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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农田大仓鼠的能量代谢特征及其体温调节 

王基 三型  王祖望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农业虫鼠害综台治理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0RO w如雪dh@P衄d且i倔．ac．cn) 

摘要：利用封闭式流体压力呼吸计，测定了华北农田主要害鼠大仓鼠 (Cr／ceudus triton de Winton)在 5— 

36℃范围内的能量代谢特征。结果表明：在 5—31℃范围内，大仓鼠的体温基本维持恒定，平均体温为(36．7± 

0．1)℃；热中性区为 29一 ℃；基础代谢率 (BMR)为 (1 23±0．o2)mLO2／(g．h)。在 5—15℃范围内．热传导 

率维持恒定，平均为 (0．12±0 oo)mLO2／(g·h·℃)。大仓鼠的能量代谢特征是：在总兽类中，高于期望值； 

在啮齿动物中，低于期望值；在仓鼠亚科动物中，稍高于期望值；从食性上看，高于食种子类的期望值，而与 

食草类的期望值相似i体温稍低；热传导较高；这些特征与该物种夜行性、主要以作物的种子为食、独居和穴 

居等生活习性密切相关。结台大仓鼠在我国主要分布于长江以北，但在极端干旱和高寒地区则没有分布的特 

点，提出了生理生态特征可能是限制大仓鼠地理分布的重要因素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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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作为一个开放的能量转换系统，其能量消 

耗水平受到其自身解剖、行为和生理学特征，以及 

生态关系和生态制约等方面的限制 (Bozinovic， 

1992)。能量代谢水平对一个物种的分布和丰富度、 

繁殖成功和适合度等起重要的决定作用(Bozinovie 

等，1989；Bozinovic，1992)。基础代谢率 (BMR)作 

为能量消耗水平的一个衡量指标，几十年来一直受 

到各国生理生态学、环境生理学和比较生理学研究 

者的 重 视，并进 行 了大 量 的测 定 工 作。如： 

Hayssen等 (1985)分析了 293种兽类的代谢率， 

McNab(1988)对 321种兽类的代谢率进行了总结 

和分析。 

比较途径是生理生态学中一个重要的科学思维 

方法 (王德华等，1995)。通过比较．已经发现了 

许多重要的和有价值的一般性规律，如地下活动的 

啮齿动物和沙漠干旱区的啮齿类的代谢水平均较低 

(McNab，1979a，b；Degen，1997)．高寒地区的小型兽 

类具有较高的代谢水平(王祖望等，1979；贾西西等， 

1986；王德华等，1991，1993，2000)，说明生态环境 

条件塑造了物种的生理生态特征；田鼠亚科的啮齿 

类和 兔 形 目的 动物 均 具 有 较 高 的代 谢 水 平 

(Wunder，1985；Feist等，I989；Wang等，2000；王德 

华等，1991，2000)，说明动物的系统演化对动物的生 

理生态特征也具重要的影响。因此，某一地区某种 

哺乳动物的代谢水平与总体兽类能量代谢一般模式 

的差异，可能反映了该种动物对环境独特的适应机 

制(Tomasi，1985；王德华等，1995)，并暗含着某些 

进化和适应意义。 

大仓鼠 (Crlcet triton de Winton)隶属于啮 

齿 目 (Rodentia)仓 鼠科 (Cffcetidae)仓 鼠 属 

(Cr／cetu／us)。在我国长江以北地区广泛分布，主要 

分布于华北平原、东北平原、关中平原农作区及临 

近山谷川地。长江以南仅安徽和苏北有分布(杨荷 

芳等，1996；张知彬等，1998)，在俄罗斯的西伯利亚 

和朝鲜也有少量分布。大仓鼠的生境以农田、荒地 

及山坡为主，喜栖于砂质土及砂壤质土地区，杂食 

性，贮存食物，不冬眠(张知彬等，1998)。 

关于大仓鼠的种群生态特征、昼夜活动节律、 

食物和食量、化学通讯等方面，已开展了许多工作 

(张知彬等，1998)。有关该鼠的生理生态学研究仅 

见韦正道等 (1983)及蔡正纬等 (1982)分别对分 

布于长江以南的大仓鼠进行过代谢和蒸发失水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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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而对广泛分布于长江以北地区的大仓鼠则尚缺 

