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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田鼠指名亚种和长江亚种筑巢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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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解东方田鼠（Microtus fortis）筑巢行为在不同环境条件下的适应性进化。在实验室内采用
48 h 等级法和连续 144 h 巢材获取重量法，比较了东方田鼠长江亚种（M. f. calamorumt）和指名亚种
（M. f. fortis）筑巢行为。结果表明，东方田鼠指名亚种和长江亚种皆能主动获取巢材并建筑质量良好
的巢，具有稳定的筑巢行为；东方田鼠两个亚种的筑巢行为在利用巢材能力（P < 0.01）和获取巢材能
力（P < 0.05）上皆具有显著性差异；指名亚种雌雄个体在利用巢材（P < 0.05）和获取巢材的能力（P
< 0.05）上皆具有显著差异，而长江亚种在这两个方面都不存在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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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daptive evolution occurs rapidly under the environment demand and can be an important element
in the evolution of animals. Former researches about the adaptive evolution of animals are most focus on the
changes of morphological traits, but few studies have compared the behavior. Relative to morphological
traits, we know little about the adaptive evolution of complex behavior in nature. To understood the difference
for adaptive evolution, we tested the nesting behavior in two subspecies of Microtus fortis, M. f. fortis from
Qingtongxia of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and M. f. calamorum that from Dongting Lake of Hunan
province. In the present study, two methods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nesting behavior of each vole: the 48 h
nesting test for the ability of using nesting materials, which materials were contained in the cage, and we
grade a point of the nest that build after 48 hours; the 144 h test for the ability of collecting nesting materials,
which the weight of materials used by rodents can be recorded every 24 hours and during the test. Differences
of nesting points and nesting materials weight between the two subspecies were analyzed by One-way
ANOVA test. We found that two subspecies of M. fortis are both behaved strong capacity of nesting, actively
acquired nesting materials, and build good quality nests. However, the nesting behavior is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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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tly between two subspecies of M. fortis in their nesting point (P < 0.01, Fig. 2) and the nesting
material weight (P < 0.05, Fig. 3).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nesting point (P < 0.05) and nesting
material weight (P < 0.05) between females and males of M. f. fortis; but the differences of the nesting
behavior between the male and female individuals did not appear in M. f. calamorum. Our results indicated
both the two subspecies of M. fortis have strong nesting requirements, and M. f. fortis own better nesting
ability in terms of nesting materials usage and collection rather than M. f. calamorum. For these two closely
related species, the difference of nesting behavior can also reflect the adaptive evolution to different
environments.
Key words: Microtus fortis; M. f. fortis; M. f. calamorum; Nesting behavior; Adaptive evolution

