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鲱形 目和鲈形 目七种鱼的核型分析 

赵小凡 王相民 ．里_旦旦监 ＼／ 
(山东大学生物系 济南 250100) (中国科学院梅洋研究所) 

驭 一 
摘要 本文利用体内注射秋水仙素、低渗和空气干燥尝，努析亍 7种海产鱼的染色体组 

型：鲱形 目的斑鲚和青鳞小沙T，鲈形 目的花鲈、皮 氏叫姑鱼、黄姑鱼、小黄鱼和黄鳍刺，哇虎 

鱼。井结合前^的文献，讨论了鲱形 目的核型演化，将鲈形 目几种鱼的核型与前^的报道作了 

比较 。 

关键词核型，鲱形目，鲈形目 乎 
鲱形目鱼类是原始的真骨鱼类，现生种类大约有 330种(Nelson，1984)，大部分为海 

产鱼类，其中进行过染色体研究的种类有 l7种(Doucette等，1988)。鲈形目鱼类为高等 

真骨鱼类，大约有 7800种(Nelson，1984)，已进行过染色体研究的种类有 400多种(小岛 

吉雄 ， 1983)。本 文报道 了鲱 形 目两 种鱼 ：斑鳐 Clupanodon punctatus和 青鳞 小沙丁 

Sardinella zunasi及鲈 形 目 5种鱼 ：花鲈 Lateolabrax血pontus、皮 氏 叫姑 鱼 Johnius 

belengri、黄 姑 鱼 Nibea albiflora、小 黄 鱼 Pseudosciaena polyactis和 黄鳍 刺 虎 鱼 

Acanthogobiusflavimanus的染色体组型。其 中鲱形 目的两种鱼和鲈形 目的皮氏叫姑鱼、 

黄姑鱼及小黄鱼的核型为国内外首次报道。 

l 材料与方法 

7种鱼类分别采 自青岛和烟台近海。将活鱼腹腔注射秋水仙素(2—3 g／g体重)后放 

入 自制小网籍内，就近放入沿岸海水 中养 4— 5 h。断鳃放血，取肾脏或脾脏经低渗、固 

定、空气干燥法制备染色体标本。染色体分析方法与王金星等(1993)报道相同。 

2 结果 

7种鱼的染色体分析结果如表 l。 

2．1鲥}形 目 

斑鲜(c．punctatus)：鲱科。二倍体数 目为 2i1=48(图版 I：A)。l对中等大小的中着 

丝粒染色体，23对端着丝粒染色体。前 3对端着丝粒染色体较大，其余各对相对长度依 

次减小 。 

青鳞小沙T(S．~unasi)：鲱科。二倍体数目为 2 i2=48(图版 I：B)。全部为端着丝粒 

· 山东大学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 

车文 l993年 8月 20日收到，同年 11月 l1日悟回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2期 王盘垦等：鲱形 目和鲈形 目七种鱼的棱型分析 

染色体。第 1对染色体相对长度较大，与相邻染色体对差异明显。 

表 1 鲱形 目和鲈形 目七种鱼的核型分析数据 

Tab．1 Summary of karyotypic data for se en species of Clupeiform and Perciform fishes 

