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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院以厦门海域采集到的鱼卵尧仔稚鱼为研究对象遥 首先根据形态学特征将其分为 圆 种类型鱼卵和 猿
种类型仔稚鱼袁然后应用 阅晕粤 条形码技术分析鉴定得到 猿 个鱼卵种类和 源 个仔稚鱼种类遥 其中袁远 种鉴定

到种的水平袁分别为汉氏棱鳀渊 栽澡则赠泽泽葬 澡葬皂蚤造贼燥灶蚤蚤冤鱼卵尧颈带鲾渊晕怎糟澡藻择怎怎造葬 灶怎糟澡葬造蚤泽冤鱼卵尧纹缟鰕虎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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鲬渊孕造葬贼赠糟藻责澡葬造怎泽 蚤灶凿蚤糟怎泽冤稚鱼曰员 种鉴定到属袁即双边鱼属渊粤皂遭葬泽泽蚤泽 泽责援 冤鱼卵遥 研究结果表明袁将鱼卵尧仔
稚鱼鉴定到种的水平袁绝大多数都需要借助于形态学之外的手段袁尤其是形态特征表现相近的鱼卵遥 而

阅晕粤 条形码技术采用自动化和标准化应用系统袁能有效地对形态特征相似的鱼卵尧仔稚鱼进行种类鉴定袁
具有准确性高尧重复性好尧人为误差少等优点袁已成为传统形态学物种鉴定的强有力补充袁在鱼类生物多样

性研究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遥
关键词院鱼卵曰仔稚鱼曰皂贼悦韵陨 序列曰阅晕粤 条形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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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鱼类浮游生物是指鱼类生活史早期发育阶段 个体袁包括鱼卵尧仔稚鱼遥 作为鱼类种群补充的重



第 员 期 周美玉袁等院采用 阅晕粤 条形码技术对厦门海域鱼卵尧仔稚鱼种类的鉴定 员圆员摇摇
要来源袁鱼卵尧仔稚鱼的种类分布和数量变化是评

估海域鱼类产卵场尧亲鱼资源量尧渔业资源补充量

直接有效的数据资料遥 由于鱼卵尧仔稚鱼的形

态特征复杂多变袁特别是鱼卵袁用于鉴定的可识别

特征较少遥 而鱼卵尧仔稚鱼种类的准确鉴定袁对于

确切知道不同鱼类的产卵时间和产卵场等信息袁
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遥 因此袁寻求稳定尧可靠的分

类依据及鉴定方法袁是鱼类浮游生物研究亟待解

决的重大问题遥
长期以来袁鱼类浮游生物种类鉴定的方法在

不断探索之中袁除了根据形态学以外袁还有一些技

术如扫描电镜尧单克隆抗体免疫染色和遗传学等

在鱼类浮游生物鉴定中均获得使用遥 但存在扫描

电镜的结果可信度比较差咱员鄄圆暂 袁单克隆抗体免疫染

色技术的费用较高尧且特异性抗体的筛选和制备

非常困难等缺陷遥 上世纪 怨园 年代以来袁分子生物

学技术由于其准确性高和操作简便等优点袁开始

广泛应用于遗传多样性分析尧基因组鉴定和系统

学研究等领域袁在鱼类种类鉴定方面也有较多应

用咱猿鄄缘暂 遥 近年来袁随着 阅晕粤 条形码技术的提出袁越
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尝试采用 阅晕粤 条形码来解决

