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鲂鱼的头骨发育及其适应意义 

赵 俊 陈湘 彝 

／f 伴 舣 。’ 5ff】6 ’[57蟛 ／f L̂‘ 7，’ 
，叶 摘要 本文对鲂a~．(Megatobrama skotkovii)头骨的早期发育过程及其与鱼苗的存活功能需 

要之间的关系迕行 r研究 骨发育的垒过程-f划分为 5个阶殴，即软颅阶段、删颅脱骨附加 

阶段 、舾颅开始骨化阶段、脑颅快速骨化阶段和骨化完成阶段。刚Ⅲ膜仃鱼头 部即冉软骨存 

在．最先出现的硬骨是膜质 颉骨和 鳃盖骨，脯颅最先开始骨化的是基枕骨和侧枕一 ，随后 

存活的功能需要之问有肴密 切的美系。 

结杓与功能，适应 

鱼类头骨的形态特征是研究鱼类系统分类和功能适应的重要依据，而对头骨发育的研 

究无疑将使有奖的研究更趋深人。国内外 许多学者在鱼类头骨发育的研究方而作 r犬量的 

工作(Parker，1873~Barnford， 1948~苏锦祥等，1989；Vandewalle等， 1992)。对鲂鱼 

(Megalobrama skolkm,ii)成体头骨特征的6开究见 于盂庆 闻(1985)的报道，但有关鲂属鱼类 

头骨发育的研究尚无深入的讨论。本文对鲂鱼从刚孵化的仔鱼到已具成鱼骨骼特征的垒长 

77 mm的幼鱼之头骨发育进行 了详细观察，并据此探讨了头骨发育过程中结构 与功能的 

相互关系 

1 材料与方法 

材料取 自本系鱼类研究室，从 1993年 5月 12日受精卵刚孵化出膜开始取材，初期每 

天取 2次，逐步延长至每 日、隔 日、隔两 日取一次，直至鳞片长齐、骨骼发育完善为止。 

各阶段材料不少于 l0尾，取材后先进行活体观察，测量长度，记录形态特征，后将标本 

固定于 5％福尔马林加 0．65％ NaC1溶液中。骨骼标本染色参照 Eun Ho Park ＆ Dong 

Soo Kim的方珐(1984)稍加改进，标本在含 3％H，O，的 1％KOH溶液 中透明并去掉色 

素，用阿利新蓝(alcian blue)~q软骨染成蓝色，茜素(alizarine)将硬骨染成红色。标本既有 

单色染色(单染软骨或单染硬骨)也有双色染色(同时染红、蓝两色)，以便对比观察。骨骼 

名称参照苏锦祥等(1989)~H Vandewalle等(1992)。 

2 结果 

2．1 头骨发育过程 

头骨的发育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但依据形态结构的差异可将其划分为 5个阶段，各阶 

丰文 I994午 I】 21日收 到． I995 2月 20日修回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308 动 物 学 研 究 I6卷 

段的结构变化与鱼苗外部形态的变化及功能适应有着一致的美系，但同时又与外部形态的 

分期存在交叉重叠。 

2．1．1 软颅阶段 从出膜期一 鳃缝出现期；全长 4．0—6．3 ram(出膜后第 l一 3天)；所有 

头部骨骼均为软骨。剐出膜仔鱼(垒长 4．O～4l7 ram)已存在显著的软骨结构，包括 l对 已 

经相连的前索软骨和侧素软骨，l对麦克尔氏软骨、1对腭方软骨和舌颌续软骨、舌弓的 

角舌软骨和第 l一3角鳃软骨(图 l： I)。随后前索软骨前端左右愈合形成筛板，侧索软骨 

前端向背外侧伸出一前方基囊联合(commissura basicapsularis anterior)，此联合的外侧缘 

向前后延伸形成缘带(taenia marginalis)，将来形成眼囊及耳囊软骨环；枕柱出现，初时 

与侧索软骨分离，后与之相连；第 4鳃弓的角鳃软骨和第 5鳃弓即下咽骨出现，同时各鳃 

弓的基鳃软骨和下鳃软骨也相继出现(图 1： Ⅱ)。 

B 

II 

图 】 欤颅阶段鲂鱼的头骨 
Fig．1 The skull of M skotkovii at cartilage 

phase 

j．垒 长 4 0—4 7 ram(刚 出 膜)[TL 40—4 7 mm0ust 

hatched)lj A 背 视 {dorsal view)~ B 腹 视 (ventral 

viewh C 侧 视0ateral view) 

