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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蛤形态学及其亚显微结构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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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蛤 M f ，。 打 L 。 s为有名的经济 贝类。本文从外形、 泽、斑致、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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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显微结构 

文蛤 Meretrix meretrix Linnaeus系蛤中上品，素有“天下第一鲜”之称。一股生ffI 

河E1附近沿岸内湾的潮间带，以及浅海区的细沙或泥沙滩中 在我国自然资源蕴藏镀大． 

也为优良的养殖对象。 

文蛤分类上隶属瓣鳃纲 (Lamellibranchia)真瓣鳃 目 (Eulamellibranchia)帘蛤{1} 

(Veneridae)文蛤属 (Meretrix)。 E要分布于日本、朝鲜和我国沿海，为我国沿海的常 

见种 

文蛤属的常见种在我国除文蛤以外，尚有丽文蛤 (M．1usoria Rumphius)和斧文蚧 

( ．tamarckii Deshayes)两种。 

关于文蛤的形态学与解剖学，过去虽有若干记载，但尚少比较垒面、系统的研究， 

其是某些器官系统的亚显微结构以及结合文蛤生物学特性等方面的沦述。本文对此 r进 

一 步的研究，供教学、科研及生产部门参考。 

l 材料与方法 

供研究用的材料以文蛤为主，大潮时采集于江苏如东县威海乡、北渔乡附近的滩涂 ， 

对文蛤进行了外部形态特征的观察、测量和内部解剖。将鲜括文蛤解剖处理后．对消化、 

生殖系统等的亚显微结构．以常规方法进行了透射电镜 (TEM)(JEOL—IOOS)观察 

文中形志学与解剖学名词采用常见的瓣鳃纲分类术语。 

2 结果 

2．1 形态特征 

2．1．1 外形 贝壳外形一般较大，壳质坚厚，三角卵圆形。表面膨鼓．光滑细腻：背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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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呈三角形，腹缘近圆形。两壳大小相等，但两侧不等。壳前后缘等大，前侧缘圆，后侧 

缘末端圆。壳顶突出，不在中央，位于背缘稍靠前方。壳前后不对称，两壳壳顶紧接，并 

微向腹面弯曲。小月面 (1unula)狭长，呈矛头状。盾面 (escutcheon)宽大，长卵圆 

形。 

Fig 

A．左壳， 示环形、点状、细波浪形 花纹 

pattern、spot pattern and thin wave pattern 

tide zone)]。 

图 I 文蛤贝壳 

标奉 罩于粉砂虎质海区 (低潮带 L段)lleft shell Sho g circular 

The specimens were collected in the silty coast (the upper belt of【ow 

B 左壳， 大型渡致、1ll峰状花纹、点状花垃。标本采于细砂底质海医 (低潮带下段
、 潮 下带 )[1eft shell Showjng 

b g patterDt mountain peak pattenland sp。t pattern lhe specime cre cottected iD the fi andv coas【 

(the tower be rt of tow tide zone~subtidal zone)] 

2．1-2 色泽和斑纹 壳表有一层光亮的薄黄褐色壳皮，壳中部及边缘 部分常有磨损脱 

落，使壳面呈白色c同心生长线 (growth lines)清晰。无放射肋 (radial fib)。壳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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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环形的褐色带和呈放射状排列的甫状花纹=发面通常布有不均匀的呈“w”或“V”字形 

