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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首次对半番鸭不同组织Ｃｕ／ＺｎＳＯＤ基因表达、酶活性进行研究，以期了解半番鸭不同组织抗

氧化特性，为深入研究半番鸭对环境因子的响应能力及相关分子机制提供参考。【方法】通过实时荧光定量法、

黄嘌呤氧化酶法和硫代巴比妥酸法分别测定了半番鸭心脏、肝脏、脾脏、肺脏、肾脏、肌胃和胸肌中的Ｃｕ／Ｚｎ

ＳＯＤｍＲＮＡ相对表达量、酶活力和 ＭＤＡ含量。【结果】Ｃｕ／ＺｎＳＯＤｍＲＮＡ在胸肌中相对表达量最高，总体趋

势为胸肌＞肝脏＞肺＞心脏＞脾脏＞肾脏／肌胃。酶活力测定结果显示，肝脏和肾脏Ｃｕ／ＺｎＳＯＤ酶活力显著高

于胸肌和肌胃。半番鸭胸肌 ＭＤＡ含量显著高于肝脏、肌胃和肾脏，提示胸肌可能更易受到氧化应激损伤。相关

分析结果显示Ｃｕ／ＺｎＳＯＤ活力与 ＭＤＡ含量呈显著负相关，而抗氧化酶活力与 ｍＲＮＡ表达水平相关性不显著。

【结论】半番鸭Ｃｕ／ＺｎＳＯＤ基因表达和酶活力具有组织特异性。不同组织Ｃｕ／ＺｎＳＯＤ活力差异可能与Ｃｕ／Ｚｎ

ＳＯＤ自身的生理功能以及组织代谢水平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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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研究意义】动物机体有氧代谢过程中不断产生

自由基和其他活性氧。正常生理条件下，机体能通

过抗氧化系统清除自由基。抗氧化系统失衡或异常

将导致自由基过度累积，引起脂质过氧化、ＤＮＡ损

伤、酶失活等氧化损伤［１］。畜禽生产中抗氧化系统

失衡可表现为畜禽对运输或运动过程的应激易感，使

宰后组织氧化损伤、肉质下降，甚至病理损伤［２］。越

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家禽生产中的许多应激都与氧化

应激有关［３］。禽类疾病如鸡肾病、肉鸡腹水综合征、

鸭病毒性肝炎发生过程中由于自由基清除系统失代

偿或衰竭使细胞内累积过量自由基，导致细胞膜损伤

和细胞成分的改变，引起病理性损伤［４－６］。了解组织

抗氧化特性及相关基因表达的分子机制，对于研究如

何减少家禽生产中各种应激的负面影响具有重要意

义。【前人研究进展】抗氧化酶是抗氧化系统重要组

成成员之一，是清除自由基和活性氧的第一道防线，

其中超氧化物歧化酶 （ＳＯＤ）是抗氧化酶类中的重

要成员［７］，可快速歧化活性氧 （·Ｏ－２ ），使其转化

为过氧化氢和分子氧，从而特异性清除活性氧

（·Ｏ－２ ）
［８－９］。丙二醛 （ＭＤＡ）是自由基攻击生物

膜中多不饱和脂肪酸引发脂质过氧化作用而形成，

其含量可反映自由基的产生情况和器官组织中脂质

过氧化的程度［１０］。研究报道显示不同物种和组织间

ＳＯＤ的活性和基因表达水平不同
［１１－１２］。Ｓｕｒａｉ等

［１３］

报道鸡胚胎时期不同组织ＳＯＤ活性变化趋势不同，

新生雏鸡不同组织间酶活性也存在差异。【本研究切

入点】目前对于动物抗氧化酶的研究多集中于哺乳

动物以及禽类中的鸡，关于鸭抗氧化酶的研究较少。

半番鸭是继北京鸭、番鸭后极具发展潜力的肉用鸭，

是水禽肉用品种改良研究的热点之一，具有瘦肉率

高、脂肪少、耐粗饲、抗病力强等特点，也是生产肥肝

和羽毛的重要来源［１４］。半番鸭产业的发展速度虽然

很快，但阐述其各性状发展的资料还很少 ［１５－１６］，针

对抗氧化酶在半番鸭各组织器官的分布和活性的研

究未见报道。【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因此，本研究通过

测定半番鸭不同组织抗氧化酶基因表达、酶活力及丙

二醛含量，探索半番鸭不同组织抗氧化特性，从而为

半番鸭对环境因子（如应激）响应能力的研究提供理

论参考，在科研和生产上都具有一定生物学意义。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动物与样品采集

