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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鱼头肾免疫细胞组成和数量变化 

卢全章 
_ — _  —  ～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武汪 430072) 

摘要 通过光镜和电镜观察发现，草鱼 (Cleno肿aryngodon idellus)头肾器官有两种静脉 

(头肾静脉和门静脉)和丰富的血窦。淋巴细胞主要分布在门静脉及其血窦周围，形成淋巴细胞 

聚集区。粒细胞主要分布在头肾静脉及其血窦周围，形成粒细胞聚集区。头肾含有大量的免疫细 

胞．其中淋巴细胞约占62．2％ ，粒细胞约占36．6％，单棱细胞和巨噬细胞约占 1．2％ 。本研究 

检测了不同生长发育期的草鱼头肾器官重量及其免疫细胞数量。结果说明草鱼头肾器官重量随体 

重和鱼龄 (特别是体重)的增加而增加，头肾免疫细胞总数则随头肾重量增加而相应增加，但是 

每毫克头肾组织的免疫细胞数则通常是稳定在 10O一132万个之间，均值 117．3(±9．98)万个。 

关键词 垫 ，兰 ，墨 
中图分类号 Q959 468 

头肾是硬骨鱼类特有的重要淋巴器官。现有的文献表明硬骨鱼类的头肾中含有 B淋 

巴细胞 (Smith等，1967~Rijkers等，19803 Lamers等，1985~Razquin等，1990)、T 

淋巴细胞 (Baba等， 1988~卢垒章等，1993)和各种粒细胞 (Taguchi，1975j Suwa， 

19772 Bigaj等，1987)等免疫细胞。表明头肾对鱼娄免疫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因此，鼻 

清头肾器官的组织结构、免疫细胞及其免疫功能，对鱼病防治很有意义。然而，国内关于 

这方面的研究很少，国外虽有一些研究，但比较零碎，还有许多不明之处需研究。特别是 

对我国主要养殖鱼类之一的草鱼的头肾器官更是缺乏研究。 

本研究的目的，主要是搞清草鱼头肾组织中免疫细胞的分布、种类组成、头肾重量及 

其与免疫细胞数量变化之间的规律。 

l 材料和方法 

试验鱼：取 自本所养殖场养殖的正常草鱼。有当年、I龄、Ⅱ龄、Ⅲ龄、Iv龄和Ⅵ龄草 

鱼，总共 1o0多尾。 

头肾重量及其免疫细胞总数的测定：试验鱼先称体重然后断尾放血，用无菌操作进行解 

剖，取出垒部头肾组织，分析天平称重。再取一定量的头肾组织，用无菌剪刀剪碎，过不锈 

钢筛，无菌 Hanks液洗下，l00目的尼龙网过滤，翩成一定浓度的细胞悬液，立即采用血细 

胞计数板计数。免疫细胞总数包括垒部淋巴细胞、粒细胞、单核细胞、巨噬细胞等所有白细 

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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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肾免疫细胞分类计数：采用头肾印迹片，Giemsa染色，按印迹片 自然分布计数 l000— 

