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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及温度对海洋动物生理影响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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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海洋深度的增加，压力逐渐升高而温度逐渐降低。因此，应对压力和温度变化的能力直接影响着海洋动物的垂

直分布模式。本文综述了近年来国际上关于压力及温度对海洋动物生理影响的研究进展，概述了 3 种常用的研究方法，包括
直接比较不同深度近缘海洋动物的差异、使用加压装置培养海洋动物、在常压及原位温度下培养深海动物；然后归纳了压力
及温度对海洋动物生理的影响，包括有机渗透调节物质浓度及蛋白质序列、胚胎及幼体发育速率和畸变率、行为模式及代谢
速率、基因表达水平；最后讨论了海洋动物适应高压环境的生理机制，压力对海洋动物垂直分布的限制能力，以及浅海动物
和深海动物的起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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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progress of physiological effects of marine animals by
hydrostatic pressure and 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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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creased hydrostatic pressure and decreased temperature occurred with the increase of sea depth. Therefore, the
tolerances of thermal and pressure changes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the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marine animals. This paper re viewed three main intern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of investigating hydrostatic pressure and thermal tolerances of marine ani mals, including direct compar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ongeneric species from different depth, pressuring marine animals
by pressurisation system, trapping deep-sea animals and maintaining them at atmospheric pressure and ambient temperature.
Then, this paper summarized a number of physiological effects resulting from hydrostatic pressure and temperature, including
organic osmolytes concentration and protein structure, embryonic and larval development, behavior and metabolic rate, gene
expression level. At last,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mechanisms of high pressure adaptation, the limitation of vertical distribu tion of marine animals by hydrostatic pressure, and the origin relationship between shallow and deep-sea animals.
Keywords：hydrostatic pressure; temperature; deep-sea; marine animals; physiological effects; tolerance; origin relation

深海动物生存需要应对的环境胁迫因子包括低
温、高压、无光和营养缺乏 （方银霞 等，2000）。

诸多生态因子中，温度和压力对海洋动物的影响是
最为直接和广泛的 （Young et al，1997；Pradillon

这些生态因子在影响深海动物分布范围的同时，也
影响其基因表达、代谢、发育速率和行为模式等。

et al，2007）。对于浅海环境而言，水温随着纬度
改变相应发生变化。对于深海环境，温度和压力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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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深度直接相关：海洋深度每增加 1 000 m，压力
增加约 10 MPa （100 atm）（方金瑞 等，1995）；水
深大于 400 m 的深海水温在 2 ℃~4 ℃ （Brown et al，
2011；Nunoura et al，2015）。压力和温度对生物膜
的流动性、蛋白质结构稳定性和酶活性有直接影响
（Somero， 1992； Pradillon et al， 2007； Mestre et
al，2014），一般而言，高压和低温对生物造成的
影响是相似的 （Thatje et al，2010；Calligari et al，
2015）， 两 者 都 会 降 低 酶 活 性 和 生 物 膜 流 动 性
（Behan et al，1992；Pradillon et al，2007），并且随
着压力的上升，蛋白质的降解温度也会上升
（Balny et al，1997）。因此，要研究海洋动物在不
同海洋环境中的生理适应机制及演化过程，必须同
时考虑温度和压力对其的影响。
许多浅海动物和深海动物有着紧密的系统发育
关系 （Distel et al，2000；Tokuda et al，2006），也
有化石证据表明深海动物和浅海动物具有同源性
（Zinsmeister et al， 1984）。 在 古 生 物 学 领 域 中 ，
“生物成体分布区域的温度范围几乎与其温度耐受
域一致”是一条被广泛接受的定律 （Menzies et al，
1975）。因此在深海动物和浅海动物的起源关系假
说中，水团温度的一致性被认为是必须满足的条
件，现在被广泛接受的假说有两个：其中之一认
为，深海动物起源于寒冷且几乎等温的高纬度浅海
冷水团 （Kussakin，1973）；第二种认为，深海动
物起源于中生代末期或新生代初期的低纬度浅海，
因为当时的水温较暖且垂直混合均匀 （Menzies et
al，1975；Berger et al，2013）。在第一个假说中，
高纬度地区的浅海动物不再需要继续适应新的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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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研究方法及成果做一整理和讨论，希望能为我
国深海动物领域的研究提供一些借鉴。

