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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禽鸟发声行为的激素调节* (，7>／ 

奎 盎 
(东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神经生物学研究室 长春 13~24) 

摘 要 讨论了性类固醇激素对鸣禽发声行为及其神经回路 的影响。从细胞回路水平、行为水平对性激素 

在幼年呜禽发声学习和成年鸣禽鸣啭可塑性中的作用进行 了全面论述 介绍了国内外在鸣禽发声这一研究领域 

的最新进展，对深入开展动物学习记忆神经机制的研究具有借鉴作用。 

关键词 性垄坷置激素，j旦 ，蕉妻复 ，鸣禽 
中围分类号 0579．1 ～  

鸣禽的鸣啭是一种习得发声行为，与生殖周期 

密切相关。无论是幼鸟的发声学习还是成鸟的鸣啭 

维持，都离不开听觉经验和体内激素的作用。近年 

研究表明，一些发声相关脑区有性激素积累。说明 

性激素可直接作用于神经结构来影 响发 声行 为 

(Balthazart等，1992；Gahr等。1993)。成年鸣禽 

个体的鸣啭能力表现出显著的性别和季节性差异。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发声学习相关核团体积存 

在显著的性二态性 (李东风等，1992；柏素霞等， 

1994)以及性腺结构与机能的季节性差异 (付立波 

等 ，1998)。本文结合国内外实验室工作，从细胞 

回路水平 、行为水平对性激素在幼年和成年鸣禽发 

声学习中的作用作一回顾。 

1 性激素与发声相关神经回路 

已知鸣禽 的发声运 动通路 由高级 发声 中枢 

(HVC)一古纹状体粗核 (RA)一舌下神经核气管 

鸣管亚核 (nⅫts)组成，这一通路参与鸣啭学习 

的后期阶段。除此之外，在丘脑和前脑之间还存在 
一 条鸣啭学习环路 ：高级发声中枢 (HVC)一旁 

嗅叶 x区 (area x)一丘脑背外倒核 (Du )一新 

纹状体前部巨细胞核外侧部 (LMAN)一古纹状体 

粗核 (RA)，这一通路参与鸣啭学习的早期阶段。 

见图 1。近年的研究表明，多数核团中的神经元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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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雄激素受体，且雄 鸟含量高于雌鸟。与此相 

反，多数核团中的神经元都不具有雌激素受体 ，仅 

在 HvC内偶见。 

Hvc中含有两类投射神经元，在鸣啭学习中 

具有独特地位。其中一类神经元向 RA投射 ，另 一 

类神经元向旁嗅叶的 x区投射。在鸣啭学 习过程 

中，HVC内雄激素靶细胞数量急剧增加 (B[】tti目， 

1987)。并且RA投射神经元和 x区投射神经元都含有 

大量雄激素积累细胞 (Sdam~i等，1989)，这说明 

HVC可能通过其投射神经元影响呜啭学习 

I_MAN—RA—nⅫts通路的每一级核团都包含 

雄激素积累细胞，而且在发育的早期该回路就可能 

直接对鸣啭形成产生影响。因为在鸣啭发育的早期 

(55日龄前)损毁雄性斑胸草雀的 LMAN，会立即 

干扰发声学习；而在发育后期 (ss日龄后 )或成 

年损 毁 LMAN 则 对 鸣啭 无 影 响 (Johnson等， 

1994)。对斑胸草雀的研究进一步显示，LMAN 中 

的 RA投射神经元和非投射神经元都积累雄激素， 

但投射神经元积累雄激素的浓度更高 (Korsia等． 

1989)。 

无论在幼鸟的发声学习期亦或成鸟鸣啭的季节 

性变化期 ，发声相关脑区的结构均发生明显的改 

变。这种改变涉及许多方面，包括脑区体积、神经 

元密度、神经元数量 (李东风等，1997；~ttjer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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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新生神经元的加入和神经元存活 (K_丌1等， 

