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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蚶天津群体形态性状对体质量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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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讨形态性状对体质量的影响，指导毛蚶的选育，以毛蚶天津群体为研究对象，测量壳长、壳宽、壳高、体质量，

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壳宽是体质量的主要影响因子，其与体质量的相关系数为 0.953，直接作用为 0.505，间接作用为
0.448，壳长、壳高间接作用分别为 0.483、 0.480，综合决定系数为 0.706 6。毛蚶体质量多元回归方程为 Y =-40.8+0.438X 1+
1.124X 2+0.469X 3，R 2=0.924；以壳宽为自变量，体质量回归方程为：Y=5.443伊10-3X 22.519，R 2=0.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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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shell morphological traits on total weight in
Scapharca subcrenata Lischke from Tianjin
ZHANG Chao, LI Yong-ren, GUO Yong-jun, LIANG Jian

渊Tianjin Key Laboratory of Aqua-Ecology and Aquaculture, College of Fisheries, Tianji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4,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guide the selective breeding of Scapharca subcrenata Lischk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orrelation be鄄

tween subcrenata morphological traits and their total weight. Four traits of wild subcrenata samples in Tianjin were employed院

shell length渊X 1冤, shell width渊X 2冤, shell height渊X 3冤 and total weight渊Y 冤. Statistical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shell width was

the main factor of the total weigh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hell width and total weight was 0.953, including direct effect
渊0.505冤 and indirect effect 渊0.448冤. The indirect effects of shell length and shell height on total weight were 0.483 and 0.480,
respectively. The general determination coefficient of shell width on total weight was 0.706 6. To estimate total weight, the

multiple regression equation is evolved院Y =-40.8+0.438X 1+1.124X 2+0.469X 3, R 2=0.924; while the regression equation with
shell width as independent variableis: Y=5.443伊10-3X 22.519, R 2=0.924.

Keywords：Scapharca subcrenata Lischke; correlation analysis; path analysis; regression equation

毛蚶 （Scapharca subcrenata Lischke），俗称毛
蛤、毛蚬子，属软体动物门，双壳纲，列齿目，蚶
科，毛蚶属。多栖于低潮线以下至水深二十多米的
泥质海底，主要分布于日本、朝鲜和中国近海，黄
渤海资源尤为丰富，是我国重要的海产经济贝类之
一 （张建中 等， 1993）。毛蚶味道鲜美，营养丰
富，深受消费者喜爱。目前，国内毛蚶养殖业发
展迅速，但养殖所用苗种未经选育，生长及存活均无
收稿日期：2019-01-13；修订日期：2019-02-22

优势，严重制约了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开
展毛 蚶的新品系选育，提供优质苗种，是产业发
展的重要前提。
近年来，经济性状的相关性分析、通径分析以及
回归分析已广泛应用于大麻哈鱼（Oncorhynchus keta）
（李 培 伦 等 ， 2018）、 斜 带 石 斑 鱼 （Epinephelus
coioides） （赵旺 等， 2017）、圆斑星鲽 （V erasper
variegatus） （边力 等，2017）、大泷六线鱼 （Hex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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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ammos otakii） （李 莉 等 ， 2019）、 小 黄 鱼
（Pseudosciaena polyactis） （刘峰 等，2016）、大黄
鱼 （Pseudosciaena crocea） （刘 贤 德 等 ， 2008）、
凡 纳 滨 对 虾 （Litopenaeus vannamei） （刘 红 等 ，
2016）、中华虎头蟹 （Orithyia sinica） （来守敏 等，
2015） 等水产动物的育种指标筛选。对于多种经济
贝类也已有报道，如大扁玉螺 （Glossaulax reini原

ana） （Zhao et al， 2014）， 波 纹 巴 非 蛤 （Paphia
undulata） （王庆恒 等，2010），皱纹盘鲍 （Halio原
tis discus hannai） （刘贤德 等， 2010； Luo et al，
2013），中国蛤蜊 （Mactra chinensis） （郭文学 等，

