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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色彩图案作为最显著的外部形态特征之一，在动物生存与交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了解鳜
（Siniperca chautsi）早期发育过程中这一形态特征变化，采用 CCD-Adapter 解剖镜对鳜早期（胚胎期
至出膜 40 日龄）体表色素细胞种类与分布、主要图案（条、带、斑）的形成过程进行了观察，同时对
不同部位皮肤进行组织切片观察。结果显示，胚胎期，最早观察到黑色素细胞，位于卵黄囊和油球，
出膜前，头部出现黄色素细胞；出膜后，黑色素细胞发育最为显著，红色素细胞出现在眼球后部和躯
干前部；5 日龄后，黄色素细胞发育增加，鱼体各部位均有分布，黑色素细胞继续发育，图案形成开
始。鳜早期色彩图案形成过程：（1）躯干纵带：5 日龄，背部出现少量黑色素，14 日龄，背鳍基部黑
色素与腹部黑色素相连；
（2）头部过眼条带：10 日龄，鳃盖后上方黑色素明显增多，12 日龄，眼球后
部经鳃盖后上缘至背部前端的条带形成，17 日龄，上颌至眼球前部的条带形成；（3）头顶条带：6 日
龄，头顶正上方黑色斑点增多，18 日龄，头部上方黑色斑块分别向前、后延伸，23 日龄，头顶正上方
黑色条带基本形成；（4）躯干斑块：8 日龄，尾部底端出现一个较小的黑色斑块，15 日龄，尾柄前部
出现 3 个不规则黑色斑块，25 日龄，躯干中后部 5 个近圆形黑色斑块形成。结果表明，鳜胚胎期至出
膜 40 日龄，体表出现黑色素细胞、黄色素细胞和红色素细胞，体色以黑色为主，主要条带或斑块在仔
鱼 5 日龄后按不同方式逐渐形成，不同皮肤部位的色素层组成与分布方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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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external morphological features, color patterns play an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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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 in animal survival and communication. In order to understand morphological changes in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Siniperca chautsi, CCD-Adapter anatomical microscope was used to observe the formation,
distribution and main patterns (stripe, band and spot) of the pigment cells in the early stage, from embryo
stage up to 40 days after hatch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skin was observed after tissue sec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melanophores are first observed in the yolk sac and oil balls at embryonic stage, xanthophores
appear on the head at the pre-hatching stage. After hatching, melanophores develop most prominently and
erythrophores appear behind the eye and in the front of trunk (Fig. 1). After 5 days of age, xanthophores
increase throughout the whole body and melanophores continue to develop and pattern formation begins (Fig.
2). Early color pattern formation processes of S.chautsi include: 1)Trunk band: some melanin on the back at 5
days old, the dorsal melanin and the abdominal melanin are connected at 14 days old (Fig. 4a﹣c). 2) Eye
strip: the melanin above the gill cover increases at 10 days old, the hind strip part forms from the upper edge
of gill cover to the front of the back at 12 days old, the front strip part forms from the upper jaw to the front of
the eye at 17 days old (Fig. 4d﹣f). 3) Overhead strip: the black spots above the top of the head increase at 6
days old, these spots extend forward and backward at 18 days old. The black strip just above the top of the
head forms at 23 days old (Fig. 4g﹣i). 4) Trunk spots: a small black spot appears at the bottom of the tail at 8
days old, three irregular black patches appear in the front of the tail at 15 days old. Five round black spots
formed in the back of the torso at 25 days old (Fig. 4j﹣l). The results show that melanophores, xanthophores
and erythrophores appear at S.chautsi′s body surface in early stage, the whole body is dominated by black
color, the main pigment strips and spots gradually form in different modes at the later larval stages, and
pigment layer composition and distribution are different in different skin parts.
Key words: Siniperca chuatsi; Pigment cell development; Color pattern formation

体色与图案是鱼类重要的外部形态特征，

过程密切关联（Santos et al. 2014）。

体色是由色素细胞种类、分布区域，色素细胞

鳜类是东亚地区特有淡水鱼类，现存种类

内色素的状态以及虹彩细胞中反光体的反光能

有 3 属 12 种（周才武等 1988）。不同鳜鱼种

力等共同决定的，并且能够随着外界环境、生

类不仅存在外形差异，色彩图案也区分明显，

理状态的改变而产生适应性变化（Hirata et al.

