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 物 学 研 究 2OOO．Dec．21(6)：468—472 

z00l0gi哪 Research ～  

红螯螯虾胚胎发育研究 工． 

孟凡丽 赵云龙 陈立侨 

(华东师 葶至磊  上簿 2o0062咖唧 l mail．咖) 

152，岁 22 
CN 53—1040／Q ISSN O254—58．~3 

胚胎外部结构的形态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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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澳术水产研究所 胡州 313001) 

摘要：详细研究了红螯螫虾 (Cherax g d )胚胎的外部形态发育过程。在水温28℃的条件下 整 

个发育过程约需39d，顺次经历卵裂期、囊胚期、原肠期、前无节幼体期、后无节幼体期、复眼色素形成期及 

孵化准备期。刚孵化出的幼体在形态结构上与成体相似。 

蓍雾 詈 雩 章翥善 黜 删嘶一 一∞ 
红螯螯虾 (Cherax quadricarinatus)又名淡水 

龙虾，原产于澳大利亚北部。我国于 1992年引进 

试养．并着手对其进行研究。迄今为止，国内外对 

红螯螯虾生殖生物学的研究工作．大多集中在对亲 

虾繁殖习性的观察、胚胎发育周期和胚胎发育所需 

环境条件等方面(Austin，1992；CeLada，1987；Jones． 

1995；King．1993；Herbert，1987b；Hsin—Sheng．1994)． 

而对该虾胚胎发育的详细过程却缺乏深入研究。作 

者在已有工作的基础上，较为系统地研究了该虾胚 

胎发育的全过程。现将胚胎外部形态结构的发生做 
一 报道，以期为了解该虾胚胎发育过程，以及进一 

步研究其发育过程 中的生理生化机制提供理论依 

据。 

1 材料和方法 

成熟亲虾于 1997—10—1998—04取 自浙江省 

淡水水产研究所。选择个体大、体质健壮、附肢完 

整的成虾作亲体，并按2雌 1雄作为 1组放在28℃ 

的恒温水族缸 (30 cnl×40 cm×50 cm)内交配待 

产。实验共分 10组，饲养用水为经充分暴气的自 

来水。每天下午 17：o0投喂虾蟹专用的复合饲料 

或剪碎的新鲜螺蛳肉、小杂鱼，于第 2天上午 8： 

o0吸弃粪便、残饵等，并添加约 1／4的饲养用水。 

雌虾抱卵后，移去雄虾，将雌虾单独饲养。 

待卵子产出后，每隔6h取 1次卵；原肠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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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每隔24 h取样 1次。在显微镜和解剖镜下 

观察所取样品，并记录胚胎发育进程、外形特征的 

变化等。 

2 结 果 

2．i 受精卵 (fertilized egg】 

雌、雄虾交配 10 h后，开始从雌性生殖孔排 

出卵子，雄虾的精荚破裂后释放出的精子与卵相 

遇．完成受精过程。受精卵为乳白色或淡黄色，卵 

体柔软，卵膜明显。内为卵黄膜。也称初级卵膜 

(primary oolemma)，其 外 为 三 级 卵膜 (tertiary 

oolemma)。前者在卵母细胞形成时由卵细胞本身所 

产生；后者由母体粘液腺分泌而成 (曲漱惠等， 

1980)。卵呈椭圆型．长径和短径分 别为 2和 1 

lllm。以外膜突起形成的卵柄附着于母体腹足的刚 

毛上。受精 5～6 h后．受精卵外膜逐渐变硬，表 

面光滑。在解剖镜下观察，可见卵膜内充满细小、 

分布均匀的卵黄颗粒 (图 1)，尚未开始卵裂 

2．2 卵裂期与囊胚期 (deavage stage amd blastu- 

la stage) 