试验鸭饲养于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

所动物养殖试验场。鸭饲养管理条件一致，自由采

食，自由饮水，按常规操作程序对试验鸭进行管

理。饲料由福建华龙集团饲料有限公司提供，不同

生长时期的饲料营养水平见表１。７０日龄时，随机

选取５只同批次健康的半番鸭 （体重约３ｋｇ），颈

动脉放血处死后，采集其组织样品 （心脏、肝脏、

脾脏、肺脏、肾脏、肌胃和胸肌），立即投入液氮

中，－８０℃保存备用。

表１　不同时期饲料的营养水平

犜犪犫犾犲１　犖狌狋狉犻犲狀狋狊犻狀犱犻犲狋狊犳狅狉犿狌犾犲犱狌犮犽狊犪狋狏犪狉犻狅狌狊狊狋犪犵犲狊

营养水平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ｓ／％

０～２１日龄

０～２１ｄａｙｓ

ｏｆａｇｅ

２２～４２日龄

２２～４２ｄａｙｓ

ｏｆａｇｅ

４３～７０日龄

４３～７０ｄａｙｓ

ｏｆａｇｅ

粗蛋白 ＣＰ ≥１８．０ ≥１６．０ ≥１５．０

粗纤维 ＣＦ ≤５．０ ≤６．０ ≤７．０

粗灰分ＣＡ ≤８．０ ≤１２．０ ≤１２．０

钙 Ｃａ ０．７０～１．４０ ０．７０～１．４０ ０．７０～１．４０

总磷 ＡＰ ≥０．４０～０．８０ ≥０．３５～０．７５ ≥０．３５～０．７５

食盐 ＮａＣｌ ０．３０～０．８０ ０．３０～０．８０ ０．３０～０．８０

水分 Ｗａｔｅｒ ≤１３．０ ≤１３．０ ≤１３．０

１２　总ＲＮＡ提取和反转录

采用Ｔｒｉｚｏｌ法提取组织总ＲＮＡ，超微量紫外分

光光度计（Ｔｈｅｒｍｏ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美国）检测ＲＮＡ含量、

纯度及质量，并调整总ＲＮＡ浓度至１μｇ·μＬ
－１；

利 用 ＳｕｐｅｒＳｃｒｉｐｔ
ＴＭ ＩＩＩＦｉｒｓｔＳｔｒａｎｄ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Ｓｕｐｅｒ反转试剂盒 （Ｉｎｖｉｔｒｏｇｅｎ，美国）将其反转录

成ｃＤＮＡ，置于－８０℃保存备用。

１３　抗氧化酶基因的表达分析

根 据 ＧｅｎＢａｎｋ 已 公 布 的 鸭 Ｃｕ／ＺｎＳＯＤ

（ＳＯＤ１） 和 βａｃｔｉｎ 基 因 序 列， 应 用 Ｐｒｉｍｅｒ

Ｐｒｅｍｉｅｒ６．０和Ｂｅａｃｏｎｄｅｓｉｇｎｅｒ７．８软件设计引物，

生工生物工程 （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合成，引物序

列见表２。以βａｃｔｉｎ基因为内参，ＣＦＸ３８４多重实

时荧光定量ＰＣＲ仪 （ＢｉｏＲａｄ，美国）检测半番鸭

各组织Ｃｕ／ＺｎＳＯＤｍＲＮＡ表达情况，每个样品重

复３次。反应体系（２０μＬ）：ＰｏｗｅｒＳＹＢＲ Ｇｒｅｅｎ

ＭａｓｔｅｒＭｉｘ１０μＬ（ＡｐｐｌｉｅｄＢｉｏｓｙｓｔｅｍｓ，美国）、

ＳＤＷ ８．０μＬ、１μｇ·μＬ
－１ ｃＤＮＡ １．０ μＬ、１０

μｍｏｌ·Ｌ
－１ＰＣＲＦ０．５μＬ、１０μｍｏｌ·Ｌ

－１ＰＣＲＲ

０．５μＬ和ｄｄＨ２Ｏ１０．５μＬ。反应条件：９５℃１ｍｉｎ，

９５℃１５ｓ，６３℃２５ｓ，４０个循环；熔解曲线分析５５～

９５℃。通过熔解曲线判断定量ＰＣＲ的特异性。采

用２－ΔΔＣｔ值方法计算ｍＲＮＡ相对表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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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荧光定量ＰＣＲ引物信息