鳜（Siniperca chautsi）头部左右各有 1 条经过

2003，2005）。色彩图案是由不同色素细胞通

眼部的条带、头顶有 1 条自上颌至背鳍的条带、

过分布、排列与空间位置而产生的不同形状图

躯干部有 1 条宽的纵带、躯干中后部有 5 个近

案（Sugimoto 2002），如斑马鱼（Danio rerio）

圆形斑块；中国少鳞鳜（Coreoperca whiteheadi）

体表含有与体轴平行的明暗交替横带，尼罗罗

眼后有 3 条放射状条纹（赵丽丽等 2008）。一

非鱼（Oreochromis niloticus）含有 9 条与体轴

些种内也具有不同彩色图案，如，鳜除了具有

垂直的黑色纵带。色彩图案不仅在种内个体交

正常图案型（头部条带、躯干部纵带和斑块），

流中扮演重要作用，在种间的被捕食-捕食关系

一些个体还具有不规则图案型（躯干无明显纵

中，能起到欺骗或吸引信号的作用，尤其是模

带和圆形斑块，大量散布短、碎的不规则条带）。

仿和伪装（Sazima et al. 2006）。色彩图案也是

此外，在鳜的体色突变体中，发现“金鳜”的

高度变异的，快速进化可导致同一属内种间的

体色为金黄色，头部、躯干部也无任何图案（苗

高度多样性和不同属种间的相似性。作为自然

田田等 2013）。研究表明，鱼类色彩图案受色

选择和性选择的性状，色彩图案与物种的进化

素细胞和多基因系统共同调控，不同种类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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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图案形成也各具不同的发育特征（Reiss et al.