发育 3～4 d后的受精卵呈橄榄绿色，但整个 

卵表颜色深浅不匀，局部有白色斑块。解剖镜下观 

察白色斑块呈絮状，内无卵黄颗粒。随后几天的发 

育过程中，卵色逐渐变成黄绿色。根据其后的发育 

状况，推测此时卵内正进行细胞核分裂及细胞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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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分布。整个卵裂期和囊胚期，卵表除了颜色随 

着发育加深外，未出现分裂沟、分裂球或其他的外 

形特征。 

2．3 原肠期 (朗s 山 stage) 

排卵 10～11 d后，受精卵呈黄绿色。在卵的 

一 端出现一透明的、近似半圆形的凹陷，内无卵黄 

颗粒，至此，胚胎发育进入原肠期。凹陷区形成与 

卵柄位置无关，因透明区的卵黄逐渐被消耗，其范 

围不断增大，同时原 口 (bl~to pore)开始形成， 

表面观近似半圆形 (图2)。 

原肠期开始后不久，原口上方左右两侧的细胞 

增殖迅速，逐渐形成对称分布的2个细胞团，同原 

口呈倒 “品”字形排列 (图 3)，这 2团细胞为胚 

胎的视叶原基，后来发育成 1对复眼。原口两侧的 

细胞分裂增殖，逐渐形成 2个细胞群，为最初的 1 

对 腹 板 原 基 (thoraeabdominal or ventral plate 

rudiment)。这对腹板原基不断扩大，并向胚胎腹中 

线靠拢，最终合二为一，形成胸腹突 (thoracico— 

abdominal foia)。由于突起不断增大，很快便覆盖 

在原口上方，原口随之消失 (图4，5)。原肠期在 

28℃的水温下持续约2～4 d，随后胚胎发育进入前 

无节幼体期。 

2．4 前无节劫体期 (the egg-nauplius stage J 

原肠后期，在胸腹突与两视叶原基之间形成 1 

对左右对称的细胞群突起，表面圆形，持续增大， 

此即为胚体的太颚原基，将来发育成 1对太颚。随 

后在大颚原基与视叶原基之问又先后出现 2对细胞 

突起，分别为太、小触角原基。在太触角原基的内 

侧细胞集中内陷，内陷区慢慢增大变成马蹄形，即 

为消化系统的口道 (stomodaeum)的雏形 (图 4)； 

与此同时，胸腹突末端中央细胞向内集中凹陷，呈 

管状，这是肛道 (proctodaeum)的雏形。 

至此，胚体头部的 3对附肢原基已经形成，这 

3对附肢原基的出现具有顺序性。首先是太颚原 

基．而后依次为大触角 (第 2对触角)原基和小触 

角 (第 2对触角)原基。其中太触角原基最为突 

出，体积最大；太颚原基因部分被胸腹突覆盖，外 

观上体积略小；小触角原基出现最迟，体积最小。 

2．5 后无节幼体期 (the egg·metanau#us stage) 

