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贻贝雄性生殖系统的组织学和超微结构 

李太武 苏秀榕 V 李春茂 迟庆宏 

(辽宁师范大学海洋生物工程研究所 大莲 l1∞29) (太莲市长海县悔水养殖研究所 大连 116500) 

摘 要 贻贝雄性生殖系统中精巢由树枝状的生殖管、辅精管构成。生殖管反复分枝成生精小管和末端膨 

大的泡囊．二者皆由位于基膜上的生殖上皮和管壁上皮构成，生殖上皮是由圆形或卵圆形的精原细胞组成c精 

原细胞最大，核内染色质稀疏，靠核膜内慎1分布，核仁一个，明显。初级精母细胞略小，染色质开始凝集成小 

团块．线粒体 向细胞的一侧集中。次级精母细胞与初级精母细胞结构相似，染色质浓缩成数大块．贴核膜或散 

布于核内。精细胞内开始出现嘎体颗粒并逐渐发育为长的倒 “v”字形顶体。核质致密均匀，一端与嘎体相接， 

另一端与由鞭毛构成的尾部相连，在核与尾部相连处有5个球形线粒体，为尾部运动提供能量 

关羹词 贻贝 雄性生殖系统 中圈分娄号 里 !： 兰 ! 堂t墼墼堕塑 

贻贝 (Mytitu5 edutis Linnaeus)俗称 “海红”， 

干制品为 “淡菜”，是物美价廉的海产品之一．它 

生长速度快，繁殖力高，抗污染性强 (在排污管内 

可见到生长茂盛的集群)。原来野生产量极高，市 

场一年四季可见。但近年来近海海水污染，产量不 

断下降，1996--1997年人工养殖的贻贝也大批死 

亡．死亡率达 90％～100％。为找到其死亡原因， 

我们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如营养成分分析 (苏秀 

榕等，1997)，研究贻贝喜食的单细胞浮游生物种 

类和种群密度。研制试剂盒诊断病贻贝体内细菌、 

病毒和寄生虫等 为了便于观察、鉴定出组织和细 

胞内的病原体，本文对正常贻贝雄性生殖系统作了 

组织学和超傲结构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研究用贻贝于 1997年 6月取白太连市长海县 

格仙岛后海区、小长山后海的人工养殖海域，活体 

带回实验室，解剖并取出雄性生殖腺，一部分即用 

Carnoy氏液固定，乙醇脱水 ，二甲苯透明，石蜡 

包埋，切片 (厚度为 7／xm)，H．E．染色，Nikon 

显微镜观察并拍照 (李太武等 ，l992，l997)。另 
一 部分用 2．5％戊二醛和 1％ 锇酸双重固定，Epon 

· 大建市农业生物工程中心贷助项目 

本文 1998一o6—29收强，1998—10一l9惨回 

812环氧树脂包埋 ，LK]3—8 800超薄切片机切片． 

JME一2000EX透射电镜观察并拍照 (李太武等． 

1995)。 

2 结 果 

贻贝的一对雄性腺位于内脏团中。休止期时生 

殖腺很小，呈乳白色，而到了繁殖期，随着发育， 

生殖腺逐渐扩展到腹嵴内以及两侧外套膜中，成熟 

的雄性生殖腺通常呈乳白色或淡黄色。 

2．1 组织学 

贻贝的雄性生殖腺 (精巢)由许多呈树枝状的 

生殖管、生殖泡囊和输精小管构成。生殖管反复分 

枝，其枝端膨大为泡囊，生殖管及泡囊均可产生精 

子。精巢的外壁由薄层平滑肌 (30～60肿 )和薄 

层结缔组织 (20N43肿 )构成，外壁向精巢内延 

伸并逐渐变薄而成为生殖管和泡囊的外壁。生殖管 

和泡囊的结构相似，由外壁 (基膜)及位于其内的 

生殖上皮和部分管壁细胞构成。生殖上皮由圆形或 

卵圆形的精原细胞组成，而管壁上皮为单层柱状细 

胞，在发育高峰期，生殖上皮不断向管腔内增殖 ， 

产生了发育至不同阶段的生殖带。此时，精原细胞 

大大减少，呈索状或新月状位于小管一角，在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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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切小管腔中，已经无精原细胞的踪迹。而管壁细 

