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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雨蛙精子结构及其在系统发育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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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师范大学生物工程学院 福州 350007) (福建医科大学电镜室 福州 350004) 

摘 要 研究了中国雨蛙 (H妇 chinensis)精于的超微结构，并初步探讨其在系统发育上的意义。中国雨 

蛙精于由头部和尾部两部分组成。头部有一棒状的细胞核，核内染色质高度浓缩。细胞核前方有顶体 顶体圆 

锥状。顶体下腔之中有一圆锥状的顶体下锥和细小的囊泡。精子尾部细长，主要由轴丝、致密纤维和线较体组 

成。尾部没有波动膜。从蟾蜍科、雨蛙科和蛙科的精子结构看，无尾两栖类在进化过程中，精于结构趋向简 

单 雨蛙科精于的结构介于蟾蜍科和蛙科之『可，更接近蟾蜍科。在雨蛙科中，与已经研究过的雨蛙科的其他种 

类相比，中国雨蛙的精于结构较为简单 ，因此似更为高等。精子尾部波动媵的消失和附属纤维数量的减少似可 

认为是中国雨蛙的进化特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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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70年代以来，国外在无尾两栖类的精子结构 

方面有较多的研究报道(Jamie~on等，1993)，而在我 

国这一方面的研究却不多见 在无尾两栖类中，蟾 

蜍科精子的尾部有波动膜，而蛙科精子的尾部没有 

波动膜 (Burgos，1956；Poitier等，1971；Swan等， 

1980；莫慧英，1985)。在分类学上，雨蛙科和蟾蜍科 

同属于前凹型亚目。雨蛙精子的结构特点是否也类 

似于蟾蜍精子，应是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国外已 

有雨蛙科某些种类精子结构的报道(Jamie~on等， 

1993；Rastogi等，1988)，但是未见有关中国的雨蛙 

种类的报道。本文研究中国雨蛙 (Hy／a chinensls) 

精子的超微结构，并与蟾蜍科、蛙科及雨蛙科其他种 

类的精子结构进行比较，初步探讨了其在系统发育 

上的意义 

1 材料和方法 

1994年至 1996年的每年 5月，从福州郊区鼓 

岭共捕捉到 48只雄性中国雨蛙，剖腹取出精巢 ， 

用蛙生理盐水洗涤后备用。 

1．1 光学显徽镜标本的制备 

精巢经Bouin氏液固定 24 h，各级乙醇脱水， 

二甲苯透明，石蜡包埋切片，H-E．染色。所制 

标本置 OLYMPUS BH一2型显微镜下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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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超薄切片标本音勺制备 

①将精巢切成 l mm 大小的组织块 。置 2．5％ 

戊二醛中，4℃过夜备用；②将精巢置小培养皿中， 

按每对精巢加 0．05 mL蛙生理盐水的比例加人生 

理盐水，捣碎精巢，再加人等量的5％戊二醛，双 

层尼龙滤布过滤。滤液经 3 500 r／rain离心 5min， 

弃去上清液，往沉淀物中加人等量的 15％牛血清 

白蛋 白溶液，搅 匀，然后 小心 地在上方铺 盖上 

2．5％戊二醛，4℃过夜，弃去戊二醛，沉淀物保存 

4℃备用；③上述两种经戊二醛固定的样品以 0．1 

mol／L的PBS漂洗，1％锇酸后固定，各级乙醇脱 

水，Epon 812树脂包埋。切片经醋酸铀和柠檬酸 

铅染色后，置JEOL，JEM—l 200EX型透射电镜 

观察。 

1．3 精子尾部各段的横切面计数 

在透射电镜放大倍数为 2万倍下观察标本，随 

机选取若干个视野，分别计算每个视野中精子尾部 

中段、主段和末段的横切面数。计数过的视野不再 

重复计数。 

2 结 果 

中国雨蛙的精子发生 (spermatogenesis)在睾 

丸的曲细精管中进行。靠近基膜的是早期的生精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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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靠近管腔的为正在变态的精子细胞．成熟精子 

则游离于管腔中 

中国雨蛙精子由头部和尾部两部分组成 (图 

1)。头部呈棒状且弯曲．尾部细长 (图版 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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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中国雨蛙精子结构模式图 

