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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选择性扩增片段长度多态性分析岩原鲤(Procypris rabaudi)遗
传多样性和种群结构
宋君1,2, 余春瑾1, 张修月1, 岳碧松1, 宋昭彬1*
1. 四川省濒危野生动物保护生物学重点实验室，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成都 610064
2.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分析测试中心，成都 610066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zbsong@scu.edu.cn

摘要：本研究采用 6 对荧光基团(FAM，TAMARA)标记的引物组合，扫描岩原鲤 8 个地
理种群 198 个样本的基因组 DNA，调查该物种的遗传多样性水平和遗传结构。实验结果
共获得 517 个位点，8 个种群的平均多态性位点比例为 46.4%(37.1%~64.2%)。频率大于
5%而小于 25%的等位基因主要集中在武隆和木洞种群，所有种群都能观察到私有等位基
因，其中武隆和木洞种群的私有等位基因数最多，最少的是合江种群。岩原鲤的遗传杂
合度(He)不高(0.152~0.210)，显示有较高的等位基因固定率。这些结果表明岩原鲤的遗传
多样性水平不高，处于中偏低水平。分子变异分析表明除万州与习水种群外，其余种群
间都存在显著的分化；干流种群间、支流种群间、大河种群间以及小河种群间的分化，
都处于中到高度的分化水平(0.1~0.2)，而大河种群与小河种群之间出现了低、中、高 3 种
不同的分化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为大、小河两种生境个体形态和生理的分化提供了分子
证据。PcoA、NMDS 多元分析，表明岩原鲤苍溪种群、通江种群以及合江种群的大部分
个体能够分别聚成一族，形成结构相对清楚的遗传群体，其余种群个体间尚未形成明显
的遗传结构。贝叶斯后验概率分配测试结果，推断出岩原鲤存在 6 个自由交配群(K)，其
中 1 号自由交配群是由 70%的苍溪种群个体形成，3 号自由交配群是由 50%的合江种群
个体和 42%的南滩种群个体形成，5 号自由交配群是由 87%的通江种群个体形成；其余
交配群是由多个地理种群个体组成。分配测试结果与 PcoA 和 NMDS 的结果一致，说明
岩原鲤没有一个清晰的种群结构，其遗传分化可能正处于分化的早期。
关键词：岩原鲤；大、小河生态类型；荧光标记引物；AFLP 标记；多态性；PcoA；NMDS；
分配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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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嘉鱼线粒体全基因组及鲑科鱼类的系统进化分析
王莹1，郭睿1，李华2，张修月1，杜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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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064
2.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产研究所，成都 611731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zbsong343@sohu.com

摘要：本研究利用长距离 PCR(LA-PCR)和引物步移法，测定了虎嘉鱼 Hucho bleekeri 的
线粒体基因组全序列。虎嘉鱼线粒体基因组全长 16 997 bp，与 GenBank 已经报道的 18
种鲑科 Salmonidae 鱼类的线粒体基因组相比是最长的，其中包含 2 个 rRNA 基因，13 个
蛋白质基因，22 个 tRNA 基因及一个非编码的控制区。虎嘉鱼线粒体基因的排列、组成
和密码子的使用与大部分硬骨鱼是一致的。线粒体控制区含有单个碱基(T)的微卫星和 82
个碱基的串联重复序列(5 个重复)，这种长片段串联重复序列在鲑科的其他淡水鱼类中也
存在。分别基于 12 个蛋白质编码基因和控制区序列，以白鲑亚科 Coregoninae 的白鲑和
茴鱼亚科 Thymallinae 的茴鱼为外群，构建了系统发育树。12 个蛋白质编码基因的系统发
育分析表明：鲑科中白鲑亚科是分化最早的一枝，处于祖先的位置；茴鱼亚科和鲑亚科
Salmoninae 互为姐妹群。在鲑亚科中，虎嘉鱼处于最最基部，鲑属、红点鲑属、大麻哈
鱼属聚集在一起且均形成单系群，红点鲑属和大麻哈鱼属为姐妹群。控制区序列构建的
系统发育树的拓扑结构与基于 12 个蛋白质基因构建的系统发育树是一致的，虎嘉鱼、细
鳞鱼、多瑙哲罗鱼、哲罗鱼等含有长片段串联重复的淡水种类都处于系统发育树的基部
位置。以上结果从分子水平上进一步探讨了鲑科内属间的进化关系，明确了哲罗鱼属在
鲑亚科中的系统位置，并支持了鲑科鱼类淡水起源的假说。
关键词：线粒体 DNA；基因组结构；串联重复；系统发育分析；虎嘉鱼；鲑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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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PCR-DGGE鉴别锦鲤(Cyprinus carpio)×岩原鲤(Procypris rabaudi)的杂
交F1 代
郭睿1，杨世勇1，刘匆2，张修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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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成都 610041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zbsong343@sohu.com

摘要：物种间的杂交易于在低等脊椎动物鱼类中发生，其中以人为杂交为主。由于无序
和管理缺乏，人为杂交会造成诸多负面影响。本文基于变性梯度凝胶电泳(DGGE)技术，
用感受器间视网膜结合蛋白编码基因(IRBP)对鱼类种间杂种进行鉴别研究，旨在建立一
种快速鉴别杂种的方法。PCR-DGGE可以有效分离长度一致但碱基组成不同的基因片段，
即可以分离等位基因，依据其电泳图谱鉴别杂种。本文将PCR-DGGE成功用于锦鲤
Cyprinus carpio和岩原鲤Procypris rabaudi杂交F1代的鉴别，并借助线粒体细胞色素C氧化
酶亚基I (COI)确定其杂交方式为锦鲤(♀)×岩原鲤(♂)。DGGE能清晰地区分岩原鲤、锦鲤
及其F1 杂交后代的IRBP基因外显子 1 的等位基因，两个纯种具有特定的DGGE条带，且
种内等位基因条带间的距离较种间小，表明序列间变异较少。杂交后代的条带分别来自
两个亲本，因而条带间距离较远。基于PCR-DGGE的方法在杂种鉴别研究中不受杂种样
本遗传背景信息欠缺的限制，可以对杂种进行快速有效地鉴别。
关键词：杂种；鉴别；等位基因；PCR-DGGE；IRBP；COI

3

四川省动 物学 会 第九次会 员 代表大会 暨 第十届 学 术 研 讨 会 ·论 文集

鮈亚科鱼类下咽骨和下咽齿的形态演化规律
曾燏1, 2，刘焕章2
1. 西华师范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四川南充 637009
2.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武汉 430072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biologyfe@gmail.com；hzliu@ihb.ac.cn

摘要：鮈亚科鱼类是鲤科鱼类中形态多样性和生态多样性较为丰富的类群之一，它们中
的大多数仅分布于东亚地区。本研究以 39 种鮈亚科鱼类的下咽骨和下咽齿为研究对象，
分别选取 3 个下咽骨特征(下咽骨形态、下咽骨咽骨匙骨内前肌附着区形态和下咽骨有齿
区面积)和 6 个下咽齿特征(5 枚主行齿的形态和下咽齿行数)，运用系统发育比较方法和相
关性分析方法来分析形态特征的演化规律。当将所选取的形态特征标注于鮈亚科鱼类的
分子系统发育树上，我们发现，鮈亚科鱼类下咽骨和下咽齿呈现多样的形态组合类型，
有些鱼类为中间型下咽骨上附着多行不同形态的下咽齿(圆锥形、粗壮侧扁形和侧扁形)；
有些鱼类为宽短型下咽骨上附着单行的臼形齿；还有些鱼类为狭长型下咽骨上附着单行
的极扁侧扁形下咽齿，且这些下咽骨和下咽齿不同的组合类型对应着鮈亚科鱼类不同的
摄食类型。系统发育限制和演化相关性分析的结果表明，下咽骨和下咽齿的形态在演化
过程中均受显著的系统发育限制，且均表现出显著的演化相关性。同时，下咽骨和下咽
齿在演化过程中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同塑性，因此下咽骨和下咽齿并不适合于进行鮈亚
科鱼类的系统发育分析。
关键词：鮈亚科；下咽骨；下咽齿；形态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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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渡河下游鱼类群落及对水生态破碎的表达
丁瑞华*，杨一川
四川省自然资源科学研究院生物与生态研究所，成都 610015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drh200711@126.com

摘要：通过对大渡河下游的鱼类资源和生态环境及其影响的相关因子的深入调查，并在
了解鱼类群落结构变化、物种多样性、饵料基础、渔业现状和生存因子的基础上，对生
态系统要件、生态位、食物链、能量流动等进行深入分析，进一步阐明水电开发和环境
污染等因子给河流生态系统带来的影响，梯级水电站和污染叠加后的影响结果，是严重
的，甚至是灾难性的，不可逆转的。该河段在八十年代有鱼类 130 多种，区系复杂，物
种多样性丰富，珍稀和特有鱼类 40 多种，大中型经济鱼类 30 多种。为重要渔区，年产
量约为 12.0 万 kg。水生生物资源颇为丰富，有多 100 多个属、种，各类群生物量较多。
自建成龚嘴、铜街子和沙湾等水电站后，原有约 600 km 河道被肢解成 4 段，鱼类洄游通
道被隔断，生存通道受阻，三场消失，餌料生物资源贫泛，适宜栖息空间缩小。与此同
时，来自金口河、峨边、毛坪、五渡和沙湾等沿岸工矿企业的污染，形成对该河段叠加
影响，其结果使鱼类资源连续下降，由原来 130 多种鱼类下降为 30 多种。鱼产量下降了
90%以上，己失去渔业价值。水域生态环境己遭破坏，生态系统重要依附的生态基质消失，
系统构件缺损，食物链断裂，原有的生态系统己经破碎，过去良好的生态系统已不复存
在。此景，着实令人堪忧，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范例。
关键词：大渡河；鱼类资源；生态系统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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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宁河鱼类资源调查研究
丁瑞华*
四川省自然资源科学研究院生物与生态研究所，成都 610015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drh200711@126.com

摘要：大宁河是长江上游的一级支流，位于大巴山以南，流经重庆市的巫溪和巫山县。
地貌特殊、生态环境复杂，水生生物和鱼类资源丰富，两岸自然景观崺旖，是著名的小
三峡风景区。因此深入研究该流域鱼类资源将具有重要的生态意义、历史价值和经济效
益。三峡水库蓄水后，水域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有的生态环境和鱼类区系的原
貌已不复存在。为此，本工作为大宁河鱼类资源的本底资料，将是唯一的史料，这无疑
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根据 1989~2007 年间多次实地调查结果进行整理，有鱼类 114 种，
其中以鲤科鱼类为主体，类占总数的 60%，其次是鳅科鱼类，占 12%。有珍稀和长江上
游特有鱼类 30 多种。对鱼类区系、资源现状和保护措施等进行了讨论。特别提出水库建
成 后 ， 鱼 类区系有较大变化。原本属长江中游的鱼类，如颌鲚类(Coilia octenes 、
C.brachygnathus) 和 银 鱼 类 (Protosalanx hyalocranius 、 Hemisalanx brralis 、 Neiosalanx
oligodontis、N.tanghahkic)、似鱭 Toxabramis swinhonis、鱵 Hemiramphus kurumeus、沙鳅
类(Parabotia maculosa、P.banarescus)以及刺鳅 Mastacembelus aculeatus 等随之上溯到三
峡库区。库区原本属于长江上游鱼类区系特点因此而被改变。本工作目的在于作为三峡
水库淹没前大宁河鱼类的本底资料，作为历史记录，在水域生态学上和动物地理学上都
将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关键词：大宁河；鱼类资源；区系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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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溯祖方法揭示出山溪鲵属物种不同的分化模式和历史种群动
态
吕彬1,2，郑渝池1，曾晓茂1*
1.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成都 610041
2.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0049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zengxm@cib.ac.cn

摘要：许多谱系地理学研究的结果显示地质构造运动及更新世冰期的反复扩张和消退
对种群的遗传结构和历史动态具有显著的影响。青藏高原的急剧抬升引发了其东缘地区
强烈的造山运动，而该地区在随后的更新世冰期时成为许多物种的冰期避难所。先前的
对于该区域的谱系地理研究过于依赖分子钟方法，而且对地质运动造成种群分化模式并
不明确，而种群历史动态的研究还很有限。本研究以分布于青藏高原东缘山区的山溪鲵
属物种为例，探讨其谱系地理格局和历史种群动态，基于近几年发展起来的溯祖理论来
检验青藏高原隆起及更新世冰期气候变化促进分化的假说。结果表明位于该地区的各个
物种的都具有明显的种群地理结构，有限的基因流呈现出方向偏好性。种群历史动态结
果表明不同的海拔高度的物种可能受到的不同时期的冰期影响。通过生境建模，我们发
现高海拔物种的生活环境更加寒冷和干燥，并具有更大的变化性，与之相反，低海拔物
种的生境比较温暖和潮湿，变异性较小，这种环境的异质性很可能是造成物种分化的重
要原因。我们将物种的形态特征和生境因子描绘在系统树上进行祖先状态重建后，发现
高海拔分布的物种与低海拔分布物种相比具有形态上的特殊性。通过溯祖模拟，发现如
果按照分子钟推算的时间来标定分化结点，所有物种的谱系地理假设都不成立，但是当
我们将分化时间假定为青藏高原的近期隆起开始(3.6~2.5 百万年)时，模拟结果能够支持
我们的假设，这一结果表明青藏高原隆起及更新世冰期环境的变化促进了种群的分化，
支持假说成立，也提示我们对于比较新的物种及种群要谨慎使用分子钟。另外模拟结果
也显示，山溪鲵种群分化模式并不是单纯的隔离分化，有的种群分化可能是迁移和殖民
模式，而起源中心的推测也支持这一结果。因此我们在进行谱系地理研究时，还是要尽
可能的多做一些物种进行比较，不能以一概全。
关键词：青藏高原；溯祖理论；种群动态；谱系地理；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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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I与 16S 在小鲵科DNA条形码中应用
夏云1,2，顾海丰1,2，彭锐1，陈勤1，郑渝池1，Robert W. Murphy3，曾晓茂1*
1.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成都 610041
2.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0049
3. Centre for Biodiversity and Conservation Biology, Royal Ontario Museum, 100 Queen’s Park,
Toronto, Ont. M5S 2C6, Canada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zengxm@cib.ac.cn

摘要：线粒体上 COI (细胞色素 C 氧化酶亚单位 I) 基因 5’端的 648 bp 片段是动物条形码
的标准标记。然而，在两栖动物中 COI 基因却有较高的变异性，其测序常遇到一些挑战。
与之相对应，在两栖类条形码中，另外一个线粒体基因——16S 核糖体基因被推荐应用。
因此，在本研究中我们对 114 个小鲵科物种个体的 COI 和 16S 基因进行测定以检验这两
种标记鉴别该类群物种的能力。该类群物种为亚洲特有种，其物种识别和分类传统上只
依赖于形态学特征。结果显示：(1) K2P 遗传距离运算显示 COI 和 16S 基因在物种内的变
异度分别为 1.4%和 0.5%；(2) 基于系统树的物种鉴定 COI 总是可以区分物种，但 16S 在
部分物种不能区分；(3) 这两个标记都呈现出物种内和物种间遗传差异的重叠，从而降低
了条形码用于属间鉴别应用。总之，COI 基因在小鲵类条形码鉴定中有更优的效果。另
外，通过对比这两个潜在的标记，高的物种内差异(COI，>5%)暗示了爪鲵 Onychodactylus
fischeri 和极北鲵 Salamandrella keyserlingii 可能暗含隐存种。
关键词：小鲵科；DNA 条形码；物种鉴定；隐存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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棘腹蛙(Quasipaa boulengeri)种下核糖体及端粒序列的FISH定位比
较研究
卿立燕1,2，曾晓茂1*
1.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成都 610041
2.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0049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zengxm@cib.ac.cn

摘要：本文对采自四川、贵州、重庆、湖北、湖南等地棘腹蛙的 7 个居群进行了常规核
型的比较分析，首次采用荧光原位杂交(Fluorescent in situ hybridization，FISH)的方法对
5S 核糖体、端粒重复序列进行了定位比较研究。结果显示 7 个居群的棘腹蛙均具 2n=26
条染色体，无异形染色体。在 7 个居群中，5S 核糖体基因均位于 1 号染色体长臂近着丝
粒区，较为保守，但湖北堡镇的一个体除 1 号染色体长臂近着丝粒区的较强 5S 核糖体信
号外，在 5 号染色体的长臂末端也发现了较弱的信号，可能与 5S 核糖体基因的复制有关。
在重庆酉阳、四川雅安和湖北堡镇三个居群中得到了明显的端粒序列信号。其中湖北堡
镇的棘腹蛙中，部分小染色体信号明显强于其它染色体，可能同端粒序列的拷贝数相关。
另，在四川雅安居群的部分分裂相中，端粒序列出现在 3 号染色体长臂上，暗示该居群
可能发生了染色体的近期重组事件。
关键词： 棘腹蛙；核型；荧光原位杂交；5S 核糖体；端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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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黑斑蛙种群的年龄、寿命、生长和体长的骨龄学研究(无尾目
两栖类)
毛敏1,2，廖文波1,2，周材权1,2*，刘彦宏1,2，米志平1,2
1. 中国西南野生资源保护重点实验室(教育部)，中国四川省南充市西华师范大学，四川南充
637009
2. 珍稀动植物研究院，中国四川省南充市西华师范大学，四川南充 637009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drcqzhou1@163.com

摘要：利用骨龄学方法研究了中国四川东北方向的一个黑斑蛙种群的年龄、寿命、生长
以及体长。139 只黑斑蛙样本中，有 119 只(其中雄性 68 只，雌性 51 只)能够在趾骨中观
察到明显的生长线。雄性第一次繁殖的年龄是 2 岁，雌性第一次繁殖的年龄是 3 岁。据
估计，雄性的寿命至少是 6 岁，雌性的寿命至少是 7 岁。雄性和雌性的平均年龄不存在
差异。但是繁殖的雌性年龄明显大于繁殖的雄性年龄。雌性的体长和体重都大于雄性。
在雄性黑斑蛙中，年龄与体长和体重没有相关性，但是在雌性黑斑蛙中，年龄和体长以
及体重存在明显的关联。雌雄黑斑蛙的生长曲线明显不同，与雄性黑斑蛙相比，雌性黑
斑蛙在各年龄层都具有较大的生长速率，并且具有较大的渐近体长。除此之外，我们根
据所研究的黑斑蛙种群的年龄结构对黑斑蛙物种减少的原因作了推断。
关键词：年龄结构；寿命；黑斑蛙；骨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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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东臭蛙皮肤抗菌肽的分离纯化与串联质谱 (MS/MS) De Novo测
序
刘炯宇，江建平*，吴志军，谢锋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成都 610041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jiangjp@cib.ac.cn

摘要：云南景东产景东臭蛙Odorrana jingdongensis剥皮晾干后，干皮经酸性乙醇液抽提得
到其分泌物并冻干保存。冻干粉重溶于磷酸钠缓冲液(pH7.0, 0.06M)后，在ÄKTATM purifier
PHC 10 层析系统中进行一系列层析分离，抗菌活性监测采用MH肉汤微量稀释法。具体
纯化步骤为：先经HiPrep 16/60 Sephacryl S100 HR凝胶过滤层析，层析缓冲液为磷酸钠缓
冲液(pH7.0, 0.06M)；活性洗脱部分稀释后上于XK 16/20 CM Sepharose FF 阳离子交换柱，
线性梯度洗脱，洗脱液为含NaCl的磷酸纳缓冲液(pH7.0, 0.02M)，NaCl含量由 0M上升到
0.5M；活性洗脱部分分别载于Tricorn 10/300 Source 15 RPC 反相柱，线性梯度洗脱，洗
脱液A为 0.05% (v/v) TFA/2% (v/v) 乙腈/水，洗脱液B为 0.065% (v/v) TFA/80% (v/v) 乙腈
/水，A/B比例从 8/92 变化到 36/64；活性洗脱部分分别载于 100-5C-18 HPLC 反相柱，线
性梯度洗脱，洗脱液(0.1% (v/v) TFA/5%乙腈 /水)中的乙腈由 5%上升到 60%，收集主峰，
得到 7 种景东臭蛙抗菌肽JD1-JD7，JD2 和JD6 再上于 100-5C-18 HPLC 反相柱，等梯度
洗脱并收集后半部主峰。至此，7 种抗菌肽已经完全纯化。经micrOTOF-Q II™ ESI-Qq-TOF
质谱测得单一同位素分子量[M](Da，精度 5ppm)分别为 3363.7957，2557.4377，2031.1407，
2077.1287，3817.1037，2599.5197 和 4858.6607。抗菌肽经DTT还原二硫键并经碘乙酰胺
烷基化和经 100-5C-18 HPLC 反相柱纯化后，直接喷入micrOTOF-Q II™ ESI-Qq-TOF质谱
仪的ESI源，手工挑选一级质谱(MS)的多正电荷母离子进行二级质谱(MS/MS)分析，二级
质谱数据在 DataAnalysis软件中去卷积后导入Biotools软件中，并以臭蛙属所有物种已有
的抗菌肽序列(包含mRNA序列推导出的理论序列)作为参考序列进行De Novo测序。测序
结果表明，除了部分肽的氨基酸不同外，与已有的无指盘臭蛙、云南臭蛙以及绿臭蛙的
部分抗菌肽序列间具有一致性。
关键词：景东臭蛙；皮肤；抗菌肽；分离纯化；De Novo 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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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兴树蛙(Rhacophorus dugritei)复合体系统和分类学研究
李家堂1,2，刘珺3，巫嘉伟4，赵尔宓1，王跃招1*，张亚平2*
1.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成都 610041
2.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昆明 650223
3.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成都 610064
4. 四川康美社区发展与市场策划服务中心，成都 610017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zhangyp1@263.net.cn；arcib@cib.ac.cn

摘要：由于广泛的分布区域和高度的形态变异，宝兴树蛙复合体 Rhacophorus dugritei
complex 的分类一直备受争议。本研究选用线粒体 12S 和 16S 序列，运用最大简约法、最
大似然法和贝叶斯法构建了包含宝兴树蛙复合体物种在内的树蛙属 Rhacophorus 的系统
发育关系。系统发育关系显示：宝兴树蛙复合体划分为三个有较高支持率的单系(A，B
和 C)，其中单系 A 包括栖竹树蛙 R.bambusicola、胡氏树蛙 R.hui 和昭觉树蛙 R.zhaojuensis；
单系 B 包括洪佛树蛙 R.hungfuensis、极小树蛙 R.minimus、采集于湖北的胡氏树蛙和重庆
的宝兴树蛙 R. dugritei；单系 C 包括了普洱树蛙 R.puerensis 和采集于越南的宝兴树蛙。
单系 A 和 B 是姐妹关系，A 和 B 聚在一起与单系 C 又构成姐妹关系。基于可靠的系统发
生关系，以前被认为有争议的普洱树蛙被确定是一个有效种，其分布区域从越南的北部
向北扩散至中国云南的西北部。胡氏树蛙是一个有效种，分布区域被限制在四川昭觉县。
以前分布在湖北的胡氏树蛙被作为一个新种，命名为吴氏树蛙 R.wui sp.nov.。
关键词：分子系统学；形态学；分类；吴氏树蛙；Rhacophorus w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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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蛙科掌骨形态进化研究
刘珺1，李家堂2*，王跃招2*
1.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成都 610064
2. 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成都 610041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arcib@cib.ac.cn

摘要：树蛙以攀爬作为其主要的运动方式，掌骨(metacarpal)的结构对其运动行为有直接
的影响。本研究目的是在已获得的树蛙科(Rhacophoridae)系统发育关系的基础上，探讨树
蛙科物种的掌骨形态特征的进化趋势，进而了解掌骨在进化中所起的作用。通过透明骨
骼染色方法(double staining of bone and cartilage)对树蛙科 10 个属 16 个物种以及其他蛙科
4 个物种的手掌进行研究，发现其在原拇指(prepollex)和第三指掌骨(metacarpal of the third
finger)骨骼形态上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分化。原拇指极为瘦短，隐藏在皮下，雄性外形较大，
大多数骨化成硬骨。其中雄性原拇指形态分化为两种类型：棒状和斧状。第三指掌骨远
指端关节处的骺沿体内侧向下延伸生长，末端膨大增生形成突起。根据其形状分为三类：
1. 沿掌骨稍微向下延伸，末端没有膨大或膨大很轻微(存在于较为原始的属)；2. 沿掌骨
向下增生，且末端膨大为圆锥形；3. 掌骨细长，骺向下增生严重，能达到掌骨一半以上，
且末端膨大明显(仅在侧条费氏树蛙 Feihyla vittatus 中出现)。结合分子系统发育关系，研
究表明雄性棒状原拇指和第一类掌骨骺突起多处于树蛙科系统发育树中较为原始的属
中；而斧状原拇指和第二，三类骺突起多在系统发育树较为高级的属中出现。
关键词：树蛙科；形态学；透明骨骼；原拇指；掌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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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南地区泽蛙(Rana limnocharis)的身体大小与海拔高度的关
系
刘彦宏1,2，廖文波1,2，周材权1,2*，米志平1,2，毛敏1,2，陈林1,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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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西华师范大学珍稀动植物研究所，四川南充 637009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drcqzhou1@163.com

摘要：根据贝格曼定律所述，在同种恒温动物中，生活在较冷环境中的个体其体型比生
活在较暖环境中的个体大。之前已证实该定律也适用于一些包括两栖动物在内的变温动
物。然而，该定律是否能广泛适用于无尾目物种的有效性却受到质疑。带着这样的疑问，
我们对四川省境内 5 个生活于不同海拔地区的泽蛙 Rana limnocharis 种群进行了研究，研
究内容是这 5 个种群个体之间的身体大小与海拔高度的关系。结果显示，生活于较高海
拔地区的个体其身体大小比生活于较低海拔地区的个体大。然而，当年龄的影响被消除
后，其结果仍然与贝格曼定律的内容相符。我们的研究结论表明，年龄因素导致了泽蛙
身体大小随海拔变化而变化。此外，我们还讨论了除年龄之外可能会导致种群间身体大
小不同的其他因素。
关键词：贝格曼定律；泽蛙；身体大小；海拔梯度；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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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蟾科三亚科蝌蚪角质颌的显微结构比较(两栖纲，无尾目)
李成1, 董兆雄2, 王跃招1*
1.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成都 610041
2. 西南石油大学，成都 610500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arcib@cib.ac.cn

摘要：采用扫描电镜技术研究了角蟾科 8 种蝌蚪角质颌的显微结构特征和形态特点，阐
述了角质颌对蝌蚪觅食方式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角蟾科蝌蚪的角质颌属于两个不同
的类型。拟髭蟾亚科和掌突蟾亚科的蝌蚪具有相似的显微结构特征：角质颌呈厚重的“U”
型，角质化程度高。颌鞘呈基部宽、顶端尖的圆锥形；角蟾亚科的蝌蚪角质颌呈纤弱的
弓型，角质化程度低。颌鞘呈基部窄、长而顶端略弯曲的象牙型。进一步的分析发现，8
种蝌蚪的颌鞘直径和密度呈显著负相关。这种显微结构的变化趋势也反映出蝌蚪对栖息
环境和觅食方式的适应性。
关键词：角蟾科；蝌蚪；角质颌；显微结构

Microstructure comparison of jaw sheaths between the Megophryid tadpoles
(Amphibia, Anura) by the technology of electron microscop
LI Cheng1, DONG Zhao-xiong2, WANG Yue-zhao1
1.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Chengdu 610041
2.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Chengdu 610500

Abstract: The jaw sheaths morphology of eight megophryid larvae were examined using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The morphology of jaw sheaths of Leptobrachiinae and
Leptolalaginae larvae was similar. Their jaw sheaths were U-shaped and strong keratinized, the
serrations were pyramidal, with broad-based and short pointed. While the jaw sheaths of
Megophryinae larvae were less curved and weak keratinized, the serrations were ivory-shaped,
with narrow-based and long pointed.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ration’s
diameter and density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the changing trend reflected the functional
significance of serrations. These distinctions among the jaw sheaths of tadpoles most could be
related to their specific ecological habits and to their dietary specializations.
Keywords：Megophryidae; Tadpoles; Jaw Sheaths; Micro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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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弹琴蛙(Babina daunchina)鸣叫的昼夜节律和日间变化：温度
和相对湿度的作用
崔建国，等

Circadian rhythm and daily varies of calling behavior in Emei
music frog (Babina daunchina): implications of temperature and
relative humidity
Jianguo CUI(崔建国)1#, Xiaoyan SONG(宋小燕)2#, Yusheng WANG(王玉胜)1,
Fei XU(许飞)1, Yezhong TANG(唐业忠)1*
1.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成都 610041
2.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tangyz@cib.ac.cn

Abstract：Most male anurans vocalize, usually in chorus, to attract mates or defend resources.
Typically, the chorus occurred in one or more periods in a twenty-four-hour cycle and varies
among species. However, for most anurans the circadian rhythm of calling behavior and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behavior are not clear. In present study, we monitored the chorus of Emei
music frog(Babina daunchina), and recorded air temperature and relative humidity for
twenty-four hours in a period of 17 consecutive day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air
temperature and relative humidity on circadian rhythm and daily varies of calling behaviors.
We found that the calling behavior of Babina showed apparent circadian patterns, but no
apparent daily variation in the investigated period. There were two periods of peak calling
activity, i.e., from 0500 h to 0700 h and from 1300 h to 2000 h, while the lowest activity period
was from 2100 to 2200. Both calls/h and syllables/h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ir
temperature, while negatively with relative humidity, suggesting that the calling behavior of
frogs as ectotherm was modulated by environment factors such as temperature and relative
humidity.
Keywords：Babina daunchina; calling behavior; circadian rhythm; daily v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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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弹琴蛙的房地产广告：雌性偏爱雄性从其建造的巢穴中发出的
鸣叫
崔建国，等

Real estate ads in Emei music frog vocalizations: female preference
for calls emanating from burrows
Jianguo Cui(崔建国)1, Yusheng Wang(王玉胜)1, Peter M. Narins2, Yezhong Tang(唐业忠)1*
1.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成都 610041
2. 加州大学整合生物学、生理、生态和进化生物学系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tangyz@cib.ac.cn

Abstract: Males of some species build nests for reproductive activities but generally do not
directly convey information of these constructions to females.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demonstrate that the calls of the males of the Emei music frog (Babina dauchina) that vocalize
from male-built nests carry information of the nest structure and this information can be
recognized by females. Inside-nest calls consisted of syllables with energy concentrated at
lower frequency ranges and longer syllable durations compared with outside-nest calls. Both
the fundamental and center frequencies of the inside-nest call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area of burrow mouth. Moreover，the syllable durations of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depth of the burrow. No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s were found between fundamental
frequency, center frequency, syllable duration and body mass or body length. More than 70% of
the females tested chose inside-nest calls when given a choice between outside- and
inside-calls played alternately. Eighty percent of the females tested chose outside-calls when
using white noise as control sound for antiphonal playback. We demonstrate that males of this
species faithfully advertise nest resources to potential mates by vocal communication,
facilitating mate selection by females. These results suggest a novel means for studying the
tradeoff between selecting body condition and resource quality.
Keywords：real estate ads; Emei music; bur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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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琴蛙(Babina daunchina)广告鸣叫的声学分析
陈勤1,2*，崔建国1，方光战1，Steven E. Brauth3，唐业忠1
1.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成都 610041
2.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0049
3. 马里兰大学心理系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chenqin@cib.ac.cn

摘要：该研究对弹琴蛙 Babina daunchina 峨眉山居群的雄性广告鸣叫进行了声学分析。
繁殖季节中，雄性弹琴蛙有筑巢习性，以作为交配、产卵的基础。筑巢后，雄蛙常隐蔽
于巢穴中鸣叫，因此雌蛙主要依赖于声音信息以选择配偶。分析表明，弹琴蛙广告鸣叫
与其他蛙类鸣声差别迥异。一次鸣叫通常由 3~8 个音节按一定节奏组成，每一音节可从
频域上表现为数量不等的谐波，基部频率(基频)随音节逐渐上升。遵循产能规律，如果第
一音节基频较低，则在随后音节中表现出更高的上升趋势，若第一音节基频较高，则无
更多的上升空间。此外，分层聚类(Hierarchical cluster)和多维测量分析(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analysis)的结果表明，我们所选取的 30 个频域和时域变量从特征上可归结为三个
大类：第一，19 个时域和调频相关的变量(如音节长短，鸣声持续时长，调频方式等)密
切相关；第二，基频特征聚在一起反应雄蛙个体间的差异；第三，主频特征的差异可能
传递了不同巢穴的信息。因此我们认为弹琴蛙雄性广告鸣叫的声音结构特征包含个体自
身与巢穴两类信息，通过这两类信息的传递，雌蛙可有效地选择适合度较高的雄性进行
交配，以达到增加后代适合度的目的。
关键词：弹琴蛙；广告鸣叫；声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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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蟾蜍前臂肌肉的性二性进化研究
廖文波，吴庆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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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绵阳师范学院四川省生态学与环境保护技术重点实验室，四川绵阳 621000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liaobo_0_0@126.com

摘要：自然界大量的物种两性都具有的形态差异，物种的形态差异主要来源于性选择。
本文通过野外收集华西蟾蜍配对和未配对个体和实验室解剖肌肉结构来研究前臂肌肉的
性二性进化过程。结果表明：华西蟾蜍雌体体长明显大于雄体，但两性的前臂肌肉重无
显著性差异。当控制身体大小后，雄体前臂肌肉重显著大于雌体，同样配对雄体前臂肌
肉重明显大于未配雄体。配对雄体具有更发达的前臂肌肉主要为了牢固地抱住雌体，防
止被其他雄体替换。我们的发现与性选择导致雄体具有发达前臂肌肉的假设一致。
关键词：性二性；华西蟾蜍；前臂肌肉；性选择

Evolution of sexual dimorphism in forelimb muscles of the Andrew's toad
Bufo andrewsi in response to sexual selection
LIAO Wen-bo1, 2*, WU Qing-gui1
1. Key Laboratory of Southwest China Wildlife Resources Conservation (Ministry of Education),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Sichuan Province 637009
2. E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Key Laboratory of Sichuan Province, M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Mianyang, Sichuan Province 621000

Abstract: Sexual differences in morphological traits are widespread among animals. Theory
predicated that the evolution of dimorphism in secondary sexual characters has been explained
as a consequence of sexual selection. We investigated the intersexual difference in mass of
forelimb muscles of the Andrew's toad, Bufo andrewsi, a prolonged species inhabiting montane
regions in western China.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average body size of females was
significantly larger than males. However, when the influence of body size was removed, the
forelimb muscles mass of males significantly exceeded that of females, and total mass of
forelimb muscles of amplectant males was larger significantly than that of nonamplectant
males, suggesting that the robustness of the forelimbs can allow amplectant males to retain a
firm grip on the female in amplexus and, thus, to resist take overs by competing males. Our
finding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predication that sexual selection favor large forelimb muscle
mass in males.
Keywords: Sexual dimorphism; Bufo andrewsi; forelimb muscle; sexual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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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蛙的激励能改变雄性竞争的胜负结果
许飞，崔建国，宋晶，王玉胜，唐业忠*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成都 610041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tangyz@cib.ac.cn

