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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斑鸨与大鸨卵壳的超微结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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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扫描电镜对渡斑鸨 (O出 un,du,lat~macqueenii)和太鸨 (O出 tarda 6∞出)卵壳的壳膜层、锥体 

层、海绵层和表层的超微结构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显示，作为同属鸟类，它们的外壳表面具有相似性，即均 

具有突起及太小不等的气孔 ，壳膜纤维交错成网状，海绵层分布有较多蜂窝小孔等。但作为不同的种 ，二者又 

具有显著差异，这种结构上的差异与种的特异性、成鸟的体重、卵的大小及生存环境密切相关。能谱分析表 

明，卵壳元素组成与生活环境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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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 斑 鸨 (Otis undulam mo~ mi = 

Chlamydotis undulata macqueenii)与 大 鸨 (Otis 

tarda tarda)为世界性珍禽，均为国家 I级保护动 

物。在我国，大鸨主要繁殖于新疆北部塔城盆地、 

内蒙古东部与东北西部接壤地区；渡斑鸨主要繁殖 

于新疆准噶尔盆地周缘。高行宜等 (1994，1995， 

1996)、刘伯文等 (1999)曾对我国渡斑鸨和大鸨 

的资源、生态及繁殖等进行过初步研究。 

渡斑鸨与大鸨同为鹤形目鸨科的2个物种，但 

对其分类归属观点各异。Dementiev等 (1951)将 

渡斑鸨与大鸨同归于鸨属(Otis)，而Paul等(1991) 

则认为二者应归属于不同的属，即 ChIamydotis和 

Otis。国 内的有 关资 料 亦 将 二者 同 归于 鸨 属 

(Otis)。本文在 Demenfiev等 (1951)确立的归于 

同属的前提下 ，对该 2种卵壳超微结构和组成成分 

进行了观测比较研究，试图为二者的分类归属提供 

形态学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波斑鸨和大鸨的卵壳均采自野外 2种卵的大 

小差别较大，前者卵均重 (64．7±5．8)g( = 

54)，后者卵均重 (132．6±7．1)g(n=11)；色 

泽较为接近，为青灰色，散布不规则褐色斑点。 

取 2种卵壳各一小片，用蒸馏水洗净，置 

35℃温箱内干燥后，用 IB一3离子镀膜仪在观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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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镀金，用日立 S一570扫描电镜观察。样品表面 

喷钯金 (Pd，Au)后，用EDS ISIS型能谱仪进行 

元素分析，用牛津大学 Link公司提供的 ISIS软件 

包进行结果处理 

2 结果分析 

2．1 超微结构 

卵壳具有足够的强度才能保护内容物并承担亲 

鸟体重，因而，卵壳厚度是种的特性之一。不同鸟 

类卵壳的厚度差异很大，与卵和亲鸟的大小呈正相 

关。扫描电镜显微照片 (图 1，2)显示，渡斑鸨 

和大 鸨 卵壳 均 由：壳膜 层 (eggshell membrane 

layer)、锥 体层 (cone layer)、海 绵层 (spongy 

1ayer)和表层 (0uter layer)组成。大鸨卵壳的厚 

度 [(0．42±0．04)mill， ：11]明显大于波斑鸨 

的卵壳厚度 [(O．23±0．04)mm，n=12] 

2．1．1 壳膜层 (图 1A，2A，5，6) 壳膜分内外 

2层 ，由蛋白纤维构成。外层较厚，紧贴于锥体层 

内表面；内层较薄，覆盖于卵白之外。在扫描电镜 

下可辩认出，组成壳膜的纤维状物质纵横交错成网 

状，并呈多层垫状排列，纤维上有半球形芽状突 

起。壳膜纤维的直径、各纤维之间的空间距离与卵 

的大小呈正相关。大鸨的外壳膜纤维较波斑鸨的 

粗，而渡斑鸨外壳膜纤维的致密程度比大鸨的高； 

渡斑鸨壳膜纤维上有密集的芽状突起，而大鸨壳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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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上的突起较少。 

