机体识别外来和自身抗原、对体

内的外来物质进行排斥、对自身抗原形成免疫耐受性

使自身免受伤害和伤口愈合等生理过程(王吉桥等 , 

2002)。海参缺乏特异性免疫系统，只有体壁和体内

防御机制共同组成的非特异性免疫体系。体内防御主

要是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Eliseikina et al, 2002)。海

参体腔中充满了体腔液，体腔细胞就悬浮其中。体液

免疫和细胞免疫是紧密联系的，体腔细胞能够分泌酚

氧化酶原激活系统、凝集素、溶菌酶以及 ACP、SOD

和 AKP 等免疫因子到体腔液中形成免疫防线，同时，

细胞之间也通过信息传递，可以迅速启动和扩大免疫应

答。它们相互协同，共同完成海参免疫防御反应(王兰

等, 2009; 孙永欣等, 2007; 王淑娴等, 2012)。 
 
                            

1) 蒋锦坤. 壳聚糖对虹鳟(Oncorhynchus mykiss)和星斑川鲽(Platichthys stellatus)幼鱼生长及非特异性免疫的影响. 上海

海洋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2012,10–25 

2) 王红卫. 不同分子量壳寡糖对蛋鸡生产性能及免疫功能的影响. 山东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2013, 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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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研究表明，壳聚糖作为饲料添加剂应用在养

殖业中，能够增强动物的免疫能力，包括无脊椎动物

的非特异性免疫能力。王兰等(2009)研究发现，添加

适量 LMWC 可以提高长江华溪蟹 (Sinopotamon 

yangtsekiense)LSZ、SOD、AKP 和 ACP 等酶的活性。

在鲤鱼饲料中添加不同浓度的 LMWC，其中含量为

1.0%组能显著提高鲤鱼肝脏和血清中的 SOD、ACP

和 AKP 酶活力，但壳聚糖对 SOD 酶活力的增强作用

具有时间效应(任国锐, 2012)1)。 

关于多糖类物质对免疫的促进作用，有研究指出

与其分子量有关，多糖的分子质量越大，体积就越大，

就越不利于其跨越多重细胞膜进入胞内发挥生物学

活性。而分子量大的壳聚糖表面带有大量的-NH4
+等

阳离子基团，这些阳离子基团是壳聚糖抑菌抗菌的结

构基础，并且高分子结构使得壳聚糖对带负电荷的大

分子物质具有较强的絮凝作用，也有较强的静电吸附

和离子交换作用(张严伟, 2012)2)。Je 等(2004)测定了

9 种不同分子量的壳聚糖对 DPPH、-OH、超氧化物

和自由基分子的清除能力，结果显示，中等分子量的

壳聚糖的清除能力 强。Shin 等(1999)研究表明，分

子量为 40 kDa 的壳聚糖在 0.5%浓度时可抑制 90%的

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生长，而当壳聚糖分子量

增大到 180 kDa 时，0.05%浓度即可完全抑制金黄色

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生长。本研究中在海参基础饲料

中添加了不同分子量的壳聚糖，发现均对刺参的生长

和免疫能力有促进作用，而 HMWC 的 SOD 酶活力比

LMWC 更高，说明其清除超氧化物能力更强，与 Je

等(2004)的测定结果稍有不同，可能是体内外环境因

素造成的差异。 

壳聚糖可以提高机体的 SOD 活性而增强抗氧化

能力(Nordberg et al, 2001)，从而解除过氧化氢和氧化

应激对机体的毒害(Cho et al, 2010)，保护生物抵抗细

菌的侵袭和保护脂质的过氧化作用。ACP 的免疫机制

是在碱性条件下水解破坏表面带有磷酸基团的外来

物质(Wang et al, 2014)。本研究表明，多糖类物质可

以提高海参 ACP 酶活力，与 Zhao 等(2010)的报道结

论相同，饲料中添加一定量酵母多糖提高了刺参肠道 

ACP 酶的活力。AKP 可以通过提供磷酸基团来参与

机体的磷代谢、蛋白质、脂质和 DNA、RNA 代谢，

调节膜运输，对机体的免疫反应有重要影响(陈清西

等, 1998; 绳秀珍等, 2001)。NOS 可催化 L-精氨酸转

化成瓜氨酸和 NO，NO 能够刺激巨噬细胞对抗肿瘤 
 
 
 

细胞、病原菌和分枝杆菌等多种靶细胞，因而，NOS

在特异性免疫和非特性免疫防御中都有重要作用

(Buentello et al, 1999)。Wang 等(2014)进行的海参体

腔细胞体外实验表明，小分子量(＜1 kDa)的褐藻寡糖

显著提升 NOS 活力，而大分子量(2–4 kDa)的不显著，

说明褐藻寡糖的分子量对 NOS 影响较大。本研究中，

LMWC 对刺参的 SOD 和 ACP 活力水平均有显著提

高，并且也相应增强了 AKP 活力，说明 LMWC 对刺

参免疫能力有一定的促进作用。HMWC 组与对照相

比，AKP 和 NOS 活力显著增强，SOD 活性显著高于

其他两个处理组。 

4  结论 

本实验研究了不同分子量壳聚糖对刺参生长性

能和免疫相关酶活力的影响，通过添加不同分子量壳

聚糖，刺参的生长均得到了促进，且 LMWC 的促生

长作用显著。高低分子量的壳聚糖表现出对海参不同

的免疫增强作用，HMWC 组的 SOD、AKP 和 NOS

活性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LMWC 组的 SOD 和

ACP 活性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并且发现，随着

壳聚糖分子量的增加，刺参 SOD 活性也随之增加，

具体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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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Dietary Chitosan with Different Molecular Weights on the  
Growth and Immunity of Apostichopus japonicus Selenka 

BAI Yang, XU Wei①, WANG Dongfeng, WANG Yanlong 
(College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003) 

Abstract    In this study we designed an 8-week experiment to determine the effect of dietary chitosan 

with low molecular weight (LMWC, 35 kDa) or high molecular weight (HMWC, 400 kDa) on the growth 

and immunity of the sea cucumbers (Apostichopus japonicus Selenka). The initial average weight of the 

sea cucumbers was (6.77±0.01) g. The basic diet was used as control and the experimental diets were 

supplemented with 1% of chitosa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both LMWC and HMWC promoted the 

growth of sea cucumbers, and that the specific growth rate (SGR) of the LMWC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the activity of the total superoxide 

dismutase (T-SOD) in coelomocytes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experimental groups (P<0.05). LMWC 

enhanced the activities of acid phosphatase (ACP) (P<0.05), alkaline phosphatase (AKP), and nitric oxide 

synthase (NOS). The activities of AKP and NOS in the HMWC group were also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se data suggested that dietary chitosan might enhance the growth 

and the activities of immunity-related enzymes in sea cucumbers. 

Key words    Chitosan; Sea cucumber(Apostichopus japonicus Selenka); Growth; Immune enzyme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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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解磷虾粉替代鱼粉对珍珠龙胆石斑鱼 

幼鱼生长性能、体组成及血清生化的影响* 

魏佳丽 1, 2  王际英 2①  宋志东 2, 3  黄  裕 1, 2  孙永智 2  张利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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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601) 

摘要    以酶解磷虾粉分别替代基础饲料中 0(T0)、10%(T10)、20%(T20)、30%(T30)、40%(T40)、

50%(T50)的鱼粉，配制 6 种等氮等能的饲料，研究饲料中酶解磷虾粉替代鱼粉对珍珠龙胆石斑鱼幼

鱼生长性能、体组成、血液生化指标、抗氧化性能及氟残留的影响。选取初始均重为(57.80±0.28) g

的珍珠龙胆石斑幼鱼 360 尾，随机分为 6 组，每组 3 个重复，试验周期为 56 d。结果显示，(1) T30

组的增重率、特定生长率和摄食率均显著高于 T0 组(P<0.05)；在替代量大于 20%时，饲料干物质

表观消化率显著高于 T0 组(P<0.05)；各替代组的饲料系数、肥满度、肝体比、蛋白质效率、蛋白

质消化率与 T0 组无显著差异(P>0.05)。(2) 各替代组全鱼和肌肉水分、粗脂肪、粗灰分含量与 T0

组无显著差异(P>0.05)；T30 组肌肉粗蛋白质含量显著高于 T0 组(P<0.05)。(3) 各组间血清谷丙转

氨酶、谷草转氨酶、总蛋白、白蛋白、碱性磷酸酶、甘油三酯和高密度脂蛋白含量无显著差异(P>0.05)；

T30 组尿素氮含量显著低于 T0 组(P<0.05)；各替代组低密度脂蛋白含量显著高于 T0 组(P<0.05)。

(4) 酶解磷虾粉替代鱼粉显著升高了珍珠龙胆石斑鱼幼鱼血清和肝脏中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及血

清超氧化物歧化酶的活力(P<0.05)，同时，显著降低了血清和肝脏中丙二醛含量(P<0.05)。(5) 各组

肌肉氟含量均在可检测范围以下，各组间骨骼氟含量随着替代比例的升高而升高，各组差异显著

(P<0.05)。研究表明，综合考虑生长性能、体成分、生化指标及抗氧化性能，酶解磷虾粉可替代珍

珠龙胆石斑鱼饲料中 40%以下的鱼粉，替代量为 30%时效果 佳。 

关键词    酶解磷虾粉；鱼粉替代；石斑鱼；生长性能；血清生化指标 

中图分类号 S96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6)01-0100-11 

鱼粉具有蛋白质含量高、必需氨基酸组成平衡、

碳水化合物含量低、适口性好、抗营养因子少及易被

动物消化吸收等特点，一直被作为水产动物饲料主要

的蛋白源。近年来，随着我国水产养殖总量的持续增

长，对鱼粉需求也日益增长。然而，由于过度捕捞和

环境污染等问题，鱼粉产量逐年下降，造成鱼粉资源

严重不足。因此，寻找新型饲料蛋白源成为当前水产养

殖业非常急迫的任务。酶解蛋白主要产物是各种肽和

少量游离氨基酸的混合物 (Córdova-Muruetav et al, 

2002)。蛋白经过酶解可以释放出具有生物活性的小

分子肽，对鱼类的生长、发育和饲料利用有着显著的

促进作用(Li et al, 2008; Zambonino Infante et al, 1997)。

目前，关于酶解蛋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动物蛋白，如

鱼肉蛋白、乳源蛋白、海产品加工下脚料蛋白，已在

水产养殖应用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Cahu et al, 1999)。

磷虾(Euphausia spp.)是世界海洋生物中生物储备量

abc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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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生物之一，其资源开发潜力巨大，被认为是地

球上 大、也是 后的一个动物蛋白质库(孙松等 , 

2009)。其中，太平洋磷虾(Euphausia pacifica)作为北

太平洋北部的优势种，在我国黄海、东海分布广泛(王

荣等, 2003)。加工制得的磷虾粉，本身蛋白含量高，

氨基酸含量比例平衡，价格与鱼粉相当，是一种新型

的饲料蛋白源(Hansen et al, 2010)。磷虾粉经过酶解

处理后，含有一些具有特殊功能的生物活性肽，能够

对鱼体的生长和健康产生积极的影响。 

珍珠龙胆石斑鱼 (Epinephelus fuscoguttatus♀ 

Epinephelus lanceolatu♂)隶属鲈形目(Perciformes)、鲈

亚目 (Percoidei)、鳍科 (Serranodae)、石斑鱼属 (Epi-

nephelus)，是棕点石斑鱼(Epinephelus fuscoguttatus) 

(俗称老虎斑)卵子与鞍带石斑鱼(Epinephelus lanceo-

latu)(俗称龙胆)精子杂交培养出来的品种，有虎斑头

龙胆尾的外型，集合了虎斑抗病力强和龙胆生长速度

快的优点，其肉质细嫩、营养丰富，极具发展潜力。

目前，尚未见到酶解蛋白在珍珠龙胆石斑鱼上应用的

研究报道。本研究用酶解磷虾粉部分替代鱼粉，研究

其对珍珠龙胆石斑鱼幼鱼生长、体组成、血液生化、

抗氧化性能及氟残留的影响，以期为酶解磷虾粉在珍

珠龙胆石斑鱼幼鱼饲料中的应用提供理论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饲料的配制 

试验用酶解磷虾粉为太平洋磷虾粉采用以下条

件酶解制成: 在 50℃、固液比 1∶4 条件下用 2%胰蛋

白酶酶解太平洋磷虾粉 5 h，并冻干粉碎，制成酶解

磷虾粉。所用胰蛋白酶购自南宁东恒华道生物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酶活力单位为 4000 U/g。酶解磷虾粉粗

蛋白含量为 65.30%，粗脂肪含量为 9.12%，室温下水

解度为 16.65%。磷虾粉和酶解磷虾粉在不同 pH 下三

氯乙酸可溶性氮指数见表 1，酶解磷虾粉氨基酸组成

见表 2。 

以鱼粉、大豆浓缩蛋白为蛋白源，鱼油为脂肪源，

用制得的酶解磷虾粉分别替代 0(T0，对照组)、10% 
 

表 1  三氯乙酸可溶性氮指数 
Tab.1  Trichloroacetic acid-soluble nitrogen 

index(TCA-NSI)(%) 

项目 Items pH6.5 pH7.0 pH7.5 pH8.0

磷虾粉 Krill meal 14.90 15.02 16.50 17.64

酶解磷虾粉  
Hydrolyzed krill meal 

42.74 44.64 45.22 45.84

表 2   酶解磷虾粉氨基酸组成 
Tab.2  Amino acid composition of hydrolyzed krill meal 

氨基酸  
Amino acid 

含量  
Content(%) 

氨基酸  
Amino acid 

含量  
Content(%)

苏氨酸 Thr 2.39 丙氨酸 Ala 3.16 

精氨酸 Arg 3.36 甘氨酸 Gly 3.43 

亮氨酸 Leu 3.92 谷氨酸 Glu 6.99 

异亮氨酸 Ile 2.69 丝氨酸 Ser 2.11 

缬氨酸 Val 2.97 酪氨酸 Tyr 2.52 

组氨酸 His 1.24 脯氨酸 Pro 2.81 

赖氨酸 Lys 4.02 胱氨酸 Oys 1.50 

苯丙氨酸 Phe 2.36 天冬氨酸 Asp 5.58 

蛋氨酸 Met 1.07    

 
(T10)、20%(T20)、30%(T30)、40%(T40)、50%(T50)

的鱼粉，配制成 6 种等氮等能 [粗蛋白为 (54.41 

0.18)%，总能为(20.420.12) kJ/g]的试验饲料。所有

的原料粉碎过 80 目筛，分析营养成分后，依据饲料

配方，称重并采用逐级扩大法混合均匀，加入鱼油和

适量的蒸馏水二次混合均匀，经螺旋挤压机加工成直

径为 4 mm 的硬颗粒饲料，80℃烘干后置于通风干燥

处备用。试验饲料配方及营养成分见表 3。 

1.2  鱼的饲养管理 

试验于 2013 年 10 月 18 日–12 月 13 日在山东省

海洋与资源环境研究院东营基地全封闭水循环系统

进行。试验鱼购自山东莱州明波水产有限公司，驯养

14 d 后进行分组。选取规格均匀、体质健壮、平均体重

为(57.800.28) g 的珍珠龙胆石斑鱼 360 尾，随机分为 6

组，每组设 3 个平行，每个平行 20 尾鱼，分别放于圆

柱形养殖桶内(直径 70 cm，高 80 cm)，控制水深为 50 cm

左右。养殖试验在微流水环境中进行，采用充气增氧，

保证溶氧大于 7 mg/L，水温为(26.50.5)℃，盐度为

23–26，pH 为 7.8–8.0，亚硝酸氮、氨氮含量均小于

0.1 mg/L。试验期间，每天饱食投喂两次(08∶00，16∶30)，

日投喂量为 1.5%–2%，根据摄食情况适当调整投喂量。

投喂 30 min 后，从排水口将残饵排出，记录残饵量。 

养殖试验 后 14 d，投饵 3 h 后收集粪便，于80℃

下保存，待分析。 

1.3  样品采集 

试验结束后, 鱼禁食 24 h，称每桶鱼的总重，计

算增重率、摄食率、饲料系数、成活率；从每个处理

中随机取 10 尾鱼，麻醉(MS-222, 100 mg/kg)后，称重、

量体长用于计算肥满度和特定生长率；随机取 3 尾鱼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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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试验饲料配方及营养组成(干物质基础) 

Tab.3  Formulation and nutrient compositions of the experimental diets (%DM basis) 

组别 Groups 
项目 Items 

T0 T10 T20 T30 T40 T50 

原料 Ingredients             

鱼粉 Fish meal 64 57.5 51 45 38.5 32 

酶解磷虾粉 Hydrolyzed krill meal 0 6.5 13 19 25.5 32 

大豆浓缩蛋白 Soybean protein concentrate 11 11 11 11 11 11 

α-淀粉 α-starch 13.15 13.15 13.15 13.15 13.15 13.15 

鱼油 Fish oil 6.5 6.5 6.5 6.5 6.5 6.5 

抗氧化剂 Antioxidant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磷酸二氢钙 Ca(H2PO4)2 1 1 1 1 1 1 

维生素预混料 Vitamin premix1) 2 2 2 2 2 2 

矿物质预混料 Mineral premix2) 1 1 1 1 1 1 

氯化胆碱 Choline chloride 0.5 0.5 0.5 0.5 0.5 0.5 

甜菜碱 Betaine 0.3 0.3 0.3 0.3 0.3 0.3 

三氧化二铬 Cr2O3 0.5 0.5 0.5 0.5 0.5 0.5 

合计 Total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营养组成 Proximate composition3)             

粗蛋白 Crude protein 54.63 54.46 54.26 54.48 54.28 54.27 

粗脂肪 Crude lipid 12.51 12.72 12.69 12.83 12.74 12.74 

灰分 Ash 13.29 13.33 13.49 13.32 13.18 13.19 

总能 Gross energy(kJ/g) 20.36 20.33 20.51 20.49 20.25 20.57 

1) 每千克维生素预混料中含有：VA 38.0 mg，α-生育酚 210.0 mg，肌醇 4000.0 mg，硫胺素 115.0 mg，核黄素 380.0 mg，

盐酸吡哆醇 88.0 mg，VD3 13.2 mg，泛酸 368.0 mg，烟酸 1030.0 mg，生物素 10.0 mg，叶酸 20.0 mg，VB12 1.3 mg，抗

坏血酸 500.0 mg 
2) 每千克矿物质预混料中含有：NaCl 100.0 mg，KCl 3020.5 mg，ZnSO4·7H2O 363.0 mg，C6H5O7Fe·5H2O 1 523.0 mg，

CuSO4·5H2O 8.0 mg，MgSO4·7H2O 3 568 mg，MnSO4·4H2O 65.1 mg，KAl(SO4)2 11.3 mg，Na2SeO3 2.3 mg，CoCl2 28.0 mg，

KI 7.5 mg，NaF 4.0 mg，NaH2PO4·2H2O 25 558.0 mg，乳酸钙 15 978.0 mg 

3) 营养组成为实测值 
1) A kilogram of vitamin premix provided the following ingredients: VA 38.0 mg, alpha-tocopherol 210.0 mg, inositol 

4000.0 mg, thiamin 115.0 mg, riboflavin 380.0 mg, pyridoxine hydrochloride 88.0 mg, VD3 13.2 mg, pantothenic acid 368.0 mg, 
nicotinic acid 1030.0 mg, biotin 10.0 mg, folic acid 20.0 mg, VB12 1.3 mg, ascorbic acid 500.0 mg 

2) A kilogram of mineral premix provided the following ingredients: NaCl 100.0 mg, KCl 3020.5 mg, ZnSO4·7H2O 363.0 
mg, C6H5O7Fe·5H2O 1 523.0 mg, CuSO4·5H2O 8.0 mg, MgSO4·7H2O 3568 mg, MnSO4·4H2O 65.1 mg, KAl(SO4)2 11.3 mg, 
Na2SeO3 2.3 mg, CoCl2 28.0 mg, KI 7.5 mg, NaF 4.0 mg, NaH2PO4·2H2O 25558.0 mg, calcium lactate 15978.0 mg 

3) Proximate composition were measured values 

 
作全鱼样品，剩余的 7 尾鱼尾静脉取血，于 4℃条件下

静置 4 h，4000 r/min 离心 15 min，取上清液于70℃保

存，用于血液生化指标的测定。取血后分离内脏、肝胰

脏，称重用于计算脏体比和肝体比；并取背肌，用于常

规成分的分析。将所有样品保存于70℃冰箱，待测。 

1.4  测定指标和方法 

1.4.1  生长指标计算公式 

增重率(Weight gain rate, WGR) 

= (WtW0)/W0×100%； 
特定生长率(Specific growth rate, SGR, %/d)  

= (lnWtlnW0)/d×100%； 

摄食率(Daily feed intake, DFI)  

= [F/(Wt+W0)]/2×d×100%； 

饲料系数(Feed conversion ratio, FCR)  

= F /(WtW0)； 

蛋白质效率(Protein efficiency ratio, PER)  

= (WtW0)/(F×P)×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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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体比(Hepatosomatic index, HSI)  

= 肝脏湿重/Wt×100%； 

脏体比(Viscerosomatic index, VSI)  

= 内脏湿重/Wt×100%； 

肥满度(Condition factor, CF, g/cm3)  

= Wt/体长 3×100； 

存活率(Survival rate, SR)  

= 成活尾数/总尾数×100%； 

干 物 质 表 观 消 化 率 (Apparent digestibility 

coefficient of dry matter, ADC of dry matter)  
= (1B1/B2) ×100%； 

蛋 白 质 表 观 消 化 率 (Apparent digestibility 

coefficient of protein, ADC of protein)  
= [1(A1/A2)/(B1/B2)] ×100%。 

式中，W0 为试验初鱼体重(g)，Wt 为试验末鱼体

重(g)，F 为摄食干饲料重(g)，d 为养殖天数，P 为饲

料粗蛋白含量(g)，A1、A2 分别表示饲料和粪便中粗

蛋白含量，B1、B2 分别表示饲料和粪便中 Cr2O3 含

量。 

饲料和粪便中 Cr2O3含量采用湿式灰化定量法测

定(李爱杰, 2000)，用硝酸在加热条件下消化样品，

然后用高氯酸氧化 Cr2O3，在 350 nm 波长比色，将标

准称量的 Cr2O3 以同样方法处理后作标准曲线，求得

样品中 Cr2O3 含量。 

1.4.2  常规成分    水分测定采用 105℃烘干恒重

法；粗脂肪采用索氏抽提器进行测定；粗灰分在马弗

炉里 550℃灼烧 3 h，失重法测定(AOAC, 2000)。粗

蛋白采用杜马斯(LECO, FP-528)燃烧法测定。 

1.4.3  血清生化指标和抗氧化指标    血清中谷丙

转氨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T)、谷草转氨酶

(Aspertate aminotransferase, AST)、总蛋白(Total protein, 

TP)、白蛋白(Albumin, ALB)、碱性磷酸酶(Alkaline 

phosphate, ALP)、总胆固醇(Cholesterol, CHOL)、甘

油三酯 (Triacyglycerol, 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J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HDL-C)、低密度

脂蛋白胆固醇 (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LDL-C)含量均采用日立自动生化分析仪(7020 型，日

本日立)测定，所用试剂盒购自北京利德曼生化技术

有限公司。血清和肝脏中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lut-

athione peroxidase, GSH-Px)、超氧化物歧化酶(Super-

oxide dismutase, SOD)、丙二醛(Malondialdehyde, MDA)

及血清中尿素氮(Blood urea nitrogen, BUN)含量均采

用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生产的试剂盒进行测定。 

1.4.4  氟含量的测定     氟含量测定按照 GB/ 

T5009.18-2003 第三法即氟离子选择电极法检测，采

用的电极为购自上海罗素科技有限公司的 702 型符合

氟离子选择性电极。 

1.5  数据统计与分析 

数据采用 SPSS 17.0 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One-Way ANOVA)，当差异显著(P<0.05)时，用 Duncan

氏法进行多重比较。统计结果以平均值标准差

(MeanSD)的形式表示。 

2  结果 

2.1  酶解磷虾粉替代鱼粉对珍珠龙胆石斑鱼幼鱼生

长性能及饲料利用的影响 

酶解磷虾粉替代鱼粉对珍珠龙胆石斑鱼幼鱼生

长性能及饲料利用的影响见表 4。从表 4 可以看出，

随着酶解磷虾粉替代量增加，增重率(WGR)和特定生长

率(SGR)呈先升高后降低趋势，T30 组均显著高于 T0 组

(P<0.05)，T50 组 SGR 显著低于 T0 组(P<0.05)；T30

组的日摄食率(DFI)显著高于 T0 组(P<0.05)；T30 组

饲料系数(FCR)显著低于 T50 组(P<0.05)，其他各组

则与 T0 组无显著差异(P>0.05)；除了 T10 组，其他

各替代组饲料表观消化率均(ADR)显著大于 T0 组

(P<0.05)； T30 组的肥满度 (CF)显著大于 T0 组

(P>0.05)；肝体比(HSI)随着替代比例增高呈现先增高

后降低的趋势，其中 T20 和 T30 组显著高于 T50 组

(P<0.05)，其余各组差异不显著(P>0.05)；蛋白质效

率(PER)、蛋白质表观消化率和脏体比(VSI)不受酶解

磷虾粉替代鱼粉的影响，各组间无显著差异(P>0.05)。 

2.2  酶解磷虾粉替代鱼粉对珍珠龙胆石斑鱼幼鱼组

织常规营养组成的影响 

酶解磷虾粉替代鱼粉对珍珠龙胆石斑鱼幼鱼组

织常规营养成分的影响见表 5。从表 5 可以看出，各

组全鱼的水分、粗蛋白、粗脂肪均含量与 T0 组无显

著差异(P>0.05)，但是 T30、T40 组全鱼灰分与 T20

组差异显著(P<0.05)。随着酶解磷虾粉替代鱼粉比例

增加，肌肉的粗蛋白含量先升高后降低。其中，T30

组显著高于 T0 组(P<0.05)；肌肉水分、粗脂肪和灰

分含量与 T0 组差异不显著(P>0.05)，但是 T50 组灰

分显著高于 T20 组(P<0.05)。 

2.3  酶解磷虾粉替代鱼粉对珍珠龙胆石斑鱼幼鱼血

清生化的影响 

酶解磷虾粉替代鱼粉对珍珠龙胆石斑鱼幼鱼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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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酶解磷虾粉替代鱼粉对珍珠龙胆石斑鱼幼鱼生长性能和饲料利用效果的影响 
Tab.4  Effects of partial substitute for fish meal by hydrolyzed krill meal on growth performance and  

feed utilization in juvenile pearl gentian grouper  

组别 Groups 
项目 Items 

T0 T10 T20 T30 T40 T50 

初始体重 Initial body weight (g) 57.90±0.18 57.88±0.18 57.85±0.36 57.90±0.28 57.77±0.12 57.78±0.03