位皮肤连续切片。厚度为 5 ~ 7 μm，常规 H.E

2012）。为此，本实验通过对鳜早期体表色素

染色，中性树胶封片，Olympus 显微镜观察、

细胞发育及色彩图案形成特征进行观察，为探

拍照。

究鳜彩色图案形成调控机制和进化适应提供基
础资料。

1

2

结果与分析
鳜早期色素的分布与变化

2.1

材料与方法

2.1.1

胚胎期 受精 40 h，胚胎发育至体节出

实验材料

现期，卵黄囊上出现点状黑色素细胞（图 1a）。

实验地点为安徽省池州市秋浦特种水产开

受精 68 h，胚胎发育至尾芽期，卵黄囊上黑色

发有限公司养殖基地。2018 年 4 月 12 日，挑

素细胞明显增多，且由点状变成星芒状（图

选性腺发育成熟的雌、雄鳜亲本，注射催产素，

1b）。出膜前 2 h，黑色素在卵黄囊的前端分布

放入产卵池中自然产卵。受精卵在室外环形孵

较多、排列紧密，头顶、眼球后部、卵黄囊与

化环道内孵化，孵化期间水温为 15 ~ 20 ℃。4

脊柱相接的前部分别有小块黄色素。此时，眼

月 16 日，受精卵孵化出膜，水温 16 ~ 19 ℃。

球黑色素尚未形成，呈透明色（图 1c）。

4 月 21 日，仔鱼开口摄食，开口饵料鱼以白鲢

2.1.2

（Hypophthalmichthys molitrix）鱼苗为主，水

细胞逐渐增多，鱼体各部位均有分布。1 日龄

温 20 ~ 24 ℃。开口三天后，仔鱼转移到水泥

仔鱼眼部黑色素细胞已形成。5 日龄后，黑色

育苗池（长 × 宽 × 高为 7 m × 8 m × 1 m）中

素细胞逐渐增加，主要分布头顶、眼球前端及

继续培养，投喂充足、适口的四大家鱼青鱼

上下颌部位。腹部黑色素细胞持续增加，排列

（ Mylopharyngodon

piceus ） 、 草 鱼

紧密，逐渐与背部黑色素细胞相连，形成一条

（ Ctenopharyngodon idellus ） 、 白 鲢 、 鳙 鱼

较宽、纵穿体轴的条带。尾部黑色素细胞呈缓

（Aristichthys nobilis）或团头鲂（Megalobrama

慢增加状态，由尾部底端逐渐向上延伸（图 2）。

1.1

1 ~ 5 日龄，黄色素细胞发育不明显，仅头

amblycephala）、鲫鱼（Carassius auratus）鱼
苗，水温 22 ~ 31 ℃。
1.2
1.2.1

实验方法
色素与图案观察 受精后 24 h 开始采

仔鱼期 黑色素细胞发育明显，黑色素

顶和躯干前端有少量分布。6 ~ 20 日龄，黄色
素细胞发育明显，躯干和头部黄色素细胞快速
增加，与黑色素细胞接近重叠。13 日龄，黄色

样，每隔 2 h 采样一次，每次 20 粒胚胎。出膜

素细胞逐渐向尾部延伸，逐渐分布于整个头部、

后 1 ~ 10 日龄，每天取样 3 次（6:00、12:00 和

躯干和尾柄（图 2）。

18:00 时采样），每次 10 尾。出膜后 11 ~ 40

1 ~ 5 日龄，红色素细胞快速发育，眼球后

日龄，每天取样 1 次（18:00 时），每次 10 尾。

端和躯干前端红色素细胞快速增加，形成两个

样品均采用 CCD-Adapter 解剖镜和 toupcam 显

散射状团块。6 ~ 20 日龄，红色素细胞发育缓

微摄像系统对其进行观察拍照，记录色素变化

慢，16 日龄，躯干中后部出现少量红色素细胞，

与皮肤图案形成过程。

随后逐渐增加，与黄色素细胞和黑色素细胞重

1.2.2

组织切片观察 取 40 日龄鳜 5 尾，分别

剪取含条带或斑块、不含条带和斑块处皮肤（约

叠（图 2）。
2.2

鳜早期色彩图案的形成

0.5 cm × 0.5 cm），用 Bouin′s 液固定 12 h，70%

鳜早期色彩图案主要由 4 个部分组成：①

酒精清洗样品至黄色褪去，然后经 80% ~ 100%

躯干纵带，自背鳍基部纵穿腹部至腹鳍后部的

的酒精脱水，二甲苯透明，浸蜡 2 h，石蜡包埋。

黑色条带；②头部过眼条带，自上颌经过眼球、

使用 Leica RM 2016 型切片机通过纵切将各部

鳃盖后上缘至背部前端的黑色条带；③头顶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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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Fi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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鳜胚胎期色素分布

The pigment distribution in Siniperca chautsi at the embryonic stages

a. 体节出现期，箭头指示点状黑色素细胞；b. 尾芽期，箭头指示星芒状黑色素细胞；c. 出膜前期，箭头指示黄色素细胞。
a. Myotome formation stage, arrows indicate spotted melanophores; b. Tail bud stage, arrows indicate starburst melanophores; c. Pre-hatching
stage, arrows indicate xanthophores.