1

压力和温度对海洋动物生理影响的
研究方法

直接比较不同深度近缘海洋动物的差异
为了研究压力对海洋动物造成的影响，直接比
较深海种及其浅海近缘种的差异是常见的方法之
一 。 研 究 对 象 包 括 有 机 渗 透 调 节 物 质 （organic
1.1

osmolyte）， 比 如 Trimethylamine N -oxide （TMAO）
在不同深度近缘生物肌肉细胞内的浓度差异
（Yancey et al，2002；Zerbst-Boroffka et al，2005）；
结构蛋白，比如深海和浅海近缘生物的肌动蛋白氨
基酸序列和三维结构差异 （Morita，2003）。然而
在自然海水环境中，压力并非随深度变化的唯一变
量，其它生态因子包括溶解氧、盐度、温度都会产
生相应的变化。为了消除这些干扰，有研究人员在
深度较大 （1 600 m） 的淡水湖泊 Baikal 湖进行采
样 （Zerbst-Boroffka et al，2005），由于 Baikal 湖具
有特殊的理化性质，包括表层底层水温差异不超过
4 ℃、各水层溶氧充足、无机离子含量低，使得压
力 （深度） 几乎是其唯一变量。
使用这种方法进行定量研究时，确保研究对象
不会随着采样方法以及采样时间发生改变是重要
的。以有机渗透调节物质为例，在拖网采样和样品
降解的过程中，细胞膜的通透性及完整性会受到破
坏，但是由于有机渗透调节物质的运输需要能量参
与，所以细胞膜功能一定程度的损坏不会对细胞内
有机渗透调节物质的含量有太大的影响 （ZerbstBoroffka et al，2005）。然而对于一些易降解的生物
大分子的定量研究，比如基因表达水平的研究，这
种方法显然具有局限性。
1.2 使用加压装置培养海洋动物
在实验室内通过加压装置培养海洋动物，严格
控制温度和压力作为有限的变量，并观察该海洋动物

度，并且该假说描述的演化过程可能依旧存在于在
高纬度地区的海洋动物群体中 （Tyler et al，1998；
Smith et al，2012）；在第二个假说中，随着地质时
期的推移，深海温度会逐渐降低，这要求迁移至深
海的动物逐渐适应新的低温环境 （2 ℃~4 ℃）。然
而，温度并非是浅海动物迁移至深海的唯一屏障，
压力在深海动物演化过程同样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Somero，1992）。因此研究某一温度下，浅海动物
随压力增加而发生的生理变化，能够为深海动物演

发生的相应生理变化，是非常有效的研究手段（Tyler et
al，2000；Thatje et al，2010；Morris et al，2015）。

化途径提供线索。
许多生态因子对海洋生物的生理影响都得到了
较全面的研究，但是压力对海洋生物的影响还比较
欠缺 （Bartlett et al，1995）。本文就国际上在该领

通过加压装置，研究人员可以设置不同的温度和压
力条件，定量研究其对海洋动物的影响。不同研究
中的实验对象包括海洋无脊椎动物的生殖细胞
（精细胞和卵细胞）、胚胎、幼体和成体；观察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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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包括胚胎及幼体发育速率、胚胎及幼体畸变率、
代谢速率、行为模式和基因表达水平 （表1）。
加压实验的一般步骤可以概括为 6 步：
（1） 从自然环境中获取实验样品
常见的采样方法包括拖网 （Tyler et al，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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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ith et al， 2013）、 潜 水 员 捕 捉 （Tyler et al，
2000） 和 手 持 网 具 捕 捉 （Oliphant et al， 2011；
Cottin et al，2012）。在采集到样品后使用采样地点
的海水暂存，然后移至长期培养地点。

