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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鼠蛇出生至 50 日龄身体大小和免疫功能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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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究滑鼠蛇（Ptyas mucosus）生后发育不同阶段身体大小和免疫功能的变化，在室温为（30±1）
℃、相对湿度为 70%~75%条件下，监测了 3、10、20、30、40 和 50 日龄滑鼠蛇身体大小及各型白细胞的百分比、
嗜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的比值（N/L）和血清杀菌能力的变化。体重、体全长、重长比和尺度化的质量指数 3 至
20 日龄增长缓慢，之后陡增，50 日龄最高（P<0.05）；淋巴细胞和嗜中性粒细胞的百分比居前两位，但两者的百分
比、N/L 的比值和血清杀菌能力均无组间差异（P>0.05）；嗜碱性粒细胞的百分比 10 日龄组与 3 日龄组接近，但高
于其他日龄组（P<0.05）；50 日龄内，滑鼠蛇的身体大小开口前增长缓慢，开口后增加迅速，蜕皮后嗜碱性粒细胞
的百分比显著提升，建议可根据体重和嗜碱性粒细胞百分比的变化来预判蛇场内幼蛇的健康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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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ations of body size and immune functions in the oriental rat-snake
(Ptyas mucocus) from birth to 50 days of postembryonal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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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xplore the variations of body size and immune functions for different postembryonal periods
in oriental rat-snakes (Ptyas mucosus), the body size, percentages of different subtypes of leukocyte, the ratio of
neutrophils to lymphocytes (N/L), and serum bactericidal capacity in 3, 10, 20, 30, 40 and 50 days of postembtyonal period were measured at (30±1) oC room temperature and 70%-75% relative humidity. Body mass, body
length, the ratio of body mass to body length and scaled mass index were slowly increased from 3 to 20 days of
age, then increased rapidly, and reached the highest at 50 days old (P<0.05). Percentage of lymphocytes and neutrophils ranked the top two, but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for percentages of both leukocytes, the ratio of N/L, and
serum bactericidal capacity (P>0.05); Percentage of basophils in the 10 day age group was close to that of 3 day
age group, but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20, 30, 40 and 50 day age groups (P<0.05). In the 50 days of age, the
body size of the snake grew slowly before starter feeding, but increases rapidly after starter feeding. Percentage of
basophils changed significantly after sloughing.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healthy status of postembryonic snakes can
be evaluated by the variations of body mass and percentage of basophils in the snake farming.
Key words: Ptyas mucosus; postembryonic development; body mass; lymphocytes; basophils
蛇类普遍有耐受极端环境条件的能力，是研究
表型可塑性（phenotypic plasticity）理论的理想动物

