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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养大熊猫张想与野生大熊猫的微生境和采食策略对比以及对未来放归的建议
雷淼文1，袁施彬1，杨志松1，杨许玉2，古晓东3，黄蜂3，张泽钧1*
(1. 西南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四川南充637002；2. 四川省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保护管理站，
成都610081；3. 栗子坪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四川石棉625400)
*
通信作者，E-mail：zhangzj@ioz.ac.cn
摘要：大熊猫张想(谱系号：826)于2011年8月20日在卧龙国家自然保护区诞生。2013年11月6日，张想来
到栗子坪自然保护区的野化培训圈接受放归前的野化培训。在张想离开野化培训圈之前，我们探究了张想与
野生大熊猫微生境利用与采食策略的差异。与后者相比，野化培训圈内张想的采食点具有坡度较平缓；乔木
数量大、胸径小而郁闭度高；灌木盖度大、活竹密度小的特点。由于野化培训圈环境差异(例如竹种的不同)
和个体差异(例如年龄与咀嚼能力等)的综合因素，张想与野生大熊猫的食性差异明显。野化培训圈作为放归
个体在进入野生环境之前的重要过度，或者说在放归大熊猫进入以峨热竹为主的野生环境之前，缓解大熊猫
生存的压力，使之对即将生存的环境进行初步适应，从而增强被放归大熊猫的适应力，增加它的存活力。但
是张想与野生大熊猫在生境利用与采食策略上的差异表明，张想在进入野生环境以后将不得不再次适应新的
环境，因此栗子坪保护区修建的野化培训圈从调查结果上看效果并不理想。此外，由于调查期间我们未在野
化培训圈内发现适合孕期和哺乳时期大熊猫栖息的树洞或者石洞，因此同样不利于上述大熊猫的野化培训。
我们建议，在未来的野化培训圈的修建时，选址在以峨热竹为主的树林里，这样圈养大熊猫就能在没有人为
的帮助下更加容易的适应当地的环境。而其他保护区野化培训圈的修建因着重考虑选址地的生态环境，例如
地理环境、森林生境以及竹种等，并尽可能保证选址地的生态环境与放归大熊猫即将进入的当地生态环境相
似或者相同。
关键词：放归；保护建议；采食策略；栖息地生境

秦岭野生大熊猫空间移动行为和觅食斑块选择策略的研究
韦伟
(西华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四川南充637009)
摘要：大熊猫 Ailuropoda melanoleuca 作为我国独有的濒危动物，其种群的动态与保护现状一直受到广泛
的关注。大熊猫空间移动行为与觅食对策的研究一直是大熊猫种群生态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领域。由于大熊
猫生活环境的特殊性以及传统遥测技术的限制，以往对大熊猫空间移动和觅食行为的研究往往很难获得准
确、完整和高精度的数据，因此对分析结果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在陕西秦岭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给野生大
熊猫佩戴最先进的 GPS 无线电项圈，对大熊猫进行持续的野外跟踪监测。基于 GPS 项圈的精确定位信息，
我们使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分析大熊猫的空间移动和觅食斑块的选择行为，探索其行为模式的个体差异、季
节性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同时，在不同时空尺度下分析大熊猫空间移动模式及其变化机制，使用多元线
性回归模型分析不同环境与食物资源差异对大熊猫季节性垂直移动的作用。从以往的研究我们知道大熊猫有
选择性的集中使用某些觅食斑块，但不知道营养异质水平和景观异质性如何影响大熊猫对觅食斑块的选择。
因此，我们除了使用高分辨率的 GPS/VHF 无线电项圈对大熊猫觅食斑块的选择行为进行研究外，同时结合
广泛的觅食斑块抽样调查以进行营养异质水平的分析以及微生境变量的测定，探索影响大熊猫觅食斑块的选
择和利用的潜在因素，以确定精细尺度下大熊猫在个体水平上对觅食斑块的选择机制。
1

主要研究结果如下：
1、大熊猫的空间移动行为在不同尺度上表现出两种显著差异的模式：在季节性活动区内进行无定向的
随机移动，而在季节性活动区之间进行长距离的定向移动。
2、不同个体在季节性活动区内无定向的随机移动模式也表现出独特的个性化特征以及季节性差异。
3、我们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大熊猫空间行为与环境因子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除了气温等
环境因素外，食物的营养与质量对大熊猫的移动具有重要的作用。
4、通过随机森林(Random Forest)和广义线性混合效应模型(Generalized Liner Mixed Models)，结果发现大
熊猫更喜欢选择具有平缓的坡度、更靠近水源地等能显著降低能量消耗的觅食斑块，同时，更偏好含有更高
粗蛋白以及更低纤维素的觅食斑块。
关键词：大熊猫；空间移动；觅食斑块；行为策略

四川老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四川山鹧鸪及其它雉类样线监测成果分析报告
陈本平，冯盛林，陈建武
(四川省屏山县老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四川屏山645350)
摘要：在世界雉类协会(WPA)、四川省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保护管理站以及英国切斯特动物园(NEZS)的技
术支持和资金资助下，四川老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自2008年以来开展了雉类样线监测。从样线设置、野外
数据的收集、数据处理、8年结果分析、问题与建议等方面，对保护区雉类样线监测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
供同行交流探讨。
关键词：雉类；样线示范监测；老君山自然保护区；四川

四川山鹧鸪孵卵行为研究
付义强1，陈本平2，Simon Dowell3，张正旺4*
(1. 西南山地濒危鸟类保护四川省高校重点实验室，乐山师范学院生命科学学院，四川乐山614004；2. 四川
老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四川屏山645350；3. 健康与生命科学学院，牛津布鲁克斯大学，Jack Straws
Lane，Marston，Oxford OX3 0FL，UK；4. 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师范大学生命
科学学院，北京100875)
*通信作者，E-mail：zzw@bnu.edu.cn
摘要：对于孵卵期的大多数鸟类而言，它们尽可能减少觅食活动以避免胚胎低温和卵捕食。单亲孵卵者
面临孵卵与觅食的直接冲突。四川山鹧鸪 Arborophila rufipectus 是我国特产的一种珍稀濒危雉类。研究表明：
雌鸟单独孵卵。孵卵期约29 d。雌鸟每天离巢一次，平均离巢时间4.7 h·day-1±1.1 h·day-1。总在巢率81.1%±5.8%。
在高捕食风险和人为干扰条件下，雌鸟显著延长离巢时间和减少在巢率。卵平均每天暴露在“生理零度”(26 ℃)
以下4.4 h。孵化率约88.4%，表明胚胎低温似乎对其孵化率影响不大。
关键词：孵卵行为；离巢时间；胚胎低温；四川山鹧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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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港鸟类多样性调查
杨玉风，刘丹，张腾，文陇英
(乐山师范学院生命科学学院“西南山地濒危鸟类保护”四川省高等学校重点实验室，四川乐山614004)
摘要：采用样线法于2011年10月—2012年10月，对位于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成都港周围地区3 种生境的
鸟类进行了调查。共记录到鸟类80种，隶属于8目28科，其中优势种占6.25%，常见种占28.75%，稀有种占
65.00%；留鸟35种(占43.75%)，夏候鸟19种(占23.75%)，冬候鸟22种(占27.50%)，旅鸟4种(占5.00%)。从种类
数量、物种多样性 指数(Ｈ′)、均匀度指数(J)值来看，农田中的鸟类资源最为丰富，且群落稳定，加强对水
域和村舍生境的保护可保持鸟类的数量和多样性。通过鸟类多样性调查结果表明成都港口的修建对鸟类影响
不大。
关键词：成都港；鸟类；多样性

环境因子对白颊噪鹛形态变化的影响
文陇英
(乐山师范学院生命科学学院“西南山地濒危鸟类保护”四川省高等学校重点实验室，四川乐山614004)
摘要: 白颊噪鹛 Garrulax sannio 在中国分布在平原至海拔2000多米的南方地区，本文主要研究形态指标
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形态指标与环境因子的关系。通过主成分分析了540个标本48个种群的11个形态指标及17
个环境因子，结果表明：头骨在漫长的进化历史中相对稳定，可以作为白颊噪鹛的分类标准；体长和嘴峰长
易变同时表现出对环境的适应性，因此我们可以将喙的形态变化作为周围环境变化的间接指标。温度和降水
是主要的环境因子与许多形态指标显著相关。经典理论验证发现，形态与环境的关系不符合贝格曼定律和阿
伦定律。另外还发现在高海拔地区白颊噪鹛具有更好的体质和智力；但是飞行能力与环境因子无关，可以说
明白颊噪鹛为什么分布在南方，同时白颊噪鹛可以作为稳定进化的模式。
关键词：白颊噪鹛；形态指标；环境因子；表型进化

泽陆蛙睾丸大小及其不对称性的地理变异
金龙，廖文波*
(西华师范大学西南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四川南充637009)
*通信作者，E-mail：liaobo_0_0@126.com
摘要：资源利用性的分配模式随地理梯度的变异影响动物的生活史特征的地理变异。以往学者对雌性生
活史特征种群间的差异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而对雄性类似的研究较少。本文以泽陆蛙为模式动物，探讨了该
物种睾丸大小及睾丸不对称性的地理变异，我们分析了25个不同地理种群(四川、贵州、海南3个省份，纬度
跨度1550 km，海拔跨度1403 m)泽陆蛙的睾丸重量和不对称性的变异情况。我们发现睾丸重与体质量和海拔
3

具有显著相关性，而与体长、纬度、年份无明显相关性。所有种群左睾丸显著大于右睾丸，睾丸重量存在显
著的定向不对称。睾丸定向不对称性与种群无明显相关性。本研究表明睾丸重与海拔存在显著相关性，其可
能与高海拔敌群更低的环境温度和更强的性选择有关。
关键词：睾丸定向不对称性；地理变异；生活史；泽陆蛙

社会交流对青海沙蜥动态视觉信号结构的影响
齐银1，吴亚勇1，Richard A Peters2，Jose A Ramos2，傅金钟3
(1.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两栖爬行动物研究室，成都610041；2. 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生态环境进化
研究中心；3. 加拿大圭尔夫大学整合生物学系)
E-mail：qiyin@cib.ac.cn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1201723)
摘要：动态视觉信号(肢体语言)是当前通讯行为研究的热点。动物之间通过肢体语言的变化影响各自的
行为，从而达到领域守卫或性选择的目的。与传统的声音和静态视觉信号相比，动态视觉信号更趋于立体化，
因此对信号的捕捉和量化技术要求更高。也正是因为受研究技术的限制，动态视觉信号的研究发展十分缓慢。
今年来计算机技术，尤其是动画和机器人技术的飞速发展，推动了动态视觉信号的研究。澳洲尖刺蜥
Amphibolurus muricatus 是目前世界上研究动态视觉信号最成熟的模型，研究内容涉及信号结构、功能、可塑
性以及进化等方方面面。研究技术涉及三维分析算法和动画回放等。相比于澳洲尖刺蜥，沙蜥 Phrynocephalus
更适合动态视觉信号的研究，这是因为该物种在社会交流过程中普遍表现出与澳洲尖刺休类似的卷尾或摆尾
行为，但是卷尾和摆尾的成分比澳洲尖刺蜥更复杂，而且与澳洲尖刺蜥不同的是，雌性沙蜥也普遍表现出卷
尾行为，这为研究雌性在性选择过程中的作用以及信号复杂性提供了便利。作为对沙蜥动态视觉信号研究的
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采 用最新的立体摄像技术，对位于四川省阿坝州若尔盖县的青海沙蜥 Phrynocephalus
vlangalii 动态视觉信号结构及其与社会交流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发现青海沙蜥动态视觉信号结构随着社会
交流对象而发生变化。雄性领主在面对其它雄性、雌性或幼体入侵时，采用卷尾或闪尾进行交流，雌性领主
在面对其它雄性、雌性或幼体入侵时，采用卷尾进行交流，而幼体领主在面对其它雄性、雌性或幼体入侵时，
主要采用摆尾进行交流，偶有卷尾发生。我们进一步对卷尾或闪尾的速度、频次、幅度做了分析，发现：无
论入侵者是谁，雄性领主的卷尾速度总是大于雌性领主，而且当入侵者是幼体时，雄性领主、雌性领主或幼
体领主都会显著降低卷尾行为频次。同时，当入侵者是雄性时，雄性领主的闪尾速度显著大于雌性入侵。该
结果揭示动态视觉信号的成分和不同成分的速度和频次均传递了不同的信息，因此这些方面更容易成为自然
选择和性选择的对象，这为下一步开展信号功能的研究奠定基础。
关键词：社会交流；动态视觉信号；立体摄像；青海沙蜥

八种圈养灵长类动物毛首属线虫的种系发生研究
李梅1，刘梅1，赵波2，古小彬1，汪涛1，赖为民1，杨光友1*
(1. 四川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动物寄生虫病研究中心，成都611130；2. 成都动物园，成都610081)
*通信作者，E-mail: guangyou1963@aliy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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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金会资助项目(CPF2012-04)
摘要：目的 探讨圈养灵长类动物毛首属 Trichuris spp.线虫的分子分类与种系发生。方法 采集圈养灵长
类动物的毛首线虫进行 DNA 抽提和线粒体 cox1基因和核糖体 ITS 区基因的扩增，结合已发布的毛首属线虫
相关序列信息进行分析，构建毛首线虫分子种系发生树，分析灵长类动物毛首线虫的分子系统关系。结果 所
测来自八种灵长类动物(川金丝猴、滇金丝猴、绿狒狒、绿猴、平顶猴、猕猴、白颊长臂猿、阿拉伯狒狒)的
毛首线虫样品，经比对校正后所有样本的 cox1序列大小为767 bp，无插入/缺失；ITS 区基因全长为1202～1264
bp，存在插入/缺失。所测八种毛首线虫样品的 ITS 区基因序列间同源性高于94.7%。川金丝猴与滇金丝猴毛
首线虫样品的 cox1基因序列间同源性为99.6%，其余六种灵长类动物的毛首线虫样品的 cox1基因序列间相似
性高于97.8%。基于 cox1基因序列构建的两种进化树发现，所测的八种灵长类动物的毛首线虫与来自人的鞭
形毛首线虫聚合到了一个分支树中。其中来自川金丝猴和滇金丝猴的毛首线虫单独聚合到一个小的分支树
中，说明二者很可能是相同或者极其相近的种。基于 ITS 区基因序列构建的两种进化树发现，所测八种灵长
类动物的毛首线虫与来自人的鞭形毛首线虫和狒狒的毛首线虫未定种聚合到一个大的分支树中，说明人和非
人灵长类动物感染的毛首线虫是近缘种。结论 川金丝猴与滇金丝猴的毛首线虫是相同或极其相近的种，而
其余六种毛首线虫为与其亲缘关系较近的种。
关键词：圈养灵长类；毛首线虫；系统发生