终末体重 Final body weight (g) 130.05±0.28b 130.41±4.2b 133.66±3.0bc 139.12±3.21c 131.70±2.52bc 121.38±6.33a

增重率 WGR (%) 125.00±0.76ab 127.65±6.15b 131.04±4.98bc 140.29±6.68c 128.00±4.66b 115.92±5.51a

存活率 SR (%) 100±0.00 100±0.00 96.67±2.87 96.67±2.87 96.67±5.77 100±0.00

特定生长率 SGR (%/d) 1.45±0.01b 1.47±0.05bc 1.50±0.04bc 1.57±0.05c 1.47±0.04bc 1.32±0.09a

摄食率 DFI (%/d) 0.97±0.00a 1.04±0.01ab 1.03±0.05ab 1.07±0.04b 1.04±0.04ab 1.01±0.05ab

饲料系数 FCR 0.76±0.06ab 0.76±0.02ab 0.75±0.04ab 0.74±0.06a 0.77±0.02ab 0.80±0.04b

蛋白质效率 PER (%) 2.54±0.31 2.54±0.06 2.58±0.16 2.63±0.22 2.50±0.05 2.42±0.05

干物质表观消化率 ADC of dry matter (%) 78.85±0.24a 78.47±0.26a 80.05±0.36c 79.61±0.24bc 79.36±0.22b 80.98±0.32d

蛋白质表观消化率 ADC of protein (%) 93.22±0.29 93.24±0.20 93.44±0.24 93.17±0.41 93.19±0.38 93.62±0.18

肥满度 CF (g/cm3) 4.03±0.14a 4.19±0.14ab 4.23±0.09ab 4.40±0.12b 4.28±0.28ab 4.12±0.10ab

肝体比 HSI (%) 3.31±0.24ab 3.33±0.17ab 3.67±0.20b 3.75±0.32b 3.36±0.33ab 3.17±0.17a

脏体比 VSI (%) 10.28±0.48 10.75±0.51 10.45±0.75 10.08±0.39 10.10±0.36 10.09±0.24

注：表中数据以平均值±标准差表示(n=3)，同行数据肩标无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下表同 
Notes: Values (Means±SD)(n=3) with different small letter superscripts mean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The same as 

following tables 
 

表 5  酶解磷虾粉替代鱼粉对珍珠龙胆石斑鱼幼鱼体组织常规营养组成的影响 
Tab.5  Effects of partial substitute for fish meal by hydrolyzed krill meal on tissue proximate  

composition of juvenile pearl gentian grouper (%) 

组别 Groups 
项目 Items 

T0 T10 T20 T30 T40 T50 

全鱼 Whole body       

水分 Moisture 69.04±0.54 68.85±0.51 69.17±1.25 69.45±0.13 68.86±0.47 70.08±0.85 

粗蛋白 Crude protein 17.96±0.09 18.21±0.28 18.06±0.23 17.91±0.20 18.26±0.81 17.97±0.31 

粗脂肪 Crude lipid 7.88±0.81 8.18±0.63 8.12±0.31 7.69±0.23 8.12±0.96 7.57±0.85 

灰分 Ash 4.10±0.26ab 3.99±0.08ab 3.74±0.23a 4.23±0.10b 4.17±0.37b 3.81±0.11ab 

肌肉 Dorsal muscle             

水分 Moisture 75.74±0.33 75.54±0.41 75.44±0.44 75.56±0.46 75.31±0.14 75.30±0.46 

粗蛋白 Crude protein 20.39±0.11a 20.53±0.03ab 20.53±0.04ab 20.60±0.05b 20.52±0.07ab 20.41±0.10a 

粗脂肪 Crude lipid 2.44±0.16 2.43±0.23 2.40±0.21 2.29±0.10 2.27±0.15 2.18±0.17 

粗灰分 Crude ash 1.24±0.05abc 1.24±0.03abc 1.19±0.02a 1.22±0.04ab 1.26±0.03bc 1.29±0.02c 

 
清生化指标的影响的测定结果见表 6。从表 6 可以看

出，各替代组血清中的 AST、ALT、TP、ALP、ALB

含量不受饲料中酶解磷虾粉替代鱼粉的影响，各组间

无显著差异(P>0.05)。血清中 BUN 呈先降低后升高

的趋势，T30 组显著低于 T0 组(P<0.05)。各组间血清

中 TG 和 HDL-C 含量均无显著变化(P>0.05)。与 T0

组相比，各替代组血清中 LDL-C 含量均显著升高 

(P<0.05)，T20-T50 组血清 CHO 含量也显著高于 T0

组(P<0.05)。 

2.4  酶解磷虾粉替代鱼粉对珍珠龙胆石斑鱼幼鱼抗

氧化指标的影响 

酶解磷虾粉对珍珠龙胆石斑鱼幼鱼抗氧化指标

影响的测定结果见表 7。从表 7 可以看出，T20 组血

清 GSH-Px 活性显著高于 T0 组(P<0.05)，T20T40

组血清 SOD 活性显著高于 T0 组(P<0.05)，其他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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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T0 组差异不显著(P>0.05)；血清中 MDA 含量随替

代比例升高呈先降低后升高趋势，其中 T20、T30 组

显著低于 T0 组(P<0.05)。 

随着酶解磷虾粉替代鱼粉比例升高，肝脏中

GSH- Px 活性逐渐升高，T40、T50 组显著高于 T0 组

(P<0.05)；各替代组肝脏中 SOD 活性与 T0 组差异不

显著(P>0.05)；MDA 含量在替代比例小于等于 40%

范围内，呈逐渐降低趋势，各替代组均显著低于 T0

组(P<0.05)。 

2.5  酶解磷虾粉替代鱼粉对珍珠龙胆石斑鱼幼鱼肌

肉和骨骼氟含量的影响 

酶解磷虾粉替代鱼粉对珍珠龙胆石斑鱼幼鱼肌

肉和骨骼中氟残留的影响结果见表 8。从表 8 可以看

出，珍珠龙胆石斑鱼幼鱼的肌肉中，各组氟含量均在

可检测范围(1 mg/kg)以下。而骨骼中的氟含量随着酶

解磷虾粉替代珍珠龙胆石斑鱼比例的升高而升高，且

各组间差异显著(P<0.05)。 

 
表 6  酶解磷虾粉替代鱼粉对珍珠龙胆石斑鱼幼鱼血清生化指标的影响 

Tab.6  Effects of partial substitute for fish meal by hydrolyzed krill meal on serum biochemical  
parameters in juvenile pearl gentian grouper  

组别 Groups 
项目 Items 

T0 T10 T20 T30 T40 T50 

谷草转氨酶 AST (U/L) 45.03±3.19 43.57±2.58 46.80±3.38 44.83±2.51 48.43±3.30 45.67±2.90

谷丙转氨酶 ALT (U/L) 176.20±8.81 162.7±13.72 165.17±7.74 177.93±11.30 178.13±9.78 164.20±12.76

尿素氮 BUN (mmol/L) 3.13±0.10b 3.04±0.18ab 2.94±0.12ab 2.81±0.16a 3.02±0.22ab 3.07±0.15ab

总蛋白 TP (g/L) 31.93±2.41 31.17±1.29 31.93±3.06 33.80±4.16 30.63±1.00 29.90±3.32

白蛋白 ALB (g/L) 9.60±0.26 8.83±0.64 9.70±0.35 9.90±0.72 9.30±0.42 9.43±0.67

碱性磷酸酶 ALP (U/L) 83.33±6.81 83.00±4.36 83.00±3.61 82.67±4.04 82.33±4.73 81.33±6.66

甘油三酯 TG (mmol/L) 0.76±0.02 0.76±0.05 0.76±0.05 0.73±0.02 0.74±0.02 0.76±0.04

总胆固醇 CHO (mmol/L) 3.76±0.26a 4.69±0.54a 7.12±0.61bc 6.38±0.40b 7.09±0.82bc 7.72±0.65c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DL-C (mmol/L) 2.20±0.12a 3.21±0.33b 3.33±0.19b 3.97±0.24c 4.31±0.25c 4.19±0.35c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HDL-C (mmol/L) 2.03±0.10 2.08±0.24 2.22±0.10 2.12±0.24 2.22±0.18 2.33±0.17

 
表 7  酶解磷虾粉替代鱼粉对珍珠龙胆石斑鱼幼鱼抗氧化指标的影响 

Tab.7  Effects of partial substitute for fish meal by hydrolyzed krill meal on antioxidant capacity in  
juvenile pearl gentian grouper  

组别 Groups 
项目 Items 

T0 T10 T20 T30 T40 T50 

血清 Serum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GSH-Px/U 869.33±39.20a 957.04±78.48ab 978.44±31.25b 960.72±69.60ab 882.79±56.41ab 872.66±32.11a

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U/mL) 90.52±5.86a 95.90±7.44ab 108.61±7.89b 105.86±8.13b 104.56±6.35b 98.37±7.65ab

丙二醛 MDA (nmol/mL) 33.63±2.22b 33.15±1.11ab 29.77±2.46a 29.53±0.80a 32.14±2.57ab 33.99±2.02b 

肝脏 Liver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GSH-PX/U 251.32±13.73a 254.32±14.56ab 270.03±9.94ab 273.34±12.96ab 278.33±11.30b 307.58±16.56c

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U/mg prot) 85.51±6.36 89.89±1.00 88.47±8.55 92.66±7.23 85.10±6.00 82.37±2.88 

丙二醛 MDA (nmol/mg prot) 4.32±0.16d 3.64±0.04c 3.48±0.25bc 3.37±0.11bc 2.97±0.11a 3.18±0.25ab

 
表 8  酶解磷虾粉替代鱼粉对珍珠龙胆石斑鱼幼鱼氟残留的影响 

Tab.8  Effects of partial substitute for fish meal by hydrolyzed krill meal on fluoride concentrations in 
 juvenile pearl gentian grouper 

组别 Groups 
项目 Items 

T0 T10 T20 T30 T40 T50 

肌肉 Dorsal muscle(mg/kg) * * * * * * 

骨骼 Vertebral bone(mg/kg) 74.55±2.86a 90.49±4.47b 135.40±7.13c 202.97±5.98d 257.55±6.85e 354.14±9.02f

*为未检出，氟含量测定的可检测下限为 1 mg/kg 
*: Not-detected. The detection limit of the fluoride was 1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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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酶解磷虾粉替代鱼粉对珍珠龙胆石斑鱼幼鱼生

长性能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显示，酶解磷虾粉替代 30%鱼粉，可

以明显提高珍珠龙胆石斑鱼幼鱼的 WGR 和 SGR。关

于酶解蛋白对水生动物的促生长作用已经有不少研

究。许合金等(2011)研究表明，饲料中添加 0.05%、

0.15%、0.20%的酶解小麦蛋白能提高凡纳滨对虾

(Penaeus vannamei)的 WGR 和 SGR；已有研究表明，

在饲料中分别以 1.5%、3.0%的棉籽粕酶解蛋白和

2.5%豆粕酶解蛋白等量替代基础饲料中的棉籽粕和豆

粕，异育银鲫(Carassius auratus gibelio)的 WGR 和 SGR

显著升高(刘文斌等, 2006、2007)。在真鲷(Pagrosomus 

major)幼鱼饲料中以磷虾酶解物和酶解虾粉替代 10%

的鱼粉，能显著提高真鲷幼鱼的 SGR，以罗非鱼

(Oreochromis niloticus)副产品酶解物替代 10%鱼粉，

也能提高真鲷幼鱼的 SGR(Bui et al, 2014)。在凡纳滨

对虾饲料中以磷虾水解蛋白和鱼水解蛋白分别替代基

础饲料中蛋白的 3%、9%、15%。结果显示，经 54 d

试验后，各磷虾水解蛋白和鱼水解蛋白替代组凡纳滨对

虾末重均大于对照组(Córdova-Muruetav et al, 2002)。在

酶 解 蛋 白 替 代 完 整 蛋 白 的 20%–60% 时 ， 建 鲤

(Cyprinus carpiovar)生长有显著的提高，当替代比例

达 100% 时生长则显著低于对照组(杨义, 2006)1)。 

酶解蛋白对水生生物的促生长作用可能与其富

含生物活性小肽和游离氨基酸有关。经测定，本研究

的酶解磷虾粉中，pH 为 6.5–8.0 时，三氯乙酸可溶性氮

占总氮的 42.74%–45.84%，是磷虾粉的 2.60–2.97 倍，

氨基氮为 16.45%。三氯乙酸可溶性氮主要是指 4 个

氨基酸以下的小肽(Greenberg et al, 1979)，氨基氮包

括游离的氨基酸和肽链末端的氨基(Nissen, 1985)。现

代蛋白消化吸收理论认为，蛋白消化的产物以小肽和

氨基酸的形式吸收，与游离氨基酸相比，小肽具有耗

能低、吸收速度快、载体不易饱和等优势，小肽也能

减少氨基酸之间的拮抗作用，促进氨基酸的吸收(蒋金津

等, 2010)。但是，饲料中酶解蛋白过高可能对鱼类的

生长有负面影响。有报道在金头鲷(Sparus aurata)饲

料中，以酶解鱿鱼蛋白分别替代 50%、100% 的鱿鱼蛋

白 ， 金 头 鲷 生 长 速 度 随 替 代 比 例 升 高 而 降 低

(Kolkovski et al, 2000)。Carvalho 等(2004)研究表明，

在一定范围内酶解酪蛋白替代酪蛋白可促进鲤鱼

(Cyprinus carpio)幼鱼生长，替代量大于 25% 时，则

对其生长有负面影响。本研究在 T50 组 WGR 和 SGR

显著低于 T20、T30 组。在对军曹鱼(Rachycentron 

canadum)稚鱼研究表明，鱼蛋白水解物替代鱼粉

51% 组生长下降，显著低于替代 17%和 34% 组(韩涛

等, 2010)，与本研究结果相似。替代比例过高不利于

石斑鱼生长，可能因为酶解磷虾粉中游离氨基酸、多

肽及蛋白混合物比例不平衡，其吸收不同步，使这些

营养物质在消化系统中过多流失 (Hevrøy et al, 

2005)，另外，过量的游离氨基酸引起的饱足感及转

运机制上的竞争也不利用鱼体对营养物质的吸收

(Plakas et al, 1981)。不同酶解蛋白的效果及适宜添加

量的不同，可能是因为酶解底物、酶的来源和酶解条

件等不同而使酶解蛋白产生的氨基酸和生物活性肽

成分不同所致(Klompong et al, 2009)。 

本研究结果显示，添加酶解磷虾粉有助于提高珍

珠龙胆石斑鱼幼鱼的摄食率。一方面，磷虾粉中本身含

有低分子质量的水溶性物质，如核苷酸、谷氨酸、脯氨

酸、甘氨酸和氨基葡萄糖，能提高饲料的适口性，具有

明显的促摄食作用(Shinizu et al, 1990; 袁玥等, 2012)。

有研究表明，在真鲷、黑鲷(Sparus macrocephalus)、日

本鳗鲡(Anguilla japonica)饲料中添加磷虾粉均使其

摄食率升高(Shinizu et al, 1990; Ibrahim et al, 1984)。

另一方面，蛋白经过酶解产生的氨基酸残基和侧链对

水生动物有特殊的诱食作用(冯琳等, 2008)。在金鲈

(Lates calcarifer)的饲料中分别使用酶解鱼粉蛋白和

酶解虾蛋白，摄食量得到不同程度地提高(Kolkovski 

et al, 2000)，在大西洋鲑(Salmo salar)饲料中使用鱼酶

解蛋白，也能提高其摄食量(Refstie et al, 2004)。本研

究中，酶解磷虾粉替代量大于 20% 时，饲料干物质

的表观消化率有显著提高，表明石斑鱼对酶解磷虾粉

替代鱼粉饲料的利用率更高。鱼、虾类经过酶解产生

的小分子蛋白及氨基酸有利于水产动物对饲料的消

化吸收(杨萍等, 2008)。 

本研究在 30%的替代比例下饵料系数 低，蛋白

质效率 高，随着替代比例升高，饵料系数升高，蛋

白质效率降低。但是酶解磷虾粉替代鱼粉对珍珠龙胆

石斑鱼饵料系数、蛋白质效率、蛋白表观消化率的影

响不显著，可见在该研究替代范围内，珍珠龙胆石斑

鱼幼鱼对酶解磷虾粉蛋白质的消化利用与鱼粉无明

显差异。综上所述，酶解磷虾粉对珍珠龙胆石斑鱼生

长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提高其摄食率和降低饵料 
                            

1) 杨义. 酶解蛋白对建鲤肠道功能和免疫力的影响.四川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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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来实现的。 

在替代比例为 30% 时肥满度明显提高，可见酶

解磷虾粉有助于改善珍珠龙胆石斑鱼幼鱼的形体状

况。有研究表明，蛋白肽替代鱼粉能够提高建鲤的肥

满度(夏薇等, 2012)，与本研究结果一致。随着替代

量增加，石斑鱼肝体比呈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与

WGR 和 SGR 变化趋势一致，这可能是因为鱼体快速

生长引起肝脏代偿性增大，邢克智等(2012)研究发现，

鱼类的肝体比可以作为其长期和短期营养方式很敏

感的指标，与生长速度在一定范围内呈正相关。 

酶解磷虾粉替代适量的鱼粉对珍珠龙胆石斑鱼

幼鱼的生长有促进作用。从生长性能来看，酶解磷虾

粉可以替代 10%–40%的鱼粉，推荐其替代比例为

30%。 

3.2  酶解磷虾粉替代鱼粉对珍珠龙胆石斑鱼幼鱼体

成分的影响 

优质蛋白源中的蛋白质易被动物消化吸收，并能

够及时为其生长和组织的更新提供养分，鱼类体组织

生化含量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鱼类对饲料蛋

白源营养成分和能量利用情况(李二超等, 2009)。本

研究条件下，酶解磷虾粉替代鱼粉对珍珠龙胆石斑鱼

幼鱼鱼体的水分、粗蛋白、粗脂肪和粗灰分含量无显

著影响，说明酶解磷虾粉可较好的被珍珠龙胆石斑鱼

幼鱼消化吸收。在真鲷饲料中分别以磷虾酶解物、酶

解虾粉和罗非鱼副产品酶解物替代基础饲料中 10%的

鱼粉，对真鲷鱼体的干物质、粗蛋白、脂肪和灰分含量

均无显著影响(Bui et al, 2014)；在大菱鲆(Scophthalmus 

maximus)饲料中添加 5%、15%、25%鱼水解蛋白，对

鱼体的水分、粗蛋白、脂肪和灰分含量也无显著影响

(Oliva-teles et al, 1999)，这些研究结果和本研究结果

一致。本研究中，珍珠龙胆石斑鱼肌肉蛋白质含量在

一定替代范围内有所升高，可能是因为磷虾蛋白经酶

解产生的游离氨基酸、小肽等, 可直接参与蛋白质的

合成，提高了鱼体氨基酸的吸收速度，促进了蛋白质

的吸收利用和在鱼体内的沉积。肌肉中脂肪含量随酶

解磷虾粉替代比例升高呈降低趋势，与磷虾粉在虹鳟

(Salmo gairdneri)(Yoshitomi et al, 2006)和黄尾  

(Seriola lalandi)(Yoshitomi et al, 2012)研究结果一致，

这可能是由于磷虾的外骨骼中含有丰富的几丁质，壳

聚糖作为几丁质的一种衍生物存在于磷虾中，而壳聚

糖对脂肪的沉积具有抑制作用(王际英等, 2013)，酶

解产生的小肽也能阻碍鱼体吸收脂肪，并促进脂质的

代谢(Drevon, 2005)。 

3.3  酶解磷虾粉替代鱼粉对珍珠龙胆石斑鱼幼鱼血

清生化指标的影响 

鱼类的血液生化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鱼体

的生理和健康状况。谷草转氨酶、谷丙转氨酶主要存

在于肝脏中，在蛋白质代谢过程中有重要的中介作

用。正常情况下血清中谷草转氨酶、谷丙转氨酶含量

很低，当组织细胞受损细胞膜通透性增加或细胞坏死

时，才会大量进入血液，使血清中谷草转氨酶、谷丙

转氨酶活性升高，因此，血液中这两种酶含量可反映

出肝脏损伤情况(Nyblom et al, 2004)。本研究中，摄

入含酶解磷虾粉的各组与 T0 组血清中谷草转氨酶和

谷丙转氨酶无明显差异，说明酶解磷虾粉的大量摄入

没有对肝脏形成代谢负担。血清总蛋白、白蛋白和尿

素氮的含量是反映动物体内蛋白质代谢状况的指标。

血清中总蛋白和白蛋白含量升高则表明动物吸收和

代谢水平提高，促进蛋白合成和氮的沉积，而尿素氮

含量与动物体内氮沉积率和蛋白质利用率呈显著负相

关(Baldi et al, 1999; Kanjanapruthipong, 1998)。在酶解

磷虾粉替代比例为 30% 时，尿素氮含量明显降低，

可见在一定范围内酶解磷虾粉可以降低氨基酸的排

泄，从而提高对蛋白质的利用。胆固醇是构成细胞膜

的重要成分，也是胆汁、维生素 D 和激素的合成原料，

血浆中甘油三酯是血脂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的含量

是反映体内脂肪代谢状况的重要指标。本研究结果显

示，酶解磷虾粉替代鱼粉使珍珠龙胆石斑鱼血清中总

胆固醇含量显著升高，而对甘油三酯含量没有影响。

这与韩涛等(2010)在军曹鱼稚鱼饲料中以鱼蛋白水解

物替代鱼粉，其血清中胆固醇含量升高和本研究的结

果一致。 

3.4  酶解磷虾粉替代鱼粉对珍珠龙胆石斑鱼幼鱼抗

氧化指标的影响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和超氧化物歧化酶是鱼体

内重要的抗氧化酶类，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能催化还

原型谷胱甘肽，清除细胞代谢过程中产生的过氧化氢

和脂质过氧化物，以保护细胞和细胞膜免受氧化损伤

(Ferrari et al, 2007)。超氧化物歧化酶对体内清除超氧

阴离子自由基和预防生物分子损伤有重要的作用

(Fattman et al, 2003)，丙二醛是脂质过氧化的产物，其

含量可反映机体细胞受自由基损伤的程度。本研究

中，酶解磷虾粉替代 20%–40% 的鱼粉时，珍珠龙胆

石斑鱼幼鱼血清中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显著升高，在

替代比例为20%和 30%时，血清丙二醛活性显著降低，

替代比例为 10%30%时，肝脏中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

有升高趋势，各替代组肝脏丙二醛活性均显著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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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和肝脏中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活性分别在替代

20%和 40%–50% 时有显著升高，可见酶解磷虾粉有

助于改善珍珠龙胆石斑鱼幼鱼的抗氧化能力，保护机

体免遭过氧化物的损伤。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在机体

内作用所必需的底物是谷胱甘肽(朱选等, 2008)，磷

虾粉经过酶解可能会提高谷胱甘肽的含量，有利于谷

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发挥抗氧化作用。磷虾本身含有-

胡萝卜素、虾青素，对鱼体的免疫抗氧化功能有着重

要的作用，其中，虾青素具有强大的清除氧自由基、

抑制单线态氧的能力，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抗氧化

活性远高于维生素 E(刘丽等, 2010; 王吉桥等, 2012)。

此外，酶解可使蛋白产生具有自由基清除和抗氧化作

用的活性肽，对鱼类的抗氧化机能产生影响，如棉籽

粕和花生粕酶解蛋白能显著提高异育银鲫血液中超氧

化物歧化酶活性(刘文斌等, 2007)，适量低分子水解

蛋白能显著提高牙鲆鱼体的抗氧化能力(徐团辉等 , 

2012)。 

由以上血清和肝脏中的抗氧化指标可见，酶解磷

虾粉替代 20%–40%的鱼粉对珍珠龙胆石斑鱼幼鱼的

抗氧化性能有提高的作用，在本研究条件下，酶解磷

虾粉替代鱼粉 10%–50%对珍珠龙胆石斑鱼幼鱼的抗

氧化性能无不良影响。 

3.5  酶解磷虾粉替代鱼粉对珍珠龙胆石斑鱼幼鱼氟

残留的影响 

氟是电负性 大的元素，在高浓度下具有毒性。

由于海水的富氟环境和虾壳对氟有很强的富集能力，

磷虾的氟含量高达 n×101%(潘建明等, 2000)。鱼类

对氟的生物利用率与其所生长的水环境有关，相对于

生活在水体硬度小的鱼类，氟的含量对水质硬度大或

海水中的鱼类负面影响要小一些 (Yoshitomi et al, 

2006), 但是，鱼类骨骼中氟的蓄积不仅与水体硬度有

关，也与鱼的种类相关(Yoshitomi et al, 2012)。通常，

鱼体摄入的氟积累在骨骼中，而很少进入鱼体循环系

统(Camargo et al, 2003)。有研究表明，以磷虾产品为

原料制得的饲料投喂大西洋鲑、大西洋鳕 (Gadus 

morhua)、庸鲽(Hippoglossus hippoglossus)和虹鳟这 4

种海水鱼，对其肌肉和骨骼的氟含量没有影响，对其

生长和健康也无影响(Moren et al, 2007)。而在黄尾  

(Yoshitomi et al, 2012)和大菱鲆(孔凡华等, 2012)的研

究中，肌肉中氟残留极低，骨骼中氟含量随着饲料中

氟含量升高。本研究结果显示，随着酶解磷虾粉替代

量的增加，在骨骼中的蓄积量增加，这与在黄尾 和

大菱鲆的研究结果一致。各替代组珍珠龙胆石斑鱼幼

鱼肌肉里氟的残留量低于可检测范围(1 mg/kg)，食品

中氟允许量标准 GB4809-84 规定肉类和淡水鱼类氟

含量应不大于 2.0 mg/kg，可见酶解磷虾粉替代鱼粉

不影响珍珠龙胆石斑鱼幼鱼的安全性。 

4  结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酶解磷虾粉替代适量鱼粉，有

利于珍珠龙胆石斑鱼幼鱼生长和对饲料的利用，提高

其抗氧化性能。综合本研究中酶解磷虾粉替代鱼粉对

珍珠龙胆石斑鱼幼鱼生长、体组成、血清生化、抗氧

化性能和氟残留的影响，在本研究条件下，酶解磷虾

粉 佳替代鱼粉量为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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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the Partial Substitute for Fish Meal by Hydrolyzed  
Krill Meal on Growth Performance, the Body Composition and the Serum  

