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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dom Animalia



Six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nimals



1. Animals are multicellular 
Except for sponges, animal cells are 

arranged into tissues (a tissue is a 
group of cells alike in structure and 
function… such as muscle tissue or 
brain tissue). Tissues are necessary to 
produce organs and organ systems.



2. Animals are heterotrophs

Heterotrophs consume their organic 
food. 

Heterotrophs are not capable of 
making their own foods.



3. Animals are motile

Heterotrophy often requires 
motility to capture prey. 

Animals have motility during at 
least some part of their life 
cycle.



4. Animals are diploid
• The dominant generation in the life cycle is the 

diploid generation. 
• Their gametes are heterogametes (different sizes); 

eggs are larger than sperm. 
• Gametes are produced by meiosis. 
• A typical animal 

life cycle:



Human Life Cycle



pictures by Ebert 2005

Cyclical parthenogenesis
Hybridization



5. Animals have a period of 
embryonic development

During embryonic development, 
cells become specialized and 
form two or three layers of 
tissues.



6. Animal cells 
lack cell walls

Therefore a skeleton is 
necessary to support the 
tissues of large animals.



Types of body symmetry

Body shapes



Asymmetry

• Asymmetrical
animals have no 
pattern of 
symmetry. 

• The simplest 
animals (sponges) 
are asymmetrical.



Radial Symmetry
• The body parts of a radially 

symmetrical animal are 
arranged around a central 
axis so that each part 
extends from the center. 

• Animals that exhibit radial 
symmetry tend to be 
sessile (immobile). Radial 
symmetry allows them to 
reach out in all directions.



Bilateral Symmetry
• One cut along the longitudinal 

axis will produce identical halves 
of a bilaterally symmetrical 
animal. 

• Bilateral symmetry is best for 
motile animals.

Body Plan Includes

• Anterior and Posterior Ends

• Dorsal and Ventral Surfaces

• “Right” and “Left” sides are 
mirror images





Evolution of Symmetry

The evolutionary 
sequence 
progressed from 
asymmetrical 
animals, to radial, 
and then to 
bilaterally 
symmetrical 
animals.







Home work: Any comments on 

this evolution of summetry tree?



原生动物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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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生动物门的主要特征

1. 整个身体由单个细胞组成

– 原生动物即单细胞动物

– 具有一般细胞所具有的基本结构:

• 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

• 细胞器 (线粒体、核糖体、内质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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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单细胞又是一个具有动物基本特性和生理机能的、独
立完整的有机体：
– 具有运动、消化、呼吸、排泄、感应、生殖等机能

• 以上生理机能由各种特殊的细胞器(organelle)来完成
– 如: 运动胞器：纤毛、鞭毛

– 摄食胞器：胞口、胞咽、食物泡

– 感觉胞器：眼点

– 调节体内水分的胞器：收集管、伸缩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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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器：这些结构相当于高等动物体内的器官，
因此称为细胞的器官，简称细胞器，或胞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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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细胞动物与高等动物的一个细胞结构相
似，但功能不同，相当于完整的一个高等
动物体

• 最简单的动物，最复杂的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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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身体微小

– 最小种类：< 1 µm

– 最大种类：1－3 mm

– 草履虫：300 µm；

– 绿眼虫：30 µm；

– 蚕微粒子: 0.5 µm；

– 喇叭虫: 1－2 mm



• 人眼的分辨率为0.1~0.2 mm

• 普通光学显微镜的分辩率为0.1~0.2 µm

• 光学显微镜下无法看清 < 0.2 µm的细微结构，这些
结构称为亚显微结构或超微结构

• 显微镜的分辨率 = 0.61×lamda/(N·sinU) 
– lamda为所用光波的波长
– N 为物体所在空间的折射率(空气中N=1)

– U为孔径角，即从物点发出能进入物镜成像的光线锥的锥顶角的半角
– N·sinU 为数值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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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原始性

– 形态结构和生理功能在各类动物中都是最简单、
最原始的，反映了动物界最早祖先类型的特点



• 原生动物：

– 是一个能独立生活的、单细胞结构的完整有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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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不良环境有特殊的适应性
– 在不良环境下能形成包囊，失去大部分结构后缩成一团，分

