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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应用光学显微镜和透射电镜对斑马鱼（Danio rerio）脾的显微与超微结构进行了观察。光镜结
果表明，斑马鱼的脾主要由脾髓和网状组织两部分构成，脾髓分布于整个脾，分为白髓和红髓，但界
限不明显，呈混合分布。红髓染色相对较浅，占脾实质的大部分区域，主要由密集的红细胞构成，可
见脾窦结构，脾索结构不明显。白髓染色较深，主要由密集的淋巴细胞构成，淋巴细胞的胞核染色较
深，呈深紫色。经 Gordon-Sweet 银染显示网状纤维后，可清晰观察到脾小结，从而可清晰区分红髓与
白髓，脾小结与哺乳动物的类似，主要是由密集的淋巴细胞构成。酸性磷酸酶染色可见斑马鱼脾内有
大量吞噬性细胞存在。电镜结果显示，红髓分布有不同类型的红细胞、血小板和浆细胞，白髓分布有
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单核细胞、嗜中性粒细胞、浆细胞和网状细胞，淋巴细胞胞质内含有多泡体，
这可能与淋巴细胞发挥免疫功能有着密切联系。斑马鱼脾与大多数硬骨鱼相似，未观察到椭球这一特
殊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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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icrostructure and ultrastructure of zebrafish (Danio rerio) spleen were observed by light
microscopy and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pleen of zebrafish mainly
consisted of splenic pulp and reticular tissue. The splenic pulp was distributed in the whole spleen, which
could be divided into white pulp and red pulp. The red and white pulps showed mixture distribution without
obvious boundary (Fig. 3). The red pulp accounted for most of the spleen parenchyma, which was mainly
composed of dense red blood cells. The splenic sinus was observed, while the splenic cord was not obv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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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hite pulp with deeper staining was mainly composed of dense lymphocytes. The nuclei of lymphocytes
were stained dark purple. After Gordon-Sweet silver staining to show reticular fibers, splenic nodules could
be clearly observed (Fig. 4). Therefore, the red pulp and the white pulp could be clearly distinguished. Splenic
nodules were similar with those of mammals, which were mainly composed of dense lymphocytes. Acid
phosphatase staining revealed that there were many phagocytic cells in zebrafish spleen (Fig. 4). Electron
microscopy showed the red and white pulp ultrastructure of the spleen. There were different types of red
blood cells, platelets and plasma cells in the red pulp, and there were lymphocytes, macrophages, monocytes,
neutrophils, plasmocytes and reticular cells in the white pulp. The structure of ellipsoid was not observed in
the spleen. Multiple vesicles were observed in the lymphocyte cytoplasm, which may b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mmune function of lymphocytes (Fig. 5﹣10). The spleen of zebrafish was similar to that of most bony fish,
and the ellipsoid was not observed.
Key words: Zebrafish, Danio rerio; Spleen; Microstructure; Ultrastructure

斑马鱼（Danio rerio）属辐鳍亚纲鲤科短
担尼鱼属，具有体型小、易繁殖、生殖周期短、
遗传背景清晰、体外受精和胚胎发育透明等特
点，并且斑马鱼和人类基因有着 87%的高度同
源 性 ， 因 此 斑 马 鱼 已 经 成 为 继 小 鼠 （ Mus

数据资料，为相关病理毒理学研究提供正常形
态学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实验动物

1.1

musculus）、果蝇（Drosophila melanogaster）和

实验用 AB 系斑马鱼由上海实验动物研究

秀丽隐杆线虫（Caenorhabditis elegans）之后的

中心提供，采用独立水生动物养殖系统

又一新型模式动物，目前已被广泛应用于发育

（ZEBTEC Standalone Aquatic System，意大利

生物学（Hu et al. 2016）、基因组学（Ma et al.

