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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鳞副泥鳅雄核发育单倍体胚胎发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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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校发育(a11d卿 e出)系指卵子只依靠雄性原桉进行 

发育 的生殖方式。尽管 已有川缫 (Plati&th2~ 蚶)(1~-- 

dcfn，1969)、马苏大 麻 哈鱼 (Oncohsthus珊捌 )(Arai等， 

1979)、虹鳟(Sa／rnogairdneri)(Scheerer等，1991)、红点溪鳟 

(SMz~．1innus fomlnagis)(May等，t995)、鲤鱼(Cyprira~∞r一 

加 )(Grtmina等，199o)、尼罗罗非鱼(Ormchromis niloticus) 

(Meyers，1995)、泥鳅 (Misgurnus anguillicaudatu．~)(Masaka 

等，1995)和斑马鱼(Dan／o r口由)(Corley-Smith等，1996)等^ 

工诱导雄桉发育的报道，但对其单倍体胚胎发育的时序以及 

单倍体的形态与正常二倍体的区别等均未见报道。本文就 

该内容进行研究，以期提供可参考的资料。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鱼的选择和人工催产 泥鳅(Misgurn~ang~iUi- 

c )和大鳞副泥鳅(Paraznisgurnu~ddrc~nu．s)来源于武汉市 

汤逊瑚区，染色体分别为 2n=100和 2n=48(余先觉等， 

1989)，两种亲本的体重为 40～150 g．体长 10--20 cra。根据 

两种鱼的典型特征区别种类和雌雄，催产时采用 H0G一次 

性肌肉注射进行^工催产 ，剂量：雌鱼 60o～1 500 IU／尾，雄 

鱼减半，杀雄鱼后取出精巢，并将精纂分成若干等长的小段， 

待用。 

1．2 泥饿雌性原棱的灭活 实验前，分别在直径为 9叽 的 

培养皿中倒^合成卵巢液(五 等，1984)22mL，卵巢液深 

度约为 3．5 rtma，每个培养皿中分别放^ 600-850粒泥鳅卵 

子，在30 w 紫外灭菌灯下(照距 加 can)分别照射 lO、20、4O、 

60、90、120、180 s，总辐射剂量分别 为 2O、40、80、120、180、 

240、360 rat／or?，边照射边摇动培养皿，各组卵子按相应的 

辐射剂量辐射后取出，倾掉保存液后立即与大鳞剐泥鲰精子 

受精，同时设立反交组和对照组，将受精卵转^直径为16 cm 

的培养皿中控温[(23±1)℃]孵化；每3 h换水一次。 

在胚胎发育过程中用显傲镜观察各辐射剂量组卵子发 

育状况，并同步活体摄影，记 录雄棱发育单倍体胚胎发育 

状况、发育速度，比较对j[}l组与受辐射组的发育区别，并 

在囊胚期和尾芽期进行染色体制片。 

2 结 果 

大鳞副泥鳅的未受精卵和正常受精卵的特征与粱秩棠 

等 (1988)描述的特征一致 本结果中只列出22个发育时 

期，其中二倍体 (2n)为大鳞副泥鳅 (旱)×大鳞副泥鳅 

)的后代，单倍体 (1n)为泥鳅 (旱) (雌桉已灭活) 

×大鳞副泥鳅 if,)的雄檀发育单倍体，大鳞剐泥鳅雄棱 

发育单倍体和二倍体各期的主要特征见表 1、图 1～30。 

在胚胎发育过程中，隧着辐射剂量的升高，鱼卵表面 

会出现陨石坑一样的凹赓 (图7，l5_·示)这一凹赓的出现 

明显来自紫外线对鱼卵的辐射。 

单倍体胚胎发育与正常二倍体 相比，原腑晓期之前， 

各期的形态特征并无太大区别，但在发育速度上有较大区 

别。从受精后至多细胞期二者发育速度一致，达高囊胚期 

时，单倍体发育开始滞后，从原肠期开始，单倍体发育速 

度比二倍体约幔一个发育期。在原脑期停留时问最长．胚 

层下包速度很慢，神经胚期以后，各期分期比较田难。自 

尾芽期，单倍体综合症开始明显化，最早症状是头小、身 

体小、躯干短而阖，尾短小 ，头、躯干、尾三者比例失 常 

(图 17)，肌肉效应期，单倍体鱼苗活动较弱．畸形严重的 

甚至见不到肌肉效应现象。 

孵化期 90％以上的单倍体胚胎身长只有二倍体孵化期 

身长的2／3，而且有两类单倍体鱼苗 (图21．24)，如果辐 

射剂量升高，畸形严重的鱼苗 (图 22，23)比例增加。鳔 

一 室期时 ，二倍体鱼苗体形正常，上唇有一对馁须，腮盖 

盖住第4对腮丝，但俯视仍可见大部分腮墼外露；熏一室， 

充气：胸鳍迅速增大，基部有半弧状黑色素；血液循环系 

统完善，各器官分化明显。相比之下，雄棱发育单倍体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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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呈畸形 ，具有典型的单倍体综合症 ：头小、眼小，尾部 

