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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热带雨林 中榕树动物 

群落结构与多样性研究 

受叠L 兰 墼 撩 垂 ，————一 ————1 
(巾回科学院 明曲物 研究所 明 650223) 

，’ “ 摘要 榕树址西投版纳热带 林生忐系统巾的
一 个关键植物类群，在该类植物中，形成 r 

以播树粜寅、llI片、枝杆、枯枝落叶、 I：壤为食物、栖息、繁殖环境和帮助椿树授粉、传播种 

的动物群萍；掩树和动物之闯J 啦 r瓦村J依幢 ．协 共存、瓦促发展的紧密关系。本 【作在 

丽舣版纳劫仑热惜 林 内然保护区、湖危植物迁地保护区、 梭江边、植物园生活区等固定样 

地 ，定点、定时对擀村 巾曲动物群落结构和动态、多样性等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热带雨林 

原始林地和椿树种群 #宿的环境，动物群落结构复杂多样，种类和数量显著增加，反之则减 

少。其动物种类、数 和多样性指数为：原始林保护医>榕榭种类丰富的原始残林地>濒危植 

物迁地保护【』>人娄括动频繁K 椿树上活动类群数量来看：枯枝落叶和土壤类群 >食果类 

群>传种和授柑娄群>栖息类群>食ul类群>蛀杆类群。以主要类群的种类和数最束看：蜱螨 

类>昆虫类>伪蝎娄>蜘蛛类 >唇足类>倍足类>综台类>鸟类>坏 类>兽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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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是桑科(Moraceae)、榕属(Ficus)中的乔木树种的总称，西双版纳有格树种类 40 

多种．它在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群落L}|．r 据了乔木层 中A(高乔术层)、B(乔木层)、c(小 

乔术层)3个层次的一定空 口J．植物学者认为．它是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生志系统中的 一个 

关键植物类群(吴征镒等，I987；是邦 ．I988；|年再富，1994)。在榕树类群中，形成了 

以榕树为活动环境的动物群落，它仃1 但以榕树果实、叶片、枝扦、根茎、枯枝落叶和树 

下土壤为食物和柄息发繁殖地，而且一部分动物在榕树同株和异株授粉、种耔传播等溶树 

繁衍方面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所以，它们之『日l形成了相互依赖、1办同共存、互健发展的 

紧密关系。 

日前，国内未见对热带雨林椿树类群上动物群落结构和多样性研究报道，国外也极少 

见综台性研究报道。本文对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不同样地上的椿树动物种类组成、群落结构 

及多样性作了研究和报道 

l 研究方法 

l-l 研究样地概况 

研究样地 设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仑镇，位 于北纬 2i。41 ，东经 i0I。25 ，海 

+国窜科委“掌 lr剁”坝 __部分研究山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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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 57O一600 m，年平均气温 21．5℃，年降丽量 1 500 mm，属热带东南亚向北延伸的组成 