动物有机体的各层次表型往往会发生适应

啮齿动物自身新陈代谢的特点，常面临保持身

性进化，如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地雀属

体核心温度稳定的严峻挑战，而巢提供的物理

（Geospiza）各物种喙的形状针对不同的食物

隔绝等功能，对巢内热量流动具有明显缓冲作

类型，而发生了适应性进化（Grant et al. 2006）
。

用，是它们对低温环境条件重要的适应性特征

行为也是一种表型，亦可发生适应性进化

之一（Lynch et al. 1976，Vogt et al. 1982，郑智

（Weber et al. 2009），是动物适应环境条件变化

民等 2008）
。

的代步者（谢强等 2010，尚玉昌 2014）。

我们在野外和实验室发现东方田鼠

研究动物行为的进化本身面临诸多困难，

（Microtus fortis）指名亚种（M. f. fortis）和长

罕有行为化石的存在；易受表形可塑性及环境

江亚种（M. f. calamorum）个体皆具有筑巢行

条件等因素影响。其中，因行为普遍缺乏离散

为。二者虽是有着相同遗传基础的同一物种，

性可量化的特征（Skinner 1984，尚玉昌 2014）
，

其各自种群却在约 64 万年的地理隔离中产生

使得研究者难以对行为的细微和连续性进化改

了遗传和形态等方面的分化及相关特征的适应

变特征进行研究。啮齿动物筑巢行为（nesting

性进化（胡忠军等 2006，高骏 2017）。同时，

behavior）研究的方法体系，提供了对该行为进

二者的原始生境，即黄河河套青铜峡地区（指

行一定程度定量测试的研究方法（Lynch 1980，

名亚种）和长江流域洞庭湖地区（长江亚种）

Dirckamer et al. 2000，Deacon 2006），为研究者

的环境具有较大差异，特别是气候温度条件，

提供了研究其适应性进化的机会，从而对啮齿

如全年平均气温相差达 9.3 ℃，而冬季的平均

动物的筑巢行为在适应性进化过程中发生的相

气温差甚至达到了 14.0 ℃（黄菊梅等 2013，

对细微和连续性的变化进行较为精确的比较研

柳春等 2013），作为小型啮齿动物的东方田鼠

究。

指名亚种和长江亚种在保持体温恒定等能量代
筑巢行为是小型啮齿动物极其重要的适应

谢方面将面临不同的挑战。由此，我们假设东

性特征（Lynch et al. 1976，Broida et al. 1982，

方田鼠指名亚种和长江亚种在各自地理环境长

Keisala et al. 2007），受到筑巢材料、环境温度、

期的生存适应中，由于气候温度等环境条件的

母性经验、遗传及个体差异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不同，为满足自身相应的生存需求，它们的筑

