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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目山次生演替不同阶段动态变化研究 

仲佶
1*
 唐巍玲

2* 
严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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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靖

3*
 苏光裕

4*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上海 200433） 

 

摘要：次生演替是指发生在次生裸地上的演替，而次生裸地是指原有植被虽已不存在但原有

的土壤条件基本保留，甚至还有曾经生长在此地的种子或者其他繁殖体的裸地。人为的许多

活动都能破坏原有的植被而产生荒地。不同阶段的次生演替有不同的特征。由于不同阶段荒

废时间间隔较长，因此我们采用的是比较通用的“空间代替时间”的方法，研究不同荒废年

限的样地特点及次生演替规律。我们发现，尽管外来种和本地种在数目变化上有时间先后的

差异，但其存亡与否的关键是种间竞争，竞争力较弱的物种会被竞争力较强的物种淘汰。 

关键词：次生演替，外来种，土著种，多样性，恢复生态学 

 

The research about the stages of Tianmu Mount’s secondary 

succession 

Ji Zhong 1*, Weiling Tang 2*, Qing Yan 2*, Jing Qian 3*, Guangyu Su 4*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Secondary succession is the succession occurred on secondary bare lands, and 

secondary bare land is the land without any intrinsic vegetation but the soil condition, including 

seeds and other propagulums. Many artificial activities could cause the destroy of intrinsic 

vegetation and produce bare lands. Secondary successions in different stages hav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Due to the long interval between two different stages, we used the method “space 

instead of time”, to stud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stage, and the law of secondary succession. 

We found out that although the number changed by time was different in different species, the 

most critical factor was interspecific competition. The weak species would be washed by the 

stronger ones. 

Key words: secondary succession, exotic species, native species, diversity, restoration ecology 

 

人类在与自然相处的过程中进行着长期的工业污染和大规模森林砍伐，导致许多生态系

统处于退化状态（Cramer 2008），物种多样性下降，这些退化的生态系统易受到外来种的入

侵（Rejmanek 1989; Stapanian 1998）。外来种对入侵环境的物种库（species pools）、生

境条件（habitat conditions）以及物种间相互作用有影响，因此外来种可能改变生态系统

中群落的结构和功能(McGeoch 2010)，并影响其恢复的过程（Pedro 2010）。因此研究外来

种和土著种共存生态系统的群落演替格局，对于从整体了解外来物种入侵的危害以及退化生

态系统的管理和恢复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究外来种在次生演替中的动态变化及其对土著种种群



天目山野外实习论文集    天目山次生演替不同阶段动态变化研究 

动态、演替格局的影响，焦点之一是探究群落演替过程中外来种和土著种的种群动态是否具

有显著差异（Meiners 2007,2008; Pedro 2010）。理论上讲，外来种与生活型相近的土著种

受到相同的密度制约效应和能量分配权衡机制的影响(Grime 2001)，在相似选择压的作用

下，无论是外来种或是土著种，其性状变异将源于相同的功能群（Huston 1994），因此二者

在功能性状上不会产生显著性的差异(Ortega and Pearson 2005)。 

由于群落演替的研究需要至少数十年的固定样地调查数据，因此真正以时间序列取样来

研究上述科学问题所提供的案例一定是有限的，而有限的案例对于上述科学问题的阐述显然

是不充分的。群落生态学中一直采用“空间替代时间”（space for time）的方法进行群落

演替的研究，而目前将这一方法用于针对上述假说的验证研究还未见报道。 

我们的课题拟以天目山植物群落为研究对象，采用“空间替代时间”的方法，研究不同

荒废年限的样地中，外来种和土著种的丰富度、多度、生活史型和种群动态等的变化格局。

其具体目标是回答如下几个问题：①群落演替过程中外来种和土著种的种群动态是否具有显

著差异？②“空间替代时间”方法在研究此类问题中是否适用？ 

1 材料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浙江省天目山自然保护区，地处临安市西北部，经度范围：119°24′11″-119°28 ′

21″，纬度范围：30°18′30″-30°24′55″，海拔范围 300m-1556m，具有典型的中亚热

带的森林生态系统和森林景观。年平均气温 14.8～8.8 ℃；≥10℃积温 5100～2500℃；年

降水量 1390～1870mm，相对湿度 76 %～81 %。西天目山地处亚热带北缘，属亚热带季风性

暖湿型气候，四季分明，有利于植被生长。我们研究的次生演替也在天目山上屡见不鲜。 

1.2 课题提出与取样地点 

本实验中所用的样地均在天目山管理局门口的荒地上，海拔约 320m。按使用时间分为

三类样地。第一类样地所在荒地的停用时间 短，为年停用的小石子停车场，植被稀少且矮

小，品种较单一，可视为次生演替初级阶段；第二类样地所在荒地为 07 年年底停用荒废的

停车场，植被较第一类样地密集，品种较丰富，视为第二阶段；第三类样地所在荒地荒废时

间 久，02 年就不再使用了，植被物种多且个体较大，出现了灌木，视为第三阶段。 

三块样地面积都较大，但均是在天目山管理局附近，因此海拔与经纬度以及其它外界因

素均可视为相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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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实验方法与设计 

1.3.1 测量方法 

为避免人为因素对结果造成太大干扰，我们在三块不同次生演替阶段的样地上各取了 6

个样方，相邻样方间间隔 10m，均为 0.5m*0.5m 样方采样。 

将样方里的所有植物植株全部收割后，首先分类鉴定，确定物种种类及数目后，再测量

每株植株株高，攀援植物则测量藤长。 

植株测量时尽量保持其在自然状态下的高度，以保证实验的准确性。 

1.3.2 数据的初步计算 

针对各个阶段样地我们都要统计不同物种的个体数，并计算其平均高度， 密度，频度，

相对高度，相对密度，相对频度，相对优势度 SDR，重要值和相对重要值。 

主要公式为： 

 频度： F=某一种物种出现的样方数/全部样方数 

 相对优势度： SDR=（相对高度+相对密度+相对频度）/3 

 重要值： 重要值=相对密度+相对频度+相对优势度 SDR 

物种多样性指数计算 

我们采用的是 Simpson 指数(D)来计算物种的多样性指数。Simpson 指数有两种计算方

式，一种是 D1=1-ΣPi^2，另一种是 D2=1-Σ[Ni(Ni-1)/N(N-1)]。其中 Ni 为第 i 个物种的

重要值；N 为第 i 个物种所在样线的所有物种的重要值之和；Pi=Ni/N 为第 i 个物种的相对

重要值。 

Simpson 指数代表的是样方中任意两个个体属于不同种的概率,指数越大代表物种多样

性越丰富。 

2 结果 

2.1 天目山 3块不同年限荒地物种丰富度 

3 
 



天目山野外实习论文集    天目山次生演替不同阶段动态变化研究 

 

丰富度的数值在三块样地中呈现逐步增加的趋势。第一阶段为 15 种，第二阶段为 21

种，第三阶段为 30 种。 

2.2 天目山 3块不同年限荒地物种多样性指数 

 

丰富度的关系是阶段 1<2<3，而辛普森指数是阶段 3<1<2，第三阶段很多物种都是一个，

均匀度不高 

2.3 天目山 3块不同年限荒地物种优势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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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相对优势度前三依次是鸡眼草、荩草和血草，第二阶段相对优势度前三依次是

野生大豆、一年蓬和鸡眼草，而第三阶段很多物种的相对优势度差不多，前六依次为求米

草、野生大豆、一年蓬、黄香草木犀、金鸡菊和小飞蓬。 

2.4 天目山 3块不同年限荒地物种相对多度 

 

第一阶段多度前三依次为荩草、叶下珠和狗牙根，第二阶段多度前三依次为野生大豆、

血草和一年蓬，第三阶段多度前三依次为求米草、柳叶箬和黄香草木犀。 

2.5 天目山 3块不同年限荒地植物生活史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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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植物总棵树位计算单位      注：以物种数量位计算单位 

Take the number of plants as parameter   Take the number of species as parameter  

2.6 天目山 3块不同年限荒地外来种比例 

 

注：以植物总棵树位计算单位 

Take the number of plants as parameter 

第二阶段与第一阶段相比，外来种/本地种比例增加，至少在我们研究的演替阶段中，

外来种还是有竞争优势的。但第三阶段反而比第二阶段外来种/本地种比例降低，我们猜测

是外来种的竞争力不如本地种造成的。 

2.7 统计结果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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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第一阶段数据统计结果 

第一阶段 wasteland 1 

物种 
植株数

plant 

amount 

相对多度

relative 

abundance

平均高度

average 

height 

相对高度 

relative 

height 

频度 

frequenc

y 

相对频度

relative 

frequency

优势度

species 

dominace 

Simpson Ni*Ni 

鸡眼草  

Acalypha brachystachya Hornem  
104 0.0455 10.05 0.0661  6  1.0000 0.3706 0.8303 10816  

叶下珠  

Phyllanthus urinaria Linn 
482 0.2110 7.56 0.0498  3  0.5000 0.2536  232324  

狗尾草  

Setaira viridis(L.) Beauv 
25 0.0109 9.10 0.0599  1  0.1667 0.0792  625  

三角草本 19 0.0083 3.60 0.0237  1  0.1667 0.0662  361  

求米草 

 Oplismenus undulatifolius (Arduino) 

Beauv 

10 0.0044 6.10 0.0401  1  0.1667 0.0704  100  

铁苋菜  

Acalypha australis Linn.  
117 0.0512 3.37 0.0222  4  0.6667 0.2467  13689  

禾本一种 260 0.1138 12.80 0.0842  1  0.1667 0.1216  67600  

车前草  

Plantago asiatica Linn 
5 0.0022 6.78 0.0446  3  0.5000 0.1823  25  

荩草  

Arthraxon hispidus （Thunb．） Makio 
577 0.2526 5.14 0.0338  4  0.6667 0.3177  332929  

假俭草 

 Eremochloa ophiuroides  
4 0.0018 12.40 0.0816  1  0.1667 0.0833  16  

血草  

Imperata cylindrical  
270 0.1182 8.51 0.0560  4  0.6667 0.2803  7290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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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大豆  

Glycine soja Sieb 
3 0.0013 32.93 0.2167  2  0.3333 0.1838  9  

稗草  

Echinochloa crusgalli (L.) Beauv 
11 0.0048 26.50 0.1744  1  0.1667 0.1153  121  

堇草  

Corydalis pallida (Thunb.)Pers 
5 0.0022 1.90 0.0125  1  0.1667 0.0605  25  

狗牙根 

Cynodondactylon(Linn.)Pers 
392 0.1716 5.20 0.0342  1  0.1667 0.1242  153664  

总数                 885204  

 

表 2 第二阶段统计结果 

第二阶段 wasteland 2 

物种 植株数

plant amount

相对多度

relative 

abundance

平均高度

average 

height 

相对高度

relative 

height 

频度

frequency

相对频度

relative 

frequency

优势度

species 

dominace 

Simpson Ni*Ni 

鸡眼草  

Acalypha brachystachya Hornem  
51 0.0747 13.69 0.0362  5  0.8333 0.3147 0.8373 2601  

求米草 

 Oplismenus undulatifolius (Arduino) 

Beauv 

4 0.0059 9.85 0.0261  2  0.3333 0.1218  16  

铁苋菜  

Acalypha australis Linn.  
11 0.0161 6.67 0.0177  4  0.6667 0.2335  121  

禾本一种 56 0.0820 13.53 0.0358  2  0.3333 0.1504  3136  

血草  

Imperata cylindrical  
125 0.1830 8.86 0.0235  3  0.5000 0.2355  1562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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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大豆 

 Glycine soja Sieb 
206 0.3016 51.79 0.1371  5  0.8333 0.4240  42436  

稗草 

 Echinochloa crusgalli (L.) Beauv 
11 0.0161 24.39 0.0646  2  0.3333 0.1380  121  

小飞蓬  

Conyza canadensis (L．) Cronq．  
3 0.0044 18.60 0.0492  2  0.3333 0.1290  9  

一年蓬 

 Erigeron annuus(L.) Pers 
88 0.1288 17.95 0.0475  6  1.0000 0.3921  7744  

多裂赤果苣 Pterocypsela laciniata 4 0.0059 38.57 0.1021  1  0.1667 0.0915  16  

黄花蒿 

Artemisia annua L.  
2 0.0029 30.40 0.0805  1  0.1667 0.0834  4  

禾本科二种 1 0.0015 32.00 0.0847  1  0.1667 0.0843  1  

千里光 

Herba Senecionis Scandentis  
9 0.0132 40.51 0.1072  2  0.3333 0.1513  81  

酢浆草  

Oxalis corniculata L 
10 0.0146 8.40 0.0222  1  0.1667 0.0678  100  

马兰头  

Kalimeris indica (L.)  
2 0.0029 8.90 0.0236  1  0.1667 0.0644  4  

天南苜蓿 

Medicago sativa Linn 
9 0.0132 10.58 0.0280  2  0.3333 0.1248  81  

柳叶箬 

Isachne globosa (Thunb.) Kuntze  
7 0.0102 9.10 0.0241  1  0.1667 0.0670  49  

蛇莓 

Duchesnea indica  
23 0.0337 7.34 0.0194  2  0.3333 0.1288  529  

萎陵菜 

Potentilla bifurica 
50 0.0732 11.71 0.0310  2  0.3333 0.1458  250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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莴苣 

Lactuca sativa 
7 0.0102 4.10 0.0109  1  0.1667 0.0497  49  

败酱 

Patrinia scabiosaefolia Fisch.  
1 0.0015 10.80 0.0286  1  0.1667 0.0563  1  

 总数 680               75224  

 

表 3 第三阶段统计结果 

第三阶段 wasteland 3 

物种 
植株数

plant 

amount 

相对多

度 relative 

abundance 

平均高

度 average 

height 

相对高

度 relative 

height 

频度

frequency 

相对频

度 relative 

frequency 

优势度

species 

dominace 

Simpson Ni*Ni 

求米草 

 Oplismenus undulatifolius (Arduino) 

Beauv 

296 0.4589 13.86 0.0160  4 0.6667 0.3805 0.7557 87616 

铁苋菜  

Acalypha australis Linn.  
1 0.0016 17.20 0.0198  1 0.1667 0.0627  1 

禾本一种 6 0.0093 14.60 0.0168  1 0.1667 0.0643  36 

血草 

 Imperata cylindrical  
22 0.0341 24.33 0.0280  2 0.3333 0.1318  484 

野生大豆  

Glycine soja Sieb 
32 0.0496 25.52 0.0294  5 0.8333 0.3041  1024 

小飞蓬 

 Conyza canadensis (L．) Cronq．  
13 0.0202 25.58 0.0294  2 0.3333 0.1276  169 

一年蓬  

Erigeron annuus(L.) Pers 
52 0.0806 86.88 0.1000  4 0.6667 0.2824  270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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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裂赤果苣 

 Pterocypsela laciniata  
2 0.0031 65.00 0.0748  1 0.1667 0.0815  4 

黄花蒿 

Artemisia annua L.  
2 0.0031 29.60 0.0341  1 0.1667 0.0679  4 

千里光 

Herba Senecionis Scandentis  
8 0.0124 56.71 0.0653  2 0.3333 0.1370  64 

酢浆草  

Oxalis corniculata L 
1 0.0016 9.20 0.0106  1 0.1667 0.0596  1 

山莴苣 

Mulgedium sibiricum 
2 0.0031 21.50 0.0248  1 0.1667 0.0648  4 

天南苜蓿 

Medicago sativa Linn 
4 0.0062 17.30 0.0199  1 0.1667 0.0643  16 

柳叶箬 

Isachne globosa (Thunb.) Kuntze  
77 0.1194 19.10 0.0220  1 0.1667 0.1027  5929 

萎陵菜 

Potentilla bifurica 
4 0.0062 10.40 0.0120  1 0.1667 0.0616  16 

黄相草木樨 

Melilotus suaveolens Ledeb． 
44 0.0682 24.78 0.0285  4 0.6667 0.2545  1936 

金鸡菊 

Coreopsis basalis  
8 0.0124 76.88 0.0885  2 0.3333 0.1447  64 

水芹菜 

Oenanthe javanica (Blume) DC 
14 0.0217 10.50 0.0121  1 0.1667 0.0668  196 

白苞蒿 

Artemisia lactiflora Wall 
3 0.0047 25.40 0.0292  1 0.1667 0.0669  9 

马松子 

Melochia corchorifolia  
1 0.0016 10.60 0.0122  1 0.1667 0.0601  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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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         

马兰属 A   

Kalimeris indica (L.)  
4 0.0062 20.00 0.0230  1 0.1667 0.0653  16 

马兰属 B   

Kalimeris indica (L.)  
1 0.0016 7.80 0.0090  1 0.1667 0.0591  1 

空心瓟 2 0.0031 12.40 0.0143  1 0.1667 0.0613  4 

野菊 

Chrysanthemum indicum 
2 0.0031 53.00 0.0610  1 0.1667 0.0769  4 

蓬藟 

Rubus hirsutus 
3 0.0047 15.80 0.0182  1 0.1667 0.0632  9 

糙叶树 

Aphananthe aspera Planch 
1 0.0016 15.40 0.0177  1 0.1667 0.0620  1 

商陆 

Phytolacca Americana L. 
1 0.0016 79.00 0.0909  1 0.1667 0.0864  1 

匍匐草本一种 31 0.0481 11.50 0.0132  1 0.1667 0.0760  961 

莴苣 

Lactuca sativa 
2 0.0031 6.00 0.0069  1 0.1667 0.0589  4 

风轮菜 

Clinopodium chinense  
5 0.0078 62.80 0.0723  1 0.1667 0.0822   25 

10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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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析与讨论 

丰富度的数值在三块样地中呈现逐步增加的趋势。我们推测原因为：第一阶段生长环境

较差，仅少数先锋种定居，并逐渐改善了土地的生存环境，为之后定居的植物提供了必要的

生长条件；随着生长环境的改善，一批新的物种逐渐定居，尽管出现了物种间的竞争，但丰

富度还是呈增加的趋势。若是演替到顶级群落可能因为种间竞争过剧而淘汰较弱物种，出现

丰富度不再增大甚至略有减小的情况。 

一般作为先锋植物会有如下特点，生长块，适应性强，种子产量高，扩散能力强。第一

阶段相对优势度靠前的三种植物都具有这些特点，其中鸡眼草虽然多度不高，但是频度和高

度较高，说明其生长范围广，生长快；而狗牙根虽然多度很高，但是相对优势度却很低，这

是由于尽管狗牙根具有较强的扩散能力，但由于它是多年生，生长慢，因而其处于次生演替

开始阶段的相对优势度不高。 

第二中阶段野生大豆明显为优势种，这可能与野生大豆为攀援植物的生长习性有关。这

一阶段中外来种一年蓬体现出了竞争优势，取代了原先优势的鸡眼草。另外还出现了外来种

小飞蓬 

第三阶段又出现了两个外来种，金鸡菊和商陆，出现了较高大的灌木。而一年生的

求米草因其是匍匐的喜阴湿的植物，较高演替阶段产生的灌木乔木为其提供了较好的生

长条件，同时气温上升时生长旺盛，匍匐茎上会长出许多不定根和腋芽，而我们正是夏

季采样，符合求米草的疯长的条件。柳叶箬虽然多度大，但是高度和频度均很低，只集

中在其中一块样方上生长，因此不具代表性。 

总体来说，随着演替的进行，一开始时一年生物种占优势，之后由于种间竞争的关系，

原有的优势物种逐渐被具有更强竞争力的多年生物种取代。 

一年蓬呈现出现增加后减少的情况，若是以其为代表能揭示外来种在此生演替中的规

律，即开始时会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但在我们调查的演替过程中因本土物种的的优势胜过它

而让位与本土的物种。 

通过辛普森指数可看出丰富度的关系是 1<2<3，而辛普森指数是 3<1<2，第三阶段很多

物种都是一个，均匀度不高。 

外来种/本地种比例增加，至少在我们研究的演替阶段中，外来种还是有竞争优势的，

虽然后来外来种比例降低，我们认为原因是其只是在个体数目上的比例，此时出现了较高大

的外来种的灌木，草本的植物难以竞争过高大灌木，所以外来种的比例虽然降低但实际上仍

是有竞争优势的。 

致谢：在此，我们感谢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为我们提供的天目山考察机会，感谢董慧琴

等老师对我们的帮助，感谢在课题研究和方法选择上潘晓云老师和吕晓腾同学对我们的帮

助，感谢周寅和陆帆老师对于植物鉴定方面的帮助，感谢天目山管理局赵明水科长对于样地

历史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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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开垦时间和种植作物种类对天目山植物多样性影

响的调查 

朱文鹏  赵润泽  蒋天翼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上海 200433） 

摘要：随着当地旅游业的迅速发展，浙江省天目山的植物多样性目前正受到农田开垦的影响。

为了解农田开垦对植物多样性的影响模式并探讨其可能成因，我们对天目山不同农田内植物

多样性进行了调查。根据不同开垦时间和种植作物种类选择 16 块样地，还有一处附近未开

垦荒地作为对照组，样方大小 0.5m×0.5m。采取几种 通用的物种多样性指数分析数据。

结果表明，开垦后农田中植物的多样性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拐点应该出

现在开垦后的第二年到第五年间。对比种植不同作物的农田可以得知南瓜地中的植物物种多

样性 高，而花生地中的 低。以上结果可能与天目山当地粗放型的耕种模式有关。此外农

田中植物多样性与作物的形态和生长特点有关，也与作物需要人为管理的精细程度有关。 

关键词：农田开垦物种多样性天目山自然保护区α多样性指数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mpact of reclaiming time of crops and 

species of cultivation on species diversity of plants in Tianmu 

Mountain 

Zhu Wenpeng  Zhao Runze  Jiang Tianyi 

(School of Life Science, Fudan Uniersity,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 With the quick development of local tourism, reclamation has exerted an impact on 

species diversity of vegetation in Tianmu Mountain, Zhe Jiang. To find out the pattern of the 

impact of reclamation on species diversity and the corresponding explanation, we carried out a 

sampling survey of the diversity of vegetation in various crops in TianmuMountain. We chose 16 

typical plots of various reclaiming time and species cultivating, and a site without reclamation as 

control. The herb sample field is of 0.5m×0.5m. Severaltype of most widely-used species 

diversity index are picked to analyse the data gathered. Theresults show that after reclamation the 

species diversity of vegetation decreases in the first two years and then increases in the following 

years. The turning point takes place in the interval between the second year and the fifth year after 

reclamation. With the comparison on the crops of different species of cultivation, we find that the 

species diversity of vegetation in pumpkin field is the highest while that in peanut field is the 

lowest. The results above may be explained by the extensive pattern of cultivation in this 

mountainous area. In addition, species diversity in crops is influenced b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rphology and growth of the species cultivating as well as the level of manual management 

requ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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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 reclamation species diversity Tianmu Nature Reserve a diversityindexes  

介绍 

浙江省天目山作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有 25 年的历史，25 年中保护区管理局对保护区

生态资源的监管和保护日趋完善，使天目山内的物种多样性得到了全面的保护，天目山因此

得以成为浙江省“物种基因的宝库”。然而随着天目山当地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天目山物种

多样性的保护也遇到了新的问题和挑战。在这次天目山野外实习考察的过程中，我们小论文

课题组留意到上山公路的两旁布满了一个个面积不一的农田。从当地人那里了解到，近年来

随着旅游业的日益发达，天目山内宾馆、度假村和饭店的数量大幅增加。由于从山外购买食

材所需运输费用较高，为了降低成本，当地部分农民增加了农田的面积。因此我们课题组对

天目山农田开垦对当地植物多样性的影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般观点认为，农田的开垦使

本地的自然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形成了新的农业生态系统。农业生态系统结构简单，生

物种类单一，种内竞争强度大，食物链短，系统内平衡机制被破坏，自我调节能力差，抵御

灾害能力很差。只有在人工大量投入、精心管理下，才能保持稳定高产。然而在前期的观察

中，我们发现山区内粗放型耕种模式下的农田生态系统模式可能不能简单的由以上表述概

括。因此我们希望通过调查农田开垦时间和种植作物种类对天目山植物多样性的影响来深入

探索农田开垦对当地植物多样性的影响模式。 

1 研究地区和研究方法 

1.1 地区概况 

浙江省西天目山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浙江省西北部临安市境内，海拔 1506m，总

面积 4284ha，地理位置为 30°18′-30°25′N，119°23′-119°29′E。年平均气温

14.8-8.8℃，积温 5100-2500℃，年降水量 1390-1870mm，相对湿度 76-81%。年太阳辐射

4460-3270MJ/m2，春秋季较短，冬夏季偏长。土壤随海拔上升由亚热带红壤向湿润的温带型

棕黄壤过渡。 

受海洋暖湿气候影响，天目山自然保护区具有中亚热带向北亚热带过渡特征，森林植被

十分茂盛并且分布有明显垂直界限。自山麓到山顶垂直带谱为：海拔 850m 以下为常绿阔叶

林，主要乔木有青冈、细叶青冈、苦槠、豹皮樟、枫香、榉树等；850-1100m 为常绿、落叶

阔叶混交林，主要乔木有小叶青冈、石栎、天目木姜子、短柄木枹、交让木等；1100-1380m

为落叶阔叶林，主要乔木有小叶白辛树、白栎、茅栗、灯台树、天目槭、黄山松等；1380-1500m

为落叶矮林，主要乔木有天目琼花、湖北海棠、三桠乌药、四照花等。灌木层有连葌茶、紫

楠、山胡椒、接骨木、金缕梅等。草本植物包括禾本科、菊科、十字花科和石竹科植物以及

白茅、野古草、芒和蕨类；藤本和附生植物有紫藤、蛇藤、珍珠莲、薜荔、野木瓜和南五味

子等。天目山自然条件优越，植物资源丰富，久负盛名，享有“天然植物园”的美誉。 

1.2 调查方法 

1.2.1 取样地点 

为了寻求农田开垦这种人为干扰效应在时间上和入侵种类上对天目山植物多样性的影

响，我们在一位当地人的带领下，寻找到了开垦了约 1 年、2 年、5 年和 10 年的四个大块的

农田，每个大块农田中都种有不同的作物，选择其中共有的四种作物——玉米、花生、南瓜

和大豆进行研究。为了尽量控制变量，我们确认了所选取的四块农田所处的生境和土壤理化

性质基本相似，并选取附近具有相似生境和土壤理化性质的未开垦土地作为对照。 

农田一：入山公路通往浮玉山庄方向和竹祥山庄方向的岔路口公路旁 

农田二：岔路口下山方向 200 米处公路旁 



天目山野外实习论文集  农田开垦时间和种植作物种类对天目山植物多样性影响的调查 

18 
 

农田三：天目山保护区入口处公路旁 

农田四：天目山保护区入口处下山方向 500 米处大有村公路旁 

对照：岔路口下山方向 400 米处公路旁的一片荒地 

1.2.2 取样方法 

样方法：采取闭眼掷石头、以石头掉落位置为中心取样的随机取样法，样方面积为 0.5

×0.5m，每块样地取 5个样方，统计样方内植物的种类和数量，取平均值。 

1.3 群落物种多样性的测度方法多样，且各有其局限，不同的方法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

为全面可靠的对不同样地，不同植物群落的多样性进行比较，我们采取丰富度指数（Species 

richness）、物种多样性指数（Species diversity）和均匀度指数（Evenness）三类指数中较为

普遍使用的α多样性指数公式测度群落物种的多样性，它们包括： 

①丰富度指数 

R 0S 

R 1= S -1/ lnN (Margalef,1958) 

②物种多样性指数 

Simpson 指数(D) 

D 1 P i^2 (Gini,1912) 

D 2 =1N i N i 1 NN 1 (Greenberg,1956) 

Shannon-Winener指数（H） 

HP i lnP i       (Pielou,1975) 

Brillouin指数（HB） 

HB = (lnN! - ln n i!)/N 
③均匀度指数 

Pielou均匀度指数（J） 

J H P i lnP i / lnS (Pielou,1975) 

2 结果与分析 

表 1．基于不同测度指标不同开垦农田的多样性指数 

多样性指数 玉     米 大      豆 

Y 1 2 5 10 1 2 5 10 

S 5 5 6 7 4 4 5 7 

N 46 62 91 115 52 77 89 105 

M 1.045 0.969 1.108 1.265 0.759 0.691 0.891 1.504 

D 0.728 0.665 0.815 0.851 0.734 0.668 0.771 0.869 

H’ 1.479 1.458 1.581 1.657 1.43 1.406 1.561 1.758 

HB 1.315 1.296 1.436 1.582 1.35 1.325 1.477 1.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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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H 0.78 0.731 0.808 0.835 0.791 0.777 0.805 0.823

多样性指数 南   瓜 花    生 荒  地

Y 1 2 5 10 1 2 5 10 0 

S 7 8 10 11 4 4 5 5 15 

N 80 91 102 105 40 46 52 61 115 

M 1.369 1.33 1.946 2.149 0.813 0.784 1.012 0.973 2.951

D 0.798 0.735 0.851 0.929 0.425 0.383 0.475 0.493 0.941

H’ 1.675 1.666 1.811 1.903 1.147 1.138 1.17 1.192 2.311

HB 1.731 1.725 1.817 1.925 1.1093 1.101 1.134 1.178 1.959

JH 0.792 0.769 0.803 0.856 0.396 0.421 0.456 0.493 0.939

Y-开垦时间；S-物种数；N-植株总数；M-Margalef指数；D-Simpson指数（Greenberg,1956）；H’

-Shannon-Winener指数；HB-Brillouin指数；JH-Pielou均匀数指数  

2.1 农田开垦时间与植物物种多样性 

2.1.1 物种丰富度指数分析 

不同种植作物的农田物种丰富度指数随开垦时间的增加变化趋势一致，均为第一年迅速

下降，第二年停止迅速下降的趋势，而在五年后和十年后出现缓慢上升。具体表现为：物种

的个体数目和种类在开垦后迅速下降，之后持续回升，而 Margalef 指数也在开垦第二年达

到 低值后开始逐步上升。值得注意的是，Margalef 指数在开垦第二年后才达到 低值，而

这时物种种类并没有出现下降。。Margalef 指数的下降，可能是由物种数的减少引起的，也

可能是由各物种总个体数的增加引起（因公式中包含物种数 S 和所有物种个体数之和 N）。

因此这里 Margalef 指数下降的原因并非物种种类下降，而是物种个体数目迅速增加的趋势

超过了物种种类增加的速度所致。 

 

物
种
数
（
个
） 

图一  不同农田和物种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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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不同农田和植株总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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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不同农田和 Margalef 指数关系 

2.1.2 物种多样性指数分析 

通过比较不同开垦时间的农田的植物群落多样性指数可知，本地植物群落多样性在开垦

后迅速下降，并在第二年继续缓慢下降达到 低点，而后逐渐增加，这种趋势在四种种植作

物的农田中表现基本一致。值得注意的是，Shannon-Winener 指数和 Brillouin 指数在开垦

第二年的下降并不明显，几乎只是持平，而 Simpson 指数则在此时间点有明显的下降，这

可能与 Simpson 指数受到均匀度的影响有关，这一点会在下面的均匀度指数分析中详述。 

物种多样性指数出现先降后升趋势的可能原因是：经过两年的人为干扰，本地的原始物

种成熟体在第一年被根除，种子和繁殖体也在第二年消亡，此时的物种多样性达到 低值；

而土地的理化性质和群落中的种间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更加适合从周围环境中迁移

来的某些新物种的生存，因而后来物种在新的环境中迅速适应并繁殖，形成了新的植物群落。

不过这种多样性的恢复从质量和数量上都不能达到开垦前的状况。 

20 
 



天目山野外实习论文集  农田开垦时间和种植作物种类对天目山植物多样性影响的调查 

 

 

 

S
i
m
p
s
o
n

指
数 

图四  不同农田和 Simpson 指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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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不同农田和 Shannon-Winener 指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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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不同农田和 Brillouin 指数关系 

2.1.3 均匀度指数分析 

均匀度指数随开垦时间的增加的变化趋势在四种种植作物中均表现一致：在开垦后前两

年明显下降，而在接下来的两个时间点中明显上升。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人为干扰之

初，土地的理化性质和群落中的种间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过去本地群落平衡稳定的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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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迅速被打破，某些非常适合新环境的新来物种迅速抢占了该生态位，并且这种抢占是随机

和不充分的，因此均匀度会迅速下降到 低点。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新物种会

落户到该区域，使新群落重新达到平衡稳定，此时群落的均匀度会有所回升。 

均匀度明显的“V”字形先降后升趋势解释了 Simpson 指数会在开垦后第二年依然有明

显的下降。根据 Simpson 指数（无论是理论公式还是修正后的公式）的定义，该指数涉及

一个物种遇到另一个同类物种的概率大小。概率越大，说明多样性越小。而在开垦后的第二

年，物种的种类并无明显变化，物种均匀度成为了主要影响因素，一种植株随机遇到另一种

植株的概率非常之小不是因为物种过于丰富而是因为植株分布平均，所以此时 Simpson 指

数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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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不同农田和Pielou均匀数指数关系

2.2 农田种植作物种类与植物物种多样性 

2.2.1 物种丰富度指数分析 

从物种丰富度来看，南瓜地无论在物种种类数还是在 Margalef 指数值都明显高于另外

三种作物，这可能是因为南瓜地生长条件较为宽松，农田管理相应不严，人为干扰的强度不

大所致。此外，南瓜是一种蔓生的藤本植物，在地上茎匍匐延伸的过程中会形成更为复杂的

生境，为更多植物物种在农田中生存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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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  农田开垦时间和植株总数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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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  农田开垦时间和 Margalef 指数的关系 

2.2.2 物种多样性指数分析 

对比种植四种作物农田的物种多样性指数可知，南瓜地的物种多样性指数 高，这与物

种丰富度的结果相一致，但花生地的物种多样性指数却明显比玉米和大豆的低，虽然它们的

物种丰富度相差不大。推测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是花生地的均匀度指数较低，这将由均匀度

指数的计算结果加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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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  农田开垦时间和 Simpson 指数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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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  农田开垦时间和 Shannon-Winener 指数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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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一  农田开垦时间和 Brillouin 指数的关系 

2.2.3 均匀度指数分析 

利用均匀度指数对比种植四种不同作物的农田可以看出，玉米、大豆和南瓜的均匀度相

似，而花生的则明显较低，这也解释了它的物种多样性指数要低于物质丰富度相似的大豆地

和玉米地。对于这一结果的解释是在我们的实地考察中发现花生地的管理要明显比大豆地和

玉米地细致，能够生长在上面的其他植物非常少，导致花生这种作物的植株个数占所有植物

个体数的比重明显高于其他农田，因此其均匀度自然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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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一  农田开垦时间和 Pielou 均匀数指数的关系 

3 结论 

通过从物种丰富度、物种多样性和均匀度三类指数对不同开垦时间的农田样地中植物物

种多样性进行分析可以得知：农田中植物物种的多样性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这一过

程的拐点应该出现在开垦后的第二年到第五年间。这一结论告诉我们天目山开垦后农田内植

物物种多样性并不是立即降至 低点并稳定不变，而是在逐渐下降后又逐渐上升。对这一现

象的解释是天目山当地粗放型的耕种模式，即由于自然环境的优越，在完全开垦一片土地后，

对农田的维护和管理并不像平原那样细致。我们因此甚至可以从次生演替的角度来理解农田

中物种多样性的恢复。此外，第一年开垦中一些未完全清除的本地植物的种子和繁殖体在第

一年中依然可以发育成新个体，但却在第二年陆续被淘汰，这可能是开垦后第一年农田中植

物物种多样性没有立即达到 低点的原因。 

通过对比种植不同作物农田中的植物物种多样性可以得知南瓜地中的物种多样性 高，

而花生地中的 低。对这一结果的解释是农田中植物物种多样性与作物的形态和生长特点有

关，也与作物需要人为管理的精细程度有关。南瓜生长条件较为宽松，农田管理相应不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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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南瓜又是一种蔓生的藤本植物，在地上茎匍匐延伸的过程中会形成更为复杂的生境，

为更多植物物种在农田中生存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南瓜地中的物种多样性 高。而花生植

株矮小，在种植过程中采取成列的密集种植，在生长过程中常常需要农民特别管理，因此其

中的植物物种多样性 低。因此，如果把粗放型的耕种模式视作一种人为干扰，则种植不同

的作物可以体现为不同的干扰强度，受干扰的样地中植物物种多样性也会有不同的改变。 

此外，我们虽然看到了在粗放型耕种模式下开垦多年后的农田中植物物种多样性有了一

定的恢复，也看到种植某些种类作物对本地植物物种多样性的影响会较小，但农田中的植物

种类多样性在质量和数量上都不能和对照原始荒地相比。因此我们依旧不能忽视开垦农田对

天目山当地植物物种多样性的破坏，更不能为了使农民获得更高旅游收入放纵他们的开垦行

为，如果这样的行为不加以制止的话，美丽的天目山上将出现一个个不和谐的丑陋的疮疤。 

4 讨论 

迫于时间和条件限制，我们在调查中还有一些遗留问题未解决。首先，山中的自然环境

和土壤条件是极为复杂的。虽然我们在选取样地时为了控制各环境变量，尽量选取公路边自

然环境和土壤条件相似的农田和对照，但我们仍然很难保证所取样地内植物的多样性不受自

然环境和土壤条件差异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通过对各环境变量的测量和比较进行估算和控

制，但我们不具备专业的工具和设备。虽然这一问题对此次实验的结果会产生多大的影响不

得而知，但个人认为，多组样方所一致揭示出的结论还是可靠的。 

第二，由于协助我们的当地人只为我们找到了四种开垦时间的样地，我们很难确切的知

道开垦第 3、4 年以及 10 年以上农田中植物群落的物种多样性情况，因此我们不能肯定植物

群落的物种多样性由降转升的拐点出现在开垦后的第二年，也不能确定植物群落已经在开垦

后第十年达到了稳定。究竟开垦后植物物种多样性的 低点在何时出现，那时物种多样性的

指数有多低，开垦后多少年植物群落达到了稳定，那时的物种多样性指数为多少，这些问题

需要在增加更多开垦时间的样本后才能解答。 

第三，由于所选的样地总数达到 17 个，样方达到 85 个，我们没有对农田里作物以外的

优势种的重要值进行计算，否则就要大规模测量植株的高度或盖度，而这一巨大工作量是我

们不到三天的调查时间所不能完成的。但在均匀度指数的分析过程中我们发现农田中植物群

落的均匀度随开垦时间和种植作物种类不同有着显著的变化，在这一差异中很有可能也伴随

这优势种的种类和重要值的不同，而这对我们深入研究农田植物群落的多样性和稳定性有着

重要的参考价值。如果可以获得更多的调查时间，相信我们也可以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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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目山南大门地区烟腹毛脚燕的繁殖习性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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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上海 200433） 

 

摘要  为了研究西天目山地区烟腹毛脚燕的生活及繁殖习性，我们于 2011 年 7 月 13 日至

15 日在清晨和下午两个时间段对天目山景区南大门地区对燕鸟在巢附近的活动进行了观

察，并对其归巢频率进行统计。结果证明烟腹毛脚燕的归巢活动模式由巢所处繁殖阶段所决

定，受到时间段、天气、巢内幼鸟数量等多因素的影响；而周围人类的活动也可能对燕鸟筑

巢和育幼存在潜在的干扰。除此之外，我们对繁殖期亲鸟和幼鸟中的一些特殊行为亦有了初

步了解。 

关键词：烟腹毛脚燕  归巢 喂食 乞食行为 

Research of the breeding habitats of Delichon dasypus at Mount 

Tianmu 

Junyan Wang1,  Jianling You1，Shenan Zhao1,  Lingxiang Wang1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July is the breeding season of Asian House Martin(Delichon dasypus) in the TianMu 

Mountains. During Jul.13 to Jul.15.2011 we observed the activities of house martins, and focused 

on the homing frequency of the twenty observed nests in the North Gate area. Results from data 

analysis show that the homing behavior of house martin is mainly determined by the breeding 

stage, and effected by various factors including time and weather. Human activity can also be a 

potential interference to house martins on nesting and homing. 