1994)，轴突联系形成和重建 (Jo}lns_m等，1992)，以 

及树突、突触形态的重塑等 (Nixdorf-Bem~ er等， 

1995)。性激素能直接作用于神经细胞膜并影响其 

兴奋性，作为转录因子诱导基因产物生成 ，从而直 

接或间接影响神经元的结构和功能。 

睾酮对成年鸣禽脑的季节性形态可塑性的影 

响，已得到普遍认同。但在幼鸟鸣啭学习期间，睾 

酮对鸣 啭系统的形 态学影响并不确定 (Arnold， 

1997)。例如，幼年雄性斑胸草雀去雄并给以抗雄 

激素处理，虽然 x区和 LMAN的体积比正常发育 

的小，但 HvC和 RA的体积发育正常 (Grisham 

等，l997)。可是，雌二醇处理幼年雌性斑胸草雀 

则导致发声核团显著生长并发出雄性特征的鸣啭 

(Simpson等，1991b)。虽然 HVC中含有一定量的 

雌激素积累细胞，但鸣啭控制系统内雌激素受体的 

分布似乎比雄激素受体 的分布更为局限 (Jobnson 

等，1995) 对成年雄性金丝雀 HVC的两条投射 

同路的研究发现：这两条回路在积累雄 、雌激素的 

能力方面具有差别。HVC内的 RA投射神经元只 

积累雄激素；相反 ，X区投射神经元积累雌激素或 

雄激素 (Gahr，1990)。另外，RA投射神经元中 

雄激素积累细胞的比例高于 x区投射神经元 (经 

睾酮处理的鸟这种差别更大)。成年金丝雀的 HvC 

腹内侧 的 paraHVC (包含大 量的 X区投射神经 

元)，含有大量的雌激素靶细胞，而 HVC内雌激 

素的靶细胞很少 (JobI180／1等 ，1995)。成年雄性金 

丝雀的 x区投射神经元 只积累雌激素 (Nordeen 

等，1987)。这些结果暗示鸣啭控制神经系统内雌 

雄激素的不同功能。雌激素选择性影响的回路对早 

期鸣啭学习是必要的，而雄激素选择性影响的回路 

对肩动后期鸣啭也是必要的。 

虽然正常发育以及成年神经发生都能促进发声 

相关脑区的形态改变，但获得的证据表明，性激素 

并不是通过调节细胞增生改变脑区形态。换句话 

说，控制成年金丝雀的性激素水平，并不影响端脑 

腹室带与 H胸苷的结合而产生新细胞 (Brown等， 

1993)。然而，性激素对鸣禽脑细胞有丝分裂后的 

过程产生影响。雌激素或睾酮对幼鸟和成鸟的新生 

神经元 的存 活及迁 移起促 进作用 (Hidalgo等， 

1995)。性激素还能增大发声相关核团神经元胞体 

体积，促进树突生长以及增加突触数量 (DeVoogd 

等，1981)。如睾酮处理成年金丝雀可以使神经元 

胞体生长，树突枝增大，细胞间隙扩大。资料还表 

明，雄 、雌激素在调节神经元形态上都有一些累积 

作用。雌激素或双氢睾酮可以增加 RA神经元树突 

枝的长度，二者共同作用达到的效果甚至胜过使用 

睾酮。睾酮处理，除引起树突枝生长外，还能提高 

RA核团内突触的数量、增加 HVC神经元间的缝 

隙连接 (DeV∞gd等，1985)。 

图 1 鸣禽鸟发声运动与发声学习通路 

Fig 1 The vocal comml and vocallearning 

pathway of songbird 

HVC：发声高级中枢(algh~voted center)；RA：古纹状体粗校 

(nucleus robustus arch[striatatis)；n ts：舌下神羟校气臂鸣臂重 

棱(tr-~chmsyrmgeal section 0f the hyp。 艘 I叫deus)；LMAN： 

新纹状体前部巨细胞棱外倒都(1ateral~ ular nucleus 

the~tcrior nmstristtrn)；旁嗅叶 x区：(a X)；DIM：丘董背 

外侧攘(medi nucleus of the dccsola~eral tIIahⅡ雌 )；呜臂【 一 

rLnx) 

2 性激素与幼乌的发声学习 

鸣禽鸟发声学习由两个阶段构成：记忆获得阶 

段，幼鸟必须听到并记住教习曲的声音结构；感觉 

运动学习阶段，幼鸟通过听觉反馈学习发声运动特 

征，以完成发声与早期记忆模板的匹配。鸣啭发育 

历经亚鸣啭 (subsong)、塑性鸣啭 (plasticat song) 

和完美鸣啭 (full so．g)3个时期。性激素对前两 

个时期的影响是明显的。 

证据表明，对刚孵出的雌性斑胸草雀进行雌二 

醇处理，其鸣啭控制核团的发育明显雄性化，并且 

成年后可发出象雄鸟一样的鸣啭。雌二醇通过调节 

鸣啭系统特定脑区的神经元存活、突触再生、神经 

生长来发挥雄性化效力 (Simpson等，1991a)。研 

究还发现，雌激素和雄激素诱导雌鸟神经系统雄性 

化发育的作用有所区别。雌二醇在促进 RA神经元 

体积雄性化方面效果最佳，而二氢睾酮对增加 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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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元数 目的雄性化方面效果最佳。雏鸟先用雌二 