啮齿动物的筑巢行为亦产生相应变化（Lisk et

巢行为将发生适应性进化，以提高自身适合度

al. 1969，Lynch et al. 1976，Broida et al. 1982，

和对环境的适应性。

Keisala et al. 2007），因此研究筑巢行为对动物

而物种内部的比较可消除物种间差异所造

的适应性进化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及价值

成的不可控变量的影响，且在室内控制条件下

（Dawkins 1999，Weber et al. 2009）。由于小型

避免了大多数环境因素等外部条件对行为产生

5期

张琛等：东方田鼠指名亚种和长江亚种筑巢行为

·675·

的后天影响，对其适应性进化研究提供了更加

至 48 h，将常用的 24 h 等级法改良为 48 h 等级

严格的条件控制（Weber et al. 2009）。因此，本

法。在东方田鼠用给定筑巢材料进行筑巢后，

研究选择东方田鼠指名亚种和长江亚种为研究

对其筑巢等级进行打分，被试鼠获得的筑巢等

对象，旨在探讨同一物种在不同的环境中，其

级分数越高则判断其利用巢材的能力越强。

筑巢行为的适应性进化。为检验上述假设，参

将被试鼠连同其饲养笼置于（20 ± 1）℃的

照小型啮齿动物筑巢行为的研究方法（Lynch

行为观察实验室饲养至少 3 d，以适应实验环

1980，Dirckamer et al. 2000，Deacon 2006，任

境。实验开始前 24 h 将被试鼠放置于新的饲养

宝红 2011），在实验室条件下，评测东方田鼠

笼中，木屑垫料加入厚度为 1 cm，水和食物充

开始筑巢行为的延迟时间，以及在规定时间内，

足供应。实验当日 16:00 时在笼中固定位置放

对固有筑巢材料的利用程度和对给定筑巢材料

入 2 叠边长为 5 cm 的正方形无味薄纸巾片（每

的获取量，评测其两亚种筑巢行为在利用巢材

叠 8 张，
共 16 张）
。
首先观察记录被试鼠在 120 min

和获取巢材方面的能力，以了解在适应性进化

内，从纸巾被放入到开始筑巢行为的延迟时间。

过程中，两亚种筑巢行为的差异。

此后分别在 2 h、24 h、48 h 按如下评分标准对

1

材料与方法

各被试鼠的筑巢等级进行评测：0 分，几乎没
有碰纸巾；1 分，纸片被挪动，但杂乱散布于

实验动物及分组

笼中各处，没有被撕咬或折叠；2 分，纸片被

实验用鼠为东方田鼠，其中长江亚种由中

聚到笼的一侧，但较松散，没有成型的巢，没

国科学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提供，为洞庭湖

有明显撕咬或折叠的痕迹；3 分，纸片被聚拢

区湖滩捕获驯养的室内封闭群后代；指名亚种

折叠成盘状较平的巢，但纸片没有被撕咬成小

亲本由上海实验动物中心提供，为宁夏青铜峡

块；4 分，纸片被聚拢折叠成较深的碗状巢，

河滩捕获驯养的室内封闭群后代。实验用鼠皆

并被撕咬成小块（图 1）
。此项实验由同一观察

为双亲抚育，于 20 日龄时被从双亲饲养笼中移

者评分，评分时不知道实验鼠的性别、种类和

走。实验鼠单独饲养于长 × 宽 × 高为 37 cm ×

编号等信息（盲法评分）
。

27 cm × 17 cm 的饲养笼中，饲料和水自由摄

1.3

1.1

获取巢材能力评估

取，光照 12 L︰12 D，即 12 h 光照 12 h 黑暗

本研究参照了 Dirckamer 等（2000）的实

的光照周期，并定期更换垫料。饲料由湖南省

验方法和筑巢等级划分标准，采用连续 144 h

莱斯康公司提供，用灭菌木屑作为垫料，饮用

巢材获取重量法，测量被试鼠在 48 h 时间中获

水为自来水，饲养温度保持在 18 ~ 22 ℃。

取给定巢材的重量，以此评估其获取巢材的能

所有实验用鼠从健康的成年个体中随机
选取，两个亚种雌雄各 10 只。长江亚种的体重，
雌性个体平均为（56.53 ± 2.19）g，雄性个体平

力，获取的巢材重量越大，则认为其获取巢材
的能力越强。
筑巢等级实验后，将被试鼠连同其饲养笼

均为（82.26 ± 3.69）g；指名亚种的体重，雌性

重新置于行为观察实验室，正常饲养至少 3 d。

个体平均为（55.22 ± 2.71）g，雄性个体平均为

在实验开始前 24 h 将实验鼠放置在新的饲养笼

（98.81 ± 3.85）g。

中，水和食物充足供应，不提供垫料。实验当

1.2

利用巢材能力评估

日 16:00 时在投料口放置 40 g 脱脂棉块供被试

本研究参照了 Dirckamer 等（2000）的实

鼠筑巢并开始实验，于 48 h 后取出投料口剩余

验方法和筑巢等级划分标准，但在预实验中发

棉花称量并记录，通过计算获得被试鼠此次实

现部分被试鼠在 24 ~ 48 h 之间仍具有较为频繁

验获取的巢材重量。测量结束后，按如下评分

的筑巢行为，因而在此实验中将观察时间延长

标准对各被试鼠获取巢材后的筑巢等级进行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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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田鼠纸片筑巢的评分方法（单位：分）

Scoring method of tissues nesting in Microtus fortis (unit: point)

测：0 分，被试鼠没有获取巢材进行筑巢；1
分，被试鼠获取了巢材，但未能筑成稳定巢；2

2

结果
东方田鼠指名亚种和长江亚种开始筑巢

分，被试鼠获取了巢材，筑成了稳定的非封闭

2.1

巢；3 分，被试鼠获取了巢材，筑成了稳定的

行为的延迟时间比较

封闭巢。此项实验由同一观察者评分，评分时

在 2 h 内，长江亚种开始筑巢行为的延迟

不知道实验鼠的性别、种类和编号等信息，亦

时间平均为（47.60 ± 9.45）min，指名亚种开始

均采用盲法评分。此后，连续对被试鼠重复以

筑巢行为的延迟时间平均为（12.17 ± 2.62）min，

上实验操作 2 次，从而获得被试鼠在连续 144 h
内 3 次重复测量实验中获取的巢材重量，以此
来评估被试鼠获取巢材的能力。
1.4

统计分析
实验数据用平均值 ± 标准误（Mean ± SE）

表示。所有数据在统计分析前，经正态分布
（Kolmogorov-Simirnov test）和方差齐性检验
（ Levene tests ）。 使 用 单 因 素 方 差 分 析
（One-way ANOVA）对被试鼠开始筑巢行为的

二者具有显著的差异（F = 10.631，df = 38，P <
0.01）。长江亚种雌性个体开始筑巢行为的延迟
时间比指名亚种雌性个体的平均长 29.58 min，
且具有显著性差异（F = 8.182，df = 18，P <
0.05）；长江亚种雄性个体开始筑巢行为的延迟
时间比指名亚种雄性个体的平均长 41.27 min，
且具有显著性差异（F = 6.950，df = 18，P <
0.05）（表 1）
。
东方田鼠长江亚种雌性个体开始筑巢行
为的延迟时间比雄性个体平均短 17.33 min，但

