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细胞动物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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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细胞动物到多细胞动物

• 从单细胞到多细胞是生物从低等到高等发
展的一个重要过程，代表了生物进化史上
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

• 原生动物：单细胞动物，低等、原始。

• 后生动物：绝大多数多细胞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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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细胞动物到多细胞动物

原生动物 后生动物

中生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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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细胞动物到多细胞动物

体细胞

轴细胞

菱形虫纲的双胚虫 直泳虫纲的直泳虫

生殖细胞

体细胞

• 小型内寄生动物，结构简单，生活史较复
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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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细胞动物到多细胞动物

• 退化的扁形动物？

–营寄生生活，生活史复杂，结构简单：是适应
寄生生活的退化现象

• 中生动物：

–细胞核DNA中鸟嘌呤和胞嘧啶的含量(23%)与

原生动物纤毛虫的含量相似，而低于扁形动物
(35-50%)等其他多细胞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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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细胞动物的胚胎发育复杂。不同类群的动物各
不相同，但早期胚胎发育的主要阶段相同

• 1. 卵裂期

• 卵的结构
– 植物极：卵黄多

– 动物极：细胞质多

• 卵的类型
– 根据卵黄多少可将卵分为:

• 多黄卵

• 少黄卵

• 中黄卵

一、多细胞动物胚胎发育的一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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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细胞动物胚胎发育的一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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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细胞动物胚胎发育的一般规律

• 卵裂方式：
– 完全卵裂：整个卵细胞都进行分裂, 见于少黄卵

• 均等卵裂 ：卵黄分布均匀, 卵裂时形成的分裂球(即卵裂
形成的细胞)大小相等, 如文昌鱼

• 不均等卵裂：卵黄分布不均匀，卵裂时形成的分裂球大
小不均匀， 如蛙

– 不完全卵裂：卵裂在不含卵黄的部分进行，多见于
多黄卵

• 盘裂：卵裂只限于动物极的细胞质部分，如鸡

• 表面卵裂：卵裂只限于卵的表面,  见于中黄卵，如昆虫



9

一、多细胞动物胚胎发育的一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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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细胞动物胚胎发育的一般规律

卵黄的含量和分布对受精卵的卵裂方式具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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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细胞动物胚胎发育的一般规律

• 受精卵的卵裂与一般细胞分裂的区别：

–受精卵每次分裂之后，新的细胞未长大又继续
进行分裂。因此分裂成的细胞越来越小。

细菌的分裂 受精卵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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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囊胚期

–受精卵通过卵裂而形成中空的球状胚称为囊胚

–在细胞中央形成一个明显的空腔， 即囊胚腔。
囊胚腔周围的细胞构成囊胚层

–囊胚腔的出现使胚体细胞的活动有了充分的空
间

囊胚层

囊胚腔

一、多细胞动物胚胎发育的一般规律



13

• 3. 原肠胚期
–原肠胚的形成方式：内陷、内移、外包、分层、
内转

• 内陷：囊胚植物极细胞内陷，最后形成两层
细胞。
–在外面的细胞层为外胚层

–向内陷入的细胞层为内胚层

–内胚层所包围的腔将形成未来的肠腔，称为原肠
腔

–原肠腔与外界相通的孔称为原口或胚孔

一、多细胞动物胚胎发育的一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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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细胞动物胚胎发育的一般规律

外胚层

内胚层

原肠腔
原口

• 3. 原肠胚期



一、多细胞动物胚胎发育的一般规律

• 3. 原肠胚期

• 原肠胚的形成方式
– 内陷：囊胚植物极细胞内陷

– 内移：囊胚的一部分细胞移
入内部形成内胚层

– 外包：动物极细胞分裂较快，
植物极细胞分裂较慢，动物
极细胞逐渐向下包围植物极
细胞，形成外胚层，被包围
的植物极细胞形成内胚层

15



一、多细胞动物胚胎发育的一般规律

–分层：囊胚细胞分裂时分为内外两层，向着囊
胚腔分裂出的细胞为内胚层，留在表面的为外
胚层

–内转：通过盘裂形成的囊胚，分裂的细胞由下
面边缘内转，伸展形成内胚层。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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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细胞动物胚胎发育的一般规律