乏研究 。 

对大仓鼠能量代谢等生理生态特征的研究，无 

疑有助于加深对该鼠的种群生物学和生存适应机理 

等方面的理解，有利于制定有效的防治措施。根据 

该鼠的分布特点，我们推测生理生态特征可能是限 

制其分布范围的重要因素，其抵抗高温和低温的能 

力可能均较弱。本文主要测定了不同环境温度条件 

下 ，大仓鼠的体温、代谢率和热传导率的变化，刻 

画了该鼠的生理生态特征，并分析了其对环境的适 

应机理。 

1 材料与方法 

1．1 动 物 

大仓鼠成体于 1998年 7月捕 自河北省固安地 

区，本实验中共用大仓鼠8只 (4 ，4旱旱)， 

平均体重 (123．89±0．81)g。 

1．2 代谢测定 

动物的代谢率以每小时单位体重的耗氧量表示 

[mLO：／(g·h)]。动物的耗氧量用 Kalabukhov． 

Skovortsov封闭式流体压力呼吸计测定，测定温度 

范围为 3～36℃，水浴控温 (±1℃)。呼吸室体积 

为 3．6L。用 KOH和硅胶吸收呼吸室内的水分和 

CO：。 

动物实验前饥饿 3 h，放人呼吸室适应 1 h，然 

后开始记录，每隔5rain记录 1次，共测定40min。 

动物在实验前后均称体重 ，测肛温。肛温用北京师 

范大学司南仪器厂生产的数字式体温计插入直肠内 

3 cm处测定，读数时间不超过 40 s。 

1．3 热传导 

图 1 大仓鼠在不同环境温度下体温的变化 

Fig．1 Relationship between body temperature and ambient 

temperatures in greater long-tailed hamsters 

根据MeNab(1980a)建议 的公 式c：MR／ 

( 一 )计算各温度下的热传导，式中 c为热传 

导[mLO2／(g·h·℃)]，MR为代谢率[mLO2／(g· 

h)]， 为体温 (℃)， 为环境温度 (℃)。 

1．4 热中性区 (TNZ)的确定 

热 中性区为代谢率与环境温度不相关的温度 

区，在此温度区内，动物的代谢率最低，一般称为 

基础代谢率 (BMR)。 

1．5 统计分析 

利用 SPSS统计软件包进行回归分析等有关统 

计处理，文内数值以平均值 ±标准误 (mean±SE) 

表示 ，P<0．05即认为差异显著。 

2 结 果 

2．1 体 温 

在 5～31℃范围内，大仓鼠的体温基本维持恒 

定，平均体温为 (36．7±0．1)℃；32—36℃范围 

内，大仓 鼠体温随环境温度升高而升高 (图 1)， 

可用以下关系式表示： =7．34(±5．76)+0．93 

(±0．15) ，(r=0．788，F=36．10，P<0．0001)。 

36℃时，体温达 (4-1．0±1-8)℃。 

2．2 代谢率 

统计分析表明，大仓 鼠在 29—34℃范围内的 

代谢率无显著性差异，即代谢率与环境温度不相 

关，因此大仓鼠的热中性区 (TNZ)可确定为 29— 

34℃，在此温度区内的平均代谢率，即 BMR为 

(1．23±0．o2)mLO2／(g‘h)。 

在 TNZ以下，静止代谢率 (RMR)随环境温 

度的降低而增加。在3—29℃温度范围内二者的关系 

式为：RMR EmLO2／(g·h)]=4．178(±0．061)一0．097 

环境温度(mbie~t蛔 P啪n y℃ 

图 2 大仓鼠在不同环境温度下代谢率的变化 

啦 2 RelafionsMp between r~tabolic rate$and ambient 

temperatm'aa in greater long-tailed hrrl8 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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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3 太仓鼠在不同环境温度下热传导率的变化 