Biochemical Prameters of Juvenile Pearl Gentian Grouper  

WEI Jiali1,2, WANG Jiying2①
, SONG Zhidong2,3, HUANG Yu1,2, SUN Yongzhi2, ZHANG Limin2 

(1. College of Fisheries and Life Science,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Shanghai  201306; 2. Shandong Marine Resourse and 
Environment Research Institute,Yantai  264006; 3. Shandong Shengsuo Aquatic Feed Institute Center, Yantai  265500) 

Abstract    In this study we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hydrolyzed krill meal on the physiological traits 
of the juvenile pearl gentian grouper (Epinephelus fuscoguttatus♀Epinephelus lanceolatu♂), which 
included the growth, the body composition, the serum biochemical parameters, the antioxidant capacity 
and the fluoride retention. Six isonitrogenous and isoenergetic diets were formulated, in which the fish 
meal protein was replaced by hydrolyzed krill meal with the following proportions: 0 (T0), 10% (T10), 
20% (T20), 30% (T30), 40% (T40), and 50% (T50). Three hundred and sixty juvenile pearl gentian 
groupers [initial weight (57.80±0.28) g]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6 groups, and in each group there 
were 3 replicates. The experiment lasted for 56 d. The results were described as below: 1) The weight gain 
rate, the specific growth rate and the feed intake rate in the T30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T0 group (P<0.05). For the groups in which the substitution percentages were higher than 20%, the 
apparent digestibility coefficient for the dry matter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T0 group 
(P<0.05).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feed conversion ratio, the condition factor, the 
protein efficiency ratio, the apparent digestibility coefficient of protein and the hepatosomatic index 
between the substitution groups and the T0 group (P>0.05). 2) In the whole body and the dorsal muscle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moisture, the crude lipid and the ash contents between the 
substitution groups and the T0 group (P>0.05). In the dorsal muscles, the T30 group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level of crude protein than the T0 group (P<0.05). 3)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in the 
serum aspertate aminotransferase, the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the total protein, albumin, alkaline 
phosphate, triacyglycerol and the content of h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among all groups 
(P>0.05). The content of the blood urea nitrogen in the T30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T0 group (P<0.05). The content of 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in the substitution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T0 group (P<0.05). The contents of cholesterol in all substitution 
groups but T10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T0 group (P<0.05). 4) Hydrolyzed krill meal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activity of glutathione peroxidase (GSH-Px) in the serum and the liver, and 
enhanced the activity of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 in the serum (P<0.05); whereas the level of 
malondialdehyde (MDA) in the serum and the liver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P<0.05). 5) In all the 
groups, the fluoride contents in the dorsal muscles were undetectable. In the vertebral bone, the fluoride 
content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long with the increase in the substitution proportion. Under our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hydrolyzed krill meal could replace the fish meal by lower than 40% in the diet. 
According to the physiological parameters observed in the experiments, we recommended that the optimal 
substitution proportion should be 30%. 
Key words    Hydrolyzed krill meal; Fish meal substitution; Pearl gentian grouper; Growth performance; 
Serum biochemical para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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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和时间对海带(Saccharina japonica)孢子囊 

孢子放散及后期生长发育的影响* 

李  霞 1,2  逄少军 1①  苏  丽 1,2 
(1. 实验海洋生物学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青岛  266071； 

2.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100049) 

摘要    为了能够节约制冷成本，合理延长种海带在海上的预留时间，系统研究了不同温度(20、

21、22、23、24℃)和培养时间(4、8、12、16 d)对两个海带品系(“205”和“C033”)孢子放散能力

及胚孢子萌发率、受精率、雌配子体发育和幼孢子体生长的影响。结果显示,当海水温度达到 24℃

时，孢子囊几乎丧失了放散能力，20–23℃的游孢子放散量差别不显著。在相同温度下，孢子囊培

养时间为 12、16 d 的胚孢子萌发率大于 4、8 d；同时，孢子囊培养 16 d 的雌配子体和幼孢子体具

有最小值。在相同培养时间下，23℃(或 24℃)的雌配子体和幼孢子体远远小于 20–22℃的。相关性分

析表明，海带雌配子体大小与幼孢子体大小具有显著正相关性(P<0.01)。结果显示，当温度达到

23℃或培养时间达到 16 d 时，海带孢子囊受到了胁迫，不利于雌配子体的发育和幼孢子体的生长。

温度对孢子囊的作用更迅速，而时间对孢子囊的作用较为缓慢，可能是一种累积效应。 

关键词    海带；孢子囊；游孢子萌发；养殖 

中图分类号 Q9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6)01-0111-09 

作为我国养殖面积和产量最大的经济海藻，海带

(Saccharina japonica)早期的生长发育一直广受关注，

相关的研究也较多，主要涉及温度、光质、营养盐、

植物激素等因素对海带胚孢子、配子体及孢子体的影

响(朱明远等, 2004; 吴荣军等, 2006; Kai et al, 2006; 

汪文俊等, 2009; 鞠青等, 2009; Liu et al, 2010；鲁志成

等, 2012)。目前，关于环境因子对海带孢子囊影响的

相关研究较少。Pang 等(2004)和 Lüning 等(1988)分别

研究假定的孢子形成抑制因子及光照周期对孢子囊

形成的影响；Mizuta 等(1999a)研究比较了孢子囊在海

带中间和基部的形成情况，Mizuta 等(1999b)同时发现，

温度和营养盐对孢子囊的形成具有显著影响。这些研

究为海带栽培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 

直至 2009 年，我国的海带养殖面积已经达到了

4.1 万 hm2(金振辉等, 2009)。在我国北方海区的海带

育苗生产实践中，育苗场多采用海区中自然成熟的种

海带进行孢子育苗。孢子采集后，通过循环制冷水来

完成整个配子体发育和孢子体培养过程。然而，近 3

年以来，山东省荣成市海区的海带在种苗培育过程

中，普遍出现了幼孢子体畸形率偏高的现象。畸形的

幼孢子体往往因无法进行正常分裂而死亡，浪费了大

量的人力和物力，制约了海带产业链的健康稳定发

展。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海带幼孢子体畸形率偏

高？可能的原因包括：首先是种海带本身存在问题。

种海带孢子囊受到了不良条件的胁迫 (如夏天高温

等)；其次是水质因素。海水中的兼性腐生菌和硫酸

盐还原菌所产生的硫化氢常会危害海带幼孢子体的

正常生长(吴超元等, 1979)；同时，育苗基质(苗绳等)

常含有可溶性的有机物质，如单宁酸，对海带幼苗具

有慢性毒害作用(单志欣等, 1982)；最后是物理因素，

abc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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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光照和水温等。过高或过低的光照强度和温度，都

可能对孢子体的正常生长产生影响。对山东省荣成市

的多数育苗场来说，海带的育苗工艺基本没有发生大

的变化。因此推测，海带育苗过程中出现的早期幼孢

子体畸形率偏高的原因最可能是：种海带孢子囊受到

了自然海区的高温胁迫。 

近几年，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海水的温度也在逐

渐升高。生产实践上，育苗场为了节约制冷成本，倾

向于推迟种海带的收割时间。然而，如果种海带收割

过晚，逐渐升高的水温很可能对海带孢子囊产生胁

迫，进而影响到游孢子的放散及其后期的正常发育。

已有研究表明，经过一个罕见的高温夏天后(平均水

温较正常提高了 0.13.7℃)，生长在德国赫尔戈兰岛

(Helgoland)浅潮下带的绝大多数掌状海带受到了严

重损害，在 9 月时，只观察到了部分腐烂的藻体(Bartsch 

et al, 2013)。由此可见，当海水温度接近物种的生理

极限时，哪怕仅仅提高 0.1℃，都可能对种群的持续

发展产生质的影响。相对于孢子体，孢子囊作为繁殖

器官，对温度或光辐射等物理因素可能更为敏感，因

此，研究海带孢子囊受到的环境因素的影响是十分必

要的。目前，关于海带孢子囊在相对高温条件下的孢

子释放能力以及后续孢子萌发能力等方面的研究尚

属空白。 

本项研究系统的开展了不同温度和培养时间对

种海带孢子囊放散游孢子以及后期孢子萌发和配子

体发育、孢子体生长的影响，以期为海带种苗培育的

生产实践提供数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种海带于 2014 年 8 月 6 日采自山东省荣成市桑

沟湾荣成蜊江水产有限责任公司的海带养殖区，选取

了两个品系作对比，分别是“205”和“C033”，它们都

是用地理种群杂交结合定向选育而成。分别选择一棵

孢子囊成熟度好，覆盖面积大的种海带，将具有孢子囊

的海带随机分成大小相等的 5 份[长为(14.0±0.5) cm；

宽为(11.0±0.5) cm]，放入 14℃的海水中培养 24 h，去

除海带分割过程产生的黏液，以消除在后期培养中可

能带来的影响。 

1.2  方法 

将等分割具有孢子囊的海带随机放入盛有 2 L PES 

(Provasoli Enriched Seawater)的烧杯中(Pang et al, 2007)，

并置于不同温度的智能型光照培养箱(GXZ-260C, 宁

波)中充气培养(20.0±0.3)、(21.0±0.3)、(22.0±0.3)、(23.0± 

0.3)、(24.0±0.3)℃，光强均控制在 40 mol photons/m2·s，

光周期为 12 h 光照/12 h 黑暗。每天更换与培养箱温

度一致的 PES。 

当培养周期为 4、8、12、16 d 时，切割一块孢

子囊[长为(4.5±0.5) cm；宽为(3.5±0.5) cm]进行游孢子

的采集，具体操作：(1)用 14℃的消毒海水对孢子囊

进行阴干处理 30 min；(2)快速将游孢子采集到直径

为 1.5 cm，且事先加入了 14℃ PES 的培养皿中，每

组设置 8 个重复。(3)将不同处理组的培养皿置于温度

为 14℃，光强为 18 mol photons/m2·s，光周期为 12 h/12 

h (光照/黑暗)的条件下培养，每隔 1 d 换 1 次培养液。

分别对孢子附着后第 48 小时的萌发率(20×物镜)、第 7

天的雌配子体大小(40×物镜)、第 10 天的受精率(10×

物镜，孢子囊培养周期为 16 d)和第 18 天的幼孢子体大

小(20×物镜)进行统计。 

孢子在培养皿中附着后第 33 天，将培养周期为

4、16 d 的幼孢子体轻轻刮下，放入盛有 2 L PES 的

烧杯中充气培养，孢子体密度保持一致[(600±15)棵/2 L 

PES)]，每隔 1 d 换 1 次 PES，随着幼苗体积的增加，

将数量减少至 120 棵/2 L PES，30 d 后对其生长速率

进行统计。海带幼孢子体的培养环境温度为 14℃，光

强为 40 mol photons/m2·s，光周期 12 h/12 h(光照/

黑暗)。 

1.3  数据处理 

实验期间的胚孢子萌发率、雌配子体大小、受精

率和生长速率计算如下： 

胚孢子萌发率%=孢子萌发数×100/孢子总数 

雌配子体大小=(Smax+ Smin)/2 

式中，Smax 和 Smin 分别代表最大和最小直径。 

受精率=成功受精的卵数×100/总卵数目×100% 

生长速率=100×ln(lt/l0)/t×100% 

式中，lt 代表实验结束后孢子体的平均长度；l0

代表孢子体由培养皿转移到烧杯中进行培养的起始

平均长度；t 代表培养天数。 

用 Excel 和 SPSS18 软件对胚孢子萌发率、受精

率、雌配子体和幼孢子体大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ANOVA)；双因素方差分析用来比较温度和培养周期

对雌配子体和幼孢子体大小的影响；同时对配子体、

幼孢子体大小进行相关性分析。所有数据在分析前，

进行方差齐性和正态分布检验，一旦有显著性差异，

用 Tukey’s HSD 的方法对数据进行两两检验。P<0.05

为具有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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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温度和培养周期对游孢子放散能力的影响 

当温度为 24℃时，只有品系“205”的孢子囊在培

养周期为 4 d 时，成功放散了游孢子；两个品系在相

同的培养周期下，20–23℃的游孢子放散量差异不显

著，都能成功地放散游孢子(表 1)。 

2.2  温度和培养周期对胚孢子萌发率的影响 

品系“205”在相同培养周期下，培养周期为 4 d 时，

20℃的萌发率显著高于 2124℃；培养周期为 8 d 时

不同温度下的萌发率无显著差异；12、16 d 培养周期

下，20、21℃的孢子萌发率小于 22、23℃。相同温

度下：4 d 培养周期的萌发率最小(除了 20℃萌发率较

大)；8 d 培养周期的萌发率小于 12、16 d(图 1)。 

品系“C033”在相同培养周期下，4 d 23℃的萌发

率显著小于 2022℃；其他培养周期下，温度对游孢

子萌发率的影响不显著。相同温度下，8 d 培养周期

的萌发率显著小于其他周期；20、23℃时，4 d 培养

周期的萌发率小于 12、16 d(图 1)。 

 
表 1  温度处理组中两个品系海带孢子囊不同培养周期下的游孢子放散量比较 

Tab.1  Comparison of zoospore release between two strains of S. japonica under different culture  
periods in each temperature treatment 

游孢子放散量 The amount of zoospores released 
品系 Strain 培养周期 Culture period (d) 

20℃ 21℃ 22℃ 23℃ 24℃ 

4 + + + + + + + + + + + + 

8 + + + + + + + + + + + + + – 

12 + + + + + + + + + + + + + – 

“205” 

16 + + + + + + + + + + + + – 

       

4 ++ + + + ++ + + + + – 

8 + + + + + + + + + + + + – 

12 + + + + + + + + + + + + – 

“C033” 

16 + + + + + + + + + + – 

“+”表示成功放散游孢子，游孢子放散量的多少用不同数目的“+”表示，“+”越多表示游孢子放散量越大；“”表示没

有成功放散游孢子 

“+” represents positive release; the more “+” appeared, the greater the amount of zoospores released; “” represents 
non-release 

 

 
 

图 1  温度处理组中两个品系海带孢子囊不同培养周期下胚孢子附着 48 h 的萌发率比较 

Fig.1  Comparison of embryo-spore germination rate after 48 h adhesion between two strains of S. japonica under  
different culture periods in each temperature treatment 

图中所标注的不同字母的处理表示有显著差异(P<0.05，N=8)。小写字母和大写字母分别表示培养温度和周期 

对胚孢子萌发率的统计学差异。黑线代表标准差 

Different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N=8). Lower and upper case letters indicate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from 
temperature and culture period respectively. Black bars refer to standard devi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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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品系“205”还是“C033”，相同温度下，培养

周期为 12、16 d 的胚孢子萌发率平均高于 4、8 d 的。 

2.3  温度和培养周期对雌配子体大小的影响 

双因素方差分析显示，温度和培养周期对雌配子

体大小都有显著影响(P<0.05)。对品系“205”，温度效

应 F=59.270，时间效应 F=235.351；对品系“C033”，

温度效应 F=42.178，时间效应 F=111.194。对两个海

带品系，时间效应都显著大于温度效应。 
品系“205”在相同培养周期下(图2)：除了第 16 天

在不同温度下的雌配子体无显著差异，其他培养周期

下的雌配子体在 20℃时最大，23℃(或 24℃)时最小；

相同温度下培养 16 d 的雌配子体显著小于其他培养

周期的；培养到第 8 天，20℃、21℃的雌配子体显著

小于 4、12 d 的。 

品系“C033”在相同培养周期下(图 2)：雌配子体

在 20℃具有最大值(除了 12 d 20℃的雌配子体小于

21℃)，23℃具有最小值；8、12 d 培养周期下，21℃

的雌配子体大于 22℃的；相同温度下：雌配子体随

着培养时间的延长而变小(除了 20℃在 4 d 培养周期

的配子体小于 8 d)。 

无论是品系“205”还是“C033”，相同温度下，培

养周期是 16 d 的雌配子体具有最小值；相同培养周

期下，23℃(或 24℃)的雌配子体最小。 
 

 
 

图 2  温度处理组中两个品系海带孢子囊不同培养周期下孢子附着后第 7 天雌配子体大小比较 
Fig.2  Comparison of female gametophyte size 7 days after spore adhesion under different culture periods  

in each temperature treatment 

图中所标注的不同字母的处理表示有显著差异(P<0.05，N=50)。小写字母和大写字母分别表示培养温度 

和周期对雌配子体大小的统计学差异，黑线代表标准差 

Different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N=50). Lower and upper case letters indicate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from temperature and culture period respectively. Black bars denote standard deviations 

 
2.4  温度和培养周期对受精率的影响 

培养 8–10 d，雌、雄配子体分别形成卵囊和精子

囊，并在 24 h 内完成受精作用。如图 3 所示，对培

养周期为 16 d 的孢子囊放散的孢子附着后第 10 天的

雌配子体受精率进行统计。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无

论是品系“205”还是“C033”，不同温度下的受精率没

有显著差异，但品系“C033”的受精率略高于“205”。 

2.5  温度和培养周期对幼孢子体生长的影响 

培养 10–12 d，受精卵逐渐发育向孢子体阶段转换。

对孢子附着后第 18 天的幼孢子体进行统计分析见图 4。

从图 4 双因素方差分析显示，温度和培养周期对幼孢

子体大小都有显著影响(P<0.05)。对品系“205”，温度效

应 F=120.334，时间效应 F=1224.159。对品系“C033”， 

温度效应 F=78.898，时间效应 F=594.154。对两个品 

 
 

图 3  两个品系海带孢子囊在 16 d 培养周期下，孢子附着

后第 10 天的雌配子体受精率比较 
Fig.3  Comparison of fertilization rate 10 days  

after spore adhesion under 16 days culture periods  
in each temperature treatment 

图中所标注的不同字母的处理表示有显著差异 

(P<0.05，N=8)。黑线代表标准差 
Different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N=8). Black bars denote standard devi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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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两个品系海带孢子囊不同培养周期下孢子附着后第 18 天获得的幼孢子体大小比较 
Fig.4  Comparison of average juvenile sporophyte size 18 days after spore adhesion under different culture  

periods in each temperature treatment 

图中所标注的不同字母的处理表示有显著差异(P<0.05，N=50)。小写字母和大写字母分别表示培养温度 

和周期对孢子体大小的统计学差异，黑线代表标准差 

Different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N=50). Lower and upper case letters indicate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from temperature and culture period respectively. Black bars denote standard deviations 

 
系，时间效应显著大于温度效应。 

品系“205”在相同培养周期，4 d 时，20、21℃的

孢子体显著大于 22–24℃的；8 d 时，20、22℃的孢

子体分别最小和最大；12 d 时，23℃的孢子体显著小

于其他温度的；16 d 时，除了 20℃的孢子体较大，其

他温度无显著差异。相同温度下，16 d 培养周期的孢

子体显著小于其他周期的；8 d 培养周期的孢子体小

于 4、12 d 的(除了 23℃孢子体较大)；除了 20℃ 4 d

的孢子体显著大于 12 d，4、12 d 培养周期的孢子体

差异不显著。 

品系“C033”在相同培养周期，4 d 时，20、23℃

的孢子体显著小于 21℃和 22℃的；8、12 d 时，20、

21℃的孢子体显著大于 22、23℃的，23℃的孢子体最

小；16 d 的孢子体 21℃显著大于 22℃的。相同温度

下，16 d 培养周期的孢子体最小，4、12 d 的孢子体

小于 8 d 的(除了 4 d 22℃的孢子体较大)。 

无论是品系“205”还是“C033”，相同温度下，当

培养周期为 16 d 时，孢子体都最小；相同培养周期下，

除了 16 d 培养周期中不同温度的孢子体差别不大， 

23℃(或 24℃)条件下的孢子体都最小(除了“205” 8 d 

23℃下孢子体较大)。 

2.6  温度和培养周期对幼孢子体生长速率的影响 

对幼孢子体的生长速率进行统计见表 2。从表 2

可以看出，培养周期为 4 d 时，品系“205”的幼孢子体

在不同温度下的生长速率没有显著差异，22℃的生长

速率最大；品系“C033”，在 23℃的生长速率最小。培

养周期为 16 d 时，品系“205”的幼孢子体在 22、23℃

的生长速率小于 20℃和 21℃的；品系“C033”在 21–23℃

的生长速率大于 20℃的。 

对两个品系海带的幼孢子体生长速率进行比较

发现，当培养周期为 16 d 时，品系“205”的生长速率

显著小于“C033”。 

2.7  雌配子体大小和幼孢子体大小的相关性分析 

对孢子附着后第 7 天和第 18 天的雌配子体与幼

孢子体的大小进行相关性分析见图 5。从图 5 可以看 

 
表 2  两个品系海带孢子囊不同培养周期下的幼孢子体生长速率比较 

Tab.2  Comparison of juvenile sporophyte growth rate under different culture periods in each temperature treatment 

生长速率 Growth rate (%) 
培养周期 Culture period (d) 品系 Strain 

20℃ 21℃ 22℃ 23℃ 24℃ 

205  7.575  7.702  8.352  8.014 7.778 4 
 C033  7.768  7.768  6.842  6.123 — 

205  6.803  6.486  5.914  5.531 — 16 
 C033 10.717 11.845 11.749 11.718 — 

注：表中“—”代表缺失值，N=50 

Note: “—” denotes the missing value, N=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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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两个品系海带孢子囊不同培养周期下孢子附着后第 7 天和第 18 天的雌配子体和幼孢子体大小关系 
Fig.5  Relationship between female gametophyte size and juvenile sporophyte size 7 days and 18 days after spore adhesion 

under different culture periods in each temperature treatment 
 

出，对品系“205”和“C033”，雌配子体与幼孢子体大

小之间都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相关系数 r 分别为

0.928 和 0.689，P<0.01。随着海带雌配子体变大，幼

孢子体也变大。 

3  讨论 

在海带养殖过程中，夏苗培育打破了季节对其生

长的限制，大大提高了海带的产量。其中，采苗时间

作为关键点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不同海区，由于平

均水温的差异导致了采苗时间的不同。南方海区，如

福建，常在 5–6 月将种海带移至室内进行保存并促进

孢子囊的产生，9 月底进行采苗。而北方海区，如山

东，人工栽培的海带在 5–8 月产生孢子囊群，在 8 月

初将种海带收割并移至室内进行人工采苗。此时，海

上平均水温较高，海带的生理状态是否受到影响并不

清楚。但已有研究表明，夏季高温会对海带目一些物

种的繁殖力产生严重影响，糖海带(Saccharina latissima)

放散的孢子数量明显降低(Lee et al, 1986)；翅藻科的

边翅藻(Alaria marginata)放散的孢子形态不正常，甚

至无法存活(McConnico et al, 2005)；边花昆布(Ecklonia 

radiata)的孢子囊能够成熟，但不能成功放散孢子

(Novaczek et al, 1984)；掌状海带(Laminaria digitata)

的孢子萌发率明显降低(Bartsch et al, 2013)。由此可

见，夏季高温对游孢子的数量和质量产生了严重胁

迫，而游孢子的存活状态将会对整个物种生活史的顺

利进行产生关键影响。 

健康游孢子的获得，是海带育苗成功的前提。游

孢子在“孢子发生”过程中形成，只有细胞膜包围，

极易受到非生物因素的影响，如温度，光辐射等。然

而，人们更加关注游孢子从孢子囊释放后受到的环境

因素的影响(Roleda et al, 2005; Wiencke et al, 2006; 