摘要：雄性之间竞争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竞争配偶，二是竞争资源。无尾目动物雄
性之间的竞争主要通过鸣叫竞争来完成。我们的科学问题是：既然雄性之间竞争的目的
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获得配偶，那么雌性的存在与否对雄性之间的竞争格局有何影响？之
前的研究发现雌性爪蟾能发出两种功能完全相反的鸣叫，一种是处于繁殖状态的雌性发
出的鸣叫，称为 Rapping，能显著增加雄蛙的鸣叫，另一种是处于非繁殖状态的雌性发出
的鸣叫，称为 Ticking，能显著抑制雄性的鸣叫。我们将两只雄性爪蟾成对放入同一只缸
中使其竞叫，再分别回放雌蛙的 Rapping 或 Ticking 的录音，分别记录每只爪蟾在成对放
入前、成对放入后、以及成对放入并回放雌性鸣叫时的鸣叫时间，比较其差异。我们还
记录了雄蛙的体重，分析了体重与三个阶段鸣叫时间的关系。
结果表明，单独鸣叫时，成对放入的两组蛙之间的鸣叫时间无明显差异，成对放入
同一缸中后，因为相互抑制，两组蛙的鸣叫时间较配对前均有减少，其中一组显著低于
另一组，定义为从属组，较少抑制的定义为优势组。当回放 rapping 后，从属组和优势组
的鸣叫均显著增加，而从属组增加更多，优势组和从属组之间鸣叫时间差异变得不显著，
且约半数雄蛙在听到雌性的 Rapping 后反败为胜。而回放 Ticking 时，两雄蛙的鸣叫时间
变得更短，但 Ticking 并未改变两雄蛙的竞争结果。这些结果表明雌性的存在对雄性的竞
争结果产生显著影响。在雄性之间的竞争过程中，不同的雄性个体采取不同的策略，有
的雄蛙在雌蛙鸣叫出现之前，采取保守的策略以保存实力，而在雌蛙鸣叫出现后采取激
进的策略，大量增加鸣叫来吸引配偶。
此外，雄蛙的体重与配对之前和配对回放时的鸣叫时间呈正相关，体重较大的雄蛙
鸣叫的持续时间较长。由于雄蛙的鸣叫是一个非常耗能的过程，体重较大意味着有更多
的能量可以消耗，鸣叫时间更长。在配对过程中，体重和鸣叫的时间长短并无相关性。
这也说明了在雌蛙出现之前，有的雄蛙出于保存实力的原因，并没有投入所有的能量进
行雄性竞争。综上，我们的结果表明，雌蛙的激励可能会改变雄蛙竞争的胜负结果，这
与雄蛙采取适时竞争的策略有关。
关键词：雌蛙激励；雄性竞争；胜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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棘蛙亚科物种丰富度、种域及体型大小垂直分布格局
胡军华，谢锋，李成，江建平*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成都 610041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jiangjp@cib.ac.cn

摘要：探讨和解释物种多样性的空间分布格局是生态学家和生物地理学家一直关注的问
题和面临的挑战。量化物种多样性沿海拔梯度的变化格局是生物多样性理论的核心问题
之一。棘蛙亚科(Anura: Dicroglossidae: Painae)是亚洲特有的两栖类群，主要分布于喜马
拉雅山区、横断山区、秦岭和太行山南麓以南至中南半岛北部之间的地区。现有 41 种，
隶属 12 属、2 族，其中棘蛙族 Paini 包含 33 个物种，拟棘蛙族 Quasipaini 仅含 8 种。最
近的研究已基本理清棘蛙亚科的系统发育关系，并初步完成了历史演化过程的探讨，指
出该类群是揭示历史和生态地理分布格局演化的重要指示类群。利用棘蛙亚科及其在海
拔梯度上的分布范围和高程数字模型数据集，我们探讨了棘蛙物种丰富度垂直分布格局，
并在大海拔梯度(0~5000m)量化了面积对物种丰富度格局的影响。我们还检验了两个假
说：1)海拔梯度上的 Rapoport 对棘蛙亚科有效；2)棘蛙类群中存在 Bergmann 渐变群。在
四种不同的海拔段宽度上(100 m、200 m、300 m 与 400 m)上，棘蛙物种丰富度都显示出
沿海拔梯度的驼峰形。在物种的棘蛙族与拟棘蛙族物种丰富度随海拔梯度的变化进一步
证实了这一发现但拟棘蛙族物种丰富度的峰值相对棘蛙族来说处于更低的海拔上。各海
拔段面积对拟棘蛙族物种丰富度变化有着显著的影响，而对整个亚科及棘蛙族并没有。
在整个海拔梯度上所有棘蛙物种形成 5 个明显的集合。海拔梯度上种域宽度并未随着种
域中点的增加而扩大。体型大小与海拔则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本研究结果表明，海拔
梯度上 Rapoport 法则并非棘蛙物种的固有属性，同时还指出 Bergmann 法则也不是普遍
适用于两栖动物。本研究强调了，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索物种丰富度格局的内在机制，特
别是在宏生态上解析两栖动物多样性格局。
关键词：海拔梯度；Bergmann 渐变群；体型大小；Painae；Paini；Rapoport 法则；Quasipaini；
物种丰富度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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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尾两栖类在不同生活史阶段的栖息环境
李成，江建平*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成都 610041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jiangjp@cib.ac.cn

摘要：无尾目的生活史分为 3 个不同的阶段：卵、蝌蚪和成体；它们分别生活在迥异的
环境中，形成了各自阶段的生态适应。本文综述了无尾目 3 个阶段的栖息环境，以繁殖
模式描述卵的栖息环境，以发育序列和生态表型描述蝌蚪的栖息环境，以生活类型描述
成体的栖息环境。无尾目的环境选择策略集中表现了进化的关键趋向：由水向陆的运动。
通过利用水陆两种生境的优势，无尾目采用多样化的发育模式，种群成功地遍布全球。
关键词：无尾目；栖息环境；繁殖模式；发育序列；生态表型；生活类型

The Habitats for Eggs, Larvae and Adults of Anuran Species
LI Cheng，JIANG Jian-ping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Chengdu 610041

Abstract: The life history of anuran species divides into three stages: egg, tadpole and adult;
which living separately in the different environments and forming adaptative radiation
respectively. This article summarized the well described habtiats of Anura in three stages, the
majority of such descriptions relate to reproductive modes for eggs, developmental and
ecomorphological guilds for tadpoles, and habitat types for adults. The strategy of the habitat
choice in Anura is responsive to the key trend for evolution: from water into land. Through
using fully the superiority of the amphibious environments, the Anura successfully proliferates
the population globally at a diversity stage of development during the reproductive cycle.
Keywords: Anura；Habitats；Reproductive modes；Developmental guilds；Ecomorphological
guilds；Habitat types

22

四川省动 物学 会 第九次会 员 代表大会 暨 第十届 学 术 研 讨 会 ·论 文集

太行隆肛蛙更新世冰期的多个异域避难所：谱系地理和历史种口动
态分析
王斌1, 2，江建平1*，谢锋1
1.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所，成都 610041
2.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0039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jiangjp@cib.ac.cn

摘要：更新世冰期循环带来的气候变化对东亚的秦岭地区内的生物谱系多样性及历史种
口的影响现在仍缺乏研究。本文用 ND2 基因和溯祖模拟来验证更新世环境变化对生物的
历史生物地理和种群动态是否有影响。系统发育分析和种群遗传结构分析结果表明，太
行隆肛蛙由 4 个具有明显遗传结构且异域分布的支系组成，即西秦岭支系、中秦岭支系、
东秦岭-东北秦岭-中条山-太行山南麓支系和伏牛山支系。阻隔分析结果表明，这 4 个支
系明显被地理屏障所阻隔，其是嘉陵江、黑河和洛河-丹江等。分歧时间估计和溯祖模拟
分析结果表明，太行隆肛蛙基部支系(西秦岭支系)首先于中新世末期(~8Ma)分化出来，而
其他三个支系之间的分化则发生于更新世早期(~1.5Ma 和~1.4Ma)。太行隆肛蛙的分化符
合脚踏石模型(step-stone model)，并与中新世末期青藏高原的快速隆升和更新世冰期循环
带来的气候变化密切相关。溯祖模拟分析结果表明，太行隆肛蛙在更新世冰期存在多个
异域的避难所；祖先种群分布区重建分析结果表明，这些避难所分别位于西秦岭、中秦
岭、东秦岭-东北秦岭和伏牛山。贝叶斯轮廓图显示，所有支系的种群大小在最大冰期前(中
国的大理冰期：~50ka)保持稳定，随后其中两个支系的扩张时间紧随最大冰期(~55ka 和
~50ka)，另外一个支系的扩张则相对晚一些(~20ka)。此结果暗示，更新世的冰期环境可
能对太行隆肛蛙的种群大小影响不明显；而此时期内东亚季风的发展则为该时期太行隆
肛蛙的种群稳定提供了条件。
关键词：谱系地理；历史种口；太行隆肛蛙；异域；多避难所；秦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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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线粒体 16S rRNA 序列的麻蜥属部分物种的系统发育和分化
时间
郭宪光a，戴鑫b，陈达丽c，Theodore J. Papenfussd，Natalia B. Ananjevae，Daniel A. Melnikove，王
跃招a*
a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所，成都 610041
扬州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江苏扬州 225009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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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Museum of Vertebrate Zoolog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CA 94720，USA
e
Zoological Institute，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St. Petersburg 199034，Russia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arcib@cib.ac.cn
b

摘要：麻蜥属 Eremias 隶属于蜥蜴科 Lacertidae，为典型的草原和荒漠动物，分布于欧洲
东南部、亚洲西部和中亚地区，往东到达中国东北和朝鲜。100 多年来，其分类经历了较
多的变动和修订，但其种间和亚属间系统发育关系仍不清楚。目前认为，麻蜥属大约包
括 36 种，分为五个亚属 Aspidorhinus， Rhabderemias， Ommateremias， Scapteira 和
Pareremias。前四个亚属为卵生方式，而 Pareremias 亚属中除丽斑麻蜥 E. argus 和山地麻
蜥 E. brencheyi 外，其余均为卵胎生方式。本研究中，通过线粒体 16S rRNA 来研究以下
问题：(1)重新评价该属部分物种的系统发育关系；(2)检验卵胎生物种是否构成单系；(3)
采用贝叶斯松散分子钟估算其支系分化时间。结果表明，支持麻蜥属是一单系，与其亲
缘关系最近的属是 Acanthodactylus 和 Latastia 属；明确了 Pareremias 亚属构成单系，丽
斑麻蜥与山地麻蜥构成姐妹种；首次从分子上支持了卵胎生类群为一次起源。此外，密
点麻蜥 E. multiocellata 分化较强，而荒漠麻蜥 E. przewalskii 嵌在密点麻蜥之中，二者并
未形成交互单系(reciprocal monophyly)，这可能是由于基因渐渗 (introgression)或不完全
谱系分拣(incomplete lineage sorting)，密点麻蜥可能是复合种(species complex)或并系种
(paraspecies)。E. acutirostris 和 E. persica 二种麻蜥构成一个分支，与 Pareremias 亚属关
系最近。然而，Aspidorhinus，Scapteira 和 Rhabderemias 三个亚属可能不是单系。贝叶
斯松散分子钟估算表明，麻蜥属可能起源于 9.9 百万年前(95%置信区间为 7.6~12Ma)，
从晚中新世辐射到更新世，在相对较短的地质时间内伴有多次快速物种形成事件。
Pareremias 亚属约起源于 6.3Ma (95%置信区间为 5.3~8.5 Ma)，该亚属的分化可能与 8Ma
以来青藏高原的快速抬升所引起的东亚季风气候的演化密切相关。
关键词: 系统发育；松散分子钟；麻蜥属；16S r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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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行动物脑干听觉及平衡感知核团在适应进化上的解剖学差异：对
有鳞目和龟鳖目的小清蛋白免疫组化的比较研究
许静1，宋晶1，Steven E. Brauth1.2, 唐业忠1*
1.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成都 610041
2. 马里兰大学心理系，美国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tangyz@cib.ac.cn

摘要：第八神经由背侧的耳蜗与腹侧的前庭纤维组构成，二者在小清蛋白抗体免疫组织
化学反应(PV-ir)中均有阳性表达。本研究通过脑组织切片后进行小清蛋白免疫组化反应，
对四种爬行动物的听觉/平衡感知神经传递至中枢的排列和核团结构进行了相似性和差异
性的分析比较。根据动物生存环境，生活方式和感知特点的区别，我们选用了 4 种具有
代表性的爬行动物：(1)赤链蛇 Dinodon rufozonatum rufozonatum，栖生，全身贴地活动，
震动感知能力强；(2)大壁虎 Gekko gecko，陆栖，善峭壁攀岩，声音通讯能力强；(3)红耳
龟 Pseudemys scripta elegans，半水栖；(4)中华鳖 Trionyx Sinensis，全水栖。小清蛋白免
疫组化反应的结果表明：(1)4 种爬行动物中，龟鳖类和有鳞类脑干核团组织结构上存在
对应其行为适应性的解剖学差异；(2)蛇类在捕食行为上，可通过低频地表振动对目标进
行精确定位。与之相对应的，响应低频信号的 NL 核团较大；(3)与之相对的，大壁虎通
常用频率为 500~1300Hz 的鸣声进行种内通讯，因此响应该频段信号的 NA 核团所占区域
较大；(4)半水栖的红耳龟的 NL 核团发育完好，因此可以很好接收对空气传递的声音信
号。同时前庭核团又是对其水生需要的适应性反应；(5)由于水中声音的传递速度较空气
中快得多，对动物两侧听觉器官的时差就相对小得多，因此终身水栖的中华鳖 NL 核团较
红耳龟较小。
关键词：爬行动物；赤链蛇；大壁虎；红耳龟；中华鳖；脑干听觉及平衡感知核团；适
应进化；解剖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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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粒体 DNA 与核基因分析显示大壁虎间存在显著的遗传差异
王高超，邹丹丹，彭确昆，邹方东*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院，成都 610064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fundzou@yahoo.com.cn

摘要：大壁虎gekko gecko是壁虎科守宫属的唯一定名物种。在中国，大壁虎又名蛤蚧是
一种重要的药用动物，其广泛分布于中国华南南部多省以及大部分东南亚国家。民间又
根据大壁虎的形态特征将其划分为两种变异体，一种称之为黑斑大壁虎，另一种叫做红
斑大壁虎。由于黑斑大壁虎和红斑大壁虎有着不同的地理分布和形态差异同时作为中药
材这两种大壁虎又有着不同的药效，因此在分类学上黑斑大壁虎和红斑大壁虎是否属于
同一个物种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一些基于线粒体DNA的研究显示黑斑大壁虎和红斑大壁
虎确实存在很大的遗传差异。在本研究中，我们首次将两个线粒体DNA片段(细胞色素B
和细胞色素氧化酶Ⅰ基因)与九个微卫星位点联合起来去探讨黑斑大壁虎与红斑大壁虎的
分类关系。线粒体DNA结果显示我们用来研究的大壁虎是由四个具有很大遗传差异的进
化分支组成，其中三支是黑斑大壁虎，一支是红斑大壁虎。根据地理环境的分析我们认
为黑斑大壁虎的这三个进化分支是由河流阻隔造成的。微卫星结果则表明红斑大壁虎与
黑斑大壁虎之间并没有基因交流，它们属于隔离的群体。因此基于对大壁虎以上遗传数
据的分析我们初步建议黑斑大壁虎由三个隐藏物种组成，而红斑大壁虎与黑斑大壁虎在
形态和遗传差异上都显示它们已经达到了种的分化差异。
关键词：大壁虎；蛤蚧；细胞色素B；细胞色素氧化酶Ⅰ基因；微卫星；遗传差异

26

四川省动 物学 会 第九次会 员 代表大会 暨 第十届 学 术 研 讨 会 ·论 文集

小鳖的有效性——基于分子和形态的分析
杨萍，唐业忠，丁利，郭宪光，王跃招*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成都 610041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arcib@cib.ac.cn; yangping198615@yahoo.cn

摘要：鳖属小鳖的有效性一直没有得到确定。本研究结合了分子和形态学数据探讨小鳖的
新种有效性。通过五个线粒体基因(5308 bp 的 12S rRNA，16S rRNA，ND4，CO1 和 cyt b)
的最大似然，最大简约和贝叶斯分析方法构建了系统发育树。ML、MP、贝叶斯的结果认
为小鳖与中华鳖形成并系，而分区贝叶斯结果认为小鳖与中华鳖形成交互单系。根据分区
贝叶斯的序列进化异质性特征，我们更相信分区贝叶斯的结果。而且，形态分析的结果认
为小鳖与中华鳖为两个独立的物种，例如背甲上的疣粒、腹甲皮肤的颜色、腹甲上的黑点、
基蝶骨的性状(最宽处与最窄出的比例；以基蝶骨两边的两个孔为边界)以及内腹板的形状。
联合分子与形态的数据，我们推断小鳖为一有效种。此外，本研究发现砂鳖在广西省的新
纪录。
关键词：小鳖，线粒体基因；物种有效性；新纪录

27

四川省动 物学 会 第九次会 员 代表大会 暨 第十届 学 术 研 讨 会 ·论 文集

横纹小头蛇的分类地位
雷隽1，丁利2*
1.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成都 610064
2.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成都 610041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dingli917@gmail.com

摘要：小头蛇属有 60 多种，我国已知有 13 种，分布于亚洲南部、大洋洲和埃及。学者
认为该属很多物种的分类地位有待进一步澄清。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使分子系统学在
分类学上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有助于从系统进化的角度上去审视物种的分类地位。横纹
小头蛇 Oligodon multizonatus 是 1981 年依据采自四川省泸定县的 4 号标本命名的新种小
头蛇。赵尔宓等根据该蛇形态特征与黑网小头蛇 Oligodon joynsoni 相似，将其划入小头
蛇属。以后该蛇又在四川省石棉县和甘肃天水县有零星发现。尽管横纹小头蛇的吻鳞较
大向上延伸至吻背，从背面见到部分大于鼻间鳞沟之长，但仔细观察这种小头蛇属吻鳞
向上扩大的特证并不明显。其它如尾下鳞数、头部鳞片形状和半阴茎的特征都和小头蛇
属的其他物种明显不同。为探讨横纹小头蛇的分类地位，测定了横纹小头蛇、台湾小头
蛇 Oligodon formosanus、赤练蛇 Dinodon rufozonatum、黄链蛇 Dinodon flavozonatum、黑
背白环蛇 Lycodon ruhstrati、双全白环蛇 Lycodon fasciatus 的线粒体基因 ND4、cyt-b 和
核基因 c-mos 序列，并从 GenBank 中下载了蛇亚目 80 余种蛇的同源序列进行分析，用
BI 法、NJ 法和 MP 法构建分子系统树。结果表明：3 种树拓扑结构基本一致，显示原小
头蛇属和白环蛇属都不是单系群。横纹小头蛇与两种白环蛇亲缘关系最近，横纹小头蛇
与白环蛇属物种相聚形成单系后再与链蛇属物种形成姊妹群，而与小头蛇属亲缘关系较
远。据此，支持将该蛇从小头蛇属划出，并建议归入白环蛇属。
关键词：横纹小头蛇；小头蛇属；白环蛇属；分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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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温泉蛇和四川温泉蛇线粒体组基因差异研究
王信波1，李家堂2，刘绍龙1，何苗3*
1.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成都 610064
2.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成都 610041
3. 中国医学科学院输血研究所，成都 610091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messa1022@126.com

摘要：温泉蛇属 Thermophis 隶属于爬行纲 Reptilia、游蛇科 Colubridae、异齿蛇亚科
Xenodontinae，是中国特有物种。目前温泉蛇属仅发现西藏温泉蛇 T. baileyi 和四川温泉蛇
T. zhaoermii 两种。前期调查研究发现西藏温泉蛇多栖息于西藏 3500m 以上的温泉附近，
四川温泉蛇生活于四川理塘 3700~ 4150 m 高山沼泽草地内。两者生活环境有所不同，尤
其是西藏温泉蛇所处环境温度相对较高。其生境的不同是否导致该地长期生活物种生物
能量转化场所------线粒体的改变，抑或反之，因为线粒体的不同而导致两者需求生境温
度不一样，本文拟从从线粒体基因组全序列的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通过对两种温泉蛇
的线粒体基因组全序列测定后对比发现，两种温泉蛇的线粒体基因的基本结构相似，但
区别同样很大，表现在以下两点：1、在蛋白编码方面，四川温泉蛇和西藏温泉蛇的 13
个蛋白编码基因都有 10%左右的差异；2、两种蛇线粒体基因的控制区的不同。西藏温泉
蛇双控区长度和远远超过四川温泉蛇双控区的长度，这区别以往研究，相同属内的不同
种的蛇类其控制区长度的差异都不大。控制区长度的加长，似乎导致了两控制区功能的
变化。真蛇类在同一属内的不同物种都有同样的倾向使用两个控制区中的某一个作为重
链复制起始区域，但是通过计算发现，四川温泉蛇的重链复制起始更倾向于使用 CRII，
而西藏温泉蛇则更倾向于使用 CRI。由于研究样本数量有限，还需要采集更多的样本进
行后续研究，以便确定上述差异是否稳定存在于两种温泉蛇之间。
关键词：四川温泉蛇；西藏温泉蛇；线粒体基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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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壁虎的地理变异
唐业忠1，彭元2
1.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成都 610041
2. 广西科学院，南宁 530005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tangyz@cib.ac.cn

摘要：大壁虎 Gekko gecko L.又名蛤蚧，广泛分布于中国的北回归线及以南地区、东南亚
和南亚的东部。栖息于岩石或树木缝隙中，因在繁殖季节发出独特响亮的鸣叫而闻名。
野外调查发现，大壁虎已产生明显的地理分化。中国广东、广西及越南北部山区的居群，
为黑蛤蚧，为著名药材蛤蚧的原动物。越南南部、老挝和泰国的居群，为红蛤蚧。斯里
兰卡的居群也可能是黑蛤蚧。其它地区有待调查。红蛤蚧和黑蛤蚧存在多方面的差异，
表现在：
1. 形态特征：黑蛤蚧的体色较暗、疣鳞较平、体型较小，头呈长三角形；红蛤蚧的体背
有明亮的砖红色斑点、疣鳞较凸、体型较大，头呈三角形。
2. 鸣声的声学结构：一个完整的鸣叫持续 10~20 秒钟，由 2 个基本段(phase)构成：Phase
I 包含 2~3 个 rattle 单位而 Phase II 包含 4~10 个 bi-note 单位。两种群的鸣声差异首先表现
在段水平，大约 1/3 红蛤蚧的鸣声含有第三段，而在黒蛤蚧的鸣声中极少见(<1%)。其次
在单位水平，黒蛤蚧鸣声中脉冲或音节间有明显的间隔，而红蛤蚧的鸣声基本没有。在
频域，黒蛤蚧的鸣声具有复杂的调频，而红蛤蚧的鸣声调频简单。
3. 染色体核型：

4. 线粒体及核基因：黑蛤蚧和红蛤蚧分别形成两个单倍型。
拟通过交叉回放，研究两种群间的配偶识别，以确定是否存在配子前生殖隔离。如果没有
趋声行为，可能是两个种；如果有趋声行为，但发生频次较低，可能是不同的亚种。
关键词：大壁虎；地理变异；形态；鸣声；核型；线粒体；核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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蝮蛇捕食定位的视觉——红外交互感知机制
陈勤1,2*，邓欢欢1,4，Stenve E. Brauth3，丁利1，唐业忠1
1.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成都 610041
2.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0049
3. 马里兰大学心理系
4. 重庆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重庆 400047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chenqin@cib.ac.cn

摘要：蝮蛇，为现已知的少数有红外成像能力的类群之一。通过独立的神经传导通路，
眼睛和颊窝得到的视觉和红外信息分别传递至对侧中脑顶盖区域的视觉和红外感受神经
元，以及双模神经元(即受视觉和红外两种信号交互影响的神经元)。对此，本研究以短尾
蝮 Gloydius brevicaudus 为实验对象，通过遮蔽其成像感官后的捕食行为表现，分析视觉
和红外信息在其中脑部分的交互作用机制。屏蔽感官具体分为：(1)无遮蔽(对照)；(2)遮
蔽双眼；(3)遮蔽两侧颊窝；(4)遮蔽左眼及左颊窝；(5)遮蔽右眼及右颊窝；(6)遮蔽左眼及
右颊窝；(7)遮蔽右眼及左颊窝；(8)遮蔽双眼及右颊窝；(9)遮蔽双眼及左颊窝。在以上 9
种实验条件分别进行各 20 次捕食实验，其中：对照条件下短尾蝮每次实验均能触发攻击
并成功命中猎物，攻击角度平均值位于正前方；其余遮蔽情况中，短尾蝮捕食表现较对
照情况更弱，攻击次数和攻击距离均下降，其中以遮蔽颊窝后的攻击距离缩短尤为显著，
但无角度偏好；同侧眼睛—颊窝遮蔽的情况下，表现出了明显的角度偏好；对侧眼睛—
颊窝遮蔽时，攻击次数最少，甚至低于仅有一个颊窝暴露的情况。已有研究认为：顶盖
中双模神经元分为 AND 神经元、OR 神经元、视觉增强型红外神经元、红外增强型视觉
神经元、视觉抑制型红外神经元、红外抑制型视觉神经元 6 类。因此，我们的研究结果
表明：由于不同双模神经元作用，红外信号和视觉信号通路在视顶盖交汇，通过视顶盖
双模细胞进行调整来自对侧的视觉信号可能会另一侧红外成像造成抑制，反之亦然，对
侧的红外信号也会对另一侧的视觉成像造成干扰。
关键词：蝮蛇；捕食定位；红外交互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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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锦蛇德钦亚种的有效性评估
刘芹1，刘少英3，徐焱1，刘洋3，郭鹏1, 2 *
1. 宜宾学院生命科学与食品工程学院，四川宜宾 644007
2.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成都 610064
3. 四川省林业科学院，成都 610066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ybguop@163.com

摘要：王锦蛇是一种无毒蛇类，主要分布于东南亚包括越南，日本和中国等地，在我国
该物种有极其广泛的分布。该蛇体型较大，一般成体体长在 1500 mm~2000 mm 间，其具
有多样化的生境，在海拔 100 至 2500 m 的范围均有分布。Yang 等于 1984 年描述和记录
了采集于云南省德钦县的几个样本，并将其定名为王锦蛇的一个亚种——德钦亚种(Yang
＆Su，1984)。该亚种仅分布在云南省的德钦和维西等地，且被认为在身体颜色和花纹，
以及体长和鳞片性质上与王锦蛇指名亚种都有一定的差异，但不同学者对该分类一度存
在较大争议。尽管如此，至今对该亚种的分类地位并没有在形态学和分子手段上的系统
分析。我们依据在野外工作中采集到的来自于该亚种模式产地的三个样本，基于分子系
统学和形态学相的结合研究，评估了该亚种的有效性。我们采用两个线粒体基因片段
(ND2，ND4)和一个核基因片段(C-mos)作为分子遗传标记，选用采集到的德钦亚种的两
个个体，结合锦蛇属的其他 7 个物种进行了系统发育分析，结果很好了支持了王锦蛇德
钦亚种和王锦蛇指名亚种之间的姐妹群关系，但在两个亚种之间仅检测到极低的遗传分
化。通过形态比较分析，多数在最初被描述和命名时候提出来的形态特征，并不能够与
被界定为王锦蛇指名亚种的个体很清楚地区分开来。综合考虑分子系统发育和形态比较
的研究结果，我们支持王锦蛇德钦亚种并不是一个有效亚种。至于其在王锦蛇物种内的
种下关系，有待在日后增加采样数量的基础之上作进一步分析。
关键词：游蛇科；王锦蛇；形态学；分子系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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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蜥蜴物种丰富度分布格局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黄勇1,2，戴强1，陈跃英1，万宏富1,2，李家堂1，王跃招*
1.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成都 610041
2.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0049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arcib@cib.ac.cn

摘要：物种丰富度地理分布格局及其成因是宏观生态学和生物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
一，人们提出了多种假说，其中生态假说中能量假说、生境异质性假说和现代气候假说
是目前被广泛接受用来解释物种丰富度成因。我们研究了中国蜥蜴物种丰富度分布格局，
确定了丰富度较高的地区，并且进一步检验了上述假说，即蜥蜴丰富度和环境变量之间
的关系。我们通过从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标本馆、HerpNet上博物馆和大量公开发表的
文献收集数据，共获得 30 902 条记录，整理后认为有 151 个物种，接着运用生态模型估
测了每个蜥蜴物种的潜在分布区。我们把每个物种的潜在分布区叠加起来，最终得到在
100 km×100 km空间尺度上中国蜥蜴物种丰富度地理分布格局图，接着利用基于特征值
的空域滤波模型(eigenvector-based spatial filtering，SEVM)多元回归方法分析中国蜥蜴物
种丰富度和环境因子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中国蜥蜴物种丰富度呈现纬度梯度格局，
即由南向北逐渐递减。其中，位于东洋界的华南区、西南区和华区中是物种最为丰富的
区域。多元回归模型结果解释了 80.1%蜥蜴物种丰富度变异(r2=0.801，F=203.47，P<0.001)。
在所有影响物种丰富度分布格局的环境因子中，最好的环境因子是霜日频率、海拔、植
被和降雨量(>0.1mm)。基于模型选择的结果表明中国蜥蜴物种丰富度大尺度地理格局的
成因主要是由于不同的生态假说共同相互作用。我们的研究是基于大量的物种记录数据，
初步探讨了中国蜥蜴的物种丰富度分布格局，并对目前不断生境丧失的地区具有保护暗
示。为了更好了解环境因子对蜥蜴物种丰富度格局的影响，将来研究需要在不同的空间
尺度上全面分析。
关键词：生物地理学；气候；蜥蜴亚目；空间统计；物种丰富度

Lizard species richness patterns in China and its environmental associations
HUANG Yong1, 2, DAI Qiang1, CHEN Yue-ying1, WAN Hong-fu1, 2, LI Jia-tang1, WANG Yue-zhao1*
1. Department of Herpetology,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engdu 650041
2. Graduate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Abstract：Many ecological hypotheses have been widely used to explain species richness
variation across the globe. We investigated lizard species richness patterns in China, and
identified areas of high species richness. Furthermore, we tested hypotheses concern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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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s between lizard richness and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Based on a large data
including 30 902 records of point locality data for 151 lizard species occurring in China were
retrieved from Herpetology museums of CIB/CAS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and other museums through HerpNET, and published sources, and then
predicted distributions maps were generated using ecological niche modeling. We overlaid all
species prediction maps into a composite map to describe species richness patterns. A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using eigenvector-based spatial filtering (SEVM) was performed to
examine the best environmental predictors of species richness. Richness peaked mainly in
southern China located in the Oriental realm. Our best 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s explained a
total of 80.1% variance of lizard richness (r2= 0.801; F= 203.47; P< 0.001). Among related
factors in shaping species richness distribution, the best environmental predictors of species
richness were: frost-day frequency, elevation, vegetation, and wet-day frequency. Based on
models selection, our results revealed that underlying mechanisms related to different
ecological hypotheses might work together and best explain lizard richness in China. We are in
an initial step to develop a large data set on species richness, and provide the necessary
conservation implications from habitat loss. Additional studies that test species richness at
different geographical scale are required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factors that may influence the
species richness distribution in East Asia.
Keywords: Biogeography; China; climate; lizard; spatial statistics; species rich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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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新 世 气 候 波 动 和 海 南 岛 和 其 邻 近 大 陆 变 色 树 蜥 (Calotes versicolor)
的分化
黄勇1,2，郭宪光1，李家堂1，史海涛1,3，李俊1,2，蔡波1,2，饶定齐4, 王跃招1*
1.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成都 610041
2.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0049
3. 海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海口 571158
4.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昆明 650223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arcib@cib.ac.cn

摘要：更新世气候反复波动导致陆桥的反复升降对现在物种地理分布格局和遗传结构有
影响。我们用线粒体 DNA 作为分子标记对变色树蜥的谱系地理格局进行研究，共采集了
39 个地理种群 212 个体，其中在海南岛采集有 35 个地理种群，邻近的大陆(广东、广西、
香港和越南)采集有 4 个地理种群。我们扩增了 2663bp 线粒体 DNA(包括 ND2、CO1 和
tRNA)，接着运用了分区贝叶斯方法构建了单倍型系统发育树并估算了各支分化时间。系
统发育分析表明变色树蜥形成了两个很明显的遗传分支：一支(Southeastern clade)的地理
种群主要分布在海南岛中部和南部的五指山脉，另一支(Northwestern clade)的地理种群主
要分布在邻近的大陆和海南岛其他地方。分子钟估算这两支分化主要在 1.53(0.97~2.20)
百万年，而 Southeastern clade 和 Northwestern clade 的最近共同祖先出现时间分别是
0.32(0.13~0.54)百万年和 0.76(0.38~1.23)百万年，与更新世气候波动导致陆桥反复出现时
间相吻合。我们的结果还表明这两个遗传分支近期都经历过种群大小和范围扩张，然而
Northwestern clade 的种群大小变化比 Southeastern clade 更明显。因此，我们的分析结果
表明五指山脉对山脉两边的种群基因流阻隔作用有限，琼州海峡和北部湾对海南岛和大
陆的种群基因流也没有阻隔作用。变色树蜥的种群遗传结构分化明显和复杂的种群动态
历史，特别是 Northwestern clade，可能是由于更新世的气候反复波动而导致。
关键词：历史动态；线粒体；变色树蜥；系统发育；种群结构

Pleistocene climatic cycling and diversification of the Oriental garden lizard
(Calotes versicolor) in Hainan Island and its adjacent Mainland
HUANG Yong1, 2, GUO Xian-guang1, LI Jia-tang1, SHI Hai-tao1,3, LI Jun1, 2, CAI Bo1, 2, WANG
Yue-zhao1*
1. Department of Herpetology,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engdu
650041
2. Graduate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3. The college of Life Sciences,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 Haikou 571158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arcib@cib.ac.cn

Abstract：The cyclic upheaval and submergence of land bridges resulted from the Pleistoc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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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mate oscillations are assumed to have shaped the present species’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s
and their genetic structure. We investigated the phylogeographic patterns using the mitochondrial
DNA (ND2 through COI gene, in total 2663 base pairs) of 212 individuals of the Oriental garden
lizard, Calotes versicolor, sampled from 35 of the Hainan Island and four adjacent Mainland
localities. We performed partitioned Bayesian phylogenetic analyses assuming a relaxed
molecular clock to reconstruct phylogenetic relationships among extant haplotypes and to give an
explicit temporal scale to the timing of clade divergence. The phylogenetic analyses indicate two
genetically distinct clades: one (Southeastern clade) representing populations mainly restricted to
the central and southern Wuzhi mountain ranges in Hainan Island, and the other (Northwestern
clade) representing populations mainly from the remaining sites of Hainan Island and its adjacent
Mainland. The two clades diverged at about 1.53 million years ago (Ma) with 95% confidence
interval ranging from 0.97 to 2.2 Ma, coinciding with the Pleistocene, a time of extensive
climatic cycling. The TMRCA of the Northwestern clade is estimated about 0.76 Ma, the
Southeastern clade about 0.32 Ma, corresponding to known periods of land-bridge repeatedly
exposed and disappeared during the Pleistocene. Our results also indicate a population size and
range expansion of the two clades. However, the Northwestern clade displayed a more marked
signal of population size fluctuation than the Southeastern clade. These results, and those of the
population genetic analyses, therefore suggest that the Wuzhi mountain ranges may act as limited
barriers to gene flow between populations on the both sides of the mountain ranges, and nor do
the Qiongzhou Strait and Gulf of Tonkin. The existence of a geographical structure among
populations, and the complex and dynamic history of this species, especially of the Northwestern
clade, may result from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Pleistocene climatic fluctuation.
Keywords: Historical demography; Mitochondrial DNA; Calotes versicolor; Phylogenetic
relationships; Population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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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鸡细胞因子信号传导抑制因子(SOCS1)基因的克隆及其组织表
达
徐雪，李娟，王亚军*
四川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成都 610064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cdwyjhk@gmail.com