胞的作用是分泌精液。生殖管和泡囊的切面形状不 

规则，生殖细胞发育也不一致，但都经过相同的发 

育过程。 

精原细胞大，圆形或卵圆形，长 9肿 ，宽 5 

pm。核大，形状与细胞一致，长 6 pm，宽 4“m。 

染色质稀疏，靠近核膜分布，核仁 1个圆形，直径 

1．5 pm，明显。初级精母细胞小于精原细胞，圆 

形，直径5 pm。核圆形，直径 3、5 um。染色质凝 

聚成小块散布于棱质中，核仁明显。次级精母细胞 

小于初级精母细胞，圆形 ，直径 3．5 pm，数量比 

初级精母细胞多。核圆形，直径 3 pm。染色质凝 

聚成大块散布于核中，不见核仁，核质嗜碱性 (图 

版 I1)。精细胞小，圆形 ，直径 2．5 pm。核大多 

呈半月形，直径2肿 ，染色质凝聚成数大块，核 

质嗜碱性最强 (图版 I 2)。精子 (图版 I 3)最小， 

三角形，长 2、5um，最宽处 1．5 pm，集中于生精 

小管腔中央，悬浮于精液中。有疏松结缔组织填充 

于生精小管之问，内含有输精小管。输精小管壁由 

单层柱状上皮构成，细胞高 30～36 pm，宽 6 pm， 

核椭圆形，长 6肿 ，宽 4 pm。上皮的腔面具明显 

的徽绒毛，绒毛长 12 pm (图版 I4)。 

2．2 超徽结构 

2．2．1 精子发生 精原细胞：较大，圆形、卵圆 

形或多边形。核为圆形或卵圆形，染色质分散附着 

在核膜之内侧，也有的凝集成小块散布于核内，核 

仁一个，明显。细胞质内有数个圆形线粒体 (图版 

I 5)。 

初级精母细胞：精原细胞有丝分裂产生初级精 

母细胞，后者小于前者，细胞为近卵圆形，核圆 

形，染色质凝聚成大小不一的不规则团块，散布于 

核质中，核仁不明显。胞质中的线粒体向细胞的一 

侧集中，大小不一，均为圆形。内质网呈小泡状不 

明显 (图版 I 6)。 

次级精母细胞：初级精母细胞减数分裂一次产 

生次级精母细胞．后者小于前者，也为卵圆形或多 

边形，核圆形，染色质聚集成更大的团块，且有些 

团块互相融合在一起，分散于核质中。无核仁。线 

粒体圆形，内嵴清楚，已集中在细胞的一端，胞质 

内其他胞器呈退化趋势 (图版Ⅱ1)。 

精细胞及其向精子转化过程：次级精母细胞经 

过减数分裂 Ⅱ产生精细胞 (图版 Ⅱ2)。精细胞较 

小，呈圆形或长圆形，染色质减少，聚集成团块贴 

在核膜之内侧及分布于核质中，胞质中线粒体集中 

成一簇，最多可见 4个 内质网呈小泡状 ，高尔基 