复方甲苯咪唑和芬苯咪唑对灵长类动物毛首线虫驱除试验
赵波1，牛李丽1，邓家波1，李梅2，刘梅2，古小彬2，汪涛2，赖为民2，杨光友2*
(1. 成都动物园，成都610081；2. 四川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动物寄生虫病研究中心，成都611130)
*通信作者，E-mail：guangyou1963@aliyun.com
基金项目：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金会资助项目(CPF2012-04)
摘要：目的 毛首线虫 Trichuris spp.是灵长类最常见且危害严重的一种内寄生虫，在各地动物园内感染均
较为普遍，采用药物驱虫仍是目前控制圈养灵长类动物毛首线虫病的主要措施，寻找高效而又安全的驱虫药
物对圈养灵长类动物毛首线虫病的有效防控有着重要的意义。方法 筛选毛首线虫阳性动物，分别使用不同
剂量的复方甲苯咪唑(片剂)和芬苯咪唑(粉剂)进行了驱虫试验。在驱虫前2 d 和驱虫后10 d、20 d 采集灵长类
动物新鲜粪样，采用饱和硫酸镁离心漂浮法检测毛首线虫卵的感染情况，用 McMaster’s 法进行虫卵计数，统
计其每克粪便中鞭虫虫卵数(EPG)，并通过计算虫卵减少率和虫卵转阴率评估驱虫效果。结果 川金丝猴(甲苯
咪唑10 mg/kg×5 d)；黑叶猴、绿猴、阿拉伯狒狒、绿狒狒、白眉长臂猿、山魈和平顶猴(甲苯咪唑20 mg/kg×3
d)；短尾猴和猕猴(甲苯咪唑40 mg/kg×5 d)在用药后第10天和第20天虫卵减少率和虫卵转阴率均为100%。芬苯
咪唑(10 mg/kg×3 d)组用药后其虫卵减少率和虫卵转阴率均不高(37.5%~97.2%)。结论 甲苯咪唑按20 mg/kg 体
质量，连用3 d 对大多数灵长类动物毛首线虫的驱虫效果好。
关键词：复方甲苯咪唑；芬苯咪唑；毛首线虫；驱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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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圈养麝内寄生虫感染情况调查
蔡永华1，林海2，程建国1，王宇2，付文龙1，朱萍1，吴杰1，杨光友2*
(1. 四川养麝研究所，四川都江堰611845；2. 四川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动物寄生虫病研究中心，成都611130)
*
通信作者，E-mail: guangyou1963@aliyun.com
基金项目：四川省科技支撑计划资助项目(14Zc2733)
摘要：目的 麝属 Moschus 动物是亚洲特产的野生经济动物，成年雄麝香囊腺所分泌的麝香，是名贵的
中药材和高级化妆品的原料，具有重要的药用和经济价值。调查掌握我国圈养麝内寄生虫感染情况，为圈养
麝内寄生虫病防控技术的研究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抽样采集圈养麝新鲜粪样采用循序沉淀法、离心漂浮法
和贝尔曼法进行粪样中寄生虫虫卵(或卵囊)和幼虫的检查。结果 从四川、陕西和甘肃等省24个不同养殖规模
的养麝场中抽样采集了1049只麝的新鲜粪样，共查到10种(类)寄生虫虫卵(或卵囊)和幼虫，总阳性率为70.83%。
其中，球虫 Eimeria spp.卵囊阳性率达44.61% ，OPG 值为800~54 400；线虫卵(未定科属)阳性次之，为11.72%，
EPG 值为200~1100；而肺线虫(网尾属 Dictyocaulus sp.)幼虫、毛细线虫 Capillaria sp.虫卵、毛圆线虫卵
Trichostrongyloides sp.、食道口线虫卵 Oesophagostmum sp.、绦虫卵 Anoplocephalidae sp.、类圆线虫卵
Strongyloides sp.和毛首线虫(鞭虫 Trichuris sp.)卵的阳性率分别为6.00%、2.00%、1.81%、1.53%、0.95%、1.24%
和1.33%。结论 调查结果表明：我国圈养麝感染的内寄生虫种(类)多，感染率较高，其中以球虫和线虫感染
情况最严重。
关键词：圈养麝；寄生虫；球虫；线虫

竞争对手的时空信息对雄性仙琴蛙竞争策略的影响
方光战*，江帆，唐业忠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两栖爬行动物研究室，成都610041)
*通信作者，E-mail：fanggz@cib.ac.cn
摘要：有效竞争是雄性繁殖成功的决定因素，雄性根据竞争因子(如竞争对手的质量及时空分布)优化竞
争策略。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因素对雄性竞争的贡献差异。由于不同线索的贡献可以通过雄性竞争策略的动态
特征反映，因此本研究以能够产生两种不同性吸引力鸣叫的仙琴蛙 Babina daunchina 为模型，研究竞争因子
对竞争策略的影响及贡献大小。我们设计具有不同时空随机安排的回放实验，轮唱或随机播放两种不同性吸
引力鸣叫的单声道或立体声版本，从而使时间线索和空间线索有效或无效。野外二元回放实验结果显示：(1)
无论时间线索和空间线索存在与否，雄性的鸣叫数量和平均音节数均无显著变化，说明竞争线索本身并不影
响竞争动机；(2)雄性多在回放间隔内鸣叫，尽量避免自身鸣叫被回放重叠，以迎合雌性对非重叠鸣叫的偏爱；
(3)只要存在时间线索(无论是否有空间线索)，雄性就能预测对手鸣叫的起始时间，并领衔鸣叫，表现出与强
者竞争的策略，且策略调整主要依赖于时间线索。以上结果表明雄性基于对手质量调节其竞争策略；并利用
时间线索和空间线索优化竞争，但时间线索更为重要。
关键词：雄性竞争；竞争策略；时间线索；空间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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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生在川南地区防治肺吸虫病健康教育的效果评估
李江海 1，刘茂 1，刘孝清 1，谢兴雨 1，毛堂连 1，彭小莉 1，邓维婷 1，熊琳 1，王光西 2*
(1. 四川医科大学，四川泸州 646000；2. 四川医科大学病原生物学教研室，四川泸州 646000)
*
通信作者，E-mail：wangguangxi@163.com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科研基金(No. 2011538)；四川省科技厅、泸州市人民政府和四川医科大学联合科研
基金(No. 201475X-0116)
摘要：目的 通过在川南地区的肺吸虫病流行区开展健康教育并进行效果评估，探讨医学生对农村地区
健康教育的作用。方法 在 2015 年 1—2 月，由医学生为宣教员，在四川省泸州、宜宾等地的农村肺吸虫病
流行地区，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部分在校中小学生、村民的肺吸虫病相关知识、致病性、传染方式以及
如何防治进行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采用在学校课堂上讲解和逐户走访两种方法进行预防肺吸虫病宣传教
育。在讲解结束后，再次进行问卷调查，通过前后结果的对比得出健康宣讲前后居民对肺吸虫病认识的差异，
比较在学校课堂上讲解和逐户走访两种方法进行预防肺吸虫病宣传教育的效果。结果 1、健康教育前后，知
晓肺吸虫，分别为 4.76%(34/715)，95.52%(683/715)；生吃、半生吃溪蟹会患病，分别为 1.82%(13/715)，
93.57%(669/715)。2、在学校课堂上，讲解前后居民对肺吸虫及肺吸虫病的知晓率分别为 5.28%(17/322)和
100%(322/322) ； 走 访 方 式 ， 讲 解 前 后 居 民 对 肺 吸 虫 及 肺 吸 虫 病 的 知 晓 率 分 别 为 4.32%(17/393) 和
91.49%(344/376)，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经健康教育后，居民对肺吸虫、肺吸虫病知晓率大
有提高，采取在课堂上为学生讲解的方式比逐户走访讲解的效果更好，医学生作为宣教员在农村地区进行肺
吸虫病健康教育工作，达到了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的效果。
关键词: 医学生；肺吸虫病；健康教育；效果评估

动物的地磁感知和认知
唐业忠，方光战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成都 610041)
摘要：地磁又称地球磁场，特指地球周围空间分布的磁场，近似于一个位于地球中心的磁偶极子的磁场。
它的磁南极(S)大致指向地理北极附近，磁北极(N)大致指向地理南极附近，与北极和南极形成一个 11.3°的磁
偏角。地表各处地磁场的方向和强度都因地而异，地磁强度由赤道向两极呈现由低到高的态势。磁倾角
(magnetic inclination)是指地磁场中任一点磁感应强度矢量与水平面的夹角，磁偏角(magnetic declination)是指
地球表面任一点的磁子午圈同地理子午圈的夹角。地磁的这些特征，构成了相对稳定的地理信息。动物在迁
徙过程中常利用地磁信息来定向和导航，因此磁感知成为一个热门的研究领域。目前已对各类动物(>47 种)
进行了磁感知的研究，其中甲壳动物(5)、昆虫(9)、硬骨鱼(4)和哺乳动物(3)是提取磁偏角信息进行定向和导
航的，两栖类(4)、爬行类(2)和鸟类(20)是基于磁倾角的信息进行定向和导航的。
家鸽返巢(homing)的初始阶段也可能是依赖地磁的信息导航的，因此我们开展了磁场导航的干扰实验。
温特图尔位于瑞士的北部，实验鸽长期饲养于此。我们在实验鸽的头部靠近耳的位置粘附微小的磁石(有研究
显示鸟类的内耳毛细胞富含铁元素)，然后分别在温特图尔东边的德国林道(Lindau)附件和南边的洛桑附件释
放。结果显示，在林道释放的大部分对照组鸽当天返回巢穴，贴磁石的大部分实验组鸽第二天返回；在洛桑
释放的实验组和对照组都大部分当天返回，组间无差异。我们对宝兴树蛙 Rhacophorus dugritei 的产卵观察，
7

发现地面的卵泡(由保湿泡沫和卵构成)大致呈梭状。产卵从西北向开始，向东南延伸，形成一个指向东南的
条带状卵泡。将树蛙移至室内的塑料盆中，完全遮蔽光线，产卵的方向还是指向东南方约 140°的方位。
关键词：地磁；磁倾角；磁偏角；干扰

中国利什曼原虫的种株鉴定及系统发育学研究
陈建平*，陈达丽，陈琦伟，张俊荣，李浇，曾瑾，何艳霞，何金蕾，秦瀚霄
(四川大学华西基础医学与法医学院寄生虫学教研室，成都 610041)
*
通信作者，E-mail：jpchen007@163.com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0771883，30800094和81171607)
摘要：利什曼病是 WHO/TDR 要求重点防治的 10 大热带病之一，是由利什曼原虫所致的严重的寄生虫
性疾病，以每年 2 百万例感染的速率递增，全球 88 个国家 3.5 亿人口受到其威胁。 不同种株的利什曼原虫
感染人体可引起不同临床表现的利什曼病，分别为：内脏利什曼病(或称黑热病)、粘膜皮肤利什曼病和皮肤
利什曼病。目前，根据传染来源不同，我国黑热病在流行病学上可大致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即人源型、犬
源型和自然疫源型，三种不同流行区类型的黑热病在传染源，保虫宿主，媒介白蛉种类，以及临床表现均有
较大的差异，因此有必要开展中国不同疫区利什曼原虫分离株的种株鉴定及系统发育学研究。作者开展利什
曼原虫分子流行病学，系统发育学和种株鉴定研究，主要成果如下：(1)采用 kDNA 杂交技术，PCR-SSCP 技
术证实中国不同疫区利什曼原虫分离株存在异源性，有新的未定种存在；(2)建立了基于种特异性 kDNA 片段
的 PCR 技术，并用于黑热病诊断，敏感性和特异性均高；(3)建立了基于 16SrRNA、ITS1、COII 和 7 spliced
leader RNA 基因序列的系统发育研究技术；证实中国不同疫区利什曼原虫分离株存在异源性，个别种株尚需
进一步鉴定；(4)基于 7 spliced leader RNA 基因序列分析，证实四川犬利什曼原虫分离株与蜥蜴利什曼原虫有
很近的亲缘关系。
关键词：利什曼原虫；种株鉴定；系统发育；分子流行病学

Geckos on the Tower of Babel: Multiple Evolutionary Loss of Acoustic
Species-recognition in Gekko
Teppei JONO, Mamoru TODA, Ding LI, Yezhong TANG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engdu 610041, China)
Abstract: Gekko japonicus group species are common nocturnal geckos in Eastern Asia. More than 25 species of
Gekko are distributed in China, Japan, Vietnam, and Laos, and they have similar ecological and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Previous works reported that the males of these species use acoustic signals in context of courtship.
Recent phylogeographic study revealed that some of them co-occur without causing hybridization, whereas some
species hybridize with sympatric congeners. It suggests that reproductive isolation occurs in the former species
combinations, whereas that does not work in the later species combinations. We investigated the role of the sexual
8

calls for species recognition in Gekko. Call recording by 18 Gekko species revealed that 14 species have
species-specific patterns in male sexual calls (named pattern calls), whereas four species did not have any pattern in
its calls (named patternless calls). Results of molecular phylogenetic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species-specific
patterns in sexual call has lost probably three times. In non-hybridizing species combinations, males of both species
had pattern calls. In which each pattern call species, females of both species discriminated conspecific calls from the
other’s calls. On the other hand, in hybridizing combinations, males of one species have a pattern call, but the other
species have a patternless call. The pattern call species discriminated conspecific calls from the other’s calls, but the
patternless call species did not discriminate them. Thes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the 14 Gekko species use the
species-specific pattern calls for species identification, whereas other four species do not have such acoustic
species-identification system. Considering that the distribution area of patternless species is restricted to small
islands, the species identification system by calls may be lost by geographic isolation in the islands, and the
hybridization is caused by the loss of species recognition system in females of the patternless call species.
Key words: Gekko; acoustic species-recognition; pattern calls; patternless calls

The Nucho-dorsal Glands of Asian Natricine Snakes: Correlated Evolution among
Diet, Morphology, Antipredator Behavior, and Defensive Chemistry
Akira Mori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engdu 610041, China)
Abstract: For animals with complex defensive systems, natural selection should favor morphological, ecological,
behavioral, and physiological traits that function effectively together. A Japanese natricine snake, Rhabdophis
tigrinus, possesses unusual defensive organs known as nuchal glands, which consist of a series of paired organs
embedded under the skin of the neck. These glands contain bufadienolides, a group of cardiotonic steroids, which are
sequestered from the skin toxins of toads consumed as prey. To use these toxic chemicals effectively to deter
predation, the snake performs peculiar antipredator displays, such as neck arch and neck butting. We investigated
how these correlated traits-the glands, antipredator behaviors, sequestered prey toxins, and diet--have evolved.
Sixteen snake species possess similar organs, which are collectively called as nucho-dorsal glands. According to
classical taxonomy based on morphological characters, the nucho-dorsal glands are observed in three nominal genera.
In two of those genera, glands are found in some species but not in others. Our molecular phylogenetic analysis
revealed that secondarily loss of the glands has occurred at least once, and probably several times. Furthermore, it is
likely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glands along the body (on only neck region or on the full length of the body) also
exhibits homoplasy or reversal.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oss or extension of the glands, unique antipredator displays
also seem to have been lost or modified. A clade consisting of several species has shifted its primary prey from
anurans (including toads) to earthworms. This dietary change seems to be related to changes in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the glandular fluid and possibly to the loss or extension of the glands. These results support the
correlated evolution of related traits associated with the nucho-dorsal gland system.
Key words: Asian natricine snake; diet; morphology; antipredator behavior; defensive chem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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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p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Studies of Chemical Defense in the Asian
Natricine Snake Rhabdophis tigrinus
Alan H Savitzky, Shabnam Mohammadi, Akira Mori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engdu 610041, China)
Abstract: Species belonging to three nominal genera of Asian natricine snakes possess defensive glands in the
dorsal skin, either in the neck (nuchal glands) or along the entire trunk (nucho-dorsal glands). In the best-studied
species, Rhabdophis tigrinus, the nuchal gland has been shown experimentally to deliver bufadienolide toxins (BDs)
sequestered from toads (Bufo) consumed as prey. Furthermore, female snakes can provision their embryos with
toxins in proportion to their own levels of chemical defens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availability of toads affects
the snakes’ level of chemical defense. The nuchal glands develop from mesodermal tissue, with no ectodermal
involvement, and therefore they have no secretory epithelium or duct. The glands are extensively vascularized and
appear to be served by a venous portal system, which presumably delivers toxins from the oral tissues to the glands.
BDs are lethal to most predators, but natricine snakes in general exhibit mutations of the gene encoding Na+,
K+-ATPase (NKA), the molecular target of the toxins, which appear to confer resistance. Those mutations are similar
to the ones found in milkweed insects, which feed on plants rich in chemically similar cardenolide toxins.
Preliminary studies of cardiac function demonstrated that heart rate increases in R. tigrinus after consumption of
toads. However, recent tests in which BDs were injected into snakes did not elicit an increased heart rate.
Enlargement of the adrenal glands in Rhabdophis suggests endocrine involvement in the response to BDs, and early
results suggest that species with mutations to NKA exhibit a reduced stress response to the toxins.
Key words: Rhabdophis tigrinus; chemical defense; morphological; physiological