Key words：Delichon dasypus, frequence of returning nests, the frequency of feeding，food 

begging behavior 

 

天目山位于浙江西北部，具有中亚热带向北亚热带过渡的特征并受海洋暖湿气候的影响

较深，森林植被茂盛，高山深谷地形复杂，形成季风强盛、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水充沛、

光照适宜、复杂多变类型的森林生态气候。根据多年观测资料分析，保护区子山麓（禅源寺）

至山顶（仙人顶），年平均气温 14.8~8.8℃； 冷月平均气温 3.4~2.6℃；极值 低气温

-13.1~20.2℃； 热月平均气温 28.1~19.9℃，极值 高气温 38.2~29.1℃；≥10℃积温

5100~2500℃；无霜期 235~209 天；年雨日 159.2~183.1 天；年雾日 64.1~255.3 天；相对湿

度 76~81%。按气温指标衡量，春秋季较短，冬夏季偏长。 

天目山优越的自然环境，为鸟类的生长和繁衍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良好的条件，这里生

活着多种燕类。 

烟腹毛脚燕(Delichon dasypus)为雀形目(Passeriformes)燕科(Hirundinidae) 燕亚

科(Hirundininae)毛脚燕属的鸟类。体型轻小，活动敏捷，以擅长飞行而著称，善于在高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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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飞啄取昆虫。喙短而宽扁，基部宽大，呈倒三角形，上喙近先端有一缺刻；口裂极深，嘴

须不发达。翅狭长而尖，擅长在空中捕捉飞虫；尾呈叉状，形成“燕尾”，脚短而细弱，趾

三前一后。雌雄羽色相似，体羽以黑色和灰白色为主。繁殖于喜马拉雅山脉至日本；越冬南

迁至东南亚、菲律宾及大巽他群岛。 

我们在南大门附近观察到有较多的烟腹毛脚燕的巢穴，前几年有同学研究过烟腹毛脚

燕，但与当时不同的是，那时候大部分烟腹毛脚燕筑巢在禅源寺，之后禅源寺翻新，烟腹毛

脚燕迁到了海拔较低的南大门附近，我们所研究新巢中的烟腹毛脚燕的数据可以与前几年的

形成对比，从而得出一些结论。 

1 研究材料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分布于西天目山地区南大门附近的烟腹毛脚燕。 

1.2 研究方法 

采用直接观察法，用肉眼以及 8×20的 Olympus  望远镜观察烟腹毛脚燕活动，并用 Canon 

500D 拍摄记录，用 Htc legend 拍摄巢内幼鸟。 

        主要记录 7 月 13 日，14 日和 15 日三天的毛脚燕归巢、回巢等行为和天气情况，每天

分上午（5：00‐6:30）和下午（16:00‐17:30）两个时间段，分别记录 6 次，每隔 10 分钟记录

一次，记录时间 5 分钟。根据文献记录以及前几届同学的观察结果，我们选取的观察时段为

烟腹毛脚燕取食及归巢较频繁的时期。 

1.3 数据统计及分析 

将观察记录所得的数据按成鸟所处繁殖阶段分为育幼、孵卵和筑巢分别进行统计分析。

天气、幼鸟数的差异对喂食频率的影响利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进行检验分

析，所有数据使用 Q-Q plot 图像法检验其正态分布。所有数据统计分析利用 spss15．0 for 

windows 软件进行。我们记录 7 月 13 日，14 日和 15 日三天的情况，每天早上从 5：00 记录

到 6：30，下午从 4：00 记录到 5：30。每 15 分钟记录一次，每次记录 15 分钟内的第一个

5 分钟的燕子归巢和回巢等情况，并观察记录它们的行为。根据文献记录以及前几届同学的

观察结果，我们选取的观察时段为烟腹毛脚燕取食及归巢较频繁的时期。 

2 结果 

2.1 烟腹毛脚燕的巢址分布及繁殖情况 

2.1.1 烟腹毛脚燕的巢址选择 

我们观察的烟腹毛脚燕群筑巢地点位于天目山景区南大门及游客服务中心屋檐下，距离

地面约 4 米。在全部 20 个已建、在建或废弃旧巢中，有 14 个面向南或西，即建筑外廊外侧，

处于向阳面，6 个面向北或东，处于背阴面。 

烟腹毛脚燕一般在山区较高海拔处筑巢，根据文献记载，烟腹毛脚燕在贵州，北京和湖

南衡山地区分布的海拔分别 1600～2 400 米，1 900 米和 992 米。而天目山地区的烟腹毛脚

燕种群 初也只在海拔 1500 以上的悬崖壁上集体营巢，而后逐渐向低海拔地区转移，其中

一种群集中在海拔 340 米左右的禅源寺一处水泥楼房屋檐下筑巢，2010 年禅源寺翻修，虽

未对巢址所在楼房施工，但可能因干扰过大旧巢全部被废弃，附近更低海拔的南大门广场新

出现烟腹毛脚燕群。与禅源寺巢址相比，南大门鸟巢距离地面更低，只有 4 米左右，且人类

活动频繁，早晚燕子活动高峰都有很多人锻炼或路过，噪声较大。2009 年禅源寺巢址有 35

个鸟巢，其中 31 个被烟腹毛脚燕利用，而 2011 年，南大门共 20 个鸟巢，其中被利用（指

有成年烟腹毛脚燕进出）的 14 个，减少约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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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南大门烟腹毛脚燕的巢址筑巢位置示意图 

Figure 1 sketch map of the nest of Delichon dasypus 

 

1,7,10,12,18,19:育幼巢 

2.4.8.11,13.15:孵卵巢 

9,20:正在筑巢 

6,17:山麻雀占领 

3,5,14,16:  空巢 

2.1.2 烟腹毛脚燕巢的形态及筑巢行为 

烟腹毛脚燕为夏候鸟，有利用旧巢的习惯。成年燕子在建筑外廊屋顶与柱子交界处筑巢，

有的鸟巢利用三面墙体，有的利用两面墙体，也有鸟巢利用邻近旧鸟巢支撑筑巢以减少筑巢

工作量，如 9 号，14 号鸟巢。鸟巢形态为半椭圆形，下部稍尖沿墙面延伸加固。据文献及

实地观察，烟腹毛脚燕雌雄成鸟共同营巢，筑巢材料为泥土和枯草茎，成鸟衔泥土和成泥丸

由下而上逐圈筑成鸟巢，在侧上方留有半椭圆形巢口，与墙体相连。正在使用的鸟巢巢口很

小，仅容 1-2 只幼鸟探出头，而被废弃的旧巢巢口较大，几乎与巢体等宽，推测为去年幼鸟

长大及出巢时挤压造成。此外，筑巢失败可能导致成鸟弃巢重新选址筑巢，如 9 号巢，13

日观察时巢基本筑好，巢较其它巢略大，巢口也较大，有新鲜泥土痕迹，观察到一次成鸟衔

泥修补行为。两只成鸟约有一半时间呆在巢内或一只在巢内，一只在巢外休息理毛。14 日

发现 9 号巢巢口大块破损，两只成鸟没有再进入巢中，只在巢外休息。15 日两只成鸟多次

在巢前扇翼悬停查看但不停下休息。15 日下午转而在 10 号巢右侧长时间停留并有相互声音

和肢体交流。 

2.1.3 烟腹毛脚燕的繁殖情况 

南大门地区烟腹毛脚燕巢位置分布见图。7 月中旬正处于烟腹毛脚燕繁殖期中期，我们

观察的燕群繁殖进度不一，大多处于孵卵和育幼阶段。在 20 个鸟巢中育有幼鸟的有 6 个，5

个有 2 只幼鸟，1 个有 1只幼鸟，有成鸟活动但出入巢频率很低，成鸟每次回巢停留时间较

长，巢内未观察幼鸟，下亦无粪便的可能在孵卵，这类巢有 6 个。正在筑的巢有 2 个，废弃

空巢 4 个，另有 2 个巢被山麻雀占领。 

2.2 烟腹毛脚燕喂食行为观察及喂食行为影响因素 

2.2.1 烟腹毛脚燕喂食行为观察 

1 号、7 号、10 号和 12 号、18 号和 19 号巢是育幼巢，除 19 号有一只幼鸟外其余鸟巢

各观察到 2只幼鸟，幼鸟在没有成鸟回巢时头向外坐在巢中，较大的幼鸟偶尔将头露出巢口。

12 号巢 13 号及 15 号上午没有记录到喂食，与其它巢相比 12 号巢中幼鸟花更多时间将头露

出巢口。烟腹毛脚燕幼鸟喙沿和喙内为鲜艳黄色，在成鸟接近巢时，幼鸟将头及胸伸出巢口，

较强壮幼鸟会将身体挡住其它幼鸟，而后幼鸟将喙张至 大做乞食动作直至被喂食；由于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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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毛脚燕巢口在侧上方，开口较小，每次只能允许 1 到 2 只幼鸟将头完全伸出，强壮幼鸟容

易占据有利位置使其它幼鸟不能将头露出或不能正对成鸟，而成鸟一般每次回巢只喂食一

次，弱小幼鸟往往得不到食物。但当成鸟喂食频率较高，强壮幼鸟时已得到多次喂食后，强

壮幼鸟虽仍然占据有利位置，但做出乞食动作的频率下降，成鸟会趋于向做出积极乞食动作

的弱小幼鸟喂食。 

图 2 幼鸟行为 

Fig. 2  The behavior of nestlings 

在成鸟接近巢时，幼鸟将头及胸伸出巢口乞食  没有成鸟时较大的幼鸟偶尔也将头露出巢口 

 

强壮幼鸟（右）容易占据有利位置优势先被喂食  强壮幼鸟乞食下降时，成鸟会趋于向做出积极乞食

动作的弱小幼鸟（左）喂食。 

 

 

值得注意的是，幼鸟不只会向亲鸟乞食：我们观察到 7 月 15 日早晨 12 号巢长时间没有

亲鸟回巢，一只非亲成鸟在多个巢前悬停查看（后来受到其它成鸟驱逐），并在 12 号巢停下

来，巢内幼鸟积极做出乞食动作，但成鸟没有进行喂食，反而多次啄幼鸟的喙及头。 

成鸟每次喂食时间不超过 1 分钟，偶然有超过 2分钟在巢外停留，清理巢口幼鸟留下的

粪便或休息。喂食成鸟很少在巢中休息，巢受威胁时除外。同巢成鸟不会同时喂食，如遇两

只成鸟回巢其中一只会在附近盘旋待另一只喂食完毕后再回巢。 

2.2.2 烟腹毛脚燕活动时间规律 

在三天早晚共 6 个观察时段内，烟腹毛脚燕平均活动频率在 0.61-1.42 次/5min 之间，

具体数据见表 1。其中上午活动频率 0.72±0.08 次/5min 略低于下午 1.06±0.33 次/5min，

上午日间变化较小，下午日间变化较大。 

 表 1  育幼及孵卵烟腹毛脚燕活动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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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le 1 The Activity of Delichon dasypus at different time 

      

 7 月 13 日 7 月 14 日 7 月 15 日 平均 

5：15-5：20 5 3 0 2.67 

5：30-5：35 13 13 10 12.00 

5：45-5：50 7 8 13 9.33 

6：00-6：05 10 8 14 10.67 

6：15-6：20 13 7 10 10.00 

6：30-6：35 7 5 10 7.33 

总计 55 44 57 52.00±5.72 

上午 

每巢活动频率（次/5min） 0.76 0.61 0.79 0.72±0.08 

16：00-16：05 9 18 12 13.00 

16：15-16：20 6 21 30 19.00 

16：30-16：35 9 29 9 15.67 

16：45-16：50 12 8 8 9.33 

17：00-17：05 5 9 12 8.67 

17：15-17：20 4 17 11 10.67 

总计 45 102 82 76.33±23.61 

下午 

频率（次/5min） 0.63 1.42 1.14 1.06±0.33 

 

在观察时间段 5：15-6：35 及 16：00-17：20 每日烟腹毛脚燕活动规律依成鸟所处繁殖

阶段不同而有所差异。 

育幼成鸟 育幼成鸟活动 频率，回巢频率达 1.19 次/5min。育幼成鸟夜间不在巢中休

息，早晨第一次回巢喂食时间集中在 5：15-5：30，也有整个早晨观察时间段成鸟都未回巢

的现象（13 日 12 号巢，15 日 12、19 号巢），但下午各育幼巢均有喂食。在 5：15-5：20

时间段喂食频率很低，仅 0.33 次/5min，有的成鸟尚未开始喂食，而 5：30-6：35 及 16：

00-17：20 时间段喂食频率保持较高水平，平均 1.28 次/5min，每日烟腹毛脚燕活动高峰在

5：50 及 16：20 前后（见图 1）。2008 年 7 月 11 日至 7 月 14 日 2005 级复旦天目山野外实

习同学在同样时间段对禅源寺地区烟腹毛脚燕的归巢频率进行了观察，发现在早上 6 点 15 

分至 6 点 30 分前后与下午 17 点 15 分前后是烟腹毛脚燕活动 频繁的时间（丁一等，

2009），我们的调查结果与 2008 相比有所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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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卵成鸟 孵卵成鸟活动频率相对较低，平均进出巢频率 0.26 次/min，但在巢中停留时

间较长，下午 16：15-16：35 出现活动高峰，两只成鸟可能均外出觅食，而其余时间活动较

少，多数情况有一只成鸟留守孵卵。 

 
筑巢成鸟 筑巢成鸟大量时间在巢旁停留，其活跃情况难以用归巢频率统计，筑巢成鸟

在巢边停留总时间较喂食和孵卵成鸟更多。 

2.2.3 天气对烟腹毛脚燕喂食频率的影响 

每日调查时间段天气见表 2，三天上下午 6 个时间段共出现 6 种天气：晴天、多云、阴

天、太阳雨、小雨和大雨。分析数据为 1，7，10，12，18 和 19 号巢喂食次数。 

 

 

表 2  每日调查时间段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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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he weather 

  7 月 13 日 7 月 14 日 7 月 15 日 

上午 多云 多云 阴雨 

5:15-5:20 大雨 

5:30-5:35 小雨 

5:45-5:50 阴天 

6:00-6:05 阴天 

6:15-6:20 阴天 

6:30-6:35 

/ / 

阴天 

下午 阴雨 
晴天    （有小

雨） 
晴天 

16：00-16：05 小雨 晴 

16：15-16：20 小雨 晴 

16：30-16：35 雨停 太阳雨 

16：45-16：50 大雨 太阳雨 

17：00-17：05 大雨 晴 

17：15-17：20 大雨 晴 

/ 

晴天：时间段内全部日光照射，云遮量<30% 

多云：时间段部分时间有日光照射，30%<云遮量<90% 

阴天：云遮量>90% 

太阳雨：太阳和降雨同时出现 

小雨：雨点清晰或成线；地面不积水 

大雨：雨降如倾盆，模糊成片；地面积水 

 

由于 5：15-5：20 时间段各巢烟腹毛脚燕未全部开始喂食，此间喂食频率很低，因而天

气对烟腹毛脚燕喂食频率的影响分析不取此时间段数值。根据每天 5：30-6：35 及 16：00-17：

20 时间段数据，我们发现天气对成鸟的喂食频率有显著影响 ( one-way ANOVA，F = 3.029，

df = 5，P = 0.012<0.05)，大雨对喂食行为影响 大，整体喂食频率 低，但仍有喂食行

为，个别鸟巢如 12 号巢出现过大雨天气 5 分钟喂食 5 次的高频率记录，小雨对喂食频率影

响不大，与多云天气持平。晴天和太阳雨天气喂食频率 高，而多云、阴天天气喂食频率居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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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幼鸟数对烟腹毛脚燕喂食频率的影响 

我们对 6 个育幼鸟巢筑巢喂食频率进行分析，发现幼鸟数对喂食频率有显著影响。幼鸟

较多时成鸟的归巢喂食频率更高。 6 个巢间有喂食频率显著性差异( one-way ANOVA，F = 

4.080，df = 5，P = 0.001<0.05)，其中 1，7，10，18 号四个巢两两巢间均没有显著性差

异（P>0.1）,19 号巢与 1，7，10，18 号巢均有显著性差异（P<0.05）,12 号巢与 1，8号巢

有显著性差异（P<0.05）与 7，10，19 号巢没有显著性差异（P>0.1）。由于 12 号巢在三天

的上午时段喂食次数异常低，总共仅 2 次，而其喂食频率数据严重偏离正态分布（根据 Q-Q 

plot 检验），可能有其他因素干扰存在较大误差。 

将 6 个育幼鸟巢按幼鸟个数归为两类，有两个幼鸟的 1，7，10，12，18 号巢喂食频率

平均 1.73±0.29 次/5min，有一个幼鸟的 19 号巢喂食频率 0.72 次/5min，前者是后者的 2.4

倍，存在显著性差异（One-Sample T test  F = 12.850，df = 1，P = 0.000）。 

 

 

2.3 其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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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幼鸟排便及成鸟清理巢的行为 

我们观察到幼鸟会自行将粪便排除巢外，排便时幼鸟由头部向外转为尾部向外将粪便排

出巢外，而成鸟不在巢中排便。成鸟归巢时有时会清理沾在巢口的幼鸟粪便将之衔出。有幼

鸟的巢巢下均有大量新鲜白色粪便，喂食越频繁粪便越多。通过地上燕子排泄物的状况，颜

色以及数量，可以大致判断巢中幼鸟的数量。 

2.3.2 种内驱逐行为 

15 日观察到一只无巢成鸟在多个巢前悬停查看，但并不喂食或入巢，下午多个成鸟发

现此无巢成鸟在本巢前骚扰，对其进行驱逐。16：18 分左右，超过 6 只燕子共同在南大门

广场盘旋，驱逐无巢成鸟直至该鸟离开广场。15 日 9 号巢成鸟放弃原巢改在 10 号巢旁寻找

新巢址，并向 10 号巢探视。10 号巢有一只成鸟不再喂食转而留守巢内监视旁边 9号巢成鸟

行为，在 9号巢成鸟靠近时大声鸣叫警告。 

图 7  10号巢成鸟对 9号巢成鸟大声鸣叫警告 

Fig .7  warning behavior 

 

3 分析与讨论 

3.1 烟腹毛脚燕的巢址选择和种群繁育 

根据历年资料，烟腹毛脚燕的分布海拔逐年下降，且逐渐由少有人类干扰的峭壁转向有

较多人类干扰的房屋，特别在南大门地区，早晨傍晚有大量人流通过，有晨锻人播放音乐，

说话声音等噪声，而鸟巢距离地面很近，干扰较原巢址禅源寺更大。 

某些鸟类会避免在周围存在潜在捕食者的时候入巢，因为成鸟在巢中时是 脆弱的。因

而人类活动对烟腹毛脚燕有潜在影响。据 Smitha 等在绿喉蜂虎的研究中发现存在某种程度

的“theory of mind”，即该小型鸟类发现巢边存在潜在捕食者时进巢会犹豫不决，且对之

前的经验存在记忆现象(1999)。Michał S 等在对家燕的研究中也发现，人类在巢边的活动

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家燕的入巢行为(2011)。这 直接的体现在人类改变离巢距离和是否凝视

观察鸟巢时，家燕的育雏频率明显发生改变。但我们在观察过程中发现，改变离巢距离观察

对成鸟归巢影响不大，在巢下近距离观察时成鸟依然回巢喂食，可能是此烟腹毛脚燕种群已

对人类干扰产生适应，能够与人和谐相处。 

与家燕相比，烟腹毛脚燕巢选址十分密集，且有共用巢壁现象，这可能与燕巢结构相关。

Lind 认为毛脚燕属中的封闭巢穴构造是为了防止邻巢雄性的交配企图，因为毛脚燕一般在

巢内交配，而这种封闭构造允许同一种群巢穴相对密集的分布。在巢穴具有倒嘴结构的燕类

（如 Petrochelidon spp.）中，巢穴密度甚至更高，事实上许多巢穴与其邻巢共享巢壁。

同样的，这种巢穴结构作用与毛脚燕巢穴的功能相似，也是为了缓解配偶外交配的压力。 

根据育幼成鸟离巢前去捕食的飞行方向及附近地点现场观察，成鸟的捕食地包括南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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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停车场，南大门广场及南大门，离巢距离集中在 500 米内，而两年前烟腹毛脚燕的主要捕

食地青龙池未发现成鸟捕食。可见烟腹毛脚燕主要在繁殖巢附近捕食。原因可能是增加喂食

频率。 

无论烟腹毛脚燕的巢址选择还是捕食地点都在逐渐向人类活动密集地区转移，在转移过

程中烟腹毛脚燕的种群也在缩小，2011 年被利用鸟巢数较 2008 年下降约 50%，每巢幼鸟数

2 只或更少，种群数量下降，原因可能是原禅源寺种群分散到大有村、鲍家村、白鹤村等更

低海拔地区，或因可筑巢及觅食地不足而繁殖率降低。 

3.2 烟腹毛脚燕喂食行为影响因素 

烟腹毛脚燕喂食行为受时间、天气及幼鸟数量影响。 

日出前 20 min 陆续开始活动，日出后，所有个体均已开始活动。6：00～8：00 和 16：

30～18：30 时为活动高峰期，双亲在这两个时间段的喂食频率为 18～43 次／h，平均 23 次

／h；其他时间活动较少，喂食频率为 6～15 次／h，平均 8 次，h。午后大部分个体均不在

巢址周围活动。归巢前喜集群在巢址前来回飞行，日落后 10 rnin 均已归巢。根据每日烟腹

毛脚燕活动高峰在 5：50 及 16：20 前后，推测烟腹毛脚燕活动受日照和气温影响。在日出

后 2 小时及日落前 2 小时是烟腹毛脚燕觅食、喂食活跃期，此时光线充足而气温不高，适宜

活动。 

天气对烟腹毛脚燕活动的影响体现在对飞行环境和食物量的影响。降雨对烟腹毛脚燕的

影响体现在阻碍飞行，大雨情况下烟腹毛脚燕飞行受阻捕食困难，喂食频率下降。但小雨对

喂食频率影响不大，太阳雨情况甚至喂食频率更高，可见烟腹毛脚燕有一定抗风雨飞行能力。

晴天烟腹毛脚燕喂食频率较高，可能是由于烟腹毛脚燕喜食的双翅目、膜翅目等飞行昆虫在

高气压下更活跃。 

幼鸟数对亲鸟喂食频率有显著影响，幼鸟越多亲鸟喂食越频繁。我们观察到烟腹毛脚燕

幼鸟有乞食行为，张大的喙露出鲜艳黄色，对成鸟形成本能刺激，在幼鸟饥饿时会将头及胸

伸出巢口，喙张得很大，在得到多次喂食后做出乞食动作的频率下降。 

同一巢中幼鸟得到食物的机会并不相同。如 Kitowski 通过对波兰东南部的 13 巢乌灰

鹞（Circus Pygargus ），37 只雏鸟观察，对同窝雏鸟间的竞争进行了研究，发现无论是在

食物的数量或者生物量上，早孵出的雏鸟占有空中喂养与巢内喂养的食物源的绝对优势。亲

鸟很少喂养较小的雏鸟（2005）。在有两个幼鸟的烟腹毛脚燕巢中，较强壮幼鸟会将身体挡

住其它幼鸟，而后幼鸟将喙张至 大做乞食动作直至被喂食，弱小幼鸟往往得不到食物。但

当成鸟喂食频率较高，强壮幼鸟时已得到多次喂食后，强壮幼鸟虽仍然占据有利位置，但做

出乞食动作的频率下降，成鸟会趋于向做出积极乞食动作的弱小幼鸟喂食。19 号巢仅有一

个幼鸟，我们观察到哺育该幼鸟的成鸟常常在巢旁边休息，每次归巢喂食停留时间较长，而

其它哺育两个幼鸟的成鸟每次归巢喂食停留时间很短，很少在旁休息，这可能是由于一个幼

鸟吃饱后减少乞食动作对亲鸟刺激较小，而两个幼鸟同巢时在强壮幼鸟吃饱后还有弱小幼鸟

积极做出少乞食动作刺激亲鸟喂食。可见幼鸟乞食行为是驱动亲鸟捕食、喂食的关键。     

3.3 实验改进 

为了与 2008 年在禅源寺记录到的烟腹毛脚燕回巢数据做对比，我们采用与 2008 调查同

样的时间和调查方法。在调查中我们发现，烟腹毛脚燕归巢间隔不均匀，常常超过 5 分钟，

而我们每次记录时间仅 5 分钟，时间过短因而易引起较大误差。如能将每次记录时间延长到

20 分钟则可以大大减小误差。此外由于我们观察的时间只有三天 6 个时段，样本偏小，特

别是幼鸟数对喂食频率的影响部分仅记录到一个有一只幼鸟的巢，有较大随机误差，应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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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观测时间和观测鸟巢数量。此外还有设备的不足， 好是能够对每个巢的成鸟进行标记，

用以分析烟腹毛脚燕的捕食和回巢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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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目山雌雄异花同株植物楼梯草(Elatostema 

involucratum)繁殖策略研究 

李昕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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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上海 200433） 

摘要：繁殖策略是研究植物种群遗传学的重要方面，雌雄异花同株植物在繁殖策略上表现出

复杂性和特殊性，其在雌性和雄性功能之间以及有性繁殖与无性繁殖之间往往存在权衡关

系。本研究就浙江天目山自然保护区优势植物楼梯草的性系统和繁殖策略进行了研究，初步

探明天目山的楼梯草种群具有雌雄异花同株的性系统，不同种群随海拔变化呈现出花期的分

化。主要表现为高海拔地区比低海拔地区的种群先开花，个体水平上则表现为雄花序较雌花

序先开放，在雄花序脱落后形成无性繁殖体——珠芽。在对雌雄花序及珠芽的投资上，雄花

序的生物量显著大于雌花序，珠芽的生物量显著大于两性器官，表明无性繁殖在维系天目山

楼梯草种群大小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关键词：天目山，雌雄异花同株，楼梯草，繁殖策略，生殖权衡 

Reproductive strategies of a monoecious herb, Elatostema 

involucratum in Tianmu Mountain 

Xinji Li1*, Yi Chang1*, Shi Ying2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Reproductive strategy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s in the study of population 

genetics. Monoecious plants show great complexity and specificity in the reproductive strategies, 

and  trade-offs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function , as well as sexual and asexual reproduction, 

are found. Our research is to study the sexual system and the reproductive strategy based on 

Elatostema involucratum, which is a dominant species in the natural reserves of Tianmu Mountain. 

Our results show a monoecious sexual system in Elatostema involucratum of Tianmu Mountain, 

and the flowering time of different populations changes along with the altitude. The populations of 

high altitude blossom earlier than the low altitude populations. In individual level, the female 

inflorescences blossom earlier than the male ones. After the glabrescent of the male inflorescences, 

bulblets formed as asexual propagules. The biomass of male inflorescences is much bigger than 

the female inflorescences, while the biomass of bulblet is much bigger than both the male and 

female inflorescences,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asexual reproduc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maintaining of Elatostema involucratum populationin the natural reserves of Tianmu Mountain. 

