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锯 缘 青 蟹 不 同 器 官 组 织 中 ROS与 ASAFR含 量 的 研 究
孔祥会， 王桂忠， 艾春香， 李少菁
（厦门大学 海洋学系，亚热带海洋研究所，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采用生化测定的方法，对锯缘青蟹（Scylla serrata）鳃、
肝胰腺和肌肉等不同器官组织中
活性氧（ROS）与抗超氧阴离子自由基（ASAFR）含量进行了测定。结果表明， 不同器官组织中
活性氧与抗超氧阴离子自由基含量各异。各器官组织中活性氧含量由高到低依次为：肝胰腺＞
肌肉＞鳃， 分别为195.04 U/mg±33.46 U/mg, 64.03 U/mg±12.77 U/mg和44.84 U/mg±10.44
U/mg。
而抗超氧阴离子自由基含量则是鳃＞肝胰腺＞肌肉，大小分别为439.62 U/g±64.73 U/g，
297.89 U/g±39.75 U/g和84.24 U/g±18.03 U/g。
统计分析显示，锯缘青蟹各器官组织间的活
性氧与抗超氧阴离子自由基含量均存在极显著性差异（P<0.01）。
这是由于不同器官组织所执
行的生理功能不同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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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是需氧生
物在代谢过程中产生的比氧活泼的含氧活性物质，
如· O 2 －，HO •2 ，O H · ，H 2 O 2 等［ １ ］ 。R OS 高度活
跃，可攻击细胞膜，导致蛋白修饰和脂质过氧化（lipid
peroxidation），有时可造成细胞内ＤＮＡ链断裂或者细胞
凋亡。在正常生理状态下，生物体内较为完善的抗氧
化体系， 可以有效地分解和清除体内产生的过多的
ＲＯＳ，使 ＲＯＳ 的产生和清除处于动态平衡之中，从而
保护机体免受损害。超氧阴离子自由基（· Ｏ ２ －）作为
一种重要的活性氧， 产生后由抗超氧阴离子自由基
（ａｎｔｉｓｕｐｅｒｏｘｉｄｅ ａｎｉｏｎ ｆｒｅｅ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ＡＳＡＦＲ） （主要是
超氧化物歧化酶和相应的抗氧化物质） 加以清除。
关于活性氧产生与毒害及抗超氧阴离子自由基
含量的研究在人、高等动物和植物中已有较多报
道 ［２￣４］，而对无脊椎动物报道较少。Ｓｈｅｅｈａｎ等对2种
软体动物 Ｍｙｔｉｌｕｓ ｅｄｕｌｉｓ和 Ｍ． ｇａｌｌｏ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ｉｓ 外
源性物质和体内抗氧化保护的季节变化进行了研
Ｚｉｅｌｉｎｓｋｉ等对头足类动物氧化应激和抗氧化
究 ［5］。
防护机制进行了研究［6］。这些研究表明，生物体内抗
氧化防护与季节变化和环境应激关系密切。

1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材料
实验用锯缘青蟹（Scylla serrata）来自厦门海区，

选择体色鲜艳，无病无伤，附肢齐全，
壳宽７．０５ ｃｍ±
０．５２ ｃｍ，壳长４．９６ ｃｍ±０．４４ ｃｍ，体质量１３０ ｇ±
２０ ｇ 的蟹用于实验。

１．２ 样品制备
１．２．１ 取材
取 １２ 只蟹， 每只蟹取样时剪开背壳分别取鳃、
肝胰腺、肌肉，置于 －８０ ℃冰箱保存备用。
１．２．２ 器官组织匀浆
用电子天平准确称取器官组织０．２ ｇ， 按１∶９加
入０．９％生理盐水进行冰浴匀浆，在４ ℃，６ ０００ ｒ／ｍｉｎ的
条件下离心 １５ ｍｉｎ，取上清液分装待测。

