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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应用电子显微镜技术观察了大黄鱼 (Pseudosc／aena croce~)的精子发生过程。其发生经历了初级精 

原细胞、扶级精原细胞、初级精母细胞、扶级精母细胞和精子细胞阶段。精子细胞再经过精子形成过程成为精 

子。在精原细胞阶段，部分棱仁物质排出棱外，成为拟染色体。拟染色体的主要成分是接糖体。在精子发生 

中．拟染色体逐渐扩散到生精细胞的胞质中。成熟分裂的前期 I，同源染色体经历了联会复合体形成和解体的 

变化。在精子形成过程中，精子细胞先形成鞭毛，随后细胞棱逐渐浓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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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黄鱼 (Pseudosc／aena croce~)是海产名贵经 

济鱼类，其精巢发育和精子的超微结构已有报道 

(林丹军等，1992；尤永隆和林丹军，1997)。但 

是，有关大黄鱼的精子发生尚未见报道。笔者对大 

黄鱼的精子发生过程作了观察，发现了一些其他鱼 

类精子发生过程中尚未报道过的特点，如拟染色体 

(chromatoid body)来源、形成方式和作用；联会复 

合体 (syn~ptonemal complex)的形成和解体等 ，现 

将结果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本研究用的大黄鱼由宁德市水产试验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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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剖腹取精巢，用海水鱼生理盐水洗净。将精巢皮 

层切成2mm×2mm×2mm的组织块，固定于2．5％ 

的戊二醛(pH7．4)中，4 过夜。固定过的组织块用 

0．1 mol／L的 PBS漂洗，1％锇酸后固定，梯度乙醇 

脱水，EponS12树胶包埋。切片经醋酸铀和柠檬酸 

铅染色后，置于 JEOL，JEM—L20OEX型透射电镜观 

察。 

2 结 果 

大黄鱼的精巢属于小叶型。精小叶中包含许多 

精小囊 (cyst)。精小囊由支持细胞 (Sertoli ce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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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成。每个精小囊中含有数量不等的同级生精细 

胞。初级精原细胞单个分布，周围由支持细胞围 

绕。精子发生经历初级精原细胞、次级精原细胞、 

初级精母细胞、次级精母细胞和精子细胞阶段。精 

子细胞再经过精子形成 (spermiogenesis)阶段变成 

成熟精子。 

2．1 初级精原细胞 

初级精原细胞在所有生精细胞中体积最大 (图 

版I 1)。细胞呈椭圆形，核大。核表面多凹陷 核 

内染色质染色浅。核仁大 核仁由电子致密颗粒聚 

集而成 (图版 I 1—2)。胞质中线粒体大，嵴少， 

基质染色浅。在核表面的凹陷中分布着拟染色体。 

拟染色体也由电子致密颗粒组成，其结构与核仁相 

似 (gq版I：1，3，5)。在胞质中还有长条状双层 

膜结构。 

2．2 次级精原细胞 

在次级精原细胞精小囊中，次级精原细胞的数 

量至少 2个 (图版I 6)，往往多个 (图版I 7)。在 

只有2个次级精原细胞的小囊中，该次级精原细胞 

比初级精原细胞略小。细胞形态与初级精原细胞相 

似：核大，核表面多凹陷，染色质染色较浅，核仁 

明显。胞质中线粒体大而少嵴 ，基质染色浅。拟染 

色体分布于核表面的凹陷中，或与线粒体相连 (图 

版 I 6)。在含有多个次级精原细胞的小囊中，该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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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精原细胞体积较小。核表面凹陷减少。染色质聚 