异系数大小依次为体质量 > 壳宽 > 壳长 > 壳高，
其中体质量的变异系数最大，为 44.38 %。形态性

状中，壳高变异系数最小，为 15.34 % ，壳宽变异

系数最大，为 18.51 %，表明 3 种形态性状中壳宽
性状具有相对较大的选择潜力。

表 1 毛蚶形态性状的描述性统计量
性状

壳长
X 1 /mm

壳宽
X 2 /mm

壳高
X 3 /mm

6.89

5.20

5.13

43.01

平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16.01

28.09

33.45

18.51

15.34

体质量
Y /g
26.05

11.56

44.38

2013） 等，但鲜见对相关性、通径及回归分析综合

应用的相关报道。本文以天津浅海野生毛蚶为研究

2.2 相关分析

对象，采用相关、通径及回归分析综合探讨毛蚶主
要形态性状对体质量的影响，旨在为亲本选择提供

的相关性均极显著 （P < 0.01）。其中，形态性状与

科学依据，提高选育效率，为毛蚶的品种选育提供
参考。

形态性状间的相关系数大小依次为壳长与壳高> 壳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实验用毛蚶为采自天津大神堂以南浅海海域
（39毅 09忆 N ， 117毅 59忆 E） 的 野 生 群 体 ， 该 海 域 水
深 5 ~7 m ， 软 泥 底 质 ， 海 水 盐 度 稳 定 终 年 保 持
在 30 左右。淡水清洗毛蚶壳表，以吸水纸拭干水
分后待用。
1.2 测定方法

随机取 2~3 龄毛蚶 310 只，使用精度为 0.000 1 g
电子天平称量体质量 （Y），用精度为 0.02 mm 游
（X 2），壳高
标卡尺测量毛蚶的壳长 （X ），壳宽
1

（X ）
3 。每组数据测量 3 次。
1.3 分析方法
采用 Excel 软件进行初步数据处理，获得描述
统计量；使用 SPSS 24.0 软件对各性状的统计参数

进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建立毛蚶形态性状与体
质量间的回归方程并制图；依据相关系数、通径系
数和决定系数进行通径分析和决定程度分析。

2

毛蚶形态性状间的相关系数见表 2。各性状间

体质量间的相关系数大小依次为壳宽>壳长>壳高，
长与壳宽 > 壳宽与壳高，各性状间相关系数均大
于 0.9 且为正相关。
表2

毛蚶形态性状间的相关系数

X1

性状

1.000

X1
X2
X3

X2

X3

0.956**
1.000

0.945**

1.000

0.941**

0.950**

Y

Y

0.964**

注：** 表示相关性极显著 （P < 0.01）

0.953**
1.000

根据通径分析原理，利用性状间的表型相关系
数分析结果，建立各形态性状对体质量的通径系数
正则方程组，解该方程组得到各形态性状对体质量
的统计系数，分别为 P1 = 0.261， P2 = 0.505， P3 =

0.208，相关指数 R 2 = 移Pi rxiy = 0.923 6。

根据相关系数组成，将形态性状与体质量的

相 关系 数分为直 接作用 Pi 和间接作 用 rxiy = Pi +

移P r
i

。各性状间的通径系数见表 3，直接作用

xiy

大小依次为壳宽 > 壳长 > 壳高，间接作用则相反；
壳宽直接作用大于间接作用，壳长、壳高的直接作

结果

2.1 描述性统计

毛蚶各性状的描述性统计量见表 1，各性状变

用均小于间接作用。
单个性状对体质量的决定系数为 di = Pi2，两个

性状对体质量的共同决定系数为 dij = 2rij Pi Pj，各形

态性状对体质量的决定系数见表 4。决定系数总和
：
http
http：
//hytb.nmdi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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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毛蚶形态性状对体质量影响的通径分析

