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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熊猫分类的争论已持续了 130年。自1984～1985年 O’Brien进行蛋白质分子与 DNA系列的研究 

后 ，到90年代 ，多数西方学者都同意大熊猫隶属于熊科的观点 但在中国．多数学者从生物学的不同学科和 

水平，尤其在从古生物学方面的研究结果，坚持把大熊猫独立为一科：1989年邱占祥等研究了云南中新世大熊 

猫的祖先化石以后，1993年黄万渡又研究了大熊猫的颅骨、下颁骨及牙齿，进一步论证早在中新世晚期，始熊 

猫 (Aiturarctos)与始熊 (Ursavus)就开始井行发展，前者发展为觋生的大熊猫，后者发展为真熊，即今熊科 

中的各种熊。本文从种群数量、特征、增长与波动、遗传多样性和生存分析等5个方面，对近 20年来大熊猫的 

种群生态的研究与进展进行了的概括，同时提出并讨论了目前还存在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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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69年 David将大熊猫订为新种以来，受 

到世界的广泛关注。发表的论文已逾 1 700余篇， 

其中8O年代以来约有 1 300余篇，并从不同学科 

领域进行了广泛深^的研究。本文拟从大熊猫的分 

类和种群生态学的角度，对近 20年的研究和进展 

作一分析。 

1 大熊猫的分类 

大熊猫分类地位的争论已 130年。80年代以 

前其争论形成三派学说——熊科、浣熊科、大熊猫 

科 (独立一科)，以后逐渐形成两派——熊科、大 

熊猫科 (独立一科) 

8O年代中期，0’Brien(1984～1985)根据大 

熊猫、小熊猫、浣熊和几种熊的蛋白质及 DNA序 

列比较，认为浣熊科是从熊科的共同祖先第 1次分 

离出的类群：之后不久，小熊猫又从浣熊科主支中 

分出。而大熊猫更接近熊而远离浣熊 因此，多数 

西方学者认为大熊猫起源于熊类已经解决。一些近 

期世界性的兽类学著作 (Nowak，1991；Corbet， 

1992；Wilson，1993)都将大熊猫归^ 熊科。r． 

uCN红皮书名录 (1994)和 CITES国际贸易附录 

I (1993)等均将其归^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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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中国的一些学者根据血清免疫学比较， 

用大熊猫、黑熊、马来熊、小熊猫、狗、猫等的血 

清做免疫实验，或进一步做免疫扩散和微量免疫电 

泳实验，分析其免疫距离，认为大熊猫应并^熊科 

(潘文石，1987；王希成等，1989)。林峰等(1997)采 

用PCR和 Sonthem杂交等方法对大熊猫、小熊猫、 

马来熊、浣熊等共有的 1条 1．3 kb的 R PD产物 

片段进行初步分析，发现马来熊产物刚无相应的杂 

交带，认为这种结果暗示了大熊猫与熊科马来熊的 

亲缘关系，应更近于小熊猫和浣熊的亲缘关系，主 

张将大熊猫划为熊科。 

中国多数学者认为，解决分类问题仅从一个方 

面有失偏颇，主张从演化特征、时序、空问、生态 

行为、功能形态、生理和古生物等生物学的各分支 

学科进行分析论证。故一些全国性的兽类著作，如 

《中国动物志·食肉目)(高耀亭，1987)，<中国哺 

乳动物分布>(张荣祖．1997)，均将大熊猫独立为 
一 科 。 

形态解剖比较，大熊猫的吻比较短，化石稍 

长。它们的臼齿不仅磨面宽大于长，齿根也增长， 

而且换齿序也与黑熊不同。大熊猫是从咀嚼的着力 

点P4和 M 开始，然后向前后两端顺序萌发换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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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类则是 I 、Pl和M 3个起点由前向后顺序生出 