摘要：细胞因子信号传导抑制蛋白(suppressor of cytokine signaling, SOCS)家族是一类由细
胞产生并反馈性阻断细胞因子信号转导过程的负反馈调节因子。SOCS 家族由八个成员组
成：cytokine-inducible SH2-containing protein(CIS)和 SOCS1-7 。SOCS1 最早于 1997 年
由 3 个不同的研究小组分别用不同的方法发现。作为 SOCS 家族中的重要成员，近年来
研究发现 SOCS1 在多种免疫反应中发挥重要作用，参与多种细胞因子的信号转导及免
疫细胞的形成与分化，对机体固有免疫和适应性免疫反应起到重要调控作用。针对 SOCS1
的研究日渐受人关注。目前的研究认为 SOCS1 主要通过 3 种方式对细胞因子信号通路
进 行 调 节 ： 1) 通 过 其 SH2 结 构 域 与 靶 蛋 白 磷 酸 化 的 酪 氨 酸 残 基 结 合 ， 使 Janus
Kinase(JAK)激酶的 N 末端失活而抑制信号转导。此外， SOCS1 的 N-末端含有有激酶
抑制区(KIR, Kinase inhibitory region)，可直接抑制 JAK 酪氨酸激酶的活性；2) SOCS1 启
动子含有 STAT 转录因子(Signal Transducers and Activators of Transcription protein) 的结
合位点，从而可抑制 STAT 与受体位点的结合；3) 通过 SOCS 盒可与 elongin B、elongin
C、cullin-5 和 RING-box-2(RBX2)相互作用，募集 E2 泛素转移酶，进而促进所结合蛋白
通过蛋白酶体依赖途径而降解。
家鸡，作为模式研究动物，一直在比较内分泌学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作为最重要的
经济动物，健康养殖亦是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本研究致力于探究 SOCS1 在家鸡中参
与多种细胞因子的信号转导机制及其在免疫细胞形成与分化中的重要作用。我们首先以
家鸡肌肉组织 cDNA 为模板，成功扩增家鸡 socs1 基因，其 cDNA 全长为 729bp,由一个
外显子组成，一共编码 208 个氨基酸。同时，我们亦设计特异性引物检测 socs1a 基因的
组织分布图谱。RT-PCR 结果显示 socs1 在家鸡肺和卵巢组织大量表达，在心脏、小肠、
肾脏、肝脏、肌肉、精巢、垂体、脾、胰腺中等组织也有表达，而在大脑中却表达较少。
针对家鸡 SOCS1 的研究有望解析 SOCS1 对家鸡免疫的调节作用。
关键词：家鸡；SOCS1；克隆；表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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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鸡 DMRT1a 基因的克隆及其组织表达图谱分析
岳建辉1，范雯1，王亚军1，张细权2，李娟1*
1.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成都 610064
2. 华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广州 510642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lijuanhk@gmail.com

摘要：DMRT1(Double-sex and mab3-relatated transcription factor 1)基因是近年来人们鉴定
的一个与哺乳动物性别决定相关的基因。后来的研究证实其为DMRT基因家族一员。所
有DMRT基因家族成员的主要特征是所编码的蛋白质都包含一个具有DNA结合能力的保
守基序-DM(Double-sex and Male aberrant-3 relative domain)结构域，其可以‘锌指方式’与特
异DNA序列结合，在性别决定和分化发育中起调控作用。
本实验以家鸡为研究对象，以家鸡精巢作 cDNA 为模板，扩增 DMRT1a 基因。我
们获得的 DMRT1a 片段长度为 1072bp,编码 342 个氨基酸，由 5 个外显子构成。序列分
析显示家鸡 DMRT1a 基因与牛、鼠的 DMRT1a 基因同源性分别达到了 77%。DMRT1a
基因的组织表达图谱显示：DMRT1a 基因主要特异性表达于家鸡精巢中，同时，其在家
鸡卵巢中也有少量表达，在家鸡其他组织中未见有表达。这些结果提示 DMRT1a 基因主
要是在家鸡精巢中发挥其生理功能。 已有实验表明，DMRT1a 基因参与了性别决定和
性腺发育。在 DMRT1a 基因突变的小鼠中，其精巢分化发生严重的缺陷，包括影响到精
巢足细胞和精原细胞的正常形成。在脊椎动物包括鱼、两栖、爬行、鸟以及哺乳动物中，
尽管其性别决定机制复杂，参与基因众多，但 DMRT1a 基因位于级联反应上游，其对性
别决定和精巢的功能维持均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针对 DMRT1a 基因的研究，将有助
于我们掌握 DMRT1a 基因对调节动物性腺发育和性别决定的机理，而且对于我们了解脊
椎动物的性别决定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家鸡；DMRT1a 基因；克隆；组织表达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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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鸡血清素受体 6(5-HTR6)基因克隆、组织表达分析及其功能鉴定
岳建辉，王亚军， 李娟*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成都 610064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lijuanhk@gmail.com

摘要：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基因组学研究已由结构基因组学过渡到功能基因组
学，阐明基因功能成为人们关注重点。5-羟色胺(5-Hydroxytryptamine，5-HT)最早在血
清中获得鉴定，又名血清素，广泛存在于哺乳动物组织中，特别在大脑皮层质及神经
突触内含量很高。作为抑制性神经递质，5-HT具有调节复杂的感觉、运动、情感和认
知的功能。目前，许多治疗抑郁症和焦虑症的途径都是通过增加血清素神经递质而达
到。5-羟色胺经由至少 14 种不同的 5-羟色胺受体亚型(5-Hydroxytryptamine Receptor，
5-HTR)介导其生物学效应。这些亚型主要属于 5-HTR1、5-HTR2、5-HTR3、5-HTR4、
5-HTR5、5-HTR6、5-HTR7 七种受体类型。其中 5-HTR3 属于门控性离子通道受体，
其余的 13 种受体亚型均属于G蛋白偶联受体。家鸡作为鸟类模式生物一直备受关注。本
实验以家鸡脑组织cDNA为模板，扩增家鸡 5-HTR6 基因全长，并通过设计特异性的引物
检测 5-HTR6 基因的组织分布特异性。 为验证 5-HTR6 的功能，我们将扩增到的 5-HTR6
基因cDNA编码区构建到表达载体pcDNA3.1(+)上，在CHO细胞中，以 5-HT为配体检测
5-HTR6 对胞内cAMP信号通路的影响。 实验结果表明：1)家鸡 5-HTR6 基因cDNA全长
为 1345bp。该基因由 3 个外显子组成，编码 433 个氨基酸。2) RT-PCR结果显示 5-HTR6
在家鸡脑组织高表达; 在心脏、小肠、肾脏、肝脏、肺、肌肉、精巢、卵巢、垂体、脾中
等组织有表达，而在胰腺中未检测到PCR信号。在 5-HTR6 表达质粒转染的CHO细胞中，
5-HT处理能够有效提升增加细胞内cAMP水平， 且 5-HT对受体的活化呈明显剂量依赖效
应。 针对家鸡5-HTR6 基因的组织表达图谱与功能鉴定，将有助于阐明 5-HTR6 在家鸡
各组织中的重要生理功能。
关键词：家鸡；血清素受体 6；克隆；表达；功能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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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马鸡线粒体全序的测定及基于线粒体全序的鸡形目鸟类种系发
生关系的研究
赵森林1，王高超1，李洪文2，刘选珍2，余建秋2，岳碧松1，邹方东1*
1.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成都 610064
2. 成都动物园，成都野生动物研究所，成都 610081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fundzou@yahoo.com.cn

摘要：白马鸡是马鸡属鸟类的一种，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马鸡属作为我国鸡形目
鸟类的特有属之一，对其系统进化关系的研究较少。本研究通过分段扩增获得了白马鸡
线粒体基因组全序列，研究显示其全序总长 16 680bp，序列结构与组成与其它鸟类类似。
以前的种种研究和证据都表明鸡形目鸟类具有种系繁多，分布广泛，种系间关系复杂，
种间杂交比较普遍，种系间差异相对较小的特点，因此要得到清晰、统一、可靠的种系
关系比较困难。然而线粒体序列拥有较快的进化速率，较少的重组和杂交，有更高的分
辨率，且线粒体全序列有着大量可用的序列数据可供分析，从而线粒体全序比较适合用
于复杂且亲缘关系较近的种系关系的研究，因而近年来在鸡形目鸟类系统进化的研究中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联合从GenBank中获得的其它 23 种相关物种的线粒体基因组全序列，
通过比对在线粒体重链上编码的 12 个蛋白质基因序列，我们分析了鸡形目鸟类特别是雉
科中各主要属间的进化关系。通过构建的进化树，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马鸡属与鹇属
聚在一起，亲缘关系最近；山鹑属与传统分类学上的gallopheasants谱系聚为一大枝，且
支持率较高；勺鸡属并没有与传统的tragopans谱系聚为一枝，而是和山鹑及gallopheasants
谱系聚在一起，表明tragopans谱系并不是单系；原鸡-竹鸡-中华鹧鸪谱系的存在亦可得到
证实；且我们的结论显示火鸡和松鸡在进化树上聚为一枝，该枝嵌入在雉族及鹑族的分
枝中，表明火鸡-松鸡谱系的分化并不是发生在雉族及鹑族分化之前，而应该是后者进化
的一部分。
关键词：白马鸡；线粒体基因组；雉科；系统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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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逆转座子 CR1 的雉科鸟类系统进化研究
刘兆枫，何莉炜，苑红刚，岳碧松，冉江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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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ljtjf71@hotmail.com

摘要：雉科鸟类是鸡形目中具有重要经济价值和科研价值的类群。由于雉科的分化时间
较短，其系统进化关系一直是鸟类学研究的热点。CR1(Chicken repeat 1)是广泛分布于鸟
类基因组中的一种长散布元件(LINEs)，它们可以通过 RNA 介导的反转录过程转座，从
而插入基因组的某个新位置。CR1 是鸟类基因组中数量最丰富的重复序列(占原鸡基因组
的 6.4%)，同时也是基因组中稳定的遗传标记，因其具有非平行演化、垂直传代、多态性
插入位点的祖先状态确定等优点，近年来逐渐成为研究鸟类系统进化和种群遗传学的有
力工具。本研究利用生物信息学方法从原鸡和火鸡基因组中筛选了 80 个 CR1 位点，加上
已报道的 19 个位点，共计 99 个 CR1 位点，通过在 11 种雉科鸟类中分别进行 PCR 扩增
和电泳检测后，筛选出 73 个可用于构建系统进化树的位点。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1)原
鸡和灰胸竹鸡处于雉科进化的基部位置且聚为姐妹群关系(BPP=100)；2)与基于线粒体的
研究结果不同，四川山鹧鸪的分化较原鸡和灰胸竹鸡晚，但却是较其他的雉科鸟类分化
更早的进化支(BPP=100)；3)有 22 个 CR1 位点强烈支持四川雉鹑、雉鸡、红腹角雉、绿
尾虹稚、白冠长尾雉、勺鸡、火鸡，白腹锦鸡在进化中具有共同的祖先(BPP=100)，其中，
红腹角雉，雉鸡较其他几种雉类分化更早，四川雉鹑和绿尾虹雉形成一个姊妹群，而火
鸡、勺鸡和白冠长尾雉较其他的雉科鸟类具有更近的亲缘关系。本研究结果显示逆转座
子 CR1 是一类很好的遗传标记，为解决雉科鸟类的系统进化关系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CR1 将成为今后研究鸟类系统进化的有力工具。
关键词：雉科；逆转座子 CR1；系统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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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三重引物的 PCR 技术鉴定四川雉鹑等雉科鸟类的性别
薛飞，李莉，李文庆，李校，邹方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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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ljtjf71@hotmail.com

摘要：四川雉鹑 Tetraophasis szechenyii，又名黄喉雉鹑，是鸡形目雉科雉鹑属的鸟类，为
中国的特有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 IUCN 红色名录列为 Least Concern。四川雉鹑
是单态性鸟类，难以简单地从外表分辨出其性别，对其性别鉴定的研究将有利于深入研
究其种群性比、预测种群发展趋势、制定保护措施以及人工繁育等。本研究通过生物信
息学方法筛选了原鸡 Gallus gallus 性染色体上的 EST CV854162 基因为目标基因，采用三
重引物的设计方法，在 W 和 Z 染色体上的同源保守区域设计共同的上游引物 F，在其下
游的非同源区域分别设计下游引物 R-W 和 R-Z。通过该引物对 10 个已知性别的四川雉鹑
样本进行 PCR 扩增，结果显示在所有的雄性个体上扩增出了一个 107 bp 的条带，而在所
有的雌性个体同时扩增出 107 bp 和 304 bp 两条带，PCR 鉴定结果与形态学和生态学的观
察结果一致，表明该方法能成功、准确地对四川雉鹑的性别进行鉴定。测序显示与原鸡
的同源序列相比，四川雉鹑的 W 染色体在 EST CV854162 基因中插入了一段 AT 富集的
重复序列 102 bp。对其他 10 种雉科鸟类的检测结果显示，能在雄性个体上扩增出一个 107
bp 条带，而雌性个体扩增出 107 bp 和 202 bp 两条带。本研究表明基于 EST CV854162 基
因内的三重引物 PCR 方法能够简便、快捷且准确地鉴定出四川雉鹑和部分珍稀濒危雉科
鸟类的性别，因其扩增的目标片段小，能够应用于非损伤性样本，因此在今后雉科鸟类
的性别鉴定方面将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四川雉鹑；雉科鸟类；三重引物；性别鉴定；EST CV854162

42

四川省动 物学 会 第九次会 员 代表大会 暨 第十届 学 术 研 讨 会 ·论 文集

禽冠状病毒 IBV 优势表位嵌合基因 DNA 疫苗构建与免疫原性研究
杨潇燕，王红宁*，曹海鹏，丁梦蝶，杨帆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动物疫病防控与食品安全四川省重点实验室,生物资源与生态环境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985 工程”西南资源环境与灾害防治科技创新平台,成都 610064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hongningwang@scu.edu.cn

摘要：传染性支气管炎(IB)是一种对养禽业危害较大的传染病，生产中常采用弱毒疫苗对
IB 进行预防控制，但存在毒力返强的隐患；灭活疫苗对冠状病毒感染的免疫效果不确实，
且其副作用较大。表位 DNA 疫苗突破了常规 DNA 疫苗的局限，具有免疫反应性好、不
存在基因整合、重组等优点。实验用 DNASTAR 和 ExPasy 网上软件分析并结合文献报道
筛选出 IBV 结构蛋白基因 S1、S2、N 基因的 T、B 细胞的优势抗原表位区共 7 段,采用人
工合成及 PCR 方法将各抗原表位串联成一条新的嵌合基因 F，克隆进 pMD18-T 载体，转
化进 DH5α 宿主菌，构成克隆载体 pMD18-F。pMD18-F 经 BamHI 和 XhoI 双酶切后得到
F 嵌合基因片段，与经相同双酶切的 pcDNA3.1 载体进行连接，构建真核表达质粒
pcDNA3.1-F。质粒用脂质体包裹后，经腿部肌肉多点注射 7 日龄雏鸡，二免后 5 周用 IBV
肾型强毒进行攻毒保护性实验。结果显示，灭活苗组和 pcDNA3.1-F 组外周血 CD4+、CD8+
T 淋巴细胞在二免后 7 天时均高于空载体和 PBS 组，差异显著(P<0.05) 或极显著(P<0.01)。
质粒 pcDNA3.1-F 二免后 1 周，雏鸡外周血 T 淋巴细胞亚群(CD4+、CD8+ T 淋巴细胞)
含量均有显著上升，血清中特异性 ELISA 抗体达较高水平；经同型强毒的攻击后，
pcDNA3.1-F 组 保 护 率 为 80.0%(16/20) ， 表 明 构 建 的 IBV 优 势 表 位 嵌 合 基 因 质 粒
pcDNA3.1-F 能够为接种鸡提供较好的免疫保护力。试验结果说明本研究构建的 IBV 表位
抗原域嵌合基因 DNA 疫苗的表位选择正确，构建合理，协调发挥了 T 细胞的 CTL 效应
及 B 细胞中和抗体的免疫保护性功能，为 IBV 新型 DNA 疫苗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
前期基础。但是，如何发挥更好的免疫保护力筛选出更多有效抗原表位，以及构建有交
叉免疫保护性的多抗原表位 IBV DNA 疫苗等，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关键词：传染性支气管炎病毒 IBV；抗原表位；嵌合基因；DNA 疫苗；免疫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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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冠状病毒 IBV 多表位基因重组乳酸菌表达载体构建和鉴定
曹海鹏，王红宁*，张毅，樊汶樵，张安云，郭自成，丁梦蝶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动物疫病防控与食品安全四川省重点实验室, 生物资源与生态环境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985 工程”西南资源环境与灾害防治科技创新平台，成都 610064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hongningwang@scu.edu.cn

摘要：目的：获得 IBV 多表位肽表达量高、有生物活性、能分泌到胞外或通过锚定肽在细
胞壁上的重组乳酸菌，并以此为活载体疫苗口服施喂鸡群，筛选出免疫效果好的重组乳酸
菌，为下一步关于乳酸菌活载体疫苗研究奠定基础。方法：将本实验室构建好的 IBV 多表
位基因 AN 插入 pNZ8149(Nco I 酶切位点之后)，电转化乳酸菌 NZ3900 构建基因 AN 的乳
酸菌胞内表达体 NZ3900/pNZ8149-AN；将乳酸菌外源蛋白分泌表达信号肽基因 SPusp45
与 AN 连接，再使用同样方法插入质粒 pNZ8149 中并通过电转构建分泌型重组乳酸菌
NZ3900/pNZ8149-SP-AN；将分泌增强子九肽(Leisstcda)基因通过分子生物学方法连接在信
号肽基因与 AN 基因之间，采用同样方法插入 pNZ8149 并转化乳酸菌，构建增强分泌型重
组乳酸菌 NZ3900/pNZ8149-SP-LEISS-AN；将金黄色葡萄球菌的细胞壁锚定蛋白 SPA 的碳
末端基因 Cspa 使用菌落 PCR 扩增的方法扩增出来，
连接在分泌型重组质粒 pNZ8149-SP-AN
的后端构建锚定型外源基因表达体 NZ3900/pNZ8149-SP-AN-Cspa。所有重组菌通过对目的基
因的 PCR 扩增、重组质粒的双酶切、DNA 测序鉴定与相应目的序列一致，重组菌体外培
养并使用抗菌肽 Nisin 诱导，离心分离上清和沉淀分别制备蛋白样品 SDS-PAGE 鉴定表明，
IBV 多表位基因 AN 在所有重组菌内都得到了表达，并且分泌表达体的产量明显高于胞内
表达体。结论：本实验室构建了 BV 多表位基因 AN 重组乳酸菌不同形式的表达体：
NZ3900/pNZ8149-AN

、

NZ3900/pNZ8149-SP-AN

、

NZ3900/pNZ8149-SP-LEISS-AN

NZ3900/pNZ8149-SP-AN-Cspa，为后续乳酸菌活载体疫苗提供了物质基础。
关键词: 禽冠状病毒 IBV；多表位基因；分泌表达；乳酸菌 NZ3900；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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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冠状病毒 IBV N 基因 DNA 疫苗初免灭活疫苗加强免疫对鸡免
疫效应的研究
郭自成，王红宁*，阳泰，汪 雪，李玉玲，管中斌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动物疫病防控与食品安全四川省重点实验室, 生物资源与生态环境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985 工程”西南资源环境与灾害防治科技创新平台，成都 610064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hongningwang@scu.edu.cn

摘要：为了研究禽传染性支气管炎病毒(IBV)Nucleoprotein基因DNA疫苗初免灭活疫苗加
强免疫对鸡的免疫效应，本实验将携带禽传染性支气管炎病毒N基因的pVAX1-N重组质粒
通过肌肉注射对 7 日龄雏鸡进行免疫，并在 2 周后用灭活疫苗进行加强免疫。测定特异
性IgG抗体，血清中和抗体，CD4+，CD8+T细胞含量为免疫指标，并进行攻毒实验。结
果表明，采用DNA疫苗初免灭活疫苗加强免疫，在加强免疫后 4 周CD4+、CD8+T细胞含
量显著升高(P<0.05)，特异性IgG抗体，血清中和抗体与灭活疫苗组无显著差异(P>0.05)。
用剂量为 103 EID50的IBV M41 株病毒攻毒，保护率达 86.7%，高于单独免疫灭活疫苗组
(80%)和单独免疫DNA疫苗组(66.7%)。可见，采用IBVN基因DNA疫苗首免，灭活疫苗加
强免疫的方法具有较好的免疫增强效果。在此种免疫策略下，DNA疫苗不仅达到了同样
的保护效果，还有效的避免了弱毒疫苗毒力反强及重组的风险。本实验的免疫方法拥有
比常规免疫方法更为广泛的前景。
关键词：禽传染性支气管炎病毒；DNA 疫苗初免；灭活疫苗加强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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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流感(H5+H9)二价灭活疫苗对珍禽的免疫效果观察
李兴玉1*，王强2，杨晓梅1*，牛李丽2， 谢晶1，余建秋2，廖党金1， 余星明2，林毅1，邓家波2
1.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兽医与生物技术研究所，成都 610066
2. 成都动物园，成都野生动物研究所，成都 610081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4510159@163.com

摘要：禽流感(Avian Influenza，AI)是由 A 型流感病毒引起禽类的一种危害严重的传染病。
高致病性禽流感可引起禽类大批发病死亡，也可引起人类感染死亡，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OIE)将其列为 A 类传染病，我国也将高致病禽流感列为一类重大动物疫病。目前流行于
中国大陆的禽流感病毒主要血清型是 H5 亚型和 H9 亚型。疫苗免疫仍然是防制禽流感的
主要措施，但目前关于禽流感疫苗用于珍禽的免疫效果国内外研究报道的较少。本实验
采用禽流感(H5+H9)二价灭活疫苗免疫成都动物园的 15 中珍禽，分别于免疫前及免疫后
14d、21d、35d、90d 无菌采血，检测血清中 H5 和 H9 亚型禽流感血凝抑制(HI)抗体，观
察疫苗对珍禽的免疫效果，为制定珍禽的禽流感免疫技术提供依据。试验结果表明：珍
禽免疫禽流感(H5+H9)二价灭活苗是安全的，并且大多数品种的珍禽都能产生 H5 和 H9
亚型 HI 抗体，但不同品种、不同个体的珍禽产生的 HI 抗体滴度有差异。孔雀、原鸡、
白鹇、斑头雁等产生 H5 亚型抗体抗体水平较好，而白冠长尾雉、黄鸭等产生抗体较差，
鸳鸯始终没有检测出 H5 亚型抗体。孔雀、原鸡、白鹇、斑头雁等产生 H9 亚型抗体水平
较高，而白冠长尾雉、鸳鸯、鹦鹉等产生抗体较差。从群体来看，H5 亚型 HI 抗体滴度
在免疫后 21 d 达高峰，为 7.21 log2；H9 亚型 HI 抗体滴度在免疫后 14d 达高峰，为 7.73 log2。
H9 亚型 HI 抗体效价比 H5 亚型产生要好，并且维持时间更长。
关键词：禽流感二价灭活苗；珍禽；免疫效果；HI 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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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传染性支气管炎病毒多基因串联表位抗原的原核表达研究
丁梦蝶，鲁丹，王红宁*，田浪，阳泰，张毅，樊汶樵，郭自成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动物疫病防控与食品安全四川省重点实验室, 生物资源与生态环境教育
部重点实验室，“985 工程”西南资源环境与灾害防治科技创新平台，成都 610064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hongningwang@scu.edu.cn

摘要：目的：获得高表达量、高免疫原性的重组蛋白作为包被抗原，为下一步构建 ELISA
试剂盒，检测特异性 IBV 抗体奠定基础。方法：将 IBV S1、M、N 多表位抗原基因片断用
BamHI 和 XhoI 双酶切后克隆入原核表达载体 pGEX-4T-1，转化 E.coli BL21，采用 IPTG
进行诱导，SDS-PAGE 鉴定表明，多表位抗原大部分在上清中融合表达，同时也存在包涵
体形式，分子量大小约为 63KD。Western-blots 显示，该融合蛋白能与抗 IBV 阳性血清发
生特异性反应。结论：本实验室构建的重组载体 pGEX-4T-1-D 在 E.coli BL21 中得到成功
表达并能与抗 IBV 阳性血清发生特异性反应，为进一步构建 ELISA 检测试剂盒的研究奠
定了基础。
关键词：IBV；原核表达；大肠杆菌 E.coli BL21；SDS-PAGE

四川山地乌骨鸡 IL-1β、IL-16 基因 DNA 质粒与 IBV DNA 疫苗联合免疫研究
张毅，王红宁*，樊汶樵，张安云，曹海鹏，郭自成,丁梦蝶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动物疫病防控与食品安全四川省重点实验室，生物资源与生态环境教育
部重点实验室，“985 工程”西南资源环境与灾害防治科技创新平台，成都 610064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hongningwang@scu.edu.cn

摘要：四川山地乌骨鸡是四川山区特有的抗病力较强的地方鸡品种，为了研究四川山地乌
骨鸡 IL-1β、
IL-16 基因真核表达质粒对 IBV DNA 疫苗的免疫是否有增强作用，
根据 Genbank
中的鸡 IL-1β 和 IL-16 序列设计两对引物，采用 RT-PCR 的方法从四川山地乌骨鸡外周血淋
巴细胞 RNA 中克隆了 IL-1β 和 IL-16 基因，与真核表达质粒 pcDNA3.1(+)连接构建了
pDNAIL-1β 和 pDNAIL-16。分别将两种重组质粒与 IBV DNA 联合免疫 SPF 雏鸡并进行攻
毒试验。结果表明，pDNAIL-1β 和 pDNAIL-16 均能促进血清中特异性抗体水平和外周血 T
淋巴细胞亚群数量的增加(P<0.05)，增强 IBV DNA 疫苗对同型强毒的保护率 15%~25%，
pDNAIL-1β 提升 DNA 疫苗的抗体水平的时间比 pDNAIL-16 延长至少 7 d。实验数据证明，
鸡 IL-1β、IL-16 基因真核表达质粒对 IBV DNA 疫苗的免疫具有增强作用。
关键词：四川山地乌骨鸡；细胞因子；鸡 IL-1β；鸡 IL-16；IBV DNA 疫苗免疫增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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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禽禽流感、新城疫血清学调查
李兴玉1，王强2，杨晓梅1，牛李丽2，谢晶1，余建秋2，廖党金1，余星明2，林毅1，邓家波2
1.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兽医与生物技术研究所，成都 610066
2. 成都市动物园，成都 610081

摘要：应用血凝抑制试验(HI)对动物园圈养的 19 种珍禽的 55 份血清进行了禽流感、新城
疫血清学调查。调查结果表明，珍禽禽流感 H5 亚型、H9 亚型免疫合格率分别为 61.82%、
66.67%，新城疫免疫合格率为 56.36%，都未能达到免疫合格率应为 70%以上的国家标准。
禽流感 H5 亚型、H9 亚型、新城疫抗体水平分别为 5log2、4.5log2、5.18log2，比国家规
定的禽流感和新城疫免疫临界值水平 4log2 和 5log2 稍高。因此应及时进行禽流感和新城
疫的免疫，并提高免疫密度，以增强珍禽抵御高致病力毒株感染的能力。
关键词：珍禽；禽流感；新城疫；血凝抑制抗体

动物园珍禽禽流感和新城疫免疫抗体检测
李兴玉1*，王强2，杨晓梅1*，牛李丽2，谢晶1，余建秋2，廖党金1，余星明2，林毅1，邓家波2
1.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兽医与生物技术研究所，成都 610066
2. 成都市动物园，成都 610081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4510159@163.com

摘要：禽流感(Avian Influenza, AI)和新城疫(Newcastle disease,ND)是严重危害养禽业(包括
珍禽)发展的重要疫病，我国将高致病性禽流感和新城疫列为重大动物疫病。疫苗免疫仍
然是防制珍禽禽流感、新城疫的主要措施，为了更好地掌握动物园珍禽禽流感、新城疫
免疫现状，评估潜在风险，完善防治体系，本研究采用血凝抑制试验对成都动物园圈养
的 19 种珍禽的 55 份血清进行了免疫抗体检测。监测结果表明：珍禽禽流感 H5 亚型、
H9 亚型免疫合格率分别为 61.82%、66.67%，其中孔雀、原鸡、乌骨鸡、勺鸡、蓝鹇、
白鹇等抗体效价较好。同一份血清，H5 亚型禽流感抗体效价高的，H9 亚型禽流感抗体
效价也较高。同一品种的珍禽有的血清效价较高，有的效价较低甚至没有，估计是检测
的是没有免疫珍禽的血清；新城疫免疫合格率为 56.36%，其中原鸡、乌骨鸡、勺鸡、孔
雀等的抗体效价较高，同一品种的珍禽有的抗体效价较高，但有的个体的效价较差甚至
没有，估计仍然是检测的未免疫珍禽的血清。珍禽群体禽流感和新城疫免疫合格率均未
能达到 70%以上的要求。因此，应及时加强禽流感和新城疫的免疫，尤其是检测结果中
效价 0 的个体，并加强综合防控措施，以降低珍禽感染发病的风险。
关键词：禽流感；新城疫；免疫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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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光定量 PCR 检测禽传染性支气管炎病毒人工感染 SPF 鸡后的体
内分布
樊汶樵，王红宁*，郭自成，管中斌，张毅，徐昌文，杨帆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动物疫病防控与食品安全四川省重点实验室, 生物资源与生态环境教育
部重点实验室，“985 工程”西南资源环境与灾害防治科技创新平台，成都 610064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hongningwang@scu.edu.cn

摘要：目的：检测禽传染性支气管炎病毒(IBV)人工感染SPF鸡后病毒在体内的分布。 方
法：本研究建立了使用GAPDH和UB作为内参基因的禽传染性支气管炎荧光定量PCR方法
(real-time PCR)；用IBV标准毒株M41 株对SPF鸡进行人工感染，以 103 EID50浓度接种病
毒后第 1，4，7，10，14，21，28，35 天检测脑、气管、心脏、肝脏、脾脏、肺脏、肾
脏、胰腺、腺胃、肌胃、盲肠扁桃体和法氏囊的病毒载量，对病毒感染后的体内动态分
布情况进行研究。 结果：从感染后第 4 天起，12 种组织、器官内的IBV相对含量逐渐升
高；15 天后开始减少。肺脏的相对病毒含量最高且可从第 4 天持续到 28 天，气管从攻毒
后第 4 天起就能检测到大量的病毒，一直可持续到 35 天。肺脏、肾脏、肝脏和胰腺的相
对感染密度分别为 23.393 31、14.849 99、10.964 22 和 9.903 79，是IBV M41 株感染最为
密集的器官。 意义：本研究利用荧光定量PCR方法对IBV M41 株在SPF鸡体内的动态分
布和组织嗜性进行了探讨，为合理的临床采样与疫病监控打下了基础。
关键词：IBV；荧光定量 PCR；动态分布；组织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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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规模化蛋鸡舍消毒剂效果的因素研究
康润敏1, 王红宁*, 郑炜超2，李保明2, 曹薇2 , 徐昌文1，杨潇燕1
1.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动物疫病防控与食品安全四川省重点实验室，生物资源与生态环境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985 工程”西南资源环境与灾害防治科技创新平台，成都 610064
2. 中国农业大学，农业部设施农业工程重点开发实验室，北京 100083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hongningwang@scu.edu.cn

摘要：目的：用MIC值、MBC值以及定量杀菌能力测定筛选出的 4 种消毒剂，研究影响
规模化蛋鸡舍消毒剂效果的因素，为建立规模化蛋鸡舍消毒程序提供依据。方法：采用
正交设计表L16(45)设计消毒种类，消毒浓度(mg/L)，喷雾量(mL/m3)，消毒时间(min)为影
响消毒效果的因素，每个因素上设计 4 个水平，用极差分析评价各因素对空气消毒效果
的影响主次，用方差分析进行显著性检验。结果：消毒剂浓度对消毒效果影响极显著(P
＜0.01)；消毒剂种类对消毒效果影响极显著(P＜0.01)；喷雾量对消毒效果影响显著(P＜
0.05)；消毒时间对消毒效果影响不显著(P＞0.05)。结论：在对规模化蛋鸡舍进行消毒时，
使用同种消毒剂情况下浓度是影响消毒效果的主要因素。意义：为消毒程序的建立提供
了依据。
关键词：规模化蛋鸡舍；消毒剂；消毒效果；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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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嘴相思鸟的骨骼系统解剖
王夕龙，袁施彬*，周材权，齐赛飞
西华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珍稀动植物研究所，西南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四
川南充 637009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yshibin@sina.com

摘要：红嘴相思鸟 Leiothrix lutea 隶属于雀形目画眉科相思鸟属，主要栖息于海拔
1200~2800 m 的山地常绿阔叶林，常绿落叶混交林、竹林和林缘疏林灌丛地带，冬季多下
到海拔 1000 m 以下的低山、山脚、平原与河谷地带。该鸟因体形小巧玲珑，鸣声婉转悦
耳，色彩华丽，是驰名国内外的观赏鸟。近年来因野外捕捉量过大，致使种群数量急剧
下降，CITES 2007 已将其列入附录Ⅱ。目前对红嘴相思鸟的研究主要在繁殖生态、鸣声
和消化道解剖等方面，骨骼系统的研究未见报道。本研究采用常规方法对 30 只(9♂，21♀)
红嘴相思鸟 Leiothrix lutea 骨骼进行详细的观察、描述和测量，为雀形目的进化与适应、
系统发育和分类提供骨骼方面的资料。其特征是头骨薄而轻，颅腔较大；眶间距小，眼
眶大；胸骨后侧缘具一对缺刻，龙骨突发达；尺骨外侧具 6~7 个突起；跗跖骨的第二跖
骨滑车发达，滑车面宽，与第三趾骨滑车间距大；第一趾骨发达。胸骨的长度与深度之
比(L/H)和宽度与深度之比(W/H)的平均值分别是 2.25 和 1.25。对雌雄骨骼测量数据比较
分析发现，除枕骨孔横径、枕骨孔纵径和耻骨长差异显著(P＜0.05)外，其它骨骼参数差
异不显著。这些骨骼特征与红嘴相思鸟快速而短暂地在灌木丛中穿梭，树枝间频繁的来
回跳跃，在快速飞行时能迅捷且稳当地降落在树枝上的生态习性相适应。
关键字：红嘴相思鸟；骨骼；解剖

红嘴相思鸟的消化系统形态学研究
齐赛飞1，袁施彬1，袁红2，张君1，米志平1，周材权1*，孙建秀1
1. 西华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珍稀动植物研究所，西南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四川南充 637009
2. 重庆市酉阳第二中学，重庆酉阳 409800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drcqzhou1@163.com

摘要：对 10 只(6♀4♂)红嘴相思鸟的消化系统的形态结构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解剖与观察，
并对各器官进行了测量。结果表明：红嘴相思鸟舌前端有刺毛状结构，后端有一排尖端
后指的栉状突。咽有不规则乳突，食管较细，无明显可见的嗉囊。腺胃内壁粘膜上均匀
分布小而多的圆形乳突。肌胃发达，内有黄色革质层。肠道总长约为体长的 0.94 倍。
关键词：红嘴相思鸟；消化系统；形态学；解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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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雉鹑(Tetraophasis szechenyii)的合作繁殖
徐雨

杨楠 张凯 岳碧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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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rjhong-01@163.com

摘要：合作繁殖(cooperative breeding)通常的定义是在一个种内超过 2 个个体照顾同一个
巢/窝的幼体，其特征是个体们帮助一个繁殖对照顾后代。大多数合作的群体常常是家族
式的，这些家族是由那些延迟扩散的后代留下来与他们的父母生活在一起形成的。后代
通过延迟扩散，在他们的出生地帮助双亲抚育新的后代，其本身是不繁殖的，帮手是通
过增加家族的繁殖获得间接的适合度利益
2006-2009 年在四川雅江县对四川雉鹑的 68 个家族的多次观察，发现其群体数量 2-5
只不等，群体构成有 1 雄 1 雌、1 雄 2 雌、2 雄 1 雌、2 雄 2 雌、3 雄 1 雌、3 雄 2 雌等多
种形式。群体大小 (排除当年幼体)平均为 2.8 ± 0.1 只，其中 64.7%繁殖对具有帮手。确
认四川雉鹑具有合作繁殖现象，该现象在鸡形目鸟类中是极其少见的，其合作繁殖具有
如下特点：(1)合作繁殖表现为并非必须——因为有无帮手的繁殖对在同一种群同时存在，
且后者仍旧繁殖成功；(2)两性皆可充当帮手，但具有明显的雄性偏离(8.3 : 1)；(3)群在繁
殖季节通过占领领域维持稳定，但随着冬季的到来，幼体表现出高频率的扩散及群体间
轮换(turnover)的行为；(4)帮手从供食、暖雏、警戒及领域防护(包括斗争及鸣叫)等方面
提供帮助，特别地它们负责领域战斗；(5)帮手的存在并没有显著的增加家族的繁殖成功
率。
四川雉鹑的合作繁殖是已知合作繁殖现象中一种新的案例，因为现有的研究表明合
作繁殖一般是不发生在鸡形目这样的早成鸟中。关于四川雉鹑合作繁殖的特征、机理和
产生原因是急需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关键词：四川雉鹑；合作繁殖；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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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雉鹑的巢生态学
张凯1，杨楠1，徐雨1，冉江洪1*，Huw Lloyd2，岳碧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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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雉类协会 WPA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rjhong-01@163.com