１．３ 测定方法
１．３．１ 活性氧测定
采用南京建成生成工程研究所生产的试剂盒，按
收稿日期：２００２－１２－２７；修回日期：２００３ －０３－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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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提供的方法测定。其测定原理是根据 Ｆｅｔｅｎ反应，
ｇｒｅｓｓ 试剂显色。 Ｆｅｎｔｏｎ 反应消耗 Ｈ２Ｏ２，产生 ＯＨ·，
Ｈ ２ Ｏ ２ 量与反应中产生 ＯＨ · 的量成正比， Ｏ Ｈ · 当给
予电子受体后，用ｇｒｅｓｓ试剂显色，形成红色的物质，其
呈色深浅与 ＯＨ · 含量多少呈正比关系。所以该方法
测定的活性氧实际上就是器官组织中Ｈ２Ｏ２含量，并不

氧单位（Ｕ／ｍｇ ） 。
１．３．５ 器官组织中抗超氧阴离子自由基含量定义
在反应系统中，每克器官组织蛋白在 ３７ ℃，４０
ｍｉｎ所产生的相当于１ ｍｇ维生素Ｃ所产生的超氧阴离
子自由基的变化值为一个单位。

是所有活性氧的含量。但从 Ｈ２Ｏ２ 含量可反应出器官
组织中活性氧含量的高低。
１．３．２ 抗超氧阴离子自由基测定
试剂盒购于南京建成生成工程研究所，按其提供
方法测定。
测定原理是模拟生物体中黄嘌呤与黄嘌呤
氧化酶反应系统，产生超氧阴离子自由基，加入电子传
递物质与ｇｒｅｓｓ氏显色剂，使反应体系呈现紫红色，可
用分光光度计测其吸光度，当被样品中含有超氧阴离

采用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分析和独立性ｔ－检验的方
法进行数据分析处理。

子自由基的抑制剂时，则比色时测定管吸光度低于对
照管吸光度。
１．３．３ 器官组织匀浆粗提液蛋白定量
参照 Ｂｒａｄｆｏｒｄ 的测定方法［７］。 牛血清白蛋白
（Ｂｏｖｉｎｅ ｓｅｒｕｍ ａｌｂｕｍｉｎ，ＢＳＡ）购于 ＡＭＲＥＳＣＯ 公司，
作为标准蛋白。
１．３．４ 器官组织中活性氧含量定义
每毫克器官组织蛋白在３７℃条件下反应１ ｍｉｎ，
使反应系统中Ｈ２Ｏ２ 的浓度降低１ ｍｍｏｌ／Ｌ为一个活性

１．４ 数据处理

２ 结果
锯缘青蟹各器官组织中活性氧和抗超氧阴离
子自由基含量的测定结果见表 １、图 １。从表 １ 和
图１中可以看出， 锯缘青蟹同一个体的不同器官组
织中活性氧含量各异，以肝胰腺为最高，达１９５．０４
Ｕ／ｍｇ±３３．４６ Ｕ／ｍｇ， 其次是肌肉， 为６４．０３ Ｕ／ｍｇ±
１２．７７ Ｕ／ｍｇ，最低的是鳃，仅为４４．８４ Ｕ／ｍｇ±１０．４４
Ｕ ／ ｍ ｇ 。而抗超氧阴离子自由基含量则是以鳃为最
高，其次是肝胰腺，肌肉最低，分别为 ４３９．６２Ｕ／ｇ ±
６４．７３ Ｕ／ｇ，
２９７．８９ Ｕ／ｇ±３９．７５ Ｕ／ｇ和８４．２４ Ｕ／ｇ±
１８．０３ Ｕ／ｇ。
统计学分析表明，同一个体的3种器官组织间活
性氧与抗超氧阴离子自由基含量均存在极显著性差异
（Ｐ＜０．０１）。

表1 锯缘青蟹不同器官组织中活性氧及抗超氧阴离子自由基含量测定
Ｔａｂ．１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ＲＯＳ ａｎｄ ＡＳＡＦＲ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ｓ ａｎｄ ｔ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Ｓｃｙｌｌａ ｓｅｒｒａｔａ
样 品
及统计
鳃
１
５０．１１
２
５９．３０
３
３０．５８
４
３５．４７
５
４０．３９
６
４１．２６
７
３４．１３
８
６２．５１
９
５５．２８
１０
３６．１２
１１
４３．２５
１２
４９．７０
ｘ±ｓ ４４．８４±１０．４４
Ｓｅ
３．０１
Ｃｖ（％）
２３．２８
９５％ＣＩ
３８．２１￣５１．４７