• 3. 原肠期
• 原口动物：在胚胎发育过程中， 原口形成口的动
物
– 扁形动物， 线形动物， 环节动物，软体动物， 节肢动
物

• 后口动物：在胚胎发育过程中， 原口形成动物的
肛门，在相反方向的一端由内胚层内陷形成口的
动物
– 棘皮动物以后的动物属于后口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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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细胞动物胚胎发育的一般规律

• 4. 中胚层和体腔的形成

–随着胚胎发育的继续进行, 大多数动物在内外

胚层之间形成了中胚层，同时伴随着体腔的形
成。中胚层之间形成的腔为真体腔。

–中胚层的形成和体腔的出现有两种方式：

• 端细胞法 裂体腔法

• 体腔囊法 肠体腔法



一、多细胞动物胚胎发育的一般规律

• 4. 中胚层和体腔的形成

–裂体腔法(端细胞法)：原口动物

–肠体腔法(体腔囊法)：后口动物(棘皮、毛颚、
半索、低等脊索动物)

在原口的两侧，内外胚层交界处各有一个细
胞多次分裂，形成很多细胞，成索状，伸入
内外胚层之间，为中胚层细胞。中胚层细胞
之间裂开形成的体腔。因此又称裂体腔。这
样形成体腔的方法又叫裂体腔法。原口动物
都是以这种方法形成中胚层和体腔的。

在原肠背部两侧，内胚层向囊胚腔突出成对
的囊状突起称为体腔囊。体腔囊和内胚层脱
离后，在内外胚层之间逐步扩展成为中胚层，
由中胚层包围的空腔为体腔。因体腔囊来自
原肠的背部两侧，所以有叫肠体腔。这样形
成体腔的方法称为肠体腔法。



一、多细胞动物胚胎发育的一般规律

• 所有多细胞动物在胚胎发育早期都要经过以上这
些阶段，是动物胚胎发育的共性。

• 不同种类动物的各发育阶段有所不同。这是由于
不同种类的动物具有不同类型的卵以及卵裂、囊
胚和原肠形成方式的多样性，是动物胚胎发育的
特殊性。

• 从多细胞动物胚胎发育的一般规律来看动物界系
统发育的历史过程， 可以发现两者间存在着客观
的规律——生物发生(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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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细胞动物胚胎发育的一般规律

• 个体发育(Ontogeny)

–是指多细胞动物从受精卵开始， 经过细胞分裂、
组织分化、器官和系统的形成、子代个体成长
直至性成熟的全过程

–在个体发育过程中， 个体的生理功能、组织和
器官的结构都发生一系列变化

–动物的个体发育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
• 胚胎期：从受精卵形成开始到幼体形成破卵而出或
离开母体之前的阶段

• 胚后期：从幼体破卵而出或脱离母体以后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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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发育(Phylogeny)

–即种族发展史，也称为系统发生

• 动物的系统发育是动物界漫长的演化历史，
是指动物由最低等的原生动物发展到高等的
多细胞结构的后生动物，并逐步完善、复杂
化， 进而发展成为最高级形式的动物，直至
人类的全部发展史

一、多细胞动物胚胎发育的一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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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发育也可指一个类群（如某个科属种）
的发生和发展历史。

–如：马的系统发育

经历了六千万年

一、多细胞动物胚胎发育的一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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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发生律由德国科学家赫克尔(E.

Haeckel)1866年提出。

–对大量动物胚胎发育过程的研究发现: 动物个

体胚胎发育的几个早期发育阶段非常相似，都
按一定渐进的顺序进行，这种相似性反映了动
物界系统发育渐进的顺序性

系统发育

个体发育

单细胞动物

受精卵

群体原生动物

囊 胚

二胚层动物

原肠胚

三胚层动物

中胚层形成后的胚胎

要点: 生物的个体发育过程中，按顺序重演其祖先的主要发
育阶段。这是生物进化的重要依椐。

一、多细胞动物胚胎发育的一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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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细胞动物胚胎发育的一般规律

• 生物发生律对于了解各种动物之间的亲缘
关系及其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几种脊椎动物胚胎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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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细胞动物胚胎发育的一般规律