Keywords：Tianmu Mountain, monoecy, Elatostema involucratum, reproductive strategy, 

reproductive trade-off 

 

繁殖是种群延续的基本条件，对植物而言，在性系统、交配系统，进而在繁殖策略上表

现出高度的复杂性。在单花水平上，植物既存在两性花，又存在单性花，在个体水平上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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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雌雄同花、雌雄异花同株、雌全同株、雄全同株、雌雄异株等不同的性系统，这些不同

性别的个体又在种群水平上表现出权衡即繁殖策略（张大勇，2004；Barrett，1998； Barrett，

2002）。 

雌雄异花同株是指同一个个体上既存在雄花又存在雌花，若形成花序，又可细分为雌雄

异花同序和雌雄异序同株两类，是一种较为罕见的性系统，约有 5%的被子植物具有此类性

系统。相对于其他的性系统，雌雄异花同株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普遍认为，雌雄异

花同株是两性花向雌雄异株进化的过渡类型之一（张大勇，2004；Barrett，2002），然而，

雌雄异花同株植物不能像两性花植物那样进行自花授粉，又不能像雌雄异株植物那样完全避

免自交，因此在研究雌雄异花同株植物的繁殖策略时既要考虑雌花和雄花在个体水平和种群

水平上的分配（Lemen, 1980; Sutherland, 1986），又要考虑同株异花授粉对种群进化的影

响（Årgen & Schemske, 1993；Moran & Clark, 2011）。 

除了有性繁殖以外，植物还具有复杂的无性繁殖。相对于有性繁殖而言，无性繁殖具有

生长快速、适应性强等优点。一般来说，在环境比较恶劣但均一的情况下某一个成功个体的

无性繁殖体能够迅速扩张到整个分布区，从而形成一个庞大的克隆系，而在环境比较复杂多

变的情况下植物则会表现出更多的有性繁殖（Sutherland et al, 1988；Körner, 2003；

Weppler et al, 2006）。因此，植物体在有性繁殖与无性繁殖之间的权衡也是植物繁殖策略

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Liu et al, 2009；张大勇，2004）。 

楼梯草（Elatostema involucratum）是天目山草本群落中的优势物种，从海拔 300 米

至 1200 米均有分布，常见于溪沟边或潮湿荫庇的林下、石缝等生境。楼梯草的性系统较为

复杂，据《浙江植物志》、《中国高等植物图鉴》等记载，楼梯草为雌雄异花同株的植物，而

《中国植物志》、《天目山植物志》、《中国高等植物》等记载为雌雄异花同株或雌雄异株，可

见对其性系统的界定存在一定争议。此外，楼梯草具有发达的地下茎，并且在开花以后会在

叶腋处形成珠芽，因此能通过地下茎和珠芽两种媒介进行无性繁殖（Lahav-Ginott & Cronk, 

1993）。基于上述原因，确定天目山楼梯草的性系统，进而对其繁殖策略进行研究是十分有

意义的。本研究主要回答以下问题：1）天目山楼梯草的性系统是什么？2）不同种群雌花和

雄花之间是否存在权衡？3）不同种群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是否存在权衡？ 

1 材料和方法 

1.1 研究地点 

天目山自然保护区地处浙江省临安市西北部，地理位置为 30°5′～30°50′N、118°

50′～120°19′E，海拔范围 300m～1556m，年平均气温 8.8～14.8℃,年均降水量 1390～

1870mm，呈现出中亚热带北缘向北亚热带过渡的森林生态系统，以常绿阔叶林为其地带性植

被。主要的建群种为柳杉（Cryptomeria fortunei）、水杉（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并有多样的草本植物类群。 

1.2 研究对象 

楼梯草为荨麻科楼梯草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具有发达的地下茎，地下茎通常具有一定

的匍匐性而形成“游击型”克隆植物，但在一些地区，如东天目山，楼梯草亦会形成“密集

型”克隆（个人通讯）。楼梯草的地上茎较肥厚多汁，分枝较少，单叶互生于茎上，几无叶

柄。雌雄异序同株或异株，雄花序较大，呈半球形，具有较长的柄，有花被；雌花序较小，

扁平，柄极短，无花被，种子小，椭圆形，成熟时红褐色。花序生长在叶腋处，靠风媒传粉，

花期后期常在叶腋着生珠芽，珠芽成熟时褐色，落地即能生根发芽，成为新的植株，进行无

性繁殖（Lahav-Ginott & Cronk, 1993）。楼梯草是天目山阴湿环境下的优势物种，常形成

密集的克隆群，或沿石阶连绵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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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采样方法 

本研究在浙江省临安市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沿海拔从高到低设立了老殿（LD）、

三里亭（SLT）、一里亭（YLT）、禅源寺（CYS）四个样地（表 1），其中老殿和禅源寺为片状

分布的种群，因此以十字交叉法进行采样，分别采集了 50 及 61 个单株（由地下茎上的一个

芽所产生的地上部分）。从三里亭沿石阶至进山门实为一个种群，但以一里亭为界上下两个

种群间存在明显的形态差异，故将其作为两个亚种群处理，沿石阶每隔 10 米左右各采集了

30 及 32 个单株。 

表 1. 楼梯草种群的基本信息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Elatostema involucratum 

采样点 海拔 单株数 雄花序数 雌花序数 珠芽数 雄花序总重 雌花序总重 珠芽总重 

LD 1000m 50 0 84 360 0.000g 0.210g 17.190g 

SLT 600m 30 9 114 200 0.080g 0.310g 18.500g 

YLT 500m 32 23 142 212 0.140g 0.670g 12.170g 

CYS 330m 61 234 67 176 2.760g 0.160g 0.870g 

 
1.4 数据获得 

每个单株均统计其雄花序、雌花序及珠芽的数量，随机抽取成熟的雌、雄花序各 5 个，

用游标卡尺测量其直径（若不足 5 个则全部测量），随后将雌、雄花序及珠芽分别装入透气

的种子袋中保存。雌、雄花序带回实验室经过 80℃ 48h 烘干处理后用天平测量其干重，珠

芽由于要进一步进行栽培实验，故未烘干而直接测量湿重（Cruden & Lyon, 1985; Årgen & 

Schemske, 1995）。 

1.5 数据处理 

得到数据用 Excel 列表整理，计算每株平均雌雄花序和珠芽的数量及重量，换算成百分

比形式，并对每个群体进行统计，作图比较。 

2 结果 

2.1 性系统及雌雄性比 

本研究结果显示，天目山楼梯草种群基本表现出雌雄异花同株的性系统，但由于在老殿

种群中没有发现雄花序，我们无法判断老殿种群是雌雄异花同株还是雌雄异株。随着海拔从

高到低，不同的种群间在雌花序与雄花序数量上存在显著差异，雄花序随海拔降低而显著增

加，雌花序则在中海拔地区（三里亭及一里亭） 多，在高海拔和低海拔地区均较少。除禅

源寺种群外，其他种群均表现出偏雌的性别比例（图 1）。 

2.2 有性繁殖与无性繁殖之间的权衡 

我们检测了不同群体间珠芽的数量和生物量相对于有性繁殖器官（雌花序与雄花序）的

比例，结果显示，随着海拔降低，珠芽的数量和生物量均表现出逐渐减少的趋势，说明在我

们调查的这段时期内，不同种群间存在有性繁殖与无性繁殖之间的权衡，并且随海拔升高表

现出偏向于无性繁殖的特点（图 4）。 

 

图 1 不同种群的雌花序和雄花序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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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the proportion of male inflorescences and female inflorescences in different populations 

 

 

 

 

 

 

 

 

 

 

 

 

 

图 2 不同种群雌雄花序的平均直径（LD 种群无雄花序） 

Fig.2. the average diameter of male and female inflorescences in different populations(no male 

inflorescences in LD population) 

 

 

 

 

 

 

 

 

 

 

 

 

 

 

图 3 换算成百分比后雌花序、雄花序、珠芽数量之间的关系  

Fig.3. quantity relationship of male inflorescences, female inflorescences and bulbiets in percen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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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换算成百分比后雌花序、雄花序、珠芽生物量之间的关系 

Fig.3. biomass relationship of male inflorescences, female inflorescences and bulbiets in percentage 

 

 

 

 

 

 

 

 

 

 

 

3 分析与讨论 

我们发现在低海拔地区，雄花序的比例显著高于雌花序，随着海拔上升，雄花序逐渐较

少，雌花序逐渐增多。虽然在海拔 高的老殿种群中雌花序的数量和大小又有所减少，但雄

花序的数量却降为 0，因此我们推测此处的楼梯草种群不是雌雄异株，而是雄花序已经凋谢

的雌雄异花同株种群。珠芽的情况也反映出同样的趋势。在低海拔地区，珠芽的数量及生物

量均 小，随着海拔升高，珠芽的比重，尤其是生物量所占的比重显著增加，并表现出越发

成熟的趋势。虽然老殿种群单个珠芽的生物量降低，但此处的珠芽基本上均为褐色，说明成

熟度较高。之所以生物量小可能是由于此处的资源较为有限，因为我们观察到此种群的植株

较为矮小。因此我们认为天目山楼梯草种群的性系统为雌雄异序同株，并且在个体和种群水

平上均存在花期分离，即同一植株上雄花序先开放，雌花序后开放，由于无需对后代进行进

一步资源投入，雄花序开后即脱落，并在雄花序的位置上形成珠芽，于是我们经常观察到雌

花序与珠芽生长在同一个叶腋内的情况，这也可能是一种避免自交的机制（Harder et al，

2000）。在种群水平上，高海拔种群比低海拔种群先开花，因此在海拔 高的老殿种群中已

见不到雄花序，并且珠芽的成熟度较高，而禅源寺种群中尚有大量盛开的雄花序，并且珠芽

还处在非常幼嫩的阶段。 

性别分配理论是研究植物性系统进化及性别分化的核心理论之一(Charnov, 1982；张大

勇，2004)，Lemen（1980）对多种雌雄异花同株的风媒植物的研究显示，这些植物将大部分

的能量投资在雌性功能上，Cruden（1985）则认为雌雄异花同株植物通常是偏雄的，至少在

产生合子之前对于雄性功能的投资要大于雌性。尽管从表面上看，在大部分楼梯草种群中性

比是偏向雌性的，但正如上一段所描述的，很可能是由于所处花期的不同造成了我们所观察

到的现象。从单个花序的角度看，雄花序显著地大于雌花序（图 2），但考虑到雄花序在花

后即会脱落，而雌花序需要孕育果实和种子，因而难以凭借某时刻雌雄花序的比例来判断两

者之间的权衡关系。Delesalle（1995）对雌雄异花同株植物葫芦（Lagenaria siceraria）

的研究发现该物种雌雄花的比例为 1:20，强烈偏雄，并且将资源主要投资在雄花和果实上。

然而考虑到葫芦的果实非常巨大，而楼梯草的果实十分细小，因此楼梯草可能不必花费过多

精力在孕育果实上，所以我们认为楼梯草在雌雄功能上耗费的资源相当。 

虽然珠芽测量的是湿重，而雄花序与雌花序测量的是干重，但是仍可以发现楼梯草对无

性繁殖的投资较大，尤其是那些成熟的珠芽具有相当大的生物量，说明在有性繁殖之外楼梯

草还有非常发达的无性繁殖。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观察到，部分成熟的珠芽在母株上已经开

始萌发，并且有一些植株明显是由珠芽萌发而来而非根状茎分蘖产生，证明珠芽在维系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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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楼梯草种群大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至于根状茎在克隆生长中发挥多大作用，很遗憾本

次的实验并未包含此项工作，因此不得而知。 

本研究对天目山常见草本植物楼梯草的繁殖策略进行了初步研究，基本证明该地区楼梯

草为雌雄异花同株种群，在个体和种群水平上均存在花期分化现象，可能是避免自交的一种

机制。无性繁殖在种群延续方面占据重要地位，但目前尚不清楚无性繁殖究竟对后代有多大

影响以及是否存在自交，要想弄清楚这些问题，需借助分子标记检测不同个体的基因型以确

定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各自对种群繁衍的贡献。此外，基于我们的推测，在本研究进行的时

期内所观察到的雌雄性比、雌雄功能之间及有性繁殖与无性繁殖之间的权衡关系都可能随花

期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因此要正确了解楼梯草在天目山的繁殖策略需要进行长期的野外观察

或控制条件下的栽培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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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生境与昆虫种类、体型对翻身行为的影响 

顾卓雅 刘晓琳 陈作楣 王仲妍 陈婧 张睿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上海 200433） 

摘要：翻身行为是维持昆虫生存的常见行为，但没有报道对其进行详细的研究。因此本实验

考察了在天目山捕获的 36 种昆虫的翻身行为。 

本实验记录了 36 种昆虫的体长、翅宽、翻身行为完成时间及翻身方式。对 60 只中华彩丽金

龟和 31 只红胸黑翅萤进行重复实验，并分析各类分组和生境下的差异。主要结果如下： 

（1）背部面积与中华彩丽金龟翻身行为完成时间正相关（一、三组比较，p<0.01）。干燥

泥土表面（p<0.001）和新鲜植物表面（p<0.05）平面上中华彩丽金龟翻身行为完成时间较

其他平面显著增加。（2）中华彩丽金龟翻身次数与翻身行为完成时间负相关（第一、三次

比较，p<0.05）（3）红胸黑翅萤身长/翅宽与翻身行为完成时间负相关（二、三组比较，p<0.05）。 

根据结果，本实验得出如下猜想： 

（1）翻身行为的目的是保证三对步足同时获得抓握。 

（2）昆虫可能在成长中获得较为固定翻身模式。 

（3）体型与昆虫翻身行为完成时间的有关联。 

（4）昆虫可能通过短时间内的重复巩固某一固定行为模式。 

本实验在样本量和控制变量方面存在不足，所得结论与猜想为后续试验提供了方向，但仍需

在更大的样本和更完善的体系中进行验证。 

关键字 体型 不同生境 中华彩丽金龟 红胸黑翅萤 

Habitats, Insect Species and Size Effect on Turning over Behavior 

Zhuoya Gu，Xiaolin Liu，Zuomei Chen, Zhongyan Wang, Jing Chen, Rui Zhang 

（School of Life Scienc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The act of turning over, without any detailed study on it reported yet, is a common 

behavior for insects’ survival. Thus this experiment gives a study on the turning over behavior of 

36 species of insects collected in Tianmushan Mountain.  

Body length, width, the time and the way to turnover of 36 species of insects is recorded in this 

experiment. 60 Mimela chinensis and 31 Luciola kagiana Matsumura put into repeated trial, we 

analyze the difference among groups and their habitats. Our results go as follows. 

(1) The time Mimela chinensis turning over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back area (group 1, 3 

compared, p<0.01). It shows a significant increase on the surface of dry soil (p<0.001) and that of 

fresh plant (p<0.05) than on any other surfaces. 

(2) As the number of act goes up, Mimela chinensis sharply shorten the time to complete the act 

of turning over (group 1, 3 compared,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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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length/width of Luciola kagiana increases, the time to turn over is remarkably cut down 

(group 2, 3 compared, p<0.05). 

Our assumptions go as follow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Turning over behavior enables three pairs of periopods grip simultaneously. 

Insects may get into certain types of turning over as growing up. 

The time for insects to turn over is related to body size. 

Insects may enhance a certain form of act by repeating it in a short time. 

The disadvantage of this study is a lack in sample size and variable control. Our results and 

assumptions, yet requiring verification in larger sample size and better system, provide direction 

for follow-up study.       

Key Words: body size；different habitats；Mimela chinensis；Luciola kagiana Matsumura 

 

运动是动物个体借助自身力量改变空间唯一的过程，是动物区别于植物的一个重要特

征。
1
运动对动物的生存非常重要，许多行为，包括摄食与饮水、防御、体表护理、迁徙、

繁殖、体温调节等等，都是基于运动的行为。在捕获昆虫并进行观察的过程中，我们发现，

当昆虫，尤其是拥有坚硬鞘翅的鞘翅目昆虫和身材较扁平的半翅目昆虫以后背，即翅着地，

而腿朝天的时候，会出现一个模式较为固定的运动，并通过这种运动使身体上下翻转为腿朝

下，后背即翅朝天的正常体位。我们将这种模式化的行为称作翻身行为。 

通过观察我们发现，虽然对同一个体翻身行为模式较为固定，但是不同物种采取的翻身

行为有较大的差异，而在同一物种中这种差异并不明显。同时，在同一物种中，虽然每个个

体的翻身行为较为一致，但是翻身行为成功（即从开始翻身行为到恢复正常体位）所需的时

间并不完全相同。这让我们不得不思考有哪些因素导致了翻身行为方式、时间、有效性的差

异，这些因素又是如何引起这些差异的。 

这两个现象的原因的疑问目前仍没有研究进行解释，我们于是对捕获的 36 种昆虫，主

要包括半翅目和鞘翅目昆虫的体型（包括体长和体宽）以及翻身行为成功时间进行了测量。

并且，为了更深入的了解与翻身行为成功的相关因素，我们对 60 只中华彩丽金龟和 31 只红

胸黑翅萤的翻身行为进行了深入的实验。在中华彩丽金龟的实验中，我们创造了模拟自然四

种生境的表面，包括石块、竹叶、土壤和新鲜树叶的表面。 

1 材料和方法 

1.1 实验对象 

本次实验采用天目山捕获的半翅目和鞘翅目昆虫进行实验，除红胸黑翅萤以及中华彩丽

金龟，其他实验昆虫均为 2011 年 7 月 13 日上午使用捕网及扫网在天目山红庙至竹祥山庄，

竹祥山庄至禅源寺沿途捕获，并在下午进行实验。捕获后未麻醉。中华彩丽金龟使用灯诱方

式，在 2011 年 7 月 12 日晚于微生物实验室（博物馆二楼）捕获 25 只，于第二天下午进行

实验，并于 2011 年 7 月 14 日晚于竹祥山庄捕获 35 只并于当晚进行扩大样本的实验，在第

二次捕获期间，前一批中华彩丽金龟未放生，故未重复捕获同一个体。红胸黑翅萤于 2011

年 7 月 14 日晚于竹祥山庄至博物馆沿途用捕网及徒手由其他小组捕获，捕获后其他小组于

当晚进行红胸黑翅萤发光影响因素的实验，本组在第二日清晨获得 31 只红胸黑翅萤样本并

在上午 8 点前完成了红胸黑翅萤实验。 

中华彩丽金龟，学名 Mimela chinensis，属昆虫纲（Insecta），鞘翅目（Coleopt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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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龟总科（Scarabaeoidea），丽金龟科（Rutelida）。颜色棕绿色，鞘翅光滑，质地较硬。

红胸黑翅萤，学名 Luciola kagiana Matsumura，属昆虫纲（Insecta），鞘翅目（Coleoptera），

萤科(Lampyridae)，颜色棕黄色，腹部末端有一到两节能发出荧光。 

1.2 翻身行为的实验表面 

 
图 1：翻身行为的实验表面 

（A）均一泡沫；（B）石块平面；（C）压紧的湿竹叶；（D）干燥泥土；（E）实验对象采集地采集的新鲜

植物。 

Fig1. Experimental surface 

(A) Homogenous foam; (B) Rock Platform; (C) Compressed wet bamboo leaves; (D) Dry soil; (E) 

Fresh plant collected together with the experimental subject 

对 36 种不同昆虫的翻身行为及红胸黑翅萤翻身行为时间的测量在干燥昆虫标本所用的

塑料泡沫上进行，所选用的塑料泡沫上无孔，质地均一。对中华彩丽金龟的测量除了了在泡

沫上进行，还模拟了石块、竹叶、土壤、新鲜树叶四个不同生境的表面。模拟所用材料来自

天目山其他昆虫的捕获地。其中，石块面积较大，可创造足够昆虫翻身的表面；竹叶加少量

水压实，模拟自然状况；土壤表面均一，较干燥；新鲜树叶采用菊科植物以及苎麻的叶片，

创造质地较为均一的叶片表面，但周围有茎和花。（图 1）整个实验过程中，若昆虫翻身过

程中离开实验表面，则重新进行实验。 

1.3 实验数据的记录 

1.3.1 实验对象体型的记录 

实验对象体型的记录在整个实验过程中由同一同学负责，减小比较时的人为误差，记录

对象体型的工具为直尺，所有对象均采用同一把直尺测量。测量的数据为对象的身长和身宽，

其中，身长为头部末端到腹部末端的长度，身宽为翅基部的宽度。 

1.3.2 翻身的方法 

翻身的方法为实验者徒手拨动昆虫，使其背面朝所设表面，六腿（尤其是跗节）均完全

离开所设表面，达到昆虫仅以背面翅接触所设表面的状态。 

1.3.3 实验对象翻身行为成功时间的记录 

实验对象翻身行为成功时间的记录在整个实验过程中由同一同学负责，减小比较时的人

为误差，记录对象体型的工具为手机上的秒表，所有对象均采用同一手机测量。测量数据为

实验对象开始翻身行为，到翻身成功，即六肢着地，背面（翅）朝天的时间。每个实验对象

在对其进行的每个实验表面翻身行为成功实验均重复三次，以达到较好的统计学效果。由于

实验对象逃跑未测全数据删除。 

1.3.4 实验数据的处理 

所取得的原始实验数据直接记录在 Excel 表格中，函数统计平均值。本实验的所有分析

使用 SPSS16.0 对各影响因素与翻身行为的关系进行方差分析（t-test），使用 LSD 检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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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不同生境与昆虫体型对翻身行为完成时间的影响，处理不同分组之间的两两差异。本实验

使用 Excel 作图，线性拟合。 

2 实验结果 

2.1 不同种类的昆虫的翻身行为统计和举例 

表 1 不同种类昆虫的翻身行为方式 

Table 1 Different types of insects turning over behavior 

分类 样品 方向 所用器官 备注 

半翅目 蝽 前翻 
头部和后腿腿

节 
 

半翅目 龟蝽 前翻 双后腿 后腿撑地 

半翅目 龟蝽幼虫 1 侧翻  
试图用第二对腿支撑，失败。两条后腿

缺失，第三次休息很久 

半翅目 龟蝽幼虫 2 前翻或后翻 双后腿或前腿 跗节扒在地面上，关节旋转。 

半翅目 龟蝽幼虫 3 前翻或后翻 双后腿或前腿 后脚一蹬，偶用前两足，则从前翻 

半翅目 龟蝽幼虫 4 前翻或后翻 双后腿或前腿  

半翅目 龟蝽幼虫 5 前翻或后翻 双后腿或前腿  

花萤科 赤胸花萤 向左 左侧腿  

金龟科 粪金龟 向左 左后腿 右后腿跗节断裂 

金龟科 褐色小金龟子 前翻 后足 右足跗节断裂 

金龟科 褐色金龟子 前翻 后足  

金龟科 小褐色金龟子 前翻 后足  

金龟科 小绿色金龟子种 1 前翻 后足  

金龟科 小绿色金龟子种 2 前翻 后足  

金龟科 小绿色金龟子种 3 前翻 后足  

金龟科 黑底红斑金龟子 前翻 后足  

金龟科 铜绿金龟子 前翻 后足  

瓢虫科 黄底黑斑 前翻 翅膀助力  

瓢虫科 十一星瓢虫 后翻 翅、前足 

喜欢装死。开始用腿试探翻身可以依靠

的东西。用两只翅膀一起张开，将身体

顶起，到一个角度，前足可以抓地，再

翻身。有的则侧翻。有的前空翻。群体

则不装死，开始试图翻身。 

瓢虫科 马铃薯瓢虫 前翻 后腿 第三次装死 

锹甲科 狭长前锹甲 右侧翻 右侧所有腿  

同翅目 叶蝉 后翻 翅膀 翅膀张起，以头部为支点 

象甲科 梨象 前翻 双后腿 后腿撑地 

象甲科 松瘤象 右翻  所有腿圈起来 

叶甲科 叶甲 
多数右侧，少数

后翻 
腿  

叶甲科 白棕叶甲  前翻 后腿  

叶甲科  前翻 后腿 体形小，易疲劳 

叶甲科 红头蓝背叶甲 侧翻 右侧所有腿 一直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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萤科 萤火虫 向右 左侧腿 希望用翅膀， 终用左腿 

萤科  前翻 后腿 以某一条后腿为主要支撑 

萤科  前翻 后腿  

芫青科 红头豆芫青 向左 左侧腿   

 

本实验记录了本小组捕捉的各种昆虫不同的翻身方式，我们对其身体长、宽、长宽比、

背部面积与翻身方式和时间进行了统计与分析，未发现相关性。对翻身方式的记录表明，（1）

翻身方式与所使用的器官可对应，采用前翻的方式多使用双侧后腿（图 2（A）-（D）,图 6

（A）-（D），图 9），后翻使用双侧前腿并多借助翅的辅助（图 4，图 5，图 6（E）-(H)，图

8，），侧翻则借助一侧的腿（或后腿），并从所用腿同侧侧翻（图 3，图 10）。（2）同时，分

类上较为接近的昆虫翻身方式表现出明显的一致性，如金龟科的各种不同的金龟子都采用第

三对步足撑地，前翻的方式完成翻身。（3）而在同一窝捕捉的龟蝽幼虫中，我们观察到了翻

身方式的差异，不同的幼虫可采取侧翻和前、后翻等多种方式，与之相应，所用的器官也各

有不同，甚至同一只龟蝽幼虫可能发生两种不同的方式，前翻和后翻。（4）此外，由于捕捉

到的昆虫有时会有肢体损伤，主要为跗节，这种损伤可能导致昆虫翻身所用器官的改变进而

方式的改变，因为根据上表，昆虫倾向于使用未受损伤的器官进行翻身行为，如实验中粪金

龟右后足跗节断裂，故使用左后足支撑，导致向左侧翻身，但由于样本量小，为进行多次重

复实验，这一猜想仍需要更多的实验加以验证。（5）拥有特殊结构的昆虫也可能采用独特的

方式完成翻身行为，如叩头虫（图 7）采用弹跳的方式完成翻身，可六腿紧贴身体两侧，跃

起 10-20cm，落下时已成功翻身。（表 1） 

部分特征性昆虫的翻身过程举例如下： 

 
图 2：中华彩丽金龟翻身，多数为方式（A-D），个别个体会采用（E-H）的方式。（A-D）：中华彩丽金

龟翻身行为的过程，由后腿撑地，转节旋转，将身体撑起腹部末端着地，实现翻转。（E-H）：中华彩丽金龟

用翅翻身的过程，鞘翅撑起身体，膜翅扇动，身体在平面上不停旋转，至某一角度，其腿附节抓地，同时，

头部撑地实现翻转。 

Fig2. Mimela chinensis turn over mostly in the way of (A-D); rarely in the way of (E-H). (A-D): 

Turning over behavior of Mimela chinensis starts with supporting its weight by hind legs to whirl, 

and the end of abdomen holds up the body to turn over. (E-H): Process of Mimela chinensis’s tu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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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 with wings begins with supporting its weight by elytra to shake membranous wings and whirl, 

and head holds up the body assisted by the tarsus of leg at a certain angle to turn over. 

 

图 3：红胸黑翅萤翻身行为过程 

（A）人工翻转的红胸黑翅萤；（B－C）左侧足抓地，身体向左侧翻；（D）翻身完成，调整体型。 

Fig3. Process of turning over of Luciola kagiana Matsumura 

(A)Turned over Luciola kagiana Matsumura; (B-C)Left feet hold up the body to turn over from 

the left; (D)Complete turning over and adjust the position. 

 

图 4：叶蝉翻身行为过程 

（A）人为翻转的叶蝉；（B）翅展开，扇动撑起身体，使前腿附节着地；（C）翅收起，前腿附节、头部

撑地翻转；（D）完成翻转，调整体型。 

Fig4. Process of turning over of leafhopper 

(A)Turned over leafhopper; (B)Shaking wings to hold up the body, tarsus of lead legs landing; 

(C)Closing the wings, tarsus of lead legs hold up the body together with the head; (D)Completing 

turning over and adjusting the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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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半翅目成虫的翻身 

（A）人工翻转半翅目成虫；（B）后腿弯曲，腿节撑地；（C）后腿撑起，腿节旋转，前附节抓地；（D）

后腿离地，前腿支起；（E－F）前腿支撑，重心前移；（G）后腿着地；（H）完成翻转，调整体型。 

Fig5. Process of turning over of Hemiptera adult 

(A)Turned over Hemiptera adult; (B)Bending hind legs to hold up with femora; (C)Holding up 

with hind legs, femora whirling to grab with lead tarsus; (D)Hind legs rising assisted by lead 

legs; (E-F)Center of gravity moved forward supported by lead legs; (G)Hind legs landing; 

(H)Completing turning over and adjusting the position. 

 

图 6：半翅目幼虫的翻身行为 

本小组捕捉了同一窝的龟蝽幼虫，但是它们的翻身行为各有不同，有的偏好前翻，有的偏好后翻，同

一个体也可能采用两种方式。图(A-D)：龟蝽后翻过程，与中华彩丽金龟相似，用两条后腿撑地，腹部末端

着地前翻。图(E-H)：龟蝽身体扁平，腿较长，前腿附节可直接抓地，头部着地翻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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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6. Turning over behavior of Hemiptera larvae 

Our team collected Plataspidae larvae from the same nest, but their acts of turning over 

diverse, with some preferring forward turn, some backward turn, and the same individual may act 

in two ways. Fig(A-D): Process of Plataspidae’s backward turn is like that of Mimela chinensis, 

holding up with two hind legs, supported by the end of abdomen and turning forward. Fig(E-H): 

Given the flat body and long leg, tarsus of lead legs may grip to turn over directly supported 

by head. 

 
图 7：叩头虫翻身行为 

叩头虫前胸背板与鞘翅基部由一条横缝，前胸腹板有一个向后伸的楔形突，拆入缝内，形成弹跃的结

构，如（A）－（C）。在实验中，人为翻转的叩头虫腿紧贴体侧，弹入空中，落下时成功翻转。当弹跳数次

后，叩头虫倾向于采取侧向翻身，以一侧腿抓地翻转。 

Fig7. Turning over behavior of elaters 

As is shown in (A)-(C), elaters have a transverse joint between pronotum and the base of elytra, 

and prosternum has a back extension of wedge-shaped protrusion, borrowing the seam to form the 

structure of elastic jump. In the experiment, turned over elaters’ legs close to the side of the 

body, jumping into the air, successfully turned over when flipping down. After several times of 

jumping, elaters tend to take a side turn, holding up with one side of legs to turn 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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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瓢虫翻身行为过程。本次捕捉的两种瓢虫翻身方式类似，但略有不同，上方（A-D）中瓢虫由翅

膀撑地，前腿辅助，直接完成翻转。下方（A-H）中，翻身行为由翅膀和前腿配合完成，下方（A）：对象翻

转；（B）：鞘翅展开，膜翅伸出；（C）（D）：鞘翅撑起，前腿抓地。 （E）（F）：翅收起，前腿附节抓地；（G）：

前腿抓地，头部撑地翻转；（H）：完成翻转。 

Fig8. Process of turning over of ladybug 

The two species of ladybugs we collected turn over similarly, but slightly differently. As 

is shown in Fig (A-D) above, ladybug uses wings to hold up the body, completing turning over 

directly with the assist of lead legs. As is shown in Fig (A-H) below, act of turning over is 

completed jointed by wings and lead legs. (A) below: Subject turned over; (B):Spreading elytra 

and extending membranous wings; (C)(D): Held up by elytra, lead legs gripping; (E)(F): Closing 

wings, tarsus of lead legs gripping; (G):Lead legs holding up, turning over supported by head; 

(H):Turning over completed 

 
图 9：铜绿金龟翻身行为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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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翻转后的铜绿金龟；（B）后腿腿节旋转，腹部末端抬起；（c）腹部末端迅速下降；（D－E）虫体

由惯性抬起，后腿及腹部末端撑地；（F）由重力翻转，后腿离地；（G－H）完成翻转，调整身形。 

Fig9. Process of turning over of Anomala corpulenta Motschulsky 

(A)Turned over Anomala corpulenta; (B)Whirling hind leg femora, the end of abdomen rising; 

(C)The end of abdomen falling rapidly; (D-E)Body lifted because of inertia, held up by hind legs 

and the end of abdomen; (F)Flipped by gravity, with hind legs off the ground; (G-H)Turning over 

completed and adjusting the position. 

 

图 10：叶甲翻身行为过程 

（A）人为翻转叶甲；（B－C）腹部末端撑地，腹部第三右足和第二右足抓地翻转；（D）翻身行为完成。 

Fig10. Process of turning over of leaf beetle 

(A)Turned over leaf beetle; (B-C) Held up by the end of abdomen, abdominal third and second 

right feet gripping and turning over; (D)Turning over completed. 

2.2 中华彩丽金龟和红胸黑翅萤的大样本实验对比统计 

2.2.1 中华彩丽金龟 

2.2.1.1 中华彩丽金龟体型与翻身时间的关系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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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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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A）中华彩丽金龟身长和身宽与翻身时间散点图，蓝色散点为以翅长为横坐标，以翻身时间为

纵坐标；红色散点为以身宽为横坐标，以翻身时间为纵坐标；（B）中华彩丽金龟背部面积（身宽*身长）与

翻身时间散点图 （C）中华彩丽金龟身宽/身长与翻身时间散点图 

Fig11. (A)Scatter graph of length and width of Mimela chinensis and the time to turn over, 

blue scatters use wing length as abscissa and the time to turn over for vertical axis, whist red 

scatters use width as abscissa and the time to turn over for vertical axis; (B) Scatter graph 

of back area (width*length) of Mimela chinensis and the time to turn over; (C) Scatter graph of 

width/length of Mimela chinensis and the time to turn over 

本实验记录了 60 只中华彩丽金龟在泡沫塑料板上翻身所使用的时间，并考察其与中华

彩丽金龟身长、身宽、背部面积（身长*身宽）、身宽/身长的关系。散点图使用 Excel 做线

性回归，可观察到，在身长、身宽、背部面积组中，翻身时间与这些参数正相关（k>0）（图

11 A、B）；在身宽/身长组中翻身时间与这些参数负相关（k<0）（图 11 C） 

为了进一步考察中华彩丽金龟翻身时间与体型的关系，我们将所得数据按不同的参数以

升序排序，按此顺序将数据等分为三组，统计每组的翻身时间。（表 11） 

表 2 中华彩丽金龟翻身时间按个参数分组后每组翻身时间的平均值 

Table 2 Average time of Mimela chinensis in different groups (divided by 

following parameters) to turn over 

 第一组（I） 第二组（II） 第三组（III） 

N（数据个数） 54 54 57 

以身长排序 1.2963 1.0474 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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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身宽排序  1.1167 1.207 1.4246 

以背部面积排序 0.9807 1.2825 1.5056 

以宽/长排序 1.3333 1.2491 1.1772 

 

I‐II NS     I‐II NS    I‐II NS      I‐II NS 

I‐III NS      I‐III NS    I‐III **      I‐III NS 

II‐III NS      II‐III NS    II‐III NS      II‐III NS 

图12：（A）以身长升序排序后，三组翻身时间的比较结果；（B）以身宽升序排序后，三

组翻身时间的比较结果；（C）以背部面积升序排序后，三组翻身时间的比较结果；（D）

以翅宽/身长升序排序后，三组翻身时间的比较结果；各组比较结果的方差分析结果在图

中表明，其中*为p<0.05，**为p<0.01，***为p<0.001，NS为无显著差异。误差棒为标准

平均数的标准误。 

Fig12. Fig12. (A) Sort ascending by the length of body, the result of turning over time; (B) Sort 

ascending by the width of body, the result of turning over time; (C) Sort ascending by the back 

dimension, the result of turning over time; (D) Sort ascending by the value of width/length, the 

result of turning over time; The analysis of variance is shown in the figure. *: p<0.05，**: 

p<0.01，***: p<0.001, NS mean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error bar is the standard error of the 

standard mean. 

本实验结果显示，背部面积的增加会显著性的增加中华彩丽金龟翻身所需用的时间（第

一组与第三组比较，p=0.009）。而其他参数则不会造成显著性的影响。(图 12) 

2.2.1.2 不同生境（表面质地）与翻身时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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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NS    I‐III NS    I‐IV ***   

I‐V *     II‐III NS    II‐IV ***   

II‐V *    III‐IV ***    III‐V **   

IV‐V ** 

图 13 中华彩丽金龟在不同生境下：泡沫塑料板（I）；岩石（II）；枯竹叶（III）；泥土（IV）；

菊科植物叶（V）翻身时间的平均值及比较结果；各组比较结果的方差分析结果在图中表

明，其中*为 p<0.05，**为 p<0.01，***为 p<0.001，NS 为无显著差异。误差棒为标准平

均数的标准误。 

Fig13. Mimela chinensis’ turning over time and the result in different habitat: foamed plastic

（I）；rock（II）；withered bamboo leaves（III）；soil（IV）；leaves of the composite family

（V）;The analysis of variance is shown in the figure. *: p<0.05，**: p<0.01，***: p<0.001, NS 

mean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error bar is the standard error of the standard mean. 

本实验结果显示，干燥泥土表面，中华彩丽金龟翻身行为完成时间较长（泡沫-泥土，

p=0.000；岩石-泥土，p=0.000；枯竹叶-泥土，p=0.000；菊科植物-泥土，p=0.001）。同时，

新鲜植物（图表中的菊科植物）表面上翻身行为完成时间也较长（泡沫-菊科植物，p=0.011；

岩石-菊科植物，p=0.012；枯竹叶-菊科植物，p=0.014），而其他平面上翻身行为完成时间

则无显著差异。(图 13) 

2.2.1.3 中华彩丽金龟三次 重复实验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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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 第二次  NS 

第二次‐ 第三次  NS 

第一次‐第三次  * 

图 14 中华彩丽金龟在泡沫塑料平面上翻身时间与翻身次数的关系；各组比较结果的

方差分析结果在图中表明，其中*为 p<0.05，**为 p<0.01，***为 p<0.001，NS 为无

显著差异。误差棒为标准平均数的标准误。 

Fig1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ime and the times of turning over; the analysis of variance is shown 

in the figure. *: p<0.05，**: p<0.01，***: p<0.001, NS mean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error bar is the 

standard error of the standard mean. 

本实验结果显示，在泡沫塑料板上，中华彩丽金龟翻身次数与翻身时间的负相关，其中

第一次和第三次的翻身时间有显著性差异（p=0.043）。 

2.2.1.4 中华彩丽金龟的三对步足与翻身行为的关系 

通过实验，我们了解到中华彩丽金龟的翻身行为主要由其步足完成，为了探究中华彩丽

金龟不同步足对翻身行为的影响，我们按不同顺序剪去了中华彩丽金龟的不同步足，并统计

其翻身时间。每个实验组采用三个对象进行实验，每个对象每次实验重复三次。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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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图 15 （A）中华彩丽金龟依次剪去第一、二、三对步足后翻身时间的变化；（B）中华彩

丽金龟依次剪去第二、一、三对步足后翻身时间的变化；（C）中华彩丽金龟依次剪去第

三、二、一右侧步足后翻身时间的变化。其中，当六条步足全部去除后，翻身不能成功，

60 
 



天目山野外实习论文集  不同生境与昆虫种类、体型对翻身行为的影响 

时间为无限大，未作入图中。 

Fig15. (A)The change of time of Mimela chinensis cutting off the first, second and the third pair 

of ambulatory legs in sequence; (B)The change of time of Mimela chinensis cutting off the 

second, first and the third pair of ambulatory legs in sequence; (C)The change of time of 

Mimela chinensis cutting off the third, second and the first pair of ambulatory legs in sequence; 

Besides, the behavior of turning over can’t accomplishment when all of the six ambulatory legs 

has been cut off, which is too long to account, so it’s not shown in the figure. 