犜犪犫犾犲２　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狅狀狇犚犜犘犆犚狆狉犻犿犲狉狊

基因

Ｇｅｎｅｓ

登录号

ＧｅｎＢａｎｋＮｏ．

引物序列（５′→３′）

Ｐｒｉｍｅｒ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５′ｔｏ３′）

扩增长度

Ｓｉｚｅ／ｂｐ

Ｔｍ

／℃

ＳＯＤ１ ＫＵ０４８８０８．１ Ｆ：ＣＡＧＣＡＧＧＧＴＡＡＣＧＧＡＣＣＡＧＴＡＡＡ；Ｒ：ＣＣＣＡＡＡＴＴＣＧＴＧＧＡＣＡＴＧＧＡＡＧ ８７ ６０

ＡＣＴＢ ＥＦ６６７３４５ Ｆ：ＧＡＴＧＴＧＧＡＴＣＡＧＣＡＡＧＣＡＧＧＡＧＴ；Ｒ：ＧＧＧＴＧＴＧＧＧＴＧＴＴＧＧＴＡＡＣＡＧＴ ９５ ６０

注：ＳＯＤ１：铜锌超氧化物歧化酶；ＡＣＴＢ：β肌动蛋白。

Ｎｏｔｅ：ＳＯＤ１：Ｃｕ／ＺｎＳＯＤ；ＡＣＴＢ：βａｃｔｉｎ．

１４　抗氧化酶活力及 ＭＤＡ含量测定

超氧化物歧化酶 （Ｃｕ／ＺｎＳＯＤ）和丙二醛

（ＭＤＡ）测定试剂盒和考马斯亮蓝蛋白测定试剂盒

均购于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样品用０．８６％

生理盐水制成１０％的组织匀浆液，离心取上清，

测定蛋白浓度后，应用相应试剂盒和ＥＬＸ８００通用

酶标仪 （ＢＩＯＴＥＫ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Ｉｎｃ，美国）测定

Ｃｕ／ＺｎＳＯＤ活力和 ＭＤＡ含量，操作步骤按照试

剂说明书进行。Ｃｕ／ＺｎＳＯＤ采用黄嘌呤氧化酶法

测 定。 丙 二 醛 含 量 采 用 硫 代 巴 比 妥 酸 法

（ＴｈｉｂａｂｉｔｕｒｉｃＡｃｉｄ，ＴＢＡ）测定。

１５　数据分析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对不同组织Ｃｕ／ＺｎＳＯＤ

ｍＲＮＡ相对表达量、酶活力和 ＭＤＡ含量进行描

述性数据、多重比较、显著性检验及相关性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半番鸭Ｃｕ／ＺｎＳＯＤ基因的ｑＲＴＰＣＲ检测

由图１可知，βａｃｔｉｎ和目的基因的扩增曲线

均呈 “Ｓ”形，基线平缓并且未呈现明显的上扬趋

势，表明各基因的动力学曲线整体平行性较好。各

基因熔解曲线存在一个明显的单峰，表明扩增产物

单一，荧光强度均来自特异性扩增产物，未见有引

物二聚体和非特异性扩增产物产生。

图１　目的基因ｑＲＴＰＣＲ扩增曲线和熔解曲线

犉犻犵．１　犃犿狆犾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犿犲犾狋犻狀犵犮狌狉狏犲狊狅犳狇犚犜犘犆犚狅狀狋犪狉犵犲狋犵犲狀犲狊

注：Ａ为ＳＯＤ１扩增曲线 （左）和熔解曲线 （右），Ｂ为βａｃｔｉｎ基因扩增曲线 （左）和熔解曲线 （右）。

Ｎｏｔｅ：Ａ：ＳＯＤ１ｇｅｎｅ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ｌｅｆｔ）ａｎｄｍｅｌｔ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ｒｉｇｈｔ）；Ｂ：βａｃｔｉｎ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ｌｅｆｔ）ａｎｄｍｅｌｔ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ｒｉｇｈ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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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Ｃｕ／ＺｎＳＯＤ基因组织表达特点

ｑＲＴＰＣＲ 结 果 显 示 （图 ２），Ｃｕ／ＺｎＳＯＤ

ｍＲＮＡ在心脏、肝脏、脾脏、肺脏和胸肌５种组织中

有表达，肾脏和肌胃无表达或者表达量极低，不同

组织间表达差异明显。其中胸肌表达量最高，其他

组织间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 （犘＜０．０１），总体趋

势：胸肌＞肝脏＞肺脏＞心脏＞脾脏＞肾脏／肌胃。

图２　半番鸭不同组织Ｃｕ／ＺｎＳＯＤｍＲＮＡ的相对表达

犉犻犵．２　犚犲犾犪狋犻狏犲犲狓狆狉犲狊狊犻狅狀狊狅犳犆狌／犣狀犛犗犇犿犚犖犃犻狀犿狌犾犲

犱狌犮犽狋犻狊狊狌犲狊

注：１：心脏；２：肝脏；３：脾脏；４：肺脏；５：胸肌；６：肌胃；７：肾

脏。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犘＜０．０５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不

