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锯缘青蟹精巢发育的组织学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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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组织学观察表明，锯缘青蟹 (Scylla鲫m衄)精巢发育周期可以分为精原细胞期、精母细胞期、精于 

细胞期、精于期和休止期5个时期。在划分精巢发育期的基础上，结合生精小管直径和成熟节段比侧这2个指 

标，可以较准确地反映锯缘青蟹精巢的发育状况。而成熟节段比例可以作为锯缘青蟹精巢发育的表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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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logical Studies on Testes Development of 

the Mud Crab， Scy／／a serr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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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testieular development cycle of 5err口 can be divided into 5 periods：the spermatogenium 

stage，the spermatocyte stage，the spermatid stage，the sperm stage and the resting stage．Based Oil the division of the 

development cycle，the diameter of the sem1．niferous tubule and the ratio of its matm'e sections can refle~ the process of 

the testicular development．For the f t time．the ratio of the matul~sections is presented as a characteristic index of the 

testieular developmei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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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壳动物生殖活动受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等 

方面的调控。与此有关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卵巢发育 

方面，而对精巢发育的调控过程研究较少 (Finger- 

man，1997；Hubermaua，2000)。在形 态学 上，甲 

壳动物的卵巢重量、指数和卵母细胞直径变化明 

显，可以很好地作为卵巢发育和生殖调控效应的量 

化指标。而对于精巢发育的研究，尚停留于定性描 

述，缺乏较为确切的量化指标，难以反映调控效应 

的大小，也使雄性甲壳动物生殖调控的研究难以开 

展。因而在形态学上建立反映精巢发育的适用指 

标，已经成为甲壳动物生殖内分泌学研究的当务之 

急 锯缘青蟹 (Scylla selT~ )是我国重要的海洋 

经济蟹类之一，开展精巢发育的研究，有助于了解 

雄性锯缘青蟹生殖和生殖内分泌调控过程。王艺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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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已经对锯缘青蟹雄性生殖系统的组织学和 

组织化学进行了初步研究。本文在此基础上，采用 

组织切片技术，重点报道了锯缘青蟹精巢发育变化 

的研究结果，并首次提出成熟节段比例可以作为精 

巢发育的表征指标。 

1 材料和方法 

1．1 实验材料 

雄性锯缘青蟹 78只，体长40 94mm，体重 

10—618 g。全部活体材料购白厦门农贸市场。 

1．2 形态结构观察 

形态学观察：解剖后，肉眼观察精巢的自然色 

彩和外部形态。 

组织学观察：精巢样品于Bouin’s液固定，石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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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片厚度 6～8 m，按 Ehrllch’s苏木精 一伊红法进 

行染色。Olympus BH一2型显微镜观察及摄影 

1．3 数据分析 

具有精子的生精小管节段，本文特称为成熟节 

段；由于难以统计其绝对数量，我们以组织切片中 

成熟节段所占的比例来反映生精小管发育状况。 

在显微镜下，同 1个精巢小块随机检查 100个 

生精小管横切面，其中具有成熟精子的横切面所占 

的比例，即为成熟节段比例的 1个数据点，每个实 

验组统计 l0个数据点，最终以平均值 (X±SD) 

表示该实验组成熟节段的比例。 

2 结 果 

2．1 精巢发育周期 

锯缘青蟹雄性生殖系统由成对的精巢、输精管 

以及射精管组成，左右两侧精巢在近输精管基端处 

以一横桥相连。本实验侧重于观察精巢发育的变 

化，根据精巢的形态以及生精小管内占优势的生殖 

细胞带，将精巢发育划分为 5个时期。 

2．1．1 精原细胞期 锯缘青蟹体长 4l一45 mm 

精巢宽约0．5～2 mm，略透明，皱褶不明显。生精小 

管细小，直径约为 105“m，管壁上皮为单层柱状细 

胞，内部精原细胞大量繁殖，几乎充满管腔。精原细 

胞近圆形，细胞直径约 11 n3，核直径 7～9 unl，少量 

异染色质沿核内膜分布(图 1) 

2．1．2 精母细胞期 锯缘青蟹体长 40～9o mm。 

精巢生长发育迅速，明显增大，直径 2—5 mm。精巢 

半透明，凝胶状，略有弹性，呈倒“w”形弯曲结构 

在较大的个体中，精巢已进入前鳃腔。生精小管变 

化显著，随着个体发育迅速增长，直径以 l10—210 

“m居多。该期在同一生精小管的横切面或不同生 

精小管内可见 2～3种不同发育程度的生殖细胞带， 

但初级精母细胞和次级精母细胞占据了小管的绝大 

部分。初级精母细胞直径9．0～1O．5 m，略小于精 

原细胞。处于减数分裂 I期时，核内染色质偏于细 

胞一侧，着色深，呈弯月形【图 2)。次级精母细胞稍 

小于初级精母细胞 ，核直径4～5 m，染色深且均匀， 

核膜凹凸不平(图 3) 

