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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氏沼虾成虾的胸神经节匀浆经 Ｓｅｐｈａｄｅｘ－Ｇ５０ 柱层析所得第 ２ 个峰 再经 ＨＰＬＣ

分离得到 ９ 个组分． 第 １ 个组分和罗氏沼虾 期卵巢小块一起体外培养 ３６ｈ
直径较对照组非常显著地增大 Ｐ ０．０１

可使卵母细胞的

这种增大卵母细胞直径的能力随该组分中蛋白质

浓度的增加而增加． 在该组分中的激素分子量在 １．３ｋＤａ 左右． 结果显示罗氏沼虾胸神经节能
分泌促进卵母细胞发育的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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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ｔｓｕ［１］及 Ｈｉｎｓｃｈ 和 Ｂｅｎｎｅｎｔｔ［２］发现将蟹的胸神经节植入蟹体内可以加速同种蟹的卵
巢发育 Ｙａｎｏ［３］将美洲龙螯虾 Ｈｏｍａｒｕ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ｕｓ 的胸神经节植入南美白对虾 Ｐｅｎａｅｕｓ
ｖａｎｎａｍｅｉ 体内能促进其卵巢发育 Ｅａｓｔｍａｎ－Ｒｅｋｓ 和 Ｆｉｎｇｅｒｍａｎ［４］将繁殖活跃期蟹的胸神
经节的抽提液注入同种蟹体内可使其性腺体重指数增加 而非繁殖活跃期蟹的胸神经节的
抽提液却无此作用． Ｔａｋａｙａｎａｇｉ 等 ［５］发现胸神经节的抽提液能使体外培养的虾卵母细胞
直径增大 注射入虾体内也使其卵巢发育加快． 这些研究结果均提示虾 蟹胸神经节可分
泌促进其性腺发育的激素 ｇｏｎａｄ－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ｈｏｒｍｏｎｅ ＧＳＨ
但尚未见对其进行分离
的报道． 罗氏沼虾 Ｍａｃｒｏｂｒａｃｈｉｕｍ 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ｉｉ 是一种重要的淡水经济虾类 对其脑
中的促性腺激素已有报道［６］ 但对其胸神经节中促进卵巢发育的激素却未见任何的报道．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胸神经节抽提液制备
罗氏沼虾成虾购自市场． 冰浴后解剖出胸神经节． 冰浴下匀浆． 低温离心 上清液加
７９％－８５％ ＮＨ４ ２ＳＯ４ 低温离心 １５ｍｉｎ 速度 １５０００ 转／ｍｉｎ． 沉淀加 ＰＢＳ 溶解． 重复沉淀
离心 溶解 ２ 次 最后溶液为胸神经节抽提液． 该溶液为每 ｍＬ 含 ５００ 个胸神经节的抽提
物． －４０ 保存．
１．２ 活性组分分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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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上述抽提液 １．５ｍＬ 上 Ｓｅｐｈａｄｅｘ－Ｇ５０ 柱
洗脱 流速 １２ｍＬ／ｈ． 合并所得第 ２ 个峰各管

15

１．６ｃｍ

组分

ＨＰ１１００ 型

惠浦公司生产

用

洗脱 上样量 ２００ Ｌ／次 流速 ０．８ｍＬ／ｍｉｎ． 洗
Ｃ 液 ０．０５％三氟乙酸的水溶液． 按大的峰区分

共得 ９ 个组分 分别人工收集． 各组分分别冻干

胸神经节的 ＨＰＬＣ 产物 简称 ＨＰＬＣ 产物

用 ０．０１ｍｏｌ／Ｌ ＮＨ４ＨＣＯ３

冰冻干燥． 加双蒸水溶解 用紫外吸收法

测定蛋白浓度为 ５．２ｍｇ／ｍＬ． 再经高效液相色谱仪
Ｃａｒｂｏｎｈｙｄｒａｔ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柱 Ф３．９ｍｍ ３９０ｍｍ Ｗａｔｅｒｓ
脱液 Ｂ 液 乙腈 含 ０．０５％三氟乙酸

