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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山溪鲵精巢显微结构的年周期变化 

王宏元，张育辉 

(陕西师范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2001、2003年 1—12月 自秦岭北坡的溪流中，共采集北方山溪鲵 (Batrachuperus tibetanus)38尾 

(体重27～38 g)做精巢切片，在光镜下观察精巢显微结构的年周期变化。结果表明：北方山溪鲵为非连续型精 

子发生，精原细胞增生有两个高峰期，分别在 9—11月和翌年的3～5月，初级精母细胞的成熟分裂期在6月末 

至7月，精子形成期在7月末至8月。每个精巢小叶可明显地分为深层的非成熟区和浅层的成熟区。非成熟区 

为精原细胞的贮存区，可增殖并延伸为增殖区。增殖区再发育为成熟区，为精子形成和存储的区域。在精子排 

出后，成熟区转变为排空区，后者被新的增殖区更替。北方山溪鲵精巢所有小叶同步发育，无精子成熟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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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ual Cycle of Testicular Microstructures in Stream 

Salamanders(Batrachuperus tibetanus) 

WANG Hong—yuan．ZHANG Yu—hui 

(College ofLife Science，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 710062，China) 

Abstract：Testieular microstructure was investigated in 38 stream salamanders(Batrachuperus f kt0n )collected 

at tlle north slope of Qinling Mountain from Jan．to Dec．of 2001 and 2003．，I1le results showed that spermatogenesis in 

this species~llowed an annual cycle，was the discontinuous type．Proliferation of spermatogonia Was divided into two 

stages，one Was from Sep．to Nov．，and the other Was from Apr．to May next year．Meiosis occurs in late Jun．一Ju1．， 

and the spermiogenesis began late Ju1．and spermatozoa were present in Aug．Each lobule Was distinguished from the im— 

mature region and mature region．The immature region served as a reservoir of spermatogonia，which can mitose into a 

proliferative region．，I1le proliferative region~ansformed into the mature region．which served as the spermiogenesis site 

and store sperm．After spermiation，the mature region changed into the evacuated region，which was substituted by the 

proliferative region progressively．Spermatogenic progress Was synchronized in all testicular lobules，and no maturational 

wave Was discemible in the testis． 

Key words：Batrachuperus tibetanus；Testicular cycle；Microstructure 

两栖动物有尾目可分为蝾螈亚目、隐鳃鲵亚目 

和鳗螈亚目。蝾螈亚目属体内受精，隐鳃鲵亚目包 

括隐鳃鲵科和小鲵科，属体外受精。Pudney et al 

(1983)曾观察了斑泥螈 (Necturus maculosus)精 

巢的组织结构，提出有尾两栖类动物精巢的前后端 

有发育不同步现象，存在自后向前的精子成熟波 

(maturational wave)。Uribe et al(1994)在光镜下 

观察了钝口螈 (Ambystoma dumerilli)的精子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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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认为钝口螈精子发生的类型与它所处温带地 

域的其他两栖动物一致，属非连续型精子发生。 

Sequeira et al(2003)统计了金纹蝾螈 (Chioglossa 

lusitanica)精巢中成熟小叶、非成熟小叶和排空小 

叶的季节变化。上述研究均集中在体内受精的有尾 

两栖类。有关体外受精的有尾两栖动物，Hasumi et 

al(1990)对小鲵科的日本黑小鲵 (Hynobius ni． 

grescens)精巢结构观察后，提出体外受精类型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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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受精类型相比，精巢有以下显著特点：在雌性产 