• 多细胞动物起源于单细胞动物的证据

–胚胎学方面：生物发生律

–形态学方面：

–古生物学方面：



二、细胞分化和组织形成

• 多细胞动物在胚胎发育时，细胞不断分裂
增殖，从受精卵→囊胚→原 肠→三胚层形
成初期，分裂形成的细胞形态结构基本相
似。

• 胚胎继续发育，受遗传、环境、营养、激
素以及细胞群之间相互诱导等因素的影响，
细胞在形态、结构和机能上均发生变化－
－－细胞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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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细胞分化和组织形成

• 细胞分化的原因

– 是由卵内因素预先决定的：由于受精卵内所含的遗传
物质在细胞分裂过程中被不均匀地分配到不同细胞中

– 是在发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早期的胚胎细胞都有相
同的发育能力。在原肠期后期，胚胎细胞通过迁移和
相互接触后才开始向不同方向分化

• 从基因角度来看，不同细胞之间出现差异，是因
为在整套基因组中只有一部分基因参与表达(基因
的选择性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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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细胞分化和组织形成

哺乳动物的血细胞
和淋巴细胞都来源
于全能性干细胞。
在不同环境因子作
用下，干细胞向不
同方向分化，形成
不同类型的血细胞



二、细胞分化和组织形成

• 干细胞

– 是一类具有无限自我更
新能力，并能分化成一
种或多种特定类型细胞
的前体细胞

– 哺乳动物在胚胎发育和
个体发育的不同阶段都
存在着不同的多潜能干
细胞，以确保胚胎和个
体的正常发育，并维持
器官的正常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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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细胞分化和组织形成

• 干细胞三种类型：

–全能干细胞：能在体外无限增殖，保持不分化
状态，并可诱导分化为三个胚层的各种细胞

• 1 胚胎干细胞

– 从哺乳动物早期胚胎的卵裂球、或从早期囊胚的内细胞团
细胞分离培养出来的、能在体外长期扩增和传代的全能性
或多能性胚胎细胞

• 2 胚胎原始生殖细胞
– 从早期胎儿的生殖嵴分离、培养出的原始生殖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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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细胞分化和组织形成

–具有限潜能或专能的干细胞

• 3 成体干细胞

–存在于动物和人体的各种组织器官中，具有更新、
补充某种组织细胞功能的具有限潜能或专能的干
细胞

• 一些成体干细胞(如骨髓组织的干细胞)的分化潜能
已经超越了组织甚至胚层的界限，但目前尚未发现
可分化为所有类型细胞的成体干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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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细胞分化和组织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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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细胞分化和组织形成

治
疗
性
克
隆
的
操
作
途
径



二、细胞分化和组织形成

• 干细胞治疗的优势：
– 低毒性（无毒性）

– 即使不完全了解疾病的机理，也可达到较好治疗效果

– 自身干细胞移植可避免产生免疫排斥反应

– 对传统治疗方法疗效较差的疾病会有显著效果

• 《科学》杂志于1999年将干细胞研究列为
世界十大科学成果的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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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细胞分化和组织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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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PS cells acquired protein-
coding somatic mutations. 
Somatic mutations in the gene
NTRK3 were found in two 
independent hiPS cell lines but
were not present in their 
fibroblast progenitors

Gort et al. Somatic coding mutations in human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 Nature, 471: 63-U76. (March 3, 2011)



二、细胞分化和组织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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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 et al.. Immunogenicity of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 Nature, 
474: 212-U251 (June 9, 2011)

Unwelcome infiltrators.
Dark-brown T cells—a sign of 
immune rejection—invade 
tissue formed by iPS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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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细胞分化和组织形成

• 经分化的细胞成为组成多细胞动物机体的
基本材料：组织，能够行使特定的生理功
能 。

• 组织：

–具有相似的形态结构，能行使相同生理机能，
由经过分化的细胞和一些非细胞形态的物质(细
胞间质)组成的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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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细胞分化和组织形成

• 动物体的所有组织都是由胚胎期的三个胚
层分化而来：

–外胚层：全部神经组织和部分上皮组织

–中胚层：全部结缔组织和肌肉组织，大部分排
泄系统和生殖系统的上皮组织

–内胚层：大部分消化管上皮、消化腺和呼吸上
皮、内分泌腺。

上皮组织的来源最复杂。其他组织来源较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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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器官和系统