集成多个染色较深的小斑块。核仁明显，胞质中可 

见拟染色体 (图版 I 7)。 

2．3 初级精母细胞 

初级精母细胞精小囊很大。其中的细胞由多次 

分裂后的次级精原细胞长大而成 初级精母细胞的 

核经历了第 1次成熟分裂前期、中期、后期和末期 

的变化。在前期 ，其细胞核又经历了细线期、偶线 

期、粗线期、双线期和终变期的变化。在不同的初 

级精母细胞精小囊中，细胞核呈现不同的形态结 

构。在同一精小囊中的初级精母细胞往往处于同一 

发育时期 (细线期、偶线期等)。在初级精母细胞 

的胞质中可以见到拟染色体。与精原细胞相比，其 

拟染色体既少又小。因此，在初级精母细胞的切片 

上不一定能观察到拟染色体。线粒体数量比精原细 

胞的少，体积比精原细胞的小，嵴 比精原细胞的 

多，基质染色较深。胞质中还可观察到高尔基体 

(图版U：8～11)。 

在偶线期，细胞核中的同源染色体开始配对， 

出现了联会复合体的雏形。在联会复合体的中央， 

可以见到中央成分 (central element) (图版Ⅱ8)。 

在粗线期．联会复合体呈现典型结构。在中央成分 

的两侧，还可以见到侧成分 (1ateral element)。两 

条同源染色体分别依附于侧成分的外侧，呈毛茸状 

(图版II9～10)。在双线期，联会复合体的结构开 

始变化。其中央成分和侧成分逐渐解体。染色质较 

粗线期致密。(图版Ⅱ11)。 

2．4 次级精母细胞 

初级精母细胞经过第 1次成熟分裂后形成次级 

精母细胞。次级精母细胞的体积大约只有初级精母 

细胞的一半。核内染色质大致保存着染色体的形 

状。在细胞质中尚可观察到细小的拟染色体。线粒 

体的数量、大小和结构与初级精母细胞相似 (图版 

Ⅱ12)。 

2．s 精子细胞 

精子细胞由次级精母细胞分裂而成。细胞体积 

小。精子细胞不再分裂。它要经过精子形成过程才 

能成为有功能的精子。 

2．5．1 细胞核的变化 刚形成的精子细胞其细胞 

核中的染色质还保存着染色体的形状 (图版Ⅱ13)。 

以后核中染色质进一步松散，纤细的染色质均匀地 

分布于核内，核呈椭圆形 (图版Ⅱl4～15)。接着， 

细胞核中的染色质开始浓缩。染色质往核的一侧聚 

集。该侧将成为精子头部的背侧。在聚集了的染色 

质中出现更加致密的染色质团块 (图版 Ⅱ16)。在 

未来头部的腹侧，没有染色质分布的核基质呈电子 

透明状态 (图版Ⅱ17)。在此基础上，染色质进一 

步浓缩。致密的染色质团块相互靠拢，细胞核体积 

缩小 (图版Ⅱ17～18)。 

2．5．2 细胞质的变化 精子细胞的胞质中还能观 

察到细小的拟染色体和少量线粒体。参与精子形成 

的细胞器主要是中心粒和线粒体。中心粒形成中心 

粒复合体，位于核的背侧。其中，近端中心粒在 

