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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一 蓝藻的分类和形态观察
一． 实验目的
1．

掌握蓝藻的基本形态构造，主要分类特征。

2．

认识常见种。

二．

实验材料 下述藻类的标本：
蓝球藻、微囊藻、平列藻、颤藻、螺旋藻、鞘丝藻、胶鞘藻、项圈藻、鱼醒藻

三．

用具：显微镜、盖玻片、滴管、纱布、擦镜纸。

四．

观察：用滴管从标本瓶里取少量标本，滴在干净的载玻片上，盖好盖玻片。在显微镜下观

察。注意：标本不宜取得太多，以免影响观察，盖盖玻片时不要形成气泡，显微镜先用低倍镜对准
观察的对象，再转高倍镜仔细观察形态构造。

五.

实验内容

（一）．蓝藻 Cyanophyta:
藻体大多呈兰色，蓝绿色，无色素体，无细胞核、无鞭毛、没有有性生殖，细胞壁由两层组成：内
层纤维质，外层外层果胶质，细胞内具有色素、液泡、伪空泡和蓝藻淀粉。藻体有单细胞，丝状体、
群体。丝状体的种类有藻殖段、异形胞和厚壁胞子等构造。注意观察蓝藻

a.

果胶质藻殖段

b. 异形胞和厚壁孢子
c.
1．

伪空泡
蓝球藻（Chroococcus）：球形或半球形细胞，单生或群体，通常为两个半细胞由被膜结合在一

起。注意细胞内含物是否均匀，是否有色素体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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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微囊藻（Microcystis）：:细胞球形。群体漂浮呈不规则的穿孔或实心团体，大型或小型。细胞

内可见的紫黑色颗粒为伪空泡。
3．

平列藻(Merismopedia)： 球形或半球形。通常细胞在一个平面上排列成纵横的行，形成单层细

胞厚度的平板状群体。具有无色群体胶被，大群体常弯曲。
4．

颤藻(Oscillatoria)：藻体系圆筒形或盘形细胞连成的拄状不分枝丝状体，生活时能颤动，藻丝

顶端细胞圆或帽状。藻丝常有藻殖段。
5．

螺旋藻(Spirulina)：细胞拄形。藻丝由多个细胞组成螺旋状的丝状体。细胞间隔不明显。无异

形胞、厚壁孢子与藻殖段。
6．

鞘丝藻（Lyngbya）植物体为不分枝的单列丝体，丝体呈螺旋形弯曲，胶质鞘坚固，明显，细

胞内含物均匀，或有伪空泡和颗粒，附着或漂浮生活，
7．

胶鞘藻（Phormidium）：植物体成胶状，或皮状，由许多丝体组成。丝体不分枝，直或弯曲，

具胶鞘，无异形孢子和厚壁孢子。
8．

项圈藻(Anabaeropsis)：藻丝单一，螺旋形或环形弯曲。细胞椭圆形，常有伪空泡。异形胞端

位，螺旋形弯曲的藻丝常有两个成对的，间生的异形胞子，这是未成熟的异形胞，待成熟时，丝体断
裂，新的藻丝异形胞仍为端位。
9．

鱼醒藻 （Anabaena）：植物体为单一丝体，或不定形胶质块，或成柔软的膜状，丝体直或不规

则的螺旋弯曲。异形胞间生。浮游生活。

实验二 金藻、黄藻的分类和形态观察
一． 实验目的
1．

掌握金藻、黄藻的基本形态构造，主要分类特征。

2．

认识常见种。

二．实验材料 下述藻类的标本
单鞭金藻、锥囊藻、鱼鳞藻、黄群藻、三毛金藻、等鞭金藻、叉鞭金藻、黄丝藻。

三.

实验内容

金藻以具鞭毛运动的单细胞或群体为主，也有具有伪足和不具运动器官的种类。不活动的种类呈球
形，不定形或分枝丝状体。活动的种类多数无细胞壁，有些种类在细胞周质体外具有硅质或钙质小
片，或具有硅质囊。同化产物为白糖素和油滴。
1． 单鞭金藻（chromulina）单细胞，前有一条鞭毛，细胞裸露能变形，有两个色素体的，色素体
位于细胞的两侧。
2． 锥囊藻(Dinobryon)：常见群体，群体系由多个倒锥形前端开口的的硅质囊壳相互插合构成的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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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状群体，每个囊壳中有一个细胞，细胞纺锤形或卵圆形，以体后端细柄与囊壳相连，细胞有两条
不等长的鞭毛。
3． 鱼鳞藻(Manomonas)：藻体为椭圆形或纺锤形单细胞，具有一条顶生鞭毛，体表具有复瓦状排
列的硅质鳞片，在全部鳞片或仅顶生鳞片上有一条硅质长刺。观察鳞片应用弱光，否则不易观察。
4． 黄群藻(Synura)：藻体为球形或长卵形群体，无胶被。细胞梨形或椭圆形，具有两条等长鞭毛，
后端延长为一个胶柄，互相联结成放射状排列的群体，细胞表质覆盖许多圆形具有短刺的硅质鳞片，
色素体 2 个，片状，周生。
5． 三毛金藻（Prymnesium）可视为具有三条鞭毛，两侧长，中间短，为类似鞭毛的丝体，具有附
着的功能。色素体两个，片状，位于细胞两侧。白糖体位于细胞后，三毛金藻是有害种类，对渔业
造成危害。
6． 等鞭金藻（Isochrysis）：单细胞，细胞裸露，两条鞭毛在形态上相同，以无性生殖为主，是鱼、
虾、贝苗期的良好饵料生物。
7． 叉鞭金藻（Dicrateria）：单细胞，细胞裸露，两条鞭毛等长，鞭毛与细胞等长或约等于细胞的
直径。海产，人工培养作为经济动物的天然饵料。
黄藻以不运动的单细胞或群体为主，运动个体，具有两条构造不同和长度不同的鞭毛，同化产物为
白糖素和脂肪，色素体大多为颗粒状，少数片状。无蛋白核。
1.黄丝藻(Tribonema)：藻体为长的不分枝丝状体，细胞拄状或腰鼓状，长为宽的 2-5 倍，细胞壁为
“H”形节片合成，色素体盘状，多数，在藻丝的末端可见两个整齐的端刺。

四.

问题

1.

蓝藻、金藻，黄藻、有那些主要特征？

2.

比较蓝藻，金藻，黄藻的主要区别。

实验三 硅藻的分类和形态观察
一． 实验目的
1．

掌握硅藻的基本形态构造，尤其是掌握细胞壁的形态构造和主要分类特征。

2．

认识常见种。

二．

实验材料 下述藻类的标本：

小环藻、直链藻、圆筛藻、骨条藻、辐杆藻、根管藻、角毛藻、盒形藻、针杆藻、羽纹藻、舟形藻、
异端藻、布纹藻 、曲舟藻、菱形藻、双菱藻

三.

用具

显微镜、盖玻片、滴管、纱布、擦镜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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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实验内容

多数为单细胞，细胞壁含硅质，由上、下两壳套合而成，壳面有辐射对称或两侧对称的花纹。生活
时藻体呈黄绿色、黄褐色、褐色。同化产物为油滴。繁殖的特点，能产生复大孢子。硅藻门无具鞭
毛的种类。
注意观察硅藻细胞壁的形态构造，注意观察和区别
a. 壳面与环面，
b. 中央节与极节，
c.

假壳缝、壳缝与管壳缝，

d. 间生带与隔片
e.

短轴（横轴、切顶轴），长轴（纵轴、

顶轴），贯壳轴（壳环轴）
f.

短轴（横轴、切顶轴）面，长轴（纵轴、

顶轴）面，贯壳轴（壳环轴）面
g. 复大孢子

中心硅藻纲 Centricae：
单细胞，或由壳面连结成链状。细胞基本上是辐射对称，呈圆盘形，圆球形至圆拄形，壳面花纹放
射对称，没有壳缝或假壳缝，不能运动。细胞外常有突起和刺毛。
1． 小环藻（Cyclotella）：细胞常为圆盘形。壳面圆形花纹放射排列，分外围和中央区，外围花纹明
显，中央区花纹较淡。壳面平直或波状。
2． 圆筛藻 Coscinodiscus）细胞常为圆盘形。壳面圆形，平坦或鼓起，壳面孔纹一般为六角形，排
列成辐射型、束型和线型。壳缘最外部分孔纹间常有刺或有真孔。带面线币形，拄形或契形。色素
体小而多，颗粒，小片状，常分布在细胞四周的原生质中。
3． 直链藻（Melosira）：细胞圆筒形，以壳面相连成丝状群体。细胞一般较厚，有点纹或孔纹，色
素体颗粒，多数。分裂时壳环变的很长。注意复大孢子是否存在？
4． 骨条藻（skeletonema）：细胞透镜形、圆拄形至球形。壳面着生一圈细刺与贯壳轴平行，并同邻
胞的对应刺相连，组成直的长链。细胞间隙或长或短。壳套上细纹平行于贯壳轴。壳面点纹微细不
易见到。色素体 1-10 个。
5． 辐杆藻（Bacteriastrum）：细胞圆柱形。壳面扁平，壳周射出一圈刺毛和贯壳轴平行。然后和邻
刺相连而与贯壳轴垂直。在向四周射出一定距离后仍分两枝。
6． 根管藻（Rhizosoleniales）:细胞单生或组成链状群体，细胞长圆拄形，壳面扁平或略凸，或延长
呈圆锥形突起，带面长，间生带呈环形、半环形或鳞片状。细胞壁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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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角毛藻（chaetoceros）：细胞呈扁椭圆形。壳面椭圆形，壳面平坦、凸起或凹下，有的还有小刺。
长轴带面为四角形，短轴带面为长方形。细胞常借角毛与邻细胞交接成链，或靠壳面相互连接成链，
少数种为单细胞。
8． 盒形藻（Biddulphia）：细胞形状像一袋面粉或近圆拄形，壳面一般呈椭圆形，两端有突起，突
起的末端常有小形的真孔，能分泌胶质，使细胞连成直链或锯齿状链。以胶质附着，营固着生活，
且多半成群体。浮游种类常为单细胞。
9． 双尾藻（Ditylum）：单细胞，细胞三角形，四角柱形或圆柱形。壳面中央有一条粗直中空的长刺，
和贯壳轴平行，在中央大刺四周的壳面上，有的种类有许多小刺，和贯壳轴平行。壳环面随间生带
而有长短。
羽纹硅藻纲 Pennatae：
细胞壳面为线形、披针形、椭圆形、新月形等长形，具壳缝、假壳缝或管壳缝。在壳缝或假壳缝的
两侧具有由细点连成的横线纹或肋纹。带面多数为长方形。色素体盘状，多数，或少数片状 1-2 个。
1． 针杆藻（Synedra）：壳面披针形，带面直线状长方形，壳面具线纹，中央有一条纵的无纹区，
折光强，似一条壳缝，为假壳缝。
2． 星杆藻（Asterionella）
：细胞呈棒状，两端异形，通常一端扩大，细胞以一端连成星状、螺旋状。
甲壳缝不明显。色素体多数，呈板状或小颗粒状。三轴直，切顶轴不对称。浮游种类。
3． 海毛藻（Thalassiothrix）：细胞棒形，直或略晚。单细胞或以胶质相连成锯齿状或星状群体。壳
面具短条纹，壳缘有小刺。壳环面针形，两端形状不同。无假壳缝、间生带和隔片。色素体多数，
颗粒状。
4． 海线藻（Thalassionema）
：细胞棒形。相连成锯齿链。壳面两端圆形、等大。
5． 斑条藻（Grammatophora）:细胞借助胶质块相连成锯齿状或星形的群体。细胞有两个波状弯曲
的假隔片，一端固定在相连带上，另一端游离，游离端头状。甲壳缝很窄，不明显。
6． 羽纹藻（Pinnularia）：单细胞或呈丝状群体。壳面椭圆形至披针形，两侧平行，少数种类中部
两侧膨大或成对称的波状。中轴区宽，有时超过壳面的 1/3，常在近中央节和极节处膨大。壳缝直或
弯曲。壳面具横的、平行的肋纹。
7． 舟形藻（Navicula）：细胞三轴都是对称的。壳面形态多样，中轴区狭窄，壳缝发达，具中央节
和极节。注意与羽纹藻的区别。
8． 布纹藻（Gyrosigma）：细胞狭而扁。壳面 S 形，从中部向两端逐渐尖细，末端尖细或钝圆。中
轴区狭，S 形，中央节处略膨大。壳面花纹为有纵横线纹十字形交叉构成的布纹。壳环面披针形。
9． 曲舟藻（Pleurosigma）：壳面 S 形，壳面点条纹斜列和横列。带面狭，呈弓形或钮转或中部收
缩。注意与布纹藻的区别。
10．

异端藻（Gomphonema）
：细胞常以分枝胶质柄营固着生活。壳面披针形或棒形，切顶轴的

两侧不对称。带面多契形，末端截形。色素体一个，片状侧生。
11． 菱形藻（Nitzschia）：菱形藻形态多样，鉴定该藻主要根据其龙骨突起上有管壳缝。管壳缝的
存在，可据其管壳缝上具有的龙骨点来确定，菱形藻上下壳各有一条龙骨突起，两条龙骨突不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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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因此在镜下某个焦距只能看清一侧的龙骨点，如要看清另一侧的龙骨点，则要调整焦距。
12． 双菱藻（Surirella）：细胞卵圆形或椭圆形，在壳面中央有拟壳缝，壳面边缘有龙骨突，其中
有管壳缝（两壳有 4 条管壳缝），壳面从两侧缘向中线伸展有肋纹，带面细长或契形。

五．问题
1．

硅藻有那些主要特征？硅藻有那些主要的分类依据？

2．

比较针杆藻和脆杆藻、舟形藻和羽纹藻、布纹藻和曲舟藻的异同。

实验四 甲藻、隐藻和裸藻形态观察与分类

一．实验目的
1．

掌握甲藻、隐藻、裸藻的基本形态构造，和主要分类特征。

2．

掌握鉴定甲藻、隐藻、裸藻的方法。

3．

认识常见种。

二．实验材料 下述藻类的标本：
原甲藻、夜光藻、裸甲藻、多甲藻、角甲藻、隐藻、裸藻、扁裸藻，壳虫藻、柄裸藻、衣藻、

三．用具：显微镜、盖玻片、滴管、纱布、擦镜纸。

四．用滴管从标本瓶里取少量标本，滴在干净的载玻片上，盖好盖玻片。
甲藻：（Pyrrophyta）：
藻体以活动的单细胞为主，活动个体具有两条鞭毛，具有细胞壁或周质体，纵裂甲藻纲类细胞壁由左
右两片组成，无纵沟与横沟，横裂甲藻纲的多数种类具有纵沟或横沟，细胞壁由许多小片组成。多数
细胞核一个，大而明显。同化产物淀粉或油滴。
在显微镜下注意观察。
1.

横裂甲藻纲横沟与纵沟

2. 横裂甲藻纲的细胞壁的甲片
1. 夜光藻（Noctiluca）：单细胞。细胞呈囊状，个体大，长
达 1-2 毫米。纵沟很深与口沟相通，末端生出一个触手，鞭
毛退化。细胞中央有一个大液泡。原生质浓集于口沟附近，
原生质丝呈放射状。在受海浪冲击的夜晚能发光。
2．原甲藻(Prorocentrum):细胞左右侧扁。壳壁自中央分成左右相等的两瓣。鞭毛两条，自细胞前端两
半壳之间伸出。鞭毛孔的旁边，在一个壳上，或两个半壳之间有一个齿状突起。壳面上有花纹。
3．裸甲藻（Gymnodinium）：细胞卵形或椭圆形，细胞上下端钝圆或顶端钝圆末端狭窄。横沟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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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环绕细胞一周，纵沟长短不等。细胞裸露或具薄壁，薄壁由许多多角形的小板片组成。细胞表
面平滑少有纹饰。
3．多甲藻（Peridinium）:单细胞，球形或椭圆形。细胞壁厚，有的种类在前后端有短的角，甲片上
常有小刺和隆起的网纹。横纵沟明显，有纵沟的一面为腹面。
：单细胞，顶端和末端都延伸出长角，顶角一个，很长，底角 2-3 个，长
4．角甲藻（Ceratiaceae）
短不一，用铅笔尖轻敲盖玻片，令其翻转，可见细胞显著扁平，有背腹之分，背面凸起，腹面平直。
隐藻 Cryptophyta：
以具有 2 条鞭毛的单细胞为主，藻体无细胞壁具有周质体，细胞背腹扁平，背隆腹平或凹入，前端
斜截头形，后端宽圆或尖，鞭毛侧生种类多为肾形，多数细胞具有两片色素体。
隐藻（Cryptomonas ）：藻体单细胞，椭圆形，背腹扁平，先端通常斜截形，很象个大米粒，有的种类
后端尖而向背面翘起。色素体通常两片。在细胞先端斜截处有两条等长的发自纵沟的鞭毛。
裸藻

Euglenophyta：

多数为活动的单细胞，通常具一条鞭毛，少数种类具 2 或 3 根，同化产物为副淀粉，无细胞壁，仅
具周质体，通常以细胞分裂进行繁殖。
在显微镜下注意观察副淀粉，眼点。
1．

裸藻（Euglena）：细胞纺锤形或针形，细

胞裸露，多数种类表质柔软易变形，有一条顶生鞭毛，
色素体 1-数个，形状多样。副淀粉多数，棒状或粒状，
注意观察红色眼点。
2．

扁裸藻（Phacus）：藻体为扁平、叶片状的

单细胞，不变形，表质有螺旋形或纵走的饰纹。副淀
粉大，环形或圆盘形，轴生，细胞有一根顶生鞭毛，
色素体盘状或环状，在低倍镜下，轻敲盖玻片可见藻
体扁平状。
3．

壳虫藻（Trachelomonas）：藻体为椭圆形或圆形的单细胞，原生质外包被有一个含铁质沉淀的

橙色或褐色的囊壳。有的种类囊壳上有颗粒状或刺状突起，有的种类囊壳前端突起成领状物，原生质
与囊壳后端相连。鞭毛一条，顶生。
4．

柄裸藻（Colacium）
：藻体常附着在浮游动物体上。在高倍镜下，细胞以短柄附着在浮游动物体

上，色素体盘状多数，副淀粉粒状。

实验五 绿藻形态观察与分类

一．实验目的
1．掌握绿藻的基本形态构造，主要分类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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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鉴定绿藻的方法。
3．认识常见种。

二．实验材料 下述藻类的标本：
衣藻、实球藻、空球藻、小球藻、多芒藻、网球藻、水网藻、栅列藻、盘星藻、水绵、鼓藻、新月
鼓藻、角星鼓藻。

三．用具：显微镜、盖玻片、滴管、纱布、擦镜纸。

四．用滴管从标本瓶里取少量标本，滴在干净的载玻片上，盖好盖玻片。
绿藻 Chlorophyta：
绿藻种类繁多，有单细胞、群体、丝状体、多细胞体。藻体大多呈鲜绿色，色素体主要成分为
叶绿素，同化产物为淀粉，运动型细胞具有 2 条（或 4、6）等长，顶生的鞭毛。繁殖方法多样。
在显微镜下注意观察色素体与蛋白核。
1． 衣藻（Chlamydomonas）：单细胞，细胞球形或椭圆形，具有两条鞭毛，细胞壁常有一黑圈，色
素体常杯状，后端有一个蛋白核。
2． 实球藻（Pandorina）：藻体为球形或椭圆形的实心群体，群体由 16-32 个细胞组成，有一个共
同的胶被包裹，群体中的细胞由于互相挤压而成三角形，内部构造与衣藻相似，以无性方式繁殖，
繁殖时可在单细胞内形成一个子群体。
3． 空球藻（Eudorina）：由多个衣藻型细胞组成的球形群体或椭圆形群体，细胞彼此疏松排列在包
被周围构成一个空心球体，细胞球形或椭圆形。
4． 多芒藻（Golenkinia）：通常为单细胞，细胞球形表面具有细长的刺毛，刺毛的粗细相似，色素
体一个，侧生，杯状，蛋白核一个。有时多个细胞的刺毛缠绕在一起可形成暂时性的群体。
5． 小球藻（Chlorella）
：通常单细胞或聚集成群，细胞球形或椭圆形。色素体一个，周生，杯状或
片状，蛋白核一个或无 ，以似亲孢子进行繁殖。
6． 网球藻（Dictyosphaerium）
：细胞球形或卵形着生于母细胞壁变成的十字形或双叉形分枝系统的
顶端，包埋于无色透明的胶被内组成群体。色素体一个，杯状，侧生，蛋白核一个。
7． 水网藻（Hydrodictyon）：大型的网片状或网带状。肉眼可见，细胞长筒形，每一网目由 4-6 个
细胞组成。幼时细胞的色素体为片状，一个蛋白核和细胞核，成熟后色素体呈网状，蛋白核和细胞
核数目随之增加。
8． 盘星藻（Pediastrum）：由 4、8、16-128 个细胞呈同心圆排列一层，组成星芒状平板，群体无孔
或具穿孔，边缘细胞常具 1、2 或 4 个突起。内部细胞多角形，无突起。细胞壁光滑或有颗粒和网纹。
9． 栅列藻（Scenedesmus）：多以 2、16-32 个细胞组成的群体，细胞椭圆形或纺锤形，多个细胞以
细胞壁连接成一个平面，呈栅栏状，细胞壁光滑或具颗粒、刺等构造。每个细胞有一个周生的色素
体和一个蛋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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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水绵（Spirogyra）
：由圆拄形细胞连接成不分枝的丝状藻体。色素体绿色，带状，1-数条，边位，
明显作螺旋形盘旋，色素体上有一列蛋白核。
11．鼓藻（Cosmarium）：单细胞，细胞中部缢入，形成两个半细胞，细胞壁光滑，或具点纹及颗粒
状突起。半细胞具有 1-4 个轴生色素体，每个色素体具一个或数个蛋白核。
12．新月鼓藻（Closterium）：细胞多数为新月形，弓形弯曲，细胞长为宽的两倍以上，细胞中部无
收缢，色素体拄状，具有纵走的脊，轴生，蛋白核数个，排成行或散生，细胞位于细胞中央，细胞
两端有液泡，内有石膏的结晶体。
13．角星鼓藻（Staurastrum）：细胞形态多样，细胞中部收缢，各半细胞顶角延长成臂状突起，顶面
观三角形，四角形或辐射对称形。色素体轴生，有放射状突起伸向个臂状突起，蛋白核一个或每个
突起内有数个。

五．问题：
1. 绿藻有那些主要特征？
2. 比较蓝藻、甲藻、隐藻、金藻、黄藻、硅藻、甲藻和绿藻的区别。

实验六 轮虫形态观察与分类
一．实验目的
1．

掌握轮虫的基本形态构造，尤其是主要分类特征。

2．

掌握鉴定轮虫的方法。

3．

认识常见种。

二．实验材料

下述轮虫的标本：

轮虫、旋轮虫、臂尾轮虫、裂足轮虫、龟甲轮虫、腔轮虫、晶囊轮虫、多肢轮虫、异尾轮虫、巨腕
轮虫、三肢轮虫、聚花轮虫。

三．用具 显微镜、盖玻片、滴管、纱布、擦镜纸。
四．观察 用滴管从标本瓶里取少量标本，滴在干净的载玻片上，盖好盖玻片。在显微镜下观察。
轮虫是一群小型的多细胞动物，体长在 100-200 微米。轮虫头部具有纤毛组成的头冠，消化道的咽
部有咀嚼囊，内有咀嚼器，体腔两旁有一对原肾管和焰茎球，主要进行孤雌生殖。注意观察：
a.

头冠和咀嚼器

b.

被甲

c.

足与足趾

轮虫（Rotaria）：身体长筒形，表面具有假分节，假体节能作套筒状伸缩。头冠分两叶各呈轮盘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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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叶之间有一吻，足末具 3 趾。眼点一对位于背触
手前的吻部。
1． 旋轮虫（Philodina）：眼点一对位于背触手后，
脑的背侧，较大而显著。体较轮虫粗壮。足末具 4
趾。
2． 臂尾轮虫（Brachionus）：被甲较宽阔，多数种
几乎呈方形，被甲前端具 1-3 对的棘刺。足不分节，
具环纹，并能伸缩摆动。趾一对。
3． 裂足轮虫（Schizocerca）：被甲前半较后半为宽，
其长度超过宽度，前端具 2 对棘刺，中间一对小而短，
侧边的粗而长，后端具一对棘刺，右端的长度远超过
左侧的棘刺。足的后端 1/4 处裂开分叉，每叉末端各
具一对趾。
4． 龟甲轮虫（Keratella）：背甲隆起，腹甲扁平，背甲上具有线条纹，把表面隔成有规则的小块，
背甲前端总有 3 对棘刺，后端浑圆或具 1-2 个棘刺，无足。
5． 腔轮虫（Lecane）：被甲卵圆形，圆形或长圆形，背腹扁平，分背腹两片，在两侧和后端由柔韧
的薄膜联络在一起，有侧沟和后侧沟的存在，被甲前端呈平的弧形凹入，后端圆，有小孔由此伸出
足，足短，分两节，趾有两个，较长。
6． 晶囊轮虫(

Asplanchna):体透明似灯泡，后端浑圆，无足，咀嚼器砧型，能转动，并能伸出口

外摄取食物后缩入体内，消化管肠和肛门均消失，胃发达，不能消化的食物，经由口吐出。
7． 多肢轮虫( Polyarthra): 体呈圆筒形或长方形，背腹多少扁平，头冠两旁无耳，体后无足，体两
旁有多数针状或片状附属肢，供帮助和游泳或跳跃用。
8． 异尾轮虫(Trichocera ):身体都是纵长的圆筒形，多少有些弯或扭曲，左右不对称，表面常有纵
脊和沟痕，前端常有齿和刺，足有左右两趾，右趾高度退化，远较左趾短，不超过长趾的 1/3，或只
留痕迹。左趾非常发达，长度总超过体长的一半。
9． 巨腕轮虫(Pedalia): 无被甲，体前半部有 6 个粗壮腕状的附肢，能在水中活泼划动，使身体在水
中自由跳跃，无足。
10．

三肢轮虫(Filinia):体呈卵圆形，无被甲，具 3 根细长的附属肢，前端 2 根能自由划动，后

端一根不能活动。
11．

聚花轮虫(Conochilus ):头冠系聚花轮虫型。围顶带作马蹄形，多为自由游动的群体，群体

小的由 2-25 个个体组成。

五．

问题

1．

轮虫有那些主要特征？有那些主要的分类依据？

2．

比较轮虫与旋轮虫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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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比较臂尾轮虫属中各种类的区别。

实验七 枝角类形态观察与分类
一．实验目的
1．

掌握枝角类的基本形态构造，尤其是主要分类特征。

2．

掌握观察鉴定枝角类的方法。

3．

认识常见种。

二．实验材料 下述枝角类标本：
秀体蚤、尖头蚤、蚤、船卵蚤、网纹蚤、裸腹蚤、象鼻蚤、基合蚤、盘肠蚤。

三． 用具 显微镜、盖玻片、滴管、纱布、擦镜纸。
四．观察

用滴管从标本瓶里取少量标本，滴在干净的载玻片上，盖好盖玻片。在显微镜下观察。

枝角类是一类小型的甲壳动物，体长通常为 0.2-10mm，体由壳瓣包被，侧扁，侧面观多为卵形或近
圆形，体节不明显。头部具有黑色的复眼，并带有水晶体。第一触手小，第二触手发达，呈枝角状，
为主要的游泳器官。胸肢 4-6 对，通常呈叶状。尾叉爪状。发育极少有变态。注意观察和辨别：
a.

吻、复眼、单眼与壳弧

b.

第一、第二触角，第二触角的刚毛

c.

壳瓣，壳瓣的背缘、腹缘、后缘及延长的壳刺

d.

胸肢

e.

后腹部、无肛刺、爪刺

f.

心脏和消化道

g.

腹突、孵育囊与卵鞍

1． 秀体蚤（Diaphanosoma）：额顶浑圆，无吻，无单眼和壳弧，有颈沟，第二触角强大，刚毛序
式为 4-8/0-1-4。后腹部小，无肛刺，爪刺 3 个。
2． 尖头蚤（Penilia）：体透明，头部较小，额角尖细。后腹部狭长，尾爪细长，具 2 个基刺。第二
触角刚毛序式为 2-6/1-4。海水分布。
3． 蚤（Daphnia）：壳瓣背面有脊棱，后端延伸而成长壳刺，吻明显，一般有单眼，无颈沟。第一
触角小，不能动，第二触角刚毛序式为 0-0-1-3/1-1-3。
4． 船卵蚤（Scapholeberis）：体略呈方形，壳瓣腹缘平直，后腹角具有向后延伸的壳刺。头大，颈
沟明显，复眼大，单眼小。本属常利用壳瓣腹缘上的刚毛使身体腹面向上倒悬于水面漂浮。
5． 网纹蚤（Ceriodaphnia）
：体呈椭圆形，后背角明显向后尖突，壳瓣上大多具多角形网纹，头小
向腹侧低垂，无吻。颈沟很深。复眼大，单眼小，第一触角小，稍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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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裸腹蚤（Moina）：壳瓣宽卵圆形，没有完全覆盖躯体部，后腹部常裸露于壳瓣之外，头大，无
单眼，无吻。后腹部只有一列肛刺，最末一个分叉，肛刺的周缘均有刚毛，呈羽状。
7． 象鼻蚤（Bosmina）：无颈沟，壳瓣后腹角向后延伸成一壳刺，第一触角强大，象鼻状，不能动，
固着在吻端，第二触角刚毛序式为 0-0-1-3/1-1-3。吻端与复眼间生一额毛，后腹部长方形。
8． 基合蚤（Bosminopsis）：与象鼻蚤相似，第一触角基部愈合，第二触角刚毛序式为 0-0--3/1-1-3。
壳瓣后腹角不延长成壳刺，后腹部三角形。
9． 盘肠蚤（Chydorus）：体近圆形，稍微侧扁，壳瓣短，长度与高度略等，腹缘浑圆，其后半大多
内褶。头部低，吻长而尖，爪刺 2 个，内侧的一个很小。肠管末端大多有育囊。

五．问题
1．

枝角类有那些主要特征？

2．

比较枝角类雌雄体的区别。

3．

比较象鼻蚤与基合蚤的异同。

4．

枝角类有那些主要的分类依据？

实验八 桡足类形态观察与分类

一．实验目的
1.

掌握桡足类的基本形态构造，尤其是主要分类特征

2.

掌握解剖桡足类的基本方法

3.

认识常见种。

二．实验材料 下述标本：
哲水蚤、真哲水蚤、拟哲水蚤 、真刺水蚤、宽水蚤、胸刺水蚤、华哲水蚤、许水蚤、中镖水蚤、纺
锤水蚤、中华剑水蚤、长腹剑水蚤、大眼剑水蚤、美丽猛水蚤

三．用具 培养皿、解剖镜、解剖针。
四．解剖与观察
桡足类体形多样，一般为圆筒形，正常情况
下体躯由 11 个体节组成，即头部 1 节，胸部
5 节，腹部 5 节。但由于愈合的原因，头部
常与胸部的第一或前 2-3 节愈合成一节，因
而，胸部见 3-5 个体节。生殖孔开口在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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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的腹面。第一对触角发达，为运动和执握的器官，第二对触角为双肢。躯干肢 6 对，第一对
为颚足，无外肢，后 5 对为游泳足，其中前 4 对构造相同，第五对随种类和性别而变化。无腹肢。
解剖与观察：
a.

体形与节数。

b.

头胸部与腹部

c.

生殖节、尾节与尾叉

d.

头部的口器

e.

第一触角形态与节数，注意雌雄体的区别和左右肢的异同。

f.

第二触角的形态构造

g.

胸部的 6 对胸肢，尤其是第五对胸肢的附肢解剖要完整，游泳肢，尤其第五对游泳肢解剖要成

对。

四．观察
1．

哲水蚤(Calanus)：中型桡足类，头胸部呈圆筒形，头部与第一胸节一般分开，胸部 4—5 节，

腹部雌性 4 节，雄性 5 节。第一触角雌性 25 节，雄性 24 节，超过尾叉，末端第 2、3 节有 2 条羽状
刚毛。末两胸节分开，末胸节后侧角钝圆。第五胸节足基节内缘具锯齿。胸体左足比右足长大。
2．

真哲水蚤(Eucalanus)：体形较大，头胸部特别长，头部向前突出，成三角形，头部两侧膨大，

具一透明膜，与第一胸节愈合，第四、第五胸节分开。腹部短，抹一腹节常与尾叉愈合。尾刚毛左
右不对称，通常左侧内缘第二尾刚毛特别长，第一触角超过体长。第二触角内肢比外肢长，第五胸
足雌性消失，雄性单肢型，左足分 4 节，右足有时亦消失。
3．

拟哲水蚤(Paracalanus)：小型桡足类，头与第一胸节愈合，末 2 胸节愈合，额和后胸末端钝圆。

腹部雌性 2-4 节，雄性 5 节，尾叉末端具有 4 根刚毛，。第一触角短于体长，第 2—4 胸足外肢第三
节外缘近端锯齿状。第五胸足雌性对称，单肢，2—3 节；雄性单肢，左足 5 节，右足 2—3 节。
4．

真刺水蚤(Euchaeta)：前额尖锐，额角呈刺状。胸部 3-4 节，腹部雌性 4 节，生殖节雌性不对

称，腹面突起，雄性 5 节。尾节很短，尾叉也短，每尾叉有 1 根大的内刚毛，第五胸足雌性消失，
雄性发达，左足单肢型，末节构造复杂，右足双肢型，外肢 2 节，末节细而长，内肢单节。
5．

宽水蚤(Temora))：小型桡足类，头胸部宽壮，短钝，尾叉较狭长。前四对胸足内肢各分 2 节。

第五胸足单肢型，雌性对称，各为 3 节，雄性不对称左足常呈钳状。
6．

胸刺水蚤(Centropages)：中小型桡足类，头部比胸部狭小，胸部后侧角刺状。腹部雌性 3 节，

生殖节不对称。尾叉较长。第五胸足雌性内外肢各 3 节，外肢第二节的内缘延伸为 1 大刺；雄性不
对称，左足外肢 2 节，右足外肢 3 节，末 2 节形成钳状。
7．

华哲水蚤(Sinocalanus)：头胸部窄而长，胸部后侧角不扩展，左右对称，顶端具 1 小刺。腹部

雌性 4 节，雄性 5 节。尾叉细长。第五胸足雌性双肢型，对称，内外肢各 3 节，外肢第二节内缘具
刺状，末节无顶刺；雄性外肢左右均 2 节，左足末端为 1 直刺，右足第二节的基部膨大，末部呈钩
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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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许水蚤(Schmackeria)：小型桡足类。胸部后侧角钝圆，常有数根刺毛。腹部雌性 4 节，生殖节

膨大，常不对称，腹部明显突出，雄性 5 节。雌性第五胸足第三节较短，最末端的棘刺长而锐；雄
性亦单肢型，不对称，左侧底节内缘向后方伸出一长而弯的镰刀状或腿状的突起。
9．

中镖水蚤(Sinodiaptomus)：小型桡足类，雌性第四胸节背面有 1 矩状突起。腹部分 3 节，生殖

节长而宽，前半部两侧隆起，顶部有 1 刺，第二腹节窄而短。第五胸足的内肢短小，2 节；外肢第
二节末端的爪状刺发达，内外缘都有锯齿，第三小节的分界线不明显，末端有不等长的刺 2 根。雄
性第四胸节背面中央无距突。第五右胸足的内肢短小，仅 1 节，外肢第 2 节背部近外末缘有一圆丘
状突起；左足外肢末端的钳板粗壮，内侧面有横的梯级状隆起线。
10． 纺锤水蚤(Acartia)：体瘦小纺锤形。头背具一单眼，头与第一胸节分开，第四、第五节愈合，
末胸节后侧角钝圆。腹部雌性 3 节，雄性 5 节。尾叉短小，第五胸足雌性单肢对称，2—3 节，雄性
单肢，不对称，左 4，右 4—5 节。
11． 剑水蚤(Cyclops)：第一触角 14—17 节。第 1-4 胸足外肢均为 3 节；第五胸足 2 节，基节与第
五胸节分离，外末角具 1 羽状毛，末节较长大，内缘中部具 1 刺，末缘有 1 长刚毛。
12． 长腹剑水蚤(Oithona)：头与第一胸节分开，前体部 5 节，后体部雌性 5 节、雄性 6 节。生殖孔
位于第 2 节。尾叉对称，前四胸足内、外肢皆 3 节。
13． 大眼剑水蚤(Corycaeus)：小型，前、后体部分界明显，前体部呈长椭圆形。头部前端有 1 对发
达的晶体。第 3、4 胸节常愈合，有明显的后侧角，后体部较短，1—2 节。第一触角短小，第二触
角发达，第 1—3 胸足内外、肢各 3 节，第四胸足内肢退化，外肢 3 节。第五胸足消失，仅留下 2 根
刺毛。
14． 美丽猛水蚤(Nitocra)：体圆拄形，额突起，第一触角不超过 9—10 节，雄性左右皆变成执握肢，
腹部各节的侧面、尾叉及肛门板后缘具细刺。第一触角 8 节，第二触角 4 节，外肢仅一节。雄性第
一胸足底节内末角的刺呈钩状，第 2-4 胸足内外肢均 3 节，第五胸足两性均 2 节。

五．问题
1．

桡足类有那些主要特征？桡足类有那些主要的分类依据？

2．

桡足类雌雄体的区别。

实验九 端足类、糠虾、磷虾形态观察与分类
一．

实验目的

1．

掌握端足类、糠虾类、磷虾类的基本形态构造，尤其是主要分类特征

2．

认识常见种。

二．实验材料

下述标本：

14

糠虾、囊糠虾、新糠虾、刺糠虾、双钩虾、长脚绒、尖头绒、刺端绒节磷虾、脚磷虾、假磷虾

三． 用具 培养皿、解剖镜、解剖针。
四．观察
（一）糠虾类
体细长，类似虾类，头胸甲后端凹陷，没有覆盖整个头胸甲，最末 1—2 个胸节裸露在背甲外面。头
胸甲薄而软，表面光滑，前端具有 1 较短的额角，有一很明显的颈沟，在额角两侧有一对具柄的复
眼。身体分为头胸部和腹部，头胸部由 14 节构成，腹部由 6 节腹节和 1 尾节构成。尾节变化大，是
分类的重要依据。第一触角双肢，由 3 节的柄和 2 鞭组成。雄体在柄的第 3 节末端，具有 1 突起，
上生刺毛，称雄叶。第二对触角双肢形，外肢有发达的鳞片，内肢细鞭形。胸肢双肢形具有发达的
外肢，末端有许多刚毛，为主要游泳器官。有的种类其第一或前两对常变形，内肢短宽而曲折，成
为颚足，后 6 对为步足。腹肢在许多种类，尤其在雌体已退化，失去游泳能力。雄性腹肢通常为双
肢型，第 3 或第 4 对外肢特长，称副交接器。尾肢在内外肢均发达，在糠虾科中，内肢的基部有一
平衡囊。
1. 节糠虾（Siriella）：第二触角外肢有缝。第 2-4 有时在第五复肢间有假鳃。
2. 囊糠虾（Gastrosaccus）：第一腹节侧片特别发达。尾节末端有明显凹陷。额角小，末端钝圆。
第 3-8 胸肢内肢的腕、掌节分开，掌节分成几个小节，或腕掌愈合后分为几个小节。雌性有 2 对复
卵片；雄性第三复肢改变为附交接器；尾肢外肢不分节，外缘有刺但无羽状刚毛。
3. 新糠虾（Neomysis）：第二触角外肢狭长且分节。尾节狭长，具 4 个末端刺。
4. 刺糠虾（Acanthomysis）：第二触角外肢顶端圆，额角向前伸展为刺状突。尾节末端具 2 刺。
（二）端足类
体多侧扁，分为头、胸、腹三个部分，无头胸甲，头很小，第一胸节与头部愈合，复眼一对，
位于头部两侧，很大几乎占整个头部，无眼柄。胸部 7 节，有的种类有愈合现象，腹部发达由 6 节
腹节与 1 节尾节组成。第一触角双肢形，柄有三节，第二对触角单肢型，柄 5 节。胸肢 8 对，单肢
型，第 2-3 对较大，呈假螯状，称腮足，后 5 对爪状，称步足。腹肢 6 对，双肢形，前 3 对适于游
泳，叫腹肢，后 3 对用于弹跳，称尾肢，第三对尾肢极长，与尾节组成不发达的尾扇。
1. 双钩虾（Ampelisca）：体侧扁，触角无副鞭。单眼 4 个或无，头部前端平截或稍凹。第二触角鞭多
于 5 节。大颚须 3 节，第一底节板宽阔，第四底节板大，后缘具缺刻。鳃足亚螯状，第五步足基节
具宽阔的后叶，2 尾肢具刺。浅海生活。尾节具裂缝。
2. 长脚绒（Themisto）：细长脚绒（T.gracilipes ）体长 6—8 毫米。第二腮足的腕节后侧角成匙状突
起，超过掌节长度的一半。第三对步足非常细长，是最长的一对步足，其长度大约为第四对步足的
两倍，在这一节的前缘具有六根长刺毛，在长刺之间整齐地排列着梳状的小刺毛。
3. 尖头绒（Oxycephalus.clausi）：一般体长 10-15 毫米，体无色透明，头节呈圆锥形，额角尖而延长。
复眼为淡黄色，卵圆形，位于头的后半部。胸部背面具有棱状突起。第二触角与颚足缺乏。第一、
15

第二腮足呈钳状。第三第四胸足基节扩大近圆形，第五胸足基节宽大，其余各节短小。腹部后侧角
尖。尾节与最后一腹节愈合，呈等腰三角形，长度为宽度的两倍，尾节两缘呈齿状。
4. 双刺端绒（Amphithyrus. bispinosa）：体长 2-4 毫米，头部高度大于长度，较扁平，额角向下突出。
雄性第一触角较发达。第一、二对腮足简单，第五、六步足基部之间的胸部侧板具粗大角突出，两
侧突起的形状相同。
5．磷虾类
磷虾类一般小型，体长 10-20 毫米，头胸甲发达，包在头胸甲的外侧，有一对具眼柄的大复眼。在
两眼柄间的前端部的头胸甲形成额板，在额板的前端向前突出为额角，在头胸甲的前缘的小刺称眼
下刺，下缘的小刺称侧刺。额角多不显著。腹部较长，7 节，侧面有明显的侧甲板。尾节细长，末
端甚尖，两侧有一对活动的片状刺。第一触角双肢，两鞭约等长，柄 3 节，大颚具触须，第二小颚
外肢小。胸肢 8 对，形状相似，均为双肢型，不形成颚足，外肢发达，边缘具羽状毛，具有强大的
游泳能力，无爬行机能，末对或末 2 对常退化或完全消失。腹肢 5 对，内外肢均呈片状，边缘具羽
状毛，具内附肢，有强的游泳能力。雄性第 1、2 对内肢变为交接器。尾肢双肢型，片状，与尾节形
成尾扇。在胸肢基节外侧生枝状的足鳃，第一对胸肢上的构造简单，末 3 对分枝较多，尤其是最后
1 对分枝更多，大多数种类的这对胸足已退化，仅留足鳃。
磷虾具有特殊的发光器，通常在眼柄上 1 对，2 和 7 胸肢的基部各 1 对，1—4 腹节腹甲的中央，两
腹肢之间各 1 个，但数目变化较大，磷虾的发光器为球形，金黄色而微带红色，前面为一水晶体，
后面为一半球形的反射器，有神经与反射器相通。全为海产。
1.

磷虾（Euphausia）：头胸甲下缘有 1-2 侧齿，第 7、8 对胸肢都很退化，由短小、不分节的刚毛

突构成，腹肢发达，雄性第一对腹肢内肢变为交接器。
2.

脚磷虾（Nematoscelis）：眼中部横缩分上下两半。第一触角雌比雄体细长，第二胸足内肢特别

长而纤细，掌、指节具刚毛。
3.

假磷虾（Pseudeuphausia）
：头胸甲前端向前延伸为片状突起，末端截平，下缘有一对侧齿（成

体消失）。第一触角第一柄节具梳状小瓣突，第六胸末 3 节的长度约为第 5 胸足的一半。

五．问题
1．

端足类、磷虾类、糠虾类有那些主要特征？

2．

比较端足类、磷虾类、糠虾类雌雄体的区别。

实验十 其他浮游动物分类与形态观察
一．实验目的
1．

掌握原生动物、腔肠动物，毛颚动物的基本形态构造，主要分类特征。

2．

掌握鉴定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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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常见种。

3．

二．实验材料
表壳虫、砂壳虫、太阳虫、刺胞虫、筒壳虫、似铃壳虫、类铃虫、喇叭虫、游仆虫、钟虫、聚缩虫、
单缩虫、累枝虫。嘉庚水母、僧帽水母、银币水母、海月水母、海蛰、瓜水母、球栉水母。箭虫

三． 用具 显微镜、解剖镜。

原生动物纤毛虫的结构

四．观察 在显微镜、解剖镜下观察。
（一）原生动物是最低等的单细胞动物，
或由单细胞集合而成的群体，个体微小，
构造简单，但具有完成各种生理机能的胞
器，具有多细胞动物所具有的一切生理功
能 。
肉足虫纲
Sarcodina：
以伪足作运动和摄食胞器，体外无坚实的皮膜，具有伪足 ，伪足的形态多样，
1.

表壳虫（Arcella）：体外具表壳形的外壳，由细胞本身分泌成的薄膜硬化而成，壳口开在腹面中

央，并以不同深度凹陷于壳内，壳背面具有整齐、致密的刻纹，如蜂窝状，壳色有无色、淡黄色、
深褐色。伪足指状，有时伸出壳外。
2.

砂壳虫（Difflugia）：细胞外具有壳，壳由自身分泌的胶质粘结矿物屑、硅藻壳，砂粒而成。壳

面粗糙不透明，壳形多样，壳口位于壳体的一端，并位于主轴正中，伪足指状，数个。
3.

太阳虫（Actinophrys）：体呈球形，原生质有空泡，呈泡末状，还常有藻类共生。细胞核一个，

位于中央，身体内外两层分界不明。伪足辐射状伸出，每一伪足有一坚硬的轴丝，轴丝由靠近细胞
核处伸出，形成如太阳的光芒状。
4.

刺胞虫（Acanthocystidae）
：原生质外有胶质的外包，它是由许多坚硬的硅质鳞片排列而成，鳞

片呈复瓦状重叠，在鳞片层外还有一层硅质辐射状排列的刺，称硅骨针，刺的长短因种而异,骨刺的
末端常分叉。
纤毛虫纲 Ciliata：
以纤毛作为运动和摄食的胞器，纤毛还具有触觉功用，细胞分为内质和外质，外质能分泌一个胶质
或假几丁质的外壳，生有纤毛和刺丝胞。内质含有细胞核，食物泡，伸缩泡等。真纤毛类具有大小
两个细胞核。
1.

筒壳虫（Tintinnidium）：体呈圆锥形或喇叭形，藏在长圆筒形的砂壳内，壳上的砂粒较粗，但

大小不一，没有一定的排列形式。
2.

似铃壳虫（Tininnopsis）：与筒壳虫相似，但壳上的砂粒比较细小，排列也较整齐。壳的前端常
17

有螺旋状环纹。
3.

类铃虫（Codonellopsis）：壳呈壶状。壳体明显可分为：前透明领部和后壶部，领上常有环纹或

其他花纹，壶部一般圆形或卵圆形。壳壁上常有砂粒附着。
4.

喇叭虫（Stentor）：一般个体较大，肉眼可见，体伸长时呈喇叭形，细胞伸缩性很强，前端是一

显著的口围区，体前端有一个伸缩泡，大核念珠状，除浮游生活外，还能固着生活。
5.

游仆虫（Euplotidae）：卵圆形，不宜变形，腹面扁平，背面凸，口缘为宽三角形，6-7 根前腹纤

毛，肛纤毛 5 根，大核一个，长带形，小核一个。伸缩泡后位。
6.

钟虫（Vorticella）：单细胞，体为倒钟形，有不分枝的柄，具有肌丝，能伸缩，以长柄附着在其

他物体上。
7.

聚缩虫（Zoothamnium）：群体，柄分枝，在每小枝的末端着生一个个体，形成树枝状群体。个

体形状与钟形虫相似，柄内有肌丝，群体中个体的柄内肌丝相互连在一起，一个个体受刺激，整个
群体都收缩。
8.

单缩虫（Carchesium）：体形与单缩虫相似，但群体柄内的肌丝在分枝处不相连，受到刺激时，

只有受到刺激的个体收缩。
9.

累枝虫（Epistylidae）：群体，个体通常在两分叉的枝上形成群体，柄内无肌丝 ，不能收缩。

腔肠动物
水螅水母纲（Hydrozoa）
：
体为辐射对称，体型一般较小，有水螅型和水母型，水螅型体分基部、体部和末端的触手部。基
部一般略为扩大，体部多为圆拄形，末端的触手形态多样。水母型可分为伞部、触手、和垂管。水
母体呈伞形，生活时柔软透明。有上伞部、下伞部、缘膜、有的种类有垂管，垂管下方末端有口。
胃在伞的中央，它的四周分出若干条放射状的辐管，连到伞的边缘，与环管相通。
注意观察和区别以下结构
a.

伞部：上伞部、下伞部与缘膜

b.

垂管、口与胃

c.

幅管与环管

d.

触手、平衡囊与眼点

e.

刺囊细胞

f.

生殖囊

1．

僧帽水母（Physalia）：浮囊体大，

呈僧帽状，浮囊体空心，顶端有一小孔，
在浮囊体的下面悬垂着很多营养体，指
状体和长短不一的触手及生殖体。无保
护叶。
2．

银币水母（porpita）
：浮囊体圆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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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囊内有很多气室，背面无帆状突起。
钵水母纲(Scyphomedusae)：
水母体发达，水螅体退化，个体一般较大，无缘膜，中胶层厚。伞部边缘有缺刻，将伞缘分为若干
缘瓣。胃管系统较复杂，胃腔很大，通常分中央囊与四个胃囊。辐管可分为主辐管，间辐管和纵辐
管，主辐管和间辐管均有分枝，纵辐管不分枝。伞的腹面有垂管，中央有口，有些种类有口腕。生
殖腺位于间辐位置的生殖下腔内。
1.

海月水母（Aurelia）
：伞缘分成 8 或 16 个缘瓣，伞缘有许多细小的触手。4 条不分枝的口腕。

有 8 条分枝和 8 条不分枝的辐管相间隔。
2.

嘉庚水母(Acromitus tankahkeel)：其口腕末端有一条鞭状附属物，外伞表面光滑，在外伞表面，

生殖腔底部及下腔间部位都有红褐色的斑点，每个生殖下腔具一个大的梨形乳突。
3.

海蛰(Rhopilema)：口腕基部有大肩板。口腕三翼型，有许多棒状和丝状附属物，腕末端通常有

一条大而长的棒状物，一般无环管。
栉水母纲(Ctenophora)：
体两辐对称，没有刺细胞，没有世代交替的水母。有栉毛板和粘细胞，以栉毛板作为行动器官。有
一个位于体后端的平衡器，胃管系统复杂。
侧腕水母（Pleurobrachia）:体呈球形或长筒形，有 8 条等长的纵列栉毛板。触手基部位于口道与体
表之间，触手分枝。有两条口道管。
毛颚动物 Chaetognatha
毛颚动物身体细长似箭较透明，左右对称，故称箭虫。它的身体前端具有颚刺，又称毛颚动物。
注意观察颚毛、领、侧鳍、尾鳍的构造。
1.

箭虫（Sagitta）：侧鳍两对，前侧鳍位于躯干部，后侧鳍跨于躯干部及尾部之间。有前、后齿列。

2.

翼箭虫(Pterosagitta)：只有一对侧鳍，位于尾部。泡状组织非常发达。

五．问题
1．

比较砂壳虫、似铃壳虫和类铃虫的异同。

2．

比较钟虫、单缩虫、聚缩虫与累枝虫的异同。

3．

腔肠动物有那些主要特征？

4．

比较水螅虫、钵水母与栉水母和珊瑚虫的异同。

实验十一 多毛类形态特征和种类鉴定
一、实验目的
1、掌握多毛类的外部形态特征。
2、了解其分类依据和认识常见的多毛类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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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了解多毛类的固定保存和玻片制作方法。

二、实验用具和标本
解剖镜、镊子、剪刀、解剖刀、培养皿。
多毛类浸制或新鲜标本。

三、实验内容
㈠、多毛类外部形态
本纲动物大小差别甚大（图 11-1）
，小的只 1 毫米，大的可达 2—3 米长。常常有各种鲜艳的颜
色。基本上每节有 1 对腹肢（疣足）。前端有明显的头部。头部具感觉器官如眼和项器（成对的纤毛
陷，接受化学刺激）。
游走目（Errantia）咽部可以翻出，末端具 1 对颚，用以捕捉食物。头部的附肢也变成 1 至数
对触手和 1 对触须。
隐居目（Sedentaria）就没有翻出的咽和颚，而头部的附肢变成了许多丝状构造，称触丝，合
成 1 个触手冠，用来呼吸和摄食（收集水中的细小食物粒）
。有的种类如螺旋虫，其中 1 个附肢还会
变成厣，当身体缩入管内时，此厣可将管口盖住。虽然身体各节基本上各具 1 对疣足，但由于它们
不是经常在外界走动，疣足也就比较退化或改司其他功能了。

图 11-1.多毛类各目的代表
A.沙蚕；B.裂虫；C.疣吻沙蚕；D. 背鳞沙蚕；E. 毛翼虫；F. 毛翼虫管的一端；G. 龙介虫；
H. 螺旋虫；I. 螺旋虫的栖管；J.好转虫；K.淡水多毛类；

1、体形和体色：
⑴体型的基本类型分五种类型：
第一种游走类型，身体在分成许多体节之后而成为长形，每节有一套的器官，特别是一对能行
动和呼吸的疣足，前端除口外，有成对的触觉器官和成对的感觉器官，可以潜居在泥沙之中，也能
在水中自由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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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型是管栖的，终生住在有保护作用的小管内，它们和外界的接触，主要在前端。感觉和
呼吸基本上集中在前端。在管内身体的长度，也相应地缩小，疣足也逐渐趋于退化，以致消失而只
留下少数刚毛，这时候，它们已经不能离开管子而在水中游泳了。
第三类型浮游的类型，如浮游沙蚕，为体形短，附肢宽扁，触手伸长而适应于浮游，连身体的
颜色，也呈半透明，象水母一样，有的具一些小的红色点粒。
第四类型是寄生生活的，则变成长囊形，主在其它动物体内，也有变形象蚕一样抓住其它动物
（海百合）体外，疣足的刚毛变成爪，背触须长在身体的四周，连体内的肠子也变成分枝状了。
第五类型为中间类型的。
⑵体色：多毛类的颜色主要由两种地方产生的：
一种是体内的色素粒：表皮里的色素有青黄色的，也有呈斑状的，还有各种各样的其它颜色，
它的特点是和这种多毛类常住的环境和颜色是一致的。
另外一种是体内的颜色，因为表皮很薄而透露出来。由体内的颜色显示到外面来的有两种，一
类来自血液，红色的为红血素也，有为绿色的，来自血绿素，这种有色的血液对氧气的交换作用比
无色的来得有效；另一种的颜色来自消化管的食物，因体壁呈半透明而表露出来。
2、头部的构造
头部位于虫体前端，由口前叶和围口节组成（图 11-2）。
在游走类，头部结构显著，分口前叶和围口节，口前叶在口的上方，有种种不同形态上有头触
手（口前触手）、触肢（触柱）与眼的感觉器官；围口节是躯体最前端 1—2 节混合形成，一般缺疣
足和刚毛，有时有刺触（围口触手）等构造。

图 11-2.疣吻沙蚕头部的构造
A.背面观

图 11-3.沙蚕科吻之区分示意图
A.背面观

B.腹面观

B.腹面观

隐居类往往缺少眼和触手，触肢（柱）有时变成很多分枝，形成触手冠，有的形成一个
厣，头部缩回时，厣可以盖住管口，有时变成很多的鳃，故其有呼吸、摄食及感觉诸功能，厣有时
可充当盲囊用（图 1-G、H）。
眼睛：一般两对，也有一对，在口前部，黑色是它的眼睛，对光线的感觉灵敏。有些种类没有
杯状的眼睛而只有色素点，也有连色素点都没有的。
①口前叶（又称头节、头叶或前口节）：卵圆形，梯形或多边形。具有四个黑点、浅褐或红色眼，
前端有口前触手（简称触手）和四个卵圆形分节的口前触角（简称触手又称触肢或触柱），眼后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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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横裂称项器。
②围口节：位于口前叶后面的一个环节，环唇沙蚕属由围口节扩展成领部。
围口节触须（简称触须）：位于围口节两侧。除美沙蚕属具三对触须外，其余各属均具四对，即
每侧背腹各两条。背触须较腹触须长。口位于围口节腹面，吻为消化道的口腔和咽外翻形成。由颚
环和口环两部分组成，颚环前端是一对强大的黑色或棕色角质颚，通称大颚。
吻的分区：吻可分为八个区（图 3）
，颚环背中部为Ⅰ区，Ⅰ区两侧为Ⅱ区，颚环腹中部为Ⅲ区，
Ⅲ区两侧为Ⅳ区，口环背中部为Ⅴ区，Ⅴ区两侧为Ⅵ区，口环腹中部为Ⅶ区，Ⅶ区两侧为Ⅷ区。
吻的附属物：除舌沙蚕属、中华沙蚕属、裸沙蚕属、单叶沙蚕属、豆沙蚕属其吻平滑无任何附
属物外，其它各属一般具许多小的黑色或黄色齿（颚齿）或具许多软的突起（乳突）。软疣足沙蚕属、
疣吻沙蚕属的吻无齿仅具软突。突具沙蚕属和拟突齿沙蚕属除具乳突外，还兼有齿。在仅有齿的属
中，齿的排列及形状也是很重要的分类依据，如阔沙蚕的齿紧密排成梳状，国沙蚕属、伪沙蚕属第
Ⅴ区上具特殊的横棒状或横扁平的齿。沙蚕属、刺沙蚕属和全刺沙蚕属皆具圆锥形的齿（图 11-3）
。

图 11-4.多毛类动物的疣足
A.疣吻沙蚕性成熟异沙蚕期疣足；
B.疣吻沙蚕正常个体的第Ⅻ疣足；
C.叶须虫疣足； D.矶沙蚕疣足；

图 11-5.多毛类各种刚毛
A.毛状刚毛；B.桶形刚毛；C.叉状刚毛；
D.翅（膜）状刚毛；E.双翅（膜）状刚毛；
F.腹型（短）节状刚毛；G.腹型（长）节状刚毛；
H.异齿节状刚毛；I.等齿节状刚毛；
J.具巾的节状刚毛；K.具巾的钩状刚毛；
L.钩状刚毛；M.齿片（小钩）刚毛；N.鱼叉状刚毛。

