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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实验生态学方法, 以紫刺参为研究对象, 分别研究了 6 个温度条件下(14ºC, 18ºC, 22ºC,

26ºC, 30ºC, 34ºC)和 5 个盐度条件下(23, 27, 31, 35, 39)紫刺参稚参和对照组普通刺参稚参的存活、生
长及体色变化情况。结果表明: 水温 22ºC 实验组紫刺参在不同水温实验中的成活率最高, 为 87.0%,
水温 18ºC 和 34ºC 时的紫刺参成活率高于普通刺参; 水温高于 22ºC 实验组的紫刺参体长增长显著高
于普通刺参, 以水温为 14ºC 实验组的紫刺参 SGR 最低, 为 4.63%/d。盐度 31 实验组紫刺参在不同
盐度实验中的成活率最高, 为 86.3%; 紫刺参与普通刺参 SGR 随盐度的升高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
趋势, 在盐度 39 实验组中, 紫刺参 SGR 为 5.47%/d, 显著高于普通刺参; 在不同环境条件下, 刺参开
始着色到变色完成的时间为 7—23d, 当水温为 22ºC、盐度为 31 时, 紫刺参在 32—48 日龄完成变色,
随着盐度或水温的改变, 变色时间逐渐从 16d 延长至 22d。紫刺参相比普通刺参有更广的适温范围和
耐高盐能力。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

刺参; 温度; 盐度; 生长; 体色
S917.4

doi: 10.11693/hyhz20170800211

刺参 Apostichopus japonicus Selenta 属棘皮动物

见, 极具市场开发潜力。本研究团队于 2007 年率先

门 Echinodermata、海参纲 Holothroidea、是我国北方

对通体纯紫色刺参开展了一系列高强度选育及其生

海域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棘皮动物, 已成为北方沿

长、发育、营养等相关基础生物学研究工作, 建立了

海渔业经济的支柱产业, 而关于刺参新品种、新品系

系统的紫刺参选育技术路线与工艺, 紫色性状遗传

的产业化开发仍进展缓慢(李成林等, 2010)。目前有

稳定性达 90%以上。

关刺参选育的目标性状主要为快速生长、耐低盐、耐

研究发现, 刺参幼体的生长发育除了受苗种质

高温、抗病等生长相关的数量性状(赵欢等, 2014; 于

量条件限制外, 还受温度、盐度、溶氧、pH 等多种

姗姗等, 2015; 侯西坦等, 2016), 针对表观与体色等

环境因子的影响(陈勇等, 2007; Ji et al, 2008; 胡炜等,

质量性状的选育一直未有突破性进展。近年来, 挖掘

2012), 而温度和盐度是其中影响刺参生长发育的关

表观独特、性状稳定的新品系已成为水产生物遗传育

键环境因子。研究表明, 温度的改变能够明显地影响

种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和飞, 2016; 李成林等,

刺参的生长和代谢(董云伟等, 2009), 而盐度变化能

2017)。自然界刺参体色可随生长环境的变化而改变,

显著影响刺参的呼吸代谢、能量转换和生长等(袁秀

多呈青色、黄色、褐色, 偶有白色(张春云等, 2004; 纪

堂等, 2006; 薛素燕等, 2009)。目前, 国内外关于环境

婷婷, 2009; 张鹏等, 2013), 而通体紫色刺参极为罕

因子对紫刺参品系影响的相关研究报道尚不多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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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本实验针对选育紫刺参品系, 以普通刺参为对照,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先做方差齐性检验, 利用单因

系统分析研究了温度和盐度对刺参稚参期存活、生长

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比较分析不同处理之

及体表颜色转变的影响, 旨在为紫刺参优良品系推

间差异显著性。以 P<0.05 为差异显著。

广与苗种规模化繁育技术的完善提供科学依据与基

1.2.4

础资料。

次, 自配饲料主要成分为: 海带粉 40%, 鼠尾藻干粉

日常管理

每日 17:00 投喂自制配合饲料 1

30%, 马尾藻干粉 10%, 虾糠 8%, 螺旋藻 5%, 水产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紫刺参稚参来自本课题组选育的紫刺参苗种,