部分。样地面积为 50in×1O0in的范围内，样地分为 5种类型： 

I号样地，人为活动频繁区。位于勐仑热带植物园礼堂西南面的公路两旁，样地内 

有t高山榕 Ficus altissima、小果榕 microcarpa、菩提树 F regiliosa、斜叶榕 F 

tinctoria等榕(，多为高大乔木和绞杀树木，四周其他林木稀少。 

Ⅱ号样地，原始残林地。位于罗棱江岸边，榕树为原始林残留树，其它林木多为被砍 

伐后 的再生林 ，样地 内有：聚果榕 F racemosa、对 叶榕 F hispida、鸡嗉果榕 

semicordat口、苹果榕 F．oligoda、小果榕、斜叶榕等榕树和其它林木，原始林相残破，椿 

树古据了林中A．B．C三个层次的一定空间。 

Ⅲ号样地 ，位 于濒危植物 迁地保护 区沟 谷原始林 地，样地 内有： 木瓜榕 F 

d̈rfc“lata、金毛榕 ]~dva、掌叶榕 hirta var．palmatiloba、黄毛榕 esquroliana等榕 

树和迁地保护的珍稀树种及部分原始林木，林内郁闭度高，总覆盖度为 90％，榕树占据 

乔木中B、c两层的部分空间。 

Ⅳ号样地，位于勐仑石灰山自然保护区原始林地，样地内有突脉榕 vasculosa、黄 

葛树 vhens var．sublanceolata、高山榕、聚果榕、苹果榕、鸡嗉果榕、木瓜榕、金毛榕 

等榕树和其他原始林乔木，总覆盖度为 85％，椿树占据了乔木层中A、B、c三个层次的 

一 定空间。 

V号样地，位于勐养至勐仑公路 54 km的沟谷原始林 自然保护区，样地内有：鸡嗦 

果榕、苹果榕、木瓜榕、黄毛榕等和其他原始林乔木，林分垂直结构复杂，总覆盖度为 

95％，林内榕树相对矮小，主要占据乔木层中B、c两层的部分空间。 

1．2 研究方法 ’． 

1．2．1 榕树果实研究方法 每种椿树采集和观察 5个不同生长时期的果实：刚结的小花 

果 (因榕树是果内生花，小果事实上是花)、大青果 (成熟前)、树挂成熟果、落地成熟 

果、腐烂果。以 50个果实为一组取样单位，同种、同类、同期取样不少于 5组，用手捡 

法和劈开，干漏斗法 (Tulldgren装置)烘烤 48 h，把果内动物分离出，进行分捡、计 

数、鉴定。 

1 2．2 叶片动物的研究与收集法 1)静观法 选择不同部位的叶片，100片叶为一组，观 

察计数叶上动物数，每样地同期、同种榕树取样不少于 5组。2)振落法 在地面上铺 4 121 

塑料布，摇动枝叶振落昆虫等动物，然后收集杀死计数。3)网捕法 ①鸟网捕法：在椿树 

枝杆问挂鸟网，每天分早、中、晚观察记录上网鸟类。②昆虫网捕法：用昆虫扫网，每株 

椿树分上、中、下三层 (上层从林冠向下扫j中、下层从树外缘向内扫网)，与早、中、 

晚 3次，每次随机扫 l0网，收集记数。 

1．2．3 对脊椎动物采用静止观察法 选取不受干扰的环境，分早、中、晚 3次静止观察 

动物在榕树上活动、栖息和取食果实、叶片、枝杆的状况。 

1．2．4 榕树下的枯枝落叶和土壤内动物采集与研究：每个样地在榕树下梅花状取样 5 

组，每个样方为 0．5 121×0．5 121，把取起样料装入布袋或塑料袋，带回室内用干漏斗法 

(Tullgren装置)烘烤 48 h，把枯枝落叶和土壤内动物分离出，进行分捡、鉴定。 

1．3 数据分析法 

多样性测度采用能较好体现动物群落结构复杂程度的 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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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H =一∑PtlnPi 