同大写字母表示在犘＜０．０１水平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

Ｎｏｔｅ：１：ｈｅａｒｔ；２：ｌｉｖｅｒ；３：ｓｐｌｅｅｎ；４：ｌｕｎｇ；５：ｃｈｅｓｔ；６：

ｇｉｚｚａｒｄ；ａｎｄ，７：ｋｉｄｎｅｙ．Ｄａｔａ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ｔ犘 ＜０．０５；ａｎｄ，ｄａｔａ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ａｐｉｔａｌ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ｔ犘＜０．０１．

２３　半番鸭组织Ｃｕ／ＺｎＳＯＤ活力与 ＭＤＡ含量

选取肝脏、胸肌、肾脏、肌胃，检测Ｃｕ／Ｚｎ

ＳＯＤ活力和 ＭＤＡ含量。由表３可知，不同组织

间Ｃｕ／ＺｎＳＯＤ酶活力明显不同，肝脏和肾脏Ｃｕ／

ＺｎＳＯＤ酶活力显著高于胸肌和肌胃 （犘＜０．０１），

肝脏的Ｃｕ／ＺｎＳＯＤ酶活力约为胸肌的４．５倍；胸

肌和肌胃间差异不显著。总体情况为：肝脏＞肾脏

＞肌胃＞胸肌。ＭＤＡ含量在胸肌中最高，肝脏、

肌胃次之，肾脏最低。ＭＤＡ含量胸肌极显著高于

其他组织 （犘＜０．０１），肝脏 ＭＤＡ含量与肌胃间

差异不显著，肾脏含量最低。

２４　Ｃｕ／ＺｎＳＯＤ活力与ｍＲＮＡ表达量、ＭＤＡ含

量的相关性分析

利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对各组织抗氧化酶活力与

ｍＲＮＡ表达、ＭＤＡ含量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显

示，在半番鸭 ４ 个组织中，抗氧化 酶活力与

ｍＲＮＡ表达水平无显著相关；Ｃｕ／ＺｎＳＯＤ活力与

ＭＤＡ含量呈显著负相关 （犘＜０．０５）（图３）。

图３　抗氧化酶活力与ｍＲＮＡ、ＭＤＡ含量相关性分析

犉犻犵．３　犆狅狉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狊犫犲狋狑犲犲狀犪狀狋犻狅狓犻犱犪狀狋犲狀狕狔犿犲

犪犮狋犻狏犻狋狔犪狀犱犿犚犖犃犲狓狆狉犲狊狊犻狅狀／犕犇犃犮狅狀狋犲狀狋

表３　半番鸭不同组织Ｃｕ／ＺｎＳＯＤ活力和 ＭＤＡ含量

犜犪犫犾犲３　犆狌／犣狀犛犗犇犲狀狕狔犿犲犪犮狋犻狏犻狋狔犪狀犱犕犇犃犮狅狀狋犲狀狋犻狀犿狌犾犲犱狌犮犽狋犻狊狊狌犲狊

　　指标

　　Ｉｎｄｅｘ

肝脏

Ｌｉｖｅｒ

胸肌

Ｃｈｅｓｔｍｕｓｃｌｅ

肌胃

Ｇｉｚｚａｒｄ

肾脏

Ｋｉｄｎｅｙ

Ｃｕ／ＺｎＳＯＤ活力Ｃｕ／ＺｎＳＯＤ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Ｕ·ｍｇ－１） １７６．０７±４．５７Ａａ ３９．３７±１．４１Ｃｃ ４８．４９±２．０８Ｃｃ １１７．６４±４．８５Ｂｂ

ＭＤＡ含量 ＭＤＡｃｏｎｔｅｎｔ／（ｎｍｏｌ·ｍｇ－１） １．０７±０．０２Ｂａ ２．８４±０．１８Ａａ １．１０±０．０３Ｂｂ ０．８９±０．０２Ｃｃ

注：同行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犘＜０．０５），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犘＜０．０１）。

Ｎｏｔｅ：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ｒｏｗ，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ｔｔｈｅ０．０５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ｌｅｖｅ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ｅｔｔｅｒ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ｈｉｇｈｌｙ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ｔｔｈｅ０．０１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ｌｅｖｅｌ．