3、疣足：
多毛纲是环节动物中具有疣足的一纲。除围口节和肛节外，每节具有 1 对疣足。它是运动，感
觉兼呼吸的器官。
疣足是体壁肉质突出，可分为单叶型和双叶型两种：
单叶型疣足（图 11-4-C、D），具 1 个疣足叶瓣，叶瓣上具 1 束刚毛。
双叶型疣足（图 11-4-A、B），具有 2 个叶瓣。在背面的称背叶；在腹面的称腹叶。它们的上面
各有一束刚毛。在背叶的背面有 1 根突起，称背触须。在腹叶的腹面有 1 根突起称腹触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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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不同生活环境的适应，疣足的形态往往有不同的变化，尤其是背触须的变化最大。⑴有
扩大成叶片状，起游泳作用的；⑵有分枝成栉状，起呼吸作用的；⑶有转变成鳞片状而覆盖在背面，
借以保护身体的；⑷有变成翼状或扇状，用以激动水流，收集食物，借以适应管栖生活的；⑸也有
退化以致消失的。
疣足上有各种各样的刚毛。位于疣足内部的为足刺（内刚毛），露出疣足外的称外刚毛（简称刚
毛）。刚毛有简单型（不分节）和复型（分节）两大类，它们的变化很大，形状各异。就复型刚毛而
言，通常又分为两类：即等齿复刚毛和异齿复刚毛。前者基节的顶部有两个大小相同的齿，后者基
节的顶部有两个大小不同的齿。
疣足一般成叶状。一个典型的疣足（图 11-4-A、B、C、D）分两叶，在背方的称背枝，在腹方
的称腹枝。它们的边上各生 1 束刚毛，里面各具 1 根作支持用的足刺，此外，背叶的背面和腹叶的
腹面还各有 1 根突起，称须条，背叶的称背须，腹叶的称腹须。
一般疣足的功能虽作游泳用，但是对不同生活的适应，疣足也起了种种的变化。最多变化的是
背须。如游走目中的叶须虫背须特别发达，成叶状（图 11-4-C），司游泳；如矶沙蚕背须成栉状，
成为司呼吸作用的鳃（图 11-4-D）；如多磷虫的背须成鳞片状，借以保护身体；又如磷沙蚕，背须
变成翼状或扇状，用以激动水流，收集食物，借以适应其管栖生活。
㈡、生态
1、分布：大多数生活在海洋中，一般是生活在浅滩至约 40 米深的海底，但少数却居住在 3300
米深的海底。
2、生活方式：一般在水底爬行，潜伏在石下、珊瑚骨骼或水生植物间，或临时的孔穴中，那些
隐居的种类还居住在永久性管子内，或角质长管（如鳞沙蚕）（图 11-1-D）或钙质盘旋状管子（如
螺旋虫）中（图 11-1-H）。还有少数的种类在海洋中游泳，也有少数侵入淡水。也有与其他动物共
栖的，如 Histriobdella 寄居龙虾鳃中，疣足变成了附着器官。又有少数种类营寄生生活，如
Myostomaria 在棘皮动物体表营外寄生生活。
3、发光：有的种类，体上多色彩或花纹，甚为美观，毛翼虫、多鳞虫，能发磷光，有警戒功用。
4、食性：多毛类一般是肉食性的，捕食小甲壳类、贝类、小虫等等，也有摄食藻类的。如海蚯
蚓等，因缺大颚，食性与蚯蚓类似，吞食泥土，摄取土中有机养料。栖居管中者，多由触手或鳃上
纤毛运动，摄取很小生物为食料。
㈢、多毛类分类提要和代表种的观察
1、 分类提要
游走目：仙虫科：海毛虫
鳞沙蚕科：澳洲鳞沙蚕
多鳞虫科：复瓦哈鳞虫
叶须虫科：巧言虫
裂虫科：裂虫
沙蚕科：双齿围沙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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吻沙蚕科：长吻沙蚕
齿吻沙蚕科：中华内卷齿蚕
索沙蚕科：异足索沙蚕
欧努菲虫科：巢沙蚕
矶沙蚕科：矶沙蚕、岩虫
管栖目：角板虫科：角板虫
磷虫科：磷沙蚕（毛翼虫）
丝鳃虫科：丝鳃虫
裸蛹科：中华海蛹
缨鳃虫科：印度光缨虫
龙介虫科：龙介虫
2、 科的代表种观察
⑴仙虫科 Amphinomidae
虫体长或扁椭圆形、横面矩形。口前叶背面圆形、腹面有沟，常陷到前面几体节，1—5 个头触
手、一对触角、两对眼，第 2 对眼后常具肉瘤。咽无颚齿。成束的鳃位于体两边。疣足双叶型，背、
腹刚毛成束。
代表：海毛虫 Chloeia flave (Pallas)（图 11-6）
近纺锤形，体背面每节中央有一紫黑色椭圆或圆形色斑，很大。触柱 2 根，眼睛 2 对。每一环
节具 1 对背鳃。口背方有肉瘤，肉瘤后伸至第 4—5 刚节，约有 25—30 个侧褶边。鳃为两个羽枝，
一大一小，始于第 4 刚节，接近等大。有两条明显的肛须。中央触手、侧触手、肉瘤、背须常具紫
黑色斑。生活在海底泥土中，也是匍匐型的沙蚕。
⑵鳞沙蚕科 Aphroditidae
身体背面有由背触须转变而成的鳞片，鳞片排列通常为每隔一节有 1 对。头部有 3 根口前触手，
2 根长触柱。种类很多。
代表：澳洲鳞沙蚕 Aphrodit australis Baird（图 11-7）
口前叶圆，具一短的中触手。触角 2 个，长为口前叶的 7 倍，上具小乳突。背鳞 15 对。背足刺
状刚毛呈古铜色，长且明显弯曲，数量多，形成一致密的束，似草屋顶或芦苇顶，几乎完全覆于彼
此交叉。
⑶多鳞虫科 Polynoidae
具鳞片，身体背腹扁平短卵圆形。具 0—3 个头触手，位于口前叶前侧缘。翻吻具 4 个颚齿。至
少在体前部鳞片和背须交替排列。疣足多为双叶型，腹足刺具尖端，所有刚毛简单型皆侧生，背刚
毛无叉状和毡毛状。
代表：复瓦哈鳞虫 Harmothoe imbricate（图 11-8）
前对眼部分位于口前叶额角下方腹面，后对眼位于口前叶后侧缘。具三个头触手，中央触手约
为侧触手长的一倍，均具基节及前端膨大的端节。触手、触角、触须和背须皆具稀疏排列的丝状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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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鳞片 15 对，形成椭圆形，具锥形结节、稀疏的缘穗和不同颜色的色斑。疣足双叶型，腹叶发达，
背刚毛稍粗具侧锯齿，腹刚毛浅黄色末端具两具小齿。
⑷叶须虫科 Phyllodocidae
体细长而背腹扁平，口前叶圆锥形、卵圆形、五边形和心形，多具眼。头触手 4—5 个，无触角。围
口节由体前三节不同程度地愈合而成，具触须 2—4 对。吻可外翻、平滑或具乳突。疣足单叶型或伪
（亚）双叶型。本科是很好的游泳型多毛类代表。
代表：巧言虫 Eulalia viridis (Linne)（图 11-9）
口前叶长圆形。5 个头触手。2 个眼（色斑）。吻上分散着许多颗粒状的小乳突。触须指状具尖
端、仅第 2 体节的腹须最短具稍扁。疣足背须长叶片形具尖端；腹须小，卵圆形，长不超过刚毛叶。
有时体节背侧后缘具小的深斑点和横带。广分布种，多采自潮间带岩岸。
⑸裂虫科（枝裂虫科）Syllidae
个体小，不超过 2cm，行无性出芽生殖。口前叶有 3 根触手，2 根触柱，4—6 个眼。围口节有 2
根围口触手，咽部有齿。疣足单叶型，背触须细长或扁平，常分节为念珠状或光滑或有皱褶，腹须
有或无。刚毛通常为复型镰刀状，端片单齿或双齿。生殖期出现简单毛状刚毛。
代表：扁裂虫 SyLlis fasciata malmgrem （枝裂虫）
（图 11-10）
体型细小，长 20—30 毫米，宽不超过 1 毫米。头部明显，略呈椭圆形，横宽，有三个细长的触
手由背须均由背面伸向前方。眼 2 对。口前叶腹面有一对粗大的触角，伸向前方。触须 2 对。疣足
单叶型。触手、触须和疣足的背须均由许多小节所构成，呈念珠状。有一对细长的肛须。全身透明
或乳白色。生活在潮间带牡蛎区、岩礁间、海藻或水螅虫之间，或潜伏于船底的附着物中。黄海、
渤海和越南沿岸都有。
⑹吻沙蚕科 Glyceridae
体细长两端尖细，略扁。口前叶圆锥形、多环轮，前端具个小触手，无触角和触须。翻吻大而
长，为圆柱状或圆棒状，末端具 4 个颚。疣足双叶型或单叶型。鳃有或无、简单或分枝，能收缩或
不能收缩。背刚毛简单毛状、腹刚毛发状。
代表：长吻沙蚕 Glycera chirori Izuka（图 11-11）
口前叶短、圆锥形，具 10 个环轮。吻乳突分散、圆锥形或球形。背须瘤状，位于疣足基部上方。
鳃可伸缩，位于疣足前方。日本，我国黄海、东海、福建平潭、厦门和北部湾均有分布。潮间带和
潮下带均有。喜底质软泥、喜群集，渔民捕虾的桂子网中可大量捕到，是良好的饵料。
⑺沙蚕科 Nexeididae
身体长，具很多体节。头部有明显的口前叶和围口节。口前叶具 2 对眼，2 个口前触手和 2 个大
型的、分成 2 节的触柱。围口节上为疣足，具 4 对（少数 3 对）围口触手。吻端具 1 对大颚，其上
常有很多几丁质小齿或软乳突。疣足桨状，前两对疣足为单叶型，具有背触须和腹触须，其余疣足
通常为双叶型。很少有鳃。背叶具 1 个背须和 1—3 个舌叶，腹叶具 2 个舌叶和 1 个腹须。刚毛主要
为复型刚毛，一般有刺状和镰刀形两种。肛节具肛须 1 对。
代表：双齿围沙蚕 Perinereis aibuhitensis Grube（图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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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前叶前窄后宽似梨形，有中央沟。触手比触角稍短，各 2 个。4 个眼点，呈黑色。围口节触
须 4 对，最长触须后伸达第 6—8 刚节。体中部疣足上、下背舌叶变尖细，稍长于背须，前后腹刚叶
与下腹舌叶几乎等长。腹须短。该种是重要的经济多毛类，个体大，质量好，潮间带上区泥沙滩的
优势种。供做钓饵，为目前出口的沙蚕之一。关于种名的问题国内外均不统一，尚待深入研究。
⑻齿吻沙蚕科 Naphtyidae
身体细长，背腹扁平，横切面呈四方形。口前叶有 4 根小的口前触手，其中腹面 1 对系由触柱
改变而成。围口节有疣足，为双叶型，背、腹叶间常有间须（鳃），上有刚毛；有 1 对短小的围口触
手。疣足的背叶与腹叶间相距较远，背叶下面有 1 根向内或向外弯曲的特殊鳃。吻很大而长，有角
质齿和许多突起。本科常见的仅齿吻沙蚕 1 属。
代表：中华内卷齿蚕 Aglaophamus sinenis (Fauve) （图 11-13）
曾称为中华齿吻沙蚕 Nephths sinensis。口前叶稍宽，扁卵圆形，背面具人字形色斑。前对触手
短细，后对触手稍长。无眼，吻粗棒状，前缘具 22 个乳突。间须始于第二刚节，较长且内卷。越南、
我国黄海、东海、南海潮间带有分布。
⑼索沙蚕科 Lumbrineridae
体细长多环节。口前叶圆形或圆锥形，无触手和触角。围口节两节组成，无触须。在围口节和
口前叶交界处有时具触手。疣足单叶型。
代表：异足索沙蚕 Lumbrineris heteropoda (Marenzeller) （图 11-14）
体呈细索状，黄褐色。口前叶圆锥形，长稍大于宽。前围口节稍长于后围口节。下颚黑褐色，
前端切断缘宽直，后端细长。体前几节疣足小，体中部疣足发达，体后部疣足后叶变长，叶状向上
斜伸。肛节具 4 根肛须。
⑽欧努菲虫科 Onuphidae：
体呈蛆状。口前叶小，腹面具两个球状触角，背面常具两个短的触手，5 个基节多具环轮的后
头触手（角）。围口节背侧有时具一对短的触须。疣足单叶型，体前部疣足通常前伸，腹须锥状，后
部疣足小，腹须垫状；背须皆为锥状，内具足刺，鳃具简单，梳状或螺旋形排列的鳃丝。
代表：智利巢沙蚕 Diopatra chiliensis Quatrefag （图 11-15）
曾称巢沙蚕 Diopatra neapolitana。体前部圆柱状，中后部扁平。口前触手 5 根，一对短的触须
位于围口节的侧缘。前 5—6 对疣足发达。具一个圆锥形有缺刻的前刚叶和 2 个指状后刚叶。鳃始于
第 4—5 刚节，止于第 47—56 刚节。鳃丝螺旋状排列。体长达 250 毫米，宽 10 毫米。牛皮纸状的栖
管直埋于泥沙中，外露部分具碎贝壳和碎海藻片，管下段具粗沙。广分布种，为潮间带沙滩中下区
优势种。
⑾矶沙蚕科 Eunicidae
身体细长,呈圆柱形，有时稍扁、后端尖。口前叶卵圆形形成双叶型。具 1 或 3 或 5 根口前触手，
1 对触柱或没有附属物。无围口触手。吻部有复杂的颚。疣足单叶型，仅具背须、有时内具足刺。
背触须局部或全部转变为鳃（大部分种类体前端的疣足有由背触须转变而成的分枝状鳃）。常具 1 个
自制的革质管子，有时分支。种类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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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 A：矶沙蚕 Eunice aphroditois (Palla) （图 11-16）
中名曾称大矶沙蚕。体前部圆柱形，后部稍扁。口前叶前呈 4 叶，5 个近等长的后头触手，平
滑或稍具皱褶为口前叶的两倍。2 个色浅的眼。疣足单叶型，背须长圆柱形，腹须圆锥形。发达而
直立的梳状鳃始于第 5—7 节至体后，
（多具 17 根鳃丝。这是矶沙蚕属中最大的一处，国外有记录 2
米的个体。三大洋暖水区广布种。见于潮间带和浅水区。
代表 B：岩虫 Marphsa sanguinea (Montagn) （图 11-17）
口前叶前缘双叶形，具 5 个后头触手，以中间者最长，为前叶的两倍。前围口节为后围口节的
两倍。体前部疣足具发达的后叶，稍长的指状背须和稍短的圆锥形腹须。随后背、腹须皆减少为指
状。鳃位于第 24—50 刚节，止于体后端。体背面红褐色具金属的虹彩。为三大洋暖水广分布种。我
国沿海潮间带、潮下带习见。是优良的钓饵，俗称扁食。
⑿角版虫科 Sternaspidae（不倒翁虫科）
体短。身体后端腹面有 1 对角质盾板，故称角版虫。角质盾版的周围有 30 束发状刚毛。体前端
有 3 个半月环状排列的刚毛。口前叶小。体中部前方凹腰处腹面两侧有 1 对指状生殖器。肛门在身
体的后端，其背前方有两丛很长的丝状鳃。全身共约 30 个环节。
代表：角版虫 Sternaspis sculatae (Renier) （图 11-18）
中名又称不倒翁虫。体卵圆哑铃形。长约 20—30 毫米，具 20—22 体节。前 7 节能伸缩。体表
覆有细乳突呈线绒状。口前叶小，乳突状。前 3 节各侧具一排足刺刚毛，约 12—14 根。生殖乳突一
对位于第 7 节上，其后 8 节纤细的刚毛嵌于体壁上。体后腹面，具斜长方形的楯板。15—17 对刚毛
自楯板边缘生出。世界种。我国各海区潮下带常有分布。虫体以前 3 节的足刺刚毛在泥沙中掘穴取
食，以体后的楯板盖于穴口，鳃外伸用以呼吸。
⒀磷沙蚕科 Chaetopteridae（又称毛翼虫科）
居于“U”字形管内，管大部分埋于泥沙中，两端开口露出泥沙表面。身体分 3 段。前段背腹
扁平，有 9 对圆锥形突起，前端形成 1 个宽大的漏斗，背面有 1 对围口触手，口前叶退化；中部由
5 节组成，第一节两侧有 1 对大的翼状突起；后段约有 30 多个体节组成。
磷沙蚕科具管栖，栖于沙或泥沙质海底，栖管牛皮纸状、角质鞘具环轮、透明或半透明或外被
粘泥。虫体具发光能力。
代表：磷虫 Chaetopterus variopedatus (Renier) （图 11-19）
中名曾译为磷沙蚕、海龙、毛翼虫。虫体居住 U 形管内。口前叶小结节状，围口节宽圆领状，
具一对有沟触角和一对不明显的眼。躯干部分为明显 3 区：前区 9—12 刚节，具锥状背叶；中区具
5 个双叶型疣足节，第 1 节具一对分离的翼状背叶，第 2 节具一个杯形器，第 3—5 节的背叶愈合成
圆扇叶；后区 20 多体节，背叶柳叶形或指状，具内足刺，腹叶双叶形具齿片。活体前部黄褐色，中
部绿色，后部黄绿色。世界性分布。潮间带下区及潮下带泥沙滩。
⒁丝鳃蚕科 Cirratulidae（绿鳃虫科）
身体圆柱形。头部明显，无吻及附肢。环节全身相似，疣足退化，有刚毛，背触须很长，成丝
状，具鳃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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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丝鳃虫 Cirriformia comosa (Marenz) （图 11-20）
体细长，圆柱形、两端尖。口前叶钝圆锥形，2—4 对眼点斜排于口前叶两侧。围口节 3 环轮。
触角和触须均始于第 1 刚节。鳃丝可分布至体后部。体中部鳃丝距背刚叶的距离比背、腹刚叶的间
距宽。酒精标本黄褐色。世界性分布。我国黄海潮间带岩岸和潮下带沙泥质。本种拉丁文 Audouinia
comosa ， Cirriformia comosa 中名均译为丝鳃虫，是否同种，尚待研究。
⒂裸蛹科 Ophellisae（或称海蛹科）
身体较短、两端尖。头部没有附属器官。有吻，有时能伸出。疣足退化，背触须较长，有鳃的
功能。浅海穴居种类。
代表：扁蛰虫 Loimia medusa (Savigny) （图 11-21）
体短，呈纺锤形。口前叶细长。有眼点，触手须状。鳃 3 对，树枝状，位于第 2—4 节，以第 1
对鳃最大。围口节膜叶状，第 2、3 节具愈合成侧瓣。胸区 17 刚节，在 15 节前有明显的腹腺垫。生
活时触手为紫红色，鳃为鲜红色。栖管膜质，外有泥沙、碎石和碎贝壳等。广布于热带暖温带。我
国黄海、东海、南海潮间带和潮下带软泥沙质底有分布。
⒃缨鳃虫科 Sabellidae
滤食性生活的管栖多毛类，具泥沙质、草质或胶质，非石灰质的栖管。躯干部光滑圆柱状，分
两区：胸区短，腹区很长。鳃冠（触手冠）位于胸区前端，漏斗状，无壳盖，具两个有沟触角和一
对膜状唇。围口节发达，形成完整或有缺刻的领部。
代表：印度光缨虫 Sabellastarte indica (Savigny) （图 11-22）
中名曾译为光缨虫。体大而粗。鳃丝约 40 对，螺旋状排列，具咖啡色斑。领发达，共 4 叶，两
个半圆形背叶和两个近三角形腹叶。印度洋、太平洋、澳大利亚等有分布。我国南海泥质沙底有发
现。
⒄龙介虫科 Serpulidae
围口节上无刚毛，口前叶上有 1 对半月形的羽状鳃，是由触柱转变而成，背鳃丝有 1—2 条，末
端膨大形成管盖。围口节向前伸长，形成膜状领。虫体具有胸套。居住在自己分泌的石灰质管子中。
代表：龙介虫 Sorpula vermicularis Linnaeus （图 11-23）
体长 20—30 毫米，壳盖漏斗状，其边缘有 30—40 个钝锯齿。鳃冠螺旋状排列。7 个胸刚节。
领为 3 瓣，两侧有缺刻。管的切面为圆形，管表面有 5—7 个纵脊。世界种，是主要污损之一。我国
沿海潮间带、潮下带均有分布。
㈣、多毛类的固定保存和玻片制作
1、固定保存
采集多毛类带回实验室后，用水洗去身上粘附的泥沙，然后以淡海水各半加硫酸镁麻醉。在半
醉时，加入少许重鉻酸钾晶体，即可使其头部伸出。固定及保存于 5—10%福尔马林中。管栖多毛类
在固定前要把虫体从管子中剖出，固定及保存于 70%酒精中。多毛类幼虫可用浮游生物网捞获，固
定于鲍氏固定液中。
2、 玻片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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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毛类的横切片，可用石蜡切片法，染色子豆氏苏木精，并以伊红染液复染。它的疣足制片，
无须染色。

图 11-6. 黄斑海毛虫

图 11-7. 澳洲鳞沙蚕

Chloeia flave (Pallas)

Aphrodit australis Baird

图 11-8. 复瓦哈鳞虫

图 11-9. 绿巧言虫

Harmothoe imbricate

Eulalia viridis (Linne)

图 11-10. 裂虫

图 11-11. 长吻沙蚕

SyLlis fasciata malmgrem

Glycera chirori Izu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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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2. 双齿围沙蚕

图 11-13. 长吻沙蚕

Perinereis aibuhitensis Grube

Glycera chirori Izuka

图 11-14. 异足索沙蚕

图 11-15. 巢沙蚕

Lumbrineris heteropoda (Marenzeller)

Diopatra neapolitana

图 11-16. 矶沙蚕

图 11-17. 岩虫

Eunice aphroditois (Palla)

Marphsa sanguinea (Monta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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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8. 角版虫

图 11-19. 毛翼虫

Sternaspis sculatae (Renier)

Chaetopterus variopedatus (Renier)

图 11-20. 丝鳃虫

图 11-21.栉毛蛰龙介

Cirriformia comosa (Marenz)

Loimia medusa (Savigny)

图 11-22. 光缨虫

图 11-23. 龙介虫

Sabellastarte indica (Savigny)

Sorpula vermicularis Linnae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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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问题
1、多毛类体形的基本类型分哪五种类型。
2、多毛类头部的组成及其形态特征。
3、什么叫疣足，分单叶型和双叶型。其形态有那些区别。
4、多毛类分游走目和管栖目，它们有那些主要的特征。

五、作业
1、描述双齿围沙蚕的外部形态特征。
2、画出双齿围沙蚕头部及其身体中部疣足图，并标出各部分名称。

实验十二 贝类的基本特点和各纲特征的主要区别
一、实验目的
1、掌握贝类基本特征、分类依据及了解其生态特点。
2、掌握多板纲、瓣鳃纲、腹足纲和头足纲的代表种的外部形态和各纲的主要区别。

二、实验用具和标本
解剖盘、镊子、培养皿。
各纲常见种类的标本。

三、实验内容
㈠贝类
在动物界中有一类动物叫软体动物，其种类繁多，有 11.5 万种，数量仅次于节肢动物，为动物
界中第二大动物门。其身体是柔软的、不分节或假分节，大部分种类都具有贝壳，即使有个别的种
类在成体时贝壳消失，但在幼体阶段都具有贝壳。因此，我们把软体动物也称为贝类。

图 12-1.软体动物各纲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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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无板纲；

B.多板纲；

E.掘足纲；

C.单板纲；D.瓣鳃纲；

F.腹足纲；

G.头足类。

贝类包括牡蛎、鲍、乌贼和不常见的角贝、龙女簪等(图 12-1)。从外表上看，它们的形态差别
很大，但基本的结构是相同的。
它们的主要特征有：
1、 它们的身体柔软，不分节或假分节；
2、 通常由头部、足部、躯干部（内脏囊）、外套膜和贝壳五部分构成；
3、 除瓣鳃纲外，口腔内有颚片和齿舌；
4、 神经系统包括神经节、神经索和一个围绕食道的神经环；
5、 体腔退缩为围心腔；
6、 间接发育的具担轮幼虫期和面盘幼虫期。
㈡、贝类的外部形态

软体动物的身体可以分为头部、足部、内脏囊、外套膜和贝壳 5 个部分，外部形态主要是指贝
类常可见的头部、足部、外套膜和贝壳等。
1、头部
软体动物的头部包括口、触角、眼等器官。
⑴一些原始的种类，头部只在身体的前部有一个开口，它与身体整个没有明显的界限，例如无
板类。
⑵有一些种类，如双壳类，由于其外套膜和贝壳特别发达，将头部完全包被，限制了头部的发
展，仅在口的周围生有两对唇瓣，用以选择食物，它的感觉器官生在外套膜的边缘，如外套眼、外
套触手及水管和水管触手等。
⑶较进化的种类，随着神经向头部集中，头部逐渐发达，生有触角和眼，如腹足类和头足类。
①腹足类的头部很发达，一般呈圆柱状或略扁平，上面生有触角 1 对（前鳃类和肺螺类的基眼
类）或 2 对（后鳃类和肺螺类的柄眼类）。
A.触角的形状随种类不同而异：
有的种类能收缩，如柄眼类可以完全缩入头内；
有的种类触角萎缩甚至木显，如小榧螺、笋螺；
有的种类两对触角愈合形成头循面，其 4 个顶角即相当于触角的尖端，如后鳃类中的枣螺科；
裸鳃类中有些种类两个前触角愈合形成头部前方的头幕，如缨幕、枝背海牛；有的种类触角有
分枝如海蜗牛；
还有一些种类如原始的前鳃类在两个触角之间有头叶，如马蹄螺、鲍等。
B.眼 1 对，有二对触角的种类眼位于后触角的顶端，有一对触角的种类眼一般位于触角的基部。
C 头的前部腹面有口，很多种类的口向外突出成吻，这在肉食性的种类更为发达，如凤螺、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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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蛾螺。
②头足类的头部一般为圆筒形或稍近球形。
头的两侧各有一个极发达的眼，眼一般无柄，但有个别种类有显着的柄，如 Tarenius 和 Loligo
peali。
眼的外方有角膜，角膜有孔与外界相通（开眼族）或无孔（闭眼族），眼的前方有一小孔，称为
泪孔。
眼的后方，贴近外套膜边缘的部位也有一个小孔或小凹陷，为嗅器。某些种类（如八腕
类）眼的周围常生有棘状突起。
头的顶端有口，口周围有口膜，口膜常分裂成片状，一般为 7 片。
有的种类口膜尖端生有吸盘。头部腹面中央有一凹陷，为漏斗贴附的部位，称为漏斗陷。
2、足部
足是位于动物身体腹面的运动器官，随动物的生活方式不同而形成不同的式样，很多种类，如
双神经类、腹足类，足极发达，腹面平滑适于在陆地或水底爬行；很多种类，如双壳类，足扁平，
呈斧刀状，便于挖掘泥沙，有些种类由于固着在外物上生活，足退缩或完全消失，如牡蛎；还有些
种类足退缩，但具有足丝腺，能分泌足丝用以附着在外物上生活，如贻贝、扇贝等。
⑴腹足类的足一般平滑，趾面宽广，适于爬行。
但也因种类不同，而形态各异：
①有的足前部特别延伸形成触角状，如盘螺和蓑海牛；
②有的种类足的后部很尖，带有一条很长的丝或分叉如织纹螺；
③有的种类足的踱面中央有一条纵播，将足分为左右两部分，在爬行时左右交替运动，像高等
动物的迈步一样，如圆口螺；
④有些种类足的前部特别发达，其作用如锄，能将其前方的泥沙分开，以利爬行或借以挖掘泥
沙，潜伏其中，这种发达的足，前方常向背部反转包被整个头部及贝壳前端，称为前足；
⑤有的足的后部也特别发达，向背部卷，卷盖贝壳的后部，称为后足；如玉螺、榧螺、竖琴螺；
⑥有的足两侧极为发达，形成侧足，如泥螺、枣螺、无角螺等很多后鳃类，侧足也可向背部延
伸包被贝壳，动物可以借侧足的运动在水中做短距离的游泳，甚至有的种类，左右两侧足在背部愈
合形成一个在前端开口，后端封闭的肌肉囊，动物可借囊中水分向前排出行动，如背肛海兔，在冀
足类中有四翼螺侧足形成每侧的两个很发达的叶，这四个叶可以不停的摆动，像翅膀一样在水中游
动；
⑦很多种类足的侧缘明显凹入，形成上、下两部分，上部称为上足，上足常生有许多色素及触
手如马蹄螺、鲍等；
⑧有些固着生活的种类如蛇螺足则很小，仅在前端形成两个长的足触手，后端有一个柱状的足，
为厣的固着处；
⑨营寄生生活的圆柱螺以及纵沟螺等在棘皮动物的体内寄生足亦十分退化。
⑵头足类的足形态比较复杂可以分为腕和漏斗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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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腕
头足类腕的数目因类别而异：
A.在四鳃类的鹦鹉螺有 9O 个。
B.在二鳃类的八腕目有 8 个，十腕目除与八腕目相同的 8 个以外还有 2 个触腕。
a.在八腕类吸盘的构造简单，仅是一个圆形的肌肉，吸盘中心为一小孔，小孔内为一空腔，当
它吸着外物时，由于肌肉的伸缩可使腔中形成真空，故吸着力很强，八腕目的吸盘通常在腕上排列
为 2 行，仅有个别属如 Eledone，排列成一行，Tritaeopus 排列成 3 行。
b.十腕目的吸盘构造比较复杂，吸盘为球形或半球形，有柄与腕相连，吸盘器为圆形或一窄缝，
口部周围有许多放射肌肉，口内为一空腔，腔壁有角质环。
角质环的外缘具齿，齿的形状、数目随种类而异，可以做为分类的依据，在角质环的外围敷有
许多角质小板，板上各有一个角质突起形成一个疣带，十腕目的腕吸盘排列为 2 行或 4 行（枪乌贼
2 行，乌贼 4 行）触腕穗上吸盘则为 4 行或多行。
C.在头足类雄体的腕中有 1 或 2 只变形，成为交尾时传递精荚的腕，称为茎化腕。
a.在二鳃类八腕目一般是第三对腕茎化，章鱼为右侧第三腕茎化，船蛸为左侧第三腕茎化；
b.在二鳃类十腕目一般是第四对腕茎化，如鱿鱼、枪乌贼、乌贼、耳乌贼是左侧第四对腕茎化，
微鳍乌贼和旋壳乌贼第四对腕均茎化。但亦有例外的情形，如毛氏四盘耳乌贼为左侧第一腕茎化，
僧头乌贼第一对腕均茎化。
②漏斗：它是头足类特殊的运动器官，位于头部腹面的漏斗陷部分，是由上足特化而成的。
A.在鹦鹉螺它是由左右对称，互相覆盖的两片形成，不是完全的管子；
B.在二鳃类则形成完整的管子。漏斗由水管，漏斗基部和由基部向后体背两侧控制的肌肉组成。
漏斗是头足类重要的运动器官，它是依靠闭锁器的装置使体内的水分排出而在水中游泳。
⑶双壳类的足与腹足类的足相似，是伸向腹面的一个发达的肌肉器官，它的足常用作挖掘泥沙，
潜伏其中，故一般扁平，呈斧刃状。
但随种类不同有很大变化：
①原始的种类足呈圆柱形，两侧稍扁，末端腹面为扁平的足底（又称“蹠面”），如胡桃蛤超科
和蚶蜊等，可用足匍匐而行。
②演化的种类足不具蹠面，先端腹面呈斧刃状或龙骨状突起，在足的前方或前、后方突出呈尖
状物，使足形成有一个前尖，如鸟蛤，或具有前、后两尖，如三角蛤。尖状物可以延伸，甚至使足
部伸长成触手状，如孔螂。在满月蛤超科中的大多数种类，足呈一细长圆柱形向前方伸出，先端膨
大。竹蛏足的末端膨大而无固定的形状。
③在不常活动或不能活动的种类，足部非常退化。如牡蛎在固着后，终生不能移动，足就完全
退化消失；扇贝在成体时，足已失去了运动的机能，变得很小。而足能分泌足丝，用以附着在其它
物体上。
3、外套膜
外套膜是身体背侧皮肤褶襞向下伸展而成(图 12-2)，往往向下包裹了整个内脏团和鳃(图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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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连足也包在内。外套膜包围着的那个空隙，就是外套腔。外套腔与外界相通。在水中呼吸的种
类，外套腔通常是水流经过的地方。外套膜内侧的纤毛打动，可以帮助水流在体内流功。外套膜富
有血管，可以进行呼吸。通常排泄孔、生殖孔和肛门有时甚至于口(如辩鳃类)都是开口在外套腔中，
因此外套腔中水流的川行对它们的生理作用甚大。乌贼、鱿鱼等外套膜富有肌肉，收缩时可使外套
腔的水流由一漏斗状的口急剧喷出，推动身体向相反方向运动，因此外蛮膜也可以有运动的功能。
蜗牛等的外套膜形成囊状的“肺”，上面满布血管。这种“肺”有气孔通外，是在空气中进行呼吸的
器官。
外套膜的表皮(外胚层形成)有分泌石灰质贝壳的功能。

图 12-2 瓣鳃类形态模式图：
A.侧面解剖；

B.横切面。

4、贝壳
软体动物的贝壳系由外套膜分泌而来，有的种类有一枚贝壳（腹足类、掘足类和头足类）；有的
种类为两枚贝壳（双壳类）；也有少数种类有 8 枚壳板（多板类）。
绝大部分软体动物具有不同形状的贝壳。贝壳一般是用来保护身体的柔软部分。辩鳃类的贝壳
是两瓣的；腹足类的贝壳一般是螺旋形的；掘足类的贝壳是长筒形的；双神经纲中的种类，一般是
有 8 块贝壳作按瓦状排列(有些没有贝壳，只具石灰质的骨针）；
头足类的贝壳，少数在体外(如鹦鹉螺)，多数已被包入体内，形成所谓海螵蛸(如乌贼、鱿鱼），还
有完全退化了的(如船蛸)。
贝壳的成分主要由占全壳 95%的碳酸钙和少量壳基质等所成。这些物质是由外套膜上皮细胞间
隙的血液中渗透出来的。
贝壳可分 3 层(图 12-3)。最外层叫角质层，又称壳皮，乃是由与昆虫的几丁质相似的壳基质构
成，很薄，有各种色泽，是用来保护里面的钙质层不易被碳酸所溶解的。中层叫棱柱层，又称壳层，
很厚，是钙质的棱柱形的结晶所构成。最内的 1 层，是珍珠层，又称壳底，是钙质和壳基质所构成，
能折光反射，故有光泽。外层和中层是由外套的边缘分泌而成，随外套的生长而加大了面积，经分
泌之后不会继续加厚。内层(珍珠层)是整个外套的表面分泌的，因此在贝壳形成之后，还可以不断
地加厚。珍珠就是珠母贝等的外套分泌成的，其质料和珍珠层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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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壳的形成，特别是外套边缘所分泌贝壳的厚度、色泽
等，常受外界环境的影响。不同季节所分泌的情况有所不同，
有时还会因食物缺乏或繁殖的关系停止生长。因而贝壳的表面
形成所谓“生长线。，和树木的年轮一样，可以用来断定软体动
物的年龄。

㈢贝类的分类
通常根据①贝壳的形态；②外套膜的形态；

12-3 河 蚌 贝 壳 和 外 套 膜 横 切

③鳃的数目、形态和位置；④运动器官的性质；⑤神经系统的分化情况；⑥体制是否对称。
可将贝类分为 7 个纲：无板纲、多板纲、单板纲、瓣鳃纲、腹足纲、掘足纲和头足纲。
各纲的形态特征：
1、无板纲：
无板纲为贝类的原始类型，形似蠕虫，
没有贝壳，故称“无板类”。这类动物的头部
也不明显，无眼和触角。具齿舌。足部退化。
身体腹面中央通常有一沟，故又称“沟腹纲”。
体外覆一外套膜，一部分种类后端有一囊状
的外套腔，肛门、生殖孔及 2 个栉状鳃都位于其中。神
经系统由围绕食道的一个神经环和

图 12-4 新月贝目
A.隆线新月贝；

它向后延伸的两对神经索组成。一

B. 龙女簪

1.口；2.腹沟；3.排泄腔

般没有明显的神经节。世界上总共
约有 100 种，全部生活在海里，如龙女簪(图 12-1)。本纲又分为 2 目：毛皮贝目和新月贝目(图 12-4)。
2、多板纲
本纲动物在软体动物门中比较原始，从外形上观察容易与其他的软体动物区分，其基本特征有
(图 12-5)：
①体形：略呈椭圆，背腹扁平，左右
对称。
②贝壳：身体背面具有 8 块板状贝壳，
呈覆瓦状排列，前后有关节相
连接，可以活动，
身体也可卷曲。
③环带：身体背面被壳板覆盖
外的裸露的部分称环带，是壳片周围的外套
膜，其上生有各种刺、棘、鳞和针束等。

图 12-5

④头部：其小，位腹面的前方，

A. 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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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B.腹面；

鳖
C.内部构造

呈圆柱形，具一短吻。无眼和触角。
⑤足部：头后为足，占腹面的绝大部分，足与外套膜间的沟为外套沟。
⑥鳃：呈羽状，位于外套沟，有 6——88 对。
⑦神经系统原始，无明显神经节，只有围绕食道的环状神经及其派生的 2 对神经索组成。
⑧雌雄异体，体外受精，间接发育具担轮幼虫期。
本纲动物完全在海洋中生活，通常栖息在正常盐度的沿海或盐度较高的大洋底，淡水、咸淡水
中没有它们的踪迹。自潮间带至水深 4000m 都有它栖息，但以潮间带和浅海生活的种类和数量较多。
其分布也很广泛，从寒带至热带遍及全世界海洋中。
3、单板纲
形似多板纲动
物，体左右对称，背
面有一帽状贝壳。头
部不明显，有 1 对触
角，足扁平块状。器
官有明显的分节现
象。本纲动物以往仅
知为化石种类。自
1952 年起，先后发现
8 种现存种类，均生

图 12-6 单板纲外形模式

活于深海底，如新蝶
贝（图 12-6）
。这类

A.内部构造；

B.贝壳背面

1.口；2.外套膜；3.足；4.贝壳；5.鳃；6.肛门

现存动物的发现，对
探讨贝类的起源与进化提供了新的材料。
4、瓣鳃纲
本纲动物包括常见的牡蛎、蛤、扇贝、河蚌等，它们的特征有(图 12-7)：
①身体常侧扁，贝壳分左右两瓣，故又称双壳类。
②鳃 2 对，通常呈瓣状，故称瓣鳃类。
③头部退化，也无齿舌或触角等构造，故又名无头类；足部发达呈斧头状，故又名斧足类。
④神经系统简单，已有明显神经节分化，由脑侧、脏、足三对神经节及其相连的神经索
构成。
⑤心脏有 1 个心室和 2 个心耳。肾 1 对，一端开口于围心腔，另一端开口于外套腔。
⑥大多数种类为雌雄异体，少数为雌雄同体。发育期间经过单轮幼虫和面盘幼虫。
瓣鳃类动物为世界分布，大约有 1.5 万种，且都营水生生活，海产种类约占 80%。决定某一种
的分布，主要是根据它们对温度、盐度和底质的运动能力。如贻贝为寒温带的种类。对高温的适应
性差，所以在热带地区很少生长；而船蛆对温度的适应性很强，其分布遍及世界各地；象砗磲 Tridac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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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低温的适应力很差，因而仅能在热带、亚热带海区生活。同样，如近江牡蛎对盐度的适应能力很
强，它能分布到咸淡水区域中生活。

图 12-7 瓣鳃类的贝壳
A—C.纵切面开闭时韧带的变化；D.铰合齿、齿槽和后闭壳肌的位置
5、腹足纲
腹足纲是软体动物中种类最多的一个纲，如鲍、
田螺、蜗牛和蛞蝓等(图 12-8)。其主要特征有：
①身体分头、足、内脏囊三部分，体外有一枚
由外套膜分泌形成的螺旋形的贝壳，因此又称单壳
类或螺类。
②有发达的头部，具 1——2 对触角，头部和足
部左右对称。
③口腔形成口球，内有齿舌和颚片。

图 12-8 腹足类体制的模式图

④足部发达，位于身体的腹面，故
又称之为腹足类。有些种类具有由足腺分泌形成的厣。
⑤有些种类的内脏囊，因发生时经过旋转而形成左右不对称。
⑥心脏位于身体的背侧，有 1 个心室和 1——2 个心耳。
⑦神经系统由 4 对神经节及其派出的神经索组成的。
⑧雌雄异体或同体，多数种类发生经过担轮幼虫和面盘幼虫。
腹足类是软体动物中分布最广的一类动物，约有 8 万 8 千种。
无论是海洋、淡水或平原还是高山，从热带到南北两极，都有它们
的踪迹。但主要是在水中生活。
6、掘足纲
体圆筒形，外套 2 片，在腹面愈合。体外具一长圆锥形而稍弯
曲、前粗后细，且两端开口的管状贝壳。因形似牛角，通称角贝。
头部不明显，有齿舌，但无触角及眼。前端具一吻突。有的种类
具头丝，无鳃。足呈圆柱形，适于挖掘泥沙。全为海产(图 12-9)。

图 12-9 角
A.外形

贝

B.内部构造

掘足纲动物完全海产。已知约 200 余种，多分布于潮流不急的内湾及海底，以居住在沙中的居
多，深海的泥底也有生活。生活时借前端伸出的足，将身体埋藏于泥沙中，通常埋入泥沙中时常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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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的后端约 1/3 露出地面。通常以原生动物，如有孔虫，双壳类的幼虫和硅藻等饵。同时，本身也
是其他肉食性动物的饵料。本类动物没有多大的经济价值，数量也不很多，与人类的关系不大。
7、头足纲
头足类由于发达的足环生于头部前方而得名，多数能在海洋中作快速长距离游泳(图 12-10)。
其基本特征为：
①头部和足部很发达，足环生于头前方，故
称之为“头足类”。
②除鹦鹉螺（贝）具外壳，其他种类为内壳或贝壳
退化。
③足部特化由 8 或 10 只腕及一个腹面的漏斗组成。
④口内有颚片和齿舌。
⑤心脏有 2 个或 4 个心耳，相当于鳃的总数。
⑥头足类的神经系统较复杂，神经节集中在头部，
头部两侧各有 1 个构造复杂的眼睛。
⑦多数的种类在内脏的腹侧具墨囊。
⑧雌雄异体，体内受精，直接发育，无变态。
现有头足类约有 500 种，多为化石种类，全为海产，
在海中分布很广，绝大多数分布在温暖
的盐度较高的海洋中，由浅海至 3500 米深海，表
层、中层以及海底，寒带、热带都有。但在暖海种
类最多。我国沿海以乌贼、枪乌贼、章鱼最为常见。
南方的台湾海峡还有鹦鹉螺。

图 12-10 头足纲动物
A.鹦鹉螺外形；B.鹦鹉螺剖面；
C.枪乌贼； D.蛸； E.船蛸

四、问题
1、什么叫贝类？贝类的基本特征有那些。
2、贝类是又哪五部分组成的。
3、贝类的分类是按那些分类依据。分哪 7 个纲。
4、贝类中各纲形态特征的主要区别有那些。

五、作业
1、写出贝类的基本特征有哪些。
2、根据那些依据，将贝类分成几个纲及其各纲的主要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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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十三 多板纲形态特征和种类鉴定
一、 实验目的
1、 掌握多板纲种类的外部形态，特别是壳板上的特征。
2、 了解多板纲的分类依据，认识常见的种类和生活环境。

二、实验用具和标本
解剖盘、解剖针、剪刀、镊子、放大镜等。
浸制的多板纲种类的标本。

三、 实验内容
㈠外部形态
本纲动物在软体动物门中比较原始，从外形上观察容易与其他的软体动物区分，它们的身体通
常背腹扁平，椭圆形的(图 13-1)。
1、壳板的形态：
⑴、分头板、尾板和中间板
多板类壳板共 8 块，按照壳板的形状和排列的前后分为 3 类，即头板、尾板和中间板。

头板

位于身体的最前端的 1 块，呈半月形；尾板位于身体的最后的 1 块，呈元宝状；位于头板和尾板中
间的 6 块除大小略有差别外，基本形态和构造相似，统称为中间板。
⑵、缝合片
除头板外；在每一壳板的前面两侧有 1 片白色、薄而光滑的物质，称为缝合片。缝合片被前面
1 块壳极覆盖着，它插在表皮中而不与表皮相连。有的种类在左右两缝合片中间还有小齿或小片。
⑶、嵌入片
在头板腹向前方，中间极的腹向后为两侧和尾板的后部，有嵌入片嵌入片常有齿裂。
⑷、峰部、肋部和翼部
每一块壳板按外形可分为 3 部分：中央隆起部称峰部，壳板前侧方为肋部，壳板后侧方为冀部。
2、环带
身体背向，贝壳的四周有 1 圈外套膜称为外带。环带上生有各种类型的小鳞、小棘和针束等附
属物。
3、齿舌
齿舌位于口腔底部舌突起的表面，由许多横列的角质齿板组成，形似刀。一横列由 17 个齿片组
成.虽然每一横列齿数较固定，但齿片形状与不同种类和食性有关，特别第一侧齿的形状常因种失不
同而异。
4、鳃和微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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鳃为羽状，位于身体的腹面的外套沟内鳃的数目随种类而不同。微服是贝壳去内装有一种特殊
的感光器官。在微眼中有角膜、晶体、色素层、灯彩和网膜，虽然有的微服缺乏晶体，但其基本构
造与眼近似。

图 13-1 多板纲外形模式
１.头板(前板)；2.中间扳(中板)；3.尾板(后板)；4.放射肋；５.肋； 6.辐射线；
7.剖槽；8.放射结；9.颗粒；10.网纹；11.壳眼；12.环带；13.针束；14.鳞片；
15.尖头鳞；16.条鳞；17.毛；18.棘；19.边缘刻；20.触手状突起；21.唇瓣；22.口； 23.足；
24.环带下鳞片；25.环带下面；26.鳃；27.肾孔；28.鳃沟；29.肛门；30.嵌入片；3l.齿；32.
齿隙；33．窦；34.缝合片；35.附加片；36.壳皮；37.峰部；38.肋部；39.翼部；40.鸟嘴突；
41.尾板中央区；42.尾壳顶；43.尾板后区；44.关节面；45.齿隙沟；46.肌附结。

㈡生态
本纲动物完全在海洋中生活，通常栖息在正常盐度的沿海或盐度较高的大洋底，淡水、咸淡水
中没有它们的踪迹。自潮间带至水深 4000m 都有它栖息，但以潮间带和浅海生活的种类和数量较多。
其分布也很广泛，从寒带至热带遍及全世界海洋中。
多板纲动物的行动缓慢，白天很少活动，并有活动后仍回到原处的习性，其伏卧处形成凹陷，
以强大的足部附着在岩石或缝隙内、珊瑚或藻类等上面生活。足部吸附很强，如被触之，即不易移
动位置，故可以抵抗大的风浪冲击。
饵料以藻类为主，但也兼食微型的动物，如有孔虫、答鲜虫、海绵、蔓足类等。
较大的石鳖可食用，我国东、南沿海居民有食石鳖的习惯，现在北方沿海也有食者，但较少。
近年来，发现红条毛肤石鳖对医治淋巴结核及麻风病有一定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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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纲动物在我国沿海均有分布，但北方沿海分布的种类较少。此外，在世界海洋中也广泛分布，
如寒带南、北极及暖温带、亚热带、热带都有它的踪迹。
㈢分类
多板纲动物按嵌入片的形态分为鳞侧石鳖和石鳖 2 目。
1、鳞侧石鳖目 Lepidopleurida：贝壳无嵌入片，即有亦不分齿。
鳞侧石鳖科 Lepidopleuridae：如低粒鳞侧石鳖 Lepidopleurus assimilis Thiele，体小，长圆形。壳
板白色，无嵌入片。尾板比头板稍大。环带上有多种棘和簇状鳞，鳃 10 对。我国黄海低潮区至 40
米深的深的海底有分布。
2、石鳖目 Chitonida：贝壳有分裂成齿的嵌入片，本目包括大多数的有板目。
⑴鬃毛石鳖科 Mopaliidae：体椭圆形或近圆形。头板前方的嵌入片有 8 个齿裂，尾板后方中央
有凹陷窦。环带上除生有针、鳞外，还有鬃毛状突起。鳃列常超过足长的一半。齿舌的内侧齿具有
大的 3 个齿尖。
①网纹鬃毛石鳖 Mopalia retifera Thiele(图 13-2)：体呈椭圆形。壳片灰白色，杂有红色、绿色和
褐色的斑点。头板半圆形，具有网纹刻纹和 8—10 条颗粒的放射肋。中间板的中央部有网纹刻纹，
翼部有 2 条粗大的，具有粒状突起的肋。尾板自壳顶向两侧各有一条突起肋，末端有一明显的缺刻。
环带上黄色，周缘有一列大小均匀的刻，表面被有很多小型的刺和大型的鬃毛状棘。分布于我国福
建、东山以北的沿海，生活在潮间带。
②日本宽板石鳖 Placiphorella japonica (Dall) (图 13-3)：壳板短而宽，较扁平。环带前缘特别宽，
上面布有粗短的棒状棘，见于我国东南沿海潮间带的低潮区。
⑵隐板石鳖科 Cryptoplacidae：体呈椭圆形或细长条形，壳板较小，头板的嵌入片具 3 或 5 个齿
裂，中间板各侧有 1 个齿裂或无齿裂，环带发达。齿舌的内侧齿有 3 个齿尖。
①红条毛肤石鳖 Acanthochiton rubrolineatus (Lischke)(图 13-4)：体椭圆形，壳片暗绿色，沿其中
部有 3 条红色色带。头板半圆形。嵌入片有 5 个齿裂；中间板各侧有 1 个齿裂；尾板小。环带较宽，
上有 18 丛针束。鳃 21 对。生活于潮间带，为我国沿海习见的种类之一。
②眼形隐板石鳖 Cryptolax oculata (Quoy et Gaimard) (图 13-5)：体蠕虫形，两端圆。壳板小，成
体第 1——4 壳板相互连接，第 5——8 壳板分离；幼小个体 8 枚壳板都相互连接。在前 3 枚壳板的
周围有 1 圈黑色的棘，形如眼形。环带特别发达，浅黄色，第 3——4 壳板之间和第 5 壳板的位置上，
各有 1 条黑色色带。鳃 28 对。生活在珊瑚礁间，见于我国海南岛南端和西沙群岛。
⑶锉石鳖科 Lschnochitonidae：壳板通常有明显的翼部，具各种雕刻。盖层发达，常覆被连接层
的大部分。在头板和尾板中的嵌入片齿裂数目有变化；中间板每侧的齿裂数很少，1——3 个。齿舌
的内侧齿常有 2 尖或 3 尖，很少为单尖或钝圆的。
①花斑锉石鳖 Lschnochiton comptus (Gould)：体长圆形，壳板扁平，颜色多变化。头板有多数细
小的放射肋，嵌入片具 12 个齿裂。中间板嵌入片每侧各有 1 个齿裂。尾板嵌入片具 12 个齿裂。环
带窄。生活于潮间带，是我国沿海习见的种。
②函馆锉石鳖 Lschnochiton hakodadensis Pilsbry(图 13-6)：分布于我国的黄、渤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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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棘带石鳖科 Acanthopleuridae：如日本花棘石鳖 Liolophura japonica (Lischke)(图 13-7)：体长椭
圆形。壳板褐色，环带上黑色和白色的棘相间排列，成带状。头板上有互相交织的细放射肋和生长
纹；中间板具有同心环纹；尾板小。在 8 枚壳板中以第三壳板最宽。环带上着生粗而短的石灰质棘。
鳃数目多。见于我国东南沿海。
⑸云斑石鳖科 Toniciidae：如平濑锦石鳖 Onithochiton hirasei Pilsbry：体呈长圆形。壳板花纹鲜
艳，以第二壳板的长度最大。头板半圆形，布有放射状排列的壳眼，嵌入片具有 9 个垂直的齿裂。
中间板峰部三角形，翼部特别显著，前缘有 3——4 行壳眼，嵌入片每侧各具 1 个齿裂。尾板大，后
缘有壳眼 2——3 行。环带表面生有微细的小毛，鳃 32 对。生活于潮间带，见于我国东南沿海。
⑹甲石鳖科 Loricidae：如朝鲜鳞带石鳖 Lepidozona coreanica (Reeve)：体呈椭圆形。壳板高，龙
骨较发达，全体灰黑色。头板有 16 条由粒状突起联成的末端分叉的放射肋，嵌入片有 14 个齿裂。
中间板的中央部具有粒状突起的纵肋，翼部也有明显的粗肋数条。肋上有较大的粒状突起，嵌入片
两侧各有 2 个齿裂。尾板中央区有纵肋，后区有放射肋，嵌入片具 12 个齿裂。环带窄，被以鳞片。
鳃 34 对。生活于潮间带，为我国海滨习见种类。

图 13-2 网纹鬃毛石鳖

图 13-3 日本宽板石鳖

图 13-4 红条毛肤石鳖

图 13-5 眼形隐板石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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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6 函馆锉石鳖

图 13-7 日本花棘石鳖

四、问题
1、多板纲种类的外部形态特征。
2、多板纲种类的生态特点。
3、多板纲的分类依据有那些，分几个目，其主要区别。

五、作业
1、描述红条毛肤石鳖或日本花棘石鳖的外部形态特征。
2、画出红条毛肤石鳖或日本花棘石鳖的背、腹面图和其壳板（头板、中间板和尾板）
的背面形态图。

实验十四 瓣鳃纲形态特征、内部结构和种类鉴定
一、实验目的
1、 掌握瓣鳃纲的外部形态和内部结构特征（重点掌握消化系统的走向）。
2、 了解瓣鳃纲的分类依据，认识常见的养殖经济种类。
3、

二、实验用具与标本
解剖盘、解剖针、剪刀、镊子、解剖镜等。
浸制的瓣鳃纲种类的标本。

三、实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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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外部形态
1、贝壳各部分的名称
双壳纲的种类，多数身体左右对称，具有两片抱合体躯的外套膜和贝壳。贝壳的形状和大小各
异，皆由不同种类所决定。贝壳构造分 3 层，外为角质层，
内为珍珠层，中间是棱柱层。壳顶位于前面，较凸而明显。
多数种壳顶前方有明显的小月面，后方有盾面。贝壳表面
的颜色也有多种，有的色暗，多呈黑褐、紫褐及绿褐等色，
有的色浅，呈白色或乳白色，有许多色彩鲜艳胜过美丽的
花朵。许多种有各种形状的放射肋和细黄毛。贝壳内面壳
顶下方，具有铰合齿和齿槽。齿的形状和数目也因种而异。
韧带位于壳顶后方，多呈深褐色，有内、外韧带之分。一
般贝壳内面的颜色较浅，有的还有珍珠光彩。闭壳肌痕及
外套痕明显，有许多种外套窦清楚。还有些种有副壳或变
为内多(图 14-1)。
⑴壳顶
贝壳背面 1 个特别突出的小区称壳顶，它是贝壳中最
老的部分。壳顶偏前者称前项，壳顶偏后者称后须，壳项
位于壳的中央者称中顶。
⑵左右相称和左右不相称

图 14-1 瓣鳃纲贝壳各部分名称模式

①左右相称即左右两壳的大小、形状相同；
②左右不相称即左右两壳的大小、形状不相同。
⑶等侧和不等侧
①等侧又名两侧相等，即壳顶位于中央，壳前后对称；
②不等侧又名两侧不等即壳顶不在中央，壳前后不对称。
⑷小月面和盾面
壳顶前方有 1 个小凹陷，一般为椭圆形或心脏形称为小月面。
壳项后方与小月面相对的一面也有 1 个浅凹陷，称之为盾面。
⑸生长线和放射助
在壳外面有以壳顶为中心呈同心排列的线纹称之为生长线。生长线有时突出，伸出鳞片或棘刺
状突起。放射肋是以壳顶为起点向腹缘伸出的许多放射状的肋，肋上有的有鳞片、小结长或棘刺状
突起。放射胁之间的沟称放射沟。
⑹铰合部
左右两壳相接合的部分称为铰合部。铰合部位于背缘，该部分较厚。铰合部的内方通常有齿和
齿槽。当贝壳闭合时，齿和齿槽在一定的位置上组合在一起。根据铰合齿的数量、形式可分为下列
几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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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齿型，齿多成列；异齿型，齿形变化大，典型种类有主齿和侧齿之分，位于壳顶卜方的齿称
主齿，主齿前方的齿称前侧齿，主齿后方的齿称为后侧齿；
裂齿型:铰合齿分裂或者形成位于壳顶的拟主齿，主齿呈片状；
带齿型:铰合部有 1 突起物与韧带相连，不对称，右壳有 1 窝，左壳有 1 突起；
等齿型:左右两壳铰合齿数相等；
贫齿型:铁合齿不发达；
无齿型:铰合部无齿。
⑺韧带
韧带是铰合部连接两边贝壳并且行开壳作用的褐色物质，角质构造，有弹
性。由于韧带的部位和数量不同，常有以下几个术语：后韧带，韧带位于壳顶的后方；双韧
带，韧带在亮项前后方均有；多韧带，由许多韧带构成；无韧带，没有韧带；内韧带，韧带
在亮顶内部，铰合部中央；外韧带，韧带只分布在亮的外面；半内韧带，一部分为内韧带，
一部分为外韧带。
⑻外套痕和外套窦
外套膜环肌在贝壳内面留下的痕迹称外套痕。水管肌在贝壳内面留下的痕迹称为外套窦。
⑼闭壳肌痕和足肌痕
闭壳肌痕是闭壳肌在贝壳内面留下的痕迹。
①等柱类即前后有 2 个等大闭壳肌的种类在贝壳内面留下 2 个等大的闭壳肌痕，一个称前闭壳
肌痕,位于口的前方背侧，另一个称后闭壳肌痕,位于肛门的前方腹侧。
②异柱类前闭壳肌痕小，后闭壳肌痕大。
③单柱类，只有 1 个后闭壳肌痕，前闭壳肌痕退化消失。
足肌痕分前、后 2 种，前足肌痕多在前闭壳肌附近,后闭肌痕多在后闭壳肌的背侧。
⑽前耳和后耳
壳顶前、后方突出的部分称为耳。位于壳项前方的称前耳，位于壳项后方的称后耳。
⑾栉孔
为扇贝类所特有。它是右壳前耳基部的 1 缺刻，为足丝伸出之孔称为足丝孔，在缺刻的腹缘有
栉壮小齿，故名栉孔。
⑿副壳
某些两壳不能完全闭合，外套膜特别封闭而且有水管的种类,它们常在壳外突出部分产生副壳。
有的副壳不属于贝壳而独立存在，也有副亮与贝壳互相愈合而连成 1 个壳。
⒀贝壳的方位
首先是确定前后方位，而后再辨别左右和背腹。
辨别前后方位时可观察：①壳顶尖端所向的一面通常为前方。②多数瓣鳃纲由壳顶至贝壳两侧
距离短的一面为前面；③一般有 1 个韧带的一面或有外套窦的一面为后面。④单柱类闭壳肌痕所在
的一侧为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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⒁壳高、壳长和壳宽
一般由壳项至腹缘的距离为高[贻贝背
腹距离为高(图 14-2）。 壳长为贝壳前端至
后端的距离。壳宽是左右两壳间最大的距
离。
2、外套膜
本纲动物位于左右贝壳的内面，
薄、半透明，其背缘与内脏囊背面
的上皮组织相连。有些种生殖腺能
分布到外套壁上；外套缘厚，分三层，常有
色素和各种触手，有的种还有发达的外套
眼。
⑴依外套缘的愈着情况可分为(图 14-3)：

图 14-2 贻贝的生物学测定

①简单型
左右两外套膜仅在背缘互相愈合，在前缘、腹缘和后缘完全游离。此种类型的外套膜称简单型。
即无水管形成，如蚶、扇贝等；
②二孔型
左右两外套膜除在背部相愈合外，在外套
膜后部尚有 1 点愈合形成鳃足孔和出水孔，称
二孔型（bifora）。只形成一个出水孔，如贻贝
科的种类；
③三孔型
在二孔型基础上，还有 1 点愈合，也就是
在第一愈合点的腹前方还有第二愈合点，将鳃
足孔分开，前面的为足孔后面的 1 个为
入水孔，称为三孔型。形成出水孔和入水孔，

图 14-3 瓣鳃纲外套膜缘愈者的各种形式

如异齿目的种类；
④四孔型
在三孔型基础上进一步又有 1 个愈合点，形成四孔型。形成外套膜孔，如笋螂和竹蛏科的种类。
⑵外套膜中的肌肉 瓣鳃纲外套膜的肌肉有四种：
①环走肌：外套膜环走肌，为沿着外套膜的边缘而环走的肌肉纤维，附着在贝壳内面，
起收缩外套膜边缘的作用。
②水管肌：由外套膜环肌后部分化出来的，是牵引水管的肌肉纤维。
③闭壳肌：“肉柱”，同样是外套膜分化而成，由横纹肌和平滑肌组成，用来连接左右外套膜及
左右贝壳的横行肌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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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具有前、后闭壳肌：a 前闭壳肌：位于贝壳的前方背侧；b 后闭壳肌：位于肛门的前
方腹侧。
B.有的种类前闭壳肌特别退化，甚至消失。如牡蛎和扇贝等，为单闭壳肌。
按闭壳肌的大小和数目，瓣鳃类的闭壳肌分为等柱类、异柱类和单柱类。
④副闭壳肌：在有水管的瓣鳃类，外套膜在分隔鳃孔和足孔时，常出现有交叉的肌肉
束，这肌
肉束自左壳的边缘，斜走到右壳的边缘，形成了副闭壳肌束。如斧蛤。
3、足部
瓣鳃纲的足部，一般左右侧扁呈斧头状，故又称它为“斧足类”。
⑴足的形状

瓣鳃纲的足位于身体的腹面，足的背侧与体躯相连，在足部内常有内脏囊伸入，

至少是消化器官、肝以及生殖腺。

图 14-4 双壳类足部肌肉图解，示右壳的内侧观
（闭壳肌痕用点表示，足肌痕用黑色表示）
A.满月蛤；B.云母蛤；C.蛏螂；D.鸟蛤；E.剑蛏；
F.蚶；G.河蚌；H.樱蛤；I.新三角蛤。

足的形状和大小变化很大（图 14-4）
。常随动物的生态习性而变化：
①原始的种类足呈圆柱形，两侧稍扁，末端腹面为扁平的足底（又称“蹠面”），如胡桃蛤超科
和蚶蜊等，可用足匍匐而行。
②演化的种类足不具蹠面，先端腹面呈斧刃状或龙骨状突起，在足的前方或前、后方突出呈尖
状物，使足形成有一个前尖，如鸟蛤，或具有前、后两尖，如三角蛤。尖状物可以延伸，甚至使足
部伸长成触手状，如孔螂。在满月蛤超科中的大多数种类，足呈一细长圆柱形向前方伸出，先端膨
49

大。竹蛏足的末端膨大而无固定的形状。
③在不常活动或不能活动的种类，足部非常退化。如牡蛎在固着后，终生不能移动，足就完全
退化消失；扇贝在成体时，足已失去了运动的机能，变得很小。而足能分泌足丝，用以附着在其它
物体上。
足为运动器官，但是动作很缓慢。它的另一个主要功能是挖掘泥沙，使身体潜入其中。足的活
动主要是依靠足中肌束的收缩和伸展。
足中的肌束通常是 4 对：在前方有前收足肌和前伸足肌各 1 对；在后方有 1 对后收足肌；中部
有 1 对举足肌。这些成对的肌肉，都是对称地附着在壳的背缘和两闭壳肌之间。在原始种类，这些
肌肉都向纵的方向伸延，形成相连续的一行列，两端的 4 个肌柱特别发达，其余的退化或者消失。
在一般单柱类中，只保留着后收足肌，某些种类如贻贝、扇贝等，足部退化，足丝极为发达，收足
肌（尤其是后收足肌）则变为足丝的收缩肌。
⑵足丝 足丝是营附着生活的瓣鳃类的特殊器官，如贻贝、江珧、珠母贝和扇贝等，在成体时足
部退化，但足丝发达，它们就利用足丝附着在外物上生活。当遇到环境条件不适合时，如比重、水
温、饵料生物等激剧变化，旧的足丝可以脱落防弃，再分泌新的足丝，附着在新的外物上。目前在
贝类养殖中如何防止幼贝的足丝脱落是养殖生产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足丝是由足丝腔和足部内单细胞腺体（又称“足丝腺”）分泌的产物，这种分泌物经过足丝腔的
表面细胞与水相遇则变硬成贝壳素的丝状物，集合而成足丝。
足丝的形状和性质随种类而异，如贻贝呈毛发状，由贝壳腹面伸出；蚶呈片状，由贝壳腹面裂
缝的足丝孔伸出；不等蛤呈石灰质的块状，由右壳顶端的孔穴中伸出。
㈡、内部构造

图 14-5 文蛤的内部构造
1.外韧带； 2.心室； 3.心耳； 4.后缩足肌； 5. 后闭壳肌； 6.生殖腺；
7. 肛门； 8. 出水管； 9.

入水管；10.外套膜（右）；11.足 ；12.肠；

13．唇瓣； 14．前闭壳肌；15．口；16．食道； 17.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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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消化系统 包括唇瓣、口、食道、胃、肠、肛门及消化腺等部分（图 14-5、6）。
⑴唇瓣 唇瓣位于身体的前端，口的两侧，通常呈三角形，一般为单缘，在扇贝科中常有缺刻和
分枝。
唇瓣左右各有 1 对，共 4 片，每侧有一外唇瓣和一内唇瓣。与外套膜基部相连的 1 对为外唇瓣，
与内脏囊相连的 1 对为内唇瓣。2 片外唇瓣在背方相连形成上唇，2 片内唇瓣相连形成下唇，扇贝科
有明显的口唇。
每一片唇瓣分为内、外两面。左右两片内唇瓣的内面和外唇瓣的外面，是平滑的，不具沟嵴和
纤毛，而两片内外唇瓣相对的一面则具横褶和纤毛，这些纤毛是起选择食物及运送食物进入口内之
用。
唇瓣是食物主要的收集器官，依靠唇瓣纤毛的摆动，凡在运动能力所涉及范围的一切小的动物
都能被引入口中。

图 14-6 栉孔扇贝左侧面观
1. 韧带；2.