本实验结果显示，从第一对步足开始，逐一去除双侧步足时，中华彩丽金龟的翻身时间

先略有下降，当去除第三队步足时，翻身时间显著上升。依次去除第二、一、三对步足时，

中华彩丽金龟的翻身时间先升高，剪去第二左后又依次缩短，当剪去第三对步足时，翻身时

间显著上升。依次去除第三、二、一的一侧步足时，去除第三右足，翻身时间上升，去除第

二右足，翻身时间下降，在剪去全部一侧步足后，翻身时间显著上升，同时，对象的翻身方

式发生改变，其平衡性变差，改为从有腿的一侧侧翻。 

同时，在去除步足的过程中，中华彩丽金龟也出现了其他行为，在去除过程中，有刺激

性液体从腹部末端释放，许多个体尝试借助鞘翅及膜翅扇动辅助翻身。同时，在去除步足过

程中，中华彩丽金龟也出现了明显的“学习”行为，如人为帮助或偶然尝试成功翻身后，利用

剩下的步足进行翻身行为的成功率提高，所用时间下降。 

2.3.1 红胸黑翅萤 

2.3.1.1 红胸黑翅萤体型与翻身时间的关系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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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图 16 （A）红胸黑翅萤身长和身宽与翻身时间散点图，蓝色散点为以翅长为横坐标，以

翻身时间为纵坐标；红色散点为以身宽为横坐标，以翻身时间为纵坐标；（B）红胸黑翅

萤背部面积（身宽*身长）与翻身时间散点图 （C）红胸黑翅萤身宽/身长与翻身时间散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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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Fig16. The scatter diagram of length and width against turning over time, the blue spot is with 

the length of the wing as abscissa against turning over time as ordinate; the red spot is with 

width as abscissa against turning over time as ordinate; (B) The scatter diagram of back 

area(width*length) against turning over time. (C) The scatter diagram of width/length against 

turning over time 

本实验记录了 30 只红胸黑翅萤在泡沫塑料板上翻身所使用的时间，并考察其与红胸黑

翅萤身长、身宽、背部面积（身长*身宽）、身长/身宽的关系。散点图使用 Excel 做线性回

归，可观察到，在身长、身宽、背部面积组中，翻身时间与这些参数正相关（k>0）（图 16 A、

B）；在身长/身宽组中翻身时间与这些参数负相关（k<0）（图 16 C） 

为了进一步考察红胸黑翅萤翻身时间与体型的关系，我们将所得数据按不同的参数以升

序排序，按此顺序将数据等分为三组，统计每组的翻身时间。（表 16） 

表 3 中华彩丽金龟翻身时间按各参数分组后每组翻身时间的平均值 

Table 3 Average time of Mimela chinensis in different groups (divided by 

following parameters) to turn over 

 第一组（I） 第二组（II） 第三组（III） 

N（数据个数） 54 54 57 

以身长排序 0.8233 0.97 0.8319 

以身宽排序 0.8533 1.1267 0.6444 

以背部面积排序 0.8533 1.14 0.6296 

以长/宽排序 0.9633 1.1667 0.4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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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NS     I‐II NS    I‐II NS      I‐II NS 

I‐III NS      I‐III NS    I‐III NS      I‐III NS 

II‐III NS      II‐III NS    II‐III NS      II‐III * 

（D）长/宽 

图 17 （A）以身长升序排序后，三组翻身时间的比较结果；（B）以身宽升序排序后，三

组翻身时间的比较结果；（C）以背部面积升序排序后，三组翻身时间的比较结果；（D）

以身长/翅宽升序排序后，三组翻身时间的比较结果；各组比较结果的方差分析结果在图

中表明，其中*为 p<0.05，**为 p<0.01，***为 p<0.001，NS为无显著差异。误差棒为标

准平均数的标准误。 

Fig17 (A) Sort ascending by the length of body, the result of turning over time; (B) Sort 

ascending by the width of body, the result of turning over time; (C) Sort ascending by the back 

dimension, the result of turning over time; (D)Sort ascending by the value of width/length, the 

result of turning over time; The analysis of variance is shown in the figure. *: p<0.05，**: 

p<0.01，***: p<0.001, NS mean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error bar is the standard error of the 

standard mean. 

本实验结果显示，身长/翅宽的增加与红胸黑翅萤翻身行为完成时间的相关性在第二

组和第三组之间有显著性（p=0.017）。而其他参数则不会造成显著性的影响。(图 17) 

2.3.1.2 红胸黑翅萤三次重复实验间的差异 

64 
 



天目山野外实习论文集  不同生境与昆虫种类、体型对翻身行为的影响 

 

第一次‐第二次 NS 

第二次‐第三次 NS 

第一次‐第三次 NS 

图 18 红胸黑翅萤翻身时间与翻身次数的关系；各组比较结果的方差分析结果在图中

表明，其中*为 p<0.05，**为 p<0.01，***为 p<0.001，NS 为无显著差异。误差棒为

标准平均数的标准误。 

     Fig18.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ime and times of turning over; the analysis of variance is shown in the 

figure. *: p<0.05，**: p<0.01，***: p<0.001, NS mean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error bar is the standard 

error of the standard mean. 

本实验结果显示，在泡沫塑料板上，翻身次数与红胸黑翅萤翻身行为完成时间无显著关

联。（图 18） 

3 分析与讨论 

3.1 不同种昆虫翻身行为的分析讨论 

本实验记录了不同昆虫的时间及其翻身行为的方式和完成时间。基于不同要素，如体型、

种类、翻身方式，所用器官，是否装死等，对昆虫进行分类，对不同类别昆虫翻身行为完成

时间进行考量，并观察两两之间的关系。主要结论如下： 

（1）翻身行为的方式与翻身所用的器官相对应。侧翻用翻身方向一侧的所有步足或第

三步足；前翻使用第三对步足；后翻，使用第一、二对步足，多有翅膀辅助。翻身器官的选

用则与昆虫的种类有较大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受到体型的限制，第三对足强健较长的种类，

体位翻转后可以触地，如中华彩丽金龟、蝽，倾向于使用第三对足前翻；步足纤细短小的种

类，体位翻转后步足无法触地，如瓢虫，则采取翅膀辅助前翻的方式。 

（2）昆虫可能在成长中获得较为固定翻身模式。成年龟蝽所用翻身模式固定为前翻，

而幼虫中发生了侧翻、前翻、后翻等多种方式，并且不同方式可能发生于同一个体。但是，

单从一窝幼虫的行为做此判断为时尚早，需要增大样本，对同个个体的各个生长阶段进行观

察，才能得出明确的结论。同时，肢体破损的昆虫翻身方式的改变也可以作为这一猜想的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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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 

总之，昆虫翻身行为的方式与速度与昆虫的种类有关联，但是这种关联的是如何直接或

间接影响到翻身行为的方式和速度的，不同的因素的影响能力有多大，对这些因素的扰动会

造成多大的影响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扩大样本进行深入的分析。 

许多昆虫有装死的行为，如叶甲和步甲在捕捉时会放松全身，顺着叶边缘自由跌落；瓢

虫在人为翻身后会有很长时间的装死过程。基于这种现象，我们猜想有装死行为的昆虫在野

外会面临更多体位翻转的情况，从而能更有效的进行翻身行为，但由于中间差异，且样本量

过小，无法有效的统计分析，这种优势在本实验中并不明显。 

3.2 体型对翻身行为影响的分析讨论 

3.2.1 中华彩丽金龟 

中华彩丽金龟翻身行为完成时间与背部面积正相关。实验结果显示，背部面积较大的中

华彩丽金龟所需的翻身时间较长（图 12， p<0.01）。这可能是因为中华彩丽金龟的翻身方

式需将重心沿身体长轴抬起，做功多，用力大，背部面积较大的中华彩丽金龟可能由于身体

强壮，所以能更有效的完成翻身行为。同时，由于虫体密度并不均一，背部面积较大的个体

可能重心上升并不和体长呈线性，在一个将虫体力量和重心上升力矩都加入的模型中，可能

会更清楚的看出两者分别和共同造成的影响。此外，其他的因素也需要纳入考虑范围之内，

如第三对步足的长度等等，才能更有效的分析影响中华彩丽金龟的翻身行为影响因素。 

3.2.2 红胸黑翅萤 

统计结果表明，分组实验中，身长/翅宽的与红胸黑翅萤翻身行为完成时间负相关在第

二组和第三组之间有显著性（p=0.017）（图 17）。从图表中看，较大的身长/翅宽有利于红

胸黑翅萤有效完成翻身行为。这可能是由于红胸黑翅萤的翻身方式是侧翻，身长和翅宽的比

例越大，翻身时中心抬起得越小，需要做的功就越少，用力也相对变小，导致红胸黑翅萤翻

身行为变快。 

3.3 翻身行为的目的猜想 

 

图19：中华彩丽金龟－土壤平面 

（A）中华彩丽金龟放置于干燥土壤表层；（B）抓起土壤颗粒，翻身行为减缓或停

止。 

Fig19. Mimela chinensis-soil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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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imela chinensis is laying out on the dry soil platform; (B) Grabbing the soil particle, 

the behavior of turning over slow down and stop. 

翻身行为的目的是保证三对步足同时获得抓握。通过实验前观察，我们猜想翻身行为的

目的是为了改变无法行动的困境，重新获得翅朝上，六足着地的“正常”体位，恢复自由活动

的能力。而实验中昆虫的行为显示，中华彩丽金龟似乎并不介意“错误”的体位，它们所要获

得的是三对步足有效的抓握。中华彩丽金龟的翻身行为在干燥土壤组中的完成时间与其他各

组都有非常显著的差异（p<0.001），新鲜植物组中也与其他组也有显著差异(p<0.05)。（图

13）这是因为干燥土壤表面中，中华彩丽金龟可抓起土壤颗粒抱握，发生这种行为后翻身行

为减缓或停止（图 19），在新鲜植物组中，中华彩丽金龟以抓住散落的植物茎杆，翻身行为

也减缓或停止。这种现象与我们 初的猜想并不完全矛盾，虽然中华彩丽金龟翻身的目的并

不是获得“正常”体位，但是三对步足获得抓握在自然条件下是获得自由行动能力的关键。 

在自然条件下，昆虫可能以翻转的体位停留在草叶背面，或身体竖直立于植物茎杆，所

以“正常”体位对于昆虫的意义不大。而自然界中可以抓握的物体大多不像实验中无依托的土

壤颗粒和植物茎杆，而是具有很好的支撑和稳定性，抓握可以近似等于获得了自由行动的能

力。 

3.4 短时间内重复行为影响的分析 

昆虫可能通过短时间内的重复巩固翻身行为的模式。实验结果显示，在均一泡沫平面上，

三次翻身实验连续进行，中华彩丽金龟翻身次数的增多会导致翻身时间的减少，其中第一次

和第三次的翻身时间有显著性差异（p=0.043）（图 14）。有时中华彩丽金龟在第一次甚至不

能完成，需要人为辅助才可以成功完成翻身行为，在人为辅助成功翻身后，同一个体就可以

较快较熟练的独立完成翻身行为。在去除步足的实验中，许多个体也是通过练习适应新的翻

身方式，如剪去第三右足的中华彩丽金龟在人为辅助下用第三左足和第二右足成功翻身后，

之后便能独立使用这种方式完成翻身行为，而且翻身时间也大大缩短。然而，这种短时间内

重复巩固翻身行为的现象，在红胸黑翅萤的统计中并不明显。 

3.5 伤害与中华彩丽金龟的翻身行为完成时间的关系 

从实验结果中可明显看出，第三对步足对中华彩丽金龟的翻身行为有着关键和不可替代

的作用，而第一对步足对翻身行为的影响 小，第二对其次（图 15）。在去除步足的过程中，

在去除第三对步足之前，翻身行为完成时间出了比为去除步足前有所上升，之后随着剪去步

足的增多而缩短，表明了伤害刺激的大小与昆虫翻身行为完成时间呈负相关（图 15（B））。

但是，由于样本量过小，本实验还不能就这个观点给出确凿的结论，需要扩大样本加以验证。

同时，伤害引起翻身行为完成时间缩短的阈值、程度，以及这种效应的生理机制尚不明了，

还需要后续实验加以验证和探究。 

3.4 展望 

翻身行为对于昆虫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六足朝天的昆虫处于无法自由活动的状态，极易

受到攻击，且无法进行捕食、防御、饮水、繁殖等其他正常行为，严重影响正常的生活，甚

至会导致死亡。本实验对翻身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记录、统计和分析，发现一些结论。但

由于样本量小，时间有限，许多实验还处在起步和探索阶段，只能得出启发性的方向和猜想，

而不能给出可信的结论，许多值得探索的问题仍需要扩大样本，改良实验进一步研究。 

（1）由于是不同种的昆虫，翻身行为的方式差异非常大，在小样本中难以控制变量，

故无法具有统计学意义。所以，尽管对于不同种的昆虫，体型和翻身行为完成时间似乎没有

明显的关联，但不能武断的说这种关联在同种、甚至同科的昆虫中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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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验中，我们发现，不同种昆虫翻身方式多样，所用器官也相应不同。后续实验

中，应该考虑这一不同设计实验，不应只是笼统的测量身宽翅长，如在中华彩丽金龟的翻身

行为实验中，由于后腿为其主要的支撑，我们应该增加测量后腿的长度和强度。 

（3）实验中，我们创造了不同的生境模拟自然的环境，这些生境的选择是基于捕捉到

昆虫地点的自然环境，在这些生境下的实验也揭示了一些现象。然而，这种设计忽略了生境

实验变量的控制，让生境间难以比较，故难以确定生境的哪以影响因素导致了翻身行为完成

时间的改变。比如，采用同一材料，仅改变其摩擦系数或弹性系数，就可以探究摩擦力，弹

力等单因子对翻身行为完成时间的影响，更有效的寻找影响翻身行为的各种因素以及他们的

影响能力。 

（4）实验中，我们在每个不同平面上对每个对象进行了三次重复实验使其具备统计学

意义。然而，在后续的统计分析中，我们发现，由于三次实验是连续的，实验对象中华彩丽

金龟在这个连续的“练习”过程中展现出了巩固某一行为的能力，使第一次“摸索”式的翻身尝

试与第三次“熟练”的翻身有了显著性差异（p=0.043）。没有生理和行为的进一步实验，我

们不能判断这种“学习”能力是如何造成的；经过多长时间这种“熟练性”会失去；又或者这种

“熟练性”会保留，并在个体的一生中不断加强；个体或不同物种获得“熟练性”的难易程度（中

华彩丽金龟有显著差异，红胸黑翅萤则无显著性差异）是否对其生存能力有影响等许多衍生

问题。又或者，这种“熟练性”只是刺激后的假象，在多次被人为翻转后，中华彩丽金龟在“危

险”的刺激下，生理可能发生一些变化，使翻身行为完成时间缩短，但如果是这样，我们就

有必要弄清这一变化是如何发生的，是否可以普适的发生在受到其他刺激以后。 

这种不明原因的行为巩固现象，也给我们的实验造成了误差，因为本来作为重复实验的

数据出现了显著差异。如果后续实验发现这种“熟练性”不能持久，则可以延长重复实验的间

隔时间，以去除这一差异，使其具有统计学意义。 

（5）对比两个大样本实验结果，我们发现中华彩丽金龟和红胸黑翅萤在各个方面的表

现都不一样。比如中华彩丽金龟的翻身行为完成时间在不同的背部面积分组下差异显著，而

红胸黑翅萤的翻身行为完成时间则在不同的身长/翅宽分组下差异显著，红胸黑翅萤的翻身

行为完成时间也不随着翻身次数的增多而减少。这些差异可能与中华彩丽金龟和红胸黑翅萤

不同的翻身方式有关，因为前者为前翻，后者为侧翻。所以，对更多种类的扩大实验可以提

供更多对相似种或差异种之间的比较和总结的条件，也许能发现并总结出基于有限个数因子

的一些普适的规律。当然，这样的实验也需要注意变量的控制，需要引入的因素也可能非常

庞杂。 

（6）在红胸黑翅萤体型与翻身时间的关系实验中，我们发现了一种奇怪的趋势，即尽

管只有身长/翅宽出现了显著性差异，在各不同的分组方式中，处于中间状况的第二组的翻

身行为完成时间都较长（图 17）。对于身长、翅宽、背部面积的这种现象，由于影响因素

较多，不能贸下结论，猜想可能是由于体型小，体重轻的个体（第一组）翻身行为所耗体力

较小，而体型大，体重重的个体（第三组）比较强壮，且在自然环境中从植物上掉落的可能

性较大，有较多练习翻身行为的机会，根据我们统计得出的结果，翻身次数的增多可能会减

少翻身行为完成的时间，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体型较大的个体翻身行为完成时间会缩短。但这

仅仅是一个大胆的猜想，需要更多的实验去探究其真实的原因。而对身长/翅宽实验组中的

同样现象，我们也没有很好的解释，有待进一步实验的探究。 

然而，我们上述猜想的 大问题，在于作为前提的红胸黑翅萤翻身行为完成时间随次数

增多而减少的条件在本实验中并未获得数据的支持，但直接否认这一条件却过于武断。由于

本实验中红胸黑翅萤的样本量较中华彩丽金龟少了一半，小样本可能不利于统计，同时，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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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次数除了导致“熟练度”的增加，也会导致“疲惫度”的增加，红胸黑翅萤翻身行为完成时间

随翻身次数增多而减少的效果可能被体力减少所淹没。 

总之，昆虫的翻身行为非常重要，它受到各种内、外因子的影响，探究这些因素的影响

方式和影响力将会让我们对昆虫的行为有更深远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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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天目山国家自然保护区内的昆虫种类十分丰富，通过观察了多种天目山上常见的昆虫

步行方式后，发现大部分的昆虫采取三角步态行走，而螽斯采用一种不规则的步态行走。进

一步分析数据后，我们总结了 常见的三角步态的一些特点，并分析了螽斯步态的规律。螽

斯以一种类似波形步态的不规则步态行走，每侧足都以一种由后至前的波形顺序迈步，但是

各足的摆动时间并不相同。通过分析，我们认为造成了螽斯步态不规则性的主要原因是足长

的差异。  

关键词：三角步态，螽斯，足长，不规则步态 

 

Study on the walking modus of several common insects in Tianmu 

Mountain national natural reserve 

Yuan Si1, Zongde Pan2, Mingyi Li3, Liangxiao Zhang3, Siyuan Xu3, Sihui Fu3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Tianmu Mountain is the national natural reserve which has abundant insect resources. 

After observing the walking modus of several common insects in the reserve, we find that most 

insects walk in a triangular gait while katydids (Gampsaocleis gratiosa) walks in an irregular gait. 

After further analysis the data we collected, we summarized some features about triangular gait 

and analyzed the pattern of katydid gait. Katydids walks in an irregular gait similar to the wave 

gait, each side of the legs moving from back to front in a wave-like motion. However, the swing 

time of each leg is not the same. After further analysis, we conclude that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irregularity of katydid gait is the difference of its leg length. 

Keywords: triangular gait, katydid, leg length, irregular gait 

引言 

昆虫是自然界中种类和数量 多的一个类群，其 基本的特征是躯体分头、胸和腹三段，

有一对触角、两对翅膀和三对足。昆虫的胸部由前、中、后三节组成，每节上各有一对足，

3 对足尽管在外形尺寸上有差异，但结构基本相同。那么昆虫是如何协调这三对足，使之在

捕食或者逃跑的时候既稳定又快速呢？根据已有的研究显示，昆虫 主要的步行方式是将六

只足分为两组，身体左侧的前、后足和右侧的中足为一组，而身体右侧的前、后足和左侧的

中足为一组，每一组都构成一个稳定的三角形。在行进中，两组交替处于支撑状态和摆动状

态，称之为三角步态
[1]
。步态是一种生物特征，指的是行走系统的每只足按一定的顺序和轨

迹进行抬起和放下的运动过程
[2]
。那么不同种类的昆虫是否会采取不同的步态前进，不同的

步态有什么主要特征，其影响因素又有哪些呢？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在天目山上捕捉了

不同种类的昆虫，通过观察和分析，对以上问题进行了简单初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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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我们所观察的昆虫捕捉于天目山的禅院寺、太子俺以及忠烈祠附近， 后用于观察和分

析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表 1.  本研究中所观察的昆虫种类 

Table 1. The insect species observed in this study 

昆虫名称 

Insect species 

目 

order 

科 

family 

螽斯  直翅目(Orthoptera)  螽斯科(Tettigonidae) 

叶甲  鞘翅目(Coleoptera)  叶甲科(Chrysomelidae) 

金龟子  鞘翅目(Coleoptera)  丽金龟科(Rutelidae) 

瓢虫  鞘翅目(Coleoptera)  瓢虫科(Coccinellidae) 

芫青  鞘翅目(Coleoptera)  芫青科(Meloidae) 

竹节虫  竹节虫目(Phasmida)  竹节虫科(Bacillidae) 

叩甲  鞘翅目(Coleoptera)  叩甲科(Elateridae) 

树蟋  直翅目(Orthoptera)  蟋蟀科(Gryllidae) 

 

1.2 数据采集 

将采集到的昆虫置于昆虫盒内，通过玻璃观察其步行规律，注意保持通气。测量并记录

不同昆虫的足长数据，使用数码相机俯视拍摄昆虫步行视频和照片，留待进一步分析比较。 

1.3 数据分析方法 

1.3.1 昆虫步态的分析 

分析所拍摄的昆虫步行视频，当昆虫行走过快时适当慢放视频，观察昆虫的行走方式，

并和已知的步态进行对比，分析得出各种昆虫的步态。 

1.3.2 叶甲和螽斯的步态模型建立 

将叶甲和螽斯的步行视频用会声会影软件编辑，将视频分解到每一帧，通过手动切换

帧的方式，观察记录两种昆虫的每一只足的抬起和落地的时间点，得到相应的数据。 

在软件几何画板中将各只足在昆虫行走过程中的抬起和落地时间标示在数轴上，得到该

种昆虫的步态模型，绘制模式图方法参考 Ferrell et al. (1995)。 

1.3.3 β值的计算 

McGhee 于 1968 年首次定义了步行运动中的步长、支撑因子和相位等运动参数，认为任

何步态可通过各足的落脚运动的滞后相位和各足的支撑时间因子的概念来描述，并为步态研

究提供了数学基础。βi=足 i 的支撑时间/足 i 的一个完整周期时间，即足 i 支撑在地面上

的时间占整个运动周期的比例。当每只足的β值相同时，该步态为规则步态
[3]
。因此我们将

得到的时间数据进行β值的计算，作为判断昆虫步态的依据之一。 

2 结果 

2.1 足长分析结果 

通过观察发现螽斯与其他昆虫的步行方式有较大的差异，由记录的足长数据可以发现螽

斯的后足长度较其他种类的昆虫更长。因此我们猜测昆虫所采用的步态与其三对足的比例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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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关系，详细数据见表 2。为了更直观地反映不同昆虫间的差异，我们使用后足和中足

的相对值作图（见图 1）。由表 2 和图 1 的数据可以看出，螽斯的后足相对值较其他的昆虫

都要大，比值在 2 以上，而其他昆虫后足和中足的足长差别较小。因此这很可能是螽斯采用

与其他昆虫不同的步态行走的重要原因之一。 

表 2  不同昆虫的足长比例和步态 

Table 2 The leg length ratio of different insects and their gaits 

昆虫 步态 足长比例（前足：中足：后足） 

螽斯-1 未知步态 1:1.08:2.74 

螽斯-2 未知步态 1:1.04:2.38 

竹节虫 三角步态 1:0.79:1.05 

金龟子 三角步态 1:1.3:1.76 

瓢虫 三角步态 1:1:1.62 

树蟋 三角步态 1:0.62:1.67 

叩甲 三角步态 1:1.27:1.03 

叶甲 三角步态 1:1.29:1.35 

芫青 三角步态 1:0.87:1.27 

 

 

图 1  不同昆虫的三对足长的比例 

Fig. 1 The leg length ratio of different insects 

 

2.2 视频分析结果 

2.2.1 叶甲行走步态分析结果 

我们选择叶甲作为三角步态的代表性昆虫，分析三角步态的主要特点。为了更加精确的

描述叶甲行走步态，我们分析了叶甲行走的视频，并对叶甲每一只足的迈步顺序以及各足在

行走过程中刚刚落地和刚刚抬起的时间点进行了记录，详细数据见表 3。从表 3 可以看出叶

甲的三对足可以分成两组，L1，R2，L3 为一组，R1，L2，R3 为一组，两组中的足抬起和放

下几乎是同时的，这是典型的三角步态行走方式。根据表中的数据，我们得到了各足的摆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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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和支撑相在叶甲行进过程中的交替情况，绘制出叶甲行走步态的模式图，更直观地体现了

叶甲行走时六足是如何相互协调配合的（见图 2）。 

表 3  叶甲的行走分析数据表 

Table 3 The analysis data sheet of leaf beetle gait 

L1 L2 L3 

抬足 落足 摆动时长 抬足 落足 摆动时长 抬足 落足 摆动时长 

6.2 6.32 0.12 6.52 6.64 0.12 6.32 6.44 0.12 

6.72 6.88 0.16 7.20 7.32 0.12 6.88 7.08 0.20 

7.36 7.48 0.12 7.64 7.76 0.12 7.44 7.56 0.12 

7.88 7.96 0.08 8.32 8.44 0.12 8.04 8.16 0.12 

8.48 8.56 0.08 8.80 8.92 0.12 8.56 8.64 0.08 

9.00 9.12 0.12 9.32 9.44 0.12 9.08 9.16 0.08 

9.48 9.56 0.08 9.76 9.88 0.12 9.56 9.68 0.12 

9.96 10.08 0.12 10.28 10.44 0.16 10.08 10.24 0.16 

10.48 10.60 0.12    10.56 10.68 0.12 

R1 R2 R3 

抬足 落足 摆动时长 抬足 落足 摆动时长 抬足 落足 摆动时长 

6.48 6.64 0.16 6.28 6.44 0.16 6.6 6.76 0.16 

7.08 7.20 0.12 6.84 7.00 0.16 7.20 7.32 0.12 

7.56 7.72 0.16 7.40 7.52 0.12 7.68 7.80 0.12 

8.16 8.28 0.12 7.96 8.04 0.08 8.28 8.40 0.12 

8.68 8.84 0.16 8.52 8.6 0.08 8.80 8.96 0.16 

9.24 9.32 0.08 9.04 9.12 0.08 9.32 9.44 0.12 

9.72 9.88 0.16 9.56 9.64 0.08 9.80 9.92 0.12 

10.24 10.36 0.12 10.08 10.24 0.16 10.32 10.48 0.16 

   10.56 10.68 0.12    

*抬足和落足的数据为其在视频中的时间节点，摆动时长单位为秒。L1、L2、L3、R1、R2、R3分别表示左

侧的前足、中足、后足和右侧的前足、中足、后足，下同。 

*Data of leg‐lifting and leg‐putting‐down is the time node in the video, swing duration is count in seconds. L1、L2、

L3、R1、R2、R3 stand for the fore leg、median leg and hind leg of the left side and right side respectively.   

 

图 2  叶甲行走步态模式图 

Fig. 2 The walking map of leaf bee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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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螽斯行走步态分析结果 

我们对螽斯的步行视频进行相同的分析处理，记录其每只足的起落时间点和摆动时长

（见表 4）。通过分析发现 L1 与 R3，L2 与 R1，L3 与 R2 抬起的时间比较接近，因此将六只

足分为了三组。在每一组中右侧足抬起的时间总是略早于左侧足，同时这三组之间抬起的相

对顺序是 L3R2 组→L2R1 组→L1R3 组。根据这一数据结果，同样绘制了螽斯的行走步态模式

图，反映了螽斯六足的支撑相与摆动相互相交替的模式（见图 3）。 

 

表 4  螽斯的行走分析数据表 

Table 4 The analysis data sheet of katydid gait 

L1 L2 L3 

抬足 落足 摆动时长 抬足 落足 摆动时长 抬足 落足 摆动时长 

14.60 15.04 0.44 11.32 11.52 0.20 13.08 13.52 0.44 

16.28 16.64 0.36 12.68 12.96 0.28 15.16 15.48 0.32 

17.64 18.16 0.52 13.96 14.32 0.36 16.68 17.04 0.36 

19.08 19.76 0.68 15.56 16.00 0.44 18.20 18.48 0.28 

20.84 21.36 0.52 17.16 17.44 0.28 19.96 20.24 0.28 

22.28 22.88 0.60 18.76 19.12 0.36 21.32 21.60 0.28 

23.80 24.44 0.64 20.44 20.64 0.20 22.84 23.20 0.36 

25.48 26.08 0.60 21.72 22.16 0.44 24.44 24.76 0.32 

   23.24 23.60 0.36    

   24.84 25.20 0.36    

 R1   R2   R3  

抬足 落足 摆动时长 抬足 落足 摆动时长 抬足 落足 摆动时长 

11.12 11.52 0.4 12.44 12.76 0.32 11.48 11.80 0.32 

12.84 13.20 0.36 13.80 14.24 0.44 13.40 13.68 0.28 

14.16 14.64 0.48 15.16 15.44 0.28 14.60 14.92 0.32 

15.64 16.00 0.36 16.60 16.88 0.28 16.04 16.32 0.28 

17.08 17.44 0.36 18.20 18.52 0.32 17.56 18.04 0.48 

18.76 19.12 0.36 19.80 20.16 0.36 19.40 19.60 0.20 

20.16 20.64 0.48 21.24 21.52 0.28 20.72 21.08 0.36 

21.64 22.16 0.52 22.68 22.96 0.28 22.20 22.48 0.28 

23.16 23.64 0.48 24.20 24.52 0.32 23.64 24.00 0.36 

24.68 25.20 0.52 25.72 26.08 0.36 25.24 25.52 0.28 

*抬足和落足的数据为其在视频中的时间节点，摆动时长单位为秒 

* Data of leg‐lifting and leg‐putting‐down is the time node in the video, swing duration is count in seco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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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螽斯行走步态模式图 

Fig. 3 The walking map of katydid 

2.3 β值计算结果 

理论上六只足的β值都相同时，昆虫采用的是规则步态，当β=0.5 时，在三条摆动足

着地的同时，另外三条支撑足立即抬起，即任意时刻同时只有支撑相或摆动相；β＞0.5 时，

摆动相与支撑相有一短暂的重叠过程，即有六只足同时着地的状态；β＜0.5 时，存在六只

足同时为摆动相的时刻，即出于腾空状态[4]。我们根据 McGhee 的方法计算了叶甲和螽斯各

足的β值，结果显示，叶甲每只足的β值都十分接近，但是平均值大于 0.5，而螽斯每只足

的β值则差异较大，其中前足的β值 小，后足的β值 大。 

表  5  叶甲和螽斯三对足的 β 值比较 

Table 5 A comparison of the three pair of legs’βvalue between leaf beetle and katydid 

β值 

足 L1 L2 L3 R1 R2 R3 

叶甲 0.79 0.77 0.76 0.75 0.79 0.75 

螽斯 0.66 0.79 0.79 0.72 0.78 0.79 

 

3 分析与讨论 

3.1 三角步态的特点 

大部分昆虫之所以采取三角步态作为其步行方式，是因为在将三对足分成两组后形成了

一个三角形的支架系统，使昆虫的重心始终落在三角形内，从而行进时可以做到既快速又平

稳，同时这种行走方式使昆虫能够随时随地停息下来
[5]
。而每一对足都有不同的具体分工，

前足固定于物体后拉动虫体前进，中足用来支撑并举起所属一侧的身体，后足则用来推动虫

体前进。在交替的摆动过程中，由于后足的推动作用使虫体略作以中足为支点的转动，因此

三角步态的昆虫的行进路线呈“之”字形
[6]
。 

理论上采取规则步态行进的昆虫每只足的β值应该相等，三角步态属于规则步态，因此

计算得到的每只足的β值应该相同。在我们以叶甲为代表的三角步态β值计算结果中，每只

足的β值基本相同，符合预期。但是该值大于 0.5，与标准的三角步态β值的理论值不一样。

在慢放的昆虫步行视频中，我们观察到了昆虫在走路时确实存在六只足同时处于支撑相的状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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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因此β值大于 0.5 也符合预期。分析其原因可能是昆虫为了行进过程中更稳定，增加了

每只足的支撑时间，在更快速的运动中可能β值更接近 0.5。 

3.2 螽斯步态的规律分析 

通过对螽斯步行过程的观察以及对实验数据的分析，我们总结出了螽斯的步态模式，L3

与 R2、L2 与 R1、L1 与 R3 之间抬起的时间相对比较接近，而与别的足抬起的时间都相差较

远，因此可以将六只足分成三组。每组内的两只足之间有一个先后顺序，即右侧足总是先与

左侧足抬起，而每组之间又有相对的顺序规律，是以 L3R2 组→L2R1 组→L1R3 组这样的顺序

相互交替抬起。因此可以得到一个相对的顺序为：R2→L3→R1→L2→R3→L1。如果从单侧来

看的话，即每侧都在以由后足至前足的依次波动型顺序抬起。 

通过查阅文献，我们认为这种模式与波形步态（ripple gait）的模式较为接近（图 7）。

机体每一侧上各足的迈步动作形成一种由后向前的波形式，这种行进方式即为波形步态。但

是波形步态是一种对称规则步态，而在我们得到的数据中，螽斯各足的β值并不相同，说明

螽斯步态不是规则步态。因此，螽斯步态并不是波形步态，在我们查阅到的文献中未找到与

螽斯步态完全吻合的步态，因此我们暂时称之为螽斯步态。 

 

图 4 波形步态的模式图
[7]
 

Fig. 4 Walking map of ripple gait 

*图中实线为摆动相，虚线为支撑相(本图片引自 Ferrell 等,1995)。 

*The solid line refers to the swing phase, while the dotted line refers to the support phase ( 

Ferrell et al., 1995) 

3.3 可能影响昆虫步态的因素 

对于螽斯为何不采取三角规则步态而是另外一种特殊的不规则步态行进，由于没有查到

合适的文献，我们根据天目山上的观察结果以及实验数据的分析，提出了几种假设。 

首先，我们认为 主要的影响因素就是足长。在比较螽

斯的足长与其他采取三角步态的昆虫足长时，我们就发现螽

斯的后足明显长于前足和中足。但是测量每对足的步长后发

现，后足所迈的距离并没有特别长，也就是说每只足的步长

是几乎相同的。在步长相同而足长不同的情况下，足长越短

则需要摆动的角度越大，如图 5 中的α角所示，那么足长越

长，所要摆的角度就越小，如图 5中的β角。因此在角速度

相同的情况下，较长的足的摆动时长较短，而较短的足所需

时长就较长。这一猜测与统计结果中螽斯各足的摆动时长结

果相吻合，螽斯后足的平均摆动时长明显短于其他两对足的

平均摆动时长。由于每只足的摆动时长均不相同，无法做到同时抬起或落下，因此不能形成

规则的步态。但是由于只观察到了螽斯这一种不规则步态，因此我们也不能确定这就是昆虫

采取不规则步态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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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们猜测步态的选择还可能与一些其他因素有关，由于在天目山上时间、精力和仪

器的多种限制，我们不便于深入研究。如行进中的速度需求，理论上三角步态的行进速度是

快的，有些昆虫可能在快速行进时采取三角步态，而慢速时采取其他步态；又如生长的环

境，是在草丛中还是在树上，是否经常需要跨越障碍物；还有运动时的稳定性、灵活性与需

要消耗的能量多少的综合考虑等。 

3.4 昆虫步态的应用价值 

仿生学是连接生物与技术的桥梁，人类从自然界的各种生物身上学到了很多，有些技术

甚至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如蝙蝠与雷达；萤火虫与人工冷光；蜻蜓与飞机等。近年来，科学

家们将昆虫步行的方法与机器人的设计结合到了一起，研发出一些具有高度机动性和稳定性

的机器人
[3]
。与一般的机器人相比，六足仿生机器人的一个 大的优点是对行走路面的要求

很低，它可以跨越障碍物、走过沙地、沼泽等特殊路面,因此可以用于工程探险勘测、反恐

防爆、军事侦察等人类无法完成的或危险的工作,并且机器人的足所具有的大量自由度可以

使机器人的运动更加灵活,对凹凸不平的地形的适应能力更强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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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天目山柳杉根部植物密度对柳杉上附生植物生长的

影响 

袁昊  徐天宇  舒伟  冯佳敏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上海 200433） 

摘要：柳杉（Cryptomeria japonica）是天目山著名的标志性植物之一，柳杉的附生植物也

多种多样。本调查主要通过样本采集收集数据，目的是研究柳杉根部植物与柳杉附生植物之

间的相互影响。我们的研究思路是选择一定数量的柳杉作为研究对象，以样方法统计柳杉根

部草本植物及附生植物的种类及数量，再用统计方法处理数据，得出它们之间的联系。 

关键词：柳杉  附生植物  根部植物密度 

The infection of species diversity towards epiphytes in Cryptomeria 

in West Tianmu Mountain 

Hao Yuan, Tianyu Xu, Wei Shu, Jiamin Feng 

School of Life Science,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 

Abstract:Japanese cedar(Cryptomeria japonica)is one of the symbolic plant in Tianmu 

Mountain,so as the diversity of its epiphytes.In order to investigate how the diversity of adjacent 

plants infect which species and how many epyphytes do insert in Cryptomeria ,our group collected 

samples among different regions.According to the image parameter,our group aggregated species 

and quantity of adjacent herbages and epiphytes in Cryptomeria.In final,we took order with these 

data through statistic theories and got their interation. 

