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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色田鼠生长及年龄指标的评价 

、
张 越 王廷正 裘国勇、． 田娅薇 

4摘要⋯⋯⋯⋯了⋯⋯一⋯ 鬻 Z 
垒长和颧宽等 7项生 长指标及其在鼠体生长和年龄评价上的代表性。结果表明，头骨增长是鼠 

体乍长最具 导地位的指标，后足长和胴体重改之，体重与鼠体生长的相关性鞍低，体长在 7 

项指标 中晟币具代表性。考虑到精确性和实用性，确定胴体重为鉴定棕色 田鼠年龄的最佳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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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色田鼠(Microtus mandarinus Milne—Edwards)是分布于我国北方农田、果园和林 

地的重要害鼠。由于该鼠块状分布和具有较严格的地下洞道生活习性，有关这一鼠种的生 

态学研究报道甚少(郭全宝等，1974；张俊等，1984~王廷正等 1995)。固其臼齿终生生 

长和视觉器官尤其是晶状体相对不发达，使较准确反映棕色用鼠年龄的生长指标不易确 

定。本文对棕色田鼠较易取得的 7项生长参数用主成份分析法分析，找出对其生长发育最 

具代表性的指标，并据讨这些指标用 于年龄鉴定的优劣 郑生武等(1984)、李乇春等 

(1989，1990)曾对高原鼢鼠(Myospalax bailevi Thomas)、黑线仓鼠(Cricetulus barabens~ 

Pallas)和大仓鼠(c．triton de Winton)做过此项尝试。 

1 方法与结果 

1991年 2月至 1992年 4月，棕色田鼠标本 978只(雌 530只，雄 448只)采自河南省 

灵宝市寺河山地区和卢氏县秋凉河园艺场。所用捕获方法有截挖法、追挖法和 LB型灭鼠 

管(柳枢等，1991；中国煤碳科学院爆破技术研究所制)炸捕法等。对标本逐一查验性别并 

进行常规测量(体重、体长、胴体重、尾长和后足长)，记录以上观测值。剪下头骨制成头 

骨标本，用游标卡尺测量并记录颅全长和额宽。由于炸捕损伤，共测量完整头骨标本 447 

只(雌 241只，雄 206只) 

应用主成份分析法(PCA)(壬学 等，1990)对所获数据中随机选取的 320组 7项生长 

指标齐全的数据进行处理，通过对不同性别棕色田鼠 7项生长指标的差异性检验，其 t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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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体重、体长、胴体重、后足长、尾长、颅全长和颧宽分别为 1 8033、1
． 1857、 O．7805、 

O．7388、O．4805、O 7502和 1．0533，均小于 f0 全部指标均无性别差异，故将雌雄一井 

讨论。 

求原始数据矩阵 r按列标准化后的矩阵 的协方差矩阵 Cov(Z， )，由于 

Coy(x,， ， ≈月(Yi)) 

其中 R( 是原始数据矩阵 Y的相关矩阵，故计算相关矩阵 R(Y )，作为 Cov(x~， 

Z )进行以下分析。 

求出棕色田鼠 7项生长指标原始矩阵的相关矩阵 月( )，该矩阵为一斜角矩阵(表 

1)；井依据lR～AIf=O的矩阵方程，解出由该矩阵方程所列 7个联立方程的解： 、 ，、 
⋯

、  为相关矩阵 月的 7个特征值，并求出每一特征值的贡献率(表 2)。计算结果表明， 

tl的贡献率为 84 32％，远大于其他各特征值的贡献率，为最大特征值。 

表 1 棕色田鼠各生长指标的相关矩阵 

Tab．1 Correlation matrix of growth indices of M andarin vole 

贵献率《％) 84 32 0
．07 

计算最大特征值 il对应的第 1主成份 z 的 7个正交化特征向量 ( 1
， 2， ⋯ ， 

7)，其中 为负值，表明体长并不随年龄增大而增加。由下式 

Ii V， l 1，2，⋯，7、 

O， I； ( =1，2，⋯，7) 

求 出 z-上的各特征 向量的因子负荷量 I (j- 1，2，⋯，7)和贡献 率 Q ( 

1，2，⋯，7)如表 3。并绘出最大特征值上的因子负荷量分布圈 (圈 1)。 

以上运算过程用 Basic语言编制电算程序，在 IBM PC386微型电子计算机上运算 

完成= 

2 讨论 

2．1 生长指标 

2-1 1 从圈 1因子负荷量分布和表 3可以看出，颅垒长和颧宽 2个头骨量度因子负荷量 

● l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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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贡献率最大，均接近于 l，且变异系数都最小。头骨量度指标随年龄增长而增大。野生 

小型啮齿动物生，奈寿命远小于生理寿命，个体生长贯穿于整个生活史．但各生长指标的增 

长并非均匀的，有较l大差别(王祖望等，l978)。鼠类头骨的主要成分为无机物质(李晓晨 

等，l992)，这砦物质的积累对 同一地域的居群，在相同食物和气候条件下，是一致 

的，并且随年龄增长钙化程度增强 头骨 2个指标的因子负荷量及贡献率在 7个生长指标 

中居 f高值，更说明棕色田鼠头骨的长径(颅垒长)、宽径(颧宽)的增长在整个个体生长发 

育期内占主导地位，增长速度较高且稳定。包括棕色田鼠在内的田鼠亚科(Microtinae)野 

生小型啮齿类，其生长期较为独特，即生忐寿命并没有达到生理上的“衰老”。尽管成体后 

的生殖 一定程度滞缓了生长，但个体生长在生态寿命时限内贯穿始终。野生田鼠类食性单 
一

， 以植物绿色(多汁)部分和柔软的根为主要食源，兼以少量植物种子，食物热量价较 

低．使田鼠类啮荫动物抵御自然气候变化的能力差，甚至连续几日的阴雨即可造成其批量 

死亡(库加金，l959)。 

表 3 最大特征值上的特征向量、因子负荷量厦贡献率 

Tab．3 Eigenvectors，projections and Contribution rates on the largest eigenvalue of the matrix 