食道； 3. 胃； 4. 围心腔； 5. 心室； 6. 心耳；7.缩足肌；

8.平滑肌(闭壳肌)； 9. 直肠； 10.横纹肌(闭壳肌)；11.肛门 ；12.外套眼；
13.右侧外套膜内层的帆状部； 14.右壳； 15.右侧鳃；16.外套触手； 17.肾外孔；
18.肾； 19.生殖腺；20.肠； 21.外套腔； 22.足； 23.消化盲囊； 24.唇瓣。

⑵口 由 2 片内外唇瓣组合而成，仅为 1 个简单的横裂，位于身体的前端，足的基部背侧。在有
2 个闭壳肌的种类中，通常位于前闭壳肌的腹方或后方附近。大多数瓣鳃类，口不形成口腔，永远
没有颚片、齿舌和消化腺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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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7

无齿蚌的消化管

1.腹唇； 2.口； 3.背唇； 4.胃； 5.胃楯；6.晶杆； 7.幽门盲囊； 8.肠。

⑶食道 紧接着口的后面，极短，食道壁是具有纤毛的上皮细胞（图 14-7）。没有消化腺体，粘
液腺很少，在结缔组织内侧有一些血管和肌纤维。根据这种组织构造，证明食道只能依靠上皮细胞
表面的纤毛摆动，使食物进入胃，所以食道仅是食物从口到胃的通道。
⑷胃和晶杆 食道与胃相连，胃为一个大的卵形或梨形的袋状物，一般两侧较扁，位于身体的前
半部，稍有陷入脏足块内。除孔螂超科中的肉食性种类外，胃壁概无肌肉组织，胃的表面具有一种
能脱落的厚部前皮质物，称“胃楯”
，用于保护胃的分泌细胞。
胃腔内常有一个幽门盲囊，囊内有一种表皮的产物称为“晶杆”，故此囊又称为“晶杆囊”。晶
杆为一支几丁质的棒状物，其末端突出于胃腔中。它能依靠幽门盲囊表面纤毛，作一定方向的旋转
和挺进以搅拌食物，另外，依靠胃液的酸化作用使晶杆溶解，这种溶解的粘液中主要含有糖原酶，
可用以消化食物(图 14-7)。
⑸消化盲囊 消化盲囊又称“肝脏”，是一个大形近对称排列的葡萄状褐色腺体，包被在胃的周
围，有时伸入足内。在繁殖季节，其外围常被生殖腺所包被。通常具有 2 个对称的输出管与胃相通，
但有的种类输出管数目增多，如蚶为 4 个，扇贝为 5 个，贻贝有 12 个。
消化盲囊是主要的消化腺，细胞中含有大量的消化酶，如蛋白酶、淀粉酶、蔗糖酶、脂肪酶等。
在牡蛎中至少有 16 种酶。总的说来，瓣鳃类的消化盲囊主要含有淀粉酶。消化盲囊内的吞噬细胞还
能把食物吞食后营细胞内消化作用。
⑹肠和肛门 肠为细长的管道，位于胃的腹方，肠经常在内脏块内蟠曲，多时可弯成十余圈，肠
的上皮都具有纤毛。肠的后面接着直肠，直肠中常有一条纵沟，称为“肠沟”，直肠内有大量粘液细
胞。
直肠与心脏关系一般表现为三种形式：①直肠穿过心室，如无齿蚌和栉孔扇贝等；②直肠经过
心室的腹侧，如蚶、不等蛤和胡桃蛤等；③直肠经过心脏的背面，如珍珠贝、船蛆和大多数牡蛎等。
直肠的末端为肛门，肛门开口于后闭壳肌的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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瓣鳃类的消化管壁不具能收缩或松弛的肌肉层，因此它的消化管没有蠕动的能力。在消化管内
的食物运送工作，主要是依靠纤毛的搧动来进行。不能消化和吸收的废物，经过肛门排出体外。瓣
鳃类排出的粪块形状，随种类而不同，有的呈颗粒状，有的为“⊥”状，或“W”形，或“人”字形。
2、呼吸系统 瓣鳃类主要的呼吸作用是依靠鳃来进行。鳃 2 对存在于外套腔中，它是外套膜的
内侧壁延伸形成，起始于外套膜与内脏囊后方部位，以后渐次扩展至前方的唇瓣附近。鳃的构造随
动物的种类而有变化（图 14-8、9）
。因此原始的鳃
便有种种的变态阶段，按其形态基本上可以分为 4
个类型：
⑴原始型
这种类型鳃的构造与腹足类羽状本鳃一样，鳃
轴两侧各有 1 行接近三角形的鳃，这种类型的鳃称
为原始型。
⑵丝鳃型
鳃叶延长成丝状，每侧的鳃是由 2 列彼比分离
的鳃丝或者依靠纤毛形成的丝间联结相连，均为丝
鳃型。进步的种类各鳃瓣向上反拆，形成上行板和
下行板，板间联结由结缔组织或血管相连系。

图 14-8 瓣鳃类横切面

⑶真瓣鳃型
该类型外鳃瓣上行板的游离缘与外套膜内面相愈合，内鳃瓣上行板的前部游离缘则与背隆起侧
面相愈合，后部的游离缘通常为两侧鳃瓣上行板互相愈合。这种类型的鳃不仅板间联结是用血管相
连系，而且同列鳃丝也以血管相连，称真瓣鳃型。
⑷隔鳃型
这种类型的鳃是由身体每侧的 2 片鳃瓣互相愈合而且大大退化形成的。它在外套腔中形成 1 个
肌肉性的有孔的隔膜，真正营呼吸作用的是外套膜的内表面，称隔鳃型。
鳃不仅是呼吸器官，而且是滤食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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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9 鳃类各种鳃的形态
A.原鳃（胡桃蛤）；B.丝鳃（日月贝）
；C.丝鳃（蚶）；
D.丝鳃（贻贝）；E.真瓣鳃（河蚌）；F.隔鳃（孔螂）。

㈢、生态与分布
1、分布 瓣鳃类动物为世界分布，且都营水生生活，海产种类约占 80%。决定某一种的分布，
主要是根据它们对温度、盐度和底质的运动能力。如贻贝为寒温带的种类。对高温的适应性差，所
以在热带地区很少生长；而船蛆对温度的适应性很强，其分布遍及世界各地；象砗磲对低温的适应
力很差，因而仅能在热带、亚热带海区生活。同样，如近江牡蛎对盐度的适应能力很强，它能分布
到咸淡水区域中生活。
2、生活习性 瓣鳃类的生活方式通常可以分为以下四种：
⑴底埋生活(图 14-10)：潜入泥沙中生活，如缢蛏、泥蚶、文蛤等依靠足的挖掘，将身体全部
埋入泥沙中，依靠身体后部水管的引入及排出水，进行摄食、呼吸和排泄作用。
⑵半埋生活：这类动物仅将身体的一部分埋入泥沙中，如栉江珧，借足系附着于泥沙中，贝壳
后部露出地面的长度约为全长的 1/4——1/3。
⑶固着生活(图 14-11)：这类动物自幼体后期固着在它物上，终生不能移动它处。它们的足部
器官退化或消失。如牡蛎和猿头蛤。
⑷附着生活(图 14-12)：有些瓣鳃类能以足丝附着在它物上，但有时遇到环境不良时，能自断
足丝作适应移动往它处附着。如贻贝、扇贝和珠母贝等。
⑸凿穴生活(图 14-13)：这类动物能凿洞，生活在其中。如海笋、住石蛤、石蛏等是穿凿岩石
居住的种类；另外如船蛆等则是凿木穴居。这一类动物如若大量个体穿凿岩石和木材，就会影响海
中建筑物和船只的牢固性而破坏生产。
⑹寄生、共生和群聚(图 14-14、15)：瓣鳃类共生和寄生的现象最普遍发现在棘皮动物身上，
①如内寄蛤等一些种类，在锚海参的食道内，或吸附在它们的体表面。②如恋蛤则利用足丝附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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蝼蛄虾的腹面营共生生活。钳蛤科的一种生活在海绵中。③在双壳类中，牡蛎和贻贝常成百上千的
群聚在一起而被人们称之为牡蛎山。

图 14-10 双壳类的底埋生活

图 14-11 双壳类的固着生活

图 14-12 双壳类的附着生活

图 14-13 双壳类的穴居生活(凿石)

图 14-14 双壳类的寄生生活

图 14-15 恋蛤附着在蝼蛄虾上

(内寄蛤)

图 14-16 滑鸟蛤的跳跃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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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17 双壳类的游泳
A. 盖扇贝的运动(断续箭头示水的排出路线；完整箭头示运动路线。)；
B．大扇贝的逆转运动；

c. 开口锉蛤的爬行和游泳；

D.蛏螂的游泳运动。
1．鳃； 2．闭壳肌； 3.缘腹

3、运动 瓣鳃类成体的运动一般都甚缓慢，非常活泼的种类极少。能自由活动的种类按其行动方式分
为两类：⑴一类是用足爬行或跳跃(图 14-16)。⑵另一是以双壳关闭的力量作射水而游泳。原始的种类如
弯锦蛤，在足部腹面有一扁平的足底，用以匍匐而走，但它们的行走速度都非常缓慢，通常 1min 只走几厘
米。有些种类则能依靠足部强烈挺进，作跳跃式的活动，如三角蛤有时能跳过 1 个 10cm 高的阻碍物。而剑
蛏 Ensis 则以依靠足部跳动的同时，迅速紧闭贝壳，将外套腔中的水流快速向足端射出，使身体似箭样地
在水中穿行。扇贝在双壳类中，算是善于游泳的种类。主要依靠贝壳的关闭，向腹方射出水流而前进，有
时能作 1Km 以上的短途迁徒。但这种活动除非是环境不适或敌害的侵入被迫才进行的(图 14-17)。
4、摄食 瓣鳃类的摄食是依靠纤毛的活动，形成水流，过滤食物，主要有各种藻类和原生动物等，同
时也滤进大量的有机碎屑。在瓣鳃类中仅有少数深海栖息的肉食性种类，如杓蛤则以环虫、甲壳类、鱼类
和其他小动物的尸体为饵。象海笋，则能吞食坚硬的石灰粒作为必需的食料，贮藏于结缔组织内，供贝壳
生长之用。
㈣分类
1、分类提要：
瓣鳃类的分类依据是根据铰合齿的形状、闭壳肌的发育程度和鳃的构造。将其分为 3 个目：
⑴列齿目：铰合齿很多，一列或前后两列，闭壳肌两个，如蚶。
⑵异柱目：铰合齿退化或没有，前闭壳肌较小或完全消失，如贻贝。
⑶真瓣鳃目：铰合齿较少或没有，闭壳肌 2 个，近相等，每一个鳃一般反折为两片鳃瓣，鳃丝
间通常有血管相通，如蛤蜊。
本纲动物的分类，有人按鳃的构造不同，分为原鳃目、丝鳃目、假瓣鳃目、真瓣鳃目和隔鳃目。
原鳃目包括列齿目中比较原始的种类，丝鳃目包括一部分列齿目和一部分异柱目的种类，假瓣鳃目
包括一部分异柱目的种类，真瓣鳃目和隔鳃目合并在上述的真瓣鳃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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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列齿目：
①蚶超科：
蚶科：泥蚶、毛蚶、魁蚶、比那蚶、结蚶、舟蚶、青蚶、橄榄蚶、布氏蚶、球蚶、扭转蚶、
半扭转蚶以及褶蚶等（我国约有 50 种左右）。
帽蚶科：粒帽蚶
蚶蜊科：蚶蜊
拟锉蛤科：拟锉蛤
②胡桃蛤超科：
胡桃蛤科：胡桃蛤
绫衣蛤科：绫衣蛤
蛏螂科：蛏螂
⑵异柱目：
①贻贝超科：贻贝、厚壳贻贝、翡翠贻贝、条纹隔贻贝、隆起隔贻贝、麦氏偏顶壳、寻氏肌
蛤、短石蛏等（目前我国贻贝科海产的种类 50 余种）。
②珍珠贝超科：
钳蛤科：钳蛤、丁蛎等（我国已发现有 10 多种）。
珍珠贝科：马氏珠母贝、大珠母贝、黑蝶贝、企鹅珠母贝、宽珠母贝、条纹翼电光贝等（我
国已报道有 17 种）。
江珧科：栉江珧、胖江珧、细长裂江珧等（我国有 9 种）。
③扇贝超科：
扇贝科：华贵栉孔扇贝、栉孔扇贝、虾夷扇贝、海湾扇贝、日本日月贝。
海菊蛤科：堂皇海菊蛤
双肌蛤科：双肌蛤
锉蛤科：锉蛤
襞蛤科：襞蛤
④不等蛤超科：
不等蛤科：海月
⑤牡蛎超科：
牡蛎科：褶牡蛎、近江牡蛎、长牡蛎（太平洋牡蛎）、棘刺牡蛎、密鳞牡蛎等（我国沿海约
有 20 种）。
⑶真瓣鳃目：
①裂齿亚目：
★蚌超科：
珍珠蚌科：珍珠蚌
蚌科：三角帆蚌、褶纹冠蚌等（我国习见的有 10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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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蛤超科：
三角蛤科：三角蛤
②异齿亚目：
★球蚬超科：
蚬科：河蚬
球蚬科：球蚬和豌豆蚬
★猿头蛤超科：
猿头蛤科：敦氏猿头蛤、泥猿头蛤（我国约 10 种）。
★鸟蛤超科：
鸟蛤科：黄边糙鸟蛤、中华鸟蛤等（我国近海有 35 种）。
砗磲科：鳞砗磲、大砗磲、砗礞（我国南海有 6 种）。
★帘蛤超科：
帘蛤科：文蛤、丽文蛤、青蛤、菲律宾蛤仔、波纹巴非蛤等等。
住石蛤科：住石蛤
★蛤蜊超科：
中带蛤科：环蚊坚石蛤
蛤蜊科：四角蛤蜊、西施舌（还有獭蛤属、立蛤属、异心蛤属和脆蛤属）。
★樱蛤超科：
斧蛤科：楔形斧蛤
紫云蛤科：绿紫蛤、双线紫蛤、斑纹紫云蛤等。
双带蛤科：双带蛤、深海团结蛤。
樱蛤科：彩虹明樱蛤、透明美丽蛤、肋环樱蛤（我国有 55 种）。
★心蛤超科：
心蛤科：异纹心蛤、半圆粗衣蛤。
★同心蛤超科：
同心蛤科：同心蛤
★美人蛤超科：
棱蛤科：珊瑚蛤、日本棱蛤。
★股蛤超科：
股蛤科：大岛恋蛤
★饰贝超科：
饰贝科：多形饰贝
★满月蛤超科：
蹄蛤科：双齿蛤
满月蛤科：满月蛤、厚大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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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西蛤超科：
孟达格蛤科：内寄蛤
③贫齿亚目：
★竹蛏超科：
绿螂科：中国绿螂
竹蛏科：缢蛏、大竹蛏、长竹蛏、紫斑竹蛏、小刀蛏和大刀蛏等。
★钻岩蛤超科：
钻岩蛤科：钻岩蛤
★海螂超科：
篮蛤科：红肉篮蛤
海螂科：砂海螂
★开腹蛤超科：
开腹蛤科：楔形开腹蛤、大开腹蛤。
★凿穴蛤超科：
海笋科：大沽全海笋
船蛆科：船蛆等等（我国有 30 种）
。
④异韧带亚目：
★帮斗蛤超科：
鸭嘴蛤科：渤海鸭嘴蛤
里昂司蛤科：里昂司蛤
帮斗蛤科：帮斗蛤
螂猿头蛤科：螂猿头蛤、螂帮斗蛤。
猿头砺科：猿头蛎
笋螂科：笋螂。
色雷西蛤科：色雷西蛤
★棒蛎超科
棒蛎科：环带筒蛎
★孔螂超科：
旋心蛤科：旋心蛤
孔螂科：孔螂
杓蛤科：杓蛤
2、常见的养殖经济种类
⑴蚶科 Arcidae（图 14-18、19、20）
两壳相等或不相等，被壳皮，多呈绒毛状，外韧带复于一平面上或位于韧带槽中，铰合部直或
略呈弧形，具有很多短或片状的齿，齿同形或前后端有差异。本科动物除 Scaphula 属外，均为海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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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极广，全世界各海洋中均有发现，其垂直分布自潮间带至深海。我国蚶科的种类约有 50 种左右，
常见的种类有：泥蚶[Arca (Anadara) granosa Linnaeus] 、毛蚶[A.(A.)subcrenata Lischke]、魁蚶
[A.(A.)inflata Reeve]、比那 蚶[A.(A.)binakayanensis Faustino]、结蚶 [A.(A.) nodifera Marten]、舟蚶 [A.(A.)
navicularis Bruguiere]、青蚶[A.(Barbatia) virescens Reeve]、橄榄蚶[[A.(B.)olivacea Reeve]、布氏蚶
[A.(Navicula) boucaardi Jousseaume]、球蚶[A.(Cunearca) pilula Reeve]、扭转蚶[A.(Parallelepipedum)
tortuosa Linnaeus]、半扭转蚶[A.(P.) semitorta Lamarck]、以及褶蚶[Acar plicata (Dillwyn)]等。
代表 1：泥蚶 Arca (Anadara) granosa Linnaeus

(图 14-18)

贝壳极坚厚，卵圆形，两壳相等，相当膨胀。背部两端略呈钝角，腹缘圆，壳项凸出，尖端向
内卷曲，位置偏于前方；两壳顶间的距离远。表面放射肋发达，18 至 21 条，肋上具有极显著的颗
粒状结节，此种结节在成体壳的边缘较弱。壳表面被褐色薄皮，生长轮脉在腹缘明显，略呈鳞片层。
韧带面宽，呈箭头状，稍倾斜，韧攒角质，黑色，布满菱形沟。壳内面灰白色，边缘具有与壳面放
射肋相应的深沟。铰合部直，齿细密。前闭壳肌痕较小，呈三角形，后闭壳肌痕大，近方形。生活
在软泥滩中。我国沿海均产；山东、浙江、福建和广东沿海都有养殖。
代表 2：毛蚶 A.(A.)subcrenata Lischke （图 14-19）
壳中等大小，质坚厚，呈长卵圆形。左壳稍大于右壳。背侧两端略显菱角，腹缘前端圆，后端
稍延长。壳面白色，被有褐色绒毛状壳皮。放射肋 35 条左右，肋上具小结节。生长纹在腹侧极明显。
壳内白色，壳缘具齿。铰合部直，齿细密。前闭壳肌痕呈马蹄形，后闭壳肌近卵圆形。
生活于浅海泥沙质海底。分布在我国沿海和日本、朝鲜。产量极大。肉供食用。
代表 3：魁蚶 A.(A.)inflata Reeve （图 14-20）
俗名大毛蛤、赤贝、血贝、瓦垄子。壳大，坚厚，斜卵圆形，两壳近相等。壳表面极凸，背线
直。两侧呈钝角，前端及腹面边缘圆，后端延伸。壳面白色，被褐色绒毛状壳皮。放射肋 42-48 条，
无明显缩节。壳内面灰白色，边缘具齿。铰合部直，铰合齿约 70 枚。
生活在潮间带至浅海软泥或泥沙质海底。分布于我国黄海、渤海和东海，日本也产。产量大。
肉供食用。
⑵贻贝科 Mytilidae

(图 14-21、22、23)

体对称，两壳同形，铰合齿退化，或成结节状小齿。壳皮发达。后闭壳肌巨大，前闭壳肌退化
或没有。心脏仅有 l 支大动脉。鳃除有纤毛盘形成鳃丝间联系外，更有鳃叶间连结，但此叶间连结
仅由结缔组织组成，尚无连通之血管。生殖腺扩大而达外套膜中，生殖孔开口于肾外孔之旁，有明
显的肛门孔。外套膜有一愈着点。足小，以足丝附着于外物上生活。大多数种类海产；少数淡水产，
如沼蛤（Limnoperna）。本科种类，富有经济价值，如贻贝、翡翠贻贝和寻氏肌蛤等已进行人工养殖。
目前我国贻贝科海产的种类，已定名者 50 余种，常见的种类有：贻贝(Mytilus edulis Linnaeus)、厚
壳 贻 贝 (M. corusis Gould) 、 翡 翠 贻 贝 (Perna viridis Linnaeus) 、 条 纹 隔 贻 贝 [Septifer virgatus
(Wiegmann)]、隆起隔贻贝[S.excisus (Wiegmann)]、麦氏偏顶蛤(Modiolus metealfei Hanley)、寻氏肌蛤
[Musculus senhousei (Benson)]、短石蛏(Lithophaga curta Lischke)等。
代表 1：贻贝 Mytilus edulis Linnae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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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壳中等大，呈形，薄而短，前端尖细，后端宽广。壳顶于壳之最前端，前方具有淡褐色菱形
小月面，壳腹缘较直，背缘与腹缘构成 30º角自壳顶向后背方延伸，约延伸至背缘的中部时即又形
成一钝角向后缘延伸。贝壳后缘宽而圆，壳面在前端近腹缘处凹，向背缘逐渐狭缩，生长纹细，明
显，自顶部始成环形生长。自壳顶至壳后缘常有隐约不显的放射纹。壳表呈黑褐色，具色泽，有时
壳顶及腹缘处呈淡褐色。贝壳内面呈灰白或淡蓝色，具珍珠光泽。壳内缘除铰合部外皆为深蓝色。
全壳内面边缘还包被由壳表卷入的暗绿色角质狭缘。外套痕及闭壳肌痕明显，前闭壳肌痕小，半月
形，位于壳顶下方；后闭壳肌痕大，椭圆形，位于贝壳后端略偏背缘。前足丝收缩肌痕小，位于壳
前端背缘。缩足肌痕、中足丝收缩肌痕
及后足丝收缩肌痕愈合成一狭长的带，而与后闭壳肌痕相联。壳顶具有不发达而变化较大
的铰合齿。韧带深褐色，约为体长的 1/2。
本种为寒温带性的种类，我国的黄诲和渤海均有分布，通常在低潮线附近至水深 2 米左右分布
较密，多以足丝相互附着在岩石上生活，但亦能大量生长在海港中的各种建筑物上。对不良环境的
抵抗力强，生长速度较快。目前大连、烟台等地都有大量养殖；福建近年来也进行南移试养。
代表 2：翡翠贻贝 Perna viridis Linnaeus （图 14-21）
贝壳较大。壳顶位于贝壳的最前端。腹缘直或略弯。壳面前端具有隆起肋。壳表呈翠绿色，前
半部常呈绿褐色，光滑。生长纹细密。贝壳内面呈白瓷色。铰合齿左壳 2 个，右壳 1 个。无前闭壳
肌痕，后闭壳肌痕大，位于壳后缘背缘。
营足丝附着生活，多栖息于水流畅通的干潮线至水深 5-6 米处岩石上。见于我国东海南部和南
海，印度洋与西太平洋有分布。是我国养殖贝类。
代表 3：厚壳贻贝 Mytilus coruscus Gould
贝壳大，呈楔形。壳质厚。壳顶位于贝壳之最前端，稍向腹面弯曲。背线与后腹线相接成 1 钝
角。铰合齿小。壳皮厚，黑褐色，边缘向内卷曲成 1 镶边。壳内面紫褐色或灰白色，具珍珠光泽。
前闭壳肌痕明显，位于壳顶后方。
以足丝附着生活。栖息于低潮线以下至 20 米水深的浅海中。分布于我国黄、渤海和东海，日本、
朝鲜也有分布。可作为养殖对象。起干制品也称淡菜。
代表 4：寻氏肌蛤 Musculus senhousei (Benson)

(图 14-22)

也称凸壳肌蛤。贝壳小，较薄脆，壳顶近壳前端，腹缘较直，但至中后部则稍向内凹，背缘韧
带部直，斜向后上方，约近壳的后半部则成弧形斜下。贝壳的后缘圆，壳面前端具有隆起。壳表被
以黄色或谈绿褐色的外皮。在隆起的背面自壳顶始至后腹缘具有许多细淡
褐色放射线。全壳面均有褐色或谈紫色的波状花纹。由壳顶至前方腹缘具有 6—8 条极细的放射肋，
生长纹细弱，贝壳内面呈灰白色，具珍珠光泽，壳表之放射肋及波状花纹皆明显的透过。铰合部全
部或其后部具有一排细密的齿状突起。
我国沿海都有分布，在低潮线附近的泥沙滩上，常成群的以足丝与泥沙相互固着生活。个体较
小，但产量很大，广东沿海俗称“薄壳”，福建沿海称它为“海”、“乌”，曾进行人工养殖。由于这
种贝类常成群生活于泥沙质的表面，致使其他底栖的贝类不能伸出水管正常生活，对蛤、蚶等经济
61

贝类的养殖又有一定的危害。
代表 5：短石蛏 Lithophaga curta Lischke

(图 14-23)

贝壳短而薄，略呈圆柱状，壳前端较粗圆，而后端尖细。壳顶位于背缘，近前端。腹缘略呈弧
形，背缘平行于腹缘，但铰合部较长，约于壳之中后部形成—钝角后，则以直线状斜向后缘。壳表
呈淡褐色，被以石灰质的外膜，此外膜略超出壳缘，但较光滑无花纹。贝壳内面呈灰白色，且具彩
色珍珠光泽，肌痕不明显。铰合部无齿。无外套触手。具有鳃水孔的痕迹。直扬被心室所盖，足丝
细软，呈黄褐色。
我国的东诲、南海皆有分布。穴居于石灰石、珊瑚礁、牡蛎或珍珠贝的壳中，肉可食用，但也
是贝类养殖的敌害。
⑶珍珠贝科 Pteriidae (图 14-24、25)
两壳不等或近相等，左壳稍凸起，右壳较平，通常具有足丝开孔。壳顶前后通常具耳，后耳较
前耳大。贝壳表面通常有鳞片。铰合线直，韧带很长。铰合部在壳顶下而有 1 或 2 个主齿。闭壳肌
痕 1 个位于贝壳中央，外套痕简单，鳃叶褶叠，与外套膜愈合。无水管，足舌状，具足丝。
珍珠贝科的种类均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海洋中，利用足丝固着在低潮线以下的浅海岩石或珊瑚
礁上生活。这一科的种类珍珠层厚，可以产生珍珠。我国合浦出产的珍珠，质量优等，自古即负盛
名。南海有很好的自然条件，适合发展养殖。
本科动物在我国已有报道的有 17 种，习见的如：马氏珠母贝[Pinctada martensii (Dunker)]，企
鹅珍珠贝[Pteria penguin (Roding)]，宽珍珠贝[P. lata (Gray)]，鸦翅电光蛤[Electroma ovata (Guoy)]，
条纹翼电光蛤[Pterelectroma zebra (Reeve)]等。
代表 1：马氏珠母贝 Pinctada martensii (Dunker)（图 14-24）
贝壳斜四方形，壳顶位于前方，后耳大，前耳稍小。背缘平直，腹缘圆。边缘鳞片层紧密，末
端稍翘起。右壳前耳下方有一明显的足丝凹。壳面暗褐色，两壳不等，右壳较平，左壳稍凸。同心
生长轮脉极细密，成片状，薄而脆极易脱落，在贝壳中部常被磨损，在后缘的排列极密，延伸成小
舌状，末端翘起。足丝孔大，足丝呈毛发状。贝壳内面中部珍珠层厚，光泽强，边缘淡黄色。铰合
线直，韧带紫褐色。没铰合线下方有一长形齿片。闭壳肌痕大，长圆形，位于贝壳中央稍近后方。
产于日本和我国南海，生活在风浪较为平静的内湾砂泥、岩礁或石砾较多的海底，自低潮线附
近到深约 10 米的海底均有分布，为培育珍珠的优良品种。
代表 2：大珠母贝 Pinctada maxima (Jameson) (图 14-25)
亦称白蝶贝。壳大型，坚厚，扁平呈圆状。后耳突消失成圆钝状；前耳突较明显。成体没有足
丝。壳面较平滑，黄褐色。珍珠层厚。壳内面具珍珠光泽，珍珠层为银白色，边缘金黄色或银白色。
见于我国台湾、海南、西沙群岛和雷洲半岛西部沿海，澳大利亚和马来群岛等地也有分布。可
培育大型珍珠，最大人工珠直径为 1.93 厘米。珍珠层可作药用及工艺品原料。
代表 3：珠母贝 Pinctala margaritifera (Linnaeus)
贝壳呈不规则圆形。铰合部无齿。壳顶位于背缘中部靠前端。生长鳞片密，在左壳后部成行排
列，常突出壳缘。右壳较平，壳顶前下方有 1 凹陷，为足丝孔。壳表呈黑绿色或褐绿色，多数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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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白色放射纹。贝壳内珍珠层呈美丽的银灰色，边缘为黑绿色。
暖海种。用足丝附着在浅海岩石或珊瑚上。见于我国广东、广西和西沙群岛一带。印度洋和太
平洋也有分布。是养殖珍珠种类。肉可食用。贝壳可作为贝雕等。
⑷江珧科 Pinnidae (图 26-27)
两壳同大，大型，壳薄脆，壳前端尖细，后端宽广，开口。壳表具有放射肋。肋上有各种形状
的小棘。铰合部长，线形，占背缘全长，无铰合齿。前闭壳肌痕小，位于壳顶下方；后闭壳肌痕大，
近于贝壳中央。足丝毛发状，极发达。贝壳为两层构成，即外面的棱柱层和内面的珍珠层，且珍珠
层只存在于前后两闭壳肌之间。在肉质部的后方，肛门的背侧，具有 1 个较大的腺体，称为“外套
腺”。
本科贝类皆为海产。我国的江挑科动物共有 9 种。其中栉江珧普遍分布于渤海、黄海、东海和
南海。细长裂江珧及羽江珧分布在东海和南海。其余的 6 种均分布在南海。
代表 1：栉江珧 Pinna pectinata Linnaeus

(图 14-27)

贝壳大，略呈三角形或扇形。壳顶尖细，背缘直或略凹，腹缘前半部略直，后半部则逐渐突出，
后缘直或呈弓形。壳无中央裂缝，表面约有 10 余条放射肋，肋上具有三角形略斜向后的小棘，但有
些个体无或不明显，此棘状突起在背缘最后一行多变成强大的锯齿状。壳表颜色，小形个体呈淡褐
色；成体多呈黑褐色，透明度随年龄的生长远渐减弱。生长轮脉细密，至腹缘者呈褶状。
贝壳内面与壳表颜色同，壳前半部具珍珠光泽。前闭壳肌痕椭圆形，位于壳顶内面，后
闭壳肌痕马蹄状，位于贝壳中部，外套痕略显，与壳缘相距甚远。外套腺粗大，末端呈球形。
生殖腺位于内脏囊中。足丝褐 6 色。极发达。
本种在我国的黄海、东海、南海皆有发现。一般生活于水深 30 一 40 米的泥沙底的浅海。干潮
时在水深 3—5 米的泥沙质浅海，渔民用拖网和潜水都可采到。这种江珧的闭壳肌较大，除鲜食外可
加工干制成“江珧柱”，极有经济价值。我国福建晋江、惠安沿海发现大量栉江珧资源，己进行人工
采捕。
代表 2：胖江珧 Pinna (Atrina) inflate Wood
贝壳薄，半透明。略呈三角形。壳顶细短。背缘直或略弯，腹缘前部凹，后部极凸，后缘呈截形。
壳表呈淡橄榄色，顶部壳皮易脱落而呈银白色。生长线细密。贝壳内面颜色与壳表同，略具彩色珍
珠光泽。后闭壳肌痕大，位置偏后缘。铰合部直。韧带黑褐色，长度几乎等于背缘的全长。
生活于浅海泥沙底。产于南海，以及菲律宾、印度和斯里兰卡。肉可食。闭壳肌可做江珧柱。
代表 3：细长裂江珧 Pinna attenuate Reeve （图 14-26）
贝壳狭长。壳背缘直，腹缘略斜，中央纵裂的长度约为壳长 2/3。壳表具放射肋 6-8 条。肋上具
小棘。壳表成土黄色，且具褐色斑。壳顶部亮皮常脱落显灰白色。生长线纤细。贝壳内面呈淡黄色，
具珍珠光泽。肉质部较小。后闭壳肌很大。足丝发达。
生活在浅海泥沙质的海底。以壳顶尖端插入泥沙中营附着生活。见于我国东海和南海，分布于
红海、印度洋和太平洋等。肉可食。后闭壳肌可加工成江珧柱。
⑸扇贝科 Pectinidae (图 14-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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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壳呈扇形，壳顶两侧具壳耳，前后耳同形或不同形。背缘略呈直线，右壳的背缘超出左壳。
沿贝壳的背缘具有壳皮质的外韧带；弹性的内韧带位于壳顶中央韧带槽中。闭壳肌痕大，位置略近
贝壳中心而偏于后背侧。外套膜缘游离，边缘有皱裂，内缘呈帆状，外套眼多而且极发达。足长，
舌形，不发达，具足丝。常见的有：嵌条扇贝(Pecten laqueatus Sowerby)，栉孔扇贝[Chlamys farreri
(Jones et Preston)]，俗称干贝蛤，后闭壳肌较大，为我国目前制干贝的主要原料。日本日月贝(Amussium
japonica Gmelin)上壳红色如太阳，下壳黄白色似月亮，故名。闭壳肌干品称“带子”。拟海菊足蛤[Pedum
spondylioideum (Gmelin)]海南岛南端有分布，生活于珊瑚礁中。
代表 1：华贵栉孔扇贝 Chlamys nobilis (Reeve) (图 14-28)
贝壳大近圆形，两壳相等，左壳比右壳稍凸。贝壳表面颜色有变化，呈紫褐色、黄褐色、淡红
色或具枣红色烟云状的斑纹。放射肋巨大约 23 条，同心生长轮脉细密形成相当密而翘起的小鳞片。
两肋之间形成深沟，沟内具有细的放射肋 3 条，其上也具有极小的鳞片，肋间距离比肋条稍小。左
壳前后耳略呈三角形，表面具有细肋 7—8 条，前耳稍大；右壳前后耳差异很大；前耳近三角形，表
面具有粗肋 4 条；下部具波纹，下方有足丝孔，足丝孔具有粗的栉齿数枚；后耳三角形，上有细肋
数条。壳内面黄褐色，具有与贝壳外面相应的沟和肋条。铰合线直，韧带紫褐色，位于三角形的韧
带槽中。闭壳肌痕圆形，位于贝壳的中央稍偏于后背部。
分布于我国南海，自低潮线附近至 369 米的海底都有产，但多发现于 2—4 米深有岩石、
礁石及碎石块的沙质浅海底，用足丝附着在岩礁或石块上生活。其闭壳肌强大，可加工为
“干贝”，是海味珍品之一。
代表 2：栉孔扇贝 Chlamys (Azumapecten) farreri (Jones et Preston)
俗称海扇、干贝蛤。其闭壳肌干制品称干贝。贝壳圆扇形。壳高略大于壳长。右壳较平，左壳
略凸。铰合部直，中顶。左壳有粗肋 10 条左右，右壳约有 20 余条较粗的肋。两壳肋均有不规则的
生长棘。前耳大于后耳。壳表呈浅褐色、紫褐色、橙黄色、红色和灰白色。外韧带薄，内韧带发达。
足丝孔位于右壳前耳腹面，并具有 6-10 枚细鳞片状齿。
栖息于自低潮线至 60 余米或更深的海底。以足丝附着在岩石或贝壳上。分布于黄渤海，朝鲜、
日本也有分布。干贝营养丰富。贝壳可作贝雕的原料。是人工养殖种类。
代表 3：海湾扇贝 Argopecten irradians Lamarck
贝壳大小中等。壳表黄褐色。左右壳较突。具浅足丝孔，成体无足丝、壳表放射肋 20 条左右，
肋较宽而高起，肋上无棘。生长纹较明显。中顶。前耳大，后耳小。
雌雄同体。适应于温度和盐度较高浅海沙底海区。生长速度较快。自然分布于美国东海岸，现
已被引进中国，并已在全国进行了人工养殖生产。
代表 4：虾夷扇贝 Patinopecten (Mizuhopecten) yessoensis (Jay)
贝壳大型。右壳较突，黄白色；左壳稍平，较右壳稍小，呈紫褐色。壳近圆形。中顶。前后耳
大小相等，右壳肋宽而矮，肋间狭；左壳肋较细，肋间较宽。壳顶下方有三角形的内韧带。单柱类。
生活于温度较低，盐度较高的浅海区。自然分布于日本和朝鲜，现已引进我国，并已在北方进
行了人工养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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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 5：长肋日月贝 Amussium pleuronectes (Linnaeus)
贝壳近圆形，两侧相等。前、后耳小，大小相等。左右两壳表面光滑。左壳表面红色，有光泽，
具有深褐色细的放射线。同心生长线细，壳顶部有花纹。右壳表面纯白色，同心生长线比左壳的更
细。左壳内面微紫而带银灰色，右壳内面白色。放射肋较细，共约 24-29 条。
生活于 5-80 余米浅海沙质海底，为南海习见种，分布于印度——太平洋一带。可鲜食，其闭壳
肌加工的干品称带子。
⑹牡蛎科 Ostreidae
两壳不等，左壳较大，常以此壳固着他物之上生活。铰合部无齿，有时具结节状小齿。
内韧带。闭壳肌位近中央或后方。外套痕不明显。足和足丝均无。鳃与外套膜相结合。心脏常在直
肠的腹侧。本科为海产贝类中主要的养殖种类。我国沿海已定名的约 20 种。
代表 1：褶牡蛎 Ostrea plicatula Gmelin（图 14-30）
贝壳小，薄而脆，左壳甚凹，右壳较平。右壳表面具有同心环状鳞片多层，无显著的放射肋，
壳面多为淡黄色，杂有紫褐色或黑色条纹。壳面白色或灰白色。闭壳肌痕黄褐色，卵圆形，位于背
后方。左壳表面凸出，顶部附着面相当大，具有粗壮的放射肋，鳞片层较少，颜色一般比右壳淡些，
壳内面灰白色，前凹陷极深，韧带槽狭长，呈锐角三角形。为我国常见的一种牡蛎，分布较广，以
潮间带的中、上区最多。在浙江和福建均有悠久的养殖历史，产量大，是沿海人民重要的食用种类。
代表 2：近江牡蛎 O．rivularis Gould (图 14-31)
贝壳大型，坚厚。体型多变化，有圆形，卵圆形，三角形和长形。右壳略扁平、较左壳小，表
面环生薄而平直的黄褐色或暗紫色鳞片。鳞片平，层数少，无放射肋，但表面常生有突起，使壳面
凹凸不平。左壳较大而厚，背部为附着面，形状不规则，腹面鳞片与右壳相似。贝壳内面白色或灰
白色，表面常凹凸不平，铰合部不具小齿。韧带紫黑色，韧带糟短面宽，闭壳肌痕甚大，大多为卵
圆形或肾脏形，位于中部背侧。在我国沿海分布很广泛，一般栖息在低潮线附近至 7 米水深以内，
尤以河口附近数量最多。广东沿海对近江牡蛎的养殖有三百余年的悠久历史，福建也有养殖。鲜品
及其加工品“蚝鼓”和“蚝油”，为我国传统的出口商品。
代表 3：长牡蛎 Ostrea (Crassostrea) gigas Thunberg
贝壳长型，壳较薄。壳长为壳高的 3 倍左右。右壳较平，鳞片坚厚，环生鳞片呈波纹状，排列稀
疏，放射肋不明显。左壳深陷，鳞片粗大。左壳固着，壳顶固着面小。壳内面白色，壳顶内面有宽
大的韧带槽。单柱类。闭壳肌痕大。
固着型贝类。固着于低潮线以下至 20 米深的岩石上。由日本引进，分布于我国沿海，苏联、日
本、朝鲜也有分布。为优良养殖贝类。
代表 4：棘刺牡蛎 Ostrea (Lopha) echinata Quoy &Gaimard
壳圆或卵圆形，扁平。右壳微凸。壳面鳞片愈合，鳞片边缘卷曲形成长棘。左壳平坦，常以整面
固着在岩石上，有时在游离边缘也棘。壳面紫色，顶部灰色。壳内面黄、黑、棕 3 色混杂，或为天
蓝色。有光泽。铰合部两侧有数个至 10 数个单行小齿，前凹陷弱。
暖海种。生活在低盐度的河口及其附近。常成群固着在潮间带的岩石或红树林干上。产于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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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和南海，日本及红海也有分布。
⑺蚌科 Unionidae
两壳相等，壳形多变化，壳顶的雕刻通常为同心型或折线型，但多少退化。铰合部多变化，有
时具拟主齿。外韧带。鳃叶间隔膜完整，并与鳃丝平行排列，外鳃的外叶后部与外套膜愈合，有鳃
水管。肛门与鳃的开口以隔膜完全区分。幼虫经过钩介幼虫期。完全生活在淡水中。
本科贝类的壳内面珍珠质强，如三角帆蚌、褶纹冠蚌等均可用来生产珍珠。我国习见的
蚌有种。
代表 1：三角帆蚌 Hyriopsis cumingii (Lea) (图 14-32)
贝壳大而扁平，壳质重厚，坚硬，外形略呈不等边四角形。壳顶低，位于前端，约在壳长 l／5
处，后背缘向上突起形成帆状的后翼、此翼脆弱易于折断。壳面有生长纹，在后背有数条由结节状
突起组成的斜行粗肋，呈黄褐色或漆黑色，并有不大明显的从壳顶向边缘射出的放射线。左壳有 2
个拟主齿和 1 个大的侧齿。珍珠层呈乳白色及肉红色，富有珍珠光泽。
一般生活在水清、流急、底质略硬的泥底或泥沙底的大、中型湖泊及河流内。分布于河北、山
东、安徽、江苏、浙江、江西、湖北及湖南等省，为我国淡水育珠的优良品种。
代表 2：褶纹冠蚌 Cristaria plicata (Leach) (图 14-33)
贝壳巨大，大型个体壳长可达 300 毫米。壳质较厚，膨胀，外形略似不等边三角形。壳顶约位
于壳长前 l／6 处，后背缘斜向上方伸展成为大型的冠，壳的背部自壳顶起向后有一系列的逐渐粗大
的纵肋。壳面呈黄绿色至黑褐色，并且有从壳顶到腹缘的幅射带。壳内无主齿，左、右壳仅具有高
大的后侧齿及细弱的前侧齿，珍珠层具有珍珠光泽。
生活于泥底或泥沙底，水流较缓或较静的河流、湖泊及泥塘内。分布于黑龙江、吉林、河北、
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等省，是淡水育珠蚌优良品种之一，成珠快，
但珍珠质量不如三角帆蚌。
⑻蚬科 Corbiculidae
壳坚固，或多或少膨胀。体型呈球形，外被橄榄色硬脆而发光的外皮。每壳具 2—3 枚分裂的主
齿。侧齿有变化。
代表：河蚬 Corbicula fluminea (Miiller) (图 14-34)
河蚬的贝壳较小型，壳厚、坚固，外形略呈正三角形。壳顶膨胀突出。壳面有光泽，呈棕黄色、
黄绿色或黑褐色，具有同心生长纹。壳内面具有瓷的光泽，呈紫色。左右完各具有 3 个主齿及前后
侧齿；左壳前端 2 个主齿大，呈“八’字形排列，后主齿细长向后斜行；右壳中央主齿粗大，前主
齿微弱，后主齿细长。左壳具有前、后侧齿各 1 个，右壳前后侧齿各 2 个，侧齿上具有紧密排列的
锯齿。
河蚬栖息的底质多为沙底或沙泥底的河流及湖泊内，特别在咸淡水交汇的江、河中，数量较多。
广泛分布于我国各地湖泊及河流内。福建省福州市人工养殖河蚬，据传已有三百余年历史。
⑼猿头蛤科 Chamidae
左右两壳通常不等，壳质坚厚，体型不规则。常以一壳附于岩石上生活。壳顶螺旋，具一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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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齿。外韧带。闭壳肌 2 个。足短，无足丝、水管和外套窦。我国约 10 种。
代表 1：敦氏猿头蛤 Chama dunkeri Lischke（图 14-35）
壳顶右旋，用左壳固着；贝壳卵圆形。壳质坚厚。两壳不等。左壳后半部形成弓状弯曲；右壳
微凸。壳顶接近前方。贝壳表面白色或黄褐色。生长纹细密，形成三角形刺状突起，接近腹线的刺
状突起较为长大。贝壳内面白色，腹线紫褐色，具珍珠光泽、壳内缘具细微锯齿状缺刻。铰合部左
壳具 1 粗壮的主齿，其上面具有 1 排细小的颗粒状突起。
在潮间带下区附近及浅海底的岩石上固着生活。产于我国南海，日本也有分布。肉可供食用。
代表 2：拟猿头蛤 Pseudochama sp.
壳项左旋，用右壳固着。
⑽鸟蛤科 Cardiidae：
壳扇形，或多或少呈心脏形，两壳相等，通常膨胀。壳面有放射肋，壳缘有锯齿。铰合部有主
齿 1—2 枚，侧齿变化大。外套窦不深。闭壳肌 2 个。水管甚短，足长且曲没有足丝。咸淡水或海产。
目前已报道我国近海鸟蛤共 35 种。
代表 1：黄边糙鸟蛤 Trachycardium flavum (Linnaeus) (图 14-36)
贝壳卵圆形，两壳相等，壳极坚厚，贝壳表面凸出，具有极粗壮的放射肋 26—32 条，中央部分
的放射肋较两侧的粗大，肋与肋之间形成较深的肋间沟，前端的肋上有长形粒状突起，似一列串珠，
后部肋上具棘状突起，壳面具有黄褐色的外皮。外韧带极凸出。壳内面白色，壳顶部分卵黄色，略
近壳缘处淡紫色，具光泽。铰合部左右两侧各具主齿两枚，一大一小。侧齿发达，左壳前后各一，
右壳前侧齿 2 个，后侧齿一个。前、后闭壳肌痕各近圆形，无外套窦。外套痕不大明显。
生活于潮间带低潮线附近的沙滩表层。足部肌肉发达，能作跳跃式的运动，为我国广东、海南
岛沿岸常见的种类。
代表 2：中华鸟蛤 Cardium sinense Sowerby
贝壳近圆形或球形。两壳大小相等。壳顶位于背缘略靠前端。两壳顶向内卷曲。贝壳表面极凸。
生长线细密。具 21-23 条高而窄的放射肋，两侧的较中部的密而低。肋间沟很深。表面黄白色。贝
壳内面白色。边缘具深的锯齿状缺刻。两壳各具主齿 2 枚。
暖海种。大都生活于浅海沙质的海底，拖网可采到。习见于我国南海，在爪哇、菲律宾、越南
也有分布。肉可食用。
⑾砗磲科 Tridacnidae
贝壳极大，重厚，两壳不能完全闭合。壳面放射肋粗壮，壳缘有大的缺刻。铰合部有主齿 2 枚
及侧齿 1—2 枚。闭壳肌 1 个，极大，位于腹方中央。产于热带海中。全世界砗磲科只有 6 种，这 6
种在我国南海均有分布。
代表 1：鳞砗磲 Tridacna squamosa Lamarck

(图 14-37)

贝壳大，重而坚厚，两壳大小相等。背缘稍平，腹缘弯曲呈波浪状。壳顶位贝壳中央，壳顶前
方有一长卵形的足丝孔。外韧带极长，黄褐色，约等于贝壳后半部的 3／4。贝壳表面黄白色，生长
轮脉细密，具有 4—6 条粗大的放射肋；肋上有宽而翘起的大鳞片，在壳顶附近鳞片常磨损，肋间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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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宽的放射肋纹。贝壳内面白色，具有光泽。铰台部长，右壳有主齿 1 个和 2 个并列的后侧齿；
左壳主齿和后侧齿各 1 个。足丝孔的边缘具有肋状的突起若干条；靠近壳顶者大而突出，排列紧密
向前端则逐渐稀疏而不太明显。后闭壳肌痕卵圆形，位于贝壳中部。外套痕明显。
我国的海南岛、西沙群岛均有分布。生活在潮间带珊瑚礁间，贝壳大部分埋入珊瑚礁内，仅露
出腹缘。生活时外套缘具有极美丽红褐色的色彩。贝壳可作观赏品。
代表 2：长砗磲 Tridacna maxima Roding
贝壳坚厚，呈长卵圆形。腹缘呈弓形弯曲。壳顶前方有长卵圆形的足丝孔。足丝孔周围有排列
稀疏的齿状突起。韧带长。壳面有向前方斜走的强大的鳞片放射肋 5-6 条，直达腹缘。放射肋之间
有细的肋纹。贝壳内面白色，边缘呈淡黄色。铰合部长。右壳具主齿 1 枚。并列的侧齿 2 枚；左壳
主齿 1 枚，后侧齿 1 枚。
生活在浅海珊瑚间。壳巨大，重 250 公斤以上，壳长超过 l 米，为瓣鳃类中最巨大者。
常栖息于死珊瑚中。产于我国海南和西沙群岛，为印度洋、太平洋分布种类。肉可食用。
代表 3：砗蠔 Hipppous hippopus (Linnaeus)
贝壳略呈不等四边形。壳质重厚。壳顶靠前方。两壳相等。足丝孔狭窄。外韧带长。壳面粗糙
不平，呈黄白色，布有褐色或紫红色斑点。有粗细不规则的放射肋多条，肋上具叶状小鳞片或棘。
贝壳内面洁白，边缘黄色。铰合部狭长，左右壳各具主齿和侧齿 1 个。
自由生活在浅海珊瑚礁间的沙中。我国西沙群岛出产较多，为印度洋和太平洋区的特有种。肉
可鲜食。贝壳极美丽。为珍贵的观赏品。
⑿帘蛤科 Veneridae
两壳相等，壳顶倾向前方。壳面常有各种刻纹。铰合部通常有主齿 3 枚；侧齿有变化。足无足
丝。水管有一部分愈合或分离。其中的文蛤、丽文蛤、青蛤、菲律宾蛤仔等，均已进行人工养殖。
代表 1：青蛤 Cylina sinensis (Gmelin) (图 14-38)
贝壳近圆形，高度与长度几乎相等，壳顶突起，位于背侧中央，尖端向前方弯曲。无小月面。
楯面狭长，全部为韧带所占据。韧带黄褐色，不突出壳面。贝壳表面极凸出，不具放射肋，同心生
长轮脉在顶端细密，不显著，至腹面渐次变粗，突出壳面。壳面淡黄色或棕红色。贝壳内面为白色
或淡红色。边缘具有整齐的小齿。铰合部狭长而平，左右两壳各具 3 个主齿，集中于铰合面前部。
前闭壳肌细长呈半月状，后闭壳肌痕大，呈椭圆形。外套痕明显，外套窦深，自腹缘向上方斜伸到
贝壳中心部形成三角状。
为我国南北沿海习见种类；生活在近海泥沙质的海底，潮间带上、中、下区均有分布，在泥沙
中栖息深度约 15 厘米。
代表 2：文蛤 Meretrix meretrix Linnaeus（图 14-39）
贝壳略呈三角形。两壳大小相等。壳顶突出，位于背面偏前方。小月面狭长呈矛头状。楯面长
卵圆形。壳面光滑，被有 1 层黄褐色的壳皮。同心生长纹清晰。壳面花纹随个体而有差异。右壳具
3 个主齿和 2 个侧齿，左壳具 3 个主齿和 1 个前侧齿。
埋栖在潮间带及浅海区细沙层中。为我国沿海习见种，朝鲜、日本也有分布。肉味鲜美，为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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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种类之一。
代表 3：杂色（菲律宾）蛤仔 Ruditapes philippinarum (Adams et Reeve)（图 14-40）
俗称蚬子、砂蚬子。贝壳是卵圆形。壳顶至贝壳前端的距离约等于全长的 1/3。小月面椭圆形
或略呈梭状。楯面呈梭形。贝壳前端边缘椭圆，后端边缘略呈截形。贝壳表面灰黄色或深褐色，有
的带褐色斑点。壳面有细密放射肋与生长线交错形成布纹状。每壳有主齿 3 枚，左壳前 2 枚与右壳
后 2 枚，顶端分叉。
埋栖生活，在潮间带下区至数米水深的沙、泥及泥沙质海区。我国南北沿海均有分布，是我国
主要养殖贝类。苏联、日本、朝鲜、菲律宾、斯力兰卡和卡拉奇有分布。
代表 4：波纹巴非蛤 Paphia(Paratapes) undulate (Born)
壳呈长卵圆形。壳表光滑，壳薄具光泽。同心生长轮脉明显，致密。亮黄白色至淡紫色。壳表
面有呈“人”字形相互联系成为网目状花纹。壳内面为淡紫红色。外韧带。小月面窄，披针状。外
套窦短。
营埋栖生活。多数栖息于低潮区至水深 40 米左右的泥沙底中。产于我国福建、广东和广西沿海，
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波斯湾、斯里兰卡、红海有分布。
⒀蛤蜊科 Mactridae
两壳相等，呈钝三角形，韧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外韧带，位于边缘；一部分为角质的内韧
带，位于壳顶内方的槽中。左壳的两枚主齿顶端接触，侧齿不固定，海产。目前已知我国近海蛤蜊
科有 5 属：蛤蜊属(Mactra)，如四角蛤蜊(M.veneriformis)；西施舌(M.antiquata)；獭蛤属(Lutreria)；
立蛤属(Standella)；异心蛤属(Heterocaridia)和脆蛤属(Raeta)。其中西施舌为海味珍品，福建长乐已进
行人工养殖。
代表 1：四角蛤蜊 Mactra venerifomis(图 14-41)
贝壳坚厚，略成四角形。两壳极膨胀。壳顶突出，位于背缘中央略靠前方。尖端向前弯。贝壳
具外皮，顶部白色，幼小个体呈淡紫色，近腹缘为黄褐色，腹面边缘常有 1 条很窄的边缘。壳面中
部膨胀，向前、后及近腹缘，急速收缩，前、后缘多少形成肋状，组成小月面及

楯面的界线。生

长线明显粗大，形成凹凸不平的同心环纹。贝壳内面白色。铰合部宽大，左壳具 1 个分叉的主齿，
右壳具有 2 个排列成“八’字形的主齿；两壳前、后侧齿发达均成片状，左壳单片，右壳双片。外
韧带小，淡黄色；内韧带大，黄褐色。闭壳肌痕显明，前闭壳肌痕稍小，呈卵圆形；后闭壳肌痕稍
大，近圆形。外套痕清楚，接近腹缘。外套窦不甚深，末端钝圆。本种在我国分布极广，为最习见
的种类，生活于潮间带中、下区及浅海沙泥滩中。它的产量很大，以辽宁、山东为最多，可进行人
工养殖。
代表 2：西施舌 Mactra antiquate Spengler （图 14-42）
俗称海蚌。壳大而薄，略呈三角形。壳顶位于贝壳中央稍靠前方。壳顶前方略凹，后方较为凸
出，腹缘圆形。壳表具黄褐色发亮的外皮。壳顶部淡紫色。无放射肋。生长纹细密明显。壳内面淡
紫色。铰合部宽大，左壳主齿 1 枚，右壳主齿 2 枚，前后侧齿发达。外韧带小，内韧带大。
埋栖于潮间带下区及浅海的沙滩中。我国南北沿海均有分布，印度支那半岛和日本海均有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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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味鲜美。为人工养殖贝类。
⒁斧蛤科 Donacidae
壳质坚而平滑，壳顶位近后方，后缘常呈截形。海产或咸淡水产。
代表：楔形斧蛤(Donax cuneayus Linnaeus)(图 14-43)
我国广东沿海有分布，为中潮线附近沙滩中习见的种类。
⒂樱蛤科 Tellinidae
壳侧扁，左右相等。壳后方常有开口。壳质稍薄。每壳至多有主齿 2 枚，侧齿有变化。韧带在
外侧，明显。水管长。足有足丝沟，无足丝。
本科种类完全为海产，分布极广，从最北部的海区直到澳洲南部、新西兰，从最东方到最西方
都有它们的踪迹，但大多数种类是分布于西印度群岛和菲律宾群岛的热带海区。弧樱蛤(Arcopagia)、
白樱蛤(Macoma)和腹蛤(Gastrana)等属的种类，在北部较冷的海区都有分布。生活于浅海沙质海底。
代表：彩虹明樱蛤 Moerella iridescens (Benson)(图 14-44)
贝壳长卵形，前端边缘圆，后端背缘斜向后腹方延伸，呈截形。两侧稍不等。外韧带凸出。黄
褐色。贝壳表面平滑，灰白色，略带肉红色，有闪光。同心生长轮脉显明，细密，有时有褶襞。贝
壳内面与表面颜色相同。铰合部狭，两壳各具 2 个主齿，呈倒“V”字形。右壳前方有 1 个不甚发
达的前侧齿，左壳侧齿不显。前闭壳肌痕梨形，后闭壳肌痕马蹄形。外套痕显明，与外套窦腹线汇
合。外套窦极深，其先端与前闭壳肌相连。布于我国浙江以南沿海，生活于潮间带的泥滩，潜入泥
中约 5—6 厘米，产量高，又有梅蛤、扁蛤、海瓜子等地方名称。
我国樱蛤科已报道的有 55 种，常见的有：透明美丽蛤[Merisca diaphana (Deshayes)]，福建、广
东沿海均产；肋环樱蛤[Cyclotellina remies (Linnaeus)]，为热带性种，我国海南岛有分布。
⒃竹蛏科 solenidae
两壳相等，壳质薄脆。体型呈柱状或长卵形，两端多少开口。壳顶低，韧带在外方。铰合齿多
变化，足强大，多少呈圆柱状。
本科动物经济价值大，如缢蛏在我国浙江、福建等省已进行人工养殖。
代表 1：缢蛏 Sinonovacula constricta (Lamarck)
贝壳长形，背腹线近于平行，前、后端圆。壳顶位于背缘，略靠前方。外韧带。生长线明显。
壳的中央稍偏前方有 1 条自壳顶至腹缘微凹的缢沟。壳面被 1 层黄绿色的外皮。壳内面白色。秃顶
下方有与壳表凹沟相应的 1 条突起。铰合部小，右壳有主齿 2 枚，左壳有主齿 3 枚。
埋栖型贝类。生活于河口或有少量淡水流入的内湾。广布于我国沿海，日本也有分布。肉味鲜
美，为我国重要养殖贝类。
代表 2：大竹蛏 Solen grandis Dunker(图 14-45)
贝壳延长形，两壳合抱成竹简状，前后端开口。一般壳长为壳高的 4—5 倍，壳顶位于最前端，
贝壳背缘与腹缘平行。唯腹缘中部稍向内凹；前缘自背至腹向前倾斜，后端圆形。外韧带呈黑色，
贝壳表面凸出，被有一层发亮的黄褐色外皮，壳表平滑无放射肋，生长线明显。有时有谈红色的彩
色带。贝壳内面白色或可看到淡红色的彩带。铰合部小，左右壳各具 1 个主齿。前闭壳肌痕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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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与韧带长度略相等，位于壳的前方。后闭壳肌痕三角形。外套痕明显，外套安略成三角形。足
部肌肉极发达，前端尖，左右扁，水管短而粗。两水管愈合，末端具触手。我国沿海均分布。在潮
间带中、下区和浅海的沙或沙泥滩底穴居。
代表：缢蛏 Sinonovacula constricta (Lamarck) (图 14-46)
贝壳长形，背腹线近于平行，前、后端圆。壳顶位于背缘，略靠前方。具外韧带。生长线明显。
壳的中央稍偏前方有 1 条自壳顶至腹缘微凹的缢沟。壳面被 1 层黄绿色的外皮。壳内面白色。秃顶
下方有与壳表凹沟相应的 1 条突起。铰合部小，右壳有主齿 3 枚。
埋栖型贝类。生活于河口或有少量淡水流入的内湾。广布于我国沿海，日本也有分布。肉味鲜
美，为我国重要养殖贝类。
代表 3：长竹蛏 Solen gouldii Conrad
贝壳极延长，壳薄。两壳相等。壳长约为壳高的 6-7 倍。壳顶位于壳的前端，不突出。外韧带
黑褐色。背腹缘相互平行。壳前端截形，后端圆。贝壳表面光滑，被有黄褐色外皮。壳顶周围壳皮
常脱落。生长线明显。壳内面白色或淡黄褐色。各肌痕明显。铰合部小，两壳各具主齿 1 枚。
栖息于潮间带中区至浅海的泥沙质海底。产于我国南、北各沿海，日本也有分布。肉味鲜美。
产量较大，是重要经济贝类。
代表 4：尖刀蛏 Cultellus scalprum (Gould)
壳较小，薄脆，长剖刀状。淡黄色无斑点。贝壳前端稍尖，后端较圆，前端小于后端。壳面稍
凸，光滑。生长线细密。韧带短，黑色。壳内面白色，具光泽。左、右壳各具主齿 2 枚。外套痕清
楚，前、后闭壳肌痕均近卵圆形。
为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热带种。分布于我国南海和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国。
⒄海笋科 Pholadidae
壳能包被身体，但多少有开口，壳质薄，背缘反折在壳顶上。具 l 枚或数枚石灰质管。铰合部
无齿。海产。多数种类淡水产。钻凿石块或木村。本科贝类在我国已报道者有 20 种。
代表：大沽全海笋 Barnea davidi (Deshayes) (图 14-47)
贝壳大，两壳抱合呈长卵形；前端尖，腹面开口，贝壳前半部极膨大，渐向后端渐尖瘦。壳顶
靠前端，壳面凸，表面具有 25—27 条自壳顶至腹面，相距疏远的同心波形纵肋和 27—30 条自壳顶
至腹面呈放射状排列的肋。纵肋与放射肋互相交织成四角形的网目状花纹。贝壳前面的放射肋不显
著，但在纵肋上有很发达的棘。
本种仅分布于我国的黄海与东海沿岸，生活于潮间带的下区及低潮线以下的浅海泥沙
底。个体大，肉丰满，是极优良的食用种。但有些种类在岩石或木材中生活，对沿海木、石建筑、
木船等有一定的危害。
⒅船蛆科 Teredinidae
壳小而薄，只能包住动物前端的一部分。壳分前、中、腹三部分。动物体细长，呈蛆状。本鳃
大部分在鳃水管内。水管极长。基部愈合，末端分叉，在分叉处有 2 枚石灰质的铠。大多数种类凿
木居住，以红树林为大本营，破坏渔船和海港木材建筑物。少数种类生活在沙滩内。本科贝类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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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估计有 30 种（图 14-49）。
代表：船蛆 Teredo navalis Linnaeus
动物体细长，呈蠕虫形，除前端被贝壳包被外，其余部分居于长形石灰质管内。贝壳小，长高
略相等。壳面凸。前后端张开。两壳抱合略成球形。前区小。表面具刻肋 8-49 条。前中区表面的刻
肋 4-32 条，中中区稍凹陷成沟状；后中区表面光滑；后区变化较大。铠呈桨状，柄细长。
栖息于海水中的木材里。广布于我国沿海，欧洲沿岸各国以及美国、智利、秘鲁和日本等地均
有分布。危害木质建筑、木船以及养殖木桩等。
⒆鸭嘴蛤科 Laternudidae
壳薄，近半透明。两壳不等时，右壳比左壳大。后方常开口。壳顶有裂缝，壳面常具极微的粒
状突起。铰合部无齿，但具薄隔片及游离石灰质片。有一突起的匙状韧带槽。具第四外套孔。
代表：渤海鸭嘴蛤 Laternula pechiliensis (Grabau et King) (图 14-48)
贝壳近长方形，中凸，两侧压缩、腹缘与背缘前端近平行。后端较小，翘如喙状。两壳等大或
左壳稍大于右壳，闭壳时仅后端开口。壳顶位于背缘中部偏后。各壳具横裂 1 条。壳面具颗粒状突
起。同心生长纹细密。壳内面白色，具云母光泽，匙状槽的基部有一斜条状的薄隔片，游离的石灰
质片呈“V”字形，水管具外皮。
生活在潮间带至浅海泥沙或沙泥质的海底。见于山东、福建、广西、广东和海南，广泛分布在
印度——西太平洋海区。福建沿海有进行人工管养。

图 14-18 泥

蚶

图 14-19 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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蚶

图 14-20 魁

蚶

图 14-21 翡 翠 贻 贝

图 14-21 寻氏肌蛤(凸壳肌蛤)

图 14-23 短 石 蛏

图 14-24 马 氏 珠 母 贝

图 14-25 大 珠 母 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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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26 细长裂江珧

图 14-27 栉 江 珧

图 14-28 华贵栉孔扇贝

图 14-29 日本日月贝

图 14-30 褶牡蛎

图 14-31 近江牡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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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32 三角帆蚌

图 14-34 河

图 14-33 褶纹冠蚌

蚬

图 14-35 敦氏猿头蛤

图 14-36 黄边糙鸟蛤

图 14-37 鳞 砗 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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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38 青 蛤

图 14-39 文 蛤

图 14-40 杂色蛤仔

图 14-41 四角蛤蜊

图 14-42 西施舌

图 14-43 楔形斧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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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44 透明美丽蛤

图 14-45 大 竹 蛏

图 14-46 缢 蛏

图 14-47 大沽全海笋

图 14-48 渤海鸭嘴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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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49 船蛆在钻木中

四、问题
1、瓣鳃纲种类贝壳各部分的名称。
2、什么叫外套膜？根据外套缘的愈着情况，外套膜分几种类型。
3、瓣鳃纲足的形状和大小变化很大，常随动物的生态习性而变化，其足部分几种类型。
4、瓣鳃纲消化系统是由几部分组成的。说明其构造和作用。
5、瓣鳃纲的呼吸是由鳃来进行的，其形态基本上可以分为哪 4 种类型构造。
6、瓣鳃纲种类的生态特点。
7、瓣鳃纲种类根据那些依据，分为哪三个目及其主要特征。

五、作业
1、写出瓣鳃纲分类依据和各目的主要特征。列出各科的常见种类，并画出每个目中一种常见的
养殖经济种类图，描述其形态特征。
2、通过解剖观察，写出瓣鳃纲消化系统的组成。画出其消化系统图，并标出各部分的名称。

实验十五 腹足纲形态特征、内部结构观察和种类鉴定
一、实验目的
1、了解腹足纲形态特征和分类依据。
2、掌握腹足纲的内部构造，掌握解剖和观察其消化系统的过程。
3、掌握常见养殖经济种类的鉴定和了解其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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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验用具和标本
解剖盘、解剖针、剪刀、镊子、解剖镜和培养皿等。
浸制的腹足类种类的标本和用于解剖观察的鲜活标本（鲍）
。

三、实验内容
㈠外部形态特征
1、头部
腹足纲中除了个别的翼足类外，头部都很发达，位于身体的前端，呈圆筒状有时稍扁。头部生
有 1 对或 2 对触角。头触角一般为圆锥形或棒状，能伸缩。有 2 对触角的种类，眼常位于后触角，
如后鳃类和肺螺类的柄眼目。有一对触角的种类，眼位置可以在顶端、中部或基部，如前鳃类和肺
螺类的基眼目（图 15-1）
。
头的腹面有口，大多数种类常突出成吻，口腔内有颚片和齿舌。

图 15-1 腹足类的触角与眼(黑点)的位置
1.前后触角分离者；2.两触角部分愈合；3.两触角完全愈合；
4.后触角渐萎缩者；5.后触角变成极小者；6.后触角全部消失者。

2、足部
腹足类的足比较发达，呈肉质块，除个别种类外，都位于身体的腹面，因此又称这类动物为“腹
足类”。
⑴足的形状
腹足类的足蹠面宽平，适于爬行，足的形态常因生活方式的不同而有变化：
①生活在沙泥滩的种类，足部特别发达，前面的部分称为前足，后面的部分为“后足”，前、后
足中间的部分称为“中足”。在某些种类，如玉螺、榧螺和竖琴螺等，前足特别发达，其作用如犁，
在爬行前进时，可以将旅途前方泥沙推至身体两侧，前足有时延伸背部卷盖贝壳一部分，后足也能
与其他部分分开（图 15-2）。
②有的种类足的左右两侧特别发达，形成侧足。侧足可以向背部卷曲与外套膜接合，卷盖贝壳，
例如大部分的后鳃类。在翼足类中，侧足变态成为游泳器官，并能帮助收集食物。
③有的种类在足部上端比较发达，并扩张成褶襞或边缘物，称为“上足”，如鲍。它们足分为上
足和下足两部分：上足生有许多上足触角和上足小丘；下足呈盘状。
④有的种类的足面中央有一纵褶将足分为左右两部分，爬行时可以交替动作，如圆口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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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还有的种类是营固着生活，如蛇螺，足部退化为闭塞壳口的小形盘状突起。
⑥寄生的种类，足部也仅成为肌肉质的小突起，如圆柱螺。
⑵足部的腺体
足的皮肤表面通常具有大量单细胞粘液腺，这些单细胞粘液腺时常集中在足的某一区域，构成
一种皮肤凹陷，称“足腺”。常见的足腺有下列数种：
①足前腺 位于足的前缘沟（图 15-3）
。这种腺体常出现在前鳃类的水生爬种类和后鳃类中。它
所分泌的粘液，可以润滑蹠面，帮助动物在水底匍匐，或使动物在水表面下悬体而行。
②上足腺 开口在吻和足的前缘中央线上的一种腺体。在营固着生活的蛇螺和陆生肺螺类此腺甚
深，几乎占足部的全长，它的壁呈摺叠状，腹面具纤毛（图 15-4）。
③腹足孔 在中央线上的前半段有一孔状的开口，孔大有时分歧，足腺的分泌物即从孔内流出。
这个器官与瓣鳃类足丝腺腔相当。在圆口螺为褶式管。在芋螺和其他种类，过去认为是一种水孔，
其实为粘液腺的开口（图 15-5）。
④后腺 按其位置分为背后腺和腹后腺 2 种。背后腺常出现在陆生的肺螺类中。腹后腺为皮肤腺
体，常出现在后鳃类。
足腺的分泌物有的与空气相接触时则硬化，可作为动物的支持器。蛞蝓属足腺分泌物呈丝状；
海蜗牛属则形成一种浮囊，内含空气，被覆在足的下面，动物借以漂浮及携带卵群（图 15-6）
。
⑶厣

