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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鲆(Paralichthys olivaceus) Hsp90 mRNA 在温度

刺激和鳗弧菌感染下的表达特征* 

生安志 1,2  鞠辉明 1  李贵阳 2,3  李  杰 2,3  莫照兰 2,3① 
(1. 扬州大学兽医学院  扬州  225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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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 qPCR 方法，检测 Hsp90α 和 Hsp90β mRNA 在不同月龄牙鲆(Paralichthys olivaceus)

不同组织的表达水平，进一步检测在不同温度刺激、鳗弧菌感染后的表达变化。结果显示，Hsp90α

和 Hsp90β 在不同发育期的 13 种组织(肝脏、脾脏、头肾、后肾、心、肌肉、背皮、胃、肠、鳃、

腹鳍、脑和血液)中均有表达。Hsp90β 表达水平整体高于 Hsp90α；8 月龄牙鲆在肝、鳃、背皮、背

肌、腹鳍的Hsp90α表达量要显著高于其他发育期(1月龄、12月龄、24月龄)同组织的表达量(P<0.05)，

而 Hsp90β 在不同月龄牙鲆的表达量也存在差异，在肝和肠的表达量较高，在鳃、背肌和腹鳍的表

达量较低。将 8 月龄牙鲆在 5–32℃刺激 1 h，牙鲆肝、脾 Hsp90α 在高温(22–32℃)的表达量显著升

高(P<0.05)，而 Hsp90β 在低温（5–10℃）的表达量显著升高(P<0.05)；在 10℃、28℃连续刺激 8 h，

Hsp90α 和 Hsp90β 的 mRNA 的表达量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Hsp90α 的表达量变化幅度显著高于

Hsp90β (P<0.05)。在鳗弧菌感染 72 h 内，牙鲆脾脏 Hsp90α和 Hsp90β的表达量先下降后上升，Hsp90β

上升的幅度更加显著(P<0.05)。结果显示，Hsp90α 和 Hsp90β 在不同月龄、不同组织的表达水平存

在差异，Hsp90α 在高温时对热应激的反应明显，Hsp90β 在低温和对病原菌感染的反应明显，研究

结果可为了解牙鲆 Hsp90 的作用机制提供参考。 

关键词    牙鲆；Hsp90α 和 Hsp90β；qPCR；温度刺激；鳗弧菌感染 

中图分类号  S9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6)05-0001-08 

热激蛋白(Heat shock proteins, HSPs)是一类在进

化上高度保守的蛋白，广泛存在于生物体中。根据同

源性和分子量大小，HSPs 可分为 Hsp110、Hsp100、

Hsp90、Hsp70、Hsp60、Hsp40 和小分子 Hsp (sHsp)

家族(Feder et al, 1999)。生物体细胞受到环境高温、

缺氧、饥饿、病原感染、重金属、农药等各种刺激时，

会激活 HSPs 的表达和合成，作为分子伴侣抑制细胞

凋亡，保护细胞及其胞内转运功能，维持机体的自身

稳定性(Vabulas et al, 2010)。此外，HSPs 还参与宿主

的免疫应答反应，在抗原呈递、激活淋巴细胞和巨噬

细胞、激活和熟化抗原呈递细胞中发挥作用(Suzue et al, 

1997; Osterloh et al, 2008)。同样，HSPs 可作为免疫

佐剂，在抗肿瘤和抗病原感染中发挥作用(Colaco et al, 

2013)。 

Hsp90 是机体细胞中主要的伴侣蛋白，在非应激

条件下的表达量占细胞蛋白总量的 1%–2%，在诱导

条件下的表达量可增至 4%–6%(Pratt, 1997)。在脊椎

动物中，Hsp90 有多种异构体，有胞浆型的 Hsp90α

和 Hsp90β、内质网型的 Grp94、线粒体型的 TRAP，

它们参与细胞的多个过程，如信号传导、细胞分化、

细胞增殖和凋亡、形态发生和发育、免疫反应等(Zhao 

et al, 2005; Wandinger et al, 2008)。在鱼类中，Hsp90 

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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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胚胎肌肉发育(Du et al, 2008)、变态(Manchado et al, 

2008)、氧化应激(Padmini et al, 2009、2011)、抗细菌

感染(Cha et al, 2013)等多个过程。牙鲆(Paralichthys 

olivaceus)是重要的海水经济鱼类，已发现牙鲆有多种

Hsp，包括 Hsp10、Hsp40A4、Hsp40B6、Hsp40B11、

Hsp60、Hsp70、Grp78、Hsp90α、Hsp90β 和 Grp94(Cha 

et al, 2013)，其中，Hsp90α 和 Hsp90β 的基因序列已

经公布，但它们的功能和作用机制尚未清楚。本研究

拟对牙鲆 Hsp90α 和 Hsp90β 在 mRNA 水平的组织分

布、表达及对温度和病原菌刺激的响应进行探索，为

进一步阐明牙鲆 Hsp90 的功能和作用机制提供理论

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动物 

实验用健康牙鲆购于山东海阳市水产有限公司

养殖基地，暂养于实验室，常规养殖管理，养殖水温

(19±1)℃。实验前，每批随机取 3 尾鱼的内脏组织进

行细菌分离，确定未经细菌感染的鱼用于后续实验。 

1.2  引物设计 

根据 NCBI 收录牙鲆 Hsp90α (GenBank No. 

DQ662233.1)和 Hsp90β(GenBank No. DQ662234.1) 

mRNA 序列设计荧光定量 PCR 上下游引物，以牙鲆

β-actin 基因(GenBank No. HQ386788.1)为内参，引物

序列详见表 1。 

 
表 1  实验所用 qRT-PCR 引物及序列 

Tab.1  Sequences of primers used in the qRT-PCR analysis 

引物 

Primer 

引物序列 

Nucleotide sequence(5→3) 

RT-HSP90αF CCGCTGGTGGCTCCTTTA 

RT-HSP90αR CTCTCGATGTATTCTGTCTGG 

RT-HSP90βF TGACACTGGAATCGGTATG 

RT-HSP90βR TTCTCGGCAACAAGGTAG 

β-actin-F 
β-actin-R 

AACCGCTGCCTCCTCCTCAT 
TCGGGACAACGGAACCTCTC 

 

1.3  实验设计 

1.3.1  Hsp90 基因在不同发育时期牙鲆不同组织的表

达水平    选取 1 月龄(20±5) g、8 月龄(200±50) g、

12 月龄(500±50) g、24 月龄(1000±100) g 牙鲆各 3 尾，

迅速取肝脏、脾脏、头肾、后肾、心、肌肉、背皮、

胃、肠、鳃、腹鳍、脑和血液 13 个组织，放入液氮

中冻存后，转至–80℃冰箱保存。 

1.3.2  温度刺激对牙鲆 Hsp90 基因表达的影响    实

验选用 8 月龄(200±50) g 牙鲆。检测不同温度刺激对

Hsp90 基因表达影响，设置 7 个温度实验组(5、10、16、

19、22、28 和 32℃)，每个温度组设置 3 个平行组，

每平行组 12 尾牙鲆，每组在不同温度海水中放置 1 h

后，迅速取肝脏和脾脏放入液氮中冻存，后转至–80℃

冰箱中保存。 

设置 2 种温度(10℃和 28℃)来研究温度刺激对

Hsp90 基因表达的影响，每个温度设置 3 个平行组，

每组 12 尾，分别刺激 1、3、5、8 h，处理结束后，

迅速取肝脏和脾脏放入液氮中冻存，转至–80℃冰箱

保存。 

1.3.3  鳗弧菌感染对牙鲆 Hsp90 基因表达的影响  

    实验选用 8 月龄(200±50) g 牙鲆，分感染组和对

照组，每组 20 尾，设 3 个平行组。感染组每尾鱼腹腔注

射 0.1 ml 浓度为 1×106 CFU/ml 的鳗弧菌 M3 活菌，对

照组注射生理盐水。在注射后的 0、6、12、24、72 h，

分别迅速取 3 尾鱼脾脏组织放入液氮中冻存，转至

–80℃冰箱保存。 

1.4  RNA 提取、cDNA 的合成和定量 PCR 

取–80℃保存的牙鲆组织 90–100 mg，用 RNAiso 

Plus(TaKaRa)抽提总 RNA，各组织 RNA 采用反转录

试剂盒(TOYOBO)按照说明步骤合成 cDNA，保存于

–20℃备用。 

使用 TransStart Top Green qPCR Super Mix(全式

金)试剂盒对牙鲆各组织 cDNA 在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仪(Bio-Rad)上进行检测。并利用 SPSS 进行统计学分

析，P<0.05 为差异显著。 

2  结果 

2.1  Hsp90 mRNA 在牙鲆组织中的表达和分布 

通过 qPCR 检测牙鲆 Hsp90α 和 Hsp90β 基因的

mRNA 在不同月龄牙鲆的组织分布，结果显示，2 个

基因在 4 种月龄牙鲆(1、8、12 和 24 月龄)的 13 种组

织中均有表达和分布(图 1-A、图 1-B)，Hsp90α 在 8

月龄的牙鲆组织中的表达量较高，其中，在牙鲆的体

表组织(鳃、背皮、背肌和腹鳍)和肝脏的表达量高于

同组织其他 3 组(P<0.05)，在内脏组织(脾脏、肾、肠、

脑、胃、血和心脏)的表达量较低；Hsp90β 的表达水

平整体上高于 Hsp90α，其中，在肝和肠的表达量较

高，而在部分体表组织(鳃、背肌和腹鳍)的表达量较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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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月龄牙鲆 Hsp90 mRNA 的相对表达水平 
Fig.1  Relative expression of Hsp90 mRNA in different tissues of P. olivaceus at various growth stages 

A. Hsp90α mRNA; B. Hsp90β mRNA 
 a、b、c 和 d 代表各月龄组之间的差异性，相同字母为差异不显著(P>0.05)，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Letters a, b, c and d present the differences among the various fish age groups; the same letters indicat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and the different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2.2  不同温度刺激 1 h 对牙鲆 Hsp90 mRNA 表达的

影响 

将 8 月龄(200±50) g 牙鲆放置于不同温度海水 1 h

后，取肝脏和脾脏检测 Hsp90 基因 mRNA 表达水平。

结果显示，在较低温(5℃和 10℃)和适宜养殖温度(16℃

和 19℃)，各处理组牙鲆肝脏和脾脏的 Hsp90α 的相对

表达量较低，分别为 0.51–0.60 和 0.03–0.04，各组之

间无显著性差异(P>0.05)(图 2-A、图 2-C)；当水温高

于 19℃时，肝脏 Hsp90α 的相对表达量显著升高

(P<0.05)，由 22℃的 1.26 升高到 32℃的 238.74；而当

水温高于 28℃时，脾脏 Hsp90α 的 mRNA 相对表达

量略升高，由 28℃的 5.13 升高到 32℃的 30.49。 

在较低温度(5、10 和 16℃)，牙鲆肝脏 Hsp90β

的相对表达量为 132.36–139.11，显著高于高温处理

组(19、22、28 和 32℃)的 33.51–89.2 (P<0.05) (图 2-B)；

在适应养殖水温(16℃和 19℃)中，脾脏 Hsp90β 的相

对表达量较低(1.27–1.35)，而经过低温(5℃和 10℃)和

高温处理(22、28 和 32℃)，脾脏 Hsp90β 的相对表达

量显著升高(P<0.05)，为 2.15–3.12(图 2-D)。 

2.3  两个温度刺激对牙鲆 Hsp90 mRNA 表达的影响 

在 10、28℃下放置不同时间，检测牙鲆肝脏和

脾脏 Hsp90α 和 Hsp90β 的 mRNA 相对表达量。总体

上，经过低温和高温的连续刺激，牙鲆 Hsp90α 和

Hsp90β 的 mRNA 相对表达量呈现先升高后降低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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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温度刺激下 Hsp90α 和 Hsp90β mRNA 在牙鲆肝脏和脾脏中的表达 
Fig.2  Expression of Hsp90α and Hsp90β mRNAs in the liver and spleen of P. olivaceus after stimulation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A：肝脏 Hsp90α mRNA 的相对表达量；B：肝脏 Hsp90β mRNA 的相对表达量；C：脾脏 Hsp90α mRNA 的相对表达量；D：

脾脏 Hsp90β mRNA 的相对表达量；a、b、c 和 d 代表各组之间的差异性，相同字母为差异不显著(P>0.05)，不同字母表

示差异显著(P<0.05) 

A: Liver Hsp90α mRNA expression level; B: Liver Hsp90β mRNA expression level; C: Spleen Hsp90α mRNA expression level; 
D: Spleen Hsp90β mRNA expression level; Letter a, b, c and d present the differences among various fish groups; the same letters 

indicat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and the different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化趋势。 

在10℃处理时，肝脏的 Hsp90α 和 Hsp90β 的

mRNA 表达量分别在3 h 和1 h 时达到最大值(P<0.05)  

(图3-A、图3-B)，脾脏的 Hsp90α 和 Hsp90β 的 mRNA

表达量分别在5 h 和1 h 达到最大值(P<0.05) (图3-C、

图3-D)。同时，肝脏和脾脏中 Hsp90β mRNA 表达量

整体显著高于 Hsp90α mRNA 的表达水平(P<0.05)。 

在28℃处理时，肝脏的 Hsp90α 和 Hsp90β mRNA

表达量均在1 h 时达到最大值 (P<0.05)(图4-A、图

4-B)；脾脏的 Hsp90α 和 Hsp90β mRNA 表达量均在  

3 h 时达到最大值(P<0.05)(图4-C、图4-D)，而在最大

值时，Hsp90α mRNA 的表达水平显著高于 Hsp90β 

mRNA 的表达水平(P<0.05)，且可以维持在一个较高

水平。同时，肝脏和脾脏中 Hsp90β mRNA 表达量整

体显著高于 Hsp90α mRNA 的表达水平(P<0.05)。 

2.4  鳗弧菌感染对牙鲆 Hsp90 表达的影响 

以鳗弧菌 M3 感染牙鲆，感染后 72 h 内检测脾脏

Hsp90 mRNA 的表达水平变化。与注射生理盐水的对

照组相比，感染组脾脏 Hsp90α的表达量在 6–12 h 呈现

下降(P<0.05)，在 24–72 h 的表达量回升(P<0.05)，在

感染后的 6–24 h 的表达量低于对照组，表达量仅在

72 h 时高于对照组(图 5-A)。同样，感染组牙鲆脾脏

Hsp90β 的表达量在 6–24 h 呈现下降；在感染后的

6–24 h 的表达量低于对照组，在 72 h 表达量急剧上

升(P<0.05)(图 5-B)。鳗弧菌感染后，牙鲆脾脏 Hsp90β

的变化幅度比 Hsp90α 大。 

3  讨论 

Hsp90 的表达和分布在鱼类研究中已有较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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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在模式生物斑马鱼的研究中发现，Hsp90 在脑、

肝脏与肌肉中均有表达(Murtha et al, 2003)，在塞纳加

尔鳎(Solea senegalensis)的心脏、骨骼肌、皮肤和胃

等多个组织中也检测到Hsp90的表达(Manchado et al, 

2008)。本研究检测不同发育时期牙鲆 13 个组织中

Hsp90 的表达情况，同样发现，Hsp90α 和 Hsp90β 在

牙鲆多个组织中均有表达，预示 Hsp90 在牙鲆的发育

阶段及各部分组织中具有一定作用。Hsp90 在不同组

织的表达量有一定差异，Hsp90α 在 24 月龄成年牙鲆

的肠和头肾表达量较高，Hsp90β 在脑、肠和脾脏中

表达量较高，这与之前的研究报道相吻合(张俊玲等, 

2010)，Hsp90 在不同组织中的差异表达可能与组织

的功能有关。 

已有研究证明，Hsp90α 主要为诱导型表达，而

Hsp90β在大多数组织中主要为组成型表达(Millson et al, 

2007)。本研究发现，相比较于 Hsp90β 的相对表达量，

Hsp90α 在各个组织中大多处于较低水平，Hsp90α 在

8 月龄牙鲆的肝脏、鳃、背皮、肌肉和腹鳍相对表达

量高于其他 3 组的同组织(P<0.05)，Hsp90β 在 24 月

龄肌肉和腹鳍中高于其他 3 组的同组织，其他组织均

在 12 月龄牙鲆中表现为高表达(P<0.05)，整体呈现随

体重增加而上升的趋势，说明 Hsp90α 和 Hsp90β 可

能在不同的生长发育时期和细胞周期调控等生理过

程中起作用(Sreedhar et al, 2004)。 

热休克蛋白的产生体现了生物的进化，它可以提

高生物体的适应能力，特别是耐热能力。Lindquist 

(1986)研究表明，HSPs 的生成量与热耐受呈正相关。

在草鱼(Ctenophryngodon idellus)(周鑫等, 2013)和鳟

鱼(Oncorhynchus mykiss)(Sathiyaa et al, 2001)的研究

中，Hsp90 同样随温度的升高而上调。本研究同样发

现，在牙鲆的肝脏和脾脏组织中，Hsp90α mRNA 表

达量随温度的增高而增加，且反应迅速。经不同温度

刺激后，牙鲆 Hsp90α 的表达水平迅速变化，在高温

时变化幅度较 Hsp90β 明显，说明牙鲆 Hsp90α 的表 

 

 
 

图 3  10℃处理 8 h 牙鲆 Hsp90 mRNA 在肝脏和脾脏中的表达 

Fig.3  Relative expression of Hsp90 mRNA in the liver and spleen of P. olivaceus treated at 10℃ for 8 h 

A：肝脏 Hsp90α mRNA 的相对表达量；B：肝脏 Hsp90β mRNA 的相对表达量；C：脾脏 Hsp90α mRNA 的相对表达量； 

D：脾脏 Hsp90β mRNA 的相对表达量；a、b、c、d 代表各组之间的差异性，相同字母为差异不显著(P>0.05)， 

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A: Liver Hsp90α mRNA expression level; B: Liver Hsp90β mRNA expression level; C: Spleen Hsp90α mRNA expression level; 
D: Spleen Hsp90β mRNA expression level; Letter a, b, c and d present the differences among various fish groups; the same letters 

indicat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and the different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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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8℃处理 8 h 牙鲆 Hsp90 mRNA 在肝脏和脾脏中的表达 

Fig.4  Relative expression of Hsp90 mRNA in the liver and spleen of P. olivaceus treated at 28℃ for 8 h 

A：肝脏 Hsp90α mRNA 的相对表达量；B：肝脏 Hsp90β mRNA 的相对表达量；C：脾脏 Hsp90α mRNA 的相对表达量； 

D：脾脏 Hsp90β mRNA 的相对表达量；a、b、c、d 代表各组之间的差异性，相同字母为差异不显著(P>0.05)， 

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A: Liver Hsp90α mRNA expression level; B: Liver Hsp90β mRNA expression level; C: Spleen Hsp90α mRNA relative 

expression; D: Spleen Hsp90β mRNA relative expression level; Letter a, b, c and d present the differences among various fish 
groups; the same letters indicat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and the different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图 5  牙鲆感染鳗弧菌后脾脏 Hsp90 mRNA 的表达水平 
Fig.5  Relative expression of Hsp90 mRNA in the spleen of P. olivaceus infected with V. anguillarum 

*代表差异显著(P<0.05) 
* presents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 

 
达比 Hsp90β 更容易受高温的影响。通过 10℃和 28℃

刺激发现，Hsp90α 和 Hsp90β mRNA 表达量有所差异，

在低温时 Hsp90β mRNA 的表达量高于 Hsp90α 的表

达量，说明 Hsp90β 可能在低温时发挥不同的作用。 

HSPs 在鱼类免疫反应中发挥作用。例如，当虹

鳟 (Oncorhynchus mykiss)受到肾杆菌或鳗弧菌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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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Hsp70表达升高(Forsyth et al, 1997; Ackerman et al, 

2001)；当鲈鱼(Sparus sarba)受到藻胶弧菌感染时，

Hsp70 的表达量下降，而 Hsp60 和 Hsp90 的表达量不

变(Deane et al, 2005)。本研究发现，当牙鲆受到鳗弧

菌感染时，Hsp90α 和 Hsp90β 的表达先缓慢下降，而

后分别在感染后 24 h、72 h 升高，变化的趋势与之前

的研究有所不同(Cha et al, 2013)，当牙鲆受到链球菌

感染后 6 h，包括 Hsp90α 和 Hsp90β 在内的多个 HSPs

基因的表达量升高，之后出现下降趋势。Hsp90 可以

识 别 病 原 模 式 分 子 (Pathogen-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 PAMP)，参与宿主的先天性免疫反应(Colaco 

et al, 2013)。链球菌和鳗弧菌分别为革兰氏阳性和阴

性菌，具有不同的 PAMP 分子，与牙鲆 Hsp90 存在

不同的识别机制，这可能是导致两个结果存在差异的

原因之一。 

Hsp90 广泛的生物学功能，在人类的抗氧化、抗

衰老、抗损伤和抗肿瘤药物等多个领域受到广泛的关

注(Eustace et al, 2004; Li et al, 2007)。然而，目前，

水生动物 HSPs 的研究相对滞后。本研究系统分析了

不同发育期牙鲆 Hsp90 在各组织中的表达差异，以及

对温度、病原菌的应激反应，为更好地利用 Hsp90

提供了理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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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ion Patterns of Hsp90 of Paralichthys olivaceus in Response to 
Temperature Treatment and Vibrio anguillarum Infection  

SHENG Anzhi1,2, JU Huiming1, LI Guiyang2,3, LI Jie2,3, MO Zhaolan2,3①
 

(1. College of Veterinary Medicine,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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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ience and Food 

Production Processes, Qingdao National Laboratory for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266071) 

Abstract    In this study we investigated the expression patterns of Hsp90α and Hsp90β of Paralichthys 

olivaceus after the temperature treatment and Vibrio anguillarum infection. qRT-PCR was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Hsp90 in different tissues of P. olivaceus during a series of growth stages (1-, 8-, 12-, 

and 24-month ol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Hsp90α and Hsp90β were expressed in 13 tissues including 

liver, spleen, head kidney, kidney, heart, muscle, dorsal skin, stomach, intestine, gill, pelvic fin, brain, and 

blood at all growth stages.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Hsp90β was overall higher than that of Hsp90α. 

Expression of Hsp90α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at 8-month than at other growth stages in the liver, gills, 

dorsal skin, dorsal muscle, and pelvic. As the level of Hsp90β varied at different growth stages, it was 

observed to be higher in the liver and intestine. After a treatment at 5–32℃ for 1 h, the expression of 

Hsp90α in the liver and spleen was rapidly increased, whereas the expression of Hsp90β did not changed 

evidently. After a continuous treatment at 10℃ and 28℃ for 8 h, the expression of both Hsp90α and 

Hsp90β in the liver and spleen declined after an initial increase. Expression of Hsp90α varied in a wider 

range than Hsp90β. Within 72 h after the infection with V. anguillarum, expression of Hsp90α and 

Hsp90β in the spleen first rose and then decreased, and expression of Hsp90β had a larger variation range. 

Thes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Hsp90α and Hsp90β might have distinct expression patterns in different 

tissues at various growth stages. Hsp90α may be apt to respond to high temperature, while Hsp90β could 

be more sensitive to pathogen infection. These data will provide the basic data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functions of Hsp90 in P. olivaceus. 

Key words    Paralichthys olivaceus; Hsp90α and Hsp90β; qPCR; Temperature treatment; V. anguillarum 

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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虾虎鱼科(Gobiidae)基因组微卫星 DNA 的 

分布特征* 

白翠翠 1,2,3  柳淑芳 1,2①  庄志猛 1 
(1. 农业部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重点实验室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青岛  26607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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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200； 

3. 山东农业大学  泰安  271018) 

摘要    为了解虾虎鱼科(Gobiidae)鱼类基因组遗传结构特征，本研究自主开发矛尾复虾虎鱼

(Synechogobius hasta)微卫星序列 153 条，结合从 GenBank 中筛选出的虾虎鱼科微卫星序列 535 条，

合计 686 条微卫星序列，隶属于 19 种虾虎鱼，序列总长度为 295062 bp，包含 473 个微卫星位

点，微卫星位点累计长度为 33370 bp。统计微卫星重复类型，发现在所有微卫星重复类型中以

二碱基重复出现次数最多，位点数为 361 个，占总微卫星的 76.32%，其中，重复拷贝类别最

多的是 AC (340 个)，占全部微卫星的 71.88%，占二碱基重复微卫星的 94.18%，在二碱基重复

类型中没有发现 AT 和 GC 两种重复类型。三碱基重复位点数为 35 个，占总微卫星的 7.4%，

其中以 ACT 重复拷贝类别最多(12 个)，占三碱基重复微卫星的 34.29%。四碱基重复位点数为

68 个，其中以 CTAT 重复最多(31 个)，占总微卫星的 14.38%。五碱基重复类型中只有 TCTGG

和 ATCTA 两种类型，只占全部微卫星的 0.42%。六碱基重复 7 个，占总微卫星的 1.48%，六

碱基重复中各重复类型出现次数相当。在所有微卫星重复类型中没有发现单核苷酸重复类型。 

关键词    虾虎鱼科；微卫星；基因组 

中图分类号 S91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6)05-0009-07 

微卫星 DNA，又称简单重复序列(Simple Sequence 

Repeat,SSR)或短串联重复序列(Short Tandem Repeats, 

STR)，通常指基因组上 1–6 个核苷酸为重复单位组成

的 DNA 序列(Toth et al, 2000)。微卫星标记因多态性

丰富、杂合度高、稳定性好、共显性遗传及符合孟德

尔定律等优点，而被广泛用于种群遗传多样性研究、

物种起源与进化分析、基因定型、指纹鉴定、遗传图

谱构建与家系分析等。因此，分析物种的基因组微卫

星的碱基组成、含量、分布特征，有助于从进化角度

了解各物种内各重复类型的分布特点及其生物学功

能(Gao et al, 2005; Katti et al, 2001; Prasad et al, 2005; 

Li et al, 2005; 郭文久, 20041))。迄今为止，已报道的

基因组微卫星特征分析有 30 多个物种，包括人类和

黑猩猩在内的灵长类、小鼠、家猪、鸡、蚊子、海鞘、

斑马鱼及中国对虾等动物，也有拟南芥、水稻和小麦

等植物和一些原核生物(郭文久, 20041); Li et al, 2004; 

Gao et al, 2005)。研究结果表明，在真核生物基因组

中，二核苷酸微卫星序列最为丰富(Ma et al, 1996)，

但不同物种的微卫星序列含量各不相同(Wang et al, 

1994)。目前，水生生物基因组微卫星特征分析多局限

于单一物种，即分类学的“种”级水平，如三疣梭子蟹

(宋来鹏等 ,  2008)、日本囊对虾(栾生等 ,  2007)、 

abc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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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鲆(王蕾等, 2009)、红鳍东方鲀(崔建洲等, 2006)、

中国对虾(高焕等, 2004)等，但在分类学的“科”级

水平上分析基因组微卫星的分布特征鲜见报道。在

“科”级水平上研究其微卫星序列特征，可加深了解

科内其他物种基因组微卫星序列的分布规律，提高微

卫星标记的开发和应用效率。随着水生生物基因组大

规模测序工作的开展，微卫星标记的开发与应用研究

将获得更新、更准确并且具有普遍意义的结果。 

虾虎鱼科鱼类分布广泛、种类纷繁、分类复杂，共

有 242 属，2000 种之多，是鱼类中最大的科(李思忠等, 

1994)。据统计，我国虾虎鱼类约 84 属 269 种(伍汉霖

等, 2008)。虾虎鱼在水生种质资源中具有重要地位，

少数虾虎鱼类，如矛尾复虾虎鱼(Synechogobius hasta)、

大弹涂鱼(Boleophthalmus pectinirostris)等为经济鱼

类，其余大部分为大型鱼类饵料，其中，部分虾虎鱼属

于观赏鱼类，例如短虾虎属(Brachygobius)的种类等。 

近年来，由于水生生物种质资源的不断衰退，对

虾虎鱼类的种质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也备受关注。在

基因组水平上研究虾虎鱼科鱼类微卫星重复序列的

分布特征，能够深化认知虾虎鱼科鱼类基因组遗传结

构特征，将为虾虎鱼科鱼类微卫星标记的开发与应用

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样品和序列信息 

2011 年 4 月在北黄海采集矛尾复虾虎鱼 48 尾，

剪鳍条，用无水乙醇固定，4℃保存备用。对上述样

品进行微卫星自主开发，获得矛尾复虾虎鱼微卫星序

列 153 条，含有 68 个微卫星位点和 85 个小卫星位点

(Bai et al, 2012)。同时，从 GenBank 中筛选出虾虎鱼

科微卫星序列 533 条，含有 405 个微卫星位点和 128

个小卫星位点。本研究所分析的虾虎鱼科基因组微卫

星序列合计 686 条，共含有 473 个微卫星位点，分别

隶属于 16 属 19 种(表 1)。 

 
表 1  虾虎鱼科微卫星序列信息 

Tab.1  The SSR information of species of the Gobiidae family  

种名 
Species 

序列数(微卫星数) 
Sequences (SSR loci) 

GenBank 序列号 
GenBank No. 

矛尾复虾虎鱼 Synechogobius hasta 153(68) 本研究，in this study 

矛尾复虾虎鱼 Synechogobius hasta 76(69) EU714684-EU714759 

双须多棘虾虎鱼 Sufflogobius bibarbatuis 15(14) JN251023-JN251036 

彼氏冰虾虎鱼 Leucopsarion petersi 97(31) AB662996-AB663083 AB304787-AB304796 

关岛阿胡虾虎鱼 Awaous guamensis 14(12) HQ393961-HQ393975 

大弹涂鱼 Boleophthalmus pectinirostris 150(130) HQ852252-HQ852395 FJ598061-FJ598069 

黑口新虾虎鱼 Neogobius melanostomus 16(11) DQ9999744-DQ999981 EU732735-EU732744

大头新虾虎鱼 Neogobius kessleri 19(15) EF629921-EF629939 

尾纹裸头虾虎鱼 Chaenogobius annularis 16(13) AB557720-AB557736 

环肛鲯塘鳢虾虎鱼 Coryphoterus peraonatus 17(12) GQ428991-GQ428998 AY738124-AY738132 

白带高鳍虾虎鱼 Pterogbius zonoleucus 11 (6) AB447471-AB447481 

黄体尻虾虎鱼 Gobius culus flavescens 8(4) EU295520-EU295527 

青弹涂鱼 Scartelaos histophorus 14(21) HQ128584-HQ128597 

丝棘栉眼虾虎鱼 Ctenogobius feroculus 18(10) EF115293-EF115298 DQ402141-EF402152 

高伦颌鳞虾虎鱼 Gnatholepis callerensis 7(6) EF115288-EF115294 

蛇头虾虎鱼 Zostrisessor ophiocephalus 12(11) AY687320-AY687331 

菊花吻虾虎鱼 Rhinogobius sp. 11(10) AB159090-AB159099 

云斑长臀虾虎鱼 Pomatoschistus marmoratus 3(3) DQ334750-DQ334752 

小长臀虾虎鱼 Pomatoschistus minutus 24(22) AF516891-AF516903 DQ914817-DQ914827 

小眼长臀虾虎鱼 Pomatoschistus micropos 5(5) DQ334751-DQ334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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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数据统计 

利用软件 Tandem Repeats Finder (Version 3.21) 

(Sugaya et al, 2002)进行微卫星查找分析。微卫星序列

的最小长度为 12 bp (郭文久, 2004)1)，即单碱基重复

序列必须达到 12 个或 12 个拷贝以上，而六碱基重复

仅需 2 个或 2 个拷贝以上即可。对查找到的微卫星序

列进行统计分析，根据碱基互补配对原则和阅读起始

碱基顺序的差异，对每种长度类型的重复单位基序进

行同类兼并(表 2)。1–3 碱基重复可以兼并为表 2 中的

几种类型，4 碱基及其以上重复的兼并原则与表 2 中

相同，1–6 碱基重复兼并后的重复类型数目分别为 2、

4、10、33、102、350。 

为了衡量微卫星重复类型变异能力的大小，根据

栾生等(2007)引入变异系数概念，变异系数的计算公

式为: 

100%
S

CV
x

   

式中，S 为某类型重复序列拷贝数的标准差， x

为拷贝数的平均值。变异系数可以消除单位和(或)平

均数不同对 2 个或多个资料变异程度比较的影响，能

够真实地反映重复类型变异水平的高低，便于进行类

型间的比较(栾生等, 2007)。 

2  结果与分析 

通过对 19 种虾虎鱼科鱼类已知微卫星序列进行

分析，结果从中筛选出虾虎鱼科微卫星序列 686 条，

序列总长度为 295062 bp，其中含有 473 个微卫星位

点，微卫星位点累计长度为 33370 bp。 

2.1  微卫星各重复类型分布情况 

由表 3 可以看出，在 686 条微卫星重复序列中，

共 473 个微卫星位点。在各重复类型中以二碱基重复

最多(361 个)，占总微卫星位点的 76.32%，其中重复

拷贝类别最多的是 AC 重复(340 个)，占二碱基重复

微卫星的 94.18%，没有发现 AT 和 GC 两种重复类型；

其次是四碱基重复(68 个)，占总微卫星的 14.38%，

在四碱基重复类型中以 CTAT 重复最多(31 个)，占四

碱基重复微卫星的 45.56%；第三类是三碱基重复类

型(35 个)，占总微卫星的 7.40%，在三碱基重复中以

ACT 占的比例最多，占三碱基重复微卫星的 34.29%；

第四类是六碱基重复类型，占全部微卫星的 1.48%；

第五类是五碱基重复类型，其中只有 TCTGG 和

ATCTA 两种类型，只占全部微卫星的 0.42%；在所

有碱基重复类型中没有发现单核苷酸重复类型。重复

序列长度作为衡量标准得到的结果与此类似，其中，

二碱基重复类型占微卫星序列累计长度的 79.60%，

其次，四碱基重复占微卫星序列累计长度的 13.42%。 

重复单位拷贝数变异能力分析显示(表 3)，二核

苷酸重复中变异能力最大的是 AG 重复类型(76.51%)，

其次是 AC 重复类型(67.59%)；三核苷酸重复中变异

能力最大的是 ACT 重复类型(41.56%)；四核苷酸重复 
 

表 2  虾虎鱼科鱼类微卫星碱基重复类型 
Tab.2  The types of SSR repeats of species of the Gobiidae family  

重复碱基类型 Types of repeat sequence 对应碱基种类 Types of nucleotide corresponding to repeat sequence 

AT AT、TA 

AG AG、GA、TC、CT 

AC AC、CA、TG、GT 

二碱基重复 Dinucleotide repeat 

GC GC、CG 

AAT AAT、ATA、TAA、TTA、TAT、ATT 

AAC AAC、ACA、CAA、TTG、TGT、GTT 

AAG AAG、AGA、GAA、TTC、TCT、CTT 

ATC ATC、TCA、CAT、TAG、AGT、GTA 

ACG ACG、CGA、GAC、TGC、GCT、CTG 

ACT ACT、CTA、TAC、TGA、GAT、ATG 

AGC AGC、GCA、CAG、TCG、CGT、GTC 

GCC GCC、CCG、CGC、CGG、GGC、GCG 

AGG AGG、GGA、GAG、TCC、CCT、CTC 

三碱基重复 Trinucleotide repeat 

ACC ACC、CCA、CAC、TGG、GGT、GTG 
                            

1) 郭文久. 微卫星在基因组上的分布与功能及其计算方法初步研究. 四川农业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2004, 1–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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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微卫星重复类型的频率和分布 
Tab.3  The frequency and distribution of SSR of species of the Gobiidae family  

重复类型 
Repeat 

type 

SSR 数 
SSR  

number 

占 SSR

总数比
Ratio(%)

累计 

长度 
Total 
length 

占 SSR 序列

总长比 
Length ratio
of SSR(%) 

占重复序列

总长比 
Length ratio
of repeat(%)

拷贝数 
Copy 

number 

平均 

拷贝数
Mean 
copy 

拷贝数 

变异系数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

平均 GC

含量 
Mean GC 
content 

AG 21 4.44 1212 3.63  0.41  14.0104.0 28.86 76.51 0.50 

AC 340 71.88 25351 75.97  8.59  13.0234.0 37.28 67.59 0.50 

Subtotal 361 76.32 26563 79.60  9.00  13.0234.0 36.79  0.50 

AAT 3 0.63 119 0.36  0.04  9.016.3 13.22 23.30 0.00 

AAC 3 0.63 129 0.39  0.04  13.016.3 14.33 9.91 0.34 

AAG 4 0.85 192 0.58  0.07  9.323.0 16.00 30.52 0.39  

ATC 8 1.69 435 1.30  0.15  10.729.0 18.13 37.35 0.35  

ACG 2 0.42 86 0.26  0.03  13.715.0 14.33 4.54 0.68  

ACT 12 2.54 692 2.07  0.23  9.333.7 19.22 41.56 0.34  

AGC 1 0.21 26 0.08  0.01  8.78.7 8.67 0 0.66  

AGG 2 0.42 75 0.22  0.03  10.314.7 12.50 17.60 0.65  

Subtotal 35 7.40 1754 5.26  0.59  9.033.7 25.06  0.52  

CTAT 31 6.55 2462 7.38  0.83  3.2560.0 19.85 62.15 0.27  

ACAT 4 0.85 202 0.61  0.07  7.818.0 12.63 34.71 0.26  

CATC 13 2.75 594 1.78  0.20  6.2532.0 11.42 64.03 0.48  

AAAC 3 0.63 142 0.43  0.05  7.020.0 11.83 49.09 0.26  

CTAT 2 0.42 167 0.50  0.06  16.825.0 20.90 19.62 0.25  

GTGC 3 0.63 142 0.43  0.05  10.813.0 11.83 7.62 0.77  

GAAG 1 0.21 47 0.14  0.02  11.811.8 11.75 0 0.48  

TCTG 6 1.27 322 0.96  0.11  7.022.0 13.42 43.08 0.49  

ACAC 3 0.63 318 0.95  0.11  22.033.3 26.50 18.40 0.60  

GTCA 1 0.21 35 0.10  0.01  8.758.75 8.75 0 0.52  

TCTT 1 0.21 48 0.14  0.02  12.012.0 12.00 0 0.25  

Subtotal 68 14.38 4479 13.42  1.52  3.2533.3 16.47  0.37  

TCTGG 1 0.21 53 0.16  0.02  10.610.6 10.60 0 0.55  

ATCTA 1 0.21 25 0.07  0.01  5.05.0 5.00 0 0.20  

Subtotal 2 0.42 78 0.23  0.03  5.010.6 7.80  0.38  

TGCGTG 1 0.21 86 0.26  0.03  14.314.3 14.33 0 0.65  

TAGGGC 1 0.21 51 0.15  0.02  8.58.5 8.50 0 0.55  

GGTCCT 1 0.21 40 0.12  0.01  6.76.7 6.67 0 0.68  

GGTCTT 2 0.42 197 0.59  0.07  5.827.0 16.42 68.30 0.55  

AATACA 1 0.21 34 0.10  0.01  5.75.7 5.67 0 0.12  

ACACAC 1 0.21 88 0.26  0.03  14.714.7 14.67 0 0.58  

Subtotal 7 1.48 652 1.95  0.22  5.027.0 15.52  0.53  

Total 473 1 33370  1 11.36      

 
中变异能力最大的是 CATC 重复类型(64.03%)；五核

苷酸的各类型变异系数均为 0；六核苷酸重复中变异

能力最大的是 GGTCTT 重复类型。 

2.2  微卫星不同重复类型的拷贝数 

统计学发现，在 6 种重复类型中，拷贝数变化范 

围从 3.3–234.0 不等，主要分布在 15–60 之间，占总

微卫星位点数的 76.96%。与拷贝数的分布趋势相对

应，微卫星序列的长度主要分布在 30–80 个碱基的范

围内。重复单位拷贝数范围以两核苷酸重复拷贝数最

广，在 13.0–234.0 之间，其中，主要分布在 10–50 之

间(293 个)，占总微卫星位点数的 81.16%；其次是四



第 5 期 白翠翠等: 虾虎鱼科(Gobiidae)基因组微卫星 DNA 的分布特征 13 

 

碱基重复类型，在 3.25–33.25 之间，主要分布在

5.0–25.0 之间(56 个)，占总微卫星位点数的 82.35%；

三碱基重复类型分布在 9.0–33.7 之间；六碱基重复类

型分布在 5.0–27.0 之间；以五碱基重复类型分布范围

最窄，在 5.0–10.6 之间。5 种长度重复单位类型微卫

星平均拷贝数分别为 36.79、25.06、16.47、7.80、15.52，

其中，以两核苷酸重复类型的平均拷贝数最高，五核

苷酸重复类型的平均拷贝数最低。 

3  讨论 

3.1  微卫星的结构与序列组成 

单碱基重复是微卫星的一种重要类型，不同物种

间差异极大，如中国对虾的单碱基重复占总微卫星数

的 3.67%，红鳍东方鲀的单碱基重复占总微卫星数的

0.81%，而本研究所分析的 686 条虾虎鱼科微卫星序

列中未发现单碱基重复类型，除了分析过程软件设置

的参数较严格以外，还可能与虾虎鱼科的物种特异性

有关。 

本研究只发现了 AC 和 AG 两种二碱基重复类

型，未发现 AT 和 GC 重复类型。与其他海洋生物微

卫星特征相比较，虾虎鱼科与 (孙典巧等, 2011)和红

鳍东方鲀(崔建洲等, 2006)的微卫星重复类型相似，

即 AC 含量最丰富；而中国明对虾和日本囊对虾的

AT 重复拷贝最丰富(栾生等, 2007; 高焕等, 2004)，三

疣梭子蟹的 AG 重复拷贝最丰富(宋来鹏等, 2008)。另

外，与这些物种的相同点为微卫星重复类别中均缺少

GC 重复。Schoreeret 等(1992)推测，GC 含量稀少的

根本原因是：基因组 DNA CpG 的甲基化使得胞苷酸

(C)很容易经过脱氨基作用转变成胸腺嘧啶(T)，而少

量的 GC 又是维持 DNA 热力学稳定性所必需的，这

样就使 GC 重复减少，同时突变后的序列 TG(即 AC

类型)相应增加，这同样可以在一定程度解释虾虎鱼

科微卫星重复类型中 AC 含量最多的现象。 

虾虎鱼科微卫星序列的三碱基重复类型共出现

了 8 种，以 ACT 重复类型所占比例最多，其次是 ATC

类型；没有发现 GCC 和 ACC 两种重复类型。与其他

水生生物微卫星特征相比较发现，三疣梭子蟹的三碱

基重复也是以 ACT 重复类型出现次数最多(宋来鹏等, 

2008)；而日本囊对虾(高焕等 , 2004)和红鳍东方鲀 

(崔建洲等, 2006)则以 AAT 重复类型最多。Pearson 等

(1998)报道，在所有的微卫星重复类型中，三碱基重

复微卫星最为特殊，一些三碱基重复与某些遗传性病

变密切相关，而通过改变相关基因的表达则有望控制

某些遗传疾病的发生(Cummings et al, 2000)。 

在虾虎鱼科微卫星重复序列的四碱基重复类型

中，共出现了 11 种微卫星重复类型。其中，CTAT 出

现次数最多，共 31 个，其次是 CATC，共 13 个，这

2 种重复类型占四碱基重复类型的 64.7%。据报道，

AAAX (AAAT、AAAC、AAAG)在灵长类和啮齿类中

最丰富(Li et al, 2005)，在 鱼中，AAAC 在四核苷酸

的重复序列中出现的频率也最高，而在虾虎鱼科鱼类

中该类型重复并不丰富，仅出现 3 次。在红鳍东方鲀

和日本囊对虾中，均以 AGAT 重复出现的频率最高

(崔建洲等, 2006; 高焕等, 2004)。 

虾虎鱼科微卫星的五碱基重复类型出现的种类

和数量均较少，在整个微卫星重复类型中只出现了 2 个

重复，这与红鳍东方鲀基因组中五碱基重复类型的微

卫星数量也较少的情况类似。五碱基重复类型的微卫

星的生物学意义报道的不多，De Fonzo 等(1998)发现

五碱基重复可能与一些人类疾病相关。 

在虾虎鱼科微卫星重复序列中，六碱基重复类型

共发现 6 种重复类型，其中只有 GGTCTT 出现 2 次，

其他每种重复类型均各出现 1 次，并且各种重复拷贝

类别的拷贝数均较少。对六碱基重复及其生物学意义

的研究比较少，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3.2  微卫星重复单位拷贝数与变异能力分析 

变异系数用来衡量观测值变异程度，变异系数越

大，该重复类型的变异水平就越高(Larmuseau et al, 

2007)。由表 3 可以看出，变异系数最大的是 AG 重

复类型(76.51%)，其次是 GGTCTT 重复类型(68.3%)，

因此，变异能力与碱基重复单位数量并无相关性，而

较长重复单位的类型有较大的变异能力。在所有的微

卫星重复类型中，二核苷酸重复类型的平均变异系数

最高，而五核苷酸重复类型的变异系数最小，说明二

核苷酸重复类型是基因组微卫星中最活跃的类型。分

析结果表明，拷贝数分布范围越广，变异系数越大，

即变异系数与拷贝数分布范围正相关。 

3.3  研究虾虎鱼科鱼类微卫星分布的意义 

虾虎鱼种类多、分布广，是经过长期进化和生存

竞争保留下来的重要海洋鱼类，与其他物种共同组成

了有机生命链。刘群等(1997)认为，渤海存在 2 条主

要食物链，其中一条是多毛类、虾、蟹通过虾虎鱼等

小型鱼类转为石首鱼科等底层鱼类的食物。虾虎鱼类

正处于底栖食物链的中继地位，具有重要的生态学意

义。如黄鳍刺虾虎鱼(Acanthogobius flavimanus)广泛

分布在黄渤海沿岸软泥或砂泥底质的河口区，是莱州

湾的重要虾虎鱼类，在食物链中，它既是下一级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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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稚鱼和虾蟹类幼体的捕食者，又是上一级多种经济

鱼类的重要饵料，在整个生态系统中占据重要地位

(龚艳丽等, 2000)。因此，虾虎鱼作为生态系统的重

要组成部分，了解其物种多样性以及群体遗传学特性

将会有重要的生态学意义。 

虽然虾虎鱼种类繁多，但仅在少数几种虾虎鱼中

有微卫星分离的报道(Mendonca et al, 2001; Martina 

et al, 2007; Dufour et al, 2007; Hepburn et al, 2005)，

虾虎鱼“科”级水平微卫星的特征分布均不清楚，因

此，对虾虎鱼类微卫星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本研究

发现，虾虎鱼科微卫星在总微卫星重复序列中占绝对

优势的二碱基重复拷贝数主要分布在 10–50 之间，即

虾虎鱼基因组中的微卫星长度主要分布在 20–100 个

碱基的长度范围内，说明在长期进化中微卫星位点积

累的变异相对较大，因而，预测这些微卫星序列具有

丰富的多态信息，为下一步优化和筛选特异性微卫星

标记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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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 Analysis of Microsatellite DNA in the Genome of Gobiidae 

BAI Cuicui1,2,3, LIU Shufang1,2①
, ZHUANG Zhimeng1 

(1. Key Laborator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arine Fisheries,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Yellow Sea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Fishery Sciences, Qingdao  266071; 

2. Laboratory for Marine Fisheries Science and Food Production Processes, Qingdao National Laboratory for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266200; 3. 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aian  271018) 

Abstract    The family Gobiidae is one of the largest fish families consisting of more than 200 

genera and 2000 species. This family was found in near shore seawater, brackish water, and 

freshwater in the temperate and tropical areas all over the world. In this study we applied 

microsatellite DNA (short sequence repeat, SSR) to characterize the genetic structure of Gobiidae. 

We analyzed 153 SSR sequences amplified in our laboratory and 535 SSR sequences downloaded 

and screened from GenBank. The 686 sequences originated from 19 different species of Gobiidae. 

The total length of these sequences was about 295062 bp, in which 473 microsatellite repeat loci 

were found by using the bio-software Tandem Repeats Finder. The length of the repeat sequences 

was 33370 bp. We found that 361 dinucleotide repeat sequences accounted for the majority (76.32%) 

of the 473 repeat loci. Moreover, the AC repeat sequences were the most common (94.18) in the 

dinucleotide repeat sequences, whereas AT and GC repeat sequences were not observed. The number 

of the trinucleotide repeat sequences was 35 (7.4%), including 12 ACT repeat sequences that were 

the majority (34.29%). There were 68 tetranuleotide repeat sequences including 31 CTAT that was 

the dominant (14.38%). The numbers of both petranucleotide and hexanucleotide repeat sequences 

were 2 (0.42%) and 7 (1.48%) respectively. Intriguingly repeats of single nucleotide sequences were 

absent. Our results about the distribution of microsatellite contributed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genomic structure of goby fish, and might provide important inform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goby fish microsatellite markers. 

Key words    Gobiidae; Microsatellite; Genome 

 

 
                            

① Corresponding author: LIU Shufang, E-mail: liusf@ysfri.ac.cn 



第 37 卷    第 5 期 渔  业  科  学  进  展 Vol.37, No.5 

2 0 1 6 年 1 0 月 PROGRESS IN FISHERY SCIENCES Oct., 2016 

                            

*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2016HY-ZD1203)和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鳌山科技创新计划

项目(No.2015ASKJ02)共同资助。常志强，E-mail: changzq@ysfri.ac.cn 

① 通讯作者：李  健，研究员，E-mail: lijian@ysfri.ac.cn  

收稿日期: 2015-06-28, 收修改稿日期: 2015-08-13 
 

 

DOI: 10.11758/yykxjz.20150628001  http://www.yykxjz.cn/ 

恩诺沙星在大菱鲆(Scophthalmus maximus)、 

牙鲆(Paralichthys olivaceus)和半滑舌鳎

(Cynoglossus semilaevis)体内的残留消除规律* 

常志强 1  李东利 1,3  李  健 1,2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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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 海洋渔业科学与食物产出过程功能实验室  青岛  266071；  

3. 上海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  上海  201306) 

摘要    本研究比较了在 20℃水温条件下恩诺沙星(Enrofloxacin)在 3 种主要养殖鲆鲽鱼[大菱鲆

(Scophthalmus maximus)、牙鲆(Paralichthys olivaceus)和半滑舌鳎(Cynoglossus semilaevis)]体内的残

留消除规律。选择体重为 300–400 g 的健康 2 龄大菱鲆、牙鲆和半滑舌鳎，以 10 mg/kg 的剂量连续     

3 d 通过灌胃的方式分别给予恩诺沙星后，于 1、3、6、10、15、20、25、30、35、40 d 采集血浆、

肝、鳃、肌肉和肾组织。利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检测血浆和各组织中的恩诺沙星浓度，拟合恩诺沙星

在 3 种鲆鲽鱼体内的消除曲线，计算消除半衰期。结果显示，3 种鲆鲽鱼的组织中，恩诺沙星在肾

中残留浓度最高，其消除速度依次为牙鲆>大菱鲆>半滑舌鳎，其消除半衰期分别为 3.75、6.54、7.37 d；

恩诺沙星在大菱鲆、牙鲆和半滑舌鳎血浆中的消除比其代谢产物环丙沙星慢；综合比较恩诺沙星在

3 种鲆鲽鱼血浆和大多数组织中的消除规律，均呈现出牙鲆体内消除最快，大菱鲆次之，半滑舌鳎

最慢的趋势。依据我国无公害水产品中恩诺沙星最高残留限量为 50 μg/kg 的标准，建议在 20℃水

温条件下使用恩诺沙星防治鲆鲽鱼细菌性疾病时的休药期为：大菱鲆 44 d、牙鲆 33 d、半滑舌鳎

47 d 以上。 

关键词    恩诺沙星；大菱鲆；牙鲆；半滑舌鳎；药物残留 

中图分类号 S9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6)05-0016-06 

鲆鲽鱼类肉质鲜嫩，营养丰富，深受人们喜爱，

是一类高价值水产品，在世界水产贸易中占有重要地

位。中国是世界鲆鲽类养殖第一大国，养殖产量约占

世界总产量的 60%，养殖品种有大菱鲆(Scophthalmus 

maximus)、牙鲆(Paralichthys olivaceus)、大西洋牙鲆

(Paralichthys dentatus) 、 漠 斑 牙 鲆 (Paralichthys 

lethostigma)、石鲽(Platichthys bicoloratus)、圆斑星鲽

(Verasper variegatus)、条斑星鲽(Verasper moseri)、星

突江鲽(Platichthys stellatus)、半滑舌鳎(Cynoglossus 

semilaevis)和欧鳎(Solea senegalensis)等 10 多个品种。

其中，大菱鲆、牙鲆和半滑舌鳎是养殖量最大的 3 个

品种，分别占主产区养殖总产量的 63.7%，29.6%和

5.0%。工厂化养殖是这 3 种鲆鲽鱼的主要养殖模式，

约占养殖总产量的 84.5% (国家鲆鲽类产业技术研发

中心, 2010)。工厂化养殖条件下由于养殖密度较高，

鲆鲽类较易感染迟钝爱德华氏菌(Edwardsiella tarda)、

abc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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鳗弧菌(Vibrio anguillarum)、溶藻弧菌(Vibrio algino- 

laticus)、鱼肠道弧菌(Vibrio ichthyoenteri sp.nov.)、嗜

水气单胞菌(Aeromonas hydrophila)等，从而引发多种

细菌性疾病并迅速传播(张晓君 , 20061); 王印庚等 , 

2007; 陈晓凤等, 2008; 谭夕东, 2014)，严重威胁该养

殖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恩诺沙星(Enrofloxacin)属于第三代喹诺酮类抗

生素，能与细菌 DNA 回旋酶亚基 A 结合，阻止细菌

DNA 的复制，具有广谱抗菌活性和较强的组织分布

特性，其代谢产物为环丙沙星(Ciprofloxacin)，亦有

强大的抗菌活性。因其优良的临床抗菌效果，恩诺沙

星在我国也早已成为防治鲆鲽类及其他水产养殖动

物细菌病的常用药品(刘开永等, 2004)，但对其在水产

品中的残留限量有严格要求，最高残留限量为 50 μg/kg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2002)。恩诺沙星用于防治

水产动物疾病时，通常按 20–50 mg/kg 的剂量拌饵投

喂，每天 1–2 次，连续投喂 3–5 d，并需要根据动物

品种和病情适度调整用量(农业部《新编渔药手册》

编撰委员会, 2005)。由于缺乏渔药基础理论研究及严

格的临床用药处方制度，目前我国渔药的标签在动物

种类、剂量等信息方面的标注还不够详细、明确。各

类水产养殖业者在使用抗生素药物时存在较大的随

意性，超量、超次数使用等标签外用药现象以及不同

养殖品种都采用一个剂量等现象常有发生。这不仅容

易诱发病原菌耐药性，也容易导致药物在养殖水产品

中残留超标，严重影响水产品质量，威胁消费者的健

康。虽然恩诺沙星在大西洋鲑(Salmo salar)、虹鳟

(Oncorhynchus mykiss)、欧洲鳗鲡(Anguilla anguilla)、

日本鳗鲡(Anguilla japonica)、眼斑拟石首鱼(Sciaenops 

ocellatus)及大菱鲆等水产动物体内的代谢和消除规

律已有研究报道(Bowser et al, 1992; Stoffregen et al, 

1997; 简纪常等, 2005; 房文红等, 2007; 张德云等, 

2007; 李娜等, 2009)，但由于实验条件不同、实验动

物规格各异，即使在同一种动物上的研究结果也存在

明显差异，缺乏可比性。 

本研究在相同实验条件下，选择相同规格的大菱

鲆、牙鲆和半滑舌鳎，分别连续 3 d 灌胃给予恩诺沙星

后，研究并比较了这 3 种鲆鲽鱼不同组织中药物的残

留及消除规律，以期为我国鲆鲽类养殖生产中科学使

用恩诺沙星防治疫病、制定合理的休药期、保障养殖

水产品质量和安全提供参考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动物 

健康的 2 龄大菱鲆、牙鲆和半滑舌鳎，体重为

300–400 g/尾，分别饲养于山东海阳市黄海水产有限

公司的 43.2 m3 (6 m×6 m×1.2 m)水泥池中，60 尾/池，

水深为 70 cm，流水、100 W 气泵充气，盐度为 31.7，

pH 为 8.1，水温为(20±2)℃。实验期间，大菱鲆和牙

鲆投喂升索牌专用配合饲料及冷冻杂鱼，半滑舌鳎投

喂七好牌专用配合饲料，每日 2 次。 

1.2  药品与试剂 

恩诺沙星标准品(纯度≥98.5%)购自 Dr. Ehrenstorfer 

GmbH 公司(Augsburg, 德国)；盐酸环丙沙星标准品

购自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拜有利®(恩诺沙星注

射液, 5 g/100 ml)由拜耳(四川)医药保健股份有限公

司生产。乙腈为色谱纯，二氯甲烷、正己烷、85%磷

酸、三乙胺为分析纯。 

1.3  给药和采样 

预先使用生理盐水将拜有利稀释 5 倍，配制成   

10 mg/ml 的恩诺沙星工作液，经 0.45 μm 滤膜过滤后

备用。给药时，按照 10 mg/kg 的剂量，使用 1 ml 无

针头注射器将工作液灌入空腹 24 h 的实验鱼胃内。给

药后静置 3–5 s，放入水中，不出现回吐的实验鱼进行

正式实验。每天 1 次，连续给药 3 d。 

分别于给药前(0 d)和给药后 1、3、6、10、15、20、

25、30、35、40 d 采集样品，每个时间点采集 4–6 尾，

于尾静脉抽取血液 5 ml，置于预先涂有肝素钠的离心管

中，4000 r/min，离心 5 min，取上层血浆。然后，立

即将鱼解剖，采集鱼的鳃、肝脏、肾脏、背部肌肉和

皮肤，保存于样品袋中，样品袋按取样时间编号，–20℃

冷冻保存。 

1.4  样品处理及药物浓度测定 

样品处理及药物浓度测定参照 Liang 等(2012)的

方法进行。血浆样品在室温下自然解冻后，取 1.0 ml

置于 10 ml 离心管中，加入 4 ml 乙腈，漩涡振荡 60 s，

静置 2 h，4000 r/min 离心 10 min，取上清液，40℃恒

温水浴下氮气吹干，残渣用 1 ml 流动相(乙腈和磷酸

混合液，详细说明见色谱条件部分)溶解，10000 r/min 
 

                            

1) 张晓君. 三种海水养殖鱼类的主要细菌性疾病研究. 中国海洋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2006, 22–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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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 5 min，经 0.22 μm 滤膜过滤后，使用高效液相色

谱(HPLC)法测定。 
其他组织样品(肌肉、鳃、肝脏和肾脏)在室温下

自然解冻后，准确称取 1 g 组织，加人 2 ml 乙腈，  

8000 r/min 匀浆 20 s；再用 2 ml 乙腈清洗刀头，合并

两次液体，漩涡振荡 10 s，静置 2 h，5000 r/min 离心

10 min，取上清液，在 40℃恒温水浴下氮气吹干，残

渣用 1 ml 流动相溶解，加入 2 ml 正己烷去除脂肪，

下层液经 0.22 μm 滤膜过滤后，用 HPLC 法测定。 

色谱条件：Agilent1200 型高效液相色谱仪包括

在线脱气机、四元泵、自动进样器、柱温箱和荧光检

测器。色谱柱为 C18 分析柱(250 mm×4.6 mm, 5 μm)，

柱温为 30℃，流动相为乙腈和磷酸(0.0l mol/L，pH 3.4)

按 17︰83 的体积比混合，荧光检测器的激发波长为

278 nm，发射波长为 460 nm，流速为 1.0 ml/min，进样量

为 20 μl。 

1.5  消除半衰期和休药期的计算 

浓度时间数据采用 Excel 软件(Microsoft, 美国)

进行拟合和计算，恩诺沙星在大菱鲆、牙鲆和半滑舌

鳎体内按一级动力学消除，浓度变化可由指数消除公

式描述： 

0
t

tC C e    

式中，Ct 为经过一定时间后的血药浓度，C0 为

初始血药浓度，t 为时间，β 为消除速率常数，e 为自

然对数。 

计算消除半衰期(tl/2)采用公式： 
tl/2=0.693/β 

根据规定的最高残留限量(MRL)，计算各组织药

物浓度降至规定水平所需时间： 

 0In( / MRL)C
T


  

2  结果 

3 种鲆鲽鱼组织中恩诺沙星及其代谢产物环丙沙

星的浓度检测，采用本实验室已建立的高效液相色谱

检测法。该方法的最低检测限为 0.01 µg/ml，恩诺沙

星和环丙沙星在各组织中的回收率均在 80%以上，可

以满足残留检测实验要求(Liang et al, 2012)。 

以 10 mg/kg 的剂量，分别给大菱鲆、牙鲆和半

滑舌鳎连续 3 d 经口灌服恩诺沙星后，组织中的恩诺

沙星浓度变化情况如图 1 所示。给药后 1 d，大菱鲆血浆、

肌肉、鳃、肝、肾中的浓度分别为(6.14±0.50) µg/ml、(10.21± 

2.20)、(18.24±11.90)、(9.33±1.87)、(30.11±10.65) µg/g；

牙鲆血浆、肌肉、鳃、肝、肾中的恩诺沙星浓度分别 

 
 

图 1  口服给药 3 d 后大菱鲆(a)、牙鲆(b)和半滑 

舌鳎(c)组织中的恩诺沙星浓度 
Fig.1  Concentrations of enrofloxacin in tissues of 

S. maximus, P. olivaceus and C. semilaevis 3 days after oral 
administration 

a：大菱鲆；b：牙鲆；c：半滑舌鳎 
a: S. maximus; b: P. olivaceus; c: C. semilaevis 

 

为(5.97±0.95) µg/ml、(7.77±3.21)、(7.67±1.01)、(6.49± 

1.40)、(245.95±281.74) µg/g；半滑舌鳎血浆、肌肉、鳃、

肝、肾中的恩诺沙星浓度分别为(3.67±1.12) µg/ml、(5.99± 

0.81)、(6.60±1.18)、(4.77±1.33)、(14.69±6.42) µg/g。给

药后 20 d，大菱鲆血浆、肌肉、鳃、肝、肾中的恩诺

沙星浓度分别降至(0.33±0.26) µg/ml、(0.41±0.26)、

(0.83±0.69)、(0.06±0.05)、(1.98±1.63) µg/g；牙鲆血

浆、肌肉、鳃、肝、肾中的恩诺沙星浓度分别降至

(0.05±0.11) µg/ml、(0.16±0.15)、(0.25±0.38)、(0.03± 

0.02)、(2.09±2.52) µg/g；半滑舌鳎血浆、肌肉、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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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肾中的浓度分别降至(2.18±1.49) µg/ml、(0.34± 

0.15)、(0.87±0.48)、(0.09±0.05)、(3.30±2.79) µg/g。给

药后 35 d，除半滑舌鳎的鳃和肾组织中浓度仍高于

0.10 µg/g 外，3 种鲆鲽鱼大部分组织中的恩诺沙星浓 

度降至 0.10 µg/g 以下或未检出。 

不同组织间进行比较显示，大菱鲆、牙鲆和半滑

舌鳎的肾组织恩诺沙星浓度在给药后 1 d 均为最高，

且牙鲆的肾组织恩诺沙星浓度远高于大菱鲆和半滑

舌鳎，约是大菱鲆的 8 倍，半滑舌鳎的 17 倍，此后，

除 30 d 时半滑舌鳎肾组织恩诺沙星浓度略低于鳃组

织外，其余各采样时间点 3 种鲆鲽鱼肾组织中恩诺沙

星浓度均高于其他组织。由此可见，鲆鲽鱼肾组织富

集恩诺沙星的能力较强。 

恩诺沙星在 3 种鲆鲽鱼组织中的残留浓度变化

适于指数消除曲线来描述，即其浓度变化符合公式，

具体的消除曲线方程和参数见表 1。经计算，大菱鲆

血浆、肌肉、鳃、肝和肾中恩诺沙星的消除半衰期分

别为 3.94、5.59、4.36、2.71、6.54 d，牙鲆血浆、肌

肉、鳃、肝和肾中恩诺沙星的消除半衰期分别为 2.89、

4.10、4.13、2.31、3.75 d，而半滑舌鳎血浆、肌肉、鳃、

肝和肾中恩诺沙星的消除半衰期分别为 9.36、5.97、

9.36、3.50、7.37 d。连续 3 d 经口灌服恩诺沙星后，

3 种鲆鲽鱼的血浆和组织中均能检出其代谢产物环丙

沙星，但浓度较低。血浆中环丙沙星的浓度变化情况

见表 2。由表 2 可知，大菱鲆、牙鲆和半滑舌鳎血浆

环丙沙星浓度均在给药后 1 d 最高，分别为 0.12、0.13、

0.09 µg/ml，之后逐渐降低，并分别于 15、20、30 d 时降

至检测限以下。 

3  讨论 

3.1  恩诺沙星及其代谢物在大菱鲆、牙鲆和半滑舌

鳎组织中的残留 

药物在动物体内发生代谢反应的类型和程度不 
 

表 1  大菱鲆、牙鲆和半滑舌鳎组织中恩诺沙星的消除曲线方程和参数 
Tab.1  Equations and associated indices of enrofloxacin elimination in tissues of S. maximus, P. olivaceus and C. semilaevis 

物种 Species 组织 Tissues 消除曲线方程 Elimination equation 消除半衰期 t1/2 (d) 相关系数 r2 

血浆 Plasma 0.1766.621 t
tC e  3.94 0.9819 

肌肉 Muscle 0.1243.288 t
tC e   5.59 0.8369 

鳃 Gill 0.15911.815 t
tC e   4.36 0.9024 

肝 Liver 0.2569.063 t
tC e   2.71 0.9793 

大菱鲆 
S. maximus 

肾 Kidney 0.10615.287 t
tC e   6.54 0.8687 

血浆 Plasma 0.2410.015 t
tC e   2.89 0.9725 

肌肉 Muscle 0.1697.296 t
tC e   4.10 0.9632 

鳃 Gill 0.1687.475 t
tC e   4.13 0.9315 

肝 Liver 0.312.307 t
tC e   2.31 0.9877 

牙鲆 
P. olivaceus 

肾 Kidney 0.185152.060 t
tC e   3.75 0.9529 

血浆 Plasma 0.0744.400 t
tC e   9.36 0.6892 

肌肉 Muscle 0.1162.834 t
tC e   5.97 0.8707 

鳃 Gill 0.0744.575 t
tC e   9.36 0.9302 

肝 Liver 0.1987.098 t
tC e   3.50 0.9629 

半滑舌鳎 
C. semilaevis 

肾 Kidney 0.09411.916 t
tC e   7.37 0.8241 

 

表 2  大菱鲆、牙鲆和半滑舌鳎血浆中环丙沙星的浓度 
Tab.2  Concentrations of ciprofloxacin in plasma of S. maximus, P. olivaceus and C. semilaevis (µg/ml) 

给药后时间 Time post drug administration (d) 物种 
Species 1 3 6 10 15 20 25 30 35 

大菱鲆 S. maximus 0.12±0.02 0.05±0.02 0.01±0.01 0.01±0.02 ND ND ND ND ND

牙鲆 P. olivaceus 0.13±0.04 0.13±0.09 0.05±0.04 0.01±0.01 0.02±0.02 ND ND ND ND

半滑舌鳎 C. semilaevis 0.09±0.07 0.09±0.02 0.04±0.04 0.04±0.02 0.09±0.06 0.03±0.05 0.02±0.01 ND ND

ND 表示未检测到 
ND: Not de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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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相同，恩诺沙星主要是通过脱去乙基代谢成具有活

性作用的环丙沙星(Tyczkowska et al, 1989; 曾振灵等, 

1996)。Bowser 等(1992)研究恩诺沙星在虹鳟鱼体内

的代谢时发现，口服给药的方式下恩诺沙星的吸收和

消除都较慢。本研究采取口灌给药的方式给予 3 种鲆

鲽鱼恩诺沙星后，恩诺沙星在各组织中的残留浓度随

时间延长均出现递减的趋势。 

肾脏是鱼类的重要排泄器官，恩诺沙星在胃酸作

用下溶解消化，在小肠被吸收进入血液循环系统，最

终绝大部分以原药形式经肾排出体外 (朱秋华等 , 

2001)。Liang 等(2012)在 10、16℃两种温度条件下以

10 mg/g 的剂量给大菱鲆单次口灌恩诺沙星后，恩诺

沙星在大菱鲆肾中的残留较多，停药 72 h 时的残留

浓度分别为 1.89、1.03 µg/g。Stoffregen 等(1997)研究

了动脉注射、腹腔注射、肌肉注射和口灌等多种给药

方式下恩诺沙星在大西洋鲑体内的代谢动力学，其肾

中的药物浓度均高于血浆、肌肉、皮、肝、鳃和脑等

其他组织。国内学者研究另一种常用喹诺酮类药物诺

氟沙星在大菱鲆(曲晓荣等, 2007)、牙鲆(刘秀红等, 

2003)体内的残留消除规律，发现诺氟沙星在大菱鲆

和牙鲆肾中的残留也较其他组织明显，停药 30 d 时

仍有残留。这些研究结果均与本研究相似，说明鱼类

肾脏是喹诺酮药物残留量较高的组织。本研究中，恩

诺沙星在 3 种鲆鲽鱼肾中的消除半衰期依次为半滑

舌鳎(7.37 d)＞大菱鲆(6.54 d)＞牙鲆(3.75 d)。由此可

见，恩诺沙星在 3 种鲆鲽鱼肾中的残留消除规律也不

尽相同，牙鲆消除最快，大菱鲆次之，半滑舌鳎最慢，

存在较明显的种属差异。 

3.2  恩诺沙星及其代谢物环丙沙星在大菱鲆、牙鲆

和半滑舌鳎中的血药浓度变化 

给 3 种鲆鲽鱼连续 3 d 口灌恩诺沙星后，血浆中

恩诺沙星的浓度均逐渐下降，至给药后 20 d，3 种鱼

的血药浓度大小依次为半滑舌鳎＞大菱鲆＞牙鲆，恩

诺沙星在半滑舌鳎血液中残留时间最长。此外，在   

3 种鲆鲽鱼血浆和组织中均可检测到恩诺沙星的代谢

产物环丙沙星，但其浓度较低，作者推测恩诺沙星在

鲆鲽鱼体内的代谢方式有可能与哺乳动物相似，主要

是发生脱乙基反应，生成环丙沙星，但代谢程度却远

低于哺乳动物，这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验证。由   

表 2 可知，恩诺沙星的代谢产物环丙沙星在大菱鲆体

内消除最快，停药后 15 d 已检测不到，其次是牙鲆，

而半滑舌鳎则最慢，直到停药后 30 d 时才未检出。

本研究中，恩诺沙星在大菱鲆、牙鲆和半滑舌鳎血液

中的消除比其代谢物环丙沙星慢，这与王洪艳等

(2014)的研究结果一致。 

3.3  恩诺沙星在大菱鲆、牙鲆和半滑舌鳎体内消除 

消除半衰期是决定药物消除速率的重要指标

(邓树海, 1992)。比较各组织中恩诺沙星的消除半衰

期，大菱鲆依次是肾(6.54 d)＞肌肉(5.59 d)＞鳃(4.36 d)

＞血浆(3.94 d)＞肝(2.71 d)；牙鲆依次是鳃(4.13 d)＞

肌肉(4.10 d)＞肾(3.75 d)＞血浆(2.89 d)＞肝(2.31 d)；半

滑舌鳎依次是血浆(9.36 d)=鳃(9.36 d)＞肾(7.37 d)＞

肌肉(5.97 d)＞肝(3.50 d)。恩诺沙星在 3 种鱼的肝组

织中消除速率快于其他各组织，消除半衰期也最短，

这可能与肝脏是药物代谢的主要器官有关。3 种鱼之

间进行比较，牙鲆各组织中恩诺沙星的消除速率略快

于大菱鲆，而半滑舌鳎则明显较牙鲆和大菱鲆慢。据

报道，恩诺沙星在凡纳滨对虾(Litopenaeus vannamei)

和大西洋鲑肌肉中的消除半衰期仅为 30.3 h 和 34.2 h 

(赵海军等, 2010; Martinsen et al, 1995)。 

3.4  恩诺沙星休药期制定 

恩诺沙星的抗菌谱广，具有很强的渗透性，口服

生物利用度较高，能广泛分布于组织中，在水产养殖

中有较好的应用效果。我国农业行业标准 NY5070– 

2002(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2002)对无公害水产品

中渔药的残留限量做出了明确规定。其中，喹诺酮类

药物恩诺沙星、环丙沙星和诺氟沙星的最高残留限量

均为 50 μg/kg。依据此标准，为保证养殖鲆鲽鱼上市

时肌肉等可食性组织中的药残安全达标，建议在 20℃

水温条件下使用恩诺沙星防治鲆鲽鱼细菌性疾病时

的休药期为大菱鲆 44 d、牙鲆 33 d、半滑舌鳎 47 d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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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due Dynamics of Enrofloxacin in Scophthalmus maximus, 
Paralichthys olivaceus and Cynoglossus semilaevis  

CHANG Zhiqiang1, LI Dongli1,3, LI Jian1,2① 
(1. Key Laborator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arine Fisheries,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Yellow Sea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Fishery Sciences, Qingdao  266071; 2. Laboratory for Marine Fisheries Science and Food 

Production Processes, Qingdao National Laboratory for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266071;  
3. College of Fisheries and Life Science,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Abstract    In this study we compared the elimination rates of enrofloxacin in 3 major aquacultured 
flatfish, turbot (Scophthalmus maximus), olive flounder (Paralichthys olivaceus) and tongue sole 
(Cynoglossus semilaevis), in 20℃ seawater after the oral drug administration. Healthy turbot, olive 
flounder and tongue sole weighing 300400 g were selected and orally administered with enrofloxacin for 
3 consecutive days. Plasma and various tissues, such as liver, gill, muscle and kidney, were sampled on 1, 
3, 6, 10, 15, 20, 25, 30, 35, and 40 days post drug administration, and the enrofloxacin concentration in 
these tissues were determined using reversed-phase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HPLC). 
The elimination curves of enrofloxacin for 3 flatfish species were plotted as concentration versus time, 
and the half-lives of the drug were calculated. It was found that in all 3 species the concentration of 
enrofloxacin residue was higher in kidney than in other tissues. Elimination of enrofloxacin in kidney of 
olive flounder was the fastest among the 3 flatfish species, followed by turbot and then tongue sole. 
Half-lives in the 3 species were 3.75, 6.54 and 7.37 days respectively. As for drug elimination in plasma, 
enrofloxacin was removed slower than its metabolite ciprofloxacin. Overall, elimination of enrofloxacin 
was the fastest in olive flounder followed by turbot, and it was the slowest in tongue sole. In China, the 
maximum residue limit (MRL) of enrofloxacin in seafood was 50 μg/kg, therefore the withdrawal periods 
of enrofloxacin for farmed turbot, olive flounder and tongue sole should be at least 44, 33 and 47 days 
respectively. 
Key words    Enrofloxacin; Scophthalmus maximus; Paralichthys olivaceus; Cynoglossus semilaevis; 
Drug resid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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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糖源饲料对卵形鲳鲹(Trachinotus ovatus) 