Müller et al, 2008)，而很少关注游孢子在孢子囊内部形

成过程中受到的影响。已有研究发现，巨藻(Macrocystis 

pyrifera)在受到高温胁迫后，其“孢子发生”过程加

快；Bartsch 等(2013)首次研究了掌状海带的孢子囊在

不同温度(10–22℃)的孢子放散量和萌发率，发现在

17–20℃时，孢子放散量明显增加，显示较高的温度

能促进“孢子发生”。同时发现，当对孢子囊进行不

同时间的温度处理时，处理 3 d 的孢子萌发率大于处

理 7 d 的。以上研究表明，游孢子在孢子囊内部发育

过程中受到来自环境的影响，与其释放后受到的影响

同等重要。因此，了解环境因素对海带孢子囊生理状

态的影响，对预估游孢子在释放前的发育状态，在生

产实践上更好地把握采苗时间，节约人力、物力和财

力，提高生产效率是至关重要的。 

本研究设置了 5 个较高的海水温度(20、21、22、

23、24℃)和 4 个培养周期(4、8、12、16 d)，选择了

两个海带品系(“205”和“C033”)并选取同一棵海带同

一部位的孢子囊群作为实验材料，对孢子放散力及后

期萌发率等进行了观察和统计，选择两个品系作为相

互对照，能更好的反应温度和时间对海带孢子囊的影

响，以排除品种产生的误差。 

3.1  游孢子的放散能力 

海带孢子囊放散游孢子能力的大小与海带产量

密切相关。当放散的游孢子活力高且数量充足时，有

利于采苗的顺利进行，为后期获得健康幼苗打下基

础。研究表明，当海水温度达到 24℃时，孢子囊几

乎没有放散能力，只有品系“205”的孢子囊在培养 4 d

时，成功获得了游孢子。海水温度在 20–23℃时，不

同培养周期下的孢子囊游孢子放散能力没有显著差

异。结果显示，当海水温度达到 24℃时，海带孢子

囊的生理状态受到了一定胁迫，无法保证孢子采苗的

顺利进行。 

3.2  胚孢子的萌发率 

海带胚孢子的萌发受到自身生理代谢机制和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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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如光质)的共同影响。Lüning 等(1980)研究表明，

当海带孢子囊放散的游孢子具备较高的生理成熟度

时，它将不明显依赖于光照，表现为完全黑暗条件下

培养 48 h 的胚孢子萌发率达到 80%以上；黄鹤忠等

(1998)通过对胚孢子在不同光照波长中培养 36、48 h

的孢子萌发率进行观察，发现不同光照波长对 36 h

的胚孢子萌发率没有显著影响，而在 48 h 的胚孢子

萌发率与光质呈明显的负相关，这是由于在植物的光

形态建成过程中，短波光较长，波光更容易激发光化

学反应，从而改变胚孢子的生理代谢功能，促进萌发；

Roleda 等(2005)发现，随着光合有效辐射(PAR)处理

时间的延长，3 种海带属物种(掌状海带、糖海带和极

北海带)的孢子萌发率显著降低；Müller 等(2008) 分

析了温度(2–18℃)和光照辐射强度(光合有效辐射、紫

外线A和B)对来自北极和温带海带目物种的交互作用，

发现当温度达到 18℃时，来自北极的糖海带、掌状海

带和翅菜的孢子萌发率为 0，同时，紫外线 B 能明显

降低孢子萌发率。 

在本研究中，胚孢子接受的光照和温度完全一

样，以保证胚孢子的发育具备相同的环境。研究表明，

各种温度处理下，当海带孢子囊的培养周期是 12、

16 d 时，胚孢子的萌发率大于 4、8 d 的。可能的原

因首先是种海带在由育苗场运回到实验室的过程中，

位于孢子囊表层的孢子，受到了来自高温或者缺水环

境的胁迫，所以在较短培养周期下进行孢子采集时，

放散的游孢子质量受到了一定影响。其次是随着培养

周期的延长，海带孢子囊的成熟度越来越高，因此，

释放的孢子具备更加成熟的生理机能，更容易萌发。 

对品系“205”，培养周期为 4 d 时，20℃的孢子萌

发率显著较高，而培养周期为 4 d 的其他温度下的孢

子萌发率则较低；对品系“C033”，8 d 培养周期任何

温度下的孢子萌发率都普遍较低。以上结果出现的原

因，可能与孢子囊的生理状态有关。尽管用于研究的

孢子囊来自同一棵海带，但并不能保证孢子囊不同部

位的生理水平(如成熟度等)是完全一样的。 

3.3  雌配子体与幼孢子体的生长发育 

在相同培养周期下，23℃(24℃)的雌配子体和幼

孢子体远远小于 20–22℃的，表明 23℃(24℃)对海带

孢子囊有一定的胁迫作用，进而影响到了游孢子的正

常发育；在相同温度下，培养周期为 16 d 的雌配子

体和幼孢子体显著小于其他培养周期的，表明无论海

带孢子囊是处于 20℃还是 23℃，当在海水中连续培

养 16 d 时，雌配子体的发育和幼孢子体的生长都会

受到一定抑制作用。导致以上结果的原因包括：(1) 

高温通过破坏海带孢子囊的生存环境，对里面的孢子

产生胁迫，进而影响到雌配子体和幼孢子体的生长发

育。而且，这种作用较为直接和迅速。(2)培养周期对

海带孢子囊的作用，可能是一种由温度引起的累积效

应。20–24℃对于海带孢子囊是较高的温度，当它长

期处于这种环境而又无法适应时，便累积了大量的胁

迫力，从而导致孢子的后期发育受到一定影响。 

雌配子体的细胞增值率与孢子体发生率常呈现

异速生长的关系，当雌配子体的细胞数目随时间逐渐

增多时，孢子体产生的概率逐渐下降 (鲁志成等，

2012)。雌配子体细胞数目的增殖常是其进行营养生

长的标志，而光照和激素等因素常会对配子体进行营

养生长起到促进或阻碍的作用。在正常的发育条件

下，海带孢子囊释放的游孢子发育所形成雌配子体，

将会维持在只有 1 个细胞的状态，随着细胞体积的增

大，逐渐形成卵囊，完成受精作用并逐渐向孢子体阶

段转化，而不会停留在配子体阶段甚至向营养生长状

态转换。在本研究中，海带雌配子体大小与孢子体大

小具有显著正相关性(P<0.01)，显示海带雌配子体的

平均直径越大，它发育形成的孢子体生长速度越快。

这是由于当雌配子体细胞越大时，积累的进行光合作

用的色素和营养物质等越丰富，有利于卵囊的快速发

育以及后期孢子体的生长。 

3.4  配子体的受精率和幼孢子体的生长速率 

通常认为，海带配子体的受精作用发生在晚上

(Lüning et al, 1981)，但鲁志成等(2012)研究发现，在

连续光照条件下，孢子体发生率也能达到 40%以上。

因此，本研究中的光照强度和周期等因素控制在一致

的条件下。 

本研究发现，在 16 d 培养周期下，不同温度处理

组的配子体受精率之间无显著差异。表明配子体受精

率的高低几乎不受前期孢子囊培养温度的影响。本研

究只统计了孢子囊培养 16 d 的配子体受精率，所以，

通过测定孢子囊不同培养周期下的配子体受精率，将

能更好解释孢子囊培养温度和时间与受精率的关系。 

在相同的培养条件下(温度、光照等)对幼孢子体

生长速率进行比较，发现海带孢子囊的培养温度和时

间对它的影响并不显著。当孢子囊的培养周期为 16 d

时，品系“205”的生长速率显著小于“C033”，表明幼

孢子体生长速率会因品系而异。 

3.5  海带孢子囊的生理状态与研究结果的关系 

海带孢子囊的发育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每个海带

叶状体包含不同的孢子囊群，同一片孢子囊群的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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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成熟度也不尽相同，因此，孢子囊具有不断成熟、

不断放散孢子的特点(曾呈奎等，1985)。Joska 等(1987)

对海带目巨藻科的 Ecklonia maxima 进行研究，发现

看似健康成熟的藻体也可能无法成功地放散游孢子。

Bartsch 等(2013)发现，对掌状海带的孢子囊进行连续

3 d 的不同温度处理后，将其放在合适的温度(10℃)

继续培养 7 d，结果 7 d 后的孢子放散量显著小于 3 d

的。表明绝大多数的孢子都在第 1 次实验中进行了放

散，而后期孢子囊的成熟度暂时无法满足孢子放散的

要求。由此可见，孢子囊在实验前和实验中的发育状

态将对实验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具体的影响目前

尚不清楚。 

因此，孢子囊的选取十分重要。参照 Olischläger

等(2013)对孢子囊成熟度的划分方式，将海带孢子囊

的成熟度划分为以下 4 个阶段：叶状体(孢子囊全面

发育，深褐色，表面向外凸起)；半成熟孢子囊(藻体

呈深褐色，孢子囊部分裂解，部分孢子放散)；成熟

孢子囊(孢子囊裂解，孢子完全放散)和衰老孢子囊(孢

子放散结束，孢子囊完全裂解呈白色)。本研究中，

选取了半成熟的孢子囊作为实验材料，该孢子囊来自

同一孢子囊群，具备基本相同的生理成熟度，以减少

实验误差。 

不同成熟度的海带孢子囊对温度的敏感性可能

存在差异，因此，本研究结果更适用于半成熟的海带

孢子囊；在后期的研究中，将会进一步对不同成熟度的

海带孢子囊进行温度和时间处理，得出更全面的结论。 

4  结论 

综上所述，当温度达到 23℃或培养时间达到 16 d

时，海带孢子囊受到了胁迫。因此，在海带育苗的生

产实践中，如果海带孢子囊已经处于半成熟的生理状

态，海水温度达到 23℃之前，种海带需快速运到室

内进行保种；当水温为 20–23℃时，种海带在海上的

暂养时间不要超过 16 d，以免影响后期雌配子体的发

育和幼孢子体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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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 of Spore Release, Gametogenesis and Growth of  
Sporophytes Resulted from Sorus Cultured under Different  

Temperature and Culture Periods 

LI Xia1,2, PANG Shaojun1①
, SU Li1,2 

(1. Key Laboratory of Experimental Marine Biology, Institute of Ocea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Qingdao  266071;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Abstract    In North China Sea, parental sporophytes of the farmed seaweed Saccharina japonica are 
often selected for the release of the spores. A circulated cold water system is usually applied for the 
production of the seedlings of S. japonica. Generally a shorter culture period would reduce the production 
cost. The parental plants usually grow on the longlines in the seawater, hence would undergo the 
temperature rise in summer (from 20 to 25℃). There have been very few studies about the effect of higher 
temperature on spore release, gametogenesis, as well as the growth of the sporophytes of S. japonica.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tested the growth of two strains, “205” and “C033”, under five temperature settings 
and four culture time settings. The results were described below: (1) the release of the spores remained 
unchanged at the temperature 20 to 23℃ but failed at 24℃; (2) under the same temperature, the 
germination rate of spores from the sorus cultured for 12 and 16 days were higher than that cultured for 4 
and 8 days; (3) for the same culture period, the female gametophytes and their sporophytes from the sorus 
cultured at 23℃ were smaller in size than those cultured at 2022℃; (4) under the identical conditions, 
both female gametophytes and their sporophytes exhibited the smallest size on the 16th day in all culture 
trials; (5) the size of gametophytes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ize of sporophytes. Our results 
suggested that either high temperature (>23℃) or prolonged culture period (>16 days) at the normal 
temperature (2023℃) would impair the sorus of the parental plants. 
Key words    Saccharina japonica; Sorus; Zoospore germination;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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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沟湾筏式养殖鼠尾藻 

(Sargassum thunbergii)的生长特性* 

陈  洁 1,2  张继红 2①  李加琦 2  张义涛 2,3  隋海东 1,2 

吴文广 2  牛亚丽 2  高振锟 1,2 
(1. 上海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  上海  201306；2. 农业部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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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4 年 4–6 月在桑沟湾海区进行鼠尾藻(Sargassum thunbergii)海上筏式养殖实验，分析了

鼠尾藻在桑沟湾的生长特性，调查了藻体上的附着生物。结果显示，(1) 鼠尾藻在桑沟湾海域生长

迅速，水温为 10–17℃时特定生长率最高，可达 6.10%/d；根据特定生长率与水温的关系，获得了

鼠尾藻的最佳生长温度为 14.9℃；(2) 5 月 10 日开始有生殖托形成，水温达到 20.4℃时，鼠尾藻生

殖托大量成熟，并有放散；(3) 养殖期间，鼠尾藻最大长度达 187.05 cm，均长可达 112.31 cm；干

湿比由 0.147(4 月)上升至 0.189(6 月)；每公顷产量可达 43.95 t (湿重)，相当于干重为 8.25 t；(4) 藻

体上有大型附着生物 16 种，主要优势种为尖嘴扁颌针鱼鱼卵、玻璃海鞘和海绵；附着生物的生物

量随着水温升高而增加。研究表明，海区的附着生物对鼠尾藻的生长影响不大，在桑沟湾大规模养

殖鼠尾藻是可行的。 

关键词    筏式养殖；鼠尾藻；桑沟湾；附着生物 

中图分类号 S968.4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6)01-0120-07 

鼠尾藻(Sargassum thunbergii)隶属褐藻门、墨角

藻目、马尾藻科、马尾藻属，是我国沿海地区重要经

济藻类之一(吴海一等, 2010)。鼠尾藻具有胶体成分

少的特点，做成的海参饲料对水体污染小，是理想的

海参饲料制造原料之一(邹吉新等, 2005)。近年来，

随着海参养殖业的快速发展，对鼠尾藻的需求逐年增

加，过度的采摘对野生鼠尾藻资源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韩晓弟等, 2005)。目前，国内已有多家科研单位相继

展开了鼠尾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生物学(王志芳等 , 

2008; 宋广军等, 2011; Chu et al, 2011; 邵魁双等, 

2010; 张泽宇等, 2007)、人工育苗(孙修涛等, 2010; 

詹冬梅等, 2006; 李美真等, 2009; 王增福等, 2007)、遗

传多样性(Zhao et al, 2007; 刘玮等, 2011; 伊新华等, 

2010)及藻类生理特性(梁洲瑞等, 2011a、b; 姜宏波等,  

2005、2009)。 

桑沟湾是北方重要的贝、藻养殖基地，藻类养殖

以海带(Saccharina japonica)为主，每年 4–7 月为海带

的收获期，海区有较多的空闲筏架。鼠尾藻生长适宜

温度为 9.6–19.8℃(邹吉新等, 2005)，在桑沟湾海区满

足该温度区间的时间为 4 月中下旬至 7 月上旬。因此，

在桑沟湾开展鼠尾藻养殖，一方面能充分利用养殖设

施资源，另一方面通过鼠尾藻养殖可改善养殖海区生

态环境。本文通过研究鼠尾藻在桑沟湾的生长特性，

旨在为桑沟湾鼠尾藻人工养殖的开展提供理论依据。 

桑沟湾养殖海区附着生物种类多、数量大(齐占会

等, 2010)。过多的附着生物可能会影响鼠尾藻的生长

abc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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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品质，其潜在的影响不容忽视。筏式养殖鼠尾藻的

附着生物虽有报道(邹吉新等, 2005; 原永党等, 2006)，

但对附着生物的群落结构缺乏系统的研究。本实验对

桑沟湾鼠尾藻养殖过程中出现的附着生物群落结构

进行了研究，旨在阐明鼠尾藻养殖过程中附着生物的

种类、数量月份变化规律，为污损生物的防除提供理

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实验所用鼠尾藻苗种为 2014 年 4 月中旬购买于

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县的野生苗种。苗种装入聚乙烯编

织袋(100 cm×50 cm)，每个袋子装苗 15 kg，同时放

入海水冰瓶冷却，经 24 h 长途运输，到达山东省荣

成市楮岛水产有限公司，于次日悬挂于桑沟湾海区进

行养殖。养殖海区水深为 6–8 m，实验海区面积为

666.67 m2。 

1.2  方法 

鼠尾藻是潮间带耐强光藻类，4000 lx 以上光强

更有利于藻体侧枝的生长(孙修涛等, 2006)，藻体适

合浅水层养殖。故本研究采用平养方式进行养殖，即

将苗绳两端分别挂于两行筏架上，利用藻体自身浮力

使藻体悬浮于海区表层。所用苗绳为聚乙烯绳，长度

为 3 m，直径为 0.5 cm。夹苗时 3–4 支鼠尾藻为一簇，

每绳夹苗 60 簇。分枝 4 支以下的鼠尾藻连同盘状固

着器一起夹于苗绳上，分枝 4 支以上的则保留 4 支分

枝，其余剪下夹到其他苗绳上。666.67m2 实验海区共

养殖鼠尾藻 300 绳。 

在实验期间，每隔 10 d 采集 1 次样品，每次采

样 30 支，剥离附着生物后，测量藻体主枝长度、湿

重、生殖托长度，同时测定所剥离附着生物的湿重。

测量结束后，用 70%乙醇固定附着生物样品，保存于 

4℃的冰箱，以备分类鉴定。鼠尾藻藻体则置于 60℃

烘箱里烘干 48 h，测量藻体干重。用 YSI-Pro10(美国)

测定海区环境因子(水温、溶解氧、盐度和 pH)。采集

水样，按照《海洋监测规范》(GB17378-2007)的要求

进行分析，分别采用次溴酸钠氧化法、锌镉还原法和

重氮偶氮法测定 NH4-N、NO3-N 和 NO2-N，采用磷钼

蓝法测定 PO4-P。总溶解无机氮(DIN)浓度为 NH4-N、

NO3-N 和 NO2-N 浓度之和。 

1.3  计算方法 

鼠尾藻干湿比为藻体干重与湿重的比值。特定生

长率按如下公式计算： 

 特定生长率(Specific growth rate SGR, %/d) 

=(lnmtlnm0)/t×100% 

式中, m0 为初始藻的鲜重量(g)；mt 为实验结束时

藻的鲜重量(g)；t 为实验持续的天数。 

1.4  数据处理 

采用 Excel 整理数据及绘制图表，数据用平均值

±标准差(Mean±SD)形式表示。 

2  结果与分析 

2.1  桑沟湾养殖海区环境因子变化 

海区环境因子变化见表 1。从表 1 可以看出，4 月

21 日海水温度为 10.4℃，随后呈逐步上升趋势，每隔

6–7 d 水温上升 1℃，6 月 24 日水温超过 20℃。溶氧变

化区间为 7.15–9.78 mg/L。盐度保持在 31 左右。海区

pH在8.01–8.26之间变化。DIN浓度在4.17–14.86 mol/L

之间, PO4-P 浓度在 0.201.23 mol/L 之间。 

2.2  鼠尾藻生长曲线 

鼠尾藻藻体长度变化见图 1。从图 1 可以看出，

4 月 21 日–5 月 30 日期间，藻体呈现快速生长趋势，日 

 
表 1  实验海区水温、溶解氧、盐度、pH、DIN、PO4-P 的变化 

Tab.1  Variations in the temperature, dissolved oxygen, salinity, pH, DIN and PO4-P in the experimental area. 

日期(月日) 
Date(m-d) 

水温 
Temperature(℃) 

溶解氧 
Dissolved oxygen(mg/L) 

盐度 
Salinity 

pH 
DIN 

(μmol/L) 
PO4-P 

(μmol/L) 

04-21 10.4 9.78 31.04 8.26 9.64 0.45 

04-30 12.1 8.23 31.54 8.07 14.86 0.65 

05-11 14.6 7.69 30.78 8.01 10.03 1.23 

05-22 16.2 7.56 31.12 8.12 5.63 0.64 

05-30 17.1 8.34 30.87 8.21 8.51 0.77 

06-08 18.4 8.12 30.75 8.14 4.17 0.67 

06-24 20.4 8.96 31.00 8.17 7.14 0.35 

06-30 21.4 7.15 31.02 8.04 6.32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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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比例达到 2.79%，而 5 月 30 日–6 月 30 日为–0.47%，

呈下降趋势。养殖期间，藻体长度 大值平均为

(112.31±27.93) cm。 

生殖托直至 5 月 10 日以后才少量出现，随后长

度呈持续增长趋势(图 1)，且出现生殖托藻体的比例

也持续增大。藻体生长至 6 月 24 日，大部分生殖托

上的生殖孔明显打开，部分藻体完成精卵的排放。 
 

 
 

图 1  鼠尾藻藻体与生殖托长度的变化 
Fig.1  Changes in the algae length and reproductive  

tissue length of S. thunbergii 
 

鼠尾藻湿重在 4 月 21 日–5 月 30 日期间呈现持续

快速增长趋势，6 月 8 日达到 大值，随后开始下降

(图 2)。单株藻体重量 大值平均为(59.78±20.86) g。 

鼠尾藻干重在 4 月 21 日–6 月 24 日期间呈现上

升趋势，直至 6 月 24 日达到 大值，之后随着藻体

湿重变化也呈现下降趋势(图 2)。 

 

 
 

图 2  单株鼠尾藻平均干重与湿重的变化 
Fig.2  Changes in the wet weight and dry weight of  

individual S. thunbergii 
 

鼠尾藻干湿比呈现上升趋势，由 0.146(4 月 21 日)

上升至 0.190(6 月 30 日)(图 3)。 

6 月 24 日，鼠尾藻生物量 大时，统计掉苗率

为 10.3%。测量藻体根部直径为(0.18±0.03) cm。 

 
 

图 3  鼠尾藻平均干湿比的变化 
Fig.3  Changes in the wet-to-dry weight ratio of  

S. thunbergii 

 
鼠尾藻养殖在 10–49 d 期间，湿重增长迅速，其

SGR 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表 2)。SGR 与水温(T, ℃)

之间的拟合相关方程为 

SGR= 0.44T2+13.15T93.93×100% (R2=0.8375) 

 
表 2  鼠尾藻 SGR 与水温变化 

Tab.2  Changes in the specific growth rate and temperature 

养殖天数 
Days(d) 

特定生长率 
SGR(%/d) 

水温 
Temperature(℃) 

10–20 3.75 13.4 

20–32 4.09 15.4 

32–40 4.32 16.7 

40–49 1.04 17.8 

 

2.3  附着生物 

结果显示，鼠尾藻藻体上的附着生物群落结构复

杂，附着生物种类包括藻类、海鞘类、环节动物、腔

肠动物、软体动物、甲壳动物和海绵动物。共鉴定大

型附着生物 16 种(表 3)。 

鼠尾藻养殖前期(4 月)，附着生物种类只有 4 种，

单株藻体上附着生物量平均为(0.10±0.09) g。随着水

温的升高及鼠尾藻的生物量的增大，可供附着的面积

增大，附着生物的种类及生物量随之增加(图 4)。5 月

30 日，附着生物种类达到 8 种，单株藻体上附着生物

量均值达到(0.21±0.07) g。6 月 30 日附着生物达到 16

种，每株藻体上附着生物量均值达到(0.77±0.51) g。6 月

30 日，尖嘴扁颌针鱼(Ablennes anastomella)鱼卵是附

着生物的主要构成种类，其次是海鞘类与海绵动物，

随机调查的 30 株藻体上共计发现尖嘴扁颌针鱼鱼卵

600 粒，预计 666.67 m2 实验海区鱼卵可达 126 万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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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4–6 月鼠尾藻藻体上大型附着生物种类 
Tab.3  Macro-fouling species on the surface of S. thunbergii from April to June 

种类 Species 
4 月 
Apr. 

5 月
May

6 月
Jun.

种类 Species 
4 月 
Apr. 

5 月
May

6 月
Jun.

马尾藻 Sargassum spp. + + ++ 柄海鞘 Styela clava / + + 

海带 S. japonica / + + 日本拟背水虱 Paranthura japonica  / / + 

石莼 Ulva linza + + + 华美盘管虫 Hydroides elegans / / + 

长石莼 Ulva lactuca / / + 索沙蚕 Lumbrineris japonica / + + 

紫贻贝 Mytilus gallop rovincialis / / + 鲍枝螅 Halocordyle disticha / / + 

栉孔扇贝 Chlamys farreri / / + 藻钩虾 Ampithoe sp. + ++ ++

多棘麦秆虫 Caprrella acanthogaster + + + 海绵 Pachychalina variabilis Dendy / + +++

玻璃海鞘 Ciona intestinalis / + ++ 尖嘴扁颌针鱼鱼卵 Eggs of A. anastomella / + +++

“+”表示出现，“/”表示没有出现。“+”越多表示数量越大 

“+”denoted presence; “/”denoted absence. The more“+”, the larger the number 

 

 
 

图 4  单株藻体上附着生物的平均湿重及出现附着 

生物的鼠尾藻百分比的变化 

Fig.4  Changes in the wet weight of biofouling and  
the percentage on S. thunbergii carrying biofouling 

 

3  讨论与结论 

3.1  鼠尾藻养殖的影响因子 

温度对鼠尾藻的生理(孙修涛等, 2006)、生长(包杰

等, 2008)有显著的影响，水温成为鼠尾藻养殖的限制

因子。通常情况下，海水温度为 10–20℃的月份为鼠

尾藻的养殖期(表 4)。在浙江温州海区适合鼠尾藻生

长的时间为 2–5 月(权伟等, 2014)，在山东威海海区

适合鼠尾藻生长的时间为 3–7 月(原永党等, 2006)，

在大连海区适合鼠尾藻生长的时间为 4–11 月(王丽梅

等, 2011)。因此，从鼠尾藻养殖生长期来看，应选择夏

季 高温度不超过 20℃的海区。本研究拟合得到 SGR

与水温的相关函数方程为 

SGR= 0.44T2+13.15T93.93(R2=0.8375) 

依据函数所得到 佳生长温度为 14.9℃。詹冬梅

等(2013)研究发现海上养殖鼠尾藻长度增加 快的温

度为 15–16℃。孙修涛等(2006)研究了鼠尾藻新生枝

条的适宜温度为 16℃。这表明温度在 15℃左右，鼠

尾藻的生长处于 佳状态。鼠尾藻适宜生长温度为

10–20℃，温度超过 20℃时，藻体生物量发生衰亡(表

4)，这与本研究结果相一致。在鼠尾藻养殖过程的中

后期，应加强对水温变化的关注并及时观察鼠尾藻的

性成熟情况。当水温超过 20℃或者大部分藻体生殖孔

打开时，应对鼠尾藻进行采收。 

鼠尾藻养殖方式也会对它的产量有较大的影响。

王丽梅等(2011)研究表明，使用海带绳夹苗所养出来

鼠尾藻的长度，要低于使用聚乙烯绳。较重的苗绳，

使得养殖绳不易保持水平，向下倾斜，对喜阳性鼠尾

藻的生长并不利。本研究所采用藻苗为南方大规格

苗，所用苗绳直径为 0.5 cm 的轻质聚乙烯绳，鼠尾

藻自身的浮力较大(鼠尾藻气囊发达)，并不存在苗绳

向下倾斜的问题。因此，在鼠尾藻气囊未长出前，应

注意养殖绳所处的水层位置，避免水层过深而影响鼠

尾藻的生长。此外，营养盐、pH 等其他环境理化因子

可能对鼠尾藻的产量有影响，仍需进一步研究探索。 

桑沟湾是我国重要的贝、藻养殖基地，研究表明，

桑沟湾理化因子稳定，满足鼠尾藻生殖托(马兴宇等, 

2013)、藻体(丁刚等, 2014)快速生长的需求。本研究

表明，每公顷实验海区共收获藻体湿重为 43.95 t，产量

要高于其他研究结果(表 4)，鼠尾藻适宜在桑沟湾 



124 渔   业   科   学   进   展 第 37 卷 

 

表 4  鼠尾藻不同区域的生长特性 
Tab.4  Growth characteristics of S. thunbergii in different areas 

威海 Weihai 青岛 Qingdao 威海 Weihai 威海 Weihai 大连 Dalian 威海 Weihai

      
地区 Area 

3–7 月 
Mar. –Jul. 