厣（operculum）是腹足类特有的保护器官，它是足部分泌的一种角质或石灰质的物质形

成的。厣的形状一般与壳口相当，厣的上面有核心部和生长纹（图 15-7）。

图 15-2 玉螺足部充分伸展的状态

图 15-3 线纹芋螺的外形

1.出水孔；2.前足；3.前足的一部向内面折转；
4．触角；5.贝壳；6.后足。

1.水管；2.足；3.足前腺
4.足腺孔；5.外套腔开口；6.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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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4 蛞蝓头部左侧的剖面

图 15-5 芋螺足部横断面

1.眼；2.嗅神经节；3 前触角；4.口；

1.腹足孔

5.桑柏氏腺开口；6.触唇；7.口球；8.齿舌；

2.腺体开口在褶方洞内与孔相通

9.胃肠神经节；l0.平衡器；11.足神经节；
12.足腺（上足腺）；13.大动脉前枝；
14.腹神经节；15.食道；16.外套神经节；
17.侧神经节；18.平衡神经；19.脑神经节

图 15-6 海蜗牛
1.吻；2.鳃；3.卵；4.浮囊；5.足。

图 15-7 腹足纲的厣
A-B.蝾螺；C.瓶螺；D.琵琶螺；E.凤螺；F.拟蜒螺；H.芋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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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外套膜
腹足类的外套膜能覆盖住内脏囊背缘的前部，它游离边缘常在内脏囊间的空隙，叫外套腔，腔
中有鳃、肛门和生殖排泄孔等。外套膜的形状也不一样，如在原始腹足类中，外套膜边缘不呈连续
状，在其中央线上有一或长或短的裂缝，如钥孔嘁和鲍等。但有些种类，外套膜边缘显著扩张，如
宝贝科的外套膜从两侧向上伸展，可以完全将贝壳包住，其上面许多触手，有各种各样的颜色。有
的种类由外套膜缘延长形成水管，如冠螺科和狭舌目的种类，这种水管都很发达。外套膜的边缘因
与外界接触，一般有感觉器官、色素、触角等。
4、内脏囊
腹足类的内脏囊由于旋转和卷曲的结果，使原来对称的体制变成了不对称。但某些腹足类在继
续演化的过程中，又进行了反扭转，内脏囊向右侧和后方旋转，使恢复到原有的体制，如后鳃类就
是这样。
5、贝壳
腹足类通常具有一个石灰质的贝壳，但贝壳形状常因种类不同而变化很大，如嘁科的贝壳不成
螺旋形而呈笠状。锥螺和笋螺贝壳的纵轴很高而呈长锥形或笋形，而玉螺的贝壳呈圆形。有的种类
不具外壳而具内壳如拟海牛、壳蛞蝓等。
腹足类的贝壳可分两部分：螺旋部和体螺层。螺旋部层次多少和体螺层大小都因种类不同，有
的螺旋部低小而体螺层极大，如鲍鱼、宝贝等；有的螺旋部层次多而高体螺层低小，如锥螺、笋螺
等。壳顶即最早的胚壳，有的尖，有的呈乳头状，正常旋转，少数有左旋的。亮口在贝壳右旋的种
类，壳口位螺轴的右方；反之，在左旋的种类，壳口位于螺轴左方。亮口因种类而不同，有完全与
不完全之分，不完全者有前沟或后沟，完全者无沟。脐或有无，亦因种类不同而异。

图 15-8 腹足纲贝壳模式
1.胚壳；2.螺纹；3.螺肋；4.纵肋；5.颗粒突起；6.结节突起；7.内唇；8.纵胀脉；
9.褶襞 ；10.脐；11.绷带；12.体螺层；13.前沟；14.外唇；15.外唇；16.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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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后沟；18.角状突起；19.缝合线；20.棘状突起；21.翼肋；22.螺旋部；23.主襞；
24.螺旋板；25.闭瓣；26.月状瓣；27.下轴板；28.下板；29.上板；30.柄部；31.瓣部；32.
壳高；33.上缘；34.壳宽；35.平行板； 36.缝合襞；37.螺轴。
贝壳各部分的名称（图 15-8）
⑴螺旋部和体螺层
螺旋部是内脏块盘曲的地方，它可分为许多螺层。体螺层是贝壳的最后一层，一般最大容纳动
物的头部和足部。
⑵螺层和缝合线
贝壳每旋转一周称为一个螺层。两螺层之间相连接处称为缝合线。螺层数目、形态以及缝合线
的深浅常随种类不同而异。计算螺层的数目时，通常以壳口向下，从背面向下数缝合线的数目 然后
加 1 即是。
⑶壳项
壳顶是螺旋部最上的一层 就是动物最早的胚壳，有的尖，有的呈乳头状，有的种类秃颀常常磨
损。
⑷螺轴
贝壳旋转的中轴。
⑸壳口
体螺层的开口谓之壳口。它可分为壳口不完全（或称不完全壳口）和壳口完全（或称完全壳口）。
壳口不完全就是指壳口有缺刻或沟而言，在壳口前部的沟称前沟，在后部的沟称为后沟壳口完全是
指壳口大体圆滑向无缺刻成沟。
⑹内唇和外唇
壳口的内面即靠近螺轴的侧为内唇；内唇相对的一侧称为外唇。内唇的边缘常向外翻，贴于体
螺层上，外唇光滑或具齿。
⑺脐和假脐
螺轴旋转时在基部遗留下来的小窝称为脐。脐的大小、深浅常随种类而不同。也有的种类脐被
内唇的边缘所掩盖。假脐就是由于内唇向外卷曲在基部形成的小窝。
⑻纵助和螺助
在壳面上有与螺轴平行的条状突起称纵肋；在壳面上有与螺层平行的条状突起称螺肋。
⑼螺脊和螺沟
螺脊是与螺层平行的脊状突起；螺沟是螺肋之间的凹沟。
⑽纵脊
纵脊是与螺轴平行的脊状突起。
⑾棘
棘是壳面上尖刺状突起。
⑿肩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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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角为螺层高起或膨胀形成的突起面。
⒀绷带
绷带位于体螺层近前端靠近脐孔上方。
⒁贝壳的左旋和右旋
贝壳顺时针旋转的称右旋，反时针旋转的称为左旋。拿起贝壳，壳顶在上，壳口对着观察者，
观看壳口开在螺轴的哪一侧。若亮口在螺轴的右侧。则为右旋，若在左侧则为左旋。
⒂贝壳的方位
将壳口（腹面）向下，壳顶朝着观察者，这样，壳口的一端为前，壳顶的一端为后，位于左面
的一边为左，右面的一边为右。
⒃壳的高度与宽度
由壳顶至基部的距离为高度，贝壳体螺层左右两侧最大的距离为宽度。
㈡内部构造
1、消化系统
腹足类的消化系统包括消化管和消化腺两部分组成的。消化管原来是直的，口在前，肛门在后，
但在发生过程中，经过旋转和卷曲后，消化管的后端由后方转向腹方，再转向背方，这样口和肛门
就不在一直线上。图 15-14 为皱纹盘鲍各器官的部位图、图 15-15 皱纹盘鲍消化系统背面观图。
⑴消化管（图 15-9）：
①口 通常在头部的前端腹面，呈圆形或裂缝形，大都突出成吻，在肉食性种类口吻特别发达。
玉螺科吻部腹面有穿孔腺，能分泌液体，穿凿其他腹足类和瓣鳃类的贝壳以食其肉。有的种类如芋
螺还有毒腺，皮鳃的吻部生有头节附属物，附属物的腹面生有吸盘。
②口腔 口腔为消化管的第一个膨大部分，口腔内有唾液腺开口，还有角质咀嚼片和与咀嚼片相
关的肌肉块，这样整个形成了口球。咀嚼片有 2 种，即颚片和齿舌。
颚片由外皮厚化而成，大部分种类颚片成对，在口腔的两侧；但肺螺类只有 1 个中央颚片，颚
片为几丁质，通常平滑或呈鳞状，边缘锐利，有时具齿。
齿舌位于口腔底部，呈带状，是由许多分离的角质齿轮固定在一个基膜上构成。为了分类上的 方
便，一般采用数字和符号代表他们的齿式，如皱纹盘鲍齿式为：

∞·5·1·5·∞/108 或者写成

∞· 5·1·5· ∞ ×108 说明每一横列 1 个中央齿，每侧各 5 个侧齿，每侧缘齿很多（图 15-10A）
，
共有 108 个横列。不同种类的齿式和横列数不同，见图 15-10、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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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9 骨螺消化管的背面观
1.勒布灵氏腺输送管； 2.食道；

图 15-10 几种腹足纲齿舌
A.皱纹盘鲍；B.单齿螺；C.斑玉螺；D.泥螺；

3.肝管； 4.肝； 5.胃； 6.肛门腺； E.珠带拟蟹守螺；F.红螺；G.经氏壳蛞蝓的侧齿
7.肛门； 8.勒布灵氏腺；9.嗉囊；
10.唾液腺；11.齿舌；12.口。

具小型的齿，一般数目较多。在肉食性的种类，齿片较少，但强而有力，齿端有钩、刺，有时
还有毒腺；草食性种类，齿片小而数目较多，圆形或先端较钝，有时细而狭长。
③食道 通常相当长，壁上有褶皱和许多纤毛细胞。食道常有一膨大部分，或者形成为嗉囊，如
泥螺的食物可以在嗉囊里贮存一个时期，然后再送到胃中。在大多数的原始腹足目和滨螺，具有成
对的前食道袋，袋内壁有乳头状突起。中腹足目的肉食性种类，如玉螺、宝贝科等，在食道中央有
一特别发达的膨大褶迭物，内壁呈叶状。新腹足目在食道中央有食道腺。在后鳃类中，海天牛(Elysia)
有一个食道盲囊，长足螺科(Oxynoeidae)有一个长的腺质附属物。
表1

种

几种腹足类的齿式

类

齿

皱纹盘鲍

式

∞·5·1·5·∞

斑玉螺

2·1·1·1·2

红螺

1·1·1

经氏壳蛞蝓

1·0·1

④胃 通常呈卵形或长管形，但是由于消化管的弯曲，多少呈袋状或盲囊状。胃壁有时具强有力
的收缩肌，但在前鳃类，胃壁相当薄。后鳃类如泥螺，胃壁内面有角质的咀嚼板，或称“胃板”
（图
85

15-11）。

图 15-11 泥螺的胃板排列
1.胃壁；2.左侧板；3.肠；4.右侧板；5.腹板

图 15-12 簑海蛞蝓的消化系统

图 15-13 海牛背部枝状突起的纵断面

1.中肠部的肝脏突起；2.咽头；3.中肠；

1.刺丝胞囊；2.上皮；3.肝盲管；

4.后肠；5.肛门

4.由肝脏至刺丝胞的管；5.刺丝胞孔

有些种类，如鲍、海兔和锥实螺等，在胃腔中肝输出管开口的附近，附着一个幽门盲囊。
⑤肠 是一个圆管状体，直径一般相等，有时与胃以瓣膜分开，在肠之内面有一明显的纵走凸起，
凸起有时分为 2 条，中央形成 1 个沟，称为“肠沟”。肠的长短与食性有关，草食性种类，如鲍，肠
长而迂曲；肉食性种类，如骨螺，肠短而稍直。在原始腹足目（除去柱舌超科），肠通常穿过心室，
田螺则穿过围心腔，鹑螺科则穿过肾脏。
⑥直肠与肛门 肠在内脏囊中略迂回后，便推向前方达直肠。玉螺和骨螺，在直肠部有一个腺体
注入，叫肛门腺，它是一种粘液腺。肛门除去左旋种类以外，都开口在外套腔右侧前方。在内脏囊
回旋度不大或旋转消失的种类，消化管的旋转亦似消失，因此肛门开口在外套腔后方。这种情况在
前鳃类中较少，在后鳃类和肺螺类则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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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14 皱纹盘鲍各器官的部位
(去壳，背面观)

图 15-15 皱纹盘鲍消化系统背面观
1.口；2.颚(右)；3.齿舌；4.舌突起；

1.触角；2.眼柄；3.头叶；4.下足；

5.口袋(右)；6.唾液腺孔(左)；

5.上足触角；6.上足小丘；7 右侧壳肌；

7.唾液腺(右)；8.背咽瓣(右半)；

8.外套；9.外套腔；10.外套袋；

9.腹咽瓣；10.食道；11.食道囊(右)；

11.外套裂缝；12.外套触角；13.左侧壳肌；

12.齿舌囊；13.嗉囊；14.胃盲囊；

14.左粘液腺； 15.内脏圆锥体；

15.胃；16.消化腺；17.上行肠段；

16.内脏螺旋；17.胃；18.嗉囊；19.消化腺；
20.心脏；21.右肾；22.左肾

18.下行肠段；19.直肠穿入心室之区域；
20.直肠；21.肛门；22.生殖腺。

⑵消化腺 包括唾液腺、食道腺和肝脏等。
1．唾液腺 又叫口腺，这种腺体通常在口肺腔的周围，开口在齿舌左右两侧，几乎所
有的腹足类都有这种腺体。腺体有呈簇状、管状和袋状等。在柄眼目特别发达，呈叶状，称为“桑
柏氏器官”(Semper organ)。唾液腺是一种粘液腺，缺乏酶类，没有消化作用。但在肉食性种类，
则含蛋白分解酶，有些种类还含有少量的硫酸，如玉螺的唾液腺的分泌物，能溶解各类动物的贝壳。
2．食道 腺 新腹足在食道中央，具有一个重要的食道腺，称为“勒布灵氏腺”(Leiblein eland)。
这种腺体在榧螺科(Olividae)和细带螺科(Fasciolaridae)不发达；在骨螺为一原腺块；在娥螺
(Buccinum)为一薄壁的长盲囊物；在弓舌超科则是—个毒腺，它的输入管穿过食道神经环，开口在
口腔中。在肉食性的种类，食道腺常参与消化作用。因此，在食物未达到胃部以前，消化作用已经
开始了。
3．肝脏

是消化系统中最重要的腺体，它能分泌淀粉酶或蛋白酶，营细胞外消化作用，这是与

某些辩鳃纲肝脏不同之处。肝脏位于胃的周围，甚肥大，呈黄褐色或绿褐色，分成叶状。分枝的数
目和形状随种类而有变化。通常分为 2 叶，少数种类如游螺(Neritina)2 叶保持相等和左右对称，
一般则是左叶较小，甚至完全消失，如田螺。肝脏有 2 文输出管通向胃部，输出管的末端开口在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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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中。有时肝脏包被胃的全部，在胃中开有许多孔，如裸体翼足类等。分化最高度时肝脏分成许多
管，分布在身体大部分的区域,甚至达到皮肤的外附属物中。例如裸鳃类中的簑海牛、海天牛等，肝
脏的分枝分布到背部枝状突起和膨胀物中(图 15-12)。在簑海牛科这些分枝与刺丝胞囊相通，它由
内胚层形成，却开口在身体的外部(图 15-13)。肝脏除了能分泌酶素营消化作用外，有的种类还具
有排泄作用，如后鳃类和肺螺类。也有防治毒物作用，以及象肠一样营吸收作用。

图 15-16 腹足类的鳃、心脏、动脉之间的关系模型图
A.具二鳃的前鳃类；B.具一鳃的前鳃类； C.前鳃类的中腹足目与新腹足目；
1.心室； 2.心耳； 3.大动脉； 4.头动脉； 5.内脏动脉。

2、呼吸系统
腹足类原始的生活方式为水生生活，其呼吸作用由本鳃行之。本鳃位于外套腔中，基本上分为
2 种形式：最原始者在鳃的中轴两侧列生多数鳃叶，形成羽状，称为“楯鳃”；比较演化者仅在鳃轴
一侧列生鳃叶，形成栉状，称为“栉鳃”。
原始的腹足类，如鲍，具有鳃 l 对，分别于左、右两侧。但在多数种类，由于两侧生长不同的
结果，仅在一侧有鳃，他侧者消失，大多数前鳃亚纲的动物，左侧有鳃，但此鳃原系右侧所发生，
以后转至左侧。在后鳃亚纲和肺螺亚纲，因逆转的结果。左侧的鳃仍系原来左侧所发生者(图 15-16)。
腹足纲的后鳃类，有时本鳃完全消失，但在其背部生出二次性鳃。有些种类缺少呼吸器，而以
皮肤全面营呼吸作用。
在腹足类中，有些动物是自水栖转入陆栖生活的过度种类，如生活在海岸附近的滨螺，它们不
仅在外套腔内具鳃，而外套膜内面亦能营呼吸作用。适应陆地上生活的肺螺类，如蜗牛，本鳃完全
消失，而在呼吸腔内形成一种肺室营呼吸作用。又如菊花螺和某些椎实螺虽属于肺螺类，但因复归
水中生活，由外套膜的内面延伸一部分，形成二次性鳃，在帽贝超科所包括的一些种类，有的具有
本鳃（笠贝）
，有的为次生的外套鳃（帽贝），还有一些种类，它无本鳃也无外套鳃（无鳃贝）。
本鳃和次生鲤
本鳃（ctenidium）在发生过程中最初出现而在成体仍被保留下来，它是由外套腔内面的皮肤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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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而成的。次生鳃（secondary branchia）是由于扭转、反扭转或者由于生活环境的变化导致本鳃
消失，在身体的其他部位重新生出鳃，该鳃就是次生鳃。
㈢生态与分布
1、习性
腹足类中的绝大多数种类都具一外壳，当遇到敌害时把软体部分缩入壳内，以求得保护。有些种
类还具有厣，把壳口封住，与外界隔绝。有时，还寻找个适宜的场所生活、隐蔽和生殖。
生活方式主要有两类：
⑴大多数的腹足类营自由生活，经常在做短距离的移动。
①生活在泥沙滩的种类，常浅埋于泥沙中，得到更好的保护。如棒锥螺、扁玉螺、竖琴螺。
②但有些种类则不然，即使是在退潮的时候，也完全暴露在地面上。
③生活在沿岸带的种类，退潮后常喜欢钻在岩石缝中，或者是躲藏在石块的阴面。这样，除了把
自己隐藏起来，免受被敌害发现外，还可避免太阳的暴晒和风浪的直接冲击。
⑵另外，如蛇螺等少数种类，像牡蛎一样营固着生活，终生不移动。而某些腹足类，则能在软性
岩石上凿穴而居。
腹足类的运动方式：大部分种类用足以匍匐方式行动，而有些种类，如凤螺，则能跳动。一些淡
水的腹足类，能分泌放出一种丝状物，把自己悬挂在水表下爬行和捕食。而翼足类和异足类，则依
靠鳍的活动，浮游在水面上生活。
2、食性
腹足类的饵料随种类的不同而各不一样。草食性的种类，如蜗牛、田螺、鲍等，以树叶、蔬菜、
藻类为食，因此许多陆生腹足类是园艺上的大害；肉食性种类，如玉螺、骨螺、芋螺等。它们有较
强的运动能力，像芋螺还有毒腺，能主动觅食或追逐食物。这些种类，通常对食物都有选择性。如
骨螺喜食蟹类，芋螺喜食环虫，但它们中的大部分饵料还是各种动物的尸体。某些种类常直接吞食
和消化矿物质，其中主要是石灰石。如海产的 和淡水的螺类，常吃同类的贝壳。
3、生殖
腹足类有雌雄同体或异体之分。但在生殖上，它与瓣鳃类一样，具有性转变的现象。就是说，雌
雄同体的种类，可出现雌雄异体，而本来是雌雄异体的，也可以由一个性别转变到另一个性别。如
帆螺、履螺年轻时属雄性，然而成长后则变为雌性。
4、分布
腹足类是软体动物中分布最广的一类动物，无论是海洋、淡水或平原还是高山，从热带到南北两
极，都有它们的踪迹。但主要是在水中生活。
⑴大多数分布于海洋中。如锈凹螺、斑玉螺属广温性贝类，在我国南北均分布。而轮螺、蜘蛛螺
等则仅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温暖的海洋中。 、滨螺则是两栖性种类，它既不能持久的被浸没在海水
中，也不能长期的暴露在大气中。在海洋的腹足类中，大多数种类是生活在浅海地带。只有少数种
类仅能在几千米的深海底才能找到。一些对生活环境要求比较严格的种类，如鲍等种类，仅分布在
岩石地区。而斑玉螺等一些种类，只生活于沙质的海底。像泥螺，则只能在软质的泥沙滩上才能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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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⑵分布在淡水中主要是前鳃类和基眼类。
⑶生长在陆地上的主要是柄眼类。
有些种类能抵抗高温，如一些椎实螺，能在水温 40℃左右的温泉中生活，而某些豆螺，能在温度
达 50℃水中生活。还有些种类，如雏纹烟管螺则在极圈内生活，能在-30℃以下的严寒中生活，并
长期忍受积雪达 8—9 个月之久。
㈣分类
1、分类提要
腹足纲是贝类中最大的一纲，约有 88000 种。本纲又分为 3 亚纲，其分类主要依据：①侧内脏
神经连索是否交叉；②本鳃与心室的关系；③在空气中或水中呼吸；④本鳃的数目和构造，以及两
次性鳃的形态；⑤齿舌的构造；⑥颚片有无及其形态和位置；⑦雌雄同体或异体；⑧足的形态；⑨
厣的有无及其形态；⑩贝壳的形态。
◆前鳃亚纲或扭神经亚纲：胚胎在发育期间发生扭转，使左右侧脏神经连索交叉成“8”字形。
鳃和心耳在心室的前方，故名。有外壳。具厣。触角 1 对。鳃简单，位于心室前方，故称前鳃类。
侧、脏神经连结，交叉成 8 字形，故名扭神经类。一般为雌雄异体。
◆后鳃亚纲：除捻螺类外，侧脏神经连索不交叉成“8”字形。本鳃和心耳一般在心室后方。贝
壳一般不发达，有退化的倾向，亦有全缺者。除捻螺外都无厣。外套腔大多消失，存在者也为开放
状态。水生亦有本鳃消失，代之以两次性鳃。除捻螺外，侧脏神经连索不交叉成“8”字形。本鳃和
心耳一般在心室的后方。雌雄同体，两性生殖孔分开。海产。
◆肺螺亚纲 无鳃，以“肺”呼吸。多栖息于陆地或淡水中。无鳃，外套膜变成肺。大部具螺旋
形的外壳。无角质厣。神经节集中于食道，侧脏神经不交叉成“8”字形。雌雄同体。
⑴前鳃亚纲
①原始腹足目
鲍科 鲍属 杂色鲍 皱纹盘鲍 日本盘鲍 西施鲍等等。
笠贝科 史氏背尖贝
帽贝科 嫁虫戚

龟甲虫戚

蜒螺科 渔舟蜒螺 游螺、彩螺
蝾螺科 蝾螺 夜光蝾螺 粒花冠小月螺
马蹄螺科 大马蹄螺 锈凹螺 银口凹螺 单齿螺 昌螺
②中腹足目
田螺科 中华圆田螺
雟螺科 湖北钉螺
拟沼螺科 泥沼螺
肋蜷科（黑螺科） 短沟蜷属
锥螺科 棒锥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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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螺科 大轮螺
蛇螺科 覆瓦小蛇螺
蟹守螺科 中华蟹守螺
滨螺科 滨螺
凤螺科 水字螺 蜘蛛螺
玉螺科 扁玉螺 斑玉螺 梨形乳玉螺
宝贝科 虎斑宝贝
冠螺科 唐冠螺
嵌线螺科 嵌线螺
鹑螺科 中国鹑螺 带鹑螺
蛙螺科 蛙螺
琵琶螺科 白带琵琶螺
③狭舌目（新腹足目）
骨螺科 蛎敌荔枝螺 黄口荔枝螺 红螺 浅线骨螺
蛾螺科 方斑东风螺 泥东风螺
盔螺科 管角螺
织纹螺科 红带织纹螺 方格织纹螺
榧螺科 伶鼬榧螺
竖琴螺科 竖琴螺
涡螺科 瓜螺
笔螺科 中国笔螺
芋螺科 织锦芋螺
笋螺科 三列笋螺
⑵后鳃亚纲
①头楯目
阿地螺科 泥螺
壳蛞蝓科 经氏壳蛞蝓
②无楯目
海兔科 蓝斑背肛海兔 黑指纹海兔 中华海兔
③被壳翼足目
龟螺科 龟螺
④裸体翼足目
皮鳃科 皮鳃
海若螺科 海若螺
⑤囊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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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足螺科 长足螺
⑥无壳目
无壳螺科 无壳螺
⑦背楯目
伞螺科 伞螺
⑧裸鳃目
杜五海牛科 杜五海牛
⑶肺螺亚纲
①基眼目
菊花螺科 日本菊花螺
椎实螺科 耳萝卜螺
耳螺科 耳螺
②柄眼目
石磺科 石磺
玛瑙螺科 褐云玛瑙螺
蛞蝓科 野蛞蝓
蜗牛科 灰蜗牛
大蜗牛科 大蜗牛

2、常见的养殖、经济种类
⑴鲍科(石决明科)Haliotidae
贝壳很低,螺旋部退化,螺层少.体螺层及壳口极大，其末端边缘具 l 列小孔。鳃 1 对,左侧鳃较小。
无厣。本科包括的种类为温带及热带的动物，尤以热带的种类最为丰富，我国目前已发表的鲍有七
种。鲍为海味中之珍品，贝壳(石决明)是名贵的中药材。
代表 1：杂色鲍 Haliotis diversicolor Reeve (图 15-17)
壳中等大，呈卵圆形，壳质坚实。螺层约 3 层，除体螺层外，其余各层间的缝合线均不明显，
螺旋部小，呈乳头状。壳顶钝，略低于壳高，位置接近壳的后端。壳面被 l 条带有 20 余个突起，其
中 7—9 个开孔组成的螺肋分成左右两部。壳面有细致的螺肋，螺肋在左部者较明显。生长线层次明
显，形成宽大的纵走褶襞。贝壳绿褐色，壳顶磨损部显露粉红色。壳内面真珠光泽强。壳口大，外
唇薄呈刀刃状；内唇有狭长的片状遮缘，宽约 8 毫米。
本种为暖海产的鲍，分布于印度洋、太平洋区的热带海区，一般生活于低潮线至 10 米左右深度
的岩石或珊瑚礁质海底。目前我国广东、福建沿海已进行人工育苗及养殖。
代表 2：皱纹盘鲍 H. discus hannai Ino (图 15-18)
贝壳大，坚实，椭圆形。螺层约 3 层。体螺层大，几乎占贝壳的全部，其上有 1 列突起和 4-5
个开孔组成的旋转螺肋，壳面被这列突起的小孔分成左右 2 部分，左部狭长且较平滑，右壳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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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糙，有多数瘤状或波状隆起。壳表呈深绿褐色，生长纹明显。贝壳内面银白色。壳口卵圆形。外
唇薄，内唇厚。
营匍匐生活，栖息在低潮区至数十米深的岩石质海底。产于我国北部沿海，日本、朝鲜也有分
布。1973 年南移到福建养殖。为海产 8 珍品之一。贝壳亦称石决明，供药用，或作贝雕的原料，是
增养殖的重要贝类之一。
代表 3：耳鲍 H. asinina Linnaeus
壳呈耳状，开口的壳孔有 4—7 个，分布于我国的台湾、海南岛和西沙群岛。
⑵帽贝科（虫戚科）Patellidae
无本鳃，有成环状的外套鳃，位于外套膜和足部之间。
嫁虫戚 Cellana toreuma (Reeve) (图 15-19)
贝壳呈笠形，低平，周缘呈长卵圆形。壳质较薄，近半透明。壳顶近前方，略向前弯曲。壳表
具细小而密集的放射肋。贝壳的前部比后部窄瘦。生长纹较细，不甚明显。壳面颜色多变，通常为
锈黄色，并布有不规则的紫色斑带。壳内面银灰色，边缘具细齿状缺刻。在足和外套膜之间有排列
成环状的外套鳃。
生活在高潮线附近的岩石上，数量多，肉可食。我国沿海均有分布，为习见的种类。
⑶笠贝科(青螺科)Acmaeidae
具有一形本鳃，外套鳃或有或无。
代表：史氏背尖贝 Notoacmea schrenckii Lischke (图 15-20)
俗名有力贝。贝壳笠状。壳质较薄，半透明。壳顶位于前方，尖端略低于壳的高度。壳的前部
略窄而低。放射肋细而密，肋上具多数小突起，致使放射肋呈串珠状。壳面绿褐色或绿灰色，并有
许多褐色的镶边。无外套鳃，本鳃大而明显。
见于高潮线附近的岩石上。全国沿海广泛分布，也是日本的习见种。
⑷马蹄螺科 Trochidae
贝壳呈圆形、塔形或球形。壳口完全，呈四角形或圆形。脐有变化，有的缺；有的大而深；有
的为石灰质胼胝遮盖；有的由于内唇加厚，弯曲成漏斗状的假脐。厣角质，圆形，多旋，核位于中
央。鹗片有或无，齿式大都为∝•5•1••5••

。海产种类多，分布很广，但以印度洋，太平洋海区的种
∝

类最为丰富。
代表 1：大马蹄螺 Trochus niloticus maximus Koch (图 15-21A)
俗名“公螺”，贝壳大而厚，圆锥形，螺旋部大，各螺层宽度增长均匀，每一螺层下半部略显膨
胀。每螺层上半部具 3—4 列由突起联成的螺肋，下半部靠近缝合线的上方，有一列粗大的瘤状突起。
壳面灰白色，具有紫红和粉红呈波纹状的斑纹，表面被有一层黄褐色壳皮。贝壳基部平，具有与壳
表相同的色彩和壳皮，并密布有以脐孔为中心的细螺旋纹。壳口斜，马蹄形，外唇简单，内唇厚，
略扭成“S”形，其端部具一齿。脐呈漏斗状。厣角质。
本种为暖海性种，生活在低潮线至 10 余米水深的岩石或珊瑚礁质的海底，产于我国海南岛及西
沙群岛；日本、印度支那半岛等地也有分布。本种贝壳珍珠层厚，是制钮扣的原料，壳粉也可做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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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的调合物，肉供食用，为经济价值较大的种类。
代表 2：锈凹螺 Chlorostoma rusticam (Gmelin)
贝壳坚厚，略呈等边三角形。螺层约 6 层。缝合线浅。壳面布满细密的螺旋肋和粗大的向右倾
斜的放射肋，放射肋与细密的生长纹交叉成十字形。壳面深褐色，具铁锈色斑纹。壳口斜，内面灰
白色，具珍珠光泽。外唇薄，简单，具 1 黄、2 褐色相间的镶边；内唇基部向壳口伸出 1-2 个白色的
齿。脐孔大而深。厣角质。
生活在潮间带及潮下带的岩石间。以海藻为食。我国南北沿海广为分布，数量也多，日本也有
分布。肉可食用。
代表 3：银口凹螺 C．argyrostoma (Gmelin)
贝壳坚厚，近似球形或陀螺形。螺层 6 层。自壳顶向下 3 层小而低，再下面 3 层宽度骤增。缝
合线浅而明显。生长纹细密呈波纹状。顶部 3 层具极细弱的螺旋纹，其余各层表面均具有与生长纹
相交错的纵肋。壳表灰黑色。壳口大，近四方形，内具珍珠光泽。外唇外线具三黑灰色的镶边；内
唇下部厚，具弱的齿突。脐孔周缘呈翠绿色。厣角质。
暖水性种。生活于低潮线附近的岩石间。我国东南沿海及菲律宾有分布。肉可食用。
代表 4：单齿螺 Monodonta lblio (Linnaeus)
贝壳呈陀螺形。螺层约 6 层。每一螺层具带状，螺肋 5-6 条，体螺层为 15-17 条。这些螺肋均
由长方形的小突起连接而成。壳表暗绿色，具白色、绿褐色、黄褐色等色斑。壳口略呈心脏形。外
唇简单，外缘薄，内缘肥厚，其边缘形成肋状的齿列。内唇基部增厚，形成 1 个强大的白色齿尖。
无脐。厣圆，角质。
群集栖息于潮间带中、上区的岩石隙缝中。以海藻为食。为我国南北沿海分布最广的贝类之一。
日本、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也有分布。肉可食用。
此外，昌螺(Umbonium)，也是潮间带沙滩上常见的小型贝类，壳纹艳丽，可制工艺品。
⑸蝾螺科 Turbinidae
贝壳坚硬，螺旋部低，体螺层膨大，高度与宽度近相等。壳面平滑或具肋或具棘。壳口完整、
圆形，无脐或具极狭的脐孔。厣圆形，石灰质，外表面突出，内表面平具螺旋纹，核位于中央。齿
式∝•5•1••5•• ，中央齿有变化，一般呈菱形。海产，大多分布于热带及温带的海洋中，尤以热带种
∝
类最多。
代表 1：夜光蝾螺 Turbo marmoratus Linnaeus (图 15-21C)
贝壳大，重厚坚固，近球形，螺旋部锥形，体螺层极膨大。体螺层上具有间隔相等的螺肋 3 条。
其上生有结节，第一螺肋特别粗大并内外扩展将壳面分成上下两部。生长纹粗糙。壳面暗绿，具有
棕色和白色相间的环带数条。壳口大，内面有珍珠光泽，外唇在第一环肋处形成一半管状状缺刻，
内唇弧形，先端形成一扩张面。厣石灰质，大面重厚。
本种为热带性种类，分布于印度和太平洋西岸，如菲律宾、日本以及我国的台湾、海南岛南部
等地。生活于潮下带数十米的岩石及珊瑚礁的海底；肉可食，贝壳珍珠层很厚，可作贝雕的原料，
壳粉还可作油漆的调合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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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 2：蝾螺 Turbo cornutus Solander
贝壳略大，结实，螺旋形。螺层 6 层左右。壳顶较高。体螺层上记忆 2 列强大的半管状棘，每
列 10 个左右，也有些个体无棘。壳表灰青色，具有发达的螺肋及肋间细肋。生长纹粗，呈鳞状。壳
口大，圆形，具珍珠光泽。外唇简单，有时具半管状短沟棘；内唇厚，基部扩展。无脐。厣石灰质。
本种生活于低潮线至潮下带水深 10 米的岩石海底。我国浙江以南沿海出产，日本也有分布。肉
可食用。
此外，粒花冠小月螺[Lunella coronata granulata (Gmelin)]等，都是南方沿海习见的种类。
⑹蜒螺料 Neritidae
螺旋部短，体螺层大。壳口半圆形，内唇扩张，边缘平滑或具齿，厣石灰质，如渔舟蜒螺(Nerita
albicilla Linnaeus)(图 15-22)。为我国东、南沿海潮间带习见的种类。游螺(Neritina)、彩螺(Clithon)，
壳小。生活在有淡水注入的海滨。
代表：渔舟蜒螺 Nerita albicilla Linnaeus
贝壳结实，卵圆形，无珍珠层。螺旋部低矮而平。体螺层大，占贝壳全部，生长纹明显而粗糙。
壳表多为青灰色底，具黑色斑纹或色带。壳口内面白色。内唇伸延扩展，与外唇相连形成 1 宽板面，
表面具多数大小不等的颗粒突起，中央凹陷部通常有 3 个小齿；外唇外缘有黑白相间的镶边，内面
加厚，具有粒状齿列。厣长卵圆形。
营匍匐生活。栖息于潮间带上区的岩礁间。为我国东南沿海习见种类，日本、菲律宾也有分布。
⑺田螺科 Viviparidae
壳稍高，呈卷旋的圆锥形。脐孔狭或缺。螺层表面多凸，略呈圆形。厣角质、薄，核偏一侧。
具栉鳃。肾脏有长的输尿管。雄体右触角变为交接器，较粗而短。卵胎生，幼贝在子宫后部发育，
子宫始部有受精囊作用。淡水产。田螺类肉供食用，并可喂鱼。
代表：中华圆田螺 Cipangopaludina cathayensis (Heude)(图 15-23)
贝壳大，薄而坚实，圆锥形。有 6-7 个螺层，各螺层增长均匀迅速。缝合线明显。螺旋部高而
略尖。体螺层膨圆。壳面凸、壳表光滑呈暗绿色或深褐色。生长纹细密。壳口完全，椭圆形，周线
具黑色边框。脐孔部分被内唇遮盖而呈线状，或全部被遮盖。厣角质，棕褐色。
生活于淡水湖泊、水库、稻田、池塘沟渠等环境中。在我国各地广泛分布。肉供食用，壳粉还
可作为饲料。也为鱼类的饵料。贝壳及肉可做中药药材。
⑻锥螺科 Turritellidae
壳极高，螺层数多，呈尖锥形。厣角质，核在中央。无水管。
代表：笋锥螺 Turritella terebra Linnaeus (图 15-24A.)
贝壳呈尖锥形，螺层约 29 层，壳顶尖细。缝合线深。壳面生有螺肋，在螺旋部每一螺层通常有
主肋 5—6 条，在体螺层约有 11 条，每 2 条间还具有细肋。生长纹排列较稀，在壳面形成细的纵走
褶襞，壳黄灰色或褐色。壳口近圆形，内面紫褐色。外唇薄，锐利；内唇略厚，呈弧形，上端染有
紫色。厣角质。暖海性种类，为我国台湾、福建以南沿海习见种类。肉可供食用，贝壳可烧石灰。
⑼蛇螺科 Vermetid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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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壳长管状，成不规则的卷曲。壳口圆，厣角质。卵生或胎生。卵产出后附于管壁上。无交接
器。幼虫在发生期间具螺旋形贝壳。分布于我国东海和南海。
代表：覆瓦小蛇螺 Serpulorbis imbricatus (Dunker) (图 15-24C)
贝壳呈管状，通常以水平的方位逐步向外盘卷如蛇 S 卧。全壳大部分固着在岩石上或其他物体
上，仅壳口部稍游离。壳口圆或卵圆形，长径约 l 厘米左右。壳面粗糙，具有数条粗的螺肋，粗肋
间还密布 3—5 条细肋，这些肋上均被有不明显的覆瓦状鳞片。生长纹粗糙。壳灰黄色或褐色，壳内
面褐色，有珍珠光泽。暖海产，生活在中、低潮带的岩石上，是我国蛇螺科贝类习见种类，浙江嵊
山以南沿海均有分布。
⑽汇螺科 Potamididae
壳较高，圆锥形，螺层数多。壳面具雕刻。唇部或多或少向外扩张。厣圆，有多数卷纹。
代表：珠带拟蟹守螺 Cerithidea cingulatus (Gmelin)
贝壳坚硬细长呈尖锥状，壳顶通常磨损脱落，螺层微膨胀。在螺旋部每层具有三条念珠状的突
起连接而成的旋形肋纹。壳面颜色有变化，一般为黄褐色，在每螺层的中部都染有一条灰黑色的色
带。壳口近圆形，内面有与壳表肋纹相当的棕色条带。前沟稍显。厣为角质。生活于浅海沙滩或泥
沙滩的潮间带中区及下区，为全国沿海习见的种类。
代表：纵带滩栖螺 Batillaria zonalis (Bruguiere)
形稍似前种，螺层 12 层。壳面环肋细，纵肋呈波状，有白色带。分布与前种同，壳供烧石灰。
⑾蟹守螺科 Cerithiidae
壳长锥形，螺层数多。壳面有肋或结节。壳口有前沟．外唇扩张，厣角质。海产，亦有分布在
河口或淡水。
代表：中华蟹守螺 Cerithium sinense (Gmelin) (图 15-24D)
贝壳呈锥形，缝合线浅；壳顶尖，各螺层宽度增加均匀；体螺层基部急收窄。在每一螺层的上
部，紧靠缝合线下方有一条特别发达的由结节突起连成的肋。在螺旋部各层上有 3 条；体螺层上有
8 条由小颗粒连成的细弱螺肋。壳面上还布有许多丝状线纹，在每一螺层上具有一位置不定的纵肿
脉，但体螺层纵肿脉则稳定于腹面左方。壳口斜，卵形。内唇扩张，紧贴于壳底部。前沟呈半管状
突出，前端向背方急速弯曲；后沟明显，呈缺刻状。厣角质。暖海产，为我国福建以南潮间带沙滩
上习见种类。
代表：双带楯桑椹螺 Clypemorus bifasciatus Sowerby
为南海高潮区岩礁间常见的种类。
⑿风螺科 Strombidae
贝壳结实，螺旋部低，体螺层大，壳口狭长，外唇扩张呈翼状或具棘状突起，有前沟，有时具
后沟，沟旁常有外唇窦。厣不能盖住壳口，呈柳叶形，厣缘常具齿。
代表：水晶风螺 Strombus isabella Lamarck (图 15-25)
贝壳坚厚，螺旋部短，上部尖细呈塔状，体螺层膨胀轮廓略似三角形。缝合线细而明显。贝壳
有极薄的表皮，表面光滑，无斑点，体螺层前端约有 8—9 条明显的花纹。壳口窄长，外唇厚，似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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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向外延伸，接近前端边缘向内凹入形成一个缺刻；内唇厚，反转贴附于贝壳上，壳柱末端略上
曲，前沟短。厣角质，柳叶形，一侧边缘呈锯齿状。生活在暖海浅海泥沙质海底，为广东习见种类。
代表：水字螺 Pterocera chiragra (Linnaeus) (图 15-26)
俗称笔架螺。壳大，重厚，黄白色，具紫棕色斑点。壳皮黄褐色。螺层约 9 层。螺旋部呈塔状。
体螺层膨大呈拳状。在体螺层有 4 列粗强的螺肋，第一、第二条螺肋上有瘤状突起。壳口长方形，
内面橘红色，有细肋。自壳口向外伸出 6 支强大的棘状突起，呈“水”字形。厣柳叶形，角质。
生活在低潮线下沙质或珊瑚礁的海底。见于我国台湾、海南和西沙群岛，为印度——西太平洋
热带海区习见种。壳供玩赏。
⒀玉螺科 Naticidae
贝壳呈球形或耳形，螺旋部低，螺层数少。壳面光滑。壳口完全，无沟，外唇简单，内
唇多少向脐孔翻曲。或具石灰质胼胝。厣石灰质或角质。足极发达，前足翻转在头部之上。
代表 1：斑玉螺 Natica maculos Lamarck (图 15-27A)
贝壳近卵圆形或球形，壳质薄而坚固。每层的壳面稍隆起，缝合线较深，螺旋部短小，其高度
约为体螺层高度的 1/2。体螺层膨大。贝壳表面光滑无肋，壳面为灰黄色，被有大小不等的紫褐色斑
点或曲线形的纵走花纹，斑点在体螺层上部较密。壳口呈卵圆形，内面白色，边缘完整。外唇薄，
内唇上部不明显，中、下部加厚，中部形成一个结节附于脐的外方，脐大，厣石灰质。本种为我国
沿海习见种类，生活在潮间带中、下区的海滩上。
代表 2：扁玉螺 Neverita didyma (Roeding)
壳呈半球形，顶部紫褐色。基部白色，其余壳面淡黄褐色。螺层约 5 层。螺旋部较低。体螺层
宽大。壳面膨胀，生长纹细密。在每一螺层缝合线的下方，有一条彩虹样的褐色色带。壳口卵圆形。
外唇薄；内唇中部形成 1 个大的褐色的脐结节。脐大而深，部分被脐结节遮盖。厣角质。
生活于潮间带和浅海沙质或泥沙质海底。见于全国沿海，日本也有分布。为肉食性种类，寝食
其他双壳类，但其肉也供食用。
代表 3：微黄镰玉螺 Polynices fortunei (Reeve)
俗称“香碟”
。壳高、低圆锥形。螺层约 6 层。缝合线明显。壳顶尖细，壳顶处 3 个螺层很小。
体螺层膨大。壳面光滑无肋。生长线细密。壳面黄褐色或灰黄色，壳塔多呈蓝色。壳内面棕黄色或
灰紫色。壳口卵圆形。外唇简单而薄，至脐部稍加厚。接近脐的部分形成 1 个结节状的棕黄色胼胝。
厣角质。脐孔深而明显，部分被内唇伸展的胼胝所填塞。
栖息于潮间带的沙质、泥沙质或软泥质的滩涂。广泛分布于我国南北沿海，为滩涂贝类养殖敌
害。肉可食。
本科习见种类尚有：梨形乳玉螺(Polynices pyriformis (Recluz)] (图 15-27C)、乳头窦螺[Sinum
papilla (Gmelin)]等，生活于沙或沙泥滩地。
⒁宝贝科 Cypraeidae
壳质坚固，呈卵圆形。壳面具突起或平整富有光泽。成体时螺旋部小，埋于体螺层中，壳口狭
长，唇缘厚，多少具齿。无厣。吻和水管均短；外套膜及足发达。有外套触角。生活时外套膜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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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被贝壳。贝壳非常美丽，为珍贵的观赏品，我国古代用来做货币，有的供药用。完全海产，分布
在热带和亚热带海区，珊瑚礁的环境是它们栖息最宜的地方。在我国东南沿海约有 50 种。
代表：虎斑宝贝 Cypraea tigris Linnaeus (图 15-28A)
贝壳较大，呈卵圆形，壳质坚厚，螺旋部被珐琅质所遮盖，体螺层极大。贝壳表面极光滑，灰
白色或淡黄色，上面被有许多不同大小的黑褐色斑点，这些斑点一直伸到基部。壳口窄长，前部稍
宽，后端向右方弯曲。外唇肥厚外缘约具齿 24—30 枚，内唇边缘的齿较少约 22—26 枚。前水管沟
较短，后水管沟稍长。生活在低潮线以下 1 米至数米深的珊瑚礁间的沙滩上，我国台湾、海南岛、
西沙群岛均产。
⒂冠螺科 Cassididae
螺旋部短小，体螺层膨大，壳形呈圆锥形或冠状。壳面有肋。壳口狭长，唇部扩张。前沟短而
扭曲。厣角质。
代表：唐冠螺 Cassis cornuta (Linnaeus) (图 15-29A)
壳大而厚重，略呈球形或卵圆形，灰白色。螺旋部低矮。体螺层膨大。螺肋与生长线交叉呈网
目状。体螺层有 3 条粗壮的螺肋，肩部的 1 条有 5-7 个角状突起。壳口窄长。内、外唇扩张呈橘黄
色的楯面。外唇内缘有 5-7 个齿；内唇有 8-11 个褶襞。壳口内面为深橘红色。前沟短，向背部扭曲。
厣小，棕褐色。
生活在水深 1-20 多米的沙质海底。见于我国台湾和西沙群岛，日本也产。肉供食，壳可观赏和
用于贝雕。
⒃嵌线螺科 Cymatiidae
壳厚，有粗肿肋。壳口一般卵圆形，外唇厚而弯折；前沟较长。外皮甚厚，有时带毛。厣角质。
水管发达，具吻。
代表：嵌线螺 Cymatium pileare (Linnaeus)：
生活在低潮线下岩礁间，为南海习见的种类。
代表：法螺 Charonia tritonis (L1nnaeus)：
壳大型，高达 40 厘米，可吹奏如号角，产于我国西沙群岛浅海岩礁底。
⒄蛙螺科 Bursidae
贝壳中等大，坚硬。壳面雕刻多，并具棘刺。壳面有肿肋。壳口卵圆形，有前、后沟，沟较短，
唇具齿。
代表：习见蛙螺 Bursa(Cyrineum) rana (Linnaeus)
壳呈卵圆形，黄白色并杂有紫褐色火焰状条纹。螺层 9 层。壳面有细的螺肋，肋上具颗粒状结
节。在体螺层上有 2 列角状突起，其他各螺层的肩角上各有 1 列角状突起。在每一螺层的左、右侧
各有一条纵肿肋，肋上也生着角状突起。壳口橄榄形，内面黄白色。外唇厚，边缘具许多齿；内唇
内缘具褶襞及粒状突起。前沟半管状；后沟内侧有时具肋突。厣角质。
生活于浅海软泥、沙质或细沙质的海底，见于我国浙江以南沿海，日本也有分布。
⒅鹑螺科 Doliid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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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膨胀，转薄脆，常呈球状。无厣，水管狭长。生活在暖海。
代表 1：中国鹑螺 Dolium chinense (Dillwyn) (图 15-29C)
贝壳呈球形，壳质薄。壳顶尖，螺旋部短，呈塔形。缝合线较深，原始螺层和第 2 螺层光滑无
肋，其余各层均具有随螺层旋转的扁平的带状横肋。螺旋部各层横肋为 5—6 条，体螺层约有 20 一
22 条。贝壳表面披有黄褐色的外皮，壳口大，近半圆形。外唇薄，随壳面的横肋屈曲呈锯齿状；内
唇后部薄，前端较厚，向外卷与体螺层前端扭曲的绷带共同形成假脐，无厣。本种仅分布于我国南
海。生活在近海泥沙质的海底，为广东沿海习见种类。肉可食用，贝壳光洁可爱，可供玩赏。
代表 2：带鹑螺 D. zonatum Green
壳呈球形，质薄，淡黄褐色，具栗色螺肋。胚壳呈紫褐色，围绕缝合线处呈白色。螺层约 6 层。
缝合线呈沟状。螺层膨大。各螺层的壳面具明显粗大的螺肋，粗肋间还有 2-4 条细螺肋以及细致的
纵肋。壳口大，略呈半圆形，内面灰白色。外唇弧形，边缘呈缺刻状；内唇中央凹下，先端延长形
成沟状。脐小。无厣。
生活在浅海泥沙质或软泥质海底。见于我国东海和南海，日本也有分布。
其他种类如沟鹑螺[D. sulcosum (Born)]，为福建、广东沿海习见种类。
⒆滨螺科 Littorinidae
本鳃 1 个，外套膜内面形成类似肺的构造，卵生或卵胎生。
代表：粒结节滨螺 Tectarius granularls (Gray)
壳小呈陀螺形。螺层约 6 层。缝合线明显，缝合线下方略成肩部。壳顶尖，体螺层膨大。壳面
密生螺肋。螺肋与生长线相交，使壳表成细小颗粒状。但壳顶处的 3 个螺层则光滑无肋，体螺层的
下部颗粒也不发达、壳面灰黄色或灰褐色，有的杂以青色斑纹。壳顶部黑灰色，壳口卵圆形。外唇
薄，边缘具细小锯齿；内唇具有胼胝。厣角质。
一般生活于潮间带上区以至潮上带。为我国南北沿海习见种，日本也有分布。
滨螺 Littorina，卵胎生，我国沿海均有分布。
⒇骨螺科 Muricidae
贝壳呈陀螺形或梭形，螺旋部中等高。壳顶结实，壳面具各种结节或棘状突起。前沟长。厣角
质较薄。眼位于触角外侧中部，构造复杂。常具肛门腺。中央齿一般具 3 个强齿。本科动物种类很
多，我国目前至少已发现 40 余种，多为肉食性种类。分布很广，自热带至寒带均有其踪迹。
代表 1：红螺 Rapana bezoar (Linnaeus)（图 15-30）
壳坚厚结实。螺旋部短小。壳面刻有细密而稍凸出的螺肋，其上被密集的生长纹划成鳞片状。
在体螺层的下半部有 3 条稍为粗壮的螺肋，有的螺肋上面具有短的角状突起，在最下部的 1 条螺肋
上偶有翘起的鳞片状突起。螺旋部各螺层的中部和体螺层的上部扩张形成肩角。壳面黄褐色。壳口
大，呈长卵形。具假脐，厣角质。
生活于浅海数米水深的沙质海底。见于我国东海和南海。西太平洋、印度洋、加利福尼亚沿岸
均有分布。肉可食用。它也食其他贝类。
代表 2：励敌荔枝螺 Thais gradate Jo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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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名“辣螺’。贝壳近卵圆形，两端尖细，壳质坚厚。螺旋部短，体螺层膨大，螺层的肩角具结
节突起。缝合线不大明显，生长线显明。原始螺层光滑无肋，其他各层具旋形肋，肋在体螺层尤其
明显。壳面青灰色或带白色，具有灰褐色或棕色的不规则纵纹。壳口呈长卵圆形，内方黄色，具有
棕色花纹和肋。外唇薄；内唇后部薄，前部加厚。有时遮盖假脐。具棕色角质厣。本种分布于我国
东南沿海，生活在潮间带或低潮线下有岩石的海底。喜食牡蛎的幼贝，故为牡蛎养殖的主要敌害之
一。
代表 3：黄口荔枝螺 Thais luteostoma (Holten)
贝壳呈纺锤形。螺层约 7 层。螺旋部尖。体螺层较膨大。每一螺层中部突出形成肩部，在肩角上
有 1 列角状或鸭嘴状突起。有的个体在缝合线上方还有一列小的突起列。在体螺层这种突起有 4 列。
壳面密生许多细的螺纹和生长纹。壳面黄紫色。外唇外缘有细的缺刻；内唇光滑。前沟较短，先端
稍弯向背方。厣角质。
生活在潮间带中、低潮区至 20 米深的岩礁间或砾石间，见于全国沿海，日本和东南亚也有分布。
肉可供食用。以捕双壳类为食。
代表 4：亚洲棘螺 Chicoreus asianus Kuroda
螺层约 8 层。缝合线明显。每一螺层有纵肿肋 3 条。在纵肿肋上有发达的半管状的棘，棘的两缘
呈锯齿状。体螺层近壳口外缘的纵肿肋上有 5 条发达的半管状棘，在 2 条纵肿肋之间近中央部有 1
较大瘤状突起。壳面上有细微的螺纹。外唇缘有犬齿状缺刻；内唇光滑。前沟长。略是封闭的管状，
管的右侧壁通常有 3 条比较发达的棘。前沟与壳轴末端左右分叉是人字形。
暖海产。生活在数十米水深的沙泥质海底。见于我国东海和南海，日本也有分布。
代表 5：浅缝骨螺 Murex trapa Roding
螺层约 8 层。缝合线浅。每一螺层有 3 条纵肿肋。螺旋部各纵肿肋的中部有 1 尖刺；体螺层的纵
肿肋上具有 3 枚长刺，其间有的还具 1 支短刺。体螺层纵肿肋之间有 5-7 条细弱的肿肋。壳面的螺
肋细而高起。壳表面黄灰色或黄褐色。前沟很长，几乎呈封闭的管状，其上尖刺通常不超过前沟长
度的 1/2。厣角质。
暖海产。生活于数十米深的沙泥质海底。为海底拖网习见的种类，分布于我国浙江以南沿海，日本
也有分布。
(21) 蛾螺科 Buccinidae

贝壳近长卵圆形或纺锤形，壳质坚厚。螺旋部短，体螺层膨大。壳面具外皮，有螺肋和结节突
起。壳口有或长或短的水管沟。常具厣，厣角质。足相当宽大，前端呈截形。齿式 1．1．1，中央
齿宽顿，具 3 一 7 个齿尖，侧齿通常有 2—3 个齿尖。本科动物种类繁多，分布范围也很广，由寒带
到热带都有它们的踪迹。
代表 1：泥东风螺 Babylonia lutosa (Lamarck)
贝壳呈长卵圆形，壳质厚而坚实，壳宽约为壳高的 2／3。缝合线明显。螺旋部呈圆锥形，体螺
层澎大，原始螺层常被腐蚀。壳面光滑，黄褐色，外有 1 层薄的壳皮。螺层表面略平，基部 3—4 层
的上部形成肩角。壳口长卵形，内面白色，有光泽，外唇较薄，内唇加厚向外卷。前沟短，形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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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大的缺刻，后沟小。有的个体脐孔被内唇所遮盖。在贝壳基部围绕脐孔和螺轴有一呈半圆形的粗
肋，脐不深，厣角质。本种目前仅在我国东南沿海发现，生活在泥质深约 7 米到 30 余米的海底，潮
间带尚未发现。肉可食，贝壳可烧石灰。在广东沿海俗名“南风螺”，为习见的贝类。
代表 2：方斑东风螺 B. areolata (Lmarck) (图 15-32)
螺层约 8 层。各螺层壳面较膨圆，在缝合线的下方形成 1 狭而平坦的肩部。壳面光滑，生长纹
细密。壳面被黄褐色壳皮，壳皮下面为黄白色，并具有长方的紫褐色斑块。斑块在体螺层有 3 横列，
以上方的 1 列最大。外唇薄；内唇光滑并紧贴于壳轴上。脐孔大而深。绷带紧绕脐缘。厣角质。
生活在数米至 10 米水深的沙泥质海底。产于我国东、南沿海，斯里兰卡、日本均有分布。肉肥
美，可食用。
也是福建、广东沿海习见的种类。香螺(Neptune cumingi Crosse)为我国黄、渤海特有种。
(22) 盔螺科 Galeodidae

贝壳大型，呈梨形或纺锤形、螺旋部较低，螺层肩部具结节突起或横的肋纹。壳面被有壳皮及
棕色茸毛。壳口稍宽大，前沟或短或长，壳往无褶襞。厣角质。为热带和亚热带种。
代表：管角螺 Semifusus tuba Gmeljn (图 15-33)
俗称角螺、响螺。螺层约 9 层。每一螺层的中部向外扩张形成肩角。肩角上部倾斜，下部较直。
肩角上具较弱的结节突起，在体螺层上结节突起较发达。壳面具粗细相间的螺肋。肩部下面的 4 条
螺肋较发达。壳面还具较弱的纵肋。壳表被黄褐色的细茸毛壳皮。壳口长大。外唇薄，内唇紧贴于
螺轴上。前沟直，延长。厣角质。
生活在 10 余米至 70 米水深的泥沙质海底。产于我国东海和南海，日本也有分布。肉供食用。
贝壳可作号角。
(23) 织纹螺科 Nassidae

壳小型，似蛾螺。壳口多卵圆形，内唇光滑或有硬结节；外唇厚，常具齿。厣角质。足部后端
常有分叉，水管长。
代表 1：红带织纹螺 Nassa succinct A.Adams
螺层约 9 层。缝合线明显。近壳顶数层均有明显的纵肋和极细的螺肋。其他螺层上纵肋和螺肋
不明显。壳面较光滑。通常只在缝合线紧下方有 1 条和在体螺层的基部有 10 余条螺旋形沟纹。体螺
层有 3 条红褐色色带，其余各层有 2 条。壳口内面也具 3 条红褐色色带，并有 6-7 条肋纹。厣角质。
生活在浅海数十米水深的泥沙质海底。是我国各沿海习见种类，日本、菲律宾也有分布。
代表 2：方格织纹螺 Nassarius clathratus (Lamarck)
螺层约 8 层。缝合线深。螺旋部较低瘦。体螺层特别膨大。壳面有纵横交叉的深沟，形成许多
发达的近方形的结节突起，这种结节突起在体螺层通常有 10 横列，每一横列约有 20 个。外唇边线
具 10 个小的尖齿，内面有 10 条强肋；内唇上有许多颗粒突起。
生活在 20-80 米水深的沙质海底。产于我国台湾、福建和广东沿海，日本、菲律宾也有分布。
(24) 榧螺科 0lividae

壳呈柱状或纺捶状，壳面光滑有光泽。色彩美丽多变。壳口狭长，前沟短宽。厣或有或无。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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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具有 1 个深的纵沟，前足呈三角形或半月形；后足卷向背面盖被贝壳。为热带及亚热带种类，
多在沙质或软泥的海底栖息。
代表：伶鼬榧螺 0liva mustelina Lamarck (图 15-34)
壳形似红口框螺，呈长卵形、螺旋部略高出壳顶。缝合线明显。壳面光滑，有光泽。壳表为淡
黄或灰黄色底，布有许多波浪形纵走的褐色花纹。壳口相当长，几乎占贝壳的全长。外唇直而边缘
略厚；内唇褶一般为 20 个。
生活在低潮线至 40 余米水深的沙或泥沙质海底。见于我国南海至海南北部，日本、新加坡也有
分布。
(25) 竖琴螺科 Harpidae

壳呈卵圆形，螺旋部较低小，体螺层膨大，壳口宽大，壳面有整齐的纵肋，肋在肩部常特别高
起。外唇简单，内唇在前方常形成肿胀部。无厣。足大，有横沟。暖海产。
代表：竖琴螺 Harpa conoidalis Lamarck (图 15-35)
壳质薄而坚实，螺旋部短，呈圆锥状。壳顶尖，顶端 2 层光滑无肋。自螺旋部约第二层开始至
体螺层止每层均有纵肋。体螺层的肩角部肋上具有尖的突起，体螺层的纵肋强大约有 12 一 14 条，
肋的上端，肩角部具有尖形突起，肋的下端在接近贝壳基部有时向内翻曲，末端在内唇侧部成为扭
曲的横肋。贝壳表面呈淡肉色，极光泽，螺旋部无花纹，体螺层染有比较有规则而曲折的白色和棕
色花纹。壳口大，近半圆形。外唇厚，边缘完整，形成最末的一个纵肋；内唇和螺轴外侧呈咖啡色。
前沟宽短，无厣。本种在我国南海均有分布，生活在细沙质海底，贝壳极美丽可供玩赏。
(26) 涡螺科 Volutidae

贝壳形状有变化，卵圆形、柱状或纺锤形。壳顶通常呈乳头状。螺柱具数个褶皱。前沟不延伸，
常呈缺刻状。头宽，两触角远离，眼位于触角基部。外套膜有时包被贝壳两侧。水管基部具有一个
内附属物。齿式通常为 0·l·0，个别的为 1·1·1。
代表：瓜螺 Cymbium melo (Solander) (图 15-36)
贝壳大，近球形，似椰子的果实。螺旋部短小，大多数为体螺层包被，仅露出极小部分，且低
于体螺层。体螺层膨大，贝壳面光滑、具灰褐色的壳皮，壳皮脱落后呈黄色。壳表具有成横行排列
的红褐色大型斑块，这些斑块在成体往往消失而不明显。壳口大，内面桔黄色有光泽，外唇呈弓形，
薄易破损；内唇薄，滑层贴附体螺层上，具有 4 条强大的扭曲褶襞。前沟短而宽，向内凹入而成为
1 个很大的缺刻。无厣。本种为印度洋和太平洋热带和亚热带海区分布的种，我国广东和福建沿海
均产。生活在近海泥或泥沙质的海底，为肉食性种类。贝壳形状优美可供玩赏，并可加工制成汤匙
及装饰品。
(27) 芋螺科 Conidae

又称“鸡心螺科”

壳呈锥形或纺锤形。眼位于触角外侧的中部。外套膜开口为线状，水管相当长。本科种类很多，
又分为芋螺亚科(Coninae)和塔螺亚科(Turrinae)，主要分布在南海。
代表 1：织锦芋螺 Conus textile Linnaeus (图 15-37)
贝壳呈纺锤形。螺层约 12 层。螺旋部较高。缝合线浅。肩部圆钝。壳面除在基部有 10 余条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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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形沟纹外；其余部分均很光滑。壳表灰白色。具褐色线以及三角形覆鳞状花纹形成的螺纹。壳表
被有黄褐色壳皮。体螺层的中部和基部通常各有 1 条宽的褐色环带。壳口狭长。外唇薄，内唇稍卷
曲。
暖海种。生活在低潮线附近或岩礁间。习见于台湾、广东、广西和西沙群岛，分布在印度——
西太平洋一带。
代表 2：黑芋螺（白斑芋螺）Conus marmoreus Linnaeus
贝壳较大，呈倒圆锥形。壳顶常被腐蚀。螺旋部稍高出体螺层。体螺层膨大。缝合线弱。螺层
的肩部有多少明显的结节状突起。贝壳黑褐色，布满大小不太均匀的三角形白斑，壳表覆有金黄色
易脱落的壳皮。壳口狭长，其长度与贝壳的高度近等。内唇基部白色。
栖息于低潮线至数米水深的沙滩上或珊瑚礁间。为我国台湾和西沙群岛习见种类，广泛分布于
印度——西太平洋热带海区。
(28) 阿地螺科 Atyidae

贝壳通常完全外露，螺旋部不凸出。足有发达的侧叶。头大，呈拖鞋状。齿舌具一中央齿，两
侧侧齿很多。胃具三枚硬面弯曲的龙骨状板。
代表：泥螺 Bullacta exarata (Philippi)（图 15-39）
又名“吐铁”。体呈长方形，头盘大而肥厚，外套膜不发达。侧足发达，遮盖贝壳两侧之一部分
贝壳呈卵圆形，幼体的贝壳薄而脆，成体较坚硬，白色，表面雕刻有螺旋环纹，内面光滑，有黄褐
色的外皮。无螺塔和脐，无厣。
泥螺为太平洋西岸海水及咸淡水特产的种类。在我国沿海均有分布，在严寒的冬季和炎热的夏
季都能很好的生活，是后鳃类动物中对盐度、温度的适应性较广的种类之一。栖息在海湾内的潮间
带泥沙滩。肉供食用。
(29) 壳蛞蝓科 Philinidae