前，基体在后 (图版Ⅱ17) 中心粒复合体与鞭毛 

的形成有关。在细胞核中的染色质尚未浓缩之前， 

鞭毛就已形成 (图版 Ⅱ15)。线粒体原先是随机地 

分布于精子细胞中。在核浓缩的过程中，线粒体逐 

渐移位，聚集于核的一端 (图版 Ⅱ16～17)。该端 

将成为头部的后端。同时，线粒体变大 聚集的线 

粒体将构成精子的袖套。至此，精子形成过程基本 

完成 (图版Ⅱl8)。大黄鱼成熟精子由头部和尾部 

组成 头部主要结构是细胞核。尾部即鞭毛。 

3 讨 论 

3．1 初级精原细胞和次级精原细胞 

鱼类精原细胞在形态上可以明显地分为2种类 

型。随研究人员的不同，其命名也不尽相同。常见 

的名称有：①初级精原细胞和次级精原细胞(Grier， 

1975；Hurk et a1．，1978；施琮芳，1988；林丹军等， 

2000)；②A型精原细胞和 B型精原细胞(Billard， 

1986；张旭晨等，1992；刘筠，1993)；③ I型精原细胞 

和Ⅱ型精原细胞(张耀光等，1992)；④早期精原细胞 

和晚期精原细胞(Gardiner，1978)。本研究表明初级 

精原细胞(即 A型精原细胞或 I型精原细胞或早期 

精原细胞，下同)和次级精原细胞(即 B型精原细胞 

或Ⅱ型精原细胞或晚期精原细胞，下同)在细胞大小 

以及细胞是否存在于精小囊中等方面有所不同。这 

2类精原细胞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初级精原细胞是一 

种干细胞。它只能进行有丝分裂，不发生进一步的 

分化。因而可以维持精巢中精原细胞的数量。而次 

级精原细胞是由初级精原细胞经过分裂后形成的。 

次级精原细胞经过多次分裂，分化成初级精母细胞， 

最终形成精子(管汀鹭等，1990；张耀光等，1992；刘 

筠，1993)。 

3．2 精原细胞的拟染色体形成 

在精子发生过程中，产生拟染色体的报道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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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于哺乳动物 (Sud，1961)。鱼类精子发生中形成 

拟染色体的报道很少 (管汀鹭，1989)。本研究表 

明在大黄鱼的精子发生过程中，从初级精原细胞到 

精子细胞阶段都有拟染色体存在于细胞质中。现就 

拟染色体的来源，如何进人细胞质以及存在的意义 

作一初步探讨。 

3．2．1 拟染色体的来源及其组分 大黄鱼初级精 

原细胞的核中有 1个大而致密的核仁 (图版 I 1) 