Fig．1 雒瑚  ofthe spergmto~on ofH恤  础  

A：顶体(aci。s皤rIe)；cc：浓缩了的染色质(condemed chromatirt)； 

D 远端中心粒(distal omtfiole)；DF：致密纤维(deme fib~)；G： 

棱泡中的致密颗粒(d嘶鲁e granule_n the Iliadear vacuole)：M：线粒 

体(1ni妇：h。I】dr曲 )；NE：校膜(rmelear~evelo0e)；PC：近端中心粒 

( - I c∞njDle)；I'M：质膜(plasma membrane)；SC：顶体下锥 

( bB Ⅺ∞1B1∞ne)； 顶体下腔(subac 【spa雌)；v：顶体下 

腔中的小囊泡(*．~ eles m the su~erosomal 812~：e)。 

2．1 头部的结构 

精子头部主要由细胞核和顶体构成。细胞核的 

前方是顶体，细胞核的后端与精子尾部相连 (图 

1；图版I：2、4、5)。 

2．1．1 细胞核 细胞核呈棒状且弯曲。其前端渐 

尖，伸入顶体下腔(subacrosomal space)之中，其后端 

较钝，有一凹陷即植入窝(implantation b )。染色 

质高度浓缩呈致密状态 染色质往往与核膜分离， 

其间有一间隙。在致密的染色质中往往有核泡(nu． 

dear~acuole)存在。核泡为存在于致密的染色质中 

形状不规则的间隙(Fawcett，1975)，其中有致密物 

质构成的颗粒存在(图1；图版 I12)。 

2．I．2 顶体 顶体位于精子头部的最前端。顶体 

呈锥状，中央的空间是顶体下腔 (图 I；图版 I 

2)。顶体内膜和顶体外膜大致相互平行，所以顶体 

的厚薄较一致。顶体内容物呈电子致密状 (图版 

I：2、9、lO)。 

顶体下腔中有一圆锥状的顶体下锥 (subacm— 

somal cone) 顶体下锥由微管聚集而成。在精子形 

成过程中，微管聚集于顶体下腔之中，平行排列成 
一 锥形结构 (图版 I 3)。在发育成熟的精子中构成 

顶体下锥的微管结构较模糊不清 (图版 I 2)。在顶 

体下锥的横切面上，可见到少许的小腔，此乃微管 

的管腔 (图版 I：9、10)。 

在顶体下锥的中央腔 (仍属顶体下腔)中可见 

细小的囊泡 (图版 I：2、lO)。此囊泡为精子形成 

过程中精子细胞核内释放出来的物质形成 。 

2．2 尾部的结构 

中国雨蛙精 子的尾部 细长。由中段 (middle 

piece)、主段(principal l~ece)和末段(end piece)构成 

(图1；图版 I：4--8)。 

2、2．1 中段 中段与精子头部的后端紧密相连。 

中段的起始结构为近端中心粒。近端中心粒位于核 

后端的植入窝中，其主轴与核的主轴垂直 (图1； 

图版 I：4、5)。远端中心粒位于近端中心粒之后。 

两中心粒的主轴相互垂直。远端中心粒的后端与轴 

丝相连。位于中段的轴丝结构较为特别。它有两条 

中央微管，但 9组外周二联微管 (doublet)却不完 

全。在9组外周二联微管存在的位置出现9条电子 

致密的纤维状结构，在其中某些致密纤维状结构的 

旁边能见到微管存在 (图版I 14)。 

中段除了2个中心粒和轴丝之外，还有线粒体 

和致密纤维 (dense fiber)。在远端中心粒的周围皆 

有线粒体包围着 (图1；图版 I 13)。轴丝起始端 

的周围也有线粒体包围 (图版 I 4)，但是在随后的 

轴丝一侧，大约在相当于第 3组二联徽管的外侧， 

①林丹军，尤永隆，1999 中国雨蛙精子形成的研究．‘动物学报)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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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一条粗大的致密纤维 该致密纤维与轴丝平 