摘要：四川雉鹑 Tetraophasis szechenyii 系中国特有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物种，主
要生活在海拔 3500~4500m 的高山。2006~2009 年，在四川省雅江县对四川雉鹑的巢生态
学进行了研究。四川雉鹑筑地面巢和树上巢两种形式。地面巢为碟状，由落叶、枯枝和
树皮构成，相对粗糙，位于乔木或灌丛的基部，分布在除草甸 Kobresia setchwanensis 外
的所有植被类型中。相较树上巢而言，地面巢出现的生境上层郁闭度较低，但彼此间差
异不显著。树上巢呈杯状，距地 1.9~12.0 m 高，由苔藓、松萝、羽毛构成，有时含有当
地人废弃的布，相对精致，均匀地分布在除川滇高山栎 Quercus aquifolioides 灌丛和草甸
外的植被类型中。树上巢的营巢树种包括：鳞皮冷杉 Abies squamata (61%)、川滇高山栎
(31%)和四川红杉 Larix potaninii (8%)。两种巢型的比例在第一次和第二次营巢中差异不
显著。54%的地面巢和 33%的树上巢孵化出幼鸟，捕食是地面巢损失的主要原因。总孵
化率为 97%。在研究过程中共记录到六例二次营巢，其中四例为树上巢。二次营巢无一
成功。对于维持帕母岭四川雉鹑适宜的营巢生境而言，保存地表植被和杉/栎林镶嵌分布
的林线生境是必要的。
关键词：四川雉鹑；地面巢；树上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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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大小对四川雉鹑领域及领域重叠的影响
杨楠1，张凯1，冉江洪1*，徐雨1，岳碧松1，王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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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师范大学生命科学系，台北，中国台湾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rjhong-01@163.com

摘要：四川雉鹑 Tetraophasis szechenyii 隶属于鸡形目雉科雉鹑属，为中国特有种，国家 I
级重点保护物种。该鸟分布于四川西部、青海南部、云南西北和西藏南部，栖息于海拔
3500~4500m 之间的针叶林、高山灌丛和林线以上的岩石苔原地带。通过我们前期的观察
研究，发现四川雉鹑具有合作繁殖行为，这种行为在鸡形目鸟类中很少被报道。2007~2009
年，采用直接跟踪技术，对四川省雅江县帕姆岭山的四川雉鹑进行了跟踪定位，三年共调
查了 18 个繁殖期家族和 12 个非繁殖期家族，采用最小多边形法计算四川雉鹑在繁殖期与
非繁殖期的领域及领域重叠。结果表明：四川雉鹑领域及领域重叠在繁殖期后均有所增加，
繁殖期和非繁殖期领域面积分别为(7.05±1.21)公顷和(12.28±1.95)公顷，但群体大小对领域
无影响。相邻群体的领域重叠百分比在非繁殖期(21.98±11.97)%大于繁殖期(13.73±7.79)%。
在繁殖期，有帮手的家族与相邻群体领域重叠小于无帮手群体，但在非繁殖期，有帮手群
体与相邻群体领域重叠大于无帮手群体，结果表明，具有合作繁殖行为的四川雉鹑家族中
帮手对于繁殖期的保卫领域是有利的。
关键词：四川雉鹑；合作繁殖；群体大小；领域；领域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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雉鹑的种群动态及保护现状
文陇英*
乐山师范学院化学与生命科学学院，四川乐山 614004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lywen02@126.com

摘要：通过 2007 年调查四川茂县雉鹑Tetraophasis obscurus的分布状况、繁殖和种群动态，
发现雉鹑的数量相对稳定，其主要原因有：1)窝卵数相对恒定，1990 年卢汰春等在四川
夹金山及其支脉茶平山调查发现 3 巢，其窝卵数分别为 3、3 和 7 枚，平均(4.3 土 0.31)
枚，与本次调查平均窝卵数为 4.2 枚差异不大。2)营地面和树上两种巢，夹金山雉鹑 3 巢，
2 巢营于地面上，1 巢营于杜鹃树上；白玉县四川雉鹑 4 巢，2 巢筑于地面，1 巢在禾本
科草丛下，1 巢在柏树Sabina spp.杈上；本调查共记录 6 巢，地面巢和树上巢各 3 巢。雉
鹑属鸟类是鸡形目鸟类中唯一既营地面巢，又营树上巢的种类，雉鹑营两种巢，可能是
预防不良环境的一种适应机制，对保持种群数量稳定起重要作用。3)保护措施得力，雉鹑
被列入国家I级保护动物名录，其分布区域大部分已建立了自然保护区，生境得到良好的
保护。雉鹑是高海拔雉类，其生活史对策更倾向于K选择，在没有重大干扰时种群保持相
对稳定，符合自然规律；种群数量是衡量种群濒危程度的指标之一，1983~1985 年四川夹
金山雉鹑的种群密度为 7~8 只/km2，20 年后我们调查遇见率是 0.03～0.11 只/hm2，20 年
来雉鹑在四川的数量相对稳定，保护成效显著，这对维持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雉鹑；种群分布；繁殖；种群密度；种群动态

嘉陵江南充段冬季迁徙水鸟的迁徙时序及数量变化
姚刚1，李艳红1，胡杰1*，赵成1，胡红2，粱艺于1，孙亭亭1
1. 西南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西华师范大学珍稀动植物研究所，四川南充 637009
2. 西昌市四公里半凉山农业学校，四川西昌 615000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hu_jiebox@163.com

摘要：2008 年 10 月 ~2009 年 4 月 采 用 固 定 样 线 法 对嘉陵江南充段冬季水鸟的迁徙
时序及数量变化进行了监测。在记录到的 26 种冬季迁徙水鸟中(针尾鸭除外)，10 月份迁
入该地的有斑嘴鸭和白骨顶等 6 种；11 月 份 迁 入 的 水 鸟 种 类 最 多 ， 包 括 红嘴鸥和赤
麻鸭等 11 种 ；12 月 迁 入 的 有 凤 头 潜 鸭 和 普 通 秋 沙 鸭 等 6 种 ；1 月份迁入该地的有
翘鼻麻鸭和罗纹鸭 2 种。2 月份迁出此地的有凤头麦鸡和赤麻鸭等 6 种；3 月份迁出的有
大白鹭和普通鸬鹚等 9 种；4 月份迁出的有白骨顶和凤头潜鸭等 10 种。曲线回归分析表
明：迁徙水鸟种类在 1 月达最大值；数量在 2 月达最大值。优势种数量分析表明：11 月
及 3 月是冬季水鸟迁徙的高峰期，12 月、1 月和 2 月是迁徙水鸟数量相对稳定的时期。
关键词：嘉陵江；南充；冬季水鸟；迁徙时序；数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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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对濒危迁徙鸟类越冬栖息地的影响
胡军华1,2，胡慧建3，蒋志刚1*
1.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北京 100101
2.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成都 610041
3. 华南濒危动物研究所， 广州 510260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jiangzg@ioz.ac.cn

摘要：地球上的气候条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发生了急剧变化。快速的气候变化给全球生
物多样性留下了清晰的印痕，改变了很多物种的分布，从而成为保护的主要问题之一。
科学家已达成越来越多的共识，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的规划必须考虑气候变化影响。黑
脸琵鹭(Platalea minor)是东亚特有濒危迁徙鸟类。其仅在朝鲜半岛和中国辽宁省几个近海
岛屿上繁殖；越冬于中国、日本、越南和菲律宾等沿海地区。1950 年前，黑脸琵鹭是亚
洲常见的鸟类；但是，1988 年其全球种群仅剩 288 只个体，从而被 IUCN 列为“极危”
物种；虽然经过 20 来年的保护，当前其全球种群仍只有为 2000 只左右，被 IUCN 列为
“濒危”物种。由于缺乏基础数据，科学家目前未能准确掌握黑脸琵鹭的种群动态与分
布区状况。基于生态位模型，我们模拟了黑脸琵鹭的潜在越冬分布区并探讨了未来气候
变化对黑脸琵鹭的越冬分布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海拔、人类影响指数和最冷季节降
水量对黑脸琵鹭的潜在越冬地影响最大。假定没有扩散限制，黑脸琵鹭的越冬区在气候
变化下将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增长。然而，到 2080 年，3 个目前高适宜性的黑脸琵鹭越
冬区域(越南东北部、台湾和中国南海周边沿海地区)可能严重缩减。随着时间推移，黑脸
琵鹭的潜在越冬分布区中心将逐渐北移。在全球气候变化下，需要国际合作来保护所有
的黑脸琵鹭种群。同时，需要整合现有对未来气候变化知识来设计管理计划和选择保护
地。
关键词：气候变化；黑脸琵鹭 (Platalea minor)；物种分布模拟；分布范围变化；越冬分
布；东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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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田鼠分子系统进化
郝海邦1, 刘少英2*, 张修月1,刘洋2，陈伟才1, 岳碧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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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成都 610041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shaoyliu@163.com; bsyue@yahoo.com

摘要：凉山田鼠 Proedromys liangshanensis(Rodentia: Cricetidae)是近年描述的一新种，主
要分布于四川凉山州的偏远山区，横断山脉区域。根据其牙齿形态学，体长，尾长，阴
茎结构学，及栖息环境将其并入沟牙田鼠属(该属有另外一种沟牙田鼠)。目前对其分子生
物学方面的知识了解甚少。为了给该新种提供更多的分子生物学信息，为分类学、系统
进化学及分子遗传学提供资料，确定该种的系统进化位置，作者采用引物步移法测定了
凉山田鼠的线粒体全序列。凉山田鼠线粒体全序总长 16 296 bp，有 13 个蛋白基因，2 个
rRNA 基因，及 22 tRNA 基因。其基因结构，顺序与其他啮齿类相似,但是其控制区的 A+T
含量较高。 联合 GenBank 上其他 17 个啮齿类全序列进行贝叶斯，MP，ML 等进化分析，
构建系统进化树。分析结果显示，凉山田鼠属和田鼠属构成姐妹群。系统进化树拓扑结
构形成的分类支与啮齿类现行权威分类基本相一致，说明利用线粒体进行系统进化分析
时有效的。但是根据线粒体全序列所做的分子系统进化没能很好地说明沟牙田鼠属的成
立，要确定沟牙田鼠属的有效性还需要更多的样品，尤其是沟牙田鼠和其他田鼠类的样
品。本研究结果虽然并没有提供有力证据说明沟牙田鼠属的成立，但是为该新种提供了
更多的分子生物学信息，为啮齿类的系统进化研究提供了有用的资料。
关键词：凉山田鼠；线粒体；系统进化

竹鼠肺炎克雷伯氏菌的分离鉴定
马磊，颜其贵*
四川农业大学动物生物技术中心，四川雅安 625014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yanqigui@126.com

摘要：目的：报告四川省竹鼠养殖过程中某种致病性细菌的检测以及其生物学特征。 方
法：对发病濒死竹鼠病变组织进行细菌学检查及优势菌分离纯化，并且对分离纯化的细
菌进行形态特征、生理生化特征和 16SrDNA 序列的分子生物学鉴定；进行药敏试验及人
工感染小白鼠试验。结果：分离到一株优势菌，经对其形态特征及理化特性, 结合 16S
rDNA 序列测定分析，判定为肺炎克雷伯氏菌。该菌对供试的小白鼠有致病性，对供试
的头孢美唑等药物高度敏感，对丁胺卡那霉素等中度敏感，对洁霉素等耐药。结论：此
株肺炎克雷伯氏菌是导致竹鼠死亡的主要病原菌。
关键词：竹鼠；肺炎克雷伯氏菌；分离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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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腹松鼠在繁殖期不同时段的家域变化
孔令雪，郭聪*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成都 610064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guocong@gmail.com

摘要：2009 年 3~8 月、2010 年 3~9 月采用无线电跟踪及观察相结合的方法，对洪雅县赤
腹松鼠繁殖期间的家域面积变化进行研究。研究显示：(1)整个繁殖期，雄性赤腹松鼠的
平均MCP活动面积为(1.34±0.34) hm2、平均家域面积(95%FK)为(0.99±0.16) hm2，均显著
大于雌性的MCP活动面积(0.60±0.08) hm2和平均家域面积(0.60±0.02) hm2。而两性之间的
核域(60% FK)无显著性差异。(2)雄性赤腹松鼠在求偶交配期，其MCP活动面积显著大于
后代孕育期，而其家域及核域面积在繁殖期的两个时段间均无显著性差异；雌性赤腹松
鼠求偶交配期的MCP活动面积也显著大于后代孕育期，但其变化幅度，与雄性相比，要
小得多，而其家域面积和核域面积在繁殖期两时段间无显著性差异。(3)整个繁殖期，雌
性赤腹松鼠间无家域重叠现象，而雄性间存在家域重叠。两性之间仅在求偶交配期存在
家域重叠现象，因此，雌性赤腹松鼠在繁殖期有较强的领域性。
雌雄赤腹松鼠的这种在繁殖期不同的家域面积大小、变化特征体现了其不同的繁殖
策略。雄性主要通过在求偶期尽量多地得寻找交配机会，从而提高繁殖成效，因此其求
偶期的家域面积比后代孕育期家域面积大的多，而雌性松鼠主要通过保护后代及育幼资
源，提高后代成活率，从而提高繁殖成效。因此雌性松鼠在两个时期的家域面积变化不
如雄性的大。
核域是动物重点利用、含有更多居所、隐蔽场所及依赖性食物资源的区域。本研究
显示赤腹松鼠的核域较为稳定，在繁殖期的各时段间均无显著差异。
赤腹松鼠的婚配制度是混交制，而研究表明对于一夫多妻制和混交婚配制的动物来
说，雄性大多较少承担后代的养育，由雌性承担，雌性繁殖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食物因
素，因此雌鼠在后代孕育期表现出强烈的领域性，不允许其他的个体进入其家域内。一
方面是保护其后代，另一方面保护其养育后代的食物资源。而对于雄性来说，其繁殖成
功与否的关键在与与雌性个体交配的个体数量，因此在求偶期其家域与雌性个体的家域
重叠较大，而在后代孕育期，其求偶需求降低，不再将雌鼠看作是繁殖后代的资源，家
域面积减小，加之雌性此时期的强烈领域性，因此其家域不再与雌鼠的家域发生重叠。
关键词：赤腹松鼠；繁殖期；家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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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腹松鼠为害人工针叶林的原因分析
孙玉波，郭聪*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成都 610064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guocong@gmail.com

摘要：为找出赤腹松鼠对四川洪雅人工针叶林为害的原因，结合栖息地相应时间采集植
物标本的细胞显微特征图进行鉴定，我们对 2008 年 1~11 月和 2009 年 3~9 月采集的 422
个赤腹松鼠的胃容物进行了分析，并于 2009 年 9~12 月，2010 年 3~8 月对赤腹松鼠栖息
地中的食物季节动态的调查。结果表明，栖息在人工林中的赤腹松鼠食物包括菌类、动
物类和植物性食物，其中植物共有 16 科 25 种。1 月～5 月，以取食树皮和植物绿色部分
为主，树皮以柳杉和杉木的比例为最高，分别为 17%，27%，21%，24%和 17%，绿色部
分在 1 月、3 月和 5 月为最高，分别为 42%，50%和 43%；6~11 月以取食果实和种子为
主，6~8 月主要取食植物的浆果类，如中华猕猴桃和悬钩子属的聚合果， 9~11 月主要是
取食干果类，如胡桃、板栗和青冈；在人工林中赤腹松鼠食物在 12 月、3 月和 4 月比较
匮乏，果实种子的重量分别是 2.9 g/m2，1.8 g/m2，5.6 g/m2，绿色部分的重量在冬季(11
月、12 月)和春季(3~5 月)都低于 5.0 g/m2。赤腹松鼠对人工林的危害主要发生在 3、4 月
份，为其食物最为缺乏的时期，由于绿色部分为松鼠提供
的能量有限，柳杉、杉木 2 月、3 月和 4 月危害高峰期还有少量棉实糖产生，所以松鼠还
需要剥食树皮，虽然十二月食物和三四月份差不多，但是危害率却较低，可能与赤腹松
鼠在冬季储藏食物的行为有关，因此推测赤腹松鼠危害人工针叶林的原因是食物的短缺，
提出防治松鼠危害人工林的可行性方案。
关键词：赤腹松鼠；人工针叶林；危害原因

59

四川省动 物学 会 第九次会 员 代表大会 暨 第十届 学 术 研 讨 会 ·论 文集

高山姬鼠(Apodemus chevrieri)线粒体基因组及遗传多样性研究
岳浩1，范振鑫1，刘少英2，张修月1，刘洋2，岳碧松1，宋昭彬1*
1. 四川省濒危野生动物保护生物学重点实验室，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成都 610064
2. 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成都 610081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zbsong243@sohu.com

摘要：高山姬鼠Apodemus chevrieri作为中国特有物种，广泛分布于四川、云南、西藏、甘
肃、湖北等地，由于其对农业和人类健康的危害而成为一种主要的害鼠。在本研究中，我
们测序并分析了高山姬鼠线粒体基因组全序列，同时使用细胞色素b基因(cyt b)对高山姬鼠
进行了遗传多样性研究。高山姬鼠线粒体基因组共有 16 298 bp(GenBank:HQ896683)，其线
粒体基因组结构与已发表的啮齿目动物线粒体基因组相似，包括 13 个蛋白质编码基因，
两个rRNA基因(12S rRNA和 16S rRNA)，22 个tRNA基因和一个主要的非编码区及控制区
序列，这是姬鼠属中第一个被完整测序的线粒体基因组。通过对高山姬鼠和另外 20 种啮
齿目物种重链上 12 个蛋白质编码基因序列的系统发育分析表明，高山姬鼠与鼠属Mus有着
较近的亲缘关系。在高山姬鼠 39 个样本中我们发现了 26 个cyt b单倍型，单倍型多样性和
核苷酸多样性都非常高(h=0.978，=2.6%)。采用最大似然法(Maximum likelihood，ML)和贝
叶斯法(Bayesian inference，BI)构建了高山姬鼠的系统发育树，两种方法构建的系统发育树
拓扑结构基本一致，整个高山姬鼠分化出两个显著的进化枝，来自四川北部的个体相互聚
集在一起，而四川南部及云南的个体聚在一起。单倍型网络图也检测到了同样的结果。种
群历史动态分析表明，整个高山姬鼠及各进化枝没有过经历种群扩张或瓶颈效应。高山姬
鼠呈现出的较高水平的遗传多样性可能与其栖息地选择的多样性和青藏高原隆起等地质
事件相关联。
关键词：高山姬鼠；线粒体基因组；细胞色素 b 基因；遗传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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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氏鼢鼠物种地位有效性的探讨
何娅，周材权*，刘国库，陈林，张阳，潘立
西华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珍稀动植物研究所，西南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四
川省环境科学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实验室，四川南充 637009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drcqzhou1@163.com

摘要：为了探讨斯氏鼢鼠的物种地位，本研究比较了斯氏鼢鼠、高原鼢鼠，秦岭鼢鼠的
头骨部分形态学特征，斯氏鼢鼠仅门齿孔，第三上臼齿(M3)与高原鼢鼠对应的特征一致，
而在鼻骨形状、顶嵴这两项特征上与秦岭鼢鼠有较多的共同点。不同的是，斯氏鼢鼠和
秦岭鼢鼠的顶嵴都在中缝处极靠近，斯氏鼢鼠的两顶嵴基本平行于中缝，而秦岭鼢鼠的
顶嵴呈现一定的弧度，仅弧度的中间部分靠拢。三种鼢鼠的头骨颅全长长度几乎都在 50
mm左右，高原鼢鼠(若尔盖)的颧弓较扩展，斯氏鼢鼠的颧弓弧度较平缓，秦岭鼢鼠的颧
弓最为收拢。分子生物学方面，本研究分别测得了 4 个斯氏鼢鼠、3 个高原鼢鼠、2 个秦
岭鼢鼠个体的线粒体细胞色素b基因和 12S rRNA基因的全序列，结合下载自GenBank中的
鼢鼠序列，利用MEGA4.0，PHYLIP 3.57c软件包和Mrbayes3.1.2 软件以中华竹鼠做外群
分别重建鼢鼠亚科的系统发育关系，在NJ、MP、ML、BI树中，斯氏鼢鼠都独成一支，
与其他凸颅鼢鼠成姐妹群。综合分子生物学和形态学特征的比较研究结果都支持斯氏鼢
鼠的物种地位，且与秦岭鼢鼠和高原鼢鼠的亲缘关系较近。
关键词：斯氏鼢鼠；物种地位；线粒体基因；头骨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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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齿鼩鼱属的分类探讨
，

陈顺德1 3，刘少英2，刘洋2，岳碧松1*，陈伟才1，郝海邦1
1. 四川省濒危野生动物保护生物学重点实验室，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成都 610064
2. 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成都 610041
3. 四川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成都 610066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bsyue@yahoo.com; csd111@qq.com

摘要：黑齿鼩鼱是横断山区珍稀的、残存的鼩鼱亚科食虫类，该属仅包括 3 个物种
Blarinella quadraticauda、Blarinella. griseld、Blarinella wardi，它们的分子遗传未见报道。
我们从四川、云南、重庆、湖北以及陕西五省共 13 个地方采集到了黑齿鼩鼱属三个种的
标本共 39 号，测序了 cytb 全序列、部分 16SrRNA 和核基因载脂蛋白(APOB)共 2115 bp
序列，结合 genbank 上的黑齿鼩鼱的序列，对黑齿鼩鼱属三个物种的分类进行了研究。
利用 MrBayes 和 MP 构建了系统树，Mega 计算遗传距离。研究结果表明：B. wardi 为单
系，支持 B. wardi 的物种地位；但是两个形态上被鉴定的物种 B. quadraticauda 和 B.
griseld 却很难区分：(1)B. griseld 是并系；B. quadraticauda 虽是单系但处在 B. griseld 之
内；两者的核基因 APOB 存在共有单倍型。(2)B. griseld 和 B. quadraticauda cytb 种间的
遗传距离小于 B. griseld 种内的遗传距离；而且种间的遗传距离(0.0149)处在种内遗传距离
的水平(<2%)。(3)对两者的 22 个阴茎标本的研究结果也显示没有显著差异。因此，形态
上把黑齿鼩鼱属分为三个物种，特别是 B. griseld 和 B. quadraticauda 的物种地位问题还
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关键词：鼩鼱亚科；黑齿鼩鼱属；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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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灾后北川鼠群动态初步调查
杨孔*，张建漂，李平，杨创明
西南民族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成都 610041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lx-yk@163.com

摘要：目的：调查 2008 年 5 月 12 日四川地震灾后北川的鼠类种群、密度及其动态变化，
监测北川新县城的鼠类种群动态。方法：2009 年 7、10 月和 2010 年 1、4 月，采用夹夜
法在地震重灾区北川农田进行鼠类种群动态调查。结果：2009 年 7 月捕鼠 44 只，隶属 2
科 4 属 4 种，捕获率为 20.66％，雌雄比为 1:0.87，雌鼠怀孕率为 50.0％，平均胚胎数为
3.6 个；2009 年 10 月捕鼠 28 只，隶属 2 科 2 属 2 种，捕获率为 16.47％，雌雄比为 1:1，
雌鼠怀孕率为 25.0％，平均胚胎数为 3.0 个；2010 年 1 月捕鼠 8 只，隶属 2 科 2 属 2 种，
捕获率为 4.00％，雌雄比为 1:0.33，雌鼠怀孕率为 0，平均胚胎数为 0 个；2010 年 4 月捕
鼠 18 只，隶属 2 科 2 属 2 种，捕获率为 8.37％，雌雄比为 1:0.64，雌鼠怀孕率为 71.43
％，平均胚胎数为 4.0 个；2010 年 7 月捕鼠 13 只，隶属 2 科 3 属 3 种，捕获率为 6.50％，
雌雄比为 1:0.625，雌鼠怀孕率为 40.00％，平均胚胎数为 4.0 个；2010 年 10 月捕鼠 63
只(其中三只未能辨别性别)，均为四川短尾鼩，捕获率为 33.00％，雌雄比为 1:1.03，雌
鼠怀孕率为 18.75％，平均胚胎数为 2.83。6 次捕鼠均以四川短尾鼩为优势种。结论

不

同月份北川农田捕获率随着季节变化而消长，可能受季节、气温变化，农作物生长状况，
鼠类动物繁殖时间等因素影响。
关键词：地震灾后；北川；鼠类；种群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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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对地震滑坡体生境利用的初步研究
李波1，冉江洪1*，廖丽欢1，郑 雯1，缪 宁1，尚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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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资源与生态环境教
育部重点实验室，成都 610064
2. 四川龙溪-虹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四川都江堰 611830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rjhong-01@163.com

摘要：2010 年 4 月~2011 年 1 月，在四川龙溪虹口国家级保护区的地震滑坡体及周边范
围设置固定监测样方，采用陷阱法对小型兽类和两栖爬行类进行监测，采用直接观察法
观察鸟类对滑坡体的利用状况，共开展了 4 次监测。共监测记录到利用滑坡体的鸟类 2
目 9 科 16 种；小型兽类 2 目 4 科 10 属 13 种，其中啮齿目 2 科 3 属 3 种，食虫目 2 科 7
属 10 种；两栖类 1 目 2 科 2 属 2 种。统计分析表明，在滑坡体生境中，鸟类以白领凤鹛
Yuhina

diademata、蓝喉太阳鸟 Aethopyga gouldiae、金胸雀鹛 Alcippe chrysotis 和极北柳

莺 Phylloscopus borealis 为优势物种，分别占记录总数的 21.69%、14.46%、18.55%和
19.04%；小型兽类以小长尾鼩 Chodsigoa parca 为群落中的绝对优势种，占捕获总数的
63.94%；两栖类中则以中华大蟾蜍 Bufo gargarizans 数量最多。根据滑坡面积占样方面积
的比例，将滑坡体样方划分为重度、中度、轻度和未受影响 4 个等级，比较分析小型兽
类对这 4 类生境的利用状况，初步分析结果表明：各种类型样地的物种种类数量差异不
大，但种类构成存在差异；物种个体数量差异大，数量由多到少，分别是中度>无影响>
轻度>重度。
关键词：地震；动物；陷阱法；生境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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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夹金山非飞行小型兽类多样性研究
涂飞云1,2，刘洋3，孙治宇3，张修月1，岳碧松1*，刘少英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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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农业大学，四川雅安 625014
3. 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成都 610066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shaoyliu@163.com; bsyue@yahoo.com

摘要：小型兽类是维持生态系统平衡的重要类群，也是评估生态系统质量优劣重要指标
类群。在过去几十年中，已有较多学者对青藏高原地区小型兽类多样性进行了研究，而
地处邛崃山系腹心地带的夹金山地区未见研究报道。从大的空间尺度看，邛崃山系位于
全球生物多样性 34 个热点地区之一的喜马拉雅—横断山系，其生物群落具有全球范围内
的典型性和重要性。邛崃山系还是我国大熊猫最集中的分布区之一，有很多著名的自然
保护区，开展邛崃山系小型兽类多样性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于 2008 和 2009 年的 9~11
月期间利用铗日法对夹金山(东西两坡)小型兽类的多样性进行了调查。调查区共布有效铗
22 210 铗次，捕获非飞行小型兽类 3 目 8 科 23 属 36 种，共 927 号个体。调查结果显示：
1)夹金山东坡小型兽类多样性显著高于西坡；2)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夹金山小型兽类物
种珍稀性高(26 种)；3)夹金山东坡小型兽类群落丰富度及多样性在海拔高度 2400~3000 m
区域内最大，而在海拔较低区域(<2400 m)和海拔较高区域(>3600 m)则较低；4)与夹金山
东坡相比，西坡小型兽类群落丰富度和多样性最大的海拔区域(3000~3600 m)呈现上移,
而西坡山体两端同样较低；5)物种多样性在生境较复杂及人类干扰少的区域表现更高，东
坡针阔混交林中物种多样性最高(H=2.493)，西坡针叶林中物种多样性最高(H=2.224)。
关键词：非飞行小型兽类；组成；物种多样性；夹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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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麝 MHC-DRB 第二外显子多态性分析
夏珊，张修月，岳碧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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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bsyue@yahoo.com

摘要：麝Moschus spp.是重要的经济动物，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中国是麝资源最丰富的
国家，占世界总量的 70%以上，但由于过度猎杀，野生麝资源已临枯竭。自 1958 年以来，
麝的人工养殖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养殖依然存在许多严重的问题，尤其是疾病问题，比
如化脓性疾病，其发病率高、治愈率低、死亡率高，使得林麝养殖规模难以扩大。主要组织
相容性复合体(MHC)是一个高度多态性的基因类群。按照其产物结构、表达方式、组织分布
与功能，可分为I类、II类和III类基因。其中II类基因包括近 30 个基因座位，经典的II类基因
一般指DR、DP、DQ，其中DR亚区包括一个DRA基因及 5 个DRB基因。MHC的多态性已经
被广泛认为是动物在长期进化过程中与病原体和近交避免机制相互作用的结果，是高等动物
对于不利环境因素的一种适应性表现。研究圈养林麝MHC，可以了解其与适应能力相关的
遗传背景，为圈养林麝制定科学合理的遗传管理措施。本研究选取四川马尔康养麝场林麝 8
只，金凤山养麝场 11 只，米亚罗养麝场 29 只，共 48 只林麝作为研究对象，以牛DRB引物
LA31-LA32 扩增林麝DRB基因。48 个个体中获得了 18 个等位基因，其中 4 个个体有 3~4
个等位基因。序列对比，发现氨基酸的突变位点主要是位于抗原结合位点(PBR)，其非同义
突变(dN)与同义突变(dS)的比值大于 1，说明林麝和其他偶蹄目动物一样在抗原结合位点的基
因所经历的是正选择。在抗原识别结合位点(ABS)dN也远远大于dS，说明这些位点受到的选
择压力也比较大，因为这些位点编码的蛋白与抗原识别有关，个体MHC的多态性高，才能
识别更多的外源寄生虫，个体才具有更高的免疫能力。结果显示，林麝的MHC的DRB多态
性较低，这和使用中性分子标记-微卫星对圈养林麝多样性的分析结果不同(微卫星分析结果
显示圈养林麝多样性较高)，这可能是因为中性分子标记在进化过程中受到较小选择压力。
基于DRB外显子序列用NJ(邻接法)构建了部分偶蹄目动物的系统发生树，在NJ树上，林麝的
DRB基因与其他鹿科动物DRB呈镶嵌式分布，提示林麝DRB多样性可能是由于跨种进化。
林麝DRB外显子的序列分为三个亚群，三个亚群在取样的三个居群中都有分布，可能因为三
个养麝场的遗传奠基者来源于相似的地理种群。
关键词：林麝；遗传多样性；疾病；MHC；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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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麝血液的生理生化指标的研究
何迟酩1，李旭鑫2，屈羽3，岳碧松1*
1.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濒危动物资源和保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成都 610064
2. 四川省阿坝州米亚罗片仔癀麝业有限公司，四川阿坝州 623102
3. 四川省成都市动物园，成都 610081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bsyue@yahoo.com

摘要：林麝 Moschus spp.的脓肿性疾病是导致圈养林麝死亡的主要原因，有研究结果表明，
死亡林麝中 75%是死于化脓病。而动物血液生理生化指标是反映动物生理机能及代谢状
况的重要指标，是衡量动物健康标准及遗传稳定的指标，也是进行动物疾病临床诊断和
治疗的重要依据。因此测定分析林麝血液生理生化指标，对于林麝的养殖、疾病的诊断
与防治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对 10 头健康的雄麝、10 头健康的雌麝和 10 头患脓肿性疾病
的林麝通过腿静脉采血测定它们血液的生理生化指标，比较了解健康雄麝和雌麝之间以
及健康林麝与患脓肿性疾病的林麝血液生理生化指标之间的差异。结果表明：健康雄麝
和雌麝在甘油三酯、极低密度脂蛋白、尿酸、免疫球蛋白 A 方面存在极显著差异(P<0.01)，
在 CO2 结合力、磷、免疫球蛋白 M、补体 C4 方面存在显著差异(P<0.05)，而总蛋白、总
胆红素、总胆固醇等其它大部分生化指标则无显著差异；健康林麝与脓肿性疾病林麝在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尿酸方面存在极显著差异(P<0.01)，在白蛋白、直接胆红素、a羟丁酸脱氢酶、总胆固醇、尿素、葡萄糖、钾、免疫球蛋白 A、免疫球蛋白 G 方面存在
显著差异(P<0.05)，而在总蛋白、总胆红素等其它方面则没有显著差异。健康雄麝和健康
雌麝在血液生理方面没有显著差异；健康林麝和脓肿性疾病林麝在白细胞总数和淋巴细
胞总数方面存在极显著差异(P<0.01)，在粒细胞总数方面存在显著差异(P<0.01)，而在红
细胞总数、血红蛋白等其他方面没有显著差异。这些结果为养殖林麝化脓病的诊断提供
了重要的参考数据。
关键词：林麝，化脓病，血液生理生化指标，疾病诊断

67

四川省动 物学 会 第九次会 员 代表大会 暨 第十届 学 术 研 讨 会 ·论 文集

林麝的疾病统计
何迟酩1，李旭鑫2，邓家波3，岳碧松1*
1.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濒危动物资源和保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成都 610064
2. 四川省阿坝州米亚罗片仔癀麝业有限公司，四川阿坝州 623102
3. 成都市动物园，成都 610081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bsyue@yahoo.com

摘要：通过总结四川米亚罗养麝场的历年资料，归纳了 2008 年~2010 年 3 月以来该林麝
养殖场林麝疾病发生情况。成年林麝常见多发的疾病为化脓性疾病、消化道疾病(胃肠炎、
腹泻等)、结膜炎、下颌骨骨肿、口腔炎、公麝尿道结石、创伤等。最常见的疾病为化脓
病与肠道感染引起的传染性疾病，化脓性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该疾病通常发生
在每年的 6~11 月，尤以 10 月、11 月为最高；消化道疾病的发病率死亡率次之，发病高
峰也在每年的 7~11 月；其它疾病则成散发状。米亚罗养麝场林麝主要疾病发病高峰期为
每年的 7 月~11 月，这与当地气候有关，与其他时间相比，7~9 月气温最高，有利于疾病
的繁殖和传播。发病的幼年林麝多为 20 日龄到 30 日龄，发病高峰在 7 月，以肠道感染
最为严重，其症状以排绿色腹泻为主，占幼麝总发病数的 59.26%；仔麝在 5 月和 6 月繁
殖前期死亡率最高，分别达到 54.55%和 40.91%，其中以早产(45.45%)以及产后护理不当
(27.27%)导致死亡数最多。
关键词：林麝疾病，成年林麝，幼年林麝，发病率，死亡率

68

四川省动 物学 会 第九次会 员 代表大会 暨 第十届 学 术 研 讨 会 ·论 文集

林麝行为谱及其与性别、年龄、季节的关系
戚文华1，王中凯1，岳碧松1*，李旭鑫2， 郭延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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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阿坝州米亚罗片仔癀麝业有限公司，四川阿坝州 623102
3. 西华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四川南充 637009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bsyue@yahoo.com

摘要：行为谱是动物正常行为的全部或主要行为名录，建立动物的行为谱是行为学研究
的重要内容，为动物行为量化研究及其他研究提供参考，还为动物保护提供指南。自
Makkink 研究欧洲反嘴鹬第一次提出行为谱的概念之后，众多学者对动物行为谱进行了
深入研究，这极大地推动了动物行为学的发展。2009 年 7 月~2010 年 5 月期间每
月定期 8 天，每天 00: 00 到 24: 00 采用全事件记录法在米亚罗养殖场观察记录林麝行为
发生过程、内容及结果。长期集中观测 64 只林麝(15 只成体雌麝，9 只成体雄麝，10 只
亚成体雌麝，5 只亚成体雄麝，15 只幼麝)，这些林麝分养在 16 个圈中。本实验白天直接
观察，夜间采用录像，有效行为观察时间共计 2112 h。记录及描述了林麝的 116 种行为，
分成 15 种行为类型：即摄食、排遗、调温、发情、交配、分娩、育幼、友好、冲突、警
戒、通讯、休息、运动、维持及其他，比较了各种行为的相对发生频次与性别、年龄、
季节的关系。发情和交配行为分别出现在 9 月至次年 3 月和 10 月至次年 3 月，分娩和育
幼行为分别发生在 4 至 8 月和 4 至 10 月。幼麝 15 日龄以后开始采食青草，4 周龄开始采
食精饲料,出现节律较慢的反刍行为。为林麝保护和繁殖提供基础资料。
关键词：林麝；行为谱；性别；年龄；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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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产仔林麝与非初产仔林麝产仔行为的对比研究
王中凯1，戚文华1，冉江洪1，何迟酩1，岳碧松1*，陈艺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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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064
2. 四川省阿坝州米亚罗片仔癀麝业有限公司，四川阿坝州 623102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bsyue@yahoo.com; bast2004@126.com