TECNIPLAST）28.5 ℃饲养。实验时选取体型

2017）、疾病机理（Yang et al. 2018）、药学（祁

均匀且健康的 6 ~ 12 月龄斑马鱼共 12 尾，雌雄

美娟等 2018）、生态毒理及环境监测（刘辉

各半，体长为（3.0 ± 0.2）cm，体重为（0.33 ±

2015）等诸多领域。

0.05）g，并实验前 1 d 停止饲喂。

斑马鱼的主要器官有脑、鳃、心、肝、胆

1.2

实验方法
H.E 染色 首先用 MS-222 对斑马鱼进行

囊、胰、肠道、头肾、脾、卵巢和精巢等，但

1.2.1

目前对斑马鱼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心和肝等器

麻醉，在体视显微镜下迅速取出脾，放入 0.01 mol/L

官，且大多是生物学和病理模型等方面的研究

PBS 中进行清洗，除去多余组织，放入 4%多

（刘仪等 2016，Jiang et al. 2018），国内外关于

聚甲醛中 4 ℃固定 48 h，梯度酒精脱水，二甲

斑马鱼正常组织结构的研究资料极少（林金杏

苯透明 1 ~ 2 min，常规石蜡包埋、切片（厚度

等 2013，陈微等 2015，赵巧雅等 2018）
。脾

5 µm）后苏木精-伊红（H.E）染色，中性树胶

是鱼类体内除头肾以外的另一重要免疫器官，

封片后置于光学显微镜下观察、拍照。

也是血细胞、粒细胞发生和抗体产生的重要场

1.2.2

所，兼有造血和储血功能，因此对斑马鱼脾正

染法（Gordon et al. 1936）进行网状纤维染色，

常生理形态的探究具有意义。本研究采用光镜

脾组织切片厚度为 10 μm，10%中性甲醛 4 ℃

和透射电镜技术，观察了斑马鱼脾的组织学结

固定 10 min，切片脱蜡经各级酒精下行入水，

构和超微结构，旨在丰富斑马鱼的基础生物学

用 1%高锰酸钾氧化 5 min 后在 1%草酸水溶液

资料，为研究其结构和功能及其生活习性提供

漂白 2 min，之后放置 2.5%铁铵矾水溶液 15 min，

网状纤维染色

运用 Gordon-Sweet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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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37 ℃预热的氨银溶液 5 min，10%甲醛溶液

1%锇酸后固定 1 h，梯度酒精脱水，丙酮置换

2 min，0.2%氯化金溶液调色 2 min，5%硫代硫

后环氧树脂包埋，定位、超薄切片，经醋酸铀

酸钠水溶液 4 min，常规脱水透明后中性树胶封

及柠檬酸铅双重染色，日立 Hitach-7650 透射电

片。每一步孵育都需蒸馏水漂洗。

镜观察、拍照。

1.2.3

酸性磷酸酶（acid phosphatase，ACP）

染色

运用 Gomori 硫化铅法（Waters et al.

1980）进行酸性磷酸酶（ACP）染色：新鲜组

2
2.1

结果
斑马鱼脾的解剖结构

织行冰冻切片，10%中性甲醛固定 10 min，dH2O

斑马鱼的脾位于鱼体背侧的胸腹段，与胰

洗 2 min，37 ℃孵育液孵育 30 min，dH2O 洗 3

腺和肠道相邻，整体被肝包围，其前部与肝右

次，每次 2 min，1%硫化胺显色 1 min，常规脱

叶相连，后部紧贴着肝左叶和后肠，体积较小

水透明后中性树胶封片。

且薄，前、中、后部组成基本一致，表面外观

1.2.4

透 射 电 镜 （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TEM）

斑马鱼麻醉后迅速取出

脾，生理盐水漂洗后放入 2.5%戊二醛固定 24 h，

图1
Fig. 1

背面凹，腹面平（图 1，2）。
2.2

斑马鱼脾的组织结构

斑马鱼脾的解剖形态

The anatomical morphology of the spleen of zebrafish

图2
Fig. 2

呈亮红色，长条状，表面光滑由薄层被膜覆盖，

斑马鱼脾的解剖位置

The anatomical position of the spleen of zebrafish

a. 斑马鱼腹部内脏团；b. 斑马鱼的脾和肝。a. Zebrafish abdominal visceral mass; b. Zebrafish spleen and liver.
AL. 肝腹叶；G. 肠道；L. 肝；LL. 肝左叶；RL. 肝右叶；S. 脾。
AL. The abdomen lobe of liver; G. Gut; L. Liver; LL. The left lobe of the liver; RL. The right lobe of the liver; S. Spl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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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白髓 H.E 染色后，可见斑马鱼脾主