图2
Fig. 2

鳜仔鱼期色素分布

The pigment distribution at the larval stages of Siniperca chautsi

a. 1 日龄；b. 3 日龄；c. 5 日龄；d. 7 日龄；e. 9 日龄；f. 11 日龄；g. 13 日龄；h. 15 日龄；I. 17 日龄；j. 19 日龄。
a. 1 days old; b. 3 days old; c. 5 days old; d. 7 days old; e. 9 days old; f. 11 days old; g. 13 days old; h. 15 days old; I. 17 days old; j. 19 days old.
M. 黑色素细胞；E. 红色素细胞；X. 黄色素细胞。M. Melanophores; E. Erythrophores; X. Xanthoph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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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自吻端穿过头顶正上方至背鳍的黑色条带；

2.3

不同部位皮肤的色素分布
鳜色素细胞主要分布在表皮层和真皮层之

④躯干斑块，躯干中后部五个近圆形黑色斑块
（图 3）。

54 卷

间、真皮层与肌肉层之间。条带或斑块处皮肤

（1）躯干纵带：5 日龄，背鳍基部开始出

表皮层和真皮层之间、真皮与肌肉层之间形成

现少量黑色素（图 4a）；随后，背鳍下方、腹

两条明显的色素带（图 5a）。无条带和斑块处

部上方的黑色素增加（图 4b）；14 日龄，背鳍

皮肤表皮层和真皮层之间、真皮层与肌肉层之

基部黑色素与腹部黑色素完全相连，自背鳍基

间无色素带，或仅在真皮层与肌肉层之间存在

部纵穿腹部至腹鳍后部的黑色条带最先形成

一些聚集、间断分布的色素块（图 5b，c）。

（图 4c）。
（2）过眼部条带：10 日龄，鳃盖后上方
黑色素明显增多（图 4d）；12 日龄，眼球后部

3
3.1

讨论
色素发育

经过鳃盖后上缘至背部前端的黑色条带形成，

本研究中，鳜早期色素细胞发育共观察到

上颌至眼球前部仅存在少量黑色素（图 4e）；

3 种色素细胞：黑色素细胞、黄色素细胞和红

17 日龄，上颌至眼球前部的黑色条带明显出

色素细胞。胚胎期，最早观察到黑色素细胞形

现。此时，自上颌经过眼球、鳃盖后上缘至背

成，位于卵黄囊和油球，出膜前期，头部出现

部完整的黑色条带基本形成（图 4f）。

黄色素细胞。出膜后，黑色素细胞发育明显，

（3）头顶条带：6 日龄，头顶正上方黑色

主要分布在腹部和头顶，黄色素细胞发育缓慢，

斑点明显加深（图 4g）；18 日龄，头部上方出

红色素细胞发育明显，眼球后端和躯干前端均

现一块明显黑色斑块（图 4h），斑块前端至吻

有分布；5 日龄后，黑色素细胞继续发育，以

端、后端至背鳍的黑色素逐渐增加，颜色逐渐

黑色素细胞为主的图案开始形成，黄色素细胞

加深，23 日龄，自吻端穿过头顶正上方至背鳍

发育增加，几乎占据全身。这些与刘友亮等

的黑色条带基本形成（图 4i）。

（1987）、蒋一珪（1959）等对鳜的生物学研究

（4）躯干斑块：8 日龄，臀鳍基部末端出

中观察结果基本一致。

现一个较小的黑色斑块（图 4g），随后，黑色

虽然在鳜早期体表中观察到 3 种不同的色

素逐渐增加并向上延伸；15 日龄，尾柄前部出

素细胞，其中，黑色素细胞分布广、数量多、

现三块不规则黑色斑块（图 4k），25 日龄，躯

体积大、排列致密、黑色素明显等，黄色素细

干中后部出现五块近圆形斑块（图 4l）。

胞分布虽广，但排列疏松，红色素细胞仅眼球

图3
Fig. 3

35 日龄鳜色彩图案

Coloration pattern of Siniperca chautsi at the 35 days old

a. 侧面；b. 背面。a. Lateral; b. Dorsal.
1. 躯干纵带；2. 头部过眼条带；3. 头顶条带；4. 躯干斑块。1. Trunk band; 2. Eye strip; 3. Overhead strip; 4. Trunk sp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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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Fi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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鳜早期皮肤图案形成

