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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动物学是综合性大学、师范院校相关专业历来的专业基础课，也是农、林、中医药有关专

业的基础课或选修课。 随着大学教学改革的不断进行，对基础课程的学时都进行了大幅调

整，如在浙江大学，目前动物学总时数，包括实验仅 ８５ 学时，使得原来一直使用的全国统编

教材枟普通动物学枠（刘凌云、郑光美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很难适应新的教学大纲要

求。 因此，我们一直就计划编写一本既能反映动物学新近研究成果，又适应当前教学要求的

大学动物学理论教材。在编写本教材前，我们已完成了富有我校特色的动物学课堂实验和野

外实习系列的教材的编写和出版，并在教学实践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这也增加了我们编写

动物学理论教材的信心，加快了编写速度。
我国以往许多动物学教材一般都以代表动物为例展开有关动物结构与功能的论述，但

事实上太具体的东西往往引不起学生对学科的好奇心和学习的兴趣。 根据我们多年的教学

实践和学生们的意见，本教材重点加强了各门类动物，尤其是无脊椎动物生物学特征的论

述，使学生对动物的形态、结构与功能在总体上有一基本的了解。 这也是国外教材的优点之

一，我们应当充分汲取。当然，在我们的教材中没有以代表动物来论述各门类动物的特征，并
不意味着代表动物不重要。 我们只是把代表动物的具体形态、结构和功能安排在有关实验

中，让学生对其进行全面的剖析，加深了解。 这样做，既节省了时间，又可使学生得到实验技

能的训练。我们对教材作这样的安排可用“一片森林”与“一棵树”的关系来比拟，注重介绍动

物结构功能的总体性，使学生对动物的认识有全局观，看到“一片枝繁叶茂的森林”，使学生

学后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参加教材编写的除了浙江大学的教师外，还有浙江师范大学、宁波大学和杭州师范大学

的教师，其中绝大多数都有多年的动物学教学经验。 在编写的相关章节中，他们有机融入了

各自有关科研工作的成果，使教材具有一定的时代感。我们愿以此书献给浙江大学建校 １１０
周年。

本教材共 ２０章（包括绪论、附章），其中绪论、第 １～６ 章及附章由姜乃澄编写；第 ７章、
第 １０ 章由王丹丽编写；第 ８～９章由卢建平编写；第 １１ 章、第 １７章由邵晨编写；第 １２ 章由

蒋萍萍编写；第 １３～１４章由杜卫国编写；第 １５章、第 １８章由丁平编写；第 １６章由鲍毅新编

写。 全书无脊椎动物部分和脊椎动物部分分别由姜乃澄和丁平统稿。 由于编写人员学识水

平所限，不足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谨祈读者指正。

编　者
２００７年 ５月于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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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１　动物学及其分支学科

动物学（Ｚｏｏｌｏｇｙ）是研究动物生命现象及其发生发展规律的基础科学，为生物科学的一

大重要分支，其内容十分广博，主要研究范围包括动物的形态结构、生长发育、分类进化以及

动物与环境间的相互关系等。与其他基础学科一样，动物学也是人类在自然界生存过程中对

动物不断认识、利用与改造的知识总结。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动物学的研究领域

也越来越广泛，古老的基础学科继续焕发着生命的活力。 动物的种类繁多，至少在 １５０万种

以上，其生命现象十分复杂。根据动物学研究内容的不同，已派生出许多分支学科，几乎涉及

生物学的每个领域。 动物学门下主要的三级学科多达十几门，主要的有：
动物形态学（Ａｎｉｍａｌ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研究动物的形态结构以及在个体发育和系统演化

过程中的变化规律。 其中研究动物器官结构及相互关系的称为解剖学（Ａｎｉｍａｌａｎａｔｏｍｙ）；
研究动物 器官和细 胞显微结构 的称为组 织学 （Ａｎｉｍａｌｈｉｓｔｏｌｏｇｙ）和细 胞学 （Ａｎｉｍａｌ

ｃｙｔｏｌｏｇｙ）等等。
动物分类学（Ａｎｉｍａｌｔａｘｏｎｏｍｙ）　研究动物类群间的异同及其异同程度，阐明亲缘关

系、进化过程和发展规律。依据研究对象可进一步分为甲壳动物分类学、昆虫分类学、鱼类分

类学、鸟类分类学等等。
动物生理学（Ａｎｉｍａｌ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　研究动物有机体包括各类细胞、组织、器官和系统

的机能，及其在不同环境下整体性反应的规律。 依据研究对象可进一步分为昆虫生理学、鱼
类生理学、哺乳动物生理学等；按高等动物的器官系统可分为神经生理学、消化生理学、生殖

生理学、内分泌生理学等；从进化或发育角度对动物生理机能进行比较，可分为比较生理学

或发生生理学等。 动物生理学是医学和畜牧学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
动物胚胎学（Ａｎｉｍａｌｅｍｂｒｙｏｌｏｇｙ）　研究动物自卵子受精至胚胎形成、个体发育的过程

及其规律。 依据研究对象可进一步分为哺乳动物胚胎学、鱼类胚胎学等等。
动物生态学（Ａｎｉｍａｌｅｃｏｌｏｇｙ，Ｚｏ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ｃｏｌｏｇｙ）　研究环境条件对动物的习性、活动、

行为、繁殖、生存、数量消长和分布的影响，以及动物对环境条件的适应、影响及作用。依据研

究对象可进一步分为昆虫生态学、鱼类生态学、鸟类生态学等等。
此外，动物学还按其研究对象划分为无脊椎动物学（Ｉｎ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ｅｚｏｏｌｏｇｙ）、脊椎动物学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ｅｚｏｏｌｏｇｙ）、原生 动 物 学 （Ｐｒｏｔｏｚｏｏｌｏｇｙ）、寄生 虫 学 （Ｐａｒａｓｉｔｏｌｏｇｙ）、蠕 虫 学

（Ｈｅｌｍｉｎｔｈｏｌｏｇｙ）、贝类学（Ｍａｌａｃｏｌｏｇｙ）、昆虫学（Ｅｎｔｏｍｏｌｏｇｙ）、鱼类学（Ｉｃｈｔｈｙｏｌｏｇｙ）、鸟类

学（Ｏｒｎｉｔｈｏｌｏｇｙ）、哺乳动物学（Ｍａｍｍａｌｏｇｙ）等等。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广泛的学科



交叉渗透，作为基础学科的动物学已从宏观、微观水平的研究逐渐深入到分子水平的研究，
一些新的交叉学科还在不断出现。

２　动物学的意义、发展简史和学习方法

２．１　意义与发展简史

动物学是一门基础学科，且分支学科众多，不仅学科本身的研究内容十分广博，而且与

其他学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成为相关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基础。如至今仍严重危害全球人

类健康的疟疾，如果没有当时动物学研究的配合，由英国学者罗斯（Ｒｏｓｓ）彻底揭示疟原虫

的生活史，人类预防和控制疟疾时所走的弯路就会更漫长。 Ｒｏｓｓ因发现疟原虫如何侵入有

机体而获得了 １９０２年的诺贝尔奖。 又如从医学方面已查明细胞凋亡和多种疾病有关，其中

包括艾滋病、肿瘤、老年性痴呆、帕金森氏综合征等等，但医学有关凋亡基因的研究， 先是

从对一种自由生活线虫的研究中得到启发的。 这种线虫叫秀丽隐杆线虫（C aenorhabd itis

eleg ens），体长只有 １．２ｍｍ，身体结构很简单，体细胞只有 １０９０ 个。 但从受精卵发育为成虫

时，其各种组织器官的脉络却十分清楚，于是被作为发育生物学研究极好的实验模型动物，
以后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线虫在发育过程中有 １３１个细胞注定进入程序死亡，科学家们从

它们身上找到了十几个与细胞凋亡有关的基因，被称为 ｃｅｄ基因，其中 ｃｅｄ３和 ｃｅｄ４对细胞

凋亡执行正调控，它们的活化可诱发或启动细胞凋亡；ｃｅｄ９对细胞凋亡执行负调控，如将它

移入原本注定要凋亡的细胞，便可使凋亡不再发生。 基于上述研究，在哺乳动物中也找到了

ｃｅｄ９基因的同源基因。 不仅如此，还找到了在细胞凋亡调控中起重要作用的其他基因，如
ｂｃｌ-２基因是细胞凋亡控制基因，也被称为“长寿基因”。当前，有关细胞凋亡的研究已成为医

学等领域中的研究热点。动物种类十分繁多，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动物学研究的深入，会有

更多新的实验动物走进造福人类的行列。 在农业领域，在控制农业害虫、生物防治以及畜牧

业、经济动物养殖和利用等方面，动物学也是十分必要的基础；在工程技术领域中，仿生学

（Ｂｉｏｎｉｃｓ）的发展和仿生设备的研制，离不开动物学结构与功能的研究成果，如模仿蛙眼构

造对移动目标有特殊的识别功能而研制成的“电子蛙眼”，可准确灵敏地识别飞机、导弹，模
仿海洋水母的感觉器——平衡囊制成的“水母耳”，可预测预报风暴等等。

我国是文明古国，有着光辉灿烂的历史，有关动物的记录 早出现在公元前 ２０００年枟夏
正小枠的物候著作中。 从先秦的枟诗经枠、枟周礼枠到唐代的枟本草拾遗枠等著作中也都有对动物

分类和功用的记载。更可引以为荣的是，明代（１６世纪）李时珍（１５１８－１５９３）编著的枟本草纲

目枠一书，共 ５２ 卷，驰名中外，其中对 ４００ 余种动物的名称、性状、习性、产地及药用作了记

载，还将动物分为虫、鳞、介、禽、兽几类，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科学著作典籍，受到世界各国人

民的重视，已译成多种文字发行，至今仍受世人推崇。
在西方，有关动物学的研究 早可溯源到公元前 ３００ 多年的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

（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 他在其枟动物历史枠中记述了 ４５４种动物，并使用了“种”和“属”的术语，并且在

胚胎学和比较解剖学方面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被誉为动物学之父。 １５世纪前后，欧洲进入

了“文艺复兴时期”，动物学走出了中世纪的黑暗而有所发展，１６世纪以后许多动物学著作

纷纷问世，使动物学研究逐渐处于世界领先的位置。对动物学发展作出过伟大贡献的西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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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学家有：
约 翰· 雷（Ｊ．Ｒａｙ，１６２７－１７０５），英国人，他首先确立了“物种”的概念，划分了“种”、

“属”等分类等级。
列文虎克（Ａ．Ｖ．Ｌｅｅｕｗｅｎｈｏｅｋ，１６３２－１７２３），荷兰人，发明了显微镜，大大推进了对动

物微观结构的认识，他观察到了水中的许多微型动物，被誉为原生动物之父。
林奈（ＣａｒｌｖｏｎＬｉｎｎé，１７０７－１７７８），瑞典人，创立了动物分类系统，建立了物种命名的

双名法，为现代分类学奠定了基础。
拉马克（Ｊ．Ｂ．Ｌａｍａｒｃｋ，１７４４－１８２９），法国人，明确提出了物种进化的观点，以著名的

“用进废退”和“获得性遗传”的理论来解释进化的原因，并对无脊椎动物分类学作出了贡献。
施莱登（Ｍ．Ｊ．Ｓｃｈｌｅｉｄｅｎ，１８０４－１８８１）和施旺（Ｔ．Ｓｃｈｗａｎｎ，１８１０－１８８２），德国人，发

现细胞是组成动、植物的基本结构单位，提出了细胞学说，是 １９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

之一。
达尔文（Ｃ．Ｒ．Ｄａｒｗｉｎ，１８０９－１８８２），英国人，发表枟物种起源枠，以“自然选择”学说解

释了动物界的多样性、同一性和变异性等，确立了进化论，也被恩格斯列为 １９世纪自然科学

的三大发现之一。
赫克尔（Ｅ．Ｈａｅｃｋｅｌ，１８３４－１９１９），德国人，明确论述了“生物发生律”，认为“个体发育”

是“系统发育”简单而迅速的重演。借助于胚胎发育观察，他澄清了许多无脊椎动物的亲缘关

系。
海曼（Ｌ．Ｈｙｍａｎ，１８８８－１９６９），美国人，对无脊椎动物及其亲缘关系作了系统的叙述和

科学总结。
由于我国曾长期处于封建制度之下，特别是鸦片战争后又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科

学技术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动物学研究也极为滞后。直到 ２０世纪初，中国才开始创建现代

动物学研究体系。

绪图-１　秉志院士工作照（由翟启慧提供）

我国现代动物学的奠基人和研究的开拓

者是秉志（１８８６－１９６５）院士（绪图-１）。 他于

１９２１ 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创建了我国大

学中的第一个生物系，１９２２年创办我国第一

个生物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

究所”，１９２８ 年创办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
１９３４ 年发起成立中国动物学会，并任会长

（理事长）。 他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动物学不

同分支学科的早期动物学英才，这些人才成

为 ２０世纪我国教育界和科技界的重要骨干。
１９３０ 年，贝时璋（１９０３—）（绪图-２）先生

应聘来到浙江大学，白手起家建立了浙江大

学生物学系，开设和教授普通动物学、组织

学、胚胎学、比较解剖学、动物生理学、遗传学和普通生物学，还为研究生教授过形态发生学

和发生生理学，为国家培养了许多生物学人才，他的学生中不少人现已成为中国科学院院

士。 １９３２ 年开 始，贝 时 璋 从杭 州 稻 田 和 水 塘 中 采 集 到 南 京 丰 年 虫 （C hirocep ha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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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图-２　贝时璋院士工作照（自枟贝时璋文选枠）

nankinensis）的中间性个体，开始以其为实验材

料，研究细胞重建。 １９４０年在贵州湄潭极为艰

难困苦的条件下，他完成了丰年虫中间性生殖

细胞解形和重建的研究。此后，这一工作一直延

续到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

以来，我国动物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均取得了很大的成

绩和长足的进步，但与世界先进水平依然还有

不小的差距。 进入 ２１世纪后，我国动物学研究

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向着起点高、难度大、
科学意义和应用前景明显的高层次研究发展。
２．２　学习方法

动物学是生命科学学院所设所有专业的必修基础课。 学习动物学应树立辩证唯物主义

的观点，必须从整体观念出发，以对立统一的观点来看待动物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发

展的眼光看待动物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 每个从事动物学研究的人，都必须多方面接触自

然与实际，丰富感性知识，再通过整理和概括，把动物 本质的问题揭示出来，从而上升到理

性认识阶段。
动物学不仅是一门描述性科学，更是一门实验性科学。 动物种类繁多，结构更是复杂多

样。 在学习理论的基础上，同学们应该加强观察，多做实验，增加感性知识，通过对各种动物

局部和个别现象的认识，融会贯通，建立动物形态结构、生理功能和生长发育的整体和动态

的观念；应该重视和加强动物学基本技能的训练，掌握基本实验技能，逐步学会用实验的方

法和手段去探索动物生命现象的本质。希望有志于动物学研究和发展的新一代大学生们，从
动物学课程学习开始，扎实打好基础，为步入动物学研究的殿堂，为祖国的科学事业作出应

有的贡献。

３　动物在生物界的地位

地球上的生物种类繁多，千姿百态，目前已鉴定和报道的物种在 ２００万以上。为了研究、
利用这些自然资源，人们很早就将其进行分门别类的整理。 １８世纪中叶，现代分类学奠基人

——林奈以生物能否运动为标准，明确提出了动物界和植物界。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研究技术

的进步，人们对生物的分界水平也不断地深化，提出了三、四、五、六、八界的分界系统（绪
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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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表-１　生物分界系统

分界系统 含 义 提出学者 提出年代

二界系统 植物界、动物界 林奈（ＣａｒｌｖｏｎＬｉｎｎé） １７３５
三界系统 原生生物界、植物界、动物界

霍洛（Ｊ．Ｈｏｇｇ）
赫克尔（Ｅ．Ｈａｅｃｋｅｌ）

１８６０
１８６６

四界系统 原核生物界、原始有核界、后生植物界、后生动物界 考柏兰（Ｈ．Ｆ．Ｃｏｐｅｌａｎｄ） １９３８
四界系统 原生生物界、真菌界、植物界、动物界 魏泰克（Ｗｈｉｔｔａｋｅｒ） １９５９
四界系统 原核生物界、真菌界、植物界、动物界 李代尔（Ｌｅｅｄａｌｅ） １９７４
五界系统 原核生物界、原生生物界、真菌界、植物界、动物界 魏泰克（Ｗｈｉｔｔａｋｅｒ） １９６９
六界系统 病毒界、细菌界、蓝藻界、植物界、真菌界、动物界 陈世骧 １９７９
六界系统

古细菌界、原核生物界、原生生物界、真菌界、植物

界、动物界
布鲁斯卡（Ｒ．Ｃ．Ｂｒｕｓｃａ） １９９０

八界系统
古细菌界、真细菌界、古真核生物界、原生动物界、
藻界、植物界、真菌界、动物界

卡瓦利-史密斯

（Ｔ．Ｃａｖａｌｉｅｒ-Ｓｍｉｔｈ） １９８９

绪图-３　魏泰克五界系统示意图（仿陈世骧）

　　对生物的分界直到现在尚无统一的意见，
不过魏氏的五界系统（绪图-３）得到了较为广泛

的认同。 生命的进化过程 先是从无细胞形态

进化到前细胞型生命体，其特征是众多的生物

大分子聚集而成为分子体系，呈现出初步的生

命现象，可以说这是生命进化中的一次飞跃。五
界系统客观体现了有细胞形态的生物的进化过

程：从原核单细胞生物开始，大概经过 ２０亿年

漫长的历程，才从原核单细胞进化至真核单细

胞生物，这是生命进化中又一次飞跃；再从真核

单细胞进化到真核多细胞生物，是生命进化过

程的第三次飞跃。病毒非常特殊，只有当它寄生

在有生命的细胞中才能成活，并能在宿主细胞中复制自我，进行繁殖，这时它才表现生命现

象，属于生物的范畴；但一旦离开宿主细胞，它就不能独立生存而成为病毒结晶，变成非生命

物质。至于病毒的起源，迄今尚有不少争论，没有定论，五界系统把其暂时排除在外是有道理

的。本教材即按照魏氏五界系统的观点叙述，因此所涉及的“动物”包括原生生物界中的原生

动物亚界和动物界。

４　动物分类概述

４．１　分类的意义和理论

动物分类知识是学习和研究动物学十分重要的基础。 动物分类的目的是将数目繁多的

动物种类，以科学的方法，依据形态、生理、遗传、进化等方面的事实，来决定某种动物在动物

界的系统地位，从而说明各种动物彼此间的联系。 动物分类学将动物分门别类，使它脉络清

晰，有系统可寻，这对于了解动物界有重要意义，因为无论是宏观的还是微观的研究，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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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首先必须正确地鉴定研究对象或实验材料是哪一物种（ｓｐｅｃｉｅｓ），否则，再高水平的研究也

会失去其科学价值，或闹出 “指鹿为马”的笑话。
从林奈时代开始，动物分类系统总体上是以动物形态或解剖的异同作为基础。人们根据

古生物学、比较解剖学和胚胎学的许多证据对现存和化石动物种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基本

理清了动物界的自然类缘关系，这种分类法建立的分类系统被称为自然分类系统。 近 ３０年
来，动物分类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几大学派， 重要的有：

支序分类学派（Ｃｌａｄｉｓｔ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ｓ或 Ｃｌａｄｉｓｔｉｃｓ）　由德国昆虫分类学家赫宁（Ｗ．
Ｈｅｎｎｉｇ）所创立。 该学派提出 能或惟一能反映系统发育关系的依据是分类单元之间的血

缘关系，而反映血缘关系的 确切的标志是共同祖先的相对近度。
进化分类学派（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ｓ）　以梅尔（Ｍａｙｒ）、辛普森（Ｓｉｍｐｓｏｎ）、阿西洛

克（Ａｓｈｌｏｃｋ）等人为代表。 这一学派基本接受支序分类学派通过支序分析重建系统发育的

方法，但提出建立系统发育关系时，单纯靠血缘关系不能完全概括进化过程中出现的全部情

况，还必须考虑到分类单元之间趋异的程度及祖先与后裔之间渐进累积在内的进化性变化

的程度。
数值 分类学 派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ｓ）　始 于 ２０ 世 纪初 植物 分类 学者 艾丹 逊

（Ａｄａｎｓｏｎ）的工作，此后在计算机技术迅速发展之下，由索卡尔（Ｓｏｋａｌ）及斯尼塞（Ｓｎｅａｔｈ）加
以发展而形成。 该学派认为，其他学派在分类时给各种特征以不同的加权（ｗｅｉｇｈｔｉｎｇ）的做

法，主观因素太大，并不科学。他们主张不给分类特征以任何加权，而应通过大量的不加权特

征来研究总体相似度进而反映分类单元之间的近似程度，并借助于计算机的运算，根据相似

系数分析各分类单元之间的相互关系。
上述这些经典的动物分类学，迄今虽仍以形态学特征，尤其是外部形态特征作为 直

观、 主要的依据，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一些新技术和新方法如电子显微镜（包括扫描电

镜、透射电镜等）、染色体组型分析、同工酶分析、ＤＮＡ及基因组序列分析等等，已在动物分

类实践中得以应用，相应的特征也被作为分类时新的依据，同时也使一些原本在经典分类学

领域难以解决的问题得以澄清。 因而，上述新技术和新方法也越来越受到分类工作者的重

视。
４．２　物种的概念和分类等级

物种（Ｓｐｅｃｉｅｓ）是分类系统 基本的阶元，是一群与其他种群在生殖上隔离的繁殖群体

或潜在的繁殖群体。 动物物种是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因此必然相互联系，但又由于生殖上

的隔离，从而隔断了基因交换的途径，因而又是相互独立的。至于生殖隔离的形式，大体上有

以下几种：生态隔离或栖息地隔离——不同物种对不同生境的依附使之不能相遇或减少了

相遇的机会；繁殖季节的隔离——不同物种的繁殖季节不同，不同物种的雌雄个体相遇机会

极少；繁殖行为的隔离，如求偶信号，包括声光、化学物质的发放和接受等等行为上的不同造

成隔离；配子隔离——不同物种精卵表面的受体不同，即使相遇也不能受精，或有时虽能受

精，但后期也会引起胚胎死亡或流产或发育不全或出生后生活力很低或没有繁殖能力，等
等。

不同物种不论如何相似，总是在各方面有明确的差异，这就决定了物种具有既连续又间

断的特性，无论在空间上还是时间上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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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物种的定义可表达为：物种是生物界发展连续性与间断性统一的基本间断形

式；在有性生物中，物种由具有实际或潜在的繁殖能力的种群所组成，并占有一定的空间，而
且与其他这样的群体在生殖上是隔离的。

种以上分类等级从小至大分为属 （Ｇｅｎｕｓ）、科（Ｆａｍｉｌｙ）、目（Ｏｒｄｅｒ）、纲（Ｃｌａｓｓ）、门
（Ｐｈｙｌｕｍ）、界（Ｋｉｎｇｄｏｍ）。 其组成原则是：相近似的若干种组成属，相近似的若干属组成科，
相近似的若干科组成目，以此类推。 有时为更精确地表达种的分类地位，还可将原有的阶元

进一步细化，并在上述 ６ 个阶元之间另外加上一些阶元，以满足这种需求，加入的阶元名称

之前或之后分别加上总（Ｓｕｐｅｒ-）或亚（Ｓｕｂ-），于是分类阶元中有时还有亚门（Ｓｕｂｐｈｙｌｕｍ）、
总纲（Ｓｕｐｅｒｃｌａｓｓ），余类推。任何一种已知的动物均能毫无例外地归属到上述分类阶元之中，
如：大熊猫（A ilurop od a m elanoleuca）归属于动物界（Ａｎｉｍａｌ）、脊索动物门（Ｃｈｏｒｄａｔａ）、哺乳

纲（Ｍａｍｍａｌｉａ）、食肉目（Ｃａｒｎｉｖｏｒａ）、大熊猫科（Ａｉｌｕｒｏｐｏｄｉｄａｅ）、大熊猫属（A ilurop od a）；又
如：中 国 明 对 虾 （F ennerop enaeus chinensis），归 属 于 动 物 界 （Ａｎｉｍａｌ）、节 肢 动 物 门

（Ａｒｔｈｒｏｐｏｄａ）、甲壳纲（Ｃｒｕｓｔａｃｅａ）、十足目 （Ｄｅｃａｐｏｄａ）、对虾科 （Ｐｅｎａｅｉｄａｅ）、明对虾属

（F ennerop enaeus）。
按照惯例，动物分类阶元中，亚科、科和总科的名称都有标准的拉丁字尾，分别是-ｉｎａｅ、

-ｉｄｅａ和-ｏｉｄｅａ，因而对于一些不常见类群，可借此字尾判断所属的亚科名、科名或总科名。 亚

种（Ｓｕｂｓｐｅｃｉｅｓ）是种下的分类阶元，常是一个种内的地理种群或生态种群，与同种内任何其

他种群有区别。 人工养殖或人工选育的动物的种下分类单元称为品种（ｖａｒｉｅｔｙ或 ｂｒｅｅｄ

ｖａｒｉｅｔｙ或 ｂｒｅｅｄ），但对于野生种类或动物园中饲养的野生动物，千万不能称其为某某品种，
即使是人工饲养条件下出生的野生动物后代也不能称为品种。

毋庸讳言，在上述所有分类阶元中，除种以外，其他较高的阶元，都同时具有客观性（自
然的）和主观性（人为的）。 所谓客观性，是指它们都客观存在，是可以划分的实体；所谓主观

性，是指各阶元的水平以及阶元与阶元之间的划分完全是人主观确定的，并没有统一的客观

标准。 如当时林奈所确定为属的准则，可能后来的分类学家却把其作为划分科的特征了。
４．３　动物的命名

对于动物的命名，国际上制订了“国际动物命名法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ｄｅｏｆｚｏ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ｎｏｍｅｎｃｌａｔｕｒｅ），非常复杂，现作 基本的介绍。 动物命名时除遵守上述共同的分类阶元外，
还统一规定了种或亚种的命名法规，以便于各国动物学工作者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命名法则

规定，每一个动物物种都应有一个学名（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ａｍｅ），这一学名由两个拉丁词或拉丁化的

词组成，其中前面一个词应是该动物的属名，用主格单数名词表示，第 １个字母要大写；后面

一个词是该动物的种本名，多为形容词，第一个字母不需要大写，其中形容词与前面名词的

性、数、格须一致。这就是目前国际上统一采用的物种命名的“双名法”基本规则。学名之后，
还可附加当初定名人的姓氏。 在出版物中学名均采用斜体，但定名人不用斜体，第一个字母

也须大写。 如意大利蜂的学名为 A p is m ellifera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如若种内有不同的亚种，须在种

名之后再加上亚种名，构成通常所称的三名法，如东亚飞蝗是飞蝗的亚种，其学名为 L ocusta

m igratoria m anilensis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如若学名中 新的属名有所变更，则在采用新的属名时，应
将原命名该物种人的姓氏置于括号内，如贝氏双身虫原学名为 D ip lozoon bychow sky i

Ｎａｇｉｂｉｎａ，现改为贝氏拟双身虫，其学名应写为 P arad ip lozoon bychow skyi （Ｎａｇｉｂ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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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章

单细 胞动物 —— 原生动物 （Ｐｒｏｔｏｚｏａ）

１　原生动物的主要特征

原生动物是地球上 原始、 简单、 低等的动物。 它们通常只由一个细胞构成完整的

生命有机体，各种生理机能，如运动、感应、消化、呼吸、排泄、生殖等生命现象都在单个细胞

内完成，因而称为单细胞动物。
构成原生动物的这个细胞，不论结构的复杂性，还是机能的综合性，是其他多细胞动物

中任何一个细胞无法比拟的。除了一般细胞内所共同具有的结构，如线粒体、内质网、高尔基

体、溶酶体等外，还有原生动物所特有的细胞器（ｏｒｇａｎｅｌｌｅ），并由其来执行各种复杂的生理

机能。 这些特殊的细胞器在机能上相当于多细胞动物体内不同的器官和系统，是一种“细胞

的器官”，简称为胞器，常见的有摄食的胞器、排遗的胞器、渗透调节及排泄的胞器、运动的胞

器等等。 因此，从细胞水平上讲，原生动物的细胞是所有生物细胞中分化 为复杂的细胞。
原生动物除了单细胞以外，还有一些种类是由若干个单细胞组成的单细胞群体，其在外

形上很像多细胞动物，但它们与多细胞动物不同，群体的细胞通常没有分化， 多也只是体

细胞与生殖细胞的分化，而且群体中各细胞的独立性强，离开群体后照样能独立生活，形成

新的群体。 而多细胞动物的细胞，一般分化为不同的组织，其中的每一个细胞已不能独立生

活，在自然情况下更不可能由其形成新的个体。
绝大多数原生动物是体型微小，需借助于显微镜才能观察到的微小型动物，一般在

３００μｍ 以下。 小的原生动物是一种海产的微滴虫（M icrom onas p usilla），体长只有 １～
１畅５μｍ，与典型的细菌大小差不多；寄生在人体及脊椎动物网状内皮系统细胞中的利什曼原

虫（L eishm ania），其体长也只有 ２～３μｍ。 另有一些原生动物，其个体长度可达数毫米，如喇

叭虫（S tentor）可长达 ２～３ｍｍ；某些海产有孔虫（Ｆｏｒａｍｉｎｉｆｅｒａ）体长可达 ７ｃｍ，其中新生代

一种有孔虫化石——货币虫（N um m ulites）竟达 １９ｃｍ，称得上原生动物中“巨无霸”级的种

类。喇叭虫与微滴虫体长之比，已达 １０００多倍，至于两者的体重比，至少是（１０００）３＝１０９ 。这
样悬殊的体长和体重幅度，是其他动物类群无法比拟的。 如巨型哺乳动物——１０００００ｋｇ体

重的海洋鲸类，也仅仅是一只 ２ｇ体重的地鼠的 ５×１０７ 倍而已。
原生动物在地球上分布极为广泛，在河流、湖泊、海洋以及潮湿的土壤里，到处都有它们

的踪迹，而且有一部分已从自由生活过渡到寄生生活。 原生动物的分布受各种物理、化学及

生物因子的限制，在不同的环境中各有它的优势种。水及潮湿的环境对所有原生动物的生存

及繁殖都非常必要。 原生动物 适宜生长的温度范围为 ２０～２５℃，但有些种类在南、北两极



和 ６０℃的温泉中也能生存。 通常突然的大幅度温度变化都能引起虫体的大量死亡，但如果

缓慢地升高或降低温度，许多原生动物会逐渐适应正常情况下致死的温度。 除了温度以外，
淡水和海水中的原生动物都有自己 适宜的盐度范围，但有些种类甚至能生活在 ２０％～
２７％的盐湖中。一般在中性或偏碱性的环境条件下，常会有更多的原生动物存在。许多种类

在不利的条件下能形成包囊（ｃｙｓｔ）。 包囊是原生动物体内积累了营养物质、失去部分水分、
身体变圆后，并在体表分泌厚壁不再活动的阶段。包囊具有抵抗干旱、极端温度、盐度等各种

不良环境条件的能力，而且可借水流、风力，以及动、植物等进行广泛的传播，所以不少原生

动物属于世界性分布的物种。包囊也可在恶劣的环境下成活数年而不死，一旦外部条件适合

时，虫体就可破囊而出，有的甚至还能在包囊内进行生殖活动。
已报道的纯原生动物种类约 ６．８万种，其中 ５０％以上是化石。 原生动物个体数量之多

也为其 他动 物类群 所望尘 莫及，如寄 生在人 体内的 一种 痢疾内 变形虫 （E ntam oeba

histoly tica），当形成包囊时，一昼夜就可排出 １５００ 万个。

２　原生动物的生物学

２．１　外形特征

原生动物的体形具有多样性，常与不同的生活方式有关。 一些种类没有固定的外形，生

图 １-１　常见的原生动物的各种体形（仿各家）

活时可以不断改变形状，称作阿米巴（Ａｍｅｏｂａ）形（变形虫形），但多数种类具固定的外形特

征，常见的有卵形、圆形、星形、钟形、肾形、梭形、喇叭形等各种形状（图 １-１）。 原生动物生活

时体形变化与否，与其细胞表面的结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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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质膜是包括原生动物细胞在内所有动物细胞的界膜。 变形虫的体表是一层极薄的

细胞膜或质膜（ ｃｅｌｌｍｅｍｂｒａｎｅ或 ｐｌａｓｍａ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ｐｌａｓｍｏｌｅｍｍａ），结构与普通动物细胞

膜一致。 电镜下这是一种生物大分子组成的单位膜（ｕｎｉｔｍｅｍｂｒａｎｅ），主要由磷脂类和蛋白

质组成，厚度通常为 １０ｎｍ左右，其中磷脂双分子层构成了膜的基本结构，磷脂分子非极性

的尾部向着内侧的疏水区，而磷脂分子极性的头部向着外侧，并暴露于两侧的亲水区，各种

球形膜蛋白以不同的镶嵌形式与磷脂双分子层相结合，有的附着在膜的表面，有的全部或部

分嵌入膜中，有的贯穿于膜双分子层。总之，蛋白质分子在磷脂内部的位置既不固定，也不对

称（图 １-２）。 另外也有糖类附着于膜的外侧，与膜脂类或膜蛋白的亲水端结合，构成糖脂

（ｇｌｕｃｏｌｉｐｉｄ）和糖蛋白（ｇｌｕｃ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因此，这种膜相系统既表现为有序性、非对称性，又表

现为动态的结构，具有流动性。这些特征对于原生动物增加细胞膜的稳定性以适应膜内外环

境的变化，加强与营养成分的结合及化学识别等功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图 １-２　原生动物细胞单位膜结构示意图（仿 Ｓｏｂｅｒｔｓｏｎ）
在较高倍数的光学显微镜下，可以观察到质膜下的细胞质，从外而内明显分化为外质

（ｅｃｔｏｐｌａｓｍ）与内质（ｅｎｄｏｐｌａｓｍ）。前者透明均匀，无颗粒，滞性较大；后者色泽暗淡，具颗粒，
流动性好。内质还可进一步分为两部分，即外层是相对固态的凝胶质（ｐｌａｓｍａｇｅｌ），内层是呈

液态的溶胶质（ｐｌａｓｍａｓｏｌ），这两类物质随着生理条件的不同可相互转变。 变形虫体表的任

何部位都可以形成临时性的细胞质突起（即伪足，ｐｓｅｕｄｏｐｏｄｉｕｍ）。 突起形成时，外质向外凸

出，内质流入其中。 此时，溶胶质向突起伸出的方向运动，流动到临时突起的前端后，就向外

分布，接着变为凝胶质。 与此同时，后端的凝胶质又变为溶胶质，继续向前流动，促使虫体向

突起伸出的方向缓慢移动（图 １-３）。 由于细胞膜特别薄且柔软，不能有效阻止内部细胞质流

动时所产生的内张力，从而引起生活时变形虫外形的不断改变。

图 １-３　变形虫的变形运动（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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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原生动物体表具有特殊的表膜（ｐｅｌｌｉｃｌｅ）结构，可使虫体保持一定的形状。
眼虫的体表覆以一层带斜纹、具弹性的表膜。 以前，该膜被认为是由虫体细胞分泌的一

种角质膜，现经电镜研究发现，表膜本质上就是虫体的细胞质膜，不过它通过折叠形成特殊

的螺旋状条纹，增加了细胞表面的牢固性。 这些条纹互相勾连，在勾连处形成向外的表膜嵴

（ｐｅｌｌｉｃｌｅｒｅｄｇｅ）和向内的表膜沟（ｐｅｌｌｉｃｌｅｇｒｏｏｖｅ），并通过表膜沟和相邻的表膜嵴相关联。在
表膜下还具有与表膜条纹走向相同的黏液体（ｍｕｃｕｓｂｏｄｙ）。 该体外包以膜，与虫体质膜相

连续，并有黏液管通向表膜条纹的勾连处，故黏液体实质上就是眼虫细胞膜一种特殊的内陷

构造。 黏液对表膜沟、嵴的关联处可能有润滑作用，生活时可引起眼虫体表斜纹的滑动。 眼

虫的这种特殊的表膜也同样覆盖在鞭毛的表面（图 １-４）。

图 １-４　眼虫表膜的超微结构示意图（据Ｂｏｖｅｅ稍改）
Ａ．前端中部纵切； Ｂ．表膜局部放大

草履虫的外形在正常情况下很像倒置的草鞋，当虫体遭受外界压力时会临时改变形状，
但一旦外部压力消失，具有弹性的表膜可使虫体恢复原状。 在电镜下，草履虫的表膜由 ３层
膜组成，是原生动物表膜系统中 为复杂的一种。 表膜 外面一层即为普通的细胞质膜，同
样也是由磷脂类和蛋白质组成的大分子单位膜。 该膜在草履虫整个体表和纤毛表面均是连

续的，中间和 里面一层分别称为表膜泡外膜与表膜泡内膜，由表膜泡内、外膜形成了草履

虫质膜下的表膜泡（ａｌｖｅｏｌｉ）镶嵌系统。 表膜泡既增加了表膜的刚度，也不妨碍虫体局部弯

曲，同时是保护细胞质的一种缓冲带，还可避免内部物质穿过外层细胞膜（图 １-５）。
许多变形虫虽然没有坚韧的表膜，虫体裸露，但其中不少种类体表会形成比较坚硬的外

壳，足以使这类变形虫具相对固定的外形。 外壳由外质分泌，其组成物质常随种类不同会有

变化，如表壳虫 （A rcella）的外壳由几丁质构成；鳞壳虫 （E ug lyp ha）由硅质构成，有孔虫

（Ｆｏｒａｍｉｎｉｆｅｒａ）由石灰质 构成。 有些原 生动物细 胞质内还有 矽质的骨 骼，如放 射虫

（Ｒａｄｉｏｌａｒｉａ）具几丁质的中央囊或硅质的骨针，也能使虫体保持一定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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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５　草履虫的表膜及表膜下纤维系统（据 Ｂａｒｎｅｓ稍改）
外壳的形态更为丰富多样，有管形、放射形、瓶形、圆盘形等等。 其中有孔虫的外壳有的

图 １-６　各种原生动物的外壳形状（仿各家）
Ａ．网足虫活体及壳的纵切面 ； Ｂ．瓶孔虫外形 ； Ｃ－Ｄ．节房虫 ； Ｅ．球房虫活体及壳 ； Ｆ．鳞壳虫； Ｇ．表壳虫

非常简单，有的则十分复杂（图 １-６）。 简单如瓶孔虫（L agena）、网足虫（A llog rom ia），其外

壳只有单一的房室，房室顶端具一口孔，由此伸出伪足；复杂的由多个房室组成，如节房虫

（N od osaria）外壳的数个房室排列在一条直线上，球房虫（G lobig erina）外壳的房室呈旋转状

排列。 这种多个房室中 早形成的房室称为初房， 后形成的房室称终室；在壳内隔开两个

相邻房室的壳壁称隔壁，隔壁与壳壁相交的线称为缝合线。 有孔虫因为具有外壳，虫体死后

外壳却被保留下来，历经数亿万年形成了有孔虫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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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细胞核的类型

原生动物的细胞核位于内质中。 除纤毛虫类原生动物具有大、小核外，绝大多数原生动

物只有一种类型的细胞核，但核的数量可单个或多个。 电镜下，原生动物的核同样具双层膜

结构，单层膜的厚度为 ７ｎｍ，两层膜间的空隙为 ２０ｎｍ左右，并通过核孔使核基质与细胞质

沟通。

图 １-７　原生动物细胞核的类型（仿 Ｈｏａｒｅ）
Ａ．致密核 ； Ｂ．泡状核

依据核内染色质的构造，可以把原

生 动 物细 胞 核分 为泡 状 核 （ｖｅｓｉｃｕｌａｒ
ｎｕｃｌｅｕｓ）和致密核（ｍａｓｓｉｖｅｎｕｃｌｅｕｓ）。 前
者核内染色质较少，不均匀地散布在核

膜内，常见于变形虫和鞭毛虫类原生动

物；后者核内染色质丰富，均匀而又致密

地分布于核内（图 １-７）。细胞核的构造不

同是原生动物分类鉴别的标准，如核膜

的厚薄、核膜内有无染色质粒附着；核形状和排列情况；核微体的位置和形状，等等。
纤毛虫类具有大、小两种类型的核。 这种核的二型性在生物界是独特的，其中大核

（ｍａｃｒｏｎｕｃｌｅｕｓ）形状变化复杂，常见的有圆形、肾形、马蹄形、分支形、念珠形和带形等等（图
１-８），均为致密核，控制细胞的营养，为多倍体；小核（ｍｉｃｒｏｎｕｃｌｅｕｓ）通常是泡状核，控制细胞

的遗传，为二倍体，与生殖有关，也称生殖核。

图 １-８　纤毛虫各种类型的大核（仿各家）

２．３　运动胞器

原生动物 基本的运动胞器是鞭毛（ｆｌａｇｅｌｌｕｍ）、纤毛（ｃｉｌｉｕｍ）和伪足（ｐｓｅｕｄｏｐｏｉｕｍ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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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毛和纤毛在数量和外形上有所区别，前者往往数量较少而长度较长，运动时鞭毛与鞭

毛之间协同性差；后者数量多而长度短，运动时每根纤毛协同性好，通常非常整齐。但鞭毛和

纤毛在超微结构上完全相同，并且和一切真核生物中的鞭毛一样，都是“９＋２”的模式。 鞭毛

和纤毛的外膜为细胞膜，并且与虫体表面的细胞质膜相连续，膜内共有 １１根纵行的微管

（ｍｉｃｒｏｔｕｂｕｌｅ），其 中 ９ 根 微 管 在 横 切 面 上 排 成 一 圈， 称 为 外 围 微 管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ｍｉｃｒｏｔｕｂｕｌｅ）。每条外围微管又由两条亚微管（ｓｕｂｍｉｃｒｏｔｕｂｕｌｅ）组成双联体（ｄｏｕｂｌｅｔｓ），其中

一条亚微管不成管状，从断面上看具两个短臂（ａｒｍ），臂的方向对着下一个双联体，均为顺

时针排列。每一双联体又具一放射辐（ｒａｄｉａｌｓｐｏｋｅｓ）伸向中心。微管由微管蛋白（ｔｕｂｕｌｉｎ）组
成，与肌肉中的肌动蛋白类似。短臂由动力蛋白（ｄｙｎｅｉｎ）组成，与肌肉的肌球蛋白相同，它在

一定浓度的 Ｃａ
２ ＋
和 Ｍｇ

２＋
等二价阳离子存在的情况下具有 ＡＴＰ裂解酶的活性和从 ＡＴＰ分

子释放能量的能力。 ９根外围微管中间有两条中央微管（ｃｅｎｔｒａｌｍｉｃｒｏｔｕｂｕｌｅ），外面围有中

图 １-９　纤毛的超微结构（据Ｃｏｒｌｉｓｓ修改）

心鞘，中央微管终止于细胞表面水平的基板或轴粒（ａｘｏｓｏｍｅ）内。 但双联体微管继续伸入基

体（ｂａｓａｌｂｏｄｙ），或称毛基体（ｋｉｎｅｔｏｓｏｍｅ）、生毛体（ｂｌｅｐｈｒｏｐｌａｓｔ），这时每根外围微管由 ３
条亚微管组成，成车轮状排列，称为三联体（ｔｒｉｐｌｅｔ）。 基体可向细胞内伸出纤维，称为根丝体

（ｒｈｉｚｏｐｌａｓｔ），终止于细胞核或其附近。 纤毛的数量很多，各基体都发出一根细动纤丝

（ｋｉｎｅｔｏｄｅｓｍａｌｆｉｂｒｉｌ），它前行一段距离之后，与同行的其他基体发出的细动纤丝形成了较粗

的动纤丝（ｋｉｎｅｔｏｄｅｓｍａｔａ）（图 １-５），这些表膜下纵行交错的动纤丝联合成网状，称为下纤列

系统（ｉｎｆｒａｃｉｌｉａｔｕｒｅ）（图 １-９）。 该系统是纤毛虫所特有的构造，有人认为具有传导冲动和协

调纤毛活动的作用；也有人认为该系统与纤毛摆动的协调作用无关，而与细胞膜的去极化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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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有关，与神经冲动的传递作用相似。
有些原生动物还可在鞭毛和纤毛的基础上发生一些变化，如寄生于脊椎动物血液中的

锥虫（T ryp anosom a），其鞭毛由基体发出后，沿着虫体向前伸，将身体表面的细胞质膜拉成

波动膜（ｕｎｄｕｌａｔｉｎｇｍｅｍｂｒａｎｅ）（图 １-１０），但鞭毛的末端离开身体之后依然游离，这样的结

图 １-１０　锥体虫的波动膜结构（据各家修改）
Ａ．显微结构； Ｂ．超微结构

图 １-１１　纤毛虫不同形式的纤毛（作者）
Ａ．叶状小膜 ； Ｂ．波动膜； Ｃ．棘毛

构有利于鞭毛虫在黏滞性很高的血液中

运动。 另有一些纤毛虫的若干纤毛可愈

合成棘毛（ｃｉｒｒｕｓ），适于在水中物体表面

爬 行； 纤 毛 也 可 愈 合 成 叶 状 小 膜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ｌｌｅ），它们排列在胞口近旁，
总称为小膜带，可将食物带入胞口；更多

的纤毛可单行排列成另一种形式的波动

膜，它们位于胞咽中，通过波动膜上纤毛的协调摆动收集或传送食物（图 １-１１）。
伪足也称肉足，是变形虫运动的胞器，与鞭毛、纤毛等胞器不同，它没有固定的形状，可

随时形成，也可随时消失。依据伪足的形态结构不同，可分为叶状伪足（ｌｏｂｏｐｏｄｉｕｍ）、丝状伪

足（ｆｉｌｏｐｏｄｉｕｍ）、根状伪足（ｒｈｉｚｏｐｏｄｉｕｍ）和轴状伪足（ａｘｏｐｏｄｉｕｍ）（表 １-１，图 １-１２）。
表 １-１　不同类型伪足的特征

伪足类型 伪足主要特征 代表动物

叶状伪足 由外质与内质共同构成 大变形虫

丝状伪足 由外质构成，细长而末端尖 某些有壳虫类

根状伪足
由外质构成，细长而有分支，且分支相互连

接成根状或网状
网足虫

轴状伪足
由外质构成，细长如丝，但其内具一束微管

构成的轴杆，起支持作用
太阳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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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２　伪足的类型（据各家修改）
Ａ．叶状伪足； Ｂ．丝状伪足 ； Ｃ．轴状伪足 ； Ｄ．根状伪足

２．４　营养方式

原生动物必须从周围环境中获得一定的营养物质，以维持其生存。不同种类的原生动物

对营养物质的需求各不相同，其营养方式几乎包括了生物界所有的营养方式。
在一些原生动物，如眼虫（E ug lena）体内，因具叶绿体等色素体，故能利用太阳能将水

和二氧化碳合成碳水化合物。 这种能像绿色植物那样进行光合作用的营养方式称为全植营

养 （ｈｏｌｏｐｈｙｔｉｃ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也称光合营养（ｐｈｏｔｏｔｒｏｐｈｙ），该营养方式在植鞭毛虫中十分普

遍。 纤毛虫一般没有色素体，但某些纤毛虫体内，如绿草履虫（P aram ecium bursaria）有内共

生的虫绿藻（Ｚｏｏｃｈｌｏｒｅｌｌａｅ），可从共生藻类中获得养料。
绝大部分 原生动 物的营 养方式 为全动 营养 （ｈｏｌｏｚｏｉｃ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也称 吞噬 营养

（ｐｈａｇｏｔｒｏｐｈｙ），即通过摄取现成的食物颗粒为其营养来源。 这些食物颗粒包括细小的有机

碎屑、细菌、藻类、原生动物以及小型的多细胞动物等。 营全动营养原生动物的取食方式，较
简单的是变形虫类，它们通过伪足的包裹作用（ｅｎｇｕｌｍｅｎｔ）吞噬食物颗粒，并进行细胞内消

化，因此伪足也是消化的胞器；纤毛虫类具多种特殊的摄食胞器，如胞口（ｃｙｔｏｓｔｏｍｅ）、胞咽

（ｃｙｔｏｐｈａｒｙｎｘ）等摄取食物。 食物进入体内后被细胞质形成的膜包裹成食物泡 （ｆｏｏｄ
ｖａｃｕｏｌｅ）。 食物泡常遵循细胞质流所决定的一定路线流动，在其形成过程中溶酶体不断与食

物泡融合。经消化酶作用，使食物泡内的食物颗粒消化，其营养物质经食物泡膜进入内质中，
未能消化的食物残渣一般通过固定的胞肛（ｃｙｔｏｐｒｏｃｔ）排出体外。 在消化过程中，随着酶反

应的进行，食物泡的内含物会逐渐变酸性。 已发现原生动物消化过程中有各种水解酶，如核

酸酶、磷酸酶、蛋白酶、肽酶、酯酶、脂肪酶和碳水化合物分解酶等等，这些水解酶类由粗面内

质网、高尔基体产生并被包入溶酶体。
腐生营养（ｓａｐｒｏｚｏｉｃ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也称渗透性营养（ｏｓｍｏｔｒｏｐｈｙ），是原生动物的又一种

营养方式，在许多自由生活的无色鞭毛虫类原生动物中非常普遍。 它们不具特殊的摄食胞

器，通过体表吸收溶解状态的有机物，如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来维持生存。 有些寄生原生动

物，也以同样的方式吸收宿主体内溶解的有机物或已分解的宿主组织。
２．５　呼吸、渗透调节和排泄

绝大多数原生动物的呼吸作用（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通过气体扩散的方式来进行，它们通过体

表从周围环境中获得氧气。线粒体是原生动物呼吸的胞器，该胞器内含有三羧酸循环的酶系

统，能把有机物完全氧化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并释放出各种代谢活动所需要的能量，所产

生的二氧化碳亦通过虫体表面扩散到水中。但腐生性或寄生性的原生动物，因为生活在低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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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完全缺氧的环境下，有机物不能完全氧化分解，因此，它们利用糖的发酵作用产生的能量

来完成其代谢活动。
生活在淡水的原生动物以及某些海产或寄生原生动物，随取食及细胞膜的渗透作用，会

有相当多的水分随之进入体内，致使渗透压不断降低， 终就会膨胀致死。因此，这些原生动

物需要不断地将过多的水分排出体外，以维护一定的渗透压平衡。 原生动物的伸缩泡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ｌｅｖａｃｕｏｌｅ）是渗透调节的胞器，执行体内水盐平衡调节的生理功能。
原生动物伸缩泡的数量、位置和结构在不同种类的原生动物中各不相同。当聚集了过多

水分时，在细胞质内首先形成小泡，并逐渐由小变大， 后形成一个被膜包围的伸缩泡，待其

中充满水分后，就自行收缩将水分通过体表排出体外。纤毛虫类原生动物的伸缩泡在体内具

有固定的位置，只有 １个伸缩泡的种类常位于虫体的近后端，两个伸缩泡的种类则分别位于

虫体的近前端和近后端，少数种类可具多个伸缩泡。 草履虫伸缩泡的结构 为复杂，每一伸

缩泡的周围具 ６～１０条数量不等的收集管（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ｎｇｃａｎａｌ），收集管的近端膨大并与伸缩泡

相连，伸缩泡有排泄小孔与体外相通，电镜下可观察到伸缩泡及收集管上均有收缩丝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ｌｅｆｉｌａｍｅｎｔ），收集管端部与内质网的小管相通。 由于收缩丝的收缩使内质网收集

的水分进入收集管，经收集管再送入伸缩泡。当伸缩泡充满水分时，收集管停止收集，此时内

质网小管与收集管分离，伸缩泡经排泄小孔排出其中的液体。 排空之后，收集管又重新与内

质网小管相通，开始新一轮水分的收集。 如此重复，以进行虫体内水分的调节（图 １-１３）。 伸

缩泡收缩的频率与纤毛虫当时的生理状况有关，如草履虫在运动中停止取食时，伸缩泡收缩

的间隔时间可长达 ６ｍｉｎ之久，而当其在静止并取食时，两个伸缩泡交替进行收缩的间隔时

间仅为数秒钟。两个伸缩泡中，尤以离口部较近的伸缩泡收缩为快。纤毛虫中也有一些种类

并无收集管，它们由内质网直接收集水分形成小泡，由小泡再愈合成较大的泡， 后将水分

送入伸缩泡。

图 １-１３　草履虫伸缩泡的超微结构和作用机制（仿Ｒｅｍａ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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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动物代谢过程中所产生的含氮废物也溶于水中，并进入伸缩泡排出体外。由此可以

认为，伸缩泡在维持原生动物渗透压稳定、保持水分平衡的同时，还兼有排泄功能。
２．６　生殖方式

原 生动物的生殖（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可分为无性生殖（ａｓｅｘｕａｌ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和有性生殖

（ｓｅｘｕａｌ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两大类。
无性生殖广泛存在于所有原生动物中，通常有下列几种类型：一为二分裂（ｂｉｎａｒｙ

ｆｉｓｓｉｏｎ），是原生动物 普遍的无性生殖方式。 分裂时，先进行细胞核的有丝分裂（ｍｉｔｏｔｉｃ）。
分裂过程中核膜不消失，当细胞核一分为二后，染色体均等分布到两个子核中，随后细胞质

分别包围两个子核， 终形成两个大小一致、形状相等的子体。 在具有固定外形的鞭毛虫和

纤毛虫类中，可进一步把二分裂分为：纵二分裂，如眼虫（Ｅｕｇｌｅｎａ）、锥虫（T ryp anosom a）等；
斜二分裂，如角鞭虫（C eratium ）等；横二分裂，如草履虫（P aram ecium ）等（图 １-１４）。 二是出

芽生殖（ｂｕｄｄｉｎｇ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细胞经过不均等的分裂产生一个或多个芽体，再进一步分

化发育成新的个体。 分裂完成后，大的子细胞称为母体，小的子细胞称为芽体。 三是复分裂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ｆｉｓｓｉｏｎ），也称多分裂，分裂时细胞核先分裂多次，形成许多核之后细胞质再分裂，
后形成许多单核的子体，复分裂又称为裂殖生殖（ｓｃｈｉｚｏｇｏｎｙ），如疟原虫（P lasm odium ）。

四是质裂（ｐｌａｓｍｏｔｏｍｙ），见于一些多细胞核的原生动物，如蛙片虫（O p alina）等，由于虫体细

胞核数量多，核先不分裂，而由细胞质在分裂时直接包围部分细胞核形成若干多核的子体，
再由子体恢复成多核的新虫体。 再生（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是原生动物又一种无性生殖方式。 用切

割的方法可以把 １个原生动物的细胞分割成若干节段，其中有些节段能长出被切掉的部分，
而重新成为与原来细胞一样的完整个体，这种现象就是原生动物的再生。 许多实验证明，无
论细胞结构简单的还是细胞结构高度复杂的原生动物，一般都具再生能力。

原生动物无性生殖时，如果虫体分裂后子体不分离，结果便形成群体。 在群体原生动物

中，各个细胞可通过原生质相互联系，并通过共有的胶质膜使相互分离的原生动物个体聚集

在一起。此外，原生动物细胞外衍生物也可以使各个体联成群体。原生动物群体中各个细胞

在群体内的排列方式，随不同种类而异，但同一种类中则较为稳定。如纤毛虫中，有的为链状

群体、有的为树状群体等等。 团藻类鞭毛虫形成群体非常普遍，群体内各个细胞位于一个共

同的胶质膜内，细胞间以原生质线相互联接，各种群体内的细胞数从 ４个至 ２００００ 个以上，
群体内的细胞有体细胞和生殖细胞之分，通过生殖细胞的复分裂产生球形子群体。

原生动物的有性生殖主要有配子生殖（ｇａｍｏｇｅｎｅｓｉｓ）和接合生殖（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ｉｏｎ）两种方式。
大多数原生动物的有性生殖为配子生殖，即虫体产生雌雄配子后，经过配子的融合

（ｓｙｎｇａｍｙ），形成合子，并由其发育为一个新个体。 根据原生动物所形成的配子的形态特征

和生理机能，配子生殖可进一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一是同配生殖（ｉｓｏｇａｍｙ），即指在大小、
形 状上 相似，仅生理 机能 上不同 的同型 配子 （ｉｓｏｇａｍｅｔｅ）相 互融合 的过 程，衣滴 虫

（C hlam y dom onas）是典型的同配生殖。 二是异配生殖（ｈｅｔｅｒｏｇａｍｙ），即指在大小、形态及机

能上均不相同的异形配子（ｈｅｔｅｒｏｇａｍｅｔｅ）相互融合的过程。 异型配子均具鞭毛，仅有大、小
区别，分别称为大配子（ｍａｃｒｏｇａｍｅｔｅ）和小配子（ｍｉｃｒｏｇａｍｅｔｅ），如实球虫（P andorina）。如果

配子大、小分化悬殊，形态与机能完全不同，且大配子无鞭毛时，前者称为卵（ｏｖｕｍ），后者称

为精子（ｓｐｅｒｍ）。 卵受精后，形成受精卵，即合子（ｚｙｇｏｔｅ），并由此形成新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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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４　原生动物的各种二分裂（据各家修改）
Ａ．眼虫的纵二分裂； Ｂ．锥虫的纵二分裂； Ｃ．角鞭虫的斜二分裂 ； Ｄ．草履虫的横二分裂； Ｅ．变形虫的二分裂

接合生殖是纤毛虫类原生动物的有性生殖方式。当接合生殖发生时，两个二倍体虫体腹

面相接，每个虫体的小核行减数分裂，形成单倍体配子核，相互交换部分小核，交换后的单倍

体小核与对方的单倍体小核融合，形成一个新的二倍体的结合核，然后两个虫体分开，各自

再行有丝分裂，形成数个二倍体的新个体。 接合生殖发生的细节在不同种类之间有所不同，
大草履虫（P aram ecium caud atum ）的接合生殖 为典型，大致过程是：２ 个虫体在口沟部分

互相黏合，此时该部分表膜逐渐溶解，细胞质相互连通，形成原生质桥。 与此同时，二倍体的

小核脱离大核，并拉长成新月形；大核逐渐消失，接着小核分裂 ２次，其中一次为典型的减数

分裂；分裂后每个草履虫内形成 ４个单倍体的核，但其中有 ３个核不久就解体，而剩下的一

个核再进行有丝分裂，形成大小不等的 ２个单倍体核。 两个单倍体核中较大的一个不活动，
这一静止的核可以视作雌性核，另一个较小的核可以移动，可视为雄性核。 两个接合的草履

虫相互交换雄性核，并与对方的雌性核融合，形成一个二倍体的合子核，这一过程相当于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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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作用。此后两个虫体分开，融合的核连续进行 ３次有丝分裂，形成 ８个核，其中 ４个变为新

的大核，其余 ４个核中有 ３个解体消失，剩下的一个成为新的小核，该核先分裂为 ２个，再分

裂为 ４个，同时每个虫体也分裂 ２次，从而恢复到每个虫体只有 １个大核和 １个小核。 经过

接合生殖，原来 ２个相接合的亲本虫体 后各形成 ４个新的草履虫（图 １-１５）。

图 １-１５　草履虫的接合生殖图解（作者）
草履虫为代表的纤毛类原生动物的接合生殖必须在不同的交配型（ｍａｔｉｎｇｔｙｐｅ）之间

进行。 每种纤毛虫都可以分为遗传上不同的独立变种，每个变种包含两个或更多的交配型。
交配型由遗传决定，交配只发生在相同变种而不同交配型之间。 实验发现，只有不同交配型

体表的纤毛才能相互黏着而引起接合。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所有纤毛虫类的接合生殖方式是

相当一致的，只是每个物种小核的数目有所不同，因而合子核分裂的次数不完全相同。 如有

的种类由合子核直接分裂成新个体的大核和小核；在具 ２个小核的种类， 后在细胞质分裂

时，合子核多分裂一次，形成的新个体具有 １个大核 ２个小核；在具多小核的种类中，由合子

核分裂多次之后才进行细胞质的分裂而形成多小核的个体。
有些纤毛虫为固着生活，如钟虫（V orticella），这些种类的接合生殖常发生在相邻个体

间，但有时也会出现小型个体脱离柄部游向正常个体进行接合生殖，但 后只有正常个体才

形成合子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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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毛虫类原生动物的接合生殖是否出现，一方面与物种内在遗传特性有关，如，有的种

类可以无限地进行无性生殖而不需要接合生殖，而有的种类在进行一定代数无性生殖后必

须进行接合生殖，否则就会衰退直至死亡；另一方面也受外部环境条件的影响，如温度、光
照、盐度和食物等条件的改变都会诱发接合生殖的发生。 接合生殖对纤毛虫物种的生存有

利，因为它融合了两个个体的遗传性，特别是使大核得到了重组与更新，这对虫体进行连续

的无性生殖非常必要。
原生动物中还有一种有性生殖方式为自体受精（ａｕｔｏｇａｍｙ），也称自配生殖。 这是一种

由同一个体（细胞）形成的配子或配子核融合的有性生殖过程。 纤毛虫、太阳虫（Ｈｅｌｉｏｚｏａ）、
有孔虫等原生动物中均有自体受精的情况发生。 实际上，自配的过程及效果与接合生殖相

似，但只在同一虫体内发生核的融合。如，草履虫的自配过程同样包括大核的退化消失，小核

分裂数次并形成配子核，继而形成合子核，再由合子核形成新的大核和小核；太阳虫的自配

生殖发生在食物缺乏时所形成的包囊内。 在包囊中先进行一次有丝分裂，产生两个虫体，之
后每个虫体经历减数分裂，其中核分裂产物一个退化，结果形成各含 １个细胞核的 ２个单倍

体配子。配子核融合成合子核后，依然处于厚壁包囊内，当环境条件有利时，二倍体合子核便

脱包囊而出。
２．７　生活史

原生动物一生中所经历的发育和繁殖阶段的全部过程，即为原生动物的生活史（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原生动物生活史具有多种类型。 有些种类的生活史中仅发生无性生殖，分裂前后母

体与子体的染色体均为单倍体（ｈａｐｌｏｉｄ），常用“N ”表示，如锥虫；有些种类的生活史，涉及无

性生殖和有性生殖的交替，但生活史的大部分时期为单倍体时期（N ），受精后染色体数目比

配子增加 １倍，形成二倍体（ｄｉｐｌｏｉｄ），常用“２N ”表示。 但有的种类二倍体时期非常短暂，受
精后就进行减数分裂（ｍｅｉｏｓｉｓ）；有的种类二倍体时期较长，即受精作用完成后，不马上发生

减数分裂。单倍体时期是原生动物的无性世代（ａｓｅｘｕａｌ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二倍体时期则为其有性

世代（ｓｅｘｕａｌ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如有孔虫等。生活史中这种无性世代和有性世代交替发生，而且缺

一不可的现象，即为世代交替（ｍｅｔａｇｅｎｅｓｉｓ）。 纤毛虫类原生动物生活史的绝大部分时期为

二倍体，减数分裂发生在受精作用之前，受精之后立刻进入二倍体时期。 不同原生动物具体

的生活史将在相关种类中予以论述。

３　原生动物的分类

原生动物种类繁多， 保守地估计，地球上纯原生动物种类也有 １３．６万种，其中淡水生

活的原生动物为 １万～１．２ 万种，但至今尚未建立令人满意的原生动物起源和谱系演化学

说。原生动物的分类系统怎样才能更接近自然，这是国际原生动物研究的热点之一。从 １９世
纪中叶至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由于显微镜时代观察技术的局限，把原生动物分为 ４ 个纲，即鞭

毛虫纲（Ｍａｓｔｉｇｏｐｈｏｒａ）、肉足虫纲（Ｓａｒｃｏｄｉｎａ）、孢子虫纲（Ｓｐｏｒｏｚｏａ）和纤毛虫纲（Ｃｉｌｉａｔａ）。
随着电子显微镜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原生动物新的种类和形态结构特征不断被发现，对原

生动物的传统分类进行了修正，比较一致的认识是：①许多鞭毛虫的生活史中有变形期，许
多肉足虫的生活史中有鞭毛期，有的种类本身就兼有鞭毛和伪足，所以把原鞭毛虫纲和肉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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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纲合并为肉鞭虫门。②电子显微镜观察中发现，传统孢子纲中的某些种类的子孢子或裂殖

子，其顶端具复杂的亚显微结构——顶复合器，因此将其独立为顶复虫门。 原孢子纲中其他

都不具顶复合器的，根据各自孢子的形态特征建立微孢子虫门、囊孢子虫门和黏体虫门。 ③
传统分类中把盘蜷虫放在肉足虫纲中，现已证明盘蜷虫的丝网并不是伪足，而是坚硬的、无
生命的丝，因而从肉足纲分出，独立为盘蜷虫门。 １９８０年，这些认识正式被国际原生动物家

协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Ｐｒｏｔｏｚｏｏｌｏｇｉｓｔｓ）进 化 分 类 学 委 员 会 采 纳。 在 魏 泰 克

（Ｗｈｉｔｔａｋｅｒ）的五界系统中，原生动物不再是动物界的一个门，而上升为原生生物界

（ＫｉｎｇｄｏｍＰｒｏｔｉｓｔａ）中的一个亚界，即原生动物亚界（ＳｕｂｋｉｎｇｄｏｍＰｒｏｔｏｚｏａ）。原生动物亚界

中包括以下 ７个门：肉鞭虫门（Ｓａｒｃｏｍａｓｔｉｇｏｐｈｏｒａ）、盘蜷虫门（Ｌａｂｙｒｉｎｔｈｏｍｏｒｐｈａ）、顶复虫

门 （Ａｐｉｃｏｍｐｌｅｘａ）、微孢 子 虫 门 （Ｍｉｃｒｏｓｐｏｒａ）、囊孢 子 虫 门 （Ａｓｃｅｔｏｓｐｏｒａ）、黏 体 虫 门

（Ｍｙｘｏｚｏａ）和纤毛虫门（Ｃｉｌｉｏｐｈｏｒａ）。 原生动物中除盘蜷虫门尚未在我国发现外，其余各门

在我国均有分布，常见原生动物的分类和代表动物见表 １-２。
表 １-２　我国常见原生动物主要门类及其代表动物

常见门类 代表动物

肉鞭虫门（Ｓａｒｃｏｍａｓｔｉｇｏｐｈｏｒａ）
　鞭毛虫亚门（Ｍａｓｔｉｇｏｐｈｏｒａ）
　　植鞭毛虫纲（Ｐｈｙｔｏｍａｓｔｉｇｏｐｈｏｒｅａ） 眼虫、腰鞭毛虫、夜光虫、团藻虫等

　　动鞭毛虫纲（Ｚｏｏｍａｓｔｉｇｏｐｈｏｒｅａ） 锥虫、利什曼原虫、披发虫等

　蛙片虫亚门（Ｏｐａｌｉｎａｔａ）
　　蛙片虫纲（Ｏｐａｌｉｎａｔｅａ） 蛙片虫等

　肉足虫亚门（Ｓａｒｃｏｄｉｎａ）
　　根足虫纲（Ｒｈｉｚｏｐｏｄｅａ） 变形虫、表壳虫、有孔虫等

　　辐足虫纲（Ａｃｔｉｎｏｐｏｄｅａ） 太阳虫、放射虫等

顶复虫门（Ａｐｉｃｏｍｐｌｅｘａ）
　孢子虫纲（Ｓｐｏｒｏｚｏａｓｉｄａ） 疟原虫、艾美虫等

微孢子虫门（Ｍｉｃｒｏｓｐｏｒａ） 蚕微粒子、蜂微粒子等

黏体虫门（Ｍｙｘｏｚｏａ）
　黏孢子虫纲（Ｍｙｘｏｓｐｏｒｅａ） 黏孢子虫、碘泡虫等

纤毛虫门（Ｃｉｌｉｏｐｈｏｒａ）
　动片虫纲（Ｋｉｎｅｔｏｆｒａｇｍｉｎｏｐｈｏｒａ）
　　裸口虫亚纲（Ｇｙｍｎｏｓｔｏｍａｔｉａ） 栉毛虫、板壳虫、长颈虫、长吻虫

　　前庭虫亚纲（Ｖｅｓｔｉｂｕｌｉｆｅｒｉａ） 肾形虫、结肠肠袋虫

　　下口虫亚纲（Ｈｙｐｏｓｔｏｍａｔｉａ） 蓝管虫、旋漏斗虫等

　　吸管虫亚纲（Ｓｕｃｔｏｒｉａ） 足吸管虫、壳吸管虫等

　寡膜虫纲（Ｏｌｉｇｏｈｙｍｅｎｏｐｈｏｒｅａ）
　　膜口虫亚纲（Ｈｙｍｅｎｏｓｔｏｍａｔｉａ） 草履虫、四膜虫等

　　缘毛虫亚纲（Ｐｅｒｉｔｒｉｃｈｉａ） 钟虫、独缩虫、聚缩虫、累枝虫、车轮虫等

　多膜虫纲（Ｐｏｌｙｍｅｎｏｐｈｏｒｅａ）
　　旋毛虫亚纲（Ｓｐｉｒｏｔｒｉｃｈｉａ） 喇叭虫、游扑虫、棘尾虫等

本章将对肉鞭虫门的鞭毛虫亚门（Ｍａｓｔｉｇｏｐｈｏｒａ）、肉足虫亚门（Ｓａｒｃｏｄｉｎａ），蛙片虫亚门

（Ｏｐａｌｉｎａｔａ），顶复虫门及其孢子虫纲（Ｓｐｏｒｏｚｏａｓｉｄａ），微孢子虫门，黏体虫门的黏孢子虫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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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ｙｘｏｓｐｏｒｅａ）和纤毛门作一概要介绍。
３．１　鞭毛虫亚门（Ｍａｓｔｉｇｏｐｈｏｒａ）
本亚门动物一般都有 １～４ 根或许多根鞭毛作为动物胞器。一般认为鞭毛虫亚门是 原

始的原生动物，介乎植物与动物之间，部分种类具有色素体，行植物性营养，部分种类不具色

素体，行动物性营养或腐生性营养。无性繁殖一般为纵二分裂，有性生殖为配子生殖，在不良

环境条件下通常能形成包囊。除自由生活种类外，尚有共生或寄生种类。该亚门依据营养方

式又分为植鞭毛虫纲（Ｐｈｙｔｏｍａｓｔｉｇｏｐｈｏｒｅａ）和动鞭毛虫纲（Ｚｏｏｍａｓｔｉｇｏｐｈｏｒｅａ）。
３．１．１　植鞭毛虫纲

一般具色素体，行光合作用，自己制造食物，淀粉或副淀粉为其主要的贮藏物，无色素的

虫体行渗透营养。 植鞭毛虫的鞭毛具两种类型，即尾鞭型（ｗｈｉｐｌａｓｈｔｙｐｅ）和茸鞭型（ｔｉｎｓｅｌ
ｔｙｐｅ），前者表面光滑，后者表面具有螺旋状排列的纤细茸毛（鞭茸）（图 １-４）。 在鞭毛着生部

位的附近常见伸缩泡。多数植鞭毛虫具眼点。无性生殖通常为纵二分裂，有性生殖为配子生

殖。 大多数为单细胞，少数为群体。 自由生活在淡水或海水中。 常见类群有：

图 １-１６　眼虫（仿江静波）

眼虫目（Ｅｕｇｌｅｎｉｄａ）（图 １-１６）：大型，单体，通常具 １～２
根鞭毛，具胞咽，色素体绿色或无，具副淀粉粒。 代表种类为

绿眼虫（E ug lena virid is）。 眼虫一般体较大，呈绿色，纺锤

形，体表被有具弹性、带斜纹的表膜。 虫体前端有一胞口，向
后连一膨大的储蓄泡（ｒｅｓｅｖｏｉｒ），具 ２ 根鞭毛，其中 １ 根从胞

口中伸向体外，另 １ 根很短不伸出储蓄泡。 鞭毛下均连有 ２
条细轴丝（ａｘｏｎｅｍｅ）。 每一轴丝在储蓄泡底部和一基体相

连，由其产生出鞭毛，基体在虫体分裂时起着中心粒的作用。
一个基体连一细的根丝体（ｒｈｉｚｏｐｌａｓｔ）至核，表明鞭毛受核

的控制。 眼虫的前端具红色眼点，通常只有在基质中含有很

少的氮及磷时才出现。 靠近眼点近鞭毛基部有一膨大的、能
接受光线的光敏感结构，称为光感受器（ｐｈｏｔｏ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眼

点和光感受器也普遍存在于绿色鞭毛虫，这与它们进行光合

作用的营养方式有关。 眼虫体内具有叶绿体，其形状、大小、
数量和结构是眼虫的分类特征。 在有光的条件下，眼虫利用

光能把二氧化碳和水分成糖类。 在无光条件下，眼虫也可通

过体表吸收溶解于水中的有机物。 光合过程中形成一些半

透明的副淀粉粒（ｐａｒａｍｙｌｕｍｇｒａｎｕｌｅ），保存于细胞质中。副淀粉粒与淀粉相似，都是一种糖

类，但前者与碘作用不呈蓝色。副淀粉是眼虫类特征之一，其形状、大小也是其分类的依据之

一。 眼虫和其他动物一样，必须借呼吸作用产生的能量来维持各种生命活动，因此需要不断

供给游离的氧及不断排出二氧化碳。眼虫在有光的条件下，利用光合作用所放出的氧进行呼

吸（氧化）作用，呼吸作用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又被利用来进行光合作用。 但在无光的条件下，
则通过体表呼吸水中的氧而排出二氧化碳。 眼虫生活于有机质丰富的水沟、池沼或缓流中，
温暖季节可大量繁殖，常使水体呈绿色。 近年来也有用眼虫作为有机物污染环境的生物指

标，用以确定有机物污染的程度，如绿眼虫为重度污染的指标。 此外，眼虫有耐放射性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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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许多放射性核素 （ｒａｄｉｏｎｕｃｌｉｄｅ）对眼虫生活没什么影响。 如把纤细眼虫 （E ug lena

gracilis）密集的群体放在高达 ２５．８×１０２Ｃ／ｋｇ（６０Ｃｏ）的条件下，既不影响其死亡率，也不损

伤其繁殖率，推测眼虫对净化水中的放射性物质也有作用。

图 １-１７　夜光虫（仿 Ｄｏｆｌｅｉｎ-Ｒｅｉｃｈｅｎｏｗ）

腰鞭毛虫目（Ｄｉｎｏｆｌａｇｅｌｌｉｄａ）：海产或淡水产，虫
体具两根鞭毛，其中一根位于虫体中部的横沟内，运
动时能使虫体旋转；一根位于后部的纵沟内，运动时

推动虫体前进。 常见的有夜光虫（N octiluca m iliaris）
（图 １-１７）。 该虫体呈球形，直径可达 ２ｍｍ，体红色，外
被厚的表膜。 自胞口区生出 ２ 根鞭毛，其中一根粗大，
又称触手，另一根短小，称为纵鞭毛；触手的缓慢运动

使虫体在水中旋转并捕获食物，纵鞭毛也能摆动帮助

捕食。 细胞质密集于虫体的一部分，其内具一核，虫体

内许多细胞质线由中央细胞质块生出，相互间形成网

状，细胞质内有大量液泡和发光颗粒，网眼间充满液体，该液 ｐＨ值为 ３，含有铵盐类，其密度

低于海水。 当虫体受到海水波动的刺激时，夜间能见其闪光，故而得名。 夜光虫营全动物营

养，可吞噬大至桡足类幼体大小的任何浮游动物。 夜光虫是重要的海洋原生动物，在适宜的

环境条件下，过度繁殖密集在一起时，可使海水变色，即为赤潮，因大量消耗海水中的氧气而

导致鱼虾、贝类的死亡，对渔业危害很大。 除夜光虫外，还有裸腰鞭毛虫（G ym nodinium ）、沟
腰鞭毛虫（G ony aulax）、角鞭毛虫（C eratium ）等，大量繁殖时亦可引起赤潮（图 １-１８）。腰鞭毛

虫能产生一种神经毒素（ｓａｘｉｔｏｘｉｎ），能储存在甲壳动物体内，但对动物本身无害，而人吃了

被腰鞭毛虫污染的甲壳动物后，则可引起中毒，严重时可死亡。

图 １-１８　腰鞭毛虫（仿各家）
Ａ．裸腰鞭毛虫； Ｂ．沟腰鞭毛虫； Ｃ．角鞭毛虫

团藻虫目（Ｖｏｌｖｏｃｉｄａ）：单体或群体，淡水生活。绝大多数具绿色色素体，个体呈卵圆形，
群体种类大多由 ４～１２８细胞组成。 常见种类有：衣滴虫（C hlam y dom onas），个体呈绿色，虫
体前端一般具 ２根鞭毛，色素体杯形，具眼点和两个伸缩泡，体表具纤维素的细胞壁。其有性

繁殖属于典型的同配生殖，生殖时两个虫体彼此融合，所以虫体本身又是配子，减数分裂发

生在配子融合之后（图 １-１９）。 团藻虫（V olvox）（图 １-２０），是由几百到成千上万个细胞组成

的群体，排成一空心的圆球形，每个细胞排列在球的表面形成一层，彼此有原生质桥相连。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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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９　衣滴虫生活史示意图（作者）
Ａ．同型配子开始结合； Ｂ．同型配子融合 ； Ｃ．结合子； Ｄ．合子开始减数分裂 ； Ｅ．经减数分裂后形成的 ４ 个子体；