表 1 不同研究中的实验对象及观察变量信息
种名

发育阶段

观察变量

文献来源

Mytilus edulis

生殖细胞

胚胎发育速率、畸变率

（Mestre et al，2009）

Palaemonetes varians

成熟个体

基因表达水平

（Morris et al，2015）

Palaemonetes varians

成熟个体

行为模式、代谢速率

（Oliphant et al，2011）

Palaemonetes varians

成熟个体

行为模式、基因表达水平

（Cottin et al，2012）

Pagurus cuanensis

成熟个体

行为模式、代谢速率

（Thatje et al，2010）

Buccinum undatum

胚胎及幼体

胚胎及幼体发育速率、代谢速率

（Smith and Thatje，2012；Smith et al，2013）

Sterechinus neumayen

胚胎及幼体

胚胎及幼体发育速率、畸变率

（Tyler et al，2000）

Echinus esculentus

胚胎及幼体

胚胎及幼体发育速率、畸变率

（Tyler et al，1998）

Echinus acutus

胚胎及幼体

胚胎及幼体发育速率、畸变率

（Tyler et al，1998）

Echinus affinis

胚胎及幼体

胚胎及幼体发育速率、畸变率

（Tyler et al，1998）

Paracentrotus lividus

胚胎及幼体

胚胎及幼体发育速率、畸变率

（Young et al，1997）

Arbacia lixula

胚胎及幼体

胚胎及幼体发育速率、畸变率

（Young et al，1997）

Sphaerechinus granularis

胚胎及幼体

胚胎及幼体发育速率、畸变率

（Young et al，1997）

Psammechinus miliaris

胚胎及幼体

胚胎及幼体发育速率、畸变率

（Aquino-Souza et al，2008）

（2） 实验样品的长期培养
需要控制的条件包括：温度、盐度、pH 值、
溶解氧、光照周期、营养。培养温度一般保持和样
本生活环境温度一致；盐度和 pH 值的控制通过更
新过滤海水控制；溶解氧一般通过气泵来维持；光

在进行加压实验前，加压装置要提前调整到实验温
度，并维持 2 h 以上，确保实验温度的稳定。为了
防止气体对实验的影响，在实验开始前要将气体全
部排出。
（5） 进行加压实验

照周期根据采样季节调整，控制其和自然环境相
同；不同生物的饵料投喂频率有差异，一般投饵后
的第 2 天会更新海水。
（3） 实验前的样品预处理
实验设置的温度和培养温度有差异，为了排除

根据观察变量的不同，实验时间有很大差异。
以代谢速率为观察变量的实验中，溶解氧一方面是
衡量代谢速率的自变量，另一方面缺氧也会对代谢
速率造成影响。为了确保水体溶解氧充足，这类实
验的维持时间不长，一般不会超过 2 h，并且要求

剧烈温度变化对实验对象的影响，需要通过缓慢调
整温度，使实验对象适应新的温度条件。温度的变

在 30 s 内 加 压 至 预 设 压 力 （Thatje et al， 2010；
Oliphant et al，2011）；以胚胎发育速率和畸变率为

化速率一般为 2 ℃/天，并在达到预设温度后维持
该温度继续培养 2~7 天，然后再进行实验。为了
防止细菌及其它有机物对实验造成的影响，在实验
前 2~3 天就会停止投喂饵料。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是否喂食对生物的代谢速率有着很大的影响，即使
是食物的气味也会导致差异 （Smith et al，1982）。
（4） 实验前的仪器预处理
不同研究人员使用的加压装置型号有差异，但
是基本设计和原理是相似的，其中，IPOCAMP 是

观察变量的实验中，因为胚胎不依赖外界营养物
质，胚胎本身耗氧速率较低，并且胚胎发育需要足
够的时间，所以这类实验的培养时间较长，可以达
到 50 h （Tyler et al， 1998； Tyler et al， 2000；
Mestre et al，2009；Smith et al，2012）；以基因表
达水平和行为模式为观察变量的实验中，一般实验
时 间 在 2 h 以 内 （Thatje et al， 2010； Oliphant et
al，2011；Morris et al，2015），但是最长的培养时
间达到了 7 天 （Cottin et al，2012）。实验对象的发

