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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纬度下海参共有脂肪酸的组成特征

刘摇 瑀,摇 周松柏,摇 赵新达,摇 方志强

(大连海事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6)

摘摇 要:本文收集整理了不同纬度 7 个地点刺参,3 个地点海参的十六碳饱和脂肪酸(16 颐0)、十八碳饱和

脂肪酸(18 颐0)、Eicosapentaenoic acid (EPA,20 颐5n鄄3)、Docosahexaenoic acid (DHA,22 颐6n鄄3)数据来探究其

脂肪酸随纬度的变化规律。 结果表明,刺参 EPA、DHA 百分含量随纬度的降低而降低。 海参 EPA、DHA 百

分含量随纬度的降低而降低,16 颐0 和 18 颐0 百分含量随纬度降低而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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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sition of common fatty acids in sea cucumber at different latitu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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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paper,we collected fatty acid data of Acanthopsis japonicus from 7 locations and fatty acid data of
Holothuria from 3 locations to investigate the fatty acid changes with latitude,these data include sixteen carbon saturat鄄
ed fatty acid (16 颐0),eighteen carbon saturated fatty acid (18 颐0),Eicosapentaenoic acid (EPA,20 颐5n鄄3) and Doco鄄
sahexaenoic acid (DHA,22 颐6n鄄3).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ercentage of EPA and DHA of Acanthopsis japonicus
decreased with the reduce of latitude. The percentage of EPA and DHA of Holothuria decreased with the reduce of lati鄄
tude,while the percentage of 16 颐0 and 18 颐0 increased with the reduce of lat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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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海参(Holothurian,sea cucumber)隶属无脊椎

动物棘皮动物门(Echinodermata),是海参纲(Ho鄄
lothuroidea )动物的泛称。 根据 Pawsonet Fell 的
分类系统,海参纲分设 3 亚纲、6 目和 24 科。 全

世界海参约有 1200 多种,均为海洋种类,被大量

食用海参如海参属(Holothuria )、刺参属(Sticho鄄
pus)和梅花参属(Thelonota)的种类。 我国有海参

140 种,约 20 余种可以食用,以北方黄渤海海区

刺参的品质最好[1]。
海参属于海洋沉积食性底栖动物,以触手摄

食,但它并不能消化食物中微生物细胞,只能吸收

泥土中有机营养物。 并且其食物来源比较复杂,

包括各种微小型底栖生物和细菌、硅藻类、菌类等

微生物[2]。 海参还有活动范围小等特殊生活习

性造成其生长容易受到生态环境的影响。 海参等

海洋动物体内的脂肪酸主要以三羧酸甘油脂和磷

脂的形式存在,是细菌、微藻、陆地高等植物及海

洋动物中含量最高的脂类物质。 消费者通过摄食

直接吸收脂肪酸,在生理代谢过程中脂肪酸结构

基本保持不变[3],并且不同种类海洋初级生产者

脂肪酸的组成不同,那么不同纬度海洋环境下海

参通过摄食含有本纬度特定脂肪酸组成的海洋微

藻后,导致其体内脂肪酸组成随着地域性变化而

出现明显的差异。 这便成了探究不同纬度海参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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肪酸组成特征的有力依据。
不同经纬度对脂肪酸组成的复杂影响在于经