聚集形成常分布于血管周围黑色素巨噬细胞中

要由脾髓和网状组织两部分构成，脾髓分布于

心，又称黑色素巨噬细胞聚集体或色素结节（图

整个脾，可分为白髓和红髓，但红白髓界限不

3f）。浆细胞的数量较少，外观呈圆形或不规则

明显，呈混合分布，未见生发中心。红白髓会

形，胞核体积较小，在近核处常可见半月状淡

呈现颜色上的差异，红髓染色相对较浅，面积

染区，浆中有空泡或有泡沫感（图 3d）
。由于

较大，占脾实质的大部分区域，主要由密集的

红细胞和淋巴细胞的数量较多，其他细胞难以

成熟及未成熟的红细胞构成，可见脾窦结构，

通过 H.E 染色在切片上发现。

窦内存在形态、大小不一的血细胞，没有明显

2.2.4

的壁结构，脾索结构不明显。白髓染色较深，

Gordon-Sweet 银染显示网状纤维后，网状纤维

主要由密集的淋巴细胞构成，未观察到明显的

染色可见斑马鱼脾实质内有大量呈黑色细丝状

脾小结和淋巴鞘结构（图 3a ~ d）。

的网状纤维且主要分布于白髓内的脾小结基膜

2.2.1

2.2.2

被膜 脾外表面有薄层的被膜覆盖，被

网 状 纤 维 和 ACP 染 色

经

以及血管基膜（图 4a，b）
。与 H.E 染色相对比，

膜为纤维性、无肌肉、也无致密小梁，主要由

网状纤维染色可见脾白髓内明显的脾小结结

内侧的单层扁平上皮细胞和薄层结缔组织构

构，因此可清晰地观察到脾实质是由红髓和白

成。被膜内的薄层结缔组织向脾髓质内延伸，

髓两部分构成，脾小结主要由密集的淋巴细胞

形成极薄的隔膜，把脾分隔成大量不规则的小

构成。通过 ACP 染色可见斑马鱼脾内有大量的

叶，但小叶结构不明显。隔膜中没有肌纤维，

吞噬性细胞存在（图 4c）
。

被膜中少量疏松结缔组织伸入小叶内部，与小

2.3

叶内的网状组织彼此连结构成脾的支架。

2.3.1

斑马鱼脾的超微结构
红白髓 电镜下观察斑马鱼脾红白髓与

细胞类型 光镜下观察斑马鱼脾内有大

光镜结果相符，红髓面积相对较大，除密集的

量的红细胞、淋巴细胞、网状细胞和散在的巨

红细胞外，还有散在分布的血小板和浆细胞。

噬细胞、黑色素巨噬细胞、浆细胞以及发达的

白髓面积相对较小，分布有淋巴细胞、巨噬细

血管网。红细胞的数量较多，外观呈椭圆形，

胞和单核细胞等。本实验在脾内未观察到椭球

集中分布于大部分红髓区域。淋巴细胞的数量

这一特殊结构（图 5a）。

相对于红细胞的数量较少，外观成圆形或椭圆

2.3.2

形，胞核染色较深，体积较大，几乎占据整个

细胞（间皮细胞）和薄层结缔组织构成（图 5b），

细胞，大部分淋巴细胞也分布较集中，聚集成

间皮细胞通常依附于被膜内的基底膜，胞质突

团与红细胞交错分布于脾实质中，其余与巨噬

较长，借细胞桥粒彼此相连（图 5c）。被膜表

细胞等散在分布于由网状组织连接形成的网眼

面有一些散在分布的小囊泡和大量散在分布的

中。网状细胞和巨噬细胞的分布无规律，与脾

分泌小泡，囊泡内有散在的线粒体分布，分泌

内的其他细胞交错分布，网状细胞的形态特点

小泡常常与基底膜发生融合，除此之外被膜外

是外观呈纺锤形，胞核体积较大，着色较浅，

表面还有大量小窝分布，也就是通常说的细胞

呈长椭圆形或不规则形（图 3c）。巨噬细胞的

膜穴样凹陷（图 5b，d）
。

形态多样，通常有钝圆形突起，可见伪足，胞

2.3.3

核体积较小，呈卵圆形，着色较深，胞质内可

型的红细胞，分别是成熟的红细胞、未成熟的

见溶酶体样的空泡（图 3c）。黑色素巨噬细胞

红细胞、衰老的红细胞、衰老的即将解体的红

经常规 H.E 染色呈黄褐色，细胞核体积大，胞

细胞和成红细胞。成熟的红细胞呈有核的扁平

质少，内有外观形似溶酶体的微囊泡分布（图

椭圆形，表面光滑，体积大小不一，胞质外缘

3e），黑色素巨噬细胞散在分布于脾实质中，或

可见致密的颗粒，胞质内充满血红蛋白，呈现

2.2.3

被膜 被膜主要由内侧的单层扁平上皮

红细胞 本次电镜结果共观察到 5 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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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马鱼脾组织结构（H.E 染色）
H.E staining of zebrafish spleen