• 1. 器官

–器官是指由几种不同类型的组织联合形成的、
具有一定形态特征和生理机能的结构。

• 2.系统

–系统是一些在机能上密切关联的器官联合起来，
完成连续的生理机能。



41

三、器官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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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 原生动物门

– 单细胞动物，身体微小，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相当于整个高等动物体。
以各种细胞器完成不同的生活机能

– 运动：鞭毛、纤毛、伪足

– 营养：光合、吞噬、渗透

– 呼吸排泄：通过体表进行

– 体形结构：多样化。裸露，具表壳，具骨骼…

– 生殖：无性生殖、有性生殖

– 不良环境下形成包囊

– 代表性动物：草履虫，疟原虫

• 多细胞动物胚胎发育的几个重要阶段

• 干细胞



Photograph by David Doubilet



腔肠动物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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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腔肠动物门的主要特征

• 1. 身体辐射对称

–辐射对称：通过身体的中轴可以有二个以上的
切面把身体分成两个相等的部分。是一种原始
的对称形式。

–两辐射对称：通过身体的中轴只有二个切面把
身体分成两个相等的部分。介于辐射对称和左
右对称之间的一种形式

–辐射对称的体形只有上下之分，没有前后左右
之分。适应于水中固着或漂浮生活



一、腔肠动物门的主要特征

• 2. 身体由二个胚层组成，
中间为中胶层
– 腔肠动物笫一次出现胚层分
化，是真正的两胚层动物

– 外胚层：外层体壁(皮层)，
具保护、运动和感觉功能

– 内胚层：内层(胃层)，具消
化、营养功能

– 中胶层：内、外胚层细胞分
泌的胶状物质。具有支持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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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腔肠动物门的主要特征

• 3.出现消化腔
– 相当于高等动物的消化道，消化食物的场所

• 相当于胚胎发育过程中的原肠腔

– 通过腺细胞分泌消化液，食物在消化腔内进行初步消
化，是动物进化过程中最早出现细胞外消化
• 多孔动物：中央腔没有消化作用

– 消化腔又具有循环的作用，可把消化后的营养物质输
送到身体各部分，故也称为消化循环腔。

– 消化腔只有一个对外开口，是原肠期的原口形成的，
兼有口(摄食)和肛门(排遗)两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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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原纤维

神经细胞

感觉细胞

上皮肌肉细胞

一、腔肠动物门的主要特征

• 4. 有原始的组织分化

–原始的上皮组织：上皮细胞含有肌原纤维，具
有上皮和肌肉两种功能，称为上皮肌肉细胞(皮
肌细胞)。既是上皮细胞，又是原始的肌肉细胞

上皮细胞的基部延伸出一个或几
个细长的突起，其中有肌原纤维。
每个肌原纤维都是由一束细丝组
成，这些丝又分为粗、细两种，
与高等动物的粗(肌球蛋白)、细
(肌动蛋白)丝相似。收缩机理也
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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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腔肠动物门的主要特征

• 5. 出现原始的神经组织：

–由各种类型的神经细胞构成弥散型的网状神经
系统

海笔中胶层的神经网水螅的神经网



一、腔肠动物门的主要特征

• 原始性表现:

– 无神经中枢

– 传导无方向性

– 传导速度慢 (比人
的神经传导慢100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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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螅型

(圆柱状)

水母型

(伞状)

一、腔肠动物门的主要特征

• 6. 一般有水螅型和水母型两种基本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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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螅型:适应于固着生活 水母型：适应于漂浮生活

一、腔肠动物门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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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腔肠动物门的主要特征

• 7. 具多态现象

–群体多态现象：群体有两种或两种以上具不同
形态的体型，有不同的结构，完成不同的生理
机能，使群体成为一个完整的整体

–如薮枝虫：有二种个体

• 水螅体：专司营养

• 生殖体：专司生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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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表动物: 水螅 Hyd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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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表动物: 水螅 Hydra



二、代表动物: 水螅

• 1. 形态结构:

–身体由内、外两层细胞
组成，中间夹着中胶层

• 外层：来源于外胚层，细
胞层较薄，排列整齐

• 内层：来源于内胚层，细
胞层较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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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表动物: 水螅 (形态结构)