Ⅱ A 肯 视 ， 长 6 0— 6 3 him『dorsal view． TL 

6．0—6 3 mini B 腹视 (ventral view Ij C 侧视 ，垒长 

5．6—5 8 mm(taterat view，TL 5．6—5 8 ram)。 

圈 2 咽颅膜骨附加阶段鲂鱼的头骨 

Fig 2 The skull of M  skotkovii at the 

dermal bones in splancfinocranitun phase 

A 背视 [dorsal view)，垒长 6．5— 6 7 mm(TL 6 5—6 7 

mm)t B 腹视(ventral viewh C 州视(1ateral view)， 

垒长 7．O一7l mm(TL 7 0-7l mm)。 

2．1．2 咽颅膜骨附加阶段 从鳔皱形期一尾鳍条出现期；垒长 6．5—7．8 mm；此阶段从咽 

颅膜质骨出现开始到脑颅硬骨出现之前结束。咽颅最先出现的膜质骨是上颁骨和主鳃盖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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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垒长 6．5—6．7 mm)，随后是前颌骨和齿骨；舌弓已分化出角舌软骨和上舌软骨，各鳃弓 

的上鳃软骨出现，下咽骨先长出 3枚咽齿，后增至6枚 脑颅的耳囊软骨环、眼囊软骨环 

和嗅囊软骨环形成，连接左右眼囊软骨环的背方软骨桥随后形成。(图2) 

2．1．3 脑颅开始骨化阶段 从鳔两室期(背、臀鳍条开始出现)一鳔三室期(腹鳍条已经长 

出)；垒长 9．5—16 mm；此阶段从第 1块脑颅软骨的骨化开始到额骨和顶骨初现结束。咽 

颅绝大部分软骨在这一阶段骨化。脑颅最先出现骨化的骨块是基枕骨和侧枕骨，随后是副 

蝶骨，前耳骨、中筛骨、侧筛骨、额骨和顶骨也在这一阶段开始骨化或出现。各鳃弓的咽 

鳃软骨出现，其余鳃弓骨骼均完垒骨化；舌弓除了基舌骨前半段外也完全骨化；舌颌软骨 

与续软骨分离，腭方软骨分化为腭骨和方骨，前颔骨、上颌骨、齿骨、中翼骨和前翼骨完 

全骨化，后翼骨及其它未提及的咽颅软骨均部分骨化(图 3)。 

罔 3 脑颅开始骨他阶段鲂鱼的头骨 

Fig 3 The skull of M ． skotkovii at the begin- 

ning of ossification in neurocranium 

phase 

A．背 视(dorsal view)， 喹长 9．5m l0 lllm(1L 9 5 10 0 

mm)，B 皓颅 腹幌 (ventral view of neuroaium)，垒 长 

J0 8一 I2 5 mmfTL 10 s—I2 5 mmh C 啊 檀 腹 梗 

～entrat view of splanchno cranium))~ D 徊 视 (Lateral 

view)．垒长 l4 s—l6 mm盯L l4 5一l6 mm)。 

口 软骨或来骨化的胰骨 
囝 硬骨 

罔 5 骨化完成阶段鲂鱼的头骨 

Fig 5 Th￡ skull of M ． sko腑ovii at the per· 

f￡ct ossification phase 

A 腹 视 entral view)， 皂 长 33 5— 36 mm盯L 

33．5—36 mm)J B 背 视 (dorsal view)， 皂 长 40，一 

45 mm(1L 40 5—45 mm)I C 侧 视tlateral view)，垒 

长 7O一 77 mm(TL 70—77 mm 

2．I．4 脑颅快速骨化阶段 从侧线出现一鳞片基本长齐；垒长 l9—27 mm，脑颅各骨在 

此阶段迅速骨化。在上一阶段未完垒或_未开始骨化的脑颅各骨均迅速骨化，除背面的颧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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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顶骨尚未发育完全外(前后囱门尚存在)，脑颅其余备骨均基本骨化并初步定型。咽颅所 