鱼卵尧仔稚鱼的种类鉴定问题咱远鄄员员暂 遥
厦门海域为亚热带河口海湾袁初级生产力水

平较高咱员圆暂 袁水生生物物种丰富咱员猿暂 遥 黄良敏等咱员源暂

整理分析得到厦门海域有记录鱼类共 远源怨 种袁现
有鱼类 猿猿员 种遥 在鱼类资源如此丰富的海域袁有
关鱼卵尧仔稚鱼的调查研究中咱员缘鄄员愿暂 均有不少的鱼

卵尧仔稚鱼未能鉴定遥 本研究初步应用 阅晕粤 条形

码渊皂贼悦韵陨 基因片段序列冤技术对厦门海域采集到

的一些鱼卵尧仔稚鱼进行种类鉴定袁为探讨分子生

物学技术在鱼卵尧仔稚鱼研究中应用积累科学

资料遥
员摇 材料与方法

员援 员摇 材料来源

本研究所用的鱼卵尧仔稚鱼样品均采自福建

省厦门港和平码头附近海域遥 采样时间为 圆园员员
年 猿 月 耀缘 月袁选择邻近大潮期的日期袁于高潮前

圆 澡 左右开始采样遥 采样时使用浮游生物浅水 陨
型网渊网口直径 缘园 糟皂袁网目 园援 缘园缘 皂皂冤在海水表

层进行水平拖网获得活体浮游动物样品曰至实验

室内挑取鱼卵尧仔稚鱼至盛有过滤海水的结晶皿

中饲养过夜遥

由于活体鱼卵尧仔稚鱼对水质要求较高袁采集

到的混合水样样品到实验室时已经有较多鱼卵尧
仔稚鱼死亡遥 本研究挑选活体的鱼卵尧仔稚鱼至

盛有过滤海水的结晶皿中饲养过夜袁次日仍会有

部分鱼卵尧仔稚鱼死亡遥 后存活的个体于体视

显微镜渊晕蚤噪燥灶 原 杂酝在员园园园冤下分别进行形态特征

的观察和显微拍照袁获得鱼卵卵膜尧卵膜腔尧卵黄

囊尧胚体发育和色素分布等形态特征袁并测得鱼卵

卵径尧油球径等参数曰仔稚鱼获得体型尧体长尧肛
长尧肌节数尧鳍条发育和色素分布等特征遥 通过对

鱼卵尧仔稚鱼形态特征的分析袁得到初步鉴定

结果遥
员援 圆摇 基因组 阅晕粤 提取

样品观察拍照后即用灭菌双蒸水对鱼卵尧仔
稚鱼进行冲洗袁 后样品置于 栽耘 溶液中袁采用传

统的酚鄄氯仿法进行样品的 阅晕粤 提取遥 鱼卵取单

个整粒鱼卵袁体长小的仔鱼取整条袁较大的仔稚鱼

取尾部遥 提取前需对样品进行组织破碎遥
员援 猿摇 孕悦砸 及测序

皂贼悦韵陨 序列的扩增采用通用引物 蕴悦韵鄄员源怨园
和 匀悦韵鄄圆员怨愿咱员怨暂进行遥 反应体系为 圆缘 滋蕴袁按说明

书进行各成分的配比曰反应程序中退火温度为

缘园益袁循环 猿缘 次遥 孕悦砸 产物经 员豫的琼脂糖凝胶

电泳检查扩增效果袁选取条带明亮的 孕悦砸 产物送

至上海生工进行测序遥
员援 源摇 序列分析

采用 悦澡则燥皂葬泽 圆援 猿猿 软件对获得的碱基序列

进行峰值图的检查袁确定 皂贼悦韵陨 序列的准确性及

截取有效片段长度曰酝藻早葬 缘援 园员 软件渊 悦藻灶贼藻则 枣燥则
耘增燥造怎贼蚤燥灶葬则赠 云怎灶糟贼蚤燥灶葬造 郧藻灶燥皂蚤糟泽冤用来分析序列间

的相似度遥
由于鱼卵尧仔稚鱼样品在 阅晕粤 提取尧孕悦砸 扩

增和测序的实验过程中袁均有可能会出现结果不

佳的情况袁所以本文以 终获得的有效的 皂贼悦韵陨
序列的个体来进行分析遥

将确定有效的 皂贼悦韵陨 序列在 郧藻灶遭葬灶噪 数据库

中进行 月蕴粤杂栽 序列类似性搜索遥 由于早期的

郧藻灶遭葬灶噪 数据提交者往往未将序列两端质量较差

的碱基删除袁会对搜索结果造成影响袁因此在初步

确定相似种类后袁将相关种类的序列下载后进行

整理袁然后分别与作者获得的鱼卵仔鱼序列进行

比对袁以保证比对的准确性遥



员圆圆摇摇 海摇 洋摇 环摇 境摇 科摇 学 第 猿源 卷

圆摇 结果与讨论

圆援 员摇 形态特征

本文获得的鱼卵尧仔稚鱼样品袁依据外部形态

特征初步分为 圆 种类型的鱼卵和 猿 种类型的仔稚

鱼袁分别称为鱼卵鄄员 型尧鱼卵鄄圆 型尧仔稚鱼鄄员 型尧
仔稚鱼鄄圆 型和仔稚鱼鄄猿 型袁见图 员遥

鱼卵鄄员 型样品仅获得 员 个个体遥 卵呈圆球

形袁卵径约 员援 猿猿 皂皂袁卵周隙较小袁无油球遥 胚体

细长袁绕卵黄 猿 辕 源 周袁未发现色素渊图 员鄄葬冤遥 根据