Key words：Japan cedar，epiphytes，biology diversity 

 

天目山地处雨量较大、常年有雾的亚热带，植物以山地湿性常绿阔叶林为主，由蕨类、

苔藓、种子植物等组成的附生植物发达，在区系、结构及功能上成为山地深林生态系统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曾有学者通过对宿主分区测定光照辐射、湿度与附生植物的物种数量之间

的关系，认为附生植物的丰富度和生境中的光辐射及潮湿程度具有很大关系，。暴露在强光

下的附生植物的丰富程度降低，并且与湿度大的地区相比较，干燥地区的附生植物多样性很

小（Wemeck M D S & Marcos MＤS.,2002)。本实验的主要目的是在光照及湿度都相近的区

域内（即光照和湿度不成为影响附生植物生长的主要因素）考察柳杉根部的植物数量和密度

是否对附生（攀缘）植物的生长状况造成影响，两者之间是否有互促或竞争关系等。由于实

验条件的限制，目前的研究结果表示两者间并无十分显著的影响关系，即柳杉根部植物的数

量密度与附生植物的生长状况无关。 

1. 实验材料和方法 

1.1 实验设计： 

在禅园寺，竹祥山庄等地区周边的大片柳杉林中，选择条件适合的柳杉作为研究对象。

以柳杉根部外围 40cm 为半径作为样方，统计该样方内植株的种类及数目，作为根部植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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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及密度的指标。再统计柳杉上附生植物的种类、数目及攀缘高度，作为附生植物的生长状

况参考。通过作图与统计的方法进行比对，得出两者间的内在关系。 

1.2 柳杉样本的选取原则： 

为了控制实验变量个数，减少非实验考察的其他因素的影响，我们采集样本时采取如下

原则：（1）选择采集的地点远离道路和居民活动密集的场所，减少人为干扰；（2）选择考察

的柳杉植株处于相近的湿度、温度和光照条件下，尽量避开水源和光照不均的地点；（3）选

择胸径相近的柳杉植株，乔木的胸径往往与植株年龄成正比，且柳杉胸径与附生植物的密度

可能有关，植株的老幼还可能对根部植物的生长有影响，需要考虑。 

2. 实验结果 

2.1 采集结果统计 

    小组成员在禅园寺、竹祥山庄的周边地区一共选取了 28 株柳杉，其附生植物以薜

荔 （ Ficus pumila Linn. ）、 栝 楼 （ Trichosanthes kirilowii Maxim ）、 络 石

（Trachelospermum jasminoides (Lindl.)Lem.）、常春藤（Hedera nepalensis K,Koch 

var.sin ensis (Tobl.) Rehd）为主，采集结果的统计如表 1。 

表 1 柳杉附生植物生长情况与柳杉根部植物数量、种类统计 

编号 采集人 柳杉附生植物生长情况 根部草本植物数量 根部草本植物种类 

1 徐，冯 
乌敛梅 110cm 1 株 

薜荔 250cm 1 株 264 12 

2 袁昊 
长柄山蚂蝗 20cm 3 株 

求米草 30cm 大量 36 3 

3 徐，冯 
常春藤 60cm 1 株 

扶芳藤 350cm 5 株 288 12 

4 袁昊 络石 5cm 4 株 140 4 

5 徐，冯 
栝楼 180cm 1 株 

常春藤 140cm 1 株 400 11 

6 袁昊 粉叶爬山虎 500cm 288 15 

7 徐，冯 
常春藤 50cm 1 株 

薜荔 150cm 1 株 496 5 

8 袁昊 络石 120cm 2 株 410 9 

9 徐，冯 栝楼 210cm 1 株 440 11 

10 袁昊 栝楼 600cm 1 株 376 7 

11 徐，冯 栝楼 460cm 3 株 224 5 

12 袁昊 
乌敛梅 90cm 1 株 

薜荔 110cm，1 株 312 9 

13 徐，冯 薜荔 60cm，1 株 160 6 

14 袁昊 薜荔 60cm，1 株 58 6 

15 徐，冯 常春藤 75cm，1 株 300 5 

16 徐，冯 络石 110cm，2 株 276 6 

17 袁昊 络石 200cm，2 株 248 7 

18 徐，冯 薜荔 580cm，3 株 288 6 

19 袁昊 钻地枫 220cm，2 株 38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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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袁昊 珍珠连 80cm，1 株 122 4 

21 徐，冯 薜荔 340cm，3 株 632 8 

22 袁昊 薜荔 220cm，3 株 384 9 

23 徐，冯 
栝楼 130cm 1 株 

薜荔 210cm，5 株 324 9 

24 袁昊 栝楼 80cm 2 株 150 6 

25 袁昊 薜荔 160cm，2 株 202 7 

26 袁昊 薜荔 184cm，1 株 310 9 

27 袁昊 薜荔 110cm，1 株 180 11 

28 袁昊 薜荔 280cm，1 株 424 6 

注：记录的附生植物高度均为该物种所有植株中 高的数值。 

2.2 作图分析 

考虑到不同的附生植物生长具有差异性，先以薜荔、栝楼、络石、常春藤四种主要的附

生植物分别进行统计作图。 

柳杉根部植物数量对薜荔生长的影响如图 1。 

柳杉根部植物数量对薜荔生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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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柳杉根部植物数量对栝楼生长的影响如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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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杉根部植物数量对栝楼生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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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柳杉根部植物数量对络石生长的影响如图 3。 

柳杉根部植物数量对络石生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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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柳杉根部植物数量对常春藤生长的影响如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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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杉根部植物数量对常春藤生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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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从图 1、图 2、图 3、图 4 可以看出四种主要附生植物均未与柳杉根部植物数量有十分

明显的正比或反比关系。由于考察时间有限，络石、常春藤的数据量并不充足，结论有待进

一步研究确定。 

在不限定附生植物种类的情况下，以总体的角度来观察进行作图统计。 

柳杉根部植物数量对附生植物生长的影响如图 5 

柳杉根部植物数量对附生植物的生长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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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从图 5 仍未看出附生植物的生长状况受到柳杉根部植物的影响，因此初步结论为柳

杉根部植物的数量（密度）不影响柳杉上附生植物的生长。 

3.分析讨论 

3.1 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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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探讨了柳杉根部植物数量（密度）对柳杉附生植物的生长影响。支柱木对于

附生植物来说是良好的生长发展空间，攀援行为使得附生植物比起地面植物更加接近阳光，

同时减少了与地面植物在阳光与CO2上的竞争。本研究的初始设想是如果柳杉根部植物密集，

生存竞争激烈，有可能迫使攀援植物尽量沿支柱木向上生长以避免竞争，即根部植物数量（密

度）与附生植物生长状况成正比。但从本次调查来看，并未得到设想中的结果，有可能是因

为两者本身就没有特定的关系，还有可能是实验方法的缺陷所致。另外，由于本次调查时间

有限，样本的数量不足，这些因素在进一步的研究中都应考虑到。 

3.2 实验方法探讨 

本次实验限于仪器的原因，实验方法是有一定缺陷的。首先，由于柳杉根部植物种类繁

多，个体差异大，单以数量来评判其生态影响力是不完全的。调查过程中发现，体型较大的

草本植物在一定空间内数量必然比体型较小的草本植物要少，但不能判定体型大的植物竞争

能力就小于体型小的植物，如何权衡植物的体型与数量对生态影响力的贡献是比较困难的。

其次，柳杉附生植物除生长高度外，同样存在着体型大小和附着密度的问题，这两个因素也

应成为评价附生植物生长状况的参考，但由于实验条件所限，这两个因素没有非常恰当的量

化手段，难以记录。再次，由于缺少温度计、湿度计等仪器，采样地点的选择比较主观，柳

杉生长环境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这些都有可能成为影响根部植物、附生植物生长的环境

因素。 

经过讨论，有了初步的实验方法改进，即测量柳杉根部植物与附生植物的生物量（以湿

重为指标），观察两者是否有资源竞争上的相互联系。生物量是植物数量与体型的综合值，

以它来代表根部植物和附生植物的生态影响力更为科学，这是在后续的补充实验中非常值得

尝试的研究方法。此外，后续研究中还应使用温度计、湿度计等仪器，确保实验的不变量条

件可以量化测量，增进实验的严谨性。 

在这次实验中我们也学到了很多，比如在实验之前我们的实验设计存在很多漏洞，比如

我们参考的附生植物并没有种类的限制，只要是附生植物就算在内，后来在实验中才发现不

同植物的高度差距即使在相似环境下，由于种类差异其高度也有差异，我们在之后的实验中

对此进行了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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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天目山鳞翅目昆虫夜行规律的初步研究 

吕波，林田俊，李志旺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上海 200433） 

摘要：鳞翅目（Lepidoptera）昆虫为夜行性昆虫中较为庞大的一个类群，我们试图以统计

其下的天蛾科昆虫（Sphingidae）的数目为主，来初步研究其内在规律。经过连续三天的夜

间观察计数，并运用 EXCEL 软件作为数据处理工具，再结合前人的研究结果，我们得出以下

几点结论：（1）天蛾科昆虫的夜间活动规律在一定范围内或许可以代表鳞翅目昆虫总体的活

动规律；（2）夜行性鳞翅目昆虫在夜间的活动数量随夜晚时间呈现规律性变化，并伴随有一

个夜间的峰值；（3）夜行性鳞翅目昆虫趋向于热源，尤其是在下雨、天气潮湿的情况下。 

关键词：鳞翅目，天蛾科，夜行规律，趋热性假说 

Research about the night rhythm of the Lepidoptera insects in West 

Sky Eye Mountain 

Bo Lv, Tien-Jun Lim, Zhiwang Li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Lepidoptera insects are the one of the biggest group of nocturnal insects.  We expect to 

find out their intrinsic rhythm through analysing the variation in three continuous nights. 

Meanwhile we study the Sphingidae insects of Lepidoptera. Using EXCEL to analyse the data and 

combined with the previous research, our results of study can be concluded below: (1) the rhythm 

of Sphingidae insects to some extent can represent the one of Lepidoptera insects, (2) the 

nocturnal Lepidoptera insects vary during the night, and the number of Lepidoptera insects has a 

peak at night, (3) the nocturnal Lepidoptera insects trend to the heat, especially in raining or wet 

environment. 

Key words: Lepidoptera, Sphingidae, night rhythm, thermotaxis hypothesis 

 

天目山地区存在多种害虫，但在天目山的自然环境下，不会成灾【1】，换言之，天目山

的害虫种群是处在稳定的生态平衡中，所以此地所收集的有关害虫活动规律的研究数据将能

真实的反映该类害虫的生理节律，所获得的结论具有较强的普遍意义。在害虫的防治方面，

一类重要的方法是灯诱杀虫，此法防治的对象是夜行性昆虫，防治的依据为许多夜行性昆虫

都存在的趋光性现象。尽管到目前为止昆虫的趋光现象仍缺少公认的解释，可以肯定的是，

昆虫的趋光性并非普遍意义上的趋性【2】。因此，针对昆虫趋光性所展开的研究，将有助于

终归纳出合理的关于昆虫的趋光现象的解释。 

本次研究的对象是浙江省临安市西天目山禅源寺附近地区的夜行性天蛾，通过统计天蛾

类昆虫于夜间不同时间被诱虫灯吸引的数目初步总结其趋光性规律。鳞翅目天蛾科昆虫是害

虫种类较多的一科，为林木、果树、粮食、油料、糖料、蔬菜等多类重要作物的寄主【3】，

其中绝大部分的天蛾成虫为夜行性昆虫，因此，掌握其趋光性规律，对于提高利用杀虫灯防

治天蛾类害虫的效果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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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自然概况 

天目山位于浙江省临安城北，地处中亚热带北缘，年平均气温仙人顶为 8.8
。
C，山麓禅

源寺为 14.8
。
C，常年 7 月份的平均气温为 26

。
C，极端 低气温-13.1~-20.2

。
C，极端 高

气温 38.2~29.1
。
C，无霜期 235~209d，年降水量 1390~1870mm。 

1.2 实验时间、地点与设计 

本实验时间为 2011 年 7 月 12 日至 14 日共 3 天，实验地点为西天目山山麓地区（竹祥

山庄附近，海拔 350m），于该处架设了两面 2m*3m 的互相垂直的白色帆布，每面白色帆布上

方安置一盏 20W 白炽灯，每天 18：00 亮灯进行诱虫，19：40 开始每隔两小时记录一次数据，

至隔天 5：40 停止记录，关闭白炽灯。 

1.3 调查内容 

对于在采样的时间点至其后 15 分钟内停留在白色帆布上的鳞翅目昆虫进行计数。计数

方法是，用毒瓶（内含氯仿挥发气体的空瓶子）将鳞翅目昆虫收集起来，待其毒死后按采样

时间分装至别的容器内，然后对不同时间段采得的鳞翅目昆虫总数及其中天蛾科的数目分别

进行计数。 

1.4 天蛾科鉴别依据 

从所收集到的鳞翅目昆虫中挑选体型粗大，呈梭形的蛾类，分开前后翅观察后翅基部前

缘处确定有翅疆（连锁前后翅的一根粗短刚毛）着生，抹去翅上的鳞粉，观察翅脉。参照昆

虫模式脉序的结构，后翅有 1 至 2条 A 脉，且 Sc+R1与 RS间有一短的横脉相连者，鉴别为天

蛾科【4】。考虑到要鉴别的样本数太大，此法是较为简便快速的鉴别方法，鉴定的结果也较

为可靠。 

1.5 数据处理 

实验数据均在 Excel 电子表格内进行处理。 

2 结果 

2.1  鳞翅目的夜行性规律与时间的对应关系 

有研究表明，在对昆虫进行灯诱杀虫实验时，鳞翅目的昆虫有着非常明显的数量优势，

是一类主要的趋光性昆虫【5】。因此，本次实验选择鳞翅目昆虫进行计数，希望获得尽可能

大的样本量。本次实验中鳞翅目昆虫的总数按时间的分布规律如表 1 所示，为了更直观的观

察其规律，我们对这些数据作图，如图 1 所示。 

 

表 1  鳞翅目昆虫 3天夜间的活动规律   

Table 1 Variation of Lepidoptera insects in 3 nights 

  7.12  7.13  7.14 

19:40  17  57  61 

21:40  48  173  132 

23:40  63  221  173 

1:40  114  250*  236* 

3:40  160*  248  227 

5:40  67  92  79 

合计  469  1041  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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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此为当天停留在帆布上的 大数目 

 

图 1  鳞翅目昆虫捕获总数随时间变化的规律图 

Figure 1 Variation of Lepidoptera insects over time 

 

 

日落时间约为 19:00，于是，我们选择了 18:00 作为亮灯时间，每隔 2小时进行计数，

而相应地，日出时间约为 5:00，因此，我们选择 5:40 作为计数终点。 

从图 1 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这 3天中，鳞翅目昆虫在随时间的变化上，呈现出非常相

似的趋势，即在日落之后，夜行性鳞翅目昆虫开始比较急速的上升，然后当时间到达次日

1:40 至 3:40 时，趋于平缓，相当于达到鳞翅目昆虫夜间活动的 大峰值，由表 1中的具体

数值也可以证实这一峰值的存在。而当时间过了 3:40 之后，活跃在帆布上的鳞翅目昆虫数

目开始下降，且其下降的幅度非常迅速。我们猜测，在日落之后，随着天空的变暗，鳞翅目

昆虫开始逐渐兴奋，并且随着夜的加深，鳞翅目昆虫的兴奋性也逐渐上升，约 2:00 至 4:00

左右时，鳞翅目昆虫兴奋程度达到 高，之后，随着地球自转，天目山逐渐由背阳面转至向

阳面，天空逐渐变亮，观察到昆虫的兴奋程度、活跃度及数量均有所下降。 

2.2  鳞翅目总体与其下的天蛾科昆虫的夜行规律比较 

已有研究发现，鳞翅目昆虫中的螟蛾科和夜蛾科昆虫存在不完全相同的夜行规律，另外，

在观察过程中，我们发现，鳞翅目昆虫的分科鉴别是一件非常繁琐的事，通过检索昆虫分类

表【4】，我们发现天蛾科昆虫具有较为明显的外观及翅脉特征，鉴别方法已经在前面提出。

我们试图回答天蛾的夜行规律与鳞翅目总体的规律是否一致这一问题，因此，我们同时对样

本中天蛾科昆虫的数量进行统计。连续 3 天的统计结果如表 2 所示，图 2为根据这些数据所

得到的图示。 

表 2  鳞翅目天蛾科昆虫 3天夜间的活动规律 

Table 2 Activity rhythm of Lepidoptera Sphingidae insects in 3 nights 

  7.12  7.13  7.14 

19:40  5  2  5 

21:40  6  11  10 

23:40  10  23  11 

1:40  13  2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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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  13  26  11 

5:40  7  2  5 

合计  54  87  53 

 

图 2  鳞翅目天蛾科昆虫数量随时间的变化规律 

Figure 2 Variation of Lepidoptera Sphingidae insects over time 

 

 

通过比较图 1 和图 2 曲线的走势，可以发现，大致的说，在凌晨 2:00 之前，鳞翅目总

数和天蛾科昆虫的数量都呈现上升的趋势，而且都在 2:00 至 4:00 左右出现峰值，另外，在

4：00 以后，无论是天蛾科昆虫还是鳞翅目总数都呈现出剧烈下降的趋势。这提示出天蛾科

昆虫和鳞翅目总数之间存在着非常相似的夜行规律。 

为了进一步探究这种联系，我们将每一天的鳞翅目总数与天蛾科昆虫的数量进行了相关

性分析，得到了表 3 的数据。 

表 3  相关性分析 

Table 3 The analysis of the relativity 

日期  相关性分析  天气状况 

7.12  0.906031021  无雨，微湿 

7.13  0.972006742  有雨，雨量大，湿润 

7.14  0.902502623  有雨，雨量小，中等湿度 

 

由表 3，我们可以发现，相关性数值都在 0.9 以上，说明天蛾科数量与鳞翅目总数存在

着非常强烈的相关性。因此，我们认为，需大规模的统计鳞翅目昆虫时，我们可以对一定范

围内样方中的天蛾数量进行统计，根据天蛾数量的规律来推测、分析鳞翅目昆虫的相应规律。 

3 分析与讨论 

3.1  关于实验的不足 

（1）实验器材的限制。我们曾经猜想夜间活动昆虫的规律是否与夜间温度变化有关，

于是想用温度计进行温度的实时测量或上网登录天气网站进行大概的记录，但是由于在天目

山无法找到温度计以及上网极其不方便，所以这个猜想也就无法进行证实或证伪。 

（2）实验环境的不可预测。由于天气状况的不可控性，实验环境很难做到再次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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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针对于这个变量的设置也是实验较难精确比较的一个方面。 

（3）样本量地设置，3 天时间虽然可以初步的观察出鳞翅目昆虫的数量规律，但是这

几天的天气状况也不尽相同，而且统计样本数量也不够大，比如天蛾科的数量，若是能够加

大样本量，有更多的时间重复，可以更好的研究出更普遍的规律。 

（4）昆虫收集方法的缺陷。本次实验我们采用了毒瓶收集法，这种方法收集时有几大

缺陷：第一、收集速度慢，本小组实验人员只有 3 人，所以较难在短时间内将帆布上的昆虫

收集完全；第二、昆虫活跃程度高时，易有昆虫非常活跃的飞动导致很难用毒瓶把它们收集

下来。 

（5）昆虫拟态的问题，在实验过程中，我们发现，部分尺蠖类的鳞翅目昆虫虽然能够

被光吸引而飞至帆布周围，但却不停留在帆布上，反而停留在帆布周围的与其翅膀颜色类似

的青苔或者花岗岩上，这就给统计带来一定的误差，会导致这部分趋光性昆虫的数据遗漏。 

（6）灯诱的实验设计问题。不同的昆虫在同样的灯光下会有不同的反应，如黑白灯对

盲椿象、棉小卷叶虫、三化螟、二化螟等的引诱效果较好，而黑绿灯则对顶点金钢钻、小造

桥虫、玉米螟、粘虫等的效果较好【2】。作为初步的研究，我们仅指出了一个大致的现象，

然而若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得到更精确的实验结果，则实验用的 20W 白炽灯的灯诱结果能

在多大程度上代表趋光性鳞翅目昆虫总体，尚需进一步评价。 

3.2  鳞翅目昆虫晴天和雨天规律比较 

在这 3 天的研究中，从第 2 天（7 月 13 日）开始天气出现变化，当天出现了持续一整

夜的降雨，根据降雨情况，我们把这 3 天的空气湿度情况概括为：7 月 12 日微湿，7 月 13

日湿润，7月 14 日中等湿度（下雨之后地面未完全干）。 

通过对表 1、表 2、表 3 的数据分析，我们发现以下几点： 

第一，鳞翅目昆虫数量和其下的三天蛾科昆虫数量的 大值的在 3 天里的变异。如表 1

所示，鳞翅目昆虫一夜间数量的 大值分别是 7 月 12 日的 160 只，7 月 13 日的 250 只和 7

月 14 日的 236 只，可以明显的发现，雨天时（7月 13 日）的鳞翅目昆虫的数量是 多的；

另一方面，如表 2 所示，考虑鳞翅目天蛾科昆虫一夜间数量的 大值，同样是 7 月 13 日的

26 只为 多，另外两天的则数量明显小于此数。 

第二，每天合计的昆虫总数的不同。无论是一夜间的鳞翅目昆虫总数，还是一夜间的鳞

翅目天蛾科昆虫总数，在这 3 天的统计中，都是 7 月 13 日，即下雨天时得到的昆虫总数

多。 

第三，对于相关系数而言，天蛾科与鳞翅目在这三天的相关性程度各不相同。在这 3

天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如表 3 所示，7 月 13 日降雨时，天蛾科与鳞翅目总数之间的相关

性 强。 

以上几点结果表明，空气越潮湿，鳞翅目昆虫越活跃，这与谭乾开等用普通黑光灯对稻

纵卷叶螟的研究结果恰好吻合【6】。 

为此，我们大胆提出昆虫的“趋热性”假说。我们认为，出现这一现象可能是因为在同

一季节里雨天的气温比晴天来得低，造成了灯幕附近与周围环境之间存在较大的温差，这一

对比就使得在雨天时更多的昆虫会趋近灯幕。此前对昆虫趋光性机理的研究大多都集中在诸

如光强、光波长等光的参数引起昆虫相应的生理反应这一方向，我们建议在这些研究的基础

上增加关于光的热效应方面的研究。夜行性昆虫为了适应夜间活动，其生理结构已经演变得

不同于昼出性昆虫，因此，对应于夜间相对白昼的低温，夜行性昆虫很有可能演化出了趋热

这一生理机制。我们相信，对这一问题的阐释，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是有一定的意义



天目山野外实习论文集  西天目山鳞翅目昆虫夜行规律的初步研究 

90 
 

的。 

致谢 

感谢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给了我们这样一次珍贵的野外考察机会，十分感谢董慧琴老

师为我们提供了此课题研究的思路，感谢其他同学的帮助和建议。 

 

参考文献 

[1] 方活昌等. 江西天蛾科种类记述[J]. 江西植保, 2008, 31(3):131-136.  

[2] 靖湘峰，雷朝亮. 昆虫趋光性及其机理的研究进展[J]. 昆虫知识，2004，41（3）：198-203. 

[3] 徐华潮等. 浙江天目山昆虫物种多样性研究[J]. 浙江林学院学报, 2002, 19（4）：350-355. 

[4] 昆虫分类属种检索表（上册）[Z]. 湖南省林业科学研究所编 1981. 

[5] 董瑞，王静，翟玉柱. 昆虫趋光性规律研究[J]. 安徽农业科学，2010，38（25）：13563-13564. 

[6] 谭乾开等. 普通黑光灯对稻纵卷叶螟和稻飞虱的诱虫量与气象因子的相关分析[J]. 气象研究与应用, 

2009, 30（2）：53-55. 



天目山野外实习论文集  西天目山鳞翅目昆虫夜行规律的初步研究 

91 
 

 

西天目山地区沫蝉若虫栖居微环境的特异性及其对于

沫蝉若虫发育的影响 

王璐弘 官武强 周旸 姚倩颖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上海 200433） 

 

【摘要】  沫蝉若虫终生栖居于泡沫中，在其保护下获得营养发育成为成虫。这个发育过程

严重依赖其所处的微环境的情况。本文研究了西天目山地区的黑斑丽沫蝉寄生位置的特异

性，包括植株种属特异性，植株上具体位置的特异性；并探讨了微环境特异性的产生和其对

于沫蝉若虫发育的影响，希望通过考察微环境和沫蝉若虫的关系了解沫蝉的发育过程和特

点，同时对于昆虫发育对于微环境的依赖性有了新的认识。 

【Abstract】 The nymphs of spittlebugs live in their self-produced spittle masses and survive to 

adult molts under such protection. This developmental period largely depends on the situation of 

their micro-environment on their host plant. In this article, we carefully observe Cosmoscarta 
dorsimacula in the west of Tianmu Mountains and notice that there are some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micro-environment, including the spieces and the locations as 
well. We discuss such specificity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spittlebugs, 
so that we can underst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pittlebugs and their 
micro-environment more deeply. 

【关键词】  沫蝉若虫 苎麻属 蝉沫粘性 发育 微环境依赖 

【Keyword】 spittlebug  ramie  foam-viscosity   development   

micro‐environmental dependence 

 

沫蝉属于植食性昆虫，活动能力较差，成虫通常只能作短距离跳跃飞行，若虫终生生活

于寄主植物的枝干及叶片表面，吸食植物的木质部汁液，大部分的汁液并未被完全利用就直

接由肛门排出，加上腹部腹面末端的两对黏液腺体分泌的黏液混合后，靠其腹部不停的前后

蠕动，将混合液体搅拌成泡沫裹覆全身起到保护的作用。文献报道沫蝉若虫选取靠近田边、

沟边异叶黄鹌菜、黄花蒿、律草、繁缕、牵牛花根际周围 多。以湿润清晨、小雨天或阴天

易检查到若虫泡沫, 阳天或干燥气侯条件下难找到泡沫。
i
 

若虫以刺吸式口器吮吸寄主植物木质部的汁液，夺取植物的营养，使植物营养不良，或

至枯萎，或在吮吸部位出现黄色或黄褐色病斑，有的则因涎液的刺激，使植物细胞反常增殖，

造成畸形臃肿的虫瘿，有的种类还能传播植物病毒病。沫蝉总科包括不少危害农林作物的种

类，在经济上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如稻沫蝉 Callitettix versicolor(Fabr. )在我国南方

严重危害水稻、玉米等农作物。竹尖胸沫蝉 Aphrophora notabilis 是我国南方竹类的重要

害虫。
ii
 

西天目山地区广泛存在的是丽沫蝉属(Cosmoscarta spp.)黑斑丽沫蝉(Cosmoscarta 

dorsimacula Walker)，文献报道的若虫寄居地点为核桃、野葡萄、菊年及艾等，而我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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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目山地区观察到的若虫寄生特异性为苎麻属的植物，之前从未有过相关报道，我们的研究

提示了苎麻是丽沫蝉属尤其是黑斑丽沫蝉的一种特异性寄居植物。 

国内之前的少量研究主要关注沫蝉泡沫的数量和沫蝉若虫的迁移，国外也有相关研究专

注于沫蝉泡沫的生物活性以及刺吸式口器和植株木质部的关系，或者温度湿度等大环境的条

件对于沫蝉若虫发育的影响，但从未讨论过沫蝉泡沫的成分，粘度以及沫蝉选取的植株位置

等等微环境条件共同作用对于沫蝉的生存条件的影响，更加没有细致讨论某一种沫蝉，特别

是黑斑丽沫蝉的情况。而苎麻作为一种国内的本土植物，更是从来没被关注过。国内虽然有

苎麻病虫害的研究
iii
，但并没有提到沫蝉若虫对于苎麻的负面影响。我们的研究从微环境切

入，专一性讨论天目山地区黑斑丽沫蝉的寄居植物的微环境特异性及其对沫蝉发育的影响，

一方面为黑斑丽沫蝉的生活习性和环境适应性提供信息，一方面对于沫蝉害虫的防治也有启

发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卷尺  直尺  细线  标本针  硬纸片 

1.2 方法： 

实验进行的地点是选取了天目书院、天目山庄、禅源寺、管理局、天目山景点区域等西

天目山各个海拔高度处。考察时间从 2011 年 7 月 14 日到 16 日。 

1. 测量粘度装置的制作：取硬纸片，裁剪 1cm x 1cm 面积的纸片若干，穿上细线后作

为粘附在泡沫上的“粘着纸片”；裁剪 1cmx5cm, 2cmx5cm, ..., 12cmx5cm 的纸片，穿上细

线后作为施加重量的“载重纸片”（附加图 1）；取标本针，用大剪 剪去尖端处以防被其刺

伤，再用镊子将两端拧弯，使呈约 45 度角（附加图 1），制得“挂钩”。 

各面积纸片的质量回学校后进行测量（测量结果见附加表 1）。 

2. 泡沫位置的观察记录： 观察植株上沫蝉的位置，可分为五大类，叶腋处、叶背面、

叶正面、茎和叶柄处。对于叶背面和叶正面，同时记录沫蝉泡沫位置是在主叶脉、分支叶脉

处还是其他。 

3. 泡沫位置高度的测量：以植株与土壤接触点为 0 点，用卷尺测量各沫蝉泡沫的垂直

高度。 

4. 泡沫粘度的测量：轻轻挑开沫蝉泡沫外面的干燥表皮，露出恰好可以贴上“粘着纸

片”大小的位置，将“粘着纸片”完全面积、牢固地贴在泡沫上；然后将挂钩一端挂在“粘

着纸片”的细线上；再取“载重纸片”，将其上的细线轻轻地挂在挂钩的另一端上。 

取纸片的原则是从小到大逐级增加，直到泡沫不能支持、粘着纸片从泡沫上掉下为止。

注意，在逐级增加的载重的时候，粘着纸片可能会出现移动，使得纸片与泡沫粘附的面积小

于 1cmx1cm，此时应该轻轻地将“粘着纸片”牢固地贴在泡沫上。 

我们以“粘着纸片”掉落时泡沫的承重（“粘着纸片”+“挂钩”+“载重纸片”）及倒数

第二次泡沫的承重两者的平均值作为泡沫的粘度指标。 

5. 泡沫内沫蝉若虫个数记录和沫蝉若虫大小测量：将泡沫挑开，取出里面的沫蝉，记

录数量，并用直尺测量其长度。 

6. 恢复原状：将沫蝉放回泡沫内，尽量恢复泡沫的原状。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对于部分植株上的沫蝉泡沫并没有做粘度和幼虫个数、大小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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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观察记录了沫蝉泡沫的位置和测量了其位置高度。 

2  实验结果 

2.1 沫蝉对于植株种属和位置的特异性选择 

通过对于天目书院，天目山庄，禅源寺，管理局以及天目山景区人行道两旁及禅源寺对

面密林中出现沫蝉泡沫的植株统计，我们发现，沫蝉若虫选择的栖息地点均为苎麻属植物，

主要是青叶苎麻和苎麻，少量的悬铃木叶苎麻上也有沫蝉若虫。随机选择统计的 54 株带有

沫蝉泡沫的苎麻属植物中，有 28 株为苎麻，占 52%，21 株为青叶苎麻，占 39%，而悬铃木

叶苎麻只有 5 株，占 9%（图 1A）。 

观察发现，苎麻和青叶苎麻是沫蝉若虫寄生的主要植株，沫蝉一般选择栖息于生长在人

行道旁环境阴湿的苎麻属植物上。除了苎麻属植物，未在其他植物上发现沫蝉的泡沫。可见

天目山地区我们考察的黑斑丽沫蝉对于植株的选择具有专一性。 

除了对于植株属种的专一性，沫蝉还对于植株的位置存在选择性。实验中由于若虫栖息

在悬铃木叶苎麻的位置单一，全部位于花穗基部，故略去了对于沫蝉若虫在悬铃木叶苎麻上

栖息位置的统计，只统计了观察记录到的青叶苎麻和苎麻。观察发现，沫蝉若虫选择的位置

主要是叶腋处和叶背面，也有少量的分布茎处，极少量分布在叶正面和叶柄。苎麻和青叶苎

麻两种合并统计发现，62%（178 个）蝉沫出现在叶腋处，而 34%（96 个）蝉沫出现在叶背

面，其他情况只占 10%（图 1B,1C）。叶腋处的蝉沫数是叶背面的二倍多（图 1C）。 

分开讨论两种不同的苎麻发现，蝉沫出现在叶正面和叶柄都属于罕见的情况。两者在苎

麻和青叶苎麻中所占的比例均小于 3%（图 1B），属于小概率事件，在后续讨论中不作为主要

考察。 

苎麻中，叶腋占 64%，叶背面占 31%，叶腋处远多于叶背面，叶腋处是叶背的两倍；而

青叶苎麻叶腋占 58%，叶背面占 37%（补充图 2）同样是叶腋处显著多于叶背面，但二者还

未达到两倍的差异。相对于青叶苎麻，苎麻中叶腋和叶背面的差异分布更为明显一点。但二

者都呈现出叶腋处的蝉沫更多。实验中我们仔细检查了叶背面，可以保证统计的准确性。 

对于两种苎麻（n=2）在五处位置（叶腋处，叶背面，茎，叶正面，叶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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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沫蝉对于植株选择的特异性。  A.  沫蝉寄生的物种特异性体现在主要寄生于苎麻属的植物，在调

查的 54株苎麻属植物中，52%的沫蝉选择苎麻，而 39%选择青叶苎麻，还有 9%的少数选择悬铃木叶苎

麻。B.  沫蝉寄居在植物的特定位置上，在调查的青叶苎麻和苎麻两种植株的 287个泡沫中，34%出现在

叶背面，62%出现在叶腋处，3%出现在茎处，剩余 1%在其他位置。C1和 C2为沫蝉泡沫苎麻和青叶苎麻

上不同位置的分布比例。 

表 1）的蝉沫进行 ANOVA 单因素方差分析（表 2），假设五处之间任意两处都没有显著性差异，

在α=0.05 的校验水准下，F 检验得到 F=14.97＞F0.005,4,5=6.26，至少有两组总体均数不

等。 

  苎麻上蝉沫个数  青叶苎麻蝉沫个数  平均蝉沫个数 

叶腋处  111  67  89 

叶背面  53  43  48 

茎  6  3  4.5 

叶正面  1  0  0.5 

叶柄  1  2  1.5 

总计  172  115  143.5 

表 1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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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异来源  自由度  SS  MS  F  c.v. 