Amphibian Diversity in the Himalaya: Species and Community Response to
Altitude
Janak Raj Khatiwada1,2, Jianping JIANG1
(1. Department of Herpetology,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engdu 610041,
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E-mail: janak@cib.ac.cn; jiangjp@cib.ac.cn
Abstract: The Himalaya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shaping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species. The sharp increase
of elevation in short geographical distance further added the complexity. Elevational gradient is regarded as major
drivers that regulate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species richness and composition. This may result that species
generally followed three well accepted distribution patterns; monotonic decline, mid-elevation peak and increasing
trend with elevation. However, species richness pattern along elevation of vertebrate faunal; especially, amphibian is
greatly lacking in the eastern Nepal Himalaya. The area is regarded as a biological hotspot. However, it has been
heavily fragmented due to high human population pressure. We evaluated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amphibian in the
10

eastern Himalayan elevation gradient, Nepal. The factors governing the distribution have also been evaluated. We
applied combination of linear and generalized linear regression model,ordination technique and cluster analysis to
determine the effects of elevation on species richness and composition.We surveyed amphibians along the elevation
gradient (90–4000 m) of the Arun and Tamor River Basin, during rainy seasons in 2014 and 2015 using time
constrained visual encounter survey. A total of 32 species of amphibian were recorded during the study. Our study
did not support the prediction of mid-domin effect. Species richness and abundance of amphibians showed declining
trend with increasing elevation. Relative humidity, Soil pH and Water temperature model predicted the combined
effect on species richness. Habitat variables; Number of trees,Tree Height, Leaf litter cover, Rock height and Water
Velocity showed cumulative effect on species richness pattern. Based on the interpolation data, Nepalese amphibian
composition can be divided broadly in to high and low elevations. This is the first ever study in amphibian
assemblages in Nepal Himalaya quantifying th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in the species richness and
composition. In conclusion, species richness is shaping not only by altitude but also by the cumulative effect of
physical properties of air, water and soil.
Key words: amphibian; species richness; community; composition; elevation

四川省的两栖爬行动物
蔡波 1,2,3，江建平 1，顾海军 3，古晓东 3，陈跃英 1，王跃招 1*
(1.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成都 610041；2.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3. 四川大学，成都 610065；
4. 四川省林业厅，成都 610081)
摘要：四川省位于长江上游，西部是川西高原，东部是四川盆地，包含了高原、山地、丘陵、盆地、平
原等，地势起伏大，是青藏高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过渡地段，处于东部季风区和青藏高寒区的自然地理交
错区域，有湿润的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也有青藏高原切割山地带。如此复杂多样的良好环境，孕育了四川
省丰富的两栖爬行动物。
截至 2015 年 8 月，四川省有两栖动物 2 目 13 科 41 属 107 种，四川特有种 26 种。其中有尾目 Urodela 4
科 9 属 13 种，包括四川特有种 6 种，外来种或外来入侵种 1 种；无尾目 Anura 9 科 32 属 94 种，包括四川特
有种 20 种，外来种或外来入侵种 4 种。
四川省有爬行动物 2 目 14 科 51 属 108 种，四川特有种 8 种。其中龟鳖目 Testudines 4 科 6 属 7 种，包
括外来种或外来入侵种 3 种；有鳞目 Squamata 蜥蜴亚目 Lacertilia 5 科 10 属 28 种，包括四川特有种 4 种；
有鳞目蛇亚目 Serpentes 5 科 35 属 73 种，包括四川特有种 4 种。
关键词：四川省；两栖动物；爬行动物

中国爬行纲动物分类厘定与爬行动物红色名录
蔡波，陈跃英，李家堂，王跃招*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成都 61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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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是世界爬行动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有 460 余种爬行动物，约占世界爬行动物种数的
5%，排世界第 8 位。中国特有的爬行类物种共计 142 种，约占中国爬行动物物种总数的 30.8%。同时中国也
是爬行动物受威胁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人类活动造成的资源过度利用、生境退化与丧失，环境污染以及气候
变化等因素导致爬行动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
因此，我们受国家环境保护部《中国脊椎动物红色名录爬行纲研究项目》委托，邀请了国内相关专家，
对中国爬行纲动物的分类体系和物种濒危程度进行了系统的评估。
截至 2015 年 4 月，
中国现存爬行纲动物 3 目 30 科 132 属 462 种，
其中鳄形目 Crocodylia 1 科 1 属 1 种(不
包括区域灭绝种)，龟鳖目 Testudines 6 科 18 属 33 种，有鳞目 Squamata 蜥蜴亚目 Lacertilia 10 科 41 属 189
种，有鳞目蛇亚目 Serpentes 13 科 72 属 239 种。与《中国动物志爬行纲第一卷(总论、龟鳖目、鳄形目)》、
《中国动物志爬行纲第二卷(有鳞目：蜥蜴亚目)》和《中国蛇类》相比, 目和亚目无变化；科级水平新增 5
科，变更 2 科；属级水平新增 23 属，合并 15 属，变更 6 属；种级水平新增 81 种，变动 2 种；未收录同物
异名 12 种、杂交 6 种、中国无分布 7 种。相关文章请参考“蔡波，王跃招*，陈跃英；李家堂(2015) 中国爬行
纲动物分类厘定[J]. 生物多样性，23(3): 365-382”。
此次评估的中国已知爬行类动物有 3 目 461 种，其中鳄形目 3 种，龟鳖目 34 种，有鳞目 424 种，其中
蜥蜴亚目 188 种，蛇亚目 236 种。评估结果为：2 种区域灭绝(RE)、34 种极危(CR)、37 种濒危(EN)、66 种易
危(VU)、78 种近危(NT)、175 种无危(LC)，69 种为数据缺乏(DD)。中国受威胁的爬行动物共计 137 种，约占
总数的 29.7%，高于 IUCN 红色名录 2014 年评估的世界爬行类受威胁比例(21.2%)。中国受威胁的爬行动物
包括龟鳖目 Chelonia 31 种，有鳞目蛇亚目 Serpentes 67 种，有鳞目蜥蜴亚目 Lacertilia 38 种，鳄形目 Crocodylia
1 种。在受威胁物种中，受威胁程度最高的类群是鳄形目(100%)和龟鳖目(91.2%)，其次是有鳞目蛇亚目(28.4%)
和有鳞目蜥蜴亚目(20.2%)。爬行动物受威胁因素中，“人类干扰”(包括栖息地质量退化及生境破碎化、食用和
药用、污染等)名列受威胁爬行动物致危因子之首，占所有致危因子的 56%。相关文章将于年底发表在《生物
多样性》杂志。
关键词：中国；爬行动物；红色名录

Morphological variation in Feirana frogs
Yan HUANG1, 2, Jianping JIANG1*, Xin YANG, Junhua HU1*
(1.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engdu 610041, China; 2. Institute of Rare
Animals and Plants,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Sichuan Province 637009, China)
Abstract: Understanding how ecological processes affected phenotypic evolution is an important goal in
ecology and evolution. Sympatric divergence-phenotypic evolution stemming from natural selection to lessen
resource competition-is considered to play a key role for enabling closely related species to coexist. Sympatric
convergence, the opposite phenomenon, is considered to be another role that will shape phenotypic evolution. Here
we investigated morphological variation of sympatric and allopatric populations of two Chinese endemic Feirana
species, the swelled-vent frog (F. quadranus) and the Taihang Mountain swelled-vent Frog (F. taihangnica). Body
size (SVL) of both species in sympatry exhibited significantly greater dispersion than allopatry. The two species
diverged in overall body size and head length while they converged in relative eye traits in sympatry. We suggested
that: 1) the sympatric divergence of body size attributed to in situ evolution in F. quadranus and phenotype shift
caused by interspecific competition in F. taihangnica; 2) the sympatric convergence of eye traits was mainly due to
adaptive evolution to particular environment conditions. Our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interspecific inter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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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closely related species can drive evolutionary phenotypic variation, meanwhile, adaptation to local
environment als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shaping phenotypic evolution.
Key words: phenotypic evolution; interspecific interactions; historical contingency; sympatric population;
swelled-vent frog; amphibians

画稿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动物多样性调查与监测
李成，戴强，王燕，梁茜茜，王守红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成都 610041)
摘要：四川省叙永县画稿溪自然保护区原记录动物多样性 228 种(未调查昆虫纲和鱼纲)；2013 年 5 月和 8
月，成都生物所组织了多学科专业人员对画稿溪保护区的动物多样性进行了综合考察，动物类群涵盖了昆虫纲、
鱼纲、两栖纲、爬行纲、鸟纲和哺乳纲。调查新增 208 种，其中鱼纲 26 种；爬行纲 2 种；鸟纲 18 种；哺乳纲
8 种；昆虫纲动物 154 种。保护区动物总数达到 22 目 99 科 320 属 436 种，其中鱼纲(淡水鱼类)3 目 8 科 26
属 26 种，两栖纲 2 目 8 科 16 属 22 种，爬行纲 2 目 6 科 17 属 21 种，鸟纲 6 目 44 科 102 属 158 种，哺乳纲 7
目 23 科 45 属 55 种；昆虫纲 2 目 10 科 114 属 154 种。在原调查报告 30 种保护动物的基础上(未包含省级重
点保护动物)，新增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3 种，省级重点保护动物 16 种；画稿溪自然保护区分布的国
家级和省级重点保护动物总数达 49 种，其中国家Ⅰ级保护动物 3 种，国家Ⅱ级保护动物 30 种，省级重点保
护动物 16 种。
2014 年，基于本底调查结果，成都生物所采用样线法和围栏陷阱法，开展了环境指示物种两栖动物的监
测工作，每年的 6、8、10 月分别监测 10 天。当年 10 条样线共发现两栖动物 13 种 269 只，以 6 月的物种和
数量最多，13 种 102 只；10 组围栏陷阱共发现 6 种 137 只，以 10 月为捕获高峰，5 种 89 只。监测结果初步
揭示了两栖动物的生活习性和活动节律：6 月以迁徙繁殖为主，10 月以定点育肥为主。
关键词：画稿溪自然保护区；动物多样性；监测

酒精保存液对两栖类标本的影响
舒国成 1,2，李成 1*
(1.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成都 610041；2.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摘要：生物学家常常直接测量两栖类标本的形态数据用于分类学、系统进化、生态学等研究。但是，保存液
中的化学物质对标本会产生不可忽略的影响，如标本体色、头体长和体质量等会随时间而变化，从而导致研究结
果与真实情况产生一定偏差。
本文主要讨论了保存于酒精中的 20 种两栖类标本头体长和体质量在 10 年间的变化。
通过 t 检验发现，用酒精保存 10 年后的两栖类标本头体长与原始标本头体长及保存标本体质量与原始标本体质量
均存在极显著差异(P＜0.001)，头体长缩短和体质量减少因物种而异(头体长：0.82～13.92 mm，体质量：0.59～
13.05 g)；头体长缩短比例和体质量减少比例也因物种而异(头体长：1.86%～9.68%，体质量：12.20%～48.44%)。
无尾类两栖动物与有尾类两栖动物的头体长减少量、头体长减少比例、体质量减少量及体质量减少比例均存在极
显著差异(P<0.001)：无尾类两栖动物的头体长平均减少 3.45 mm，减少比例平均为 5.18%，体质量平均减少 5.95 g，
13

平均减少比例为 24.51%；有尾类头体长平均减少 13.88 mm，平均减少比例为 9.65%；体质量平均减少 3.73 g，平
均减少比例为 31.39%。本文揭示了两栖类标本在酒精保存过程中头体长缩短和体质量减轻的现象，建议以保存
标本为研究对象时需谨慎对待和进行必要校正。
关键词：两栖类；标本；头体长；体质量

云南臭蛙种组的物种界定和演化研究
王斌，陈贵英，江建平，谢锋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成都 610041)
摘要：物种界定和演化是研究生物多样性最基本的问题。本文基于形态度量和多基因位点数据对云南臭蛙种
组物种进行界定，并推断其演化模式。本文所用方法为形态多变量分析、分子系统发育重建、物种树推断、遗传
结构分析和种群动态分析。主要结果和推论为：海南臭蛙应从原云南臭蛙种组划分出来；云南臭蛙种群包含一隐
含种，而筠连臭蛙应为无指盘臭蛙的同物异名；景东臭蛙和无指盘臭蛙历史上发生了基因渗透；云南臭蛙种组物
种间的分化与 3.6 Ma 以来的青藏高原阶段性隆升和其引起的东亚季风的增强密切相关，
其分化主要为地理隔离模
式；无指盘臭蛙和景东臭蛙最大冰期前就发生了显著的种群扩张，而无指盘臭蛙在最大冰期时可能避难于单个避
难所内。青藏高原东缘山区是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本文的研究为该地区生物多样性演化研究提供了基础资料。
关键词：物种界定；谱系地理；基因渗透；基因树；物种树

基于人工掩蔽物法的若尔盖湿地中华蟾蜍种群生态研究
王刚 1,2，李成 1，吴军 3，韩金锋 4，江建平 1，谢锋 1*
(1.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成都 610041；2.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3. 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
科学研究所，南京 210042；4. 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四川若尔盖 624500)
作者简介：E-mail：wanggang8793@163.com
*通信作者，E-mail：xiefeng@cib.ac.cn
摘要：近几十年来，全球两栖动物种群衰减显著，两栖动物的生存现状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生态学家和保护生
物学家的关注。若尔盖湿地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块高原泥炭沼泽湿地，也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热点地区之
一。该地区分布有 3 种两栖类：高原林蛙 Rana kukunoris、倭蛙 Narorana pleskei 和中华蟾蜍岷山亚种 Bufo
gargarizans minshanica。已有研究发现该 3 种两栖动物种群数量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本研究采用人工掩蔽物法，
在 2011~2014 年对该地区中华蟾蜍种群生态做了连续追踪。结果表明：该区域中华蟾蜍种群数量逐年波动较大，
年龄结构数据显示该种群处于增长期；中华蟾蜍为聚集分布，且发现率与水体距离呈显著的线形关系(P<0.01)，
在样地范围内离水体越远，发现的个体越多；线形样方比方形样方捕获动物的效率更高(P=0.018)；中华蟾蜍亚成
体的肥满度季节间无明显差异；中华蟾蜍具有较强的迁徙能力，可能沿着固定的线路周而复始的迁徙。对于家域
范围大，迁徙距离远的中华蟾蜍这类物种，应加强最适栖息地的保护并防止栖息地破碎化。
关键词：人工掩蔽物；中华蟾蜍；种群生态；若尔盖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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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纹姬蛙胚胎发育研究
王守红 1,2，江建平 1
(1.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成都 610041；2.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摘要：两栖动物的胚胎发育主要分为早期胚胎发育和胚后发育，而每个阶段可根据不同特点细分为更多的发
育时期。饰纹姬蛙 Microhyla fissipes 属两栖纲 Amphibia 姬蛙科 Microhylidae 姬蛙属 Microhyla，具有发育快、繁
殖力强、发育过程中胚体半透明等特点，是研究胚胎发育的理想材料。早期胚胎发育(从受精卵开始至两侧鳃盖发
育完成)共 25 个时期，在水温 22 ℃~24 ℃时，历时 87 小时；胚后发育(从半圆形肢芽期开始至变态发育完成)共
19 个时期，在水温 23 ℃~26 ℃时，历时约 40 天，水温 22 ℃~25.5 ℃时，历时 45 天，实验结果表明适当提高
水温能够加速发育过程。较其它两栖无尾目，各期发育特征相似，但发育时间差异较大。比较分析后，饰纹姬蛙
属于我国蛙类个体发育最迅速的种类之一。其胚胎发育图谱将为进一步发育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和数据支撑。
关键词：饰纹姬蛙；胚胎发育；胚后发育

