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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壮水螅对凤尾鱼苗的危害 

楼柏丹，范学铭 ，孙国娜 
(哈尔滨师范大学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在 200mL培养液中放入 1～5只强壮水螅 (Hydra robusta)，然后再放入 1只 1～7 d的凤尾鱼 (Coil． 

ia mystus)鱼苗，以研究水螅对鱼苗早期生长发育的危害作用。对实验数据的双因素方差分析表明：随着水螅 

密度的增加，鱼苗死亡率极显著增加，直至鱼苗死亡，而鱼苗平均体重极显著降低；当水螅密度不变时随着鱼 

龄的增加，鱼苗死亡率极显著降低，而鱼苗平均体重极显著增加。显然，强壮水螅对凤尾鱼鱼苗早期的生长发 

育有极大的危害作用，但随着鱼龄的增长，危害程度降低，不过仍然影响鱼苗体重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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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zards of Hydra robusta to Coilia mystus Fry 

LOU Bai—dan，FAN Xue．ming ，SUN Guo．na 

(College of andEnvironment Science，Ha~inNormal University，Harbin 150080，China) 

Abstract：To investigate the hazards of Hydra robusta to fish fry of Coilia mystus at the earlier development stage， 

we designed an experiment to put a fish fry(1—7 days of age)in the cultured solution of 200 milliliter contained 1—5 

polyps．Results of experimental data analyzed by two-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showed that：With the polyp’S density in— 

creased，the death rate offish fry increased(up to died)and the average weight offish fry Wa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P 

<0．01)．With the age offish fry increased，the death rate was decreased and the average weight Was increased signifi- 

cantly(P<0．01)．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hazards of Hydra robusta to fish fry of Coilia， f is extremely serious，but 

becomes lower and lower with development of fish fry，however，it finally influences the increase in fish weight． 

Key words：Hydra robusta；Fish-fry of Coilia mystus；Density；Age offish fry；Death：Weight 

水螅 (Hydra)属刺胞动物，生活在清澈缓流 

有水生植物着生的淡水中，固着在植物叶和茎的背 

面。饥饿时，充分伸展触手捕捉水潘、水丝蚓、孑 

孓等为食，也危害和捕食其他微小动物。曾有报道 

认为，生活在鱼塘中的水螅可以利用触手攻击或捕 

捉鱼苗和鱼卵，对其产生危害作用；而足够大的寡 

水螅 (Hydra oligactis)则会对鱼苗产生真正重要的 

影响，具有极大的危害性 (Pennak，1953)。至今 

为止，有关水螅对鱼苗危害方面的研究尚未见更多 

的详尽报道。我们以世界性普遍分布的、个体较大 

的强壮水螅 (H．robusta)，以及凤尾鱼 (Coilia 

mystus)鱼苗为实验材料，观察水螅对发育早期鱼 

苗的危害。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 料 

强壮水螅采 自黑龙江省阿城市郊区一水域 

(Fan et al，2003)，凤尾鱼购于哈尔滨市花鸟鱼店。 

水螅培养于烧杯中，温度为2O～22℃，培养液为 

储放一周左右的自来水，每天喂水潘一次；凤尾鱼 

培养于水族箱中，温度为 2O～22℃，取雌鱼产下 

的鱼苗，鱼苗每天喂水潘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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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实验设计 