核仁的形态结构与位于核表面凹陷处的拟染色体的 

形态结构相似，都由电子致密颗粒聚集而成 (图版 

I：l一2，5)。在初级精原细胞的核中能见到核仁 

附着在核膜内侧 (图版I 2)。在核仁附着处，核膜 

结构变得模糊不清 (图版 I 3)。有的核膜呈一串小 

囊泡状 (图版 I 4)，或基本修复 (图版 I 5)。核膜 

修复后的核凹处，拟染色体出现 (图版 I 5)。这些 

形态学特征提示大黄鱼初级精原细胞核仁的组分被 

排除出核，进入细胞质 这些被排除出细胞核的核 

仁成分即为拟染色体 

在次级精原细胞的核膜内侧也可观察到核仁附 

着于核膜。核表面凹陷处也能观察到拟染色体的存 

在 (图版 I 6 7)。提示次级精原细胞的核与初级 

精原细胞的一样也在释放拟染色体。而在初级精母 

细胞、次级精母细胞和精子细胞中都没有观察到核 

仁释放拟染色体的过程。核表面亦无凹陷，拟染色 

体往往较小，而且离细胞核较远 

关于拟染色体的组分，作者认为是核糖体。因 

为既然拟染色体来自核仁，那么拟染色体的组分一 

定与核仁有关。核仁由3个部分组成：①纤维中心 

(6 uar cel~ter)；②致密纤维成分 (dense fibrillar 

component)；③颗粒成分 (granular component)。纤 

维中心含有不活跃转录的 DNA。致密纤维成分台 

有正在被合成的 rRNA。颗粒成分是核糖体的前体 

和成熟了的核糖体。因此，核仁被认为是制造核糖 

体的机器 (Alberts et a1．，1994)。本研究显示，大 

黄鱼精原细胞中的核仁和细胞质中的拟染色体主要 

呈颗粒状结构 (图版I：1—3，5)，提示拟染色体 

由核糖体组成。 

3．2．2 拟染色体从细胞核进入胞质的过程 拟染 

色体既然来自核仁，它进入细胞质的唯一途径应该 

是通过核膜。本研究显示，核仁先移近核膜内侧。 

核仁附着处的核膜结构模糊，并遭破坏(图版 I 3)。 

以后，核膜开始修复，但不在原处修复。而是在拟染 

色体先出现处产生一串细小的囊泡。这些小囊泡呈 

弧形排列，将刚产生的拟染色体隔离于细胞核之外 

(图版 I4)。再后，这些小囊泡相互连接起来，形成 

双层的核膜。刚修复处的核膜呈弧形，核孔明显(图 

版I：2，5)。这样，就在细胞核表面形成一个凹陷。 

刚形成的拟染色体就位于此凹陷之中。 

在精原细胞中，拟染色体很多 (图版 I：1， 

6)。刚形成的拟染色体 (即位于核表面凹陷处的拟 

染色体)往往体积较大 (图版 I：1，5)。而在精 

母细胞和精子细胞中的拟染色体则往往很小 (图版 

Ⅱl1)，甚至难以被观察到 这一事实提示，在精 

子发生过程中，拟染色体逐渐扩散到胞质中去。 

3．2．3 精原细胞产生拟染色体的意义 拟染色体 

的组分既然是核糖体，那么它的作用应该是为生精 

细胞提供核糖体。位于细胞核表面多处凹陷处的拟 

染色体扩散到胞质中以后，生精细胞中将产生大量 

的核糖体。 

以往仅报道在卵子的发生过程中产生大量核糖 

体，而这些核糖体由初级卵母细胞产生，并在初级 

卵母细胞的核中产生多个核仁。例如，在非洲爪 

螗(Xenopus laevis)的初级卵母细胞中，会产生大约 

1 200个核仁。由这些核仁产生的大量核糖体将积 

累在卵母细胞中 (Karp＆Benill，1981)。卵母细 

胞中积累大量的核糖体可以为其后胚胎发育制造大 

量蛋白质作准备。而精子发生的结果是产生精子。 

精子仅为受精卵提供细胞核，不提供细胞质，也就 

不提供核糖体。作者认为，在精子发生中产生的拟 

染色体只为各级生精细胞提供核糖体。这些核糖体 

将为生精细胞的发育制造蛋白质。 

3．3 初级精母细胞中的联会复合体 

在已有关于鱼类精子发生的报道中都没有涉及 

初级精母细胞出现联会复合体(管汀鹭，1989；洪万 

树等，1991；张旭展和王所安，1992；张耀光等。1992； 

Grler，1975，1976；Billard，1986；Estay e￡a1．，1998)。 

本研究表明，在大黄鱼的初级精母细胞的前期 I，联 

会复台体经历了形成和解体的过程。在前期 I的偶 

线期，配对了的同源染色体开始形成联会复合体。 

在粗线期，联会复台体完全形成。在同源染色体的 

中央有中央成分，其两侧有侧成分。两条同源染色 

体分别附着在侧成分的外侧，形如茸毛。在双线期， 

联会复合体又解体。中央成分和侧成分逐渐消失。 

大黄鱼初级精母细胞阶段产生的联会复合体，其形 

成与解体的模式以及形态结构都与已有的报道相符 

(Alberts et a／．，1994；Gilbert．1997)。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动 物 学 研 究 22卷 