生长、体组成、血糖水平和肝脏 

糖酵解酶活力的影响* 

董兰芳 1,2  张  琴 1①  程光平 2① 

许明珠 1  童  潼 1  熊向英 1 
(1. 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研究所 广西海洋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  北海  536000； 

2. 广西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南宁  530005) 

摘要    分别以葡萄糖、蔗糖、糊精、玉米淀粉和糊化玉米淀粉为糖源配制成 5 种等氮等脂饲料，对初

始体重为(31.24±0.58) g 的卵形鲳鲹(Trachinotus ovatus)进行为期 56 d 的饲养实验，比较不同糖源饲料对

卵形鲳鲹生长、体组成、血液指标和糖酵解酶活力的影响，筛选出最有利于生长的糖种类。结果显示，

不同糖源对卵形鲳鲹增重率(WG)和特定生长率(SGR)均有显著影响(P<0.05)，且随糖分子量增大有增大

的趋势，其中，糊化玉米淀粉的 WG 和 SGR 最高分别为 335.35%和 2.62 %/d；不同糖源组的脏体比(VSI)、

肝体比(HSI)、肝糖原和肌糖原含量以及血糖、血浆总胆固醇和甘油三酯也有显著性差异(P<0.05)，且均

为葡萄糖组最高；除己糖激酶(HK)活力外，各糖源组的其他糖酵解酶活力均有显著性差异(P<0.05)，亦

是葡萄糖组最高。在本实验条件下，卵形鲳鲹对淀粉类大分子糖的利用效果优于葡萄糖等小分子糖类，

糊化玉米淀粉组的生长效果最好；不同糖源饲料对卵形鲳鲹糖代谢过程中糖原合成、糖脂转化、糖酵解

等途径的相关指标有一定影响。 

关键词    卵形鲳鲹；糖源；生长；体组成；血糖；糖酵解酶 

中图分类号 S963.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6)05-0022-08 

卵形鲳鲹(Trachinotus ovatus)俗称金鲳，属广盐

性肉食鱼类，广泛养殖于中国和马来西亚、新加坡等

东南亚国家的沿海地区(Lin et al, 2013)。卵形鲳鲹生

长周期短，从种苗开始饲养半年体重可达 500 g 左右，

当年即可上市，且其肉质细嫩、味道鲜美，是经济价

值很高的优质食用鱼类，深受消费者喜爱。目前，国

内市场对卵形鲳鲹的需求量不断上升，美国、日本、

韩国、欧盟等国外市场也是供不应求。随着人工育苗

技术的成功突破以及大型海水网箱养殖的推广应用，

我国卵形鲳鲹规模化养殖有着良好的发展势头，养殖

面积不断增加，养殖产量持续增长。 

然而，近年来饲料价格在鱼粉、豆粕等传统饲料

蛋白源供应紧张的压力下不断上涨，在一定程度上限

制了水产养殖业的发展。而鱼类养殖过程中饲料成本

约占总养殖成本的 50%–73% (郑维中, 2003)。因此，

在不影响鱼类健康和品质的前提下，减少饲料蛋白用

量、降低养殖成本成为鱼类养殖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糖是饲料原料中价格 低、来源 广的能源物质。在

鱼类摄入蛋白质的同时，提供糖类物质，可以增加三

磷酸腺苷的形成，从而减少蛋白质作为能源被消耗， 

abc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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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更多的氨基酸用于合成鱼体蛋白，因此，糖类起到

节约蛋白质的作用 ( 李爱杰 , 1996; Stone, 2003; 

Fernández et al, 2007; Enes et al, 2008)。同时，糖作为

粘合剂，在饲料加工成型以及水中稳定性方面有不可

替代的作用。然而，鱼类利用糖的能力较低(Wilson, 

1994)，且其受到鱼类品种、糖的种类及添加水平、水

温、投饲管理等因素的影响(蔡春芳等, 2006)，因此，

深入开展鱼类对糖利用能力影响因素的研究，使其更

有效地利用糖类物质，是降低蛋白用量的有效途径。 

本研究基于糖的生理功能及其对蛋白质的节约

作用，从鱼类利用不同糖源能力差异的角度比较分析

了添加不同糖源饲料对卵形鲳鲹生长、体组成、血液

指标以及糖酵解酶活性的影响，筛选出 有利于卵形

鲳鲹生长的糖种类，为指导卵形鲳鲹人工配合饲料开

发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为深入研究鱼类糖代谢的过程

和机制提供基础资料。 

1  材料与方法 

1.1  饲料配方与制作 

分别测定各饲料原料的水分、蛋白、脂肪等基本

组分，作为饲料配方的依据。以鱼粉、豆粕、酪蛋白、

鱼油、卵磷脂等为饲料基础组分，分别加入 20%的葡

萄糖、蔗糖、糊精、玉米淀粉和糊化玉米淀粉(葡萄

糖、蔗糖和糊精购自青岛福林生物，分析纯；玉米淀

粉和糊化玉米淀粉购自上海一川糖业科技有限公司，

有效物质含量分别为 98%和 90%)，配制成 5 种不同

糖源的等氮(约 44%)、等脂(约 9%)饲料(5 种饲料的水

分含量依次为 9.72%、8.94%、11.54%、8.60%和

8.81%)，饲料组成配方及其营养组成分析见表 1。 

饲料制作的具体步骤为：用粉碎机将固体原料粉

碎后过 80 目筛，依照设定比例按添加量从低到高的

顺序混合拌匀，再加入预先混合的鱼油和大豆软磷 

 
表 1  饲料配方及营养组成(%干物质) 

Tab.1  Formula and proximate composition of the diets (% dry matter) 

原料 
Ingredients 

葡萄糖
Glucose 

蔗糖
Sucrose

糊精 
Dextrin 

玉米淀粉 
Corn starch 

糊化玉米淀粉 
Gelatinized corn starch

鱼粉 Fish meal 43.5 43.5 43.5 43.5 43.5 

豆粕 Soybean meal 20 20 20 20 20 

酪蛋白 Casein 6 6 6 6 6 

鱼油 Fish oil 6 6 6 6 6 

卵磷脂 Lecithin 1.5 1.5 1.5 1.5 1.5 

复合维生素 Vitamin premix1) 1.5 1.5 1.5 1.5 1.5 

复合矿物盐 Mineral premix2) 1.5 1.5 1.5 1.5 1.5 

葡萄糖 Glucose 20     

蔗糖 Sucrose  20    

糊精 Dextrin   20   

玉米淀粉 Corn starch    20  

糊化玉米淀粉 Gelatinized corn starch     20 

营养组成 Proximate analysis      

粗蛋白 Crude protein 43.93 44.16 43.86 43.69 43.74 

粗脂肪 Crude lipid 9.12 9.19 9.23 9.28 9.06 

灰分 Ash 8.69 8.36 7.85 8.14 7.98 

糖含量 Dietary carbohydrate 20.78 20.33 20.86 20.81 20.44 

1) 复合维生素为每千克饲料提供 Vitamin premix provided per kg of diets：VB1 25 mg，VB2 45 mg，VB6 20 mg，VB12 0.1 mg，

VK3 10 mg，肌醇 Inositol 800 mg，泛酸 Pantothenic acid 60 mg，烟酸 Niacin acid 200 mg，Folic acid 20 mg，生物素 Biotin 1.2 mg，

维生素 A 乙酸酯 Retinol acetate 32 mg，VD3 5 mg；VE 120 mg，VC 2000 mg，氯化胆碱 Choline chloride 2500 mg，乙氧基喹啉

Ethoxyquin 150 mg，次粉 Wheat middling 14.012g (Niu et al, 2013) 

2) 复合矿物盐为每千克饲料提供 Mineral premix provided per kg of diets：NaF 2 mg, KI 0.8 mg, CoCl2·6H2O (1%) 50 
mg, CuSO4·5H2O 10 mg, FeSO4·H2O 80 mg, ZnSO4·H2O 50 mg, MnSO4·H2O 60 mg, MgSO4·7H2O 1200 mg, Ca(H2PO4)2·H2O 
3000 mg, NaCl 100 mg, 沸石粉 Zoelite 15.447 g (Niu et al,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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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混合均匀后手工把油脂颗粒搓开，再混匀 15 min，

后加适量水揉成面团，用制粒机(F-26 II, 华南理工

大学)制成直径为 2.5 mm 的颗粒饲料，50℃烘干，装

袋编号后保存于–20℃冰柜备用。 

1.2  饲养管理 

实验用卵形鲳鲹鱼苗购自北海市铁山港区某养

殖场，在其培育的同一批苗种中挑选健康、规格相近

的鱼苗作为实验对象，平均初始体重为(31.24±0.58) g。

饲养实验在广西海洋研究所海水增养殖实验基地的

15 个挂在大塘中规格为 4 m × 3 m × 2 m 的网箱中进

行，用商品饲料(北海恒兴特种饲料公司)饱食投喂驯

养 14 d。实验开始前停食 24 h，再对卵形鲳鲹进行称

重、分组，每个网箱放养鱼苗 30 尾，每个糖源饲料

组设置 3 个平行处理。饲养期间，每天饱食投喂 2 次

(08:00 和 18:00)，投喂时根据摄食情况调整投喂饲料

量，少量多次投喂直至鱼不再摄食，尽量避免残饵，

记录各个处理组摄食饲料的质量，如有死鱼，应及时

捞出并记录数量。实验期间水温为 27–33℃，pH 为

7.6–8.0，盐度为 20.9–25.2，溶氧>6.0 mg/L。 

1.3  样品收集与分析 

养殖实验持续 56 d，停食 24 h，分别捞出各网箱

里的卵形鲳鲹，用 1∶10000 浓度的 MS-222 麻醉后

称量总重并记录尾数，每个网箱随机挑选 5 尾，分别

称量体重后，用 5 ml 注射器自尾静脉处取血，血浆

保存在–80℃冰箱，用于测定血液指标。抽血后的鱼

体立即用手术剪解剖取出内脏团，分离出肝脏，记录

内脏团和肝脏的重量，再剪取一部分肌肉，与肝脏一

起用液氮速冻后保存于–80℃冰箱，用于测定糖酵解

酶活力和糖原含量。剩下完整的鱼体逐条称量体重、

测量体长后–20℃冷冻保存，用于分析鱼体常规成分。 

饲料和鱼体常规成分测定：水分采用恒温干燥

法， 105℃烘干至恒重；粗蛋白采用凯氏定氮法

(Kjeltec 8400, 瑞典)；粗脂肪采用索氏抽提法(Soxtec 

2050, 瑞士)；灰分采用马弗炉 550℃灰化 12 h 测定；

可消化糖采用 3,5-二硝基水杨酸法。 

血液指标、糖原和糖酵解酶活力测定：血糖采用

葡萄糖氧化法测定。血浆总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浓度，

肝糖原和肌糖原含量，以及葡萄糖激酶、己糖激酶、

丙酮酸激酶和磷酸果糖激酶 4 种糖酵解酶活力，均采

用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研制的试剂盒进行测定。 

1.4  计算公式和统计分析 

成活率(Survival rate, SR, %)=终末尾数/初始尾数× 
100 

摄食率(Feeding rate, FR, %/d)=摄食量/[(终末体

重 FBW＋初始体重 IBW)/2]/实验周期×100 

肥满度(Condition factor, CF) 

=体重(g)×100/体长(cm)3 

增重率(Weight gain, WG, %)=(FBW–IBW)/IBW× 

100 
特定生长率 (Specific growth rate, SGR, %/d)= 

(lnFBW－lnIBW)/实验周期×100 

脏体比(Viserosomatic index, VSI, %)=内脏重/体

重×100 

肝体比(Hepatosomatic index, HSI, %)=肝脏重/体

重×100 

采用 SPSS 19.0 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用

Levene's test 方差齐性检验后再进行单因素方差分

析，结果用“平均值±标准误”表示，若显著性水平

P<0.05，则进行 Tukey 多重比较。 

2  结果 

2.1  不同糖源组卵形鲳鲹的生长性能 

表 2 是投喂不同糖源饲料卵形鲳鲹的生长性能

结果，经过 56 d 的养殖实验，卵形鲳鲹的 SR 均在 90%

以上，各处理组之间差异不显著(P>0.05)。各糖源组

的 FR 和 CF 也无显著性差异(P>0.05)。不同糖源对卵

形鲳鲹的 FBW、WG 和 SGR 有显著影响(P<0.05)，且

随糖分子量增大有升高的趋势。葡萄糖组的 FBW、WG

和 SGR 低，平均值分别为 92.16 g、196.95%和

1.94%/d，显著低于其他糖源组(P<0.05)。糊化玉米淀

粉组的 WG 和 SGR 高，平均值分别为 335.35%和

2.62%/d，显著高于葡萄糖组和蔗糖组(P<0.05)，而与

玉米淀粉组和糊精组无显著性差异(P>0.05)。糊化玉

米淀粉组的 FBW 也 高，显著高于葡萄糖组、蔗糖

组和糊精组(P<0.05)，而与玉米淀粉组无显著性差异

(P>0.05)。蔗糖组、糊精组和玉米淀粉组 3 组间的 WG

和 SGR 无显著性差异(P>0.05)。 

2.2  不同糖源组卵形鲳鲹的体组成 

不同糖源组卵形鲳鲹体组成测定结果见表 3。各

糖源组的 VSI 和 HSI 有显著性差异(P<0.05)。葡萄糖

组的 VSI 大，显著大于除蔗糖组外的其他 3 组

(P<0.05)，糊精组、玉米淀粉组和糊化玉米淀粉组之

间无显著性差异(P>0.05)；HSI 亦是葡萄糖组 大，显

著大于淀粉组(P<0.05)，而与蔗糖组和糊精组的差异

不显著(P>0.05)。不同糖源对卵形鲳鲹肝糖原和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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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糖源饲料对卵形鲳鲹生长性能的影响(n=3) 
Tab.2  Effects of dietary carbohydrate sources on the growth performance of T. ovatus 

糖种类 

Carbohydrate sources 
初始体重 

IBW(g) 
成活率 
SR(%) 

终末体重 
FBW(g) 

摄食率 
FR(%/d)

肥满度 
CF 

增重率 
WG (%) 

特定生长率
SGR(%/d)

葡萄糖 Glucose 31.03±0.11 98.89±1.11 92.16±2.79 a 2.86±0.10 3.54±0.09 196.95±8.55a 1.94±0.05a

蔗糖 Sucrose 31.35±0.21 95.56±2.94 115.63±6.58b 2.90±0.13 3.59±0.14 268.70±19.23b 2.33±0.09b

糊精 Dextrin 31.04±0.18 91.11±4.84 117.05±1.73b 2.63±0.07 3.71±0.13 277.19±7.50bc 2.37±0.04bc

玉米淀粉 Corn starch 31.46±0.22 100.0±0.00 127.39±2.42bc 2.63±0.06 3.51±0.03 305.10±10.47bc 2.49±0.05bc

糊化玉米淀粉 
Gelatinized corn starch 

31.34±0.21 98.89±1.11 136.40±4.93c 2.64±0.08 3.55±0.05 335.35±17.76c 2.62±0.07c

方差分析 ANOVA        

P值(P value) 0.425 0.185 0 0.154 0.665 0 0 

注：同列数据上标字母不同表示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下同 
Note: Values with different superscripts in the same column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0.05). The same as below 

 

表 3  不同糖源饲料对卵形鲳鲹体组成的影响(n=3) 
Tab.3  Effects of dietary carbohydrate sources on the body composition of T. ovatus 

全鱼组分 Whole-body composition (%wet weight)
糖种类 

Carbohydrate 
sources 

脏体比 
VSI 

肝体比 
HSI 

肝糖原 
Liver glycogen

(mg/g) 

肌糖原 
Muscle 

glycogen
(mg/g) 

水分 
Moisture

粗蛋白 
Crude protein 

粗脂肪 
Crude lipid

灰分 
Ash 

葡萄糖 Glucose 5.59±0.10b 1.23±0.09b 31.13±0.77d 3.38±0.08d 66.56±1.57 20.03±1.47 10.79±1.07 2.93±0.16

蔗糖 Sucrose 5.40±0.21b 0.95±0.04ab 26.20±0.60bc 2.89±0.06bc 64.26±2.66 23.21±0.94 10.11±1.10 2.65±0.23

糊精 Dextrin 4.66±0.14a 0.95±0.01ab 28.42±0.79cd 3.11±0.08cd 66.22±2.08 19.80±2.15 9.74±0.35 2.90±0.26

玉米淀粉 Corn starch 4.62±0.07a 0.82±0.03a 21.12±0.56a 2.38±0.06a 66.09±0.70 22.52±1.41 10.62±0.52 2.79±0.07

糊化玉米淀粉 
Gelatinized corn starch 

4.62±0.07a 0.81±0.04a 24.17±0.35b 2.69±0.03b 67.17±0.71 21.10±1.87 8.79±0.54 3.04±0.06

方差分析ANOVA         

P值(P value) 0.001 0.006 0 0 0.806 0.520 0.426 0.588 

 
糖原含量有显著影响(P<0.05)，且二者变化趋势相同。葡

萄糖组 高，显著高于除糊精组外的其他糖源组(P< 

0.05)；淀粉组相对较低，其中玉米淀粉组 低，显著

低于其他各组(P<0.05)。不同糖源对卵形鲳鲹全鱼水

分、粗蛋白、粗脂肪和灰分均无显著性影响(P>0.05)。 

2.3  不同糖源组卵形鲳鲹的血液指标 

由表 4 可知，不同糖源饲料对卵形鲳鲹血糖、血 

浆总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均有显著影响(P<0.05)。蔗糖

组的血糖水平 高(为 1.98 mmol/L)，显著高于葡萄糖

组和糊化玉米淀粉组(P<0.05)，而与糊精组、玉米淀

粉组无显著性差异(P>0.05)，葡萄糖组与糊化玉米淀

粉组无显著性差异(P>0.05)；葡萄糖组的血浆总胆固

醇浓度 高(为 8.91 mmol/L)，显著高于糊化玉米淀粉

组(P<0.05)，而与其他 3 组差异不显著(P>0.05)；血浆

甘油三酯浓度也是葡萄糖组 高(为 13.09 mmol/L)，其他 
 

表 4  不同糖源饲料对卵形鲳鲹血糖、血浆总胆固醇和甘油三脂的影响(n=3) 
Tab.4  Effects of dietary carbohydrate source on plasma glucose, total cholesterol and  

triglycercide of T. ovatus (mmol/L) 

糖种类 
Carbohydrate sources 

血糖 
Plasma glucose 

血浆总胆固醇 
Plasma total cholesterol 

血浆甘油三酯 
Plasma triglycercide 

葡萄糖 Glucose 1.56±0.08a 8.91±0.37b 13.09±0.13b 

蔗糖 Sucrose 1.98±0.10b 7.88±0.25ab 8.48±0.39a 

糊精 Dextrin 1.79±0.08ab 8.21±0.43ab 9.32±0.48a 

玉米淀粉 Corn starch 1.73±0.10ab 7.34±0.42ab 9.34±0.31a 

糊化玉米淀粉 Gelatinized corn starch 1.55±0.05a 6.99±0.36a 9.09±0.45a 

方差分析 ANOVA    

P 值(P value) 0.023 0.03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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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个糖源处理组之间无显著性差异(P>0.05)，但显著

低于葡萄糖组(P<0.05)。 

2.4  不同糖源组卵形鲳鲹的糖酵解酶活力 

卵形鲳鲹糖酵解酶活力测定结果见表 5。饲料不

同糖源对卵形鲳鲹葡萄糖激酶 GK、丙酮酸激酶 PK

和磷酸果糖激酶 PFK 的活力均有显著影响(P<0.05)，

而对己糖激酶 HK 活力的影响不显著(P>0.05)。葡萄

糖组的 GK 活力 高，显著高于糊精组和玉米淀粉组

(P<0.05)，而与蔗糖组、糊化玉米淀粉组无显著性差

异(P>0.05)。PK 活性亦是葡萄糖组 高，显著高于糊

化玉米淀粉组(P<0.05)，而与其他 3 个糖源组无显著性

差异(P>0.05)。PFK 活力亦是葡萄糖组 高，显著高

于其他糖源组(P<0.05)；糊精组 低，显著低于其他

糖源组(P<0.05)；糊化玉米淀粉组分别与玉米淀粉组、

蔗糖组两两间无显著性差异(P>0.05)，但蔗糖组显著

高于玉米淀粉组(P<0.05)。 

3  讨论 

3.1  不同糖源饲料对卵形鲳鲹生长性能和体组成的

影响 

饲料添加不同的糖源种类，鱼类表现出不同的生

长性能。本研究中不同糖源饲料对卵形鲳鲹的 SR、FR

和 CF 均无显著影响，而不同糖源组的 WG 和 SGR 有

显著性差异，且随着糖分子量增大有升高的趋势，糊

化玉米淀粉组的 WG 和 SGR 高，生长效果 好。这

一结果表明，卵形鲳鲹对大分子糖类的利用效果要优

于小分子糖类。许多鱼类的研究有类似结果：摄食添

加 α-淀粉、糊精和玉米淀粉饲料的史氏鲟(Acipenser 

schrencki Brandt)与添加葡萄糖、麦芽糖和果糖相比，

有更高的 WG 和 SGR(Jiang et al, 2014)；低蛋白水平

下，摄食以糊精为糖源饲料的大菱鲆(Scophthalmus 

maximus)幼鱼，其 WG 和 SGR 显著高于葡萄糖和蔗糖

组(苗淑彦等, 2013)；摄食含葡萄糖、糊精及淀粉的

饲料，糊精和淀粉组星斑川鲽(Platichthys stellatus)的

WG 高于葡萄糖组(Lee et al, 2004)；25℃水温下，摄

食小麦淀粉欧洲鲈鱼(Dicentrarchus labrax)的 SGR 显

著高于摄食葡萄糖的处理组 (Enes et al, 2006)。

Panserat 等(2001)从葡萄糖影响虹鳟糖代谢酶活性的

结果中推测，鱼类不能很好地利用葡萄糖等小分子糖

类，是因为小分子糖类的消化吸收很快，而促进葡萄

糖转化和分解的糖代谢酶活力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达

到 大活性，这一时间差使鱼体血糖处在较高水平，

从而引起应激反应，降低了对糖的利用。谭肖英等

(2007)则认为，鱼类对糖利用率较低，不是胰岛素分

泌绝对量不足，而是胰岛素分泌速度小于对饲料糖的

吸收速度，不能及时调节血糖浓度。血糖过高还会导

致部分葡萄糖未经代谢利用就直接排出体外(张琴等, 

2014)。因此，鱼体是否有充足的时间调动体内糖代

谢平衡机制以适应血糖变化，决定了鱼类能否有效地

利用糖类物质。 

然而，一些研究得到了不同结果。Enes 等(2010)

的研究结果显示，糊化淀粉、糊精、麦芽糖和葡萄糖

对金头鲷(Sparus aurata)的 WG 和 SGR 均无显著影

响；蔡春芳等(2009)的研究显示，日粮糖种类对青鱼

(Mylopharyngodon piceus)生长的影响不显著；Shiau

等(2001)研究点带石斑鱼(Epinephelus malabaricus)利

用不同糖源的结果同样显示无显著性差异。另外，同

属肉食鱼类的幼白鲟 (Psephurus g ladius)、虹鳟

(Oncorhynchus mykiss)和大鳞大马哈鱼(Oncorhynchus 

tshawytscha)对结构简单的糖的利用能力强于结构复

杂的糖(Hung et al, 1993; Bergot, 1979; Buhler et al, 

1961)。有研究者认为，鱼类对不同分子量糖类的利

用差异与实验鱼种以及投喂方式有关(蔡春芳等, 2010; 

 
表 5  不同糖源饲料对卵形鲳鲹肝脏葡萄糖激酶、己糖激酶、丙酮酸激酶和磷酸果糖激酶活力的影响(n=3) 

Tab.5  Effects of dietary carbohydrate source on the activities of glucokinase, hexokinase,  
pyruvate kinase and phosphofructokinase in the liver of T. ovatus (U/g prot) 

肝脏糖酵解酶 Glycolytic enzymes in liver 糖种类 
Carbohydrate sources 葡萄糖激酶 GK 己糖激酶 HK 丙酮酸激酶 PK 磷酸果糖激酶 PFK

葡萄糖 Glucose 0.97±0.03b 1.22±0.13 39.1±1.35b 0.79±0.03d 

蔗糖 Sucrose 0.81±0.03ab 1.15±0.02 34.2±1.70ab 0.62±0.01c 

糊精 Dextrin 0.64±0.02a 1.12±0.04 32.2±2.78ab 0.33±0.03a 

玉米淀粉 Corn starch 0.68±0.08a 1.06±0.06 31.3±1.90ab 0.51±0.01b 

糊化玉米淀粉 Gelatinized corn starch 0.79±0.05ab 1.11±0.01 29.6±1.83a 0.59±0.03bc 

方差分析 ANOVA 

P 值(P value) 0.007 0.585 0.05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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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son, 1994)，幼白鲟、虹鳟和大鳞大马哈鱼为淡水

鱼，而卵形鲳鲹是海水鱼，这可能是它们利用不同分

子量糖的能力不同的原因。聂琴等(2013)研究了糖源

和糖水平的交互作用对大菱鲆糖代谢的影响，结果显

示，不同添加水平下，不同糖源对大菱鲆糖代谢酶活

性的影响效果不同。因此，不同鱼类对不同糖源利用

的效果差异可能是饲料糖的添加水平以及实验鱼种、

饲养管理方式等的不同造成的。另外，与玉米淀粉相

比，糊化玉米淀粉对卵形鲳鲹有更好的生长效果。糊

化玉米淀粉是玉米淀粉在高温下溶胀、分裂形成的，

此时淀粉分子以单分子形式存在，松散度高，吸水膨

胀能力强，利于机体水解，在消化过程中较玉米淀粉

节约了部分能量，因而表现出更好的生长效果。对黄鳍

鲷(Sparus latus)和南方鲇(Silurus meridionalis)的研究也

发现，糊化玉米淀粉较玉米淀粉有更高的利用率  

(吴小易等, 2007; 付世建等, 2005)。 

鱼类的生长过程实际上是鱼体对营养素利用和

积累的过程，生长性能的不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鱼体

对各营养素的积累有所差异。本研究中，不同糖源组

卵形鲳鲹蛋白、脂肪等基本组分无显著性差异，而

VSI、HSI 以及肝糖原、肌糖原含量差异显著，且均

在葡萄糖组达到 大。原因可能是葡萄糖的消化吸收

快，其餐后血糖水平很高，对糖原合成机制的刺激

大，因此，葡萄糖组的肝糖原和肌糖原含量 高。

Lee 等(2003)在不同糖源对牙鲆(Paralichthys olivaceus)

影响的研究中也得到类似结果，葡萄糖组的糖原含量

显著高于糊精、麦芽糖和纤维素处理组。糖原含量

高同时导致了鱼体有更大的肝脏体积，所以葡萄糖组

的 HSI 和 VSI 较其他糖源组大。然而，Enes 等(2010)

的研究中未发现预糊化淀粉、糊精、麦芽糖和葡萄糖

对金头鲷的肝糖原含量有显著影响；Shapawi 等(2011)

对驼背鲈(Cromileptes altivelis)的研究中也未发现玉

米淀粉、木薯淀粉和糊精对其 HSI 和 VSI 有显著影响。

因此，不同鱼种转化糖原的能力可能不同，其影响因

素及过程有待进一步研究。 

3.2  不同糖源饲料对卵形鲳鲹血液指标和糖酵解酶

活力的影响 

血糖主要来自鱼体肠道的消化吸收，餐后血糖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鱼类对糖的消化吸收速率。Enes 等

(2010)测定了金头鲷餐后 6 h 的血糖发现，葡萄糖组

显著高于预糊化玉米淀粉组和麦芽糖组。而牙鲆餐后

血糖水平动态变化的研究结果显示，24 h 前各糖源组

血糖浓度均呈先升高后降低的峰值变化，且峰值大小

依次为葡萄糖组>麦芽糖组>糊精组>纤维素组，24 h

后基本恢复至初始水平，各糖源组血糖浓度差别很小

(Lee et al, 2003)。本研究测定的是饥饿处理超过 24 h

的血糖水平，除蔗糖组血糖浓度显著高于葡萄糖组和

糊化玉米淀粉组外，其他糖源组之间均无显著性差

异。葡萄糖不需消化就能直接吸收；糊化玉米淀粉结

构松散，加上淀粉酶在鱼体内的广泛分布，也能较快

地被分解利用；而蔗糖需经蔗糖酶催化作用水解为葡

萄糖和果糖才能被鱼体消化吸收。因此，鱼体消化液

的蔗糖酶含量少，对蔗糖的消化吸收过程持续时间较

长，这可能是蔗糖组卵形鲳鲹禁食 24 h 后血糖水平

相对较高的原因。 

糖类和脂类可以相互转化，因而其代谢过程是密

不可分的。糖酵解途径中，丙酮酸有氧氧化脱羧生成

的乙酰辅酶 A 是合成脂肪酸和胆固醇的原料，其中，

脂肪酸可进一步合成甘油三酯(吕淑霞等, 2003)。本

研究中摄食葡萄糖卵形鲳鲹的血浆总胆固醇和甘油

三酯的含量 高，而其他糖源组之间均无显著性差

异。一般来说，在糖供给充足时，糖可大量转变为脂

肪贮存起来(王蔚芳等, 2009)。葡萄糖快速吸收，鱼

体的餐后血糖较高，转化生成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也

较高。 

糖酵解指的是葡萄糖分子分解生成丙酮酸伴随

能量生成的一系列反应过程，是鱼体摄入过多糖分后

降低血糖的重要途径，因此，糖酵解过程的强弱与血

糖水平的高低密切相关。本研究已证明，糖酵解关键

酶 HK、GK、PK 和 PFK 在卵形鲳鲹肝脏中均存在。

不同糖源对卵形鲳鲹的 HK 活力无显著性差异。Enes

等(2010)在金头鲷的研究中，没有发现饲料糖源对其

HK 活力有显著影响，因此认为 HK 对糖源种类不敏

感。对欧洲鲈鱼利用不同糖源(Enes et al, 2006)的研究

也得到了一致的结果。另外，目前已有的研究结果也

表明饲料糖水平对鱼类 HK 活力无显著影响(王广宇

等, 2008)。 

然而，饲料添加不同糖源对卵形鲳鲹的 GK、PK

和 PFK 活力均有显著影响。GK 和 PK 活力均是葡萄

糖组 大，其他糖源组之间差异不显著。对金头鲷

(Enes et al, 2010)、欧洲鲈鱼(Enes et al, 2006)和虹鳟 

(Panserat et al, 2001)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结果。聂琴

等(2013)研究发现，在糖水平分别为 5%和 15%时，

不同糖源对大菱鲆 GK 活力的影响不显著，而当糖水

平升高到 28%时，葡萄糖和蔗糖组的 GK 活力显著高

于糊精组；PK 活力则在添加水平为 15%时，葡萄糖

组显著大于蔗糖组，而在其他添加水平各糖源组间无

显著性差异。因此，糖水平显著影响了不同糖源对鱼

类糖代谢酶活力的诱导效果。PFK 活力亦是葡萄糖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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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且各糖源组之间差异较大，说明卵形鲳鲹 PFK

活力对糖源种类比较敏感。军曹鱼 (Rachycentron 

canadum)的研究也有相似的结果，葡萄糖组的 PFK

活力显著高于其他糖源组，而糊精组和麦芽糖组的

PFK 活力较低(Cui et al, 2010)。另外，添加水平为 28%

时，葡萄糖和蔗糖组的大菱鲆 PFK 活力也显著高于

糊精组(聂琴等, 2013)。5 个糖源组中葡萄糖组的 GK、

PK 和 PFK 活力均 高，说明摄食葡萄糖卵形鲳鲹的

糖酵解作用较强，这可能也是高血糖水平的刺激诱导

作用引起的糖酵解酶适应性分泌增强。 

4  结论 

尽管鱼类利用糖的能力较低，糖类物质仍然是鱼

体不可缺少的营养成分。深入研究鱼类对糖利用的影

响因素，使糖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很有必要。不同糖源

饲料对卵形鲳鲹的生长性能、体组成、血液指标和糖

酵解酶活性有显著影响，糊化玉米淀粉组的 WG 和 SGR

高，分别为 335.35%和 2.62%/d，因此，糊化玉米

淀粉是 5 种糖源中 适合卵形鲳鲹生长的糖源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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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Different Carbohydrate Sources on the Growth,  
Body Composition, Plasma Biochemical Indices and  
Glycolytic Enzyme Activities of Trachinotus ovatus 

DONG Lanfang1,2, ZHANG Qin1①
, CHENG Guangping2①, 

 XU Mingzhu1, TONG Tong1, XIONG Xiangying1 
(1. Guangxi Institute of Oceanology, Key Laboratory of Marine Biotechnology of Guangxi, Beihai  536000;  

2. College of Anim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5) 

Abstract    In this trial, five isonitrogenous and isolipidic diets were formulated with different 

carbohydrate sources at 20%, including glucose, sucrose, dextrin, corn starch, and gelatinized corn starch. 

The Trachinotus ovatus with initial weight of (31.24±0.58) g were fed with each diet for 8 weeks. Then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carbohydrate sources on a variety of biological activities were compared so to 

determine the optimal carbohydrate sources. Th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the carbohydrate sources with 

higher molecular weight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weight gain (WG) and the specific growth rate (SGR) 

(P<0.05). The group fed with gelatinized corn starch showed the highest WG (335.35%) and SGR 

(2.62%/d). The vicerosomatic index (VSI), hepatosomatic index (HSI), liver glycogen content, and muscle 

glycogen content of the five carbohydrate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0.05), and those of the 

glucose group were the highest. Carbohydrate sources also affected the levels of plasma glucose, total 

cholesterol, and triglycercide (P<0.05).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observed in hepatic hexokinase (HK) 

activity (P>0.05). Activities of glucokinase (GK), pyruvate kinase (PK) and phosphofructokinase (PFK) 

reached the highest in the glucose group (P<0.05). Thes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macromolecules (starch) 

are better for the growth of T. ovatus than glucose, sucrose, and dextrin, thus gelatinized corn starch 

should be the optimal carbohydrate source. Furthermore, carbohydrate sources may also have effects on 

the glycogen synthesis, glycolipid transformation and glycolysis. 

Key words    Trachinotus ovatus; Carbohydrate source; Growth; Body composition; Plasma glucose; 

Glycolytic enzy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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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胁迫对银鲳(Pampus argenteus)幼鱼 

消化酶活性及血清生化指标的影响* 

施兆鸿 1,2①  谢明媚 1,2  彭士明 1  张晨捷 1  高权新 1 
(1.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  农业部东海与远洋渔业资源开发利用重点实验室   

上海  200090；2. 上海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  上海  201306) 

摘要    分别在 22、27(对照组)、32℃的水环境中，对银鲳(Pampus argenteus)幼鱼进行急性温度胁

迫 48 h，检测不同时间、不同温度下银鲳幼鱼肠道消化酶活力及血清生化指标。结果显示，肠道消

化酶中，胃蛋白酶和胰蛋白酶的活力在 22℃实验组没有显著变化(P>0.05)，淀粉酶活力逐渐下降，

脂肪酶活力则相反(P<0.05)；在 32℃实验组中，脂肪酶、胃蛋白酶、胰蛋白酶的活力变化基本一致，

均呈现上升趋势(P<0.05)，而淀粉酶活力呈先升高后降低趋势；在血清生化指标中，葡萄糖(GLU)、

乳酸(LD)、皮质醇(COR)在 22℃实验组显著升高(P<0.05)，甘油三酯(TG)和肌酐(CREA)均呈现先

降低后升高再降低的趋势(P<0.05)，血清总蛋白(TP)含量则呈先降低后升高趋势(P<0.05)。在 32℃

实验组中，TP 和 TG 含量降低；GLU 含量没有显著变化(P>0.05)；LD 含量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

势(P<0.05)；COR 先上升后降低，而 CREA 则呈现上升趋势；在肠道和血清中不同处理组在同一时

间也出现显著性差异(P<0.05)。研究表明，急性温度胁迫对银鲳幼鱼消化系统及排泄系统造成一定

的影响。因此，在实际生产操作及工厂化养殖过程中，应尽量避免急性温度胁迫，减小银鲳幼鱼的

应激反应，使其有良好的生活环境。 

关键词    温度胁迫；银鲳幼鱼；消化酶；血清生化指标 

中图分类号 S9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6)05-0030-08 

鱼类作为变温动物，环境温度的骤变会影响鱼类

体内消化酶活性的变化(Wang et al, 2006)。消化酶活

力高低决定着鱼体对营养物质消化吸收的能力，从而

影响鱼体生长发育的速度，因此，消化酶活力是鉴定

鱼类健康生长的重要指标之一。每一种鱼类都有各自

的适温范围，温度的剧变会导致鱼体内消化酶活性的

变化，降低鱼类对食物的消化吸收，致使生长减慢，

甚至停止生长(Munilla et al, 1996; 罗奇等, 2010)。同

样，温度变化对鱼类血清生化指标也具有显著的影响

(Wakeling et al, 2000; 刘波等, 2011)，鱼类血清生化

指标能够反映鱼类机体的代谢、营养和生理状况，并

与疾病发生有着密切的关系(张铁涛等, 2010)。因此，

温度胁迫鱼类消化酶活力和血清生化指标变化的研

究对养殖生产有着实际意义。 

银鲳 (Pampus argenteus)在分类学上属鲈形目

(Perciformes)、鲳科(Stromateidae)、鲳属，为暖水性

中下层集群性鱼类，广泛分布于东南亚沿海、波斯湾、

阿拉伯海和印度洋，在我国主要分布在东海北部和黄

海南部(郑元甲等, 2003)。银鲳是一种价值较高的食

用鱼类，具有全球性市场需求，其具有很高的食用价

值，深受老百姓喜爱(施兆鸿等, 2005)。目前，银鲳

的市场供应主要依靠海洋捕捞，但由于过度捕捞导致

其渔获量显著降低(郑元甲等, 2003)，因此开发银鲳

的苗种培育及人工养殖技术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极

abc
图章



第 5 期 施兆鸿等: 温度胁迫对银鲳(Pampus argenteus)幼鱼消化酶活性及血清生化指标的影响 31 

 

大关注。施兆鸿等(2007)研究了银鲳的人工繁殖及苗

种培育，Dadzie 等(2000)和赵峰等(2008)研究其摄食习

性及年龄与生长，而环境因子对银鲳生长及对生理生

态的影响则少见报道。本研究通过对银鲳幼鱼进行温

度急性胁迫，探究其消化酶活性及血清生化指标对急

性温度胁迫的响应，以期为银鲳人工养殖提供参考资料。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用鱼 

实验在上海市水产研究所启东试验中心进行。材

料取自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当年人

工繁育的体表无伤、体色正常的银鲳幼鱼，平均体重

为(18.8±7.2) g，平均叉长为(9.1±1.1) cm。 

1.2  饲养管理 

实验时间：2014 年 8 月。实验前将幼鱼饲养在盐度

为 28±0.5，pH 为 7.9±0.5，溶解氧为 6–8 mg/L，水温为

27℃的水泥池中。24 h 不间断充气，饱食投喂，每天

早、晚各投喂 1 次，检测水质和观察幼鱼活动情况。

饲养用水经网滤、暗沉淀的天然海水，换水量为

50%/d。 

1.3  实验设计 

将 180 尾银鲳幼鱼平均、随机放入 9 个 2.5 m×   

2.5 m的水泥池中。根据银鲳幼鱼的最适生长水温(24– 

28℃)以及本研究的目的，为观察温度骤变后的生理

生化指标变化规律，实验设置 22、27、32℃ 3 个温度

梯度，以 27℃为对照组，每个梯度设 3 个重复，每个

重复 20尾鱼，组间无显著差异(P>0.05)。实验开始前

1 d 停食。实验期间，各实验组均不投食，不同处理

组通过换水在 2 h 内将水温同步调节至设定温度。采

用专业冷热水机进行水温调控。实验设置 4 个取样时

间，分别为 0、12、24、48 h。 

1.4  样品采集 

每个重复随机抽取 3尾鱼，每实验组 9尾鱼，用

200 mg/L 的 MS-222 做快速深度麻醉。麻醉后，置于冰

盘上采用尾静脉采血。血样于 4℃冰箱中静置 12 h，在

4℃、3500 r/min 离心 20 min 制备血清，上清液移置

–70℃冰箱中保存备用。取血后立即解剖鱼取肠道，去

除内容物，样品置于–20℃保存，用于生化分析。 

1.5  指标检测 

肠道检测：淀粉酶、脂肪酶、胃蛋白酶、胰蛋白

酶。血清指标检测：血清总蛋白(TP)、葡萄糖(GLU)、

乳酸 (LD)、皮质醇 (COR)、甘油三酯 (TG)、肌酐

(CREA)。各指标均采用专业试剂盒测试，方法按说

明书操作。其中，总蛋白测定采用专业考马斯亮蓝蛋

白测定试剂盒，单位为 g/L。 

1.5.1  肠道消化酶活力定义    淀粉酶：组织中每毫

克蛋白在 37℃与底物作用 30 min，水解 10 mg 淀粉

定义为 1 个酶活力单位(U/mg prot)；脂肪酶：在 37℃条

件下，每克组织蛋白在本反应体系中与底物反应 1 min，

每消耗 1 μmol 的底物为 1 个酶活力单位(U/g prot)；胃

蛋白酶：每毫升胃液 37℃每分钟分解蛋白生成 1 μg

氨基酸相当于 1 个酶活力单位(U/mg prot)；胰蛋白酶：

在 pH8.0，37℃条件下，每毫克蛋白中含有的胰蛋白

酶每分钟使吸光度变化 0.003 即为 1 个酶活力单位

(U/mg prot)。 

1.5.2  血清生化指标活力定义    TP：采用双缩脲

法测定，活力单位为 mg prot/ml；GLU：采用葡萄糖

氧化法测定，活力单位为 mmol/L；LD：采用 NBT

显色法测定，活力单位为 mmol/L；COR：采用酶联

免疫法测定，活力单位为 ng/ml；TG：采用酶偶联比

色法(单试剂型)测定，活力单位为 mmol/L；CREA：

采用肌氨酸氧化酶法测定，活力单位为 mmol/L。 

1.6  数据分析 

所得数据以平均值±标准差(Mean±SD)表示，实

验结果用 SPSS19 软件进行统计与分析，运用单因素

方差分析(One-way ANOVA)，检测急性温度胁迫后银

鲳幼鱼消化酶指标及血清生化指标，先进行方差齐性

检验，不满足方差齐性时，对数据进行自然对数或平

方根转换，采用 Duncan′s 检验进行多重比较，P<0.05

即认为有显著性差异。运用 Excel 2010 绘制图表。 

2  结果 

2.1  肠道消化酶 

2.1.1  淀粉酶    低温胁迫后，银鲳幼鱼肠道淀粉酶

活力在 22℃实验组随着时间的延长，出现了缓慢下

降的趋势，48 h 下降至最低点，并且与实验初始时有

显著性差异(P<0.05)；而高温 32℃实验组则出现了波

动，在 24 h 出现了最高值，48 h 又恢复到初始活力。

在 24 h，32℃实验组与其余两处理组酶活力呈显著差

异(P<0.05) (图 1)。 
2.1.2  脂肪酶    急性温度胁迫后，高温和低温的  

2 个实验组脂肪酶活力出现相同的变化趋势(图2)，其

酶活力在 12 h 时均显著上升，与实验初始时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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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急性温度胁迫对银鲳幼鱼肠道淀粉酶活力的影响 
Fig.1  Effects of acute temperature stress on the activity of 

amylase intestines of P. argenteus juveniles 

注：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同一时间点中存在显著差异

(P<0.05)，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一温度组中存在显著差异

(P<0.05)，下同 
Note: Different uppercase letters indica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the same time point (P<0.05).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dica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same temperature group 
(P<0.05). The same applied to the followings 

 

 
 

图 2  急性温度胁迫对银鲳幼鱼肠道脂肪酶活力的影响 
Fig.2  Effects of acute temperature stress on the activity of 

lipase in intestines of P. argenteus juveniles 

 
(P<0.05)，对照组亦出现相同的变化趋势，其最高值

出现在 48 h。在同一时间，不同处理组均未出现显著

性差异(P>0.05)。 

2.1.3  胃蛋白酶    急性低温胁迫对胃蛋白酶活力

在 48 h 中未见显著变化(P>0.05)(图3)。而在急性高

温胁迫(32℃实验组)后随着时间的延长，胃蛋白酶活

力上升，24 h 时与实验初始时之间有显著性差异(P< 

0.05)。在同一时间，不同处理组未出现显著差异(P> 

0.05)。 

2.1.4  胰蛋白酶    急性温度胁迫后，22℃实验组在

不同时间点之间差异不显著(P>0.05)(图 4)。32℃实验

组出现上升趋势，24 h 上升至最大值(P<0.05)。对照

组胰蛋白酶活力也随着时间的延长，出现上升趋势，48 h

上升到最大值(P<0.05)。不同处理组在同一时间亦差

异显著(P<0.05)，在 24、48 h，32℃实验组与其余 2 个

处理组出现显著差异。 

 
 

图 3  急性温度胁迫对银鲳幼鱼肠道胃蛋白酶活力的影响 
Fig.3   Effects of acute temperature stress on the activity of 

pepsin in intestines of P. argenteus juveniles 
 

 
 

图 4  急性温度胁迫对银鲳幼鱼肠道胰蛋白酶活力的影响 
Fig.4  Effects of acute temperature stress on the activity of 

trypsin in intestines of P. argenteus juveniles 
 

2.2  血清指标 

2.2.1  血清总蛋白    银鲳幼鱼血清总蛋白含量在

温度胁迫下的变化见图 5。从图 5 可以看出，22℃实验

组出现波动，12 h 降低到最低值(P<0.05)，24 h 恢复到

初始值，48 h 仍维持初始值。32℃实验组血清总蛋白

活力随时间延长下降，12 h 下降到最低值(P<0.05)，随

后维持最低值。低温胁迫与高温胁迫处理组之间在

24、48 h 有显著差异(P<0.05)。 

2.2.2  葡萄糖    急性温度胁迫后，22℃实验组血清

中 GLU 含量缓慢上升(图 6)，48 h 上升到最大值 
 

 
 

图 5  急性温度胁迫对银鲳幼鱼血清总蛋白含量的影响 
Fig.5  Effects of acute temperature stress on the serum TP 

content of P. argenteus juven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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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急性温度胁迫对银鲳幼鱼血清葡萄糖含量的影响 
Fig.6  Effects of acute temperature stress on the serum GLU 

content of P. argenteus juveniles 
 

(P<0.05)；32℃实验组含量未出现显著差异(P>0.05)。在

12、48 h，对照组均与实验组出现显著性差异(P<0.05)。 

2.2.3  乳酸    急性温度胁迫下，银鲳幼鱼血清乳酸

含量 22℃实验组出现波动(图 7)，12 h 缓慢上升，24 h

又恢复到初始值，48 h 达到峰值(P<0.05)；32℃实验

组在 12 h 降低到谷值(P<0.05)，48 h 又恢复到初始值；

对照组在 24 h 达到峰值，48 h 恢复到初始值。不同处

理组在实验开始后均与对照组之间出现显著性差异

(P<0.05)。 

 

 
 

图 7  急性温度胁迫对银鲳幼鱼血清乳酸含量的影响 
Fig.7  Effects of acute temperature stress on the serum LD 

content of P. argenteus juveniles 
 

2.2.4  皮质醇    22℃实验组血清皮质醇含量在急

性温度胁迫后出现缓慢上升趋势(图 8)。48 h 上升到

最大值(P<0.05)；32℃实验组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

趋势，在 24 h 时上升到最大值，48 h 又下降，下降到

最小值，且低于初始值(P<0.05)；对照组在不同时间

其含量亦出现显著差异，在 12 h 下降到最小值，24 h

上升到最大值，且最大值大于初始值，48 h 下降到最小

值(P<0.05)。不同处理组在同一时间亦差异显著(P< 

0.05)，在 12 h 实验组与对照组差异显著，在 48 h，22℃

实验组与其余 2 个处理组差异显著(P<0.05)。 

2.2.5  甘油三酯    急性温度胁迫后，22℃实验组中

银鲳幼鱼的血清甘油三酯含量出现波浪式变化的趋

势(图 9)，在 24 h 出现峰值，随后 48 h 下降到初始值 

 
 

图 8  急性温度胁迫对银鲳幼鱼血清皮质醇含量的影响 
Fig.8  Effects of acute temperature stress on the serum COR 

content of P. argenteus juveniles 

 
(P<0.05)；32℃实验组出现下降，在 24 h 下降到最低

值，与实验初始间差异显著(P<0.05)。22℃实验组在

12 h 和 24 h 与对照组之间差异显著；32℃实验组在

48 h 与对照组之间差异显著(P<0.05)。 

2.2.6  肌酐    血清肌酐含量在急性温度胁迫下的

变化如图10。22℃实验组出现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

趋势，且各取样点之间呈显著性差异(P<0.05)；32℃实

验组出现上升趋势，48 h 上升到最大值(P<0.05)。在

12 h 时，22℃实验组与其余 2 个处理组差异显著；在 48 h

时，32℃实验组与其余 2 个处理组差异显著(P<0.05)。 

 

 
 

图 9  急性温度胁迫对银鲳幼鱼血清甘油三酯含量的影响 
Fig.9  Effects of acute temperature stress on the serum TG 

content of P. argenteus juveniles 
 

 

 
 

图 10  急性温度胁迫对银鲳幼鱼血清肌酐含量的影响 
Fig.10  Effects of acute temperature stress on the serum CREA  

content of P. argenteus juven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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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急性温度胁迫对银鲳幼鱼肠道消化酶活力的影响 

在近岸水体及养殖水体中，由于季节变动和人类

活动的影响(李洁等, 2010)，温度可能产生波动，对鱼

类产生应激作用，导致鱼体内消化酶活力发生变化。罗奇

等 (2010) 研 究 温 度 和 pH 对 条 石 鲷 (Oplegnathus 

fasciatus)幼鱼消化酶活力的影响、梅景良等(2004)研

究温度和 pH 对黑鲷(Sparus macrocephalus)主要消化

酶活性的影响的结果中显示，随着温度的升高，条石

鲷和黑鲷的肠道内淀粉酶活力均呈现先升高后降低

的趋势，与本研究中高温胁迫后银鲳幼鱼肠道内淀粉

酶活力变化相同，这说明高温胁迫破坏了银鲳幼鱼淀

粉酶的结构，导致变性失活。在本研究的低温组中，

淀粉酶活力随时间延长出现下降的趋势，表明低温胁

迫抑制了淀粉酶的活性。 

罗奇等(2010)对条石鲷的研究表明，随着温度升

高脂肪酶活力下降，这与本研究结果相反。同样，在

梅景良等(2004)对黑鲷的研究中，脂肪酶活力呈现先

升高后降低的趋势，也与本研究结果不同。这可能是

实验条件不同所致，本研究只设置了48 h 的实验，也

可能在 48 h 后出现与上述结果相同的结果。脂肪酶是

脂质代谢中比较重要的酶类，它能够水解脂肪为甘油

一酯、甘油二酯和游离脂肪酸(杨汉博等, 2007)，最

终产物是脂肪酸和甘油，为鱼体提供能量和必需脂肪

酸。在本研究中，脂肪酶含量在高温胁迫和低温胁迫

一样，都呈现持续升高的现象，说明温度胁迫并没有

破坏银鲳幼鱼脂肪酶的活性，脂肪酶含量继续增加，

使得脂肪被其水解，为银鲳幼鱼提供能量和必需脂肪

酸。另外，在本研究的 48 h 过程中，未对银鲳幼鱼

进行投喂，但在解剖时消化道中仍有残存的食物，脂

肪酶活力的上升可能是因为银鲳幼鱼先对食物进行

水解葡萄糖，当水解的葡萄糖不足以提供鱼体必需的

能量时，机体转由脂肪提供所需的能量，导致本研究

中各实验组脂肪酶活力均出现上升趋势，且随温度的

上升酶活力也同步升高。 

李希国等(2006)研究温度对黄鳍鲷(Sparus latus)

主要消化酶活性的影响中显示，胃蛋白酶随温度的升

高呈现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这与本研究结果不同。

本研究中仅在高温组胃蛋白酶含量出现升高的趋势，

表明高温胁迫没有破坏其活性，低温胁迫对银鲳幼鱼

胃蛋白酶活力变化没有影响，胰蛋白酶的变化同胃蛋

白酶。 

3.2  急性温度胁迫对银鲳幼鱼血清生化指标的影响 

陈 超 等 (2012) 研 究 低 温 胁 迫 对 七 带 石 斑 鱼

(Epinephelus septemfasciatus)幼鱼血清生化指标的影

响中，TP 随着时间延长，含量逐渐下降，这与本研

究高温组结果相同，而本研究的低温胁迫组，TP 呈

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TP 是机体蛋白质的重要来

源之一，提供机体所需能量及修补受损组织。TP 含

量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机体对蛋白质的消化

吸收和利用的程度及代谢能力的强弱 (黄金凤等 , 

2013)。本研究高温组出现的含量变化，推测原因是

因为银鲳幼鱼在受到高温胁迫后，导致肝脏合成蛋白

的能力下降，因此 TP 含量随之下降。血清总蛋白的

含量不仅与鱼类摄食的饲料蛋白质及内源蛋白质的

分解有关，还受外界环境因子的制约，因此，其含量

的多少还可以反映鱼体的健康状况及对周围环境的适

应能力(黄金凤等, 2013)。在本研究的低温组，银鲳幼

鱼刚刚受到低温胁迫后，肝脏合成蛋白的能力下降，

TP含量也随之下降，随后又上升，可能是因为银鲳幼

鱼适应这个温度之后，肝脏合成蛋白能力恢复，导致

TP 含量也恢复到初始含量。 

GLU 作为鱼体的主要能源物质，一般认为，在

低温胁迫的早期，鱼体以血糖代谢增加为主，即体内

的糖原转化为 GLU，使得 GLU 含量增加，加快糖的

分解代谢(陈超等, 2012)，产生热量以增强御寒功能。 

机体在代谢产热过程中，糖大量消耗，机体和脏器组

织的抗寒能力下降(邵同先等, 2002)。随着低温胁迫

的加强或胁迫时间的延长，机体将大量的 GLU 分解

成三磷酸腺苷(ATP)提供能量，又使 GLU 浓度下降。

本研究并没得出与此规律相符的结果，GLU 的含量

在一直升高。同样常玉梅等(2006)、陈超等(2012)研

究在低温胁迫对鲤(Cyprinus carpio)及七带石斑鱼血

清生化指标影响时也并未发现低温胁迫使血清 GLU

升高的现象，而是在低温胁迫的后期血清中糖原含量

增加。在本研究中，随着低温胁迫时间的延长，银鲳

幼鱼产生不适反应，血清中 GLU 含量激增；胁迫后，

肾上腺髓质释放的肾上腺素量增加，使得肝脏糖原异

生作用增强，促使糖原分解成 GLU 进入血液，导致

血糖升高(Tort et al, 1996)，在本研究中，GLU 在高温

胁迫后，含量有所上升，但差异不显著。 

GLU 随着血液循环被送到各个器官分解产生热

量，在这一过程中会产生 H2O、CO2 和丙酮酸，产生

的丙酮酸将和氢结合，然后生成 LD。如果鱼体的能

量代谢正常，就不会产生 LD 堆积，LD 将被血液带至

肝脏，进一步分解为 H2O 和 CO2，产生热量，消除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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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过多的 LD 将使弱碱性的体液呈现酸性，影响细

胞吸收营养和氧气，削弱细胞的正常功能。在本研究

中，低温胁迫实验组 LD 含量持续上升，说明低温胁

迫造成了 LD 堆积，影响银鲳幼鱼体细胞正常功能；

而高温组出现了 LD 含量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说

明在胁迫前期，银鲳幼鱼为适应环境，LD 被血液带

到肝脏，进一步分解为 H2O 和 CO2，产生热量，维

持细胞正常生理功能，随着胁迫时间的延长出现 LD

堆积现象，银鲳幼鱼细胞生理功能被破坏，影响鱼体健康。 

COR 是一项反映评估鱼类应激反应强弱的重要

指标。当鱼类处于急性应激状态下，鱼体的 COR 含

量在几个小时之内急剧升高，鱼类由于急性温度胁迫

而处在应激状态，通过下丘脑—垂体—肾间组织产生

皮质醇等类固醇，释放到血液中(Vijayan et al, 1990)。

COR 含量在短期的升高可促进体蛋白分解，加速脂

肪的氧化，促进糖类的合成等，从而使机体获得足够

的能量来抵御温度胁迫。但是 COR 水平过高或长期

持续在较高的水平，则会对鱼体造成负面影响(Gregory 

et al, 1999)。在急性低温胁迫下，鱼体 COR 含量会显

著升高(强俊等, 2012; 刘波等, 2011)，本研究在低温

胁迫组得出相同的实验结论，而何杰等(2014)研究中

随着温度的降低，4 种不同品系的罗非鱼 (Tilapia 

sp.)COR 水平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这与本研

究结果不同；通常情况下，应激鱼类血清 COR 水平开

始呈上升趋势，随着时间的延长而逐渐下降，显示了

鱼体对新环境进行了适应(何杰等, 2013)。本研究高

温组得出了相同的实验结论，说明随着时间的延长，

银鲳幼鱼适应了新的环境温度。本研究对照组 COR

含量也发生了变化，与实验期间对银鲳幼鱼进行的饥

饿处理有关。COR 还是鱼类调节代谢系统的重要激

素。有研究表明，COR 参与肝脏代谢的调节，使得机

体各组织对 GLU 的利用率降低(王晶晶等, 2011)。 

TG 的含量反映了动物体内脂肪沉积的情况(位莹莹

等, 2013; Coma et al, 1995)，TG 在血液中均由脂蛋白

载运，是动物细胞贮脂的主要形式和细胞膜的重要组

分(Coma et al, 1995)。常玉梅等(2006) 认为，低温对

肝脏的损伤阻碍了 TG 通过肠肝循环途径进入肝脏被

重吸收，致使血清中 TG 的含量有所下降(冀德伟等, 

2009)，本研究高温胁迫组得出了相同的实验结论。

冀德伟等 (2009)研究不同低温胁迫时间对大黄鱼

(Pseudosciaena crocea)血清生化指标的影响，结果显

示，低温胁迫后，TG 含量出现先下降后升高的趋势，

与本研究结果不同。本研究在 TG 含量呈先下降后升

高之后，在 48 h 又出现下降的趋势，说明肝脏损伤

比较严重，使得银鲳幼鱼出现两次 TG 含量下降。 

CREA 是肌肉组织中储能物质肌酸代谢的终产

物，鱼类 CREA 经过肾小球滤过而排出体外，因此鱼

体内 CREA 的含量是反映肾和鳃的排泄功能的重要

标志(位莹莹等, 2013; 冀德伟等, 2009)。本研究在低

温胁迫后，CREA 含量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因为胁

迫前期银鲳幼鱼通过排泄 CREA 来维持体内正常的

新陈代谢，随着胁迫时间的延长，对银鲳幼鱼的肾脏

和鳃造成了一定的损伤，使得 CREA 大量积累，最后

适应了新的环境，CREA 含量又恢复到初始数值。这

符合冀德伟等(2009)提出的观点，低温下鱼体血清

CREA 水平升高是温度对实验鱼的肾脏和鳃造成损

伤，而使其对 CREA 的滤过或排泄功能弱化所致。高

温组 CREA 含量一直呈现上升趋势，说明高温胁迫已

经对银鲳幼鱼造成了不可逆的损害，导致其鳃和肾脏

的滤过或排泄功能减弱。 

本研究在银鲳幼鱼最适生活水温(27℃)的基础

上，分别设置了高温胁迫组和低温胁迫组。研究表明，

急性温度胁迫会对银鲳幼鱼的肝脏、消化系统及排泄

器官造成一定的损伤。因此，在实际生产和集约化养

殖过程中，应尽量避免急性温度胁迫或减少急性温度

胁迫的时间来降低银鲳幼鱼的应激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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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Temperature Stress on Activities of Digestive Enzymes and Serum 
Biochemical Indices of Pampus argenteus Juveniles 

SHI Zhaohong1,2①
, XIE Mingmei1,2, PENG Shiming1, ZHANG Chenjie1, GAO Quanxi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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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College of Fisheries and Life Science,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Abstract    To investigate how temperature affects activities of digestive enzymes and serum biochemical 

indices of Pampus argenteus juveniles, in this study we tested their biochemical indices in experimental 

temperature groups (22℃ and 32℃), and the control group (27℃). P. argenteus juvenile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three replicates in each group and reared for 48 h. In the 22℃ group, the activities of pepsin and 

trypsin in the gut showed no significant change (P>0.05). However, the amylase activity was decreased 

whereas the lipase activity was increased (P<0.05). In the 32℃ group, activities of lipase, pepsin, and 

trypsin were significantly enhanced (P<0.05), but amylase activity was first increased followed by a decline 

(P<0.05). In the 22℃ group, the contents of glucose (GLU) , lactic acid (LD) , and cortisol (COR) were 

raised (P<0.05); the levels of triglyceride (TG) and creatinine (CREA) showed a decrease-increase- 

decrease pattern (P<0.05); the content of total serum protein (TP) dropped first and then went up (P<0.05). 

In the 32℃ group, levels of TP and TG were decreased; no significant changes were observed in the GLU 

level (P>0.05); LD decreased first and then increased, whereas COR altered in an opposite way (P<0.05); 

the content of CREA was elevated. There were als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gut and serum between 

different experimental temperature groups at the same time point. Thes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acute 

temperature stress might jeopardize the digestive and excretory systems of P. argenteus juveniles, therefore 

it should be avoided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aquaculture to improve the living condition of P. argenteus 

juveniles. 

Key words    Temperature stress; Pampus argenteus juveniles; Digestive enzymes; Serum biochemical 

ind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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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 2 龄赤点石斑鱼(Epinephelus akaara)的 

营养价值与畸形原因分析* 

孔祥迪 1,2  刘  莉 1,2  李炎璐 1  于欢欢 1,2 

翟介明 3  庞尊方 3  徐万土 4  陈  超 1① 

(1. 农业部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重点实验室  青岛市海水鱼类种子工程与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  中国水产 

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青岛  266071；2. 上海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 上海  201306； 

3. 莱州明波水产有限公司 烟台  261418；4. 宁波象山港湾水产苗种有限公司  宁波  315700) 

摘要    分析了在工厂化条件下养殖的赤点石斑鱼(Epinephelus akaara)出现的畸形现象，发现其发

育畸形特征可分为脊椎畸形和鳃颌畸形两大类。为了获得其营养学研究的基础资料，采用营养学方

法测定和分析了正常、脊椎畸形、鳃颌畸形 3 种类型的鱼形体指标、肌肉成分及品质。结果显示，

(1) 脊椎畸形与鳃颌畸形鱼的全长、肌肉率分别为(21.97±1.50) cm、(71.12±1.45) %和(22.43±0.12) cm、

(71.28±0.39) %，都与正常鱼的指标值(25.70±0.75) cm、(78.58±0.20) %差异显著；(2) 3 种类型鱼的

肌肉中粗蛋白和粗灰分含量比较接近，差异不显著。脊椎畸形鱼的粗脂肪含量为(3.55±0.06) %，与正

常鱼和鳃颌畸形鱼(2.71±0.07) %、(2.48±0.01) %差异显著；(3) 脊椎畸形鱼的氨基酸总量(TAA)和必

需氨基酸指数(EAAI)分别为(17.55±0.65) %、83.04，鳃颌畸形鱼分别为(15.89±0.11) %、73.82，低于

正常鱼的(19.86±0.52) %和 89.25；(4) 从内聚性、弹性、胶粘性和咀嚼性 4 个方面对 3 种类型鱼的

肌肉品质评价研究表明，上述 4 个指标值的大小(规律)为正常鱼＞脊椎畸性鱼＞鳃颌畸形鱼。两类

畸形鱼的营养价值低于正常鱼，其中鳃颌畸形鱼的最低。实验还对 3 类鱼脊椎、鳃颌骨中的 Cu、

Zn、Fe、Mn、Ca、P 等含量进行了测定，研究表明，脊椎中其他各元素间含量差异不显著，仅有

Fe、Mn 差异显著，说明 Fe、Mn 可能造成人工养殖的赤点石斑鱼脊椎畸形。 

关键词    赤点石斑鱼；畸形；肌肉营养成分；矿物质 

中图分类号 S9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6)05-0038-08 

赤点石斑鱼(Epinephelus akaara)俗称红斑，分布

于北太平洋西部、中国东海南部以及南海。其色泽鲜

艳、肉质细嫩，因其售价高、便于活体运输、经济效

益极高，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养殖户的青睐(叶鹏

等, 2006)。目前，赤点石斑鱼苗种来源主要是从海域

捕捞的野生苗及人工繁殖的苗种。由于多年的过度捕

捞，野生赤点石斑鱼数量大幅度减少，赤点石斑鱼的

人工培育与养殖越来越受到重视(郑乐云等, 2013)。

但人工养殖的赤点石斑鱼中常出现较高比例的畸形

鱼，发生畸形的鱼苗生长速度慢，抗病力低，具有很

高的死亡率，从而使苗种供应不足和养殖产品低值化

的问题更加严峻。由于个体较大的畸形鱼外观体型突

兀，消费者难以接受。因此，在整个养殖阶段需要经

常剔除畸形鱼，直接影响了养殖效益。 

赤点石斑鱼的研究多集中于养殖、病害和人工繁

育方面(马荣和等, 1987; 毛国民等, 2004; 黄剑南等, 

abc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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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其肌肉成分虽然已有研究(林建斌等, 2010)，

但其骨骼畸形及其畸形鱼营养价值方面的研究仍未

见报道。本研究对赤点石斑鱼人工养殖中常见的畸形

进行了观察描述和分类，并对其形体指标、肌肉成分

品质与正常鱼进行了比较分析，为赤点石斑鱼骨骼发

育畸形及其畸形鱼的营养学提供了基础资料，也为畸

形鱼的发生、处理、利用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由于造成鱼体畸形的原因十分复杂(姚闻卿等 , 

1993)，既有遗传因素，又有环境条件的影响。已有

研究表明，矿物质对鱼类的骨骼发育具有重要影响

(Lall, 2002; Shearer et al, 1987; 张涛等, 2006)，本研

究通过测定正常鱼与畸形鱼骨骼中 Cu、Zn、Fe、Mn、

Ca、P 等含量，探讨了矿物质对鱼体骨骼畸形的影响，

为石斑鱼骨骼畸形成因及配合饲料制备提供一定的

基础资料和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1  实验材料 

实验用赤点石斑鱼于 2013 年 11 月 22 日取自山

东莱州明波水产有限公司的 2 龄鱼，为本公司人工培

育的鱼苗，养殖条件和投喂饵料都相同。在公司养殖

车间的畸形鱼筛选剔除期间，按其外部形态进行观

察、归类，其中，脊椎畸形和鳃颌畸形所占比例最高。

挑取形态正常、脊椎畸形、鳃颌畸形鱼各 10 尾，打

包、充氧，带回实验室分析实验。 

1.2  实验方法 

1.2.1  含肉率和矿物质测定    将鱼体用干毛巾擦

净，依次测量全长、体高、体重。除去内脏、皮肤、

鳍条和骨骼等非肌肉部分，骨骼经煮、清洗后，自然

干燥并称重，用减量法计算出鱼体的肌肉量。 

含肉率=鱼体肌肉重量/鱼体总重×100% 

将清洗后的脊椎骨和鳃颌骨观察拍照，粉碎后送

至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国家水产品

质量检测中心进行矿物质含量的测定。 

1.2.2  肌肉品质的评价    取 2 cm×2 cm×1 cm 的背

部肌肉，在 TPA 模式下，使用美国 TMS-PRO 食品物

性分析仪(FTC 公司)测定肌肉质构(内聚性、弹性、胶

粘性和咀嚼性)。速度(Test speed) 3 mm/s，触发应力

(Trigger force)为 0.1 N，形变量(Deformation)为 60%。 

1.2.3  肌肉营养成分测定    水分和粗灰分分别采

用常压恒温干燥法(GB/T5009.3-2003)和马福炉 550℃

高温灼烧法(GB/T5009.4-2003)测定，粗蛋白和粗脂

肪分别采用凯氏定氮法(GB/T5009.5-2003)和索氏抽

提法(GB/T5009.6-2003)。氨基酸的测定(GB/T5009. 