贝壳被外套膜遮盖，完全在内，壳薄，稍呈螺旋形。侧足厚。头盘大，厚而简单。胃部具强有
力的胃板。齿舌无中央齿。
代表：经氏壳蛞蝓 Philine kinglipini Tchang（图 15-40）
身体背面凸，腹平面，前端稍尖，后端呈截形。皮肤乳白色或黄色，微透明。头盘呈拖鞋状。
足部占体全长 2/3，前端稍尖，后端宽。侧足狭而肥厚。贝壳包埋在外套膜内，呈长圆形，具有 2 个
螺层，末几层占贝壳之全部，壳面生长线明显，与许多螺旋状弯曲的细沟相交。壳的表面为白色或
黄白色，壳口大。
生活于潮间带泥沙滩，分布于我国东海和黄、渤海。以其他贝类为食，是养殖贝类的敌害。
(30) 海兔科 Aplysiidae

贝壳多退化，小，一般不呈螺旋形，部分埋在外套膜中或为内壳，亦有无壳者。无头盘；
头部有触角 2 对。侧足较大，或多或少反折于背方。侧脏神经连索长。
代表：蓝斑背肛海兔 Notarchus leachii cirrosus Stimpson (图 15-41)
体中等大，胴部非常膨胀，且向前、后两端削尖，略呈纺锤形。头颈部明显。头触角粗大，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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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较小。侧足发达，两侧足的前端分离，后端愈合，形成一个背裂孔和特殊的腔。本鳃大，呈扇形。
贝壳完全消失。体色为黄揭或青绿色，背面被有许多大小不同的突起和黑
色细点及蓝色的斑点。
一般生活在潮下带或有藻类生长的地方，春秋产卵季节爬行于潮间带。其卵呈串状，俗称海粉
或海挂面，可作清凉饮料及清热消炎的中药。分布于福建和广东沿海。厦门殿前曾养殖过。
其他如黑 指 纹海兔(Aplysia dactylomela Rang)、中华海兔 (A. sinensis Sowerby)、 斑 叶海兔
[Petalifera punctulata (Tapparone—Canefri)]等在我国均有发现。
(31) 菊花螺科 Siphonariidae

贝壳和内脏均为锥形，似笠贝。头扁平，触角萎缩。生活在海滨高潮线附近，有两栖的性质，
营水呼吸，两次性鳃位于外套腔内面。如日本菊花螺(Siphonaria japonica Donovan) (图 15-42)。
(32) 玛瑙螺科 Achatinidae

贝壳通常至卵圆形，壳质较厚。中央齿较狭长；侧齿有变化，有时具附属齿；缘齿有附属齿。
代表：褐云玛瑙螺 Achatina fulica Ferussac (图 15-43)
贝壳呈长圆形，有 6.5-8 螺层。螺旋部呈圆锥形，体螺层膨大，其高度约为壳高的 3／4，缝合
线深。壳表黄或深黄底色，带有焦褐色雾状花纹。壳内为淡紫色或蓝白色。壳口呈卵圆形。内唇贴
伏于体螺层上，形成“s”形，唇缘内折，无脐孔。壳高 130 毫米，壳宽 54 毫米，为我国最大的一
种陆生贝类。分布于福建、广东、广西等省，生活在莱地、农田、果园和橡胶园里。当气候干燥环
境不适时，常隐藏在芭蕉叶腋、树洞、石缝或松软潮湿的泥土里。主要食黄瓜、番茄、白莱、豆类、
甘蔗、麻、甘薯、芭蕉叶等农作机繁殖力强，卵回球派白色。本种个体大，肉味鲜羌可作食品以及
家畜、家禽的饲料，还可以从中提取蜗牛酶。

图 15-17 杂色鲍

图 15-18 皱纹盘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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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19 嫁虫戚

图 15-20 史氏背尖贝

图 15-21 马蹄螺超科
A.大马蹄螺；

图 15-22 渔舟蜒螺

B.锈凹螺；

C.夜光蝾螺。

图 15-23 中华圆田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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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24 蟹守螺超科
A. 笋锥螺；B. 大轮螺；C. 覆瓦小蛇螺；D. 中华蟹守螺。

图 15-25 水晶凤螺

图 15-26 水字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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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27 玉螺超科
A. 斑玉螺；

B. 福氏玉螺；

C. 梨形乳玉螺。

图 15-28 虎斑宝贝超科
A. 虎斑宝贝； B. 梭 螺。

图 15-29 鹑螺超科
A. 唐冠螺； B. 双沟曼螺； C.中国鹑螺； D. 白带琵琶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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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30 皱 红 螺

图 15-32 方斑东凤螺

图 15-31 蛎敌荔枝螺

图 15-33 管 角 螺

图 15-34 伶鼬榧螺

图 15-35 竖琴螺

图 15-36 瓜 螺

图 15-37 织锦芋螺

图 15-38 信号芋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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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39 泥 螺

图 15-40 经氏壳蛞蝓

图 15-41 蓝斑背肛海兔

图 15-42 日本菊花螺

图 15-43 褐云玛瑙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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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问题
1、腹足纲种类贝壳各部分的名称。
2、腹足纲种类足的形态常因生活方式的不同而有变化，其足部分几种类型。
3、腹足类齿舌的特点有哪些？
4、根据腹足类不同的生活方式，其呼吸器官有那些不同。
5、腹足类的生态特点。
6、根据那些依据，腹足类分为哪几个亚纲及其主要特征。

五、作业
1、写出腹足类的分类依据，分几个亚纲及其特征。列出各科的主要养殖经济种类，画出一种常
见的养殖、经济种类图，并写出该种的形态特征和生活环境。
2、画出九孔鲍（日本盘鲍）消化系统的背面图，写出其消化系统的组成。

实验十六 头足纲形态特征和种类鉴定
一、实验目的
1、掌握头足纲种类形态特征，了解其内部构造。
2、掌握头足类的分类依据，要求区别四鳃亚纲（鹦鹉螺）和二鳃亚纲（章鱼科、乌贼科、枪乌
贼科和耳乌贼科）之间的主要特征，认识常见的种类。

二、实验用具和标本
解剖盘、解剖针、剪刀、镊子、解剖镜和培养皿等。
浸制的头足类种类的标本和用于解剖观察的鲜活标本。

三、实验内容
㈠外部形态
1、头部
头足纲的头部特别发达，略呈圆球状。头部的顶端中央有口。口的周围，头的前方有腕，与头
部相连。在口的四周还有口膜，有些种类口膜发达，有的则不发达。十腕目口膜常分裂成叶状，各
叶的尖端伸入其相对的两腕之间，与腕的基部相连。各腕与口膜相连的部位不同，有的在背面，有
的在腹面，是分类上的依据。
头部两侧各有一个发达的眼睛(图 16-1：5)，眼的构造较复杂，外方被有透明的角膜，具有保护
眼的作用。角膜一般是封闭的，如枪乌贼和八腕目。但有些种类，角膜有小孔与外界相通，如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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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贼超科。因此，有人根据角膜的情况，把十腕目分为开眼超科和闭眼超科两大类。

图 16-1 头足纲体制各部名称
1.触腕穗；2.触腕吸盘；3.腕吸盘；4.触腕；5.眼；
6.嗅觉陷；7.鳍；8.漏斗；9.胴部；10.头部；11.腕。
Ⅰ、Ⅱ、Ⅲ、Ⅳ示第一至第四对腕。

头足类动物的头部，还有一些凹陷或孔。如十腕目中，眼的前方往往有 1 个小孔，称为
“泪孔”。在金乌贼眼的后方，靠接近外套膜边缘的部分也有一个小孔或凹陷，称为‘嗅觉陷’(图
16-1：6)。
在八腕目中的短蛸和长蛸等，在眼的周围还常有棘状突起。头部的腹面有一凹陷，为漏斗的贴
附部位，称为“漏斗陷’
。
2、外套膜
头足类外套膜一般呈袋状，故又称“胴部”（图 16-9）。外套膜肌肉特别发达，所有的内脏器官
都包被在胴部。
在近海生活的种类胴部较短呈球状，如短蛸、耳乌贼等。在远洋和深海生活种类胴部较
长，呈锥形或纺锤形，如枪乌贼。
外套膜的边缘在十腕目中除耳乌贼在背部与头部愈合外，大部分的边缘都是游离的，只在背部
正中线上，有与漏斗和外套内面相接的闭锁器。在八腕目中，外套膜边缘与头部在背部和两侧愈合，
这样使外套膜开孔大大缩小，有的种类甚至小到只能容许漏斗伸出，如须蛸。
在十腕目中，胴部的两侧或后部，常有由皮肤扩张而形成的肉鳍（图 16-2）。它是帮助游泳的器
官。游泳时肉鳍不时地微微波动，用它来保持身体的平衡和前进的方向。肉鳍在胴部上的位置随种
类而不同，例如金乌贼肉鳍狭，位于胴部左右两侧全缘，末端稍有分离，称“周鳍型”。双喙耳乌贼
的肉鳍大，但仅位于胴部中段稍后的两侧，状如两耳，称“中鳍型”。中国枪乌贼的肉鳍较长，位于
胴部的后半部，左右两鳍在末端相连，彼此合并呈菱形，称“端鳍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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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2 头足纲的肉鳍
A．周鳍型；

B.中鳍型；

C.端鳍型。

3、足部
头足类的足部包括腕和漏斗两部分（图 16-1）。
⑴腕 通常呈放射状环列于头的前方，口的周围。一般基部粗大，顶端尖细，横断面呈三角形或
四方形。腕的内侧生有吸盘，或有须毛和钩。吸盘列的两侧常有由皮肤延伸的薄膜，称为“侧膜”
和“保护膜”
。
腕的形状和数目是分类上的重要依据。在四鳃亚纲的鹦鹉贝约有 90 只；在二鳃亚纲的八腕目有
8 只腕；十腕目除了有和八腕目相等的 8 只腕之外，还有 2 只专门用来捕捉食物的触腕或称“攫腕”
。
二鳃亚纲所有的腕都是左右对称，除了十腕目的 2 个触腕另计外，其余 8 只腕自背面向腹面分
为左右相称的 4 对。背面正中央的 2 只为第一对，称为“背腕”。接连的为第二对，第三对又称“侧
腕”，其中第二对又叫第一对侧腕，第三对又叫第二对侧腕。腹面的一对为第四对，又称“腹腕”。
腕的长短随种类而不同，但在同一种内各腕的长度大体上是固定的。一般原始的种类腕较短，
而且各对腕的长度略相等，演化的种类腕较长，而且各对腕的长度不相等。在分类学上常用 1、2、
3、4 四个数字代表四对腕，并以这四号码的排列顺序表示各腕长度的差别。例如长蛸腕的长度为 1
＞2＞3＞4，即表示腕以第一对最长，第二对次之，第三对又次之，第四对为最短。又如双喙耳乌贼
四对腕长度为 2＝3＞1＝4， 即表示第二对腕与第三对腕相等，第—对腕与第四对腕相等，而第二
对及第三对腕又长于第一及第四对腕。
①生殖腕
在雄性二鳃亚纲的 10 只或 8 只腕中，可以有 1 只或 l 对腕茎化成为茎化腕，又称“茎化腕”或
“交接腕’。它是用来输送精子。
茎化腕随种类而不同：
在八腕目通常为右侧第三腕茎化；
在十腕目一舶是左侧第四腕茎化，茎化的腕通常与其相称的一只不同：
A.有的是长度缩小；
112

B.有的是腕一侧的膜特别加厚而起皱褶，形成一个直通生殖腕顶端的精液沟；
C.有的是腕的部分吸盘缩小或变为肉刺；
D.也有的是腕的末端形成一个舌状端器。茎化的部位有的在腕的顶端，如爱尔斗蛸；
E.有的在腕的基部，如乌贼；
F.有的则全腕茎化，如微鳍乌贼。
因此生殖腕不仅可以鉴别雌雄性，还可用以区分不同的种类(表 16-1)。
表 16-1

种 名

二鳃亚纲雄性茎化腕的部位和特征

部

位

特

乌贼科

左侧第四腕

部分吸盘缩小

耳乌贼科

左侧第一或第四或第四对腕

部分吸盘特化为膨大突起

左侧第四腕

顶部吸盘特化为肉刺状

枪乌贼科

征

章鱼科

右侧或左侧第三腕

顶端具端器

船蛸科

左侧第三腕

顶端变成细鞭状，交接时能脱落到
雌性外套腔中

②触腕
在十腕日中除了 8 只腕外，还有 2 只触腕（图 16-1：4)，它位于第三、第四对腕之间，通常比
较狭长，

触腕的基部，在眼的下方有囊，称为“触腕囊”
，如乌贼、针乌贼等，触

腕可以完全缩入囊中；但枪乌贼的触腕只能缩入一部分。触腕通常具有 1 个极长的柄，柄的顶端呈
舌状，称为“触腕穗”。触腕穗内面生有吸盘，有的种类还生有钩，外面有腕鳍。
③吸盘
腕和触腕德的内面都生有吸盘，吸盘在腕上的排列和构造，是分类上鉴别种属的依据。
八腕目的吸盘是一个简单的环状的肌肉盘，在吸盘的口部有环行肌肉，向内为放射状肌肉，吸
盘中央有圆形小孔，小孔内面为一空腔(图 16-3)。腕上的吸盘一般排列成 l 行或 2 行，仅个别的属有
3 行吸盘。
十腕目的吸盘构造较复杂，吸盘呈球状或半球状，称为“吸盘”球。吸盘球的口部为圆形，半
月形或成一条裂缝。口部周围有许多放射状的肌肉，口内为一空腔。腔壁周围生有角质环，角质环
的外缘，随种类不同，具有形状、数目不同的角质环小齿(图 16-4)，它是区分种类的特征(表 16-2)。
在角质环的外围敷有许多角质小板，板上各有一个角质突起，许多小板共同形成一个环列在吸盘口
外面的薄而透明的区域，称为“疣带”。吸盘球下面与腕相连接的部分为柄，柄通常不与吸盘口在一
个垂直线上。柄与腕相接的部分多呈圆锥形，称为“吸盘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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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3 头足纲吸盘构造图解
A、B．八腕目；

C、D．十腕目

1.环形肌；2.放射肌；3.吸盘腔；4.括约肌；5.吸盘腔底；
6.吸盘腔底的收缩肌；7.吸盘柄；8.疣带；9.角质环；10.角质环的齿

图 16-4 十腕目腕吸盘角质环
A.日本枪乌贼基部腕吸盘；B.微鳍乌贼的腕吸盘；C.长枪乌贼的腕吸盘；
D.拟乌贼的腕吸盘；E.毛氏四盘耳乌贼的生殖腕基部吸盘；
F.毛氏四盘耳乌贼的生殖腕顶部吸盘；G.乌贼的基部腕吸盘；
H.双喙耳乌贼的触腕吸盘。
表 16-2

种

类

二鳃类腕吸盘角质环齿的数目和形状

角质环齿的数目

角质环齿的形状

日本枪乌贼

腕基部为 7—8 个、腕顶端为 3—4 个

长 方 形

中国枪乌贼

角质环齿 10—15 个

尖

形

金

角质环齿 10—20 个

钝

形

角质环齿 15 个

尖

形

乌

贼

曼氏无针乌贼
毛氏四盘耳乌贼

不具齿

十腕目腕吸盘通常排列成 2 行或 4 行，触腕的吸盘则自 4 行至 20 行。一般中央数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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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个吸盘较大，在边缘、基部或顶端者较少。
吸盘主要是用来吸附外物，它依靠腔底面肌肉的收缩，使腔内成为真空，面吸附在外物
上，吸盘口外的放射肌肉可以增加对外物的附着力，防止空气或水份渗漏。十腕目的疣带和
角质环，则是作为避免吸盘球移动的装置。
④腕间膜
腕间膜

有些种类在腕和腕之间有由头部皮肤伸展而形成的腕问膜或称伞膜。腕间膜在各腕之

间并不是恒等的，在八腕目中，腕间膜弧二角的深度(由口至膜缘的垂直距离)在同种内比较恒定，可
以作为分类的依据，各腕间膜可以 A、B、C、D、E 五个符号代表：A 为第一对腕之间的腕间膜深
度；B 为第一与第二腕之间腕间膜的深度；C、D、E 则依此类推，根据各腕间膜深度排列的形式可
以分为 4 种类型(图 16-5)。

图 16-5 八腕目腕间膜弧三角深度模式
A.各腕间的腕间膜相等：A=B=C=D=E；
B.由背面至腹面腕间膜次第减小：A、B、C、D、E；
C.由腹面至背面腕间膜次第减小：E、D、C、B、A；
D.由两侧向背腹腕间膜次第减小：C、D、B、E、A。
⑵漏斗
漏斗是由足部特化而来，贴附于头部腹面的漏斗陷部分。在原始的种类，如鹦鹉贝，漏斗由两
个左右对称的侧片构成的，但并不成为一个完全管子，此管可分为三部分。
①最前端游离，露于外套之外，为一锥形管子，称为“水管”。在鹦鹉贝和十腕目，水管内面背
面常有一个半圆形或三尖形的舌瓣(图 16-6：1)，为防止水分从漏斗口进入体内的装置。由舌瓣向内
在水管内壁的背、腹面，各有一个倒“V”字形的腺状组织，称为“腺质片”或“漏斗器”(图 16-6：
A)。在八腕目如短蛸，其水管口内无舌瓣，漏斗器位于水管内壁的背面，呈“W”形和“儿”形等。
漏斗器分泌物有滑润作用，可使漏斗便于排除渣滓，保持通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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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6 头足纲的漏斗器和闭锁器
A.漏斗器：Ⅰ.短蛸；Ⅱ.长蛸；Ⅲ.毛氏四盘耳乌贼；Ⅳ.金乌贼。
1.舌瓣；2.腹片；3.背片。
B.闭锁器：Ⅰ.日本枪乌贼；Ⅱ.金乌贼；Ⅲ.短蛸。
1.钮穴；2.钮突。
②漏斗基部

一般较水管部分宽大，与身体相连接，隐于外套膜之内。漏斗基部与外套膜以闭

锁器相连接。闭锁器亦称“附着器”(图 16-6：B)，在十腕目，闭锁器十分发达，成软骨质，分为两
部分：位于漏斗外侧基部者为一凹槽，左右各一，称为“闭锁槽”或“钮穴”，如乌贼为椭圆形，日
本枪乌贼为长条形；位于外套膜内面，为软骨状突起，亦是左右各一，称为“闭锁突起”或“钮突”。
闭锁突起恰好嵌入闭锁槽中。在八腕目中闭锁器不发达，无真正软骨质的构造，仅由漏斗基部两侧
肌肉在左右两点加厚形成的突起，和在外套膜内面左右两例形成凹陷而构成。
③漏斗下掣肌

出漏斗基部向后，在身体的背面两侧各有一束控制漏下动作的肌肉。

漏斗是头足纲动物用来游泳的主要器官，如乌贼，游泳时依靠闭锁器的装置，可以使外
套膜边缘随意关闭和开张。当外套膜边缘张开的时候，海水就可流进外套腔中，然后利用闭
锁器的装置，使外套膜与漏斗基部紧合，这时水就不能从外套腔中溢出，再依靠外套肌肉的
收缩，外套腔里的水便从漏斗孔喷射出来。乌贼就是依靠这种喷水的力量游泳，如果漏斗孔
喷出的水流越快，乌贼行动也就越迅速。
漏斗不仅是运动时的主要动力，而且是头足类的排泄物、生殖产物、墨囊中墨汁排出的
通道。
4、头足钢的贝壳
头足类的贝壳分为外壳、内外壳、内克和假外壳等。
①外壳

仅在四鳃亚纲的鹦鹉贝有外壳，是在一个平面上作背腹旋转(图 16-7)，壳内腔具有许

多隔壁。隔壁顺着螺旋把内腔分为若干壳室。在壳口的最后一室，最大，称为“住室”，动物整个软
体部就藏于住室中，其他各室都充以空气，称为“气室”。气室具有减轻身体比重而漂游于水中的作
用，每个隔壁中央有一个圆孔，并由隔壁的延续物组成如短柄的漏斗，称为“隔颈”。自住室至最原
始而在内方的初室，由一膜质的小管穿过隔壁上的孔，这连贯各室的管，就是串管或叫室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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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7 鹦鹉贝纵切模式

图 16-8 旋壳乌贼的外形

1.贝壳；2.通管；3.隔膜；4.消化腺；5.胃；6.盲囊；

1、2.贝壳凸出的部分；

7.生殖腺；8.心脏；9.肾脏；10.嗉囊；11.鳃；

3.终吸盘

12.外套腔；13.外套膜；14.齿舌；15.颚；16.口；
17.漏斗；18.腕；19.食道；20.脑；21.背部的外套膜
②内外壳
二鳃亚纲的原始种类，如旋壳乌贼，贝壳向腹面作游离状螺旋，壳的内部分室、隔颈与鹦鹉贝
不同，呈连续状，室管在壳的腹缘。它的贝壳大部分包埋在外套膜内，只在动物体后端背腹面部分
裸露形成了内外壳(图 16-8)。这种现象可认为旋壳乌贼是由四鳃类演进到二鳃类的中间过渡类型。
③内壳
头足类的内壳，在发育初期原位于皮肤外面，至胚期中则隐蔽在皮下。内壳可分为石灰质和角
质 2 种。
A 石灰质的内壳
通常所称的海螵蛸，是属石灰质的内壳。在二鳃亚纲某些化石种类中，如箭石，其内壳称为“闭
锥”。闭锥由外套膜分泌的石灰质包被，石灰质向前形成背楯，向后形成顶鞘(图 135：B)。现在生存
的十腕目中，除旋壳乌贼外，闭锥和顶鞘都非常退化，而背楯特别发达，几乎占了贝壳的全部(图 16-9：
A)。现以金乌贼的内壳为例，说明其各部名称。金乌贼的背楯非常发达，而闭锥和顶鞘却很退化。
闭锥狭仅有一室；顶鞘缩小变成壳后端的骨针。贝壳周围具有角质缘，此缘扩展至背楯向后方的闭
锥抱合形成 2 层边缘，内方的一缘直接与闭锥相接形成内圆锥体，外缘环绕贝壳全缘形成外圆锥体。
背楯的背面常沉淀有许多石灰质粒，在其正中线上隆起的部分叫做“中央阜”。背楯的腹面分为前后
两部，前部平滑称“终室”；后部有许多生长纹，称为“横纹面”。终室的长度占全壳长度的百分值
叫做“终室率”。
B 角质的内壳
在十腕目如枪乌贼和耳乌贼，内壳为角质的羽状壳，薄而透明，非常退化，仅占体躯的前半。
内壳呈黄褐色，中央有一纵肋，自纵肋向两侧发出极细的放射纹(图 16-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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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腕目没有真正的内壳。须蛸仅具有 1 个小的中央片；在章鱼中有 2 个小侧针，位于体背表
皮下中线的两侧，用作附着漏斗器和头的收缩肌。

图 16-9 头足纲的内壳
A.金乌贼贝壳的腹面；B.箭石的贝壳；C.日本枪乌贼的贝壳。
1.背楯；2.闭锥；3.顶鞘；4.外圆锥体；5.内缘；6.外缘；7.内圆锥体。
④假外壳
船蛸类贝壳完全退化，船蛸雄体具有一种二次性的假外壳。假外壳不是由外套膜分泌形成的，
而是由两只特化的背腕分泌的石灰质壳，雌体的卵子便产生在壳内，故又称“孵卵袋”，用于携带卵
子(图 16-10)。

图 16-10 船蛸雌体的贝壳

头足类的身体方位，一般是按照它游泳的姿态确定：有口面为前方，反口而为后方；无漏斗的
一面为背面，有漏斗的一面为腹面(图 16-1)。
㈡内部构造
1、消化系统
⑴消化管

前端为口球，内有颚片和齿舌，食道很长与胃相连。富肌肉的胃具有 2 个

幽门盲囊。肠的前部蜿蜒，其末端的肛门开口在外套腔内(图 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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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11 头足纲的消化系统
1.口；2.口球；3.食道；4.后一对唾液腺；5.胃；6.盲囊；7.肠；
8.肝胰脏；9.墨囊；10.肛门；11.肝；12.直肠；13.嗉囊；14.前一对唾液腺。

图 16-12 枪乌贼的内部构造
1.腕；2.齿舌；3.脑神经节；4.头软骨；5.前大动脉；6.食道；7.肝；
8.大神经纤维；9.墨囊；10.胰脏；11.胃；12.心脏；13.后大动脉；
14.外套膜动脉；15.内壳；16.外套膜；17.生殖腺；18.后大静脉；
19.鳃心；20.前大静脉；21.肾脏；22.鳃；23.直肠；24.肛门；25.平衡囊；
26.漏斗瓣；27.漏斗；28.足神经节；29.触腕；30.背颚片；31.腹颚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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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口与口腔
口位于腕的中央，周围有一圆唇，唇具乳头突起。在二鳃类中，口的周围常有膜，称为“口膜”。
在十腕类中，口膜常分裂成叶，与腕基部相连，并具脊或小吸盘。
口腔为肌肉质的口球，在口腔的前端背、腹面，具有 l 对黑色的鹦鹉喙状的颚片(图 16-12)。颚
片具有弯曲的附着板，板上附着粗的肌肉。颚片边缘锐利，在鹦鹉贝中还覆被 1 种石灰质沉淀。颚
片主要功用是切取食物。
口腔的底部有齿舌。齿舌的每一横列通常由 1 个中央齿和两侧成对称的 3 个侧齿组成，
齿式为 3．1·3。须蛸无齿舌；鹦鹉贝则无中央齿，而每列侧齿是四枚。在齿舌的前方或附近有一
肥大的突起，这是头足类的舌。它的外皮相当厚，且具乳头突起，可能是司味觉的器
官，相当于副齿舌。
头足纲的齿舌，除了锉碎食物外，还能有推进食物的功能。
②食道
食道很长，膨大部分形成嗉囊。鹦鹉贝食道是逐渐变粗而成嗉囊；八腕目则骤然变粗形成嗉囊；
十腕目的食道仍保持同样粗细，无嗉囊。嗉囊是食物暂时贮藏的场所。
③胃
胃是一个囊状物，呈球形或长圆形，胃壁肌肉发达，有喷门和幽门。在胃后肠的基部，有 1 个
附属盲囊，形状随种类而变化，大多数种类如乌贼和八腕目呈螺旋形，称为“螺旋盲囊”。有的种类
则呈球形或延长形。在金乌贼的盲囊内表面有许多增加消化面积的褶襞，上面生有纤毛，肝脏的导
管开口在这个盲囊中，盲囊为贮藏肝脏分泌物的场所。
④肠和肛门
肠比较短，在鹦鹉贝和八腕目中肠稍有弯曲，在十腕目则是直的，直肠的末端为肛门，开口在
外套腔的前部中央腺上，在肛门部还常具 2 个侧瓣。除鹦鹉贝、须蛸和章鱼外，在肛
门的附近通常有 1 个墨囊。它由墨腺和墨囊腔两部分构成(图 16-12)。两者有壁隔离，经墨腺孔相通，
墨腺分泌的墨汁可以积蓄在墨囊腔中。
⑵消化腺
①唾液腺
它是重要的腺体之一，开口在口腔内。八腕目有唾液腺 2 对：前 1 对由 2 个扁的泡状腺体构成，
贴在口球的后方，每个腺体具有 l 支短的输出管，开口在口球后部两侧；后 1 对唾液腺又称“腹腺”，
由 2 个较大的泡状腺体组成，腺体结实，由盘曲而分叉的管构成，呈杏仁状(图 16-11：A—14)。它
们的 2 支输出管在中部愈合成为 1 支中央管，开口在副齿舌的项部。当齿舌开始活动之前，后唾液
腺的分泌物便从副齿舌的顶部流到食物上。
在十腕目中，只有柔鱼科、旋壳乌贼等有唾液腺，但不发达。在其他十腕目的齿舌后方食道的
入口，亦有 1 个不成对的口球腺体，这相当于前 1 对唾液腺的胚体状况。十腕目后 l 对唾液腺较小，
位于较前方，靠近头软骨(图 16-11：B—4)。
四鳃亚纲的鹦鹉贝，没有后 1 对唾液腺，但在它的口腔两侧有 1 个孔，为口腔壁的 1 个腺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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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口，此腺相当于八腕目的前唾液腺。
唾液腺能分泌各种消化酶，尤其后唾液腺能分泌消化蛋白质和淀粉的消化酶，并具毒
性，能杀伤猎捕对象。但也有认为十腕目的唾液腺，无分泌消化酶的功能，仅是毒腺。
②肝脏或肝胰脏
是消化腺中较大的腺体(图 16-11：8；图 16-12：7)。鹦鹉贝的肝脏稍结实，共有 4 叶，每叶各
有输出管。二鳃亚纲如乌贼在发生中，是由 2 个分离的腺体构成的，但在成体中则稍相愈合，柔鱼、
枪乌贼和八腕目几乎完全愈合。二鳃类肝的输出管有 2 支，穿过肾脏。在十腕目肝输出管上被覆腺
质的、构造与肝脏稍微不同的胰泡组成了胰脏。在八腕目，胰脏只位于肝输出管的基部，几乎包在
肝脏内。胰脏分泌的胰蛋白酶和胰脏及肝脏分泌的淀粉酶，均输入胃中，在胃内进行消化作用。
③副舌腺
在二鳃类副齿舌的前方，有 1 个体积不大的腺质器，副舌腺就是由腺质器上皮的褶叠形成的，
如短蛸的副舌腺在口腔的后腹面。
2、呼吸系统
鳃左右两侧对称，发生中本介于外套膜和足之间，以后陷入于外套腔的底部，它的自由端向前。
鹦鹉贝有 4 枚鳃，为生活的四鳃亚纲唯一的代表，它的鳃大部分是游离的。其他生活的头足类只有
2 枚鳃，鳃的背侧由薄的肌肉褶与外套膜相连(图 16-12)。每枚鳃呈羽状，在鳃丝的内部有微血管循
环，某些二鳃类中，羽状鳃的两侧不十分相等，鳃的叶片数随种类有变化，如八腕目鳃叶片数少，
鳃轴孔特别发达，分鳃叶叶 2 列。每一鳃叶片具横褶襞，褶的本身又有褶。鳃面没有纤毛，依靠外
套的收缩作用，产生呼吸水流的运动，沿着鳃的附着腺上，有一个特别的腺质器官，称为“鳃腺”，
腺上布有血管。
㈢生态与分布
1、分布
头足类分布广泛，热带、温带和寒带海域，潮间带、沿岸区、近海区、外海区和深海区均有其
踪迹。目前，头足类的捕捞主要集中于大陆架以内，深海中的渔获量还很少。我国的渤海和濒临的
黄海、东海和南海中均有头足类集群，其密集分布区形成渔场，密集或比较密集的种群成为海洋渔
业的专捕或兼捕对象。头足类的密集分布区多在盐度较高的海岛周围海域，内湾也有分布，也以盐
度较高的内湾分布较多。
2、生活方式：
头足类是行动敏捷的软体动物，喷水推进为其最重要的运动方式。
生活方式主要有两类：
①柔鱼、枪乌贼和乌贼的外套肌和闭锁系统发达，喷水推进的能力强，成为游泳生活型。
②蛸（章鱼）的外套肌和闭锁系统不发达，喷水推进的能力弱，虽然也能游于水中，但游行时
间短暂，沉入海底后，主要以各腕交替着地，支撑并移动身体，在岩礁石缝间爬行，或用各胞在底
层划行，成为底栖生活型。
3、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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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足类是凶猛的肉食性动物，各腕强而有力，触腕更是攫食的重要武器。口球内生有坚韧锋利
的角质颚，能咬碎鱼类的骨片和甲壳类的壳片。
①柔鱼主要捕食磷虾、沙丁鱼、鳗等；乌贼主要捕食小虾、虾蛄、扇蟹、双壳类、多毛类等；
②蛸（章鱼）主要捕食双壳类、龙虾、蟹类、底栖鱼类等。
头足类本身也被许多凶猛的肉食性鱼类所捕食，在金枪鱼、鲣、鳕鱼、鳓鱼、海鳗、鲈鱼的胃
含物中，头足类的出现频率相当高，平均重量也相当大。齿鲸、海豹和大型海鸟均是大量猎捕头足
类的重要类群。
4、生殖
头足类通过雌、雄交配进行繁殖。
①柔鱼、枪乌贼和乌贼在口膜附近受精，雄性传递精荚于雌性的口膜附近，精子进入口膜附近
的纳精囊中，在其中短暂生活，俟雌性排卵时，与卵子相遇而受精。
②蛸（章鱼）在输卵管内受精，雄性传递精荚于雌性的输卵管内，精子在输卵管内与卵子相遇
而受精。
和其他贝类不同，头足类的卵子富于卵黄，行盘状分裂，为非幼虫型发育，较之其他贝类明显
进化。头足类的卵子不但卵黄丰富，而且具有多层卵膜，使胚胎获得良好营养和保护，孵化率很高，
可达百分之七八十以上。一些乌贼、枪乌贼和蛸（章鱼）等浅海性头足类的幼年期形态已与成体基
本相似，孵出后的幼体生长很快，在中小型的头足类，从幼体发育到成体，一般仅需半年至 1 年左
右，繁殖后的成体相继死亡，寿命一般为 l—2 年。
5、洄游
在经济贝类中，头足类具有独特的洄游行为。头足类的洄游覆盖了它们的整个生活周期，这与
许多洄游性鱼类甚为相似。
洄游主要由生殖洄游、越冬洄游和索饵洄游组成，均显示出明显的季节性和方向性。
游泳生活型的柔鱼、枪乌贼和乌贼，主要的一生均在洄游过程之中；
底栖生活型的蛸（章鱼）
，也有小范围和短程洄游。
头足类在洄游过程中形成集群，成为海洋渔业良好的捕捞场所——渔场。在黄海、东海和南海，
有数十个大大小小的头足类渔场；我国的内海——渤海中也有头足类的兼捕产量。我国是捕捞头足
类的重要国家之一，年渔获量一般为七八万吨。
㈣分类
现在生活的头足纲约有 500 余种，但由太古以来成化石而被发现的不下 10，000 种。本
纲动物主要以鳃和腕的数目，及其形态特征为分类上的标推，分为 2 亚纲。
四鳃亚纲：鳃、心耳、肾脏都是 2 对，贝壳为外壳。触腕数多。无墨囊。
二鳃亚纲：鳃、心耳、肾脏都是 1 对，贝壳为内壳或退化。触腕 4 对或 5 对。有墨囊。
1、分类提要
⑴四鳃亚纲
鹦鹉贝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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鹦鹉贝科：鹦鹉螺
⑵二鳃亚纲
①十腕目
乌贼科：曼氏无针乌贼、金乌贼、拟目乌贼。
耳乌贼科：双喙耳乌贼、柏氏四盘耳乌贼。
枪乌贼科：中国枪乌贼、火枪乌贼。
武装乌贼科：多钩钩腕乌贼
蛸乌贼科：匕首蛸乌贼
大王乌贼科：日本大王乌贼
柔鱼科：太平洋丛柔鱼
②八腕目：
章鱼科（蛸科）：短蛸、长蛸和真蛸。
船蛸科：船蛸
2、常见的经济种类
⑴鹦鹉贝科
贝壳具数层螺旋，多少重叠。隔片简单，室管在中央或近中央。壳口不收缩。生活的种类仅鹦
鹉贝科的鹦鹉贝属。化石种类的科如：直角石科、内角科等。
代表：鹦鹉贝 Nautilus pompilius Linnaeus（图 16-13）
贝壳大而坚硬，左右对称，周缘稍圆，壳表面光滑，呈淡黄色或灰白色，散布有火焰状的红褐
色斑纹。生长纹细密。壳内面隔片区分为 32—36 个简单而不等的壳室。隔片有次序的向前弯曲，隔
颈短，均凸向第一室，而凹部则向壳口。膜质的连室细管在壳内中央贯穿着每个壳室。动物体居于
最后的一个壳室称为“住室”。在住室的左、右两侧靠近隔片处有强大的壳肌痕。壳口简单，没有皱
纹，边缘弯曲。除了住室以外，其余的壳室可以贮满空气，称为“气室”，动物能调节气室里空气的
分量，使身体浮沉于海洋中。齿式为 2·2·1·2·1·2。
鹦鹉贝是喜欢群居而夜出的海洋贝类，平时生活在 50—60 米深的海底，食料主要为蟹
和虾类。我国台湾、海南岛和西沙群岛海区有分布。
⑵乌贼科 Sepiidae
体宽大，背腹扁。鳍狭，占胴部两侧的全缘。角膜前方具泪孔。限的后方具嗅觉陷。闭锁槽呈
椭圆形或半月形，具深的纵沟。腕吸盘常为四行。雄性左侧第四腕茎化。触腕能完全缩入眼基部的
触腕囊内。内壳石灰质，背楯发达。在我国常见的有 3 属。
代表①：曼氏无针乌贼 Sepiella maindroni de Rochebrune (图 16-14)
胴部卵圆形，稍瘦。肉鳍前端较狭，向后端渐宽，位于胴部两侧全缘，左右两鳍在末端分离。
腕长度相近，顺序一般为 4＞1＞3＞2，吸盘 4 行，各腕吸盘大小相近，其角质环外缘具尖锥形小齿；
雄性左侧第 4 腕茎化，特征是基部约占全腕 1／3 处的吸盘特小，中部和顶部吸盘正常。触腕长度一
般多超过胴长，穗狭小，长度约为触腕全长的 l／4，其上吸盘小而密，约 20 行，大小相近，其角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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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外缘具方圆形小齿。生活时，胴背白花斑甚为显著，雄者斑大，雌者斑小，很易识别；浸制后，
胴背呈脓密紫斑。内壳长椭圆形，长度约为宽度的 3 倍。角质缘发达，末端形成 1 个角质板，横纹
面水波状。后端无骨针。
本种构成我国四大渔业之一，浙江沿海产量为全国第一，福建次之，粤东产量也较多，唯长江
口以北至黄、渤海区则产量很少。肉味鲜美，畅销东南亚一带及我国沿海、内地各处。
代表②：金乌贼 Sepia esculenta Hoyle（图 16-15）
胴部呈卵形，鳍狭长，位于胴部两侧全缘以第四对腕最长，其余三对的长度差别不大。贝壳为
石灰质，略呈椭圆形，后端中尖有一锥形的骨针。我国沿海产。
⑶耳乌贼科 Sepiolidae
胴部短，背部中央与头愈合，末端呈圆形。鳍大，位于胴部两侧的中部，略呈圆形。生殖腕为
左侧第一、第四或第四对腕。内壳退化。
代表①：双喙耳乌贼 Sepiola birostrata Sasaki (图 16-17)
小型，胴长约 15 毫米。胴部袋形，胴背与头部相连。肉绪大，相当胴长 2／3 左右，位于胸部
中段稍后的两侧，状如两耳。腕的长度为 2=3＞1＝4，其吸盘角质环外缘无齿；雄性左侧第—腕茎
化，较粗短，约为右侧第一腕长度的 4／5，基部有 4—5 个小吸盘，向上靠外侧边缘生有大小不等
的两个弯曲的喙状肉刺，顶部 2／3 处密生 2 行三棱形的突起，突起
尖端有小吸盘。触腕细长，约为胴长的 2 倍，穗小约为全腕长度的 1／6，吸盘极小，大小相近，基
部 4 行，向上可达 16 行，触腕吸盘角质环外缘具尖形小齿。内壳退化，本种分布于我国的黄、渤海
和南沿海。以黄、渤海量较多。肉供食用，也是鱼类饵料。底栖性种类，常在海底钻穴居。
代表②：柏氏四盘耳乌贼 Euprymna berryi (Sasaki)（图 16-18）
身体很小，胴部短，近球形，鳍的内缘全长 1/2 与胴部相连，其余 1/2 游离鳍位于胴部两侧形似
耳朵故名，腕不等长，长短顺序为 2>3>1>4，触腕细长，为胴部长的 2 倍，无贝壳。雄性左第一腕
茎化，且侧腕、腹腕边缘 2 行吸盘明显扩大。我国南北沿海皆有分布。
⑷枪乌贼科 Loliginidae
胴部圆锥形。肉鳍较长，分列胴后两侧，两鳍相接近似纵菱形，少数种类周鳍型。腕吸盘 2 行，
触腕吸盘 4 行，不特化成钩。生殖腕为左侧第四腕。内壳角质，披针叶状，中央有一纵肋，自纵肋
向两侧发出极细的放射纹。
代表①：中国枪乌贼 Loligo chinensis Grag （图 16-19）
又称鱿鱼。胴部细长，长度约为宽度的 4 倍，鳍很长，位于胴部的后半部约占胴部的 2/3，左右
两鳍在末端相连，彼此合并成菱形，腕的长度不等，3＞4＞2＞1，触角腕大，吸盘角质环外缘具大
小相同的锥形齿。
本种在我国东南沿海产量最大，集中于福建南部和广东整个沿海，其中广东沿海产量为全国第
一。经济价值很高，干品叫“鱿鱼干”，是名贵的海产珍品。
代表②：杜氏枪乌贼 L.duvaucelii D’0rbigny

(图 16-20)

胴部较短胖。腕较长，顺序 3、2、4、1，雌体各腕吸盘大小相近，第三腕吸盘角质环远侧约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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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在雄性第二腕吸盘明显扩大。第三腕吸盘角质环周缘约 10—11 个，方形齿。触穗扩大，4 行吸
盘，茎部吸盘较大，中间 2 行为侧行的 1 1/2 倍大。有 14—17 个小的尖锥齿。
（周缘）雄性左腹腕长
的一半以上茎化，直肠 2 侧各有一椭圆形发光器，墨囊较大。
本种在日本、中国、台湾、香港、菲律宾和印度有分布。我省尤其厦门东山。厦门和台湾常俗
称小管枪乌贼。Sasaki 定的小管枪乌贼 Loshimai 为本种之同种异名。
⑸柔鱼科 Ommatostrephidae
胴部长筒形，末端尖细，肉鳍短，分列胴部后端，两鳍相接近似心形。腕吸盘 2 行，触腕吸盘
2 行，不特化称钩。生殖腕为第四对腕中的 1 只或 1 对。内壳角质，细条状，肋贯全长，最末端具
中空的圆锥物。如太平洋斯氏柔鱼[Ommastrephes sloani pacificus (Steenstrup)]，分布的南限在我国黄
海南部。夏威夷柔鱼(O. hawaiiensis Berry)我国南海有产。
代表：太平洋丛柔鱼 Todrodes pacificus
本种与太平洋斯氏柔鱼[Ommastrephes sloani pacificus (Steenstrup)]同种异名，胴部长筒形至后部
渐尖。鳍短，两鳍相接似心形。腕粗壮，吸盘 2 行。第三腕背侧游泳脊宽，大吸盘角质环一侧细长
尖细。触腕大吸盘约有 12—18 个齿，长钝齿和短钝齿相间排列，雄性右腕茎化，保护膜变宽，腕末
部 1/3 上的吸盘有变化。内壳角质，细条状，末端具中空圆物。
⑹章鱼科(蛸科)

Octopodidae

腕长，彼此相似。腕间膜一般短小，腕吸盘 2 行，少数单行或 3 行。右侧第三腕茎化，末端呈
匙状。鳃发育正常，具内外二半叶。嗉囊通常发达。有墨囊。漏斗器“ω”或“）（”形。
代表①：短蛸 Octopus ochellatus (Gray) （图 16-21）
体小，胴部呈卵圆形，头部短小，与胴部在背面相连，两侧及腹面边缘游离，身体背部为灰紫
色，腹面淡黄色，背面皮肤表面有密布的圆粒状突起，漏斗发达，漏斗口呈“W”
形，腕的长度顺序为 4=3＞2＞1，在第二对至第四对腕基部区域的体两侧皮肤表面有一个椭圆形的
金色圈，无贝壳。雄性右端起茎化，末端呈圆锥状端器。
代表②：长蛸 Octopus variahilis (Sasaki) （图 16-22）
体较大，柔软，表面常皱褶，腕的长短顺序有 1＞2＞3＞4，第一对腕特别长，约为第二对或第
四对的 2 倍，雄体右侧第三腕茎化。端口颇小，圆锥形，系为两边皮肤向腹面卷曲而成，有纵沟，
腕侧膜较发达，形成输精沟。贝壳退化。
代表③：真蛸 Octopus valgaris (Lamarck) （图 16-23）
胴部背面及眼的周围为稀疏的突起，各腕稍长，腕的顺序无 2=3＞1＞4，吸盘 4 行，雄体右侧
第三腕茎化，茎化腺尖端稍钝，变形，内壳退化。
㈤头足类的固定保存和玻片制作
1、固定保存
头足类动物最好是在它们生活时固定，如所得的标本已经死了，为使标本恢复原状应先放入海
水中浸泡一个多小时，然后浸入 1%铬酸中使其硬化，约一个小时后，移入酒精中保存。乌贼可以直
接放入 70%酒精中，但需在放入之前，把两个触手拉出来，注意勿使其再收缩，并再换酒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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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小形的乌贼先用 0.2%水合氯醛溶液或酒精进行麻醉，然后防入酒精中，同时应注入少许酒精进
体内，以保证它的脏器不致于腐烂。
枪乌贼可以直接防入克氏固定剂内，于一个小时后移入淡酒精中，以后渐进至 70%酒精中保存。
有的枪乌贼体上附有胶质，应用 1%铬酸固定约 30 分钟，保存于酒精内。
章鱼类宜用 0.1%水含氯醛溶液麻醉后，固定保存酒精里，注意舒舒张它的触手。若是体形较大，
应用铬酸固定 1—2 小时。洗净后保存于 70%酒精中，并在体内注入酒精。
2、玻片制作
⑴性腺制片：同腹足类的性腺制作。
⑵幼体制作：用石蜡切片法，染色于胭脂矾染液、硼砂染液中。
⑶眼睛制作：用石蜡切片法进行切片，但在取材时应注意，不宜选取大形的眼睛。

图 16-13

鹦鹉贝

图 16-14 曼氏无针乌贼

图 16-15 金乌贼

图 16-16 拟目乌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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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17 双喙耳乌贼

图 16-18 柏氏四盘耳乌贼

图 16-19 中国枪乌贼

图 16-20 小管枪乌贼

图 16-21 短蛸

图 16-22 长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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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23 真蛸

四、问题
1、头足类的形态特征。
2、什么是生殖腕？生殖腕的茎化位置及茎化腕有那些不同。
3、头足类的贝壳有几种类型，请说明。
4、头足类的生态特点。
5、头足类的分类依据有那些，分为四鳃亚纲和二鳃亚纲。它们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五、作业
1、写出头足类的分类依据，分为哪两个亚纲及其主要特征。列出常见的种类。
2、画出头足类的外部形态图，标出各部分名称。

实验十七 虾类形态特征、内部结构观察和种类鉴定
一、实验目的
1、了解虾类的外部形态特征、头胸甲上各部分名称、附属肢体的形状和构造。
2、通过解剖观察，了解虾类内部各器官系统的位置与构造特点。
3、通过比较，掌握对虾属各主要经济种类的形态特征，了解其生活环境。学会描述它们的形态
特征，比较对虾属和新对虾属、对虾类与真虾类、猬虾类的形态特征。

二、实验用具和标本
解剖盘、解剖针、剪刀、镊子、解剖镜和培养皿等。
浸制的虾类标本和用于解剖观察的鲜活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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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
㈠对虾的外部形态
1、体躯
对虾类身体细长、梭形、左右对称。体躯分为头、胸和腹三部分。其中头部和胸部愈合在一起，
称为头胸部，头胸部后面长而大的部分称为腹部。虾体共由 21 个体节构成，头胸部 14（6+8）节，
各节分界不明显；腹部由 7 节组成，各节之间分界明显，可自由屈伸，其末端的一节称尾节（图 17-1）。

图 17-1 虾类外部形态图
1.全长 2.体长 3.头胸甲 4.腹部 5.尾节 6.第一触角 7.第二触角 8.第三颚足
9.第三步足(螯状) 10.第五步足(爪状) 11.游泳足 12.尾肢(第六腹肢)

对虾体表包被一层几丁质的甲壳，包被头胸部背面及其两侧的一片甲壳称为头胸甲；包被腹部
各节背面及两侧的甲壳称为腹甲，腹甲平滑且各节彼此分离使得腹部可以自由伸曲。而头胸甲上则
具有突出的刺、隆起的脊或凹下的沟。为了描述方便起见，常将头胸甲划分为若干个区，各区以及
其相对应的脏器命名，其上的刺、脊、沟也依其所在之位置而命名。如眼区的眼眶刺，眼后刺；眼
胃脊；眼眶触角沟、眼后沟等；见图。对虾头胸甲前端中央向前突出形成额角，额角上、下缘皆有
齿，其形状在各种间有很大的不同，为主要分类依据。
按照下列描述，请仔细观察对虾头胸甲的分区及其上的刺、脊、沟(图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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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2 虾类头胸甲分区示意图
A.侧面观：1.额角侧脊 2.额角侧沟 3.额区 4.额胃沟 5.额胃脊 6.眼区 7.胃上刺 8.胃区
9.颈沟 10.额角后脊 11.肝区 12.心区 13.心鳃区 14.心鳃脊 15.鳃区 16.眼上刺
17.眼后刺 18.额角刺 19.额角脊 20.触角区 21.鳃甲刺 22.颊刺 23.眼眶触角沟
24.颊区 25.肝刺 26.颈脊 27.肝上刺 28.肝沟 29.肝脊
B.背面观：1.额角刺 2.眼上刺 3.颊刺 4.额胃沟 5.额胃脊 6.肝刺 7.胃上刺 8.颈脊
9.额角侧沟 10.额角侧脊 11.中央沟 12.额角后脊
⑴区
①额区：头胸甲背面前端，额角基部之区域。
②眼区：额区两侧，眼眶附近之区域。
③触角区：眼区两侧，触角基部附近之区域。
④胃区：额区和眼区之后方，颈沟前方之区域。
⑤肝区：颈沟以后，心区以前头胸甲之中央部位。
⑥心区：肝之后方及头胸甲后缘前方之间的区域。
⑦颊区：触角区及肝区之下方，头胸甲两侧之前半部。
⑧鳃区：心区两侧，颊区后方之区域。
⑵刺
① 胃上刺：在额角后方、胃区背面之中央线上。
② 眼眶刺：在眼区前缘，眼柄基部之上方。
③ 眼后刺：在眼上刺之后方，接近头胸甲的前缘。
④ 触角刺：在眼眶两侧，第一触角基部的头胸甲前缘处。
⑤ 鳃甲刺：在触角刺与前侧角之间的 1 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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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颊刺：在头胸甲之前侧角。
⑦ 肝刺：在肝区前侧角，颈区之下端。
⑧ 肝上刺：在肝区、胃区之间，肝刺的上端。
⑶脊
① 额角后脊：在额角后方中线上纵脊。
② 额角侧脊：在额角两侧之纵脊，有时向后延伸至头胸甲后缘附近。
③ 额胃脊：自眼上刺向后，纵行至胃区前方（在额胃沟的外侧）。
④ 眼胃脊：自眼眶向后下方延伸至肝刺上前方（在眼眶触角沟上方）。
⑤ 触角脊：自触角刺向后下方斜伸至肝刺下前方（在眼眶触角沟上方）。
⑥ 颈脊：自肝刺上方向后上方斜伸（在颈沟之后缘）。
⑦ 肝脊：在肝刺下方，颊区之上，其前端直伸或向下方斜伸（在肝沟下方）。
⑧ 心鳃脊：在心区及鳃区之间（心鳃沟外侧）。
⑷沟
① 中央沟：在额角后脊之中央。
② 额角侧沟：在额角侧脊之内侧。
③ 额胃沟：在额角基部两侧，向后延伸至胃区前方（额胃脊之内侧）。
④ 眼后沟：在眼区后方，额角的基部两侧（具有此沟时则无额胃沟）。
⑤ 眼眶触角沟：自眼上刺与触角刺之间沿眼胃脊及触角脊至肝刺前方。
⑥ 颈沟：自肝刺向后上方斜伸（沿颈脊的上方）。
⑦ 肝沟：自肝刺之下方向前纵伸（沿肝脊的上方）
。
⑧ 心鳃沟：在心区和鳃区之间（沿心鳃脊的上方）
。
2、附肢
对虾体躯共由 21 个体节构成，除了头部第 1 节及尾节之外，每节皆具附肢 1 对，共 19 对。虾
类体躯各部之附属肢体，基本上由 3 部分组成，即原肢、内肢和外肢。但因每一附肢的功能皆各不
相同，因此，其形状也随之有很大的变化。如口器部分各附肢，功能在于抱持和咀嚼食物，其原肢
皆发达；而胸部各肢体，为捕食和爬行器官，其主要部分为极发达的内肢；至于腹部肢体，其内外
肢均发达，适用于游泳之用。见图 17-3。
用左手拿虾，使虾腹面朝上，右手拿镊子，镊住附肢的底节，由前而后依次取下一侧附肢。按
顺序排列于解剖盘中，并观察各附肢的形态。
⑴头部附肢（共 5 对）
①第一触角：司嗅觉及身体前方的触觉。基部宽大部分为柄，由 3 节构成，第 1 节最长，其背
面中部凹下，恰可容纳复眼角膜（眼球），基部丛毛中有平衡囊，基部外缘有 1 柄刺，第 3 节末端分
出内、外两鞭。
②第二触角：司身体两侧及后方触觉。原肢 2 节，第 1 节不明显，第 2 节极粗大，外肢宽叶片
状，称为（第二触角）鳞片，内肢细长呈鞭状，其基部粗大部分称为第二触角柄，由 3 节构成，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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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长而大，称柄腕。
③大颚：为主要咀嚼器官。分 3 部分，切齿部甚扁，边缘具有 1—2 个小齿；臼齿部较圆而厚，
接触面有突起；触须宽大，呈叶片状。
④第一小颚：由 3 小薄片构成，内侧两片为原肢，其内缘生有硬刺毛，通常称为颚基。外侧一
片为内肢，由 2 节或 3 节构成。
⑤第二小颚：原肢两大片，又各分成 2 小片，内肢细小，外肢极发达呈叶片状，称为颚舟片。

图 17-3 中国对虾的附肢
A.第一触角

B.第一触角示平衡囊开口
F.第一小颚

C.第二触角腹面 ：1.触鞭 2.鳞片

2.臼齿

E.大颚内面

G.第二小颚：1.内肢 2.外肢(颚舟片)

2.外肢

J.第二颚足：1.肢鳃 2.足鳃 3.关节鳃

K.第二颚足：示各鳃的位置

D.大颚内面：1.门齿
H.第一颚足：1.内肢
L.步足：1.底节 2.

基节 3.座节 4.长节 5.腕节 6.掌节 7.指节 8.不动指 9.可动指 10.外肢 11.基节刺 12.座节刺

⑵胸部附肢（共 8 对）
A.颚足共 3 对，为辅助摄食器官。
①第一颚足：构造略似第二小颚，但内肢细长，分为 5 节，原肢第 1 节基部外侧具有 1 圆形片，
即为肢鳃。
②第二颚足：原肢 2 节，内肢 5 节，外肢长而大，边缘生有羽状刚毛，为辅助游泳器官。
③第三颚足：内肢细长呈棒状，由 5 节构成，遍生刺毛；外肢很发达，与第 2 颚足相似，亦有
辅助游泳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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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步足，共 5 对，为捕食及爬行器官。
步足基本上皆由 7 节构成，即底节、基节、座节、长节、腕节、掌节和指节。底节和基节属于
原肢，外肢皆不发达，内肢发达，包括座节、长节、腕节、掌节和指节。第一步足至第三步足呈螯
钳状，第四至第五步足成爪状。
⑶腹部附肢（共 6 对）：为主要游泳器官，基肢为 1 节，内外肢皆不分节，边缘具羽状刚毛。
①第一腹肢：雌雄外肢皆发达，雌雄对虾的内肢极小，雄性者内肢变形为交接器。
②第二腹肢：两性内外肢皆发达，雄者在内肢的内侧基部具有 1 小形附属肢，称为雄性腹肢。
③第三腹肢、第四腹肢和第五腹肢形态相似，内外肢皆发达。
④尾肢（第六腹肢）：原肢 1 节，短而粗，内、外肢皆宽大，与尾节合称尾扇。
㈡内部器官观察
对虾的内部组织与器官系统有呼吸、循环、生殖、消化、肌肉、神经、排泄和内分泌系统等。
左手拿虾，背面朝上，从头胸甲的后缘开始沿中线向前剪开头胸甲，即暴露出对虾的脏器。对
虾的内部器官大部分集中在头胸部，在剪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不要破坏头胸甲下面的各器官和组织。
剥离头胸甲之后，按如下顺序观察对虾的内部组织与器官系统。如图 17-4。

图 17-4 对虾内部器官
1.脑 2.触角腺 3.食道神经节 4.触角动脉 5.眼动脉 6.前胃 7.胸动脉之前行肢 8.肝动脉
9.肝脏 10.胃与肝脏之连接口 11.精荚囊 12.精荚 13.心孔 14.心脏 15.胸动脉 16.雄性生殖孔

17.