类群之一[1-2]，但对其个体发育过程血液学参数和免
疫功能的变化，仍所知甚少[3]。与两栖动物变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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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不同[4-5]，蛇类直接发育，出壳、蜕皮和开口时间
是制约其存活和规模化养殖的关键生活史阶段[6]。
生产实践上，常用体重、体全长等指标监测蛇类的
生长发育状况[3,7-10]，较少应用重长比和尺度化的质
量指数（scaled mass index，SMI）等指标[3, 11]，但
SMI 能较全面地反映体重、体全长的综合效应，是
衡量羊膜动物营养、生理和能量平衡状态的新指标
之一[11]。此外，血液学参数的变化能从多个侧面反
映蛇类的健康状态，为其疾病诊疗提供了基础生物
学数据[3]。爬行动物成体血液中各型白细胞的百分
比具有物种特异性[12-16]，受多种生物（如性别、年
龄等）和非生物因子（如季节）的影响[12, 17-18]，但
仍缺乏在严格受控的实验室条件下的研究[3, 12]。孙
嘉珞等 [3] 发现，实验室内饲养的王锦蛇（Elaphe
carinata）在出壳后血液中就有不同类型的白细胞存
在，20 日龄内单核细胞的百分比呈下降趋势，而嗜
酸性粒细胞的百分比则明显增加。
滑鼠蛇（Ptyas mucosus）属于游蛇科（Colubridae）
鼠蛇属动物，俗名水律蛇等，是一种适于人工驯养
的无毒蛇，也是营养丰富的绿色食品[19]。滑鼠蛇出
壳后 1～2 个月是制约其养殖成败的关键阶段，涉及
出壳、第一次蜕皮和开口等过程[8]，但对这些过程身
体大小、血液学参数和免疫功能的变化，仍无报道。
本研究以室内孵化的滑鼠蛇幼蛇为研究对象，对出
壳后 3 d、首次完成蜕皮，以及开口后 10 d、20 d、
30 d 和 40 d 幼蛇，分别测定了重长比、SMI、血液
中各型白细胞的百分比和血清杀菌能力变化，旨在
建立滑鼠蛇生后特定生活史阶段与免疫功能建立的
对应关系，丰富爬行动物比较免疫生态学的基础资
料，为滑鼠蛇规模化健康养殖提供基础生物学数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动物
2017 年 8 至 9 月在安徽省池州市龙井山蛇类驯
养专业合作社进行试验，滑鼠蛇亲本为蛇场自繁个
体。滑鼠蛇卵在蛇房内自然孵化，地面铺沙土，电
热油汀控温（30±1）℃，保持孵化箱内的相对湿度
为 70%～75%。每一蛇房内孵出的幼蛇数为 200～
300 条。幼蛇出壳后 3 d、第一次蜕皮后（出壳后 10
d）、开口后 10 d、20 d、30 d 和 40 d，分别作为 3、
10、20、30、40 和 50 日龄组动物，每组随机选取 8
条幼蛇。在滑鼠蛇第一次蜕皮后，每天喂食幼蛙，
保证幼蛇处于饱食状态。
1.2 取材和血涂片制作
在每一取材时间点，用 BSA423S 电子天平（赛

619

多利斯科学仪器公司，精度 0.001g）称量幼蛇体重，
直尺测量体全长（精度 0.1 cm）
。体重与体全长的比
-1
值（g·cm ）= 体重（g）/体全长（cm）；指示身体
状态的尺度化的质量指数（scaled mass index, SMI,
g） = Mi[L0/Li]bSMA，式中 Mi 和 Li 表示每一条蛇的体
重和体全长，L0 表示所有蛇体全长算术平均值；b 表
示经体重和体全长做回归方程后得到的幂指数[11]。
之后，断头处死幼蛇，用移液器采集约 20 μL
血液，制作血涂片两张。用快速瑞姬氏染液（南京
建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产品编号：D010）染烘干
后的血涂片，参照孙嘉珞等[3]描述的方法进行镜检
观察，用白细胞计数仪计数每张血涂片中嗜中性粒
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嗜碱性粒细胞、单核细胞和
淋巴细胞共计 100 个，以各型白细胞的数量除以 100
作为各型白细胞占白细胞总数的百分比，以两张血
涂片各型白细胞的平均值表示每条幼蛇各型白细胞
占白细胞总数的百分比。
1.3 血清杀菌能力测定
用 TG16-WS 湘仪台式高速离心机在 4 000
r·min-1 的条件下离心血液 20 min，之后取血清冻存
于−20℃的冰箱中，留测其杀菌能力。因血清溶血
等因素，3、10、20、30、40 和 50 日龄组血清杀菌
能力测定的样本数分别为 6、8、5、8、8 和 5，总
计 40 个样本。试剂配制和操作方法同对黑线仓鼠
（Cricetulus barabensis）的研究[20]，按照 1 份血清
样品、20 份非 CO2 依赖的培养基的比例混匀后，再
将 20 μL 细菌工作液加入，并再次混匀后在 37℃条
件下孵育 30 min，之后取 50 μL 样品均匀涂板，每
个样品做两次重复。杀菌能力（%） = （1–每一
样品的菌落数/阴性对照组的平均菌落数） × 100。
3 个阴性对照平板的孵育液全部为非 CO2 依赖的培
养基，都不加血清样品。
1.4 统计分析
用统计分析软件 SPSS 软件包（SPSS 17.0 for
windows）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处理。用 one sample
Kologorov-Smirnov test 检验体重、体全长、重长比、
SMI、各型白细胞的百分比、N/L 的比值和血清杀
菌能力的正态分布情况，其中体重、SMI 和嗜碱性
粒细胞的百分比不符合正态分布。体重和 SMI 经对
数转换，嗜碱性粒细胞的百分比经反正弦转换后，
以日龄作为固定因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 way
ANOVA）统计不同发育阶段上述指标的组间差异。
文中数值均以平均值 ± 标准误（Mean±SE）表示，
P<0.05 为差异显著，P<0.01 为差异极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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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发育阶段滑鼠蛇身体大小的变化
3、10 和 20 日龄组滑鼠蛇的体重缓慢增加，组
间差异不显著；30 日龄组与 20 日龄组差异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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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极显著高于 3 和 10 日龄组，低于 40 和 50 日龄
组，50 日龄组达最高值（F5, 42=127.126，P<0.01，
图 1A）。滑鼠蛇的体全长 40 和 50 日龄组最高，20
和 30 日龄组其次，3 和 10 日龄组最低，且组间差
异极显著（F5, 42=72.630，P<0.01，图 1B）。重长比