124-2003)用日立 L-8800 型全自动氨基酸分析仪直接

测定。 

1.2.4  营养品质评价    根据 FAO/WHO(l973)的氨

基酸评分标准模式和全鸡蛋蛋白质的氨基酸模式分

析比较。蛋白质的氨基酸评分(AAS)、化学评分(CS)

和必需氨基酸指数 (EAAI)分别由如下的公式求得

(Peilett et al, 1980; 桥本芳郎, 1980)： 

AAS=待测某种氨基酸含量/FAO 评分标准模式

中同种氨基酸含量； 

CS=待测某种氨基酸含量/鸡蛋蛋白质中同种氨

基酸含量； 

氨基酸含量(mg/g N)=样品某种氨基酸含量(鲜样)/

样品粗蛋白含量(鲜样) × 6.25×1000； 

EAAI=(100CS1×100CS2× ··· ×100CSn)
1/n 

式中，n 为待评蛋白质中的必需氨基酸数。 

1.3  数据分析 

实验结果取各平行组的平均值。采用 SPSS17.0

统计软件对实验数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和 Duncan 多重比较，数值用平均值±标准误

(Mean±SE)表示，并用字母标记法来表示差异显著，

相同字母间表示差异不显著，不同字母间表示差异显

著(P<0.05)。 

2  结果与分析 

2.1  畸形鱼形态及骨骼观察 

室内工厂化养殖的赤点石斑鱼中，畸形鱼的外部

形态主要有鳃盖缺失、鳃颌骨畸形而错位或无法闭

合、身体短小弯曲等(图1)。进一步处理后发现，身体

短小弯曲主要是脊椎骨骼畸形造成的，赤点石斑鱼的

脊柱由 24 节脊椎骨组成，椎骨变形的位置主要发生

在第 3–5、15–17 和 20–22 节之间(图1)。 

2.2  形态指标及含肉率 

对正常、脊椎畸形、鳃颌畸形 3 类赤点石斑鱼实

验分析。其主要形态指标和含肉率见表 1。从表 1 可

以看出，脊椎畸形与鳃颌畸形鱼的全长、含肉率分别

为(21.97±1.50) cm、(71.12±1.45)%和(22.43±0.12) cm、

(71.28±0.39)%，都与正常鱼(25.70±0.75) cm、(78.58± 

0.20)%之间差异显著；正常形态与脊椎畸形鱼之间的

体高和体重差异不显著，二者与鳃颌畸形鱼之间差异

显著。从各项指标看出，两种畸形鱼的生长发育明显

不及正常鱼，鳃颌畸形鱼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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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肌肉品质评价 

3 类赤点石斑鱼的肌肉品质的测定结果显示，肌肉

4 个指标(内聚性、弹性、胶粘性和咀嚼性)的顺序均为

正常鱼＞脊椎畸性鱼＞鳃颌畸形鱼。4 个指标中内聚

性差异不显著，脊椎畸形和鳃颌畸形鱼的弹性、胶粘

性、咀嚼性与正常鱼差异显著，其中咀嚼性相差最大，

两种畸形形态鱼分别为正常鱼的 51.11%和 41.02%。综

合 4 个指标，脊椎畸形和鳃颌畸形鱼的肌肉品质不及正

常形态鱼，鳃颌畸形鱼的肌肉品质最差(表 2)。 

2.4  一般营养成分 

3 类赤点石斑鱼肌肉(鲜样)中一般营养成分的含

量见表 3。从表 3 可以看出，鳃颌畸形鱼的肌肉含水

量最高，为(78.55±0.36) %，与其他两种鱼差异显著； 

3 类鱼的肌肉粗蛋白和粗灰分含量接近，差异不显著；

值得注意的是，脊椎畸形鱼的肌肉粗脂肪含量与其他

两种鱼的差异显著，分别高出正常与鳃颌畸形鱼的

31.00%和 43.15%。 

2.5  氨基酸组成分析与营养品质评价 

2.5.1  氨基酸组成分析    3 类形态赤点石斑鱼肌肉

(鲜样)氨基酸含量见表 4。从表 4 可以看出，除脯氨酸

(Pro)和色氨酸(Trp)因酸解过程中被破坏或仪器限制

未被检测出外，共检测出 17 种氨基酸，其中包括人体

必需的 7 种氨基酸(EAA)：Lys、Phe、Met、Thr、Ile、

Leu、Val；2 种半必需氨基酸(HEAA)：Arg、His； 
 

 
 

图 1  人工养殖赤点石斑鱼常见畸形鱼外部及骨骼形态 
Fig.1  The external and skeletal morphology of common deformed cultured E.akaara 

1. 正常体型；2. 鳃盖缺失；3. 鳃颌畸形；4-5: 躯体畸形；6. 正常脊椎；7-9: 脊椎畸形 

1. Normal; 2. Opercular bone loss; 3. Gill and jaw deformity; 4-5: Body deformity; 6. Normal spine; 7-9: Spinal deformity 
 

表 1  畸形赤点石斑鱼的形态指标及含肉率 
Tab.1  Morphological indices and muscle rate of deformed E. akaara 

形态 Morphology 全长 Body length (cm) 体高 Body height (cm) 体重 Body weight (g) 含肉率 Muscle rate (%)

正常形态 Normal form 25.70±0.75a 7.70±0.53a 272.00±2.52a 78.57±0.20a 
脊椎畸形 Spinal deformity 21.97±1.50b 7.96±0.29a 248.00±1.62a 71.12±1.50b 
鳃颌畸形 Gill and jaw deformity 22.43±0.12b 6.30±0.10b 171.67±0.81b 71.28±0.39b 

 
表 2  畸形赤点石斑鱼的肌肉品质评价 

Tab.2  The meat quality of deformed E. akaara 

形态 Morphology 内聚性 Cohesion (Ratio) 弹性 Elasticity (mm) 胶粘性 Adhesiveness (N) 咀嚼性 Chewiness (mJ)

正常形态 Normal form 0.32±0.15a 2.36±0.04a 3.93±0.11a 7.63±0.04a 

脊椎畸形 Spinal deformity 0.28±0.06a 1.44±0.20b 2.76±0.52b 3.90±0.28b 

鳃颌畸形 Gill and jaw deformity 0.23±0.04a 1.23±0.17b 2.23±0.26b 3.13±0.3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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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畸形赤点石斑鱼的肌肉一般营养成分比较 
                Tab.3  Comparison of general nutrient components in muscle of deformed E. akaara (%) 

形态 Morphology 水分 Moisture 粗蛋白 Crude protein 粗脂肪 Crude fat 粗灰分 Crude ash 

正常形态 Normal form 75.53±0.23a 20.80±1.28a 2.71±0.07b 1.29±0.12a 

脊椎畸形 Spinal deformity 76.63±0.45a 19.79±0.80a 3.55±0.06a 1.25±0.01a 

鳃颌畸形 Gill and jaw deformity 78.55±0.36b 19.54±0.09a 2.48±0.01b 1.24±0.12a 
 

表 4  畸形赤点石斑鱼肌肉的氨基酸组成及含量 
Tab.4  Amino acid components and their contents in deformed E. akaara (%) 

氨基酸 Amino acids 正常形态鱼 Normal form 脊椎畸形鱼 Spinal deformity 鳃颌畸形鱼 Gill and jaw deformity

牛磺酸 Tau 0.38±0.00a 0.33±0.02a 0.33±0.06a 

天冬门氨酸 Asp 2.16±0.02a 1.91±0.09a 1.76±0.01b 

苏氨酸 Thr 0.95±0.02a 0.84±0.04b 0.76±0.02b 

丝氨酸 Ser 0.82±0.00a 0.74±0.04ab 0.67±0.01b 

谷氨酸 Glu 3.26±0.06a 2.88±0.11b 2.65±0.01b 

甘氨酸 Gly 1.07±0.01a 1.01±0.04ab 0.95±0.03b 

丙氨酸 Ala 1.27±0.08a 1.08±0.04b 1.04±0.01b 

胱氨酸 Cys 0.28±0.01a 0.25±0.01a 0.19±0.01b 

缬氨酸 Val 0.95±0.02a 0.84±0.03b 0.75±0.00b 

蛋氨酸 Met 0.60±0.02a 0.55±0.03ab 0.45±0.05b 

异亮氨酸 Ile 0.90±0.02a 0.80±0.03b 0.71±0.00b 

亮氨酸 Leu 1.66±0.05a 1.47±0.05b 1.31±0.00b 

酪氨酸 Tyr 0.75±0.03a 0.65±0.02b 0.58±0.01c 

苯丙氨酸 Phe 1.05±0.14a 0.89±0.03ab 0.78±0.01b 

赖氨酸 Lys 2.00±0.06a 1.76±0.06b 1.56±0.04c 

组氨酸 His 0.48±0.01a 0.42±0.02ab 0.36±0.00b 

精氨酸 Arg 1.29±0.01a 1.15±0.07ab 1.05±0.00b 

氨基酸总量 TAA 19.86±0.52a 17.55±0.65b 15.89±0.11c 

必需氨基酸总量 EAA 8.43±0.00a 7.56±0.23b 6.63±0.31c 

EAA/TAA 42.47±1.12a 43.06±0.29a 41.74±1.64a 

鲜味氨基酸总量 DAA 7.76±0.17a 6.88±0.28b 6.40±0.01b 

DAA/TAA 39.23±0.35a 39.22±0.18a 40.31±0.20a 

 
1 种非蛋白氨基酸：牛磺酸。由表 4 可以看出，3 种形态

赤点石斑鱼肌肉的各种氨基酸含量高低顺序基本一致，

最高的是谷氨酸，分别为(3.26±0.06)%、(2.88±0.11)%、

(2.65±0.01)%，最低的为胱氨酸，分别为(0.28±0.01)%、

(0.25±0.01)%、(0.19±0.01)%。正常形态鱼、脊椎畸形鱼、

鳃颌畸形鱼肌肉氨基酸总量分别为 (19.86±0.52)%、

(17.55±0.65)%、(15.89±0.11)%，三者之间差异显著。     

3 类鱼肌肉中必需氨基酸总量占氨基酸总量的比值

(WEAA/WTAA) 分 别 为 (42.47±1.12)% 、 (43.06±0.29)% 、

(41.74±1.64)%，均符合 FAO/WHO (1973)理想模式中质

量较好蛋白质的 WEAA/WTAA高于 35.38%的要求。 

鱼肉味道的鲜美程度往往决定于肌肉中鲜味氨

基酸的组成与含量，鲜味氨基酸的含量越多，鱼的味

道也就越加鲜美。鲜味氨基酸主要有谷氨酸、天门冬

氨酸、甘氨酸和丙氨酸共 4 种。由表 4 可以看出，脊椎

畸形和鳃颌畸形鱼鲜味氨基酸总量分别为(6.88±0.28)%、

(6.40±0.01)%，与正常鱼的(7.76±0.17)%差异显著。 

2.5.2  营养品质评价    3 类赤点石斑鱼的 AAS、

CS、EAAI 见表 5。从表 5 可以看出，鱼类营养价值主

要取决于肌肉中蛋白质和脂肪的含量，蛋白质营养价

值的高低主要取决于所含必需氨基酸的种类、数量及

比例。AAS 和 CS 是评定食物氨基酸营养性能的重要

指标。3 类形态赤点石斑鱼的 AAS、CS 高低顺序基

本一致，且同种氨基酸值的大小均为正常鱼＞脊椎畸

性鱼＞鳃颌畸形鱼，两种畸形鱼肌肉必需氨基酸的组

成均衡度及含量丰富度均差于正常鱼。经过计算，3 类

赤点石斑鱼的 EAAI 分别为 89.25±0.27、83.04±1.32、

73.82±0.86，三者之间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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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畸形赤点石斑鱼肌肉必需氨基酸组成 
Tab.5  Essential amino acids components in deformed E.akaara (%) 

正常形态鱼 
Normal form 

脊椎畸形鱼 
Spinal deformity 

鳃颌畸形鱼 
Gill and jaw deformity必需氨基酸 EAA 

鸡蛋蛋白 
Egg protein 

FAO 评分模式
Score model 

of FAO EAA AAS CS EAA AAS CS EAA AAS CS 

苏氨酸 Thr 292 250 284 1.14 0.97 264 1.06 0.90 243 0.97 0.83

缬氨酸 Val 411 310 285 0.92 0.69 265 0.85 0.64 239 0.77 0.58

蛋氨酸+胱氨酸 Met+Cys 386 220 263 1.20 0.68 253 1.15 0.66 205 0.93 0.53

异亮氨酸 Ile 331 250 270 1.08 0.82 252 1.01 0.76 227 0.91 0.69

亮氨酸 Leu 534 440 497 1.13 0.93 464 1.05 0.87 419 0.95 0.78

苯丙氨酸+酪氨酸 Phe+Try 565 380 540 1.42 0.96 486 1.28 0.86 433 1.14 0.77

赖氨酸 Lys 441 340 601 1.77 1.36 555 1.63 1.26 498 1.46 1.13

必需氨基酸指数 EAAI   89.25±0.27a 83.04±1.32b 73.82±0.86c 
 

表 6  正常与畸形骨骼中矿物质含量的比较 
Tab.6  Comparison of mineral contents in normal and deformed bones of E. akaara (mg/kg) 

组别 Group Cu Zn Fe Mn Ca (×105) P (×104) 

正常脊椎 Normal spine 1.11±0.18a 58.25±2.55a 76.00±4.40c 31.95±0.55b 1.72±0.01a 9.12±0.06a 

畸形脊椎 Deformed spine 0.90±0.37a 64.70±1.50a 46.35±0.25b 22.30±0.10a 1.69±0.13a 9.02±0.40a 

正常鳃颌 Normal gill and jaw 1.03±0.07a 72.60±0.40b 34.00±0.80a 36.07±0.05b 2.03±0.01a 10.67±0.06a 

畸形鳃颌 Deformed gill and jaw 0.95±0.02a 73.70±0.10b 33.90±0.86a 32.60±1.00b 2.04±0.08a 10.50±0.30a 

 

2.6  正常与畸形骨骼中的矿物质含量 

矿物质对鱼类的骨骼发育具有重要影响。本研究

测定了赤点石斑鱼正常鱼与畸形鱼骨骼中 Cu、Zn、Fe、

Mn、Ca、P 共 6 种矿物质元素，测定结果可以看出，正

常鱼和畸形的脊椎骨、鳃颌骨中 Cu、Ca、P 矿物质含量

间差异均不显著，正常鱼和畸形鱼鳃颌骨中的 Zn、Fe、

Mn 含量间差异不显著，而正常鱼和畸形鱼脊椎骨中 Fe、

Mn 含量差异显著，Fe 的含量分别为(76.00± 4.40)%、

(46.35±0.25)%，Mn 的含量分别为 (31.95± 0.55)%、

(22.30±0.10)%。 

3  讨论 

3.1  畸形赤点石斑鱼的形态观察 

室内工厂化养殖的赤点石斑鱼中发生的畸形除

了常见的脊椎、鳃颌骨异常外，还有鳍条发育异常或

缺失、突眼、盲目等，这与已报道的青石斑鱼(Epinephelus 

awoara)(王秋荣等 , 2012)和七带石斑鱼(Epinephelus 

septemfasciatus)(Nagano et al, 2007)的畸形症状相似。

通过观察分析发现，脊椎和鳃颌畸形的鱼形态发育如

外形、全长、体重等与正常的赤点石斑鱼的相差较大。

因此，本研究中同步选取正常、脊椎畸形、鳃颌骨畸

形 3 类赤点石斑鱼作为实验对象，对其骨骼发育采用

硬骨软骨双染色法(Dingerkus et al, 1977)。方法中涉

及到酸碱溶液对鱼体的长时间处理，而研究中需要对

骨骼中 Ca、P 等矿物质元素测定，为避免易溶元素的

流失，结合含肉率测定方法，对鱼体经热煮、清洗的

方法进行肉骨分离。 

3.2  含肉率及一般营养成分分析 

体重、含肉率是衡量鱼类品质和生产性能的重要

指标之一，因鱼的种类、品种、生活环境和饲料的不

同而异(杨兴丽等, 2004)。脊椎畸形鱼由于脊椎发育

异常，其躯体生长和游动能力受到限制，鳃颌畸形鱼

由于上下颌闭合困难，严重影响摄食，因此，两种畸

形形态鱼的生长发育(体长、体重等)不如正常鱼。脊

椎畸形与鳃颌畸形赤点石斑鱼的含肉率分别为(71.12± 

1.45)%、(71.28±0.39)%，明显低于正常鱼的(78.58± 

0.20)%，但仍高于一些常见的经济鱼类，如黄颡鱼

(Pseudobagrus fulvidraco)(黄蜂等, 1999)(67.72%)、暗纹东

方鲀(Takifugu obscurus)(徐大为等, 2008)(38.75%)等。 

营养学上认为，食品中的干物质含量越高，其总

养分含量也就越高。本研究中，鳃颌畸形鱼的水分含

量最高，为(78.55±0.36)%。蛋白质和脂肪含量是评价

鱼肉营养价值的重要指标，3 类赤点石斑鱼间的蛋白

质含量比较接近，且都高于一些常见的海水经济鱼类

(程波等, 2009)。脂肪是石斑鱼类非常重要的一种能

量来源，在本研究中，脊椎畸形鱼的脂肪含量明显高

于正常鱼，可能是脊椎畸形鱼的游动能力弱，活动量

较少，消耗的能量少，因此，鱼体脂肪含量较高；鳃

颌畸形鱼的脂肪含量低于正常鱼，可能是摄食不足，

消耗脂肪提供能量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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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氨基酸分析与营养品质评价 

氨基酸的组成和含量，尤其是人体所需的 8 种必

需氨基酸含量的高低和构成比例，是评价食物蛋白质

营养的最重要指标(万松良等, 2008)。本研究结果显

示，3 类赤点石斑鱼肌肉中氨基酸总量和必需氨基酸

总量间均差异性显著，且都为正常鱼＞脊椎畸性鱼＞

鳃颌畸形鱼，但三者均符合 FAO/WHO (1973)提出的

必需氨基酸占氨基酸总量为 40%左右，与非必需氨基

酸的比值为 0.6 以上的标准，都属于优质蛋白质。 

鱼肉味道的鲜美程度一般取决于肌肉中鲜味氨

基酸的组成与含量(张本等, 1996)。鲜味氨基酸包括

谷氨酸、天冬氨酸、甘氨酸、丙氨酸，其中以谷氨酸

的鲜味为最强。本研究中，脊椎畸形和鳃颌畸形鱼鲜

味氨基酸总量都低于正常鱼，但仍高于一些其他 科

和鲷科(程波等, 2009)等海水经济鱼类。 

EAAI 以鸡蛋蛋白质必需氨基酸为参评标准，是

评价食物蛋白质营养价值的常用指标之一(黄蜂等 , 

1999)。本研究结果显示，脊椎畸形和鳃颌畸形鱼赤

点石斑鱼的 EAAI 分别为(83.04±1.32)、(73.82±0.86)，

明显低于正常赤点石斑鱼的(89.25±0.27)，但仍高于

鳜鱼(Siniperca chuatsi)(62.30)、大黄鱼(Pseudosciaena 

crocea)(54.39)、 状黄姑鱼(Nibea miichthioides)世纪

(64.26) 、 真 鲷 (Pagrosomus major)(48.38) 及 平 鲷

(Rhabdosargus sarba)(67.06)等经济鱼类 (刘世禄等 , 

2002)；也进一步表明，畸形赤点石斑鱼肌肉的氨基酸

组成和肌肉品质虽然不如正常赤点石斑鱼，但相对于

其他常见经济鱼类，其氨基酸组成仍然是比较理想的，

肌肉也具有相当高的营养价值。 

3.4  矿物质对骨骼畸形的影响 

矿物质是鱼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鱼类维持正

常生理功能所必需的物质。其中，Ca、P 是鱼类骨骼

的重要组成部分，Ca、P 缺乏会导致鱼类骨骼发育不

良。Lall 等(2002)研究表明，如缺乏 P，鱼类表现为

生长减缓，骨矿化程度降低和骨骼畸形。Shearer 等

(1987)用去骨的鳕鱼片饲喂虹鳟(Salmo gairdneri)，发

现鱼体中的 Ca、P 水平显著下降，鱼体骨骼都出现一

系列的 S 状形变。在饲料中补充 NaH2PO，全鱼的 Ca、

P 水平恢复正常，畸形得以恢复。从而证实虹鳟脊椎

弯曲变形是由于 P 的缺乏。 

此外，Cu、Zn 等微量元素虽然高浓度时对鱼有

很明显的致畸作用(孔祥迪等, 2014)，但含量较低时

也会对鱼的生长产生不良影响，因为这些微量元素也

均是鱼类生长中所必需的。如张涛(2006)的研究结果 

显示，畸形组与正常组之间重金属的含量无显著性差

异，而且研究中还发现，畸形组中 Mn、Zn 等含量较

正常组低，无显著性差异(P>0.05)，这说明史氏鲟畸

形的原因不是由于重金属的积累引起的，相反可能是

由于缺少如 Mn、Zn 这样的微量元素造成的。Lorentzen 

(1999)对大西洋鲑(Salmo salar)和 Ramseyer(1999)对

虹鳟的营养研究表明，当饵料中缺乏 Mn、Zn、Fe 和

Cu 等微量元素时，生长速度减慢，死亡率升高。 

本研究表明，除了畸形脊椎骨中 Fe、Mn 含量较

之正常组低，且差异显著外，其他畸形组与正常组之

间的矿物质含量无显著差异，这说明赤点石斑鱼脊椎

畸形的原因可能是缺少 Fe、Mn 等微量元素造成的。

因此，应考虑在赤点石斑鱼的饲料配方中适当添加这

两种物质。 

3.5  畸形诱因分析及可利用建议 

在人工养殖赤点石斑鱼中，从胚胎发育阶段开始

就一直伴随着大量畸形的发生，在生长发育早期由于

活力弱、抗病能力低，具有很高的死亡淘汰率。随着

生长，鳃颌骨畸形错位或无法闭合、身体短小弯曲等

畸形鱼开始大量出现并存活下来，由于这些骨骼畸形

个体生长缓慢，外形怪异而商品价值较低，为了节约

养殖成本，养殖者会定期的筛选剔除畸形鱼。对于畸

形鱼的处理一般是较小个体直接丢弃或作为其他鱼

类饵料，较大的以很低的价格销售，极大的影响了养

殖效益。本研究测定和分析了正常、脊椎畸形、鳃颌

畸形 3 类鱼的形体指标、肌肉营养成分及品质，结果

显示，虽然两种畸形鱼的营养价值低于正常鱼，但仍

高于很多其他常见的经济鱼类，因此，对于此类畸形

鱼完全可以加工成不同的肉食制品，即保证了较高的

营养成分，又消除了怪异外形对价格的影响，在很大

程度上提高此类畸形鱼的商品价值。 

人工养殖中发生的畸形是制约石斑鱼养殖业健

康、快速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造成鱼体骨骼畸形的

原因十分复杂，既有遗传因素，又有环境条件如温度、

盐度、pH、溶氧量及有害物质等的影响。本研究结

果显示，赤点石斑鱼脊椎畸形的原因是缺少 Fe、Mn

等微量元素造成的，因此，在赤点石斑鱼的饲料配方

中应考虑适当添加这两种物质的量。对于其他引起畸

形的诱发原因尚不清楚，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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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tritional Values of 2-Year-Old Cultured Epinephelus akaara and  
Causes of Its Common Deformities 

KONG Xiangdi1,2, LIU Li1,2, LI Yanlu2, YU Huanhuan1,2,  
ZHAI Jieming3, PANG Zunfang, XU Wantu4, CHEN Chao2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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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ne Fish Breeding and Biotechnology, Yellow Sea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Fishery Sciences, 

Qingdao  266071; 2. College of Fisheries and Life Science,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3. Laizhou Mingbo 
Aquatic Co. Ltd, Yantai  261418; 4. Xiangshan Gangwan Aguatic Seeding Limited Company of Ningbo, Ningbo  315700) 

Abstract    Common malformations were observed in artificially cultured Epinephelus akaara. The 

malformations could b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the spinal deformity and gill jaw deformity. To compare 

the nutritional values of the two types of deformed fish and normal ones, conventional nutrient determination 

methods were applied to analyze the body indices and muscle nutrient component and quality. The results were 

shown as follows:(1) The total length and muscle rate of spinal deformed fish were (21.97±1.50) cm and 

(71.12±1.45)% respectively. Those of gill and jaw deformed fish were (22.43±0.12) cm and (71.28±0.39)%. 

The values of both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normal fish (25.70±0.75) cm and (78.58±0.20)%. 

(2) The difference in muscle crude protein and crude ash between the three types was small and insignificant, 

whereas the crude fat content of spinal deformed (3.55±0.06)%,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normal fish (2.71±0.07)% and gill jaw deformed (2.48±0.01)%. (3) The amino acid content and essential 

amino acid index of spinal deformed [(17.55±0.65%) and 83.04] and gill jaw deformed[ (15.89±0.11)% and 

73.82]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normal fish [(19.86±0.52)% and 89.25]. (4) In terms of meat quality, cohesion, 

elasticity, adhesiveness, and chewines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hree groups, and the order was normal fish > 

spinal deformed fish > fish gill and jaw deformed fish. Comprehensive analysis suggested that nutritional 

values of the two types of deformed fish were lower than that of normal fish, and it was the lowest in the gill 

and jaw deformed. In addition, we also tested the levels of elements such as Cu, Zn, Fe, Mn, Ca, and P in 

spines and gill and jaw bones of the three types of fish. We found tha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se elements in the spine, except for Fe and Mn. This indicated that the change in Fe and Mn content might 

be the cause of spinal deformity in cultured E. akaara. 

Key words    Epinephelus akaara; Deformity; Muscle nutrient components; Mi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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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格鲈鱼(Lateolabrax japonicas)对饲料中 

花生四烯酸的需求量* 

王成强 1,2  梁萌青 2,3①  徐后国 2  郑珂珂 2  柳  茜 1,2 
(1.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青岛  266071；2. 上海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  上海  20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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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用初始体重(207.16±0.72) g 的鲈鱼(Lateolabrax japonicas)为研究对象，研究大规格鲈鱼

对花生四烯酸(Arachidonic acid，ARA)的最适需求量。通过在基础饲料中添加 ARA纯化油，制成

ARA 含量分别为 0.05%、0.22%、0.37%、0.60%、1.38%及 2.32%(占饲料干重)的 6 组等氮等能的实

验饲料，进行为期 84 d 的生长实验。实验结束后，通过测定鲈鱼生长、体成分、抗氧化及肝脏健

康等指标综合评价鲈鱼对饲料中花生四烯酸的需求量。结果显示，鲈鱼成活率在不同处理组之间无

显著差异(P>0.05)；鲈鱼的特定生长率(SGR)随着饲料中 ARA 含量的升高，呈先升高后相对平稳的

趋势(P<0.05)，且在 ARA 含量为 0.37%饲料组出现最大值，饲料效率(FE)呈现出与特定生长率相同

的趋势；饲料中不同 ARA 含量对鲈鱼的肝体比(HSI)、脏体比(VSI)、肥满度(CF)均无显著性影响

(P>0.05)；鱼体粗脂肪含量随着饲料 ARA 含量升高呈先减少后增加的趋势，粗蛋白含量则呈现出

相反趋势；随着饲料 ARA 含量的升高，血清和肝脏中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力呈现先升高后降

低的趋势(P<0.05)，肝脏和血清中丙二醛(MDA)含量则呈现先降低后升高的变化趋势(P<0.05)；血

清中谷草转氨酶和谷丙转氨酶活性均在 0.37%ARA 水平时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以特定生长率

与饲料效率作为评定指标，经折线模型分析得出，(207.16±0.72) g 规格的鲈鱼对饲料中 ARA 的最

适需求量均为饲料干重的 0.37%。 

关键词    鲈鱼；花生四烯酸；生长性能；需求量 

中图分类号 S9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6)05-0046-10 

花生四烯酸(Arachidonic acid，ARA)，是全顺二

十碳-5，8，11，14-四烯酸，是一种 n-6 系列的高不

饱和脂肪酸，主要来源于鱼油与海洋藻类，是海水鱼

类生长发育所需要的重要不饱和脂肪酸。近年来，许

多研究结果显示，ARA 在海水鱼类的生长、存活、

调节免疫、抗应激及繁育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Bruce 

et al, 1999; Sargent et al, 1999; 刘镜恪等 , 2002; 

Koven et al, 2003; Furuita et al, 2003; Esteban et al, 2004; 
van Anholt et al, 2004; 徐后国, 20131))。研究已经证

实，ARA 在动物体中能够产生许多重要的活性物质，

如白细胞三烯、前列腺素以及凝血恶烷等二十烷类化

合物，这些化合物在动物体内具有重要的作用，能够

调节一系列重要的生理代谢(Sargent et al, 1995; Tang 

et al, 1996)。 

在海水鱼类对 ARA 需求量的研究表明，海水仔

稚鱼需求量一般为 0.8%1.5%。Bessonart 等(1999)

在金头鲷(Sparus aurata)的研究表明，当饲料中 ARA

的含量为 1%时，仔稚鱼获得最佳生长效果；谢奉军 

abc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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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在大黄鱼(Larmichthys crocea)仔稚鱼饲料中

添加 0.93% ARA，提高了大黄鱼仔稚鱼的生长率。海

水幼鱼对 ARA 的需求量一般为 0.3%1.0%，Bae 等

(2010)针对海鳗(Anguilla japonica)的研究中得出，海

鳗幼鱼对 ARA 的需求量为 0.69%0.71%；Xu 等(2010)

研究表明，基于生长指标，花鲈幼鱼饲料中最适ARA 含量

为 0.32%，然而，在大规格的海水鱼类对ARA 的需求

量方面却鲜有报道。 

鲈鱼(Lateolabrax japonicas)属于鲈形目、 科、

花鲈属，俗称花鲈、花寨、伴鲈等，体长、侧扁、背

腹面皆钝圆，头中等大、略尖，属于广盐性鱼类，其

生长速度较快，并且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成为我国

沿海地区一种重要的养殖鱼类。因此，众多学者也加强

了对鲈鱼营养学方面的研究力度，并且产生了一系列具

有重要价值的研究结果(苏传福等, 2005; 梁萌青等 , 

2006、2014; Mai et al, 2006; Zhang et al, 2006; Xu et al, 

2010; 窦兵帅等, 2014)，但是关于花生四烯酸方面的

研究大都集中在仔稚鱼与幼鱼阶段，对养成期阶段鱼

的研究较少。目前，鲈鱼商品饲料 ARA 的添加量主

要以幼鱼 ARA 需求量为标准，但由于鱼体生长阶段

不同，对 ARA 需求量存在差异，对大规格鲈鱼 ARA

的需求量，理应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因此，本研究

通过分析饲料中不同 ARA 含量对鲈鱼生长、饲料效

率及相关机体免疫酶活的影响，旨在明确(207.16± 

0.72) g 规格的鲈鱼对饲料中 ARA 的最适需求量，为

大规格鲈鱼的精准饲料配方设计提供相关的理论依据，

更好地完善鲈鱼营养学参数数据库。 

1  实验饲料与养殖管理 

1.1  实验配方设计与饲料制作 

以鱼粉、豆粕和酪蛋白为主要蛋白源，小麦粉为

主要糖源，配制粗蛋白含量约为 44%、粗脂肪含量约

为 11.5%的基础饲料(表 1)。在基础饲料中添加 1.50% 

DHA 纯化油(DHA 含量占总脂肪酸的43%；江苏天凯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确保饲料中的 DHA 含量能够保

证鲈鱼正常生长，以此消除因 DHA 含量不足造成鲈

鱼生长不佳的原因(Skallia et al, 2004; Xu et al, 2010)。在

基础饲料中分别添加 0、0.35%、0.71%、1.45%、2.91%

和 5.84%的 ARA 纯化油(ARA 含量占总脂肪酸的 46%；

江苏天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来调配饲料中 ARA的含

量，以硬脂酸甘油三酯进行配平。通过气相色谱分析，

ARA在各组饲料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0.05%(对照组)、

0.22%、0.37%、0.60%、1.38%和 2.32%(饲料干重)，

各组饲料的脂肪酸组成见表 2。在饲料的制作过程中，

先将原料粉碎均匀，与 ARA 纯化油等油状脂肪充分

混合，然后加水制粒，颗粒制成后，放置于烘箱中，

50℃左右烘干，之后存于阴凉干燥处。 

1.2  实验用鱼及饲养管理 

实验于 2014 年8月5日在浙江省象山港湾苗种

有限公司进行，养殖方式为海水浮式网箱养殖，养

殖周期为 84 d，实验鲈鱼为前一年人工培育的同一

批苗种(宁波象山县一养殖户提供)。将所有实验用

鱼放置于大网箱中(3.0 m×3.0 m×3.0 m)，用对照组

饲料暂养 15 d，使其适应实验饲料和养殖环境。实

验开始前，将实验鱼饥饿 24 h，然后用丁香酚麻醉

(1∶10000) (上海试剂，中国)，称重。大小均一的

鲈鱼[初始均重为(207.16±0.72) g]被随机分到 18 个

养殖网箱中(1.5 m×1.5 m×2.0 m)，每个网箱放置 20

尾鲈鱼，每个实验组 3 个重复，每天在规定时间

(06∶00 和 17∶00)各投喂 1 次。实验期间，水温为

2330.5℃，盐度为 2631，pH 为 7.17.4，溶解氧

为 6.5 mg/L 左右。 

1.3  样品收集 

84 d 的养殖实验结束时，将实验鱼饥饿 24 h，

然后对每个网箱中的实验鲈鱼进行计数和称重。从

每个养殖网箱中随机取出 3 尾鲈鱼，密封袋装好，

将其置于20℃冰柜中保存，用于后期对全鱼常规

化学组成的分析。另外，分别从各个养殖网箱中随

机取 5 尾鲈鱼，进行解剖取样，分别取肝脏、肌肉

等组织，组织取好后，将装有组织的离心管迅速置

于液氮中速冻后，将这些冷冻好的样品保存于80℃

超低温冰箱中。从每个网箱中随机取出 4 尾实验

鱼，采用尾部静脉取血法，取出约 1.5 ml 血，4℃

静置 4 h，3000 r/min 离心 10 min，轻轻将血清吸

出，80℃保存备用。 

1.4  分析方法 

实验样品分析方法：样品的水分与灰分含量利

用失重法分别测得；粗蛋白含量的测定采用凯氏定

氮法(VELP UDK142，意大利)；粗脂肪含量采用索

氏抽提法测得(FOSS 索氏抽提仪 SOXTEC 2050，瑞 

                            

1) 谢奉军. 大黄鱼仔稚鱼氨基酸及脂肪酸营养生理的研究. 中国海洋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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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饲料配方及成分分析 
Tab.1  Formulation and composition of the diets (%) 

饲料花生四烯酸水平 Dietary arachidonic acid level (%) 
原料 Ingredients 

0.05 0.22 0.37 0.60 1.38 2.32 

鱼粉 Fish meal1 15.00 15.00 15.00 15.00 15.00 15.00 

豆粕 Soybean meal1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小麦粉 Wheat meal 30.85 30.85 30.85 30.85 30.85 30.85 

酪蛋白 Casein 16.00 16.00 16.00 16.00 16.00 16.00 

明胶 Gelatin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维生素预混料 Vitamin premix2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矿物质预混料 Mineral premix3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磷酸二氢钙 Calcium dihydrogen phosphate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维生素 C Vitamin C 0.50 0.50 0.50 0.50 0.50 0.50 

氯化胆碱 Choline chloride 0.50 0.50 0.50 0.50 0.50 0.50 

诱食剂 Attractant4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乙氧基喹 Ethoxyquin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防腐剂 Mold inhibitor5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大豆卵磷脂 Soy lecithin 1.20 1.20 1.20 1.20 1.20 1.20 

DHA 纯化油 DHA-enriched oil6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ARA 纯化油 ARA-enrich oil7 0.00 0.35 0.71 1.45 2.91 5.84 

硬脂酸甘油三酯 Tristearin 7.00 6.65 6.29 5.55 4.09 1.16 

成分分析 Proximate composition       

粗蛋白 Crude protein 43.64 43.53 44.40 44.36 43.39 44.13 

粗脂肪 Crude lipid 11.32 11.07 11.09 11.24 11.50 11.22 

灰分 Ash 6.89 6.94 6.81 6.98 6.92 6.83 

花生四烯酸 ARA 0.05 0.22 0.37 0.60 1.38 2.32 

1 鱼粉：粗蛋白 69.0%，粗脂肪 7.8%；豆粕：粗蛋白 50.4%，粗脂肪 0.9% 
2 维生素混合料(mg/kg or IU/kg 饲料)：维生素 A，7500.0IU；维生素 D，1500.0IU；维生素 E，60.0 mg；维生素 K3，

18.0 mg；维生素 B1，12.0 mg；维生素 B2，12.0 mg；维生素 B12，0.1 mg；泛酸，48.0 mg；烟酰胺：90.0 mg；叶酸，3.7 mg；

D-生物素：0.2 mg；肌醇，60.0 mg；维生素 C，310.0 mg 
3矿物质混合料(mg/kg 饲料)：锌，35.0 mg；锰，21.0 mg；铜，8.3 mg；铁，23.0 mg；钴，1.2 mg；碘，1.0 mg；硒，0.3 mg 
4 诱食剂：甘氨酸+甜菜碱 
5 防腐剂：50%富马酸+50%丙酸钙 
6 DHA 纯化油：DHA 占总脂肪酸的比例为 43%，江苏天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7 ARA 纯化油：ARA 占总脂肪酸的比例为 46%，江苏天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 Fish meal: crude protein 69.0% and crude lipid 7.8%; soybean meal: crude protein 50.4% and crude lipid 0.9% 
2 Vitamin premix (mg/kg or IU/kg diet): vitamin A 7500.0IU, vitamin D 1500.0IU, vitamin E 60.0 mg, vitamin K3 18.0 mg 

vitamin B1 12.0mg; vitamin B2 12.0mg, vitamin B12 0.1mg, riboflavin 45.0mg, biotin 1.2 mg, vitamin D 5.0 mg, pyridoxine 20.0 
mg, vitamin A 32.0 mg, vitamin E 120.0 mg, vitamin B12 0.1 mg, pantothenate acid 48.0 mg, niacin 90 mg, folic acid 3.7 mg, 
D-biotin 0.2 mg, vitamin C 310.0 mg 

3 Mineral premix (mg/kg diet): Zn 35.0 mg, Mn 21.0 mg, Cu 8.3 mg, Fe 23.0 mg, Co 1.2 mg, I 1.0 mg, Se 0.3 mg 
4 Feeding attractants: glycine+ betaine 
5 Preservative: 50% calcium propionic acid + 50% fumaric acid 
6 DHA-enriched oil: DHA content, 43%; Jiangsu Tiankai biological technology 
7 ARA-enriched oil: ARA content, 46%; Jiangsu Tiankai biological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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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实验饲料脂肪酸成分分析(%总脂肪酸) 
Tab.2  Fatty acids composi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diets (% total fatty acids) 

饲料花生四烯酸水平 Dietary arachidonic acid level (%) 脂肪酸组成 
Fatty acids composition 0.05 0.22 0.37 0.60 1.38 2.32 

C14∶0 3.50 3.61 3.61 3.50 3.00 2.38 

C16∶0 26.62 27.12 26.62 25.91 22.38 17.35 

C18∶0 44.46 44.10 41.84 38.76 29.18 12.88 

ΣSFA1 74.58 74.83 72.07 68.17 54.56 32.61 

C16∶1n-7 0.79 0.81 0.84 0.88 0.87 0.92 

C18∶1n-9 3.87 3.42 3.69 3.85 5.16 6.72 

∑MUFA2 4.66 4.23 4.53 4.73 6.03 7.64 

C18∶2n-6 7.32 8.05 8.21 8.72 9.71 12.19 

C20∶4n-6 0 1.24 3.04 5.97 11.44 22.86 

∑n-6 PUFA3 7.32 9.29 11.25 14.69 21.15 35.05 

C18∶3n-3 0.70 0.76 0.81 0.80 0.85 0.92 

C20∶5n-3 1.37 1.44 1.49 1.49 1.65 1.57 

C22∶6n-3 6.26 6.39 6.59 6.63 6.60 6.66 

∑n-3 PUFA4 8.33 8.89 8.89 8.92 9.10 9.15 
∑PUFA 15.65 17.88 20.14 23.61 30.25 44.20 
ΣSFA /ΣPUFA 4.77 4.19 3.58 2.89 1.80 0.74 
n-3 /n-6 1.14 0.92 0.79 0.61 0.43 0.26 

注: 1SFA：饱和脂肪酸；2MUFA：单不饱和脂肪酸；3n-6 PUFA：n-6 系列多不饱和脂肪酸；4n-3 PUFA：n-3 系列多不

饱和脂肪酸 
Note: 1SFA, saturated fatty acids; 2MUFA, mono-unsaturated fatty acids; 3n-6 PUFA, n-6 poly-unsaturated fatty acids; 4n-3 

PUFA, n-3 poly-unsaturated fatty acid 
 

典)；用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生产的试剂盒测

定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活性和丙二醛 (MDA)含

量；测定谷草转氨酶(GOT)、谷丙转氨酶(GPT)和

碱性磷酸酶(AKP)活性试剂盒由深圳迈瑞生物医

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饲料的脂肪酸含量测定

方法参考 Mourente 等(1999)的气相色谱法(GS，

HP6890，美国)，并稍作修改。 

1.5  计算公式及统计分析 

计算公式： 

成活率(Survival rate, SR, %)=100×鱼末数量/鱼

初数量 

增重率(Weight gain rate, WGR, %)=100×(鱼末体

重鱼初体重)/鱼初体重 

摄食率(Feeding inake, FI, %/d)=100×摄食量×2/ 

[(鱼末体重＋鱼初体重)×实验天数] 

特定生长率(Specific growth rate, SGR, %/d)=100× 

[ln(鱼末体重)ln(鱼初体重)]/实验天数 

饲料效率(Feed efficiency, FE)=(鱼末体重–鱼初

体重)/摄食饲料干重 

肝体比(Hepatosomatic index, HSI, %)=实验鱼肝

湿重/实验鱼体重×100 

脏体比(Viscerasomatic index, VSI, %)=实验鱼内脏

湿重/实验鱼体重×100 

肥满度(Condition factor, CF)=实验鱼体重/实验

鱼体长 3×100 (体重单位：g，体长单位：cm) 

所得实验数据用平均值±标准误(Mean±SE)来表

示，采用 SPSS 19.0 分析软件对实验数据进行单因素方

差分析(One-way ANOVA)，另外，用 Tukey’s 检验方法

对实验数据进行多重比较，当 P<0.05 时表示具有显著

性差异。采用折现模型(Robbins，1979)估计大规格鲈鱼

对 ARA 基于特定生长率与饲料效率的最适需求量。 

2  结果 

2.1  饲料中不同 ARA 含量对鲈鱼生长性能的影响 

饲料中不同 ARA 含量对鲈鱼生长性能的影响见

表 3。从表 3 可以看出，不同 ARA 含量对鲈鱼的成

活率无显著影响(P>0.05)，均在 93.33%98.33%之间；

当饲料 ARA 含量在一定范围内(0.05%0.37%)时，鲈

鱼的特定生长率随着饲料 ARA 含量增加而显著上升

(P<0.05)，当 ARA 含量继续增加时，鲈鱼的特定生

长率基本趋于平稳。各实验组实验鱼的增重率、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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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饲料中不同 ARA 含量对鲈鱼生长性能的影响(平均值±标准误) 
Tab.3  Effects of different dietary ARA levels on the growth performance of Japanese seabass (Mean±SE) 

饲料花生四烯酸水平 Dietary arachidonic acid level (%) 
指标 Parameters 

0.05 0.22 0.37 0.60 1.38 2.32 

初始体重 Initial weight (g) 207.35±0.95 207.23±0.71 207.30±0.66 206.83±0.19 206.73±1.23 207.53±0.55 

终末体重 Final weight (g) 380.66±4.74c 403.34±4.79bc 434.34±5.01a 425.37±11.89ab 425.64±7.67ab 429.33±13.23a

成活率 Survival rate (%) 95.00±5.00 93.33±2.89 96.67±2.89 98.33±2.89 95.00±5.00 98.33±2.89 

增重率 WGR (%) 83.59±3.07c 94.49±2.91bc 109.53±2.86a 105.66±5.93ab 105.91±4.91ab 106.88±6.41ab

特定生长率 SGR (%/d) 0.72±0.02c 0.79±0.01b 0.88±0.02a 0.86±0.03ab 0.86±0.03ab 0.87±0.04ab

摄食率 FI (%/d) 1.43±0.02 1.42±0.03 1.37±0.01 1.38±0.03 1.36±0.03 1.41±0.05 

饲料效率 FE 0.49±0.01c 0.54±0.01b 0.62±0.01a 0.60±0.01a 0.60±0.01a 0.60±0.01a 

注：同一行数据中上标无字母或字母相同表示差异不显著(P>0.05)，下同 
Note: values with no superscripts or same superscripts in the same row a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0.05), the same as 

the following 
 

效率同特定生长率具有相同变化趋势。不同的实验组

中，实验鱼的摄食率并没有显著性差异(P>0.05)。 

从图 1 可出看出，以饲料中 ARA 含量为横坐标，

以鲈鱼特定生长率为纵坐标，利用折线模型回归分析

得 Y=0.867+0.465(X0.370)+0.002(0.370X)，R2=0.856，

所以当饲料中 ARA 含量为 0.37%时，实验鱼得到最

大特定生长率；从图 2 可以看出，以饲料中 ARA 含 
 

 
 

图 1  鲈鱼特定生长率与饲料中 ARA 含量的折线模型 
Fig.1  The broken-lin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dietary ARA  

levels and SGR of Japanese seabass 

 

 
 

图 2  鲈鱼饲料效率与饲料中 ARA 含量的折线模型 
Fig.2  The broken-lin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dietary ARA 

levels and FE of Japanese seabass 

量为横坐标，以鲈鱼 FE 为纵坐标，利用折线模型回

归分析得 Y=0.606+0.372(X0.370)+0.005(0.370X)，

R2=0.949，所以当饲料中 ARA 含量为 0.37%时，饲料

效率达到最大值。 

2.2  饲料中不同 ARA 含量对鲈鱼肝体比、脏体比和

肥满度的影响 

饲料中不同 ARA 含量对鲈鱼肝体比、脏体比和

肥满度的影响见表 4。从表 4 可以看出，各实验组鲈

鱼的脏体比和肥满度均无显著影响(P>0.05)，分别在

8.20%9.69%和 1.51%1.59%之间。同时，各实验 

组鲈鱼的肝体比呈现出一定的下降趋势，但没表现出

显著性差异(P>0.05)。 

2.3  饲料中不同 ARA 含量的鲈鱼鱼体化学组成的影响 

不同 ARA 含量的饲料对鲈鱼鱼体化学组成的影

响见表 5。从表 5 可以看出，饲料中 ARA 含量增加，

鱼体粗蛋白含量呈现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饲料中

ARA 含量从 0.05%升高到 0.60%时，鱼体粗脂肪含量

逐渐降低，之后呈现上升趋势，ARA 含量为 0.22%、

0.37%、0.60%饲料组的实验鱼鱼体粗脂肪含量显著低

于 2.32%饲料组的实验鱼(P<0.05)；另外，不同实验组

间实验鱼鱼体的灰分与水分含量差异不显著(P>0.05)。 

2.4  饲料中不同ARA含量对鲈鱼血清和肝脏超氧化

物歧化酶(SOD)活性、丙二醛(MDA)含量的影响 

从表 6 可以看出，血清 SOD 活性随着 ARA 含量的

升高呈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在 ARA 含量为 0.37%时达

到最大值，且显著高于 ARA 含量为 0.05%、1.38%与

2.32%饲料组(P<0.05)；肝脏 SOD 活性变化趋势同血清

SOD 类似，也在 ARA 含量为 0.37%时饲料组达到最大

值，但与 ARA 含量为 0.05%饲料组无显著差异(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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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饲料中不同 ARA 含量的鲈鱼肝体比、脏体比和肥满度的影响(平均值±标准误) 

Tab.4  Effects of different dietary ARA levels on HSI, VSI and CF of Japanese seabass (Mean±SE) 

饲料花生四烯酸水平 Dietary arachidonic acid level (%) 
指标 Parameters 

0.05 0.22 0.37 0.60 1.38 2.32 

肝体比 HSI(%)  1.22±0.11 1.11±0.09 1.03±0.14 0.97±0.05 0.96±0.05 0.97±0.09 

脏体比 VSI(%)  8.78±0.40 8.55±0.38 8.98±0.95 8.20±0.75 8.38±0.44 9.69±0.37 

肥满度 CF 1.51±0.11 1.56±0.09 1.59±0.12 1.57±0.03 1.59±0.13 1.57±0.03 

 
表 5  饲料中不同 ARA 含量的鲈鱼鱼体化学组成的影响(%湿重；平均值±标准误) 

Tab.5  Effects of different dietary ARA levels on body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Japanese seabass (% wet weight; Mean±SE) 

饲料花生四烯酸水平 Dietary arachidonic acid level (%) 
指标 Parameters(%) 

0.05 0.22 0.37 0.60 1.38 2.32 

水分 Moisture 70.23±2.88 71.41±0.86  71.11±2.61 71.71±1.52  70.50±1.13  69.76±1.11 

粗蛋白 Crude protein 16.65±0.83 ab 16.99±0.31 ab 17.36±0.19 a 17.01±0.16 ab 16.48±0.32 ab 16.00±0.29 b 

粗脂肪 Crude lipid 7.59±0.57ab 6.91±0.44 b 6.72±0.53 b 6.52±0.54 b 7.60±0.74 ab 8.61±0.40 a 

灰分 Ash 4.73±0.30 4.37±0.15 4.61±0.30 4.34±0.22 4.43±0.30 4.24±0.20 

 
当饲料 ARA 含量升高时，血清中 MDA 含量呈

先降低后升高的趋势，在 ARA 含量为 0.37%时含量

最低，并且 ARA 含量为 0.05%、2.32%时饲料组中血

清 MDA 含量显著高于 0.37%饲料组(P<0.05)，肝脏中

MDA 含量呈现与血清中 MDA 含量相似的变化趋势。 

2.5  饲料中不同 ARA 含量对鲈鱼血清谷草转氨酶、

谷丙转氨酶和碱性磷酸酶活性的影响 

从表 7 可以看出，当饲料中 ARA 含量从 0.05%

提高到 2.32%时，血清谷草转氨酶(GOT)活性呈现先

降低后升高的趋势，并且 ARA 含量为 0.37%时，饲

料组实验鱼其血清 GOT 活性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

与 ARA 含量为 0.60%饲料组无显著差异(P>0.05)；血

清谷丙转氨酶(GPT)活性在 ARA 含量为 0.05%0.60%

范围内时，呈先降低后升高的趋势，且在 ARA 含量为

0.37%饲料组时达到最低值，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 

随着 ARA 含量的升高，血清中碱性磷酸酶(AKP) 

活性呈现先降低后升高的趋势，且在ARA含量为0.37%

与 0.60%时，饲料组显著低于其他 4 组(P<0.05)，但

这两组间 AKP 活性无显著性差异(P>0.05)。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大规格鲈鱼的特定生长率、饲

料效率均随着饲料中 ARA 含量的变化表现出一定的

变化趋势，这说明饲料中适量的 ARA 对大规格鲈鱼

的生长和生理功能具有重要的作用。采用折线模型分

析方法，分别拟合特定生长率、饲料效率与饲料中

ARA 含量的关系，分析得到(207.16±0.72) g 规格鲈鱼

对 ARA 的最适需求量均为 0.37% (图 1、图 2)。这一

结果低于一些海水仔稚幼鱼对 ARA 的需求量，比如

低于大菱鲆(Scophthalmus maximus)幼鱼的 1%(Castell et al, 
 

表 6  饲料中不同 ARA 含量对鲈鱼血清和肝脏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和丙二醛含量的影响(平均值±标准误) 

Tab.6  Effects of different dietary ARA levels on the activity of SOD and MDA content in serum and liver  
of Japanese seabass (Mean±SE) 

饲料花生四烯酸水平 Dietary arachidonic acid level (%) 
指标 Parameters 

0.05 0.22 0.37 0.60 1.38 2.32 

血清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 
Serum SOD activity (U/ml) 

81.49±3.16b 84.57±2.05 ab 92.28±3.34a 88.62±3.16 ab 82.88±1.92b 80.54±3.70b

肝脏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  
Liver SOD activity (U/mg  prot) 

30.13±1.14 ab 31.78±2.88 ab 36.70±1.13a 31.79±1.49 ab 27.88±2.94b 25.50±3.92 b

血清丙二醛含量 
Serum MDA content (nmol/ml) 

40.70±2.71 ab 39.82±5.31 ab 22.63±6.19c 30.71±5.19bc 32.37±4.77 bc 52.06±6.15a

肝脏丙二醛含量 
Liver MDA content (nmol/mg·prot) 

1.85±0.03 b 1.64±0.11c 1.29±0.06d 1.33±0.06 d 1.87±0.10b 2.30±0.0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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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饲料中不同 ARA 含量对鲈鱼血清谷草转氨酶、谷丙转氨酶及碱性磷酸酶活性的影响(平均值±标准误) 

Tab.7  Effects of different dietary ARA levels on the activity of GOT, GPT and AKP in serum of Japanese seabass (Mean±SE) 

饲料花生四烯酸水平 Dietary arachidonic acid level (%) 
指标 Parameters 

0.05 0.22 0.37 0.60 1.38 2.32 

谷草转氨酶 GOT (U/L) 23.83±1.00a 18.87±1.72b 13.83±1.46c 13.97±1.00 c 16.57±1.04bc 18.47±2.20b

谷丙转氨酶 GPT (U/L) 10.23±0.57a 8.67±0.51 bc 7.63±0.47 c 8.00±0.46 bc 7.93±0.25bc 9.17±0.70ab

碱性磷酸酶 AKP (U/L) 33.57±0.67a 29.80±1.87b 23.77±0.55c 24.43±0.51c 29.77±2.19b 30.07±1.06ab

 
1994)、金头鲷仔稚鱼的 1%(Bessonart et al, 1999)、牙鲆

(Paralichthys olivaceus)仔稚鱼的 1.5%(刘镜恪等, 2005)、

欧洲鲈鱼(Dicentrarchus labrax)仔稚鱼的 1.20%(Atalah 

et al, 2011)。但与牙鲆亲鱼的 0.6%(Furuita et al, 2003)、

鲈鱼幼鱼的 0.36%0.56%(Xu et al, 2010)相近。此外，

也有一些研究表明，饲料中添加 ARA 并不能显著提

高海水鱼类的生长性能(Zheng et al, 1996; Willey et al, 

2003; Villalta et al, 2005)。这种实验生长结果的差异

可能是由实验鱼种类和规格、饲养方式与养殖环境的

不同所造成的。 

当前，许多研究表明，ARA 衍生物前列腺素 E2

与前列腺素 F2a 在动物体能起到重要的生理调节作

用，E2 在体内能抑制肌原纤维的形成，从而可以导致

肌肉降解，F2a 则具有相反的作用(Palmer，1990)。由

此可以推断，不同 ARA 含量的饲料之所以能够对鱼

体的生长造成不同的影响，主要是因为不同含量的

ARA 在鱼体内代谢产生不同含量的衍生物，使得鱼

体内前列腺素 E2与 F2a的比例不同。本研究结果显示，

实验鲈鱼的特定生长率和饲料效率具有相同的变化

趋势，并且对照组的实验鱼肝脏与血清 SOD 活性偏

低，而 MDA 含量偏高，血清中转氨酶活性偏高，这

一系列结果均表明，饲料中 ARA 缺乏可能会降低鱼

体的抗氧化能力并损害肝脏健康，降低鲈鱼生长性能

与饲料利用率。这一结果与 Xu 等(2010)在鲈鱼幼鱼

中的研究结果相似。 

本研究表明，不同 ARA 含量的饲料对鲈鱼的成

活率没有显著影响，在其他一些研究中也得到了类似

的结果(Villalta et al, 2005; Bransden et al, 2005; Lund 

et al, 2007)。但是，也有研究表明，饲料中适量的 ARA

对海水仔稚幼鱼的成活率具有促进作用。如 Bessonart

等(1999)在金头鲷仔稚鱼的研究中指出，当 ARA 含

量提高到 1.8%时，仔稚鱼的成活率有了显著的提高；

谢奉军 (2011)1)研究也指出，饲料中 ARA 含量为

0.87%时，大黄鱼仔稚鱼获得最佳存活率。产生这一

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因为 ARA 在海水鱼类的抗应激过

程中能够发挥重要的生理作用，在仔稚鱼及幼鱼阶

段，鱼体抗应激能力弱，对 ARA 的需要量就高，而

规格较大的鱼本身的抗应激能力就较强，所以在抗应

激方面对 ARA 的需求相对较低(Koven et al, 2001、

2003; Rezek et al, 2009)，而本研究使用的实验鱼是大

规格鲈鱼，其抗应激能力已经较强，因此，成活率受

饲料中 ARA 含量的影响不大。这一结论也很好的解

释了为什么大规格的鱼对 ARA 的需求量比仔稚鱼及

大部分幼鱼都低。 

本研究中，随着 ARA 含量的增加，鲈鱼的肝体

比、脏体比和肥满度并没有产生显著性差异(P>0.05)。

但实验对照组的肝体比要高于其他组，这一实验结果

与刘亮 (2008)2)在军曹鱼 (Rachycentron canadum)和

Xu 等(2010)在鲈鱼幼鱼中的研究结果相似，造成这一

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对照组饲料中脂肪酸营养失

衡，导致实验鱼肝脏健康受到一定程度的损伤。同时，

实验结果显示，随着饲料中 ARA 含量升高，全鱼脂

肪含量呈现先降低后升高的趋势，这可能是由于饲料

中过高的 ARA含量造成了鲈鱼体脂肪的沉积(杜震宇

等, 2002)。 

根据相关报道，ARA 对鱼体的抗氧化能力具有

一定的调节作用，饲料中适宜的 ARA 含量可以增强

鱼体的抗氧化功能(Beel et al, 1996; Sargent et al, 

1999; Good et al, 2001; Xu et al, 2010)。本研究结果显

示，当饲料中 ARA 的含量在 0.37%0.60%时，实验

鲈鱼的血清与肝脏中 SOD 活性显著提高，这可以证

明，ARA 在机体的抗氧化反应中具有调节作用。Xu

等(2010)研究发现，在饲料中添加 0.56%的 ARA 能提

高鲈鱼幼鱼血清中 SOD 的活性的结果一致。也与牡

蛎(Ostrea gigas)(Delaporte et al, 2006; Hurtado et al, 

2009)的研究结果类似。本研究结果显示，肝脏与血

清中 MDA 含量的变化趋势正好和 SOD 活性相对应，

说明 ARA 对于抵抗机体脂质过氧化、提高机体抗氧

化能力有一定促进作用。 

肝脏是鱼类重要的代谢场所，也是反应机体健康 
                            

1) 谢奉军. 大黄鱼仔稚鱼氨基酸及脂肪酸营养生理的研究. 中国海洋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2011 
2) 刘亮. 军曹鱼幼鱼对花生四烯酸的需求与调控. 汕头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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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否的重要器官。肝脏中 GPT 和 GOT 是最具有代表

性的转氨酶，其活力大小常作为评价肝细胞完整性及 

肝脏健康的酶学指标(冯健等, 2004; 潘鲁青等, 2005; 

王丽宏等, 2011; 陆凯等, 2015)。本研究结果显示，ARA

含量为 0.37%、0.60%饲料组的实验鱼血清中 GPT 和

GOT 活性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表明这两组实验

鱼的肝脏健康状况要好于对照组，这一结果与本研究

鱼体特定生长率显示的结果一致。因此，表明 ARA

对鱼体肝脏健康具有重要的影响，这与 Ganga 等

(2006)、Atalan 等(2011)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碱性

磷酸酶是指示胆汁淤积及机体健康的重要指标，当体

内碱性磷酸酶总活性发生改变时，说明某些代谢性疾

病(如肝胆疾病)在体内已经处于发生发展的过程中

(夏树等, 2010)。本研究 ARA 含量的不同对血清中

AKP 的活性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其原因有待进

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饲料中适量添加 ARA 对鲈鱼的生长

性能具有促进作用。以 SGR 和 FE 作为评价指标经折

线模型分析得出，(207.16±0.72) g 规格的鲈鱼饲料中

ARA 的最适含量均为 0.37%饲料干重，占饲料脂肪的

3.29%。在该饲料 ARA 含量下，鲈鱼同样具有最好的

抗氧化水平及肝脏健康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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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irement of Arachidonic Acid in Adult Japanese Seabass  
(Lateolabrax japonicas) 

WANG Chengqiang1,2, LIANG Mengqing2,3①
, XU Houguo2, ZHENG Keke2, LIU Xi1,2 

(1. Yellow Sea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Fishery Sciences, Qingdao  266071;  
2. College of Fisheries and Life Science,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3. Laboratory for Marine Fisheries Science and Food Production Processes, Qingdao National Laboratory 
 for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266071) 

Abstract    It has been clear that the dietary arachidonic acid (ARA) is essential in the growth of 

juvenile Japanese seabass (Lateolabrax japonicas), and the requirement of ARA could vary at different 

growth stages. A 12-week feeding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the optimal level of ARA in 

diet of Japanese seabass [mean initial weight (207.16±0.72) g)]. Six isonitrogenous and isoenergetic diets 

were formulated with graded levels of dietary ARA, 0.05%, 0.22%, 0.37%, 0.60%, 1.38% and 2.32%, 

respectively. Triplicate groups of 20 fish were fed to apparent satiation twice daily. The water temperature 

ranged from 23 to 30.5℃, the salinity from 26 to 31 and the dissolved oxygen content was approximately 

6.5 mg/L during the experimental perio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urvival 

rate (93.33%98.33%) were found among dietary treatments (P>0.05). With the increase of dietary ARA 

levels, the specific growth rate (SGR) and feed efficiency (FE) increased at first, and then kept steady 

after reaching their peaks at the 0.37% dietary ARA level (P<0.05).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in hepatosomatic index (HSI), viscerasomatic indexes (VSI) and condition factor (CF) among dietary 

treatments (P>0.05). The body composi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whole-body protein content first 

increased and, then decreased with increasing dietary ARA, while the whole-body lipid content followed 

the opposite pattern. With the increase of dietary ARA levels, the activities of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 

in serum and liver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t first and then showed a declining tendency (P<0.05), but the 

malondialdehyde (MDA) contents in serum and liver had a converse trend with SOD (P<0.05). The 

activities of glutamic-oxaloacetic transaminase (GOT) and glutamic-pyruvic transaminase (GPT) in serum 

observably decreased when the dietary ARA level increased from 0.05% to 0.37%, and then increased 

when the dietary ARA level increased from 0.37% to 2.32% (P<0.05). The broken-line model analysis 

based on SGR and FE indicated that the optimal level of dietary ARA for Japanese seabass of (207.16±0.72) 

g of the diet was 0.37%.  

Key words    Japanese seabass (Lateolabrax japonicas); Arachidonic acid; Growth performance; 

Requi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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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粒饲料中以微藻粉替代鱼油对牙鲆 

(Paralichthys olivaceus)稚鱼生长存活和 

脂肪酸组成的影响* 

乔洪金 1  王际英 1①  张利民 1  孙春晓 1  李宝山 1 

丛  超 1,2  宋志东 1  柳旭东 1 
(1. 山东省海洋资源与环境研究院 山东省海洋生态修复重点实验室  烟台  264006； 

2. 上海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  上海  201306) 

摘要    以 18 日龄的牙鲆(Paralichthys olivaceus)稚鱼为研究对象，通过 11 d 的生长实验，研究了

添加不同比例的微藻粉替代鱼油对牙鲆稚鱼生长、存活率和脂肪酸组成的影响。以鱼油组(FO)为对

照组，以裂壶藻粉(Schizochytrium sp.)、微绿球藻粉(Nannochloropsis sp.)和橄榄油替代不同比例的鱼

油，配制成 5 组等氮等能的实验饲料，分别命名为鱼油组(FO)，50%混合替代组(M50)、100%混合

替代组(M100)、100%裂壶藻橄榄油替代组(S100)、100%微绿球藻橄榄油替代组(N100)。结果显示,

微藻粉替代鱼油对牙鲆稚鱼的生长无显著影响；含有裂壶藻的各饲料组(M50、M100、S100)成活率

显著高于 FO 组和 N100 组(P˂0.05)；微藻粉替代鱼油不影响牙鲆稚鱼主要脂肪酸的组成；Person

相关性分析发现，C14:0、C16:1n-7、C18:2n-6、C20:0、C18:3n-3、C22:0、C20:4n-3、EPA、C22:5n-6

和 DHA 的百分含量均与其饲料中的百分含量呈显著正相关(P<0.05)；总饱和脂肪酸、总单不饱和

脂肪酸、n-3 多不饱和脂肪酸的百分含量以及 DHA/EPA 比率均与其饲料组成表现出显著正相关

(P<0.05)。综上所述，微藻作为脂肪源替代鱼油完全可以满足牙鲆稚鱼的生长和发育，各种脂肪酸

均可以被牙鲆稚鱼充分消化和吸收，并且添加两种微藻后提高了稚鱼的 DHA 含量和 DHA/EPA 比

率，与鱼油对照组相比显著提高了牙鲆稚鱼的成活率。因此，以微藻替代鱼油在牙鲆稚鱼的培育中

是可行的。 

关键词    牙鲆稚鱼；微粒饲料；微藻；鱼油；脂肪酸 

中图分类号 S9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6)05-0056-08 

高不饱和脂肪酸(HUFA)作为海水鱼类饲料中的

必需营养素，目前主要来源于鱼油。进入 21 世纪以

来，鱼油价格伴随着捕捞量的骤减和养殖业规模的扩

大而快速上涨，导致海水鱼饲料的成本随之上升，“以

鱼养鱼”的养殖模式已经显现出不可持续的趋势，寻

找鱼油替代原料已成为当务之急。植物油价格低、产

量高，是替代鱼油的首选。然而，由于植物油不含

HUFA，完全以植物油替代鱼油往往不利于鱼体的健康

(Mourente, 2003)和肌肉品质(López, 2005; Noffs et al, 

2009)。因此，水产饲料中必须添加 HUFA 以保证养

abc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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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产量和营养品质。 

从食物链的传递关系来看，鱼体内的 HUFA 多数

来自食物链底层的微藻。目前，微藻的规模化生产已

经使其成本显著下降，因此，利用微藻替代鱼油将是

解决鱼油危机的理想途径。Harel 等(2002)利用异养微

藻对轮虫(Brachionus plicatilis)和卤虫(Artemia saline)

进行营养强化，在轮虫和卤虫体内检测到了显著提高

的 HUFA 含量；在条纹鲈鱼(Morone saxatilis)亲鱼中

以微藻粉替代 60%的鱼油对其生长无显著影响。在大

西洋鲑(Salmo salar)中以微藻粉替代鱼油，替代后对

鱼的生长和体组成等无显著影响，但攻毒实验的表现

要逊于鱼油组(Carter et al, 2003; Miller et al, 2007)。

在金头鲷(Sparus aurata)仔稚鱼饲料中添加微藻粉不

仅提高了鱼体 DHA 的含量，而且促进了生长，提高

了成活率(Atalah et al, 2007; Ganuza et al, 2008)。 

本研究采用富含 DHA 的裂壶藻(Schizochytrium 

sp.)和富含 EPA 的微绿球藻(Nannochloropsis sp.)替代

鱼油，研究对牙鲆稚鱼生长和脂肪酸组成的影响，以评

估在海水鱼微粒子饲料中以微藻粉替代鱼油的可行性。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饲料 

以白鱼粉、虾粉为主要蛋白源，鱼油为脂肪源，

配制粗蛋白含量为 55%、粗脂肪含量为 11%的基础饲

料。在此基础上，用裂壶藻粉(美国 Alltech 公司)和微

绿球藻粉(烟台海融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替代基础饲料

中的鱼油，以橄榄油(西班牙 Oleoestepa 公司)作为补

充以平衡各组的脂肪含量，配制成 5 组等氮等能的实

验饲料，分别命名为鱼油组(FO)，50%混合植物油替

代组(M50)、100%混合植物油替代组(M100)、100%

裂壶藻橄榄油替代组(S100)、100%微绿球藻橄榄油替

代组(N100)。饲料配方及营养组成见表 1。各组饲料

的脂肪酸组成见表 2。饲料原料粉碎过 80 目筛，按

比例称量混匀后加油脂均匀混合，然后将明胶溶于

80℃水中，与混合物均匀混合，立即装入裱花袋中制

粒，制成后于 40℃烘 24 h，将颗粒磨碎后过 80 目筛

即得微粒子饲料，将其保存于20℃冰箱备用。 

1.2  饲养管理和样品采集 

养殖实验于 2014 年 4 月在山东蓬莱宗哲水产养

殖有限公司育苗车间进行。选取孵化后 18 d 的牙鲆

稚鱼，随机放养于 15 个圆形塑料养殖桶中(直径 50 cm，

高 80 cm，水深控制在 50 cm 左右)，每桶 200 尾，每

种饲料随机投饲 3 桶。实验水温控制在 18℃左右，

溶氧 80%以上，光照周期为 12 h:12 h，在光照周期内

每 1 h 向水面均匀抛洒 1 次微粒子饲料(2 g/d)，每日换

1/2 桶水，投喂结束后，清理水面残饵并用虹吸法去

除底部的残饵粪便。实验共进行 11 d，在实验开始后,

前 4 d 每天投喂酵母强化的卤虫 1 次(1.5 个/ml)。 

实验结束后，计数存活条数，计算成活率；实验

前后用带有目微尺的显微镜测量 20 条鱼的体长；用

蒸馏水冲洗 3 次，于 110℃烘干至恒重，测定体重；

剩余稚鱼用蒸馏水冲洗后保存于–80℃备用。 

1.3  脂肪酸分析 

将用于测定脂肪酸的样品(稚鱼和饲料)冷冻干

燥至恒重，研磨成粉末，按照 Qiao 等(2015)的方法进

行转酯化。取所得脂肪酸甲酯的正己烷溶液 2 μl 进行

气相色谱 (岛津 GC-2010)测定，所用毛细管柱为

Supelco SP-2560(100 m×0.25 mm，膜厚度 0.20 μm)，

进样口和检测器的温度设定为 260℃，柱温升温程序为

140℃，以 4℃/min的速率升高至 240℃并恒温 10 min，

以高纯 N2 作为载气，通过与 37 种脂肪酸混标(美国

Supelco 公司)对照确定脂肪酸组分。 

1.4  数据处理与分析 

实验数据采用 SPSS 11.0 软件(美国 SPSS 公司)

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E)，差异显著则

进行 Duncan’s 多重比较检验，显著水平设定为 0.05。

对鱼体的脂肪酸百分含量与其饲料中的百分含量进

行 Person 相关性分析，显著水平设定为 0.05，极显

著水平设定为 0.01。统计数据均以平均值±标准差

(Mean±SD)的形式表示。 

2  结果 

2.1  微藻粉替代鱼油对牙鲆稚鱼生长和成活率的影响 

从表 3 可以看出，实验前后牙鲆稚鱼的体重和体

长均表现出增长。其中，各饲料组之间平均体重的差

异不显著，M50 组的平均体重 大，N100 组的平均

体重 小；M50 组的平均体长 大，N100 组的平均

体长 小，M50 组的平均体长显著大于 M100 组和

N100 组；M100 组的成活率 高，FO 组的成活率

低，但与 N100 组差异不显著，M50 组、M100 组、

S100 组的成活率显著高于 FO 组和 N100 组，也即包

含裂壶藻的饲料组其成活率显著高于其他组。 

2.2  微藻粉替代鱼油对牙鲆稚鱼脂肪酸组成和含量

的影响 

从表 4 可以看出，不管投喂何种饲料，牙鲆稚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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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实验饲料的配方和成分 
Tab.1  Ingredients and proximate composi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diets 

鱼油组
Fish oil

鱼油藻混合组 
Mixed fish oil and

microalgae 

藻混合组 

Mixed 
microalgae 

裂壶藻组 
Schizochytrium 

sp. 