使用最广泛的加压装置之一 （Shillito et al，2014）。

育阶段影响压力的设置，一般以胚胎和幼体为实验
http：//hytb.nmdi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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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的实验中，最大压力可以达到 50 MPa （Mestre
et al，2009），以成熟个体为实验对象的实验中，
最 大 压 力 一 般 不 会 超 过 30 MPa （Oliphant et al，
2011）。
（6） 实验后样品的保存及处理
代谢速率一般通过耗氧速率来衡量，行为模式
在结束实验前的 30 s 通过内窥镜观察并记录，胚
胎的发育阶段及畸变率通过显微镜观察并计算，基
因 表 达 水 平 一 般 通 过 Quantitative Real -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qPCR） 来分析。
1.3 在常压及原位温度下培养深海动物
使用原位保温诱捕工具通过搭载深海着陆器
（Witte et al，2000） 或者自由下沉诱捕系统 （Janβ
en et al，2000） 到达距离海底 64~124 cm 处，放置
29~50 h 后 （Treude et al，2002），在维持原位温度
的条件下，诱捕深海动物，并带回实验室在常压下
进行实验。在这个过程中，深海动物需要耐受剧烈
的压力变化，获取的样品存在部分死亡的可能
（Treude et al，2002）。另外，一些海洋动物，尤其
是深海动物，对温度变化非常敏感 （Paul，1973；
George，2005；Smith et al，2013），因此从采样到
实验，都要求其温度维持在原位温度，且捕获后的
样品需要保存在避光条件下。
由于样本量往往很小，所以没有条件挑选生长
条件一致的个体进行实验，实验个体往往存在体长
和重量上的差异。因此，观察变量需要进行标准
化，往往使用单位重量的耗氧速率或者氨释放速率
衡量代谢速率 （Treude et al，2002）。

2

压力及温度对海洋动物生理的影响

2.1

有机渗透调节物质及蛋白质
海洋生物适应高压需要保持蛋白质结构和功能

域的稳定，已经发现的途径有两类。一类是通过增
加功能蛋白微环境中的有机渗透调节物质浓度来提
高蛋白质的稳定性 （Yancey et al，2002）；另一类
是通过改变功能蛋白自身氨基酸序列从而改变构
像，提高其稳定性 （Swezey et al，1985；Morita，
2003）。由于甘氨酰基侧链构成了最小的空间结构，
所以任意氨基酸被甘氨酰基替换都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提高蛋白质的稳定性 （Somero，2003）。
有机渗透调节物质是海洋无脊椎动物和板鳃纲
http：
//hytb.nmdi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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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类用于调节体内渗透压的一类有机分子，且不同
的生物体内有机渗透调节物质种类存在差异。随着
压力的上升，海洋动物体内的有机渗透调节物质浓
度也会升高，如 Rajahollandi 体内的 TMAO，在酵
母的培养基中加入 TMAO 可以提高酵母在高压环
境下的存活率 （Yancey et al，2002）。肌动蛋白序
列非常保守，深海鱼类 Coryphaenoides spp.的肌动
蛋白相比浅海生物和陆地生物，虽然在序列上只有
3 个氨基酸的替换，但是在高压环境下明显具有更
好的稳定性 （Swezey et al，1985；Morita，2003）。
根据 Le Chatelier 原理，在一个平衡的化学反
应体系中，如果某种因素发生了变化，那么反应平
衡会向着减轻这种改变的方向移动。深海的高压低
温条件增加了生化反应发生的难度，因此对于深海
生物体内的蛋白质而言，相比浅海生物体内同源蛋
白，其稳定性更低，键能更低；但是在各自的自然
生理条件下，深海浅海同源酶类的催化效率几乎一
样 （Somero，2003）。
2.2 胚胎及幼体发育速率和畸变率
使用加压装置培养生殖细胞、胚胎及幼体的实
验中，除了温度和压力，加压培养的时间是需要控
制的另一个变量。这是由于在进行实验的数小时
内，胚胎细胞维持着分裂与生长，而不同发育时期
的胚胎或者幼体对压力及温度的耐受能力存在差
异，因此选择几个合适的时间段进行实验是有必
要的。
压力和温度对早期胚胎及幼体影响的一般规律
是，在生物的耐受范围内，随着培养温度的升高，
胚胎发育速率升高，胚胎畸变速率升高；随着压力
的上升，胚胎发育速率下降，且畸变率升高。
然而这种规律并不是绝对的，Mytilus edulis 的
早期胚胎在 4 h 和 24 h 培养的过程中 （温度变化范
围为 5 ℃~25 ℃、压力变化范围为 0.1~30 MPa），
温度及压力和畸变率都没有显著关系；只在培养
50 h 后，温度及压力才和畸变率显著相关 （Mestre
et al，2009）。随着胚胎分裂生长，细胞分化将会
提高胚胎的复杂程度，这可能导致早期胚胎向幼体
发育的过程中，存在压力和温度耐受能力下降的阶
段，在度过这个阶段后其耐压能力才可以得到恢
复。因此，压力及温度和畸变率的关系只在胚胎发
育一段时间后 （50 h） 才会变得显著。
在温度和压力如何影响胚胎及幼体发育速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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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验对象，并且获得了有价值的数据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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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ng et al，1997；Tyler et al，1998；Tyler et al，
2000；Aquino-Souza et al，2008）。