饰纹姬蛙变态发育特异阶段的差异表达基因分析
赵兰英 1,2，江建平 1
(1.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成都 610041；2.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摘要：变态发育是多细胞生物对内外环境适应性的胚后发育，两栖动物只有经过变态发育才能到陆地生活。
变态发育分别从形态变化、生理调控和分子机制作了研究，但关于变态发育分子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甲状腺
激素诱导的直接反应基因，而对于调控两栖动物变态发育的级联基因网络还不清楚。本文以饰纹姬蛙作为研究对
象，选取变态发育中三个关键阶段(变态早期，变态高峰期和变态结束)测定转录组，分别得到 7.79，6.16 和 6.52
百万条 reads，共得到 110.061 条唯一基因。注释得到 34.938 个蛋白。三个阶段两两比较后得到 2293 个差异基因。
通过差异基因聚类分析发现三个阶段的特异性表达基因模块，其中变态早期高表达的原癌基因可能导致蝌蚪早期
阶段细胞增殖；然而在变态发育高峰期，参与细胞基质和细胞基质重构的基因高表达可能导致了蝌蚪到蛙的形态
转变；肿瘤抑制候选基因 MYO18B 在变态结束中高表达，暗示变态结束阶段，细胞的增殖受到抑制。本实验的
候选基因为探索两栖动物变态发育的分子机制提供了方向。
关键词：饰纹姬蛙；变态发育；基因表达

四川大学内白颊噪鹛的巢址选择
柴璐艳，王彬，杨荔钧，张波，冉江洪*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资源与生态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成都 610064)
*通信作者，E-mail：rjhong-01@163.com
摘要：2011 和 2012 年的 9—10 月，采用直接观察法对四川大学内的白颊噪鹛的巢址选择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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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调查了 30 个巢。结果表明：(1)白颊噪鹛的营巢树种有 5 种，分别是小叶榕、黄葛树、香樟、棕竹和凤尾
竹，其中小叶榕所占比例为 70%；(2)巢向以东南方向和向西居多，分别占 33.33%和 20%，其他方向均有分
布；(3)主成分分析表明，影响巢址选择的主要因子可分为巢址稳固因子、隐蔽因子和巢位稳固因子，三个成
分中相关系数最高的分别是巢树高度、巢枝夹角和巢枝直径。本研究结果丰富和完善了城市鸟类研究的基础
资料，进而有助于评估城市环境对鸟类生存的影响，从而为城市的自然保护和生态建设提供科学的指导依据，
为其提出城市自然保护和绿地规划的策略。
关键词：白颊噪鹛；巢址选择；营巢树种；巢向；主成分分析

Identification of CR1 Retrotransposon in Arborophila rufipectus and its
Application to Phasianidae Phylogeny
Yaoyao CUI, Chaochao YAN, Jing LI, Bisong YUE, Jing LI*
(Sichuan Key Laboratory of Conservation Biology on Endangered Wildlife, College of Life Scienc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ljtjf@126.com
Abstract: Retrotransposons, jumping genetic elements that are amplified via RNA intermediates and randomly
integrated in the genome, have been proved to be a superior strategy in resolving complicated phylogenies. Chicken
repeat 1 (CR1), a member of non-LTR retrotransposon, is an important phylogenetic marker in avain systematics.
The Sichuan Partridge, Arborophila rufipectus belongs to Phasianidae family, is listed as the endangered species and
the first-class protected animal in china. Due to their restrict distributions of A. rufipectus in the southwest of China,
very little background information has been known related to its evolutionary history and phylogenetic relationship
to other Phasianidae birds.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assembled a draft genome sequence of A. rufipectus based on
pair-end short sequence reads and reported for the first time the primary characteristics of repetitive elements in the
species. Approximately 254 966 CR1 transposable elements were identified by the software RepeatMasker, covering
6.7% of the A. rufipectus genome. Furthermor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revealed that roughly 11.50% of the Sichuan
Partridge genome consisted of repetitive sequences, which were similar to that in the chicken genome and higher
than in zebra finch. Additionally, a common feature of A. rufipectus, chicken and zebra finch repetitive elements is a
high fraction of CR1 repeats with respect to the total repeat elements. Subsequently, eighteen novel loci CR1
elements were selected randomly by comparison of the chicken, turkey genome and the assembled A. rufipectus
scaffolds to investigate their applications in Phasianidae phylogeny analysis. Here, a dataset comprising of twenty
two CR1 loci, mitochondrial genomes and four unlinked nuclear segments was analyzed to infer the evolutionary
relationships of twelve phasianidae species. Our results indicated A. rufipectus is a sister clade to A. ardens/A.
brunneopectus with great support values, and genus Arborophila is in a basal phylogenetic position within
Phasianidae. Moreover, this study strongly supported a phylogenetic affinity between T. temminckii and T.
szechenyii/L. lhuysii and provided additional evidence that partridges, pheasants and tragopans were
none-monophyletic lineages. Our cladograms also implied the turkey was a member of the Phasianidae and a close
relationship among C. amherstiae, S. reevesii and P. colchicus, with strong support. Therefore, this work not only
resolved some of the confounding relationships in Phasianidae especially for the phylogenetic position of A.
rufipectus, but also suggested that CR1 sequences can provide powerful complementary data for phylogeny
reconstruction.
Key words: CR1 retrotransposon; repetitive elements; Arborophila rufipectus; Phasianidae; phylogen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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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豆芫菁线粒体基因组全序列及鞘翅目系统发育分析
杜超 1，范振鑫 1，张修月 2，岳碧松 2*
(1.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资源与生态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成都 610064；2.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四川省濒危野生动物保护生物学重点实验室，成都 610064)
*
通信作者，E-mail：bsyue@scu.edu.cn
摘要：芫菁是鞘翅目 Coleoptera 芜菁科 Meloidae 昆虫的统称。除新西兰、南极洲和波利尼西亚岛外，全
世界均广泛分布。芫菁科昆虫全世界已知 120 个属，3000 多种，中国已知 15 属，130 余种。芫菁体内产生
的萜类防御物质——斑蝥素(Cantharidin，C10H12O4)，具有多种药理作用，使其成为一类重要的资源昆虫。我
们对中华豆芫菁的线粒体全基因组进行了测序，得到长度为 15 717 bp 的全序列。中华豆芫菁线粒体基因组
包括 13 个蛋白编码基因，2 个核糖体 RNA 基因组，22 个转运 RNA 基因组和一个非编码的控制区。所有蛋
白编码基因均以标准的 ATN 为起始密码子，TAA 或 TAG 为终止密码子。除 tRNA-Ser(AGN)缺少 D 臂不能
形成稳定的环外，其他转运 RNA 均折叠成标准的三叶草结构；核糖体 RNA 两个亚基分别包含了 48 和 32 个
螺旋结构。用重链上 13 个蛋白编码基因构建的鞘翅目 45 个种的系统发育树表明，中华豆芫菁与拟步甲科为
姊妹群，形成拟步甲总科后，再与叶甲总科聚为一个进化支，构成多食亚目中最大的扁虫下目；多食亚目与
原鞘亚目聚为一个进化支后和(肉食亚目+菌食亚目)聚为一大的进化支。鞘翅目中 4 个亚目以及多食亚目中下
目的进化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中华豆芫菁；线粒体基因组；鞘翅目；系统进化

狼的种群基因组研究
范振鑫，杜联明，岳碧松*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成都 610065)
*通信作者，E-mail：bsyue@scu.edu.cn
摘要：利用 Illumian HiSeq2000 对来自非洲、亚洲、欧洲、中东、北美洲等狼主要分布区的样品进行了
深度的全基因组测序，结合已经公布的数据，共产生了 33 个犬科动物的高质量全基因组数据，以分析 1)世
界范围内狼的遗传多样性；2)不同地区狼的种群历史；3)不同地区狼和本地狗的基因交流；4)狗的起源地点。
用全基因组数据构建的系统发育树中，新旧大陆的狼和狗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基于 G-PhoCS 建模的方
法估算新旧大陆分化时间~12 500 年前(ya)。新大陆狼中的墨西哥狼处于基部位置，表明其有特殊的遗传背景。
这一结果符合以前研究假设-墨西哥狼是亚欧大陆狼迁徙到新大陆的最原始狼的遗存。同时 G-PhoCS 速算估
算出墨西哥狼在所有狼中有最小的有效种群大小(600 个个体)。在旧大陆的进化支中，狗和狼分别聚为两个大
支，分化时间~11 700 ya。不同品系的狗聚为一支，而不同地区或国家的旧大陆狼聚为一支，狗和旧大陆狼遗
传关系更近。这一结果也符合普遍被接受的观点，狗是由旧大陆的狼驯养后演变而来，同时狗应为狼的亚种
而不是独立的种。在旧大陆狼的分支中，表现出了按地理分布区域的遗传分化。欧洲狼聚为一支，中东狼和
亚洲狼分别聚为一支，同时中东狼和欧洲狼的关系更近。而这三大支在短短 1600 ya 就彼此分化形成了目前
的遗传结构。在主成分分析中，也得到了和系统发育树比较一致的结果。
PSMC 建模的结果表明世界范围内的狼直到 80 kya (千年前)都有较为一致的种群历史，但在 50 kya 西藏
狼首先出现了剧烈的瓶颈效应，有效种群大小迅速降低。随机世界各地的狼在 10 kya 左右经历的瓶颈效应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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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各自的有效种群降低了至少 3 倍左右。比如克罗地亚狼比其祖先降低了 10 倍，美洲的墨西哥狼和黄石公
园狼分别降低了 28 倍和 5 倍。这一结果暗示了在过去的一百万至几十万前年各种类似狼的物种大量灭绝，
而现生狼可能不是狗的直接祖先。这一推论得到了近年来一些基于 ancient DNA 的研究结果的支持。
各大疑似狗起源中心分布区的狼均没有表现出和狗有更近的遗传关系，再次表明现生狼不是狗的直接祖
先。而狼和狗之间频繁的基因交流使得对此问题的探讨更为复杂。在本研究中通过 ABBA-BABA 检测和
G-PhoCS 均发现了除了西藏狼和新大陆狼，其余旧大陆各狼种群均和不同品系的狗有基因交流存在。在亚种
狼有高达 20%的基因组是来自于狗，这一比例远高于现代人中已经报道的不到 5% (neanderthals ancestry)。因
此过去基于狼和狗遗传关系远近而得出的中东或者东亚为狗起源中心的结果，可能仅仅是因为上述区域狼和
狗之间基因交流而造成的遗传关系近，不是狗起源于中东或者东亚。本研究中已经采集了世界各地狼主要分
布区的样本，因为对于狗起源问题的解答，可能需要更多的依靠 ancient DNA。
关键词：狼；种群基因组；进化历史；狗起源

甜菜白带野螟完整的线粒体基因组及其系统进化影响
何世琳 1，邹媛 1，张丽芳 1，马雯琪 1，张修月 1,2，岳碧松 1,2*
(1.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四川省濒危野生动物保护生物学重点实验室，成都 610065；2. 四川大学生命科
学学院，生物资源与生态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成都 610065)
*通信作者，E-mail：bsyue@scu.edu.cn
摘要：甜菜白带野螟完整的线粒体基因组研究被测序。这个环形基因组包含 15 273 个碱基对，13 个蛋
白质编码基因，22 个 tRNA 基因以及一个控制区，该基因组的基因排列顺序和起始方向与鳞翅类双孔亚目的
相同。基因的核酸组成显示 AT 含量高达 80.9%，且 AT 偏倚度呈现偏负性(—0.023)。除了基因 COX1 可能以
CGA 为起始密码，所有的蛋白质编码基因都以典型的 ATN 为起始密码。在 13 个蛋白质编码基因中 9 个包含
通用的终止密码 TAA，而基因 COX1，COX2 和 ND5 以 T、基因 ND4 以 TA 作为不完整的终止密码。除了基
因 tRNASer(AGY) DHU 臂不能形成稳定的茎环结构外，所有 tRNA 基因都能形成折叠成典型的三叶草型结构。
总共有 157 bp 的间隔区分布在 17 个区域，42 bp 的重叠序列落在不同的 8 个位置。329 bp 长的 AT 富集区由
非编码序列组成，包括 14 bp poly-T 延伸和紧随的 ATAG、ATTTA、AT 重复以及位于 tRNAMet 基因上游的 9 bp
poly-A。基于 13 PCG 和 13 PCG+2 rRNA 的贝叶斯推算和最大似然法得出的系统进化分析结果表明，螟蛾总
科的分类地位与传统分类不一致，弄蝶总科置于凤蝶总科内而不是相互并列。螟蛾总科而非凤蝶总科与其他
几个总科置于大鳞翅类内。
关键词：甜菜白带野螟；完整线粒体基因组；系统进化

近 40 年大相岭山系景观格局变化及与大熊猫活动的关系
侯宁，赵成，晏婷婷，魏玲，冉江洪*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资源与生态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成都 610064)
*通信作者，E-mail：rjhong-0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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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景观格局变化对动物种群的结构和分布有着强烈的影响。本研究选取大相岭山系为研究地，以 1975
年、1992 年、
2000 年以及 2010 年 4 个时期的卫星遥感图为数据源，应用遥感图像处理软件 ERDAS IMAGINE，
制作成景观格局图，探讨其景观格局现状及变化规律，利用景观结构定量分析软件 Fragstats，计算斑块、斑
块类型和景观三个层次的景观指数，包括最大斑块指数、斑块密度、平均斑块形状指数、香农多样性指数、
破碎度指数等，对 40 年来大相岭山系景观的基本特征、多样性和空间格局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1)大相
岭山系景观格局在近 40 年间发生明显变化，七八十年代破碎化严重，九十年代末研究区景观多样性水平开
始不断增加，破碎化程度降低，景观质量变好。(2)大熊猫分布在以阔叶林、针叶林为优势景观的成片森林中，
景观特征表现为森林面积大，斑块数目少，斑块密度低，平均斑块面积和最大斑块指数高，边缘密度、景观
形状指数低，破碎化指数小。(3)大熊猫活动痕迹密度同各景观指数之间存在相关性，且在不同区域相关性有
所不同。(4)2000 年斑块密度较高，破碎化程度较大。2010 年适宜栖息地面积增加，破碎化降低，形状越来
越规则，斑块结合性更强。由于海拔低、人为干扰强烈，大相岭南坡的适宜栖息地较为破碎。2010 年相较
2000 年大相岭南坡的适宜栖息地面积减少，北坡适宜栖息地面积增加。本研究结果为大熊猫及其栖息地保护
提供了科学依据。
关键词：景观格局；大熊猫；栖息地；大相岭山系