3–6 月 
Mar. –Jun. 

3–7 月 
Mar. –Jul. 

3–7 月 
Mar. –Jul. 

4–11 月 
Apr. –Nov. 

4–6 月 
Apr. –Jun. 

大均长 Max average length(cm) 73.7 38 79.1 90 60 112 

产量 Yield (kg/hm2) 28800 / 25200 22500 / 43950 

适宜生长温度 

Suitable growth temperature (℃) 
1218 1218 1020 / / 10–20 

衰亡温度 Decline temperature (℃) 20 24 / / / 21 

掉苗率 Seeding falling-off rate(%) 8.7 / / / 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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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按照 3 元/kg(鲜重)的单价，预计每公顷产值约

为 13 万元，除去苗种等成本，效益可达 6 万元左右。

因此，在桑沟湾大规模开展鼠尾藻养殖的可行的。 

3.2  鼠尾藻与附着生物 

温度是影响生物群落特征的 重要因素(Lodeiros 

et al, 2000)。在鼠尾藻养殖期间，水温从 10.4℃上升

至 21.4℃，附着生物的生物量也呈现上升趋势。齐占

会等(2010)研究表明，桑沟湾海区附着生物的生物量

随温度上升而增加，这与本研究的结果相一致。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桑沟湾养殖鼠尾藻，主要附着

生物为尖嘴扁颌针鱼鱼卵、玻璃海鞘、强壮藻钩虾

(Ampithoe valida)、马尾藻。邹吉新等(2005)研究结果

是大量贻贝(Mytilus edulis)附着；原永党等(2006)研究

结果表明，附着生物则是贻贝、麦秆虫(Caprellap sp.)

和钩虾。不同的地域之间，环境理化因子不同，导致

附着生物群落的生物种类不同，东海的污损生物优势

种与黄、渤海明显不同(严涛等, 2008)。尖嘴扁颌针

鱼为暖水性凶猛上层鱼类，生活在近海浅水水域，每

年 5–6 月在沿海各海域均能产卵。本研究发现，桑沟

湾人工养殖鼠尾藻附着生物中，尖嘴扁颌针鱼鱼卵占

据了较大的生物量比例，发现的鱼卵预计达 126 万

粒，说明人工养殖条件下鼠尾藻藻场是尖嘴扁颌针鱼

理想的排卵场所，但过多的鱼卵可能会影响鼠尾藻的

品质。一般情况下，海水温度上升至 20℃之前，就

要对鼠尾藻进行采收，而在这个温度之前，海区并不

会暴发式地出现附着生物(齐占会等, 2010)，因此，

鼠尾藻生长受附着生物的影响较小。 

实验结束时，666.67 m2 实验海区共收获鼠尾藻

藻体湿重 2.93 t，估算附着生物共 4.83 kg，附着生物占

鼠尾藻总湿重 0.16%，对鼠尾藻成品品质影响不大。

但是掉苗率是否与附着生物有关，仍需进一步研究。 

3.3  存在的问题 

鼠尾藻养殖中后期藻体湿重生长不明显。4 月 21 日–  

5 月 30 日藻体湿重 SGR 为 6.1%，5 月 30 日–6 月 24

日藻体湿重 SGR 为 0.49%。5 月 30 日每绳鼠尾藻藻

体已达 12.14 kg，藻体相互缠绕覆盖，所采集的样品、

藻体颜色出现明显的异常，裸露在外部的藻体呈现黄

褐色，覆盖在内部的藻体呈现黑褐色，其原因可能是

密度制约所引起的光线不足、缺氧、水体交换不足。

胡凡光等(2013a)在鼠尾藻养殖研究中也出现了藻体

由褐色变成黑褐色的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

是光照减弱，主要归因于养殖方式问题，筏架设施、

水流与挂苗方式存在着一些不足，需要进一步改进。 

本研究结束时，藻体掉苗率为 10.3%。原因一方面

是鼠尾藻根部过细。经过 90 d 的养殖，鼠尾藻根部仍

然很细，6 月 30 日收获的样品，直径为(0.18±0.03) cm，

过细的根部可能会导致鼠尾藻掉苗现象；另一方面，

海区风浪因素。如何降低鼠尾藻掉苗率问题，仍需进

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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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owth Characteristics of Long-line Cultured Seaweed  
Sargassum thunbergii in the Sanggou Bay 

CHEN Jie1,2, ZHANG Jihong2①
, LI Jiaqi2, ZHANG Yitao2,3, SUI Haidong1,2,  

WU Wenguang2, NIU Yali2, GAO Zhenkun1,2 
(1. College of Fisheries and Life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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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lege of Fisheries and Life Science, Dalian Ocean University, Dalian  116023) 

Abstract    Sargassum thunbergii is a widely-used seaweed feed in aquaculture of sea cucumber in 

China. Due to the large consumption in the rapid growing sea cucumber farming, artificial cultivation of S. 

thunbergii has become a popular option, and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growth characteristics of S. 

thunbergii is essential in establishing a highly efficient maricultural technique. Here we studied the 

growth characteristics of long-line cultured S. thunbergii in the Sanggou Bay in April to June of 2014. The 

species and biomass of biofouling attached to the seaweed were also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were shown 

below: (1) S. thunbergii survived and grew well in the Sanggou Bay and the maximal SGR (specific 

growth rate) reached 6.10 (%/d) at 10–17℃. The optimum growth temperature was 14.9℃ according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emperature and SGR. (2) Starting from May 10th, the reproductive branches 

could be observed and most of the mature sexual reproduction appeared when the seawater temperature 

reached 20.4℃. (3) At this stage, the maximum thallus length of S. thunbergii was 187.05 cm, and the 

maximum average length was 112.31 cm. The ratio of wet-to-dry weight rose from 0.147 (in May) to 

0.189 (in June). The estimated total production per hectare was 43.95 t in wet weight and 8.25 t in dry 

weight. (4) Sixteen species of macro-biofouling were identified and the dominant species were 

Pachychalina variabilis, Ciona intestinalis and eggs of Ablennes anastomella. The biomass of biofouling 

increased along with the rise in temperature. Therefore, it is feasible to run large-scale long-line culture of 

S. thunbergii in the Sanggou Bay. 

Key words    Suspended long-line culture; Sargassum thunbergii; Sanggou Bay; Biofou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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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有机碳源及 C/N 对生物滤池 

净化效果的影响* 

程海华 1,2  朱建新 2①  曲克明 2  杨志强 2  刘寿堂 3  孙德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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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阳市黄海水产有限公司  海阳  265122) 

摘要    利用生物滤池模拟装置，以实际养殖废水为处理对象，探讨了 4 种常见有机碳源(葡萄糖、

乙醇、红糖和淀粉)及不同碳氮比对有机物去除、硝化反应和异养反硝化作用等生物滤池主要净化

过程的影响。碳源初选结果显示，同种碳源下，当 C/N 从 0 升高至 6 过程中，生物滤池对 TAN(总

氨氮)的去除率呈先升高后降低趋势；当 C/N 较小时，各组对 NO2
-N 的去除率差异性不显著(P>0.05)，

随着 C/N 继续升高，NO2
-N 去除率则显著降低(P<0.05)；乙醇组除外，其他 3 组随着 C/N 升高，

CODMn 去除率先迅速增大然后趋于稳定；各组 NO3
-N 和 TN 去除率呈先升高后降低趋势，且变化

显著(P<0.05)，当 C/N=4 时，分别达到最高值。碳源复选结果显示，在 C/N=4 条件下，分别添加有

机碳源(乙醇、淀粉、红糖和葡萄糖)的 4 组对 TAN、NO3
-N、TN 和 CODMn 的去除率显著高于对照

组(P<0.05)；而对照组 NO2
-N 的去除率最高，达到 93.59%；添加乙醇，生物滤池对水体中 TAN、

NO2
-N、NO3

-N 和 TN 的去除效果优于其他 3 种碳源。研究表明，当 C/N=4 时，乙醇作为外加碳源

能很好地提高生物滤池的净化效率。 

关键词    碳源；碳氮比；生物滤池；净化过程 

中图分类号 X1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6)01-0127-08 

生物滤池作为封闭循环水养殖系统水处理的核

心单元，其工作原理是依靠载体间复杂的微生物生态

系统，分解和利用养殖水体中的有机物和溶解态无机氮

化物等污染物，从而达到净化目的。其主要反应过程

可以分为有机物氧化、硝化反应和反硝化反应(陈江萍, 

20101); 钱伟 , 20122))。有机物氧化由异养微生物完

成，有机碳源作为异养微生物的食物来源，可以为细

胞合成提供物质基础，为其代谢活动提供所需的能量

(张云等, 2003)。硝化反应是将氨氮和亚硝酸盐氧化

成硝酸盐的过程，主要是由一群自养型好氧微生物完

成(刘瑞兰等, 2005)。当循环水养殖水体中有机碳浓度

升高时，会对硝化反应产生抑制作用(Michaud et al, 

2006)。然而，根据反硝化机理可知， 

2 3 2 25C( ) 2H O 4 NO 2N 4OH 5CO       有机碳  

反硝化过程中需要消耗有机碳源，有机碳源的不足不

利于反应的进行(许文峰等, 2007)。因此，水体中有

机碳含量会对净化过程产生重要影响。 

当前，关于有机碳源在循环水养殖系统中的作用

和分解转化规律等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学者的

重视，且主要集中在对生物膜培养过程的影响和对脱氮

作用的影响等方面(钱伟等, 2012; 王威等, 2013; 刘伶俐

abc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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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2013)，而关于有机碳源对生物滤池整个净化过程

影响的研究则相对不足。一方面，在实验室条件下，

主要采用人工配制养殖废水，由于其与实际养殖废水

存在差异，不能直接和真实地反映影响效果；另一方

面，养殖企业在应用这些碳源时，使用成本是重要的

考虑因素。因此，筛选出价格低、效果好的有机碳源

非常重要。 

本研究以半滑舌鳎(Cynoglossus semilaevis)循环

水养殖废水为处理对象，选择 4 种生活中常见的有机

碳源——葡萄糖、乙醇、可溶性淀粉和红糖作为外加

碳源。分别通过碳源初选和复选研究，探究每种碳源

及不同碳氮比下，挂膜成熟的生物滤池对养殖废水净

化效果的差异性。从 4 种碳源中选出最佳碳源及 C/N，

并探讨净化过程中的污染物去除机理，为选择出高效

且经济的外加碳源，为进一步提高生物滤池净水效率

和完善循环水高效养殖技术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装置 

1.1.1  生物填料    本研究选取爆炸棉(图 1)作为生物

挂膜用的滤料，PU 材质，密度为 0.024 g/cm3，比表

面积为 350 m2/m3。 
 

 
 

图 1  生物滤料 
Fig.1  Biological filters 

 

1.1.2  实验装置    实验采用的循环水生物滤池模拟

装置，主要由生物滤器和蓄水箱两部分组成。生物滤

器制成材料采用亚克力有机玻璃管，其内径为 140 mm，

管柱高度为 600 mm，滤器两端都有穿孔板布水，其

进水端和排水端都有水阀可以控制水流速率，整个实

验过程中，每个滤器内水力停留时间(HRT)为 23–25 s。

另外，通过调节曝气机气阀，使滤器中气水比(单位 

时间曝气量与进水量的体积比值)达到 5∶1(赵倩 , 

2013)1)。蓄水箱采用白色圆柱塑料水箱，其有效容积

为 200 L，水箱里有浸没式水泵，控温加热棒和曝气

气石；生物滤器与蓄水箱之间采用25 mm 的塑料软

管连接。实验共有 5 套互相独立的系统，每套系统包

括 3 个平行的生物滤器，生物滤器间采用内径为 20 mm

的 PVC 管连接，每组装置见图 2。 
 

 
 

图 2  实验装置 
Fig.2  Scheme of the experimental device 

 

1.2  方法 

1.2.1  实验用水    实验用水取自山东烟台市海阳黄

海水产有限公司半滑舌鳎成鱼循环水养殖车间，实验

开始时间为 2014 年 6 月 22 日。取水时间为早上投饵后

30 min，水质参数 pH 为 7.8–8.2，DO 为 5.5–7.5 mg/L，

盐度为 29.4–29.7。 

1.2.2  生物膜培养    生物膜培养采用预培养法，实

验前 42 d，往每个实验组的蓄水箱加入养殖废水 200 L，

并添加 50 mg/L 微生态净水剂(富含硝化细菌、乳酸

菌、芽孢杆菌、光合菌群、放线菌群和酵母菌等益生

菌，有益菌含量大于 2×1010 CFU/g)作为挂膜菌种(王威

等, 2013; 赵倩等, 2012)。另外，为了提高生物膜培养

速度，再添加 20 mg/L 氯化铵，20 mg/L 葡萄糖作为

生物膜培养的补充氮源和碳源。每 7 d 换水 1 次，换

水后重新按比例添加微生态制剂、氯化铵和葡萄糖，并

定期检测水中氨氮和亚硝态氮浓度，直至亚硝态氮浓

度降低且达到稳定状态时，表明生物膜成熟。挂膜期

间系统运行参数 pH 为 7.5–8.0，温度为 26.5–28.0℃，

DO>6 mg/ L。 

1.2.3  碳源初选    生物膜成熟后，排干预培养用水，

从养殖池回水管中取 0.5 m3 养殖废水，平均加入 5 套

实验装置中，测量初始 C(TOC)/N(TN)。结果测得实

验所用养殖废水中 C/N 很小，为 0.26–0.32。因此，

将不添加碳源的实验组设为对照组，其他 4 组按照

C/N 为 1、2、4、6 加入碳源。启动系统，系统运行

温度为 26–27.5℃，DO 为 5.5–6.5 mg/L，pH 为 
                            

1) 赵倩. 水质调控对生物滤器生物膜培养的影响研究. 中国海洋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2013, 4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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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8.5。实验期间，每天 08∶00 取样，测量 CODMn、

NO3
-N、NO2

-N、TAN，另外，测 72 h 时的 TN。碳

源实验顺序为葡萄糖、乙醇、红糖和可溶性淀粉，每

种碳源实验周期为 3 d，1 种碳源实验结束后，立即排

完系统里的水，重新加入养殖水，运行 5 d 作为恢复

期，然后开始下 1 个碳源实验。通过碳源初选实验，

比较 4 种碳源在不同 C/N 条件下对 CODMn、NO3
-N、

NO2
-N、TAN 和 TN 的去除率，并以较高的 TN 去除率

为优选指标，筛选出实验条件下每种碳源的最佳 C/N。 

1.2.4  碳源复选    碳源复选实验方法与初选实验

基本相同，从 5 套实验系统中随机选取 1 套设置为对

照组(不添加碳源)，其他 4 套分别添加通过初选实验

获得的 4 种实验碳源的最佳 C/N(4∶1)实验组(其中葡

萄糖为 57.2 mg/L,红糖为 52.4 mg/L，可溶性淀粉为

50.1 mg/L，乙醇为 53.4 l/L)，目的是比较在同一实

验条件下，4 种碳源的最佳 C/N 对 CODMn、NO3
-N、

NO2
-N、TAN 和 TN 的去除率，以较高的 TAN、NO2

-N

和 TN 去除率为优选指标，筛选出最佳碳源。 

1.2.5  水质分析及数据处理方法    水质指标的检

测依照《海洋监测规范》(GB17378.4-2007)：TAN 采

用次溴酸盐氧化法；NO2
-N 采用萘乙二胺分光光度

法；NO3
-N 采用锌镉还原法测定；CODMn 采用碱性高

锰酸钾法测定；TN 采用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

光度法。TOC 浓度采用岛津总有机碳分析仪测定；

pH、DO、盐度和温度采用 YSI-556 多功能水质分析

仪测定。 

实验数据结果采用 SPSS 20 进行差异性分析，然

后采用 Origin8.0 软件作图。 

2  结果与分析 

2.1  碳源初选结果 

2.1.1  各实验组溶解态无机氮化物和 CODMn 的初始 

浓度测定    不同碳源实验组溶解态无机氮化物的

初始浓度见表 1。从表 1 中可以看出，不同碳源实验

组各个指标初始浓度不同，主要是因为不同碳源实验

开始时间不同，养殖对象自身代谢活动和其他外界因

素可能发生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碳源之间不

能进行组间差异性比较，只能进行同种碳源不同 C/N

实验组之间的组内比较。 

不同碳源及 C/N 条件下实验水体 CODMn 初始浓

度见图 3。从图 3 中可以看出，不同碳源实验对照组

CODMn 均小于 2.5 mg/L，表明养殖水体中还原性有机物

和无机物含量较少。另外，各处理组(除乙醇组)按 C/N

添加碳源后，会导致水体中 CODMn 在短期内迅速升

高。乙醇组不同 C/N 条件下，CODMn 变化明显低于

其他 3 种碳源。 

2.1.2  葡萄糖为碳源及不同 C/N 条件下生物滤池的

净化效果    葡萄糖为外加碳源时，不同 C/N 条件

下生物滤池对实验水体中 TAN、NO2
-N、NO3

-N、

CODMn 和 TN 的去除率见图 4。从图 4 中可以看出，

对照组均为最低；随着 C/N 升高，各处理组对 TAN、

NO3
-N、CODMn 和 TN 的去除率逐渐增大，当 C/N=4

时，均达到最大值，分别为 90.13%、41.39%、90.3%、

40.66%，且与对照组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当 C/N

继续升高至 6 时，生物滤池对 TAN、NO3
-N、CODMn

和 TN 的去除率均下降，其中，TAN 和 NO3
-N 去除

率比 C/N 为 4 时显著降低(P<0.05)。当 C/N 较小时，

各处理组对 NO2
-N 的去除率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性不

显著，当 C/N=6 时生物滤池对 NO2
-N 的去除率最小。 

2.1.3  乙醇为碳源及不同 C/N 条件下生物滤池的净化

效果    乙醇为外加碳源时，不同 C/N 条件下生物滤

池的净化效果见图 5。从图 5 可以看出，随着 C/N 逐

渐升高，生物滤池对 TAN 的去除率呈先增大后降低

趋势，当 C/N=2 时，达到最大值，为 89.44%。与其他

组比较差异性显著(P<0.05)；对照组对 NO2
-N 的去除

率最大，随着 C/N 升高，各处理组对 NO2
-N 的去除率

逐渐减小，且 C/N=1 时，处理组与对照组之间差异 

 
表 1  各组溶解态无机氮化物及总氮的初始浓度 

Tab.1  Original concentrations of dissolved inorganic nitrogen compounds and total nitrogen in each group (mg/L) 

组别 Group 总氮 TN 硝酸盐氮 NO3
-N 氨氮 TAN 亚硝酸盐氮 NO2

-N 

1# 6.657±0.199 2.432±0.191 0.288±0.120 0.479±0.115 

2# 7.100±0.809 2.471±0.269 0.293±0.038 0.415±0.032 

3# 6.835±0.262 2.517±0.126 0.301±0.056 0.271±0.042 

4# 6.750±0.443 2.446±0.272 0.236±0.023 0.504±0.039 

注：数据结果以“算数平均值±标准差(Mean±SD)”表示。1#、2#、3#、4#分别为葡萄糖组、红糖组、乙醇组和淀粉组 

Notes: Results were presented as mean±standard deviation (Mean±SD). 1#、2#、3# and 4# denoted the glucose group, brown 
sugar group, ethanol group and starch group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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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 C/N 下各组 CODMn 的初始浓度(mg/L) 
Fig.3  Original CODMn concentrations (mg/L) of the four 

groups at different carbon-nitrogen ratios 

P、Y、H、DF 分别表示葡萄糖、乙醇、红糖和淀粉； 

对照组表示为 0# 

P、Y、H、DF denoted glucose, ethanol, brown sugar and starch, 
respectively. 0# represented the control group 

 

 
 

图 4  葡萄糖组不同 C/N 条件下主要水质指标的去除率 
Fig.4  Removal rates of water quality indices at  

different carbon-nitrogen ratios in the glucose group 

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对照组表示为 0# 
Different letters indica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0# represented the control group 
 

不显著(P>0.05)。研究发现，对照组对 NO3
-N、CODMn

和 TN 的去除率均最小，随着 C/N 升高，各处理组对

NO3
-N、CODMn和 TN 的去除率呈先增大后减小趋势，当

C/N=4 时，分别达到最大值为 46.78%、54.88%、46.36%

时，与其他实验组相比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 

2.1.4  红糖为碳源及不同 C/N 条件下生物滤池的净化

效果    红糖为外加碳源时，不同 C/N 条件下生物滤

池的净化效果见图 6。从图 6 可以看出，当 C/N 为 2

和 4 时，生物滤池对 TAN 的去除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图 5  乙醇组不同 C/N 条件下各水质指标的去除率 
Fig.5  Removal rates of water quality indices at different 

carbon-nitrogen ratios in the ethanol group 

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对照组表示为 0# 
Different letters indica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0# represented the control group 

 
(P<0.05)，当 C/N 升高至 6 时，TAN 去除率降至最低，

为 65.65%。当 C/N 较小时，生物滤池对 NO2
-N 的去

除率较高，且与对照组差异不显著(P>0.05)；随着 C/N

继续升高至 4 和 6 时，NO2
-N 去除率明显减小。对照

组生物滤池对 NO3
-N、CODMn 和 TN 的去除率均为最

小，随着 C/N 升高，各处理组生物滤池对 NO3
-N、

CODMn和TN的去除率呈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当C/N=4

时，分别达到最大值为 55.6%、44.13%和 94.29%，且

与其他实验组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 

 

 
 

图 6  红糖组不同 C/N 条件下各水质指标的去除率 

Fig.6  Removal rates of water quality indices at different 
carbon-nitrogen ratios in the brown sugar group 

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对照组表示为 0# 

Different letters indica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0# represented the control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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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淀粉为碳源及不同 C/N 条件下生物滤池的净化

效果    淀粉为外加碳源时，不同 C/N 条件下生物滤

池的净化效果见图 7。从图 7 可以看出，当 C/N=2 时，

生物滤池对 TAN 的去除率最大，随着 C/N 升高，TAN

去除率明显减小。对照组和 C/N=1 时，生物滤池对

NO2
-N 的去除率较高，且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

C/N 继续增加则 NO2
-N 去除率显著减小。观察各组

对 CODMn 的去除率发现，对照组最低，随着碳源加

入生物滤池对 CODMn 的去除率迅速增大，当 C/N=4

时达到最大值。对照组对 NO3
-N和 TN的去除率最小，

随着 C/N 升高，生物滤池对 NO3
-N 和 TN 的去除率

先迅速增大然后减小，当 C/N=4 时达到最大值，分

别为 54.68%和 44.13%，且与其他实验组之间存在显

著性差异(P<0.05)。 

 

 
 

图 7  淀粉组不同 C/N 条件下各水质指标的去除效果 

Fig.7  Removal rates of water quality indices at different 
carbon-nitrogen ratios in the starch group 

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对照组表示为 0# 

Different letters indica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0# represented the control group  

 
通过碳源初选结果发现，4 种碳源实验过程中，

当 C/N=4 时，生物滤池对 TN 的去除率最高，因此，

以 TN 较高去除率作为优选指标，应选取 C/N=4 作为

4 种碳源的最佳碳氮比进行碳源复选实验。 

2.2  碳源及 C/N 复选 

2.2.1  不同碳源及C/N条件下溶解态无机氮及TN 浓度

变化    4 种碳源在 C/N=4 条件下，TAN、NO2
-N 浓

度变化见图 8。从图 8 可以看出，实验开始 24 h 内，各

组 TAN、NO2
-N 的浓度迅速降低；24 h 时，各实验组

NO2
-N浓度均小于0.13 mg/L, TAN浓度均小于0.1 mg/L；

24–72 h 时，各组 TAN、NO2
-N 浓度缓慢下降，直至

趋于不变；72 h 时，NO2
-N 浓度为红糖组＞淀粉组＞

葡萄糖组＞乙醇组＞对照组，TAN 浓度为对照组＞

红糖组＞淀粉组＞葡萄糖组＞乙醇组。 

4 种碳源在 C/N=4 条件下，NO3
-N、TN 浓度变

化见图 9。从图 9 可以看出，72 h 时，对照组 NO3
-N

和 TN 浓度与初始浓度相比没有明显变化，而添加碳源

且 C/N=4 的 4 个处理组 NO3
-N 和 TN 浓度明显减少，

其中，乙醇组 NO3
-N 和 TN 的浓度最低，分别达到 1.38、

2.75 mg/L。结果显示，外加碳源有利于生物脱氮的进

行，相同 C/N 条件下，添加乙醇比其他碳源效果更好。 

 

 
 

图 8  不同碳源在 C/N=4 条件下 NO2
-N、TAN 浓度的变化 

Fig.8  Variation of NO2
-N and TAN concentrations in different 

carbon source groups when the carbon-nitrogen ratio was 4 

 

 
 