纬度不同而导致的气候因子和环境因子不同,气
候因子包括空气温度、空气相对湿度、光照时间及

强度、风速和降雨量等;环境因子包括土壤质量,
周围生物竞争情况、海水温度、盐度以及 pH 等。
已有研究表明温度[4]、 盐度[5]、 光照[6]、 附着

基[7]、养殖密度[8]对海参生长均有影响。 并且也

有研究表明鱼类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合成也受到温

度[9]、盐度[10]、季节变化[11] 等环境因子的影响。
但关于海参体内脂肪酸含量在不同纬度下的组成

特 征 鲜 有 报 道。 早 在 1964 年, Farkas T 和

Herodek S[12]在环境温度对浮游甲壳类动物的脂

肪酸组成影响研究中发现,水蚤体内十六碳饱和

脂肪酸(16 颐0)和十八碳饱和脂肪酸(18 颐0)随着

温度降低而降低,二十碳和二十二碳不饱和脂肪

酸随着温度降低而升高。 1991 年, Svetashev V
I[13]等在对采捕于热带和温带水域海参的脂肪酸

组成进行研究发现,温带海域海参体壁中 EPA 含

量显著高于热带海域。 所以笔者推测海参体壁中

脂肪酸的百分含量随纬度变化而变化。
鉴于目前关于不同纬度海域海参脂肪酸含量

的数据有限,详尽查阅了国内外的文献资料,总结

了不同纬度海域刺参和海参脂肪酸研究进展,旨
在探究不同纬度刺参和海参体壁中共有脂肪酸的

组成特征。

1摇 材料与方法

全球海参种类众多,分布广泛,其中可食用的

优良品种主要分布在北半球太平洋沿岸,拉丁美

洲沿岸,地中海沿岸和北冰洋沿岸。 南半球的海

参种类最多,但大部分品种食用价值较低。 本文

通过查阅国内外文献总结到日本海彼得大湾

(RBH)、辽宁长海(CH)、辽宁獐子岛(ZZD)、山
东牟 平 ( MP)、 山 东 莱 州 ( LZ)、 山 东 担 子 岛

(DZD)、福建霞浦(XP) 7 个地点刺参脂肪酸数

据;地中海亚细亚湾(DZH)、葡萄牙(PTY)、马来

西亚沙巴(MLXY)3 个地点海参脂肪酸数据。 并

选取共有脂肪酸得到以下数据(见表 1、表 2)。

表 1摇 不同纬度刺参 4 种脂肪酸百分含量

Tab. 1 Percentage (% ) of total 4 fatty acids in Stichopus at different latitudes

采捕地点 经纬度 16 颐0 18 颐0 20 颐5n鄄3 22 颐6n鄄3 数据来源

日本海彼得大湾 43毅1忆32义N,132毅2忆38义E 5. 64 4. 89 14. 94 5. 37 [14]

长海岛 39毅15忆42义N,122毅36忆1. 1义E 10. 88 10. 68 13. 83 4. 29 [15]

獐子岛 39毅1忆8义N,122毅45忆34义E 9. 09 10. 91 14. 41 5. 35 [15]

担子岛 37毅34忆10义N,121毅28忆34义E 9. 56 11. 54 11. 27 4. 12 [15]

牟平 37毅28忆33义N,119毅35忆57义E 7. 31 10. 14 11. 74 3. 42 [16]

莱州 37毅15忆34义N,119毅52忆22义E 10. 95 10. 56 10. 11 3. 23 [15]

霞浦 26毅50忆59义N,120毅7忆46义E 7. 35 7. 29 1. 91 1. 51 [16]

表 2摇 不同纬度海参 4 种脂肪酸百分含量

Tab. 2 Percentage (% ) of total 4 fatty acids in Holothuria at different latitudes

采捕地点 经纬度 16 颐0 18 颐0 20 颐5n鄄3 22 颐6n鄄3 数据来源

地中海 42毅15忆27义N,16毅9忆17义E 8. 96 9. 28 15. 43 5. 43 [17]

地中海 42毅15忆27义N,16毅9忆17义E 10. 24 9. 90 12. 94 5. 31 [17]

葡萄牙 39毅21忆14. 5义N ,9毅23忆43. 4义W 3. 74 8. 91 10. 85 0. 79 [18]

马来西亚沙巴 6毅13忆21义N,116毅11忆6义E 43. 67 40. 32 0 0 [19]

马来西亚沙巴 5毅58忆48义N,116毅2忆30义E 49. 57 41. 87 0 0 [19]

摇 摇 鉴于所选择的数据必须体现海参特异性,所
以着重选择以下几类脂肪酸:16 颐0,18 颐0,EPA,
DHA,花生四烯酸(ARA;20 颐4n鄄6)以及饱和脂肪