圈养林麝脓肿病病原菌化脓隐秘杆菌 DNA 疫苗研制及免疫效应研究
黄挺 1，康春兰 1，赵克雷 1，范振鑫 1，张修月 2，岳碧松 2*
(1.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资源与生态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成都 610064；2.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四川省濒危野生动物保护生物学重点实验室，成都 610064)
*通信作者，E-mail：bsyue@scu.edu.cn
摘要：林麝 Moschus berezovskii 是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其雄性个体分泌的麝香不仅是我国传统中
药的重要成分，也是生产高级香水的重要原料。我国从 1953 年开始人工养麝，但仍然没有形成规模化，其
中疾病是重要的制约因素之一。四川米亚罗林麝养殖场统计，患化脓性疾病的林麝占病麝的 50%以上，病死
林麝中，因化脓性疾病死亡的林麝也占 50%以上。前期研究表明林麝脓肿病主要致病菌为化脓隐秘杆菌
Trueperella pyogenes。目前该病的感染途径和传播机制仍然不清楚，也缺乏有效的检测和治疗手段，因此控
制该病应以预防为主。本研究通过构建化脓隐秘杆菌溶血素(pyolysin)基因的 DNA 疫苗 pVAX1-PLO 和评估
林麝 IL-1β(fIL-1β)对 pVAX1-PLO 的免疫反应增强作用来综合研究 DNA 疫苗对小鼠机体的免疫原性与免疫应
答反应。结果显示： pVAX1-PLO 真核表达质粒可以在 HEK293T 细胞中表达，pVAX1-PLO 疫苗能有效诱导
小鼠产生抗 PLO 特异性抗体的体液免疫反应，其中血清抗体 IgG2a 滴度高于 IgG1 亚型的滴度，说明该疫苗
主要引发 Th1 型免疫应答；另外 pVAX1-PLO 疫苗能刺激淋巴细胞增殖和产生细胞因子干扰素-γ(IFN-γ)和白
细胞介素-2(IL-2)的细胞免疫反应，并保护小鼠免受化脓隐秘杆菌的感染。共同免疫 pcDNA3.1/V5-fIL-1β 和
pVAX1-PLO 能明显提高小鼠的体液和细胞免疫反应，更好地保护小鼠免受化脓隐秘杆菌的感染。本研究构
建的 DNA 疫苗 pVAX1-PLO 可以诱导宿主产生免疫应答反应，并且林麝 IL-1β (fIL-1β)可以提高 pVAX1-PLO
的免疫原性，该研究为研制有效的化脓隐秘杆菌 DNA 疫苗、防治林麝化脓性疾病提供了基础数据。
关键词：林麝；脓肿病；化脓隐秘杆菌；溶血素；DNA 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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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logenetic Relationships in Genus Macaca: Nuclear VS Mitochondrial Tree
Juan JIANG1, Peng LI1, Yaoyao CUI1, Jianqiu YU2, Lili NIU2, Bisong YUE1, Jing LI1*
(1. Key Laboratory of Bio-resources and Eco-environment (Ministry of Education), College of Life Scienc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2. Chengdu Zoo, Institute of Chengdu Wildlife, Chengdu 610081,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ljtjf@126.com
Abstract: The macaques, genus Macaca, represent on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primate radiations. With such a
variety of range and species that differ in ecology and external morphology, macaques are considered as an alluring
material to study the species radiation and evolution. It is critical to build a clear and accurate phylogeny of the
macaques, which will contribute understand evolutionary history of the genus as well as primate radiations. The
phylogenetic relationships among macaque species remain to be unclear and ambiguous solely based on morphology
and mitochondrial DNA sequences. Incongruent phylogenetic relationships could be explained by incomplete lineage
sorting, insufficient data, homoplasy, or hybridization in macaques. Combining a large number of genetic markers
will benefit to imply the robust evolutionary history of macaque monkeys. In this study, phylogenetic relationships
among eight macaques representing four species groups sylvanus, silenus, sinica and fascicularis and the outgroup
taxon, Papio hamadray were investigated by a combining analysis based on the mitochondrial DNA, nuclear genes
(including autosomal loci, fragments from Y chromosome and X chromosome) and presence/absence polymorphism
of Alu elements.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attempt to elucidate evolutionary relationships of the macaques and
possible gene flows between species or groups. Combining a computational approach and a PCR display method
based on primers of OWM-specific Alu subfamilies, we identified and characterized 153 loci from the genome of
Assam macaque, of which 20 loci showed polymorphism among different macaque species. Together with 64 loci
reported previously, a total of 84 loci are used to infer the phylogenetic relationships of genus Macaca.
Presence/absence polymorphism of Alu elements was implemented an exhaustive search with 1000 bootstrap
replications via the PAUP using Dollo parsimony analysis. Mitochondrial DNA and nuclear gene were separately
subjected to maximum parsimony analyses in PAUP as well as Bayesian algorithms. The tree topology of three
different genetic markers was similar. Four distinct species groups: sylvanus, silenus, sinica and fascicularis were
clearly defined. The phylogenetic position of M. sylvanus was first branching off. In Asian group, silenus group
separated firstly and followed by sinica and fascicularis group forming a sister relationship. The mo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s the position of M. arctoides. The mitochondrial tree suggested that M. arctoides clustered into
fascicularis group and formed a sister relationship with it. However, Alu elements and nuclear gene sequences
divided M. arctoides into sinica group and forming a sister group with M.thibetana/M.assamensis. Our results are
consistent with a particular type of hybrid origin for M. arctoides, which was resulted from male-mediate gene flow
between sinica group species and an early fascicularis group species. Our study generated a clear macaque
phylogeny by comparing with tree topology based on three different genetic systems, which would provide new
insights into the evolutionary history of macaque and show hybridization and gene flows may have occurred among
different macaques.
Key words: Macaca; phylogenetic relationships; mitochondrial DNA; nuclear loci; Alu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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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鼠线粒体全基因组及系统进化研究
景洁 1，宋旭灏 1，范振鑫 1，张修月 2，岳碧松 2*
(1.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资源与生态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成都 610064；
2.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四川省濒危野生动物保护生物学重点实验室，成都 610064)
*
通信作者，E-mail：bsyue@scu.edu.cn
摘要：巢鼠 Micromys minutus 属于鼠科巣鼠属，是鼠科中最小的啮齿动物，广泛分布于亚洲和欧洲。然
而，巢鼠在鼠科中的系统进化关系还存在争议。线粒体基因组含有丰富的系统进化信息，已经广泛应用于啮
齿动物的系统进化研究。在本研究中，我们测定了巢鼠线粒体基因组全序列并基于线粒体质量链 12 个蛋白
编码基因的联合序列，采用最大似然法(Maximum likelihood，ML)和贝叶斯法(Bayesian inference，BI)构建了
鼠总科的系统发育树。结果显示：巢鼠线粒体基因组的全长为 16 232 bp，碱基组成为 33.6%A，24.8%C，29.1%T
和 12.5%G。基因组的结构与典型的脊椎动物线粒体基因组相似，包括 13 个蛋白质编码基因，2 个 rRNA 基
因(12S rRNA 和 16S rRNA)，22 个 tRNA 基因和 1 个控制区。我们建议了一个新的起始密码子--AGT，他是
ND5 的起始密码子，在其他脊椎动物粒体基因组中还没有报道过。基于 12 个蛋白编码基因的 ML 和 BI 树
表明，巢鼠属位于鼠科进化枝的基部，强烈支持巢鼠属是鼠科的早期分支。
关键词：巢鼠；线粒体全基因组；系统发育

麝源化脓隐秘杆菌内参基因筛选及热激蛋白基因 mRNA 转录水平的研究
康春兰 1，黄挺 1，赵克雷 1，范振鑫 1，张修月 2，岳碧松 2*
(1.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资源与生态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成都 610064；
2.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四川省濒危野生动物保护生物学重点实验室，成都 610064)
*通信作者，E-mail：bsyue@scu.edu.cn
摘要：化脓性疾病是圈养林麝主要疾病之一，已有研究表明化脓隐秘杆菌 Trueperella pyogenes 可能是林
麝脓肿病的原发致病菌。随着化脓隐秘杆菌全基因组的测定，对其基因功能研究将是未来工作的重要内容之
一。相对荧光定量是基因功能研究中一项重要的实验技术，而内参的选择直接决定着定量结果的准确性。本
研究利用 RT-qPCR 技术对化脓隐秘杆菌 7 个管家基因 16S rDNA、ldh(乳酸脱氢酶)、GAPDH(甘油醛-3-磷酸
脱氢酶)、gyrB(DNA 促旋酶 B 亚基)、glk(己糖激酶)、rpoD(RNA 聚合酶的 σ70 因子)和 recA 在热激、低温、
低 pH、
高盐浓度、
乙醇压等处理条件下测定 mRNA 的表达量，然后使用软件 Bestkeeper、geNorm 和 Normfinder
对候选内参的稳定性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在所有压力条件下最稳定的 4 个基因是 16S rDNA、rpoD、glk、
和 gyrB，最不稳定的两个基因是 GAPDH 和 ldh。在热激和低温处理条件下最适的内参基因组合是 16S rDNA
和 rpoD；
在低 pH 压力条件下最适内参组合是 glk、
16S rDNA 和 rpoD；在高盐浓度压力下最适内参组合是 rpoD、
recA、和 glk；在乙醇压力下最适内参组合是 16S rDNA 和 glk。在此基础上，对化脓隐秘杆菌四个热激蛋白基
因(dnaK、grpE、groEL、groES)和一个与热激相关的 σE 因子(rpoE)在上述五种压力胁迫下 mRNA 转录水平变
化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 grpE 的表达量在五种压力条件下均升高，表明 GrpE 在化脓隐秘杆菌压力应对中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除 grpE 外，在热激压力下 dnaK 的表达量升高，表明 DnaK 蛋白参与了化脓隐秘杆菌高
温压力应对；在低温和高盐压力下 rpoE 的表达量上调，因此 σE 因子可能介导这两种胞外压力的感应和传递；
在低 pH 和乙醇压力下仅有 grpE 升高较明显，可能只有 GrpE 参与了这两种压力的应对。研究结果为化脓隐
秘杆菌功能基因的平研究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林麝；化脓隐秘杆菌；荧光定量 PCR；内参基因；热激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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鲈鲤染色体核型及 C-带分析
黎树 1, 2，杨世勇 2*
(1. 四川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成都温江625014；2.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成都610065)
摘要：鲈鲤Percocypris pingi pingi隶属鲤科Cyprinidae鲃亚科Barbinae鲈鲤属Percocypris，主要分布于岷
江、青衣江、马边河、金沙江下游、雅砻江及乌江等水系，属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四川省重点保护鱼类，
也是产区的重要经济鱼类。目前国内外关于鲈鲤染色体核型研究仅见昝瑞光等(1984)报道，该文没有阐述近
端部着丝粒染色体和端部着丝粒染色体，核型图为手绘且无模式图，也缺乏染色体C-带分析和辅助配对。
本文根据鲈鲤生活环境渗透压特点，用改进的PHA体内注射肾细胞直接制片法研究鲈鲤的核型，采用改
进的BSG法来研究其C-带，统计30组分裂完整较好的染色体中期分裂相。结果表明鲈鲤的染色体数目为98条，
核型公式为2n=98=42m+30sm+10st+16t，臂数NF=170。C-带分析显示鲈鲤的染色体均有大小不一的C-带带纹
出现，存在着丝粒带(22m、16sm、2st)，端粒带(20m、12sm、6st、10t)、染色体居间带(20m、18sm、6st、4t)
3种类型的C-带阳性着色，异染色质含量占全部染色体比例为(58.824±0.034)%，未发现小染色体及其他异型
性染色体。根据统计数据和实验图片，发现了端部着丝粒染色体确实存在，与早期鲃类和裂腹鱼类具备大量
单臂染色体相关核型原始进化特征的研究相吻合。结合染色体数目和臂数倍型关系，推断鲈鲤为四倍体物种，
也从遗传染色体角度印证原始鲃类，从高原地区隆起和鱼类在高寒地区演化过程中染色体加倍的特点。本文
还绘制了鲈鲤染色体核型及C-带研究模式图。最后讨论了鲈鲤C-带的特点，染色体含有大量异染色质，说明
鲈鲤染色体功能区段分化不完全较为低等，结合国外研究发现异染色质易重组和变异的特点，推测鲈鲤染色
体具有一定的“可塑性”。
关键词：鲈鲤；核型；C-带；多倍化

汶川地震后滑坡体生境鸟类群落恢复动态研究
李波 1，冉江洪 1*，岳碧松 1，张曼 1，尚涛 2
(1.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成都 610064；2. 四川龙溪-虹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成都 611830)
*通信作者，E-mail：rjhong-01@163.com
摘要：鸟类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鸟类群落对气候和环境的改变极为敏感。干扰造成的栖息地破
碎化对鸟类的分布、种群数量、繁殖、迁徙等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对干扰后鸟类群落恢复动态进行研究，
一方面可以反映滑坡干扰后动物群落的恢复机理和生物多样性的维持机制，丰富干扰后动物群落研究案例，
一方面还可以为评估区域内生态系统恢复能力提供科学依据，对进一步探讨灾害后动植物群落恢复过程中的
协同演化关系以及物种多样性保护方面也具有重要的意义。2010 年 4 月—2014 年 12 月，采用固定样点监测
法对“5·12 汶川大地震”重灾区之一的四川龙溪-虹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 10 个滑坡体样地和 10 个非滑坡体样
地(未受地震滑坡影响的区域)中的鸟类群落进行了调查，以期了解滑坡体生境中鸟类群落的恢复动态及其与
植被盖度和植物群落物种多样性恢复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研究期间在研究区域共记录到鸟类 6 目 25
科 87 种，其中滑坡体生境中有 4 目 22 科 66 种，以留鸟为主(62.12%)，夏候鸟次之(34.85%)；(2)滑坡体生境
中，鸟类群落物种数量、个体相对数量以及群落物种多样性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增加，群落同年内不同
季节优势物种组成有所不同，相同季节不同年间优势物种也有所差异；(3)与非滑坡体生境相比，滑坡体生境
鸟类群落物种数量少于非滑坡体生境，有 21 种鸟类仅在非滑坡体生境中有分布，滑坡体生境鸟类优势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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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与非滑坡体生境基本相同；(4)Spearman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滑坡体生境鸟类群落物种数量和物种多样性
与生境中草本植物总物种数、
灌木植物总物种数以及 2 m×2 m 样方内平均物种数量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与植被盖度之间无显著的相关关系；生境中植物种类越多，生境为鸟类提供的食物资源也越丰富，对鸟类群
落的恢复也就越有利，而植被盖度的变化对鸟类群落的影响并不明显。
关键词：地震；滑坡；鸟类群落；植被；恢复

达氏鲟野生亲本和人工繁殖子代遗传多样性分析
李久煊 1，宋昭彬 1,2
(1.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四川省濒危野生动物保护生物学重点实验室，成都 610065；2. 四川大学生
命科学学院，生物资源与生态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成都 610065)
摘要：达氏鲟 Acipenser dabryanus 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上游干流及金沙江下游，为我国特有鱼类，具有重
要的物种价值，被列为国家Ⅰ级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由于过度捕捞、水体污染、水利工程兴建等原因，其
野生资源已极为稀少,濒临灭绝，人工增殖放流逐渐成为野外资源恢复的主要措施之一。为保障放流达氏鲟鱼
苗的质量，有必要开展其繁殖用亲本及繁殖子代的遗传背景调查。本研究采用线粒体控制区(D-loop)和微卫
星 2 种分子标记，检测了达氏鲟野生亲本(20 尾)及人工繁殖 F1 子代(30 尾)的遗传多样性。结果表明，野生亲
本和 F1 子代的微卫星香农多样性指数分别为 2.93 和 3.28，辛普森多样性指数分别为 0.0053 和 0.003；野生
亲本和 F1 子代的 D-loop 单倍型多样性(Hd)分别为 0.562 和 0.554，核苷酸多样性指数(Pi)分别为 0.004 46 和
0.005 40；达氏鲟野生亲本与 F1 子代的遗传多样性水平均偏低。目前用于人工繁殖的达氏鲟野生亲本有限，
其遗传多样性偏低，将进一步影响人工繁殖子代的遗传质量。因此，在人工繁殖中急需研究各亲本个体间的
遗传关系，并用于指导人工繁殖，以提高子代的遗传多样性和鱼苗质量。
关键词：达氏鲟；微卫星；线粒体控制区