图 9  不同碳源在 C/N=4 条件下 NO3
-N、TN 浓度的变化 

Fig.9  Variation of NO3
-N and TN concentrations in different 

carbon source groups when the carbon-nitrogen ratio was 4 

注：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P<0.01)； 

对照组、乙醇组、淀粉组、红糖组和葡萄糖组 

分别表示为 0#、1#、2#、3#和 4#， 
Notes: Different capital letters indicated high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1). 0#, 1#, 2#, 3# and 4# represented the 
control group, glucose group, brown sugar group, ethanol 

group and starch group respectively 

 
2.2.2  不同碳源及 C/N 条件下生物滤池的净化效果 

表 2 为不同实验组生物滤池的净化效果。在 C/N=4

条件下，分别添加有机碳源 (乙醇、淀粉、红糖和 



132 渔   业   科   学   进   展 第 37 卷 

 

表 2  各组对高锰酸盐指数、氮素的平均去除率 
Tab.2  Average removal rates of CODMn and nitrogen in each group 

组别 Group 亚硝酸盐氮 NO2
-N(%) 氨氮 TAN(%) 硝酸盐氮 NO3

-N(%) 总氮 TN(%) 高锰酸盐指数 CODMn(%)

0# 93.59±0.12a 78.63±0.34a 1.34±3.00a 0.75±1.56a 25.79±2.93a 

1# 90.62±0.46b 91.61±0.15b 43.48±2.44b 46.69±1.27b 63.26±1.17b 

2# 84.76±0.23c 85.25±0.25c 33.92±1.21c 46.10±0.51b 85.46±0.50c 

3# 79.42±0.13d 83.28±0.10d 35.86±2.90cd 42.62±0.69c 96.05±0.20d 

4# 87.74±0.72e 89.69±0.11c 40.12±2.60bd 45.00±1.07b 91.57±0.21e 

注: 同列数据右上标中不含有相同字母的两项间呈显著性差异(P<0.05). 数据结果以“算数平均值标准差(Mean 

SD)”表示。对照组、乙醇组、淀粉组、红糖组和葡萄糖组分别表示为 0#、1#、2#、3#和 4# 

Note: Values differen superscript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deno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Results were presented 
as mean±standard deviation (Mean±SD). 0#, 1#, 2#, 3# and 4# represented the control group, glucose group, brown sugar group, 
ethanol group and starch group respectively 

 
葡萄糖)的 4 组对 TAN、NO3

-N、TN 和 CODMn 的去

除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而对照组 NO2
-N 的去

除率最高，达到 93.59%，高于其他 4 组。在 C/N=4

条件下，4 种碳源进行比较发现，添加乙醇，生物滤

器对水体中 TAN、NO2
-N、NO3

-N 和 TN 的去除效果

好于其他 3 种碳源。 

3  讨论 

3.1  有机碳源及C/N对生物滤器CODMn去除效果的

影响 

CODMn 又称为高锰酸盐指数，是表示水体中还原

性有机物和无机物含量的综合指标，也可作为水体中

有机污染物含量的相对值(吕永哲等, 2010)。本研究

所用养殖废水的 CODMn 初始含量均小于 2.5 mg/L，

表明在半滑舌鳎实际养殖生产中，循环水系统能实现

和维持水体中较低的有机污染物含量。从表 2、图 4
图 7 可以看出，各个实验对照组的 CODMn 去除率最低，

均不高于 30%，与添加碳源组存在显著性差异(P＜

0.05)。其原因为生物膜是由微生物、有机物和无机物

组成的生物集合体，其形成及组分处于动态变化过程

中(Rao et al, 1997)。水环境中的各种成分在生物膜上

发生着合成、凝聚、转化和降解等作用，最终成为生

物膜的一部分，但还会随着生物膜的脱落重新进入水

体中(Suzuki et al, 1997)，从而使水体中保持一定量的

有机物。因此，在 CODMn 初始浓度较低情况下，这种

变化不明显。按比例添加碳源的实验组(除乙醇外)，

CODMn 去除率迅速升高。可能是因为添加碳源会导致

CODMn 短期内升高，适宜的有机碳含量可以刺激生物

膜上微生物的繁殖，加速有机物的利用(张若琳等 , 

2006)，虽然经过处理的水体维持一定的 CODMn，但

与初始值相比仍变化显著。然而，在本研究过程中，

按比例添加乙醇后，水体 CODMn 变化较小，其原因

是乙醇属于易挥发性物质，碱性高猛酸钾法测 COD

时，需要加热煮沸 10 min，在加热过程中，大量乙醇

没有被氧化直接挥发到空气中，建议采用微波密封消

解法进行测定(许美玲等, 2010)。本研究表明，添加

有机碳源后，水体中有机物质能被生物滤器快速降解

并利用，但是针对水体中有机物质突然升高是否会对

养殖对象产生负面影响仍需进一步探究。 

3.2  C/N 对生物滤器脱氮性能的影响 

根据碳源初选结果，综合 TAN、NO2
-N 去除率变

化情况得出结论：相同碳源下，当 C/N 较小时，生物

滤器硝化作用增强，当 C/N﹥2 时，则硝化作用减弱。

这与陈婧媛等(2012)研究的结果一致，在一定量有机

碳源条件下，硝化效率随着碳源的增加有所提高，超

过这个量则会下降。分析其原因是有机碳源少量增

加，会使硝化细菌增值所需的营养物质丰富起来，致

其繁殖迅速，从而保持较高的硝化效率。当水体中有

机碳源含量较高时，异养氧化菌快速繁殖过程利用氮

源进行合成代谢，消耗大量 DO，进而对硝化作用产

生抑制作用(张海杰等, 2005)。4 种碳源实验组，当

C/N=4 时，生物滤器对 NO3
-N、TN 去除效果均最佳，

然而对 NO3
-N 和 TN 的最大去除率分别为 56.04%和

46.31%，该数值明显小于其他研究结果(钱伟等, 2012; 

王威等, 2013)。Skinde 等(1982)研究表明，当水体 C/N

从 3 提高到 6 时，反硝化细菌能够完全把硝酸盐还原

成无机氮气体。钱伟等(2012)研究发现，当以乙醇作

为电子供体，C/N≥5 时，复合菌群对 NO3
-N 的去除

率高达 100%。这是因为反硝化作用主要由异养反硝

化菌在无氧或低氧(DO＜0.5 mg/L)的条件下进行，溶

氧过高会抑制其反应进行(李培等, 2012)。而本研究

没有专门为反硝化过程提供低氧或缺氧条件，生物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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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净化过程中水体 DO 不小于 5.5 mg/L，这样的环境

不利于反硝化作用的进行；另外，本研究生物膜上的

反硝化菌属于自然生长，生物膜培养阶段没有进行人

为添加，其生物量非常有限，这也限制了反硝化反应

高效进行。 

3.3  碳源类型对生物滤池反硝化作用的影响 

异养反硝化菌需要以有机碳作为电子供体、以硝

酸盐作为电子受体进行反硝化反应(罗国芝等, 2011)。

易于生物降解的有机碳是最好的电子供体，其反硝化

速率较快。杨殿海等(1995)研究表明，甲醇、葡萄糖

和蔗糖等属于易于生物降解的有机物，而淀粉、蛋白

质等属于可被慢速生物降解的有机物。魏海娟等(2010)

研究发现，以甲醇为碳源时，同步硝化反硝化脱氮效

果最好，其次是添加葡萄糖，而添加淀粉时脱氮效率

最低。本研究碳源复选过程也发现，在 C/N=4 条件

下，乙醇组对水体 NO3
-N 去处率最高，达到 43.48%；

淀粉组最低，只有 33.92%。 

反硝化菌利用有机碳源合成细胞物质的部分越

小，则作为电子供体的部分越大。碳源类型与反硝化

细菌的细胞产率之间才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王丽丽等, 

2004)。反硝化细菌对不同碳源的代谢过程(呼吸途径、

产生能量 )不同，其细胞的产率也不同 (王毓仁等 , 

1995)。一般来说，单碳低分子化合物，如醇类物质，

微生物细胞产率比较低，作为外加碳源，其利用率则

较高。许文峰等(2007)研究发现，以甲醇和乙酸钠作

为外源碳源时，生物滤池脱氮效果较好，而以葡萄糖

为碳源时的脱氮效果明显逊于二者。本研究也发现，

以乙醇为碳源时，生物滤器脱氮效果最好，高于葡萄

糖组和红糖组。这可能是由于糖类物质作为高碳化合

物，易引起生物滤器中异养菌的大量繁殖，其细胞产

率相对高于醇类物质。 

4  结论 

(1) 以实际养殖废水为处理对象，向模拟生物滤池

中添加适量的有机碳源，有利于增强生物滤池的净水

效果。本研究表明，当添加量控制在 C/N=4 时，生

物滤池对有机物、NO3
-N 和 TN 的去除能力最强，并

且对 TAN 和 NO2
-N 的去除效果影响较小。 

(2) 碳源添加量相同情况下，不同类型的有机碳

源对生物滤池净化效果的影响存在差异。结果显示，

当添加量控制在 C/N=4 时，添加乙醇，生物滤池对

水体中 TAN、NO2
-N、NO3

-N 和 TN 的去除效果好于

添加葡萄糖、红糖和淀粉的 3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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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Different Organic Carbon Sources and C/N  
on the Bio-filter Purification 

CHENG Haihua1,2, ZHU Jianxin2①
, QU Keming2, YANG Zhiqiang2, LIU Shoutang3, SUN Deqiang3 

(1. College of Fisheries and Life Science,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2. Key Laborator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arine Fisheries,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Yellow Sea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re. Chinese Academy of Fishery 

Sciences, Qingdao  266071; 3. Haiyang Yellow Sea Fisheries Limited Company, Haiyang  265122) 

Abstract    Biofilters have been applied in the primary purification of wastewater that is the removal of 

organic compounds, nitrification and heterotrophic denitrification. In this paper we investigated how 

different organic carbon sources (glucose, ethanol, brown sugar and starch) and the carbon-nitrogen ratios 

affect the primary purification efficiency of biofilters, using biofilter simulators and real aquaculture 

wastewater as the subject. The preliminary screening results showed that in the same carbon source group, 

the removal rate of ammonium nitrogen first increased and then decreased as the C/N ratio changed from 

0 to 6.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removal rate of nitrite between different carbon source 

groups when the C/N ratio was low (P>0.05). As the C/N ratio continued to increase, the removal rate of 

nitrite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P<0.05). Along with the increase in the C/N ratio, the removal rate of 

CODMn first increased rapidly and then stabilized in all carbon source groups except for ethanol. The 

removal rates of both nitrate and total nitrogen first increased followed by a decreased in each group 

exhibiting significant variation (P<0.05). Both rates reached the maximum when the C/N ratio was four. 

The rescreening results of carbon sources showed that when the C/N ratio was four, the removal rates of 

ammonium nitrogen, nitrate, total nitrogen and CODMn in all four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removal rate of nitrite was the highest in the control group that 

was 93.59%. The removal efficiency of the biological aerated filter for TAN, NO2
-N, NO3

-N and TN in 

the ethano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other three groups. Our comprehensive analysis suggested 

that ethanol carbon source and a proper C/N ratio (4:1) could largely improve the purification efficiency 

of the biofilter. 

Key words    Carbon sources; Carbon-nitrogen ratio; Biofilter; Purifica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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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柴油和原油的水溶性成分对小球藻 

(Chlorella vulgaris)生长的影响* 

李  磊  沈新强  王云龙  蒋  玫①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  上海  200090) 

摘要    采用室内培养方法，研究了不同浓度 0#柴油和原油的水溶性成分(Water accommodated 

fraction，WAF)对小球藻(Chlorella vulgaris)的生长影响及其差异。结果显示，低浓度的 0#柴油 WAF 

(0.30、0.10 mg/L)和原油 WAF(1.17、0.58 mg/L)能够促进小球藻的生长，且 0#柴油 WAF 的 0.10 mg/L

实验组和原油 WAF 的 0.58 mg/L 实验组在 96 h 时，小球藻细胞密度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而高

浓度的 0#柴油 WAF(8.10、2.70、0.90 mg/L)和原油 WAF(9.36、4.68、2.34 mg/L)会抑制小球藻的生

长。0#柴油和原油 WAF 对小球藻的 96 h-EC50 分别为 3.34、6.54 mg/L，NOEC 分别为 0.30、1.71 mg/L，

LOEC 分别为 0.90、2.34 mg/L。0#柴油 WAF 的毒性高于原油 WAF，0#柴油和原油水溶性成分的组

分差异是影响二者毒性强弱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    小球藻；0#柴油水溶性成分；原油水溶性成分；生长 

中图分类号 X1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6)01-0135-05 

石油是一种化学组成极其复杂的混合物，主要组

成部分是烃类，约占总组分的 95%–99%，人类活动

过程是其进入海洋水体的主要途径 (Zakaria et al, 

2000)。石油进入海洋环境后，在外界环境物理、化

学和生物活动等因素的影响下，其化学组成和物理性

质以及含量都会随时间的延长而不断改变，但大部分

最终以水溶性成分(Water accommodated fraction, WAF)

的形式存在于海洋中，其中对海洋生物毒性最大的部

分为低分子量烷烃以及芳香烃组分 (Mackay et al, 

1980)。石油污染物能干扰海气界面间正常的气体、能

量和水分交换(Lee et al, 1997)，对各类海洋生物产生

毒害(Gilde et al, 2012; Bejarano et al, 2006; Rodrigues 

et al, 2010)。浮游植物属于海洋生态环境中的初级生

产者，可以为食物链上高营养级别的海洋生物提供基

础饵料，其生物量的变动会引起食物链高级环节上生

物量的变动(Wang et al, 1998)。石油污染物对海洋浮

游植物生长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目前国内外针对石油

污染的水溶性成分对不同种类海洋浮游植物的毒性

效应研究已经见诸报道，评价石油污染的指标包括叶

绿素含量、细胞粒度(王修林等, 2004)、抑制率 EC50

值、酶活性、脂质过氧化损伤、DNA 损伤等(Parab    

et al, 2008; Chao et al, 2012; Desai et al, 2010)。但由于

各个地区的油品存在差异，特别是原油，不同产地的

性质差异明显。因此，针对不同种类石油污染对海洋

浮游植物生长影响的差异研究依然需要进一步补充。 

本研究以小球藻(Chlorella vulgaris)为研究对象，通

过不同暴露浓度下 0#柴油、原油 WAF 小球藻的生长情

况，探讨分析两种石油污染物 WAF 对小球藻生长的影

响差异，为进一步研究和评价海洋水环境中石油污染对

海洋浮游植物的潜在生态风险评价提供理论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小球藻培养 

小球藻属于世界范围内的普生性种属，生长条件

相对简单，环境耐受性较强，适宜在实验室中开展毒

abc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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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实验，因此，本研究选择其作为受试藻类。小球藻

购自中国海洋大学藻种室，采用 f/2培养液(Guillard et al, 

1962)在光照培养箱里培养至指数生长期，培养温度

为(21±1)℃，光照度为 2500 lx，光暗周期 12 h∶12 h，

每天定时摇动两次。海水取自江苏省启东海域(盐度

为 21，pH 为 8.1)，经 0.45 µm 醋酯纤维滤膜抽滤、

高压蒸汽灭菌，冷却后配制培养液。 

1.2  实验母液的制备 

将 0#柴油、原油分别与过滤海水按 1∶10(V∶V)

配制，置于磁力搅拌机上，连续高速搅拌 24 h 后，

静置 3 h 分离出水相，注入玻璃瓶中作为母液储备

(贾晓平等, 1998)。使用 752N 型紫外分光光度计(上

海三科仪器有限公司)测定石油烃的含量(国家质量监

督检验检疫总局，2008)。0#柴油为市售，原油为东海

平湖原油。 

1.3  0#柴油、原油 WAF 组分分析 

分别取 2 L 的 0#柴油、原油 WAF，用 60 ml 正己

烷(色谱级，Thermo Fisher Scientific，USA)分 4 次萃

取，每次用振荡器(KS-2，江苏省金坛市恒丰仪器制

造有限公司)振荡 2 min 后静置分层，共获得约 60 ml

正己烷萃取液，用氮吹仪(3 L/min)浓缩至 1 ml 后吸

取上层正己烷，上机进样进行 GC-MS(5977E，Agilent 

Technologies，USA)分析。进样方式：自动、不分流；

载气：氦气(1 ml/min)；进样量：0.l2 μl；进样口温度为

290℃；传输线温度为 280℃；柱温程序：初始 50℃，

恒温 1 min 后以 6℃/min 的速率升温至 280℃，恒温

保持 10 min；离子源：EI；离子源温度：70 eV，离

子化电流：300 Pa；离子源温度：200℃；扫描范围：

50–550 amu 自动调谐；质谱检索：采用 NIST98 谱库

检索。 

1.4  实验设计 

移取 200 ml 处于指数增长期(36.23×105 个/ml)

的藻液转移到 250 ml 的锥形瓶中并封口。根据预实

验的结果，按照等对数比例间距将 0#柴油 WAF 的实验

浓度设为 0.10、0.30、0.90，2.70、8.10 mg/L；原油

WAF 浓度分别设为 0.58、1.17、2.34，4.68、9.36 mg/L。

摇匀后置于光照培养箱中培养，以不加入 0#柴油、原

油 WAF 的藻液做作为对照，每个浓度设置 3 个重复。

实验共进行 96 h，分别于第 0、24、48、96 小时取样。

取样量为 1 ml，先用 Lugol 碘液固定，再用血球计数

板计数，根据计数结果计算藻细胞密度。 

1.5  数据分析 

1.5.1  96 h-EC50 计算    采用概率单位-浓度对数法

(熊丽等, 2002)计算出 96 h-EC50，以生物量为实验终

点计算的 50%抑制浓度记为 EC50。相对增长率(K)按

以下公式计算： 

 

0ln lntN N
K

T




 
(1) 

式中，Nt 为培养 t 时刻的藻细胞密度；N0 为起始

藻细胞密度；T 为培养时间(h)。 

相对抑制率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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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式中，Kc 为对照组相对增长率；Ki 为处理组相对

增长率。 

根据抑制率的几率单位和相应的浓度对数，用直

线回归法得到浓度效应方程，计算出 96 h-EC50。 

1.5.2  NOEC、LOEC 计算    为了确认 0#柴油和原油

WAF 对小球藻生长影响的效应节点，分别计算 NOEC

和 LOEC 值。NOEC(No observed effect concentration)

是指毒性效应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异的最大处理浓度，

LOEC(Lowest observed effect concentration)是指毒性

效应与对照组有显著差异的最小浓度。采用方差分析

(One-Way ANOVA)中的 Dunnett 多重比较检验确定

0#柴油和原油 WAF 对小球藻产生效应的 NOEC 和

LOEC 值。 

1.6  数据统计与分析 

采用 SPSS 19.0 进行数据分析与处理，采用 t 检

验法统计分析实验组与同期对照组间的差异。P<0.05

时为显著差异，同时对剂量反应方程进行 χ2 检验，

以验证其可靠性。 

2  结果与分析 

2.1  0#柴油和原油 WAF 的组分分析 

分别对 0#柴油和原油 WAF 中的芳香烃及其取代

物、烷烃的峰面积进行计算，得到其各自所占比例

(表 1)。从表 1 可以看出，相同处理方式下，0#柴油 WAF

中芳香烃及其取代物、烷烃比例均高于原油 WAF。 

2.2  0#柴油和原油 WAF 对小球藻生长的影响 

实验过程中，对照组的小球藻均处于指数生长

期，细胞密度在实验周期内快速增长，而 0#柴油和原

油 WAF 对小球藻的细胞密度变化则产生了不同程度

的影响(图 1)。与对照组相比较，在 0#柴油 WAF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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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0#柴油和原油 WAF 组分比例 
Tab.1  Proportion of components of WAFs of No.0  

fuel oil and the crude oil  

组分百分比 
Proportion of component(%) 

油品 Oil 
芳香烃 

Aromatic hydrocarbon 
烷烃 

Alkane 

0#柴油 WAF  
No.0 fuel oil WAF 

22.1 50 

原油 WAF  
Crude oil WAF 

18.5 48 

 

下，小球藻的细胞密度表现为 3 种不同的变化趋势

(图 1-a)。8.10 mg/L 实验组小球藻细胞密度在整个实

验过程中表现为持续下降；2.70、0.90 mg/L 实验组小

球藻细胞密度则分别在第 24、48 小时达到峰值后持续

下降，与 8.10 mg/L 实验组变化趋势相反；0.30、0.10 mg/L

实验组小球藻细胞密度在整个实验过程中表现为持

续上升，且 96 h 时 0.10 mg/L 实验组小球藻细胞密度

显著高于同期对照组(P<0.05)；0.30 mg/L 实验组小球

藻细胞密度则略高于同期对照组(P>0.05)。与对照组相

比较可见，在原油 WAF 影响下，小球藻的细胞密度也

表现为 3 种不同的变化趋势(图 1b)。9.36 mg/L 实验组

小球藻细胞密度表现为持续下降；4.68 mg/L 实验组

小球藻细胞密度在第 48 小时达到峰值后持续下降。 
 

 
 

图 1  0#柴油(a)和原油(b)WAF 作用下小球藻的生长曲线 
Fig.1  Growth curves of C. vulgaris treated with WAFs of 

No.0 fuel oil (a) and crude oil (b) WAF 

2.34、1.17、0.58 mg/L 实验组小球藻细胞密度均表现

为持续上升，但 2.34 mg/L 实验组小球藻细胞密度增

长缓慢，且细胞密度在第 96 小时显著低于同期对照

组(P<0.05)。1.17、0.58 mg/L 实验组小球藻细胞密度在

整个实验过程中表现为持续上升，且 96 h 时，0.58 mg/L

实验组小球藻细胞密度显著高于同期对照组(P<0.05)，

1.17 mg/L 实验组小球藻细胞密度则略高于同期对照

组(P>0.05)。 

2.3  0#柴油和原油 WAF 对小球藻的 96 h-EC50、

NOEC、LOEC 

根据公式(1)、(2)计算得到 0#柴油和原油 WAF 对

小球藻的剂量反应关系及 96 h-EC50 (表 2)，结果表

明，0#柴油WAF对小球藻的 96 h-EC50值为 3.34 mg/L，

NOEC 值为 0.30 mg/L，LOEC 值为 0.90 mg/L；原油

WAF 对小球藻的 96 h-EC50 值为 6.54 mg/L，NOEC 值

为 1.71 mg/L，LOEC 值为 2.34 mg/L，小球藻对 0#柴

油 WAF 胁迫的敏感性高于原油 WAF。为了验证计算

96 h-EC50 的可靠性，对 0#柴油、原油 WAF 的剂量反

应方程进行 χ2 检验，查 χ2 表得 χ2
0.05=23.685，本研究结

果显示，0#柴油、原油 WAF 的 χ2 均小于 χ2
0.05(表 2)，

说明剂量反应方程符合精度要求。 

 
表 2  0#柴油和原油 WAF 对小球藻的 96 h-EC50 值、

回归方程及 NOECs、LOECs 
Tab.2  EC50values, NOECs, LOECs and regression 

equations for C. vulgaris treated with WAFs of No.0 fuel oil 
and the crude oil 

油品 Oil 
项目 
Items 0#柴油 WAF 

No.0 fuel oil WAF 
原油 WAF 

Crude oil WAF

回归方程 
Regression equation 

y=0.421x+1.01 y=0.181x+0.84

R2 0.98 0.92 

χ2 0.33 0.15 

96 h-EC50 (mg/L) 3.34 6.54 

95%置信区间(mg/L)
95% confidence interval

2.90–4.51 4.35–8.03 

NOEC(mg/L) 0.30 1.71 

LOEC(mg/L) 0.90 2.34 
 

3  讨论 

石油烃对海洋浮游植物生长的影响既可以表现

为促进作用，也可以表现为抑制作用，促进或者抑制

作用与石油烃的浓度有关(Pereira et al, 2012)。本研究

中，在石油烃胁迫下小球藻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浓度效



138 渔   业   科   学   进   展 第 37 卷 

 

应相关性，当石油烃暴露浓度较低时，0#柴油(0.30、

0.10 mg/L 实验组 )和原油 (1.17、0.58 mg/L 实验

组)WAF 均能促进小球藻的生长。两个实验组小球藻

的密度在 96 h 内持续上升，在 96 h 时均显著高于同

期对照组(P<0.05)(图 1)，这与其他研究中低浓度石油

条件对浮游植物的生长具有促进作用的结果一致

(Nayar et al, 2005; El-Sheekh et al, 2000)。其原因是有

毒物质在较低浓度下出现的增益现象 (Stimulatory 

effects)，即“毒物的兴奋效应”(Hormesis)所引起的

(Stebbing, 1982)。在“毒物的兴奋效应”作用下，即

在低浓度石油烃暴露条件下，小球藻细胞内活性氧自

由基(ROS)会有一定程度的升高；而 ROS 的适当上升

能够刺激藻体的细胞生长、密度升高；同时也能增强

藻体内某些酶的活性，或者促进藻体细胞中的 DNA、

RNA 和蛋白质的合成量增加(El-Sheekh et al, 2000; 