活性氧含量（Ｕ／ｍｇ）
肝胰腺
１７２．０４
２０１．１０
１６２．９３
２６３．５７
１９６．９６
２３４．１２
１４６．８３
１８４．０３
１６５．３３
１８７．４０
２２８．１２
１９８．１１
１９５．０４±３３．４６
９．６６
１７．１５
１７３．７８￣２１６．３０

肌肉
８８．０６
５５．３４
４７．１２
６３．２１
７８．１１
５９．６３
７２．６６
４９．３０
７６．２５
５８．６６
６８．２２
５１．７８
６４．０３±１２．７７
３．６７
１９．９５
５５．９１￣７２．１４

抗超氧阴离子自由基（Ｕ／ｇ）
鳃
肝胰腺
肌肉
４４１．４６
２３８．３９
６２．３７
５１７．６７
３７０．７７
７６．９０
３６５．１２
２７２．４８
８０．６８
３７２．４７
２５６．６１
７８．１７
４７７．２１
３１８．６９
６６．５４
４７０．８４
２８３．６６
６６．８１
３５８．５２
２８９．３３
１１５．６１
３９３．０４
３５６．８５
１１３．４２
５６３．１４
３０５．２９
１００．７８
４７９．５５
２９８．５３
８７．３５
４４０．８７
２６１．４８
７０．２２
３９５．５６
３２２．６３
９２．０５
４３９．６２±６４．７３ ２９７．８９±３９．７５
８４．２４±１８．０３
１８．６８
１１．４７
５．２０
１４．７２
１３．３４
２１．４
３９８．５０￣４８０．７５
２７２．６４￣３２３．１５
７２．７９￣９５．７０

注： x 表示平均值， ｓ 表示标准差， Ｓ ｅ 表示标准误差， Ｃ ｖ 表示变异系数， ＣＩ 表示可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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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酸化［1］，在此过程中也将产生相当量的活性氧。鳃
是外源性器官，主要功能是呼吸，其呼吸上皮细胞内，
含有很多线粒体，在呼吸链电子传递过程中也会产生
活性氧。而抗超氧阴离子含量则是鳃最高，这是因为
超氧阴离子自由基主要是在呼吸链电子传递过程中大
量产生，致使鳃中超氧阴离子自由基含量较高， 相应
地，鳃中的抗超氧阴离子自由基作用的酶及物质含
量也较高。肝胰腺和肌肉活性氧含量均高于鳃，但抗
超氧阴离子自由基含量则均低于鳃，这是由于鳃中超
氧阴离子自由基含量比肝胰腺和肌肉中高。这说明
各器官组织由于生理功能各异，代谢过程中产生的活
性氧种类和数量不同。
Ｌｉｖｉｎｇｔｏｎｅ研究发现， 环境中外源性物质含量与
体内抗氧化水平存在正相关［8］，说明外源性物质增多，
体内抗氧化水平提高。
抗氧化水平提高的原因主要是
此外，表 １ 中还可以看出，不同个体同一器官组
织中的活性氧和抗超氧阴离子自由基含量各异，这说
明各器官组织中活性氧和抗超氧阴离子自由基含量个
体间也存在差异。

体内活性氧产生增多。
因此，环境污染时，生物体内活
性氧含量会增多。
研究锯缘青蟹体内活性氧的变化规
律，可以为环境污染监测提供重要的数据。也有学者
研究发现活性氧，抗氧化防护与个体发生之间具有密
切的相关性［9］，在胚胎发育，苗种培育与养成过程中体
内活性氧产生与抗氧化水平均发生相应的变化。
而抗
超氧阴离子是机体抗氧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