a. 斑马鱼腹部内脏团；b ~ d. 斑马鱼脾红、白髓；e. 黑色素巨噬细胞；f. 黑色素巨噬细胞中心。
a. Zebrafish abdominal viscera; b, c, d. White and red pulp of zebrafish spleen; e. Melanin macrophages; f. Melanin macrophage center.
CC. 中央毛细血管；E. 红细胞；En. 内皮细胞；G. 肠道；L. 肝；M. 巨噬细胞；MMC. 黑色素巨噬细胞；MMCC. 黑色素巨噬细胞中
心；P. 胰腺；Pc. 浆细胞；R. 网状细胞；RBA. 红细胞聚集区；RP. 红髓；S. 脾；SA. 鞘毛细血管；SS. 脾窦；V. 血管；Ve. 外观形似
溶酶体的微囊泡；WP. 白髓。
CC. Central capillaries; E. Erythrocyte; En. Endothelial cell; G. Gut; L. Liver; M. Macrophage; MMC. Melanin macrophages; MMCC. Melanin
macrophage center; P. Pancreas; Pc. Plasma cells; R. Reticular cells; RBA. Red blood cells aggregation area; RP. Red pulp; S. Spleen; SA. Sheath
capillaries; SS. Splenic sinus; V. Vessel; Ve. Microvesicles that appear to be lysosomes in appearance; WP. White pu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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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马鱼脾网状纤维和 ACP 染色

Reticular fibers and acid phosphatase staining of zebrafish spleen

a, b. 斑马鱼脾网状纤维染色；c. 斑马鱼脾 ACP 染色。
a, b. Reticular fibers staining of zebrafish spleen; c. Acid phosphatase staining of zebrafish spleen.
E. 红细胞；L. 淋巴细胞；Ph. 吞噬性细胞；RP. 红髓；RT. 网状纤维；Sn. 脾小结；V. 血管；WP. 白髓。
E. Erythrocyte; L. Lymphocyte; Ph. Phagocytic cells; RP. Red pulp; RF. Reticular fiber; Sn. Splenic nodule; V. Vessel; WP. White pulp.

图5
Fig. 5

脾髓和被膜超微结构观察

Observation on the ultrastructure of spleen pulp and capsule

a. 脾髓；b. 被膜；c. 被膜内的细胞桥粒；d. 图为 b 图中方框处放大，白色短箭头示与基底膜融合的分泌小泡。
a. Spleen pulp; b. Capsule; c. Desmosomes within the capsule; d. Local magnification of the upper right of b diagram, the white short arrowhead
shows secretory vesicles that fuse with the basement membrane.
av. 小窝；BM. 基底膜；DS. 细胞桥粒；RP. 红髓；SV. 分泌小泡；V. 囊泡；WP. 白髓。
av. Alveolus; BM. Basement membrane; DS. Desmosome; RP. Red pulp; SV. Secretory vesicle; V. Vesicles; WP. White pu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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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密状态，很难观察到其他胞质器，偶见一些