文献袁该鱼卵可能为长蛇鲻渊杂葬怎则蚤凿葬 藻造燥灶早葬贼葬冤或

蛇鲻类似卵渊杂葬怎则蚤凿葬 泽责援 冤 咱圆园袁 圆员暂 以及棱鳀属咱圆圆暂 等
鱼类的鱼卵遥

鱼卵鄄圆 型样品获得 缘 个个体遥 卵呈圆球形袁
卵径较小袁为 园援 远远 耀 园援 远愿 皂皂袁卵周隙小袁油球径

园援 员猿 耀 园援 员苑 皂皂袁卵尚处于发育初期渊图 员鄄遭冤遥 根

据参考文献咱圆员暂描述袁该鱼卵可能为鱚科尧鲾科尧鲹
科等鱼类的鱼卵遥

仔稚鱼鄄员 型样品包括 圆 尾仔鱼遥 体型纺缍

型袁肛门开口于体中央位置袁腹腔前背部有明显的

气鳔遥 体长 猿援 员 皂皂 的个体如图 员鄄糟 所示袁肌节 怨
垣 员远袁体内卵黄残留袁耳囊明显袁肛门位于体中央

靠前的位置曰背鳍膜起始于头后部袁仅尾鳍出现弹

丝曰躯体上色素较多较大袁呈树枝状由体腹部向背

部方向包裹于体 圆 辕 缘 和 圆 辕 猿 处袁耳囊后消化道与

躯干间隙也有树枝状色素向上延伸遥 体长 苑援 圆
皂皂 的个体如图 员鄄凿 所示袁肌节 员园 垣 员苑曰未出现

腹鳍袁背鳍膜尚在袁臀鳍原基已发育有弱丝袁尾鳍

原基已发育出下三角袁脊索尾端明显向上屈曲曰整
个个体黑色素不多袁在气鳔背部和尾柄前体腹部

有较明显黑色素丛袁臀鳍原基处有少许色素遥 根

据资料咱圆员暂 袁圆 尾仔鱼可能为鰕虎鱼科或鲬科遥
仔稚鱼鄄圆 型样品包括 猿 尾仔鱼遥 体型细长

渊体高 辕体长 跃 员 辕 员缘冤袁体长渊杂蕴冤缘援 源 耀 缘援 远 皂皂袁肛
前距约占体长的 愿园豫 耀 愿愿豫 曰部分个体卵黄囊未

被吸收完袁在前期仔鱼卵黄囊中未发现油球曰消化

道极细长袁后面 员 辕 圆 部分稍粗于前 员 辕 圆 部分曰背鳍

膜较低袁起始于脑后曰肩带缝合部的前后各具 员 和

圆 条长线状色素曰消化道前 员 辕 圆 部分的 圆 列色素

位于体腹与消化道接触处袁消化道后面部分的 圆
列色素位于消化道腹面袁色素基本呈点状袁且体前

部分的色素稍小于体后部分的色素曰消化道末端与

体腹接触面有较多色素分布曰尾柄处背尧腹侧均有

一列小色素分布袁背面色素短于腹面袁如图 员鄄藻遥 参

考文献咱圆员袁 圆猿暂 袁将这些仔鱼鉴定为斑鰶的仔鱼遥
仔稚鱼鄄猿 型样品包括 远 尾稚鱼遥 纺锤型体

型袁具延长的胸鳍和较强的棘要素遥 体长 员员援 愿
皂皂 的个体各鳍已发育完全袁背鳍 载 垣 员猿曰吻端伸

长尧扁平曰头部的棘要素发达袁有眼上棘尧头顶棘尧
前鳃盖棘尧鼻棘和翼耳棘等等曰胸鳍发达袁上半部

分延长且布满点状黑色素曰如图 员鄄枣 所示遥 体长

员猿援 愿 皂皂 的个体头部纵扁袁眼向上移动明显曰胸鳍

上的色素更浓密袁身体各部位的色素范围扩大且

更浓密袁尾鳍上出现较多黑色袁如图 员鄄早 所示遥 根

据参考文献咱圆员袁 圆源暂该型可鉴定为鲬的稚鱼遥
圆援 圆摇 皂贼悦韵陨 序列分析

通过基因组 阅晕粤 提取尧孕悦砸 和测序袁得到各

个体的 皂贼悦韵陨 基因片段遥 经 阅晕粤 比对袁将由形态

特征分为 缘 种类型的鱼卵尧仔稚鱼鉴别为 苑 个不

同序列类型遥
如表 员 所示袁厦门海域鱼卵鄄员 型为汉氏棱鳀曰

鱼卵鄄圆 型之 蕴员鄄蕴源 鱼卵为颈带鲾遥 仔稚鱼鄄员 型之

郧员 为纹缟鰕虎鱼尧仔稚鱼鄄员 型之 郧圆 为髭缟鰕虎

鱼袁仔鱼鄄圆 型为斑鰶袁仔鱼鄄猿 型为鲬遥 鱼卵鄄圆 型

之 粤皂 个体序列未能搜索到高度匹配的序列袁
郧藻灶遭葬灶噪 数据库现有数据中与其遗传相似度 高

的种类为玛丽双边鱼 渊 怨猿豫 冤 和杜氏双边鱼

渊怨圆豫 冤袁据此判断其为双边鱼属种类遥
圆援 猿摇 讨论

阅晕粤 条形码渊阅晕粤 月葬则糟燥凿蚤灶早冤技术是通过一

个标准化的短基因片段的序列差异来对物种进行

鉴定袁该技术已经成为国际物种种类鉴定的一个

发展趋势遥 早在 圆园园猿 年袁加拿大科学家 匀藻遭藻则贼
等咱圆缘暂就提出基因条形码渊阅晕粤 遭葬则糟燥凿藻冤的概念袁
同时该作者也指出线粒体 阅晕粤 中的 悦韵陨 序列