2 结果与分析 

2．1 榕树动物种属组成变化 

5种类型的榕树样地，l993一l994年共观察和收集到：兽类 146头，鸟类 589只，昆 

虫 4356号，其他无脊椎动物 7217号。隶属 12纲，52目，118科，244属，969种 (部分 

无脊椎动物为待定种)。 

I号样地，脊椎动物以鸟类雀形目Passeriformes．鹎科 Pycnonotidae和兽类啮齿目 

Rodentia、松鼠科 Sciuridae两类为主，主要种类以食果的黑头鹎 Pycnonotus articeps、 

红耳 鹎 P pcosus moticola、 白喉红臀鹎 P． “，igaster、 隐纹花 鼠 Tamiops swinhoei 

hainanus、 明纹花鼠 macclellandi collinus、红颊长吻松鼠 Dremomys 詹enis rufgenis 

等种类。树上无脊椎动物以蜘蛛 目 Araneida、圆蛛科 Argiooidae的角圆蛛 Araneu 

corn~lus]昆虫纲 膜翅 日 Hymenoptera无花果 小蜂 Blasto却aga psenes和 Blastopaga 

sp、红树蚁 Oecophlla smaragding，等翅 目 Isoptera犁头长象 白蚁 Schedorhinotermes 

pyritephalus、恒春新白蚁 Neotermes koshunensis等为主 地下富集类群有蛛形纲的蜱螨 

日 Acarin、伪蝎目 Pseudoscorpiones和昆虫纲中的弹尾日 Collembola、双翅 目 Diptera 

等。 

Ⅱ号样地，脊椎动物以鸟类雀形目鹎科和椋鸟科 Sturnidae，鸽形目 Columbiformes 

中的鸠鸽科 Columbidae，鹃形 目Cuculiformes杜鹃科 Cuculidae和兽类啮齿 目松鼠科、 

食虫目的树的科 Tupaiidae等类群为土，种类以黑头鹎、红耳鹎、灰眼短脚鹎 Hypsipetes 

propinquus、噪鹃华南亚种 Eudynarnys 6"C0IOpacea chinensis、八哥指名亚种 Acridotheres 

cristatellus cr~tatellus、灰头绿鸠 Treron pompadora和树昼句Tupaia belangeri chinensis、 

明纹花鼠、线松鼠 Menetes berdmorei mouholei．长舌果蝠 Eonvcteris spelaea等种类个体 

为多。树 E的无脊椎动物以蜘蛛目中的角圆蛛、亚洲长纺器蛛 Hersilia asiatica和昆虫类 

膜翅 目镕 小蜂 科 对叶 榕 小 蜂 Ceratoso~n solmsi marchali、无 花 果 小 蜂， 鞘 翅 目 

Coleoptera中的榕脊胸天牛 Rhytidodera bowringii、皱胸闪光天牛 Aedesthes holosericea， 

等翅目的云南新白蚁、镕树白蚁 Glyptotermes缸“ 、小树白蚁 G．parvus，双翅目的无斑 

果蝇 Droso—philidae immacularis、银额果蝇 D immigrams，小灰巢蛾 Xyrosar~lichneuta、 

条斑蠹蛾 Xyleutes ceramkus等种类的个体最为丰富。枯枝落叶和土壤层中主要动物富集 

类群有：蛛形纲 中的蜱螨 目、蜘蛛 目、伪蝎 目；软 甲纲 Malacostraca中的等足 目 

Isopoda；唇足纲 Chilopoda中的蜈蚣目Scoloenpdromopha；腹足纲 Gastropoda中的异 

熊虫目Hetemtafdigrada}昆虫纲中的原尾目Protura、弹尾目、双翅 目等为主。 

Ⅲ号样地，脊椎动物与前两号样地出现明显的差异，取食镕树果、叶的动物出现了食 

肉日Carnivora灵猫科 Viverridae中的花面狸 Paguma larvata intrudens，啮齿目中的越北 

赤腹松鼠 Callo$ciurus erythraeus hendeei、线松鼠 Menetes berdmorei mouho rei，鸟类则以 

密林 中活动的雀形 目舳 科 Muscicapidae中的棕头幽鹛 Pelorneum ，“flceps、 白冠噪鹛 

Garrulax leucolo砷“ 为主。而无脊椎动物种群则比Ⅱ号样地少，昆虫纲除了膜翅目小蜂 

科、蚁科仍然 占优势外，其它种群则少见，较丰富的种类有：对叶镕小蜂、镕小蜂 

Ceratoso&n sp．、长尾小蜂 Torymus sp．，红树蚁、拟黑多刺蚁 Polyrhachis vicina、丝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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蚁 Formica fusca等。枯枝落叶和土壤中则以蛛形纲中蜱螨目、伪蝎目、软 甲纲中的等足 

