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缢蛏家系生长与消化酶活性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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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两次对 6 个缢蛏家系（A1、B1、C1、D1、E1 和 F1）生长性状（壳长、壳高、壳宽、总重和软体部重）
进行测量、分析，并测定其体内淀粉酶活性和纤维素酶活性。发现缢蛏胃、消化盲囊等器官内淀粉酶活性较高，而
纤维素酶的活性很低，消化酶活性与其滤食微藻的食性有关系。对比缢蛏生长性状的增长和消化酶活性的提升，结
果表明家系 D1 的 5 个生长性状均取得最大值，且与家系 A1、B1、C1、E1 及 F1 存在显著差异（P<0.05）。家系 F1
的 5 个生长性状均取得最小值，且各性状显著小于家系 D1。随着日龄的增长，各个家系缢蛏个体的淀粉酶活性和
纤维素酶活性都有所增长，2 次的测量值显示同样的趋势，D1＞C1＞E1＞A1＞B1＞F1。发现缢蛏消化酶活性与生长
发育相关，较快的生长速度对应较强的消化生理机能，高水平的消化酶活性有利于缢蛏对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并转
化为生长发育所需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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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the growth traits and digestive enzyme activities of fami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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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ve growth traits of Sinonovacula constricta in six families were determined twice, including the
shell length, height, and width, total weight, and the weight of soft part.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activity of
amylase was high and the activity of cellulase was low in stomach and digestive diverticula. There was a direc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digestive enzyme activity and the feeding habits of its filter-feeding microalgae. The
growth traits and the enhancement of the digestive enzyme activity reflected that: 1) all five growth traits of Sinonovacula constricta in family D1 reached the maximum values and obvious differences existed between D1 and
other four families; 2) all five growth traits of Sinonovacula constricta in family F1 reached the minimum levels
that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family D1. The activties of amylase and cellulase in each of all
S.constricta families increased with the growth of Sinonovacula constricta. Two measured values showed the
same trend (D1>C1>E1>A1>B1>F1). The digestive enzyme activity was found to be related to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Sinonovacula constricta, and the faster, the growth speed, the stronger, the digestive function. A high
digestive enzyme activity would contribute to the digestion and absorption of nutrients and their conversion to
energy necessary for the growth of Sinonovacula constricta.
Key words: Sinonovacula constricta, family, growth traits, digestive enzyme activities
酶作为一种生物高分子物质，参与了包括生物
体新陈代谢、营养吸收、能量转换等在内的几乎所