花纹。壳而花纹个体差异甚大：小型个体贝壳花纹密集而丰富，变化多端；大型个体则稀 

疏，较为恒定．通常在贝壳近背缘部分有锯齿或波纹状褐色花纹 (罔 1)。壳内面白色， 

光亮，但无珍珠光泽。前后壳缘有时略呈紫色。 

史蛤壳面有多种色彩：酱红色、咖啡色、卒55色、肯灰色、黄色、淡黄色、乳白色，备 

壳两 dI 2—3种以 【：色彩构成各种l剖案。 案花纹 (圈 l：A—B)大致有环纹、点状环 

纹、细波纹、_栅波纹、I『『峰纹等。采集中发现壳色与唯活坏境有关，在含泥量较多的海区 

中，文蚧壳色变深；任禽沙牝较多的海区中，壳ln 色略淡．也易形成花纹；在潮中带 F区 

采 集的 壳壳 面常 有波纹出现 

2．1 3 度 选择不同程度大小的幼贝和成体文蛤标本，进行壳长、壳宽、壳高、壳板 

厚、铰合部及体积、体 重的测最，统汁结_粜如表 1。 

表 1 支蛤大小的量度 

Tab I The measure of~leretrix meretdx 

2 1．4 铰合部 右 壳柏结合的部分为饺合部 (hinge)，位 于壳背缘，这部分较宽厚。 

铰合部内方通常有齿和甫槽，当壳闭合时，荫和甫槽在一定的位置 J：组合在一起。韧带 

(1igament)是位 ：铰合部连接两扇姐壳并有开壳怍埔的角质构造，具弹性，黑褐色，粗 

短，凸出壳而。壳顶 l 有主齿 (cardinal tooth)，主齿前方有前但J肯 (anterior lateral 

tooth)。铰合部右壳其 3个主齿，前 2枚短，呈“̂ ”形排列，后 l枚斜长，强大：2个前 

侧齿成背腹排列，腹侧 1个稍向腹而弯曲。左壳具 3个 l 齿，前 2个短，二三角形，后 1个 

长而宽，荫面 具纵淘，与背缘平行；1个前侧齿，短而突出。 

2．1．5 贝壳的成份 f 耍成份为碳酸钙和贝壳硬蛋白 (conchiolin)等，前者约占全部物 

质总 的 95％。这些物质均由上皮细胞闸隙中的血液逐渐提供。贝壳自外向内分 3层： 

外层为壳皮层 (periostracum)，薄且不舍钙质，由贝壳硬蛋自组成，用柬保护由碳酸钙 

形成的 中层和内层，使之不被碳酸溶解： 中层为壳层 (ostracum 或棱柱层 prismatic 

layer)，是 3层中最 的 l层．臼』棱柱形碳酸钙结品构成，币直于表而排列，结晶间存在 

少量贝壳硬蛋白；内层为壳 层 (hyposlracum 或珍殊层 pearl layer)，青白色映珍珠光 

泽，dI水平排列的多数碳酸钙结{ 构成。 

2．2 内部解剖 

2 2 l 外套膜 号外套脏 外套膜 (mantle)两叶．由内外两层 』：度细胞及其问的结缔组织 

和肌肉纤维组成。外套膜从软体部分背删向腹侧伸展，将内脏团、鳃、甚至足都包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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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一外套膜之内的空腔称外套腔 (mantle cavity)．肛门、肾孔与生殖孔等位于其中。左 