摘要：产仔死亡对养麝业是一种较大的危害，四川米亚罗养麝场林麝围产期的死亡率平
均约为 10 %，初次产仔林麝的产仔死亡率远大于非初次产仔的雌麝。为了提高对林麝产
仔行为的认识和探索影响产仔死亡率的原因，我们对初次产仔和非初次产仔雌麝的产仔
过程进行了研究。观察了初产仔林麝和非初产仔林麝各 10 只。持续观察采食、休息、搜
索、梳理、哺乳等行为以及产仔前的 3 h 到产仔后的 20 h 的全过程。初产仔的雌麝有明
显的警戒行为(6.42±0.86)，警戒行为发生的次数明显多于非初次产仔的雌麝(2.93±0.49；
P<0.05)。同样在产后 20 h，初次产仔的雌麝用于警戒所花费的时间(5715.5±489.42)s 远多
于非初次产仔的雌麝(2846.3±275.09)s(P<0.01)。在妊娠期，非初次产仔的雌麝对其它成体
麝的干扰不敏感，初次产仔的林麝更易受到其它成体麝的干扰。初次产仔的林麝休息所
用的时间明显(44 556±2173.4)s 少于非初次产仔的林麝(49 662±2379.5)s。初次产仔的林麝
第一次哺乳时间(817.20±85.63)s 明显多于非初次产仔的林麝所花费的时间(817.20±85.63)
s。结论：林麝在产仔期间，由于集群饲养，不能避免其它林麝的干扰，初次产仔的林麝
在产仔期间会受到更多的干扰，较短的休息时间可能提高了其产仔死亡率；初次哺乳时
间的长短也可能是影响其死亡率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圈养林麝；生殖；产仔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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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养林麝繁殖生物学研究
戚文华，张修月，岳碧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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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bsyue@yahoo.com

摘要：从 1958 年开始，中国陆续建立了一些林麝养殖场，例如四川的马尔康、都江堰及
米亚罗养殖场，陕西的镇平养殖场，安徽的佛子陵养殖场，甘肃的兴隆山养殖场和上海
的崇明岛养殖场。在过去的 50 年中，麝类的生境、摄食、驯化、泌香机制、活体取麝及
管理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对林麝繁殖特征进行系统报道的较少。本研究采用直接
观察和录像回放等方法记录、统计了马尔康和米亚罗 2 个养殖场最近 4 年雌麝的繁殖行
为及其他与繁殖相关的数据，通过 one-way ANOVAs、Duncan test 和 t test 分析妊娠期、
发情周期和哺乳期的规律，单双胎率、初生仔麝体重及其死亡规律、初配和经产雌麝的
配怀率和空怀率、雌麝交配和产仔季节的频次分布以及两个养麝场雌麝繁殖参数的差异。
研究结果表明：林麝为季节性多次发情动物。雌麝的发情周期、妊娠期和产仔间隔期分
别为 16.81 d±0.73 d(n=36)，182.85 d±0.81 d(n=90)，366.03 d±3.52 d(n=120)。雌麝交配期
一般在 10 月下旬至翌年 2 月，集中在 11～12 月，占 84.94%±1.56%，高峰期在 11 月(占
51.59%±2.58%)。初配雌麝的平均交配日期为 12 月的 6.32 日(± 0.75)，经产雌麝的平均交
配日期为 11 月的 29.69 日(± 0.57)。产仔期从 4 月底开始到 8 月底结束，主要在 5 和 6 月
(占 90.59%±2.18 %)，高峰期在 5 月(占 53.01%± 0.97%)。初配雌麝的平均产仔日期为 6
月 6.75 日(± 1.01)，经产雌麝的平均产仔日期为 5 月的 30.55 日(±0.70)。初配雌麝在第 2
和 3 年配怀仔麝。初配和经产雌麝的配怀率分别为 68.65%±2.19%和 73.33%±1.25%。初
生雌雄仔麝性比为 1.07:1(P>0.05)。仅统计到 2 个雌麝产 3 仔，占 0.61%±0.35%； 1 个雌
麝产 4 仔，占 0.19%±0.19%。初生平均仔麝体重是 518.70 g±10.31 g，范围 304~775
g(n=140)，雄性仔麝出生时比雌性仔麝重(521.13 g±14.75 g，n=70 vs. 516.92 g±14.32 g，
n=70，P=0.841)。初生仔麝体重在 300~400 g 之内容易死亡。仔麝出生后第一个月内的死
亡率为 24.97%±1.15%，而断奶前的死亡率为 35.32%±0.64%。结果表明圈养林麝与野生
林麝和其他麝类动物有类似的繁殖模式。
关键词：林麝；繁殖；仔麝；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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濒危物种普氏原羚的生存力分析：有风险，但未绝望
胡军华1,2，蒋志刚1*，游章强1,3，杨继1
1.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北京 100101
2.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成都 610041
3. 绵阳师范学院，绵阳 621000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jiangzg@ioz.ac.cn

摘要：世界上许多动物类群和物种都面临着生存危机。羚羊类动物也难逃此厄运。生活
在中亚稀树草原和青藏高原的 12 种大型食草动物现今都经历着种群下降趋势，部分已减
少到灭绝边缘。种群生存力分析(PVA)是保护生物学中一种有效的工具，通过结合栖息地
丧失、环境不确定性、种群统计随机性和遗传因素的相互作用来确定物种灭绝概率。普
氏原羚(Procapra przewalskii)现仅存几百只个体且残留种群被隔离在几个孤立的分布点。
同时，遗传学研究表明，种群间基因交流很少，种群内核苷酸多样性非常低(小于 0.05)。
基于普氏原羚野外调查数据和 1994 年来积累的种群资料，采用 PVA 模型 VORTEX9.98，
我们评估 9 个现存种群在未来 200a 内持续生存的概率，系统评价各种群对不同参数的敏
感程度，确定对种群生存影响较大的参数，并提出保护建议。结果表明 9 个种群面临的
命运可归纳为：(1)种群在模拟中未出现灭绝迹象(天峻、哈尔盖种群)、(2)种群灭绝概率
较小(甘子河种群)以(3)及种群灭绝概率很高(鸟岛、共和、湖东、克土、元者和沙岛等种
群)3 类。种群间的平均灭绝概率达 67%，平均灭绝时间为 95a；它们组成的集合种群也
呈现下降趋势，但未出现灭绝。雌性幼体的死亡率、雌性个体每年平均繁殖的后代数和
近交衰退等参数对种群动态的影响较大。我们应该把普氏原羚部分种群可能灭绝的 PVA
研究结果告知当地居民，唤起他们保护的使命感与荣誉感。然而，鉴于自然系统有效保
护所需的必要条件，单个种群的持续生存往往是不够的。虽然防止受胁物种灭绝是保护
学家和保护工作者的最后立场，但实际中目标应该定的更高：保护功能性生物群落和生
态系统。
关键词：Procapra przewalskii；PVA；种群动态；漩涡模型(VORTEX)；灭绝风险；濒危
物种；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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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变量选择与尺度变化对物种适宜栖息地模拟的影响：以普氏原
羚为例
胡军华1, 2，蒋志刚1*
1．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北京 100101
2．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成都 610041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jiangzg@ioz.ac.cn

摘要：物种适宜栖息地模拟在濒危物种保护中非常有用。然而如何选择环境变量与空间
尺度(分辨率)是该领域至关重要却未能有效解决的问题。以普氏原羚为例，基于 10 多年
的野外调查数据，我们构建了栖息地适宜性分布图，并比较了利用 3 组不同环境变量建
立的竞争模型(完整、不相关和精简模型)在模拟中的差异。同时，我们探讨了适宜栖息地
模拟中分辨率尺度将影响空间输出与衡量模型表现的指标的假说。海拔、最暖月份最高
气温、最潮湿季节平均气温、最暖季节平均气温和等温条件等 5 个变量对模型的贡献最
大。最大熵模型中 11 种方法确定的阈值存在显著差异，导致选择的潜在分布范围存在显
著差异。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显示 3 个竞争模型的表现都很好。相对来说，不相关
模型的表现稍差。竞争模型的预测结果间存在相关性，特别是完整模型与精简模型
(r=0.889)。它们的结果表现出相似的空间格局：青藏高原东部地区为普氏原羚最适宜的
栖息地。除环青海湖地区外，适宜栖息地还覆盖了邻近青海湖东北和南部的一些地区及
黄土高原和河套鄂尔多斯中平原上其他一些零散的潜在分布点。6 种空间分辨率尺度
(1×1、2×2、4×4、8×8、16×16 和 32×32 km)的模拟结果有着相似空间格局，但尺度影响
模型表现及空间输出结果。当尺度小于 16×16 km，潜在分布面积间的差异较小，面积比
率为 1.00~3.58；当达到 16×16 km 后，面积比率不成比例地增大。随着尺度增大，交叉
验证 AUC 值轻微下降；代表空间一致性的 AUC 值则小幅度波动。我们的结果使得对影
响该濒危有蹄类潜在分布的环境因素的理解更为深刻，并指明分辨率尺度变化的影响，
将有助于指导普氏原羚和其他珍稀濒危物种的野外调查和保护规划。
关键词：生态位模型；Procapra przewalskii；竞争适宜性模型；阈值确定方法；尺度影响；
青藏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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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尺度上原羚属物种的竞争共存机制
胡军华1, 2，蒋志刚2*
1.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成都 610041
2.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北京 100101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jiangzg@ioz.ac.cn

摘要：原羚属 Procapra 包括普氏原羚 Procapra przewalskii、藏原羚 P. picticaudata 和蒙原
羚 P. gutturosa 3 种羚羊。其中，普氏原羚与藏原羚是中国特有种，现仅分布在青藏高原
地区。在中国现有 6 种羚羊中，系统发育上关系较远的 1 组物种，普氏原羚-赛加羚 Saiga
tatarica，在局域尺度上呈现出典型的异域性分布格局；对于分类上亲缘关系较近的普氏
原羚与藏原羚，已在青海天峻县布哈河上游河谷发现了它们的同域分布区。但是，环境
因素在同域分布区域动态上的作用仍未知，尤其是环境条件如何与同域分布物种的空间
分布相关，及如何作为物种间基因交流的潜在生态屏障等。本研究我们确定了满足原羚
属物种基本环境要求的潜在同域分布区，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原羚属的物种形成机制。原
羚属物种间存有一定面积的潜在同域分布区，但不同阈值的结果间存在差异。环境因素
严重影响物种间的同域分布区。一些因素可能促进空间排斥而其他因素支持空间重叠或
同域分布。本研究结果显示，除布哈河上游普氏原羚-藏原羚的同域分布区外，原羚属物
种间可能还存有较大面积的同域分布区能同时满足 2 种或 3 种羚羊共存的环境需求，但
是高适宜性的地区却不多。这可能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包括人类活动、气候变化、地形
条件等。鉴于普氏原羚与蒙原羚在分类上的亲缘关系比普氏原羚与藏原羚更近，虽然目
前尚未实际记录到普氏原羚-蒙原羚的同域分布区及混合群，但在它们的潜在同域分布区
内可能也易于形成类似于布哈河上游河谷的普氏原羚-藏原羚异种混合群并为杂交提供机
会。3 种羚羊间存在的潜在同域分布区也为它们的同域共存及杂交提供了可能性。
关键词：普氏原羚；藏原羚；蒙原羚；生态位进化；同域分布；竞争共存；青藏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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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夏季矮岩羊(Pseudois schaeferi)取食和卧息生境比较
刘国库，周材权*，刘延德，潘立
1. 西华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珍稀动植物研究所，西南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四川省环境科学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实验室，四川南充 637009
2. 巴塘县林业局，四川巴塘 627650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drcqzhou1@163.com

摘要：2009 年 3 月至 8 月，采用样线法在竹巴笼自然保护区对春、夏季矮岩羊的取食地
和卧息地的选择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显示：春季矮岩羊选择在 2900 m 左右，坡度较缓
且草本覆盖度较高，灌木高度 1 m 左右中坡位的草甸取食，在灌木高度较高的中上位的
断坡、悬崖灌丛卧息。而夏季食物相对较丰富，矮岩羊在中坡位取食和卧息的频次明显
增加，矮岩羊对取食地各生境因子的选择很好地体现了草本食物和灌木食物质量的变化；
夏季矮岩羊在断坡灌丛的取食频率达到 35.2%，与草甸几乎相等。而卧息时选取断坡、悬
崖灌丛的频率比较高。春季和夏季矮岩羊取食和卧息都主要选择了西向坡(约 70%)，其次
选择南坡(约 20%)，而避免选择东坡和北坡，而坡位主要选择中坡位或中上坡位。春季人
为干扰，家畜干扰对矮岩羊的取食地和卧息地的影响差异显著(P<0.05)，矮岩羊取食地多
选择距离家畜基本上都在 500 m，或者大于 500 m，而卧息要稍小于 500m。与春季相比，
夏季矮岩羊取食地距离人类、家畜活动的地点较近，而选择海拔较高，远离人类和家畜
活动点，坡度较大的地点卧息；由于矮岩羊奔跑能力很强，水源距离是影响矮岩羊选择
生境的一个因子，但并不是限制矮岩羊生境选择的主要因子。说明矮岩羊对取食和卧息
地的选择主要平衡食物和安全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矮岩羊；取食地；卧息地；生境比较；竹巴笼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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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羊的亲缘地理和亚种分化和矮岩羊的分类地位
谭帅，邹丹丹，彭确昆，邹方东*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院，成都 610064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fundzou@yahoo.com.cn

摘要：岩羊Pseudois nayaur是广泛分布于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山脉中的野生有蹄类动物，分
类学上属于鲸偶蹄目Cetartiodactyla、牛科Bovidae、岩羊属Pseudois。本文在在岩羊的亲
缘地理和亚种分化取得重大进展，填补了对于西藏地区岩羊在分子水平上研究的空白后，
提出新的关于岩羊种下分类的有效建议。通过采用线粒体细胞色素b基因(Cyt b)、控制区
序列(D-loop)和细胞色素氧化酶Ⅰ基因(COⅠ)三个分子标记，构建Cyt b和D-loop序列的系
统进化树后，对岩羊的种群结构和遗传多样性、矮岩羊的系统进化位置和分类地位进行
深入的探讨。发现西藏山南地区乃东县的样品和其他样品的线粒体DNA存在明显差异，
单独聚为一支，支持了形态学分类上西藏亚种的说法。同时通过系统进化树发现，贺兰
山岩羊有可能已经进化为岩羊西藏、四川两亚种之外的一个新的亚种。对于矮岩羊分类
地位的研究，认为矮岩羊在系统发育树上并不能直接聚为一个单系群，因此不宜将其划
为一个独立的种或亚种，应作为四川亚种中一个形态变异的特殊种群来对待。以上研究
对于四川西部作为第四纪冰川时期生物避难所这一推测给出了有力的支持，也进一步说
明了横断山脉对于物种分化的影响。
关键词：岩羊；亚种分化；矮岩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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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熊猫肠道菌群结构研究
张文平1，薛正晟2，张志和1*，侯蓉1，赵立平2*
1.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四川省濒危野生动物保护生物学重点实验室，成都 610081
2. 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上海 200240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zhangzhh@mail.sc.cninfo.net；lpzhao@sjtu.edu.cn

摘要：肠道菌群是动物体内最复杂和种群数量最高的共生微生物生态系统。肠道菌群结
构的改变与失衡会引起大熊猫的腹泻、消化吸收功能障碍、二重感染等疾病；同时出血
性肠炎和细菌性腹泻在大熊猫身上相对而言也是经常发生的，并且表现出与多种潜在的
病原有关。因此，解析大熊猫的肠道菌群结构是系统研究大熊猫营养与健康的重要一环。
本研究以 48 只大熊猫为研究对象，分春、夏、冬三个时间点采集了新鲜粪便 112 份，然
后采用珠子击打法抽提粪便 DNA。根据在细菌 16S rRNA 基因 V3 高变区通用引物 5’端
加上样品识别碱基，我们成功得到了每个粪便样品的 PCR 产物。然后将这些 PCR 产物等
量混合，经过 454 焦磷酸测序平台，我们一共得到了 102 379 个可用序列。结果显示，在
门的水平上，大熊猫群肠道内一共含有属于 13 个门的细菌，其中以厚壁菌门和变形菌门
最为优势，比例占肠道内总细菌的 90%以上；在属水平上，大熊猫肠道的优势菌群为
Escherichia/Shigella，Streptococcus 和 Clostridium；而在种的水平，根据 97%的相似性水
平，大熊猫肠道菌群中包含有 1024 个分类操作单位(operational taxonomic units，OTUs)。
大熊猫肠道菌群种水平上的多样性组成呈现显著的个体和样品差异。对大熊猫肠道菌群
多样性组成的整体结构特征进行的主成份分析(PCA)结果显示，日常饮食和环境温度这两
个因子影响着大熊猫的肠道菌群，而亲缘关系、性别和年龄对大熊猫肠道菌群均没有影
响。对于部分归属 Lactococcus 的菌群，以竹笋为主食的大熊猫肠显著高于以竹竿(竹叶)
为主食的大熊猫；而对于部分归属 Actinomycetales 的菌群，前者显著低于后者。而当环
境温度高于 22℃时，大熊猫的肠道菌群中部分 Lactococcus 和 Enterobacteriaceae 显著上
升，而部分 Streptococcus 显著下降。
关键词：大熊猫肠道菌群；关联分析；bar coded 454 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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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熊猫西氏贝蛔虫线粒体全基因组研究
谢跃1，张志和2，王成东1，兰景超1，李岩1，陈志港1，付彦1，聂华明1，延宁1，
古小彬1，王淑贤1，彭雪蓉3，杨光友1*
1. 四川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四川雅安 625014
2.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成都 610081
3. 四川农业大学生命科学与理学学院，四川雅安 625014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guangyou1963@yahoo.com.cn

摘要：贝蛔属 Baylisascaris 蛔虫是野生哺乳类动物体内常见的一种肠道寄生性线虫，其
大多数属于人畜共患寄生虫。线粒体基因组的研究将有助这些寄生性线虫的流行病学、
生态学及防控研究。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相关贝蛔属蛔虫的线粒体基因组的报道。
在此，我们完成了西氏贝蛔虫 Baylisascaris schroederi 线粒体全基因组的测定。该基因组
呈环状，全长 14 778bp，属目前所报道线虫线粒体基因组最长之一。整个基因组编码 36
个基因，其中 12 个是蛋白质基因，22 个是转运 RNA 以及 2 个大、小核糖体亚基(12S 和
16S)。西氏贝蛔虫线粒体基因组中基因的排列方式与蛔目种类线虫相同，但明显不同于
旋尾目类线虫。对 22 个 tRNA 基因进行二级结构预测，发现其结构与已报道的尾感器纲
线虫类似(旋毛虫例外)，而明显不同于其他后生动物线粒体内所发现的传统三叶草结构。
用串联的 12 个蛋白质氨基酸序列进行系统进化分析(NJ，MP，ML)，发现与犬弓蛔虫
Toxoara canis，猫弓蛔虫 Toxoara cati，马来西亚弓蛔虫 Toxoara malaysiensis 以及单一异
尖线虫 Anisakis simple 相比，西氏贝蛔虫与猪蛔虫 Ascaris suum 的亲缘关系更近。西氏贝
蛔虫线粒体全基因组作为贝蛔属蛔虫中第一个被测序物种，它的测定将有助于提炼整个
蛔目线虫的系统进化关系，并将对野生动物寄生性线虫的种群遗传学，系统发生学，流
行病学及生态学研究提供新的分子数据。
关键词：西氏贝蛔虫；线粒体；全基因组

Complete mitochondrial genomes of Baylisascaris schroederi from Giant Panda
XIE Yue1, ZHANG Zhi-he2, WANG Cheng-dong2, LAN Jing-chao2, LI Yan1, CHEN Zhi-gang1, FU Yan 1, NIE
Hua-ming 1, YAN Ning1, GU Xiao-bin1, WANG Shu-xian1, PENG Xue-rong3, YANG Guang-you1*
1. Department of Parasitology, College of Veterinary Medicine, 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Ya’an
625014
2. The Sichuan Key Laboratory for Conservation Biology on Endangered Wildlife-Developing toward a
State Key Laboratory for China, Chengdu Research Base of Giant Panda Breeding, Chengdu 610081
3.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College of Life and Basic Science, 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Ya’an
625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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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oundworms of the genus Baylisascaris are the most common parasitic nematodes
of the intestinal tracts of wild mammals, and most of them have significant impacts in
veterinary and public health. Mitochondrial (mt) genomes provide a foundation for studying
epidemiology and ecology of these parasites and therefore may be used to assist in the control
of Baylisascariasis. However, no information on the mt genomes for any Baylisascaris species
is available thus far. Here, we determined the complete sequence of mtDNA for Baylisascaris
schroeder, with 14,778 bp in size. Due to the remarkable increased AT-rich region in length and
the presence of intergentic regions between gene pairs make the mt genome of B. schroederi
the longest nematode mtDNA molecules known to date. This circle mtDNA encodes 12
protein-coding genes, 22 transfer RNAs and 2 ribosomal RNAs, typical for other secernentean
nematodes. The gene arrangement for B. schroederi is the same as those of Ascaridata species,
but radical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Spirurida species. Secondary structures inferred for the 22
tRNAs are similar to those of all other secernentean nematodes studied to date, except T.
spiralis, but are distinctly different from the conventional cloverleaf-like structures found in
other metazoan mtDNAs. Phylogenetic analysis based on concatenated amino acid sequences
of 12 protein-coding genes indicated that B. schroederi is more closely related to Ascaris suum
than to the three Toxocara species (T. canis, T. cati and T. malaysiensis) and Anisakis simple.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complete mt genome sequences for B. schroederi (the first member of
the genus Baylisascaris ever sequenced) is of importance in refining the phylogenetic
relationships within the order Ascaridida, and provides new molecular data for population
genetic, systematic, epidemiological and ecological studies of parasitic nematodes of
socio-economic importance in wildlife.
Keywords: Baylisascaris schroederi; mitochondrial; gen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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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熊猫 bHLH 基因家族的识别与分析
徐俊丽，李玉芝，张修月，岳碧松，李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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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xujunli888@yahoo.com.cn

摘要：碱性/螺旋-环-螺旋(basic/Helix-Loop-Helix，bHLH)蛋白质家族是数量最多、最复杂
的转录因子家族之一，几乎存在于所有真核生物体内，其功能包括参与神经发育、肌肉
形成、造血等重要生物学过程的基因表达调控。目前动物中对 bHLH 蛋白的研究已较为
广泛和深入，但是大熊猫作为保护动物的旗舰物种，由于刚完成全基因组的测序，bHLH
还没有被报道。本研究从 BGI 大熊猫信息数据库(http//panda.genomics.org.cn/download.jsp)
中下载获得大熊猫的全基因组序列，利用先前研究成果中已经确定的 bHLH 序列对其
TBLASTN，找出所有可能的大熊猫 bHLH 蛋白基因，然后进行手工筛选以得到非冗余的
bHLH 序列，再利用 Pfam 结构域分析工具对其进一步鉴定。把大熊猫 bHLH 序列与人、
果蝇、线虫等物种的 bHLH 蛋白基因序列放在一起构建进化树，研究大熊猫的 bHLH 超
家族中各个亚家族的分布情况。通过分析，发现大熊猫基因组中共有 118 个 bHLH 基因，
根据结构域差异和系统发育分析结果，大熊猫的 bHLH 基因归属于 42 个亚家族，其中属
于 A、B、C、D、E、F 五个组的数目分别为：56、26、17、5、6、0，此外还有 8 个大
熊猫的 bHLH 成员暂时无法将其分为任何一组，列为“orphans”组。有些种类如 COE 和
MITF 亚家族在大熊猫进化过程中可能出现了丢失。本研究结果为深入了解大熊猫 bHLH
蛋白家族的进化关系及功能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大熊猫；bHLH；基因家族；进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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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熊猫 LH 酶联免疫检测的初步研究
蔡志刚，刘玉良，王海瑞，侯蓉*
四川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四川省濒危野生动物保护生物学重点实验室，成都 610081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hourong2000@yahoo.com

摘要：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是我国的珍稀野生动物，具有季节性单次发情、单
次产仔、单亲育幼的特性。由于环境因素和个体差异的影响，对发情高峰期的判断相对
较难。为了客观预测排卵的到来，许多专家探讨了很多的研究方法，其中在生殖内分泌
方面研究的最多。目前，国内外实验室相继成功的对大熊猫体液中雌激素和孕激素进行
了定量检测，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在大熊猫的确切排卵时间和适时配种上，尚无一致
意见。在大熊猫促黄体素(LH)检测方面(LH是一种糖蛋白激素，在雌性哺乳动物，LH的
主要作用是与FSH协同促进卵泡生长成熟，粒膜增生，参与内膜细胞合成雌激素，并可诱
发排卵，促进黄体生成，是诱发排卵的主要因素之一)，由于目前还没有针对大熊猫的LH
的特异性抗体，且人与大熊猫交叉反应极小，因而检测LH含量的变化来监测排卵的研究
在大熊猫上进展缓慢。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通过近几年的研究，相继克隆了大熊猫，
FSH和LH亚基基因，经Blast搜索，比较大熊猫和其它几种哺乳动物各亚基相应序列的同
源性，试验采用同源性最高动物的商品化试剂盒检测 2008 年 6 只大熊猫的LH变化趋势，
其中 4 只大熊猫 2008 年产仔(雌激素峰与LH相差±8h)，2 只大熊猫未产仔(LH峰出现于雌
激素峰后 15 h和 26 h)，在大熊猫LH的检测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关键词：大熊猫；LH；酶联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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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手段的大熊猫性别鉴定技术
徐霄1，李玉芝1，汪小方1，韦鵾1，张文平2，张致和2，沈富军2，岳碧松1*
1.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濒危动物繁殖与保护遗传四川省重点实验室，成都 610064
2.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成都 610081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bsyue@scu.edu.cn

摘要：被誉为“活化石”的大熊猫 Ailuropoda melanoleuca 是我国特有的珍稀濒危动物，被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列为濒危物种。历史上，大熊猫曾经广泛分布在中国的东部和
南部，但是由于栖息地的退化和各种人类活动的干扰，目前大熊猫仅仅分布在青藏高原
东部边缘的六个相互隔离的山系：秦岭，岷山，邛崃，大相岭，小相岭以及凉山。第三
次大熊猫调查表明野外大熊猫的数量仅为 1600 多只，目前第四次大熊猫调查正在筹划中。
作为大熊猫调查中的一项内容，野生大熊猫种群的性别比例一直是一个难题，一方面由
于在野外不容易观察到大熊猫，另一方面大熊猫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第二性征，从外表观
察难于辨别其性别。分子手段的性别鉴定技术和非损伤样品 DNA 提取技术的发展为这一
难题提供了解决办法。我们开发了基于 PCR 的分子性别鉴定技术：(1) 扩增锌指蛋白基
因(ZFX/ZFY)中存在长度多态性的同源序列，雌性个体中扩增出一个条带(354 bp)，而在
雄性个体中则扩增出两个条带(354 bp，135 bp)；(2) 扩增牙轴蛋白基因(AMELX/AMELY)
中存在长度多态性的片段，雌性个体扩增出一个条带(237 bp)，雄性个体扩增出两个条带
(237 bp，174 bp)；(3) 在等长的锌指蛋白(ZFX/ZFY)同源序列中，设计 ZFY 特异引物，
用突变特异性扩增(ARMS)鉴定性别，雌性个体扩增出两条带(447 bp，146 bp)，雄性个体
扩增出三条带(447 bp，146 bp，350 bp)。 通过观察未知性别样品各个系统的扩增条带，
就能够判断该样品的性别来源。我们的这套性别鉴定技术的稳定性和准确性在血液，毛
发以及粪便来源的 DNA 样品中得到了验证，并且被证明可用于准确鉴定黑熊和棕熊的性
别。
关键词：大熊猫；性别鉴定；ZFX/ZFY；AMELX/AM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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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熊猫血标本放置时间对全血细胞计数的影响
邓林华1，李德生1，王承东1，汤纯香1，吴虹林1，严玉宝2
1. 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 濒危动物遗传与育种四川省重点实验室，四川卧龙 623006
2. 四川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成都 610000

摘要：血常规检验在临床诊断中意义重大，必须要提供准确的检验数据给兽医，以便作
出正确的诊断和治疗的判断。全自动血球分析仪具有准确、及时、快捷的特点，在人医
上早已经取代了传统的手工操作，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普及。但由于我国兽医临床检验
起步较晚，各地动物园医疗水平参差不齐，多数单位没有血球分析仪，短时间内无法对
动物血液进行检测，因此放置时间对细胞计数有无影响就显得非常重要。为探讨血标本
放置时间对大熊猫全血细胞计数的影响，本试验测定了 28 例健康成年大熊猫静脉血在
120min 内放置不同时间时红细胞(RBC)、血红蛋白(HGB)、白细胞(WBC)、血小板(PLT)、
红细胞比积(HCT)的值，比较放置不同时间所测平均值的差异。结果显示，标本放置 15min
和 60min 时；RBC、HGB、WBC 基本无变化，与即检结果差异不显著(P>0.05)，放置 30min、
45min、90min、120min 时差异显著(P<0.05)。PLT 受放置时间段的影响有上升的趋势，
但无显著性差异。HCT 在标本放置 30min 以内均无差异(P>0.05)，放置 45min 后均呈显
著性差异(P<0.05)。通过本次试验可以得出，若动物园需要对大熊猫全血标本进行检测，
但又没有条件自行完成时，可先联系有检验条件的相关单位，在 60min 内送达并完成检
验，可以提高检验结果的准确性。
关键词：大熊猫；血液标本；放置时间；结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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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大熊猫亲子鉴定试剂盒的研制
沈富军1,4，张志和1，侯蓉1*，杨建东2，张亮1，张文平1，岳碧松3
1.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成都 610081
2. 四川农业大学，四川雅安 625014
3.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成都 610064
4. 四川省濒危野生动物保护生物学重点实验室，成都 610081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hourong2000@yahoo.com

摘要：对 2001 年~2010 年来获得的大熊猫微卫星分型数据进行整理、合并、筛选和重复
实验，获得了 11 个具有高度多态性的微卫星标记，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个体数达 121 只
的大熊猫微卫星数据库。通过大规模克隆、测序，获得这 11 个大熊猫微卫星基因座各等
位基因的一级结构，并制备成相应的质粒。按照 ISFG 等位基因命名法则对这些等位基因
进行甄别和命名。然后用 ROX 荧光标记的引物对这些质粒做 PCR 扩增，制备各基因座
的等位基因梯度(Ladder)。最后以这些等位基因为分型标准物，优选各基因座 PCR 过程
中的退火温度和镁离子浓度等参数，制备大熊猫亲子鉴定试剂盒。结果共获得各基因座
等位基因单倍型产物 82 个，成功制备质粒 68 个。获得各等位基因的荧光标记产物。并
将这些产物均匀混合，制备成等位基因梯度标准物。分型标准物与各基因座的等位基因
之间存在明确的一一对应关系，可以非常准确地进行微卫星分型。该大熊猫微卫星分型
标准物可以有效用于大熊猫的个体识别、亲子鉴定和遗传多样性研究。
关键词：大熊猫；分型标准物；亲子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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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昏迷 54 个小时大熊猫的抢救
王成东，等

The Rescue of a Giant Panda Suffering Comatose for 54 Hours
Wang Cheng-dong, Zhang Zhi-he, Lan Jing-chao, Yang zhi, Liu Li, Huang Wen-jun, Luo Li, Huang
Xiang-ming, Wu kong-ju, Li Ming-xi
Chengdu Resaerch Base of Giant Panda Breeding, Chengdu 610081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wcdsyy@yahoo.com.cn

Abstract： Background

At 19:30, Septemper 16, 2010, a 2-year-old sub-adult giant panda

named YingYing housed in Chengdu Research Base of Giant panda Breeding encountered an
agnogenic comatose characterized with 1.Lying on the ground with unconscious. 2. Closed
eyes, with a sunken eyeball and a pinpoint puiples, a weak eyelid response to stimulation. 3
Pale oral mucous membrane, and wetted hair of mouth around. 4. Involuntary Muscle twitches
and tremor intermittently. 5. Hypothemia (35.5℃). 6. Hypopnea (8 times/Minute). 7.
Brodycardia (30 times/Minute) with arrhythmia. Administration of animal husbandry revealed
the sick animal shared the same habitate and dens with 3 other peers, diet consisted of the same
fresh bamboo shoots and dumpling. Medical record showed the sick had been administrated by
1% Ivermectin with a dosage of 200ug/kg bodyweight as a prevention for routine deworming
just the morning of the same day. A prelimitary diagnosis of poisioning shock had been made
based on the animal’s clinic symptoms and its medical record.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shock, the following rescuing protocol was formulated immediately.
●Increasing blood volume by supplemental surportive liquid
●Correct acidosis
●Administration of vasoactive drugs (Dopamine)
● Keep maintaining the functions of vital organs
●Administration of antidote specialized for orgnaophosphorus
●Administration of dehydrating agent (Mannitol) for relieving encephaledema
●Administration of wakening promoting agent (EDARAVONE)
●Supportive measures based on the animal’s presenting status
After 54 hours of hospitalization, the panda began to open his eyes, wanted to stand up, became
uncontrollable gradually, and wakened up finally at 1:30, Sep 19. During the whole process of
hospitalization, a total volume of 9300 ml of liquid had been infused by iv, a total volume of 7000
ml of urine had been collected, a total sorts of 24 drugs had been administrated.
Understanding During the whole process of hospitalization, manifestations exhibited by the
animal consisted of
85

四川省动 物学 会 第九次会 员 代表大会 暨 第十届 学 术 研 讨 会 ·论 文集

●Repeated bradycardia, dependence to atropine was so obvious. A total amount of 10 mg of
atropine had been used. Once the function of atropine terminated, not only a dereased heart
beat but pinpiont pupils were presented.
●Repeated hypopnea, after 12 hours of hospitalization, the animal had ever experienced a
respiratory arrest which was corrected by Doxapram immediately.
●During the whole process of hospitalization, involuntary body motions were observed
transiently but relapsed very quickly.
●The level of the animal’s blood cholinesterase was lower than that of other panda individuals’
and himself’s getting recovery from this comatose.
●A new type of drug EDARAVONE for cranial nerval protection took a key role in this
emergency. After 50 hours of hospitalization, our team felt so disapppointed to the animal’s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although a lot of rescue measures had been performed, because the
animal was still unconscious to stimulation.
Reason of Comatose Although a successful rescue had been achieved in this panda’s
emergency, a riddle left for resolving is what’s the reason which cuased the animal’s comatose.
●Ivermectin toxicity as a wide spectrum of ectoparaciticide and endoparaciticide, ivermectin
has been administrated in giant panda wordwide for many years,
been demonstrated

the safety of the drug has

in this species as well. It is widely known ivermectin could lead the

neurologic toxicity in these species such as Mice,Rats,and Collie breed due to a gene defect.
Concerning this case, a further study focused on whether the comatose is associated with
ivermectin is left.
●Orgnaophosphorus Poisioning