Ｆ．形成的包囊； Ｇ．长大的新个体； Ｈ．经无性繁殖形成的子体

图 １-２０　团藻（仿 Ｐａｒｋｅｒ、Ｈａｓｗｅｌｌ）

体中每个细胞均相似于衣滴虫。 群体中的细胞

有了分工，大多数为营养细胞，无繁殖能力。 少

数细胞具繁殖能力，繁殖时一个个体细胞形成

卵，另一个个体细胞形成许多精子。由精卵结合

发育成一新的群体。 也有少数在春天进行孤雌

生殖形成子群体。 从衣滴虫到团藻虫可以看到

由单细胞动物到单细胞群体的演变过程。 群体

中的细胞由彼此没有分化到分化成营养细胞及

生殖细胞，彼此间由没有联系到出现细胞间的

原生质桥，再从它们的生殖由同形配子到异配

生殖、再到精子与卵的变化过程，我们利用这些

变化能推断并旁证由单细胞动物到多细胞动物的进化过程。 衣滴虫和团藻虫一般生活在有

机质较丰富的水体中，在适宜的环境中，特别是春季和初夏，常能大量繁殖而形成水华。
３．１．２　动鞭毛虫纲

无色素体，动物性营养或腐生营养。 具一至多根鞭毛，细胞表面只有细胞膜。 无性生殖

为纵二分裂，除个别种类外不行有性生殖。 多数种类营共生或寄生，少数种类自由生活。 重

要种类有：
动基体虫目（Ｋｉｎｅｔｏｐｌａｓｔｉｄａ）：该目原生动物的 大特征是含有动基体（Ｋｉｎｅｔｏｐｌａｓｔ），

内含大量 ＤＮＡ，身体一侧具波动膜。除少数种类自由生活外，大多数为寄生生活。重要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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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种类有：利什曼原虫（L eishm ania），这是一种很小的动鞭毛虫，寄生于人体的有 ４种。曾在

我国流行的是杜氏利什曼原虫（L．donovani），能引起黑热病，故又称黑热病原虫（图 １-２１）。
其他还有热带利什曼原虫（L．trop ica）、巴西利什曼原虫（L．brasiliensis）和墨西哥利什曼原

虫（L．m ex icansis），主要流行于非洲、亚洲、欧洲南部和南美洲等地。杜氏利什曼原虫的生活

史分两个时期，一是寄生在人体（或狗）的脾、肝、骨髓、淋巴结等网状内皮系统的巨噬细胞，
并在其中进行繁殖，细胞破裂后，逸出的虫体可再侵入新的巨噬细胞。此时虫体非常小，无外

伸的鞭毛，体呈椭圆形或圆形，在一个网状内皮细胞中寄生时可多达上百个虫体。 没有鞭毛

的虫体，称为无鞭毛体（ａｍａｓｔｉｇｏｔｅ），也可称为利杜体（Ｌｅｉｓｈｍａｎ-Ｄｏｎｏｖａｎｂｏｄｉｅｓ）。 宿主被

大量寄生时，出现发烧、肝脾肿大、毛发脱落等症状，严重时可造成宿主死亡。因此，杜氏利什

曼原虫为我国五大寄生虫病之一，主要流行于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建国后进行积极的防

治，现已消灭了这种疾病。另一个时期寄生在白蛉子（P hlebotom us）的消化道内。白蛉子吸血

时吸食了利杜体，利杜体便可在白蛉子的中肠变成前鞭毛体（ｐｒｏｍａｓｔｉｇｏｔｅ），此时虫体细

长，又称细滴虫型（ｌｅｐｔｏｍｏｎａｄ），并以纵二分裂方式繁殖，并不断移到咽和喙部。待白蛉子再

次吸血时，重新把虫体接种到新的宿主。
另一种代表种类是锥虫（T ryp anosom a），种类很多，多数寄生于脊椎动物的血液中，

大的特征是鞭毛由基体发出后，沿虫体向前延伸，鞭毛外的细胞膜向虫体一侧拉伸形成波动

膜。该构造很适合于在黏稠度较大的体液环境中运动。寄生于人体的锥虫我国还没有发现，
非洲有两 种寄生于人 体内的 锥虫：冈比 锥虫 （T ry．gam beinse）和 罗德 森锥虫 （T ry．
rhod esiense）。 它们寄生于人的脑脊髓系统，由吸血的采采蝇进行传播，人体感染后常发生嗜

睡，进而发生昏迷直至死亡，医学上称为昏睡病。在我国发现的锥虫，主要是危害马、牛、骆驼

等，对马危害较大的病原体是伊万氏锥虫（T ry．evansi），患病后，马匹消瘦、体浮肿发热，有
时会突然死亡，称为马苏拉病（图 １-２１）。

毛滴虫目（Ｔｒｉｃｈｏｍｏｎａｄｉｄａ）：主要寄生于昆虫或脊椎动物的消化道等部位，虫体具前鞭

毛 ３～ ５ 根，后鞭毛 １ 根，并沿波动膜向体后伸，具有轴柱（ａｘｏｓｔｙｌｅ）。 如阴道毛滴虫

（T richom onas vag inalis）寄生于女性阴道或尿道内，可引起阴道、尿道和膀胱炎症，通过直接

或间接接触传染，在妇科临床上称为鞭毛性阴道炎（图 １-２１）。
超鞭毛虫目（Ｈｙｐｅｒｍａｓｔｉｇｉｄａ）：是结构 为复杂的一类，虫体较大，鞭毛数目极多，成束

排列或散布于整个体表。白蚁、蜚蠊及其他一些以木质素为食的昆虫消化道内均有这类共生

的超鞭毛虫。 昆虫为它们提供了居住场所和食物，而超鞭毛虫则消化、分解木质素为昆虫提

供糖类。 实验证明，用 ４０℃处理白蚁，其肠道内的鞭毛虫全部死亡，但白蚁还活着，能正常摄

食木头，但不能消化， 后被饿死。超鞭毛虫是动鞭毛虫纲中惟一被证明具有性生殖的种类。
常见的有白蚁肠道中的披发虫（T richonym p ha）、全毛滴虫（H olom astig otoid es）等（图 １-２１）。

领鞭毛虫目（Ｃｈｏａｎｏｆｌａｇｅｌｌｉｄａ）：自由生活的淡水动鞭毛虫。 领鞭毛虫 大的特征是每

个细胞具一根鞭毛，且鞭毛基部有一领状结构围绕着鞭毛，如静钟虫（C od osig a）。 在动物中

只有领鞭毛虫及海绵动物具有领细胞，通常认为它们之间有进化上的联系，对探讨海绵动物

和原生动物的亲缘关系具有一定意义。
根 足 鞭 毛 虫 目 （Ｒｈｉｚｏｍａｓｔｉｇｉｄａ）：自 由 生 活 的 淡 水 动 鞭 毛 虫，如 变 形 鞭 毛 虫

（M asig am oeba）（图 １-２１），具 １～３根鞭毛，活体时常向外形成多个伪足，可做变形运动。 这

类动物对了解鞭毛虫类与肉足虫类的亲缘关系有一定意义。

７２第 １ 章　单细胞动物——原生动物（Ｐｒｏｔｏｚｏａ）



图 １-２１　动鞭毛虫纲的代表种类（仿各家）
Ａ．杜氏利什曼原虫的利杜体和细滴虫型 ； Ｂ．伊万氏锥虫 ； Ｃ．阴道毛滴虫； Ｄ．披发虫； Ｅ－Ｆ．全毛滴虫 ；

Ｇ．静钟虫； Ｈ．变形鞭毛虫

３．２　肉足虫亚门（Ｓａｒｃｏｄｉｎａ）
本亚纲以伪足作为运动胞器，体表没有坚韧的表膜，仅具极薄的细胞质膜。 细胞质常分

化为明显的外质与内质，内质包括凝胶质和溶胶质。 虫体一般裸露，有的具石灰质或几丁质

的外壳，或具矽质的骨骼。无性生殖为二分裂或复分裂，有性生殖为配子生殖，多数种类为单

体自由生活，少数种类群体生活，淡水、海水均有分布，极少数种类营寄生生活。 根据伪足的

形态分为根足虫纲（Ｒｈｉｚｏｐｏｄｅａ）和辐足虫纲（Ａｃｔｉｎｏｐｏｄｅａ）。
３．２．１　根足虫纲

具叶状、指状、丝状或根状（网状）的伪足，但所有伪足无轴。自由生活、共生、腐生或寄生

生活。 重要类群有：
变形虫目（Ａｍｏｅｂｉｄａ）：身体裸露，虫体随原生质流动而改变，同时形成叶状伪足。 包囊

形成十分普遍。自由生活或寄生生活，多数种类生活在淡水，少数海洋，种类较多。其中大变

形虫（A m oeba p roteus） 为常见（图 １-２２）。 它是生活在清水池塘、或水流缓慢、藻类较多的

浅水水域的自由生活种类。 是变形虫中 大的一种，直径约 ２００～６００μｍ，生活时虫体可不

断变换形状，并在身体的任何部位伸出伪足，而伪足伸出的方向代表身体临时的前端，因为

可以不断地伸出新的伪足，故虫体永无定形。在光学显微镜下可明显区分出无色透明的外质

和具有颗粒的内质，内质中含有伸缩泡、食物泡及大小不等的颗粒物质，细胞核呈圆盘形，通
常在虫体中央的内质中。 大变形虫的二分裂是典型的有丝分裂，一般情况下约需 ３０分钟，３
天后子细胞长大，又可发生分裂。大变形虫的结构简单，容易培养，是研究生命科学很好的实

验材料。如细胞核与细胞质的关系、有关物质的代谢、形态发生与核的关系等问题，都已用变

形虫做了许多实验。 如观察去除核与不去核虫体的物质代谢变化，证明细胞质中的 ＲＮ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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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细胞核。 实验用
３ ２
Ｐ标记的四膜虫（T etrahym ena）喂饲变形虫，则变形虫被标记，再将这

标记的变形虫的核移植到正常的去核变形虫体内，用放射自显影术可见到细胞质中也有放

射性，显然是核的物质进入了细胞质，并从化学成分上证明放射性来自核的 ＲＮＡ。另外把标

记的核移植到正常的没有去核的变形虫体内，不久细胞质中出现了放射性，但正常核一直没

有放射性，这也说明细胞质的 ＲＮＡ不能输送到核内。
痢疾内变形虫（E ntam oeba histolytica）寄生在人肠道内，能溶解肠壁组织引起痢疾，也

叫溶组织阿米巴，是极常见的寄生原生动物。 痢疾内变形虫生活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即滋养

体和包囊。滋养体又分为两型：小滋养体和大滋养体。小滋养体寄生在肠腔中，不侵蚀肠壁。
平均大小为 １３μｍ，静止时通常为圆形或卵圆形。 内外质不太明显，伪足短，运动缓慢，以细

菌和霉菌为食；当宿主体内环境发生变化，如患病，抵抗力下降时，小滋养体分泌蛋白分解

酶，溶解肠壁上皮组织，进入肠黏膜或黏膜下层变为大滋养体。 大滋养虫体较大，大小为 ３０
～４０μｍ，运动较活泼，伪足宽扁，以红血细胞为食。如果大滋养体进入肠腔，则仍变为小滋养

体。 包囊由小滋养体分泌囊壁后形成，但大滋养体不能形成包囊。 包囊圆形或卵圆形，大小

为 ５～１０μｍ，囊壁厚，具有抵抗不良环境的能力。包囊新形成时只一个核，经过 ２次分裂形成

４ 个核。 四核包囊随粪便排出体外，如误食后则重新感染，因此包囊是原虫的感染阶段（图
１-２３）。

图 １-２２　大变形虫（仿Ｓｌｅｉｇｈ） 图 １-２３　痢疾内变形虫（仿徐秉锟）
Ａ．大滋养体； Ｂ．小滋养体 ； Ｃ．单核包囊 ；
Ｄ．双核包囊； Ｅ．４核包囊（成熟包囊 ）

棘变形虫（A cantham oeba）是一种自由生活的变形虫，但也能感染人体成为寄生虫。 如

开氏棘变形虫（A．castellanii）和卡氏棘变形虫（A．culbertsoni）（图 １-２４），通常在淡水、湿
土、下水道或其他腐烂的有机物中营自由生活，伪足透明并从外缘伸出尖细的突起，以细菌

为食，环境不利时可形成包囊。 原虫进入人体后，可随血液循环至脑，能引起阿米巴脑炎；感
染眼睛后能引起棘阿米巴角膜炎。１９８５年以来，棘阿米巴角膜炎剧增，有 ８５％是由于隐形眼

镜清洗液污染了棘变形虫所致。
表壳虫目（Ａｒｃｅｌｌｉｎｉｄａ）：体外具几丁质或拟壳质构成的单室壳，或体外有黏液黏着砂粒

等外来物形成的砂质壳。 壳的一端具大孔，伪足由此孔伸出，伪足叶状或丝状。 主要分布于

淡水、海水及潮湿土壤的表面。 代表种类有：表壳虫（A rcella vulgaris）（图 １-６），虫壳半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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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２４　棘变形虫（仿各家）
Ａ．开氏棘变形虫； Ｂ．卡氏棘变形虫

图 １-２５　砂壳虫（仿 Ｄｅｆｌａｎｄｒｅ）

如表壳，其上具花纹，壳口向下，指状伪足由壳口伸出。鳞壳虫（E uglyp ha strigosa）（图 １-６），
虫壳由硅质板组成，壳面伸出长刺。 砂壳虫（D ifflug ia oblonga）（图 １-２５），体外具胶质黏合

外来砂粒形成的壳。
有孔虫目（Ｆｏｒａｍｉｎｉｆｅｒｉｄａ）（图 １-６）：具碳酸钙构成的单室或多室壳，壳的外形多样，多

室壳由 初的胚壳按一定的方向排列，连续分泌形成。各室之间有钙质板隔开，板上具小孔，
使各室内的原生质彼此相连。壳内虫体细胞质中含有一个到多个细胞核，壳室的外表面包以

极薄的外质，通过壳口及壳外的原生质伸出根状伪足。 生活史复杂，有性生殖产生具鞭毛的

配子。 大多数多室有孔虫具小球型和大球型，即二态现象（ｄｉ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前者具小的胚室

（ｐｒｏｌｏｃｕｌｕｍ），体内含多个细胞核，以无性生殖方式产生许多个体；后者具大的胚室。大球型

成熟后可产生许多具双鞭毛的游动配子，不同个体的配子结合时形成结合子，再由结合子发

育成小球型个体，从而完成其生活史。 这种小球型和大球型交替出现、缺一不可的现象即为

有孔虫的世代交替。 有孔虫极少数为淡水生活，如单室的异网足虫；绝大多数营海洋底栖或

漂浮生活，如球房虫（G lobigerina）等。 有孔虫外壳及尸体在海底形成有孔虫软泥，并覆盖了

世界 ３５％的海底。 有孔虫是古老的原生动物，从寒武纪到现代都有，而且数量非常大，海底

每克泥沙中约有 ５×１０４ 个虫壳。有孔虫的化石种类多，而且在地层中的演变快，不同时期有

不同的种类。 因此，根据有孔虫的化石不仅能确定地层的年代和沉积相，而且还能揭示地下

的结构情况，从而对找寻沉积矿产、发现石油、确定油层和油井位置有着重要的指示作用。
３．２．２　辐足虫纲

本纲伪足具轴，个体一般球形，多营漂浮生活，生活于淡水和海洋。 常见种类有：
太阳虫目（Ｈｅｌｉｏｚｏａ）：多生活于淡水中，营漂浮生活，体呈球形，细胞质呈泡沫状态，伪

足由球形虫体周围伸出，其上有成排的颗粒，内具轴丝，主要用作捕食的胞器。代表种类有太

阳虫（A ctinop hrys）和辐球虫（A ctinosp haerium ）（图 １-２６）。
放射虫目（Ｒａｄｉｏｌａｒｉａ）：虫体亦为球形， 大虫体可达 ５ｍｍ。 全部营海洋漂浮生活，体内

具几丁质构成的中心囊，此囊将细胞质分为内外两部分。囊外部分具黏着物质包围的许多大

的黏泡，泡内充满黏液。 囊外部分具营养功能，囊内部分具生殖功能。中心囊上具小孔，能使

内、外原生质相沟通，伪足通常轴型。代表种类有等棘虫（A canthom etra）（图 １-２６）等。放射虫

类在海底亦可形成放射虫软泥，但它比有孔虫软泥分布在更深的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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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２６　辐足虫纲的代表种类（仿各家）
Ａ．太阳虫； Ｂ．辐球虫 ； Ｃ、Ｄ．分别为等棘虫肌丝舒张 、收缩时的状态

３．３　蛙片虫亚门（Ｏｐａｌｉｎａｔａ）
本亚门种类绝大多数是共生在蛙类及其蝌蚪，蝾螈等两栖动物肠道的原生动物，也有少

数寄生在爬行类和鱼类肠道中。
蛙片虫（Op alina）体形变化较大，体表具长短一致的鞭毛，排列成斜的纵行。 虫体无胞

口，细胞质丰富，外质较少而透明，内质中含有许多大小一致或不等的细小颗粒。细胞核单个

或几个，或具很多同一类型的核，位于虫体中央或分散状。无性生殖为纵二分裂，有性生殖为

配子生殖。 生活史复杂，包括在蛙体内进行二分裂（无性生殖），并形成包囊；包囊排出体外，
被蝌蚪吞食，并在蝌蚪肠道内破包囊而出，成为配子母细胞；配子母细胞在蝌蚪直肠再进行

纵分裂，形成具有单核的配子。大配子与配子母细胞相似，但较细长；小配子与大配子的长度

相仿，但宽度仅为大配子的一半。 大、小配子在游动中相遇，结合形成合子。合子变圆后成为

合子囊，随宿主粪便排至水中。 此时如被变态的蝌蚪吞食，随着它的变态完成 终变成蛙体

内的蛙片虫；如果合子囊由非接近变态的蝌蚪吞食，只能重演配子母细胞、配子和合子囊的

过程（图 １-２７）。 蛙片虫的分类地位，以往一直认为属于低等纤毛虫类，以后发现该虫无大、
小细胞核的分化，无性生殖为纵二分裂，有性生殖能产生具鞭毛的配子，因此将其归到内足

鞭毛虫门，并单独列为蛙片虫亚门。
３．４　顶复虫门（Ａｐｉｃｏｍｐｌｅｘａ）
本门所有种类全部寄生，而且大部分为细胞内寄生。 重要的特征是子孢子和裂殖子具

有特殊的顶复合器（ａｐ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ｌｅｘ）（图 １-２８）。电镜下该结构通常由顶环（ａｐｉｃａｌｒｉｎｇ）、类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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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２７　蛙片虫及生活史（据 Ｓｌｅｉｇｈ修改）
Ａ－Ｂ．在成蛙体内进行二分裂； Ｃ－Ｅ．形成包囊前的连续分裂； Ｆ．包囊形成，从蛙体内排出；
Ｇ．包囊被蝌蚪吞食后孵化成配子母细胞 ； Ｈ－Ｉ，形成单个核的配子 ； Ｊ．配子融合成合子；

Ｋ．合子形成包囊，若包囊被另一接近变态的蝌蚪吞食后 ，经 Ｌ、Ｍ、Ａ发育为正常营养生长期 ，即重复蛙体内的生长过

程；若包囊由另一非接近变态期蝌蚪吞食后 ，经 Ｌ、Ｍ、Ｎ和 Ｏ（包囊）重演有性生殖过程 ；
Ｐ．包囊直接转化成配子母细胞

体（ｃｏｎｏｉｄ）、棒状体（ｒｈｏｐｔｒｙ）、微线体（ｍｉｃｒｏｎｅｍｅ）、膜下微管（ｓｕｂｐｅｌｌｉｃｕｌａｒｍｉｃｒｏｔｕｂｕｌｅ）和
微孔（ｍｉｃｒｏｐｏｒｅ）等几部分所组成，但在不同的种类中可失去某些结构。顶环呈电子致密状，
一到多个，位于虫体前端；类锥体位于顶环之内，由许多呈螺旋状盘绕的微管组成，为一中空

平头状的圆锥体结构；棒状体是若干从前端经类锥体往后延伸到核前沿的管状胞器，形似棒

球棍；微线体位于棒状体周围，呈短杆状的电子致密胞器；膜下微管始于顶环，由前往后延

伸，其数量因种而异；微孔位于体表，其功能与摄食有关。 上述胞器的功能至今还不很了解。
顶复虫门的繁殖方式及生活史十分复杂，具无性和有性两个世代的交替，通常无性世代

在 脊椎动物（或人）体内寄生，有性世代在无脊椎动物体内寄生。 一般具裂体生殖期

（ｓｃｈｉｚｏｇｏｎｙ）、配子生殖期（ｇａｍｅｔｏｇｏｎｙ）和孢子生殖期（ｓｐｏｒｏｇｏｎｙ），孢子生殖期是其传播

阶段。生活史中各主要时期为单倍体，减数分裂只在合子中进行一次。一般过程如图 １-２９所
示。

裂体生殖期发生在子孢子（ｓｐｏｒｏｚｏｉｔｅ）侵入宿主后。 子孢子摄取宿主营养并长大，随后

进行复分裂，分裂所形成的许多子体称为裂殖子（ｍｅｒｏｚｏｉｔｅ），也称营养子（ｔｒｏｐｈｏｚｏｉｔｅ）。 这

些裂殖子可再次侵入新的宿主细胞，摄取营养和复分裂。 经过多次循环和复分裂，使宿主体

内裂殖子数量大量增加，所以裂体生殖是顶复虫类大量繁殖的时期。
裂殖子在多次复分裂之后开始进行配子生殖，即有部分裂殖子不再继续进行裂体生殖，

而分化成大配子母细胞（ｍａｃｒｏｇａｍｅｔｏｃｙｔｅ）和小配子母细胞（ｍｉｃｒｏｇａｍｅｔｏｃｙｔｅ），进而分别

分化为大、小配子。 大配子不太活动，也称雌配子（ｆｅｍａｌｅｇａｍｅｔｅ），小配子具鞭毛，可游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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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２８　球虫裂殖子的超微结构图（仿 Ｓｃｈｏｌｔｙｓｅｃｋ）
Ａ．裂殖子纵切； Ｂ．微孔的纵切和顶面观 ； Ｃ．类锥体

也称雄配子（ｍａｌｅｇａｍｅｔｅ），大、小配子融合形成结合子。 结合子是顶复虫类惟一具双倍体

（２N ）阶段。
孢子生殖在结合子减数分裂后立刻进行，通过孢子生殖重新回到单倍体时期。合子形成

后分泌很厚的外壁，成为卵囊（ｏｏｃｙｓｔ），在卵囊内经过多分裂又形成许多孢子（ｓｐｏｒｅ），每一

孢子或者不分裂，或者继续分裂成 ２、４或 ８个子孢子，所以孢子生殖是有性生殖之后的无性

生殖阶段。 以后卵囊破裂，孢子或子孢子逸出，重新感染新的宿主，因此孢子成为传播阶段。
孢子虫纲（Ｓｐｏｒｏｚｏａｓｉｄａ）：顶复虫门 重要的一个纲，也是原生动物与人类健康及畜牧

业关系 密切的一个纲，许多种类是人类和家禽、家畜寄生原虫病极为重要的病原体。 本纲

种类具有顶复虫门的典型特征，卵囊内含经孢子生殖所形成的、对宿主具感染性的子孢子。
重要种类有疟原虫和艾美虫。

疟原虫（P lasm odium ）：是引起人类疟疾的病原体。 疟疾迄今仍为人类 重要的疾病之

一，全世界每年约有 ２０亿人口受到疟疾的威胁，２．５亿人被感染，每年死于疟疾的人数多达

２００万。疟疾发作时多发冷发热，民间俗称“打摆子”，而且在一定间隔时间内反复发作，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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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２９　顶复虫门生活史图（据江静波修改）
国五大寄生虫病之一。 寄生于人体的疟原虫主要有 ４种，即间日疟原虫（P．vivax ）、三日疟

原虫（P．m alaria）、恶性疟原虫（P．falcip arum ）和卵形疟原虫（P．ovale）。我国以间日疟原

虫和恶性疟原虫 为常见，卵形疟原虫极少发生。 从发生地区看，我国东北、华北、西北主要

为间日疟原虫，三日疟原虫较少；我国西南部，如云南、贵州、四川和海南等省主要是恶性疟

原虫。 古书上所说的“瘴气”，实质就是恶性疟原虫引起的恶性疟疾。 上述 ４种疟原虫都有 ２
个宿主，即人和按蚊，生活史也基本相同，无性生殖在人体内发生，有性生殖在雌按蚊体内进

行，并由蚊吸血时传播。
间日疟原虫的生活史包括三个不同阶段的发育时期，在人体内发育的具体过程为：感染

了间日疟原虫的按蚊，其唾液腺中含有许多子孢子。 蚊子吸血时，子孢子随蚊子唾液进入人

的血液中，半小时后进入肝脏实质细胞，并以胞口摄取肝脏细胞营养物质，逐渐长大，此时称

为滋养体（ｔｒｏｐｈｏｚｏｉｔｅ）。 它成熟后进行裂体生殖，即核先进行复分裂，接着细胞质随核而分

裂， 后形成数以万计的圆形裂殖子。 至此全部裂体生殖过程都不在红细胞内，故称为红外

期（ｅｘｏｅｒｙｔｈｒｏｃｙｔｉｃｓｔａｇｅ）。 间日疟原虫红外期发育 短只需 ８天。 但有部分子孢子进入肝

脏后并不马上发育，而进入休眠状态，称为休眠子（ｈｙｐｎｏｚｏｉｔｅ），休眠时间可长达数月、一年

甚至一年以上，再开始发育成裂殖子。 当裂殖子成熟后，胀破肝细胞而出，才能侵入红血细

胞。 因此，把疟原虫侵入红血细胞以前，在肝脏中发育的时期又称为红血细胞前期

（ｐｒｅｅｒｙｔｈｒｏｃｙｔｉｃｓｔａｇｅ）。从肝脏进入血液的许多裂殖子，其表面都被有毛状细丝。它们依赖

这些构造贴在红细胞表面，但只有裂殖子顶端接触到红细胞膜上，且红血细胞表面上具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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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特殊的受体，侵入才能发生。入侵时先由顶复合器中的棒状体和微粒体分泌一种物质促使

红细胞膜迅速凹陷，裂殖子进入凹陷处，并逐步脱下细丝状外衣， 后红血细胞把裂殖子包

围在膜腔中间。侵入红血细胞的裂殖子马上开始发育，体积逐渐长大。早期疟原虫细胞当中

有一空泡，细胞核偏在一边，很像一枚戒指，故称为环状体（或环状滋养体）。在几小时内环状

体增大，细胞质像变形虫一样向各方向伸出伪足，此时称为大滋养体或阿米巴样体。 疟原虫

不断摄取红血细胞内的血红蛋白，部分消化不完全的正铁血红素在红血细胞逐渐累积成颗

粒状的疟色素（肝脏细胞中的疟原虫并无疟色素）。成熟的滋养体几乎占满了红血细胞，由此

再进一步发育成为裂殖体。 裂殖体成熟后形成很多裂殖子，此时红血细胞破裂，裂殖子散到

血浆中，又各自侵入其他的红血细胞，重复上述裂体生殖过程。 间日疟原虫从裂殖子入侵新

的红血细胞到感染的红血细胞破裂、释放出裂殖子，全程共需 ４８ｈ，这也是间日疟疾发作所

需要的间隔时间。其他疟原虫的间隔时间，三日疟为 ７２ｈ，恶性疟则需 ３６～４８ｈ。当新形成的

裂殖子从红血细胞出来时，由于大量红血细胞被破坏，同时裂殖子及其代谢产物的释放，于
是引起病人生理上一系列变化，以致表现出发冷发热等症状。疟原虫在红血细胞内发育的时

期称为红血细胞内期（ｅｒｙｔｈｒｏｃｙｔｉｃｓｔａｇｅ）。 在红内期，这些裂殖子经过几次裂体生殖周期之

后，或机体内环境对疟原虫不利时，有一些裂殖子进入红血细胞后，不再发育为裂殖体，而发

育成为大、小配子母细胞。间日疟原虫大配子母细胞较大，体积可大于红血细胞一倍，核偏于

虫体一边，较致密，疟色素也较粗大；小配子母细胞较小，核在虫体的中部，较疏松，疟色素较

细小。 这些配子母细胞在血液中可生存 ３０～６０天。 当疟疾病人血液中的大、小配子母细胞

达到相当密度后，如被按蚊吸血时吸去，就在按蚊胃腔中进行有性生殖。 在按蚊体内发育的

具体过程表现如下：在按蚊胃内大、小配子母细胞各自发育成为大、小配子。其中大配子母细

胞发育成熟后即为大配子（ｍａｃｒｏｇａｍｅｔｅ），两者形态变化不大；小配子母细胞的核分裂成 ４
～８个并移至细胞周缘，同时胞质活动，由边缘突出 ４～８ 条活动力很强的丝状体，然后每个

核进入一根丝状体内，这些丝状体脱离母体后便成小配子（ｍｉｃｒｏｇａｍｅｔｅ）。 小配子在按蚊胃

内游动与大配子结合成为合子（ｚｙｇｏｔｅ）。 合子逐渐变长，并能蠕动，故称动合子（ｏｏｋｉｎｅｔｅ）。
动合子穿过胃壁，并在胃壁底层与基膜之间形成圆形的卵囊（ｏｏｃｙｓｔ），按蚊体内可多达数百

个卵囊。 此后，在按蚊体内进行孢子生殖，具体过程是：卵囊内细胞核先不断分裂，然后细胞

质表面分割成海绵状构造。随着细胞核移到接近细胞质的表面， 后每个核形成 １个新月形

的子孢子。从合子到子孢子形成约需 １４ 天，每个卵囊内子孢子的数量可多达成千上万个。子
孢子从卵囊的微孔逸出，并进入蚊的血体腔， 后进入其唾液腺。 进入按蚊唾液腺的子孢子

数量可达 ２０万之多，其生存期可超过 ７０天，但 ３０～４０ 天后其传染力大为降低。蚊子叮咬健

康人时，子孢子就随着唾液进入人体，通过血流带往肝脏，又开始红外期的裂体生殖。整个生

活史如图 １-３０ 所示。
疟原虫对人的危害很大，如正常人红血细胞的量为 ５００ 万／ｍｍ

３ ，患疟疾时可降低到

３００万／ｍｍ
３ 、２００ 万／ｍｍ

３ ，甚至 １００万／ｍｍ
３ ，因此造成贫血，使肝脾肿大。 疟原虫还能损害

脑组织等，严重影响人们的健康，甚至造成死亡。以往的治疗药物主要是奎宁和氯奎等，但已

引起广泛的抗药性。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我国科技工作者首次从青蒿草中提取得到青蒿素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ｎｉｎ），并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可，成为我国目前仅有的两个被收入世界药典的中药

之一。世界卫生组织认为青蒿素及其衍生物是“目前世界范围内治疗恶性疟疾的惟一真正有

效药物，是替代现有奎宁类抗疟药的 佳药物”，并将青蒿素类抗疟药作为一线抗疟药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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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３０　间日疟原虫生活史（仿 Ｂｌａｃｋｌｏｃｋ、Ｓｏｕｔｈｗｅｌｌ）
球推广。

图 １-３１　兔肝艾美虫卵囊及孢子（仿江静波）
Ａ．卵囊 ； Ｂ．卵囊中的孢子母细胞； Ｃ．孢子和子孢子

艾美虫（E im eria）是一类寄生于家畜、
家禽和鱼类的寄生原虫。艾美虫只有一个宿

主，生活史中的裂体生殖和配子生殖在宿主

细胞内进行，但孢子生殖在体外的卵囊内进

行。 因此与疟原虫不同，艾美虫的卵囊具厚

的卵囊壁，卵囊内的孢子也具厚的孢子壳，
孢子分裂形成子孢子，子孢子同样具有厚的

壁，以抵抗不良的外部环境。 艾美虫一个卵

囊内先形成 ４ 个孢子母细胞，再形成 ４个孢

子，每个孢子又形成 ２个子孢子，这样一个卵囊 后共形成 ８个子孢子（图 １-３１）。
３．５　微孢子虫门（Ｍｉｃｒｏｓｐｏｒａ）
本门全部营细胞内专性寄生，虫体内无线粒体。典型的孢子卵圆形，无顶复合器，具盘旋

的极丝（ｐｏｌａｒｆｉｌａｍｅｎｔ），通常不具极囊（ｐｏｌａｒｃａｐｓｕｌｅ）。 孢子极小，很少超过 ５μｍ，故称微孢

子虫。 主要寄生在无脊椎动物中，已记录的有 ８００种以上，其中约半数寄生于昆虫。 生活史

与顶复虫门不同，孢子被宿主吞入后，由于消化液的刺激，极丝放出并附着于肠上皮，变形小

胚体从孢子内释出，并进入肠上皮细胞，通过二分裂和复分裂产生许多裂殖子，裂殖子或重

复感染其他细胞，或形成母孢子，每个母孢子或直接发育成孢子，或进行核的多分裂，再形成

多个孢子。 宿主细胞破裂后，孢子随大便排出。 如蚕微粒子（N osem a bom bycis），蚕患病后全

身布满棕色小点，不能吐丝结茧，或只能结松散茧，不能成蛹而死亡（图 １-３２）；蜂微粒子（N ．
ap is），寄生于蜜蜂的中肠，能造成幼蜂的大量死亡。
３．６　黏孢子虫纲（Ｍｙｘｏｓｐｏｒｅａ）
本纲是黏体虫门（Ｍｙｘｏｚｏａ）种类 多的一个纲。所有种类全部营腔寄生和组织寄生，孢

子比较大，由壳瓣（ｖａｌｖｅ）、极囊及一个具双核的孢质体（ｓｐｏｒｏｐｌａｓｍ）组成，极囊 １～６个，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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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３２　蚕微粒子孢子结构和在肠上皮细胞寄生的裂殖子和孢子（仿陈义）
Ａ．成熟的孢子； Ｂ．在肠上皮中的寄生状况

于孢子的前端，囊内具极丝，有的种类在胞质中具嗜碘泡，孢子形态较为多样（图 １-３３）。 本

图 １-３３　常见黏孢子虫孢子（仿陈启鎏）
Ａ．单极虫（T helohanellus）； Ｂ．碘泡虫（M yx obolus）； Ｃ．黏体虫（M y xosom a）

Ｄ．尾孢虫 （H enneguya）（左为孢子正面观，右为侧面观）

门动物绝大多数寄生于鱼类，生活史尚未完全清楚，一般认为孢子被鱼类吞食后进入肠道或

因接触黏着在鱼的体表或鳃部以后，孢子放出极丝，胚体随之脱壳而出。 开始时胚体为一个

单核的、变形虫状的营养体。营养体大量摄取宿主营养，长大后细胞核不断分裂，但细胞质不

分裂，于是形成多核体（ｓｙｎｃｙｔｉｕｍ）；多核体在宿主中常以大型包囊或组织脓肿的方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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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一步发育中，多核体的一些核聚集形成孢母体（ｓｐｏｒｏｎｔ）。 每个孢母体含有 ２ 个围被细

胞和 ２个孢子母细胞。 孢子形成时每个孢子母细胞分裂成 ６个核，其中 ２个为极囊核，２个
为壳瓣核，２ 个则为孢质核。 孢子产生后多核体还可继续生长，孢子可在多核体内不断形成

（图 １-３４）。 常见的种类有：

图 １-３４　碘孢虫生活史示意图（据 Ｂｏｒｒａｄａｉｌｅ等重绘）
Ａ．胚胞从孢子内逸出； Ｂ．胚胞侵入宿主细胞 ； Ｃ．在宿主细胞中繁殖； Ｄ．新一代裂殖子重新侵入宿主细胞 ；

Ｅ．胞核分裂； Ｆ．形成 １、２、３个母孢子；
Ｇ．母孢子内发育为 ２个孢子母细胞 ，两边各有 １围被细胞核，每一孢子母细胞分裂成 ６ 个核 ；

Ｈ．孢子形成 ，出现极囊； Ｉ．孢子壳面观，示中间 ２个种核及嗜碘泡； Ｊ．成熟孢子壳面观，示合子核

碘泡虫（M yx obolus），该虫可寄生于鱼类的肌肉、结缔组织或体内各器官中， 大特征是

孢 子 胚 质 中 具 有 嗜 碘 泡。 如 鲢 碘 泡 （M ．d rjag ini），其 营 养 体 大 量 寄 生 在 白 鲢

（H yp op hthalm ichthy s m olitrix）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后，使鱼失去平衡和摄食能力。 患病的

白鲢极度消瘦，头大尾小，脊柱向背部弯曲，形成尾部上翘，体重仅为同龄鱼的 １／２左右或更

少。病鱼常运动失调，离群急游打转，经常跳出水面，复而钻入水中，因此被称为白鲢疯狂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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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反复，终至死亡，死时常头部钻入泥中（图 １-３５）。

图 １-３５　正常白鲢与患白鲢疯狂病病鱼及病原体（作者）
Ａ．正常白鲢外形； Ｂ．患白鲢疯狂病的白鲢外形； Ｃ．白鲢中枢神经解剖示鲢碘泡虫寄生状况；

Ｄ．鲢碘泡虫营养体 ； Ｅ．鲢碘泡虫孢子

３．７　纤毛门（Ｃｉｌｉｏｐｈｏｒａ）
纤毛门是原生动物中结构 复杂的一个门，在生命周期中至少某一阶段具有纤毛，并作

为运动胞器，如不具纤毛则仍具表膜下纤列系统。 细胞核分为大、小两种，前者与代谢有关，
通常为多倍体，后者与遗传有关，为双倍体。具多种高度特化的细胞器，如刺丝泡、伸缩泡、胞
肛等。无性生殖通常为横二分裂，少数种类为纵二分裂，如钟虫、独缩虫等，有的为出芽生殖，
如吸管虫；有性生殖为接合生殖。 纤毛虫分布极广泛，任何水域，甚至污水沟也有分布，营养

方式全为异养，可以捕食其他原生动物、小型多细胞动物，如腹毛虫、轮虫等，也可以摄食悬

浮于水中的细菌、有机颗粒和绿藻及硅藻。大多数为单体自由生活，少数为群体固着生活，也
有少数营共生、共栖或寄生生活。

纤毛门共约 ６０００种，分为 ３纲、７ 亚纲。 常见类群如下：
裸口虫亚纲（Ｇｙｍｎｏｓｔｏｍａｔｉａ）：胞口裸露于体表或近体表面，位于虫体的前端、侧面或

腹面。体纤毛一致，口区无纤毛，胞咽壁具支持棍。裸口虫是纤毛门中 原始的一类，淡水及

海水生活，潮间带砂土中也有分布，植食或肉食。 代表种类有：栉毛虫（D id inium ），虫体圆桶

形。虫体前端具圆锥形的、由许多细长刺丝组成的胞吻，体周围具一层或几层栉状纤毛，其他

部位没有纤毛。 肉食性种类，可摄取比自身更大的食物。 板壳虫（C olep s），体高桶状，尾部具

４个棘突，体表被有栅格状壳板并被 ３横沟隔为 ４ 段，淡水生活。 长颈虫（D ilep tus），虫体近

于长梭形，胞口前方细缩，延伸成约占虫体长 １／３的颈部，纤毛分布均匀，土壤生活。 长吻虫

（L acrym aria），虫体呈花瓶状，具高度伸缩的颈部， 前端纤毛密集。 （图 １-３６）
前庭虫亚纲（Ｖｅｓｔｉｂｕｌｉｆｅｒｉａ）：口区具体表陷入形成的前庭，胞口位于前庭底部，前庭内

纤毛有程度不同的特化；体纤毛一致，绝大多数自由生活。代表种类有：肾形虫（C olp od a），虫
体肾形，口前庭凹入明显，胞口近旁有特化的纤毛列。 结肠肠袋虫（B alantid ium coli），是惟

一寄生于人体的寄生纤毛虫。 寄生于结肠和盲肠中，能引起慢性痢疾，通过卵囊传播。 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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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３６　裸口类代表种类（仿各家）
Ａ．栉毛虫； Ｂ．板壳虫 ； Ｃ．长颈虫； Ｄ．长吻虫

图 １-３７　前庭虫类代表种类（仿各家）
Ａ．肾形虫； Ｂ．结肠肠袋虫； Ｃ．结肠肠袋虫包囊

卵形或梨形，胞口不裸于体表，前庭内纤毛特化不明显，大核肾形，偏于虫体中部，小核很小，
位于大核凹陷处。 （图 １-３７）

下口虫亚纲（Ｈｙｐｏｓｔｏｍａｔｉａ）：虫体圆柱形背腹扁平，体纤毛减少。 虫体前端具 １ 对外质

漏斗，漏斗内有纤毛伸入胞口与胞咽，胞口位于腹面。 代表种类有：旋漏斗虫（Sp irochona），
虫体花瓶状，固着生活，体表裸露无毛，纤毛集中在虫体顶端领部，出芽生殖，共生于海洋甲

壳动物的体表。蓝管虫（N assula），虫体长椭圆形，后端稍窄，虫体前方略呈喙状突出，淡水及

低盐水中自由生活。 鲤斜管虫（C hilod onella cyp rini），虫体卵形，胞口直接开口，胞咽壁具支

持的棘干（ｒｏｄｏ），共栖于淡水鱼体表（图 １-３８）。
吸管虫亚纲（Ｓｕｃｔｏｒｉａ）：幼虫具纤毛，自由生活，成虫期无纤毛，但具许多吸管状触手，分

布全身或部分。触手主要用于捕食；虫体具柄，营固着生活，有的在无脊椎动物体表或体内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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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３８　下口虫类代表种类（仿各家）
Ａ．旋漏斗虫； Ｂ．蓝管虫 ； Ｃ－Ｄ．鲤斜管虫腹面观和侧面观

图 １-３９　吸管虫类代表种类（仿各家）
Ａ．足吸管虫； Ｂ．壳吸管虫

生或 寄 生。 代 表 种 类 有： 足 吸 管 虫

（P od op hrya），体圆形或卵圆形，柄较细，
但相当坚实，有时弯曲，柄长短有变异，
短的不超过虫体直径，长的一般不会超

过直径的 ２ 倍。触手吸管状布满全身。壳
吸 管虫（A cineta），虫体两侧对称，表膜

薄，且外具略扁平的鞘，鞘后端具柄。 吸

管状触手常汇集成 ２ 簇，分别从鞘前端

伸出。 （图 １-３９）
膜口虫亚纲（Ｈｙｍｅｎｏｓｔｏｍａｔｉａ）：体

纤毛一致，覆盖全身，腹面具前庭及口前

腔，口前腔中具纤毛构成的小膜带或波

动膜，口前腔末端为胞口及胞咽。 大多数

淡水自由生活，少数寄生生活。 常见的

是大草履虫（P aram ecium caud atum ），体长 １８０～３００μｍ，全身被纤毛，其中后端较长。 虫体

外形呈倒置的草鞋，外质透明，具刺丝泡，受刺激时可从表膜的开孔外放出很长的刺丝。腹面

有十分发达的口沟，并从前端扩伸至腹面中部，并引入胞口，胞咽中具波动膜，伸缩泡 ２个，
有收集管。 大核 １ 个，肾形。 绿草履虫（P．bursaria）体长 １００～１５０μｍ，体内有共生的绿藻。
梨形四膜虫（T etrahym ena pyriform is），体长 ４０～６０μｍ，梨形，体纤毛均匀，体前端不弯曲，
口器为典型的“四膜式”构造。 大核 １个居中。 伸缩泡 １个，位于后端中央。 梨形四膜虫是一

个复合种，目前已发现 ２５种左右，也就是说在形态上完全一致，但根据交配型和各种生化指

标，它们是不同的种类。 该虫种可以在纯无机饲养液中饲养，因此已成为营养学、细胞学、遗
传学、分子生物学等研究的实验材料。 （图 １-４０）

缘毛虫亚纲（Ｐｅｒｉｔｒｉｃｈｉａ）：口纤毛带显著，虫体顶端具盘状的口缘，口缘周围具两行平行

排列的口旁小膜带，向左卷旋直达胞口，身体其余部分纤毛退化或消失。 很多种类反口面具

柄部，营固着生活。 单体或群体，淡水或海水生活。 常见种类有钟虫（V orticella），单体生活，
体呈倒钟形。从反口面伸出的柄内具肌丝，能伸缩。聚缩虫（Z ootham nium ），群体生活。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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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４０　膜口虫类代表种类（仿各家）
Ａ．大草履虫 ； Ｂ．绿草履虫； Ｃ．梨形四膜虫

体柄部肌丝相互连接，故群体中任何一虫体受到刺激，群体中的所有虫体均会收缩，肌柄收

缩时不呈螺旋状。 独缩虫（C archesium ），群体生活。 与聚缩虫不一样的是肌丝在柄部的分叉

处互不相连，因而某一虫体受到刺激收缩时，其他虫体不会收缩，但随着刺激的增大，群体的

部分虫体乃至全部虫体也可以一起收缩，柄部收缩时呈螺旋状盘绕；累枝虫（E p isty lis），群
体生活，柄内无肌丝，故群体的柄不收缩。 车轮虫（T richodina），体呈矮桶形，侧面观帽状或

球形，顶面观圆形。 反口面具盘状的纤毛附着器，可在水螅、淡水鱼类体表营共生或寄生生

活。 （图 １-４１）

图 １-４１　缘毛虫类代表种类（仿各家）
Ａ．钟虫； Ｂ．聚缩虫 ； Ｃ．独缩虫； Ｄ．累枝虫 ； Ｅ．车轮虫

旋毛虫亚纲（Ｓｐｉｒｏｔｒｉｃｈｉａ）：体表纤毛一致，或构成复合的纤毛结构，如棘毛。口旁小膜带

发达。 常见种类有：喇叭虫（Ｓｔｅｎｔｏｒ），活的虫体可长达 ３ｍｍ，肉眼能见，伸展时呈喇叭状，故
名。 体纤毛一致，成平行线覆盖全身，身体具发达的肌丝，可灵活收缩，口旁纤毛带在虫体的

顶端旋转排列，大核念珠状，喇叭虫可以再生，但需要大核参与。喇叭虫常被用作研究细胞水

平形态发生的重要实验材料。 旋毛虫类中高度进化的种类是：游扑虫（E up lotes），虫体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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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椭圆形，腹面略平，背凸成球面并有纵脊，口侧膜一般为刷状；弹跳虫（H alteria），虫体球

形至宽纺锤形，胞口位于前端，开口大，赤道线上具几束长的触毛，以弹跳运动，行动迅速；棘
尾虫（S ty lony chia），虫体卵形至肾形，腹面平，背面凸，小膜口缘区发达，体后端有 ３根尾棘

毛。 （图 １-４２）

图 １-４２　旋毛虫类体表种类（仿各家）
Ａ．喇叭虫； Ｂ．游扑虫 ； Ｃ．弹跳虫； Ｄ．棘尾虫

４　原生动物的系统演化

原生动物 ７ 个现存门类中，纤毛虫门的构造 复杂，有大小两种核，因而不可能是 原

始的类群。 顶复合虫门、微孢子虫门、囊孢子虫门、黏体虫门全是寄生种类，也不可能是原始

的类群。 盘蜷虫门只是一个小的类群，而且其构造十分特殊，其他原生动物也不可能从一个

特化的类群演化而来。所以，肉鞭毛虫门就很可能是 原始的类群。在肉鞭毛虫门的鞭毛虫

亚门和肉足虫亚门中，以前曾一度认为肉足虫类 为原始，因为其虫体无一定形状，构造又

很简单。但是其营养方式为异养型，必须摄取固体的有机物质为食，自己不能制造养料，所以

不可能是 原始的类群；虽然绿色鞭毛虫能直接利用光能，使无机物转化成有机物，但其体

内的叶绿体结构极为复杂，原始种类不可能具有如此复杂结构的细胞器。 由此可见， 早的

原生动物很可能是与现存无色鞭毛虫相似的种类。在原始海洋中，已有许多小分子的有机物

质，它们以渗透性营养为生，所以原生动物的祖先可能就是由一类无色素体的原始鞭毛虫发

展而来的。肉足虫类和鞭毛虫类的关系十分密切，如有一种变形鞭毛虫（M astigam oeba）同时

具有鞭毛和伪足；肉足虫亚门的不少种类，如有孔虫和放射虫的配子都有鞭毛，证明这些种

类是具鞭毛的祖先进化而来的。 顶复合虫门、微孢子虫门、囊孢子虫门可能有两种以上的起

源途径：可能起源于鞭毛虫，因为其有性配子具有鞭毛；也可能起源于肉足虫，因为其营养体

时期身体无定形，能伸出伪足。黏体虫门在其生活史中终生不具鞭毛，但具变形虫期，因此推

测从肉足虫类演化而来。 由于纤毛与鞭毛的结构基本相同，且都从基体发生而来，因而有理

由推断纤毛虫门应从鞭毛虫类进化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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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原生动物小结

原生动物绝大多数是单细胞动物，部分为单细胞组成的群体。原生动物所有生命活动均

在一个细胞内完成，因此是 简单、 原始、 低等的动物。 通常体形微小，体表结构简单的

只是一层普通的细胞膜，虫体外形常常变化不定：复杂的具有特殊的表膜，有些种类还具不

同材质组成的外壳和骨骼，因此虫体具有固定的外形。 原生动物的细胞结构 为复杂，除生

物细胞共同的细胞器外，还具特有的胞器，如胞口、胞咽、胞肛、伸缩泡、刺丝泡等等，并由它

们来执行各种复杂的生理机能。 原生动物运动胞器有鞭毛、纤毛和伪足三种，有些种类可在

三者基础上形成特殊的运动胞器，如波动膜、棘毛等。原生动物的营养方式分为全植营养（光
合营养）、全动营养（吞噬营养）和腐生营养（渗透营养）三种。 原生动物呼吸作用在其体表进

行；排泄作用主要也在体表进行，但伸缩泡在调节渗透压过程中，在排水的同时也把溶解于

水中的代谢废物排至体外，因此伸缩泡也兼有排泄的功能。 原生动物生殖方式分为无性、有
性生殖两大类，其中无性生殖可分为二分裂、复分裂、质裂、出芽生殖和再生四种；有性生殖

分为配子生殖和接合生殖两种。 一些原生动物的生活史复杂，必须无性、有性生殖交替着发

生，而且缺一不可。 原生动物广泛分布在陆地、高山、海洋和淡水，有的可借助包囊散布至世

界各地。 除自由生活外，还能寄生于人体和动物体内、外，不少种类是危害性极大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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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章

多细 胞动物的 基本结构 、起 源与演化

　　相对于单细胞的原生动物而言，多细胞动物则被称为后生动物（Ｍｅｔａｚｏａ）。 原生动物中

虽然也有单细胞形成的群体，然而群体中的每一个细胞 多只有生殖细胞和体细胞的分化。
这些所谓的体细胞并无进一步的分化，因此，群体中各细胞间彼此的独立性强，离开群体后

照样能够生存，并能形成新的群体。 在自然条件下，多细胞动物身体中的每个细胞已失去了

独立生存的能力，而且细胞也有形态的分化和机能的分工，彼此间相互联系、相互协调，共同

完成其生命活动。
多细胞动物起源于单细胞动物已为动物学家所公认。后生动物中门类庞杂，它们是如何

演化和发展的问题，直至今日尚未完全清楚，也是动物学家努力解决的课题之一。 本章将对

多细胞动物的组织、发生和起源等问题及相关理论作一简要概述。

１　多细胞动物的基本组织

多细胞动物中，一群形态相同或相似、机能相同的细胞和非细胞形态物质彼此间形成一

定结构，司同样的功能，就构成了组织（ｔｉｓｓｕｅ）。 在高等动物具有四类基本组织，即上皮组织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ｔｉｓｓｕｅ）、结缔组织（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ｅｔｉｓｓｕｅ）、肌肉组织（ｍｕｓｃｕｌａｒｔｉｓｓｕｅ）和神经组织

（ｎｅｒｖｏｕｓｔｉｓｓｕｅ）。
１．１　上皮组织

上皮组织由紧密排列的细胞和少量细胞间质（ｉｎｔｅｒ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组成。 一般呈膜

状被覆在身体表面和体内各种管道、腔、囊的内表面和某些器官的表面。 上皮细胞呈明显的

极性（ｐｏｌａｒｉｔｙ），即细胞的两端在结构和功能上具明显的差别，朝向身体表面或有腔器官的

腔面，称为游离面；与游离面相对的、朝向深部结缔组织的另一面称为基底面。上皮细胞基底

面附着于基膜（ｂａｓｅｍｅｎｔｍｅｍｂｒａｎｅ）上。 基膜又称基底膜，是一层非细胞形态的膜，在电镜

下基底膜分为三层：紧贴上皮细胞基底面的一层为透明板（ｌａｍｉｎａｌｕｃｉｄａ），电子致密度低，
厚度约 １０～５０ｎｍ；其下为致密板（ｌａｍｉｎａｄｅｎｓａ），又称基板，电子致密度高，厚度约为 ２０～
３００ｎｍ；位于致密板下的是网织板（ｌａｍｉｎａｆｉｂｒｏ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ｒｉｓ），又称网板，由网状纤维和基质组

成（图 ２-１）。上皮细胞基底面通过基底膜与结缔组织相联系。上皮组织具有保护、吸收、分泌

和排泄等功能。 上皮组织是个体发生中 先形成的一种组织，由内、中、外 ３ 个胚层分化而

来，但主要来自外胚层和内胚层。
上皮组织根据其形态和机能可分为被覆上皮（ｃｏｖｅｒｉｎｇ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ｕｍ）、腺上皮（ｇｌａｎｄｕｌａｒ



图 ２-１　上皮细胞基膜（作者）
Ａ．光镜下上皮细胞示意图 ； Ｂ．上皮细胞基膜的超微结构示意图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ｕｍ）。
１．１．１　被覆上皮

被覆上皮可按其细胞的层数和形态进一步分类和命名。 由一层细胞构成的为单层上皮

（ｓｉｍｐｌｅ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ｕｍ）（图 ２-２），由两层以上细胞构成的为复层上皮（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ｅｄ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ｕｍ）（图
２-３）。依据单层上皮细胞的形态，如扁平（鳞状）、立方、柱状，则分别称为单层扁平上皮、单层

立方上皮、单层柱状上皮等。 另有一类特殊的假复层上皮（图 ２-３），该上皮由几种高矮不同

的细胞组成，从切面上看，细胞核有两三层，看上去很像复层上皮，但这些细胞一面都连着基

底膜，因此仍为单层上皮，如膀胱的腔面。复层上皮通常依据 表层细胞的形状，也可分为复

层扁平上皮、复层柱状上皮等。

图 ２-２　单层上皮模式图（仿各家）
Ａ．单层扁平上皮 ； Ｂ．单层柱状上皮

图 ２-３　复层扁平上皮和假复层上皮（仿各家）
Ａ．复层扁平上皮； Ｂ．假复层上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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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脊椎动物通常为单层上皮，脊椎动物主要为复层上皮。 在复层上皮中，表层细胞可在

其细胞质内聚积纤维角蛋白，变成没有核和细胞器的死亡鳞状结构，并经常脱落。 这种上皮

叫角质化复层鳞状上皮，在陆生脊椎动物的表皮中 为突出。上皮细胞由于适应不同的生理

机能，有的细胞表面能形成纤毛，如呼吸道上皮，有的细胞有微绒毛，如小肠柱状上皮等。 多

细胞动物中，有不少种类具有特殊的上皮类型，将在有关动物中介绍。
１．１．２　腺上皮

腺上皮（ｇｌａｎｄｕｌａｒ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ｕｍ）由具分泌机能的腺细胞组成。 依据其结构可进一步区别

为外分泌腺和内分泌腺。 外分泌腺细胞分布于很多器官的柱状上皮中。 有的为单细胞腺

（ｕｎｉ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ｇｌａｎｄ），如分布在胃、肠和呼吸道上皮中的杯状细胞；有的是由多个上皮细胞形

成的管状、囊状或管泡状的多细胞腺（ｍｕｌｔｉ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ｇｌａｎｄ）（图 ２-４）。 所有外分泌腺都有导管

把分泌物排到管腔内或体表。 内分泌腺导管缺失，直接把分泌物渗入到周围毛细血管中。

图 ２-４　多细胞外分泌腺（据各家修改）
Ａ．单层柱状上皮组成的管状腺和泡状腺模式图 ； Ｂ．人气味腺上皮中成熟的分泌细胞形态 ；

Ｃ．人会厌上皮分泌黏液的管状腺 ； Ｄ．人唾液腺简图，箭头线所示为相关导管和腺体部的横切面

１．２　结缔组织

结缔组织（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ｅｔｉｓｓｕｅ）由多种细胞和大量的细胞间质组成，其中细胞间质包括各

种无定形的基质和纤维。结缔组织广泛分布于体内不同组织和器官之间，具有连接、支持、营
养、保护、修复和物质运输等各种功能。 脊椎动物结缔组织尤为发达，根据其形态和机能，可
进一 步分为疏松结缔组织 （ｌｏｏｓｅ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ｅｔｉｓｓｕｅ）、致密结缔组织 （ｄｅｎｓｅ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ｅ

ｔｉｓｓｕｅ）、脂肪组织（ａｄｉｐｏｓｅｔｉｓｓｕｅ）、软骨组织（ｃａｒｔｉｌａｇｅｎｏｕｓｔｉｓｓｕｅ）、骨组织（ｏｓｓｅｏｕｓｔｉｓｓｕｅ）
和血液（ｂｌｏｏｄ）。

１．２．１　疏松结缔组织

疏松结缔组织又称蜂窝组织（ａｒｅｏｌａｒｔｉｓｓｕｅ），其特点是细胞种类较多，纤维相对较少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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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稀疏（图 ２-５）。

图 ２-５　疏松结缔组织（据各家稍改）
Ａ．疏松结缔组织模式图 ； Ｂ－Ｅ．分别为成纤维细胞、巨噬细胞 、肥大细胞 、浆细胞超微结构模式图

疏松结缔组织中的细胞包括以下几种：
成纤维细胞（ｆｉｂｒｏｂｌａｓｔ），为疏松结缔组织的主要细胞成分，数量 多，是合成基质和胶

原纤维的细胞。 形态上可分为未成熟和成熟两种，前者即为成纤维细胞，它有很强的合成基

质和纤维的能力，细胞扁平，具许多不规则突起，细胞核椭圆形，电镜下该细胞具较丰富的粗

面内质网和发达的高尔基体；后者称为纤维细胞，细胞呈梭形或扁薄的星形，电镜下粗面内

质网和高尔基体都不发达。
巨噬细胞（ｍａｃｒｏｐｈａｇｅ），是一种具吞噬和胞饮作用的细胞，其外形不规则，能做变形运

动。 根据其功能特性可进一步分为游走巨噬细胞（ｆｒｅｅｍａｃｒｏｐｈａｇｅ）和静止巨噬细胞（ｆｉｘｅｄ
ｍａｃｒｏｐｈａｇｅ），后者亦称组织细胞（ｈｉｓｔｏｃｙｔｅ），它们可以相互转变。 巨噬细胞表面具多种受

体，当受体与抗体等结合时，能显著增强吞噬作用。 巨噬细胞在免疫反应中具有重要作用。
肥大细胞（ｍａｓｔｃｅｌｌ），常沿小血管和小淋巴管分布，细胞圆形或椭圆形，体积较大，但细

胞核相对较小，一般为圆形，细胞质中具很多粗大的具异染性的嗜碱性颗粒。 肥大细胞能合

成和分泌各种活性介质，如组胺和肝素等。
浆细胞（ｐｌａｓｍａｃｅｌｌ），细胞呈圆形或椭圆形，核圆形，常偏于细胞一端，核仁位于中央，

染色质聚集成块，靠近核膜作辐射状分布。电镜下浆细胞中内质网发达，其网池宽大，高尔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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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也较发达。 浆细胞具有合成、贮存和分泌抗体的功能，参与机体的免疫反应。
脂肪细胞（ｆａｔｃｅｌｌ），细胞大，呈球形，内含许多脂肪滴，这些脂肪滴通常合并成一个大的

脂泡，占据细胞大部分。 脂肪细胞常单个或成群分布在皮下疏松结缔组织中的血管周围，具
有合成并贮存脂肪的功能，对于机体的能量代谢、保温和缓冲压力等均有一定的作用。

疏松结缔组织中的纤维主要包括以下两种：
胶原纤维（ｃｏｌｌａｇｅｎｏｕｓｆｉｂｅｒ），数量 多，新鲜时呈白色，故称为白纤维。 胶原纤维常集

合成束，粗细不等，直径通常约为 １～２０μｍ，并有分支且互相交织。 胶原纤维的化学成分主

要是胶原蛋白（ｃｏｌｌａｇｅｎ），能在沸水中溶解成动物胶。 胶原纤维韧性大，抗拉力强，能使组织

经受很大的压力，但其伸展力很差。 胶原纤维形成过程大致如下：成纤维细胞摄取所需要的

氨基酸后，首先在粗面内质网的核蛋白体上合成 α多肽链，随即多肽链进入内质网腔，再输

送到高尔基体，经加工组成前胶原分子（ｐｒｏｃｏｌｌａｇｅｎ），然后再分泌到成纤维细胞外。 在前胶

原肽酶催化下，成为原胶原分子（ｔｒｏｐｏｃｏｌｌａｇｅｎ）。 后由许多原胶原分子成平行排列，综合

而成胶原原纤维（ｃｏｌｌａｇｅｎｏｕｓｆｉｂｒｉｌ），再由胶原原纤维聚集成胶原纤维（图 ２-６）。

图 ２-６　胶原纤维形成过程图解（仿Ｂｌｏｏｍ和 Ｆａｗｃｅｔｔ）
弹性纤维（ｅｌａｓｔｉｃｆｉｂｅｒ），又称弹力纤维。 数量较少，新鲜时呈黄色，故也称黄纤维。弹性

纤维较细，直径约为 ０．２～１．０μｍ，弹性纤维通常为单条分布，但也有分支。 弹性纤维由弹性

蛋白组成，因此弹性很强，容易拉长，外力除去后能迅速复原。
疏松结缔组织中，由于胶原纤维和弹性纤维交织在一起，因而既有韧性又有弹性，可使

器官、组织的形态和位置既保持相对的固定，又具一定的可变性。
疏松结缔组织的基质（ｍａｔｒｉｘ）是一种没有固定形态、无色透明的均质胶体。疏松结缔组

织的各种细胞和纤维均埋于基质之中。 基质的主要化学成分是黏蛋白和水。 黏蛋白由透明

质酸、硫酸软骨素和蛋白质等结合而成，其中透明质酸 为重要。 基质中还含有从毛细血管

动脉端渗出的血浆的一部分成分，这种液体称为组织液（ｔｉｓｓｕｅｆｌｕｉｄ）。 它可以再经毛细血管

静脉端返回到血液中，这种循环更新过程，能使细胞和组织不断获得营养物质和氧气，并运

走它们排出的代谢产物，对细胞、组织的物质交换起十分重要的作用。
１．２．２　致密结缔组织

致密结缔组织由大量密集的纤维、无定形的基质及较少的细胞组成。依据纤维的性质和

排列方式，可把致密结缔组织分为：致密胶原纤维结缔组织（ｄｅｎｓｅｃｏｌｌａｇｅｎｏｕｓ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ｅ

ｔｉｓｓｕｅ）和致密弹性纤维结缔组织（ｄｅｎｓｅｅｌａｓｔｉｃ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ｅｔｉｓｓｕｅ）。
致密胶原纤维结缔组织 由大量密集的胶原纤维组成 肌腱是其典型代表（图 ２-７） 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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腱中基质稀少，胶原纤维按一定方向平行排列。 每束胶原纤维由许多密集的原纤维构成腱

束。腱束之间有平行排列的腱细胞，这些细胞相当于成纤维细胞。皮肤的真皮也是由致密胶

原纤维结缔组织构成的，与腱不同之处在于纤维的排列不规则。

图 ２-７　两种致密结缔组织（仿各家）
Ａ．大鼠尾部的致密胶原纤维结缔组织 ； Ｂ．大动脉管壁中致密弹性纤维结缔组织

致密弹性纤维结缔组织，由大量弹性纤维组成，许多弹性纤维可相连形成弹性膜

（ｅｌａｓｔｉｃｍｅｍｂｒａｎｅ），在弹性纤维之间还分布着胶原纤维和结缔组织细胞。 发达的弹性纤维

向一个方向伸展，并彼此联结成网。 韧带及大动脉管壁的弹性膜就由大量弹性纤维构成，有
的成束状，有的成膜状（图 ２-７）。

１．２．３　脂肪组织

脂肪组织（ａｄｉｐｏｓｅｔｉｓｓｕｅ），由大量脂肪细胞聚集而成，主要分布在皮下和许多器官等

处，具有支持、保护、维持体温等作用，并参与能量代谢。通常在成群的脂肪细胞之间，由疏松

结缔组织分隔成许多小叶。 脂肪细胞中的脂肪主要是中性脂肪，在神经和内分泌的调节下，
贮存的脂肪可供其他组织利用。 冬眠动物有特殊的脂肪组织，以供给必需的能量，同时在冬

眠后能恢复正常的活动。
１．２．４　软骨组织

软骨组织（ｃａｒｔｉｌａｇｅｎｏｕｓｔｉｓｓｕｅ），由软骨细胞、纤维和基质构成。依据基质中纤维的性质

可 分为透明软 骨 （ｈｙａｌｉｎｅｃａｒｔｉｌａｇｅ）、纤维软骨 （ｆｉｂｒｏｕｓｃａｒｔｉｌａｇｅ）和弹性 软骨 （ｅｌａｓｔｉｃ
ｃａｒｔｉｌａｇｅ）（图 ２-９，２-１０）。

透明软骨分布 广，如成体的关节软骨、肋软骨及呼吸道的一些软骨等。 透明软骨中的

软骨细胞（ｃｈｏｎｄｒｏｃｙｔｅ）位于软骨基质的小窝——软骨陷窝（ｃａｒｔｉｌａｇｅｌａｃｕｎａ）中，陷窝周围

有一层含硫酸软骨素较多的基质，染色时这部分基质颜色较深，称为软骨囊（ｃａｒｔｉｌａｇｅ
ｃａｐｓｕｌｅ）。 靠近软骨膜的软骨细胞体积小，呈扁圆形，单个分布，是较幼稚的细胞；位于软骨

中部的软骨细胞接近圆形，成群分布于基质的陷窝中，每个陷窝内通常有 ２～８ 个细胞。这些

细胞由同一个软骨细胞分裂而成，故称为同源（同属）细胞群（ｉｓｏｇｅｎｏｕｓｇｒｏｕｐ）。新鲜软骨细

胞充满于软骨陷窝内，但切片标本中细胞收缩，因而在软骨陷窝和细胞之间会出现较大的空

隙。 软骨基质呈透明凝胶状，软骨内无血管，但由于基质中富含水分（约占软骨基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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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８　脂肪组织（仿各家）
Ａ．脂肪组织模式图 ； Ｂ－Ｃ．分别为多泡、单泡脂肪细胞超微结构模式图

７５％），通透性强，因此软骨深层的细胞依然能通过渗透的方式获得必需的营养。透明软骨中

无胶原纤维，但具胶原原纤维，因其折光率与基质相近，故在光学显微镜下难以分辨。
纤维软骨的特征是基质内具大量平行或交错排列的胶原纤维束，软骨细胞既少又小，常

成行分布于胶原纤维束之间（图 ２-１０），如椎间盘、关节盘等。
弹性软骨的特点是基质内含有大量的弹性纤维，其中尤以软骨中部的纤维更为密集（图

２-１０）。 如耳软骨、会厌软骨等。
１．２．５　骨组织

骨组织（ｏｓｓｅｏｕｓｔｉｓｓｕｅ）是一种坚硬而具一定韧性的结缔组织，由多种骨细胞和大量钙

化的细胞间质——骨基质（ｂｏｎｅｍａｔｒｉｘ）构成。骨基质由无机和有机成分构成，含水极少。有
机成分由成骨细胞分泌而成；无机成分又称为骨盐（ｂｏｎｅｍｉｎｅｒａｌ），属于不溶性中性盐。

骨分为密质骨和松质骨，其中松质骨分布于长骨的骨骺和骨干的内侧，为大量针状或片

状骨小梁相互连接成多孔隙的网架结构，其骨髓腔又称网孔，其中充满骨髓；密质骨分布于

长骨骨干和骨骺的外侧，其骨基质结构为板层状，称为骨板（ｂｏｎｅｌａｍｅｌｌａ），其排列很有规

律，同一骨板内的纤维相互平行，相邻骨板的纤维则相互垂直，因而有效地增强了骨的支持

力。 骨板之间有一系列排列整齐的骨陷窝，其内是具许多细长突起的细胞——骨细胞

（ｏｓｔｅｏｃｙｔｅ），其数量 多，胞体较小，呈扁椭圆形。 骨细胞突起所在的空隙称为骨小管（ｂｏ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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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９　透明软骨（仿各家）
Ａ．透明软骨模式图； Ｂ．透明软骨细胞超微结构模式图

图 ２-１０　纤维和弹性软骨（仿各家）
Ａ．纤维软骨； Ｂ．弹性软骨

ｃａｎａｌｉｃｕｌｉ），并彼此相连。骨陷窝和骨小管中含有组织液，可营养骨细胞和输送代谢产物。在
骨表面排列的骨板称为外环骨板（ｏｕｔｅｒ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ｌａｍｅｌｌａｅ），围绕骨髓腔排列的称为

内环骨板（ｉｎｎｅｒ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ｌａｍｅｌｌａｅ）。在内、外环骨板之间有许多与骨长轴纵行排列的

圆筒形的细长小管，称为哈弗氏管（Ｈａｖｅｒｓｉａｎｃａｎａｌ）或中央管（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ａｎａｌ），管中有血管

和神经通过。 哈弗氏管腔的外周分布着许多层作内心圆排列的骨板，称为哈弗氏骨板

２５ 动　物　学



（Ｈａｖｅｒｓｉａｎｂｏｎｅｌａｍｅｌｌａ），这些骨板构成哈弗氏管的管壁，总称哈弗氏系统 （Ｈａｖｅｒｓｉａｎ

ｓｙｓｔｅｍ），即骨单位（ｏｓｔｅｏｎ）。 哈弗氏系统并非是固定不变的构造，在动物不同生长发育阶

段，它们不断受到破骨细胞的破坏和成骨细胞的重建，即老一代哈弗氏系统被破坏后，又产

生新一代哈弗氏系统。 位于各哈弗氏系统之间的骨板，就是在骨的发育过程中，哈弗氏系统

破坏后残余的骨板，称为间骨板（ｉｎｔｅｒｓｔｉｔｉａｌｌａｍｅｌｌａｅ）（图 ２-１１）。

图 ２-１１　哈弗氏系统、间骨板和几种骨细胞示意图（仿各家）
Ａ．哈弗氏系统； Ｂ．新形成的哈弗氏系统和间骨板； Ｃ．骨组织中的几种细胞

骨组织中的其他骨细胞还有骨原细胞（ｏｓｔｅｏｇｅｎｉｃｃｅｌｌ）、成骨细胞（ｏｓｔｅｏｂｌａｓｔ）和破骨细

胞（ｏｓｔｅｏｃｌａｓｔ），它们均位于骨组织的边缘（图 ２-１１）。骨原细胞为骨组织中的干细胞，位于骨

外膜及骨内膜贴近骨处，细胞小，呈梭形；成骨细胞分布于骨结缔组织的表面，动物成年前较

多，细胞具细小突起。 破骨细胞主要分布于骨组织的表面，数量不多，为一种多核的大细胞。
１．２．６　血液

血液是流动性的结缔组织，细胞游离分散，间质发达呈液体状。 血液 重要的功能是把

营养物质输送给各种组织和细胞，同时把它们的代谢产物运走。无脊椎动物中只有出现真体

腔的动物才出现血液。脊椎动物的血液，以人体为例，由各种细胞和血浆（ｐｌａｓｍａ）组成。血浆

即是液体的细胞间质，它在血管内不会出现纤维，一旦出了血管就能显现纤维，它由血浆中

纤维蛋白原转变而成。 除了纤维外，剩下浅黄色的液体即为血清（ｓｅｒｕｍ），它相当于结缔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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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基质。 细胞包括红血细胞（ｅｒｙｔｈｒｏｃｙｔｅ）、各种白血细胞（ｌｅｕｋｏｃｙｔｅ）和血小板 （ｂｌｏｏｄ
ｐｌａｔｅｌｅｔ）。 红血细胞已高度分化，成熟时失去核，细胞呈圆盘状，边缘厚中间薄，侧面呈哑铃

状，所含血红素能与大量的氧气结合成为氧合血红蛋白，因此是氧的携带者；白血细胞共有

５ 种，即嗜碱 性白血细胞 （ｂａｓｏｐｈｉｌ）、嗜酸性白血细 胞 （ｅｏｓｉｎｏｐｈｉｌ）、嗜中性白血 细胞

（ｎ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ｌ）、淋巴细胞（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和单核细胞（ｍｏｎｏｃｙｔｅ），前三种细胞中具有特殊的颗

粒，后两种细胞无特殊的颗粒，它们共同构成人体重要的防卫系统；血小板，也称血栓细胞

（ｔｈｒｏｍｂｏｃｙｔｅ），是一种不完整的细胞，它是骨髓中巨核细胞胞质脱落下来的小块，因此无细

胞核，但表面有完整的细胞膜。 它能释放凝血酶，在凝血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图 ２-１２）。

图 ２-１２　人血细胞（仿 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３　肌肉组织

肌肉组织主要由肌细胞组成，肌细胞之间有少量的结缔组织。根据肌纤维的形态结构分

为横纹肌（ｓｔｒｉａｔｅｄｍｕｓｃｌｅ）、斜纹肌（ｏｂｌｉｑｕｅｌｙｓｔｒｉａｔｅｄｍｕｓｃｌｅ）、平滑肌（ｓｍｏｏｔｈｍｕｓｃｌｅ），节
肢动物和脊椎动物的横纹肌尤为发达。

１．３．１　横纹肌

脊椎动物中横纹肌可分为骨骼肌（ｓｋｅｌｅｔａｌｍｕｓｃｌｅ）和心肌（ｃａｒｄｉａｃｍｕｓｃｌｅ）。 骨骼肌负

责运动和维持体态，受脊神经和部分脑神经支配，为随意肌；心肌则受植物性神经支配，为非

随意肌。
１．３．１．１　骨骼肌

大多数骨骼肌借助于肌腱附着在骨骼上。 肌细胞呈细长纤维状，故亦称肌纤维（ｍｕｓｃｌｅ

ｆｉｂｅｒ）。很多根肌纤维形成大小不等的肌束，很多肌束构成肌肉。每个肌细胞周围具少量结缔

组织，称为肌内膜（ｅｎｄｏｍｙｓｉｕｍ），在肌束、肌肉外面都有胶原纤维的结缔组织包裹，这些结

缔组织分别称为肌束膜（ｐｅｒｉｍｙｓｉｕｍ）和肌外膜（ｅｐｉｍｙｓｉｕｍ）。 肌细胞本身的膜则称为肌膜

（ｓａｒｃｏｌｅｍｍａ），它的外面还围有一层基膜（图 ２-１３）。 这些结缔组织膜中分布着很多毛细血

管和神经纤维，每条肌纤维外都绕着螺旋状排列的毛细血管。 在光学显微镜下，一条骨骼肌

纤维通常有几十个甚至几百个扁椭圆形的细胞核，位于肌膜的下方。 肌细胞质称为肌浆

（ｓａｒｃｏｐｌａｓｍ），肌浆中具许多与细胞长轴平行排列的肌原纤维（ｍｙｏｆｉｂｒｉｌ），它的功能是引起

４５ 动　物　学



图 ２-１３　骨骼肌与周围结缔组织膜示意图

Ａ．一块骨骼肌示意图 ； Ｂ．骨骼肌纵面观

肌纤维的收缩。 在纵切面上每根肌原纤维都显示明暗交替排列的横纹（ｃｒｏｓｓｓｔｒｉａｔｉｏｎ）。 这

些横纹由明带（ｌｉｇｈｔｂａｎｄ）和暗带（ｄａｒｋｂａｎｄ）组成，前者又称 Ｉ带，后者则称 Ａ带。 在电子

显微镜下，暗带中央有一条浅色的 Ｈ带，Ｈ带中央还有一条深色的 Ｍ 线，明带中央有一条

深色的 Ｚ线。两条相邻 Ｚ线之间的一段肌原纤维称为肌节（ｓａｒｃｏｍｅｒｅ），因此，一个肌节包括

１／２ Ｉ带＋Ａ带＋１／２ Ｉ带。每一肌原纤维的超微结构是由许多更细的肌丝所组成。肌丝可分

为 ２ 种，较 粗的 称为 肌球 蛋白 丝 （ｍｙｏｓｉｎｆｉｌａｍｅｎｔ），较 细的 称 为肌 动蛋 白 丝 （ａｃｔｉｎ
ｆｉｌａｍｅｎｔ）。 前者存在于暗（Ａ）带，后者存在于明（Ｉ）带，并很有规则地相间排列。 肌肉的收缩

是这两种肌丝相互滑动的结果。电镜下肌膜向肌浆内凹陷形成小管网，由于其行走方向与肌

纤维的长轴垂直，故称横小管（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ｔｕｂｕｌｅ，或称 Ｔ小管）。 哺乳动物与人的横小管位

于 Ａ带与 Ｉ带交界处，同一水平的横小管在细胞内分支吻合环绕在每条肌原纤维周围，横
小管的作用是将肌膜的兴奋迅速传到每个肌节。 肌纤维内具有特化的滑面内质网——肌浆

网（ｓａｒｃｏｐｌａｓｍｉｃｒｅｔｉｃｕｌｕｍ），位于横小管之间，纵行包绕在每条肌原纤维周围，因而称为纵

小管。 位于横小管两侧的肌浆网呈环行的扁囊，称终池（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ｃｉｓｔｅｒｎａｅ），终池之间为相