投喂, 投喂后停止充气 0.5h。每日全量换水, 换水时将

选择 30 日龄的健康稚参个体用于实验。同时选取课

整理箱底的排泄物与残饵清除干净。换水后以控温仪

题组繁育的同日龄普通刺参苗种(体色呈青、黄、褐

维持各处理组设定水温, 波动幅度为<0.5ºC/d, 同时测

色等)作为对比。实验刺参苗种暂养于山东省海洋生

定并调节各处理组海水盐度, 每日波动幅度小于 0.4

物研究院种质资源研究中心鳌山卫实验室水槽中,

个盐度单位。实验期间光照周期为 14L:10D。存活与

以波纹板作为附着基, 暂养水体盐度 31±0.4, pH 为

生长实验持续 30d, 期间连续观察刺参体色变化情况。

酵母 3%, 诱食酵母 2%, 电解多维与免疫多糖各 1%。

8.3±0.2, 水温 22±1.5ºC。

同时按照饲料与海泥重量之比为 1 : 3 的比例进行混合

2

结果与分析

2.1

(14ºC 、 18ºC 、 22ºC 、 26ºC 、 30ºC 和 34ºC), 在

温度对不同体色刺参存活、生长的影响
30d 实验期间, 紫刺参和普通刺参稚参的成活率

64cm×48cm×50cm 塑料整理箱中进行, 实验开始前采

如表 1 所示。水温 22ºC 实验组的紫刺参和普通刺参

取逐渐过渡的方式, 将实验刺参的养殖水温调控至

成活率均为最高, 分别为 87.0%和 87.5%, 两组之间

各实验组设定值。

无显著差异。其他水温实验组刺参成活率均低于 22ºC

1.2 方法
1.2.1 分组设计

温度实验设置 6 个温度梯度组

盐度实验设置 5 个盐度梯度组(23, 27, 31, 35, 39),

实验组, 最低为 34ºC 实验组的普通刺参, 成活率为

容器同上, 实验开始前采取逐渐过渡的方式, 以自然

43.6%。在水温 18ºC 和 34ºC 试验组的紫刺参成活率

暴晒的淡水和海水素将实验刺参的养殖盐度调配至

显著高于普通刺参, 分别为 85.8%和 58.9%。
实验中观察发现, 刺参稚参在水温条件下体态

各实验组设定值。
实验期间每 5 天随机抽取实验

伸展有所差别, 随温度降低刺参身体逐渐收缩, 身体

刺参样本测定体长和体重, 同时每天用肉眼观察并

略显僵硬, 在水温 14ºC 时摄食率较低, 残饵较多。在

记录稚参体色变化情况。测定方法分别如下:

水温 30ºC、34ºC 时, 刺参的摄食率随水温升高而降

1.2.2

测定方法

体长测定: 采用韩莎等(2016)方法并加以改进,
以 0.05mol/L 硫酸镁溶液浸泡 5min, 待参苗自然伸展
后以电子游标卡尺进行测量。

低, 活动能力减弱, 直至脱板死亡。在高水温环境下,
紫刺参的生活状态普遍好于普通刺参。
表1

体重测定: 取一定数量待测稚参, 放置在滤纸上

温度对紫刺参与普通刺参稚参成活率的影响

Tab.1

待水分排干后, 用电子天平进行测量。称重完成后将
稚参放回水中统计数量, 测算出平均体重。
稚参体色变化统计: 以观察到稚参背部着色为
变色开始时间, 以观察到 80%个体背部完成变色时

The survival rate of juvenile A. japonicus under
different temperature
成活率(%)

组别

14ºC

18ºC

22ºC

26ºC

30ºC

34ºC

紫刺参

69.2

85.8

87.0

84.5

69.4

58.9

普通刺参

67.3

81.2

87.5

80.6

68

43.6

为变色完成时间。
刺参体重特定生长

水温对紫刺参与普通刺参稚参生长的影响如表 2

率(SGR)采用以下公式计算:
SGR = 100×(lnWt – lnW0)/t
式中, W0 为体重初始值(g), Wt 为测定值(g), t 为实验时

所示。在 14ºC、18ºC、22ºC、26ºC、30ºC、34ºC 6
均有增长。水温 22ºC 实验组的紫刺参与普通刺参生

间(d)｡

长最快, 终末平均体长分别为 10.70mm 和 11.83mm,

1.2.3

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数据采用 SPSS13.0、Microsoft Office Excel 2013