的典型特点是核呈固缩状态，透明质的电子密

体积较小的透明液泡；细胞核呈不规则椭圆形，

度较高。本次实验中观察到的浆母细胞内质网

电子密度较高，核仁不明显，核膜清晰，核外

发达，胞质内可见线粒体和液泡。除此之外，

边缘不规则，常向核间质内凹陷形成核孔，核

还观察到一些正处于分化中的浆细胞（图 6d）。

被膜与胞质之间有明显的核周隙，核染色质致

2.3.5

密，大部分为异染色质，呈固缩状态，核间质

细胞外观瘦长，从细胞中央向两极逐渐缩小成

网状细胞 网状细胞有两类，一类网状

密度类似于细胞质的密度（图 6a）。与成熟的

锥形，细胞核较大且显著，从核中央向核两极

红细胞相比，未成熟的红细胞外观显得更圆一

逐渐缩小成锥形，核内异染色质数量少，集中

些，细胞质没有那么致密，电子密度较低，可

分布于核外缘，细胞质高度颗粒化，可见平行

以观察到一些除细胞核以外的细胞器，包括线

分布于质膜的纤维簇，线粒体较少，分布于核

粒体、核糖体和内质网等，胞质内充满大小不

周围，内质网属于粗面内质网（图 7a）；另一

一的胞质粒，细胞核的体积相对较大，核染色

类网状细胞的外观和核的形状均不规则，核外

质的固缩程度较低，核周隙不明显，细胞外缘

缘呈锯齿状，核内异染色质的数量和分布与外

常有吞噬样小泡分布（图 6a）。衰老的红细胞

观瘦长的网状细胞类似，胞质常被拉伸形成胞

外观极度不规则，胞质外缘参差不齐，核周隙

质突，胞质内可见有胞质丝和溶酶体样的颗粒

不明显，核孔增多，胞质的电子密度相对较低

分布，相邻网状细胞胞质突的重合处可见典型

（图 6a）。还观察到一例特殊的红细胞，核小而
圆，高度浓缩，几乎被电子密度极高的异染色

的细胞连接（图 7b）。
2.3.6

内皮细胞 内皮细胞外观呈扁平状，大

质充满，核内出现核空泡，核膜不清晰，胞质

小不一，形状不规则，常分布在血管周围，细

中充满等电子密度的雪花样结构，这可能是即

胞质常被拉长形成两到三个胞质突，内充满密

将解体的衰老红细胞（图 6b）
。成红细胞的外

集的颗粒，有散在的纤维簇分布，内质网属于

观和细胞核与成熟红细胞相似，表面光滑，胞

粗面内质网，有散在的分泌小泡和核糖体分布。

质透明，血红蛋白的密度较低（图 6c）。演变

内皮细胞的细胞核形态各异，但大多数呈圆形

顺序依次为成红细胞、未成熟的红细胞、成熟

或不规则的椭圆形，少数呈不规则的分叶形，

的红细胞、衰老的红细胞、衰老的即将解体的

核染色质分布均匀。内皮细胞在电镜下较难定

红细胞。

位，因为内皮细胞的胞质突较长且不规则，在

2.3.4

浆细胞 鱼浆细胞的典型特点是核的形

电镜下只能呈现胞质突的一部分，而胞质突可

状不规则，粗面内质网发达，细胞核的体积较

以通过两个相邻内皮细胞之间的细胞桥粒来定

大，核外缘通常有凝聚染色质的分布。浆细胞

位（图 8a）。

可分为成熟的浆细胞、浆母细胞、未成熟的浆

2.3.7

细胞和衰老的浆细胞四种类型。成熟浆细胞的

淋巴细胞、嗜中性粒细胞和单核细胞（图 8）。

细胞核含大量分布于核外缘的凝聚染色质，胞

白细胞 斑马鱼脾内的白细胞主要分为
嗜中性粒细胞

嗜中性粒外观通常不规

质内充满膨胀的粗面内质网，胞质内的大多数

则，体积较大，细胞质清晰，内含大量的颗粒，

线粒体周围都有粗面内质网围绕。浆母细胞的

颗粒的大小和电子密度各异，通常可分为 A、

细胞核内含凝聚染色质的数量较少，胞质内含

B、C 三种类型，A 型颗粒外观呈圆形或者卵圆

大量的多核糖体，粗面内质网的数量相对较少。

形，中等大小，中等电子密度，B 型颗粒外观

与浆母细胞相比，未成熟的浆细胞细胞核内含

呈长卵圆形或者棒状，电子密度较高，C 型颗

更多分布于核外缘的凝聚染色质，胞质内的粗

粒外观呈圆形或者卵圆形，大小悬殊，电子密

面内质网数量多于浆母细胞的。衰老的浆细胞

度较低，颗粒内呈浅灰色（图 8a）。依据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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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Fig.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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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细胞和浆细胞超微结构观察

Observation on the ultrastructur of erythrocyte and plasma cells

a. 成熟、未成熟和衰老的红细胞；b. 衰老的肌浆解体的红细胞；c. 成红细胞；d 图为 c 图中方框处放大。
a. Mature, immature and aging erythrocyte; b. Aging erythrocyte that are disintegrating; c. Erythroblast; d. Magnification of the upper left of c
diagram.
DP. 处于分化中的浆细胞；E. 成熟的红细胞；EB. 成红细胞；Eo. 衰老的即将解体的红细胞；EP. 核孔；ER. 内质网；IE. 未成熟的红
细胞；Mit. 线粒体；MMC. 黑色素巨噬细胞；N. 细胞核；OE. 衰老的红细胞；PB. 浆母细胞；Pe. 核周隙；Ph. 吞噬性细胞；Rf. 吞噬
样小泡；S. 致密颗粒。
DP. Plasma cells in differentiation; E. Mature erythrocyte; EB. Erythroblast; Eo. Aging red blood cells that are disintegrating; EP. Nuclear pore;
ER. Endoplasmic reticulum; IE. Immature erythrocyte; Mit. Mitochondria; MMC. Melanin macrophages; N. Nucleus; OE. Older erythrocyte; PB.
Plasmablast; Pe. Perinuclear space; Ph. Phagocytic cells; Rf. Phagocytic vesicle; S. Dense particles.

内颗粒的类型可将嗜中性粒细胞分为Ⅰ型、Ⅱ

细胞的胞质内只含有 C 型颗粒（图 8b），线粒

型、Ⅲ型这三种类型，Ⅰ型粒细胞胞质内含有

体数量少，空泡和粗面内质网数量较多，占据

A、B、C 这三种类型的颗粒，空泡数量较少；

了细胞质的大部分区域。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胞

Ⅱ型粒细胞胞质内只含 A 型、C 型颗粒，胞质

质含大量的颗粒、线粒体和内质网等细胞器，

内可见含特殊成分的胞吞泡（图 8a）；Ⅲ型粒

细胞核体积较大，呈球状、锯齿状或者分叶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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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Fig.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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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状细胞和淋巴细胞的超微结构观察

Observation on the ultrastructur of reticular cells

a. 网状细胞和大小淋巴细胞，白色小方框示小淋巴细胞；b. 网状细胞的微细结构。
a, b. Reticular cells, the small white square frame in the diagram shows the small lymphocyte; b. Fine structure of reticular cells.
CF. 纤维簇；CJ. 细胞连接；L. 大淋巴细胞；MVB. 多泡体；R. 网状细胞；RER. 粗面内质网。
CF. Fiber clusters; CJ. Cell connection; L. Large lymphocytes; MVB. Multivesicular body; R. Reticular cells; RER. Rough endoplasmic reticulum.