During the whole process of hospitalization, the animal’s

puiples were always the size like pinpiont aparting from the function of atropine, depending on
atropine obviously.Serological data revealed the level of the animal’s blood cholinesterase was
lower(500 U/L) than that of other panda individuals’ (800-1800 U/L) and himself’s(1143U/L)
getting recovery from this comatose. All of these characters hinted this comatose was seemly
associated with orgnaophosphorus Poisioning. So in the middle stage of this emergency, a
antidote specialized on orgnaophosphorus agent Pralidoxime Chloride was used too. After a
series of investigations focused on tracing the origin of orgnaophosphorus, our team failed to
find a reasonable answer.
Keywords: giant panda; toxicity; shock; resc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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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对大熊猫主食竹拐棍竹竹笋生长发育的影响
﹡

廖丽欢1，徐 雨1，冉江洪1 ，郑 雯1，刘香东1，缪 宁1，尚 涛2
1．四川省濒危野生动物保护生物学重点实验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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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四川龙溪-虹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都江堰 611830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rjhong-01@163.com

摘要：为了了解汶川地震对大熊猫主食竹柺棍竹 Fargseia robusta 竹笋生长发育的影响，
2009 年 10 月~2010 年 10 月，在地震重灾区四川龙溪-虹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设置样方，
就地震强度、中度、无干扰对柺棍竹竹笋生长发育的影响进行了研究。(1)通过 ONE-WAY
ANOVA 对发笋时间(计算每株的发笋时间距离 1 月 1 日的天数，取每样方平均发笋时间
作为该样方发笋时间)和发笋期(每样方第一发笋日期到发笋基本停止的时间长度)进行方
差分析，发现地震强度干扰样方发笋时间较中度、无干扰样方显著推迟(P<0.05)，而不同
干扰样方发笋期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2) 应用 ONE-WAY ANOVA 对发笋量方差分
析和使用协方差分析(ANCOVA)不同干扰样方当年生幼竹数是否存在差异，分析中发笋
量作为协变量纳入模型，结果表明发笋量在强度和中度干扰样方显著大于无干扰样方
(P<0.05)，强度干扰样方当年生幼竹数显著高于中度和无干扰样方(P<0.05)。(3) 使用多
因变量线性模型(GLM Multivariate)对退笋原因比率(计算每一样方内某一退笋原因出现
的次数占样方内所有退笋原因次数的百分比)进行比较，揭示地震强度干扰样方拐棍竹受
外力机械损伤和营养条件所致退笋比率显著高于中度和无干扰样方(P<0.05)，但动物取食
致退笋比率显著低于中度和无干扰样方(P<0.05)；(4)拐棍竹前期笋的基径、株高和高生长
天数经 ONE-WAY ANOVA 检验，表明基径在地震不同干扰样方差异不显著(P>0.05)，但
是强度和中度干扰样方的株高显著矮于无干扰样方(P<0.05)，且前期笋长成幼竹高的生长
天数表现为强度<中度<无干扰。总体而言，地震对大熊猫主食竹拐棍竹竹笋生长发育存
在一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发笋物候上，地震强度干扰发笋时间明显推迟；拐棍竹质量
恢复上，株高的恢复要较基径慢些。尽管如此，地震干扰样方的发笋量和当年保存量已
超过了无干扰样方，可见地震对柺棍竹的更新生长影响不大，竹林的生长正在得到恢复。
关键词：地震；大熊猫；拐棍竹；生长发育；竹笋；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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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对大熊猫栖息地利用格局的影响
郑雯1，冉江洪1*，廖丽欢1，杨旭煜2，尚涛3
1. 四川省濒危野生动物保护生物学重点实验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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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保护管理站，成都 610081
3. 四川龙溪-虹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都江堰 611830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rjhong-01@163.com

摘要：自然干扰(如地震、火灾、飓风等)作为一种自然现象，对动物的生存和繁殖起着重
要的作用。2008 年的汶川地震发生在大熊猫 Ailuropoda melanoleuca 集中分布的区域，对
大熊猫的栖息地造成了严重破坏。为了了解大熊猫对栖息地的空间利用状况，以及地震
对大熊猫栖息地使用格局的影响，我们利用 2003~2009 年岷山山系六个保护区(龙溪虹口、
白水河、千佛山、宝顶沟、唐家河、东阳沟)地震前和地震后的大熊猫固定样线监测数据，
就汶川地震对大熊猫栖息地利用格局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连续监测的 42
条样线中，震前大熊猫稳定使用的样线占 19.05%，不稳定使用的占 50.00%，不使用的占
30.95%。地震之后，虽然各比例有所调整，但利用比例变化不显著。地震后有 35.7%的
样线使用程度发生改变，但这种改变与是否有滑坡体存在以及滑坡的面积大小没有相关
关系。在大熊猫震前不使用的样线内，滑坡体的发生率和滑坡体面积程度都是最大的，
而在震前大熊猫稳定使用样线内是最小的。地震对大熊猫栖息地的使用格局带来了一定
程度的改变，主要表现在原不利用的样线，地震后有利用；原利用的样线，也在稳定和
不稳定间发生了转换。总体而言，地震对其利用格局的影响不大。但是地震造成了严重
的栖息地丢失与破碎化，给大熊猫的长期生存带来威胁。为此，我们应当加强地震后栖
息地的保护和管理力度，采取合理措施对栖息地进行修复，同时，对大熊猫不使用的栖
息地也要注意保护，它很有可能成为大熊猫躲避一些自然灾害的庇护所。
关键词：大熊猫；地震；栖息地使用；物理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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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熊猫食用竹笋营养初步研究
李明喜，黄祥明，王成东，张志和*，吴孔菊，袁博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濒危动物繁殖与保护遗传省重点实验室，成都 610081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zhangzhh@mail.sc.cninfo.net

摘要：对不同地方大熊猫食用竹笋营养成分进行测定，结果表明：大熊猫食用竹笋中粗
蛋白(CP)含量为 28.20%~37.2%；粗脂肪(EE)含量 1.46%~2.45%，粗纤维(CF)含量为
11.07%~15.80%。钙(Ca)含量为 0.06%~0.22%，磷(P)的含量为 0.47%~0.79%。不同竹笋中
的矿物元素含量差异较大。竹笋中氨基酸含量为 18.41%~30.45%，其中天门冬氨酸(Asp)
含量最高，为 2.69%~6.11%；胱氨酸(Cys)含量最低，为 0.22%~0.42%。各种氨基酸与总
氨基酸比例的顺序为天门冬氨酸(Asp)>谷氨酸(Glu)>亮氨酸(Leu)>丙氨酸(Ala)>缬氨酸
(Val)>赖氨酸(Lys)>酪氨酸(Tyr)>精氨酸(Arg)>丝氨酸(Ser)>苯丙氨酸(Phe)>异亮氨酸
(Ile)>甘氨酸(Gly)>苏氨酸(Thr)>脯氨酸(Pro)>组氨酸(His)>蛋氨酸(Met)>胱氨酸(Cys)。
关键词：大熊猫；竹笋；营养；矿物元素；氨基酸

The Study on the Nutrition Contents of Bamboo Shoots for Giant Panda
LI Ming-xi, HUANG Xiang-ming, WANG Cheng-dong, Zhang Zhi-he*, WU Kong-ju, YUAN Bo
Key Laboratory for Reproduction and Conservation Genetics of Endangered Wildlife of Sichuan
Province, Chengdu Research Base of Giant Panda Breeding, Chengdu 610081

Abstract: The nutrient components of bamboo shoots for giant panda from different areas were tes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bamboo shoots contained 28.20%~37.2% crude protein, 1.46%~2.45% crude
lipid, 11.07%~15.80%crude cellulose, respectively. The calcium and phosphorus content was up to
0.06%~0.22% and 0.47%~0.79% respectively. The mineral element content was different significantly of
different bamboo shoots. The content of amino acids was 18.41%~30.45%. The aspartic acid content
was 2.69%~6.11%, which was the highest of total amino acids , while cystine was the lowest，
0.22%~0.42%. The sequence of the ratio of various kind amino acids and total amino acids was
Asp>Glu>Leu>Ala>Val>Lys>Tyr>Arg>Ser>Phe>Ile>Gly>Thr>Pro>His>Met>Cys.
Keywords: Giant panda; Bamboo shoot; Nutrition contents; Mineral element; Amino a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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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熊猫食用刺竹笋贮藏温度和 MPA 保鲜技术研究
黄河，侯蓉*，张志和，刘玉良
四川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四川省濒危野生动物保护生物学重点实验室，成都 610081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hourong2000@yahoo.com

摘要：刺竹笋是圈养大熊猫秋季的主食。但刺竹笋在常规条件下易腐败变质，不易贮藏。
该研究采用自发调节气体包装(MPA)配合低温，控制刺竹笋易腐烂老化，避免传统的化学
保鲜方法易产生二次污染，实现延长竹笋衰老和无害保鲜。由于土壤中存在微生物，竹
笋在采摘后不可避免地带有部分细菌和真菌，采摘带来的机械损伤也能加速微生物的繁
衍，并且机械伤会刺激乙烯的产生，加速竹笋的衰老。因此，实验过程中，对刺竹笋保
持轻拿轻放，避免机械损伤，并削去切口脏污层，尽可能降低微生物对竹笋的污染。采
后立即预冷，以迅速降低竹笋的温度，抑制呼吸作用。影响竹笋贮藏的主要因素是温度，
一定的贮藏温度范围内，温度越低，竹笋呼吸作用越弱。因此，低温可有效减小呼吸作
用，降低与纤维化相关的苯丙氨基酸解氨酶、过氧化物酶等酶的活性，减缓纤维素、木
质素的形成，抑制纤维化作用。同时，低温贮藏能有效抑制竹笋水分的散发和微生物的
生长繁殖。本试验设 4℃和 0℃时两种贮藏处理，结果表明，4℃是竹笋较为理想的贮藏
温度。包装袋能保持竹笋贮藏环境的湿度和气体成分的相对稳定，利用包装膜包装的竹
笋失水较少，延缓竹笋的老化。对贮藏包装设 0.01 mm 聚乙烯袋，0.03 mm 聚乙烯袋和
无包装(对照组)。通过对贮藏刺竹笋切口感官、竹笋水分散失、笋壳新鲜值打分进行保鲜
评定，研究表明，新鲜采集的刺竹笋在温度 2℃，湿度 90%的条件下经预处理 2 小时后，
采用 0.03 mm 聚乙烯袋包装，贮藏温度控制在 4℃，能显著的延长刺竹笋保鲜时间。
关键词：大熊猫；刺竹笋；MPA；保鲜

90

四川省动 物学 会 第九次会 员 代表大会 暨 第十届 学 术 研 讨 会 ·论 文集

秦岭产仔大熊猫年龄与下迁时间的关系：对产仔洞穴的占据及其适
应意义
蒋辉，张泽钧*
西华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四川南充 637000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zhangzj@ioz.ac.cn

摘要：适宜产仔洞穴的获得对保障大熊猫初生幼仔的存活至关重要，并进而影响着产仔
雌体自身适合度的大小。本文以前人发表的有关数据为基础，分析了长青自然保护区内
产仔雌体年龄与其下迁时间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随雌体年龄的增长，其下迁时间将逐
渐提前，以促进对适宜产仔洞穴的有效占据，并进而保障幼仔的顺利存活及提高自身的
适合度。本项研究第一次报道了后天学习经验对野生大熊猫个体行为的影响，间接证明
了适宜产仔洞穴的获得对种群增长的制约作用。在未来保护管理上，可通过构建人工产
仔洞穴或改善现有洞穴质量以促进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的增长。
关键词：大熊猫；产仔雌体；年龄；下迁时间；长青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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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坪自然保护区野生大熊猫食性及对觅食位点的选择
蒋辉，张泽钧*，王育章，黄燕楠，胡锦矗
西华师范大学珍稀动植物研究所，四川南充 637000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zhangzj@ioz.ac.cn

摘要：由于许多环境变量存在季节性变化的特点，野生动物的觅食行为也常常进行相应
的调整，以提高物质和能量的摄入效率。为揭示季节因素对野生大熊猫觅食行为的影响，
自 2007 年 5 月至 2008 年 5 月，我们通过系统收集新鲜粪便以及设立样方，对佛坪自然
保护区内野生大熊猫 Ailuropoda melanoleuca 的觅食行为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该地大熊
猫食性存在季节性变化的特点：在春节主要摄食巴山木竹 Bashania fargesiii 的新笋，进入
夏季则迁移到高海拔区域摄食秦岭箭竹 Fargesia qinlingensis 的新笋。在秋季和冬季，该
地大熊猫主要以巴山木竹的竹叶为主食。值得注意的是，从秋季到初春，大熊猫食谱中
竹茎的含量逐渐增加，可能反映了巴山木竹竹叶可获得性的时间变化。此外，不同季节
影响该地大熊猫觅食位点选择的因素亦不相同：春天该地大熊猫偏好在离通道较近、巴
山木竹新笋基茎较粗以及虫食较少的区域觅食，在夏天则偏好秦岭箭竹新笋密度较高的
区域。除乔木郁闭度外，坡度和到通道距离是影响秋季大熊猫觅食位点选择的两个主要
因素。该地大熊猫食谱组成的时间变异可能反映了对食物资源季节性变化的行为反应，
有利于最大化物质和能量的摄入以保障个体的生存与繁衍。此外，研究结果尚显示了该
地春、夏季昆虫对新笋的采食影响了大熊猫对觅食位点的利用。
关键词：适宜性觅食对策；食谱组成；大熊猫；佛坪自然保护区；觅食位点选择

Seasonal diet composition and foraging-site selection by giant
pandas in Foping Nature Reserve, China
JIANG Hui, ZHANG Ze-jun*, WANG Yu-zhang, HUANG Yan-nan, HU Jin-chu
College of Life Sciences,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Sichuan Province 637000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zhangzj@ioz.ac.cn

Abstract: Contributing to seasonal variation in many environmental factors, wild animals
usually adjust their foraging behaviors to realize their maximized fitness in energy and nutrient
intake. Although many efforts were made to understand food preference by giant pandas
(Ailuropoda melanoleuca),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uncover the seasonal shift of their
habitat utilization during foraging process. From May 2007 to May 2008, we conducted a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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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to survey their seasonal foraging behaviors in Foping Nature Reserve, China.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giant pandas mainly foraged on new shoots of Bashania fargesiii and Fargesia
qinlingensis in spring and summer, and leaves constituted the major part of their diet in autumn
and winter. In addition, stems mainly occurred on their diet in winter and spring, but only
constituting a marginal part. Factors affecting foraging-site selection by giant pandas differed
across seasons. In spring, giant pandas preferred for foraging sites nearer to trails, with new
shoots of Bashania fargesiii higher in basal diameter and less eaten by worms, and in summer,
they frequently foraged at sites with higher density of new shoots and perennial bamboos.
Besided overstorey canopy, slope and distance to trails were the other two factors significantly
affecting their foraging-site selection in autumm. Temporal variation in diet composition and
foraging-site selection exhibited by giant pandas perhaps reflected behaviourally adaptive
strategeis to changing environmental factors, such as food resource, helping to maximize their
energy intake for successful survival and reproduction. Our results also highlighted the
negative effect of some worms on foraging-site selection by giant pandas due to their ingestion
of new shoots in spring and winter.
Keywords: adaptive foraging strateg; diet composition; Giant panda(Ailuropoda melanoleuca);
Foping Nature Reserve; foraging-site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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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养大熊猫母兽带仔野化培训研究第一阶段
李德生，黄炎，周世强，黄金燕，刘巅，吴代福，谢浩，邓林桦，李仁贵，张和民*
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四川卧龙 623006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wolong_zhm@126.com

摘要：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于 2010 年 7 月开始圈养大熊猫母兽带仔的野化培训研究，
选择 4 只已经配种的具有野外生活经验的雌性大熊猫到卧龙核桃坪野化培训基地。草草
于 2010 年 8 月 3 日在卧龙核桃坪野化培训基地产一雄性幼仔，体重 205g。在野化培训期
间，幼仔一直生活在半野化环境中，风吹雨打，日晒雨淋，在雪地里睡觉都一直没有感
冒，幼仔一直都生长发育正常，半岁时体重达到 11 600g，比其它同期的圈养大熊猫幼仔
都重，也更有野性。野化培训幼仔 35 天时睁开眼睛，92 天便发现乳牙出现。2010 年 9
月 23 日，幼仔可用使用前肢爬动，移动到母兽腹部吃奶，而且随着时间的延长，幼仔的
活动能力增强，活动时间增多。2010 年 12 月 12 日，开始具有爬树行为，5 个月以后，
幼仔白天较多时间独自生活于树上，活动很少，每天下树 1~2 次吃奶和与母兽交流。分
析认为，树上的隐蔽性和安全性更好，同时母兽可以自由觅食而不受幼仔的影响。在 2010
年 11 月至 2011 年 1 月，母兽的活动呈现出明显的规律性，即每天 9~10 点和 15~18 点处
于活动高峰，24~2 点有一个次高峰，而每天 5~7 点，11~13 点和 20~22 点处于活动低谷。
本研究首创了大熊猫幼仔与研究者的伪装隔离方法，避免了培训个体对人和人工饲养环
境的依赖。初步建立了大熊猫初生幼仔到半岁幼兽的野化培训方法。探索了提高圈养大
熊猫活力的新方法。初次发现了草草对果子狸的反应，收集到罕见的大熊猫追击果子狸
录像，证明了大熊猫的较强的自卫还击能力。目前，野化培训已经进入第二阶段，草草
和幼仔在一个更加复杂的环境进行野化培训，其面积更大，位于大熊猫的栖息地内。
关键词：大熊猫；野化培训；卧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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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猫科动物猫瘟热免疫评估
赵波1,2*，熊焰3，王强1,2，陈维刚1,2，牛李丽1,2
1. 成都动物园，成都 610081
2. 成都野生动物研究所，成都 610081
3. 四川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四川雅安 625014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cdzhaobo@126.com

摘要：猫瘟热是对猫科动物威胁最大的传染病之一。本研究以金钱豹作为研究对象，对
野生猫科动物猫瘟热免疫进行了系统研究。用 ELISA 和 HI 法检测了三种国内最常用的
猫瘟热疫苗免疫后的血清抗体滴度，并分析了血清抗体动态变化规律，结果显示：试验
选用的弱毒活疫苗、灭活疫苗(单联或三联)都适合用于免疫，在第 36 周时 ELISA 检测 P/N
仍可达到 2 以上；经过对不同年龄的新生幼兽进行猫瘟热疫苗免疫后血清 OD 值变化规
律的比较分析，确定了初次免疫的最佳时间；进行了不同剂量疫苗免疫的影响的比较试
验和攻毒试验，确定了免疫有效保护期，进而对传统的免疫程序进行了修正，制定了科
学的猫瘟热免疫程序。
关键词：金钱豹；猫瘟热；免疫程序

Assessment of Feline Distemper Immunization on Wild Felidae Animal
ZHAO Bo1,2, XIONG Yan3, WANG Qiang1,2, CHEN Wei-gang1,2, NIU Li-li1,2
1. Chengdu Zoo, Chengdu 610081
2. Chengdu Institute of Wildelife, Chengdu 610081
3. College of Animal Sciences, Sichuan Agricuitural University, Ya’an, Sichuan Province 625014

Abstract: Feline distemper is considered to be one of the most threatening infectious diseases
to wild felidae animals. This paper sought to research the immunity of feline distemper
associated with Pantherapardus. ELISA technique and HI method were used to assess serum
antibody titer which has been vaccinated by three popular vaccine of feline distemper.
Meanwhile, dynamic change law of serum antibody was also analyzed in this pape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ttenuated live vaccine and inactivated vaccine (single or triple vaccine) could be
used to vaccinate wild Felidae animals. Although Pantherapardus was acquired immunity 36
weeks, the value of P/N was still above 2. Furthermore, the optimum time of initial immunity
was determined by comparing with the dynamic change law of OD values serum on different
ages of immune cubs. Effective protection time of the immune was also confirmed by
comparative experiment and vaccine challenge test with different doses of vaccine. Finally, the
traditional immunization procedures were revised and a scientific immunization program of
Feline distemper was formulated.
Keywords: Chinese leopard; FDV; Immunization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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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野生猕猴新 Mhc-DPB1 等位基因的鉴定与多态性分析
徐怀亮1

，2*

，汪宴廷2，姚永芳2，程安春1*，倪庆永2，曾文3，毕凤均3，陈孝跃3

1. 动物疫病与人类健康四川省重点实验室，四川农业大学，四川雅安 625014
2. 四川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四川 雅安 625014
3. 四川农业大学实验动物工程和技术中心, 四川雅安 625014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xuhuail@yahoo.com.cn

摘要: 猕猴 Macaca mulatta 是最理想的医学实验灵长类动物和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本
实验采用变性梯度凝胶电泳(Denaturing gradient gel electrophoresis, DGGE)、克隆测序技术
及种群遗传分析等方法，对来自于四川 7 个不同地群体的 217 个野生猕猴样本进行了
MhC-DPB1 等位基因 exon 2 的分离和遗传多态性分析，共检测到 59 个 Mamu-DPB1 等位
基因，其中有 52 个 Mamu-DPB1 等位基因为以前未报道过的新等位基因。在总群体(217
个个体)中，
等位基因频率最高的是 Mamu-DPB1*04(0.068)、
在小金群体为-DPB1*30(0.081)、
黑水为-DPB1*04 (0.103)、巴中为-DPB1*32(0.107) 、汉源为-DPB1*23(0.071)、九龙为
-DPB1*04(0.081)、丹巴为-DPB1*04(0.071)和北川为-DPB1*04(0.107)。在所编码的 87 个氨
基酸残基中，有 58 个位点在猕猴 DPB1(Mamu-DPB1)、49 个在食蟹猴 DPB1(Mafa-DPB1)
中表现出多态性。另外，通过种间 Mamu-和 Mafa-DPB1 等位基因的比较，发现有 69 个氨
基酸残基(分布于 51 个位点)表现出物种特性，其中 42 个为猕猴 DPB1 所特有。这些结果
表明，猕猴 Mhc-DPB1 等位基因具有较高的多态性，且 Mhc-DPB1 基因在中国猕猴群体和
先前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印度猕猴群体间具有较大的差异。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广泛收集
我国各地理分布群的猕猴样品，深入分析各地理分布群之间的各类 Mhc 基因的遗传差异，
全面揭示中国猕猴的 Mhc 遗传背景，对于整个中国猕猴遗传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利用都具有
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猕猴；主要组织相容复合体 II 类；Mamu-DPB1 等位基因；遗传多态性

Identifi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novel Mhc-DPB1 alleles from wild
rhesus macaques in Sichuan
XU Huai-liang1,2, WANG Yan-ting1,2, YAO Yongfang2, CHENG An-chun1,3, NI Qing-yong2,
ZENG Wen3, BI Feng-jun3, YANG Ze-xia3, CHEN Xiao-yue 3
1. Key Laboratory of Animal Disease and Human Health of Sichuan Province, 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Ya’an 625014
2. College of Anim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Ya’an 625014
3. Engineering and Techonlogy Center for Laboratory Animals of 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Ya’an 625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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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gain insight into the Mhc genetic background and to facilitate the experimental
use of Sichuan rhesus macaques (Macaca mulatta), the second exon of MhcMamu-DPB1 genes
in 217 wild rhesus macaques beloning to seven different geographic populations were
separated by DGGE, cloning and sequencing. A total of 59 Mamu-DPB1 alleles were identified,
of which 52 alleles were novel sequences that had not been documented in earlier reports, and
the other 7 alleles were identical to formerly described alleles, illustrating an abundant allelic
polymorphism at DPB1 in these macaques. The most frequent allele was Mamu-DPB1*04 in
total (allelic frequency; 0.068), -DPB1*30 in Xiaojin(0.081), -DPB1*04 in Heishui(0.103),
-DPB1*32 in Bazhong(0.107), - DPB1*23 in Hanyuan(0.071), -DPB1*04 in Jiulong(0.081),
-DPB1*04 in Danba(0.071) and -DPB1*04 in Beichuan(0.107). Of the 87 amino acid residue
positions, 58 residues were polymorphic among the Mamu-DPB1 in contrast to 49 residues
among the Mafa-DPB1 alleles. In addition, 69 species-specific amino acid residues, located at
51 positions, were identified from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Mamu- and Mafa- DPB1 alleles,
and of these, 42 were Mamu-DPB1-specific amino acid residues. These data indicated tha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Mamu-DPB1 allele distribution between the Chinese rhesus macaques
and the previously reported rhesus macaques, which were mostly of Indian origin. Therefore
the Mhc background of more China-origin rhesus macaques from different regions should be
characterized systematically, which is very significant for the use of Chinese rhesus macaque in
future biomedical research.
Key words: Macaca mulatta; 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 class II; Mamu-DPB1 allele;
Genetic polymorph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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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黑叶猴资源分布与保护现状
胡刚1,2,3*
1. 西华师范大学珍稀动植物研究所，四川南充 637009
2. 澳洲国立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学院，堪培拉 ACT 0200，澳大利亚
3. 西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昆明 650224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ganghu126@126.com

摘 要 ： 黑 叶 猴 Trachypithecus francoisi 广 泛 分 布 于 越 南 北 部 到 中 国 中 南 部 北 纬
21°30’~29°08’的片断化喀斯特森林中。上世纪 90 年代黑叶猴在中国分布于广西、贵州和
重庆的 41 个隔离分布点，估计种群数量在 3500~3850。其中约 2200~2500 只分布于广西
的 23 个县，约 1000 只分布于贵州的 11 个县，约 300 只分布于重庆的 5 个县。然而，近
期的调查表明中其种群数量已降至约 1700 只，分布于 22 个隔离点.其中贵州约 1200 只分
布于 5 个点，广西约 300 只 14 个点，重庆 200 只 3 个点。盗猎与栖息地退化是导致种群
下降与分布萎缩的主要原因。
广西种群已从 90 年代的 2500 只急剧减至 2003 年的 300 只左右，散布于 14 个隔离
点，总栖息面积约 516 km2。目前，栖息面积已缩减至约 213 km2。盗猎与栖息地退化是
导致种群下降与分布萎缩的主要原因；贵州种群数量从 90 年代的 1100 只增加到 2010 年
的 1160~1200 只。但由于耕地扩大、家畜养殖、薪材消耗与水电建设等因子所导致栖息
地丧失与退化，黑叶猴仅分布在大沙河等 5 个隔离点，总面积约 912 km2；90 年代黑叶
猴在重庆东南的 6 个县较为常见，但现存种群 200 只仅存于金佛山等 3 个隔离分布点，
栖息面积仅为 58 km2，面临的主要威胁是耕地扩大、水电建设和旅游开发。
中国黑叶猴分布范围内共有 16 个保护区(面积 2734 km2)，保存了中国黑叶猴种群约
93%。但只有一半的面积(1357 km2)有森林(含天然林和人工林)覆盖，且森林多被灌丛、
草地、道路、耕地和村庄所隔离。虽然黑叶猴可在灌丛取食, 并可大量采食灌木等非树食
物, 但其多栖息于天然阔叶林生境。黑叶猴的栖息生境估计仅为 520 km2，其中约 480 km2
分布在这 16 个保护区内。贵州东北部的 4 个分布点与重庆南部的 3 个点
相毗邻, 可考虑在分布点之间建立生态走廊以促使隔离种群间的基因交流。此外，这 7
个点保存了中国黑叶猴种群约 75%，可视为该物种保存的关键区域，应该给予保护的优
先考虑。
关键词：保护现状；分布变迁；黑叶猴；栖息地退化；种群数量

Present Status of François’ Langur (Trachypithecus francoisi) in China
HU Gang1,2,3*
1. Institute of Rare Wildlife,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Sichuan Province 637009
2. School of Archaeology & Anthropology,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anberra, ACT 0200, Australia
3. Institute of Wildlife, Southwest Forestry University, Kunming 65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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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rançois’ langur, Trachypithecus francoisi, is noticeably widespread geographically,
ranging from the Red River in northern Vietnam to south central China, about 21°30’ to
29°08’N. It is restricted to the limestone forests that remain in fragments within the region. In
the 1990s, François’ langurs were reported from 41 isolated sites scattered in Guangxi, Guizhou
and Chongqing, with a total population estimated about 3500~3850 individuals, of which about
2200~2500 in 23 counties in Guangxi, 1000 in 11 counties in Guizhou and around 300 in five
counties Chongqing. However, surveys conducted in the 2000s indicated that the overall
population in China was decline to only 1700 individuals survived in 22 isolated sites, of which
about 1200 in five isolated sites in Guizhou, 300 in 14 isolated sites in Guangxi, and 200 in
three sites in Chongqing. Hunting and habitat degradation, which varied in pattern and degree
from sites to site, were considering to the two main causes for the population decline and
distribution shrinkage.
During the past two decades, the population in Guangxi declined sharply from 2500 in the
1990s to only 304 individuals (44 groups), remained in 14 isolated site (ten counties) with a total
occurring area of 516 km2 by 2003 and the occurring habitat size was estimated shrunk to only
213 km2 by 2010. Economic-purpose hunting for medicine wine and habitat degradation
(agricultural encroachment) were considered to be the two main causes for the dramatically
population decline in Guangxi. In contrary, the wild population in Guizhou increased about ten to
20 percent from about 1000 (109 groups) in 1990s to around 1160~1200 (132~137 groups) by
2010. However, during the same period, severely habitat degradation in the forms of agricultural
encroachment, livestock grazing, firewood collection and hydroelectric projects have extirpated
this species from some of its original distribution sites in Guizhou and restricted the remained
population to only five isolated sites: Dashahe, Baqing, Mayanghe, Kuangkuoshui and Yezhong,
with a total area about 912 km2. Similarly, though this species was found in southeast
Chongqing (across six counties) in the 1990s, recent surveys showed that it was found in only
three isolated sites: Jinfoshan, Heishangu and Furongjiang, with a overall occurring habitat
estimated around 58 km2. The total population in Chongqing was about 200 individuals (27
groups) and the main threats to their survival were agricultural encroachment, hydroelectric
projects and tourism facilities construction.
In China, there are sixteen reserves (with a total area of 2734 km2) within the current range
of François’ langur, which contain 93% of the population of François’ langurs in China.
However, within these reserves, only half area (1357 km2) is covered by forests (both na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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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man-made), and these forests are generally fragmented by bushes, grassland, highways,
cultivated land and human settlements. Although this species was reported to forage in bush
patches scattered in cultivated and consumed heavily on non-tree species, most langurs inhabit
in natural broadleaf forest. The overall occurring habitat of François’ langur in China was
estimated only 520 km2, of which about 480 km2 remains in the sixteen reserves.
Geographically, the four sites in northeast Guizhou and the three sites in south Chongqing are
closely adjacent, which enable the possibility for eco-corridors setting up for genetic exchange
between possible isolated populations. In addition, the seven isolated sites contain about 75%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of François’ langur in China. Undoubtedly, these sites represent the last
remaining stronghold of François’ langur and should be given the first conservation priority.
Keywords: Conservation status; Distribution dynamics; François’ langur Trachypithecus
francoisi; Habitat degradation; Population 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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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梅花鹿产仔换茸期声行为的研究
杨承忠1,2，肖 珍3，熊远清4，郝海邦1，戚文华1，张修月1，岳碧松1，郭延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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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华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四川南充 637002
3. 江西省新干中学，江西吉安 331300
4. 四川省若尔盖林业局，四川阿坝州 624500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ys.guo@tom.com

摘要：动物的鸣声作为非常有效的社会信号，在其社群生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对于鹿科动物的声行为，有过不少研究，但大部分集中在繁殖期，而产仔换茸期却很少，
考虑到四川梅花鹿 Cervus nippon sichuanicus 产仔换茸期声行为方面的研究至今仍属于空
白，笔者于 2009 年 4～9 月在四川省若尔盖铁布自然保护区对四川梅花鹿产仔换茸期的
声行为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在野外用熊猫牌 8×30 望远镜、SY-320 强指向变焦式麦克风
(频响范围：40～12 500 HZ)和 Sony 公司的 ICD-MX20 数码录音笔(频响 300～16 000 HZ)，
采用随机取样法记录野外观察到的四川梅花鹿的行为和鸣声；采用全部事件取样法观察
记录四川梅花鹿的行为和鸣声之间的关系。四川梅花鹿的鹿群较小，各群也有较固定的
活动范围，通过角形、花斑、体色、个体大小等特征易于识别群中各个个体，采用定点
和追踪直接观察法用望远镜观察鹿鸣叫时的前后行为及周围其它个体、群体对鸣叫声的
行为反应。白昼观察时间为 06:00 ~ 20:00，夜间观察在 20:00 至次日 06:00 进行，整个研
究累计观察时间为 518 h。结果表明：产仔换茸期，四川梅花鹿有报警声、惊叫声、警戒
吼叫声、母子通讯声等 20 种鸣叫声。通过声谱分析获得了各种叫声的语谱图、功率谱及
频谱特征，确定并通过回放实验验证了其生物学意义。本文还对四川梅花鹿、华南梅花
鹿和日本梅花鹿的鸣声类型和各声学参数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四川梅花鹿成年雄鹿
和成年雌鹿的报警声在持续时间、频率范围、主频上与发情交配期间所记录的报警声差
异较大；四川梅花鹿和华南梅花鹿都未曾记录到幼体的报警声，而日本梅花鹿则有该类
鸣声；在产仔换茸期，四川梅花鹿除了幼鹿外，其他个体均有警戒吼叫声，并且鸣声类
型较多，而华南梅花鹿只有雄鹿才有该鸣声且类型单一。
关键词：四川梅花鹿；产仔换茸期；声行为；铁布自然保护区

101

四川省动 物学 会 第九次会 员 代表大会 暨 第十届 学 术 研 讨 会 ·论 文集

圈养豚鹿繁殖成活率低的病因学调查研究
邓家波*，余建秋，牛李丽，王强，屈羽，严慧娟，陈维刚，余星明
成都动物园，成都野生动物研究所，成都 610081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摘要：豚鹿是十分濒危的动物，在中国野外已宣布绝迹，仅在成都、北京、上海等少
数几个动物园内圈养了 30 多头，其中成都动物园内圈养有 20 多头，形成了一个小的
种群。但最近几年发现豚鹿繁殖存在出生个体较多，存活率较低的一个问题。为了弄
清豚鹿繁殖成活率低的原因，分别对成都动物园近年来圈养豚鹿的繁殖情况及死亡规
律进行了分析，对豚鹿血清中的部分矿物质元素及维生素进行了检测和分析，以及对
豚鹿死亡个体的器官组织进行了切片分析。结果发现天气寒冷及母体的弃子行为是引
起幼子死亡的一个重要因素，肺炎是导致豚鹿幼体死亡的直接原因，矿物质元素铜
(Cu)、硒(Se)及维生素 E 测定值偏低与豚鹿繁殖成活率也有一定的关系。为切实提高
豚鹿繁殖成活率应适当改善现有的环境条件，采取防寒保暖措施；加强对豚鹿产子期
间的观察，及时发现弃子幼体施行人工辅助育幼；加强消毒工作，保持环境的清洁卫
生；加强营养研究，适当调整饲料矿物质及维生素水平。
关键词：豚鹿；病因学；成活率；病理切片；矿物质；维生素

The aetiology investigation of the low survival rate in Hog deer
DENG Jia-bo, YU Jian-qiu, NIU Li-li, WANG Qiang, QU Yu, YAN Hui-juan, CHEN Wei-gang, YU Xing-ming
Chengdu Zoo, Chengdu Wildlife Institute, Chengdu 610081

Abstract：Hog deer is endangered which is extinction in field. There are only about 30 deers
breeded by human in Several City Zoos, such as Chengdu, Shanghai, Beijing and so on.
Especially in Chengdu Zoo which have about 20 ones. Recently we found a question that the
Hog deer is borned much, but the death rate in new borned deer is also high. To systematically
interpret the low survival rate in Hog deer, the laws of breeding and death, the level of the part of
minerals and vitamin in serum, and the tissue slice of organ have been analyzed in this study.
Cold and abandoned child behavior would suggest the positive role to the low survival rate in
Hog deer, pneumonia is another immediate cause for the low survival rate in Hog deer, and the
level of Cu, Se, and vitamin E also play a role to the low survival rate.To raising the survival rate
in Hog deer, we sould improve environic and breeding condition such as keeping body warm,
degerming, keeping the public health and raising the level of mineral matter and vitamin in bait
vessel. We also should observe hog deer strengthening between breeding, when finding the
abandon young deer, we should breed it by human immediately.
Keywords：Hog deer; aetiology; the survival rate; pathological section; mineral matter; vita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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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肉动物雄性激素受体的 CAG 重复的多态性研究
王勤1,2,张修月1,岳碧松1*
1. 四川省濒危野生动物保护生物学重点实验室， 成都 610065
2. 四川农业大学生命科学与理学院，四川雅安 625016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bsyue@yahoo.com

