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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种蚂蚁染色体核型研究 

STUDIES oN THE KARYoTYPES oF 

体 标本 。对黑 龙 江省 5种蚂 蚁的 染色 体核型 进行 了研究， 结果 Camponotus bruesi 2n；24，Lasï 

niger 2n 30(n=I 5)， Formica ~Tponiea 2n=5 n=27) Paratrechina fomgicornis 2n=60． ~／Iyrmica 

punctiventris 2n=40。 

蚂蚁染色体的研究始干 I 9世纪束期，较大规模的研究是本世纪 6O年代开始的。到 1975年已知 1I 7 

种蚂蚁 染色体的数 目(Crozier， I 975)． 1981年研究的种类达到 198种(Crofie~ 1981)。对 中国蚂蚁染色 

体的研究，Hung(]972)报道过台湾的 9种蚂蚁的核型。大陆约有 400余种蚂蚁，但染色体棱型研究 ，到 

目前为止还寥寥无几。现将我们的研究结果报道如 下： 

1 材料和方法 

研究材料采 自黑龙江省扎龙 自然保护区， 多数是利用老熟幼虫或蛹的脑神经节，另一些来源干早期 

的雄性和蚁后的脑神经节 我们将以前报道的方浩进行了改 良，这种方法既简单又可在野外进行，效果 

也好。(1)在秋水仙碱低渗溶液(0 45％柠檬酸钠含 0 005％ W ／V秋水仙碱)中解剖出脑神经 节。放在凹 

孔载片上。除掉脂肪体、气管及皮膜。(2)将脑神经节用移液管移到另一个装有秋水仙碱低渗液的凹孔载 

片上，在室温下处理20 min。(31~ U事先擦净的载片上，并倾斜排去低渗渡。(4)用新配制的固定渡I 

(6o％的醋酒精，即冰醋酸：无水乙醇：蒸馏水为 3：3：4)固定，使固定渡流遍脑神经 节，井马上 排出。 

(5)将载片放在解剖镜 下，滴上 2滴 固定渡 I，制成悬液。(6)在悬渡干燥前滴 2滴固定满 Ⅱ(冰醋酸：无 

水乙醇为 1：1)固定 l 5— 30 s，排去固定液。 (7)滴 2滴固定渣 Ⅲ(冰醋酸)固定 io s排去固定液，干燥。 

(8)用 Giemsa(pH6 8)染色 I h，经过冲洗 、干燥、镜捡。 

染色体分析是根据 Leven 1964年创立 的标准 ， 中部着丝点染色体用 m表示，端部着丝点染色体用 

t表示，亚端部着丝点染色体用 st表示。 

2 结果 

本文报道 2个亚科 5种蚂蚁染色体的核型如 表 1。 

Forrnicinae亚科：Camponotus bruesi观察蚁后和工蚁的 98个细胞染色体，2n=24，6对亚 中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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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点染色体，6对 中部着丝点染色体，核型为 6m+6sm (如图版 I：A Lasit~niger观察雄蚁的 102个 