行，从中段一直延伸到主段 <图 1；图版 I：4、6、 

7)。轴丝的外侧除了这条致密纤维外，其余空间仍 

由线粒体所占据。从中段的横切面和纵切面看 ，线 

粒体大致呈圆形 (图版 I：4、5、13、14)。 

2．2．2 主段 主段紧接于中段之后。轴丝从中段 

延伸下来进人主段 位于主段的轴丝具典型的 “9 

+2”结构 (图版 I：15～17)。在轴丝的一侧，平 

行排列着从中段延伸下来的致密纤维 (图 1；图版 

I：4、6、7) 致密纤维仍靠近轴丝的第 3组二联 

微管外侧 (图版 I：15、l6、17)。在主段的近 中 

段端，致密纤维较粗大 (图版 I：6、15)，越远离 

中段，致密纤维越纤细 (图版 I：7、16、17)。 

2．2．3 末段 主段的后端与末段相连。末段是精 

子尾部最末端的一个区域。该段仅有轴丝，没有致 

密纤维 (图 1；图版 I：8、18)。 

2．2．4 尾部各段的相对长度 中国雨蛙精子的尾 

部相当长。在电子显微镜下无法观察到完整的尾 

部，甚至无法观察到完整的主段和末段。因此采用 

以往在研究哺乳动物的精子结构上所使用的方法 

(尤永隆等，1993)来判断尾部这 3段的相对长度 

按前述计数方法分别计算观察到的中段、主段和末 

段的横切面数，再计算出各段横切面数 占3段横切 

面总和的百分比。并以此作为精子尾部中段、主段 

和末段的相对长度 (结果见表 1)。从表 1可以看 

出，中段是尾部中最短的一段，仅占全长的 5．3％； 

主段是尾 部中最 长的一段，占 66．2％；末段 占 

28．5％ 

’ 裹 1 中国雨蛙精子尾部中段、主段和末段的相对长度 

Table1 Thelmgth ratio ofmiddle pieceI I-dpaI pk∞and elld pio~e ofthe spermalozo~ tail 0ff z cJl| 

3 讨 论 

3．1 关于中国雨蛙精子结构的区分 

现有的关于两栖类精子超微结构的报道，有的 

沿用划分鱼类精子结构的方法将两栖类精子的中心 

粒和线粒体所在的区域称为中片 (middle piece)，并 

将中片与尾部分开，作为独立的结构来看待(奠慧 

英，1985；Poirier等，l971)。我们在中国雨蛙精子结 

构的区分上，将精子分为两个部分：头部和尾部。中 

心粒和线粒体所在的区域划归精子尾部。这是因为 

线粒体和中心粒实际上与尾部的其他结构(如轴丝、 

致密纤维)构成了一个整体。它们之间连接紧密，共 

同组成了一条鞭毛即精子的尾部。在线粒体所在的 

这一区域与尾部的其他区域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有一 

条轴丝。因此应将线粒体所在的区域看成是精子尾 

部的一部分。而鱼类精子的线粒体所在的区域形成 

了袖套 ，鞭毛从袖套腔中伸出(尤永隆等，1996a， 

1996b，1997)，线粒体与鞭毛之间的关系不紧密。因 

此，鱼类精子的线粒体所在的袖套往往划归中片而 

不是尾部 

中国雨蛙精子的尾部有一条轴丝纵贯整个尾 

部。除了轴丝之外，尾部在结构上有 3个明显不同 

的区域：紧接头部的一段既有线粒体又有致密纤 

维；中间最长的一段没有线粒体，但有致密纤维； 

最后一段则既无线粒体，又无致密纤维。依照结构 

上的差别，我们将尾部的 3个区域依次命名为中 

段、主段和末段。 

3．2 关于尾部中的致密纤维 

中国雨蛙精子的尾部有一条与轴丝并排的致密 

纤维。这一结构在其他无尾两牺类均未见报道。在 

蟾蜍和雨蛙科某些种的精子的尾部具有两条附属纤 

维(a~ ry fiber)：一条纤维与轴丝并列，靠近轴丝 

的第 3组二联微管，这条纤维称为轴丝旁纤维(ju~- 

ta-axonernalfiber)；另一条纤维远离轴丝，称轴纤维 

(axial fiber)。轴丝旁纤维和轴纤维靠渡动膜(undu． 

1atlngmembrane)相连(Swan等，l98o；Jamleson等， 

1993)。在蛙科精子的尾部则未见有类似的纤维存 

在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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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于中国雨蛙精子尾部的这条致密纤维，从 

