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动 物 学 研 究 1994．15(2)：42—48 

Zoological Research 

CN 5卜 1040／／Q ISSN 0254 5853 

长吻鲍的卵巢发育和周年变化及繁殖 习-性研究 

张耀光 罗泉笙、／何学福 
————一 一 V 

【西南 师范大 学生 物学 系 重 庆 630715) 
． ． 

c} · 
摘要 本文报道 r长吻 卵巢发育与周年变化特点和繁殖 习性。依外形和组织学特征，性 

成熟前至性成熟鱼卵巢的发育可分为卵原细胞期、单层滤泡期 、卵黄泡期，卵黄充满期、成熟 

期 和退化期 6个时期， I期性腺只存在于 1龄内个体， Ⅱ期性 腺持续 2年左右，性成熟前发育 

至Ⅲ期，经Ⅳ、 v期发育至成熟并 次参与繁殖，最小性成熟个体 3龄。性成熟后个体 卵巢的 

发育只有后 5个时期 繁殖期 4—6月，产后卵巢很快退回到 Ⅱ期， Ⅲ期卵巢越冬 一次产卵类 

型。卵壳膜源于滤泡细胞。卵粒的退化吸收分 5步完成。 

关键词 卵巢 育，周年变化，繁殖习性，长吻鲍，鲶形目 荠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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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鱼类卵巢发育及周年变化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从组织生理学、细胞学、细胞化学 

及亚微结构等方面作了较为广泛而深入的工作(刘筠等， 1962j林光华等，l985 J施 凛芳 

等， 1964；Davis，1977；Ntiba等，l990；Treasurer，1990；Yoakim，1975)。国内的 

研究 主要集 中在 海产硬骨鱼 类和 淡水 中的鲤科， 对鲶形 目鱼 类研 究甚少(王德 寿等， 

1992)。长吻鳃(Leiocassis longirostris)隶属鲶形目鳄}科，俗称江团、肥沱，有“不食江团不 

知鱼味”的民谚。该鱼的人工繁殖、鱼苗培育已获成功，成鱼养殖亦初见成效。生物学、 

生态学、形态学研究也有大量资料，而卵巢发育及周年变化、繁殖习性等尚无详细报道。 

本研究旨在积累鲶形 目鱼类卵巢发育变化特点，丰富鱼类性腺发育的内容，同时掌握长吻 

鲩卵巢发育变化 的规 律，提高人工 繁殖 中的成功率 。 

l 材料和方法 

1988—1991年，在嘉陵江台川至北碚段逐月收集不同大小的长吻鲍雌鱼 78尾，先记 

录可数和可量性状，计算性成熟系数，测量性腺长、宽、重量、记录色泽、怀卵量及外形 

特征。分前、中、后三段每段切取小块卵巢分别固定于 Bouin液、 中性福尔马林液 中24 
— 48 h，系列酒精脱水，五级换苯法透明包埋，制成 5—8／Zm厚的切片，H．E．和改良的 

Mallory氏三色法染色，Nikon显微镜观察，测微尺计量，选部分典型材料作显微摄影。 

早期幼鱼和部分 l龄鱼取 自人工繁殖 中饲养的个体。根据外形和组织学特征对卵巢及 

卵细胞的发育进行分期和时相划分，将卵巢切片置 显微镜下，任意移动 1O个视野，观察 

各时相细胞的数量，以面积占 70％比率的卵母细胞为定期标准。繁殖习性源于多年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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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殖中的观察。 