渊皂贼悦韵陨冤可以作为全球动物的生物识别序列标

签遥 在线粒体 阅晕粤 中袁悦韵陨 基因的进化速率相对

较慢咱圆远暂 袁是脊椎动物中包含有良好系统发育信息

的基因之一咱圆苑暂 袁能有效地对种间尧种内等不同水

平的物种进行区分鉴定遥 这项技术很快在形态学

方法遭遇瓶颈的鱼卵仔鱼分类鉴定领域得到广泛

应用遥 孕藻早早 等咱愿暂 运用线粒体 阅晕粤 的 匀灾砸员 和

悦韵陨 序列袁把澳大利亚 郧则藻葬贼 月葬则则蚤藻则 南部礁石海域

的鱼类仔稚鱼鉴定到了属或种的水平遥 柯慧

玲咱怨暂用 皂贼悦韵陨 序列准确鉴定了雀鲷科 员源 种和蝴

蝶鱼科 缘 种仔鱼遥 卞晓东等咱员园暂结合光学显微镜尧
扫描电镜和遗传学方法鉴定了黄海海区海藻上的

鱼卵袁并确定为沙氏下鱵鱼渊匀赠责燥则澡葬皂责澡怎泽 泽葬躁燥则蚤冤
鱼卵遥

物种判别标准是分子鉴定研究中 重要的因

素遥 宰葬则凿 等咱源暂 分析澳大利亚 圆园苑 种鱼类 皂贼悦韵陨
基因序列袁得到鱼类物种内 皂贼悦韵陨 序列的平均遗



第 员 期 周美玉袁等院采用 阅晕粤 条形码技术对厦门海域鱼卵尧仔稚鱼种类的鉴定 员圆猿摇摇
传相似度为 怨怨援 远员豫 袁属间不同物种的平均遗传

相似度为 怨园援 园苑豫 袁 科间平均遗传相似度为

愿源郾 缘源豫 曰运燥 等咱圆愿暂 采用 皂贼悦韵陨 序列对台湾 员园园 种

仔稚鱼的种类鉴定实验中袁依据遗传相似度 跃
怨怨豫认定为种的水平尧怨圆豫 耀 怨怨豫 为属的水平尧
愿缘豫 耀怨圆豫为科的水平遥

图 员摇 厦门海域采集到的鱼卵尧仔稚鱼渊葬 为鱼卵鄄员 型曰遭 为鱼卵鄄圆 型曰糟 和 凿 为仔稚鱼鄄员 型曰藻 为仔稚鱼鄄圆 型曰枣 和 早 为
仔稚鱼鄄猿 型冤

云蚤早援 员 栽澡藻 枣蚤泽澡 藻早早泽 葬灶凿 造葬则增葬藻 蚤灶 载蚤葬皂藻灶 憎葬贼藻则 渊葬袁 藻早早 贼赠责藻 员曰 遭袁 藻早早 贼赠责藻 圆曰 糟 葬灶凿 凿袁 造葬则增葬 贼赠责藻 员曰 藻袁 造葬则增葬 贼赠责藻 圆曰 枣 葬灶凿
早袁 造葬则增葬 贼赠责藻 猿冤

表 员摇 厦门海域几种鱼卵尧仔稚鱼 皂贼悦韵陨 序列进行比对的结果

栽葬遭援 员 杂藻择怎藻灶糟藻 糟燥皂责葬则蚤泽燥灶泽 燥枣 皂贼悦韵陨 枣则燥皂 贼澡藻 枣蚤泽澡 藻早早泽 葬灶凿 造葬则增葬藻 早葬蚤灶藻凿 蚤灶 载蚤葬皂藻灶 憎葬贼藻则 遭赠 月蕴粤杂栽 皂藻贼澡燥凿
名称 序列长度 分子鉴定结果 相似度 参考数据来源

鱼卵鄄员 型 远园员 遭责 汉氏棱鳀 栽澡则赠泽泽葬 澡葬皂蚤造贼燥灶蚤蚤 员园园豫 允匝远愿员源怨愿咱圆怨暂

鱼卵鄄圆 型之 蕴员 耀 蕴源 缘圆猿 遭责 颈带鲾 晕怎糟澡藻择怎怎造葬 灶怎糟澡葬造蚤泽 怨怨豫 耀员园园豫
匀匝怨怨猿员源愿 驭 匀匝怨怨猿员缘员咱猿园暂

粤再缘源员远猿猿咱猿员暂

耘云远园苑源猿缘 驭 耘云远园苑源猿远咱猿圆暂

允云怨缘圆苑苑缘鄄允云怨缘圆苑苑苑咱猿猿暂

鱼卵鄄圆 型之 粤皂 缘圆猿 遭责 双边鱼属 粤皂遭葬泽泽蚤泽 泽责援 怨圆豫 耀怨猿豫
杜氏双边鱼鄢 粤援 凿怎泽泽怎皂蚤藻则蚤 渊 允云源怨圆愿员猿袁 杂贼藻蚤灶噪藻 藻贼 葬造援
怎灶责怎遭造蚤泽澡藻凿淤曰 运云怨员愿猿员缘鄄运云怨员愿猿猿员 驭 运云苑苑园愿猿员鄄
运云苑苑园愿猿源袁 阅藻藻责葬噪 藻贼 葬造援 袁 怎灶责怎遭造蚤泽澡藻凿于 玛丽双边鱼鄢