３　讨　论

超 氧 化 物 歧 化 酶 （Ｓｕｐｅｒｏｘｉｄｅｄｉｓｍｕｔａｓｅ，

ＳＯＤ）是清除生物体内超氧阴离子自由基的抗氧化

酶，在机体抗氧化系统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大

量研究表明，自由基、活性氧增加或抗氧化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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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与基因表达的改变密切相关［１７－１８］。Ｃｕ／Ｚｎ

ＳＯＤ是ＳＯＤ家族中第一个被发现也是分布最广泛

的一种，活性中心包含铜离子和锌离子，其基因序

列和结构从原核生物到真核生物高度保守，但基因

表达在不同物种和组织间不同。本研究中半番鸭

Ｃｕ／ＺｎＳＯＤｍＲＮＡ在多数器官表达，在胸肌中表

达最高，这与Ｘｕ等
［１９］在猪上的报道相似；另有报

道哺乳动物Ｃｕ／ＺｎＳＯＤｍＲＮＡ在肝脏和肾脏高表

达，如豚鼠Ｃｕ／ＺｎＳＯＤｍＲＮＡ表达由强至弱顺序

为：肝＞肾＞肺 ＞脾＞心
［２０－２１］。

半番鸭不同组织的酶活力呈现出一定差异，肝

脏和肾脏Ｃｕ／ＺｎＳＯＤ活力高于胸肌和肌胃，这与

朱子玉等［２２］在丝毛乌骨鸡和北京油鸡上的报道类

似；Ｍａｒｋｌｕｎｄ
［２３］对猪、牛、羊等动物研究也显示

肝脏和肾脏等代谢活跃的器官Ｃｕ／ＺｎＳＯＤ活力较

高，其他组织具有相似的中等酶活力。不同组织酶

活力的差异可能与Ｃｕ／ＺｎＳＯＤ自身的生理功能以

及组织代谢水平有关。肝脏是动物物质、能量代谢

的重要器官，也是体内重要的解毒器官，对动物生

长起着重要作用，可产生大量活性氧自由基，需要

较强的抗氧化能力加以清除，防止过量活性氧自由

基损害肝脏。肾脏是禽类重要排泄器官，也具有较

高的生理代谢水平。本研究中半番鸭Ｃｕ／ＺｎＳＯＤ

活力与ｍＲＮＡ表达水平并不完全一致，并且两者

相关性不显著，可能由于抗氧化酶基因表达可受转

录后调控影响［２４］，而抗氧化酶活力会受底物水平、

营养等因素影响，因此抗氧化酶 ｍＲＮＡ表达水平

和其活力未呈现简单的相关性［１９－２０］。

半番鸭 ＭＤＡ含量与ＳＯＤ 活力之间存在显著

负相关，与Ｚｈａｎｇ等
［２５］在鸡上的报道类似，ＳＯＤ

活力的减少伴随 ＭＤＡ 含量增加。半番鸭胸肌

ＭＤＡ含量显著高于肝脏、肌胃和肾脏，提示胸肌

可能更易受到氧化应激损伤。在养殖和运输过程中

应更注意减少应激，降低其对肉品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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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ｌａｔｅ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ｐｈｏｓｐｈｏｌｉｐｉｄｈｙｄｒｏｐｅｒｏｘｉｄｅ

ｇｌｕｔａｔｈｉｏｎｅｐｅｒｏｘｉｄａｓｅｍＲＮＡａｎｄ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ｖａｒｉｏｕｓｔｉｓｓｕｅｓｏｆ

ｐｉｇｓ［Ｊ］．犆狅犿狆犪狉犪狋犻狏犲犅犻狅犮犺犲犿犻狊狋狉狔犪狀犱犘犺狔狊犻狅犾狅犵狔犘犪狉狋犅：

犅犻狅犮犺犲犿犻狊狋狉狔犪狀犱犕狅犾犲犮狌犾犪狉犅犻狅犾狅犵狔，１９９７，１１７（１）：１０９－

１１４．

［２５］ＺＨＡＮＧ Ｗ，ＪＩＡＮＧ Ｙ，ＺＨＵ Ｑ，ｅｔａｌ．Ｓｏｄｉｕｍ ｂｕｔｙｒａｔｅ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ｓｇｒｏｗｔｈ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ｂ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ｉｍｍｕｎ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ｉｎｂｒｏｉｌｅｒｃｈｉｃｋｅｎｓ ［Ｊ］．犅狉犻狋犻狊犺犘狅狌犾狋狉狔犛犮犻犲狀犮犲，

２０１１，５２（３）：２９２－３０１．

（责任编辑：张　梅）

８３９ 福建农业学报 第３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