Cerutti et al, 1989)，从而促进藻体的生长。此外，由

于石油烃是由大量的碳氢化合物组成，这些碳氢化合

物在藻体自身或者生活水体环境中微生物的降解作

用下，可以转化为其生长所需的有机碳源和氮源等营

养物质(Nayar et al, 2005; Semple et al, 1999)，从而间

接促进藻体的生长。但“毒物的兴奋效应”对浮游植

物的生长促进作用，具有一定的浓度范围限制。由图

1 可以看出，石油烃对小球藻生长的促进作用随着石

油烃浓度的增加而减弱，甚至对小球藻的生长产生抑

制作用。0#柴油 WAF 2.70、0.90 mg/L 实验组能够在

24 h、48 h 之前促进小球藻的生长；原油 WAF 4.68 mg/L

实验组能够在 48 h 之前促进小球藻的生长，但这个

促进生长的过程维持时间不长。0#柴油 WAF 2.70、

0.90 mg/L 实验组小球藻的生长分别在 24 h、48 h 后

受到抑制，细胞密度由增长变为下降；原油 WAF 

4.68 mg/L 实验组小球藻的生长也在 48 h 后受到抑

制，细胞密度也由增长变为下降。而在高浓度石油烃

暴露时，0#柴油 8.10 mg/L 实验组和原油 9.36 mg/L 实

验组 WAF 的小球藻生长直接受到抑制，实验一开始

小球藻的细胞密度即开始下降(图1)。这是因为在高浓

度石油烃暴露条件下，石油烃对小球藻生长的抑制作

用占主导地位，过高浓度的石油烃首先会干扰小球藻

的光合作用过程，降低小球藻对 CO2 的吸收、阻止细

胞分裂、降低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速率(Singh et al, 

1990)，同时使藻体细胞中的叶绿素 a、类脂色素、糖

脂、甘油三酸酯等含量降低(Morales-Loo et al, 1990)，

并且能够干扰抗氧化防御系统的正常运转(Aksmann 

et al, 2008)，从而对藻体产生毒性作用，抑制藻体的

生长(Pereira et al, 2012)。同时，表 2 的结果显示，0#

柴油 WAF 对小球藻的 96 h-EC50 值低于原油 WAF，

即 0#柴油 WAF 对小球藻的毒性效应高于原油 WAF。

这是因为石油烃的毒性主要来源于芳香烃组分及其

衍生物(如苯、萘、菲)以及低分子量烷烃及烷基衍生

物，且毒性与其含量呈正比关系(Pulich et al, 1974)。

而在本研究所用的两种石油污染物中，0#柴油 WAF

中芳香烃含量以及烷烃占总成分的比例均高于原油

WAF，因而 0#柴油 WAF 的毒性更高，对小球藻的生

长抑制效应也比原油 WAF 更强。 

4  结论 

(1) 0#柴油 WAF 中芳香烃及其取代物、烷烃比例

均高于原油 WAF。 
(2) 0.30、0.10 mg/L的0#柴油WAF和1.17、0.58 mg/L

的原油WAF能够促进小球藻的生长，8.10、2.70、  

0.90 mg/L的0#柴油WAF、9.36、4.68、2.34 mg/L的原

油WAF会抑制小球藻的生长。 

(3) 0# 柴 油 WAF 对 小 球 藻 的 96 h-EC50 值 为   

3.34 mg/L，NOEC为0.30mg/L，LOEC为0.90mg/L；

原油WAF对小球藻的96 h-EC50值为6.54 mg/L，NOEC

为1.71 mg/L，LOEC为2.34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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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Water Accommodated Fraction of No.0 Fuel Oil and  
Crude Oilon the Growth of Chlorella vulgaris 

LI Lei, SHEN Xinqiang, WANG Yunlong, JIANG Mei① 
(East China Sea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Fishery Sciences, Shanghai  200090) 

Abstract    We performed 96 h growth tests in a batch-culture system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water 
accommodated fraction (WAF) of No.0 fuel oil and the crude oil on the growth of Chlorella vulgari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growth of algal cells was inhibited by WAF of No.0 fuel oil at the concentrations 
of 8.10 mg/L, 2.70 mg/L and 0.90 mg/L. As for WAF of the crude oil, the inhibiting concentrations were 
9.36 mg/L, 4.68 mg/L, and 2.34 mg/L. After 96 h, the densities of algal cells in the 0.10 mg/L No.0 fuel 
oil group and the 0.58 mg/L crude oi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s. In 
the contrast, the growth of algal cells was promoted by WAF of No.0 fuel oil at 0.30 mg/L and 0.10 mg/L, 
and by WAF of the crude oil at 1.17 mg/L and 0.58 mg/L. The 96 h median effect concentrations (EC50) of 
WAFs of No.0 fuel oil and the crude oil were 3.34 mg/L and 6.54 mg/L respectively. The no observed 
effect concentrations (NOECs) of WAFs of No.0 fuel oil and crude oil were 0.30 mg/L and 1.71 mg/L 
respectively. The lowest observed effect concentrations (LOECs) of the two were 0.90 mg/L and 
2.34 mg/L respectively. The toxicity of WAF of No.0 fuel oil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rude oil, which 
mainly resulted from the differences in the components of the two WAFs. 
Key words    Chlorella vulgaris; No.0 fuel oil water accommodated fraction; Crude oilaccommodated 
fraction;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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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液相氧电极技术研究“海天 1 号” 
海带(Saccharina japonica)幼孢子体 

光合及呼吸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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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海天 1 号”海带是南方耐高温品种与北方高产品种杂交后，经过几代选育获得的海带新品

系，具有产量高、耐高温、成熟稍早等特点(暂命名为“海天 1 号”海带)。为探究“海天 1 号”海带幼

孢子体在不同环境因子下的生理适应性，设置了温度、光强及营养盐 3 个单因素实验，利用液相氧

电极技术研究其对“海天 1 号”海带幼孢子体(1–2 cm)表观光合速率(Pn)和呼吸耗氧速率(R)的影响，

并测定相对生长速率(Relative growth rate, RGR)。结果显示：(1) 温度为 14℃、光强为 80 μmol 

photons/(m2·s)、氮营养盐为 6 mg/L(N/P=10∶1，下同)环境下，幼孢子体的 RGR 和 Pn 均较大。在

温度为 22℃、光强为 100 μmol photons/(m2·s)、氮营养盐浓度为 10 mg/L 条件下，R 最强。(2) 22℃

组的幼孢子体生长受到抑制，其 RGR 显著低于 14℃组(P<0.05)。20 μmol photons/(m2·s)与 80 μmol 

photons/(m2·s)光强组的 RGR 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5 个营养盐浓度组之

间幼孢子体的 RGR 无显著性差异(P>0.05)。(3) 随着温度、光强、营养盐浓度增加，幼孢子体的 Pn

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14℃组 Pn 显著高于其他温度组，氮营养盐浓度 4 mg/L 和 6 mg/L 组的 Pn

显著高于 2、8 和 10 mg/L 组(P<0.05)。在本实验条件下，R 和 Pn 呈负相关。(4) 光强对幼孢子体

P/R (总光合速率/呼吸耗氧速率)的影响较小，温度和营养盐浓度对其影响较大。正交实验结果显示，

适宜“海天 1 号”海带幼孢子体培养的条件为光强 50 μmol photons/(m2·s)、温度 16℃、氮营养盐浓度

5 mg/L。 

关键词    “海天 1 号”海带；幼孢子体；环境因子；相对生长速率；光合作用 

中图分类号 Q945; S9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6)01-0140-08 

海带(Saccharina japonica)为冷水性褐藻，自然分

布于北太平洋北部(曾呈奎等, 1962)。海带属约 50 多

个种，自然生长在我国的海带只有 1 种，曾用拉丁文

名为 Laminaria japonica Aresch (曾呈奎等 , 1984;   

李晓捷等 , 20031))，现更名为 Saccharina japonica 

(Lane et al, 2006)。 

abc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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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带是我国 早实现全人工养殖和育苗的大型

经济海藻，是我国海水养殖支柱产业之一，养殖规模

与产量均居世界首位。海带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食

品上，可以加工成海带丝、海带结、海带卷等各种产

品；医药上，可治疗甲状腺肿大、降压、降脂、抗凝

血、抗肿瘤、抗辐射、增强免疫力等(李林等, 2001)；

工业上，可作为原料提取褐藻胶、碘和甘露醇，用于

纺织印染业、橡胶工业、造纸业等；在生态学中，海

带作为大型海藻，在海洋中形成“海洋森林”，不仅为

其他生物提供栖息环境、丰富生物多样性、提高海洋

初级生产力，还可以吸收海水中的氮、磷，固定二氧

化碳，在解决近海水域富营养化、赤潮发生、海洋生

态平衡、海洋环境污染等问题上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杨宇峰等, 2003; 毛玉泽等, 2005; 葛长字, 2006)。 

我国对海带的研究及应用现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对海带育苗、育种、种质保存和栽

培技术进行系统研究并形成完善技术体系的国家 

(曾呈奎等 , 1962、1981; 方宗熙等 , 1965; 王军等 , 

1999; 王宗诚等, 1980; 姚南瑜等, 1981; 岳国峰等, 

2001; 张壮志等, 2010)。我国的海带多为人工养殖获

得，养殖中面临品种退化、杂合、抗逆性差等诸多问

题，但随着育种工作的不断进行，新的海带品种对环

境的适应能力及其经济性状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变，如

对环境适应性增强、生长速度快、耐高温、抗强光；

个体大、叶厚、边缘小，藻体韧性大等(丛义周, 20091); 

张全胜等, 2001)。 

液相氧电极技术由于可以保持一定的测定环境

条件和仪器简单等优点而被广泛应用于光合速率的

测定。目前，国内外利用液相氧电极技术对微藻的光

合及呼吸速率的测定研究较多(王铭, 20092); 张磊等, 

2010; 张曼等, 2010)，而使用液相氧电极技术对海带

幼孢子体光合生理的研究较少。姚南瑜等(1981)利用

液相氧电极进行了光照、温度、盐度对不同生长时期

的海带及不同部位的光合活性测定的单因素实验，还

有学者利用氧电极研究了温度及营养盐对海带幼孢

子体生长和光合作用的影响(朱明远等, 2004; 吴荣军

等, 2006)。 

本研究以温度、光强及营养盐浓度设置单因素实

验，研究环境因子对新品系“海天 1 号”海带生长、光

合作用等影响。探究“海天 1 号”海带幼孢子体培育的

适宜条件，为完善“海天 1 号”海带人工养殖技术提供

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实验所用的海带幼孢子体为 2014 年 7 月 7 日从

山东省荣成市寻山集团青鱼滩养殖厂带回的种海带

经室内采苗、培养所得。该海带是南方耐高温品种与

北方高产品种杂交后并经过几代选育获得的海带新

品系，具有产量高、耐高温、成熟稍早等特点(暂命

名为“海天 1 号”海带)。培养液为灭菌的天然海水，

氮、磷营养盐分别为 NaNO3、KH2PO4 溶液。 

1.2  方法 

1.2.1  采孢子    种海带用灭菌海水清洗后，用纱布

进行反复擦洗，除去表面杂藻，放于 40 cm×60 cm 的

白色塑料箱中，低温阴干处理约 2 h。然后放于灭菌

的低温海水中，使其放散游孢子。用灭菌的低温海水

稀释游孢子溶液至每视野 10–15 个游孢子水平

(×100)，将稀释液均匀喷洒在经消毒处理的带有棕绳

的培养槽中。 

培育条件：温度为 13℃，光强为 20–30 μmol 

photons/(m2·s)，光周期为 10 L∶14 D，培养液为灭菌

海水，氮营养盐浓度为 4 mg/L，磷浓度为 0.4 mg/L，

静水培养，每隔 3 d 更换新水。在幼孢子体生长发育

的不同阶段，对温度、光、营养盐等条件进行人工调

节和控制。当海带幼孢子体生长至 1–2 cm 时，进行

实验。 

1.2.2  生长实验    温度对幼孢子体生长及光合作

用的影响实验：设置 6℃、10℃、14℃、18℃、22℃ 

5 个处理组，每组设置 3 个重复。其他条件：光强为

60 μmol photons/(m2·s)，氮营养盐为 4 mg/L，光周期

为 10 L∶14 D(下同)。 

光强对幼孢子体生长及光合作用的影响实验：设

置 20、40、60、80、100 μmol photons/(m2·s) 5 个处

理组，每组设置 3 个重复。其他条件：温度为 14℃，

氮营养盐为 4 mg/L。 

营养盐对幼孢子体生长及光合作用的影响实验：

设置氮营养盐浓度为 2、4、6、8、10 mg/L 5 个处理

组，每组设置 3 个重复。用 PhotoLab 多参数水质分

析仪(德国 WTW)标定实验用海水的氮、磷浓度。其

他条件：光强为 60 μmol photons/(m2·s)，温度为 14℃。 

实验时，取 10 株长 1–2 cm 的幼孢子体，放在盛

有 1 L 培养液的烧杯中，置于 GXZ 智能型光照培养 
                           a 

1) 丛义周. 东方 3 号杂交海带种质分析. 中国农业科学院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2009, 1–40 

2) 王铭. 雨生红球藻绿色细胞的光合特性及其无机碳利用机制. 暨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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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中悬浮培养，培养周期为 7 d，每 3 d 更换新水，    

2 d 观察 1 次(下同)并记录。实验起始时，用吸水纸吸

干藻体表面的水分，测量鲜重，培养 7 d 后再次称量，

计算 RGR，计算公式： 

RGR=[ln(Wt/W0)/t]×100% 

式中，W0 为初始藻体鲜重(g)，Wt 为实验结束时

的藻体鲜重(g)， t 为实验持续的时间(d)(朱明远等 , 

2004)。 

1.2.3  液相氧电极实验    在不同环境条件下培养

藻体，在相应条件下使用液相氧电极测定幼苗表观光

合速率(Pn)和呼吸耗氧速率(R)。反应杯中的海水温度恒

定，反应介质为灭菌的海水，以 500 W 碘钨灯作光源，

通过移动光源距离调节光强。每个条件下稳定约 5 min

后再测量，每次测定在 5 min 之内完成，由氧电极自

带软件得出 Pn 和 R 值。每个温度梯度设 6 次平行。 

1.2.4  正交实验    实验主要研究了温度、光强、营

养盐浓度 3 个因子对幼孢子体 RGR 的影响，每个因

子设置 3 个水平，每个水平重复 3 次。各因素设置见

表 1。 

 
表 1  正交实验因素水平设计 

Tab.1  Factors and levels of the orthogonal experiment 

水平 
Level 

温度 
Temperature 

(℃) 

光强 Light intensity 
[μmol photons/(m2·s)] 

氮营养盐浓度 
Nitrogen 

concentration (mg/L)

1 12 50 3 

2 14 60 4 

3 16 70 5 
 

1.3  数据分析  

用 Origin 整理数据及绘制图形，进行方差分析，

以 P<0.05 作为差异显著性水平，用正交设计助手Ⅱ 

V3.1 对正交实验数据进行分析。实验数据用平均值±

标准差(X±SD)的形式表示。 

2  结果分析 

2.1  环境因子对“海天 1 号”海带幼孢子体生长的影响 

温度从 6℃升高到 22℃时，幼孢子体的 RGR 呈

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14℃时，RGR 达到 大值，为

14.00%；22℃时，RGR 低，为 0.79%(图 1)。经单

因素方差分析显示，14℃与 22℃组存在显著性差异

(P<0.05)，而其他实验组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

在 18℃与 22℃培养条件下，幼孢子体出现“白化”现

象，硅藻较多。 

 
 

图 1  不同温度条件下培育 7 d 后幼孢子体的 RGR 
Fig.1  Relative growth rate of sporophytes cultivated for  

7 d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 
 

光强从 20 μmol photons/(m2·s)升高到 80 μmol 

photons/(m2·s)时，幼孢子体的 RGR 呈上升趋势，分

别为 10.15%、15.43%、16.70%和 24.48%。在 80 μmol 

photons/(m2·s) 时 ， RGR 达 到 大 ； 100 μmol 

photons/(m2·s)时，幼孢子体的 RGR 明显受到抑制 

(图 2)。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20 μmol photons/(m2·s)

组与 80 μmol photons/(m2·s)组存在显著性差异，而其

他组之间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 
 

 
 

图 2  不同光强条件下培育 7 d 后幼孢子体的 RGR 
Fig.2  Relative growth rate of sporophytes cultivated for 7 d 

under different illuminance 
 

氮营养盐浓度从 2 mg/L 增加到 10 mg/L 时，幼

孢子体的 RGR 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6 mg/L 组的

RGR 大，为 16.20%；2 mg/L 组的 RGR 小，为

10.80%。8 mg/L 组和 10 mg/L 组的 RGR 均在 13%左

右(图 3)。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5 个处理组之间无显

著性差异(P>0.05)。 

2.2  不同环境因子对“海天 1 号”海带幼孢子体光合

作用的影响 

由图 4 可知，温度从 6℃升高到 22℃时，幼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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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氮营养盐浓度条件下培育 7 d 后 

幼孢子体的 RGR 
Fig.3  Relative growth rate of sporophytes cultivated for  

7 d at different nitrogen concentration 

 

 
 

图 4  不同温度条件下培育 7 d 后幼孢子体 Pn 与 R 的影响 
Fig.4  Apparent photosynthetic rate and respiratory 

oxygen consumption rate of sporophytes cultivated  
for 7 d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 

 
体的 Pn 先上升后下降。14℃时，幼孢子体的 Pn 达到

大，显著高于其他处理组(P< 0.05)；10℃时，幼孢

子体 Pn 较大，显著高于 22℃组(P<0.05)；幼孢子体的

Pn 在 22℃时 小。22℃组幼孢子体的 R 大；14℃

时幼孢子体的 R 低，显著低于 18℃和 22℃组

(P<0.05)。 

由图 5 可知，光强在 20–80 μmol photons/(m2·s)

范围内，随着光强的增强，幼孢子体的 Pn 呈上升趋

势。20 μmol photons/(m2·s)时，幼孢子体的 Pn 小；

80 μmol photons/(m2·s)时，幼孢子体的Pn 大；100 μmol 

photons/(m2·s)时，幼孢子体的 Pn 受到抑制。光强从

20 μmol photons/(m2·s)增加到 100 μmol photons/(m2·s)

时，幼孢子体的Pn无显著性差异(P>0.05)。R在 100 μmol 

photons/(m2·s)时 大，显著高于 40 μmol photons/(m2·s)

组(P<0.05)。其他光强组之间无显著差异(P>0.05)。 

 
 

图 5  不同光强条件下培育 7 d 后幼孢子体 Pn 与 R 的影响 
Fig.5  Apparent photosynthetic rate and respiratory oxygen 

consumption rate of sporophytes  
cultivated for 7 d under different light intensity 

 
由图 6 可知，随着氮营养盐浓度的增加，幼孢子体

的 Pn 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4 mg/L 组和 6 mg/L 组

幼孢子体的 Pn 较大。4 mg/L 组和 6 mg/L 组都与     

2 mg/L 组、8 mg/L 组及 10 mg/L 组幼孢子体的 Pn 变

化差异显著(P<0.05)，2 mg/L 组与 8 mg/L 组幼孢子

体的 Pn 变化差异也显著(P<0.05)。R 随着氮营养盐浓

度的增加先下降后上升。在 6 mg/L 时，R 小；     

10 mg/L 时，R 大。方差分析结果显示，2 mg/L 组

与 6 mg/L 组、4 mg/L 组与 10 mg/L 组、6 mg/L 组与

8 mg/L 组、10 mg/L 组幼孢子体的 R 变化有显著性差

异(P<0.05)。 

由图 7 可知，温度、光强、氮营养盐浓度对“海天

1 号”海带幼孢子体的 P/R (总光合速率/呼吸耗氧速率)

的影响不同。光强对其影响较小，5 个处理组之间无显 

 

 
 

图 6  不同氮营养盐浓度条件下培育 7 d 后 

幼孢子体 Pn 与 R 的影响 
Fig.6  Apparent photosynthetic rate and respiratory oxygen 

consumption rate of sporophytes  
cultivated for 7 d at different nitrogen concen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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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不同培育条件对幼孢子体的 

总光合速率/呼吸耗氧速率的影响 
Fig.7  The ratio of total photosynthetic rate and respiratory 

oxygen consumption rate of sporophytes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著性差异(P>0.05)。温度和营养盐对其影响较大，14℃

对幼孢子体的 P/R 的影响显著高于其他温度组

(P<0.05)，10℃组与 22℃组之间也存在显著性差异

(P<0.05)，4 mg/L 组、6 mg/L 组与其他组均存在显著

性差异(P<0.05)。 

2.3  “海天 1 号”海带幼孢子体在不同温度、光强、营

养盐条件下生长的正交实验结果 

由表 2 均值大小可以看出，生长效果较好的组合

条件为：温度 16℃、光强 50 μmol photons/(m2·s)、氮

营养盐浓度 5 mg/L。由极差可以看出，在实验范围内，

温度对海带幼孢子体生长影响较大，其次是营养盐，

光强对其生长的影响较小，表明“海天 1 号”海带幼孢

子体对光强反应不敏感。 

3  讨论 

3.1  温度对“海天 1 号”海带幼孢子体生长及光合特

性的影响 

温度、光强、营养盐是海带幼孢子体的生长与发

育的重要条件，其中，温度是影响生长的主要因子。

海带生长耐受的 高温度是 20℃，藻体干重增长的

适温度为 13–20℃，幼孢子体生长的 适温度在

10–15℃之间(曾呈奎等, 1957; 张泽宇等, 1999)。本研

究结果显示，随着温度的升高，幼孢子体的 RGR、光

合作用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而呼吸作用与之

相反。在 14℃时，幼孢子体的 RGR 大，光合作用

强，呼吸作用 弱，光合呼吸比值 大，说明此时

幼孢子体生长状况 好。朱明远等(2004)在温度对海

带幼孢子体生长和光合作用的影响研究中发现，幼孢

子体在 15℃下生长状况 好，Pn 较大，本研究结果

与此基本一致。低温 6℃时，藻体生长、光合作用、

呼吸作用水平比较低，可能是低温降低了 CO2 同化过

程对激发能的利用，造成 PSⅡ获得的过剩激发能增

加，同时使光合作用的各个生化过程减慢。低温下电

子传递速率低，因此，会出现生长缓慢、光合作用、呼

吸作用水平较低的现象(韩博平, 2003)。当温度为 22℃ 

 
表 2  海带幼孢子体室内生长条件优化正交设计和直观分析 

Tab.2  Orthogonal design and intuitionistic analysis for optimization of sporophytes growth conditions in laboratory 

实验组 
Test group 

温度 

Temperature (℃)
光强 Light intensity 

[μmol photons/(m2·s)]
氮营养盐浓度 

Nitrogen concentration(mg/L)
误差项 
Error 

相对生长速率 
Relative growth Rate (%/d)

1 12 50 3  25.20 

2 12 60 4  26.33 

3 12 70 5  28.66 

4 14 50 4  29.18 

5 14 60 5  28.94 

6 14 70 3  29.21 

7 16 50 5  36.75 

8 16 60 3  30.04 

9 16 70 4  31.49 

均值 1 Mean 1 26.03 30.38 28.15 28.54  

均值 2 Mean 2 29.11 28.44 29.00 30.76  

均值 3 Mean 3 32.76 29.79 31.45 29.29  

极差 Range 6.03 1.94 3.30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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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藻体容易受杂藻污染的影响，生长和光合作用受

到了限制，主要是因为高温破坏叶绿体和细胞质的结

构并使叶绿体的酶钝化，且在此温度时，藻体基部、

叶尖部位出现不同程度的“白化”现象(刘佃林等, 2007)。 

3.2  光强对“海天 1 号”海带幼孢子体生长及光合特

性的影响 

光是控制藻类生长周期的重要因素，不同的生长

阶段，对光的需求也大不相同。有研究表明，90 μmol 

photons/(m2·s)光强、充气悬浮培养配子体克隆具有较

高的瞬时生长速率；巨藻雌、雄配子体在 10 μmol 

photons/(m2·s)左右、温度 15℃时，光合放氧非常低，

适于巨藻配子体保种等(杨迎霞等, 2002; 李德茂等, 

2005)。本研究结果表明，在 20–80 μmol photons/(m2·s)

范围内，幼孢子体的 RGR 随着光强的增加而升高。

但在 100 μmol photons/(m2·s)时，出现了光抑制现象，

使其 RGR 降低，这可能是因为过剩的光能超过了可

利用的光能，同时又超过了非辐射能量耗散的能力，

使光系统受损，引起其光合能力下降(韩博平, 2003)。

本实验中 5 个光强处理组，幼孢子体 Pn 无显著性差

异(P>0.05)。R 在 100 μmol photons/(m2·s) 大，氧含

量变化为 415.47 nmol/(g·min)，显著高于 40 μmol 

photons/(m2·s)组，其他光强组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P>0.05)。这表明“海天 1 号”海带受光强变化的影响

比较小，即在此范围内对光强变化不敏感。 

3.3  营养盐浓度对“海天 1 号”海带幼孢子体生长及

光合特性的影响 

营养盐对于植物的生长是不可或缺的，在自然界

中，氮、磷营养盐常会成为植物生长的限制因素，氮

和磷是组成蛋白质与核酸的元素，在细胞的代谢中发

挥重要作用(王宗诚等, 1980)。有研究发现，海带雌

雄配子体阶段，不含氮、磷营养盐的人工海水组约

50%的配子体没有进行分化，并伴有裂解、死亡现象

(Berges et al, 2001; Harrison et al, 2001; 鞠青等 , 

2009)，进一步证实了氮、磷营养盐是海带配子体分

化及继续生长的必需因素。营养条件不仅影响海带配

子体的生长、健康状况，对其提高防病、抗病能力也

有帮助(刘德厚等, 1997)。天然海水中添加氮磷营养

盐可以促进海带配子体细胞分裂，在配子体发育过程

中磷起的作用较多(Drew et al, 1910)。吴荣军等(2006)

根据室内与围隔实验中海带幼孢子体在不同硝态氮

浓度下的生长状况与光合速率分析指出，维持其生存

的 低组织氮含量为其干重的 1.68%，以 大生长速

率生长所必需组织氮临界值为干重的 2.04%。氮、磷

含量过多或单独添加则会对藻体的生长和光合作用

产生抑制，梁洲瑞等(2011)对鼠尾藻的研究表明，氮

大于 4 mg/L 或磷大于 1.2 mg/L 培养 30 h 后，幼苗的

FV/Fm(PSⅡ的 大量子产量)和 rETRmax( 大潜在相

对电子传递速率)均有明显下降。本研究结果表明，

氮营养盐浓度从 2 mg/L 升高到 6 mg/L 时，其 RGR、

Pn、R 均随之上升。氮营养盐浓度为 2 mg/L 时，因

营养盐供应少，降低了其对无机营养盐的吸收，并减

少了藻体的各种营养库，进而其 RGR、Pn、R 较低。

有研究表明，氮可以通过叶绿体发育、叶绿素生物合

成、光合作用酶活性等调节光合作用，缺氮会影响

PSII 反应中心蛋白合成(Berges et al, 1996; Kolber   

et al, 1988)。磷不足会使藻体中的 ATP(三磷酸腺苷)

和 NADPH(还原型辅酶Ⅱ)明显下降，影响碳、氮代

谢及电子传递(Fredeen et al, 1990; Rao et al, 1989)。氮

营养盐浓度为 6 mg/L 时，幼孢子体的 RGR、Pn、R

达到 大，说明此时藻体有了充足的营养盐供应。当

浓度变为 8、10 mg/L 时，幼孢子体的 RGR、Pn、R

受到限制，这与以上研究者提到的当营养盐含量过多

时藻体生长会受到限制结果一致。 

正交实验结果表明，“海天 1 号”海带幼孢子体对

温度、营养盐、光强的敏感度依次降低，所以，在育

苗过程中，应更加注重温度与营养盐浓度的人工控

制，以保证育苗的产量与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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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Studies on the Photosynthetic and Respiration Rate of  
Young Sporophyte of a New Saccharina Variety “Haitian No. 1”  

Using Liquid-Phase Oxygen Measurement System 

YAO Haiqin1,2, LIANG Zhourui2, LIU Fuli2, WANG Feijiu2①
, SUN Xiutao2,  

WANG Wenjun2, LING Jingyu1,2 
(1. College of Fisheries and Life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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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Here we applied liquid-phase oxygen measurement system with single factor test to explore the 

physiological adaption of young sporophytes (1–2 cm) of a new Saccharina variety “Haitian No. 1” to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factors, especially the effects of temperature, light intensity and nutritive salts on their growth 

rate (RGR), apparent photosynthetic rate (Pn), and respiratory oxygen consumption rate (R). RGR was specifically 

tested in an orthogonal experiment. The new Saccharina variety, temporarily named as “Haitian No. 1”, was 

bred through targeted selection in several years. One of the parents was markedly tolerant to high temperatures 

and the other possessed a great individual weigh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values of RGR and Pn were the 

highest when the temperature was 14℃, the light intensity was 80 μmol photons/(m2·s), and the nitrogen 

concentration was 6 mg/L (N:P = 10:1, the same below). The highest R appeared at 22℃, 100 μmol 

photons/(m2·s), and 10 mg/L nitrogen. The growth of sporophytes was inhibited at 22℃, and RGR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at 14℃ (P<0.05). RGR at 20 μmol photons/(m2·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at 80 μmol photons/(m2·s) (P<0.05). As the temperature, light intensity and nutritive salts increased, Pn was 

initially increased and then decreased. Pn at 14℃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other groups. Pn values 

at the nitrogen concentration of 4 mg/L and 6 mg/L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at 2, 8 and 10 mg/L 

(P<0.05). R was inversely correlated with Pn under the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Temperature and nutritive salts 

were found to be more impactful than light intensity on P/R (total photosynthetic rate/respiratory oxygen 

consumption rate). The orthogonal test results suggested that the suitable culture conditions for sporophytes of 

“Haitian No. 1” were 50 μmol photons/(m2·s) and 5 mg/L nitrogen at 16℃. 