2 观察结果 

2．1 卵巢发育 的形 态学及组纲学分期 

长吻鳃卵巢位于鳔和肾脏腹面，长囊状，前大后小，左右卵巢在后方相连，以一共同 

的短输卵管经泄殖孔开 口于体外。依卵巢发育中的形态、色泽、卵细胞的大小和成熟系数 

等，将其发育垒程分为 6个时期。卵巢的内部结构由卵巢壁、卵细胞及卵巢腔构成。 卵巢 

壁从外 向内分体腔膜、 白膜及生殖上皮三层(图版 I： 1)，体腔膜极薄，白膜 由结缔组 

织，平滑肌纤维和微血管组成，其阈杂有一些成纤维细胞。生殖上皮向内突出形成长短 

形状不一 的产 卵板 (0ostegite也称蓄卵板)， 卵细胞就在此处生长发 育至成熟(图版 I： 

3)。根据发育中卵细胞的特点将其分为 6个时相。每一时期卵巢中主要 由相应时相的卵细 

胞构成。 

I期：卵原细胞期 卵巢透明或半透明，扁窄带状，与腹膜相连紧贴肾和鳔的两侧， 

肉眼能从性腺边缘是否有微缺刻区别雌雄(精舆边缘有微缺刻，卵巢边缘光滑。张耀光 

等， 1992)。性腺宽 l一3mm，重 0．2 g以下，体长 1 50mm 以下，体重 6O g以下。卵巢 

内部主要 由卵原细胞构成，尚未形成产卵板。卵原细胞存在 于生殖上皮边缘，圆形或椭圆 

形，核位于中央，一个 中央大核仁，核膜很清晰，其内缘有颗粒状核质，核其余部分略透 

明。胞质透明、淡染，弱嗜碱性。在改良的 Mallory氏三色法染色中质膜呈兰色，胞质桔 

黄色，核仁红色。核径 6．93—8 91 m，卵短径 8．91一 l1．88 m，长径 l1．88— 14．85 m( 

图版 I：2)。 

Ⅱ期：单层滤泡期 卵巢肉红色或粉红色，扁囊状，体积远较 I期大，在放大镜下能 

见细针尖大小的卵母细胞，尚无卵黄。性腺宽 4—9 mm左右，重 2,6 g左右，横断面能见 

卵巢腔。体长 l6O一350mm。内部卵母细胞处于单层滤泡时相。依卵母细胞发育进程 中 

的差异，该时相又可分为早、中、晚三个发育阶殴。早期：细胞强嗜碱性。切片上呈卵圆 

形或多边形。卵径 52．2o_一57．42 m。核径 22．77—29 70 m，中央大核仁消失，形成 18 

— 28个大小不等的核仁，均匀分散于核中。滤泡细胞不明显(图版 I：3)。中期：细胞仍 

强嗜碱性，核仁 50个以上，澡兰色，多向核边缘扩散。核 中有呈网状或放射状被染成淡 

紫色的灯刷染色体，其与核膜之间的部分透明，胞质深兰色，单层滤泡细胞明显。卵径 

l1 5，37— 123 75 m，核径 5O l2—54．45 m(图版 I：4)。晚期：卵母细胞体积进一步增 

大，核仁 8O一100个，多数均匀分排在核膜内缘，少数位于核中央，核膜内缘者较核 中央 

者大一倍。胞质嗜碱性大大减弱，卵母细胞质的一端有明显的卵黄核，染上瀑兰色。卵径 

185 l 3一 l93．05 m，核径 103．95～ l16．82 m(图版 I{5)。 

产后退化至Ⅱ期的卵巢紫红色，尚含少量正在退化的卵粒。 

Ⅲ期：卵黄泡期 卵巢浅黄色，长囊状，肉眼见性腺内为众多小黄点，卵巢壁上血管 

丰富 性腺宽 1O一22 mm，重 17 g左右。内部卵母细胞处于出现卵黄泡时相。卵母细胞 

圆形或椭圆形，滤泡细胞内侧出现薄层染为火红色放射带，放射带内侧胞质密集，呈颗粒 

状，排成 l圈，厚度与放射带相当，染成兰紫色，再内的细胞质呈条索网状。核膜清晰， 

染色澡，紧挨核膜的薄层核质淡兰色，在一个切面上可见其内缘有 25—38个左右较大的 

核f：，每一较大核仁的外侧部分与核质相接触，其余部分为较大的空泡包围，再内的核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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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染成淡红色，排列疏松，约 1。0～120个小核仁分散其间。大核仁 39 6o_一64．35 m，小 

