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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优美盾纤虫二分裂期埘的形忐发生学进行 了研究，其过程为：1)OP发q 于老 

AZM 的左后方皮噎攥处．其后 ·分为二并演化为后仔虫的 A AZM 瞳 B AZM。在前仔虫． 

老 AZM 盟 PM 完垒保留并被继承}2)d?fP虫另行产生一原基，由其形成 一额腹林毛，在后仔 

虫此棘毛柬自OP腹侧；3)棘t原墓共 5列．此原基先断裂成前后两组，然J青各自演化成前后 

仔虫的额 腹 横棘毛；4)每别背触毛分别产生前、后仔虫之背触毛原基，并 由其更新老的结 

构。 

关键词纤毛虫 优美盾纤虫，形忐发生 毛内， 跋￡j 
盾纤虫属的结构模式独特，在腹毛目中占有特殊地位。有关其细胞发生学方面的报道 

不 多 (Hil1 1979；Tuffrau 1964； 1三重刚 等， 1992；鹿 延斌 等． 1992；傅 振幸等， 

1992)。我们在不久前对海洋纤毛虫的采集中新分离出 一个较大类型的种一一优美盾纤 

虫，并对其无性生殖周期中的发生学作 了观察，现将此结果报告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优美盾纤虫(Aspidisca putcherrima Kah1 

系培养后用作实验材料 作方法详见文献 

语及描述主要参照鹿延斌等 (1992)。 

2 结果描述 

1932)采 自青岛沿海真鲷暂养池，经分离，纯 

(Wilbert，1975；宋微波等，1994)。文中术 

2．1 形态学 

虫体椭圆形，背腹扁平， I：1器由前端 I：1围带 (A—AZM)和IZl腔 FI围带 (B—AZM) 

两部分组成 A AZM 位于虫体左前端，由 7片小膜排列而成；B—AZM 位于虫体左后 

方，约由 1 8片小膜组成， I：1侧膜 (PM)紧接 B～AZM 下方，略呈三角形。棘毛系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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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腹棘毛 (FVC)和横林毛 (TC)按 8：5图式分布。虫体背部皮层隆起，有 4条纵 

脊，每条脊上长有 l列背触毛 (DK)，共 4列。虫体的大核呈 c形，开 口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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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A—H 优美盾纤虫形态发生各期(自蛋 白银制片) 

Fig 1 A H Morphogenesis of AspCdisca putcherrima(drawing from 

protargol impregnated speciemens) 

2．2 形态发生 

2．2、l 口器发生 及核器演化 新 口围带和新 口侧膜的形成 形态发生早 期，在老 

B—AZM 左下方出现新的口原基 (图 l：A，OP)，随着不断增长，其内毛基体从前至后 

开始组装成小膜，其中前方的 7片小膜较短，向上移动脱离 OP(图 l：G，大箭头)，这 

就是未来后仔虫的 A—AZM。在新 B—AZM 发育的同时，其右下方皮层不断向内凹陷裂 

开，形成新的胞口，在新 B—AZM 的下方，一些散乱的毛基体发育成呈三角形的新的 

PM，状如新生成的 B—AZM 小膜。 

核的演化 形态发生开始后，在大核的中部出现一条复制带，至大核的内侧边缘时断 

开为两条复制带，它们分别向两边移动 (图 1：B，D)，而完成 DNA的复制 (图 l： 

F)。随着分裂的不断进行，c形的大核融合为长棒状 (图 l：H)。接着，大核叉进行一 

次无丝分裂 (图 2：B，D)，新形成的两个大核随着虫体的缢裂，分别进入两个子细胞 

中。 

2．2 2 体纤毛器的发生 新棘毛的形成 形态发生早期，虫体腹面 B—AZM 右方和 TC 

上方出现 3条原基 (CA)(图 1：A)，继而变成 5条 (图 l：c)，此 CA后伸长并从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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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开，分成前后两部分 (图 l：E)．每一部分发育长大，从前至后断成一个个小段，从左 

边起，第 1，2列 CA断成 3段，第 3—5列备形成两段，从而呈 3：3：2：2：2模式排 

列。这时，部分老棘毛开始瓦解吸收，新棘毛向各自的最终位置移动 (图 2：A)。第 1、 

2列 CA所断成的 3段分别发育成 2根 FVC和 1根 TC；第 3、4列 CA断成的两段分别 

形成 2根 FVC和 TC；第 5列目Ⅱ发育成 1根 TC和一较小的腹棘毛 最左侧的 FVC也称 

口棘毛，来源于订棘毛原基 ( 1：E，小箭头)。 

新背触毛的形成 当新棘毛原基开始分段时，新老 DK的更替开始发生。每列 DK 

前后半部的中区备出现 一列背触毛原基 (图 l：H)，每列原基的毛基体 由其两端向前、 

分歼、伸展．最终替代老的结构 

3 讨论 

罔 2 A D优美盾纤虫形态发生辑期(自蛋白银制片) 

Fig 2 A D Morphogenesis of Aspidisca pulcherrima(drawing from 

protargol impregnated specimensJ 

本研究及有关它种已有的结果表明，盾纤虫属内各种的形态发生学确实具有高度的同 
一

性，也即保守性，达一点在游仆虫科内其它属也表现了类似的情形 (Hill，1980)。 

Tuffrau(1964)曾对优美盾纤虫的形态发生做过初步的研究。但由于中间环节缺失 

过多而导致其对许多纤毛器起源的解释存在错误，如 A—AZM 的起源。我们的观察支持 

庞延姣等 (1992)在报道有肋盾纤虫时所描述的基本发生模式和过程，并首次明确了本种 

最右后方腹棘毛系起源于第 5列原基的分化，也证实了其最左侧横棘毛在结构和功能 E均 

作为一个整体来源于第 1列棘毛原基。 

本观察同时还澄清了盾纤虫属发生学上一个尚未明了的猜想：口棘毛 (或称左侧腹棘 

毛)在前后仔虫均为独立起源而非来 自口但_『膜原基 (庞延斌等，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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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ORPHOGENESIS OF Aspidiscspulcherri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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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ang Mei∞ Mu Zhichun Zhang Shehua@ Song W eibo① 

(@Ocean UniversiO'ofQingdao．Re．eearch Laboratory oft Aquaculture 266003) 

(嘻Qingdao Medical College，Testing Center) 

Abstract 

W ilbert S protargol method was used in the study of morphology and morphogenesis of 

Aspidisca ptdeherrima Kah1．1932 during its asexual reproducing cycle．The process is：1)Af． 

ter appearance of the oral primordium (oP)，first 3，then 5 thin streaks of cirral anlagen are 

formed anterior to TC．2) The kinetosomes within OP assembly into neatly arranged 

membranelles and thUS the new AZM iS formed．which is divided  later into two parts： 

A—AZM and B—AZM 3)The new parora1 membrane derived from posterior end of OP 

while the“buceal cirrus”iS formed from the OP—field(as a pouch beneath the cortex)．4) 

Cirral anlagen generate 8 frontoventral and 5 transverse cirri 5)In dorsal bristle rOWS，the 

1st一4th new anlage of both proter and opisthe develops in the middle part of the anterior 

and posterior half of each c0rresp0nding bristle row．Each primordia extends forward and 

backward．taking the place of old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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