微绿球藻组 
Nannochloropsis 

sp. 
组分 

Ingredients (g/kg) 

FO M50 M100 S100 N100 

复合蛋白源 
Mixed protein source 

724.4 675.1 0 0 0 

脱脂复合蛋白源 
Defatted mixed protein source 

0 0 580.7 639.7 606.4 

鱼油 Fish oil 28.7 14.4 0 0 0 

橄榄油 Olive oil 0 37.4 21.3 37.7 73.3 

裂壶藻 Schizochytrium sp. 0 38.5 192.4 192.4 0 

微绿球藻 Nannochloropsis sp. 0 64.0 93.9 0 93.9 

大豆卵磷脂 Soy lecithin 38.0 37.1 36.1 36.1 36.1 

抗氧化剂 Antioxidant 0.5 0.5 0.5 0.5 0.5 

诱食剂 Attractant 8.0 8.0 8.0 8.0 8.0 

多维 Vitamin mixture 19.2 19.2 19.2 19.2 19.2 

多矿 Mineral mixture 19.2 19.2 19.2 19.2 19.2 

微晶纤维素 Microcrystalline cellulose 133.4 58.2 0.0 18.6 114.8 

明胶 Gelatin 28.7 28.7 28.7 28.7 28.7 

主要成分 Proximate composition (%干物质基础，% dry matter basis) 

粗蛋白 Crude protein (%) 54.9 55.3 55 55.5 54.5 

粗脂肪 Crude lipid (%) 11.5 11.1 10.7 11.4 10.6 

粗灰分 Crude ash (%) 17.2 17.2 18.4 18.5 17.2 

总能 Gross energy (kJ/g) 19.8 20.1 19.9 20.4 19.3 

复合蛋白源 Mixed protein source：白鱼粉∶虾粉=9∶1 混合而成 White fish meal: shrimp meal=9∶1 

脱脂复合蛋白源 Defatted mixed protein source：复合鱼粉索氏抽提去脂肪后获得 Mixed fish meal was defatted by 
Soxhlet extraction 

裂壶藻 Schizochytrium sp.：蛋白含量 Protein content 9.6%，脂肪含量 Lipid content 27.0%，DHA 占总脂含量 Percentage 

content of DHA in total lipid 20.1%，无 EPA Without EPA 

微绿球藻 Nannochloropsis sp.：蛋白含量 Protein content 45.2%，脂肪含量 Lipid content 17.5%，EPA 占总脂含量

Percentage content of EPA in total lipid 5.3%，无 DHA Without DHA 

诱食剂 Attractant：肌苷5′-单磷酸 Inosine 5′-monophosphate 2 g/kg；甜菜碱 Betaine 2 g/kg；牛磺酸 Taurine 4 g/kg 

多维 Vitamin mixtures(mg/100 g diets): 氯化胆碱 Choline chloride(2965.8)，肌醇 Inositol(1450.9)，烟酸 Nicotinic acid 

(290.16)，维生素 C Ascorbyl polyphosphate (180)，维生素 E α-tocopherol (150)，对氨基苯甲酸 p-aminobenzoic acid(145)，

泛酸钙 Calcium panthotenate(101.59)，核黄素 Riboflavin(72.53)，维生素 B1 Thiamin HCl(21.77)，维生素 B6 Piridoxyne HCl (17.28)，

维生素 K Menadione(17.28)，维生素 D3 Cholecalciferol(3.65)，维生素 A Retinol acetate(0.18)，维生素 B12 Cyanocobalamin(0.03) 

多矿 Mineral mixture (mg/kg diet): MgSO4·7H2O, 3568.0; NaH2PO4·2H2O, 25568.0; KCl, 3020.5; KAl(SO4)2, 8.3; CoCl2, 
28.0; ZnSO4·7H2O, 353.0; Ca-lactate, 15968.0; CuSO4·5H2O, 9.0; KI, 7.0; MnSO4·4H2O, 63.1; Na2SeO3, 1.5; C6H5O7Fe·5H2O, 
1533.0; NaCl, 100.0; NaF, 4.0 

 

要的几种脂肪酸分别为 C16:0(15.61%–19.78%)、C18:0 

(8.14%–9.52%)、C18:1n-9(10.84%–17.06%)、C18:1n-7 

(4.33%–5.70%)、C18:2n-6(3.49–7.10%)、ARA(2.69%–4.36%)、

EPA(2.73%–7.42%)和 DHA(11.15%–23.29%)。与实验

前投喂卤虫的稚鱼相比，投喂微粒子饲料降低了

C16:1n-7、C18:3n-6、C18:3n-3、C20:3n-3、C20:4n-3 和 

C22:5n-3 等几种非主要脂肪酸的百分比，但投喂卤虫

的稚鱼主要脂肪酸的组成均在各微粒子饲料组的变

化范围内。 

各组饲料投喂的稚鱼总饱和脂肪酸(SFA)百分含

量无显著性差异，其中，M100 组和 S100 组的 C14:0

和 C16:0 百分含量均显著高于其他各组，与其在饲料

中的高含量一致；M100 组和 S100 组的 MUFA 含量

显著低于其他各组，也与其在饲料中的低含量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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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实验饲料的脂肪酸组成 
Tab.2  Fatty acid compositions of the experimental diets 

饲料组 Diets 
脂肪酸 Fatty acid 

FO M50 M100 S100 N100 

C14:0 1.76 2.24 4.64 4.28 0.85 

C16:0 15.91 18.13 23.18 22.43 16.81 

C16:1n-7 4.62 4.52 2.24 0.64 3.59 

C18:0 3.31 2.64 1.53 1.65 2.69 

C18:1n-9 10.20 22.74 8.25 13.16 44.03 

C18:1n-7 4.65 3.71 1.20 1.44 3.03 

C18:2n-6 14.47 12.14 8.65 9.28 17.76 

C20:0 0.15 0.20 0.15 0.17 0.26 

C18:3n-6 1.04 0.65 0.15 0.17 0.39 

C18:3n-3 1.46 0.90 0.17 0.97 1.62 

C20:3n-6 0.87 0.54 0.28 0.27 0 

C22:0 0.15 0.13 0.11 0.14 0.17 

C22:1n-11 0 0.16 0.31 0.26 0.07 

C20:3n-3 1.53 0.19 0.76 0.74 0 

ARA 0.78 0.86 0.96 0.56 0.80 

C20:4n-3 0.43 0.32 0.56 0.55 0 

C24:0 0 0 0.19 0.19 0.11 

EPA 12.78 8.46 4.45 2.22 4.59 

C22:5n-6 0.48 2.37 10.90 10.81 0.21 

C22:5n-3 1.88 0.88 0.45 0.43 0 

DHA 18.49 14.23 28.75 28.64 2.25 

其他 Others 5.07 3.99 2.13 0.99 0.77 

SAT 21.27 23.34 29.80 28.86 20.89 

MUFA 19.46 31.14 12.00 15.50 50.72 

PUFA(n-3) 36.56 24.97 35.14 33.55 8.46 

HUFA(n-3) 33.15 23.57 33.65 31.29 6.84 

n-3/n-6 2.07 1.51 1.68 1.59 0.44 

DHA/EPA 1.45 1.68 6.46 12.93 0.49 

 
表 3  牙鲆稚鱼实验前后的全长、体重和成活率 

Tab.3  Initial and final total length, body weight and survival rate of Japanese flounder juveniles  

实验后 After experiment 
项目 Items 

实验前  
Before experiment FO M50 M100 S100 N100 

体重 Body weight (mg) 0.73±0.10 1.99±0.41 2.07±0.51 1.94±0.31 1.84±0.19 1.51±0.21 

体长 Body length (mm) 8.53±0.46 9.86±0.33ab 10.13±0.49a 9.52±0.11b 9.59±0.34ab 9.50±0.10b 

成活率 Survival rate (%)  51.33±10.35a 72.44±10.78b 82.44±6.84b 68.44±6.34b 53.11±4.44a 

注：数据均为平均值±标准差(n=20)；同一列中不同字母标记的值表示差异显著(P<0.05) 
Note: Values (Mean±SD of 20 replicates) within the same row labeled with different letter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0.05) 
 

M100 组和 S100 组的 PUFA(n-3)含量显著高于其他各

组，其中，DHA 含量也显著高于其他各组，与其饲

料组成一致。HUFA(n-3)含量在藻粉替代后出现显著

下降，其中，M100 组和 S100 组显著高于 M50 和 N100

组。n-3/n-6 随着藻粉替代量的增加呈现出逐渐下降的

趋势，但与其饲料组成的变化不一致；鱼体 DHA/EPA

随着藻粉替代量的增加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与

其饲料组成的变化一致。 

通过 Pearson 相关性分析发现，C14:0、C16:1n-7、

C18:2n-6、C20:0、C18:3n-3、C22:0、C20:4n-3、EPA、

C22:5n-6 和 DHA 的百分含量均与其饲料中的百分含

量呈显著正相关(P < 0.05)，其中，C14:0、C16:1n-7、

C22:5n-6 和 DHA 表现出极显著正相关(P < 0.01)；

C20:4n-3 的百分含量与其饲料中的百分含量呈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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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牙鲆稚鱼实验前后的脂肪酸组成分析及与饲料脂肪酸组成的 Pearson 相关分析 
Tab.4  Initial and final fatty acid composition of Japanese flounder juveniles and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fatty acid composition in diets (%) 

实验后 After experiment 脂肪酸 
Fatty acid 

实验前 
Before experiment FO# M50# M100# S100# N100# 

r 

C14:0 1.44 1.04±0.09ab 1.05±0.27ab 1.44±0.24c 1.33±0.06ac 0.74±0.04b 0.978**

C16:0 15.61 17.14±0.25ac 17.5±0.43a 19.78±1.23b 18.78±0.31b 16.56±0.36c 0.228 

C16:1n-7 4.55 2.95±0.16a 2.90±0.26a 1.96±0.09b 1.41±0.09c 2.53±0.13d 0.999**

C18:0 8.17 8.64±0.22a 7.73±0.5b 8.36±0.17a 8.14±0.11ab 9.52±0.17c 0.399 

C18:1n-9 14.99 12.82±0.14a 16.88±1.03b 10.84±0.43c 12.17±0.14a 17.06±1.12b 0.852 

C18:1n-7 4.73 5.13±0.29ab 4.33±0.80a 5.00±0.26ab 4.89±0.39ab 5.70±0.49b 0.020 

C18:2n-6 3.49 6.35±0.54a 6.56±0.49a 4.57±0.18b 4.64±0.13b 7.10±0.54a 0.919*

C20:0 0.11 0.20±0.06a 0.22±0.02ab 0.21±0.04a 0.22±0.00ab 0.28±0.03b 0.955*

C18:3n-6 1.12 0.79±0.08a 0.83±0.07a 0.36±0.03b 0.43±0.05b 0.66±0.03c 0.865 

C18:3n-3 3.5 1.61±0.16a 1.33±0.03b 1.03±0.04c 1.09±0.11c 1.88±0.13d 0.884*

C20:3n-6 0.27 0.47±0.07 0.4±0.07 0.44±0.03 0.41±0.05 0.49±0.05 0.149 

C22:0 0.49 0.26±0.02ab 0.23±0.02ab 0.22±0.02a 0.23±0.03ab 0.26±0.00b 0.896*

C22:1n-11 0.77 0.41±0.08ab 0.36±0.06a 0.47±0.03b 0.47±0.03b 0.59±0.03d 0.027 

C20:3n-3 1.8 1.53±0.38 1.23±0.21 1.23±0.20 1.34±0.09 1.52±0.15 0.252 

ARA 3.38 3.20±0.23a 2.69±0.29b 3.17±0.28ab 3.09±0.18ab 4.36±0.26d 0.013 

C20:4n-3 2.28 0.71±0.09a 0.64±0.02ab 0.64±0.02ab 0.62±0.02b 0.91±0.05c 0.905*

C24:0 0.28 0.30±0.06ac 0.70±0.05b 0.25±0.04c 0.24±0.03c 0.34±0.04a 0.671 

EPA 6.28 7.42±0.51a 6.30±0.19b 3.58±0.36c 2.73±0.13d 5.75±0.15b 0.892*

C22:5n-6 2.33 1.98±0.13a 3.46±0.14b 8.13±0.42c 8.61±0.31c 2.45±0.32a 0.996**

C22:5n-3 3.29 2.84±0.08a 2.07±0.06b 1.49±0.18c 1.39±0.11c 2.95±0.16a 0.292 

DHA 11.15 19.16±0.41a 17.29±0.46b 22.77±1.20c 23.29±0.67c 12.80±0.56d 0.999**

其他 Others 9.98 5.05±0.82 4.84±2.56 4.06±0.21 4.48±0.93 5.54±0.24  

SFA 26.1 27.59±0.10 27.89±0.71 30.28±1.74 28.94±0.37 27.70±0.35 0.930*

MUFA 25.04 21.31±0.36a 24.47±1.88b 18.27±0.70c 18.95±0.38c 25.88±1.12b 0.940*

PUFA(n-3) 28.31 33.26±0.38a 28.85±0.20b 30.73±1.51c 30.45±0.53c 25.81±0.89d 0.942*

HUFA(n-3) 20.72 29.41±0.67a 25.66±0.4c 27.83±1.64ab 27.41±0.62b 21.49±0.87d 0.976*

n-3/n-6 2.68 2.60±0.07a 2.07±0.04b 1.84±0.03c 1.77±0.01cd 1.71±0.06d 0.679 

DHA/EPA 1.78 2.59±0.18a 2.75±0.14a 6.39±0.45b 8.55±0.53c 2.23±0.04d 0.983**

#数据均为平均值±标准差(n=3)；同一列中不同字母标记的值表示差异显著；*表示相关性显著(P<0.05)，**表示相关

性极显著(P<0.01) 
#Values (Mean±SD of three replicates) within the same row labeled with different letter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 represent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 represents high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1) 
 

显著负相关(P<0.05)。从汇总指标来看，SFA、MUFA、

PUFA(n-3)和 HUFA(n-3)百分含量以及 DHA/EPA 均

与其饲料组成表现出显著正相关 (P<0.05)，并且

DHA/EPA 表现出极显著正相关(P<0.01)。 

3  讨论 

3.1  微藻粉替代鱼油对牙鲆稚鱼生长和发育的影响 

牙鲆仔稚鱼的必需脂肪酸主要为 EPA 和 DHA 

(n-3 HUFA)，二者对其生长、成活率、耐盐性和脑的

发育具有显著影响(Furuita et al, 1998、1999)。Izquierdo

等(1992)研究表明，饵料卤虫中 n-3 HUFA 升高到 3.5%

时，显著增加了牙鲆仔稚鱼的生长，但进一步提高

n-3 HUFA 的水平不能继续促进生长。本研究中 n-3 

HUFA 水平在 2.6%(M50 组)以上时，生长也未出现显

著差异，在 0.7%(N100 组)时体重增加减小，但无显

著差异，与上述研究结果相似。 

与对照组(FO)相比，添加微藻粉替代鱼油没有显

著影响到牙鲆稚鱼的生长和成活率(表3)，这与其他研

究结果一致(Atalah et al, 2007; Ganuza et al,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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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yalçın et al, 2013)，并且鱼体内各种脂肪酸的含量

也与饲料中的含量有对应关系(表 4)，表明微藻粉完全

可以被牙鲆稚鱼消化利用。添加裂壶藻的各组(M50 组，

M100 组和 S100 组)成活率显著高于其他组，可能与

其 DHA/EPA 比率较高有关(表 2)，DHA/EPA 比率的

提高有助于海水鱼稚鱼的生长和存活(Rodriguez et al, 

1994; 1997; Reitan et al, 1994; Copeman et al, 2002)。 

N100 组在体长和体重上均低于其他各组，成活

率低于添加裂壶藻的各组，表明 DHA 的缺乏影响了

牙鲆稚鱼的生长和存活，这与 DHA 在稚鱼发育中的

重要作用有关。许多研究均表明，DHA 的缺乏会导

致海水鱼稚鱼生长减缓，成活率降低，体色紊乱   

(刘镜恪, 2002; Izquierdo et al, 2000; Reitan et al, 1994; 

Watanabe, 1993)。在稚鱼发育过程中，DHA 往往被选

择性地保留在极性脂(磷脂)中。因此，在磷脂构成的

生物膜中，DHA 发挥着调节膜流动性的作用，DHA

大量被储存在嗅觉神经、视网膜和中枢神经系统中，

提高了捕食的灵敏性和能量收支(Izquierdo et al, 1996)。 

3.2  鱼体脂肪酸组成与饲料组成的关系 

脂肪酸在鱼体内的沉积一般受到饲料脂肪酸含

量的影响(Bell et al, 1994; Sargent et al, 1995)，饲料脂

肪酸的组成往往和鱼体内的脂肪酸组成具有一致性

(Gatlin et al, 1982; Lee, 2001)。本研究中牙鲆稚鱼脂

肪酸的组成和含量随着饲料中脂肪酸组成和含量而

变化，其中多种脂肪酸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在 SFA

中，C14:0 和 C20:0 均表现出显著正相关，而 C16:0，

C18:0 和 C24:0 却没有显著相关性，这可能与鱼类以

C16:0，C18:0 为主要饱和脂肪酸有关，这两种饱和脂

肪酸均可以在鱼类体内从头合成，而且还大量被分解

供能，因此，并没有随着饲料含量的改变而改变(Sargent 

et al, 1989; Tocher, 2010)。在 MUFA 中，仅 C16:1n-7

表现出正相关，鱼类具有合成各种 MUFA 的能力，但

是仅大量分解利用其中的 C18:1n-9、C20:1n-9 和

C22:1n-11(Henderson et al, 1984、1989)。因此，饲料

中较高含量的 C16:1n-7 得以在鱼体内沉积，但是对

C18:1n-7 目前尚未明确合成和代谢的结论。由于脊椎

动物包括鱼类一般都缺乏△12 和△15 去饱和酶，不

能从C18:1n-9合成C18:2n-6和C18:3n-3 (Tocher et al, 

2010)，鱼体内的这两种脂肪酸几乎全部来源于饲料，

因此，表现出显著正相关。各饲料组中 C18:2n-6 的

含量都很高，这导致了 C18:2n-6 在鱼体内的含量普

遍高于实验前鱼体内的含量，并且其鱼体内的沉积与

饲料中的含量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可能与饲料中的

C18:2n-6 在鱼体内被直接地吸收和酯化有关(Henderson, 

1996)，这与对杂交条纹鲈(Morone saxatilis) (Nematipour 

et al, 1993)和虹鳟(Salmo gairdnerii) (Henderson et al, 

1981)的研究结果相似。 

牙鲆稚鱼体内的 DHA 和 EPA 含量随着饲料中

DHA 和 EPA 含量的增加而增加，特别是 DHA 的含

量表现出极显著的正相关性(P˂0.01)，表明这两种主

要的高不饱和脂肪酸几乎全部来自于饲料，也导致了

鱼体 DHA/EPA 与饲料组成呈现出极显著正相关

(P˂0.01)，这与牙鲆仔稚鱼不能自身合成 DHA 和

EPA 有关(刘镜恪，2002)，并且进一步说明，微藻中

的 DHA 和 EPA 可以被牙鲆稚鱼有效地消化和吸收，

增加组织中 DHA 和 EPA 的含量。饲料中低的 DHA

含量倾向于促进 DHA 在鱼体内的沉积，在鱼类组织

中 EPA 的消耗也有利于 DHA 的沉积(Bell et al, 1985)，在

牙鲆稚鱼体内 DHA/EPA 的比值均大于 1，即使 N100

组饲料的 DHA/EPA 比值为 0.49，其对应鱼体 DHA/ 

EPA 也达到 2.23，表明了牙鲆稚鱼具有选择性保留

DHA 的机制，而且对 DHA 的需求量可能要高于 EPA。 

DHA/EPA 比率与成活率之间也存在着正相关，

饲料中较高的 DHA/EPA 提高了牙鲆稚鱼的成活率，

然而，S100 组 高的 DHA/EPA 却未导致 高的成活

率(表 1，表 4)。这与 DHA 和 EPA 在仔稚鱼发育过程

中的不同作用有关，许多研究表明，DHA 可能发挥

着更为关键的作用(Takeuchi et al, 1990; Watanabe, 

1993; Hirofumi et al, 1999; 常青等, 2009)。 

牙鲆稚鱼体内 C22:5n-3 的含量与饲料中 C22:5n-3

没有相关性，并且 N100 组饲料中检测不到 C22:5n-3，

而稚鱼体内却出现了 高含量的 C22:5n-3，这表明牙

鲆稚鱼具有将 EPA(C20:5n-3)加长为 C22:5n-3 的能

力，这与 Hirofumi 等(1999)的研究结果一致。在饲料

DHA 供给不足的条件下(N100 组)，有大量的 DHA 在

鱼体内积累，饲料中 DHA/EPA 比率为 0.49，也翻转

为稚鱼体内的 2.23，这暗示 DHA 可能来源于 EPA，但

牙鲆转化 EPA 为 DHA 的能力较低(Hirofumi et al, 

1999)。因此，DHA 选择性保留可能在其中发挥了更

主要的作用，尚需进一步研究二者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3.3  替代可行性 

本研究表明，微藻作为脂肪源替代鱼油完全可以

满足牙鲆稚鱼的生长和发育，其中起重要作用的

DHA 和 EPA 等高不饱和脂肪酸均可以被牙鲆稚鱼充

分消化和吸收，并且添加两种微藻后提高了 DHA 的

含量和 DHA/EPA 比率，与鱼油对照组相比显著提高

了牙鲆稚鱼的成活率。因此，以微藻替代鱼油在牙鲆

稚鱼的培育中是可行的，这与 Atalah 等 (2007)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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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nuza 等(2008)的研究结果一致。这些研究和本研究

的结论是一致，海水鱼仔稚鱼具有完整的消化和吸收

微藻脂肪酸的酶系，微藻中的高不饱和脂肪酸可以满

足仔稚鱼的生长和发育，用微藻替代鱼油将是解决

“以鱼养鱼”的技术瓶颈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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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Dietary Fish Oil Replacement by Microalgae in Microdiets on  
Growth Performance, Survival and Fatty Acid Profile of Japanese  

Flounder (Paralichthys olivaceus) Juveniles 

QIAO Hongjin1, WANG Jiying1①
, ZHANG Limin1, SUN Chunxiao, LI Baoshan1, 

CONG Chao1,2, SONG Zhidong1, LIU Xudong1 
(1. Shandong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Restoration for Marine Ecology, Shandong Marine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Research Institute, Yantai  264000; 2. College of Fisheries and Life Science,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determine if algal products rich in DHA or EPA are able to 

completely replace fish oil in microdiets for marine fish juveniles, Japanese flounder Paralichthys 

olivaceus. To address the problem, an 11-d feeding experiment was carried out on 18-day old juveniles. 

The experimental subjects were fed with five groups of isolipidic and isoenergetic microdiets that were 

control group with fish oil (FO), 50% replacement group by mixed Schizochytrium sp., Nannochloropsis 

sp. and olive oil (M50), 100% replacement group (M100), 100% replacement group by Schizochytrium sp. 

and olive oil (S100), and 100% replacement group by Nannochloropsis sp. and olive oil (N100).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effects of fish oil replacement with microalgae on growth. 

The groups containing Schizochytrium sp. (M50, M100 and S100) had higher survival rates than FO and 

N100 groups. No changes in the major fatty acid compositions of juveniles were observed with the 

replacement of fish oil by microalgae. In addition,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percentage 

content of C14:0, C16:1n-7, C18:2n-6, C20:0, C18:3n-3, C22:0, C20:4n-3, EPA, C22:5n-6 and DHA in 

juveniles were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correlative to those in diets (P<0.05). The same correlations 

were also observed for total saturated, monounsaturated and n-3 polyunsaturated fatty acids, and 

DHA/EPA ratio. In conclusion, fish oil replacement with microalgae as lipid sources can fully satisfy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in juvenile flounder, and fatty acids in microalgae can be effectively digested 

and absorbed. Furthermore, the addition of microalgae in diets enhanced the DHA content and DHA/EPA 

ratio in juveniles, and hence improved the survival. Therefore, the fish oil replacement with microalgae in 

the culture of Japanese flounder juveniles is feasible. This study will be helpful and suggestive for 

screening new lipid sources to replace strained fish oil resource. 

Key words    Japanese flounder (Paralichthys olivaceus) juveniles; Microdiets; Microalgae; Fish oil; 

Fatty ac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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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点马鲛(Scomberomorus niphonius) 

大网目流刺网参数优化研究* 

朱建成 1  李显森 1  都松军 2  孙中之 1①  孙  珊 1  尤宗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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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寿光市渔船渔港监督管理站  寿光  262714) 

摘要    在对黄渤海区蓝点马鲛(Scomberomorus niphonius)流刺网进行 10 种网型主要参数分析和筛

选的基础上，2013 年 4 月 10 日—5 月 15 日，使用鲁昌渔 64068 渔船在黄海中南部对蓝点马鲛大网

目流刺网网片做了 4 种规格网目尺寸的优化对比实验。结果显示，120 mm 网目尺寸的网片渔获尾数

和重量 大，单位捕捞努力量渔获量(Catch per unit effort, CPUE)为0.1696尾/片·日和 373.78 g/片·日，

渔获效果优于 110、115、125 mm 的网目。2015 年 4 月 12 日—5 月 27 日，使用鲁昌渔 64068 和

鲁莱州渔 66287 渔船分别在黄海中南部、烟威外海、莱州湾海域对蓝点马鲛大网目流刺网主要参数

做了网型优化对比实验。结果显示，鲁昌渔 64068 渔船使用 120 mm 网目尺寸网型捕获的蓝点马鲛

平均叉长为 764.18 mm， 大个体叉长为 1000 mm， 小个体叉长为 490 mm；平均重量为 3623.27 g，

大重量为 7500 g， 小重量为 850 g；CPUE 分别为 0.1379 尾/片·日和 517.65 g/片·日。鲁莱州渔

66287渔船使用122 mm网目尺寸网型捕获的蓝点马鲛平均叉长为780.47 mm， 大个体叉长为910 mm，

小个体叉长为 600 mm；平均重量为 4065.17 g， 大重量为 7400 g， 小重量为 2000 g；CPUE

分别为 0.0778 尾/片·日和 283.35 g/片·日。120 mm 网目尺寸网型的渔获效果优于 122 mm 网目尺寸

的网型，春季捕捞大个体蓝点马鲛的流刺网网目尺寸以 120 mm左右适合当前的蓝点马鲛群体组成。

120 mm 网目优化网型主要参数为：渔具主尺度 33.00 m×18.54 m，网衣规格 500 目×175 目，网目

尺寸为 120 mm，网线材料为直径 0.48 mm 的尼龙单丝(PAM)，横向缩结系数为 0.55，静浮力配备

为 267.9 g/m，浮沉比为 1.768∶1。120 mm 网目优化网型的另一特点为通过缩小上缘网网目尺寸，

用上缘网替代上缘纲和浮子纲 2 根纲索，既保持了渔具主要结构和性能不变，又节约了渔具材料。

设计方法为：上缘网的网目尺寸=主网衣网目尺寸×主网衣横向缩结系数。 

关键词    蓝点马鲛；流刺网；大网目；参数；优化 

中图分类号 S9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6)05-0064-10 

蓝点马鲛(Scomberomorus niphonius)又称鲅鱼、

蓝点鲅、燕鱼、马鲛等，是一种中上层洄游性鱼类，

主要分布于我国的渤海、黄海、东海海域以及日本诸

岛海域、朝鲜半岛南端群山至釜山外海等。在我国马

鲛的渔获物中有蓝点马鲛、朝鲜马鲛(Scomberomorus 

koreanus)、斑点马鲛(Scomberomorus guttatus)、康氏

马 鲛 (Scomberomorus commerson) 和 中 华 马 鲛

(Scomberomorus sinensis)等，其中以蓝点马鲛的数量

多，大多为流刺网和拖网所捕获。蓝点马鲛的体型

较大，经济价值较高，在我国北方流刺网渔业中占有

相当重要的位置。据《中国渔业统计年鉴》2007—2013

年统计资料，全国每年的马鲛海洋捕捞总产量均在

abc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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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万 t 以上(2007–2013)，是我国海洋渔业的主要捕捞

种类之一。我国许多学者对蓝点马鲛的生物学(朱德山等, 

1983; 邱盛尧等, 1993、1994、1996; 刘蝉馨等, 1982; 

水柏年等, 2009; 黄克勤等, 1997; )、渔业资源量变动

和渔场(邱盛尧 1995、1997; 韦晟, 1980、1985; 韦晟

等, 1988; 金显仕, 2001; 刘蕊, 20091); 孙本晓, 20092))

研究的较多，对蓝点马鲛流刺网的研究仅限于网目尺

寸和选择性方面(凌德宝等, 1982a、b; 杨炳忠等, 2013; 

尤宗博等, 2014)，而关于蓝点马鲛流刺网及捕捞技术

的介绍也较多(游克仁, 1987; 李豹德, 1990; 黄锡昌, 

1990、2001; 崔建章, 1997; 孙满昌, 2005; 孙中之, 

2014)，但有关蓝点马鲛流刺网参数优化的研究尚未

见报道。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的蓝点马鲛流刺网网目尺寸

为 90 mm(行业标准, SC 121-1983)，主捕 2 龄产卵群

体(朱德山等, 1983)。此后，随着蓝点马鲛资源量的

变动，网目尺寸逐步分化成以 76、120 mm 为主的两

种网目规格(尤宗博等, 2014)，网目尺寸为 76 mm 的

蓝点马鲛流刺网主捕 1 龄群体，显然与行业标 准(SC 

121-1983)和《农业部关于实施海洋捕捞准用渔具和过

渡渔具 小网目尺寸制度的通告》(农业部通告【2013】 

1 号) 要求的网目尺寸不符，网目尺寸为 120 mm 的蓝点

马鲛流刺网主捕 3–6 龄群体。为了更好的保护和可持

续利用蓝点马鲛资源，提高渔民经济效益，在公益性

行业(农业)科研专项经费“渔场捕捞技术与渔具研究

与示范”(201203018)的资助下，作者对蓝点马鲛大网

目流刺网参数进行了优化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方案 

对黄渤海区近几年使用的蓝点马鲛流刺网及主

要参数进行调查，在了解和掌握蓝点马鲛流刺网的基

本概况和主要参数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筛选出较

好的网型作为母型网，然后进行网片网目尺寸对比实

验和整个网具海上实际生产实验。具体流程为：基础

调查—分析研究—筛选母型网—网片对比实验—优

化参数—海上生产实验—定型。 

1.2  网目尺寸优化实验 

在调查的基础上，根据捕捞目标群体，初步选定

网目尺寸为 110、115、120、125 mm 4 种规格。网线

材料为尼龙单丝(PAM)，单丝直径为 0.48 mm，单死

结编结。网具主尺度为 33.00 m×16.00 m 左右，网片长

500 目，高 160 目，横向缩结系数为 0.55。网具装配好后，

主尺度分别为 30.25 m14.70 m、31.63 m 15.36 m、

33.00 m16.03 m、34.38 m16.70 m，主尺度差异

大为 13.61%。每种规格的网片 30 片，连成 1 列，然

后，4 组网列再连接在一起，插入生产网进行对比实验。 

1.3  参数优化和优化网实验 

在网片网目尺寸实验的基础上，根据渔具性能和

渔获效果，筛选出 1–2 组网目尺寸(120 mm 左右)做

进一步对比优化实验。同时对网目尺寸、缩结系数、

主尺度、网线粗度、浮沉比配备等主要参数进行分析、

筛选和优化，并对上纲结构进行简化，然后制作成实

物优化网具。其中，一种上纲优化，用缘网替代绳索

式上纲，对比实验两种渔具的使用性能，进行海上实

际生产对比实验。根据渔具使用性能和渔获效果综合

分析和评估，确定一种蓝点马鲛流刺网网型。 

1.4  实验渔船和实验网具差异 

2013 年实验渔船为鲁昌渔 64068，木质，功率

257.25 kW，总长 29.00 m，型宽 6.00 m，型深 2.50 m。

带网 600 片，其中插入实验网 120 片(见 1.2 网目尺寸优

化实验)，船员 8 人。4 鼓轮起网机 2 台，左右舷各 1 台。 
2015 年实验渔船分别为鲁昌渔 64068 和鲁莱州

渔 66287。鲁莱州渔 66287，木质，功率 110.25 kW，

总长 28.67 m，型宽 5.00 m，型深 2.20 m。带网 600 片，

船员 8 人。4 鼓轮起网机 2 台，左右舷各 1 台。外加

1 台备用。鲁昌渔 64068 带网 600 片。 

两船使用的网具参数主要差异为：鲁莱州渔 66287

使用的网具网目尺寸为 122 mm，网线粗度 0.50 mm，缩

结系数 0.557，上纲使用传统的 2 根纲索，沉子为腰鼓

型陶质沉子，浮力配备为 219.1 g/m，浮沉比为 1.963:1；

鲁昌渔 64068 使用的网具网目尺寸为 120 mm，网线粗度

0.48 mm，缩结系数 0.55，上纲使用缘网替代，省去绳

索，沉子为红砖，浮力配备为 267.9 g/m，浮沉比为 1.768 : 1。 

1.5  实验时间和海域 

网片网目尺寸实验时间为 2013 年 4 月 10 日—5 月

15 日，实验作业海域为黄海中南部。 

优化网实验时间为 2015 年 4 月 12 日—5 月 27 日，

实验作业海域为黄海中南部、烟威外海、莱州湾海域。 
                            

1) 刘蕊. 渤、黄、东海蓝点马鲛渔场分布的逐月与年间变化. 中国海洋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2009 

2) 孙本晓. 黄渤海蓝点马鲛资源现状及其保护. 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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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实验渔船作业方法 

傍晚放网，凌晨起网，网具漂流时间为 8–10 h。

起网后，现场全部采集或随机采集(渔获量大时)渔获

物样本，并进行相关生物学测定和记录。实验船随生

产船队在选定的海域生产，随着蓝点马鲛的北移，作

业海域亦随之北移。 

1.7  流刺网参数优化 

对采集到的渔获物样本和实验结果进行数理统

计和分析，对渔获量进行 CPUE 对比分析。根据分析

结果评价蓝点马鲛大网目流刺网主要参数优化结果，

并确定优化网型。 

2  结果 

2.1  黄渤海区蓝点马鲛流刺网概况 

2012—2013 年，对黄渤海的蓝点马鲛流刺网进

行了调查，共调查到 10 个基本网型，90–120 mm 的

大目蓝点马鲛流刺网网型 7 个，67–76 mm 的蓝点马

鲛流刺网网型 3 个，主要参数见表 1。 

2.2  网目尺寸实验结果 

从 7 个符合蓝点马鲛流刺网网目 小尺寸≥90 mm

标准的网型中，进一步筛选出网目尺寸为 110、115、

120 mm 3 个规格，外延 125 mm 1 个规格，共 4 种规

格。每种规格实验网片 30 片，进行网目尺寸优化实

验。2013 年 4 月 10 日—5 月 15 日，在黄海中南部海

域进行了捕捞实验，试捕 13 网次。实验结果见表 2。

表 2 结果显示，120、125 mm 两种规格网目的渔获尾

数和产量均较好，网目尺寸为 120 mm 的网目略好于

125 mm 的网目，渔获蓝点马鲛尾数比 125mm 的网目多

62.5%，产量高 0.12%，且渔获重量的兼捕率仅占 5.46%。 

2.3  流刺网网型优化 

2.3.1  主要参数优化    根据表 1 的调查结果，筛选

出莱州(2)和昌邑的 2 个网型作为母型网，并在 2013 年

网目优化实验的基础上，选定网目尺寸为 120、122 mm

两种规格的网片作为优化网型。根据前期调查和实验

结果，目标群体的渔获效果及渔具使用性能等，对其

缩结系数、浮力和沉力配备、上纲结构等主要参数进

行了调整和优化，优化结果见表 3。 

2.3.2  上纲结构优化    除表 3 中的参数不同外，鲁

昌渔 64068 船使用的 120 mm 网目尺寸的网型，上纲采用

由 4×3 的聚乙烯(PE)网线编结、目大 66 mm、500 目×6 目

的上缘网拉直使用替代传统的绳索。其特点为：(1)通 

过缩小上缘网网目尺寸，既可保持合理的横向缩结系

数，省去上缘纲和浮子纲 2 根纲索，节约渔具材料，

减少渔具重量，节约了材料成本和扎制工时。(2)通过

缩小上缘网网目尺寸，使之与主网衣网目尺寸保持一

定的比例，达到合理的缩结并保持渔具主要结构和性

能不变，以满足蓝点马鲛流刺网捕捞技术和性能的要

求。(3)通过缩小上缘网网目尺寸，使其拉直后正好等

于原上纲的长度，替代上纲，既保持原蓝点马鲛流刺

网的框架支撑作用，同时又具有上缘网的原有功能。

(4)具体方法：上缘网的网目尺寸=主网衣网目尺寸×

主网衣横向缩结系数。式中，上缘网网目尺寸 66 mm= 

120 mm×0.55。 

2.4  优化网型实验结果 

2.4.1  作业区域及渔获量    2015 年 4 月 12 日—5 月

22 日，利用鲁昌渔 64068 共放网 33 次，渔获蓝点马鲛

2814 尾，产量为 11094 kg，平均网次产量为 336.18 kg，

兼捕其他渔获物平均网次产量为 19.56 kg。作业区域

见图 1。鲁昌渔 64068 日网次渔获产量 400 kg 及 400 kg

以上的网头 8 个（图 2）；前期在黄海中南部作业时

的产量较高。 

2015 年 4 月 15 日—5 月 27 日，利用鲁莱州渔

66287 共放网 43 次，渔获蓝点马鲛 2006 尾，产量为

7313 kg，平均网次产量为 170.07 kg，兼捕其他渔获物

13.22 kg。图 3 为鲁莱州渔 66287 作业区域，图 4 为

鲁莱州渔 66287 日网次渔获量，日网次渔获产量 400 kg

及 400 kg 以上的网头仅 1 个。 

2.4.2  渔获物组成    从表 4 可以看出，蓝点马鲛所

占比例较高，渔获物重量高达 90%以上，表明蓝点马

鲛大网目流刺网对其他鱼类兼捕较少，对其他渔业资

源影响较小。表 4 的结果还显示，120 mm 网目尺寸

的渔获量高于 122 mm 网目尺寸的渔获量，120 mm

的网目尺寸较适合当前的蓝点马鲛群体。 

2.4.3  渔获物分析    鲁昌渔 64068 渔获物共测量

蓝点马鲛样本 227 尾，平均叉长为 764.18 mm，平均

重量为 3623.27 g， 大个体叉长为 1000 mm， 小

个体叉长为 490 mm， 大重量为 7500 g， 小重量

为 850 g。鲁莱州渔 66287 渔获物共测量蓝点马鲛样本

323 尾，平均叉长为 780.47 mm，平均重量为 4065.17 g；

大个体叉长为 910 mm， 小个体叉长为 600 mm；

大重量为 7400 g， 小重量为 2000 g(图 5、图 6)。 

图 5 和图 6 的结果显示，两船渔获样本叠加后，

尾数出现频度较高，即优势群体叉长为 725–925 mm，

优势群体重量为 2750–4750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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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鲁昌渔 64068 作业区域 
Fig.1  Fishing areas of “Luchangyu-64068” 

 

 
 

图 2  鲁昌渔 64068 日渔获量 
Fig.2  Daily catch of “Luchangyu-64068” 

 
 

图 3  鲁莱州渔 66287 作业区域 
Fig.3  Fishing areas of “Lulaizhouyu-66287” 

 

 
 

图 4  鲁莱州渔 66287 日渔获量 
Fig.4  Daily catch of “Lulaizhouyu-66287” 

 
表 4  渔获物组成 

Tab.4  Species composition of catch 

实验渔船 
Test vessel 

种类 
Species 

拉丁名 
Latin name 

重量 
Weight 

(kg) 

占渔获 

重量百分比
Ratio in total 
weight (%)

尾数
Amount
of fish 
(ind)

占渔获尾数百

分比 Ratio in 
total amount of 

fish (%) 

体长范围
Fork length 
range (mm)

重量范围
Weight 

range (g)

蓝点马鲛 S. niphonius 11094.00 94.38 2814 90.48 520–1000 1050–6950

鲈鱼 Lateolabrax japonicus 40.50 0.34 19 0.61 200–500 750–3000

许氏平  Sebastes schlegeli 495.00 4.21 215 6.91 150–350 500–3000

黄  Lophius litulon 110.00 0.93 47 1.51 200–450 1000–5000

鲁昌渔 
64068 
Luchangyu-
64068 

其他 Others 15.00 0.12 15 0.48   

        

蓝点马鲛 S. niphonius 7313.00 92.79 2006 78.15 600–910 2000–6900

鲈鱼 L. japonicus 115.50 1.47 82 3.19 200–500 500–3000

许氏平  S. schlegeli 82.50 1.05 66 2.57 200–400 500–4000

鲐鱼 Scomber japonicus 62.25 0.79 77 3.00 200–350 350–1500

绿鳍马面鲀 Thamnaconus septentrionalis 19.10 0.24 94 3.66 200–350 150–600 

银鲳 Pampus argenteus 4.65 0.06 32 1.25 140–0 100–250 

黄  L. litulon 270.50 3.43 155 6.04 150–500 500–10000

高眼鲽 Cleisthenes herzensteini 11.25 0.14 49 1.91 100–350 100–250 

鲁莱州渔 
66287 
Lulaizhouyu-
66287 

其他 Others 2.50 0.03 5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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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鲁昌渔 64068 和鲁莱州渔 66287 渔获蓝点 

马鲛叉长频数分布 

Fig.5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fork lengths of S. niphonius 
caught by “Luchangyu-64068” and “Lulaizhouyu-66287 

 

 
 

图 6  鲁昌渔 64068 和鲁莱州渔 66287 渔获 

蓝点马鲛体重频数分布 

Fig.6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body weight of S. niphonius 
caught by “Luchangyu-64068” and” Lulaizhouyu-66287” 

 

鲁莱州渔66287(122 mm网目)渔获物蓝点马鲛个

体平均较大，比鲁昌渔 64068(120 mm 网目)渔获物蓝

点马鲛个体的叉长平均大 16.29 mm，重量平均重

443.9 g。 

2.4.4  生物学特性    鲁昌渔 64068 渔获蓝点马鲛

的 k 值：k1=0.0785，k2=3.907；鲁莱州渔 66287 渔获

蓝点马鲛的 k 值：k1=0.0781，k2=3.822；蓝点马鲛鱼

体增大，k 值趋小。蓝点马鲛叉长与 大横截面周长

的关系见图 7 和图 8。 

2.5  单位捕捞努力量渔获量 CPUE 比较 

从表 5 看出，两次实验结果均显示，网目尺寸

120 mm 规格的网片渔获尾数和重量 大，2013 年的

CPUE 分别为 0.1696 尾/片·日和 373.78 g/片·日；2015 年

的 CPUE 分别为 0.1379 尾/片·日和 517.65g/片·日。春季

捕捞大个体蓝点马鲛的流刺网网目尺寸以 120 mm 左

右适合当前的蓝点马鲛群体组成。 

 
 

图 7  鲁昌渔 64068 渔获蓝点马鲛叉长与 大 

横截面周长的关系 

Fig.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erimeter of the 
maximum cross-section and the fork length of S. niphonius 

caught by “Luchangyu-64068” 
 

 
 

图 8  鲁莱州渔 66287 渔获物蓝点马鲛叉长 

与 大横截面周长的关系 

Fig.8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erimeter of the 
maximum cross-section and the fork length of S. niphonius 

caught by “Lulaizhouyu-66287” 
 

2.6  优化网型定型及主要参数 

综合分析和比较实验结果，认为鲁昌渔 64068 渔

船使用的网目尺寸为 120 mm 规格的流刺网网型及主

要参数较为合理，并适合当前的蓝点马鲛群体。 

2.6.1  渔具结构    主尺度：33.00 m×18.54 m，纵

目使用。单船带网 600 片。1)网衣：由直径 0.48 mm

的尼龙单丝(PAM)编结，目大 120 mm，单死结，每片

主网衣长 500 目，高 175 目，重 5.00 kg。上缘网：

由 4×3 的聚乙烯(PE)网线编结，上缘网目大 66 mm，

500 目×6 目；为两片网衣装配连接时用，上缘网实则

为 516 目×6 目。下缘网：PE36tex7×3，目大 120 mm，

单死结，500 目×10 目。2）纲索：(1)浮子纲、上缘

纲为无绳索结构。用 500 目×6 目的上缘网拉紧作为

上纲使用，上缘网为 PE36tex 4×3 网线编结而成，一

物两用。(2)沉子纲、下缘纲为聚乙烯(PE)绳，直径为

10 mm，分别为 3 股左、右捻，各长 33.00 m，重 2.80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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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网目尺寸实验网与优化网的 CPUE 比较 
Tab.5  CPUE comparison between experimental gillnets and optimized gillnets with different mesh size 

网别 
Net type 

网目 

大小 
Mesh size 

(mm) 

投网数量(片) 
Total amount  

of netting deployed 
(webbing) 

蓝点马鲛渔 

获数量(尾) 
Total amount of 

S. niphonius 
caught (ind) 

单位捕捞努

力量渔获量
CPUE 

(ind/netd)

蓝点马鲛渔 

获体重量 
Total mass of 

catch 
S.niphonius (g) 

单位捕捞努

力量渔获量
CPUE 

(Mass/netd)

110 690 73 0.1058 120990 175.35 

115 690 97 0.1406 177480 257.22 

120 690 117 0.1696 257910 373.78 

2013 年实验网 
Experimental gillnets in 2013 

125 690 72 0.1043 257600 373.33 

       

120 20400 2 814 0.1379 10560000 517.65 2015 年优化网 
Optimized gillnets in 2015 122 25800 2 006 0.0778 7313000 283.35 

 
(3) 无附加纲。(4) 无侧纲。(5)浮标绳为聚乙烯(PE)

绳，直径 6 mm，每条长 16 m，每船 40–50 条。(6) 无

叉纲。(7)带网纲为聚丙烯(PP)绳，直径 22 mm，每

条长 170–180 m，重约 100 kg，每船 1 条。带网纲直

接拴在底纲上。(8)压纲沉石绳为 PE36tex 6×3，4 个对

折使用，对折后长约 1 m。每片网用 1–4 条。3）属

具：(1)浮子为泡沫塑料，圆球形，直径 100 mm，中

央孔径 24 mm，重 70 g，静浮力 680 gf，每片网用 13

个。总浮力 8840 gf。(2)沉子为红砖，长方型，每个重

2500 g，每片网用 2 个。总沉力 5000 g，浮沉比为

1.768:1。(3)浮标为竹竿长 7.00 m，基部直径 50 mm，

在基部系结重 5000 g 的圆柱型水泥预制件，中间有直

径为 50–60 mm 的圆孔，中间系结 9 个直径为 100 mm

的圆球形浮子，顶部插小旗。每 15 片网用浮标 1 支。

每船用 40–50 支。浮标上带闪光灯，每 2–3 n mile 装 1 个

避碰仪，共装 4 个。(4)沉石为石块，每块重 20.00 kg，

一般用 1–4 块，风小时用 1 块压带网纲，风大时 多

用到 4 块。 

2.6.2  渔具装配    (1)无上缘纲和浮子纲，用缘网

替代。上缘网与主网衣 1 目对 1 目用网线打结缝合，

因上缘网的网目为 66 mm，基本是主网衣网目尺寸的

1/2，拉直后，用上缘网替代上缘纲和浮子纲，每 35 目

绑扎 1 个浮子。网衣水平缩结系数 0.55。第一个和

未一个浮子距网端各 22 目，各浮子间距均等。(2) 先

将下缘网与主网衣 1 目对 1 目打结缝合连接，然后，

将下缘纲穿入网衣下缘网目内，再与沉子纲分档并

扎，3 目/档，每档 198 mm。主网衣水平缩结系数 0.55。

沉子为红砖，2 片相邻网衣连接处吊挂 1 块红砖，中

间吊挂 1 块红砖。吊挂红砖绳长 1 m 左右。(3) 2 片

相邻网衣用聚乙烯网线绕缝。(4) 将两相邻网片的上

缘网 1 目对 1 目单死结编织连接，沉子纲、下缘纲分

别连接，各网片顺次连成网列。(5) 网列一端网片的

下缘纲和沉子纲连接带网纲。 

2.6.3  网衣展开图    优化的蓝点马鲛大网目流刺

网网衣展开图见图 9。 
 

 
 

图 9  蓝点马鲛大网目流刺网网衣展开 
Fig.9  Unfolded drawing of big-mesh drift gillnet for  

S. niphonius  
 

3  讨论 

3.1  优化的思路和方法 

以对当前使用的蓝点马鲛流刺网的调查结果为

基础，在此基础之上对其进行分析研究，选定 1–2 个

母型网，对母型网的某些参数再进行分析和优化，然

后制作成实物网进行海上实验。进一步验证某些参数

的假设是否合理和实用， 后根据海上实验结果，分

析比较后，使某些参数的范围缩小到 佳范围， 后



第 5 期 朱建成等: 蓝点马鲛(Scomberomorus niphonius)大网目流刺网参数优化研究 71 

 

确定优化网型。根据多年的海上观察及对上纲、缘网

的基本作用、受力分析等，本研究首先对上纲结构进

行了优化，优化后的上纲结构，使用性能良好；其次，

根据目标群体确定较合适的网目尺寸；再者，分别对

缩结系数、主尺度、浮沉比的配备、网线粗度等进行

综合优化。这种优化思路和方法也可以应用到其他单

片刺网的研究和优化上。 

3.2  上纲结构优化 

传统的蓝点马鲛流刺网均有绳索式上纲，即有 1 根

上缘纲和 1 根浮子纲(李豹德, 1990; 黄锡昌, 1990, 

2001; 崔建章, 1997; 孙满昌, 2005; 孙中之, 2014)。

本优化网型用上缘网替代上纲，一物两用，既起到缘

网的作用又起到上纲的作用，节约了渔具材料和扎制

工时，对比捕捞实验结果显示，渔具性能和渔获效果

良好，说明上纲结构简化后不影响渔具的使用性能。

缘网替代上纲的关键则是缘网的强度要大于或等于

原上纲的强度，并且缘网网目尺寸与主网衣网目尺寸

的比例要符合缩结系数的要求。在今后的蓝点马鲛流

刺网制作中完全可以用上缘网按一定比例缩结后，代

替绳索式上纲。此项上纲结构创新亦可用于其他漂流

单片刺网。 

3.3  网目尺寸 

以刺入为主要捕捞方式的刺网渔具，其选择性主

要取决于网衣的网目尺寸，网目尺寸是影响刺网选择

性的 关键因素。因此，优化单片刺网，首先考虑的

应当是网目尺寸的确定。确定网目尺寸的方法有多

种，根据鱼体体形、鱼体长度和鱼体重量及与 k 值的

关系进行计算网目尺寸是 常用的方法之一，但根据

捕捞实验得出的网目尺寸往往 接近实际。根据表 5

中 CPUE 的实验结果表明，120 mm 的网目较适合当

前蓝点马鲛的可捕捞群体，且渔获效果较好，因此认

为捕捞 3–6 龄的较大个体、优势群体叉长为 725–925 mm、

重量为 2750–4750 g 的蓝点马鲛，采用 120 mm 的网

目尺寸较适宜。 

表 2 的实验结果从另一方面表明，尽管 4 种实验

网片主尺度存在差异，即扫海面积不同，在其他实验

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扫海面积 大一组网列(网目尺

寸 125 mm)的渔获量并非 高。因此，亦可说明网目

尺寸适合可捕目标群体是蓝点马鲛流刺网优化过程

中 主要的考虑因素。 

3.4  缩结系数 

网目尺寸确定之后，缩结系数是影响刺网渔获效

率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对于靠刺挂原理捕鱼的刺网，

选择缩结系数的主要依据应根据鱼体横截面的形状，

使网目形状与鱼体横截面轮廓形状大致相似(孙中之, 

2014)。根据对蓝点马鲛的生物学测定，其断面体高 n

约为体长的 1/5，其体宽 m 为体高 n 的 3/5，横向缩

结系数
2 2

t
m

E
m n




，计算出理论值为 0.514。从调

查到的 10 个蓝点马鲛流刺网网型(表 1)看，生产中采

用的横向缩结系数 Et 为 0.52–0.62，均大于理论计算

值，平均值为 0.5669。根据 2013、2015 年的两次实

验结果，认为横向缩结系数 Et 采用 0.55–0.56 较适合

捕捞大个体蓝点马鲛。 

3.5  渔具主尺度 

刺网的主尺度是指每一片刺网装配好后的上纲

长度和网片高度。确定长度的原则是既要便于装配、

搬运、起放网操作、储藏，同时又要兼顾当地的传统，

一般取 20–50 m。单片网衣长度确定后，需要根据作

业情况确定网列长度，一般根据渔场范围、渔场内

渔船的数量、鱼群活动范围等因素决定。近海小型

流刺网网列长度 1–2 km，大型流刺网网列可达 50 km 

(崔建章, 1997; 黄锡昌, 2001)。网具高度确定的依据

主要是根据捕捞对象的栖息水层和垂直分布，中上层

鱼类垂直分布较广，活动范围较大，因此网片高度

可大些,捕捞中上层鱼类的刺网高度一般为 8–20 m 

(崔建章, 1997; 黄锡昌, 2001)。根据蓝点马鲛流刺网

调查结果(表1)分析和海上生产捕捞实验结果，认为蓝

点马鲛大网目流刺网的上纲长度为 30–35 m 较合适；在

黄渤海区作业，根据渔船大小，一般 110–300 kW 的渔

船，每船带网 600–800 片；据海上起网时现场观察，大

个体蓝点马鲛刺挂在网上的部位绝大多数在 13–14 m 以

上的位置，因此认为 16–18 m 的高度已经能够满足实

际生产需要，无需再加大网具高度。 

2013 年实验刺网的单片主尺度 大与 小尽管

相差 13.61%，但表 2 的实验结果显示，影响刺网渔

获效果的主要因素是网目尺寸是否适于捕捞目标群

体(120 mm 网目捕捞效果较好)，有关主尺度差异对

渔获效果的影响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3.6  浮沉比 

刺网浮沉力的作用是使网衣在水中具有良好的

张开形状，同时浮沉力还可影响流刺网漂流速度、网

线张力和网片的高度。上层流刺网的浮沉比一般为

(1.0–2.0)∶1(崔建章, 1997; 黄锡昌, 2001)。蓝点马鲛

流刺网浮沉比调查结果为(1.215–3.010)∶1(表 1)，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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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2013、2015 年两次海上生产捕捞实验结果，认为

蓝点马鲛大网目流刺网的浮沉比为(1.60–1.80)∶1 较

好。上纲静浮力配备在 250–270 gf/m 之间为宜，高度

增加，静浮力配备亦随之加大。 

3.7  网线 

当前，蓝点马鲛流刺网均采用尼龙单丝(PAM)。

根据蓝点马鲛流刺网调查结果(表 1)和 2013 年、2015 年

两次海上生产捕捞实验结果，采用直径为 0.48–0.50 mm

的尼龙单丝，其强度能够满足捕捞 3–6 龄、重量为

2000–5000 g 蓝点马鲛的要求。 

3.8  渔场影响 

2013 年的实验结果显示(表 2)，相同实验条件下，

120 mm 的网目渔获效果较好。但 2015 年的实验结果

显示了差异，鲁莱州渔 66287 与鲁昌渔 64068 相比，

鲁昌渔 64068 前期在黄海中南部作业时的产量较高

(图 2、图 4)，这可能与其选择的作业渔场有关， 可

能与其使用的网目尺寸有关，尽管二者相差 2 mm，

但鲁莱州渔 66287 比鲁昌渔 64068 捕捞的蓝点马鲛群

体的叉长平均大 16.29 mm，重量平均重 443.9 g，可

能偏离了 适捕捞群体。关于总渔获量差异的原因，

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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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Parameter Optimization of Scomberomorus niphonius  
Big-mesh Drift Gillnet 

ZHU Jiancheng1, LI Xiansen1, DU Songjun2, SUN Zhongzhi1①
, SUN Shan1, YOU Zongbo1 

(1. Key Laborator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arine Fisheries,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Shandong Prorincial, Key Laboratory for Fishery Resources and Eco-Environment, Yellow Sea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Fishery Sciences, Qingdao  266071; 2. Fishing Vessel and  
Fishing Port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Station of Shouguang in Shandong Province, Shouguang  262714) 

Abstract    In this study, 10 typical types of Scomberomorus niphonius gillnets used in the Bohai Sea 

and the Yellow Sea area were identified and investigate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main parameters of 

the 10 net types mentioned above, we selected nets with 4 different mesh sizes (110 mm, 115 mm, 120 mm, 

and 125 mm) to perform a comparative experiment on the fishing boat “Luchangyu-64068” operated in 

the central and southern Yellow Sea from 10 April to 15 May in 2013. The highest number and weight of 

fish were caught with net of mesh size 120 mm, and the CPUE was 0.1696 ind/webbing/day and 

373.78 g/webbing/day respectively. The fishing efficiency of 120 mm mesh size was also the highest 

among the 4 studied sizes. Further optimization of main parameters of big-mesh gillnets for S. niphonius 

were conducted on fishing vessels “Luchangyu-64068” and “Lulaizhouyu-66287” in the central and 

southern Yellow Sea, offshore of Yantai, Weihai and Laizhou Bay, from 12 April to 27 May in 2015. 

Using the net of 120 mm mesh size on “Luchangyu-64068”, we caught S. niphonius with the mean fork 

length of 764.18 mm and mean body weight of 3623.27 g. Among them the longest was 1000 mm; the 

shortest was 490 mm; the heaviest individual weighed 7500 g, and the lightest was 850 g. The CPUE was 

0.1379 ind/webbing/day and 517.65 g/webbing/day. “Lulaizhouyu-66287” employed net of 122 mm mesh 

size, and the mean fork length and mean body weight of fish caught was 780.47 mm and 4065.17 g 

respectively. The longest was 910 mm; the shortest was 600 mm; the heaviest individual was 7400 g; the 

lightest was 2000 g. The CPUE was 0.0778 ind/webbing/day and 283.35 g/webbing/day. Because nets of 

120 mm mesh size showed higher fishing efficiency than that of 122 mm, it should be more suitable for 

catching the spring cohort of S. niphonius. The main parameters of a net of 120 mm mesh size were as 

follows: 33.00 m×18.54 m in the principal dimension of fishing gear, 500 mesh×175 mesh, 120 mm in 

mesh size, PA monofilament (Φ=0.48 mm) as the netting material, T-direction hanging ratio 0.55, static 

buoyancy distribution 267.9 g/m, and buoyancy to sinker-weight ratio 1.768∶1. Due to the replacement 

of the upper hanging line and float line by decreasing the mesh size of cork line selvedge strip, less net 

material was need to maintain the major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of the net. The proper mesh size of 

cork line selvedge strip should be equal to mesh size of main netting multiplied by T-direction hanging 

ratio of main netting. 
Key words    Scomberomorus niphonius; Drift gillnet; Big-mesh; Parameters;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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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极磷虾粉作为鲽形目鱼饲料蛋白源 

的营养价值评价* 

严俊丽 1,2  陈四清 2  常  青 2①  曹栋正 1,2  王贞杰 1,2 
(1. 上海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  上海  201306;  

2.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青岛  266071) 

摘要    分析商品南极磷虾粉、自制酶解磷虾粉的主要营养成分(氨基酸和脂肪酸)组成，同时采用

生化方法比较了 5 种鲽形目鱼肉蛋白的氨基酸组成。以 5 种鲽形目鱼肉蛋白为参比蛋白，利用必需

氨基酸指数、氨基酸比值系数分和关联度分析法评价南极磷虾粉作为鲽形目鱼饲料蛋白源的营养价

值，同时对 2 种磷虾粉的氟含量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鲽形目鱼肉(干样)中含有 16 种常见氨基

酸，其中，7 种为人体必需氨基酸，4 种为呈味氨基酸(总量分别为 28.52%–38.03%、25.26%–33.56%)；

5 种鲽形目鱼氨基酸组成均符合 FAO/WHO 的理想模式。南极磷虾粉和酶解磷虾粉的粗蛋白分别为

60.84%和 68.60%，粗脂肪分别为 12.08%和 10.79%，达到了规定鱼粉的一级品甚至特级品的指标。

酶解处理后蛋白含量显著升高(P<0.05)，脂肪含量显著下降(P<0.05)，灰分含量无差异(P>0.05)。从

必需氨基酸指数(EAAI)来看，EAAI 均大于 0.95，磷虾粉的必需氨基酸与鲽形目鱼的必需氨基酸拟

合度较高。从氨基酸比值系数分(SRC)和关联度分析法来看，2 种磷虾粉对于鲽形目鱼的必需氨基

酸平衡性较好，相关系数与鱼粉相差不大。氟含量方面，酶解后磷虾粉的氟含量[(331.21±6.70) mg/kg]

显著降低(P<0.05)，低于欧盟标准(350 mg/kg)。综合来看，2 种磷虾粉氨基酸平衡性较好、营养价

值较高，是优质蛋白源。 

关键词    南极磷虾粉；鲽形目鱼；肌肉；氨基酸；脂肪酸 

中图分类号 S9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6)05-0074-09 

南极磷虾(Euphausia superba)为生活在南极海域

的小型海洋浮游甲壳类动物，其生物量达 6.5–10 亿 t，

被认为是地球上 大的动物蛋白质库(常青等, 2013)。

目前，鱼粉是饲料行业中主要的优质蛋白源，但由于

近年来鱼粉资源量不断减少，而水产养殖的规模逐年

扩大，亟需寻求鱼粉替代物。随着磷虾捕捞和加工技

术的突破，南极磷虾及其产品的应用价值显著提高。

南极磷虾粉以其适口性强、氨基酸平衡性好、不含抗

营养因子等优势受到许多研究者的关注(Shimizu et al, 

1990; 龚洋洋等, 2013a、b)。 

鲽形目鱼(Pleuronectiformes)俗称比目鱼，是名贵

的海水鱼类，其肉质鲜美、出肉率高，深受消费者喜

爱，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近年来，以名贵鱼种大菱

鲆 (Scophthalmus maximus) 、 圆 斑 星 鲽 (Verasper 

variegatus)、条斑星鲽(Verasper moseri)、星突江鲽

(Platichthys stellatus)和石鲽(Platichthys bicoloratus)

等鲆鲽类养殖在我国蓬勃发展，2014 年第一季度鲆

鲽类主要养殖区的总养殖储量达 4.24 万 t (杨正勇等, 

2014)。研究发现，添加一定比例的磷虾粉作为蛋白

源，对大西洋鲑(Salmo salar)、大西洋庸鲽(Hippoglo- 

abc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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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us hiossusppog)和点带石斑鱼(Epinephelus coioiaes)

等水产动物无不利影响或有一定的促生长作用

(Julshama et al, 2004; Suontama et al, 2007; 黄艳青等, 

2010)，但磷虾粉作为鲽形目鱼饲料蛋白源的应用仅

在大菱鲆中有报道(孔凡华等, 2012)。本研究主要以

大菱鲆、圆斑星鲽、条斑星鲽、星突江鲽以及石鲽为

研究对象，以鲽形目鱼肌肉蛋白为参比蛋白来评价南

极磷虾粉作为饲料蛋白源的营养价值，以期为南极磷

虾粉及其副产品在鲽形目鱼配合饲料中的应用奠定

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大菱鲆、圆斑星鲽、条斑星鲽、星突江鲽及石鲽

样品于 2015 年 6–7 月取自山东科合海洋高技术有限

公司，其养殖模式、投喂饲料和管理方法相同，取体

型完整、体色正常、健康活泼、规格基本一致的成鱼样

品各 5 尾，取背鳍基部的肌肉进行相应的检测分析。

大菱鲆样本平均体重为(366.00±20.50) g，平均体长为

(25.75±1.06) cm。圆斑星鲽样本平均体重为(360.67± 

15.44) g，平均体长为(31.27±1.10) cm。条斑星鲽样本平

均体重为(315.40±7.64) g，平均体长为(27.16±0.29) cm。星

突江鲽样本平均体重为(337.33±11.59) g，平均体长为

(28.50±0.50) cm。石鲽样本平均体重为(331.00±16.67) g，

平均体长为(30.25±1.06) cm。 

商品南极磷虾粉购于青岛康境海洋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胰蛋白酶(酶活力单位为 250 U/mg)购自北京索

莱宝科技有限公司。酶解磷虾粉采用以下条件制成：在

50℃、固液比 1∶10 条件下，用 1.5%胰蛋白酶酶解磷虾

粉 4.5 h，然后冻干粉碎，制成酶解磷虾粉，参照甲醛法

(GB/T 5009.39-2003)测得室温下水解度为 26.99%。 

1.2  营养成分测定及氟含量分析 

南极磷虾粉及测试鱼肌肉样品的营养成分测定

参照国家相关标准进行。采用 105℃烘干恒重法测得

水分含量(GB5009，3-85)；采用失重法测定粗灰分含

量，将样品在电炉上炭化至无烟后置于马弗炉里 550℃

灼烧完全(GB5009, 4-85)；采用凯氏定氮仪测得粗蛋

白含量(GB5009, 5-85)；采用瑞典 SOXTEC 2050 型

FOSS 脂 肪 测 定 仪 测 得粗 脂 肪 含 量 (GB/T 5009, 

168-2003)；样品中的氨基酸经 6 mol/L 盐酸处理后，

由日立 L-8800 型氨基酸自动分析仪测定(GB/T 5009, 

124-2003)；采用美国 Agilent 公司 6980N/5973 型气质

联用仪测定样品中的脂肪酸(GB/T 5009, 168-2003)。 

氟含量测定参照国家规定的食品中氟含量的测

定方法(GB/T5009.18-2003)，采用其中的第三法即氟

离子选择电极法测定。 

1.3  营养价值评价方法 

蛋白质的营养价值与组成该蛋白质的氨基酸紧

密相关，食物蛋白质的氨基酸组成越接近人类的氨基

酸组成，其营养价值越高(陈学存, 1984)。同样，鱼

类饲料蛋白源的氨基酸组成与鱼类的氨基酸组成越

相似，则此蛋白源对鱼类的营养价值越高。根据世界

卫生组织(WHO)和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提出的评价

蛋白质营养价值的氨基酸模式(范文洵等, 1984)和氨

基酸平衡理论(刁其玉, 2007)，本研究采用国际常用

的 3 种指标评价 2 种磷虾粉作为鲽形目鱼饲料蛋白源

的营养价值，这3种指标分别为必需氨基酸指数(EAAI)、

氨基酸比值系数分(SRC)和关联度分析法。 
1.3.1  必需氨基酸指数(EAAI)    EAAI 反映了蛋白

质源的必需氨基酸与标准蛋白质氨基酸组成的拟合

程度。由于鲽形目鱼肌肉的氨基酸组成与体组成有很

大的相关性，因此，以鲽形目鱼肌肉的氨基酸组成为

参考，可以用 EAAI 来评价饲料蛋白源的营养价值。

参考冯东勋(1997)的方法计算 EAAI，EAAI 评价标准：

n=6–12，EAAI>90 为优质蛋白源；85<EAAI≤90 为良

好蛋白源；85≤EAAI≤75 为可用蛋白源；EAAI<75

为不适蛋白源。计算公式如下： 

 
1

n
in

ii

aa
EAAI

AA

   

式中，n 为必需氨基酸种类数(n=8)，aai 为饲料蛋

白源的某种必需氨基酸占总必需氨基酸的百分比，AAi

为测试鱼肌肉中该必需氨基酸占总必需氨基酸量的百

分比。 

1.3.2  氨基酸比值系数分(SRC)    SRC 是评价饲料

蛋白源氨基酸组成平衡性的指标。参考朱圣陶等

(1988)的计算方法，以鲽形目鱼肌肉的氨基酸组成为

参比对象，先计算出南极磷虾粉的氨基酸比值(RAA)

和氨基酸比值系数(RC)，然后计算出 SRC。评价标准：

若饲料蛋白源的必需氨基酸组成与标准必需氨基酸模

式一致，则 RC 的变异系数(CV)为 0，SRC=100，营养价

值相对较好；若饲料蛋白源的必需氨基酸 RC 越分散，CV

就越大，SRC 就越小，营养价值越低。计算公式如下： 

RAA=饲料蛋白源中某氨基酸总量/模式中同种氨

基酸总量 

RC=RAA/RAA 均数 

CV=RC 的标准差/RC 的均数 
SRC=100×(1–C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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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关联度分析法    关联度分析法用来评价饲

料蛋白与标准蛋白的接近程度。相关系数的计算参照

雷兴刚等(2010)的方法，以鲽形目鱼必需氨基酸比例

为参考模式，以 2 种南极磷虾粉的必需氨基酸比例为

比较对象，计算磷虾粉与理想蛋白质之间的关联度，

即相关系数 r (0<r≤1)。评价标准：r 越大，表明这 2

种比例越接近，饲料蛋白源的平衡性越好。当 r=1 时，

饲料蛋白源的氨基酸组成模式与标准蛋白的氨基酸

模式相同，为理想的饲料蛋白源。 

必需氨基酸比例=某种必需氨基酸总量/该蛋白

质中所有必需氨基酸的总量 

1.4  数据处理 

实验数据采用 SPSS 17.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数

据差异显著时采用 Duncan's 进行多重比较，显著水平

为 P<0.05，数据以平均值±标准差表示。 

2  结果 

2.1  一般营养成分分析 

由表 1 可见，圆斑星鲽的水分含量显著高于其他

4 种鱼(P<0.05)。粗蛋白含量在 80.69%–89.92%之间，

圆斑星鲽、星突江鲽、石鲽的粗蛋白含量显著高于条

斑星鲽和大菱鲆(P<0.05)，而圆斑星鲽、星突江鲽和

石鲽间无显著差异(P>0.05)，条斑星鲽和大菱鲆间也

无差异(P>0.05)。粗脂肪含量组间差异显著(P<0.05)，

条斑星鲽和大菱鲆的粗脂肪含量显著高于星突江鲽

和石鲽(P<0.05)，而圆斑星鲽 低，为 1.16%，显著低

于其他各组(P<0.05)。灰分含量在 4.19%–4.89%之间，

圆斑星鲽和大菱鲆的灰分显著高于其他 3 种鱼

(P<0.05)，星突江鲽、石鲽和条斑星鲽间无显著差异

(P>0.05)。 

表 2 结果显示，酶解后的南极磷虾粉的粗蛋白含

量显著升高(P<0.05)；酶解磷虾粉的粗脂肪含量显著降

低，为 10.79%(P<0.05)；灰分含量无显著差异(P>0.05)。 

2.2  氨基酸组成分析 

2.2.1  氨基酸组成及含量    鲽形目鱼氨基酸组成

见表 3。除色氨酸(Trp)在样品水解过程中被完全破坏

外，鲽形目鱼肌肉中共检测到 16 种氨基酸，其中，必

需氨基酸 7 种，呈味氨基酸 4 种。鲽形目鱼的氨基酸组成

比较丰富，总氨基酸含量(ΣAA)为 64.55%以上，必需氨

基酸含量(ΣEAA)为 28.52%–38.03%。条斑星鲽的 ΣAA

和 ΣEAA 高，星突江鲽的 ΣAA 和 ΣEAA 显著低于

其他 4 种鱼(P<0.05)，而圆斑星鲽、条斑星鲽、石鲽

和大菱鲆的 ΣEAA 无显著差异(P>0.05)；鲽形目鱼的必需

氨基酸总量与非必需氨基酸的比值(ΣEAA/ΣNEAA)均在

60%以上，鲽形目鱼 ΣEAA/ΣAA 的比值均在 40%以上。 

磷虾粉中共检测到 17 种氨基酸，2 种磷虾粉的

氨基酸组成差异显著(P<0.05)，酶解磷虾粉中的 ΣAA、

ΣEAA、ΣNEAA 和呈味氨基酸总量(ΣDAA)均显著高于

商品南极磷虾粉(P<0.05)。南极磷虾粉和酶解磷虾粉

的 ΣAA 分别为 50.01%和 59.71%，ΣEAA 分别为 24.20%

和 26.34%。 

 
表 1  5 种鲽形目鱼肌肉的一般营养成分 

Tab.1  Comparison of general nutrients in muscles of five flatfishes (g/100 g dry weight) 

种类 
Species 

圆斑星鲽 
V. variegatus 

星突江鲽 
P. stellatus 

石鲽 
P. bicoloratus 

条斑星鲽 
V. moseri 

大菱鲆 
S. maximus 

水分 Moisture 81.83±0.39a 77.13±2.03b 77.27±0.50b 78.57±0.68b 78.58±0.37b 

粗蛋白 Crude protein 89.92±0.58a 88.05±1.65a 89.42±0.70a 81.66±1.61b 80.69±1.53b 

粗脂肪 Crude lipid 1.16±0.11a 5.09±0.41b 4.81±0.54b 11.74±0.29c 11.05±0.79c 

灰分 Ash 4.89±0.23a 4.42±0.38b 4.19±0.18b 4.36±0.18b 4.87±0.12a 

注：表中同行不同上标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下同 
Note: Data within the same row with different superscript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The same as below 

 
表 2  南极磷虾粉和酶解磷虾粉的一般营养成分 

Tab.2  Comparison of general nutrients of Antarctic krill meals (g/100 g dry weight) 

种类 Species 南极磷虾粉 Antarctic krill meal 酶解磷虾粉 Hydrolyzed krill meal 

粗蛋白 Crude protein 60.84±0.37a 68.60±0.98b 

粗脂肪 Crude lipid 12.35±0.38a 10.79±0.08b 

灰分 Ash 11.19±0.34 11.7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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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两种磷虾粉及 5 种鲽形目鱼肌肉氨基酸组成  
Tab.3  Amino acids composition in muscle samples of five flatfishes and two krill meals (mg/100 mg dry weight) 

氨基酸 
Amino acid 

南极磷虾粉 
Antarctic krill 

meal 

酶解磷虾粉 
Hydrolyzed 
krill meal 

圆斑星鲽 
V. variegatus

星突江鲽 
P. stellatus 

石鲽 
P. bicoloratus

条斑星鲽 
V. moseri 

大菱鲆 
S. maximus

天冬氨酸 ASP** 4.70±0.13a 6.01±0.24b 8.97±0.56c 6.84±0.25a 8.26±0.36b 9.06±0.18c 8.80±0.19bc

苏氨酸 Thr* 2.17±0.05a 2.39±0.09b 3.88±0.26bc 3.02±0.09a 3.68±0.14b 4.26±0.28c 3.89±0.11bc

丝氨酸 Ser 2.99±0.08a 3.37±0.15b 3.66±0.24bc 2.78±0.05a 3.44±0.12b 3.83±0.12c 3.35±0.12b 

谷氨酸 Glu** 3.21±0.19a 4.17±0.17b 14.57±0.96b 11.09±0.31a 13.30±0.73b 14.29±0.04b 14.49±0.40b 

甘氨酸 Gly** 3.13±0.74a 4.02±0.14b 4.36±0.36c 3.03±0.09a 3.65±0.01b 4.26±0.10c 4.02±0.11c 

丙氨酸 Ala** 4.71±0.08a 6.19±0.21b 5.66±0.30c 4.30±0.15a 5.20±0.13b 5.70±0.22c 5.59±0.10c 

缬氨酸 Val* 4.13±0.27a 3.41±1.07b 4.50±0.20b 3.49±0.11a 4.41±0.16b 4.45±0.30b 4.17±0.07b 

蛋氨酸 Met* 1.52±0.07a 1.75±0.06b 2.51±0.10ab 1.75±0.12a 2.33±0.11ab 2.87±0.86c 3.00±0.36c 

异亮氨酸 Ile* 2.86±0.07a 2.78±0.11a 4.19±0.21b 3.17±0.11a 4.04±0.19b 4.02±0.29b 3.98±0.74b 

亮氨酸 Leu* 4.55±0.04a 5.05±0.30b 7.13±0.40b 5.43±0.19a 6.73±0.33b 7.08±0.36b 6.88±0.15b 

酪氨酸 Tyr 2.44±0.02a 2.63±0.05b 3.21±0.07b 2.39±0.10a 3.14±0.28b 3.22±0.38b 2.98±0.08b 

苯丙氨酸 Phe* 2.58±0.14a 2.81±0.07b 3.93±0.24b 2.78±0.14a 3.69±0.39b 3.91±0.41b 3.62±0.07b 

赖氨酸 Lys* 3.74±0.73a 5.35±0.17b 8.20±0.47b 6.49±0.22a 7.63±0.33b 8.23±0.47b 8.28±0.36b 

组氨酸 His 1.47±0.15a 1.61±0.03a 1.93±0.08bc 1.62±0.06a 2.00±0.09c 1.96±0.14c 1.75±0.02ab

精氨酸 Arg 3.56±0.03a 5.23±0.20b 5.44±0.37b 4.10±0.05a 5.01±0.18b 5.43±0.26b 5.53±0.22b 

胱氨酸 Cys 0.23±0.01a 0.17±0.01b – – – – – 

脯氨酸 Pro 2.03±0.05a 2.76±0.15b 2.67±0.25c 2.27±0.07b 2.41±0.11b 3.31±0.10c 1.93±0.05a 

ΣEAA 24.20±0.12a 26.34±0.84b 34.35±1.39b 26.14±1.01a 32.50±1.50b 34.81±2.98b 33.82±1.08b 

ΣNEAA 25.81±0.72a 33.37±1.24b 43.09±3.11c 32.70±1.08a 39.40±1.51b 43.68±0.73c 41.17±0.97bc

ΣDAA 15.75±0.47a 20.40±0.76b 33.56±2.15c 25.26±0.83a 30.41±1.22b 33.33±0.32c 32.91±0.80c 

ΣAA 50.01±0.84a 59.71±2.08b 84.82±4.14b 64.56±2.19a 78.91±3.24b 85.90±4.04b 82.27±2.22b 

ΣEAA/ΣNEAA 93.74 78.93 79.72 79.94 82.49 79.69 82.14 

ΣEAA/ΣAA 48.38 44.11 40.50 40.48 41.18 40.53 41.12 

ΣNEAA/ΣAA 51.62 55.89 50.81 50.65 49.92 50.85 50.04 

ΣDAA/ΣAA 31.50 34.16 39.56 39.13 38.54 38.8 40 

*为必需氨基酸，**为呈味氨基酸，“–”表示含量太低，未检测到，ΣAA 为氨基酸总量，ΣEAA 为必需氨基酸总量，ΣNEAA 为

非必需氨基酸总量，ΣDAA 为呈味氨基酸 

*: Essential amino acids; **: Delicious amino acids; –: Detectable; ΣAA: Total quantity of amino acids; ΣEAA: Total quantity of 
essential amino acids; ΣNEAA: Total quantity of non-essential amino acids; ΣDAA: Total quantity of delicious amino acids 

 
2.2.2  氨基酸营养价值评价指标    2 种磷虾粉及

鱼粉的 EAAI 和 SRC 如表 4 所示。鱼粉的氨基酸数

据参照 2014 年第 25 版中国饲料成分与营养价值表

(熊本海等, 2014)。2 种虾粉对于鲽形目鱼的 EAAI 均

大于 0.95，并且高于鱼粉；南极磷虾粉对于 5 种鲽形

目鱼的 SRC 值高于或与鱼粉相差不大，而酶解后的

磷虾粉的 SRC 值略低于鱼粉和南极磷虾粉，但均大于

70。2 种磷虾粉的必需氨基酸关联度 r 如表 5 所示。酶

解磷虾粉对于鲽形目鱼的关联系数 r 与鱼粉相差不大，

南极磷虾粉稍低，但 r 均大于 0.72。 

2.3  脂肪酸组成及含量 

5 种鲽形目鱼肌肉及 2 种磷虾粉的脂肪酸组成见

表 6。5 种鲽形目鱼和 2 种磷虾粉均含有 25 种脂肪酸，

其中，饱和脂肪酸 7 种，单不饱和脂肪酸 6 种，多不饱

和脂肪酸 12 种。5 种鲽形目鱼之间的饱和脂肪酸含量

(ΣSFA)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圆斑星鲽和星突江鲽

的高不饱和脂肪酸总量(ΣPUFA)显著高于石鲽和条斑

星鲽(P<0.05)，大菱鲆的 低。5 种鲽形目鱼富含 EPA

和 DHA，但 EPA+DHA 的总量组间差异显著(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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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两种南极磷虾粉和鱼粉的必需氨基酸指数(EAAI)和氨基酸比值系数分(SRC)比较 
Tab.4  EAAI and SRC of Antarctic krill meal, hydrolyzed krill meal and fish meal 

南极磷虾粉 Antarctic krill meal 酶解磷虾粉 Hydrolyzed krill meal 鱼粉 Fish meal 
种类 Species 

EAAI SRC EAAI SRC EAAI SRC 

圆斑星鲽 V. variegatus 0.97 81.64 1.04 71.56 0.96 80.29 

星突江鲽 P. stellatus 0.98 82.24 1.05 71.59 0.97 81.88 

石鲽 P. bicolortus 0.97 82.07 1.04 70.00 0.95 82.27 

条斑星鲽 V. moseri 0.96 80.32 1.03 71.85 0.95 84.80 

大菱鲆 S. maximus 0.98 76.24 1.06 67.71 0.95 78.34 

 
表 5  两种磷虾粉和鱼粉必需氨基酸关联度(r)比较 

Tab.5  The relativity of essential amino acids (EAA) of Antarctic krill meal, hydrolyzed krill meal and fish meal 

必需氨基酸关联度 
Relativity of essential amino acids 

南极磷虾粉 
Antarctic krill meal 

酶解磷虾粉 
Hydrolyzed krill meal 

鱼粉 
Fish meal 

圆斑星鲽 V. variegatus 0.78 0.99 0.98 

星突江鲽 P. stellatus 0.77 0.98 0.97 

石鲽 P. bicolortus 0.80 0.99 0.98 

条斑星鲽 V. moseri 0.74 0.97 0.98 

大菱鲆 S. maximus 0.71 0.96 0.96 

 
其中，圆斑星鲽的高达 36.94%(P<0.05)。 

2 种磷虾粉相比，酶解磷虾粉的 EPA、DHA 和

ΣPUFA 显著升高(P<0.05)，单不饱和脂肪酸(ΣMUFA)和

ΣSFA 显著降低(P<0.05)。 

2.4  氟含量 

商品南极磷虾粉和酶解磷虾粉的氟含量分别为

(1642.80±31.78) mg/kg 和(331.21±6.70) mg/kg，酶解磷

虾粉中氟含量显著降低(P<0.05)。 

3  讨论 

3.1  5 种鲽形目鱼营养价值分析 

鱼肉营养成分的高低是衡量鱼类营养价值的重

要指标，营养价值主要体现在蛋白质和脂肪的水平

(尤宏争等, 2014)。5 种鲽形目鱼的粗蛋白和粗脂肪含

量差别很大，平均蛋白含量为 85.99%，高于主要的经

济鱼类中国花鲈 (Lateolabrax maculatus)、舌虾虎鱼

(Glossogobius giuris)、七带石斑鱼及江鳕(Lota lota)的

蛋白含量，略低于梭鱼(Liza haematocheila)。与其他

鱼相比，鲽形目鱼的粗脂肪含量较低(王远红等, 2003; 

庄平等, 2010; 程波等, 2009; 徐革锋等, 2013; 王建新

等, 2010)。可见，鲽形目鱼是高蛋白低脂肪的海水鱼类。 

肌肉品质的高低受蛋白质的影响，而氨基酸的种

类和数量是衡量蛋白营养价值的重要指标，尤其是

EAA (高露姣等, 2011)。5 种鲽形目鱼 ΣEAA/ΣNEAA

均在 60%以上，ΣEAA/ΣAA 均在 40%左右，均为理

想的蛋白质，营养价值较高。鲽形目鱼的 ΣEAA 丰富，

与梁萌青等(2010)测定的 3 种主养鲆鲽类的 ΣEAA 相

符，此外，其呈味氨基酸的总量为 38.54%–40.00%，

高于中国花鲈(王远红等, 2003)、七带石斑鱼(程波等, 

2009)、江鳕(徐革锋等, 2013)和梭鱼(王建新等, 2010)等

其他经济鱼类。因此，鲽形目鱼也是氨基酸丰富且味道

鲜美的优质海水鱼。 

5 种鲽形目鱼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丰富，均在 60%

以上。值得一提的是，5 种鲽形目鱼的 EPA+DHA 的含

量高达 29.89%–36.94%，远高于日本花鲈(Lateolabrax 

japonicus)(王远红等 , 2003)、七带石斑鱼 (程波等 , 

2009)和江鳕(徐革锋等, 2013)等经济鱼类。因此，鲽

形目鱼具有非常高的营养保健价值。 

3.2  两种磷虾粉作为鲽形目鱼饲料蛋白源的营养价

值评价 

3.2.1  磷虾粉的一般营养成分分析    南极磷虾粉

的营养成分与孙雷等(2008)测定的相近，虾粉中蛋白

和脂肪含量均较高。根据 GB/T19164-2003 国家鱼粉

标准规定，粗蛋白≥65%为特级品，≥60%为一级品，

本研究中南极磷虾粉达到一级品的标准，而酶解磷虾

粉甚至达到了特级品的标准，蛋白含量高，可与鱼粉

相较，可以满足鲽形目鱼体高蛋白的营养需求。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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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两种磷虾粉及 5 种鲽形目鱼肌肉脂肪酸组成分析  
Tab.6  Fatty acid composition in muscles of five flatfishes and two krill meals (mg/100 mg dry weight) 