2．2鲈形 目 

花鲈(L．iaponieus)：属鲐科。二倍体数 tq为 2 n一48(图版 I：c)。全部为端着丝粒染 

色体。由于相邻染色体对之间相对长度差异很小，所以很难正确地将 同源染色体进行配 

对。该核型与 Kitada等(1981)的报道相同。 

皮氏叫姑鱼 ．belengri)：石首鱼科。二倍体数 目为 2 n=48(图版 I：D)。全部为端着 

丝粒染色体。第 1对染色体上有 明显的次缢痕，位置紧靠着丝粒。前两对染色体较大，其 

余各对相对长度依次减小。 

黄姑鱼(Ⅳ．口 f，7D， ：石首鱼科。二倍体数 目为 211—48(图版 Ⅱ：E)。全部为端着丝 

粒染色体，各对相邻染色体对之间相对长度差异不 明显。第 1对 染色体亦有明显的次缢 

痕，位置离着丝粒较远。 

小黄鱼(P．polyactis)：石首鱼科，为著名经济鱼类。2n=48(图版Ⅱ：F)。 由24对端 

着丝粒染色体组成。第 1对染色体上有明显的离着丝粒较近的次缢痕。上述 3种鱼虽然属 

于不同的属，但核型有一定的相似性。 

黄鳍刺蛔虎鱼 ．flavimanus) 鳍琥 鱼科。二倍体数目为 2 n=44(图版Ⅱ：G)。全部 

为端着丝粒染色体。相邻各对染色体之 间相对长度差异不明显，依次减小。这与 Arai等 

(1973)报道的核型相同。 

3 讨论 

一 般认为，在鱼类特定的分类阶元 中，二倍体数 目为 48，且全部 由端或亚端着丝粒 

染色体组成的核型是原始核型(Ohno，1970；Fitzsimons， 1972~LeGrand，1975)。这自 

然使人们想到，在真骨鱼这一类群 中，原始鱼类应具原始核型。哪一类群是原始类群呢? 

一 些鱼类学家推测，海鲢 目和鲱形 目鱼类是接近千真骨鱼类祖先的类群，大约有 90％以 

上的现生真骨鱼 类由它们演化而来(Greenwood等，1966；Gosline， 1971)。综观 已报道 

的 17种鲱形目鱼类的核型(Doucette等，1988)和本文报道的两种鱼的核型，其中 7种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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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典型的原始核型，另外 8种鱼的核型可以通过端着丝粒融合或臂间倒位而由祖先核型演 

变而来。这样就有 15种或近 79％的种类的核型为原始核型或由原始核型演化而来。从这 

一 点上看，核型学资料支持 Greenwood等(1966)的观点。 

鲈形 目鱼类在真骨鱼类中是高等类群。种类繁多，在整个脊椎动物中是种类最多的一 

个 目(7800种)。形态差异极大。有趣的是，在已报道染色体组型的 419种鱼类 中，二倍体 

数目及核型却显示出一定的相似性：约 60％的种类 2 n一48(其 中有的具 2对以上大的双 

臂染色体)。染色体臂数为 48(或 50)的种类 占所报道核型的种类的 38％。也就是说有约 

38％的种类的核型为典型的原始核型或由原始核型演化而来。由此可见具 48个单臂染色 

体的核型具有广泛分布的特征。 

Kitada(1981)报道了花鲈属 2种鱼的核型：Lateolabraxjaponicus和 工． 1atus，均为 

48个单臂染色体组成。与本文报道的花鲈的核型相似 可见本属鱼类的核型基本相似。 

叫姑鱼属的核型，Patro等(1979)报道了两种鱼 Johnius carutta和 vogleri，均为 48个 

端着丝粒染色体组成，也与本文报道的皮氏叫姑鱼的核型相似。关于黄鳍刺 脆 鱼，Arai 

等(1973)报道的采 自日本 Kanagawa的标本的核型为 44ST，A， 与本文报道的分布于烟 

台近海的标本的核型相似。但 Nishikawa(197 4)利用采 自日本山口沿海的标本所得到的核 

型为 2 n=44：10M，SM，ST+34T，与上述报道差异很大，这可能是 由于地理分布不 

同造成的染色体多志现象，在其他一些鱼类也有类似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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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YoTYPE ANALYSIS FOR SEVEN SPECIES 

oF CLUPEIFoRM  AND PERCIF0RM  FISHES 

W ang Jinxing Zhao Xiaofan W ang Xiangm in 

(Departmem ofBiology，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250100) 

Tian M ingcheng 

stitlae of Oceanology，A cademia Sinica，Qingdao 266071) 

Abstract 

The karyotypes of seven species of Clupeiform and Perciform fishes have been studied 

from kidney and spleen cells by means of in~ection of colchicine，hy0otonic treatment and 

air-dry technique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Clupanodon punetatus， 2 n=48， karyotype ： 2M +46T， NF 50 

Sardinella zunasi。 2 n=48， karyotype ： 48T， NF=48 

Lateolahraxjaponicus。 2n=48，karyotype：48T，NF=48 

Johnius belengri, 2 n=48， karyotype： 48T。 NF=48 

Nibea athiflora． 2n=48，karyotype：48T，NF=48 
Pseudosciaena po actis， 2 n=48， karyotype ：48T， NF：48 

Acanthogobiusftavimanus， 2 n=44，karyotype：44T，NF一44 

According to this study and other literitures， we discussed the evolution of the 

karyotypes of Clupeifrom fishes and compared the  karyotypes of the related fishes in the or- 

der of Perciforlnes． 

Key words Karyotype， Clupeiformes， Percifor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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