酸(SFA),单不饱和脂肪酸(MUFA)和多不饱和

脂肪酸(PUFA)。 经过数据整理后,选择大部分

海参共有脂肪酸———16 颐0,18 颐0,EPA,DHA。 所

选数据均用脂肪酸百分含量表示,尽管以质量分

数表示脂肪酸含量用于数据合成更合理,但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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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研究用脂肪酸百分含量来表示,因此使用百分

含量扩大了数据查找范围,便于数据查找整

理[20]。 虽然所查文献中 FA 脂肪酸数据的值取决

于 FA 脂肪酸的总数,但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调查

不同纬度海参体壁中特征脂肪酸的组成特征,因
此调查研究之间的分析差异被认为不太重要。 所

查数据均进行 Grubb 的异常值测试以确定其是否

是异常值(P<0. 05)。 如果检测到严重的异常值,
则会对信息的原始数据进行审查,如果发现错误,
则集中删除该数据条目。

当把 7 个地点刺参和 3 个地点海参的 4 种脂

肪酸数据按照纬度由高到低顺序绘图后发现,海
参中 4 种脂肪酸含量随纬度由高到低的变化曲线

见图 1,图 2,由图 1 可见刺参 16 颐0 和 18 颐0 百分

含量随纬度变化并无规律可循,而 EPA、DHA 百

分含量随着纬度降低而呈现降低的趋势。 由图 2
可见,海参 16 颐0 和 18 颐0 百分含量随着纬度降低

而升高,EPA、DHA 百分含量随着纬度降低而呈

现降低的趋势。

图 1摇 纬度由高到低刺参脂肪酸百分含量

Fig. 1 Percentage (% ) of total fatty acids in Stichopus with
latitude from high to low

2摇 结果与讨论

关于纬度对植物脂肪酸组成影响的研究开始

较早,张运达[21]等人发现高海拔和高纬度有利于

向日葵脂肪及脂肪酸积累;牟洪香[22]等人也对 14
个地区的文冠果种仁油脂肪酸进行了气相色谱分

析发现棕榈酸、花生酸、硬脂酸的含量随着地理纬

图 2摇 纬度由高到低海参脂肪酸百分含量

Fig. 2 Percentage (% ) of total fatty acids in Holothuria
with latitude from high to low

度的增加有增加的趋势;之前的研究还包括对大

豆、油茶籽、乌桕种子、玉米等做过不同纬度对其

脂肪酸组成的影响。 均证明纬度是影响生物脂肪

酸组成的重要因素。
对于海洋生物而言,由于纬度不同而引发的

气象因子对于海参等底栖生物影响较小,导致纬

度对海洋生物脂肪酸的影响因素较少,其中纬度

带来的最显著特征就是高纬度与低纬度的温差很

大,例如马来西亚沙巴,地处赤道附近的低纬度地

区,热带雨林气候导致本地年平均气温在 20益以

上,地中海亚细亚湾属于地中海气候,年平均气温

在 0 ~ 10益左右,温差对脂肪酸组成的影响也显

而易见,在 3 个不同纬度的海参脂肪酸数据中,地
处低纬度的马来西亚沙巴海参中 EPA 和 DHA 未

被检测到,而 16 颐0 和 18 颐0 含量最高 (49. 57,
41郾 87)。 中纬度的地中海海参中 EPA,DHA 含量

最高(15. 43,5. 43),葡萄牙海参 16 颐0 和 18 颐0 含

量最低(3. 74,8. 91)。 这个也和 Svetashev V I[13]

证明的温带海域海参脂肪酸显著高于热带海域海

参脂肪酸结果相似。 地中海亚细亚湾和葡萄牙西

海岸虽然纬度相近,但是葡萄牙海参 EPA,DHA
跟同纬度海参脂肪酸相比有明显下降,并且 16 颐0
和 18 颐0 含量也明显下降。 经研究后发现葡萄牙

西海岸由于北大西洋暖流的影响导致其海水温度

高于地中海,并且 Sinensky[23],Guschina 和 Har鄄
wood[4]研究证明浮游植物和其他生物体通过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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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脂肪酸链长度和不饱和度来重塑膜脂质,以保