2000个免疫细胞，进行分类统计。 

光镜组织标本制作：采用 Bouins液固定，常规石蜡包埋，4—5 m 厚切片，HE染色。 

头肾印迹片采用 Giemsa染色。 

电镜组织标本制作：用 3％的戊二醛卡可酸钠缓冲液作前固定，1％的锇酸作后固定，酒 

精系列脱水，树脂包埋，超薄切片，电子染色后用透射电镜观察。 

2 结果 

2．1 草鱼头肾及其免疫细胞分布 

草鱼头肾位于胸腔内咽退缩肌上方两侧，围绕心腹隔膜前面的食道背面和两倒J分布。 

头肾呈扁平状，分左右两叶，两叶头肾在基部相连。头肾基部组织通过第 4脊椎横突基部 

和横隔骨片 (悬器)基部两侧的小圆孔，与腹腔内肾脏组织的最前端相连接 (图版 I： 

1，2)。心腹隔膜前为头肾，心腹隔膜后为肾脏。 

头肾无被膜，外周仅有一层胶原纤维包裹。组织切片观察，头肾实质中无肾单位，完 

全属于网状淋巴组织。主要由网状细胞、淋巴细胞、粒细胞、单核细胞、巨噬细胞等细胞 

组成。头肾中有动脉、静脉和丰富的血窦，窦腔较大，与静脉相通。头肾静脉分两种：第 

1种静脉 (图版 I：3，4)，在内皮细胞外具有较薄的结缔组织，有时可见肌纤维，微静 

脉仅一层内皮细胞。第 2种静脉，在静脉内皮细胞外分布有大量的腺上皮细胞 (图版 I： 

3，5；图版 Ⅱ：7)。该细胞为多角形，其核为圆形，位于细胞中央，有的可见核仁。细胞 

质丰富，有大量的线粒体和粗面内质网。在细胞的一端，有时可见一些电子致密度低、折 

光性强的小颗粒 (图版 Ⅱ：7，9)，表明该细胞具有腺细胞的特点。头肾实质含有大量淋 

巴细胞和粒细胞 (图版 Ⅱ：8)。淋巴细胞主要分布在第 1种静脉及其窦状隙周围，形成淋 

巴细胞聚集区 (图版 I：3，4)。由于淋巴细胞聚集，HE染色显示蓝紫色。而粒细胞主 

要分布在第 2种静脉及其血窦周围，形成粒细胞聚集区，HE染色显示较淡的颜色 (图版 

I：3，5)。粒细胞胞体为圆形或椭圆形，细胞核偏于一侧，或长圆形、肾形，极少数为 

分叶核，细胞质丰富，有不同形状的特殊颗粒。淋巴细胞聚集区和粒细胞聚集区之间是连 

续的，并没有发现界限之类结构。 

表 1 头肾免疫细胞种类和数■ 

Table 1 Kinds and~umhel'$of immune cells in head kidney of ％ carp 

在草鱼头肾中发现有分散的甲状腺滤泡 (图版Ⅱ：6)，滤泡中间是红染的胶状分泌 

物，周围衬一层扁平的分泌细胞，细胞核长圆形，细胞质呈弱嗜碱性。它主要分布在淋巴 

细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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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头肾免疫细胞种类组成 

头肾的细胞分类计数见表 1。由表 1可见头肾免疫细胞主要由淋巴细胞和粒细胞组成 

(图版 Ⅱ：8)，其 中淋巴细胞约占 62_8％，粒细胞约占 36．6％，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占 