短而弯曲，显微镜下可见围心腔扩大 、腹水、水肿，心脏 

与血管系统发育不垒，血液循环微弱且不完善，出膜后最 

长存活时间为 1嘴 h。距受精后 144h。单倍体 1／3死亡 ，而 

正常二倍体鱼苗已发育至鳔一室期。鱼苗已具平游能力。 

经染色体{|I片表明．86％胚胎 的染色体数 为 24(图 

29)，该染色体数正好为雄鱼染色体 (2n=48)的一半，证 

明这部分胚胎为雄棱发育单倍 体胚胎；有 14％的胚胎染色 

体敖介于 24和 74之同 (图30)，为嵌台体胚胎，这主要是 

由于部分卵子的染色体灭活不彻底造成的。 

3 讨 论 

有关鱼类雄核发育单倍体胚胎发育的研究未曾见有报 

道。本研究发现．太鳞副泥鳅雄棱发育单倍体从高囊胚期 

开始．胚胎发育出现异常．主要表现在原肠下包运动发生 

阻滞 ，具较大的胚孔 ，胚胎发育速度明显减慢 ，而且，随 

裹 l 大一捌泥●=惰体和堆接发育簟蕾体胚胎发育的比较 [(23±1)℃] 

T曲kl A娜叫如■呲 0fm曲枷 h 黼 椰妇 It de 叩 ofP．由 

距受精后时间 

鳖  ⋯ ⋯ 恐 ⋯ 翟 
胚盘隆起 

【bl~todisc stage) 
2细胞期 

(2 cdI stage) 

4细胞期 

(4一cell age) 

8细胞期 

【8一cell stage) 

16细胞期 

(16一ceⅡstage) 

32细胞期 

(32 ceⅡstage) 

64细胞期 

(64一cell stage) 

多细胞期 

(poly-cdl stage) 

高囊胚期 

(early blsmala stage) 

囊胚晚期 

(1ate blastuh m噼 ) 

原肠中期 

【mid g∞ 山 stage) 

原肠晚期 

(h【eg∞ 山 stage) 
神经胚期 

【r,euml山 age) 
胚孔封周期 

(cb of bb5kf∞re 

stage) 

肌节出现期 

(myommeformation 
stage) 

眼囊期 

【optic w de st丑目e) 
嚷板期 

(olfiletory pl~xxle巩age) 
囊晶体影成期 

【Ims km-~tion巩age) 
肌肉效应期 

hn uI吐 ef~-t s111~) 

孵出期 

【t,~l-ang巩age) 

囊黑色素期 
【md卸。 eye stage) 

舞一室期 

【one c}日rrlb叮 air bl~lder 

0．37 0．37 胚盘隆起 胚盘隆起 

l 03 1．03 纵裂为2个细胞 纵裂为 2个细胞 

1．35 1．35 纵囊为两排共 4十细胞 纵裂为两捧共 4个细胞 

两排共8个细胞 两排共 B十细胞 

2 07 2 07 4捧共 l6个细胞 4排共 16个细胞 

2．33 2．33 4排共 弛个细胞 4排共32十细胞 

2．48 2．48 B排共64个细胞 8排共 64个细胞 

4．26 4．26 细胞较多不易计散 细胞鞍多不易计散 

5．50 5．30 囊胚层隆起选量矗 囊胚层隆起选最高 

7．30‘ 6．30 细胞敏小，囊胚层低偏 细胞极小 ．囊胚层_陈信 

l0．10 8．40 胚层下包3／6～4／6 旺层下包 3／6～4／6 

l2．20。 9．40 下包4／6～5／6 下包 4／6～5／6 

l4．20 l2．36’ 下包 5／6后，卵黄挂不易 
内收 

l5．30 l4．10 部分弗黄难 内收 

l7．20 l5． 肌节出现．模糊不清 

20．50 l7． ’ 眼囊呈扁豆影 

下包 5／6后．案卵黄栓、胚头部已 
具堆影 

卵黄内收．胚孔封闭．胚#头部隆 

起 (图 11) 

头部增大．肌节出现 

眼囊呈启豆影 (14) 

26．2l 21． 眼前方出现嗅扳 眼前方出现嚷板 (图 l6) 

29．36 26． 眼中史出现晶体 

．5l 32．10’ 肌肉擞抽曲，尾短小 

46．0 42．5(I’ 膜自行漕解，茁孵出，围心 

腔扩大．尾弯短小 

107 0 94．0 眼密布■色素，围心腔更大 

死亡 144．0 水肿．发白，开始死亡 

卵黄探内凹．眼中史出现晶体 

(图 1 8) 

肌肉抽动，尾部正常 (图 20) 

尾部弹破卵膜先行伸出．体正常． 

鬟膜裹量胚体 (图 25-26) 
眼密布黑色素，头部色素增多，肌 

体上下各一行■色素 (图 27 ) 