延迟时间和获取巢材的重量进行检验分析；使

二者差异不显著（F = 2.222，df = 18，P > 0.05）
；

用 重 复 测 量 的 单 因 素 方 差 分 析 （ Repeated

指名亚种雌性个体比雄性个体平均短 5.64 min，

measure one-way ANOVA）分别分析东方田鼠

亦不具有显著性差异（F = 0.847，df = 18，P >

两个亚种 48 h 的筑巢等级和 144 h 巢材获取重

0.05）。

量的差异性；使用 Spearman 相关分析检验被试

2.2

鼠获取巢材重量与其获取巢材后的筑巢等级，

巢等级的变化

东方田鼠指名亚种和长江亚种 48 h 内筑

以及被试鼠获取巢材重量与其体重之间的相关

在 48 h 的观察期内，东方田鼠两亚种的雌

关系。统计分析在 SPSS for Windows V20.0 软

雄个体筑巢等级均随时间的延长而显著提高

件中完成，采用双尾检验，显著性水平为 0.05。

（F 雌 = 6.579，df = 57，P < 0.05，图 2a；F 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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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田鼠两亚种开始筑巢行为所需时间（平均值 ± 标准误）

Mean time required for Microtus fortis between two subspecies to begin with
nesting behavior (Mean ± SE)

性别 Gender
雌性
Female
雄性
Male

亚种 Subspecies

样本数 Number

时间 Time (min)

长江亚种 M. f. calamorum

10

38.94 ± 12.85

指名亚种 M. f. fortis

10

9.35 ± 3.90

长江亚种 M. f. calamorum

10

56.27 ± 13.98

指名亚种 M. f. fortis

10

14.99 ± 3.47

图2
Fig. 2

P
0.010

0.017

东方田鼠两亚种 48 h 内筑巢等级的变化

Changes of nesting degree in 48 h in different groups of Microtus fortis
a. 雌性；b. 雄性。a. Female; b. Male.

9.383，df = 57，P < 0.01，图 2b），被试鼠最终

0.05）。

都能建筑 2 分及以上级别的巢。东方田鼠两亚

2.3

种间筑巢等级具有显著的差异（F = 24.303，df

内获取巢材重量和其筑巢等级的变化

东方田鼠指名亚种和长江亚种连续 144 h

= 38，P < 0.01），其中，指名亚种雌性个体的

在连续 144 h 的观察期内，东方田鼠两亚

筑巢等级平均为（3.80 ± 0.08）分，显著高于长

种的雌雄个体获取巢材的重量均随时间的延长

江亚种雌性个体的（2.90 ± 0.07）分（F = 32.224，

而显著增加（F 雌 = 15.936，df = 57，P < 0.01，

df = 18，P < 0.01，图 2a）
；指名亚种雄性个体

图 3a；F 雄 = 13.286，df = 57，P < 0.01，图 3b）。

的筑巢等级平均为（3.40 ± 0.08）分，显著高于

长江亚种 3 次重复实验中获取的巢材重量平均

长江亚种雄性个体的（2.60 ± 0.04）分（F =

为（16.42 ± 1.13）g，指名亚种获取的巢材重量

7.963，df = 18，P < 0.05，图 2b）。

平均为（21.80 ± 1.12）g，二者具有显著性差异

东方田鼠两亚种组内雌雄个体利用巢材能

（F = 7.113，df = 38，P < 0.05）
。其中，指名亚

力的差异表现有所不同，指名亚种雌性个体的

种雄性个体获取的巢材平均为（24.66 ± 1.75）g，

筑巢等级显著高于其雄性个体的筑巢等级（F =

显著多于长江亚种雄性个体获取的（15.68 ±

5.335，df = 18，P < 0.05）
；长江亚种雌性个体

1.67）g（F = 8.356，df = 18，P < 0.05），而指

的筑巢等级略高于其雄性个体的筑巢等级，但

名亚种雌性个体获取的巢材平均为（18.95 ±

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平（F = 3.449，df = 18，P >

1.22）g，略多于长江亚种雌性个体所获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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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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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田鼠两亚种 144 h 内获取巢材重量的变化

Changes of nesting material weight in 144 h in different groups of Microtus fortis
a. 雌性；b. 雄性。a. Female; b. Male.