泌胶质在体外形成包囊膜，使自身与外界环境隔开，新陈代
谢水平降低，处于休眠状态。环境条件良好时又长出相应结
构，脱囊而出，恢复正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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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生在鱼皮肤下层的小瓜虫

A: 成虫; B: 形成包囊的虫体; C: 

虫体在包囊内分裂，形成许
多幼虫



30多子小瓜虫(Ichthyophthirius multifiliis)



• 5 一些种类为群体单细胞动物
– 由多个单细胞个体聚集而成的群体，但绝大多
数群体内的单细胞个体具有相对独立性

– 多细胞动物：
• 细胞分化为组织，再进一步形成器官、系统

– 群体单细胞动物：
• 细胞一般没有分化，最多只有体细胞和生殖细胞的
分化。体细胞没有分化，群体内的各个个体具有相
对独立性



盘藻 空球藻实球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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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表动物：草履虫 Paramecium audatum



1. 结构和功能

– 表膜 :包被草履虫体表
的膜，即细胞膜(质膜)，
分为三层结构

– 最外层膜连续覆盖在体
表和纤毛上, 中间层和

内层膜形成表膜泡镶嵌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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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膜泡镶嵌系统
– 增加表膜硬度

– 具柔韧性，不妨碍
虫体局部弯曲

– 保护细胞质

– 避免内部物质穿过
外层细胞膜

35
表膜泡镶嵌系统



表膜上有纤毛和口沟。由于口沟的存在以及口沟处的
纤毛较长，摆动有力，所以虫体常旋转前进



• 纤毛

– 是草履虫的运动器官。为细胞质的丝状突起。
纤毛的基部有复杂的微管纤维网，控制和协调
纤毛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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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精子
精子鞭毛

9+2微管系统 鞭毛虫
原生动物鞭毛
9+2微管系统

• 原生动物的纤毛、鞭毛与高等动物的精子
鞭毛具有相同的结构：由9＋2微管系统(双
联体微管+中央微管)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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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管结构示意图

微管系统的亚显微结构



• 口沟：从草履虫身体前端开始，在表膜上
一条伸向身体中部的斜沟。沟的未端为口
(胞口)。



• 细胞质:分成外质和内
质二部分

– 外质: 为表膜下面的一
薄层细胞质，较透明。
剌丝泡分布在外质中。

– 剌丝泡: 为纺缍形小杆
状结构，有小孔开口于
表膜。当受到外来刺激
时，能释放出内含物，

吸水后聚合成丝，能麻
庳敌害，有防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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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丝泡 (see 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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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丝



• 内质: 内含颗粒状结构，有流动性。许多重
要结构分布在内质中

– 食物泡:散布在内质中的许多泡状结构。



• 食物泡的形成和食物的消化

– 胞口，胞咽，食物泡，溶酶体，胞肛

– 细胞内消化



排除食物残渣

胞肛 (see 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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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伸缩泡和收集管:

– 位于内、外质的交界处，2组，身体的前、后
半部各一组

– 功能: 排除体内多余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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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履虫体内水分来源:

– 大部分由外界通过表膜渗透进来

– 一部分随食物经胞口和食物泡进入细胞质

– 小部分为新陈代谢过程中产生的代谢水

• 伸缩泡和收集管对于维持体内渗透压平衡
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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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胞核:位于细胞中央，有二种
– 大核:  一个，肾形，位于胞咽附近。

– 功能: 主管营养代谢，为多倍体，称为营养核。

– 小核：一个或多个，位于大核凹陷处。

– 功能：是基因储存地，负责基因交换、基因重组，为
二倍体，主管生殖、遗传，称为生殖核。



• 草履虫与其它原生动物一样，无专门的负
责呼吸、循环的胞器。

– 呼吸、排泄：靠表膜渗透

– 循环：靠内质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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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性生殖：横二分裂
– 小核先作有丝分裂，大核再作无丝分裂，各自延长，
分成二部分。虫体从身体中部横缢，形成 2 个子体

52



• 有性生殖：接合生殖 (大草履虫Paramecium caudatum)