黑充气 ，一室，鱼苗可平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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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0 太鳞酎泥馓雄棱发育单倍体和二倍体各期的主要特征 
Ftg,s 1—20 a墩  r j凹 dh呼 dmd diploidembryo~ de~logmertt ofP，d曲 

1．胚盘隆起期(blaztodise stage) 2．2细胞期(2～ee1]st~e)；3 4细胞期(4一cell st~e)；4．8细胞期(8一cell stage)；5．32细胞期 (32一cell 

吼姆e) ．高囊胚期(e~rtylol~tual stage)；7．囊胚晚期(1ateblast山 姆 )；8 原脑中期( d曲s由lla stage)；9．原晒晚期(1ate曲s由Jla stage)； 

10．抻经胚期(neIlral p e )；l1．二倍体胚孔封闭期(ck~sureof blastopore蚰 )；12．肌节出现期(myotomeformatic~st~e)；13．眼囊期 

(optic vestele 5t昭e)；14 二倍件眼囊期(optic vesicle s蛆睇 of邮 Iojd)；15．嗅板期(olfactory plaoxle stage)；16．二倍体噢楹期(d ∞ placode 

5t~E,ofd d)；17、18．肌内效应期(rBu~etllar ei'~ect stage)；19．泥椎二倍体肌肉效应期 (mu~ular effect stage ofM Angn／／l／az,a／atus)；20． 

太鳞副孵瞅二倍俸肌冉效应期(rameular effect stage ofP dabr3~nns)。 

着单倍体的继续发育，所表现出来的畸形症状愈来愈明显。 

过了神经胚后，单倍体与二倍体的差别更加明显。自尾芽 

期，单倍体综台症开始明显化，最典型的症状是头小、身 

体小、躯干短而阔、尾短小，头、躯干、尾三者比例失常。 

孵化期 ，大部分单倍体胚体的长只有二倍体长的 2／3。胚 

后发育的单倍体只表现尾腮循环和背部脊椎上下的循环， 

就单倍体的症状而言，其结果与张梅芬等 (1993)研究泥 

鳅雌核发育单倍俸症状相一致，也与两栖类中所观察到的 

单倍体综合症相类似(吴仲庆，1985；Gur&~．1960~Hamilton。 

1963)。由此说明，不同发育类型的单倍体所表现的畸形特 

征具有共同性。其主要症状为：头小、体短、尾上翘、水 

肿、置心腔扩大及循环系统发育不正常等 ．即所谓的单倍 

体综台症 ( pl0id sy~drtxae)。 

就发育速度而言，张梅芬等 (1993)在研究泥鳅雌核 

发育单倍体时发现，泥鲰雌核发育单倍俸在可区分的发育 

时期 (眼黑色素期)前的发育速度与同龄的二倍体无明显 

差异，许多组织或器官的形成，如肌节、耳石、心脏等的 

发生几乎与二倍体同时发生。奉研究夏!J发现，大鳞翻泥鳅 

雄核发育单倍体的发育从高囊胚起要 比正常二倍体慢一个 

发育期，与张梅芬等 (1993)研究泥鲰雌核生殖单倍体的 

结果有所不同。而与两栖类雌核发育单倍体的胚胎发育结 

果相似 (吴仲庆 ，1988；Porter，1939)。许多 学者发现 ， 

两栖类雌核发育单倍体的胚胎发育从原肠期起便出现滞后 

现象。这种发育的差异可能是由于所研究的材料及发育方 

式不同造成的。 

无论是雄核发育单倍体还是雌核发育单倍体均表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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胚胎发育异常。Esper(1965)认为其发生的可能原 因是不 核质比率不正常所造成。单套染色体组不能完全行使胚胎 

正常的核质比所造成的；但张梅芬等 (1993)所测的二倍 发育过程所需的正常遗传功能的结论是许多学者所公认的。 

体和单倍体的核质比是一样的，并证实单倍体综合症并非 

23 

圈 21～30 大鳞副髭鲰罐棱发育单倍体和二倍体各期的主要特征 

Figs 21—3o of dipbld b c devdoprnent 0fP．dabo~nus 

21、22、23．孵出期畸形严重的单倍体鱼苗(the seriousdefomaed haphdfry at tch_啤 出瞎e)；24．孵出期畸形不太严重的单倍体鱼苗(吐 not 

sen叫8deformed hapbdfry st ha hing stage)；25．孵出期髭鲰二倍体(thediploid 0fM angniltioandatus athtch吨 s【age)；26 孵出期大鳞剐 

泥敏二倍体(the dipkad ofP．． ．：哪 肚hatching stage)；27 眼黑色素期单倍体(上)和二倍体(下)[thehaploid(叩)∞d d k耐(da帅)st 

malar~d eye stage]；28．眼黑色素期单倍体(the h d atmel~ncid eye姆 )；29 大鳞副泥锹单倍体染色体n=24(h d c ∞Ⅻ瑚峪 

P dabr2~anus n=24)；30．嵌台体胚胎染色体(1he d】眦∞s田 0f1TJO~．1C eml~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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