５０ｃｍ

－４０

用双蒸水稀释至每毫升含 ５００ 个

保存．

１．３ 活性检测
１．３．１ ＨＰＬＣ 产物不同组分对罗氏沼虾离体培养卵母细胞直径的作用 由于 ＨＰＬＣ 产物第 ２
组分用于其它实验 已不够用于此实验 故本实验仅用 ＨＰＬＣ 产物的 １ ３－９ 共 ８ 个组分来
筛选其中有无活性组分．
调节对照组分 罗氏沼虾肌肉抽提液 的蛋白质浓度与 ＨＰＬＣ 产物各组分中的最高蛋
白浓度相等 ３５．８ ｇ／ｍＬ 相当于每 ｍＬ 含有 １２．５ 个胸神经节的 ＨＰＬＣ 产物 ． ０．２ ｍ 的
滤膜除菌后 各取 １００ Ｌ 加入 ２４ 孔培养板的不同小孔中． 选取卵巢发育为 ＩＩＩ 期［７］的罗
氏沼虾 体表消毒后解剖出卵巢 用生理盐水冲洗后 取中间膨大的部分均分成约 ２ｍｍ
２ｍｍｍ ３ｍｍ 小块 放入各小孔中 对照组和实验组均采用同尾虾的卵巢小块． 在 ２６ １
５％ＣＯ２ 培养箱培养 ３６ｈ． 共 ５ 尾虾． 培养结束后 吸出培养液 在小孔中加入含 ５％福尔马
林的虾生理盐水固定． 然后 取出卵母细胞置于编了号的培养小皿中 用双盲法对培养皿
重新编号（实验者不知道新编号码与旧号码之间的关系） 在各皿中随机选取 １５ 个较大的
卵母细胞 于当日在解剖显微镜下用显微测微尺测量直径．
１．３．２ 不同蛋白浓度的 ＨＰＬＣ 活性组分促卵母细胞的直径增大作用 ＨＰＬＣ 活性组分终浓度
设三个梯度 ２８．６ ｇ／ｍＬ １４．３ ｇ／ｍＬ ７．２ ｇ／ｍｌＬ． 对照组 １ 为实验刚开始时未作培养
的虾卵母细胞直径，对照组 ２

罗氏沼虾肌肉抽提液

蛋白浓度为 ２８．６

ｇ／ｍＬ ． 培养方法

和卵母细胞直径测量同 １．３．１．
１．４ 活性组分的分子量测定
用 ＲＥＦＬＥＸ－ＩＩＩ 基体辅助激光解析电离飞行时间质谱仪 德国 ＢＲＵＫＥＲ 公司生产
方
［８］
法参照 Ｗａｉｍｗｒｉｇｈｔ ｅｔ ａｌ ． 以 ＨＣＣＡ ２－腈基 ４－羟基肉桂酸 为基体 加速电压 ２５ＫＶ
上样品量 １０ ｌ 以脑啡肽作为分子量参照物 记录质谱图 确定分子量．

２ 结果
２．１ 活性组分分离
图 １ 所示 经凝胶层析所得的第二个峰的样品再经 ＨＰＬＣ 后产生许多组分 其中 １ ２
３ ６ ７ ９ 组分的峰最突出．
２．２ 活性检测
２．２．１ ＨＰＬＣ 不同组分对培养的卵母细胞直径的作用 由 ＨＰＬＣ 产物第 １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组分进行离体培养实验的结果 图 ２ 看出 第 １ 组分经 ３６ｈ 与卵巢共培养后卵母细
胞直径达 ４７０．０ ３．２ ｍ 其余组分与卵巢共培养后卵母细胞直径仅达 ３８８．８ ５．４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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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ＰＬＣ 产物第一组分促卵母细胞直径增大作
用与其它组分和对照组的作用之间存在非常显著差异 Ｐ ０．０１ ． 因此 第 １ 组分为可
使体外培养的卵母细胞直径增大的活性组分．

图１

罗氏沼虾胸神经节抽提液经 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Ｇ－５０ 分离所得第 ２ 个峰再经 ＨＰＬＣ 分离的色谱图

Ｆｉｇ． １ ＨＰＬＣ ｏｎ ａ 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ｏｌｕｍ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ｐｅａｋ ｆｒｏｍ 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Ｇ－５０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ｔｈｏｒａｃｉｃ ｇａｎｇｌｉｏｎ ｅｘｔｒａｃｔｓ ｏｆ Ｍ．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ｉｉ

图 ２ 罗氏沼虾胸神经节 ＨＰＬＣ 各组分对离体卵母细胞直径的作用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ｏｏｃｙｔｅ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ｉｎ ｖｉｔｒｏ ｏｆ ＨＰＬＣ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ｏｒａｃｉｃ ｇａｎｇｌｉｏｎ
ｅｘｔｒａｃｔｓ ｏｆ Ｍ．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ｉｉ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ｒａｗｎ：５，ｏｏｃｙｔ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ｅａｃｈ ｐｒａｗｎ：１５） ＊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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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 不同蛋白浓度的 ＨＰＬＣ 活性组分促体外培养的卵母细胞直径增大的作用 由图 ３ 可
看出

ＨＰＬＣ 活性组分

第 １ 组分

促卵母细胞直径增大的作用随着培养所用组分的蛋白

浓度的增加而增加． 蛋白浓度为 ７．２ １４．３ 和 ２８．６ ｇ／ｍＬ 的活性组分使培养的卵母细胞
直径分别达到 ３９５．３ １２．９ ４３６．３ ２３．８ 和 ４５７．９ ７．７ ｍ 与对照组 １ 的 ３２５．７ ４．７
对照组 ２ 的 ３４２．５ ６．５ ｍ 之间存在显著 Ｐ ０．０５ 或非常显著的差异 Ｐ ０．０１ ． 这
些结果再一次证明经 ＨＰＬＣ 所得第 １ 活性组分具有促进体外培养的卵母细胞直径增大的作用．