细胞染色体，蚁后和工蚁的 110个细胞染色体 11=15，2n=30， 1对 中部着丝点染色体，2对亚端部着丝 

点染色体， 12对端 部着丝 点染色体(如图版 I：B)o Formica l豇ponica观察雄蚁的 92个细胞染色体，蚁 

后和工蚁的 96个细胞染色体，n=27，2n=54，2对 中部着丝 点染色体，12对亚 中部着丝点染色体，l3 

对亚端部着丝 点染色体 ，(如 图版 I：c)。Paratrechina tomgicornis观察蚁后 和工蚁 98个细 胞的 染色 

体，2n=60， 1对 中部着丝点 染色体，8对亚中部着丝点染色体，l 1对亚端部着丝点染色体， 10对端 部 

着丝点染色体，(如 图版 I：D)。 

表 1 5种蚂蚁染色体梏型分析数据 

Tab．1 The studies oR the karyotyp~ of chromosomes in 5 species of ants 

Myrmicinae亚科：本次报道 1种，Myrmica punctlventris观察蚁后和工蚁 101个细 

胞的染色体，3对 中部着丝点染色体，2对亚端部着丝点染色体，9对端部着丝点染色 

体，(如图版 I：E)。 

3 讨论 

蚂蚁染色体的数目在膜翅目昆虫中是变化范围很广泛的种类，中国蚂蚁染色体的数目 

有过报道，在目前发表的论文中包括 4个亚科 17种如表 2。 

表 2 中国蚂蚁染色体数 目 

Tab．2 The numbers of chromosomes ln~ inese 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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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68．80％ ， residues of 4 80％ ， water of 3．65％ ， and lipid of 10．35％ ． For the results show． 

ed that the contents of their main components in the both centipedes， except lipid， almost 

were the same．The free amino acids， volatile fatty acids， and microelements were corn— 

pared to be approach．In the determined mieroelements， harm ful elements were less than l 

× 10一． 1ipid in S moJ~ngica was different from S．subspinipes mutilans． but the volatile 

fatty acids were similar．It is possible that those fatty acids combined with other components 

are different． 

Key words Scolopendra mo 缸ngica， Scoloper~dra subspinipes mutilans， Chemical compo— 

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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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知的最低 敷 目 11=3，最高敷 El n=42(Crozier, 1975g 选个 变化范 围比膜翅 El任何种类都 

大，形成的原因：(1)多倍体(包括染色体的复f5鼍)_(2)着丝点解离；(3)染色体的臂间倒位一(4)染色体的中 

间缺失等，这些因素中，着丝点解高是主要的。 

El前普遍认为，染色体敷El低的种类是较原始的，而且中部着丝点染色体和亚中部着丝点染色体占 

多敷。whi【c(1954)年对一些常见的膜翅 目昆虫的染色体进行了报道，11=7、8、 1吼 染色体核型主要由 

中部着丝点染色体和亚 中部着丝点染色体组成。染色体敷 目的增加取决于部分染色体的加倍 ， 

Myrmicinae亚科蚂蚁 染色体的敷 目是以膜翅 目染色体敷El为基础加倍而成。11=14， l6。20，而且这个 

亚科和各种蚂蚁 染色体的敷目基本都在此范围之内。染色体敷目高的种类多敷 染色体为端部和亚端部着 

丝 点 ， 如 Tetrarn~ium caespitum 的 核 型 为 Sm+3st+6t, n 14． Messor ae&,"ulatarn 的 核 型 为 

1m+3s件I8t， n 22，Formicinae亚 科的 Camponotus bruesi的核型为 6m+6sm， n=I2， Paratrechnia 

lomgicorni$的核型为 Im+8sm+2sf+9t，11=30，趋于核型中的 中部或亚 中部着丝点染色体减少，而端部 

和亚端部着丝点染色体敷目增多，而且目前认为端部着丝点染色体或亚冀部着丝点染色体是由中部或亚 

中部着丝点染色体解高而成。在 F0rmicinae亚科中也发现具有较高敷目染色体 Formica种类 中，具有较 

多敷目的中部或亚中部着丝点染色体，这是通过染色体复f5鼍而实现的(Hirotam等，1969)。 

蚂蚁染色体敷El的变化也与蚂蚁的生悉环境有直接的关系(Hirotam等，1969)。 

Formicinae亚科和 Myrmicinae亚科，都有较高敷目的染色体，但 11=Il，I5为最多。 

从 Myrmicinae亚 科单倍体的变化是连续的(Iraai，1966)。Formicinae亚科单倍体的敷臣，可划分为 

3组，第 1组是 nz 8—9'第 2组是 n I3、 14，I5，多为 Camponotus和 LaMus属，第 3组是 n=26、 

27，染色体敷目较大，多为 Formica属。如表 2，可以认为是多倍体之间的关系。这个亚科多数种类分 

布在 高寒和干旱地带，这是否可 L1认为蚂蚁的 多倍体和植物的多倍体一样，比单倍体更适应于恶劣的环 

境，长期在这种环境 中形成了选样的细胞结构。Myrmicinae亚科和 Formicinae亚科是 向不同方向发展 

的独立的两个类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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