大熊猫整个骨骼都比熊类粗壮厚重，腰和骨盆腔较 

大。消化道保留了食肉类较短的肠道；而熊类相对 

较长。大熊猫的呼吸道在喉部有两个开孔，而熊类 

和小熊猫仅 1个开孔。大熊猫肾的结构单位是肾 

叶，每叶由2～3个原始的小肾合并而成，而熊类 

的肾则分为许多小叶组成复肾，较之更为原始。大 

熊猫的外生殖器既原始又特殊。1984年Xie(谢竞 

强)等在对脑的定量分析中认为，大熊猫脑既有与 

黑熊相似的结构，也有与浣熊相似的结构，同时还 

具有许多独特的结构，而且大熊猫的整个脑进化指 

数，新脑皮进化指数和小脑进化指数都高于黑熊和 

浣熊 1986年北京动物园等单位，对大熊猫进行 

系统解剖和器官组织全面观察，认为大熊猫脑外型 

与熊相似，不同的是皮质脊髓束较大，咀嚼运动中 

枢也较熊大，在延脑腹侧，大熊猫的锥体宽占脑宽 

的1／2，锥体交叉也宽，这与大熊猫前脚内侧有 

“假指”可以外展握物的特点相关。大熊猫有些血 

管分支与熊类有差别。认为诸多不同特点是继祖先 

而来，应独立大熊猫科为宜。蔡昌平等 (1995)对 

大熊猫、马熊、黑熊和小熊猫的头骨进行测量，用 

所得的 55项形态学特征进行比较，通过聚类分析， 

其结果若R取 0．84，分为 3类，黑熊和马熊为一 

类，而大、小熊猫各为一类，表明3类应分别为熊 

科、小熊猫科和大熊猫科。 

大熊猫初生幼仔尾几与后肢等长，成体相对缩 

短，而熊类初生幼仔尾就很短；前者初生幼仔特别 

小，体重仅为母兽的 1／9OO，而熊类初生幼仔为母 

兽的 1御 ～1／300，反映出二者系统发生渊源不 

同 (胡锦矗等，1985)。从行为生态看，大熊猫的 

生态位狭窄，食物单一，而熊类生活领域和食物都 

很广阔，大熊猫不冬眠，粪便形状特殊。它们的交 

配方式也与熊不同，发情时间在春季，为单发情， 

并发出特殊的咩叫声和哼声；而熊类发情在夏季， 

为多发情，发出吼叫声。大熊猫的前后脚都向内 

撇，前脚可以外展握物，而熊类只是后脚向内撇， 

且五指并拢不能外展。 

1980年 Wurste-Hill等通过对大熊猫、杂交熊 

和其他食肉动物染色体带核型相互关系的研究，认 

为大熊猫与熊几乎没有同源的染色体臂，与小熊 

猫、皖熊的相似程度也很低，故应将大熊猫另立一 

科。1985年陈文元等在大熊猫显带染色体的研究 

中，对大熊猫的染色体带核型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对 

比，认为大熊猫染色体的结构异染色质含量少，且 

分布基本局限于着丝粒区，而结构异染色质又被认 

为是一种在生物进化过程中能促进核型进化的遗传 

结构，所以这可能正是大熊猫在食肉目动物的进化 

中独居一科的遗传根据之一。张亚平等 (1991， 