目、唇足纲中的地蜈蚣目Geophilomorpha、蜈蚣目，昆虫纲中的弹尾 目、原尾目、等翅 

目、鞘翅目、膜翅目等为富集类群。 

Ⅳ号样地，脊椎动物兽类有偶蹄目Artiodactyla鼷鹿科 Tragulidae的小鼷鹿 Tragulus 

]avanicu williaamsoni，花面程、大灵猫 Viverra zibetha surdaster、线松鼠、越北赤腹松 

鼠、长舌果蝠、灰背鼯鼠 Petaur~'ta础ilippensis、森林姬鼠 Apodemvs draco，灵长 目Pri— 

mates中的 猕猴 Macaca “ tta mbtla 鸟类以 白冠噪 鹛、灰 头绿鸠 和佛法僧 目 

Coraciiformes中的冠斑 犀鸟指名亚种 Anthracoceros ma肠6口肠ricus、棕颈犀鸟 Aceros 

nipalensis等类群为主。树 上无脊椎 动物以蜘蛛 目中的角圆蛛、横纹金圆蛛 Argiope 

bruennichii、亚洲长纺器蛛，昆虫纲中的膜翅 目椿小蜂科、鞘翅 目天牛科、鳞翅目蛱蝶 

科、巢蛾科、双翅目果蝇科、等翅目白蚁等类群的种和个体数较多，富集种有：无花果小 

蜂 Blastophaga psenes、榕小蜂 Blasto·phaga sp，皱胸闪光天牛、榕脊朐天牛、黄八星白 

条天牛 Batocera rubus，小灰巢蛾 Xyrosar~fichneuta、枯叶蛱蝶 Kallima inachus，银额果 

蝇、库什果蝇 Droso础ila kuntzei 恒春白蚁、赤树白蚁 Glyptotermes satsumens~、云南新 

白蚁 Neotermes y~nnanens&等种群。枯枝落叶和土壤 中富集类群以：蜱螨 目、盲蛛 目 

0piliones、伪蝎 目、蜘蛛 目、等足 目、 地蜈蚣 目、倍 足纲 Diplopoda中带马陆 目 

Polydesmida、圆马陆 目SDhaerotheriida、山蛩目 Sp~oblofidea，昆虫：弹尾目、双翅目 

(幼虫)、鞘翅目等为主。 

v号样地，脊椎动物兽类常见有：小鼷鹿、花面狸、树鼠句、棕果蝠、线松鼠、豪猪 

Hystrix hodgsoni等，鸟类常见有：噪鹛 Eudynamys scolopacea、白冠噪鹛、黑脸噪鹛， 

黑头鹎、红耳鹎、黄腹冠鹎 Criniger肛veolus，针尾绿鸠滇南亚种 厚嘴绿鸠 Treron 

Cttrvirostra等。树上无脊椎动物以榕小蜂类、天牛类、白蚁类群为主，富集种群有 对叶 

榕榕小蜂、榕小蜂 Blastophaga sp．，黄球 白蚁 Globitermens sulphureus、黑树 白蚁 G 

加c“ 、赤树白蚁、恒春白蚁、榕脊胸天牛、黄八星白条天牛、六星粉天牛 O&necampt“ 

bilobus、黑斑拟鹿天牛 Epepeotes unicinalus、长颈鹿天牛 Macrochenus guerini等。枯枝 

落叶和土壤动物富集类群有 蜱螨 目、盲蛛目、蜘蛛 目、伪蝎目、等足目、畸颚马陆目 

Colobognatha、 山蛩 目、带马 陆 目、 综合 纲 Symphyla综 合 目 Symphyla、线虫 纲 

Nemaloda小杆目 Rhabditida 单宫 目Monhysterida、腹足纲异熊虫目；昆虫纲中的弹 

尾 目、原尾目、膜翅目 (蚂蚁与小蜂)、双翅目 (摇蚊幼虫) 缨翅 目Thysanoptera等类 

群。 

2．2 动物群落各类群种类与数量组成变化 

在椿树 5个类型的样地调查研究表明，椿树动物在不同类型的生态环境中，无论是在 

种类上和个体数量上都有明显的差异 (表 1)。 

从种类上看：Ⅳ>V>IlI>Ⅱ> I；而从个体数量上看则是 Ⅳ>V>Ⅱ>IlI> 

I。种类的多少与个体数量的多少并不完垒一致，如Ⅱ号样地的种类比Ⅲ号明显少得多， 

而个体数量又比Ⅲ号高得多；这与Ⅱ号样地中椿树种类丰富多样，并在林地中占据了 

A、B、c三个层次的一定空间有关，样地位于江岸，地下常年保持潮湿，枯枝落叶和腐 

殖质较厚，有利于个体的发展，致使树上和树下的动物个体增加，但四周林地环境不如Ⅲ 

号丰富多样，种类又比Ⅲ号少；III号样地的播树多为矮小品种，地下枯枝落叶被白蚁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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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分解侠，枯枝落叶和腐殖质层薄，不利于个体大量发展，所以个体比Ⅱ号样地少。以上 