处理组间  4  12258.6  3064.7  14.97  6.26 

组内  5  1023.5  204.7     

总变异  9  13282.1       

进一步进行 Duncan 检验来看均数间的多重比较，（按叶腋处，叶背面，茎，叶正面以及

叶柄顺序设为组 1-5）： 

比较对  跨距  均数之差  临界值  结果 

1‐5  5  87.5  38.56  * 

1‐4  4  88.5  38.46  * 

1‐3  3  84.5  37.95  * 

1‐2  2  41  36.84  * 

2‐5  4  46.5  38.46  * 

2‐4  3  45.5  37.95  * 

2‐3  2  43.5  36.84  * 

3‐5  3  3  37.95   

3‐4  2  4  36.84   

4‐5  2  1  36.84   

由此看见，青叶苎麻和苎麻两种植物中，沫蝉泡沫在叶腋处比叶背面，茎，叶正面和叶

柄显著多，而叶背面比茎，叶正面和叶柄显著多，茎，叶正面和叶柄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 

茎处也有蝉沫存在，但一般较为干燥，其中的沫蝉若虫也不存在了。 

2.2 叶腋处和叶背面两处蝉沫中沫蝉若虫特征的差异和蝉沫位置的选择 

沫蝉选择性栖息于叶腋和叶背处，我们好奇这种特异性选择和两个位置出现蝉沫数量的

差异性是如何造成的，于是对于蝉沫中的沫蝉若虫的特点进行考察。 

2.2.1 研究两处位置的蝉沫中若虫数量的差异 

统计的 25 处叶腋处，其中 11 处有多只沫蝉，14 处有一只沫蝉；而在叶背面，统计的

23 处中，只有 1 处有多只沫蝉存在于一个泡沫中，两处中没有沫蝉，其他 21 处都只有一只

沫蝉（图 2A）。这一点在青叶苎麻和苎麻没有明显差异，即叶背面一般都只有一只沫蝉若虫

的蝉沫，而叶腋处则有多只和一只的情况相当。 

青叶苎麻和苎麻叶腋处统计出现多只沫蝉若虫的蝉沫中，沫蝉数在 2～4只之间，5 个 2

只，2 个 3 只，以及 4 个 4 只。互相之间无明显差距，但是没有出现过多于 4 只的情况。 

用 t-test 对苎麻和青叶苎麻的叶腋处和叶背处的蝉沫内若虫数进行 t 检验，n1=25，

n2=23，v=46，得， 

  叶腋处（只）  叶背处（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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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  1.84  0.91 

s2  1.25  0.08 

sp
2  0.69   

t  3.86   

在校验水准为α=0.05 的情况下用 t-test 检验结果表明，t 值大于临界值（tr=3.86＞

t0.05,46=2.011），故假设成立，二者存在显著性差异。 

叶背处的蝉沫内一般只有一只沫蝉若虫，出现在叶脉中的主脉上，偶也有出现叶背面两

三处蝉沫，一个主脉上，另外的蝉沫出现在主要支脉上。但也有一例，蝉沫没有出现在主脉

上而直接出现在支脉上。 

至于悬铃木叶苎麻，沫蝉泡沫在调查的几个样本中都出现在花穗基部，且泡沫较大，里

面一般在 2-3 只若虫。 

2.2.2 考察两处位置的蝉沫中若虫虫龄的差异 

不同虫龄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沫蝉若虫的体长上。我们观察到，不同长度的若虫选择栖息

的位置有所不同。在我们统计过的 69 只沫蝉若虫中，我们发现，体长在 2-5mm 的沫蝉若虫

倾向于选择栖息在叶腋处，而 5-10mm 的若虫则倾向于选择在叶背面栖息，只有在叶背面处

得蝉沫中观察到新鲜未干燥的泡沫中存在不沫蝉若虫（图 2B），猜测其可能羽化。 

统计发现，3mm-5mm 的若虫 常出现在叶腋处，而大于 5mm 小于 7mm 的若虫常常出现在

叶背面。当大于 8mm 时很少有在叶腋处的若虫了，而叶背面则还有少数若虫存在。小于 5mm

的若虫基本也很少出现在叶背面。可见若虫不同虫龄对于栖息的位置有选择性。 

        2.2.3  考察两处位置的蝉沫在植株上的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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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沫蝉对于叶腋和叶背面选择的偏好性。  A.  叶背面和叶腋处沫蝉泡沫中沫蝉数存在差异，叶背面

绝大多数情况只有一只沫蝉，而叶腋处 56%情况下一只，44%多只。B.  叶腋处和叶背面蝉沫中沫蝉虫龄

的特异性，幼龄虫倾向于选择叶腋处，而虫龄较大的沫蝉倾向于选择叶背面。横轴为沫蝉若虫的虫长

（mm），纵轴为虫长为横轴对应值的沫蝉出现在叶腋处或者叶背面的只数。C.  叶腋处沫蝉虫长与泡沫

位于植株的位置（相对高度=沫蝉泡沫高/植株总高度）分布的关系。D.  叶背面沫蝉虫长与泡沫位于植

株的位置（相对高度=沫蝉泡沫高度/植株总高度）分布的关系。 
 

蝉沫在植株上的具体位置对于叶腋处和叶背面情况不尽相同，实验发现，沫蝉的虫龄和

它们选择栖息的株高也有关系。 

在苎麻和青叶苎麻两种植物中观察到，叶腋处的若虫一般选择在相对株高 40%以上的区

域栖息，其分布的相对高度基本均匀. 

假设虫长和株高之间不存在线性相关关系，n=20，在校验水准为α=0.10 的情况下用

t-test 检验结果表明，t 值小于临界值（tr=0.9387＜t0.10,18=1.734），故假设成立，二者不

存在明显线性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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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若考察不同虫龄阶段则发现，其中 2-5mm 的若虫倾向于选择 61%～80%的范围， 低

不超过 27%；而 5mm-10mm 的若虫则倾向于选择 50%以上的株高处， 低 54%，100%～81%范

围与 60%～41%范围若虫数量相当，但未在 61%～80%范围内观察到。同时可以看出，叶腋处

的若虫虫龄明显偏低（图 2C）。 

至于叶背面处的若虫相对高度分布，我们可以看出，除了相对株高 47%的一处之外，其

他普遍出现在相对高度 60%以上，同时若虫长度 2mm-5mm 和大于 5mm 均表现出倾向于选择较

高处的叶背面，也就是相对株高 100%～81%的范围，其次是 80%～61%范围，再次是 40%～61%

范围，依次递减（图 2D）。 

对于叶背面虫长和相对高度进行线性相关拟合发现，假设二者不存在线性相关关系，

n=19，在校验水准为α=0.10 的情况下用 t-test 检验结果表明，t 值小于临界值（tr=1.275< 

t0.10,17=1.740），故假设成立，二者不存在明显的线性相关。 

但仍然可以看出选择叶背面作为栖息位置的若虫虫龄相对较大，没有低于 4mm 的若虫出

现在叶背面。在高度的选择上，虫龄较大的若虫更为明显地表现出对高处的位置的喜好，而

较为年幼的若虫则在 60%以上的高度任意选择。 

另外我们还观察到少数的若虫蝉沫出现在粗茎上，但这些都是干掉的蝉沫，可以猜测很

可能是若虫成长后迁移到其他位置了。 

2.3 叶腋处和叶背面两处位置对于沫蝉若虫生存的影响 

沫蝉若虫不同虫龄对于叶腋和叶背面的特异性选择，我们猜测其必然是对于沫蝉若虫的

生长有利，故从营养和保护两个角度考虑。 

沫蝉若虫期利用刺吸式口器，吸食植物木质部的汁液
iv
。 

出现在叶背面的蝉沫绝大多数都在主脉处，且一般靠近叶柄基部，至多不超过中点。但

当有多处蝉沫出现在叶背面时，如果均在主脉处，则一个靠近基部，另外一个靠近叶尖，二

者之间相距一定距离；如果另外的蝉沫不在主脉，也一般在主要支脉的基部。若虫选择的叶

子一般为较大的成熟叶片，一旦为若虫集聚，则叶片呈现出发黄变软的现象，而没有孔洞，

这与沫蝉利用刺吸式口器获取营养的手段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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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沫蝉若虫寄居特异性对于其生长的营养与保护作用。  A.  苎麻和青叶苎麻叶腋处不同虫龄的沫蝉若

虫选择的茎宽分布。B.  沫蝉若虫分泌的蝉沫的表面积和其承重的关系。C.  叶腋处和叶背面的负重对比，

红色柱状图为叶腋处，蓝色为叶背面。横轴为沫蝉泡沫的表面积（cm2
），纵轴为沫蝉泡沫的承重质量（g）。

 

而对于叶腋处的蝉沫，我们测量了若虫附着的茎的宽度，因其吸食的主要是这里的汁液。 

从统计数据分布可以看出，沫蝉若虫倾向于选择 2mm-5mm 处的茎，在考察的 23 例中，

选择 2-5mm 的占 82%（图 3A）。从虫龄角度考察，年幼的若虫对于茎宽没有明显的选择性，

但随着虫长增加，虫龄变大，沫蝉若虫倾向于选择较宽的茎来栖息（图 3A）。 

考虑沫蝉泡沫位置所起到的保护作用主要是保湿和防止天敌伤害，我们设计实验研究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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沫的粘度，以其承重能力作为衡量标准。 

首先我们考察沫蝉泡沫的特点是否与虫龄直接相关，也就是说，沫蝉在不同年龄阶段所

吐的泡沫大小和粘度。统计发现，无论从叶腋处还是叶背面两种情况，都存在明显的趋势，

随着沫蝉虫龄的增加，蝉沫的表面积增大这一正相关现象（补充表 2）。 

对于青叶苎麻和苎麻两种植物，通过测量泡沫承重来估量粘度，我们发现在一定范围内

蝉沫的粘度会起伏而无明显趋势，但总体上，小泡沫的粘性小于大泡沫，无论叶腋处还是叶

背面均有此结果（图 3B,3C）。 

3 讨论 

通过对于西天目山的沫蝉调查发现，寄居于苎麻属的沫蝉是丽沫蝉属(Cosmoscarta 

spp.)， 实验中我们发现，沫蝉若虫选择寄生的泡沫并不是随机的，而是具有一定的特异性： 

首先是沫蝉若虫对于植株选择的特异性。整个西天目山各个海拔梯度，沫蝉均栖息在苎

麻属的植物上，包括青叶苎麻，苎麻和悬铃木叶苎麻三种，其中以青叶苎麻和苎麻占大多数。 

其次是沫蝉若虫栖息在植株上的位置特异性。在悬铃木叶苎麻中沫蝉均栖息在花序基

部，该处在茎的顶端；而青叶苎麻和苎麻两种植物中，蝉沫经常性地出现在叶腋处和叶背面

两处，另外也有少数出现在叶柄基部和粗茎上，这种倾向具有显著性。 

再次是叶腋处寄居沫蝉若虫和叶背面寄居沫蝉的各自特异性。虽然不存在明显的线性相

关，但还是可以看出幼龄的沫蝉倾向于选择叶腋处而虫龄较大的沫蝉倾向于选择叶背面；同

时虫龄小的沫蝉倾向于聚集一处，而虫龄大的倾向于单独构建泡沫栖居。叶腋处蝉沫在植株

一定高度范围内（相对高度 40%以上）各个高度区域均有分布，没有明显的倾向性，但叶背

面的蝉沫倾向于出现在株高顶端，并随高度降低递减。 

我们认为这种特异性的存在必然是因为其对应的微环境适合于沫蝉的生存。文献上报道

沫蝉若虫阶段终生寄居在同种植物上，有的沫蝉倾向于寄居在双子叶植物上，而有些种属沫

蝉倾向于寄居在豆科等可以固氮的植物上
v
。我们研究发现，天目山的丽沫蝉属的黑斑丽沫

蝉主要寄居在苎麻属的植物上。 

我们研究发现，沫蝉若虫虽然有一定的宿主专一性，但它们的寄居范围受到宿主本身和

环境的双重影响，也就是说对于寄居的微环境要求比较高，包括组织的坚硬程度，植物表皮

毛着生情况，木质部导管的生长情况
vi
，汁液中氨基酸的浓度，以及植株的结构和保护是否

稳定等等。这种微环境主要是为了给它们提供营养并给以保护
vii
，对于沫蝉若虫的影响很大。

我们认为叶腋处和叶背面两处的微环境相对来讲更加适合沫蝉若虫生存。 

首先，两处特异性的微环境可以保护沫蝉若虫。 

由于沫蝉对于温度和湿度都比较敏感，喜欢湿润的避免光照直射的位置，这些条件有利

于若虫的发育。而叶腋和叶背面都可以有效地防止被阳光直射，保持泡沫的湿度，使适应阴

湿的沫蝉若虫能更好地保存水分。 

同时我们观察到，雨水等对于蝉沫表面结构的破坏会极大影响其承重能力，也就是粘度。

叶背面可以防止雨水潴留该处，防止泡沫的表面结构被破坏。而叶腋处常常有多只若虫寄居。

文献报道，多只若虫寄居可以分泌较大的沫蝉泡沫，虫龄较小的若虫被移除其寄居的位置，

无法再分泌蝉沫，但虫龄较大的若虫可以再重新分泌
viii
。叶腋处常常是虫龄较低的若虫寄居，

猜测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可以多只一起分泌出较大的沫蝉泡沫，以保证它的粘度和保护能力，

不易被破坏或者干掉。如果仅仅一只若虫，则会消耗其大量的能量去重建这样一个蝉沫巢穴。

这也是幼龄若虫常常多只在一起聚集的缘故。多只若虫聚集是植食性昆虫经常采取的自我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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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手段，可以减少若虫的死亡率，使其不容易被捕食
ix
。同时观察到聚集程度并不是一直增

加，过度聚集可能有助于病毒的传播，导致致死率上升。沫蝉随虫龄增长，聚集程度下降。

猜测此时需要更大的泡沫保护多只昆虫，难以被叶腋和叶背面支撑，同时单一的年龄较大的

若虫也可以自己完成泡沫的构建。 

保护作用一方面可以保水保湿，另一方面也可以将沫蝉固着在它需要栖息获得营养的地

方。所以泡沫的粘性对于沫蝉十分重要。 

沫蝉将若虫包裹粘附在植株上，可以防止其干涸，也能防止天敌的伤害，起到保护作用。

选择叶背面作为寄生地点，可以起到隐蔽的作用，上方的天敌不能发现叶背面的蝉沫；同时

在叶背面的蝉沫一般在植株较高的地方，其相距地面上的天敌比较远，不易被发现和干扰。 

叶腋处一般有三角支架类的解构，相比叶背面可以更为有效地支撑沫蝉的泡沫，使其不

至于掉落。叶背面没有该种结构，但一般观察到该处泡沫都比较大，且每个泡沫中只有一只，

在一定范围大小的蝉沫中，一般叶背处比叶腋更能承重。沫蝉若虫虫龄较大时选择叶背面一

般较高处寄生，也处于自我保护的目的。 

文献中描述，沫蝉泡沫中仅有糖蛋白和粘多糖等复合物
x
，同时还有一些在植物木质部

汁液相应的离子
xixii

，其来源基本是植株木质部汁液的成分。这些复合物构成了该生物泡沫

的粘性。可见泡沫的粘度和沫蝉若虫寄生的植物的种类有相关性。 

同时我们曾猜测，沫蝉的泡沫大小会影响其粘度，但实验结果表明，泡沫的承重能力不

仅仅和泡沫大小有关。叶背面的不同大小的蝉沫对于承重能力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但叶腋处

却还是根据蝉沫大小的不同承重有明显波动。 

叶腋处由于枝杈的角度不同会存在一定的力学结构影响承重，但叶背面仅仅是粘附在其

上，不存在明显的力学结构差异，泡沫的粘性理应占主导地位。但实验发现泡沫的大小不对

粘性产生显著影响。所以泡沫的大小在一定范围内不和它的承重直接相关，更重要的是其完

整性，粘度，表面张力，极性等原因
xiii
，但如果泡沫大小有明显的差异（当大于 3cm

2
），其

粘度必然大于较小的泡沫（小于 2.4cm
2
）。猜测当泡沫足够大时，其表面张力和完整性比较

容易得到保证，雨水不容易浸湿到内部。 

同时当虫龄越大，泡沫的表面积越大，猜测是若虫将自己完全包裹需要更大的泡沫，同

时年龄越大的若虫，其分泌的能力也越强。 

其次我们认为，特异性对于沫蝉的生长所需的营养有正面作用。 

沫蝉在整个若虫期的生长都依赖于对于植物的木质部汁液的吸取。若要很好地获得营

养，沫蝉若虫选择的位置必然有利于它的刺吸式口器获取营养。 

研究发现沫蝉若虫选择叶背面处一般都是在距离树顶较高的地方。我们认为，沫蝉利用

其刺吸式口器吸取汁液，一般会针对水压小且营养多的位置。靠近顶端的植物一般比较幼嫩，

新陈代谢的速度很快，会产生大量的营养物质，无机盐和氨基酸也会尽量运输到这里。沫蝉

选择高处的叶子寄生，可以获得更多的营养。 

至于叶腋处，茎宽也是影响若虫获取营养的要点。当茎的表面组织硬度随高度的下降而

增大，若虫也越来越难以吸取其中的营养。木质部距离表皮的距离也是越来越远。所以一般

不会选择粗茎处栖息，茎宽保持在 2-5mm 之间。过窄的茎不能有效支撑泡沫，其内部营养物

质有限，过宽的则相反，若虫难以获得营养，所以若虫选择栖息的茎宽是一个相对中间的范

围，过窄和过宽都较少出现蝉沫。 

一般叶腋处有时着生有不止一片苎麻叶子，若虫选择此处，除了支持和保护作用外，营

养可获得的源头相对比较充足。沫蝉若虫在茎上栖息一般还是选择距离主要的传输导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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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也就是靠近中轴，这样有利于它们获得营养
xiv
。 

所以我们认为，沫蝉若虫选择苎麻属植物叶腋处和叶背面作为主要的寄生位置，主要还

是出于获得更大的生存机会的考虑。该两处位置更容易吸取食物，也能降低死亡率。 

同时叶腋处相对于叶背面更多，猜测有两种可能，一是叶腋处可以提供更好的保护和营

养作用；二则因为该处主要是年龄较低的沫蝉若虫，很可能在我们实验期间，若虫繁殖的阶

段以幼龄若虫为主。 

另外我们发现，当若虫接近成熟的时候，其泡沫的水分会变少，羽化离开后的蝉沫也相

对疏松干燥，因为成虫需要一定的干燥空间让自己的外骨骼变硬，于是此时观察到的蝉沫有

很多小泡且湿度降低，通风性好，和幼年的泡沫特点并非完全吻合。这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

蝉沫有时候虽然大，但是承重水平并不好的原因，虽然蝉沫很大，但是粘度并不高。 

同时若虫在幼年时期，一般不能重复吐出泡沫，而且发现，它们也不会进入别的若虫吐

出的泡沫中，猜测其对于泡沫是否是自身的有一定的认知性。虫龄较大的若虫，则会在离开

原栖息地后，换一处再次分泌泡沫以自我保护，但也观察到有若虫被打扰后，恢复原状时，

仍回到自己原来的蝉沫中，而非另外找一处栖息。 

我们对于沫蝉若虫的行为没有进行考察，但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可以深入探讨。我

们的研究结果对于西天目山的沫蝉若虫寄生情况提供了很有趣的信息，同时对于研究沫蝉的

发育，沫蝉对于植物危害的防治也有一定的贡献。但鉴于研究时间短暂，并没有仔细考察沫

蝉若虫整个发育阶段虫龄和虫长的关系，沫蝉若虫群体在我们研究的时间段主要处于怎样的

年龄分布，以及丽沫蝉属沫蝉若虫在苎麻属植物上的泡沫粘度和其他种属的植物有什么区

别，其他种属的沫蝉的情况等等。这些如果加以考虑，会使得本研究更具有说服力，后续研

究可以专注于这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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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图 1.  实验中测量蝉沫粘度采取的方法。

附加图 2  苎麻和青叶苎麻上蝉沫分布位置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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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表 1： 

1x1 贴沫纸片+线 挂针 悬挂纸片+线 

编号 质量/g 编号 质量/g 
面积

/cm2 

质量

/g 

1 0.055 1 0.046 8 0.308

2 0.047 2 0.046 49 1.769

3 0.038 3 0.046 5 0.18

4 0.044   10 0.366

5 0.047   15 0.544

    20 0.709

    25 0.872

    30 1.056

    35 1.28

    40 1.408

    45 1.576

    50 1.782

    55 1.997

    60 2.198

 
附表 1：测量蝉沫粘度时各材料的质量（单位：g） 

 

 

叶背面  叶腋处 1 只  叶腋处多只 

虫 长

（mm) 

蝉沫平均表面积

(cm2) 

虫 长

（mm) 

蝉沫平均表面积

(cm2) 

虫 长

（mm) 

蝉沫平均表面积

(cm2) 

5  1.9  小于 5  1  不大于 3  1.4 

6  2.5  5  1.7  4‐5  1.7 

7  1.8  7  2.6  大于 5  2.7 

8 以上  2.96  9  2.8     

 
附表 2：叶腋和叶背面两处虫长和蝉沫平均表面积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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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目山几种不同植被带大型真菌的分布及生态特征 

李励
1  
周倩彦

1
 黄毅霆

2
 周贶澍

2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08 级本科  上海  200437） 

摘要：根据西天目山四个不同植被带（毛竹林，针叶阔叶杂木林，柳杉林，落叶常绿混交林）

的大型真菌的采集、初步鉴定及统计分析，我们得出大型真菌在不同植被带分布的基本特点

是：（1）在不同的植被类型中，大型真菌的物种组成具有差异性；（2）在不同植被类型中，

大型真菌的物种多样性不同；（3）土生和木生真菌的科数较多，落叶或腐草生真菌和共生真

菌少。 

关键词：天目山，大型真菌，植被类型，分布特征，生态类型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ollection,primary identification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macrofungi in four different forest types including bamboo forest, mixed coniferous and broad 

leaved forest, Japan cedar forest as well as mixed deciduous and evergreen forest in Mt. Tianmu, 

we find that: ①There are different groups of macrofungi in different forest types; ②Number of 

families and species of macrofungi differs in different forest types; ③The ecological types of 

macrofungi varies as follows: the macrofungi of geophilous and mycorrnizsl are apparently more 

than saprophytic fungi on straws and fallen leaves as well as symbiotic fungi. 

Key words: Tianmu Mount, macrofungi, types of forest, features of distribution, Ecological types. 

 

1 研究地区和研究方法 

1.1 研究地区概况 

西天目山位于浙江杭州的临安市，是国家级的森林和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天目山以其

物种多样性闻名。天目山植被覆盖率大于 95%，且种类繁多，据统计，高等植物有 246 科

974 属 2160 种。天目山上还有许多特有植物，如天目金粟兰、天目铁木、天目琼花、天

目蝎子草等。天目山上还有多样的动物栖息于此地，已发现的国家重点保护动物便有 52 种。 

受海洋暖湿气候影响，天目山自然保护区具有中亚热带向北亚热带过渡特征，森林植被

十分茂盛并且分布有明显垂直界限。自山麓到山顶垂直带谱为：海拔 850m 以下为常绿阔叶

林，主要乔木有青冈、细叶青冈、苦槠、豹皮樟、枫香、榉树等；850-1100m 为常绿、落叶

阔叶混交林，主要乔木有小叶青冈、石栎、天目木姜子、短柄木枹、交让木等；1100-1380m

为落叶阔叶林，主要乔木有小叶白辛树、白栎、茅栗、灯台树、天目槭、黄山松等；1380-1500m

为落叶矮林，主要乔木有天目琼花、湖北海棠、三桠乌药、四照花等。灌木层有连葌茶、紫

楠、山胡椒、接骨木、金缕梅等。草本植物包括禾本科、菊科、十字花科和石竹科植物以及

白茅、野古草、芒和蕨类；藤本和附生植物有紫藤、蛇藤、珍珠莲、薜荔、野木瓜和南五味

子等
[1]
。 

在西天目山不同植被带也正适合形形色色的大型真菌的生长，而这些大型真菌的存在也

体现了天目山的物种多样性。 

1.2 调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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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对西天目山四种不同植被带（竹林、针叶阔叶杂木林、柳杉林、常绿落叶混交林）

中的大型真菌进行调查分析。为使所选取样本分布较均匀，实验中采取了样线法，每种植被

带选取了三条样线，每个样线 10m 长，并对样线左右两侧各 1m 内进行观察记录。考虑到道

路两旁行人等影响，大型真菌在路边及林内的生长可能有所区别，故竹林、针叶阔叶杂木林

及柳杉林都分别考察了路边及林内的情况。而在核心区考察时因入林较困难，故只是在沿途

隔较远距离选择了三条样线。所选各样线分别为： 

（1） 竹林： 

样线一：竹祥山庄竹径路边。 

样线二：竹祥山庄至太子庵路上竹林内。 

样线三：太子庵以上竹林内。 

（2） 针叶阔叶杂木林： 

样线一：禅源寺至红庙路边杂木林边。 

样线二：禅源寺至红庙路边杂木林内。 

样线三：禅源寺旁杂木林内。 

（3） 柳杉林： 

样线一：红庙附近柳杉林路边。 

样线二：红庙附近柳杉林内。 

样线三：竹祥山庄附近柳杉林内。 

（4） 常绿落叶混交林： 

样线一：核心区大树王上方混交林路边。 

样线二：狮子口向下路边。 

样线三：七里亭上方。 

1.3 四种植被带中大型真菌的分类、统计 

由于实验条件的限制，许多观察的真菌实验中只能分到科（Family），而各科的种

（Species）的数量是可以计数的。故统计中无法给出各植被带中观察到的大型真菌种名，

但不同种间区别仍可辨认，故可给出四种不同植被带中大型真菌科和种的统计表。 

我们鉴定真菌的具体方法，主要是根据记录本，照片及真菌志，首先从形态上（如子实

体的大小、形状、颜色，菌柄的长度等）大致判断，再看生境习性，生态类型以及一些细部

特征（如菌肉厚度、菌褶颜色密度等）进行再判断。实际上，还需要对孢子进行解剖观察等，

但由于实验条件的限制，我们未能成功进行这些操作。 

1.4 物种多样性的评定 

1.4.1 物种丰富度 

由于许多真菌物种个体数目较难计数，所以各植被带的大型真菌丰富度的评定只能通过

统计物种总数（S）来评定。 

1.4.2 物种多样性 

同样由于许多物种个体数无法统计，物种多样性指数中 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

Simpson 优势度指数等均无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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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大型真菌的生境习性、生态类型 

    林晓民等人
[2]
曾将大型真菌分为土壤腐生菌、真菌、落叶及腐草生、地衣型真菌、粪生

真菌、植物寄生真菌、昆虫寄生真菌、真菌寄生真菌、外生菌根真菌、昆虫共生真菌、天麻

共生真菌以及真菌共生真菌等12种生态类型。而此次实验观察的真菌种类较有限，故分类中

仅涉及土壤腐生菌、木腐真菌、落叶及腐草生菌和共生真菌。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植被带中大型真菌的组成
[4,5]

 

对四种植被带中大型真菌科、种的统计见表 1。 

表 1 浙江天目山大型真菌科和种的统计
[3]
 

Table 1  Families and species of macrofungi in Mt. Tianmu, Zhejiang Province 

科 

Families 

种 

Species 

竹林 

Bamboo 

forest

针叶、阔叶杂木林

Mixed coniferous 

and broad leaved 

forest 

柳杉林 Japan 

cedar forest 

落叶、常绿混交林

Mixed deciduous 

and evergreen  

forest 

多孔菌科 Polyporaceae 8 5 1 1 1 

白蘑科 Tricholomataceae 23 3 3 8 9 

珊瑚菌科 Clavariaceae 2 1 0 0 1 

鬼伞科 Coprinaceae 9 6 0 2 1 

蜡伞科 Hygrophoraceae 4 1 1 2 0 

枝瑚菌科 Ramariaceae 1 1 0 0 0 

侧耳科 Pleurotaceae 1 0 1 0 0 

马勃科 Lycoperdaceae 3 0 1 0 2 

鹅膏菌科 Amanitaceae 2 0 2 0 0 

鸟巢菌科 Nidulariaceae 2 0 1 1 1 

团毛菌科 Trichiaceae  3 0 0 2 1 

丝膜菌科 Cortinariaceae 1 0 0 1 0 

红菇科 Russulaceae 2 0 0 1 1 

网褶菌科 Paxillaceae 1 0 0 0 1 

银耳科 Tremellaceae 2 0 0 0 2 

木耳科 Auriculariaceae 1 0 0 0 1 

球盖菇科 Strophariaceae 1 0 0 0 1 

鹅绒菌科 Ceratiomyxaceae 

总数            

2 

68    

0 

17 

1 

11 

1 

18 

0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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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统计数据可看出，白蘑科和多孔菌科分布较广，实验中四个植被带均有分布，且种类

占了很大优势；在柳杉林及常绿落叶混交林中白蘑科数量尤其多。而鬼伞科、蜡伞科等也分

布在了大多植被带，数量相对较少。还有一些胶质菌类（银耳科、木耳科等）主要分布在核

心区常绿落叶混交林中，可能是这些菌要求湿度更大，或对其腐生的树木种类要求不同原因。 

（1）竹林中的大型真菌：竹林虽然树种较单一，但是种群密度很高，茂密的竹叶遮挡

了大部分阳光，使到达地面的阳光大大减少，且枯枝落叶等凋落物层厚，土层覆盖面与枯枝

落叶能长期保持湿润状态，利于微生物的分解，表土有机质含量较高。但也由于树种的多样

性不高，对土壤肥力的维持不及混交林。在调查中发现竹林中的大型真菌数量多，分布广，

主要集中在伞菌目（Agaricales）的鬼伞科 （Coprinaceae）、白蘑科 （Tricholomataceae）

和非褶菌目(Aphyllophorales)的多孔菌科（ Polyporaceae）等，以及伴生有珊瑚菌科

（ Clavariaceae）、枝瑚菌科（ Ramariaceae）和蜡伞科 （Hygrophoraceae）等。 

(2) 针、阔叶杂木林中的大型真菌：林下土壤为山地黄壤，微酸性。查阅资料显示，这

一林带应该分布着较多的大型真菌。但统计结果显示大型真菌的种类较其他三种植被带

少。可能原因是：（1）我们选取的树林密度不大，允许了较多阳光到达地面，地面裸露面积

大，风较大，相对湿度小，影响了土壤微生物的数量和分解率；（2）所选地域离居民区较近，

容易受到人为干扰，使植被受到破坏的可能性增大，土壤肥力不易保持；（3）位于山坡地带，

坡度陡，排水快，水分不易保持，故土壤比较干燥，不利于真菌繁殖。在该植被带，主要分

布有伞菌目（Agaricales）的白蘑科 （Tricholomataceae）、鹅膏菌科 （Amanitaceae）、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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蜡伞科 （Hygrophoraceae）、侧耳科 （Pleurotaceae），马勃目（Lycoperdales）的马勃科 

（Lycoperdaceae），鸟巢菌目（Nidulariales）的鸟巢菌科（Nidulariaceae）等。 

(3) 柳杉林中的大型真菌：气温稳定，空气湿度大，土壤吸水性强，地上枯枝落叶层厚，

为大型真菌的生长繁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常见的大型真菌有伞菌目（Agaricales）的白蘑

科 （Tricholomataceae），尤以各种皮伞（Marasmius）居多，另外还有伞菌目（Agaricales）

的蜡伞科 （Hygrophoraceae）、鬼伞科 （Coprinaceae）、红菇科（ Russulaceae）、丝膜菌

科 （Cortinariaceae）和鹅绒菌科 （Ceratiomyxaceae）等。 

(4) 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带的大型真菌：该植被带是常绿阔叶林带向落叶阔叶林带的过

渡带，土壤为山地黄壤。该林带树种组成复杂，森林保护较为完整，林下凋落物层较厚，乔

木分枝较低，侧枝发达，树冠庞大，气候凉爽，使土壤常处于低温和高湿状态下，从而抑制

了土壤中好氧微生物的活动，给有机物积累创造了良好条件，表土有机质含量很高，是大型

真菌种类 丰富的区域。常见的大型真菌有：伞菌目（Agaricales）的白蘑科 

（Tricholomataceae）、鬼伞科 （Coprinaceae）、红菇科 （Russulaceae）、网褶菌科 

（Paxillaceae）、球盖菇科 （Strophariaceae），马勃目（Lycoperdales）的马勃科 

（Lycoperdaceae），非褶菌目(Aphyllophorales)的多孔菌科（ Polyporaceae）、珊瑚菌科 

（Clavariaceae），团毛菌目（Trichiales）的团毛菌科 （Trichiaceae），银耳目

（Tremellales）的银耳科（ Tremellaceae），木耳目（Auriculariales）的木耳科

（Auriculariaceae）等。 

2.2 不同植被带中大型真菌的多样性 

四种植被带中大型真菌的物种总数见表 2。 

表 2  不同植被带中大型真菌物种总数的统计 

Table 2  The number of species of macrofungi in different types of forests 

植被带类型 竹林 阔叶针叶杂木林 柳杉林 常绿落叶混交林 

物种总数（S） 17 11 19 22 

    由统计数据可知核心区常绿落叶混交林中大型真菌种类较丰富，而阔叶针叶杂木林

中大型真菌种类较少。原因在上文已分析。 

2.3 大型真菌的生境习性、生态类型
[6]
 

实验中观察到的天目山四种植被带中大型真菌的生境习性、生态类型统计见表 3。 

表 3  浙江天目山自然保护区大型真菌的生境习性、生态类型 

Table 3  The ecological types of habitat of macrefungi in natural reserves in Mt. Tianmu, Zhejiang 

province 

生境习性 

Habitat  

生态类型  

Ecological types 

科数  

Numb.of 

families 

代表科 

Representative families 

土生的 

Geophilous 

土壤腐生菌 

Saprophytic fungi on 

soil  

10 

Hygrophoraceae,Amanitaceae, 

Lycoperdaceae,Cortinariaceae, 

Russulaceae 

木生的  木腐真菌 13 Tricholomataceae,Lycoperdac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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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nleolous Saprophytic fungi on 

wood  

Pleurotaceae，Polyporaceae， 

Trichiaceae，Auriculariaceae，Polyporaceae，

Trichiaceae 

叶/草生的 

 