3 讨论
生物体内活性氧是通过酶促反应和非酶反应体
系产生的，特别是在病理、
低温和其它环境应激情况
下会过量生成，过量的活性氧自由基会对细胞、
器官
组织产生毒害和损伤。主要表现为： （ 1 ） 直接与核

研究活性氧及抗超氧阴离子自由基含量与苗种成活率
之间的相关性对养殖生产具有重要的意义。

酸、核苷酸、多糖、蛋白质及非蛋白巯基反应，引起
ＤＮＡ损伤，导致基因突变，使蛋白质变性，酶失活。
（2）
与生物膜成分（膜脂及蛋白如酶，受体及运输蛋白等）
共价结合，损伤膜功能。
（3）启动脂质过氧化反应［1］。
本实验结果表明， 同一个体锯缘青蟹各器官组织
中的活性氧含量肝胰腺最高，其次是肌肉和鳃。各器
官组织间呈现出极显著的差异（Ｐ＜０．０１）。而抗超氧
阴离子自由基则是以鳃为最高，肝胰腺次之，最低是肌

的锯缘青蟹不同器官组织中活性氧含量与抗超氧阴
离子自由基进行了研究，今后有必要探明不同的季

肉。说明各器官组织中活性氧含量与抗超氧阴离子
自由基的差异与器官组织所执行的功能具有相关性。
肝胰腺作为锯缘青蟹消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营
养物质消化、吸收和储存的主要场所，是生理代谢活
动的中心，尤其是脂类代谢在肝胰腺中最为旺盛。脂
类代谢过程中，在分子氧存在的情况下很容易产生活
性氧，所以活性氧含量较高。同时与之相适应的是肝
胰腺也有较高的抗氧化保护能力加以清除过量的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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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ｏｘｉｄｅ［Ｊ］． Ｆｒｅｅ Ｒａｄｉｃ Ｂｉｏｌ Ｍｅｄ ， １９９８， ２５：２９２－４０３．
［４］ Ｌｅｅ Ｄ Ｈ， Ｌｅｅ Ｃ Ｂ． Ｃｈｉｌｌｉｎｇ 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ｄｕｃｅ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 ｅｎｚｙｍ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ａｖｅｓ ｏｆ ｃｕｃｕｍｂｅｒ：ｉｎ ｇｅｌ ｅｎ－
ｚｙｍ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ｓｓａｙｓ［Ｊ］．ｐｌａ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０，１５９：７８－８５．

氧。肌肉中含有大量的 ＡＴＰａｓｅ以产生能量供应机体
运动的需要。能量产生过程中伴随着糖酵解和氧化

生物体内活性氧与抗超氧阴离子自由基含量在
不同的季节、环境及发育阶段各异。作者仅对夏季

节、
环境条件下和发育阶段的锯缘青蟹各器官组织
中活性氧与抗超氧阴离子自由基的变化规律，以期
为锯缘青蟹健康养殖，苗种培育和环境污染监测积
累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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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study on content of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and
activity of antisuperoxide anion free radical in different organs
and tissues of mud crab, Scylla serr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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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ａ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ＲＯＳ ａｎｄ ＡＳＡＦＲ ｖａｒ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ｓ ａｎｄ ｔｉｓｓｕｅｓ． ＲＯ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ｓ ｈｅｐａｔｏｐａｎｃｒｅａｓ＞ｍｕｓｃｌｅ＞ｇｉｌ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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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ｓ ｇｉｌｌ＞ｈｅｐａｔｏｐａｎｃｒｅａｓ＞ｍｕｓｃｌｅ，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ｒｅ ４３９．６２ Ｕ／ｇ±4.７３ Ｕ／ｇ， ２９７．８９ Ｕ／ｇ±9.７５ Ｕ／ｇ ａｎｄ ８４．２４ Ｕ／ｇ±8．０３
Ｕ／ｇ，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ＲＯＳ ｏｒ ＡＳＡＦＲ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ｏｒｇａｎｓ ａｎｄ ｔｉｓｓｕｅｓ
ｖａｒｉｅ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Ｐ＜０．０１）ｄｕｅｔｏｔｈｅｉ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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