卵期，快速地全部排精；在秋冬季不排精；精巢前 

后端不存在自后向前的精子成熟波。北方山溪鲵 

(Batrachuperus tibetanus)隶属小鲵科 ，山溪鲵属， 

地理分布范围北部达甘肃天水，南到四川九龙，生 

活在较高海拔的山区溪流中。Xu(1995)、Xu& 

Chen(1992)通过测定性腺重量，计算了性腺成熟 

系数的季节变化，认为北方山溪鲵的产卵期在 3 

4月。本文用组织学方法观察并分析北方山溪鲵生 

精细胞发育和精巢的年周期变化规律，为丰富两栖 

动物生殖生物学的基础理论以及北方山溪鲵繁养和 

保护工作奠定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采用雄性成体北方山溪鲵 (Batrachuperus ti． 

betanus)共38尾，体重27 38 g。分别在 2001和 

2003年 l—l2月采自秦岭北坡的溪流中，每月 2 

3例。采集点在东经 107。58 15”，北纬 33。47 03”范 

围内，海拔高度为 1 600 1 900m。 

乙醚麻醉动物后剖腹，取出精巢，切成约 1 

am 的小块，Boins’液固定，按常规石蜡切片，切 

片厚5—7 ptm，H．E染色。光镜下观察生精细胞 

的位置、形态和结构，测量大小，记录并显微摄 

影。 

2 结 果 

2．1 精巢的一般结构 

北方山溪鲵成对的精巢位于腹腔的背部，长轴 

与肾和脂肪体平行排列。精巢呈梭形，有背腹面之 

分，腹内侧凹陷为纵行浅沟，其深处有精子集合管 

(sperm．collecting duct)沿精巢长轴纵行。北方山溪 

鲵的精巢结构属于小叶型，生精小叶从精子集合管 

处呈辐射状向外周延伸，在精巢被膜下形成一个盲 

端的小囊 (blind．ending sac)。生精小叶的近集合管 

处，称为非成熟区 (immature region)，分布有初级 

精原细胞。在生精小叶中，支持细胞包绕生精细胞 

构成生精小囊 (spermatogenenie cyst)，它是生精小 

叶内的基本结构单位，同一生精小囊内的生精细胞 

同步发育。在精子发生的过程中，生精小囊随着生 

精细胞的发育进程在生精小叶内从近集合管的一端 

向远离集合管的盲端推移。精子发生在生精小叶外 

周区域进行，此区域称成熟区 (mature region)。在 

北方山溪鲵精巢纵切切片中，从前向后，所有生精 

小叶均处于相同的发育阶段 (图1)。 

2．2 生精细胞的类型 

2．2．1 精原细胞 在各个月份的精巢中均可观察 

到初级精原细胞，它位于临近精子集合管处的非成 

熟区。初级精原细胞常单个分布，其周围由支持细 

胞所包围。每一个生精囊中只包围一个精原细胞。 

在生精细胞中，初级精原细胞的体积最大，为 23 
— 25 ptm，呈圆或椭圆形；细胞核 16—18 ptm，具 1 

— 2个明显的核仁，核表面多凹陷，核内染色质呈 

颗粒状或网状；胞质染色较浅 (图 2)。初级精原 

细胞通过增殖分裂可形成多个次级精原细胞。次级 

精原细胞比初级精原细胞小，为 15 16 ptm；细胞 

核不规则，10 12 ptm。一个生精囊内有多个次级 

精原细胞，被支持细胞所包围 (图 3)。次级精原 

细胞分布在精原细胞增殖区内。 

2．2．2 精母细胞 在6月的精巢中，精原细胞增 

殖区内的次级精原细胞转变为初级精母细胞。初级 

精母细胞约 18 m，细胞核 14～15 ptm。当大量的 

初级精母细胞进入第一次成熟分裂期后，在不同的 

生精囊中，细胞可处于不同的分裂时相；在同一生 

精囊中，细胞处于相同的分裂时相。初级精母细胞 

多数处于成熟分裂I期，胞核形态多样，有处于细 

线期、偶线期、粗线期和终变期等不同分裂相的细 

胞。切片中观察到的次级精母细胞甚少，其体积也 

较初级精母细胞小，细胞核约 10 ptm (图4)。 

2．2．3 精子细胞 在7月的精巢中，早期精子细 

胞的胞核呈球形，有少量胞质。细胞直径约 10 

11 ptm，胞核7 8 ptm。随着精子形成的开始，精子 

细胞延伸变形，细胞核内的染色质由颗粒状逐渐浓 

缩。末期的精子细胞核则变成细长的杆状，其中的 

染色质较致密 (图5)。 

2．2．4 精子 在 8 12月的精巢成熟区聚集大量 

的成熟精子，它们成簇排列。单个精子外形细长， 

可分为头和尾部。头部呈杆状，长约 65 ptm；尾部 

呈细丝状，长约125 ptm。长杆状的头部被深染，平 

行排列成簇；尾部的鞭毛着色较浅，排列较散乱 

(图 6)。 

2．3 精巢发育的年周期变化 

在8月，北方山溪鲵精巢横切面上，临近集合 

管处的非成熟区内聚集着精原细胞，这些细胞多为 

初级精原细胞；在远离集合管直到精巢浅层被膜下 

的成熟区则是成熟的精子，这个区域的细胞已经历 

了精子发生的全过程 (图7)。在9月，非成熟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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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精原细胞开始增生，在非成熟区和成熟区之间 