2．1．2 锥体层 锥体层为卵壳最内层的钙化部分 

(图 lB，2B)。从卵壳断面可见，锥体层紧贴于壳 

膜的外表面，由众多的锥状突密集排列组成。波斑 

鸨卵壳的锥体呈细棱柱形，大鸨卵壳的锥体呈粗棱 

柱形。从卵壳内表面的扫描电镜照片 (图 7，8) 

上可见二者的锥状突和纤维。锥状突的中央为方解 

石结晶中心，从放大的照片 (图9，10)可见，波 

斑鸨的钙质结晶从锥体晶核 (core)呈辐射状伸向 

四周，形成花朵状结构，排列紧密，锥状突之间间 

隙小；大鸨的钙质结晶也从锥体晶核向四周辐射伸 

出．但形成小的似花朵状结构，这些小的花朵状结 

构又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大的锥状突，其形状不 

规则，大小不一，且锥状突之间间隙大。 

2．1．3 海绵层 海绵层 (图 lc，2c，ll，12)位 

于锥体层之外，是卵壳中最坚硬、最厚的部分。由 

很多近乎平行的纤维构造的有机基质构成的层状格 

架组成，层问沉积着呈棱柱状的方解石结晶颗粒 

(李湘涛，1987)。电镜照片显示，大鸨与波斑鸨卵 

壳的海绵层均由层状的有机基质与棱柱状的方解石 

结晶组成。二者层状格架的大小、形状及排列方式 

不同。2种卵壳海绵层内均分布有许多充气的蜂窝 

小孔 (teesicular hole)，波斑鸨的蜂窝小孔数目多于 

大鸨。 

2．1．4 表层 表层 (图 1D，2D，3，4)最薄。2 

种的外表面均粗糙不平，其上散布大小不等的突 

起，大鸨卵壳表面突起比波斑鸨少。二者壳表面均 

散布大小不等、形状不规则的气孔。大鸨的气孔较 

大，数量较少；波斑鸨气孔相对较小，数量较多。 

气孔的主要作用在于：胚胎发育时期便于胚胎与外 

界进行气体交换，调节胚内温度。鸟类卵壳的气孔 

有 5种类型，即：有分支和无分支气孔、闭塞气 

孔、栓塞气孔、帽盖气孔和网状气孔 (卢 汰春， 

1989)。从图版 I：3、4上可见，2种鸨卵壳表面 

气孔均属栓塞气孔，有被有机物部分堵塞的现象。 

堵塞在气孔上的物质留下少许允许气体扩散的微小 

隙缝，这些堵塞物被认为是可防止泥土及其他杂物 

阻塞气体扩散的通道。2种卵壳外表面均未见朱鹪 

卵 (李福来等，1990)和锦鸡卵 (卢汰春，1992) 

那样的龟背纹状裂纹。壳外表面覆盖着一层保护性 

的透明蛋白质薄膜，为产卵期问输卵管上的腺细胞 

分泌在卵壳上的润滑剂和分泌物。可防止水分丧 

失。但不影响通气。 

2．2 卵壳成分的能谱分析 

对波斑鸨和大鸨卵壳的能谱分析显示 (表 1)， 

波斑鸨与大鸨的卵壳主要由碳酸钙组成，同时还含 

有少量其他元素，如钠 (Na)、镁 (Mg)、磷 (P) 

及氯 (CI)等。壳膜除主要组成元素碳 (C)、氧 

(0)及氮 (N)外，波斑鸨的壳膜还含有钠 (Na)、 

镁 (ME)、硅 (Si)、氯 (CI)、钾 (K)和钙 (Ca) 

等元素；而大鸨壳膜内还含有硫 (S)、镁 (Mg)、 

磷 (P)、钙 (Ca)等元素。卵壳常量元素与其他 

鸟类 (赛道建，1996；李福来，1990)相比，明显 

不同。 

裹 1 卵壳夏壳膜主要元素相对言量 
Table1 Rgllfdve p| ∞ t且ge ofthemain elementsof the eggshells ％ 