1992．1995，1997)通过大熊猫、小熊猫及熊科等 

动物的各种线粒体 DNA的序列比较，建立了较为 

系统的熊科分子系统树，认为大熊猫和小熊猫都应 

各自独立为一科，与西方学者在分子生物学研究中 

的结论不同。 

1984年罗昌蓉等在大熊猫与几种食肉动物血 

清蛋白及乳酸脱氢酶同工酶的比较研究中，认为血 

清蛋白及乳酸脱氢酶同工酶各个区带含量，其差异 

程度既不同于浣熊科，也不同于熊科。同年冯文和 

等对大熊猫等 5种食肉动物血清蛋白和 LDH同工 

酶电泳比较研究结果，大熊猫与小熊猫的血清蛋白 

扫描曲线的部分峰型较为接近。1988年梁宋平等 

对小熊猫、黑熊、狗和大熊猫乳酸脱氢酶同工酶 

M 的一级结构比较后，发现大熊猫与黑熊和小熊 

猫相比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如果以 LDH—M 亚基 

一 级结构提供的分子信息作为演化与分类性状的特 

征，大熊猫应独立为一科。1991年董全等在大熊 

猫血液成分的测定中，发现大熊猫同黑熊之间差异 

显著和极显著的项目有 8个 ，在大熊猫同小熊猫之 

间．差异显著和极显著的项 目有 6个，从测定结果 

比较大熊猫的血液指标，没有显现接近黑熊和小熊 

猫倾向 

研究动物的起源，很重要的线索是以化石为基 

础的古生物学，然而中国的古生物学家，除少数学 

者从一些大熊猫化石的某些方面提出与熊和浣熊相 

似，而没有明确提出分类地位外，在这场争论中大 

都保持着沉默。主要原因是一些近似于大熊猫的化 

石，如半熊 Hemicyon、鬣熊 Hyaenarctas、印度熊 

Indarctos等未搞清其演化地位，难于正确地确定 

大熊猫的分类地位。1989年邱占样等进一步深入 

研究云南禄丰中新世古猿产地采集的熊科化石材料 

时，首先发现了人们寻找了近一个世纪的大熊猫祖 

先型化石，经过与祖熊 Ursavs比较订为禄丰始熊 

猫Ail“rar~Zos tufengensis。1991年宗冠福又在云南 

元谋发现了元谋始熊猫 A．yuanmouensis右上颌骨 

及牙齿。始熊猫在形态特征上和系统关系上介于祖 

熊与大熊猫 Agumpoda之间。它们是一种小型的 

熊猫类。据推测它们比小型大熊猫 Ailuropoda 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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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ta要稍小，其前臼齿与之相似，已具备了大熊 