持细胞膜中所需的流动性水平来适应变化的温

度。 葡萄牙海参正是为了适应海参温度变化而导

致其体内 DHA 含量明显下降。
彼得大湾,辽宁长海岛、獐子岛,山东担子岛、

莱州、牟平,福建霞浦属于同一种刺参(Aposticho鄄
pus japonicus),这种刺参主要分布于中国黄渤海

海域、俄罗斯东部沿岸、日本和韩国沿岸。 并且辽

宁,山东和福建海参脂肪酸数据均由刘瑀和张旭

峰等人分析测得,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人为误差对

不同纬度海参脂肪酸的组成特征探索的影响。 如

图 3,纬度由高到低 EPA 和 DHA 百分含量有下降

趋势,并且日本海,辽宁省(长海和獐子岛),山东

省(担子岛,牟平和莱州),福建霞浦四个区域海

参 EPA 有明显的分界线。 这也和海参脂肪酸变

化趋势一样,EPA 含量随着纬度降低而呈现降低

的趋势。 福建霞浦靠近北回归线,受季风环流和

地形的影响,形成暖热湿润的亚热带海洋性季风

气候年,平均气温 17 ~ 21益。 而中纬度的山东,
辽宁,日本海温度较低导致 EPA 和 DHA 含量显

著高于霞浦海参脂肪酸 EPA 和 DHA 含量。

图 3摇 不同纬度刺参 EPA 和 DHA 百分含量

Fig. 3 Percentage of EPA and DHA of Stichopus in different
latitudes

摇 摇 Al Azad S 等人在分析检测采捕于马来西亚

沙巴的海参中,并没有检测的 EPA 和 DHA,并且

饱和脂肪酸成为主要脂肪酸,这与在高纬度海参

中多不饱和脂肪酸为主要脂肪酸差距显著,可能

由于马来西亚沙巴地处赤道附近,在热带雨林气

候,赤道暖流和常年光照的情况下导致海水温度

较高不利于浮游植物中去饱和酶基因表达并且海

水温度过高氧气溶解度下降,去饱和酶活性降低

导致其饱和脂肪酸不能去饱和生成不饱和脂肪酸

而成为主要脂肪酸[24]。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还发

现随着纬度升高,海参体内 16 颐0、18 颐0 的含量与

EPA、DHA 含量存在相反的变化趋势。 研究表

明。 EPA、DHA 等多不饱和脂肪酸通常由短链脂

肪酸经过去饱和作用和碳链延长作用而合成,并
且海参和哺乳动物一样,由于缺乏去饱和酶并不

能从头合成长链脂肪酸[25]。 而 Cook H W,Mc鄄
Master C R. 等人发现二十碳四烯酸(又称花生四

烯酸,arachidonic acid,ARA)、 EPA、DHA 等 20 ~
22C 的高不饱和脂肪酸(HUFA)通常由 18C 亚油

酸( linolenic acid, LA, 18 颐 2n鄄6 ) 和 琢鄄亚 麻 酸

(琢linolenic acid,ALA,18 颐3n鄄3) 经过去饱和酶的

去饱和作用,以及碳链延长酶的延长作用合

成[26]。 在此过程中除了受到脂肪源等营养因素

的影响外,还会受到温度、盐度、季节变化等其他

环境因子的影响。 Ruyter 等发现,低温条件有利

于大西洋鲑鱼合成 DHA。 Hagve T A[27] 在运用放

射性同位素标记 18 颐2n鄄6、18 颐3n鄄3 和 EPA 来研究

虹鳟离体肝细胞在 5益和 12益培养条件下的代谢

情况发现肝细胞代谢速率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增

加,所以处于温度较高的低纬度地区,脂肪酸合成

酶活性降低,短链脂肪酸不被消耗生成长链脂肪

酸而含量高。 即使生成少量 PUFA 也由于温度过

高海参代谢速率增加,低熔点的 20 ~ 22C 高度不

饱和酸不易存储逐渐分解而导致低纬度地区的马

来西亚海参 EPA 和 DHA 几乎不被检测出来[12],
随着纬度升高,温度降低,海参体内去饱和酶、碳
链延长酶活性逐渐升高,并且较低的温度导致较

高的氧水平更有利于 PUFA 合成。 所以随着纬度