个水温条件下, 紫刺参与普通刺参在实验 30d 内体长

且 紫刺 参 体 长 显著 高 于 普 通刺 参(P<0.05)。在 水 温

702

海

洋

与

湖

49 卷

沼

14ºC、18ºC 实验组中, 刺参体长增长随着水温降低显

着水温增长也呈现显著下降趋势, 其中水温 34ºC 实验

著下降, 30d 时紫刺参与普通刺参在 14ºC 水温下平均

组的普通刺参体长增长最少, 实验 30d 内平均体长为

体长仅为 6.34mm 和 6.41mm, 相同水温下紫刺参与

4.87mm, 而相同水温组中紫刺参平均体长为 6.31mm,

普通刺参的体长在实验 30d 内无显著差异(P>0.05)。

显著高于普通刺参(P<0.05), 水温 26ºC 和 30ºC 实验

在水温 26ºC、30ºC、34ºC 实验组中, 刺参体长增长随

组的两种刺参体长增长呈现类似的变化规律。

表2
Tab.2

温度对紫刺参与普通刺参稚参生长的影响

The growth of juvenile A. japonicus under different temperature
体长(mm)

组别

温度(ºC)

实验天数(d)

紫刺参

普通刺参

14

18

22

26

30

34

5

2.45±0.12

2.45±0.12

2.45±0.12

2.45±0.12

2.45±0.12

2.45±0.12

10

2.80±0.17

2.85±0.16

3.56±0.14

3.21±0.14

2.84±0.15

2.81±0.18

15

3.18±0.25

3.97±0.23

4.79±0.20

4.75±0.22

4.01±0.28

3.17±0.26

20

4.02±0.33

5.86±0.32

6.72±0.27

6.41±0.32

5.75±0.31

4.02±0.35

*

5.08±0.42*

25

5.16±0.38

7.38±0.36

8.65±0.34

8.66±0.38

7.78±0.37

30

6.34±0.48

9.66±0.47

11.83±0.58*

11.46±0.49*

10.73±0.52*

6.31±0.53*

5

2.45±0.12

2.45±0.12

2.45±0.12

2.45±0.12

2.45±0.12

2.45±0.12

10

2.76±0.18

2.86±0.16

3.18±0.18

3.07±0.17

2.82±0.19

2.59±0.23

15

3.22±0.23

4.08±0.25

4.69±0.22

4.65±0.25

3.77±0.27

2.87±0. 36

20

4.03±0.38

5.77±0.37

6.68±0.32

6.23±0.37

4.54±0.43

3.25±0.57

25

5.21±0.40

7.46±0.33

8.25±0.38

7.91±0.42

6.20±0.44

4.16±0.58

30

6.41±0.54

9.89±0.44

10.70±0.47

10.18±0.43

9.32±0.45

4.87±0.63

注: 同一列中“*”表示紫刺参与普通刺参在同一水温条件下的体长存在差异显著(P<0.05)

水温对紫刺参与普通刺参稚参体重特定生长率
(SGR)的影响如图 1 所示。在 14ºC、18ºC、22ºC、26ºC、
30ºC、34ºC 6 个水温条件下, 紫刺参与普通刺参在实
验 30d 内的 SGR 随实验水温的升高均呈现先上升后
下降的变化趋势, 以水温 22ºC 实验组最高, 紫刺参
与普通刺参的 SGR 分别为 6.75%/d 和 6.45%/d。普通
刺参最低 SGR 出现在 34ºC 水温组, 为 4.17%/d, 紫刺
参最低 SGR 出现在 14ºC 水温组, 为 4.63%/d。在相
同水温条件下, 紫刺参与普通刺参的体重特定生长
率无显著差异(P>0.05)。
2.2