Fig．3 Relationship~tween thermal conductmxce and 

ambieaxt temperatures in greater long-tailed ham- 

(±0．029)T ，(r=0．973，F=1090．6，P<0．0001)。 

超过 34℃，代谢率随 增加显著增加 (图2)。 

2．3 热传导 

在 5—15℃温度范围内，热传导率维持恒定， 

平均为 (0．12±0．O0)mL02／(g·h·℃)。在 20～ 

36℃温度范围内，热传导随环境温度升高而增加 

(图3)，其关系式为： 

ImLO2／(g·h·℃)J=一0．201(士0．048)+ 

0．015(±0．002)T ，(r=0．721，F=75．62，P< 

0．0001) 。36℃时，热传导可达(0．41±0．12)mLO2／ 

(g·h·℃)。 

3 讨 论 

3．1 代谢水平硬其适应意义 

本研究中，大仓鼠的 BMR为 (1．23±0．02) 

mLO2／(g·h)。Hayssen等 (1985)曾对 293种哺乳 

动物的代谢率与体重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得出以下 

异速增 长方程：所 有哺 乳动 物：BMR =4．325 

， 其 中啮齿动物：BMR=6．966 W ； 

仓鼠亚科动物为：BMR=3．289 W 。根据以上 

公式，大仓 鼠的基 础代 谢率分 别 是期望 值 的 

124．6％、87．2％ 和 110．9％。McNab (1988)对 

321种哺乳动物进行了总结，得出以下方程：所有 

哺乳动物：BMR=3．45 一0．287 其中啮齿动物： 

BMR=7．97 W 一。，35 
， 牧食者：BMR=7．65 一。 

和食种子 (或坚果)者：BMR=3．10 W一0．234 据 

此可得大仓 鼠的 BMR分 别为其相应期望值的 

141．9％、84．0％、101．5％和 122．3％。因此，大 

仓鼠的能量代谢特征是：在总兽类中，其代谢率较 

高；在啮齿动物中，则稍低；在仓鼠亚科动物中， 

稍高；从食性上分析，则高于食种子的物种，而与 

食草类相似。 

韦正道等 (1983)曾对长江以南的大仓鼠的代 

谢特征作过报道，他们发现大仓鼠的代谢率比较高 

[2．31 mL02／(g·h)]，是总兽类期望值的204．9％ 

(MeNab，1988)，啮齿类期望值的 114％ (McNab． 

1988)和仓鼠亚科期望值 的 169％ (Hayssen等． 

1985)，明显高于本研究结果。造成这种差异的原 

因，我们认为有以下 3点：①动物的年龄差异。韦 

正道等 (1983)采用的实验动物体重范围为20．I～ 

80．9 g，平 均 49．3 g，由于二者 体重差距较 大 

(122．9与49．3 g)，可能是未成年个体，杨荷芳等 

(1996)认为对于华北平原的大仓鼠而言，体重小 

于40 g的为幼年组．40—80 g的为亚成年组．8O g 

以上为成年组。幼体或亚成体动物的代谢率一般要 

高于成体；②季节差异。本研究中的动物捕 自7 

月，韦正道等 (1983)实验用的动物捕于 9 11 

月，由于秋季天气转冷等因素，动物的代谢率也可 

能趋于增加；③其他因素。包括地理差异、气候因 

素、食物因素等，这些方面比较复杂 但长江南北 

两地大仓鼠的能量代谢水平具有如此大的差异，是 
一 个非常有趣的现象。Haim等 (1993)对生活在 

以色列湿润生境中，营夜行性和地上活动的灰仓鼠 

(Cricetul~migratori~)的研究发现，该鼠的 BMR 

为 1．43 mLO2／(g·h)(体重为 30、7 g)，是总兽类 

期望值的 1 10．7％ (MeNab，1988)，啮齿类期望值 

的 59．9％ (McNab，1988)和仓 鼠亚科期望值的 

94．3％ (Hayssen等 ，1985)。灰仓鼠的代谢特点虽 

与大仓鼠有些类似 ，但水平相对较低，如果分类单 

元对代谢水平有影响的话，这种差异可能主要是气 

候条件的差异所造成的 

影响动物基础代谢率的因素很多，如个体大 

小、系统发生、气候、活动性和食性等 (McNab， 

1986；E~ar等，1987)，个体大小对代谢率的影响是 

最大的(Peters，1983；Calder，1984)。McNab(1986)认 

为，除个体大小外，食性是影响基础代谢率的晟重 

要因素之一。若动物以草类或脊椎动物为食，一般 

BMR较高，以种子或无脊椎动物为食，则 BMR一 

般较低，如果一个物种的食谱中既古有使 BMR升 

高的食物又含有使 BMR降低的食物，那么这种动 

物的 BMR可能居中。但是，高水平的BMR与环境 

中食物的持续性和丰富度是密切相关的(McN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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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1988)。大仓鼠的食物以植物性为主，兼食动 