（17.16 ± 1.53）g，但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平（F

P < 0.01，r = 0.823；指名亚种雌性 P < 0.01，r

= 0.569，df = 18，P > 0.05）。

= 0.879，雄性 P < 0.01，r = 0.624）。

东方田鼠两亚种中同一亚种雌雄个体获取
巢材的能力有所不同，指名亚种雌性个体获取

3

讨论

的巢材显著少于其雄性个体获取的巢材（F =

本研究表明，东方田鼠指名亚种和长江亚

5.374，df = 18，P < 0.05）
；而长江亚种雌性个

种的雌雄个体皆能主动获取巢材并建筑质量良

体获取的巢材略多于其雄性个体获取量，但没

好的巢，表现出筑巢行为；长江亚种开始筑巢

有显著性差异（F = 0.237，df = 18，P > 0.05）
。

行为的延迟时间比指名亚种的长；指名亚种不

东方田鼠指名亚种雌性个体获取巢材后的

论雌雄都具有比长江亚种更强的利用巢材的能

筑巢等级平均为（2.37 ± 0.07）分，显著高于长

力；指名亚种雄性获取巢材的能力比长江亚种

江亚种雌性个体的（1.63 ± 0.06）分（F = 12.168，

雄性更强，但两亚种雌性获取巢材的能力没有

df = 18，P < 0.05）；指名亚种雄性个体获取巢

差异；两亚种筑巢行为的性别差异表现有所不

材后的筑巢等级平均为（2.00 ± 0.06）分，亦显

同，指名亚种雌性利用巢材的能力强于雄性，

著高于长江亚种雄性个体的（1.43 ± 0.07）分（F

而其获取巢材的能力却弱于雄性，长江亚种的

= 7.686，df = 18，P < 0.05）。

筑巢行为在利用巢材的能力和获取巢材的能力

东方田鼠长江亚种雌性个体获取巢材的重
量与其获取巢材后的筑巢等级之间无相关性

方面皆不存在性别差异。
3.1

东方田鼠筑巢行为的表现

（P > 0.05，r = 0.406），其雄性个体的有正相

白足鼠属（Peromyscus）鼠类的挖洞行为

关性（P < 0.01，r = 0.703）；指名亚种雌性和

由少数几个基因控制，且受进化规律的影响

雄性个体获取巢材的重量均与其获取巢材后的

（Weber et al. 2013），小家鼠（Mus musculus）

筑巢等级之间无相关性（雌性 P > 0.05，r =

的筑巢行为受遗传和后天学习两方面的影响

0.342；雄性 P > 0.05，r = 0.202）。东方田鼠两

（Broida et al. 1982，Keisala et al. 2007）
。由于

亚种获取巢材的重量与其体重之间皆具有正相

小型啮齿动物存储的热量有限，而相对体表面

关性（长江亚种雌性 P < 0.01，r = 0.806，雄性

积却很大，因此面临保持身体核心温度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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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峻挑战（郑智民等 2008）
，巢提供的物理隔

二者筑巢行为发生不同的适应性进化。本研究

绝，对巢内的热量流动具有明显的缓冲作用

证实了东方田鼠分布于更为靠北、较寒冷地区

（Lynch et al. 1976），所以良好的筑巢能力对小

的指名亚种具有更强的筑巢能力，因此可初步

型啮齿类动物的生存适应具有重要的作用。

推断，不同的环境条件促使筑巢行为在东方田

Barnett 等（1954）发现，在﹣2 ~﹣4 ℃的环境

鼠种内发生了适应性进化。相比长江亚种，指

中，小鼠的巢内温度可高达 26 ℃。因而筑巢

名亚种开始筑巢行为的延迟时间更短，这是否

行为可以帮助它们有效减少能量的损失，以适

是该鼠在北方更为严峻的环境条件影响下，具

应自身新陈代谢的特点和低温环境条件（Vogt

有了更强的筑巢行为本能？指名亚种不论雌雄

et al. 1982，郑智民等 2008）。另外，筑巢行为

皆具有更强的利用巢材的能力，这是否暗示着

与小型啮齿动物的繁殖关系密切（Lee 1973）
，

其为了应对北方寒冷环境条件的挑战，进化出

筑巢行为的表现能影响分布于寒冷地区的根田

了建筑更高保暖性能巢的能力？指名亚种雄性

鼠（Microtus oeconomus）繁殖的成败（Sun et al.