有骨块均完垒骨化．接近成体形忐(罔 4)。 

转骨或未骨他的膜骨 
硬 骨 

罔 4 脑颅快速 化阶段鲂鱼的头骨 

Fig．4 The skull of M ．skolko,2ii at the fast ossification in 

A 背视(dorsal view)， 长 19 0—2】3 mm(1~L 19 0 31 3 ram) 
＼  

B 脑颅 腹视“entra[view of ncuro cranium)； 

C 咽 颅 腹视(ventral view of splanchnocranium)* 

D 侧视(1ateral view)，垒长 25—27 mm(TL 25 27 ram)。 

2 1．5 骨 化 完 成 阶 段 

全 长 30— 77 mm， 脑 颅 

硬骨均进一步发育，最终 

接近成体的形态。此阶段 

变化 最大 的是额骨 和顶 

骨，二者都不断向 中央扩 

展，先 封闭前 囱门(垒长 

40 5— 45 mm)， 后 封 闭 

后囱门，至此，颅顶完垒 

封闭，头骨 发育完善(图 

5)。 

2．2 头骨发育过程与鱼 

苗早期存活功能需要之间 

的 关系 

鱼类头部骨骼的形态 

结构与鱼类的呼吸与摄食 

功 能 有 着 密 切 的 联 系 

(Gosli'ne，1971)。鲂鱼早 

期发育过程中头部骨骼的 

变化明显地反映出与呼吸 

和摄食功能需要的统 一。 

孵化出稹之前胚胎的呼吸 

是通过孵稹来进行的，布 

满血管的卵黄囊在呼吸作 

用 中起着十 分重 要的作 ’ 

用。孵出之后随着卵黄囊 

被逐渐地吸收而缩小，鳃在呼吸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最后完垒取代卵黄囊而在呼吸过程 

中起主导作用。初孵仔鱼的前 3对鳃弓已经出现，第 4对鳃弓在孵出后第 2天也随之出 

现，鳃丝也很快长出，这为尽快完成呼吸器官的替代作好了准备， 当卵黄囊被完垒吸收而 

消失的时候，鳃弓亦有了进一步的发育，鳃丝 已变得较为发达(赵俊等，l994)，使呼吸功 

能大大加强。 同时，主鳃盖骨的较早出现(咽颅最先出现的膜骨之一)对呼吸功能的完善无 

疑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不起呼吸作用的第 5对鳃弓的出现时间就稍晚一些。但随着 

卵黄囊被不断地吸收，摄食功能也必需尽快完善，因此，在摄食活动 中起重要作用的第 5 

对鳃弓出现后即以较快的速度发育，它比前 4对鳃弓更早骨化，这对尽快提高鱼苗的摄食 

效率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卵黄囊消失之前，上领骨、前领骨及齿骨均已出现(为咽颅最早 

出现的几块膜骨)并由此形成 口腔，将 口由腹面逐渐推向前端(Vandewalle等，l992}赵俊 

等，1994)， 同时，下咽齿也长出 3枚，使得有效地摄取外界食物成为可能。而 F明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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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增 多和扩大、下咽骨的较早骨化以及舌领骨与续骨的分化无疑使摄食效率得到进一 

步提高。随后，“颊部”骨骼(suspensorium)l~发育(包括舌颌骨与续骨的骨化，方骨 与腭骨 

的分化和骨化以及 3块翼骨的出现和骨化)使得 口腔的顶壁和侧壁更加坚固， 同时扩大了 

口腔的容积，使 呼吸和摄食功能更趋完善。而鳃盖骨的较早出现和较快定形，配合颊部骨 

骼及上下颌骨，在呼吸过程中形成“呼吸唧筒”，使呼吸作用的“机械装置”趋 于完备。 

表 1 几种鲤形目鱼类头骨发育的比较 

Tab．1 Comparison of sku|l development among some species in Cyprinffomes 

随着呼吸和摄食功能的逐步完善，大量水流在“呼吸唧筒”的作用下不断通过口咽腔， 

同时也带进了食物及其它存在于水中的异物，如果此时 口咽腔仍然与脑相通的话，水流的 

压力及食物、异物的刺激将会使脑组织受到损伤；而较早骨化的副蝶骨及时将脑与日咽腔 

隔开，同时加强了颅底，这对鱼苗早期的生理活动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许多鱼类 中， 

副蝶 骨都是脑颅 中最 先骨 化的 骨块 或最先骨化的骨块之 一，．随后 是基枕骨和侧枕骨 

(Kadam， 1961；Dornesco等 ， 1971；Verraes， 1974；Ismail等， 1982； 苏 锦 祥 等 ， 

1989}Surlemont等， 1991；Vandewalle等，1992)，鲂鱼中副蝶骨的骨化稍迟于基枕骨 

和侧枕骨，但副蝶骨原基也是脑颅中最先出现的硬骨原基之一，也起到及时加强颅底和隔 

开脑 与口咽腔的作用。而基枕骨和侧枕骨的较早骨化一方面可能加强了头部与脊挂的连 

接 ；另一方面也减轻 了鱼 体运 动过程 中水流和运动本 身对 中枢神 经系统产生的压力 

(Gregory，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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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的头骨结构与鱼苗早期生存的生理需要没有直接的联系，其出现的时间相对要晚 
一 些，发育速度相对要慢一些。 

