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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芪和酸应激对中华鳖幼鳖血清补体 C3和 C4含量的影响 

周显青 -一，牛翠娟 ，孙懦泳 
(1 首都医科大学 动物科学部 北京 100054； 

2 北京师范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 1~875) 

摘要：首次探讨了黄芪和酸应激对中华鳖 (Petodisc~sinensis)幼鳖血清补体C3和C4含量的影响 实验设 

对照组和实验组，实验组在饵料中按 5％添加黄芪原料粉。持续饲喂中华鳖幼鳖 4周后取一半样，其余作酸处 

理 24h后再取样，测定补体C 和c4的含量。结果表明，黄芪对补体 C3和C4的台成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酸应 

激可导致血清朴体 C 和 c4的含量下降，而黄芪能抵抗酸应激所致的下降。提示黄芪具有抗酸应激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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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Radix Astragali and Acid·stress on 

Contents of Serum Complement Ca and C4 in 

Juvenile Soft．shelled Turtles(Pelodiscus sinensis) 

ZHOU Xian—qing ， · ，NIU Cui—juan ，SUN Ru—yong 
(I Bepart~m 眦 f Scle,w~，Capital Uni~s／ty ofMedk'M＆ ，＆ 1000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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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gmte ＆ ，BeljingNorn~l Unirerslty．＆睁 100875，Ch／,ta) 

Ah~traet：The effects of radix aetragali and acid—stress on contents of serll／~complement C3 and C4 in luvenile s0fL 

shelled tu~es(Pelodiscus sinemis) researched Both control and experimental groups were designed，and the diet 

of experimental groups㈣ added 5％ iawmaterial pmvder of radix astragali Afterfeeding 4 weeks．the halfofthe s0fIJ 

shelled turtles wedFe sampled，and the others were als0 did after 24 h under id stress condltlon．The contents of F~tlm 

complement C3 and c4 were determined．Results demonslraled that the radix ag血 significandy improved the production 

of complement C3 and c4，and the acid stress signifieandy decreased the content of complement C3 and C4，while the 

radix astragali had protective effects on this decreasing Th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the radix astragali had the abilib,of a— 

gainst acid stress． 

Key words： ∞ siren,sis；Radix astragali；Aeid-stress；Complement C3；Complement 0 

黄芪味甘’性温，生用益气固表，利尿消肿。研 

究表明：黄芪能治疗人白细胞减少症 (周培夫， 

2001)；对抗镉引起的大鼠淋巴细胞转化率的下降 

(王强和姚素梅，1999)；缓解缺氧对大鼠神经细胞 

造成的损伤 (何小华等，1998)；延长缺氧和中毒 

小鼠的存活时间 (李卫平等，1995)。而黄芪和酸 

应激对中华鳖的影响迄今未见报道。在人工养殖过 

程中，中华鳖经常面临水质污染和疾病蔓延等情 

况，不利于中华鳖的生长和存活。为了探讨黄芪对 

中华鳖的作用，增强中华鳖对不利环境的抵抗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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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我们对黄芪和酸应激对中华鳖血清补体 C 和 

C 含量的影响进行了实验，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材料和方法 

实验所用黄苠购自北京倍生药店，为黄芪原料 

粉，未作任何处理。 

1．1 实验动物和驯化 

实验用中华鳖 (Pelodiscus sirtet~sis)购于北京 

顺义县天竺甲鱼养殖场。至少在实验室内驯养 3周 

以上，以适应实验室内的环境条件。在此期问，每 

天下午 6：0O投食 1次，投饵量约为体重的 5％ 

(此量足以使其达到饱足并有少量剩余) 将饵料加 

少量水捏成团后投喂。投饵 2 h后 ，取出剩余饵 

料，并换水。水温控制在 (30±1)℃，光照条件为 

实验室 自然光照。所用饲料为北京佳伟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生产的全价稚鳖饲料，其营养成分和能值见 