输精管 18.腹上动脉 19.腹下动脉 20.肠 21.腹部神经节 22.肛门 23.输卵管 24.雌性生殖孔 25.卵巢
26.胸部神经节
1、呼吸系统
对虾的呼吸器官是鳃，多着生于胸部肢体的基部或附近之体壁上，包被于头胸甲两侧所形成的
腔室中，共 25 对，因其着生的部位不同而分为 4 类，如图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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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5 对虾类各类鳃的着生部位
1.侧鳃 2.关节膜 3.体壁 4.底节 5.关节鳃 6.足鳃 7.肢鳃

⑴侧鳃：着生于胸部附肢基部上方的体壁上。
⑵关节鳃：着生于胸部附肢底节与体壁之间的关节膜上。
⑶足鳃：着生于胸部附肢底节外面。
⑷肢鳃：着生于胸部附肢底节外面，呈薄片状，由称鞭鳃。
对虾类的鳃呈枝状，每个鳃上具有鳃轴及许多鳃丝，为枝状鳃型。从第五对步足开始，用镊子
依次向前取下各鳃，按顺序排列在解剖盘中，鳃的数目及排列次序如下：

表 17-1 对虾的鳃式
鳃的着生位置(体节)
鳃的名称

7

8

9

10

11

12

13

14

合计

关节鳃

1

2

2

2

2

2

1

0

12

侧鳃

0

0

1

1

1

1

1

1

6

肢鳃

1

1

1

1

1

1

0

0

6

足鳃

0

1

0

0

0

0

0

0

1

合计

2

4

4

4

4

4

2

1

25

2、循环系统
对虾的循环系统为开管式系统，包括心脏、动脉管和血窦(图 17-6)。
⑴心脏：位于头胸部背后端的围心窦内，呈淡黄色，方圆形块状。其上有心孔 4 对：2 对在背
面；1 对在前侧面；1 对在腹侧面。
⑵动脉管：由心脏向体前方发出眼动脉 1 条，触角动脉 1 对，肝动脉 1 对，向后发出腹上动脉
1 条，向后下方发出胸动脉 1 条，胸动脉下行穿过第 4—5 胸神经节间形成的胸动脉孔，然后分 2 支，
前行者称为胸下动脉，后行者称为腹下动脉。
⑶血窦：是指虾体内组织或器官之间的空隙，属静脉系。主要有头胸部腹面下的胸血窦和围心
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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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6 对虾的循环系统
1.眼动脉 2.前侧动脉 3.肝动脉 4.心脏 5.背腹动脉
6.触角动脉 7.胸下动脉 8.胸动脉 9.腹下动脉
3、生殖系统
⑴雌性生殖器官：包括卵巢、输卵管、生殖孔和纳精囊等部分(图 17-7：B.)。
卵巢主体部分在头胸部背面，心脏下方，消化道上方。发育成熟的个体，卵巢可延伸至后腹部。
用镊子慢慢取出卵巢，注意动作要轻，不要捣烂或拉断。成熟的对虾卵巢分前叶、侧叶和后叶三个
主要部分。前叶向前可伸至头部前端；侧叶一般可分 6—7 小叶，倒数第 2 小叶末端伸出输卵管，通
至第 3 步足基部（底节）的生殖孔；后叶成熟时，可延伸至尾节的基部。纳精囊位于第 4、第 5 步
足之间，其形态因种而异。

图 17-7 对虾的生殖系统
A.雄性生殖系统：1.肝胰腺 2.精巢 3.心脏 4.输精管 5.精颊囊
B.雌性生殖系统：1.卵巢前叶 2.卵巢侧叶 3.输卵管 4.卵巢后叶

⑵雄性生殖器官：包括精巢、输精管、生殖孔和交接器等部分(图 17-7：B.)。
精巢位置与卵巢相仿，但仅分布于头胸部。精巢前部数小叶相互结合，后部中央凸出，每边都
有输精管，长而迂回曲折，末端膨大为贮精囊，贮精囊通过一细小管与生殖孔相连，雄性生殖孔开
口于第 5 步足基部，雄性交接器由第一腹肢内肢特化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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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消化系统
消化系统包括消化道和消化腺两部分，消化道分前、中、后肠，前肠包括食道和胃。用剪刀剪
开周围的肌肉，顺着食道、胃、肠慢慢剪开。注意观察如下几部分(图 17-8)。

图 17-8 对虾的消化系统
1.口 2.食道 3.喷门胃 4.幽门胃 5.中肠前盲囊
6.肝胰脏 7.中肠 8.中肠后盲囊 9.直肠 10.肛门

⑴消化道
①口：位于两大颚之间，背面具有半圆形上唇一片，腹面具有二片并列的下唇，上、下唇盖在
大颚之外。
②食道：紧接着口后的是短管状的食道。
③胃：胃与食道相连、膨大而壁薄，分为前后两部分，前部分较大，称喷门胃，后部较小，称
为幽门胃。胃的内壁为几丁质并有角质的骨板和齿、刺，有磨碎食物的功能。
④中肠：胃后面是细而长的中肠。
⑤后肠：中肠后行至第 5、6 腹节间开始变粗称为后肠或直肠。
⑥肛门：开口于第 6 腹节末端下方。
⑵消化腺：呈球状，通常称肝胰腺，包围胃的后部，有胆管通入幽门胃。
5、神经系统
对虾类的神经系统较为原始，由脑、围食道神经、食道下神经节和腹神经节、索及其上的大小
神经节构成(图 17-9)。腹神经索长，左右有愈合现象。其外包有结缔组织，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只有 1
条，这条神经索只在第 13—14 体节之间分离，形成一孔，胸动脉由此穿过。
用剪刀沿腹部腹面往尾节方向剪开，即可见从第 14—20 节每一节处都有一膨大的腹神经节，由
此神经节分发细小神经至该体节之附肢、肌肉及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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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9 对虾的神经系统

图 17-10 对虾的肌肉系统

1.脑 2.围咽神经节 3.胃神经 4.食道

31.前背侧肌 32.大颚内转肌 33.腹转肌

5.后脑神经接索 6.咽下神经节

34.腹部伸肌 35.腹部屈肌 36.胸腹肌

7.第三至八胸神经节 8.腹部第一神经节

37.斜伸肌 38.斜屈肌 39.背伸肌

9.第一触角神经 10.平衡囊神经 11.眼神经

40.尾屈肌 41.动眼肌

12.动眼神经 13.第二触角神经 14.返回神经
15.上唇神经 16.后接索器 17.间颚神经
18.大、小颚神经 19.第一至三颚足神经
20.第一至五步足神经 21.胸动脉孔

6、肌肉系统
对虾的肌肉为横纹肌。用剪刀沿对虾腹部背面的中央线纵行剪开，把虾体分为二半，可见许多
强有力的肌肉束，分布在头胸部和腹部，并以腹部肌肉最为发达。腹伸肌和腹缩肌如绳索一般交织
在一起，形成强大的肌肉块(图 17-10)。
7、内分泌系统
虾蟹类的内分秘系统由神经内分泌系统和非神经内分泌系统组成，前者包括脑和中枢神经的神
经分泌细胞，位于眼柄内的 X-器官、窦腺以及后接索器、围心器组成；后者则包括 Y-器官、大颚器
官以及促雄性腺(图 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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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11 虾类内分泌器官图解
1. X-器官-窦腺复合体 2.脑 3. Y-器官 4.围咽神经环 5.后接索器 6.大颚器官
7.精巢 8.促雄性腺 9.围心器 10.心脏 11 腹部第一神经节 12.卵巢

X-器官、窦腺位于虾蟹类动物的眼柄内，合称 X-器官-窦腺复合体。
后接索器官存在于游泳虾类，位于围咽神经分支上，由该神经分支扩张而成，亦为神经—血器
官。
围心器多见于爬行虾蟹类，包含神经内分泌细胞、周边神经内分泌细胞、连接神经纤维以及来
自胸部和腹部各神经分泌细胞的终端，位于围心腔内侧壁，横跨围心腔上方，处于鳃静脉周围。
Y-器官为一来源外胚层的非神经内分泌器官，在虾蟹类体内形状各异，位置亦不同。新对虾属
种类前胃的前上支腔的一条细长形组织为 Y-器官。腺体自第二小颚基部延伸至大颚基部。爬行虾类
的 Y-器官位于大颚基部并向后延伸。Y-器官的活动受咽下神经节神经支配。其分泌物受 X-器官分泌
物控制。
促雄性腺位于输精管末端，贴于精荚囊之侧，为一中胚层来源之分泌腺。其分泌物具有使性腺
原基发育为雄性生殖腺，并促使雄体出现第二性征的功能。
大颚器官成对分布于大颚基部，其分泌产物被认为是一种性腺刺激激素，可促进卵黄合成及卵
巢发育。大颚器官的活动亦受 X-器官-窦腺复合体神经内分泌物控制。
虾蟹类的神经内分泌产物有抑制性激素，如蜕皮抑制激素 MIH，性腺抑制激素 GIH，以及其他
兴奋性神经激素。X-器官的主要分泌物是 MIH 和 GIH。前者抑制 Y-器官蜕皮激素的分泌，后者抑
制性腺的发育。眼柄切除或破坏 X-器官可使其分泌物减少或消除，而使靶腺的功能充分发挥。虾蟹
类眼柄切除可以促进某些种类的蜕皮过程，并被广泛用来在人工条件下促进虾蟹类卵巢的发育。此
外 X-器官还分泌激素促进血糖升高，但在对虾类体内尚未发现此类激素。
后接索器、围心器的神经内分泌产物主要为各种胺类和多肽类，用于控制色素活动，促进心脏
功能及呼吸活动，此外还参与渗透压和离子调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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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器官的主要分泌物为蜕皮激素，主要成分为 20-羟蜕皮酮及共同产物，其分泌在虾蟹类蜕皮之
前达到高峰，随蜕皮活动开始迅速下降，恢复正常。
㈢生态
1、生活环境：虾类大多数是海产的种类：
⑴多数种类是浅海近岸处生活的，如对虾、鹰爪虾、中国对虾、脊尾白虾等等；
⑵有些是深海的种类，如撄虾，生活于远洋深海中；
⑶也有生活于淡水、湖沼之中，如日本沼虾。
2、洄游习性
有些种类有洄游的习性，如我国黄渤海的对虾，每年在黄海南部过冬的对虾，到了春季三月以
后便开始向北洄游。对虾在两三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了近两千里的长距离洄游。
3、食性
多数虾类主要捕食底栖动物，如对虾捕食底栖的虾类，其他小型甲壳类、小型双壳类以及各种
无脊椎动物的幼体等。有的虾类则主要摄食浮游动物，如中国毛虾以小型浮游生物（桡足类、箭虫、
贝类幼虫、硅藻）为食。
㈣分类
1、分类提要
虾类隶属甲壳纲、软甲亚纲、十足目、游泳亚目。游泳亚目又分三派：对虾派、真虾派和猬虾
派。
分派检索表
1 ⑵ 第 二 腹节 的 侧 甲 覆 盖 在 第 一 腹 节 侧 甲 后 缘 之 上 ， 第 三 颚 足 4 — 6 节 。 第 三 步 足 不 呈钳
状…………………………………………………………………………………真虾派
2⑴第二腹节的侧甲不覆盖在第一腹节侧甲后缘之上，第三颚足 7 节。第三步足呈钳状。
3⑷第三对步足不较第一对步足粗大，雄性第一腹肢具交接器，卵直接产于海水
中…………………………………………………………………………………对虾派
4⑶第三对步足中的 1 个或 1 对较前两对特别强大，雄性第一对腹肢具交接器，卵产出后抱于雌体
的腹肢间……………………………………………………………………猬虾派
对虾派：是重要的经济虾类。 体侧扁，腹部发达。第二腹节侧甲前部不覆盖第一腹节。第三颚
足 7 节。前 3 对步足呈螯状，鳃枝状。雄性第一腹肢内肢变为雄性交接器。尾节末端尖细。全为
海产。卵自接产于水中，初孵化幼体为无节幼体。

分科检索表
1⑵五对步足发育正常，前 3 对均呈钳状。鳃数较多……………………………对虾科
2⑴第 4—5 对步足退化或全缺，第 1—2 对有时不呈钳状。鳃数较少…………樱虾科
对虾科 Penaeidae：本科中大多数种类产量很大，是我国各海中最重要的经济虾类。有些种类，
一方面是捕捞或养殖的对象；另一方面也是某些经济鱼类的天然饵料。第二颚足的外肢十分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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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性在胸部末两对步足基部之间的腹甲上具有特殊构造的交接器，两性的交接器都是分类依据。
对虾科常见属检索表
1⑻额角上下缘均有齿，末胸节有侧鳃
2⑺额角侧脊和侧沟短，或伸至胃上刺处，额胃脊短
3⑷肝脊无，如有，则适度清楚或不太清楚…………………………明对虾属 Fenneropenaeus
4⑶肝脊显著
5⑹雌性交接器开放型，雄性交接器腹脊短，不到侧叶末缘……………滨对虾属 Litopenaeus
6⑸雌性交接器封闭型，雄性交接器腹脊长，伸至侧叶末缘……………………对虾属 Penaeus
7⑵额角侧脊和侧沟短，向后远超出胃上齿处，几乎伸至头胸甲后缘，具额胃脊，额胃沟后端双叉
型……………………………………………………………囊对虾属 Marsupenaeus
8⑴额角仅上缘具齿，末胸节无侧鳃
9⑿尾节具 1 对发达的亚末端固定剂
10⑾第三颚足和第 2 步足具基节刺，雄性交接器不对称……………赤虾属 Metapenaeopsis
11⑽第三颚足和第 2 步足不具基节刺，雄性交接器不对称……………似对虾属 Penaeopsis
12⑼尾节不具亚末端固定剂
13 ⒁ 倒 数 第 2 胸 节 具 侧 鳃 ， 颚 足 和 前 4 对 步 足 具 外 肢 ， 第 5 步 足 无 外
肢……………………………………………………………………新对虾属 Metapenaeus
14⒀倒数第 2 胸节无侧鳃，全部步足中仅第 1 对步足具外肢
15 ⒃ 第 3 步 足 缺 上 肢 ， 头 胸 甲 具 纵 缝 ， 纵 缝 长 明 显 超 过 肝 刺 ； 体 纤 细 ， 甲 壳
薄………………………………………………………………仿对虾属 Parapenaeopsis
16⒂第 3 步足具上肢，头胸甲纵缝短，止于肝刺之前；体粗大，甲壳厚；雄性交接器端侧突，从较
窄 的 基 部 起 向 末 渐 变 细 ， 向 两 侧 几 乎 直 伸 或 稍 向 后 弯
曲…………………………………………………………………鹰爪虾属 Trachy penaeus

常见种（中国养殖种）检索表
1⑵头胸甲有额胃脊；额角侧沟长，约伸至头胸甲后缘附近。额角后脊较额角侧沟
宽……………………………………………………………………日本囊对虾 M. japonicus
2⑴头胸甲无额胃脊；额角侧沟短，向后不超过头胸甲的中部。
3⑷头胸甲有肝脊；呈水平前伸。第 5 步足无外肢………………………斑节对虾 P. monodon
4⑶头胸甲无肝脊。
5⑹第三步足伸不到鳞片末端；第一触角鞭长，上鞭长于头胸甲……中国明对虾 F. chinensis
6⑸第三步足至少是指节超过鳞片，第一触角鞭短，上鞭等于或稍短于头胸甲的长度。
7⑻雄性第三颚足指节短，约为掌节长度的 1/2。额角侧脊不到胃上齿后。额角后脊锐，无小凹
点…………………………………………………………………墨吉明对虾 F. merguiensis
8⑺雄性第三颚足指节长，约为掌节的 1.5—2.5 倍。额角侧脊向后刚超过胃上齿，额角后脊上有小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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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长毛明对虾 F. penicillatus
新对虾属常见种检索表
1⑹第一步足具座节刺
2⑸额角 6—9 齿、背面有纵脊，尾节末部两侧无侧刺，第一触角柄第二节为第三节的 3 倍长，其上
鞭约为头胸甲长度的 1/2。
3⑷第五步足一般不到鳞片末端………………………………………………………刀额新对虾
4⑶第五步足超出鳞片末端……………………………………………………………近缘新对虾
5⑵额角 9—11 齿，匕首形，直而尖，背面有纵脊，尾节末部两侧有 3 对活动刺，第一触角柄第二节
为第三节长度的 2 倍，上鞭长度约为头胸甲的 1/4……………………中型新对虾
6⑴第 1 步足无座节刺
7⑻第一触角上鞭很短，其长度稍小于头胸甲长度的 1/2……………………………布氏新对虾
8⑺第一触角上鞭较长，其长度约为头胸甲的 3/4……………………………………周氏新对虾
2、常见养殖经济种类的形态特征
⑴中国明对虾 Fenneropenaeus chinensis （图 17-12）
额角上缘具 7—9 齿，下缘为 3—5 齿。头胸甲无肝脊。第一触角上鞭约等于头胸甲长的 1.33 倍。
第三步足伸不到第二触角鳞片的末端。仅分布于中国沿海，属地方性特有种，是对虾属中产量最高
者，年产量可达 4000 多万吨，是中国沿海的主要养殖品种。主要产于渤海，在渤海湾生长，繁殖和
生活。到冬季，当水温下降到 10℃以下时，便迁移到黄海南部海底水域过冬，到次年，待气温回升
转暖，越冬的虾群便开始成群的北上。约 3 月上旬，主要虾群到达山东半岛东南端，中旬向渤海前
进，虾群十分密集。这时，也有小部分虾群移到山东半岛南岸及江苏沿海的浅水区，在长江口附近
的嵊泗列岛、舟山群岛也小量可见；另一部分虾群则移到朝鲜半岛西岸和辽宁半岛南岸。4 月中以
后，进入渤海的虾群均到各河口及辽东湾，后来逐渐分散开来，寻找适宜的环境产卵繁殖。这种经
长途旅行到达产卵场进行产卵繁殖的，叫产卵洄游换繁殖洄游。
到秋末冬初，幼虾长得同母体大小相似，此时雄性的生殖腺发育成熟，即进行两性交配。随着
气温的下降，渤海湾的水温急剧下降，生活条件对于起源于热带的对虾非常不利。于是它们又逐渐
向远岸水域集结，沿春季北上时的途径，游向黄海南部过冬，这次的旅行叫越冬洄游。
⑵长毛明对虾 F. penicillatus （图 17-13）
额角较平直，末端尖细，上缘具 7—9 齿，下缘为 4、5 齿。额角后脊稍高，约伸至近后部的 1/3，
脊上有小凹点。第一触角上鞭约等于头胸甲长的 3/4。雄性第三颚足指节约为掌节长度的 1.5—2.5 倍。
第三步足至少指节超出鳞片的末端。
分布于舟山群岛以南的印度西太平洋区，是福建和粤东一带的主要养殖品种。
⑶墨吉明对虾 F. merguiensis （图 17-14）
额角基部背脊很高，侧面观略呈三角形，上缘为 6—9 齿，下缘为 4—5 齿。第一触角上鞭短于
头胸甲。雄性第三颚足末节约为末 2 节长度的一半。第三步足伸至超出鳞片的末缘。
分布于广东到东南亚一带的热带海区，虾群的自然密度很大，资源丰富，其总产量在对虾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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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次于中国对虾，居第二位，也是中国南方和东南亚一带的主要养殖品种。
⑷日本囊对虾 M. japonicus （图 17-15）
额角上缘具 8—10 齿，下缘具 1—2 齿具额胃脊，额角侧沟长，伸至头胸甲后缘附近，额角后脊
的中央沟长于头胸甲长的 1/2。尾节具 3 对活动刺。雌性交接器囊状，前端开口，其前端有一圆突；
雄性交接器中叶突出，并向腹面弯折。体表具鲜明的横斑，为土黄色，橙色环带相间，带淡蓝色，
尾肢具棕色横带，末半蓝绿色。
分布于非洲东岸到太平洋中部，日本的产量较大，中国东南沿海常见，广东产量较大。生活力
较强，出水后能经较长时间不死，便于运输，是人工养殖的对象，经济价值较高。
⑸斑节对虾 P. monodon （图 17-16）
额角上缘具 7—8 齿，下缘具 2—3 齿。有肝脊，无额胃脊，额角侧沟短，向后超不过头胸甲中
部。第五步足无外肢，雌性交接器盘状，宽大于长，中央开口边缘厚。雄性交接器，侧叶较宽，顶
端圆，明显的超出中叶之外。体由暗绿、深棕和浅黄横斑相间排列，构成腹部鲜艳的斑纹。
这种虾生活力强，肉味鲜美，个体大，是对虾属中最大的一种，最大的雌虾长达 33cm，体重超
过 500g，通称草虾。是目前东南亚一带最主要的养殖种类，我国广东、台湾在大量养殖。
⑹刀额新对虾 M. ensis (De Haan)(图 17-17)
额角雄性平直，尖刀形，雌性末端微向上弯。第一对步足具座节刺。额角 6—9 齿，腹部第一至
六节背面具有纵脊，尾节无侧刺，第一对步足座节刺比基节刺小。雄性交接器顶端尖，基部宽，腹
面略呈三角形。雌交接器前中突近长形。
⑺罗氏沼虾 Macrobrachium rosenbergii (De Man)(图 17-20)
罗氏沼虾体色淡青蓝色，间有棕黄色斑纹，体躯肥状，比对虾粗短，也由 20 节组成。头胸甲较
粗大，腹部自前向后逐渐变小，末端尖细。
头胸甲的额角较长，末端向上弯。齿式为 12—15/10—13，头胸甲上有胃上刺，触角刺和肝刺。
腹部第二节的侧甲覆盖于第一和第三节侧甲之上。
罗氏沼虾的附肢共 19 对，头部 5 对，分别为第一触角，第二触角，大颚和两对小颚，后三对附
肢与胸部的三对颚足共同组成口器，与摄食有关。胸部 8 对，包括三对颚足和 5 对步足。罗氏沼虾
的第一步足和第二步足呈钳状，第二步足较其他步足粗大，尤其胸性第二步足特别发达，呈蔚蓝色，
显得格外壮观。第三步足不呈钳形，与第四、五步足皆呈爪状。雌性第四、五步足基部之间的腹甲
上没有纳精囊。腹部腹肢 6 对，除尾节外，每节具附肢一对。前 5 对为游泳足，除司游泳外，还用
来抱卵。雄性的第一对游泳足不构成交接器。尾肢和尾节构成尾扇，使身体升降和向后弹跳。
㈤虾类的固定和保存
采集虾类带回实验室后，用水洗去身上粘附的泥沙，可用福尔马林和酒精固定。福尔马林为 8
—10%；酒精为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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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12 中国明对虾 F. chinensis

图 17-13 长毛明对虾 F. penicillatus

图 17-14 墨吉明对虾 F. merguiensis

图 17-15 日本囊对虾 P. japoni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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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16 斑节对虾 P. monodon

图 17-17 刀额新对虾 M. ensis (De Haan)

图 17-18 近缘新对虾 M.affinis (H. Milne-Edwards)

144

图 17-19 周氏新对虾 M. Joyneri (Miers)

图 17-20 罗氏沼虾外部形态
A.雄性罗氏沼虾

B.雌性罗氏沼虾

四、问题
1、对虾类形态的主要特征？
2、对虾各部分附属肢体的构造特点与主要功能。
3、对虾的内部构造包括那些器官系统及其结构特点。
4、根据哪些主要的分类依据，对常见的养殖经济种类进行鉴定。

五、作业
1、写出对虾类、真虾类和猬虾类形态特征的主要区别。描述长毛对虾、中国对虾、日本对虾、
斑节对虾、凡纳对虾和刀额新对虾等种类的形态特征。
2、写出虾类消化系统的组成，画出对虾的消化系统图及标出各部分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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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十八 蟹类形态特征、内部结构观察和种类鉴定
一、实验目的
1、了解蟹类的外部形态、头胸甲各部分名称，附属肢体的形态构造和内部组织器官的位置与结
构特点。
2、通过观察，掌握蟹类常见经济种类的形态特征，它们所在属的特征以及彼此的差异之处。学
会描绘虾蟹形态特征的能力。

二、实验用具和标本
解剖盘、解剖针、剪刀、镊子、解剖镜和培养皿等。
浸制的蟹类标本和用于解剖观察的鲜活标本。

三、实验内容
㈠外部形态
1、躯体
蟹类的躯体虽然也和虾一样，由头、
胸、腹等 3 部分组成，头部与胸部愈合形成头胸部(见图 18-1)，
但是蟹类的体形与虾类有很大的不同，从外表看蟹类的头胸部特别发达，腹部则十分退化，折叠与
头胸部腹面之下，身体两侧的 5 对胸足格外粗壮，显然，虾类体躯外观是纵长的，而蟹类的体躯外
观则短宽，有圆形、方形、近方形、梨形、横向梭形等。

图 18-1 蟹类体制模式图
A.背面图解：1.眼柄 2.前胃区 3.眼区 4.额区 5.侧胃区 6.肝区 7.中胃区 8.心区
9.肠区 10.鳃区 11.前侧缘 12.后侧缘 13.后缘 14.腹节 15.大螯 16.步足
B.腹面图解：1.口前部 2.第一触角 3.第二触角 4.下眼区 5.第三颚足 6.下肝区
7.颊区 8.胸部腹甲 9.腹部(雄部)

⑴头胸部：共 13 节，由头部 5 节和胸部 8 节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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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腹部：扁平，肌肉退化，平常曲卷在胸部腹面，共 7 节，但一般第一至第三节愈合，第四至
第七节明显。腹部有雌雄之分，雄性呈三角形，具有两对单叉型的附肢，皆变成管状交接器；雌性
腹部较宽圆形，具有 4 对两叉形附肢，无变形。
⑶头胸甲：头胸部被甲壳，质坚硬，呈赤褐色，略带青色，主要由几丁质和少量石灰质组成。
蟹类的头胸甲与头胸部一样发达，其侧缘折向腹部，前部与口前板愈合，其边缘多具齿，表面
起伏不平，有各种刺、沟、缝及突起等结构，由此可将其划分为若干区域，这些区域与蟹类的外部
器官或内部脏器的位置相对应，分别称之为额区、眼区、胃区、肝区、心区、肠区和鳃区等。如图
18-1。
①额区（或称前区）：位于头胸甲背面前端。
②眼区：额区之两侧，眼眶附近之区域，左右对称。
③胃区：额区与眼区之后，可分为前胃区、侧胃区、中胃区和后胃区。
④肝区：眼区的下面，胃区之两侧，左右对称。
⑤心区：在胃区的后方。
⑥肠区：心区之后方。
⑦鳃区：心区和肠区之两侧，左右成对，分前鳃区、中鳃区和后鳃区。
蟹类头胸甲表面分区、表面结构及边缘上的齿常用作分类的依据。
头胸甲的边缘可分为额缘、前侧缘、后侧缘和后缘。
①额缘：位于两眼之间边缘。
②后缘：位于头胸甲后端之边缘。
③前侧缘：又称肩缘，位前缘之后。
④后侧缘：位于前侧缘之后。
2、附肢(见图 18-2)
⑴头部附肢：5 对
①小触角：或称第一触角，位于头胸部前面中央，司嗅觉及身体前方触觉，基肢三节组成，在
末端基肢上生出两条细小鞭状的内肢和外肢（双肢型），外肢较大，在其向内的一面生有嗅觉的丛毛。
②大触角：也称第二触角，位于小触角的两侧，司嗅觉功能，单肢型，基节基部有一排泄孔上
接内肢，从内肢生出细小的鞭。
③大颚：一对，位于口的两侧，由坚硬的石灰板所组成，作咀嚼器官，背部有颚触须。④第一
小颚：位于大颚之后，较小，由基肢（底节、基节）和内肢组成（单肢型）。
⑤第二小颚：位于第一小颚之后，双肢型，由基肢（底基节），内肢和外肢（弯为颚舟）
组成。
⑵胸部附肢：8 对
①颚足：共三对，构造大致相同，但大小不一，321，为双肢型，内肢分为：底、基座、长、腕、
掌、指等 7 节组成，外肢细长有一鞭，除此之外，还有鳃，由上肢（于基肢外侧生出一窄长的膜状
板）伸入鳃腔，故名足鳃，可清洗污物，保持鳃室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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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颚、小颚等三对颚足共同组成口器。三对颚足具有发达的上肢，其外肢均有向内曲折的鞭。
第三颚足内肢的座节细、长节很宽大，末三节很细小，称为触须，外肢与内肢共同形成一宽盖，盖
住口腔。口腔位于口前板后方，头胸甲的颊区之间。口器部份的肢体，都藏在口腔内。
②步足：共 5 对，单肢型，也由底、基、座、长、腕、掌、指等 7 节组成，底、基二节都愈合
为一，五对步足可分三个类型。
螯足：即第一步足，末端形成强钳状，为捕食主要器官。
游泳足：即第 5 步足，指节扁平，如桨状，适于游泳。
⑶腹部腹肢：
①雄性：两对，单肢型，由基肢、内肢组成，无外肢，第一对腹肢基肢较阔，内肢呈管状为交
接器；第二对腹肢也分两部分，基部较大，基节上有一生殖孔，内肢呈单叉形棒状。
②雌性：四对，双肢型，
（第一对缺）有基肢，内肢和外肢，外肢外缘具有刚毛，产卵时卵可附
在毛上。

图 18-2 蟹的附肢
a.第一触角 b.第二触角 c.大颚 d.第一小颚 e.第二小颚 f.第一颚足
g.第二颚足 h.第三颚足 i.螯足 j.第一步足 k.第二步足 l.第四步足
m.雌性第二腹肢 n.雄性第一腹肢 o.雄性第二腹肢 p.雄性腹部 q.雌性腹部

㈡内部构造
由蟹的后侧缘与后缘交接处开始向前剪开头胸甲，注意动作要轻，不要损害头胸甲下面的器官
和组织。依照下列顺序观察蟹类的器官系统。见图 18-3。
1、循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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蟹类的循环系统属于开管系统，即血液在流动中经开放的血窦完成循环。蟹类的循环系统由心脏、
动脉、血窦、血液等组成。
心脏位于头胸部近后端消化腺的背后侧。呈多边形，外壁结实，致密，内具空腔，心脏具多对心
孔，多数种类具有三对心孔（背面具有一对心孔，称为背孔；前侧方与后侧方各具一对心孔，称为
前侧孔与后侧孔。
由心脏发出 7 条动脉分布全身各部分。心脏的前端伸出 5 条动脉管。中央 1 条为眼动脉，沿胃背
壁中线向前，在脑的上方分为左右两支，以后再分支达头部和复眼。在眼动脉两侧为 1 对触角动脉，
伸达生殖腺与触角。在触角动脉的两侧还有 1 对细小的肝动脉，直接伸达肝脏内。心脏的后端中央
伸出 1 条腹上动脉，沿肠背中线纵行，分支达消化管各部。心脏的腹面中央伸出 1 条胸动脉，沿后
肠右侧下行，穿过胸神经节，分为 2 支，一支向前为胸下动脉再分支伸达口器和步足等部位；另一
支向后为腹下动脉，腹下动脉再分支伸达后肠及腹部肌肉等处。

图 18-3 梭子蟹的内部构造图
图 2：循环系统

图 3：心脏(腹面观)

图 4：心脏(侧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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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神经系统

1.眼动脉 2.触角动脉 3.肝动脉 4.围心腔 5.心脏 6.腹上动脉 7.后侧动脉 8.心孔 9.鳃
10.入鳃血管 11.胸动脉 12.脑 13.咽食道神经 14.食道 15.大颚神经 16.第一小颚神经
17.第二小颚神经 8.第一颚足神经 19.第二颚足神经 20.第三颚足神经 21.胸部神经节
22.腹部神经 Ⅰ—Ⅴ步足动脉（图 A-C.）与步足神经(图 D.)
2、呼吸系统
蟹类以鳃进行呼吸，鳃位于头胸甲左右侧的鳃腔中，鳃腔的背壁在甲壳的皮肤下面。鳃与背壁
之间的空间称为鳃上腔。鳃腔的腹壁在附肢基部体壁的上方，鳃与腹壁之间的空腔称为鳃下腔。每
侧各有鳃 8 枚，第一枚横列于其余 7 枚的前 3 枚基部，其余 7 枚则排列成三角形，每枚鳃的尖端向
内且向腹面略弯，基部宽大着生于体壁。根据鳃的着生位置不同可分为 3 种类型：
侧鳃：着生于附肢基部的体壁上。
关节鳃：着生于附肢与体壁之间的关节膜上。
足鳃：着生于附肢基部的底节上。
每枚鳃呈多角锥形，背腹中线各具 1 条纵行的管道。背方为入鳃血管，腹方为出鳃血管，两管
之间为鳃隔膜。隔膜两侧连着密集排列的叶鳃。由于隔膜把鳃纵分为左右两部分，每个鳃叶外侧近
下端 1/3 处各具 1 个小钩，为鳃与鳃之间的连接。
海水从螯足基部的入水孔流入鳃上腔，沿鳃的表面流入鳃下腔，与从 4 对步足基部的入水孔流
入鳃下腔的海水汇合，由出水孔流出体外。出水孔位于口器附肢基部。
3、生殖系统
蟹类雌性生殖器包括卵巢、输卵管和受精囊等 3 部分。卵巢两叶，左右分开中央部分相连，呈
“H”状。未成熟的卵巢近白色，随着成熟度的增加，颜色逐渐变橙黄，浅橙红直至鲜艳的橙红色；
卵巢形状也由最初的极细管状逐渐发育成为一弯月形，越来越变得丰满而充塞整个甲壳。两叶卵巢
在幽门胃的后下方相汇合，各叶卵巢都有一根短的输卵管，由左右卵巢汇合处的外侧发出，末端各
附 1 纳精囊（有的称受精囊），开口于生殖孔。见图 18-5。
雄性生殖器包括精巢、输精管和射精管。精巢位于消化腺后方，两叶精巢在幽门胃的后下方相
互相连，直通于雄性生殖孔。每条输精管与精巢之间有 1 个由大量盲管组成的副性腺。见图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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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4 雄性生殖器官
1.精巢 2.输精管

图 18-5 雌性生殖器官
3.射精管

4.卵巢 5.受精囊

4、消化系统
蟹类的消化系统可分为消化管和消化腺两部分。消化道部分分前肠、中肠和后肠 3 段。前肠包
括食道和胃。胃后连接中肠和后肠，中肠细而长，后肠粗而短、末端为肛门；消化腺主要是很大的
肝胰腺，俗称蟹黄。消化腺发出胆管开口在幽门胃与中肠连接处。
消化道管壁基本上由上皮层，结缔组织和肌肉层组成。口器的构造前已叙述。食道短小，胃宽
大而呈近似三角形，可分为喷门胃和幽门胃两部分，两者由一瓣膜隔开。喷门胃的上皮层具有中齿，
侧齿和附属齿，及两块栉状骨构成的胃磨（又称咀嚼器）。其上有许多几丁质横梁，以维持胃的一定
形状，通过肌肉的收缩，各齿转动，有磨碎食物的功能。幽门胃的腹壁加厚，向内腔有许多突起，
表面有细绒毛，起过滤作用。中肠较细，由内胚层分发而来，前、后各有细长的盲管长出。肠壁有
吸收营养物质的功能，未经吸收的物质和残渣，经极短的后肠，由肛门孔排出体外。
消化腺由许多盲小管组成，分为两瓣，各呈三叶状，位置与生殖腺相仿。见图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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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6 梭子蟹的内部构造图
图 8：梭子蟹的内部器官 图 9：消化道(背面观)

图 10：胃(背面观)

图 11：胃(侧面观)

1.肝脏 2.卵巢 3.鳃 4.肠盲囊 5.心脏 6.胃 7.前贲门胃 8.前胃肌 9.上部前扩张肌
10.幽门垂 11.肠 12.背幽门肌 13.外后胃肌 14.内后胃肌 15.中央胃肌 16.侧胃肌
17.贲门胃 18.尾贲门胃 19.幽门胃 20.前贲门胃 21.额贲门胃 22.翼贲门胃
23.前侧贲门胃 24.食道 25.后侧贲门板 26.后侧贲门胃

5、神经系统
蟹类的神经系统由神经节、神经索和神经构成。位于头部的神经节称为脑神经节（或称脑）
，由
胚胎时期的前 3 对神经构成，其上发出 4 对神经，即第一触角神经、眼神经、皮肤神经、第二触角
神经。向后通过一围食道神经与胸神经节相连，胸神经节由胚胎时期的头胸部另 11 对神经节愈合而
成，由其上发出 11 对神经。该神经节位于头胸部近腹面的中央线上，扁圆形，中央有一孔，为胸动
脉孔，胸动脉由此穿过。腹部没有神经节，只有由胸神经节发出饿一条神经索，并分成许多分枝，
散布到腹部各处。见图 18-3：图 5。
㈢生态与分布
1、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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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蟹类及主要养殖种类大多数栖息于海洋中，且多数分布于近岸浅海或河口地区以及红树林
地带，部分种类栖息于淡水环境中。多发分布在热带、亚热带地区，少数分布在温度较低的温带地
区。
2、栖息环境
蟹类多属底栖性种类，栖息底质各异，有岩礁、泥底、沙底以及各种中间类型的泥沙底质，有
些种类喜穴居，有些种类则喜栖息于红树林地区及有各种水草、藻类生长的地区。
3、运动与食性
蟹类的运动方式有游泳、跳跃和爬行等形式。蟹类腹肢退化，一般不善游泳或游泳能力极弱，
少数蟹类足部特化呈桨片状，游泳迅速，如梭子蟹科的种类；跳跃主要是由收缩、弯曲腹部，拍动
尾扇击水形成的，腹部发达的种类以此可以做连续的向后跃起，距离可达 10m 以上；爬行是由步足
的活动完成的，身体两侧的步足交替在底质上移动使身体前进或后退。腹部发达的种类向前爬行，
蟹类的爬行则由于步足的位置及活动方式而大多向两侧横行。螯足一般不参与爬行。
蟹类多数在夜间活动、觅食；白昼则隐蔽、潜居，有掘穴而居或潜入遮蔽物之下的习性。昼伏
夜出是虾蟹类共同的习性和本能。潜底行为可使动物减少能量消耗，潜底比静止或游动消耗更少的
能量；也还可以使动物免遭捕食，是动物逃避天敌，保护自身的防御方式。
大多数蟹类的食性是杂食性，梭子蟹科的种类多为肉食性，通常捕食双壳类及腹足类，亦捕食
小型甲壳动物和鱼类。
4、洄游
虾蟹类在其生活史的各个阶段选择不同的栖息地。随着虾蟹类的生长、成熟，动物通常改变气
息地，这种气息地的改变大多通过较长距离的移动和迁徒完成，称之为洄游。虾蟹类的洄游有生长
时期的洄游、越冬洄游以及生殖洄游几种类型。
洄游使虾蟹类扩展了自身的生态位，利于种族的延续，具有重要的生态意义。洄游中虾蟹类形
成密集的群体是进行渔业捕捞的良好机会，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
㈣常见主要养殖经济种类的认识
先根据各种蟹类的形态特征，认识和鉴别它们，然后找出它们之间形态上的差异。
1、梭子蟹科 Portunidae
主要特征：
①眼眶完整，无额角，第二触角鞭短，不带毛。
②第三颚足腕节接于长节末缘接近内前角处，身体一般为圆形或横卵圆形，雌性生殖孔几乎全
在步足底节上，许多种的右螯比左螯大。
③步足或多或少适于游泳，第一颚足内肢内角常有一小叶，第一触角斜折或横折。
④末对步足的最后 2 节宽大而扁平，边缘具短毛。
⑴青蟹属 Scylla
主要特征：
①第二触角基节外前角突出形成小叶，触角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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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前侧缘各具 9 大齿。
③螯足掌部较扁而光滑。
④头胸甲表面光滑，各区不明显。
代表：锯缘青蟹 Scylla serrata (Forskal.1775)（图 18-7）
①头胸甲长为宽的 2/3。背面隆起、光滑，呈青绿色。胃区及心区间有明显的“H”形凹痕。胃
区具一微细而中断的横行颗粒线，鳃区也有 1 条。前侧缘各具 9 个等大的三角形齿。
②额缘分 4 个三角齿，内眼窝齿较额齿大，眼窝背缘具 2 缝。
③螯足粗壮、不对称。座节前缘末端具 1 刺，长节前缘 3 刺，后缘末部及末端各 1 刺，腕节末
端内角具 1 强刺，外缘具 2 钝齿，掌节甚粗，背面近末端具 2 刺，内侧 1 枚较大，外侧 1 枚较小，
近腕节处也具 1 枚刺。两指间空隙较大，内缘具 1 强大的钝齿。
④前 3 对步足指节的前、后缘具刷状短毛，第 4 对的掌节与指节扁平，呈桨状，善于游泳。
⑵梭子蟹属 Portunus
主要特征：
①第二触角基节外前角突出形成一小叶触鞭，触鞭在眼窝内，前侧缘具 9 大齿。
②螯足掌节具三棱形脊，头胸甲表面一般可分成数区。
③头胸甲布满小颗粒突起，有横脊，螯足强大，掌部粗于长节。
④头胸甲前侧缘最后 1 齿特别强大，后侧角圆形。
⑤第三颚足长节外末角不向外侧突出。
代表 1：三疣梭子蟹 Poryunus trituberculatus (Miers)（图 18-8）
①头胸甲棱形、个体较大，背面隆起，具分散的颗粒。在鳃区的较粗而集中，胃区具一凹形隆
线。此外，由前侧缘最末一齿至鳃区有一条横行隆线，胃区（1 枚）及心区（2 枚）共有三个疣状突
起，故名三疣梭子蟹。前侧缘各具 9 齿，最后一枚特别强大，向左右突出。
②螯足粗壮，长节呈棱柱状，前缘具 4 锐齿。腕节的内、外缘末端各具一刺，后侧面具 3 条颗
粒隆线。掌节在背面两条隆脊的末端各具 1 刺，外缘基部具 1 刺，可动指背面具 2 隆线，不动指外
面中部具 1 沟，两指内缘均有钝齿。
代表 2：红星梭子蟹 Portunus sanguinolenfus (Heybst)（图 18-9）
①头胸甲呈棱形，表面前方具有细颗粒及白色云纹，后方几乎光滑，胃区具 2 条横行颗粒线，
鳃区也各具 1 条，前侧缘各具 9 齿，末一齿最大，末端指向侧方。
②额缘分 4 锐齿，居中 2 齿较侧齿为小。
③螯足的长节前缘有侧齿 3 枚，后缘末端具 1 枚。腕节背面具 2 条细小隆线，其末端各具 1 刺，
内角具 1 壮齿。掌节具 6 条隆线，背面 2 条，内侧面 1 条，外侧面 3 条。两指内缘均具钝齿。
④步足与三疣梭子蟹相似。雄性腹部第六节的长度大于其基部的宽度。
代表 3：远海梭子蟹 Portunus pelegicus (Linnaeus)（图 18-10）
①头胸甲横卵圆形，表面具有较粗的颗粒和花白的云纹。胃区具 2 条横行颗粒线，鳃区各有 1
条。前侧缘各具 9 个齿，侧齿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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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额缘分 4 齿，中央 1 对较短小。
③螯足左右不等大，表面也有横纹。长节前缘具三齿，腕节的内末角各具 1 刺，掌节背面具 2
条隆脊，其末端各具一锐齿，内、外侧缘也各具 1 条隆脊，两指内缘均具不等大的齿。
⑶蟳属 Charybdis
主要特征：
①第二触角基节外前角十分显著地宽延，形成一突叶，此叶完全填充眼窝，故触鞭完全在眼窝
之外。
②额缘宽度显著小于头胸甲最大宽度，故前侧缘斜向外前方，多少呈梯形，前侧缘各具 6 齿。
代表：斑纹蟳 Charybdis cruciata (1794)（图 18-11）
①头胸甲表面隆起较光滑，分区不明显，前、后胃区及鳃区各具一横行颗粒线，中胃区的一条
断续不连接。
②额缘分 6 齿，大小相似。内侧缘各具 6 齿。
③螯足长节的前缘具 3 大锐刺，腕节内缘具 1 强刺，外侧面具 3 小齿，掌节背面具 4 刺，指节
较掌节略长，表面具深沟，内缘具壮齿。
④第 4 步足长节后缘末端具 1 锐刺。
2、方蟹科 Grapsidae
主要特征：
①头胸甲四方形、额宽、口框方形。
②第三颚足的颚须位于长节的外末角或前缘中部，外肢很窄或很宽。第三颚足之间通常有大的
空隙，并呈斜方形。
③雌体的腹部与头胸甲等宽，生殖孔位于腹甲上。
④身体两侧或直或稍微弧形（凸）。
⑴毛蟹属 Eriocheir de Hann 1835
主要特征：
①第三颚足长节外前角不突出，其长度等于或大于宽度。
②额缘宽度不大于头胸甲宽度的 1/3。
③螯上带有密毛。
代表：中华绒螯蟹 Eriocheir sinensis H.Milne-Edwards 1853（图 18-13）
①头胸甲圆方形，后半部宽于前半部，背面隆起，额区及肝区凹陷，胃区前面有 6 个对称突起，
各具颗粒。胃区与心区界线明显。前侧缘各具 4 齿，末一齿最小，且具一隆线斜行于鳃区外侧，近
后侧缘内方也有一隆线，后缘较平直。
②额缘分 4 齿，眼窝上缘近中部处突出，呈三角形。
③螯足的掌节与指节基部的内外面，密生绒毛，腕节内末角具一锐刺。
㈤固定保存和玻片制作
1、固定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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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产的可先放入淡水中致死，然后移入酒精中，这样它的附肢不易脱落。幼虫可用升汞水饱和
液或 1%四氧化锇溶液滴入水中固定。
2、玻片制作
①幼体整体制作：可用胭脂矾染液或酒精胭脂染液染色。
②复眼制作：可用糠虾幼体的眼，固定于卡氏固定剂中，然后用石蜡切片法，切成纵切片，用
豆氏苏木精液与曙红染液染色。

图 18-7 锯缘青蟹

图 18-8 三疣梭子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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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9 红星梭子蟹

图 18-10 远海梭子蟹

图 18-11 斑纹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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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12 日本蟳

图 18-13 中华绒螯蟹

四、问题
1、比较虾、蟹外形与内部器官的异同点。
2、蟹类的生态特点。
3、掌握蟹类的分类地位、分类概况，认识常见经济种类特征。

五、作业
1、比较梭子蟹科和方蟹科形态特征的区别，写出各种经济蟹类形态特征的差异之处。
2、通过解剖观察，绘出蟹类内部构造图，标出各部分名称。

实验十九 其他甲壳种类鉴定
一、实验目的
1、了解藤壶、龟足、龙虾、虾蛄和鲎形态特征和生活环境。
2、认识常见其他甲壳种类（藤壶、龟足、龙虾、虾蛄和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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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验用具和标本
解剖盘、解剖针、剪刀、镊子、解剖镜和培养皿等。
浸制的其他甲壳类标本。

三、实验内容
㈠蔓足亚纲
蔓足类的体形很奇特，与一般甲壳类的形态完全不同．但从它的发生变态来看，成体分节具有
附肢等方面来看，很明显的属于甲完类。幼时行浮游生活，成体则附着于他物上行固着生活。前头
部的背方特别弯曲，以第一触角附着于他物上，躯体外被以膜质外套，或被以发达的石灰质外壳。
蔓足类是海洋底栖动物的一个重要类群，在海洋附着生物群落中扮演重要角色，它们通常是群
落发展阶段的主要导种。附着生物降低航速、堵塞网箱、管道、损害码头等海上工程设施，给国防、
人类生活带来很大的困扰。它们被称为污损生物。
1、外部形态
蔓足类（正常类型）的头胸甲演变为外套膜、囊状，胸肢和阴茎从外套口伸出。
外套向外分泌石灰质的壳板，保护躯体。壳板的数目、排列和形态特征随种而异，是分类的重要
依据。
总的来说，大致可归纳如下几种壳板类型。
⑴有柄类：如名荷、龟足（图 19-1： A-C），头部侧扁，外套和壳开口于吻端，顶端的一对称背
板。在吻端的一对称楯板，能自由开闭。峰端的一片包在左右两侧，中脊状，称峰板。一般都由这
5 片基本壳板组成。各板间均有软膜相连。
一些种类在壳口下方，峰部相反的地位，还有 1 片不成对的吻板。
⑵有盖类：如藤壶外壳分三部分(图 19-1： D、E)。
底部：即固着在他物上的基盘，石灰质或膜质。
壳盖：由 1 对背板与 1 对楯板组成，盖在壳口上，可自由开闭。
侧板：在吻板与峰板间有 1—3 对壳板合成坚固而不活动的，呈圆筒状的侧壁。侧壁的壳板由三
部组成，即主体的壁板和两侧的突出部分。凡覆盖在邻板突出部外面的称辐射部。凡被邻板突出部
所覆盖的称翼状部。每一片壁的突出部分，可能都是辐射部或是翼状部，也可能其一侧为辐射部，
而另一侧为翼状部，随种类的不同而各不一样。在正常的情况下，吻板和峰板的两侧都是翼状部；
邻接峰板的峰侧板，其一侧是辐射部，另一侧为翼状部；邻接吻板的吻侧板，两侧均为辐射部；吻
侧板与峰侧板之间的称侧板，其一侧是翼状部，另一侧为辐射部，但实际上，各板常有愈合的相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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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1 蔓足类的体制模式图
A,B,C.有柄类；D,E.无柄类。 a.头状部；b.柄部。
1.楯板；2.背板；3.峰板；4.吻板；5.侧板；6.上侧板；
7.中侧板；8.吻侧板；9.亚吻板；10.峰侧板；11.亚峰板；
12.副侧板；13.柄鳞；14.幅部；15.翼部；16.可动性楯板；
17.可动性背板；

18.不动性楯板；

19.不动性背板。

2、一般生态
全部海产，成体营固着生活或寄生生活，都无移动能力。大多数是群栖生动物。常附着于岩石
上、红树枝叶上或船舶、漂浮的物体下，又多附着于海绵、腔肠动物、贝类、甲壳动物、棘皮动物、
鱼类、爬虫类、鲸类身上。它们的分布范围极广，直至北极都有其踪迹，但主要分布于热带、亚热
带海区。
多数蔓足类为滤食性的，摄食浮游生物及有机碎片。茗荷类均附着于漂浮性物体下，少数茗荷
类兼有肉食性，吞食小鱼及小水母。根头类以其根状突起插入宿主，吸收宿主体内营养为生。
3、分类提要和代表种的形态观察
⑴分类提要
蔓足亚纲：
围胸目：
有柄亚目：
茗荷儿科
铠茗荷科
匙茗荷科
有盖亚目：
藤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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笠藤壶科
小藤壶科
根头目：
蟹奴科
⑵代表种的形态观察
围胸目（完胸目）Thoracica
身体被外套膜。膜外有石灰质的壳板，仅少数种类退化。胸部 6 节，每节具 1 对附肢，双肢型，
多节，各节间的前后距离相等。营附着生活。
世界上已发现 550 种，我国已知 160 多种，其中有柄类 60 种。
①茗荷亚目 Lepadomorpha
体分头状部和柄部。头状部外被石灰质壳板，或仅被外皮；柄部肌肉质，外被石灰质鳞片或棘，
或光裸。
A 茗荷科 Lepadidae
茗荷属 Lepas
代表：茗荷 Lepas anatifera Linnaeus (图 19-2)
形态

体分头状部与柄部。头状部长 32 毫米，宽 20 毫米。柄部有伸缩性，常比头状部为长。

头状部扁平，近三角形，顶端斜截，外被 5 片白色的壳板。各壳板紧密相邻，间隙很窄，是为黑褐
或黄褐色膜，在峰板、背板和楯板之间的膜质部比其他部分的为宽阔。从楯板壳顶至背板壳顶常见
有黄绿色的刻点组成的对角线。背板 1 对，斜被于头状部的上方左右；在它的下方为 1 对巨大的楯
板，在背板和楯板的背方有 1 片细长的峰板。楯板宽而大，开闭缘弓曲，从壳顶到板的顶端具 1 低
脊，自壳顶有不太显的放射状低脊；右楯板壳顶内面具 1 个显著的壳顶齿，左楯板内面无齿或有低
脊。背板形状常随个体而有变异，自三角形以至不规则的四边形。峰板弓弯，基部分叉，埋入膜质
部内。柄部柔软，有伸缩能力，呈暗褐色。尾突单节，末端稍尖，表面具细小棘。丝突在第 1 蔓足
基部有 1 条，其下的体侧又有 1 条。交接器表面有环状几丁质纹，被有细毛。
习性

为漂浮性种，以柄部末端附着于浮木、浮石、浮码头、张网竹框、浮标及船底

上，也有附着于海龟、海螵蛸上。
分布

国内分布于黄海、东诲及南海。广布于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的热带、亚热带

和温带海域。
经济意义 为海洋污损生物的主要种类之一，常附着于船底，减低航速。
B 铠茗荷科 Scalpellidae
龟足属 Pollicipes
代表：龟足 Pollicipes mitella (Linnaeus)(图 19-3)
别名 石砌、佛手
形态 雌雄同体。为大型的有柄蔓足类。体分头状部与柄部。头状部高 22 毫米，峰吻径 30 毫
米；柄部长 30 毫米，宽 30 毫米，它的长度常随生活环境而不同。头状部侧扁，壳板白色外被谈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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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色外皮，由楯板、背板、上侧板、峰板、吻板等 8 块大的主要壳板及基部的一排约 24 片小型壳板
所成，每壳板表面都有明显的生长纹，小壳板的片数随个体而有增减(21-31 片)。吻板 1 片，内凹，
在吻板的后方有基部宽大而成斜三角形的 1 对楯板，顶端略弯向背板，表面有 3-4 条低脊从顶端向
基缘放射，楯板的后方为背板，为壳板中最高的 1 对，呈四边形，外表从顶端到基缘有 1 低脊；在
背板和楯板之间有狭长面成等腰三角形的 1 对上侧板；最后为单片的峰板，顶端稍尖，曲向背板。
围在基部的小型壳板，除亚吻板和亚峰板成单一片而略大外，其余均为左右成对排列的副侧板，三
角形、内弯，基缘几乎在同一直线上。柄部软而呈黄褐色，外被有细小圆形的石灰质鳞片，有规则
地紧密排列。柄部富肌肉质，可伸缩。无丝突。具尾突，短， 5-6 节，长度超过第 6 蔓足原肢之半。
交接器粗大，表面具几丁质环，长于第 6 蔓足，末端细，顶端具一簇细毛。无矮雄。
习性

本种为亚热带及热带的海滨动物。生活于海浪击冲激烈的沿岸高潮地带，固着于海水清

澄的潮湿岩石缝隙中，常密集成群。常在头状部壳板上附有小藤壶、楯形矮藤壶和中华小笠藤壶，
柄鳞上附有多毛鸟嘴等蔓足动物，但后两者多在福建以南沿海见到。
在我国广泛分布于长江口以南的海区和岛屿沿岸潮间带岩礁地带。
分布 国内分布于东海、南海、台湾沿岸。国外分布于朝鲜南部、日本、越南、柬埔寨
、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达加斯加、夏威夷、萨摩亚群岛。
经济意义

因柄部有多量肌肉，沿海居民常采之为食，味鲜美。近来对它进行药理实验观察，发

现龟足的各种制剂有明显的利尿作用，与《本草纲目》所载“利小便”功效相符，
还发现龟足对中枢神经系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图 19-2 茗 荷

图 19-3 龟 足

②藤壶亚目 Balanomorpha
体躯由石灰质的壳板围成，周围的壁板及盖在壳口的壳盖。壁板数为 4、6、8 片壳板组成，即
吻板，峰板各 1 片，侧板 1—3 对，壳盖由楯板和背板各 2 片组成。
A 藤壶科 Balanidae
藤壶属 Balanus
代表：布纹藤壶 Balanusreticulatus Utinomi (图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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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

周壳圆锥形，密集生长时有的呈筒锥形。峰吻径 15-20 毫米，侧径 10-15 毫米，高 11-14

毫米。壳板表面光滑，略带玻璃光泽，底白色、奶油色到淡粉红色。壳表无纵肋，有纵行的紫褐色
条纹，并有细而颜色呈淡白色或淡紫色的横行条纹，两者成直角交互排列，成为布纹状。各壳板的
顶端常向外反曲，尤以峰板最为显著，吻板顶端多向内弯或直。壳口略呈五边形，壳口缘由于各壳
板的顶部显著突起而呈锯齿状。幅部狭，项缘倾斜，有平行细横纹，侧缘有齿。翼部较宽，顶缘斜。
鞘部较短，鞘下的壳内面有显著的纵肋。壁板内部有纵行管道，上部有横隔片。楯板略呈直角三角
形，外表具清晰的生长线，并有自顶端放射的浅沟纹；内面关节脊发达，末端圆或平截或尖锐，其
长度略超过背缘之半；闭壳肌窝小面呈椭圆形，较深；闭壳肌脊明显，在闭壳肌脊与关节脊之间具
一浅凹；侧压肌窝清晰，小而深，向基缘开放。楯板中部向内凹面顶端略向外曲。背板三角形，顶
端不呈喙状，外面生长线清楚，中央沟开阔而浅，直达距末；内面关节脊较发达，关节沟较宽，距
的宽度各标本略有变化，有的短宽，有的略为狭长，末端斜圆或平截，距的楯侧基缘的宽度约与距
的宽度相等；侧压肌脊较短而明显，常有 6-7 条。周壳基底从中央向边缘有放射管，管内有横隔片。
交接器细长，为第 6 蔓足长的 2 倍，基背部具突起。
习性

本种是我国南方海区主要污损生物之一，常与钟巨藤壶、高峰星藤壶 Chirona amaryllis、

糊斑藤壶等种共同附着于浮标、船底、水下试板、木桩或定置网架等物体上，在内湾浮标水下 0.5-3
米处为优势种，少量附着在低潮区的岩石或贝壳上。浙江近岸多数在船底上发现。在洞头挂板试验
中，发现其出现频率较高，在 81 块试板上出现率为 17 次。附着期 6-8 月，最多在 6 月，附着量为
66．8 克／米 2。在南麂港的附着期为 6-9 月，7—8 月为附着高峰期，附着密度为 1763 个／米 2，附
着量 223.0 克／米 2。
分布

国内分布于东海、南海。国外分布于日本、菲律宾群岛、暹罗湾、印度洋、波斯湾和西

印度群岛。为亚热带、热带暖水种。
经济意义 常附着于船底，影响航行速度和污损船底，或占据了养殖牡蛎的附着空间，
为有害的污损生物。
B 笠藤壶科

Tetraclitidae

笠藤壶属 Tetraclita
代表：鳞笠藤壶 Tetraclita squamosa squamosa (Brugurere) (图 19-5）
形态

周壳呈陡圆锥形。壳的壁板 4 片，内多中空小管。为大型种类，最大的个体峰吻径 52 毫

米，高 40 毫米。壳表暗蓝绿色，多较细密的纵行小肋，但被钙藻侵蚀的个体，肋起不太显。鞘黑绿
色。楯板较狭，表面生长线不明显，开闭缘具有多数开闭齿，内面谈蓝绿色；关节脊稍发达，中部
膨突；闭壳肌脊很发达，几乎伸达顶端，它与关节脊间隔一列狭沟；闭壳肌窝大，呈圆形，其上部
的楯板内面光滑无突起；侧压肌脊明显，5 条，近基吻角处有一列短纵脊。背板狭，顶部弯曲而呈
尖喙状，内面呈淡蓝色，光滑无突起；关节脊明显，关节沟较狭，侧压肌脊发达，约 6 条；距稍狭
而长，末端圆，楯侧缘几乎与基据角相接。基底膜质。
习性

本种是附着于岩石上、码头或浮标上，偶见于船底的大型种。常见于水质澄清、盐度高

的半开敞性海岸，主要栖息于潮间带的中潮区下部至潮下带，常构成黑色的“藤壶带”，是中潮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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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至低潮区的优势种，并且一般分布在日本笠藤壶 Tatraclita japonica 的下界。主要分布在内港及开
敞性的外海，数量明显下降。常与日本笠藤壶、白脊藤壶、白条地藤壶、褶牡蛎等共栖。外壳上常
附着珊瑚藻、苔藓虫、水媳虫等。在舟山普陀，鳞笠藤壶的繁殖期为 6 月下旬—8 月上旬(水温 21.7
—24.6℃)，附着高峰期在 7 月下旬—8 月初，从附着至性成熟需 2 年以上。
分布 国内分布于东海、南海。国外分布于日本、马来群岛、澳大利亚、印度、菲律宾、西非、
巴西。
经济意义

肉味鲜美，可供食用，亦作钓饵。壳可烧制石灰。

图 19-4 布纹藤壶

图 19-5 鳞笠藤壶

A.外形；B.楯板内面；C.背板内面。

㈡龙虾族

Palinura

龙虾的体形大多数较扁平，额角甚小或无。头胸甲与口前板愈合。

5 对步足全部呈指状（爪

状)或全部呈钳状(如深海产的多钳虾)(图 19-6)。两性多不具第 1 腹肢(多钳虾除外，但为单肢)．雌性
具内附肢；尾肢的外肢不具横缝。幼体要经过叶状幼体期。全为海产。
龙虾是虾类中体型最大的，体长一般为 20—40 匣米，体重在 0.5 公斤上下，最大的有 3—4 公
斤。龙虾行动缓慢，多生活在多岩礁的浅水地带，白昼常潜伏在海底岩礁的缝隙里，两根粗大的第
2 触角鞭裸出外面，向前作圈式转动或呈“八”字分开。龙虾在夜晚出来寻食。
龙虾一般在夏秋两季抱卵繁殖，卵呈圆球状，较小，一般呈橙红色，有卵柄，缠绕成葡萄状，
抱于雌体腹部，约有几十万至一百万粒之多。孵出的幼体好似一片树叶，故称为“叶状幼体”。叶状
幼体要在海洋上漂浮半年以上，经过几次蜕皮，变成龙虾的模样，经过一个游泳生活阶段后，才定
居于海底，爬行生活。
龙虾可食部分约占体重的 60%，蛋白质含量较高，磷的含量也很丰富。除了食用外，还可入药。
其漂亮的外壳可制成工艺品，深受人们喜爱。
据调查，我国的龙虾有 24 种，分为 3 个科：龙虾科、蝉虾科和多钳虾科。龙虾科包括 10 种。
它们主要分布于福建南部，台湾和广东近海，其中的中国龙虾为我国龙虾中最重要的经济种类，也
是我国的特有地方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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蝉虾科中有不少经济种类、如东方扇虾、毛缘扇虾、九齿扇虾、鳞突拟蝉虾等，它们个体较大，
味也很鲜美，如扇虾(俗称琵琶虾)很受人们欢迎。
多钳虾科则是海洋中古老的种类，一般栖于深海。
1、龙虾科 Palinuridae
身体呈半圆柱形。无眼眶。第 2 触角鞭较粗大。步足的座节与基节愈合，各步足大小相似，皆
不呈钳状。本科在我国只有 2 属。
龙虾科分属检索表
头胸甲呈棱柱形，眼上刺中间愈合；第 1 触角鞭短，第二触角基部紧相邻，遮盖第 1 触角基
部………………………………………………………………………………脊龙虾属 Linuparus
头胸甲呈圆通性圆筒形，两眼上刺分离，尖而粗大；第 1 触角鞭较长，第 2 触角基部间距较大，不
遮盖第 1 触角基部……………………………………………………龙虾属 Panuliirus

图 19-6 龙虾类体制模式图
1．第 2 触角鞭；2．第 2 触角柄； 3．眼上刺；4．眼膜；5．眼柄；6．颈沟；7．头胸甲；
8．后缘沟；9．第 1 触角鞭；10．第 1 触角柄；11．第 3 颚足；12．鳃区；13．腹肢；
14．尾节；15．尾肢；16．内肢；17．外肢；18．步足；19．底节；20．基节；21．座节；
22．长节；23．腕节；24．掌节；25．指节。

①脊龙虾属

Linuparus

头胸甲棱柱形，眼上刺中间愈合，呈一宽阔、膨大的额角。触角板窄，不具刺。第 1 触角鞭很短；
第 2 触角基部紧相邻，遮盖第 1 触角基部，其触角鞭呈棒状。雌性第 2 腹肢内肢具一发达的附着突
起。
本属在我国有 2 种，其中泥污脊龙虾 Linuparus sordidus Bruce 仅分布于我国南海。
代表：脊龙虾 Linuparus trigonus (V.Siebold)(图 19-7)
别名

函虾

形态

头胸甲密布颗粒突起，在颈沟后部正中线上有棱起，自此向两侧倾斜，至鳃室上骤成直

角下曲，形如箱盒；颈沟前部两侧逐渐下向，因此比颈沟后部为宽，前甲侧缘列生 3 齿；颈沟前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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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区和肝区隆起，胃区的前端横向列生 3 齿，从其中齿以后分成两棱线以达于颈沟，划成—平坦的
长椭圆形，在这棱线上列生 5 齿；肝区隆起上有 3 齿，肝沟很明显。前额板前后两端低；两侧隆起，
前缘有 4 齿，在两侧者粗大。腹部背甲多凹粒，前 4 节各有一横沟，且背正中线上棱起明显，其上
各有 2 个向前的短齿，惟第 4 节上的不显著；第 6 腹节背面不呈棱而具中央沟；侧甲腹缘除第 1 节
仅 1 齿外，其后 5 节均有粗大的 3 齿，继以数小齿，尾节长长方形，短于尾肢。
眼在头胸部前端，无眼窝。第 1 触角柄细长，但不达第 2 触角柄末端，柄部分 3 节，第 1 节最
长．第 2 节最短，第 3 节约为第 1 节之 1／2，其内外触角鞭均较短；第 2 触角柄粗大，密生大小齿，
柄部第 1 节最宽，约为头胸甲宽的 1／2，左右两节的内缘互相接触，前端有一强大的棘，自此有两
深沟，一斜向后方，到达基部，一向外侧，成一短横沟，该节外侧缘有 2 齿，触角鞭粗大呈棒状，
不能屈曲，内外两侧列生短毛，背腹各有一纵沟，且多环列小齿。第 3 颚足有细小的外肢。所有步
足简单而不成钳状；第 1 步足最粗大，第 2 步足次之，它们的指节和掌节的前后缘及腕节前侧缘均
密生刚毛；最后 3 对步足细长，第 5 步足最短，各指节末端稍尖，前后两侧密生短刚毛。
雄性生殖孔开口于第 5 对步足底节的内侧，有圆柱形的柄部。头胸部腹甲上在第 4 对步足间，
有 2 行横列钝突起，其在后列者有 3 个，在前列者有 4 个；在第 2、3 步足基部内侧各有 1 个三角形
突起。腹部的腹面近正中线的两侧从第 3—6 节各有 1 对小钝棘，其愈在后者愈显著。身体腹面污泥
色，头脑部及腹部的背甲黄红色，侧面黄色，腹甲亦有黄色纹。
习性 生活于外海 30—300 米的砂泥质海底中。
分布 国内分布于东海、南海。国外分布于日本。
经济意义 个体大，可食用。
②龙虾属 Panulirus
头胸甲呈圆筒形，无额角，两眼上刺分离，尖而粗大。触角板宽，具刺。第 1 触角鞭较长；第
2 触角基部间距较大，不遮盖第 1 触角基部。雌性第 2 腹肢的内肢不具突起。
本属在我国有 8 种，它们栖息于东海、南海近岸多岩礁的浅水地带。
代表 A：中国龙虾 Panulirus stimpsoni Holthuis(图 19-8)
形态

体长 210 毫米，头胸甲宽 42 毫米。头胸甲上有许多大小刺，陈大刺外，每一个小刺的基

部前半或周围列生短刚毛；眼上刺粗大而尖锐，头胸甲侧面鳃区部无刺无毛，仅有小颗粒和刻点。
触角板中央有一浅沟，板上有 2 对粗短的大刺，其间有几对小刺，腹面前缘具有 3 齿。腹部背面有
许多小刻点，各腹节后缘列生栉毛；第 2—6 腹节背甲左右各有一较宽的横向凹陷(第 5、6 节的不太
明显)，凹陷部分密生绒毛；第 6 腹节后绿有锯状齿；各节侧甲末端有一向后弯曲的大棘，除第 1 节
外，在大棘的基部后缘生有细小锯齿。尾节呈长方形，长于内外肢；尾节和尾肢前半部背面均有多
数小刺和短刚毛。眼大，无眼眶。第 1 触角柄的第 2 节几达第 2 触角柄的末端。第 2 颚足外肢无鞭；
第 3 颚足无外肢。第 1 步足粗短，其余 4 对步足稍细长，各步足指节的腹侧列生刚毛；雌性第 5 步
足的指节基部内侧生 1 齿突，与不动指相对面成亚钳状，用以撕去卵壳。
习性

栖息于近岸浅海多岩礁地带或在泥沙质的浅海底活动。

分布

浙江舟山群岛以南，仅产于我国东海、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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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意义 为我国龙虾中的重要经济种类。可食用，也有药用价值，外壳可作装饰品。
代表 B：锦绣龙虾 Panulirus ornatus (Fabricius)(图 19-9)
形态

体长 395 毫米，头胸甲宽 95 毫米。头胸甲呈圆筒形，无毛，刺少且短小，眼上刺粗大；

触角板上有 2 对大刺，中间还有 1 对小刺，腹面前缘有 3 齿。腹节背板光滑无横沟．仅散有细小点
刻，各侧甲末端除一大棘外，尚有不明显的数个锯齿。尾节呈长方形，末缘圆弧形，尾节比尾肢长。
无眼眶。大颚须 3 节。第 2 颚足外肢无鞭；第 3 颚足无外肢，内缘密布刚毛。第 1 步足粗短，
其余 4 对步足稍细长，各步足指节腹侧列生刚毛。头胸甲前部背面有美丽的五彩花纹，腹部背面有
棕色斑，步足呈棕紫色，上有黄白色圆环。
习性

栖息于沿岸浅海多岩礁地带或在泥沙质的浅海底活动。

分布

国内分布于浙江舟山群岛以南，东海、南海。国外分布于日本、东非、印度尼西亚、印

度、新加坡、菲律宾、澳大利亚。
经济意义

最大个体可达 4、5 公斤，但产量不大。可食用，另有药用价值，外壳可作为装饰品。

图 19-7. 脊龙虾

图 19-8 中国龙虾

图 19-9 锦绣龙虾

㈢口足目 Stomatopoda
口足目属于甲壳纲(Crustacea)、软甲亚纲(Malacostraca)，俗称虾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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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10 口足类体制模式图㈠
A.头前部：1．第 1 触角柄；2．眼；3．眼柄；4．第 2 触角柄；5．额角脊；6．头胸甲前侧角；
7．第 2 触角鳞片；
B．头胸部及第 1 腹节：1．额；2．头胸甲侧角；3．中央脊；4．边缘脊；5．侧脊；6．中间脊；
7．胃区；8．胃沟；9．颈沟；10．边缘脊折转部；11．第 5 胸节侧突；
12．第 6 胸节中央脊；13．亚中央脊；14．第 1 腹节侧脊；15．边缘脊；
C．头胸甲侧面观：1．第 1 胸肢；2．大颚须；3．第 3 胸肢；4．捕肢的后部。

头胸部短狭，最后 4—5 节胸节露出于头胸甲之后。额角的基部有关节。腹部长大略扁。尾部
与尾肢成为强大的挖掘和移动器。具有柄的复眼。触角有 2 对，第 1 对触角的柄端有 3 条鞭；第 2
对触角有叶状鳞片。有 5 对胸肢，其中第 2 对特别强大成捕(掠)肢，其后方的 3 对胸肢呈叉状。腹部
7 节，第 6 腹节的腹肢与尾节(即最后的腹节)共成尾扇。其余 5 对腹肢成叉状游泳肢，其外肢上有丝
状鳃(图 19-10、图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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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11 口足类体制模式图㈡
D．捕肢：1．座节（其下有基节和底节）；2．长节；3．腕节；4．掌节；5．指节。
E．最后 2 腹节及尾节：1．腹节中央脊；2．亚中央脊；3．中央脊；4．侧脊；5．边缘脊；6．尾节中央脊；7．边
缘齿；8．侧刺；9．中间齿；10．中间刺；11．亚中央刺；12．亚中央齿。
F．最后腹节及尾节：1．最后腹节的亚中央脊；2．第 1 中间脊；3．第 2 中间脊；4．侧脊；5．尾节的中央脊；6．亚
中央脊；7．第 2 亚中央脊；8．中间脊；9．第 1 侧脊；10．边缘脊；11．第 2 侧脊；12．侧齿；13．中
间齿；14．亚中央齿。
G．尾节：1．基节；2．内肢；3．内叉；4．外叉；5．外肢第 1 节；6．刺列；7．外肢末节；8．缘毛。

虾蛄科 Squillidae
捕肢的长节与座节之间关节是端接的，长节沟下位，能容纳掌节的全长；掌节的背面外
缘有整齐的栉齿，或有一系列的固着棘。指节的基部一般不特别膨大。头胸甲有显著的棱
脊；颈沟横生于头胸甲的后背面；前 5 腹节有纵成行的隆脊。
口虾姑属 Oratosquilla
代表：口虾蛄 Oratosquilla oratoria (de Haan)(图 19-14)
别名