The skin pattern formation in the early developmental stages of Siniperca chautsi

a ~ c. 躯干纵带：a. 5 日龄，b. 10 日龄，c. 14 日龄；d ~ f. 过眼部条带：d. 10 日龄，e. 12 日龄，f. 17 日龄；g ~ i. 头顶条带：g. 6 日龄，
h. 18 日龄，i. 23 日龄；j ~ l. 躯干斑块：j. 8 日龄，k. 15 日龄，l. 25 日龄。红色圆圈指示各图案形成区域。
a﹣c. Trunk band: a. 5 days old, b. 10 days old, c. 14 days old; d﹣f. Eye strip: d. 10 days old, e. 12 days old, f. 17 days old; g﹣i. Overhead strip:
g. 6 days old, h. 18 days old, i. 23 days old; j﹣l. Trunk spots: j. 8 days old, k. 15 days old, l. 25 days old. Red circle indicates each pattern forming
area.

后端、躯干中后部和背鳍分布，所以，体色以

2009，Hirata et al. 2010）。

黑色为主。在斑马鱼早期发育阶段，其特征性

鳜体色突变体——金鳜早期发育过程中，

的水平条纹色素图案是由黑色素细胞、黄色素

黑色素细胞与图案形成正常，25 日龄后，黑色

细胞和虹彩细胞 3 种类型色素细胞的特定分布

素细胞逐渐消退，直至消失（苗田田等 2013）
。

构成，这些色素细胞在斑马鱼明暗条纹的皮下

对斑马鱼色素发育研究表明，黑色素细胞有胚

区域具有复杂但严格有序的排列，而且，在皮

胎型、早期变态型和晚期变态型，胚胎期与仔

肤特定区间范围内，不同色素细胞之间还会表

鱼期、幼鱼期黑色素细胞来源于神经嵴细胞，

现一定的吸引与排斥作用（Nakamasu et al.

而成鱼黑色素细胞是由胚后位于分节部神经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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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Fig.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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鳜皮肤切片显微结构观察

Microstructure observation of the skin in Siniperca chautsi

a. 条带或斑块皮肤纵切，箭头指示色素层中连续黑色素；b、c. 无条带和斑块皮肤纵切，b 箭头指示色素层中不含黑色素，c 箭头指示色
素层中间断黑色素。
a. Sagittal section of the skin with strip or spot, arrows indicate continuous melanin in the pigment layer; b, c. Sagittal section of skin without strip
or spot, b. The arrow indicates that the pigment layer does not contain melanin; c. The arrow indicates the interval between melanin in the pigment
layer.
DL. 真皮层；EL. 表皮层；ML. 肌肉层；PL. 色素层。DL. Derma layer; EL. Epidermis layer; ML. Muscular layer; PL. Pigment layer.