粤援 皂葬则蚤葬灶怎泽 渊匀酝园园远怨缘园咱猿缘暂

仔稚鱼鄄员 型之 郧员 远猿园遭责 纹缟鰕虎鱼

栽则蚤凿藻灶贼蚤早藻则 贼则蚤早燥灶燥糟藻责澡葬造怎泽
怨怨豫 耀员园园豫

匀酝员愿园怨圆愿猿远暂 曰
允匝苑猿愿源源愿袁 蕴蚤 藻贼 葬造援 袁 怎灶责怎遭造蚤泽澡藻凿盂曰
运云远源圆怨苑缘鄄运云远源圆怨愿园袁 郧怎 葬灶凿 悦澡藻灶袁 怎灶责怎遭造蚤泽澡藻凿榆 援

仔稚鱼鄄员 型之 郧圆 远缘缘遭责 髭缟鰕虎鱼

栽则蚤凿藻灶贼蚤早藻则 遭葬则遭葬贼怎泽
怨怨豫 耀员园园豫 允载缘猿远远怨源袁 载怎 藻贼 葬造援 袁 怎灶责怎遭造蚤泽澡藻凿虞曰

运云远源圆怨缘源鄄运云远源圆怨远园袁 郧怎 葬灶凿 悦澡藻灶袁 怎灶责怎遭造蚤泽澡藻凿榆 援

仔稚鱼鄄圆 型 远猿怨 遭责 斑鰶

运燥灶燥泽蚤则怎泽 责怎灶糟贼葬贼怎泽
怨怨豫 耀员园园豫

允匝苑缘猿怨缘缘咱猿苑暂 曰
粤孕园员员远员圆咱猿愿暂 曰
郧哉源苑怨园缘园袁 宰藻灶 藻贼 葬造援 袁 怎灶责怎遭造蚤泽澡藻凿愚曰
允匝苑猿愿缘远园鄄 允匝苑猿愿缘远源袁 蕴蚤 藻贼 葬造援 袁 怎灶责怎遭造蚤泽澡藻凿盂 援

仔稚鱼鄄猿 型 远源园 遭责 鲬

孕造葬贼赠糟藻责澡葬造怎泽 蚤灶凿蚤糟怎泽
怨怨豫 耀员园园豫

匀酝员愿园苑愿愿鄄匀酝员愿园苑怨源咱猿远暂 曰
匀匝苑员员愿远苑袁 宰藻灶藻贼 葬造援 袁 怎灶责怎遭造蚤泽澡藻凿愚曰
允匝苑猿愿缘苑苑鄄允匝苑猿愿缘怨员袁 蕴蚤藻贼 葬造援 袁 怎灶责怎遭造蚤泽澡藻凿盂 援

摇 摇 注院 玛丽双边鱼和杜氏双边鱼的中文名称依据参考文献咱猿源暂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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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杂栽耘陨晕运耘 阅袁 在耘酝蕴粤运 栽 杂袁 悦韵晕晕耘蕴蕴 粤 阅袁 藻贼 葬造援 阅晕粤 月葬则糟燥凿藻泽院 蕴蚤灶噪蚤灶早 葬凿怎造贼泽 葬灶凿 蚤皂皂葬贼怎则藻泽 燥枣 皂葬则蚤灶藻 枣蚤泽澡藻泽援 哉灶责怎遭造蚤泽澡藻凿援 月蚤燥凿蚤鄄
增藻则泽蚤贼赠 陨灶泽贼蚤贼怎贼藻 燥枣 韵灶贼葬则蚤燥袁 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 燥枣 郧怎藻造责澡袁 缘园 杂贼燥灶藻 砸燥葬凿 耘袁 郧怎藻造责澡袁 韵灶贼葬则蚤燥 晕员郧圆宰员袁 悦葬灶葬凿葬援

于 阅耘耘孕粤运 允袁 晕耘耘栽匀哉 灾 杂 葬灶凿 匀粤砸陨运砸陨杂匀晕粤晕 酝援 酝燥造藻糟怎造葬则 孕澡赠造燥早藻灶赠 燥枣 郧藻灶怎泽 粤皂遭葬泽泽蚤泽援 哉灶责怎遭造蚤泽澡藻凿援 杂糟澡燥燥造 燥枣 陨灶凿怎泽贼则蚤葬造 云蚤泽澡藻则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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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根据以上研究结果袁本文采用遗传相似度 跃
怨怨豫的 圆 条序列视为同一种类尧怨园豫 耀 怨愿豫 为同