虾蛄、虾拔弹、虾救弹

形态

体长 130 毫米左右。本种是我国南北沿海最普通种。额的宽略大于长，前端圆。头胸甲

比一般的种类较宽广，前侧角成锐刺，两侧各有 5 条纵脊，在中央脊近前端部分成“Y”叉状，在
深陷的颈沟周围的胃部高起。胸部第 5—8 节各有 2 对纵脊；第 5—7 胸节的侧突各分前后两部。在
第 5 胸节的前部侧突长而尖锐且曲向前侧方，在后部的短小而直向侧方，是本种主要特征之一。第
6、7 胸节的前部侧突狭而向侧方，在后部的侧突比前部的遥大。第 8 侧突单一，向前方。腹部从第
1—5 节背面各有 4 对纵脊；并自第 2—4 节各节中央线上有前后排列的两个颗粒状突起；亚中央脊
在第 5 节的末缘成刺；中间脊一般除第 1 或第 2 节外，末端部成刺，且在第 2 节以下有中断处；侧
脊一般除第 1 节外，末端成刺；第 6 腹节的纵脊有显著的 3 对成隆突。尾节的中央脊不达该节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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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末端成长刺；在这脊的左右围有排列成弧形的数列凹点；边缘刺 3 对之外尚有 1 对侧钝突，在
各刺和钝突上都成纵隆起。尾肢的基节突起在内缘前部列生短小齿，在外缘的具一小齿；外肢第 1
节比第 2 节略短，后者有可动刺 7—9 个。眼角膜大，黑色而斜列，比柄部为宽。捕肢(掠肢)的指节
具 6 齿；掌节基部有 3 个可动齿外，余均栉状齿；腕节背缘具 3—5 瘤突；长节前下角尖。肛门后面
有一明显的纵脊。雄体在第 8 胸节的基部内侧各有一细长的交接器；雌体在第 6 胸节的腹面近中央
有一个横长雌性开口；成长雄体的捕肢及尾节和它的隆起都比雌体发达。该类群浮游时期的幼体透
明，在浙江沿海夏季石浦张网渔获物中占相当大的数量，以每年 5—6 月为最多，俗名虾壳子。
习性 穴居于海底泥沙砾的洞中，常摇动腹部的鳃肢，以广水的接触面而营呼吸。
分布 本种广泛分布于我国近海区和沿岸，一般在 5—60 米的水深都有发现。在浙江近海水产
资源调查中出现频率达 50%以上，以石浦海区为最多。在潮间带区也很普通，是口足类的优势种。
经济意义

这种动物体形比虾类大，因其在浙江分布广，数量多，肉软可作鲜食和虾酱，是富

有经济价值的动物，可作为捕捞对象，常与哈氏仿对虾、中华管鞭虾、细巧仿对虾等一起捕捞到。
它的成体和幼体又是大黄鱼、小黄鱼、带鱼、鳓鱼、海鳗、宽体舌鳎等经济鱼类及梭子蟹等的重要
天然饵料。因刺多食用时用箸插入腹面后节，使分离背腹甲壳折转两侧取其肉体。丢弃的甲壳，可
利用其甲壳质去除污水中的污染物。
㈣异尾族 Anomura
异尾族又名歪尾族，是介于虾与蟹之间的甲壳动物。头胸甲与唇瓣分离，第 2 触角在眼的外侧，
有较发达的触鞭．策 3 颚足通常较窄。腹部比较发达，形状多不对称，常有尾肢（图 19-12）
。

图 19-12 寄居蟹体制模式图
寄居蟹科 Paguridae
体虾形，腹部软而曲卷，适应于居住在空壳中，步足第一对钳状。腹肢退化、细小，右侧数目
较左侧少或全无，尾肢也不对称。
代表：下齿细螯寄居蟹 Clibanarius infraspinatus Hilgendorf (图 19-13)
形态

头胸甲较长，长 35 毫米，宽 28 毫米左右。颈沟前及心区附近钙化较强。额角尖，其项

端仅达眼鳞基部。眼柄细化，达第 1 触角柄第 3 节中部，而与第 2 触角柄等长。眼鳞边缘锯齿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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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密切接近。第 2 触角棘尖锐，内侧缘呈锯齿状，其顶端达柄第 2 节基部，鞭长。两螯同形同大，
腕节、掌节、指节密生有毛的小疣状突起。螯足的长节下面内缘有 1 强大的齿，指水平开闭，尖端
角质呈匙形。第 2、第 3 对胸足及眼柄上有显著的纵条纹。第 4、第 5 对胸足指节亚螯形，尖端外面
都有角质褥。尾呈尾扇，左面比右面发达，也有角质褥。腹部左面有不等两分叉腹肢。头胸甲淡黄
色，鳃部深绿色，胸足深绿色，其中螯足指节黄色，步足有黄纵条数条。眼柄中间深绿色、两边绿
黄色，腹部淡黄色。
习性

沿岸多，常栖居于半咸水中。

分布

我国黄海、东海及南海很普遍。日本、印度、菲律宾也有。

图 19-13 下齿细螯寄居蟹

图 19-14 口虾蛄
1.成体； 2.幼体

㈤有螯亚门 Chelicerata
肢口纲 Merostomota
目 1．剑尾目 Xiphosura
代表：三刺鲎 Tachypleus tridentatus（图 198A、B）
头胸部的甲壳前方钝圆呈半月形，表面有三条纵脊，一条在中央，两条在左右两侧，前者前端
具有一对复眼，外侧一个较大的复眼，腹部中壳略呈三角形。两侧有 6 个齿，各有一短刺，腹部末
端有一根很大而尖的剑状附属吻，称尾。
头胸部附肢 6 对，第一对短小，在口前方，称为螯足。前 4 对末端呈螯状，最后一对为爪状，
此五对足的基节内侧具有尖锐的细齿，有咀嚼作用，
（又称颚足）腹部有 6 对片状附肢，前一对宽大，
互相联合成板状，掩盖后 5 对，其后面有一对生殖孔，所以称为生殖节，末 5 对双肢型，其外肢的
后方有 150—200 个片状鳃，形似书，称之为书鳃。而这对附肢均称鳃足。
（图 198C）
鲎只 3 属 5 种，它们的地理分布是在北美、中美和亚洲东南沿海。我国福建、广东沿海也有 1
种中国鲎（三刺鲎）。鲎生活在沙质的海底，以蠕虫和无壳的软体动物为食。其铲形的头胸部在足和
尾剑的帮助下，使身体能轻易地钻入泥土中。鲎也能用腹足在水中游泳和用头胸部的足在水底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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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能用尾剑突然撑起身体。退潮时常雌雄成对在沙滩上爬行。夏天雄鲎伏于雌鲎的背上，双双游泳。
雌者在高潮线中挖穴产卵，雄者撒精其上。鲎是间接发育的。初孵化的幼虫，长 7—8 毫米。腹部 8
节，没有尾剑，身体可纵分为中央和两侧 3 部分，与三叶虫幼虫（图 198D），这也说明肢口纲与三
叶虫纲的亲缘关系是很密切的。剑尾目出现于寒武纪，而鲎 1 属在三叠纪才出现。
目 2．巨甲目(Gigantostraca)：
化石。最普通的称板足鲎(Eurypterus)(图 19-15：E、F)，长可达 3 米，与鲎不同处，腹部 12 节
和 1 尾节，头胸部最后 1 对足扁大成桨状。它们在寒武纪至二叠纪海洋中很繁盛，今已灭绝。
对鲎的研究已日益引起生物学家、仿生学家的浓厚兴趣。
鲎血液中含有百分之零点二十八的铜元素而使其血液呈蓝色，同时血中有一种多功能的变形细
胞。这种血液一接触细菌就很快凝固，人们利用这种特性，用鲎血制成鲎试剂、能快速、灵敏地检
测人体内或药物、食物是否被细菌感染。
鲎的复眼也很奇特，它包含成千个小眼，在光线不好的情况下，鲎眼能用突出边眶的办法以增
大所视目标的清晰度。人们根据鲎眼特殊构造的原理，制成电视摄影机，能在微弱的光线下拍摄清
晰度较高的电视影像，也可用同样方法提高雷达的显示灵敏度。

图 19-15 肢口纲代表
A.鲎的背面；B.鲎的腹面；C.鲎的书鳃；D.鲎的幼虫；
E.板足鲎的背面；

F.板足鲎的腹面。

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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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蔓足亚纲有柄类和有盖类的壳板组成的差异之处。
2、龙虾族和口蛄虾的形态特征和生活环境。
3、寄居蟹与蟹类在形态有哪些区别。
4、肢口纲的三刺鲎的形态特征及其意义。

五、作业
1、写出蔓足亚纲有柄类和有盖类的壳板组成。画出鳞笠藤壶和龟足的外部形态图，标出各部分
名称。
2、描述龙虾、口蛄虾、寄居蟹和鲎等常见种类的形态特征。

实验二十 棘皮动物形态特征和种类鉴定
一、实验目的
1、掌握棘皮动物外部形态特征、内部构造和生活环境。
2、了解分类系统，认识常见的种类。

二、实验用具和标本
解剖盘、解剖针、剪刀、镊子、和培养皿等。
浸制各纲代表种标本和干制的棘皮动物标本。

三、实验内容
㈠棘皮动物主要特征
全产在海洋，绝大多底栖生活，但幼虫期常是浮游的。包括常见的海星、蛇尾、海胆、海参和
海百合（代表棘皮动物 5 个纲），是相当特殊的 1 个类群。
它们的特点有：
1、 幼体两侧对称，成体辐射对称体制，通常是五辐对称型。
2、 它们的骨骼，是由中胚层产生的（这点和其他无脊椎动物的贝壳及外骨骼的来源根本不相
同）。这些骨骼是包在外胚层的表皮下面，并具常向外突出成棘，因此这类动物称之为棘皮
动物。
3、 棘皮动物真体腔的一部分，还形成了水管系统（或称步管系统）。
㈡外部形态
▲棘皮动物除少数变异的情况外，基本上是五辐对称体制。分两大类型：
第一种：海星、蛇尾和海百合类（图 20-1： A、B、C、D、I、J），具有中央盘和发自中央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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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五辐射形的腕。有口的一面为口面，或叫腹面；口的一面（不一定有肛门）为反口面或叫背面。
第二种：海胆和海参类（图 20-1：E-H），是由于反口面缩小，各腕向背面翻卷，彼此愈合而形
成球形（海胆）或长筒形（海参）的躯体。
▲棘皮动物的腕的腹面一般有管足，有管足的部分叫步带区，两步带之间的部分叫间步带区。
▲肛门的位置不同的种类有区别：
△海星、海胆和海参的肛门在反口面；
△蛇尾类无肛门；
△海百合的肛门则逆行至口面。
▲水管系水流的出口是一个多孔的筛板，位于反口面（端）
（海星、海胆和海参）；或者口面（蛇
尾）。
▲棘皮动物的体表通常有许多棘状的突起，长短不一。这些棘，有的不能动，如海星、蛇尾；
有的能动，如海胆。海胆和海参，此外还有小的钳称叉棘，叉棘是构造复杂的特殊器官，有清除身
体上污垢，帮助捕食及防御敌害的功用；海胆类还有球棘，可能和嗅觉或平衡有关。
▲体表还有薄膜的突起，其内腔连体腔，司呼吸功能，叫皮鳃。
▲管足：一类有管足器官的腕（如海星），腕的下面有管足沟或称步带沟，沟内有 2—4 行管足，
有的管足有吸盘，能作行动用；有的管足没有吸盘，其中是运动、摄食和呼吸的器官；另一类蛇尾
和海百合的管足改变为触手。

图 20-1 棘皮动物各代纲表的外形及纵切
A、B．海星纲；C、D．蛇尾纲；E、F．海胆纲；G、H.海参纲；I、J.海百合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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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消化系统
棘皮动物的消化系统可分两类：
一类是囊状的（图 20-2）
：从胃向各腕伸出一对幽门盲囊（海星、蛇尾）
，囊状的消化管没有肛
门（蛇尾）或有肛门而不用（海星）
，因此消化后剩余的东西仍由口吐出来。
另一类是长管状的（图 20-3、图 20-4）：海胆和海参管状的消化管比较长，一般在体内盘曲着，
有肛门，其口附近还常有收集食物的器官，如海参的触手和海胆复杂的咀嚼器。海参的直肠突出呈
树状的构造，司呼吸和排泄作用，叫水绵体，又称呼吸树。

图 20-2 海星体盘与腕剖面之模式图

图 20-3 海胆的解剖，除去部分的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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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4 海参内部构造解图

㈣体腔和水管系统
棘皮动物的体腔很发达。体腔和皮鳃的内腔是相通，同时体腔壁有纤毛摆动，可以使体腔液流
动。
棘皮动物体腔的一部分形成了水管系统，也称步带系统。它是由围在口周围的环管和由环水管
发出的 5 条辐管所构成。在辐管上分出成对的水管，与管足相通。管足一端是垒，垒压缩可将水压
入管足中，使其伸长，相反的，垒若扩张则会使管足缩短。
管足末端有吸盘者可吸附在固体物上，海星借此可以拉动身体。管足除行动外一般还有呼吸和
排泄功能。有些棘皮动物管足退化，只司呼吸、排泄和感觉（蛇尾）。
环管上有 1 条石灰质的石管和筛板相连，借筛板上的许多小孔，水管系中的水得以和外界或体
腔中的液体相通。
㈤生殖与发育
棘皮动物除极少数外，都是雌雄异体（少数海参和蛇尾是雌雄同体的）
。
生殖腺起源于体壁上皮，一般有 5 对或 5 的倍数的生殖腺（海参纲除外），位于间步带区。成熟
时，常常填满整个体腔。一般卵巢黄色，精巢白色。生殖细胞经生殖管由反口面的间步带区通外。
受精在水中进行。
发育过程几经变态，幼虫经过一段浮游生活后，逐渐沉入海底。不同纲的棘皮动物的幼虫形态
极不相同，但基本构造是相同的，都具有纤毛沟的腕。
㈥生态
棘皮动物由两侧对称又变成辐射对称，完全是适应固着生活的结果。
原始的棘皮动物都是营固着生活的（和海百合相似），现在能运动的棘皮动物也是由固着生活的
棘皮动物演变来的，因，此期幼虫时期，还营短暂的固着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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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棘皮动物都有很强的再生能力，如海星的腕断落后，很快就会再生出来。某种海参种类
的内脏排出后也能再生，并且身体断成 2—3 段后，还能再生成一完整个体，有少数种类能以无性的
裂殖法进行增殖。
本门动物全部海产，对盐度的高低颇为敏感，是狭盐性动物，在低盐海区很少分布，即在半咸
水或低盐海水中很少见或缺乏。它们的垂直分布幅度很广，从浅海至深海都有分布。
生活方式：除少数是大洋性浮游生活种类外，绝大部分是底栖生活，全为单独生活的。食性：
主要为有机质碎屑，小形动物、植物和海草。有些种为肉食性的。
㈦经济意义
从整体看，棘皮动物的经济意义很大；
一方面它们能大量地吃别的动物，如双壳类，螺类和蠕虫等，为贝类养殖上的敌害。
另一方面又是某些种鱼类的饵料，全世界约有 40 多种的海参可食用，为海珍品。有少数海胆的
生殖腺也可供食用，某些海星可作药用或充肥料。
㈧分类
现在的棘皮动物约有 5500 种，分 5 个纲。
1、棘皮动物门各纲形态术语。
⑴海百合纲
①根部
卷枝：无柄类根部（已退化）的附枝，轮状排列，分多节。卷枝部生在卷枝窝内。卷枝各节背
面有背刺，最末节为端爪，倒数二节的背缘常延伸成一峙棘。
② 基部：即卷枝（反口面）和冠部（口面）附着的部分。
卷枝窝：位于基部的下端，生在中背板上，常为一至多圈，规则或不规则。卷枝窝的中央为背板。
③ 腕：共五支，由许多腕板组成，腕板间的关节为动关节或不动关节。
A 第一腕板（IBr）：共五支，各支有第一次腕枝若干个。第一次腕板的第一块腕板用符号 IBr 表
示。
B 第二腕板（IIBr）：从第一腕板末块腕板（分）分出。IIBr4(3+4)表示第二次腕板有四块，第 3
—4 板间为不动关节。
C 第三次腕板：IIIBr，从第二次腕板分出。
D 羽枝：由多节羽枝节组成，交互出现在各腕节的一侧。关节下第一无羽枝。PC.PD.Pp 分别表
示从第一次腕、第二次腕、第三次腕上分出之羽枝。P1,P2,P3 表示不分枝腕之第 1、2、3 羽枝。
⑵海星纲
①口面
A.步带沟：自口通到各腕的末端。
B.管足：2 或 4 行，具吸盘或不具吸盘。
②背面：
筛板：在腕间辐部，圆形，大而显著，表面带细沟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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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体壁
A.小柱体：骨板的柱状突起，上面成束地生长着小棘。
B.步带板：步带沟底部成排的板，二行。
C.侧步带板：步带沟两侧成排的板。
D.上缘板：腕缘和盘缘背侧成排的板。
E.下缘板：同上缘板，位于腹侧。
F.口板：口周围之板，5 对。
G.棘、疣、颗粒和叉棘：体壁外，叉棘有五种。
H.皮鳃：从背、腹两面骨板间伸出，膜质，担任鳃的作用。
④腕：
A.R：盘中心到腕末端之距离。
B.Y：盘中心到腕间边缘之距离。
C.端板：腕末端之板。
⑶海胆纲
①步带和间步带
A.步带：由多个多角形步带板组成，5 行，上有管足孔。
B.间步带：由多个多角形间步带板组成，5 行，上无管足孔。
C.步带板：上有一至多对管孔。步带板分有单板（每个步带板由单一的板组成）和（每个步带
板由 3—12 个小板组成）
。
D.疣：步带及间步带上的钝圆锥状突起，疣上载有能活动的棘。疣顶乳头状④疣有大疣、中疣
和小疣之分。
E.环沟：有些种类大疣的疣轮常陷成环沟。
F.有孔带：步带的无孔部分。
G.无孔带：步带的无孔部分。
②顶系：位于反口面。
A.肛门：位于顶系中央。
B.围肛部：肛门的周围。
C.眼板：位于辐位（步带位），上有一眼孔。
D.生殖板：位于间辐位（间步带位）
，上有一生殖孔。
E.筛板：生殖板之一转化而成，具多数细孔，兼营筛板的作用。
③围口部：位于口面
口板：口周围，5 对。
④棘：按所有疣的大小，分大棘、中棘和小棘。
⑤叉棘：有四种。
⑶海参纲
178

①辐部：有管足的部分。
②间辐部：无管足的部分。
③管足：5 组，每组双行或多行。
A.疣足（疣）：缺吸盘的管足。
B.肉刺：管足的变形。
④触手：在口的周围，分有枝状、羽状、指状和盾状，数目 8—30 个不等。
⑤石灰环：围绕食道，由 5 个辐片和 5 个间辐片组成。
⑥骨片：分有：桌形体、锃状体、杆状体、锚形体、笼状体、C 形体和 X 形体等。常见的有桌
形体和锚形体。
⑦主要内部构造
呼吸树：一对，从泄殖腔分出。
居维叶氏器官：与呼吸树基部连接，由许多细管构成。
石管：连通水管环及筛板之管，筛板藏于体腔中。
波氏囊：由水管环伸出之一囊状体。
⑷蛇尾纲
①中央盘
A.背面：
a.中背板：位于背面中央。
b.背盾：位于腕的基部，一对。
B.腹面：
a.口盾：位于口周围向辐部，五个。
b.筛板：口盾之一特化而成。
c.侧口板：位于口盾内侧，各一对，八字形排列。
d.颚：侧口板内侧，各一对。
e.齿：颚的顶端，一枚。
f.口棘：颚两侧，各有一到数枚。
②腕：细长，有许多腕节组成。
a.腕板：每一腕节由 4 块腕板组成，分背腕板，侧腕板和腹腕板。
b.腕棘：腕板上的棘，2—15 个。
c.触手：从侧腕板和腹腕板间的触手孔伸出。
2、棘皮动物门分类提要和代表种观察：
⑴分类提要
海百合纲：关节目“栉羽枝科”：小卷海齿花
海星纲： 页板海星亚目
显带目：小柱体亚目：戚海星科：银边海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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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壳棘亚目：角海星科：真正角海星
有棘目：海燕科：林氏海燕
钳棘目：海盘车科：罗氏海盘车
海胆纲：

正形类：鳞齿目
头帕目
管齿目
拱齿目：刻肋海胆科：细雕刻肋海胆
长海胆科：紫海胆
歪形目：盾形目：蛛网海胆科：扁平蛛网海胆

海参纲：

无足目：锚海参科：棘刺锚参
芋参目：芋参科：海老鼠属：海老鼠（海棒槌）
海地瓜属：海地瓜

深海海参目
盾手目：刺参科：刺参
蛇尾纲：蓝蛇尾目：枝蔓蛇尾科：常蔓蛇尾
蛇尾目：刺蛇尾科：马氏刺蛇尾
⑵代表种形态观察
A.海百合纲 Crinoidea（海羊齿）
关节目 Articulata

栉羽枝科 Comastariclea

代表：小卷海齿花 Comanthus paruicirra (J.Miiller) （别名：海莲，小卷栉羽枝）（图 20-5：C）
中背板小而薄扁，呈不规则的五角形，或近椭圆形。卷枝弱小，发育完全者长为 7—8 毫米，发
育不完全者仅长 3—4 毫米。卷枝窝不规则地生在中背板的边缘，或仅生在其间辐部。卷枝的数目很
少，最多者不过 X—XV 个，少者仅有 III—V 个，有的种类不具卷枝的。发育完全的卷枝由 12—13
节构成，第 1 节较短，宽为长的 2 倍，以后逐渐增长。，到第 6—7 节为最长，长为宽的 2 倍，再向
后又急剧变短，最外 4 节长和宽相等。卷枝没有背棘，峙棘也不发达。端不细，略弯曲。
辐枝仅露出其外缘。IIBr 为 4（3+4），偶然有的 2 板。IIIBr 多数有为 4（3+4），少数为 2 板。
腕数标准为 20 条，最多不超过 30 条。腕的长短和粗细变化都很大，前边的腕或靠近口侧的腕常较
后边的长大，不动关节在（3+4）和（4+12）腕板间。羽枝中以 PO 为最长。生活时体色变化很大，
多为黄褐色或灰褐色，并夹有白色和红色斑点，酒精标本为黄褐色。为福建和广东沿海最普通的海
羊齿之一，在印度—西太平洋区域分布亦广。
B.海星纲 Asteroidea
显带目 Phanaerogonia 小柱体亚目 Paxillas
戚海星科 Ascerpeetinidae
代表：镶边海星 Craspiolaster Hesperus (Muler et Troschel) (图 20-6)
体坚实，腕 5 个，狭长，末端逐变细，长可达 50 余毫米，R：r 约为 3.5，反口面生满小柱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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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中央和边缘的小柱体小而挤，每个小柱体的顶上有半球形的颗粒 1—20 个，周缘有 7—20 个作放
射状排列的小棘，棘间有膜相连。
上缘板一般为 30 个上下，大而厚，略呈长方形，排列整齐而美观，象银嵌的边一样。下缘板与
下缘板上下相对，数目相等，仅间隔部者比上缘板略宽，上下缘板的表面都生有玻璃状和容易脱落
的颗粒；个板的边缘有 小棘，棘间有膜相连。
侧步带板小，或菱形，在沟缘有一行 5—6 个较大的棘，内有一个较大，呈拇指状。口板小而
狭长，口面间辐部各有一些大小不等和排列不大规则的腹侧板，筛板上也有颗粒和小棘，与邻近小
柱体上的同形。
生活时缘板为紫褐色，反口面小柱体为黄褐色，口面为浅色，多栖息在水深 17—176 米的或泥
沙底。我国粤海居民带把它晒干后烧石灰。
为我国广东、福建和浙江的习见种，分布于菲葎宾、新加坡、孟加拉湾和日本。
双壳棘亚目 Valvata
角海星科 Goniasteridae
代表：真王角海星 Anthenea pentagonula
腕短而宽，反口面稍隆起，有许多大小不等的疣突的小粒，缘板上下相对，数目为 12—19 个，
各板中央有一个大型叉棘，周围有许多颗粒，上缘板呈长方形，管足有吸盘。
有棘目 Spinulosa
海燕科 Asterinidae
代表：小型（林氏）海燕 Asterine limbconkeng G.A.Smith (图 20-7)
体小，近五角形，一般具有 5 个宽内腕，背面的石灰板在腕上排列成纵行，在盘的中部则排列
成环形，颜色深褐色，并杂有不规则红点。
钳棘目 Forcipulata

海盘车科 Asteriidae

代表：罗氏海盘车 Asterias rollestoni Bell (图 20-8)
体扁，体盘宽大，腕长，一般 5 个，腕的边缘锐峭，背棘小，呈尖锥形或宽而钝，管足 4 行，
末端有吸盘，生活时反口面紫色和黄白色相间而成，口面黄褐色，有十字形叉棘，产卵 11—12 月，
是做人工受精实验的良好材料。
C.海胆纲 Echinoidea
正形类 Rcgularia 横齿目 Camarodonta
刻肋海胆科 Temnopleuridae
代表：细雕刻肋海胆 Temnopleurus toreumaticus (Leske)（俗名：棘海螺棘锅子）(图 20-9)
壳厚且坚固，形状变化很大，从低半球形到高圆锥形。壳的直径通常为 4—5 厘米，步带稍隆起，
宽度约为间步带的 2/3。赤道部以上各步带板的水平缝合线上，有大而显明的三角形凹痕。管足孔
每 3 排列为一弧，赤道部各步带板有一大疣、一个中疣和数个小疣，间步带板逢合线上的凹痕更为
显著，各间步带板上有 3 个大小相等的疣，排列为一横行，另行还有多数中疣和小疣。
顶系稍凸起，在生殖板上有多数小疣，眼板都不接触围肛部，各眼板上也有多数小疣，围肛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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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露，肛上板常显著，肛门靠近中央。
反口面的大棘短小，尖锐呈针状；口面的大棘较大，略弯曲；赤道部的大棘最大，末端宽，扁
或截断形。壳为黄褐、灰绿等色。大棘的灰绿、黑绿或浅黄褐色的底子上，有 3—4 条红紫或紫褐色
的横斑，也有的个体全为白色，动物生活在泥沙底，从潮间带到水深 45 米，常成群地栖息。产卵季
节在 6 月下旬到 7 月下旬。
为我国南北各海的普通种，在印度—西太平洋区域分布极广。
长海胆科 Echinometridae
代表：紫海胆 Anthocidaris crassispina (A.Agassie) (图 20-10)
壳圆，略球形，暗绿色，一边棘常比另一边长，大棘末端尖锐，呈紫色，管足孔每 7—9 对排列
为一斜弧形，步带与间步带各具有大疣，二纵列管足的管毛为弓形，本种生活在潮间带的岩石下或
石缝内，生殖腺可供食用或制成海胆酱，我国广东、福建沿海产。
歪形类 Irregulario
盾形目 Clypea trolda
蛛网海胆科 Arachnoididae
代表：扁平蛛网海胆 Arachnoides placenta (Linne) (图 20-11)
壳扁而圆，又名泥海饼，顶系稍隆起，有 4 个生殖孔，棘密生在壳面上如绒毛状，肛门在壳的
边缘，生活在低潮水深 40 米深的泥沙内，福建、广东沿海产。
D.蛇尾纲 Ophiuroidea
蔓蛇尾目 Euryalae

枝蔓蛇尾科 Trichasteridae

代表：掌蔓蛇尾 Trichaster pahniferus (Lamarck)
体呈暗褐色，腕末端分枝，辐盾线而不显著，口棘 6—8 齿成单行排列，腕间部狭，生殖裂口很
靠近，腕的背面有一行疣突，腹缘各有两侧棘，生活于低潮区至水深 10 米内沙泥底。
（附图 210. 刺
蔓蛇尾）
蛇尾目 Ophiurae
刺蛇尾科 Ophiotrichide
代表：马氏刺蛇尾 Ophiothrix marenzelleri (Koehler) (图 20-12)
体盘呈五叶状，背面密生短粗小细刺，腕棘长大，向外突出，口盾呈菱形，生活在岩石下，石
缝或海藻间，我国沿海产。
E.海参纲 Holothuroidea
无足目 Apada 锚参科 Synaptidae
代表：棘刺锚海参 Protankgra bidertata (Woodnard et Barrett) (图 20-13)
体细长，粉红色，粗 ，没有呼吸树，有 12 个指状触手，末端有 4 个羽状枝，锚板卵圆形，边
缘具锯齿，有许多小孔。
芋参目 Molpadonia 芋参科 Molpadiidae
海老鼠属 Paracaud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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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海老鼠 Paracaudina chilensis (V.Marenzeller) (图 20-14)
又称海棒槌，有呼吸树，体似棒槌，全部明显，约占体长的 1/3。
海地瓜属 Acaudina
代表：海地瓜 A.molpadioides (Semper)(图 20-15)
体形和颜色都很象地瓜（甘薯），后部变细长，短尾状。长者体长可达 20 厘米，普通的为 3.8
—11.5 厘米，横断径为 1.2—4.2 厘米。体壁薄，稍透明，从体外稍能透视纵肌和内脏。触手 15 个，
无分枝；但各触手顶端有 2 个突起，肛门有 5 组小疣，每组包 小疣 4—6 个，波里氏束和石管都 5
个。呼吸树发达。石灰杯个辐片后端有一短小叉状延长部。幼小个体常无骨片，或仅靠近尾端的皮
肤内有骨片，成年皮肤内有很多哑铃状体（1）和少数不规则的穿孔板；肛门皮肤内有杆状体和钳状
体，杆状体有少数短分枝和瘤状突起，钳状体的穿孔带锯齿，边缘不整齐（2），生殖腺管壁内有的
树枝状骨片和哑铃状体。
幼小个体为白色，半透明；中等个体密生微细的褐色斑点，体成褐色；老年个体呈暗紫色。动
物多生活在沿岸浅海 10—15 米的泥底。
全国各海几乎都有，分布在印度尼西亚、菲葎宾和日本等浅海。
枝手目 Dentrochirota 瓜参科 Cucumariidae
代表：瘤五角瓜参 Pentacea tuberculosa (Quoy et Gaimard)
体淡红色，触手红色，体“背”有许多大小不等并列不规则的瘤状突起，
“腹”面管足排列成三
个纵带（每个纵带具有管足 4—6 行），触手 10 个，我国广东、福建沿海产。
盾手目 Dentrochirota 刺参科 Stichpodidae
代表：刺参 Stichopus japonius selenka (图 20-16)
体呈圆柱形，背面有 4—6 行大小不等的内刺，“腹”而平坦，管足排列成三个纵带，触手 20
个，生活在 4—12 米深的细沙泥底，繁殖季节 5—7 月是我国北方沿海养殖的主要种类。

图 20-5 海百合纲的代表：

图 20-6 镶边海星

A.海羊齿；B. Botryocrinus decadactylus; C. 小卷海齿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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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7 海燕

图 20-8 罗氏海盘车

图 20-9 细雕刻肋海胆

图 20-10 紫海胆

图 20-11 扁平蛛网海胆

图 20-12 刺蔓蛇尾

图 20-12 马氏刺蛇尾

图 20-13 棘刺锚海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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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14 海老鼠

图 20-15 海地瓜

图 20-16 日本刺参

㈨棘皮动物固定保存和玻片制作：
1、固定保存：
⑴海百合类：用 90%酒精固定保存。标本放入酒精后，轻轻摇动容器，效果更好。如用较淡的
酒精固定，有的种类会合行破裂成段，要特别注意。
⑵海星类：可从直接用 5—10%福尔马林杀死，或以 25%酒精杀死后，保存于 70%酒精中。若
用福尔马林保存，就必须在福尔马林中加少许碳酸钠或碳酸镁，不然时间长了，福尔马林分解成蚁
酸，对棘皮动物的石灰质骨骼损害极大。
海星的干制标本：把海星杀死后，用淡水洗净，即可放在烈日下曝晒，至其内部全被晒干为止。
干的海星放在标本盒或标本瓶中，应放进几块樟脑以避免虫蛀。
⑶海胆类：如果要使海胆的管足伸展，可把它仰放在玻璃缸中，并倒进些海水，其量至淹没海
胆为止，等待它把管足伸出并逐渐展长以后，倾入等量络酸、醋酸混合剂，此液酸性强，对海胆骨
骼有腐蚀的作用，因此，必须用水洗净，保存于 70%酒精中。要使海胆内部的酸性液体全部洗出，
又要使酒精充满其体内，需要在它的骨骼上对着钻两个孔。这样，固定液及保存液就可以充分对流
交换，一周以后，把保存液更换一次，在钻孔时，钻头不要进入太深，以免损伤内部构造。
干制海胆的标本：除饼海胆外，其它海胆必须把口部四周的柔软部分剪破，使其内部液体流出，
然后将其浸入酒精中，经数日后取出，放在曝日下晒干。可把樟脑块放入标本内部，然后放于标本
盒中保存。
⑷海参类：把海参带回实验室后，宜用多量洁净海水培养，尚若有流动海水设施，那么它的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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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就会较快的伸出来，而且舒展。用 0.1%水合氢醛溶液麻醉，用强劲的大镊子，紧紧夹住其触手基
部，等基部不能缩回，迅速将所属触手部分完全浸入浓醋酸中固定，同时向体内注入浓酒精，并用
小木块作塞堵住肛门。用淡酒精洗净触手部的醋酸，以防浸蛀体壁内部的骨针，保存于 70%酒精中，
尚只保存它的外形，可参照海星类方法。
⑸蛇尾类：把蛇尾直接放入淡酒精中杀死后，保存于 70%酒精中。注意：蛇尾遇淡水后，即分
裂为若干小块，使整个标本破坏，所以绝不能用淡水杀死法。
2、玻片制作：
⑴海百合类：
幼虫制片：长柄幼虫（Pentacrinoid）用 0.1%水含氯醛溶液麻醉，经 3—4 小时后，用 80%酒精固定
保存。长柄幼虫后的幼虫，可用升汞水饱和液固定几分钟，然后移入酒精以防浸蚀其表皮。然后进
行整体制片。
⑵海星类制片：
A.骨片及皮棘制片：把海星的足用 3.5%氢氧化钾溶液浸泡几分钟，然后用水洗净，保存于酒精
中。
B.叉棘制片：把海星浸入淡水中或 1%氢氧化钾中，使带组织软化，然后用硬刷刷其背面，收集
刷下物于清水中，用品红或曙红溶液染色，然后制片。
C.幼体制片：海星（海盘车）卵及幼虫是难得采到的标本，因为一般不能作到人工培养，用人
工受精法也很难取得的效果，用鲍氏固定剂固定，制成玻片，以共长期使用。
要显示卵的受精情况以及成熟分裂各阶段，须用石蜡切片。
用海氏铁苏木精液染色。又因其卵粒微小，在制片过程中要经多次转移，颇不方便，又恐遗失。
所以要用擦镜纸折迭小漏斗形，把卵放入纸漏斗中，需要转移时，将纸漏斗转移各液中就行了。
⑶海胆类制片：
海胆卵、幼虫及足棘的制片等方法，参考海星类制片的方法。
⑷海参类制片：
骨针制片：取保存的海参，剪成小块，浸于 4%氢氧化钾溶液中，或稍煮至将沸时，使结缔组
织分解，骨针即沉于器底。然后用水洗净，保存于 70%酒精中，或继续进行整体制片。
⑸蛇尾类制片尚未见报道。

四、问题
1、名词解释：五辐对称、管足、棘皮、皮鳃、呼吸树、水管系统、排脏
2、棘皮动物门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3、棘皮动物的体型分哪两大类，请说明。
4、为什么说棘皮动物是无脊椎动物中高等类群？
5、棘皮动物的生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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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棘皮动物的分类依据，分几个纲及其主要特征。

五、作业
1、写出棘皮动物门分类依据，分几个纲及各纲的主要特征。
2、画出海星的背、腹面图，标出各部分的名称。

实验二十一 水生昆虫形态特征、内部结构观察和种类鉴定

一、实验目的
1、掌握水生昆虫的外部形态特征。
2、了解水生昆虫的分类依据和认识常见的水生昆虫种类。
3、了解常见水生昆虫的渔业利用价值及有害种类的控制方法。

二、实验仪器和材料
显微镜、解剖镜、解剖工具。
水蜈蚣、摇蚊幼虫、水黾等活体或固定标本。
家蚊（库蚊）口器装片。

三、试验内容
（一）昆虫的外部形态构造
昆虫的形态变化极大。其共同点为：全身明显地分为头、胸、腹三部分；体披几丁质外骨骼；
生长过程中多次蜕皮。

1、头部 昆虫头部由六个体节愈合而成，主要构造如下：
触角：位于头部最前端，着生于两复眼之间或前端，一对，具嗅觉、味觉、触觉、听
觉机能。触角形式多样，常见形式为丝状、刚毛状、锤状、羽状、念珠状等。
复眼和单眼：复眼着生于头部两侧，大而突出，一对，为主要视觉器官。有些原始种类或某些
幼虫无复眼。单眼通常 2-3 个。穴居生活或栖息于黑暗环境的种类其复眼和单眼退化。
口器：由头部前端突出的部分及头部各节的附肢组成，为摄食器官。由于生活方式不同，昆虫
口器的形式也不一样，其基本类型为咀嚼式口器。
咀嚼式口器：为最原始的口器形式，适于取食固体食物。基本构造由一个上唇，一对大颚（上
颚）、一对下颚和一个舌组成（其中上、下颚和下唇是头部的附肢，上唇和舌是头部的突出部分）。
鞘翅目成虫和大多数昆虫幼虫的口器属此形式。
刺吸式口器：口器各部延长成针状，相互抱握成一针管，适于吸食液汁食物。如蚊、蝉等的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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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即属此类。
此外，还有如蜜蜂的嚼吸式口器，碟蛾类的虹吸式口器，蝇类的舐吸式口器等。

2、胸部 昆虫胸部由前胸、中胸及后胸三个胸节组成，是运动中枢。各胸节均由背板、腹板
和侧板组成。每一胸节在腹侧具足一对，分称前足、中足、后足。在中胸和后胸背板外侧缘各着生
翅一对。
昆虫足的构造因其所处环境不同而异，其基本构造由基节、转节、腿节、胫节及跗节组成。根
据足的作用功能不同，可分为跑型、步行型、游泳型、跳跃型、捕捉型等常见类型及一些特化类型。
昆虫的翅也和足一样，随生活方式及所处环境而发生变化。翅为飞行器官，是由两层极薄的膜
状物，自体壁中、后胸背面向外延伸而成，随虫体发育成长，上下两层紧密粘合形成薄而扁平的翅。
原始昆虫一般无翅，有些种类适应一定的生活环境后翅退化。
水生昆虫的翅有鞘翅、膜翅和半翅三种。鞘翅为革质，硬而厚。膜翅为膜质，薄而透明。半翅前
部为革质，后部为膜质。

3、腹部 昆虫腹部构造较头、胸部简单，通常无附肢，但末节多有尾须一对，有时还分为多
节。腹部末端具肛门及外生殖器。雌性外生殖器由腹部 8-9 节附肢演化而成，上有产卵器和生殖孔。
雄性外生殖器则由第 9-10 节的附肢变成，上有交接器和雄性生殖孔。昆虫腹部亦具背板、腹板和侧
板。腹节随种类而异，一般原始种类腹节为 12 节，高等种类往往愈合，有时仅有 3-4 节，其他种类
多为 10-11 节。具体如鞘翅目种类腹部通常为 5-8 节，半翅目通常为 10-11 节。腹部 1-8 节侧板通
常有一气孔，内通气管，用以呼吸。有些种类气孔仅保留在体后部，外围以几个小片形成气门板，
水生昆虫潜水时气门板闭合以防止水进入气孔，上升时气门板张开使空气得以交换。一些种类后端
的气孔发展为长的管状突起，称呼吸管，管口亦有可开闭的气孔。部分水生昆虫幼虫的腹部具有特
殊的薄壁突起，称气管鳃，营呼吸作用，可呼吸溶解于水中的氧气。

4、变态

昆虫自卵孵化后，经过生长、蜕皮，不仅逐渐增大躯体，而且还发生一系列形态和

生理的剧烈变化才能发育为成虫。这种剧烈的生长和形态变化的胚后发育过程称为变态。常见水生
种类的变态隶属不全变态和全变态两大类。
不全变态：虫体自卵孵化，经过幼虫期便可发育为成虫，幼虫与成虫在形态上比较相似，生活
环境及生活方式一样，只是大小不同、性器官未成熟及翅还停留在翅芽阶段，这样的变态称为渐变
态，这类幼虫称为若虫；幼虫与成虫在形态上有区别，具临时器官(如直肠鳃或气管鳃)，生活环境不
同(幼虫水生，成虫陆生)时，这样的变态称为半变态，这类幼虫称为稚虫。半翅目、蜻蜓目、蜉蝣目、
襀翅目均属不全变态类。
全变态：幼虫在形态上和母体完全不同，生活环境及生活方式也多不一样，而且中间一定要经
过一个不食不动的蛹期，而后羽化为成虫，这种变态称为全变态。脉翅目、双翅目、鞘翅目、毛翅
目均属全变态类。

（二）、常见水生昆虫的分类
昆虫纲的分类一般依据翅的有无，变态的类型，口器的形式，触角及附肢等构造，把昆虫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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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翅亚纲与有翅亚纲两大类共三十余目。
无翅亚纲 Apterygota 原始无翅，体微小，不变
态，咀嚼式口器。腹部除生殖肢及尾须外，多具其他
腹肢。常见水栖种类有弹尾目 Collembola 中的紫跳虫
Hypogastrura Communis、水跳虫 Podura aruaticus
（图 21-1）
有翅亚纲 Pterygota

通常具翅一对或二对，或翅

再度消失，变态不完全或完全。腹部除生殖肢及尾须
外，别无其他附肢。常见水生昆虫多属本亚纲中的八
个目，具体分类见下列分目检索表。

图 21-1
1.水跳虫

2.紫跳虫
常见水栖昆虫分目检索表。

1(4) 有翅。
2(3) 前翅革质，左右两翅在正中线相连成一直线，咀嚼式口器。…鞘翅目 Coleoptera 成虫
3(2) 前翅前部革质，后部膜质，左右两翅在后部重叠，口器成为分节的刺吸式口器，倒折在身体下
面。…………………………………………………………半翅目 Hemiptera 成虫和若虫
4(1) 无翅或仅具翅芽。
5(10) 有翅芽。
6(7) 下唇延长，向后折转置于前足基部中间，形成罩形下唇。…………蜻蜓目 Odonata 稚虫
7(6) 口器刺吸式，下唇不形成罩形下唇。
8(9) 尾毛二至三条，腹部具叶状气管鳃。…………………………蜉蝣目 Ephemeroptera 稚虫
9(10) 尾毛两条，鳃呈丝状，主要在胸部。……………………………襀翅目 Plecoptera 稚虫
10(5) 无翅芽。
11(12) 具细长而微弯的刺吸式口器。…………………………………脉翅目 Neuroptera 幼虫
12(11) 具咀嚼式口器
13(14) 胸部无足。……………………………………………………………双翅目 Diptera 幼虫
14(13) 胸部有 3 对分节的足。
15(16) 腹部无足。…………………………………………………………鞘翅目 Coleoptera 幼虫
16(15) 腹部有足。
17(18) 腹部有 5 对足，在水草茎内生活或居于草屑管巢中。… 鳞翅目 Lepidoptera 目幼虫
18(17) 腹部仅最后一节具原足，自由生活或居于由不同物质筑成的巢筒中。……毛翅目 Trichoptera 幼虫
1、 蜉蝣目 Ephemeroptera
本目成虫的口器退化，不摄食，只能生活几小时到数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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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虫为不全变态。稚虫全部水生，通常生活一年，但也有达 2-3 年者。稚虫体长一般不超过 10-15mm，
但也有 20-30mm 者。其生活方式因形态不同而异。如有些种类在水草中游泳并能附生水草上；有
些种类在水底淤泥上爬行生活；有些种类能在黏土中挖掘通道；有些种类具扁化的身体，栖息在清
澄的急流中，藏在石头底下生活。蜉蝣稚虫的食物多为腐屑、小型藻类、
原生动物、腐烂的水草等，亦有少数种类为肉食性，以小型昆虫为食。蜉
蝣稚虫是鱼类的天然饵料。
本目已知有 150 属，常见种类如下：
稚虫体长 20-30mm，体长筒型，两端较尖。大

(1)蜉蝣科 Ephemeridae

颚长尖型，向外弯曲。触角长形，有缘毛。尾毛三条，等长。足强壮，适
于掘泥生活，常栖息淤泥或污水中。如蜉蝣 Ephemera（图 21-2）。
(2)扁蜉科 Ecdyuridae

稚虫体扁，头大而宽。复眼大，大触角短，尾毛

三条，等长，光滑。足扁呈蟹足状，下面具齿，适于栖息急流中匍匐于石
面等物体上生活。
(3)寡脉蜉科 Oligoneuriellidae

稚虫扁化，体呈流线型，头部圆形具细毛。

下唇构造特殊，起吸盘作用。足扁化，尾毛三条，中尾毛略短。
(4)四节蜉科 Baetidae

稚虫体近圆柱形。触角与足均长。前胸节窄，

中胸节大，后胸节小。腹部 10 节，前 7 节两侧具气管鳃。
图 21-2 蜉蝣

尾毛 3 条，中尾毛略短。常栖于泥水中或池沼水草间。

2、蜻蜓目 Odonata
本目昆虫复眼大，为不全变态。具脸壳状咀嚼式口器，下唇特化呈罩形（图 21-3）。稚虫水栖，
其肉食性种类对水产养殖业危害大，对鱼苗的危害更为突出，特别是蜻蜓亚目的幼虫，素有“鱼老虎”
之称。稚虫多栖于淡水，栖于盐水水域中的种类极少。稚虫水栖时间长短因种类而异。一般束翅亚
目约一年半，差翅亚目约两年。蜻蜓稚虫无游泳能力，爬行也慢，多等待食物靠近时突然捕捉。其
食物为各种水生动物，尤其喜食蜉蝣和摇蚊幼虫。大型个体能捕食蝌蚪和小鱼。蜻蜓目的稚虫具特
殊的呼吸器官（图 21-4），能呼吸溶于水中的氧气，随着稚虫的充分成长，呼吸器官逐渐由气门来
代替气管鳃，因而身体常局部露出水面，以呼吸大气中的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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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
a.蜻蜓稚虫的头部及下唇基

图 21-4 蜻蜓稚虫的呼吸器官
b.盔状面具下唇

a.河蟌的尾鳃
b. 蜓属的直肠鳃

1.上唇 2.下唇（扁平面具下唇）3.唇基 4.上颚
5.下颚 6.舌 7.触角 8.下唇的侧片和动钩

1.第 10 腹节 2.尾毛 3.气管 4.小气管

9.下唇中叶 10.下唇侧叶 11.收肌 12.次生伸肌

5.侧尾鳃 6. 7.直肠 8.直肠囊

13.初生屈肌 14.次生屈肌 15.初生伸肌 16.前颏
17.亚颏 8.侧片内的刚毛

本目已知种类约五千余种，分隶五百个属，广布全球，但多栖温暖地区。常见种类如下：
（1）束翅亚目 Zygoptera

也称豆娘亚目，其成虫通称豆娘。体形较细瘦，休息时四翅多向上并合，

不善飞翔。稚虫体亦细长。腹末具 3 条细长的尾片，称为气管鳃或尾鳃，具呼吸作用。此外，其体
表、腹侧气管鳃或气门等也具呼吸作用。

①河蟌科 Agriidae 稚虫体长（不计尾片）达 22 mm，头部近四角形。复眼小，大触角长，第一节
超过其余六节总长的两倍多。尾片长，呈匕首状，中片短于侧片，相当扁化。喜栖流水水域植物间，
为最常见种类。如黑河蟌 Agrion atratum（图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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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稚虫与下唇 2.尾片

1.稚虫与下唇 2.尾片
图 21-6 丝蟌稚虫与下唇

图 21-5 黑河蟌

②丝蟌科 Lestidae

图 21-7 亚洲瘦蟌

稚虫体长（不计尾片）达 14-18mm，头宽于长，复眼大。尾片长达腹长的 2/3，

具羽状分枝的气管。常栖息于小型水体。如丝蟌 Lestes（图 21-6）

③蟌科 Caenagrionidae

稚虫体形细长，体长(不计尾片)在 14-25mm 之间，头宽于长，复眼突出，

腹末有 3 条叶状尾片，上具树枝状分枝的气管。分布广，常栖息于静水水域植物间。如蟌 Caenagrion、
亚洲瘦蟌 Ischnura asiatica （图 21-7）
（2）差翅亚目 Anisoptera

也称蜻蜓亚目，其成虫通称蜻蜓。体形匀称，善飞行。休息时两翅平置。

稚虫腹部宽，略为扁化，体末端具肛门锥体，呼吸作用由直肠鳃完成。

①蜓科 Aeschnidae

稚虫体粗壮，长达 35-45mm，复眼在背方有少量接触。在 6-9 节侧缘有侧

棘。肛门锥体长。喜栖静水水域植物间和水底处。如蜓 Aeschna（图 21-8）、马大头 Anax（图 21-9）。

1. 稚虫与下唇 2.雌体腹末背观
图 21- 8

1.稚虫下唇 2.雌体产卵管鞘

蜓

图 21-9

马大头

②大蜓科 Cordulegasteridae 稚虫体长达 43mm，复眼较小，体匀称近长方形，常栖溪河，隐藏
于碎石或淤泥上，非真正穴居种类。如大蜻蜓 Anotogaster sieboldii（图 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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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蜻科 Libellulidae 稚虫体长 23mm，头部宽阔，复眼小而突出。大触角短，足较短，身体短而
扁，腹部极宽。常栖息于小型淡水水草中，性活跃。如赤卒 Sympetrum（图 21-11）。

图 21-10 大蜻蜓

图 21-11

褐顶赤卒稚虫下唇

1. 稚虫与下唇 2.雌体腹部末端
3、襀翅目 Plecoptera
本目昆虫通称襀翅虫，石蝇或脉。成体略扁柔软。翅膜质，后翅大于前翅，飞翔力弱。具发育
不全的咀嚼式口器，为不全变态。稚虫生活期 1-3 年不等，体扁、延长。胸节大，分节明显，中胸
和后胸背板具有向后伸的翅芽。胸部两侧有 6 对气管，腹部 10 节，末端具两个长而多节的尾须。足
扁平，侧生缘毛。稚虫喜生活在溶氧充足的清流石下或砂粒间，动作活泼，但不善游泳。为肉食性，
多以浮游稚虫、摇蚊幼虫等底栖动物为食，也有草食者。襀翅目稚虫是冷水性鱼类的良好天然饵料，
其大型种类常被用做钓饵。
本目已知种类约 700 种以上，常见种类如下：
(1)大石蝇科 Pteronarcidae

本科包括最大型种类，常被利用作钓饵。其特点除体型大外，大颚呈

叶片状，胸部具鳃。腹部 1-2 或 1-3 节下也有气管鳃。本科种类甚少，代表性种类如大石蝇 Pteronacys
(2)石蝇科 Perlidae

本科种类甚多，常见种类隶属本科。主要特点：口须先端环节远比基节细，3

对丝状气管束生于三个胸节的侧板上，还有较小的 3 对气管位于足的基部上，个别种类具一对肛鳃。
稚虫雌者达 30mm，雄者仅 20mm，体扁而延长。头部近三角形，触角长，单眼 3 个排列成三角形。
胸节大，分节明显。本科常见种如绿石蝇 Chloroperla、网石蝇 Perlodes。
(3)短尾石蝇科 Nemouridae

本科稚虫仅前胸下面有管状气管鳃 1 对，着生在足的基节基部。代表

性种类如短尾石蝇 Nemoura
4、半翅目 Hemiptera
本目昆虫通常有两对翅，前翅基部革质，端部膜质，后翅膜质。头部一般在背侧显著地分为头
盖板与唇基两部分，其余部分完全愈合。复眼较突出，单眼两个或无。口器均作吻状，为刺吸式口
器。不全变态，若虫大都有五个龄期。在第二至第三期出现翅芽。若虫发育期约为 1.5-2 个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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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过程中体色变化显著。
本目昆虫前胸相当大，背板发达，一般不分化。中胸、后胸构造复杂，中胸上有发达的小盾片。
足的构造也多变。腹部 9-10 节，多为 10 节。一般具气门 10 对，水生种类则稍有变化，个别种类
成虫时气门相互愈合或完全消失。多数种类为植食性，可危害农作物、果树、森林等，但其中也有
些种类是重要的益虫。少数种类为肉食性，捕食其它小虫。水栖种类多属肉食性种类，捕食小鱼或
其它水生动物，是水产养殖业的敌害之一。
本目昆虫分属 40 多个科，但多为陆栖种类。常见水栖种类如下：
（1）水黾科 Gerridae

本科种类为池塘水面最常见昆虫之一，体长 8-15mm。头稍长。触角 4 节，

单眼退化。前胸长，体细长。中、后足亦细长，跗节 2 节适于在水面奔跑。食浮游甲壳类与其它水
生昆虫及落到水面上的昆虫，缺乏食物时可自相残杀。代表性种类如水黾 Gerris（图 21-12），一般
不会伤害健康鱼苗，但能抢食贴近水面的饵料。
（2）丝黾科 Hydrometridae 体细长如丝，头甚长，缺单
眼。触角如丝，4 节，跗节 2 节。无臭腺。小盾片甚退化。
生活于池边及水面，常能在水面疾走。常见种类如丝黾
Hydrometra。
（ 3 ） 潜 水 蝽 科 Naucoridae

体扁广卵形，胸宽，

头嵌生在前胸间。触角短，4 节，隐生头下。复眼大，无
单眼。前足短，适于掘握。跗足 2 节有两个爪。腹部末端
无呼吸管。常见种类如小判虫 Naucoris

exclamationis

（图 21-13），体长 13-14mm，常在水草丛中快速游泳，
捕食昆虫幼虫、小螺、鱼苗等。
（4）蝎蝽科 Nepidae

也称红娘华科。本科体形

图 21-12

水黾

多变，体细长如螳螂者，称水螳螂或螳蝽；体宽呈长卵形者，称水蝎（红娘华）或蝎蝽。头小，陷
入前胸中，触角短而隐，3 节。复眼大，无单眼。前胸长，呈颈状。足伸自前胸前方，前足适于捕
握。中、后足细长，跗节细长，跗节 1 节，有爪。腹部 11 节，末端有两根呼吸管。常见种类红娘华、
水斧虫危害大。
红娘华 Laccotrephes japonensis（图 21-14）：体长约 30-40 mm，身体扁而狭长，前胸背板大，
略作四方形，中央有隆起。前足发达如镰刀状。中足与后足细长。常隐藏于水草丛中，以突然袭击
方式捕捉食物。主要食物为昆虫幼虫、蠕虫、甲壳类及鱼苗等，但只能捕食比自身小的动物。
水斧虫 Ranatra chinensis（图 21-15）：体细长如螳螂，称为水螳螂，体长约 40-50 mm。尾端
呼吸管一对与体长相等，习性与红娘华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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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3 小判虫
（5）田鳖科 Belostomatidae

图 21-14 红娘华

图 21-15 水斧虫

本科突出特点是体形大而阔扁。缺单眼。腿节大，前足尤强大，为捕

食器。中足与后足跗节各为 2 节，有两个爪。膜翅部有显著的翅脉。分布热带与温带。成虫与幼虫
均危害鱼苗。
田鳖 Kirkaldyia deyrollei（图 21-16）：为常见大型种类，体长 65-70 mm。体暗褐色，头小，为
三角形。体扁平，背面观为卵圆形。前足胫节粗大向外扩张，胫节 1 节，末端有锋利的长爪，借以
攻击捕获物。腹部 6 节，末端具一对短而能伸缩的呼吸管。具趋光性。捕食各种水生动物，包括蝌
蚪、小蛙、小鱼等，也食鱼卵。捕食时先麻醉食物，刺吸血液，再食其肉体。
负子虫 Sphaerodema rusticca（图 21-17）：生活史与田鳖类似，也危害鱼苗。

图 21-16 田鳖
（6）仰泳蝽科 Notonectidae

图 21-17 负子虫
也称松藻虫科。本科昆虫的游泳姿态与其它昆虫完全不同，游

泳时腹面向上，故得名。体形中等，头陷前胸中。触角小，四节。眼大，无单眼。前足较短，具捕
捉性。中足不长，用以握物。后足长呈浆状，善游泳。腹末端有呼吸管。翅发达，善飞，具趋光性。
肉食性，食物为甲壳类、各类昆虫和鱼苗。取食时先分泌毒液使食物麻醉，然后吸食。性贪食，叮
人亦痛。常见种如松藻虫 Notonecta（图 21-18），体长约 13 mm，能食鱼苗，甚至还伤害稍大的幼
鱼，也是养鱼业上的大害。小榜鬼 Aniso pos niveus（图 21-19）也伤害鱼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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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8 松藻虫
（7）划蝽科 Corixidae

图 21-19 小榜鬼

图 21-20 小划蝽

本科种类分布很广， 数量也多，在有些鱼苗池拉网时，它们常与鱼苗数量

相等。虫体大小在 4-12 mm，体形瘦长，头短。前胸短，小盾片小。前足短，中足细长，后足扁浆
状，在水中行动迅速，升降敏捷。划蝽摄食腐屑、浮游藻类、丝状藻类、原生动物和其它微小生物。
在养鱼池中也发现叮食鱼苗、鱼卵，造成鱼苗、鱼卵死亡率都很高，因此是养鱼业的严重敌害。常
见种如划蝽 Sigra distanti（图 21-20），体长约 11 mm，常误为松藻虫，可从其游泳姿态及背腹颜色
加以区分。
5、鞘翅目 Coleoptera
本目昆虫常称为甲虫。 水栖类成虫通常于春季在水生植物上产卵，春末夏初开始出现幼虫。
幼虫呈蠕虫状，为全变态。幼虫经过 2-3 个月的成长，于泥土中掘洞，并在洞里成蛹。蛹期约 10-40
天，秋季开始羽化为成虫。冬季成虫在石块下、垃圾堆中或冰层下越冬。
本目昆虫具咀嚼式口器。多数无单眼。触角 10 节或 11 节，形状变化极大。前胸发达，前翅角
质无翅脉，厚而坚硬，静止时两翅覆盖在后翅上。后翅膜质，有翅脉，纵横叠于鞘翅下。中胸小盾
片三角形，露于体表。足一般 3 对，但多变化，跗节 5 节或 4 节，少有 3 节。腹部 10 节，一般腹
板只能看到 5-8 节，腹部末数节常退化，缩在体内。无尾须。
本目为昆虫纲最大的一类，约 25 万种，117 科，水栖种类也达 13 个科。常见的水生种类无论
成虫或幼虫几乎均是鱼类的敌害。
鞘翅目（幼虫）常见水栖种类科的检索表
1 (6) 足较长，分 6 节。跗节明显，末端具 1-2 个可动爪。
2 (3) 腹部明显 10 节，两侧有长的叶状鳃，跗节具两个爪。……………………豉虫科 Gyrinidae
3 (2) 腹部 10 节不明显。两侧不具鳃。
4 (5) 腹部明显 9 节。跗节 1 个爪。………………………………………小头水甲科 Haliplidae
5 (4) 腹部明显 8 节（第 9 节不完全或消失）。…………………………………龙虱科 Dytiscidae
6 (1) 足短，分 5 节。跗节与爪合并成爪状节。
7 (8) 触角超过胸部或等于胸长。………………………………………………沼甲科 Helodid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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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7) 触角明显短。
9(10) 大颚短而宽，不显著。草食性。………………………………………叶甲科 Chrysomelidae
10(9) 大颚显著。肉食性。……………………………………………………牙虫科 Hydrophilidae
（1）龙虱科 Dytiscidae

本科种类已知约 35 个属，260 多种。个体从 1-40mm。椭圆而扁，光滑

流线型。肉食性。喜栖水清砂底多水草处。大型种类多栖息于宽阔水域。小型种类多栖于沿岸植物
丛中。
龙虱 Cybister（图 21-21）：水栖，寿命可长达 3-5 年。胸部有两对、腹部背面两旁有 8 对通
往气管的呼吸孔。当龙虱升到水面时，腹末端向上伸出，腹部后两节的呼吸孔和大气接触进行气体
交换。龙虱为肉食性，事物为各种昆虫、甲壳类、小螺、蝌蚪和鱼苗等。
饥饿时可攻击较大的水生动物。龙虱视觉和嗅觉都十分敏锐，且性极贪
食，每个龙虱平均一天可吃 4-5 尾鱼苗。体长超过 10cm 的幼鱼受龙虱
攻击抓咬出血，其它龙虱闻到血腥味便蜂拥而至集体攻击，直至将幼鱼
分食。龙虱不耐饥饿，当感到食物缺乏时，会飞到其他水域寻找新的食
物。龙虱在每年早春进行交配，雌体将卵产在水草上或沿岸水底上，每
天最多只产三十几粒，产卵期可延续 1-2 个月，产卵达 1000-1500 粒。
图 21-22 为
洼龙虱 Laccophilus 的腹面观。

图 21-22 洼龙虱 Laccophilus 腹面图

图 21-21 龙虱与幼虫 Cybister

图 21-23 龙虱幼虫头部腹面观与大颚及其横切：

1.触角 2.小颚须 3.前胸腹板

1.大触角 2.大颚 3.小颚 4.小颚须 5.下唇

4. 后胸腹板 5.中足基节 6.后足基节

6.下唇须 7.单眼 8.大颚腔 9.管道腔

7.第一腹节 8.后足基节突起

10.管道入口 11.管道缝 12.管道出口

9.后足转节 10.后足胫节 11.跗节
龙虱幼虫：刚孵出的龙虱幼虫形小、体软，呈灰白色，可被幼鱼、蛙及肉食性昆虫摄食。几天
后随幼虫外皮逐渐硬化，大颚强固，活动力增强，再不易被捕食。幼虫生活期约 2-3 个月，期间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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蜕皮两次，到第三龄期时不再增长，此期龙虱幼虫因其性极凶猛，俗称水蜈蚣。
水蜈蚣与成虫一样，需呼吸大气，且到水面呼吸的次数比成虫频繁。呼吸时将腹部尾端露出水
面，头下垂，一边呼吸一边窥视猎物。水蜈蚣比成虫更为贪食，状似饥不择食，发现猎物立即扑上，
先用大颚夹住猎物，颚管扎入猎物体内，通过颚孔分泌毒液使猎物失去反抗能力，再分泌消化液在
体外消化，沿大颚渠道吸入体内（图 21-23）。据观察，以此种方式进食、一只水蜈蚣一昼夜可残食
50 个蝌蚪或 16 尾鱼苗，因此是养鱼业的重大敌害。
龙虱科常见属（幼虫）检索表
1(8) 腹部 8 节，两侧无游泳毛，自由游泳。
2(3) 触角末端约与前一节等长，尾节内外缘具多数不成束的刺毛；头部两侧弧形，大颚长度
（内缘）为其最宽部的 2.5 倍。……………………………………………………泥龙虱 Rhantus
3(2) 触角末节较前一节短三分之一，尾节通常具两束长刺毛。
4(5) 第八腹节末端钝圆，不延伸到尾节基部，大颚长度不超过宽的两倍。…斑龙虱 Platambus
5(4) 第八腹节末端成锥状延伸至尾节基部。
6(7) 大颚长度不超过宽的两倍。…………………………………………………瓢龙虱 Agabus
7(6) 大颚长度超过宽的两倍。……………………………………………………苔龙虱 Ilybius
8(1) 腹部第八节两侧有长而密的游泳毛。
9(10) 口上片前缘深裂，通常形成三个齿。尾节退化。…………………………龙虱 Cybister
10(9) 口上片前缘无齿，尾节发达。
11(12) 头部具两个特大的眼，其余眼小型，下唇上方的舌很短，具 4 个小刺。…灰龙虱 Eretes
12(11) 头部所有的眼都小。
13(14) 尾节具稠密的游泳毛，下唇无舌。………………………………………黄边龙虱 Dytiscus
14(13) 尾节无稠密的游泳毛，下唇具两个短舌。………………………………锦龙虱 Hydaticus
（2）豉虫科 Gyrinidae

本科为一类体色光亮的小甲虫，体背隆而腹平，很象豆豉而得名。体长约

3-16 mm。通常在水面回旋，运动快速，遇危险时则沉伏水中。鼓虫肉食性，捕食小型昆虫、小型
甲壳类和小型蠕虫。在水下和水面均可寻食，还能捕食飞落水面的蚊虫。幼虫亦为肉食性，生活于
水底淤泥中，其腹节各有一对细长的鳃，可呼吸水中溶氧，为终生水生，通常不升到水面，仅在成
蛹时才升到水面。如豉虫 Gyrinus（图 21-24）。
（3）牙虫科 Hydrophilidae