核仁 7．92— 19_8 m，卵横径 28O一288 m，长径 380--444 m。滤泡细 胞 2层，内层核 

圆，外层核扁乎。滤泡膜厚 3．96—7．92 m，放射带厚 1．78—1．98肿n。11I期后期，内层滤 

泡细 胞由立方状逐渐变为高柱状，放 射带增厚达 2．97 m，其内侧的胞质 中出现脂性卵 

黄，卵母细胞逐渐变圆，核亦圆(图版 I：6)。 

Ⅳ期：卵黄充满期 卵巢淡黄或灰黄色，由于卵母细胞体积增大而使卵巢膨胀成前粗 

后细的长囊状，卵巢壁血管变细并渐不明显，卯母细胞 中充满卵黄颗粒，卵粒相互粘连不 

游离，性腺宽约 47 mm，重约 218 g，卵径 0_8—2．5 mm，卵母细 胞发育至卵黄充满时 

相，该时相亦可分为早、中、晚 3个阶段。早期：滤泡细胞仍为两层，核位于中央，卵黄 

泡 密集 于围 核区 ，卵黄颗 粒逐 渐 向核方 向充满 细 胞质， 卵短径 约 312肿n， 长径 约 

520 m ，胞质边缘的颗粒带消失(图版 I：7)。中期：核仁分散于核膜内缘，数量明显减 

少，约 25—30个。卵黄粒填充于整个细胞质。卵径 380—580 m，核径 128—232眦 图 

版 I：8)。晚期：核开始 向动物极移动，核质均匀。其周缘有 1 5—18个核仁，直径 5．2— 

8．0 m。卵黄泡消失，放射带减薄。滤泡细胞内层(颗粒层)急剧增厚达 29．7—54．45 m， 

胞闾界限不清(图版 I： l1)，外层(鞘膜层)极扁乎。H_El染色中，卵黄颗粒桔红色。卵 

径 1332— 1580 m，核径 172—2o0 m(图版 I： l1)。 

V期：成熟期 卵巢橙黄色，血管极不明显，卵粒游离，提起雌鱼或轻压雌鱼腹部有 

卵流出，卵径约 3 mm，卵细胞已达生理性成熟。切片表明核膜完全溶解，核质 已和动物 

极细胞质融台(图版 I：9)，滤泡细胞颗粒显著井与产卵板分离(图版 I：10、I2)。成熟卵 

外的卵壳膜源于滤泡细胞，遇水后迅速膨胀产生强粘性。 卵壳膜无明显结构(图版 I： 

16)。 

Ⅵ期：退化期 卵巢淡黄或桔黄色，体积因卵细胞的产出而显著减小，质地松软，后 

部充血，内含少量未产出的成熟卵和正在退化吸收的卵母细胞。恢复至 Ⅱ期的卵巢多呈紫 

红色，没能产出的成熟卵及部分Ⅳ时相卵母细胞尚在退化吸收。解剖发现，长吻鳃周年卵 

巢中都有退化卵(一些小白卵粒)出现，但退化的高潮是在产后的夏季。卵母细胞的退化吸 

收过程可分 5个步骤： 1．产后卵巢迅速充血而呈红紫色，血管丰富，为卵粒退化被吸收 

作准备j 2．卵核消失，放射带模糊不清，滤泡细胞界限清楚，呈波浪式包在卵外j 3．颗 

粒层细胞活性提高，细胞和细胞核体积增大，细胞层数增多，胞质内出现液泡并加强分泌 

作用(图版 I： 13)；4．滤泡细胞从几个不同部位伸出“伪足”(图版 I：14)，破坏卵母细 

胞，侵蚀卵黄，卵黄液化，滤泡细胞肥大，富营养化(图版 I；1 5)，卵母细胞 中央 出现桔 

红色或火红色物质，形成不规则放射状图案(图版 I： 15， 17)；5．随卵黄被吸尽，滤泡细 

胞亦萎缩、崩解成为斑块，最终被卵巢吸收而消失在卵巢基质 中(图版 I：17左下)。卵巢 

中除被吸收的卵母细胞和空滤泡外，还有较为丰富的结缔组 织和不 同发育时相的卵母细 

胞，但以Ⅱ时相为主(图版 I：17)。 

2．2卵巢发育的周年变化 

2．2．1性成熟前至性成熟鱼卵巢的发育变化过程 I期卵巢存在于 1龄内阶段， 1、2龄 

鱼及多数 3龄鱼发育至 Ⅱ期，4龄性成熟。最小性成熟雌鱼 3龄，体 长 466mm，体重 

1．5 kg(最小性成熟雄鱼 3龄，俸长 478 mm，体重 1．58 kg) 长吻鸵卵巢发育与年龄 、体 

长、体重的关 系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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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性成熟鱼卵巢发育的周年变化 7— 8月为 Ⅱ期卵巢。性成熟个体经 4—6月繁殖期 