脂肪酸 
Fatty acid 

酶解磷虾粉
Antarctic krill 

meal 

南极磷虾粉
Hydrolyzed 
krill meal 

圆斑星鲽 
V. variegatus

星突江鲽 
P. stellatus 

石鲽 
P. bicoloratus

条斑星鲽 
V. moseri 

大菱鲆 
S. maximus 

C12∶0 0.22±0.01a 0.26±0.01b 0.07±0.01ab 0.06±0.01a 0.08±0.01b 0.07±0.01ab 0.07±0.01ab

C14∶0 10.14±0.02a 11.94±0.02b 1.63±0.01a 3.53±0.01d 3.62±0.01e 2.99±0.02b 3.38±0.06c 

C14∶1 0.17±0.01a 0.20±0.01b 0.19±0.01e 0.11±0.05d 0.05±0.01b 0.07±0.01c 0.03±0.01a 

C15∶0 0.37±0.02a 0.44±0.02b 21.54±0.05a 16.61±0.02c 18.63±0.01c 17.76±0.20b 19.28±0.01c 

C16∶0 22.37±0.02a 26.23±0.02b 2.20±0.36e 6.88±0.09a 5.25±0.01c 5.07±0.10b 5.16±0.11d 

C16∶1 4.28±0.01a 5.07±0.02b 2.20±0.36a 6.88±0.09d 5.25±0.01c 5.07±0.10b 5.16±0.11bc

C16∶2ω4 0.45±0.03a 0.55±0.01b 0.09±0.01a 0.34±0.02b 0.35±0.02b 0.36±0.02b 0.34±0.02b 

C17∶0 1.92±0.04a 2.34±0.02b 1.24±0.01d 0.76±0.07a 0.95±0.03b 0.74±0.02a 1.11±0.02c 

C18∶0 1.30±0.01a 1.59±0.01b 8.41±0.01e 3.75±0.03a 4.74±0.02b 5.14±0.29c 5.36±0.74d 

C18∶1ω9 10.23±0.01a 12.09±0.01b 8.31±0.06a 11.21±0.04c 10.35±0.04b 12.58±0.01d 11.31±0.02c 

C18∶1ω7 6.98±0.04a 8.16±0.07b 2.97±0.01b 2.76±0.06c 3.00±0.02c 2.49±0.03a 3.28±0.01d 

C18∶2ω6 1.78±0.01a 2.07±0.07b 1.66±0.04a 2.93±0.02c 2.37±0.01b 7.80±0.30d 2.08±0.01b 

C18∶3ω3 2.60±0.03a 2.88±0.03b 0.31±0.01a 0.87±0.03c 0.86±0.01c 1.26±0.01d 0.69±0.01b 

C18∶4ω3 5.73±0.03a 6.14±0.01b 0.18±0.01a 1.40±0.01c 1.39±0.01c 1.18±0.01c 1.11±0.01b 

C20∶0 0.07±0.01a 0.07±0.01a 0.35±0.01b 0.28±0.01a 0.28±0.01a 0.24±0.03a 0.34±0.01b 

C20∶1ω9 0.74±0.04a 0.87±0.07a 1.60±0.01a 1.84±0.05b 2.24±0.01d 2.35±0.03e 2.09±0.01c 

C20∶1ω7 0.39±0.01a 0.18±0.01a 0.14±0.01a 0.18±0.01b 0.22±0.02bc 0.18±0.01b 0.24±0.02c 

C20∶2ω6 0.15±0.01a 0.18±0.01b 0.19±0.01a 0.25±0.01b 0.21±0.01a 0.44±0.02c 0.27±0.01b 

C20∶3ω6 0.05±0.01a 0.05±0.01a 0.15±0.01c 0.62±0.01a 0.08±0.01a 0.07±0.01a 0.10±0.01b 

C20∶3ω3 0.26±0.01a 0.26±0.01b 3.36±0.04e 1.65±0.03c 1.74±0.02d 1.09±0.01a 1.48±0.02b 

C20∶4ω6 0.24±0.01a 0.25±0.01a 0.14±0.01a 0.16±0.01b 0.16±0.01ab 0.18±0.01b 0.19±0.01c 

C20∶4ω3 0.46±0.03a 0.45±0.07a 0.39±0.01a 0.48±0.07bc 0.49±0.01c 0.42±0.01ab 0.63±0.04d 

C20∶5ω3EPA 12.64±0.10a 11.49±0.02b 10.37±0.03d 10.13±0.01c 7.68±0.01b 7.76±0.04b 7.05±0.07a 

C22∶5ω3 0.34±0.02a 0.34±0.01a 3.49±0.04e 2.25±0.01b 2.98±0.04d 1.75±0.02a 2.67±0.04c 

C22∶6ω3DHA 7.59±0.06a 6.54±0.03b 26.57±0.35d 22.92±0.01b 24.27±0.01c 20.26±0.03a 22.85±0.01b 

EPA+DHA 20.23±0.04a 18.03±0.05b 36.94±0.32e 33.05±0.01c 31.95±0.02d 28.02±0.01a 29.90±0.06b 

ΣSFA 36.37±0.01a 42.85±0.11b 33.55±0.07e 25.48±0.08a 28.84±0.05c 27.37±0.27b 30.04±0.11d 

ΣMUFA 22.78±0.08a 26.85±0.22b 15.40±0.03a 22.98±0.15e 21.10±0.01b 22.73±0.06d 22.09±0.10c 

ΣPUFA 32.27±0.09a 31.15±0.21b 46.86±0.33d 43.43±0.09c 42.53±0.14b 42.54±0.40b 39.43±0.20a 

ΣUFA/ΣSFA 1.51 1.35 1.86 2.61 2.21 2.38 2.05 

 
还证明酶解处理使粗蛋白升高，粗脂肪下降，一定程

度上可以改善虾粉的质量。酶解后的磷虾蛋白主要含

有各种小肽和游离氨基酸的混合物，蛋白酶解后更易于

被鱼体消化吸收(Córdova-Muruetav et al, 2002)，并且研

究表明，30%酶解磷虾粉替代鱼粉可以明显提高珍珠龙

胆石斑鱼幼鱼的生长指标(魏佳丽等, 2016)。 

3.2.2  磷 虾 粉 的 氨 基 酸 营 养 价 值 分 析     根据

FAO/WHO(1973)规定的理想蛋白的氨基酸模式，当

ΣEAA/ΣNEAA＞60%、ΣEAA/ΣAA 为 40%左右时，为

质量较好的蛋白质。2 种磷虾粉含有鲽形目鱼所需要

的8种必需氨基酸，南极磷虾粉和酶解磷虾粉ΣEAA/ΣAA

的值分别为 48.38%和 44.11%，ΣEAA/ΣNEAA 的值分别

为 93.74%和 78.93%，符合 FAO/WHO 规定的理想氨基

酸模式。此外，2 种磷虾粉中富含呈味氨基酸，ΣDAA/ 

ΣAA 为 31.5%–34.16%，由于呈味氨基酸的高含量对

于鱼类具有较大的诱食作用(赵红月等, 2010)，可作

为水产动物良好的诱食剂。2 种磷虾粉不仅营养价值

高，且适口性较好。 

饲料蛋白源的评价有生物评价法和化学评价法，

化学评价法主要通过对蛋白源的氨基酸进行分析，以目

标水产动物蛋白为参照进行比较分析，评价指标有

EAAI、SRC 和关联度分析法，本研究采用上述 3 种评

价指标评价南极磷虾粉作为鲽形目鱼饲料蛋白源的

营养价值。从 EAAI 指标来看，2 种磷虾粉的 EAAI 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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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0.95，甚至高于鱼粉，说明虾粉的必需氨基酸与鲽

形目鱼必需氨基酸的总体拟合程度较高，可视为适合

鲽形目鱼的优质蛋白源。从 SRC 指标来看，2 种磷虾

粉的 SRC 均大于 70，并且南极磷虾粉的 SRC 值稍大

于鱼粉，说明 2 种磷虾粉中氨基酸模式与 5 种鲽形目

鱼蛋白的氨基酸模式较为接近。由氨基酸比值系数

(RC)可以得出，南极磷虾粉相对于 5 种鲽鱼的第一限

制性氨基酸均为赖氨酸(Lys)，酶解磷虾粉的第一限制

性氨基酸均为苏氨酸(Thr)；而鱼粉相对于圆斑星鲽、

星突江鲽的第一限制性氨基酸为赖氨酸(Lys)，相对于

石鲽的第一限制性氨基酸为蛋氨酸(Met)，相对于条

斑星鲽和大菱鲆的第一限制性氨基酸为缬氨酸(Val)。

这表明不同的蛋白源其氨基酸组成和含量不同，从而

针对同一种鱼的限制性氨基酸不同；而同一种蛋白源

不同处理后的第一限制性氨基酸也发生了改变，这和

龚洋洋等(2013b)研究结果相一致，这可能是由于酶

解过程使虾粉蛋白、氨基酸破坏和降解， 终使磷

虾粉中的同种氨基酸含量发生了改变，从而导致第

一限制性氨基酸不同。从 EAA 的关联度来看，2 种

磷虾粉的必需氨基酸平衡性较好，酶解后磷虾粉必

需氨基酸的平衡性更佳，高于或与鱼粉相近。通过

3 种评价指标可以得出，南极磷虾粉和酶解磷虾粉的

氨基酸平衡性好，营养价值高，是适合鲽形目鱼的

优质蛋白源。 

化学评价法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初步评定饲料蛋

白源的优劣，但不能综合其他营养成分进行评定。而

生物评价法可以通过养殖实验验证，进而较好了解蛋

白质在动物体内的消化、吸收和利用的情况。因此，

除了通过化学评价外，还需要在养殖实验中进一步验

证蛋白源对动物体的影响。 

3.2.3  磷虾粉脂肪酸价值分析    脂肪的质量主要

取决于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单不饱和脂肪酸具有降

血糖、调节血脂、降低胆固醇和抗血栓的作用(张伟敏

等, 2005)，多不饱和脂肪酸具有降血压、抗肿瘤、抗

炎等免疫调节作用，高不饱和脂肪酸对鱼体的生长速

度和死亡率有很大的影响(吴志强等, 2000)，其中，EPA

和 DHA 还具有很好的保健作用(杭晓敏等, 2001)，被

称为鱼类必需的脂肪酸。2 种磷虾粉含有鲽形目鱼所

需要的各种脂肪酸，其中不饱和脂肪酸高达 55%以

上，脂肪质量较高。此外，酶解处理使磷虾粉的 ΣSFA

降低，ΣPUFA 升高，脂肪质量进一步得到改善。2 种磷

虾粉 EPA+DHA 的含量为 18.03%–20.23%，与鱼粉的脂

肪酸组成相近，营养价值高。磷虾粉作为鲽形目鱼饲

料蛋白源，其不饱和脂肪酸也可满足鱼类的需要。 

3.2.4  氟含量分析    南极磷虾粉中的高氟量常常

是影响其应用的一大因素，海洋动物体内的氟含量要

远远超过陆生动物，主要是由于海水环境容易使氟富

集，活的磷虾富集的氟含量就可达 0.4×106%–1.0×106% 

(潘建明等, 2000)。氟是一种强氧化剂，呈强负电性，

会对机体组织和器官造成极大的影响(Largent, 1983)。

动物若摄取过量的氟，会引起中毒反应，严重时可引

发多个器官和组织的损伤和病变(Ozsvath, 2009)。因

此，在饲料中磷虾粉作为蛋白源时要衡量磷虾粉中的

氟含量对水产动物生长、体内残留量和健康状况的影

响。本研究测定了 2 种磷虾粉中氟含量，酶解磷虾粉的

氟含量(331.21±6.70 mg/kg)显著降低，低于欧盟标准

(350 mg/kg) (EU, 2008)，一方面是因为酶解时离心取上

清液冻干，舍弃了沉淀中氟含量较高的虾壳和骨骼；另

一方面酶解工艺可能对样品中的氟有一定的破坏作用，

导致氟含量下降。虽然商品磷虾粉的氟含量(1642.80± 

31.78 mg/kg)仍高于欧盟标准，但有报道指出大西洋鲑、

大西洋鳕鱼 (Gadus morhua) 、虹鳟 (Onchorhyncus 

mykiss)和庸鲽 4 种海水鱼类的肌肉和骨骼中的氟含

量不受饲料中氟含量的影响，生长指标和健康状况也

无差异(Moren et al, 2007)，也有研究指出完全替代鱼粉

会降低生长性能(Hansen et al, 2010)，针对不同的鱼类

可能有不同的效果，南极磷虾粉作为鲽形目鱼蛋白源

的氟含量的影响还需要养殖实验进行验证。 

综上所述，南极磷虾粉和酶解磷虾粉的必需氨基

酸平衡性好、营养均衡，适宜作为鲽形目鱼饲料的优

质蛋白源，氟含量可以通过酶解等其他处理方式降

低。南极磷虾粉作为鲽形目鱼蛋白源的实际应用效

果，需要养殖实验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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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Nutrition of Antarctic Krill Meal as Dietary  
Protein Source for Flatfishes 

YAN Junli1,2, CHEN Siqing2, CHANG Qing2①
, CAO Dongzheng1,2, WANG Zhenjie1,2 

(1. College of Fisheries and Life Science,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2. Yellow Sea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Fishery Sciences, Qingdao  266071) 

Abstract    In this study we evaluated the contents of major nutrients including amino acids and fatty 

acids of two krill meals, Antarctic krill meal and hydrolyzed krill meal, and analyzed the muscle samples 

of five species of flatfishes, Verasper Variegates, Platichthys stellatus, Platichthys biocoloratus, Verasper 

moseri, and Scophthalmus maximus. The nutritional values of the two krill meals were tested with the 

essential amino acid index, score of ratio coefficient of amino acid, and relativity of essential amino acids, 

and the levels of fluorine in the two krill meals were also measured. Sixteen kinds of amino acids were 

found in muscles of five flatfishes, including seven essential amino acids and four flavor amino acids. The 

amino acid composition of muscles of the five flatfishes complied the standards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FAO/WHO). The contents of crude 

proteins in Antarctic krill meal and hydrolyzed krill meal were 60.84% and 68.60% respectively, which 

satisfied the standards of the first class products index and the superfine products index. After hydrolysis, 

the content of crude proteins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P<0.05), whereas the content of crude lipids 

dropped (P<0.05). The content of ash was unaltered (P>0.05). Thes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there was a 

good balance in the amino acid composition of the two krill meals, and that the relativity of essential 

amino acids was similar to the fish meal. In addition, the content of fluorine in the hydrolyzed krill meal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Antarctic krill meal (P<0.05). In conclusion, Antarctic krill meal 

and hydrolyzed krill meal had high nutritional values and potentially could be largely employed in 

aquaculture feeds. 

Key words    Antarctic krill meal; Flatfish; Muscle; Amino acid; Fatty a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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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氮胁迫下中国明对虾(Fenneropenaeus 
chinensis)谷氨酸脱氢酶基因的表达分析* 

何玉英 1,2  李少飞 3  王清印 1  李  健 1,2① 
(1. 农业部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重点实验室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青岛  266071； 

2. 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  海洋渔业科学与食物产出过程功能实验室  青岛  266071； 

3. 大连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  大连  116023) 

摘要    采用 RACE 技术克隆获得中国明对虾(Fenneropenaeus chinensis)谷氨酸脱氢酶 GDH 基因

(FcGDH)。FcGDH 基因全长 1779 bp，包括 1 个 1659 bp 的开放阅读框(ORF)，编码 552 个氨基酸，

预测分子量大小为 61.3 kDa，理论等电点为 6.54。同源性分析显示，FcGDH 氨基酸序列与其他动

物高度保守，其中，与凡纳滨对虾最为相似，高达 98%，其次为中华绒螯蟹，为 89%。系统进化

树分析显示，FcGDH 氨基酸序列与凡纳滨对虾 GDH 聚为一支，之后依次为：中华绒螯蟹、黑腹果

蝇、埃及按蚊。组织表达分析发现，FcGDH 基因在肌肉、鳃、肝胰腺、胃、肠、淋巴和血淋巴中

均有表达，其中，肌肉中表达量最高。氨氮胁迫后，FcGDH 基因在肌肉和肝胰腺组织中变化显著，

在胁迫后期，FcGDH 基因表达量均上调，且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显著(P<0.05)，说明 FcGDH 基因在

氨氮解毒代谢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    中国明对虾；谷氨酸脱氢酶；基因克隆；基因表达；氨氮胁迫 

中图分类号  S91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6)05-0083-09 

中国明对虾(Fenneropenaeus chinensis)是我国重

要的海水养殖种类，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在中国明

对虾养殖中，由于过量投饵、施肥以及排泄物的积累，

尤其是温度和 pH 值上升致使水体中氨氮升高，中国

明对虾长期生活在高 NH3 浓度的水体中，影响体内氮

废物的排泄及氨代谢。若 NH3 从水体渗入组织液内，

就会形成血氨中毒(乔顺风等, 2006)。作为水产养殖

环境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有毒物质，氨氮是重要的环境

胁迫因子，影响对虾的呼吸(Chen et al, 1993)、代谢

(Chen et al, 1994)、免疫(Cheng et al, 2002)、渗透调节

(Chen et al, 2000)、排泄(Chen et al, 1992)及蜕皮和生长

(Koo et al, 2005)，甚至会导致死亡(王娟等, 2007)。 

谷氨酸脱氢酶(Glutamate dehydrogenase, GDH)

是一种利用 NAD 或 NADP 辅助因子，催化谷氨酸氧

化脱氨基转变成 α-同戊二酸的线粒体酶 (Nisman, 

1954; Frieden, 1963; Pahlich et al, 1971; Smith et al, 

1975)，产物为氨，该反应为可逆反应，在动态反应

中，谷氨酸的形成超过氨的形成(即在上述反应式中

ΔG0≈ 30 kJ/mol)，氨的浓度越高，毒性越大，因此，

这个平衡点在生理学上至关重要。 

微生物和动植物对氨的同化作用主要是依靠

GDH 和谷氨酰胺合成酶(GS)的联合作用，20 世纪 70

年代，学者们先后发现细菌(Tempest et al, 1970)和植

物(Lea et al, 1974)可分别利用 GDH或 GS来完成氨氮

的代谢。动物中，GDH 将氨氮转化成谷氨酸加以储

存是氨氮解毒的一种重要途径。此外，Pennington 等

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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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在埃及按蚊体内发现一种脯氨酸循环，能够短

暂地将氨基酸脱氨基产生的氨氮衍生物转化为无毒

物质加以储存。Scaraffia 等(2005)研究指出，GDH 催

化形成谷氨酸反应(去氨化方向)在合成脯氨酸、维持

脯氨酸循环方面十分重要。Iwata 等(1981)在研究弹涂

鱼的氨氮解毒途径时发现，GDH(去氨氮方向)在硬骨

鱼类尿素合成中起着关键作用，且去氨氮方向的酶活

显著高于哺乳类的(Wilson, 1973; Walton et al, 1977)。

甲壳动物中关于 GDH 基因的全长克隆较少，Li 等

(2009)对凡纳滨对虾的 GDH 基因的克隆发现，凡纳

滨对虾体内存在 2 种 GDH 基因，GDH A 和 GDH B，

二者前 462 个氨基酸序列完全相同；Wang 等(2012)对

中华绒螯蟹的 GDH 基因进行了克隆，该基因开放阅

读框长度为 1695 bp，编码 564 氨基酸。此外，熊泽泉

(2010)1)还对 5 种十足目甲壳动物的 GDH 序列进行了

部分克隆，发现 GDH 氨基酸序列十分保守，在真核

生物中均存在一段氨基酸序列-GGVTVs。 

本研究利用本实验室中国明对虾转录组测序所

得的 GDH 基因片段，采用 RACE 技术，克隆获得该

基因的 cDNA 全长序列，并对其在氨氮浓度胁迫下的

组织表达规律进行初步研究，探究其在氨氮代谢过程

中的作用，为中国明对虾健康养殖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采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培育的

中国明对虾“黄海 3 号”，体长为(9.27±0.37) cm，体重为

(10.48±1.40) g。实验前 7 d 将中国明对虾“黄海 3 号”

放入 200 L 的 PVC 桶中暂养，每桶 20 尾。暂养期间，

养殖水温控制在 (25.0±1.0)℃，盐度为 28，pH 为

8.5±0.2，持续充气，每天换水 1/3，投喂配合饲料。TRIzol 

Reagent 购自 Invitrogen 公司； SMARTTM RACE 

Amplification Kit 和 Advantage 2 PCR Kit 购于

Clontech 公司；DNA 胶回收试剂盒购自生工生物工程

(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反转录试剂和 pMD18-T 载体以

及大肠杆菌 TOP 10 感受态细胞均购自 TaKaRa 公司。 

1.2  氨氮胁迫实验 

氨氮胁迫实验共设 2 组，氨氮浓度设置参照王娟

等(2007)，分别为对照组(养殖池塘海水)和氨氮胁迫

组(16 mg/L)。采用奈氏试剂法测定氨氮浓度，实测值

分别为(1.147±0.123) mg/L 和(16.651±0.546) mg/L。实验

组采用浓度为 1 g/L 的 NH4Cl 溶液进行调整。将暂养

的健康中国明对虾随机移入各实验组中，每组 3 个平

行，每个平行 20 尾对虾，实验期间每天换水 1 次，

换水量在 2/3 以上，换水后重新胁迫。每天早、中、

晚各投喂颗粒饲料 1 次。各组分别于胁迫后的 1、3、

6、12、24、48、72 h 取肌肉和鳃组织，每个时间点

取 6 尾，液氮保存，用于 RNA 提取。 

1.3  cDNA 全长的克隆及测序 

根据本实验室 454 转录组测序所得的 GDH 基因

片段，利用 Primer Premier 5.0 软件设计 3'RACE 和

5'RACE 特异性引物，所有引物均由生工生物工程(上

海)股份有限公司合成。 

提取健康中国明对虾肌肉组织的 RNA，使用

SMARTTM RACE Amplification Kit 制备 RACE cDNA

模板。3和 5末端扩增使用 Advantage 2 PCR Kit进行。

3RACE 使用引物 GDH3-1(表 1)和通用引物 UPM 配

对进行 3端扩增；5RACE 使用引物 GDH5-3(表 1)

和通用引物UPM进行5端扩增。反应程序：94℃ 3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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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3 min，5 个循环；94℃ 30 s，68℃ 30 s，72℃ 

3 min，30 个循环；72℃ 10 min，4℃保存。3和 5RACE

扩增产物经 1.5%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用胶回收试

剂盒回收目的片段，与 pMD18-T 载体连接，重组质粒

转化到大肠杆菌 Top10 感受态细胞，阳性克隆经菌落

PCR 鉴定后，送上海桑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测序。 

1.4  总 RNA 提取及 cDNA 合成 

中国明对虾各组织总 RNA 提取利用 TRIzol 试

剂，方法参照 Invitrogen 说明书；核酸定量仪(Thermo, 

NanoDrop 2000)和 1.0%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 RNA 的

质量及完整性。使用 DNaseⅠRNase-free (Fermentas)

试剂盒处理提取的总 RNA，以去除 DNA 污染。 

cDNA 合成体系(20 μl)：10 μl 总 RNA，2 μl Oligo 

DT(50 μmol/L)，72℃水浴 5 min，冰浴 2 min，离心数

秒使溶液聚集于底部。之后向管中依次加入 1.0 μl dNTP 

Mixture(each 10 mmol/L)、5×M-MLV Buffer 4.0 μl、0.5 μl 

RNase Inhibitor(40 μl/ml, TaKaRa)和 1.0 μl M- MLV 反

转录酶(TaKaRa)，用 DEPC 补足体积；42℃孵育 l h；

72℃孵育 15 min；4℃孵育 20 min。合成的 cDNA 用

于中国明对虾 GDH 基因的 Real-time PCR 检测。 
 

                            

1) 熊泽泉. 十足目(Crustacea: Deeapoda)经济甲壳动物谷氨酸脱氢酶基因的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2009, 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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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序列分析 

利用 DNAStar 软件中的 SeqMan 程序对测序所得

结果进行载体序列去除，然后用 EditSeq 程序进行开

放阅读框的预测并翻译氨基酸。中国明对虾谷氨酸脱

氢酶(FcGDH)基因的核苷酸序列和推导氨基酸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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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同源性比对。利用 Protparam(http://web.expasy. 

org/protparam/) 进行蛋白质理化性质预测。利用

SignalP3.0(http://www.cbs.dtu.dk/services/SignalP/) 进

行信号肽的预测。利用 NCBI 的保守结构域(CDD)数

据库(http://www.ncbi.nlm.nih.gov/Structure/cdd/wrpsb. 

cgi) 进行 保 守结构 域和 特殊位点 的 预测。利 用

NetNGlyc 1.0 Serve (http://www.cbs.dtu.dk/services 
/NetNGlyc/) 进 行 N- 糖 基 化 位 点 的 预 测 。 运 用

DNAMAN 进行多重序列比对。利用 MEGA 4.0 软件，

以邻接法(Neighbor-joining)构建系统进化树。 

1.6  FcGDH 组织分布特征的分析 

分别根据中国明对虾 18S rRNA 和 FcGDH 基因，

设计正反引物(18S-F/R 及 GDH-Primer F/R) (表 1)，

用于 Real-time PCR 检测。按照前述选择 6 尾健康的

中国明对虾，取其肌肉、鳃、肝胰腺、胃、肠、淋巴及

血淋巴保存于液氮，用于各组织 RNA 的提取并反转

录合成 cDNA。取不同组织 cDNA 各 1 μl，利用

Real-time PCR对不同组织中 FcGDH的表达情况进行

检测。以 18S rRNA 作为内参基因，反应体系为 20 μl：

10 μl SYBR® Premix ExTaqTMⅡ(×2)，0.8 μl 10 μmol/L

引物GDH Primer F，0.8 μl 10 μmol/L引物GDH Primer 

R，0.4 μl ROX Reference DyeⅡ(×50)，2.0 μl cDNA，

6.0 μl dH2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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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2Ct法计算 FcGDH基因的相对表达量，用 SPSS 11.0

软件进行分析。 
 

表 1  本研究所用引物序列 
Tab.1  Sequences of the primers used in this study 

引物 Primer 序列 Sequence (5-3) 

GDH3-1 ATGGACCTACGACCCCCGCTGCTGAC

GDH5-3 TGCCACCTTGGTTGATGGGCTTGC 

GDH Primer F GGCTTTGGTAATGTCGGTCTT 

GDH Primer R ATAGCAGCAGGAATGAGGATGT 
CTAATACGACTCACTATAGGGCAAGCA

UPM-5 GTGGTATCAACGCAGAGT 

18S-F AGTAGCCGCCCTGGTTGTAGAC 

18S-R TTCTCCATGTCGTCCCAGT 

1.7  氨氮胁迫下 FcGDH 基因的表达变化分析 

分别提取胁迫后各实验组不同时间中国明对虾

肌肉和鳃的总 RNA，逆转录合成 cDNA。取各个稀释

后的 cDNA 样品1 μl，18S rRNA 基因作为内参，以  

40个循环扩增目的基因和内标基因片段，检测不同浓

度氨氮胁迫下中国明对虾鳃和肌肉中 FcGDH 基因的

表达量。反应体系、反应程序、数据处理及分析同上

所述。 

2  结果 

2.1  FcGDH 基因 cDNA 的克隆与序列分析 

采用 RACE 方法扩增获得 FcGDH基因全长cDNA，

GenBank 登录号：KF781120。GDH 基因全长 1779 bp，

包括 1 个 1659 bp 的开放阅读框(ORF)、40 bp 的 5

端非编码区(UTP)和 80 bp 的 3非编码区，其中包括    

1 个终止密码子(TAA)和 PolyA 尾。 

氨基酸序列分析(图 1)显示，FcGDH 编码 1 个由

552 个氨基酸组成的蛋白质，分子量为 61.3 kDa，理

论等电点为 6.54。该序列包含 2 个超家族结构，分别

为 ELFV dehydrog N 和 NAD bind amino acid DH，含

10 个 NAD(P)结合位点、4 个 GDP 结合位点和 14 个

GLFV 脱氢酶活性位点；同时，SignalP3.0 预测显示，

此氨基酸序列 N 端前 29 个氨基酸组成信号肽，信号

肽的断裂点位于第 29–30 之间。 

2.2  FcGDH 氨基酸序列比对及同源性分析 

使用在线软件 BLAST 对 FcGDH 基因编码的氨

基酸序列与其他物种的 GDH 氨基酸序列进行同源性

比较，结果显示，与甲壳类的凡纳滨对虾(Litopenaeus 

vannamei)、中华绒螯蟹(Eriocheir sinensis)最为相似，

同源性分别为 98%和 89%。与节肢动物黑腹果蝇

(Drosophila melanogaster)和埃及按蚊(Aedes aegypti)

的同源性分别为 78%和 74%。与脊椎动物 GDH 氨基

酸 序 列 的 同 源 性 也 很 高 ， 如 与 泥 鳅 (Misgurnus 

anguillicaudatus)、小家鼠 (Mus musculus)和斑马鱼

(Danio rerio)的同源性分别为 75%、74%和 70%。 

利用 DNAMAN 软件将 FcGDH 氨基酸序列与其

他物种的氨基酸序列比对发现，FcGDH 氨基酸具有

9 个 GLFV 脱氢酶家族保守活性位点，NAD(P)结合

位点和 GDP 结合位点也显示出极高的保守性(图 2)。 

2.3  FcGDH 系统进化分析 

通过 MEGA 4.0 软件 Neighbor-Joining 法构建 N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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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FcGDH 基因的核苷酸序列及其推导的氨基酸序列 

Fig.1  Nucleotide sequence and deduced amino acid sequence of FcGDH gene 

粗方框中 ATG 为起始密码子；*为终止密码子；↑为信号肽切割位点；虚线为 GLFV 脱氢酶活性位点； 

下划线为 NAD(P)结合位点；椭圆为 GDP 结合位点；阴影为 ATP 结合位点；2 个大框中分别为 ELFV dehydrog N super family

和 NAD bind amino acid DH super family 
Start codon (ATG) was marked with thick box. The asterisk indicated the stop codon. The cleavage site of the mitochondrial 

signal peptide was indicated with an arrow. The GLFV dehydrogenases active sites, NAD(P) binding sites, GDP binding sites 
were annotated with dotted line, underline and ellipses, respectively. The completed ELFV dehydrog N super family and NAD 

bind amino acid DH super family domain were boxed 
 

系统进化树(图 3)，进化分析显示，节肢动物门 GDH

聚类亲缘关系较近，而与脊椎动物的鱼类、爬行以及

哺乳类的亲缘关系较远。不同物种 GDH 氨基酸序列

比较发现，FcGDH 与甲壳纲的 GDH 最为相似

(89%–98%)。与其他节肢动物的相似性(74%–82%)高

于脊椎动物(70%–76%)。FcGDH 氨基酸序列与凡纳滨

对虾GDH聚为一支，之后的聚类次序依次为中华绒螯蟹、

黑腹果蝇、埃及按蚊。 

2.4  FcGDH 基因在不同组织中的表达分析 

利用 RT-PCR 分析 FcGDH 基因在不同组织中的

表达水平，结果显示，FcGDH 基因在中国明对虾肌

肉、鳃、肝胰腺、胃、肠、淋巴和血淋巴中均有表达，

其中，肌肉中表达量最高，其次为鳃和肝胰腺，在淋

巴和血淋巴中表达量最低(图 4)。 

2.5  氨氮胁迫后肌肉和肝胰腺中 FcGDH 基因的表

达分析 

氨氮胁迫后中国明对虾肌肉中 FcGDH 基因的相

对表达量变化见图 5。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胁

迫过程中 FcGDH 基因上调，随时间变化呈上升–下

降–上升的趋势，于 48 h 达到最大值，并极显著高于

对照组(P<0.01)。 

氨氮胁迫后中国明对虾肝胰腺组织中 FcGDH 基

因的表达变化见图 6。3 h 之前，FcGDH 基因表达被

抑制，表达量下调，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6–24 h

逐渐恢复；48–72 h 基因表达量上调，并于 72 h 达到

极值，并极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整个胁迫过程

中呈现上升的趋势。 

3  讨论 

3.1  FcGDH 基因的 cDNA 全长克隆及序列分析 

GDH 是水生动物氨基酸代谢的关键酶 (Willett  

et al, 2003)，在无脊椎甲壳动物中，仅 Li 等(2009)和

Wang 等 (2012)对凡纳滨对虾和中华绒螯蟹 GDH 

cDNA 全长进行了克隆。本研究通过对中国明对虾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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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国明对虾 FcGDH 氨基酸与其他物种 GDH 氨基酸序列的比较 

Fig.2  Alignment of F. chinensis GDH amino acid sequence with those of other species 

方框中为 GLFV 脱氢酶活性位点；下划线为 NAD(P)结合位点；椭圆为 GDP 结合位点 
Box: GLFV dehydrogenases active site; Underline: NAD(P) binding site; Oval: GDP binding site 



88 渔   业   科   学   进   展 第 37 卷 

 

 
 

图 3  利用 MEGA 4.0 软件构建的基于 GDH 氨基酸序列的 NJ 系统进化树 
Fig.3  NJ phylogenetic tree based on GDH amino acid sequences by MEGA 4.0 

各物种 GOT 序列登录号：凡纳滨对虾 L. vannamei (ACC95446.1)、中华绒螯蟹 E. sinensis (AEO72077.1)、黑腹果蝇 D. 

melanogaster (CAA82304.1)、埃及按蚊 A. aegypti (XP_001660861.1)、小家鼠 M. musculus (NP_032159.1)、斑马鱼 D. rerio 

(NP_997741.1)、泥鳅 M. anguillicaudatus (AEX31556.1)、家蚕 Bombyx mori (NP_001040245.1)、佛罗里达弓背蚁 Camponotus 

floridanus (EFN70808.1)、印度跳蚁 Harpegnathos saltator (EFN77465.1)、玉带凤蝶 Papilio polytes (BAM20330.1)、非洲爪

蟾蜍 Xenopus laevis (NP_001087023.1)、野猪 Sus scrofa (NP_001231430.1)、裸鼹鼠 Heterocephalus glaber (EHB00320.1) 

 

 
 

图 4  FcGDH 基因在不同组织中的表达 
Fig.4  FcGDH gene expression in different tissues 

 
录组序列查找，获得 GDH 基因的部分片段序列，首

次克隆获取该基因全长，命名为 FcGDH。该基因全

长 1779 bp，包括 1 个 1659 bp 的 ORF，编码 552 个

氨基酸，经多重序列比对发现，该氨基酸序列高度保

守，N 端具有一段信号肽序列，这一点与 Li 等(2009)

克隆的凡纳滨对虾 2 种 GDH 序列和 Wang 等(2012)

克隆的中华绒螯蟹 GDH 序列相一致。FcGDH 基因属

于 ELFV 脱氢酶家族，具有一段多种脱氢酶活性位点

(Glu/Leu/Phe/Val)，与熊泽泉(2010)1)对十足目 5 种甲

壳动物的 GDH 基因部分克隆得到的结果相一致。多

重比对发现，这段氨基酸序列与其他物种同样十分相

似，只有脊椎动物和埃及按蚊在该活性位点的第 10

位由亮氨酸变为缬氨酸，埃及按蚊和中华绒螯蟹在 

 
 

图 5  FcGDH 基因在肌肉组织中的表达水平 

随氨氮胁迫时间的变化 
Fig.5  Expression profiles of FcGDH gene in muscle after 

ambient ammonia stress 

**代表同一时间实验组与对照组差异极显著(P<0.01) 
** indicated high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1) at the 

same time point 
 

第 13 位天冬酰胺变为天冬氨酸。此外，在谷氨酸丰

富的区域还存在 1 个保守的赖氨酸活性位点(Nagata 
et al, 1988; Takada et al, 1991; Britton et al, 1992; 
Benachenhou-Lahfa et al, 1993; Tang et al, 1993)。一般

认为，GDH 可分为 4 种：GDH-1 和 GDH-2 是一种小

型六聚体酶，广泛分布于动植物组织中，在氨同化作

用中十分重要(Miñambres et al, 2000; Brown et al, 

1997)；GDH-3 是一类分子较大的 GDH，作用于谷氨

酸盐的分解代谢过程，只在真菌和原生生物中有所发

现(Andersson et al, 2003)；GDH-4 仅发现于真菌中

(Miñambres et al,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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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FcGDH 基因肝胰腺组织中表达水平 

随氨氮胁迫时间的变化 
Fig.6  Expression profiles of FcGDH gene in 
hepatopancreas after ambient ammonia stress 

**代表同一时间实验组与对照组差异极显著(P<0.01)， 

*代表实验组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 
** indicated high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1), * 

indica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at the same time 
point 

 

3.2  FcGDH 基因组织表达分析 

本研究利用 RT-PCR 技术对 FcGDH 基因在不同

组织中的表达量进行了测定，发现 FcGDH 基因在各

组织中广泛表达，但各组织中的表达量差异很大，

FcGDH 基因在肌肉中表达量最高，这与 Li 等(2009)

和 Wang等(2012)中凡纳滨对虾和中华绒螯蟹 GDH基

因组织表达结果一致。这种组织特异性可能与 GDH

参与谷氨酸、丙氨酸和脯氨酸循环有关(Willett et al, 

2003; Plaitakis et al, 2001)。肌肉是蛋白质沉积的主要

组织，也可能是氨基酸储存的主要组织，大部分的氨

基酸代谢发生在肌肉中，因此，在氨基酸分解代谢过

程中的 GDH 主要在肌肉中表达。 

3.3  FcGDH 基因在氨氮胁迫下的表达规律分析 

通常情况下，GDH 可催化机体中各组织(包括

脑)(Cooper et al, 1987)氨基酸代谢产生的氨与 α-酮戊

二酸反应，生成谷氨酸，这是消耗体内氨的主要方式

(Jürss et al, 1995)。在排尿素动物体内，GDH 和 GS

联系紧密，并称为“氨清除体系”(王镜岩等, 2002)，

GDH(去氨氮方向)催化形成谷氨酸，随后 GS 催化谷

氨酸反应形成无毒的谷氨酰胺加以储存，在排尿素动

物体内尿素循环欠缺情况时，这一“氨清除体系”起

到降低生物体内氨氮的作用。正常情况下，甲壳动物

体内氮的主要代谢产物是氨态氮，体内 60%–70%的

氮是以氨态氮的形式由鳃排出体外(Regnault et al, 

1987)，当甲壳动物受到氨氮胁迫，体内氨氮浓度过

高时，甲壳动物的氨氮解毒代谢途径主要包括：1) 降

低鳃组织对 NH3 的通透性，增加对 NH4
+的排出；2) 减

少体内蛋白质和氨基酸的分解，降低内生性氨氮；3) 合

成谷氨酰胺、谷氨酸、丙氨酸、脯氨酸等无毒害作用的

氨基酸；4) 加强尿素循环，增加尿素氮的排泄(岳峰, 

2010)2)。 

为了研究 FcGDH 基因在氨氮代谢中的作用，本

研究测定了 FcGDH 基因在 2 种不同组织中的变化规

律。肌肉组织中，胁迫组 FcGDH 基因的表达量上调

并于 48 h 达到极值，说明 FcGDH 基因对氨氮胁迫具

有积极的应答反应，这可能是 GDH 参与氨基酸(包括

谷氨酸、脯氨酸和谷氨酰胺)合成以减少体内氨氮含

量的缘故。Chen 等(2000)对不同浓度 NH4Cl 胁迫下

斑节对虾体内的氨基酸含量进行了研究，发现肌肉组

织中谷氨酸的含量随 NH4Cl 浓度的增大而减少，谷

氨酰胺的含量随 NH4Cl 浓度的升高而增加，而 GDH

活力在氨氮胁迫下升高已在青蟹和黄道蟹中被证实

(King et al, 1985)，这可能是 GDH 催化合成的谷氨酸

又作为底物参与了谷氨酰胺的合成。Scaraffia 等(2005)

研究表明，在对埃及按蚊饲喂血粉后(增加蛋白含量，

使体内氨氮含量增大)，AaGDH 在脂肪体(具有解毒和

排泄作用)和中肠(消化吸收作用)的表达量急剧上调，

并认为这是因为 GDH 基因参与了机体的谷氨酸和脯

氨酸合成，加以储存以降低氨氮毒性。Srivastava 等

(1987)研究表明，植物在高温、干旱、高盐以及病原

菌侵染等逆境条件下，GDH 的活性均会升高，其原

因可能是：在逆境中容易造成植物体蛋白质降解，释

放出大量的铵引起植物中毒，此时 GS/GOGAT(谷氨

酰胺合成酶/谷氨酸合成酶)途径受到限制，GDH 在缓

解植物铵中毒的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 

肝胰腺是甲壳动物解毒的重要组织，FcGDH 基

因在肝胰腺中的表达规律与肌肉中完全不同，胁迫初

期 FcGDH 基因被抑制，随后呈逐渐上升的趋势，并

于 72 h 达到极值。这种现象可能是由 16 mg/L 组的高

氨氮浓度引起的，从 1 h FcGDH 基因的表达量也可

看出 16 mg/L 组的表达量极显著低于对照组。张克俭

(1993)指出，当氮浓度高于 10.44 mg/L 时，中国明对

虾肝胰腺遭到破坏，吸收细胞转化为分泌细胞，并 
 

                            

1) 熊泽泉. 十足目(Crustacea: Deeapoda)经济甲壳动物谷氨酸脱氢酶基因的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2009, 13–30 

2) 岳峰. 三疣梭子蟹在氨氮胁迫下免疫应答与解毒代谢机制的研究. 中国海洋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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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解体。而随着胁迫时间的延长，对虾对高氨氮环

境逐渐适应，FcGDH 基因表达量逐渐上升并于 48 h

上调，加速体内氨氮的转化及谷氨酸的合成。但 Chen

等(2000)的研究表明，NH4Cl 胁迫后肝胰腺中的游离

氨基酸含量下降，其中，谷氨酸含量降低了 27%，这

有可能是氨基酸分解代谢产能的缘故。在胁迫后期，

胁迫组 FcGDH 基因表达量上调，且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5)，说明 FcGDH 基因在氨氮解毒代谢过程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实验针对 GDH 在中国明对虾氨氮代谢过程中

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对 FcGDH 基因进行了 cDNA 全

长的克隆，并研究了其在氨氮胁迫下肌肉和肝胰腺组

织内的表达规律，发现其在不同组织中表达模式有所

差异，但胁迫组基因表达量较对照组有所上调，进一

步证明了 FcGDH 在降低中国明对虾体内氨氮方面具

有重要作用，为深入研究中国明对虾氨氮代谢途径提

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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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NA Cloning and Expression Analysis of Glutamate Dehydrogenase in  
Chinese Shrimp (Fenneropenaeus chinensis) Exposed to Ambient Ammonia 

HE Yuying1,2, LI Shaofei3, WANG Qingyin1, LI Jian1,2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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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od Production Processes, Qingdao National Laboratory for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266071;  
3. College of Fisheries and Life Sciences, Dalian Ocean University, Dalian  116023) 

Abstract    Chinese shrimp (Fenneropenaeus chinensis) is an ecologically and economically important 
shrimp species. During the culture, F. chinensis were exposed to a series of stressors that adversely affect 
biological activities including growth rate. Ammonia, a product of protein degradation and bacterial 
activity, is a strong stressor in shrimp aquaculture. Glutamate dehydrogenase (GDH) is an abundant and 
ubiquitous mitochondrial enzyme that catalyzes reversible amination of glutamate. cDNA of GDH from F. 
chinensis (FcGDH) was cloned by rapid amplification of cDNA ends (RACE). The FcGDH cDNA was 
1779 bp in size, and it included a 1659-bp open reading frame (ORF) that encoded a 522 amino-acid 
polypeptide of which the isoelectric point (pI) was 6.54 and the molecular mass was 61.3 kDa. Homology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amino acid sequence of FcGDH was highly conserved with its homologs in 
other arthropod.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FcGDH and GDHs of Litopenaeus vannamei and Eriocheir 
sinensis were 98% and 89% respectively. Phylogenetic analysis showed that FcGDH was in the same 
branch with that of L. vannamei and then in the same branches with those of E. sinensis, Drosophila 
melanogaster, and Aedes aegypti in order. The tissue exp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FcGDH was 
detected in all tested tissues including muscle, gill, hepatopancreas, stomach, intestine, lymph, and 
hemocytes. The highest expression of FcGDH was in the muscle that was an amino acid pool and the 
major tissue for protein deposition. After exposure to ambient ammonia, the expression of FcGDH gene 
was up-regulated significantly in muscles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P<0.01).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FcGDH in hepatopancreas was down-regulated significantly at 3 h (P<0.05), and was then stabilized 
up to 24 h. The expression of FcGDH w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fter 48 h and reached the maximum at 
72 h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P<0.01). These results implied that FcGDH might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ammonia detoxification. 
Key words    Fenneropenaeus chinensis; Glutamate dehydrogenase; Gene cloning; Gene expression; 
Ammonia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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磺胺二甲嘧啶对中国明对虾(Fenneropenaeus 
chinensis)非特异性免疫酶活性的影响* 

孙  铭 1,2  葛倩倩 1,2  李  健 2,3①  葛红星 1,2  翟倩倩 2  赵法箴 2 
(1. 中国海洋大学水产学院  青岛  266003；2. 农业部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重点实验室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

研究所  青岛  266071；3. 青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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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50、100 和 150 mg/kg 磺胺二甲嘧啶连续投喂中国明对虾(Fenneropenaeus chinensis) 5 d，

于给药期间第 1、2、3、4、5 天及停止投喂药物的第 1、2、3、4、5、7、10 天取样，测定中国明

对虾免疫相关指标超氧化物歧化酶(SOD)、碱性磷酸酶(AKP)、溶菌酶(LZM)和酚氧化酶(PO)活性的

变化情况。结果显示，磺胺二甲嘧啶不同给药剂量对酶活性的作用效果不同，投喂渔药期间(0–5 d)，

低浓度组 SOD 和 PO 活性均极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AKP 活性于投药第 2、3 天极显著低于对

照组(P<0.01)，随后逐渐升高，于第 5 天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LZM 活性于投药第 3、4 天显著

低于对照组(P<0.05)，于第 5 天极显著低于对照组(P<0.01)。中浓度组 SOD 活性在前 2 d 显著高于

对照组(P<0.05)，投药 3、4 d 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AKP 活性于第 5 天活性最高，为对照组的

1.14 倍；LZM 活性在 3、4、5 d 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PO 活性在投喂药物前期 1–3 d 呈上升趋

势，极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于第 3 天达到最高值。高浓度组 SOD 和 LZM 活性在投药期间显

著低于对照组(P<0.05)；AKP 活性于投药期间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PO 活性于 1、2 d 极显著

高于对照组(P<0.01)，随后逐渐下降。停止投喂药物阶段(6–15 d)，3 个浓度组各免疫相关指标均恢

复至对照组水平。研究表明，低浓度磺胺二甲嘧啶对中国明对虾的免疫机能具有一定的影响，高浓

度磺胺二甲嘧啶对中国明对虾的免疫机能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在使用抗菌药物进行抑菌或杀菌的

同时，要综合考虑所选择给药剂量对对虾生理机能的影响。 

关键词    磺胺二甲嘧啶；中国明对虾；非特异性免疫 

中图分类号 S9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6)05-0092-08 

对虾养殖是世界性产业，也是我国海水养殖代表

性产业。中国明对虾(Fenneropenaeus chinensis)是我

国黄、渤海的重要经济种类，也是重要的出口水产品。

为预防和治疗细菌性疾病，各类抗菌药在对虾养殖中

广泛应用，但在起到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可能导致动

物的急性毒性效应，影响养殖对虾正常的生理机能。

有关抗菌药物与免疫调节相关的研究在人、哺乳动

物、鸟类、鱼类、虾类已经有所报道(Guardiola et al, 

2012)，这些结果的差异可能与研究开展条件的不同

有关。生物的种类、温度、抗菌药物剂量及给药方式

等对于药物的吸收及消除具有很大的影响(Sun et al, 

2014、2015; 孙铭等, 2011)。 

与其他无脊椎动物一样，对虾缺乏特异性免疫系

统而主要依赖非特异免疫系统(Hoffmann et al, 1999)。

abc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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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非特异性免疫因子包括超氧化物歧化酶(SOD)、

碱性磷酸酶(AKP)、溶菌酶(LZM)和酚氧化酶(PO)等

具有免疫活性的酶类，在甲壳动物机体的免疫反应中

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变化常被用来衡量对虾免

疫活性的大小(董晓慧等, 2009)。 

有关抗菌药物对对虾非特异性免疫机能影响的

报道较少，张喆等(2011)研究了不同给药浓度下诺氟

沙星对中国明对虾非特异性免疫的影响，发现非特异

性免疫酶活性在不同组织中的变化趋势不同。Ren 等

(2014)报道了氟苯尼考对凡纳滨对虾免疫的影响，结果

发现其对凡纳滨对虾血淋巴总抗氧化能力(T-AOC)、

SOD 活力、GSH/GSSG 产生显著影响。 

磺胺二甲嘧啶具有广谱抑菌作用，对水产动物的

细菌性红腿病、烂鳃病、竖鳞病、弧菌病及肠炎等具

有较好的防治效果，该类药物一般采用口服给药方

式，在水产养殖中广泛使用(巢磊, 2002)。由于细菌

的消除取决于抗菌药物抗菌特性及对虾机体的防御

机能，因此，有必要研究抗菌药物对对虾非特异性免

疫调节的影响。本研究通过向对虾配合饲料中添加不

同浓度磺胺二甲嘧啶，于给药期间及给药结束后的不

同时间点采集对虾血样，探讨磺胺二甲嘧啶对中国明

对虾非特异性免疫的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剂 

左旋多巴(L-DOPA)购自 Sigma 公司；超氧化物

歧化酶(SOD)测试盒、溶菌酶(LZM)活性测试盒、碱

性磷酸酶测试盒(AKP)均购自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

所；磺胺二甲嘧啶原粉购自德邦制药公司(含量 98%)。 

1.2  实验动物 

健康中国明对虾，购于山东省昌邑市海丰水产养

殖责任有限公司，平均体重为 8–10 g。 

养殖实验在山东昌邑海丰水产养殖有限公司的

12 个长方形养殖池塘进行，每个池塘 2000 尾虾，实

验前分别养殖于各个池塘，投喂不含任何药物的基础

饲料。虾池长 25 m、宽 10 m，水深 1.5 m，底泥体积

275 m3。整个实验期间每天监测水质，水温为(22±2)℃，

盐度为 23±1，pH 为 8.0±0.3。 

1.3  实验设计 

磺胺二甲嘧啶药粉分别按照 150 mg/kg(高剂量组)、

100 mg/kg(中剂量组)和 50 mg/kg(低剂量组)添加，即

高剂量组按照 7.5 g 磺胺二甲嘧啶药粉配制 1000 g 饲

料；中剂量组按照 5 g 磺胺二甲嘧啶药粉配制 1000 g

饲料；低剂量组按照 2.5 g 磺胺二甲嘧啶药粉配制

1000 g 饲料。基础饲料配方如下：鱼粉(45%)、花生

粉(25%)、豆粕(10%)、面粉(7%)、鱼油(5%)、玉米粉

(5%)、鱼膏(2%)。饲料直径约 2 mm。 

实验分为 1个空白组和 3个处理组，每组 3个池塘。 

投喂及取样：实验前 1 d，实验组停止投喂基础

饲料，实验开始后，试验组分别投喂含不同浓度磺胺

二甲嘧啶的基础饲料，对照组投喂不含磺胺二甲嘧啶

药粉的基础饲料，每天早晚各投喂 1 次，每次投喂量

为对虾体重的 2%(农业部编委会，2005)，连续投喂

5 d，后投喂基础饲料。分别于给药期间的 1、2、3、4、

5 d (1DW、2DW、3DW、4DW、5DW)及最后一次给

药后的 1、2、3、4、5、7、10 d (1DPW、2DPW、3DPW、

4DPW、5DPW、7DPW、10DPW)取中国明对虾血淋

巴。每个时间点随机取对虾 8 尾，全部样品保存于–20℃

待测。 

1.4  样品处理  

血样抽取及处理：使用 2 ml 一次性注射器，先

抽取 1 ml 抗凝剂后，于对虾围心腔取血样 1 ml，置

于 3 ml 无菌离心管中，–80℃保存备用。酶活测定前

将血样解冻，4℃ 5000 r/min 离心 10 min 分离血清，

取上清液，用 PBS 缓冲液稀释 10 倍后用于非特异性

免疫酶活性的测定。 

1.5  SOD、AKP、LZM 和 PO 活性的测定 

采用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研制的试剂盒测

定 SOD、AKP 和 LZM 活性，PO 活性用改进的 Ashida

等(1983)方法，组织蛋白含量采用南京建成生物工程

研究所研制的考马斯亮蓝试剂盒测定。 

1.6  统计分析 

实验数据以平均值±标准差(Mean±SD)表示，实

验所得数据用 SPSS 11.5 软件、样品 T 检验来分析酶

活数据。P<0.05 为具有显著性差异，P<0.01 为具有

极显著性差异。 

2  结果 

2.1  血清中 SOD 活性 

由图 1 可知，不同浓度磺胺二甲嘧啶对中国明对

虾血清 SOD 活性表现出不同的作用。低浓度组 SOD

活性整体呈现出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且整个投药期

间 SOD 活性极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停止投喂药

物后前 3 d 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随后恢复至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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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组水平。中浓度组 SOD 活性在投药期间的前 2 d 

(1DW 和 2DW)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投药第 3、

4 天(3DW 和 4DW)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投药第

5 天及停止投药后 SOD 活性与对照组无显著性差异

(P>0.05)。高浓度组 SOD 活性在投药期间及停止投药

后 2 d 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停止投药后第 3 天 

开始恢复至对照组水平。 

2.2  血清中 AKP 活性 

图 2 显示，低浓度组磺胺二甲嘧啶作用于中国明

对虾后，血清 AKP 活性呈现先降低后升高再降低的

趋势，投药第 2、3 天(2DW 和 3DW)极显著低于对照 
 

 
 

图 1  不同浓度磺胺二甲嘧啶对中国明对虾血清 SOD 活性的影响 
Fig.1  Effects of sulfamethazine at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n the activity of SOD in serum of F. chinensis 

*表示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显著(P<0.05)，**表示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显著(P<0.01)。下同 
Asterisks indicated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ulfamethazine treatment and control (P<0.05); double asterisks 
indicated the high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ulfamethazine treatments and control (P<0.01). The same as below 

 
 

 
 

图 2  不同浓度磺胺二甲嘧啶对中国明对虾血清 AKP 活性的影响 
Fig.2  Effects of sulfamethazine at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n the activity of AKP in serum of F. chin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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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P<0.01)，随后活性逐渐升高，于 5DW 和 1DPW

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于 2DPW 后恢复至对照组

水平。中浓度组血清 AKP 活性整体呈先升高后降低

的趋势，于 5 DW 活性最高，为对照组的 1.14 倍，于

2DPW 恢复至对照组水平。高浓度组，血清 AKP 活

性先升高后降低，于 2DW 极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1)，于 3DPW 恢复至对照组水平，与对照组比

无显著性差异(P>0.05)。 

2.3  血清中 LZM 活性 

3 个浓度组，磺胺二甲嘧啶对 LZM 活性均具有

抑制作用，且呈现一定的剂量-效应关系(图 3)。低浓

度组给药后，LZM 活性于 3DW、4DW 显著低于对照

组水平(P<0.05)，于 5DW 极显著低于对照组水平

(P<0.01) ， 其 他 时 间 点 均 与 对 照 组 无 显 著 差 异

(P>0.05)。中浓度组对虾血清 LZM 活性在 3DW、

4DW、5DW 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其余各时间点

与对照组相比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高浓度组与

中浓度组 LZM 活性变化趋势相似，整体低于对照组

水平，于 5DW 和 1DPW 极显著低于对照组水平

(P<0.01)，于 5DPW 恢复至对照组水平。 

2.4  血清中 PO 活性 

由图 4 可知，3 个给药剂量下磺胺二甲嘧啶对中 
 

 
 

图 3  不同浓度磺胺二甲嘧啶对中国明对虾血清 LZM 活性的影响 
Fig.3  Effects of sulfamethazine at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n the activity of LZM in serum of F. chinensis 

 

 
 

图 4  不同浓度磺胺二甲嘧啶对中国明对虾血清 PO 活性的影响 
Fig.4  Effects of sulfamethazine at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n the activity of PO in serum of F. chinensis 



96 渔   业   科   学   进   展 第 37 卷 

 

国对虾血清 PO 活性均呈现出先促进后抑制作用。低

浓度下，PO 活性于 1DW 至 4DW 极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1)，于 3DPW 后恢复至对照组水平。中浓度下，

PO 活性在投喂药物前期呈上升趋势，在 1–3DW 极显

著高于对照组(P<0.01)，于 3DW 达到最高值，约为

对照组的 2.75 倍，随后呈下降趋势。高浓度下，PO

活性于 1DW、2DW 极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随

后逐渐下降，于 3DPW 后恢复至对照组水平(P>0.05)。 

3  讨论 

3.1  抗菌药物对水产动物免疫系统的影响 

目前，有关抗菌药物对水产动物免疫系统的影响

已有一些报道。对于水产动物免疫机能的研究，主要

集中于血淋巴。因为血淋巴既包含体液免疫因子，又

包含细胞免疫因子。对虾的免疫系统对外源性应力非

常脆弱，有证据表明，外源物质可以对凡纳滨对虾免

疫功能产生影响(Tumburu et al, 2012)。对虾生物体的

增长、疾病的发生和存活都是由其免疫系统机能决定

的，因此，免疫功能是评价外源物质对生物体生理健

康影响的重要指标(Blaise et al, 2002; Luengen et al, 

2004)。Rijkers 等(1981)报道，黄霉素能够降低鲤鱼血

清中免疫球蛋白含量，对其免疫系统具有抑制作用。

孙智武等(2013)研究表明，饲料中添加 240 mg/kg 硫

酸安普霉素不会对凡纳滨对虾非特异性免疫造成明

显的负面影响。由此可见，关于抗菌药物对水产动物

免疫系统的影响存在着不同的观念，其原因可能与试

验所用抗菌药物种类、剂量和试验动物种类不同有

关。张喆等(2011)研究表明，药物对机体免疫的影响

与药物的剂量密切相关。 

3.2  不同浓度磺胺二甲嘧啶对中国明对虾血清 SOD 
活性的影响 

活性氧如超氧阴离子、羟基自由基和过氧化氢一

直被认为是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防御系统的细胞

毒性成分，是机体在新陈代谢过程中、杀伤异源物质

以及机体抗应激时产生的一类重要物质，机体本身在

正常状态下清除过剩的氧自由基的能力是评价机体

健康的重要指标。 

已有研究报道 SOD 活性与生物体的免疫水平密

切相关。水生生物体内的 SOD 活性受到多种因素的

影响，包括重金属污染、药物及环境有毒物质等。对

抗菌药物而言，由于其结构的特殊性，抗菌药物的使

用可能是导致生物体内活性氧含量上升的原因之一。

外源性增强氧自由基的生成是污染毒性的可能机制

之一(Gómez-Mendikute et al, 2003)。Monari (2009)发

现氯霉素可以显著增加双壳贝类 SOD 含量。 

本研究结果发现，低浓度磺胺二甲嘧啶对 SOD

活性具有诱导作用，且此诱导作用呈先增强后减弱趋

势。中浓度和高浓度磺胺二甲嘧啶对 SOD 活性具有

抑制作用。本研究与张喆等(2011)发现低浓度组诺氟

沙星对中国明对虾血清 SOD 活性有一定的促进作

用，而高浓度组呈现抑制作用的结果相一致。Cabell

等(1999)研究表明，当生物体受到轻度逆境胁迫时，

SOD 活性往往升高，表现为抗应激反应；当受到重

度逆境胁迫时，SOD 活性通常降低，使机体累积过

量的活性氧，导致生物体的损伤。本研究中，低浓度

作用下，SOD 活性显著上升可能是磺胺二甲嘧啶在

中国明对虾体内的代谢过程中出现过多自由基，对虾

血清反馈性增强抗氧化系统酶活性，以清除多余的自

由基。当酶系统遭到破坏，SOD 活性下降。中浓度

和高浓度作用下，SOD 活性被抑制，间接反映了机

体清除自由基的能力下降，能清除活性氧的抗氧化系

统功能下降，导致机体内活性氧迅速累积。 

3.3  不同浓度磺胺二甲嘧啶对中国明对虾血清LZM
活性的影响 

LZM 广泛存在于各种动物的血细胞和血清中，

在免疫活性中发挥重要作用。溶菌活性是甲壳动物常

用的免疫指标，可以作为检测对虾机体免疫机能的一

个有价值的参考。LZM 是吞噬细胞杀菌的物质基础，

它是一种碱性蛋白质，可以水解革兰氏阳性菌细胞壁

中黏肽的乙酰氨基多糖，并使之裂解被释放出来，形

成水解酶体系，破坏和消除侵入体中的异物。本研究

中，3 个剂量组的 LZM 活性总体趋势受到抑制，且

呈现剂量–效应关系，说明抗菌药物进入对虾体内，

可能对机体造成一定的胁迫，抑制了 LZM 的合成或

分泌，或者直接作用于 LZM 的活性中心，使其活性

降低(张旭东, 2008)1)。LZM 活性降低可能在一定程度

上抑制血细胞的吞噬活性。Ren 等(2014)报道凡纳滨

对虾连续投喂氟苯尼考，其血细胞吞噬活性下降；  

王永胜等(2008)研究发现氯霉素作用于凡纳滨对虾可

以显著降低血清、肌肉和肝胰腺 LZM 活性，均与本

研究的结果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因动物 LZM 活性可 
                            

1) 张旭东. 单诺沙星对鲤鱼(Cyprinus carpio L.)抗氧化和非特异性免疫功能的影响. 中国海洋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

论文, 2008,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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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受到季节、栖息地、食物、温度和 pH 等多种因素

的影响，有一些研究与本研究结果有所不同，如张喆

等(2011)研究发现，诺氟沙星对中国明对虾血清 LZM

活性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作用，对肝胰腺、肌肉和鳃

LZM 活性存在显著的剂量效应，整体呈现低浓度抑

制、高浓度促进的作用。Chang 等(2000)认为，在持

续投喂免疫增强剂的情况下，对虾免疫指标由上升至

高峰再转为下降的现象，是由于长期投喂免疫增强剂

而导致的“免疫疲劳”的结果，张喆等(2011)认为药物

可能存在同样的作用效果。可见，水产药物对 LZM

活性的影响受到实验条件、药物种类及实验物种等因

素的影响而呈现不同的作用效果。 

3.4  不同浓度磺胺二甲嘧啶对中国明对虾血清 AKP 
活性的影响 

AKP 是生物体内重要的代谢调控酶，直接参与

磷酸的转移和代谢，且与膜的物质运输有关，具有重

要的生理功能，是生物体内的解毒酶系，直接参与磷

酸代谢，对钙质吸收、骨骼形成、磷酸钙沉积及甲壳

素分泌与合成有重要作用。对虾生长过程中要经历换

壳过程，因此，AKP 对于虾的生存有特别重要的意

义。AKP 含量与多种因素有关，有研究报道 Ca2+浓

度、盐度和 pH 可影响日本沼虾肝胰腺 AKP 的活性，

且不同外源物质作用于同一养殖种类或同一物质作

用于不同种类，其对机体 AKP 的活性影响并不相同，

认为可能是外源物质本身特性和不同机体组织 AKP

含量有关。有一些研究发现，外源药物对机体 AKP

活力具有抑制作用，如王永胜等(2008)研究发现，氯

霉素作用于凡纳滨对虾可以显著降低血清、肌肉和肝

胰腺 AKP 活性。张喆等(2011)研究发现，不同浓度诺

氟沙星对中国明对虾肝胰腺、肌肉和鳃 AKP 活性均

呈现显著抑制作用，而对血清 AKP 活性影响没有明

显规律。另有研究表明机体的健康状况也对 AKP 含

量有影响，AKP 活性的升高是一种病理上的反应  

(张辉等, 2003)。例如，张丽敏等(2007)研究发现，向

红笛鲷腹腔注射 10 mg/kg 氟苯尼考可以显著增加

AKP 活性；余东游等(2000)也发现金霉素可以显著提

高 AKP 活性。 

本研究结果显示，低浓度组磺胺二甲嘧啶作用于

中国明对虾后，血清 AKP 活性呈现先下降后上升再

下降的趋势；中、高浓度组 AKP 活性整体先升高后

降低。说明低剂量的磺胺二甲嘧啶对对虾机体的免疫

出现抑制作用，AKP 活性下降，随着药物在体内的

蓄积，对虾机体对高浓度的药物作用表现出病理反

应，从而 AKP 活性上升，当停止投喂药物后，药物

在机体逐渐被代谢，药物浓度的降低使 AKP 活性表

现出下降的趋势。而中高剂量组的给药浓度可以达到

引起病理反应的浓度，所以 AKP 直接表现出先上升

后下降的趋势。 

3.5  不同浓度磺胺二甲嘧啶对中国明对虾血清 PO 
活性的影响 

PO 参与无脊椎动物的免疫防御反应，在甲壳动

物的防卫中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其在一定程度上反

应出甲壳动物的健康状况及免疫灵敏性。甲壳动物的

PO 也因其所处的环境条件、生理状态和营养水平的

不同而不同。不同蜕皮阶段、温度、盐度、pH、氨

氮及有机污染源都会对其产生影响(Le Moullac et al, 

2000; 潘鲁青等, 2002)。如在一些有机化合物(如多氯

联苯 PCB，多核的芳香族碳氢化合物 PAH)的污染的

水体中，褐虾(Crangon crangon)的血细胞 PO 活性降

低，同时其死亡率增加。 

另有一些学者研究了抗菌药物对 PO 活性的影

响。刘立鹤等(2006)研究表明，向饲料中添加 4 mg/kg

黄霉素可以显著提高凡纳滨对虾血清 PO 活性，而添

加 12 mg/kg 黄霉素，PO 活性则呈下降趋势；黄辉等

(2008)分别向饲料中添加 50、100 和 150 mg/kg 的左

旋咪唑(LMS)，发现 3 个处理组罗氏沼虾血清 PO 活

性均显著高于对照组；王永胜等(2008)发现，氯霉素

作用下，凡纳滨对虾血清 PO 活性呈现先下降后上升

的趋势，肌肉和肝胰腺 PO 活性则显著低于对照组。

张喆等(2011)研究发现，肌肉和鳃 PO 活性在诺氟沙

星作用下显著高于对照组，说明 proPO 可能被诺氟沙

星激活，不同浓度诺氟沙星对血清和肝胰腺 PO 活性

影响则不同，整体呈现低浓度抑制、高浓度促进的作

用。 

本研究中 3 个给药浓度下磺胺二甲嘧啶均对 PO

活性呈现先诱导后抑制作用，本研究与徐连伟等

(2007)报道不同浓度的达氟沙星对施氏鲟肝脏和血清

LZM 含量有抑制作用，低剂量达氟沙星对血清 PO 活

性呈现先诱导后抑制的结果相似。说明低浓度的药物

作用使对虾机体 PO 原被激活进行防卫作用，PO 活

力逐渐升高，而随着药物蓄积浓度的增大，酶系统遭

到破坏，导致 PO 活性下降。 

4  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投喂抗菌药物对中国明对虾的免

疫机能具有一定的影响，高浓度磺胺二甲嘧啶对中国

明对虾的免疫机能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在使用抗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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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进行抑菌或杀菌的同时，要综合考虑所选择给药

剂量对对虾生理机能的影响，遵从健康养殖的理念，

保证养殖对象的健康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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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Sulfamethazine on the Non-Specific Immune Enzyme Activities 
 of Fenneropenaeus chinensis 

SUN Ming1,2, GE Qianqian1,2, LI Jian2,3①
, GE Hongxing1,2,  

ZHAI Qianqian2, ZHAO Fazhen2 
(1. Fisheries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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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boratory for Marine Fisheries Science and Food Production Processes, Qingdao National Laboratory for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266071) 

Abstract    Shrimp production has been a well-developed pillar of the aquaculture industry in China. 

Fenneropenaeus chinensis, one of highly valuable shrimp species, was mainly raised in the Bohai Sea and the 

Yellow Sea in North China. Antimicrobials are most frequently applied during intensive aquacultures to 

prevent or cope with disease outbreaks. However, antimicrobials may also have toxic effects on cultured 

animals such as immunosuppression.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mechanisms, we measured activities of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 alkaline phosphatase (AKP), lysozyme (LZM), and phenoloxidase (PO) in serum 

upon the treatment with sulfamethazine (SM2) at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It was found that SM2 significantly 

enhanced SOD activity at 50 mg/kg, whereas inhibited SOD at 150 mg/kg. At 100 mg/kg, SM2 first boosted 

SOD activity in the first 2 days and then suppressed it from Day 3 of treatment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Treated with 50 mg/kg SM2, the activity of AKP was inhibited from Day 2 of treatment till Day 2 after the 

treatment, followed by a recovery to the control level. When the SM2 concentration was 100 mg/kg, the AKP 

activity was elevated to a peak value on Day 5 of the treatment and then dropped back to the control level. In 

the treatment with 150 mg/kg SM2, AKP activity altered in the same pattern as the medium concentration group. 

SM2 had inhibitive effects on LZM at 50, 100, and 150 mg/kg. In spite of the concentrations of SM2, the PO 

activity showed the same trend that it rose to a higher level than the control followed by a decrease. The 

non-specific immunity was inhibited by SM2 at 150 mg/kg. Therefore, the dosage of antibiotics should be 

carefully evaluated to ensure healthy aquaculture of shrimp. 