在预实验时，取 250 mL烧杯若干，分别放人 

200mL培养液、1～10个水螅和 1只鱼苗，结果发 

育 1 d的鱼苗在5～10个水螅的培养液中全部死亡， 

故选择水螅数 目 1～5个；鱼苗体重增长较快，发 

育7 d的鱼苗比 1 d的体重增长 1倍以上，此时水 

螅对鱼苗的影响程度显著降低，故选择发育 1～7 d 

的鱼苗。 

实验分处理组和对照组，重复 5次，按下述步 

骤操作。处理组：取容量为 250 mL烧杯 70个，分 

别放入 200 mL培养液和 5个水螅，水螅均为健康 

的同等大小未出芽的个体；70个烧杯分成 7组， 

每组 10个，10个烧杯两两配对编号为 1、1 ，2、 

2 。3、3 ，4、4 ，5、5 。当烧杯里的水螅饥饿 24 

h时，在 1～7组的 1—5号烧杯中分别放入同期发 

育 1～7 d的鱼苗 (产出后 24 h为 1 d)1只。24 h 

后取出鱼苗喂水潘，放入 1 ～5 号烧杯中 (此时烧 

杯中的水螅也已饥饿 24 h)；给 1～5号烧杯中的水 

螅喂水潘，以待次日把鱼苗放入时，水螅始终保持 

饥饿 24 h。以此继续实验，7 d后称鱼苗体重。按 

上述步骤，但是将 5个水螅换为 4、3、2或 1个水 

螅完成处理组的实验。对照组：取 250 mL烧杯 35 

个。分成 7组，分别放入 200 mL培养液和 1只同 

期发育 1～7 d的鱼苗，7 d后称重。 

1．3 数据处理 

采用SPSS for Windows 10．0软件中的双因素方 

差对鱼龄和水螅密度变量进行分析，以确定两变量 

分别对鱼苗死亡率和平均体重的影响。 

2 结 果 

刚刚产出 1 4 d的鱼苗在5个水螅的包围中几 

乎全部 被杀 死，并 被水螅 吞食，死亡 率接 近 

100％；发育5～7 d的鱼苗受到水螅伤害后，死亡 

率达 60％，即使幸存者，也表现出游动不稳、活 

动减少的异常行为。4个水螅的溶液中，鱼苗死亡 

率高于40％，在3个水螅中死亡率虽然很低，但体 

重比对照组鱼苗低 25．7％；施放4个和 3个水螅的 

溶液中，受危害最大、死亡率最高的是发育 1～4 d 

的幼小鱼苗，其余鱼苗不活泼，体重减轻。在只放 

有2个和1个水螅的容器中，1～7 d的鱼苗取食与 

发育基本趋于正常，对照组的体重高于处理组，分 

别为20．4％和 8．9％。鱼龄对鱼苗死亡率的影响是 

极其显著的 (F6．14o=3．714，P<0．01)，即随着鱼 

龄的增加，鱼苗死亡率降低 (图 1)；水螅密度对 

鱼苗死亡率 的影响也 是极 其显著的 (F ． 4o= 

26．857，P<0．01)，水螅密度越大，鱼苗死亡率 

越高 (图 2)。水螅密度和鱼龄对鱼苗死亡率影响 

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24．14o=0．857，P>0．05)。 

鱼龄对鱼苗平均体重的影响极其显著 (F 6．14o= 

鱼龄 Fishfry’S age(d1 

图 1 凤尾鱼鱼苗年龄对其死亡率的影响 

Fig．1 huquence of Co／／／a mystus fry’S age on their 

death rate 

死亡率为 1～7 d的鱼苗分别在 1～5个水螅培养液中 5次重复 

实验的平均值。 

The death rate is an average obtained in five repeated experiments， 

which made fish fry of 1——7 days in culture solution containing 1——5 

hydras respectively． 

密度 Density(inS．／200 mE) 

图 2 强壮水螅密度对风尾鱼鱼苗死亡率的影响 

Fig．2 huquence of Hydra robusta density on Coilia 

rnystus f ’S death rate 

死亡率为 1～5个水螅分别在 1～7 d的鱼苗培养液中5次重复 

实验的平均值。 

The death rate is an average obtained in five repeated experiments， 

which mad e 1——5 hydras in culture solution containing fish fry of 1—- 

7 days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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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龄 Fishfry’S age(d) 

图 3 凤尾鱼鱼苗年龄对其平均体重的影响 

Fig．3 Influence of Coilia mystus r’S age on their 

average weight 

平均体重为 1～7 d的鱼苗分别在 1～5个水螅培养液中5次重 

复实验的平均值。 
The average weight is an average obtained in five repeated experi— 

ments．which made fish fry of 1—7 days in culture solution contain— 

ing 1—5 hydras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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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强壮水螅密度对凤尾鱼鱼苗平均体重的影响 