De Novo Assembly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Blood Transcriptome of Macaca
thibetana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with M. mulatta
Peng LI1, Lianming DU2, Wujiao LI2, Zhenxin FAN2, Daiwen ZENG3,4, Hui CHEN3,4, Liang ZHOU3, Yong YI3, Na
YANG3, Kefeng DOU5, Bisong YUE1, Jing LI1*
(1. Key Laboratory of Bio-resources and Eco-environment, Ministry of Education, College of Life Scienc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2. Sichuan Key Laboratory of Conservation Biology on Endangered Wildlife,
College of Life Scienc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3. Laboratory Animal Institute, Sichuan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 Sichuan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Chengdu 610064, China; 4. School of
Medicine,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610064, China; 5. Department of
Hepatobiliary Surgery, Xijing Hospital, The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Xi’an 710032,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ljtjf@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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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nscriptome profiles provide a practical and inexpensive alternative to explore genomic data,
particularly in organisms which have no accurate genome data published. Tibetan macaque (Macaca thibetana) is
commonly considered as an endemic species to China and an important animal in biomedical researches nowadays.
Limited knowledge of its genetic background has hindered research on this species. Peripheral blood is easily
accessible and has been used as alternative tissue for monitoring individuals for various markers. Blood
transcriptome profiling has earned its place in the molecular and cellular profiling approaches used to analyze the
immune response in human and some other species. Rhesus macaque (M. mulatta) is the most widely studied species
in the genus Macaca, and is used as a common biomedical research model. In this study, we reported the blood
transcriptomes of Tibetan macaque from three individuals, and sequenced the blood transcriptomes of M. mulatta to
be compared. Using Illumina HiSeq 2000 paired-end sequencing technology, 138 million sequencing reads of M.
thibetana transcriptome were generated. The assembly yielded 327 871 transcripts with an average length of 990 bp
and N50 length of 1571 bp. According to the sequence similarity search against non-redundant (nr) protein database,
80 317 (24.5%) transcripts were annotated. The abundance of transcripts was expressed as FPKM. The most
abundant transcripts were HBB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blast search against the NCBI nr protein database with
E-value 1.37E-81, followed with HBA1 and B2M, with E-value of 2.61E-76 and 7.36E-57, respectively. Among the
identified complete ORFs, we found 8000 transcripts without annotation in M. thibetana, which might be novel
genes candidates. Furthermore, a total of 80 236 transcripts were identified as putative ncRNAs with an E-value
threshold of 1E-5. The Signal recognition particle RNAs were the most abundant ncRNA families, followed by the
5S ribosomal RNA and the U6 spliceosomal RNA. We have also identified 23 375 cDNA simple sequence repeats
(cSSRs) in the assembly. We functionally classified all the transcripts by Gene Ontology (GO) and 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 (KEGG) analysis, and found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M. thibetana and M.
mulatta. For example, M. mulatta blood transcriptome had no transcripts related to nutrient reservoir activity (GO:
0045735). And for KEGG functional distribution, transcripts in M. thibetana were significantly more than that in M.
mulatta with the categories of infectious diseases, cell growth and death and immune system, but less in the
categories of Signaling molecules and interaction. It showed that M. thibetana has some different characters in
external and genetic background compared with M. mulatta as biomedical model. The M. thibetana transcriptome
represents a valuable resource for future functional and comparative genomic studies, as well as for biological
studies of this nonhuman primate.
Key words: macaques; transcriptome; immune system; gene annotation

美洲大蠊转录组学研究
李午佼，杜联明，张丽芳，景洁，范振鑫，张修月，岳碧松*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成都 610065)
*通信作者，E-mail：bsyue@scu.edu.cn
摘要：美洲大蠊 Periplaneta americana 为蜚蠊目蜚蠊科大蠊属物种，是传统的中药，对组织修复有着很
好的疗效。本研究对美洲大蠊 3~4 龄若虫、7~8 龄若虫、刚羽化成虫、雌成虫和雄成虫采用 Illumina Hiseq2000
平台进行转录组双末端测序，用 Trinity 组装 5 组样品的共同参考转录本，得到 291 250 个转录本序列，其中
250 条转录本序列为美洲大蠊内共生菌 Blattabacterium sp. BPLAN 所有，转录本序列的 N50 为 1233 bp，长度
在 200~300 bp 的约 11 万条。通过与各大蛋白质序列数据库比对，一共注释了 53 262 条转录本，其中 NR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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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了 52 625 条转录本；GO 数据库注释了 10 122 条，注释的 GO term 中，细胞(cell)、细胞组件(cell part)、
绑定(binding)、催化剂(catalytic)、细胞过程(cellular process)和代谢过程(metabolic process)等方面存在较多的
转录本；KOG 数据库注释了 35 595 条，其中信号传导机制(Signal transduction mechanisms)，翻译后修饰，蛋
白质翻转(Posttranslational modification, protein turnover，chaperones)和转录(Transcription)相关的功能的转录本
数目较多；swissprot 数据库注释 33 168 条；KEGG 数据库注释了 18 880 条，其中信号传导通路中的转录本
数目最多，其次是传染性疾病(Infectious diseases)和癌症(Cancers)。差异表达转录本分析方面，鉴定了 13 852
个差异表达转录本，差异表达转录本 GO 富集分析表明，在不同虫龄阶段，几丁质合成代谢方面，幼虫较成
虫富集，而成虫中富集抗真菌功能，雄成虫相对雌成虫主要在线粒体相关基因富集。差异表达转录本 KEGG
富集分析表明，雌成虫富集在溶酶体，甘氨酸、丝氨酸和苏氨酸代谢，FoxO 信号通路上。雄成虫相对其它
样品主要富集在蛋白质消化和吸收，胰腺分泌等代谢途径上，若虫和刚羽化成虫比较发现，前者在 P450 相
关代谢途径富集。从全部的转录本序列(包含内共生菌的转录本)中找到了约 3800 个微卫星，其中单碱基重复
的 SSR 数目最多，其次是三碱基，再次是四碱基，六碱基的最少。抗菌肽分析表明美洲大蠊存在一批转录本
与果蝇素(drosomycin)、moricin、防御素(defensin)和白蚁素(termicin)等抗菌肽同源。根据数据库注释结果分
析得到 88 条过敏原转录本，其中表达量较高的有 Per a 2 allergen，allergen Cr-PI 和 Per a 6 allergen。
本次分析一共找到了 400 多个免疫相关的转录本，其中脂多糖结合蛋白(lipopolysaccharide-binding
protein，LPS-BP)、促分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MAPK)和丝氨酸蛋白酶抑制剂
(Serpin)的转录本数目最多。
关键词：美洲大蠊；转录组；差异表达

鲈鲤野生和人工繁育群体遗传多样性分析
李晓燕 1，邓员平 1，邓龙君 2，曾如奎 2，宋昭彬 1*
(1.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四川省濒危野生动物保护生物学重点实验室，成都 610065；
2. 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成都 610000)
*通信作者，E-mail：zbsong@scu.edu.cn
摘要：鲈鲤 Percocypris pingi 隶属鲤形目鲤科鲃亚科鲈鲤属，主要分布于长江上游(金沙江)及其支流，为
我国特有鱼类，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由于过度捕捞、水体污染、水电建设等原因，鲈鲤的野生种群数量锐减，
分布范围缩小，人工放流成为其资源恢复的重要手段。本研究基于线粒体 DNA 控制区，检测分析了采自木里
河(MLW)和卧落河(WLW)的鲈鲤野生种群，以及四川雅安周公河雅鱼有限公司(YAC)和锦屏官地鱼类增殖放流
站(JYC)的人工繁育群体的遗传多样性，以期为其野生资源的保护和人工繁育时的遗传资源管理等提供参考资
料。
结果显示，野生种群的单倍型数目、单倍型多样性和核苷酸多样性(h=25，Hd=0.820 42，π=0.005 31)均高
于人工繁育群体(h=11，Hd= 0.509 44，π=0.004 55)；MLW 呈现最高水平的单倍型多样性(0.736 84)和最低水平
的核苷酸多样性(0.002 23)，JYC 的遗传多样性(Hd=0.273 17，π=0.003 23)低于 YAC(Hd=0.696 97，π=0.004 96)。
在 158 个个体中共检测到 31 个单倍型，仅一个单倍型为 4 个种群所共享。MLW 的私有单倍型数目最多(h=11)，
其次是 WLW(h=6)和 YAC(h=3)，JYC 仅有 1 个私有单倍型。遗传分化指数 FST 值显示，4 个种群间均有显著的
遗传分化(P<0.05)，其中 JYC 和 WLW 的遗传分化较小(FST=0.029 75，P<0.05)，而其它种群间均有中等以上的
遗传分化(FST>0.05，P<0.05)。由遗传分化指数构建的 NJ 树显示，4 个种群聚为两支，其中，JYC 和 WLW 聚
为一支，YAC 和 MLW 聚为一支。AMOVA 分析表明，遗传变异主要来自种群内(62.16%)。核苷酸不配对分布
和两种中性检验显示，JYC (Tajima's D=-1.76785，P<0.05)和 MLW (Fu's Fs= -6.79958，P<0.05)可能经历了种群
扩张或瓶颈效应，YAC 和 WLW 种群处于稳定状态。
关键词：鲈鲤；线粒体控制区；遗传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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胭脂鱼人工繁殖亲本群体的遗传多样性分析
刘东奇，武佳韵，宋昭彬*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成都 610064)
*
通信作者，E-mail：zbsong@scu.edu.cn
摘要：胭脂鱼 Myxocyprinus asiaticus (Bleeker)为长江流域鱼类资源保护区中重要的人工增殖放流种类，
但随着放流量的逐渐增大，在其苗种生产中部分人工繁育子一代，甚至子二代的个体已被用作人工繁殖亲本，
极易造成近亲繁殖而导致苗种遗传质量下降。本研究采用线粒体控制区和微卫星分子标记，对四川省水产研
究所郫县和宜宾两个基地 113 尾胭脂鱼亲鱼的遗传多样性进行了分析，以期为其人工繁殖亲本的遗传资源管
理提供参考资料。
微卫星分子表明，郫县亲本群体的观察杂合度(Ho)、染色体随机分离情况下的期望杂合度(He (Ce))、染
色单体随机分离情况下的期望杂合度(He (Cd))、多态信息含量(PIC)分别为 0.683、0.824、0.769、0493，宜宾
群体分别为 0.576、0.754、0.655、0.443。线粒体控制区分析表明，郫县群体的变异位点(V)，单倍型数(H)，
单倍型多样性(h)，核苷酸多样性(π)，平均核苷酸差异数(K)分别为 73、20、0.85360、0.03075、29.79855；宜
宾群体分别为 68、12、0.82579、0.02342、22.57843。遗传多样性指数分析显示郫县种群的遗传多样性要略
好于宜宾种群。与 2012 年采集的长江木洞段及泸州段的野生种群相比，四川省水产所两个基地的亲本遗传
多样性基本一致。今后人工繁育中应尽量避免近交，并与其它繁育基地的人工繁殖亲本多进行基因交流，避
免种质资源的退化。
关键词：胭脂鱼；微卫星；线粒体控制区；遗传多样性

红面猴 Trim5 基因的克隆、正选择位点及密码子偏好性分析
刘宗涛 1，赵广 1，余建秋 2，牛李丽 2，李静 1*
(1.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四川省濒危野生动物保护生物学重点实验室，成都 610064
2. 四川省成都动物园，四川省野生动物研究所，成都 610081)
*通信作者，E-mail：ljtjf@126.com
摘要：Trim5基因由于受到来自逆转录病毒的强烈选择作用，在不同物种中能够以物种特异性的方式限
制逆转录病毒。 Trim5蛋白中氨基酸的改变会对抗逆转录病毒的活性产生重要影响，因此研究 Trim5基因
中的正选择作用的位点对于理解该基因的进化及后续的功能性实验有重要作用。本研究采用 RT-PCR 和 RACE
方法从红面猴(Macaca artoides)的血液中克隆了 Trim5基因全序，其全长 2853 bp，CDS 区域为 1494 bp，编
码 497 个 AA，3’端 1260 bp；5’端序列 99 bp。结合 NCBI 中下载的其它灵长类动物 Trim5基因，进行正选
择的氨基酸位点分析，发现有 25 个 AA 位点受到强烈的正选择作用，其中 Coiled-coil 及 Spry 结构域有 18 个
位点，这表明 Coiled-coil 及 Spry 结构域是该蛋白与逆转录病毒的衣壳蛋白作用的重要区域。通过比较不同猕
猴动物 Trim5密码子使用的差异发现，红面猴在 Trim5密码子使用偏好上与恒河猴最相似，其次是藏酋猴，
食蟹猴，而与地中海猕猴差异最大。通过密码子适应指数(CAI)的值可以预测蛋白的表达水平，CAI 值越高蛋
白表达水平越高，我们通过分析恒河猴，藏酋猴，食蟹猴，地中海猕猴，及红面猴的 CAI 值，推测除地中海
猕猴外其他的 4 类猕猴 Trim5表达水平一致，而地中海猕猴 Trim5的表达水平略低。另外我们通过比较红
面猴 Trim5基因密码子与大肠杆菌的 K12 菌株密码子使用的差异，发现有 29 个密码子，尤其是编码精氨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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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密码子存在较大差异，这或许对于红面猴 Trim5原核表达中密码子的改造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Trim5；RACE；红面猴；正选择；密码子适应指数

林麝四碱基微卫星位点筛选
卢婷 1，宋旭颢 1，张修月 1,2，岳碧松 1,2*
(1.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资源与生态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成都 610064；
2.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四川省濒危野生动物保护生物学重点实验室，成都 610064)
*
通信作者，E-mail：bsyue@scu.edu.cn
摘要：微卫星具有分布广、易检测、多态性高、共显性遗传和符合孟德尔遗传规律等优点，已被广泛应
用于濒危动物的保护研究中。与二碱基、三碱基微卫星相比，四碱基微卫星由于不易产生滑带而分型更精确
和可靠。本研究中，我们利用微卫星搜索软件 MSDBv2.4 在本实验室测序的林麝基因组中获得了重复次数为
4~58 次的 8858 条四碱基微卫星序列，挑选其中的 76 条序列设计微卫星引物，经过 PCR 条件优化、多色荧
光标记、基因分型扫描等步骤，最终筛选得到 17 个多态性的四碱基微卫星位点。使用来自四川米亚罗养麝
场的 26 个林麝毛发 DNA 样品检测这 17 个位点，Micro-Checker 检测结果显示：除 LS-2-1 位点出现零等位基
因外，其余 16 个微卫星位点在该种群中都遵从中性突变模式，不存在等位基因丢失。curves3.0 多态性检测
和 genepop Hardy-Weinberg 检验结果显示，17 个位点遵从中性突变模式，均符合哈迪·温伯格平衡(P>0.01)，
位点等位基因数的范围是 2~6，平均值是 3.71；观察杂合度(Ho)的变异范围是 0.154~0.692，期望杂合度(He)
的变异范围是 0.145~0.735；多态信息含量(PIC)的变异范围是 0.132~0.683，平均值是 0.405。17 个四碱基微
卫星多态位点在 26 个大熊猫样本中一共检出了 61 个等位基因，各位点等位基因数从 2 到 6 不等，平均每位
点的等位基因数为 3.59。
genepop Linkage disequilibrium 检验结果表明：LS-6-1 和 LS-14-2，LS-14-2 和 LS-18-1，
LS-6-1 和 LS-27-1，LS-14-2 和 LS-27-1(P<0.01)之间存在连锁不平衡，在后续研究中应注意位点的选择使用。
关键词：林麝；微卫星；四碱基；多态性