表 2 海胆纲生物胚胎及幼体生物学信息
物种

Paracentrotus lividus
（Young et al，1997）

Arbacia lixula
（Young et al，1997）

Sphaerechinus granularis
（Young et al，1997）

Echinus esculentus
（Tyler et al，1998）

Echinus acutus
（Tyler et al，1998）

Echinus affinis
（Tyler et al, 1998）

Sterechinus neumayen
（Tyler et al，2000）

Psammechinus miliaris
（Aquino-Souza et al，2008）

样品发育阶段

采样地温度或培养温度/℃ 采样地深度/m

受精卵

12~15

最大耐受压力

低温下最大耐受压力

25 MPa （10℃）

5 MPa （5℃）

25 MPa （10℃）

15 MPa （5℃）

25 MPa （10℃）

15 MPa （5℃）

囊胚

10

早期棱柱幼虫

10

四腕幼虫

10

25 MPa （10℃）

15 MPa （5℃）

受精卵

12~15

25 MPa （15℃）

15 MPa （5℃）

囊胚

10

25 MPa （10℃）

15 MPa （5℃）

原肠胚

10

25 MPa （5℃）

25 MPa （5℃）

早期棱柱幼虫

10

25 MPa （5℃）

25 MPa （5℃）

早期四腕幼虫

10

25 MPa （10℃）

15 MPa （5℃）

受精卵

12~15

25 MPa （15℃）

5 MPa （5℃）

25 MPa （10℃）

15 MPa （5℃）

25 MPa （10℃）

5 MPa （5℃）

0~50

0~50

囊胚

10

原肠胚

10

早期四腕幼虫

10

25 MPa （15℃）

15 MPa （5℃）

受精卵

10

20 MPa （7℃）

10 MPa （4℃）

囊胚

10

20 MPa （7℃）

10 MPa （5℃）

25 MPa （11℃）

10 MPa （4℃）

25 MPa （11℃）

10 MPa （4℃）

20 MPa （7.5℃）

15 MPa （4℃）

20 MPa （4℃）

20 MPa （4℃）

20 MPa （5℃）

20 MPa （5℃）

25 MPa （4℃）

25 MPa （4℃）

25 MPa （7℃）

20 MPa （4℃）

20 MPa （4℃）

20 MPa （4℃）

原肠胚

10

四腕幼虫

10

受精卵

10

受精卵

4

0~50

10~15

10~15

囊胚

10

原肠胚

10

四腕幼虫

10

受精卵

2~4

受精卵

0.9

20 MPa （0.9℃）

10 MPa （-1.2℃）

囊胚

10

25 MPa （0.9℃）

20 MPa （-1.2℃）

棱柱幼虫

10

四腕幼虫

10

受精卵

12

原肠胚

10

棱柱幼虫

10

所有种类的海胆胚胎及幼体都可以在大于其成
体自然分布深度压力的条件下生长发育。随着温度
的上升，胚胎及幼体可以耐受更大的压力，而低温
会使其对压力的耐受能力下降，这反映了温度及压
力的交互作用对胚胎及幼体有重要影响。并且温
度、压力以及温度和压力的交互作用，在所有的培
养时间下，都和胚胎和幼体畸变率显著相关。
一般而言，发育阶段靠后的海胆幼体能够耐受
更高的压力和更低的温度，唯一的例外是

900

1 200~2 400

0~50

0~50