核染色质分布均匀，大部分属于常染色质，核

较大，电子密度较高，几乎占据整个细胞，呈

仁不明显，因此可以与其他细胞清楚区分。

球形或者椭圆形，有时可见细胞核凹陷的淋巴

单核细胞 单核细胞的体积较大，形状不

细胞，异染色质主要分布在核外缘，常染色质

规则，具有较长的胞质突。细胞核的体积相对

集中分布在核中央。细胞质稀少，局限于细胞

较小，形状不规则，核染色质分布均匀，大部

的两极。电镜下还可观察到一些处于增殖状态

分属于常染色质，异染色质常分布在核外缘，

下的淋巴细胞（淋巴母细胞，图 8d），淋巴母

核膜清晰，核周隙狭窄，可见核孔。细胞质内

细胞的体积相对较大，细胞质内富含多核糖体。

含电子密度较高的颗粒、线粒体、液泡和粗面

2.3.8

内质网，颗粒的体积通常较小，外观呈圆形，

种类型，Ⅰ型血小板类似于脾内的小淋巴细胞，

线粒体和液泡的大小不一，液泡内有时可见一

体积较小，呈圆形或不规则的椭圆形，但是核

些电子密度较高的成分。斑马鱼脾内的单核细

周围有明显的微管带和液泡，核外缘相对光滑，

胞的大小、形状、胞质内的颗粒都类似于嗜中

核染色质致密，大部分属于异染色质，颜色较

性粒细胞，但单核细胞胞质的粗面内质网和游

深。Ⅱ型血小板的典型特点是细胞质内含有特

离核糖体的数量较多，特殊颗粒的含量较少（图

殊颗粒，外观通常呈梭形，细胞质内的细胞器

8c）。

数量较多，核外缘呈锯齿状（图 9a）。电镜下

血小板 斑马鱼脾内的血小板可分为两

淋巴细胞 淋巴细胞外观通常呈球形或卵

观察斑马鱼脾内血小板的横断面，可见到明显

圆形，体积大小不一，分为小淋巴细胞和大淋

的呈细丝状的胞外质区（图 9b）。Ⅰ型血小板

巴细胞两种，小淋巴细胞核内的异染色质比例

通常分布较集中，彼此之间连接紧密，但是它

较大，而大淋巴细胞核内的异染色质比例较小，

们的胞质并不发生融合，Ⅱ型血小板呈散在分

在小淋巴细胞的胞质内还观察到多泡体结构

布，通常分布于红细胞之间。两类血小板的共

（图 7）
。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细胞核的体积相对

同特点是细胞核的体积相对较大，呈圆形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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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Fig.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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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细胞超微结构观察

Observation on the ultrastructur of leukocyte

a. 嗜中性粒细胞颗粒；b. Ⅲ型嗜中性粒细胞和内皮细胞；c. 单核细胞；d. 淋巴母细胞。
a. Type Ⅲ neutrophils and endothelial cells; b. Type Ⅱ neutrophils, small white square frame shows type Ⅰ neutrophils; c. Lymphoblast; d.
Monocyte.
A. A 型颗粒；B. B 型颗粒；C. C 型颗粒；DS. 细胞桥粒；En. 内皮细胞；Lb. 淋巴母细胞；Me. 间皮细胞；Mit. 线粒体；Mn. 单核细
胞；N. 细胞核；Ne1. Ⅰ型嗜中性粒细胞；Ne2. Ⅱ型嗜中性粒细胞；Ne3. Ⅲ型嗜中性粒细胞；Pr. 多核糖体；SP. 特殊颗粒；V. 囊泡。
A. Type A particles; B. Type B particles; C. Type C particles; DS. Desmosome; En. Endothelial cells; Lb. Lymphoblast; Me. Mesothelial cells; Mit.
Mitochondria; Mn. Monocytes; N. Nucleus; Ne1. Type Ⅰ neutrophil; Ne2. Type Ⅱ neutrophil; Ne3. Type Ⅲ neutrophil; Pr. Polyribosomes;
SP. Special particles; V. Vesicles.