Key words    Sulfamethazine; Fenneropenaeus chinensis; Non-specific i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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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分支滚环扩增试纸检测对虾黄头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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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志芹 1  房保海 1  王宫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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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依据对虾黄头病毒(Yellow head virus, YHV)的非结构蛋白 N 基因序列，设计特异的锁式探

针(Padlock probe, PLP)、检测探针及引物，建立 YHV 超分支滚环扩增(Hyper-branched rolling circle 

amplification, HRCA)检测试纸。灵敏度实验显示，YHV HRCA 检测试纸能检测出的最低模板量为

101 拷贝，是 RT-PCR 灵敏度的 100 倍。特异性实验结果表明，该试纸能够特异性地对 YHV 进行检

测。利用该检测试纸对进出口 80 批次虾样本进行检测，并将检测结果与常规 RT-PCR 相比较，结

果显示，YHV HRCA 检测试纸灵敏度方面优于常规 RT-PCR 方法，且操作简便、结果直观易读。 

关键词    对虾黄头病毒；超分支滚环扩增法；锁式探针；检测试纸 

中图分类号 S94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6)05-0100-08 

黄头病(Yellow head disease, YHD)是由黄头病毒

(Yellow head virus, YHV)引起的一种对虾疾病，该病

与对虾白斑病(White spot syndrome virus, WSSV)、桃拉

综合征(Taura syndrome virus, TSV)并称为“影响世界

对虾养殖业的三大病害”(OIE, 2015)。黄头病毒属于

黄头症候群病毒(Yellow head complex of viruses)基因

Ⅰ型，是黄头病的唯一病原(Lightner, 1996)，为单正

链 RNA 病毒，毒力较强，对虾被感染后 3–5 d 内可

全军覆灭(OIE, 2015)，世界动物卫生组织(International 

Epizootic Office, OIE)将黄头病列为必须进行疫情上

报的疫病，我国农业部也将黄头病列为水生动物二类

疫病。OIE 水生动物疫病诊断手册(OIE, 2015)认为，

在虾生活周期全过程中适用于 YHD 检测、诊断和确

诊的分子生物学方法仅有 PCR 方法(RT-PCR 或巢式

RT-PCR)与核酸测序，但这两种方法操作复杂繁琐、

测序确证周期较长、成本较高，需要昂贵仪器和熟练

的操作人员，检测场所也局限于有条件的实验室中，

不能满足现场快速检测的需要。 

超分支滚环扩增 (Hyper-branched rolling circle 

amplification, HRCA)技术是 Lizardi 等(1998)在线性

滚环扩增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该方法需要设计特异

性的锁式探针(Padlock probe, PLP)(Nilsson et al, 1994)

及 1 对通用引物，通用引物可识别锁式探针并与锁式

探针的滚环扩增产物相结合，当 DNA 聚合酶存在且

发挥作用时，实现对锁式探针的 HRCA，扩增效率高，

在 1 h 内扩增效率可达到 109 拷贝(Prins et al, 2008; 

Zhou et al, 2004)，从而实现对检测信号的放大。由于

其高敏感性、特异性，HRCA 技术已开始应用于单核

苷酸多态性研究(Pickering et al, 2002; Cheng   et al, 

2008)、细胞原位检测(Christian et al, 2001)、DNA 芯

片检测(Nallur et al, 2001; Prins et al, 2008)和免疫芯

片检测(Zhou et al, 2004)等方面。HRCA 检测试纸技

术是在 HRCA 检测技术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生物素

标记的检测探针，从而将 HRCA 技术与试纸显色技

术相结合，从而实现对 HRCA 检测结果的直观、可

视化处理。 

本研究旨在依据 YHV 基因保守核苷酸序列，设

计特异的锁式探针及引物，通过优化 HRCA 条件，

构建特异、准确的黄头病毒 HRCA 检测技术体系，

并在此基础上制备 YHV HRCA 检测试纸，可望为对

abc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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虾黄头病毒病害的动态检测和控制提供一种新的分

子检测技术。 

1  材料与方法 

1.1  核酸来源 

YHV 及其用于特异性分析的 WSSV、TSV、传

染性皮下及造血器官坏死病毒(Infectious hypodermal 

and hematopoietic necrosis virus, IHHNV)均为山东出

入境检验检疫局技术中心实验室保存样本。 

1.2  主要试剂 

1.2.1  商业化试剂    本实验所采用的所有引物、探

针均由 Invitrogen 公司合成；脱氧核糖核苷三磷酸

(dNTP)、ExTaq DNA 聚合酶混液、Triton X-100、T4 

DNA 连接酶(含 10×缓冲液)、one-step RT-PCR 试剂

盒、DL2000 分子标记均购自 TaKaRa 公司；Bst DNA

聚合酶大片段 (含 10×缓冲液 )购自 New England 

Biolabs 公司，Qiagen 快速凝胶提取试剂盒购于

Qiagen 公司；辣根过氧化物酶(Horse radish peroxidase, 

HRP)，四甲基联苯胺(Tetramethylbenzidine, TMB)购

自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2.2  实验室配制的试剂     变性液：0.4 mol/L 

NaOH 溶液，25 mmol/L 乙二胺四乙酸(EDTA)溶液；

杂交缓冲液：1×柠檬酸钠缓冲液(SSC)，0.1%十二烷

基硫酸钠溶液(SDS)；洗液：0.5×SSC、0.1% SDS；

缓冲液 A：磷酸盐缓冲液(PBS)、137 mmol/L NaCl

溶液、2.7 mmol/L KCl 溶液、1.4 mmol/L KH2PO4 溶

液、4.3 mmol/L Na2HPO4 溶液、体积分数 0.3% Triton 

X-100 溶液，pH=7.4；缓冲液 B：缓冲液 A、1 mol/L

尿素溶液、1 g/100 ml 硫酸葡聚糖溶液；缓冲液 C：

100 mmol/L 柠檬酸钠，pH=5.0。 

1.3  实验方法 

1.3.1  锁式探针和引物的设计    根据 YHV 非结构

蛋白 N 基因序列(GenBank Access No. FJ848674)设计

锁式探针两端的特异识别序列(表 1 锁式探针大写字

母序列)，使两端的特异识别序列与单链模板结合后

紧密相邻，两端特异性识别序列中间的连接部分为

pNAK1 质粒中的一段核酸序列(表 1 锁式探针小写字

母序列)，连接部分序列根据特异识别序列进行适当

修改。锁式探针与模板的结合见图 1。 

YHV 基因 RT-PCR 特异扩增引物对为上游引物

YNS1F 和下游引物 YNS1R，特异性检测引物对为上游

引物 YHV-F 和下游引物 YHV-R，WF1、WF2 为经生

物标记的检测通用引物，检测探针序列为锁式探针 2

个特异性末端与模板相结合的衔接区域，各序列详见  

表 1。 

1.3.2  标准品的制备    用引物 YNS1F/YNS1R 对

YHV 基因组 RNA 进行 RT-PCR 扩增，扩增产物经

1.5% (m/V)琼脂糖凝胶电泳分离后，目的扩增条带用

Qiagen 快速凝胶提取试剂盒纯化，回收后连接改造后

的 pGEM-T 载体(肖性龙等, 2011)制备重组质粒，转

化大肠杆菌进行克隆增殖。利用 T7 体外转录试剂盒

转录该重组质粒，并获得大量 RNA 核酸标准物质，

测定 OD 值，计算拷贝数，梯度稀释后作为标准品。 

1.3.3  锁式探针连接反应条件的优化    最佳探针

浓度的确定：分别设置 4 个浓度梯度的锁式探针即  

1 μmol/L、100 nmol/L、10 nmol/L、1 nmol/L，连接体

系为锁式探针 1 μl，T4 DNA连接酶 1 U/μl，10×T4 DNA

连接酶缓冲液 1 μl，105 拷贝/μl 模板 RNA 2 μl，加去

离子水至反应总体积 10 μl。反应条件为：94℃ 5 min 
 

表 1  引物及序列探针 
Tab.1  Primers and probe sequences 

名称 Name 序列 Sequence (5´–3´) 

YNS1F TGAACCGCCGTACACGCATCGCAAC 

YNS1R TTATGATTGTGTTTCCATGGGTTCG 

YHV-F TACACGCATCGCAACTCC 

YHV-R TGAACGCTTTGGCAGAAT 

PLP TTGAGGAATCTCGATGAGCCtggactgctga
atccgttagccagcagccgcctcgacgaattt 
ctgccattcatccccttattatcacttattcaggcgtagcaccag
CGCGTTCGACTGCGAAGGA 

YHV Probe TTTTTTTTCCTCAATCCCTTCGCAGTCG

WF1 BAS-CTGGTGCTACGCCTGAATAAGTG
A 

WF2 BAS-GCTGAATCCGTTAGCCAGCAG 

 

 
 

图 1  锁式探针与靶序列的连接(刘青杰等, 2007; Tsui et al, 2010) 

Fig.1  The connection of PLP and ta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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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迅速置于冰上，2 min 后加 T4 DNA 连接酶，37℃

连接 1 h，最后 65℃  10  min 终止连接反应。 

最佳连接时间的确定：参照上述反应体系和反应

条件，在最佳探针浓度条件下，37℃下分别连接 10、

20、30、40、50、60 min 以确定最佳的连接反应时间。 

1.3.4  HRCA 反应条件的优化    HRCA 反应体系：

dNTPs 0.4 mmol/L，WF1 0.4 μmol/L，WF2 0.4 μmol/L，

Tris-HCl (pH=8.8) 20 mmol/L，KCl 10 mmol/L，MgSO4 

6.5 mmol/L， (NH4)2SO4 10 mmol/L， 0.1% Triton 

X-100，2 μl 连接产物与 8 U Bst DNA 聚合酶大片段，

加 dH2O 使反应体系总体积为 25 μl。61℃分别扩增

10、20、30、40、50、60、70、80 min，以确定最佳

扩增时间，95℃ 10 min 终止反应。反应产物经琼脂

糖凝胶电泳检测，若条带呈阶梯状，则表示该样品为

YHV 阳性，反之为阴性。 

1.3.5  检测试纸的制备及检测    将 3 μl 检测探针

与 17 μl 变性液室温下混匀 5 min，取 5 μl 点于硝酸纤

维素膜上，室温下自然晾干，每个点样点可重复多样

2–3 次，每个点设置 3 个平行对照；UV 光源下(波长

254 nm，强度 60–120 mJ/cm2)照射使 DNA 固定在膜上；

37℃条件下，用脱脂奶粉(5 g/100 ml)封闭 1.5 h，备用。 

检测试纸按如下流程进行操作：将试纸放入 5 ml

预热的杂交缓冲液与扩增产物的混合溶液中，60℃温

浴 2 h；将试纸转移至 50 ml 预热洗液中，60℃震荡

15 min；取出试纸，室温下放入缓冲液 A 中，加入

1 : 2000 稀释的 HRP-标记链霉亲和素，反应 10 min；

试纸转移至缓冲液 B 中，室温下漂洗 5 min；试纸转

移至缓冲液 C 中，室温下浸泡 5 min；加入 TMB 显

色 1–20 min，而后终止反应并观察结果。试纸检测结

果也采用 Gelpro 图像分析软件进行 dot 值分析。 

1.3.6  检 测 试 纸 的 特 异 性 与 灵 敏 度 分 析     取

YHV、TSV、IHHNV 和 WSSV 的核酸，用建立的检

测试纸分别对 4 种病毒进行检测，验证其特异性。取

标准品 100–105 拷贝/μl 浓度梯度的核酸分别作为模

板，进行连接和扩增反应，产物经试纸检测，显色后

采用 Gelpro 图像分析软件进行 dot 分析，检测试纸的

灵敏度。将该检测试纸灵敏度与常规 RT-PCR 方法进

行比较，常规 RT-PCR 采用 one-step RT-PCR 试剂盒

(TaKaRa)，反应条件为：扩增反应为 25 μl 体系，包

含 10 mmol/L 引物 YHV-F、YHV-R 各 1 μl，PrimeScript 

1 Step Enzyme Mix 1 μl，2×1 step buffer 12.5 μl，dH2O 

7.5 μl，YHV 病毒基因组 RNA 2 μl，反应经 50℃ 30 min

后，94℃ 1 min，58℃退火 30 s，72℃反应 2 min，反

应 30 个循环，而后 72℃延伸 10 min，扩增产物经

2%(m/V)琼脂糖凝胶电泳鉴定。 

1.3.7  试纸检测方法的实际应用     利用建立的

YHV 超分支滚环试纸对 80 批次采集的虾样本进行检

测(按照表 3 中各种虾的明细进行修改)，其中，中国

对虾样本(Fenneropenaeus chinensis) 30 批次、斑节对

虾 (Penaeus monodon) 16 批 次 、 凡 纳 滨 对 虾

(Litopenaeus vannamei) 4 批次，泰国与越南进口斑节

对虾、凡纳滨对虾共 20 批次，澳大利亚进口斑节对

虾、墨吉尔虾(Penaeus merguiensis)共 10 批次。将

HRCA 试纸的检测结果与常规 RT-PCR 方法的结果对

比，比较 2 种检测方法的优越性。 

2  结果与分析 

2.1  最适锁式探针浓度的确定 

按照 1.3.3 所述的锁式探针连接反应体系和条

件，其中，设置 4 个磷酸化锁式探针浓度进行连接反

应，反应 1 h 后，以 1.3.4 中所述体系进行 HRCA 反应。

结果显示，锁式探针浓度≥100 nmol/L 时，HRCA 反

应产物电泳结果条带亮度相近且清晰可见，低于这个浓

度扩增带模糊不清，确定该浓度为最佳探针浓度(图 2)。 
 

 
 

图 2  YHV 最优锁式探针浓度的确定 

Fig.2  Optimization of the PLP concentration for YHV 

M: DL2000 分子标记 Molecular Marker; 1: 10 μmol/L;  

2: 100 nmol/L; 3: 1 nmol/L; 4: 10 pmol/L 
 

2.2  锁式探针连接时间的确定 

按照 1.3.3 所述的锁式探针连接反应体系和条

件，进行连接反应以确定最优连接时间，锁式探针的

浓度为 100 nmol/L，并设置 6 个连接反应时间，反应

结束后，以 1.3.4 中所述体系进行 HRCA 反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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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当探针连接时间≥30 min 时，HRCA 反应产物

电泳结果条带亮度相近且清晰可辨，确定最佳连接时

间为 30 min(图 3)。 
 

 
 

图 3  锁式探针最适连接时间的确定 
Fig.3  Optimization of the PLP connection time for YHV 

M: DL2000 分子标记 Molecular Marker; 1–5: 10, 20, 30,  
40, 50, and 60 min respectively 

 

2.3  HRCA 最优反应条件的确定 

当模板浓度为 105 copies/μl、锁式探针浓度为

100 nmol/L 时，锁式探针连接 30 min，61℃条件下，

在 8 个不同反应时间进行 HRCA，产物经电泳观察，

当时间≥30 min 时，条带亮度相当且清晰可见(图 4)。

因此，确定 30 min 为 HRCA 的最优反应时间。 
 

 
 

图 4   HRCA 反应条件的优化 
Fig.4  The optimization of reaction conditions of HRCA 

M: DL2000 分子标记 Molecular Marker; 1–8: time of the 
HRCA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min respectively 

 

2.4  特异性验证 

YHV HRCA 试纸特异性检测结果显示，该试纸

仅对 YHV 有检出，并且与其他 3 种病毒无交叉反应，

说明本方法能够保证 YHV 病毒的特异性检测(图 5)。 

 
 

图 5  YHV HRCA 试纸的特异性检测 
Fig.5  The specificity test for YHV HRCA test strip 

1–4: IHHNV, YHV, TSV, and WSSV respectively;  
Neg: 阴性对照 Negative control 

 

2.5  灵敏度验证 

通过对检测试纸斑点的颜色变化和斑点值的分

析得出，当样本浓度为 10 copies/μl 时，试纸仍可检

出与阴性对照有明显差异的着色斑点，而 RT-PCR 方

法的结果则无明显扩增带；当样本浓度为 1 copy/μl

时，试纸虽肉眼可见微弱着色斑，但与阴性对照差异

不大，通过核酸样本的斑点扫描结果(表 2)，可判定

为阴性。因此，本检测方法的灵敏度为 10 copies/μl，

而常规 RT-PCR 方法的检测限为 1000 copies/μl，

HRCA 试纸法比常规 PCR 方法高 2 个数量级(图 6)。 
 

表 2  试纸检测 YHV 梯度核酸样本斑点的结果 
Tab.2  The dot value of HRCA test strip for YHV 

模板浓度 
Concentration of template (Copies/μl) 项目 Item

105 104 103 102 101 100 Neg

Neg 斑点值
Dot value 

107.33 76.34 42.19 26.42 7.97 0.62 0.59

 

 
 

图 6  YHV HRCA 试纸灵敏度验证 
Fig.6  The sensitivity test for the HRCA test strip 

(a)HRCA 检测试纸；(b)常规 RT-PCR；M：DL2000；0–5

的模板浓度依次为 100–105 copies/μl 
(a) HRCA test strip for YHV; (b) Agarose gel electrophoresis 

of RT-PCR; M: DL 2000; 0–5: 100–105 copies/μl 
 

2.6  实际应用 

通过对 2014 年国内与进口共计 80 批次虾样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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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HV 检测，结果显示，50 批次国内虾样本中 HRCA

试纸与 RT-PCR 检测结果一致，均为 YHV 阴性；30

批次进口虾中 2 批次呈 YHV 阳性，阳性样本为越南

进口斑节对虾，HRCA 试纸检测结果与 RT-PCR 结果

一致，见表 3。但其中 1 批次 YHV RT-PCR 阳性样品

因扩增条带太弱，不能进行测序确证，另 1 组 YHV

阳性 RT-PCR 结果经测序确证无误。 

3  讨论 

本研究建立了灵敏度高、特异性好的 YHV 

HRCA 试纸检测方法，HRCA 的特异性是由锁式探针

两端的特异、保守核酸序列所决定的，该序列能够特

异性地与目的病毒核酸序列相结合；由于 HRCA 是

在滚环扩增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双引物多分支扩增，

从而大大提高了扩增效率，因此，可以实现短时间内

对检测信号的逐级放大，从而提高了检测灵敏度，通

过对本实验建立的 YHV HRCA 试纸灵敏度、特异性

的研究，结果显示，该方法灵敏度可以达到 10 个拷

贝，可以满足 YHV 常规检测的要求。在特异性实验

中，本研究选用 OIE 列出的 WSSV、TSV、IHHNV

虾类病毒，这 3 种虾类病毒也是我国国家海域监控的

主要虾类病害，本研究结果表明，3 种病毒与 YHV

检测方法均无交叉反应。 

对于 HRCA 方法，锁式探针的设计至关重要，

两端特异识别序列决定了反应的特异性，并与假阳性

和假阴性的产生密切相关，锁式探针必须与模板正确

结合、连接且形成闭合环状结构，当锁式探针不能正

常连接时，会出现假阴性；而当锁式探针在无特异模

板存在的体系中完成连接，则产生假阳性，所以，锁

式探针能否与目的核酸序列正确连接决定了检测结

果的成败(孔铖将等, 2011)。目前，已报道的锁式探针

的最适长度为140 nt (Antson et al, 2000)，而本研究所

设计的长度为127 nt (由88 nt 的连接序列和39 nt 的两

端特异识别序列组成)，二者长度接近。已有研究表

明，HRCA 对锁式探针5´末端无严格特异性要求，只

需3´末端与目的核酸序列完全互补 (Szemes et al, 

2005)，本研究所设计的锁式探针的5´末端与3´末端

DNA 熔解温度(Tm)一致，因而探针两端可以同时与

模板结合，具有一致性，有利于提高检测的准确率。

锁式探针的有效浓度范围一般为4 pmol/L–1 μmol/L 

(Lizardi et al, 1998; 黄冠军等, 2008; Thomas et al, 1999; 

Szemes et al, 2005; Tong et al, 2007)，本研究确立的锁

式探针最适浓度为100 nmol/L，低于这个浓度的锁式

探针扩增无明显条带，也有文献报道或呈弥散状

(Szemes et al, 2005)，这可能是由于本底在 Bst DNA

聚合酶大片段的作用下扩增而干扰了环化探针扩增

的结果，有相关文献(Szemes et al, 2005; Tong et al, 

2007; 郝振明等, 2010)采用核酸外切酶Ⅳ对未环化的

锁式探针进行消化处理，但本研究经前期条件摸索验

证，核酸酶处理前后效果差别不大，且该方法会大大

延长反应时间，因此，本研究未采用此方法。 

本研究设计的锁式探针是由两端特异的保守序

列和中间的链接区域组成，链接区域选自一段

pNAK1 质粒的核苷酸序列，该链接区域的优点是对

多种不同的病毒进行检测时，只需要设计两端的特异

性核酸序列，即可以利用 1 对通用引物，实现对多种

疫病的同时检测(刘青杰等, 2007)，为后续多病毒检

测 HRCA 检测试纸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对于整个 HRCA 的反应，反应温度是由 T4 DNA

连接酶和 Bst DNA 聚合酶决定，这 2 种酶均为恒温反

应酶，与以 Taq 酶为基础的热循环反应方式相比，不

需要昂贵的热循环反应装置，从而使得疫病检测更加

经济化(彭姣等, 2013)。由于 T4 DNA 连接酶和 Bst 

DNA 聚合酶均为商业化的酶，T4 DNA 连接酶有其特

定的最佳反应温度，因此，对于疫病检测反应条件的

摸索相对比较简单，而 Bst DNA 聚合酶的反应温度范

围较广，其中，61–65℃的温度区间可能影响引物与

环化探针的结合(Tsui et al, 2010)。本研究结果表明，

Bst DNA 聚合酶在 3 个反应温度梯度(61℃、63℃、

65℃)反应产物均无明显差异，因而，选用 61℃为最

适 HRCA 反应温度。 

HRCA 检测试纸是在 HRCA 反应的基础上，设

计检测探针，利用检测探针与锁式探针的互补关系，

特异性识别并与目的 HRCA 产物相结合，这样保证

了 HRCA 试纸检测方法的特异性，而后利用生物素

标记的通用引物，对检测结果进行了可视化处理。

HRCA 检测试纸在保持 HRCA 方法高灵敏度、高特

异性的基础上，实现了检测结果的直接判读，适合水

生动物疫病的田间检测。 

常规 RT-PCR 的检测是水生动物疫病 YHV 检测

的金标方法，该方法是针对靶标区域设计特异性引物

进行序列扩增，扩增范围内可能存在关键点突变

(Wang et al, 2005)，因此，在 OIE 水生动物疫病诊断

手册中(OIE, 2015)，单纯的 RT-PCR 反应不能作为疫

病确诊的依据，必须与序列测定相结合使用，大大延

长了检测时间，并增加了检测成本。与常规 RT-PCR

检测方法相比，YHV HRCA 检测试纸是利用探针与

模板的互补关系来保证检测方法的特异性，这一过程

类似荧光定量 PCR 方法的探针与模板的结合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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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两种方法的样品检测结果 
Tab.3  The test results of the 80 YHV samples by two methods 

编号 
No. 

来源 Source 种类 Species HRCA RT-PCR
编号
No.

来源 Source 种类 Species HRCA RT-PCR

1 烟台 Yantai 中国对虾 F. chinensis – – 41 福建 Fujian 凡纳滨对虾 L. vannamei – – 

2 烟台 Yantai 中国对虾 F. chinensis – – 42 福建 Fujian 凡纳滨对虾 L. vannamei – – 

3 烟台 Yantai 中国对虾 F. chinensis – – 43 福建 Fujian 凡纳滨对虾 L. vannamei – – 

4 烟台 Yantai 中国对虾 F. chinensis – – 44 福建 Fujian 凡纳滨对虾 L. vannamei – – 

5 烟台 Yantai 中国对虾 F. chinensis – – 45 福建 Fujian 斑节对虾 P. monodon – – 

6 烟台 Yantai 中国对虾 F. chinensis – – 46 福建 Fujian 斑节对虾 P. monodon – – 

7 烟台 Yantai 中国对虾 F. chinensis – – 47 福建 Fujian 斑节对虾 P. monodon – – 

8 烟台 Yantai 中国对虾 F. chinensis – – 48 福建 Fujian 斑节对虾 P. monodon – – 

9 烟台 Yantai 中国对虾 F. chinensis – – 49 福建 Fujian 斑节对虾 P. monodon – – 

10 烟台 Yantai 中国对虾 F. chinensis – – 50 福建 Fujian 斑节对虾 P. monodon – – 

11 烟台 Yantai 中国对虾 F. chinensis – – 51 泰国 Thailand 凡纳滨对虾 L. vannamei – – 

12 烟台 Yantai 中国对虾 F. chinensis – – 52 泰国 Thailand 凡纳滨对虾 L. vannamei – – 

13 烟台 Yantai 中国对虾 F. chinensis – – 53 泰国 Thailand 凡纳滨对虾 L. vannamei – – 

14 烟台 Yantai 中国对虾 F. chinensis – – 54 泰国 Thailand 凡纳滨对虾 L. vannamei – – 

15 烟台 Yantai 中国对虾 F. chinensis – – 55 泰国 Thailand 凡纳滨对虾 L. vannamei – – 

16 烟台 Yantai 中国对虾 F. chinensis – – 56 泰国 Thailand 凡纳滨对虾 L. vannamei – – 

17 烟台 Yantai 中国对虾 F. chinensis – – 57 泰国 Thailand 凡纳滨对虾 L. vannamei – – 

18 烟台 Yantai 中国对虾 F. chinensis – – 58 泰国 Thailand 凡纳滨对虾 L. vannamei – – 

19 烟台 Yantai 中国对虾 F. chinensis – – 59 泰国 Thailand 凡纳滨对虾 L. vannamei – – 

20 烟台 Yantai 中国对虾 F. chinensis – – 60 泰国 Thailand 凡纳滨对虾 L. vannamei – – 

21 威海 Weihai 中国对虾 F. chinensis – – 61 越南 Vietnam 凡纳滨对虾 L. vannamei – – 

22 威海 Weihai 中国对虾 F. chinensis – – 62 越南 Vietnam 凡纳滨对虾 L. vannamei – – 

23 威海 Weihai 中国对虾 F. chinensis – – 63 越南 Vietnam 凡纳滨对虾 L. vannamei – – 

24 威海 Weihai 中国对虾 F. chinensis – – 64 越南 Vietnam 凡纳滨对虾 L. vannamei – – 

25 威海 Weihai 中国对虾 F. chinensis – – 65 越南 Vietnam 凡纳滨对虾 L. vannamei – – 

26 威海 Weihai 中国对虾 F. chinensis – – 66 越南 Vietnam 斑节对虾 P. monodon – – 

27 威海 Weihai 中国对虾 F. chinensis – – 67 越南 Vietnam 斑节对虾 P. monodon 42.44 +* 

28 威海 Weihai 中国对虾 F. chinensis – – 68 越南 Vietnam 斑节对虾 P. monodon 64.85 + 

29 威海 Weihai 中国对虾 F. chinensis – – 69 越南 Vietnam 斑节对虾 P. monodon – – 

30 威海 Weihai 中国对虾 F. chinensis – – 70 越南 Vietnam 斑节对虾 P. monodon – – 

31 广州 Guangzhou 斑节对虾 P. monodon – – 71 澳大利亚 Australia 斑节对虾 P. monodon – – 

32 广州 Guangzhou 斑节对虾 P. monodon – – 72 澳大利亚 Australia 斑节对虾 P. monodon – – 

33 广州 Guangzhou 斑节对虾 P. monodon – – 73 澳大利亚 Australia 斑节对虾 P. monodon – – 

34 广州 Guangzhou 斑节对虾 P. monodon – – 74 澳大利亚 Australia 斑节对虾 P. monodon – – 

35 广州 Guangzhou 斑节对虾 P. monodon – – 75 澳大利亚 Australia 斑节对虾 P. monodon – – 

36 广州 Guangzhou 斑节对虾 P. monodon – – 76 澳大利亚 Australia 墨吉尔虾 P. merguiensis – – 

37 广州 Guangzhou 斑节对虾 P. monodon – – 77 澳大利亚 Australia 墨吉尔虾 P. merguiensis – – 

38 广州 Guangzhou 斑节对虾 P. monodon – – 78 澳大利亚 Australia 墨吉尔虾 P. merguiensis – – 

39 广州 Guangzhou 斑节对虾 P. monodon – – 79 澳大利亚 Australia 墨吉尔虾 P. merguiensis – – 

40 广州 Guangzhou 斑节对虾 P. monodon – – 80 澳大利亚 Australia 墨吉尔虾 P. merguiensis – – 

+: 阳性; –: 阴性; *: 弱阳性 

+: positive; –: negative; *: weak pos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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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高度特异性，该特异性可以识别一个碱基的差

异，其特异性可以应用于单核苷酸多态性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SNP)的分析(Prins et al, 2008)。因

此，无需进行序列测定，大大缩短了检测周期。 

与 OIE 认可的基于核酸扩增的检测方法–––常规

RT-PCR 方法和荧光定量 RT-PCR 方法相比，本研究

所建立的 YHV HRCA 方法及检测试纸无需逆转录过

程，反应检测周期短，肉眼直接判读结果，成本低廉，

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 YHV 田间检测的需要，为对虾

黄头病毒的早期诊断及鉴定提供了一种新的特异、可

靠、快速的检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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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tection of Yellow Head Virus by Hyper-Branched  
Rolling Circle Amplification Test Strip 

ZHAO Yuran1①
, YIN Weili2, TAN Leyi1, LI Nuo3, YUE Zhiqin1, FANG Baohai1, WANG Gongpu1 

(1. Shandong Entry-Exit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Bureau, Qingdao  266000;  
2. Yantai Entry-Exit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Bureau, Yantai  264000; 3.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0000) 

Abstract    In this study we aimed to develop an economical, visual-friendly, and portable test to detect 

yellow head virus (YHV) in field. Based on sequence of nonstructural protein N of YHV, a padlock probe 

(PLP), detection probe, and universal primers were designed. Subsequently the hyper-branched rolling 

circle amplification (HRCA) assay and the corresponding test strip were developed. The reaction time and 

temperature were optimized. Padlock probes were linked to the target sequence by T4 DNA ligase at 37  ℃

for 30 min, and reacted by Bst DNA polymerase large fragments at 61  for 30℃  min. The test strip was 

then made using the detection probe. The serials diluted reference materials were used to examine the 

sensitivity of the YHV HRCA test strip, and the result was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conventional reverse 

transcription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T-PCR). Three primary shrimp viruses including white spot 

syndrome virus, infectious hypodermal and hematopoietic necrosis virus, and taura syndrome virus were 

used for the specificity test of the YHV HRCA test strip. Furthermore, the efficiency of the test strip was 

verified with 80 patches of 4 shrimp species collected in China and abroad, and the results were also 

compared with RT-PCR. The test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etection limit of the HRCA test strip was close 

to 10 copies/μl, which was 100-fold higher than RT-PCR. It was also shown that the test strip had a 

satisfying specificity for YHV, and there were no cross-reaction with white spot syndrome virus, 

infectious hypodermal and hematopoietic necrosis virus, or taura syndrome virus. The overall YHV test 

results using the HRCA test strip were identical with RT-PCR, but the former was more convenient, 

sensitive, and easier to interpret in the field.   

Key words    Yellow head virus; HRCA; Padlock probe; Test s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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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疣梭子蟹(Portunus trituberculatus) 

两种养殖塘水体古菌的季节变化* 

胡越航  韦  梦  姜柳伊  裘琼芬①  王春琳 
(宁波大学海洋学院  宁波  315211) 

摘要    结合基于古菌 16S rRNA 基因的末端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T-RFLP)技术与克隆测序技术

对象山港三疣梭子蟹–脊尾白虾混养模式下改良塘 M1(塘底铺网、四周铺砂的养殖塘)以及传统塘

M2(土塘)不同季节水体古菌群落结构和多样性进行分析。结果显示，M1、M2 养殖塘水体古菌群落

均由泉古菌门(Crenarchaeota)和广古菌门(Euryarchaeota)组成。M1、M2 水体古菌群落组成在养殖初

期较相似，但随着养殖时间的推移，古菌群落结构组成发生显著差异。M2 养殖水体古菌群落结构

随时间变化的差异性大于 M1，说明 M2 养殖生态古菌群落稳定性低于 M1，底铺网、四周铺砂的

改良措施可以减少古菌群落变化的幅度。相关性分析发现，多样性指数高时，古菌分布受环境的影

响较小；2 种养殖塘水体古菌分布受温度、溶解氧、总氮和总磷的影响较大。 

关键词    三疣梭子蟹；水体；古菌；T-RFLP 

中图分类号 Q938.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6)05-0108-07 

三疣梭子蟹(Portunus trituberculatus)生长快、个

体大、肉质鲜美，是重要的海水养殖产品之一。象山

港是浙江省宁波市重要的水产养殖基地，目前对该养

殖区的研究大多数以水质分析(张丽旭等, 2007)、浮

游植物和底栖生物研究(刘莲等, 2008)为主，缺乏对

微生物的研究，尤其是对古菌的研究(刘晶晶等, 2010; 

王海丽等, 2011)。完整且精确地描述生物体的多样性

和相对丰度对于了解任何生态系统都是至关重要的

(Chaban et al, 2006)。自然界中 85%以上的微生物不

可培养(Amann et al, 1995)，因此，传统的分离、纯化、

鉴定等方法无法研究微生物的生理生化、细胞组成结

构以及形态学。近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

环境微生物 DNA 提取方法不断改进(Cho et al, 1996)，

基于 PCR 技术的分子生物学方法在水体微生物生态

的研究中应用越来越广泛。末端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

性(T-RFLP)技术是一种较先进的生态学指纹分析方

法，具有高灵敏度、高通量等特点，且因其易操作、

能获得半定量结果等优势，在微生物研究中被广泛应

用(Marsh et al, 1999)。 

古菌在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换中扮演

重要的角色(Könneke et al, 2005)，广泛存在于各类海

域环境以及高盐、高热等环境中。古菌界主要由泉古

菌门 (Crenarchaeota)和广域古菌门 (Euryarchaeota)组

成(Madigan et al, 2008)。蔡小龙等(2012)结合 15N-稳

定性同位素探针技术与克隆技术研究养殖水体中氮

循环转化及相关功能微生物的群落结构，发现参与氮

循环的古菌主要有奇古菌门、泉古菌门和广古菌门。

属于泉古菌门的氨氧化古菌以及广古菌门的产甲烷

古菌和硫酸盐还原菌等均在海洋的碳、氮、硫等元素

循环中必不可少，也是目前研究的热点(Hurtgen, 2012; 

Lazar et al, 2011; Pitcher et al, 2011; Valentine, 2011)。

研究养殖水体古菌群落的变化，对了解养殖水体物质

循环等至关重要。但目前关于宁波市象山港三疣梭子

蟹养殖塘水体古菌的研究尚未见报道。 

abc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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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通过 T-RFLP 技术结合克隆测序的方法，

对象山港三疣梭子蟹–脊尾白虾混养模式下改良塘

(塘底铺网、四周铺砂的养殖塘)以及传统塘(土塘)不

同季节水体古菌群落结构和多样性进行分析，试图探

讨养殖过程水体环境中古菌群落的变化，为象山港三

疣梭子蟹养殖的生态评价提供微生态基础信息。 

1  材料与方法 

1.1  水样采集 

三疣梭子蟹养殖塘位于浙江省宁波市象山港东

胜养殖区，采样点及样品处理同陈逸斐等(2015)所述。

共 2 种类型养殖塘：一为改良塘(M1)，底铺网、四周 

铺砂，设置 2 个平行塘；二为传统土塘(M2)，设置

3 个平行塘。养殖塘的基本情况见表 1。样品采集于

2013 年 6–12 月中旬，2 h 内采集所有养殖塘的水样，

将单个塘中不同站位养殖水混合后，取 200 ml 水样

过滤(0.22 μm，Millipore)，所得滤膜用于微生物 DNA

的提取，水体用于氮磷含量的分析。所有样品低温运

回实验室，–20℃冻存备用。 

1.2  理化分析 

水体理化测定参考陈逸斐等(2015)，养殖水体的

水温、溶解氧、盐度、pH 和透明度按照《海洋监测

规范》在原位进行测定，过滤所得水体带回实验室，

测定其中的总氮、总磷、氨氮以及亚硝酸氮。 

1.3  总 DNA 的提取和 PCR 扩增 

将滤膜放于 2 ml 裂解管中进行养殖水总 DNA 的

提取，提取方法参考 Noll 等(2005)，采用古菌 16S rRNA

基因的通用引物 109f (ACKGCTCAGTAACACGT)和

915r (GTGCTCCCCCGCCAATTCCT)进行 PCR 扩增。

反应体系(50 μl)：5 μl 10×Buffer，4 μl 2.5 mmol/L 

dNTPs，1 μl 10 μmol/L 引物，1 μl 2.5 U Taq DNA 聚

合酶(TaKaRa)，1 μl DNA 模板，加水至 50 μl，混匀。

反应程序为 94℃变性 5 min，30个循环包括 94℃ 30 s，

53℃ 45 s，72℃ 90 s， 后 72℃延伸 10 min。此外，

PCR 扩增产物若用于 T-RFLP 分析，其后引物用 FAM

进行荧光标记。 

1.4  T-RFLP 分析 

将乙醇沉淀法纯化后的 PCR 产物用限制性内切

酶 TaqⅠ(TaKaRa)进行酶切，反应体系及条件参考  

陈明明等(2014)。酶切产物用乙醇–醋酸钠沉淀法进行

纯化。酶切纯化后进行限制性片段的基因扫描：取 1–3 μl

酶切纯化样品，与 10 μl HiDi-甲酰胺和 0.2 μl 内标混

合，95℃变性 3 min，马上置于冰浴。通过 ABI 3130XL 

Genetic Analyzer 进行限制性片段扫描，结果由 ABI 

GeneMap 分析软件直接导出。 

1.5  克隆/测序和系统发育分析 

选取 M2 养殖塘 7 月水体样品构建古菌 16S 

rRNA 基因克隆文库。采用无荧光标记引物 109f/ 915r

进行 PCR 扩增，其余 PCR 条件同上。以切胶纯化后

PCR 产物为插入片段，以 pMD-19T Vector (TaKaRa)

为载体，4℃过夜连接。连接产物转入大肠杆菌 JM109

感受态细胞(TaKaRa)中，并在含 X-gal、IPTG 的 LB

培养基上进行蓝白斑筛选。筛选得到 24 个阳性克隆

进行测序，利用 ARB 软件的 NJ 算法(Neighbor-Joining)

对测序结果进行系统发育分析。 

 
表 1  两种养殖塘基本情况 

Tab.1  The basic condition of the two ponds 

塘 
Pond 

面积 
Area 
(m2) 

水深 
Depth 

(m) 

底质 
Sediment 

混养种类 
Polyculture species 

蟹品种 
Crab 

variety 

放苗时间 
Seeding 
time (d) 

放苗规格 
Seeding 

size 

充氧方式 
Aerating 

way 

M1 1600 1.2 底铺网，四周铺

砂 Pond with sand 
and netted bottom 

三疣梭子蟹, 散养 
P. trituberculatus  
Cage-free mode (6 ind/m2) 

脊尾白虾 P. carinicauda  
(1500 g parents) 

自然种 
Open 
pollinating 
seeds 

6.8 4 期苗 
Seedlings 
at stage Ⅳ 

底充氧 
Filling oxygen 
at the bottom

M2 1600 1.2 土塘 
Traditional soil 
pond 

三疣梭子蟹, 散养 
P. trituberculatus 
Cage-free mode (6 ind/m2) 

脊尾白虾 P. carinicauda  
(1500 g parents) 

自然种 
Open 
pollinating 
seeds 

6.8 4 期苗 
Seedlings 
at stage Ⅳ 

底充氧 
Filling oxygen 
at the bot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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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数据处理 

古菌 16S rRNA 基因 T-RFLP 图谱中每一个限制

性片段(T-RF)为 1 个 OTU (Operational Taxonomic 

Unit)，以各个 T-RF 的相对峰高值(每个 T-RF 的峰高

占累积峰高的百分比)为各个 OTU 的相对丰度，相对

丰度低于 5%的 OTU 不予考虑(Noll et al, 2005)。计算

古菌的 Shannon 多样性指数(H′)和均匀度指数(E′)，计

算公式如下： 

 
– ln

/ ln
i iH P P

E H S

  
 

；
 

式中， iP 为第 i 个 OTU 的相对丰度，S 为 OTU

总数。根据各 T-RF 的相对丰度，得到古菌 T-RFLP

百分比图，利用 Past 软件对 T-RFLP 结果进行主成分

分析(PCA)，结合环境因子，利用 CANOCO 4.5 软件

对各点进行冗余分析(RDA)，同时，利用 Past 进行古

菌 16S rRNA 基因与环境相关性以及线性回归分析。 

2  结果 

2.1  基于 T-RFLP 的古菌群落结构以及多样性分析 

对养殖塘水体古菌 DNA 进行 16S rRNA T-RFLP

分析(图 1)。整个养殖过程中，M1 和 M2 养殖水体古

菌群落主要由 78 bp、188 bp、111 bp、339 bp、793 bp

组成，不同养殖塘古菌群落组成随时间的变化有差

异。 

养殖起始期(6 月)，M1 水体占优势的 T-RF 片段

为 78 bp，相对丰度为 46%，其次为 111 bp，相对丰

度为 20%左右，188 bp 和 793 bp 含量在 16%左右；

M2 水体占主要优势的 T-RF 片段亦为 78 bp，但相对

丰度在 36%左右，其次为 111 bp，相对丰度为 28%左

右，188 bp 和 793 bp 含量为 16%–17%；从数据上来

看，6 月时 2 种水体古菌群落组成相似。7 月时，M1

水体古菌群落组成中占绝对优势的 T-RF 为 78 bp，相

对丰度达 54%左右，其次为 88 bp 和 793 bp，相对丰

度分别为 21%和 16%，各个片段的比例相差较大；而

M2 的群落组成中，78 bp、188 bp、111 bp、793 bp

比例分配较为均匀，在 20%–30%之间；说明 7 月时

2 种水体古菌群落结构组成差异较大。8 月时，M1

和 M2 水体古菌群落组成较为相似，78 bp 占群落组 

成的 40%左右，111 bp 和 188 bp 在 5%–10%之间波动。

9 月时，M1 和 M2 水体古菌群落结构组成有较大差

异，M1 水体以 78 bp、111 bp、793 bp 为优势菌，相

对丰度均在 30%以上，188 bp 占比小于 10%；而 M2

水体 188 bp 的相对丰度 大，达 37%以上，其他片

段(78 bp、111 bp、793 bp)相对丰度较为均匀。10 月

时，2 种水体古菌群落组成也存在很大差异，M1 水

体以 339 bp 相对丰度 大，其次为 78 bp，而 M2 水

体则以 793 bp 相对丰度 大。11 月 2 种养殖塘水体

古菌群落组成差异较大，M1 水体以 78 bp、111 bp、

188 bp、793 bp 为主，相对丰度大小为 793 bp > 111 bp > 

78 bp > 188 bp；M2 水体以 78 bp、188 bp、793 bp 为主，

相对丰度大小为 78 bp > 793 bp > 188 bp。 

从古菌群落组成来看，从养殖初期到养殖结束，

水体古菌群落结构发生变化，且不同养殖塘水体古菌

群落结构的变化有所不同。基于古菌 16S rRNA 基因

T-RFLP 的末端限制性片段长度的数目以及相对丰

度，计算了 M1 和 M2 各月养殖水体中古菌的 Shannon

多样性指数 H′以及均匀度指数 E′，结果如表 2 所示。

M1 水体 10 月时古菌多样性 大，7 月和 12 月 小；

而 M2 水体 8、11 月养殖水体古菌群落多样性大于其

他月。由此可见，2 种养殖塘水体古菌多样性的变化

不同。 

为了确定各个 T-RF 属于哪些菌属，从构建好的

M2 七月养殖水体样品古菌 16S rRNA 基因文库中随

机选出 24 个阳性克隆进行测序，所得测序结果利用

ARB 软件及数据库构建古菌系统发育树，分析样品

中古菌的分类地位。系统发育分析结构表明，养殖水

体古菌群落主要由泉古菌门(Crenarchaeota)和广古菌

门(Euryarchaeota)组成。T-RFLP 中占优势的 T-RF78bp  

 

 
 

图 1  养殖塘水体古菌 16S rRNA 基因 T-RFLP 百分比 
Fig.1  T-RFLP profiles of archaeal 16S rRNA in the aquaculture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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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基于 T-RFLP 图谱的古菌多样性分析 
Tab.2  Analysis of diversity of archaea based on T-RFLP profiles (Mean±SE, n=3) 

Shannon 多样性指数 H  Shannon Diversity index H 均匀度指数 E  Evenness index E 月份 
Month M1 M2 M1 M2 

6 1.27±0.01 1.22±0.04 0.92±0.01 0.85±0.05 

7 1.12±0.06 1.19±0.08 0.81±0.04 0.88±0.05 

8 1.30±0.01 1.35±0.07 0.85±0.01 0.83±0.04 

9 1.27±0.04 1.19±0.16 0.92±0.01 0.91±0.07 

10 1.46±0.05 1.09±0.14 0.91±0.03 0.77±0.08 

11 1.26±0.05 1.36±0.03 0.90±0.01 0.82±0.05 

12 1.13±0.03 1.03±0.07 0.82±0.02 0.71±0.05 

 

属 于 广 古 菌 门 (Euryarchaeota) 、 嗜 盐 杆 菌 目

(Halobacteriales)，T-RF188 bp 属于广古菌门(Euryarch- 

aeota)热原体目(Thermoplasamatales)，793 bp、339 bp 属

于泉古菌门(Crenarchaeota)，111 bp 属于泉古菌门

(Crenarchaeota)餐古菌属(Cenarchaeum)。 

为了进一步比较 2 种不同底质养殖塘水体古菌

群落结构的季节性变化，对各个点古菌 16S rRNA 基

因的 T-RFLP 结果进行主成分分析(图 2)。从养殖初期

到养殖结束，M1 从广古菌门(T-RF 78 bp)向泉古菌门

(T-RF 793 bp)演替比较明显，M2 的这种演替趋势并

不明显。各个时间点 M1 和 M2 水体古菌在主成分分

析轴上的分散程度不同，整个养殖过程中，M1 养殖

水体古菌在主成分分析轴上的分散程度小于 M2，说

明 M1 水体古菌群落结构随时间的变化幅度小于 M2。 

2.2  古菌分布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为了研究环境因子对古菌群落结构变化的影响，  

 

 
 

图 2  古菌 16S rRNA 基因 T-RFLP 的主成分分析 
Fig.2  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 of the archeal  

16S rRNA gene T-RFLP 

将环境因子水温、溶氧、盐度、pH、透明度、总氮、

总磷、氨氮以及亚硝酸氮与 T-RFLP 结果进行 RDA

分析(图 3)。选取的 9 个环境因子对 M1、M2 养殖塘

水体各时间点古菌分布的解释量分别为 84.2%和

35.7%，其中，主轴 RDA1 解释量分别为 66.8%和

22.9%，说明所选取的环境因子对 M1 水体古菌分布

的影响程度大于 M2 养殖水体。M1 水体 11 月古菌分

布受 pH 的影响较为显著，12 月受总氮、氨氮、温度

和溶解氧影响较为显著，8 月与 12 月相似，但受各

个环境因子的影响效应与 12 月相反，6、7、9 月受

透明度、盐度的影响较为明显，10 月古菌分布受到

环境的影响 小。M2 水体 12 月古菌分布受环境影响

与 M1 相似，除了受总氮、氨氮、温度和溶解氧影响

较为显著，还受总磷的影响；9 月受亚硝酸盐、盐度

和透明度影响较为显著，11 月和 8 月受到环境因子的

影响 小。从图 3 可以看出，从养殖初期开始，2 种不

同养殖塘水体各个月古菌分布受环境的影响不同，但

到养殖结束时，2 种养殖水体较为相似。 

为了了解环境因子对各个 T-RF 的影响，将环境

因子与各个 T-RF 片段进行相关性分析(表 3)，广古菌

门(T-RF78bp、T-RF188bp)在 M1 水体中受环境的影

响比在 M2 中大，在 M1 中受温度、亚硝酸盐以及溶

解氧的影响显著，在 M2 中与各个环境因子的相关性

均不显著。泉古菌门在 M1 和 M2 中受环境的影响不

同。在 M1 水体中，339 bp 受总磷的影响较为显著，

111 bp 受溶解氧影响较大，793 bp 受温度影响较大，

而在 M2 养殖环境中，339 bp 受 pH 影响显著，111 bp

受温度、总磷、总氮影响较大，793 bp 受温度、溶解

氧影响较大。泉古门细菌在 M2 养殖水体中受环境的

影响大于 M1。由此可见，在 2 种养殖水体中，温度、

溶解氧、总氮、总磷对古菌群落的影响较大，同种

T-RF 片段，在不同养殖塘受环境的影响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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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时间养殖塘水体古菌群落结构与环境因子的冗余分析 
Fig.3  Redundancy analysis for archaeal community compositions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the aquaculture water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表 3  古菌 16S rRNA 基因与环境相关性以及线性回归分析 
Tab.3  Correlation and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of archaeal 16S rRNA gene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78 bp 188 bp 339 bp 111 bp 793 bp 

AR  M1 M2 M1 M2 M1 M2 M1 M2 M1 M2 

r 0.728 0.305 0.120 0.159 0.065 0.028 0.346 0.757 0.830 0.469温度
Temperature p <0.010 0.202 0.681 0.514 0.823 0.908 0.225 <0.010 <0.010 0.042

r 0.106 0.254 0.606 0.073 0.101 0.401 0.601 0.570 0.633 0.475DO 

P 0.716 0.292 0.021 0.764 0.730 0.088 0.022 0.010 0.015 0.039

r 0.214 0.233 0.461 0.232 0.112 0.285 0.219 0.186 0.100 0.083盐度 
Salinity P 0.460 0.335 0.096 0.338 0.701 0.235 0.451 0.444 0.731 0.734

r 0.435 0.042 0.326 0.061 0.131 0.552 0.514 0.096 0.234 0.119pH 

P 0.119 0.864 0.254 0.803 0.654 0.014 0.060 0.694 0.418 0.625

r 0.281 0.086 0.214 0.151 0.349 0.057 0.261 0.406 0.189 0.014透明度
Transparency P 0.329 0.724 0.461 0.535 0.220 0.813 0.367 0.083 0.515 0.951

r 0.266 0.284 0.028 0.192 0.059 0.095 0.383 0.644 0.542 0.383总氮 
Total N P 0.357 0.237 0.924 0.430 0.840 0.696 0.175 <0.010 0.044 0.105

r 0.422 0.083 0.194 0.140 0.568 0.207 0.056 0.686 0.235 0.308总磷 
Total P P 0.132 0.734 0.504 0.567 0.034 0.394 0.846 <0.010 0.416 0.199

r 0.170 0.098 0.392 0.028 0.184 0.238 0.461 0.310 0.440 0.293NH4
+ 

P 0.560 0.689 0.164 0.906 0.526 0.326 0.097 0.195 0.114 0.222

r 0.708 0.362 0.275 0.173 0.094 0.331 0.312 0.244 0.185 0.052NO2
– 

P <0.010 0.127 0.339 0.478 0.748 0.166 0.276 0.313 0.525 0.832

 

3  讨论 

古菌群落结构的研究表明，养殖水体古菌群落结

构在养殖过程中发生变化，不同养殖塘水体古菌群落

结构的变化不同。微生物群落结构及功能受到环境因 

子的制约(Cotner et al, 2002)。以往对不同水体生态过

程微生物群落结构的研究结果显示，环境因子显著影

响微生物的分布，且不同的生态环境受到的调控因子

不同(刘敏, 2011)1)。对海洋生态系统中古菌群落的研

究发现，古菌在不同海域中的分布有所不同，且其分 
                            

1) 刘敏. 我国黄、东海典型生态过程中的微生物群落结构.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海洋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2011 



第 5 期 胡越航等: 三疣梭子蟹(Portunus trituberculatus)两种养殖塘水体古菌的季节变化 113 

 

布受到盐度、含氧量、温度、各营养元素的含量与分

布等因素的影响(Ren et al, 2006)。王晓霞(2010)1)研究

表明，总磷和总盐是影响古菌群落变化的主要因素。

RDA 分析结果显示，改良塘中古菌分布受盐度的影

响较小，传统塘古菌分布受盐度影响较大。同时，相

关性分析结果显示，改良塘中 339 bp 以及传统塘中

111 bp 与总磷显著相关，且这 2 种片段也是古菌群落

组成变化较显著的片段，由此可见，总磷是这 2 种养

殖塘水体古菌群落变化的主要因素之一，底铺网、四

周铺砂改良后减少了盐度对养殖塘水体古菌分布的

影响。2 种养殖塘水体古菌多样性指数的变化不同，

但 RDA 分析结果显示，多样性指数高的月份受所选

环境因子的影响 小。在以往的研究中也发现，营养

盐以及 pH 等环境因子是影响古菌多样性的重要因素

(陈明明等, 2014)，由此可见，养殖塘水体古菌多样

性指数降低是受环境的影响。 

研究表明，水体微生物群落结构具有高度时空动

态性(Gilbert et al, 2009; Or et al, 2012; Teeling et al, 

2012)。本研究结果中，养殖起始期(6 月)，2 种养殖

塘水体古菌群落结构差异不是很明显，但随着养殖时

间的推移，不同养殖塘水体古菌群落差异越来越大，

传统土塘养殖水体古菌群落结构随时间的差异性大

于改良养殖塘，且这种差异性是由属于广古菌门、热

原体目的 188 bp 引起。但相关性分析显示，所选取

的 9 个环境因子对热原体目的影响较小。从底质差异

的角度出发，改良塘底铺网四周铺砂可以有效减少沉

积物的累积，从而减少养殖生物对沉积物的影响，传

统土塘沉积物的累积会更快，养殖生物对底泥沉积物

的扰动也更加明显。李大鹏等(2010)研究表明，底泥

的扰动促进易释放态磷向难释放态磷转变，从而减少

了水体中有效态磷的含量，同时土壤中有机质也能影

响氮磷在水体的分布(Huang et al, 2008)。因此，2 种

养殖塘养殖生物对底泥沉积物扰动的差异可能是引

起古菌群落结构变化差异的原因之一。微生物群落结

构的变化与生态功能的改变有关，研究表明，微生物

群落结构变化可能改变其生态功能(Xiong et al, 2010; 

Comte et al, 2011)。由此可见，底铺网、四周铺砂改

良措施使水体古菌群落结构变化幅度小于传统塘，从

而使其生态功能的稳定性大于传统塘。 

综上所述，本研究采用 T-RFLP 与克隆测序的方

法，通过 PCA、RDA 以及相关性分析古菌群落分布

与环境因子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多样性指数高时，

古菌分布受环境的影响较小；2 种养殖塘水体古菌分 

布受温度、溶解氧、总氮和总磷的影响显著；底铺网、

四周铺砂改良措施可以减少养殖水体古菌群落的变

化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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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asonal Variations of Archaea in Two Kinds  
of Ponds for Portunus trituberculatus 

HU Yuehang, WEI Meng, JIANG Liuyi, QIU Qiongfen①
, WANG Chunlin 

(School of Marine Science,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Abstract    The dynamic changes and diversity of archaeal communities in two kinds of ponds (M1: the 
pond with sanded walls and netted bottom; M2: the traditional pond with soil) for the polyculture of 
Portunus trituberculatus-Exopalaemon carinicauda in different seasons were investigated. The study was 
conducted with a combination of cloning/sequencing and terminal restriction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 (T-RFLP) analysis based on archaeal 16S ribosomal RNA. Physicochemical characters of 
the sea water were monitored at the same time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archaeal communiti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rchaeal communities in both M1 and M2 were 
composed of Crenarchaeota and Euryarchaeota. Halobacteriales and thermoplasamatales in Euryarchaeota 
were the majority accounting for nearly half of the entire sample. Halobacteriales was more abundant than 
thermoplasamatales, however, it was the marked alteration in the relative abundance of 
thermoplasamatales that primarily led to the archaeal community shift. The structure of archaeal 
community in aquaculture water changed dramatically during the culture. The archaeal communities of 
M1 and M2 were similar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ulture, but changed significantly over tim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variation in M2 was larger than in M1, which indicated the lower 
stability of archaeal community in the former. Redundancy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84.2% of the archaeal 
community in M1 could be explained by the 9 factors measured in this study, while that M2 was also 
determined by other factors and only 35.7% was explained. The improvement of pond sediment could 
reduce the extent of changes in the archaeal community.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higher the 
diversity index was, the smaller the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 on the distribution of archaea. In general, 
the distribution of archaea in pond water changed over seasons, and was greatly affected by temperature, 
dissolved oxygen, total nitrogen, and total phosphorus. 
Key words    Portunus trituberculatus; Aquacultural water; Archaea; T-RF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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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参(Apostichopus japonicus) 4 个群体 

棘数的重复力估计* 

赵  帅 1  黄  旭 1  王海峰 1  张伟杰 1  刘永旗 2  宋  坚 1 

王增东 2  经晨晨 1  常亚青 1① 
(1. 大连海洋大学 农业部北方海水增养殖重点实验室  大连  116023； 

2. 山东安源水产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  264000) 

摘要    为了研究刺参(Apostichopus japonicus)棘数的重复力、棘数所需度量次数和棘数最大可能

生产力(MPPA)，本研究针对韩国自繁群体(KK)、多刺自繁群体(DD)、山东自繁群体(SS)和三元杂

交群体(DK) 4 个刺参群体，采用数量遗传学方法估计了 12–17 月龄刺参棘数的重复力，计算并比较

了 4 个群体棘数所需的度量次数、MPPA 及其与刺参体重的相关系数。结果显示，在 12–17 月龄时，

4 个群体刺参棘数的重复力从高到低依次为 DD(0.29)>DK(0.28)>SS(0.20)>KK(0.19)，且均为低度重

复力；对 DD 和 DK 群体棘数测量 5 次，测量相对准确率可达 80%以上，而 SS 和 KK 群体则需要

测量 8 次才能达到 80%以上准确率；4 个群体刺参棘数的 MPPA 从高到低依次为 DD(41.3)> 

DK(40.8)>KK(39.8)>SS(39.1)，但仅 DD 和 SS 群体间存在显著差异(P<0.05)；各群体内刺参棘数

MPPA 与体重均呈现显著的表型正相关(P<0.05)。以棘数作为育种目标性状，其重复力和 MPPA 可

作为选择群体的依据。研究表明，DD 和 DK 群体的棘数多于另外 2 个群体，并且具有更高的选育

潜力，更利于性状测定。因此，可作为重点群体进行进一步选育。 

关键词    刺参；棘数；重复力；选择育种 

中图分类号 S91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6)05-0115-07 

刺参(Apostichopus japonicus)，又称仿刺参，属

棘皮动物门(Echinodermata)、海参纲(Holothuroidea)、

楯手目(Aspidochirota)、刺参科(Stichopodidae)，主要

分布在北太平洋沿海，包括俄罗斯、日本、朝鲜半岛沿

岸，以及我国的辽宁、河北、山东等北方沿海(常亚青

等, 2004)。刺参具有很高的营养和药用价值，自古以

来就被列为我国名贵的海珍品和滋补佳品。我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突破了刺参的人工育苗技术(廖玉麟, 

1986)，随后育苗、养殖技术不断提高。在养殖技术

的支撑和市场价格的刺激下，我国刺参的养殖规模和

产量在短短 20 余年内迅速增加。如今，刺参已成为

我国最主要的海水养殖种类之一。然而，由于良种缺

乏，养殖规模的盲目扩张，导致了养殖刺参品质低下、

单位面积产量和产值下降等一系列的问题。 

培育出经济性状良好的刺参品种，是提高其养殖

效益的重要手段。刺参的体重、体长等生长性状，直

接决定了刺参的产量，是刺参最重要的经济性状，也是

遗传育种研究最关注的性状(孟思远等, 2010; 李云峰

等, 2009; 常亚青等, 2013)。棘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

刺参的市场价格(Chang et al, 2011)，因此，也成为刺

参育种的重要目标性状。刺参的棘数难以准确测量，

一方面是因为刺参体表的某一个棘刺，尤其是较小的 

abc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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棘刺能否被计入棘数，受到测量人的主观影响；另一

方面，棘刺的发生机制和生长规律尚不清楚，一段时

间内棘刺是否生长，会对这段时间内棘数的几次测量

值产生影响。Chang 等(2011)开发出了一种准确测量

刺参棘刺数目的方法，解决了一个棘刺是否能被计入

棘数的问题。而针对棘刺生长对棘数测量的影响，则

需要多次度量的方法来解决。然而，刺参的棘数需要

多少次度量才能保证其遗传评估的准确性至今尚无

人研究。在数量遗传学中，重复力可以衡量一个性状

在同一个体多次度量值之间的相关程度，已广泛应用

于动物繁殖性状(如产奶量、产仔数)、产量性状(如羊

绒产量、鹿茸产量)、品质性状(如羊毛细度、羊绒长

度)以及植物生产性状的度量次数估计和最大可能生产

力 (MPPA) 估计 ( 张 丽 等 , 2008; 耿社 民 等 , 1992;     

郑兴涛等 , 1998; 陈清堤 , 2010; 胡德活等 , 2004;     

王红娟等, 2013; 王金良, 1989; 孙伟等, 2008)。本研究

拟通过估计 4 个刺参群体棘数的重复力，对 4 个群体

刺参棘数的度量次数和 MPPA 进行比较，旨在为刺参

遗传育种提供重要的遗传参数和选种参考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所有刺参苗种(12 月龄)取自山东安源水产股份

有限公司，共包含 4 个群体，分别为：韩国刺参自繁

群体(KK)、多刺刺参自繁群体(DD)、山东刺参自繁

群体(SS)以及三元杂交群体(DK)。其中，KK 为韩国

刺参(♀)×韩国刺参(♂)后代，DD 为“水院 1 号”群体

选择 2 代刺参(♀)×“水院 1 号”群体选择 2 代刺参(♂)

后代，SS 为山东刺参 (♀)×山东刺参 (♂)后代，DK    

为“水院 1 号”群体选择 2 代刺参(♀)×韩国刺参(♂)

后代。其中，“水院 1 号”群体为中国雌刺参与俄罗

斯雄刺参杂交获得。 

1.2  实验方法 

随机从 4 个刺参群体中各取 50 头，将每头刺参

单独养殖在 1 层海胆养殖笼内(单层尺寸为 41 cm × 

35 cm × 11.7 cm，孔径为 0.8 cm，每层 25 只海胆)，

海胆笼挂养在室内 20 t 水泥池内，实验期间不给刺参

单独投饵，其主要摄食海胆粪便。所有群体的刺参养

殖于同一水体内，每隔 3 d 换水 1 次，每次换水 1/2。 

实验开始时，测量每个刺参的棘数和体重。棘数

测量采用 Chang 等(2011)测量棘刺的方法，测量完成

后，将刺参体表水分吸干，用电子天平(精确到 0.01 g)

测量体重。实验时间为 150 d，共测量 5 次，测量时

间分别为第 0、30、60、90、150 天(第 120 天由于海

胆饵料缺乏而未进行测量)。 

1.3  数据分析 

1.3.1  重复力估计    采用组内相关系数法计算刺

参棘数的重复力(re) (盛志廉等, 1999)，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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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MSb 为组间均方，MSw 为组内均方，二者

按表 1 所列方差分析求得；K 为每个个体的度量次数，

n 为一个群体中所有刺参的测量次数之和，i 为群体

内的第 i 个个体，j 为该个体第 j 次的测量。 

 
表 1  表型方差分析 

Tab.1  Phenotype variance analysis 

变异来源 
Source of variation 

自由度 
Degree of freedom 

平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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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 squ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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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t 检验方法对重复力进行显著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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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er
V 为重复力方差，K 为每个个体的度量

次数，n 为一个群体中所有刺参的测量次数之和。 

1.3.2  MPPA 及度量次数计算    采用线性回归方法

估计棘数的 MPPA (盛志廉等, 1999)，其回归方程为： 

(PPA )M kP b P P   

1 ( 1)
e

e

kr
b

k r


 
 

式中，k 为单个个体刺参的度量次数， kP 为 k 次

记录 1 个刺参个体棘数的平均值，P 为群体棘数的平

均值，b 为回归系数。 

度量次数与准确度的关系为： 

 1 1
e

e

kr
Q

k r


 
 

式中，Q 为准确度，k 为度量次数。 

1.3.3  群体 MPPA 比较    利用 SPSS 17.0 软件，采

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对群体间棘数

MPPA 的差异显著性进行比较。方差分析前对数据的

正态性和方差齐性进行检验，根据方差齐性选择多重

比较方法对不同群体间的棘数 MPPA 进行多重比较。

显著性水平设置为 P<0.05。 
1.3.4  MPPA 与体重的相关系数    通过所计算出

的个体棘数 MPPA，利用 SPSS 17.0 软件计算个体

MPPA 与其体重的相关系数，显著性水平设置为

P<0.05，极显著水平设置为 P<0.01。 

2  结果 

2.1  4 个群体刺参的棘数和体重的表型统计 

4 个群体刺参体重的表型统计见表 2。从表 2 可 

以看出，4 个群体刺参成活率介于 64%–84%之间，由

于实验在 90–120 d 内没有海胆饵料，海参没有摄食，

故体重减少。4 个群体刺参棘数的变化见图 1。由   

图 1 可知，4 个群体中，韩国自繁群体刺参的棘数初

始值(26)最低，其余 3 个群体刺参的棘数初始值相近，

多刺自繁群体为 31 个，山东自繁群体和三元杂交群

体均为 30 个。随着实验的进行，4 个群体刺参的棘

数均呈现先增加后下降的趋势。至实验结束时，4 个

群体刺参棘数由多到少依次为：韩国自然群体>多刺

自繁群体>三元杂交群体>山东自繁群体。 

2.2  4 个群体刺参棘数的重复力 

4 个群体刺参棘数的重复力为 0.19–0.29，均为低

重复力(表 3)。4 个群体中，以多刺自繁群体的重复力

最高(0.29)，韩国自繁群体重复力最低(0.19)，各群体

重复力的标准误差较小，代表性较强，经 t 检验均达

到显著水平。 

2.3  4 个群体刺参的 MPPA 比较及度量次数的确定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4 个群体刺参棘数的 MPPA

差异显著(P<0.05)。由于方差分析未满足齐性要求，

故采用 Tamhane’s T2 检验法对群体间棘数 MPPA 进

行多重比较(图 2)。从图 2 可知，多刺自繁群体与山

东自繁群体刺参棘数 MPPA 有显著差异(P<0.05)，其

他群体间差异不显著(P>0.05)。 

4 个群体刺参棘数测量相对准确度和测量次数之

间的关系见表 4。由表 4 可知，若要求棘数测量相对

准确度超过 80%，则 KK、DD、SS、DK 4 个群体刺

参需要度量的次数分别为 8、5、8、5 次。 

2.4  4 个群体刺参的棘数 MPPA 与各月龄体重的相

关分析 

4 个群体刺参的棘数 MPPA 与各月龄体重的表型

相关系数见表 5。由表 5 可知，各群体内刺参的棘数

MPPA 与体重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韩国自繁群体和 
 

表 2  4 个群体刺参体重的表型统计(平均值±标准差) 
Tab.2  Phenotype statistics for body weight in four populations (Mean±SD) 

群体 Population 
项目 Items 

韩国自繁群 KK 多刺自繁群体 DD 山东自繁群体 SS 三元杂交群体 DK

初始样本量 Initial sample size (ind) 45 50 50 50 

终末样本量 Final sample size (ind) 32 41 42 32 

成活率 Survival rate (%) 71 82 84 64 

测量次数 Measure time 5 5 5 5 

初始体重 Initial body weight (g) 18.41±8.30 21.52±8.34 28.74±6.57 20.43±9.62 

终末体重 Final body weight (g) 16.02±8.01 15.36±7.07 19.40±8.63 18.22±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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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4 个刺参群体的棘数在各月龄的变化水平 
Fig.1  Changes in papillae numbers with age in four populations 

A：韩国自繁群体；B：多刺自繁群体；C：山东自繁群体；D：三元杂交群体 
A: KK; B: DD; C: SS; D: DK 

 

表 3  4 个刺参群体棘数的重复力 
Tab.3  Repeatability coefficients for papillae number in four populations 

群体 Population 
项目 Items 

韩国自繁群体 KK 多刺自繁群体 DD 山东自繁群体 SS 三元杂交群体 DK 

重复力 re 0.19 0.29 0.20 0.28 

标准误 SE 0.07 0.08 0.07 0.07 

t 检验 t-test 2.60* 3.83* 3.03* 3.82* 

*表示差异达到显著水平(P<0.05) 
* deno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图 2  4 个群体刺参的棘数 MPPA 比较(平均值±标准差) 
Fig.2  Comparison of MPPA among four populations 

(Mean±SD)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组间差异显著(P<0.05)，相同小写

字母表示组间差异不显著 
Note: Different letters indica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and those with the same letter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多刺自繁群体 13 月龄体重与棘数 MPPA 相关系数最

大，而山东自繁群体和三元杂交群体刺参棘数与   

15 月龄时的体重相关系数最大。 

3  讨论 

本研究所获得的刺参棘数的重复力为 0.19–0.29，

表明刺参棘数的重复力为低度重复力。重复力体现了

各次度量值之间的相关程度，因此可认为，刺参棘数

各次度量值之间相关性较低，即个体内各次度量间的

方差较大。这一方差可以归结为特殊环境方差。本研

究中刺参棘数的特殊环境方差一方面来源于刺参棘

数随年龄的增长而产生的变化(图 1)，另一方面来源

于棘数测量值的变化。尽管采用 Chang 等(2011)的测

量方法(肉刺长度/体长>0.05 认定为刺)，消除了测量

人的主观影响，但由于刺参体长与棘刺长度均在变

化，某些处于判定边缘的棘刺可能会出现本次测量被

认定是棘而下次测量被认定不是棘的情况。重复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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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4 个群体刺参度量次数的相对准确度 
Tab.4  The relative accuracy of measure time in four populations 

度量次数的相对准确度 Relative accuracy of measure times (%) 度量次数 K 
Measure times 韩国自繁群体 KK 多刺自繁群体 DD 山东自繁群体 SS 三元杂交群体 DK 

1 43 54 45 53 

2 56 67 58 67 

3 64 74 66 74 

4 69 79 71 78 

5 73 82 75 82 

6 76 84 78 84 

7 79 86 80 86 

8 81 87 82 87 

9 82 89 84 88 

10 84 90 85 89 

∞ 100 100 100 100 
 

表 5  4 个群体刺参的棘数 MPPA 与各月龄体重的相关系数 
Tab.5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MPPA and body weights in four populations 

月龄 Age of month 群体 
Population 12 13 14 15 17 

相关系数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韩国自繁群体 KK 0.500** 0.625** 0.605** 0.586** 0.407* 0.407–0.625 

多刺自繁群体 DD 0.475** 0.552** 0.538** 0.420** 0.424** 0.420–0.552 

山东自繁群体 SS 0.304* 0.360* 0.299* 0.370* 0.168 0.168–0.370 

三元杂交群体 DK 0.535** 0.570** 0.556** 0.658** 0.450** 0.450–0.658 

*表示在 0.05 水平上显著相关，**表示在 0.01 水平上显著相关 
* denoted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at the 0.05 probability level, ** denoted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at the 0.01 probability level 

 

遗传力的上限，因此，4 个群体刺参棘数的遗传力最

高应该不超过 0.29。孟思远等(2010)估计了刺参幼参

阶段棘数的遗传力，认为 3–4 月龄刺参棘数的遗传力

在 0.19–0.40 之间。其上限略高于本研究所估计的重

复力值，这可能是不同群体的遗传基础不同所致。相

对于刺参的低度重复力，一些动物性状如鹿茸重、精

子密度与精液存活指数、产仔日期等和植物性状如树

高与冠幅、木材的密度、株高、基径、生长节数等的

重复力均为高度重复力 (张丽等 , 2008; 耿社民等 , 

1992; 郑兴涛等 , 1998; 陈清堤 , 2010; 胡德活等 , 

2004)。高度重复力减少了这些物种性状的测量次数，

有的性状仅需 1 次测量即可评定个体的生产性能。 

对低重复力的性状进行遗传评估，应该增加测量

次数以提高评估准确性。由于本研究棘数的重复力较

低，对刺参棘数的评定应以多次测量为准。本研究进

一步计算了不同准确性要求下，刺参棘数需要测量的

次数。若要达到 80%的准确性，对刺参棘数的度量次

数应该达到 5–8 次，而若要达到 90%的准确性，则度

量次数应超过 10 次。群体重复力越低，所需的度量

次数就越多，这与王金良(1989)的研究结果一致。根

据重复力计算个体的 MPPA 可用于对个体的遗传评

定，作为选种的依据(孙伟等, 2008)。通过计算刺参

个体棘数的 MPPA，本研究进一步计算了刺参棘数

MPPA 与各月龄体重之间的表型相关系数。刺参的棘

数与其体重呈现显著的正相关，这说明所选取的 4 个

群体从表型上看，体重越大的刺参可能具有更多的棘

刺。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刺参的棘数可能会随着年龄

和体重的增长而增加。本结论对于通过体重间接选择

棘数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本研究所选的 4 个刺参群体是以棘数为主要目

标性状进行育种的基础群体。多刺自繁群体是以大连

海洋大学培育出的国审新品种“水院 1 号”多刺刺参

为基础群体，经 2 代群体选育得到的第 3 代育种群体。

该群体刺参棘数重复力最高，接近中等重复力，表明

该群体刺参的棘数不易受到特殊环境的影响，具有更

高的遗传力。另外，该群体的重复力较高也可能与该

群体刺参的棘刺较长、容易辨别有关。三元杂交群体

是以“水院 1 号”多刺刺参选育第 2 代为母本、韩国

刺参为父本进行杂交而得到的后代育种群体。从多次

测量的平均值来看，韩国自繁群体刺参较多刺自繁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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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具有更多的棘数，而三元杂交群体刺参的棘数与多

刺自繁群体相差不多(图 1)，这表明三元杂交群体并

未获得棘数上的杂种优势。然而，三元杂交群体较韩

国自繁群体具有更高的棘数重复力和 MPPA，其棘数

与体重的表型相关系数也高于 2 个自繁群体。其原因

可能与 2 个群体刺参棘刺的形态有关，韩国群体刺参

棘刺数量较多，但较细小，不易辨别，而多刺自繁群

体刺参棘刺较粗大，容易辨别，二者杂交后代的棘刺

在性状上较韩国群体更粗大。因此，本研究认为，三

元杂交群体在棘数重复力和 MPPA 上具备杂种优势。

多刺自繁群体和三元杂交群体由于具有更高的重复

力，经过 5 次测量选种准确率就可达到 80%以上。因

此，在选育潜力上和性状测量方面较另外 2 个群体更

具有优势。综合以上原因，应该将多刺自繁群体和三

元杂交群体作为重点群体，对棘数进行进一步选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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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imates of Repeatability Coefficients for Papillae Number in Four 
Populations of Sea Cucumber (Apostichopus japonicus) 

ZHAO Shuai1, HUANG Xu1, WANG Haifeng1, ZHANG Weijie1, LIU Yongqi2,  

SONG Jian1, WANG Zengdong2, JING Chenchen1, CHANG Yaqing1①
 

(1. Key Laboratory of Mariculture & Stock Enhancement in North China’s Sea,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Dalian Ocean University, 
Dalian  116023; 2. Shandong Anyuan Aquaculture Co., Ltd., Yantai  264000) 

Abstract    Sea cucumber (Apostichopus japonicus) has become one of the major aquacultural species 

in China. Genetic improved seeds of sea cucumber play a key role in the ever-increasing profit. 

Information on the genetic parameters of papillae number, the important economic trait of sea cucumber, 

however, has been lacking. To investigate the repeatability, required measure times, and the most probable 

producing ability (MPPA) of sea cucumber, we applied quantitative genetic methods to determine the 

repeatability coefficients of papillae number of four sea cucumber populations in the age of 12–17 month, 

including Korean self-propagated population (KK), Duoci self-propagated population (DD), Shandong 

self-propagated population (SS), and Three-way cross population (DK). Based on the estimates, we also 

calculated and compared the required measure times, MPPA, and correlation efficient between MPPA and 

body weight of the four populations. We found that the repeatability coefficients of papillae number were 

low in all four populations. The repeatability coefficients of the four population followed the order: 

DD(0.29)>DK(0.28)>SS(0.20)>KK(0.19). For population DD and DK, the papillae number needed to be 

measured for 5 times to reach a relative accuracy above 80%, while for SS and KK populations 8 measure 

times were required. The MPPA for papillae number followed the order: DD(41.3)>DK(40.8)> KK(39.8)> 

SS(39.1), with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DD and SS only (P<0.05). The phenotype correlation 

between MPPA and body weight in each population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Therefore, repeatability 

and MPPA could be used as criteria in population selection for papillae number. Our results suggested that 

DD and DK populations might have higher papillae numbers, higher potential for selection, and less 

measure times needed than the other two populations, hence they could be the key populations for papillae 

number selection.  