互吻合的纵小管网。 每条横小管与其两侧的终池共同组成骨骼肌的三联体（ｔｒｉａｄ）（图 ２-１４）。
１．３．１．２　心肌

心肌为心脏特有的肌肉组织。 心肌纤维为短柱状，多数有分支，相互连接成网状。 一般

具 １个细胞核，位于细胞的中心部分。核所在处含有大量的肌浆，其中含有丰富的线粒体、糖
原等。心肌纤维上也有横纹，也具Ａ、Ｉ、Ｈ带及 Ｚ线，但肌原纤维的横纹不如骨骼肌纤维明显

和规则。 电镜下横小管较粗，与 Ｚ线同一水平；肌浆网较稀疏，纵小管不甚发达，终池小且

少，横小管两侧的终池往往不同时存在，多见横小管与一侧终池形成二联体（ｄｉａｄ）。 光镜下

心肌纤维之间具染色较深的横线，称为闰盘（ｉｎｔｅｒｃａｌａｔｅｄｄｉｓｃ）。 电镜下，闰盘为心肌纤维之

间的界限，位于 Ｚ线水平，由相邻两个心肌纤维的分支处伸出许多短突相互嵌合而成，常呈

阶梯状，可见各种细胞连接。 闰盘对兴奋传导有重要作用（图 ２-１５）。
１．３．２　平滑肌

光镜下平滑肌纤维呈长梭形，无横纹。 细胞核 １个，呈长椭圆形或杆状，位于中央，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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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１４　骨骼肌纤维和肌原纤维超微结构模式图（仿各家）
Ａ．骨骼肌纤维超微结构立体示意图； Ｂ．肌节不同部位的横切面，示粗、细肌丝的分布；

Ｃ．骨骼肌一个肌节的纵切面，示粗、细肌丝的排列

时核可扭曲成螺旋形。平滑肌纤维可单独存在，绝大部分成束或成层分布。广泛存在于脊椎

动物的各种内脏器官，其活动不受意志支配，也称不随意肌，能作有节律、缓慢而持久的收

缩。电镜下平滑肌的肌丝排列无一定次序，且粗细不匀，主要分布于细胞周边的肌浆中；肌膜

向下凹陷形成许多小凹（ｃａｖｅｏｌａ），一般认为相当于横纹肌的横小管，肌膜内面具细肌丝的

附着点，称为密斑（ｄｅｎｓｅｐａｔｃｈ）。 细胞质中具密体（ｄｅｎｓｅｂｏｄｙ），为梭形小体，排成长链，也
是肌丝的附着点，一般认为相当于横纹肌的 Ｚ线（图 ２-１６）。

１．３．３　斜纹肌

斜纹肌（ｏｂｌｉｑｕｅｌｙｓｔｒｉａｔｅｄｍｕｓｃｌｅ），又称螺旋纹肌（ｓｐｉｒａｌｌｙｓｔｒｉａｔｅｄｍｕｓｃｌｅ），在无脊椎

动物中分布广泛，如涡虫（ｔｕｒｂｅｌｌａｒｉａｎｓ）、线虫（ｎｅｍａｔｏｄｅｓ），环节动物（ａｎｎｅｌｉｄｓ）和软体动物

（ｍｏｌｌｕｓｃｓ）等。斜纹是由于肌节在细胞周围呈螺旋状排列造成的，在暗（Ａ）带尤为明显。斜纹

肌的纵切面和斜切面上的图像不同，因为斜纹肌每一条带上的肌丝不是都终止在与长轴垂

直的同一平面上，因为一个带上的每条肌丝都超过前一根肌丝一小段，故而联结它们末端的

一条线对肌丝轴倾斜（图 ２-１７）。
１．４　神经组织

神经 组织是一 种高度 特化的 组织，它由 神经细 胞 （ｎｅｒｖｅｃｅｌｌ）和神经 胶质 细胞

（ｎｅｕｒｏｇｌｉａｌｃｅｌｌ）组成，神经细胞又称神经元（ｎｅｕｒｏｎ）。 神经元数量庞大，在人的神经系统中

约有 １０１ １个，把全部神经细胞连接起来，全长可达 ３０万 ｋｍ，相当于地球到月球的距离。神经

元具有接受刺激、传导冲动和整合信息的能力；神经胶质细胞的数量比神经元更多，其功能

是对神经元起支持、保护、分隔、营养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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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１５　心肌纤维和肌原纤维闰盘超微结构模式图（仿各家）
Ａ、Ｂ．心肌纤维纵切、横切 （光镜）； Ｃ．心肌纤维超微结构立体示意图； Ｄ．心肌闰盘超微结构示意图

图 ２-１６　平滑肌纤维和平滑肌超微结构示意图（仿各家稍改）
Ａ．平滑肌纵 、横切面（光镜）； Ｂ．平滑肌纵切面超微结构 ； Ｃ．平滑肌纤维超微结构示意图

１．４．１　神经元

神经元的基本形态，包括胞体（ｓｏｍａ）和突起（ｎｅｕｒｉｔｅ）两部分。 胞体中央具一个大而圆

的细胞核，核仁明显，胞质中含有发达的粗面内质网、游离核糖体、高尔基体等。 电镜下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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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１７　斜纹肌超微结构示意图（仿 Ｒｏｓｅｎｂｌｕｔｈ稍改）
Ａ．蛔虫斜纹肌 ； Ｂ．斜纹肌局部放大 ，示在 ＸＺ平面上斜纹明显 ，在 ＹＺ平面上肌

丝排列的形式和横纹肌相同 ，在 ＸＹ平面上肌丝排列特殊，显示更多的纹理。

图 ２-１８　神经元模式图（仿各家）
Ａ．多极神经细胞 ； Ｂ．双极神经细胞； Ｃ．假单极神经细胞

内质网常呈规则的平行排列，游离核糖体分布于其间，它们在光镜下呈现嗜碱性颗粒或小

块，称为尼氏体（Ｎｉｓｓｌ＇ｓｂｏｄｙ），其形状和数量因神经元的种类不同有很大的差异；根据突起

的 多少 可将 神 经 元分 为 假 单极 神 经 元

（ｐｓｅｕｄｏｕｎｉｐｏｌａｒｎｅｕｒｏｎ）、 双 极 神 经 元

（ｂｉｐｏｌａｒｎｅｕｒｏｎ）和多极神经元（ｍｕｌｔｉｐｏｌａｒ

ｎｅｕｒｏｎ）三种。 神经元突起可进一步分为树

突（ｄｅｎｄｒｉｔｅ）和轴突（ａｘｏｎ）。 前者多呈树突

状分支，它可接受刺激并将冲动传至胞体；
后者呈细索状，末端常有分支，称轴突终末

（ａｘｏｎｔｅｒｍｉｎａｌ），轴突将冲动从胞体传向终

末。 通常一个神经元具一个至多个树突，但
轴突只有一条，胞体越大，其轴突越长。依据

尼氏体的分布，可区分轴突和树突，轴突及

其起始部轴丘（ａｘｏｎｈｉｌｌｏｃｋ）处都无尼氏体

存在（图 ２-１８）。根据神经元的功能可分为三

种神经元（表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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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１　不同神经元的特征和作用

名 称 特 征 作 用

感觉神经元

（ｓｅｎｓｏｒｙｎｅｕｒｏｎ）
为假单极神经元，胞体主要位于脑脊神

经节内，树突与感受器连接

胞体从树突接受刺激后，通过轴突把神

经冲动传向中枢

运动神经元

（ｍｏｔｏｒｎｅｕｒｏｎ）
多为多极神经元，胞体主要位于脑、脊髓

和植物神经节内，轴突与效应器连接

胞体从树突接受刺激后，通过轴突把神

经冲动传给效应器，产生效应

中间神经元

（ｉｎｔｅｒｎｅｕｒｏｎ）
多为多极神经元，位于感觉神经元和运

动神经元之间
起神经传导的联络作用

１．４．２　神经胶质细胞

神经胶质细胞简称胶质细胞（ｇｌｉａｌｃｅｌｌ），广泛分布于中枢和周围神经系统。 胶质细胞同

样具突起，但不分树突和轴突，也无传导神经冲动的功能。 中枢神经系统的神经胶质细胞主

要包括星形胶质细胞（ａｓｔｒｏｃｙｔｅ）、少突胶质细胞（ｏｌｉｇｏｄｅｎｄｒｏｃｙｔｅ）等；在中枢之外的胶质细

胞构成神经鞘细胞，包围在轴突之外，如施万氏细胞（Ｓｃｈｗａｎｎ’ｓｃｅｌｌ）。许多无脊椎动物和部

分脊椎动物的神经轴突外没有胶质细胞包裹，这种神经称为无髓神经纤维（ｎｏｎｍｙｅｌｉｎａｔｅｄ

ｎｅｒｖｅｆｉｂｅｒ）；轴突外若具胶质细胞包裹则称有髓神经纤维（ｍｙｅｌｉｎａｔｅｄｎｅｒｖｅｆｉｂｅｒ）。 脊椎动

物有髓神经纤维外的施万氏细胞在轴突上一个接一个地分段环绕，在每个施万氏细胞接触

处，髓鞘凹陷并有极细微的缝隙，这个区域称为郎飞氏结（Ｒａｎｖｉｅｒ’ｓｎｏｄｅ）（图 ２-１９）。

图 ２-１９　神经胶质细胞和有髓神经纤维模式图（仿各家）
Ａ．纤维性星形胶质细胞 ； Ｂ．小胶质细胞 ； Ｃ．少突胶质细胞 ； Ｄ．有髓神经纤维（运动神经元 ）模式图

无脊椎动物的高等种类，如节肢动物每个神经元的轴突外也有胶质细胞分段包裹，同样

构成有髓神经纤维。 另外，许多无脊椎动物及少数脊椎动物还具有巨大神经纤维，如环节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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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２０　环节动物的巨大神经纤维（仿 Ｓｔｏｕｇｔ）

物、软体动物及鱼类的巨大神经纤维，它
由一个或几个神经元的轴突融合而成，
纤维的直径可粗达 １．５ｍｍ，因而具有快

速传导冲动的功能（图 ２-２０）。
无脊椎动物中神经细胞集中的部位

形成神经节，位于身体前端的神经节称

为脑，由脑及其之后的神经节及神经纤

维构成的神经链，称为中枢神经；连接脑

及神经节的神经纤维称为神经索。低等种类的神经索中也有少量的神经细胞体存在；脊椎动

物的神经细胞集中在脑及脊髓的灰质和神经核中，纤维形成白质，共同构成中枢。 中枢之外

属于外周神经系统，其神经细胞体集中在感觉神经节或自主神经节内，纤维形成脊神经及自

主神经。
上述 ４种基本组织在多数后生动物中联合起来，形成具有一定形态特征和一定生理机

能的器官（ｏｒｇａｎ）。如人的小肠由上皮组织、疏松结缔组织、平滑肌以及神经、血管等形成，外
形呈管状，具有消化食物和吸收营养的机能；再由机能上有密切相关的器官，联合起来完成

一定的生理机能，即成为系统（ｓｙｓｔｅｍ）。 如人的口、口腔中的舌和牙齿、食道、胃、肠道、肛门

及各种消化腺联合成为消化系统，完成摄食、消化、吸收及排遗等功能。高等动物具有皮肤系

统、骨骼系统、肌肉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循环系统、排泄系统、内分泌系统、神经系统和

生殖系统等十大系统；再由不同的系统构成整个机体，完成生命机能。

２　多细胞动物早期胚胎发育的几个主要阶段

多细胞动物的胚胎发育极其复杂，不同种类的动物，发育也各不相同，但多细胞动物早

期胚胎发育的几个主要阶段是相同的。
２．１　受精

性成熟后，雌、雄个体经减数分裂产生雌雄生殖细胞。 通常雌性生殖细胞较大，不活动，
称为卵。 卵内一般含有大量的卵黄物质，其中卵黄相对较多的一端称为植物极（ｖｅｇｅｔａｌ
ｐｏｌｅ），另一端则称为动物极（ａｎｉｍａｌｐｏｌｅ）；雄性生殖细胞较小，能活动，称为精子。 受精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是雌、雄生殖细胞融合为一个受精卵的过程，如图 ２-２１所示。受精卵染色体的

数目又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它是新个体发育的起点，并进入胚胎发育。
２．２　卵裂

卵受精后很快就开始特殊的细胞分裂——卵裂（ｃｌｅａｖａｇｅ）。 卵裂与一般细胞分裂不同，
每次细胞分裂后，没有等到新的细胞长大就接着分裂下去，因此分裂后的细胞越来越小。 这

些卵裂后形成的细胞称为分裂球（ｂｌａｓｔｏｍｅｒｅ）。 多细胞动物中由于卵内卵黄物质含量和分

布不同，其卵裂方式也不同。 所有动物受精卵的前 ３次分裂都一样，第 １次和第 ２次分裂都

是从受精卵动物极开始的经裂（ｍｅｒｉｄｉｏｎａｌｃｌｅａｖａｇｅ），但两次的分裂面相互垂直，于是形成

４个分裂球；第 ３ 次是纬裂（ｌａｔ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ｃｌｅａｖａｇｅ），分裂面与前 ２次分裂面垂直。 以后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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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２１　受精过程示意图（仿 Ｈｉｃｋｍａｎ稍改）
因卵的类型不同而有所区别。卵裂可分为两大类型，即完全卵裂（ｔｏｔａｌｃｌｅａｖａｇｅ）和不完全卵

裂（ｐａｒｔｉａｌｃｌｅａｖａｇｅ）。
完全卵裂为整个卵细胞都进行分裂，多见于少黄卵，此种卵裂可进一步分为两种：如果

卵黄少、分布又均匀，形成的分裂球大小相同的为等裂（ｅｑｕａｌｃｌｅａｖａｇｅ），如海胆、文昌鱼等。
这些动物受精卵第三次分裂后形成的 ８个分裂球，其中动物极的 ４个分裂球排列在植物极

细胞的上面。以后陆续分裂，其分裂球都在动物极与植物极之间围绕着卵的中轴呈辐射型排

列，且每一层分裂球都整齐地位于下 一层的上面，这 类等裂称为辐射型卵裂 （ｒａｄｉａｌ
ｃｌｅａｖａｇｅ）；如果卵黄在卵内分布不均匀，形成的分裂球大小不等的为不等裂 （ｕｎｅｑｕａｌ
ｃｌｅａｖａｇｅ），其特点是卵黄少的动物极分裂球小，卵黄多的植物极分裂球大，而且从第 ３ 次分

裂开始，其分裂轴与赤道面呈 ４５°倾斜，结果使分裂球在两极之间不排列在一直线上，上排

分裂球介于下排分裂球之间，彼此交错呈螺旋状，且动物极分裂球小于植物极分裂球。 这种

不等卵裂称为螺旋型卵裂（ｓｐｉｒａｌｃｌｅａｖａｇｅ），相当多的无脊椎动物如扁形动物、软体动物、环
节动物等，均行此类卵裂。在螺旋型卵裂中，从动物极向下看，分裂球顺时针方向旋转的为右

旋，逆时针方向旋转的则为左旋。
哺乳动物的卵裂较为特殊，第 １次卵裂仍为正常的经裂，但第 ２次卵裂，其中一个分裂

球为经裂，而另一个则为纬裂，而且早期卵裂并不同步，因此其受精卵分裂时常含有奇数个

分裂球，这种卵裂称为旋转型卵裂（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ｌｅａｖａｇｅ）（图 ２-２２）。
不完全卵裂（ｐａｒｔｉａｌｃｌｅａｖａｇｅ）：仅在卵的一部分发生分裂。 多见于多黄卵，由于卵黄多，

分裂受阻，受精卵只在不含卵黄的部位进行卵裂。如果分裂只限于胚盘一端的称为盘状卵裂

（ｄｉｓｃａｌｃｌｅａｖａｇｅ），如乌贼、鸟类；如果分 裂只限于卵表面的称为表面 卵裂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ｃｌｅａｖａｇｅ），如昆虫（图 ２-２３）。
２．３　囊胚形成

在卵裂形成一定数量的分裂球之后，细胞呈单层球状分布，从而进入囊胚形成

（ｂｌａｓｔｕｌａｔｉｏｎ）期。 通常囊胚期（ｂｌａｓｔｕｌａ）的分裂球排在胚胎表面，这层细胞称为囊胚层

（ｂｌａｓｔｏｄｅｒｍ），中央的空腔称为囊胚腔（ｂｌａｓｔｏｃｏｅｌ）；有少数动物的囊胚无中央空腔，称为实

囊胚（ｓｔｅｒｅｏｂｌａｓｔｕｌａ），如某些腔肠动物（图 ２-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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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２２　完全卵裂（仿各家稍改）
Ａ－Ｅ．海胆辐射型卵裂示意图，分别示 ２、４、８、１６、３２胚泡 ； Ｆ－Ｇ．扁形动物螺旋型卵裂 ，分别示 ８、１６ 胚泡 ；

Ｈ．哺乳动物旋转型卵裂，示 ４胚泡

图 ２-２３　不完全卵裂（仿各家）
Ａ－Ｃ．枪乌贼的盘状卵裂 ，分别示 ２ 胚泡 、８ 胚泡和 ３２ 胚泡 ； Ｄ－Ｇ．昆虫的表面卵裂，其中 Ｄ示 ８ 胚泡；

Ｅ、Ｆ．示细胞核向外周迁移； Ｇ．示细胞核排列在外周形成表面囊胚的状况

２．４　原肠形成

囊胚形成后，胚胎继续分化和发育，形成具双层细胞的原肠胚（ｇａｓｔｒｕｌａ），原肠形成后，
胚胎有内、外胚层之分，位于外层的细胞即为外胚层（ｅｃｔｏｄｅｒｍ），位于内层的细胞为内胚层

（ｅｎｄｏｄｅｒｍ），内胚层所围的腔称为原肠腔（ａｒｃｈｅｎｔｅｒｉｃｃａｖｉｔｙ），它与外界的开口称为胚孔

（ｂｌａｓｔｏｐｏｒｅ），原肠出现后原来的囊胚腔会逐渐消失。如果这个胚孔将来就是成体的口，此类

动物称为原口动物（Ｐｒｏｔｏｓｔｏｍｅｓ），如扁形动物、线形动物、环节动物、软体动物、节肢动物

等；如果胚孔形成了成体的肛门（或者封闭），并在胚孔相当距离之外重新形成口，这类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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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２４　囊胚示意图（仿各家）
Ａ．水母类的实心囊胚； Ｂ．水螅类的实心囊胚； Ｃ．棘皮动物的空心囊胚； Ｄ．蛙的空心囊胚

则称为后口动物（Ｄｅｕｔｅｒｏｓｔｏｍｅｓ），如棘皮动物、半索动物和全部脊索动物。
原肠形成的方式可分为以下几种：
内移法（ｉ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囊胚后期部分细胞移入囊胚腔，开始时移入的细胞，在囊胚腔排列

并不规则， 后才排列成一层细胞，于是形成了内胚层。 以这种方式形成原肠胚开始时并无

胚孔，以后在胚胎的一端开一孔，使原肠与外界相通（图 ２-２５）。
分层法（ｄｅｌ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囊胚细胞分裂时，囊胚细胞沿切线方向分裂，于是向囊胚腔内部

分裂出的一些细胞形成内胚层，留在表面的即为外胚层。 以这种方式形成的原肠胚， 初也

没有胚孔（图 ２-２５）。
内陷法（ｉｎｖ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囊胚的植物极细胞向内陷入， 后形成 ２层细胞，陷入的部分称

为内胚层，内陷形成的新腔即为原肠腔，包在外面的细胞为外胚层。这种方式形成的原肠，一
开始就具胚孔（图 ２-２５）。

内转法（ｉ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进行盘状卵裂形成的囊胚，分裂的细胞由下面边缘折入向内转，
后伸展成内胚层（图 ２-２５）。

外包法（ｅｐｉｂｏｌｙ）：动物极细胞分裂快，植物极细胞由于卵黄多分裂非常慢，于是动物极

细胞逐渐向下包围植物极细胞，形成外胚层，而被包围的植物极细胞形成了内胚层。
多细胞动物中不同类群的动物常以其中某一种方式为主，或两种方式联合而形成原肠

胚，其中 常见的是内陷和外包同时进行，分层与内移相伴而行。
２．５　中胚层和体腔形成

在内、外胚层的基础上，三胚层动物还需进一步发育形成中胚层（ｍｅｓｏｄｅｒｍ）。大多数多

细胞动物，在中胚层产生的同时，还出现体腔（ｃｏｅｌｏｍ）。 中胚层和体腔的形成方式有端细胞

法和体腔囊法两种（图 ２-２６）。
端细胞法：在胚孔两侧，内外胚层交界处各有一个中胚层端细胞，由其分裂成为很多细

胞，并伸入内外胚层之间形成索状的中胚层条，此后中胚层条出现成对的空隙即为体腔囊

（真体腔）。由于这种体腔是在中胚层细胞之间裂开形成，因此又称为裂体腔（ｓｃｈｉｚｏｃｏｅ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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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２５　各种原肠形成方式（仿各家）
Ａ－Ｆ．移入法形成原肠 ，其中 Ｄ为水螅类细胞从单极移入； Ｅ、Ｆ．为水母类细胞从多极移入；

Ｇ、Ｈ．分层法形成原肠 ，其中 Ｇ为原肠形成的开始，Ｈ为已形成的原肠胚； Ｉ．纽形动物内陷法形成原肠 ；
Ｊ．头足类内转法形成原肠； Ｋ－Ｎ．软体动物外包法形成原肠

图 ２-２６　中胚层形成示意图（仿 Ｈｉｃｋｍａｎ稍改）
Ａ．端细胞法； Ｂ．体腔囊法

这种方式形成体腔的称为裂体腔法（ｓｃｈｉｚｏｃｏｅｌｉｃｍｅｔｈｏｄ）。原口动物都是以端细胞法形成中

胚层和体腔，因此也称裂腔动物（ｓｃｈｉｚｏｃｏｅｌｏｍａｔｅ）
体腔囊法：在原肠背部两侧，内胚层向囊胚腔突出成对的囊状突起，形成成对的体腔囊，

该囊与内胚层脱离后，在内外胚层之间逐步扩展成为中胚层，由中胚层包围的空腔称为体

腔。因为体腔囊来源于原肠背部两侧，故又称为肠体腔（ｅｎｔｅｒｏｃｅｏｌ），以这种方式形成体腔的

称为肠体腔法（ｅｎｔｅｒｏｃｅｏｌｉｃｍｅｔｈｏｄ）。 后口动物均以体腔囊法形成中胚层和体腔，因此也称

肠腔动物（ｅｎｔｅｒｏｃｏｅｌｏｍａ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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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神经胚期

此期在脊索动物胚胎发育中出现。当原肠形成后，脊索动物胚胎背部沿中线的外胚层细

胞下陷，形成神经板（ｎｅｕｒａｌｐｌａｔｅ）。 神经板两侧的外胚层细胞开始时形成一对纵褶，此后两

边的纵褶不断发展和逐渐靠近，并从背面逐渐凹入至胚胎内部，此后与表面分离形成中空的

背神经管（ｄｏｒｓａｌｔｕｂｕｌａｒｎｅｒｖｅｃｏｒｄ），此时发育进入神经胚（ｎｅｕｒｕｌａ）时期。在神经管形成的

同时，在背神经管的上方，外胚层重新愈合，神经管前端将扩展形成脑，后端将延伸形成脊

髓；另一方面，原肠背面中央纵向隆起，形成脊索中胚层，并 终脱离原肠，形成脊索

（ｎｏｔｏｃｈｏｒｄ）。 在脊索形成的同时，原肠两侧出现成对的体腔囊，体腔囊壁即为中胚层，中间

的空腔就是真体腔（图 ２-２７）。

图 ２-２７　神经胚形成示意图（Ｃｈａｒｌｅｓ）
胚胎发育过程中，在原肠作用之前，由卵裂得到的胚胎细胞，相对都较简单，具均质性和

可塑性。 随着进一步发育，并由于各类动物本身遗传性以及各细胞群之间相互诱导等影响，
可转化为较复杂、异质性和稳定性的细胞，这种变化现象称为分化（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细胞的

分化 终促使内、中、外胚层的形成，并对动物进一步发育产生十分重要的意义，每个胚层奠

定了多细胞动物各种组织、器官的基础（表 ２-２）。
表 ２-２　多细胞动物的胚层分化

胚 层 形成的组织和器官

外胚层 皮肤及其衍生物（毛、发、鳞片、角、爪等）、神经组织、感觉器官及消化道的前、后端

中胚层 肌肉组织、结缔组织（骨骼、血液等）及排泄、生殖器官的大部分

内胚层 消化道的中肠、消化道腺体（肝、胰等），以及呼吸道、尿道的上皮等

综上所述，多细胞动物胚胎早期发育阶段彼此相似，此后随着胚胎发育的进展，才逐渐

变得越来越不相同。 多细胞动物是从单细胞的受精卵发育而来，胚胎的发育从简单到复杂，
在 高等动物个体发育过程中，会出现低等动物的某些特征。 德国胚胎学家赫克尔（Ｅ．
Ｈａｅｃｋｅｌ，１８４３－１９１９）对个体发育与系统发育关系研究后认为，个体发育开始于受精卵，这
相当于系统发育的单细胞动物阶段；囊胚阶段相当于原始的多细胞动物；原肠胚相当于原始

腔肠动物的阶段。于是，个体发育从卵到囊胚再到原肠胚，便重新表现了种族发展的过程。并
由此提出了“个体发育史是系统发育史简单而迅速的重演” 为主要内容的生物发生律

（ｂｉ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ｌａｗ）理论。生物发生律也称重演律（ｒｅｃａｐｉｔｕｌａｔｉｏｎｌａｗ），它对了解各动物类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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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缘关系及其发展线索极为重要，对许多动物亲缘关系和分类地位不能确定时，常由胚胎发

育得以解决。 生物发生律是一条客观规律，它不仅适用于动物，而且也适用于包括人在内的

整个生物界。 必须特别指出，个体发育过程不重现系统发育所经历的全部细节或事件，重现

的只不过是系统发育中 重要的瞬间。 同时在个体发育中也会出现新的变异，能不断补充、
丰富系统发展。 因此，这两者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辩证统一关系。

３　多细胞动物起源的学说

多细胞动物起源于单细胞动物已得到所有动物学家一致认同。 主要证据来自以下三方

面：首先是古生物学方面的证据，地球 古老的地层中化石种类相对 简单，如，太古代的地

层中存在大量有孔虫壳的化石。 在晚近的地层中，动物的化石种类就复杂得多，从地质年代

上能看出动物由低等向高等发展的顺序。 因此，动物的发展也遵循从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向

高级发展这一辩证唯物主义的规律。 其次是形态学方面的证据，从现有动物类群来看，既有

单细胞动物，又有多细胞动物，并形成了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等到高等的发展序列。第三是胚

胎学方面的证据，多细胞动物是从受精卵开始发育，经过囊胚、原肠胚等一系列变化， 后发

育成为成体，个体发育的过程简短地重现了动物系统发展的过程。然而到底由哪一类单细胞

动物进化，以及通过什么形式进化，各家的意见迄今尚不一致。出现过不少学说，其中主要有

群体学说（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ｔｈｅｏｒｙ）、合胞体学说（ｓｙｎｃｙｔｉａｌｔｈｅｏｒｙ）两种起源学说。
３．１　群体学说

群体学说是 经典、 流行的多细胞动物起源的学说， 早由德国的赫克尔（Ｅ．
Ｈａｅｃｋｅｌ，１８７４）首先提出，以后又由俄国学者梅契尼柯夫（Ｍｅｔｓｃｈｎｉｋｏｆｆ，１８８７）修正。 他们都

认为后生动物来自群体鞭毛虫， 初的祖先可能像团藻虫那样是一个球形中空的具鞭毛的

群体构造。 但赫克尔和梅契尼柯夫的学说也有差异。 前者认为多细胞动物的祖先是从团藻

虫样群体的一面经内陷后形成。 这种 早的祖先与原肠胚十分相似，具两个胚层和原口，所
以被他称为原肠虫（ｇａｓｔｒａｅａ）（图 ２-２８）；后者观察了很多低等多细胞动物的胚胎发育，他发

现一些较低等的种类，其原肠胚的形成主要不是由内陷的方式，而是由内移的方式形成的。
同时他也观察了某些低等多细胞动物，发现它们主要靠吞噬作用进行细胞内消化，很少有细

胞外消化的情况。因此推想 初出现的多细胞动物进行细胞内消化，细胞外消化是后来才出

现的。于是他认为多细胞动物的祖先是由一层细胞构成的单细胞动物的群体，后来个别细胞

摄取食物后进入群体内部形成内胚层，结果就形成二胚层的动物。他把这种假想的多细胞动

物的祖先称为吞噬虫（ｐｈａｇｏｃｉｔｅｌｌａ）（图 ２-２８）。 这两种学说虽在胚胎学上都有证据，但在

低等的多细胞动物中，多数是像梅氏所说由内移方式形成原肠胚，而赫氏所称的内陷方式很

可能是以后才发现的。 因而梅氏的学说被多数学者所接受。
现有原生动物中鞭毛虫类形成群体的能力较强，这也为后生动物祖先来自团藻虫样鞭

毛虫群体提供了 具说服力的证据；再根据多细胞动物早期胚胎发育中囊胚的形状为球状，
也类似于团藻虫群体的形状，因而群体学说认为由球形群体鞭毛虫发展成为多细胞动物符

合生物发生律。 此外，从后生动物的精子普遍具鞭毛，也有利于鞭毛虫是后生动物祖先的证

据。 梅氏假想的吞噬虫很像现存刺胞动物的浮浪幼虫（ｐｌａｎｕｌａ），被称为浮浪幼虫式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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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２８　多细胞动物的假设祖先示意图（仿各家）
Ａ－Ｂ．以内陷方式形成原肠虫 ，其中 Ａ为有腔囊胚虫 ，Ｂ为原肠虫；

Ｃ－Ｄ．以内移方式形成吞噬虫 ，其中 Ｃ为囊胚虫 ，Ｄ为吞噬虫

（ｐｌａｎｕｌｏｉｄａｎｃｅｓｔｏｒ），因此有理由相信，后生动物是从某些现已灭绝、具群体构造、自由游

泳、辐射对称的浮浪幼虫式祖先发展而来的。
３．２　合胞体学说

合胞体学说 早由 Ｈａｄｚｉ（１９５３）提出，并得到 Ｈａｎｓｏｎ（１９７７）的支持。 他们认为多细胞

动物的祖先来源于原始的多核纤毛虫。 后生动物的祖先开始是合胞体构造，即多核的细胞，
后来每个核获得一部分细胞质和细胞膜才形成多细胞结构。 因为有些纤毛虫倾向于两侧对

称，所以合胞体学说主张后生动物的祖先是两侧对称的、并由其发展为无肠类扁虫，他们认

为无肠类扁虫是现存 原始的后生动物。对合胞体学说有许多反对的声音。首先，任何动物

类群的个体发育中都没有出现过多核体分化成多细胞的现象；其次，无肠类扁虫的合胞体现

象是典型的胚胎细胞分裂之后出现的次生现象；第三，也是 重要的意见，是不同意把无肠

类扁虫视为 原始的后生动物。如果把两侧对称的扁虫当作 原始的动物，而把两胚层辐射

对称的腔肠动物当作更进化的结论，显然与已揭示的动物进化过程相违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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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３ 章　海绵 动物门 （Ｓｐｏｎｇｉａ）

１　海绵动物的主要特征

海绵动物（Ｓｐｏｎｇｉａ），是 原始、 低等的多细胞动物。 这类动物不仅尚未形成器官系

图 ３-１　海绵动物的结构（仿 Ｂｕｃｈｓｂａａｕｍ）
（箭头所示为水流进出方向）

统，而且连简单的组织也没有产生，组成

其体壁的仅为内、外两层细胞，其来源也

与一般意义上的内、外胚层不同，因为胚

胎发育时动物极性与植物极性分裂球的

位置与其他多细胞动物相反，因此这类

动物在演化上只是一个侧支，故又称侧

生动物（Ｐａｒａｚｏａ）；海绵动物体内具特殊

的领细胞（ｃｈｏａｎｏｃｙｔｅ）和骨针（ｓｐｉｃｕｌｅ）
等，其体表具许多小孔（ｏｓｔｉａ），故也称多

孔动物（Ｐｏｒｉｆｅｒａ）。 这些小孔是水流进入

体内的孔道，并与体内特殊的水沟系

（ｃａｎａｌｓｙｓｔｅｍ）相通。 水流为海绵动物带

来食物，并帮助完成呼吸、排泄、生殖等

功能；海绵动物绝大多数生活于海洋，大
小从几毫米到 １ｍ，全部营固着生活，大
多数为群体，且多数没有固定的形状，少
数种类为单体生活，呈辐射对称（ｒａｄｉａｌ
ｓｙｍｍｅｔｒｙ），即通过身体的中轴作任何纵

切面，均能将身体分成相等的两半。这种体

制是动物对固着生活的一种适应。

２　海绵动物的生物学

２．１　体壁及其特殊细胞

海绵动物的体壁由两层细胞即外层的皮层（ｄｅｒｍａｌ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ｕｍ）和内层的胃层（ｇａｓｔｒａｌ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ｕｍ），及 ２层细胞之间为中胶层（ｍｅｓｏｇｌｅａ）组成（图 ３-２）。



图 ３-２　海绵动物体壁结构（仿 Ｈｉｃｋｍａｎ）

皮层来源于胚胎发育过程中的植物

极分裂球，由一层很薄的、多角形的扁平

细胞 （ｐｉｎａｃｏｃｙｔｅ）所组成，具有保护作

用。 扁平细胞没有基膜，内具能收缩的肌

丝，因而细胞边缘可收缩，许多扁平细胞

的收缩能使海绵动物身体变小。 穿插于

扁平细胞之间的孔细胞（ｐｏｒｏｃｙｔｅ），是一

种形成管状的细胞，外端与外界相通，能
将海水等引入体内，孔细胞具高度的伸

缩性，可控制水的流量。
胃层来源于胚胎发育过程中的动物极分裂球，由领细胞组成。 光镜下领细胞卵圆形，基

部具一可伸缩的环状原生质薄膜——领，从领中游离端伸出 １ 根鞭毛。电镜下领细胞基部由

许多分离的领微绒毛（ｃｏｌｌａｒｍｉｃｒｏｖｉｌｌｕｓ）组成（图 ３-３、３-４）。 领细胞基部整齐地排列在中胶

层中，游离端整齐地覆盖着鞭毛室的壁，鞭毛的不断运动，能使体内的水流动，从而自水中获

得食物并进行其他生理过程。

图 ３-３　领细胞的结构示意图（据各家重绘）
Ａ．显微结构（箭头所指为水流方向 ）； Ｂ．超微结构

中胶层是一种含有蛋白质的胶状透明基质，厚度随种类而异（图 ３-２）。 其中有变形细胞

（ａｍｏｅｂｏｃｙｔｅ），数量多，形状不规则，能伸出伪足，可在中胶层中移动，因而能输送营养至身

体各部分以及将废物排出体外。变形细胞可分化为各种具有特殊功能的其他细胞，如成骨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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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４　海绵动物体壁扫描电镜图像（×２１０００）（自 ＬｏｕｉｓｄｅＶｏｓ）
细胞（ｓｃｌｅｒｏｂｌａｓｔ），能分泌形成骨针；成海绵细胞（ｓｐｏｎｇｉｏｂｌａｓｔ），能分泌形成海绵质纤维。变
形细胞也能分化成领细胞、生殖细胞。 中胶层中另有一种芒状细胞（ｃｏｌｌｅｎｃｙｔｅ），具有突起，
可相连成网状，有些学者认为具有神经传导的功能。
２．２　水沟系类型及作用

海绵动物从皮层到胃层，在各种不同种类中都贯穿着一系列的管道，这就是其特有的水

沟系，它对适应固着生活很有好处。 不同种类的海绵动物的水沟有很大的差别，通常可分为

三种类型（图 ３-５）：

图 ３-５　海绵动物水沟系示意图（仿 Ｈｙｍａｎ）
Ａ．单沟型； Ｂ、Ｃ．双沟型； Ｄ．复沟型（图中箭头所示为水流方向）

单沟型（ａｓｃｏｎｔｙｐｅ）： 简单的水沟系。 水流自进水小孔（ｏｓｔｉｕｍ）流入，直接到中央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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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ａｖｉｔｙ）或称海绵腔（ｓｐｏｎｇｏｃｏｅｌ）。中央腔的壁为领细胞层，然后经出水孔（ｏｓｃｕｌｕｍ）
流出，如白枝海绵（L eucosolenia）。

双沟型（ｓｙｃｏｎｔｙｐｅ）：相当于单沟型的体壁凹凸折叠而成，领细胞在辐射管的壁上。 水

流自流入孔（ｉｎｃｕｒｒｅｎｔｐｏｒｅ）流入，经流入管（ｉｎｃｕｒｒｅｎｔｃａｎａｌ）、前幽门孔（ｐｒｏｐｙｌｅ）、辐射管

（ｒａｄｉａｌｃａｎａｌ）、后幽门孔（ａｐｏｐｙｌｅ）、中央腔，由出水孔流出。 双沟型海绵增加了领细胞层的

面积，管道的增加及中央腔的缩小也加速了水流通过体内的速度。 如毛壶（G rantia）。
复沟型（ｌｅｕｃｏｎｔｙｐｅ）： 复杂的水沟系统，管道分支多，在中胶层中有很多具领细胞的

鞭毛室（ｆｌａｇｅｌｌａｔｅｄｃｈａｍｂｅｒ），中央腔壁由扁平细胞构成。 水流由流入孔流入，经流入管、前
幽门孔、鞭毛室、后幽门孔、流出管（ｅｘｃｕｒｒｅｎｔｃａｎａｌ）、中央腔， 后经出水孔流出。 复沟型海

绵领细胞层的面积更大，体内有纵横相通的管道，中央腔也进一步缩小变成管状，因此流经

体内的水流量增多，水流速度更快。 如沐浴海绵（E usp ongia）、淡水海绵（Sp ongilla）等。
水沟内水的流动必须依靠领细胞鞭毛的摆动，使水流不断地从进水小孔经过沟和鞭毛

室流入中央腔，再由出水口排出体外。海绵动物需要的食物和氧气，随着水流进入体内，当水

流通过鞭毛室时食物就被领细胞伸出的伪足吞入细胞内，并以细胞内消化的方式进行消化。
食物经领细胞初步消化后，再送入变形细胞作进一步的消化。消化后的营养物质仍贮藏在变

形细胞中；不能消化的废物也由变形细胞排出体外。 因水流不断带来新鲜氧气，因此也同时

完成了呼吸作用。淡水海绵的领细胞中具有 １到几个伸缩泡，这些伸缩泡承担着调节水与盐

平衡。
鞭毛室中具千百万个领细胞，鞭毛的摆动使室内水的流速很快，据观察可达 １０～

１５ｍｍ／ｓ，每天通过海绵动物体内的水量相当大。 一个直径 １ｃｍ、高 １０ｃｍ的海绵每天能过滤

２２．５Ｌ的海水，这样就为海绵带来了大量的食物和氧气。 由于出水口只有 １ 个，全部鞭毛室

的体积比出水口要大 １０００～２０００倍，因而出水口的水流很急，流速可达 ８．５ｃｍ／ｓ。因许多复

沟型的海绵动物在鞭毛室的出口处有一中央细胞（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ｅｌｌ）（图 ３-６），它的收缩可变动位

图 ３-６　海绵动物中央细胞和类肌细胞示意图（仿各家）
Ａ．中央细胞； Ｂ．类肌细胞

置以调节水流的流量，甚至可以完全关闭后幽门孔而阻止水从鞭毛室流出。在一些构造复杂

的海绵中，在进水小孔周围不是孔细胞，而是为几个类肌细胞（ｍｙｏｃｙｔｅ）所包围，这种细胞

能收缩，与平滑肌较为类似，它的收缩引起小孔口径的变化，因而能调节水流进出的速度（图
３-６）。在恶劣环境中，如暴露于空气或处于污水中时，类肌细胞可以关闭小孔或出水口，环境

改善时，类肌细胞恢复如初，小孔重新开放。类肌细胞和孔细胞的收缩都很缓慢，每收缩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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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需 ７～１０ｍｉｎ，甚至更长。
２．３　骨骼

骨骼是海绵动物的典型特征，由其支持着柔软的身体，是分类的重要依据之一。 骨骼具

有保护、支持身体的功能。 海绵动物骨骼中有骨针和海绵丝（ｓｐｏｎｇｉｎｆｉｂｅｒ）两种类型，或散

布中胶层，或突出于体表，或构成网状骨架。 骨针依据化学成分可分为钙质、硅质的骨针，海
绵丝属于一种纤维状骨骼，它由硬蛋白（ｓｃｌｅｒｏｐｒｏｔｅｉｎ）组成；依据形态可分为单轴骨针、三轴

骨针、四轴骨针、五轴和六轴骨针、多轴骨针和球状骨针等（图 ３-７）。 这些骨骼都是由中胶层

变形细胞特化形成的造骨细胞分泌而成。单轴的钙质骨针是由一个造骨细胞分泌形成的，骨
针形成时，造骨细胞核先分裂，并在双核细胞的中心出现一个有机质的细丝，然后围绕这一

细丝沉积碳酸钙，随着骨针的逐渐增长，双核细胞也分裂成两个细胞，并分别加长骨针的两

端， 后形成单轴的骨针。同样，三轴骨针由 ３个造骨细胞聚集在一起；海绵丝是由较多造骨

细胞联合形成，先由少数细胞形成分离的小段，然后再愈合成长的海绵丝。

图 ３-７　海绵动物的骨针类型和骨骼形成（仿各家）
Ａ．钙质骨针； Ｂ．硅质骨针； Ｃ．海绵丝 ； Ｄ－Ｇ．单轴骨针的形成； Ｈ－Ｍ．三轴骨针的形成； Ｎ．钙质分泌细胞；

Ｏ．淡水海绵单轴骨针； Ｐ、Ｑ．海绵丝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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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生殖及发育

海绵动物的生殖可分为无性生殖和有性生殖两种。

图 ３-８　淡水海绵的芽球（仿 Ｈｙｍａｎ）

无性生殖：以出芽（ｂｕｄｄｉｎｇ）生殖为主，且
大多发生在海洋种类中。 出芽时亲体的变形细

胞由中胶层迁移到身体的顶端表面聚集成团，
此后发育成小的芽体，随后脱落逐渐长成新的

海绵，或与母体相连形成群体。 芽球（ｇｅｍｍｕｌｅ）
形成（图 ３-８）是另一种无性生殖，所有淡水海绵

和部分海洋种类都能形成芽球。 形成时中胶层

内一部分变形细胞经多次分裂后形成胚体，当
这些胚体细胞充满营养物质后，就在胚体表面

分泌出很厚的保护膜，膜中间通常具骨针，使芽

球具很强的抵抗恶劣环境的能力。 海绵体内可形成许多芽球，当外界环境条件适宜时，芽球

内细胞通过微孔（ｍｉｃｒｏｐｙｌｅ）释出，再形成新个体。 再生（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也属于海绵动物无性

生殖方式。如把海绵切成小块，每块都能独立生活和继续长大。如果进一步将一种海绵组织

捣碎得更细小，过筛后混合在一起，那么这些细小组织块还能重新再生形成新的海绵个体。
即使有人将不同种类海绵动物的组织块混合在一起培养， 后都能按各自的细胞群排列和

聚合，并逐渐形成各自新的个体。 后来有人用实验证实，海绵细胞表面有一种大分子的糖蛋

白，是海绵动物细胞的识别分子，它具有种的特异性，所以同种细胞相聚合，不同种的细胞相

分离，正是这一同种海绵细胞的聚合能力，才促使它再生或组成新的个体。
有性生殖：海绵动物大多数虽为雌雄同体，但都为异体受精。 精子和卵来自中胶层变形

细胞分化的生殖细胞。卵细胞较大，能在中胶层内移动；精子尾部形成后就进入鞭毛室，再经

中央腔、出水口到外界水体中，并与水流一起流进同种类、不同个体的海绵体内并与卵结合

为受精卵。合子在中胶层内发育，卵裂为不等全裂，当分裂至 １６ 个细胞时，胚胎呈扁盘状。以
后其中 ８个细胞分裂速度很快并长出鞭毛，相当于其他多细胞动物胚胎的小分裂球，小细胞

的鞭毛向着囊胚腔；另外 ８个细胞暂不分裂，相当于大分裂球。 不久在胚胎大分裂球的一端

形成一个开孔。 后来整个囊胚由这个开孔倒翻出来，于是小细胞的鞭毛转向体外，结果形成

了海绵的两囊幼虫（ａｍｐｈｉｂｌａｓｔｕｌａ）。 幼虫的大部分都为细长的鞭毛细胞，大细胞很少，从开

始分裂到大细胞占有幼虫体积一半时，即停止分裂。 此后具鞭毛的小细胞向着腔内陷入，同
时大细胞被包在外面，直到此时，幼虫已在母体中长成，此后通过水沟排至体外，在水中自由

游泳，并以小细胞陷入的开口处附着在水下物体上， 终发育为成体。
海绵动物胚胎发育中囊胚期的鞭毛细胞，在一般多细胞动物的胚胎发育中将来都分化

为成体的外胚层，但海绵动物却分化为成体的内层细胞（即胃层），囊胚期的大细胞都分化为

内胚层而海绵动物却分化为成体的外层细胞（即皮层），这种发育现象称为逆转（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是其他任何多细胞动物中所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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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９　海绵动物的胚胎发育（仿各家）
Ａ－Ｄ．分别示受精卵，８、１６、４８ 细胞期 ； Ｅ、Ｆ．囊胚期（切面观）； Ｇ．囊胚的小细胞向囊腔生出鞭毛（切面观 ）；

Ｈ、Ｉ．大细胞一端形成一开孔，并向外包 ，里面的变成外面，于是具鞭毛的小细胞位于表面 （切面观 ）；
Ｊ．两囊幼虫（切面观）； Ｋ．两囊幼虫； Ｌ．小细胞内陷； Ｍ．固着 （纵切面 ）

３　海绵动物的分类与演化

海绵动物主要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海洋，从潮间带到 ７０００ｍ深海均有，不少种类为全

球性分布，迄今已知约 １ 万种，依据骨骼的性质分为 ３ 个纲，其特征见表 ３-１。 钙质海绵纲

（Ｃａｌｃａｒｅａ）常见的有白枝海绵（图 ３-１０），体壁薄、无摺叠，单沟系，领细胞连续分布于中央

腔。毛壶，长圆筒形，两端较细，中部较粗似壶状，上端开口，一端固着于海边岩石或其他植物

上，由于无数钙质骨针向外露出而使身体外边呈现毛状。 六放海绵纲（Ｈｅｘａｃｔｉｎｅｌｌｉｄａ）常见

的有偕老同穴（E up lectella）（图 ３-１０），体呈柱形或花瓶状，后端有硅质丝插于深海软泥中，
其中央腔内常寄居 １对俪虾（Sp ong icola），终生不再外出，因此得名。 拂子介（H yalonem a），
小骨针呈双盘形，两端具钩，身体呈杯状或筒状，前端特别宽大，呈漏斗状，以身体的基部固

着，或以基部伸出的骨针束插于海底。（图 ３-１０）。寻常海绵纲（Ｄｅｍｏｓｐｏｎｇｉａｅ）常见的有淡水

海绵，通常无固定的形状，整个群体常受附着的基底、空间、水流等环境因素影响，如附着在

柱上的群体呈筒状，即使相同种类也常因附着的基底不同而形成不同形状的群体。淡水海绵

群体的体积一般较大， 大群体的直径可达 １ｍ，高度能达 ２ｍ。 许多种类广泛分布于世界各

地湖泊、溪流中，附着在树枝、石块等处，它们大量繁殖往往造成水下管道堵塞，或使网箱养

殖的网孔封闭，影响网箱内外水流的交换，使养殖的鱼、贝类窒息死亡。沐浴海绵，群体，体积

大，多呈圆形，表面皮革状，色暗，无骨针，但具海绵丝构成的网状骨骼，故柔软而有弹性，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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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品可用作沐浴，故名（图 ３-１０）。
表 ３-１　海绵动物不同纲特征的比较

纲名 体形 鉴别特征 分布

钙质海绵纲 体色灰暗，体形小 单轴、三轴或四轴型钙质骨针，单、双或复沟系 浅海

六放海绵纲
体色白，体形大，单体，常对

称
六放（辐）硅质骨针，复沟系，鞭毛室大 深海

寻常海绵纲 体大，不规则
单轴、四轴硅质骨针或角质海绵丝，复沟系，鞭毛

室小
海洋或淡水

图 ３-１０　海绵动物的体表种类（仿各家）
Ａ．白枝海绵； Ｂ．毛壶； Ｃ．偕老同穴； Ｄ．拂子介； Ｅ．沐浴海绵； Ｆ．淡水海绵

　　海绵动物是古生代以前早已存在的古老动物，虽历经漫长岁月，但改变不多。 它们和其

他多细胞动物的关系由于在构造和发育上有许多不同之处，如胚胎发育时的逆转现象、成体

构造的特殊性等，因而是非常特殊的动物门类。由于海绵动物具有与原生动物领鞭毛虫相似

的领细胞，因此有学者认为海绵动物是很早由原始的群体领鞭毛虫发展而来，由于其发育和

结构的特殊性，被认为是动物系统发育中的一个盲支。

４　海绵动物小结

海绵动物是 原始的多细胞动物，单体或群体，在水中营固着生活，体制不对称或辐射

对称。体壁由皮层、中胶层和胃层组成。身体多孔，具水沟系，借助水流在体内的流动由领细

胞完成摄食和细胞内消化，并由其承担呼吸、排泄和调节水盐平衡。具钙质、硅质的骨针和角

质的海绵丝。无性生殖方式有出芽生殖、芽球形成和再生；有性生殖为精卵结合，发育过程具

两囊幼虫时期，成体时大分裂球位于外侧，小分裂球在内侧，与其他多细胞动物发育相反，称
逆转现象 一般认为海绵动物是多动物系统发展中的一个侧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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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４ 章　刺胞 动物门 （Ｃｎｉｄａｒｉａ）

１　刺胞动物的主要特征

水螅（H yd ra）、海蜇（R hop ilem a）、红珊瑚（C orallium ）等动物，长期来归属于腔肠动物门

（Ｃｏｅｌｅｎｔｅｒａｔａ），但目前在学术专著和国外教科书中，“腔肠动物”是指具二胚层、原肠腔

（ｃｏｅｌｅｎｔｅｒｏｎ）特征的动物类群。它们包括以下两个动物门类：以水螅等动物为代表的刺胞动

物门（Ｃｎｉｄａｒｉａ）和以侧腕水母（P leurobranchia）为代表的栉水母动物门（Ｃｔｅｎｏｐｈｏｒａ）。 刺胞

动 物在 两个 胚 层 和原 肠 腔 的基 础 上，还 具 动 物界 特 有 的标 志 性 特 征—— 刺 细 胞

（ｃｎｉｄｏｂｌａｓｔ），以执行攻击和防卫的功能。
海绵动物由于胚胎发育过程中具有特殊的逆转现象，属于动物演化上的一个侧支，而刺

胞动物则是真后生动物（Ｅｕｍｅｔａｚｏａ）的开始，在动物进化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他高等

多细胞动物都经过这一阶段发展而来。刺胞动物的进化性特征主要表现在：出现了内外胚层

的分化，其内胚层来自胚胎植物极的大分裂球，外胚层来自动物极小分裂球，与高等多细胞

动物内、外胚层来源一致；细胞分化进一步增强，如产生了感觉细胞、神经细胞、皮肌细胞，并
出现了简单的组织分化，如产生了上皮组织、神经组织等；出现了原始的消化腔，细胞内、细
胞外消化同时并存，但消化后的残渣由仍由口排出，故刺胞动物的口兼有摄食和排遗的功

能；体制为辐射对称（ｒａｄｉａｌｓｙｍｍｅｔｒｙ）——通过身体的中轴，有许多切面可以把身体分为 ２
个相等的部分，或两辐射对称（ｂｉｒａｄｉａｌｓｙｍｍｅｔｒｙ）——通过身体的中轴只有相互垂直的两

个切面可以将身体分成相等的两半。这种体制形式与其固着或漂浮生活方式相适应；刺胞动

物有的是单体，有的则为群体生活，其体型随不同类群发生变化，一般可分为水螅型

（ｈｙｄｒｏｉｄｔｙｐｅ）、水母型（ｍｅｄｕｓａｔｙｐｅ），有的更为复杂，或水螅、水母型两者兼有，或交替出现。

２　刺胞动物的生物学

２．１　体壁结构与细胞分化的多样性

以水螅（H yd ra）为代表的刺胞动物的体壁，由内、外胚层及中胶层组成（图 ４-１）。其中中

胶层由内、外胚层细胞分泌的胶状物质构成，电镜下可见很多纵横交错的小纤维细丝（图
４-２），也有其他细胞的突起伸入其中。 中胶层犹如具弹性的骨骼，对身体起支持作用。 内、外
胚层中的细胞已发生了明显的分化，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皮肌细胞（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ｏｍｕｓｃｕｌａｒｃｅｌｌ）：这种细胞既属于上皮，也属于肌肉的范畴，显示其分



图 ４-１　水螅体壁的显微和超微结构示意图（仿各家）
Ａ．显微结构； Ｂ．超微结构

图 ４-２　桃花水母体壁中胶层超微结构示小纤维（作者原图）
（横断面上可见小的圆点，纵断面上可见长的细丝）

化的原始性。皮肌细胞一般形状呈“⊥”形，其基部靠中胶层一边，向两个方向伸延，其中有数

条肌原纤维（ｍｙｏｎｅｍｅ）（图 ４-３）。 皮肌细胞基部的长轴以相互垂直的方式分布于内、外胚层

中，分别称为内皮肌细胞和外皮肌细胞，其中前者又称营养肌肉细胞（ｎｕｔｒｉｔｉｖｅｍｕｓｃｕｌ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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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３　皮肌细胞及肌原纤维示意图（仿 Ｈｙｍａｎ）

ｃｅｌｌ），它同时具有营养和收缩的机能。 这

类细胞通常在其游离的顶端具 ２ 条鞭

毛，由于鞭毛的不断摆动能激动水流，同
时也能伸出伪足吞食食物，细胞内常常

有不少食物泡，其基部的肌原纤维，沿体

轴或触手呈环形排列，收缩时可使身体

或触手变细，在口周围的肌原纤维还有

括约肌的作用；外皮肌细胞在外胚层数

量 多，其基部的肌原纤维沿体轴或触

手呈纵行排列，收缩时可使身体或触手变短。 虽然皮肌细胞基部具有肌原纤维，但在不同种

类中，有的皮肌细胞上皮成分较发达，细胞呈扁平状，肌原纤维呈单向排列，或者是 ２排肌原

纤维相互垂直排 列；有的上皮成 分并不发达，但 肌原纤维发达，从而演变成肌 细胞

（ｍｙｏｃｙｔｅ），特别是钵水母类和珊瑚虫类，肌原纤维已从皮肌细胞中分离形成独立的一层肌

纤维，并可分为横纹肌、斜纹肌及平滑肌。刺胞动物的肌原纤维也都由粗、细不同的蛋白丝组

成，其结构与高等动物的肌球蛋白（粗丝）和肌动蛋白（细丝）相似，收缩机理也相似（图 ４-４）。

图 ４-４　刺胞动物上皮细胞的类型（仿 Ｃｈａｐｍａｎ）
Ａ．上皮成分不发达 ，肌原纤维沿细胞长轴分布 ； Ｂ．上皮细胞基部只伸出 １个突起 ； Ｃ．上皮细胞基部伸出 ３个突起；

Ｄ．上皮成分发达 ，呈圆柱状 ，周围有若干平滑肌环；
Ｅ、Ｆ．上皮成分发达 ，其中 Ｅ扁平状肌原纤维单向排列，Ｆ肌原纤维垂直排列

腺细胞（ｇｌａｎｄｃｅｌｌ）：是一种具有分泌功能的上皮细胞，因而也称分泌细胞（ｓｅｃｒｅｔｏｒｙ
ｃｅｌｌ），在内、外胚层都有分布。 在固着种类，多集中于基盘（ｂａｓａｌｄｉｓｃ或 ｐｅｄａｌｄｉｓｃ）。 在触手

（ｔｅｎｔａｃｌｅ）表皮层中，腺细胞也特别发达，其分泌物有助于刺胞动物的附着和捕食；有些种类

的腺细胞还可分泌角质或钙质，形成几丁质的围鞘或石灰质外骨骼，如一些水螅型群体及珊

瑚虫类，海洋中珊瑚岛礁中 基本的组成部分就是珊瑚的骨骼；在原肠细胞层也含有许多腺

细胞，内含大量分泌颗粒，它们可以转化成消化酶，以进行食物的细胞外消化（图 ４-１）。
间细胞（ｉｎｔｅｒｓｔｉｔｉａｌｃｅｌｌ）：是一种尚未分化的细胞，类似高等动物的干细胞，由它转化为

其他类型的细胞，如腺细胞、刺细胞、生殖细胞等等。间细胞呈圆形，体积小，一般成堆分布于

上皮细胞之间，靠近中胶层处（图 ４-１）。
感觉细胞（ｓｅｎｓｏｒｙｃｅｌｌ）：细胞呈长形，垂直于体表，在口区和触手处特别丰富，其细胞基

部具很多神经突起，端部具感觉毛，能接受各种刺激，然后经神经突起作用于效应器或细胞

（图 ４-１）。
神经细胞（ｎｅｒｖｅｃｅｌｌ）：细胞小，主要为多极神经细胞，散布于身体各部分近中胶层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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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皮肌细胞基部，平行于体表排列，它们各有几个细长的突起，即神经纤维相互联系，形成神

经网，因而称为网状神经（图 ４-５）。 神经细胞之间的连接，经电子显微镜研究证明，一般是以

突触相连接，但也有非突触连接形式。这些神经细胞又与内、外胚层的感觉细胞、皮肌细胞等

相连接。

图 ４-５　刺胞动物的网状神经示意图（作者）
刺细胞（ｃｎｉｄｏｂｌａｓｔ）：刺细胞来源于未分化的间细胞，其在体内的分布随刺胞动物类群

不同而异。 水螅类（Ｈｙｄｒｏｚｏａ）主要分布于表皮，尤其在口区、触手等部位特别多；钵水母类

（Ｓｃｙｐｈｏｚｏａ）和珊瑚类（Ａｎｔｈｏｚｏａ），除体表外，还分布于消化腔中，以帮助捕食等。 刺细胞是

一种特化的皮肌细胞，电镜下的形态特征是细胞顶端具一个刺针或称刺毛（ｃｎｉｄｏｃｉｌ），伸出

体 表，刺针 （毛）类似于鞭毛，基部也有基粒；刺细胞内有一大的刺丝囊（ｎｅｍａｔｏｃｙｓｔ，或
ｃｎｉｄｅ），其顶端具一盖板（ｌｉｄ），囊中为细长盘卷的刺丝（ｃｏｉｌｅｄｔｕｂｅ）（图 ４-６），刺丝囊把刺细

胞的胞核挤缩在细胞基部；刺丝具微管结构，由中心粒发育而来。 索氏桃花水母刺穿刺丝囊

中的刺丝，在未发射前微管有规律地排在刺丝的外周，中间是一种电子致密物质（图 ４-７），
因此，发射后微管便位于刺丝的中间。刺丝在刺丝囊内有的为无序排列，有的则为有序排列，
其中可围绕在刺丝囊内，也可围绕在刺丝囊外周（图 ４-６，４-７）。 依据刺胞动物刺丝的形态特

征，可分为不同类型的刺丝囊。 已发现在内、外胚层中常见的刺丝囊有数十种之多（图 ４-８），
如水螅类外胚层的穿刺刺丝囊（ｓｔｅｎｏｔｅｌｅ或 ｐｅｎｅｔｒａｎｔ），用以穿刺和释放毒液；卷缠刺丝囊

（ｄｅｓｍｏｎｅｍｅ或 ｖｏｌｖｅｎｔ），不释放毒液，但能缠绕捕获物；黏性刺丝囊（ｇｌｕｔｉｎａｎｔ或 ａｔｒｉｃｈｏｕｓ

ｉｓｏｒｈｉｚａ），通常具有黏着及捕食功能；钵水母类胃囊的胃丝（ｇａｓｔｒｉｃｆｉｌａｍｅｎｔ）中有异刺短基

刺丝囊 （ｈｅｔｅｒｏｔｒｉｃｈｏｕｓｍｉｃｒｏｂａｓｉｃｅｕｒｙｔｅｌｅ）、等刺短基刺丝囊（ｈｏｍｏｔｒｉｃｈｏｕｓｍｉｃｒｏｂａｓｉｃ

ｅｕｒｙｔｅｌｅ）、等细刺刺丝囊（ｈｏｍｏｔｒｉｃｈｏｕｓａｎｉｓｏｒｈｉｚａ）、无细刺刺丝囊（ａｔｒｉｃｈｏｕｓｉｓｏｒｈｉｚａ）等数

种（图 ４-８）。 已从一种海葵（A ip tasia）的胃丝刺丝囊中收集到毒液，是一类属于神经毒素、肌
肉毒素、溶血毒素及坏死性特征的蛋白质。有的刺胞动物的刺丝囊的毒素甚至对人也会造成

麻痹作用，甚至死亡，如海蜇和霞水母（Cyanea）等。
刺胞动物刺丝囊刺丝的排放机制，一般认为由机械及化学刺激的联合作用引起，外界刺

激作用于刺细胞，可促使刺丝囊从周围细胞质中吸收水分，改变囊壁的渗透压，刺细胞随之

收缩，增加刺丝囊内的压力，而引起刺丝排放。 Ｗｅｓｔｆａｌｌ（２００２）发现，海葵刺细胞刺丝的发射

是在外界刺激作用于感觉细胞后，感觉细胞通过突触将信号传递给神经细胞，神经细胞突起

进而将刺激信号传递给刺细胞；或感觉细胞将刺激信号直接通过突触传递给刺细胞， 终导

致刺丝囊刺丝释放。Ｂｅｒｋｉｎｇ和 Ｈｅｒｒｍａｎｎ等人（２００５）则认为，刺细胞被触发时，刺丝囊内会

产生高浓度质子，为保持囊内、外电荷平衡，质子在水中向囊外高速转移，瞬间导致囊内带负

电荷，产生静电排斥，囊壁承受高压，致使刺丝排放，这是第一步也是极快速的一步；为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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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６　水螅刺细胞超微结构模式图（据各家稍改）
Ａ．水螅皮肌细胞内刺细胞立体结构和形成过程； Ｂ．水螅的另一种刺细胞

图 ４-７　索氏桃花水母的穿刺刺丝囊超微结构（作者原图）
Ａ．一种穿刺刺丝囊（× １５００），刺丝围绕在刺丝囊的里面； Ｂ．另一种穿刺刺丝囊（×３０００），示刺丝整齐地围绕在刺丝囊外周

刺丝囊内电荷，水和质子被吸入囊内，致使囊内渗透压升高，于是促使刺丝进一步释放；在整

个过程中，质子的迅速转移致使刺丝囊内外渗透压发生改变，因此，外界 ｐＨ值的变化可使

刺丝内陷或外翻。作者（２００５）发现，索氏桃花水母穿刺刺细胞刺丝囊基部存在数量较多的大

型线粒体，且线粒体嵴均很发达（图 ４-７），说明线粒体正处于生理功能的旺盛期，而线粒体

是细胞主要的能源载体。 因此，刺细胞中大量大型线粒体的存在，可为刺丝的排放提供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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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８　刺胞动物常见的刺丝囊类型（仿各家）
Ａ．穿刺刺丝囊； Ｂ．异刺短基刺丝囊； Ｃ．等刺短基刺丝囊； Ｄ．等细刺丝囊； Ｅ．无细刺刺丝囊； Ｆ．卷缠刺丝囊；

Ｇ．已发射的卷缠刺丝囊； Ｈ．黏性刺丝囊

的能量保证。
２．２　水螅型与水母型世代交替

水螅型和水母型是刺胞动物两种基本的体型，前者营固着生活，后者营漂浮生活（图
４-９）。 通常这两类体型分属刺胞动物生活史的两个不同阶段。 在水螅类的原始种类中，如薮

图 ４-９　刺胞动物的两种基本体型模式（仿 Ｈｙｍａｎ）
Ａ．水螅型； Ｂ．水母型

枝螅（O belia）水螅型与水母型交替出现于生活史中，无性生殖阶段表现为水螅型，有性生殖

阶段为水母型，其中水螅型为具有两种不同生理功能和形态分化的个员组成的群体，有的种

类则更为复杂，具有多种生理功能和形态的个员，这种分工称为多态现象（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简单的 为二态，如薮 枝螅，其整 个群体 基部 固着部 分呈水 平方向 生长的 称为 螅根

（ｈｙｄｒｏｒｈｉｚａ），直立的称为螅茎（ｈｙｄｒｏｃａｕｌｕｓ）。 螅茎可进一步分支，其末端长出营养体

（ｇａｓｔｒｏｚｏｏｉｄ）（也称营养个员）和生殖体（ｇｏｎｏｚｏｏｉｄ）（也称生殖个员）（图 ４-１０）。 前者有口和

触手，具取食与消 化机能。 后者无口与触手，外观呈棒状，其中间具中央茎，即子茎

（ｂｌａｓｔｏｓｔｙｌｅ），能以出芽方式形成许多水母芽；有的较复杂，除了营养、生殖体外还有保护个

员，如贝螅的保护个员呈长形，无口，上面具许多球状突起，称指状体。 复杂的管水母

（Ｓｉｐｈｏｎｏｐｈｏｒａ）可有 ７种个员（图 ４-１１），不同个员的特征和功能如表 ４-１ 所列；钵水母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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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１０　薮枝螅的二态（仿 Ｂｏｏｌｏｏｔｉａｎ）

母型发达，水螅型不发达或完全消失；珊瑚类水母型不复存在，只有水螅型，因而没有世代交

替。
表 ４-１　刺胞动物的各种个员

个员名称 特 征 作 用

浮囊体 一种变形的水母体，其内充满气体 漂浮

游泳体或泳钟 水母状，具缘膜，无口、触手及垂唇 运动

叶状体 扁平似叶，体形很小，外具很厚的胶质 保护与漂浮

营养体 呈水螅状，具口和细长触手 取食和消化

指状体 指状，具一甚长的触手，无口 防卫和捕食

生殖体 呈子囊状或水母状，无口和触手 生殖

触手 细长，数量多 防卫和捕食

水螅型与水母型的外形特征虽然差别较大，但基本构造依然相同，都由内、外胚层与中

胶层组成，不过后者的中胶层特别发达（图 ４-９）。 水螅类中的水母一般称为水螅水母，个体

通常较小， 大特征是伞的边缘向内侧突出，形成缘膜（ｖｅｌｕｍ），触手中空并与消化腔相通，
辐管（ｒａｄｉａｌｃａｎａｌ）只有 ４条，有环管（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ｃａｎａｌ）与其互通；钵水母类中的水母通常是一

些大型的水母，无缘膜构造，触手实心，其他构造远较水螅水母复杂，如辐管数量众多，这类

水母称为钵水母，可简称水母（图 ４-１２）。 珊瑚类的水螅体，无论是单体还是群体，其构造均

十分复杂，以海葵为例，口向消化腔凹陷，形成口道（ｓｔｏｍｏｄａｅｕｍ），在口道两端各有一口道

沟（ｓｉｐｈｏｎｏｇｌｙｐｈ），内有纤毛分布。 在口道壁（外胚层来源）与体壁之间具宽、窄不同的隔膜

（ｓｅｐｔａ或 ｍｅｓｅｎｔｅｒｙ），隔成许多小室，隔膜的作用主要为支持并增加消化面积。 依据隔膜的

宽度可分为初级隔膜 （ｐｒｉｍａｒｙｓｅｐｔａ）、次级隔膜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ｓｅｐｔａ）、三级隔膜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
ｓｅｐｔａ）。 初级隔膜 先形成，并与口道壁相连，一般仅 ６对，其中两对位于口道沟方向，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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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１１　刺胞动物的多态图（据各家稍改）
Ａ．贝螅的多态； Ｂ．管水母的多态 （局部）； Ｃ．僧帽水母的多态； Ｄ．双生水母的多态； Ｅ．帆水母多态

图 ４-１２　水螅水母和钵水母的基本结构模式图（仿各家）
Ａ．水螅水母； Ｂ．钵水母

３８第 ４ 章　刺胞动物门（Ｃｎｉｄａｒｉａ）



指向隔膜（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ｓｅｐｔａ）；次级隔膜较窄，成对发生在初级隔膜之间，也为 ６ 对，与口道不

相连；三级隔膜在初级与次级隔膜之间，共 １２ 对。有的种类甚至还可有四级、五级隔膜等（图
４-１３）。 在隔膜游离的边缘具隔膜丝（ｓｅｐｔａｌｆｉｌａｍｅｎｔ），它沿隔膜的边缘下行，一直至消化循

环腔的底部，有的达底部时还形成游离的线状物称为枪丝（ａｃｏｎｔｉｕｍ），其中含有丰富的刺细

胞，当动物收缩时经常由口或壁孔射出，因而具防御及进攻的机能。 隔膜丝主要由刺细胞和

腺细胞构成，能杀死摄入体内的捕获物，并由腺细胞分泌消化液，行细胞外消化和细胞内消

化（图 ４-１４）。 在较大的隔膜上都有一纵向肌肉带称为牵缩肌（ｒｅｔｒａｃｔｏｒｍｕｓｃｌｅ），也可称为

肌旗（ｍｕｓｃｌｅｂａｎｎｅｒ）或肌束（ｍｕｓｃｌｅｂａｎｄ），隔膜和肌旗的排列是珊瑚类动物分类的依据

之一。

图 ４-１３　海葵的结构示意图（据各家修改）
Ａ．海葵整体局部纵切； Ｂ．过口道横切； Ｃ．过消化腔横切

２．３　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

刺胞动物的神经系统是动物界 原始的神经系统—— 网状神经系统（ｎｅｔｎｅｒｖｏｕｓ

ｓｙｓｔｅｍ）。 由于神经细胞可向各个方向传导刺激，因而也称漫散神经系统（ｄｉｆｆｕｓｅｎｅｒｖｏｕｓ

ｓｙｓｔｅｍ）。 水螅型只有一个简单的表皮神经网（图 ４-１５），但大多数刺胞动物在消化腔基部还

有一个神经网，这两个神经网或具纤维相联系，或完全独立。水母型神经结构复杂，如水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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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１４　海葵的隔膜和隔膜丝（据 Ｈｙｍａｎ稍改）
Ａ．隔膜横切 ； Ｂ．隔膜丝放大

母，除了伞部的神经网之外，伞缘的上皮神经细胞分别在伞缘的上、下面集中形成两个神经

环（图 ４-１５）。 钵水母多数缺少这种神经环，但在伞缘集中形成 ４～８个神经节。

图 ４-１５　水螅和水螅水母的神经网示意图（仿各家）
Ａ．水螅的表皮神经网； Ｂ．水螅水母神经系统结构

Ｗｅｓｔｆａｌｌ等（１９７１）证明水螅及其他刺胞动物在神经元之间、神经元与效应器之间存在

突触传递（ｓｙｎａｐｔｉｃ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轴突的末端具有突触小泡（ｓｙｎａｐｔｉｃｖｅｓｉｃｌｅ），而树突的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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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不存在。传导时，突触小泡释放乙酰胆碱引起后一个神经元的兴奋，冲动传出之后，乙酰胆

碱被神经末梢表面的胆碱酯酶水解成胆碱及乙酸而解除激活作用。 此后又发现刺胞动物的

突触传导分为两种类型，一类为对称性传导（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即两个或多个神经

末端有突触小泡，因而神经冲动可以同时向两个或几个方向传递，这种传导也称非极性传导

（ｎｏｎｐｏｌａｒｉｚｅｄ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刺胞动物的非极性传导非常普遍；另一类为不对称传导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即神经元只有一个末端具突触小泡，神经冲动只能向一个方

向传导，因此又称有极性传导（ｐｏｌａｒｉｚｅｄ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有人认为，具两个神经网的刺胞动

物，其中一个神经网是由多极神经元形成的非极性传导，也就是慢传导系统；另一个是由双

极神经元形成的极性传导，也就是快传导系统。

图 ４-１６　水螅水母平衡囊变化示意图（据 Ｓｉｎｇｌａ改绘）
Ａ．水平状态示平衡石与纤毛未接触； Ｂ．倾斜状态示平衡石与纤毛接触

水螅型个体缺少明显的感觉器官，其感觉细胞可分布全身，尤以触手和口区较为丰富。
水母型个体在伞缘具有丰富的感觉细胞或感觉器官。 感觉器官包括眼点（ｏｃｅｌｌｕｓ）及平衡囊

（ｓｔａｔｏｃｙｓｔ＝ｓｔａｔｏｃｙｔｅ）。 眼点由感觉细胞构成的杯状体，内具色素颗粒分布，对光线具正趋

性，或具负趋性。 前者在有光时游向水面，后者在无光或弱光情况下浮向水面。 平衡囊在水

螅水母中结构简单，在缘膜基部或下伞面的外神经环处形成一个小囊，囊内壁具有感觉细

胞，细胞上也有纤毛。 囊的底部具一钙质结石，称为平衡石（ｓｔａｔｏｌｉｔｈ），这是一种重力感受

器。水螅水母处于水平和倾斜时，平衡石与感觉细胞的纤毛接触情况不同。当与纤毛接触时，
可刺激纤毛细胞产生动作电位，这时抑制了该侧肌肉纤维的收缩，通过肌肉收缩调整身体使

其恢复水平位置（图 ４-１６）。钵水母的平衡囊结构更为复杂，在钵水母伞缘具 ４ 个或 ８个触手

囊（ｔｅｎｔａｃｕｌｏｃｙｓｔ），这是它们的神经感觉中心，具有感受光线、重力和化学物质的功能。 触手

囊由环管向外延伸形成一中空的小盲管，其末端具内胚层分泌的钙质平衡石（图 ４-１７）。 外

伞缘在平衡囊上端延伸形成笠（ｈｏｏｄ），以保护及遮盖下面的平衡囊。 水母中还有感觉棍

（ｒｈｏｐａｌｉｕｍ），其两侧具感觉棍缘瓣（ｒｈｏｐａｌｉａｌｌａｐｐｅｔ）（图 ４-１７），其上具感觉细胞及纤毛。 当

水母倾斜时，端部的平衡石与感觉纤毛受到刺激而引起运动，以调节身体的平衡。 在水母触

手囊中还有外胚层来源的小眼（ｏｃｅｌｌｕｓ）。原始的仅为表皮细胞内陷形成的一个小窝，其中分

布有色素及感觉细胞；复杂的具网膜状的感觉细胞及晶体。 在触手囊上、下伞面具有一个表

皮内陷形成的内感觉窝（ｓｅｎｓｏｒｙｐｉｔ），属于一种化学感受器（图 ４-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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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１７　刺胞动物的感觉器官（仿各家）
Ａ．水母伞边缘示感觉器和缘瓣； Ｂ．海月水母的感觉棍和感觉棍缘瓣 ；

Ｃ．触手囊纵切示笠和各感觉区 ； Ｄ．水母的小眼纵切

２．４　消化、呼吸和排泄

刺胞动物均为肉食性动物，常以浮游动物，如小型甲壳类、多毛类，有时甚至以小型鱼类

为食。 刺胞动物的摄食过程由食物的机械刺激和化学刺激引起。 这些刺激可引起触手的伸

长，继而引起刺丝囊的释放——或缠绕、或麻痹、或毒杀捕获物，再将其送入口中。 刺胞动物

口区的腺细胞特别发达，其分泌物有利于食物的吞咽，一旦进入原肠腔后，消化循环腔的腺

细胞就开始分泌蛋白酶，分解、消化食物使之形成许多小块物质，同时通过消化循环腔内皮

肌细胞鞭毛的运动，使食物进一步与消化酶混合并消化为多肽，这一过程属于刺胞动物细胞

外消化。此后，就开始细胞内消化，内皮肌细胞的伪足吞噬食物颗粒，在细胞内形成很多食物

泡，小分子的营养物质通过扩散作用输送到全身各处。钵水母类和珊瑚类动物的消化腔结构

较为复杂（图 ４-１３，１４，１８），钵水母在下伞中央的垂唇末端向外延伸，形成 ４ 个或 ８ 个口腕

（ｏｒａｌａｒｍ），口腕具捕食功能。口腕与胃腔相通，它向外延伸形成 ４个胃囊。胃囊之间具隔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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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ｐｔｕｍ），上有小孔，可使胃囊之间互相沟通，以帮助液体物质的循环流动。 胃腔内还有环

管，及与此相通的各种辐管，如海月水母具 ４ 条由口腕方向伸向伞缘的有分支的正辐管

（ｐｅｒｒａｄｉａｌｃａｎａｌ），由胃囊方向伸向伞缘的 ４ 条有分支的间辐管（ｉｎｔｅｒｒａｄｉａｌｃａｎａｌ），及位于

正辐管与间辐管之间的 ８ 条不分支的从辐管（ａｄｒａｄｉａｌｃａｎａｌ）。隔板上具隔板肌，其内缘具内

胚层起源的胃丝（ｇａｓｔｒｉｃｆｉｌａｍｅｎｔｓ）；珊瑚胃腔被许多隔膜分隔成许多小室，隔膜上具隔膜

丝（图 ４-１３，１４）。 这些胃丝和隔膜丝中含有大量的刺细胞及腺细胞，因此它们能将吞入的活

物在胃腔中 后杀死并消化。消化后的营养物质通过各种管道输送到身体各部分，未消化的

食物残渣，仍由口排出。 糖原及脂肪是刺胞动物主要的贮存物质。

图 ４-１８　钵水母类的消化系统结构（仿各家）
Ａ．十字水母胃囊横切； Ｂ．海月水母口面观

刺胞动物虽然尚无专职的呼吸器官，但其体表的表皮组织可承担呼吸功能，表皮细胞直

接与水接触，可进行体内、外气体的交换；另一方面原肠腔内由于鞭毛的摆动或身体的伸缩，
可使环境中的含氧水流入体内，把代谢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通过口排出而行使呼吸功能，
因此，刺胞动物的内、外两层细胞都能参与呼吸作用。刺胞动物也无专职的排泄器官，与呼吸