形成了精原细胞增殖区，而成熟区中仍存在着大量 

的精子 (图8)。11月，非成熟区的精原细胞继续 

增生，与9月的精巢相比较，精原细胞的增殖区域 

明显向外扩展。在精巢外周的成熟区中仍有大量成 

熟精子聚集 (图9)。9—11月，山溪鲵精巢增殖区 

进一步扩展，其中有许多分裂相细胞，为初级精原 

细胞增殖并形成次级精原细胞的过程，故 9 11月 

应为精原细胞的增殖期。12月精巢与 11月的相比 

较，增殖区与成熟区没有明显变化 (图 1)。 

次年2月，北方山溪鲵精巢被膜下区域出现排 

空区 (evacumed region)，排空区是成熟区中精子排 

出后所形成 (图 10)。同时在增殖区管腔中可见到 

成熟精子 (图 11)，在输精管中则充满成熟精子 

(图 12)。4月，精原细胞的增殖区域继续向外周扩 

增，浅层区域 的排空区被增殖区逐渐替代 (图 

13)。5月，随着精原细胞的进一步增生，排空区 

完全消失 (图 14)。 

6月，精巢增殖区中出现初级精母细胞，生精 

细胞开始进入成熟分裂期。此时紧邻集合管的非成 

熟区内精原细胞无分裂相。7月，精巢成熟区内开 

始出现精子细胞，精子细胞随后进入精子形成期。 

7月末精子细胞开始变态，进入精子形成阶段，原 

来的增殖区也相应的成为成熟区。8月，精巢里已 

有成熟的精子出现。 

3 讨 论 

3．1 非成熟区与成熟区 

无尾两栖类的精巢是由生精小管构成，这些生 

精小管是永久性的结构，不会随着季节的交替变化 

而发生更新。有尾两栖类的精巢由生精小叶组成， 

每个生精小叶都与精子集合管连接。生精小叶是一 

个变化性的结构，随着年周期的变化，它们会发生 
一 年一度的更新 (Tienhoven，1983)。在山溪鲵精 

巢中，临近集合管的非成熟区内生精细胞在季节交 

替中一直存在，但在该区内没有就地分化为成熟精 

子，所以非成熟区是精巢的永久性结构。在精子发 

生早期，非成熟区内的生精细胞开始增殖，逐渐向 

外周推移至被膜下。Callard et al(1980)和Pudney 

et al(1983)在对斑泥螈精巢的研究中，均报道过 

这样的结构，将它称为非成熟小叶 (immature lob— 

ules)，并推测该结构是精巢中生殖细胞的 “贮备 

库”。Uribe et al(1994)对钝 口螈精巢的研究中， 

也提出了与Pudney一致的观点。 

通过对北方山溪鲵精巢内生精细胞类型的观 

察，可见不同季节的精巢中非成熟区主要由初级精 

原细胞构成。初级精原细胞是一种精原干细胞，这 

些细胞在有丝分裂的过程中更新自己，在功能上类 

似于干细胞 (Pudney，1995；Lin et al，2000)。在 

9—11月北方山溪鲵精巢的非成熟区中，正在增生 

的次级精原细胞区域在逐渐变大。说明北方山溪鲵 

与斑泥螈和钝口螈相似，非成熟区是生殖细胞的贮 

备库。非成熟区从靠近集合管处起始，随着季节的 

交替，一年一度地更替着浅层的成熟区，为启动下 
一 轮的精子发生做准备。 

精巢中的成熟区是精子形成的部位，它随着年 

生殖周期的变化交替出现，此区被 Ca11ard et al 

(1980)和 Sequeira et al(2003)称为成熟小叶 

(mature lobules)。本文中未使用非成熟小叶和成熟 

小叶的术语，而采用Pudney(1987)所用的非成熟 

区 (immature region)和成熟区 (mature region)。 

这是因为在北方山溪鲵精巢内明显可见成熟区和非 

成熟区位于同一个生精小叶内的不同发育区域，其 

管腔是相通的，并非各自为独立的小叶。 

在北方山溪鲵2月精巢的排空小叶中和增殖区 

管腔内均可见到成熟精子，同时在输精管中则充满 

着大量成熟精子。这些结果显示了精子排出时所经 