在配子发生的前期 I，同源染色体发生了遗传 

重组(genetic recombination)，即同源染色体之间染 

色单体交换同源基因。而同源染色体配对并形成联 

会复合体有助于染色单体之间同源基因的交换。在 

联会复合体 的中央成分 中有 一种称为重组节 

(recombination nodule)的多酶复合物，调节着同源染 

色体之间染色单体的基因交换 (Carpenter，1979， 

1987)。大黄鱼精子发生的前期 I出现联会复合体， 

应是同源染色体之间进行同源基因交换的标志。 

3．4 大黄鱼精子形成的特点 

鱼类精子的结构简单。在精子形成过程中，除 

细胞核以外，参与精子结构的细胞器仅有中心粒和 

线粒体。两个中心粒 (近端中心粒和基体)构成了 

中心粒复合体。由基体产生出轴丝 大黄鱼精子的 

鞭毛结构简单，除轴丝以外，没有其他构造。线粒 

体构成了袖套，环绕在鞭毛前端 (尤永隆和林丹 

军，1997)。在有些鱼类的精子形成过程中．细胞 

核开始浓缩之后，鞭毛 (轴丝)才开始形成 (洪万 

树等，1991；张耀光等，1992)。而在另一些鱼类， 

鞭毛 的形成 在前，细胞 核 的浓缩 在后 (Grier， 

1976；Lou＆Takahashi，1989) 本研究表明，在 

大黄鱼精子形成中，细胞核尚未开始浓缩之前 ，鞭 

毛就已经形成 (图版Ⅱ15)。 

图 版 说 明 

BB：~fl,(b船 body)；CB：拟染色体(chr0【Ilal0 Ld body)；G：高尔基体 

(GelO complex)；F：鞭毛(flngellum)；̂I：线粒体(mitoehondrion)；PC 

近端 中心粒 (pmxitrml cent6ole)： ：细胞 棱 (~cleus)}Nu：植 仁 

(nucl~lus)；SC：支持细胞(Sertel[’s cel1)。 

图版 I(PlmeI)： 

l大黄鱼初级精原细胞，示植仁、拟染色体和线粒体．拟染色体位于 

核表 面 的 凹陷 中 (A primary 9PeⅢlat0gorLium 0f Psendosciaena 

口 ：showing nucleelus．ehmmatoid bodies and ndtochondria． the 

cbromat~d bodies Locating in the㈣  鹧 on the⋯ 【eⅡr surface)× 

8 000 

2．初级精原细胞的细胞植，示棱仁贴于植膜内侧。箭号示刚修复的 

核膜(The nuel~s of primax~．speramtogc,'~ium：sll g lhe nuel~lus 

lies dosing to the inner membrane the nucl~ ~velope．and a～  

indicating山e nude~ envelope repaired)×l0 000 

3．初级精原细胞的细胞棱，箭号示核膜的 扯正遭破坏．三角形示 

日Ⅱ修复 的棱膜 (The nucle~s of a primary spermm0go~ium：姗 w 

indicating a l0cⅡ 【m of the nuclear enveloe being destreled．and 

trian indicating that repaired)×20 000 

4初级精原细咆的细胞核，箭号示遭破坏的核膜正在修复．诙扯呈 

弧形的一串囊泡．按表面出现凹陷．刚形成的拟染色体位于凹陷 

中tShowing the rmeleus pfi~axy spermatogonium and a玎 

i~ icating IlIe destroied nuele~ ~ velope being repalfed：a strlnE of 

strudl v~cileslockslike a appem's
，thusⅡcono~ve th 

surface of the nuel~ envelope
．
and newly formed chromat0id hodv 

locatesat the )×20 000 

5 初级精原细咆的细胞核．箭号示棱膜已基本修复，核表面凹陷处 

有 较大的拟染色体 (The nucleus of primary spex'matogon[uⅢ_ 

a目Dw l玎击c g the nuclear~velope 0st repaired，a口d a and b 

cb“m d bodyl~atingat IlIe∞nc8 e∞ the surface of the ucl 

envelope)×20 000 

6．欢级精原细胞小囊，示两个次级精原细胞厦其核仁、拙染色体和 

缱粒悻，箭号示核膜正在修复(A。yst of s~ ndary spe删 ium： 

showing t" s~ ndmy
,
spe,rmatogonia their nucleolJ chrmnatoid 

bodies and nfitochondla，a口d ㈣  s indicating the口uele~ ⋯ eope 

being repaired ×7 000 

7 扶级精原细胞小囊．示多十次级精原细胞(A eyst of secondary 

spermatogon[um：showingmany se~ndary spermatogonia)×6000 

图版 11(PlateⅡ)： 

8．偶线期初级精母细胞，箭号示联会复合体正在形成(A口fimary 

s~rmatocyte al the stage of zygotenel 帅 w indicating the 

s)~aplonemal compl~ being forming )×10 000 

9 粗线期初级精母细胞，箭号示联会复台体已经形成(A口rir,aa~． 

spermatoeyte al e BI e pachyt~e： d ca血 g 山e 

synaptonemal complex fully formed)×10000 

10．1条联舍复合体。箭号示联会复合体的侧成分。侧成分之间是 