作用一样主要也由体表和原肠壁的皮肌细胞执行排泄功能，刺胞动物主要的含氮废物为氨，
占 ７７％～１００％之多。
２．５　骨骼

珊瑚类中大多数种类都能形成骨骼，其形态、成分、形成方式与产生部位在不同类群中

有所不同。大多数珊瑚的骨骼由外胚层细胞分泌而成，有的外胚层细胞移入中胶层分泌角质

或石灰质的骨针或骨片，它们或存在于中胶层或突出于虫体表面，如海鸡冠（A lcy onium ）和
海鳃（P ennatula）；有的小骨片连接成管状的骨骼，如笙珊瑚（T ubip ora）；有的则愈合成中轴

骨，如红珊瑚（C orallium ）。珊瑚骨骼的增长速度由不同种类及环境决定。通常在相同的条件

下，块状珊瑚，如脑珊瑚（M eand rina）增长缓慢，每年仅增加 ０．５～２ｍｍ厚度，而枝状珊瑚，
如鹿角珊瑚（M ad rep ora＝A crop ora）增长较快，一般每年增加 １０～２０ｃｍ。

我国南海诸岛，如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等几乎全由生活在热带浅海中的珊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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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骨骼堆积形成。 这些珊瑚称为造礁珊瑚。 在这些造礁种类的内胚层细胞中共生着虫黄藻

（Z oox anthella）和虫绿藻（Z oochlorella），它们在珊瑚内胚层细胞中的密度很大，估计每立方

毫米的珊瑚胃层细胞内有 ３×１０４ 个这些藻类。 这种珊瑚与藻类的共生关系对双方都很重

要，珊瑚为藻类提供了良好的生活环境及保护屏障，藻类可从珊瑚体内获得其生长发育所必

需的碳、氮、硫等物质，而这些都是珊瑚的代谢废物；珊瑚则靠藻类补充氧气和葡萄糖等碳水

化合物，从而加速珊瑚骨骼的生长。 如果没有这些共生的藻类，珊瑚代谢过程中所产生的大

量二氧化碳会阻碍其骨骼的增长。实验证明有共生藻类的珊瑚比没有共生藻类的珊瑚，或虽

有共生藻类但在黑暗环境下的珊瑚，其骨骼的积累要快 １０倍以上。因此，共生藻类是珊瑚造

礁不可缺少的生态条件之一。
２．６　生殖、发育

刺胞动物中无性生殖和有性生殖十分普遍。

图 ４-１９　水螅的出芽生殖（仿各家）
Ａ．出芽生殖和精、卵巢 ； Ｂ．成熟卵； Ｃ．已形成的胚壳

无性生殖主要为出芽生殖，尤其在水螅型

更为常见。如水螅出芽时，先从身体体壁及消化

腔向外突出，再长出触手和口形成芽体（图 ４-
１９），以后芽体与母体分离即形成新的个体。 然

而薮枝螅新形成的芽体与母体不分离，则形成

群体。此外也可通过分裂方式进行无性生殖，主
要也发生在水螅型，如海葵的纵分裂，钵水母幼

体的横分裂。通常水螅型具有很强的再生能力，
如将水螅切成多段，条件合适时每段均可再生

成一个新个体。
有性生殖出现于多数水螅型及所有水母型

种类。刺胞动物中绝大多数为雌雄异体，包括异

群体。生殖细胞来源于间细胞，然后迁移到固定

的位置形成生殖腺。 其中水螅类生殖腺来自表

皮层（外胚层）如水螅。水螅水母的生殖腺位于辐管下或垂唇周围，也都来源于表皮层的间细

胞；钵水母类的生殖细胞来源于胃层（内胚层），位于胃囊底部；珊瑚类的生殖细胞也来源于

内胚层，在胃腔的隔膜上发生。刺胞动物虽有生殖腺，但尚不具生殖导管等构造，精子与卵子

由体壁破裂后排出，或由口排至体外。生殖细胞排出后，有的种类在海水中受精，有的在垂管

的表面或在胃腔中受精。卵裂方式属于完全卵裂之一的辐射型卵裂（见第 ２章）。之后形成中

空的囊胚，囊胚表面具纤毛，能自由游动，称为实囊幼虫（ｐａｒｅｎｃｈｙｍｕｌａ），不久经移入法或内

陷法形成原肠胚。 水螅从受精卵分裂直至原肠胚形成，全在体壁中进行，胚胎外包以几丁质

的厚壳，壳上常具突起，不久脱离母体沉入水底，到翌年春天继续发育，形成一个新的个体。
水螅没有幼虫阶段，属直接发育（图 ４-１９）。 大多数刺胞动物为实心的原肠胚，表面被有纤

毛，能自由游动，称为浮浪幼虫（ｐｌａｎｕｌａ）（图 ４-２０）。 该幼虫早期大多数无口及消化腔，在水

中游动一段时间后，其一端固着在水下岩石或其他物体上， 后发育成为水螅型个体，或再

经出芽生殖形成群体或以无性生殖的方式产生水母体。但大洋漂浮生活的钵水母类，没有固

着生活阶段的幼虫，它们或是直接发育，如游水母（P elag ia）等（图 ４-２７），或是幼虫留在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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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２０　浮浪幼虫（仿各家）
Ａ．中空的浮浪幼虫 ； Ｂ．实心的浮浪幼虫

的胃腔内发育成熟后再到海水中，如霞

水母（Cyanea）（图 ４-２７）。
２．７　生活史

刺胞动物的生活史有的较为简单，
虽具无性、有性两种生殖方式，但并不交

替出现；有的却非常复杂，不仅无性生殖

和有性生殖交替发生，而且体型也会出

现水螅型和水母型的变化，它们需要有

规律地相互交替发生，而且两者缺一不

可。 水螅纲中的薮枝螅和钵水母纲中的

海月水母（A urelia aurita）是世代交替非常典型的代表种类。
薮枝螅群体中的生殖个员，即生殖体（ｇｏｎａｎｇｉｕｍ）成熟后，其子茎（ｂｌａｓｔｏｓｔｙｌｕｓ）以出芽

的方式产生许多水母芽，它们成熟后脱离子茎，由生殖鞘（ｇｏｎｏｔｈｅｃａ）顶端的开口释出水螅

水母，在海水中营自由生活，其结构简单，大小只有 １～２ｍｍ，外形如伞，伞边缘具一圈环状

缘膜，及很多细小的触手。 水螅水母雌雄异体，精子和卵成熟后在海水中受精。 受精卵分裂

发育，并以内移的方式形成实心的原肠胚，其表面密生纤毛，成为浮浪幼虫。它在水中游动一

段时间后，固着下来，并以出芽方式发育为水螅型群体（图 ４-２１）。

图 ４-２１　薮枝螅生活史图（据 Ｂａｒｎｅｓ修改）
海月水母雌雄异体，精、卵在海水中受精，或在口腕处受精。受精卵经囊胚期发育为浮浪

幼虫，经一段时间自由游泳后用其前端固着在物体上，先发育为水螅状幼虫，称为钵口幼虫

（ｓｃｙｐｈｉｓｔｏｍａ），以后由其顶端到基部进行横裂生殖（ｓｔｒｏｂｉｌａｔｉｏｎ），产生横裂体（ｓｔｒｏｂｉｌａ）。此
后，横裂体由其顶端开始顺次脱离母体而形成碟状幼虫（ｅｐｈｙｒａ），它可在海中生活一至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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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部横裂体脱落之后，还可重新形成钵口幼虫，这是海月水母的无性生殖时期。碟状幼虫

体形小，边缘具很深的缺刻，长大后成为水母型成体 （图 ４-２２） 。

图 ４-２２　海月水母生活史（据 Ｂａｒｎｅｓ修改）

图 ４-２３　壮丽水母的生活史（仿 Ｂａｙｅｒ和 Ｏｗｒｅ）

其他刺胞动物生活史，或缺乏

水螅型阶段，或虽具水螅型，但不

甚发达。 前者如水螅纲硬水母目

（ Ｔｒａｃｈｙｌｉｎａ） 的 壮 丽 水 母

（A g laura），只有水母型，而无水螅

型。水母体的生殖腺位于辐管下的

表皮细胞内，生活史经浮浪幼虫、
辐射幼虫（ａｃｔｉｎｕｌａ）再发育成为成

体水母（图４-２３）。 后者如水螅目

（ Ｈｙｄｒｏｉｄａ） 的 桃 花 水 母

（C rasp ed acusta），水螅 型很不 发

达，仅只有数毫米大小，但水母大

而明显，其直径可达 １．２～２．０ｃｍ。
生活史也经浮浪幼虫阶段，发育为

水螅体，并由其产生水螅水母。 水

母雌雄异体，生殖腺位于辐管之下，共 ４个，成囊状（图 ４-２４）。

３　刺胞动物的分类与演化

３．１　分类

刺胞动物约 １００００ 种以上，除少数种类为淡水生活外，绝大多数种类为海洋生活，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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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２４　桃花水母生活史（据 Ｂａｒｎｅｓ修改）
多数在浅海区，少数为深海种类，按体形和世代交替情况可将刺胞动物分为水螅纲

（Ｈｙｄｒｏｚｏａ）、钵水母纲（Ｓｃｙｐｈｏｚｏａ）和珊瑚纲（Ａｎｔｈｏｚｏａ），它们的主要特征如表 ４-２所列。
表 ４-２　刺胞动物不同纲主要特征的比较

水 螅 纲 钵 水 母 纲 珊 瑚 纲

体 型
只有水螅型或水母型，或水螅

型、水母型交替

水母型发达，水螅型不发达

或不存在
只有水螅型

口 道 无 不发达 发达

缘 膜 存在（水螅水母中） 无 —
隔 膜 无 缺乏或不明显 发达

刺 细 胞 只分布于外胚层 在内、外胚层均存在 同钵水母纲

骨 骼 无 无 绝大多数有

世代交替及

生殖方式

Ａ．无世代交替：
无性：水螅体→芽体→水螅体

有性：水螅体→雌雄配子→合

子→水螅体

Ｂ．具世代交替：
群体→芽→生殖体→水母芽→
水母→雌雄配子→合子→浮浪

幼虫→水螅体→群体

Ａ．无世代交替：
有性：水母→雌雄配子→合

子→浮浪幼虫→水母

Ｂ．具世代交替：
水母→雌雄配子→合子→浮

浪幼虫→螅状幼体→横裂体

→碟状幼体→水母

无世代交替

Ａ．无性生殖：
出芽、二分裂等

Ｂ．有性生殖：
水螅体→雌雄配子→合子→
具纤毛的幼虫→水螅体

生殖腺来源

发育方式

幼虫名称

外胚层

直接或间接发育

浮浪幼虫、辐射幼虫

内胚层

间接发育

浮浪幼虫、螅状幼虫、钵口幼

虫、碟状幼虫

内胚层

直接或间接发育

浮浪幼虫（具口）、蛛形幼虫

生活方式
单体或群体，营固着或漂浮生

活，或两者兼有
单体，漂浮生活 单体或群体，全部固着生活

分布 少数淡水，多数海洋 全部海洋（通常在暖海） 全部海洋 （多在亚热带、热带

浅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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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１　水螅纲

少数生活于淡水，大多数生活在海洋，是刺胞动物中种类多而变化 为复杂的一纲。 一

般为小型的水螅型或水母型；水螅型构造简单，水母型具缘膜，触手基部具平衡囊。大部分种

类有水螅型与水母型世代交替现象，少数种类水螅型发达，无水母型，或水母型不发达；有些

种类水母型发达，水螅型不发达或不存在。 约有 ３７００余种，常见的有：
水螅目（Ｈｙｄｒｏｉｄａ）
通常水螅型世代发达，水母型世代存在，但不发达，或不存在。
本目 常见的是水螅（图 ４-１９），常生活于水流缓慢、具水草的小溪和清洁的池塘，单

体，无世代交替。在环境条件适宜的情况下，水螅出芽生殖十分旺盛，往往一个个体上同时出

现好几个芽体，秋季或环境条件不适宜时就出现有性生殖。 薮枝螅（图 ４-１０，２１）是沿海习见

种类，其群体呈树状，可从几厘米一直长到十几厘米。
硬水母目（Ｔｒａｃｈｙｌｉｎａ）
水母型发达，水螅型通常都很退化或不存在。
桃花水母是惟一生活在淡水的水母，近年来国内不少地区频繁出现，浙江杭州和绍兴等

地出现的属于索氏桃花水母（C．sow erby i）伞径一般为 ８．３～２１．５０ｍｍ，平均值为 １６．９８±
０．３０ｍｍ，触手分为三级，其中一级触手 长共 ４ 条，位于辐管外侧（图 ４-２５）。 钩手水母

（G onionem us）是海产的小型种类，伞径通常为 ７～１１ｍｍ，触手在接近远端处具盘状黏液腺，
并在此处弯曲成一钝角如钩状，故名（图 ４-２６）。

图 ４-２５　索氏桃花水母（作者）
Ａ．侧面观； Ｂ．背面观； Ｃ．腹面观

管水母目（Ｓｉｐｈｏｎｏｐｈｏｒａ）
一般为较大型的营漂浮生活的水母型群体。 虫体由几种变态的水螅型和水母型个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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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２６　钩手水母（仿 Ｍａｙｅｒ）

过共肉联系在一起，彼此分工组成的大型群体。 如僧帽水母

（P hy salia），具一个 １０～３０ｃｍ的浮囊体，靠其浮在海面上，
触手可长达几米，上面的刺细胞很毒，对人的危害性大（图
４-１１，Ｃ）；帆水母，具一帆状的浮囊体，其他个体都在帆的下

面，依靠帆的作用在海面上随风漂流（图 ４-１１，Ｅ）（V elella）。
３．１．２　钵水母纲

全部海洋生活，大多为大型水母类。 水母型世代发达，
水螅型世代退化，常以幼虫形式显现，水母不具缘膜，感觉器

图 ４-２７　游水母和霞水母

Ａ．游水母； Ｂ．霞水母腹面观 ； Ｃ．霞水母侧面观

官为触手囊，其他构造远比水螅水母复杂，
消化循环腔中具胃囊和胃丝等。约有 ２００余
种，常见的有：

旗口水母目（Ｓｅｍａｅｏｓｔｏｍａｅ）
伞部呈碟状、碗状，伞缘具 ８ 个到更多

个缺刻，其中具触手囊。 伞缘具触手，其数

量、形状随种而异。 具口腕，口腕内具纤毛

沟，胃囊伸出复杂的辐射管，环管存在或缺

失。 大部分具有世代交替，几乎世界任何海

洋都有分布，且数量极多。
常见的有海月水母（图 ４-１８，Ｂ）、游水

母、霞水母（图 ４-２７）等。 霞水母伞的直径一

般都在 ５～４０ｃｍ， 大的可达 ２ｍ，为刺胞动

物中体形 大的种类，通常伞部都有美丽的

颜色，有的还有斑点或条纹等，有的种类的

生殖腺比伞部更为美丽。
根口水母目（Ｒｈｉｚｏｓｔｏｍａｅ）
伞部呈蘑菇状，或半球状，中胶层特别

厚。 伞缘具触手，４ 个口腕基部相互愈合成

图 ４-２８　两种可食用海蜇（仿各家）
Ａ．海蜇； Ｂ．黄斑海蜇

腕，腕中具分支的细管，形成许多小的吸

口（ｓｕｃｔｏｒｉａｌｍｏｕｔｈ）。 吸口、细管与胃腔

相连。 胃腔中也有辐射管，环管存在或缺

失。 具世代交替，生活于热带和亚热带浅

海中。 海蜇（R hop ilem a esculentum ）和黄

斑海蜇（R．hisp id um ）（图 ４-２８）是本目

的两种代表，均有食用价值。 海蜇生长很

快，四、五月初生的海蜇苗，六月伞的直

径即可达到 １５～１６ｃｍ。 海蜇的伞部和口

腕经过盐和明矾等加工后即成可食用的

海蜇皮和海蜇头。 海蜇营养价值丰富，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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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蛋白质、维生素 Ｂ１ 和 Ｂ２ 等。
３．１．３　珊瑚纲

全部海产，只具水螅型，其构造远比水螅类复杂，具口道、口道沟、隔膜和隔膜丝。单体或

群体，多数具骨骼。 分为两个亚纲，约有 ６１００余种。
八放珊瑚亚纲（Ｏｃｔｏｃｏｒａｌｌｉａ）
群体，通常呈树枝状分支或叶状分支。 触手、隔膜各为 ８个，触手呈羽状分支；口道只有

１个口道沟，其所在的一面即为腹面；肌束面向着腹面。 代表种类有海仙人掌（C avernularia

habereri），海鳃（P ennatula）和红珊瑚（C orallium ）（图 ４-２９）。

图 ４-２９　八放珊瑚的代表种类（仿各家）
Ａ．海仙人掌； Ｂ．海鳃； Ｃ－Ｄ．红珊瑚群体外形和内部结构

六放珊瑚亚纲（Ｈｅｘａｃｏｒａｌｌａ）
单体或群体，触手中空，不分支；口道具 ２ 个口道沟，隔膜成双，肌束相对而生。有些种类

具长在体外的骨骼，由表皮层分泌而成。沿海 习见的是绿疣海葵（A nthop leura m idori）、黄
海葵（A．x anthog ram m ica ）等，单体，无骨骼，常以基盘固着于岩石或其他物体上。 石芝

（ F ung ia），单体，具石灰质骨骼，群体的有菊珊瑚（M eandrina）和鹿角珊瑚（M adrep ora＝
A crop ora）等（图 ４-３０）。
３．２　系统演化

刺胞动物的个体发育一般都需经过一具纤毛，由内、外胚层组成的浮浪幼虫阶段，因而

有理由认为，刺胞动物的祖先是与浮浪幼虫相似的一类动物发展而来。由于浮浪幼虫内胚层

大多是以移入方式产生的，而且开始时是无空腔的实囊幼虫，以后经过内胚层细胞的重新排

列才出现原肠腔，所以这样的浮浪幼虫实际上就是梅契尼柯夫所主张的多细胞动物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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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３０　六放珊瑚的代表种类（据各家稍改）
Ａ．绿疣海葵 ； Ｂ．黄海葵； Ｃ．石芝； Ｄ．菊珊瑚 ； Ｅ．鹿角珊瑚

——吞噬虫，此后逐渐发展成刺胞动物。现存刺胞动物中水螅纲 为原始，它的消化道简单，
既没有口道，也无隔膜，生殖细胞由外胚层产生；钵水母纲水螅型退化，水母型发达，结构复

杂；珊瑚纲没有水母型，只有构造复杂的水螅型。 而后两纲刺胞动物的生殖细胞又都来自内

胚层，因而可以认为，钵水母纲和珊瑚纲很可能起源于水螅纲后，沿着不同的途径（固着或漂

浮）进化而来。

４　刺胞动物小结

刺胞动物是辐射对称或两侧辐射对称的两胚层动物。它们具有原始的消化腔，有口而无

肛门，细胞外及细胞内消化同时并存；组织开始分化，出现漫散神经系统和原始感觉器官，具
原始的肌肉结构（皮肌细胞），并具特有的刺细胞；骨骼存在时，常为钙质或角质；水螅型适应

水底固着生活，水母型适应水中漂浮生活；生活史常是水螅型世代以无性生殖的方式产生水

母世代，水母型以有性生殖的方式产生水螅世代，因而具有世代交替现象。雌雄同体或异体，
单体或群体生活，有的还具多态现象。间接发育的一般具浮浪幼虫，有的更为复杂，具有多个

幼虫期，如辐射幼虫、螅状幼虫、钵口幼虫、碟状幼虫等阶段。 少数为直接发育，无幼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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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５ 章　扁形 动物门 （Ｐｌａｔｙｈｅｌｍｉｎｔｈｅｓ）

１　扁形动物的主要特征

后生动物从扁形动物起具有两侧对称（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ｓｙｍｍｅｔｒｙ）的体制——通过身体的中

央轴，只有一个切面将动物体分成左右相等的两部分。 凡是两侧对称的动物，身体都有了明

显的背、腹和前、后之分。身体腹面主司运动，背面主司保护。身体前端集中了神经与感觉器

官，从而为头部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动物运动时总是头部向前。 这种体制的出现使动物能对

不断变化的外界环境作出更迅速、更正确、更敏捷的反应，积极的趋利避害方式更有利于它

们的生存；扁形动物的运动方式不再只是水中漂浮运动，大多数情况下出现了水底爬行，这
种运动方式的产生是动物界另一个巨大的进步，使动物能从水底爬行进入陆上爬行，实际上

扁形动物中已有上陆类群的出现，因而两侧对称的体制是动物由水生进化到陆生的基本条

件之一。
扁形动物在内、外胚层之间具中胚层。 中胚层的产生，减少了内、外胚层的负担，由其形

成独立的肌肉组织并参与体壁的组成。 它与表皮一起形成了皮肤肌肉囊（ｄｅｒｍｏ-ｍｕｓｃｕｌａｒ

ｓａｃ）构造，并包裹全身，强化了动物的运动机能；由于运动功能的提高，因而促使动物能更迅

速、有效地去摄取更多的营养物质，其必然结果是促使动物整个新陈代谢机能的加强，进而

促使动物消化系统的发达，原肾管（ｐｒｏｔｏｎｅｐｈｒｉｄｉｕｍ）型排泄系统的形成和梯状神经系统的

产生。 中胚层还形成实质组织（ｐａｒｅｎｃｈｙｍａ）——呈分支的网状合胞体构造，其间充塞着细

胞间质。 它填充在体壁内各器官系统之间，故扁形动物尚未出现体腔，但实质中储藏了大量

的水分和营养物质，可以提高动物抵御干旱和饥饿的能力，这对动物的生存以及开辟新的生

活空间十分重要，也是动物从水生过渡到陆生生活的基本条件之一。总之，中胚层的产生，为
动物有机体结构的高度发展和生理功能的复杂化和完备性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扁形动物在动物演化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他动物类群都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

来的，然而它们中也有许多种类是严重危害人类和其他动物健康的寄生虫（ｐａｒａｓｉｔｅ），如有

“华佗无奈小虫何，万户萧疏鬼唱歌”之称的日本血吸虫（S chistosom a jap onica）等。

２　扁形动物的生物学

２．１　皮肤肌肉囊

扁形动物的基本体形为背腹扁平，左右对称，外形呈卵圆形、长圆形、长条形、柳叶形、带
形等等。自由生活的种类具明显的头部，体表呈灰色、褐色、灰黑色；寄生种类通常为乳白色。



扁形动物的体壁由皮肌囊组成，并包裹全身（图 ５-１）。 自由生活与寄生生活种类的皮肌囊的

结构有所区别。

图 ５-１　涡虫皮肌囊整体结构（作者）

图 ５-２　一种淡水涡虫体壁背面（上）和腹面（下）结构示意图（仿 Ｈｙｍａｎ）
以涡虫（D ug esia）为代表的绝大多数自由生活种类，其皮肌囊的外层，即外胚层来源的

上皮细胞为单层柱状细胞，排列紧密，细胞之间的界限清楚，也有少数种类细胞间的界限消

失，形成合胞体上皮。上皮细胞的基部附着在非细胞形态的基底膜上，细胞表面具纤毛，覆盖

全身或仅限于身体腹面。 这些细胞在体壁表面构成了完整的表皮层（ｅｐｉｄｅｒｍｉｓ）（图 ５-１，２）。
表皮细胞内散杂有杆状体（ｒｈａｂｄｏｉｄ），它由实质中的成杆状细胞形成后，贮存于表皮细胞之

中。杆状体从表皮细胞外排至水中时，能形成黏液。涡虫可用黏液包裹身体或用黏液攻击敌

害，因而具有防卫和攻击的功能。 上皮细胞之间具有腺细胞，或腺细胞的细胞体深陷于实质

中，以腺管穿过上皮细胞层开口到体外。 腺细胞中含有大量的颗粒，如被排到体外遇水也能

形成黏液。 腺细胞排出的黏液具有以下功能：一是作为运动的滑润剂，它覆盖于物体的表面

形成黏液膜 纤毛在黏液膜上摆动产生由后向前的纤毛波 推动虫体前进；二是黏着作用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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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缠绕被捕物或用以保护自己，或生殖时形成卵袋并黏附在其他物体上。 电镜研究显示，大
多数自由生活的扁形动物的体表具一些小型乳突，其中包含两种腺体：一种是黏液腺（ｖｉｓｃｉｄ
ｇｌａｎｄ）产生黏液用以固着；另一种是释放腺（ｒｅｌｅａｓｉｎｇｇｌａｎｄ）产生的分泌物能破坏黏着腺的

黏液，使虫体能从黏着中游离，因而动物就可随时附着又随时游离，这对海洋潮间带生活的

涡虫尤为重要。 有的种类除表皮中分布大量腺细胞外，腺细胞还能聚集在身体的一定部位，
如脑神经周围形成特殊的腺体，开口在身体的前端，如头腺（ｆｒｏｎｔａｌｇｌａｎｄ）（图 ５-３），在捕食

过程中发挥作用。

图 ５-３　涡虫的头腺（据 Ｗｅｓｔｂｌａｄ改绘）
Ａ．无肠目涡虫 ； Ｂ．单肠目涡虫

图 ５-４　吸虫体壁的超微结构模式图（据 Ｔｒｅａｄｇｏｌｄ稍改）

扁形动物表皮层下面是独立的肌肉

层（图 ５-１，２），由外向内分为三层，即环

肌层（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ｍｕｓｃｌｅ）、斜肌层（ｄｉａｇｏｎａｌ
ｍｕｓｃｌｅ） 以 及 纵 肌 层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ｍｕｓｃｌｅ）。 此外还具背腹肌（ｐａｒｅｎｃｈｙｍａｌ

ｍｕｓｃｌｅ）连接背腹部的体壁，以形成背腹

扁平的外形。 这些肌肉的收缩对扁形动

物的运动十分重要。
体壁肌肉层之内为实质，它是合胞体构造（图 ５-１，２）。 由实质细胞的分支相互联结成疏

松的网，其间充满液体及游离的变形细胞，实质填充在皮肌囊内各器官系统之间，承担着体

内营养物质及代谢产物的输送，在组织损伤的修复、动物的再生，以及生殖方面起重要的作用。
在身体背部的上皮细胞基部或体壁肌肉层中还有溶解的色素粒（ｐｉｇ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ａｎｕｌｅｓ），

有的还存在于实质合胞体细胞中，这些色素粒共同构成了动物的体色。
寄生生活扁形动物的皮肌囊的基本构造与自由生活的种类一样，也有表皮层和肌肉层

组成，并包裹全身。 但表皮层的上皮细胞的纤毛和腺细胞退化或消失，也没有杆状体。 电镜

下，寄生吸虫的表皮层从外到内分别为外质膜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ｐｌａｓｍａｍｅｍｂｒａｎｅ）、皮层基质

（ｔｅｇｕｍｅｎｔｍａｔｒｉｘ）与内质膜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ｐｌａｓｍａ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也 称 基 膜

（ｂａｓｅｍｅｎｔｍｅｍｂｒａｎｅ）构成。 外质膜向

外有细小突起，基质内含有大量的线粒

体和分泌小体，但无内质网和高尔基

体。 吸虫的上皮细胞大，细胞膜界限消

失，所以吸虫的表皮层是一层合胞体。
表皮细胞核深埋在肌肉层之下的实质

中，胞核通过胞质通道（ｔｒａｂｅｃｕｌａｅ）与
皮 层基 质相 连，因 而 称为 下 沉 上皮

（ｉｎｓｕｎｋ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ｕｍ）。 在下沉的表皮细

胞胞质中，有发达的内质网、高尔基体

及分泌小体。 表皮的内界为内质膜（基
膜），它向基质面凹陷有许多细小的褶

皱，这种结构增加了内质膜的表面积，
有利于表皮基质与实质之间的物质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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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５　绦虫的体壁超微结构模式图（仿 Ｓｍｙｔｈ）

送。 １９６３年以前，一直认为吸虫体壁的 外层

是一层无生命的角质层，后经电镜和放射性示

踪研究，否定了用光学显微镜研究得出的结论，
证实皮层是吸虫代谢活跃的原生质层，具有分

泌、排泄和吸收等功能，也和呼吸、感觉相联系，
并能抗拒宿主消化酶的作用。 基膜之下先是一

层非细胞结构的基底膜（ｂａｓａｌｍｅｍｂｒａｎｅ），也
称基层 （ｈｙｐｏｔｈａｌｌｉｕｍ），其下依次为环肌、纵
肌；有的种类仍具有斜肌，肌细胞均为平滑肌，
在体壁的吸盘处肌肉特别发达（图 ５-４）。

绦虫的体壁结构与吸虫相似，也由表面的

原生质层与下面的肌肉层组成，细胞核同样沉

入实质中，但绦虫的皮层的外质膜向外伸出无

数的细小微毛（ｍｉｃｒｏｔｈｒｉｘ），布满全身甚至包括

吸盘等处（图 ５-５）。
２．２　消化系统

扁 形 动 物 的 消 化 系 统 包 括 口、 咽

（ｐｈａｒｙｎｘ）、食道及肠支等部分，没有肛门，但寄

生种类的消化系统趋向退化，如吸虫；或完全消

失，如绦虫。自由生活种类，口位于腹中线上，口
的周围具环肌及放射状肌肉。 除了原始的无肠目涡虫之外，其他自由生活的涡虫、寄生吸虫

都有咽的构造。涡虫的咽是体壁内陷形成的一种管道，其功能是吞食或抽吸食物至肠道。
简单的是管状咽，咽道内具纤毛，咽道外周即为实质，单细胞腺体开口于咽道中，以协助输送

食物。 较复杂的是褶皱咽，如多肠目涡虫（Ｐｏｌｙｃｌａｄｉｄａ）、三肠目涡虫（Ｔｒｉｃｌａｄａ）和球型咽，如

图 ５-６　咽的类型（仿 Ｂａｒｎｅｓ）
Ａ．管状咽； Ｂ．褶皱咽； Ｃ．球型咽

新单肠目涡虫（Ｎｅｏｒｈａｂｄｏｃｏｅｌａ）（图 ５-６）。 褶皱咽是管状咽经进一步摺叠而成，故咽位于咽

鞘内而不再埋于实质中，这种咽可伸缩，取食时由口伸出，取食后缩回咽腔，食物通过咽孔进

入肠道；球形咽来源于褶皱咽，这种咽的咽腔缩小，咽肌更为发达，除了环肌、纵肌，还有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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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７　咽的伸缩示意图（仿 Ｈｙｍａｎ）
Ａ，Ｂ．咽伸出的过程 ； Ｃ，Ｄ．咽翻出的过程

图 ５-８　三肠目涡虫的消化系统（仿 Ｈｙｍａｎ）

的放射肌，并分布有更多的腺细胞（图 ５-
７）。 咽后为肠，无肠目涡虫没有明显的肠

道，咽后只是一团吞噬细胞，为一种合胞

体结构，但具有消化功能，故也称消化细

胞。 三肠目涡虫的肠道分为三支，其中一

支向前、两支向后，每支又分出许多小的

盲支（图 ５-８）。自由生活的扁形动物绝大

多数为肉食性，食物入肠道后先行细胞

外消化，由肠壁的腺细胞产生肽链内切

酶，将食物分解成碎片，再由肠壁细胞吞

噬，进行细胞内消化，消化后的营养物质

以脂肪滴的形式贮存在肠壁细胞内，不
能消化的食物残渣仍经口排出体外。 一

般自由生活的涡虫具很强的耐饥饿能

力，有的种类可以数月甚至一年不取食

而不致饿死，但虫体会减少到原来体积

的１／３００。 实质、生殖系统、消化系统也会

在饥饿中相继逐渐减小，以致完全消失，
而神经系统却很少受其影响，当动物重新获得食物之后，失去的器官又会很快得到恢复，虫
体也逐渐恢复到正常体积。

吸虫的消化系统通常较为简单，包括口、咽、食道和肠。 口周围常有吸盘围绕（图 ５-９）。
因吸虫寄生在有机质丰富的环境中，特别是体内寄生的种类，随着寄生部位（环境）的不同，
常以宿主的上皮细胞、血液、黏液等各种组织及组织排出物作为其营养源，甚至可取食由宿

主直接而来的食物颗粒。寄生吸虫不仅可用消化道取食营养，而且其体壁的皮层也可吸收营

养物质。溶解在虫体周围环境中的许多小分子物质，可以通过扩散作用经吸虫皮层外质膜直

接从环境中吸收；一些较大的颗粒也可以通过吸虫皮层的胞饮和吞噬作用主动进入虫体内。
因为吸虫皮层中含有来源于自身的内源性酶（ｅｘｔｒｉｎｓｉｃｅｎｚｙｍｅ），或来源于宿主的外源性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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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９　吸虫内部结构示意图（仿吴宝华）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ｅｎｚｙｍｅ），因此它们可通过其

体壁直接吸收部分营养物质。 绦虫是高

度寄生的种类，消化系统已完全退化，其
体壁的微毛在机能上与肠黏膜细胞上的

微绒毛相似，绦虫可用这些体壁上的微

毛在宿主肠腔中直接吸收营养物质。
２．３　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

绝大多数扁形动物的神经细胞已趋

于集中，形成了“脑”（ｂｒａｉｎ）及由脑发出

的纵向神经索（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ｎｅｒｖｅｃｏｒｄ），
在脑与神经索中分布着神经细胞及神经

纤维，尚未形成神经节。 自由生活的低等

扁形动物中，通常具 ３～４ 对纵向神经

索，此外还具一上皮下神经网，神经索之

图 ５-１０　涡虫的神经系统（仿各家）
Ａ．多肠目涡虫 ； Ｂ．三肠目涡虫

间具发达的横行纤维，神经结构与刺胞

动物相似，仍为网状神经（图 ５-１０）。高等

种类由脑发出背、腹、侧 ３ 对神经索，生
活于淡水的三肠目涡虫，只有腹神经索

发达，背、侧神经索极不发达或完全退化

消化，由于也具横行神经，因而形成典型

的梯状神经（图 ５-１０）。 寄生吸虫的神经

结构与涡虫接近，包括 １ 对脑神经节及

其之间的神经联系，由脑发出向前、后 ３
对纵神经索，其中也是腹神经索更为发

达，此外在吸盘等处有更多的神经分布

（图 ５-１１）。 绦 虫 神 经 系 统 中，头 节

（ｓｃｏｌｅｘ）的神经环在腹面膨大形成脑丛，
纵向神经索也是 ３ 对，但侧神经索特别

发 达，有 的 种 类 脑 丛 之 前 还 有 顶 环

（ｒｏｓｔｅｌｌａｒｒｉｎｇ）的构造。
自由生活的扁形动物的感觉器官较为发达。 眼点（ｅｙｅ）是 习见的感觉器官， 典型的

杯形眼位于体前端表皮下，通常 １对，也有 ２～３对或更多。 眼由色素细胞（ｐｉｇｍｅｎｔｃｅｌｌ）环
状排列而成，对光敏感的感觉细胞（ｓｅｎｓｏｒｙｃｅｌｌ）伸入到色素杯中，感觉细胞又与神经细胞相

连，这种眼只能感光而不能成像（图 ５-１２）。 此外，自由生活的扁形动物在体表特别是前端的

耳突等处分布有触觉感受器（ｔａｎｇｏｒｅｃｅｐｔｏｒ）、化学感受器（ｃｈｅｍｏｒｅｃｅｐｔｏｒ）及趋流感受器

（ｒｈｅｏｒｅｃｅｐｔｏｒ），分别感受触觉刺激、化学刺激及水流刺激。 原始种类 中还有平衡囊

（ｓｔａｔｏｃｙｓｔ），其结构与刺胞动物的平衡囊相似，位于脑内或靠近脑的部位，但大多数涡虫中

已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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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１１　吸虫、绦虫的神经系统（仿各家）
Ａ．吸虫 ； Ｂ．绦虫（示头节和颈节）

图 ５-１２　扁形动物的眼点、平衡囊、感觉器官（仿各家）
Ａ．三肠目涡虫眼的结构示意图； Ｂ．无肠目涡虫平衡囊； Ｃ．单肠目涡虫的触觉 、化学及水流感受器

寄生扁形动物由于寄生环境相对稳定，尤其是体内寄生的种类，其感觉器官通常很不发

达。 多存在于生活史中自由生活的幼虫阶段或存在于一些体外寄生的种类。 如眼的结构很

原始，仅为色素杯。此外体表散布有感觉毛或感觉乳突，这些构造承担着触觉、化学感觉及趋

流感觉等功能。
２．４　排泄和渗透压调节

自由生活的扁形动物只有原始种类没有专门的排泄器官，如无肠目由实质细胞及消化

细胞完成排泄功能。 其他种类具外胚层来源的原肾管（ｐｒｏｔｏｎｅｐｈｒｉｄｉｕｍ）系统。 通常在身体

两侧具 １ 对或数对排泄管（ｅｘｃｒｅｔｏｒｙｃａｎａｌ），它沿途一再分支，许多分支互相联结成网，每个

小分支的末端为帽状细胞（ｃａｐｃｅｌｌ），它盖在管细胞（ｔｕｂｕｌｅｃｅｌｌ）之上。 帽状细胞顶端伸出若

干根鞭毛悬在管细胞中央，鞭毛不停地摆动，如火焰状，因此帽状细胞也称焰细胞（ｆｌａｍｅ

ｃｅｌｌ）。电镜下管细胞上具有无数小孔，称为栅器（ｗｅｉｒ-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由不少相互垂直的棒状物

构成，很像木格的小窗。 实质内的水分及溶解在水中的代谢产物可自由进入管内（图 ５-１３）。
管细胞后端连接在原肾管的分支上，再汇集到细小的排泄管，这种排泄管呈树枝状，布满全

身，它 们 再 逐 渐 会 合 成 粗 的 排 泄 管， 后 经 排 泄 孔 （ｅｘｃｒｅｔｏｒｙｐｏｒｅ），也 称 肾 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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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ｐｈｒｉｄｉｏｐｏｒｅ）与体外相通。扁形动物的排泄器官只有外面具开口（排泄孔），体内没有肾口

（ｎｅｐｈｒｏｓｔｏｍｅ），因而是一端封闭、一端开口的盲管型构造，而且来源于外胚层，因此称为原

肾管型（ｐｒｏｔｏｎｅｐｈｒｉｄｉｕｍｔｙｐｅ）排泄器官。 许多实验证明，原肾管在扁形动物中主要的生理

功能是调节体内水分的平衡，它的作用原理可能是靠焰细胞纤毛的摆动，在管的末端产生负

压，引起实质中液体经过管细胞上细胞膜的过滤作用，Ｃｌ－ 及 Ｋ
＋
等离子在管细胞处被重吸

收，产生低渗液体，经管细胞的小孔进入管细胞、原肾管小分支，再经排泄孔排到体外，当然

溶解于水中的代谢废物部分也随水分一起排到体外。 所以焰细胞 初的功能是维持体内的

水盐平衡，排泄功能属于次生性质，有实验证明扁形动物代谢产物多数经体表排出，或永久

留在体内。

图 ５-１３　扁形动物排泄系统图（仿各家）
Ａ．涡虫排泄系统 （整体）； Ｂ．焰细胞的局部放大（光镜）； Ｃ．涡虫原肾管的焰细胞和管细胞示意图 ；

Ｄ－Ｅ．管细胞的超微结构，其中 Ｄ为整体，Ｅ为横切面

寄生吸虫的排泄器官也是原肾，具两条排泄管及大量的焰细胞（图 ５-１４），有的吸虫两

条排泄管在身体后端联合形成膀胱（ｂｌａｄｄｅｒ），开口于虫体后部的排泄孔。 膀胱及焰细胞的

数量和位置在分类上极为重要。焰细胞可用特别的公式来表示，如某种复殖吸虫焰细胞的公

式为：２［（２＋２＋２）＋（２＋２＋２）］，其意义是这种吸虫的焰细胞身体每侧各有 １２ 个，一侧又

分为前后两组，各 ６个，每组中又分为 ３个小组，每小组具有 ２ 个焰细胞。单殖吸虫的排泄管

分别开口于身体的前端，其主要代谢产物是氨，少数种类也可产生尿素或尿酸，这些代谢产

物也可通过体表排出，甚至是其排泄的主要方式。复殖吸虫以单个排泄孔（肾孔）开口在身体

后端中央，排泄孔具括约肌，可以控制排泄物的排出（图 ５-９），其原肾管中发现有氨、尿素等

代谢产物。 绦虫大量焰细胞埋于实质中，具两对排泄管，分别位于背、腹面，分别称为背、腹
管，它们纵贯全身，其中以腹面的较发达，在每个节片后缘，通常在两腹管之间有一横管将两

侧的排泄管连接起来，背、腹排泄管在头部联合，分支成丛状（图 ５-１５），膀胱位于 后一个

体节内，但 后一个节片脱落后，纵管直接向后开口。 绦虫的代谢产物主要是氨及尿素。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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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１４　拟双身虫焰细胞的超微结构（作者）
Ａ．焰细胞的纵切，示一束鞭毛（× ２００００）； Ｂ．焰细胞鞭毛的横切面上可见 ６ 个“９＋２”结构，箭头所指为鞭毛的斜切面

图 ５-１５　绦虫头部的排泄管（仿 Ｂｕｇｇｅ）

于内寄生环境中离子的浓度相对稳定，所以内

寄生种类的原肾对渗透调节作用一般很有限。
２．５　呼吸

扁形动物没有专门的呼吸器官。
自由生活的种类，如涡虫通过体表进行气

体交换，称为有氧呼吸（ａｅｒｏｂｉｃ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在
有氧条件下，１ 分子葡萄糖被氧化为 ２ 分子的

丙酮酸盐，再经过三羧酸循环将丙酮酸盐进一

步氧化为二氧化碳和水。 整个过程中释放出 ３８
个高能磷酸键，因此有氧呼吸是高效能的呼吸。 在淡水涡虫中，氧的消耗量为 ０．２～０．３ｍｇ／
（ｇ· ｈ），一般体积越小，在单位体重、单位时间内氧的消耗就越高。 这类扁形动物通常在活

动、再生、胞内消化及饥饿的后期阶段，氧的消耗量均会增加。
吸虫的情况较为复杂一些，体外寄生的种类以及体内寄生种类的营自由生活的幼虫阶

段，与自由生活的涡虫一样都是营有氧呼吸，即通过体表进行气体交换。 体内寄生的种类由

于其周围环境中，尤其是宿主消化道内很少有游离态氧，因而它们都行无氧呼吸（ａｎａｅｒｏｂｉｃ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它们利用贮存在体内的糖原 （ｇｌｙｃｏｇｅｎ），在无氧条件下进行糖酵解作用

（ｇｌｙｃｏｌｙｓｉｓ）产生能量。 在酵解过程中 １分子葡萄糖， 后只释放出 ２个高能磷酸键，还原成

２ 分子的乳酸盐，故无氧呼吸释放出的能量仅为有氧呼吸的 １／１９，其代谢的终产物是乳酸

盐、醋酸盐及丙酸盐等中间产物，这是一种低效能的呼吸方式。 绦虫主要也行无氧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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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生殖和发育

绝大多数扁形动物雌雄同体。自由生活的种类，低等的无肠目，生殖系统非常原始，如刺

胞动物那样，不仅尚未形成生殖导管，而且连明显的生殖腺也还未出现。生殖时，这些种类实

质的间质细胞发展成为精巢或卵巢。但大多数种类不仅具固定的生殖腺，而且有生殖细胞外

图 ５-１６　涡虫的生殖系统图

（据各家重绘）

排的通道和附属腺体，结构相当复杂。 雄性生殖系统包

括：精巢（ｔｅｓｔｅｓ）１ 至多对，位于身体两侧；每个精巢发出

１ 条输精小管（ｖａｓｅｆｆｅｒｅｎ），该小管再汇合成 １对输精管

（ｖａｓｄｅｆｅｒｅｎ）；每个输精管末端膨大形成贮精囊（ｓｅｍｉｎａｌ

ｖｅｓｉｃｌｅ），两侧贮精囊再汇合成富有肌肉质的阴茎球

（ｐｅｎｉｓｂｕｌｂ）。阴茎球周围有单细胞或多细胞的腺体——
前列腺（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ｇｌａｎｄ），其分泌物有利于交配， 后阴

茎（ｐｅｎｉｓ）开口于生殖腔（ｇｅｎｉｔａｌａｔｒｉｕｍ），并以生殖孔

（ｇｏｎｏｐｏｒｅ）开口于身体腹中线上。
雌性生殖系统包括 １对卵巢（ｏｖａｒｙ），位于身体前端

两侧，每个卵巢发出 １条输卵管（ｏｖｉｄｕｃｔ），２ 条输卵管后

端合并成阴道（ｖａｇｉｎａ）并伸入生殖腔。 阴道前端伸出一

交配囊（ｃｏｐｕｌａｔｏｒｙｂｕｒｓａ），用于贮存对方的精子。 此外

有的种类具卵黄腺 （ｖｉｔｅｌｌｉｎｅｇｌａｎｄ）、卵黄管（ｖｉｔｅｌｌｉｎｅ
ｄｕｃｔ）等结构，与输卵管相通（图 ５-１６）。

涡虫虽是雌雄同体，但仍需异体交配受精。淡水涡虫

和陆地生活的种类的有性生殖常在温度较低、光照较短

图 ５-１７　牟勒氏幼虫

Ａ．腹面观； Ｂ．侧面观

的秋季进行，直接发育。海产种类为间接发育，受精卵行螺旋型卵裂，经外包法形成实心的原

肠胚，再发育成为牟勒氏幼虫（Ｍüｌｌｅｒ’ｓｌａｒｖａ）（图 ５-１７）。该幼虫具 ８ 个纤毛（叶）瓣（ｃｉｌｉａｔｅｄ
ｌｏｂｅ），经一段时间自由生活后，发育为成虫，如多肠目的平角涡虫（P lanocera）。

无性生殖在自由生活的涡虫中十分普遍，分裂时常以身体的后端黏着在基底物上，而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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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前端继续向前爬行，直到身体横断为两半，一般分裂面发生生咽后，然后各自再生出失去

的一半，从而形成两个新的虫体。
寄生吸虫绝大多数亦为雌雄同体，仅极少数为雌雄异体，如血吸虫。 总体上生殖结构较

图 ５-１８　吸虫生殖系统（仿各家）
Ａ．雄性生殖系统末端； Ｂ．雌性生殖系统局部放大

涡虫复杂（图 ５-９、１８）。 雄性生殖系统包括精巢（睾丸）、输精管、贮精囊、前列腺和雄性生殖

孔等，其中精巢的数量、形状及位置常作为吸虫分类的依据。 雌性生殖系统通常包括卵巢 １
个，卵巢发出输卵管，其后端连接受精囊管、卵黄腺管，此 ３管在汇合处膨大，并形成卵膜腔

（ｏｏｔｙｐｅ），或称成卵腔。 卵膜腔周围的腺体称为梅氏腺（Ｍｅｈｌｉ’ｓｇｌａｎｄ），其功能是对卵壳的

形成起模板作用或刺激卵黄细胞释放卵黄物质以及活化精子，或其分泌物有润滑作用，以利

于卵通过子宫。 卵膜腔后接盘旋的管状子宫（ｕｔｅｒｕｓ），经雌性生殖孔开口于体外。 许多吸虫

输卵管在进入卵膜腔之前还具一短管，称为劳氏管（Ｌａｕｒｅｒ’ｓｃａｎａｌ），它有独立的开口通向

体外，其机能不是很清楚，可能是退化的阴道，可能是过多精子外排通道。吸虫的卵在卵膜腔

中受精后，经子宫、雌性生殖孔排至体外。寄生吸虫性成熟后产卵量十分惊人，与自由生活的

涡虫相比，其产卵量有人估计是涡虫的 １万～１０万倍之多，这与其寄生生活相关。 吸虫为间

接发育，有多个幼虫期。

图 ５-１９　绦虫成节的生殖系统（仿 Ｈｉｃｋｍａｎ）

绦虫的生殖系统除个别为雌雄异体

外，都是雌雄同体，且在各节片中重复排

列着一套生殖 单位，极为 发达。 节片

（ｐｒｏｇｌｏｔｔｉｄ）由前而后，按其生殖器官的

成熟程度不同，又分为幼节 （ｉｍｍａｔｕｒｅ

ｐｒｏｇｌｏｔｔｉｄ）、成节（ｍａｔｕｒｅｐｒｏｇｌｏｔｔｉｄ）和
孕节（ｇｒａｖｉｄｐｒｏｇｌｏｔｔｉｄ）。 生殖器官未成

熟的为幼节，已成熟的为成节，子宫中怀

有许多虫卵时称孕节，或妊娠节片。 雄性

生殖器官中 特别的是精巢数量有的可

多达数百个，散布在每个节片的实质内。雌性生殖系统中卵巢的大小、形状和位置因种而异。
在孕节中只留下充满虫卵的子宫，其他生殖器官也已全部退化（图 ５-１９）。 绝大多数绦虫为

间接发育，具有不同的幼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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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生活史

寄生扁形动物的生活史在不同类群中其复杂程度差异较大。

图 ５-２０　单殖吸虫的一种钩毛蚴（仿 Ｊａｈｎ和 Ｋｕｈｎ）

单殖吸虫（Ｍｏｎｏｇｅｎｅａ）生活史简单，
一生只有 １ 个宿主，成虫产卵后发育成

钩毛蚴（ｏｎｃｏｍｉｒａｃｉｄｉｕｍ），其体表被有纤

毛，能在水中游泳一段时间，找到宿主附

着在适当寄生部位后，就脱去纤毛， 后

变态为成虫（图 ５-２０）。
复殖吸虫（Ｄｉｇｅｎｅａ）的生活史 复

杂，一生中需更换 １ 至多个宿主，并具无

性生殖和有性生殖阶段，而且必须交替

出现，缺一不可，才能完成整个生命周

期。 在多个宿主中，只有一个宿主是终宿

主（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ｖｅｈｏｓｔ），一般是脊椎动物，吸
虫在其体内行有性生殖。 其余宿主都称

为中间宿主（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ｈｏｓｔ），吸虫在其体内行无性生殖。 复殖吸虫的中间宿主一般是软

体动物腹足纲（螺类）或其他无脊椎动物及一些水生植物。复殖吸虫生活史中，各种吸虫具有

不同的幼虫期，而且每种幼虫无性繁殖的代数也有区别，通常典型的复殖吸虫的生活史包

括：卵（ｅｇｇ），大多呈卵圆形，有卵壳包围，多数具卵孔，好多种类在卵内已发育成胚胎或早期

毛蚴，虫卵大小和形态具有种的特异性；毛蚴（ｍｉｒａｃｉｄｉｕｍ），体外具纤毛，常具眼点、消化腺

和神经节，体旁具 ２ 条具焰细胞的原肾管，体后端具许多胚泡（ｇｅｒｍ ｃｅｌｌ），毛蚴在水中非常

活跃，能自由游泳，以寻找中间宿主，常常寄生在螺类的肝脏和淋巴中；胞蚴（ｓｐｏｒｏｃｙｓｔ），呈
囊状，结构简单，除胚泡外只有简单的排泄器官，每一胚泡可以逐渐发育成一胚球（胚团），并
由其发育成为雷蚴；雷蚴（ｒｅｄｉａ）呈袋状，结构简单，但具咽、未分叉的盲肠和排泄器官，一般

具 １个产孔（ｂｉｒｔｈｐｏｒｅ）和 １ 对体突（ａｐｐｅｎｄａｇｅ），以及许多胚泡，这些胚泡先分裂成胚球，
又逐渐发育成尾蚴；尾蚴（ｃｅｒｃａｒｉａ），外形似蝌蚪状，其前端具有附着器官、消化系统、排泄系

统、神经节和分泌腺等构造，后端为尾，通常长形。 尾蚴离开螺体，在水中游泳寻找第二中间

宿主；囊蚴也称后尾蚴（ｍｅｔａｃｅｒｃａｒｉａ），是尾蚴进入第二中间宿主体内，失去尾部，并分泌囊

壁后形成的圆形虫体，囊蚴和囊壁合称包囊（ｃｙｓｔ），当囊蚴被终宿主所食，便在其体内发育

为成虫（ａｄｕｌｔ）（图 ５-２１）。上述各幼虫阶段，并非所有吸虫生活史都必须经历的发育阶段，不
同种类有不同的幼虫时期，具体情形在吸虫纲有关种类中详述。

绦虫卵通常为长形，无卵盖，卵壳薄膜状，生活史的复杂程度随种而异，原始种类一般具

１～２ 个中间宿主，多数不需更换宿主，但也无世代交替。 不同种类具不同的幼虫期，生活史

中重要的幼虫有：六钩蚴（ｏｎｃｏｓｐｈｅｒｅ），随种类而异，一种为尚在卵内的幼体，是已有 ６ 个钩

子、无纤毛的六钩胚（ｈｅｘａｃａｎｔｈｅｍｂｒｙｏ），另一种是已从卵中孵出，具纤毛和 ６ 个钩子、能在

水中游泳的幼虫，也称钩球蚴（ｃｏｒａｃｉｄｉｕｍ）；十钩蚴（ｄｅｃａｃａｎｔｈ），也是一种尚在虫卵内，但具

纤毛的幼虫，因具 １０个钩子而命名；原尾蚴（ｐｒｏｃｅｒｃｏｉｄ），已略具绦虫的雏形，虫体前端略凹

入，后端呈小球状而保留着 ６个小钩；裂头蚴（ｐｌｅｒｏｃｅｒｃｏｉｄ），已成绦虫的外形，体不分节，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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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２１　复殖吸虫的几种幼虫图（仿姚永政）
Ａ．毛蚴； Ｂ．胞蚴； Ｃ．雷蚴； Ｄ．尾蚴； Ｅ．囊蚴

不规则的横皱褶，虫体前端不仅略凹入，且伸缩活动能力较强，后端仍为钝圆状；似囊尾蚴

（ｃｙｓｔｉｃｅｒｃｏｉｄ），前半部囊泡状，具 １ 个头节，后半部为坚实的尾部，尾内具小钩；囊尾蚴

（ｃｙｓｔｉｃｅｒｃｕｓ），具 １ 个与成虫相似的头节，缩在囊泡内，囊中有液体，如猪绦虫 （T aenia

solium ）的囊尾蚴；如果囊内的幼虫不止一个头节，这种囊尾蚴即称为多头蚴（ｃｏｅｎｕｒｕｓ）；如
果具有较大的囊，其中除头节外，还有子囊（ｄａｕｇｈｔｅｒｃｙｓｔ），附着于囊壁或悬浮于囊液中，这
种囊称为生发囊 （ｂｒｏｏｄｃａｐｓｕｌｅ），生发囊中有许多头节，这种类型的幼虫称为棘球蚴

（ｈｙｄａｔｉｄｃｙｓｔ）（图 ５-２２）。
２．８　寄生虫与宿主的关系

在自然界，生物之间存在不少共生（ｓｙｍｂｉｏｓｉｓ）和共栖（ｃｏｍｍｅｎｓａｌｉｓｍ）关系，前者表现

为双方相互依存、都获得利益，后者则是一方获得利益，但另一方既无利也无害。如果在双方

关系中，一方得利，而另一方受害，这种现象称为寄生关系（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ｓｍ）。事实上，寄生关系比

共生或共栖关系更为广泛，不仅本门动物中吸虫与绦虫属于寄生性类群，在其他无脊椎动物

中，如原生动物、线形动物等动物类群中也都有相当多的种类营寄生生活，这就足以证明寄

生是动物界既有效，又重要的生存方式之一，从产生的那一刻起，随动物的进化一直保留至

今。 寄生虫对宿主来说是有害的，但它对宿主的依存决不采用杀死或毁灭宿主的方式，寄生

虫在寄生过程中必然会作出适当的调整以更好地适应寄生生活。 如对寄生生活不起重要作

用的器官，会逐渐退化以致消失，而新的与寄生生活相适应的器官会随着产生，形态结构上

也会有很大的变化：成虫体表纤毛消失，没有任何运动器官，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一般都退

化；消化系统有的简单化，有的则完全退化，仅靠体表就能吸收；产生了各种附着器官，有利

于在宿主体上的固着，带状的节片中具有强大的肌肉组织，因而能经得住宿主肠道的蠕动

等。 在生理上也有十分重要的适应策略，如内寄生种类能靠糖原的酵解来进行厌氧呼吸，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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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２２　绦虫的几种幼虫形态图（仿各家）
Ａ．尚在卵内的六钩蚴； Ｂ．已孵出的六钩蚴； Ｃ．十钩蚴 ； Ｄ．原尾蚴； Ｅ．裂头蚴 ； Ｆ．似囊尾蚴； Ｇ．囊尾蚴 ； Ｈ．棘球蚴

是对缺氧或无氧环境的适应；发达的生殖系统以及强大的繁殖能力，生活史中出现 １个至多

个幼虫期，并进行宿主的更换，从而减轻对每一宿主的侵害程度，减少宿主的死亡，于是也减

少了寄生虫本身的死亡。 实际上，寄生虫遇到适当宿主的机会并不多，特别是需要更换宿主

的种类，在寄生虫发育各阶段要获得适当宿主的机会就更是少之又少。 因此，寄生虫就在中

间宿主体内进行若干次无性繁殖，使个体数量得以几何级数式的增加，有利于寄生虫在进化

过程中免遭淘汰。 所有这些变化是寄生虫在长期自然选择过程中获得并被很好遗传下来。
任何一种寄生虫对宿主都将造成一定的损伤和危害，它们所造成的致病现象主要有以

下几类：第一，摄取宿主组织或营养物质，造成宿主的营养不良，或贫血，或某些维生素的严

重缺乏， 终导致出现恶性贫血症状。如有的人幼年时感染严重的寄生虫，会影响生长发育，
还可能导致寄生虫性侏儒症的发生。 第二，机械性作用，在组织或器官内寄生或移行时造成

的损伤，有的会引起小肠黏膜充血，有的会引起肝脏机械损伤，有的会造成器官的溃疡、硬
变、或阻塞腔道，引起胆囊炎、肝硬化、胆结石，有的能引起脑组织受压而坏死，造成患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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癫痫等。 第三，化学性作用，寄生虫的分泌物、排泄物及毒素等具有抗原性和溶组织作用，会
引起宿主组织的溶解，或造成宿主皮肤出现丘症或过敏性发炎等。 第四，为其他病原微生物

的感染创造条件，如引起继发性细菌感染，产生炎症。

３　扁形动物的分类与演化

３．１　分类

扁形动物共约 １５０００种以上，主要依据生活方式及其相应的形态构造，分为 ３ 纲，即涡

虫纲（Ｔｕｒｂｅｌｌａｒｉａ）、吸虫纲（Ｔｒｅｍａｔｏｄａ）和绦虫纲（Ｃｅｓｔｏｉｄｅａ）。 它们的主要鉴别特征见表

５-１。
表 ５-１　扁形动物各纲的比较

涡 虫 纲 吸 虫 纲 绦 虫 纲

体 形 长圆形、长条形 长圆形、柳叶形
呈 带状，分为头 节、颈区和

幼、成、孕节

体 色
具色素粒，体色为褐色、灰色

或黑色
无色素粒，无色或乳白色 无色素粒，乳白色

纤毛、杆状体 有 无 无

固着器官 无特殊的固着器官 具吸盘、吸铗等 具吸盘、小钩等

神经与感官 通常发达

神经系统趋向退化，体内寄

生种类感觉器官大多退化消

失

神经系统一般不发达，无明

显的感官。

呼 吸 绝大多数有氧呼吸
除体表寄生种类外，绝大多

数种类为厌氧呼吸
全部厌氧呼吸

生殖与发育

无性或有性生殖，海产种类

间接发育，具牟勒氏幼虫，其
他种类直接发育

除单殖吸虫只进行有性生殖

外，其他种类必须无性生殖

和有性生殖交替发生，具多

个幼虫，绝大多数种类需更

换宿主

有性生殖，绝大多数种类间

接发育，具多个幼虫，需更换

宿主

生活方式
绝大多数海洋自由生活

极少数营共生、寄生生活
在动物体外或体内寄生 全部营体内寄生

代表种类 各种涡虫 华枝睾吸虫 猪绦虫

３．１．１　涡虫纲

涡虫纲主要营自由生活，绝大多数种类生活在海洋，少数种类进入淡水或陆地生活。 为

扁形动物 原始的类群，共约 ２０００种，依据消化道结构的复杂程度分为 ４个目：
无肠目（Ａｃｏｅｌａ）
虫体小型，体长 １～１２ｍｍ。具口，位于腹中线上，缺消化道，仅具内胚层起源的吞噬细胞

行使摄食和细胞内消化功能，无排泄系统。生殖细胞来自实质细胞，尚无生殖导管，螺旋型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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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直接发育，海洋生活。 如旋涡虫（C onvoluta）（图 ５-２３）。

图 ５-２３　涡虫纲的代表种类（仿各家）
Ａ．旋涡虫； Ｂ．微口涡虫 ； Ｃ．鲎涡虫；Ｄ．笄蛭涡虫； Ｅ．平角涡虫

单肠目（Ｒｈａｂｄｏｃｏｅｌｉｄａ）
虫体小型，消化道呈囊状或直管状，口位于虫体前端。螺旋型卵裂。多数生活于海洋，也

有淡水产，极少数生活于潮湿的土壤或行寄生生活。 如淡水的微口涡虫（M icrostom um ）（图
５-２３）。

三肠目（Ｔｒｉｃｌａｄｉｄａ）
口位于虫体腹面中央或稍后，肠道分为 ３ 支，其中 １ 支向前，２支向后，每支又分出若干

侧支。 螺旋型卵裂不典型。 多栖息于海洋和淡水，部分陆栖或寄生。 常见的体表种类是生活

于淡水的真涡虫（Ｄｕｇｅｓｉａ），通常栖息于水中石块、叶片下面，能在这些物体上爬行，也能在

水面游动，体长约 １０～１５m m ，宽 ２～２．５m m ，背面稍隆起，体色灰褐色，腹面色浅，前端呈三

角形，具两个黑色眼点，两侧有耳状突，上有许多感觉细胞，行感觉和嗅宽功能，后端钝尖，口
位于腹面近体后 １／３处，是一种广温性动物。 陆栖有土蛊（Ｂｉｐａｌｉｕｍｋｅｗｅｎｓｅ），即笄蛭涡虫，
体长可达 ３０cm 左右，体前端呈斧状，多栖于树根旁或墙脚下较潮湿阴暗之处；海洋的鲎涡

虫（Ｂｄｅｌｌｏｕｒａ），也称蛭态涡虫，在鲎体外共生（图 ５-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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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肠目（Ｐｏｌｙｃｌａｄｉｄａ）
口位于腹面近后端，具肌肉质咽，肠的主干不明显，其两侧具许多分支，通常具触手及许

多对眼点，分布在身体的前端或前端边缘，无头腺。海洋生活，螺旋型卵裂，间接发育，具牟勒

氏幼虫，如平角涡虫（P lanocera reticulata），体宽扁呈叶状，体褐色，体长 ２０～５０ｍｍ，体宽 １５
～３０ｍｍ，体背面近前端约 １／４ 处是 １对细圆锥形的触角，其基部有成环形排列的黑色小眼

点（图 ５-２３）。
３．１．２　吸虫纲

营体内外寄生生活，幼虫尚具纤毛，成虫则消失。消化系统趋于退化。大多雌雄同体。生
活史通常复杂，需更换宿主。 已知种类有 ６０００种，分 ３亚纲：

单殖吸虫亚纲（Ｍｏｎｏｇｅｎｅａ）
一般无口吸盘，体后端具发达的附着器官，其上具几丁质的锚钩和各种小钩，有的具眼

点，排泄孔 １对，开口于虫体前端。 生活史简单，间接发育，但不需要更换宿主。 主要寄生于

鱼类、两栖类的体表、鳃等处。 常见的有：
三代虫（Gyrod acty lus），为小型寄生虫，外形通常呈长叶形，体后端为伞状的固着盘

（ａｔｔａｃｈｉｎｇｄｉｓｃ），上具 ８ 对几丁质边缘小钩（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ｈｏｏｋｌｅｔ）和 １ 对中央锚钩（ａｎｃｈｏｒ）。虫
卵在子宫内发育成胚胎，成熟后产出，胚胎体内含 １～２代的子代，故称三代虫。 主要寄生于

海洋和淡水硬骨鱼类（图 ５-２４）。

图 ５-２４　单殖吸虫代表种类（据各家稍改）
Ａ．三代虫； Ｂ．指环虫

指环虫（D actylogy rus），小型寄生虫，虫体长叶形，头部具眼点 ２对，后吸器具 ７对边缘

小钩和 １对中央锚钩。 卵生。 主要寄生于鲤科鱼类（图 ５-２４）。
拟双身虫（P arad ip lozoon），体形较大，成虫由两条虫体永久结合成 Ｘ形，每一单体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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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吸器（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ｓｕｃｋｅｒ），上具 ４对几丁质固着铗（ｃｌａｍｐ）和 １ 对中央钩（ａｎｃｈｏｒ）。 寄生于

淡水鱼类的鳃丝（图 ５-２５）。

图 ５-２５　泥鳅拟双身虫 P arad ip lozoon m isg urni（仿姜乃澄）
Ａ．成虫； Ｂ．固着铗 ； Ｃ．中央钩

盾腹吸虫亚纲（Ａｓｐｉｄｏｇａｓｔｒｅａ）

图 ５-２６　盾腹吸虫（仿吴宝华）

口吸盘不发达，腹面具强有力的吸盘，并呈分格

状，间接发育，通常只 １个宿主。 排泄孔 １个，肠呈囊

状。 寄生于软体动物体表、肠腔，或寄生于鱼类或爬行

类消化道。 如盾腹吸虫（A sp id og aster）（图 ５-２６）。
复殖吸虫亚纲（Ｄｉｇｅｎｅａ）
通常具口吸盘和腹吸盘各 １个，排泄孔位于虫体

后端。 生活史复杂，需要 ２个以上宿主，有性生殖和无

性生殖交替发生，间接发育，具多个幼虫期。 成虫绝大

多数为脊椎动物肠道寄生虫。 已报道的种类达 ６０００
种以上，我国习见的重要种类有：

中华枝睾吸虫（C lonorchis sinensis）（图 ５-２７），生
活时虫体柔软，扁平，呈肉红色半透明状，固定后为灰

白色。 外形如柳叶状，体长一般为 １０～２５ｍｍ，体宽 １
～５ｍｍ，体前端较窄，口吸盘（ｏｒａｌｓｕｃｋｅｒ）位于体前

端，腹吸盘（ａｃｅｔａｂｕｌｕｍ）位于虫体腹面前约 １／５外，大于口吸盘。 消化系统包括口、咽、短的

食道和分支的肠。 雌雄同体，睾丸 ２枚，高度分支，呈树枝状，故命名为枝睾吸虫。 成虫寄生

于人或猫等动物的胆或胆囊中。虫卵在一般情况下不能孵化，只有进入水中被第一中间宿主

（ｆｉｒｓｔ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ｈｏｓｔ）沼螺（P arafosscrulus）吞食后，毛蚴在螺肠道中逸出，穿过肠壁变成

胞蚴；大部分胞蚴不久移行至直肠的淋巴间隙，并在该处继续发育。 胞蚴中的许多胚细胞团

各形成一雷蚴。 感染后的 ２３天，雷蚴体内的胚细胞团逐渐发育成尾蚴。 尾蚴成熟后自螺体

逸出，在水中游动寻找第二中间宿主（ｓｅｃｏｎｄ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ｈｏｓｔ），并侵入其体内。 第二中间

宿主主要是鲤科鱼类如草鱼、鲤鱼、鲫鱼、鳊鱼、麦穗鱼及沼虾和米虾等。 在这些宿主体内脱

去尾部，形成囊蚴。囊蚴椭圆形，无眼点，排泄囊大，大多数囊蚴寄生在鱼的肌肉中，也可在皮

肤、鳍及鳞片上。囊蚴是中华枝睾吸虫的感染期，人或动物吃了未煮熟的含有囊蚴的鱼、虾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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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２７　中华枝睾吸虫（据 Ｎｏｂｌｅ和 Ｎｏｂｌｅ修改）

感染。 囊蚴的囊壁在十二指肠内被消化

酶消化，幼虫逸出，经宿主的总胆管移到

肝胆管发育成长，３０天后变为成虫，并开

始产卵。 人和猫狗是该寄生虫的终末宿

主（ｆｉｎａｌｈｏｓｔ）。 人感染中华枝睾吸虫后

出现慢性腹泻、胆囊炎肝疼等症状，严重

时常并发肝硬化、原发性肝癌造成死亡。
布氏姜片虫（F asciolop sis buski）（图

５-２８），成虫是人体寄生虫中 大的一种，
体长 ３０～７０ｍｍ，宽 １０～２０ｍｍ左右。 生

活时肉红色，长圆形。 口吸盘和腹吸盘均

位于虫体前半部分，两肠支在体侧呈波

浪状弯曲。 睾丸 １ 对，呈分支状，前后排

列，卵巢 １ 枚，分为 ３ 叶，位于虫体中部

睾丸之前。 雌、雄生殖孔开口于腹吸盘

前。 成虫寄生在人或猪的小肠中，虫卵随

图 ５-２８　布氏姜片虫（仿各家）
Ａ．成虫； Ｂ．虫卵

粪便排出，在水中经 ３～７ 周发育成毛蚴，在水中

遇 中 间 宿 主 扁 卷 螺 （ P lanorbis）、 隔 扁 螺

（S eg m entina）便进入其体内发育成胞蚴。此后经雷

蚴、第二代雷蚴而发育成许多尾蚴，尾蚴从螺体中

逸出，在水中游动，遇菱角、荸荠、茭白等水生植

物，即附着于其表面，脱尾而成囊蚴。 当人或猪生

食菱角及荸荠时即被吞入，在小肠上段经消化液

和胆汁的作用，囊壁破裂，幼虫脱囊而出，吸附在

十二指肠或空肠黏膜上，约经 ３个月发育为成虫，
并开始产卵。 成虫以肠内的食物为营养，一般可成

活 ２年左右。 感染姜片虫后，较轻的患者仅出现腹

痛、消化不良等症状；中度感染的患者，出现腹痛

腹泻、恶心呕吐、失眠等症状；重度感染的患者四

肢及面部均浮肿、贫血乏力，特别是儿童患者还会

造成生长发育的障碍。
卫氏并殖吸虫（P aragonim us w esterm ani）（图

５-２９），又称肺吸虫。 成虫寄生于人和猫、犬以及虎、狼等动物的肺部。 成虫卵圆形，体长 ８～
１６ｍｍ，宽 ４～８ｍｍ。 生活时呈红棕色，体表具棘，腹吸盘位于虫体中部，肠支较粗，也呈波浪

状弯曲。睾丸 ２个，亦分支，左右并列于身体后端；卵巢分瓣，与子宫并列于身体中部，故名并

殖吸虫。 雌雄以共同的生殖孔开口于腹吸盘后侧。 成虫寄生在肺，在肺内形成囊肿。 性成熟

成虫日产卵量为 １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 粒，产卵后囊肿可破裂，卵随咳嗽及痰液排出体外。卵在水中

发育成毛蚴，遇第一中间宿主短沟蜷（S em isulcosp ira）等进入其体内。在螺体内经一代胞蚴、
二代雷蚴，便发育成尾蚴。 尾蚴逸出后在水中自由生活，并寻找第二中间宿主——各种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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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２９　卫氏并殖吸虫（仿各家）
Ａ．成虫； Ｂ．尾蚴

甲壳 动 物，如 溪 蟹 （P otam on）、华 溪 蟹 （S inop otam on）、沼 虾 （M acrobrachum ）、原 螯 虾

（P rocam brarus）等，尾蚴脱去尾部进入第二中间宿主后形成囊蚴，人若生食感染囊蚴的虾、
蟹类，囊蚴则脱去囊壁穿过宿主肠壁进入腹腔，再穿过横膈膜进入胸腔，在肺内寄生。囊蚴先

发育为童虫，再发育为成虫。 童虫和成虫在宿主体内均有移行特性，并随时可停下来在宿主

皮下、肝、肌肉组织、胸腔等处异位寄生。肺吸虫在人体引起的症状主要是咳嗽、痰中带血，如
果在异位寄生可发生各种不同的症状，如异位侵入脑部，可引起癫痫等症状。

日本血吸虫 （S chistosom a jap onica）， 大特征为雌雄异体 （图 ５-３０），雄虫长 １０～
２０ｍｍ，宽约 ０．５ｍｍ，虫体腹面体壁凹陷形成一抱雌沟，雌体即在此沟中呈雌雄合抱状。雌虫

较细长，体长 １２～２６ｍｍ，体宽约 ０．３ｍｍ，性成熟雌虫一昼夜可产卵 １０００～３０００粒。 成虫寄

生在哺乳动物的肝门静脉及肠系膜静脉内，产出的部分虫卵随血液循环到达肝脏，部分卵淤

积在肠壁，经十数天发育，在卵内发育成毛蚴，它能分泌溶组织酶，穿过肠壁进入肠腔，随宿

主粪便排至体外。 在水中毛蚴从卵壳中逸出，在水中自由游泳，并寻找中间宿主——湖北钉

螺（O ncom elania hup ensis），在螺体内经历母胞蚴、子胞蚴， 后形成尾蚴，其数量可达数万

之多。 尾蚴成熟后离开螺体，在水中自由生活，多浮于水面，在 １～２天内具有感染力。 遇人

等哺乳动物，就直接钻入皮肤，脱去尾部，前体部进入小静脉后称为童虫，再随血液循环经右

心而至肺，经肺部毛细血管进入肺静脉再进入左心，进而经体循环流到全身各部，但只有到

达肠系膜静脉的童虫才能 后发育为成虫。 危害人类的血吸虫还有曼氏血吸虫 （S．
m ansoni）和埃及血吸虫（S．haem atobium ）。在我国流行的是日本血吸虫，它所引起的疾病称

为血吸虫病。人体感染尾蚴后，会出现皮肌囊荨麻疹。数周后由于大量童虫在体内移行能引

起患者食欲不振、阵咳或呼吸受阻，甚至胸腹疼痛。 大量成虫产卵后能淤积在肝脏及肠壁形

成囊肿，随后出现组织纤维化、肝脏硬化和肿大， 后患者肝脾进一步肿大硬化，以致出现腹

水等严重症状。日本血吸虫在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流行，新中国成立后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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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３０　日本血吸虫和生活史示意图（作者）
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近年来血吸虫大有卷土重来之势，彻底根除血吸虫病尚有待更大的努

力。
３．１．３　绦虫纲

全部营体内寄生生活，成虫寄生于脊椎动物的肠腔中，绝大多数体呈带状，头节上具有

吸盘（ｓｕｃｋｅｒ）、副吸盘（ａｃｃｅｓｓｏｒｙｓｕｃｋｅｒ）、吸沟（ｂｏｔｈｒｉｕｍ）、吸叶（ｂｏｔｈｒｉｄｉｕｍ），以及具钩的

顶突（ｒｏｓｔｅｌｌｕｍ）等各种附着器官，钩的数目、形状和排列方式，常作为分类的特征（图５-３１），
消化系统完全退化，生殖系统发达。 已知种类约 ２０００种，分为 ２纲：

单节绦虫亚纲（Ｃｅｓｔｏｄａｒｉａ）
体不具节片，前端无头节，但具突出的吻，除体后端具附着盘外，无明显的固着器官，其

钩胚具 １０ 个小钩，寄生于鱼类及海龟的消化道或体腔中，如旋缘绦虫（G yrocotyle），虫体边

缘及后端具许多褶皱，雌雄生殖孔和子宫均开口于身体前部的腹中线上（图 ５-３２）。
多节绦虫亚纲（Ｃｅｓｔｏｄａ）
除个别外，绝大多数种类体分节。 成虫寄生于脊椎动物肠道内，中间宿主 １～２个，幼虫

钩胚具 ６个小钩，寄生于人体的绦虫都属于本亚纲。 重要种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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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３１　绦虫头节的形态结构图（仿各家）
Ａ．核叶类； Ｂ．假叶类； Ｃ．圆叶类； Ｄ．棘槽类； Ｅ．吸叶类； Ｆ．锥吻类