具有最强的获取巢材的能力，是否如白足鼠属

2010）。本研究表明，作为小型啮齿动物的东方

的北方物种一样为了建筑更大的巢，而更大的

田鼠虽已在室内封闭繁殖了 20 代以上，但皆能

巢对东方田鼠指名亚种的生存适应价值何在？

自发地独立完成筑巢，表现出稳定的筑巢行为。

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东方田鼠两亚种筑巢行为的适应性进化

3.2
差异

3.3

东方田鼠两亚种筑巢行为的性别差异
动物在行为表现上常具有性别差异，如长

筑巢行为是小型哺乳动物适应低温环境的

爪沙鼠（Meriones unguiculatus）雌鼠比雄鼠贮

主要行为机制之一，巢可提供一定的物理隔绝

藏 食 物 多 （ Nyby et al. 1973 ）， 而 食 蝗 鼠

和有效地减少能量的损失（Lee 1973，Vogt et al.

（Onychomy torridus）则正好相反，即雄性会

1982），对小型哺乳动物的生存和繁殖都具有重

贮藏更多食物（McCarty et al. 1975）；根田鼠在

要意义。动物因适应环境和对巢的需求不同而

对同类尿气味的行为识别模式上亦具有性别差

发生相应行为适应性进化的情况在自然界普遍

异（孙平等 2004）
。东方田鼠两亚种的雌雄个

存在（Winkler et al. 1993，郑光美 2012，尚玉

体在体型上皆具有显著差异，雄性个体比雌性

昌 2014）。如小家鼠在繁殖期会精心建筑封闭

个体大，具有性二型现象（胡忠军等 2006）。

性较高的圆顶巢，非繁殖期则一般建筑开放性

一方面根据贝格曼法则（Bergmann′s rule），体

的 巢 （ Lynch 1981 ）， 而 金 花 鼠 （ Eutamias

型较大的雄鼠可相对减少热散失；另一方面，

asiaticus）只有当冬季来临时才会挖掘较深的

东方田鼠的性二型现象暗示着其交配制度应为

洞，以避免冬眠时受冻（尚玉昌 2014）
。与较

一雄多雌制（Cluttonbrock et al. 1986）
，在此情

温暖的环境条件相比，温度较低时，同一种白

况下，雌性个体通常有更大的繁殖投入和能量

足鼠属的鼠会建筑更大的巢（Lynch 1974，

消耗（尹峰等 1998，都玉蓉等 2001，尚玉昌

Weber et al. 2009），而具有较近遗传关系的白足

2014），而巢能有效减少能量损失（Vogt et al.

鼠属鼠类的北方物种比南方物种通常建筑更大

1982），保证小型啮齿动物的繁殖成效（Lee

的巢（King et al. 1964）。东方田鼠的这两个亚

1973，Sun et al. 2010）。这两方面的原因可能使

种有着相同的遗传背景，诸多表型特征极其相

东方田鼠雌雄个体对巢的需求程度不同，从而

似（高骏 2017）
，但它们原始生境具有巨大的

导致东方田鼠的筑巢行为极有可能出现性别间

差异，特别是气候温度等条件（黄菊梅等 2013，

差异。但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只有东方田鼠指

柳春等 2013），因此，二者需要适应不同的生

名亚种的筑巢行为具有性别差异，而其长江亚

境，对巢的需求有一定差别，这极有可能造成

种的筑巢行为不具有性别差异，该现象可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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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名亚种具有比长江亚种更为明显的性二型差

的适应性进化，可能是东方田鼠这个物种能够

异分化有关（胡忠军等 2006）
。至于东方田鼠

分布于纬度横跨 25°的广袤生境的关键因素之

两亚种筑巢行为的性别差异为何有所不同，这

一。

种差异具有哪些适应性价值等问题，还待进一
步的研究。
3.4

总结
本研究揭示了东方田鼠筑巢行为的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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