本科亦称水龟虫科，为常见水栖甲虫之一。个体在 1-50 mm 之间。背

面拱起，黑色。游泳较慢，常在水草上爬行。蚜虫 Hydrous（图 21-25）在水中时，通常头朝水面，
把触角微伸出水面进行呼吸。蚜虫为杂食性，主要食物为水草、丝状藻类、腐叶、腐屑等，也食死
的或游动不快的小动物，还伤害鱼苗和鱼卵。蚜虫幼虫为肉食性，取食方式是先在食物上洒上消化
液，然后将半消化物吸口允并囫囵吞下，其最喜食者为螺类，对鱼苗、鱼卵危害性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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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4 豉虫成虫与幼虫

图 21-25 牙虫成虫与幼虫

6 、毛翅目 Trichoptera
本目昆虫通称石蛾。成虫小型或大型，长约 4-27mm，头小，毛多，触角细长，多节。复眼一
般不大，具咀嚼式口器但退化无咀嚼功能。前胸小，背板上一般无毛。翅两对均膜质。足细长，3
对足相似。腹部 10 节，雄体腹末端外生殖器发达，有象尾须的分节突起。成虫白天多停留在水边附
近的植物上，夜晚活泼，趋光性强。但不善于飞翔或完全不能飞行。成虫寿命一般不超过一个月，
交配产卵后即死亡。
毛翅目属全变态昆虫，幼虫通称石蚕，绝大部分为水生。幼虫头上具复眼，复眼前面着生大触
角。胸节分界明显，第一胸节背板甲壳质化，第二节为革质或具甲壳质的背棘。第三节为革质，较
少具小骨片。胸足发达。有些种类第二和第三节具发达的气管鳃。腹部 9 节，各节多丛生气管鳃。
腹末端具一对带钩的伪足——臀足。多数幼虫均藏在自制的巢筒内，爬行时头胸和足漏出，携带巢
筒移动。巢筒为分类依据之一，在水底生活的幼虫，巢筒多用砂粒、石砾。介壳等沉重物筑成。生
活在水草中或近水面能短暂游泳的种类，巢筒多用植物茎叶和腐屑等轻质筑成。无巢筒种类则腹部
第一节背侧均无突起，但腹末端的钩更发达，可借此固定于石块等物体上。幼虫捕食摇蚊和蚋的幼
虫及小型甲壳类，也有种类以藻类或水草为食。幼虫生活期为一年或半年左右，经蜕皮六次以上成
蛹，蛹期亦在水中渡过。在水面羽化。毛翅目幼虫用气管鳃或通过体壁渗透呼吸水中溶氧，对水中
的溶氧要求很高。一般多生活于水草丛和沿岸浪击区等富氧区域。
毛翅目幼虫是鱼类的天然饵料，鱼类通常连巢筒一块吞食。
本目昆虫种类亦多，我国记载约两亚目 15 个科。
（1）原石蛾科 Rhyacophilidae

幼虫体长达 25mm，呈浅绿色或紫色。头部具暗色斑点。第一胸节

背面硬化，第二、三节背面为革质。胸足等长。臀足发达，两节。第一节具分枝状气管鳃。幼虫多
栖冷水中，山谷溪流中常见。如原石蚕（Rhyacophi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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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长角石蛾科 Leptoceridae

幼虫体长 11mm，体呈圆柱形。大触角长，末端具刚毛。腹部比胸

节粗，臀足短，具强壮的爪，腹节上均具成束的气管鳃。具砂粒巢筒，分布广泛，湖泊及河流沿岸
区常见。
（3）石蛾科 Phryganeidae

幼虫大型，体长达 40mm。巢筒由规则的碎块排成直管，长达 50mm，

常见者如石蚕 Phryganea（图 24）。

a．幼虫全形 1.头部 2.第一胸节 3.第三胸节 4.基节 5.转节 6.股节 7.胫节 8. 跗节 9.爪 10.第一腹
节的突起 11.气管鳃 12.臀足 b.头部及前胸 c.上唇 d.大颚 e.小颚及下唇 f.蛹的肛门附器 g.躲在巢内的
幼虫
图 21-26 石蚕
（4）沼石蛾科 Limnophilidae

幼虫体长达 28mm，体圆柱形，小巢多样，筑巢材料亦多样。分布

广，为湖泊、池塘沿岸带常见种。如沼石蛾 Limnophilus。
（5）小石蛾科 Hydroptilidae

幼虫体长一般为 2.5-3.5mm，头较小，触角微小，腹部分节明显，以

第五节最宽大，呈大肚状。通常无游泳能力，爬行于水草和丝状藻类间，巢筒小而扁，成群相聚，
如小石蛾 Hydroptila。
7、双翅目 Diptra
本目昆虫包括习见的蚊、蝇、虻等。其成虫特征为：头部有小颈，能自如活动；复眼发达，几
占头的大部分，单眼 3 只或无；口器刺吸式或舐吸式；胸部 3 节紧接，中胸最大。前翅发达，膜质，
脉相简单。后翅退化成棒状平衡棍；足一般 3 对，相似，跗节 5 节；腹部 4-11 节不等，无尾须；体
小型或大型，为全变态。蚊类头部明显外露称为全头型，蝇类头部不明显叫无头型，虻类头部半缩
半露称为半头型。双翅目多数种类的成虫是人类与家畜的害虫。
双翅目幼虫的头绝大多数完全退化，缩在前胸内，全体柔软，前端小而后端大，呈无足的蛆型。
双翅目幼虫生活习性多样，其水生幼虫是鱼类的天然饵料。在养殖业中作为主要饵料的摇蚊科幼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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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底栖鱼类的良好饵料，还可以作为划分水域营养类型的指标性生物。
双翅目昆虫常分为长角和短角两个亚目，我国已记载有 84 个科。其中幼虫水生种类常见有 12
个科。
双翅目（幼虫）常见水栖种类检索表
1(20) 头壳完整，硬化，头部和前胸游离或可缩入前胸。
2(17) 头壳很发达，大颚左右活动，适于咀嚼。
3(4) 腹末有由 6 条辐射的叶状突起，构成呼吸盘。…………………………大蚊科 Tipulidae
4(3) 腹末无上述呼吸盘。
5(6) 体后端伸长成一个长的呼吸管。…………………………………细腰蚊科 Ptychopteridae
6(5) 体后端无上述的呼吸官。
7(12) 腹部具疣状附肢。
8(9) 体稍扁，横断面卵形，大部分体节具长的侧突起，胸节和腹节约等宽。…蠓科 Ceratogonidae
9(8) 体横断面圆形，体节无侧突起
10(11) 两对疣状足位于第一和第二节背面，体静止时作 U 状弯曲。………细蚊科 Dixidae
11(10) 前胸和肛节各具一对疣状足，体静止时不做 U 状弯曲。…………摇蚊科 Chironomidae
12(7) 腹部无疣状附肢。
13(14) 体节背面有若干狭窄的条状横带，体末形成一短的几丁质管。…毛蠓科 Psychodidae
14(13) 体节背面无上述横带，体末节不形成管状。
15(16) 3 个胸节愈合，形成一个稍膨大的复合节。……………………………蚊科 Culicidae
16(15) 胸节分节明显，体前具一个突起（原足）
。……………………………蚋科 Simuliidae
17(2) 头壳不很发达（仅背面硬化），常缩入前胸，大颚上下活动。
18(19) 体壁具碳酸钙结晶，无庞足。……………………………………水虻科 Strationmyiidae
19(18) 体壁无碳酸钙结晶，大多数体节有由若干疣状足形成的环带。……虻科 Tabanidae
20(1) 头壳不完整，膜质。
21(22) 腹末延长成一个可作套筒伸缩的长呼吸管，污水性。……………食蚜蝇科 Syrphidae
22(21) 腹末具分叉的较长呼吸管。…………………………………………水蝇科 Ephydridae
（1）大蚊科 Tipulidae

幼虫体长 10-25mm，体壁透明，呈褐色到白色。少数肉食性，多数以水草

为食。幼虫发育期一个月到一年不等。多数种类一年一个世代，少数种类一年有 2-3 个世代。大蚊
幼虫亦称稻切蛆 Tiplua（图 21-27），食稻粒胚及嫩芽，为水稻作物的大害。
（2）细腰蚊科 Ptychopteridae

幼虫和蛹多生于污水处，以腐烂的植物为主要食物，以后端很长的

呼吸管伸出水面呼吸，如细腰蚊 Ptychoptera。
（3）蚊科 Culicidae

蚊科幼虫总称孑孓，因常在水中扭动，也俗称“跟斗虫”。蚊科种类很多，常见

有按蚊 Anopheles（图 21-28），伊蚊 Aedes（图 21-29）、库蚊 Culex（图 21-30）、幽蚊 Chaoborus
（图 21-3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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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蚊（疟蚊 ）：幼虫滤食性，食物为浮游的腐屑、细菌
及藻类。卵散开，排列成星状。幼虫尾部无呼吸管，静态时
体轴与水面平行。
库蚊（家蚊）
：幼虫滤食方式及食物与按蚊类似。但卵
则粘成筏块状浮于水面。幼虫静态时常与水面形成一定的倾
斜角，以尾端呼吸管开口露出水面呼吸。
伊蚊（黑斑蚊）：幼虫刮食性，刮食附生在水草上的藻
类等。卵纺锤形，散开沉落水底。幼虫静态时身体由水面稍
直地下挂，用尾端呼吸管伸出水面呼吸。
幽蚊：幼虫肉食性，食物为小型甲壳类和昆虫幼虫等。
幽蚊幼虫在胸部和第七腹节有新月形的气囊，可浮游升降于
水中，并能生活在无游离氧的深水区。
图 21-27 大蚊幼虫全形与呼吸盘

图 21-28 按蚊幼虫

图 21-29 伊蚊（黑斑蚊）幼虫

图 21-32
图 21-31 幽蚊幼虫与蛹

图 21-30 库蚊幼虫与蛹

蚋
1.幼虫全形 2.下唇基 3.大颚 4.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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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蚋科 Simuliidae

幼虫呈蛆形。头胸分界明显，头部有一对多毛的取食刷。体末端膨大，上具

吸盘可固定于水中岩石或植物上。分布广，多栖于密林中。雌性成体吸血，危害牛、马、骡等大家
畜。叮人奇痒，患处起大肿疱。如蚋 Simulium（图 21-32）。
（5）虻科 Tabanidae

幼虫体白色或淡黄色，体呈两头尖的长筒形。各体节具环状突。多以腐烂的

有机质为食，也有些种类为肉食性，捕食水蚯蚓、螺类、昆虫幼虫。常见者如牛虻 Tabanus（图 21-33）。

图 21-33 牛虻幼虫

（6）水蝇科 Ephydridae

幼虫多分布在水草和丝状藻类丛生处，咸淡水或咸水中均可生活，常见

种类为水蝇 Ephydra（图 21-34）。

图 21-34 水蝇幼虫
（7）摇蚊科 Tendipedidae

本科幼虫是最常见的底栖动物，其数量常占底栖动物总数的 50%以上，

且生物量也大，因其重要性特专述如下。

（三）摇蚊科 Tendipedidae
摇蚊科成虫形态与普通蚊子类似，但静止时前足向前伸长，并不停摇动，故名摇蚊。
摇蚊幼虫是底栖动物中的主要组成部分。
1、 幼虫的外部形态

摇蚊幼虫为蠕虫状，身体一般为圆柱形，长 2-30 mm。体分头、胸、腹三部

分。幼虫的胸、腹节外表无区别，只在成蛹时腹节增宽。
（1）头部
眼点：

头部甲壳质化，与身体各节显然不同。头上具眼点，触角，咀嚼式口器。
一般为两对，粗腹摇蚊亚科的种类只有一对。眼点位于头部两侧触角生点附近。同侧

两眼点常横向排列，但直突摇蚊亚科的种类则为纵向排列。
触角： 一对，一般为 5 节，也有 4 节或 6 节。
口器： 由上唇、内唇（上咽舌）、成对的大颚与小颚、舌（下咽舌）和下唇组成。
（2）胸部 由 3 节组成。在第一胸节腹面有一对原足，叫前原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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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腹部 通常由 9 节组成，在最后一节上有一对后原足。有些种类在第七腹节侧后角有一对指状
侧鳃，有些种类在第八腹节上常有 1 对或 2 对指状腹鳃。在最后一节肛门附近有 2-3 对肛鳃。
2、生活史 摇蚊的生活史经过卵、幼虫、蛹、成虫四个阶段。在幼虫阶段共经历三次蜕皮，蛹的阶
段很短，仅数小时，最多 2-3 天即羽化为成虫。大多数种类每年有两个世代，第一个在春季（5-6
月），第二个在秋季（8-9 月）。在黄昏和晚上，蛹从水底生到水面羽化。成虫多在黄昏或月色下成
群婚飞。成虫没有刺吸式口器，完全不吃食物，寿命一般不超过 5-7 天。

a.幼虫全貌 1.头部 2.眼点 3.大触角 4.胸部 5.前原足 6.腹部
7.肛节 8.后原足 9.腹鳃 10.尾刚毛 11.肛鳃 12.侧鳃
b.头部腹面观 13.上唇 14.大颚 15.小颚 16.下唇
17.副下唇域片(亚

片) c.上唇及内唇 18.上唇栉(上唇的边缘)

19.前上颚 20.内唇 21.内唇栉 22.内唇钩 d.大触角
23.环器 24.劳氏器 25.触角刚毛 e.蛹

26.翅芽 27.肛前节

28.丝束(呼吸角) 29.腹鳃(尾鳍)
图 21-35

羽摇蚊幼虫(Ch.gr.plumosus)头部腹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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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唇、大触角与蛹

3、生活习性与分布

刚孵出的幼虫，其生活方式与以后各阶段不同。幼虫体内含有油滴，比重小，

凭借身体的弯曲动作在水中浮游。浮游时间通常为 3-6 天。浮游阶段幼虫具趋光性。经过一段浮游
生活后，不同种类开始分化。肉食性种类仍保持自由生活，其它种类则利用藻类、腐屑、细砂、淤
泥、唾液腺所分泌丝状物筑巢，有些种类则利用水生植物作巢。巢的形状多样，或埋于淤泥中，或
附于石块、水草上。幼虫转入底栖生活后为背光性。幼虫的食性可分为植食性、肉食性、杂食性。
肉食性种类以甲壳类、寡毛类和其它摇蚊幼虫为食。杂食性种类以细菌、藻类、水生植物和小动物
为食。环足摇蚊属中某些种类则专食植物。
摇蚊幼虫的摄食方式有粘食、滤食、沉食、采食和捕食等几种
摇蚊幼虫分布很广，几乎在任何水域中均可见到。其中直突摇蚊亚科的种类，多见于池塘、湖
泊和溪流中。在水温较暖而溶氧贫乏的富营养型湖泊和池塘中则以摇蚊属中的羽摇蚊、半折摇蚊、
塞氏摇蚊、细长摇蚊，特别是羽摇蚊最为常见。
在各类型水域中，摇蚊幼虫的生物量一般在每平方米几克到几十克之间，春季最高，入夏以后
减少到最低点，秋季由于新一代成长又见增多。
4、分类

迄今为止，本科已知种类分属 7 个亚科共 3，000 余种，通常习见种类则属粗腹摇蚊亚科、

摇蚊亚科与直突摇蚊亚科。

摇蚊科幼虫常见亚科的检索表
1(2) 触角可伸缩，额唇基后端宽，缺上唇栉与前大颚。具中唇舌，下唇柔软，后原足长，呈高跷状。
肛上乳突长至少为宽的 3 倍………………………………粗腹摇蚊亚科 Pelopiinae
2(1) 触角不可伸缩，额唇基后端窄。常具内唇栉、上唇栉与前大颚，无中唇舌，下唇齿化。后原足
短不呈高跷状，肛上乳突短，长不超过宽的 3 倍。一般第三触角节不具环纹。
3(4) 幼虫体色一般为红或浅红和绿色，在下唇齿板两侧的副下唇域板常具影线，小颚须长常超过
宽………………………………………………………………摇蚊亚科 Tendipedinae
4(3) 幼虫一般为浅绿色，副下唇域板很小至仅仅可见，不具影线。小颚须长很少超过宽。……
…………………………………………………………………直突摇蚊亚科 Orthocladiinae
1、前突摇蚊属 Procladius

属粗腹摇蚊亚科。幼虫浅白，黄色或浅红色。具大理石花纹。体长 11mm，

体略扁。大触角短，藏于触角鞘内，可伸缩。肛乳突三角形，一对位肛门附近，另一对位后原足的
基部。分布广，不同种幼虫间区别甚小。肉食性，生活于静水或流水中。如花纹前突摇蚊(Procladius
Choreus)（图 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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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6 花纹前突摇蚊的幼虫
1.触角 2.中唇舌与侧唇舌 3.大 4.下唇与腹下唇域片
2、内摇蚊属 Endochironomus

属摇蚊亚科。幼虫体长在 10-16mm。大触角 5 节，第一节长。大

颚具 5 个黑色尖齿。幼虫喜栖杂草和池塘中，亦为富营养湖生物。如黑内摇蚊 Endochironomus
nigricans（图 21-37）。

图 21-37 黑内摇蚊的幼虫
1.触角 2.大 3.下唇齿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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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摇蚊属 Tendipus

属摇蚊亚科。本属幼虫为摇蚊科分布最广的一类，体大型，体长 20-30mm，

红色，俗称血虫。幼虫在淤泥中筑巢，以水底或悬浮腐屑为食，富营养水域常见。
摇蚊属幼虫常见组的检索表
1(8) 第七腹节两侧各有一个柔软的指状侧鳃。
2(3) 第八腹节不具腹鳃。………………………………………………大红摇蚊群 T.gr.reductus
3(2) 第八腹节具腹鳃。
4(5) 第八腹节具一对短的腹鳃。……………………………红羽摇蚊群 T.gr.plumosus-reductus
5(4) 第八腹节具两对腹鳃。
6(7) 第八腹节的腹鳃长于后原足。………………………………羽摇蚊群 T.gr.plumosus
7(6) 第八腹节的腹鳃短于后原足。………………………………半折摇蚊群 T.gr.semireductus
8(1) 第七腹节不具指状侧鳃。
9(10) 第八腹节不具指状腹鳃。……………………………………盐生摇蚊群 T.gr.salinarius
10(9) 第八腹节具两对腹鳃，一般长于后原足，后原足末端尖锐。…塞氏摇蚊群 T.gr.thummi

四、问题
1、昆虫在形态上有什么共同点？大部分昆虫的口器是哪种类型？
2、常见水生昆虫的变态属于什么类型？若虫、稚虫与成虫在形态上有什么区别？
3、昆虫纲的分类依据有哪些？常见水栖昆虫分为哪几个目？各有什么主要特征？
4、可以作为水产动物饵料的水生昆虫主要有哪些？各有什么主要的形态特征？
5、对水产动物苗种危害较大的水生昆虫幼虫有哪些？如何控制其危害？

五、作业
1、观察描述实验水生昆虫的形态特征并鉴定种类，报告鉴定结果。
2、观察摇蚊幼虫、水蜈蚣的外部形态特征，画出其外部形态图，并标出各部分的名称。
3、观察雌、雄库蚊（家蚊）口器并绘图。

实验二十二 其他底栖动物种类鉴定
一、实验目的
了解和掌握腔肠动物的珊瑚虫纲、环节动物的星虫纲和腕足动物中的常见种类的外部
形态、分布和种类鉴定。

二、实验用具和标本
解剖盘、解剖针、剪刀、镊子、解剖镜和培养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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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制的珊瑚虫纲、星虫纲和腕足动物的常见种类标本。

三、实验内容
㈠腔肠动物珊瑚虫纲 Anthozoa
1、一般特征：
本纲包括海葵、石珊瑚、海鳃等，而且完全是水螅型，没有水母型，因此也就没有世代交替的
现象。有外胚层内陷的发达的口道，口道具 1—2 口道沟。因此有左右辐射对称的情形（只有一口道
沟的类似两侧对称）。消化循环腔（消循腔）为内胚层突出的隔膜分隔成若干小室，内胚层中也有刺
细胞。生殖细胞起源于内胚层。中胶层内有发达的结缔组织。许多种类具钙质的外骨骼。
2、水螅体及其复杂的消化循环腔
钵水母纲的螅状幼体虽然也开始有了隔膜，但远不及珊瑚纲的复杂。由于有了有外胚层内陷甚
深的口道，和由体壁中的内胚层向消化循环腔垂直长入的隔膜，便把整个消化循环腔分成了许多小
室。
这些隔膜的数目，属八放珊瑚亚纲的种类是 8 个（图 22-1）
。
六放珊瑚亚纲的则常是 6 的倍数（图 22-2）。在六放珊瑚亚纲如海葵等最宽的隔膜由体壁直伸至
口道，称为初级隔膜，其次依其长短不同分别称为次级隔膜，三级隔膜及正对口道沟的指向隔膜。
每一隔膜由内胚层和中胶层所形成。初级和次级隔膜上有一纵行的肌肉带，称肌束。隔膜和肌
束的排列是分类的主要特征之一。如海葵的隔膜（见图 22-3），除连系口道沟的两对指向隔膜的肌束
是相背外，其他各对隔膜的肌束是相对的。
又如海鸡冠的 8 个隔膜，其肌束全都是朝向有纤毛沟的一面（也称腹面）（见图 22-1）。海葵隔
膜的游离边缘有隔膜丝，乃由腺细胞、刺细胞和具纤毛的细胞所组成。隔膜丝在消化循环腔的底部
延长成游离的线状构造，叫枪丝，可右口中伸出。生殖腺在胃丝外侧的隔膜上，是右内胚层产生的。

图 22-1 海鸡冠的横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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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 海葵的横切面：
A.通过口道；

B.通过消化循环腔。

图 22-3 海葵的隔膜及隔膜丝：
A.隔膜；B.隔膜丝横切面放大。
3、骨骼的形成
珊瑚纲的一些种类如海葵是没有外骨骼的，但大多数的种类其外胚层都能分泌石灰质或角质的
骨骼。
在八放珊瑚亚纲中，表皮细胞（外胚层）移入中胶层中成为造骨细胞，每个造骨细胞能分泌 1
条石灰质的骨针，和海绵动物的造骨细胞形成骨针相似。这些小骨针存在中胶层中或突出于表面，
如海鸡冠（见图 22-4：A）和海鳃（见图 22-4：C）
。有时沉淀在中胶层中的骨片互相连成管状骨骼，
如笙珊瑚（见图 22-4：B）。有时这些骨片愈合成中轴，如红珊瑚（见图 22-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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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4 珊瑚纲各目代表
A.海鸡冠；B.笙珊瑚；C.海鳃；D.海仙人掌；E.红珊瑚；
F.黑珊瑚 G.角海葵；H.鹿角珊瑚；I.菊珊瑚；J.石芝；K.角珊瑚。

最常见的是六放珊瑚亚纲石珊瑚类（见图 22-4：H—I），是由和海葵相似的个体基盘与体壁的
外胚层分泌而成的（见图 22-5），石灰质的骨骼连同整个体壁在成对隔膜之间内陷，因此形成了辐
射骨板。
有时 1 个很大的骨骼只是由 1 个类螅体的个员分泌而成，随着类螅体个员数目的不断增长，骨
骼也不断增大。石珊瑚也常因其骨骼的形状得名，如脑珊瑚（图 22-4：I）和鹿角珊瑚（图 22-4：H）
等。角珊瑚的骨骼是似角质的材料构成，往往形成树状，如角珊瑚（图 22-4：K）
。
珊瑚的骨骼，特别是石珊瑚类骨骼的不断堆积，可以形成礁石甚至岛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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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5 石珊瑚骨骼的构造：
A.纵切面；

B.横切面。

4、一般生态
⑴分布
腔肠动物都是生活在水中，除几种水螅水母类，如水螅、桃花水母外，全部海产。
它们分布在海中很广，自潮间带至深海底、自寒带至热带海，都有它们的踪迹。不过有些种类
分布较狭，如石珊瑚的分布限于 20℃以上的热带海区。整个珊瑚纲动物，仅分布在北纬 30 度以南，
南纬 27 度以北的暖海地带。这些地方水温在 22℃—30℃之间（因为珊瑚在 18℃以下、32℃以上不
能生存）。
另外珊瑚只居离表面不深（50 米以内）的地方，我国南海的东、西、南、中沙群岛都是盛产石
珊瑚的地方。为此，这类腔肠动物被看作是热带海的标志。
⑵生活习性
腔肠动物两种体型的生活习性截然不同，一种是水螅体，完全营底栖生活，一般附着在海底物
体上；另一种水母体，几乎完全营浮游生活。
⑶食性
不论水螅体或水母体，都是肉食性为主，触手就是它们的捕食器官。当触手上的刺细胞把小动
物杀死之后，触手就把小动物送入口中，有些大型水母还能捕食小鱼。
⑷栖息
在腔肠动物中，可以看到共栖和共生两种生态现象：
①共栖现象
△海葵和寄居蟹共栖，前者附着在后者的螺壳上；
△海蜇口腕下常有一种小虾共栖。
②共生现象
△石珊瑚体内有单细胞藻蟥藻共生。这种藻类需充足的光线进行光合作用，其光合作用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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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气有利于珊瑚的新陈代谢，促进其 CaCO3 的形成。珊瑚出现绚丽缤纷色彩取决于蟥藻的多少。
△海葵体内（特别是触手和隔膜内）有单细胞蟥藻共生。
⑸发光
腔肠动物的另一个生态特点是，很多种类具有发光能力，比较突出的发光代表是：
①八射珊瑚海仙人掌：当受到刺激时，就会发出明亮的光。
②水螅水母类的多管水母和钵水母类的夜光游水母，当受到刺激时，就会分泌出绿色发
光粘液。
5、分类
珊瑚类全部海生，单体或群体，有骨骼或没有，有许多大形常见的种类，如海葵、珊瑚、海仙
人掌等。根据触手和隔片的数目等特征分两个亚纲和 11 个目，约 6100 种。其亚纲和主要的目如下：
⑴亚纲 1.八放珊瑚亚纲 Octocorallia
都是群体，呈树枝状，叶状或棒状。触手、隔膜各有 8 个，触手呈羽状分技；口道只有 1 个口
道沟，口道沟所在的一面即所谓腹面；肌束面向腹面（图 22-6）。
群体内有骨骼支持着，骨骼的形状很不一致，有的是游离的骨片，分散在中胶层内（如海鸡头）；
有的骨片相互愈合，形成管状的骨骼（如笙珊瑚）；也有愈合成群体的中轴（如柳珊瑚）。骨骼都是
由游离在中胶层内的间细胞分泌形成的。本亚纲的种类多，分布在暖海近岸水域。

图 22-6 八放珊瑚亚纲与六放珊瑚亚纲隔膜的比较：
A.八放珊瑚亚纲；

B.六放珊瑚亚纲。

① 目 1.管珊瑚目 Stolonifera
本目是珊瑚纲中最简单者，有的连共肉都没有。骨片愈合成管状，由许多独立的水螅体组成群
体。水螅体由蔓根生出，互不相连接或由小管的横隔片相连。
笙珊瑚科 Tubiporidae：群体由许多并行的小管组成，其中有横隔片相连。只有 1 属，笙珊瑚属
Tubipora（图 22-4：B.）特征同科。我国西沙群岛和海南岛有分布。
② 目 2.海鸡冠目 Alcyonacea
个体埋在胶质共肉内。群体成树枝状或块状。群体基部没有个体，个体全部集中在顶端。螅体
能缩入共肉，也有不能缩入共肉的。共肉部分有分散的骨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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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海鸡冠科 Alcyoniidae：群体简单或分枝，多少成块状。螅体长形，能缩入共肉。
海鸡冠属 Alcyonium(图 22-4：A.)：群体常成块状。水螅体长形。
B.海鸡头科 Nephthyidae：群体呈短树枝状，有主茎和分枝，分枝呈帚状。有成堆的水螅体，螅
体不能缩入共肉。中胶层常退化。
海鸡头属 Nephthya（图 22-7）：群体分枝末端丛状，上有水螅体，水螅体无收缩性，也不能缩
入共肉。本属在暖海高盐水域中常见。
③ 柳珊瑚目 Gorgonacea
群体直立，树枝状，有具由骨针愈合成的中轴骨。骨骼角质或石灰质。在基部有大的基板固着
在岩石或其它物体上。在中轴骨骼之外有很多小管组成的共肉。水螅体短，长在共肉的四周。
A.红珊瑚科 Coralliidae：群体直立，分枝。有石灰质骨骼组成的中轴，轴周的中胶层中有小管
和骨针。
红珊瑚属 Corallium（图 22-4：E）
：群体直立，具分枝，但分枝不在一个平面上。有由石灰质骨
针组成的中轴。水螅体白色，能伸缩。骨针及中轴红色，坚硬而美丽，可供作装饰品。
B.柳珊瑚科 Gorgoniidae：群体直立而分枝，但分枝是在一个平面上。芽体成行排列在茎及分枝
的两侧。茎细弱，共肉薄，芽体部分能收缩。
柳珊瑚属 Gorgonia (图 22-8)：中轴角质或石灰质，无主轴骨针。水螅体成行的排列在茎及分枝
的两侧。

图 22-7 海鸡头

图 22-8 柳珊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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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9 海笔

图 22-10 绿海葵

图 22-11 枇杷壳石

图 22-12 脑珊瑚

④海鳃目 Pennatulacea
或称海笔目，群体呈羽状或棒状。分干部和柄部，柄部埋入泥沙中，干部周围长了很多水螅体。
水螅体有两种形态：一种是有口和触手的营养体；另一种是没有口，触手退化的指状体。群体骨骼
为分散的石灰质化的骨针，体软。许多种类能发磷光。
A.海仙人掌科 Cavernularidae：柄上无水螅体，在柄的末端无葡萄枝和另外的附属物，末端扩展
成球形。体呈圆筒形或棒状。
海仙人掌属 Cavernularie（图 22-4：D）：群体呈圆筒形，白色，伸展时非常美丽。柄部约占 1/3，
干部 2/3。水螅体长在干部四周。
B.海箸科 Virgularidae：干部两侧排列许多羽状分枝，羽枝小。螅体生在羽枝上。
海箸属 Virgularia（图 22-9）：或称海笔，体长圆柱形。干部两侧有许多叶片状羽枝排列，无石
灰质骨针。
C.棘海鳃科 Pteroidadae：羽枝大，突出成叶状片。管状的螅体仅生在羽枝上。
棘海鳃属 Pteroeides（图 22-4：C）：又称海扫帚。白色，肥大。叶状片宽大，其上排列有很多
小水螅体。骨针射出状排列。能发磷光。
⑵六射珊瑚亚纲 Hexacorallia
有单独生活，如海葵；也有群体生活，如石珊瑚等。在构造上比八射珊瑚亚纲复杂得多，触手
和隔膜的数目不是 8 条而是 6 的倍数。隔膜除伸到咽壁的一级隔膜外，还有较短的次级和三级隔膜。
口道内通常有 2 条纤毛沟。肌肉比较发达，尤其是海葵，有发达的收缩肌。
分目检索表
1⑵无骨骼，通常为单独生活…………………………………………………海葵目 Actiniaria
2⑴有骨骼，通常为群体。
3⑷骨骼角质………………………………………………………………角珊瑚目 Antipatharia
4⑶骨骼石灰质……………………………………………………………石珊瑚目 Madreporaria
①海葵目 Actiniaria
多为单独生活。水螅体大型，通常为附着生活。体软、无骨骼。隔膜成对，数目常为 6 的倍数。
口道上只有 1 条纤毛沟。反口端和口端一样，也呈盘状（基盘），为附着器官。口端触手，有多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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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为 6 的倍数。肌肉很发达，具有强大的伸缩能力。
A. 绿海葵科 Sagartiidae：中胶层和括约肌发达，有 12 对或更多完整的隔膜。触手通常很多。
绿海葵属 Sagartia（图 22-10）
单独生活，身体柔软，呈长筒形，触手数目多，排列成几圈。有发达的收缩肌和 12 对完整的隔
膜，体壁上有小孔。
B. 角海葵科 Cerianthidae：体较细长，呈圆柱形，隔膜完整，很多，收缩肌和括约肌很弱或没
有。触手分内、外两圈，缘触手长，口触手短。
角海葵属 Cerianthus(图 22-4：G)：
单独生活，形如绿海葵，但角细长，呈长圆柱形。隔膜很多；完整。触手两圈，缘触手长形，
口触手短形。
②石珊瑚目 Madreporaria
多为群体生活，少数单独生活。具有由外胚层分泌而成的石灰质骨骼。没有纤毛沟。群体的形
状多种多样，有的呈树枝状，有的呈杯状、板状、环状或牡丹花状。生活时的颜色多种多样，有红
的，黄的，绿的，白的，紫的或粉红等。群体中的每个个体，称珊瑚虫，它们的基本形态构造除有
骨骼外和海葵相似，但肌肉不发达。
A. 鹿角珊瑚科 Acroporidae：珊瑚多孔，呈分枝状，也有呈叶状或块状的。水螅体少，内部有
小管使水螅体相连。没有中轴，隔片不多于 12 片。
鹿角珊瑚属 Acropora（图 22-4：H）
：
珊瑚多孔，群体分枝，个体突出。有触手 6 或 12 条。无轴柱。
B. 枇杷壳石科 Oculinidae：群体呈树枝状，个员大，与另一个员相距大。有 12—48 个隔片。
通常有一中轴。
枇杷壳石 Oculina（图 22-11）：
群体呈树枝状，个体有单独完整的鞘，个体相距较远。有轴柱。
C. 菊花石珊瑚科 Astaeidae：群体块状，坚固。个员群聚之间没有空隙，或仅有很小的空隙。本
科包括重要的造礁珊瑚。
脑珊瑚属 Meandrina（图 22-12）：
珊瑚虫群聚甚密，坚固块状，其间没有空隙，壳互相隔合。
D. 石芝科 Fungiidae：单独生活或群体，常大型，圆盘形、卵形或扁平而鼓起，壁上有很多小
孔或裂纹，有时有凹沟。隔片多，一般等大，不等大的较少。
石芝 Fungia（图 22-4：J）
单独生活，大形个体。隔片很多。圆盘形、卵形而扁平。
㈡环节动物的星虫纲 Sipunculidae
1、概述
身体一般呈长圆柱形，不分节，可分为躯干和陷入吻两部。吻通常很长，吻前端有口，口的周
围具触手。吻表面有许多乳突、后部的乳突比前部的大。吻的基部有 4 条收缩肌连接于体腔前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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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壁上，可以自由收缩，使吻缩入体内。体壁较厚，肌肉很发达，包括纵肌和环肌，而纵肌分成束。
体腔很大、腔内充满体腔液和各种内脏器官。肛门开口在躯干前部的背面。
星虫类雌雄异体，但外形很相似。性细胞成熟后由肾孔排出体外，在海水中受精和发育，生殖
期约在每年春节前后。
星虫类常生活在潮间带或浅海的泥沙里、岩石缝中、珊瑚礁内或海边湿泥中。它们摄取泥土中
的有机物作为食料。星虫生活在泥沙中是穴居的，洞穴深 50—80cm，受惊时，能迅速缩入洞内，所
以较难采集。生活时，运动能力强，靠吻部及肌肉的收缩，不但钻穴能力强，还能在水中作蛇形游
泳且动作迅速。
2、分类
我国星虫的种类不多，约有 10 多种。
常见属检索表
1⑷体壁中的纵肌分离成束，有 4 条收缩肌。
2⑶体表面有疣状突起，许多指状触手不围绕口部，无肛门盲囊………小土参属 Physcosoma
3⑵体表面无疣状突起，触手皱褶，围绕口部成一环，直肠有 1 个以上的肛门盲囊，呈圆形
……………………………………………………………………………星虫属 Sipunculus
4⑴体壁纵肌连续而不分离成束。口部周围有许多触手，消化道全部作螺旋状扭曲，悬肠肌一般都
有………………………………………………………………革囊虫属 Phascolosoma
⑴星虫属 Sipunculus（图 22-13：a）：
体壁中具有纵肌束，横肌束明显，两者互相交织成方格状。口周围有一环触手。陷入吻上没有
小沟，其基部有收缩肌带 2 对。身体外面无乳突。
方格星虫 S. nudus：体呈长圆筒形，纵肌带数目为 29—32 条。是渔业对象之一，经济价值高。
我国南海产量最多。为世界性种，广泛分布于地中海，澳洲，新几内亚，中美洲的巴拿马及亚洲沿
岸。
⑵小土参属 Physcosoma：具有纵肌束，但横肌束不明显。口周围的触手为短指状。陷入吻上有
许多成环的小沟。收缩肌带 2 对。身体外面有棕黑色的小乳突。
⑶革囊虫属 Phascolosoma（图 22-13：b）：有纵肌，但不成束，口周围有一环或多环的指状触手。
陷入吻上有 2—4 条收缩肌带，体外无乳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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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3

图 22-14

a. 星虫、b. 小土丁

a. 海豆芽、b. 酸酱贝

㈢腕足动物门 Brachiopoda
1、特征
外形像软体动物的双壳类，具有 2 片贝壳，以保护柔软的身体。但腕足动物一般呈背腹扁，两
片贝壳是背腹壳，而双壳类的 2 片贝壳是左右壳。同时其生殖器官，排泄器官，神经系统以及胚胎
发育等都和软体动物不同。所以很早人们就把它从软体动物分出，成立为腕足动物门。
壳内的触手冠常卷曲成螺旋形。循环系统简单，血液无色。排泄器官为 1—2 对肾管，除具有排
泄的功用外，还兼有输送生殖产物的作用。神经系统简单，肌肉系统颇发达，联系着背腹两壳片。
雌雄异体。
2、分类
腕足动物共分二纲，简述如下：
⑴无铰纲 Ecardines
贝壳主要由几丁质组成，两壳片之间没有铰合部互相铰合，仅由肌肉连接。外套膜边缘游离，
触手冠没有软骨支持。有消化管和肛门。
海豆芽科 Lingulidae：壳片主要由几丁质组成。贝壳略呈长方形，前端宽而呈截状，后端微尖。
柄部肌肉质，通常很长，可以收缩。触手冠位于内脏囊的前方，常卷曲成螺旋状。外套膜内面有管
道，称外套窦，边缘的刚毛坚硬，位于前端两侧的刚毛常较长。本科我国沿海常见代表为海豆芽
Lingula（图 22-14：a）壳呈绿色或黑褐色，柄长约为壳长的 1.5—2 倍。栖息于中、低潮区的泥沙滩
中。
⑵有铰纲 Testicardines
贝壳由石灰质组成，腹壳比背壳大，在其后端壳顶部有一圆孔，肉柄由此孔伸出固着在他物上。
两壳片之间由铰合部互相铰合。外套膜边缘在后部愈合。触手冠内有软骨支持。肠子闭塞，无肛门。
217

酸酱贝科 Terebratuilidae：贝壳呈圆形或卵圆形，背壳较小，腹壳较大，其后端壳顶部被柄部穿
孔，铰合部有 2 个弯曲的铰合齿。背壳铰合部有一突起和 1 个细长的石灰质环。
酸酱贝属 Terebratella（图 22-14：b）：特征同科，酸酱贝 T. coreanica 我国北部沿海常见。
腕足动物是一类古老的动物，大部分已绝迹，现存种类很少，化石种类很多，约有七千种。由
于贝壳化石能很好保存，因此它是最重要的指示化石类群之一，可以用作鉴定地质年代。海豆芽的
肌肉较多，可供食用。

四、问题
1、腔肠动物珊瑚虫纲的特征是什么？
2、珊瑚纲的生态特点有哪些？
3、根据哪些分类依据？珊瑚纲分哪两个亚纲及其特征。
4、星虫的形态特征有哪些？
5、腕足动物门的形态特征。

五、作业
1、描述所观察标本的分类地位和种类的特征。
2、画出海葵的外部形态图，标出各部分的名称。

渔科专业------实验十六 微生物培养基制备
――――――――――牛肉膏蛋白胨培养基的制备

一、目的要求
1.

明确培养基的配制原理。

2.

通过对牛肉膏蛋白胨培养基的配制，掌握配制培养基的一般方法和步骤。

二、基本原理
牛肉膏蛋白胨培养基是一种应用最广泛和最普通的细菌基础培养基，有时又称为普通培养基。
由于这种培养基中含有细菌生长繁殖所需要的最基本的营养物质，所以可工作微生物生长繁殖之用。
基础培养基含有牛肉膏、蛋白胨和 NaCl。其中牛肉膏为微生物提供碳源、能源、磷酸盐和维生素，
而 NaCl 提供无机盐。在配置固体培养基时还要加入一定量琼脂作凝固剂，琼脂在常用浓度下 96℃
时溶化，实际应用时，一般在沸水浴中或下面垫以石棉网煮沸溶化，以免琼脂烧焦。琼脂 40℃时凝
固，通常不被微生物分解利用。固体培养基中琼脂的含量根据琼脂的质量和气温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由于这种培养基多用于培养细菌，因此，要用稀酸或稀碱将其 pH 调至中性或微碱性，以利于
细菌的生长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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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肉膏蛋白陈培养基的配方如下：
牛肉膏

3.0g

蛋白陈

10.0 g

NaCl

5g

琼脂

15~20g

水

1000m1

pH

7.4~7.6

三、器材
1.

溶液或试剂

牛肉膏，蛋白胨， KaCl，琼脂，1 mol/L NaOH，1mol/L HCl。

2.

仪器或其他用具

试管，三角烧瓶，烧杯，量筒，玻棒，培养基分装器，扭力牛角匙，高

压蒸汽灭菌锅、 pH 试纸 (pH6.8~8.0)，棉花，牛皮纸，记号笔，麻绳，纱布等。

四、操作步骤
1．称量
按培养基配方比例依次准确地称取牛肉膏、蛋白胨、NaCl，放入烧杯中。牛肉膏常用玻棒挑取，
放在小烧杯或表面皿中称量，用热水溶化后倒入烧杯。也可放在称量纸上，称量后直接放入水中，
这时如稍微加热，牛肉膏便会与称量纸分离，然后立即取出纸片。蛋白胨很易吸潮，在称取时动作
要迅速。
另外，称药品时严防药品混杂，一把牛角匙用于一种药品，或称取—种药品后，洗净、擦干，
再称取另一药品，瓶盖也不要盖错。
2．溶化
在上述烧杯中可先加入少于所需要的水量，用玻
棒搅匀。然后，在石棉网上加热使其溶解。待药品完
全溶解后，补充水分到所需的总体积。如果配制固体
培养基，将称好的琼脂放入已溶化的药品中，再加热
溶化，最后补足所失的水分。在制备用三角瓶盛固体
培养基时，一般也可先将一定量的液体培养基分装于
三角瓶中，然后按 1.5％～2.0％的量将琼脂宣接分别

图1

磁力搅拌加热溶解图

加入各三角瓶中，不必加热溶化，而是灭菌和加热溶
化同步进行，节省时间。
在琼脂溶化过程中，应控制火力，以免培养基因沸腾而溢出容器。同时，需不断搅拌，以防琼
脂糊底烧焦，配制培养基时，不可用钢或铁锅加热溶化，以免离子进入培养基中，影响细面生长。
3．调 PH
在末调 pH 前，先用精密 pH 试纸测量培养基的原始 pH 值，如果 pH 偏酸，用滴管向培养基中
219

逐滴加入 1mo1/L NaOH，边加边搅拌，并随时用 pH 试纸测其 pH 值，直至 pH 达 7.6。反之，则用
1mol/lL HCl 进行调节。
对于有些要求 pH 较精确的微生物，其 pH 的调节可用酸度计进行（使用方法、可参考有关说明
书）。
pH 值不要调过头，以避免回调而影响培养基内各离子的浓度。配制 pH 低的琼脂培养基时，若
预先调好 pH 并在高压蒸气下灭菌，则琼脂因水解不能凝固。因此，应将培养基的成分和琼脂分开
灭菌后再混合，或在中性 pH 条件下灭菌，在调整 pH
4．过滤
超热用滤纸或多层纱布过滤，以利某些实验结果的观察。一般无特殊要求的情况下，这一步可
以省去(本实验无需过滤)。
5．分装
按实验要求，可将配制的培养基分装入试管内或三三角烧瓶内。分装装置见图 2。
分装过程中，注意不要使培养基沾在管（或瓶）口上，以免沾污棉寨而引起污染。

图2

培养基分装装置

A．漏斗分装装置；B．自动分装装置
1.铁架；2.漏斗；3.乳胶管；4.弹簧夹；5.玻管；6.流速调节；7.装量调节；8.开关

(1)

液体分装

分装高度以试管高度的 1/4 左右为宜。分装三角瓶的量则根据需要而定，一般

以不超过三角瓶容积的一半为宜，如果是用于振荡培养用，则根据通气量的要求酌情减少；有的液
体培养基在灭菌后，需要补加一定量的其他无菌成分，如抗生素等，则装量一定要准确。
(2)

固体分装

分装试管，其装量不超过管高的 1/5，灭菌后制成斜面。分装三角烧瓶的量以不

超过三角烧瓶容积的一半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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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半固体分装

试管一般以试管高度的 1/3 为宜，灭菌后垂直待凝。

6．加塞
培养基分装完毕后，在试管口或三角烧瓶口上塞上棉塞（或泡沫塑料塞及试管帽），以阻外
界微生物进入培养基内而造成污染，并保证有良好的通气性能（棉花塞制作方法附本实验后面）
。
7． 包扎
加塞后，将全部试管用麻绳捆好，再在棉塞外包一层牛皮纸，以防止灭菌时冷凝水润湿棉
塞，其外再用一道麻绳扎好。用记号笔注明培养基的名称、组别、配制日期。三角烧瓶加塞后，
外加牛皮纸，用麻绳以活结形式扎好，使用时容易解开，同样用记号笔注明培养基的名称、组
别、配制日期。（有条件的实验室，可用市售的铝箔代替牛皮纸，省去用绳扎，而且效果好。）
8． 灭菌
将上述培养基以 0.103MPa，121℃，20min 高压蒸汽灭菌。
9． 搁置斜面
将灭菌的试管培养基冷至 50℃左右(以防斜面上冷凝水太多)，将试管棉塞端搁在玻棒或其他合
适的器具上，搁置的斜面长度以不超过试管总长的一半为宜 (图 3) 。
10．无菌检查
将灭菌的培养基放入 37℃的室温中培养 24～48 小时，以检查灭菌是否彻底。

图3

图4

摆斜面

棉塞

A．正确；B、C．不正确

附：棉塞的制作
棉塞的作用有二：一是防止杂菌污染，二是保证通气良好。因此棉塞质量的优劣对实验的结果
有很大的影响。正确的棉塞要求形状，大小，松紧与试管口(或三角饶瓶口)完全适合，过紧则防碍
空气流通，操作不便；过松则达不到滤菌的目的。加塞时，应使棉塞长度的 1/3 在试管口外，2/3
在试管口内。如图 4 所示。做棉塞的棉花要选纤维较长的，一般不用脱脂棉做棉塞。因为它容易吸
水变湿，造成污染，而且价格也贵。做棉塞过程如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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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棉塞制作过程

图6

通气塞

A．配制时纱布塞法；B．灭菌时包牛皮纸；C．培养的纱布翻出
此外，在微生物实验和科研中．往往要用到通气塞。所谓通气塞，就是几层纱布(一般 8 层) 相
互重叠而成，或是在两层纱布间均匀铺一层棉花而成。这种通气塞通常加在装有液体培养基的三角
烧瓶口上。经接种后，放在摇床上进行振荡培养，以获得良好的通气促使菌体的生长或发酵，通气
塞的形状如图 6。

五、实验要求
1.

培养微生物的培养基应具备哪些条件？为什么？

2.

在配制培养基的操作过程中应注意些什么问题？为什么？

3.

培养基配制好后，为什么必须立即灭菌？如何检查灭菌后的培养基是无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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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科专业------实验十六

微生物培养基制备
―――――――高压蒸汽灭菌

一、目的要求
1.

了解高压蒸汽灭菌的基本原理及应用范围。

2.

学习高压蒸汽灭菌的操作方法。

二、基本原理
高压蒸汽灭菌是将待灭菌的物品放在一个密闭的加压灭菌锅内，通过加热，使灭菌锅隔套间的
水沸腾而产生蒸汽。待水蒸汽急剧地将锅内的冷空气从排气阀中驱尽，然后关闭排气阀，继续加热，
此时由于蒸汽不能益处，而增加了灭菌器内的压力，从而使沸点增高，得到高于 100℃的温度。导
致菌体蛋白质凝固变性而达到灭菌的目的。
在同一温度下，湿热的杀菌效力比干热大，其原因有三：一是湿热中细菌菌体吸收水分，蛋白
质较易凝固，因蛋白质含水量增加，所需凝固温度降低（表 1）
；二是湿热的穿透力比干热大（表 2）
；
三是湿热的蒸汽有潜热存在，每 1 克水在 100℃时，有气态变为液态时可放出 2.22kJ（千焦）的热
量。这种潜能，能迅速提高被灭菌物体的温度，从而增加灭菌效力。
表1

蛋白质含水量与凝固所需温度的关系

卵蛋白含水量（%）

30 分钟内凝固所需温度（℃）

50

56

25

74—80

18

80—90

6

145

0

160—170

表2
温度（℃）

干热与湿热穿透力及灭菌效果比较
透过布层的温度（℃）

时间（h）

20 层

40 层

100 层

灭菌

干热

130—140

4

86

72

70.5

不完全

湿热

105.3

3

101

101

101

完全

在使用高压蒸汽灭菌锅灭菌时，灭菌锅内冷空气的排除是否完全极为重要，因为空气的膨胀压
大于水蒸汽的膨胀压，所以，当水蒸汽中含有空气时，在同一压力下，含空气蒸汽的温度低于饱和
蒸汽的温度。灭菌锅内留有不同分量空气时，压力与温度的关系见表 3。
一般培养基用 1.05kg/cm2，121.3℃15～30min 可达到彻底灭菌的目的。灭菌的温度及维持的时
间随灭菌物品的性质和容量等具体情况而有所改变。例如含糖培养基用 0.56kg/cm2（8 磅/英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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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6℃灭菌 15min,但为了保证效果，可将其他成分先行 121.3℃，20min 灭菌，然后以无菌操作手
2

续加入灭菌的糖溶液。又如盛于试管内的培养基以 1.05kg/cm ，121.3℃灭菌 20 分钟即可，而盛于
大瓶内的培养基最好以 1.05kg/cm2 灭菌 30min。
表3
压力数
MPa

Kg/cm2

Ib/in2

灭菌锅留有不同分量空气时，压力与温度的关系
全部空气排

2/3 空气排

1/2 空气排

1/3 空气排

空气全不排

出时的温度

出时的温度

出时的温度

出时的温度

出时的温度

/℃

/℃

/℃

/℃

/℃

0.03

0.35

5

108.8

100

94

90

72

0.07

0.70

10

115.6

109

105

100

90

0.10

1.05

15

121.3

115

112

109

100

0.14

1.40

20

126.2

121

118

115

109

0.17

1.75

25

130.0

126

124

121

115

0.21

2.10

30

134.6

130

128

126

121

现在法定压力单位已不用磅和 kg/cm2 表示，而是用 Pa 或 bar 表示，其换算关系为：
1kg/cm2=98066.5Pa；1Ib/in2=6894.76Pa。
实验中常用的非自控高压蒸气灭菌锅有卧式(图 4－A)和手提式(图 4－B)二种。其结构和工作原
理相同，本实验以手提式高压蒸气灭菌锅为例，介绍其使用方法。有关自控高压蒸气灭菌锅(autoclave)
的使用可参照厂家说明书。

b 灭菌锅外形
a 示意图
图 4－A 卧式灭菌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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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B

手提式灭菌锅

1. 安全阀；2.压力表；3.放气阀；4.软管；5.紧固螺栓；6.灭菌桶；7.筛架；8 水

三、器材
牛肉膏蛋白陈培养基，培养皿(6 套一包)，手提式高压蒸气灭菌锅等。

四、操作步骤
1．首先将内层锅取出，再向外层锅内加入适量的水，使水面与三角搁架相平为宜。
切勿忘记加水，同时加水量不可过少，以防灭菌锅烧干而引起炸裂事故。
2．放回内层锅，并装入待灭菌物品，注意不要装得太挤，以免防碍蒸气流通而影响灭菌效果。
三角烧瓶与试管口端均不要与桶壁接触，以免冷凝水淋湿包口的纸而透入棉塞。
3．加盖，并将盖上的排气软管插入内层锅的排气槽内。再以两两对称的方式同时旋紧相对的两
个螺栓，使螺拴松紧一致，勿使漏气。
4．打开电源开关（或用电炉或煤气加热），并同时打开排气阀，使水沸腾以排除锅内的冷空气。
待冷空气完全排尽后，关上排气阀，让锅内的温度随蒸气压力增加而逐渐上升。当锅内压力升到所
需压力时，控制热源，维持压力至所需时间。本实验用 0.1MPa，121.5℃，20min 灭茵。
灭菌的主要因素是温度而不是压力，因此锅内冷空气必须完全排尽后，才能关上排气阀，维持
所需压力。
5．灭菌所需时间到后，切断电源或关闭煤气，让灭菌锅内温度自然下降，当压力表的压力降至
“0”时，打开排气阀，旋松螺桂，打开盖子，取出灭菌物品。
压力一定要降到“0”时，才能打开排气阀，开盖取物。否则就会因锅内压力突然下降，使容器
内的培养基由于内外压力不平衡而冲出烧瓶口或试管口，造成棉塞沾染培养基而发生污染，甚至灼
伤操作者。
6．将取出的灭菌培养基放人 37℃温箱培养 24h，经检查若无杂菌生长，即可待用。

五、实验报告
1．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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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培养基灭菌是否彻底。
2．思考题
(1)

高压蒸气灭菌开始之前为什么要将锅内冷空气排尽?灭菌完毕后，为什么待压力降低“0”

时才能打开排气阀，开盖取物?
(2)

在使用高压蒸气灭菌锅灭菌时，怎样杜绝一切不安全的因素?

(3)

灭菌在微生物实验操作中有何重要意义?

(4)

黑曲霉的孢子与芽孢杆菌的孢子对热的抗性哪个最强?为什么?

渔科专业------实验十七 微生物计数
一、目的要求
学习平板菌落计数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二、基本原理
平板菌落计数法是将待测样品经适当稀释之后，其中的微生物充分分散成单个细胞，取一定量
的稀释样液接种到平板上，经过培养，由每个单细胞生长繁殖而形成肉眼可见的菌落，即一个单菌
落应代表原样品中的一个单细胞。统计菌落数，根据其稀释倍数和取样接种量即可换算出样品中的
含菌数。但是，由于待测样品往往不易完全分散成单个细胞，所以，长成的一个单菌落也可能来自
样品中的 2～3 或更多个细胞。因此平板菌落计数的结果往往偏低。为了清楚地阐述平板菌落计数的
结果，现在已倾向使用菌落形成单位(colony-forming units, cfu)而不以绝对菌落数来表示样品的活菌
含量。
平板菌落计数法虽然操作较繁，结果需要培养一段时间才能取得，而且测定结果易受多种因素
的影响，但是，由于该计数方法的最大优点是可以获得活菌的信息，所以被广泛用于生物制品检验(如
活菌制剂)，以及食品、饮料和水(包括水源水)等的含菌指数或污染程度的检测。

三、器材
1．菌种

大肠杆菌苗悬液。

2．培养基 牛肉膏蛋白胨培养基。
3．仪器或其他用具

1m1 无菌吸管， 无菌平皿，盛有 4.5m1 无菌水的试管，试管架，恒温培

养箱等。

四、操作步骤
1．编号
取无菌平皿 9 套，分别用记号笔标明 10-4、10-5、10-6(稀释度)各 3 套。另取 6 支盛有 4.5ml 无菌
水的试管，依次标是 10-1、10-2、10-3、10-4、10-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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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稀释
用 1m1 无菌吸管吸取 1m1 已充分混匀的大肠杆菌菌悬液(待测样品)，精确地放 0.55m1 至 10-1
的试管中，此即为 10 倍稀释。将多余的菌液放回原菌液中。
将 10-1 试管置试管振荡器上振荡，使菌液充分混匀。另取一支 1m1 吸管插入 10-1 试管中来回吹
吸菌悬液三次，进一步将菌体分散、混匀。吹吸菌液时不要太猛太快，吸时吸管伸人管底，吹时离
开液面，以免将吸管中的过滤棉花浸湿或使试管内液体外溢。用此吸管吸取 10-1 菌液 l m1，精确地
放 0.5m1 至 10-2 试管中，此即为 100 倍稀释。……其余依次类推，整个过程如图 5 所示。
放菌液时吸管尖不要碰到液面，即每一支吸管只能接触一个稀释度的菌悬液，否则稀释不精确，
结果误差较大。

图5

平板菌落计数操作步骤

3．取样
用三支 1m1 无菌吸管分别吸取 10-4、10-5 和 10-6 的稀释菌悬液各 1m1，对号放入编好号的无菌
平皿中，每个平皿放 0.2m1。
不要用 1ml 吸管每次只靠吸管尖部吸 0.2ml 稀释菌液放入平皿中，这样容易加大同一稀释度几
个重复平板间的操作误差。
4．倒平板
尽快向上述盛有不同稀释度菌液的平皿中倒入融化后冷却至 45℃左右的牛肉膏蛋白胨培养基约
15 毫升/平皿，置水平位置迅速旋动平皿，使培养基与菌液混合均匀，而又不使培养基荡出平皿或溅
到平皿盖上。
由于细菌易吸附到玻璃器皿表面，所以菌液加入到培养皿后，应尽快倒入融化并己冷却至 45℃
左右的培养基，立即摇匀，否则细菌将不易分散或长成的菌落连在一起，影响计数。
待培养基凝固后，将平板倒置于 37℃恒温培养箱中培养。
5．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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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 48h 后，取出培养平板，算出同一稀释度三个平板上的菌落平均数，并按下列公式进行计
算：
每毫升中菌落形成单位(cfu)＝同一稀释度三次重复的平均菌落数×稀释倍数× 5
一般选择每个平板上长有 30～300 个菌落的稀释度计算每毫升的含菌量较为合适。同一稀释度
的三个重复对照的菌落数不应相差很大，否则表示试验不精确。实际工作中同一稀释
度重复对照平板不能少于三个，这样便于数据统计，减少误差。由 10-4、10-5、10-6 三个稀释度计算
出的每毫升菌液中菌落形成单位数也不应相差太大。
平板菌落计数法，所选择倒平板的稀释度是很重要的。一般以三个连续稀释度中的第二个稀释
度倒平板培养后所出现的平均菌落数在 50 个左右为好，否则要适当增加或减少稀释度加以调整。
平板菌落计数法的操作除上述倾注倒平板的方式以外，还可以用涂布平板的方式(见微生物的分
离与纯化实验)进行。二者操作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后者先将牛肉膏蛋白胨培养基融化后倒平板，
待凝固后编号，并于 37℃左右的温箱中烘烤 30min，或在超静工作台上适当吹干，然后用无菌吸管
吸取稀释好的菌液对号接种于不同稀释度编号的平板上，并尽快用无菌玻璃涂棒将菌液在平板上涂
布均匀，平放于实验台上 20～30min，使菌液渗入培养基表层内，然后倒置 37℃的恒温箱中培养 24～
48h。
涂布平板用的菌悬液量一般以 0.1ml 较为适宜，如果过少，菌液不易涂布开；过多则在涤布完
后或在培养时菌液仍会在平板表面流动，不易形成单菌落。

五、实验报告
1．结果
将培养后菌落计数结果填人下表：
稀释度

10-4
1

2

3

10-5
平均

1

2

3

10-6
平均

1

2

3

Cfu 数/平板
每毫升中的 cfu 数
2．思考题
(1) 为什么融化后的培养基要冷却至 45℃左右才能倒平板？
(2) 要使平板菌落计数准确，需要掌握哪几个关键？为什么？
(3) 试比较平板菌落计数法和显微镜下直接计数法的优缺点及应用。
(4) 当你的平板上长出的菌落不是均匀分散的而是集中在一起时，你认为问题出在哪里？
(5)

用倒平板法和涂布法计数，其平板上长出的菌落有何不同?为什么要培养较长时间(48h)后

观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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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

渔科专业------实验十八 微生物染色观察

一、目的要求
1．学习并初步掌握革兰氏染色法。
2．了解革兰氏染色法的原理及其在细菌分类鉴定中的重要性。

二、基本原理
革兰氏染色法是 1884 年由丹麦病理学家 Christain Gram 氏创立的，而后一些学者在此基础上作
了某些改进。革兰氏染色法是细菌学中最重要的鉴别染色法。
革兰氏染色法的基本步骤是：先用初染剂结晶紫进行染色，再用碘液媒染，然后用乙醇(或丙酮)
脱色，最后用复染剂(如番红)复染。经此方法染色后，细胞保留初染剂蓝紫色的细菌为革兰氏阳性菌；
如果细胞中初染剂被脱色剂洗脱而使细菌染上复染剂的颜色(红色)，该菌属于革兰氏阴性菌。
革兰氏染色法将细菌分为革兰氏阳性和革兰氏阴性，是由这两类细菌细胞壁的结构和组成不同
决定的。实际上，当用结晶紫初染后，像简单染色法一样，所有细菌都被染成初染剂的蓝紫色。碘
作为媒染剂，它能与结晶紫结合成结晶紫－碘的复合物，从而增强了染料与细菌的结合力。当用脱
色剂处理时，两类细菌的脱色效果是不同的。革兰氏阳性细菌的细胞壁主要由肽聚糖形成的网状结
构组成、壁厚、类脂质含量低，用乙醇(或丙酮)脱色时细胞壁脱水、使肽聚糖层的网状结构孔径缩小，
透性降低，从而使结晶紫－碘的复合物不易被洗脱而保留在细胞内，经脱色和复染后仍保留初染剂
的蓝紫色。革兰氏阴性菌则不同，由于其细胞壁肽聚糖层较薄、类脂含量高，所以当脱色处理时，
类脂质被乙醇(或丙酮)溶解，细胞壁透性增大，使结晶紫－碘的复合物比较容易被洗脱出来，用复染
剂复染后，细胞被染上复染剂的红色。
革兰氏染色反应是细菌重要的鉴别特征，为保证染色结果的正确性，采用规范的染色方法是十
分必要的。本实验将介绍被普通采用的 Hucker 氏改良的革兰氏染色法。

三、器材
1．菌种

大肠杆菌约 24h 营养琼脂斜面培养物，金黄色葡萄球菌约 24h 营养琼脂斜面培养物，

蜡样芽抱杆菌(B.cerus)12—20h 营养琼脂斜面培养物。
2．染色剂 革兰氏染色液。
3．仪器或其他用具

显微镜，酒精灯，载玻片，接种环，双层瓶(内装香柏油和二甲苯)，擦镜

纸，生理盐水等。

四、操作步骤
1．制片
取菌种培养物常规涂片、干燥、固定。
要用活跃生长期的幼培养物作革兰氏染色；涂片不宜过厚，以免脱色不完全造成假阳性；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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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不宜过热（以玻片不烫手为宜）
。
2．初染
滴加结晶紫(以刚好将菌膜覆盖为宜)染色 1～2min，水洗。
3．媒染
用碘液冲去残水，并用碘液覆盖约 1mi n，水洗。
4．脱色
用滤纸吸去玻片上的残水，将玻片倾斜，在白色背景下，用滴管滴加 95％的乙醇脱色，直至流
出的乙醇无紫色时，立即水洗。
革兰氏染色结果是否正确，乙醇脱色是革兰氏染色操作的关键环节。脱色不足，阴性菌被误染
成阳性菌，脱色过度，阳性菌被误染成阴性菌。脱色时间一般约 20～30s。
5．复染
用番红液复染约 2min。
6．镜检
干燥后，用油镜观察。
菌体被染成蓝紫色的是革兰氏阳性菌，被染成红色的为革兰氏阴性茵。
7．混合涂片染色
按上述方法，在同一载玻片上，以大肠杆菌和蜡样芽孢杆菌或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菌作混合
涂片、染色、镜检进行比较。
图 6 示革兰氏染色操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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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革兰氏染色程序

1.加草酸铵结晶紫染 1min；2.水洗；3.加碘液媒染 1min；4.水洗；5.乙醇
脱色约 20～30s；6.水洗；7.番红复染约 2min；8.水洗；9.用吸水纸吸干

五、实验报告
1．结果
列表简述 3 株细菌的染色观察结果(说明各菌的形状、颜色和革兰氏染色反应)。
2．思考题
(1)

你认为哪些环节会影响革兰氏染色结果的正确性?其中最关键的环节是什么？

(2) 现有一株细菌宽度明显大于大肠杆菌的粗壮杆菌，请你鉴定其革兰氏染色反应。你怎样运
用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为对照菌株进行涂片染色，以证明你的染色结果正确性。
(3) 你的染色结果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请说明原因。
(4) 进行革兰氏染色时，为什么特别强调菌龄不能太老，用老龄细菌染色会出现什么问题？
(5) 革兰氏染色时，初染前能加碘液吗？乙醇脱色后复染之前，革兰氏阳性菌和革兰氏阴性
菌应分别是什么颜色？
(6) 你认为革兰氏染色中，哪一个步骤可以省去而不影响最终结果？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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