落叶及腐草生真菌 

Saprophytic fungi on 

straws 

4 
Tricholomataceae,Coprinaceae, 

Hygrophoraceae 

共生的 

Symbiotic 

fungi 

真菌共生菌 

Fungi-symbiotic 

fungi 

1 Tremellaceae 

在我们所调查的大型真菌中，按照生境条件、生长基质、共生生物等的差异，可以分为

四个生态类型，分别为土壤腐生菌、木腐真菌、落叶及腐草生菌和地衣型共生真菌。由以上

数据可知，土壤腐生菌和木腐真菌数目占了大多数，分别占据了总数的 36%和 46%；落叶及

腐草生真菌和共生真菌的数目较少，分别占据了总数的 14%%和 4%。 

（1）土壤腐生菌：生于土壤上的腐生真菌。实际上，生于土壤中的大型真菌种类很多，

其中有些是腐生真菌，另有一些则与土壤中的其他生物具有寄生或共生关系。目前被认为是

土壤腐生菌的大型真菌，其中有一些可能并非腐生菌，只是它们与土壤中其他生物的关系尚

未被人们认识。代表科有蜡伞科（Hygrophoraceae）、鹅膏菌科（Amanitaceae）、马勃科

（Lycoperdaceae）、丝膜菌科(Cortinariaceae)、红菇科(Russulaceae)。 

（2）木腐真菌：生长在木材上的腐生真菌。有时也可生长在一些富含木质素的其他物

质 上 。 代 表 科 有 白 蘑 科 (Tricholomataceae) 、 马 勃 科 (Lycoperdaceae) 、 侧 耳 科

(Pleurotaceae)、多孔菌科(Polyporaceae)、团毛菌科(Trichiaceae)。 

（3）落叶及腐草生真菌：以落叶或腐草为生长基质的腐生真菌。森林地面累积物中落

叶要占半数，腐生于落叶上的真菌在落叶的分解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观察到有些小

型伞菌可生于单独的一片落叶上，还有些小型伞菌可生于单独的一根松针上。这些均是大型

真菌生态多样性的典型代表。落叶及腐草生真菌的代表科有白蘑科(Tricholomataceae)、鬼

伞科(Coprinaceae)、蜡伞科(Hygrophoraceae)。 

（4）共生真菌：与其他真菌营共生生活的真菌被称为真菌共生菌。银耳是真菌共生菌

的典型代表，自然条件下银耳必须与另一种小型真菌共生才能形成子实体。代表科即银耳科

(Tremellaceae) 。 

3 讨论与分析 

结果与我们预期的比较一致，随着森林植被的变化，大型真菌的种类也呈现出了较明显

的差异。可见，影响大型真菌种类的分布，除气候、海拔高度和土壤等因素外，植物种类的

组成对大型真菌种类的分布影响同样是不可忽视且至关重要的，植被类型的不同可以反映出

大型真菌种类的组成不同。 

本次调查采样应该说采集到的大型真菌种类是比较丰富的，共有 18 科，68 种。这归因

于气候、温度、湿度等多方面有利因素。 

我们知道，大型真菌喜好生长的栖地环境主要有以下 4 个要点：（1）温度：一般而言，

大型真菌在春秋雨季比较容易发现，夏季次之，冬季 少，菇类在 25℃以上容易发现。（2）

潮湿：在积水潮湿处比在干燥处易于发现真菌，雨后也比大热天容易发现菇类。（3）阴暗：

阳光无法直射的地方或阴暗处比较适合真菌的生长，树荫下以及清晨和黄昏，真菌出现的几

率较高。（4）生长基质：不同种类的真菌生长时，须有对应的营养基质与生长区域，如常可

在动物粪便、草地、腐木、铺米糠的地上发现不同的菇类。我们的调查时间在 7 月份，且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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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期间高温多雨，加之天目山的优越自然条件，包括丰富的植被类型，适宜的气候条件等，

这都为我们采样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和保证。 

另一方面来讲，据 1992 年和 1996 年的研究报告，现知大型真菌 258 种，我们的数据与

此相比则相对偏小，无法从整体上全面地反应不同植被带大型真菌的分布特征，而只能进行

定性分析。再者，由于条件的限制，对于位于高海拔地区的矮林带这一植被类型，我们无法

展开调查。 

从取样线和采样的过程来看，我们未使用皮尺等工具进行精确的长度测量，而仅凭目测

估计所采样线面积，这会引起一定偏差。 

后，在鉴定过程中，由于实验条件的限制及专业知识的局限，我们的判断可能存在一

些错误。但大致上能保证准确性。 

另外，在本次调查中，对 68 种大型真菌的生境、生态进行了调查研究，并拍摄了一些

反映大型真菌生态多样性的典型照片，从效果上来看，以图像记录配合文字叙述来反映大型

真菌的生态多样性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但这只是初步的探索，涉及的大型真菌种类、地域范

围和生态类型都较少，也没有像动植物多样性研究
[9,10]

一样针对一个地区或一些物种进行多

年的连续调查。广泛深入地开展这方面研究，对于科学利用和保护大型真菌多样性具有重要

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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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上海 2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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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vestigation related to abnormal-bumped node of Achyranthe 

bidentata in West Tianmu Mountain 

Mengchen Fan, Xingyuan Li, Yazhu Liu, Tianyang Wang, Junxun Zhang, Xiaojing Zheng 

（School of life scienc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摘要：牛膝（Achyranthes bidentata）为苋科牛膝属的草本植物，广泛分布于我国除东北

外各地，其根干燥后可入药，有滋肝补肾、活血化瘀、强筋健骨等疗效。牛膝茎节一般正常

膨大，但一些牛膝个体茎节显著膨大成表面光滑的卵圆形或球形，呈紫红色或紫色，直径为

正常膨大的 2-5 倍，属异常膨大。本课题探讨西天目山牛膝茎节异常膨大形成的机理，研究

这种膨大与牛膝生境分布的关系，以及异常膨大是否与牛膝经济药用部分——根的生长和发

育有相关关系。结论：1. 牛膝茎节异常膨大由瘿螨类昆虫寄生形成虫瘿引起；2. 虫瘿形成

与牛膝生境（海拔、阳光、水源）分布相关，海拔 300-400 米、阳生是较适宜牛膝虫瘿生长

的环境，而水源有无对其影响较小。3. 牛膝虫瘿形成与根部发达程度有正相关。 

Abstract: Achyranthes bidentata is a herb classified in Achyranthes L. ,which is widely 

distributed in various regions of China except North East. The root of Achyranthes bidentata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hich could be used to nurse and offer nutrition to our organs such 

as liver and kidney, to promote blood circulation and to strenghen our muscles ans bones. 

Normally, as a basic characteristic of Achyranthes bidentata, it has normal-bumped node。

However, some Achyranthes bidentata has exceedingly or abnormally large node, with smooth 

round surface and purple-red color. This kind of node is defined as abnormal-bumped node. In this 

essay, we try to discuss the mechanism of abnormal-bumped nod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ode and the biotope of Achyranthes bidentata in West Tianmu Mountai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ode and its root, which is the main part for making medicine. Conclusion: 1. The 

abnomal-bumped node of Achyranthe bidentata is a kind of insect gall, caused by invasion and 

parasitism of insects. 2. The formation of insect gall is related to the biotope distribution ( Altitude, 

light, moisture) of Achyranthes bidentata. Basically, strong light and low altitude( 300-400m) is 

preferable for insect gall to grow, but moisture has little influence on insect gall growth. 3. The 

root growth has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formation of insect gall. 

关键词：牛膝  茎节正常膨大  异常膨大  虫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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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题背景 

牛膝（图 1）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属于苋科牛膝属，其根圆柱形，较细长；茎直立，

近四棱，节部略膨大，似牛膝状，疏被柔毛，每节上有对生分枝；单叶全缘对生，椭圆形至

椭圆状披针形，先端渐尖，幼时两面被毛；顶生或腋生穗状花序，花小，向下反折贴近总花

梗，花被片 5，黄绿色，5 枚雄蕊花丝下部连合成筒；胞果长圆形
1
（上海植物志 下卷）。牛

膝分布广泛，在我国绝大多数地方都有发现，常生长于山坡、路旁、田野等生境中。牛膝根

干燥后可入药，有着补肝肾经、强筋骨、逐瘀通经、引血下行等作用
2
。作为中药，牛膝始

载于《神农本草经》，常用品种有二，即苋科牛膝属怀牛膝 Achyeeanthes bidentata BI.和

杯苋属的川牛膝 Cyathula officinalis Kuan。川牛膝主要分布于云、贵、川等地，而我们

的实验对象则为生长在西天目山的怀牛膝
3
。 

牛膝根入药以身条通顺、粗壮，皮色黄鲜，肉质肥厚者为佳，而其质量好坏与牛膝生长

密度、生境中水分丰富程度等均有关联。实验表明，低密度种植条件下，牛膝主根的根长与

干重 高，随着密度的增加，单株根长与根干重明显下降。此外，种植密度较低时，牛膝植

株普遍较矮，随着密度增加，植株高度与地上部分分配比例都有明显升高，对根的生长有一

定影响
4
。牛膝根在含水量适中的土壤中生长较好，有实验证明，牛膝根的生物量累计贯穿

整个生长期，但无论从干重还是鲜重来看，根膨大充实期都是其生长累积的重要时期，而在

根膨大充实期时又以 55%供水处理鲜重和干重 大，且牛膝多糖收获产量也 高，质量较好
5
。 

牛膝茎高可达 60-100cm，而直径却只有 0.5-0.7cm，为了更好的适应其生理功能，牛膝

茎中形成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异常结构，其正常维管系统外围由于额外形成层活动形成了一轮

同心环状的三生维管束，髓中也有原形成层分裂形成了 2 个外韧型髓维管束，起到支持与运

输的作用
6
。牛膝节处常有对生分枝及对生叶着生，此处维管束分裂较多，如髓维管束经过

节部时分裂形成 4 个髓维管束而进入叶柄，且髓部薄壁组织较多，使牛膝节在正常情况下显

得膨大如膝
7
。 

然而，在天目山野外考察中我们发现，一些牛膝个体茎节显著膨大成表面光滑的卵圆形

甚至球形，直径可达 1.5-1.7cm，且呈紫红色或多少带有紫色，明显大于正常膨大范围。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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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观察发现，牛膝节的这种异常膨大现象发生的多少与采集地的生境条件有较大关系，有些

区域内几乎每株牛膝都能发现节异常膨大现象，而某些区域内则极少发生。 

对于这种现象，有人推测认为是由于一些瘿螨类病原动物的侵入与寄生，刺激植物节部

组织显著增生而在外形上造成病态膨大的结果。李新华的实验表明，牛膝异常膨大茎节的横

切片上可见节内充盈有大量绿白色致密薄壁组织。按照瘿螨致病假说。在光照较强的山坡路

边、林缘等瘿螨类分布较多的地域，牛膝茎节异常膨大现象发生应较多，而光照较弱的林下

环境中，病原生物活动较少，茎节异常膨大现象发生也应较少
8
。牛膝的这种异常膨大是否

会影响其根的质量与产量，则目前尚未有人研究。 

本课题以控制变量法为基础，通过实地考察、采样和切片，验证牛膝茎节异常膨大现象

是否由瘿螨类病原动物侵入、形成虫瘿引起。考察茎节异常膨大的牛膝在天目山不同生境下

的分布状况，以及该异常膨大现象是否与其根的生长状况有相关关系，以期为科学栽种培育

牛膝提供一些初步的验证和参考。 

2 材料和方法 

2.1 研究材料 

2.1.1 研究地点 

根据本课题的基本原则控制变量法，考察海拔、光照、水源三个变量，选择以下地点作

为本次实验研究、采样地点。 

采样点编号 地点（西天目山） 海拔/米 光照（阳生/阴生） 水源（有/无） 

1  禅源寺旁小路  374  阳生  无 

2  禅源寺前柳杉林  366  阴生  无 

3  科技馆  329  阴生  无 

4  红庙  455  阴生  无 

5  浮玉山庄池塘  345  阴生  有 

6  核心区半月池  1144  阴生  无 

7  核心区五里亭上方 801  阴生  无 

其中，将 1,2 两个采样点视为相近的海拔，3 和 5视为相近海拔，通过对 1 和 2 采样点

的研究比较光照对牛膝的影响，通过 3 和 5 采样点比较有无水源对牛膝的影响。而在海拔方

面，从科技馆到核心区，我们选取了 300-1200m 之间的 5 个有一定落差的海拔高度进行对比。 

2.1.2 研究对象 

牛膝（Achyranthes bidentata） 

2.1.3 研究工具 

钢制卷尺一根（3m）、直尺一把（20cm）照相机一台、记录纸若干及笔、铲子一把、带

GPS 系统的手机一部、解剖 一把、显微镜一台、载玻片若干 

2.2 研究方法 

通过对不同生境的牛膝进行观察和采样，分析不同生境下牛膝茎节异常膨大的比例。由

于牛膝药用部分是根，通过对牛膝根部情况的比较，分析对其根部生长的影响，并以根部生



天目山野外实习论文集  西天目山牛膝茎节异常膨大现象的研究 

长情况作为其药用价值的指标探讨异常膨大与其药用价值的关系。 后通过切片观察及资料

查找分析牛膝异常膨大的机理。 

2.2.1 根据实习过程的了解及实地考察，选定有较多牛膝分布且生境不同的 7 个采样点，在

每个采样点随机取三个样方（1m×1m）进行研究（个别采样点由于牛膝数量有限且没有更好

的采样点来替代，未能取到三个样方）。不同生境所指的影响因子有：海拔、光照（阴生/

阳生）和水源（有水/无水）。在其中两个因子相同的情况下对另一个因子进行研究，从而获

得三个因子分别对牛膝造成的影响情况。 

2.2.2 对样方内的牛膝进行株高、 大叶长和 大叶宽的测量，作为牛膝生长情况的指标。

由于不同生境下牛膝的生长情况不尽相同，加上牛膝数量等因素的限制，所有样本的这些指

标无法控制在足够窄的区间内，只能尽量选取生长情况较为相近的牛膝统计总株数及有膨大

的株数，得到该样方中牛膝有异常膨大的比例。 

2.2.3 在每个样方中选取有异常膨大及无异常膨大的牛膝各三株，连根挖取带回，用于根部

及膨大部分的研究，过程中必须注意保持根部的完整。 

2.2.4 量取带回的牛膝主根长度及主根周长，通过与株高作比尽量消除生长情况差异带来的

影响。 

2.2.5 由于条件有限，没有 片及解剖镜等工具，用解剖 对异常和正常膨大部分分别切片，

验证异常膨大由虫瘿引起后，用 70%酒精使虫子离开虫瘿，在显微镜下对切片和虫子进行对

比和观察。 

2.2.6 处理、分析数据，绘制相应的图表等。 

3 实验结果及分析 

3.1 牛膝茎节异常膨大机理的初步探讨 

牛膝茎节异常膨大形成的表面光滑的卵形或球形的、带有紫色或紫红色的肿块，直径是

正常茎节组织膨大的 2-5 倍（见图 2，左为正常膨大者，右为异常膨大者）。为简单了解其

形成机理，我们将正常和异常膨大的茎节分别制作临时切片，在光学显微镜下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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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是正常膨大的牛膝茎节切片，图 4 是异常膨大的切片，可以看到二者有两处明显不

同，一是异常膨大的茎节中央部位有空穴，二是节内充满着大量淡绿色的致密薄壁组织，有

的兼有坏死腐烂的褐色组织。可见其表皮、机械组织和维管束均无明显异常，因此可以断定

是某种原因刺激了其薄壁组织的异常增生，从而导致了茎节的异常膨大。 

 

进一步观察发现，在空穴处有一种昆虫幼虫的寄生（见图 5），后几乎在所有的异常膨

大内部均发现了类似的昆虫。初步判断是这类昆虫寄生导致了茎节的异常膨大，可以认为是

虫瘿的一种。经查阅文献资料得知，虫瘿是由于寄生昆虫所产生的物质和侵入引起的伤害促

进了细胞的分裂，招致增生和分化异常的结果，是植物组织遭受昆虫的分泌物的刺激，细胞

加速分裂而形成的一种畸形构造
9
。 

具体到寄生昆虫种类，因为缺乏资料，只能初步推断是瘿螨类的病原体昆虫。至于详细

的分子生物学或生化方面尚无进一步的研究。一般认为，虫瘿大多发生在芽和新叶等生长旺

盛的分生组织上，致瘿昆虫在产卵、取食时形成的机械刺激或各种分泌物均会导致虫瘿的产

生。有些致瘿昆虫的分泌物(如唾液)中所含的甲酸及某些氨基酸，可能会使植物体内局部的

生长激素异常增高，导致细胞数量增多，生长加快， 终产生肿瘤。在雌瘿蜂把卵产入寄主

组织后，植物体并无变化，只有当幼虫孵化后虫瘿才开始发育，可见寄主植物能对幼虫分泌

物产生反应。虫瘿一旦开始发育，即使致瘿昆虫离开或被其他天敌寄生或捕食后，虫瘿仍会

继续长大，因此，虫瘿的真正形成者还是植物自身
10
。关于昆虫分泌物方面，这些分泌物中

含有的活性物质的种类、活动的方式以及刺激植物后植物的生长方向仍然不清楚，但有研究

显示某些种类的昆虫可刺激植物分泌过量的生长素、赤霉素等
11
。在基因方面，每一种造瘿

者都会形成一种特定形态的虫瘿结构，这种虫瘿形态的多样性主要是由造瘿者的基因所决定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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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是是哪几个基因控制虫瘿的形态以及这些基因怎么在植物体上表达也是一些不清楚的

问题。到目前为止，对虫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虫瘿形成过程中和虫瘿形成后虫瘿组织中所发

生的生理变化，其中有些生理响应例如植物生长素和细胞分裂素浓度的增加、蔗糖酶活性的

增强、气体交换和物质代谢的改变等，这些变化是造瘿者诱导寄主植物产生的，主要目的是

增加虫瘿的库强使寄主植物成为库源将营养物质源源不断地流入虫瘿中为生活在其中的造

瘿者提供食物
12
。而植物体的另外一些生理响应例如过氧化物酶活性和转化酶活性的增强、

丹宁酸浓度的增加则是植物对于虫瘿产生所作出的一些防御性的举措。 

3.2 牛膝虫瘿形成与生境分布关系探讨 

本次实验选取了 7 个采样点（见 2.1.1 研究地点），每个采样点随机选取 3 个样方（1m

×1m）,以单一变量（海拔、阳光、水源）为依据，得到以下统计数据。 

3.2.1 牛膝虫瘿形成与海拔的关系 

 

本实验采取控制变量法。参与比较的几组数据中，固定其他可变量相同（包括光照强度

选用阴生，都选择不生长在水源边），通过单一变量因子——海拔，以及产生异常膨大所占

比例的实验数据和图表可以发现，牛膝中茎节异常膨大的比例与植株所在的海拔位置有明显

的关系。在海拔较低的区域（300-400 米）处，异常膨大产生的比例较高，而在相对的高海

拔区域（>600 米）时，产生虫瘿的比例就比较小了。同时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虫

瘿比例在 300-400 米海拔区域时浮动变化很快，从 35.4%急速下降到 8.8%，拟合曲线很陡，

而在此之上的海拔区域，尽管总体趋势仍然是随着海拔上升，虫瘿比例下降，但总体来说虫

瘿比例都处在一个相对较低，小于 10%的水平上。由于在数据采样时，我们一区域每一生态

环境都会取 3 组样本，因此可以基本排除的数据产生显著性差异的可能。 

所以我们通过讨论分析，认为产生这一现象很可能是 300-400 米海拔是牛膝产生虫瘿的

合适海拔，当然这一推断是比较草率的。因为除了海拔以外，还需要其他因素共同组成才

能 终构成虫瘿产生的 适生境。这里只是猜测在西天目山区域里，300-400 米的海拔是虫

瘿的 适生长海拔。在此海拔之上以上，虫瘿就会非常敏感，瞬间降到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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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牛膝虫瘿形成与湿度的关系 

 

在海拔相近、光照程度相近（均为阴生）的条件下，通过比较单一变量湿度（是否有水

源）对牛膝茎节膨大的影响，发现茎节膨大现象受到湿度的影响并不明显。选择样本点的具

体参照标准为是否靠近水源。通过图表可以发现，在相对干燥的区域中，虫瘿产生的比例较

大，为 35.4%，而在湿度较大的区域（小溪边）中，虫瘿产生的比例较小，为 33.3%。这表

明干燥环境可能更利于虫瘿的形成，但这之中虫瘿比例相差很小，可能是因为湿度是一个相

对影响力较小的影响因素，对虫瘿的选择和调控力度相对较小。当然也不排除是由于我们采

样区域比较小的缘故。加上海拔、光照等其它因素只是相近而不是相同，它们带来的影响又

比较大，可能对湿度方面的结果有一定干扰。 

3.2.3 牛膝虫瘿形成与光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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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比较单一变量光照强度，具体分类方法是选取处在树荫下（阴生），和没有树荫庇

护（阳生），发现茎节膨大现象与阳光照射有明显的关系。简而言之，阳光较充足的区域中

虫瘿比例较高，为 24%，而生长在阴凉区域的牛膝虫瘿比例相对低很多，仅有 8.8%。这表明

光照条件对于虫瘿生长的影响是较大的。推测光照可能利于瘿螨类昆虫的繁殖、生长发育和

代谢速率较快，能够更好更多地吸收牛膝茎中的营养而生长。另一方面，牛膝自身也适于在

阳光充足的环境中生长，由于叶片水分的快速蒸发，为营养物质在筛管中向上运输提供动力，

营养供应充分的同时，一方面牛膝自身生长有益，一方面也为虫瘿生长提供了有利条件。 

3.3  牛膝虫瘿形成对牛膝根的影响 

由于牛膝的根部是其作为药物产生要用价值的核心区域，所以本模块旨在讨论牛膝是否

产生虫瘿对其根部发达程度的影响。通过实验数据和图表，可以发现牛膝中茎节膨大（产生

虫瘿）与否与植株根部的发育情况存在明显联系。由于海拔 800 米和海拔 1144 米的两个样

本点处于核心区，不允许挖取其根部进行研究，故下列图表仅涉及 1-5 共计五个研究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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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膝有/无虫瘿生长对于茎长/根长比值的影响 

                          牛膝有/无虫瘿生长对于茎长/根周径比值的影响 

在这一实验中，我们抽取的样本分布在海拔 300-400 米的不同生态环境中的多组样本

中，所以可以认为是有随机性和普遍规律，而不是单一样本区域牛膝茎节膨大对牛膝根部发

育的规律。由于量化措施有限，而且牛膝是主根系植物，所以我们选择计算牛膝茎长与其主

根长度的比值，以及牛膝茎长与主根周径的比值来反映各植株根部的发达程度。 

通过图表可以明显的发现，在茎长/根长的表格中，除第 3 组无明显差异外，所有组有

虫瘿植株的该值都小于同组无虫瘿植株该值。说明有虫瘿的植株根部相对较长。在茎长/根

周径的比之中，同样的所有组有虫瘿植株的该值都小于同组无虫瘿植株该值。这意味着有虫

瘿的植株根部相对也较粗。综上，可以得出结论，相同或相似条件下，有虫瘿的植株根部相

对较发达，有更大的药用价值。分析这一现象的原因，我们组讨论后觉得不难理解，有虫瘿

（寄生虫）的植株相对对养分去需求量会更大，这就要求根部的吸收量和吸收效率都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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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根部相对就更加发达。 

4 总结 

通过以上照片、数据、图表的分析，我们小组得出了以下结论：1）西天目山区域中牛

膝茎节异常膨大现象由瘿螨类昆虫寄生产生虫瘿引起。2) 西天目山区域中牛膝产生虫瘿的

量有多方面的影响因素。3）通过控制变量法进行实验数据采集和整理，得出结论认为海拔，

环境湿度和光照情况对虫瘿的产生都有影响。4）海拔越高的地方越不易产生虫瘿，在

300-400 米处是产生虫瘿较合适的区域。5）湿度对虫瘿生长无显著影响。5）光照情况较强

的地方虫瘿更多，虫瘿更适合在阳生环境中生长。6）有虫瘿存在的牛膝植株根部较为发达，

可能有较高的药用和商业价值。 

我们希望本课题的研究能够为科学栽种培育牛膝提供一些初步的验证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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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生境中香樟树对其下植物叶片虫食的保护作用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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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香樟是我国的一种重要的栽培树木，植株的各个部位能散发出特殊的气味，经过加工

后能达到强烈驱虫的效果。本文试图在野外的环境下探讨香樟树对其下植物叶片虫食的保护

作用。同时探究这种保护作用的强弱与香樟树大小的关系。我们分别在香樟的周围小于 1.5

米、1.5－3.0 米与大于 3.0 米的半径内随机采取牛膝、苎麻与鸭脚芹的叶片，使用厘米格

的方法统计各叶片的叶片虫食面积（即叶片损失，TPD）与虫斑数目，以此作为评价植株虫

食程度的指标。研究结果香樟树对实验对象的叶片虫食具有保护作用。较大的的香樟由于覆

盖面积更大，保护作用更好。 

关键词：香樟，虫斑数目，叶片虫食面积，大小 

Title：Protective effect of Camphor Tree from the insect damage of 

leaves of the plants below in wild habitats 

H Ying1，YJ Weng1，CY Cao1，YJ Li1，SJ Yan1 

School of Life Scienc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Camphor Tree (Cinnamonum campora)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cultivated plants in 

China. Many parts of the plants can emit special scent, which have strong effect of insects 

expelling after processing. The article attempt to explore the protective effect Camphor Tree 

provide from the insect damage of leaves of the plants below in wild habitats,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is effect and the size of Camphor Tree. We randomly taken leaves of 

Achyranthes, ramie and duck feet celery around Camphor Tree less than 1.5 meters, 
1.5-3.0 m and greater than 3.0 m radius respectively, calculating the damage proportion 
of each leaf(TPD) and the number of insect spots as the indicator of insect damage 
evalu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Camphor Trees actually have protective effects on the plants 

below in wild habitats, and big trees can provide larger protective effect due to greater canopy 

coverage. 

Key words: Camphor Tree,  Number of insect spots,  TPD,  Size 

 

香樟(Cinnamonum campora)是重要的经济树种，植株各部分富含多种芳香油(精油)，含

有不同的化学成分，有驱虫的效果
[1]
。在工业上可以提取樟树的化学成分制成樟脑，有很好

的室内驱虫效果。野外的樟树会散发出特殊的气味，从而保护自身不受或少受虫害的影响。

这种防护机制可能能惠及其下植株，使它们的叶片不受或少受害虫的啃食。 

本文通过研究西天目山野外生境下的樟树对其下植物保护作用，旨在探索樟树在农业防

治上的新的经济用途，为农业作物的虫害防治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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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点、材料和方法 

1.1 香樟树下优势种统计 

在禅源寺、天缘大酒店、观鸟人工林（海拔均为 330－450 米）选取 4 株大小相似的（树

冠覆盖半径约 1.5 米，胸径 20cm）香樟树（表一）。运用基本样方法，在其下随机选取 50cm

×50cm 的样方，掘取其中所有的草本植物，统计各植 

表一：采样地点与样本信息 

Table 1: Sampling localities and the information of samples. 

 
物的种类与数量，确定牛膝、鸭脚芹为实验对象。同时，观察附近木本植物的生长情况，

确定苎麻为实验对象。 

1.2 叶片采样 

在上述 4 株香樟树周围 1.5 米半径内、1.5－3.0 米半径与大于 3.0 米（对照组）的范

围内采取采取草本植物牛膝、鸭脚芹与木本植物苎麻的叶片。另外在禅源寺旁选取一株较大

的香樟树（树冠覆盖半径约 3 米，胸径 60cm），同样按上述方式采集其下牛膝的叶片（表一）。

叶片的采样方式为随机采样，采样过程中有以下的注意点：（1）由于新叶与老叶的虫食情况

差别较大
[2],[3]

，为了避免新老叶片比例不同而造成的误差，草本植物选取整株植物的叶片作

为样本；苎麻选取整个枝条的叶片作为样本，枝条必须包含顶芽。（2）为避免光照、湿度与

离地高度对叶片虫食程度的影响，所有叶片均处于光照充足的阳生环境，苎麻的枝条样本离

地高度均约为 1m。（3）有报道称折叠的叶片与展开的叶片虫食程度差别较大
[4],[5]

，为避免

可能带来的误差，统计时均使用已经展开的叶片。 

1.3 虫食情况统计 

将采样所得的叶片分类、编号，记录样本号、采集地点、离香樟树的距离，剪下后用较

厚的书本压实，防止因为失水而导致的变形与卷曲。计算叶片虫食情况采用 TPD 法
[6]
。将压

好的叶片放置在绘制好的厘米方格纸上，用铅笔拓下叶片与虫食斑的形状，叶片边缘被啃食

较多的叶片则根据叶片的大致轮廓补全图形。分别记录叶片总面积与虫斑的总面积。叶片虫

食面积 TPD 的公式如下： 

TPD=虫斑总面积/叶片总面积 

根据 Christie 的标准昆虫趋势强度分为 5 级。（1）1 级（微度取食），TPD 约为 0%－1%。

（2）2 级（轻度取食），TPD 约为 1%－5%。（3）3级（中度取食），TPD 约为 5%－20%。（4）4

级（中强度取食），TPD 约为 20%－50%。（5）5 级（强度取食），TPD 在 50%以上。 

由于叶片虫斑的形状不一，存在面积较小数量较多的虫斑，所以同时统计每个叶片的虫

斑数作为另一个参考指标。 

1.4 数据统计与分析 

使用 SPSS，对距离相同大小的香樟树不同距离的样本、距离不同大小的香樟树相同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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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的样本的虫斑数目、叶片虫食面积的均值做 F 检验和 t 检验，分析差异显著性。当 P 值小

于 0.05 时认为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差异。
[7]
 

2 实验结果 

2.1 观察结果 

2.1.1 香樟树下的生物多样性调查 

对所采样方内的样本并进行数学统计，在四株样本下共采得草本植物 96株 15 种。样本

的多样性数据参照表二。 

表二：香樟树下的物种多样性统计 

Table 2：Species diversity below   

 

总的来说，香樟树下的草本植物数量较少，物种多样性低。牛膝与鸭脚芹无论是物种数

量还是出现次数都较其他物种多，说明牛膝与鸭脚芹为该处生境香樟树下的优势物种，是良

好的实验对象。此外，观察发现香樟树下生长有较多的苎麻，将其作为研究对象。 

2.1.2 叶片被啃食的形状 

综合采集到的牛膝、鸭脚芹与苎麻的叶片共 298 片，其中牛膝叶 106 片，苎麻叶 147

片，鸭脚芹叶 45 片，一共观察到以下几种被啃食程度的类型：（1）叶片完整，或者只有较

少的小虫斑，其大小小于 1cm×1cm。（2）叶片上有较大的（大于 1cm×1cm）、边缘不规则的

虫斑，同时还能见到大量的小虫斑。（3）叶片被啃食程度更加严重，出现了由几个较大虫斑

重叠成的大块缺损。（4）叶片被啃食十分严重，无法辨认本来的形状。 

对于虫斑的形状主要有以下 3 种：（1）小而圆，边缘整齐，小于 1cm×1cm。（2）大于

1cm×1cm，形状大致为圆形，边缘不规则。（3）叶片大面积不规则缺损。另外我们发现，鸭

脚芹的叶片普遍保存较为完整，很少出现后两种类型的虫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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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统计结果 

2.2.1 距离香樟树的距离与叶片虫食程度的关系 

总的来说，随着离香樟树距离的增加，样本的虫斑数量与叶片虫食面积都增加（表三）。

牛膝增加的幅度比较明显，而其他两种植物（苎麻与鸭脚芹）增加的幅度不明显。（图一，

图二）其中苎麻叶片的平均虫斑数量随着距离的增加反而出现了下降（图一）。 

表三：距离香樟树不同距离叶片虫食情况统计 

Table 3：The situation of leaf area eaten by insects on different distance away from the sample 

 

图一：距离与平均虫斑数目的关系 

Figure 1：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verage spot number (ASN) and different distance away from Camphor 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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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距离与叶片虫食面积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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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PD and different distance away from Camphor 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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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性差异分析显示 TPD 对照组与＜1.5m 的实验组均有差异。牛膝与苎麻各组间的差

异较为明显，鸭脚芹的差异不明显。ASN 各组间的差异不是很明显，牛膝各组间有显著性差

异。（表四） 

 

表四：三种不同距离叶片虫食情况的显著性统计 

Table 4：The difference analysis of three groups of leaf area eaten by insects under three different distance away 

from Camphor Tree 

 

2.2.2 不同大小香樟树对其下牛膝叶片保护作用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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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不同大小樟树周围牛膝叶片虫食程度比较 

Table 5：Insect damage situation of Achyranthes leaves around different size of Camphor Tree 

 

数据显示大樟树（樟一）下植株叶片面积较大（表五）。＜1.5m 实验组的 ASP 与 TPD

均没有明显差异，而 1.5－3.0m 组由于樟一的覆盖面积变大，TPD 出现了显著性差异。（表

六） 

表六：不同大小樟树周围牛膝叶片虫食程度的显著性统计 

Table 6：Difference analysis of ASN and TPD of Achyranthes leaves around two different size of Camphor Tree 

 

3 实验讨论 

3.1 香樟树下的植物多样性 

无论是草本植物还是木本植物，在香樟树下都较少大规模生长。所以总的来说，香樟树

下生态系统的物种数量较少，多样性水平较低。这可能是因为香樟对分泌某些抑制性的化学

物质进入土中，抑制周围植物的生长；也可能是因为香樟散发的气味本身就对多数植物的生

长有抑制作用，还有待研究。 

在具体操作的过程中，在受保护的作物周围种植香樟树是不理想的，可能会影响作物的

产量。 

3.2 香樟树对牛膝、苎麻、鸭脚芹三种植物保护作用。 

香樟树对牛膝的保护作用 为明显。位于香樟树的较近的牛膝无论是虫斑数目还是 TPD

都较远处的牛膝有明显改善。牛膝发生的虫害主要有银纹夜蛾、棉铃虫和红蜘蛛
[8]
。樟树可

能对这些害虫有很好的驱赶效果。鉴于牛膝是一种很好的药材，而樟树散发的气味对牛膝具

有很好的保护效果，有望用于生产实践中去。同时，从大小樟树下叶片虫食状况可以看出，

樟树树冠覆盖的范围内驱虫效果差异不大，而且明显好于树冠没有覆盖的范围。 

香樟对苎麻叶的保护作用也较为明显。远离樟树的苎麻叶出现了虫斑数减少的现象，这

是因为远离樟树的苎麻叶中有大型的虫斑，而接近樟树的植株中较多小型的虫斑。由于不同

类型的虫斑对应了不同啃食习惯的害虫或同种害虫的不同生长阶段，这说明香樟的驱虫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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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选择性，对不同种类或不同生长阶段的害虫效果不同。 

鸭脚芹很少发生虫害，其叶片也较少被啃食，这可能和其本身气味相关，所以在研究香

樟的保护作用时，显著性不明显。 

3.3 实验改进 

本实验还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和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项目，有待完善。 

首先，对于 TPD 的统计，由于设备的缺陷，厘米格的方法略显粗糙。厘米格的每个小格

面积较大，容易产生误差。而 根本的问题是厘米格数据无法显示小型虫斑的情况。因为许

多小型虫斑的数量较多，但是面积对比与大型虫斑却微不足道。这就是为什么要在统计中加

入虫斑数目这项数据。 

其次，关于采样数量的问题。本次试验我们在每个不同的距离度都采集了 30－50 片叶

子，能够初步反映该处生境内的叶片虫食情况。由于实习的时间有限，统计的方法又较为繁

琐简陋，我们没有条件研究更多的叶片。如果有条件可以进一步扩大采样的数量，或者增加

样本的数量，从而进一步消除随机因素导致的误差。 

后，本文只是通过 TPD 法研究香樟对其周围叶片虫食强度的保护作用。后续的研究可

以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1）通过研究香樟周围植物叶片上的虫斑类型来探索野外生境下香

樟树对不同种害虫的采食效率的影响。（2）香樟各个部位中不同化学成分的驱虫效果大小，

从而选取有效成分。（3）樟树驱虫效果对不同害虫的选择性。（4）樟树抑制周围植物生长的

机制，探索一种能在不影响作物产量的情况下发挥驱虫效果的办法。 

致谢 

感谢张老师、周寅学长对我们组课题设计和植物鉴定的指导和帮助！感谢董老师对我们

组课题设计以及昆虫鉴定的指导和帮助！感谢潘老师、张老师对我们组课题中所涉及的生态

学方法的指导和帮助！感谢所有随行老师对我们组的关心与指导！感谢各位帮助我们一同进

行 TPD 法计数的童鞋们！ 

 

参考文献 

[1] 张云梅,刘莹,陈业高等.小叶香樟新鲜树叶挥发性成分分析.分析试验室,2008, 27(5):76-79. 