2．1 3 精子细胞期 锯缘青蟹体长 56～94 mm。 

精巢发达，粗大，直径 4～6 mm，沿着前鳃腔一直延 

伸到第9锯齿基部，储精囊膨大，乳白色。生精小管 

不再增长，小管内出现大量精子细胞 精子细胞小， 

直径5～6 V-m，核圆形，直径约3“m，染色均匀(图 

4)。 

2．1．4 精子期 锯缘青蟹体长62～88mm：精巢 

特征与精子细胞期相似，略为柔软，储精囊极为饱 

满，乳白色，有一触即破之感 生精小管内充满大 

量成熟的精子，精子圆形，核杯和顶体之间的细胞 

质染成粉红色。成熟精子通常聚集成团 (图5) 

2．1．5 休止期 锯缘青蟹体长 83～89mm。精巢 

淡黄色，柔软，扁平状，与前几期半透明、圆柱状 

的精巢有很大的区别，精巢内结缔组织和血管增 

多。生精小管内精子已基本排空，生精小管管壁内 

陷成不规则形 (图6)。 

2．2 生精小管的发育 

生精小管在精巢发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从精 

原细胞期开始，精巢就由许多生精小管盘聚而成。 

在整个精巢发育过程中，生精小管变化显著，经历 

表1 锯缘青蟹生精小管的发育 
Table1 Development of seminlferoustubulein Scylla$el'rata 

一 为未观察到访结果 (Ref~,s 1oⅡ0 ntat~ sections)；／为不宜作上述统计 (R 册 to n0t suitabl fo ch st c) 

■_■ 一_酉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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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6 锯缘青蟹的精巢发育 

Figs．1—6 The testlcular development of Seyua serrala 

I精原细胞期的精巢 生精小管内充满太量精原细胞(*)[Testes during the印叮口 唧 兀lum stage，showing many spermatogotfium 

‘*) the semi f啡s ks：x165 

2．韧教精母细胞(一)[Primary．印叮口 e(斗)]×330 

3 次级精母细胞(一)[se册nd 印叮n咖c (斗)：×330 

4 精子细胞(*)。Spe~nat Ld(*)]x 330 

5 精予期精巢，成熟精子聚集成团(*)【T耐器dufngthe spe~n stage，showingthe assembling mm spe~( )]x 330 

g休止期精巢，精于大量排空，生精小管管壁内陪(*1【Te e8 du n th川 ting stage，showingthe collap~㈣fth emi㈣ifear lubul~ 

from whichthe 8perra~haye expellel】[1L】d t(*)]X 330 

了迅速增长到不再增长的过程。小管中的生殖细胞 

带经历了从精原细胞发育成精子又到精子排空的过 

程 

从表 1可见，生精小管在精子细胞期之前，直 

径逐渐增大，此后不再增长；不同精巢发育期，体 

长相近的个体，生精小管直径几乎相同。表明生精 

小管直径只能反映精巢在精子细胞期之前的发育状 

—～■■ ■——一_1 i ⋯  
鞭 ． 

况，而不能反映精巢在精子细胞期之后的发育状 

况。除休止期外，随着精巢发育，具精子细胞和精 

子的生精小管节段逐渐增多。同一精巢发育期的不 

同个体，成熟节段比例有所增加；精子期的生精小 

管，随体长增加成熟节段达 80％以上 成熟节段比 

例基本上能够反映精巢发育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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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3．1 精子发生方式 

锯缘青蟹精巢发育周期可以分为精原细胞期、 

精母细胞期、精子细胞期、精子期和休止期 5个时 

期．与中华绒螯蟹(Eriocheir sinensis)的观察结果相 

似(堵南山等，1988)。精巢由大量生精小管组成，生 

精小管管壁一侧为生发区，另一侧为单层柱状上皮。 

在生发区，生殖细胞不断增殖，形成不同成熟度的生 

殖带，向管腔逐渐推进。锯缘青蟹精子发生的模式 

与中国对虾 (Penaeus chinensis)(陈俅 和崔维喜， 

1986)、中华绒螫蟹(堵南山等，1988)和溪蟹(Pota． 

n koolooer~e)(Joshi＆Khanna，1982)等十足类甲壳 

动物相似。不同生精小管和同一生精小管的不同节 

段，生殖细胞发生不同步。且生精小管很长，有利于 

锯缘青蟹在较长的生殖季节内，不断地产生成熟精 

子 锯缘青蟹精巢结构明显有别于精巢由收集管和 

腺囊组成的龙虾类甲壳动物 (Haler，1984；朱冬发 

等，2000)，后者依靠不同腺囊生殖细胞不同步发 

生来不断形成成熟精子，但二者异曲同工。锯缘青 

蟹的精巢通常伴随个体生长而逐渐发育，但不同大 

小的个体之间，精巢发育状况差异极大 我们曾多 

次观察到体长仅56 mm的个体，其精巢发育就已到 

精子细胞期；而有些体长 85 mill以上的个体，其精 

巢发育仍处于精母细胞期。在厦门海区，精巢发育 

的季节变化不很明显，同一月份内 (如 6月)，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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