猫的齿型。这种相似特点，无疑属于大熊猫类。但 

它的臼齿结构又具有始熊的原始特征，而始熊又是 

熊类的祖先。说明在中新世晚期大熊猫类与熊类已 

开始平行发展，彼此只有远亲关系。1993年黄万 

波以化石和现生种的颌骨、下颌骨及牙齿的形态结 

构，以及牙齿的釉质结构进行比较研究，重点记述 

其不同种类的形态特征及这些特征在进化上的意 

义，认为熊猫与始熊猫的裔征不同于熊科成员，应 

单列一大熊猫科。 

从始熊猫发现于中新世横断山脉东南山阉盆地 

褐煤层．组成当时的古猿动物区系，到更新世时演 

化为小型大熊猫已扩展到秦岭及广西，到更新中期 

巴氏大熊猫 A．melanoleuca baconi已分布到黄河、 

长江和珠江流域，南及越南和缅甸北部，组成了大 

熊猫剑齿象动物群，故大熊猫属南方动物区系，而 

熊类的起源与演化一般认为是北方动物区系成员。 

大熊猫 分类 之争 已逾一个 多世纪，Schaller 

(1993)在他(The Last Panda)一书中，认为熊猫就是 

熊猫，并表明“我比较赞成两种熊猫并为一个熊猫 

科”。但他同时又指出：总有一天会克服困难解决所 

有矛盾，总结熊猫分类问题不分输赢。从而否定了 

“大熊猫起源于熊类，大熊猫分类问题已经解决”的 

观点，是国外与国内多数学者合拍的一个重要代表。 

2 大熊猫的种群生态学 

2．1 种群数■ 

7O年代胡锦矗、吴家炎、张孚允等曾分别在 

四川I、陕西和甘肃同时进行过一次大熊猫的数量调 

查。以后由于岷山缺苞箭竹 (Fargesia denudata)、 

华西箭竹 (F．nitida)大面积开花枯死，在野外发 

现的尸体竟达 138具。80年代在邛崃山又发生了 

冷箭竹 (13ashania fangiana)大面积 开花枯死， 

在野外发现的尸体共有 1o8具，抢救无效死亡 36 

只，共计 144只。加上屡禁不止的猎杀、滥套，大 

熊猫被盗杀数量也不少。为了确切掌握灾后大熊猫 

的数量，1985～1988年，由中国林业部与世界 自 

然基金会 (wwF)共同组织了大熊猫栖息地的综 

合调查。外业采用wwF提供的 “生物种群横向密 

度估计法”，内业计苒采用 “内业综台统计法”和 

“密度参数计算法”，其结果数量变化总的趋势是急 

剧减少。黄乘明等 (1989)用聚类方法调查了邛崃 

山卧龙的大熊猫数量为 109只。潘文石 (1988)和 

吕植等 (1989)在对秦岭大熊猫进行数量调查时， 

建立了一个在巴山木竹林中统计大熊猫密度的样方 

数学模型。秦岭大熊猫的数量在 1985～1993年间 

保持在 211～244只之 间波动 (潘文石，1988， 

1994)。杨光等在 l991～1992年使用逆向截线法和 

样带法，以粪便为间接指标调查了凉山，马边大风 

顶自然保护区大熊猫数量为 (36±6)只，1995年 

郭建在小相岭冕宁治勒自然保护区用同样的方法调 

查有大熊猫 11只。方盛国等采用 DNA指纹技术， 

检测数量调查的粪便，表明秦岭佛坪保护区三官庙 

地区有大熊猫 l3只 (1987)；岷山唐家河保护区至 

少有 37只 (1998)。综上所述，用各种方法在各山 

系调查的保护区数量，估计在秦岭约 200余只，岷 

山和邛崃山各约 300余只；大小相岭不及 40只； 

凉山约 100余只，总数约 1 000只。 

2．2 种群特征 

用大熊猫粪便中未消化的竹节估计年龄及种群 

年龄结构的方法 (胡锦矗，1987)，表明卧龙五一 

棚大熊猫种群较稳定，以后经过 12年的连续监测， 

该种群在竹子开花前后均保持稳定状态 (胡锦矗， 

1998a．b)。朱靖等 (1988)根据 70年代在岷山收 

集到的71号大熊猫头骨进行年龄分组，认为现在 

大熊猫的繁殖力并投有衰退，而引起大熊猫致危的 

主要原因是人为活动的扩大使大熊猫适宜的栖息地 

迅速消失。夏武平 (1985)又专文对此结论进行分 

析，认为幼年组所占比例较小，是当前种群下降的 

主要原因。随后许光瓒等 (1988)根据收集到的 

69号大熊猫头骨，以门牙作切片鉴定年龄，以犬 

牙鉴定性别，然后结合野外观察资料初步编制出大 

熊猫静态生命表，并绘出生存曲线和死亡曲线。由 

此得出大熊猫的净生殖率为 1、0672，内禀增长率 

为0．0055688。野生大熊猫有两个死亡高峰，一个 

是0～2岁，另一个是 12～14岁，性比1：1(魏辅 

文等，1989)。潘文石 (1994)通过对秦岭大熊猫 

的研究表明，种群的内分布型为聚集型，年龄锥体 

呈金字塔形，雌雄性比1．25：1～1．4：1之间，有利 

于种群繁殖更多的后代，具缓慢增长的潜力。 

2．3 种群增长与波动 

夏武平 (1989)以卧龙五一棚大熊猫年龄结构 

资料．通过 Leslie矩阵对该种群发展趋势作预测。 

结果表明，前期有一个下降阶段，而后期一旦种群 

结构呈金字塔形后，每年将以1．64％或1．6696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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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递增。黄乘明等 (1990)也以 Leslie矩阵对整 