其所在的位置而言，类似于蟾蜍的轴丝旁纤维，它们 

都位于轴丝的第 3组外周二联微管的外侧(图 2)。 

但是，中国雨蛙的这条纤维是否亦可称为轴丝旁纤 

维则值得商榷。第 1，蟾蜍精子尾部的轴丝旁纤维和 

轴纤维在尾部的起始处是连成一体的，位于轴丝的 

第 3组二联微管的外侧。该处无波动膜。在尾部的 

具波动膜 的区域，轴丝旁纤维和轴纤维才分离开 

(Swan等，1980)；第 2，在蟾蜍精子尾部的近末端处， 

波动膜和轴丝旁纤维已终止，轴纤维却依然存在，并 

靠近轴丝，位于第 3组二联微管的外侧(Swan等， 

1980)。此处的结构与中国雨蛙的极为相似。因此 

我们无法确定中国雨蛙精子尾部的这一条纤维是相 

当于螗蜍的轴丝旁纤维还是轴纤维。第 3，在古蛙类 

(archaeobatrachia)中 尾蟾科 的尾 蟾蜍 Ascaphus 

f—  的精子尾部也存在着一条纤维状的结构，称为 

paraxoncmaal rod，该结构亦位于轴丝的第 3组二联微 

管的外侧，据认为该结构相当于轴丝旁纤维、波动膜 

和轴纤维三者愈合后的结构(Jarnies0|l等，1993)。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中国雨蛙精子尾部的这一条纤 

维也有可能类似于尾蟾蜍精子中的 Paraxonemal 

rod。我们采用类似于哺乳动物精子尾部所具有的 

特殊结构“(外周)致密纤维”这一名称来命名中国雨 

蛙精子尾部的这条纤维。但是，哺乳动物精子尾部 

的致密纤维有 9条，而中国雨蛙的却仅有 1条。 

图 2 螗蜍、雨蛙和蛙精子尾部结构的比较 

Fig 2 A o。mpa s0rI of the structure of sperm tails between toad，hyla and fmg 

A．蟾蠓 、雨蛙科的雨滨蛙属 L／tor~和肥蛙屑Pachymedusa(B~enidae，L／u~,ia and ： f )；B 中国雨蛙(眦 chine,ms)；C． 

~(Ranidae)；AF．轴纤维(丑x ~'iber)；【)F：致密纤维(d目 ~'iber)；JAF：轴丝旁纤肇(ju 阻_ax∞dr-aIfib~)；uM：波动膜(呲d山衄 rr盱n． 

b工ar )。 

3．3 从精子结构特点探讨中国雨蛙在系统发育中 

的地位 

从分类学角度看，螗蜍科和雨蛙科同属前凹型 

亚目(Proecela)，而蛙科和树蛙科等则属于参差型亚 

目(Diplasioecela)。从系统发育看，在新蛙类 (Neo 

batrachia)中，雨蛙科和蟾蜍科同属蟾蜍总科(Bu． 

{onoid~e)，而 蛙科 和树 蛙科则 属于 蛙总 科 (Ra 

noidae) 蛙类比蟾蜍类更为高等。 

从现已报道的蟾蜍科、雨蛙科和蛙科的精子结 

构来看，雨蛙科的精子超微结构与蟾蜍科有更多的 

相似之处。从精子头部看，蟾蜍和雨蛙的精子头部 

有一个圆锥状的顶体，而蛙精子的顶体则较小，呈囊 

状；蟾蜍和雨蛙精子的顶体下腔较大，其内有穿孔器 

(perforate'irma)或顶体下锥；而蛙精子的顶体下腔 

则较狭小，其中没有穿孔器和顶体下锥。从精子尾 

部看，蟾蜍和雨蛙的精子尾部有附属纤维和波动膜： 

而蛙精子的尾部则没有附属纤维和波动膜(奠慧英， 

1985；Burgos，1956；Y~hlzaki等，1982；Rastogi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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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Swan等，1980；Jamieson等，1993)(见表2)。 