三化螟线粒体基因组及种群遗传多样性研究
马雯琦 1，邹媛 1，张丽芳 1，范振鑫 1，张修月 2，岳碧松 2*
(1.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资源与生态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成都 610064；
2.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四川省濒危野生动物保护生物学重点实验室，成都 610064)
*通信作者，E-mail：bsyue@scu.edu.cn
摘要：三 化 螟 是 重 要 的 农 业 害 虫 ，本 研 究 测 定 了 三 化 螟 线 粒 体 全 基 因 组 (15220 bp)，它 包 括 了
13 个 蛋 白 质 基 因 (PCGs)，2 个 rRNA，22 个 tRNA 和 一 个 A-T 富 集 区 (控 制 区 )。该 全 序 表 现 为 AT
偏 移 ，A+T 含 量 为 77.2%。除 了 COI 基 因 的 起 始 密 码 子 为 CGA 外 ，其 余 的 蛋 白 质 编 码 基 因 都 是
以 ATN 为 起 始 密 码 子 。三 化 螟 线 粒 体 A+T 富 集 区 具 有 鳞 翅 类 昆 虫 A+T 富 集 区 共 同 的 一 些 特 点 ，
但 在 三 化 螟 中 没 有 发 现 位 于 tRNA Me t 上 游 的 poly-A 结 构 。 利用 COI 基因对不同地理种群三化螟的遗
传多样性和遗传结构进行了分析，36 个三化螟 COI 基因共有 9 个单倍型，9 个单倍型中共发现 17 个多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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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点(polymorphic sites)，占总碱基的 3.12%，其中包括 10 个单变异位点(singleton variable sites)和 7 个简约信
息位点(parsimony informative sites)。通过 DNASP 分析得知，三化螟的单倍型多态性(Hd，haplotypes diversity)
指数为 0.763，核苷酸多样性(Pi，nucleotide diversity)指数为 0.00916。采用 NJ 法构建的 COI 基因系统进化树
的结果显示，印尼三化螟聚成一个进化枝，中国德阳、西昌和海南三化螟并没按地理来源聚类，显示中国三
化螟没有明显的地理种群结构。
关键词：三化螟；线粒体基因组；系统进化；种群遗传多样性

德国小蠊转座子进化分析
牟必琴，李午佼，严超超，范振鑫，张修月，岳碧松*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成都 610065)
*通信作者，E-mail：bsyue@scu.edu.cn
摘要：转座子是真核生物基因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自主型的逆转座子如 LTR 和 LINE 元件在各类群
物种的分子系统发育、遗传多样性等方面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为了揭示德国小蠊 Blattella germanica
基因组中转座子的种类与分布，以及转座子自身的遗传变异特性，本研究采用 RepeatModeler 的 de novo 预测
和使用 RepBase 库进行同源性搜索相结合的方法，在德国小蠊中鉴定出了 76 个 DNA 转座子家族，占基因组
的 9.44%。逆转座子中非长末端重复逆转座子 LINE 家族 33 个，占基因组的 7.12%，SINE 家族 37 个，占基
因组的 2.59%，长末端重复逆转座子 LTR 家族 24 个，占基因组的 0.3%。所有转座子序列长度占整个基因长
度的 19.46%。对转座子的插入时间进行估计的结果表明，大部分元件都是最近四万年进入到德国小蠊基因组
中的。我们还比较了切叶蚁 Acromyrmex echinatior、黒腹果蝇 drosophila melanogaster、大蜜蜂 Apis dorsata、
佛罗里达弓背蚁 Camponotus floridanus、印度跳蚁 Harpegnathos saltator、西花蓟马 Frankliniella occidentalis、
东亚飞蝗 Locusta migratoria、豌豆芽 Acyrthosiphon pisum、大头美切叶蚁 Atta cephalotes、古白蚁 Zootermopsis
nevadensis 等十种昆虫与德国小蠊中共有的 LINE 和 LTR 超家族分支的差异，结果表明不同分支在不同昆虫
中有着不同的扩张。基于转座子构建的进化树表明古白蚁与德国小蠊的关系最近，古白蚁是从德国小蠊祖先
中分化而来的。德国小蠊 LTR 和 LINE 逆转座子的鉴定和系统进化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逆转座子的进化历程
及其在昆虫进化中的作用。
关键词：德国小蠊；转座子；进化分析

大熊猫转录组四碱基微卫星及与其相关联的基因
宋旭颢 1，黄杰 1，沈富军 2，杜联明 1，王成东 2，范振鑫 1，侯蓉 2，岳碧松 1，张修月 1*
(1. 生物资源与生态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成都 610064；2. 四川省濒危野生动物
保护生物学重点实验室，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成都 610081)
*通信作者，E-mail：zhangxy317@126.com
摘要：基于转录组序列而开发的微卫星可通过生物信息学方法找到与之相关联的基因，有助于基因功能
的研究，同时转录组微卫星在构建遗传图谱和遗传学研究方面也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还没有关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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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猫 Ailuropoda melanoleuca 转录组微卫星的报道。本研究基于本实验室已获得的大熊猫血液转录组序列，成
功开发了 20 个四碱基微卫星。利用生物信息学方法将这 20 个微卫星在转录组上进行定位：其中 16 个微卫
星位于转录组非编码区， 4 个微卫星位于蛋白质编码区。同时，14 个微卫星所在转录本所对应的基因也被
确定，这对研究大熊猫这些微卫星及其对应基因的功能奠定了基础。16 个转录组微卫星位点在 28 只大熊猫
个体中共得到 16 个等位基因，每个位点得到的等位基因数从 2 至 8 个不等，平均等位基因数为 5.2，平均观
测杂合度为 0.656，平均期望杂合度为 0.666，平均多态性信息含量为 0.603。同时，本研究发现 4 个来自于
蛋白质编码区的四碱基微卫星也具有多态性，序列特征分析显示，4 个编码区微卫星是由多种微卫星类型组
成的复杂的微卫星序列，其多态性并不一定造成移码框突变，表明了位于蛋白质编码区里的微卫星进化的复
杂性。总的来说，这些新的转录组微卫星为构建大熊猫遗传图谱和进行其相关遗传学研究提供了有意义的基
础资料。
关键词：大熊猫；转录组；微卫星；多态性；移码突变

两种猕猴和川金丝猴全基因组微卫星特征分析
孙天琳，李鹏，杜联名，邱实，岳碧松，李静*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四川省濒危野生动物保护生物学重点实验室，成都 610064)
*通信作者，E-mail：ljtjf@126.com
摘要：微卫星 DNA 又称为串联重复序列(STRs)，广泛分布于真核生物和一些原核生物基因组中，具有
种属间的分布和碱基组成特异性。由于微卫星序列具有高度多态性等优点因而是一种良好的分子标记而被广
泛应用。但迄今人们对微卫星在全基因组水平上的分布和组成上的差异的相关研究较少。随着测序技术的进
步，多个物种的基因组已公布，这使我们可以在全基因组水平上对微卫星的分布和组成情况进行分析。利用
本实验室开发的微卫星软件 MSDB2.4.3，我们首次对已公布的两个猕猴属动物：恒河猴 Macaca mulatta，食
蟹猴 Macaca fascicularis 以及仰鼻猴属的川金丝猴 Rhinopithecus roxellana 基因组中完美型微卫星进行了系统
分析和比较。猕猴属两种猴类中，恒河猴，食蟹猴基因组微卫星总量分别为 1 200 114 个，1 260 186 个；略
少于川金丝猴微卫星总量(1 368 292 个)。微卫星总长度分别为 23 974 368 bp，25 531 821 bp，28 650 405 bp，
分别占基因组的 8.37‰，8.89‰，9.88 ‰。从微卫星的总密度来说，恒河猴，食蟹猴，川金丝猴分别为 419.08
bp/Mb，438.81 bp/Mb，471.90 bp/Mb；而总丰度三者则分别为 8371.92 个/Mb，8890.45 个/Mb，9880.98 个/Mb。
三个基因组中微卫星各重复类型数量都具有如下特点：单碱基>二碱基>四碱基>三碱基>五碱基>六碱基。从
各碱基重复拷贝类别数量方面来说，三个物种中数量较多的都为 A，AC，AAAT，AG，AAAC，AAAG，AT，
AAT，AAC 等。本研究系统分析了三种猴子的微卫星特征，为进一步筛选微卫星遗传标记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恒河猴；食蟹猴；川金丝猴；基因组；微卫星

岩羊属的分子系统发育及生物地理分析
谭帅，彭锐，邹方东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四川省濒危野生动物保护生物学重点实验室，生物资源与生态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
室，成都 61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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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fundzou@scu.edu.cn
摘要：长期以来，岩羊属 Pseudois 被认为包含了两个物种：岩羊 Pseudois nayaur 和矮岩羊 Pseudois
schaeferi，但我们近些年的研究已表明矮岩羊只是岩羊中一群形态特异的群体，因此岩羊则是岩羊属的惟一
物种。岩羊主要分布于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传统的形态学研究认为岩羊中有两个亚种：指名亚种 Pseudois
nayaur nayaur 和四川亚种 Pseudois nayaur szechuanensis，但岩羊到底包含有几个亚种尚存有疑问，且不同亚
种的谱系生物地理也缺乏深入研究。针对这些问题，在已有分子数据的基础上我们扩大了岩羊的样本数量并
涵盖了整个岩羊已知分布区，最后得到了 153 个岩羊样本的线粒体 Cyt b 序列，并重建了岩羊的系统发育树。
分子钟估算和生物地理分析结果显示岩羊西藏亚种(指名亚种)为最早分化种群，大约在 4.62 (2.51~6.73)Mya，
其次是帕米尔种群，
约为 3.81 (2.26~5.36)Mya，
贺兰山种群与四川亚种的分歧时间大约在 2.64 (1.58~3.69)Mya，
这些分支的生物地理演化与青藏高原在上新世(Pliocene)的隆升时间(3.5~4.5 Mya)高度吻合，揭示了在该时期
青藏高原隆升以前，岩羊已扩散至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青藏高原隆升所导致的地理隔离造成了岩羊不同地
理种群的遗传分化，因此隔离可能是岩羊亚种分化的主要诱因。系统发育的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了指名亚种
和四川亚种的有效性，同时也揭示贺兰山种群和帕米尔种群也可能达到了亚种分化水平。
关键词：岩羊属；岩羊；线粒体 DNA；系统发育；生物地理

基于 RNA-Seq 数据的大熊猫基因组补充注释
汪自立 1，李午佼 1，杜联名 1，范振鑫 1，张修月 2，岳碧松 2*
(1.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资源与生态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成都 610064；2. 四川大学生命科
学学院，四川省濒危野生动物保护生物学重点实验室，成都 610064)
*通信作者，E-mail：bsyue@scu.edu.cn
摘要：大熊猫 Ailuropoda Melanoleura 基因组已经测序并组装(AilMel_1.0)，随后 Ensembl 和 NCBI 分别
先后发布了 AilMel_1.0 的注释结果。他们的注释主要依据已注释物种的同源对比，而这些对比的物种大部分
与大熊猫的亲缘关系较远，这就可能造成不完全的注释。为了补充注释大熊猫基因组，我们利用大熊猫大熊
猫三个组织共 5 个样本转录组资料，分别使用 TopHat、Cufflinks 和 Trinity 完成对 RNA-seq 数据的初步组装，
并结合从头预测和同源对比，重新注释大熊猫基因组。本研究共注释了 23 887 个基因，共计 25 294 个转录
子，其中有 3382 单外显子基因。在选择性剪接体方面，2.80%的基因有可变剪接亚型。在注释的转录子中，
82.05%都包含起始、终止密码子，17.67%的转录子包含 UTR 区域，其中 6.69%的转录子两端均含 UTR。在
证据源的支持上，47.37%的转录子被 5 个证据源支持，而被 3 种类型证据源支持的转录子也占了 56.30%。被
单个证据源支持的转录子仅占 12.23%。在 GO 注释方面，AilMel_ann 共计注释 16 664 个转录子，共计 112 720
个条目。此外，将 AilMel_ann 进一步与 NCBI 和 Ensembl 注释结果进行比较发现，大部分 AilMel_ann 上注
释基因结构与 NCBI 和 Ensembl 存在差异，其中最大差异来源于剪接形式上的差异。除此之外，AilMel_ann
注释了 7651 个 NCBI 和 Ensembl 中未被注释的基因，其中 4962 个基因在 NCBI 的 NR 库中存在相似序列。
再将其余 2689 个未被注释的基因与 Pfam 数据库进行比较，发现其中 81 个基因编码的蛋白质序列存在功能
域，这部分基因可能是未被发现的新基因。
关键词：大熊猫；RNA-seq；转录组组装；基因组补充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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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小蠊基因组微卫星统计分析
王晨，杜联明，张修月，岳碧松*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成都 610065)
*
通信作者，E-mail：bsyue@scu.edu.cn
摘要：本文对德国小蠊 Blattella germanica 全基因组中微卫星数量及分布规律进行了分析，找到 1~6 碱
基重复类型的微卫星序列共 604 386 个，总长度 15 301 255 bp，约占全基因组序列(约 2.04 Gb)的 0.75%，分
布频率为 1/3.37 kb，
微卫星序列的长度主要在 12~60 个碱基长度范围内。
不同类型的微卫星中，
三碱基(226 876)
重复类型微卫星数量最多，占微卫星总数的 37.54%；四碱基(150 355)重复类型次之，占微卫星总数的 24.88%；
其次依次是单碱基(141 167)、二碱基(60 877)、五碱基(21 570)、六碱基(3 541)重复类型，分别占微卫星总数
的 23.36%、10.07%、3.57%、0.59%。小蠊的微卫星中，出现最多的重复拷贝类别有：ATT、AAT、A、T、
AAAT、ATTT、AT，共 411 789 个微卫星，占微卫星总数的 68.13%，这 7 种类别的微卫星数量都大于 30 000。
最后还分析了微卫星在基因组不同区域的分布情况，共有 2321 个微卫星在外显子上，它们分别位于 1442 个
基因上。
分别提取这 1442 个基因的序列并对其进行 GO 功能注释和 KEGG 通路分析。
其中 360 条归类于 cellular
component，509 条涉及 molecular function，333 条参与 biological process。KEGG 通路分析表明，与机体系统
相关的基因最多(295)，其次是与人类疾病相关的(278)，与遗传信息进程相关的基因最少(80)。本研究为德国
小蠊微卫星标记的分离筛选、微卫星的功能以及不同物种间微卫星的比较分析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德国小蠊；微卫星；注释；通路分析

气候变化条件下中国西南山地鸟类多样性热点的变化
吴永杰 1, 2，Shane G. DuBay 3, 4，Robert K. Colwell5, 6，冉江洪 1，雷富民 2*
(1.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资源与生态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成都 610064；2.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动物进化与系统学院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01；3. Committee on Evolutionary Biology, University of Chicago,
Chicago, IL 60637, USA; 4. Life Sciences Section, Integrative Research Center,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Chicago, IL 60605, USA; 5. Department of Ecology and Evolutionary Biology,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Storrs,
CT 06269, USA; 6. University of Colorado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Boulder, CO 80309, USA)
*通信作者，E-mail：leifm@ioz.ac.cn
摘要：横断山区作为中国鸟类物种最丰富的地区和全球 25/34 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是连接古北
界和东洋界动物区系的重要地理连接带。经搜集本地区文献资料及标本馆标本数据，结合野外观测数据，我
们整理了横断山区 752 种繁殖鸟的生态分布数据，并在此基础上获得横断山地区鸟类物种多样性的立体分布
格局图。研究发现横断山区鸟类物种多样性丰富度在海拔 800~1800 m 最丰富，四川盆地西缘的岷山—邛崃
山—大、小相岭山脉是连接古北界和东洋界重要的生物多样性通道，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气候变化，特别是温度的变化会导致鸟类的垂直分布发生变化，进而影响本地区的鸟类多样性分布格局。通
过利用两种模型(同质性响应和随机异质性响应)模拟温度变化对鸟类垂直分布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最近 10 万
年左右，四川盆地和周缘山地对本地区的物种保存具有重要的意义。即冰期时，四川盆地物种丰富度较高，
是鸟类物种的“避难地”；而周围山地物种丰富度低，成为鸟类物种的地理隔离。而间冰期时，四川盆地物种
丰富度反而不如山区物种丰富度高，盆地扮演着地理隔离的作用，山区成为了物种间冰期的“避难地”。这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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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和未来全面揭示气候变化对物种多样性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横断山；鸟类；生物多样性通道；物种丰富度；海拔梯度；气候变化