1．2％左右。 

2．3 草鱼头肾器官重量和免疫细胞数量变化 

草鱼各年龄段头肾重量和免疫细胞总数的检测结果见表 2。 

表 2 头肾器官■■殛其免疫细胞数■ 

Table 2 The weight of head kidney organ and t0t丑1 quantity of its immune cells 

3 讨论 

草鱼头肾与肾畦的最前端有组织学联系 (图版 I：1)，但无肾单位，无排泄功能。头 

肾有丰富的静脉和血赛，赛腔较大，头肾器官实质明显地可分为淋巴细胞聚集区和粒细胞 

聚集区。这表明头肾是既不同于肾实质，也不同于肾间质的典型的淋巴组织。它具有造血 

和免疫功能。 

本文中所描述的草鱼头肾中的两种静脉与 Imagawa等 (1990)关于鲤鱼头肾血管系 

统的研究报道一致。第 1种静脉是门静脉，从鱼体尾区进入。第 2种静脉可称之为头肾静 

脉，由头肾回流到后主静脉，进入血液循环。淋巴细胞主要分布在门静脉及其血窦附近， 

有利于捕捉外来物质和抗原呈递。粒细胞主要分布在周围有许多腺细胞的头肾静脉及其血 

赛的周围。根据 ]magawa等 (1990)报道，覆盖在头肾静脉内皮细胞外的腺细胞是类固 

醇产生细胞和嗜铬细胞。作者观察了这类细胞的显微和超微结构 (图版Ⅱ：7，9)，表明 

它具有腺细胞的特点。粒细胞的这种生态学分布特点，可能有刺于粒细胞本身的分化、成 

熟和直接进入血液循环。这些分泌细胞 (腺细胞)与粒细胞的分化、成熟究竟有何关系， 

尚不清楚，有待进一步研究。 

由表 1可见，草鱼头肾免疫细胞主要由淋巴细胞和不同类型的粒细胞组成。其中淋 

巴细胞约占头肾免疫细胞总数的 62、2％，粒细胞数量仅次于淋巴细胞，约占头肾免疫细 

胞总数的 36．6％。就其绝对数量而言，2月龄草鱼头肾粒细胞约有 710万个，12月龄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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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约有 6224万个，24月龄草鱼约有 2．28亿个，42月龄草鱼可达 23 7亿个。这表明头肾 

器官是草鱼粒细胞发生的主要器官。 

本研究检测了不同鱼龄 (包括当年鱼种、 I龄、Ⅱ龄、Ⅲ龄、Ⅳ龄和Ⅵ龄草鱼)的头 

肾重量和免疫细胞 (包括淋巴细胞、粒细胞、单核细胞、巨嗜细胞在内的所有白细胞)数 

量。从表 2结果可见，草鱼头肾器官的重量基本上是随体重和鱼龄的增加而增加。但是在 

不同养殖条件下，即使是相同鱼龄，其头肾器官的重量的差别很大。养殖条件好，鱼体增 

重快，头肾重量增加也快。因此，头肾器官的重量增长与鱼体重增长的关系比同鱼龄的关 

系更密切 头肾重量与鱼体重成正比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头肾重量反映了鱼的生长情 

况。 

头肾免疫细胞总量基本上是随头肾器官重量的增加而相应增加 65．2 g的 I龄草鱼头 

肾免疫细胞总数约有 1．7亿个，2933 g的Ⅳ龄草鱼头肾免疫细胞总数可达 64．8亿个。但 

是，每毫米头肾重的免疫细胞数， 无论是幼鱼还是成鱼，也不管鱼体生长好坏，通常都 

相对地稳定在 1∞一1 32万个之间，均值 】173 (±9．98)，变异系数为 8．5％。例如 3月龄 

草鱼头肾重 25．8mg，Ⅳ龄草鱼头肾重 5152mg，而每毫克头肾重的免疫细胞数量，则分 

别为 126 2和 125 8万个。表 1中的 17月龄草鱼生长很差，18月龄草鱼生长正常，两者 

的鱼龄接近，但是头肾重量却相差很大，分别为 77．8 mg和 1542．2 mg，髂而每毫克头肾 

重量的免疫细胞数则分别为 123 1万个和 1 15．5万个。这表明，草鱼头肾器官不像草鱼胸 

腺器官那样有因鱼龄和营养等条件而引起的退化 (表现为结缔组织、脂肪细胞增生，每毫 

克胸腺重的免疫细胞数值下降)现象 (卢垒章，1990)。 

图 版 说 明 

幽版 l： 

l 夏花草鱼 切面 (vertical section of skl3~mer fingerling)HK：头肾 (head k dneyJ{K：肾牡 (kidney)~A：鳔 

(air bladder)I P：后咽(postpharynx)~V：脊椎 {vertebral column) HEt x 30 

2 夏花草鱼头部纵切 面(vertical section of head region in~llnlmer fingerling)HK{头肾(head kidney)； 胸腺 

(thymu I P 伪鳃(pseudobranch)~o{鳃(gi L L)+H：心畦(hearL)；P：后~(postpharynx)。HE， ×30 

3 头肾组织切片 (sectioned preparation of head kidney)LRt淋 巴细胞聚集区(Lymphocyte aggregate region)~ 

GR：粒细胞聚集区{graⅡu Locyte aggregate region)~PVt门静棘(ponal vein)；HV：头肾静脉(head—renal vein)。 

HE． ×l00 

4 淋巴细胞聚集区放大 (enlarged view of lymphocyte aggregate region)L：淋巴细胞Oymphocytes)，PV：门静脉 