裹 2 蝙蟓科、甫蛙科和蛙科精于结构的比较 

Table 2 The。0删 ∞ 0fthe蚰 恤 0f~ tozoa 0fBafonldae，HylId∞ andltlⅡl妇  

雨蛙科的属、种极多，现存 37属，约 630种，分 

布广泛，北美、中美、南美、澳大利亚等均有分布。我 

国仅有雨蛙属(叶昌嫒等，1993)。从现有资料看，雨 

蛙科中仅有雨蛙属、肥蛙属 Pachymedusa和雨滨蛙 

属Litor~这 3属精子的超微结构有报道(Jarnieson 

等，1993)。在这 3个属中，肥蛙属和雨滨蛙属的精 

子结构与蟾蜍的较相似：精子头部都有圆锥状的顶 

体，顶体下腔中都有穿孔器；精子尾部都有 2条附属 

纤维和波动膜。中国雨蛙精子头部结构与肥蛙属和 

雨滨蛙属的较相似 ，但顶体下腔中没有穿孔器，却有 

顶体下锥；而精子尾部的结构则差异较大：没有波动 

膜，附属纤维仅有 1条(致密纤维)(图 2，表 2)。由 

此观之，在这 3个属 中中国雨蛙的精子结构比其他 

两个属更简单，更接近蛙科的精子结构。 

综上所述，本文似可得出如下推论 ：①在无尾 

两栖类的进化过程中，精子结构渐趋简单。精子头 

部的顶体由较大的圆锥状渐成较小的囊泡状；顶体 

下腔从大渐小，以致不明显；顶体下腔中的穿孔器 

或顶体下锥从有到无：精子尾部的波动膜从有到 

无，附属纤维由2条减至 (或合并成)1条再减至 

0条。②雨蛙科的精子结构介于蟾蜍科与蛙科之间， 

但是与蟾蜍科的有更多相似之处。③在已研究过的 

3个属的雨蛙精子中，中国雨蛙的精子结构比其他 

两个属更为简单。④在无尾两栖类的系统发育中， 

雨蛙科的进化等级应是介于蟾蜍科和蛙科之间，但 

与蟾蜍的亲缘关系更密切一些。而在雨蛙科中，中 

国雨蛙的进化似更高等一些。本文从精子的超微结 

构方面为此提供了佐证。精子尾部波动膜的消失和 

附属纤维的减少似可作为中国雨蛙进化特征之一。 

圈 版 说 明 

A：顶体( r0蚰 e)；oc：已浓缩 了的染色质 (condensed~ fia)： 

DC：远端中心粒(dist~慨Ih k)；DF：致密纤维(dense fiber)；D1，D5， 

D6：轴丝的第 1、5、6组二联做管(do,blot 1，doublet 5孤d d0llH吐6)； 

M：线粒体( ∞ch。ndrh1){M 正在变态的精 子细胞(m曲啪orDI．。． 

血ing印唧 【 )；ICE：棱膜(nuclear帅 d0pe)；Pc：近端中心粒(p枷 一 

real慨I )；PM：质嚷(pla 啦 m啪br蚰e)；S：成熟的精子(mature 

5p咖 妇彻 )；sc：璜体下锥(~heerosxnal o∞e)；SS：厦体下腔( 一 

蜩∞枷 1印日ce)；UC：未完全维靖的染色质(㈦ d∞sed ch咄埘曲)； 

v：顶体下腔中的囊泡(ve~cles the日ubacr。8 嵋l sp0ee) 

圈版 I 

1．中国雨蛀精巢切片，示正在变态的精子细胞和已发育成熟的精子 

【a seetioa。{thete s DfH3Ca ino~s／s，sh∞ J aletamorphosifi~ 

sp凹m6出andmature sp凹m 0∞a)×M4 

2．精于头部纵切，示顶体、顶体下腔、顶体下锥、硬体下腔 中的小囊 

泡和维靖了的染色质(alongitaxliml section a sperrr岫 咖 head， 

咖 acxceome，sI1ba口D fr-aI space，鲺Ib日c帕舳蚰 co ，small 一 

d囝_n恤 邬bBc帕瞄n sp0ee alldoxa：~_sed chmmatia)x25D00 

3．正在变态的精子细胞纵切面，示构成顼体下锥的平行镦管(a kn— 

gi s。 ∞ 。f am睢哪坪k出h spercn~fid，sh咖 the曲一 

cro山b1【 cⅨnpIisir培the 3ub 0rr嵋l唧 le)×25 D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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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精子尾部中段的纵切，示位于植入窝中的近端中心粒、远端中心 