规则的椭圆形，有不同程度的凹陷，核染色质

察到一些血小板前体细胞和血小板母细胞，血

致密，大多数为异染色质，颜色较深，核周围

小板前体细胞的体积相对较大，核的形状不规

有明显的微管带，细胞质外缘有透明的液泡分

则，异染色质的数量较多，胞质内含液泡的数

布，有些液泡内可见一些电子密度较高的成分

量较少，可见粗面内质网等细胞器。与血小板

分布，这说明斑马鱼脾内的血小板除了具有凝

前体细胞相比，血小板母细胞核内异染色质数

血的作用，还可能具有吞噬作用。本实验还观

量相对较少，核周缘有明显的微管带，粗面内

·232·

动物学杂志 Chinese Journal of Zoology

图9
Fig.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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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小板和巨核细胞超微结构观察

Observation on the ultrastructur of thrombocyte and megakaryocytes

a. Ⅱ型血小板，黑色短箭头示特殊颗粒，白色短箭头示液泡；白色小方框示Ⅰ型血小板，框内的黑色短箭头示液泡；b. 血小板横断
面；c. 血小板前体细胞，白色小方框示血小板母细胞；d. 巨核细胞。
a. Type Ⅱ thrombocyte, the black short arrows show the special particles, the white short arrows show the vacuole; small white square frame
shows type Ⅰ thrombocyte, the black short arrow in the frame show the vacuole; b. Platelets cross-section; c. Platelet precursor cells, small white
square frame shows thromboblast; d. Megakaryocytes.
★. 胞外质；BS. 血窦；Mac. 巨噬细胞；Mgk. 巨核细胞；Mt. 微管带；N. 细胞核；T. 血小板；TP. 血小板前体细胞；Va. 液泡。
★. Extracellular matrix; BS. Blood sinus; Mac. Macrophage; Mgk. Megakaryocyte; Mt. Microtubule band; N. Nucleus; T. Thrombocyte; TP.
Thrombocyte precursor cells; Va. Vacuole.

质网较发达，胞质内含少量与Ⅱ型血小板胞质
内相似的颗粒（图 9c）。
2.3.9 巨核细胞和巨噬细胞 巨核细胞的核较
大，其形状取决于细胞的形状，一般发育初期
的巨核细胞呈卵圆型，发育成熟的巨核细胞呈
球形或者不规则的形状，线粒体较小呈球形，

细胞质内有密集的颗粒分布，核染色质分布均
匀（图 9d）。
巨噬细胞形状不规则，细胞核相对较小，
分布无规律，核内异染色质含量少，多数分布
于核外缘，少数分布于核中央。质膜常被拉伸
形成伪足，胞质内充满颗粒物，细胞内含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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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溶酶体和吞噬体，有时可见被吞噬的衰老的
血细胞和其他颗粒物以及内质网和线粒体等细
胞器，内质网较发达，且通常为粗面内质网，
线粒体呈卵圆形，通常分布在核周围，偶然可
见一些小囊泡和液泡（图 10a）。在斑马鱼脾内
还观察到一些胞质内含有次级溶酶体的黑色素
巨噬细胞，次级溶酶体内含有黑色素颗粒或铁
血黄素，胞质内还有线粒体和粗面内质网等细
胞器（图 10b）。

3

讨论

脾是哺乳动物重要的造血和免疫器官，真
正的鱼类脾最早在有颌鱼类被发现，但在形态
结构上与哺乳动物的有很大差异，主要表现在
三个方面：
（1）哺乳动物脾的红髓与白髓区分
明显，淋巴细胞常膨胀成为带有生发中心的淋
巴小结，而鱼类的脾大多缺乏淋巴小结，红白
髓分区不明显。（2）哺乳动物的脾具有发达的
脾小梁且被膜和脾小梁中往往有平滑肌纤维，
而鱼类的脾小梁不明显，仅有大量结缔组织与
网状结构共同组成脾的支架。
（3）哺乳动物的
脾外有发达的被膜覆盖，而鱼类脾的被膜仅由