三、病原体----疟原虫

• 疟原虫分布遍及全球。其引起的疟疾为我国五大
寄生虫病(血吸虫病、疟疾、丝虫病、黑热病、钩虫病)之一

• 寄生在人体的疟原虫主要有4 种：

– 1）间日疟原虫，主要分布于东北、西北、华北

– 2）恶性疟原虫，主要分布于云南、贵州、四川、海南
（瘴气）

– 3）三日疟原虫，我国较少发生

– 4）卵形疟原虫，我国极少发生

• 四种疟原虫的生活史基本相同





• 有二个寄主：人，雌按蚊

• 有世代交替现象：

– 无性世代： 在人体内进行；有性世代：在雌按
蚊体内进行

• 传播媒介：雌按蚊



• 疟原虫在人体肝脏和红细胞内发育

–肝脏内发育时期：

• 红细胞前期

• 红细胞外期

–红细胞内发育

• 红细胞内期



• 红细胞前期：在人的肝脏中进行

– 临床意义：决定潜伏期的长短

• 红细胞内期：在人体的红血细胞中进行

– 临床意义：决定疟疾症状反复发作的间隔时间

• 红细胞外期：在人体肝脏中进行(迟发型子
孢子的存在）

– 临床意义：疟疾复发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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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类

• 分类依椐：运动胞器、营养方式

运动器官 营养方式 代表动物

鞭毛纲(植鞭亚纲) 鞭毛 自养 眼虫

鞭毛纲(动鞭亚纲) 鞭毛 异养(渗透、吞食) 锥虫

纤毛纲 纤毛 异养 草履虫

肉足纲 伪足 异养 变形虫

孢子纲 无 寄生 疟原虫



• 1.鞭毛纲 Mastigophora



蓝氏贾第鞭毛虫

(旅游者腹泻)

鞭毛虫

• 鞭毛纲 Mastigophora (鞭毛虫see video)



• 2.纤毛纲 Ciliata (聚缩虫 see video)

– 纤毛较短，数量较多，运动节律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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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纤毛纲 Ciliata

棘尾虫

钟形虫

聚缩虫



变形虫

• 3.肉足纲 Sarcodita （变形虫see video)



• 3.肉足纲 Sarcodita



有外壳的肉足纲种类

• 3.肉足纲 Sarcodita



• 3.肉足纲 Sarcodita

太阳虫
表壳虫

足衣虫

有外壳的肉足纲种类



• 3.肉足纲 Sarcodita

有孔虫：有外壳的肉足纲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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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孢子纲 Sporozoa

– 都是内寄生种类

– 有世代交替现象



五、原生动物与人类的关系

1.对人类造成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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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频、血尿，排尿
灼样疼痛

滴虫性尿道膀胱
炎

接触

白带增多，外阴瘙
痒，月经不调

滴虫性阴道炎

泌尿生殖系统阴道毛滴虫

舌蝇昏睡、致死非洲睡眠病脑、脊髓锥虫

白蛉肝脾肿大、发烧黑热病巨噬细胞利什曼原虫

经口大便血多脓少阿米巴痢疾肠道痢疾内变形虫

传播媒介症状引起疾病寄生部位病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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锥虫
舌蝇

五、原生动物与人类的关系

杜氏利什曼原虫



• 2 危害动物健康

– 粘孢子虫：寄生于鱼的肌肉、皮下、鳃等部位，
引起鱼类死亡

– 艾美球虫：寄生于小肠，引起鸡、兔死亡率很
高的球虫病

– 血孢子虫：寄生于血细胞，引起牛、马血尿

球虫病



• 危害动物健康

聚缩虫
(纤毛纲)



• 3 赤潮

– 海洋中鞭毛纲的夜光虫等种类大量快速繁殖，形成赤
潮，造成生成鱼、虾、贝类等海洋生物大量死亡，对
海洋养殖带来很大危害



• 有益于人类的方面：

– 组成海洋浮游生物的主体

– 古代原生动物大量沉积水底淤泥，在微生物的
作用和覆盖层的压力形成下形成石油

– 原生动物中有孔类化石是地质学上探测石油的
标徵

– 利用原生动物对有机废物、有害细菌进行净化，
对有机废水进行絮化沉淀

– 科学研究的重要实验材料



Miao et al 2013 BMC Evol Biol



Miao et al 2013 BMC Evol Biol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