物性食物，种子占50％以上，其次为根、茎、叶、 

花、果实及动物性食物，繁殖季节对动物性食物的 

需求量较大，绿色植物较多。食性可能是影响其代 

谢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除食性外，大仓鼠的夜行 

性、独居和穴居等生活习性，也是导致代谢水平增 

加的因素。 

MeNab(1980b)曾指出，高内禀增长率的种 

群具有高水平的 BMR。大仓鼠具有较强的繁殖潜 

能，平均胎仔数为9．5只，有时可达 18只。Hazier 

(1975)对 5O多种鼠类的平均胎仔数进行 比较发 

现，野栖鼠中最高值为7．5只，极限为 13只。因 

此，每年产 3—4窝的大仓鼠，其繁殖能力是非常 

高的。Bozinovie等 (1988)则认为南美仓鼠类的 

BMR较高，主要是由于个体较小、内温性调节的 

需求，以及物种寻找各种食物资源的能力、种群的 

高波动性和适应各种多变环境的能力等方面的原 

因；同时还与其生态多样性高、孕期短、出生率 

高、生长时间短等因素有关。 

Koteja等 (1993)将鼠科、仓鼠科和水孵科的 

啮齿动物的代谢率与食性、气候、生境选择等的关 

系，从适应对策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后归结为 3种对 

策，即：母鼠对策 (vole strategy-)、鼠对策 (mouse 

strategy)和仓 鼠对策 (hamster strategy)。3种对策 

的特点为：田鼠对策的啮齿动物主要栖息于寒冷地 

区，取食低能量的不易消化的食物；仓鼠对策者主 

要分布在沙漠和开阔的环境中；鼠对策者喜在湿润 

和食物充足的地区居住。鼠对策和仓鼠对策的啮齿 

类更依赖于选择性食物和温暖的气候。据此，大仓 

鼠应属于鼠对策者。鼠对策者由于对食物的依赖 

性．因此在选择分布稀少、营养高的食物时，活动 

性较高，其代谢率高可能与运动和感觉活动较多有 

关。 

3．2 热传导率与体温 

大仓鼠的体温相对较低，具有适应意义。夜间 

活动和穴居的习性，使大仓鼠与环境问的温差较 

大、热能散失较多。降低体温可以减少与环境之间 

的温差，节省热能，同时也可避免白天高温时在洞 

道内遭受高温的胁迫。实验中发现，环境温度超过 

32℃时，大仓鼠的体温急剧上升，在 36℃时体温 

高达41 0~C，此时 C、BMR均急剧增加，动物进 

人过热区。在高温环境中，蒸发失水在动物的热能 

调节中起了重要作用。蔡正纬等 (1982)在长江以 

南的大仓鼠中发现，5—3O℃环境温度范围内，大 

仓鼠的蒸发失水率随温度上升呈指数式增加，35℃ 

时剧烈上升进入过热区。本研究中，大仓鼠的热中 

性区为 29—34℃，下临界温度较高。而韦正道等 

(1983)则报道长江以南的大仓鼠的热中性区为25 

— 3O℃，35℃为过热区。Haim等 (1993)在灰仓 

鼠中发现，下临界温度为33℃，体温为38．1℃。 

大仓鼠的平均最小热传导率为0．12 n~LO2／(g- 

h·℃) Bradley等 (1980)对 192种哺乳动物的热 

传导与体重的异速增长公式进行了重新总结，关系 

式为：C=0．760W ，其中仓鼠亚科为 ：C= 

1．03 ～。据此，大仓鼠的热传导率是总兽类期 

望值的144．9％，是仓鼠亚科动物期望值的 157％。 

无疑，夜行性、穴居和独居可导致热散失较高，但 

同时也可避免由于过热造成的危险。动物在洞穴内 

活动增加会导致体温升高，热传导率高，则有助于 

散热。韦正道等 (1983)报道长江以南的大仓鼠， 

热传导为 0．192 mLO2／(g·h·℃) (体重为 49．24 

g)．分别 是以上期望值 的 132．9％和 152．9％。 

Hahn等 (1993)的结果表明，灰仓鼠的热传导率 

为0．255mLO2／(g·h·℃)，分别是上述期望值的 

144．3％ 和 157．3％。 

3．3 代谢特征与分布 

大仓鼠在我国主要分布于长江以北，长江以南 

仅安徽和江苏有分布。但在北方极度干旱区和高寒 

地区等则没有分布。造成大仓鼠在我国的这种分布 

格局，我们认为其生理生态特征可能是限制其分布 

的一个重要原 因，理由如下：①大仓 鼠为旱生种 

类，热能代谢具备北方和干旱地区啮齿类共同的特 

征，如：BMR高，下临界温度 (TLCT)低，TNZ 

宽等主要适应寒冷的特征和 c高，上临界温度 

(TucT)高， 相对较低等适应干旱地区的特征； 

②大仓鼠由于代谢水平较高，食物资源要求特别丰 

富．因此难以在沙漠干旱区生存；③不能适应极端 

缺水的环境。蔡正纬等 (1982)通过对长江以南大 

仓鼠的断水实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尽管大仓鼠为旱 

生种类，但比较适宜较为湿润的环境。④土质的限 

制：大仓鼠喜欢栖息在砂质土和壤质土中 (蔡正纬 

等 ，1982)。沙质土区是喜旱及喜松软土质的大仓 

鼠最适宜的栖息场所。沙质土区主要是旱作区，以 

种植大仓鼠喜食的油料作物——花生、大豆及高梁 

为主。因此大仓鼠难以向高寒等严酷地区扩散。由 

于大仓鼠的能量代谢特点，限制了其向寒冷地区和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动 物 学 研 究 21卷 