研究结果表明：椿树动物群落的种类和数量多少与榕树种类的丰富度、在热带雨林中的占 

领空间状况、椿树周围的林相好坏、地下枯枝落叶和土壤腐殖质的厚薄等因子有着密切的 

关系。 

表 1 榕树样地动物群落各类群种类和数量比较 

Tab．1 The comparison of the a n{InaIs different kinds and quanti~-on Ficus type 

从动物群落在椿树上生活的类群中的种类和数量所占比例来看，种类所占比例为：腐 

生类群 (枯枝落叶和土壤类群)>食果类群>栖息类群 >蛀杆类群>食叶类群>传种和 

授粉类群>栖息类群；腐生类群占椿树动物种类的绝对优势，为总种数的 69 12％；数量 

顺序是：腐生类群 >传种和授粉类群 >食果类群>栖息类群 >食叶类群>蛀杆类群；种 

类多少与数量的多寡除腐生类群基本一致外，其它都不相同，这与椿树动物群落所处的生 

态环境优劣有着密切的关系。如腐生类群一直生活在环境变动很小的枯枝落叶和土壤之 

中，所以种类多少与数量的众寡基本一致；又如给椿树授粉的榕小蜂类，一生都在果内繁 

殖与生活，只有雌蜂在榕果内交配，等到果实熟烂落地后，才飞出找寻榕树小青果产卵繁 

殖后代；而雄蜂则一生都不出果外活动，虫体已高度退化，形成了无翅和无完整的六肢。 

所以，环境十分稳定，虽然种类不多，但群体发展快，数量大。 

2．3 动物群落一年中的季节性消长状况 

一 年中，榕甜动物群落种类与数量多少，直接受着榕树生长变化和气候因子的影响， 

尤其是以椿树的果实、叶为食物的类群和传种与授粉类群的种类和数量影响最为明显，说 

明榕材与动物有着直接的食物链关系，它们已经形成了较为独立的群落结构关系(表 2)。 

表 2 椿树动物各类群种类和数■一年中的季节性消长情况 

Tab．2 The growth and disappcaring of the animals different kind and quantity the four seasons 

ofthe year on Ficus 

从表中看出：12月至竖年 2月，地面上的榕树动物群落的种类和数量最低，因为榕 

树在冬季，除了部分斜叶榕、鸡嗉果榕等少量树种有果实和嫩叶外，其它大部分种类都已 

落叶或不挂果，所以直接影响了地面以上的动物群落种类和数量；3爿至 5月所有的椿树 

都已长出新叶，大部分种类开始挂果，榕树动物群落中的种类和数量上升；6至 8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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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以上的动物种类、数量和活动高峰期，该期间，大部分椿树果成熟，为动物活动和繁 

殖频繁季节，其中食果类群、传种和授粉类群、食叶类群的增长最为显著；9至 l1月， 

大部分椿树还有成熟的果实，动物群落的种类和数量仅低于 6至 8月。地下枯枝落叶和土 

壤中的腐生类群，则是雨季的初期 3月至 5月和末期 9月至 l1月种类及数量最为丰富， 

雨季的 6至 8月最低，冬季 12月一2月略高于雨季}这与冬季温度偏低和干燥，而夏季 

则水分过高都不利于腐生类群繁殖与发展有关。 

2．4 动物群落的多样性变化 

多样性是群落可测性特征之一，是研究生物群落结构水平的指标。椿树动物群落由于 

各样地生态环境不同，从而使椿树动物群落各类群在不同样地上的多样性出现明显分化 

(表 3)。 

表 3 椿树各样地动物群落多样性指数( )的比较 

Tab．3 Tbe comparison of amma~ commum~ diverity index oR 珊̈ type 

I 】9260 0 481 8 0 2578 2 1842 0 5416 1 0244 0 4510 0．4800 0 6224 0 3925 

Ⅱ 2 8406 t．2408 0 6869 3 1045 1 8703 2 4405 1 7148 0．8652 1 0046 0 7850 

】u 2 6482 1 2872 0 7490 2．9I66 1 8012 2 0320 1 6540 1．0465 0 9025 0 8012 

IV 2 9226 1 4900 0 8185 31490 1 9012 2 2265 1．9554 1 4808 0 8600 0 8945 

V 2 8276 l 6024 0 81l0 3．1424 】8676 I 8655 2．0290 1．6086 0 9808 0 8114 

5个样地椿树动物群落结构之中，动物各类群多样性指数以榕树种类丰富的原始林地 

最高，人为活动频繁区最低。在主要类群中，多样性指数高低规律为：蜱螨类群>昆虫 

类群>伪蝎类群>蜘蛛类群>唇足类群>倍足类群>综合类群>鸟类群 >环节类群>兽 

类群。 

2．5 榕树动物群落组成与环境条件的关系 

西双版纳勐仑热带雨林各生境内的榕树动物群落结构，在组成上具有一定的共同性， 

同时也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异，这些异同与椿树及周围生态环境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 (表 