一属尧愿园豫 耀愿愿豫为同一科的标准对厦门海域的

鱼卵尧仔稚鱼进行种类判定遥 如表 员 所示袁除了鱼

卵鄄圆 型之 粤皂 仅被鉴定到属的水平以外渊怨圆豫 耀
怨猿豫 冤袁其余 远 种序列类型都被鉴定到了种的水平

渊怨怨豫 耀 员园园豫 冤遥 在这 远 个鉴定到种的样品中袁
除了鱼卵鄄员 型只找到一个完全匹配的序列外袁其
余 缘 个样品都与多个作者基于不同标本分别提交

的序列高度匹配袁显示物种鉴定结果较可靠遥 鱼

卵鄄圆 型之 粤皂 样品虽然没有搜索到完全匹配的序

列袁但是与双边鱼属两种鱼类 怨圆豫 耀 怨猿豫的相似

度可以将其归于双边鱼属遥 同样地袁这两种双边

鱼的序列也是由不同作者分别独立提交的遥
根据以上分析不难发现袁形态学方法分为 缘

种类型的鱼卵尧仔稚鱼袁经过 阅晕粤 条形码技术能

鉴定 远 种 员 属共 苑 个类型遥 特别是外部形态类似

的鱼卵鄄圆 型袁其中 员 个个体与其它 源 个个体实为

圆 个完全不同科的种类渊员 个为双边鱼属鱼卵袁其
它 源 个个体为颈带鲾鱼卵冤遥 根据形态学方法袁本
研究中的两种类型鱼卵渊鱼卵鄄员 型和鱼卵鄄圆 型冤
及仔鱼鄄员 型均难以准确鉴定出种类袁且经过细分