盐度对不同体色刺参存活、生长的影响
在 30d 实验期间, 紫刺参和普通刺参稚参的成活

图1

温度对紫刺参与普通刺参稚参体重特定生长率的影响

Fig.1

Effect of different temperature on the SGR of a different
juvenile sea cucumber

率如表 3 所示。在不同盐度条件下, 各处理组刺参成
活率最高为盐度 31 实验组的普通刺参, 达到 87.4%,
紫刺参同样在盐度 31 实验组的成活率为最高, 达到
86.3%。盐度 23、27 实验组, 2 种刺参的成活率均随
盐度降低而下降。盐度 35、39 实验组中, 2 种刺参的
成活率均随盐度升高而下降, 且紫刺参成活率高于
普通刺参, 分别为 85.1%和 67.4%。

表3

盐度对紫刺参与普通刺参稚参成活率的影响

Tab.3

The survival rate of juvenile A. japonicus under a
different salinity
成活率(%)

组别

23

27

31

35

39

紫刺参

64.5

84.1

86.3

85.1

67.4

普通刺参

61.2

85.5

87.4

79.7

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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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度对紫刺参与普通刺参稚参生长的影响如表 4

30d 内的增长随着盐度降低显著下降, 紫刺参与普通

所示。在盐度 23、27、31、35、39 的实验组中, 紫

刺参在盐度 23 时平均体长仅为 7.46mm 和 6.73mm,

刺参与普通刺参在实验 30d 内体长均有增长。其中盐

相同水温下紫刺参的体长高于普通刺参, 但无显著差

度 31 实验组的紫刺参与普通刺参体长增长最大, 分

异(P>0.05)。盐度为 35、39 实验组的刺参体长在 30d

别为 12.11mm 和 11.02mm, 且紫刺参体长显著高于普

内的增长随盐度升高而下降, 在盐度 39 实验组中, 紫刺

通刺参(P<0.05)。盐度 23、27 实验组的刺参体长, 在

参平均体长为 9.47mm, 显著高于普通刺参 (P<0.05)。

表4
Tab.4

盐度对紫刺参与普通刺参稚参生长的影响

The growth of juvenile A. japonicus under a different salinity
体长(mm)

组别

紫刺参

普通刺参

实验天数(d)

盐度
23

27

31

35

39

5

2.48±0.13

2.48±0.13

2.48±0.13

2.48±0.13

2.48±0.13

10

3.02±0.17

3.74±0.18

3.88±0.15

3.53±0.16

3.03±0.20

15

3.63±0.26

5.39±0.23

5.36±0.21

5.11±0.18

3.85±0.26

20

4.67±0.34

7.25±0.26

7.34±0.27

6.98±0.32

4.68±0.31

25

5.71±0.39

9.19±0.33*

9.60±0.36*

*

12.11±0.57

*

9.25±0.40*
11.78±0.56

6.94±0.53*

*

9.47±0.64*

30

7.46±0.53

11.35±0.47

5

2.48±0.13

2.48±±0.13

2.48±±0.13

2.48±±0.13

2.48±±0.13

10

2.87±0.16

3.86±0.17

4.07±0.16

3.63±0.18

2.99±0.17

15

3.4±0.21

5.12±0.22

5.43±0.19

5.18±0.24

3.58±0.26

20

4.16±0.28

6.69±0.31

7.06±0.32

6.83±0.29

4.37±0.30

25

5.36±0.38

8.35±0.36

8.67±0.35

8.27±0.34

5.87±0.43

30

6.73±0.61

10.51±0.46

11.02±0.51

10.35±0.52

7.84±0.64

注: 同一列中“*”表示紫刺参与普通刺参在同一盐度条件下的体长存在差异显著(P<0.05)

盐度对紫刺参与普通刺参稚参体重特定生长率
(SGR)的影响如图 2 所示。在盐度 23、27、31、35、
39 实验组中, 紫刺参与普通刺参在实验 30d 内的
SGR 随实验盐度的升高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在盐度 31 时分别达到最高值, 紫刺参与普通刺参的
SGR 分别为 6.77%/d 和 6.53%/d。普通刺参和紫刺参
的最低 SGR 均出现在盐度 21 时, 分别为 4.69%/d 和
4.46%/d。除盐度 39 实验组外, 在相同盐度条件下, 紫
刺参与普通刺参体重特定生长无显著差异(P>0.05)。
在盐度 39 实验组中, 紫刺参 SGR 为 5.47%/d, 显著高
于普通刺参(P<0.05)。
2.3