4)。 

表 4 勐仑热带雨林中榕树样地环境条件 

Tab．4 The envlromnentll conditions of the Ficus stuied type the tropical raJ~orest in M englun 

椿错种数 

椿树株数 

其它林况 

总疆盖度(％) 

枯枝落叶(cm) 

腐殖质厚(cm) 

人为 干扰 

5 

24 

稀疏 

20 

0 5 

4 0 

频繁 

7 

41 

茂密 

80 

6 8 

12,0 

较少 

6 

20 

茂密 

95 

2 5 

4 0 

较少 

11 

45 

茂密 

85 

6．0 

6．5 

极少 

9 

39 

茂密 

92 

6 5 

7．0 

极少 

从表中看出，除了 I号样地的生境条件单纯外，其它4个样地环境条件相似，但由于 

椿埘种类和数量丰富度不同，埘下的枯枝落叶和腐殖质的厚薄差异，从而直接导致榕树动 

物群落结构的不同j如Ⅱ号样地总覆盖度虽然低于Ⅲ号样地，但由于榕埘种类与数量丰富 

度和枯枝落叶及腐殖质厚度都高于Ⅲ号样地，所以动物群落数量就偏高。而Ⅳ号和V号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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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在椿树种类和数量及森林总覆盖度都高于前 3个样地，所以树上和地下动物群落结构最 

为丰富多样。研究结果表明，椿树动物群落的多样性与搭树类群的丰富度相关；树上和地 

下的营养结构的丰富度可增加动物群落结构组成稳定性与多样性；椿树与周围生态环境的 

复杂性、多样性和稳定性又直接影响着椿树动物群落的多样性。 

3 讨论 

3．1 研究结果表明，热带雨林生态系统中的榕树群落与搭树动物群落可作为一个相对独 

立的结构单位和功能单位，它们间组成了明显的营养组织水平和能流型式的小生态系统 

动物备类群 (从个体、种群、群落上)都在围绕着椿树有规律地进行生存与发展，相当一 

部分类群与椿树起着相互作用的关系；所以，植物学者提出的熔树是热带雨林中一个关键 

植物类群的论点是成立的。 

3．2 热带雨林椿树动物群落丰富的多样性，与椿树类群和周围林相等生态环境的丰富度 

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为它们之间相互关系是以食物链联系着的，既包含着生产者、消 

费者、分解者的营养结构关系，又包含着能流在生态系中的循环规律动态关系；因此，加 

强热带雨林的保护，也就直接起到了保护搭树类群的多样性，同时又保护了榕埘动物群落 

丰富的多样性，使热带雨林生志环境永葆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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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0N ANIM AL STRUCTURE AND B10DIVERSITY oN Ficus 

IN THE TROPICAL RAIN OF XISHUANGBANNA，CHINA 

Yang Darong Li Chaoda Yang Bing 

(Kunm~g[nstRute ofZoology the Chinese Academy ofSciences Kunmmg 650223) 

Abstract 

Ficus tree is a key species in the ecosystem of tropical rain forest in Xishuangbanna
． The 

animal community is established by feeding，perching and breeding on the fruits
． 1eaves， 

branches，fallen leaves and branches of Ficus and even in the soil under the tree
． The c0mmu 

nity helps Ficus tree with pollination and spread．And a correlation between F／ “j and ani 

reals is closely established in the ecosystem．The data were collected in M englun tropical 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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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st reserve，endangered plant migratereserve，banks of Luosuo river and living compound 

of botanic garden in Xishuangbanna，in the sampled sites in regular time The data indicate 

that the animal community in the virginal tropical rain forest with abundant F／cus trees has a 

diverse structure and it has much more species 

Key words Xishuangbanna，The tropical rain forest，Fi~us，Animal structure，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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