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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刺亚册虫的光镜和扫描 电镜观察 

宋微波 高 澜 

情 黻一 ㈣ [；? -／／7 
摘要 作者对钩刺亚册虫 曲 r c 口嘏)的纤毛器和形态结构做了光镜和电镜水平的 

研究，结果表明：口侧动基索均为单动基列结构，其 中 PK．仅后行至胞口后方一背触毛台约 10 

对紧密排列的毛基体，后端不与其它体动基列相联；射出体除沿胞口分布外，在虫俸顶端丛集 

成盾片状}虫体前部 自右向左扭转约 180。。 

美键词 土壤纤毛虫， 乒辛 
裂I：l科纤毛虫中的许多种类在通常的银染色 中常因表膜内嗜银颗粒的干扰而不易显示 

其体表纤毛器 的精细结构，这尤其表现在一些小型种类。而在分类学研究 中，上述结构( 

特别是左侧及围口纤毛器)是必须 明了的重要鉴别指征。本种 自 Tucolesco(1962)报道以 

来，其纤毛图式及其它重要的分类特征一直不详。作者结合光镜技术和扫描电镜对其纤毛 

图式、核器和形态结构作了观察。 

1 材料与方法 

土样标本采 自南非 Alogoa湾附近的林间表层土(0—3 cm)，该地海拔约 l 50 in。土样 

经室温浸取获得脱孢囊的虫体，活体观察在微分干涉和相差显微镜下进行，其它培养、光 

镜和 电镜水 平的研究方 法详见文献(Augustin等， 1984~Song， 1990~Wilbert， 1975； 

Foissner，1976)。 

2 结果描述 

活体形态 (图 l一4，7，8)体呈柳叶形，长 ×宽约 4O一60×lO—l5／tm，虫体外形稳 

定，几乎不具伸缩性；相比履内已知种类，本种 左右侧扁不十分明显(图 3)；最顶端发生 

自右向左侧的扭转(约 l80。)，因而右侧纤毛反折向体左侧(图 7，箭头)}虫体表膜薄，左 

侧体表无沟回}内质透明无色，围绕核器处常见 3—5／am大小的球状内储颗粒}射出体 

短棒状，约 3—4／am长(固定染色后可达 6—7 m长)，除沿胞I：1稀疏排列外，在虫体最顶 

端密集排列成一板块状结构(盾片状)}伸缩泡单一，在近尾端体中线处(侧面观)；体纤毛 

长约 7—9 gm，围绕胞 口处的纤毛排列稀疏，在观察中始终处于静息状态，均匀地向前弯 

曲成小钩状(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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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卜8 钩刺亚册虫的形态学 

Fig 1—8 M orphology of Acineria uncinata 

(圈 卜4，7，8， 自活体观察；用 5白干银浩染色；图 6自蛋 白银 染色)。 

l：话俸右侧观 5}银线系(局部) 

2：示不同营养状志的个体 6= 口区腹面观，箭头示 口制第二动基列 

3；虫俸中部横断面现． 7 示虫俸扭转的前端． 

4：射出俸 8·射出俸的分布(左埘现)，箭头示丛集处 

本种运动较迟缓，除爬行于基质上外，在水中游动缓慢，常沿 自身长轴作旋转前行。 

核器 本种具两枚大核，一枚小核，大核长 ×宽约 7一 l0×5—8 izm，两枚大核恒紧 

密相靠。蛋白银染色显示，核内染色质呈丝网状，含量较多，未见核仁。小核近球形，直 

径约 卜 3加 ，嗜色较操，结构均匀(图 9)。 

银线系 本种银线系与裂 口科内其它种类相同，呈细密而不规则的碎网格 状(图 5， 

示其局部)，在背触毛处不形成特异结构。 

围口纤毛器 包括三列 口侧动基列(PKI_ ，除 PK】外，均由简单而密集排列的毛基 

粒组成，其 中 PK2．]于右侧腹缘，且 PK2仅见于前端，向后止于胞 口终结处。电镜照片 

显示(图 6)，每一毛基粒上均有单一纤毛着生；PK 位于体左侧腹缘，纵贯整个虫体，所 

着生的纤毛极短，仅为短于 l,am 的乳突状 突起，排列也明显稀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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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区纤毛器 右侧体纤 毛 4— 5列(通常 4列，包括 PK1
． 2)，毛基粒排列紧密(图 