柱上不同字母代表组间差异显著（a>b>c>d）
The different letters above the columns represent significant group differences (a>b>c>d)
图 1 滑鼠蛇生后 3 至 50 日龄体重、体全长、重长比和尺度化的质量指数的变化
Figure 1 Changes of body mass, total body length, the ratio of body mass to total body length, and scaled mass index in Ptyas
mucosus from 3 to 50 days of postembryonic period

柱上不同字母代表组间差异显著（a>b）
The different letters above the columns represent significant group differences (a>b).
图 2 滑鼠蛇生后 3 至 50 日龄嗜碱性粒细胞（A）、嗜酸性粒细胞（B）、单核细胞（C）、淋巴细胞（D）和嗜中性粒细
胞（E）的百分比及嗜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的比值（F）的变化。
Figure 2 Changes of percentages of basophils (A), eosinophils (B), monocytes (B), lymphocytes (D), and neutrophils (E), as well as
the ratio of neutrophils to lymphocytes (F) in Ptyas mucosus from 3 to 50 days of postembryonic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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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滑鼠蛇生后 3 至 50 日龄血清杀菌能力的变化
Figure 3 Changes of serum bactericidal capacity in Ptyas
mucosus from 3 to 50 days of postembryonic period

P<0.01，
图 1C）
和 SMI（F5, 42=106.190，
（F5,42=67.716，
P<0.01，图 1D）前 20 d 均缓慢增加，3、10 和 20
日龄组的组间差异不显著，从 30 日龄组开始快速增
加，极显著高于 3 日龄组，但明显低于 40 和 50 日
龄组。
2.2 不同发育阶段滑鼠蛇各型白细胞百分比变化
嗜碱性粒细胞的百分比从生后 3 至 10 d 递增，
此后显著下降，10 日龄组极显著高于 20、30、40
和 50 日龄组，3 日龄组与其他日龄组均无显著差异
（F5, 42=4.680，P<0.01，图 2A）。嗜酸性粒细胞（F5,
42=2.311，P>0.05，图 2B）和单核细胞的百分比（F5,
42=2.346，P>0.05，图 2C）的变化趋势相似，3 至
10 日龄稍有增加，20 和 30 日龄下降，40 和 50 日
龄又有所增加，但无明显的组间差异。淋巴细胞的
百分比占比最高，嗜中性粒细胞其次；淋巴细胞（F5,
42=2.272，P>0.05，图 2D）和嗜中性粒细胞的百分
比（F5, 42=1.480，P>0.05，图 2E）分别在 20 和 30
日龄组较高，均在 10 日龄组较低，但组间差异均不
显著。N/L 的比值 40 日龄组较高，3 日龄组其次，
20 日龄组最低，但组间差异不显著（F5, 42=0.313，
P>0.05，图 2F）。
2.3 不同发育阶段滑鼠蛇血清杀菌能力的变化
血清杀菌能力 10 日龄组最高，40 日龄组最低，
但无明显的组间差异（F5, 34=2.012，P>0.05，图 3）
。