Key words    Saccharina japonica “Haitian No. 1”; Young sporophyte; Environmental factors; Relative 

growth rate; Photosynthetic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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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相色谱-三重四级杆复合线性离子阱质谱法 

分析恩诺沙星在鲤鱼(Cyprinus carpio)中 
的代谢产物* 

唐锡招 1,2  李兆新 1①  邢丽红 1  吴海燕 1  宋才湖 1,2 

付树林 1  张婷婷 1,2  蒋万枫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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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青岛市食品药品检测中心  青岛  266071) 

摘要    采用液相色谱-三重四级杆复合线性离子阱质谱(HPLC/Q-TRAP MS)，在正离子检测模式

下，对鲤鱼(Cyprinus carpio)腹腔注射恩诺沙星给药后肝脏中的代谢产物进行分析。根据保留时间

和各色谱峰质谱裂解规律，推测了恩诺沙星在鲤鱼肝脏中的代谢产物，同时，根据二级质谱碎片离

子推测代谢途径及代谢产物结构。结果显示，恩诺沙星进入鲤鱼肝脏后，除以恩诺沙星原形药物(M0)

和 N-去乙基代谢产物环丙沙星(M2)形式存在外，还有少量恩诺沙星脱羧代谢产物(M1)和恩诺沙星

羟基化代谢产物(M3-1 和 M3-2)。该研究可为深入了解恩诺沙星在水生动物体内代谢产物及代谢机

理提供理论基础，为在水产养殖生产中科学、合理地使用恩诺沙星提供参考。 

关键词    恩诺沙星；环丙沙星；鲤鱼；恩诺沙星脱羧代谢产物；液相色谱-质谱 

中图分类号 O657.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6)01-0148-08 

恩诺沙星(Enrofloxacin，ENR)化学名称为 1-环丙

基-6-氟-4-氧代-1,4-二氢-7-(4-乙基-1-哌嗪基)-3-喹啉

羧酸，分子式为 C19H22FN3O3，分子量为 359.1645，

为第三代人工合成喹诺酮类广谱抗菌药物，具有抗菌

谱广、抗菌活性强、给药方便以及与常用抗菌药物无

交叉耐药性等特点，广泛应用于畜禽业和水产养殖业

(杨先乐, 2006)。目前，对于恩诺沙星在真菌作用下

(Wetzstein et al, 1997、2006; Parshikov et al, 2000)、

在畜牧类 (饶勇等 , 20061); 方舟等 , 2012)、家禽类

(Morales et al, 2014)动物中代谢产物及代谢途径的研

究较为详细。恩诺沙星在水产动物体内代谢动力学研

究较多，通过乙烷基哌嗪环上脱去乙基生成的环丙沙

星被普遍认为是恩诺沙星在大部分水产动物体内的

主要代谢产物(Fang et al, 2007; Intorre et al, 2000;  

徐维海等, 2004)，但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恩诺沙星及

其主要代谢产物环丙沙星的代谢动力学特征方面，对

于恩诺沙星在水产动物体内其他代谢途径和代谢产

物的研究较少，仅有房文红等(2009)、林峰等(2004)、

周帅等 (2012、2013)对恩诺沙星在锯缘青蟹 (Scylla 

serrata)、烤鳗、异育银鲫(Carassius auratus Gibelio)

和凡纳滨对虾(Litopenaeus vannamei)中代谢途径及

代谢产物情况进行较深入的研究。 

本研究采用液相色谱-三重四级杆复合线性离子

阱质谱(HPLC/Q-TRAP MS)，对恩诺沙星在鲤鱼肝脏

abc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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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代谢产物进行系统分析，以期推测恩诺沙星在鲤

鱼肝脏中的主要代谢途径和代谢产物。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动物 

实验动物采用生命体征健康的鲤鱼，购自青岛市

平度双庙水库。鱼体重为 730−950 g，试验喂药前于

水族箱中暂养 7 d，养殖用水为自来水，使用前连续

充气 24 h，养殖水温为(21±1)℃。 

1.2  化学试剂 

甲酸(色谱纯，CNW 公司)，乙腈(色谱纯，Sigma

公司)，甲醇(色谱纯, Merck 公司)，正己烷(色谱纯，CNW

公司)，恩诺沙星和环丙沙星标准品(纯度≥98.0%，

德国 Dr. Ehrenstorfer 公司)，无水硫酸钠(分析纯，国

药集团化学试剂公司)，试验用水均为超纯水。 

1.3  试验仪器 

LC-20A 液 相 系 统 ( 日 本 Shimadzu 公 司 ) ；

QTRAPTM 5500 三重四级杆复合线性离子阱质谱仪

(美国 AB Sciex 公司)，配有电喷雾电离源(ESI 源)；

旋转蒸发仪(Heidolph Laborota 4000-efficient)；旋涡

混合仪(TALBOYS)；离心机(Xiang Yi L-550)；Gradient 

A10 Milli-Q 超纯水器(Millipore)；KQ-600DE 超声波

清洗器(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 

1.4  体内给药和肝脏采集 

取鲤鱼 6 条，其中 3 条为空白对照，采集肝脏。

将空白对照组鲤鱼肝脏混匀，置于生理盐水中反复冲

洗，剔除脂肪和结缔组织后，用滤纸吸干表面水分，

用研钵研磨后，于20℃条件下保存待用。另外 3 条鲤

鱼腹腔注射恩诺沙星，给药剂量为 30 mg/kg 鱼体重，给

药后 24 h 采集肝脏，与空白对照组鲤鱼肝脏采用相

同的处理方式，研磨后，于20℃条件下保存待用。 

1.5  样品提取净化 

准确称取(2.00±0.02) g 肝脏研磨组织于 50 ml 具

塞离心管中，加入 10 g 无水硫酸钠，涡旋混匀，再

加入 10 ml 酸化乙腈(甲酸∶乙腈=1∶99，V/V)，涡旋

混合 1 min，超声波提取 10 min。4000 r/min 离心     

5 min，取上清液于 100 ml 鸡心瓶中。残渣中加 10 ml

酸化乙腈，重复提取，合并两次提取液，于 40℃水

浴旋转蒸发至干。1 ml 甲醇-0.1%甲酸溶液(10∶90，

V/V)涡旋溶解残留物，再加入 3 ml 正己烷，涡旋混合

30 s，静置后弃上层液，取下层清液，过 0.22 μm 滤

膜，供 HPLC/Q-TRAP MS 测定(样品提取净化过程参

照农业部 1077 号公告-1-2008，略有修改)。 

1.6  HPLC/Q-TRAP MS 液相色谱条件 

HPLC/Q-TRAP MS 液相色谱柱为 C18 MG Ⅲ
(150 mm×2.0 mm I.D.，5 μm 粒径，日本资生堂公司)，
柱温为 35℃，流速为 0.2 ml/min，进样体积为 10 μl，
流动相 A 为甲醇，流动相 B 为 0.1%(v/v)甲酸溶液，

梯度洗脱程序为：0–3 min, 10%–35% A; 3–9 min, 35% A; 
9–11 min, 35%–80% A; 11–15 min, 80% A; 15–16.5 min, 
80%–10% A, 16.5–20 min, 10% A。 

1.7  HPLC/Q-TRAP MS 质谱条件 

采用电喷雾离子源(Electrospray ionization，ESI)

正离子检测方式，气帘气 30 psi，喷雾电压 5000 V，

雾化气 60 psi，辅助气 55 psi，离子化温度为 550℃。

扫描模式：多反应监测扫描引发增强型子离子扫描

(MRM-IDA-EPI)，二级质谱碰撞电压为 35 eV，碰撞

电压差为±15 eV，碰撞室射出电压为 12 eV。 

1.8  标准工作曲线绘制 

分别准确称取 0.0100 g 恩诺沙星、环丙沙星标准

品于 10 ml 棕色容量瓶中，以色谱纯甲醇定容至 10 ml，

配制成浓度为 1 mg/ml 的恩诺沙星与环丙沙星标准储

备液。再分别稀释成浓度为 0.002、0.005、0.010、0.020、

0.050、0.100、0.200、0.500、1.00 μg/ml 的标准溶液。

系列标准溶液用 HPLC/Q-TRAP MS 法进行检测，采

用外标法对恩诺沙星和环丙沙星的标准曲线系列进

行测定，以药物浓度(x)为横坐标，以峰面积(y)为纵

坐标，作线性回归，并得回归方程和相关系数。 

1.9  回收率与精密度 

取空白肝脏样品，添加一定量的标准工作液，分

别按照 2.0、10.0、20.0 μg/kg 添加水平进行回收率实

验，按照 1.5 进行样品前处理，按照 1.6、1.7 的液相

色谱条件与质谱条件进行测定，每个浓度设置 3 个批

次，每个批次 3 个平行。 

1.10  数据处理方法 

采用 AB Sciex Analyst Software 1.6 和 MultiQuant 

2.1.1 数据分析软件对鲤鱼肝脏中恩诺沙星及其代谢

产物进行处理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线性范围和最低检出限 

恩诺沙星和环丙沙星标准溶液在 0.0021.00 μg/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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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相关系数均大于 0.995，

该方法最低检出限为 1.0 μg/kg。 

2.2  回收率与精密度 

在本实验条件下，以 2.0、10.0、20.0 μg/kg 3 个

添加水平分别测试恩诺沙星和环丙沙星在肝脏中的

回收率，每个浓度设置 3 个批次，每个批次 3 个平行。

测得恩诺沙星和环丙沙星在肝脏中的平均回收率均

大于 70%。批内变异系数和批间变异系数均小于 3.0%

和 5.0%。 

2.3  恩诺沙星和环丙沙星标准品的 HPLC/Q-TRAP 
MS 分析 

对恩诺沙星和环丙沙星的色谱质谱行为进行分

析。分别取恩诺沙星和环丙沙星对照品溶液，按 1.6、
1.7 色谱、质谱条件进行 HPLC/Q-TRAP MS 分析，见

图 1 和图 2。恩诺沙星和环丙沙星色谱保留时间 tR 分

别为 6.63、6.71 min，得到恩诺沙星的主要碎片离子有

m/z 342.000 ([MH-H2O]+) 、 316.200 ([MH-CO2]
+) 、

245.000 ([MH- CO2-C2H5NC2H4]
+)，质谱裂解特征是中

性丢失18 Da、44 Da、115 Da，环丙沙星的主要碎

片 离 子 有 m/z 288.200 ([MH-CO2]
+) 、 268.200 

([MH-H2O-CO2])、245.200 ([MH-CO2- HNC2H4]
+)，质

谱裂解特征是中性丢失44 Da、62 Da、87 Da。 

2.4  恩诺沙星在鲤鱼肝脏中代谢产物的鉴定 

在 HPLC/Q-TRAP MS 条件下，分别对空白鲤鱼

和给药后 24 h 鲤鱼的肝脏提取物进行分析，首先对

照其一级质谱的差异，分析可能存在的恩诺沙星代谢

产物。然后对可能存在的恩诺沙星代谢产物进行二级

质谱分析，结合恩诺沙星结构，并据各个代谢产物二

级质谱图的碎片离子，推测代谢产物的化学结构。在

一级质谱分析中共检测到 5 种相关物质，其保留时间

tR 分别为 6.53、6.48、6.60、6.90、8.25 min，其质核

比 m/z 分别为 316.180 (M1)、332.180 (M2)、360.200 

(M0)、376.210 (M3-1)和 376.210 (M3-2)。 

2.4.1  M1([M+H]+，m/z 316.210)    在 m/z 为 316.210

的提取离子流色谱图中，检测到 1 个色谱峰 M1，保

留时间 tR 为 6.53 min，主要碎片离子为 m/z 245.200 

([MH-C2H5NC2H4]
+)、203.000 ([MH- C2H5N2C4H8]

+)，质

谱裂解特征是中性丢失71 Da、113 Da (图 3)。M1

的准分子离子 m/z 316.210，比恩诺沙星质荷比少 44，

推测 M1 是恩诺沙星母核六元环脱去COOH 得到，

分子式为 C18H21FN3O，判断 M1 为恩诺沙星脱羧代谢

产物。 

2.4.2  M2([M+H]+，m/z 332.180)    在 m/z 为 332.180

的提取离子流色谱图中，检测到 1 个色谱峰 M2，保

留时间 tR 为 6.48 min，得到的主要碎片离子为 m/z  

 

 
 

图 1  恩诺沙星提取离子流色谱和二级质谱 
Fig.1  Extracted ion chromatograms and MS2 spectra of enrofloxac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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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环丙沙星提取离子流色谱和二级质谱 
Fig.2  Extracted ion chromatograms and MS2 spectra of ciprofloxacin 

 

 
 

图 3  空白组与给药组鲤鱼肝脏中 M1 提取离子流色谱(A-1)和二级质谱(A-2) 
Fig.3  Extracted ion chromatogram(A-1) and MS2 spectra(A-2) for M1 in the liver of carp in control and treated groups 

 
314.000 ([MH-H2O]+)、m/z 288.200 ([MH-CO2]

+)、

245.200 ([MH-C2H5NC2H4]
+), 质谱裂解特征是中性

丢失18 Da、44 Da、87 Da (图 4)。M2 的准分子

离子 m/z 332.180，比恩诺沙星质荷比少 28，推测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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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恩诺沙星母核侧链上的哌嗪环脱去乙基得到，且

M2 与环丙沙星对照品色谱保留时间及质谱行为相

同，因此，代谢产物 M2 被确认为环丙沙星。 

2.4.3  M0([M+H]+，m/z 360.200)    选择性检测 m/z 

360.200，色谱保留时间 tR 为 6.60 min 时出现一个色谱

峰，命名为 M0，进行二级质谱分析，得到的主要碎

片 离 子 为 m/z 342.000 ([MH-H2O]+) 、 316.200 

([MH-CO2]
+)、245.000 ([MH-CO2-C2H5NC2H4]

+) (图

5)，质谱裂解特征是中性丢失18 Da、44 Da、115 

Da。M0 与恩诺沙星对照品的色谱保留时间以及质谱

行为相同，确定 M0 是未被代谢的原形药物恩诺沙星。 

2.4.4  M3([M+H]+，m/z 376.210)    选择性检测 m/z 

376.210，色谱保留时间 tR 为 6.90、6.82 min 时，出现

两个色谱峰 M3-1 和 M3-2。对这两个峰分别进行二级

质谱分析(图 6)，M3-1 得到的主要碎片离子为 m/z 

358.100 ([MH-H2O]+)、342.100、332.200 ([MH-CO2]
+)、

261.200 ([MH-CO2-C2H5NC2H4]
+)。M3-2 得到的主要

碎 片 离 子 为 m/z 358.000 ([MH-H2O]+) 、 332.000 

([MH-CO2]
+) 、 261.000 ([MH-CO2-C2H5NC2H4]

+) 、

243.000。M3-1 和 M3-2 与原形药物相比，代谢产物

的分子量均增加了 16 Da，并且与原形药物具有相似

的质谱裂解特征，即中性丢失18 Da、44 Da、115 

Da，因此，推测 M3-1 和 M3-2 是恩诺沙星羟基化代

谢产物，二者是同分异构体。 

2.5  鲤鱼肝脏中恩诺沙星及其代谢产物环丙沙星比例 

表 1 是 30 mg/kg 鱼体重恩诺沙星腹腔注射给药

24 h 后，鲤鱼肝脏中所测得的原形药物和代谢产物的

峰面积。根据标准曲线，鲤鱼肝脏中存在恩诺沙星和

代谢产物环丙沙星，浓度分别为 0.2780 mg/kg、0.0064 

mg/kg。对鲤鱼腹腔注射 30 mg/kg 鱼体重的恩诺沙星，

给药 24 h 后，恩诺沙星在鲤鱼肝脏中大部分以原形

物形式存在，环丙沙星为主要代谢产生物。环丙沙星

与恩诺沙星浓度比约为 2.3%。 

3  讨论 

房文红等(2009)对锯缘青蟹进行恩诺沙星 30 mg/kg

口灌给药，采用液相色谱 -电喷雾离子阱质谱法

(LC/MSn)分析了给药 24 h 后锯缘青蟹血淋巴中恩诺

沙星的代谢产物，发现除恩诺沙星和主要代谢产物环

丙沙星外，还存在恩诺沙星羟基化代谢产物及加氧恩

诺沙星代谢产物，含量分别占总残留的 98.56%、

1.17%、0.18%和 0.09%。推测恩诺沙星在锯缘青蟹体

内的代谢反应主要是脱乙基反应、羟基化反应和氧化

反应。林峰等(2004)采用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发现，

恩诺沙星在烤鳗中发生脱羧、脱羧后哌嗪环断裂重排

及脱羧、脱羰基后结构重排，但未详细解释其质谱裂

解行为。周帅等(2012、2013)采用超高效液相色谱- 

 

 
 

图 4  空白组与给药组鲤鱼肝脏中 M2 提取离子流色谱(A-1)和二级质谱(A-2) 
Fig.4  Extracted ion chromatogram(A-1) and MS2 spectra(A-2) for M2 in the liver of carp in control and treated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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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空白组与给药组鲤鱼肝脏中 M0 提取离子流色谱(A-1)和二级质谱(A-2) 
Fig.5  Extracted ion chromatogram(A-1) and MS2 spectra(A-2) for M0 in the liver of carp in control and treated groups 

 

 
 

图 6  空白组与给药组鲤鱼肝脏中 M3-1、M3-2 提取离子流色谱(A-1)和二级质谱(A-2、A-3) 
Fig.6  Extracted ion chromatogram(A-1) and MS2 spectra(A-2 and A-3) for M 3-1 and M3-2 in the liver of carp in control and treated groups 



154 渔   业   科   学   进   展 第 37 卷 

 

表 1  鲤鱼肝脏中原形药物及主要代谢产物的峰面积及浓度 
Tab.1  The peak area and concentrations of enrofloxacin and 

its metabolites in carp liver 

原形药物和代谢产物 
Parent drug and 

metabolites 

峰面积 
Peak area 

推算浓度 
Calculated 

concentration 
(mg/kg) 

M0 32600000 0.2780 

M2 478000 0.0064 

 
四级杆-飞行时间质谱对恩诺沙星在异育银鲫、凡纳

滨对虾体内和体外肝微粒体中代谢产物进行分析，结

果显示，口灌给药 24 h 后，异育银鲫、凡纳滨对虾血

浆中均以恩诺沙星原形药物为主(>99.80%)，有少量

N-去乙基代谢产物环丙沙星(<0.30%)，在异育银鲫血

浆中还检测到少量葡萄糖醛酸结合物(0.21%)，在凡

纳滨对虾血浆中检测到少量通过加氢还原反应得到

的环丙沙星哌嗪环开环代谢物(0.02%)及同分异构体

(0.05%)。但恩诺沙星在异育银鲫和凡纳滨对虾肝微

粒体中仅发生脱乙基反应生成环丙沙星(≤0.20%)。 

在本研究中，恩诺沙星在鲤鱼肝脏中除以原药形

式以及主要代谢产物环丙沙星存在外，推测还有 3 种

代谢产物，即恩诺沙星脱羧代谢产物(M1)和恩诺沙星

羟基化代谢产物(M3-1 和 M3-2)，从代谢产物的结构

可以初步推断，恩诺沙星在鲤鱼肝脏中发生的代谢途

径主要有母核六元环脱羧以及羟基化(图 7)。其中恩

诺沙星脱乙基产生环丙沙星与大部分报道一致，恩诺

沙星羟基化代谢产物与房文红等(2009)和方舟等(2012)

研究一致。水产动物体内发现恩诺沙星脱羧代谢产物

(M1)未见报道过，但饶勇等(2006)1)发现在大鼠体内

存在恩诺沙星脱羧代谢产物。 

恩诺沙星在不同动物体内代谢途径较为复杂，代

谢产物种类与含量也存在差异。原因可能是动物种

属、作用于药物代谢的酶种类以及检测分析的组织器

官的不同而存在差别(赵冬梅等, 2000)。在后续的研

究工作中，随着分析手段的提高，对恩诺沙星在水产

动物体内代谢途径和代谢产物的状况，可以有更加深

入的认识，进一步补充恩诺沙星的药物代谢动力学特

征，为科学、合理地使用恩诺沙星提供理论依据。 

 

 
 

图 7  推测的鲤鱼肝脏中恩诺沙星的代谢途径 
Fig.7  Speculated metabolism pathway of enrofloxacin in carp l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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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Metabolites of Enrofloxacin in the Carp Liver by Using 
HPLC/Q-TRAP MS 

TANG Xizhao1,2, LI Zhaoxin1①
, XING Lihong1, WU Haiyan1, SONG Caihu1,2, FU Shulin1,  

ZHANG Tingting1,2, JIANG Wanfen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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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Qingdao Food and Drug Center for Control, Qingdao  266071) 

Abstract    Enrofloxacin is one of the third-generation synthetic broad-spectrum antibiotics in the class 
of quinolone, and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animal infectious diseases. 
Previous pharmacokinetics studies have been mainly focused on the metabolites of enrofloxacin in fungi 
and animals, but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metabolic pathways and the metabolites in fish. Our study 
aimed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is drug in aquatic animals because it would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proper use of enrofloxacin in aquaculture. In our experiment carps (Cyprinus carpio) were orally 
administered a single dose of 30 mg/kg body weight enrofloxacin. Liver samples from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24 h post-administration group were collected for the metabolite analysis. Following 
intraperitoneal injection, enrofloxacin and its metabolites in the liver of carp were analyzed using a 
positive liquid chromatography coupled with Q-Trap mass spectrometry (HPLC/Q-TRAP MS). Based on 
the retention time and MS/MS spectra, we surmised the possible metabolites of enrofloxacin in the liver, 
and also proposed the potential metabolic pathways and the structures of metabolites by analyzing the 
fragmentation pathway.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most of enrofloxacin remained in the form of the parent 
drug, and that a small portion of enrofloxacin was converted into metabolites in the liver. Besides the 
parent drug enrofloxacin (M0) and the known metabolite ciprofloxacin (M2), a very small amount of 
decarboxylation (M1) and hydroxylated enrofloxacins (M3-1 and M3-2) were found.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concentrations of enrofloxacin and its primary metabolite ciprofloxacin were 
0.2780 mg/kg and 0.0064 mg/kg respectively. Thes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enrofloxacin could be 
converted into a variety of metabolites through distinct metabolic pathways in different organisms. This is 
probably due to diverse living environments, fish figures, drug metabolic enzymes, and other factors in 
different species. 
Key words    Enrofloxacin; Ciprofloxacin; Carp; Enrofloxacin decarboxylation metabolites; HPLC/Q- 
TRAP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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