2．5．1 五 对 附 肢 期 (embryo with 5 pairs of 

appendages) 卵体呈土黄色。胚胎前端背侧头胸 

甲原基 (carapaee rudiment)形成。前无节幼体期 

形成的3对附肢原基此时基部较细，末端钝圆并快 

速生长，形成 3对肢芽。与此同时，大颚之后又先 

后出现2对附肢原基，不久即发育为2对小颚的肢 

芽。胸腹突体积增大，末端开始分叉 (图 5)。 

2．5．2 七 对 附 肢 期 (embryo with 7 pairs of 

appendages) 此期卵体呈桔黄色，透明区明显增 

大，身体开始分节。胚体背部中央出现 1条纵向分 

割线，逐渐由胚体中部延长至前后两端，将胚体分 

为左右对称的2部分。太触角末端开始慢慢转向胚 

体后端、末端分叉，其他附肢也不断加长，但尚未 

出现分节现象。2对小颚后面又先后长出 2对颚足 

肢芽，而第 3对颚足尚未开始发育，此时胚胎共有 

7对附肢 (图6)。 

2．5．3 十三对 附肢期 (embryo with 13 pairs of 

appendages) 随着胚体的不断生长，胸部渐渐增 

长．腹部向胚体腹面弯曲。第 3对颚足开始发育， 

胸部的5对步足也逐渐形成，同早期发育的2对触 

角、1对大颚、2对小颚和 2对颚足相比，此期出 

现的6对附肢体积比较细小，但生长速度较快。胸 

部与腹部开始出现明显的分节现象，相邻体节间胚 

体向内缢缩。胸部每一体节有 1对附肢，而腹部附 

肢尚未发生。随后的发育过程中，头胸部附肢体积 

不断增大，并开始出现分节现象。前 3对步足末端 

发育成螯状，另 2对步足末端形成爪状。大触角内 

外肢分化明显，外肢细小，内肢较粗且长 腹部也 

已分为 6节，第 2～6腹节出现肢芽，第 6腹节将 

形成尾叉 (图 7)。 

2．5．4 十八对 附肢期 (embryo with 18 pairs of 

appendages) 腹部肢芽由第 2腹节开始生成后， 

第 2到第 5腹节的 4对肢芽不断长大，而第 6腹节 

的肢芽却慢慢与尾叉愈合形成尾扇，腹部只有 4对 

肢芽发育成游泳足。至此，胚胎的附肢已经全部长 

出，共 18对，包括头部 8对，胸部 5对，腹部 5 

对。头胸部附肢长而分节，形态近似成体，但腹部 

附肢较短小，没有明显的分节现象 (图 8)。胚体 

已占卵体 1／3以上，解剖镜观察头胸甲的背部边 

缘．能观察到囊状的心脏，并有微弱的间歇性心 

跳。 

2．6 复眼色素形成期 fembryo with well formed 

eye pigments) 

2．6．1 复 眼 色 素 形 成 初 期 (embryo with eye 

pigments form ) 此时卵体呈桔红色，透明区约占 

卵体的2／5。心跳仍为同歇性，5O次／min左右。复 

眼外侧先出现稀疏分布的黑色色素点，以后逐渐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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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 红螯螫虾胚胎外部结构的形态发育过程 

F s．1—12 The de velopmental process ofthe emb~o’8 extemal stIllc【ure 

ofthe C．qtub／car／r~aus 

I：受精卵 (fe~[1ized B嚣)x 5O；2—3；原肠期 (~tnda山学e)x 50；4：前无节幼体期 (t1．e e~-nmuplie*山学e) ×50； 

5～8：后无节幼体期 (}h B嚣一rnd姐卸pHIls 忸 )×50；9：复眼色素形成韧期 (the embryo eye Pi 嘲 forming 

姐 )×50；i0：复眼色素形成后期 (the embr：,o with eye pigment~咖 )x 50；Ii：孵化准备期 (1he prel~m-holch]ing 

蝉 )x 50；12：刚刚孵化的幼体 (theweUformedthe]m'va1)x 50 

AB：腹部 (abd啪 曲)；ANT：太触角 (曲t∞眦)；AN-L：小触角 (蚰t— Ide)；BP：原 口 (bl口札0 p0”)；cE：复眼 

(c0mpound eye)；CP：头胸甲 (c叮印ace)；IN：内陷区 (inv agin~tlon)；MD：太袅 (m如击bk；)；MA：景足 (m ip耐)； 

MX：小颚 ( Ⅱ)；OD：视叶原基 (optic k rudiment)；oL：视叶 (0ptic lobe)；Pl：复眼色素 (compound eye’s 

pi舯∞t)；ST：121道 (stomodaeum)；THE：胸腹褒 (tbofacico-abdomlnal fo；d)；THL：步足 (thcu~eic l。酽)；SL：游泳足 