3

讨论与结论

滑鼠蛇的体重、重长比和 SMI 开口前增长缓慢，
开口后快速增加，首次蜕皮后血液中嗜碱性粒细胞
的百分比变化明显。在蛇场内稳定的环境条件下，
建议可根据体重来预判生后发育关键时间节点幼蛇
的健康状态，各型白细胞百分比的变化可作为辅助
判断指标。
与体重、体全长等测定指标不同，重长比同时

621

考虑了体重、体全长的联合效应，而 SMI 更是考虑
了体重、体全长之间的异速增长关系，可以更为全
面地反映羊膜动物的健康水平[11]。然而，蛇类是终
生生长、无四肢（或仅有残存后肢）的脊椎动物，
随发育进程的推进，体全长不断延长，体重持续增
加[3, 7-10]。50 日龄内的滑鼠蛇，其体重、重长比和
SMI 在出壳后的 3 日龄、
完成第一次蜕皮的 10 日龄
和初次开口摄食的 20 日龄期间增速较慢，但在主动
摄食的 30 日龄后快速增加。因此，从简单实用、便
于测量的角度考虑，只用体重的变化也能反映幼蛇
的健康状态。滑鼠蛇的体全长在开口后显著增长，
这与王锦蛇幼蛇相似，后者的体长也在开口后明显
延长[3]，说明蛇场内稳定的饲养环境有助于滑鼠蛇
的快速生长。
爬行动物血液中各型白细胞的数量动态受多种
因素影响[12-18]。然而，由于难以在室内驯养繁育野
生蛇类，关于蛇类不同发育阶段血液学的基础生物
学数据很缺乏，限制了对蛇类营养和生理状态的理
解[3]。生后发育 50 d 内，滑鼠蛇血液中淋巴细胞和
嗜中性粒细胞的百分比居于前两位，嗜碱性粒细胞
和嗜酸性粒细胞的百分比最低；与此不同，生后发
育 30 d 内，王锦蛇淋巴细胞的百分比最高，嗜酸性
粒细胞的百分比其次，嗜中性粒细胞的百分比最
低[3]。此外，滑鼠蛇单核细胞和嗜酸性粒细胞的百分
比的变化趋势相似，嗜碱性粒细胞的百分比 10 日龄
组最高，显著高于 20、30、40 和 50 日龄组；而王
锦蛇生后发育的 30 d 内，嗜酸性粒细胞的百分比 20
日龄组显著高于出生组，但单核细胞的百分比则在
出生时数量较多，嗜碱性粒细胞的百分比未见明显
差异[3]。滑鼠蛇和王锦蛇都是适于人工养殖的无毒
蛇，两种蛇都在出壳后就已发育出完善的各型白细
胞，且都以淋巴细胞的百分比占比为最高，但其他
类型白细胞的变化模式不同，甚至相反，提示蛇类
各型白细胞的建立过程既有共性，也有物种特异性。
成体王锦蛇嗜碱性粒细胞的百分比显著低于幼
蛇[3, 21]，说明幼蛇对外界刺激的反应能力较强。滑鼠
蛇嗜碱性粒细胞的百分比蜕皮时显著升高，之后明
显下降，说明嗜碱性粒细胞可能参与蜕皮的生物学
调节过程。开口后，王锦蛇自然状态下喜食鼠类等
动物，实验室内则以鸡蛋液灌饲为主，而滑鼠蛇自
然状态下喜食蛙类等动物，实验室内则以幼蛙为主
食，不同的食性也可能是影响两种蛇血液中各型白
细胞的百分比变化的主要因素之一。血清杀菌能力
能反映动物体的天然免疫能力[20]，滑鼠蛇的血清杀
菌能力随发育进程呈波浪状变化，但组间差异不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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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说明滑鼠蛇在胚后发育初期就已具有一定水平
的天然免疫能力。
总之，在蛇场内稳定的环境条件下，体重的变
化可以作为判断滑鼠蛇幼蛇健康状态的一个有用指
标，滑鼠蛇第一次蜕皮后嗜碱性粒细胞的百分比变
化明显，但其他类型白细胞的百分比无明显变化，
若能从活体尾腹静脉处采集微量血液，可借助嗜碱
性粒细胞和其他类型白细胞百分比的变化来判断滑
鼠蛇幼蛇的身体状况，对其他养殖和野生蛇类研究
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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