25 MPa （0.9℃）

20 MPa （-1.2℃）

20 MPa （-1.2℃）

20 MPa （-1.2℃）

20 MPa （10℃）

20 MPa （10℃）

20 MPa （5℃）

20 MPa （5℃）

20 MPa （5℃）

20 MPa （5℃）

Sterechinus neumayen，其四腕幼虫相比棱柱幼虫对
高压的耐受能力更低 （Tyler et al，2000）。在不同
深度采集的同种海胆 Echinus acutus，深海 （900 m）
样品对高压低温的耐受能力要明显强于浅海（10~
15 m） 样品 （Tyler et al，1998），Tyler等 （1998）
认为这个物种可能正在进行着从浅海向深海的演
化。深海海胆 Echinus affinis 的胚胎已经具有嗜压
性，在低压条件下 （<10 MPa） 胚胎不进行生长发
育，只有达到 10 MPa 后细胞才开始分裂 （Tyler et
http：//hytb.nmdi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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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压力的升高，生物的活动一开始会更加频
繁 ， 且 有 逃 逸 和 保 护 自 己 的 趋 势 （Thatje et al，

al，1998）。
对于海洋无脊椎动物，高温会提高其代谢速
率，高的代谢速率拥有更高的能量需求 （Mestre et
al，2009）；另外，高压会导致细胞原生质体强度
降低和细胞膜蛋白硬化 （Lau et al，1954；Kitching，
1957），这或许是高温高压导致畸变率上升的原因。
常见的畸变形态包括：卵裂异常、细胞膜缺失和细
胞质外泄 （Mestre et al，2009）。
2.3 行为模式及代谢速率
压力和温度对行为模式及代谢速率影响的一般
规律是：温度在各压力条件下对代谢速率影响显

2010），但是随着压力的继续升高，生物将逐渐失
去活力 （失去平衡或者不再活动）。在这个过程中，
温度耐受幅以内的升温可以使生物耐受更高的压力
（Oliphant et al，2011）。
一方面，浅海动物有着长时间耐受高压的能
力，Palaemonetes varians 成体在 10 MPa 压力、5 ℃
和 10 ℃水温、不补充饵料的条件下，在高压釜内
培养了 7 天，并 100 %存活 （Cottin et al，2012）。
另一方面，深海动物同样拥有耐受低压的能力，端

著，且在一定范围内，代谢速率随着温度上升而上
升 （Thatje et al， 2010； Oliphant et al， 2011；
Smith et al，2012），另外，随着压力的上升，温度
和代谢速率关系的显著性也会发生下降 （Thatje et
al，2010） 或上升 （Childress，1976）；而压力对代
谢速率的影响受到温度控制，一般低温会增加压力
对生物的影响 （Oliphant et al，2011），其它温度

足 目 Stephonyx biscayensis 成 体 通 过 诱 捕 装 置 由
1 528 m 和 1 765 m 捕获后存活率达到 100 %，在
实验室内常压培养时间长达 2 个月后可以继续作为
实验样品 （Brown et al，2011）。
深海端足类生物的体长、体重具有一定差异，
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体长体重差异带来的代谢速
率差异，在研究中使用单位重量耗氧速率和单位重