(~wimmlng le毋)；Y：卵黄 (y0lk)。 

成 2条新月形的黑色色素细线，胚胎发育进人复眼 

色素形成初期 (图 9)。在随后 2天的发育过程中， 

复眼内侧出现左右对称 的膜状结构，此膜逐渐加 

厚，形成复眼的眼柄。头胸甲在头胸部的两侧形成 

l对鳃腔。 

2．6．2 复眼色素形成后期(embryo with well formed 

eye pigments) 透明区约占卵体 I／2，复眼色素带 

加宽，颜色加深，而长度却不再增加，此时复眼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6期 盂凡丽等：虹螫螫虾胚胎发育研究 I 胚胎外部耋吉拘的形态发生 47 

(compound eye)的结构发育已基本完成 (图 10)， 

各复眼由许多单眼组成。眼柄加厚，渐渐突出于胚 

体表面。心跳频率增加，并且趋于稳定，节律性加 

强。 

2．7 孵化准备期 (prepare-hatchling stage) 

此期胚体红褐色，胚胎发育已基本完成，外骨 

骼变硬，体形与成体相似 (图 11)。身体分为头胸 

部与腹部 2部分。复眼色素明显增多，在眼表形成 

放射状条纹，眼柄突出，连接外部眼球与体内视叶 

神经节。头胸甲侧缘游离，覆盖头胸部．边缘出现 

红斑，并逐渐增多向背部蔓延；腹部附肢出现分节 

现象。卵黄减少，仅有少量分布在头胸部背面，这 

些卵黄直到仔虾孵出时仍然存在，并继续为幼体提 

供营养物质。 

心跳频率约 100次／rain时，幼体很快破壳而出 

(图 12)，但其活动能力较弱，仍需附着在母体腹足 

上生活 1周左右。当卵黄消耗殆尽时，仔虾脱离母 

体，在水中自由活动、觅食，虾体呈灰褐色。在 

28℃的水温条件下，整个胚胎发育历时 39 d左右。 

纵观红螯螯虾胚胎发育的全过程，可见在相同的温 

度条件下，原肠期以前发育速度比较缓慢，原肠期 

与前无节幼体期 ，发育速度较快，随后又逐渐变 

慢 

3 讨 论 

3．1 由于红螯螯虾的卵体积较大，卵黄含量高， 

卵膜也较厚，故该虾胚胎在卵裂期与囊胚期外形上 

观察不到分裂沟、分裂球等明显的发育特征。目前 

只有通过组织切片技术方能判断受精卵的内部结构 

发育情况。王绪峨 (1989)用 1／250的胰蛋白酶生 

理盐水处理脊尾白虾 (Exopaloemon cadnicauda)早 

期胚胎的卵膜，使之变薄，以利于观察其发育过 

程，但我们通过试验发现利用酶解法观察红螯螯虾 

的受精 卵发育效 果不 佳。而 中国对 虾 (Perteus 

chinens／s)(张 志 峰 等，1997)、锯 缘 亲 蟹 (鼢 

a~rruta)(吴 洪喜，1991)、中华 绒螯 蟹 (Eriocheir 

sinensls)(堵南山等，1992)、罗氏沼虾(Macrobrachium 

rosenbergil)(赵云龙等，1998)及一些小型十足目动物 

的受精卵均能观察到早期胚胎卵裂的外形特征。 

红螯螯虾的产卵量相对较少，而卵的体积特别 

大。刚排出时的卵子直径就在 2 mm左右，其内充 

满卵黄，为胚胎的发育提供了充足的养料。同时螯 

虾胚胎的发育时同较长，且孵化出的幼体 (仔虾) 