摘要：雄激素受体(AR)广泛存在于机体各种组织中,通过与雄激素相结合而发挥生物学效
应。其转录调节区内外显子Ⅰ(exonⅠ)具有多聚 CAG 的三密码子重复，多聚氨基酸的数
目差异决定了 AR 的多态性，已发现 CAG 重复数目与受体的转录激活活性呈负相关。因
而 CAG 长度多态也引起人类内分泌和神经系统失调等疾病的发生。本研究通过 10 种食
肉动物的雄性激素的外显子Ⅰ的比较发现，在食肉动物外显子Ⅰ中明显存在 3 个 CAG 重
复的区域(CAG-Ⅰ、CAG-Ⅱ、CAG-Ⅲ)。灵长类的个体和物种间的 CAG 重复多态性只存
在 CAG-Ⅰ和 CAG-Ⅱ，因此在研究 AR 所涉及到的人类疾病时主要集中在 CAG-Ⅰ、
CAG-Ⅱ区。而在食肉动物个体和物种间的 CAG 重复多态性在三个区域都有变化，并且
CAG-Ⅲ的 CAG 重复长度达到 24 个，相比于灵长类的 5 个 CAG 重复要长许多，因此在
研究食肉动物疾病与雄性激素 CAG 重复的关系时，三个区域都应该考察。长片段的 CAA
重复的同义突变也在食肉动物 CAG 区域中发现，这可能是为了防止 CAG 长度的增加引
起复制滑动。食肉动物 CAG-Ⅰ区域的 CAG 重复长度的变化演绎了一个随着物种的进化
而扩增、达到最大长度后再缩短的一个微卫星进化过程。在香鼬、云豹、猞猁、华南虎、
黑豹、金钱豹的外显子Ⅰ具有组织镶嵌性，即在同一组织中具有多个等位基因。说明在
食肉动物中组织镶嵌具有很高的发生频率，濒危食肉动物是否具有相关的繁殖障碍值得
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 食肉动物；雄激素受体；CAG 重复多态性；进化；组织镶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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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猪蛋白激酶 Bγ(PKBγ/Akt3)的克隆与序列分析
刘庆礼1， 李娟1， 聂庆华2，张细权2, 王亚军1*
1.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成都 610064；
2. 华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广州 510642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cdwyjhk@gmail.com

摘要：蛋白激酶B(Protein Kinase B，PKB/Akt)是AGC蛋白激酶家族中的一种重要的激酶。
Akt能被多种上游细胞因子(如胰岛素，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和神经生长因子等)激活，通过
PI3K/Akt/mTOR(GSK-3,BAD)等信号通路发挥重要作用。研究发现，Akt 在哺乳动物中存
在三种亚型： Aktl、Akt2和Akt3, 它们具85％的序列相似性。 Akt 尽管存在不同的亚型，
但它们均具有类似的结构域： N-端约100个氨基酸的PH结构域，催化结构域以及一个疏
水的C末端。Akt在糖代谢、细胞增殖，细胞凋亡、转录以及细胞迁移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我国是猪种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家猪在我国畜牧业中具重要地位，但家猪作为重要
的经济动物在基础研究领域一直缺乏系列研究数据。已有的研究发现家猪众多基因在结
构、mRNA的差别剪切机制、以及调控机制上有别于小鼠、人、牛等哺乳动物。有鉴于
国际功能基因组研究的竞争趋势，积极发掘我国家猪基因资源，探究掌控猪系列经济性
状的重要基因及其生理功能极为紧迫。
作为重要的信号通路调节因子，本研究以家猪为研究对象，探究Akt3在家猪生长发
育中的重要作用。我们取长白猪的肌肉组织，提取RNA，反转录后得到cDNA，以cDNA
作为模板，采用特异性引物进行PCR扩增，以期获得Akt3基因两种剪接变体cDNA全长，
挑取阳性克隆进行序列测定。 测序结果序显示Akt3基因cDNA全长为1493bp，由13个外
显子组成，编码一个具479氨基酸的蛋白。 同时，我们还检测到Akt3的三种剪接变体
Akt3-v1、Akt3-v2和Akt3-v3。此外，本研究已将Akt3编码区序列克隆转入真核表达载体
pcDNA3.1(+)中，为后续功能鉴定做准备。
目前的研究发现，Akt1在抑制细胞凋亡，促进细胞增殖，诱导蛋白合成以及肿瘤形
成起关键作用；Akt2在糖代谢过程中起重要作用；但是，Akt3在细胞中的作用还不清楚。
我们针对Akt3的研究有望填补相关信息，进而为家猪育种提供支持。
关键词：家猪；蛋白激酶；克隆；序列分析

猪 Akt1、Akt2 基因的克隆与序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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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宇，李娟，王亚军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成都 610064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cdwyjhk@gmail.com

摘要： Akt(v-akt murine thymoma viral oncogene)也被称为蛋白激酶B(protein kinase B，
PKB)，是一种分子量约为60 kDa的丝氨酸/苏氨酸蛋白激酶。它处于多条信号通路的重要
交叉点。可调节细胞因子、生长因子和癌基因Ras激活的细胞生存信号，在真核生物的调
控网络中普遍存在。 Akt由N端PH区(pleckstrin homology domains)、中央激酶区、C端调
节区三部分组成。 PI3K-Akt 信号通路是胰岛素的主要下游分子通路，活化的Akt通过进
一步磷酸化 GSK-3(糖原合酶激酶-3)、FoxOs(叉头转录因子)、Caspase 9、mTOR(哺乳动
物雷帕霉素靶蛋白)及P21等蛋白，介导胰岛素及多种生长因子诱发的细胞生长、增殖、
细胞周期调节及糖代谢调节等。
我国是猪种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家猪在我国畜牧业中具重要地位，但家猪作为重要
的经济动物在基础研究领域一直缺乏系列研究数据。已有的研究发现家猪众多基因在结
构、mRNA的差别剪切机制、以及调控机制上有别于小鼠、人、牛等哺乳动物。有鉴于
国际功能基因组研究的竞争趋势，积极发掘我国家猪基因资源，探究掌控猪系列经济性
状的重要基因及其生理功能极为紧迫。
Akt有三种亚型(Akt1 , Akt2, Akt3)，其在调节代谢、细胞增殖和凋亡中发挥着不同功
能。Akt1基因敲除的小鼠新生儿死亡率明显提高，而且表现出轻度生长迟缓；Akt2基因
敲除的小鼠则出现II型糖尿病特征；Akt1和Akt2基因双敲除小鼠由于严重的多器官发育障
碍，在出生后不久即死亡。有鉴于Akt1，Akt2在哺乳动物发育中的重要作用，本研究以
家猪为研究对象，探究Akt1，Akt2在家猪生长发育中的生理效应。本实验以长白猪肌肉
为材料，提取RNA，反转录后以cDNA作为模板，采用特异性引物进行PCR扩增，分别获
得Akt1、Akt2基因的cDNA全长，挑取阳性克隆进行序列测定。序列测定显示我们成功获
得猪Akt1和Akt2基因cDNA全长。 其中, Akt1基因cDNA全长为1461bp,编码480个氨基酸；
Akt2基因cDNA全长为1505bp，编码481个氨基酸。与NCBI数据比对,Akt1与人的同源相似
性达97%，小鼠达96%，斑马鱼达80%；Akt2与人的同源相似性达98%，小鼠达92%，斑
马鱼达86%。本研究已将AKT1和AKT2的编码区序列克隆转入真核表达载体pcDNA3.1中，
为后续功能鉴定奠定基础。
关键词：猪；Akt1 基因；Akt2 基因；克隆；序列分析

105

四川省动 物学 会 第九次会 员 代表大会 暨 第十届 学 术 研 讨 会 ·论 文集

西南地区规模化猪场病原菌流行情况及耐药性调查
曾博，王红宁*，邹立扣，高荣，张安云，杨鑫，周英顺，徐昌文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动物疫病防控与食品安全四川省重点实验室, 生物资源与生态环境教育
部重点实验室，“985 工程”西南资源环境与灾害防治科技创新平台，成都 610064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hongningwang@scu.edu.cn

摘要：2008～2009 年，本实验室对西南地区 47 个不同规模化猪场的 364 份病料进行细菌分
离，并采用形态、显微观察结合 16S rDNA PCR 扩增测序鉴定菌株；共检出细菌 509 株，细
菌分离率达 84.3％，混合感染率为 37.4％；主要病原为大肠杆菌(30.4%)、葡萄球菌(21.6％)、
肺炎克雷伯氏杆菌(8.7％)、变形杆菌(8.5%)、链球菌(5.9％)、肠球菌(11.4％)。小鼠致病性实
验结果显示平均致死率高达 37.3％。191 株致病菌株的药敏试验显示 β-内酰胺酶抑制剂药物
(AMC，SAM，TIM)和头孢噻呋(EFT)耐药率较低(≤18.8％)，其他药物的耐药率高(≥34.1)，
多重耐药以五重、六重耐药为主。该研究结果在对近年来细菌性疾病的监控和临床用药指导
上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耐药性，规模化猪场，细菌，致病性

规模化猪场猪繁殖呼吸综合症与细菌混合感染研究
周英顺，王红宁*，杨鑫，邹立扣，张安云，曾博，徐昌文，管中斌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动物疫病防控与食品安全四川省重点实验室, 生物资源与生态环境教育
部重点实验室，“985 工程”西南资源环境与灾害防治科技创新平台，成都 610064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hongningwang@scu.edu.cn

摘要：某规模化猪场爆发急性高热病导致猪大量死亡，对采集死猪肺脏病料、血清 5 份用
RT-PCR 方法进行 PRRSV NSP2 基因扩增，结果表明 3 份为猪繁殖与呼吸综合症阳性，将其
编号为 scwhn01，scwhn02，scwhn03。对 scwhn01 进行 NSP2 基因克隆和序列测定分析，发
现 scwhn01 的 Nsp2 出现 90 个核苷酸的不连续缺失，与 VR2332，JXA1,BJ-4,HuN4,CH-1a
HB-1(sh)2002，HB-2(sh)2002 的 NSP2 同源率为 73.3%到 91%，并从病死猪组织中分离了 2
株细菌编号分别为 SNC0901 和 SNC0902，均使被攻毒小鼠死亡。16SrDNA 测序并在 genbank
中 blast 进化树构建鉴定分别为副猪嗜血杆菌和大肠杆菌，对所分离细菌进行 17 种抗生素的
药敏实验，细菌对头孢噻呋,头孢噻吩等敏感，对替卡西林，克林霉素，阿莫西林/棒酸中度
敏感，对庆大霉素，林可霉素，丁胺卡那霉素，土霉素等耐药。诊断结果表明该猪场为高致
病性蓝耳病病毒混合感染副猪嗜血杆菌、大肠杆菌从而导致猪大量死亡。通过诊断结果，进
行准确治疗，这对控制猪繁殖与呼吸综合症与细菌混合感染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副猪嗜血杆菌；大肠杆菌；混合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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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化猪场猪感染肺炎克雷伯菌的分离鉴定及药敏试验
管中斌，王红宁*，曾博，邹立扣，郭自成，周英顺，张安云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动物疫病防控与食品安全四川省重点实验室, 生物资源与生态环境教育
部重点实验室，“985 工程”西南资源环境与灾害防治科技创新平台，成都 610064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hongningwang@scu.edu.cn

摘要：肺炎克雷伯菌 Klebsiella Pneumoniae, K.pneumoniae 为革兰氏阴性菌，属于肠杆菌科
克雷伯菌属 klebsiella，寄生于动物呼吸道或肠道，对人、畜等具有高度的病原性，能使人
兽发生肺炎、子宫炎、乳房炎及其他化脓性炎症，甚至发生败血症。本研究于 2008 年到
2010 年从西南地区 51 个规模化猪场送检病料中共分离出细菌 615 株，
通过 SCAI 培养基(西
蒙氏柠檬酸盐肌醇培养基)筛选结合肺炎克雷伯菌 16S rDNA 特异性片段鉴定，从 26 个猪
场送检病料中鉴定出猪肺炎克雷伯菌 69 株，占 11.22%，仅次于大肠杆菌(31.87%)和葡萄
球菌(20.81%)，其中 18 株对小鼠具有致死性，占 26.09%。测定了 69 株菌对 18 种常用抗
菌药物的 MIC 值，结果表明：阿莫西林、苯唑西林、氨苄西林、头孢氨苄、头孢羟氨苄耐
药率均为 100%，卡那霉素、妥布霉素、庆大霉素耐药率分别为 85.51%、81.16%和 78.26%，
对头孢噻呋、氨苄西林/舒巴坦、阿莫西林/克拉维酸和阿米卡星较为敏感，耐药率分别为
14.8%、17.2%、17.2%和 30.43%。与以往研究相比，本研究表明肺炎克雷伯菌在猪感染病
原菌中的比例有所上升，已成为规模化猪场主要病原菌之一，且对 β-内酰胺类和氨基糖苷
类抗生素耐药性非常严重，在今后规模化猪场细菌性疾病防治中应加以重视。对于克雷伯
菌感染的治疗，应根据药敏试验结果针对性用药，提高治疗效果，杜绝盲目用药造成耐药
性加剧。
关键词：规模化猪场；猪肺炎克雷伯菌；药敏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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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猪和长白猪对口蹄疫疫苗的免疫应答特性比较研究
贺寒冰1，杨肖1，白光明1，曾凯2，刘瑞2，吕学斌2，李江凌2*，高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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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畜牧科学研究院养猪研究所，成都 610035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gaorong96@gmail.com; lijiangling0028@yahoo.com.cn

摘要：目的：比较藏猪和长白猪接种口蹄疫 O 型灭活苗后免疫应答的差异，为研究藏猪
的免疫遗传特性和抗逆性奠定基础。方法：分别用猪口蹄疫 O 型灭活苗对 8 日龄藏猪和
长白猪仔进行肌注免疫，在免疫前，免疫后 1、2、4 和 6 周采取抗凝血，检测血液中免
疫细胞数量变化， ELISA 法测定血清中特异性抗体含量，定量 RT-PCR 分析免疫应答调
控相关基因的表达水平。结果：疫苗免疫后 4 至 6 周， 藏猪血液中白细胞数量和口蹄疫
病毒特异性抗体的含量显著高于长白猪组(P<0.05)，藏猪的 TLR7 和 CD4 基因表达水平
也较长白猪明显升高(P<0.05)，而长白猪的 TLR4 和 TLR9 基因的表达量在免疫后 2 至 6
周比藏猪有较明显的上升(P<0.05)；藏猪的 IL10 基因的表达量在免疫后 2 周时显著低于
长白猪组(P<0.05)。结论：猪口蹄疫苗免疫后，藏猪对的体液免疫应答和 Th 等免疫细胞
数量显著高于长白猪，其 TLR7 基因表达水平也明显升高(P<0.05)，而长白猪的 IL-10、
TLR4 和 TLR9 基因的表达量在免疫后不同时期较藏猪明显增多，说明免藏猪对口蹄疫的
免疫应答反应显著强于长白猪，与其 TLR7、CD4 免疫基因的高表达和 IL-10 基因较低水
平表达相关。
关键词：藏猪；长白猪；免疫基因；表达；口蹄疫免疫

Comparative Studies on the Immune Responses of Tibet and Landrace pig to
FMD Vaccine
HE Han-bing1, YANG Xiao1, BAI Guang-ming1, ZENG Kai2, LV Xue-bin2 , LIU Rui2, LI Jiang-ling2*,
GAO Rong1*

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of the changes in the immune system of Tibetan pigs and
Landrace after inoculation of inactivated FMD vaccine, and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in immune
response, and prepare for investigating the genetic characteristics and resistance of Tibetan pigs.
Methods 8-day-old Tibet and Landrace piglets were intramuscularly immunized with the
inactivated FMD vaccine, and their blood were respectively collected before and after
vaccination on 1, 2, 4 and 6 weeks to test the changes of immune cells, specific antibody and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immune genes by ELISA and quantitative RT-PCR. Results After
immunization, the white blood cells and anti-FMD virus antibody content of Tibet pi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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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reased within 4~6 weeks and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Landrace(P<0.05). The
expression of TLR7 and CD4 of Tibet pigs are higher than Landrace (P<0.05). On the contrary,
the expression of TLR4, TLR9 and IL10 of Landrace rise more significantly than Tibetan pigs
after immunization 2~6 weeks (P<0.05). Conclusion The white blood cells and anti-FMD
virus antibody increased in blood of Tibetan pigs and Landrace after inoculation of inactivated
FMD vaccine 2~4 weeks. The innate and acquired immune-related genes have increased in
some degree, which indicated that the immune system have an effect of the vaccine.
Key words: Tibetan pig; Landrace; immune-related genes; expression; FMD i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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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猪 IL-6 基因和 CpG 基序质粒对猪瘟疫苗的免疫增强效应
李栋1#，陈建林1#，章欢1,2#，万小平1，杨肖1，蔡琳1，程驰3，李悦1，王泽洲1，王红宁1，吕学斌4*，
李江凌4*，高荣1*
1. 生物资源与生态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动物疫病预防与控制生物工程实验中心，四川大学生
命科学学院，成都 610064
2. 川北医学院生物学教研室，四川南充 637007
3. 四川理工学院生物工程系，四川自贡 643000
4.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成都 610066
# 同等贡献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gaorong96@gmail.com

摘要：为了观察重组猪 IL-6 基因和 CpG 基序在猪疫苗免疫应答过程中的剂量效应，以离
子交联法制备的壳聚糖纳米颗粒(CNP)包裹新型的含猪 IL6 基因和 11 个免疫刺激序列
CpG 基序的真核 VPIL6C 质粒(重组分泌型 VR1020 质粒)，30 日龄仔猪分三组 A1、A2
和 A3，每组分别用 0.5、1.0、1.5mg/头剂量肌肉注射，同时注射经典猪瘟弱毒疫苗。每
周采集血液，分析仔猪免疫后的免疫球蛋白、特异性抗体、白细胞介素、干扰素和免疫
细胞的水平变化。在注射后 14 天至 70 天内，与注射 VR1020-CNP 的对照组比较，3 组
重组质粒免疫血清中 IgG，IgA 和 IgM 和特异性抗体、IL-2、IL-6 和 IFN-γ 含量显着增加
(P<0.05)；血液中 TH、TC 和 CD3+阳性的 T 细胞数量呈显著增多(P<0.05)。同时在接种
14 天至 56 天中，A1 组的上述免疫指标不同程度比较明显低于与 A2 和 A3 组(P<0.05)。
实验组的淋巴细胞水平也明显升高(P<0.05)。表明由 CNP 包裹 VPIL6C 是猪瘟特异性免
疫应答的新型有效免疫增强佐剂，在加强猪抗传染病的免疫保护中有广阔的应用潜力。
关键词：猪；猪瘟疫苗；免疫；猪 IL- 6 基因；CpG 序列

Improvement of the immunity of pig to Hog cholera vaccine by recombinant
plasmid with porcine interleukin-6 gene and CpG motifs
LI Dong1#, CHEN Jian-lin1#, ZHANG Huan1,2# , YANG Xiao1, WAN Xiao-ping1, CAI Lin1，CHENG Chi3, LI Yue1,
WANG Ze-zhou1, WANG Hong-ning1, LV Xue-bin4*, LI Jiang-lin4*, GAO Rong1
1. Key Laboratory for Bio-Resource and Eco-Environment of Ministry Education, Bio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for 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Life Science College, Sichuan
University, Wangjiang Road 29, Chengdu 610064, China
2. Biology group of North Sichuan Medical College, Nan Chong, Sichuan Province 637007, China.
3. Bioengineering Department of Sich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Engineering, Zigong, Sichuan
Province 643000, China.
4. Sichuan Animal Science Academy, Chengdu 610035,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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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observe the dosage-effect of recombinant pig interleukin-6 gene and CpG motifs

on the immune responses of swine to vaccine, a novel recombinant eukaryotic VPIL6C plasmid,
a secretary VR1020 vector containing pig interleukin-6 gene and immunostimulatory sequence
consisted of 11 CpG motifs, was packed with chitosan nanoparticles(CNP) prepared by ionic
cross linkage and then utilized to inoculate intramuscularly 30-day-old piglets at the dosage of
0.5, 1.0 and 1.5 mg/ per capita respectively. The piglets were simultaneously injected with
attenuated classical Hog cholera vaccine and designated as A1, A2 and A3 group. The blood
was weekly collected from piglet after vaccination to detect the changes of immunoglobulins,
specific antibody, interleukins, IFN-γ and immune cells. The results were found that compared
to those of the control piglets injected with VR1020-CNP, the content of IgG, IgA and IgM,
specific antibodies, IL-2, IL-6 and IFN-γ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the sera from the treated
three groups from 14 to 70 days after vaccination (P < 0.05); the number of TH, TC and CD3+
positive T cells raised remarkably in the blood of VPIL6C treated piglets (P < 0.05). Also the
above immune indexes of A1 group were obviously lower to different extent in comparison
with those of A2 and A3 group from 14 to 56 days post inoculation(P>0.05). Meanwhile, the
lymphocytes also remarkably elevated in the treated groups (P< 0.05). These indicated that
VPIL6C entrapped with CNP is a novel effective adjuvant to boost the specific immunity of
pig to Hog cholera, implying it’s potentiality to enhance the immunoprotection of pig against
infectious diseases.
Keywords: pig; Hog cholera vaccine; immunity; pig interleuin-6 gene; CpG moti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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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源 O 型口蹄疫病毒分离株 VP1 基因特征分析
杨鑫，王红宁*，周英顺，高荣，曾博，徐昌文，丁梦蝶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动物疫病防控与食品安全四川省重点实验室，生物资源与生态环境教育
部重点实验室，“985 工程”西南资源环境与灾害防治科技创新平台，成都 610064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hongningwang@scu.edu.cn

摘要：O 型口蹄疫病毒在全世界广泛流行，可分为 10 个亚型，在我国主要流行古典中国
株(Cathay)、泛亚(Pan Asia)两种亚型毒株，而口蹄疫东南亚亚型(SEA)毒株主要在缅甸、
老挝、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流行。但 2009～2010 年，我国部分地区出现口蹄疫疫情，经国
家口蹄疫参考实验室诊断，流行毒株为口蹄疫东南亚亚型(缅甸谱系)。本研究通过对在
2010 年我国西南地区从猪分离鉴定的 4 株 O 型口蹄疫病毒 VP1 基因序列测定，采用
DNAStar 和 Genbank 中 O 型口蹄疫毒株 VP1 基因进行序列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分离的
4 株 O 型口蹄疫病毒相互之间同源率均在 97.2%以上，VP1 蛋白氨基酸在 198 位存在特征
性的变异(E→A)。运用 MAGE4.0 软件构建 O 型口蹄疫病毒进化树，结果显示，分离的 4
株病毒属于 O 型口蹄疫东南亚亚型 CHA 亚群。应用 DNAstar 软件 Jameson-Wolf 方法进
行 VP1 结构蛋白的抗原性指数分析，结果以 O/NC/CHA/2010 株为代表的 CHA 亚群抗原
指数与东南亚亚型差别较小，而与古典中国、泛亚两种亚型的差别较大，而目前我国使
用的 O 型口蹄疫疫苗毒株主要是古典中国和泛亚亚型毒株。提示目前使用的两种亚型的
疫苗毒株可能对该毒株的保护率有限，因此，今后应对口蹄疫疫苗毒株的选择进行一定
调整。
关键词：口蹄疫病毒；O 型；东南亚亚型；V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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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线粒体细胞色素氧化酶Ⅱ(COⅡ)基因对 33 株细颈囊尾蚴的种
系发育关系分析
郝桂英1,4，杨光友1*， 古小彬1，阳爱国2，杨应东3，王淑贤1
1. 四川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雅安 625014
2. 四川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成都 610041
3. 四川省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畜牧水产所，攀枝花 617061
4. 西昌学院，西昌 625013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guangyou1963@yahoo.com.cn

摘要：细颈囊尾蚴是带科 taeniidae 带属 taenia 的泡状带绦虫 Taenia hydatigena 的中绦期
幼虫(细颈囊尾蚴 Cysticercus tenuicollis)，寄生于猪、黄牛、水牛、牦牛、绵羊、山羊、
骆驼、马、兔、鸡和鸭等多种家畜、家禽及松鼠、灵长类、野生反刍动物等野生动物的
肝脏浆膜、网膜、肠系膜、腹腔等处，是动物体内的一种常见寄生虫。本研究旨在阐明
细颈囊尾蚴四川和云南分离株线粒体细胞色素氧化酶Ⅱ亚基(COⅡ)基因部分序列(pcox2)
的遗传变异，并用 pcox2 序列构建细颈囊尾蚴与其他带科绦虫的种群遗传关系。序列分
析结果显示：分离自猪、山羊和绵羊的 33 株细颈囊尾蚴的 pcox2 长度均为 560bp，序列
间无插入、缺失，A、T、C、G 碱基的平均含量分别为 27.9%、41.4%、10.5%、20.1%，
其中 A+T 含量(69.3%)明显高于 G+C 含量(30.6%)，碱基组成存在明显偏倚。测定的 33
个细颈囊尾蚴分离株 pcox2 序列同源性较高(97.3%～100%)；与带科带属其他 6 种绦虫的
分离株同源性均在 90%以下。在构建的 NJ 树中，分布于我国四川和云南两省 7 个不同地
理区域的细颈囊尾蚴聚为一支，且与地理区域、宿主没有直接的相关性。由于细颈囊尾
蚴 pcox2 序列种内相对保守，种间差异较大，故可作为种间遗传变异研究的标记，从而
为细颈囊尾蚴的种群遗传学研究和其相关疾病的诊断奠定基础。
关键词：细颈囊尾蚴；COⅡ；种系发育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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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状带绦虫转录组测序数据分析
杨德英1，古小彬1，王淑贤1，杨光友1*
四川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四川雅安 625014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guangyou1963@yahoo.com.cn

摘要：豆状带绦虫 Taenia pisiformis 是犬科动物体内最为常见的肠道寄生虫之一。本研究
采用从头合成短片段技术和 Solexa/Illumina 测序平台，进行了豆状带绦虫成虫的转录组
测序研究，得到 72 957 个独立基因序列。通过与数据库中物种的已知基因进行比对，有
68 945 个独立基因序列得到了功能分类或代谢途径注释；有 25 632 个独立基因得到新编
码区序列，其中的 519 个独立基因与已报道的 10 种绦虫的基因具有相同的部分编码区序
列。而对未被比对上的序列使用 ESTScan 程序分析得到 8190 个独立基因的编码区序列。
这些数据包含了豆状带绦虫体内与免疫相关基因的丰富信息，同时也是最为全面的一个
表达基因库。基于高通量测序基础上的豆状带绦虫的转录组数据，为进一步研究该绦虫
功能基因组、遗传机制、新陈代谢以及发现与免疫表达相关的新基因和分子标记等提供
了基础数据。
关键词：豆状带绦虫；转录组；基因序列信息

Analysis of high sequencing-based transcriptome data in Taenia pisiformis
YANG De-ying1, GU Xiao-bin1, WANG Shu-xian1, PENG Xue-rong2, YANG Guang-you1*
1. Department of Parasitology, College of Veterinary Medicine, 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Ya’an
625014
2.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College of Life and Basic Science, 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Ya’an
625014
Abstract: So far, few transcriptomic and genomic data of cestode species in public database for

studying and understanding the immune mechanism underlying parasitism. De novo assembly
of transcript sequences and Solexa/Illumina platform offers a rapid and valuable approach to
discover new immune-expression unigene and molecular marker from enormous transcript
sequences. Taenia pisiformi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arasites in canid and rodent. In this
study, we have assembled nearly 72 957 unigenes from adult T.pisiformis using de novo
short-read assembly and Solexa/Illumina platform. 68,945(94.50%) unigenes received
annotation with the known gene of existing species respectively. 7,706 GO annotations of all
56 217 unigenes had been identified. 25 632(35.31%) CDS of unigenes were aligned and
8190(11.28%) CDS of unigenes consensus sequences had no hit by ESTScan. 519 CD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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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genes of T. pisiformis were aligned with 10 tapeworm species. Those data represent
abundant message about immune-genes and the most comprehensive expressed gene catalog
for T. pisifomis. High sequencing-based transcriptome data of T. pisiformis supplies a new
approach to research other cestode species.
Keywords: Taenia pisiformis；transcriptome；gene seq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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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头带绦虫多头蚴 Tm7 基因的克隆与原核表达
安晓雪1，杨光友1*，王颖旺1，牟静1，古小彬 1，杨应东2，韦雷飞2，文建国2，王淑贤1，边尧3
1. 四川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四川雅安 625014
2. 四川省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畜牧水产所，四川攀枝花 617061
3.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畜牧局，四川雅安 625000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guangyou1963@yahoo.com.cn

摘要：脑多头蚴病是由多头带绦虫 Teania multiceps 的中绦期幼虫脑多头蚴 Coenurus
cerebralis 寄生于绵羊、山羊、牛、羚牛和鹿等家养及野生偶蹄动物脑、脊髓内引起的一
种严重致死性寄生虫病。本病呈世界性分布，在我国 20 多个省区均有发生。本研究以从
羊脑内采到的多头蚴原头节为原料，提取总 RNA，采用 RT-PCR 技术首次扩增出 Tm7 基
因的全序列(FJ603044)，该基因与猪囊尾蚴的 NC-3 基因的相似性为 97%，而与细粒棘球
绦虫 EpC1 基因(AF481884)有 83 %的相似性。将该基因连接到 pMD 18-T 载体，转化到
大肠杆菌 DH5α 后测序，发现克隆到的 Tm7 基因的开放阅读框为 207 bp，编码 68 个氨
基酸组成的蛋白质，软件分析表明该蛋白质的分子量为约 7.6kDa，等电点理论值为 4.52，
有较强的亲水性。将此片段克隆到 pET-32a(+)载体，构建重组表达质粒 pET-32a-Tm7，经
转化大肠杆菌 BL21(DE3)后用 IPTG 进行诱导表达，得到的表达产物为约 27kDa 的融合
蛋白。经 SDS-PAGE 和 Western-blot 检测表达产物后，用表达的目的蛋白纯化后作为抗
原建立了检测羊脑多头蚴病抗体的重组蛋白间接 ELISA 方法，该方法检测羊脑多头蚴病
的敏感性可达 93.3%，特异性达 94.1%。研究结果表明：Tm7 重组蛋白有作为诊断抗原的
潜力。
关键词：多头带绦虫；多头蚴；Tm7 基因；克隆与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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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头带绦虫六钩蚴 Tm45W 基因的克隆与原核表达
牟静1, 杨应东2, 杨光友1*, 王颖旺1,安晓雪1, 古小彬 1, 韦雷飞2, 文建国2, 王淑贤1, 边尧3
1. 四川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四川雅安 625014
2. 四川省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畜牧水产所 攀枝花 617061
3.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畜牧局 雅安 625000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guangyou1963@yahoo.com.cn

摘要：脑多头蚴病是由多头带绦虫Teania multiceps的中绦期幼虫脑多头蚴Coenurus
cerebralis寄生于绵羊、山羊、牛、羚牛和鹿等家养及野生偶蹄动物脑、脊髓内引起的一
种严重致死性寄生虫病。本病呈世界性分布，在我国 20 多个省区均有发生。为开展动物
脑多蚴病的免疫防治，本研究采用RT-PCR技术首次从激活的多头带绦虫Teania multiceps
六钩蚴中扩增出多头带绦虫Tm45W基因(GenBank登录号为：FJ514241)，该基因的开放阅
读框(ORF)为 765 bp，编码 255 个氨基酸的多肽，预测分子量为 27.623 kDa，等电点理论
值为 5.08，具有较强的亲水性。软件分析表明多头带绦虫四川株六钩蚴Tm45W基因与多
头带绦虫新疆株多头蚴 45m基因部分序列的同源性最高为 90.60%，与牛带绦虫的 45W基
因序列同源性为 87.24%，与羊带绦虫序列的同源性为 84.05%，与猪带绦虫序列的同源性
最低为 78.17%。将该基因重组于原核表达载体pET32a(+)中，构建pET32a-Tm45W表达载
体，转化至大肠杆菌BL21中，经IPTG诱导表达，表达的重组蛋白其大小约为 45KD。表
达产物经SDS-PAGE和Western-blot分析后，将纯化的Tm45W重组蛋白免疫小鼠，用ELISA
检测其血清抗体，在免疫后第 35 天小鼠血清抗体达到高峰。研究结果表明：Tm45W重组
蛋白具有较好的免疫原性，能引起机体较强的体液免疫反应。
关键词：多头带绦虫六钩蚴；Tm45W 基因；克隆与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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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氏利什曼原虫 rAST1 蛋白的制备及用于黑热病诊断的初步研究
陈建平1*，杨斌斌1，徐佳楠1，陈达丽1，陈宪1，孙柯1，常凯2，朱达峰2，赖彩虹3，龚雨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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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四川大学华西基础医学与法医学院 06 级基础医学专业本科生，成都 610041
3. 成都中医药大学大学医学技术学院 07 级生物科学专业本科生，成都 610075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jpchen007@163.com

摘要：
1. 方法 以杜氏利什曼原虫 L.d.GS 的基因组 DNA 为模板，
通过 PCR 扩增获得 amastni
基 因 扩 增 产 物 。 将 amastin 基 因 定 向 克 隆 到 pcDNA3.1(+) 中 ， 构 建 重 组 质 粒
pcDNA3.1(+)-GS-amastin。amastin 基因经测序，同源性分析，并对其跨膜区结构进行分析。
用 PCR 方法扩增得到 amastin 基因 N 端第一个胞外区序列(命名为 ast1)，并将其定向克隆
到质粒 pET32a(+)上，成功构建了原核重组表达质粒 pET32a(+)-ast1。重组蛋白 rAST1 在大
肠杆菌中高效表达，并用固定化金属离子亲和层析(IMAC)法进行纯化。以重组蛋白 rAST1
作为包被抗原，用间接 ELISA 的方法检测内脏利什曼病人血清。2. 结果 所得 amastin 基
因经测序，同源性分析表明与 L.d.SC10H2 的同源性最高，核苷酸序列同源性为 99.6％，
氨基酸为 98.8％；而与来自 L.major 和 L.infantum 的无鞭毛体蛋白基因序列的同源性最低
核苷酸序列同源性仅为 7.8％~26.6％，氨基酸序列为 19.4~23.4。跨膜区预测结果显示所得
到的无鞭毛体蛋白有四个跨膜区域，依次位于 N 端的第 1(2)~20aa，72(74)~94(95)aa，
101(102)~121(124)aa，161(165)~182(183)aa。N 端胞外区有一个 11 个 aa 的高度保守序列
amastin signature(-CVTVWGLKNDC-)。两端的 2 个半胱氨酸，中间的 1 个甘氨酸、1 个色
氨酸和 1 个苏氨酸的保守位点与其它无鞭毛体蛋白家族成员完全一致。用 PCR 方法扩增得
到 amastin 基因 N 端第一个胞外区序列(命名为 ast1)，
并将其定向克隆到质粒 pET32a(+)上，
成功构建了原核重组表达质粒 pET32a(+)-ast1。重组蛋白 rAST1 在大肠杆菌中高效表达，
并用固定化金属离子亲和层析(IMAC)法进行纯化。以重组蛋白 rAST1 作为包被抗原，用
间接 ELISA 的方法检测内脏利什曼病人血清 30 份，血吸虫病人血清 10 份，肺吸虫病人血
清 5 份。结果发现 rAST1-间接 ELISA 法检测内脏利什曼病人血清的阳性率为 90%(27、30)；
检测血吸虫病人血清 10 份，肺吸虫病人血清 5 份均为阴性。而用杜氏利什曼原虫前鞭毛
体可溶性抗原(SLA)做包被抗原检测，阳性率为 100%。3. 结论 rAST1 可作为诊断内脏利
什曼病的候选多肽抗原。
关键词：黑热病；杜氏利什曼原虫；amastin 基因；ast1 基因；rAST1；间接 ELISA；诊
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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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脓隐秘杆菌(Arcanobacterium pyogenes)整合子的检测与分析
赵克雷, 刘洋, 张修月，帕哈尔定. 帕拉哈提, 张安云, 王红宁, 岳碧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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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bsyue@yahoo.com