有生命活动并起到催化作用，具有底物专一性、催
化高效性等特点，而且活性可调节[1]。消化酶是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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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最广泛的一种酶，包含了一般酶的所有特点，主
要集中在生物体的胃、消化腺、肠等消化系统和器
官中，包括蛋白酶、淀粉酶及纤维素酶等[2]。消化
酶活力反映了生物体对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并将其
转化为维持生命、生长发育和繁殖所需能量的能力，
直接影响着生物体的生长发育[3-4]，是反映生物体生
理机能的重要指标。
国内外对海洋生物消化酶研究的报道很多，但
是主要集中在鱼虾蟹，鲤鱼（Cyprinus capiohaematopteru）、齐口裂腹鱼（Schizothorax prenanti）[5]、胭
脂 鱼 （ Myxocyprinus asiaticus ） [6] 、 日 本 沼 虾
（ Macrobrachium nipponense ） [7] 、 及 罗 氏 沼 虾
(Macrobr achiumrosenbergii) [8] 及 中 华 绒 螯 蟹
（Eriocheir sinensis）[9]等都有过非常详尽的研究，
但是有关贝类消化生理方面的研究仍相对较少。李
俊辉等研究了温度和 pH 对马氏珠母贝(Pinctada
martensii)肝胰脏消化酶活力的影响[10]；李文波等研
究了不同饵料对西施舌（Coelomactra antiquate）稚
贝生长及消化酶活性的影响[11]。缢蛏是我国传统的
四大养殖经济贝类之一，分布广泛，近年来对缢蛏
生理生化的研究较多，却少有对其消化生理与生长
相关的研究，如章承军等研究了饥饿再投喂对缢蛏
消化酶活力和抗氧化能力的影响[12]；范德朋等研究
了温度、pH 对缢蛏消化酶活力的影响[13]，但目前
关于消化酶活性高低与缢蛏阶段生长的关系仍未见
报道。本实验通过阶段测定并比较了 6 个缢蛏家系
生长阶段的生长指标，分析了家系间淀粉酶、纤维
素酶的活性差异，并进一步验证了缢蛏消化酶与其
食性之间的关系，旨在探讨消化酶活性对缢蛏不同
家系生长发育的影响，以期为缢蛏优良生长家系的
选育工作提供一定理论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材料
实验所用缢蛏家系为福建养殖的 F4 代群体选
育亲本繁育得到的 30 个全同胞家系。待缢蛏生长发
育至 20 mm 左右，选择其中生长性状差异较大的 6
个家系（家系 A1、B1、C1、D1、E1 和 F1）
，每个家
系随机选取 30 枚生长情况良好且无破损的个体，带
回实验室暂养于预先铺好海泥的实验池，喂养浓度
为 3 万·mL-1 的钙质角毛藻，投喂量视样品摄食情况
而酌情加减，暂养 5 d 后饥饿 48 h，以便缢蛏排出
消化道内残留物，而后测定各家系生长性状指标和
消化酶活性。30 d 后以同样的方法对这 6 个家系再
次进行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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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1.2.1 生长性状测量 用数显游标卡尺测量 6 个缢
蛏家系各 30 个个体的壳长、壳宽和壳高，精确到
0.01 mm，电子天平称重，精确到 0.01 g，去壳离水
后再次称量其软体部重量，精确到 0.01 g。
1.2.2 样本制备 参考姜永华等 [21] 相关样品制备
的方法，将冲洗干净的缢蛏用预冷双蒸水再次冲洗
后置于冰盘中解剖，迅速取出胃和消化盲囊，剔除
附着物，用滤纸吸干各部位水分并称量质量，剪碎，
各加入 10 倍体积（ｍ/V）预冷双蒸水（4℃）；用高
速匀浆机匀浆，匀浆液用高速冷冻离心机 4℃
10000 r·min-1 冷冻离心 30 min，取上清液即酶粗提
取液，4℃保存，24 h 内测定完毕，或长期保存于
－80℃低温冰箱。10 个缢蛏为一个样品，一个家系
即为 3 个平行样品。
1.2.3 消化酶活性测定 各消化酶在测定时均设置
3 个平行实验与 3 个对照实验组。由于缢蛏主食浮
游性弱而易于下沉的硅藻和底栖硅藻，体内消化酶
含量为淀粉酶>纤维素酶>蛋白酶[14]，主要消化酶为
淀粉酶与纤维素酶，因此本实验对该 2 种酶活力进
行比较即可充分体现家系间差异。蛋白总量和淀粉
酶（AMS）的测定试剂盒均采购自南京建成科技有
限公司。使用考马斯亮兰法测定缢蛏组织蛋白的总
量，淀粉酶活性测定使用碘-淀粉比色法。
（1）组织蛋白浓度测定。由于缢蛏组织中蛋白
浓度较高，不在考马斯亮兰法的测定范围内，故组
织样本前处理后，再用 0.7％生理盐水稀释 5 倍配成
2％的组织匀浆。加样混匀后在室温静置 10 min，
分光光度计测定其 D595 nm 值。公式如下：
蛋白浓度(g·L-1)＝
测定吸光值－空白吸光 值
× 标准品浓度 (g ⋅ L-1 )
标准品吸光值－空白吸 光值
其中蛋白标准液浓度已知，为 0.563 g·L-1。