表2 围中骨骼名称对照表 

Tab．2 Abbreviations used in figures 

Ac acrochorda]cartilage 软 骨I目} MES mesopterygoid 

ASP alisphenoid 翼蜂骨 MET metapterygoid 

BAO basieocipital 基枕骨 MX maxilla 

BBC basibranchial cartilage 基鳃软骨 NC notochord 

BC eotttmissttea basicapsutaris anter1of 前方基褒联台 OCR omic cartilaginous ring 

BHC basihyal cartilage 基舌软骨 OP opetcle 

CB ceratobranchial 角鳃骨 OSP orbitospbenoid 

CBC ceratobranch Jal cartilage 角鳃软骨 OTC otic capsu~ 

CH ceratohyal 角舌骨 P parietal 

CHC ceratohyal cartilage 角舌软骨 PC parachorda]cartilage 

DE dentafy 齿 骨 PL palatine 

EB e瑚branehial 上鳃 骨 PLOC pila occipit~ 

ECT ectopterygoid 前算骨 PMX premaxilla 

EH epihval f：舌骨 POP preopercle 

EP ethmoid 筛板 PQ palatoquadrat~ 

EPO epiotic t耳骨 PRO prootic 

EXO exoccipita] 侧枕 骨 ’ PSP parasphenoid 

F ~enta[ 额骨 PT posttemporal 

HBc hypobranehial cartilage 下鳃软骨 盯 E pterotic 

HH hvpohyal 下舌 骨 PY pharyngeal bone 

HSY hyosymplectic 舌锕续软骨 Q quadrate 

H'fC hyomandibular cartilage 舌 颌戟 骨 SOC supraoccipital 

[FOP infraopere]e 下鳃盖骨 sP sphenotic 

IHC interhya]cartilage 茎舌软骨 SQU squamosura 

1TOP interopercle 间鳃盏骨 SYC symplectic cartilage 

LE latcra]ethmoid 侧储骨 TM taetlia marginalis 

MC Meckel s carulage 麦克尔氏软骨 TR trabecular 

ME mesoethmoid 中啼骨 V vomer 

， 讨论 

中翼骨 

后 翼 骨 

f。颌骨 

脊索 

眼 软 骨环 

主鳃盖骨 

眶 蝶骨 

耳囊 

顶骨 

删索 软骨 

腭 骨 

枕 桂 

前颧骨 

前鳃盖骨 

腭 方软 骨 

前耳骨 

． 副蝶骨 

后精骨 

翼耳骨 

下晒骨 

方骨 

上枕骨 

蝶 耳骨 

鳞片骨 

续软骨 

缘带 

前索戟骨 

犁 骨 

鲂鱼头骨发育过程与其它鱼类有着整体上的一致性，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差异，本文 

仅就鲂鱼与鲤形目其它几种鱼类头骨发育的主要区别列表比较如下： 

从表 l可以看出，在头骨发育上胭脂鱼科与鲤科有着较大差异，在鲤科鱼类之间，同 

属的鲂与团头鲂似乎更为接近，而与璺已有较大差异，这是否暗示着不同类群之间的某种系 

统进化关系?由于观察的种类有限，尚无法据此得出结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是十分必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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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0PM ENT OF THE SKULL OF M egatobrama skotkovii 

AND IT S ADAPTIVE SIGNIFICAT10N 

(Teleostel，Cyprinidae) 

Zhao Jun Chen Xianglin 

(Sou~ (’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skull of M egatobrama skolkovii was divided into five phases： 

1)Cartilage phase．2)The dermal bones in splanchnocranium phase．3)The be昏nning of 

ossification in neurocranium phase 4) The fast ossification in neufocranium phase 5) The 

perfect ossification phase．Before the larve hatched， there are no cartilages W hen the larva 

has just hatched． trabuculae， parachordal cartilages， MeckeVs cartilages， palat0quadfate 

cartilages， hyosymplectic cartilages， ceratohyal cartilages and the 1 st一3nd ceratobranchial 

cartilages are all present．Then the cartilagious floor of the neurocranium develops．M axillae 

and opercles are the first—two derma1 bones of the skull， then are premaxillae and 

dentari=s The first-two bones of the neurocranium are basioccipita1 and exoccipitals． then 

is parasphenoid， frontals and parietals appear after the ossification of prootics and 

vOmer． At the same time， most of the splanchnocranium bones are existent， including 

ectopterygoid， mesopterygoid， metapterygoid， preopercles， infraopercles， interopercles 

and branchiostegal rays． Then， ofbitosphen0ids， alisphenoids， sphenotics， epioties and 

pterotics all begin ossification The splanchnocranium has developed well when the fry is 

50—55 mm in total length， the neurocranium has developed well when the fry is 70—77 mm 

in tota】leng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arly cartilages and bones with the mechanical 

demands of biological function such as breething and feeding has been discussed， 

Key words Cyprinidae， Megalobrama skolkovii， Skul1 development， Structure and 

function， Adap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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