Key words    Apostichopus japonicus; Papillae number; Repeatability; Selective bree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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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度胁迫对三疣梭子蟹(Portunus trituberculatus) 

鳃中游离氨基酸含量的影响* 

付  萍 1  吕建建 2  刘  萍 2,3①  李  健 2,3 
(1. 大连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  大连  116023；2. 农业部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重点实验室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青岛  266071；3. 青岛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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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分析了不同盐度环境下三疣梭子蟹(Portunus trituberculatus)鳃组织中游离氨基酸

(FAAs)的含量及浓度变化规律，明确 FAAs 的组成及其在盐度适应中发挥的功能。结果显示，在

正常海水中，三疣梭子蟹鳃组织中牛磺酸(Tau)的浓度最高(2.54 mg/g)，其次分别为丙氨酸(Ala, 

0.65 mg/g)、谷氨酸(Glu, 0.64 mg/g)、精氨酸(Arg, 0.58 mg/g)、甘氨酸(Gly, 0.48 mg/g)和脯氨酸(Pro, 

0.25 mg/g)；在盐度 10–50 范围内，梭子蟹鳃中总游离氨基酸(TOFAA)的含量随盐度的增加而显著

升高(P<0.05)，盐度 50 时，TOFAA 的含量为盐度 10 时的 1.48 倍。进一步分析发现，非必需氨基

酸(NEAA)(Gly、Glu、Ala 和 Pro)的浓度随盐度的升高而上升，而必需氨基酸(EAA)的浓度变化不

显著(P>0.05)。研究表明，FAAs 在三疣梭子蟹盐度适应中具有重要功能，其中发挥渗透调节功能

的主要为 NEAA。 

关键词    三疣梭子蟹；鳃；盐度；游离氨基酸(FAAs)；总游离氨基酸(TOFAA)；非必需氨基酸

(NEAA)；必需氨基酸(EAA) 

中图分类号  S9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6)05-0122-05 

三疣梭子蟹(Portunus trituberculatus)隶属甲壳纲

(Crustacea)、十足目(Decapoda)、梭子蟹科(Portunidae)、

梭子蟹属(Portunus)，广泛分布于中国近海、日本、

朝鲜半岛及马来西亚群岛等海域，是我国重要的海产

经济蟹类，也是海水人工养殖的主要种类之一(戴爱云

等, 1977、1986)，具有产量大、营养价值高等优点，

1981 年以来已被列为我国海洋水产养殖对象(孙颖民

等, 2005)。盐度是三疣梭子蟹养殖中重要的环境因素

之一，对其呼吸、代谢、生长、存活以及免疫防御有着

极其重要的影响(周双林等, 2001)。 

甲壳类渗透压调节机理研究主要集中于离子转

运机制，其中主要依靠 Na+-K+-ATPase 调节细胞内

Na+、K+含量的稳定(江山等, 2011)。游离氨基酸(FAAs)

在甲壳动物渗透压调节中也具有重要作用 (Clark, 

1968; Boone et al, 1977; Dalla-Via, 1986)。Dalla-Via 

(1986)发现，甘氨酸(Gly)、脯氨酸(Pro)、精氨酸(Arg)、

丝氨酸(Ser)、苏氨酸(Thr)及丙氨酸(Ala)是凡纳滨对

虾(Lieopenaeus vanamei)渗透压调节的主要贡献者。

Fang 等(1992)研究发现，当外界盐度发生变化时，

Gly、Pro、Ala、Arg、Tau 在调节斑节对虾(Penaeus 

monodon)体内渗透压方面具有主要作用。本课题组通

过比较转录组学研究发现，不同盐度胁迫下，差异表达

基因也富集于一些 FAAs 通路(Lv et al, 2013)。然而，目

前尚未见蟹类相关研究报道，其体内的 FAAs 是否在渗

透压调节中发挥相似或有别于对虾类的功能值得进一

步研究。 

abc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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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实验于 2015 年 7 月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

水产研究所昌邑市海丰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实验基地进

行，取健康三疣梭子蟹，个体平均体重为(100±10.0) g，

暂养于 3 m3 的室内水池中，水温为(25.0±3.0)℃，盐度

为 33，持续充氧，每天更换 1/3 体积的海水，定时喂食

蓝蛤。 

1.2  实验方法 

实验盐度分别为 10、20、40 和 50，每组 3 个重

复，对照组为海水(盐度为 33)，盐度胁迫 5 d 后，随

机从每个实验组中抽取 10 只蟹，取其鳃组织约 1.5 g

左右，加入 5 ml 8%的三氯乙酸(TCA)，沉淀蛋白，

超声波破碎，使之均质，1℃、13000 r/min 离心 20 min，

保留上清液，用 TCA 再提取 2 次，收集上清液，加

乙醚 30 ml，振荡 30 s，水层用低压旋转蒸发器浓缩

至近干，浓缩物用 0.02 mol/L 盐酸定容至 10 ml，以日

立 835-50 型氨基酸自动分析仪进行 FAAs 测定
(Dalla-Via, 1986; Shewbart et al, 1972; McCoid et al, 
1984)。 

1.3  数据的统计学分析 

采用 STATISTIC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先对数据作方差分析，若有显著差异，再作 Duncan’s

多重比较。结果用“平均数±标准差”表示，P<0.05

为差异显著。 

2  结果 

2.1  正常海水鳃组织中游离氨基酸的组成与含量 

实验共检测了 18 种 FAAs，总含量为 6.34 mg/g，

其中 Tau 含量最高(2.54 mg/g)，占总量的 40.06%，其次

分别为 Ala (0.65 mg/g)、Glu (0.64 mg/g)、Arg (0.58 mg/g)、

Gly (0.48 mg/g)和 Pro (0.25 mg/g)，含量最低的为甲硫

氨酸(Met, 0.02 mg/g)，分别占总游离氨基酸(TOFAA)

的 10.25%、10.09%、9.15%、7.57%、3.94%和 0.32% 

(表 1)。所检测 FAAs 中包含 9 种必需氨基酸(EAA) 

(Thr、Val、Met、Ile、Leu、Phe、Lys、His 和 Arg)

和 9 种非必需氨基酸(NEAA) (Glu、Ala、Gly、Asp、

Ser、Cys、Tyr、Pro 和 Tau)，分别占 TOFAA 含量的

20.88%和 79.12%。其中，NEAA 中的 Asp、Glu、Gly

和 Ala 属鲜味氨基酸(TAA)，分别占 TOFAA 和 NEAA

含量的 29.07%和 36.74%。 

2.2  盐度胁迫下鳃组织中游离氨基酸的组成与含量 

随盐度改变，鳃中大多数 FAAs 含量发生显著变

化，总体趋势为 FAAs 含量随着外界盐度的升高而升高

(P<0.05)，盐度 50 时，TOFAA 为盐度 10 时的 1.48 倍。

Gly、Glu、Ala 和 Pro 的含量与盐度呈现显著正相关，

其中，浓度变化最大的为 Pro，盐度 50 时，其浓度为

盐度 10 时的 5.60 倍，其次为 Gly(3.47 倍)、Glu(1.84 倍)、

Ala(1.59 倍)。另外发现，Arg 含量与盐度呈显著负相

关，盐度 50 时的浓度为盐度 10 时浓度的 0.67 倍。含

量较高的 Tau 与其他 FAAs 随着盐度的升高无显著变

化(图 1、表 1)。 
 

 
 
 

图 1  盐度胁迫下三疣梭子蟹鳃组织中游离氨基酸的变化情况 

Fig.1  Variations in the concentrations of free amino acids in the gills of P. trituberculatus under different salinities 

相同字母为差异不显著(P>0.05)，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下同 
the same letters indicat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and the different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The same as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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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盐度下三疣梭子蟹鳃中游离氨基酸的含量 
Tab.1  Concentrations of free amino acids in the gills of P. trituberculatus under different salinities (mg/g, mean±SD) 

FAAs S10 S20 S33 S40 S50 

Asp 0.08±0.02ab 0.09±0.03a 0.07±0.01ab 0.08±0.01ab 0.06±0.02b 

Thr 0.06±0.01b 0.08±0.01a 0.06±0.01ab 0.05±0.01b 0.08±0.03a 

Ser 0.09±0.01b 0.12±0.01ab 0.11±0.03ab 0.10±0.03ab 0.15±0.04a 

Glu 0.55±0.02c 0.88±0.01ab 0.64±0.02bc 0.99±0.10a 1.01±0.32a 

Gly 0.19±0.01d 0.30±0.01c 0.48±0.01b 0.60±0.08a 0.66±0.19a 

Ala 0.59±0.04b 0.82±0.07a 0.65±0.01b 0.89±0.19a 0.94±0.03a 

Cys 0.15±0.01 0.20±0.03 0.15±0.02 0.20±0.05 0.18±0.01 

Val 0.10±0.01b 0.14±0.01a 0.14±0.04a 0.12±0.03ab 0.15±0.01a 

Met 0.03±0.01c 0.02±0.01c 0.02±0.01c 0.06±0.04b 0.12±0.05a 

Ile 0.05±0.01b 0.07±0.01ab 0.08±0.02a 0.05±0.01b 0.07±0.01ab 

Leu 0.11±0.01b 0.14±0.02a 0.10±0.01b 1.00±0.01b 0.13±0.01a 

Tyr 1.00±0.01b 0.11±0.01b 0.12±0.05a 0.07±0.03b 0.10±0.01b 

Phe 0.07±0.01b 0.08±0.02ab 0.09±0.01ab 0.10±0.03a 0.08±0.01ab 

His 0.15±0.01b 0.14±0.01b 0.13±0.01b 0.17±0.02a 0.15±0.01b 

Lys 0.12±0.01a 0.09±0.01b 0.13±0.02a 0.09±0.02b 0.09±0.01b 

Arg 0.60±0.02ab 0.63±0.01a 0.58±0.01b 0.50±0.02c 0.40±0.02d 

Pro 0.30±0.01c 0.29±0.03c 0.25±0.02c 0.89±0.01b 1.68±0.23a 

Tau 1.99±0.04c 3.06±0.51a 2.54±0.02b 2.18±0.09bc 1.87±0.01c 

TOFAA 5.32±0.01c 7.26±0.33a 6.34±0.08b 7.25±0.02a 7.90±0.76a 

注: 同行数据中上标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显著(P<0.05) 
Note: Data within the same column with different superscript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0.05) 

 

2.3  必需氨基酸和非必需氨基酸对盐度胁迫的响应 

实验分析了 EAA 和 NEAA 在盐度胁迫下的浓度

变化趋势，结果显示，鳃组织中 EAA 的总量随盐度

的变化并无显著性的改变，而 NEAA 的总量随外界

盐度的升高而显著增加，盐度 50 时 NEAA 的含量为

盐度 10 时的 1.64 倍。另外，TAA 的浓度也与外界盐

度呈显著正相关(P<0.05)(图 2)。 

3  讨论 

鳃是甲壳动物渗透压调节的重要场所与器官

(潘鲁青等, 2005)，本研究通过检测和分析不同盐度

环境下三疣梭子蟹鳃组织中 FAAs 的含量及浓度变化

规律，明确 FAAs 的组成及在盐度适应中发挥的功能，

丰富 FAAs 在甲壳动物盐度适应中的重要作用，为深

入研究其分子机理提供数据支持。 

研究发现，Tau 在正常海水三疣梭子蟹鳃中含量

最高，其次为 Ala、Glu、Arg、Gly、Pro。该结果与

Gerard 等(1972)研究蓝蟹(Callinectes sapidus)中得到 

 
 

图 2  三疣梭子蟹鳃组织中必需氨基酸和非必需氨基酸 

对盐度胁迫的响应 

Fig.2  Concentrations of essential amino acids and 
non-essential amino acids in the gills of P. trituberculatus in 

response to different salinities 
 

的结果一致，而相比对虾存在一定的差别。梁萌青等

(2009)、黄凯等(2010)研究发现，凡纳滨对虾血淋巴

和肌肉中含量最高的 FAAs 为 Gly，可能是因为物种

的差异性或分析的组织不同所造成的。当盐度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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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三疣梭子蟹鳃中的 TOFAA 的含量显著增加

(P<0.05)，盐度 50 时 TOFAA 为盐度 10 时的 1.48 倍，

上升幅度最大的 FAAs 依次为 Pro (5.60 倍)、Gly (3.47

倍)、Glu (1.84 倍)和 Ala (1.59 倍)，表明其在三疣梭子

蟹盐度适应中发挥渗透压调节功能。该结果与

McCoid 等(1984)与 Fang 等(1992)认为的 FAAs 在对虾

体内具有渗透压调节作用相吻合，然而具体到每种

FAAs 又有所不同。McCoid 等(1984)认为，日本对虾

(Marsupenaeu japonicus)中 Gly、Pro 和 Ala 是主要的

渗透压调节剂，Fang 等(1992)研究发现，Gly、Pro、

Ala、氨及 Tau 在斑节对虾体内起着重要的渗透压调

节作用，表明在虾蟹中发挥渗透压调控的 FAAs 大致

相同，且又存在一定的特殊性。 

在许多海洋生物中已经证实，FAAs 中具有渗透

压调节作用的是 NEAA，随着外界盐度的升高，NEAA

的含量显著增加，而 EAA 的含量保持稳定(McNamara 

et al, 2004; Hosoi et al, 2007)。本研究同样发现，

NEAA 的总量随盐度的升高而增加(P<0.05)，其中包

括与盐度显著正相关的 FAAs (Gly、Glu、Ala 和 Pro) 

(P<0.05)，而与 NEAA 相对的 EAA，其总量变化不显

著(P>0.05)，表明在三疣梭子蟹体内发挥渗透调节作

用的 FAAs 主要为 NEAA。值得注意的是，TAA 的浓

度在 NEAA 浓度随盐度上调中占很大比例(34%以

上)，暗示其在渗透调节中发挥重要作用。 

有趣的是，本研究发现，盐度 20 时三疣梭子蟹

体内 FAAs 含量较高，仅次于盐度 50。已有研究表明，

在等渗条件下，水生生物不需要消耗能量调节渗透

压，生长速度较快，摄食量也较大，体内氨基酸合成

旺盛。当外界水环境盐度高于或者低于三疣梭子蟹的

等渗点时，摄食欲望降低，且需要付出一些能量来满

足离子和渗透压调节的新陈代谢消耗，许多广盐类生

物都具有这种特性 (周裕华等 , 2014; 王云峰等 , 

2002)。在实验过程中，同样观察到类似现象，盐度

20 时三疣梭子蟹摄食量大、活力较强且死亡率低。

另外，隋延鸣等(2012)研究表明，三疣梭子蟹最适生

长盐度为 18.7–28.7，据此推测，三疣梭子蟹等渗点

临近盐度 20。然而，体内 FAAs 浓度是否与甲壳动物

等渗点盐度相关尚需进一步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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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Different Salinities on the Free Amino Acids Composition in the  
Gill of Portunus trituberculatus 

FU Ping1, LÜ Jianjian2, LIU Ping2,3①
, LI Jian2,3 

(1. College of Fisheries and Life Sciences, Dalian Ocean University, Dalian  116023;  
2. Key Laborator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arine Fisheries,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Chinese Academy of Fishery Sciences, 

Yellow Sea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Qingdao  266071; 3. Laboratory for Marine Fisheries Science and Food Production 
Processes, Qingdao National Laboratory for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266071) 

Abstract    In this study, we investigated the composition and function of free amino acids (FAAs) in 

the gill of Portunus trituberculatus under different salinities. In a 5-day experiment, the contents of FAAs 

were measured under a series of salinities. We found that in seawater-adapted P. trituberculatus, the 

concentration of taurine (2.54 mg/g) was the highest, followed by alanine (0.65 mg/g), glutamate 

(0.64 mg/g), arginine (0.58 mg/g), glycine (0.48 mg/g) and proline (0.25 mg/g). The level of total free 

amino acids (TOFAA) in the gill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with the rise in salinity (P<0.05). When salinity 

was 10, 20, 33, 40, and 50, the concentration of TOFAA in the gill was 5.32 mg/g, 7.26 mg/g, 6.34 mg/g, 

7.25 mg/g, and 7.90 mg/g respectively. Non-essential amino acids (NEAA)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s the 

salinity was elevated from 10 to 50. Essential amino acids (EAA) was not affected by external salinity 

change (P>0.05). NEAA includes glutamate (Glu), alanine (Ala), glycine (Gly), aspartic acid (Asp), serine 

(Ser), cysteine (Cys), tyrosine (Tyr), proline (Pro), and Tauine (Tau), and the rest are EAA. TAA include 

aspartic acid (Asp), glutamate (Glu), glycine (Gly), and alanine (Ala). The concentrations of free Gly, Glu, 

Ala, Pro in the gill of P. trituberculatus were raised sharply (P<0.05) with the increase in salinity, whereas 

the concentration of free Arg decreased (P<0.05). Th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FAAs, especially individual 

Gly, Glu, Ala, and Arg, coul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salinity adaption. During adaptation, the FAAs 

pool (mainly NEAA) in the gill may be directly associated to osmoregulation. Change in the FAAs pool in 

the gill after acclimatization suggested that mainly NEAA might be involved in intracellular osmoregulation. 

It was also demonstrated that the salinity change mainly affected the NEAA content in the gill. 

Key words    Portunus trituberculatus; Gill; Salinity; Free amino acids; TOFAA; NEAA; E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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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塘养殖仿刺参(Apostichopus japonicus) 
肠含物、附着基和底泥中的 

菌群结构及其相关性* 

李  彬 1  廖梅杰 1  荣小军 1  张  正 1   

王印庚 1,2①  陈贵平 1  王  岚 1  范瑞用 3 
(1. 农业部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重点实验室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青岛  266071； 

2. 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 海洋渔业科学与食物产出过程功能实验室  青岛  266071； 

3. 青岛瑞滋海珍品发展有限公司  青岛  266409) 

摘要    2014年10月，利用 PCR-DGGE 技术分析了标准化养殖池塘中仿刺参(Apostichopus japonicus)

肠含物及附着基和底泥中细菌的菌群结构及其相关性。结果显示, 仿刺参肠含物、附着基、底泥中

细菌多样性较高，分别平均获得 30.00±1.00、15.33±1.70、21.67±2.62 条带，肠含物中细菌种类数显

著高于附着基和底泥。聚类分析和戴斯系数表明，不同池塘的仿刺参肠含物样本单独聚为一支，相

似性达到 0.785，附着基和底泥样品聚为一支，平均相似性达到 0.532。不同样品 DGGE 图谱中 20 条

优势条带的切割、克隆、测序，共获得了 20 条细菌序列，表明肠含物细菌种类以聚球藻属

(Synechococcus sp.)、脱硫杆菌属(Desulfobacterium)、脱硫叠球菌属(Desulfosarcina sp.)、极地杆菌属

(Polaribacter)、Algibacter sp. 为主，附着基中主要以 Robiginitalea sp. 和 Silicibacter sp. 为主，底泥

样品中主要以假单胞菌属(Proteobacterium）、噬胞菌属(Cytophaga）、Desulfosarcina sp.为主，肠含物

中细菌特有种类的分离与鉴定为仿刺参养殖潜在益生菌的开发提供基础数据。 

关键词    PCR-DGGE；仿刺参；肠含物；环境；细菌 

中图分类号 S9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6)05-0127-06 

仿刺参(Apostichopus japonicus)属底栖性生物，

主要以微生物、微藻、大型藻类碎片、有机碎屑、底

泥等为食(于东祥等, 2005; 田传远等, 2008)，其中细

菌是仿刺参能量的主要来源(廖玉麟, 1997)。仿刺参

的消化系统较为简单，肠道是主要的消化器官，能够

利用简单的消化系统消化复杂的食物，除了消化系统

消化外，肠道中的菌群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食物进

入肠道后，大量定植细菌也进入食物内，辅助仿刺参

消化复杂的食物，抑制食物中病原菌的繁殖和侵染 

(Clifford et al，1982)。仿刺参肠道中的复杂细菌主要

来源于栖息环境，并与外界环境菌群保持相对稳定的

动态平衡。 

仿刺参池塘养殖工艺简单、产量和效益可观，是

仿刺参养殖主要的方式之一，其中山东省仿刺参池塘

养殖面积占 23%(李成林等, 2010)。仿刺参池塘养殖

过程中可通过投喂益生菌剂调节养殖环境和仿刺参

肠道中的菌群结构，实现健康养殖。因此，研究池塘养

殖中的仿刺参肠含物及环境中菌群结构，对解析仿刺

abc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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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肠道消化作用，分析肠道中潜在益生菌具有重要意义。 

平板培养法是分析环境细菌数量和种类的传统

方法，但受培养基种类、浓度及培养条件的限制，大

多数细菌不能在同一种培养基上生长 (乔旭东等 , 

2007)。据报道，目前99%以上的海洋细菌为非可培养

细菌(张晓华等, 2007)，传统的平板培养法不能客观、

真实地反映样品菌群结构。近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

技术的迅速发展，相继建立了不依赖于培养法的菌群

结构分析方法，其中，PCR-DGGE 技术突破了传统

方法的局限，且成本低、速度快、操作简单，广泛

应用在环境微生物多样性的研究 (刘新春等 , 2005;    

张振冬等, 2008; 马悦欣等, 2003)。本研究利用 PCR- 

DGGE 技术分析了池塘养殖仿刺参肠含物和养殖环

境的菌群结构，利用生物信息学解析了二者的相关

性，以期为仿刺参健康养殖和开发益生菌提供参考。 

1  材料和方法 

1.1  采样 

实验在位于青岛市黄岛区琅琊镇的青岛瑞滋海

珍品发展有限公司的 3 个标准化仿刺参养殖池塘中

进行，池塘长 400 m、宽 100 m、水深 1.8 m；2014 年

10 月中旬采样，采样时水温为 16℃，盐度为 32；池

塘附着基为瓦片附着基。 

底泥样品用采泥器采集池底表层沉积物，每个池

塘选 3 个采样点，样品采集后进行混合，–20℃保存，

不同池塘的样品编号为 N1、N2、N3。 

每个池塘随机取 3 片上层瓦状附着基，用无菌勺

刮取其上的沉积物混合后–20℃保存，不同池塘附着

基样品编号为 F1、F2、F3。 

每个池塘的附着基周围随机采集 3 头仿刺参，仿

刺参规格为(150±10) g，无菌操作下剖取完整肠道，

用镊子轻轻挤压肠道，收集肠含物后混合样品，–20℃

保存，不同池塘肠含物样品编号为 C1、C2、C3。 

1.2  基因组 DNA 提取 

利用 OMEGA公司的 Soil DNA Kit试剂盒提取样

品的细菌 DNA。 

1.3  PCR 扩增 

采用细菌 16 S rDNA 的 V3–V5 区引物 341F- GC(5- 
CCTACGGGAGGCAGCAG-3)和 907R(5-CCGTCAATT 

CCTTTGAGTTT-3)。PCR 反应采用 50 µl 反应体系：

1×Buffer，引物 0.2 μmol/L，dNTP 200 μmol/ml，TaqDNA

聚合酶 4 U，DNA 模板 50 ng，灭菌水补充至 50 μl。

反应条件为：94℃预变性 5 min,前 10 个循环为 94℃ 

30 s，65℃-55℃ 30 s，72℃ 1 min(其中每个循环复

性温度下降 1℃),后 20 个循环为 94℃ 30 s，55℃ 30 s，

72℃ 1 min，72℃延伸 10 min，1%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 

1.4  变性梯度凝胶电泳(DGGE) 

用于分离 16S rDNA 片段的 DGGE 电泳条件为：

6%(w/v)聚丙烯酰胺凝胶 (丙烯酰胺：双丙烯酰胺= 

37.5 : 1)，变性剂为尿素，变性梯度浓度范围为 30%– 

70%，将 PCR 产物与 2×loading Buffer 按 1 : 1 进行混

合，每个加样孔的上样量为 30 µl，120 V 60℃电泳 12 h。

使用 1% Genefinder 对凝胶进行染色，UVP 凝胶影像

系统拍照。 

1.5  DGGE 条带的重扩增、克隆及测序 

在紫外灯下切割各泳道主要的条带，切割后将胶

置于 30 μl 的 ddH2O 中过夜，12000 r/min 离心 10 min

取上清液。用回收的 DNA 1 μl 做模板，以不带 GC

夹的 341F/907R 进行 PCR 扩增。对 PCR 产物纯化后，

连接到 pEASY-T1 载体上，并转化到 Top10 大肠杆菌

感受态细胞中，37℃培养，对检测阳性样品送公司测序。 

1.6  数据处理 

利用 Quantity One 软件处理与分析 DGGE 指纹

条带，分析不同样品菌群结构的相关性。利用 BLAST

方法在 NCBI 数据库中，比较回收条带测序所获得的

基因序列的同源性。从中选取与其相似性最高的细菌

基因序列，采用 Clustalw 软件进行多序列匹配排序，

用系统发生推断软件包 PHYLP 3.67 进行聚类分析。

采用邻位相连法获得系统发育树，通过自举进行系统

进化树的评估，自举数据集为 1000 次。 

2  结果 

2.1  16 S rDNA PCR 扩增 

利用细菌 16 S rDNA通用引物GC-F341/R907对提

取的细菌 DNA 进行 PCR 扩增。结果显示，扩增条带

亮度和特异性均较好，未出现非特异性扩增条带，通

过与 DNA Marker 对比，片段大小在 550 bp 左右。 

2.2  DGGE 指纹图谱分析 

DGGE 电泳结果显示，上述样品 DNA 扩增产物

经聚丙烯酰胺变性梯度凝胶电泳均获得了条带清晰

电泳图谱，将 DGGE 指纹图谱中位于相同位置的条

带规定为一个可操作分类学单位(OTU, Operational 

Taxonomic Unit) (赵兴青等, 2006)。不同样品之间条

带的粗细、数目和位置不同，说明仿刺参肠含物与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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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环境中细菌群落结构不同，泳道中条带粗细、数目

不一，条带的数目反映出群落的生物种类的多样性，

条带信号强弱反映各物种的丰度(罗鹏等, 2009)。由

DGGE 指纹图谱(图 1)和(图 2)可以看出,C1、C2、C3、

F1、F2、F3、N1、N2、N3 分别获得 29、30、31、17、

16、13、24、23、18 条可见条带，肠含物、附着基、

底泥平均条带数分别为 30.00±1.00、15.33±1.70、21.67± 

2.62。肠含物中细菌种类较多，底泥次之，附着基细

菌种类最低，仿刺参肠含物与养殖环境中细菌群落优

势条带十分明显，它们分别对应 DGGE 指纹图谱中

的亮条带，肠含物中优势条带明显而且比较多，说明

肠道中存在优势度较高的细菌种类。 

用戴斯系数计算出的各样品相似性矩阵见图 3。

图 3 显示，各样品按相似程度可以分为 4 大簇，其中

3 个肠含物(C1、C2、C3)聚为一簇，相似性在 0.725– 

0.843 之间，平均相似性为 0.785。附着基样品(F1、

F3)聚为一簇，相似性为 0.658，底泥样品(N1、N3)聚为

一簇，相似性为 0.642，附着基样品 F2 与底泥样 

 

 
 

图 1  各样品 16S rDNA 扩增产物的 DGGE 电泳结果 
Fig.1  The PCR–DGGE electrophoresis results of  

16S rDNA from different samples 

C1、C2、C3 为肠含物样品；F1、F2、F3 为附着基 

样品；N1、N2、N3 为底泥样品 

C1, C2, C3: Gut content; F1, F2, F3: Attachments;  
N1, N2, N3: Bottom sediment 

 
 

图 2  仿刺参肠含物与养殖环境样本 DGGE 指纹图谱 
Fig.2  The pattern of PCR–DGGE fingerprint of  

16S rDNA from A. japonicus gut content samples and  
culture environment samples 

1、2、3 为肠含物样品；4、5、6 为附着基 

样品；7、8、9 为底泥样品 
1, 2, 3: Gut content; 4, 5, 6: Attachments;  

7, 8, 9: Pond sediment 
 

品 N2 聚为一簇，相似性为 0.717。从聚类分析和相

似性系数可以看出：3 个肠含物(C1、C2、C3)、2 个

附着基样品(F1、F3)、2 个底泥样品(N1、N3)分别具

有高度的相似性。其中，附着基 F2 与 F1、F3 有差异，

底泥样品 N2 与 N1、N3 有差异，这种差异反映了它

们细菌群落的不同。通过聚类分析还可以看出，附着

基与底泥样品在各自聚为一簇的同时，最后聚为一大

簇，说明附着基与底泥样品细菌群落结构相似性较高，

平均相似性为 0.532。 

2.3  DGGE 主要条带测序及序列比对分析 

对 DGGE 指纹图谱的 20 条主要条带进行切割，

切割条带位置如图 1 箭头所示。切割条带全部获得

阳性克隆，所获得的序列在 NCBI 中用 BLAST 进行

同源性比较，20 个序列所代表的细菌种类比较广泛

(图 4)，包括以下几个纲(门)：蓝藻门(Cyanophyta)、α–

变形菌纲、δ–变形菌纲、γ–变形菌纲、黄杆菌纲

(Flavobacteria)、鞘脂杆菌纲(Sphingo bacteria)，其中

8 个序列在 NCBI 比对结果是未可培养的细菌(Uncultured 

bacterium)。变形细菌门(Proteobacteia)在 12 个序列中

占 41.6%，拟杆菌门(Bacteroidetes)占 33.3%，说明变形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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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门和拟杆菌门是养殖仿刺参肠含物与环境中主要的

细菌类群。12 个序列中，肠含物主要以聚球藻属

(Synechococcus sp.)、脱硫杆菌属(Desulfobacterium)、脱硫

叠球菌属(Desulfosarcina sp.)、极地杆菌属(Polaribacter)、

Algibacter sp. 为主，附着基样品中主要以 Robig-

initalea sp.、Silicibacter sp.为主，底泥样品中主要以假

单胞菌属(Proteobacterium)、噬胞菌属 (Cytophaga)、

Desulfosarcina sp. 为主。 

仿刺参肠含物与养殖环境样本 DGGE 指纹图谱

戴斯系数见表 1。 
 

表 1  仿刺参肠含物与养殖环境样本DGGE指纹图谱戴斯系数 
Tab.1  The similarity index between the gut content of the 

sea cucumber and culture environment samples based on  
the PCR-DGGE fingerprint (%) 

 C1 C2 C3 F1 F2 F3 N1 N2 N3

C1 100.0         

C2 84.3 100.0        

C3 72.5 81.8 100.0       

F1 39.2 46.1 39.8 100.0      

F2 46.9 52.3 50.7 61.6 100.0     

F3 49.5 52.1 51.6 65.8 57.3 100.0    

N1 40.1 40.3 36.2 48.7 52.8 35.9 100.0   

N2 49.0 55.4 52.5 67.0 71.7 65.9 59.8 100.0  

N3 33.0 40.3 43.1 53.5 55.3 47.2 64.2 60.7 100.0

 

 
 

图 3  仿刺参肠含物与养殖环境样本 DGGE 

指纹图谱的聚类分析 
Fig.3  The clustering analysis of the gut content of 
 the sea cucumber and culture environment samples 

 based on the PCR-DGGE fingerprint 
 

3  讨论 

PCR 扩增片段的大小影响 DGGE 效果，500 bp

以上的片段分辨率降低，200 bp 片段分辨率最好，但

200 bp 在片段分析过程中缺乏足够的序列信息，判断细

菌所属类群的片段必须在 500 bp 以上(Hugenholtz et al，

1998)。本研究利用细菌 16S rDNA V3–V5 区的特异

性引物 341F/907R，扩增片段大小在 550 bp 左右，即保

证了电泳的分辨率，也保存了细菌的片段信息。 

仿刺参能够利用简单的消化系统从藻类和有机

碎屑中提取营养成分，合成自身的蛋白质。据报道，

在仿刺参肠道中含有大量的消化酶如蛋白酶、淀粉

酶、脂肪酶、纤维素酶、褐藻酸酶(王吉桥等, 2007)，

除了消化酶外，肠道内还具有大量辅助消化的细菌

(Naomi et al，1996)。本研究分析了仿刺参肠含物及

养殖池塘环境(附着基、底泥)中的菌群结构，结果显

示，肠含物、附着基、底泥中细菌群落多样性丰富，

肠含物中细菌的种类和丰度最为丰富，推测肠含物中

含有大量与消化有关的细菌。有研究表明，海参消化

道中细菌数量要比周围环境沉积物中的细菌数量多，

这与仿刺参的食性有关(于东祥等, 2005)，与本研究

结果一致。Barlocher 等(1978)研究发现，仿刺参摄入

的一些细菌不能被消化，而在肠道中定植下来，通过

分解食物或产生一些消化酶来辅助消化或提供营养

物质。本研究中，肠含物中的细菌与养殖环境不同，

肠道中特有的优势细菌可能与仿刺参苗期环境中细

菌在肠道中定植有关，是仿刺参肠道中定植辅助消化

的定植菌。一般来自同一仿刺参养殖环境中相同来源

样品细菌的多样性具有较高的相似性，聚类分析表

明，本研究中来自同一养殖环境的相同样品之间存在

着差异，可能与仿刺参养殖环境中的大型藻类有关。 

本研究中，PCR-DGGE 优势条带测序结果显示，

变形菌门是仿刺参养殖系统中最大的细菌菌群，这一结

论与其他海洋细菌研究结果一致(Stevens et al，2005)。

关晓燕等(2010)应用 PCR-DGGE 技术对高温季节养殖环

境中的菌群进行了分析，其主要的优势菌为假单胞菌属，

Uncultured delta bacterium，Ostreococcus sp. Uncultured 

alpha proteobacterium，其优势细菌的种类与本研究存

在差异，可能与采样时间和地点不同有关，研究中未

被培养的细菌占有优势，与本研究结果一致。本研究

发现，40%的细菌是未被培养的细菌，这些细菌是仿

刺参肠含物和养殖环境中细菌群落的重要组成部分，

Newberry 等(2004)对深海沉积物研究发现，未被培养

的细菌在总细菌中占有优势，与本研究结果一致。海

水中蓝细菌主要为聚球藻属(Synechococcus)和原绿

球藻属(Prochlorococcus)，这 2 个属在海洋食物网中

占有重要地位；赵三军等(2005)研究表明，胶州湾聚

球菌对海洋初级生产力的贡献为 3.7%；Ning 等(2000)

研究表明，夏季聚球藻属对总初级生产力的贡献比较

高，春季较低；罗鹏等(2009)利用 DGGE 对凡纳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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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优势菌 16S rDNA 序列聚类分析 
Fig.4  16S rDNA cluster analysis based on 16S rRNA sequence of predominant bacteria 

 
虾(Litopenaeus vannamei)海水养殖系统进行调查发

现，聚球菌属是凡纳滨对虾海水养殖系统最为常见的

属。本研究中，在仿刺参肠含物中发现有大量的聚球藻

属细菌，而在养殖环境中没有发现，这可能与聚球藻

在仿刺参肠道中的定植有关。仿刺参肠含物中还发现

有极地杆菌属(Polaribacter)，一些极地微生物多不饱

和脂肪酸的含量比较高，能产生蛋白酶(陈吉刚等 , 

2008)，推测这些细菌对仿刺参消化有一定的协助作

用，具有潜在开发价值。 

孙奕等(1989)发现，弧菌和假单胞菌是仿刺参肠

道中的主要细菌类群，冯振飞等(2008)利用纯培养的

方式发现，锯缘青蟹(Scylla serrata)养殖池塘底泥中优

势菌依次为梭状芽孢杆菌属(Clostridium)、芽孢杆菌

属(Bacillus)、假单胞菌属(Pseudomonadaceae)、葡萄

球菌属(Staphylococcus)和棒状杆菌属(Corynebacterium)。

还有报道，底泥中细菌菌群以芽孢杆菌为主(王亚楠等, 

2004；罗兰等，2005)。本研究的 DGGE 切胶回收测序

表明，除了底泥样品中一种优势菌的序列和假单胞菌

的序列有较高的相似性外，其他细菌序列和已报道的

纯培养所获得的细菌序列不同。因此，纯培养获得的

多数细菌并不是优势菌群。本研究利用 DGGE 技术

分析了仿刺参肠含物与养殖环境中的菌群结构，客观

反映了细菌群落的多样性，并在仿刺参肠含物与养殖

环境中发现大量未被培养的细菌，有些仿刺参肠道细

菌很少被关注，可能存在潜在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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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 Analysis of Flora in the Habitat Environment and in 
the Gut Contents of Sea Cucumber (Apostichopus japonicus) 

LI Bin1, LIAO Meijie1, RONG Xiaojun1, ZHANG Zheng1,  
WANG Yingeng1,2①

, CHEN Guiping, WANG Lan1, FAN Ruiyong3 
(1. Key Laborator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arine Fisheries,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Yellow  

Sea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Fishery Sciences, Qingdao  266071; 2. Laboratory for Marine Fisheries 
Science and Food Production Processes, Qingdao National Laboratory for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266071; 

3. Qingdao Ruizi Precious Seafood Development Limited Company, Qingdao  266409) 

Abstract    Here we studied the properties of flora in the gut content and attachments of sea cucumber 
(Apostichopus japonicus) as well as in the sediments of pond where sea cucumber were cultured. 16S 
rDNA PCR denaturing gradient gel electrophoresis (PCR-DGGE) was employed as the major method. 
The DGGE band numbers were 30.00±1.00, 15.33±1.70, and 21.67±2.62 for gut content, attachments, 
and pond sediments respectively. This indicated that the gut content had the highest diversity of 
bacterial species. UPGMA cluster analysis showed that flora from three gut content samples could be 
categorized into one branch with a similarity value of 0.785, and that flora from attachments and pond 
sediment samples were clustered into another branch with a similarity value of 0.532. Twenty specific 
DGGE bands from the three kinds of samples were cut and sequenc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ynechococcus sp., Desulfobacterium, Desulfosarcina sp., Polaribacter, Algibacter sp. were the dominant 
bacterial species in the gut content; Robiginitalea sp., Silicibacter sp. were dominant in attachments; and 
Proteobacterium, Cytophaga, Desulfosarcina sp. were dominant in the sediment. The specific bacteria in 
the gut content could be candidates of probiotics in the sea cucumber culture. 
Key words    PCR-DGGE; Apostichopus japonicus; Gut content; Environment; Bac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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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溶氧胁迫对刺参(Apostichopus japonicus) 
氧化应激指标的影响* 

李根瑞 1,2  任利华 2  孙国华 2①  杨建敏 2  韦秀梅 2 

刘兆存 3  李尚俊 1  姜  汉 4 
(1. 上海海洋大学  上海  201306; 2. 山东省海洋资源与环境研究院  烟台  264006; 

3. 山东华春渔业有限公司  东营  257236; 4. 海阳富瀚海洋科技有限公司  海阳  265116) 

摘要    为探明低氧胁迫对刺参(Apostichopus japonicus)抗氧化能力的影响以及刺参的低氧逆境响

应机制，给低氧环境条件下的刺参养殖提供指导，本研究通过设置低氧胁迫实验，将刺参在水体低

氧[(2.0±0.2) mg/L] 8 h 处理后恢复常氧[(7.0±0.2) mg/L] 2.5 h，取低氧和常氧不同时间段的刺参肌肉、

呼吸树和消化道组织，对各组织的乳酸(LD)、丙二醛(MDA)和抗氧化酶系等应激参数进行测定和变

化趋势分析。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在低氧胁迫 8 h 内，随着低氧暴露时间的延长，刺参肌肉、

呼吸树和消化道等组织中的 LD 含量、抗氧化能力(T-AOC)、过氧化氢酶(CAT)、谷胱甘肽-S-转移

酶(GST)活力显著上升；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力显著下降；肌肉组织中的 MDA 含量显著降低，

呼吸树和消化道中的 MDA 含量显著上升。在恢复常氧阶段，各氧化应激指标逐渐恢复到正常水平。

低氧胁迫使刺参的有氧代谢减弱，无氧代谢增强，以维持机体能量需求。低氧胁迫造成刺参机体各

种应激生化指标上升或下降，这是机体为适应低氧环境刺激而作出的一种抗氧化策略。 

关键词    低氧胁迫; 刺参; 乳酸; 丙二醛; 抗氧化酶系 

中图分类号 S91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6)05-0133-07 

刺参(Apostichopus japonicus)又称仿刺参，属棘

皮动物门(Echinodermata)、海参纲(Holothurioidea)、刺

参科(Stichopodidae)、仿刺参属(Apostichopus)，典型

的温带种类，主要分布在 35°–44°N 的广大西北太平

洋沿岸，包括中国黄渤海海域、俄罗斯东部沿岸、日

本和韩国沿岸(廖玉麟, 1997)。刺参养殖是我国北方

沿海水产养殖的重要新兴产业之一，近几年海参养殖

业发展迅猛，成为具有北方地方特色的养殖产业和新

的海洋经济增长点(杜佳垠, 2005)。夏季是刺参养殖

管理的关键期，高温会造成海水中溶解氧下降，尤其

是池塘刺参养殖方式，可降低至 2 mg/L 以下(刘国山

等, 2014)，对刺参正常生理活动和生长产生严重影

响，甚至导致刺参规模性病害暴发或死亡。2013 年

夏季，山东沿海养殖刺参普遍遭受持续高温灾害，高

温水体、低溶氧环境造成东营、烟台、威海等地池塘

养殖刺参的大面积死亡，给养殖户带来巨大经济损

失，严重影响刺参养殖业的健康发展。 

溶解氧是溶解在水体中的分子态的氧，是水生生

物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直接关系到水生生物的生存

生长、酶活性以及代谢水平(区又君等, 2014)。水生

生物大都有觉察和主动躲避低氧环境的能力，鱼类或

甲壳动物等通过游到近水面或浅水区等方式逃离 

abc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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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氧环境。此外，生物可以通过生理生化反应的改变，

如渗透调节、血蓝蛋白含量、呼吸代谢、免疫反应、

抗氧化能力、能量代谢等的变化，来适应、忍耐低氧

胁迫(李利, 2010)1)。对于营底栖生活且活动能力较弱

的刺参来说，其养殖水体的溶解氧一般保持在 5 mg/L

以上(杨秀兰等, 2005)。养殖水体中适宜的溶解氧含

量是刺参获得最佳生长状态的必需环境条件，缺氧会

影响刺参的行为、代谢能力等(钱圆, 2011)2)，低氧状

态下刺参的生理生态反应对其生长和存活具有重要

意义。有关低溶解氧对虾蟹(Jiang et al, 2005; 管越强等, 

2010)、软体动物(Bussell et al, 2008; Cheng et al, 2004)

和鱼类(沈凡等, 2010)等水生生物的影响已有很多研

究报道，但刺参在养殖水体中低溶解氧环境条件下的

生理生化反应及其低氧反应机制仍需进一步探索研

究。 

本研究以乳酸(LD)、丙二醛(MDA)和抗氧化酶系

作为指标，研究低溶氧对刺参肌肉、呼吸树和消化道

组织氧化应激参数的影响，探讨刺参对低氧环境的生

理响应机制，为低氧环境胁迫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为实际养殖生产中的溶氧调控和低氧应对提供指导，

对保障刺参健康养殖具有重要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来源与驯化 

实验用刺参购自山东省蓬莱安源水产有限公司。

选择体长为(15.6±0.9) cm，体重为(59.0±2.8) g，活动

正常的刺参，于实验室养殖水槽中暂养 7 d。水温为

13–15℃，DO>7.0 mg/L，盐度为 2.6，日换水 1 次，

每天换水量为 1/3–1/2，连续充气。每日投喂饵料    

1 次，及时清理粪便。实验前禁食 24 h。 

1.2  实验设计 

选择 6 个规格相同的水槽(50 cm×45 cm×30 cm)，

实验组和对照组分别设置 3 个平行，加入等体积的海

水，保鲜膜封闭处理。通过充入空气或 N2 将水体中

的溶解氧调节至实验设置水平(2.0±0.2) mg/L。每隔

20–30 min 用 YSI55 型溶氧仪检测溶解氧。待溶解氧

稳定后，将刺参放入准备好的水槽中，在低氧

[(2.0±0.2) mg/L]条件下的 0、2、4、6、8 h 各取 5 头

刺参取样保存。然后，将水槽中的海水迅速恢复至常

氧[(7.0±0.2) mg/L]，并在 8.5、9.5、10.5 h 各取 5 头

刺参取样保存。 

1.3  样品采集与制备 

分别取刺参的肌肉、呼吸树、消化道组织各 0.5 g，

置于 2 ml 冻存管中，立即放入液氮中保存，然后于–80℃

冰箱冷冻保存。取 0.2 g 组织，按照 1︰4 (肌肉)和 1︰9 

(呼吸树和消化道)的比例加入 0.75%的生理盐水，剪

碎，冰浴匀浆。将制备好的组织匀浆液离心 (4℃ , 

12000 r/min, 10 min)，取上清液，置于–80℃保存，用

于测定酶活力。 

1.4  检测指标和检测方法 

LD 含量(mmol/g)：乳酸脱氢酶法；MDA 含量

(nmol/mg)：TBA 法；总抗氧化能力(T-AOC; U/mg)：Fe

还原法；过氧化氢酶(CAT; U/mg)：钼酸铵比色法测

定；谷胱甘肽-S-转移酶(GST; U/mg)：CDNB 底物比

色法；超氧化物歧化酶(SOD; U/mg)：黄嘌呤氧化酶

法；组织蛋白含量(mg/ml)：考马斯亮蓝法测定。以

上测试指标所用试剂盒均购自南京建成工程研究所。 

1.5  数据统计分析 

所有实验数据采用 SPSS19.0 软件进行单因素方

差分析(One-way ANOVA)。采用 LSD 检验方法对不

同实验时间条件下的酶活力各均值进行多重比较，以

P<0.05 作为差异显著的标准。 

2  结果 

实验发现，低氧胁迫过程中，初期刺参贴壁生活，

附着在水槽侧壁或底部；随着时间延长，刺参舒展、

触手张开、逐渐脱离水槽侧壁；8 h 后，大部分刺参

停止活动，在吸管触碰其体壁时无反应，逐渐出现化

皮死亡现象。 

2.1  低氧胁迫对刺参各组织中 LD 含量的影响 

在低氧胁迫 8 h 内，随着低氧时间的延长，刺参

肌肉、呼吸树和消化道组织中的 LD 含量均逐渐增加

(图 1)。从图 1 可以看出，低氧暴露 4、6、8 h 时，肌

肉和消化道组织中的 L D 含量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5)，且暴露至 8 h 时，LD 含量达到最大值。呼

吸树中的 LD 含量变化最明显，在低氧暴露达到 8 h

时，其 LD 含量 (0.562 mmol/g)显著高于对照组     

(0.262 mmol/g)(P<0.05)，为对照组的两倍。复氧阶段，

各组织中的 LD 含量均呈下降状态，肌肉和消化道中 
                            

1) 李利. 低氧胁迫对日本沼虾呼吸代谢、能量代谢和抗氧化能力的影响. 河北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2010, 2–6 
2) 钱圆. 刺参对不同溶氧水平和干露的生理生态学响应及其机理研究. 中国海洋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2011,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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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LD 在 8.5、9.5 h 时与对照组仍存在显著差异

(P<0.05)，10.5 h 时其 LD 含量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异

(P>0.05)。呼吸树中的 LD 含量恢复较快，8.5 h 时的

LD 含量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异(P>0.05)。 

 

 
 

图 1  低氧胁迫及复氧过程中刺参不同组织中的 

LD 含量的变化(平均值±标准误) 
Fig.1  Changes in the lactic acid content in different tissues 

of A. japonicus under hypoxia stress and during 
reoxygenation (Mean±SE) 

*表示同组织之间，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显著(P<0.05)。下同 
*deno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within one tissue (P<0.05). The same as below 

 

2.2  低氧胁迫对刺参组织中 MDA 含量的影响 

在低溶氧胁迫的 8 h 内，各组织中的 MDA 含量

变化趋势并不一致(图2)。由图 2 可知，刺参呼吸树和

消化道中的 MDA 含量均逐渐增加，而肌肉中的 MDA

含量则逐渐降低。消化道中的 MDA 含量在低氧暴露

4 h 后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而肌肉中的 MDA 含

量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低氧暴露 8 h 后，呼吸

树中的 MDA 含量迅速增高至 5.175 nmol/mg，显著高

于对照组和其他组织(P<0.05)。肌肉中的 MDA 含量

在低氧暴露 8 h 后降低至 0.538 nmol/mg，约为对照组 

 

 
 

图 2  低氧胁迫及复氧过程中刺参不同组织中 

的 MDA 含量的变化(平均值±标准误) 
Fig.2  Changes in the MDA content in different  

tissues of A. japonicus under hypoxia stress 
and during reoxygenation (Mean±SE) 

(1.508 nmol/mg)的 1/3。复氧阶段，呼吸树和消化道

中 MDA 含量均降低，但 8.5 h 时仍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5)，9.5 h 后恢复至对照组水平(P>0.05)；肌肉

中的 MDA 含量增加，但 8.5、9.5 h 时仍显著低于对

照组(P<0.05)，10.5 h 时，恢复至对照组水平(P>0.05)。 

2.3  低氧胁迫对刺参各组织中的抗氧化酶系的影响 

在低溶氧胁迫的 8 h 内，随着缺氧时间的延长，刺

参各组织中的 T-AOC 酶活力均逐渐增加(图 3)。从  

图 3 可以看出，低氧暴露 6 h 后，肌肉、呼吸树和消

化道中的 T-AOC 酶活力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暴露至 8 h 时，各组织中的 T-AOC 酶活力达到最大

值。呼吸树中的 T-AOC 酶活力(2.814 U/mg)变化最为

明显，约为对照组(1.128 U/mg)的 3 倍。复氧阶段，

肌肉和呼吸树中的 T-AOC 酶活力降低，但 8.5、9.5 h

时与对照组仍存在显著差异(P<0.05)，10.5 h 时肌肉

和呼吸树中的 T-AOC 酶活力恢复至对照组水平

(P>0.05)；消化道中的 T-AOC 酶活力降低，但 8.5 h

时与对照组存在显著差异(P<0.05)，9.5 h 后消化道中

的 T-AOC 酶活力恢复至对照组水平(P>0.05)。 

 

 
 

图 3  低氧胁迫及复氧过程中刺参不同组织中的 

T-AOC 酶活力的变化(平均值±标准误) 
Fig.3  Changes in the T-AOC activity in different 

 tissues of A. japonicus under hypoxia stress 
 and during reoxygenation (Mean±SE) 

 
随着低溶氧胁迫时间的延长，刺参组织中的 CAT

酶活力逐渐增加(图4)。由图 4 可知，低氧暴露 6 h 后，

肌肉、呼吸树和消化道组织中的 CAT 酶活力均显著

高于对照组(P<0.05)，三者均在 8 h 时达到最大值。

其中，肌肉中的酶活力较低，消化道中的 CAT 酶活

力变化最明显，达到 43.711 U/mg。复氧阶段，8.5、9.5 h

时肌肉和消化道中的 CAT 酶活力降低，但与对照组

仍存在显著差异(P<0.05)，10.5 h 时恢复至对照组水

平(P>0.05)；8.5 h 时呼吸树中的 CAT 酶活力与对照

组具有显著差异(P<0.05)，9.5 h 后呼吸树中的 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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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低氧胁迫及复氧过程中刺参不同组织中的 

CAT 酶活力的变化(平均值±标准误) 
Fig.4  Changes in the CAT activity in different  
tissues of A. japonicus under hypoxia stress and 

 during reoxygenation (Mean±SE) 

 
酶活力恢复至对照组水平(P>0.05)。 

刺参呼吸树和消化道组织的 GST 酶活力(图 5)在

低氧胁迫的前 4 h 变化不明显，6 h 后活力迅速增高，

消化道中的 GST 酶活力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呼

吸树中的 GST酶活力在低氧暴露 8 h后显著高于对照

组 (P<0.05)。肌肉组织中的 GST 酶活力低于其他    

2 个组织，在低氧阶段亦呈现增加趋势，低氧暴露 4 h

时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复氧阶段，肌肉和呼吸

树中的 GST 酶活力降低，但 8.5、9.5 h 时与对照组仍

存在显著差异(P<0.05)；10.5 h 时肌肉、呼吸树和消

化道中的 GST 酶活力均恢复至对照组水平(P>0.05)。 

 

 
. 

图 5  低氧胁迫及复氧过程中刺参不同组织中的 

GST 酶活力的变化(平均值±标准误) 
Fig.5  Changes in the GST activity in different  
tissues of A. japonicus under hypoxia stress and  

during reoxygenation (Mean±SE) 
 

不同于 T-AOC 酶、CAT 酶和 GST 酶，刺参组织

中的 SOD 酶活力随着低氧胁迫的时间延长逐渐降低 

(图6)。如图 6 所示，低氧暴露 4 h 后，肌肉中的 SOD

酶活力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在 8 h 时为最小值。

低氧暴露 6 h 后，呼吸树和消化道中的 SOD 酶活力

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复氧阶段，肌肉、呼吸树

和消化道中的 SOD 酶活力增加，8.5 h 时仍显著低于

对照组(P<0.05)，9.5 h 后，3 个组织中的 SOD 酶活

力恢复至对照组水平(P>0.05)。 
 

 
 

图 6  低氧胁迫及复氧过程中刺参不同组织中的 

SOD 酶活力的变化(平均值±标准误) 
Fig.6  Changes in the SOD activity in different 
 tissues of A. japonicus under hypoxia stress and 

 during reoxygenation (Mean±SE) 
 

3  讨论 

3.1  低氧胁迫对刺参各组织中 LD 含量的影响 

LD 是在无氧或缺氧的情况下机体发生糖酵解产

生的代谢产物。LD 的含量可以较灵敏反应机体组织

的氧供应量和代谢状态。在急性缺氧 24 h 过程中，凡

纳滨对虾(Litopenaeus vannamei)各组织中的 LD 含量

显著增加，恢复溶氧后LD含量回落(Zenteno-Savín et al, 

2006)；同样，在缺氧条件下中国明对虾(Fenneropenaeus 

chinensis)各组织中的 LD 含量增加，然而在缺氧 24 h

时 LD 含量降低，且恢复溶氧后 LD 含量又升高至对

照组的 2.3 倍(韦柳枝, 2010)1)。本研究中，在低氧胁

迫下刺参各组织中的 LD 含量增加，这是因为刺参通

过厌氧代谢(糖酵解)产生能量，造成 LD 含量增加，

恢复溶氧后，LD 含量逐渐回落。不同组织的 LD 含

量及变化幅度有所不同，肌肉和消化道在缺氧 4 h 时

的 LD 含量与对照组差异显著，而呼吸树在 8 h 后的

LD 含量与对照组差异显著。对照组和低氧胁迫组刺

参的不同组织中的 LD 含量依次为呼吸树>消化道>

肌肉，呼吸树组织中 LD 含量在低氧胁迫 8 h 后达

0.562 mmol/g。缺氧胁迫条件下，中国明对虾肌肉中

的 LD 含量为(1.316±0.152) mg/g(韦柳枝, 2010)1)，Mercier

等(2006)报道的低氧胁迫影响下凡纳滨对虾肌肉组织中

的 LD 含量最高，为(0.760±0.086) mg/g，且均高于本研 
                            

1) 韦柳枝. 低溶解氧对中国明对虾生长的影响及其机制的实验研究. 中国海洋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2010, 10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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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刺参的测定值。一般来说，动物通过厌氧代谢产

生能量来维持自身代谢以适应缺氧环境(Guppy et al, 

1994)，LD 含量的差异可能与物种、饲养环境、驯化

条件以及生长习性有关。刺参喜欢附着贴壁生活，运

动范围小，肌肉产生的 LD 含量比其他水产动物要少，

而呼吸树是刺参活动最为活跃组织，其 LD 含量相对

较高。 

3.2  低氧胁迫对刺参各组织中 MDA 含量的影响 

MDA 属于脂质过氧化物，是机体通过自身酶系

统和非酶系统产生的氧自由基作用于生物膜产生的

(贾旭颖, 2014)1)，它能够引起机体组织细胞功能受

损，用于指示机体脂质过氧化作用以及细胞功能受损

情况(Cossu et al, 2000)。研究表明，生物在逆境条件

下，其体内的 MDA 含量有所升高。低氧胁迫对苹果

砧木幼苗影响的研究发现，低氧胁迫使叶片和根中的

MDA 含量增加，且在胁迫期呈现先升后降再升趋势

(李翠英等, 2008)；重金属污染物如 Cr、Hg 和 Cu 等

胁迫对鱼影响中发现，随着浓度的升高和暴露时间的

延长，鱼肝和卵巢内 MDA 含量逐渐升高(Berntssen et 

al, 2003; Roméo et al, 2000; 王学锋等, 2010)；低盐度

胁迫对鲻鱼(Mugil cephalus)幼鱼各组织影响的研究

表明，低盐度水体中各组织的 MDA 含量增加，盐度

越低，MDA 含量越高，随着时间的延长，各组织的

MDA 含量逐渐降低至趋于稳定(吴庆元, 2014)2)；在刺参

逆境胁迫响应的研究中发现，刺参组织中的 MDA 含

量随着亚硝酸氮胁迫浓度的增加而增加，并且随着时

间的延长，MDA 含量也在增加(陈芸燕, 2013)3)。本研

究中，随着低氧胁迫时间的延长，刺参呼吸树和消化

道中的 MDA 含量升高，这是因为低氧环境使机体内

的抗超氧阴离子活力减弱，导致超氧阴离子攻击呼吸

树和消化道的生物膜磷脂中不饱和脂肪酸双键而导

致脂质发生过氧化反应，使其脂质过氧化物(MDA)

升高。而肌肉中的 MDA 含量降低可能是因为肌肉内

抗氧化酶(SOD、T-AOC 和 CAT 等)活性较高，机体

内较多的超氧阴离子被 T-AOC、SOD 和 CAT 清除，

还原成 H2O2，机体内积聚少量的氧自由基，因此，

肌肉内产生的脂质过氧化物较少。 

3.3  低氧胁迫对刺参各组织中抗氧化酶系的影响 

在正常的生理条件下，生物体通过不断地消除和

产生自由基和活性氧，分解氧化物，防止机体受到氧

化损害。该过程主要依赖机体的抗氧化防御体系，主

要包括 CAT、T-AOC、SOD 及 GST 等抗氧化酶     

(王宏伟等, 2008)。本研究中，低溶氧胁迫 8 h 内，随

着低氧胁迫时间的延长，T-AOC、GST 和 CAT 活力

逐渐增加；SOD 活力逐渐降低，恢复溶氧后逐渐恢

复至正常水平。这种变化可能是因为，低氧胁迫环境

中过多的超氧阴离子被 SOD 还原生成了 H2O2，低氧

环境中超氧阴离子的减少导致刺参组织中的 SOD 活

力降低，而 H2O2 的增多引起了体内过氧化物增加，

从而引起机体内抗氧化防御体系产生作用。复氧初

期，刺参各组织的 CAT、T-AOC 及 GST 活力较 8 h

时降低，但仍显著高于对照组；SOD 活力与 8 h 时相

比有所升高，但仍显著低于对照组。本研究中的

T-AOC、CAT、SOD 和 GST 活力结果显示，低氧阶

段和复氧初期的实验刺参发生了抗氧化防御反应。这

与 管 越 强 等 (2010) 报 道 的 低 溶 氧 对 日 本 沼 虾

(Macrobrachium nipponense)呼吸代谢和抗氧化能力

的影响以及 Zenteno-Savín 等(2006)报道的缺氧环境

对虾的抗氧化能力的影响的结果一致。证明了在低氧

胁迫和复氧初期阶段机体发生了显著的抗氧化防御

现象，这可能是机体面对低氧环境胁迫所作出的一种

自我保护。郑慧等(2014)发现缺氧暴露时，刺参的

SOD 活力降低，恢复溶氧后 SOD 恢复至正常水平。

此外，相同处理条件下刺参各组织间抗氧化酶系存在

一定的差异，这说明不同的组织对低氧胁迫的敏感程

度不同。 

4  结论 

本研究立足于低氧和复氧阶段刺参的生理响应，从

代谢物和抗氧化能力方面探讨了低氧胁迫对刺参的

生理生化指标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对刺参养殖实践中水

质调控、维持适宜的溶氧以促进刺参健康养殖具有指

导意义。在此研究基础上，随着生物逆境响应研究和

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可进一步对温度因子和低溶 
 

                            

1) 贾旭颖. 淡水养殖凡纳滨对虾(Litopenaeus vannamei)对环境胁迫的生理生态响应. 中国海洋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

论文, 2014, 62–78 

2) 吴庆元. 低盐胁迫对鲻鱼(Mugil cephalus)幼鱼生理生化的影响. 上海海洋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2014, 25–31 

3) 陈芸燕. 刺参(Apostichopus japonicus Selenka)对亚硝酸氮胁迫的生理生态学响应及其机制研究. 中国海洋大学硕

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2013, 2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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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的协同胁迫作用以及刺参逆境响应的内在分子机

制进行探索，以更深入的揭示刺参低氧逆境胁迫下的

响应机制。 

参  考  文  献 

王宏伟, 曹向可, 钱庆增, 等. 饲料中锰对日本沼虾抗氧化酶

活性的影响. 河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8, 28(3): 

300–304 

王学锋, 陈海刚, 蔡文贵, 等. 汞离子胁迫对红鳍笛鲷抗氧化

酶及乙酰胆碱酯酶活性的影响. 水产学报, 2010, 34(12): 

1829–1836 

区又君, 范春燕, 李加儿, 等. 急性低氧胁迫对卵形鲳鲹选育

群体血液生化指标的影响. 海洋学报, 2014, 36(4): 126–131 

代国杰, 朱建津, 高琳琳, 等. 褪黑素对小鼠抗氧化作用的影

响. 食品工业科技, 2010, 31(3): 347–350 

刘国山, 蔡星媛, 佟飞, 等. 威海双岛湾人工鱼礁区刺参大面

积死亡原因初探. 渔业信息与战略, 2014, 29(2): 122–129 

杜佳垠. 刺参分布·品系与引种问题. 北京水产, 2005(2): 55–57 

李桂峰, 康裕财, 孙际佳, 等. 酵母多糖对赤眼鳟非特异性免

疫机能的影响. 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3, 42(4): 

55–58 

李翠英, 马锋旺, 白团辉, 等. 低氧胁迫对苹果砧木幼苗生长

与生理特性的影响. 西北植物学报, 2008, 28(5): 1001–1006 

杨秀兰, 王鹏飞, 焦玉龙, 等. 刺参中间培育及生长特性的研

究. 齐鲁渔业, 2005, 22(10): 1–4 

沈凡, 樊启学, 杨凯, 等. 不同溶氧条件下黄颡鱼免疫机能及

抗病力的研究. 淡水渔业, 2010, 40(4): 44–49, 55 

郑慧, 李彬, 荣小军, 等. 盐度和溶解氧对刺参非特异性免疫

酶活性的影响. 渔业科学进展, 2014, 35(1): 118–124 

管越强, 李利, 王慧春, 等. 低氧胁迫对日本沼虾呼吸代谢和

抗氧化能力的影响. 河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0, 

30(3): 301–306 

廖玉麟. 中国动物志棘皮动物门海参纲.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7 

 

Berntssen MH, Aatland A, Handy RD. Chronic dietary mercury 

exposure causes oxidative stress, brain lesions, and altered 

behaviour in Atlantic salmon (Salmo salar) parr. Aquat 

Toxicol, 2003, 65(1): 55–72 

Bussell JA, Gidman EA, Causton DR, et al. Changes in the 

immune response and metabolic fingerprint of the mussel, 

Mytilus edulis (Linnaeus) in response to lowered salinity 

and physical stress. J Exp Mar Biol Ecol, 2008, 358(1): 78–85 

Cheng W, Liu CH, Cheng SY, et al. Effect of dissolved oxygen 

on the acid-base balance and ion concentration of Taiwan 

abalone Haliotis diversicolor supertexta. Aquaculture, 2004, 

231(1): 573–586 

Cossu C, Doyotte A, Babut M, et al. Antioxidant biomarkers in 

freshwater bivalves, Unio tumidus, in response to different 

contamination profiles of aquatic sediments. Ecotoxicol 

Environ Saf, 2000, 45(2): 106–121 

Guppy M, Fuery CJ, Flanigan JE. Biochemical principles of 

metabolic depression. Comp Biochem Physiol Part B 

Biochem Mol Biol, 1994, 109(2–3): 175–189 

Jiang LX, Pan LQ, Fang B. Effect of dissolved oxygen on 

immune parameters of the white shrimp Litopenaeus 

vannamei. Fish Shellfish Immunol, 2005, 18(2): 185–188 

Mercier L, Palacios E, Campa-Córdova ÁI, et al. Metabolic and 

immune responses in Pacific whiteleg shrimp Litopenaeus 

vannamei exposed to a repeated handling stress. Aquaculture, 

2006, 258: 633–640 

Roméo M, Bennani N, Gnassia-Barelli M, et al. Cadmium and 

copper display different responses towards oxidative stress 

in the kidney of the sea bass Dicentrarchus labrax. Aquat 

Toxicol, 2000, 48(2–3): 185–194 

Zenteno-Savín T, Saldierna R, Ahuejote-Sandoval M. Superoxide 

radical production in response to environmental hypoxia in 

cultured shrimp. Comp Biochem Physiol C Toxicol Pharmacol, 

2006, 142(3–4): 301–308 

(编辑  马璀艳) 
 



第 5 期 李根瑞等: 低溶氧胁迫对刺参(Apostichopus japonicus)氧化应激指标的影响 139 

 

Effects of Hypoxic Stress on Oxidative Stress  
Indices in Apostichopus japonicus 

LI Genrui1,2, REN Lihua2, SUN Guohua2①
, YANG Jianmin2,  

WEI Xiumei2, LIU Zhaocun3, LI Shangjun1, JIANG Han4 
(1.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2. Shandong Marine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Research Institute, Yantai  264006; 
3. Shandong Huachun Fisheries Co., Ltd., Dongying  257236; 4. Haiyang Fuhan Ocean Sci-Tech Co., Ltd., Haiyang  265116) 

Abstract    Apostichopus japonicus that usually habits in the temperate zon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aquaculture species at northern China coast. Dissolved oxygen, known as the oxygen content in water, is 

necessary for the survival of aquatic organisms and directly affects the enzyme activity, metabolism, and 

growth of aquatic organisms. Therefore, low dissolved oxygen during the hot weather is very harmful for 

sea cucumber aquaculture and has become an urgent issue. Here we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hypoxic 

stress on antioxidant capacity of A. japonicu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exposed to hypoxia 

[(2.0±0.2) mg/L] for 8 h, followed by reoxygenation [(7.0±0.2) mg/L] for 2.5 h. Then tissues from the 

muscle, respiratory tree, and digestive tract were collected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Levels of lactic acid, 

malondialdehyde (MDA), and activities of the antioxidant enzyme system in different tissues and time 

points were analyzed. It was found that during the exposure to hypoxia, the lactic acid content and 

activities of total antioxidant capacity (T-AOC), catalase (CAT) and glutathione-S-transferase (GST)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P<0.05), whereas the activity of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 became lower (P<0.05) with the extension of hypoxic exposure. The level of MDA in 

the muscle tissu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however, was higher in the 

respiratory tree and digestive tract. All of the oxidative stress indices gradually returned to normal levels 

during reoxygenation. Thes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as the aerobic metabolism was inhibited during hypoxia, 

the anaerobic metabolism was increased to maintain the energy supply. The elevated T-AOC, CAT and 

GST activities and declined SOD activity caused by hypoxia might be an antioxidant strategy to adapt to 

the hypoxic environment. Our study may provide useful information for the control of hypoxic conditions 

in sea cucumber aquaculture. 