右外套膜后缘来完全闭合而分化为上 F两管道与外界相通，上面为出水管，排泄物及被滤 

的水忤山出水管排出； 为进水管，携带食物和新鲜气体的水通过进水管进人外套腔。 

1 2 2 帆痕 舞肌瘟均明显。外套膜边缘附着于贝壳的痕迹称为外套线 (pallial line)。 

水符肌 ： 壳内面留 的痕迹呈窦状称为外套窦 (pallial simus)，短而宽，尖端圆形。闭 

壳肌陌个 前闭壳肌肌痕略小，长卵形；后闭壳肌肌痕较大，近圆形。斧足肌肉发达，主 

要川以挖掘水底泥沙。 

1 2．3 消化系统 口位于内脏团的前端， 口背腹部均向两侧后 下方延伸成唇瓣 (1abial 

palp)、孵瓣前缘弧形．后缘 边缘处增J =口部两侧的内、外话瓣相叠．相对面长有 

纤毛 ’爵瓣为文蛤收集食物的主要器官，它的摆动在纤毛的共同作用下，可将所及范围内 

的食物颗粒摄A几中。口后接食道、胃、小肠、直肠，肛门开口于外套腔后部出水管内侧 

[：方 食道较短，胃膨人呈囊状 胃内壁有纵向的沟与皱摺．向后有两管IZl：一通向盘曲 

的小r 、另一通向与小肠前段并行的 门盲囊 (93'loric caecum 或称 晶杆囊 crystalline 

style sac)：胃腔内背侧有 1双菱形栅状胶质胃帽 (gastric shield)与幽门盲囊中的晶杆 

(or',stalline style)相接。胃背上方有成对的葡萄状褐色腺体称肝脏或消化盲囊 (digestive 

diverticula)．两侧有多个小管通向胃腔。肝脏是文蛤主要的消化腺，细胞中含有大量的 

消化酶。胃、物部分除行细胞外消化．也行细胞内消化；消化后籍纤毛将粗大残渣直接滤 

除 小畅珊曲后伸向背方连接直肠，直肠从心室中穿过 (图2)。 

霄 

围心畦 

心室 

动脉坤 

肾脏 

后缩足肌 

直蛹 

后闭壳肌 

出求管扎 

九水管 L 

脑脏神经索 

蛔 

生殖腺 

晶杆囊 

网 2 文蛤的 l部解鲁lI网 

Fig 2 Anatomy of M eretrix merefrix sho',,,ing internal organs 

lU镜观察史蛤胃粘膜 f：皮 (图 3A)细胞排列整齐，线粒体 (图 3：A—c)密集；稍 

fJJ ．颧{ 状l 含物逐渐增多 (图 3：A—B)。细胞核较大，呈椭圆形 (图 3：A—B)。 

嘎I圳艏t植 (I l 3：B—c)，清晰可见，膜外附有核糖体颗粒 (图 3C)。细胞内有众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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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胃腔摄八的颗粒状物质 (罔 3D)。 

『鼍j 3 文蛤胃壁和生殖腺的亚显微结构 

Fig．3 U[trastructure of the stomach wal L and gonad in Meretrix meretr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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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胃壁． 示 管腔 (Can)、细 胞棱 (N)、线粒 体 (M )及 颗粒状 内含物 (Gr) 『stomach waII ShowttIg the canal 

CCRn)． cell nucleus<N)． mitochondria (M )and granularmaterial(Gr)1 ×2 000 

B 胃肇．示细胞桂、线札体、粗糙型内质网 (rER)istomach~x,all Showing cell nucleus，mitochondria and rough 

endop[asmic reticulum (rER}】x 4 000 

C 胃壁． 线粒体、粗糙型 质鲥 (可见其麒外附着的棱培体颗粒Ri) fstomach wall Showing mitochondria and 

rough en6opbsmic re'ticuJum falot of ribosomes鲫 the 5wface of"themembrane翎 be seen)]×s∞o 

D 胃腔，示内部为鼗盘多的颗粒杖物质 (Gr)【stomach cavity Showing alot of granularmaterial(Gr)1×8 000 