中央成分。染色单体呈毛茸状依附于侧成分上(A sy~aptonemal 

~mplex：a]⋯ indicating the lat elements．a central elem~t 

betw~n two laterat eleme~ts，and chromafids lying beside山e lateral 

el~ mts)×18 000 

I1理缱期初级精母细胞，示联告复舍体正在解体，染色质浓缩 (̂ 

primary spermatoeyte 山e stnge diplotene·showing the 

synaptonemal complex bemg diss~sembling ．and ehromatin being 

c0DdeI lDg)×10 000 

12 2十次级精母细胞(Two secondary Bpermatoeyt~)×10 000 

13．刚形成的精于细胞，染色质依然保持染色体的形状(A spermatid 

】u乱~mled：showing山e clIr0 )×12 o00 

14 2十精子细胞．染色质较均匀地分布于细胞核中(Two spermatids： 

showing homog~ chromatin in山e nucleus)x I2 000 

I5 精子形成阶段的精于细胞，染色质尚未维缩．鞭毛已形成(A 

spemtatld fit the stage 0f spermiogenesis：showing the homogene,eus 

chromalitt and出e fLB刚 um)×I6 000 

l6 精于形成阶段的精于细胞，染色质正在浓缩．鞭毛从核的背侧伸 

出 【A spea'mafidat the stage spermiogencsJs·showingthe cl~omatin 

being eottdensing a口d Ihe tlagdlum stretching from the dorsal side of 

山e nueleus)x 16 000 

17精子形成阶段的精于细胞，染色质高度维缩，垦号示核内玉染色 

质区域 (A spermatld at the stage spermaogenesls：sh0 “g IlIe 

cKromatitt fully condensed，a口d asterisk indicating the aera 0f IlIe 

nueletts Il10ut d啪 Ⅱl丑lin)×18 000 

18．近于成熟的精于细胞(A almost full~orraed soermat~oon)×I8 000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6期 尤永睡等：大黄鱼的精于发生 

参 考 文 献 

Albet~ B，Bray D．Lewis J ，1994．Moleevlar Bioin~ of the Cell 

[M]3rd edition N York：Garland Publishing．[ne 365—385，91 J 
一 946，1014—1021 

Billm~ R r 1986．Sp∞1nmo s aad pe咖 0l。 of 8onlle telec~t fish 

species[J] N~．cr． ￡ ， 【4)：盯7—92O 
C4rD曲f A T C I979 Sym~tono-mal complox and recombination nodules 

1I】 type Dr 批 me／anogam~r lemaleg【J J． ．蛇：511 
— 541 

Cm'penter A 1 C，1嘟 ．G印e converslon．reeomb inat_哪 nodd~ and由e 

initiation of melo6c synapsis[．1 J．Bh~．mtys．6：232—236 
F~tayR，Ne~ra R，I)iaz N F d2，1998．Gametogenesis and s既 steroid 

profiles cultured eoho s 皿0n(0 " k~utch．W~ uam) 

l】J J Exp．Zoo／，280：429—438 

G Idin D M．1978 1he Ⅱ and fate of spetmatophores in the 

v脚  Ⅷ9 teleost Cyma~ aster agg~gata 【P~clformes： 

Embiotoeid~)【J，J Mo,r,h，158：157—172 

G&bert S F．1997 Developmental Bi&ogy[M]．Sunderland：SJnaner 
Asscciates，lne 850—855 

髓 H J．1975 Aspec~ gerrmnal cyst and spe~ttl development in 

A latipinna(Teleo~tei：Pceciliidae儿J J ，146：229 
— 250 

“  H J，1976 Sp口口developmefttinthetofevst _J JlCe／／ 

T／ss．Bes ，168：419—431 

GuanT L，I989 The chromatoJd body in spe~matogeaesis of the~]dilsh 

l】]Aaa Zoo／ 3in，35(2)：124—129[管汀鹭，1989．盒鱼精 

子发生中的拟染色质小体 动物学报．3s(2)：124—129．] 

GuallT L rHu舯g D Q Huang G P，l99o Cellof~organization of the 

tesfi~r spermatogenesis and sperrofogenesis in I曲s】I(Carassi~ 

dⅡ脚 )[J]．~4cta胁d瞄 s ，1443)：233—238【管汀鹭， 

黄丹青，黄国屏 1990金鱼精巢的兰田胞构造与精子的发生和形 

成．水生生物学报 1443)：233—238．] 