图 ５-３２　旋缘绦虫（仿 Ｌｙｎｃｈ）

猪带绦虫（T aenia solium ），生活时成虫为

白色带状，全长可达 ２～４ｍ，全部节片有 ７００～
１０００。 头节（ｓｃｏｌｅｘ）圆球形，直径约 １ｍｍ，头节

前端中央为顶突，上有 ２５～５０ 个小钩，大小相

间或内外两圈排列，顶突下具 ４ 个圆形吸盘，两
者共同组成绦虫的附着器官，以此附着于宿主

的肠黏膜上。颈部（ｎｅｃｋ）纤细而不分节，与头节

间无明显分界，能不断以横分裂方式产生节片，
故为绦虫的生长区域。节片愈接近颈部愈幼小，
而 靠近后端则愈宽大和老熟。 未成熟节片

（ｉｍｍａｔｕｒｅｐｒｏｇｌｏｔｔｉｄ）生殖器官尚未发育，成
熟节片（ｍａｔｕｒｅｐｒｏｇｌｏｔｔｉｄ）具发达的雌雄生殖

器官，孕节（ｇｒａｖｉｄｐｒｏｇｌｏｔｔｉｄ）中几乎充塞着充

满虫卵的子宫。孕节随宿主粪便排出体外，节片

中的虫卵或孕节片被中间宿主（一般为猪）吞食

后，在其小肠中孵化出六钩蚴，并利用其上的小

钩钻入肠壁，再经血液或淋巴循环带至全身各

部，通常在肌肉中约经 ６０～７０ 天发育成囊尾

蚴。 生活时的囊尾蚴为乳白色、半透明、卵圆形

的囊泡，头节凹陷在里面。这种具囊尾蚴的猪肉

称为“米粒肉”。 人吃了囊尾蚴未被杀死的猪肉后，囊蚴头节在十二指肠从囊内翻出，并借小

钩和吸盘附着于肠壁上，经 ２～３ 个月后发育成熟，并产卵（图５-３３）。 人如误食猪带绦虫虫

卵，也可在肌肉、皮下、脑、眼等部位发育成囊尾蚴，这时人就成为中间宿主。猪带绦虫寄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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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３３　猪带绦虫及生活史（仿Ｖｉｌｌｅｅ）
Ａ．头节放大 ； Ｂ．成节放大； Ｃ．孕节放大； Ｄ．囊尾蚴期； Ｅ．卵 ； Ｆ．幼节

消化道可引起患者消化不良、腹痛、腹泻、失眠、乏力、头痛，儿童可影响发育。 如囊尾蚴寄生

在人脑部，可引起患者癫痫、阵发性昏迷、呕吐、循环与呼吸紊乱；寄生在肌肉与皮下组织，可
出现局部肌肉酸痛或麻木，寄生在眼的任何部位可引起视力障碍，甚至失明。

图 ５-３４　牛带绦虫头节（仿徐秉锟）

牛带绦虫（T．saginatus），成虫体长可达 ５～１０ｍ，节
片数量多达 １０００～２０００，头节方形，无顶突和小钩。 成虫

寄生于人的小肠，幼虫寄生于黄牛、山羊等食草动物的肌

肉中，人吃了未煮熟的含有牛囊尾蚴的牛、羊肉而感染，３
个月后发育为成虫，在人体内发育过程与猪带绦虫相似

（图 ５-３４）。
细粒棘球绦虫（E chinococcus granulosus），该绦虫的

幼虫称为棘球蚴，寄生在人及牛、羊、骆驼、马等动物的

肝、肺、肾、脑等部位，是危害人类 严重的绦虫，分布广

泛，尤以牧区为 。细粒棘球绦虫成虫通常由头节和 ３ 个节片组成，体长 ３～６ｍｍ。头节具 ４
个吸盘，顶突上有小钩，排列成内、外两圈；颈部细短（图 ５-３５）。 成虫的孕节或虫卵被中间宿

主吞食后，发育为六钩蚴，并随血液或淋巴液带至肝、肺等组织内发育成棘球蚴，棘球蚴呈囊

状，大小不等，小的直径只数厘米，大的有婴儿头大小，囊壁厚，囊内充塞着棘球蚴液，囊壁外

层为角质层（ｌａｍｉｎａｔｅｄｌａｙｅｒ），内层为生发层（ｇｅｒｍｉｎａｌｌａｙｅｒ），可长出许多子囊，子囊内又

由内壁长出头节状结构（图 ５-３５）。 这种头节状结构随后落入囊腔中，又从其生发层长出新

的子囊。 子囊内每一头节状结构均可发育成一个成体，有时在宿主体内可达数万头，破裂的

碎片又可产生新的棘球蚴。棘球蚴寄生在肝脏，可引起患者消瘦、乏力、失眠，如小儿，则发育

受影响；寄生在肺部，可使患者窒息致死；寄生在脑部可引起癫痫和失明；棘球蚴一旦破裂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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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３５　细粒棘球绦虫（仿各家）
Ａ．成虫； Ｂ．棘球蚴结构

更为危险，大量的抗原物质进入宿主体内，可引起宿主过敏性休克而骤死或随其寄生部位而

引发宿主的病症。
３．２　演　化

扁形动物的起源主要有两种学说，尚未取得一致意见。 一种学说由郎格（Ｌａｎｇ）提出，认
为扁形动物由一种爬行栉水母进化而来。 因这类动物在水底爬行，丧失了游泳功能，体形扁

平，口在腹面中央，这些特征与涡虫纲中多肠目种类极为相似。 另一种由格拉福（Ｇｒａｆｆ）提
出，认为扁形动物起源于像浮浪幼虫式的祖先，这种祖先适应爬行生活后，体形扁平，神经系

统移向前方，但口仍然留在腹面，逐渐演变成为涡虫纲中的无肠目。 虽然这两种学说都有一

定的根据，但栉水母是特化了的动物，通常认为它在进化上属于一个盲支。 而无肠目的结构

简单和原始，现存涡虫纲各目应从无肠目演化而来，因此格氏学说可能更为可信。
扁形动物中，自由生活的涡虫纲是 原始的类群。 吸虫的神经、排泄等系统的结构与涡

虫纲单肠目极为相似，部分涡虫营共栖生活，纤毛和感觉器官趋于退化，也与吸虫相似，而吸

虫生活史中幼虫时期具有纤毛，成虫中才丧失了纤毛，这些事实都提示寄生生活的吸虫起源

于自由生活的涡虫，因此，吸虫纲无疑是由涡虫纲适应寄生生活后进化而来。
绦虫的起源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绦虫是吸虫对寄生生活进一步适应的结果，其理

由是：单节绦虫类体不分节，形态与吸虫酷似，但单节绦虫和其他绦虫的关系不大，而一般绦

虫的形态与吸虫差异很大，如绦虫的附着器官全部集中在前端等；另一种认为绦虫起源于涡

虫纲的单肠目，其主要理由是：两者的排泄系统、神经系统都很相似，单肠目中有借无性繁殖

组成链状群体的现象，这和绦虫产生节片的能力可能有联系。 因而后一种观点较为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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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扁形动物小结

扁形动物是两侧对称、三胚层、无体腔、背腹扁平的动物，广泛分布于海洋和淡水，少数

生活于潮湿的陆地，有许多种类已过渡到寄生生活，而且是对人类或其他动物为害严重的种

类；自由生活种类体表具有纤毛和杆状体，寄生种类体表丧失这些特征，但具有特殊的附着

器官；具有发达的皮肌囊结构，其中寄生种类皮层细胞核下沉至实质中；消化系统不完全，有
口无肛门，高度寄生种类消化系统则完全退化；排泄系统为原肾管型；梯状神经系统，自由生

活种类的感觉器官发达，寄生种类则大多退化；一般雌雄同体，不仅具发达的生殖腺，而且还

具生殖导管和附属腺体，体内受精；自由生活的海洋种类发育过程具牟勒氏幼虫，淡水种类

为直接发育，寄生种类具多种幼虫期，间接发育，不少种类无性与有性生殖交替发生，同时需

更换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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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６ 章　假体 腔动物概述

１　假体腔动物的共同特征

假体腔动物（Ｐｓｅｕｄｏｃｏｅｌｏｍａｔａ）由一群亲缘关系并不十分清楚、庞杂的动物门类组成，
包括以下 ７ 个独立的门：线虫动物门（Ｎｅｍａｔｏｄａ）、轮形动物门（Ｒｏｔｉｆｅｒａ）、腹毛动物门

（Ｇａｓｔｒｏｔｒｉｃｈａ）、线形动物门（Ｎｅｍａｔｏｍｏｒｐｈａ）、动吻动物门 （Ｋｉｎｏｒｈｙｎｃｈａ）、棘头动物门

（Ａｃａｎｔｈｏｃｅｐｈａｌａ）和内肛动物门（Ｅｎｔｏｐｒｏｃｔａ）。
这些动物虽然在形态特征上差异很大，但都具有以下共同特征：
假体腔动物的体壁与消化道之间都具一个空腔，称为假体腔（ｐｓｅｕｄｏｃｏｅｌ），这是动物进

化中 早出现的原始体腔类型。假体腔实际上就是胚胎发育过程中的囊胚腔（ｂｌａｓｔｏｃｏｅｌ）持
续到成体而形成的体腔，也称初生体腔（ｐｒｉｍａｒｙｃｏｅｌｏｍ），或称原体腔。 假体腔只有体壁具

有中胚层，肠壁无中胚层，腔的四周既没有体腔膜（ｐｅｒｉｔｏｎｅｕｍ）构造，也没有孔道与外界相

通，因而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空腔，腔中充满体腔液。假体腔发生时，原肠胚胚孔两侧，内、外胚

层交界处各有一中胚层的端细胞，它离开原来的位置，进入囊胚腔，细胞不断分裂， 后形成

索状的中胚层细胞，这层细胞之间不裂开，只沿胚胎体壁延伸（图 ６-１）。 假体腔的出现与无

体腔动物相比，其先进性主要表现在：假体腔为体内器官系统的自由运动与发展提供了一定

的空间；体腔液能更有效地输送营养物质和代谢产物，用以替代循环系统的部分机能，同时

能调节和维持体内的水分平衡，以维持体内稳定的内环境；体腔液在封闭的体腔中起着骨骼

的作用，既能抗衡肌肉运动所产生的压力，也能使身体更迅速地运动，从而摆脱以纤毛作为

主要运动器官的状态。

图 ６-１　假体腔的发生示意图

Ａ．原肠胚纵切； Ｂ．示 Ａ图箭头所指的横切面； Ｃ．成体横切面

假体腔动物都具有完整的消化道，肛门的出现解决了摄食与排遗的矛盾，能使动物在短



时间内获取更多的食物，提高了动物摄食的效率，有利于营养物质的积累。
假体腔动物体表均有角质膜，纤毛数量明显减少或完全消失。
本章重点讲述线虫动物、轮形动物和腹毛动物三个门类的假体腔动物，其余假体腔动物

在本书附章中予以简要介绍。

２　线虫动物门

线虫是假体腔动物中 大的一门，已报道的在 １５０００种以上。 线虫广泛分布于海洋、淡
水及土壤中，甚至在海底深渊、沙漠及温泉都有线虫的踪迹。除自由生活外，许多线虫在动植

物体内营寄生生活，危害人畜健康及造成农作物减产。
线虫具有假体腔动物的典型特征。
２．１　体　壁

线虫多为圆柱形，两端尖细，体壁由角质膜、合胞体上皮及纵肌层组成，并共同构成了线

虫的皮肌囊。
角质膜位于体壁 外层，坚韧而富有弹性，主要成分为蛋白质。 角质膜是上皮细胞层分

泌形成的，其结构繁杂，可进一步分为皮层（ｃｏｒｔｉｃａｌｌａｙｅｒ）、中层（ｍｅｄｉａｎｌａｙｅｒ）、基层（ｂａｓａｌ
ｌａｙｅｒ）和基膜（ｂａｓａｌ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皮层由具环纹的鞣化蛋白质组成，成虫可进一步分为外皮

图 ６-２　线虫体壁角质膜的结构（仿 Ｂｉｒｄ修改）
Ａ．典型线虫幼虫角质膜结构； Ｂ．蛔虫成虫体壁角质膜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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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ｃｏｒｔｉｃａｌｌａｙｅｒ）和内皮层（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ｃｏｒｔｉｃａｌｌａｙｅｒ）；中层为均质蛋白质；基层为胶

原蛋白构成的支持柱层，有些种类的基层由于纤维排列的方向不同，可进一步分为三层，使
角质膜具有一定的弹性（图 ６-２）。 角质膜具有保护作用，但也限制了身体的生长，因此线虫

在生长过程中需经过数次蜕皮（ｅｃｄｙｓｉｓ），即一生中需要重复几次生长出新的角质膜，并蜕去

旧的角质膜。线虫的蜕皮受其神经环上神经分泌细胞分泌的激素调控，激素促使线虫排泄细

胞分泌蜕皮液，它可溶解旧表皮而促使其蜕皮。 蜕皮前角质膜中有用的物质能被虫体吸收，
然后上皮细胞重新分泌新的表皮，使旧表皮与上皮细胞分离，并 后脱落。蜕皮后，角质膜未

硬化前，虫体能得以生长。蜕皮现象仅出现在线虫的幼虫阶段，成虫期不再蜕皮，但能增加角

质膜的厚度，其 终厚度一般为身体半径的 ０．０７倍（图 ６-３）。

图 ６-３　根结线虫（M eloid ogyne）蜕皮时角质膜变化过程（仿Ｂｉｒｄ重绘）
Ａ．蜕皮前； Ｂ．蜕皮前上皮层加厚； Ｃ．上皮层外侧形成新的皮层 ；

Ｄ．新皮层增厚，新中层和基层形成，同时新旧角质膜分离；
Ｅ．旧角质膜的基层和中层被新皮层重新吸收； Ｆ．蜕皮完成

体壁中层为上皮细胞组成的表皮层。 上皮细胞通常为合胞体，并在虫体背、腹中线及两

侧处加厚，向假体腔内凸出形成 ４条纵行的上皮索，分别称为背线、腹线及两侧的侧线，上皮

细胞核仅局限于这些体线中，并排列成行。
体壁内层为肌肉层。 线虫纵肌层一般被 ４条体线分隔，因而肌层不连续，肌肉全为斜纹

肌，肌细胞基部集中着可收缩的肌原纤维，称为肌细胞收缩部，此外为肌细胞的原生质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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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细胞体部，肌细胞核位于此处，原生质部一般认为有贮存糖原的功能。 原生质部具有细长

的突起，分别连接到背线与腹线内的神经索上，接受神经的支配。 这与其他动物是由神经发

出分支到肌肉上进行支配的方式不同（图 ６-４）。 线虫体壁中环肌层缺失。

图 ６-４　线虫过咽横切面（作者改绘）

２．２　消化系统

线虫的消化系统结构简单，为一直行管（图 ６-５）。 线虫前端口后为一管状或囊状的口囊

（ｂｕｃｃａｌｃａｐｓｕｌｅ），其内为角质膜加厚，形成不同形状或不同数量的齿、板齿等结构，用以切

图 ６-５　线虫的消化系统（作者）
割食物（图 ６-６）。 口囊之后为咽，由于肌肉细胞的加厚，咽腔在断面上呈三放形，其中有一放

指向腹中线，此为线虫咽的特征（图 ６-４）。 咽的周围具成对的咽腺，咽后连接中肠，由单层上

皮细胞构成，中肠两端均具瓣膜，以阻止肠内食物逆流。 中肠后为短的直肠，来源于外胚层，
后以肛门开口于腹中线上。 咽腺及中肠的腺细胞能产生消化酶，在中肠进行食物的消化，

在肠壁上皮细胞中完成细胞内消化。

图 ６-６　线虫口囊中的齿板等构造（作者改绘）
Ａ．十二指肠钩虫口囊中的钩齿； Ｂ．美洲板口钩虫的口囊中的板及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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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排泄和水分调节

线虫能通过体表进行气体交换或行厌氧呼吸，与扁形动物一样也无专门的呼吸及循环

器官，但具有原肾管型排泄器官（图 ６-７）。 原肾，也由外胚层发育而成，由腺型细胞或变形的

管型细胞构成，但无鞭毛。原始种类通常只有 １～２个大型的腺细胞执行排泄和水分调节。腺
细胞位于咽的周围，开口于神经环附近的腹中线上；腺细胞可延伸成管型排泄器官，外形呈

“Ｈ”状。 蛔虫的排泄管也呈 Ｈ形，但横管成网状，侧管前端不发达。 排泄物先汇集到体腔液

图 ６-７　线虫的排泄系统（据各家修改）
Ａ．腺型 （小杆线虫的 ２个原肾细胞）； Ｂ．典型的 Ｈ型排泄管（驼形线虫）； Ｃ．管型（蛔虫 ）；

Ｄ．腺型（１个原肾细胞）； Ｅ．腺型（钩口线虫的 ２个原肾细胞）

内，再由体腔液通过侧线的上皮细胞，进入排泄管（图 ６-８）， 后由排泄孔排到体外，但排泄

图 ６-８　线虫代谢废物外排示意图（据 Ｄａｎｋｗａｒｔｈ重绘）
（箭头所指为代谢废物从假体腔进入排泄管的流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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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也可通过消化道而排出。 线虫的代谢产物主要是氨。 线虫的排泄器官对维持其体腔液渗

透压平衡十分重要，水分通过口及体壁进入体内，过多的水分可通过排泄器官排出。
２．４　神经系统与感觉器官

线虫的神经系统由脑及 ６ 条纵向神经组成（图 ６-９）。 脑呈环状，围在咽周围，环的两侧

图 ６-９　线虫的神经系统示意图（据 Ｓｍｙｔｈ稍修改）
膨大成神经节；６ 条纵向神经索由脑环发出，其中前端的神经分布到唇瓣、乳突及化学感受

器等。 向后的 ６条神经中，１条为背神经索，１条为腹神经索，２ 对为侧神经索，其中 ２对侧神

经索离开脑环后很快合并成 １ 对， 后形成 ４ 条神经索，其中以腹神经索 发达，线虫的 ４
条神经索分别位于相应的背、腹线和侧线中。 背神经索主要为运动神经纤维，侧神经索主要

为感觉神经纤维，腹神经索包括运动及感觉神经纤维。
线 虫的感觉器官主要分布在头部及尾部。 头部有唇瓣（ｌｉｐ）、乳突（ｐａｐｉｌｌａｅ）、感觉毛

（ｂｒｉｓｔｌｅ），统称为头感器（图 ６-１０）。 唇及乳突的数目、排列方式及形态是分类的重要依据之

一。唇瓣及乳突为头部角质突起，受脑环发出的神经支配；感觉毛周围有腺细胞围绕，感觉毛

在线虫头部较发达，属于触觉感受器。 此外还有化学感受器（ａｍｐｈｉｄ），位于虫体前端一侧，
实质上是体表的内陷，呈囊状，或管状、螺旋状等各种形状，其内端封闭，外端开口，周围也伴

随腺细胞，为线虫特有的化学感受器。 水生种类尤其是海产线虫化学感受器发达，而陆生及

寄生种类则趋于退化。 以前一直认为线虫中不存在任何形式的纤毛，经电镜研究发现，化学

感受器的感觉突起以及感觉毛实际上都是一种变化的纤毛，从而使线虫和其他有纤毛动物

在进化上有了联系。线虫尾部具 １ 对单细胞腺体，称为尾感器（ｐｈａｓｍｉｄ），分别开口于尾端两

侧，这是一种腺状感受器，在寄生种类尤为发达（图 ６-１１）。
２．５　生殖系统和发育

线虫通常雌雄异体且异形。雄虫个体较小，后端弯曲成钩状。雌、雄生殖腺均为管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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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１０　线虫头部感觉器官（仿各家）
Ａ．扭曲线虫（P lectus）前端正面观； Ｂ．人蛔虫前端正面观； Ｃ．蛔虫头感器纵切面 ；

Ｄ．色矛线虫 （C hrom ad ora）头感器； Ｅ．自由生活线虫前端

图 ６-１１　小杆线虫的尾感器（仿 Ｈｙｍａｎ）

中雄性生殖系统多数只具单个精巢，其后端与

输精管相连，输精管末端膨大成贮精囊，再向后

与肌肉质的射精管（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ｏｒｙｄｕｃｔ）相连，
后开口于直肠或泄殖腔。 大多数线虫雄性泄殖

腔向外伸出两个囊，每一囊中具一角质交合刺

（ｓｐｉｃｕｌｅ），交配时用以撑开阴门，交合刺的形态

随种而异，是线虫的分类标准之一。线虫精子或

具鞭毛，或无鞭毛而呈囊状或球状。雌性生殖系

统一般具 ２ 个卵巢，呈管状，长短不一，或相对

排列，或平行排列（图 ６-１２）。 卵巢后端为输卵管及子宫。 子宫上端为受精囊，用以贮存交配

后的精子。两侧子宫后端联合，经肌肉质阴道，以雌性生殖孔开口于虫体近中部腹中线上。雌
雄蛔虫交配后，虫卵在子宫上端受精，形成厚的受精膜，变硬后形成卵的内壳，卵沿子宫下行

时，子宫的分泌物形成卵的外壳，卵壳外层的形状作为寄生线虫的分类依据。
受精卵一般已在子宫中开始卵裂。 虫卵孵化之前，细胞分裂已经结束，因此线虫一生构

成身体或器官的细胞或细胞核的总数恒定，孵化后个体的生长只依赖于细胞体积的增长，而
不是依靠细胞数量和体积的双重增长。

线虫中有相当多的种类在动、植物体内营寄生生活，寄生方式也多种多样，如成虫与幼

虫均寄生在动物体内；或成虫寄生在动物体内，幼虫寄生在植物体内；或幼虫自由生活，成虫

寄生；或成虫自由生活，幼虫寄生；或直接发育无幼虫期；或具有 １个或 ２个中间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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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１２　线虫雌性生殖系统示意图（据各家修改）
Ａ－Ｂ．示两种卵巢管相对排列形式 ； Ｃ．示卵巢管平行排列形式

图 ６-１３　人鞭虫（仿姚永政）
Ａ．成虫； Ｂ．虫卵

２．６　线虫的分类

一般依据有无尾感器分为两个纲。
无尾感器纲（Ａｐｈａｓｍｉｄａ）
虫体尾端无尾感器，具尾腺，排泄器官腺状，由单

细胞或多细胞腺体组成。 海水、淡水、土壤均有分布，
也能在动植物体内寄生。 重要的有：

人鞭虫（T richuris trichura），又称毛首鞭形线虫

（图 ６-１３）。 成虫寄生于人的盲肠内，重度感染时也可

寄生于阑尾、结肠及直肠等处。 虫体前 ３／５呈鞭状，雌
虫体长 ３５～５０ｍｍ，雄虫 ３０～３５ｍｍ。受精卵随宿主粪

便排出体外，在土壤中经过 ３周左右的时间发育为感

染性虫卵，被人误食后在小肠中孵化，幼虫移行到盲

肠发育为成虫，雌虫日产卵量为数千粒。 一般轻度感

染时没有明显症状，重度感染时出现阵发性腹疼，慢
性腹泻及便血等症状。

旋毛虫（T richinella sp iralis），寄生于人、猪、鼠的

十二指肠和空肠前部的肠壁上，成虫较小，雌虫仅为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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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ｍｍ，雄虫不足 ２ｍｍ。雌雄虫交配后卵胎生，幼虫长仅为 １００μｍ，经血液、淋巴液分布到身

体各处，但只有在骨骼肌中才能继续发育。在肌肉中虫体蜷曲，增长迅速，一般可长到 １ｍｍ，
能形成一囊胞，其直径可达 ２５０～５００μｍ左右，内含 １～２条幼虫。经过 ６～７个月后，囊胞开

始钙化，幼虫在囊胞中可生活数十年。 宿主吞食成熟囊胞而被感染，幼虫经 ４次蜕皮发育为

成虫（图 ６-１４）。

图 ６-１４　旋毛虫成虫和幼虫寄生状（仿各家）
Ａ．雌成虫； Ｂ．雄成虫； Ｃ．幼虫在肌肉中寄生状

尾感器纲（Ｐｈａｓｍｉｄａ）
虫体尾端具 １对尾感器，无尾腺，化感器不发达，排泄器官为管状，位于身体两侧的侧线

中。 咽腺通常 ３个，绝大多数为陆生，无海产种类。 有不少种类行寄生生活。 重要的寄生种

类有：

图 ６-１５　小麦线虫雌虫（仿 Ｇｏｏｄｅｙ）

麦粒鳗线虫 （A nguina tritici），即小麦线虫（图
６-１５）。为我国农作物的重大病虫害之一。寄生于小麦

穗上形成虫瘿。 每个虫瘿中可有几千至几万条幼虫。
虫瘿混在麦粒中被播在田里，幼虫便钻出虫瘿侵入麦

苗，逐渐移行至麦心，到麦穗形成时又聚集到小麦子

房中。 麦花受刺激不长麦粒而形成虫瘿，在虫瘿中发

育为成虫，并交配产卵。 每条雌虫可产卵 ２０００ 个左

右，卵中孵化出幼虫，蜕皮 ２ 次后仍留在虫瘿中，而进

入休眠期，次年虫瘿随小麦播入土壤中，再侵害小麦。
在干燥的环境中幼虫在虫瘿内可生活 １０年以上。

丝虫，寄生于人体淋巴系统中，危害我国的是班

氏丝虫（W uchereria banerofti）和马来丝虫（B rug ia m alay i），丝虫寄生于人体淋巴系统中，
由中间宿主蚊子传播。 班氏丝虫雌成虫大小为（７５～１００）×（０．２～０．３）ｍｍ，雄虫（３０～４５）
×（０．１～０．１５）ｍｍ，马来丝虫雌虫体长约 ５５ｍｍ，雄虫 ２５ｍｍ。两者生活史相同，雌雄成虫交

配后，卵胎生，因而没有自由生活的幼虫阶段。 在人体内雌性丝虫可直接产出微丝蚴（图
６-１６），微丝蚴（ｍｉｃｒｏｆｉｌａｒｉａ）进入血液，白天停留在肺血管中，夜间睡眠后微丝蚴出现于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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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１６　微丝蚴（仿 Ｆｕｌｌｅｂｏｒｎ）

周末梢微血管中。 夜间蚊叮咬患者时，微丝蚴进入

蚊胃中，随后在蚊的肌肉中发育，并蜕皮两次，成
为感染期幼虫，当蚊再次吸血时进入人体， 后在

淋巴管或淋巴结内发育为成虫，一般感染 ３ 个月

之后，在血液中就有微丝蚴，成虫在人体内可成活

十几年。 感染丝虫后主要危害由成虫引起，由于成

虫寄生在淋巴管和淋巴结内机械刺激作用及虫体

代谢或分解的毒素，引起局部淋巴系统发炎，病人

寒战发烧、头疼，病程持续 １ 周左右能自行消失。
由于反复感染及淋巴管炎症周期性发作，每年发作数次致使淋巴管壁组织不断增生，以致慢

性堵塞，使阻塞的淋巴管下端的淋巴液不能回流，刺激皮肤及皮下组织增生，使之变粗变厚，
皮脂腺及汗腺萎缩而出现“象皮肿”，严重的病人丧失劳动力。丝虫病也是新中国成立时我国

五大寄生虫病之一。
人蛲虫（E nterobius verm icularis），寄生于人盲肠、小肠下段的小型线虫，又名蠕形住肠

线虫，雌成虫体长 ８～１３ｍｍ，雄虫 ２～５ｍｍ（图 ６-１７）。 成虫在寄生部位交配，交配后雄虫即

死去，雌虫子宫充满虫卵后向下移行，夜间宿主入睡后，雌虫到宿主肛门处产卵，产卵后雌虫

大多数死亡。 蛲虫卵在外界温度适宜、氧气充足的条件下，经数小时后变为具感染能力的虫

图 ６-１７　人蛲虫（仿徐艿南）
Ａ．雌虫 ； Ｂ．卵

图 ６-１８　人蛔虫（仿各家）
Ａ．雌虫； Ｂ．雄虫 ； Ｃ．卵

卵。 雌虫产卵能引起肛门奇痒，患者用手搔痒时，虫卵污染手指可造成自体感染，亦可经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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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甚至空气进行传播，有时前半夜所产虫卵，后半夜就能在肛门外孵化，这样幼虫可直接爬

回直肠。一般具感染力的虫卵进入人体后，在小肠内孵化出幼虫，并沿小肠下行时蜕皮两次，
至结肠后再蜕皮 １次就发育为成虫。 从自感染到雌虫产卵约需 ４５ 天，寿命 ２～４周。 蛲虫患

者多为儿童，特别在集体生活条件下更易于相互传染。 蛲虫也是世界性分布的寄生虫，严重

感染时会影响睡眠，出现食欲不振、烦躁、消瘦等症状。
人蛔虫（A scaris lum bricoides）是感染 普遍的一种大型人体寄生线虫，雌虫可长达 ２０

～３５ｃｍ，雄虫 １５～３０ｃｍ（图 ６-１８）。雌、雄成虫在人小肠交配产卵，每条性成熟雌虫一昼夜产

卵量高达 ２０万粒，随宿主粪便排至体外。虫卵必须在 ２０～３０℃、阳光充足、潮湿松软的土壤

中经 ２周后在卵内发育成幼虫，约 １ 周后在卵内蜕皮 １次后方成为具感染能力的虫卵。 因

此，人蛔虫是土源性寄生虫。人若误食了感染性虫卵，卵壳在小肠液作用下孵化出幼虫，并穿

过小肠黏膜进入血管，随血液循环，经肝、心脏， 后幼虫到达肺部，在肺泡中寄生，并蜕皮两

次。此时幼虫可钻破肺泡进入气管，逆行回到咽部，经食道、胃回到小肠。进入小肠后需再蜕

皮 １次，数周后发育成成虫。 人体从感染虫卵到雌虫产卵，约需 ６０～７０天，成虫能在人体中

成活 １年左右。 人体少量寄生蛔虫时，并不引起明显的症状，如是严重感染时也能对个体造

成较大的危害，特别是儿童，会出现贫血、发育障碍等症状。 蛔虫是世界性分布的人体寄生

虫，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我国以前蛔虫感染也十分普遍，尤其在农村地区，但随着人们生活水

平的日益提高和卫生条件的极大改善，蛔虫感染已越来越少。 猪蛔虫（A scaris suum ）与人蛔

虫形态特征较近似，但不会发生交叉感染。
钩虫，成虫寄 生于人小肠 上段，寄生于人体 的钩虫有 两种：十二指肠 钩口 线虫

（A ncylostom a duod enale）和美洲板口线虫（N ecator am ericanus）。 两者生活史相同，成虫在

图 ６-１９　十二指肠钩虫（仿 Ｎｏｂｌｅ）
Ａ．雄虫 ； Ｂ．雌虫 ； Ｃ．杆状蚴； Ｄ．丝状蚴 ； Ｅ．卵

小肠内交配产卵，每条性成熟雌虫日产卵量为数万粒，随宿主粪便排到体外，温度适宜时，受
精卵在松软土壤中 １～２ 天即可从卵内

孵化出一期杆状蚴（ｒｈａｂｄｉｔｉｆｏｒｍｌａｒｖａ）。
该幼虫长 ３００μｍ，已具细长口腔，经 ２～３
天蜕皮成二期杆状蚴，过 ５～８天再次蜕

皮发育成丝状蚴（ｆｉｌａｒｉｆｏｒｍｌａｒｖａ），成为

感染期幼虫。 丝状蚴具有群集习性，同时

在土壤中可成活 ３ 个月左右。 当人皮肤

接触土壤时，感染期幼虫可从手指或足

趾间较薄皮肤处钻入，再随血液或淋巴

液移行，经心脏、肺，然后再逆行至咽、食
道、胃， 终进入小肠。 在小肠寄生后再

蜕皮 ２ 次，发育为成虫（图 ６-１９）。从感染

期幼虫到雌虫产卵，约需 ５～７ 周，十二

指肠钩口线虫在人体内可成活 １～７ 年，
美洲板口线虫的成活时间更长。 上述两

种线虫曾是新中国成立时我国五大寄生

虫病之一。 幼虫侵入皮肤时，可刺激皮肤

出现丘症和发炎，在人体内移行时可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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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宿主咳嗽、发烧等症状，大量寄生时常造成患者严重贫血，病人出现头晕眼花、心跳气短、
苍白无力，甚至身体浮肿、贫血性心脏病，严重时丧失劳动能力。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前，浙江

在杭、嘉、湖的蚕桑区感染十分普遍。
广州管圆线虫（A ng iostrongylus cantonensis），成虫多寄生于鼠肺动脉内，也可见于右

心，雌虫长约 ３０ｍｍ，宽约 ０．５ｍｍ；雄虫长约 ２０ｍｍ，宽约 ０．３ｍｍ。 雌雄交配后，雌虫产卵于

血管中，并随血流到肺毛细血管，在末梢动脉血管内形成栓塞并发育，成熟后孵出第 １ 期幼

虫。 １期幼虫穿过毛细血管进入肺泡，沿气管上行到达咽喉部，再进入消化道， 后随粪便排

出体外。排出体外的 １期幼虫，在潮湿或有水的环境中可存活 ３周。当 １期幼虫被软体动物，
如福寿螺（A m p ullaria g ig as）、褐云玛瑙螺（A chatina fulica）、圆田螺（C ip ang op alud ina）、环
棱螺（B ellam y a）吞食，或主动钻入螺体内被感染，１周后蜕皮变成第 ２ 期幼虫，再经 ２ 周后

蜕皮成第 ３期幼虫，也称感染期幼虫。 当鼠吞食含感染期幼虫的软体动物，或饮用受污染的

水后，３ 期幼虫在鼠胃内脱鞘，并进入肠壁小血管，经血液循环带至右心，再经肺部血管至左

心，由此移行至身体各器官。 但多数幼虫均沿颈动脉到达鼠脑部，穿破血管在脑组织表面窜

图 ６-２０　旋轮虫内部结构（仿 Ｈｙｍａｎ）

行。 广州管圆线虫在人体中的移行、发育大致上与在

鼠中相同。 幼虫通常留在中枢神经系统，并在其中完

成发育，但也可寄生于眼部。 广州管圆线虫是动物寄

生虫，鼠类是适宜终宿主，人是非正常宿主，２００６年在

北京等地的患者多为食用了未经煮熟的福寿螺肉所

致。 人体感染广州管圆线虫主要为幼虫侵犯中枢神经

系统，幼虫分布以大脑 多，引起嗜酸性粒细胞增多

性脑膜脑炎或脑膜炎。 不生食不洁食品，是防治广州

管圆线虫病的关键。

３　轮形动物门（Ｒｏｔｉｆｅｒａ）
轮形动物主要生活在淡水，也能生活于海洋或潮

湿的土壤。 已发现 ２０００ 种，大多为自由生活，也有共

生和寄生的种类。通常体长在 ０．５ｍｍ以下，全身无色

透明，但由于消化道中具有不同颜色的食物而使身体

显现一定的颜色。 轮虫是淡水浮游动物的主要类群之

一，也是鱼类和甲壳动物幼体很好的饵料生物。
轮形动物通常为长圆形或囊状，由不明显的头

部、躯干部及尾部组成（图 ６-２０），但由于生活方式不

同，可使虫体的形态发生很大的改变，如固着生活或

管栖生活的种类，尾部延长成柄状，漂浮生活的种类

尾部缩短或消失。 轮形动物 大特征是身体前端具一纤毛器官——轮盘（ｔｒｏｃｈｕｓ），由于纤

毛的转动形同车轮，因而称为轮虫。轮盘是虫体惟一具纤毛的地方，主要行运动和取食功能，
既是头部 主要的结构，也是分类的主要依据之一。 躯干部呈囊状，其外面的角质膜加厚形

成兜甲（ｌｏｒｉｃａ），有的还有各种饰纹，形成刺、棘等突起。尾部与躯干部分界或明显或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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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外面的角质膜常成环状，能套叠使尾部变短，尾部末端是 １～４ 个趾（ｔｏｅ），内具足腺（ｐｅｄａｌ
ｇｌａｎｄ），用以黏着。 体壁由角质膜、表皮层和肌肉层组成。 角质膜由上皮细胞分泌而成，同一

种类轮虫的上皮细胞数目恒定，表皮层之下为独立成束的纵肌和环肌，其中前者较发达。

图 ６-２１　轮虫的咀嚼器（据陈义稍改）
Ａ．在咀嚼囊内的咀嚼器； Ｂ．单独的咀嚼器

轮虫也是肉食性动物。 消化系统包括口、咽、食道、胃、肠和肛门等部分。 口位于虫体前

端腹面，被轮盘环绕，下通咽。 咽来源于外胚层，其内壁加厚特化成几个大突起，构成特有的

咀嚼器（ｔｒｏｐｈｉ）（图 ６-２１），用以研磨食物，也是轮虫分类的依据之一。 消化腺包括唾液腺和

胃腺。排泄器官为 １对原肾，包括几个到 ２０ 个焰球（ｆｌａｍｅｂｕｌｂ）及 １ 总排泄管。它是一个多

核细胞组成的原肾系统，其细胞核位于排泄管管壁中，焰茎球呈倒置的杯状，由杯顶向管腔

伸出许多鞭毛，焰球内壁周围具大小不等的原生质柱，焰球两侧有细胞质管与排泄管相通。
焰球的原生质柱与涡虫管细胞的小孔相当，体液可由此进入焰球腔内， 终通向排泄管（图
６-２２）。焰球的功能主要也是水分的调节。随环境中离子浓度的变化，焰球内鞭毛的打动及液

体的排出速度可加速或减慢，其排出的液体渗透压比体腔液低，随着水分的外排，可带走一

些代谢产物。

图 ６-２２　轮虫的焰球结构

Ａ．焰球示意图 （作者）； Ｂ、Ｃ．分别表示一个焰球的纵切面与横切面（仿 Ｗｉｌｓｏｎ、Ｗｅｂｓ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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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２３　轮虫生活史（Ｂｉｒｋｙ）

轮虫虽为雌雄异体，且异形的动物，
但有些种类至今尚未发现雄性虫体的存

在，有的即便有雄性个体，也是仅在年周

期的一定时间内出现，因而轮虫主要的

生殖方式还是孤雌生殖。 雌虫的卵巢和

卵黄腺常被共同的薄膜所包裹，形成生

殖囊（ｇｅｒｍｏｖｉｔｅｌｌａｒｉａ），再由其连接输卵

管，输卵管开口于泄殖腔。 在具有雄性个

体的种类中，一般在外界环境适宜时，主
要也是由雌虫行孤雌生殖。 这时雌虫产

出大且卵壳较薄的卵，其成熟过程不发

生 减 数 分 裂，称 为 非 需 精 卵 （ａｍｉｃｔｉｃ

ｅｇｇ），它可很快发育成雌性个体，并继续

行孤雌生殖，这种个体称为非混交雌体

（ａｍｉｃｔｉｃｆｅｍａｌｅ）。 在环境条件许可的情

况下，这种生殖方式可重复进行。 一旦外

界环境发生改变，或有其他刺激时，轮虫

种 群 中 就 会 出 现 混 交 雌 体 （ｍｉｃｔｉｃ

ｆｅｍａｌｅ）。这种雌虫产生小型的薄壳虫卵，
但卵在成熟过程中需经减数分裂，称为

需精卵（ｍｉｃｔｉｃｅｇｇ）。该卵如不受精，则孵

化出雄虫，其寿命很短，经过有丝分裂产

生精子；如受精，则发育成具厚壳的休眠

卵 （ｒｅｓｔｉｎｇｅｇｇ），它可抗御各种不良环

境，待环境条件好转时再孵化出非混交

雌虫，继续其孤雌生殖（图 ６-２３）。当轮虫

生活的水体干枯时，某些种类仍能生存下去，这时虫体失去大部分水分，高度蜷缩，进入所谓

的假死状态，耐干燥能力极强，抵抗干燥的环境可达数月甚至数年，只要有水，轮虫便能在很

短的时间内复活。 以这种状态维持生存的现象称为稳生（ｃｒｙｐｔｏｂｉｏｓｉｓ）。
轮虫的各器官组织的结构均为合胞体，且各部分含有的细胞核数目恒定。如椎尾水轮虫

（E p ip hanes senta）（图 ６-２４）中，上皮层含有 ２８０个细胞核，食道 １５个，胃 ３９ 个，肠 １４个，原
肾管 １４个，脑 １８３个，周围神经 ６３个，细胞核总为 ９５９个。因此轮虫的发育具有一个显著的

固定形式。 轮虫自孵化后，细胞核不再分裂，身体部分受损，也不能再生。
常见的除萼花臂 尾轮虫 （B rachionus forficula）外，还有矩形 龟甲轮虫 （K eratella

quad rata）、前节晶囊轮虫（A sp lanchan p riodonta）、转轮虫（R otaria rotatoria）、迈氏三肢轮

虫 （F ilinia m aior）、金 鱼 藻 沼 轮 虫 （L im nias ceratop hylli）、椎 尾 水 轮 虫、 裂 足 轮 虫

（S chizocerca d iversicornis）、暗小异尾轮虫（T richocerca p usilla）等（图 ６-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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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２４　常见轮虫（仿各家）
Ａ．前节晶囊轮虫； Ｂ．转轮虫； Ｃ．椎尾水轮虫 ； Ｄ．迈氏三肢轮虫 ； Ｅ．金鱼藻沼轮虫； Ｆ．裂足轮虫 ；

Ｇ．萼花臂尾轮虫 ； Ｈ．矩形龟甲轮虫； Ｉ．暗小异尾轮虫

４　腹毛动物门（Ｇａｓｔｒｏｔｒｉｃｈａ）
腹毛动物（图 ６-２５）是生活于海洋或淡水的 原始假体腔动物，现存种类约 ４００ 种，全

球性分布。
腹毛动物体型微小，一般体长仅为 ０．１～３ｍｍ，体宽约为 ０．５ｍｍ。 通常在虫体腹面及头

部还留有由上皮细胞发出的单根纤毛，用以在黏液上滑动，纤毛的排列方式和分布具有种的

特征。体壁 外层为角质膜，或薄而光滑，或厚而呈鳞状、板状、刺状；角质膜之下的表皮层细

胞经电镜观察，发现细胞界限清楚，并非以前在光学显微镜下见到的合胞体构造。 表皮内为

环肌与纵肌，通常为 ６对纵肌束。体壁肌肉层之内为不甚发达的假体腔。 消化系统由口、咽、
肠和肛门组成。口位于虫体的前端，后连口腔，内具齿和钩，咽发达，其周围具肌肉包围，外观

呈球状，并具咽腺（ｐｈａｒｙｎｇｅａｌｇｌａｎｄ）。 咽后即为中肠，由单层上皮细胞组成，后连直肠并以

肛门开口于身体近后端腹面。 １ 对脑神经节位于咽的前端背侧，呈马鞍形，由脑分出 １ 对侧

神经索纵贯全身，无特殊的感觉器官，主要由头部的感觉毛及身体腹面的纤毛进行感觉，淡
水种类脑中有成堆的色素粒，具有感光功能。 排泄器官为 １对具焰球的原肾管，位于消化管

中部两侧，肾孔开口于腹面中央（图 ６-２６）。 通常淡水种类原肾发达，兼有排泄和水分调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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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２５　各种腹毛动物（仿 Ｇｒａｓｓé）
Ａ．侧毛虫（P leurod asys）； Ｂ．锚矛虫 （T etranchyroderm a）； Ｃ．小鳞皮虫（L ep id oderm ella）；

Ｄ．鼬虫（C haetonotus）； Ｅ．毛虫（D asydytes）

图 ６-２６　腹毛动物的内部结构（仿 Ｐｅｎｎａｋ）

功能，但某些海洋种类无原肾。海洋种类雌雄同

体，精巢 １ 对，位于身体近前端，１ 对输精管分

别以雄性生殖孔开口于身体腹面后 １／３ 处，有
的还有退化的交配囊；１个或 １对卵巢，位于精

巢之后的消化道两侧，具 １ 对短小的输卵管，并
以 １ 个雌性生殖孔开口于肛门前端，许多种类

还有受精囊。淡水种类雄性生殖系统完全退化，
仅存雌性生殖系统，故行孤雌生殖，雌性可产两

种类型的卵，其中一种为滞育卵，产出后不立即

孵化，可抵抗低温、干旱等恶劣环境，待条件好

转后再孵化；另一种卵产后 ３～４天便能孵化。
海产和淡水种类均为直接发育。 常见的种类

是淡水的鼬虫（C haetonotus）（图 ６-２５，Ｄ），身体

呈瓶状，背面略突，腹面扁平，前端分化出不明

显的头部，后端尖细而分叉，分叉末端具黏液腺

开口，虫体或无色透明，或呈淡绿色、浅红褐色。

５　假体腔动物的系统发生

假体腔动物门类繁杂，各类群在动物演化

上的亲缘关系不很密切，在形态结构上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有许多重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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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虫动物具有腺型或管型的排泄系统，体表无纤毛，特殊的纵肌层，线形的生殖系统等

等。 这些构造特点与假体腔动物中其他类群显然不同，在动物进化上属于一个盲支，其他动

物不可能由这类动物进化而来。腹毛动物体表具纤毛、具焰球型原肾管系统等特征与扁形动

物涡虫纲特征相似；而其体表具角质膜、具假体腔、具尾腺、具完全的消化道等结构特征又与

自由生活的线虫相似。 由此可见，腹毛动物与涡虫、线虫之间具有一定的亲缘关系。 许多学

者认为线虫动物是在扁形动物涡虫纲演化成腹毛动物的时候分出的一支。
轮形动物的结构以及胚胎发育与涡虫纲相似。 如不少轮虫身体较扁，具焰球型原肾管、

雌雄同体、具卵黄腺，胚胎发育中早期卵裂属于螺旋形卵裂等。 轮形动物与腹毛动物又非常

接近，如轮虫有完全的消化道、具足腺、纤毛和焰球型原肾管等。 轮虫又具有特殊的咀嚼器，
各器官组织为合胞体，且细胞核的数量恒定，又明显不同于扁形动物涡虫纲和腹毛动物。 综

上所述，轮形动物在演化上与扁形动物涡虫纲和腹毛动物有着较为接近的亲缘关系。

６　假体腔动物小结

假体腔动物包括了形态不很相似、亲缘关系不十分清楚的一些类群，共有 ７个独立的门

类。这些动物的共同特征是体壁与消化道之间都具有假体腔（初生体腔或原体腔），它的出现

为体内器官系统的自由运动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假体腔动物体表具角质膜，纤毛减少

或完全消失；消化道完整，肛门的出现解决了摄食与排遗的矛盾，提高了动物摄食的效率，有
利于营养物质的积累；排泄系统为原肾管型，无呼吸及循环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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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７ 章　环节 动物门 （Ａｎｎｅｌｉｄａ）

１　环节动物的主要特征

环节动物常见的有蚯蚓、沙蚕和蚂蟥，是高等无脊椎动物的开始。 这类动物在两侧对称

和三胚层基础上，出现了原始分节现象（ｍｅｔａｍｅｒｉｓｍ）——身体除头部外各体节基本类同，
一些内部器官也依体节重复排列，这种分节称为同律分节（ｈｏｍｏｎｏｍｏｕｓｍｅｔａｍｅｒｉｓｍ），体
节的出现是动物进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之一；普遍具有发达的真体腔（ｔｒｕｅｃｏｅｌｏｍ），其内侧与

肠上皮细胞共同构成了肠壁，由于肌肉参与消化道的组成，使肠的蠕动不再依赖身体的运

动，因而增强了动物的消化能力，同时也为消化道进一步分化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出现了疣

足（ｐａｒａｐｏｄｉｕｍ）和刚毛（ｓｅｔａ），运动比扁形动物和线形动物都要迅速；产生了较为完善的闭

管式循环系统（ｃｌｏｓｅｄ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ｓｙｓｔｅｍ），血液始终在密闭的血管中流动，除动脉、静脉分化

外，还有发达的毛细血管，可以更有效、更迅速地完成营养物质和代谢产物的输送；具后肾管

（ｍｅｔａｎｅｐｈｒｉｄｉｕｍ），主要功能是排泄代谢废物和调节体内渗透压平衡，有的还可兼司排泄和

生殖两种功能；神经系统更趋集中，形成脑（ｂｒａｉｎ）和腹神经索（ｖｅｎｔｒａｌｎｅｒｖｅｃｏｒｄ），构成纵

贯全身的链式神 经系统；雌雄异 体或雌雄同体，海产种类为间接发育，具担轮 幼虫

（ｔｒｏｃｈｏｐｈｏｒｅ）期。

２　环节动物的生物学

２．１　外形特征

环节动物的身体一般呈长圆柱形，由许多彼此相似的体节（ｍｅｔａｍｅｒｅ）组成。 这些体节

不仅外部相似，而且内部的重要器官，如循环、神经、排泄、生殖等也都按节重复排列，在节与

节之间往往具一双层的隔膜。大多数环节动物除前两节和 后一节外，其余各体节的形态和

机能都基本相同（同律分节），如蚯蚓、沙蚕，但环节动物中也有一些种类，体节有粗、细之分，
有些体节具有原始的附肢，而有些体节则缺失附肢，体内各种器官也分别位于一定体节中，
其 生理分工 也较显著，已接 近异律分节 （ｈｅｔｅｒｏｎｏｍｏｕｓｍｅｔａｍｅｒｉｓｍ）的水平，如沙蠋

（A rellicola）。 同律分节是异律分节的先驱，每一个体节几乎等于一个功能单位，对于动物加

强身体的适应能力，增强新陈代谢具有很大的意义，如每一体节都有一个神经节，能使动物

的感觉和反应更加灵敏；每一个体节都有一对排泄系统，可使动物的排泄更为有效。 同律分

节动物的体节数量虽然较多，但只有 １ 个头部和神经系统，因此仍是统一的整体，这种既分



图 ７-１　环节动物的外形（仿各家）
Ａ．蚯蚓； Ｂ．沙蚕 ； Ｃ．蛭

散又统一的结构形式，是动物身体结构的一大

进步，也为动物体更高级的分化，如形成头、胸、
腹等部分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

分节现象的起源，一般认为是由原始分节

现象及其运动两者结合而逐渐演化形成的。 在

低等无脊椎动物中，如涡虫、纽虫消化道的侧盲

囊和生殖腺在体内是重复排列的，这些动物在

作蛇形运动时，其前、后生殖腺之间 容易弯

曲，使体壁形成褶缝，然后在前、后褶缝之间长

出特殊的肌肉群， 后便形成了体节。

图 ７-２　环节动物的头部（仿各家）
Ａ．蚯蚓腹面观； Ｂ．沙蚕背面观

不同环节动物的外形变化较大。 海洋中自

由生活的沙蚕（N ereis）（图 ７-１），身体一般呈圆

柱 状， 或 背 腹 扁 平， 头 部 明 显， 口 前 叶

（ｐｒｏｓｔｏｍｉｕｍ）背侧具 ４个眼点，可感光；前缘中

央具 １ 对口前触手（ｐｒｏｓｔｏｍｉａｌｔｅｎｔａｃｌｅ），其两

侧 各 有 一 分 节 的 触 角 （ｐａｌｐ）。 围 口 节

（ｐｅｒｉｓｔｏｍｉｕｍ）为身体的第 １ 体节，两侧各有 ４
条细长的围口触手（ｐｅｒｉｓｔｏｍｉａｌｔｅｎｔａｃｌｅ），腹面

为口，吻（ｐｒｏｂｏｓｃｉｓ）可外翻，其前端具颚 １对（图 ７-２）。 各体节具疣足（ｐａｒａｐｏｄｉｕｍ），一般多

为双叉型，其腹侧有一极小的排泄孔。 身体末端有 １对肛须（图 ７-１）。
远环蚓（A m y nthas）身体圆而细长，有许多相似的体节组成，体节与体节之间的凹陷称

为节间沟（ｉｎｔｅｒ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ｌｆｕｒｒｏｗ）。由于适应土中穴居生活，其头部退化，通常由口前叶和围

口节组成。围口节为第 １体节，口位于其腹侧，围口节背前端的口前叶为肌肉质的突起，有摄

食、掘土和感觉的功能。 蚯

蚓疣足退化，自第 ２ 体节起

具刚毛，环绕体节排列，刚
毛直接着生在体壁上，可支

撑身体前进。 性成熟个体在

第 １４～１６节，由表皮形成环

带 （ｃｌｉｔｅｌｌｕｍ）或称生殖带，
环带上无刚毛和节间沟。 从

１１～１２ 节间沟开始，在背中

线 上 每 节 有 １ 个 背 孔

（ｄｏｒｓａｌｐｏｒｅ），能排出体腔

液，湿润皮肤，以便于呼吸，
减少摩擦，保护皮肤。 在腹

面 １８ 节两侧有 １ 对雄性生

殖孔，１４ 节腹面中央有 １个
雌性生殖孔， ６／７、 ７／８、 ８／９

０４１ 动　物　学



节间沟两侧通常有 ３对受精囊孔（ｓｅｍｉｎａｌｒｅｃｅｐｔａｃｌｅｏｐｅｎｉｎｇ）。 肛门位于体末端，呈直裂缝

状（图 ７-２）。
蛭类背腹扁平，头部不发达，体前端具眼点数对。身体两端具吸盘，体节一般为 ３４节，其

中末 ７节愈合成后吸盘，能借前后两吸盘作辅助运动。 体表无刚毛，性成熟时出现环带（图 ７-１）。
２．２　体　壁

环节动物的体壁从外至内由角质膜（ｃｕｔｉｃｌｅ）、表皮层、肌肉层和体壁体腔膜（ｐａｒｉｅｔａｌ

图 ７-３　环节动物的体壁结构（仿各家）
Ａ．蚯蚓横切面 ； Ｂ．沙蚕局部横切面； Ｃ．医蛭横切面； Ｄ．体壁局部 ；放大

ｐｅｒｉｔｏｎｅｕｍ）四部分组成。角质膜薄，由表皮细胞分泌而成，具有保护身体及防止在干燥环境

中失水的功能；表皮层由单层柱状上皮细胞组成，其间有单细胞腺体分布，除分泌黏液湿润

体表外，多毛类的腺细胞还可产生荧光素，使虫体发出荧光；肌肉层的外侧是薄的环肌，内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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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发达的纵肌；体腔膜为一层中胚层来源的体腔上皮，密贴于纵肌层之下。 环节动物体壁的

四层结构一起构成了皮肤肌肉囊（ｄｅｒｍｏｍｕｓｃｕｌａｒｓａｃ），简称为皮肌囊，并由它们包裹全身

（图 ７-３）。 需特别指出是，蛭类体壁表皮层中的单细胞腺体沉入表皮层下面薄的结缔组织

中。该层组织中还有许多色素细胞，使体表呈现出色泽。肌肉层在环肌和纵肌之间尚有斜肌

（ｄｉａｇｏｎａｌｍｕｓｃｌｅ），斜肌在动物静止时其肌纤维的长度 短。 此外尚具背腹肌，它固定在表

皮细胞下，从背侧穿过环肌、斜肌和纵肌直达身体的腹侧，它的存在可使身体始终处于扁平

状态。
环节动物的肌肉为斜纹肌（参见第 ２ 章），当其一体节的纵肌层收缩，环肌层舒张，则此

段体节变粗变短，同时体腔内压力增高，着生于体壁上的刚毛伸出，插入周围土壤。此时其相

邻的一组体节的环肌层收缩，纵肌层舒张，体节变细变长，体腔内压力降低，刚毛缩回，与周

围土壤脱离接触。 每一体节组与相邻体节组交替收缩纵肌与环肌，使身体呈波浪状蠕动前

进。 蚯蚓每收缩一次可前进 ２～３ｃｍ，其收缩方向可以反转，因而亦可作倒退运动（图 ７-４）。

图 ７-４　蚯蚓的运动图解（据 Ｇｒａｙ，Ｌｉｓｓｍａｎ稍改）
（图中数字表示体节，随着自前而后体节收缩 ，虫体向前移动 ）

２．３　次生体腔

环节动物体壁与消化道之间具一宽阔的空腔。从胚胎发育过程看， 早在胚孔（原口）两
侧、内外胚层之间各有 １个中胚层端细胞（ｔｅｌｏｂｌａｓｔ），发育为两团中胚层带，此后中胚层带

逐渐延伸，再后来中胚层带裂开，分为成对的体腔囊，其靠近内侧的中胚层和内胚层合成肠

壁，靠近外侧的中胚层和外胚层构成体壁，体腔即位于肠壁中胚层和体壁中胚层之间，因为

是中胚层裂开形成，故又称裂体腔（ｓｃｈｉｚｏｃｏｅｌ）（参见第 ２ 章）（图 ７-５）。 在动物系统发生上，
这种体腔比初生体腔（假体腔或原体腔）出现较晚，故称为次生体腔（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ｃｏｅｌｏｍ）或真

体腔（ｔｒｕｅｃｏｅｌｏｍ）。 真体腔与假体腔在形态结构上区别明显，如真体腔四周，即体壁的内侧

和消化道的外侧，均具体腔膜，且在体壁与消化道管壁上均具中胚层分化而来的肌肉层；体
腔可通过后肾等管道与体外相通；体腔上皮细胞能分化为生殖细胞及生殖腺等等。

次生体腔的形成，使中胚层的肌肉组织参与了消化道和体壁的构成，使消化道和体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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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５　环节动物的真体腔（仿 Ｋｏｒｓｃｈｅｌｓ）
Ａ．中胚层带出现； Ｂ．中胚层带延伸 ；Ｃ．体腔囊出现 ；Ｄ．真体腔形成

运动得以加强，同时由于广阔的空腔存在，使体壁的运动与肠壁的蠕动分开，这就大大加强

了动物的运动和消化摄食的能力，也为消化系统的复杂化提供了必要条件；次生体腔内充满

了体腔液，使内部器官始终浸浴其中，同时在每个体节间的隔膜上又有孔相通，因此，次生体

腔内的体腔液可与循环系统一起，共同发挥体内运输的作用，并使动物体保持一定的体态。
真体腔的出现对动物的循环、排泄、生殖等系统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因此次生体腔的形成，
在动物进化上有重大的意义，也是高等无脊椎动物的重要标志之一。 然而，蛭类的真体腔退

化，体壁肌层之下无体腔膜，几乎所有蛭类的真体腔均被肌肉、葡萄状组织（ｂｏｔｒｙｏｉｄａｌ
ｔｉｓｓｕｅ）填充而缩小，形成血窦（ｂｌｏｏｄｓｉｎｕｓ）。
２．４　疣足和刚毛

海产环节动物身体两侧所具的疣足，属于原始的附肢形式。它是由体壁向外突出而形成

的扁平片状物，体腔也随之伸入其中。 疣足本身不分节，与躯体连接处也无关节。 典型的疣

足 分成背叶（ｎｏｔｏｐｏｄｉｕｍ）和腹叶 （ｎｅｕｒｏｐｏｄｉｕｍ），背叶的背侧具一指状的背须 （ｄｏｒｓａｌ
ｃｉｒｒｕｓ），腹叶的腹侧有一腹须（ｖｅｎｔｒａｌｃｉｒｒｕｓ），有触觉功能。 疣足有爬行和游泳的功用，背、
腹叶内各有 １ 根起支撑作用的足刺（ａｃｉｃｕｌｕｍ），同时背肢有 １束刚毛，腹肢具 ２ 束刚毛（图

图 ７-６　环节动物的运动器官（仿各家）
Ａ．蚯蚓的刚毛； Ｂ．沙蚕的疣足

７-３Ｂ，７-６），有些种类的背须特化成疣足鳃或鳞片等。蚯蚓等寡毛纲种类疣足退化，只保留刚

毛（ｓｅｔａ）作为辅助运动器官。 刚毛由刚毛囊（ｓｅｔａｌｓａｃ）底部一较大的毛原细胞（ｈａｉｒｍｏｔｈ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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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７　蚯蚓刚毛的着生方式（仿陈义）
Ａ．对生 ； Ｂ．环生

ｃｅｌｌ），也称形成细胞（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ｃｅｌｌ）所分

泌的几丁质构成，刚毛囊体壁表皮细胞

内陷而成，由于肌肉的牵引，可以伸长或

缩短，从而使刚毛前伸或后缩。 刚毛作为

一种运动器官，远比低等动物的纤毛稳

固而有力。 总之，疣足和刚毛的出现，增
强了动物体爬行、游泳等运动功能，因此

对外界环境适应的能力也得以增强。 刚

毛在每一体节中的排列方式以及数量的

多少因种而异，通常水生种类刚毛较长，陆生种类较短。 大多数陆生及水生种类刚毛的数目

为 ８根，成 ４束，每束 ２根，这种排列称为对生刚毛（ｌｕｍｂｒｉｅｉｎｅｓｅｔａ），有的每节几十根绕体

节分布，称为环生刚毛（ｐｅｒｉｃｈａｅｔｉｎｅｓｅｔａ）（图 ７-７）。蛭类中刚毛完全消失，依靠前、后吸盘及

体壁肌肉的收缩进行运动。
２．５　消化系统

环节动物同样具有完善的消化道，纵行于身体中央。由于中胚层来源的肌肉组织参与肠

道壁的形成，通常使前肠进一步分化出口腔、咽、食道、嗉囊（ｃｒｏｐ）和砂囊（ｇｉｚｚａｒｄ）等结构，
它的主要功能是摄取、软化和磨碎食物；中肠分化出胃、肠并与消化腺相通，主司消化吸收和

营养的功能；后肠较短，经肛门通体外。
以蚯蚓为代表的寡毛类动物的消化道中，口腔内无齿，可翻出口外取食。咽肌肉强大，咽

肌收缩使咽腔扩大，用以吸进食物。咽头外围有咽头腺，能分泌黏液和蛋白酶，湿润食物和对

蛋白质进行初步分解。 陆生种类食道壁两侧具 １对或几对钙腺（ｃａｌｃｉｆｅｒｏｕｓｇｌａｎｄ），能分泌

钙质，中和食物中的腐殖质酸，以保持体内酸碱平衡，但水生种类无钙腺。食道后形成嗉囊和

砂囊，前者为一薄壁的囊，用作食物的临时贮存，后者为一厚壁囊，内表面具一层厚的几丁

质，囊腔中还含有砂粒，能把泥土中的食物磨成细粒。砂囊后为一管状的胃，胃部血管丰富并

而富含腺体，胃前部有一圈胃腺，其功能同咽头腺，能分泌消化酶进一步参与消化。小肠壁多

皱褶，背面有一凹槽，即盲道（ｔｙｐｈｌｏｓｏｌｅ），增大消化和吸收面积。一般在第 ２６节处伸出一对

指状突起，为盲肠（ｃａｅｃａ），是重要的消化腺，能分泌蛋白酶、淀粉酶和脂肪酶，大部分营养物

质可在小肠内消化吸收。直肠的功能主要是收集和贮存食物残渣，并由肛门排出体外。中肠

的脏壁体腔膜特化为黄色细胞（ｃｈｌｏｒａｇｏｇｅｎｃｅｌｌ），既能贮存脂肪和糖原，又具排泄的作用，
在物质代谢中起重要作用。

以沙蚕为代表的多毛类动物，消化系统组成与蚯蚓相近，也是一纵贯全身的直管，包括

口、吻或咽、食道、胃、肠、直肠及肛门，但不同种类的消化道会有所改变。 这些动物取食方式

与其生活方式紧密相关，它们常以口前纤毛、围口触手或具齿并能外翻的咽摄取有机碎屑、
捕食浮游生物或其他小动物，在取食方式上有肉食性、杂食性、腐食性和滤食性之分。

蛭类中少数是捕食性的种类，一般捕食小型蠕虫、螺类及昆虫幼虫等，但 ３／４的种类常

以其他动物的体液、血液为生，过着体外半寄生生活，其中原始种类吸食各种无脊椎动物的

血液或身体的软组织，较高等的种类吸食脊椎动物的血液。 由于蛭类的捕食习性，特别是吸

血的种类，其消化道的结构与功能都发生了相应的适应，口通常开孔于前吸盘的腹中，口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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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具颚，单细胞的唾液腺开 口于口腔基部，其分泌物为 蛭素 （ｈｉｒｕｄｉｎ），其分子 式为

Ｃ３ ０Ｈ６ ０Ｏ２ ０Ｎ８ ，当蛭素注入伤口时，可保持血液较长时间内不凝固，也能使吸入的血液不变

质。 蛭类吸血时，颚可将皮肤切开，由于咽的强大吸力，能将血液吸入消化道中，储存于多对

嗉囊中（图 ７-８）。 嗉囊后为肠，是蛭类食物消化的主要部位。 通常蛭类消化道中很少具淀粉

酶、脂肪酶及肽链内切酶，发现的主要是肽链外切酶。蛭类一般吸食后可数月不再取食，医蛭

（H irud o）甚至可生存 １．５ 年。 蛭类肠后为短的直肠，并以肛门开口在后吸盘前背面。

图 ７-８　环节动物的消化系统（仿各家）
Ａ．蚯蚓 ； Ｂ．沙蚕； Ｃ．医蛭 ； Ｄ．医蛭吻放大

２．６　闭管式循环系统

典型的环节动物具发达的闭管式循环系统。从个体发育看，循环系统的形成和次生体腔

的发生有着密切的关系。 由于左右的体腔囊逐渐扩大，必然会使原体腔逐渐缩小，结果在消

化道背腹被挤得只剩下小的空隙，这便是背血管和腹血管的内腔。各体腔囊的体腔膜在接触

之处留下的空隙，便形成了血管弧或心脏。 所以循环系统的内腔，实际上是原体腔被排斥后

所遗留下来的痕迹。 由于血液流动方向固定，血流速度恒定，从而提高了运输营养物质和携

氧的能力。 蛭类由于真体腔退化，形成了发达的血窦（ｓｉｎｕｓ），可分为背窦（ｄｏｒｓａｌｓｉｎｕｓ）、腹
窦（ｖｅｎｔｒａｌｓｉｎｕｓ）、侧窦（ｌａｔｅｒａｌｓｉｎｕｓ）以及窦间网等血窦系统，代替了退化的循环系统，另
外一部分血管也可消失而被血窦所代替，但这种变化在不同类群中程度不一，在原始种类

中，如棘蛭类（Ａｃａｎｔｈｏｂｄｅｌｌｉｄａ）真体腔宽阔，背、腹血管还依然存在于体腔中，与蚯蚓相似，
仅在隔膜附近有组织侵入。 总之，蛭类的血窦属于残留的真体腔（图 ７-３），而血液实际上就

是体腔液。
蚯蚓的循环系统（图 ７-９），由纵血管、环血管和壁血管等组成。 纵血管包括位于消化道

背面的背血管（ｄｏｒｓａｌｖｅｓｓｅｌ），血液自后向前流动。腹血管（ｖｅｎｔｒａｌｖｅｓｓｅｌ）位于消化道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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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９　环节动物（蚯蚓）循环系统（仿各家）
Ａ前端左侧观； Ｂ．第 １３体节的横切面 ； Ｃ．循环系统示意图

血液自前向后流动。 神经下血管（ｓｕｂｎｅｕｒａｌｖｅｓｓｅｌ）位于腹神经索下面。 食道侧血管（ｌａｔｅｒａｌ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ｖｅｓｓｅｌ）位于消化道前部两侧。 环血管主要有心脏 ４对，位于笫 ７、９、１２、１３体节，
能自主节律地搏动并连接背腹血管，血液自上而下；还有一些环血管连接侧血管和胃上血

管，血液自下而上。 壁血管（ｐａｒｉｅｔａｌｖｅｓｓｅｌ）除身体前端外大部分体节各一对，连接神经下血

管和背血管，血液自下而上。 腹肠血管由腹血管出发，连接肠壁微血管。 背肠血管连接肠壁

微血管，通入背血管。
血液循环途径，主要是背血管自第 １４节后收集每一体节 １对的背肠血管中含养分的血

液和 １对壁血管中含氧的血液，自后向前流动。 大部分血液经心脏入腹血管，一部分经背血

管向前至咽、食道等处，进入食道侧血管。腹血管的血液自前向后流动，每一体节都有分支至

体壁、肠、肾管等处，在体壁处进行气体交换。 含氧多的血液于体前端回到食道侧血管，经前

环血管进入胃上血管重回心脏，而大部分血液则回到神经下血管，再经各体节的壁血管进入

背血管。腹血管于第 １４节后，在各体节肠下分支为腹肠血管进入肠，再经肠上方的背肠血管

进入背血管（图 ７-９）。
环节动物的血液较为复杂，原始多毛类如裂虫（Sy llid）血液为无色，其中含有很少的变

形细胞，但大型种类及穴居种类血液中都含有呼吸色素（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ｐｉｇｍｅｎｔｓ），其中多数存

在血浆中，只有极少数在血细胞中。 呼吸色素是一种含有 Ｆｅ或 Ｃｕ的卟啉与蛋白质的结合

体。 其中血红蛋白是分布 广、 有效的一种呼吸色素，并使血液呈红色。 另有一种血绿蛋

白，是龙介虫（S erp ulid）血液的特征，它的分子结构类似于软体动物和甲壳动物的血蓝蛋

白。 呼吸色素的生理功能是在于输送和贮存氧，一些潮间带穴居生活种类，血色素中贮存的

氧可使其渡过缺氧时期，甚至可无氧呼吸一段时间， 长可达 ２０天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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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呼吸系统

环节动物中多数没有专门的呼吸器官，通常以体表进行气体交换，氧溶在体表湿润的黏

液中，再渗入上皮内部达微血管丛，通过气体扩散进行气体交换。大多数多毛类动物，特别是

穴居及管居的沙蚕，具有鳃，为其呼吸器官。鳃实际上是疣足的背叶或背须演变而成的，其内

密布微血管网（图 ７-３），可进行气体交换。 小型水生寡毛类在虫体的后端常具指状或丝状突

起，起着鳃的作用。进入体内的氧与血浆中的血红蛋白或血绿蛋白结合后运送至体内各器官

系统。
２．８　排泄系统

环节动物的排泄系统为后肾管，典型的后肾管为一条两端开口、迂回盘曲的管道，一端

开口于前一体节的体腔，其顶端为一具纤毛的漏斗，即肾口（ｎｅｐｈｒｏｓｔｏｍｅ），另一端开口于体

壁腹面的外侧，或开口于消化道，即肾孔（ｎｅｐｈｒｉｄｉｏｐｏｒｅ）或排泄孔。 后肾管具有排泄含氮废

物和调节体内渗透压平衡的作用。 通常每节具有 １ 对大肾管（ｍｅｇａｎｅｐｈｒｉｄｉｕｍ），如异唇蚓

（A llolobop hra）；或每节具有众多的小肾管（ｍｉｃｒｏｎｅｐｈｒｉｄｉｕｍ），如远环蚓。 后肾管的发生甚

为复杂，有的是体腔上皮细胞（中胚层来源）向外生长而成，被称为体腔管（ｃｏｅｌｏｍｏｄｕｃｔ），这
是 重要的一种，软体动物中的肾脏，节肢动物中绿腺、颚腺、基节腺都属于这一类型；有的

是 原 肾 管 伸 到 体 腔， 同 体 腔 上 皮 所 形 成 的 漏 斗 状 肾 口 相 连， 被 称 为 后 肾 管

（ｍｅｔａｎｅｐｈｒｉｄｉｕｍ）；有的是体腔管与原肾管接合而成，近肾口部分为体腔管的一段，近肾孔

部分为原肾管的一段，被称为混合肾管（ｍｅｔａｎｅｐｈｒｏｍｉｘｉｕｍ）。 后肾管的出现是排泄系统演

化过程中一种很大的进步。
蚯蚓的小肾管有 ３种，即咽头小肾管（ｐｈａｒｙｎｇｅａｌｍｉｃｒｏｎｅｐｈｒｉｄｉｕｍ），位于第 ２～３ 体节

的咽头和食道两侧，肾孔开口于咽上；隔膜小肾管（ｓｅｐｔａｌｍｉｃｒｏｎｅｐｈｒｉｄｉｕｍ），每一体节有数

十条，自第 １４ 节开始，每节之间的隔膜前后和小肠的两侧，有漏斗状的肾口开口于体腔，肾
孔 通 入 肠 上 纵 排 泄 管， 再 分 别 在 每 一 体 节 开 口 于 肠 内； 体 壁 小 肾 管 （ｐａｒｉｅｔａｌ
ｍｉｃｒｏｎｅｐｈｒｉｄｉｕｍ），分布于全身，数目 多，每一体节数百条，肾孔开口于体壁（图 ７-１０Ａ）。

图 ７-１０　环节动物的排泄系统（仿各家）
Ａ．蚯蚓的体壁小肾管； Ｂ．沙蚕的肾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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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黄色细胞能收集排泄物，有贮存、排泄作用，其本身死亡后脱落在体腔液中，由小肾管收

集并经肾孔排出体外。咽头小肾管和隔膜小肾管将排泄物排入消化道，可以起到湿润食物和

保水的功能，是对干燥的一种适应。

图 ７-１１　后肾的排泄机制（仿 Ｌａｖｅｒａｃｋ）

沙蚕每一体节中有 １ 对肾管，肾口能收集

体腔中的水分、尿素和死亡的体腔细胞，经肾

管、肾孔排到体外，肾孔位于疣足腹侧（图７-８Ｂ、
７-１０Ｂ）。 此外沙蚕体腔细胞与肠壁细胞对排泄

也起辅助作用，特别是在肠壁及血管壁周围常

有成堆的淡褐色或绿色的细胞团，也被称为黄

色细胞，一般认为是该动物中间代谢及血红蛋

白合成的地方。生活时，沙蚕通常表现出一定的

体色，这是由于其细胞中存在色素，而这些色素

可能就是它的代谢产物。一些多毛类可在淡水、
半咸水、海水，甚至高于海水盐度的水中生存，
后肾管在渗透调节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能使其

血液及组织液随环境盐度的改变而调节，使其

处于等渗的条件下。
环节动物的排泄产物，水生种类主要是氨，

陆生种类一般是氨和尿素， 后形成比体腔液

及血液低渗的尿，经肾孔排出体外。 以蚯蚓为

例，其排泄机制如图 ７-１１ 所示。蚯蚓体内的氯、
钠、钾等离子进入后肾管一般是两条途径：一是

从开口于体腔液中的肾口；二是依靠血压从血

液中经肾管的窄管部分，经管壁过滤后进入，从
肾口进入的还有蛋白质等物质。蛋白质、水分以

及钾、钠离子等通过后肾管宽管壁重新吸收回

到血液中， 后排出的是氨、尿素和少量的水

分。
２．９　内分泌系统

环节动物尚未形成独立的内分泌腺体，其激素是由脑或身体前端的神经产生的一种神

经分泌物。
蚯蚓的脑中有神经分泌细胞 （ｎｅｕｒｏｓｅｃｒｅｔｏｒｙｃｅｌｌ），它所产生的分 泌物具有激素

（ｈｏｒｍｏｎｅ）的性质，能调节身体水与盐分的平衡，也能调节生殖活动。如性激素对蚯蚓生长、
发育、生殖、滞育等生理活动起控制调节作用，称为内激素。 目前已知的有滞育激素、促性腺

激素、雄性激素等。
沙蚕的激素调节着配子的形成及异型化特征。在不成熟的个体中，神经分泌物抑制着生

殖发育，如果切除脑则诱导配子的早熟及异型化现象的出现。如果将不成熟个体的脑移入到

去脑的个体中，则阻止其早熟及异型现象的出现。 在一生中生殖多次，但又不行群婚的种类

８４１ 动　物　学



中，激素的作用在于控制配子的发育。幼年沙蚕脑神经节还能分泌促进沙蚕生长和再生的激

素。 但激素控制生殖及生殖现象的机制目前尚不十分清楚。
２．１０　链状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

环节动物的神经系统较低等蠕虫的梯状神经系统更为集中，且按体节排列。其神经中枢

在身体前端、咽的背面有一发达的脑。 脑由两叶咽上神经节（ｓｕｐｒａｐｈａｒｙｇｅａｌｇａｎｇｌｉｏｎ）所组

成，并发出神经到头部各感觉器官。 脑与 １ 对围咽神经（ｃｉｒｃｕｍｐｈａｒｙｇｅａｌ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ｅ）和 １对
咽下神经节（ｓｕｂｐｈａｒｙｎｇｅａｌｇａｎｇｌｉｏｎ）相连，此后即与腹神经索（ｖｅｎｔｒａｌｎｅｒｖｅｃｏｒｄ）相连，并
贯穿全身，成为腹神经链（ｖｅｎｔｒａｌｎｅｒｖｅｃｈａｉｎ）。 腹神经链本质上由两条纵神经索相互合并

而成，同包在 １层结缔组织之内，咽下神经节是腹神经链的第一个神经节，其下在每一体节

内，都有一个合并的神经节，这种神经系统称为链状神经系统。蚯蚓、沙蚕是典型的链状神经

系统（图 ７-１２Ａ、Ｃ）。环节动物的脑有控制全身运动和感觉的功能，除分出神经到身体前端的

感受器外，也分布到消化道等内脏器官（类似交感神经系统）。各个神经节又分出若干对神经

分布到体壁等处，以调节体壁的感觉和运动的反射动作（类似外周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

的每条神经都含有感觉纤维和运动纤维，有传导和反应机能，感觉神经细胞，能将上皮接受

的刺激传递到腹神经索的调节神经元，再将冲动传导至运动神经细胞，经神经纤维连于肌肉

等反应器，引起反应，这是简单的反射弧（ｒｅｆｌｅｘａｒｃ）（图 ７-１２Ｂ），沙蚕和蚯蚓的腹神经节中

都有巨大神经纤维存在，一般为 ５条，其中背中部的 ３条显著。 巨大神经纤维传导冲动的速

度数倍或数十倍于普通神经纤维，因此当身体任何一点受到刺激时，就可通过巨大神经纤维

的传导，很快引起所有体节的同时收缩，以迅速逃避或隐藏于穴中。
蚯蚓的感觉器官不发达，体壁上的小突起为体表感觉乳突，有触觉功能；口腔感觉器分

布在口腔内，有味觉和嗅觉功能；光感受器（ｐｈｏｔｏｒｅｃｅｐｔｏｒ）分布于体表背面，口前叶及体前

几节较多，可辨别光的强弱，有避强光趋弱光反应；多毛类的感觉器官发达，有眼、项器

（ｎｕｃｈａｌｏｒｇａｎ）、平衡囊（图 ７-１２Ｄ），以及纤毛感觉器及触觉细胞等；蛭类的感觉器官包括光

感受器、机械感受器（ｍｅｃｈａｎｏｒｅｃｅｐｔｏｒ）和水扰动感受器（ｗａｔｅｒ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ｄｅｔｅｃｔｏｒ）等，蛭
类为了捕食、生殖和自身防御，必须经常不断地通过光、水波、化学物质以及物理接触等方面