性状 相关系数 rij 直接作用 Pi
X1

X3

撞

X1

0.448

0.250

0.261

0.684

0.941

0.208

0.732

0.505

实测

间接作用 rij Pj

0.945
0.953

X2

0.252

X2

X3

0.483

0.201

0.198

0.480

性状

X1

X2

X3

X1

0.068 121

0.252 011

0.104 667

X3

0.255 025

移d = 0.922 7，与相关指数 R

2

60.00

0.199 576

40.00

0.00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壳长/mm

0.043 264

相差 1.4 译 ，说明

本次选用 3 个形态性状是影响体质量的重要性状，
其他性状影响相对较小。本次选用的 3 个形态性状
对体质量的相对决定程度分别为 6.81 %，25.50 %，
4.33 % ，共同决定系数分别为 25.20 % ， 10.47 % ，
19.96 %。
2.3 回归分析
2.3.1 形态性状与体质量间的多元回归分析
形态性状与体质量间的多元回归方程为： Y =
-40.08 + 0.438X 1 + 1.124X 2 + 0.469X 3， R 2 = 0.925。
各回归系数及回归方程均达极显著水平 （P < 0.01），

图 1 壳长与体质量的曲线拟合

实测
60.00

体质量间的数量关系。
2.3.2 单一性状与体质量的回归分析

壳长与体质量之间的曲线拟合见图 1。曲线拟
合方程为： Y = 4.085 伊 10 -4 X 12.921，相关指数 R 2 =
0.925。自变量回归系数及截距回归系数差异极显
著 （P < 0.01），回归关系差异极显著 （P < 0.01）。
壳宽与体质量之间的曲线拟合见图 2。曲线拟
合方程为： Y = 5.443 伊 10 -3 X 22.519，相关指数 R 2 =
0.937。自变量回归系数及截距回归系数差异极显
著 （P < 0.01），回归关系差异极显著 （P < 0.01）。
壳高与体质量之间的曲线拟合见图 3。曲线拟
合方程为： Y = 5.238 伊 10 -4 X 33.058，相关指数 R 2 =
0.904。自变量回归系数及截距回归系数差异极显
著 （P < 0.01），回归关系差异极显著 （P < 0.01）。

幂

40.00

20.00

0.00
0.00

回归方程成立。通过预测，实际观测值与估计值差
异不显著 （P > 0.01），回归方程可反映形态性状与

：
http
http：
//hytb.nmdis.org.cn
//hytb.nmdi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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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毛蚶形态性状对体质量的决定系数