还存在种类混淆或无法确定种类的情况曰而 阅晕粤
条形码技术能对不同种类进行较准确的区分袁且
多数能鉴定到种的水平遥 文中仔稚鱼的形态学鉴

定结果与 阅晕粤 条形码技术在科的水平上较为统

一袁但要准确鉴定至种的水平袁较多种类还需借助

于 阅晕粤 条形码技术遥
将鱼卵尧仔稚鱼准确地鉴定到较低分类水平

有助于群聚生态的研究咱怨暂 遥 由于鱼卵尧仔稚鱼的

形态特征较少袁受观察手段及个人主观判断影响

也较大袁形态学的鉴定结果正确率总体较低遥 运燥
等咱圆愿暂采用 阅晕粤 条形码技术对 缘 个实验室进行

员园园 种仔稚鱼种类的形态鉴定准确性的实验结果

表明袁剔除未鉴定出的种类后计算袁形态学方法鉴

定仔稚鱼的结果中袁鉴定到属水平的正确率为

苑缘援 源豫 尧种水平的正确率仅 源猿援 苑豫 遥
研究再一次证实袁阅晕粤 条形码技术对于正确

鉴定鱼卵尧仔稚鱼种类是很有必要的袁特别是对鱼

卵的鉴定遥 不过袁鱼类基因序列库种类齐全和鉴

定准确是应用 阅晕粤 条形码对鱼卵尧仔稚鱼准确鉴

定的必要和前提条件遥 错误的数据将会误导后续

的研究者遥 本文在序列搜索时也受到了错误鉴定

的干扰袁例如 运蚤皂 等就将一条鲬的序列命名为褐

篮 子 鱼 杂蚤早葬灶怎泽 枣怎泽糟藻泽糟藻灶泽 提 交 至 郧藻灶遭葬灶噪
渊匀酝员愿园愿苑缘冤 咱猿远暂 遥 因此分子条码数据库必须基于

可靠的标本鉴定基础上遥 目前全球鱼类基因条码

计划渊云蚤泽澡鄄月韵蕴冤已经启动袁我国也于 圆园园愿 年 源 月

加入该计划袁成为国际生命条形码计划四个中心

节点之一袁 我国成鱼基因资料库在不断补充和完

善中袁为 阅晕粤 条形码技术的开展建立强大的信息

基础遥
猿摇 结摇 论

本文采用 阅晕粤 条形码技术袁对厦门海域采集

到的几种鱼卵尧仔稚鱼进行了种类鉴定袁结果表

明袁形态学方法鉴定为 缘 种类型的鱼卵尧仔稚鱼经

阅晕粤 条形码技术分析鉴定为 苑 个类型遥 其中袁鱼
卵鄄圆 型鉴定出 圆 个种类渊颈带鲾和双边鱼属鱼

卵冤袁仔稚鱼鄄员 型鉴定出纹缟鰕虎鱼和髭缟鰕虎

鱼 圆 种仔鱼曰其它 猿 个种类亦均鉴定到种的水平袁
包括汉氏棱鳀鱼卵尧斑鰶仔鱼和鲬稚鱼遥

本研究结果表明袁阅晕粤 条形码技术能有效地

对形态特征不多的鱼卵进行种类鉴定袁且较多能

鉴定到种的水平曰形态学方法与 阅晕粤 条形码技术

对仔稚鱼的鉴定在科的鉴定水平较为统一遥 部分



第 员 期 周美玉袁等院采用 阅晕粤 条形码技术对厦门海域鱼卵尧仔稚鱼种类的鉴定 员圆缘摇摇
种类要鉴定至种的水平袁更需要借助 阅晕粤 条形码

技术遥 阅晕粤 条形码技术具有准确性高尧重复性

好尧人为误差小等优点袁已成为传统形态学物种鉴

定的强有力补充袁在鱼类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具有

广阔的应用前景遥
致谢院本研究工作得到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

学院浮游生物生理生态组郑连明博士的指导和帮

助袁审稿专家对论文的修改提出了很多关键性意

见袁谨致谢忱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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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员 期 王婷婷袁等院油污损害赔偿基金之法理基础探讨 员猿缘摇摇
年在各国的发展袁该项制度逐渐丰富尧完善遥 庇古

的外部不经济性理论尧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论尧罗尔

斯的分配正义论不仅解释了油污基金制度存在的

合理性和重要意义袁还为我国船舶油污损害赔偿

基金未来的发展完善指明了方向遥
参考文献院

咱员暂 韩立新援 船舶污染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研究咱酝暂援 北京院法律出

版社袁圆园园苑院猿猿员援
咱圆暂 陈德敏援 环境法原理专著咱酝暂援 北京院法律出版社袁圆园园愿院圆员源援
咱猿暂 保罗援 砸援 伯特尼袁罗伯特援 晕援 史蒂文斯援 环境保护的公共政策

咱酝暂援 穆贤清袁方志伟袁译援 上海院上海人民出版社袁圆园园源院远员援
咱源暂 韩德培援 环境保护法教程咱酝暂援 北京院法律出版社袁圆园园苑院苑愿援
咱缘暂 绿色和平援 中国 圆园员园 年十大环境事件 咱 耘月 辕 韵蕴暂援 澡贼贼责院 辕 辕

憎憎憎援 早则藻藻灶责藻葬糟藻援 燥则早 辕 糟澡蚤灶葬 辕 扎澡 辕 灶藻憎泽 辕 泽贼燥则蚤藻泽 辕 燥贼澡藻则 辕 圆园员员 辕 园员 辕
圆园员园鄄贼燥责员园鄄藻灶增蚤则燥灶皂藻灶贼鄄藻增藻灶贼 辕 袁 圆园员员鄄园员鄄员源援

咱远暂 搜狐滚动援 近年国际石油污染诉讼案例咱 耘月 辕 韵蕴暂援 澡贼贼责院 辕 辕
则燥造造援 泽燥澡怎援 糟燥皂 辕 圆园员圆园苑园猿 辕 灶猿源苑员员园缘圆源援 泽澡贼皂造袁 圆园员圆鄄园苑鄄园猿援

咱苑暂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援 山东省青岛市野员员燥圆圆冶中石化

东黄输油管道泄漏爆炸特别重大事故调查报告咱耘月 辕 韵蕴暂援
澡贼贼责院 辕 辕 憎憎憎援 糟澡蚤灶葬泽葬枣藻贼赠援 早燥增援 糟灶 辕 灶藻憎责葬早藻 辕 悦燥灶贼藻灶贼泽 辕 悦澡葬灶灶藻造 赃
圆园员猿圆 辕 圆园员源 辕 园员员园 辕 圆圆怨员猿苑 辕 糟燥灶贼藻灶贼赃圆圆怨员猿苑援 澡贼皂袁 圆园员源 年 员 月

员员 日援
咱愿暂 耘窑博登海默援 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学方法咱酝暂援 邓正来袁译援

北京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袁圆园园源院猿猿园援
咱怨暂 张 巍援 侵权行为法的野危机冶与野革命冶 咱耘月 辕 韵蕴暂援 澡贼贼责院 辕 辕

憎憎憎援 糟蚤增蚤造造葬憎援 糟燥皂援 糟灶 辕 葬则贼蚤糟造藻 辕 凿藻枣葬怎造贼援 葬泽责钥 蚤凿 越 员猿源远圆袁 圆园员猿
年 员圆 月 圆苑 日援

咱员园暂 悦澡则蚤泽贼燥灶 蕴葬责燥赠葬凿藻 阅藻泽糟澡葬皂责泽袁 砸栽阅悦袁 圆鄄员怨怨愿院猿远怨援 见院陈银

平援 论侵权损害赔偿的野补偿原则冶咱阅暂援 北京院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袁圆园园怨援
咱员员暂 程世礼援 评罗尔斯的正义论咱允暂 援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渊社会科