醇处理，至成年后再用睾酮，诱导的雄性化程度远 

远超过单独使用雌二醇的效果。这说明早期施用雌 

二醇对晚期睾酮的作用是必要的。雌二醇可能作用 

于发声相关核团以提高对已听过音节的记忆。在孵 

出后第 1周内，雄性斑胸草雀脑细胞内雌二醇的含 

量远远高于雌鸟，此时，用雌激素处理雌鸟能显著 

促进前脑鸣啭系统的雄性化发育。 

与此相反，去雄或用抗雄激素处理幼年雄鸟， 

对记忆教习曲音节的能力、以及塑性鸣啭的影响极 

小。但是，完善鸣啭的产生离不开雄激素。去雄或 

用抗雄激素处理的斑胸草雀音节顺序变得不固定， 

以至于整个鸣啭异常 (Bottjer等，1992)。但此后 

将睾酮提高到成年生理水平，几周后可以诱发出完 

美的鸣啭。提示感觉运动学习的末期可由于睾酮含 

量提高而延长。显然，睾酮或其代谢物负责鸣啭运 

动的稳定性 ，并且参与发声学习或听——运动整 

合。 

血清睾酮正常变化值也提示了睾酮在发声学习 

感觉运动期和成鸟的稳定鸣啭行为中的作用。研究 

发现，幼年雄性斑胸草雀血清中睾酮的含量为成年 

鸟的一半 (Adkins-Regan等，l990)，而且，幼鸟 

发育过程中睾酮的含量若长期保持较高水平，将严 

重影响斑胸草雀的呜啭学习 (Karsia等 ，1991)。 

所以，相对低水平的睾酮是正常鸣啭发育所必须 

的。在鸣啭学习一开始 (20日龄)，就对幼鸟使用 

睾酮，持续 3周左右时问，雄鸟习得音节数比对照 

组少，说明记忆教习曲音节的能力由于在此期间睾 

酮水平的提高而受到了削弱。这些研究提示，睾酮 

作用的确切时间和睾酮含量是影响鸣啭行为正常发 

育的重要因素。 

与斑胸草雀不同，白冠雀在孵出后 2～3月内 

记忆教习曲音节但无任何发声练习，大约在 7～8 

月龄时，才开始练习发出典型音节。在音节记忆一 

结束就用睾酮处理白冠雀能诱导性早熟并导致鸣啭 

异常，与声音隔离情况下的雄鸟鸣啭相似。whal— 

ing等 (1995)对白冠雀的结果提出了两点解释 ： 

一 是雄激素处理使鸣啭稳定过程比正常鸟显著缩短 

(由两月缩短为 3周)，雄鸟投有足够的时间听—— 

运动整合 ；二是睾酮水平的过早提高干扰了记忆储 

存期神经系统的正常发育，因这一储存期介于音节 

记忆和发声运动之间。 

综上所述 ，可以推测 ：不同的性激素对于鸣禽 

鸣啭发育的不同阶段的作用是不一样的。雌二醇可 

能为听觉学习或早期的感觉运动整合所必需 ，而睾 

酮或睾酮代谢物对习得鸣啭的稳定是必要的。那 

么，阻断雌 激 素的 作 用是 否 会影 响 鸣 啭学 习? 

Balthazart等 (1994)用抗 一雌激素或其合成抑{嘲 

剂处理鸟企图干预雄性化发育。结果发现，用几种 

已知的抗 一雌激素注射给刚孵出的雄性斑胸草雀未 

能阻断神经系统的雄性化发育 ，雌激素合成的强抑 

制剂如 fadrozole或 vorcmo|e也未起作用。如果雌激 

素对雄鸟的孵后发育并不关键 ，那么它可能在孵前 

发挥作用。为了验证这一设想，Wade等 (1996) 