体仍未见到 (图版 Ⅱ2)。精细胞向精子的转化是一 

个十分复杂的变化过程，本文以顶体的发育为据， 

把该过程分成 5个时期。 

顶体前体 (或称原顶体颗粒)形成期：精细胞 

发育的早期虽然仍未观察到高尔基体，但在胞质中 

出现了许多大小不等的液泡状结构，其中一些泡内 

含有电子致密颗粒状物质，这些泡状结构与粗面内 

质网有联系。液泡内颗粒即为顶体前体，它可能是 

由粗面内质网合成的。开始时这些含颗粒的液泡分 

散在胞质中，后来逐渐集中呈愈合趋势 (图版 Ⅱ 

3)。 

顶体泡形成期 ：前期中出现的顶体前体逐渐愈 

合呈一个大的囊泡，称为顶体泡，泡中物质分布均 

匀，顶体泡向核边移动，最后同核靠在一起。核呈 

杯形 (图版Ⅱ4)。在此期的一些细胞内发现教管和 

中心粒样结构。线粒体、核杯和顶体泡三者呈线形 

排列。 

顶体帽期：顶体泡形状由圆形变为塔形，核内 

染色质的形态同精细胞期 (图版Ⅱ5)，在核的另一 

端紧密贴着2--3个线粒体。进一步发育的顶体泡 

呈倒 “v”字形，泡内物质分布均匀，核内染色质 

也均质化 (图版 Ⅱ6)。此时精子的尾部已基本形 

成，由9+2教管构成的鞭毛与线粒体相联系 (图 

版Ⅲ1)。顶体呈帽状，称为顶体帽。 

顶体中央管形成期：顶体进一步分化，帽顶尖 

继续向前延伸，帽口内陷达顶体 1／2处，此结构即 

为顶体中央管 (图版Ⅲ：2，3)。在顶体中央管形 

成的同时，与其相对的核处也内陷而把核分成相近 

的两部分，此处称为顶体下窝。此时的顶体呈倒 

“Y”字形，结构简单，电子密度相同。此时的精 

子尾基部横切显示线粒体为 5个，排成梅花形，其 

中央是中心粒 (图版Ⅲ4)。除线粒体、中心粒和徽 

管外，其他细胞质在此期已被排出。观察发现，虽 

然细胞质已排空但细胞膜并未与核膜紧贴，顶体和 

尾部外被质膜 (图版Ⅲ5)。 

成熟精子期：此期结构变化不太大，其一是顶 

体中央管形成，内含低电子密度物质。其二是顶体 

分叉的基部进一部分化形成 3～4层由膜包被的空 

泡，顶体分叉的每侧由6个左右片层构成 (图版Ⅲ 

6)。此期中顶体发育结束，其长度约为精子核的 2 

倍。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l70 动 物 学 研 究 20卷 

3 讨 论 

3．1 贻贝的精巢构造同鲍类、扇贝的相似，也是 

由无数的生殖小管 (相当于脊椎动物的生精小管) 