极度干旱地区的扩散，因而主要分布于长江以北的 旱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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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匝TAB0LISM AND THERM0REGULAT10N IN GREA ER L0NG—TAILED HAM— 

STER(Cricetulus triton)FROM NORTHERN CHINA FARMLAND 

WANG De—Hua WANG Yu—Shan W ANG Zu—Wang 

(Institute Zoology，the Chinese Academy o／Sdea~~，Be／jlng 100080，ĉ啪 m @p 出 ．∞) 

Abstract： Metabolic rate， body temperature， and 

thermal conductance of greater long—tailed hamster 

(Cr；cetulu~triton)from the farmland in Hebei Province 

Welt~determ ined at a temperature range of 5—36℃ ． 

Oxygen consumption was measured by using clued 

circuit respirometer and temperature was controlled by 

water bath．The thermal neutral zone was 29—31℃ ． 

Within the temperature range of 5—31℃ ，hamsters 

could keep their body temperature stable with me&ll 

value at(36．7 4-0．1)℃ ．Mean hasal metabolic rate 

within thermal neutrality Was(1．23±O．02)mLO2／(g 

·h)．Total thermal conductance Was kept stable within 

the temperature range 5 — 15 with mean value at 

(0．12 4-O．O0)mLO’2／ (g‘h‘℃)．The properties of 

the ecophysiology for greater long—tailed hamster were： 

①metabolic rate Was higher than the predicted value 

based on the allometric equation of total eutherian 

mal'lfllnals． 1ower than the predicted value of rodent 

species，and slight Mgher than the predicted value of 

erieetid roden~．}Ijgher than predicted value of seed— 

eaters and similar to the predicted value of grazing 

species；②the body temperature Was relatively low： 

③thermal conductance Was relatively higher than the 

predicted value based on their body weight．All these 

charaeteristics were cl0se related to their living habits 

such as nocturna1．mainly feeding on crop seeds and 

small fraction of young crop lea ves and insects， 

burrowing，and solitary．Greater long-tailed hamster is 

distributed dominantly in northern Changjiang River in 

China and they are not likely to survive in extreme dry 

area and alpine area． Thus， we proposed that 

eeophysiologieal characteristics of greater long-tailed 

ham sters might constrain their distribution and extension 

to extreme desert or hiIgh altitude and cold reSlon． 

Key words： Cricetulu~trition；Basal metabolic rate，BMR；Therm o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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