接收周围环境的信息。医蛭的眼，没有晶体构造，外被一深的圆柱形色素杯（ｐｉｇｍｅｎｔｃｕｐ）环
绕，杯内有数十个视细胞（ｏｐｔｉｃｃｅｌｌ），每一视细胞通出视神经（ｏｐｔｉｃｎｅｒｖｅ），眼的顶端外侧，
临上皮处具感觉芽（ｓｅｎｓｅｂｕｄ），具纤毛，能感受外界的刺激，感觉芽基部又有神经纤维与蛭

类的神经系统相连。
２．１１　生殖系统与再生

蚯蚓为雌雄同体（ｈｅｒｍａｐｈｒｏｄｉｔｉｓｍ），雌性生殖器官包括 １ 对很小的掌状或圆形的卵

巢，位于第 １３体节前隔膜后侧，卵漏斗（ｏｖｉｄｕｃｔｆｕｎｎｅｌ）１对，位于第 １３体节后隔膜前侧，后
接短的输卵管（ｏｖｉｄｕｃｔ）。两输卵管汇合后以雌性生殖孔开口于第 １４体节腹中线处。受精囊

（ｓｅｍｉｎａｌｒｅｃｅｐｔａｃｌｅ）３ 对或 ２ 对，为梨形囊状物，是接纳和贮存精子的场所。受精囊孔开口于

６／７、７／８、８／９ 体节之间腹面两侧；雄性生殖器官包括 ２ 对精巢，与卵巢相比更为细小，位于

第 １０、１１ 体节腹面的精巢囊（ｓｅｍｉｎａｌｓａｃ）内。精漏斗 ２对，前端膨大，具纤毛，后接细的输精

管（ｖａｓｄｅｆｅｒｅｎｓ）。 输精管 ２条，于第 １３ 体节内合为一条，向后伸至第 １８ 体节腹面两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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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１２　环节动物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仿各家）
Ａ．蚯蚓前端神经系统示意； Ｂ．蚯蚓一个简单的反射弧； Ｃ．沙蚕体前端神经系统；

Ｄ．沙蚕的眼； Ｅ．医蛭的眼 ； Ｆ．沙蠋的项器及平衡囊

图 ７-１３　蚯蚓的生殖系统（仿陈义）

雄 性 生 殖孔 开 口于 体 壁。 贮精 囊 （ｓｅｍｉｎａｌ

ｖｅｓｉｃｌｅ）２ 对，位于第 １１、１２ 体节，肠道的背侧，
与精巢囊相通，内充满营养液，精细胞形成后先

进入贮精囊内发育成精子，再回到精巢囊，经精

漏斗由输精管输出。 前列腺（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ｇｌａｎｄ）１
对，位于雄性生殖孔内侧，分泌黏液，与精子的

活 动和营养有关。 副性腺也可分泌黏液（图
７-１３）。

蚯蚓异体受精（ｃｒｏｓｓ-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精子先

成熟，有交配现象。 交配时两个个体倒抱，副性

腺分泌黏液，黏住双方腹面，分别将精液送入对

方的受精囊内。 交换精液后分开，待卵成熟后，
环带（ｃｌｉｔｅｌｌｕｍ）分泌黏稠物质形成黏液管，成熟卵落入其中，随身体收缩，黏液管向前移动，
蚯蚓自黏液管向后退，经受精囊孔时，精子逸出和卵受精，待蚯蚓全部退出，黏液管脱下，前
后封口，形成蚓茧（ｃｏｃｏｏｎ），留在湿润土壤中发育（图 ７-１４）。 蚯蚓为直接发育。 受精卵经完

全不均等卵裂，发育成有腔囊胚，以内陷法形成原肠胚，由端细胞形成中胚层带，裂体腔法形

成次生体腔（图 ７-１５）。 经 ２～３周即孵化出小蚯蚓，破茧而出，一般 １年后性成熟。
沙蚕雌雄异体（ｄｉｏｅｃｉｏｕｓ） 无固定的生殖腺 仅在生殖季节 卵巢才发育 且几乎各体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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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１４　蚯蚓的交配和卵茧的形成（仿 Ｈｉｃｋｍａｎ）
均有。 精巢数量多，着生部位不固定。 这些由中胚层产生的临时生殖腺均无生殖导管，成熟

卵主要由体壁上的临时开孔排出，精子则经后肾管排出，精、卵在海水中结合成受精卵。某些

多毛类在生殖时期会出现一些特殊的生殖现象，如沙蚕科有的种类性成熟时，身体前部体节

形态不变，不产生生殖细胞，称无性节（ａｔｏｋｅ）。身体后部具生殖腺的体节发生形态改变而形

成生殖节（ｅｐｉｔｏｋｅ）。 这种性成熟时，身体后半部分形成生殖细胞，如同有性个体；体节变宽，
刚毛变得多而长，疣足变成叶状，便于游泳，而身体前半部分却无变化，如同无性个体，这种

现象，称为异沙蚕相（ｈｅｔｅｒｏｎｅｒｅｉｓｐｈａｓｅ）（图 ７-１６）。 当月明之夜，因月光刺激而使异型虫体

成群离开海底，游向海面，群集在一起，雄性虫体的生殖节排出精子，雌性的生殖节排出卵，
沙蚕的这种习性被称为群婚（ｓｗａｒｍｉｎｇ）现象。 卵在海水中受精，螺旋型卵裂，先形成实心囊

胚，以外包法形成原肠胚，经担轮幼虫发育为成虫。
蛭类为雌雄同体，异体受精；有交配现象；生殖期具生殖环带，直接发育。
多毛类中一些种类可以行无性生殖，主要是出芽生殖或分裂生殖，例如裂虫（Syllis）、自

裂虫（A utoly tus）、丝鳃虫（C irratulus）及帚毛虫（L yg dam is）等。分裂时身体分成两段或多段。
环节动物的再生能力在不同种类有很大差异。多毛类有很强的再生能力，触手、触须，甚

至头部都可以再生。一般身体未分区的种类，头部及尾部均可再生；身体分区的种类，头部的

再生很少见，但尾部再生容易。 神经系统在再生中起着重要作用，例如在身体前端单独切断

神经，可以在切断处诱导一个新的头部的形成。 一些种类还有自切现象（ａｕｔｏｔｏｍｙ），例如矶

沙蚕（E unice）、鳞沙蚕（H arm othoe）及巢沙蚕（D iop atra）等。 当上述动物偶然遇到强烈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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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１５　蚯蚓的早期发育（仿 Ｈｉｃｋｍａｎ）
Ａ．２ 个细胞 ；Ｂ．８ 个细胞 ；Ｃ．囊胚；Ｄ．囊胚延长，大分裂球形成扁平的腹板；Ｅ．早期原肠胚 ，由大分裂球内陷形成；

Ｆ．后期原肠胚，中胚层带形成后，囊胚腔消失 ，胚孔封闭 ，只留前端一小孔为口；
Ｇ．原口和中胚层带形成后胚胎的腹面观 ；Ｈ．胚胎腹面部分横切，示体腔

图 ７-１６　异沙蚕相（仿 Ｒｕｌｌｉｅｒ）

时，身体可自行切断，然后再生出失去的部

分。
２．１２　担轮幼虫

海产环节动物在发生初期，具有一个能

自 由 行 动 的 幼 虫 时 期，称 为 担 轮 幼 虫

（ｔｒｏｃｈｏｐｈｏｒｅ）（图 ７-１７）。 担轮幼虫体陀螺

形，在腰部有口，口前、口后各有一圈纤毛

环，在口前的纤毛环称原担轮（ｐｒｏｔｒｏｃｈ）或
口 前 纤 毛 环；口 后 的 纤 毛 环 称 后 担 轮

（ｍｅｔａｔｒｏｃｈ）或口后纤毛环。 口后通食道、膨
大的胃、肠，末端为肛门，开口于身体的末端，近肛门处有纤毛环。有口的一面为腹面，相反的

一面则为背面，身体顶端有顶纤毛束及眼点，内有集中的神经组织，称感觉板（ｓｅｎｓｏｒｙ
ｐｌａｔｅ）或脑板（ｂｒａｉｎｐｌａｔｅ）。 这种幼虫具有很多原始特点，如无体节，具原体腔和原肾管，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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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１７　担轮幼虫结构（仿 Ｌａｖｅｒａｃｋｅｔａｌ）

经组织与表皮相连，以纤毛环作为惟一行动器官

等，这些特征都与低等无脊椎动物相似。 担轮幼虫

先在海水中游泳，后沉入水底，口前纤毛环以前的

部分形成口前叶，口后纤毛环以后的部分逐渐延

长，中胚层按节分裂，并形成各节的体节和成对的

体腔囊。 外胚层形成腹神经索，前端与脑相连，口
前叶和围口节形成头部，每节产生后肾管。 近体末

端的体节 早形成， 后逐 渐发育为成 虫 （图
７-１８）。

担轮幼虫与涡虫 的牟勒氏幼虫 （Ｍｕｌｌｅｒ’ｓ
ｌａｒｖａ）在形态上有相似之处，说明环节动物起源于

涡虫。 此外，软体动物、腕足动物等成体是形态差

异很大的类群，但在其发育中都出现担轮幼虫，说
明它们之间有一定的亲缘关系。 因此担轮幼虫的

出现，在动物进化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图 ７-１８　担轮幼虫的变态（仿 Ｒｕｓｓｅｌｌ-Ｈｕｎｔｅｒ）
Ａ．担轮幼虫 ； Ｂ．担轮幼虫体节形成 ； Ｃ．完成变态

３　环节动物的分类和演化

３．１　环节动物的分类

环节动物门现存种类 １７０００多种，分布在海洋、淡水和陆地，也有寄生的种类。分为多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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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寡毛纲、蛭纲 ３个纲。 ３个纲主要特征的比较如表 ７-１所示。
表 ７-１　环节动物 ３个纲主要特征比较

多毛纲 寡毛纲 蛭纲

头部和感官 头部明显，感觉器官发达 头部不明显 头部不明显，具眼点

运动器官 疣足 刚毛 无刚毛和疣足

体　　腔 发达 发达 退化为血窦

生　　殖 无生殖环带，雌雄异体 有生殖环带，雌雄同体 有生殖环带，雌雄同体

发　　育 间接发育具担轮幼虫 直接发育 直接发育

习　　性 绝大多数海洋生活 大多陆生 多淡水，暂时性体外寄生

３．１．１　多毛纲（Ｐｏｌｙｃｈａｅｔａ）
多毛纲是本门 原始的类群，身体一般呈圆柱状或背腹稍扁， 小的不过 １ｍｍ左右，

大的可长达 ２ｍ，分头部和躯干部。 绝大多数生活在海洋，底栖，少数生活在淡水。 多毛类

动物可作为经济鱼类的天然饵料。 有些种类如沙蠋、疣吻沙蚕等成为沿海居民喜欢的食物。
有些种类可作为海洋污染及水体冷暖的指示动物。但也有一些种类附着在外物上生活，如龙

介虫、螺旋虫等，危害海藻等人工养殖业。 本纲已知种类约 １００００种，一般分为 ３目。
游走目（Ｅｒｒａｎｔｉａ）：大多营底栖生活，在海底自由生活。 同律分节，头部明显，感官发达，

分口前叶和围口节，口前叶有各种不同的形状，其上具有眼、触手、触须等感觉器官。 咽能外

翻，具颚。 每体节有一对疣足，能爬行或游泳。 如疣吻沙蚕（T y lorrhynchus heterochaetus）、长
吻沙蚕（G ly cera chirori）、沙蚕（N ereis）、巢沙蚕（D iop atra）、鳞沙蚕（H arm othoe）、背鳞沙蚕

（L ep idonotus）、裂虫（Syllis）等（图 ７-１９）。
隐居目（Ｓｅｄｅｎｔａｒｉａ）：终生隐居管内生活，或不具管而营穴居生活。 异律分节，头部往往

退 化，咽不能翻出，且无颚及颚齿，借触手等器官摄取食物。 疣足高度退化。 如沙蠋

（A rellicola）俗称海蚯蚓、毛翼虫 （C haetop terus）俗称燐沙蚕、龙介虫 （S erp ula）、螺旋虫

（Sp irorbis）、盘管虫（H y droid es）、右旋虫（D ex iosp ira）等（图 ７-１９）。
吸口虫目（Ｍｙｚｏｓｔｏｍａｒｉａ）：本类动物寄生在海百合类体外或者海星类体内生活。 雌雄

同体。 体小呈扁平盘状，体不分节。 具吸盘和疣足。 体周缘有 １０对触须，有感觉能力。 如吸

口虫（M yzostom a）（图 ７-１９）。
３．１．２　寡毛纲（Ｏｌｉｇｏｃｈａｅｔａ）
头部退化，无疣足；体节上具刚毛，直接着生于体壁上，数目较少；陆栖种类的皮肤中有

许多腺细胞，能保持体表湿润，水栖种类常有纤毛窝或感觉毛，缺少分泌腺；雌雄同体，精巢

和卵巢位于身体前端的少数体节内，当性成熟时，有生殖环带出现，其分泌物可形成卵茧，为
容纳受精卵及胚胎发育之用，直接发育，无幼虫时期。

本纲有 ６７００多种，一般分为 ３个目。
近孔目（Ｐｌｅｓｉｏｐｏｒａ）：体小形，生活在淡水底泥土中；雄性生殖孔 １对，开口在具精巢、精

漏斗体节的后半部。 如瓢体虫（A eolosom a）、颤蚓（T ubifex）、尾鳃蚓（B ranchiura）、头鳃蚓

（B ranchiod rilus）、水丝蚓（L im m od rilus）等（图 ７-２０）。
前孔目（ｐｒｏｓｏｐｏｒａ）：体小形，水生或寄生。 雄性生殖孔 １～２ 对，末对开口在 后具精

巢、精漏斗的体节上。 如带丝蚓（L im briculus）、蛭蚓（B ranchiobd ella）等（图 ７-２０）。
后孔目（Ｏｐｈｉｓｔｈｏｐｏｒａ）：体较大，陆生。 一般生活在土壤中，即常见的蚯蚓。 雄性生殖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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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１９　常见多毛纲的代表种类（仿各家）
Ａ．螺旋虫； Ｂ．巢沙蚕； Ｃ．长吻沙蚕；Ｄ．裂虫 ；Ｅ．沙蠋； Ｆ．毛翼虫；

Ｇ．沙蚕；Ｈ．龙介虫；Ｉ．背鳞沙蚕； Ｊ．疣吻沙蚕；Ｋ．右旋虫； Ｌ．吸口虫

１ 对 （极少数为 ２ 对），开口在有精巢、精漏斗隔膜的后一节或后 数几节。 如远环蚓

（A m ynthas）、杜拉蚓（D raw id a）、异唇蚓（A llolobop hra）（图 ７-２０）、爱胜蚓（E isenia）等。
早先我国 在后孔目、巨蚓 科 （Ｍｅｇａｓｃｏｌｅｃｉｄａｅ）分 类研究 中一直 认为有 环毛 蚓属

（P heretim a）分布，并作为我国陆生 常见蚯蚓的代表，但由尹文英院士主编的枟中国土壤动

物检索图鉴枠（１９９８ 年，科学出版社，北京）专著中已对以往研究作了更正，国内无环毛蚓属。
我国巨蚓科仅 ７ 属，即远环蚓属、腔环蚓属（M etap hire）、近环蚓属（P ithem era）、间环蚓属

（M etap heretim a）、扁环蚓属（P lanap heretim a）、巨蚓属（M egascolex）和附蚓属（P erionyx ），
共计 １５４种，其中远环蚓属在我国分布 广，已报道 １１２种。

蚯蚓对人类的益处很多。 蚯蚓在土壤里活动，使土壤疏松，空气和水分可以更多地渗入

土中，有利于植物生长，能够起到改良土壤的作用；蚯蚓能够提高土壤的肥力，蚯蚓吃进的腐

烂有机物和大量土粒，经过消化形成粪便排出体外，其中含有丰富的氮、磷、钾等养分；蚯蚓

的身体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脂肪，营养价值很高，是优良的蛋白质饲料和食品；利用蚯蚓来

处理有机废物的效率很高，如 １亿条蚯蚓一天就可吞食 ４０吨有机废物；蚯蚓体内含地龙素、
多种氨基酸、维生素等，有解热、镇静、降压、平喘、利尿等功能。因此蚯蚓对人类的益处很多，
我国和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都在大力开展蚯蚓的利用和养殖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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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２０　常见寡毛纲代表种类（仿各家）
Ａ．远环蚓； Ｂ．杜拉蚓； Ｃ．异唇蚓； Ｄ．水丝蚓； Ｅ．头鳃蚓 ； Ｆ．瓢体虫 ； Ｇ．尾鳃蚓； Ｈ．蛭蚓； Ｉ．带丝蚓； Ｊ．颤蚓

３．１．３　蛭纲（Ｈｉｒｕｄｉｎｅａ）
头部不明显，有眼点数对；体节数目固定（一般 ３４ 节，少数 １７节或 ３１节），身体前后端

具吸盘；无疣足，通常无刚毛；体腔退化，形成血窦；雌雄同体，繁殖期有生殖带，直接发育。多
生活于淡水，少数海产和陆生，俗称蚂蟥，是一类高度特化的环节动物，大多以吸食脊椎动物

或无脊椎动物如软体动物、节肢动物的血液为生，营暂时性外寄生生活，但也有的属于掠食

性或腐食性。
蛭纲动物已知有 ５００余种，一般分为 ４个目。
棘蛭目（Ａｃａｎｔｈｏｂｄｅｌｌｉｄａ）：是蛭纲 原始的种类。只有后吸盘，体腔发达，具刚毛。 种类

少，只棘蛭科（Ａｃａｎｔｈｏｂｄｅｌｌｉｄａｅ）一科，如棘蛭（A canthobd ellida）寄生在鲑鱼身上，分布在俄

罗斯北部。
吻蛭目（Ｒｈｙｎｃｈｏｂｄｅｌｌｉｄａ）：具有可伸出的吻，无颚；前吸盘有或无。 体腔退化，有循环系

统。 多 数终 生寄 生 在 蚌、鱼、鳖 等 体上。 如宽 身 扁 蛭 （G lossip honia lata）、扬子 鳃 蛭

（O zobranchus y antseanus）等（图 ７-２１）。
颚蛭目（Ｇｎａｔｈｏｂｄｅｌｌｉｄａ）：身体较大，口腔内具 ３颚板，有前吸盘，无循环系统。 肉食性或吸

食脊椎动物及人类的血液。大多数栖息于淡水、山林或湿地上。如日本医蛭（H irudo nipp onica）、
宽身蚂蟥（W hitm ania p igra）、山蛭（H aem ad ip sa）、牛蛭（P oecilobd ella）等（图 ７-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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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蛭目（Ｈｅｒｐｏｂｄｅｌｌｉｄａ）：无角质颚片，只有肉质的伪颚，咽长。 如石蛭（H erp obd ella）等
（图 ７-２１）。

图 ７-２１　常见蛭纲的种类（仿各家）
Ａ．扬子鳃蛭； Ｂ．宽身扁蛭 ；Ｃ．宽身蚂蟥 ； Ｄ．棘蛭； Ｅ．日本医蛭； Ｆ．牛蛭 ； Ｇ．山蛭 ； Ｈ．石蛭

蛭类具有吸血习性，早在 １９世纪就被用于医疗上，作为人体组织淤血的放血手段，现今

还在断肢再接手术中应用。 蛭类的唾液腺所分泌的蛭素是 有效的天然抗凝剂，具有抗凝

血、溶解血栓的作用。 但蛭纲某些种类能吸食人、畜血液，对人畜造成伤害。
３．２　环节动物的演化

关于环节动物的起源有两个学说：一是认为起源于扁形动物涡虫纲。理由是某些环节动

物的成虫和担轮幼虫都具有管细胞的原肾管，这与扁形动物的由焰细胞构成的原肾管在本

质上是相同的；环节动物多毛类个体发生中为螺旋式卵裂，这与涡虫纲的多肠目相同；环节

动物的担轮幼虫与扁形动物涡虫纲的牟勒氏幼虫在形态上相似；涡虫纲三肠目某些涡虫的

肠、神经、生殖腺等均显有原始分节现象。 二是认为起源于类似担轮幼虫的假想祖先担轮动

物（Ｔｒｏｃｈｏｚｏａｎ），其理由是环节动物多毛类在个体发生中具有担轮幼虫。 两种起源学说中，
以前者更易为人们接受。

各纲之间的关系上，多毛纲结构较其他各纲简单、分化较少，生殖腺由体腔上皮形成，发
育经担轮幼虫期等，通常被认为是较原始的类群。寡毛纲可能是多毛类适应穴居或土壤生活

的结果，如疣足消失，头部不明显。 蛭纲由原始寡毛类演化而来，与寡毛类的亲缘关系较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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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认为是寡毛类进一步向寄生生活特化的结果。

４　环节动物小结

环节动物身体长筒形，两侧对称，三胚层。身体多为同律分节。运动器官是疣足或刚毛。
有发达的次生体腔和闭管式循环系统。 以体表、疣足和鳃进行呼吸。 排泄系统后肾管型，通
常一端开口于体腔，一端直接或间接开口于体外。链式神经系统，除脑神经节外，身体腹面有

２条合并的腹神经索和其上每一体节上 １对的神经节。雌雄同体或异体，间接发育者具担轮

幼虫。无性生殖借出芽或断裂方式进行。广泛分布在淡水、海洋和土壤中，少数营寄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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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８ 章　软体 动物门 （Ｍｏｌｌｕｓｃａ）

１　软体动物的主要特征

软体动物门的种类繁多，分布范围广，习见于海洋、江河、湖沼或高山、平原、草地、森林

等各种自然环境。 人们熟悉的蜗牛、田螺、河蚌、毛蚶、乌贼、章鱼等均属软体动物。
现存软体动物的形态结构变化比较大，但却具相同的基本结构：身体柔软，不分节，一般

可分为头、足和内脏团三部分；体制两侧对称或次生不对称；体壁延伸形成外套膜，覆盖在体

外，并形成外套腔，外套膜通常能分泌形成钙质的骨针、壳板或贝壳；消化系统完整，分为前

肠、中肠和后肠三个部分，前肠包括口、口腔和食道等，中肠包括胃和肠，后肠为肠的后端部

分和肛门，还具发达的消化腺，大多数种类的口腔内壁具有颚片和齿舌；真体腔退化为围心

腔、肾腔和生殖腔，原体腔演变为血腔；循环系统多为开放式，心脏位于围心腔内，由心室、心
耳（房）组成；水生种类用鳃呼吸，陆生种类用肺囊呼吸，上述两种呼吸器官均由外套膜演变

而成；排泄系统为结构复杂的肾脏，通常 １～２对，与环节动物的肾管同源，都属后肾管型；高
等的软体动物一般有 ４对明显的神经节——脑神经节、足神经节、侧神经节和脏神经节，其
中头足纲的神经系统发达，由中枢神经系统、周围神经系统和交感神经系统三部分组成，并
位于由软骨组成的脑箱内，眼的结构与脊椎动物相似，但不同源；多数雌雄异体，少数雌雄同

体，但不自体受精，生殖管道开口于外套腔。头足类和腹足类的受精卵直接发育，许多海产种

类胚胎发育一般经螺旋型卵裂、担轮幼虫和面盘幼虫等阶段。

２　软体动物的生物学

２．１　外部形态

软体动物的身体部分柔软而不分节，左右对称或不对称，可以分为头部、足部、内脏团

（ｖｉｓｃｅｒａｌｍａｓｓ）、外套膜（ｍａｎｔｅｌｌｕｍ）和贝壳等部分（图 ８-１）。
２．１．１　头　部

软体动物的头部位于身体前端，上面具口、触角和眼等器官，但头部在不同的软体动物

中变化较大。 比较低等的种类，如无板纲（Ａｐｌａｃｏｐｈｏｒａ）、单板纲（Ｍｏｎｏｐｌａｃｏｐｈｏｒａ）和多板

纲（Ｐｏｌｙｐｌａｃｏｐｈｏｒａ）动物的头部不明显。 而一些不太活动的种类，其头部也不显著或退化，
如营穴居或固着生活为主的瓣鳃纲（Ｌａｍｅｌｌｉｂｒａｎｃｈｉａ）动物中，由于外套膜和贝壳特别发达，
头部消失，仅在口周围生有两对唇瓣（ｌａｂｉａｌｐａｌｐ），用于选择食物。掘足纲（Ｓｃａｐｈｏｐｏｄａ）动物



图 ８-１　软体动物模式图（仿Ｒｕｐｐｅｒｔ）

图 ８-２　掘足纲的整体纵剖面解剖图（仿 Ｒｕｐｐｅｒｔ）

图 ８-３　腹足纲动物的外形图（仿Ｃｏｘ）

由于穴居于海底而活动能力弱，头部退化，仅是

一个圆而尖的吻状突起，称为口吻（ｐｒｏｂｏｓｃｉｓ）；
口吻基部两侧各有一个头叶（ｈｅａｄｌｏｄｅ），头叶

上生有一簇称为头丝（ｃａｐｔａｃｕｌｕｍ）的丝状物，
具有触觉和摄食的功能（图 ８-２）。在运动较为敏

捷的种类中，随着中枢神经系统向头部集中，头
部逐渐发达，上面生有触角和眼等感觉器官。如
腹足纲（Ｇａｓｔｒｏｐｏｄａ）动物，头部发达，一般呈圆

柱状或略扁平，上面生有 １ 对或 ２ 对触角及 １
对眼；口位于头的前端腹面，多向外突出成吻状

（图 ８-３）。 头足纲（Ｃｅｐｈａｌｏｐｏｄａ）动物的头部一

般为圆筒形或稍近球形，两侧各有一个极发达的眼，其后方具有一个嗅器（ｏｌｆａｃｔｏｒｙｐｉｔ），嗅
器外形为一个小孔或小凹陷；口在头的顶端，周围有较薄的围口膜（ｐｅｒｉｏｒａｌｍｅｍｂｒａｎｅ），而
围口膜常分裂成七片，有的种类在围口膜的尖端生有吸盘（ｓｕｃｋｅｒ）。头部腹面中央有一个凹

陷，为漏斗陷（ｆｕｎｎｅｌ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是漏斗贴附的部位（图 ８-４）。

０６１ 动　物　学



第 8 章软体动物门 (M oUu sea) 161

肾

腕

~

鲤、

图 8-4 头足纲柔鱼外套腔部分解剖图(仿 Engen ann)

2. 1.2 足部

足是软体动物的运动器官常位于身体的腹面其形态随动物的生活方式不同而发生变

化(表 8-1 )。

表 8-1 软体动物足的比较

发达程度 形态 代表种类

无板纲 缺失或退化 小峭状，足上有纤毛 新月贝、龙女替

单板纲 小而不发达 扁平圆形足 新蝶贝

多板纲 极发达，吸附力强 长椭圆形 石鳖

腹足纲 很发达 呈块状，1ft面极宽大 田螺

瓣鲤纲 发达 呈扁平斧状 河蚌

掘足纲 较发达 呈圆柱状，末端呈三叶状或盘状 角贝

头足纲 极发达 分为腕和漏斗 乌贼

后缩足肌

后闭壳肌

图 8-5 瓣鲍纲的缩组肌和伸足肌(仿堵南山)

河蚌( Union idae)为代表的瓣鳝

纲通常还有独特的缩足肌(p rotracto r

ill uscle)和伸足肌( retractor ill uscle) 后闭壳肌

调控足的运动，其中一对前缩足肌和

一对后伸足肌的一端分散在足的后部
伸足肌

不日前部的左右两侧，另一端则集中在

两侧贝壳内面的前闭壳肌痕(an terio r

adductor scar)后缘的上下;一对后缩

足肌的一端分散于足前部的左右两

侧，而另一端则集中在两侧贝壳内面后闭壳肌痕(posterior adductor scar)的前缘上方(图

8-5 )n 有些瓣饵纲动物由于利用贝壳固着在其他物体上生活.其足退化或消失.如牡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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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6 贻贝的足丝(仿 Rupper~

后闭壳肌

足

( 0 strea) ;而又有些瓣鲍纲动物的足退

化，失去运动能力，利用足丝腺(byssal

gland)分泌的足丝( byssus)站附在其他

物体上生活，如贻贝(Mytilus)、扇贝

( Pectinidae)和蚓( A rcidae) (图 8 -6 )。足

丝由丝蛋白组成，其成分与蚕丝类似，曾

被用来编织手套O

腹足纲足内常有单细胞腺体，称为 前闭壳肌

足腺( pedal gland) ，用来分泌黠液，润滑

足部，从而有利于运动O 但有些种类的足

变化多样，如盘螺(Valvata)和集海牛(£olis)足的前部延伸形成触角状(图8习 A); 织纹螺

(N a ssanit s)足的后部呈 1 条很长的丝;圆口螺(Panatias)在足底中央有一纵槽，将足分为左

右两部分，在爬行时左右交替运动;生活在沙或泥底的玉螺(Nattca) ， ~L玉螺(PoIUztCes)和

植螺 (Oliva)等种类的足的前部特别发达，运动时能将前方的泥沙分开，称为前足

( p ropod iurη) (图 8-7 B); 泥螺 (Bu l&t eta) 、枣螺 (Bulla)等后鲤亚纲动物的足的两侧特别发

达，形成侧足( parapod iurη)( 图 8-7 C);马蹄螺(T rochidae)和鲍(Halwtts)的足的侧缘明显凹

入，形成上下两部分，上部比较发达，称为上足;龟螺(Cavoltizliz)和脏螺(乓ρ tratella)的足成

翼状，可以用来游泳(图8刁 D) ;以贝壳固着生活或寄生生活的种类的足一般比较退化，仅表

现为肌肉质的小突起，如蛇螺(Venn etus)和圆柱螺(Stili/er) 。

出水管

侧足

B

图 8刁腹足纲足的类型(仿各作者)

A. ~妻海牛 ;B 乳玉螺 ;c 泥螺 ;D 龟螺

头足纲动物的足分化为腕( ann)和漏斗(缸nne~两部分(图 8-4)。腕的数量随种类而异，

有的为 8 只，有的为 10 只，前者如八腕类( 0 ctopoda) ，后者如十腕类( Decapoda) ，其中均有

2 只腕分化成很长的触腕( tentacular ann s); 而鹦鹉螺腕的数目可多达90 只 O 腕的内方生有

吸盘( sucke r) ，吸盘两侧常有由皮肤延伸而成的薄膜，称为侧膜( la teralm Em b rane)。触腕特

别长，呈圆柱形，顶端膨大，膨大部分内面具有吸盘，专门用于捕食。触腕平时缩在位于触腕

基部、眼的下方的一个小囊内捕食时迅速从囊内伸出 O 雄性头足纲动物的腕中有 1 或 2 只



图 ８-８　枪乌贼的茎化腕（仿 Ｎｅｓｉｓ）

变形，成为交尾时传递精荚的腕，称为生殖腕或

茎化腕（ｈｅｃｔｏｃｏｔｙｌｕｓａｒｍ）（图 ８-８）。 茎化腕一

般扁平，末端吸盘退化而减少，但中央有一纵

沟，用来携带精荚。十腕类一般第四对腕的左侧

或左右两侧为茎化腕，如乌贼（Ｓｅｐｉａ）的左侧第

四腕；八腕类章鱼（Ｏｃｔｏｐｕｓ）为右侧第三腕茎

化。漏斗是足的一部分，位于头部腹面的漏斗陷

部分，其前半部分游离于外套膜外。 漏斗由水

管、漏斗基部和由基部向后体背两侧控制的肌肉组成。乌贼漏斗内部的背面有一个半圆形的

舌瓣（ｖｏｌｖｅ），用来防止海水倒流进入。舌瓣向内的管壁上有隆起的呈“∧”形的腺体，称为腺

质片（ｇｌａｎｄｕｌａｒｌａｍｅｌｌａ），能分泌黏液以润滑漏斗内壁。 漏斗基部与外套膜之间有软骨质的

闭锁器（ｌｏｃｋｉｎｇ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位于漏斗基部外侧者为一凹槽，称为闭锁槽或纽穴（ａｄｈｅｒｉｎｇ
ｇｒｏｖｅ）；位于外套膜内部者为一突起，称为闭锁突或纽突（ａｄｈｅｒｉｎｇｒｉｄｇｅ）（图 ８-９）。 头足类

的运动是以外套膜的肌肉收缩为动力。当水由外套腔开口处进入外套腔后，闭锁器扣合从而

关闭外套腔的开口；外套肌肉收缩使外套腔中压力增加，迫使水从漏斗前端开口处喷射出

去，其反作用力推动身体迅速倒退。 漏斗游离端不仅向前且能向左右或向下运动，从而控制

乌贼的运动方向。

图 ８-９　乌贼的外套腔腹面观（仿张彦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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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３　外套膜

外套膜（ｍａｎｔｅｌ）是身体背部的皮肤发生褶襞向腹面延伸而形成，由内外两层表皮和中

央的结缔组织及少量的肌肉组成（图 ８-１０）。 外套膜的外层表皮能分泌形成贝壳；内层表皮

具有纤毛，纤毛摆动形成水流，借以完成呼吸、摄食、排泄和交配等；外套膜的前端边缘常形

成水管，使水流由此进入外套腔。 外套膜的边缘常有各种形状的触手；而海牛（D oris）、石鳖

等种类的外套膜皮肤中常排列有石灰质的骨针。

图 ８-１０　瓣鳃纲壳以及外套膜边缘的结构（仿 Ｒｕｐｐｅｒｔ）
腹足纲和头足纲动物的外套膜常呈袋状。 宝贝（Cyp raea）和琵琶螺（F icus）等动物的外

套膜边缘显著扩张，在爬行时外套膜伸出，向背面包被贝壳的大部分或全部。 鹦鹉螺

（N autilus）的外套腔，腔内有鳃、足，以及肛门、肾孔和生殖孔等开口。
瓣鳃纲的外套膜分为左右两叶，一般不伸展到贝壳外。 两个外套膜在背部相连，其前后

和腹部边缘常有肌肉加厚，且常生有眼点和触手，许多种类的生殖腺也常伸入到外套膜中。

图 ８-１１　瓣鳃纲外套膜愈合的各种形式（仿 Ｃｏｏｋｅ）
Ａ．外套膜未愈合；Ｂ．仅水管痕迹而外套膜未愈合 ；Ｃ．外套膜一处愈合（１）；Ｄ．外套膜二处愈合 （１，２）；

Ｅ．水管发达，腹面的愈合面扩展至前方；Ｆ．外套膜三处愈合（１，２，３）。 出 ：出水孔 ；入 ：入水孔

蚶和扇贝等原始种类的外套膜，除背部有一点愈合外，其他边缘全部张开（图 ８-１１）。 这样水

流从身体的腹面进入，从背部后方流出，这种结构属于简单型。有的种类除背部愈合外，还在

后方有一点愈合，形成后部的出水孔（或称肛门孔）和前方的进水孔（或称鳃足孔），这种类型

称为二孔型，如贻贝、河蚌等。有一些种类除背部愈合外，在后方还有一点愈合，形成肛门、鳃
孔和前方的足孔，称为三孔型，如真瓣鳃亚纲（Ｅｕｌａｍｅｌｌｉｂｒａｎｃｈｉａ）种类。 如果足退化，在足孔

和鳃孔之间可以形成第四个外套膜孔，这个孔常为足丝伸出的小孔，称为四孔型，如竹蛏

（S olen）。外套膜的后两个孔，即出水孔和进水孔，常延长伸出壳外，呈肌肉质管状，形成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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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管，即出水管和进水管。具有水管的种类，一般为埋栖生活，用水管进行水流循环以获取食

物和呼吸。
２．１．４　贝　壳

软体动物大多数具有 １个（腹足纲、掘足纲和头足纲）、２个（瓣鳃纲）或多个（多板纲）贝
壳。 贝壳的成分主要是碳酸钙（９５％）和少量的贝壳素（ｃｏｎｃｈｉｏｌｉｎ）。 软体动物血液中的血细

胞将碳酸钙和蛋白质带到外套膜，然后通过外套膜上皮细胞的间隙渗透出来，从而在外表面

形成贝壳。 贝壳的构造一般可以分为三层：角质层、棱柱层和珍珠层（图 ８-１０）。 外一层为

角质层（ｐｅｒｉｏｓｔｒａｃｕｍ），仅由贝壳素（ｃｏｎｃｈｉｏｌｉｎ）构成，很薄，透明，有色泽，具有保护外壳的

作用。 中间一层为壳层（ｏｓｔｒａｃｕｍ），又称棱柱层（ｐｒｉｓｍａｔｉｃｌａｙｅｒ），占据壳的大部分，由角柱

状的方解石（ｃａｌｃｉｔｅ）构成，呈白色。 内面一层为壳底（ｈｙｐｏｓｔｒａｃｕｍ），或称珍珠层（ｐｅａｒｌ
ｌａｙｅｒ），由叶状的霰石（ａｒａｇｏｎｉｔｅ）构成，富有光泽。 角质层和棱柱层完全由外套膜边缘背部

细胞分泌形成，随着动物的生长而逐渐增大面积，但不增加厚度。 珍珠层由外套膜的整个表

图 ８-１２　红条毛肤石鳖的外形（仿蔡如星）

面分泌形成，随着动物的生长而增加厚度。 贝壳表面

的生长线（ｇｒｏｗｔｈｌｉｎｅ）是由于繁殖、食物不足或温度

不适等原因，外套膜分泌不连续的结果。 当贝类在水

中生长时，若细微的砂粒或较硬质的生物进入外套膜

内，外套膜受到刺激后，分裂细胞包围这些外来物体

并陷入外套膜的结缔组织中，就形成珍珠囊。 珍珠囊

细胞分泌珍珠质包住外来物，层层包裹，经过三、五年

后逐渐增大成为珍珠（ｐｅａｒｌ）。
贝壳的形态随种类变化很大，是软体动物分类的

重要特征。 多板纲具有八块石灰质壳板，由前向后呈

覆瓦状排列（图 ８-１２）。 前面的一块壳板呈半月形，
称为头板（ｃｅｐｈａｌｉｃｐｌａｔｅ）； 后的一块壳板呈元宝状，
称为尾板（ｅｎｄｐｌａｔｅ）；中间的六块壳板除大小略有差

图 ８-１３　腹足纲贝类模式图（仿齐钟彦）

别外，其形状和结构基本相似，称为中间板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ｌｐｌａｔｅｓ）。
腹足纲动物一般具有一个螺旋形的贝壳，

且多为右旋，但陆生贝类中有很多种类为左旋。
有些腹足类的贝壳不具螺旋，而呈帽状，如冒贝

科（Ｐａｔｅｌｌｉｄａｅ）、笠贝科（Ａｃｍａｅｉｄａｅ）和菊花螺

科（Ｓｉｐｈｏｎａｒｉｉｄａｅ）。 螺旋形贝壳可以分为两个

部分，即螺旋部（ｓｐｉｒｅ）和体螺层（ｂｏｄｙｗｈｏｒｌ）
（图 ８-１３）。螺旋部由许多螺层（ｓｐｉｒａｌｗｈｏｒｌ）组
成，是容纳动物内脏器官的场所。体螺层是壳的

后一层，容纳头部和内脏，一般是 大的一个

螺层。螺旋部和体螺层的大小比例变化很大，如
鲍（H aliotis）、宝贝（Cyp raea）等动物的体螺层很大，螺旋部退化；而笋螺（T erebra）和锥螺

（T urritella）等动物的螺旋部很高，而体螺层很小。 贝壳顶端称为壳顶（ａｐｅｘ），是动物 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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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一层，有些种类常磨损。 贝壳旋转一周称为一个螺层，两个螺层之间的界限为缝合线

（ｓｕｔｕｒｅ），缝合线的深浅变化较大。 每一种类的贝壳螺层的数量一般比较固定。 计算螺层数

目时，常先数壳口与壳顶之间的缝合线数目，然后加上一。螺层表面还常生有各种突起，如螺

旋纹（肋）、纵肋、棘、疣状突起等。 体螺层的开口称为壳口（ａｐｅｒｔｕｒｅ），壳口的内侧（即靠螺轴

一侧）为内唇（ｉｎｎｅｒｌｉｐ），外侧为外唇（ｏｕｔｅｒｌｉｐ）。 外唇在幼贝时很薄，成长时逐渐加厚，有时

具有齿；内唇的边缘常向外卷，形成褶襞。 螺轴（ｃｏｌｕｍｅｌｌｅ）是整个贝壳旋转的中轴，位于贝

壳的内部中央。 螺轴的基部遗留下来的小窝为脐（ｕｍｂｉｌｉｃｕｓ）；扁玉螺（N everita d idy m a）和
轮螺（S olarium ）的脐很深，而有些种类的脐很浅或被内唇边缘掩盖；红螺（R ap ana）等种类

由于内唇外转而在基部形成假脐。 有时壳口的前方有前沟（ｆｏｒｅｃａｎａｌ），后方有后沟（ｐｏｓｔ
ｃａｎａｌ）。 前沟用于进水，后沟用于排出废物。 壳口常有一个角质或石灰质的盖，称为厣

（ｏｐｅｒｃｕｌｕｍ），由足的后端分泌形成，具有保护内脏团的作用。厣分为表面具有旋形纹的旋形

厣和厣纹为非螺旋形的非旋形厣等两种类型。

图 ８-１４　瓣鳃纲贝壳模式图（仿张玺）
瓣鳃纲动物具有两个贝壳，一般左右对称，也有不对称的，如不等蛤（A nom ia）、牡蛎

（O strea）和扇贝等（图 ８-１４）。左右壳的确定：手持贝壳，壳顶朝上，前端向前，后端向后，腹缘

朝下，则左侧为左壳，右侧为右壳。 贝壳的中央有一部分特别突出，且略向前方倾斜，称为壳

顶（ｕｍｂｏ）。大多数种类的壳顶一侧为壳的前方，而相反方向一侧为后方。壳外表面以壳顶为

中心，呈同心环排列的为生长线，有时候生长线凸出而形成鳞片或棘刺。以壳顶为起点，向腹

缘伸出的放射状排列的突起为肋或沟。有些种类的壳表还具有毛、刻纹和花纹等结构。壳顶

前方常有一个小凹陷，称为小月面（ｌｕｎｕｌａ），后方则具有楯面（ｅｓｃｕｔｃｈｅｏｎ）。 贝壳的背缘较

厚，其内方常具有齿和齿槽，左右壳的齿和齿槽互相吻合，共同组成铰合部（ｈｉｎｇｅ）。 铰合部

齿的数目和排列方式变化较多，为瓣鳃纲分类的主要特征之一（图 ８-１４）。 铰合部中央的齿

称为主齿（ｃａｒｄｉｎａｌｔｅｅｔｈ），其前后方的称为前后侧齿（ｌａｔｅｒａｌｔｏｏｔｈ）。 这样的齿称为异齿型

（ｈｅｔｅｒｏｄｏｎｔａ），如帘蛤科（Ｖｅｎｅｒｉｄａｅ）。 其他的齿型还有列齿型（ｔｅｘｏｄｏｎｔａ），一排小齿，中间

的较小，两侧的稍大，如蚶科（Ａｒｃｉｄａｅ）；裂齿型（ｓｃｈｉｓｏｄｏｎｔａ），右壳顶有两个齿，其中间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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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槽，左壳有一个强大的三角形齿，其前部和后部有两个长形齿，如三角蛤（T rigonia）；以及

带齿型（ｄｅｓｍｏｄｏｎｔａ）、弱齿型（ｄｙｓｏｄｏｎｔａ）和等齿型（ｉｓｏｄｏｎｔａ）等。铰合部的背部边缘由角质

的韧带（ｌｉｇａｍｅｎｔ）相连，韧带具弹性，其作用与闭壳肌相反，可使两个贝壳张开。 贝壳的内面

通常具有闭壳肌痕（ａｄｄｕｃｔｏｒｓｃａｒ）、伸足肌痕（ｒｅｔｒａｃｔｏｒｓｃａｒ）、缩足肌痕（ｐｒｏｔｒａｃｔｏｒｓｃａｒ）、
外套窦（ｐａｌｌｉａｌｓｉｎｕｓ）和外套线（ｐａｌｌｉａｌ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等痕迹（图 ８-１４）。 这些痕迹是由于闭壳

肌、缩足肌、伸足肌和外套膜边缘肌肉附着在贝壳内面而形成的。

图 ８-１５　鹦鹉螺解剖图（仿ＢｏｒｒａｄａｉｌｅａｎｄＰｏｔｔｓ）

图 ８-１６　金乌贼贝壳的腹面观（仿张玺）

头足纲动物仅鹦鹉螺 （N autilus）具有外壳（图
８-１５）。 其贝壳在一个平面上作背腹旋转，内腔具有许

多隔壁（ｓｅｐｔａ），隔壁顺着螺旋把内腔分为若干小室。
壳口处的 后一室为 大，是容纳身体的地方，称为

住室。 其他各室充满空气，称为气室，具有增大浮力的

作用。 金乌贼（S ep ia esculenta）的贝壳为石灰质的内

壳，称为海螵蛸（图 ８-１６）。海螵蛸呈长卵圆形，埋于躯

体背部皮下。 其背面多石灰质沉淀，较硬；腹面多空

隙，较软，可以分为背楯，内、外圆锥体，角质缘和骨针

等部分。 头足纲动物除了内壳以外，还出现了由中胚

层形成的真正的内骨骼，如齿舌中的支持软骨、头部

和鳍中的软骨等。
２．１．５　内脏团

内脏团（ｖｉｓｃｅｒａｌｍａｓｓ）常位于足的背侧，是内脏

器官所在的部分。 除腹足纲外，内脏团均为左右对称。在头足纲中，内脏团向后延长，称为躯

干（ｔｒｕｎｋ）；躯干两侧或后端具鳍，鳍为皮肤的扁平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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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消化系统和食性

软体动物的消化管分为机能和结构不同的三个部分：前肠、中肠和后肠（图 ８-１，图
８-１７）。前肠包括口、口腔和食道等，中肠包括胃和肠，后肠是肠的后端部分和肛门。中肠由内

图 ８-１７　乌贼的消化系统（仿 Ｂｕｄｅｌｍａｎｎ）
胚层形成，口腔、食道和肛门则是由外胚层凹陷形成。口位于身体的前端，内连口腔。瓣鳃纲

动物口周围有发达的唇瓣，而头足纲动物具有围口膜。 除瓣鳃纲外，口腔为一个呈球形的膨

大部分，口腔前部的内壁常具有颚片（ｍａｎｄｉｂｌｅ），用来切碎食物。 笠贝（P atella）和琥珀螺

（S uccinea）等植食性腹足类仅有一个颚片，位于口腔的背面；而大多数种类的颚片为两个，
在腹足类中呈左右排列，而在头足类中呈背腹排列。 一些肉食性腹足类口腔内有吻，吻可翻

出口外用于捕食。 除了新月贝（N eom enia）、瓣鳃纲和个别腹足类外，其余软体动物口腔内都

图 ８-１８　后鳃亚纲囊舌目的齿舌器（仿 Ｇａｓｃｏｉｇｎｅ＆Ｓａｒｔｏｒｙ）
有齿舌器 （ｒａｄｕｌａ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 （图 ８-１８）。 齿舌器 包括齿 舌囊 （ｒａｄｕｌａｒｓａｃ）、齿舌 软骨

（ｏｄｏｎｔｏｐｈｏｒｅ）和齿舌（ｒａｄｕｌａ）三部分。 齿舌位于口腔底部齿舌软骨突起的表面，由横列的

角质齿组成，状似锉 。 动物摄食时，齿舌前后运动，刮取水底表面的藻类、小动物和有机碎

屑等食物。齿舌上具有许多几丁质小齿，小齿组成横列，许多横列组成齿舌。小齿的形状、数
目和排列方式是鉴定软体动物种类的重要特征之一。 每一横列中常有一枚或数枚中央齿

（ｃｅｎｔｒａｌｔｏｏｔｈ），一对或数对侧齿（ｌａｔｅｒａｌｔｅｅｔｈ），以及一对或许多对缘齿（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ｔｏｏｔｈ）。
齿舌上小齿的排列方式常以数字或符号表示，称为齿式（ｆｏｒｍｕｌａｄｅｎｔａｌｉｓ）。 如中腹足目

８６１ 动　物　学



图 ８-１９　中腹足目斑玉螺的齿舌

（Ｍｅｓｏｇａｓｔｒｏｐｏｄａ）的齿式为 ２· １· １· １· ２，即具有

１个中央齿，每边 １个侧齿及 ２个缘齿（图 ８-１９）。口腔

下为食道，常有一些腺体的开口，如芋螺（Ｏｎｉｄａｅ）的
毒腺开口。 有些后鳃亚纲种类的食道末端形成咀嚼

胃，内有坚硬的几丁质瓣片，可以磨碎食物，如以粗大

图 ８-２０　骨螺（M urex）的
消化系统（仿 Ｈａｌｌｅｒ）

植物为食的海兔（A p ly sia）。 食道后连接膨大的囊状

胃。 瓣鳃纲的胃中有一个幽门盲囊，其中具有晶杆

（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ｎｅｓｔｙｌｅ）。 胃两旁是发达的肝胰脏（ｌｉｖｅｒ-
ｐａｎｃｒｅａｓｇｌａｎｄ），可分泌淀粉酶和蔗糖酶等消化酶，
由肝管通入胃（图 ８-２０）。 肠常有一个瓣膜与胃分开，
具有纵凸，其中央有一沟称为肠沟（ｔｙｐｈｌｏｓｏｌｅ）。 肠的

末端为直肠，肛门开口于外套腔的后方。
软体动物的食性可分为两种，多数为植食性的，

少数为肉食性的。 其原始摄食方式为：利用强健的齿

舌刮取海藻或高等植物或猎取其他动物。 多数多板纲

和腹足纲动物为植食性：海洋生活的植食性种类多栖

息在近岸浅水的岩石和海藻丛中以藻类为食，陆生腹

足纲动物的主要食物是显花植物，以及地衣、苔藓植

物和真菌。玉螺科（Ｎａｔｉｃｉｄａｅ）和骨螺科（Ｍｕｒｉｃｉｄａｅ）等
少数腹足纲动物是肉食性种类。 这些肉食性种类由于

其感觉器官比较发达，能迅速发现食物，唾液腺发达

而能分泌蛋白分解酶，主要以瓣鳃纲动物、其他腹足纲动物、甲壳动物和动物尸体为食。如荔

枝螺喜食藤壶，骨螺喜食蟹类，簑海牛常吞食水螅，冠螺（C assis）喜食海胆和海胆的棘。 头足

纲动物具有强有力的运动器官，能主动、快速捕食其他动物，是真正的捕食动物，其食物以甲

壳动物为主，也捕食鱼类、软体动物、棘皮动物和水母等，如枪乌贼（L oligo）能够捕杀鲭鱼。
瓣鳃纲动物除少数生活于较深海底的种类为肉食性种类外，其余绝大多数种类为滤食

性动物。由于瓣鳃纲动物行动缓慢或根本不能行动，主要依靠外套膜或鳃的纤毛运动形成水

流，在水流流经鳃时过滤下食物，然后用触唇使食物进入口中。它们的食物主要是藻类、原生

动物和有机碎屑。 也有些个别软体动物寄生于其他动物体内，如寄生于海参体内的内寄蛤

（E ntovalva）和寄生于鱼体内的淡水蚌类的钩介幼虫等。
２．３　呼吸系统

水生软体动物用鳃呼吸，其结构因种类不同而异；鳃的数目和位置也随种类不同而变化

（表 ８-２）。鳃通常由外套膜内面的皮肤伸展而形成，称为本鳃。 原始的是栉鳃（ｃｔｅｎｉｄｉｕｍ），
仅在鳃轴的一侧生有鳃丝，呈梳状，大多位于外套腔内，如多板纲、腹足纲和部分瓣鳃纲种

类。 若在鳃轴两侧生有并列的小瓣鳃叶，使鳃呈羽状，称为羽状栉鳃或楯鳃。 瓣鳃纲中有些

种类的鳃两侧的小鳃叶延长呈丝状，称为丝鳃；有些鳃呈瓣状，称为瓣鳃（ｌａｍｉｎａ）；也有些鳃

的两侧鳃瓣互相愈合而且大大退化，仅在外套膜与背部隆起之间架起一个肌肉质的有孔的

隔膜，称为隔鳃（ｓｅｐｔｉｂｒａｎｃｈ）（图 ８-２１）。 在鳃轴的背腹面有入鳃血管和出鳃血管，来自肾脏

９６１第 ８ 章　软体动物门（Ｍｏｌｌｕｓｃａ）



静脉的血液进入入鳃血管，通过鳃丝进行气体交换，经氧化后便由出鳃血管流回心脏（图 ８-２２）。

图 ８-２１　瓣鳃纲各种鳃的形态（仿 Ｐａｒｋｅｒ和 Ｈａｓｗｅｌｌ）
Ａ．楯鳃；Ｂ．丝鳃；Ｃ．瓣鳃；Ｄ．隔鳃

图 ８-２２　河蚌鳃的结构（仿 Ｒｕｐｐｅｒｔ）
Ａ．侧面观；Ｂ．横切面观

表 ８-２　软体动物鳃、肾和心耳数量的比较

鳃

数目 类型 位置
肾 心耳

无板纲 １ 对 栉鳃或次生鳃 身体后端 无

单板纲 ５～７ 对 栉鳃 足两侧外套沟 ６对 ２对
多板纲 ６～８８对 栉鳃 足两侧外套沟顶部 １对 １对

前鳃亚纲 原始腹足目 １～２ 个 楯鳃 心室前方 １～２ 个 １～２个
中腹足目 １ 个 栉鳃 心室前方 １个 １个

腹足纲 新腹足目 １ 个 栉鳃 心室前方 １个 １个
后鳃亚纲 １ 个 栉鳃或次生鳃 心室后方 １个 １个
肺螺亚纲 无 肺囊呼吸 １个 １个
原鳃亚纲 ２ 对 羽状栉鳃 外套腔两侧 １对 １对

瓣鳃纲 丝鳃亚纲 ２ 对 丝鳃 外套腔两侧 １对 １对
真瓣鳃亚纲 ２ 对 瓣鳃 外套腔两侧 １对 １对
隔鳃亚纲 ２ 对 隔鳃 外套腔两侧 １对 １对

掘足纲 无 外套膜呼吸 １对 无

头足纲 鹦鹉螺亚纲 ２ 对 栉鳃 外套腔两侧 ２对 ２对
蛸亚纲 １ 对 羽状栉鳃 外套腔两侧 １对 １对

　　河蚌在外套腔两侧各具有两个片状的瓣鳃，外鳃瓣短于内鳃瓣。每个鳃瓣由内外两个鳃

小 瓣（ｌａｍｅｌｌａｅ）组成，其前缘、后缘和腹缘愈合成“Ｕ”字形，背缘为鳃上腔（ｓｕｐｒａｂｒａｎｃｈｉａｌ
ｃｈａｍｂｅｒ）。鳃小瓣由许多纵行排列的鳃丝（ｂｒａｎｃｈｉａｌｆｉｌａｍｅｎｔ）组成，鳃丝之间有横的丝间隔

（ｉｎｔｅｒｆｉｌａｍｅｎｔａｌｊｕｎｃｔｉｏｎ）相连，其间小孔称为鳃孔 （ｏｓｔｉｕｍ）。 两个鳃小瓣间有瓣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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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ｒｌａｍｅｌｌａｒｊｕｎｃｔｉｏｎ）连接，将内外鳃小瓣之间的鳃腔分隔成许多小管，称为鳃水管

（ｗａｔｅｒｔｕｂｅ）（图 ８-２２）。 鳃表面上皮细胞具有纤毛，丝间隔和瓣间隔内具有血管。
２．４　循环系统

软体动物绝大多数种类的循环系统为开管式循环系统，由心脏、血管、血窦和血液组成。
血液由心脏流出，经大动脉及其分支后，进入血窦，经过肾脏、呼吸器官，再由静脉回到心脏

（图 ８-２３）。 在蛸亚纲（Ｃｏｌｅｏｉｄｅａ）中，血液循环接近于闭管式循环系统，动脉与静脉由微血管

相连，仅有少量血窦，如围口球血窦等（图 ８-２４）。

图 ８-２３　河蚌循环系统模式图（仿 Ｂｕｃｈｓｂａｕｍ）

图 ８-２４　乌贼的循环系统及排泄器官（仿 Ｐｅｌｓｅｎｅｅｒ）

心脏位于身体背侧的围心腔中，心
室一个，壁厚，能搏动；心耳位于心室的

一侧（单个）或两侧（成对），其数目常与

鳃的数目一致（表 ８-２）；心室与心耳之间

有瓣膜防止血液倒流。 瓣鳃纲的心脏多

数包围直肠，而牡蛎和船蛆（T eredo）等
少数种类的心脏位于直肠的腹侧。

由 心 室 向 前 发出 一 条 前 大 动 脉

（ａｏｒｔａａｎｔｅｒｉｏｒ）；多数腹足纲和瓣鳃纲还

向 后 发 出 一 条 后 大 动 脉 （ａｏｒｔａ
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蛸亚纲还发出一条生殖腺大

动脉（ａｏｒｔａｇｅｎｉｔａｌｉｓ）。 这些大动脉再分

支伸入各种器官和组织间隙，即血窦。 血

液经血窦汇集后，先流经肾脏，再经过静

脉而流入入鳃血管中，在鳃中进行气体交换，血液由出鳃血管流出，经过两条大的静脉回到

心耳（图 ８-２３）。 蛸亚纲的静脉系统中具有一对鳃心（ｂｒａｎｃｈｉａｌｈｅａｒｔ）。 鳃心位于鳃的基部，
是入鳃血管基部的膨大部分，富有肌肉而能收缩，可将血液压入鳃中（图 ８-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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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中含有变形虫状的血细胞以及呼吸色素血蓝蛋白（ｈａｅｍｏｃｙａｎｉｎ），蚶和扁蜷螺

（Ｐｌａｎｏｒｂｏｄａｅ）等少数种类含有血红蛋白（ｈａｅｍｏｇｌｏｂｉｎ）。 血蓝蛋白含有两个直接连接多肽

链的铜离子，而血红蛋白含有铁离子。血蓝蛋白还原时无色，氧化时呈蓝色，因此软体动物的

血一般无色，或略呈淡蓝色。 软体动物的血蓝蛋白的一条多肽链与 ６分子氧结合，氧气携带

能力远不如血红蛋白。 一般软体动物 １００毫升血液中氧含量只有 １～７毫克，通常不超过 ３
毫克。
２．５　排泄系统

软体动物的排泄器官主要为肾脏，其起源与环节动物相同，属于后肾管类型；只有少数

种类的幼虫排泄器官属于原肾管。 肾脏为一膨大的管道，由腺质部（ｇｌａｎｄｕｌａｒｐａｒｔ）和膀胱

（ｂｌａｄｄｅｒ）组成；腺质部富有血管，壁厚，内多突起，具纤毛的漏斗形肾口（ｎｅｐｈｒｏｓｔｏｍｅ）开口

于围心腔；膀胱为薄壁的管子，内部平滑，具纤毛，肾孔（ｎｅｐｈｒｉｄｉａｌｐｏｒｅ）开口于外套腔或鳃

上腔（图 ８-２５）。 排泄废物从围心腔通过肾口进入腺体部，或由腺体部从血液中吸收，经膀胱

由肾孔排出体外。 肾脏的数目常与鳃及心耳的数目一致（表 ８-２）；但无板纲没有肾脏，而新

碟贝多达 ６对。 瓣鳃纲的排泄物为尿素，陆生腹足纲为尿酸。 软体动物的肾管能从排泄物中

重新吸收葡萄糖等物质，陆生腹足类动物的肾脏还能重吸收大量水分。

图 ８-２５　河蚌的内部结构图（仿堵南山）
除肾脏外，瓣鳃纲动物还具有一对围心腔腺（ｐｅｒｉｃａｒｄｉａｌｇｌａｎｄ）。 围心腔腺位于围心腔

前端两侧内壁，密布血管，能从血液中吸收排泄物，并渗透到围心腔中，再通过肾脏排出。
２．６　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

原始软体动物的神经系统比较简单，没有分化成显著的神经节。无板纲动物的神经系统

简单，由一个简单的脑神经节和两条侧神经索组成。 单板纲的神经系统类似于多板纲。多板

纲动物的神经系统由环绕食道的环状神经中枢和由此向后派生的两对神经索构成，左右两

侧的为侧神经索，腹侧的两条为足神经索，各神经索之间有横神经相连，形成类似的梯形神

经系统（图 ８-２６）。
较高等软体动物的神经系统一般由四对神经节及其联络的神经构成（图 ８-２７）。 脑神经

节 （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ｇａｎｇｌｉｏｎ）位于食道的背侧，发出神经至头部及身体前部，司感觉；足神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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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ｄａｌｇａｎｇｌｉｏｎ）位于足的前部，分出 神经至足部，司运 动和感觉；侧神经 节 （ｐｌｅｕｒａｌ
ｇａｎｇｌｉｏｎ）一般位于身体的前方，发出神经至外套膜和鳃；脏神经节（ｖｉｓｃｅｒａｌｇａｎｇｌｉｏｎ）位于

身体后部，发出神经至消化器官及其他内脏器官。 在瓣鳃纲中，脑神经节和侧神经节愈合合

成 脑 神经节 （图 ８-２５）。 腹 足纲 还具有 胃肠 神经 节或 称口 球神 经节 （ｃｅｒｅｂｒｏｐｌｅｕｒａｌ
ｇａｎｇｌｉｏｎ），控制前肠和齿舌。 各对神经节之间有横神经相连，不同神经节之间有神经连索相

连；原始的种类中神经连索较长，而较进化的种类中神经连索较短。

图 ８-２６　石鳖的神经系统（仿 Ｔｈｉｅｌｅ） 图 ８-２７　田螺的神经系统（仿李赋京）
头足纲的神经系统发达，由中枢神经系统、周围神经系统和交感神经系统三部分组成

（图 ８-２８）。中枢神经系统由脑神经节、脏神经节和足神经节组成，位于软骨脑箱中（图８-２９）。
脑神经节位于食道背侧，白色，呈圆球状。脏神经节位于食道腹侧，背面观近似四角形。足神

经节位于食道腹侧，脏神经节的前方。 脑神经节腹侧具有较粗短的神经连索与脏、足神经节

相连。周围神经系统由中枢神经系统发出的神经节和神经组成，包括由脑神经节两侧发出的

视神经和其末端的视神经节（ｏｐｔｉｃｇａｎｇｌｉｏｎ）、脑神经节前方发出的脑口神经连索及其口球

上神经节（图 ８-２８）。 口球上神经节通过口球上下神经连索与口球下神经节相连；由脏神经

节后面中央发出的两条脏神经、脏神经节后侧方发出的两条外套膜神经及其末端膨大形成

的星芒状神经节、脏神经节腹面分出的一条漏斗神经；由足神经节发出的十条长神经及其在

腕基部膨大形成的腕神经节（ｇａｎｇｌｉｏｎｂｒａｃｈｉａｌｅ）。 交感神经由位于口球后腹面的口球下神

经节发出，颚神经和两条交感神经沿食道两侧到达胃前端腹面后，膨大形成卵圆形的胃神经

节（ｓｔｏｍａｃｈｉｃｇａｎｇｌｉｏｎ），再由此发出胃盲囊神经、胃神经和肠神经（图 ８-２８）。
软体动物的感觉器官有触角、眼、平衡囊（ｏｄｏｃｙｓｔ）和嗅检器（ｏｓｐｈｒａｄｉｕｍ）等。
触角生于头部，又称为头触角。前鳃亚纲具有 １对触角，专司触觉作用；后鳃亚纲和肺螺

亚纲柄眼目（Ｓｔｙｌｏｍｍａｔｏｐｈｏｒａ）具有 ２对触角，前一对触角司触觉作用，后一对触角司嗅觉

或味觉作用。 许多没有触角的种类在外套膜边缘具有外套触手，尤其是入水孔附近，如瓣鳃

纲和部分腹足纲种类。
眼 １ 对，位于头部。 前鳃亚纲的眼位于触角基部头的两侧（图 ８-３），肺螺亚纲柄眼目的

眼位于触角的顶端。 多板纲、掘足纲和瓣鳃纲等头部不发达的种类没有头眼，其中多板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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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２８　乌贼的神经系统（仿张彦衡）

图 ８-２９　枪乌贼的中枢神经系统，右侧面观（仿 Ｒｕｐｐｅｒｔ）
贝壳上生有贝壳眼（ｅｓｔｈｅｔｅ）或称微眼（图 ８-３０），瓣鳃纲的很多种类（如扇贝）在外套膜边缘

生有外套眼。软体动物的眼由外胚层内陷形成，凹陷的后壁构成视网膜。眼的结构由简单到

复杂，随种类变化较大。 冒贝（Ｐｌａｔｅｌｌａ）的眼很简单，仅为一个由带有色素的感觉细胞组成的

凹陷，凹陷的开口较大（图 ８-３１Ａ）。 骨螺（M urex）的眼稍复杂，视网膜凹陷的小孔封闭，具有

晶体和较厚的角膜（图 ８-３１Ｂ）。 头足纲的眼发达，结构类似于脊椎动物（图 ８-３２）。 眼的 外

层是透明的假角膜（ｆａｌｓｅｃｏｒｎｅａ），假角膜周围是眼帘。中层是巩膜（ｓｃｌｅｒａ），巩膜在晶体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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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周围延长形成虹膜（ｉｒｉｓ），并围成瞳孔（ｐｕｐｉｌ）。 瞳孔后方为一个圆球形白色透明的晶体和

睫状肌（ｃｉｌｉａｒｙｍｕｓｃｌｅ）。 内层是视网膜（ｒｅｔｉｎａ），由外向内分别是色素层（ｐｉｇｍｅｎｔｅｄｌａｙｅｒ）
和视网膜细胞层（ｒｅｔｉｎａｌｌａｙｅｒ）。 一个大的视神经节直接位于视网膜层之下，通过视神经与

脑神经节相连。 在巩膜层具有由头软骨延伸形成的软骨囊，用来保护眼睛，同时还着生有肌

肉，牵引眼睛的活动。

图 ８-３０　石鳖的贝壳眼（仿 Ｒｕｐｐｅｒｔ）

图 ８-３１　前鳃亚纲的眼（仿各家）
Ａ．冒贝；Ｂ．骨螺

嗅检器是一种外套腔或呼吸腔内的化学感受器。嗅检器 １个或 １对，由上皮细胞特化而

形成，通常有突起和纤毛，位于呼吸器官附近，用来检测呼吸水流的质量，也用来寻找食物。
钥孔螺（F issurellid ae）的嗅检器比较简单，没有分化成明显的器官，仅由位于鳃柱两侧鳃神

经通路上的一些神经上皮细胞组成。 圆田螺（C ip ang op alud ina）的嗅检器位于鳃近端部左

侧，呈弯曲线状，色黄，为皮肤突起。瓣鳃纲由脏神经节外表面的上皮细胞特化形成的感觉细

胞具有嗅检器的功能，如文蛤的嗅检器为由黄色上皮细胞组成的块状结构。头足纲在眼的腹

侧附近具有一个嗅觉器官。 这种嗅觉器官在鹦鹉螺（N autilus p om p ilius）中由一个突起上的

凹洞构成。而蛸亚纲的大多数种类中仅为一个简单的洞穴，称为嗅觉窝（ｏｌｆａｃｔｏｒｙｐｉｔ）。嗅觉

窝的纤毛上皮细胞内分布着许多感觉细胞，通过嗅神经与脑神经节相连。
除多板纲等少数动物外，其余软体动物都有平衡囊（图 ８-３３）。 平衡囊一对，位于足部，

由体壁上皮内陷形成。上皮内陷时形成的小管在大部分动物中封闭，但在一些原始的种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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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３２　乌贼的眼（仿Ｗｅｌｌｓ）

永不封闭，如贻贝、扇贝等。 平衡囊内具

有平衡石（ｓｔａｔｏｌｉｔｈ），囊壁具有纤毛细胞

和感觉细胞。 当动物身体倾斜时，平衡石

与一侧的纤毛和感觉细胞碰撞，刺激通

过神经传递到脑神经节，动物从而感知

身体的平衡状态。 乌贼的平衡囊为一对

位于软骨脑箱内的足、脏神经节之间的

囊状腔（图 ８-２８）。 囊腔内充满液体，具有

一块耳石。 囊内前端背面具有一个与平

衡器神经相连的听斑（ｍａｃｕｌａｓｔａｔｉｃａ），
另有 一些 感觉 细胞 纤毛 组 成的 听脊

（ｃｒｉｓｔａｓｔａｔｉｃａ），为感觉作用部分。

图 ８-３３　河蚌的平衡囊（仿 Ｓｉｍｒｏｔｈ）

２．７　生殖系统

软体动物大多数为雌雄异体；部分种类为雌雄同体，
如后鳃亚纲、肺螺亚纲和瓣鳃纲中一些种类。雌雄异体种

类的雌、雄个体间在外形上一般没有显著的区别，但有些

头足纲和腹足纲种类具有特殊的交接器官，而且雌体一

般比雄体大。 生殖系统由生殖腺、生殖管道、交接器和附

属的腺体组成。生殖腺由体腔膜上皮形成，生殖管道开口

于外套腔。
田螺雌雄异体，雄性的右触角具有交接器的作用，比

雌性的粗大。 雄性生殖系统由精巢（ｔｅｓｔｉｓ）、输精管（ｖａｓ
ｅｆｆｅｒｅｎｓ）、前列腺（ｐｒｏｓｔａｔｅ）和阴茎（ｐｅｎｉｓ）等器官组成（图 ８-３４Ａ）。精巢位于外套腔右侧，新

图 ８-３４　田螺的内部结构解剖（仿张明俊）
Ａ．雌性；Ｂ．雄性

月形、黄棕色、较大。 阴茎伸入右触角中，雄性生殖孔开口于其顶端。 雌性生殖系统有卵巢

（ｏｖａｒｙ）、输卵管（ｏｖｉｄｕｃｔ）和子宫（ｕｔｅｒｕｓ）组成（图 ８-３４Ｂ）。 卵巢一个，黄色，细带状，与直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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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部平行。 子宫膨大呈大型薄壁囊状，位于右侧，内含处于不同发育阶段的胚胎或子螺。 子

宫末端变细呈管状，末端开口于外套腔肛门附近。
河蚌雌雄异体，卵巢或精巢一对，精巢乳白色，卵巢淡黄色，多分支呈葡萄状，位于足部

背侧肠道的周围（图 ８-２５）。 输精管或输卵管短，生殖孔开口于肾孔下方的内鳃瓣鳃上腔中。
乌贼雌雄异体，雄性左侧第四腕特化为生殖腕或称茎化腕。 雄性生殖系统包括精巢、输

精管、阴茎等（图 ８-３５）。精巢一个，由许多精巢小管组成，外包以精巢囊（ｔｅｓｔｉｓｓａｃ）。精子成

熟后，由小管落入精巢囊中。 输精管长，曲折一团，管上有贮精囊（ｓｅｍｉｎａｌｖｅｓｉｃｌｅ）和摄护腺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ｇｌａｎｄ），该腺体的分泌物具有营养精子的作用，端部膨大成精荚囊（ｓｐｅｒｍａｔｏｐｈｏｒｅ

ｓａｃ）。精子到达精荚囊后，包被一层弹性鞘而形成精荚（ｓｐｅｒｍａｔｏｐｈｏｒｅ）（图 ８-３５），暂时储存

图 ８-３５　乌贼的雄性生殖系统（仿江静波）
在精荚囊内。 输精管末端为阴茎，雄性生殖孔开口于外套腔左侧。 雌性生殖系统包括卵巢、
输卵管及其附属腺体（图 ８-９）。 卵巢一个，由体腔上皮发育形成，位于内脏团后端，外包以卵

巢囊。 卵成熟后落于囊腔内，进入卵巢左侧的输卵管。 输卵管末端细，雌性生殖孔开口于鳃

基部前方外套腔左侧。 雌性生殖系 统附属腺有：输 卵管腺 （ｏｖｉｄｕｃａｌｇｌａｎｄ）、缠 卵腺

（ｎｉ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ｇｌａｎｄ）和副缠卵腺（ａｃｃｅｓｓｏｒｙｎｉ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ｇｌａｎｄ）。输卵管腺位于输卵管末端，分
泌物形成卵的外膜。 缠卵腺位于内脏囊中部直肠两侧，开口于外套腔，分泌物也形成卵的外

壳，同时还可将卵黏成卵群，附于外物上。 副缠卵腺一对，较小，位于缠卵腺的前方，功能不明。
雌雄同体的种类或者既有卵巢，又有精巢；或者有两性腺（ｏｖｏｔｅｓｔｉｓ）。 雌雄两种生殖细

胞同时成熟或交替成熟。 褐云玛瑙螺（Ａｃｈａｔｉｎａｆｕｌｉｃａ），又称非洲蜗牛，我国南方较多，具有

两性腺，能产精子和卵子两种生殖细胞（图 ８-３６）。 两性腺连接一条精子和卵子共同通过的

两性管（ｈｅｒｍａｐｈｒｏｄｉｔｉｃｄｕｃｔ）。 两性管在蛋白腺（ａｌｂｕｍｅｎｇｌａｎｄ）基部附近稍膨大成为受精

囊，受精囊末端分成两条先部分分隔、然后完全分隔的管子。内侧一条称为输精管，外侧一条

称为输卵管。 输卵管末端与连接纳精囊的纳精囊管会合，而后形成阴道。 阴道短，末端膨大

呈半球状。 输精管末端插入阴茎鞘的基部，阴茎自鞘的基部一直伸展到生殖腔附近，与输卵

管共同开口于生殖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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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３６　褐云玛瑙螺的生殖系统（仿梁羡园）

许 多 软 体 动 物 具 有 性 转 变 现 象 （ｓｅｘ
ｒｅｖｅｒｓａｌ）。 性转变就是指雄性个体向雌性个体转

换，也有雄性个体向雌性个体转变的现象。 据统

计，软体动物雌性个体比雄性个体多 ３％～１２％，
并认为是雄性个体寿命短和性转变引起的。 腹足

纲的帆螺（C alyp traea）和履螺（C rep idula）在幼体

时是雄性，具有雄性交接器，个体发育充分时雄性

交 接器逐渐退 化而变为雌性。 瓣鳃 纲的船蛆

（T eredo navalis）幼小个体为雄性，第一次性成熟

时也为雄性，以后如果环境合适就转变为雌性。 牡

蛎、贻贝和帘蛤科（Ｖｅｎｅｒｉｄａｅ）的一些种类具有较

普遍的性转变现象。 虽然这些种类名为雌雄异体

或雌雄同体，但其性别区分并不严格，性别经常发

生转换，有时一年发生两次性转变。 这种性转换现

象的产生与种类的特性、水温变化、代谢物的性

质、营养条件的好坏有关。 如果水温低、营养条件

差、糖原代谢旺盛，则雄性占优势；若水温高、营养

条件优越、蛋白质代谢旺盛，则雌性占优势。
２．８　繁殖习性和发育

软体动物雌雄异体或雌雄同体，但都是异体受精。每年繁殖一次、二次或多次，其产卵时

间常受温度和外界环境条件影响。 软体动物的繁殖方式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卵子、精子直

接排到海水中，在海水中受精发育，如泥蚶、扇贝；另一种是经过交尾，卵子在体内受精后再

产出体外，在体外发育，如乌贼；还有一种是卵子在母体的子宫中受精发育，幼体成长后再排

出体外，即卵胎生（ｏｖｏｖｉｖｉｐａｒｏｕｓ），如圆田螺。 软体动物的产卵数量与它的卵在受精和孵化

过程中受到的保护情况有很大的关系。如孵养型的食用牡蛎（O strea ed ulis）的卵在母体鳃腔

中受精孵化，幼虫的成活率高，因此产卵数量少，每次产卵 １０万～１５０万，卵子也较大；而孵

育型的美洲牡蛎（C rassostrea virginica）在 ９分钟内即可产卵几千万至 １ 亿以上的卵，它的

卵子和精子都直接排到海水中受精和发育，幼虫的成活率较低，因此产卵数较多。 头足纲动

物 产卵数量一般比较少，乌贼和枪乌贼 （L oligo）通常产卵 ３ 万～４ 万粒，长蛸（O ctop us

variabilis）每次产卵 １００多粒，短蛸（O ctop us ochellatus）每次产卵 ３００～４００粒。 有些软体动

物具有护卵现象，如章鱼（O ctop us）把卵产在空贝壳内后，其本身也藏在同一贝壳内，直至卵

孵化，约需 ２～３个月时间。
软体动物受精卵的卵裂形式多数为完全不均等卵裂，其中许多呈螺旋型卵裂；而头足纲

和部分腹足纲动物的卵裂方式为不完全卵裂（盘状卵裂）。 以外包法或内陷法形成原肠。 除

头足纲和部分腹足纲为直接发育外，其余大多数软体动物都为间接发育。乌贼的受精卵为直

接发育。产卵前乌贼雌雄交配，精卵在外套腔内受精，受精卵含有大量卵黄，受精卵排出后黏

在一起形成卵鞘，俗称“海葡萄”。受精卵经盘状卵裂，以外包法形成原肠胚，孵化出的幼体与

成体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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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发育的幼体通常经过担轮幼虫（ｔｒｏｃｈｏｐｈｏｒａ）（图 ８-３７Ａ）和面盘幼虫（ｖｅｌｉｇｅｒ）（图
８-３７Ｂ）两个幼虫时期。 担轮幼虫的形态与环节动物多毛纲的幼虫相似，具有纤毛环和原肾