温度和盐度对不同体色刺参着色的影响
在刺参稚参生长发育过程中, 体色从乳白色逐

渐过渡变化到成体颜色, 本实验观察发现, 刺参不同

图2
Fig.2

盐度对紫刺参与普通刺参稚参体重特定生长率的
影响
Effect of different salinity on SGR of a different juvenile
sea cucumber

注: 同一盐度条件下“*”表示紫刺参与普通刺参 SGR 存在差异显
著(P<0.05)

群体的着色时间有明显差异, 在不同环境条件下开
始着色到变色完成的时间为 7—23d 不等, 如表 5 所

龄, 随着盐度或水温的改变, 变色时间逐渐从 16d 延

示。紫刺参开始变色的日龄早于普通刺参, 实验中观

长至 22d。

察到最早开始着色的紫刺参为 28 日龄。当水温为

当 水 温 为 22ºC 、 盐 度 为 31 时 , 普 通 刺 参 在

22ºC、盐度为 31 时, 紫刺参的着色时间为 32—48 日

35—42 日龄期间完成变色, 随着盐度或水温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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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变色的起始日龄出现 2—4d 的延迟, 同时完成变

刺参幼体的最适宜温度 19ºC (朱厚祥等, 2013), 紫刺

色的时间也逐渐延长, 随着盐度或水温向偏离适宜

参在不同体色刺参中具有更好的高温耐受性。

范围的方向改变, 变色时间逐渐从 8d 延长至 17d。在

3.2

水温和盐度较适宜的实验组中, 普通刺参完成变色

盐度对不同体色刺参存活、生长的影响
盐度能够通过调节渗透压的方式来影响水生动

的时间比紫刺参短, 在盐度 35、39 实验组中, 两种刺

物的生理功能。刺参等棘皮动物缺乏专门的盐度调节

参完成变色的时间差减小, 仅为 2—3d。

器官, 体内的渗透压会随着环境盐度的变动而迅速

表5

不同温度和盐度条件下紫刺参与普通刺参着色日龄

Tab.5

The color rendering age of A. japonicus varied with
temperature and salinity

温度(ºC)

盐度

14
18
22

着色日龄(d)

改变(Talbot et al, 2002)。研究表明, 刺参的最适生长
盐度为 28—34, 低盐环境可显著影响刺参生长, 盐度
低于 22 时可造成刺参大量死亡(Kashenko, 1992a, b;
胡炜等, 2012)。本实验盐度梯度设置在刺参的适应范

紫刺参

普通刺参

31
31
31

36—58
33—52
32—48

39—55
36—48
35—42

26

31

33—49

37—45

30

31

33—50

36—45

胎 发 育 以 及 幼 体 变 态 的 时 间 ( 胡 利 华 等 , 2015) 。

34

31

35—53

36—48

Tettelbach 等(1981)认为, 温度和盐度是影响海洋动

22

23

34—52

38—49

物生长发育的关键因素, 当二者中的一个接近动物

22

27

32—48

36—45

22

35

33—49

35—47

22

39

34—54

39—56

围内, 随着盐度的升高, 不同体色刺参的存活率和生
长速度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 在盐度 31
实验组达到峰值。
盐度变化会影响刺参受精卵极体排放、卵裂和胚

的耐受极限时, 二者才显示出明显的联合效应。本实
验通过将水温和盐度中的一个因子控制在安全范围
内时, 通过单因子实验反应温度和盐度对刺参的影
响, 当水温在 14—34ºC, 盐度在 23—39 范围时, 稚参