Key words    Hypoxia stress; Apostichopus japonicus; Lactic acid; Malondialdehyde; Antioxidant 

enzym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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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温度胁迫对虾夷扇贝(Patinopecten yessoensis)

基因组 DNA 甲基化的影响* 

吴  彪 1  杨爱国 1①  孙秀俊 1  刘志鸿 1  周丽青 1  宫一震 2 
(1. 农业部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重点实验室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青岛  266071； 

2. 山东省垦利县海洋与渔业局  垦利  257500) 

摘要    为探讨急性温度胁迫对虾夷扇贝(Patinopecten yessoensis)基因组 DNA 甲基化水平的影

响，本研究从表观遗传学角度，运用甲基化敏感扩增多态性(Methylation-sensitive amplification 

polymorphism，MSAP)技术比较分析了升温海水(17℃和 24℃)急性胁迫虾夷扇贝(原暂养于 9℃的海

水中) 9 h 和 24 h 后基因组 DNA 甲基化的变化情况。结果显示，9 对引物在各组的总扩增位点数为

314–337，总甲基化位点为 79–94，所占比例为 23.45%–28.51%；所有处理组基因组 DNA 总甲基化

率低于对照组，急性升温胁迫使虾夷扇贝基因组 DNA 发生去甲基化，而且去甲基化程度随胁迫温

差增大和胁迫时间增长而增强，说明急性升温胁迫能够改变 DNA 甲基化水平和模式。本研究为进

行虾夷扇贝抗逆基因的筛查提供了新思路和研究基础，丰富了表观遗传学在扇贝中的研究资料。 

关键词    虾夷扇贝；急性温度胁迫；DNA 甲基化；甲基化敏感扩增多态性(MSAP) 

中图分类号  S9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6)05-0140-07 

虾夷扇贝(Patinopecten yessoensis)是一种冷水性

贝类，原产于日本北海道、俄罗斯千岛群岛南部等水

域，是品质优良的增养殖扇贝品种之一。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引入我国后，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虾夷扇贝

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海水经济养殖贝类，在黄海北部

以及山东长岛等地形成了规模化的繁育及增养殖产

业，与海湾扇贝 (Argopecten irradias)、栉孔扇贝

(Chlamys farreri)共同构成了我国北方沿海主要的扇

贝养殖品种(王庆成, 1984; Li et al, 2007; 常亚青等, 

2007; 李成林等, 2011)。然而，近些年，虾夷扇贝大

规模死亡在其主产区时常发生，尤其在夏季高温季

节，死亡率有时甚至超过 80%，给虾夷扇贝产业的健

康发展带来了巨大威胁 (张明明等 , 2008; 徐东等 , 

2010)。养殖密度大、种质下降、病原侵染等都可能

是造成大规模死亡的重要原因，但毋庸置疑，夏季水

温的升高是虾夷扇贝死亡事件发生的直接诱因之一

(蓝淑芳, 1990; 周玮等, 1992)。虾夷扇贝属于冷水性的

变温动物，其最适宜生长温度为 10–20℃，低于 0℃或

超过 23℃时，活力便减弱，生理状态受到影响(刘世禄

等, 2005)，其适应温度骤然变化的能力不强。因此，

海水温度不仅显著影响其生长、繁殖等生理特性，还

限制了养殖地域范围。为提高虾夷扇贝耐高温抗逆能

力，减少夏季死亡率，已有针对其耐热性状进行相关

筛选、高温对机体生理影响等方面的研究报道(徐东等, 

2010; 王庆志等, 2014)，这将有助于新品种(系)的开

发，对虾夷扇贝产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DNA 甲基化作为表观遗传学的重要研究内容，

具有调控基因的表达、维持基因组遗传物质的稳定

性、建立表观遗传模式等重要功能。在逆境胁迫下，

甲基基团能够迅速、可逆地对 DNA 进行修饰，避免

了不必要的基因重组，从而更加快速地响应环境的变

化(Boyko et al, 2008)。研究表明，生物和非生物胁迫

abc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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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能够引起植物 DNA 甲基化的改变，而且某些甲基

化的改变能够遗传给后代。如，烟草(Nicotiana tabacum)

基因组大约 10%的位点在非生物胁迫下发生低甲基

化，人工接种烟草花叶病毒(TMV)后，随着过敏性反

应(HR)的发展，病原菌应答基因 NtA lix 1 和 NtGP DL

的 DNA 甲基化迅速响应(1–24 h)，且呈现动态变化的

特点，基因表达量也发生改变(Wada et al, 2004; Choi 

et al, 2007)，表明研究环境胁迫对基因组 DNA 甲基化

的影响对于挖掘抗逆基因、开展抗逆新品种(系)培育具

有重要意义。然而，相对于植物，水产动物 DNA 甲

基化对胁迫响应的报道相对较少，主要集中于尼罗罗

非鱼 (Orecochromis niloticus) 耐寒品系 ( 朱华平等 , 

2013)、鲫鱼(Carassius auratus)(周新文等, 2001)、泥

鳅(Misgurnus anguillicaudatus)(王丙莲等, 2006)等为

数不多的一些物种，研究内容也尚处于研究基因组

DNA 甲基化水平上。虽然在海洋贝类中已有基因组

DNA 甲基化的相关报道，但其对环境胁迫的响应研

究十分匮乏。 

本研究运用甲基化敏感扩增多态性(MSAP)技术

分析急性温度胁迫对虾夷扇贝基因组 DNA 甲基化水

平和模式的影响，初步探讨其机体应对胁迫的表观响

应，研究能够为培育虾夷扇贝抗逆新品种(系)提供参

考数据，将丰富海洋贝类表观遗传学研究资料。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来源及胁迫实验 

实验用虾夷扇贝取自山东长岛海区，平均壳长为

(6.7±0.2) cm。扇贝运回实验室后，在 9℃的海水中充

气暂养，期间投喂硅藻、金藻等单胞藻。暂养 7 d，

待扇贝完全适应实验室环境后，进行温度胁迫实验。

胁迫温度设置 2 个梯度，即 17℃和 24℃，分别胁迫 9 h、

24 h 后，取鳃组织，置于液氮速冻后，保存于–80℃

中备用。将 17℃处理 9 h 的组别记为 A1 组，17℃处

理 24 h 记为 A2 组，24℃处理 9 h 记为 B1 组，24℃处

理 24 h 记为 B2 组，正常 9℃为对照组，记为 C 组。 

1.2  基因组 DNA 的提取 

以上述所取的扇贝鳃丝为材料，采用传统的酚-

氯仿法进行基因组 DNA 提取，具体步骤如下：取组

织约 100 mg，用剪刀剪碎后置于 475 μl 的 TE 裂解液

中加入 40 μl 10% SDS 和 5 μl 蛋白酶 K(20 mg/ml)，

在 56℃水浴中处理 3 h 左右使组织充分消化，然后依

次用 25∶24∶1 的酚-氯仿-异戊醇混合液抽提 2 次，

1/10 体积的 NaCl (3 mol/L)及 2 倍体积的无水乙醇沉

淀 30 min，70%乙醇洗涤后在生物安全柜中风干，TE

溶解沉淀。所提取的基因组 DNA 经 1.5%琼脂糖电泳

检测其完整性，OD260 nm/280 nm 检测纯度，调整 DNA

浓度至 300 ng/μl，存于–20℃中备用。 

1.3  MSAP 实验 

每组选择 6 个个体进行 MSAP 实验，具体参照

吴彪等(2012)的方法。其原理是基于 MspⅠ和 HpaⅡ

均能识别 CCGG 位点，但由于敏感性不同而产生差

异条带。首先，运用 EcoR I/Msp I(M 组)和 EcoRⅠ/Hpa

Ⅱ(H 组)分别对每个个体基因组 DNA 进行双酶切，

体系：1 μl DNA(300 ng/μl)，5 U EcoRⅠ (TaKaRa)，

5 U HpaⅡ/MspⅠ(TaKaRa)，2 μl 10×Buffer (TaKaRa)，

灭菌 ddH2O 加至 20 μl。依次在 37℃水浴中酶切 4 h、

65℃变性 10 min 后，储存于–20℃中。之后进行连接，

体系：5 μl 酶切产物，50 pmol HM 接头，10 pmol E

接头，5 U T4 DNA Ligase (TaKaRa)，4 μl 5× T4 DNA 

Ligase Buffer，补水至 20 μl，16℃连接过夜，产物稀

释 10 倍后用于预扩增。 

预扩增反应体系：2 μl 连接产物，2 μl 预扩引物 E0

和 HM0，0.5 U Taq 酶，2 μl 10× Taq buffer(含 Mg2+)，

1.6 μl dNTPs(各 2.5 mmol/L)，补水至 20 μl。PCR 扩

增反应条件：94℃预变性 3 min；94℃变性 30 s，56℃

退火 1 min，72℃延伸 1 min，20 个循环；最后 72℃

延伸 10 min。预扩增产物稀释 20 倍后作为选择扩增

的模板。 

选扩体系：3 μl 预扩增产物，2 μl HMn引物，0.5 μl En

引物，其他反应组分与预扩体系相同。PCR 反应程序：

94℃预变性 3 min；第 1 轮扩增 13 个循环，94℃变性

30 s，65℃退火 1 min (每循环降低 0.7℃)，72℃延伸 1 min；

第 2 轮扩增 25 个循环，包括 94℃变性 30 s，56℃退

火 1 min，72℃延伸 1 min，最后 72℃延伸 10 min。运

用 6%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对 PCR 产物进行电泳，银

染检测。本研究所用的引物信息见表 1。 

1.4  数据统计和分析 

对 HMn 和 En 引物组合进行筛选后，选择扩增条

带清晰、多态性好的引物用于实验分析。统计 PAGE

电泳图上每个个体 M 组和 H 组中 50–200 bp 的扩增

条带，有带记为 1，无带记为 0。计算各群体的平均

总甲基化率： 

平均总甲基化率=(全甲基化位点+半甲基化位

点 )/(未甲基化位点 +全甲基化位点+半甲基化位

点)×100% 

运用SPSS 软件对各群体总甲基化率进行多重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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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本研究所用的接头以及引物序列 
Tab.1  Sequences of adapters and primers used in this study 

 EcoRⅠ MspⅠ/HpaⅡ 

接头 Adapters (53) EA1：CTCGTAGACTGCGTACC 

EA2：AATTGGTACGCAGTCTAC

HMA1：GATCATGAGTCCTGCT 

HMA2：CGA GCA GGA CTC AGA A 

预扩引物 Pre-amplification primers(53) E0：GACTGCGTACCAATTC HM0：ATCATGAGTCCTGCTCGGG 

选扩引物 
Selective amplification primers(53) 

E1：GACTGCGTACCAATTCACA

E2：GACTGCGTACCAATTCAGT

E3：GACTGCGTACCAATTCAAC

E4：GACTGCGTACCAATTCGTC

E5：GACTGCGTACCAATTCAGCT

HM1：ATCATGAGTCCTGCTCGGGCTGA

HM2：ATCATGAGTCCTGCTCGGGCTGT

HM3：ATCATGAGTCCTGCTCGGGCTAT

HM4：ATCATGAGTCCTGCTCGGGCTAC

HM5：ATCATGAGTCCTGCTCGGGCTCA

HM6：ATCATGAGTCCTGCTCGGGCTCT

HM7：ATCATGAGTCCTGCTCGGGCTTC

HM8：ATCATGAGTCCTGCTCGGGCTTA

 

2  结果 

2.1  引物筛选 

以对照组扇贝群体的混合基因组 DNA 为模板，

通过酶切、连接反应后，用表 1 中的预扩和选扩引物

依次进行 PCR 扩增，扩增产物通过 6%聚丙烯酰胺凝

胶电泳检测，在 E1–5 和 HM1–8 的 40 对引物组合中筛

选获得引物，选用 E1HM4、E1HM5、E3HM5、E3HM6、

E4HM5、E4HM8、E5HM6、E5HM7、E5HM8 等 9 对引

物用于分析急性温度胁迫对虾夷扇贝基因组 DNA 甲

基化的影响。 

2.2  甲基化模式 

根据 MSAP 原理，由于 MspⅠ和 HpaⅡ对 CCGG

位点甲基化的敏感性差异，从而 H 组和 M 组对同一

CCGG 位点会产生不同的酶切效果，其扩增产物在丙

烯酰胺电泳图上会出现不同的条带类型。HpaⅡ对双

链内部 C 碱基的全甲基化敏感，不能切开双链内部 C

碱基全甲基化的位点，但对任意一条单链外部 C 碱基

甲基化不敏感，所以能够有效切开外部 C 碱基的半甲

基化位点；而 MspⅠ能够切开内部甲基化位点(HMeCG

或 MeCG)；2 种酶均不能有效切开外部 C 碱基的全甲

基化(MeCCG)或内外 C 碱基的全甲基化(MeCMeCG)、

全半甲基化(HMeCHMeCG)的位点。所以，每个样品 H

组和 M 组在同一个 CCGG 位点上的扩增产物不同，

根据 MSAP 凝胶电泳图谱上条带的有无，2 个泳道上

的同一位点会出现 3 种模式：(Ⅰ) H 组和 M 组的泳

道中均有条带(1, 1)，表示该位点去甲基化；(Ⅱ) 2 泳

道中 H 组中有条带，M 组中没有条带(1, 0)，表示该

位点半甲基化；(Ⅲ) 2 泳道中 H 组中没有条带，M 组

中有条带(0, 1)，表示该位点全甲基化。结果显示，

各组虾夷扇贝基因组 DNA 均具有上述 3 种甲基化模

式。不同 DNA 甲基化模式的扩增条带如图 1 所示。 

2.3  急性温度胁迫处理下 DNA 甲基化水平差异 

对各组虾夷扇贝基因组 DNA 在 MSAP 电泳图上

的扩增条带进行统计并对各组总甲基化率进行了多重

比较，结果见表 2 和表 3。结果显示，对照组 C 和 A1、

A2、B1、B2 的扩增位点分别为 326 和 337、314、331、

337，各组均以非甲基化位点为主，总甲基化位点分别

为 93 和 94、83、84、79，每个群体的平均总甲基化率

分别约为 28.51%和 28.2%、26.43%、25.38%、23.45%。

与对照组相比，只有 B2 组的总甲基化率存在显著差

异(P<0.05)，其他组差异均未达到显著水平(P>0.05)。

但虾夷扇贝基因组 DNA 甲基化水平在温度胁迫下有

明显的规律性变化。可以看出，急性升温胁迫能够使

虾夷扇贝基因组 DNA 总甲基化率下降，所有处理组均

小于对照组，有明显的去甲基化趋势。而且，在相同的

处理时间下，温差增加总甲基化率降低(A1＞B1，A2＞

B2)，而在相同温差刺激条件下，处理时间增长，总

甲基化下降(A1＞A2，B1＞B2)。 

3  讨论 

DNA 甲基化是指甲基化基团在甲基转移酶的催

化作用下被添加到 DNA 分子中的胞嘧啶上形成 5-甲

基胞嘧啶，是一种重要的表观修饰方式。目前，进行

DNA 甲基化检测主要有检测基因组整体水平的甲基

化、特异位点甲基化以及寻找新甲基化位点 3 个主要

目的，所用的检测方法主要有甲基化敏感扩增多态性

(MSAP)、重亚硫酸盐测序法和芯片技术等。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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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引物组合在虾夷扇贝基因组 DNA 中的 MSAP 扩增图谱 
Fig.1  DNA methylation profile of P. yessoensis using different primer pairs 

H：EcoRⅠ/Hpa Ⅱ酶切产物泳道；M：EcoRⅠ/MspⅠ酶切产物泳道 

A：去甲基化位点；B：半甲基化位点；C：全甲基化位点 

H: PCR products of enzymatic digestion by EcoRⅠ and HpaⅡ, M: PCR products of enzymatic digestion by EcoR I and Msp I; 
A: Unmethylated, B: Hemi-methylated, C: Fully-methylated 

 
表 2  不同温度处理条件下的虾夷扇贝基因组 DNA 甲基化水平 

Tab.2  The genomic DNA methylation of P. yessoensis under different temperatures 

甲基化位点 Methylated sites 

组别 
Groups 

总扩增位点 
Total amplified 

sites 

非甲基化位点 
Non-methylated 

sites 

总甲基化位点
Total methylated

sites 

全甲基化位点 
Fully-methylated

sites 

半甲基化位点 
Hemi-methylated 

sites 

总甲基化率 
Total methylation 

rate(%) (Mean±SD)

A1 337 243 94 46 48 28.20±2.10 

A2 314 231 83 55 28 26.43±1.41 

B1 331 247 84 30 54 25.38±0.92 

B2 337 258 79 43 36 23.45±0.88 

C 326 233 93 28 65 28.51±1.80 

 
MSAP 是在扩增片段长度多态性(AFLP)技术上发展

而来的，具有较好的有效性和可靠性，是目前研究基

因组 DNA 甲基化整体水平的成熟方法之一(Xiong et al, 

1999; Yaish et al, 2014)。相对而言，MSAP 具有操作

简单、敏感性强、成本低等优点，已广泛应用在动植

物育种、杂交优势分析等方面的研究中，但在水产领

域中的应用起步较晚。已有的报道表明，MSAP 也能

够较好地应用于鱼 (周新文等 , 2001; Fang et al, 

2013)、虾(杜盈等, 2013)、贝(于涛等, 2010; 吴彪等, 

2012; Sun et al, 2014; 姜群等, 2014)、海参(郭婷婷等, 

2013)等多种重要水产经济动物的基因组 DNA 甲基

化的分析中。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水产动物不同

群体和不同组织 DNA 甲基化水平的研究上。随着技

术的不断发展，MSAP 在贝类上的研究报道也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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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组别虾夷扇贝基因组DNA总甲基化率的多重比较 
Tab.3  Multiple comparisons of total methylation rate  

among different groups of P. yessoensis 

组别 Groups 

 A1 A2 B1 B2 C 

A1 — 0.0177 0.0282 0.0475* –0.0031

A2  — 0.0105 0.0298 –0.0208

B1   — 0.0193 –0.0313

B2    — –0.0506*

C     — 

*: 差异显著(P＜0.05)  *: significant difference  
 

多，在栉孔扇贝、杂交扇贝、太平洋牡蛎(Crassostrea 

gigas)等相关研究中都证实了 MSAP 应用在贝类上的

可行性和可靠性。本研究通过筛选引物组合，选用了

扩增稳定、多态性好的 9 对引物组合，证实 MSAP

能够较好地应用于虾夷扇贝基因组 DNA 甲基化的研

究中。姜群等(2014)对 MASP 技术进行了改进，在原

技术基础上对选择性引物进行荧光标记，采用测序仪

检测荧光信号后利用软件将峰图转化为数据，大大提

高了检测灵敏度，高效地完成了太平洋牡蛎不同组织

DNA 甲基化的检测，充分显示了该技术在贝类分析

中的广阔应用前景。 

本研究选用虾夷扇贝鳃丝组织作为研究对象，统

计获得各组基因组 DNA 总甲基化率的范围为 23.45%– 

28.51%，与已报道的栉孔扇贝(20.9%–21.7%、32.08%)  

(吕佳等, 2013; Sun et al, 2014)、海湾扇贝(25.99%) (吕佳

等, 2013)、太平洋牡蛎(26.4%) (Jiang et al, 2013)、虾

夷扇贝(32.88%–32.97%) (吕佳等, 2013)、杂交扇贝

(18.7%–22.7%) (吴彪等, 2012)等多种贝类的数据相

近。取样部位、材料来源、检测方法、统计所选用的

引物及统计范围等都可能造成总体甲基化率的差异，

如使用灵敏度更高的手段检测太平洋牡蛎 MSAP 分

析结果时，总甲基化率提高了 8% (Jiang et al, 2013; 

姜群等, 2014)。虽然不同学者的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的

差异，但这些数据为初步了解贝类基因组 DNA 甲基

化状况和进一步深入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 

DNA 甲基化与基因表达密切相关，大量的研究

表明，外界环境的变化能够引起基因组 DNA 甲基化

状态的改变(Steward et al, 2002; 王丙莲等, 2006; 钟兰

等, 2007; 潘雅姣等, 2009)，从而调控基因表达以快速

适应环境。虾夷扇贝是一种冷水性的贝类，对高温耐

受能力差，最高正常成活水温为 23.8℃(陈舜等, 2007)，

15–22℃之间温度升高能够显著改变 T-AOC、MDA

和 CAT 的活力(贲月等, 2013)，而且温度剧烈和缓慢 

变化都能够引起虾夷扇贝耗氧率和排氨率变化(徐东

等, 2010)，更高的水温甚至可能会引起虾夷扇贝的大

量死亡。可见，温度变化对虾夷扇贝机体生理状态变化

具有显著影响，但目前有关温度对贝类基因组 DNA

甲基化影响的研究尚未有报道。本研究发现，所有处

理组总甲基化率均低于对照组，说明急性温度胁迫使

虾夷扇贝基因组 DNA 总甲基化下降，去甲基化现象

明显。而且，在本实验条件下，总甲基化水平随温差、

处理时间的增加而下降，甲基化模式变化也具有一定

的规律性。朱华平等(2013)分析了罗非鱼耐寒品系与

正常组基因组 DNA 甲基化的差别，也发现连续多代

的低温胁迫使尼罗罗非鱼 DNA 发生了去甲基化反

应，基因组甲基化程度降低。低温处理后，水稻(华扬

等, 2005)、玉米(Steward et al, 2002)等基因组甲基化

也都发生了变化。这说明，外界环境变化影响了某些

基因的甲基化状态，从而基因的表达状态发生改变以

更加适应逆境。Gavery 等(2010)已经证实，太平洋牡

蛎不同基因家族的 DNA 甲基化状态是不同的，甲基

化能够有效调控太平洋牡蛎的基因表达，尤其是抗逆

和环境响应相关的基因。因此，通过对不同性状群体

基因组甲基化状态进行比较分析，筛查特异性片段进

而与性状关联分析，是获得目的性状相关候选基因的

有效途径之一，在一些种类中已有相关报道(Hu et al, 

2013; Xiao et al, 2013)。与太平洋牡蛎(姜群等, 2014)

的研究结果相似，本研究也没有发现在所有个体中都

稳定出现的差异片段，差异片段仅存在于部分的个体

当中，这可能是由于贝类较高杂合度及所用引物少、

个体对逆境反应程度不同等原因造成的。总之，通过

研究急性温度胁迫对虾夷扇贝基因组 DNA 甲基化水

平的影响，对于阐明 DNA 甲基化在虾夷扇贝抗逆反

应中的作用，筛选重要的相关基因提供了新思路和理

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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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Acute Temperature Stress on Genome-Wide DNA  
Methylation Profiles in Patinopecten yessoensis 

WU Biao1, YANG Aiguo1①
, SUN Xiujun1, LIU Zhihong1, ZHOU Liqing1, GONG Yizhe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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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reau of Shandong Province, Kenli  257500) 

Abstract    DNA methylation plays important roles in many biological processes such as gene expression 

regulation and genomic imprinting. Up to date, studies have mostly focused on the status of DNA methylation 

in different tissues of aquatic animals. Stress-inducing alteration in DNA methylation in shellfish remains 

elusive. Japanese scallop Patinopecten yessoensis, an economically valuable bivalve species, are only cultured 

in northern areas of Shandong Province and Liaoning Province in China due to their specific temperature 

requirement. In the present study, methylation-sensitive amplification polymorphism (MSAP) was employed to 

investigate the profiles of genome-wide DNA methylation of P. yessoensis after acute temperature stress. P. 

yessoensis was challenged at 17℃ and 24℃ for 9 hours and 24 hours respectively. Then DNA in the gill was 

extracted with traditional phenol/chloroform method. Next, each DNA sample was digest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EcoRⅠ HpaⅡ, EcoRⅠ, and MspⅠ, followed by the connection to adapters with T4 ligase. Nine pairs of 

E/HM primers were selected to study the change in genome-wide DNA methylation. Totally 314–337 amplified 

sites were obtained in all subjects, of which 79–94 were methylated sites, accounting for 23.45%–28.51% of all 

sites. The total methylation rates of all experimental groups, except for that of 24℃ /24 hours, were 

in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level. Moreover, the reduction in methylation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temperature difference and exposure time. These data implied that the level and pattern of DNA 

methylation could be altered by acute temperature stress. Our findings provided insight into gene screening for 

important traits and better understand of epigenetic dynamic in bivalves. 

Key words    Patinopecten yessoensis; Acute temperature stress; DNA methylation; Methylation-sensitive 

amplification polymorph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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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海域不同品种坛紫菜(Pyropia haitanensis) 

挥发性成分的比较分析* 

李  微  阿曼尼萨·买买提  徐继林①  骆其君  于珊珊  朱  鸶 
(宁波大学  应用海洋生物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宁波  315211) 

摘要    采用顶空固相微萃取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结合多变量数据分析，对不同品种、不同

养殖海域、不同收割期坛紫菜的挥发性成分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栽培在 2 个海域的 2 种品

种坛紫菜中，共检测到 115 种挥发性组分，其中，烃类和醛酮类物质的含量和种类占据了极大优势。

主成分分析(PCA)显示，坛紫菜的挥发性组分有明显的品种和地区性差异，不同品种间的主要差异

组分有 8-十七碳烯、1-十七碳烯、壬醛、2-乙烯基-6-甲基吡嗪、辛醛等成分，不同海域的主要差异

组分有 8-十七碳烯、壬醛、2-乙烯基-6-甲基吡嗪、1-十七碳烯、苯乙烯等。另外，不同收获期坛紫

菜挥发性成分的变化跟养殖海域有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    坛紫菜；挥发性成分；固相微萃取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主成分分析(PCA) 

中图分类号 TS25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6)05-0147-10 

紫菜是一种重要的栽培海藻，我国人工养殖开始

于 19 世纪 70 年代，大规模人工养殖的物种是条斑紫

菜和坛紫菜。坛紫菜(Pyropia haitanensis)为典型的暖温

带种类，是我国的特有品种(施之新等, 2006)。坛紫

菜味道鲜美、营养丰富，不仅含有丰富的宏量营养素，

还富含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是当今研究开发健康食

品的首选(穆凯峰等, 2011)。 

除营养成分外，风味也是评定食品感官质量的重

要内容，是食品能否为消费者接受的主要因素之一

(姚兴存等, 2015)。目前，对于紫菜特征挥发性物质

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胡传明等, 2011)，但是，栽培在

不同水域、不同品种及不同收获期紫菜挥发性组分的

差异性，对于紫菜栽培品种、养殖区域、采收期的选

择及产品质量的控制有着重要的意义，但目前除了关

于不同采收期紫菜风味物质变化的研究外(应苗苗等, 

2010)，还未见报道。 

本研究选择申福 2 号和浙东 1 号 2 个坛紫菜品

种，对在浙江洞头和浙江象山 2 个养殖区域的紫菜分

不同时期进行收获，利用固相微萃取气相色谱质谱

联用技术 (SPME-GC-MS)对紫菜样品的挥发性组分

进行测定，并利用多变量数据分析软件对不同品种、

不同养殖区域、不同收获期的坛紫菜挥发性成分的差

异进行详细研究，可为我国紫菜养殖业的健康发展提

供参考数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样品采集 

在 2012 年 10–12 月间，在我国南方紫菜主要养

殖区域的浙江洞头和浙江象山海域，选取坛紫菜 2 个

代表性品种(浙东 1 号和申福 2 号)作为采集对象，分

4–5 次进行采集(表 1)，淡水洗净后冷冻干燥备测。 

1.2  仪器和试剂 

选用日本 SHIMADZU 公司 QP2010 气相色谱–

质谱(GC-MS)联用仪进行坛紫菜挥发性成分分析，选

abc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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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美国 Supelco 公司 60 m×0.32 mm×0.18 m vocol

色谱柱分离，选择美国 Supelco 公司 75 m DVB/ 

CAR/PDMC 萃取头吸附坛紫菜挥发性成分。 
 

表 1  样品编号及采集地点、时间 
Tab.1  Sample number and the collecting time and site 

编号 
No. 

品种(采集地点) 
Strain and collecting site 

采集时间 

(年-月-日) 
Collecting time

(Y-M-D) 

sfdt-1 申福 2 号(浙江洞头) 
Shenfu 2, Dongtou Zhejiang 

2012-10-29 

sfdt-2 申福 2 号(浙江洞头) 
Shenfu 2, Dongtou Zhejiang 

2012-11-14 

sfdt-3 申福 2 号(浙江洞头) 
Shenfu 2, Dongtou Zhejiang 

2012-11-29 

sfdt-4 申福 2 号(浙江洞头) 
Shenfu 2, Dongtou Zhejiang 

2012-12-20 

zddt-1 浙东 1 号(浙江洞头) 
Zhedong 1, Dongtou Zhejiang 

2012-10-29 

zddt-2 浙东 1 号(浙江洞头) 
Zhedong 1, Dongtou Zhejiang 

2012-11-14 

zddt-3 浙东 1 号(浙江洞头) 
Zhedong 1, Dongtou Zhejiang 

2012-11-29 

zddt-4 浙东 1 号(浙江洞头) 
Zhedong 1, Dongtou Zhejiang 

2012-12-20 

zdxs-1 浙东 1 号(浙江象山) 
Zhedong 1, Xiangshan Zhejiang 

2012-10-19 

zdxs-2 浙东 1 号(浙江象山) 
Zhedong 1, Xiangshan Zhejiang 

2012-11-01 

zdxs-3 浙东 1 号(浙江象山) 
Zhedong 1, Xiangshan Zhejiang 

2012-11-18 

zdxs-4 浙东 1 号(浙江象山) 
Zhedong 1, Xiangshan Zhejiang 

2012-12-07 

zdxs-5 浙东 1 号(浙江象山) 
Zhedong 1, Xiangshan Zhejiang 

2012-12-30 

 

1.3  方法 

1.3.1  样品预处理    在 15 ml固相微萃取顶空样品

瓶中，加入 0.2 g 坛紫菜样品，30℃下进行顶空吸附

后进行 GC/MS 分析(胡传明等, 2011)，所有样品经   

3 次平行测定，结果取均值。 

1.3.2  色谱质谱条件和数据处理     根据陈姣等

(2014)的色谱质谱分析方法，GC 条件：采用不分流

进样模式，进样口温度 210℃，载气为高纯氦气，柱

流速 1.99 ml/min，柱前压 83.5 kPa，柱起始温度 35℃，

保持 3.5 min，以 3℃/min 升至 40℃，保持 1 min，再

以 5℃/min 升至 100℃后以 10℃/min 升至 210℃，保

持 25 min。 

MS 条件：用电子轰击(Electron Impact, EI)源分

析，电子能量为 70 eV，离子源温度 200℃，接口温度

210℃，选取全程离子碎片扫描(SCAN)模式，质量扫

描范围为 45–1000，溶剂延迟 0.6 min。 

进行挥发性成分检测后，利用 NIST 库和 WILEY

库检索，结合相关文献(孙静等, 2011; 吴薇等, 2013)

进行挥发性成分定性分析，并依据面积归一法求得各

成分百分组成后，导入瑞典 Umetrics AB 公司生产的

SIMCA-P+12.0 分析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PCA)和最

小二乘法判别分析(OPLS-DA)，从而得到各样品间的

差异信息和造成这种差异的挥发性组成标志物信息。 

2  结果 

通过 GC-MS 分析，从坛紫菜中共分离出 115 种

挥发性成分，主要包括烃类、醇类和醛酮类物质。除

以上三大类化合物外，还检测到百分含量相对较高的

二氯甲烷、乙酸乙酯、三氯甲烷、壬酸、吡嗪类物质等。 

2.1  烃类物质 

2 个品种的坛紫菜中共检测出 29 种烃类物质，

占 88%左右，除了含量最高的 8-十七碳烯外，己烷、

苯乙烯、十一到十六烷烃、1-十五碳烯和 1-十七碳烯

等均为 2 个坛紫菜品种的共有成分，其他含量均甚少

(表 2)。 

2.2  醇类物质 

在坛紫菜样品中共检测出醇类物质 23 种，占 2%

左右，在 2 种坛紫菜中均检测出乙醇、1-戊烯-3-醇、

异戊醇、1-己醇、1-辛烯-3-醇、(5Z)-1,5-辛二烯-3-醇、

2-辛烯-1-醇、1-辛醇、苯甲醇、2,6-二甲基环己醇、

反式-2-十一烯-1-醇、雪松醇等(表 3)。 

2.3  醛类物质 

醛酮类物质共鉴定出 39 种，占 7%左右，其中，

庚醛、辛醛、壬醛、癸醛、十二醛等饱和直链醛含量

相对较高，而不饱和羰类化合物主要有 2,4-戊二烯

醛、2,4-庚二烯醛、2-辛烯醛、3,5-辛二烯-2-酮、苯

甲醛、苯乙酮、2-壬烯醛、(E, Z)-2,6-壬二烯醛、6,10-

二甲基-5,9-十一碳二烯-2-酮等(表 4)。 

2.4  坛紫菜风味物质的差异 

为了更清晰地分析 2 种坛紫菜在不同栽培海域、

不同采收期风味物质的差异，在 SIMCA-P 软件中对

坛紫菜各样品和对应挥发性物质相对含量进行主成

分分析，得到各样品在第一主成分和第二主成分构成

的平面上的投影得分图(图1)，图 1 中的标注点代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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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坛紫菜样品挥发性成分的 PCA 得分 
Fig.1  The PCA score plot of the volatile components in  

P. haitanensis 
 

同收获期、不同品种的坛紫菜样品。通过分析在二维

空间上物质聚类分布的 PCA 得分图，可以明确观察

到样品间的异同(黄梅丽等, 2008)。由图1 可见，在第

一主成分和第二主成分构成的 PCA 得分图上，同样

在浙江洞头栽培的“浙东 1 号”(zddt)和“申福 2 号”

(sfdt)紫菜样品明显分开，而同样是“浙东 1 号”紫

菜，浙江洞头的坛紫菜样品(zddt)与浙江象山的样品

(zdxs)之间也有着明显的距离，说明样品的挥发性组

分有着明显的品种和地区性差别。 

3  讨论 

3.1  坛紫菜的挥发性组分 

与其他水产动物的挥发性成分主要由醛酮类物

质和醇类物质的组成不同(蔺佳良等, 2014; 冯倩倩等, 

2012)，坛紫菜中烃类和醛酮类化合物占绝大多数，其

中比例最大的是 8-十七碳烯，相对百分含量高达

65.57%–83.69%(表 2)，而其他关于大型海藻风味物质

的研究表明，8-十七碳烯也是其他大型海藻共有的特

征风味物质(伊纪峰等, 2009; 宋绍华等, 2012)。坛紫

菜醛酮类中壬醛等占很大比例，占 0.78%–5.74%。 

烃类主要来源于脂肪酸烷氧自由基的均裂

(Drumm et al, 1991)，有些烷烯烃类是在一定条件下

裂解之后产生腥味的潜在物质(谢笔钧, 2011)。甲壳类

和鱼类等海产品的挥发物中都含有丰富的烷烯烃类

物质，由于具有较高的阈值，因此，此类物质对于整

体风味贡献小(陈姣等, 2014)，但 8-十七碳烯在坛紫

菜中相对含量高达 65%以上，对坛紫菜的整体气味影

响值得进一步研究。据报道，8-十七碳烯是一种化学

感应物质，由生物体内的酶促反应生成，在生物体愈

伤过程中，可以作为生物信息素起一定作用(Pohnert 

et al, 2002)。 

一般而言，挥发性醇类表现出的气味品质较为柔

和(陈婉珠等, 2006)。醇类的阈值稍高，只有高含量的

醇类才会对气味产生较大的影响(Wuraenberger et al, 

1984)，因此，紫菜样品中醇类含量较少，对紫菜气

味的贡献值不大。 

本研究中检测到大量饱和及不饱和的醛酮类物

质。饱和直链醛一般带有辛辣刺激性气味，而气味随

链长的增加逐渐减弱(Refsgaard et al, 1997)，这些饱

和直链醛的感觉阈值很低，对紫菜特定风味的产生起

着重要作用。检测到的壬醛在这些饱和直链醛中变化

较大，且相对百分含量较高，会产生辛辣的刺激性气

味(Widjaja et al, 1996)，因此，壬醛在醛酮类成分中

对紫菜特定风味有着较大贡献。而不饱和醛大多有愉

快的香气(Jive et al, 2005)，如 2-己烯醛具有青草香味

(阚建全, 2002)，苯甲醛具有令人愉快的坚果香、水

果香和杏仁香，是烤花生中含有的主要单羰基化合物

(曾绍东等, 2010)，在气味中有加和作用，而 2,4-庚二

烯醛被认为具有鱼腥味和金属味(宋绍华等, 2012)。

酮类物质阈值一般要高于其同分异构体的醛，可呈现

出焦燃味、脂肪味和桉叶味(李淑荣等, 2010)。另外，

在 2 种坛紫菜中都有检出的 3,5-辛二烯-2-酮，对腥味

有一定的增强作用(Seik et al, 1971)。 

酯类化合物是由羧酸和醇经酯化而成，大多给予

食品一种果香或花香味(龙斌等, 2013)，所以酯类对

坛紫菜整体风味也做出了贡献。吡嗪类化合物是含氮

的杂环化合物，是美拉德反应的中间产物(周永妍等, 

2015)，具有强烈的香气，而且其香气散透性好，极

限浓度极低，呈烤香味。此外，样品中还检测出噻唑

类物质(苯并噻唑)，这些物质含量虽低但在采收的样

品中普遍存在，由于其气味极强，会呈现出鲜菜、烤

肉或坚果等香气特征(吴薇等, 2013)，故也会影响紫

菜的整体风味。已有研究指出，海藻是目前最丰富的

卤素代谢产物的来源，很多红藻中存在挥发性卤化物

(陈姣等, 2014)，而在本研究中，挥发性卤化物如二

氯甲烷、三氯甲烷等在坛紫菜中均检测到。 

3.2  不同样品坛紫菜挥发性成分比较 

3.2.1  不同坛紫菜挥发性成分比较    对同样在浙

江洞头海域栽培的申福 2 号和浙东 1 号坛紫菜挥发性

成分相对含量进行同期差异比较，对烃类物质，申福

2 号中烃类相对含量均高于浙东 1 号，其中二者烃类

含量最高的均为第 1 批次采收的坛紫菜，申福 2 号高

达 92.25%，而浙东 1 号的第 1 批次采收的坛紫菜中

烃类为 86.32%。对醛酮类物质，浙东 1 号第 3 批次

的坛紫菜达 15.32%，第 2 批次为 13.27%，而申福 2

号第 3 批次采收的坛紫菜中醛酮类含量为 6.50%，第

2 批次只有 4.86%，明显低于浙东 1 号。醇类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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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个海域差异不大。除这三大类的其他物质，浙东 1

号的其他挥发性组成总量均稍高于申福 2 号。 

为了更明确这 2 个品种挥发性具体组成差异，对

这 2 组组分进行 OPLS-DA 分析，可得到造成这 2 个

品种坛紫菜明显区别开来的权重前 20 的挥发性组分

(表 5)，浙东 1 号中 8-十七碳烯、1-十七碳烯、十五

烷和雪松醇明显高于申福 2 号，而申福 2 号中壬醛、

2-乙烯基-6-甲基吡嗪、辛醛、2，4-戊二烯醛、癸醛、

十四烷、乙酸乙酯、十三烷、苯甲醛、苯甲酸甲酯、

反式 β 紫罗兰酮、三甲基吡嗪、十二烷、1-十六碳烯

和 3，5-辛二烯-2-酮等明显高于浙东 1 号。由此可以

看出，相对含量最高的烃类在浙东 1 号坛紫菜中要明

显高于申福 2 号，而申福 2 号坛紫菜中的醛酮类物质

也要高于浙东 1 号，其中 8-十七碳烯和壬醛对于浙东

1 号与申福 2 号坛紫菜的风味差异起着明显的作用。 

3.2.2  不同海域坛紫菜挥发性组成比较    为比较

不同栽培海域同一品种坛紫菜挥发性成分组成情况，

对采自浙江洞头和浙江象山的浙东 1 号坛紫菜进行

挥发性物质总类含量分析，对于挥发性含量最高的烃

类物质，浙江象山坛紫菜明显高于浙江洞头，其中浙

江象山第 4 批次采收的坛紫菜烃类总百分含量最高

达 94.03%，浙江洞头坛紫菜的烃类含量相对较少，

第 1 批次采收的烃类含量为 86.32%。而醛酮类含量

则相反，浙江洞头醛酮类物质相对含量较高，第 3 批

次采收的紫菜达 15.32%，浙江象山海域最高只有

6.73%。醇类物质二者差异不大，其他类物质相对含

量象山海域要比洞头海域多。 

对这 2 组组分进行 OPLS-DA 分析以更明确讨论

这 2 个海域挥发性具体组成差异，可得到造成不同海

域的浙东 1 号坛紫菜明显区别开来的权重前 20 的挥

发性组分(表 6)，浙江洞头坛紫菜中的壬醛、2-乙烯

基-6-甲基吡嗪、辛醛、十四烷、十三烷、2,5-二甲基 
 

表 5  两个品种坛紫菜变化差异权重前 20 种的挥发性物质 
Tab.5  Top 20 volatile components that determine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strains of P. haitanensis 

序号 
No. 

协方差 
Covariance 

相关系数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变异权重系数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weight

挥发性化合物 
Volatile components 

1 0.58 0.73 6.13 8-十七碳烯 8-heptadecene 

2 0.37 0.89 3.92 壬醛 Nonanal 

3 0.28 0.92 2.98 1-十七碳烯 1-heptadecene 

4 0.27 0.85 2.87 2-乙烯基-6-甲基吡嗪 2-ethyl-6-methyl-pyrazine

5 0.18 0.91 1.90 辛醛 Octanal 

6 0.14 0.77 1.44 十五烷 Pentadecane 

7 0.14 0.87 1.42 2,4-戊二烯醛 2,4-pentadienal 

8 0.12 0.78 1.24 癸醛 Decanal 

9 0.12 0.78 1.23 十四烷 Tetradecane 

10 0.12 0.83 1.23 乙酸乙酯 Ethyl acetate 

11 0.12 0.74 1.22 十三烷 Tridecane 

12 0.10 0.62 1.09 苯甲醛 Benzaldehyde 

13 0.10 0.97 1.05 雪松醇 Cedrol 

14 0.10 0.82 1.04 苯甲酸甲酯 Methyl benzoate 

15 0.09 0.88 0.97 反式 β 紫罗兰酮 Trans-β-ionone 

16 0.09 0.58 0.94 未知 Unknown 

17 0.09 0.86 0.92 三甲基吡嗪 Trimethyl pyrazine 

18 0.08 0.89 0.88 十二烷 Dodecane 

19 0.08 0.77 0.87 1-十六碳烯 1-hexadecene 

20 0.08 0.66 0.84 3,5-辛二烯-2-酮 3,5-octadiene-2-one 

注：“协方差或相关系数”的“+”、“”表示不同紫菜里对应物质含量的高低，“+”表示 sfdt 物质含量比 zddt 高，“”表

示 zddt 物质比 sfdt 含量高；而“变异权重系数”则代表不同紫菜对应物质间的含量倍数。下同 
Note: Positive correlation and covariance of a volatile component in the table suggested that the relative abundance of the 

component in sfdt P. haitanensis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zddt P. haitanensis, and that with negative data in sfdt P. haitanensis 
was lower than that in zddt P. haitanensis. The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weight suggested the changed fold of the corresponding 
volatile component in different kinds of P. haitanensis. Same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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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zddt 与 zdxs 坛紫菜变化差异权重前 20 种的挥发性物质 
Tab.6  Top 20 volatile components that determined differences between zddt and zdxs P. haitanensis 

序号 
No. 

协方差 
Covariance 

相关系数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变异权重系数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weight

挥发性化合物 
Volatile components 

1 0.59 0.75 6.06 8-十七碳烯 8- heptadecene 

2 0.37 0.88 3.90 壬醛 Nonanal 

3 0.31 0.93 3.21 2-乙烯基-6-甲基吡嗪 2-ethyl-6-methyl-pyrazine

4 0.21 0.83 2.14 1-十七碳烯 1- heptadecene 

5 0.17 0.85 1.76 苯乙烯 Styrene 

6 0.16 0.88 1.69 辛醛 Octanal 

7 0.13 0.88 1.33 十四烷 Tetradecane 

8 0.13 0.82 1.33 十三烷 Tridecane 

9 0.12 0.76 1.26 2,5-二甲基吡嗪 2,5-dimethyl pyrazine 

10 0.12 0.69 1.24 十五烷 Pentadecane 

11 0.11 0.98 1.16 三甲基吡嗪 Trimethyl pyrazine 

12 0.10 0.54 1.05 苯甲醛 Benzaldehyde 

13 0.10 0.79 1.00 2,6-二甲基环己醇 2,6-dimethyl-cyclohexanol 

14 0.09 0.67 0.95 癸醛 Decanal 

15 0.09 0.90 0.92 1-辛醇 1-octanol 

16 0.09 0.89 0.92 反式 β 紫罗兰酮 Trans-β-ionone 

17 0.09 0.96 0.90 2,3-丁二酮 2,3-butanedione 

18 0.09 0.94 0.89 十二烷 Dodecane 

19 0.08 0.81 0.87 6,10-二甲基-5,9-十一碳二烯-2-酮 
6,10-dimethyl-undec-5,9-diene-2-one 

20 0.08 0.77 0.87 十六烷 Hexadecane 

注：“协方差或相关系数”的“+”、“”表示不同紫菜里对应物质含量的高低，“+”表示 zdxs 物质含量比 zddt 高，“”表

示 zddt 物质比 zdxs 含量高；而“变异权重系数”则代表不同紫菜对应物质间的含量倍数 
Note: Positive correlation and covariance of a volatile component in the table suggested that the relative abundance of the 

component in zdxs P. haitanensis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zddt P. haitanensis, and that with negative data in zdxs P. haitanensis 
was lower than that in zddt P. haitanensis. The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weight suggested the changed fold of the corresponding 
volatile component in different kinds of P. haitanensis 

 
吡嗪、三甲基吡嗪、苯甲醛、2,6-二甲基环己醇、癸

醛、反式 β 紫罗兰酮、2,3-丁二酮、十二烷和 6,10-

二甲基-5,9-十一碳二烯-2-酮等明显高于浙江象山，而

浙江象山中 8-十七碳烯、1-十七碳烯、苯乙烯、十五

烷、1-辛醇和十六烷明显高于浙江洞头。而由此可以

看出，象山海域的坛紫菜烃类物质总量高于洞头海

域，醛酮类物质和其他物质要低于洞头海域，其中

8-十七碳烯和壬醛占据重要位置，对于 2 个海域的坛

紫菜风味差异产生重要影响。 

3.2.3  坛紫菜不同收获期挥发性成分比较    对浙

江洞头海域的申福 2 号和浙东 1 号以及浙江象山海域

的浙东 1 号不同采收期挥发性成分种类变化进行比

较，洞头海域的申福 2 号中，总醇相对百分含量随着

时间的变化，先呈上升趋势，在第 3 次采收时达到最

高(3.4%)；醛酮类含量在前 3 批次缓慢增加，第 3 批

次时达到最高为 6.5%；而相对的 3 批次中总烃类含

量则有一定程度减少。洞头海域的浙东 1 号样品中，

占绝大部分烃也呈减少趋势，在第 4 批次部分又有回

升，相对百分含量比洞头海域的申福 2 号低，一水时

期最大为 86.32%；而醛酮类在前 3 批次含量增加，

第 3 批次最大达 15.32%；醇类变化跟醛酮类变化类

似。象山海域的浙东 1 号样品中，总烃的相对百分含

量总体而言略有减少，醛酮类物质则在第 4 批次达最

低值 3.35%，其他采收期逐渐增加，第 5批次达 6.73%；

而醇类和其他类的物质由于相对百分含量较少，其变

化趋势较不明显。 

由此可见，浙江洞头海域的 2 种坛紫菜样品，其

挥发性成分随采收时间的变化基本一致，烃类相对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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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从第 1 批次到第 3 批次逐渐减少，第 4 批次稍有回

升，醛酮类则在第 1 批次到第 3 批次逐渐增加，第 4

批次含量减少。而浙江象山海域坛紫菜与前二者不

同，烃类在第 1 批次到第 4 批次逐渐增加，三水、五

水有减少。可见，不同收获期坛紫菜挥发性成分的变

化跟养殖海域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紫菜本身对环境

物质有着较大的吸附能力，紫菜挥发性组分的变化 

就可能会跟养殖海区本底物质的变化有关。所以紫菜

养殖海区的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结果表明，

浙江洞头海域养殖的申福 2 号和浙东 1 号 2 类品种的

坛紫菜醇酮类物质等感觉阈值较低的物质比象山海

域养殖的坛紫菜含量更丰富，对坛紫菜的风味产生更

大影响，而且随着收割期的变化，坛紫菜中的挥发性

成分变化大，气味不稳定。因此，偏南海域养殖的头

水坛紫菜制成的产品，风味稳定性好，更适合人们购

买和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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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Study of Volatile Components From Two Strains of  
Pyropia haitanensis in Different Culture Areas 

LI Wei, OmannisaMamat, XU Jilin①
, LUO Qijun, YU Shanshan, ZHU Si 

(Key Laboratory of Applied Marine Biotechnology Ministry of Education,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Abstract    Flavor is an important example of sensory evaluation of food quality. Flavor of marine 

algae could be affected by various factors such as the strain, aquaculture area, and the harvest time. 

Pyropia haitanensi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ultivated algae in China; however, few studies have been 

done on what affects its flavor. In this study, we selected two strains of P. haitanensis, Shenfu 2 and 

Zhedong 1, cultured in Dongtou and Xiangshan Counties of Zhejiang Province in China. The subjects 

were harvested for 4 or 5 batches, and the volatile components were analyzed by head space solid-phase 

micro extraction and gas chromatography coupled with mass spectrometry, as well as multivariate data 

analysis. Totally 115 volatile components were detected in the two strains living in different culture areas, 

of which the major species were hydrocarbons, aldehydes, and ketones, specifically 8-heptadecene, 

pentadecane, 1-heptadecene, nonanal, and octanal.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showed a clear 

difference in the volatile components between two strains cultured in two areas. The strain-specific 

differences were shown in 8-heptadecene, 1-heptadecene, nonanal, 2-ethenyl-6-methyl pyrazine, and 

octanal; the area-specific differences were signified in 8-heptadecene, nonanal, 2-ethenyl-6-methyl 

pyrazine, 1-heptadecene, and styrene. In addition, the volatile components at different harvest time were 

closely correlated to the water quality.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to select appropriate areas for P. 

haitanensis culture. 

Key words    Pyropia haitanensis; Volatile components; Head space solid-phase micro-extraction and 

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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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压处理对牡蛎(Crassostrea gigas)杀菌 

及贮藏品质的影响* 

赵  峰 1  袁  超 1,2  刘远平 3  宿志伟 1,2  李钰金 3  周德庆 1① 
(1.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青岛  266071；2. 上海海洋大学食品学院  上海  201306； 

3. 荣成泰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荣成  264300) 

摘要    以牡蛎(Crassostrea gigas)为研究对象，研究了不同超高压处理条件对牡蛎体内微生物的消

减作用，分析了冷藏过程中挥发性盐基氮(TVB-N)和 pH 值的变化情况，对比了热加工和超高压处

理对牡蛎滋味的影响。结果显示，经 300 MPa 处理 15 min、400 MPa 处理 10、15 min 和 500 MPa

处理 5、10 和 15 min 后，牡蛎体内的菌落总数均有 2 个对数以上的减少，表明超高压处理能有效

消减牡蛎体内的微生物；牡蛎经 300 MPa 处理 15 min、400 MPa 处理 10 min 和 500 MPa 处理 5 min，

在 4℃冷藏条件下保存，货架期延长至 15 d；超高压处理能有效抑制牡蛎在 4℃贮藏过程中挥发性

盐基氮的产生，牡蛎经 300 MPa 处理 15 min，冷藏 20 d 后 TVB-N 值仍小于 10 mg/100 g，符合生

鲜牡蛎要求；滋味方面，与加热处理相比，超高压处理后牡蛎更接近生鲜牡蛎，尤其 300 MPa 处理

15 min 的牡蛎同生鲜牡蛎最为接近。研究表明，选取 300 MPa 处理 15 min 作为牡蛎加工的最佳处

理条件，即能有效消减牡蛎体内的微生物，同时能很好地保持牡蛎品质。 

关键词    牡蛎；超高压处理；杀菌；生食；品质 

中图分类号  S9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6)05-0157-05 

牡蛎(Crassostrea gigas)，俗称海蛎子，富含大量

的锌、牛磺酸以及对人体有益的氨基酸，是一种优质

的海产贝类，具有较高的营养和经济价值，有“海底

牛奶”之称(王晓谦等, 2015a)。中国是牡蛎养殖大国，

2014 年我国牡蛎养殖量为 435.20 万 t (中华人民共和

国农业部渔业渔政管理局, 2015)。牡蛎属于滤食性贝

类，生长位置比较固定，易受环境污染而富集有害微

生物，牡蛎肉体组织较软，易损伤和腐败变质，传统

的贮藏方式以冷冻为主，但部分细菌仍可以在低温条

件下繁殖，造成牡蛎品质下降和营养损失(Cruz-Romero 

et al, 2008)。 

食品超高压处理是将食品置于压力系统中，以水

或其他液体作为传压介质，采用 100 MPa 以上的压力

处理，以达到杀菌、钝酶或改善食品功能特性的目的

(邓立等, 2007)。研究表明，超高压处理既能够有效

杀灭食品中存在的致病微生物(励建荣等, 2002; 姜斌

等, 2009)。超高压处理已经在果汁、饮料、肉类食品

和乳制品中得到广泛应用(赵玉生等, 2008; 朱晓红等, 

2012; 田晓琴等, 2006)。在水产品加工方面，Kural

等(2008)研究表明，超高压处理对牡蛎中致病副溶血

弧菌有很好的消减效果。Hsu 等(2010)研究了超高压

在牡蛎开壳及品质保障方面的优势。 

目前，国内外对牡蛎超高压杀菌技术已有研究，

分析了不同超高压处理条件对牡蛎的脱壳效果、对微

生物的消减作用等 (李学鹏等 , 2014; 王晓谦等 , 

2015a、b; 张晓等, 2015)，但对不同条件超高压处理

后或牡蛎贮藏过程中品质变化方面的研究较少。本研

究探讨了不同压力条件处理对牡蛎体内微生物的消

abc
图章



158 渔   业   科   学   进   展 第 37 卷 

 

减效果，分析了超高压处理后在 4℃冷藏过程中牡蛎

体内微生物的生长变化规律和品质的变化情况，获得

能有效消减牡蛎体内微生物、延长货架期，同时能较

好保持牡蛎品质的最佳工艺条件，以期为牡蛎的超高

压保鲜工艺的建立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牡蛎购自山东省青岛市水产批发市场，购买时选

取 10 cm 左右的鲜活样品，用自来水清洗干净贝壳表

面，再用纯净水冲洗 3 遍，沥干。单只带壳牡蛎置于

聚乙烯塑料袋中，加入 20 ml 无菌海水，热封口后备用。 

1.2  主要仪器与设备 

HPP.L2-500/2 型超高压仪器(天津华泰森淼生物

工程技术有限公司)；ASTREE 电子舌(法国 Alpha 

M.O.S 公司)。 

1.3  实验方法 

1.3.1  样品处理    生牡蛎去壳后，用无菌水冲洗，

取 6 只牡蛎为 1 组。超高压处理：取包装好的牡蛎分

别在 100、200、300、400 和 500 MPa 条件下，处理

5、10 和 15 min；热处理：取包装好的牡蛎在 100℃热

水中煮 10 min。处理后于 4℃冰箱贮藏。 

1.3.2  菌落总数测定    样品经超高压处理后，按照

GB 4789.2-2010 方法测定其菌落总数。 

1.3.3  TVB-N 值    按照 SC/T3032-2007《水产品中

挥发性盐基氮的测定》方法进行挥发性盐基氮

(TVB-N)的测定，以未经超高压处理的样品作为对

照，实验结果取 3 次测量的平均值。 

1.3.4  pH 测定    按照 GB/T 5009.45-2003《水产品

卫生标准的分析方法》中酸度计法，取 10.0g 左右的

绞碎样品，加入新煮沸后冷却的水至 100 ml，摇匀，

静置 30 min 后离心，取约 50 ml 滤液于 100 ml 烧杯

中，用 pH 计测量，以未经超高压处理的样品作为对

照，实验结果取 3 次测量的平均值。 

1.3.5  滋味测定    ASTREE 电子舌，配 7 根化学选

择性传感器，参比电极为 Ag/AgCl，802 型搅拌器。

使用氯化钠、谷氨酸钠以及盐酸标准液对电子舌进行

校正。传感器每秒采集 1 次数据，选取每根传感器在

第 120 秒的响应值进行数据分析。以未经超高压处理

的样品和沸水蒸煮样品作为对照。 

1.3.6  数据分析    采用 SPSS 17.0 进行 Ducan’s 多

重性检验，P<0.05 代表差异性显著，P>0.05 代表差

异性不显著，数值以“均值±标准差”表示。 

2  结果与分析 

2.1  超高压处理对牡蛎的杀菌效果 

不同超高压压力和作用时间对微生物的消减效

果不同。图 1 为经不同压力和保压时间处理后牡蛎体

内菌落总数的变化情况，其中，0 MPa 为未经超高压

处理样品中的菌落数，作为初始菌落数。由图 1 可知，

牡蛎体内的微生物随压力增大和保压时间延长而减

少。300 MPa 处理 15 min，400 MPa 处理 10 min 和

15 min，500 MPa 处理 5、10 和 15 min 后，菌落总数

均有超过 2 个对数的下降，其中，经 500 MPa 处理

10 和 15 min 后，牡蛎体内微生物达到未检出水平。

考虑到设备使用的承受能力和实际生产中成本控制

的要求，根据实验结果，选取 300 MPa 处理 15 min、

400 MPa 处理 10 min 和 500 MPa 处理 5 min 作为后续

实验条件，对比不同压力条件处理后的牡蛎在贮藏过

程中的品质变化情况。 

 

 
 

图 1  不同压力和时间对牡蛎杀菌效果 

Fig.1  Microbial inactivation of oysters under different  
pressure and duration of time 

 

2.2  超高压处理后牡蛎在 4℃贮藏过程中菌落总数

的变化情况 

不同超高压条件处理后的牡蛎在 4℃贮藏 20 d的

过程中菌落总数变化情况见图 2。结果显示，随着贮

藏时间的延长，未经超高压处理的牡蛎体内微生物大

量繁殖，在贮藏 5 d 后菌落总数达到 5.8×105 CFU/g，

超过水产品新鲜度限量标准规定的 5.0×105 CFU/g (中

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2006)。经 300 MPa 处理 15 min、

400 MPa 处理 10 min 和 500 MPa 处理 5 min，贮藏 15 d

菌落总数分别为 9.3×103、6.5×103 和 8.5×103 CFU/g，

低于我国水产品生食标准规定的 104 CFU/g (中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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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农业部, 2006; 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2008)，

贮藏 20 d 后菌落总数分别为 3.39×105、4.17×105 和

3.89×105 CFU/g，仍符合水产品新鲜度限量标准

5.0×105 CFU/g。研究结果表明，超高压处理能杀灭样

品中的大部分微生物。 
 

 
 

图 2  不同处理条件下牡蛎 4℃贮藏过程中菌落总数变化 

Fig.2  Aerobic plate counts in oysters in 4℃ storage after 
high-pressure treatment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超高压具有良好的杀菌作用，杀菌效果与压力的

大小有关(Kruk et al, 2011)。随着贮藏时间的延长，

牡蛎体内菌落总数与压力增大和保压时间延长呈负

相关，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超高压处理能够破坏

细菌的细胞壁和细胞膜蛋白，导致细胞膜的通透性增

大，引起细菌的死亡(童钰等, 2012)；另一方面，超

高压直接影响细菌体内酶的活力，进而影响代谢，导

致其繁殖缓慢。 

2.3  超高压处理对牡蛎挥发性盐基氮的影响 

在贮藏过程中，蛋白质会因微生物作用而分解产

生氨及胺类等碱性易挥发物质，导致牡蛎的品质下

降。不同压力处理条件的牡蛎在 4℃贮藏过程中

TVB-N 值的变化情况见表 1。牡蛎经超高压处理后，

TVB-N 值显著降低(P<0.05)，未经超高压处理的牡蛎在

贮藏 10 d 后的 TVB-N 值达到 12.10 mg/100 g，超过我

国生鲜牡蛎新鲜度标准 (<10 mg/100 g) (GB-2733- 

2005)，而经 300 MPa 处理 15 min、400 MPa 处理 10 min

和 500 MPa 处理 5 min，在贮藏 20 d 后，TVB-N 值分

别为 9.81、9.68 和 7.15 mg/100 g，仍然符合新鲜度标

准，说明超高压处理能有效抑制牡蛎 TVB-N 值增加，

延长保质期。 

2.4  超高压处理对牡蛎 pH 值的影响 

pH 值的大小能够反映牡蛎肉中游离氢离子和氢

氧根离子浓度的变化情况，通常作为一项重要的指标

来评价水产品的品质。表 2 为不同压力处理条件下的

牡蛎在贮藏期间 pH 值的变化情况。牡蛎经超高压处

理后，pH 显著升高(P<0.05)。牡蛎经超高压处理后

pH 升高可能与其在超高压过程中持水量相对增加有

关(Hsu et al, 2010)。 

 
表 1  不同处理条件对冷藏牡蛎 TVB-N 值的影响 

Tab.1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 on TVB-N of oysters during storage at 4℃ (unit: mg/100 g) 

贮藏时间 Storage time (d) 未处理 Untreated 300 MPa 15 min 400 MPa 10 min 500 MPa 5 min 

0 9.06±0.09a 5.56±0.22c 4.48±0.17d 3.05±0.18e 

5 9.78±0.34a 6.06±0.24d 4.51±0.23e 3.75±0.06f 

10 12.10±0.47a 6.56±0.41d 5.96±0.12e 4.30±0.05f 

15 16.40±0.27a 7.08±0.15d 7.05±0.07d 5.93±0.13e 

20 20.75±0.09a 9.81±0.08d 9.68±0.20d 7.15±0.41e 

注：同一行不同上标字母表示数据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下同 

Note: Data in the same line with different superscript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0.05), the same as below 

 
表 2  不同处理条件对冷藏牡蛎 pH 值的影响 

Tab.2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 on the pH of oysters during storage at 4℃ 

贮藏时间 Storage time (d) 未处理 Untreated 300 MPa 15 min 400 MPa 10 min 500 MPa 5 min 

0 6.48±0.03d 6.73±0.02b 6.81±0.03a 6.83±0.03a 

5 6.23±0.03f 6.71±0.02c 6.79±0.01b 6.81±0.02a 

10 6.29±0.03e 6.63±0.04b 6.74±0.02a 6.74±0.03a 

15 6.57±0.02c 6.61±0.02b 6.62±0.01b 6.76±0.01a 

20 6.74±0.03a 6.59±0.02c 6.52±0.03d 6.68±0.0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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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超高压处理的牡蛎随贮藏时间的延长，牡蛎

pH 呈先降低后升高的趋势，在贮藏期间 pH 值变化较

大，在第 5 天达到最低 pH 值(6.23)，而经 300 MPa 处

理 15 min、400 MPa 处理 10 min 和 500 MPa 处理 5 min

的牡蛎 pH 值减少较缓慢，在贮藏 20 d 后 pH 仍未上

升。已有研究表明，水产品在贮藏初期 pH 值降低是

因为糖原酵解产生乳酸，ATP 和磷酸肌酸等物质分解

产生磷酸等酸性物质(章银良等, 2007)。随着贮藏时

间的延长，pH 值升高是由于微生物大量繁殖分解蛋

白质而产生胺及氨类等碱性物质(Goulas et al, 2007)。

本研究结果表明，牡蛎经超高压处理后，其 pH 值变

化趋势与对照组显著不同(P<0.05)，说明超高压能有

效延缓微生物的繁殖，延长牡蛎的货架期，这一结果

与 TVB-N 值测定结果相一致。 

2.5  超高压处理对牡蛎滋味的影响 

新鲜风味是牡蛎深受消费者欢迎的主要原因，而

在风味系统中，滋味是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因素。利

用电子舌可以对不同滋味的样品进行有效区分，从而

判定牡蛎在处理过程中滋味的改变情况。超高压处理

对牡蛎滋味的影响见图 3。第一主成分与第二主成分

贡献率之和为 84.24%，区分度良好，说明不同处理

条件和压力对牡蛎的滋味有不同影响。牡蛎经超高压

处理后，滋味分布比较集中，与生鲜牡蛎的滋味接近，

与热处理的牡蛎的滋味较远，其中，300 MPa 处理  

15 min，牡蛎滋味最接近生鲜牡蛎。实验结果显示，

与热处理相比，超高压处理对牡蛎滋味的影响较小，

即能更好地保持牡蛎原有的生鲜滋味。 
 

 
 

图 3  超高压和热处理对牡蛎滋味的影响 
Fig.3  Effects of high-pressure treatment and thermal 

treatment on the taste of oysters 
 

3  结论 

在 4℃贮藏条件下，与对照组相比，300 MPa 处

理 15 min、400 MPa 处理 10 min 和 500 MPa 处理 5 min

的超高压条件能使牡蛎的 TVB-N 值处于较低水平，

pH 值变化缓慢，表明超高压能有效延缓牡蛎腐败变

质，具有较好的保质、保鲜效果。电子舌分析结果显示，

超高压处理对牡蛎原有滋味影响较小，在有效杀灭微

生物的前提下，保持了牡蛎生鲜的口感，其中，300 MPa

处理 15 min 的牡蛎口感同生鲜牡蛎最为相近。综上

考虑，经 300 MPa 处理 15 min 可作为牡蛎超高压处

理的最佳工艺条件，在这一条件下，牡蛎贮藏期可达

20 d，同时牡蛎的品质也得到了较好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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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High-Pressure Treatment on Microbial Inactivation  
and the Quality of Oyster (Crassostrea gigas) 

ZHAO Feng1, YUAN Chao1,2, LIU Yuanping3, SU Zhiwei1,2, LI Yujin3, ZHOU Deqing1①
 

(1. Yellow Sea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Fishery Sciences, Qingdao  266071; 
2. College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3. Rongcheng Taixiang Food Products Co., Ltd., Rongcheng  264300) 

Abstract    Oyster (Crassostrea gigas) is popular seafood with delicious taste and rich nutrients. The 

produce of oyster in China was as large as 4,352,000 tons in 2014. In this study we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high pressure processing (HPP) and cold storage on microbial inactivation, the total volatile basic 

nitrogen (TVB-N), and the pH of oysters. Tastes of oysters after HPP and heat processing were compared. 

It was found that there was an over 2-lg reduction in the total number of bacterial colonies after 300 MPa 

processing for 15 min. Similar results were observed under conditions such as 400 MPa for 10 min or 15 

min, and 500 MPa for 5 min, 10 min or 15 min. Particularly when treated at 500 MPa for 10 min, no 

colony in oysters could be detected. The results above indicated that HPP treatment could effectively 

suppress the microorganisms in oysters. The shelf life of raw-eaten oysters could be extended to 15 days 

when stored at 4℃ after HPP treatments such as 300 MPa for 15 min, 400 MPa for 10 min, and 500 MPa 

for 5 min. TVB-N was also effectively inhibited by HPP treatments. The TVB-N level remained      

<10 mg/100 g in 20 days when stored at 4℃ after HPP at 300 MPa for 15 min. Oysters treated with HPP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pH value and hardness compared to the untreated (P<0.05), and the springiness 

was also increased. The electric nose test detect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aste between HPP-treated 

and the untreated oysters. However, the taste of heat-treated oysters was apparent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HPP-treated and the untreated. Thes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HPP treatment might be an effective 

non-thermal processing technology. HPP with proper conditions could efficiently extend the shelf life of 

raw-eaten oysters and improve their quality. 

Key words    Oyster; High-pressure processing; Microbial inactivation; Raw-eaten;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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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类毒素固相吸附示踪监测技术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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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固相吸附毒素示踪监测技术(Solid Phase Adsorption Toxin Tracking，SPATT)是一项新的贝

类毒素监测技术。该技术模拟滤食性贝类摄食过程，利用内含吸附剂的采样器富集水体中的贝类毒

素，结合高效液相色谱-质谱检测技术或酶联免疫检测技术，可以对产毒藻类的暴发以及贝类毒素

污染进行示踪研究。SPATT 监测技术与贝类监测法、浮游藻类监测法相比，具有取样操作简单、检

测成本低等优点，已成为贝类毒素污染监测技术研究的热点。本综述针对 SPATT 技术的研究进展

及应用进行阐述，对技术适用监测的毒素种类、吸附材料的优劣等进行分析。 

关键词    固相吸附毒素示踪监测技术；贝类毒素；吸附剂 

中图分类号  X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16)05-0162-05 

海洋浮游藻类是牡蛎、贻贝、扇贝和蛤等双壳滤

食性贝类的主要食物，因此，大多数情况下，浮游藻

类的增殖有益于贝类生长。但是，在 3000 多种微藻

中，大约有 80 多种微藻会产生毒素，贝类通过摄食

藻类富集这类毒素，并通过食物链传递给人类，严重

影响人体健康(Turrell et al, 2009)。这类海洋生物毒素

称为“藻类毒素”，通常又称为“贝类毒素”或“贝毒” 

(程永强等, 2012; 程树军等, 2011)。在国内发生多起

贝类中毒事件，贝类毒素已成为影响消费者健康的重

要问题。在国际贝类贸易中，不同国家和地区对贝类

产 品 中 各 种 毒 素 的 含 量 均 有 严 格 的 限 量 标 准

(MacKenzie et al, 2004; 刘永健等, 2008)。贝毒污染的

早期预报，对于保护消费者食用安全和贝类产品的进

出口贸易意义重大。世界上很多国家，特别是贝类养

殖大国，都建立了贝类毒素监测计划(MacKenzie et al, 

2004)。国际上对贝类毒素的监控方法有两种，一是

直接贝类监测法(Shellfish Monitoring)，该法从海水中

采集贝类样品进行毒素定性、定量分析，确定贝类的

食用安全性，但是，无法对贝毒污染进行早期预报。

直接在海上采集贝类样品，工作强度较大，采集成本

较高。由于不同贝类对毒素的吸收能力存在种间差

异、贝类样品基质复杂、样品组织提取物中干扰成分

较 多 等 因 素 ， 在 进 行 高 效 液 相 色 谱 - 质 谱

(HPLC-MS/MS)或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等高敏度

方法检测前必须进行净化处理 (MacKenzie et al, 

2004) 。 二 是 浮 游 藻 类 监 测 法 (Phytoplankton 

Monitoring)，通过观察海水中有毒藻类繁殖状况，间

接推断贝类受毒素污染的风险，进而对贝类受毒素污

染进行有效的预测。该法节约了贝类采样和毒素分析

成本，然而需要采用专用采集器采集海水中有毒藻

类，且需要专业人员进行鉴别(Rodríguez et al, 2011; 

MacKenzie, 2010; MacKenzie et al, 2004)。近年来，利用

固相吸附毒素示踪 (Solid Phase Adsorption Toxin 

Tracking, SPATT)技术对贝类毒素污染监测得到较快

发展。该技术采用内置吸附剂的采样器，模拟贝类滤

食有毒藻而富集毒素的过程，吸附剂选择性地富集有

毒藻释放到海水中的毒素，结合 HPLC-MS/MS 或酶

联免疫吸附法等高灵敏度的检测方法 (母清林等 , 

abc
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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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对海水中毒素的种类及含量进行连续监测，

从而实现对贝类受毒素污染的预报(MacKenzie et al, 

2004)。SPATT 技术可以监测多种海洋生物毒素，并

可用于部分淡水水体中藻类毒素的监测。该技术与直

接贝类监测法、浮游藻类监测法相比具有较多优势，

已成为贝毒预报研究的热点。 

1  固相吸附毒素示踪监测技术 

通过对藻类产毒过程和贝类摄食过程的分析研

究，MacKenzie 等于 2004 年首先提出固相吸附毒素

示踪监测技术(SPATT)。产毒藻类暴发期间，会向水

体中释放大量极性、非极性的生物毒素，采用内含吸

附剂的采样装置，吸附水体中的藻类毒素，结合后续

的提取、检测步骤，利用 HPLC-MS/MS 可以对多种

毒素进行快速、准确的定性及定量分析。SPATT 技

术与半透膜被动采样技术(SPMD)、极性有机化合物

一体化采样器 (POICS)原理相似 (MacKenzie et al, 

2004; MacKenzie, 2010; 吕利雪等 , 2011; 娄嵩等 , 

2012; Vermeirssen et al, 2008; Shaw et al, 2009; Shaw 
et al, 2009)。与现行的贝类监测法、浮游藻类监测法

相比，SPATT 技术更具优势，采样器通常设计成小

袋或盘片状，内含 3–5 g 吸附剂，因而采样器放置、

储藏简便，运输经济，可用于贝类采样比较困难、危

险的地方，以及贝类资源不集中的水域。采样器置于

水体中，即可在放置区域模拟贝类富集毒素，实现连

续采样，所采集的样本在时间、空间上更具有可靠性

和代表性。吸附剂直接吸附水体中的目标毒素，不含

生物基质，干扰杂质较少，更适合于高灵敏度的

HPLC-MS/MS 分析 (Turrell et al, 2007; MacKenzie, 

2010; MacKenzie et al, 2004; 程树军等, 2011)。 

2  固相吸附毒素示踪监测的毒素种类 

SPATT 技术提出以来，除神经性贝毒(Neurologic 

Shellfish Poisoning, NSP)短裸甲藻毒素 (bevetoxins)

外，对各种亲脂性、亲水性贝毒以及西加鱼毒素、淡

水藻毒素的吸附实验相继展开。 

2.1  腹泻性贝毒 

腹泻性贝毒(Diarrhetic Shellfish Poisoning, DSP)

是 SPATT 技术 早应用研究的贝类毒素。腹泻性贝

类毒素的产毒藻为鳍藻(Fux et al, 2009; 刘永健等 , 

2008)，主要包括大田软海绵酸(Okadaic Acid, OA)、鳍

藻毒素(Dinophysistoxins, DTXs)、蛤毒素(Pectenotoxins, 

PTXs)、虾夷扇贝毒素(Yessotoxins, YTXs)和原多甲藻

酸(Azaspir acids, AZAs)毒素等亲脂性毒素(Lipophilic 

Shellfish Toxins, LSTs )。 

2.2  麻痹性贝毒 

麻痹性贝毒(Paralytic Shellfish Poisoning, PSP)属

四氢嘌呤类物质，碱性，易溶于水，微溶于甲醇、乙

醇，主要包括石房蛤毒素(Saxitoxins, STXs)、新石房

蛤毒素 (Neosaxitoxins, neoSTXs)、膝沟藻毒素 1–4 

(GTX1-4)，由亚历山大藻分泌产生。PSP 亲水性相对

较高，并且在水体中的含量通常很少，因此，用 SPATT

技术采样比亲脂性毒素困难。 

2.3  记忆缺失性贝毒 

记忆缺失性贝毒(Amnesic Shellfish Poisoning, ASP)

的主要成分是由硅藻产生的软骨藻酸(Domoic Acid, 

DA)，属氨基酸类化合物，具有典型的酸性氨基酸特

征，具有亲水性，易溶于水(刘永健等, 2008; Takahashi 

et al, 2007)。 

2.4  西加鱼毒素 

西加鱼毒素(Ciguatoxins，CTXs)主要由鞭毛藻

Gambierdiscus toxicus 产生，是 13–14 个醚环构成的

大分子聚醚类神经毒素，具有亲脂性。Caillaud 等

(2011)应用 SPATT 技术对西加鱼毒素进行吸附实验，

研究表明，SPATT 的吸附装置可以吸附可溶性的西

加鱼毒素 CTX1 和刺尾鱼毒素(maitotoxin, MTX)。在

西加鱼毒素存在的海区，SPATT 技术可用于监测

CTXs 的发生和分布状况。 

2.5  淡水藻类毒素 

淡水中的蓝细菌(Cyanobacteria)会分泌蓝藻毒素

(Cyanotoxins)，这类毒素主要包括水体微囊藻毒素

(Microcystins, MCs)、鱼腥藻毒素(Anatoxins, ATXs)。

蓝藻毒素的污染日益严重，破坏水质，尤其是对饮用

水源的污染，影响人类和其他生物的健康(Kudela et al, 

2011; MacKenzie, 2010; Wood et al, 2011; Zhao et al, 
2013)。MCs 为七环肽，MC-LR、MC-RR、MC-YR

是其中毒性较大的 3 种异构体，易溶于水。鱼腥藻毒

素 a (anatoxin-a)和鱼腥藻毒素同系物 a (homoantx-a)、

鱼腥藻毒素同系物 a(s) [anatoxin-a(s)]等属于生物碱，

是水溶性较强的蓝藻毒素。 

2.6  其他毒素 

SPATT 技术也适用于环亚胺(Spirolids, SPXs)、

螺旋形亚胺(Gymnodimine, GD 或 GYM) 等亲脂性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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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监测(Fux et al, 2009; Takahashi et al, 2007)。 

3  固相吸附毒素示踪监测吸附材料的选择 

SPATT 技术中，固相吸附剂的性质尤为重要，

需要对各种类型的树脂进行选择、改良及实验，为化

学性质各异的毒素寻找适当的吸附剂 (MacKenzie, 

2010)。SPATT 技术研究初期，主要是利用非极性的

芳香族树脂吸附 OA、DTX、PTX、YTX、AZA 等亲

脂性贝毒。这类树脂以苯乙烯-二乙烯苯为骨架，主

要型号有 HP-20、SP-70、SP700、SP850、SP825L、

XAD4、L-493。实验室及野外实验证明，HP20 和 SP700

的吸附能力 强(Rodríguez et al, 2011; Fux et al, 2009; 

Turrell et al, 2007; MacKenzie, 2010、2004; Li et al, 

2011; Takahashi et al, 2007)。 

Piletska 等(2008)应用计算机设计出 2 种聚合物树

脂(CDP)，分别以 2-三氟甲基丙烯酸(2-trifluoromethyl 

acrylic acid, TFMAA)和甲基丙烯酸磷酸乙二醇酯

(Ethylene glycol methacrylate phosphate, EGMP)为功

能单体，极性强、特异性好。如以 EGMP 为骨架的

CDP 树脂，其吸附作用是利用自身的磷酸基团与 PSP

磺酸基团之间的强亲合力进行吸附。用树脂 CDP 和

SP700对极性较强的亲水性麻痹性贝毒 PSP和软骨藻

酸 DA 进行对比吸附实验，结果显示，CDP 和 SP700

均可吸附 STX、neoSTX 等极性贝毒，并且很容易解

吸，CDP 的吸附能力强于 SP700 (Piletska et al, 2008; 

Rodríguez et al, 2011)。XAD761 为大孔酚醛系极性树

脂，易于结合亲水性有机物，实验室实验显示，XAD761

型树脂对软骨藻酸吸附效果较好(MacKenzie, 2010)。

吸附树脂 HP-20 在野外实验中，有效地提前 6 周预测

了软骨藻酸产毒藻的爆发 (MacKenzie, 2010)。而

SP700、SP207 和 SP207SS 类型树脂在对软骨藻酸吸

附的野外实验中，其吸附性和解吸性各异。 

Oasis HLB 属亲水亲油两性吸附剂。Kohoutek 等

(2008)实验室及野外实验证明，Oasis HLB 对微囊藻

毒素 MC-RR 和 MC-LR 吸附性较好，可用于连续性

监测淡水中的微囊藻毒素。Kudela 等(2011)研究表

明，非极性树脂 HP-20 对微囊藻毒素 MC-LR、-YR、

-LA、-RR 等各种异构体同样具有良好的吸附能力。 

Wood 等(2011)在实验室比较了 15 种吸附材料对

亲水性鱼腥藻毒素 ATXs 的吸附能力。吸附剂包括颗

粒状活性炭(GAC)、粉末状活性炭(PAC G-60)、石墨、

Silica-COOH、 Strata-X (Polymer-COOH、 Polymer- 

SO3H)、HP-20、Oasis MCX、AmberliteIRP-64 等，其

中粉末状活性炭 PAC G-60、Strata-X 在野外实验中吸

附效果很好。选取其中吸附能力较强的粉末状活性炭

(PAC) G- 60 和 straxa-X(亲水、亲油两性树脂)进行野

外实验，结果显示，这 2 种吸附剂均能对环境中的

ATX、HTX 进行有效吸附。 

4  固相吸附毒素示踪监测技术应用及相关

标准规范 

贝类毒素固相吸附毒素示踪监测技术建立以来，

引起了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在新西兰、挪威、美国、

澳大利亚和中国等国的贝类毒素监测野外实验显示，

直接贝类监测法、浮游藻类监测法和 SPATT 3 种监

测方法所得的结果具有相关性，SPATT 法显示出对

产毒藻类的暴发以及贝毒污染进行早期预测的能力
(Rundberget et al, 2009; Kohoutek et al, 2008; Turrell 
et al, 2007; Wood et al, 2011; Fux et al, 2008; 
Takahashi et al, 2007)。但在爱尔兰西海岸进行的野外

实验中，由于利用 SPATT 技术所检测到的海水中腹

泻性毒素水平与同一区域贝类中腹泻性毒素水平同

步上升，SPATT 技术没有表现出对贝毒污染提前数

天进行预测的能力(Fux et al, 2011)。 

2006 年，Li 等(2011)采用 SPATT 技术对中国黄

海青岛近海海域 7–8 月海水中的脂溶性贝毒蛤毒素

PTX2 进行了短期研究，结果显示，该海域水体中存

在腹泻性贝毒 PTX2 及其系列衍生物 PTX-2 SA、

7-epi-PTX-2 SA，每克树脂中PTX-2含量达107 ng。2009

年，李兆新等(2011)利用 SPATT 技术初步研究了青岛

胶州湾海域夏季水体中蛤毒素 PTX-2 的变化规律，

结果显示，这一海域海水中存在蛤毒素 PTX-2、

PTX-2SA 和 7-epi-PTX-2SA，不存在蛤毒素 PTX-11、

PTX-12a 和 PTX-12b；海水中蛤毒素 PTX-2、PTX-2SA

与 7-epi-PTX-2SA 之和的 大峰值出现在 8 月 1 日，

然后，海水蛤毒素浓度逐渐降低。目前，SPATT 技术

仍处于实验阶段，缺少相关应用标准规范，尚没有正

式用于贝类毒素监测计划。 

5  结论 

实验室研究和野外实验表明，SPATT 技术可用

于海洋和淡水水体中藻类毒素的连续监测，并能提前

数天对产毒藻类的暴发、贝毒污染进行预测。吸附材

料的研究是 SPATT 技术的关键，根据目标毒素的结

构，在树脂上引入功能基团进行修饰改良，可提高树

脂的吸附能力和特异性。目前，随着各类极性、非极

性吸附材料的应用，SPATT 技术可以作为传统监测

方法的补充，除短裸甲藻毒素(Brevetoxin)尚未进行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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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实验外，适用于已知的各种贝类毒素的监测。

SPATT 技术正式纳入贝毒监测计划，还需进行标准

吸附剂的选取、采样器的规范化等工作，以及更多野

外验证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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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Solid Phase Adsorption 
 Toxin Tracking for Shellfish Toxin Monitoring 

LI Zhaoxin1,2①
, ZHANG Tingting1,3, GUO Mengmeng1,2, SUN Xiaojie1,2, SONG Caihu1,3 

ZHOU Deshan4, SONG Xincheng4 
(1.Yellow Sea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Fishery Sciences, Qingdao  266071; 

2. Key Laboratory of Testing and Evaluation for Aquatic Product Safety and Quality,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Qingdao  266071; 3. College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4. Lianyungang Center for Quality Testing of Aquatic Products, Lianyungang  222001) 

Abstract    Toxins produced by harmful algae has been a global food safety issue in aquaculture 

industry. Unlike conventional phytoplankton and shellfish monitoring techniques, solid phase adsorption 

toxin tracking (SPATT) simulates the contamination of filter feeding bivalves and employed passive 

sampling of adsorption substrates. Combined with appropriate assays such as HPLC-MS/MS and ELISA 

that purify and analyze algal toxins, SPATT gives early warning of harmful algal blooms and the 

subsequent contamination of shellfish. In this review we discussed the progress and prognosis on studies 

of SPATT. We elaborated the advantage of SPATT in detecting marine toxins including diarrhetic 

shellfish poisoning, paralytic shellfish poisoning, amnesic shellfish poisoning, ciguatoxins, cyanotoxins, 

and homoanatoxins. We also summarized the function of different absorbent resins such as HP-20, SP-70, 

SP700, SP850, SP825L, XAD4, and L-493. SPATT is an inexpensive and convenient tool for fast 

detection of algal toxins. 

Key words    Solid phase adsorption toxin tracking (SPATT); Shellfish toxin; Adsorb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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