Hong W S．22aang Q Y．Ni z M．1991 Spermatogenesis and 

叩哪 g曲 yellowfm seabtem in Xipu bay【J]．J Fish 

西ina 18《4)：302—307[洪万树，张其永，倪子绵，l99l西埔 

湾黄鳍朔精子发生和形成 水产学报，18(4)：302 307’ 

}h R all d曲．Peute J．Vermeij J A J，1978．Morphologicaland enzyme 

eytochemical~pecas 0f the tesds and vag defemns of the rainbow 

trottt，Salmogaird~rlJ J T／ss Res，186 309—325 

‰工p G．Be~rill N J，1981 1)eve3opmem[M]．2nd edifi~．Boaon 
McGra,~，Hill，tnc．116一l37． 

Lin D J．Zhang J，Luo J a1．1992．Studi留 叻 the~ edal deve,]opmem 

and蚰 u ~ reductive cyde of山e cul~red hr veLlow cro~ef， 

如 ∞ 优咖 (础chard蜘 儿J ．J． 船f 

(此 一 f＆ )，8(3)：81—87．[林丹军，张 艟，骆 嘉等 ， 

I992人工养殖的大黄鱼性腺发育厦性周期研究 福建师范大学 

学报(自然科学版)，8(3)：81—87] 
tin D J，You Y L，Chert L Y，20OO．The testicular cycle development of 

ovovlvipalTitl~*tele．ost．‰ m w marmoratus j z ． ．．21 

(5)：337—342．[林丹军．尤永隆，陈莲云，2000卵胎生硬骨鱼揭 

菖蚰精巢的周期发育．动物学研究，21(5)：337—342] 
u Y，1993 propagation Physiology of M n Cultivated s】I China 

[M J．Be[iing：Ag~cultural l：~blishlng H叫⋯ 29 32．[刘 筠． 

1993．中国养殖鱼类繁殖生理学．北京 ：农业出版杜．29—32．1 
H，Takah畸 H，1989 sDe~miogenesis in the nile tilapia 

~ rom／s th Ⅱ0f留 oil Ⅱunique pa~ewa of 呻 de 

chrom~Sn condensation【J]J 腻 ，200：321—330． 

ShJ Q F，1988 I~ecent ed in the studies oH咖 ad developme f in 

fishe~[J J Aaa ．Sia ，12(3】：248—258 L施璃芳，I988 

鱼类性腺发育研究新进展 水生生物学报．12t3)：248 258’ 

Sad B N．I961 Morphological and histocbemieal adi ofthe chromatoid 

hodyand related e,lernentsinthe spermtogen~isofthe J]． 

J．Micr~  、102：495—505 

You Y L，L／n D J，1997．The dilra~tmc／ure of the sD蜘 1Ⅱ㈣ of the 

tel咖 t． 舶出 艚舳 crocea(Pdehartl~n】【j] ĉ Zoo／s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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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rmatogenesis of Teleosts，Pseudosciaena crocea 

YOU Yong—Long0 LIN Dan．Jun@ CHEN Lian Yun~ 

(0m岍 耻 co如 ．凡 ⅡNorma／ 时，凡妇  3500(37，ch打Ⅺ) 

(②h ∞  ̂'，ofE&aronMicrot．cog／， MedicalUniversity Fwd~ou 35OOO4， ) 

A tract： The spermatogenesis of the teleest． 

Pseudosciaena crocea(Richardson)w∞studied．There 

were five developmental stages in the spermatogenesis
． 

They were primary spermatogonium， secondary 

spermatogontum' pnmary spermatocyte， sec0ndary 

spermatocyte and spermatid． The spermafid 

differentiated into sperm via 山 process 0f 

spermiogenesis． During the stage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permatogonia。 components of山e nucleolus 

were excluded from the nuclei． They were caUed 

chmmatoid bodies．There were many chromatoid bodies 

in the cytop1日sm．The chrOmatoid bodies first located 

In hoUows on surface of the nucleus
． Th en 血ev 

dispersed into the cytoplasm，It was suggested th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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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nents of the chmmatoid body were ribosomes·So 

mB1w boe0lnes produced hy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permatogonia may be used in the spermatogenesis． 