摘要：
2009~2010 年期间从米亚罗养麝场 28 个林麝脓肿病病样中分离到 28 株化脓隐秘杆菌，
我们已通过研究证明了化脓隐秘杆菌可能为林麝脓肿病的主要致病菌。为了掌握抑制该菌生
长、繁殖的有效药物和最低有效药物浓度以及研究该菌的耐药机制，便于指导临床用药，本
实验选用 14 种常用抗生素，采用琼脂稀释法对所有的菌株进行最小抑菌浓度(minimal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MIC)分析并扩增整合酶基因 intI 1 和 intI 2，对成功扩增的细菌再进
行整合子扩增，将产物亚克隆后测序，测序结果在 GenBank 中比对后确定耐药基因种类。
经过 MIC 实验分析，被检菌株对喹诺酮类抗生素尤其环丙沙星较为敏感，但对β-内酰胺类
抗生素表现出较高的抗性。64.3% (18 of 28)的菌株扩增出 intI 1 基因且 57.1% (16 of 28)的菌
株扩增到整合子，菌株含有整合子的比例高于先前的一个研究结果(50%，16/32)。序列比对
结果显示整合子中包含耐药基因 aacC，aadA1，aadA2，blaP1，dfr2a，没有检测到 intI 2 基
因。本次研究证明化脓隐秘杆菌的耐药性呈增强的趋势，且与耐药基因的存在呈一定的对应
关系，目前最有效的药物为喹诺酮类抗生素。
关键词：化脓隐秘杆菌；抗生素；最小抑菌浓度；整合子；耐药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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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脓杆菌(Pseudomonas aeruginosa)整合子检测及疑似氨基糖苷类
抗性新基因的报道
赵克雷, 粟敏，帕哈尔定·帕拉哈提, 张修月，岳碧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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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bsyue@yahoo.com

摘要：绿脓杆菌是报道较早的对多种抗生素抗性较强并且耐药基因报道最多的细菌。
2009~2010 年期间共从米亚罗林麝养殖场 32 个林麝脓肿病病样中分离到 8 株绿脓杆菌，
使用琼脂稀释法对 8 株绿脓杆菌进行最小抑菌浓度实验(MIC)，同时培养 8 株细菌提取基
因组 DNA 和质粒，扩增整合子 Class 1 和 Class 2，产物测序后在 GenBank 中比对后确认。
MIC 实验结果表明本次分离的绿脓杆菌对喹诺酮类抗生素较为敏感，对 β-内酰胺类和氨
基糖苷类抗生素具有较高的抗性；质粒分析结果表明有 6 株绿脓杆菌具有 24kb 和 3kb 两
个质粒，在基因组 DNA 上没有检测到整合子的存在，在大质粒上检测到 Class 1 整合子，
序列比对结果显示其中包括耐药基因 aadA1 和 blaP2，在小质粒上用 Class 2 整合子引物
扩增后得到一段 392bp 的未知序列，将小质粒转化大肠杆菌 DH5α 感受态细胞后在分别
包含 128μg/mL 的头孢他啶、头孢噻肟、阿米卡星和链霉素的 LB 琼脂培养基上过夜培养，
在含阿米卡星的培养基上得到三株 E.coil DH5α，分别抽提质粒得到 3kp 大小的质粒，再
用 Class 2 整合子引物扩增后得到与之前完全一致的序列。该序列初步鉴定为新的 Class 2
氨基糖苷类耐药基因，其功能将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绿脓杆菌；MIC；整合子；质粒；耐药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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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疯树种子佛波酯的提取及其对菜青虫的杀虫活性
李文庆1，李 静1*，李 莉1，刘雪涛1，卢代华2，陈 放1
1.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成都 610064
2. 四川省农科院植保研究所，成都 610066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ljtjf71@hotmail.com

摘要：佛波酯是麻疯树种子中的主要毒性物质之一，然而关于佛波酯对农作物害虫的杀
虫活性目前尚无报道。本研究从麻疯树种仁中提取获得佛波酯富集的组分，利用高效液
相色谱(HPLC)定量分析了该组分中佛波酯的含量，同时检测了其对菜青虫的毒杀和拒食
活性。麻疯树种子经浸提，液液萃取和柱层析，获得佛波酯富集物。以TPA为外标，过通
HPLC定量分析佛波酯富集物中佛波酯含量达到 0.817 35 mg/mg。佛波酯富集物对三龄菜
青虫具有显著的毒杀和拒食活性。其中毒杀活性表现为胃毒作用，其胃毒活性具有明显
的剂量效应和时间效应，4 872 120 h的佛波酯半致死浓度(LC50)分别为 73.86 μg/mL，16.99
μg/mL，5.26 μg/mL。佛波酯对菜青虫三龄幼虫的非选择拒食中浓度(AFC50)24，48 h分别
为 9.81 μg/mL，5.39 μg/mL。本文首次检测了不同浓度的佛波酯对 3 龄菜青虫的毒杀和拒
食活性，旨在为麻疯树源植物农药的开发及麻疯树源植物农药的质量控制奠定基础。
关键词：麻疯树；佛波酯；HPLC；菜青虫；杀虫活性

2008 年汶川地震灾区病媒生物监测分析
钱薇萍*，胡雅劼，陈东平，周忆昭
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成都 610041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zqwp620@yahoo.com.cn

摘要：目的：了解汶川大地震对灾区病媒生物及相关传染病产生的影响，及时掌握地震
灾区病媒生物种类、密度及其带病毒(菌)情况，为做好病媒生物性疾病的风险评估，指导
开展病媒生物和相关疾病的防控工作提供可靠依据。方法：蚊、蝇密度监测采用目测法，
鼠密度监测采用鼠迹法。结果：汶川地震灾区蚊、蝇、鼠总体密度分别为 5.77 只/人工小
时、0.46 只/m2和 0.81 处/2000 m；季节消长 6~7 月蚊、蝇总体密度呈现上升趋势，7 月到
达顶峰，之后呈下降趋势；鼠类总体密度 6 月最高，之后呈下降趋势。结论：蚊、蝇、
鼠密度除个别区、县较高，超出杀虫参考指标以外，总体密度较低。通过开展科学、系
统的病媒生物监测工作，有力地指导了灾区病媒生物的综合防治，防止了相关传染病的
暴发流行。
关键词：病媒生物；密度监测；地震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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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贵高原洞穴蜘蛛研究概况——以弱蛛科和泰莱蛛科为例
林玉成*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成都 610064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linyucheng@scu.edu.cn

摘要：中国西南的云贵高原是世界洞穴分布最为集中，最具代表性的三大岩溶地区之一，
因而也成为洞穴生物研究的热点区域。由于缺乏光照、食物能量匮乏，生境相对封闭，
洞穴生物因而保持着很多古老和特化的遗传基因多样性和形态特征，对研究地下物种多
样性、动物系统发育的演化规律和进化机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洞穴蜘蛛是地下生物群落的一个最主要类群，为肉食性动物，在封闭生境下的生态
位极为特殊和重要，故成为探讨洞穴生物适应性特征及其进化机制最为理想的研究对象。
真洞穴蜘蛛中最具代表性的类群为弱蛛和泰莱蛛。据最新统计(2011)，我国目前已记录弱
蛛科 5 属 63 种和泰莱蛛科 2 属 32 种，其中洞穴弱蛛 4 属 51 种，洞穴泰莱蛛 1 属 30 种，
穴居种类所占比例分别高达为 81%和 94%，绝大多数都是近些年才发现的新物种。这些
真洞穴蜘蛛主要集中分布在我国西南和浙江一带的岩溶发育，洞穴密集的地区，在其他
地区省份也有部分报道。不同地区间洞穴蜘蛛类群结构、优势种群及区系成分等都存在
明显的差异。洞穴弱蛛和泰莱蛛由于长期适应黑暗、食物匮乏和缺乏光温调节的极端环
境，约有 60%～75%的种类出现了一些适应洞穴生活的特化特征，如个体小、身体无色
素沉积、眼睛极为退化甚至消失、附肢极长、体表多被有具触觉和嗅觉功能的感觉毛或
刺、无固定繁殖周期、耗氧低、代谢缓慢、卵囊所含卵粒较少，但颗粒大且营养丰富、
发育时间长等，这些现象在地表生境蜘蛛类群是很少见的。
关键词：云贵高原；洞穴蜘蛛；弱蛛科；泰莱蛛科

General situation of study on cave spiders from Yunnan-Guizhou
Plateau——Taking Leptonetidae and Telemidae as an example
Lin Yu-cheng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Abstract: Yunnan-Guizhou Plateau in southwest China is the world’s most concentrated
distribution of the cave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one of three major karst areas, which has
becoming a hot-spot area to research the cavern creatures. Due to the lack of light, the food and
energy shortage and the relatively isolated habitats, these mysterious organisms living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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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terranean maintained many ancient features and specializations about the genetic diversity
and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It has not the importance alternatives to explore the
underground species diversity, the evolution of animal phylogeny and evolutionary
mechanisms.
The cave spiders belonging to flesh-eater are a major group of subterrestrial arthropods. To
probe into the adaptive characters and its evolutionary mechanisms of those troglobiotic
organisms, the most ideal object of study benefits from them with special and significant niches
in the isolated biotopes. Leptonetids and telemids are the most characteristic taxa in the
eutroglobiotic spiders.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statistics (2011), 63 species, 5 genera of
Leptonetidae and 32 species, 2 genera of Telemidae were recorded from China, and among of
them, 51 leptonetid species of 4 genera and 30 telemid species of one genus are eutroglobiont.
These eutroglobiotic species were as high as the proportion of 81% and 94%,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new species discovered in recent years. These spiders are mainly
concentrated distribution in southwestern China and area of Zhejiang that is characterized by
developing karst landform and a large of caves, and part of the reports is from other provinces
regions. For cave spiders, different areas have different population structure, dominant species
and faunal composition. Cave spiders due to the long dark adaptation, food shortages and lack
of extreme light and temperature regulating the environment, about 60% to 75% of the species
to adapt to life in the cave there are some features of specialization, such as small size, the body
without pigment deposition, the eyes degraded or even disappear, with a very long limbs, was
there a more tactile surface and olfactory function in sensory hair or spines, no fixed breeding
cycle, oxygen is low, slow metabolism, oocyst contains fewer eggs, but the egg is large and
with rich nutrition, long development time, these phenomena of spider groups in the surface
habitat is rare.
Keywords：Yunnan-Guizhou Plateau；cave spider；Leptonetidae；Telemid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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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杀螨剂对桔全爪螨的亚致死效应
何恒果1，闫香慧1，赵志模2，王进军2*
1. 西华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四川南充 637002
2. 西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昆虫学及害虫控制工程重庆市市级重点实验室，重庆 400716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wangjinjun@swu.edu.cn

摘要：通过叶片带螨浸渍法明确了桔全爪螨对甲氰菊酯和阿维菌素的敏感性，根据生测结
果，用两种药剂的亚致死浓度LC20处理桔全爪螨若螨和成螨，观察其对当代和后代(F1、F2
代)生长发育及繁殖的影响。其结果表明，甲氰菊酯LC20浓度处理若螨后，当代若螨发育成
为成螨的百分率(以下简称为羽化率)降低，雌成螨产卵量增加，但后代雌性比例下降。甲
氰菊酯亚致死浓度处理若螨或成螨对 F1和F2代的影响不完全相同，但两种处理基本相似。
处理成螨和若螨后，F1、F2代的产卵前期显著缩短。F1、F2代的后代雌性比例都增大，但
F1代卵的孵化率和若螨羽化率降低，产卵量和成螨寿命增加，F2代却相反。其F1代的净增
殖率、内禀增长率和周限增长率都增大，种群加倍时间缩短；F2代的净增殖率虽然减小，
但由于世代历期缩短，内禀增长率和周限增长率仍然显著增大，种群加倍时间显著缩短。
与甲氰菊酯不同的是，用阿维菌素LC20浓度处理若螨后，对当代若螨羽化率和后代的卵孵
化率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其F1、F2代产卵量减少，产卵前期和成螨寿命缩短，因此，世
代历期也缩短。总体来看，在成螨期用药和若螨期用药对子代种群的影响不同，其后代的
种群生命表参数在两种处理间具有显著差异，且这种差异在F2代更为明显。若螨期用药后
对F1、F2代种群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如，内禀增长率、净增殖率、周限增长率均提高，种
群加倍时间相应缩短。相反，成螨期用药后，其F1、F2代的内禀增长率、净增殖率、周限
增长率均减小，种群加倍时间相应延长。
结果表明，药剂不同，对桔全爪螨的生长发育及繁殖的影响也不相同。总体来看，甲
氰菊酯LC20浓度可以促进桔全爪螨的增殖，其作用效应与用药时期(成螨期和若螨期)无关；
而阿维菌素在桔全爪螨若螨羽化前后(若螨与成螨)用药对子代种群的影响差异很大，若螨
期用药可以促进桔全爪螨的增殖，而成螨期用药则抑制其增殖。研究结果为桔全爪螨的抗
性治理、抗性预防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对桔全爪螨的综合治理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
关键词：桔全爪螨；亚致死效应；内禀增长率；杀螨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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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GIS 的秀山县白背飞虱空间格局分析
闫香慧1,2，刘怀2*，何恒果1，谢雪梅3，肖晓华3，刘祥贵4，程登发5
1. 西华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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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重庆 400716
3. 重庆市秀山县植保站，重庆 409900
4. 重庆市植保植检站，重庆 401121
5. 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北京 100193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redliuhuai@yahoo.com.cn

摘要：为研究白背飞虱前期迁入在重庆市秀山县范围的空间分布格局和动态，探讨影响
白背飞虱爆发的关键因子及不同发生地的预测奠定基础。本文根据 2003 年以来秀山县比
较完整的田间普查资料，应用地理信息系统(ArcGIS)研究白背飞虱在全县的空间分布格局
及动态。2003~2009 年的白背飞虱种群在全县范围呈现明显的聚集分布格局，各年的聚集
中心和聚集程度均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模拟分布图显示了各年白背飞虱种群聚集分布的
具体位置和程度，总的分布格局是秀山县中部平坝地区的官桥、官庄、平凯镇发生较重，
7 年的调查数据中有 4 年的聚集中心位于此；而三沟两岔地区发生相对较轻，7 年的调查
数据只有 2007 年聚集中心位于南部，2008 年的聚集中心位于东部，2009 年聚集中心位
于北部和西部，本研究对白背飞虱在本地区的宏观管理和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键词：白背飞虱；地理信息系统；分布格局

环境条件对水螅有性生殖的诱导
曾雪，王旭，周材权*
西华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四川南充 637002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drcqzhou1@163.com

摘要：在改变水螅栖息环境条件的情况下，对水螅进行有性生殖诱导。实验结果表明，
当温度在 11～27℃之间进行变化，照度 100 lux，每天光照 8 小时，同时食物减半的情况
下对水螅进行培养实验，水螅出现了有性生殖。
关键词：水螅；有性生殖；诱导；环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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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蛉科二亚科昆虫的呼吸系统与进化关系分析
曹成全*
乐山师范学院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研究所，四川乐山 614004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chqcao1314@163.com

摘要：首次以齿蛉科二亚科呼吸系统的形态结构和呼吸行为的差异来推测进化关系，为
物种进化的比较提供了新的研究手段和思路。详细研究了广翅目齿蛉科昆虫中齿蛉亚科
与鱼蛉亚科幼虫的气门、气管鳃的结构和气管分布与呼吸方式，并结合两者的生活环境、
分布范围的差异来分析两者的进化关系。结果表明，广翅目昆虫中鱼蛉亚科与齿蛉亚科
在呼吸器官与呼吸气管的分布上有着明显区别：齿蛉亚科幼虫呼吸器官有毛簇和气管鳃，
而鱼蛉亚科幼虫只有气管鳃，无毛簇；齿蛉亚科幼虫气管鳃为扁平状，利于在水环境中
维持虫体的平衡，辅助游泳，能更好的适应水生环境、捕捉食物，逃避敌害，而鱼蛉亚
科幼虫的气管鳃则为细条状，不能较好地辅助游泳。在呼吸气管的分布上，齿蛉亚科幼
虫气管鳃内无气管的分布，毛簇中有气管分布，在水中生活时以毛簇呼吸；鱼蛉亚科幼
虫气管鳃内有气管的分布，在水中生活时以气管呼吸。两亚科在呼吸器官与气管分布的
差异性，结合毛簇呼吸与气管鳃呼吸机制，得出毛簇呼吸较气管鳃呼吸效率更高，对环
境的适应性更强。同时，大量野外调查发现，齿蛉亚科幼虫对水质的要求远远低于鱼蛉
亚科，分布范围和种群数量也大于鱼蛉亚科。由此得出，齿蛉亚科昆虫比鱼蛉亚科昆虫
更进化。
关键词：齿蛉亚科；鱼蛉亚科；呼吸系统；进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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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藏蠓类名录、地理分布及区系初步分析(双翅目，蠓科)
﹡

邓成玉1*，陈庆红2，薛群力1，张有植1，虞以新3，杨川莉1 ，胡小兵1
1. 成都军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成都 610021
2. 成都军区机关医院第二门诊部，成都 610021
3. 病原生物与生物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微生物与流行病研究所，北京 100071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1624102781@qq.com

摘要：目的：了解西藏蠓类的种类、分布及区系。方法：根据西藏已知蠓类种类及地理
分布，分析西藏蠓类种类、地理分布及区系特点。结果：西藏共记载蠓科昆虫 4 亚科、
14 属、31 亚属、151 种，占我国已知蠓类(约 1100 种)的 13.73%。在所报道的蠓科 151 种
中，古北界 22 种，占西藏蠓种总数的 14.57%；东洋界种为 109 种，占西藏蠓种总数的
72.17%；广布种为 20 种，占西藏蠓种总数的 13.25%。结论：西藏蠓类一东洋界种占优
势。在分布于古北界的 22 种蠓中，有 12 种分布于青藏区、青海藏南亚区。在分布于东
洋界的 109 种中，有 89 种分布于西南区、喜马拉雅亚区；有 20 种分布于西南区、西南
山地亚区。在西藏已知的 151 种蠓中有 99 种为西藏的特有种(占 65.56%)，即在世界上仅
在西藏有分布。
关键词：西藏蠓类名录；地理分布；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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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形隐翅虫一中国新纪录与四省级新纪录(鞘翅目，隐翅虫科，异
形隐翅虫亚科)
李玉杰*，郑发科
西华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四川南充 637002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happyli1207@163.com

摘要：对 2005 年 7～9 月在二郎山、片口自然保护区、冶勒自然保护区定点采集的异形
隐翅虫标本以及 1980～1987 年间于四川及云南各地，包括马尔康、古蔺、剑阁、绵阳、
峨嵋、万源、城口、内江、北川、青川、北碚、西昌、涪陵、泸州、盐边、会理、万县、
南江、乐山、达县、洱海、勐腊和玉龙雪山等 23 个地区采集的异形隐翅虫标本进行鉴定
和系统整理。共检视异形隐翅虫属标本 1805 号。初步鉴定为 40 个形态种。已准确鉴定
出 5 种，其中盘异形隐翅虫 Oxytelus discalis Cameron 为中国新记录种，有标本 100 号，
采自中国四川片口自然保护区；黑首异形隐翅虫 Oxytelus nigriceps Kraatz 和亮异形隐翅
虫 Oxytelus lucens Benhaucer 为四川、云南两省的新记录种，分别有标本 482 号和 115 号；
孟 加 拉 异 形 隐 翅 虫 Oxytelus bengalensis Erichson 和 切 异 形 隐 翅 虫 Oxytelus incisus
Motschulsky 为云南省新记录种，分别有标本 734 号和 19 号。对本研究中的已定名种编
写了检索表，对中国新记录进行再记述，并附有详细的分类特征图。所用标本均存放于
西华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关键词：异形隐翅虫；中国新纪录；省级新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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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黑热病流行现状
陈建平1*，杨斌斌1，徐佳楠1，陈达丽1，陈宪1，孙柯1，常凯2，朱达峰2，赖彩虹3，龚雨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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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四川大学华西基础医学与法医学院 06 级基础医学专业本科生，成都 610041
3. 成都中医药大学大学医学技术学院 07 级生物科学专业本科生，成都 610075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jpchen007@163.com

摘要：内脏利什曼病又称黑热病，广泛流行于 62 个国家，约 2 亿人受到本病的威胁，每
年估计新增病例约 50 万人。黑热病曾广泛分布于我国长江以北 16 个省、市、自治区，
自 1950 年代经大规模的有效防治，多数地区已基本消灭了黑热病，近年来在新疆、甘肃、
四川、陕西、山西和内蒙古等 6 省(区)仍有 62 个县(市)出现当地感染的黑热病，另有 50
个县有输入性病例报告。其中以川北、陇南和新疆的病人最多。四川省黑热病散发于川
北的汶川、九寨沟、茂县、理县、北川和黑水等 6 县(市)。在甘肃以陇南市的文县、武都
和舟曲的病人为多。上述地区犬的感染率都很高，其中四川省犬的感染率达 8.29%，犬是
我国山区疫区黑热病的主要传染源。新疆自 1996 年以来有 33 个县(市)仍陆续出现新发病
人，主要分布在喀什三角洲及其周围的农场，涉及喀什、疏附、疏勒、巴楚、伽师和阿
图什等县(市)，其余 27 县呈散发，但动物保虫宿主尚不清楚。目前我国每年新发病人数
在 250～350 例左右。黑热病确诊依赖于在淋巴结、骨髓或脾等穿刺物涂片上查见利什曼
原虫无鞭毛体，这种方法不仅会给病人造成痛苦，而且由于原虫的检出率较低，临床易
产生漏诊。发展高效、快速、敏感的诊断方法依然是黑热病防治研究的重点之一。
关键词：黑热病；流行；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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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病毒、寄生虫抗体疫苗研究进展
曾诚，王红宁*，张安云，樊汶樵，张毅，郭自成，管中斌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动物疫病防控与食品安全四川省重点实验室, 生物资源与生态环境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985 工程”西南资源环境与灾害防治科技创新平台，成都 610064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hongningwang@scu.edu.cn

摘要：抗体疫苗又叫抗独特型抗体疫苗是针对抗体可变区的抗原决定簇(独特型)产生的特
异性抗体，可模拟初始抗原并拥有与初始抗原相似的抗原性，已应用于很多领域。当用
这种疫苗接种时，动物虽然没有直接接触病原微生物抗原，却能产生对相应病原微生物
抗原的免疫力，故又将这种抗体疫苗称为内在抗原疫苗。特别适用于目前尚不能培养，
培养很困难，产量很低的病原体；直接用病原体制备疫苗有危险性的，尤其是反转录病
毒；免疫原性低弱，且不能用重组 DNA 技术生产的多糖类抗原。细菌、病毒、寄生虫与
肿瘤抗体疫苗的原理大致相仿。在兽医学界，目前已针对牛布鲁菌病、鸡传染性喉气管
炎、鸡传染性法氏囊病、禽流感、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等常见病开展了抗体疫苗研究，
并取得一定进展。针对血吸虫、猪肉绦虫等寄生虫的疫苗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对于相
关疫苗的开发提供的新的技术思路。该技术不仅为疫苗开发提供了全新的技术方向，也
初步解决了诸如某些病原体外培养困难，危险性大从而难以制备相关疫苗的问题。同时
抗体疫苗也可作为替代抗原担任免疫检测任务，极大地方便了相关工作的进行。当前，
抗体疫苗技术已成为免疫学研究的热门问题，其研究与应用前景十分广阔，目前存在的
主要问题是抗独特型抗体筛选的难度比较大。随着抗独特型抗体筛选技术的不断成熟，
制备安全、廉价的抗独特型疫苗将指日可待。
关键词：抗独特型抗体；抗独特型抗体疫苗；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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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基因组微卫星位点搜索软件 M-DNA 的开发
杜联明，张修月，李玉芝，岳碧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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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bsyue@scu.edu.cn

摘要：微卫星分子标记因其丰富的多态性和共显性等特点成为目前研究生物群体遗传结
构和变异的极有价值的分子遗传标记，在连锁图构建、基因定位、QTL 分析、杂种优势
预测、亲缘关系鉴定以及医学等方面的应用也非常广泛。微卫星位点的获得通常采用构
建基因组文库的方法，但步骤多且成本较高。随着生物信息学的发展，许多物种的全基
组已经测序完毕，使用软件从全基因组序列中搜索微卫星变得非常容易。但目前已有的
微卫星搜索软件，有的没有图形用户界面，有的处理量不够，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开发
了基于本地的全基因组微卫星位点搜索软件 M-DNA。M-DNA 软件由 Perl 语言编写，GUI
界面由 Perl/Tkx 模块编写，能搜索重复元件核苷酸数在 2~6 的所有微位星位点，能同时
处理多个序列文件，分别输出结果。此外，M-DNA 还提供了微卫星个数统计功能，能输
出每个序列文件或全部序列文件上微卫星个数的统计表。利用 M-DNA 对大熊猫全基因
组进行 2 碱基微卫星搜索，最小重复次数为 7 次，得出 AC 微卫星有 48 722 个，AT 微卫
星 20 970 个，GT 微卫星有 48 582 个，TC 微卫星有 44 068 个，GA 微卫星有 44274 个，
GC 微卫星有 466 个，从得出的数据中发现，含 A、T 碱基的微卫星含量最丰富，GC 微
卫星是非常稀有的微卫星位点。对 3 碱基微卫星分析发现，CAA 微卫星个数为 5038 个，
含量最丰富，TCG 微卫星最少，只有 20 个。
关键词：微卫星；M-DNA；生物信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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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马鞍山自然保护区社区经济情况调查
张君*
西华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四川南充 637009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jun962@126.com

摘要: 2008 年 7 月至 8 月，采用实地访问和整理甘洛县相关资料相结合的方法，对四川
马鞍山自然保护区社区经济情况进行了调查。四川马鞍山自然保护区位于凉山州甘洛县
境内，地处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E102°27′~102°58′，N 29°00′~29°11′。2003
年由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建立。区内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山脉纵横，海拔 2200~4288 m
之间，相对高差 2088 m。气候属于中亚热带气候类型，雨、热同季，是典型的季风气候，
干、湿分明，雨量充沛，光热充足。
调查发现，马鞍山自然保护区周边分布有新市坝镇、阿尔乡、波波乡、阿嘎、吉米、
普昌、拉莫 7 乡(镇)所辖的 20 个行政村、67 个村民小组、3395 户、总人口 13288 人。社
区人口全部为彝族。社区文盲和半文盲比例约为 70%，35 岁以下除了智力障碍和残疾无
法上学外均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文盲人群主要分布段是 35 岁以上人群。社区可耕地面
积 1222.587 ha，人均耕地 0.093 ha，退耕还林地 826.43 ha，人均退耕还林地 0.063 ha。社
区村民经济收入低，2007 年人均年收入仅 869.26 元，经济收入主要来自传统的种植业、
养殖业和外出务工，分别占总收入的 25.56%、41.36%和 18.63%。社区经济的发展存在以
下主要问题：社区村民经济来源途径单一，缺乏必要的发展资金；村民文化程度低，语
言沟通有障碍，又无专项技能，绝大多数人缺乏外出务工的勇气；普遍村民的生活对自
然资源依附性大，对保护区管理造成极大压力。通过调查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的对策。
首先，加强对农业的科学指导，灵活运用管理方式，加大贷款力度，发展现代种、养殖
业。其次，重视村民现状，加强语言和技能培训，鼓励村民积极外出务工，扎实做好劳
务输出工作。第三，加强与各级保护组织和机构联系，积极引进合作项目，加快保护区
周边社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社区经济文化大力发展。
关键词: 社区经济情况；调查；马鞍山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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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教学设计——中学保护教育课程
杨小仪*，陈红卫，李峰，徐蓉芳，胡彦
成都动物园，成都野生动物研究所，成都 610081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yangxiaoyicdzoo@yahoo.com.cn

摘要：2010 年是联合国确定的国际生物多样性年，动物园作为城市科普教育基地之一，
作为生物多样性异地保护场所之一，其重要功能之一就是传递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信息，
并教育和带动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加入保护自然、保护野生动植物的行列中。为开发适合
动物园保护教育行业的教育课程，2010 年成都动物园选择了生物多样性的主题。受众为
初中一年级学生。本文从教学目标、重点、策略、结构、流程等方面阐述了动物园保护
教育课程的特点及方法。根据现场评估得知：80%学生能准确的描述出目标所要求的鸟类
六大类群、生物多样性的三个层次；90%以上的学生能列举出有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行
为与举措；全体学生都表示愿意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并愿意以教育或行动的方式影响
其他人。通过评估及分析发现异于学校正式教育的保护教育课程注重环境道德的培养和
保护行动的促进，这更有利于野生动植物及环境的保护。
关键词：生物多样性；教学设计；保护教育课程；环境保护

“Biodiversity and Conservation”Instructional Design——Conservation
Educational Curriculum in Junior School
YANG Xiao-yi*, CHEN Hong-wei, LI Feng, XU Rong-fang, HU Yan
Chengdu Zoo, Chengdu Wildlife Institute, Chengdu 610081

Abstract：The Year 2010 was designat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as the international
Biodiversity Year. One of critical functions of zoos, as an important base in cities for
science education and biodiversity Ex-situ conservation, is to transmit the information of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to make the public, especially the teenagers join in the
environmental and wildlife protection by education. ‘Biodiversity’ was chosen as the
2010 central idea for Chengdu zoo to develop the education curriculum for conservation
education in zoos. The audiences were junior-one students. This paper introduced
instructional objectives, teaching keys, strategies, structure, and process and so on, to
expoun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methods of conservation educational curriculum in zoo.
Based on on-site estimates, 80% of students could describe the six taxa of birds and three
levels of biodiversity, 90% of students could list good actions for conservation, and all
students showed that they would join in the protection act and influence others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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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or action. It’s found that the emphasis of conservation education different from
formal education were to culture the environmental morality and promote protection
action by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And it’s more beneficial for wildlife and environment
protection.
Key words：Biodiversity；Instructional design；Conservation educational curriculum；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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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高大学生创新和实践能力为目标的动物学教学改革探索
曹成全*，刘超，刘静，陈申芝
乐山师范学院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研究所，四川乐山 614004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chqcao1314@163.com

摘要：以提高大学生的创新和实践能力为目标，探索了动物学的教学改革措施：1、课堂
教学：发散思维训练(将动物学中悬而未决或值得商榷的问题作为学生发散性和创新性思
维的素材，还可以让学生发散性思考实际生活中的问题，甚至申报专利)、专题辩论(将动
物学中一些有争议的观点采用专题辩论会的形式让学生在准备过程和辩论中加深对所学
知识的理解)、登台讲课(对于学生能自行消化或比较熟悉的内容可以放给学生让其做“老
师”登台讲课)；2、课外教学：野外实习(不能只是单一的野外采集标本或参观动物园)、
课外授课(到学校附近的森林、水域甚至大型超市里进行现场授课)、专业实践(修建养殖
园等实践平台)、参与老师科研和各类竞赛；3、作业布置：制作(动物的器官、系统等)模
型、发明创造(解决生活中的问题)、综合分析题(囊括某一章节内容的综合性题目)；4、考
试改革： 形式多样(如辨认动物、双语教学的口语测试等)，内容丰富(有一定比例的内容
为发散思维题、综合分析题和对当前热门话题的观点等)。
关键词：创新；实践；动物学；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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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动物园大学生志愿者意愿调查
陈红卫*，徐蓉芳，胡彦，王强，李峰，杨小仪，施雨洁，陈志文
成都动物园，成都市野生动物研究所，成都 610081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chwll521@126.com

摘要：志愿者(volunteer)是指提供志愿服务的人或群体，也称义务工作者或义工。动物园
志愿者是自愿无偿地为动物园提供义务服务的社会人员，是野生动物保护的社会力量。
在美国，动物园志愿者活动已经十分频繁，常见关于志愿者服务于动物园的报道。我国
动物园志愿者行动始于 2004 年 5 月，北京动物园率先建立动物园志愿者工作站。2006
年 10 月成都动物园正式启动志愿者项目。虽然中国动物园志愿者规模在扩大，但总体上
来说，在引入志愿者、合理有效地管理志愿者、充分发挥志愿者作用方面还处于探索阶
段。
以问卷调查法对成都理工大学、成都大学、成都旅游学校、成都医学院合计 430 名
拟到成都动物园从事志愿服务的大学生进行了背景、动机、目的、所需要的培训时间方
式和服务方式的意愿调查。结果表明：其中 72.3%的为女性，72.8%的在 20 岁以下。因“喜
欢动物”来参与志愿服务的人最多，达 84.7%。90.5%的以获得“热爱动物”的机会为目的。
多达 80.5%的希望采取现场讲课是教学方式，每次最好在 1 个小时。最喜欢的服务方式为
讲解、导路、文明劝导，选取的人分别有 69.3%、62.8%、50.5%。在志愿者组成、年龄
结构上，与北京动物园志愿者情况有所不同。4 所学校学生在动机和服务方式等方面有一
定的区别。
调查提示，在满足大学生志愿者的高需求时，应采取以现场教学为主的培训，多开
展时间较短、针对性强的培训，培训内容应该突出保护动物相关知识。要充分发挥大学
生思维活跃、行为活泼的特点和女性多、亲和力强的特点，多开展互动活动。在志愿服
务形式上，要采取多形式，适合大学生特点，以期提高成都动物园志愿者人力资源管理
效能。
关键词：志愿者；调查问卷；意愿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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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动物园生态保护教育发展趋势及启示
胡彦，王强，陈红卫，李峰，余建秋，杨小仪，周密
成都动物园，成都野生动物研究所，成都 610081

摘要：美国动物动物园及水族馆是世界最早开展保护教育的机构，在保护教育领域有着丰
富的理论体系和实践经验。其近来的发展呈现以下趋势：1、人与自然之间的关联愈来愈
呈疏离的势态，对动物园等这样的机构来说，比起单纯地传授相关知识，提供给城市居民
一个“自然生境”更是当务之需。2、公众对动物机构及其公共职责的关注的同时，对动物福
利也日趋关注。3、美国人口结构的多样性愈加显著，保护教育方法需要创新。4、美国法
律对环境教育的要求推动动物园保护教育的发展。5、生态保护教育的方法和形式更加网
络化。6、美国动物园等机构面临着竞争和机遇。这需要动物园不断分析和了解游客的需
求，也要选择那些能够在保护教育中积极主、有创新能力，一人多能的人才来应对竞争。
7、把野外研究、就地保护与教育项目联系起来。随着我国社会的飞速发展，环境问题日
益突出，而我国动物园承担起生态保护教育任务也只有十年左右的历史，保护教育正处在
向国外先进动物园学习并寻求适合我国国情的保护教育方法和模式的阶段。开展生态保护
教育活动，影响公众对待野生动物的认识和态度、激发保护行为、构筑社会生态伦理道德，
逐渐成为中国动物园的主要任务。参照美国动物园的生态保护教育发展趋势及对策，我国
城市动物园保护教育应注意这几个方面：进行动物园游客分析，结合实际开发出有特色保
护教育项目；保护教育要成为中小学环境教育的活动基地和有益补充；与高等院校合作，
创立和生态保护教育实习生和研究人员项目；动物园须加强自身建设，创造利于开展环境
教育的教育环境以及重视人才培养，进一步明确保护教育是动物园中心使命，是中国现代
城市动物园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动物园；保护教育；发展趋势；启示

American Trends in Conservation Education and Heuristic Seggetsions for
Chinese Zoos
HU Yan, WANG Qiang, CHEN Hong-wei, LI feng, YU Jian-qiu, YANG xiao-yi, ZHOU Mi
Chengdu Zoo, Chengdu Wildlife Institute, Chengdu 610081

Abstraction: Conservation education is one of the core functions of modern zoos. Carrying out
the programs aimed to change the attitudes of the public toward the wildlife, inspire their
conservation action and develop ecological ethics is the mission of the zoo conservation
education. It is significant to improve the capacity of the city zoos’ conservation education by
reference to the U.S. conservation education trends and strategies.
Key words: zoo; conservation education; trends;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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