E 生殖腺 示细胞膜 (CM)、细胞桉 (N)、棱睦 (NM)、线牡件、高尔甚体 (Go) onad Showing cell mem 

brane，ttuc[etts nuclearmembraa (NM )，mitochondria Golgi body (Go11×6 000 

r 七殖腺．示线牡律与内含物 (M)及粗糙型内质网与内含物 (En)『gonad Showing mitochondria and endocyte 

(M ) ．rtmgh endoplasmic reticutum and endocyte (En) l×10 000 

研究发现，胃腔内背侧的胃楣与晶杆囊中的晶杆相连接。晶杆囊与小肠前段并行，可 

伸人足的基部。根据亚显微结构观察，胃壁粘膜 匕皮由多层柱形、梭形细胞组成，表面层 

细胞排列整齐。胞内线粒体密集，核呈纵向椭圆形，核周有内质网，远端有高尔基体及小 

泡。由此可认为文蛤胃 }：皮细胞作用活跃，园线粒体系细胞进行呼吸作用的结构，数量多 

也表明细胞氧化磷酸化活跃；而内质网与高尔基体的存在，也说明上皮细胞尚有分泌功 

能。细胞中深色颗粒状内含物与细胞活动的关系别尚不明了。 

2．2．4 呼吸系统 体内两侧各有内外两鳃，分别称内瓣与外瓣，半圆形。瓣间隔和丝隔 

清晰，属真瓣鳃型 (Eulamellibranchia)。外鳃瓣上端与外套膜相愈合，两侧鳃瓣 七端亦 

7￡相愈合。瓣问有血管相联结，鳃埋也有血管连通 此外，具有水流进出的长虹管 

2 2 5 循环系统 心脏位于围心膜 (pericardium)中，围心腔内充满体腔液，心脏由 l 

心室及左右 2个薄膜状心耳构成。耳室孔有瓣膜，可防止血液倒流。心室壁厚为肌肉质， 

有直肠从心室中间穿过。心室发出前、后大动脉分别沿直肠的背、腹面向前后延伸。后大 

动脉在近围心膜处有 1动脉球。血液随动脉的网状分枝到达身体各处的血窦。一部分血液 

被位于肾脏间的纵向火静脉 (vena oava)收集，再流经肾脏、鳃， 由出鳃血管输送至心 

耳；另一部分血液行至外套膜，进行气体交换后直接返归心耳，称外套循环 (pallial cir． 

culation)。血液为无色的。 

营养物质和氧，由血流带至身体各部分。二氧化碳或排泄物，亦由血流带至鳃中或肾 

脏，排除体外。血液成份和理化性状常与周围环境海水成份相似，且在一定程度上能披周 

围环境海水成份所左右。 

2．2．6 排泄系统 有两种器官：一种排泄器官是在围心腔腹面两侧的 1对肾脏，由后肾 

管演变而成，称鲍雅氏器 (Bojanus organ)}另一种为围心腔前端两侧的围心腔腺，由围 

心膜的表皮分化而成，称凯伯尔氏器 (Keber s organ)。肾脏呈aU．形，由腺体部和管状 

部互相连接而成。腺体部黑褐色海绵状，位于肾脏的腹面，以纤毛肾口通围心腔底壁。管 

状部壁薄，位于肾脏的背面，管壁具纤毛，末端有排泄孔，开1=1于内鳃瓣的鳃上腔中。肾 

脏一方面接受来自围心腔的排泄物，另外还利用腺体部吸收来自体腔液中的有用物质。废 

物经排泄孔排出。 

2 2．7 神经系统 中枢神经系统主要包括食道背侧的 l对头神经节 (脑神经节与侧神经 

节愈合而成)，足基部内但『『的 l对足神经 节，身体后部还形成 1对脏神经节和鳃神经节。 

由这些神经节发出神经，伸人其所控制的身体各部分中。此外，控制外套膜肌肉的有 l对 

星芒神经节 (或外套神经节)。足神经节后有平衡囊，司身体平衡。外套膜表面有一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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嗅检器的化学感受器，用来检验呼吸、水流及寻觅食物。 

2．2 8 E殖系统 文蛤性粮成熟时雌性为淡黄色，雄性为乳白色。雌雄异体。繁殖期一 

般在春术和夏季，但随种类、地区不同会有差异。卵呈圆球形，为琼胶质所包围，卵径 

O．O6—O．08 mm。精子头部一边稍凹，呈长狭茧形，长约 3 gm，有长的尾部。卵受精后 

24 h变为“D”形幼虫．经 一段时期以后，能分泌足丝，附着于泥沙中；迁移时能分泌胶 

质带或囊状物．使身体悬浮水 中，借潮流的力量进行活动。个体逐渐长大并转入潜居生 

活。 

文蛤生殖粮经电镜观察：具有大而近圆形的细胞核 (图 3E)；细胞膜、核膜均清晰； 

还可见到线粒体、高尔基体、粗糙型内质网及其他内含物等 (图 3；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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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THE M oRPHoLoGY AND ULTRASTRUCTURE 

oF M eretrixmeretrix LINNAEUS 

Cheng Liang W ang Kangle 

(Department ofBiolog r',Nantong Teacher。 College．Jiangsu， 226007) 

Abs act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studies on the morphology and anatomy of M erelrLr 

meretrix Linnaeus． The paper composed of two parts： the characters for externaI 

morp hology and internal anatomy．Its living environment， food habits and growth are also 

described The digestive system and reproductive system are studied by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 The cells of the stomach walI contain numerous mit0ch0ndria 

Key~ords M eretrix meretrix Linnaeus， M orphology and anatomy，Ultra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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