3 讨 论 

不同鸟类卵壳的组成成分、形态和结构等均具 

有较稳定的特异性，亲缘关系愈近的种类，其相似 

程度愈高。因此，对卵壳结构的研究可为鸟类的地 

理分布、系统演化和分类等领域的研究提供有价值 

的科学资料 (李湘涛，1987)。 

波斑鸨与大鸨虽为同属鸟类，但它们的栖息环 

境差异极大，前者为荒漠物种，后者为草原类型。 

在新疆．波斑鸨多筑巢于植被高度、盖度较低，视 

野开阔，地势平坦的荒漠地带；而大鸨的巢多见于 

农田 (麦地、油菜地)中。能谱分析显示，2种卵 

壳的主要组成元素差异明显。波斑鸨的卵壳中含有 

钠、氯、钾和硅等大鸨卵壳内不存在的元素，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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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 波斑鸨与太鸨卵壳超微结构的比较 
Figs 1—12 The ultrastraeture of eggshell of O ．macqueen／／and O·t tarda 

I．波斑鸨的卵壳断面 (the~ tion 0f eggshell 0f 0．“．macqueen／i)× 
170 5 

2 大鸨的卵壳断面 (the~tion of e船 eⅡof O． tarda J ×170 

3 波斑鸨的卵壳外表面 (the~~tter皿血ce 0f eggshell of O macqu一 6 

ee d) ×I COO 

4 大鸨的卵壳外表面 (the~~tter邬r缸e of eggghell of O f． r妇 )x 7 

1 000 

波斑鸨卵壳外壳膜 (the OUtST e~gshell memhr~e of O．“macq~一 

enb5)×1 000 

大鸨卵壳外壳膜 (the OUtI~ e~gshell眦mb of O f． 如 )× 

l COO 

波斑鸨的卵壳内表面 (the i⋯ sur e 0f eggshell of O ma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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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 x 201) 