过的路径，即精子由小叶的成熟区进入增殖区、非 

成熟区的管腔，再经集合管到达输精管。 

3．2 精巢发育的年周期变化 

两栖动物精巢的结构与精子发生的模式密切相 

关。受气候和栖息地的影响，精子发生的模式可划 

分为连续型、潜在连续型和非连续型三种类型。热 

带和亚热带种类多为连续型，温带种类则多为非连 

续型或潜在非连续型 (Tienhoven，1983；Ko et al， 

1998)。北方山溪鲵在9 11月是精原细胞增殖期， 

翌年3 5月是精原细胞增殖的另一高峰期，从 12 

月到翌年3月，精原细胞增殖停滞可能与动物冬季 

休眠以及初春的繁殖期的排精相关。6月末至7月 

精母细胞进入成熟分裂期，7月末至8月则是精子 

形成期。这样的精巢发育年周期变化同钝口螈及虎 

纹钝 口螈 (Ambystoma tigrinum)等其他温带两栖 

动物精子发生类型一致 (Uribe et al，1994)，属于 

非连续型的精子发生。 

Sequeira et al(2003)在金纹蝾螈中发现，从 

夏季到冬季初，随着精子排出，精原细胞是缓慢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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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卜一l4 北方山溪鲵精巢结构 
n l一14 Testicular stmctm-es in B~rachrtperus tibetartm 

eR：排空区 (Evacumed T嘶0n)；f：精于鞭毛 (FlageLla ：H：精子头部 【Head)；imR：非成熟区 (Immattm,regionl；【 ：生特小 

叶管腔 (L⋯ “ m：中期I(Metaphase 1)；mR：成熟氏 ( ．Ⅱu ~gioa ；p：粗线期 IP~hytene ；pR 增精K (p~flilet'aLive 

吨 帅)；pSc：初缦精母细咆 (Ih4mary spern'~ocyte J；pSg：神级精原细胞 (Primary spemlal~ nia)；s：支持细胞 (Se．t~oli L．elI1； 

sC：生辅囊 (S[~rmatogenic cysts)；日 ：趺级精母刿晦 (sen』md p明珊【伽 e)；sSg：瑰缎精原细吣 (S~x,nd,try r哪c。 l儿)； 

sI：精于蜘脆 (s口e~ fid)：sz：精子 (s【leFIZlat~t,,t) 

l 12月精巢纵切面，示成熟 、非成熟区和增生区，箭头所指由精子集合莆 (Longitudiaal s n of I is in i~elntler sh~~ing 
themnIu ~ginn，proliferative reghm andinunature re 0n an ．"．~owingthe sperm·colin：ring duct1×20； 

2．11月精巢．示非成熟区内支持细胞包围着初级精原细胞 (T~tisi N n l，T showing primary叩龃n 哩㈣ sum,untied hyIh⋯ rI 

tolJ zellinin~altwe gioIt)x 370； 

3 1 1月精巢，示增殖区扶级精原细咆形成的生精囊 【T~tis in November showing sp~ logenic cyst~~ataiaing set~ndary印一  

gonia in proliferative )x 185： 

4．6月精巢，示仞缎精母细胞处于虚熟舟裂的不同时相 (Testis in June showln$lobu L~contains c of primary speRnatocyt~in dif- 
n n L mJosis slab．s) 185； 