升高 16 颐0 和 18 颐0 逐渐被消耗而降低,EPA 逐渐

被合成而逐渐升高。

3摇 结摇 论

本文通过文献收集和数据整理总结归纳出不

同纬度刺参和海参特征脂肪酸的组成特征,刺参

体壁中 EPA、DHA 百分含量随纬度的降低而降

低,海参体壁中 EPA,DHA 百分含量随纬度的降

低而降低,16 颐0 和 18 颐0 百分含量随纬度降低而

升高。 由于目前关于纬度对海参脂肪酸的影响研

究匮乏,所以本文所总结规律并不能得到进一步

验证,但是本文在数据收集中排除显著差异数据

然后结合线性回归分析,并且以海参生态习性为

理论基础,总结出海参体壁中脂肪酸随纬度变化

规律为以后海参脂肪酸研究提供了参考依据。 本

文也进一步验证了温度升高不利于海参 EPA、
DHA 的合成。



第 4 期 刘 瑀,等:摇 不同纬度下海参共有脂肪酸的组成特征 507摇摇

参考文献:

[1] 樊绘曾. 海参:海中人参———关于海参及其成分保健医疗功

能的研究与开发[J] . 中国海洋药物,2001,20(4):37鄄44.

[2] 华汉峰. 刺参的生态习性[J] . 国外水产,1989(2):5鄄8.

[3] 张 乘,高勤峰,高永刚,等. 脂肪酸标志法研究池塘悬浮颗粒

物及附着基附着物生物组成的季节性变化对刺参食物来源

的影响[J] . 河北渔业,2017(3):8鄄15.

[4] 董云伟,董双林,田相利,等. 不同水温对刺参幼参生长、呼吸

及体组成的影响[J] . 中国水产科学,2005,12(1):33鄄37.

[5] 马峻峰. 盐度对刺参生长和行为的影响[ J] . 中国水产,2012

(9):70鄄71.

[6] 隋佳佳. 光色对刺参(Apostichopus jponicus)行为,生长以及

不同规格刺参代谢的影响[D]. 青岛:中国海洋大学,2008.

[7] 管 敏,王印庚,陈贵平,等. 不同类型附着基对刺参栖息趋向

性的影响分析[J] . 渔业科学进展,2012,33(4):42鄄48.

[8] 裴素蕊,董双林,王 芳,等. 限定食物资源下密度对刺参个体

生长的影响[ J] .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43

(3):32鄄37.

[9] VAGNER M,ROBIN J H, INFANTE J L Z, et al. Combined

effects of dietary HUFA level and temperature on sea bass (Di鄄

centrarchuslabrax) larvae development [ J] . Aquaculture,2007,

266(1 / 2 / 3 / 4):179鄄190.

[10] FONSECA鄄MADRIGAL J,PINEDA鄄DELGADO D,MART魱NEZ鄄

PALACIOS C,et al. Effect of salinity on the biosynthesis of n鄄3

long鄄chain polyunsaturated fatty acids in silverside Chirostoma

estor[J] . Fish Physiology and Biochemistry,2012,38(4):1047鄄

1057.

[11] CENGIZ E魵,譈NL譈 E,BASHAN M,et al. Effects of seasonal

variations on the fatty acid composition of total lipid,phospholip鄄

id and triacylglicerol in the dorsal muscle of Mesopotamian cat鄄

fish (Silurus triostegus Heckel,1843) in Tigris River (Turkey)

[J] . Turkish Journal of Fisheries and Aquatic Sciences,2012,

12(1) .