周显青等 (1998)。 

1．2 实验设计与方法 

实验选用24只健康正常的中华鳖，其体重范 

围在 89．4—164．0 g 由于幼鳖外观上难以区分雌 

雄，因此本研究未区分性别。随机将 24只中华鳖 

分成 2组，每组 12只。每组又分设 2个平行，每 

平行 6只。每6只置于 60 On1×30 em×40 cm的玻 

璃缸中。其中 1组作对照，另 1组在饵料中直接拌 

人 5％的黄芪。实验期间饵料存放在一20 的冰箱 

内，每天喂食前 411从冰箱内取出，放在室温下平 

衡到室温后再投喂。其他实验条件与驯化期间相 

同。实验持续 4周后，每缸取3只幼鳖断头处死， 

收集血液，在4 下离心制备血清。之后，用盐酸 

将缸中水 (pH一7．9)调至 pH一5，24 h后将另3 

只中华鳖处死，作同样的处理。 

1．3 补体 C3和 C4的测定与分析 

采用伊利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试剂盒， 

分别按照要求加入各种试剂及血清后，37℃水浴 

10 rain。用透射比浊法在 722型紫外分光光度计的 

34Ohm波长处读取测定管和标准管 的光密度值 

(A)，以计算补体 C 3和 C4的含量。 

实验所得数据用 STATISTICA统计软件包中 — 

test for Independent Samples进行分析处理。所有的 

结果均以平均值 ±标准差表示 

2 结 果 

2．1 血清补体 c3含量的变化 

实验4周后，黄芪添加组幼鳖血清补体 C 的 

含量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1)：酸应激后，对 

照组血清补体 C3显著下降 (P<0．05)，而黄芪添 

加组在应激前后无显著差异 (P>0 05)，仍显著 

高于应激后的对照组 (P<0．0】)(表 1)。 

2．2 血清补体 c 含量的变化 

黄芪对中华鳖血清补体 C 的含量升高有明显 

促进作用，黄苠添加组补体 C 的含量显著高于对 

照组 (P<0 05)；酸应激也使对照组血清补体 C 

的含量显著下降 (P<0 01)，而黄苠添加组在应 

激前后无显著变化 (P>0．05)(表 2)。 

表 1 黄芪和酸应激对中华鳖幼鳖血清朴体 c3台■的影响 

Table1 The effect ofthe radixastragati and acid-stt'eas 0n content 0f~q：rlll3flt complementC3injuv~ile soft-shdlcdturtl~ 

同一列上标不同者差异显著 (ne values with different sup~crlptⅢ℃siglaiflc~t)(P<0 05)一①死亡 1只 (0ne of x soft一宣h liedturll~ 
d】ed 

表2 黄芪和酸应激对中华鳖幼鳖血清朴体 c|台■的影响 

Table 2 The effect of radix astra~ t and acid-stress∞ content 0f~rlllll complement C4 in juvenile soft-shelled turtles 

同一列上标不同者差异显著 (The v山 with different supencaipt are sil~ificant)(P<0 05) ①同表 1 fsee Table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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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补体是一组具有类似酶活性的糖蛋白，主要由 

肝细胞和巨噬细胞合成。血浆中的补体主要来自肝 

细胞，炎性病灶中的补体主要由巨噬细胞合成 (杨 

汉春，1996)。朴体在机体抵抗病原菌的感染和炎 

症反应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在对人和动物的研究中 

发现，黄芪能促进人 (王端等，1999)和小鼠 (张 

群豪和林志彬 ，1998)淋巴细胞增殖及小鼠 IL一2 

的产生 (张群豪和林志彬 ，1998)，促进小鼠腹腔 

巨噬细胞对 C】q的分泌 (张志芬等，1998)。CIq是 

经典补体激活途径中的第1个成分，是机体血液中 
一 组抵抗病原菌感染的关键蛋白质。本研究表明， 

黄芪能明显促进中华鳖血清补体 C3和 C4的合成， 

其原因可能是黄芪刺激了分泌补体细胞的分泌活 

性，增强了其分泌功能所致。 

从现有的研究报道看，应激能降低补体的活性 

和含量。网捕刺激可使金头鲷 ( Ⅱ ar／,rata)经 

典和替代补体途径中的溶血活性和补体 C 的含量 

明显降低 (Sunyer et a1．，1995)；拥挤胁迫使赤鲷 

(Pagru~pagru~)替代补体途径中的溶血活性明显 

下降 (Rotllan et a1．，1997)。本研究表明，酸应激 

能导致补体C 和C 含量下降，而黄芪对这种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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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鹭的繁殖习性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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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安徽 台肥 23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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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1年 4～9月在合肥市对绿鹭 (Butor~s 觚 )的繁殖习性进行了观察。绿鹭营巢生境主要选择 

在建筑物附近的高大阔叶树上，常一树一巢，未见与其他鹭类混群营巢 每巢产3～5枚卵，孵卵期21 d，育雏 

期41 d，42日龄后幼鸟离巢飞走，出飞存活率62．5％。育雏期雏鸟主要食物为小型鱼类。在4所大学校园及 1 

处公园统计到有效巢 56个，推算绿鹭 224只。绿鹭在合肥繁殖属首次记录： 

关键词：绿鹭；繁殖习性；巢址选择：育雏； 

中图分类号：Q959．722 文献标识码：A 

觅食 

文章编号：n254—5853(2002)02—0180—05 

Observations on the Breeding Habits of Green-backed 

Herons(Butorides striatus) 

CAO Lei ，LU Shan xiang，YANG Jie—Din，SHEN Xian—sheng 

(鲫 。凸f L S~ 'es， 咖  s如wP and 她 凸 m ，H赫 ， 230027， t帆 ) 

Abstract：OhsevcatiQ~ts and nvesfigadc~ 帆 the breeding h~bhs theGreen—backedHexons(Buwr／des蜘  M 1 

we工e∞ ed Out l AD 1 rn Sept~nber in 2001 in Hefel ~AO6t nest—sites we工e sdec~ed ln tatl broadleaf rileY,heal"build— 

ings．InirKy3t cas卷，a singlenestwaslocatedin ogletree．without neighboring with other herons >bm~Jly a nest had 3 

— 5 eggs，andtheineuhatioa period 21 days kingnedgedh  41 days，the yoong birds ni出  the nest∞ 

the 42nd day"andt}1e rate of suⅣi uponflying awaywas 62．5％ ．11 yotmg birdsfed 5【na【l fish．Fifly six effective 

lasts岍 found in 4 carap,Jses and a park．and themfom the tota1 224 individuals re estknated 1t1e Green backed 

Hela3ns 1Heft4括 t}蜡 Imeedaa~g cord． 

Key words：Green—backed Her~s；Breeding ba bits；Nest site selection；Parent nestling；Foraging 

绿鹭(Butmides s 面“ )是国家保护的陆生野生 

动物，广泛分布在我国的东部、中部 以南。因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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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喜独栖，很少在开阔生境内活动，难以被人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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