8 太鸨的卵壳内表面 (I-Ie inner Ⅱb∞ 0f e醋 e1l 0f O 1． r妇)x 

200 

9被斑鸨壳内表面的锥宪 (the哪Ⅲ【 cone 0finner洲矗ce 0f 

e eⅡ0f 0．“．m唧  唧 )×l 0∞ 

l0．丈鸨壳 内表面的锥突 (t1Ie衄蛐n_lI哪 ㈣ 0f irmew蛐 ce of 

e蚺B}Ieu 0f 0 t r出) x1 000 

前 3种元素显然与其栖息于盐碱荒漠并采食荒漠植 

物有关，硅元素的存在可能与其采食动物性食物有 

关。大鸨的卵壳中含有波斑鸨卵壳不存在的硫、磷 

元素，可能与其生活在农田，采食施过含磷、硫化 

肥的植物有关。可见，卵壳中元素的组成成分与物 

种的栖息环境以及所采食的食物种类有直接关系。 

波斑鸨与大鸨卵壳的结构既有相似性又有特异 

性。相似性表现为：壳外表面粗糙不平，具颗粒状 

突起，大小不等的气孔，气孔有被有机或无机物质 

部分阻塞的现象；外壳膜纤维交错成网状，并呈层 

状排列，纤维上均有芽状突起；海绵层由有机基质 

与方解石结晶组成，并分布有较多的充气蜂窝小 

11波斑鸨卵壳的海绵层 (d spongy l~yer 0f eggshell 0f 0．u．elacq- 

~en／i) x 2．5 k 

12 丈鸨卵壳的海绵届 (the sP。n舒h~yer of eggshell of 0．1 r出)× 

2．5 k 

A：壳 膜层 (吨曲e1l me 呲 l~yew)；B：锥 体层 (伽le 

laye~)；c：海绵层 (日p。『‘ h~yer)；D：表屠 (0u h~yer)；E： 

蜂窝小孔 (v髑i口山r hole)；F：气孔 (pm 咖 山)。 

孔。但作为不同的种，它们卵壳的超微结构又具有 

明显的差异：波斑鸨卵壳的表面颗粒细而密；气孔 

口小而多；外壳膜纤维细而致密，间隙小；具较多 

的芽状突起；锥状突排列紧密，间隙小；锥体呈细 

棱柱形。大鸨的卵壳明显厚于渡斑鸨的卵壳：大鸨 

卵壳的外表面颗粒粗而少；气孔大而少；外壳膜纤 

维粗而松散，间隙大；具较少的芽状突起；锥状突 

形状不规则，间隙大，并且部分锥状突具有多个结 

晶中心；锥体呈粗棱柱形。这些结构上的差异与成 

鸟的体重、卵的大小及生存环境密切相关。为研究 

二者在系统进化中的地位与分类归属提供了形态学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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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i g electron ㈣ 。DPr．Zoe／oig~／＆ ，l7(IJ：23— 

26] 

DementierG P．C．tII~ Off N A，1951 蹦Ids 0f山e Soviet Union【M J． 

J BaI ： Im h  SelemJfie Tr̈  ⋯ l63—195 

PaulA，J0brL g ，1989 Bu 日工ds，He p0d曲， S日I-d 0use，birds of 

d珂places[M]． 如Id：0IR，Id 1Jni',,e~ P 嘲 ．113—114．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6期 乔建芳等：波斑鸨与大鸨卵壳的超徽结掏比较 

THE ULTRASTRUCTURE OFEGGSHELL OF Otis gtndalatamacqueenii 

AND Otis tarda tarda 

QIAO Jian-Fang GAO Xing-Yi YANG Wei-Kang 

( r枷  lmtitute ofEcology and Geography}the ChineseAcademyofSc／ences}Ummq／ 830011}China) 

Abstract： Otis andvl~a macquesnii and 0出 tara 

tard~t aIe mre and endangered species in the world． 

and listed in the first category protected animal in 

China． This paper deals with our studies on the 

ultrastructural eggshell of these two species with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The microstructures of the eggshell of O． U． 

mtwqueenii an d 0． t． tara are composed chiefly of 

inner shell membrane， outer shell membrane， cone 

layer， spo ngy layer and outer layer． Th eir 

characteristics aIe following： 

① Outer eggshell membrane layer Under the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the outer shell membrane 

of beth spe cies appe ar dense slat fibre with some bud 

projections and interweave into net and arrange in many 

layers．There iS also obviOns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8pecies ．The diameter of the membrane fibre of 

O ．t．tarda iS wider than  that of O ．U．macqueenii， 

but the membrane fibre of O ．a．macqueenii is much 

compacter山an that of 0．t．tara．In addition， the 

bed projections on shell membranefibre of 0．U． Ⅲ- 

queenii are more profuse than these of O．t．tarda． 

② Cone layer The cone knobs of the eggshell of 

0．a．macquesnii are arranged thickly in flower shape， 

whIle these of eggshell of O．t．tarda aIe aⅢ ged 

loosely in different shape and size an d consist of several 

cone cores． 

③ Spongy layer The spon~ layeris the hardest 

part of the eggshel1． There are many gas — filled 

vesicular hole in this layer． 

④ Outer layer The outer surface of the eggshell 

ofbe th Otis undulata macqueenii and Otis tarda tarda 

isrough and hasman y granulesand man y pore mouths 

in various size and appearance．The granules on the 

outer surface of eggshell of O．U．macquesnii are more 

than these of0．t．tarda．Th e poremouths ofthelatter 

areless山an these oftheforlTxer，butlarger．There iS a 

protein membrane produced by oviduct to prevent 

bacterium an d waterl0ss． 

Results of the energy spectrometer show that the 

element compo nent of eggshell is related with the 

habitatas well 舶 山e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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