Ha 

Hf 

图 9 l0 钩刺亚册虫的纤毛图式 

Fig 9-10 Infraciliatum of c Pr uncloata 

9 右僵i观 10：左埘现，箭头示背触毛末端不与体动基列相联 

Bn 背触毛，CVt伸缩抱 Ex：射出傩．Mat大棱 Mi：小棱 

PKI一 第 1—0口侧动基列．RSK：右僵f体动基列 

端。与 Song等(1989)所报道的 Ac#~eria punctata类似， 

象，但本种同时在 口侧腹缘也有分布(图 6)。 

9)； 左 侧体 动 基列 均 与 PK 

相似，纤毛极短且排列稀疏， 

包括背触毛列在内为 4_ 5列 

(大多为 4列)j其 中背触毛恒 

为 (背 方数)第 2列，约 由 

1O对毛基粒构成 ，后端延至 

体之前 l／4处，后部明显不 

与体纤毛列相联，其毛基粒对 

上 着 生 有长 约 2 am 的 触 毛 

(见 图 7)，前 方 几乎 与 PK 

相汇拢 (圈 6)。 

3 讨论 

亚册虫属中迄今经现代手 

段 予 以 研 究 的 仅 有 两 种 

(Augustin等，l987j Song等 

1989)，根据其对纤毛图式的 

描述，这两种的 口器及左侧纤 

毛器均具有与漫游虫相似的形 

式 ：PK 为 双动 基 列 结 构 ， 

背触毛及 PK，均纵贯整个虫 

体。本研究发现．钩刺亚册虫 

具有十分独特的纤毛圈式，首 

先，其 PK 均为简单的单动基 

列结构，其 中 PK，仅后 行至 

体之前 1／3处j此外，背触 

毛也仅分布在虫体扭转的最前 

射出体在最顶端有明显的丛集现 

Tucolesco(1962)在报道该种时称本种左侧面“无纤毛”，这一点可能由于其观察手段的 

不足，由于左侧毛基粒极难显示，只有在电镜或良好的制片显示下才可见到其存在。 

由于虫体左右侧扁及它的摄食过程未观察到，因此对于原描述 中的“胞 口仅限于最顶 

端”逸一结论尚无法证实，但由常识判断，上述报道极可能出于观察错误，固在整个裂 口 

虫科中，迄今所知所有种类的口裂都位于虫体前半部的腹缘上，且基本与 口区射出体的分 

布相一致(Kahl， 1931}Foissner等 ，1984，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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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版 说 明 

圈版 』 

1 钩刺亚册虫左侧面现(局部)，注意其高度扭转了的前端 

2 虫件左侧整体观，上面 卟 体为具典型的三列体纤毛之 虫体(右侧观) 

3 虫体前端局部放大，示 PK (空心箭头)及背触毛(实心箭头) 

4 右侧面观，蛋白银染色标本，示其右倒体纤毛及两枚 紧密相靠的大棱． 

5 左侧面观，氟银法制片，示射出体在虫体内的分布，箭头所指处为高度密集排列的射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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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BSERVATIoNS oN TH E SoIL CILIATE Acinel"ia “ c加ata 

W ITH LIGH T AND SEM  M ETH o DS 

(CILIoPHoRA，PLEURoSToM ATIDA) 

Song W eibo Gao Lan 

(Ocean University ofQingdao，Qmg~o 266003) 

Abstract 

The morphology， silverline system and infraciliature of a soil ciliate collected from 

South Africa， Acineria utlcinata Tucolesco， 1962 were reinvestigated with light and scann— 

ing electron microscopic methods．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t (1)all three perioral 

kinetics have a structure of monokinetids， of which the PK2 extends only to the anterior 

1／3 of the body length，(2)the short dorsal brush consisting of about 10 pairs of basal bad— 

ies is not connected with any other somatic ciliary rows， (3)apart from those along the 

cytostome， the extremely closely set extrusomes are arranged at the most anterior end of the 

cell and(4)the compressed oral slit are anteriorly“rolled up nd overlapping to the left side 

forming an oblique spoon—like excavation 

The general morphology of this species shows very similar appearances to the original 

descriptions given by Tucolesco：it has 4—5 kinetics(mostly 49 on the right side(including 

the 2 perioral kinetics)， usually 4(seldom 5)unciliated left kinefies(including the dorsal 

brush and perioral kinety 1)but constant tWO m acronucleus segments which are sometimes 

very closely connected together． It is still unclear yet whether the  short slit—like eytostome is 

really restricted to the rolled up anterior end(only)as the original author reported，this char— 

acter could not be confirm ed  in our ObservatiOns． 

Key words Soil ciliate， Acineria utlcinata， M orp 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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