图３

罗氏沼虾不同蛋白浓度的胸神经节 ＨＰＬＣ 活性组分

第 １ 组分 对离体卵母细胞直径的作用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ｏｏｃｙｔｅ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ｉｎ ｖｉｔｒｏ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ＰＬＣ ａｃｔｉｖｅ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ｏｒａｃｉｃ ｇａｎｇｌｉｏｎ ｅｘｔｒａｃｔｓ ｏｆ Ｍ．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ｉｉ．（ｐｒａｗｎ ｎｕｍｂｅｒ：５ ｏｏｃｙｔ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ｅａｃｈ ｐｒａｗｎ：１５）

２．３ 活性组分（第 １ 组分）的分子量
根据激光飞行时间质谱图 图 ４

＊Ｐ ０．０５，＊＊Ｐ ０．０１

可知活性组份的分子量为 １．３ｋＤａ 左右．

图 ４ ＨＰＬＣ 活性组分 第 １ 组分 的基体辅助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图
Ｆｉｇ．４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ｍａｔｒｉｘ 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ｌａｓｅｒ ｄｅ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ｉ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ｏｆ ｆｌｉｇｈｔ 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ＨＰＬＣ ａｃｔｉｖｅ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３ 讨论
卵母细胞直径的增大一直普遍认为是卵母细胞发育和卵巢发育得到促进的标志［５ ９］．
本研究中 罗氏沼虾胸神经节抽提液经过 ＮＨ４ ２ＳＯ４ 沉淀 凝胶层析 ＨＰＬＣ 所得的第 １
组分使离体培养的卵母细胞较对照组明显增大 并且此增大作用随组分中蛋白浓度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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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第 １ 组分中含有可促进卵母细胞发育的蛋白质类激素 而且该激素可以直

接作用于卵母细胞或通过包围卵母细胞的滤泡细胞作用于卵母细胞． 这一结果和Ｔａｋａｙａ－
ｎａｇｉ 等［５］和 Ｓａｒｏｊｉｎｉ 等［９］用胸神经节和卵巢小块一起体外培养所得结果是一致的．
印度对虾 Ｐ． ｉｎｄｉｃｕｓ 的脑和胸神经节的神经分泌细胞的分泌活动和卵巢的发育密
切相关 ［１０］ 即卵巢未成熟的虾 其神经分泌细胞多处于分泌的静止期 而卵巢在成熟和
已成熟的虾

其神经分泌细胞多处于分泌的活跃期． 神经分泌活动的变化和卵巢发育相关
［１１］

和一种溪蟹 Ｐｏｔａｍｏｎ ｋｏｏｌｏｏｅｎｓｅ ［１２］的发育过
程中也观察到． 这些研究结果和本研究以及 Ｈｉｎｓｃｈ 和 Ｂｅｎｎｅｎｔｔ［２］ Ｙａｎｏ［３］ Ｅａｓｔｍａｎ－Ｒｅｋｓ
的现象在一种沼虾 Ｍ．ｌａｎｋｅｓｔｅｒｉ

和 Ｆｉｎｇｅｒｍａｎ［４］ Ｔａｋａｙａｎａｇｉ 等 ［５］的研究结果都表明虾和蟹的胸神经节是能分泌促进卵
巢发育的激素 ＧＳＨ 的． 有证据显示虾脑也分泌促进卵巢发育的激素 ［６，１３］． 与此相反
虾蟹眼柄中的 Ｘ 器官却能分泌性腺抑制激素 ｇｏｎａｄ－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ｎｇ ｈｏｒｍｏｎｅ，ＧＩＨ ［１４，１５］
它抑制卵巢的发育 此种激素已经分离纯化出来了． 这就表明 可能和许多其他动物一样
虾蟹的卵巢发育也是受作用相反的两种激素调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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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Isolation of A Hormone Stimulating
Oocyte Development from Thoracic Ganglion of the
Prawn,Macrobrachium rosenbergii
SUN Jixian & LIAO Jiayi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Zhongsh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P.R.China)

Abstract
The extracts of thoracic ganglion from adult Macrobrachium rosenbergii were chromatographed on a Sephadex G-50 column, the resulting second peak was further isolated by HPLC, and
9 fractions were obtained. Among the fractions only the first fraction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ovary in M. rosenbergii. The increasing effects were
oocyte diameter in vitro of the stage
depended on the protein concentration of the fraction for culture. The molecular weight of the
substance in the fraction 1 was about 1.3kDa.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horacic ganglion of M.
rosenbergii can secrete peptide hormone which stimulates the oocyte development of the prawn.
Keywords: Macrobrachium rosenbergii; thoracic ganglion; oocyte development; Hormone;
isol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