川金丝猴和东非狒狒基因组微卫星分布特征比较分析
徐永涛，张修月，岳碧松*
(生物资源与生态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成都 610064)
*
通信作者，E-mail：bsyue@scu.edu.cn
摘要：
本研究使用 MSDB v2.4 软件系统分析和比较了川金丝猴 Rhinopithecus roxellanae 和东非狒狒 Papio
anubis 基因组完美型微卫星的分布特征。经查找和统计，分别得到 1 368 292 个和 1 299 376 个微卫星，出现
频率分别为 471.91 个/Mb 和 440.71 个/Mb；
微卫星总长度占到基因组全长的 0.98%和 0.87%，平均长度为 143.34
bp 和 136.1 bp，密度分别为 9880.93 bp/Mb 和 8722.89 bp/Mb。基因组大小与微卫星的数量、长度、丰度和密
度均呈显著负相关(r=-1，P＜0.01)，而微卫星的数量与微卫星的长度呈显著正相关(r=1，P＜0.01)。基因组中
数量最多的都是单碱基、二碱基和四碱基，其次是三碱基、五碱基和六碱基微卫星。两个物种单碱基到六碱
基微卫星数量同微卫星的长度呈极显著正相关(r=0.094，P＜0.01)，而同 GC 含量呈显著负相关。六种拷贝类
别的 GC 含量同相关丰度(r=-0.646，0.01＜P＜0.05)和相关密度(r=-0.612，0.01＜P＜0.05)均呈显著负相关。两
者的优势拷贝类别均为 A、C、AC、AG、AAT、AAC、AAAT、AAAC、AAACA、AAACAA，碱基偏好类
型为 A/T 丰富,G/C 较少。除川金丝猴五碱基 GAAAG 重复高达 1462 次外，两个物种中各类别重复次数的集
中范围比较接近。100 bp 侧翼序列的 GC 含量和各种类别微卫星的 GC 含量相近。本研究从基因组水平上加
深了对川金丝猴和东非狒狒微卫星分布特征的认知，也为今后开发筛选多态性微卫星分子标记和探究重复序
列的功能意义提基础供数据。
关键词：川金丝猴；东非狒狒；基因组；微卫星

鲈鲤早期鱼苗的耳石标记技术研究
杨坤 1，李晓燕 1，邓龙君 2，甘维熊 2，曾如奎 2，宋昭彬 1*
(1.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四川省濒危野生动物保护生物学重点实验室，成都 610065；2. 雅砻江流域水电
开发有限公司，成都 610065)
*通信作者，E-mail：zbsong@scu.edu.cn
摘要：鲈鲤 Percocypris pingi pingi (Tchang)是广泛分布于长江上游的特有鱼类，但栖息地破坏、过度捕
捞等造成其分布区和资源量锐减。作为保护和恢复鲈鲤野生资源的重要手段之一，人工增殖放流已经逐步展
开。为了评估增殖放流的效果，需要标记放流个体，以便与野生个体区分。本研究采用荧光物质浸泡和热标
记的方法标记鲈鲤早期鱼苗的耳石，探寻经济合理的大规模标记方案。荧光物质浸泡标记采用 50 mg/L，100
mg/L，150 mg/L，200 mg/L 的茜素络合物(ALC)溶液和茜素红(ARS)溶液，分别浸泡两组全长 21.30 mm±0.45
mm 的鲈鲤鱼苗 24 h，10 d 后又用同样的浓度进行了第二次标记。热标记通过调节鲈鲤仔鱼在高温水(20 ℃
±1 ℃)和低温水(10 ℃±1 ℃)中的处理时间，控制耳石上生长轮的沉积方式。荧光物质浸泡标记的结果表明：
ALC 和 ARS 溶液浸泡后在鲈鲤耳石上形成了绿光下呈橘红色的标记环，
标记的死亡率较低，推荐 50~100 mg/L
的 ALC 溶液或 ARS 溶液浸泡 24 h 作为标记鲈鲤早期鱼苗的适宜条件。热标记的结果表明：耳石在高温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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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透光性强的明带，在低温水中形成透光性较差的暗带；微耳石生长轮的宽度(IW)和在高温水中持续的时
间(T)之间呈明显的线性关系，线性拟合方程为 IW=0.16462+0.24762T(n=450，R2=0.91865)。通过改变在高温
水中持续的时间，能够产生很多标记模式，和荧光标记结合后则更进一步丰富鲈鲤早期鱼苗耳石的标记模式。
综合标记成本、对鱼苗的潜在影响等因素，大规模标记鲈鲤早期鱼苗耳石时推荐使用 ARS 溶液浸泡和热标记
的方式。
关键词：鲈鲤；耳石；茜素络合物；茜素红；热标记

大熊猫血液 microRNA 的初步研究
杨茗羽 1，杜联名 1，李午佼 1，沈富军 2，范振鑫 1，简作义 1，侯蓉 2，岳碧松 1，张修月 1*
(1. 生物资源与生态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成都 610064；2. 四川省濒危野生动物
保护生物学重点实验室，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成都 610081)
*通信作者，E-mail：zhangxy317@126.com
摘要：microRNA 是小的非编码 RNA，是许多生理过程的重要调控者。近年来许多研究表明 microRNA
在动物免疫、疾病发生和衰老中具有重要调解作用。大熊猫 Ailuropoda melanoleuca 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尽管大熊猫基因组早已测序并组装完成，但基因功能研究依然比较缺乏，有关大熊猫 microRNA 的研究还未
见报道。本研究基于第二代测序技术，我们对四只健康大熊猫(2 只老年个体和 2 只年轻个体)血液 microRNA
进行了测序。在两只年轻的大熊猫和两只年老大熊猫血液里，我们分别得到了 20 663 662 条和 18 661 691 条
reads。
经过过滤、
筛选和比对，
我们得到了 107 个已知的 microRNA，
55 个新的 microRNA。55 个新的 microRNA
中可能有大熊猫特有的 microRNA。在所有这些 microRNA 中，有 65 条 microRNA 的表达量具有显著差异，
其中 51 条在年轻的大熊猫中高表达，14 条在年老大熊猫中高表达。我们又对这些有表达量差异的 microRNA
进行了 KEGG 通路分析，发现他们主要与 Ras signaling pathway，the PI3K-Akt signaling pathway 和 the MAPK
signaling pathway 有关，而这些通路又都与免疫相关。本研究为进一步研究大熊猫免疫功能的调解提供了基
础数据。
关键词：大熊猫；microRNA；第二代测序；免疫

繁殖期黑颈鹤行为分配与生境选择初步研究
赵晨皓
(生物资源与生态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成都 610064)
摘要：黑颈鹤是全球唯一在高原生活的鹤类，其总数量不及万只，名列 CITES 公约附录一，具有重要的
保护价值。已知黑颈鹤繁殖于湖泊、河流、沼泽等不同生境，三类生境的水位、草长等因子在黑颈鹤繁殖期
有着较显著差异，或对黑颈鹤繁殖造成不同影响。动物行为分配与节律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了动物对各生态因
子的需求及对生活史各方面的投入，本研究旨在通过调查黑颈鹤的繁殖期行为分配、节律，并分析其与不同
繁殖生境下的环境因子和繁殖成功率间的关系，反映出黑颈鹤对不同繁殖生境进行选择的博弈与策略。2014
—2015 年度开展的研究得到初步结论，认为主要影响黑颈鹤繁殖成功率的是巢址的安全因子，并主要由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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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蔽度及附近水深所决定，二者相互具有可替代性；作为黑颈鹤繁殖的理想生境，湖泊生境优于河流生境，
又再优于沼泽生境；湖泊生境繁殖的黑颈鹤，对警戒与争斗行为的投入(5.62%±0.07%，2.50%±0.12%)显著低
于河流(13.22%±0.25%，P＜0.05；3.14%±0.03%，P＜0.05)与沼泽(20.15%±0.39%，P＜0.05；5.45%±0.18%，
P＜0.05)生境；湖泊生境高达(73.12%±3.18%)的繁殖成功率，也显著高于河流生境(61.37%±2.06%，P＜0.05)
和沼泽生境(34.79%±0.47%，P＜0.05)。
关键词：黑颈鹤；行为分配；行为节律；繁殖成功率；生境选择

采笋对八月竹生长和大熊猫活动的影响研究
钟雪 1，晏婷婷 1，杨荔钧 1，冉江洪 1*，张曼 1，程勇 2，汤开成 3
(1.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资源与生态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成都 610064；2. 四川大相岭自然保护
区管理局，四川荥经 625200；3. 四川瓦屋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四川洪雅 620360)
*通信作者，E-mail：rjhong-01@163.com
摘要：采笋是大相岭山系一种传统的资源利用活动，目前荥经县已经限制大规模采笋，而洪雅县并没有
对采笋活动进行限制。为了了解采笋活动对大熊猫活动的影响，以及不同采笋强度对八月竹生长的影响，2008
—2012 年对大相岭山系大熊猫的活动情况进行了调查和监测，2013 年对洪雅县和荥经县的八月竹生长状况
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1)洪雅县八月竹一年生密度显著高于荥经县(P=0.002)，荥经县八月竹的多年生株高
显著高于洪雅县(P=0.005)，其余差异均不显著；(2)八月竹种群密度与海拔呈正相关。在洪雅县，八月竹的多
年生基径、多年生株高和一年生株高与海拔均呈显著负相关，而荥经县则与海拔呈显著正相关；(3)大相岭的
大熊猫主要活动于海拔 1400~2700 m 之间，85%的痕迹点出现在 2000 m 以上；(4)采笋期间大熊猫均不出现
在八月竹林，而采笋期前后均能在八月竹林发现大熊猫痕迹。采笋对大熊猫活动和八月竹的生长有一定影响，
应进一步规范采笋行为，协调保护与社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大相岭山系；大熊猫；八月竹；采笋；生长

美洲大蠊不同虫态组脂溶性化学成分的 GC-MS 分析
邹媛 1，马雯琦 1，张丽芳 1，范振鑫 1，岳碧松 2，张修月 2*
(1.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资源与生态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成都 610064；
2.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四川省濒危野生动物保护生物学重点实验室，成都 610064)
*通信作者，E-mail：bsyue@scu.edu.cn
摘要：美洲大蠊 Periplaneta americana 为昆虫纲，蜚蠊目，大蠊属昆虫，是我国室内卫生害虫的优势种，
同时也是重要的药用昆虫。近年来对美洲大蠊的药用研究越来越多，以美洲大蠊为原料已开发的“康复新液”，
“肝龙胶囊”等已进入临床应用，而且有较好的临床效果，然而有效要用成分和药用机理并不十分清楚，需要
进一步研究。本研究使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分别对美洲大蠊醇提物、乙酸乙酯提取物、正己烷提取物和石
油醚提取物进行分析，比较雌成虫、雄成虫、7~8 龄若虫、3~4 龄若虫和刚蜕皮成虫五个虫态组脂溶性化学
成分的差异。研究共鉴定了 169 种化合物，其中烷烃类 49 种，脂肪酸类 63 种，酯类 30 种，醇、醛、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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酚等 27 种；五个虫态组都有的成分 17 种，雄虫特有成分 22 种，雌虫特有成分 25 种，7~8 龄若虫特有成分
22 种，3~4 龄若虫特有成分 19 种，刚蜕皮成虫特有成分 13 种；这些结果显示，美洲大蠊酯溶性成分主要以
脂肪酸类和烷烃类为主，脂肪酸组成复杂，各虫态组在种类和含量上差异较大。同时，根据美洲大蠊五个虫
态的 GC-MS 分析结果，查阅相关文献，从鉴定出的脂溶性化学成分中筛选出了 11 种具有药用活性的化学成
分，而且雄成虫在含有药用活性成分的种类和含量上都高于其他虫态。这些结果为美洲大蠊的进一步开发和
利用提供了重要基础数据。
关键词：美洲大蠊；不同虫态组；化学成分；GC-MS 分析

自然保护的核心价值观
周龙
(四川黑竹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四川峨边 614300)
摘要：保护区已经是人类为自然，也是为自己留下的最后一块净土。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
自然对人类的要求，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是自然保护价值观的内涵，是自然保护的核心价值观，是
保护工作者的行为准则。
关键词：自然；保护价值观；核心价值观；行为准则

乌鳢三倍体的诱导及鉴定
邹远超 1,2，李中 1，文正勇 1，覃川杰 1，谢碧文 1，岳兴建 1，王淯 1，齐泽民 1
(1. 内江师范学院生命科学学院，长江上游鱼类资源保护与利用四川省重点实验室，四川内江 641112；
2. 西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淡水鱼类资源与生殖发育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重庆 400715)
摘要：针对乌鳢雌雄个体生长差异过大，雌性个体性成熟后生长出现缓慢等问题，开展了人工诱导乌鳢
三倍体研究。采用热休克抑制受精卵第二极体排放的方法诱导乌鳢三倍体，筛选出最佳的起始时间、处理温
度和持续时间。同时采用 DNA 含量测定法和红细胞(核)大小鉴定法对获得的三倍体个体进行鉴定。结果表明：
(1)热休克法适宜诱导条件为 28 ℃±0.5 ℃培育水温下授精后 4 min，在 42 ℃水温中持续处理 4 min，三倍体
诱导率最高，达到 87.69%；(2)三倍体与二倍体 DNA 含量差异极显著(P<0.01)，其比值为 1.50:1.00；(3)二倍
体和三倍体在红细胞长径、红细胞体积、红细胞面积、红细胞核长径、红细胞核体积、红细胞核面积存在极
显著差异(P<0.01)。与二倍体相比，三倍体红细胞体积和核体积分别是其 1.69 倍和 1.60 倍。此外，两种倍性
乌鳢红细胞形态存在明显差异，在三倍体中观察到有异常红细胞的存在。本研究采用热休克方法，在国内外
首次建立了乌鳢三倍体诱导方法。
关键词：乌鳢；三倍体；诱导；热休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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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c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artificial triploid in snakehead (Channa argus)
Yuanchao ZOU1,2, Zhong LI 1, Zhengyong WEN1, ChuanJie QIN1, Biwen XIE 1, Xingjian YUE 1, Yu WANG 1,
Zemin QI 1
(1. College of Life Sciences, Neijiang Normal University, Key Laboratory of Sichuan Province for Fishes
Con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Neijiang, Sichuan Province 641112,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Freshwater Fish Re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Ministry of Education, School of Life
Scienc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snakehead (Channa argus) is a commercially important cultured fresh fish in China. Artificially
induced triploidy resulting in genetic sterility. Moreover, triploidy induction can control unwanted reproduction in
culture and can be an advantage in those species with high mortality during or after the spawning season. Given this，
the development of all-triploid stock would be of significant benefit for aquaculture．In the present study，a set of
experiments were carried out for developing artificial all-triploids offspring in the C. argus．Using heat shock to
inhibit the second polar body extrusion of fertilized egg and the optimum conditions for retention of the second polar
body in C. argus were investigated by altering initiation time, temperature and duration of heat shock treatment.
When the incubation temperature is about 28 ℃±0.5 ℃, after fertilization 4 min, use 42 ℃ heat shock treatment
temperature for 4 min, highest triploid induction rate of up to 87.69%. Ploidy of fry was analyzed using flow
cytometry . The triploid cellular DNA contents of C. argus was 1.50 times to the diploid’s. Using red blood cell size
identification method to identify the triploid. where the erythrocyte volume, nucleus volume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1). The erythrocyte volume and nucleus volume of triploid are 1.69 and 1.60 times to the diploid,
respectively. This technique lays foundation and provides important tool for sex control and production of high
quality seeds in C. argus.
Key words: snakehead (Channa argus); triploid; induction; heat sh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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