5．7月份生精小叶中由几个生精小囊组成的精巢．其中的球形精于纲咆 1：始延伸 (T~fis in July sh-Jwln~ ml⋯ 帅lalning several 

c j of spe~afid and the sph1．TL∞j spermatids elongate p删 ⋯ el ) x 145 

6 11月精盥成熟医生精小囊巾成熟精子的头部和鞭毛 (Cysts containing sn邮u D a with heads m flagella learlv‘listingul h in 

~tlLr~r nn in November) x 185 

7 8月精巢横切面．示成熟医和非成熟匮 tA ⋯  “帅oftestisin August sho,~'inB elltaLur~rat~m andimmalure re4glon1 x 

20： 

8 9月精巢横切面，示成熟区、增殖医和非成熟区 (A ⋯  sec'de'noft哺usin Sapt~mber日h⋯  th ⋯t e r~gJon p~liferative 

re,on sad imm日【ufe re 0n)x 37： 

9．11月精巢横切面 示成熟区、增硝区和非成熟区 (A Lrans⋯ ⋯ctim‘ testisï o㈣mb shn lhe眦IL r~gion，p llif~a 

five-哂∞口d一 【⋯  )×37； 

1O．2月精巢纵切面．示生精小叶排空区的横切 (L佣 tudlp~l 蚰 of【瞄 i 舯 日ho～ th⋯ ⋯ led ⋯ ⋯ |Ii~rou9 

h 1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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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期 王宏元等：北方山溪鲵精巢显微结构的年周期变化 

l1．2月精巢纵切面，示增殖区内管腔内有精子存留 (Longitudinal section oftestis in February showing sperm in lumen of proliferative 

region)×92； 

12．2月输精管横切面，示管腔内充满成熟精子 (A transverse section of ductus deferens in February showing mature sperms in lumen of 

ductus deferens)×92： 

l3．4月精巢横切面，示精子排空小叶管腔与增殖区内管腔相通 (A transverse section of testis in April showing the lumen in prolifera． 

tive region connected with the lumen of evacuated lobules)×37； 

14．5月精巢横切面，示排空区被增殖区替代 (A transverse section of testis in May showing the proliferative region substitute the evacu． 

ated region nearly)×37。 

殖 slow germ cell proliferation)，繁殖季节过后精原 

细胞则转变为快速增殖 (intense germ cell pr0lifera— 

tion)。与金纹蝾螈相似，北方山溪鲵精巢中有9～ 

11月和翌年的3～5月两个精原细胞增殖期：9～11 

月精原细胞增殖属繁殖前增殖，所增殖的精原细胞 

从近集合管处向成熟区延伸；在3～5月，这些精 

原细胞又进行繁殖后增殖，然后替代精巢浅层的排 

空区；在6月，这些细胞进入成熟分裂期。 

体内受精类型的虎纹钝口螈和钝口螈等有尾两 

栖动物在9～11月缓慢排精，精子排人输精管中贮 

藏越冬，待翌年 3～4月交配时排出 (Norris et al， 

1985，Uribe et al，1994)。在小鲵科的日本黑小鲵 

(Hynobius nigrescens)等体外受精类型的有尾两栖 

类，秋季不排精，而在春季产卵期则快速并完全排 

精 (Hasumi et al，1990)。Xu(1995)对分布在甘 

肃宁夏地区的北方山溪鲵进行研究，认为3～4月 

是北方山溪鲵的产卵期。我们的研究表明，在9～ 

12月，北方山溪鲵的输精管中并没有观察到成熟精 

子；在 2～4月北方山溪鲵精巢中可观察到成熟区 

消失、转化为精子排出后留下的排空区，且在输精 

管中有大量成熟精子。说明分布在秦岭北坡的北方 

山溪鲵排精时间在 2～4月，这与日本黑小鲵相似 

(Hasumi et al，1990)。Ko et al(1998)对3种韩国 

蛙精巢年周期变化的研究认为，启动新一轮精子发 

生和精子形成受大环境 (包括光周期、温度、食物 

和雨量等)的控制，而精子发生类型和繁殖季节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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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生殖季节和精子发生模式也有所差异，仍待研 