下，压力对代谢速率没有显著影响。对于同一物种
的不同发育阶段，成体比幼体对压力的响应更敏感
（Smith et al，2012）。

量 氨 释 放 速 率 来 衡 量 其 代 谢 速 率 （Treude et al，
2002）。这也为比较浅海端足类生物和深海端足类
生物的代谢速率提供了途径 （表 3）。

表 3 深海端足类和浅海端足类代谢速率比较
单位质量耗氧速率/
ugO2 g-1 h-1

单位质量氨释放速率/
ugN g-1 h-1

温度/℃

深度/m

文献来源

Paralicella caperesca

169~191

68~76

0~2

1 920

（Treude et al，2002）

种名
深海端足类
Eurythenes gryllus

51~118

17~31

0~2

3 950~4 050

Abyssorchomene distincta

52~74

40

0~2

4 420

Paralicella caperesca

20~660

3

3 650

（Smith et al，1982）

Eurythenes gryllus

60~64

2

1 850

（George，2005）

Bachtyporcia pelagica

100~520

5

0

（Fish et al，1970）

Gammarus oceanicus

40~120

5

0

（Halcrow et al，1967）

浅海端足类

Boeckosimus affinis

580

0

6

（Busdosh et al，2011）

Paramoera walkeri

60~140

2

50

（Treude et al，2002）

Waldeckia obesa

0.2~6

0

60~100

（Chapelle et al，1994）

0.02~0.64

通过比较发现，深海端足类和浅海端足类生物
的单位质量耗氧速率并没有明显差异，这符合大多
数浅海动物代谢速率和压力没有显著关系的规律。
但是深海端足类的氨释放速率要明显高于浅海端足
类，这反映深海种的消化速率更快，使其拥有更快
的食物寻找频率 （Treude et al，2002）。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压力和温度，影响海洋动
http：
//hytb.nmdis.org.cn

物代谢速率的可能因素还包括：饥饿程度、食物气
味、是否驯化等。Eurythenes gryllus 在饥饿条件下
代谢速率更低 （Treude et al，2002），而 Stephonyx
biscayensis 的代谢速率则和是否喂食没有显著关系
（Brown et al，2011）。Chapelle （1994） 的 研 究 表
明，经过饥饿处理一段时间后，端足类生物在初次
喂食时，其耗氧速率是正常状态的 4 倍 （Chape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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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1994）。另外，食物的气味也会提高食腐端
足类的呼吸速率 （Smith et al，1982）。在浅海对虾

作 用 是 不 能 被 替 代 的 （Morris et al， 2015）。 在
Palaemonetes varians 的行为实验中，生物不能耐受

Palaemonetes varians 的驯化实验中，发现常压 5 ℃
驯化 80 天和低温 10 MPa 驯化7 天后，可以显著提
高其对压力的耐受能力 （New et al，2014）。但是
深海 （1 528~1 765 m） 端足生物 Stephonyx biscayensis
在经过常压驯化 2 个月后，其代谢速率和未经驯化
的同一物种没有显著差异。
2.4 基因表达水平
压力和温度对基因表达水平影响的一般规律
是：对于压力相关基因，在特定温度下，随着压力

高压的表现是失去平衡，在失去平衡的过程中，还
伴随有痉挛抽搐的症状 （Oliphant et al，2011），这
些与神经和肌肉功能有关的压力诱导基因或许能够
在分子层面对行为模式做出解释。
加压培养实验在微生物领域也有广泛的应用，
在 50 MPa 条件下 Escherichia coli 表达的压力相关
蛋白有 55 种 （Welch et al，1993）。在加压开始后
的数小时内，压力诱导的蛋白逐渐开始表达，这些
蛋白在 60~90 min 后达到较高的水平 （Bartlett et