个卧龙自然保护区的种群发展趋势作了预测，结果 

与前者一致。袁重桂等 (1990)将 “具时滞的种群 

离散时间增长模型”应用于马边大风顶自然保护区 

研究区域大熊猫种群动态表现为减幅振荡，其振荡 

的阻尼稳定点 (状态)为0．9147只／kmz，其种群 

振幅的大小直接与种群的初始密度有关，若初始密 

度距阻尼点越远到稳定的平稳状态所需的时间越 

多。1986--1987年，袁重桂通过分析影响大熊猫 

和竹子两个种群动态的各种因素，以 Smith“一种 

有特定摄食的捕食者模型”为基础，建立了一个反 

映野外大熊猫、竹子在环境中维持正常摄食与被摄 

食关系的动态数学模型。杨光等 (1994a，b)考虑 

到群众有打笋的习惯，而将上述模型作进一步修 

正．增加了一个常数 (打笋量)，研究了马边 自然 

保护区的大熊猫种群动态。 

2．4 种群遗传多样性 

潘文石 (1988)分析了秦岭大熊猫种群的遗传 

压力。通过秦岭有效种群 92只，计算出该种群每 

代将以0．5456％近交率丧失遗传多样性。张黎明 

等 (1994)利用同样的方法，推算出四川岷山北 

部．岷山南部、I口崃山、凉山和相岭等 5个山系大 

熊猫 种 群 每 代 将 分 别 以 0．3185％、5．555％、 

0．6O24％、0、8772％和 7、1429％的近交率减少其 

杂合度的理论估算值。李扬文等 (1991)、宿兵等 

(1994)利用蛋白质电泳技术，分别对不同产地大 

熊猫血液同工酶及血浆蛋白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其 

遗传呈单态性，无地区间差异，物种多样性贫乏。 

张亚平等 (1997～1998)做了大熊猫不同群体的线 

粒体DNA环区的序列分析，认为分布于不同山系 

之间的大熊猫种群没有显示出清晰的遗传分化。方 

盛国等 (1998)将 DNA指纹技术应用于大熊猫群 

体遗传基因多样性的研究。通过检测，结果表明秦 

岭、岷山、邛崃山、凉山和相岭 5大山系群体内的 

遗传多样性严重贫乏，等位基 因频率分别高达 

0、3534、0、3393、0、3091、0．4389和 0．4839；而 

杂合 率则 分 别 为 64、66％、66．o7％、66、O9％、 

56、91％和51．61％。各山系群体遗传多样性由高 

至低的排序为：邛崃山一岷山一秦岭一凉山一小相 

岭一大相岭。山系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遗传分化，尤 

以基因组的多态性方面遗传分化更为显著。在亲缘 

关系上，已形成秦岭山系，岷山一邛崃山系和凉山 

一 相岭山系等 3个遗传类群，且后者有较近的亲缘 

关系，与秦岭山系类群的亲缘关系相对疏远。 

2．5 种群生存分析 

在大熊猫分布的各大山系，据局部地区所在保 

护区调查的数据，和过去研究所积累的资料，确定 

了大熊猫种群的基本参数，应用种群生存力分析的 

一 些原理和方法 ，通过随机 Leslie矩阵模型对大熊 

猫种群灭绝风险进行分析 (刘来福，1991)，或借 

助漩涡模型，对秦岭佛坪 (李欣海等，1997)、邛 

崃山卧龙五一棚 (魏辅文等，1994)、岷山黄龙 

寺∞和唐家河0， 及相岭冶勒 等 自然保护区的 

大熊猫在未来 100年的种群动态进行了预测。结果 

显示，陕西秦岭佛坪大熊猫种群数量在 100年内基 

本稳定，处于缓慢衰退阶段，其长期生存取决于它 

们的杂合性和近交衰退程度。在四川通过岷山、邛 

崃山和小相岭 ，对几个保护区所作的种群生存力分 

析，也显示出有潜在的正增长率 (1．006～1．198)， 

即使在没有近亲繁殖和灾变的情况下，其绝灭率仍 

在4．9％～84％，而杂合率在 56．9％～82．25％， 

均未达到保护生物学家拟定的长期生存的种群绝灭 

率应小于 2％、基因杂合率应大于 90％的标准。 

可见对相岭山系数量很小的种群，若不尽快使 

被割裂的栖息地恢复成一完整的分布区，加上该区 

域供食的竹种单一，一旦竹子开花，这个山系的大 

熊猫将会在短期内有绝灭之虞。岷山和邛崃山由于 

总体环境较为稳定，种群数量相对较多，在短期内 

虽然绝灭的可能性小，但现状也不能完全支持其种 

群长期存活。关键在于，必须杜绝猎杀和捕捉i同 

时还应进一步扩大其栖息地，建立 “绿色走廊”， 

以降低被分割的亚种群杂合率的丧失i减少人为干 

扰，提高环境和种群的整体稳定性。 

综上所述 ，大熊猫种群生态研究虽取得了诸多 

方面的成果，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大熊猫的数量调 

查，方法虽多 ，但从根本上看仍属传统的生态学调 

查方法，如能改进，结合 DNA指纹技术，将会提 

高其可信度；大熊猫的种群参数，各山系存在差 

异．尚需通过长期细致的野外调查进行修正；大熊 

猫遗传多样性究竟是否存在地区差异，亦存在分歧 ， 

①胡 杰 ．1997 黄龙寺保护区太熊猫种群生存力分折．硕士论文 

④张泽钧，1999．唐家河太熊猫种群生存力分折 硬士论文 
@郭 建，1996 相峥泊勒自然保护区太熊猫种群生存力分折 硬士论文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动 物 学 研 究 2l卷 

尚待进一步研究；大熊猫种群生存力分析，其参数 

尚待进一步收集，而且多局限于较小的范围或保护 

区，应进一步对各大山系种群进行 PVA研究，以 