后，卵巢进入退化修复阶段，卵巢的卵母细胞组成，无论从数量还是面积比例上，均以Ⅱ 

时相为主，大约占 90％以上，亦有少量退化的卵母细胞。9月份，多数卵巢 中的卵母细胞 

发育 至Ⅲ时相，部分卵巢仍以Ⅱ时相为主。在 1O一次年 2月下旬为越冬期卵巢，卵母细 

胞的发育主要停留于Ⅲ时相，3月上旬进入Ⅳ期。4—6月为产卵期，性成熟个体的卵母细 

胞以Ⅳ、V时相为主，产卵高潮在 4月中旬至 5月中旬，产卵期一直延续到 6月中旬，产 

后卵巢持续约 1个月。往后，雌鱼卵巢重新进入 Ⅱ期到Ⅲ期直至次年 2月底。 

表 1 长吻鱼危性成熟前至性成熟卵巢发育与年昏争、体长、体重的关系 

Tab 1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ovarian development and weight， length 

and age from the larva to maturation of Leiocassis tongirostris 

2．3繁殖习·l生 

2．3．1雌雄区别 性成熟雌鱼，身体匀称，卵巢轮廓 明显，腹部较为膨大松软 ，泌尿生 

殖突短而圆，一般在 5 mm 以下。生殖期成熟度好的雌鱼 ，由于腹部膨大泌尿生殖突 内 

凹，甚至无法测出其长度。性成熟雄鱼个体较雌鱼大，身体苗条，腹部细瘦，尾部较长， 

泌尿生殖突长 圆锥形，达 1O一2O mm，生殖季节可达 2O一 3O mri1。参与繁殖鱼雌雄比为 

l 3：l，雌略 多 于雄。 

2．3 2发情表现 观察人工催情亲鱼发现，第 1次注射药物后，雌雄彼此靠近，安静的 

停息水底，如池水过浅，体色会立即变浅呈米黄色。第 2次注射药物后约经 l 5—2O h， 

常有发情表现，先是雌雄鱼各 自缓慢巡游产卵池各处，随之游动频繁，速度加快，继后相 

互追逐。是雄鱼追雌鱼．还是雌鱼追雄鱼，视亲鱼的成熟度和药教而异，正常情况下多是 

雄性比较主动，若相互接受对方发出的信息，则十分亲密地并排游戈，在池中寻觅产卵场 

所。产卵前 1～3 h，发情达到高潮，时而雄鱼在下用身体或吻部撞击雌鱼腹部和生殖 

区，或将雌鱼向上抬起；时而雌鱼在下抚拭雄鱼，彼此缓缓亲昵并游。多组亲鱼放在一起 

时，雌雄鱼均具较强的排斥性，有时为争雌或争雄而相互撕咬，弱者常是遍体鳞伤，配好 

对后即形影不离。参加过一次繁殖的雄鱼再次配组无明显发情表现。 

2．3 3产卵特点 产 卵时，雌雄尾相交 ，腹部相贴，身体部分露出水面或全部埋 于水 

下，雌鱼排卵，雄鱼排精，掀起重重浪花，十米开外均可听见水响声，为产卵高潮。受精 

卵在水中散开并很快吸水膨胀，产生强粘性，均匀粘附于池壁或池底。产卵时间持续 1— 

3 h，可有 3— 5次较大的产卵活动。产后亲鱼分开，先在池内游动，后静卧水底歇息。解 

剖发现，无论是人工繁殖中自然产卵或江河收集的产后亲鱼 ，卵巢中都存在较多成熟卵 

粒，这些卵粒或退化吸收，或成稀糊状 自然流出，这种明显的不能正常排空卵巢的现象原 

因何在，尚不清楚。 

2．3．4护 卵行为 从人 工繁殖 中观察，长吻鳃同唑 科其它鱼 类一样，具有护 卵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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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 5月，我们夜帕I扫取粘附于池壁的受精卵时，亲鱼两次冲来咬手，颌齿刺伤手 