图 10
Fig.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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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层结缔组织、一层或数层扁平上皮细胞组成。
通常来说，软骨鱼类的脾较大，主要功能是造
血，含有椭球，红白髓的分区明显。硬骨鱼的
脾除了造血功能外还具有免疫功能，是硬骨鱼
体内除头肾外另一重要的免疫器官，但硬骨鱼
脾的红白髓分化不明显，大多数硬骨鱼类脾中
也含有明显的椭球（Dalmo et al. 1997），主要
分布在血管的分支处以及巨噬细胞聚集处，椭
球的主要功能为捕获各种非颗粒性以及颗粒性
物质。目前报道的除黄鳝（Monopterus albus）
脾与哺乳动物的相似，有脾小结和生发中心，
狼鲈（Moronidae）脾的白髓形成淋巴小结，
鳕（Molva molva）脾具有发达的白髓外（张训
蒲等 1993）
，其他大多数硬骨鱼类脾无淋巴小
结，无生发中心，红髓和白髓排列混合，界限
不明显。本文通过光镜和透射电镜观察，在显
微和超微结构水平上显示，斑马鱼脾与大多数
硬骨鱼相似，红髓和白髓分化不明显，呈混合
分布，未观察到椭球结构。经 Gordon-Sweet
银染法显示网状纤维后可见脾小结结构，脾小
结与哺乳动物和家禽脾内的脾小结相似，主要
由密集的淋巴细胞构成。

巨噬细胞超微结构观察

Observation on the ultrastructur of macrophage

a. 巨噬细胞；b. 黑色素巨噬细胞。a. Macrophage; b. Melanin macrophage.
Ly. 溶酶体；Me. 黑色素；Mit. 线粒体；MMC. 黑色素巨噬细胞；N. 细胞核；RER. 粗面内质网；SP. 特殊颗粒；V. 囊泡。
Ly. Lysosomes; Me. Melanin; Mit. Mitochondria; MMC. Melanin macrophage; N. Nucleus; RER. Rough endoplasmic reticulum; SP. Special
particles; V. Ves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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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马鱼脾被膜的超微结构特点与黑鲈

将嗜中性粒细胞分为Ⅰ型、Ⅱ型、Ⅲ型 3 种类

（Micropterus salmoides，Quesada et al. 1994）、

型，与鳗鲡（周玉等 2002）的报道相一致。本

兴 国 红 鲤 （ Cyprinus flammans ， 胡 成 钰 等

次电镜结果中共观察到两种类型的血小板，Ⅰ

2002）、条石鲷（Oplegnathus fasciatus，胡玲

型 血 小 板 与 软 骨 鱼 和 硬 骨 鱼 （ Zapata et al.

玲等 2010）、红笛鲷（Lutjanussanguineus，王

1979 ） 的 研 究 结 果 相 符 合 ； Ⅱ 型 与 黑 鲈

鸿鹄等 2006）等鱼类的相符。本研究在斑马鱼

（Quesada et al. 1994）和小锯盖鱼（Parvus snook

脾被膜外表面还观察到了大量的胞膜小凹结

piscis，Da et al. 2011）的相关报道一致。血小

构，也就是哺乳动物细胞膜中通常所说的细胞

板母细胞的超微机构特点与软骨鱼（Zapata et

膜穴样凹陷（杨艳丽等 2008），未见其他鱼类

al. 1979）的相关报道一致。斑马鱼脾内巨噬细

脾相关报道中提及这一特殊结构。

胞的典型特点与大多数鱼类体内的巨噬细胞相

斑马鱼脾内细胞种类丰富，红髓主要由密

符，例如角鲨（Pulsford et al. 1982）和淡水鱼

集的红细胞和散在分布的浆细胞构成，白髓主

（Fulop et al. 1984）。黑色素巨噬细胞胞质内通

要有淋巴细胞和一些与免疫相关的细胞分布。

常有含黑色素和铁血黄素的次级溶酶体，这与

本研究在斑马鱼脾中共观察到 5 种类型的红细

黑鲈（Meseguer et al. 1994）的报道一致。进一

胞，分别是成熟的红细胞、未成熟的红细胞、

步观察，斑马鱼脾上有明显的由黑色素巨噬细

衰老的红细胞、衰老的即将解体的红细胞和成

胞聚集形成的黑色素巨噬细胞中心，其形态特

红细胞。成熟红细胞的典型特点与软骨鱼和硬

点与鲻鱼（Mugil cephalus，曹守花等 2013）

骨鱼（Zapata et al. 2010）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和黑鲈（Meseguer et al. 1994）的相似。

衰老的红细胞的超微结构特点与罗非鱼

本文应用光学显微镜和透射电镜对斑马鱼

（Oreochromis mossambicus，Sundaresan 2014）

脾的显微与超微结构进行了微细观察，而且在

的报道相符。鳗鲡（Anguilla japonica，周玉等

淋巴细胞的胞质内发现了多泡体的存在，可能

2002）脾中即将解体的衰老红细胞与本文的研

与淋巴细胞发挥免疫功能相关，这为斑马鱼免

究结果相一致。有些研究人员在黑鲈脾内也观

疫器官的结构和外泌体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形态

察到与本研究相类似的成红细胞（Joel et al.

学依据。

1990）。
斑马鱼脾内的网状细胞可分为两种类型，
一类外观呈不规则的三角形，另一类网状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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