[2] 王宏伟.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植物叶片虫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7. 

[3] Coley PD, Barone JA (1996). Herbivory and plant defenses in tropical forests.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 27, 305–335. 

[4] Coley PD (1983). Herbivory and defensive characteristics of tree species in a lowland tropical forest. Ecological 

Monographs, 53, 209–233. 

[5] 刘志国,蔡永立,李恺等.常绿阔叶林中栲树展叶期叶片的虫食格局.植物生态学报,2009,33(5):919-925. 

[6] Christie FG,Hochuli DF(2005).Elevated levels of herbivory in urban landscapes：are delines in tree health 

more than an edge effect.Ecology and Society 10,10-18． 

[7] 余建英,何旭宏(2003).数据统计分析与 SPSS 应用.人民邮电出版社，北京． 

[8] 杜占芬,谢新玲.牛膝高产栽培技术.河北农业科技,2002,(7):5-6. 



天目山野外实习论文集  野外生境中香樟树对其下植物叶片虫食的保护作用的研究 

129 
 

 

支持带结构反映金蛛属不同种蜘蛛 

在捕食策略上的权衡 

刘洁芸  姜怡斐  吕晓腾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上海 200433） 

 

摘要：妩蛛科（Uloboridae）、园蛛科（Araneidae）和肖蛸科（Tetragnathidae）部分蜘蛛

会在蛛网上编织支持带（stabilimenta），并且其结构和数目在同种蜘蛛的不同个体间存在

较大的差异。有研究认为支持带具有（1）加固蛛网（2）迷惑捕食者（3）吸引猎物等作用，

但也有人认为其增加了蜘蛛被捕食的风险。作为捕食工具，蛛网的结构性能关系到蜘蛛的捕

食投入和效率，其结构上的变化通常反映出蜘蛛在捕食及防御策略上的调整。通过对天目山

金蛛属（Argiope）蜘蛛蛛网结构的统计分析，我们发现支持带平均面积与蜘蛛身长间存在显

著的正相关关系，这种相关性在同种、异种蜘蛛间均存在，这与我们预期的结果是基本一致

的，即支持带的结构变化反映蜘蛛对于捕食投入与被捕食风险的权衡。 

关键词：金蛛属，支持带，权衡 

 

The Structure of Stabilimenta Reflects Spiders’ trade-off between the 

Investment of Predation and the Risk of Being Hunted 

Jieyun Liu，Yifei Jiang，Xiaoteng Lv 

School of Life Science，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Many species of Uloboridae, Araneidae and Tetragnathidae construct stabilimenta 

within the web structure. The stabilimenta of different spiders of the same species differs in the 

structure and area. Some researchers proposed and demonstrated that stabilimenta have several 

functions, such as reinforcing the web, camouflaging from predators and attracting preys. While 

others proposed that it would increase their risk of being hunted. As the key instrument in 

predation, the web’s structure decides the investment and the income of spider’s predation. So 

variations in its structure reflect the changes in predation and defense. We conducted experiments 

on the web structure of Argiope in Tianmu Mountain and used statistical methods to analyze the data. 

We foun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area of stabilimenta and the spider’s body length, 

which exist between different individuals both within one species and within several different 

species. These results are basically consistent with our hypothesis: the structure of stabilimenta 

reflects spiders’ trade-off between the investment of predation and the risk of being hunted. 

Key words：Argiope, stabilimenta, trade-off 

 

从生态系统的角度来看，生物之间 重要的联系是营养，即通过食物链或食物网构成一

个整体，因而觅食行为就成为动物 常见，也是 基本的行为之一[2]。在这个过程中，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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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间营养级的动物，一方面要为取食投入能量，同时又必须应付无处不在的捕食风险，由

于生物分配给生活史一方面的能量不能再用于另一方面，因而其必须在利益—付出之间进行

权衡，这种权衡可能随环境捕食风险、个体不同发育阶段等改变而改变[3、4、6]。 

蜘蛛网是一个研究捕食防御权衡的很好的模型[6]。蛛网是蜘蛛的捕食工具，同时部分

捕丝和附属结构也起到防御功能，很多研究表明，蜘蛛捕食及防御策略上的改变会在蛛网结

构上表现出来，例如在高捕食风险下，蜘蛛会采取减少半径丝数目增大网眼的方式来躲避捕

食者[3、14]。但长久以来，关于蛛网支持带（stabilimenta）的功能始终没有明确的解释。 

支持带是妩蛛科（Uloboridae）、园蛛科（Araneidae）和肖蛸科（Tetragnathidae）部

分蜘蛛蛛网的一种附属结构，其形状包括簇状、线形、十字形、圆盘状、螺旋形和残片状等

六大类型，即使在同种蜘蛛不同个体以及同一个体不同发育阶段均存在较大的差异[13]。目

前，关于支持带的作用，主要有几种假说：（1）加固并稳定蛛网[13]；（2）避免被捕食，支

持带一方面可以使蜘蛛的形体特征更不明显，使蜘蛛难以被捕食者发现；同时，对于一部分

对猎物体型大小有限制的捕食者（例如蜥蜴）而言，十字形的支持带在视觉上大大加长了蜘

蛛腿的长度，从而使蜘蛛显得比真实体型大数倍，对体型较小的捕食者产生震慑[9、13]；

（3）使蛛网更显眼以避免体型较大的动物（比如鸟）误撞蜘蛛网而使网损毁[13、17]；（4）

吸引猎物，提高捕食成功率[13]。在以上五种假说中，吸引猎物的假说在野外研究和模型实

验中得到了 为广泛的支持[7、8、11]，而对于躲避捕食者而言，不同的研究方法则得到了

截然相反的研究结果[9、13、15]。无论哪种假设成立，支持带的存在始终是一种能量的投

入，而支持带的长度、面积等结构特点则可以反映这种能量投入的多少，根据生物界的能量

权衡机制，织较大支持带的蜘蛛势必会减少在其它方面的能量投入，这些方面可能是个体发

育、躲避捕食者以及繁殖等。 

本实验采用天目山地区常见的伯氏金蛛（Argiope boesenbergi）、小悦目金蛛（Argiope 

minuta）作为研究对象，在野外自然环境下对部分伯氏金蛛织网行为进行观察，并采集不同

体型的金蛛，对其所织蛛网支持带的类型、数目、以及长度、面积等结构特点进行统计，主

要探讨支持带的结构特点在金蛛属不同蜘蛛捕食策略上的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1 采集样地 

野外采集样地包括两部分，一部分介于西天目山禅源寺（30
o
19`14.47``N，

119
o
26`50.91``E，海拔 433 米）与天目书院（30

o
19`13.40``N，119

o
26`54.99``E，海拔 490

米）之间，区域内主要植被类型为毛竹林，间或分布有柳杉等高大乔木，采集范围主要集中

在区域内一条盘山路边的石壁以及杂草丛。另一部分位于西天目山红庙（30
o
19`13.40``N，

119
o
26`54.99``E，海拔 546 米）周边 50 米的区域，采集范围同样集中在区域内盘山路边的

石壁以及杂草丛。采集工作于 2011 年 7 月 13 日、14 日进行。 

1.2 方法 

1.2.1 野外观察实验  

实验以毛竹林内的一只伯氏金蛛（Argiope boesenbergi）为观察对象，实验前该蜘蛛

居于蛛网中心，头胸部朝下，左侧第 4 对步足自然伸展，跗节末端位于支持带近中心端（图

1-a）。首先用木棒轻触蜘蛛，使其受惊逃离蛛网，随后用剪 沿半径丝方向剪掉支持带，尽

量不损伤其它部分，以蜘蛛重新回到网上的时间为起点，每隔半小时对其进行观察

（9:57am-17:57pm）。与此同时，对另一只正在结网的伯氏金蛛进行间隔半小时的连续观察

（10:10am-18:10pm）。观察实验于 7月 15 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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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蜘蛛样本的采集  

对所选样地内蛛网上存在支持带的蜘蛛首先进行蛛网的拍摄（分辨率 118.11 像素/cm），

拍摄角度尽量保证与蛛网垂直，随后用毒瓶捕捉蜘蛛，测量蜘蛛身长 L1（cm，头胸部+腹部）

并根据蜘蛛特征分类。统计每张网上支持带的数目 N、方位，统计照片中蛛网的半径丝的数

目，支持带面积 S（像素）、长度 L2（cm），支持带近心端据圆心的距离 L3（cm），以及蜘蛛

自然状态下 2、4 步足的跨度 L4（cm）。 

1.2.3 数据分析与处理 

通过蜘蛛实际身长与照片中的长度计算换算系数 r=L1/L2，通过换算系数将照片中的面

积、长度换算成实际数值。 

支持带平均面积=[S/(118.11
2
)×r

2
]/N 

支持带平均长度=L2×r/N 

支持带近心端距圆心的距离=L3×r/N 

蜘蛛自然状态下步足的跨度=L4×r/4 

试验数据用 EXCEL 软件进行计算、作图，并采用 Minitab 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及关联分析 

2 结果 

2.1 野外蜘蛛织网行为观察 

 
a  b  

 

 

 

 

 

 

 

 

 

 

 

图 1.a)伯氏金蛛(Argiope boesenbergi)及其蛛网结构。b)蛛网结构示意图，示支持带结构。 

Fig.1. (a) Argiope boesenbergi and  its web structure. (b) A Schematic figure showing the web structure and the 

stabilimenta 

破坏蛛网支持带的伯氏金蛛在连续观察的 8h 内无织网行为，其返回蛛网后，仍保持头

胸部朝下，腹部向上的定位方式，并且其左侧第四对步足的末端仍位于支持带未破坏前的部

位，在这 8h 内，蜘蛛无猎物收获；正在织网的伯氏金蛛在停止织网活动 8h 内，网上并无类

似支持带的结构。22h 后，两只金蛛蛛网上均出现支持带。 

2.2 支持带类型统计  

对所获得的27张蛛网进行数据统计时发现，支持带的形状、定位方式存在差异（图2-a），

对所得数据进行 Anderson-Darling 检验，证明其不符合随机分布（P=0.415），如果以蜘蛛

为原点建立坐标轴，则支持带位于一三象限的蛛网较其他类型居多。实验中为了固定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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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选择一种结构的支持带进行探究，该种支持带由蛛丝作左右折曲而成，并且不经过蛛网的

中枢区（图 1-b），具有该类型支持带的蜘蛛共 9只，经过初步鉴定包括小悦目金蛛（5 只）、

伯氏金蛛（2只）以及其它种类（2 只）（图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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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a）27张蛛网支持带类型的统计。b）蜘蛛分

类，自左向右依次为小悦目金蛛（Argiope minuta）、伯氏金蛛、未鉴定种类。 

a  b 

Fig.2.  (a) Number of webs with each kind of stabilimenta structures  (total 27 webs).  (b) Photos of 3 species of 

Argiope involved in this experiment. From left to right: Argiope minuta, Argiope boesenbergi, Argiope sp. 

 

表 1.蛛网特征统计 

Table1. Characteristics of spiders and webs 

蜘蛛编号      身长/cm          半径丝数目/根                支持带                        支持带                          2、4 步足 

平均面积/cm2         
近心端距圆心距离/cm        自然跨度/cm 

小悦目金蛛  Argiope minuta 

1              0.70±0.01                41                        0.188±0.402                    1.691                          1.134±0.220 

9              0.55±0.01                —                        0.136±0.087                    0.845                          0.969±0.059 

11              0.69±0.01                46                        0.140±0.456                    1.053                          1.243±0.088 

13              0.30±0.01                40                        0.050±0.089                    0.364                          0.388±0.096 

15              0.49±0.01                46                        0.020±0.035                    1.065                          1.481±0.444 

伯氏金蛛 Argiope boesenbergi 

4              1.90±0.01                32                        0.404±0.086                    2.025                          2.078±0.572 

    10              1.60±0.01                30                        0.469±0.281                    1.947                          2.509±0.180 

未鉴定种类 Argiope sp. 

12              0.32±0.01                42                        0.048±0.118                    0.479                          0.529±0.064 

16              0.55±0.01                40                        0.125±0.239                    0.861                          0.911±0.083 

注：9号蜘蛛因照片质量问题，无法统计半径丝数目 

 

2.3 支持带平均面积与蜘蛛身长的相关性 

支持带的平均面积与蜘蛛身长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这种相关性在物种内

（P=0.109,R
2
=0.629）以及物种之间（P<0.001,R

2
=0.9076）均存在（图 3-a.b），说明小蜘

蛛所织支持带面积较小不单是由于发育未成熟、蛛丝产量不足所致。另外，支持带的平均长

度与蜘蛛身长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P<0.001）(图 3-c)，这与 Schoener 和 Spiller 所做的

实验并不相符，他们认为体型介于中间类型的 A.argentata，倾向于织较大的十字形支持带

以增大自身的外部轮廓，躲避捕食者[13]，显然这在小悦目金蛛以及伯氏金蛛中并不适用。

原因可能有两方面，一是因为样本数量较少，二是小悦目金蛛与伯氏金蛛的支持带并不具有

躲避捕食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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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蜘蛛身长与蛛网半径丝数目的相关性。 

蜘蛛身长与蛛网半径丝数目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P=0.017,R
2
=0.5314）（图 3-d），

Watanabe 和 Opell 等人的研究表明，半径丝越多蛛网对猎物也越敏感，半径丝越少，则蛛

网捕食伸长度将越大，吸引猎物冲击动能的能力也越强[3、4]。说明个体较大的蜘蛛倾向于

加强蛛网强度而降低蛛网的敏感度，这符合 优化捕食理论（optimal foraging theory）

和 Erickson 等人的研究，即个体大的蜘蛛会倾向于选择大型猎物，而个体小的蜘蛛更易于

选择小型猎物[2、3、4]。 

 

b a 

 

d c 

 

图 3.a）小悦目金蛛种内支持带平均面积与蜘蛛身长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P=0.109,R2=0.629；b）不同种金

蛛之间支持带平均面积与蜘蛛身长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P<0.001,R2=0.9076；c）支持带平均长度与金蛛身

长的关系，P<0.001,R2=0.8595；d）蜘蛛身长与半径丝数目之间显著负相关，P=0.017,R2=0.5314。 

Fig.3.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average stabilimenta area and body  length of the spiders. ( all 

spiders of Argiope minuta) P=0.109,R2=0.629.  (b)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average  stabilimenta 

area and body  length of the spiders.  ( all 3 species)    P<0.001,R2=0.9076.  (c)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length of 

stabilimenta and the bogy length of spiders. P<0.001,R2=0.8595. (d)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number of radius and body length of spiders. P=0.017,R2=0.5314. 

 

2.5 半径丝数目与支持带平均面积的相关性 

   支持带平均面积与半径丝数目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P=0.017,R
2
=0.7916）（图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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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结合 Watanabe 和 Opell 等人的研究，推测支持带在增强蛛网抗冲击中发挥一定的作

用。 

2.6   2、4 对步足的平均跨度与半径丝近心端距中心的距离的相关性 

   在实验所采集的 27 只蛛网存在支持带的蜘蛛中，有 26 只在平静状态下至少有一只

步足位于支持带附近，而位于支持带附近的步足又以第 2 对和第 4 对居多，因此我们对蜘蛛

的 2、4 对步足的自然状态下的跨度进行了测量，发现其与支持带近心端距中心的距离呈显

著的正相关关系（P=0.001,R
2
=0.7981）（图 4-b）。说明支持带位置的选择与蜘蛛自然状态下

步足跨度有关，金蛛属蜘蛛依靠蛛网进行捕食，因而蛛网的敏感性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类

蜘蛛的捕食效率。由 Watanabe 和 Opell 等人的研究可知，蛛网的敏感性与半径丝的数目相

关[4]，而结合前面分析，体型较大的蜘蛛倾向于捕捉较大的猎物，其增加蛛网机械强度的

方法是减少半径丝的数目，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蛛网的敏感性，但体型较大的蜘蛛又倾向

于织面积较大的支持带，加之其自然状态下，至少有一只步足位于支持带上，这些证据是否

说明支持带在增强蛛网敏感性方面的作用还有待于更全面的实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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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a）支持带平均面积与半径丝数目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P=0.017,R2=0.7916；b）支持带近心端距蛛网

中心的距离与蜘蛛自然状态下 2、4步足的平均跨度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P=0.001,R2=0.7981。 

Fig.4.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number  of  radius  and  average  area  of  stabilimenta. 

P=0.017,R2=0.7916. (b)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average distance between the tips of one pair 

of legs (2nd and 4th pair of legs) and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proximal tip of radius and the center. 

3 分析与讨论 

3.1 支持带吸引猎物的假说 

很多实验室的或者野外实验都证明，有支持带的网捕捉到的猎物比没有支持带的网要多

[19]。并且同样情况下在第一、三象限有支持带的网捕到的猎物比在第二、四象限有支持带

的网捕到的猎物更多[11]，这也部分说明了在本野外实验中，为什么在第一三象限织支持带

的蜘蛛更多。 

关于这种现象，主要有两种解释。一些学者认为支持带在猎物眼中是不引起注意的，这

种关联性可能是由于其他原因造成。Blackledge 等人发现增加喂食会使得金蛛倾向于织更

多的支持带[6]，这种实验说明，有可能并不是支持带吸引了更多的猎物，而是更多的猎物

使得金蛛的网上具有更多的支持带。大部分金蛛的猎物都为昆虫，而大部分的昆虫（包括很

多金蛛的猎物）为三色视觉，三种感光色素对于 UV ( ca. 350 nm), 蓝光( ca. 440 nm)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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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光( ca. 530 nm)敏感[10]，支持带同时能刺激三种感官色素，一些实验证明很多昆虫不

会被这种物体所吸引[6]。该文章认为，由于缺少对红光的感受，这种白+UV 的颜色模式与

一般的泥土和落叶背景难以区分。但是在文章中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证据，并且并没有能够解

释金蛛在绿色背景下的情况。05 年的一项研究表明，支持带对于昆虫及鸟类的对比背景明

显度都是比较高的，说明支持带不论对于鸟类还是猎物都是可见的[17]。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倾向于支持另外一种假说，即支持带能够反射 UV 从而吸引猎

物。这也是我们认为比较有可能的一种假说。Craig 和 Bernard 等人在 1990 年的实验室实

验中，发现果蝇相比于用含有更多 UV 的白光照射的不反射 UV 的蛛丝，更倾向于飞向含更多

UV 的紫外白光照射的反射 UV 的蛛丝。[11]相比于强光环境下，弱光的环境下，金蛛织的支

持带臂更多，面积更大，密度也更大[12]。在弱光情况下，UV 也更少，所以金蛛倾向于织

更大更多更密的支持带以反射更多的 UV 来吸引猎物，这种现象显然无法用前一种假说解释。 

这种支持带通过反射 UV 来吸引昆虫的假说在进化上是可以解释的。金蛛在白天捕猎，

可能是通过支持带反射 UV 模拟花朵来吸引捕猎一些传粉昆虫。事实上，08 年的一个实验中，

当用过滤器过减弱蓝光和 UV 后，蜜蜂、无刺蜂和胡蜂等传粉昆虫都减少了，而对其他一些

昆虫的影响则不显著。很多花在人眼中看似不显著[7]，但是在昆虫不同于我们的三色视觉

中，则是十分醒目的。 重要的是很多花都在花瓣根部靠近雌雄蕊的地方具有导蜜斑（nectar 

guides），在 UV 照射下十分显著，通常是通过反射 UV 实现的。这就有可能金蛛的支持带正

是模仿了这种导蜜斑，从而达到吸引传粉昆虫猎物的效果。 

3.2 关于捕食者的假说 

有研究认为，支持带的存在可以帮助蜘蛛躲避捕食者，其依据是对于一部分对猎物体型

大小有限制的捕食者（例如蜥蜴）而言，十字形的支持带在视觉上可以加大蜘蛛步足的长度，

从而使蜘蛛显得比真实体型大数倍，对体型较小的捕食者产生震慑，从而起到躲避捕食者的

作用[13]。但在野外观察中发现，具有完整十字形支持带的蛛网所占比例很少（本实验中

11%），同时如果该假设成立的话，我们期望看到较大的支持带对于体型居中的蜘蛛更为有利

[18]，但这显然与我们的结果是不相符的。因此我们倾向于另外一种假设，即支持带的存在

增加了蜘蛛被捕食的风险，Tso 等人的实验也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发现在相同实验条件下，

网上具有支持带的蜘蛛更容易遭到捕食者的攻击[18]。前文已经论述，相比于蛛网的其它部

分，支持带能够反射更多的 UV，而蜘蛛的部分天敌（如唇须孔蛛 Portia labiata[14]、螳

螂[8]、蜥蜴[13]、鸟[17]）等可以通过紫外感受器捕捉到这部分 UV，因而支持带的存在反

而使蜘蛛更容易被捕食者所发现。 

3.3 实验结果分析与展望 

3.3.1 实验结果分析 

通过对比前人的研究结果，我们不难发现，支持带一方面可以吸引猎物，提高捕食成功

的几率；但另一方面又会增加被捕食的风险，因而是否织支持带、以及所织支持带的大小就

必然是金蛛属蜘蛛织网时不得不进行的一项权衡。如果我们假设一只不织支持带的蜘蛛一个

生活周期内平均捕食昆虫 N1只，每一只昆虫能够提供的能量为 E，其中 1/10 的能量用于繁

殖，而蜘蛛被捕食的概率为 P1，则一只蜘蛛顺利成活下来并用于繁殖的总能量 E1=N1E（1-P1）

/10；假设在有支持带的情况下，蜘蛛一个生活周期内平均捕食昆虫 N2只，蜘蛛被捕食的概

率为 P2，其它因子均保持不变，则 E2=N2E（1-P2）/10。根据 优化理论，自然选择总是倾向

于那些使动物 有效地传递它们的基因行为方式，包括 有效地从事各种活动的行为，使它

们在时间分配和能量使用方面达到 有效的水平[2]。无疑能够将更多的能量用于繁殖的捕

食策略在自然选择中是占优势的。比较 E1与 E2，我们不难发现，E1/E2的大小取决于 N1/N2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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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2)/(1-P1)的大小，即在支持带存在状态下，增加猎物捕获量和增加被捕食风险的相对程

度的大小。不难想象，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增加支持带的长度，显然对于增加猎物捕获量

更为有利，因而在猎物丰富的情况下，蜘蛛倾向于织面积更大的支持带[6]，而在猎物短缺

的情况下，蜘蛛只有尽量减小被捕食风险，才能维系用于繁殖的能量。 

在本实验中，蜘蛛的体型与支持带的面积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是这种权衡的一种反

映，体型较大的蜘蛛，如伯氏金蛛，其腹部警戒色明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被捕食的风

险，因而在适当范围内增加支持带的面积，能够更大程度地增加其捕获猎物的数量以维系个

体的发育和繁殖；而与之相反，体型较小的蜘蛛在个体发育上投入的能量相对较少，因而其

可能更多的会选择降低被捕食风险的捕食策略以维系较高的繁殖投入。 

3.3.2 实验展望 

（1）因为实验时间以及技术上的欠缺，本实验并不能直接证明支持带的大小反映出蜘

蛛捕食策略上的权衡，如果要深入探究这个问题，需要野外实验的支持，如在相似生境下选

择不同体型的几种金蛛，连续观察其在自然状态下捕食猎物的频率以及被捕食的频率。 

（2）实验中发现伯氏金蛛在网刚织完时并不具有支持带的结构，同样当破坏蛛网上支

持带时，金蛛也并不进行修复，而损坏的支持带也并不影响蜘蛛的正常活动，因此理论上可

以排除支持带的承重作用。统计中发现支持带的面积与半径丝的数目呈显著的负相关，而且

支持带到中枢区的距离与蜘蛛附肢长度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为半径丝的多少与蛛网的敏

感性相关，半径丝越少，蛛网敏感性越低，在半径丝较少的状态下，支持带面积反而较大，

并且其位置的选择与蜘蛛步足长度显著相关，可能说明支持带在增加蛛网的敏感性上起动一

定作用。证明这个假说，需要建立相应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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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目山周边蝴蝶寻找花朵的主要途径研究 

孙洪源
1   

严凤阳
2   

周润东
3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上海 200433） 

摘要：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情景：一只翩翩起舞的蝴蝶落在花朵上，不一会又离开了花朵。

在这短短的几秒钟时间，蝴蝶便完成了花的授粉。那么，我们是否应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这些花朵究竟是通过什么途径来吸引传粉的昆虫？在以蝴蝶为主要传粉昆虫的天目山上，该

问题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关键词：蝴蝶，花朵，传粉 

The research on the way of flower finding of butterfly around Tian 

Mu Mountain 

Hongyuan Sun1, Fengyang Yan2, Rundong Zhou3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We can often see scenes like this: A flying butterfly lands on a flower, and leaves after a 

short period. The butterfly has completed the process of the pollen transporting during these 

seconds. Well, should we think about such a question like this: How the flowers attract insects for 

pollen transporting? It is necessary to do research of it in Tian Mu Mountain, where butterflies act 

as the main pollen transporter. 

Key words: butterfly, flower, pollen-transportation 

 

天目山上蝴蝶的数量很多，种类也比较繁杂，小到飞翔在花丛中的菜粉蝶，大到色彩斑

斓的凤蝶。除了少数种类，这些蝴蝶基本以吸食花蜜而生。在吸食花蜜的同时，也会有少量

花粉附着在蝴蝶的身体上，在蝴蝶吸食下一朵花的花蜜时，花朵的授粉过程便完成了。这便

是蝴蝶与花朵的互利共生，但维持这样的关系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要保证昆虫可以被花朵

吸引。于是，自然中的花朵进化了很多种能够吸引传粉者的器官：能够散发香气的蜜腺，颜

色艳丽的花朵等。从结果来看，它们的策略很成功，蝴蝶、蜜蜂甚至一些鞘翅目的小昆虫也

被它们吸引了过去。但蝴蝶究竟是靠什么来寻找花朵的呢？是通过视觉，亦或者是嗅觉？这

就是本次试验需要探讨的问题。 

1.实验材料与方法 

1.1 昆虫捕捉 

7 月 13 日上午，本组携带了捕虫网两个以及不透光的容器一只。为了尽量减少蝴蝶受

到的外界干扰，我们听从老师的建议采用了一只小型的纸板箱，并在箱壁上戳出若干小孔来

保证空气的流通。至 12：00 前，共捕捉了 10 只蝴蝶，由于未知原因死亡一只，在剩下的 9

只中有凤蝶 3 只，蛱蝶 3只，菜粉蝶 3 只。 

1.2 实验设计 

想要知道蝴蝶到底是依靠嗅觉还是视觉寻找食物，可以遵循以下实验设计思路：首先，

排除视觉因素，单看嗅觉因素带来的影响；其次，排除嗅觉因素，单看嗅觉因素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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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对两者的结果进行比较。排除视觉因素通过将花朵捣碎，将汁液滴到没有气味的卫生

纸上来实现；排除嗅觉因素可以采用无味的假花来实现，但由于条件所限，我们采用了将真

花罩在一次性透明塑料杯的下面的方法。实验在接近透明的大型塑料箱中进行，这是为了使

实验条件处为 接近自然的环境之下（大空间，有阳光）。 

我们选择了 3 种花：南瓜花、石竹花、野菊花。每种花进行 3 组实验，3组实验的实验

前准备步骤如下：1.将蝴蝶放入塑料箱，并在塑料箱中放入倒置的塑料杯，上置滴有汁液的

卫生纸（称“纸巾”）。2. 将蝴蝶放入塑料箱，并在塑料箱中放入倒置的塑料杯，将花朵正

立置于杯中（称“假花”）。3. 将蝴蝶放入塑料箱，并在塑料箱中放入正置的塑料杯，将花

朵正立置于杯中（称“真花”）。 

准备步骤完成后，便可以进行等待和数据记录。实验的目的是观察蝴蝶是否能够被目标

吸引，那么，如何确定蝴蝶是否被目标吸引了呢？我们采用了“5 秒规则”，即：如果某只

蝴蝶停留在目标上的时间超过 5 秒，那么就认为该蝴蝶被该目标吸引。这是为了防止出现因

为蝴蝶偶然停留在花朵上的情况所造成的误差。观察持续半小时，统计被目标吸引的蝴蝶数

量，从中寻找规律。 

2.实验结果与结论 

由于 9 只蝴蝶按照小、中、大来分恰好各 3 只，在结果中将其分开统计。下面的表格显

示了分别以南瓜花、石竹花、野菊花为对象的蝴蝶被目标“纸巾”、“假花”、“真花”吸引数

量的统计结果。 

表 1  以南瓜花为对象 

  纸巾  假花  真花 

大蝶（凤蝶）  0  1  1 

中蝶（蛱蝶）  0  0  0 

小蝶（粉蝶）  0  1  1 

表 2  以石竹花为对象 

  纸巾  假花  真花 

大蝶（凤蝶）  0  0  0 

中蝶（蛱蝶）  0  0  0 

小蝶（粉蝶）  0  2  2 

表 3  以野菊花为对象 

  纸巾  假花  真花 

大蝶（凤蝶）  0  1  1 

中蝶（蛱蝶）  0  0  0 

小蝶（粉蝶）  0  2  2 

 

拍摄的图像在 后的附图中，其中，在对大蝶被野菊花吸引的拍摄过程中大蝶逃离导致

照片没有拍到。 

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无论是哪种花，蝴蝶都没有被滴有花汁的的纸巾所吸引。而罩有

塑料杯的南瓜花吸引了大蝶 1 只，小蝶 1 只；罩有塑料杯的石竹花吸引了小蝶 2只；罩有塑

料杯的野菊花吸引了大蝶 1 只，小蝶两只。使用真花实验，得到的数据同使用罩有塑料杯的

花朵的数据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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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们便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蝴蝶不是靠嗅觉来寻找花朵，而是靠视觉； 

2.蝴蝶对于花朵有选择性，不是所有蝴蝶都会被同一种花吸引。 

3.实验讨论 

通过实验数据，我们基本得出了开篇处提出的问题的答案。但由于实验条件所限和考虑

情况的不充分，有很多会影响结果的因素在实验中没有考虑，如果能够改善这些的话应该可

以获得更精确、更有说服力的结果。据分析，会影响到实验结果的因素有如下几条等： 

1.光照强度 

蝴蝶的活动能力是与光照强度相关的。在实验时可以发现，在阳光变强的时候蝴蝶的活

动极为活跃，当阳光变弱（如乌云）时，蝴蝶活动不活跃。所以，实验时的光照强度应该尽

量达到 适宜蝴蝶活动的光照强度。因此，我们选择在阳光下进行实验，以便模拟蝴蝶的生

活所需的光照强度。但由于塑料箱不是完全透明，会有部分光线被散射，事实上并不能完全

模拟蝴蝶的生活环境。如果能够采用完全透明的塑料（或者玻璃）箱，效果应该会更好。 

2.蝴蝶取食的单一性 

在试验中，我们观察到捕捉到的三只蛱蝶对于 3 种花都没有兴趣。这是因为，蝴蝶不是

泛食性动物，每种蝴蝶都只会被特定的几种花所吸引。在实验之前应该做好调查工作，查清

各种蝴蝶的取食喜好，并依此针对采集到的花朵进行蝴蝶捕捉（或针对捕捉到的蝴蝶进行花

朵采集）。 

3.惊吓/疲劳 

在捕捉蝴蝶时，难免会使蝴蝶受到惊吓，并因此使其消耗能量，导致疲劳、活动能力下

降。因此， 好在捕捉到蝴蝶后将其饲养一段时间，然后再进行实验。或者更好的办法是让

蝴蝶没有发觉自己被捕捉到了，如选择野外宽阔地带为实验地点，尽量放大实验空间，使蝴

蝶感觉自己就是在野外，没有受到惊吓。 

4.进食时间 

蝴蝶每天有固定的进食时间，尽量要在此时间内进行试验，以防止出现由于蝴

蝶没有食欲而不被花朵吸引的情况。 

5.环境温度/湿度 

温度/湿度也是影响取食活动的因素， 接近于自然环境的温度/湿度是 适合蝴蝶取食

的。如果有条件的话， 好能对该两项指标进行调节与控制。 

6.空间大小 

实验是在小型塑料箱中进行的，这与蝴蝶生活的自然环境是不同的。可以的话还是要在

尽可能大空间中进行试验。 

7.样本数量 

本次实验 大的问题在与样本数量上。虽说从少数的数据中也能得到结论，但毕竟样本

数量过少就难以得出普遍性的规律。因此，本次实验的结果不能称之可靠。原计划花出两天

时间来捕捉蝴蝶，但由于次日天气阴雨无法进行蝴蝶捕捉，只能以第一天的数据进行分析。

理想情况是用一周时间进行实验，将样本容量扩大至 3 位数，这样得到的数据才能令人信服。 

8.实验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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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实验由于条件限制，只采用了含有花朵提取液的纸巾进行香味的模拟，但是我们没

有办法证明花朵提取液的味道对于蝴蝶来说与花朵的味道相一致，可以采用花的多个部分

（如花瓣，花药，花蜜）的提取液来进行实验会让实验更加严谨。 

经过小组讨论，我们认为比较理想的实验方法是：选取多个蝴蝶众多的花草丛，在尽量

不打扰到蝴蝶的条件下布下一张大的纱布网，选取与草丛中花同种的假花作参照，还有模拟

花香的香水作另一个参照，对大量蝴蝶进行几天的连续观察，将数据汇总，使结果产生统计

学的意义，让结果更具有说服力。 

4.小结 

蝴蝶的复眼可以辨别的颜色不多，但大部分的蝴蝶都可以识别蓝色和黄色，这也是一般

花朵的颜色。因此，蝴蝶可以在众多绿色的植株中找到花朵的位置。而蝴蝶的嗅觉器官很发

达，在求偶和寻路时的应用很频繁，但似乎花蜜的味道并不能成为吸引他们的必要条件。这

也说明了一个事实：动物的行为不能够单单从解剖学的角度来推测，必须通过实验来证明。

本次实验由于准备比较仓促以及人手不足的缘故，没有得到 令人满意的结果，但作为科学

者我们应该拥有凡事用实验说话的精神，本着以事实为准的原则进行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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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图 1，大碟被南瓜花（假）吸引 

 
图 2，大碟被南瓜花（真）吸引 

,  

图 3，小蝶被南瓜花（假）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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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小蝶被南瓜花（真）吸引 

 

图 5，小蝶被石竹花（假）吸引 

 
图 6，小蝶被石竹花（真）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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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大蝶被野菊花（真）吸引，并且将野菊花打翻在地。 

 
图 9，小蝶被野菊花（假）吸引 

 
图 10，小蝶被野菊花（真）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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