背。1984年 5月，发现亲鱼取食粘附于池壁的卵粒。1983年 5月 I 5日，解剖一尾从产卵 

池捕起的雌鱼 胃内有摄人的卵粒，经镜检，有的是被胃液染黄已停止发育的胚胎。因 

此，人工繁殖中我们采取了产后适时捕起亲鱼的措施，使受精卵免受损失。 

3讨论 

3．1卵巢发育的分期 

研究鱼类性腺发育和周年变化规律，必须划分性腺成熟阶段，以鉴别鱼的成 熟度，然 

而关于鱼类性臁发育的分期，目前国际上尚无统一的标准。有关鲶形目鱼类卵巢发育成熟 

度的分期各家意见不一，Watanabe等(I987)将 nypostomus ancistroids卵母细胞的发育 

分 为初 始 生 长期 、 卵 黄沉积 期 和 成熟 期 3个阶 段 ，Upadhyaya等 (1985)把 Mystus 

v 阳m 卵巢的发育分成静止期、卵黄积累前期 、卵黄积累期和成 熟期 4个时期，然而 

Nawadiaro等(1986)~0将 Chrysichthys#tamentosus的卵巢发育分为未成 熟期、正在成熟 

期、成熟期和产后期，Davis(1977)从卵巢发育的组织学特点把 Tandanus tandzmus的性腺 

发育划分为染色质区核仁期、早期周边核f=期、晚期周边棱仁期、卵 黄泡期、初级卵黄 

期、次级卵黄期、三级卵黄期、完垒成熟期和退化萎缩期 9个时期，特别注意 了卵母细胞 

发育中棱仁的变化和卵黄物质的积累过程，较 前几者更趋合理。我国学者 自 1958年以来 

已习惯采用原苏联学者 Me~en(1939)的分期标准，将硬骨鱼类的性腺发育分为 6个时期。 

因而 王德 寿等 (I992)、魏 刚(I988) 和杨 家 云(1991) 在研 究 鲶 形 目的 大鳍蠖 (Mystus 

macropterus)、鲶 (Si~ru asotus)和瓦氏黄颓鱼(Pelteobagrus vachelli)的卵巢发育肘，均 

采用了硬骨鱼类性腺发育的 6级分期法 本文对长吻鳃卵巢发育的分期，既参考了 Davis 

的标准又结合我国已有的方法进行划分，按 卵巢发育的外形和组织学特点分为 6个时期， 

即卵原细胞期、单层滤泡期、卵黄泡期、卵黄充满期、成熟期和退化期。我们认为这种划 

分方法，既简化了分期数目，突出了卵细胞发育上的本质差异，又与国内的习惯分期法基 

本一致；把各期的本质特征作为该期的命名也便于理解和记忆；同时还将 卵细胞的发育时 

相与卵巢发育的分期有机地吻合在一起了。 

3．2产 卵类 型 

扬若宾等(1990)根据Ⅳ一 V期卵巢 中同时存在着发育大体相同而粒径不 同的大卵粒和 

小卵粒，以及体重相同而怀卵量相差很大，认为长吻鱼也属多次产卵类型。据作者观察，长 

吻鲍属一次产卵类型，理由如下： I．根据卵巢周年变化的规律，卵母细胞由Ⅲ时相到Ⅳ 

时相是同步发育的；2．卵巢的成熟系数每年只在 4—6月出现一次高峰，多次繁殖(分批 

产卵)鱼类一年 中有两个以上峰值；3 产后卵巢切片表明，未产出的卵粒将全部退化，卵 

巢退回至 Ⅱ期(图版 I：I7)，其中并无次发性的第Ⅲ、Ⅳ时相卵母细胞，即当年不会形成 

第二批成熟卵；4．Ⅳ一 V期卵巢 中存在的大小卵粒，虽粒径 不同，但 核的位置基本一 

致，说明大小卵是同期成熟的j 5．体重相同，怀卵量不同并不一定是产卵后形成的，也 

可能与卵巢发育程度等因素有关。 

J魏 剐 】988 鲶的繁殖 物学研究 硕上论文 

尊 枷 衷五 1991 嘉陵江 瓦 氏黄 颧 鱼的 繁殖生物 学 研究 硕 上诧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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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版 说 明 