缠绕在一起构成的。在组织切片上，各小管间由薄 

层肌肉和少量结缔组织隔开。其生精过程是分阶段 

进行的，即在一条小管的不同区段生殖细胞发育的 

程度不同，呈波浪式进行．有的已经出现了成熟精 

子，有的却仍停留在精原细胞或精母细胞阶段。但 

到了生殖高峰期，输精小管内充满精子，各生精小 

管内也大都发育至精细胞或精子阶段，为排出大量 

精子做好准备。 

3．2 贻贝精子发育所需时间短，结构简单，与鲍 

类的相似，但明显区别在于贻贝的顶体呈倒的长 

“V”形，而鲍类精子的顶体相对较短。在组织学 

水平 ，贻贝、栉孔赢贝等的精子呈三角形，而鲍的 

精子为短棍状。无十足目甲壳类精子顶体那样的复 

杂结 构 (Beach等，1987；Brown，1966；Hinsch， 

1989)，只有顶体囊片层结构和中央管 贻贝的精子 

同其他 贝类的一样也有鞭毛精子 (flagellate sp- 

erlT1)，横切面表明精子的尾部即鞭毛由质膜包被 

“9-t-2”微管构成，在尾部与核相接处有 5个线粒 

体横排成梅花形，为鞭毛的运动提供能量。 

图 版 说 明 

图版 I 

1精原细胞、精母细胞(speaxnatogonium and st=caro．atocyte)×1 000 

2精细胞(sperrnatid)xl 000 

3精于(~perm)×l 000 

4．输精管(vasde[ere~)×l 000 

5．精原细胞(印锄mfq _硼1L帅)×6 000 

6初级精母细胞(prin,．a~ sp哪 k m )×6 000 

图舨Ⅱ 

1扶级精母细胞(：∞ j spem~atccyte)×8 000 

2精细胞(spermatid)×5 O00 

3顶体前体形成期(stage。f pf。日cro瓣na【txxly produced)×12 O00 

4顶体泡形成期(姆 。f r衄∞1日1 d已pmdue~t)×6 000 

5顶体帽形成期(姆 。f a面 ％p p~ ed)×6∞0 

6示“A竹形顶体(showing“ shape＆c础|。rrIe)×8 000 

图版Ⅲ 

1示精于鞭毛 ( g n孵elI血 ofthe 删 )×211 000 

2精于顶体中央臂 (丑c∞8叫 central tubule 0f the印啊n)×l5 O00 

3精于顶体中央臂及线粒体 (丑cr08 eemral tubule and r~mehon— 

d血 )xI5O00 

4线粒体 ( t0小_皿dria)×12O呻 

5精于外膜 (the outo~-mernbrane Dfthe sD蚴 )×12O00 

6．成熟精于(n ured sperm)×15 O00 

Ac：顶 体帽 (api 唧 )；At：顶体 中央 臂 ( r衄 傥 

tubulej；Av：疆体泡(ac 【v唧 e)；c：中心粒(0∞Ⅱ e)；0【．染色 

质【 唧叫 _m)；F：鞭毛 (n丑g 山n)；L占：疆体囊片层 结构 (knd 

slractm-e)；M：线粒体( 向ch_皿dria)；N：棱(nucleu~)；Ni#棱仁(删c 

allj；Nm：棱膜(nuclear membrane)；0虹：外膜(out memb~ e)；Pb： 

顶体前体(pD 0 I y)；P|n：质膜( 衄 a m日nb咖 e)；P3：韧埴 

精母细胞 (primary印叫m呻 te)；S：精 于(印衄 )； ：精胃c囊总 

(sp豇lT岫 山nj； ：精细胞 (印咖 tid)；＆：扶埴 精母细胞 (∞：一 

∞dBry印咖 k y忙j；V：输精臂(v曲de 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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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 )IDGY AND IⅡ I田AS11RUCn IRE 0lF MALE REP=R0DUCI1 E SY M 

OF M~ilus edulis LINNAEUS(MOLLUSCA： 

kl Tai·wu SU Xiu-rong 

(1mtitute ofMarineBiotechnnfogy．Liooning University．D~llan 116029) 

kl Chun-mao CHt Qing·hong 

(Institute。，山 uaeulture．0 County．D~llan 116S00) 

Abstract The hkto1agY and ultrestructure 0f male 

reproductive system of mussels Mytilus edulis were 

studied with light microscope and transmission dec· 

tDon mic~ pe．The male reproductive system is 

∞mposed of branch testis and Va8 deferens．The testis 

consist of great number of branchy sernlnifemus 

tubules and capsules． The tubule showed by the 

transverse section is made up of germlnative epithelia 

(sperrnatogonium)and tubu~liner，and the germina． 

tire epithelia constantly produce sperrnatocyte，sper· 

matld and sperm．The spermatogonlum has an oval 

shape，in which there are dispersed chrorrmtin，mito· 

chondria and many free ribesmaes． In p Tnary sper- 

rnatocyte and semfidary spermatocyte the ehromatin 

densified to some blocks． In the early spermatld， 

many small dense particulates which produced from 

~ough endoplasmic retlculum  vesicles，aggregated to 

form a large pmaerosomal vesicles． Th e acrmcm~  

vesicle luther develop into“A shape acr0some which 

0omr~ of apid  cap，acrosomal central tubule and 

1amellar structllre．At the sanle time． the nuderas 

and flagellum  were produced(there are 5 mitochon． 

dfiain baseoftheflagellum)andthe spermmatu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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