[12] FARKAS T,HERODEK S. Th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tempera鄄

ture on the fatty acid composition of crustacean plankton[ J] .

Journal of Lipid Research,1964,5(3):369鄄373.

[13] SVETASHEV V I,LEVIN V S,LAM C N. Lipid and fatty acid

composition of holothurians from tropical and temperate waters

[ J] . Comparative Biochemistry and Physiology Part B:Compara鄄

tive Biochemistry,1991,98(4):489鄄494.

[14] ZADOROZHNYJ P A,PIVNENKO T N,KOVALEV N N. Devel鄄

opment of fatty acid biomarkers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wild and

aquacultured sea cucumber (Apostichopus japonicus) [ J] . Jour鄄

nal of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2016,15(1):177鄄183.

[15] ZHANG X F,LIU Y,LI Y,et al. Identification of the geograph鄄

ical origins of sea cucumber (Apostichopus japonicus) in north鄄

ern China by using stable isotope ratios and fatty acid profiles

[J] . Food Chemistry,2017,218:269鄄276.

[16] LIU Y,ZHANG X,LI Y,et al. The application of compound鄄

specific isotope analysis of fatty acids for traceability of sea cu鄄

cumber (Apostichopus japonicus) in the coastal areas of China

[J] . Journal of the Scienc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2017,97

(14):4912鄄4921.

[17] SICURO B,PICCINNO M,GAI F,et al. Food quality and safety

of Mediterranean sea cucumbers Holothuria tubulosa and Ho鄄

lothuria polii in Southern Adriatic Sea[J] . Asian Journal of Ani鄄

mal and Veterinary Advances,2012,7(9):851鄄859.

[18] SANTOS R,DIAS S,TECEL魨O C,et al. Reproductive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fatty acid profile of Holothuria mammata

(Grube,1840)[J] .

[19] AL AZAD S,SHALEH S R M,SIDDIQUEE S. Comparison of

fatty acid and proximate composition between Holothuria edulis

and Holothuria scabra collected from coastal water of Sabah,Ma鄄

laysia[J] . Advances in Bio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2017,8

(3):91鄄103.

[20] HIXSON S M,ARTS M T. Climate warming is predicted to re鄄

duce omega鄄3,long鄄chain,polyunsaturated fatty acid production

in phytoplankton [ J] . Global Change Biology,2016,22 ( 8 ):

2744鄄2755.

[21] 张运达,王凤琴,姚一萍. 海拔、纬度、温度对向日葵脂肪及

脂肪酸、蛋白质及氨基酸含量的影响[ J] . 中国油料,1993

(1):63鄄64.

[22] 牟洪香,侯新村,刘巧哲. 不同地区文冠果种仁油脂肪酸组

分及含量的变化规律[ J] . 林业科学研究,2007,20 (2):

193鄄197.

[23] SINENSKY M. Homeoviscous adaptation—a homeostatic process

that regulates the viscosity of membrane lipids in Escherichia co鄄

li[J] .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974,71(2):522鄄525.

[24] GUSCHINA I A,HARWOOD J L. Mechanisms of temperature

adaptation inpoikilotherms[ J] . FEBS Letters,2006,580(23):

5477鄄5483.

[25] 谢帝芝,王树启,游翠红,等. 鱼类高度不饱和脂肪酸合成的

影响因素及其机理 [ J] . 中国水产科学, 2013,20 ( 2 ):

456鄄466.

[26] COOK H W,MCMASTER C R. Fatty acid desaturation and

chain elongation in eukaryotes [ J] . New Comprehensive Bio鄄

chemistry,2002,36:181鄄204.

[27] HAGVE T A,CHRISTOPHERSEN B O,DANNEVIG B H. De鄄

saturation and chain elongation of essential fatty acids in isolated

liver cells from rat and rainbow trout[J] . Lipids,1986,21(3):

202鄄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