3

讨论

3.1

水温对不同体色刺参存活、生长的影响
温度是影响变温动物生长、生理状况(Dong et al,

动、摄食和生长并不停止, 说明此条件范围下, 稚参

2008)以及地理分布(Helmuth et al, 2002)的最重要环

能的能量, 当某一因子过低或过高, 达到胁迫范围时,

境因素之一。刺参作为潮间带物种, 受温度的昼夜变

会逐渐抑制稚参的正常生长。

成活率有所下降, 而体长和体重仍可保持增长, 活
仍可通过摄食、消化吸收等生理作用提供维持生命功

化和季节变化影响较大(Dong et al, 2006), 因此水温

研究发现, 在青、白、紫刺参等不同色型仿刺参

是影响到刺参存活与生长的重要环境因子。在本实验

群体中, 紫色刺参的成参在高温和高盐条件下表现

中, 不同体色刺参的成活率与生长速度受水温影响

出比普通刺参更好的耐受性(Bai et al, 2015), 在本实

均较显著, 其原因是刺参属变温动物, 在适温范围内,

验中紫色稚参也存在类似现象, 同时本实验进一步

水温的高低直接影响其新陈代谢的强度。当水温

发现, 稚参阶段的紫刺参在环境条件最优时与普通

18—28ºC 范围变动时, 刺参稚参生长较快, 本研究结

刺参生长无显著差异, 而当环境因子偏离正常适宜

果与胡利华等(2015)的报道一致。

范围时, 紫刺参稚参较普通刺参适应能力更强。

关于刺参不同生长阶段受水温影响的研究, 于

3.3

东祥等(1999)认为成参适宜温度范围为 10—15ºC, 超

水温和盐度对不同体色刺参着色的影响
自然界中, 单一物种的种群中经常存在多种表

过 20ºC 则进入夏眠状态(刘永宏等,1996), 水温变化

型上具有差异显著的个体, 通常是由基因、环境因素

对刺参幼体发育时间也有很大的影响(隋锡林, 1989),

或者发育对策的不同导致(Leimar, 2005)。刺参可根据

在适宜的温度范围内提高温度, 刺参幼虫生长速度

其背腹不同颜色分为青色、黑色、白色、紫色等多种

更快, 而极端的温度将阻碍幼虫的生长和发育(Liu et

表型, 其形态差异在稚参体色发生阶段即可区分(Bai

al, 2010)。本实验研究了刺参稚参阶段在不同水温条

et al, 2015)。本实验研究发现, 当温度与盐度条件的

件下的生长情况, 结果表明水温 34ºC 实验组的紫刺

设置超出刺参生存适宜范围较大时, 稚参变色时间

参平均体长增长显著高于普通刺参, 其适温范围比

会显著延长, 普通刺参在 35—42 日龄期间完成变色,

普通刺参更广, 且有偏向适应高温的特性, 相对于白

随着盐度或水温的改变, 进入变色的起始日龄出现

3期

赵

斌等: 温度和盐度对紫刺参(Apostichopus japonicus Selenta)稚参存活、生长和着色的影响

2—4d 的延迟, 同时完成变色的时间也逐渐延长。紫
刺参开始变色的日龄早于普通刺参, 而变色时间较
普通刺参长, 其变色过程均从背部开始, 逐渐过渡到
腹部, 且颜色、深浅均有个体间的差异。有关紫刺参
着色过程中的着色部位、次序、显色过程及其与体长、
体重的相关性等规律还有待继续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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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temperature and salinity on survival, growth, and coloration of juvenile purple
sea cucumber Apostichopus japonicus Selenta, purple and normal sea cucumbers were reared in different temperatures
(14ºC, 18ºC, 22ºC, 26ºC, 30ºC, 34ºC) and salinities (23, 27, 31, 35, 39). The results show that survival rate of purple sea
cucumber was the highest in 22ºC experimental group, reaching 87.0%, much higher than the normal ones at 18ºC and
34ºC. The body length of purple sea cucumber was significantly longer than normal ones when water temperature was
above 22ºC, and the specific growth rate (SGR) of the purple sea cucumber was 4.63%/d at 14ºC. With the salinity increase,
the SGR of the sea cucumber increased first and then decreased. The SGR of purple sea cucumber was 5.47%/d at salinity
39,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normal ones. The duration of coloring could be completed between Day 7 to Day 23,
depending on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When water temperature was 22ºC and salinity 31, it took 32—48 days to
complete the coloration for the purple sea cucumber, and with change in salinity or water temperature, the span of
coloration could expanded from 16d to 22d. Compared with normal sea cucumber, purple sea cucumber has wider
temperature range and high salinity tolerance.
Key words
Apostichopus japonicus; temperature; salinity; growth; body col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