（2）淀粉酶活性测定。淀粉酶（AMS）的测
定使用碘-淀粉比色法[15]。37℃水浴条件下加样混
匀，充分反应后，分光光度计测定其 D660 nm 值。为
了保证分光光度计测定时的精确度，需使空白管吸
光值与测定管吸光值之差在 0.05～0.15 范围内。故
各家系批量测定前做预实验，组织样本原液分别用
0.7％生理盐水稀释 2、4、8 和 16 倍，取 0.1 mL
测定 D660 nm 值，选择合适的稀释倍数。淀粉酶活性
单位定义为组织中每毫克蛋白在 37℃与底物作用
30 min，水解 10 mg 淀粉为 1 个淀粉酶活性单位
U( 10 mg/30 min) 。公式如下：
AMS 活性(U·m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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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min
空白吸光值 - 测定吸光值
× 0.02 ×
÷
7.5 min
空白吸光值

2

[样品量（mL) × 组织蛋白浓度(mg/mL)]

葡萄糖量
S × EW

其中葡萄糖量（μmol）由绘制标准曲线查表获
得，5 为酶促反应时间（min）
，Ew 为 1 mol 酶液的
含酶量（g）
。
1.2.4 数据处理及分析 SPSS17.0 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单因素法进行方差分析，差异显著性分析采用
最小显著差法(Least-Significant difference, LSD)[17]，
作图使用 EXCEL2003 软件。

Table 1

缢蛏家系生长性状比较
4 月和 5 月 2 次对缢蛏各家系生长性状进行测
量，间隔 30 d。4 月各家系壳长、壳高、壳宽、总
重和软体部重见表 1。家系 D1 的 5 个生长性状均取
得最大值，且与家系 F1 存在显著差异（P<0.05）
。
家系 F1 的 5 个生长性状均取得最小值，且各性状显
著小于家系 D1，壳长比 D1 小 30.69％，壳高比 D1
小 23.84％，
壳宽比 D1 小 27.40％，总重比 D1 小 61.32
％，软体部重比 D1 小 65.22％。
5 月各家系生长性状见表 2。家系 D1 的 5
个生长性状均取得最大值，且显著大于家系 F1
（P<0.05）。家系 F1 的 5 个生长性状均取得最小值，
且显著小于家系 A1、B1、C1、D1 和 E1（P<0.05）
，
壳长比 D1 小 37.03％，壳高比 D1 小 29.22％，壳宽
比 D1 小 36.15％，总重比 D1 小 74.08％，软体部重
比 D1 小 82.71％。
2.1

其中样品量为 0.1 mL。
（3）纤维素酶活性测定。纤维素酶的测定参照
王琳等[16]使用的 DNS 法。pH 4.6，50℃条件下反应
5 min，DNS 显色剂显色 5 min，分光光度计测定其
D490 nm 值。纤维素酶活性定义为实验条件下 1 min
水解纤维素生成 1 μmol 葡萄糖所需的纤维素酶量。
公式如下：
纤维素酶活性 (U ⋅ g -1 ) =

结果与分析

表 1 缢蛏家系 4 月生长性状
Growth characters of families of Sinonovacula constricta in April
壳高
壳宽
总重
Shell height
Shell width
Body weight
8.10±1.21ab
5.53±1.20b
0.60±0.21b

家系
Family
A1

壳长
Shell length
21.61±3.76b

B1

21.40±2.96b

C1

22.19±2.65

b

D1

27.34±4.02a

9.69±1.29a

E1

22.10±3.02

b

c

F1

18.95±2.68c

7.98±0.70c
8.10±1.06
7.99±0.92

ab

5.22±0.63b

0.56±0.19b

0.14±0.03b

b

b

0.12±0.04b

6.57±1.00a

1.06±0.33a

0.23±0.08a

b

b

0.12±0.02b

0.41±0.11c

0.08±0.02c

5.43±0.93
5.31±0.73

7.38±0.64d

肉重
Soft part weight
0.13±0.04b

0.65±0.23
0.62±0.12

4.77±0.65c

注：每一列相同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下同。
Note: The same letter in each line mean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The same below.