上升其表达量上升 （Cottin et al，2012；Morris et
al，2015）。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趋势并非在所有
温度条件下都可以观察到，在非特定温度下，压力
对这些基因的表达水平没有显著影响。
通过对 Palaemonetes varians 进行加压实验，发
现 的 压 力 相 关 基 因 有 NMDAR -regulated protein、
ADP ribosylation factor、 heat shock protein 70kDa -

al， 1995）。 通 过 对 微 生 物 ， 包 括 Photobacterium
profundun SS9， Shewanella piezotolerans WP3 和
Pyrococcus yayanosii CH1 的研究发现：高压作用于
氢键，导致双链核酸更加稳定，影响 DNA 的复制
和转录 （Simonato et al，2006）；高压条件导致细
胞膜的流动性变差，影响跨膜运输、鞭毛运动等与
膜相关的功能 （Winter，2013）；高压引起蛋白质

isoforms （ HSP70） 、 glyceraldehyde -3 -phosphate
dehydrogenase （GAPDH）、 β -actin （Cottin et al，
2012； Morris et al， 2015）。 其 中 ， N -methyl aspartate receptors （NMDARs） 对后生动物的中枢

的亚基解聚，导致其构象变化。甚至影响核糖体的
正确组装，干扰正常的生物学功能 （Balny et al，
2002；Northrop，2002）。

神经系统有重要作用 （Gallus et al，2010；Hepp et
al，2013），NMDAR 的高活性会导致细胞的钙离子
泵功能紊乱，大量聚集钙离子，从而导致细胞损伤
（Szydlowska et al， 2010）。 ADP ribosylation factors
与细胞损伤和 DNA 修复有关，其高表达或许是对

3

NMDARs 的 响 应 （Gilliams -Francis et al， 2003）。
HSP70s 是一种广泛的应激蛋白，对压力和温度都

结语

随着海洋深度增加，压力是唯一发生线性改变
的生态因子。其它的生态因子，包括温度、光照、
营养等，在 1 000 m 以内发生的变化往往是剧烈
的。或许这些随深度发生剧烈变化的生态因子是限
制海洋动物垂直分布的主要因素。所有的压力相关
动物实验中，都指出实验生物可以耐受比其成体生

能做出响应，并且在高温和低温条件下，对压力的
响应更明显 （Cottin et al，2012）。GADPH 是非常
保守的酶，在细胞代谢中有着重要作用。β-actin
是细胞内微管的组成部分，同样非常保守，在深海
鱼类的肌动蛋白中，已经发生了氨基酸替换并发生
结构改变，使其可以更好适应深海高压环境
（Swezey et al，1985；Morita，2003）。值得注意的
是，GADPH 和 β-actin 基因在一般的 qPCR 实验中
常常被选为看家基因进行相对定量。由于这两个基

长环境更高的 （对于浅海动物） 和更低的 （对于深
海动物） 压力，这说明压力并非限制其垂直分布的
唯一因素。另外，根据浅海动物实验室内的研究结
果，生物的压力耐受能力可以通过低温和高压驯化
得到显著提升 （New et al，2014）；同时在自然环
境中，生活在更深处的同一物种对压力的耐受能力
也要显著高于浅海的同种生物 （Tyler et al，1998）。

因的表达受到压力影响，在以压力作为变量的
qPCR 实验中，应该避免选择这两个基因作为看家
基因。在正常大气压下，改变温度不会对以上蛋白
（除了 HSP70） 造成显著影响，说明压力的诱导的

更深海域空缺的生态位，在自然条件下可以自发进
行高压适应，但是对于其它变化幅度很大的生态

考虑到海洋的压力是随深度增加逐渐上升的，且寒
带海域维持全年低温，这意味着海洋动物为了填补

因子，海洋动物的适应能力或许难以得到提高。
http：//hytb.nmdi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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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海动物能否在高压条件下进行一个完整的生
命周期 （受精、发育、交配、产卵） 是一个尚未解
决的问题。虽然已经有研究表明浅海动物精卵细胞
可以在 50 MPa 的条件下受精并发育 （Mestre et al.，
2009），本文也提到了许多浅海动物的胚胎及幼体
在高压条件下成功发育的研究，而且浅海动物成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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