外部形态与内部结构都已接近成体，这将大大增强 

仔虾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十足目中其他动物的孵化 

期因种而异，日本沼虾在前涵状幼体期孵化 (张建 

森等，1965)；脊尾白虾于后涵状幼体期孵出 (王 

绪峨，1989)；中华绒螯蟹孵化为原涵状幼体 (堵 

南山等，1992)；中国对虾于无节幼体期孵化 (张 

志峰等，1997)；锯缘青蟹则在涵状幼体期孵化 

(韦受庆等，1986)。一般而言，胚胎发育时闻越 

短，卵内的胚胎变态期越少。 

3．2 胚胎原肠期，透明区域内首先形成原 口，然 

后依次出现视叶原基、腹板原基。1对腹板原基愈 

合形成胸腹突。胸腹突的前端两侧，3对附肢原基 

先后出现，其中首先发生的是大颚原基。视叶原 

基、胸腹突及大颚原基都发生在原口之后．而且都 

位于原口的周围。由此我们推测原口具有诱导其他 

器官发生的作用，可称其为胚胎发育中心。 

原肠后期，胸腹突不断增大，很快覆盖在原口 

上方，将其封闭。前无节幼体口道在大触角内侧发 

生。从发生上看，原口与口道的发生并没有直接的 

关系，红螯螯虾是否应属于后口动物?此种现象在 

十足目其他动物中也有发现，如中华绒螯蟹 (堵南 

山等，1992)、罗氏沼虾 (赵云龙等，1998)、三疣 

梭子蟹 (薛俊增等，1998)、青蟹 (韦受庆等， 

1986)等。因此，十足目甲壳动物的原口与 口道的 

发生都相似于以上的模式，尚有待于全面深入的研 

究。 

3．3 在软甲类甲壳动物中，有些种类雄体的前 2 

对腹肢变成次生性的交接器官，特称生殖肢 (堵南 

山，1987) 而在整个红螯螯虾的胚胎发育过程中． 

没有观察到第 1腹节上有肢芽出现，雌、雄性幼体 

及成体也均无第 1腹肢。但在成体雄虾的第 5对步 

足基部有交接器。与红螯螯虾同属的细螯光壳螯虾 

(Cherax telztti,marzzt~)也缺少第 1对腹肢 (何裕康 

等，1992)。这类动物的第 1腹肢在整个生长、发 

育过程中是否形成?或者胚胎发育过程中没有形成 

明显的第 1腹肢结构?还是第 1腹肢特化成其他结 

构?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3．4 红螯螯虾胚胎体表的颜色随发育过程而改变。 

刚刚排出的卵子为乳白色或淡黄色，随后颜色加 

深，至囊胚期呈橄榄绿色。从原肠期到准备孵化 

期．胚胎体表颜色依次为黄绿色一土黄色一桔黄色 
— 桔红色一红褐色，这与多数植物果实成熟过程中 

颜色的变化非常类似。这种体表颜色与发育进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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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性，与卵内色素细胞的集中、卵黄的多少有 

关。在生产养殖和科学研究中，从表观上可以从卵 

表颜色的变化了解其胚胎发育的时期 

致 谢 本文得到华东师范大学生物学系赖伟教授 

指正。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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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THE EMBRYONIC DEVELOPMENT OF Cherax quaddcannatus 

I．MORPHOGENESIS OF EXTERNAL STRUCTURES OF EMBRYO 

MENG Fan—Li ZHAO Yun—Long CHEN Li—Oiao 

(Deparg,r~nt r，East Nonad U~ sity，Shanglml 200062，Ch／na meng~@hotma／／． Ⅱ) 

GU Zhi—Min XU Gu—Xing UU Oi—Wen 

(1nstittae ofm Fisher／es，ẑ曲  胁 we，m# 313001，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mainly studied the process of the 

external morphological character of Cherax 

qudrlcarinatus embryo from fertilization to incubation． 

This process is divided into cleavage stage， blastula， 

gastrula，egg-nauplius stage，egg-metanauplius stage， 

embryo with eye pigments formed slage and prehmehing 

stage． The larval is similar lo the adult on the 

morphological slxueture while it jusl has hatched．The 
whole incubation period of this species at 28℃ is about 

39 days 

Key words：Cherax quadrlcarinatus；Embryonic development；External morphological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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