(portal vein) HE， x 750 

5 牡细胞聚集区放大 (entarged view of granulocyte aggregal~region)G：粒细胞(granu10cy魄 JI HV{头肾静脉 

chead—renal vein)~GC：糠细胞(gland celts)。HE， x 350 

图版 Ⅱ： 

6 头肾组织中甲状糠滤泡 (follicle of thyroid gland in head kidney)，H E， ×300 

7 又肾静脉外周腺细胞放大 (perpheral gland cells of head renal vein)HVl头肾静胖(bead renal vein)+GC：晾 

细胞(gland celt)。HE， ×880 

8 头肾印违片 (jmprmt p paratJon of head kidney)G：牲细胞(granu【ocytes){M 单棱细胞(mono y s)I L：琳 

巴细 胞(1ymphocytes)。G[emsa一 ×1050 

9 腺细胞 电镜期片 (gland ce L Ls of electron micrograph)HV：头肾静脉(head—renal vein)t GC：腺细 (gland 

ce_l ×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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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 P0SIT10N 0F IM M UNE CELLS IN HEAD 

KIDNEY OF GRASS CARP(Ctenopharyngodonidellu~TOGETHER 

W rrH 0NT0GENIC CHANGE 0F THEIR NUM BERS 

LU Ougn-zhang 

(Institute ofHydrobiology,the Chinese Academy ofSciences Wuhan 430072 

Abstract 

Under light and electron microscope， the head kidney of grass carp was found to have 

two type of veins： head—renal and portal veins， and a number of sinusoids with extensive 

lumina The lymphocytes of head kidney were distributed around portal veins and its 

sinusoids， forming lymphocyte aggregate region， while granulocytes distributed around 

head—renal veins and its sinusoids， forming granulocyte aggregate region The head kidney 

c0ntained a number of immune cells， comprised approximately 62．2％ lymphocyte， 36 6％ 

granulocytes． 1．2％ monocytes and macrophages- 

The weight of head kidney organ and amounts of its immune cells were examined f_or 

each grow stage of grass carp ．It was shown that total weight of head kidney increased with 

b。dv weight and age．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ead kidney correlates better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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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ght than with age Total number of immune cells of head kidney increased corres— 

pondingly with head kidney weight In general， the number／mg weight of head kidney stabi 

lized from 100 to 1 32 ten thousand， the mean was 1 17．3 (±9 98)ten thousand
． 

Key words Grass carp， Head kidney， Immune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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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伤急救药盒及蛇伤综台治疗研究” 

获云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蛇伤是一种热带、亚热带地区的常见伤害，具有毒性发作紧急、死亡快等特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 

计，垒世界每年遭毒蛇咬伤的人数约有 30—50万人，死亡率 5％--10％，仅印度每年被毒蛇咬伤人数就 

达 3万人。蛇伤不仅对生命造成威胁，其后遣症组织坏死常常导致截肢残废。 目前国际上采用抗蛇毒血 

清治疗毒蛇咬伤，虽然具有较好的治疗作用，但有局限性。其主要缺点是专一特性，即一种蛇毒血清只 

能治疗同种毒蛇咬伤。在毒蛇种类繁多地区造成诊断和治疗上的困难。加之血清副反应严重，抗血清的 

生产、保存 (需低温保存)不方便，不适于野外急救、 自救。而中草药治疗蛇伤大部分属对症治疗，用 

药量大，疗效低，疗程长。 

由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熊郁 良研究员领衔研制的“蛇伤急救药盒”是在蛇伤药理学研究的基础 

上，把蛇毒结构与功能厦临床研究紧密结合，以酶切技术为主，配合 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法研制成功的。 

该药盒对各种毒蛇咬伤均具有疗效，是一种广谱性的急救、 自救药盒。其特点是高效、速效、便于携带 

和保存、使用简单方便。特别适合干野战部队、广大农村和野外工作者作为蛇伤防治的常备药盒。 

经十余年，数千例蛇伤患者临床应用，总有效率达 99．9％以上。该研究成果先后在世界毒素会议、 

亚太地区毒素会议上报告，得到与舍专家的认可和好评。目前该项成果已获专利证书和生产批文，具有 

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荣获 1997年云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杨若云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计划处 650223)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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