版 ： 

【 订期卵巢，示卵巢壁(oW) x 75 

2 l期 卵蜒 ．示 卵原细 胞 ×75； 庀 下为 1个卵 原细 胞的 放大 ×300 

3 兀时相早期卵母细胞．示初级卵母细胞排列在产卵板 l ×75 

4 订时相中期卵母细胞 x 75 

5 Ⅱ时相晚期卵母细胞，示 卵黄棱【yn 滤泡细胞鞘瞳层(th) ×300 

6 111时 相 卵母细 胞，棱 仁 周围空 泡 明显 x 75 

7 Jv蹦相早期卵母细胞．示卵黄抱(yv】．卵黄牡(yg) ×75+ 

8．IX'时相中期卵母细胞局部，示穗泡细胞颗粒层(gr)和放射骷(2r)及卵黄~l(yv) ×300 

9 Ⅳ时相 晚期 卵母 细胞棱 (nu) ×75 

l0 V时 相 母 细 胞的 滤泡细 胞颗粒 层 ×300 

l【 IV时 相晚期 卵母细 胞，示 卵 黄厦滤 泡细 胞 颗#上层 (gr) ×300 

l2 V时相卵母细胞，示与产卵板(oJ分离．zr是放射骷．y 是卵黄{}面粒 ×75 

t3 15 退化吸收期卵母细胞 i3 滤泡细胞活跃增厚 z 300 l4 滤泡细胞颗粒层( 形成“伪足 吞食卵黄 

X 300 l 5 滤 泡细胞 肥大液 泡 化 ×300 

J6 卵壳蹉切片，无细胞结构 x 300 

" vl期末卵巢，示 2时相卵母细胞、中央的 Ĵ红色物质及左下侧9H细胞退化后 留下的疤瘕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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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0N THE DEVEL0PM ENT AND ANNUAL CHANGE 

IN THE 0VARY AND THE BREEDING HABITS 0F A 

FRESHWATER CATFISH (Leiocassis longirostris) 

Zhang Yaoguang Luo Quanshen He Xuefu 

(Department ofBiology，SouthweM China Teachers University-Chongqing 630715) 

Abs act 

The present paper deals with the characteritics of ovarian stages and the breeding habits 

of a ireshwater catfish Leiocaasis tongirostris Gunther in the Jialing River． According to the 

external shape and histological featrues， development of the ovary is divided into six 

stages： 1． oogonia) 2． OOCyte with follicular epithelium consisting of a single layer of 

follicle cells) 3 oocyte with yolk vesicles) 4． oocyte filled with yolk) 5． complete 

maturation) 6 degeneration of oocyte Stage I of ovaries can be seen one year old fishes 

only． The stage Ⅱ lasts about 2 years and then develops into the stage III， Ⅳ ， V before 

maturation Age at first maturity is 3 years old． Ovarian annual changes of adult fish only 

undergo山e stagesⅡ一Ⅵ ． The spawning period is from April to June． After spawning，the 

ovaries quickly degenerate to the stageⅡ and then develop to the stage III again Each year 

the catfish has a single spawning season， in which the female is confirmed to spawn once． 

M any nucleoli are observed in oocytes． They can be divided into 2 types i e． 1arge and 

smal1 The sdcky membrane of eggs is derived from th e follicle cells． Degeneration of the 

a~efic follicle and the reso~ption of yolk in Leiocassis longirostris is subdivided into five con— 

secutive stages 

Key words Ovarian deve opment， Annual changes， Breeding habits， Leiocassis 

longirostris， Silurifor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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