管。面盘幼虫发育早期背侧具有外套原基，且分泌外壳，腹侧具有足的原基。多板纲、掘足纲

和原始瓣鳃纲动物等的面盘幼虫的发育时间较短，仅数小时至数天，以体内的卵黄为营养，
其纤毛散布全身；而多数瓣鳃纲和腹足纲动物的面盘幼虫的发育时间长，多达一周至数月，
以浮游生物为食，其纤毛集中在纤毛带，且大多数形成缘膜或称为面盘。

图 ８-３７　担轮幼虫

Ａ．笠贝的担轮幼虫；Ｂ．履螺 （C rep id ula）的面盘幼虫（仿 Ｒｕｐｐｅｒｔ）

图 ８-３８　河蚌钩介幼虫（仿 Ｂａｌｆｏｕｒ）

淡水产蚌科（Ｕｎｉｏｎｉｄａｅ）的幼虫比较特别，称为

钩介幼虫（ｇｌｏｃｈｉｄｉｕｍ）（图 ８-３８）。 钩介幼虫外被两个

介壳，壳的腹缘中央有一向内弯曲的倒钩，钩上列生

许多小齿。 左右两壳之间具有一个发达的闭壳肌，腹
部中央还有一条由分泌的黏液形成的足丝。 夏季，河
蚌的卵子和精子在雌体外鳃瓣的鳃水管中受精，经螺

旋型卵裂发育成囊胚，以外包和内陷法形成原肠，并
发育成钩介幼虫。 因此，河蚌外鳃瓣的鳃腔又称为育

儿囊（ｍａｒｓｕｐｉｕｍ）。越冬后，钩介幼虫于次年春季随水

流经鳃上腔和出水口离开母体，在水中飘荡或沉在水

底，如果足丝正好黏住经过的鱼体，则幼虫钻入鱼体皮肤或鳃内，作临时性的寄生生活，待幼

虫变态成幼蚌时离开鱼体，沉入水底生活。
软体动物一生中生长的速度随种类、营养状况、个体密度、生活环境和水温等因素的变

化而变化。 褶牡蛎（C rassostrea p licatula）的贝壳在第一年生长速度较快，壳长可达 ７厘米，
体型基本固定，而以后的几年中贝壳的生长速度极其缓慢，第二年贝壳长度可达 ９ 厘米，第
三年可达 １０ 厘米。又如三龄的贻贝，生活在岩石缝中的贝壳长度仅 ２厘米，生活在岩礁面上

的个体长度可达 ６厘米，而浸没在海水中生长的个体长度可达 １０厘米。
软体动物的寿命一般都不长，生长速度快的种类寿命较短，反之则较高。 一般瓣鳃纲动

物的寿命较长，贻贝能活 １０年，食用牡蛎能活 １２年，珍珠蚌（M arg aritana m arg aritifera）能
活 ８０年，而砗磲（T rid acna）能活 １００ 多年。腹足纲动物的寿命一般较短，前鳃亚纲动物一般

为几年，如穴螺 １年，马蹄螺 ４～５年，田螺 ９年；后鳃亚纲种类一般仅为 １年或更短；肺螺寿

命也不长，如扁卷螺活 ２～３年，而有些蜗牛可活 １０～１５ 年。头足纲动物的寿命也较短，一般

９７１第 ８ 章　软体动物门（Ｍｏｌｌｕｓｃａ）



仅为 １～３年。
２．９　软体动物的生活方式

陆生种类多栖息于灌木丛、草丛、落叶及石块下；水生生活的种类具有浮游、游泳、底栖

和寄生等各种不同类型的生活方式。大部分软体动物营底栖生活，它们在水底匍匐、爬行，或
在底质上固着、附着或穴居。浮游生活的种类个体一般都比较小，缺乏游泳能力，而是随波逐

流地在水中漂浮。 这一生活类型的贝壳很薄或没有贝壳，足部特化为鳍或由足分泌一个浮

囊，便于在水上漂浮，如海蜗牛（Janthina）、异足贝（H eterop od a）和皮鳃（P neum od erm a）等。
游泳生活的种类具有很强的游泳能力，能和鱼类一样作长距离的游泳，常随着季节成群到近

岸产卵，如乌贼（S ep ia）、枪乌贼（L olig o）和鱿鱼（O m m atostrep hes）等。 这一类群动物的外套

膜呈筒状，两侧生有鳍，足特化为腕和漏斗，靠漏斗的喷水作用作快速游泳。底栖生活方式又

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在岩石、珊瑚礁、贝壳、藻类等固体物体上爬行、固着或附着生活，称
为营底上生活（ｅｐｉｆａｕｎａ），如大部分的前鳃亚纲动物用极发达的足在岩石、珊瑚或泥沙底质

上爬行，以及后鳃亚纲的海兔（Ａｐｌｙｓｉａ）及肺螺亚纲的扁蜷螺（Ｐｌａｎｏｒｂｉｄａｅ）在水藻等物体上

爬行，又如瓣鳃纲的贻贝（Ｍｙｔｉｌｉｄａｅ）和扇贝（Ｐｅｃｔｉｎｄａｅ）等分泌足丝附着在岩石或其他物体

上，而牡蛎（Ｏｓｔｒｅｉｄａｅ）、猿头蛤（Ｃｈａｍｉｄａｅ）和海菊蛤（Ｓｐｏｎｄｙｌｉｄａｅ）等用一个贝壳固定在岩

石等物体上；另一种底栖生活动物用发达的足尖或斧状的足挖掘泥沙，使整个身体埋在底质

中，称为营底内生活（ｉｎｆａｎｎａ），这一类型动物依靠发达的水管与底质表面相通，吸取水中的

氧气并摄取水中的微小生物和有机碎屑，如掘足纲动物和大部分瓣鳃纲动物。寄生生活的种

类比较少，其中大多数寄生在棘皮动物身上，如腹足纲的内壳螺（E ntoconcha）寄生在棘皮动

物的体内，瓣鳃纲的内寄蛤（E ntovalva）寄生在锚海参的食道内，孟达蛤（M ontacuta）寄生在

海胆身上。
２．１０　软体动物不对称的起源

腹足纲动物的头部和足具有明显的两侧对称，而贝壳和内脏囊呈不对称的螺旋形。这种

体制并非是原有的，而是在发生过程中经过一定的演变而形成的。古动物学家发现寒武纪早

期地层中的某些腹足纲动物的贝壳是两侧对称的。同时现存腹足纲的担轮幼虫也是对称的，
而到了面盘幼虫后，身体突然出现扭转，随后是一个不对称的生长过程， 后成体变成了不

对称的体制。因此，腹足纲动物的祖先的体制是两侧对称的，其内脏囊位于身体的背部，外面

有一个简单的贝壳，而以后大多数种类的不对称是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推测腹足类动物的

祖先在演化过程中内脏囊逐渐发达，不断向背部隆起，因而贝壳也随之增高增大，形成一个

长圆锥体。这种体形不利于动物在水中的平衡及运动，于是逐渐地出现了由内脏囊的顶端开

始沿一中心轴由上向下螺旋盘旋的贝壳，壳轴倾斜于身体长轴，使增大的内脏囊的重心移到

了近前端以有利于运动。贝壳螺旋与倾斜的结果使外套腔出口被压在了壳下，肛门及肾孔等

压在足和贝壳之间，影响水的循环。于是腹足类的外套膜及内脏囊部分在进化中又出现了扭

转现象（ｔｏｒｓｉｏｎ），也就是内脏团向背部扭转 １８０°。 这种扭转的结果使内脏的器官左右交换

位置。肛门和外套腔的开口移到体前方，心耳、鳃、肾脏等器官左右易位，这样水流、鳃、肛门、
排泄孔及生殖孔都通畅了（图 ８-３９）。 这种扭转使左右两侧的脏神经节交换位置，使左右两

侧脏神经节连索彼此交叉为“８”字形（图 ８-４０），同时位于心耳后面的鳃转到心耳的前方。 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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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及扭转的结果使一侧的器官发育受到阻碍，内脏囊由对称变成了不对称。如果顺时针方向

扭转，称为右旋，其壳口位于右侧，则左侧的鳃、心耳、肾得到发展，右侧的鳃、心耳及肾退化

消失。如果逆时针方向扭转，称为左旋，其左侧的鳃、心耳及肾消失。腹足类扭转过程是从寒

武纪到奥陶纪内完成的。 现有证据表明螺旋与扭转是两个过程，螺旋发生在扭转之前。

图 ８-３９　腹足纲祖先扭转示意图（仿 Ｂａｒｎｅｓ）
Ａ．扭转前 ；Ｂ．扭转后

图 ８-４０　腹足纲神经系统的扭转

Ａ．扭转前 ；Ｂ．扭转后（仿 Ｂａｒｎｅｓ）

关于扭转对腹足纲动物有怎样的实际意义有各种看法。 有人认为扭转使外套腔移到身

体前端，为头和足的缩入提供了空间，对动物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 其次，鳃、嗅检器也随

外套腔移到前端，可更好地获得氧气，更快地监测环境水质的变化。 但肾孔及肛门移到头顶

上方易于造成自身污染，所以动物出现相应的适应。鲍（H aliotis）等贝壳平面盘旋的种类，壳
缘出现沟或缺刻或壳面贯穿成孔，可使水直接进入。中腹足目（Ｍｅｓｏｇａｓｔｒｏｐｏｄａ）等贝壳螺旋

卷曲的种类，外套缘前端部分特化形成了出、入水管，使水更好地进入外套腔。
后鳃亚纲动物在进化中经过了扭转之后，又发生了反扭转（ｄｅｔｏｒｓｉｏｎ）。反扭转的结果是

身体表现为两侧对称，侧脏神经索不再成“８”字形。在反扭转过程中现有的鳃、贝壳和外套膜

也常常消失，而原来扭转过程中消失的鳃、心耳、肾等一侧器官不再因反扭转而恢复，只是后

来出现了次生性的皮肤鳃。如裸鳃目身体为两侧对称，呈蠕虫状，外套腔、壳和本鳃消失。肺
螺亚纲在进化中经过了扭转而没经过反扭转，本鳃消失，而由外套腔壁出现皱褶并富有血管

而形成肺囊，但侧脏神经节都移到前端食道周围，所以侧脏神经索也不成“８”字形。
２．１１　软体动物与人类的关系

软体动物种类多，分布广，与人类的关系密切，有很多种类可以食用或作为药物，又有很

多种类可能危害人类的健康和经济建设。从北京房山山顶洞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贝壳，可以

推测远在 ５万年前人类已经知道利用贝类了，在我国古代许多文献中也有不少贝类的种类、
生态和利用等方面的记载。

人类具有食用软体动物的习惯，经常食用的软体动物种类有鲍、红螺、玉螺、泥螺、牡蛎、
贻贝、扇贝、泥蚶、毛蚶、海瓜子、文蛤、菲律宾蛤仔、缢蛏、乌贼、章鱼、鱿鱼等。 软体动物不仅

味美可口，而且营养丰富，含有大量的蛋白质、糖、脂肪、无机盐和各种维生素，而且软体动物

的营养成分容易溶解在液体中，易于被人类吸收。 小型贝类也可以作为一种饲料，用于饲养

家禽和虾蟹养殖。 目前多数经济种类都已经实现人工养殖，贝类养殖已是一个很重要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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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不少软体动物也是重要的中药材，如珍珠粉、石决明、海螵蛸等。许多种类的贝壳绚丽多

彩，可供玩赏，也可以进一步制作贝雕工艺品，如芋螺、宝贝、风螺、唐冠螺、骨螺、瓜螺、马蹄

螺、夜光螺等。骨螺壳的某些种类含有紫色腺（肛门腺），可以提取紫色染料；乌贼的墨汁可以

提取黑色染料。 许多贝类可以产生珍珠，珍珠是名贵的装饰品，也是一味中药。 古代许多地

方也曾用货贝当做货币。
有些软体动物是人畜寄生虫的中间宿主，是传染寄生虫病的媒介，如钉螺等（见第 ５

章）。有些植食性种类（如陆生的蜗牛、蛞蝓、海产的马蹄螺）摄食蔬菜、果树等农作物、林木或

紫菜、海带等经济藻类，对农林业和藻类养殖具有一定的危害；有些海产肉食性的种类，如玉

螺、荔枝螺、红螺等能捕杀贻贝、牡蛎等瓣鳃纲动物，对浅海贝类的养殖具有一定的危害。 海

洋中的船蛆、海笋等穿凿木材或岩石，对海洋中的木船、木桩等海上设施或海港建筑危害很

大。 固着生活的种类（如牡蛎和贻贝）大量附着在船底或浮标会严重影响船只的航行速度或

使浮标下沉，若附着在沿海或沿江工厂的冷却水管中则会堵塞管道。

３　软体动物的分类

软体动物种类繁多，估计有 １１万多种，现存种类 ５万余种，是动物界的第二大门。 根据

软 体 动物的头 部、足的 位置、鳃、神 经、贝 壳以及发育 特点分为 ７ 个纲。 即：无 板纲

（Ａｐｌａｃｏｐｈｏｒａ）、单板纲（Ｍｏｎｏｐｌａｃｏｐｈｏｒａ）、多板纲（Ｐｏｌｙｐｌａｃｏｐｈｏｒａ）、腹足纲（Ｇａｓｔｒｏｐｏｄａ）、
瓣鳃纲（Ｂｉｖａｌｖｉａ）、掘足纲（Ｓｃａｐｈｏｐｏｄａ）和头足纲（Ｃｅｐｈａｌｏｐｏｄａ）（表 ８-３）。

表 ８-３　软体动物各纲主要特征的比较

无板纲 单板纲 多板纲 腹足纲 瓣鳃纲 掘足纲 头足纲

头部 不明显 不明显 不 明 显，吻
状

发 达，圆 柱

状

无 不 明显，吻
状

发达，圆 筒

形

足（位置） 退化 （非头

前）
小（非头前） 长 椭 圆 形

（非头前）
块 状 （非 头

前）
斧状 （非头

前）
圆柱状 （非
头前）

腕 和 漏 斗

（头前）
神经 类似梯形神

经系统

类似梯形神

经系统

类似梯形神

经系统

４ 对神经节

及连索

３ 对神经节

及连索

４ 对神经节

及连索

中枢、周 围

和交感神经

系统

贝壳 无 １ 个， 扁 圆

形

８ 个，片状 １ 个 或 无，
螺旋或帽状

２ 个，片状 １ 个，管状 １ 个 或 无，
外壳或内壳

发育 担轮幼虫 担轮幼虫 担 轮 幼虫、
面盘幼虫或

直接发育

担 轮幼 虫、
面盘幼虫或

钩介幼虫

担轮幼虫和

面盘幼虫

直接发育

３．１　无板纲（Ａｐｌａｃｏｐｈｏｒａ）
无板纲是软体动物中 原始的类群。已记录的种类有 ３２０多种。全部生活于海洋，主要

穴居于水深 ２０米以上的深海海底，以微生物、有机碎屑或腔肠动物为食物，分布遍及全球。
身体为细长圆柱形，呈蠕虫状，长为 ０．１～３０ｃｍ，多数长度小于 ５ｃｍ。 无贝壳，但全身覆有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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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膜，背部外套膜外生有具小刺或鳞片的钙质片（ｃａｌｃａｒｅｏｕｓｓｃａｌｅ）。 头部不明显，无触角和

眼点。 口位于身体前端腹面。常有齿舌，一般为 ５０横排，每排具 ２４个齿片。足无或退化。 身
体腹侧中央具有一条腹沟（ｖｅｎｔｒａｌｇｒｏｏｖｅ）。 有的种类沟内具有 １至多个具纤毛的小嵴状

足，用于爬行。 有的种类身体后端具有一个囊状外套腔，内有肛门、生殖孔及两个栉鳃。消化

系统简单，消化道成直管状。 雌雄异体或同体，体外或体内受精，发育经过担轮幼虫时期。如
新月贝（N eom enia）（图 ８-４１Ａ）、毛皮贝（C haetoderm a）（图 ８-４１Ｂ）、龙女簪（P roneom enia）。

图 ８-４１　无板纲代表种类（仿 Ｒｕｐｐｅｒｔ）
Ａ．新月贝；Ｂ．毛皮贝

３．２　单板纲（Ｍｏｎｏｐｌａｃｏｐｈｏｒａ）
绝大多数为化石种类，主要发现在寒武纪及泥盆纪的地层中。 １９５２年，丹麦“海神号”调

查船（Ｇａｌａｔｈｅａ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在哥斯达黎加（ＣｏｓｔａＲｉｃａ）西海岸外 ３５７０ｍ深处的海底采集了

１０ 个生活的新蝶贝（N eop ilina g alathea）标本，才确定了该纲的地位。 目前已经发现了约 １１
种单板纲动物，分布于太平洋、印度洋及大西洋等 ２０００～７０００ｍ深的海底。 新蝶贝体长 ０．３
～３．５ｃｍ，身体两侧对称，具有一个简单的扁圆形或矮圆锥形壳（图 ８-４２）。 壳下是软体部和

一个扁平宽大的足，外套膜与足之间有外套沟（ｐａｌｌｉａｌｇｒｏｏｖｅ）相隔。 头部不明显。 口位于足

的前端，肛门位于身体后端外套沟内。 口前方有一个口前褶，并向两侧延伸形成具纤毛的须

状结构，称缘膜（ｖｅｌｕｍ）。口后具一对口后触手（ｐｏｓｔｏｒａｌｔｅｎｔａｃｌｅｓ）。器官具有明显的分节现

象，足两侧外套沟中有 ５～６对栉鳃， ８对缩足肌（ｐｅｄａｌｒｅｔｒａｃｔｏｒｍｕｓｃｌｅｓ），６对肾脏。 口腔

内有齿舌。雌雄异体，具两对生殖腺及生殖导管。两对生殖导管与中部的第三和第四两对肾

脏相连，卵子和精子经肾孔排到体外，行体外受精。

图 ８-４２　新蝶贝（仿 Ｂａｒｎｅｓ）
Ａ．腹面观；Ｂ．背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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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多板纲（Ｐｏｌｙｐｌａｃｏｐｈｏｒａ）
多板纲动物身体多为椭圆形，两侧对称，背腹扁平。 身体背部具有八块覆瓦状排列的石

灰质壳板。 贝壳的周围为外套膜，或称为环带（ｇｉｒｄｌｅ）。环带上生有各种类型的鳞片、棘、刺、
针束、粗毛等附属物。 头部不明显，位于身体的前端腹面，呈圆柱状，无触角和眼点。 生殖导

管由体腔管形成，开口于外套沟肾孔的前端（图 ８-４３）。 卵在外界或雌性外套沟中受精，受精

卵在外界或雌性外套沟中发育孵化。卵单个产出或黏成束状，经螺旋卵裂、囊胚，以内陷法形

成原肠胚，后生出二纤毛带，经担轮幼虫发育成成体。

图 ８-４３　石鳖的侧面解剖图（仿 Ｒｕｐｐｅｒｔ）
多板纲现存有 ６００多种，我国已记录 ３９种，另有约 ３５０化石种，全部海洋生活。 浙江沿

海常见的有：网纹鬃毛石鳖（M op alia retifera），头板前方的嵌入片具 ８个齿裂，环带具鬃毛

状突起（图 ８-４４Ａ）；红条毛肤石鳖（A canthochiton rubrolineatus），壳板较小，头板嵌入片具 ３
或 ５个齿裂，环带上生有 １８ 束丛棘（图 ８-４４Ｂ）；朝鲜鳞带石鳖（L ep id ozona coreanica），头板

具 １６条放射肋，嵌入片有 １４个齿裂，环带窄、上被鳞片（图 ８-１２）；花斑锉石鳖（Ischnochiton

com p tus），壳板有明显的翼部，上具各种雕刻状花纹；日本花棘石鳖（L iolop hura jap onica），
壳板褐色，环带上的棘黑色和白色相间排列，呈带状（图 ８-４４Ｃ）。

图 ８-４４　多板纲体表种类（仿各家）
Ａ．网纹鬃毛石鳖 ；Ｂ．红条毛肤石鳖；Ｃ．日本花棘石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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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腹足纲（Ｇａｓｔｒｏｐｏｄａ）
腹足纲动物足部发达，位于身体腹面，故称腹足纲。通常具有一个螺旋形的贝壳，又称为

单壳类（ｕｎｉｖａｌｖｉａ）。身体分为头、足、内脏囊三部分（图 ８-４５）。头部发达，位于身体前端，呈圆

柱状或扁平状。 雌雄异体或同体，螺旋卵裂，以外包法或内陷法形成原肠胚，间接发育，幼虫

经过担轮幼虫和面盘幼虫两个时期。腹足纲是软体动物门中 大的一纲，已鉴定的种类有约

３．５ 万现存种及约 １．５ 万化石种，分为三个亚纲：前鳃亚纲（Ｐｒｏｓｏｂｒａｎｃｈｉａ）、后鳃亚纲

（Ｏｐｉｓｔｈｏｂｒａｎｃｈｉａ）和肺螺亚纲（Ｐｕｌｍｏｎａｔａ）。

图 ８-４５　腹足纲体制模式图（仿张玺）
前鳃亚纲：常具一个螺旋形贝壳及一个封闭壳口的厣。 头部仅有一对触角和眼点，鳃和

心耳均位于心室前方。 左右侧脏神经连索交叉成“８”字形，故又名扭神经类（Ｓｔｒｅｐｔｏｎｅｕｒａ）。
多数雌雄异体，营水栖生活，少数营两栖或陆生生活。 可以分为三个目：原始腹足目

（Ａｒｃｈａｅｏｇａｓｔｒｏｐｏｄａ）、中腹足目（Ｍｅｓｏｇａｓｔｒｏｐｏｄａ）和新腹足目（Ｎｅｏｇａｓｔｒｏｐｏｄａ）。
原始腹足目：贝壳具珍珠层，楯鳃 １～２个，心耳和肾的个数与鳃的数目一致。 吻或水管

缺乏，齿舌带上齿片数目极多。 齿式多为：∞· ５· １· ５· ∞。 神经系统集中不明显，足神经

节长索状，左右两个脏神经节彼此远离。 平衡器含有很多耳沙。 眼的构造简单，开口或封闭

成泡状。 雌雄异体，生殖腺开口于右肾内或无右肾种类为独立开口。 多数海产。 杂色鲍

（H oliotis diversicolor），贝壳卵圆形，低矮；螺旋部退化，体螺层及壳口极大，自壳口开始，沿
贝壳左侧有 １列小孔；无厣。 足部肌肉极肥大，味道鲜美，是海味中的珍品（图 ８-４６Ａ）。 史氏

背 尖 贝 （N otoacm ea schrenckii），贝 壳 帽 状，无 螺 旋 部，无 厣，具 一 个 楯 鳃。 锈 凹 螺

（C hlorostom a rusticum ），贝壳圆锥形，壳面黄褐色，具铁锈色斑纹（图 ８-４６Ｂ）。 角蝾螺（T urbo

cornutus），体螺层较膨圆，且常具 ２列棘；厣石灰质，外面呈灰绿和灰黄色（图 ８-４６Ｃ）。 齿纹

蜒螺（N erita y old i），贝壳较小，近半球形；体螺层膨大，几乎占贝壳的全部；壳表具黑色的

“Ｚ”字形花纹。
中腹足目：贝壳无珍珠层，１个栉鳃，１个心耳，１ 个肾。 平衡器一个，仅有 １ 个耳石。 具

厣，唾液腺位于食道神经的后方，齿舌公式为 ２· １· １· １· ２。 通常无食道附属腺、吻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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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神经系统集中。 多数雌雄异体，雄体多具交接器，生殖腺有生殖孔。 中国圆田螺

（C ip angop alud ina chinensis），中型个体，贝壳近宽圆锥形，具 ６～７个螺层，每个螺层均向外

凸，体螺层明显膨大。壳面呈黄褐色，光滑无肋。粒结节滨螺（N od ilittorina ex ig ua），贝壳小，
近球形，壳面布满小颗粒状突起。 生活在潮间带高潮区的岩石上。 钉螺 （O ncom elania

hup ensis hup ensis），贝壳较小，呈削尖圆锥形，为血吸虫的中间宿主，淡水生活（图 ８-４６Ｄ）。

图 ８-４６　前鳃亚纲的代表种类（仿各家）
Ａ．杂色鲍；Ｂ．锈凹螺；Ｃ．角蝾螺；Ｄ．钉螺；Ｅ．纹沼螺 ；Ｆ．放逸短沟蜷 ；Ｇ．覆瓦小蛇螺 ；Ｈ．珠带拟蟹守螺；

Ｉ．脉红螺 ；Ｊ．方斑东风螺 ；Ｋ．白龙骨乐飞螺

纹沼螺（P arafossarulus striatuslus），贝壳呈宽卵圆形，５～６个螺层，壳面外凸，石灰质厣，是
华枝睾吸虫的第一中间宿主，淡水生活（图 ８-４６Ｅ）。绯拟沼螺（A ssim inea latericera），贝壳呈

长卵圆形，具 ６～７个螺层，体螺层大于螺旋部，壳面呈绯红色，角质厣，为太平并殖吸虫的第

一中间宿主，生活于咸淡水河流中。放逸短沟蜷（S em isulcosp ira libertina），贝壳略呈塔锥形，
壳顶常被腐蚀，壳面黄褐色，为卫氏并殖吸虫的主要中间宿主之一，生活于淡水（图 ８-４６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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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瓦小蛇蝶、 (SeζfJlt orbis un brti:ata) ， 贝壳呈管状，通常以水平的方位逐步向外盘卷(图 8

46G)o 珠带拟蟹守蝶、 (Cerithtdea czizgulata) ， 贝壳细长，呈锥形，螺旋部每一层具 3 条串珠状

的螺肋(图 8 -46H) 0 微黄镰玉螺 (L ltIza tit gilva) ， 贝壳卵圆形，螺旋部高，约与体螺层相等，

俗称香螺，为重要食用螺类O

新腹足目:贝壳无珍珠层，常具水管沟o }香角质，有或无。外套膜部分包卷形成水管o 1

个柿饵， 1 个心耳， 1 个肾 O 口吻发达，食道具有不成对的食道腺 O 齿舌狭长，齿式为 1· 1· 1

或 1· O· 1。神经系统非常集中，食道神经环位于唾液腺的后方，肠胃神经节位于脑神经节

的附近 O 羽状嗅检器 O 雌雄异体，雄体具交接器 O 脉红螺 (l?ajJana velZ osa) ， 贝壳大，略呈四方

形，壳质坚厚，壳口大，内唇杏红色(图 8-46 1)。丽核螺 (Pyrene bella) ， 贝壳小，呈纺锤形，壳

表具褐色或紫褐色火焰状纵走的斑纹。方斑东风螺(ga今lonit areolata) ， 贝壳长卵圆形，脐

孔半月形，壳表具有长方形紫褐色斑块(图8-46 J)。红带织纹蝶、(.IVassan如 s Sltcct，动 C!lt s) ， 体蝶、

层具 3 条褐色色带，其余螺层有2 条 O 白龙骨乐飞螺(L oph iOtmz a eucotrop is) ， 贝壳长纺锤

形，每一螺层的中部有一条发达的螺旋形龙骨(图8-46 K) 0

后台思亚纲:贝壳退化或无，通常无障;外套腔退化或消失;本鲤或次生性自恩、心耳一般位

于心室的后方;侧脏神经连索不扭成"8"字形;雌雄同体;生活于海洋 O 分为 8 个目 O

头据目( C ephalasp idea) :具大的外壳或内壳，大多数无膺，外套腔发达开口于体右侧，

其中具柿魄，头部背面有扁平的掘沙用的据盘，足具突出的翼状或鳝状侧足O 泥螺( Bullacta

exara ta) ，外壳卵圆形，薄脆，不能包被全部身体。栖息于泥沙质潮间带，是重要的食用海产

品(图 8习 D)o

无据目 (A nasp idea): 贝壳退化成内壳或无，头部背面无帽盘，有触角2 对，齿舌、侧足发

达，柿鲤 1 个发达。黑斑海兔(AjJ!ysit Iruroda I) ， 身体大型，外套孔周围有黑色放射线(图 8

47 A)o

被壳目( T hecosom a ta) :营远洋浮游生活。具石灰质壳或软骨质厚皮，有)香 O 具 2 个翼状

侧足，无本鲤而具次生性鱼思。虫虎愣、(牟 UTa !ella vetroversa) ， 贝壳左旋，以硅藻等浮游生物为食

(图 8 -47 B) 。

裸体目 (G ymnosan a ta): 营远洋浮游生活。成体无外套腔和壳，侧足翼状，肉食性，具复

杂的捕食器官 O 海若螺 (C!ione L 扣 acine) ， 吻短，头部具 3 对附属物(图 8 -47 C) o

背据目 (N otasp idea): 贝壳有或无，头短，具触角2 对，无侧足和外套腔，柿鲤大，位于右

侧，具齿舌O 蓝无壳侧鲤(P leurobranchaea novaezealandiae) ， 头部前端扩展成扁平的头幕，

两侧向前各伸出一个长形尖角(图8-47D) 。

无壳目(A coch lid io id叫:小型螺类，生活于砂粒间 O 无壳、外套腔、鲤和翼状侧是，皮肤

生有钙质针刺，由长形的内脏囊形成身体的后部。如无壳螺(矿 coch ltdillm weberI) (图 8-4 7 E) 。

囊舌目 (Sacog lossa) :无壳或具 2 片壳。头部具一对触角，无外套膜O 齿舌只有一纵列小

齿，部分藏在一个小囊内 O 吸食海藻的液汁O 绿海天牛(£ !ysia v扩tdis)体呈蝠蛐状，一对耳状

触角，侧足发达(图 8-47 F) 0

裸鲤目( N ud ib ranch ia):成体无壳。身体两侧对称，内脏囊平坦 O 无外套膜，无柿饵，背部

具裸鲤( cera ta) 或次生性饵，头部具触角2 对。生活于海洋，色泽鲜明，多具拟态。黄紫舌尾

海牛 (Clossodo.门s aur伺DU伊urea) ， 身体扁平长椭圆形，外套膜边缘呈波状，体表色彩鲜艳

(图 8 -47GL



188 动物学

B D

图 8 -4 7 后鲤亚纲的代表种类(仿各家)

A.黑斑海兔 ;R 脱螺 ;c 海若螺; D. 蓝无壳fJ!I闯I，rg; E. 无壳螺;F.绿海天牛 ;G 黄紫舌尾海牛

肺螺亚纲:多数种类栖息于陆地或淡水，极少数栖息于咸淡水。贝壳螺旋形，多呈圆锥形

或耳状，少数种类贝壳退化或消失。螺壳多为右旋，部分左旋。胚胎期出现庵，成体消失。无

饵，外套壁形成肺囊 O 各个神经节集中于口球附近，但~脏神经连索不交叉成"8"字形 O 齿舌成

片状，具有大量的侧齿和缘齿 O 雌雄同体，直接发育，无自由生活的幼虫阶段 O 分为 2 个目:

基眼目( Basanmatophora)和柄眼目( Sty lomm a tophora) 0

基眼目:多数水生，少数两栖生活。具贝壳，常无庸 O 头部具 1 对伸缩性的触角，眼位于

触角基部外侧 O 头呈翼状，吻短，具 1 个顿板。日本菊花螺 (5 ipholZarttz .!'ψ OlZ lca) ， 贝壳笠状，

壳顶位于中央靠后方，壳表具隆起的放射肋(图 8-48A)。耳萝卡螺 (Radii: auricularttz) ， 贝壳

C

图 8-48 肺螺亚纲代表种类(仿各家)

A 日本菊花螺 ;B 耳萝卡螺 ;c 扁旋螺; D. 石磺



外形成耳状，螺旋部极短，生活于淡水，是肝片吸虫等寄生吸虫的中间宿主（图 ８-４８Ｂ）。 扁旋

螺（G yraulus com p ressus）贝壳外形呈圆盘状，脐孔宽浅（图 ８-４８Ｃ）。
柄眼目：水生或陆生。 贝壳发达或退化。 头部具 ２对可以缩入体内的触角，眼位于后触

角的顶端。 石磺（O nchid ium verruculatum ），裸露无贝壳，背部具 １１～２０组背眼，肺囊退化，
背部后端具次生性树枝状鳃（图 ８-４８Ｄ）。
３．５　瓣鳃纲（Ｂｉｖａｌｖｉａ）
瓣鳃纲动物身体左右扁平，两侧对称，具有两片合抱身体的外套膜和两枚贝壳，又名双

壳类（Ｂｉｖａｌｖｉａ）。 身体由躯干、足和外套膜三部分组成。 头部退化，只保留有口，又称无头类

（Ａｃｅｐｈａｌａ）。 软体两侧和外套膜之间均有外套腔，腔内有瓣状鳃。 足发达，位于软体的腹部，
可从两壳之间伸出，两侧扁平，呈斧状，又称斧足类（Ｐｅｌｅｃｙｐｏｄａ）。 壳的背缘以韧带相连，两
壳之间有 １～２个闭壳肌。消化管无口球、齿舌、颚片和唾液腺。心脏由 １心室和 ２心耳组成，
心室常被直肠穿过（图 ８-２５）。 肾一对，两端开口于围心腔和外套腔内。 神经系统由脑、脏和

足三对神经节组成，感觉器官不发达。大多数种类为雌雄异体，间接发生；海产种类常具有担

轮幼虫和面盘幼虫时期，淡水产的蚌类具有钩介幼虫。 瓣鳃纲绝大多数为海洋底栖动物，在
水底的泥沙中营穴居生活，少数侵入咸水或淡水，没有陆生的种类。 瓣鳃纲动物现存种类约

有 １５０００ 种左右，分为四个亚纲：原鳃亚纲（Ｐｒｏｔｏｂｒａｎｃｈｉａ）、丝鳃亚纲（Ｆｉｌｉｂｒａｎｃｈｉａ）、真瓣

鳃亚纲（Ｅｕｌａｍｅｌｌｉｂｒａｎｃｈｉａ）和隔鳃亚纲（Ｓｅｐｔｉｂｒａｎｃｈｉａ）。
原鳃亚纲：具个三角形鳃叶组成的栉鳃，足位于腹面扁平，前、后两闭壳肌相等，全部海

产。 分为 ２个目。
胡桃蛤目（Ｎｕｃｕｌｉｄａ）：左右两壳等大，铰合部具许多小齿，前、后闭壳肌等大，以唇片突

收集食物，栉鳃小，足腹面扁平。 如奇异湾锦蛤（N ucula m irabilis），壳长约 ２厘米，自壳顶斜

至后方有一宽而突出的龙骨突起（图 ８-４９Ａ）。
蛏螂目（Ｓｏｌｅｎｏｍｙｉｄａ）：壳薄，壳外缘不钙化，无铰合齿，前闭壳肌大于后闭壳肌，栉鳃

大，鳃轴两边是叶状鳃丝（ｌｅａｆ-ｌｉｋｅｆｉｌａｍｅｎｔ），唇片小。 蛏螂（S olenom ya），每侧的触唇彼此愈

合，外套膜前端为足的开口，后部愈合很长，仅有一后孔，为水管的开口（图 ８-４９Ｂ）。
丝鳃亚纲（Ｆｉｌｉｂｒａｎｃｈｉａ）：栉鳃扩大呈丝状、横切面呈 Ｗ 形，丝鳃狭长，鳃小瓣间靠结缔

组织联结。 分为 ３个目。
蚶目（Ａｒｃｉｄａ）：壳厚重、两壳相似，铰合齿小而多，前、后闭壳肌等大，无水管，足小，壳内

面无珍珠层。 泥蚶（T eg illarca g ranosa），贝壳卵圆形，两壳等大，表面具约 ２０条放射肋（图
８-４９Ｃ）。 毛蚶（S cap harca subcrenata），贝壳长卵圆形，右壳稍小，壳表具 ３３～３５ 条放射肋。

贻贝目（Ｍｙｔｉｌｉｄａ）：壳楔形或扇形、两壳相似，铰合部退化或无，前闭壳肌退化或无，无
水管，足小、能分泌足丝。贻贝（M ytilus edulis），壳表具生长线，黑紫色，有光泽，温水种，其干

制品为珍贵海味“淡菜”。条纹隔贻贝（S ep tifer virg atus），壳顶下方的隔板呈三角形，壳表具

较平的放射肋和较细的生长线，暖水种（图 ８-４９Ｄ）。
珍珠贝目（Ｐｔｅｒｉｉｄａ）：两壳不等或近等大，壳表面有鳞片，壳顶前后具耳，铰合部齿少或

无，前闭壳肌退化或无，无水管，足小。栉孔扇贝（C hlam ys farreri），贝壳近圆形，壳表放射肋

数目多，肋上具棘刺（图 ８-４９Ｅ）。 棘刺牡蛎（O strea echinata），贝壳小型，由鳞片卷曲形成的

管状棘密布壳面（图 ８-４９Ｆ）。 美丽珍珠贝（P teria F orm osa），贝壳呈飞燕状，耳呈翼状，前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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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大，后耳较小。

图 ８-４９　瓣鳃纲代表种类（仿各家）
Ａ．奇异湾锦蛤 ；Ｂ．蛏螂 ；Ｃ．泥蚶 ；Ｄ．条纹隔贻贝 ；Ｅ．栉孔扇贝；Ｆ．棘刺牡蛎 ；Ｇ．三角蛤；Ｈ．蚶形无齿蚌；

Ｉ．菲律宾蛤仔 ；Ｊ．大沽全海笋；Ｋ．中国杓蛤

真瓣鳃亚纲：栉鳃扩大、呈瓣鳃状，鳃丝间及鳃小瓣间均有纤毛、以结缔组织和血管相

连，全部为过滤取食。 海水或淡水生活。 分为 ４个目。
三角蛤目（Ｔｒｉｇｏｎｉｉｄａ）：贝壳近似三角形，两壳相等，壳面有肋和沟，内面具珍珠光泽，铰

合部具 ２～３个裂齿（Ｓｃｈｉｚｏｄｏｎｔｔｅｅｔｈ），前闭壳肌小于后闭壳肌，无水管，足大而无足丝。 如

三角蛤（T rig onia m arg aritacea）能用足跳跃（图 ８-４９Ｇ）。
蚌目（Ｕｎｉｏｎｉｄａ）：两壳相等、角质层和珍珠层均发达，铰合齿为裂齿或退化，外韧带，前、

后闭壳肌等大，心室被直肠穿过，侧神经节和脑神经节愈合，具育儿囊。 蚶形无齿蚌

（A nod onta arcaeform is），贝壳成蚶形，是产量较高的一种食用蚌类（图 ８-４９Ｈ）。
帘蛤目（Ｖｅｎｅｒｉｄａ）：两壳相等，有 ２种类型的铰合齿（主齿及侧齿），前、后闭壳肌等大，

外套膜腹面未全部愈合，一般有水管。青蛤（Cyclina sinensis），贝壳近圆形，壳表极凸出，青黑

色。 菲律宾蛤仔（R ud itap es P hilipp inarum ），体面有细密的放射肋，具有带状花纹或褐色斑

点（图 ８-４９Ｉ）。缢蛏（S inonovacula constricta），贝壳长方形，壳的中央稍靠前方具一条自壳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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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腹面边缘微凹的斜沟。
海螂目（Ｍｙｉｄａ）：两壳薄、不等大，铰合部有几个异形齿（ｈｅｔｅｒｏｄｏｎｔｔｅｅｔｈ）或无，韧带退

化或位于壳顶内方的匙状槽内，前闭壳肌退化，外套膜腹缘愈合、只留足孔，水管长、不能收

缩。光滑河篮蛤（P otam ocorbula laevis），贝壳小，略呈三角形，左壳小，右壳略膨大。大沽全海

笋（B arnea david i），两壳合抱呈长卵圆形，水管发达、长约为贝壳长度的 １～１．５倍（图 ８-４９Ｊ）。
隔鳃亚纲：栉鳃退化，鳃的位置出现肌质隔板（ｍｕｓｃｕｌａｒｓｅｐｔａ），板上有小孔。 由外套膜

进行呼吸、外套缘三点愈合、全部深海生活。
孔螂目（ｐｏｒｏｍｕｉｄａ）：两壳稍不等，雌雄同体。 如中国杓蛤（C usp id aria chinensis）（图

８-４９Ｋ）。
３．６　掘足纲（Ｓｃａｐｈｏｐｏｄａ）
掘足纲动物具有一个长圆锥形而稍弯曲的管状贝壳，又称为管壳纲（Ｓｉｐｈｏｎｏｃｏｎｃｈａｅ）。

贝壳两端开口，壳的直径由后向前逐渐加大，并向腹面弯曲，因此呈牛角状或象牙形

（图 ８-２）。 前端壳口较大，为头足孔，是水流流入的通道，头与足由此孔伸出壳外，并倾斜埋

于泥沙中；后端的壳口较小，为肛门孔，一般露出沙外，是水流流出的通道。 贝壳浅黄、浅灰，
个别种呈绿色。 壳面光滑或具纵肋、生长线。 雌雄异体，生殖腺一个，位于身体后端，生殖细

胞经过右侧肾管排到外套腔中，再由肛门孔单行排到体外。 卵在海水中受精，其发育相似于

海产的双壳纲动物，具自由生活的担轮幼虫与面盘幼虫。掘足纲动物全部是海产泥沙中穴居

的一类小型软体动物，有现生种 ３５０ 种左右，我国约有数十种。 如大角贝（F issid entalium

verned ei），贝壳大型，象牙状（图 ８-５０Ａ）。
３．７　头足纲（Ｃｅｐｈａｌｏｐｏｄａ）
头足纲动物身体左右对称，包括头部、足部和胴部三部分（图 ８-４）。 以有口的一端为前

面，反口的一端为后面，无漏斗的一面为背面，有漏斗的一面为腹面。 头部和胴部都很发达，
头部两侧各有一个发达的眼睛。口的周围有口膜（ｂｕｃｃａｌｍｅｍｂｒａｎｅ），口球内具颚片和齿舌，
齿式一般为 ３· １· ３。 原始种类具有外壳，高等种类具内壳或消失。 心脏具 ２个心室和 ４个
心耳，与羽状鳃的数目一致。 多数种类在内脏的腹侧具有墨囊。雌雄异体，体内受精，盘状卵

裂，直接发育，无幼虫期。全部海洋生活，为游泳或底栖的肉食性种类。现存种类仅 ６５０种左

右，我国已报道 ８０余种。 分为 ２个亚纲：鹦鹉螺亚纲（Ｎａｕｔｉｌｏｉｄｅａ）和蛸亚纲（Ｃｏｌｅｏｉｄｅａ）。
鹦鹉螺亚纲：成体具多室且平面盘旋的外壳，具无吸盘的口腕 ８～９０ 个，雄性有 ４ 个腕

特化为茎化腕，漏斗两叶状、未形成完整的管子。 栉鳃、心耳、肾均为 ４ 个，又称四鳃亚纲

（Ｔｅｔｒａｂｒａｎｃｈｉａ）。无墨囊，眼无晶体或无角膜。除了鹦鹉螺（N autilus）一属为现存种类之外，
其他都为化石种类。

蛸亚纲：具内壳或退化或无壳，壳为钙质或角质。 有 ８个或 １０个具吸盘的腕，漏斗为完

整的管子。鳃、心耳、肾均为 ２个，也称为二鳃亚纲（Ｄｉｂｒａｎｃｈｉａ），眼有角膜和晶体。分为 ４个目。
乌贼目（Ｓｅｐｉｏｉｄａ）：躯体短宽，钙质内壳，具侧鳍，１０腕，触腕具吸盘、可缩入腕囊中。 金

乌贼（S ep ia esculenta）身体卵圆形，个体中型，内壳发达、后端具骨针，为重要经济种类（图
８-５０Ｂ）。

枪乌贼目（Ｔｅｕｔｈｏｉｄａ）：躯体长纺锤形，角质内壳，具侧鳍，１０腕，触腕不能缩入腕囊。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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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枪乌贼（L oligo jap onica）两鳍相接近似菱形，为近海种类（图 ８-５０Ｃ）。
八腕目（Ｏｃｔｏｐｏｄａ）：体常呈球形，无壳，具 ８个腕，吸盘无角质环，也无鳍，雌体不具缠卵

腺，底栖生活。 长蛸（O ctop us variabilis）身体长椭圆形，腕均较长，其中第 １对腕为第 ４对腕

长的 ２倍（图 ８-５０Ｄ）。
幽灵蛸目（Ｖａｍｐｙｒｏｍｏｒｐｈａ）：躯体肥短，壳叶状、薄透明，８个腕的腕间膜发达，口腕具

一行吸盘，具 １～２对大型鳍，为远洋深海种类。 如黑瓦达蛸（W atasella nig ra）（图 ８-５０Ｅ）。

图 ８-５０　掘足纲和头足纲的代表种类（仿各家）
Ａ．大角贝 ；Ｂ．金乌贼 ；Ｃ．日本枪乌贼；Ｄ．长蛸；Ｅ．黑瓦达蛸

４　软体动物的系统发生

软体动物海产种类的个体发生经过螺旋卵裂、担轮幼虫，成体具有体腔和后肾管，这些

特征与环节动物尤其是多毛类相似。故推测软体动物与环节动物是从身体不分节、无体腔的

类似扁虫的共同祖先演化而来。 在进化过程中，环节动物向适应活动生活方式演化，通过身

体的延长而形成了体节、疣足和头部等适应穴居生活的结构；而软体动物则向适应于比较不

活动的生活方式演化，形成了贝壳这一保护性的结构，而体腔、运动器官、神经系统和感觉器

官趋于退化，并产生了特殊的器官：肌肉质的足和外套膜。
但自从生活的单板纲动物新蝶贝被发现以后，有人对软体动物与环节动物的进化关系

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某些动物学家认为新蝶贝的内部结构表现出器官的直线性重复排列，例
如有 ８ 对收缩肌、５ 对鳃、６对肾、２对心耳，这种重复排列是原始的软体动物出现的分节现

象（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因而主张软体动物起源于环节动物。 但多数动物学家认为新蝶贝的某些

器官的重复排列不是软体动物的原始分节特征。首先新蝶贝只有一个无任何分节遗迹的壳，
其次重复排列的器官彼此在数目上相差甚大，而其他各纲的鳃、心耳与肾在数目上都是一致

的。 因此，认为软体动物起源于环节动物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
根据现存种类的比较形态学和胚胎学研究以及对化石种类的古生物学研究，推断假想

的软体动物祖先模式结构为：生活在前寒武纪的浅海，身体呈卵圆形，两侧对称，头位于前

端、具一对触角，触角基部有眼；身体腹面有适合于爬行的肌肉质足；身体背面覆盖有一盾形

外凸的贝壳；贝壳下面是由体壁向腹面延伸形成的外套膜；外套膜下遮盖着内脏囊；外套腔

中有许多成对的栉鳃，肛门开口在外套腔后端；心脏包括前端的一个心室及后端的一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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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排泄器官为 １对后肾，一端开口于围心腔，一端开口于外套腔；雌雄异体，生殖系统包括

一对生殖腺，没有生殖导管；个体发育仅经过担轮幼虫。 虽然现代生活的软体动物中并没有

完全符合假想原始软体动物的种类，但无板纲、多板纲和单板纲 为原始，次生体腔发达，近
似梯形的神经系统，其中无板纲体呈蠕虫状、无壳，多板纲的壳板、肌肉、血管和神经均保留

分节现象，而单板纲的神经、肌肉、血管的分节现象比多板纲更明显，因而认为这三纲 接近

假想的原始软体动物，各自独立发展成一支。
头足纲是一类古老的类群，化石种类多。它们的生殖腔与围心腔相通，似无板纲；生殖导

管来源于体腔导管，相似于多板纲；胚胎发育早期无肾，类似无板纲和多板纲。但是头足纲的

身体结构复杂，有发达的头部和运动器官；神经系统高度集中，且为软骨包围，眼的结构复

杂；近似闭管式循环系统；直接发育，无幼虫期。 由此可见，头足纲既具有原始软体动物的特

点，又具有高度进化的特点。 因此推测头足纲是很早就分化出来的一支类群，和软体动物其

他各纲一开始就沿着不同的方向演化，头足纲朝着自由游泳的习性发展；无板纲、单板纲和

多板纲沿着匍匐爬行的方向发展。
瓣鳃纲、掘足纲和腹足纲共同起源于原始腹足类祖先。 原始腹足类相似于多板纲，身体

左右对称，心耳、鳃、肾等器官左右成对排列，口在前端，肛门位于身体末端，背侧有一腕形的

贝壳，腹面具足，沿着较不活跃的生活方式演化。 腹足纲较为原始，生活方式比较活跃，头部

和感觉器官发达，其演化方向是：本鳃由楯状演化为栉状，或本鳃退化，然后出现次生性鳃，
后鳃被肺囊取代；心耳由 ２个演化为 １个；神经由分散演化为侧脏神经节连索交叉成“８”

字形。瓣鳃纲活动较少，无头，感觉器官不发达，但原始种类具楯鳃，足部具　面，接近于腹足

纲。 瓣鳃纲在演化方向为：鳃由原始的栉鳃演化为丝鳃，再发展为鳃丝间由血管联系的真瓣

鳃；铰合齿由齿形一致、排列成行演化到齿数少、齿形复杂；足由足底扁平演化到呈斧状。 掘

足纲头不明显，外套膜在胚胎时为 ２片，成体愈合成套筒状，肾成对，脑神经节与侧神经节分

开，接近于原始的瓣鳃纲。 但掘足纲无鳃、无心脏，贝壳筒形，显示与其他纲动物的亲缘关系

较远，可能是比较早就分化出来的一支。

５　软体动物小结

软体动物身体柔软而不分节，体制左右对称或次生性不对称，三胚层，真体腔退化，只残

余围心腔、肾及生殖腺腔；身体不分节，一般分为头、足、内脏团三部分，其中头部的发达程度

与活动方式有关；身体通常被外套膜包裹，并分泌钙质的贝壳，以保护柔软的身体，大多数为

１～２ 个， 多为 ８个贝壳，其形态随种类而异；足肌肉质，具各种形状，适应爬行、挖掘、捕食

或用于游泳；消化管完全，并具发达的消化腺，大多数种类的口腔内壁具有颚片和齿舌；绝大

多数软体动物的循环系统为开管式循环系统，由心脏、血管、血窦组成，血液中多为含有变形

虫状的血细胞以及血蓝蛋白；呼吸作用借鳃、外套膜或外套膜形成的肺囊以及其他部分的体

表进行；排泄器官主要为 １～２对后肾；神经系统一般由脑、侧、足、脏 ４对神经节和其间的连

接神经所组成；多数雌雄异体，少数雌雄同体。 生殖系统由生殖腺、生殖管道、交接器和附属

的腺体组成；卵裂形式多数为完全不均等卵裂，其中许多呈螺旋型卵裂。直接或间接发育，后
者通常具担轮幼虫和面盘幼虫期。 软体动物种类繁多，与人类关系密切，分为 ７个纲，淡水、
海洋和陆地均有分布，其中海产种类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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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９ 章　节肢 动物门 （Ａｒｔｈｒｏｐｏｄａ）

１　节肢动物的主要特征

节肢动物是动物界中种类 多、数量 大、分布 广的一类动物，约有 ９０万余种。 常见

图 ９-１　节肢动物体制模式图（仿 Ｗｅｂｅｒ）
Ａ．侧面观 ；Ｂ．横切面观

的虾、蟹、蜘蛛、蜈蚣、蝗虫、蝴蝶等都属

于节肢动物。 节肢动物的活动能力非常

强，海水、淡水、地面、土壤、空中以及动

植物体内、外都可以见到它的踪迹。 一些

昆虫由于其生理功能的差异，组成了昆

虫的社会生活，群体中的个体有严格的

“劳动”分工。 虽然节肢动物种类多，生活

环境复杂，个体形态差异显著，但都具有

一些共同的特征（图 ９-１）。
身体异律分节，体节常愈合，一般分

为头、胸、腹 ３ 部分，或头部与胸部愈合

为头胸部，或胸部与腹部愈合为躯干部，
每一体节上具一对分节的附肢；体外覆

盖有几丁质－蛋白质组成的外骨骼，并
需周期性蜕皮；肌肉为横纹肌，附着在外

骨骼上；体壁与消化道之间为混合体腔，
成体的真体腔仅残留为生殖腔和排泄腔；开管式循环系统，其复杂程度与呼吸器官的类型有

关；水生种类的呼吸器官为鳃或书鳃，陆生种类为气管或书肺或两者兼有，小型节肢动物靠

体表进行交换气体；排泄器官为绿腺、马氏管等，前者属后肾管型，后者为新发生，既非原肾

管，也不是后肾管类型。 神经系统仍为链状，但感觉器官发达，复眼由小眼组成，能感知外界

物体的运动和形状，能适应光线强弱和辨别颜色。 多数节肢动物雌雄异体。

２　节肢动物的生物学

２．１　外部形态

节肢动物成功登陆以后，几乎占据了地球上所有的生境，适应能力之强，在动物界首屈



一指。节肢动物为了增强运动、顺应多变的陆地环境，一方面发展原有的器官系统，另一方面

又产生适应陆地生活的新结构。 节肢动物身体左右对称，自前向后分为许多体节，而且具有

分节的附肢，对增加运动能力和灵活性具有重要的作用。 虽然环节动物的身体也分节，但绝

大多数为同律分节（ｈｏｍｏｎｏｍｏｕｓ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而节肢动物却是异律分节（ｈｅｔｅｒｏｎｏｍｏｕｓ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就是说体节发生进一步的分化，各个体节的形态结构发生明显差别，内脏器

官也集中于一定体节中，身体不同部位的体节完成不同功能。 身体 前一节称为顶节

（ａｃｒｏｎ），相当于环节动物的口前叶（ｐｒｅｏｒａｌｌｏｂｅ）； 末一节称为尾节（ｔｅｌｓｏｎ），又称为肛节

（ａｎａｌｓｅｇｍｅｎｔ），肛门就位于其腹面或末端。 这两节很小，都没有附肢，不是由胚带分节形

成，因此均不是真正的体节；两节之间的才是真正的体节，每一体节常有一对分节的附肢。
节肢动物的体节数较多，数目随种类不同而变化，如昆虫为 ２０个体节，甲壳纲十足目为

２０ 个体节。 不同身体部位的具有相同形态结构和功能的体节常组合在一起，形成体部

（ｔａｇｍｅｎｔａ）。 通常节肢动物身体的体节分别组成头（ｈｅａｄ）、胸（ｔｈｏｒａｘ）和腹（ａｂｄｏｍｅｎ）三部

分，如昆虫纲（图 ９-２）。 但有的头部和胸部愈合为头胸部（ｃｅｐｈａｌｏｔｈｏｒａｘ），如甲壳纲、肢口纲

和蛛形纲；又有的胸部与腹部愈合为躯干部（ｔｒｕｎｋ），如多足纲。 这样随着身体的分部，器官

趋于集中，机能也有所分化，增加了动物的运动能力，从而提高了动物对环境的适应性，如头

部趋于感觉和摄食，胸部趋于运动和支持，腹部趋于营养和生殖。

图 ９-２　棉蝗的外形（仿江静波）

２．２　附　肢

节肢动物不仅身体分节，而且附肢也分节，因此称为节肢动物。 节肢动物的附肢是成对

的腹侧体壁外突，具有各种形态结构和功能，但其基本结构可以分为两种，即双肢型

（ｂｉｒａｍｏｕｓ）和单肢型（ｕｎｉｒａｍｏｕｓ）。双肢型附肢比较原始，由着生于体壁的原肢（ｐｒｏｔｏｐｏｄｉｔ）
和其上的内肢（ｅｎｄｏｐｏｄｉｔ）、外肢（ｅｘｏｐｏｄｉｔ）构成（图 ９-３Ａ）。 原肢通常由 ２～３节组成，分别

为前基节（ｐｒａｅｃｏｘａ）、基节（ｃｏｘｏｐｏｄｉｔ）和底节（ｂａｓｉｐｏｄｉｔ），前基节常与体壁愈合而不明显，
因而成为 ２节，原肢内、外两侧常具有突起，分别称为内叶（ｅｎｄｉｔｅ）和外叶（ｅｘｉｔｅ），内肢由原

肢顶端的内侧发出，一般具有 ５节，分别为座节（ｉｓｃｈｉｕｍ）、长节（ｍｅｒｕｓ）、腕节（ｃａｒｐｕｓ）、掌
节（ｐｒｏｐｏｄｕｓ）和指节（ｄａｃｔｙｌｕｓ） 外肢由原肢顶端的外侧发出 一般节数较多 单肢型附肢由

５９１第 ９ 章　节肢动物门（Ａｒｔｈｒｏｐｏｄａ）



图 ９-３　附肢的类型（仿各家）
Ａ－Ｂ．双肢型；Ｃ．单肢型

双肢型附肢演变而来，其外肢完全退

化，只保留原肢和内肢（图 ９-３Ｂ）。如甲

壳动物的附肢为双肢型附肢，而多足

纲和昆虫纲的附肢为单肢型附肢。 附

肢各节之间以及附肢和身体之间都有

可动的关节，从而加强了身体和附肢

的灵活性，增加了动物的运动能力（图
９-１）。

在附肢的基本类型外，不少节肢

动物的附肢已逐步特化，发生了形态

结构的变异，以适应各种生理活动的

需要，如运动、抱握、搬运、捕食、咀嚼

以及呼吸等等，有的还具感觉器官和交配器官的作用，使动物能够进一步适应复杂、多变的

环境。

图 ９-４　鲎的腹面观（左）和背面观（右）（仿 Ｒｕｐｔｔｅｒ）
鲎（肢口纲）的头胸部有 ６ 对圆柱形附肢，位于口的周围（图 ９-４）。第 １对为螯肢，由 ３或

４节构成，位于口的前方。 第 ２至第 ６对为较大的步足，其中第 ２至第 ５ 步足具有 ６个肢节，
末端为钳状，基节内侧生有小刺，特称为颚基（ｇｎａｔｈｏｂａｓｅ）。 第 ５ 步足较长，分为 ７节，基节

除具有颚基外，还具有上肢，称为扇叶（ｆｌａｂｅｌｌｕｍ）。第 ５步足的跗节具有 ４个叶状突出物，末
端不具螯。 第 ５步足的作用在泥沙中钻穴和清洁身体等，其扇叶具有激动呼吸水流的作用。
腹部第 １ 节与头胸部愈合，具有 １ 对退化的附肢，位于第 ５ 步足的内侧，称为唇状瓣

（ｃｈｉｌａｒｉｕｍ）。 腹部体节愈合或分离，一般为 ５、６节或更多节不等。 腹部具有 ６对附肢。 第 １
腹肢（在第 ８ 体节上）为生殖厣（ｇｅｎｉｔａｌｏｐｅｒｃｕｌｕｍ），其下为生殖孔；其余 ５对腹肢扁平，双
肢型，原肢短，内肢小，外肢宽阔，内侧具书鳃（ｂｏｏｋｇｉｌ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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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沼虾（甲壳纲）共有 １９ 对附肢，其中第一对附肢为单肢型，其余都为双肢型。这些附

肢具有不同的结构和功能：第一触角（ａｎｔｅｎｎａ）具有感觉和平衡功能，第二触角具有感觉功

能，大颚（ｍａｎｄｉｂｕｌａ）咀嚼食物，第一小颚（ｍａｘｉｌｌａ）摄食和感觉，第二小颚摄食和激动呼吸

水流，第一至三颚足（ｇｎａｔｈｏｐｏｄａ）感觉和摄食，第一步足（ｐｅｒｅｏｐｏｄ）取食和清洁身体，第二

步足取食、攻击和防卫，第三至五步足步行，第一至五腹肢（ｐｌｅｏｐｏｄ）游泳，尾肢（ｐｙｇｏｐｏｄ）和
尾节（ｔｅｉｓｏｎ）一起作快速运动，雌性个体的腹肢还具有携卵的功能（图 ９-５）。 河蟹的第一步

足演化为大螯，具有防卫功能，其雄性个体的第一和第二腹肢演化为交接器（ｃｏｐｕｌａｔｏｒｙ
ｏｒｇａｎ）。 卤虫胸部附肢由原肢外侧突起形成的上肢具有呼吸功能。

图 ９-５　日本沼虾的附肢

昆虫附肢数目相对较少，头部仅保留 ４对附肢。 第一对附肢为触角，是感觉器官。 触角

一般由柄节（ｓｃａｐｅ）、梗节（ｐｅｄｉｃｅｌ）及鞭节（ｆｌａｇｅｌｌｕｍ）组成（图 ９-６）。 柄节为基部第一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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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６　昆虫的各种触角类型（仿各家）

般短粗；梗节为第二节；鞭节是触角的端

节，通常分成许多亚节。 但在不同种类

中，触角的大小、形态和结构十分多样，
如丝状（蝗虫、蟋蟀）、念珠状（白蚁）、锯
齿状（叩头甲）、刚毛状（蜻蜓、蝉）、栉状

（雄性豆象）、羽状（雄蚕蛾）、棍棒状（蝶
类）、鳃叶状（金龟子）、膝状（蜜蜂）、具芒

状（蝇）、环毛状（雄蚊）等（图 ９-６）。 头部

后 ３ 对附肢演变成 ３ 对口肢，即一对大

颚、一对小颚和一对下唇（ｌａｂｉｕｍ）。 各种

昆虫随着食性的不同，口器发生很大的

变 化，如 蝗 虫 的 口 器 为 咀 嚼 式 口 器

（ｃｈｅｗｉｎｇｔｙｐｅ）（图 ９-７Ａ）；这种口器

原始，由此演变出其他类型的口器，如蜜

蜂的嚼吸式口器（ｃｈｅｗｉｎｇ-ｌａｐｐｉｎｇｔｙｐｅ）
（图 ９-７Ｂ）、蚊子的刺吸式口器（ｐｉｅｒｃｉｎｇ-
ｓｕｃｈｉｎｇｔｙｐｅ）（图 ９-Ｃ７）、蝶类的吮吸式

口器 （ｓｉｐｈｏｎｉｎｇｔｙｐｅ）（图 ９-７Ｄ）和舐吸

式口器（ｓｐｏｎｇｉｎｇｔｙｐｅ）等（图 ９-７Ｅ）。
昆虫胸部具有 ３对附肢，都是步足，用于爬行。 步足一般由 ７节组成：基节（ｃｏｘａ）、转节

（ｔｒｏｃｈａｎｔｅｒ）、腿节（ｆｅｍｕｒ）、胫节（ｔｉｂｉａ）、跗节（ｔａｒｓｕｓ）和前跗节（ｐｒｅｔａｒｓｕｓ）（图 ９-８）。 步足

主要用来步行（图 ９-８Ａ），但前足和后足往往由于功能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形态变化，如蝗

虫和蚤的后足变成跳跃足（ｓｐｒｉｎｇｌｅｇ），其腿节特别粗壮（图 ９-８Ｂ）；螳螂的前足变成捕捉足

（ｇａｓｐｉｎｇｌｅｇ），基节延长，腿节腹面有槽，胫节可回折嵌入其中（图 ９-８Ｃ）；蝼蛄的前足特化

为开掘足（ｄｉｇｇｉｎｇｌｅｇ），足粗短，胫节扁宽，前缘有齿，适于在泥土中挖掘（图 ９-８Ｄ）；龙虱的

后足特化为游泳足（ｓｗｉｍｍｉｎｇｌｅｇ），胫节和跗节扁平，边缘有长毛（图 ９-８Ｅ）；雄龙虱的前足

特化为抱握足（ｃｌａｓｐｉｎｇｌｅｇ），前 ３个跗节膨大成吸盘状，交配时用来抱雌体（图 ９-８Ｆ）；蜜蜂

的后足特化成携粉足（ｐｏｌｌｅｎｃａｒｒｙｉｎｇｌｅｇ），胫节扁宽，且两边有长毛（图 ９-８Ｇ）；人虱的足特

化为攀缘足（ｃｌｉｎｇｉｎｇｌｅｇ），跗节仅一节，前跗节为 １大型的爪（图 ９-８Ｈ）。
昆虫的腹部附肢可分为与生殖无关的非生殖型附肢，和与交配或产卵等生殖活动有关

的生殖型附肢两类。 大多数昆虫的非生殖型附肢一般只有位于第 １１腹节的尾须（ｃｅｒｃｉ）。 尾
须的形态、结构变化较大，通常是一种触觉器官，但有时也成为雌性生殖器官的一部分。一般

雌虫的第 ８和第 ９ 腹节的附肢，构成产卵器（ｏｖｉｐｏｓｉｔｏｒ）（图 ９-９Ａ）；而雄虫仅是第 ９腹节的

附肢构成交配器（ｃｏｐｕｌａｔｏｒｙｏｒｇａｎ）（图 ９-９Ｂ）。 产卵器和交配器又统称为昆虫的外生殖器

（ｇｅｎｉｔａｌｉａ）。 典型的昆虫产卵器由 ３ 对叶片组成，即第 １、第 ２、第 ３产卵瓣（ｖａｌｖｕｌａｅ）。 蝗虫

的产卵器由 ２对产卵瓣组成，即背、腹产卵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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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７　昆虫的各种口器类型（仿各家）

２．３　体　壁

节肢 动物的 体壁由 角质 膜 （ｃｕｔｉｃｌｅ）、上皮 细胞 层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ｕｍ）和底 膜 （ｂａｓｅｍｅｎｔ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三部分组成（图 ９-１０）。角质膜包被在整个身体的表面，坚硬厚实，具有保护身体、
防止体内水分蒸发和接受刺激的功能，也称为外骨骼（ｅｘｏｓｋｅｌｅｔｏｎ）。 角质膜可以分为三层：
上表皮（上角质膜） （ｅｐｉｃｕｔｉｃｌｅ）、外表皮 （外角质层） （ｅｘｏｃｕｔｉｃｌｅ）和内角质膜 （内表皮）
（ｅｎｄｏｃｕｔｉｃｌｅ）。 角质膜的主要成分为几丁质（ｃｈｉｔｉｎ）和蛋白质。 几丁质是复杂的含氮多糖类

物质，分子式为（Ｃ３ ２Ｈ５ ４Ｎ４Ｏ２ １ ）n；节肢蛋白（ａｒｔｈｒｏｐｏｄｉｎ）沉积在几丁质之间，使体壁变硬；而
甲壳动物还在角质膜内沉积有磷酸钙。体壁和体壁向体内延伸的部位成为肌肉附着的位点。

节肢动物的角质膜形成并硬化以后，便不能继续增大，因而限制了身体的生长。于是，节
肢动物在生长过程中就需要蜕皮（ｅｃｄｙｓｉｓ）（图 ９-１１）。 蜕皮时，上皮细胞分泌含有几丁质酶

和蛋白酶的蜕皮液（ｍｏｕｌｔｉｎｇｆｌｕｉｄ），将旧的外骨骼逐渐溶化，并吸收其降解物；同时开始分

泌形成新的外骨骼；待角质层变软而破裂时，动物通过运动从旧皮中钻出来。 接着动物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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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８　昆虫的各种足类型（仿周尧、彩万志等）

图 ９-９　昆虫的外生殖器（仿各家）
Ａ．产卵器；Ｂ．交配器

水分、空气或肌肉伸张使身体体积增大，然后新的外骨骼逐渐硬化，身体体积的生长停止。因
此，节肢动物身体体积和重量的生长是不连续的过程，而身体内的有机物质成分还是连续增

加的。 昆虫变态为成虫后不再蜕皮，而甲壳动物等却可以终身蜕皮。
昆虫的翅是中胸和后胸背板向体壁外扩张形成，发展过程中上下两层体壁紧贴，表皮细

胞逐渐消失而形成，其中有气管、血管和神经的管状部分体壁加厚，称为翅脉（ｖｅｉｎ）（图
９-１２）。原始种类的翅不能折叠，翅脉多呈网状，如蜻蜓、蜉蝣。较高等种类的翅静止时折叠在

背部，翅脉数逐渐减少。 翅中翅脉的分布和数目称为脉相（ｖｅｉｎａｔｉｏｎ）。 昆虫翅的变异包括翅

的有无或退化、形状的特化和质地的变化三个方面。 如根据翅的质地和被覆物不同可以分

为：薄膜状的膜翅（ｍｅｍｂｒａｎｏｕｓｗｉｎｇ）；膜翅上覆有毛的毛翅（ｐｉｌｉｆｅｒｏｕｓｗｉｎｇ）；膜翅上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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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１０　节肢动物体壁结构（仿 Ｈａｃｋｍａｎ）

图 ９-１１　节肢动物的蜕皮过程（仿 Ｒｕｐｐｅｒｔ）
Ａ．蜕皮间期充分发育的外骨骼 ；Ｂ．上皮细胞层分泌蜕皮液并开始形成新的上皮层 ；

Ｃ．老的内表皮消化 ，继续分泌新的上表皮 ；Ｄ．蜕皮前，新老外骨骼同时存在

图 ９-１２　昆虫翅的发育过程（仿 Ｗｅｂ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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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１３　昆虫翅的各种类型（仿彩万志等）

鳞片的鳞翅（ｌｅｐｉｄｏｔｉｃｗｉｎｇ）；膜翅

边缘长有缨状毛的缨翅（ｆｒｉｎｇｅｄ
ｗｉｎｇ）；臀前区革质，其余部分膜质

的半复翅（ｈｅｍｉｔｅｇｍｅｎ）；革质的复

翅（ｔｅｇｍｅｎ）；基部角质、端部膜质

的半鞘翅（ｈｅｍｉｅｌｙｔｒｏｎ）；角质的鞘

翅（ｅｌｙｔｒｉｏｎ）；双翅目昆虫的后翅

退化成小棍棒状，在飞行时具有保

持 平 衡 的 作 用， 称 为 平 衡 棒

（ｈａｌｔｅｒ）（图 ９-１３）。
２．４　肌肉系统

节肢动物的肌肉系统都由横

纹肌（ｓｔｒｉａｔｅｄｍｕｓｃｌｅ）组成。 节肢

动物的体壁肌、心脏及消化道等的

内脏肌肉皆由横纹肌组成。由肌纤

维成束排列形成的肌肉附着在外

图 ９-１４　中国明对虾的第三颚足肌肉（作者）

骨骼上，常常按节排列，一般起始于一个体节或附肢

分节的外骨骼内表面或内突，终于下一个体节或附肢

分节的外骨骼内表面或内突（图９-１４）。 横纹肌可以分

为快肌（ｆａｓｔｍｕｓｃｌｅ）和慢肌（ｓｌｏｗｍｕｓｃｌｅ）两种类型。
快肌肌节短，收缩力量强，主要依靠糖酵解供能，易疲

劳；慢肌肌节长，收缩力量小，但氧化能力高，耐疲劳。
如中国明对虾的肌肉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的快肌和一

种慢肌。 中国明对虾的快肌Ⅱ具有肌节短，Ｚ线细，细
／粗肌丝比率低（３∶１），肌质网较发达，二联体丰富，
线粒体较少，ＡＴＰ酶活性高等特征，如腹部的第三腹

屈肌；慢肌的结构特征则与此相反，如第五步足座节

后移肌。 而中国明对虾的快肌Ⅰ则是一类强氧化性快

肌，含有丰富的线粒体，氧化能力高又耐疲劳，如尾肢

内肢内收肌（图 ９-１５）。中国明对虾的腹部肌肉中快肌

比例较大，而胸部附肢肌肉中慢肌成分较多。 每一条

肌肉都有相应的拮抗肌，即曲肌和伸肌成对排列。 因

此，当肌肉收缩时，就会牵引外骨骼弯曲或伸直，从而

完成敏捷而精细的动作。
２．５　体腔和循环系统

节肢动物在胚胎发育早期具有按节排列的体腔囊（ｃｏｅｌｏｍｉｃｓａｃ），但孵化后真体腔退

化，仅保留生殖器官和排泄器官的内腔。此时，消化道与体壁之间的空腔是由真体腔（次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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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１５　中国明对虾的肌肉超微结构（作者）
Ａ．第五步足座节后移肌；Ｂ．第三腹屈肌；Ｃ．尾肢内肢内收肌

腔）和囊胚腔（原体腔）混合形成，称为混

合体腔（ｍｉｘｏｃｏｅｌ），因其中充满血液，也
称为血腔或血窦（ｈａｅｍｏｃｏｅｌ）。 循环系统

模式为开管式循环，心脏和背血管位于

消化管的背面（图 ９-１）。血液循环的基本

途径为：血液由心脏从后向前，经前大动

脉流入血窦；血液在血窦中由前向后流

动，汇入围心窦，再由心孔流回心脏。 由

于开管式循环，节肢动物的血压低于大

气压，因而体壁破裂或附肢断裂后，体内

的血液不会大量流到体外，这对节肢动

物的生存十分有利。
节肢动物循环系统的复杂程度与呼

吸系统有密切的关系。 昆虫等用遍布于

全身的气管呼吸的种类，循环系统简单，
仅具管状的心脏，而血管基本消失；在心

脏和辅博器（ａｃｃｅｓｓｏｒｙｐｕｌｓａｔｉｌｅｏｒｇａｎ）
的搏动以及隔膜和肌肉的运动下，血液

循环完全在血窦内进行（图 ９-１６）。 这一

类动物的血液缺少运输氧气和二氧化碳

等气体的能力，主要运输营养、激素和代

谢废物等物质，也具有止血、免疫、解毒、
防卫和提供机械力等作用。 虾等用局限

于身体一部分的鳃呼吸的种类，循环系

统复杂，具有发达的肌肉质的心脏和复

杂的血管（图 ９-１７）。 虾类血液由血浆和血细胞组成，血浆中含有血清蛋白，血细胞通常分为

透明细胞（ｈｙａｌｉｎｅｈｅｍｏｃｙｔｅ）、半（小）颗粒细胞（ｓｅｍｉｇｒａｎｕｌａｒｈｅｍｏｃｙｔｅ）和（大）颗粒细胞

（ｇｒａｎｕｌａｒｈｅｍｏｃｙｔｅ）。鲎用书鳃呼吸，其开管式循环系统也发达（图 ９-１８）。鲎的血液呈蓝色，
具有血青素（ｈａｅｍｏｃｙａｎｉｎ）和变形细胞。 用鲎的血液制成的鲎试剂，可以快速检测革兰氏阴

性细菌；鲎素（ｌｉｍｕｌｉｎ）为血液中的一种外源凝集素，具有抗癌作用。 靠体表进行呼吸的小型

节肢动物中，没有循环系统，或仅具心脏而没有血管，如剑水蚤、恙螨、蚜虫等。
２．６　消化系统

节肢动物的消化系统，为一条两端开口的直管，由前肠、中肠和后肠三部分组成。前肠和

后肠均由外胚层向内凹陷形成，因此内壁具有几丁质的外骨骼。 蜕皮时，这些外骨骼也同时

脱落，然后再重新分泌形成。 前肠的主要功能是取食、研磨、储存及机械消化；中肠由内胚层

形成，常突出形成盲囊，其内具消化腺，分泌消化酶，并增大消化面积，是消化吸收的地方；后
肠的主要功能是离子及水分的重吸收，以及暂时储存粪便。

节肢动物种类繁多，在不同种类中消化系统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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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１６　昆虫血液循环示意图（仿堵南山）

图 ９-１７　虾类的循环系统模式图（仿 Ｇｅｇｅｎｂａｕｒ）

图 ９-１８　鲎的内部结构（仿 Ｒｕｐｐｅｒｔ）
肢口纲鲎 的消化系统 包括：口、食 道、膨 大的嗉囊 （ｃｒｏｐ）、肌肉 壁发达的肠 盲囊

（ｇｉｚｚａｒｄ）、中肠（胃和肠）、直肠和肛门 （图 ９-１８）。 胃两侧各具有 １ 个肝盲囊 （ｈｅｐａｔｉｃ
ｃａｅｃｕｍ），具有分泌消化酶和吸收营养的功能。 鲎杂食性，以小型动物和底栖海藻为食。

在甲壳动物中，前肠包括口腔、食道和胃，食道短，胃很大，可分为贲门胃 （ｃａｒｄｉａｃ

４０２ 动　物　学



ｓｔｏｍａｃｈ）和幽门胃（ｐｙｌｏｒｉｃｓｔｏｍａｃｈ）（图 ９-１９）。 贲门胃的内壁具有几丁质外骨骼突起形成

胃磨（ｇａｓｔｒｉｃｍｉｌｌ），上有细齿，用来碾磨事物。幽门胃的内壁也具有几丁质的刚毛状结构，具
有过滤食物进入中肠的作用。 中肠是一条直管，直到第 ６腹节，前端和幽门胃一起被肝胰腺

（ｈｅｐａｔｏｐａｎｃｒｅａｓ）包围，是吸收营养的地方。 后肠较短，末端开口于尾节腹面，形成裂缝状肛

门。肝胰腺是一对大型消化腺，常愈合成一个，由许多分支的肝管（盲管）组成，这些肝管汇合

成 ２条主肝管，通到中肠前端。 肝胰腺不仅分泌消化液，消化分解食物，还吸收和储存食物。

图 ９-１９　沼虾内部结构模式图（仿堵南山）
蛛形纲的消化道也分为前肠、中肠和后肠。 蜘蛛的前肠包括口、食道和吸胃（ｓｕｃｋｉｎｇ

ｓｔｏｍａｃｈ），吸胃的胃壁以强大的肌肉附着在背板上，有很大的吮吸能力，用以吮吸小动物的

图 ９-２０　蜘蛛的内部结构图（仿 Ｃｏｍｓｔｏｃｋ）

体液（图 ９-２０）。 在吸胃之后，中肠分出 １ 对盲管，沿吸胃两侧前行，并分出 ４个侧盲管，侧盲

管一直伸入到步足基部内，用来储存食物液汁。 中肠本身在腹部十分发达，并发出许多消化

腺。 消化腺很发达，几乎占满整个腹部，既分泌消化液，也用来储存食物液汁。 后肠短，背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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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直肠囊（ｒｅｃｔａｌｓａｃ），或称为粪袋（ｓｔｅｒｏｃｏｒａｌｐｏｃｋｅｔ）可以暂时储存粪便。 蜱螨类中营动