• 外层分化成六种细胞：
– （1） 外皮肌细胞: 细
胞基部的肌原纤维纵向
排列，细胞收缩使身体
和触手缩短。

– （2）神经细胞: 分布在
外胚层基部，神经细胞
向四周伸出突起相互连
结成神经网

– （3）感觉细胞: 细胞小，
有感觉毛，基部与神经
细胞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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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螅体壁横切面

食物泡 腺细胞 内皮肌细胞
中胶层

外皮肌细胞 神经细胞

感觉细胞

核
颗粒层

间细胞

刺细胞

刺丝囊
外纵肌纤维

内环肌纤维

核
感觉细胞

腺细胞

鞭毛



二、代表动物: 水螅 (形态结构)

– （4）腺细胞: 全身分布，
口的周围和基盘处较多。
能分泌粘液和气体

– （5）间细胞: 散布在外层
细胞之间的小型未分化细
胞，能分化成剌细胞和生
殖细胞等

– （6）剌细胞: 腔肠动物所
特有的一种攻击和防御性
细胞。遍布整个外层，触
手上最多。功能：捕食、
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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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螅体壁横切面

食物泡 腺细胞 内皮肌细胞

中胶层
外皮肌细胞 神经细胞

感觉细胞

核

颗粒层

间细胞

刺细胞

刺丝囊

外纵肌纤维

内环肌纤维

核

感觉细胞
腺细胞

鞭毛



59

二、代表动物: 水螅 (形态结构)

触手上的剌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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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表动物: 水螅 (形态结构)

水螅刺细胞和四种刺丝囊（捕食，运动）
A, B: 粘性刺丝囊; C:卷缠刺丝囊; D: 刺细胞; E: 穿刺刺丝囊的刺丝向外翻出; F: 

翻出的卷缠刺丝囊在甲壳动物的刺毛上; G: 一段触手, 示刺细胞



二、代表动物: 水螅 (形态结构)

• 内层：以内皮肌细胞为主
– （1）内皮肌细胞: 细胞基
部的肌原纤维横向排列，
收缩使身体和触手变细

– 部分细胞顶端长有鞭毛，
其摆动能使消化腔内形成
水流；部分细胞顶端能伸
出伪足吞噬食物颗粒，进
行细胞内消化

– 内皮肌细胞具收缩和营养
双重功能，也称营养肌肉
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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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螅体壁横切面

食物泡 腺细胞 内皮肌细胞
中胶层

外皮肌细胞 神经细胞

感觉细胞

核
颗粒层

间细胞

刺细胞

刺丝囊
外纵肌纤维

内环肌纤维

核
感觉细胞

腺细胞

鞭毛



二、代表动物: 水螅 (形态结构)

• 内层还有：
– （2）腺细胞: 分布在不
同部位的腺细胞具有不
同的功能 。分布在内
层的腺细胞可分泌消化
酶，对消化腔内的食物
进行细胞外消化。口和
垂唇附近的腺细胞分泌
的粘液有润滑作用，辅
助吞食

– （3）感觉细胞: 少量

– （4）间细胞: 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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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泡 腺细胞 内皮肌细胞
中胶层

外皮肌细胞 神经细胞

感觉细胞

核
颗粒层

间细胞

刺细胞

刺丝囊
外纵肌纤维

内环肌纤维

核
感觉细胞

腺细胞

鞭毛

水螅体壁横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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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表动物: 水螅

• 2. 摄食和消化

• 摄食:

–利用触手上的剌细胞放出剌丝麻痹捕获物

–用触手将食物送入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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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表动物: 水螅

• 消化:

– 腺细胞分泌消化酶对食物进行细胞外消化

– 经消化后的小分子物质由内皮肌细胞吞噬，进
行细胞内消化

– 不能消化的食物残渣经口排出体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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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表动物: 水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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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表动物: 水螅

• 3 .呼吸与排泄

• 无专门的呼吸和排泄器官

–呼吸: 外层和内层细胞通过细胞膜的渗透扩散
作用与外界环境进行气体交换

–排泄:  代谢产生的废物通过细胞膜排到体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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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表动物: 水螅

• 4. 感觉和运动

–分布在外皮肌细胞间的感觉细胞受到刺激后把
冲动通过神经传导给皮肌细胞

– 在内、外皮肌细胞的协同作用下，使水螅产生
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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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表动物: 水螅