Table 2
家系
Family
A1

壳长
Shell length
30.83±2.00c

B1

30.02±1.72c
ab

表 2 缢蛏家系 5 月生长性状
Growth characters of families of Sinonovacula constricta in May
壳高
壳宽
总重
Shell height
Shell width
Body weight
10.72±0.73c
7.24±0.69c
1.38±0.34c
10.57±0.57c

1.38±0.31c

0.38±0.09c
0.68±0.14b

41.64±2.62a

13.45±0.87a

9.93±0.79a

3.55±0.61a

1.33±0.23a

E1

36.14±2.81ab

11.90±0.96ab

8.16±0.72ab

2.17±0.07ab

0.67±0.17b

26.22±2.17

9.52±1.01

各家系淀粉酶活性比较
2 次测定缢蛏 6 个家系淀粉酶活性，2 个月的趋
势对比见图 1。随着日龄的增长，各个家系缢蛏个体
的淀粉酶活性都有所增长，2 次的测量值显示同样的
趋势，D1＞C1＞E1＞A1＞B1＞F1，D1 与 C1 淀粉酶活

6.34±0.73

d

2.21±0.34

ab

D1

d

8.48±0.33

ab

36.48±0.82

F1

2.2

7.20±0.31c

C1

d

12.06±0.86

ab

肉重
Soft part weight
0.49±0.08c

0.92±0.28

d

0.23±0.08d

性无显著性差异（P＞0.05）
，均显著大于其他 4 个家
系（P＜0.05）
。A1 和 B1 差异不显著（P＞0.05）
。F1
小于其他各家系，且差异显著（P＜0.05）
。淀粉酶活
性增长率 A1 为 14.29％，B1 为 10.12％，C1 为 21.61
％，D1 为 25.13％，E1 为 18.81％，F1 为 1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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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图 1 不同缢蛏家系淀粉酶活性
Amylase activities of Sinonovacula constricta from
different families

Figure 2

图 2 不同缢蛏家系纤维素酶活性
Cellulase activities of Sinonovacula constricta from
different families

各家系纤维素酶活性比较
2 次测定缢蛏 6 个家系纤维素酶活性，2 个月的
趋势对比见图 2。随着日龄的增长，各个家系缢蛏
个体的纤维素酶活性都有所增长，2 次的测定结果
显示了与淀粉酶一样的趋势，D1＞C1＞E1＞A1＞B1
＞F1，D1 的纤维素酶活性与其他家系均差异显著（P
＜0.05）
。C1 显著大于 A1、B1 和 F1。F1 小于其他各
家系，且差异显著（P＜0.05）。纤维素酶活性增长
率 A1 为 29.54％，B1 为 31.55％，C1 为 35.25％，D1
为 36.31％，E1 为 35.10％，F1 为 29.51％。
2.3