学版冤袁圆园园圆渊缘冤院圆猿鄄圆远援
咱员圆暂 匿名援 被石油野捆绑冶的生活院从太空飞船到垃圾袋咱 允暂 援 灾陨杂鄄

栽粤 看天下袁圆园员猿渊圆源冤院苑圆援
咱员猿暂 搜狐网站援 圆园员源 年全球 富有的 员园 家公司咱耘月 辕 韵蕴暂援 澡贼鄄

贼责院 辕 辕 枣蚤灶葬灶糟藻援 藻葬泽贼皂燥灶藻赠援 糟燥皂 辕 灶藻憎泽 辕 员猿远缘袁圆园员源园猿圆远猿苑员源远愿猿怨员
赃源援 澡贼皂造袁 圆园员源鄄园猿鄄圆远援

渊上接第 员圆缘 页冤
咱猿猿暂 在匀粤晕郧 允袁 匀粤晕晕耘砸 砸援 阅晕粤 遭葬则糟燥凿蚤灶早 蚤泽 葬 怎泽藻枣怎造 贼燥燥造 枣燥则 贼澡藻

蚤凿藻灶贼蚤枣蚤糟葬贼蚤燥灶 燥枣 皂葬则蚤灶藻 枣蚤泽澡藻泽 枣则燥皂 允葬责葬灶 咱 允暂 援 月蚤燥糟澡藻皂 杂赠泽贼
耘糟燥造袁圆园员员袁猿怨 渊员冤院 猿员鄄源圆援

咱猿源暂 伍汉霖袁邵广昭袁赖春福援 拉汉世界鱼类名典咱酝暂援 台湾院 水

产出版社袁员怨怨怨援
咱猿缘暂 孕粤郧耘 栽 允袁 匀哉郧匀耘杂 允 酝援 悦燥皂责葬则蚤灶早 贼澡藻 责藻则枣燥则皂葬灶糟藻 燥枣 皂怎造贼蚤鄄

责造藻 皂蚤贼燥糟澡燥灶凿则蚤葬造 早藻灶藻泽 蚤灶 贼澡藻 葬灶葬造赠泽蚤泽 燥枣 粤怎泽贼则葬造蚤葬灶 枣则藻泽澡憎葬贼藻则
枣蚤泽澡藻泽咱允暂 援 允 云蚤泽澡 月蚤燥造袁圆园员园袁苑苑 渊怨冤院 圆园怨猿鄄圆员圆圆援

咱猿远暂 运陨酝 阅 宰袁再韵韵 宰 郧袁孕粤砸运 匀 悦袁藻贼 葬造援 阅晕粤 遭葬则糟燥凿蚤灶早 燥枣

枣蚤泽澡袁蚤灶泽藻糟贼泽袁葬灶凿 泽澡藻造造枣蚤泽澡 蚤灶 运燥则藻葬咱允暂 援 郧藻灶燥皂蚤糟泽 陨灶枣燥则皂袁圆园员圆袁
员园 渊猿冤院 圆园远鄄圆员员援

咱猿苑暂 蕴陨 酝袁杂匀陨 杂袁宰粤晕郧 酝袁藻贼 葬造援 悦燥皂责造藻贼藻 皂蚤贼燥糟澡燥灶凿则蚤葬造 早藻灶燥皂藻
燥枣 贼澡藻 凿燥贼贼藻凿 早蚤扎扎葬则凿 泽澡葬凿 运燥灶燥泽蚤则怎泽 责怎灶糟贼葬贼怎泽 渊栽藻造藻燥泽贼藻蚤袁悦造怎鄄
责藻蚤凿葬藻冤 咱允暂 援 酝蚤贼燥糟澡燥灶凿则蚤葬造 阅晕粤袁圆园员圆袁圆猿 渊源冤院 圆怨缘鄄圆怨苑援

咱猿愿暂 蕴粤灾韵哉耘 杂袁酝陨再粤 酝袁酝哉杂陨运粤杂陨晕栽匀韵砸晕 孕袁 藻贼 葬造援 酝蚤贼燥早鄄
藻灶燥皂蚤糟 藻增蚤凿藻灶糟藻 枣燥则 葬灶 陨灶凿燥鄄宰藻泽贼 孕葬糟蚤枣蚤糟 燥则蚤早蚤灶 燥枣 贼澡藻 悦造怎责藻燥蚤鄄
凿藻蚤 渊栽藻造藻燥泽贼藻蚤院 悦造怎责藻蚤枣燥则皂藻泽冤 咱 允暂 援 孕蕴韵杂 燥灶藻袁圆园员猿袁愿 渊圆冤援
阅韵陨院员园援 员猿苑员 辕 躁燥怎则灶葬造援 责燥灶藻援 园园缘远源愿缘援


	20150121.pdf
	页面提取自－ 20150123.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