究。 

3．3 北方山溪鲵精巢结构特点 

Pudney et al(1983)在 10月份的斑泥螈精巢中 

发现，精巢前段充满成熟精子，中段则有排出精子 

留下的空腔，而后段的生精小叶已完全退化。他把 

这种沿着精巢长轴由后向前的精子发生过程称为精 

子成熟波。Uribe et al(1994)报道钝口螈9月份精 

巢的前部、中部和后部的生精细胞也处于不同的发 

育阶段。Pierantoni et al(2002)认为这种不同发育 

阶段的生精细胞沿着精巢前后轴分区的现象，是许 

多有尾两栖类精巢特有的。 

Hasumi et al(1990)研究日本黑小鲵精巢的季 

节变化后，认为体外受精方式的黑小鲵与体内受精 

方式的蝾螈相比有几个显著特点：体外受精的精巢 

前后轴不存在精子成熟波；在秋季不排精，在产卵 

期则快速而完全的排精。在北方山溪鲵精巢中，同 
一 生精小叶内的不同区域内，生精细胞的发育时期 

存在明显差异，有非成熟、增殖和成熟区。在山溪 

鲵精巢中没有发现随着前后位置的变化而生精小叶 

处于不同发育阶段的现象，即没有精子成熟波。支 

持 Hasumi体外受精的有尾两栖类精巢不存在精子 

成熟波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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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鸟类新记录——山麻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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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林业大学 生物学院，北京 10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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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7月22日笔者在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 

芦子水村 (N39。46 06．8”，E 15。28 30．7”)进行野生 

动物多样性调查时，于清晨 5：00左右在一空场上 

发现3只体长约 14 am的雀形目鸟，其中 1只为幼 

体。这些鸟类似 (树)麻雀 (Passer montanus)，但 

头顶为栗红色，且无脸颊部黑斑。在距其约3O m 

的地方，通过8倍双筒望远镜观察发现：雄鸟顶冠 

及上体为栗红色，背具黑色纵纹，喉黑而脸灰白； 

雌鸟体色较淡具白色长眉纹；幼鸟体色更淡，基本 

上为皮黄色。在观察过程中呜叫数次，其叫声与约 

翰·马敬能 (2000)的描述相同：“叫声包括 cheep 

声，快速 的 chit—chit—chit或重 复 的鸣声 cheep— 

chirrup—cheweep”。根据其形态和声音，查对相关资 

料 (郑作新，1987，2002；约翰·马敬能，2000)， 

确定为北京市鸟类新记录——山麻雀 (Passer ruti一 

参考文献： 

lans)。笔者于当日6：00，以佳能300照相机加75 
— 300UI／和 1．4倍增距镜头拍摄照片5张作为新记 

录证明资料。 

据笔者当日观察与访问村民，当地山麻雀的种 

群数量约在几十只，有趣的是笔者当日观察到了山 

麻雀的育幼行为，幼鸟已可以飞行，却在地面上等 

待双亲喂食，食物成分用望远镜观察确定主要为昆 

虫。 

山麻雀在我国分布于喜马拉雅山，中国西藏高 

原东部及华 中、华南和华东 (约翰 ·马敬能， 

2000)，河北省境内为偶见鸟类 (郑作新，1987)。 

以往有观 鸟爱好 者提及在 小龙 门见 过此鸟 

(www．wwfchina．org／bbs／，2004—6—14)，此次观 

察到该种的繁殖幼体，证实其分布范围确实北扩， 

为北京市鸟类分布新记录。 

郑作新．1987．中国鸟类区系纲要．北京：科学出版社． 约翰·马敬能．2000．中国鸟类野外手册
． 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 

郑作新．2002．中国鸟类系统检索．北京：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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