粒、线粒体和致密纤维(a tong~uaiml~eeticm d1e midale piec~of 

the tail，sho~ing the口H eeaU'iole in implantation {(，ssa．distal 

eentriole．m 。ch Ldr and dense fiber)×25 000 

5精子尾部中段的纵切，谈切面未切过致密纤维(a h nu曲 sec— 

tien ofthe middle eee thetall wNeh is not I che detlse 

fiber】×25 000 

6、7 精子尾部主段的纵切，示致密纤堆(1c~gitudlml seet~as of the 

pri rIclp piece ofthetall，sh0Wi孵 the dense ibex)×40000 

8．精子尾部束段纵切(a b tl】d 血】sect[era the end ece of d1e 

t吡1)×40000 

9．过顶体的横切面．示顶悻下锥 (㈣ seetien tSm~h the m  

如e．sho~ng the suba l f：ofle】×40(Mm 

10 过顶体的横切面，示顶体下锥和顶体下腔 中的小囊泡(a cr。 

seedonthro~ h the㈣ sh~Mng che subBc )9 o∞e and 

ⅢnaU v ic】 in the sub丑cf0s space】x40 000 

I1过细胞棱前端的横切面，示顶体、顶体下腔和顶体下锥 (a∞瑚 

section thres h the proximal end the nuc]eu~，sh 珥ocrc~erne， 

sub丑cf0s0E s0a∞ and如b日cr0s o∞e】×40 000 

12．细胞校横切，示棱袍及其中的致密颗粒( section through 
thenudeu~．showing n,,Ne~r vacLde and detlsegranule wIthinlt)× 

40000 

13．尾部中段横切 ．示远端中心粒和线粒体(㈣ seetien of the 
middle piece of the tall，sh ng the distal c廿】 ole and rnlt~ dfi— 

a)×40 000 

14 尾部中段横切，示轴堂的起始区域和致密纤维(acI。s5 section of 
the adle piece of the tail，sho~ing the initial胆舯 n Df the na 

and dense fiber)×40 000 

15～17．尾部主段横切，示致密纤维 (a cr。 seetien of the pnnciI~al 

piece 0fthetail．sho~ingthe d ~iber)x 40 000 

18 尾部末端横切(Ⅱ∞瑚 sect~n of d1e endpiece ofthetail)×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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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也 snlIICIIJREOF11也 SPERMATOZOONOF Hj妇 曲 聊 

AND r】[s BEARING 0N P】}IⅥ DGENY 

LtN Dan-jun YOU Yong-long 
(Bioe~ ng 姆 ， n．NormalUnit ary 350007) 

ZI-tONG Xiu-rong 

(L c 埘 M ∞ ，F~jianM 硼嘶 凡‘ 350004) 

Abs act The ultrastureture ofthe印e硼 ato砌 of 

H l 睹 W衄studied in this paper and its sig— 

nifieanee on the phyl~enesls ~ughly inquired． 

The 鼎m1at D。玎consisted of a head and a tail． In 

the head there ’as a stick-like nudeus wit11 highly 

condensed chmmatin in it．A me_shped 口D吕c忸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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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ed anterior t0 the nucleus．There was a suhacroso． 

real cone and some smal1 vesicles within the suhacroso— 

real spaoe．The t ai1 0f the spermatozoon was thin and 

long It eonsisted of an axoneme，a dense fiber and  

mitochondria，but without an undulating membrane． 

Based on the fine structure of the sperm atozoa of Bu— 

fonidae，Hylidae and Ranidae which had been studied 

so far，itW&S suggestedthat duringthe evolution of 

an uran alnphibian the structure of the sperm  tended to 

simplify The complexity of the sperm  structure of 

Hvlidae was situated between Bufonidae and Ranidae． 

but was more similar to that of Bufonidae．W ithin 

Hylidae，the structure 0f the spermatozoon of 

chinensis was simpler than that of other species which 

had been studied in Hylidae． h was suggested that 

the reduction of the undulating membrane and the re． 

du~ion(or the fusion)of the accesc~ory fibers in the 

spermatozoon tai1 could be cons[dered as advanced lea． 

turesof Hsta ĉ in~ sis 

Key words Hyla chinensis，Spermatozoon，Ultrastructure，Phyloge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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