• 4. 感觉和运动

–水螅的运动方式有三种：

• 翻筋斗

• 借助基盘粘液气泡悬浮

• 尺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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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表动物: 水螅

• 翻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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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基盘粘液气泡悬浮

二、代表动物: 水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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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蠖运动：

二、代表动物: 水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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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表动物: 水螅

• 5. 生殖

–无性生殖：出芽生殖
• 体壁向外突出，逐渐长大形成芽体。芽体的消化循环腔于母体相
通，长出触手、垂唇、口后，基部收缩与母体分离，形成新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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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表动物: 水螅

• 2. 有性生殖

– 外层的间细胞分化形成卵巢和精巢(多为雌雄
异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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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表动物: 水螅

• 2. 有性生殖

–外层间细胞分化形成卵巢和精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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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表动物: 水螅

• 2. 有性生殖

–外层间细胞分化形成卵巢和精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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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表动物: 水螅

• 2. 有性生殖
– 卵成熟后，卵巢破裂使卵露出。精子游近卵使其受精

– 受精卵进行完全卵裂，以分层法形成实心原肠胚，包
上粘性厚膜形成休眠体，从母体脱落下来

– 次年春末或环境条件适宜时，胚胎脱膜而出，继续发
育成小水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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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膜

三、分类

• 分为水螅纲、钵水母
纲、珊瑚纲

• 1 .水螅纲:

• 多数种类有水螅型和水
母型
– 水螅型有垂唇

– 水母型有缘膜，小型个体

• 有世代交替现象

• 生殖细胞外胚层由产生

• 刺细胞存在于外胚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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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类

螅根

螅茎

触手
口
垂唇
螅鞘

共肉
围鞘

水螅体

生殖体

生殖孔
生殖鞘
水母芽

水母芽
小水母

卵
巢

精
巢

触
手

辐
管

卵
精
子受精卵

2细胞
期

囊胚

浮浪幼虫

薮枝虫生活史

水螅体和生殖体通过螅茎中的共肉
连接，消化循环腔相通。

生殖体可以出芽方式形成许多水母
芽，成熟后由生殖孔出来，在海水
中自由生活。小水母雌雄异体。发
育成熟后,在四条幅管上有四个外胚
层形成的卵巢或精巢.精卵成熟后在
海水中受精,受精卵以内移方式形成

实心的原肠胚，表面生纤毛，能游
动，为浮浪幼虫。固着下来，以出
芽方式形成水螅体。

无性生殖方式产生水母型单体，有
性生殖方式产生水螅型群体。有世
代交替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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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类：水螅纲

• 有的水螅型发达，水母型退化，有的水母
型发达，水螅型退化

钩手水母

缘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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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类：水螅纲

筒螅 Tubularia larynx ：群体生活，螅
茎直立不分支，丝状触手排成二列

筒螅局部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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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类：水螅纲

僧帽水母Physalia sp. 

浮游性的多态群体水母，大的浮
囊状如僧帽，其中充满气体。气
囊下有各种个体，其中触手极长，
有的达16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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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类：水螅纲

桃花水母 Craspedacusta sp.

桃花水母是原始低等的无脊椎动物，最早诞
生于约5.5亿年前，是国家濒危野生动物。
桃花水母对生存的水环境要求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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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月水母

三、分类: 钵水母纲

• 2. 钵水母纲

–大型水母

–水螅型不发达而水母
型发达

–水螅型有垂唇

–水母型无缘膜

–生殖细胞由内胚层产
生

– 内外胚层均有刺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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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类: 钵水母纲

海月水母

A：口面观; B: 剖面观

(触手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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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类:钵水母纲

海月水母生活史(水母型发达，水螅型退化为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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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类: 钵水母纲

海月水母Aurelia aurita 彩色水母 Mastigias pap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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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类: 钵水母纲

海蜇 Rhopilema esculentum珍珠水母 Phyllorhiza punct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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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类：珊瑚纲

• 3. 珊瑚纲

–只有水螅型，无水母
型

–无垂唇，有口道(外
胚层细胞内陷而成)，
隔膜(支持，增加消
化面积)

–生殖细胞由内胚层产
生

–内外胚层均有刺细胞

口道

触手

口道

一级
隔膜

消化腔

毒丝

二级隔
膜
内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