Fig．4 Influence of Hydra robusta density on Coilia 

mystus try S average welght 

平均体重为 l～5个水螅分别在 l～7 d的鱼苗培养液中5次重 

复实验的平均值。 

Th e average weight is an average obtained in five repeated experi— 

ments．which inade l一5 hydras in culture solution containing fish 

of l一7 days respectively． 

22．575，P<0．01)，即随着鱼龄的增加，鱼苗平 

均体重增加 (图 3)；水螅密度对鱼苗平均体重也 

具极其显著影响 (F4．140=22．456，P<0．01)，随 

着水螅密度的增加，鱼苗平均体重降低 (图 4)。 

水螅密度和鱼龄对鱼苗平均体重影响的交互作用不 

显著 (F24．140=0．471，P>0．05)。 

3 讨 论 

淡水中的强壮水螅体浅褐色，常附着在植物 

叶、茎及池壁上，有时漂浮在水面，极不易发现； 

体柱长 8～20 mm，触手长度一般为体长的 3～4 

倍，饥饿时充分伸展后可达体长的 5倍 (Shi et al， 

1987)，每次可吞人 中等大小的裸腹涵 (Moina 

sp．)2～3个，在本实验中放人鱼苗后水螅触手伸 

展的长度一般为体长的 3倍左右；水螅以充分伸展 

的触手捕食，触手上具有大量的刺细胞，当碰到食 

物后，刺细胞中的刺丝囊射出刺丝，释放有毒液体 

(Mariscal， 1974；Tardent et al， 1985； Weber， 

1995)，将捕获物麻醉并杀死，吞人 胃腔。我们观 

察到一个水螅可以吞人一只发育不足 4 d的小鱼 

苗，但通常是几个水螅共同协作杀死鱼苗；鱼苗在 

游动中尽量躲避水螅触手所伸及的范围，偶尔碰上 

伸展的触手，被刺丝攻击，则尽力挣脱逃逸远离水 

螅，如果水螅数目相对少，其躲避和逃逸的成功率 

比较高，但是影响鱼苗体重的增长。从本实验可以 

看出，在鱼塘或孵化池中水螅如果大量繁殖对鱼苗 

能造成严重危害，不仅影响鱼苗的正常生长发育， 

而且可以杀伤、吞食鱼苗，对鱼苗成活率有极大的 

影响。尤其是刚产出的幼小鱼苗，受危害程度最 

大，死亡率最高，发育至 7 d的鱼苗虽然不至于大 

量死亡，但发育受到影响，体重增长速度降低。分 

析结果显示水螅密度和鱼龄两变量对鱼苗死亡率和 

平均体重的影响都是极其显著的，两变量的交互作 

用不显著，水螅密度对不同鱼龄的作用所产生的效 

应相差不大。由于水螅对鱼苗生长发育影响及危害 

方面的文献报道极少，本实验也只是用强壮水螅和 

风尾鱼苗作为一次尝试性的研究，至于在自然界人 

工鱼塘中，强壮水螅以及其他同等大小或小于强壮 

水螅的中小型水螅，对具有经济价值的观赏鱼和食 

用鱼类的幼小鱼苗及鱼卵危害程度有多大，能造成 

多大的经济损失，以及如何防治水螅，将有待于进 
一 步的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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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的实验方案涵盖了爪蟾胚胎、成体的形态发生，爪蟾中基因表达操作，胚胎的获取和实验常规操 

作，微注射，免疫细胞化学，原位杂交，培养基和培养液等爪蟾早期发育研究的内容。书中既包含了初学 

者需要了解的基础知识，也涵盖了资深研究者所需的细节。 

《果蝇实验指南内容提要》(影印版) 

作者：w．沙利文，M．阿什伯恩纳，R．s．霍利 编著 

书号：7—03—012440—5 

预告定价：90．00元 

出版时间：2004年 1月 

本书共提供了近4o个未来 10年内最可能用到的以果蝇为实验对象的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和细胞生 

物学研究的实验方案。每一个方案都经过专家的精心挑选和雕琢，实验设计严谨、准确、简洁、规范，可 

操作性强，值得称道。方案涉及染色体、细胞、基因组和发育等方面，既包含了初学者需要了解的基础知 

识，也涵盖了资深研究者所需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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