用 fadro~e处理 5～8天的斑胸草雀胚胎。遗传型 

的雄鸟未受影响，说明胚胎发育中雌激素的合成对 

于鸣啭系统 的雄性 化发育 并不 重要。然 而，用 

fadrozole处理的雌鸟结果却相当有趣。因为鸟类卵 

巢的分化必须要求有雌激素的合成，所以处理后的 

雌鸟产生大量的睾丸组织，并分泌睾酮，表现为这 

些雌鸟的鸣管雄性化以及细胞质睾酮含量的提高。 

但是 ，睾丸组织对鸣啭的神经回路几乎没有影响。 

这说明鸟脑的雄性化发育并不仅仅是雄激素诱导的 

结果。一种原因可能是卵巢分泌抗雄性因子；另一 

种原因可能是鸣啭系统的雄性化发育部分受控于其 

他遗传因素。由此推测，部分抑制雌激素合成并不 

妨碍遗传型雄鸟鸣啭系统的雄性化发育，睾丸组织 

和睾酮不能使遗传型雌鸟的鸣啭系统完全雄性化发 

育。 

3 性激素与成鸟鸣啭的可塑性 

许多种类鸣禽随着生殖季节到来，鸣啭行为发 

生年周期改变。雄性金丝雀属于鸣啭学 习开放型 

(open-ended)鸟类，在每个繁殖季节都变换音节。 

在非繁殖季节鸣啭的稳定模式消失、新音节加人 ： 

而繁殖季节到来，鸣啭再次稳定 (Notte~ 等 ， 

1986)。白冠雀和斑胸草雀属于鸣啭学习临界期型 

(critical period)鸟类 ，虽然鸣啭也表现 出季节性 

变化，但并不逐年改变音节 (Brer~mitz，1997)。 

因此鸣啭行为的季节性改变不一定伴随新鸣曲的学 

习或鸣曲库的重新设置。 

鸣啭行为的周期性变化伴随着发声相关核团体 

积的季节性变化。发声相关核团体积季节性增大和 

萎缩与血清中睾酮含量有关。而睾酮含量的变化又 

与性腺结构的周期性变化有关。Smi血 等 (1997) 

通过激素和光周期在驱动雄性成年鸟脑季节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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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研究中，暗示长日照刺激发声核团生长主要 

是通过睾酮或其代谢物来完成的。睾酮是导致这些 

改变的重要因素。检测成年雄性金丝雀血中激素的 

含量表明，睾酮含量下降与非繁殖季节期鸣啭的稳 

定性消失有关。随之而来的睾酮含量提高又促进新 

音节的增加。而睾酮保持一定水平不变，使繁殖期 

内鸣啭维持稳定 (Nottebohm等，1987)。与此相 

似，抗雄激素药物处理或去雄的成年金丝雀鸣啭丧 

失或变得不稳定 ；而去雄的鸟用睾酮处理，能使其 

恢复稳定的呜啭模式，这些与用幼鸟所做实验获得 

的结果一致。提示：低水平睾酮是鸣啭行为改变所 

必需的，而高水平睾酮是感觉运动学习和呜啭定型 

所必需的。有趣的是，成年雄性斑胸草雀的发声行 

为不随季节而变化。抗性激素处理或去雄都不会使 

稳定的鸣啭丧失，而且呜啭控制脑区的体积无明显 

的改变 (Bottjer等 1992)。 

雌激素在学习新鸣曲的季节性变化中的作用尚 

不清楚。在听觉记忆的早期阶段，雌激素对幼鸟的 

发声学习是必需的．但尚不清楚成年鸟的非繁殖期 

内是否也是如此。成年雄性金丝雀血清中的雌二醇 

水平并不随季节变化，而且血清中的雌激素含量并 

不能反映脑区激素水平的变化 (Schling，1997)。 

综上所述，性激素在鸣啭学习全过程的各个环 

节，在细胞 、回路、行为不同水平上发挥作用，这 

些结果为我们深入了解脑在学习记忆 中的作用机制 

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鸟鸣学习过程与人类语 

言学习有许多相似之处 ，如控制发声的脑区都具有 

左侧优势现象 ；幼鸟和幼儿学习发音都在临界期内 

进行；鸟类与人类性激素水平的改变对发声学习的 

影响等。鸟鸣的研究有重要理论意义，因此近年来 

已逐渐成为国际神经科学领域的热点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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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RMONAL REGIII．A110N OF V0CAL BEHAVII)R IN S0 GBm Ds 

LI Eong-fer~ LI Jie 

‘ 删州 № m6岫 ，S口k 坼 ＆ ， 炯   ̂ 蛐 ，‰ 耐 蝴 1311024) 

AbslnKt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sex steroid hot． 

n的ne effect On vocal bel3avlor and neural drcuits in 

so~ birds．It reviewd the effect of s steroid hor- 

mone in vocal learning of young bird and song plastic— 

ity of adult bird in the level of rleul'oll，circuits and 

behavior．We described ilew da协 in this fields in do． 

mestic and abroad．and have important value for the 

future research in the neural mechanism of learning 

and memory of animals． 

Key w Sex steroid horr~ne，Regulation，Vocal behavior，Songbi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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