X2

38 卷

通 报

10.00

20.00

30.00

壳宽/mm

40.00

50.00

图 2 壳宽与体质量的曲线拟合

实测
60.00

幂

40.00

20.00

0.00
0.00

10.00

20.00

30.00

壳高/mm

40.00

图 3 壳高与体质量的曲线拟合

50.00

4期

3

403

张超 等：毛蚶天津群体形态性状对体质量的影响研究

于各自生物学特性不同，双壳类体质量的主要影响

讨论

因素亦不同。

双壳类形态性状有多种测度指标，但壳长、壳
宽和壳高为最重要的表观形态指标 （郭文学 等，
2013；闫喜武 等，2011），本研究中，3 种指标决

定系数总和与相关指数 R 相差仅 1.4 译，说明这 3
2

个指标是影响体质量的决定性状。通过相关性分

3.2 回归分析及拟合方程优化
回归分析中，自变量不断增加，虽然不能增加
模型的解释力，但 R 2 并不会降低 （R 2 为自变量数

目的非递减函数） （邱皓政，2013），同时，多元
回归分析中，由于自变量高度共线性产生的重要信
息流失使回归方程缺乏合理性。本研究中，多元回

析、回归分析，从 3 个指标中筛选对个体质量影响

归分析共线性诊断发现回归方程自变量存在高度共

化具有重要意义。

利用 3 种形态性状的高度相关性和高度共线性，对

最大的性状指标，对毛蚶性状选育方案的制定与优
3.1 相关分析及指标筛选

通径分析可以从复杂自变量相关网络中确定某

自变量并决定依变量的最佳路径，能够反映出多变

量间直接关系的大小 （袁志发 等， 2002）。同时，
综合决定系数中包含直接作用与间接作用，较为全
面，因此选择综合决定系数为决策准则 （刘小林

线性，结合相关分析结果，同时考虑模型简效性，
回 归模型进 行优化。得到 3 个 回 归 方 程 ， 发 现

3 种形态性状与体质量间均呈幂函数关系，壳宽为

自变量的回归方程决定系数最高，为 0.938，与相

关分析结果吻合，且高于多元回归方程决定系数。

3.3 统计学方法的应用

使用统计学方法研究生物生长过程，可以了解

等， 2004）。根据相关系数， 3 种形态性状均超过

生物的生长规律，并进行预测 （刘颖 等， 2008）。

主要指标 （李莉 等，2015）；根据通径系数，壳宽

质量性状的影响效果，发现影响目标性状的主要因

0.261、 0.208，同时，壳宽通过壳长、壳高产生的

泛应用。闫喜武等 （2011） 采用通径分析方法研

接作用为 0.684、0.732，壳宽间接作用占比分别为

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壳宽是影响活体质量和软体

0.94，这 3 种壳态性状均可作为影响毛蚶体质量的

通过相关、通径及回归分析方法研究形态性状对体

的 直 接 作 用 为 0.505， 明 显 高 于 壳 长 、 壳 高 的

素，制定合理的育种方案，已在贝类遗传育种中广

间接作用分别为 0.483、0.480，壳长、壳宽的总间

究四角蛤蜊 （Mactra veneriformis） 5 个数量性状间

70.6 %、65.6 %，且在壳长、壳高与体质量相关系

质量的主要因素；张根芳等 （2018） 采用通径分析

壳宽对体质量的影响超过壳长、壳高；根据决定系

数量性状间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壳长综合决定系

数中占比分别为 51.1 %、51.0 %，超过一半，说明
数，壳长、壳宽、壳高对体质量的决定系数总和

移 d = 0.922 7，与相关指数 R

2

= 0.923 6 近似相

等，且大于 0.85 （即 85 %） （刘小林 等，2004），

方法研究 1 龄三角帆蚌 （Hyriopsis cumingii） 5 个
数最大，是所选性状中理想的选育目标性状；Huo
等 （2017） 采 用 通 径分 析 方 法 研 究 菲 律 宾 蛤 仔

（Ruditapes philippinarum） 不同贝龄形态性状对体
质量的影响效果，结果表明不同贝龄蛤仔体质量的

说明本次选用的 3 个形态性状是影响体质量的决定

主要影响因素不同；孔宁等 （2015） 采用回归分析

对决定程度为 25.50 %，综合决定系数为 70.66 %，

育群体的生长特性，结果表明壳型性状与体质量均

到主要作用。另外，对毛蚶群体间形态差异的研究

本研究结果表明，毛蚶壳宽是对体质量影响最大的

性状，其他性状影响相对较小；壳宽对体质量的相

的方法研究长牡蛎 （Crassostrea gigas） 快速生长选

说明 3 种主要形态性状与体质量相互关系中壳宽起

呈幂函数关系，且壳长的回归方程决定系数最大。

（陈蓉 等，2009） 中发现，壳宽为群体间差异性的
主要来源之一，说明该性状具有较强的可塑性，符
合育种指标的要求。在对其他种类的相关研究中发

形态性状且对体质量的估计效果更佳，同时，形态

现，栉孔扇贝的壳高及文蛤的壳长对体质量影响最
大 （吴杨平 等，2010；刘小林 等，2002），说明由

中，选择体质量为目标性状更为经济，从形态性状

性状对软体重的决定系数较小而体质量与软体重又
普遍呈显著正相关 （王冲 等，2015）。在毛蚶选育
上应以壳宽为主要选育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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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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