便给保护管理提供参考和改进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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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0N 珊 CLASSFI(：A110N AND p0】 『I AT10N 

E00I GY 0lF THE GL帅 PANDA 

HU Ji丌．chu 

(Institute AnimalsandPlants rSichuan Tmcf~rsCollege，Nanchong 637002) 

A10stract：Whether panda belongs to Ursidae，Procy— 

onldae or an independent family had been debated un— 

tiI the 19舯s．when O’Brien and others posed a series 

of researches on the protein and DNA of the giant 

panda．UntiI the 1990s，most of the western scholars 

agreed th越 panda bdonged to Ursidae while most of 

the Chinese scholars insisted that it should be an inde— 

pendent family，considering every factor of biology 

and researches o12 the molecular IeveI aN welI aN on 

paheontotogy．QIU Zhan—xiang et a1．studied the 

fossils of panda’s ancestors found in YuFlnan Pmvince 

in 1989．HUANG Wambo studied panda’s sku Lls． 

rnandibtes and teeth in 1993．AⅡthe~e studies have 

further proved that it wss in the Iater Miocene period 

that the Aiturarctos and Ursavus began to develop 

par~lelly：the former had developed to panda while 

thelatter had developedto bear(alIthe species inUr． 

sidae)． 

The studies on population~otocx ofpanda dur· 

ingtheIatest years a sonamarized ov~alIinfive as— 

po：~ts．The first is population ．With different methods． 

webelieve that them is 200 oF so in Qingting 17OOll／1一 

tains，300 or so in Mingshan and Qiongtai mountains， 

Iess than 40 in Daxiangting and Xi~oxiangling rrl0un— 

tains，molethan 100inLiangshanmountains．the total 

is1 000 or∞．The secondispoPuiation characteristic． 

The third is population growth and fluctuation．The 

fourth is genetic diversity．The genetic diversity from 

high to tow in difierent mountains is：Qionglaishan~ 

Mingshan~ QingIing— Liangshan~ Xi~oxiangling 
Daxiangting．Th ere is distinct genetic differentiation in 

different．mountains，especially in potymorphic aspect 

of genetic group．Them are three different genetic 

groups：the populations in Qingling motmtalns，Ming— 

shah—Qionglai mountains and L／angshan mountains are 

inkinship．Th are close klnshipbetweenthe popu— 

Iations in Mingshan·Qionghi n'~ountalns and Hang— 

shan mountains，but their kinship with Qingling 
mountains is quite far．The珊th is viabitity analysis． 

Atthe sai~etime．8C~flte problems existed anaongthern 

are brought upanddiscnssed． 

Key words：Panda；Classification and evolution；Population o：ofogy；Studies and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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