3

讨论

缢蛏消化酶活性和食性的关系
通过 2 次对 6 个缢蛏家系淀粉酶活性和纤维素
酶活性的测定，发现缢蛏胃、消化盲囊等组织内淀
粉酶活性较高，而纤维素酶的活性很低，仅为淀粉
酶活性的十分之一。
缢蛏是滤食性海洋贝类，主要摄食水体中微藻
或有机碎屑。在自然海区中硅藻较多，而在人工养
殖中，大多投以小型藻如金藻、钙质角毛藻、扁藻
等。金藻的组成物质主要为果胶等碳水化合物[18]，
硅藻的同化产物为金藻昆布糖[19]，吉宏武等研究了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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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种绿藻的主要化学成分，发现多糖含量高[20]，而
且主要以淀粉的形式储存在体内。可见缢蛏所摄食
的藻类内富含碳水化合物，所以需要较高的淀粉酶
活性用于水解碳水化合物。有研究认为不同生物体
内消化酶的活性与其食性有直接关系 [21] 。刘万顺
等 [22] 用多种底物对滨螺（Littorina sp.）和紫贻贝
（Mytilus edulis）的消化酶进行了研究，发现摄食
定生海藻的滨螺的纤维素酶活性较高，而摄食小型
微藻的紫贻贝的淀粉酶活性较高，纤维素酶活性却
很低。本实验结果表明缢蛏体内消化酶情况与紫贻
贝测定结果相似，这说明缢蛏体内消化酶活性的确
与其食性有关，食小型微藻的缢蛏表现为高水平的
淀粉酶活性和低水平的纤维素酶活性，而以定生海
藻为主要饵料的贝类表现相反的消化酶活性。
此外，在对皱纹盘鲍消化酶活性的研究中，李
太武发现随着皱纹盘鲍的个体发育，其体内淀粉酶
含量和纤维素酶含量有所变化，其发育初期主要摄
食浮游性较弱的硅藻，体内淀粉酶含量高，当发育
为成鲍后，主要摄食纤维素含量较高的大型定生藻，
体内纤维素酶活性变高[23]。缢蛏在生长发育过程中
也会摄食水体中其他物质如海洋有机碎屑等，在发
育的不同阶段对这些物质的摄取率是否不同，对缢
蛏体内不同消化酶活性是否有影响，还有待进一步
研究。
3.2 缢蛏消化酶活性和生长的关系
消化酶和生物体生长发育之间关系密切。姜永
华等 [21] 研究了九孔盘鲍不同生长发育时期性腺内
的消化酶活性，发现九孔盘鲍消化酶活性随着性腺
的发育先升高后降低。通过研究中国对虾幼体和仔
虾时期消化酶活性，刘玉梅发现随着虾苗的生长发
育，其食性的变化影响着体内主要消化酶的改变，
同时发现不同季节中国对虾消化器官内消化酶成分
也有所不同[24]。消化酶是反映生物体对营养物质的
消化机能的重要指标，消化酶的高活性说明生物体
对营养物质有较强的消化吸收能力，从而能够加快
个体生长。
缢蛏主要摄食水体中富含碳水化合物的微藻，
而其体内有较高含量的淀粉酶和很少的纤维素酶，
说明淀粉酶起到很重要的生理作用，高水平的淀粉
酶活性保证了其对物质的消化、吸收，并将其转化
为维持生命、生长发育和繁殖所需能量的能力，直
接影响其生长发育。实验中 2 次测量缢蛏各家系生
长指标，各性状均显示 D1＞C1＞E1＞A1＞B1＞F1，
而相对应的是个体消化酶活性的增长，2 次测定淀
粉酶和纤维素酶活性结果为 D1＞C1＞E1＞A1＞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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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从而表明高水平的消化酶活性使得个体能更
好地消化吸收营养来促进个体生长。
高水平的消化酶活性反映出较强的消化生理机
能和生长力，通过实验可以进一步确定家系 D1、C1
为快速生长家系，有明显的生长优势，可留选作为
缢蛏优良品系的育种材料。在缢蛏大规模养殖生产
的过程中，随着春季气温上升，缢蛏开始大量摄食
并快速生长，更高的消化酶活性能够为缢蛏的快速
生长提供保证，提高缢蛏养殖经济效益。
3.3 缢蛏消化酶活性的变化
目前有较多关于温度与鱼虾类消化酶活性的的
研究[25-28]，且研究结果表明温度对消化酶活性具有
显著影响，而关于温度对贝类消化酶活性影响的研
究较少。由图 1 和图 2 可以看出，在实验过程中，
壳长的相对增长率 C1、D1、E1 显著大于 A1、B1、
F1（P＜0.05），相对应的各个缢蛏家系的淀粉酶活
性和纤维素酶活性有同样的增长率变化趋势，初步
推测该变化是由于气温升高从而致使缢蛏体内消化
酶活性大大提升，同时该实验处于缢蛏旺盛生长阶
段，其个体消化系统也在不断发育完善，为消化酶
活性的提升提供基础。本实验为温度与贝类消化酶
活性的关系提供了一定研究基础，具体的温度、缢
蛏消化系统发育程度以及一些潜在的内外在因素与
消化酶活性间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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