During the period of zygotene，prophase I，paired 

homologous chromosomes stJll-t~d to form sy~aptonemal 

complexes．The synaptonemal complexeB were fuIb 

fo玎ned at pachytene and dissolved afterward． It was 

suggested that the synaptonemal complex was the 

symbol of genetic recombina~on between two 

homologous chromosomes． During the process of 

spermlogenesis． flagellum was formed first．Then the 

nucleus of the spcrmafid condensed step by step 

Key words： Pseudosciaena cH n；Spermatogenesis；Chromatoid body；Synaptonemal complex 

《保护生物学基础>评介 

人类社会的历史车轮已经推进刊 2l世纪，科学技术 

的发展使人类的社会生产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人类 

的经济活动在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的同时，也正在严重地威 

胁着人类自身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系统。过度地捕猎，大 

量地砍伐，为满足人口快速增长和技术进步的需要而进行 

的大规模地开发建设，致使植被遭到破坏，全球每年以百 

亿吨计的表层土壤被冲刷进人河流、湖泊和海洋；大气污 

染和森林消失使地球的气候变坏；众多的物种正在大量而 

快速地灭绝。人类活动正在破坏着历经数百万年演化而来 

的生物群落。为了拯救大量濒II缶灭绝的物种和生物群落， 

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理论指导，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学科 
— — 保护生物学应运而生! 

美国波士顿大学生物学教授 Richard Primack撰写的 

(保护生物学基础) (A Primer of Conservation Biology)一 

书，对这门新兴学科的主要内容做了全面系统且深人浅出 

地阐述。已经由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介 

绍到我国，并结合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实例进行编 

写，使之更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和我国读者的阕读习惯， 

这无疑是十分有意义的。对于推进我国保护生物学研究的 

深人，普及保护生物学知识以及开展对自然生态系统和生 

物多样性的实际保护工作都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全书共分五章，主要内容包括：(1)保护生物学和生 

物多样性；(2)生物多样性的危机；(3)种群和物种的保 

护；(4)群落水平的保护；(5)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 

盘甓。(保护生物学基础)综合了生态学、分类学、遗传 

学、野生动物生态学和种群生物学的原理和方法 ，以探讨 

对自然的保护和管理的最佳途径。因此，它所研究的对象 

不仅仅只是物种和生境，而且包括采取何种具体的保护行 

动，还包括社会经济结构、政府政策和人们的伦理观念等 

在环境受胁中的作用，乃至法律和风俗习惯等都纳人了保 

护生物学研究的内容。当然，保护生物学家们的理论探讨 

是为了给具体的保护行动和政府制定保护对策提供理论依 

据。而具体的保护行动的实施，则是全社会共同的事业。 

因而，本书的读者对象就不仅仅是从事保护生物学研究的 

科技工作者，政府官员、保护工作者、教师、学生和一切 

有责任感的普通民众都可以成为本书的读者。奉书作者正 

是考虑到了这一广大的读者群，因而在写作上采取了深人 

浅出、通俗易懂的写法，把深奥的理论融人到形象生动的 

叙述之中，使人读来有如行云流水、娓娓遭来。书中还附 

有大量的插图，图文并茂．妙趣横生，全无其他专业著作 

那种艰涩难懂的感觉。 

中国是一个拥有 l2亿人 口的太国，也是 目前全球经 

济发展最快的国家。高速的经济发展和众多的人口，给脆 

弱的自然环境带来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因而．对 自然和 

环境的保护任重道远且迫在眉睫。而我国又是世界上生物 

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拥有丰富的动物和植物物种． 

是世界第三哺乳动物大国。有世界最高的高山．有热带和 

温带森林，有浊水湿地和海洋生态系统等广泛而多样的生 

境。这些都要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给予科学有效地保 

护。‘保护生物学基础)一书的出版，正适逢其时．将提 

醒我们对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更加关注。人与 自然的和谐 

发展，建设与保护并驾齐驱．这是我国现代化建设题中应 

有之义，也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 

(保护生物学基础)，Pdchard l~4mack、季维智主编， 

中国林业 出版社 2OOO年 4月出版，l6开本，全书 360千 

字。定价：38．0o元 

本刊编辑部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