2 1．2 棕色田鼠体长的因于负荷量与头骨指标显著负相关，并且其绝对值和贡献率不低 

(表 3)。如同王祖望等(1978)对小家鼠生长的测定，体长指标是同时期内所有观测项 目中 

增长最为缓慢者，并 且增长率随年龄的增加而下降，呈负相关。Newth(1983)论述脊椎动 

物体长的生长变化时指出：单位时间内其长度方面数值的增加很少，而质量方面的持续增 

加数值却比较明显——长度每增加 1％时，重量就相应增加 3％。 

2 l 3 肘体重的增 长反映鼠体有机体太部和垒部无机成份的增加。棕色田鼠胴体重指标 

与头骨指标相关显著，信息最大，反映着鼠体随年龄的增长，机体同化能力的增加，其因 

子负荷量和贡献率均大大高于体重。对 于体重大多在 20—3O g的小型啮齿动物，胃重和 

肠道积存以及雌孕鼠胚胎重占体重的比例不可忽视．生长发育只能表现为胴体的增重。由 

r【作期跨越较长时殴．营养条件随季节变化．加之测量的主客观误差，胴体重的因子负 

荷量肢贡献率仍不如头骨指标高．信息存量略偏低，但基本反映了鼠体生长状况。后足长 

亦如删体重，与头骨量度指标相关显著，且网子负荷量和贡献率高于胴体重，说明尽管后 

足较小．不易引起注意，但其生长却在棕色田鼠生活期内一直比较活跃，推测与后足所司 

的运动功能有关 

2．2 年龄指标 

小犁啮齿动物年龄和生长指标的研究，以往报道甚多，对不同种动物不同学者认为合 

适的评价年龄的指标亦不同。鉴于野生啮齿类生态寿命短，生长指标足反映动物年龄的重 

要参数。 同前认为晶体干重是较精确的指标，得到不少学者的应用(鲍毅新等，l984， 

1991；黄孝龙等，l985；刘加坤等．199l；Dudzinski等，l96lj Connolly等，l969； 

Yabe，l971)。也有学者认为对 f臼齿不终生生长的种类，臼齿磨损度更为简便易行(罗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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殉．1963；张洁等．1974；朱盛侃等，l979；祝龙彪等，l982；严志堂等，1983；卢浩泉 

等，l987；李玉春等，l989；林纪春等，l989)。但对于地 下洞系生活的棕色田鼠，其视 

觉器官较为退化。据张育辉等(199 4)对 l1只体长在 88— 105 mm的棕色田鼠测量，晶状 

体水平直径平均只有2 04±0．18 mm，只占大仓鼠晶体大小的 61％。而李玉春等(1990)指 

出：“大仓鼠的眼水晶体小，不同年龄个体的晶体干重相差甚小，故称量误差对年龄鉴定结 

果影响火”，不适于作为年龄指标。因棕色田鼠的晶体更小，更不适宜用于年龄鉴定。同 

时，棕色田鼠臼齿无齿根，其磨损度亦不能用于年龄的划分。本研究所涉及的颅垒长和颧 

宽 2个头骨量度指标，能很好地反映棕色田鼠年龄。胴体重、后足长亦能较好地体现棕色 

田鼠的生长。主成份分析的结果同时显示：体重、体长的因子负荷量偏低；除有以上分析 

的生长因素外．体长在测量中主观因素影响也较大，故二者均不宜作为评价棕色田鼠年龄 

的指标。 

阿 1 因千负荷量分布l剖 

Fig l Di stribution of projections 

义简便易手亍 利于在实际 作中推广， 

的研究亦是如此。 

从精确和简便两方面考虑，头骨量度虽 

然精确，相关性强，但在实际工作中操作性 

差 后足长虽也反映较大的信息量，然而， 

其变异系数相当程度地小 于胴体重(后足长 

的变异系数为 O．19，胴体重的为 O 40)，离 

散程度差，重叠多；胴体重克服了以 E不 

足 自身所反映的信息量也大，相关性强， 

是反映棕色R]鼠年龄的最好指标，王廷正等(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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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LYSIS 0 GR0W TH AND AGE INDICAT0RS 

0 F M ANDARIN V0LE 

Zhang Yue W ang Tingzheng 

’tn vHtuw n， Zooiog~， Shaa~、i Normal Univer~ity． 口̈ ，7100621 

Qiu Gaoyong Tian Yawei 

Computer‘ rifle( Shacmx r．～f，r，Ha／ r̈ rr ，I) 

Abstract 

The paper deals with 7 gro~．th indices of Mandarin vole (M icroCtt$mandarinus 

Milne～Ed~a rds) by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such as weight
，
body length．body 

,*,'eight exc[uding viscera．tail length．1ength of hint foot． greatest length of skull and 

zygomatic width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the growth indices of skull are the leading faeters 

lf1 aft indicc．, IIf_thc highest contribution Iales(99．14％．99．J 6％ J rt]r tile correlation matrix． 

Lenglh of hint foot and body weight exduding viscera are in the second leve1
． The 

correlativity of weight and the growth of the vole is lower．as well as body length which con． 

tribution rate is ncgatix,e value Based upon the necessity of precision and operation
． the au— 

thors suggest that weight excluding~．iscera is the best indicator in the age determination of 

M anda rjfl vole 

Key words Mandarin Y( k (M 。roll,s mandarilms Milne Edwards)．Principal compo． 

nent analysis．Growth indicator，Age indic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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