细胞（dorsal root ganglia，DRG）发育分化形

有关联。由于存在特定位置关系，它们可能还

成（Budi et al. 2008）。据此推测，金鳜体色转

受到背鳍鳍棘、臀鳍发育的调控影响。

变可能是由于成鱼黑色素细胞发育分化过程受

除正常图案类型外，鳜群体中还有一些个

阻，导致黑色素不能形成，而由黄色素细胞取

体表现为紊乱图案类型，全身布满短、不规则、

而代之，呈现金黄色。

不定向的条带或斑点。研究表明，单个基因突

色素图案形成

变就能显著改变斑马鱼条带图案：抑制条带形

本研究中，鳜色彩图案形式较为复杂，包

成、产生折断或波纹条带、改变条带成斑点状

括头部的细长条纹、躯干部的纵宽带纹和斑块

（Parichy 2006，Ceinos et al. 2015）。在斑马鱼

（点）、鳍上的斑点等。不同形式图案的发育过

choke 突变体中，正常的明暗条带消失，形成

程特征也不相同，如头顶条带是由头顶上方开

平行于明暗条带的、无定向的蜿蜒图案（Georg

始，向前、后两侧发育，过眼部条带是眼后段

et al. 2013）
。由于图案形成涉及不同类型色素

先发育、眼前段后发育，躯干部纵带的腹侧、

细胞发育、迁移、聚集与相互作用等一系列过

背侧部先后发育，之后逐渐相连，躯干斑块的

程，鳜图案形成的细胞分子机理尚待研究。

3.2

后侧斑块先发育、前侧斑块后发育，且中部斑

在金鳜中，除体色呈金黄色外，正常图案

块先在后侧形成，之后又向前迁移。这些不同

消失。斑马鱼 shad, sik 突变体，表现为黄色素

图案是如何受早期图案的指导形成的，其机理

细胞占据全身，黑色素细胞和虹彩细胞完全缺

可能较为复杂。初步推测，头顶、过眼部条带

乏，但在鳍上，条带正常形成（Lopes et al.

可能是胚胎期神经嵴细胞受“特定神经细胞

2008）。根据对金鳜早期体色发育观察，1 ~ 25

（信号）引导”向前迁移，躯干纵带是神经嵴

日龄，金鳜也出与现普通鳜一样的正常体色和

细胞向腹侧迁移，在胚后发育中，神经嵴细胞

图案，25 日龄后，黄色素细胞明显占据主导，

依次分化成色素细胞。躯干中后部 5 个近圆形

黑色素细胞逐渐消失，最终导致以黑色素细胞

黑色斑块的形成与躯干后部黑色素细胞发育、

为主的图案缺失（苗田田等 2013）
。推测引起

迁移、分化过程，以及不同色素细胞相互作用

这种金鳜图案缺失的原因可能有两种，一种是

2期

刘伟等：鳜早期色素发育和色彩图案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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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仔鱼期黑色素细胞衰老和凋亡，成鱼黑色

formation in zebrafish. Development, 140(14): 2997–3007.

素干细胞的发育与分化过程受阻，不能正常形

Hirata M, Nakamura K, Kanemaru T, et al. 2003. Pigment cell

成；另一种可能是由于黄色素细胞发育、分化

organization in the hypodermis of zebrafish. Developmental

增加以及排列方式发生变化，由松散排列变为

Dynamics, 227(4): 497–503.

紧密状排列，相应地抑制了黑色素细胞的形成
与聚集。
3.3

色彩图案的生物学意义

Hirata M, Nakamura K, Kanemaru T, et al. 2010. Pigment cell
organization in the hypodermis of zebrafish. Developmental
Dynamics, 227(4): 497–503.

鱼类色彩图案丰富多彩，其功能作用不尽

Hirata M, Nakamura K, Kondo S. 2005. Pigment cell distributions in

相同。淡水棘鱼（Bristling）一般生活在流速慢

different tissues of the zebrafish,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的河流中或湖泊近岸，体表黑色斑块与纵带像

striped pigment pattern. Developmental Dynamics, 234(2):

是落叶或枝条在水中的投影，在栖息地中，繁

293–300.

茂植被可为幼鱼提供蔽护。比目鱼

Lopes S S, Yang X, Müller J, et al. 2008. Leukocyte tyrosine kinase

（Pleuronectiformes）体表布满大小不一、明暗

functions in pigment cell development. PLoS Genetics, 4(3):

不均的斑块，当外围环境发生改变时，可通过

e1000026.

调整体表斑块的对比瞬时改变体色来进行伪

Nakamasu A, Takahashi G, Kanbe A, et al. 2009. Interactions between

装，能够相当逼真地与多种环境相匹配

zebrafish pigment cells responsible for the generation of Turing

（Ramachandran et al. 1996）。与之相似，生活

pattern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在复杂近岸环境中的鱼类展现重复的色素图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6(21): 8429–8434.

案，如斑点、棒状或鞍状，这些条纹使其与周
围环境相融合，用于模糊身体形状，使得鱼类

Parichy D M. 2006. Evolution of danio pigment pattern development.
Heredity, 97(3): 200–210.

在复杂环境中产生视觉消退。相反，溯河、远

Ramachandran V S, Tyler C W, Gregory R L, et al. 1996. Rapid

洋上层海水鱼类大都展现相似的银色色彩，可

adaptive camouflage in tropical flounders. Nature, 379(6568):

以反射光，在没有背景的开放水体中迷惑捕食

815–818.

者。鳜生活在江河湖泊的中下层，白天喜欢藏

Reiss P, Able K W, Nunes M S, et al. 2012. Color pattern variation in

身于水底或繁茂的草丛之中，晨昏则到近岸水

Cichla temensis (Perciformes: Cichlidae): resolution based on

草丛中寻觅食物。推测鳜体表条带或斑块图案

morphological, molecular, and reproductive data. Neotropical

可以使其更好地隐蔽于周围环境之中，达到便

Ichthyology, 10(1): 59–70.

于捕食和躲避敌害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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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鸟类亚种新记录——草鹭指名亚种
A New Record of the Bird Subspecies Purple Heron
(Ardea purpurea purpurea) in China
2018 年 5 月 27 日，在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陶县帕米尔高原湿地自然保护区内木吉河边湿地
（38°56ʹ33ʺN，74°34ʹ22ʺE，海拔 3 421 m）发现 2 只草鹭（Ardea purpurea），依据现场观测及拍摄到的照片分辨，
该鸟为成鸟，额和头顶黑色，后颈有 2 枚延长的黑色饰羽；前颈部淡栗褐色且具黑色纵纹，上体及翼上覆羽青灰
色；下体栗褐色；喙和跗跖黄褐色（图 1）。经查阅相关文献（马鸣 2011，郑光美 2017），确认为新疆鸟类分
布新记录种。
草鹭现有 4 个亚种，A. p. purpurea 分布于古北界西部，包括非洲北
部往东至哈萨克斯坦和伊朗等区域；A. p. bournei 分布于佛得角；A. p.
madagascariensis 分布于马达加斯加；A. p. manilensis 分布于俄罗斯远东
地区、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等地区（Gill et al. 2018）。在我国有分布记录
的为 A. p. manilensis，除新疆、西藏和青海外，见于各省（郑光美 2017）。
草鹭各亚种间的区别主要依据前颈部黑色纵纹的显示程度（Josep et
al. 1992），目前在我国分布的亚种 A. p. manilensis 前颈部黑色纵纹较不
完整甚至缺乏。此次发现的草鹭前颈部黑色纵纹明显，与指名亚种 A. p.
purpurea 描述相符。因此，此次发现的鸟种为中国鸟类新记录亚种。
草鹭指名亚种 A. p. purpurea 体长 78 ~ 90 cm；雄鸟体重 617 ~ 1 218 g，
雌鸟体重 525 ~ 1 135g；翼展 120 ~ 150 cm。头顶黑，具两条约 15 cm 的冠
羽，头部和颈侧栗色至橙黄-浅黄色，黑色条纹穿过耳羽区。颏和前颈具
图1
Fig. 1

有纵纹，眼部向下至颈侧具黑色纵纹。背部和翼上青灰色，翕部栗色。飞

草鹭指名亚种

羽（包括翼下覆羽）暗灰色至黑色，胸部栗色具黑色纵纹，腹部黑色具栗

Purple Heron Ardea

色纵纹（Josep et al. 1992，Lars et al. 2009，Martínez-Vilalta et al. 2019）。

pururea purpurea

草鹭指名亚种 A. p. purpurea 在此次发现地临近的吉尔吉斯斯坦伊塞

克湖、哈萨克斯坦境内天山山脉及伊犁三角洲区域（Ile River Delta）有繁殖种群，春季在 4 月初至 6 月底迁徙至
繁殖区域，秋季在 8 月中旬至 10 月中旬迁徙至越冬区域（Wassink et al. 2007，Raffael et al. 2012），此次发现的
可能为迁徙经过的旅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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