物体外寄生的种类，以吸取寄主的血液为食，肠也有大量的分支，用来储存血液。这些种类吸

食一次以后，可以忍饥很长时间。
昆虫的消化道包括由口腔、咽、食道、嗉囊（ｃｒａｗ）和前胃（砂囊，ｇｉｚｚａｒｄ）组成的前肠，由

胃和胃盲囊（ｇａｓｔｒｉｃｃａｅｃａ）组成的中肠以及由小肠、直肠和肛门组成的后肠（图 ９-２１，９-２２）。

图 ９-２１　蝗虫的内部结构模式图（仿 Ｒｏｏｔ）

图 ９-２２　昆虫的消化吸收和马氏管分泌示意图（仿 Ｒｕｐｐｅｒｔ）
前肠是储存和研磨食物的地方，刺吸式口器的昆虫，口、咽和口器组合成连续的管道，即食物

管。 嗉囊是储存食物的地方，而蜜蜂的嗉囊还具有特殊的作用，其中的花蜜在消化酶的作用

下酿成蜂蜜，故又称为蜜胃（ｈｏｎｅｙｓｔｏｍａｃｈ）。砂囊壁具有发达的肌肉，内壁具有几丁质的齿

状突起，也能够研磨食物和阻止未磨碎的食物进入中肠。大多数昆虫在前肠附近具有一对唾

液腺，唾液管开口于口腔，唾液含有淀粉酶，可以润湿和消化食物。 中肠与前肠之间有胃瓣

（ｇａｓｔｒｉｃｖａｌｖｅ）相隔，内壁具有很薄的几丁质薄膜，称为围食膜（ｐｅｒｉｔｒｏｐｈｉｃｍｅｍｂｒａｎｅ），它
能将食物和肠壁隔开，以防止食物颗粒磨损肠壁细胞。中肠细胞能吸收通过围食膜的营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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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围食膜内的食物残渣每隔一段时间通过后肠由肛门排至体外。 中肠结构简单，前端具有

数条胃盲囊，其大小和数量因种类而不同，主要用于增加消化和吸收面积。 后肠的小肠部分

又可以分为回肠和结肠，具有吸收水分的作用。水生的蜻蜓的稚虫，在直肠内还具有鳃突，称
为直肠鳃（ｒｅｃｔａｌｇｉｌｌ）。
２．７　呼吸系统

小型节肢动物没有专门的呼吸器官，以全身体表直接进行呼吸，如水生的剑水蚤，陆生

的蚜虫或恙螨。 体表呼吸的陆生种类，也通过体表的水分进行气体交换，因而其体表必须保

持一定的潮湿状态。 绝大多数节肢动物具有外胚层形成的呼吸器官进行气体交换。 水生种

类用鳃（如虾蟹）或书鳃（如鲎）呼吸，陆生种类用气管（如昆虫）或书肺（如蜘蛛）呼吸。

图 ９-２３　甲壳动物十足目鳃的类型（仿 Ｃａｌｍａｎ）
Ａ－Ｂ．枝鳃； Ｃ－Ｄ．毛鳃；Ｅ－Ｆ．叶鳃

图 ９-２４　鲎的书鳃结构（仿 Ｒｕｐｐｅｒｔ）

鳃是体壁向外的突起，在鳃上的皮肤很薄，其内具有鳃血管，便于血液与外界进行气体

交换。甲壳动物鳃的结构可以分为三类（图 ９-２３）：枝状鳃（ｄｅｎｄｒｏｂｒａｎｃｈｉａｔｅ），由鳃轴向两侧

伸出侧支，侧支再分支长出许多平行的鳃丝，如对虾；丝状鳃（ｔｒｉｃｈｏｂｒａｎｃｈｉａｔｅ），围绕鳃轴长

出的鳃丝呈丝状或毛状，如克氏原螯虾；叶状鳃（ｐｈｙｌｌｏｂｒａｎｃｈｉａｔｅ），沿鳃轴两侧伸出叶片状

鳃叶，如日本沼虾。甲壳动物的鳃具有呼吸、调节渗透压和排泄等功能，由三种类型的细胞组

成：上皮细胞（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ｕｍ）、颗粒细胞（ｇｒａｎｕｌａｒｃｅｌｌ）和肾原细胞（ｎｅｐｈｒｏｃｙｔｅ）。 鳃的肾原细

胞同甲壳动物其他组织的足细胞（ｐｏｄｏｃｙｔｅ）、昆虫血窦中的足细胞及脊椎动物肾脏肾小球

的足细胞结构类似，是一种具有排泄功能的细胞。甲壳动物胸肢的上肢（ｅｐｉｐｏｄ）具有辅助呼

吸的功能，称为肢鳃（ｍａｓｔｉｇｏｂｒａｎｃｈｉａ）；等足目的腹肢发达，同时具有呼吸和游泳的功能，如
海蟑螂。书鳃（ｂｏｏｋｇｉｌｌ）是腹部附肢体

壁的书页状突起。 鲎腹部第 ２ 至第 ６
对附肢的上肢内侧具有许多书页状的

鳃瓣（ｌａｍｅｌｌａ），每个上肢的鳃瓣数量

可达 １５０～２００个，这种书页状的呼吸

器官称为书鳃（图 ９-２４）。 气管是由体

壁内陷而成的管状构造，管壁由螺旋

型几丁质薄膜组成（图 ９-２５）。 昆虫的

气管系统包括可以自由关闭的气门

（ｓｐｉｒａｃｌｅ），以 及 不 同 大 小 的 气 管

（ｔｒａｃｈｅａ）；两条纵走的主气管把全身

的气管联系起来，然后各个气管连续

分支， 后形成微气管（ｔｒａｃｈｅｏｌｅ），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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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２５　昆虫的气管系统（仿各家）
Ａ．同翅目；Ｂ．直翅目 ；Ｃ．气管结构

入组织和细胞之间。书肺（ｂｏｏｋｌｕｎｇ）是腹部体表内陷的囊状结构，内有很薄的书页状突起，
起源于书鳃（图 ９-２０，９-２６）。 由此可见，在水中的呼吸器官不论是鳃还是书鳃都是体表外突

图 ９-２６　蜘蛛的书肺（仿 Ｒｕｐｐｅｒｔ）
而成，以便增加和水的接触面积。在陆上生活种类的呼吸器官不论是气管还是书肺都是体表

内陷而成，它除了可增加体壁与空气的接触面积之外，还可使体壁上的水分不易蒸发，因为

空气在进入血液或组织以前，仍然是先溶解在体壁表面的一薄层水膜中。有一些陆生的昆虫

（如蜉蝣），其幼虫生活在水中，它具气管鳃（ｔｒａｃｈｅａｌｇｉｌｌ），即鳃中含有气管；而蜻蜓稚虫的

气管鳃位于直肠内，特称为直肠鳃（ｒｅｃｔａｌｇｉｌｌ）（图 ９-２７）；或血鳃（ｂｌｏｏｄｇｉｌｌ），即体壁向外突

出的囊状突出物，内腔与血腔相通，水中的氧气直接可以扩散到血液中；这是昆虫对水生生

活的一种适应。海洋生活的昆虫还具有特化的气门鳃（ｓｐｉｒａｃｕｌａｒｇｉｌｌ），即由气门处体壁向外

突出而形成的囊状结构，向内与气管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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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２７　稚虫的呼吸器官

Ａ．蜉蝣的气管鳃 （仿 Ｖａｙｓｓｉｅｒａ）；Ｂ．蜻蜓的直肠鳃 （仿 Ｗｉｇｇｌｅｓｗｏｒｔｈ）

２．８　排泄系统和渗透调节

低等节肢动物没有排泄系统，其代谢废物通过蜕皮排出。大多数节肢动物具有两种结构

图 ９-２８　鲎的排泄器官（仿 Ｐａｔｔｅｎ＆Ｈａｚｅｎ）

和起源不同的排泄器官，或其中的一种。
一种是由肾管演变而成的，如肢口纲和

蛛形纲的基节腺（ｃｏｘａｌｇｌａｎｄ），甲壳纲的

触角腺（ａｎｔｅｎｎａｌｇｌａｎｄ，或称绿腺）和颚

腺（ｍａｘｉｌｌａｇｌａｎｄ），都属这种类型。 它们

的末端有端囊（ｓａｃｃｕｓ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ｉｓ），另一

端通过排泄管与体外相通，分别起源于

退化的体腔囊 （ｃｏｅｌｏｍｉｃｓａｃ）与体腔管

（ｃｏｅｌｏｍｏｄｕｃｔ）。 如鲎的排泄器官为位于

第 ２至第 ５ 步足的 ４对基节腺，通过共用

的排泄管和膀胱，开口于第 ５步足的同一个排泄孔（图 ９-２８）。
而日 本 沼 虾 的 触 角 腺 外 形 为 椭 球 形， 由 体 腔 囊、 迷 路 （ｌａｂｙｒｉｎｔｈ）、原 肾 管

（ｐｒｏｔｏｎｅｐｈｒｉｄｉｕｍ）和膀胱 （ｂｌａｄｄｅｒ）等 部分 所组成，它们 是一 条连续 的管道，经 尿道

（ｕｒｅｔｈｒａ）从第二触角基部的排泄孔排出体外（图 ９-２９）。日本沼虾的体腔囊具有过滤血液并

形成原尿的功能，迷路进行水分和离子的重吸收及通过内吞泡重吸收蛋白质，原肾管也有重

吸收离子的功能，膀胱则储存尿液。 电镜下观察发现，体腔囊的上皮由足细胞（ｐｏｄｏｃｙｔｅ）组
成。 足细胞基部伸出二、三级足状突起，它们与裂隙膜（ｓｌｉｔｍｅｍｂｒａｎｅ）和基底膜（ｂａｓａｌ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相连。基底膜外侧为内皮细胞和开放式血腔（ｂｌｏｏｄｓｐａｃｅ），体腔囊的内腔即为尿

隙（ｕｒｉｎａｒｙｓｐａｃｅ），足细胞的突起可插入其中。 各种突起相互穿插镶嵌，相互间形成精细的

过滤裂隙，足细胞头部在裂隙膜切面上呈明显的串珠状，形成窗孔（ｗｉｎｄｏｗｐｏｒｅ）（图 ９-
３０）；迷路占整个腺体的 ４／５，其细胞顶部具有发达的微绒毛（ｍｉｃｒｏｖｉｌｌｉ），且基部质膜内陷；
原肾管细胞的微绒毛短而不规则，而基部质膜内陷十分发达（图 ９-３０）；膀胱细胞基部质膜

也有内陷但无微绒毛。 这些细胞结构是触角腺具有排泄和渗透压调节功能的基础。 不同甲

壳动物中触角腺的结构有所变化，有的缺原肾管，没有则无膀胱。 触角腺虽是甲壳动物的排

泄器官，但是大多数含氮废物通过鳃或体壁的扩散作用排到体外，其中鳃轴处的肾细胞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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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２９　日本沼虾的触角腺（仿姜乃澄）
Ａ．矢状切面显微结构 ；Ｂ．各结构分布区域 ；Ｃ．已分离出的触角腺 ，示各部结构

图 ９-３０　触角腺的超微结构示意图（仿姜乃澄）
Ａ．体腔囊； Ｂ．基底膜放大； Ｃ．迷路管 ； Ｄ．原肾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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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取并储存尿酸颗粒的功能。 而甲壳动物触角腺的主要功能是维持及调节体内离子浓度及

液体压力的平衡。 例如，有一种滨蟹（Ｃａｒｃｉｎｕｓ）生活在盐度为 ３４‰的海水中时，每天排出相

当于 ３．６％体重的尿；而生活在盐度为 １４‰的咸淡水中时，排尿量为体重的 １／３。 大多数十

足目甲壳动物所产生的尿与血液是等渗的，而且是能调节盐度的，因为它们的鳃可以由水中

摄取离子以补偿由尿中失去的离子。
另一种排泄器官为马氏管（Ｍａｌｐｉｇｈｉａｎｔｕｂｕｌｅｓ），它是由中肠与后肠交界处的内胚层

（蜘蛛）或外胚层（昆虫）肠壁细胞向外突起形成的单层细胞的盲管，游离在血腔中（图 ９-
２１）。 马氏管浸润在等渗的血液中，主动向管内分泌 Ｋ

＋ 、Ｎａ
＋ 、Ｃｌ－等离子，使马氏管内的 Ｋ

＋

浓度为血液的 ６～３０ 倍，Ｋ＋
浓度的差异使水流随之流入马氏管，同时尿酸氢钾或尿酸氢钠

也随水流进入马氏管，从而形成等渗的尿。然后尿液中的水和有用的 Ｋ
＋ 、Ｎａ

＋
等离子被马氏

管基部和直肠重吸收，尿液ｐＨ值也下降，使尿酸沉积下来，并随粪便排出体外（图 ９-３１）。昆
虫的排泄过程与其体内的水分和养分平衡密切相关。 如黄粉甲（T enebrio m olitor）生活在面

粉中，需要的水分来自代谢过程。 它的 ６条马氏管的顶端部分与直肠紧密联结在一起，并包

在 围 肾 膜 内， 与 直 肠 以 直 肠 周 隙 （ｐｅｒｉｒｅｃｔａｌｓｐａｃｅ） 相 隔， 组 成 隐 肾 管 复 合 体

（ｃｒｙｐｔｏｎｅｐｈｒｉｄｉａｌｃｏｍｐｌｅｘ）（图 ９-３２）。直肠周隙维持很高的渗透压，可将直肠粪便中的水分

和 Ｋ
＋
等离子重吸收到血液中。 但有一些食物中水分含量较多的昆虫能分泌利尿激素，加速

排水速率。 没有马氏管的昆虫能够利用消化道、下唇肾（ｌａｂｉａｌｋｉｄｎｅｙ）、脂肪体（ｆａｔｂｏｄｙ）和
围心细胞（ｐｅｒｉｃａｒｄｉａｌｃｅｌｌ）储存、积累或排泄代谢废物。

图 ９-３１　马氏管与直肠的排泄与渗透加调节功能（仿 Ｃｈａｐｍａｎ等）
节肢动物的排泄产物因种而不同，如水生昆虫以排氨为主，大多数陆生昆虫排出尿酸，

也有些排出尿酸和部分尿素；甲壳动物的代谢产物主要是氨和少量的尿酸；多足纲蜈蚣的排

泄产物也以氨为主。
蜘蛛的丝腺由腹部的基节腺转变而成，丝腺分泌物通过身体后端纺织器上的纺管抽出，

并立即凝结成细丝（图 ９-２０，９-３３）。 每个纺管抽出的丝十分细，同一纺织器上的细丝可愈合

成一条较粗的丝，有时不同纺织器上的丝也可合成一条更粗的丝。 如网蛛织网时，牵引丝用

８～９ 股丝合成，框丝用 ６～８ 股合成，经丝仅 ２股丝合成。 蛛丝可以分为黏性丝（ｖｉｓｃｉｄｓｉｌｋ）
和非黏性丝（ｎｏｎｖｉｓｉｃｉｄｓｉｌｋ），主要成分都是一种骨蛋白（ｓｃｌｅｒ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蛛网上的螺旋丝为

黏性丝，其余均为非黏性丝。 蛛丝十分坚韧，比同样直径的钢丝耐拉力高 ９倍左右。 很多蜘

蛛织网捕食昆虫，有些蜘蛛借助蛛丝飞行，水生蜘蛛能借助在小的蛛网形成的气泡在水中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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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３２　黄粉甲的隐肾管系统（Ａ）及其 Ｋ 的运输（Ｂ）（仿 Ｒｉｅｇｅｌ）

图 ９-３３　蜘蛛的纺织器（仿Ｗｉｌｓｏｎ）
Ａ．外形 ；Ｂ．前纺织器与丝腺

２．９　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

节肢动物的神经系统类似于环节动物 为链状神经系统 但由于节肢动物身体为异律分

２１２ 动　物　学



节，且体节常愈合，因而其神经节也常常愈合。 节肢动物神经节愈合的情况与身体外部分节

的消失是密切相关的。 如蜘蛛体外分节不明显，其神经节也都集中在食道的背方和腹方，形
成了很大的神经团。 神经节的愈合提高了神经系统传导刺激、整合信息和指令运动的能力，
有利于适应复杂的环境。 节肢动物头部内位于消化道上方的 ３对神经节常愈合成 １对脑神

经节，分别为前脑（ｐｒｏｔｏｃｅｒｅｂｒｕｍ）、中脑（ｄｅｕｔｏｃｅｒｅｂｒｕｍ）和后脑（ｔｒｉｔｏｃｅｒｅｂｒｕｍ）３ 个部分；
消化道下方的头部后 ３ 对神经节也愈合成一对食道下神经节（或咽下神经节）；胸部和腹部

为一条腹神经索，位于消化道腹面，其上的神经节也有向前端愈合的趋势。 如沼虾的神经系

统成链状，由脑神经节、围食道神经环、食道下神经节和腹神经索组成，其中腹神经索含有 ３
个胸神经节和 ５个腹神经节（图 ９-１９）。 而蟹类腹神经索上的神经节（包括食道下神经节）全
部愈合成一个大的神经团（图 ９-３４）。 鲎的神经系统高度愈合，食道下神经节由 ７个神经节

愈合形成（图 ９-１８）。 蜘蛛的神经系统同样高度集中，神经节集中在食道的四周，背面部分为

脑，腹面部分为胸、腹神经节和食道下神经节愈合而成的一个大神经团（图 ９-２０）。 昆虫的神

经系统分为中枢神经系统（ｃｅｎｔｒａｌｎｅｒｖｏｕｓｓｙｓｔｅｍ）、周边神经系统（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ｎｅｒｖｏｕｓ

ｓｙｓｔｅｍ）和交感神经系统（ｓｙｍｐａｔｈｅｔｉｃｎｅｒｖｏｕｓｓｙｓｔｅｍ）。其中枢神经系统与沼虾的中枢神经

系统相似，同为链状神经系统（图 ９-３５）。 周边神经系统位于体壁下，由脑、食道下神经节以

及腹神经链上各神经节发出的神经构成。 交感神经系统也是由脑和腹部末端发出的神经组

成，支配内脏的活动和气孔的开闭。

图 ９-３４　黄道蟹的神经系统（仿堵南山） 图 ９-３５　蝗虫的神经系统（仿 Ｓｎｏｄｇｒａｓｓ）
节肢动物的感觉器官相当复杂，有司平衡、触觉、视觉、味觉、嗅觉和听觉的感觉器官。
复眼（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ｅｙｅ）：复眼由许多结构相同的小眼（ｏｍｍａｔｉｄｉｕｍ）作扇形紧密排列而

成 可以成像（图 ９-３６） 如家蝇的一个复眼有 ４０００个小眼 蜻蜓的一个复眼有 ２００００个小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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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 每个小眼的组成为：角膜（ｃｏｒｎｅｕｍ）、２个角膜细胞、４ 个晶锥细胞（ｃｒｙｓｔａｌｃｏｎｅｃｅｌｌ）、
７个或 ８个小网膜细胞（ｒｅｔｉｎｕｌａｃｅｌｌ）及由其由微绒毛组成的视杆（ｒｈａｂｄｏｍ）（图 ９-３７）。 小

网膜细胞形成轴索，末端与视神经相连。小眼外边还具有 ２组色素细胞调节进入小网膜的光

量，即虹膜色素细胞（ｉｒｉｓｐｉｇｍｅｎｔｃｅｌｌ）和网膜色素细胞（ｒｅｔｉｎａｌｐｉｇｍｅｎｔｃｅｌｌ）。

图 ９-３６　昆虫复眼纵切面模式图（仿 Ｗｅｂｅｒ）

图 ９-３７　昆虫的一个小眼纵切面（仿 Ｉｍｍｓ）
单眼（ｏｃｅｌｌｕｓ）：具有感光能力，但不能成像。 单眼的结构比较简单，一般由角膜、角膜细

胞、由视觉细胞构成的小网膜以及色素细胞组成（图 ９-３８）。
听觉器（ｐｈｏｎｏｒｅｃｅｐｔｏｒ）：昆虫的鼓膜听器能够感受微弱的声音信号，如蝗虫第一腹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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蟋蟀前足胫节上的听器（图 ９-２）。
平衡囊（ｓｔａｔｏｃｙｓｔ）：中国明对虾具一对平衡囊，位于第一触角原肢第一节中央，由 １ 小

囊、平衡石（ｓｔａｔｏｌｉｔｈ）和感觉刚毛组成（图 ９-３９）。

图 ９-３８　蜘蛛的单眼（仿 Ｈｏｍａｎｎ） 图 ９-３９　中国对虾的平衡囊（仿陈宽智）
化学感受器（ｃｈｅｍｏｒｅｃｅｐｔｏｒ）（图 ９-４０Ａ）：分为嗅觉感受器（ｏｌｆａｃｔｏｒｙｏｒｇａｎ）和味觉感

受器（ｇｕｓｔａｔｏｒｙｏｒｇａｎ）。 嗅觉感受器主要分布于触角（嗅毛，ａｅｓｔｈｅｔａｓｅ），而味觉感受器分布

于口器。 嗅毛非常灵敏，如雄蛾可以闻到 ３０００ 米以外尚未交配过的雌蛾所发出的气味（信息

素）。
机 械感受器（ｍｅｃｈａｎｏｒｅｃｅｐｔｏｒ）：结构简单，分布于身体及附肢各处。 如毛状感受器

（ｔｒｉｃｈｏｉｄｓｅｎｓｉｌｌａ）由 １ 个毛原细胞（ｔｒｉｃｈａｇｅｎ）、１个膜原细胞（ｔｏｒｍｏｇｅｎｃｅｌｌ）和几个感觉细

胞组成，分布于口器、触角和附肢等处表皮上（图 ９-４０Ｂ）。

图 ９-４０　昆虫的感觉器官（仿各家）
Ａ．化学感受器；Ｂ．毛状感受器

２．９　内分泌系统

节肢动物个体的生长、发育和繁殖受到其自身内分泌腺（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ｅｇｌａｎｄ）产生的激素

（ｈｏｒｍｏｎｅ）调控。 内分泌腺为无管腺，其分泌物直接进入血液。 甲壳动物和昆虫的内分泌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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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研究得比较清楚。
甲壳动物的视神经节自上而下由外髓（ｍｅｄｕｌｌａｅｘｔｅｒｎａ，ＭＥ）、内髓（Ｍｅｄｕｌｌａｉｎｔｅｒｎａ，

Ｍ１）和端髓（ｍｅｄｕｌｌａｔｅｒｍｉｎｉ，ＭＴ）３ 部分组成，其内分布有神经内分泌细胞群（Ｘ-器官）和

图 ９-４１　中国明对虾的 Ｘ-器官和窦腺（仿 Ｏｋａ）
Ａ．腹面观；Ｂ．背面观

由神经内分泌细胞轴突末梢聚集形成的窦腺（图 ９-４１）。 Ｘ-器官窦腺复合体（Ｘ-ｏｒｇａｎ-ｓｉｎｕｓ
ｇｌａｎｄ） 是甲壳动物的内分泌调控中心，主要分泌高血糖激素 （ｈｙｐｅｒｇｌｙｃｅｍｉｃｈｏｒｍｏｎｅ，
ＣＨＨ）、蜕 皮抑 制 激 素 （ｍｏｌｔ-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ＭＩＨ）、性 腺 发 育 抑 制激 素 （ｇｏｎａｄ-

图 ９-４２　昆虫内分泌系统模式图（仿郭郛）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ＧＩＨ）和大颚器官抑制激素 （ｍａｎｄｉｂｕｌａｒｏｒｇａｎ-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
ＭＯＩＨ）等多种神经肽类激素，参与调节甲壳动物的生殖、发育和蜕皮等重要生理过程。Ｘ-器
官神经元末梢分泌的激素运送至窦腺储存，然后由窦腺释放而作用于受体靶器官－Ｙ器官。
甲壳动物的 Ｙ-器官位于头胸部，合成并分泌蜕皮甾类到血液中，主要蜕皮甾类有：蜕皮激素

（ｅｃｄｙｓｏｎｅ）， ２５-脱 氧 蜕 皮 激 素

（２５ｄＥ）和 ３-脱氢蜕皮激素（３ＤＥ）
等。蜕皮甾类的合成受到蜕皮抑制

激素的控制，这些激素对动物蜕

皮、卵巢和胚胎发育等都有调控作

用。 当摘除虾蟹的眼柄后，虾蟹的

蜕皮周期缩短；而移去 Ｙ－器官，
则抑制虾蟹的蜕皮。甲壳动物的其

他神经分泌细胞还有：后联合器官

分泌激素调节色素细胞活动；围心

腔腺分泌激素调控心率。甲壳动物

的内分泌器官还 有促雄性素腺

（ａｎｄｒｏｇｅｎｉｃｇｌａｎｄ），位于输精管

末端附近，其分泌物促进精巢发育

和维持第二性征；卵巢，分泌卵巢

激素（ｏｖａｒｉａｎｈｏｒｍｏｎｅ），促进卵巢

发育和维持第二性征。 光照长度、
温度等外界因素刺激甲壳动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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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枢神经系统，从而引起激素分泌的变化。
昆虫的主要内分泌器官有很多种，主要位于头部，包括咽侧体（ｃｏｒｐｕｓａ１１ａｔｕｍ）、前胸

腺（ｐｒｏｔｈｏｒａｃｉｃｇｌａｎｄｓ）、心侧体（ｃｏｒｐｕｓｃａｒｄｉａｃｕｍ）、生殖腺、脑神经（内）分泌细胞、食管下

神经节分泌细胞等（图 ９-４２）。 它们分泌的激素有 ２０ 余种，共同调节、控制昆虫的代谢、生
长、发育、变态、滞育、生殖等生理过程。 这些激素从化学性质上可分为三种类型：肽类，如脑

激素（ｂｒａｉｎｈｏｒｍｏｎｅ，ＢＨ）、滞育激素（ｄｉａｐａｕｓｅｈｏｒｍｏｎｅ，ＤＨ） 、激脂激素等；甾醇类，如蜕皮

激素（ｍｏｕｌｔ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ＭＨ）等；萜烯烯类，如保幼激素（ｊｕｖｅｎｉｌｅｈｏｒｍｏｎｅ，ＪＨ）等。 脑激素

－蜕皮激素－保幼激素调节系统共同控制昆虫的生长和蜕皮过程（图 ９-４３）。 昆虫脑神经分

泌细胞分泌脑激素（亦称活化激素）。 心侧体和咽侧体位于脑后咽的背方。 心侧体有贮存和

释放激素的功能。 咽侧体受脑激素的刺激后分泌保幼激素，抑制昆虫的变态，使虫体保持幼

期状态。 保幼激素也有刺激前胸腺的作用，即在昆虫幼期保幼激素存在的情况下，前胸腺不

会退化。前胸腺在脑激素的激发下分泌蜕皮激素，促进昆虫蜕皮、变态。在幼虫期，高浓度的

保幼激素和蜕皮激素共同作用，使幼虫蜕皮后继续保持幼虫状态。 在末龄幼龄期，保幼激素

浓度下降，蜕皮激素继续分泌使幼虫发生变态蜕皮，进入蛹期。 在蛹期，保幼激素停止分泌，
而蜕皮激素继续分泌，蛹蜕皮后变态为成虫。

图 ９-４３　昆虫变态的激素调节（仿 Ｓｐｒａｔ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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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１　生殖系统

大多数节肢动物雌雄异体，少数节肢动物雌雄同体（如藤壶）。 生殖腺来自残留的体腔

囊，生殖导管来自体腔管，有些种类由附肢形成外生殖器。
沼虾 （甲壳纲）雌雄异 体，异形。 雄 性生殖系 统包括 精巢 （ｔｅｓｔｅｓ）与输 精管 （ｖａｓ

ｄｅｆｅｒｅｎｓ），精巢一对，位于心脏的前下方，前部分离，后部愈合。 一对输精管沿胸部后端侧面

延伸至第 ５步足基部内侧，开口于雄性生殖孔（ｇｏｎｏｐｏｒｅ）（图 ９-１９）。雌性生殖系统包括一对

图 ９-４４　鲎的生殖系统（仿 Ｏｗｅｎ）

卵巢（ｏｖａｒｙ）和输卵管（ｏｖｉｄｕｃｔ），卵巢也

位于心脏前下方，大部分愈合。 一对输卵

管分别开口于第 ３步足基部内侧的雌性

生殖孔。 交配时，雄虾把精荚放到刚蜕皮

的雌虾胸部腹面第 ４、５ 步足附近中央凹

陷处；雌虾产卵后，卵子移动到腹部腹面

中与精子相遇从而受精。 甲壳动物的有

些种类雄性个体成熟时间远早于雌性个

体，在雌性生殖孔后缘附近具有纳精囊，
雌雄交配后，精荚暂时储存于此，而雄性

个体的第 １ 及第 ２ 腹肢特化形成交接

器，用于交配时传送精荚，如中国明对

虾、中华绒螯蟹和克氏原螯虾等。
肢口纲鲎雌雄异体，雌雄生殖系统

结构相似（图 ９-４４）。 单个生殖腺位于肠

道两侧，延伸到肠道腹面，经过一对短的

生殖管道分别开口于腹中线附近；由第一对腹肢左右愈合形成的生殖盖板覆盖在生殖孔上。
蛛形纲雌雄异体，异形。 雌蜘蛛的一对卵巢位于腹部消化道的腹面，常左右愈合（图 ９-

图 ９-４５　雄性蜘蛛脚须中的交配器（仿Ｃｏｍｓｔｏｃｋ）

２０）。 一对输卵管愈合成单一的阴道（ｖａｇｉｎａ），
开口于生殖沟（ｅｐｉｇａｓｔｒｉｃｆｕｒｒｏｗ）正中的生殖

孔。 生殖孔常被一块生殖魇（ｅｐｉｇｙｎｕｍ）盖住。
常具有一对纳精囊，纳精囊管与阴道相连或独

立开口于生殖孔附近。 雄性生殖系统为一对精

巢和一对输精管，左右输精管常愈合成一短的

储精囊，开口于生殖沟正中。雄蜘蛛的脚须末端

还形成了交配器，内有储存精子的囊（图 ９-４５）。
雄蜘蛛先于雌蜘蛛性成熟，精液先排到预先织好的精网上，然后交配器吸入精液；交配时，把
精液输送到雌性个体的纳精囊内；雌性个体产卵时，卵经过阴道时与来自纳精囊的精子结

合。
多足纲唇足亚纲的蜈蚣雄性个体具有 １～２４个精巢，位于消化道的背面，每个精巢有 ２

条输精小管，输精小管都汇入一条输精管内，输精管通过射精管开口于位于身体末端第 ２节
（生殖节）腹面的生殖孔；另有 １对附性腺和 １对储精囊与射精管相连（图 ９-４６）。雌性个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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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４６　雄蜈蚣的内部结构图（仿 Ｓｅｄｇｗｉｃｋ）

肠道的背部具有 １ 个卵巢，后连 １ 条输

卵管，输卵管分成 ２ 支后包围肠道，在肠

道的腹面又会合成 １ 支，开口于生殖节

腹面的雌性生殖孔。 雌性个体还具有 １
对附性腺和 １ 对纳精囊，均与输卵管末

端相连。 然而倍足亚纲马陆的生殖腺位

于消化道腹面，生殖孔开口于躯干部第 ３
或第 ４节腹面，雄性个体第 ７节的第 １对
或 ２ 对 附 肢 特 化 形 成 生 殖 肢

（ｇｏｎｏｐｏｄｓ）。
昆虫的雌性生殖系统（图 ９-４７Ａ）包

括 １对卵巢，卵巢有许多卵巢管（ｏｖａｒｉａｎ
ｔｕｂｅ）组成，位于消化道背面；卵巢后端连

有 １对侧输卵管（ｏｖｉｄｕｃｔｕｓ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其
前端称为卵萼（ｃａｌｙｘ），是产卵时暂时储

存卵的地方；两条输卵管在消化道的腹

面愈合成一条中输卵管，经阴道开口于

腹部第 ７～９节腹面的外生殖孔；在阴道

图 ９-４７　昆虫的生殖系统（仿Ｓｎｏｄｇｒａｓｓ）
Ａ．雌性生殖系统；Ｂ．雄性生殖系统

的背方具有一条受精囊管，其末端为受精囊。雄性生殖系统（图 ９-４７Ｂ）为一对位于消化道背

方的精巢，两条输精管基部膨大形成储精囊（ｓｅｍｉｎａｌｖｅｓｉｃｌｅ），然后愈合形成一条射精管

（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ｏｒｙｄｕｃｔ），雄性生殖孔开口于阴茎（ｐｅｎｉｓ）的末端。
２．１２　发　育

节肢动物多数体内受精，有些体外受精；卵裂方式与卵黄的含量有关，多数为表面卵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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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发育或间接发育·直接发育的种类具 1 个以上的幼虫期 O 另有一些节肢动物营孤雌生

殖，如水蚤、卤虫、虫牙虫等 O

甲壳动物中，部分种类的受精卵敬附在腹部附肢上发育，部分种类把受精卵排放到水中

发育，另有一些种类将卵贮存在孵卵室内发育(如渥、鼠妇、海蝉邮等)。一般排到水中的卵通

常体积较小，卵黄含量少，孵化时间短，但产卵量大，幼虫发育的期数多;抱卵种类的卵一般

体积较大，卵黄含量多，孵化时间长，但产卵量小，幼虫发育的期数少 O 如日本沼虾为抱卵种

类，一次产卵数万粒，受精卵完全卵裂，在水温 25"C时约经 20 天孵化，孵出的幼虫为 状幼

体( zoea) 。中华绒萤蟹也为抱卵种类，受精卵完全卵裂(不等螺旋型卵裂) ，发育经过 状幼

体和大眼幼体 (m egalopa) 时期 O 中国明对虾的卵直接产到海水中，一次产卵数可以达到 90

万粒，受精卵完全卵裂，在水温 20"C时经一昼夜孵化出无节幼体( naup lius) ，此后经 状幼

体、糠虾幼体 (mys 坤、仔虾( post la凹功期，发育为成虾(图9-48) 0

都A

B c E

图 9-48 中国明对虾和中华绒整蟹的幼体(仿各家)

A. 无节幼体 ;B 状幼体 ;c 糠虾幼体 ;D 仔虾 ;E 大眼幼体

肢口纲的盏，每年夏天会聚集在潮间带高 头胸部 中单眼

潮区，雄盘以脚须抱住雌盏，雌盘用附肢挖坑产

卵，每次产 200- 300 粒，雄主主在边上排精，体外

受精。受精卵经完全卵裂，发育为三叶幼体

( trilob ite la凹 a) (图 9-49) 。

除蝉瞒目的发育须经卵、幼瞒、若瞒不日成瞒

4 个时期，为间接发育外，其他蛛形纲动物均为

直接发育;多足纲为间接发育，孵化后的幼虫与

成体相似，或仅是成体的一部分。若孵化后的幼

体与成体相似，体节数也相同，则称为整形发育

( ep in orph ic);孵化后的幼体数只有成体的一 图 9-4 9 ~量的三叶幼虫(仿 Rupper~

部分，称为异形发育( anam orph ic) 0

昆虫纲除弹尾目为完全卵裂外，其余均为表面卵裂。幼虫期一般需蜕皮( ecdys is,

m oulting)5- 6 次，两次蜕皮之间称为龄期(stadium)，每蜕皮一次幼虫(la凹a)便增加一龄。

低等昆虫由幼虫直接发育为成虫，而高等昆虫幼虫先发育为踊(pupa)，再由蜗蜕皮变为成

虫( adu lt)c>这种从卵到成虫形态和机能的变化称为变态(m etam orohosis) c>昆虫的变态类型



根据不同分类方式可以分为很多种，主要有以下几种：
表变态（ｅｐｉｍｅｔａｂｏｌａ）：比较原始的变态类型，如弹尾目、缨尾目和双尾目昆虫。 刚孵化

的幼虫已经基本上具备了成虫的特征，仅在个体增大、性器官成熟、触角和尾须节数的增多、
鳞片和刚毛的增长等方面有些变化；成虫期需要继续蜕皮。

增节变态（ａｎａｍｏｒｐｈａ）：刚孵化的幼虫的体节数还不完全（比成虫少），需要在胚后发育

中逐渐增加，如原尾目昆虫、马陆和蜈蚣等。
原变态（ｐｒｏ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ｏｓｉｓ）：有翅亚纲 原始的变态类型，为蜉蝣目昆虫独有。 从幼虫

到成虫需要经过一个亚成虫（ｓｕｂｉｍａｇｏ）时期，亚成虫与成虫完全相似，呈静止状态，存在时

间很短，蜕皮后发育为成虫。 蜉蝣的幼虫称为稚虫（ｎａｉａｄ）。
不完全变态（ｈｅｔｅｒｏｍｅｔａｂｏｌａ）：幼虫的形态特征和生活习性与成虫有所不同，而没有蛹

期，多见 于低等 有翅 昆虫。 又可 以分 为三 种类 型：渐变 态 （ｐａｕｒｏｍｅｔａｂｏｌａ）、半变 态

（ｈｅｍｉｍｅｔａｂｏｌａ）和过渐变态（ｈｙｐｅｒａｕｒｏｍｅｔａｂｏｌａ）。 如果幼虫与成虫的形态与生活环境基本

图 ９-５０　蝗虫的渐变态（仿黄可训）
Ａ．卵；Ｂ～Ｆ．１～５龄若虫；Ｇ．成虫

相似，只是幼虫具翅芽，生殖腺未成熟，
而成虫具翅，生殖腺成熟，则称为渐变

态，如 蝗虫，渐 变 态 的 幼虫 称 为 若虫

（ｎｙｍｐｈｓ）（图 ９-５０）；如果幼虫和成虫在

形态和生活习性上完全不同，幼虫水栖，
成虫陆栖，则称为半变态，如蜻蜓，半变

态的幼虫称为稚虫。 过渐变态：是介于渐

变态和完全变态之间的类型。 幼虫和成

虫的特征相似，但中间具有一个外生翅

芽的前蛹期和一个静止的蛹期，如缨翅

目昆虫（图 ９-５１）。
完全变态（ｈｏｌｏｍｅｔａｂｏｌａ）：从幼虫到成虫之间具有蛹期；幼虫具有各种不同的形态，与

蛹和成虫的形态显著不同，如蚊子、蝶、蚕等（图 ９-５２）。

图 ９-５１　梨蓟马的过渐变态（仿 Ｆｏｓｔｅｒ＆Ｊｏｎｅｓ）
Ａ．卵 ；Ｂ．１龄若虫 ；Ｃ．“前蛹期”；Ｄ．“蛹期”；Ｅ．成虫

图 ９-５２　金凤蝶的完全变态（仿周尧）
Ａ．卵；Ｂ．幼虫；Ｃ．蛹；Ｄ．成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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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体发育的一定阶段，昆虫常出现形态或生理机能上的相对静止的状态，这种现象可

以分为两种类型，即休眠和滞育。 休眠（ｄｏｒｍａｎｃｙ）是昆虫在不良环境下临时停止发育的状

态，当不良环境消除后，就可恢复生长发育。 如在夏季或冬季停止发育，则分别叫夏蛰

（ａｅｓｔｉｖａｔｉｏｎ）和冬蛰（ｈｉｂ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有些昆虫在生活史中的某一虫态，不论环境条件适宜与

否，都要停止生长发育或生殖，必须经过一段时间或遭受某种刺激后，才重新恢复发育。这种

有规律地发生在某一世代的某一虫态的发育停滞状态叫做滞育（ｄｉａｐａｕｓｅ）。 如家蚕有一化

性、二化性和多化性品种。 滞育受到昆虫内分泌激素－滞育激素（ｄｉａｐａｕｓｅｈｏｒｍｏｎｅ）的调

控。
２．１３　昆虫的习性和行为

昆虫的习性（ｈａｂｉｔｓ）是指昆虫种或种群具有的生物学特性，具有种和种群的特异性，但
也存在某些习性为某一类昆虫共有的现象，如夜蛾科昆虫一般都有晚上出来活动的习性。行
为（ｂｅｈａｖｉｏｒ）是昆虫的感觉器官接受刺激后通过神经系统的综合而使效应器官产生的反

应。昆虫具有非常复杂的习性和行为，除了下面叙述的习性和行为外，还存在：食性和取食行

为，集群、扩散与迁飞行为，拟态、伪装与假死行为，交配行为及学习行为等。
２．１３．１　外激素

昆虫除分泌内分泌激素外，昆虫还能分泌外激素 （ｐｈｅｒｏｍｏｎｅ），如性信息素 （ｓｅｘ
ｐｈｅｒｏｍｏｎｅｓ）、踪迹信息素（ｔｒａｉｌｐｈｅｒｏｍｏｎｅ）等，用于传递信息给同种其他个体，可以影响其

他个体的行为。外激素分为 ２类，能够引起同种内不同个体产生反应的外激素称为种内信息

素（ｐｈｅｒｏｍｏｎｅ），而引起不同种的个体发生反应的称为种间信息素（ａｌｌｅｌｏｃｈｅｍｉｃｓ）。
昆虫重要的外激素有：性信息素，是一种引起性活动的激素，多由成熟的雌虫产生，用来

吸引异性前来交配。 聚集信息素（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ｐｈｅｒｏｍｏｎｅｓ），是吸引同种个体聚集并参加活

动的一种激素，如取食、交配、越冬等。踪迹信息素，是社会性昆虫标记踪迹的一种激素，如蚂

蚁找到食物后，在食源和归途中释放的激素。报警信息素（ａｌａｒｍｐｈｅｒｏｍｏｎｅ），主要存在于社

会性昆虫中，如蚂蚁的蚁巢受到攻击时，释放这种激素，招引外出的兵蚁回巢参加战斗。
２．１３．２　昆虫的通讯

昆虫除了利用外激素进行化学通讯外，还可以利用视觉和听觉等进行个体间的信息交

流。 视觉通讯（ｖｉｓｕ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的例子有：萤火虫（Ｌａｍｐｙｒｉｓ）在腹部末端两侧具有发

光器，可以产生不同频率的光闪烁，作为性别间的通讯联系。 另外，一些昆虫的拟态或保护

色，具有保护或警示的作用，也是一种视觉信息交流。听觉通讯（ａｕｄｉｔｏｒｙ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的
例子很多，如蟋蟀等雄虫的摩擦发声、雄蝉的鼓膜振动发声、雌蚊的振翅声、蝗虫和白蚁的兵

蚁撞击地面或木头而发声。昆虫发声也有多种功能，如招引、求爱、交配、聚集、警戒等。触角

通讯（ｔａｃｔｉ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指昆虫通过身体的互相接触而传递信息的方式，如蚂蚁在觅食

过程中通过拍打触角进行信息传递。
２．１３．３　趋性

趋性（ｔａｘｉｓ）是昆虫对某种刺激的趋向和背向的定向反应活动，是昆虫在长期发展过程

中 形成的，有利于昆虫的生 存。 根据刺激 物的种类，趋性可 以分为多 种，如趋 光性

（ｐｈｏｔｏｔａｘｉｓ）、趋热性（ｔｈｅｒｍｏｔａｘｉｓ）、趋湿性（ｈｙｄｒｏｔａｘｉｓ）、趋化性（ｃｈｅｍｏｔａｘｉｓ）及趋触性

（ｓｔｅｒｏｔｒｏｐｉｓ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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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３．４　昆虫活动的昼夜节律

绝大多数昆虫的活动，如飞翔、取食、交配以及孵化、羽化等，均有自己的昼夜节律

（ｃｉｒｃａｄｉａｎｒｈｙｔｈｍ）。只在白昼活动的昆虫称为日出性昆虫（ｄｉｕｒｎａｌｉｎｓｅｃｔ），夜间活动的昆虫

称为夜出性昆虫（ｎｏｃｔｕｒｎａｌｉｎｓｅｃｔ），而在弱光下活动的昆虫称为弱光性昆虫（ｃｒｅｐｕｓｃｕｌａｒ
ｉｎｓｅｃｔ）。

２．１３．５　社会性昆虫

社会性昆虫是指个体间有相互的通讯及协作，组成一个有组织的群体的那些昆虫。群体

中的成员从几百个到几十万个不等，至少具有两个重叠的世代，个体间在形态上有分化，机
能上互相依存。 社会性昆虫仅存在于等翅目和膜翅目的一些种类中。 社会性昆虫一般具有

某种程度的多态现象，群体中具有不同等级的个体。如一个大的白蚁蚁群有几十万个以上的

成员，这些成员可以分为两大类型，即生殖蚁和非生殖蚁。生殖蚁包括蚁后和蚁王，蚁后一般

个体巨大，蚁王个体可能极小，具有生殖能力，有一对复眼和两对充分发育的翅。非生殖蚁包

括工蚁和兵蚁，有雌雄两种类型，但都无生殖能力，缺少翅。 工蚁一般具有 ２态或 ３态，即分

为小型、中型及大型三种个体。 兵蚁也有小型、中型及大型三种个体。
２．１４　节肢动物与人类的关系

节肢动物种类繁多、数量庞大、分布广泛、生活方式多样，与人类的关系十分密切。 这种

关系主要体现在有利和有害两个方面，而这种划分是相对的，与人类认识的主观性有关。
节肢动物对人类的益处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各个方面：①供人类食用，如甲壳纲的

各种虾蟹，昆虫的有些种类或其产物如蜂蜜。 ②作为药用原材料，如蜂王浆、地鳖虫、冬虫夏

草等。 ③作为工业原材料，如蚕丝、白蜡虫分泌的白蜡、紫胶虫分泌的紫胶等。 ④其他动物的

饵料，如小型甲壳动物是鱼类的饵料，昆虫是鸟类的饵料。 ⑤昆虫的传粉作用，许多蔬菜、果
树都依靠昆虫传粉。⑥生防作用，许多昆虫是农林业害虫或有害植物的天敌，如寄生蜂等。⑦
清除腐生物，如屎壳郎清除动物粪便。

节肢动物对人类也有很多不利的地方，主要有：①传播疾病，危害人类健康。 如蚊、虱等

吸食人体的血液；蚊、蝇、蚤等吸食畜禽的血液；蚊等传播疾病，如疟疾等。 ②危害农作物，如
很多昆虫以农作物为食，并且传播植物病害。 ③危害建筑物和储存物，如白蚁危害房屋和堤

坝，衣鱼噬书。

３　节肢动物的分类

关于节肢动物的分类目前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如有人将节肢动

物分为三个亚门，即已灭绝的三叶虫亚门；没有触角、口后第一对附肢为螯肢的有螯肢亚门；
以及有触角、口后第一对附肢为大颚的有颚亚门。有人认为把甲壳纲与昆虫纲合在一个有颚

亚门内并不适当，因为甲壳纲动物的附肢为双肢型，而昆虫的附肢为单肢型，因而将有颚亚

门进一步分为 ２个亚门：甲壳亚门和单肢亚门。本书的分类以触角、附肢的类型为依据，采用

３个亚门的分类法，即三叶虫亚门（三叶虫纲）、有螯肢亚门（肢口纲、蛛形纲）和有颚亚门（甲
壳纲、多足纲和昆虫纲），各纲比较见表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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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９-１　节肢动物各纲的比较

三叶虫纲 甲壳纲 肢口纲 蛛形纲 多足纲 昆虫纲

躯体分部 头、胸、尾 头胸部、腹部 头胸部、腹部

和尾剑

头胸部、腹部 头部、躯干部 头、胸、腹部

触角 １ 对 ２ 对 无 无 １ 对 １ 对
口器 ３ ～ ４ 对， 双

肢型

大颚 １ 对，小
颚 ２ 对，颚足

数对

螯肢、脚须各

１对
螯肢、脚须各

１对
大颚 １ 对，小
颚 １～２对

大颚 １ 对，小
颚 ２ 对

足 每体节 １ 对 每体节 １ 对 头胸部 ４对 头胸部 ４对 每体节 １～２
对

胸部 ３ 对

呼吸器官 鳃 鳃 书鳃 气管和书肺 气管 气管

排泄器官 绿腺或颚腺 基节腺 马氏管 和基

节腺

马氏管 马氏管

生殖孔 １ 对，在胸部

后方

１ 个，在腹部

前方

１ 个，在腹部

前方

１ 个，在腹部

前方或后方

１ 个，在腹部

后端

发育 有幼虫时期 有幼虫时期 有幼虫时期 有幼虫时期 无幼虫时期 有幼虫时期

主要生活环境 海洋 海 洋、淡 水、
陆地

海洋 陆地 陆地 陆地、淡水

３．１　三叶虫纲（Ｔｒｉｌｏｂｉｔｏｍｏｒｐｈａ）
三叶虫纲是已经灭绝的 原始的节肢动物，生活于寒武纪早期（５．４ 亿年前）到二叠纪

图 ９-５３　三叶虫的外形图（仿 Ｃｉｓｎｅ）
Ａ．背面观；Ｂ．腹面观

末期（２．６ 亿年前）的海洋中。 三叶虫呈卵圆形，背腹扁平，多数体长在 ３～９ 厘米之间，个体

小的为 ０．５厘米，个体大的达到 ７０厘米（图 ９-５３）。 身体分为头、胸和腹部三个部分，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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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隆起，两侧扁平，外形呈三叶虫状。 头部由 ４个体节组成，具有 ４对附肢。 第一对附肢为

单肢型的触角，其余附肢为双肢型，位于口的周围。头部背面两侧具有一对复眼，腹面中央具

有口。 胸部和腹部每一体节（除 后一个体节外）具有一对双肢型附肢，内肢分为 ７节，用于

爬行；外肢不分节而具有刚毛，用于呼吸。
三叶虫为雌雄异体，卵生，个体发育过程中，形态变化很大，一般划分为 ３期：三叶幼虫

（ｐｒｏｔａｓｐｉｓｌａｒｖａ）、中三叶幼虫（ｍｅｒａｓｐｉｓｌａｒｖａ）、全三叶幼虫（ｈｏｌａｓｐｉｓｌａｒｖａ）（图 ９-５４）。早期

的幼虫仅具有头部，为一个发达的背甲包盖；中期幼虫出现了腹部；后期幼虫出现胸部，体节

数逐渐增加，附肢出现。 在发育过程中和成体后，三叶虫需要继续蜕皮并生长。

图 ９-５４　三叶虫的幼虫（仿 Ｒｕｐｐｅｒｔ）

３．２　甲壳纲（Ｃｒｕｓｔａｃｅａ）
甲壳纲动物绝大多数生活在水中。 身体分为头、胸、腹三部分，或头部和躯干部，或头胸

部和腹部。 具头甲或头胸甲，外骨骼钙化。 头部具 ５对附肢，分别为 ２对触角、１ 对大颚和 ２
对小颚；胸部具 ８对附肢；腹部附肢或有或退化。 排泄器官为触角腺或颚腺，多用鳃呼吸。 甲
壳纲是节肢动物的第 ３大纲，共约有 ３５０００种，一般分为 ８个亚纲。

头虾亚纲（Ｃｅｐｈａｌｏｃａｒｉｄａ）：海洋底栖生活。 身体细长，长约 ３毫米。 分为头、胸、腹三部

分，体节数多。 无眼。 ２对触角短小，第 １ 对触角单肢型，鞭细长；第 ２对触角双肢型，内肢细

小，外肢粗大，长约 １８节。 胸部 ９ 节，各具 １对附肢。 腹部无附肢。 尾节具一对尾叉，左右尾

叉末端各 具 ２ 刺，其 中 １ 刺 的长度 超过体 长的一 半。 如长 嵴头虾 （H utchinosoniella

m acracantha）（图 ９-５５Ａ）。
鳃足亚纲（Ｂｒａｃｈｉｏｐｏｄａ）：绝大多数淡水生活。个体小，具有背甲、介甲或无甲。身体分为

头和躯干部两部分，头部不与胸部愈合，躯干部不能清楚区分胸部和腹部。 胸肢扁平，双肢

型，原肢外侧有外叶与上肢，上肢膨大，有呼吸机能。 卤虫（A rtem ia salina）（图 ９-５５Ｂ），没有

头胸甲，属于无甲目（Ａｎｏｓｔｒａｃａ），生活于内陆高盐湖泊，也分布于沿海盐场和泻湖中，但不

生活于海洋中，滤食性。分布于亚洲、欧洲和美洲；我国西藏高原湖泊以及沿海盐场中都有发

现。卤虫可以分为两性生殖和孤雌生殖二大类。在夏天卤虫可以不经受精产卵（夏卵），卵直

接在孵育囊内孵化；秋天卤虫产冬卵（休眠卵）。 蟹形鲎虫（T riop s canariform is）（图 ９-５５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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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背甲目（Ｎｏｔｏｓｔｒａｃａ），头胸甲宽大，覆盖头部、胸部和部分腹部，多出现在间隙性小水域

中。 蚌虫（Cyzicus tetracerus）（图 ９-５５Ｄ），属于介甲目（Ｃｏｎｃｈｏｓｔｒａｃａ），头胸甲在背中线处向

下弯曲，形成左右两片，介甲包围整个身体，具有生长线。 蚤状蚤（D ap hnia p ulex ）（图
９-５５Ｅ），属于肢角目（Ｃｌａｄｏｃｅｒａ），身体侧扁，壳瓣（头胸甲）大，包被躯干部，仅头部裸露在

外，复眼大。

图 ９-５５　甲壳纲代表动物（仿各家）
Ａ．长嵴头虾；Ｂ．卤虫；Ｃ．蟹形鲎虫；Ｄ．蚌虫 ；Ｅ．蚤状蚤；Ｆ．海莹；

Ｇ．勒氏长唇虾；Ｈ．哲水蚤（腹面观）；Ｉ．鲤鲺 （腹面观）；

介形亚纲（Ｏｓｔｒａｃｏｄａ）：小型个体，体长 ０．１～２３．０毫米，整个身体包被在钙化的壳瓣

（头胸甲）内，壳板表面没有头胸甲。 左右壳瓣不对称，背部铰合，有些具铰合齿。身体分为头

和躯干部两部分，躯干部不分节，附肢 多 ７对。 如海莹（Cyp ridina）（图 ９-５５Ｆ）。
须虾亚纲（Ｍｙｓｔａｃｏｃａｒｉｄａ）：体小，圆柱形，体长不超过 ０．５毫米，由头部与 １１个游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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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组成。 触角发达。 胸肢 ５ 对，第一对形成颚足，其余 ４ 对很短，不分节。 如勒氏长唇虾

（D erocheilocaris rem anei）（图 ９-５５Ｇ），生活于潮间带沙粒中。
桡足亚纲（Ｃｏｐｅｐｏｄａ）：个体较小，一般长 ０．５～９ 毫米，圆柱形，身体明显分为具有附肢

而较肥大的前体部，以及没有附肢或只有 １个附肢的而较瘦小的后体部。 无头胸甲；第一胸

肢变成颚足；尾节末端具一对尾叉。雌体具有卵囊，发育经过桡足幼虫。自由生活或寄生。哲
水蚤（C alanus）（图 ９-５５Ｈ），属于哲水蚤目（C alanoid a），浮游生活，小触角长，第 ５胸节与第

１腹节之间有 １可动关节。
鳃尾亚纲（Ｂｒａｎｃｈｉｕｒａ）：寄生在海洋或淡水鱼的鳃和皮肤以及两栖类的皮肤身上，身体

扁平。 头胸甲盾状，复眼无眼柄，２对触角短小，触角上具有钩、刺、爪等结构，第一小颚变成

吸盘或钳器。 胸肢 ４ 对，双肢型。 腹部短小，不分节，双叶状，无附肢。 鲤鲺 （A rg ulus

foliaceus）（图 ９-５５Ｉ），属于鲺目（Ａｒｇｕｌｏｉｄａ）。大颚藏于上、下唇构成的口管内，可从口管内伸

出，口管前方具有 １长刺，称为口前刺（ｐｒｅｏｒａｌｓｔｉｎｇ），唾液腺（毒腺）开口于口前刺的末端。
蔓足亚纲（Ｃｉｒｒｉｐｅｄｉａ）：生活于海洋，绝大多数种类成体营固着生活，少数寄生。 身体分

节不明显，外包有外套膜（ｍａｎｔｌｅ），外套膜外一般覆有石灰质壳板（ｃａｌｃａｒｅｏｕｓｐｌａｔｅ）。 第一

触角细小，第二触角退化。胸肢 ６对，双肢型，内、外肢向前卷曲，都有刚毛和刺，用于摄食，称
为蔓足（ｃｉｒｒｉ）。大多数雌雄同体，异体受精。胚后发育经过无节幼体和腺介幼体。茗荷（L ep as

anatifera）（图 ９-５６Ａ），属于围胸目（Ｔｈｏｒａｃｉｃａ），身体分头状部与柄部，头状部扁平，近三角

形，外被 ５ 片白色壳板，以柄部附于漂浮物上，为漂浮性种类。 日本笠藤壶（T etraclita

jap onica）（图 ９-５６Ｂ），属于围胸目，外壳圆锥形，由 ４ 片壳板组成，内多中空小管，楯板

（ｓｃｕｔｕｍ）内面紫红色，固着于开敞性海岸的岩石上。 网纹蟹奴（S acculina confrag osa）（图
９-５６Ｃ），属于根头目（Ｒｈｉｚｏｃｅｐｈａｌａ），寄生于蟹体内，无附肢，无消化道，柄形成根状的细管，
吸收宿主营养，孵育囊露于体外。

图 ９-５６　蔓足亚纲动物（仿各家）
Ａ．茗荷；Ｂ．日本笠藤壶；Ｃ．网纹蟹奴

软甲亚纲（Ｍａｌａｃｏｓｔｒａｃａ）：为较高等的和大型、中型的甲壳动物，身体一般 ２０～２１节，
头部 ６节，胸部 ８ 节，腹部 ６节或 ７ 节。头部与胸部或胸部的一部分合成头胸部，头胸甲有或

无。 除腹部 后一节外，通常每节具 １对附肢，共 １９ 对附肢。 复眼一对或退化。 多数为雌雄

异体，雌性生殖孔位于第 ６胸节，雄性生殖孔位于第 ８胸节。 有 １８０００多种。
糠虾目（Ｍｙｓｉｄａｃｅａ）：背甲覆盖头胸部的大部分，但不与胸部末 ４节愈合。胸部附肢通常

为双肢形。 如糠虾（M ysis）（图 ９-５７Ａ）。
等足目（Ｉｓｏｐｏｄａ）：多数海洋生活。 身体通常扁平，无头胸甲，胸部发达，腹部短、部分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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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愈合，腹肢双肢型。 如海蟑螂（L ig ia ex otica），又称为海岸水虱，体呈长椭圆形，背腹扁

平，成群生活于潮间带高潮区岩石间（图 ９-５７Ｂ）。
端足目（Ａｍｐｈｉｐｏｄａ）：多数海洋生活。 体多侧扁，无头胸甲，前 ３对附肢多分节，后 ３对

附肢极少分节。 如麦秆虫（Ｃａｐｒｅｌｌａ）（图 ９-５７Ｃ）。
磷虾目（Ｅｕｐｈａｕｓｉａｃｅａ）：远洋生活的小型虾类，鳃裸露，８对胸肢形态相似，均为双肢型，

未分化为颚足，具有发光器（ｐｈｏｔｏｐｈｏｒａ）。 如大夜明磷虾（M egany ctip hanes），是海洋鱼类和

鲸的重要食物来源（图 ９-５７Ｄ）。
口足目（Ｓｔｏｍａｔｏｐｏｄａ）：海洋生活。 头胸部较短，头胸甲不能完全掩盖胸部，前 ５对胸肢

（颚足）发达，指节转向前方，尤以第 ２节胸肢特别强大，后 ３ 对胸肢呈叉状步足。 如口虾蛄

（O ratosquilla oratoria）（图 ９-５７Ｅ）。

图 ９-５７　软甲亚纲动物（仿各家）
Ａ．糠虾 ；Ｂ．海蟑螂；Ｃ．麦秆虫 ；Ｄ．大夜明磷虾 ；Ｅ．口虾蛄

十足目（Ｄｅｃａｐｏｄａ）：多数海洋生活，少数淡水或陆生。体型大，头胸部 １３节（头部 ５节和

胸部 ８节），胸部前 ３对附肢为颚足，后 ５对附肢为步足，其中至少 １对步足为钳状。 有 １万
多种，很多是重要的食用甲壳动物。 如日本沼虾（M acrobrachium nipp onense）（图 ９-５８Ａ），又
称为青虾、河虾，生活于淡水和河口咸淡水，是国内主要的淡水虾类。体长 ４０～８０毫米，体表

具 青绿 色 或 棕 色 斑 纹，头 胸 部 较 粗 大，额 剑 上 缘 平 直。 罗 氏 沼 虾 （M acrobrachium

rosenbergii），原产于东南亚，是我国淡水虾类养殖的主要种类。 成体生活于淡水或咸淡水，
幼体在咸淡水中发育。个体大，体长可达 ３２０毫米，体重可达 ６００克以上，额剑上缘基部有显

著的鸡冠状隆起。 中国明对虾（F ennerop enaeus chinensis）（图 ９-５８Ｂ），为我国北方养殖的重

要海水虾类。 个体大，雌虾体长可达 ２４０毫米，雄虾可达 １７０毫米。甲壳薄而透明，雌性青蓝

色，雄性棕黄色；雌性具纳精囊，雄性具交接器。 中国明对虾具有洄游习性，每年 ３月自黄海

南部的越冬场向渤海湾及辽东湾作索饵和生殖洄游，冬季又沿着与北上时相近的途径，游向

黄海南部的深水处，躲避严寒，作越冬洄游。克氏原螯虾（P rocam barus clarkii），原产北美，由
日本传入我国。 前 ３ 对步足为钳状，以第 １ 对 发达。 中国龙虾（P anulirus stim p soni）（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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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５８Ｃ）仅产于我国东海和南海浅海区域，头胸甲呈圆筒形，无额剑，第 ２触角鞭粗大，步足皆

不呈钳状。中华绒螯蟹（E riocheir sinensis）（图 ９-５８Ｄ），又称为河蟹、毛蟹，是我国的淡水蟹类

养殖种类。 头胸甲成圆方形，雄螯比雌螯大，掌节与指节基部的内外面均密生绒毛。 中华绒

螯蟹成体一般栖息于淡水，秋季洄游到近海河口交配产卵，翌年春季孵化，幼体变态为大眼

幼体、幼蟹后，溯江而上，回到淡水中生长。 三疣梭子蟹 （P ortunus trituberculatus） （图
９-５８Ｅ），又称枪蟹，是一种重要的海洋经济蟹类。头胸甲横宽，呈菱形，侧缘具有 ９枚刺，以第

９刺 长，第 ４ 步足呈游泳足。

图 ９-５８　软甲亚纲十足目动物（仿各家）
Ａ．日本沼虾 ；Ｂ．中国明对虾 ；Ｃ．中国龙虾 ；Ｄ．中华绒螯蟹 ；Ｅ．三疣梭子蟹

３．３　肢口纲 （Ｍｅｒｏｓｔｏｍａｔａ）
身体分头胸部和腹部两个部分（图 ９-４）。 头胸部也称为前体部（ｐｒｏｓｏｍａ），背面被以半

圆形马蹄状头胸甲；腹部的末端具有一细长的剑形尾刺（ｔａｉｌｓｐｉｎｅ），故又称为剑尾类。 头胸

甲背面具一条中央嵴和一对侧嵴。中央嵴前端两侧有一对中央眼（单眼），左右侧嵴两侧各具

１个较大的复眼。头胸部有 ６ 对圆柱形附肢，位于口的周围。腹部体节愈合或分离，一般为 ５、
６节或更多节不等，具有 ６ 对附肢。雌雄异形。 肢口纲大多数种类为化石，现存种类仅 ３属 ４
种，属于剑尾目（Ｘｉｐｈｏｓｕｒｉｄａ）鲎科（Ｌｉｍｕｌｉｄａｅ），都生活于浅海沙质海底，具有钻入表层泥沙

中 生活 的习性。 中 国鲎 （T achyp leus trid entatus）分布 于浙江 舟山以 南沿 海；圆尾 鲎

（C arcinoscorp ius rotund icaud a）分布于南海北部湾和东南亚。
３．４　蛛形纲（Ａｒａｃｈｉｎｉｄａ）
蛛形纲动物身体分为头胸部和腹部，或愈合。 无触角。 头胸部具 １对螯肢（ｃｈｅｌｉｃｅｒａ）、１

对脚须（ｐｅｄｉｐａｌｐ）和 ４对步足。 腹部无运动附肢。 马氏管起源于中肠。 蛛形纲动物绝大多数

适应陆地生活，少数生活于淡水或海洋中。 陆生种类通常隐蔽生活，昼伏夜出，多生活于土

壤、森林、草丛及各种缝隙中。陆生的蜘蛛能纺丝，有些种类织网并栖息在空中。蛛形纲已知

种类约有 ７００００种，是节肢动物的第二大纲。 东亚钳蝎（B uthus m artensi）（图 ９-５９Ａ），属于

蝎目（Ｓｃｏｒｐｉｏｎｅｓ），是一种重要的中药。 体长形，螯肢较小，末端钳状；脚须很大，末端钳状，
用于捕食。 大腹圆蛛（A raneus ventricosus）（图 ９-５９Ｂ），属于蜘蛛目（Ａｒａｎｅｉｄａ），头胸部和腹

部 有腹 柄相 连，螯肢 具毒 腺，腹部 具纺 器；常在 庭院 织网，网 呈车 轮状。 棉 红蜘 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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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etrany chus telarius）（图 ９-５９Ｃ），属于蜱螨目（Ａｃａｒｉｎａ），个体小，圆形，头胸部与腹部愈

合，不分节；危害棉花等农作物。

图 ９-５９　肢口纲、蛛形纲和多足纲代表（仿各家）
Ａ．东亚钳蝎；Ｂ．大腹圆蛛；Ｃ．棉红蜘蛛；Ｄ．马陆

３．５　多足纲（Ｍｙｒｉａｐｏｄａ）
多足纲动物身体分头部和躯干部两部分。 头部具有 １对触角、１对大颚和 １～２对小颚。

躯干部每一体节具有 １～２对附肢。 陆生，隐居于泥缝、石隙和落叶间，夜出活动，捕食蚯蚓、
昆虫等小动物（蜈蚣）或摄取植物（马陆）。 我国的现存种类分属于 ２ 个纲，即唇足亚纲

（Ｃｈｉｌｏｐｏｄａ）和倍足亚纲（Ｄｉｐｌｏｐｏｄａ）。
唇足亚纲动物体型扁平，身体分头和躯干部，口器具 １对大颚和 ２对小颚，躯干部每节

具 １ 对足，第 １对特化为毒颚，生殖腺位于消化管背方，生殖孔开口于身体末端第 ２ 节。如分

布长江以南的石蜈蚣（L ithobius）（图 ９-４６）。倍足亚纲动物体型圆筒形，躯干部可以分为短的

胸部和很长的腹部。 口器具 １对大颚和 １对小颚。 胸部第 １节没有附肢，第 ２～４节具 １对
附肢，以后各节具有 ２对附肢，无毒颚。 生殖腺位于消化管腹方，生殖孔开口于头后第三节。
如马陆（J ulus）（图 ９-５９Ｄ）。
３．６　昆虫纲（Ｉｎｓｅｃｔａ，Ｈｅｘａｐｏｄａ）
昆虫纲是动物界中 大的一个纲，已描述的种数约 ９０万种，占节肢动物门种数的 ９４％

以上，也占整个动物界种数的 ８０％以上。 昆虫是陆地、淡水或寄生生活的小型动物，身体分

为头（ｈｅａｄ）、胸（ｔｈｏｒａｘ）和腹（ａｂｄｏｍｅｎ）三部分（图 ９-２）。 头部是昆虫的摄食和感觉中心，具
有 １对触角，１对复眼及 ３对附肢构成的口器。 胸部是运动中心，由 ３个体节组成，具有 ３对
足和 ２ 对翅。腹部是代谢及繁殖中心，一般具有 １１个体节，无运动用的附肢，但在 ８～９节常

具有附肢特化形成的交尾或产卵的结构。 昆虫的分目，由于强调的分类特征不同，存在着不

同的分类系统。 现国内一般根据翅的有无、口器类型、变态类型及翅的类型等特征将昆虫分

为两个亚纲（无翅亚纲和有翅亚纲）和 ３４个目，各目成虫主要特征如表 ９-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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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2 昆虫纲各目的比较

翅

目 口器 变态 其他特征

前 后

原尾目 咀嚼 无 增节变态无复眼，上顿针状

攫尾目 咀嚼 无 表变态 体有鳞片，尾须长，常有中尾丝

双尾目 咀嚼 无 表变态 尾须营状

弹尾目 咀嚼或刺吸 无 表变态 无复眼，第 4 或第 5 节有弹器

直翅目 p且H 肘面 革质，复翅 膜质，扇形 渐变态 后足适于跳跃或前足适于开掘

萤蝶目 p且H 肘面 无 渐变态 尾须长

茧蝶目 咀嚼 革质 膜质 渐变态 前胸背板大，足适于疾走

竹节虫目咀嚼 无或有 渐变态 触角、中后胸及足细长，拟态

瞠自郎目 咀嚼 革质 膜质 渐变态 前足适于捕捉

革翅目 p且H 肘面 鞠质，短 膜质，扇形 渐变态 尾须特化为尾铁

重舌目 p且H 肘面 无 渐变态 尾须不分节，胎生，寄生于鼠体

上

精翅目 咀嚼 膜质，狭长 膜质，宽大 渐变态 触角和尾须细长

等翅目 p且H 肘面 有或无，膜质， 2 翅相同 渐变态 复眼退化，触角念珠状，社会性

昆虫

缺翅目 p且H 时面 有或无 渐变态 无翅者无复眼，触角小球状

纺足目 咀嚼 膜质 膜质 渐变态 前足具纺器、翅脉简单

啃虫目 咀嚼 有或无 渐变态 下顿内顿叶针状

食毛目 咀嚼 无 渐变态 复眼退化，多寄生于鸟类体外

虱目 刺吸 无 渐变态 足具爪，适于握发，寄生于哺乳

动物体表

蚌蜘目 咀嚼，极退化膜质，大 膜质，很小 原变态 2- 3 条长丝状尾须

蜻蜓目 p且H 肘面 膜质，大 膜质，很小 半变态 眼大，触角短小

理翅目 铿吸 有或无，膜质，具缘毛 过渐变态翅脉极少，具蜗期特征

半翅目 刺吸 半黯翅 膜质 渐变态 口器在头前端伸出

同翅目 刺吸 有或无，膜质，前翅大 渐变态 后口式

广翅目 咀嚼 膜质，前后翅相似 完全变态幼虫水生，前胸正方形

脉翅目 p且H 肘面 膜质，翅脉网状 完全变态捕食性益虫

蛇龄目 p且H 肘面 膜质，前后翅翅脉相同 完全变态前胸细长如颈

长翅目 p且H 肘面 膜质，前后翅相似 完全变态 口器延长成嗦状

毛翅目 咀嚼，不发达膜质，翅面具毛 完全变态 口器仅适于献吸液体食物

鳞翅目 虹吸 鳞翅 完全变态 复眼大，触角多样

黯翅目 咀嚼 黯翅 膜翅 完全变态前胸大，中胸小

据翅目 退化 棒状 膜质，扇形 完全变态雄成虫为甲虫型，雌成虫为幼

虫 性

膜翅目 咀嚼或嚼吸 膜质， 2 对或无 完全变态腹部第 2 节形成细腰

双翅目 刺吸或百氏吸 膜质 平衡棒 完全变态 中胸特别发达

蚤目 刺吸 无 完全变态 眼不发达或无，足适于跳跃



无翅亚纲（Ａｐｔｅｒｙｇｏｔａ）：原始无翅，体型微小，均在 ２．５厘米以下。 无明显变态。 胸足发

达，腹部一般有 ９～１２个环节，各节有附肢的痕迹，第 １１节常具尾须（ｃｅｒｃｉ）。 多陆栖，喜潮

湿。 已知种类在 ３万种以上，包括原尾目、缨尾目、双尾目和弹尾目 ４个目。
原尾目（Ｐｒｏｔｕｒａ）：昆虫纲中 原始的类群。 个体微小，体长 ０．６～１．５毫米。 原始无翅，

无眼，无触角，具拟单眼（ｐｓｅｕｄｏｃｅｌｌｉ）１对，口器细长针状，３ 对胸足，前足长过头部。 增节变

态。 如普通古蚖（E osentom on com m unis）（图 ９-６０Ａ）。
缨尾目（Ｔｈｙｓａｎｕｒａ）：个体小型，体长可达 ３０ 毫米，被有鳞片。 无翅，丝状触角，３０ 节以

上，具复眼和单眼，触角丝状，３０ 节以上，尾端具 １ 对细长的尾须和 １ 条中尾丝（ｍｅｄｉａｎ

ｃａｕｄａｌｆｉｌａｍｅｎｔ）。 变态极微，称为表变态 （ｅｐｉｍｅｔａｂｏｌａ）。 如多毛栉衣鱼 （C tenolep ism a

villosa）（图 ９-６０Ｂ），啮咬衣服和书籍。
双尾目（Ｄｉｐｌｕｒａ）：个体小，体长 ８～９ 毫米。 无翅，无眼，咀嚼式口器，触角长，尾端有 １

对管状尾须或尾铗，无中尾丝。 如毛双尾虫（L ep id ocam p a w eberi）（图 ９-６０Ｃ）。
弹尾目（Ｃｏｌｌｅｍｂｏｌａ）：个体小，体长 ０．２～３ 毫米， 长可达 ９毫米。无翅，无复眼，但有 ８

个或以下的离小眼（ｏｍｍａｔａ）群，口器咀嚼式或刺吸式，触角 ４～６ 节。 腹部第 １节腹面具腹

管突（黏管），第 ３节腹面具握弹器（ｔｅｎａｃｕｌｕｍ），第 ４或第 ５ 节腹面有 １分叉的弹器。如绿圆

跳虫（S em inthurus virid is）（图 ９-６０Ｄ）。
有翅亚纲（Ｐｔｅｒｙｇｏｔａ）：原始有翅，少数翅退化。 腹部除尾须和产卵器外无其他附肢。 胚

后发育有变态。 已知种类在 ８万种以上，分属于以下 ３０个目。
直翅目（Ｏｒｔｈｏｐｔｅｒａ）：中型或大型个体。咀嚼式口器。前翅革质，为复翅（ｔｅｇｍｉｎａ）；后翅

膜质，折于前翅之下。后足适于跳跃或前足适于开掘。渐变态。 种类较多，约有 １２０００ 种。如
东亚飞蝗（L ocusta m igratoria）（图 ９-６０Ｅ）、中华稻蝗（O xy a chinensis），听器位于第 １腹节左

右两侧，雄虫以同侧的前翅和后足摩擦发声；蟋蟀（G ryllulus chinensis）、纺织娘（M ecop od a

elong ata），听器位于前足胫节，雄虫以左右前翅摩擦而发生。
蛩蠊目（Ｇｒｙｌｌｏｂｌａｔｔｏｄｅａ）：个体小，细长，体长 １２～３０ｍｍ，苍白色，无翅，形似大型双尾

目动物。 如 １９８５年发现于长白山区的中华蛩蠊（G alloisiana sinensis）（图 ９-６０Ｆ）。
蜚蠊目（Ｂｌａｔｔａｒｉａ）：俗称蟑螂。 体阔而扁，头小，前胸背板发达，盖于头上，触角长丝状。

前翅牛皮纸状，后翅膜质；足适于疾走。 如蜚蠊（B latta）（图 ９-６０Ｇ）。
竹节虫目（Ｐｈａｓｍｉｄａ）：中型或大型昆虫，躯体延长成棒状或阔叶状， 长可达 ２６～３３

厘米，体表无毛。 头小，丝状触角细长；足细长，翅退化。 雄虫稀少，常行孤雌生殖。 善拟态。
如棉秆竹节虫（S ipyloidea sipylus）（图 ９-６０Ｈ）。

螳螂目（Ｍａｎｔｏｄｅａ）：中型或大型昆虫，细长，一般绿色。 头三角形，复眼突出，丝状触角

细长，咀嚼式口器；前胸甚长，前足为捕捉足（ｒａｐｔｏｒｉａｌｌｅｇ）。 如中华大 螳螂（T enod era

sinensis）（图 ９-６１Ａ），捕食其他昆虫。
革翅目（Ｄｅｒｍａｐｔｅｒａ）：俗称蠼螋。前翅革质，极短而后端平截；腹端多具由尾须特化的钳

状 尾铗 （ｆｏｒｃｅｐｓ）。 全世界已知约 １２００ 种，中国已知 ７０ 余种。 如欧洲蠼螋（F orficula

auricularia）（图 ９-６１Ｂ）。
重舌目（Ｄｉｐｌｏｇｌｏｓｓａｔａ）：本目昆虫又名鼠螋。 体小，长 ８～９ｍｍ，扁平，眼退化，触角丝状

多节，但不长，咀嚼式口器，无翅，有一对长而不分节的尾须。 寄生在鼠体上，如 H em im erus

talp oid es（图 ９-６１Ｃ）。 国内尚无记载。

２３２ 动　物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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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60 昆虫纲代表动物 I (仿各家〉

A. 普通古玩 ;B. 多毛柿衣鱼 ;e. 毛双尾虫 ;D. 绿圆跳虫 ;E. 东亚飞鲤 ;F. 中华蛮镰 ;G. 茧.;H. 棉轩竹节虫

横翅目 (Plecoptera) :俗称石蝇。体中型或大型，细长、柔软。头阔，丝状触角长，复眼小，

单眼 3 个。翅膜质，前翅狭长，后翅臀区大。如横翅虫 (Kiotina) (图 9-61D) 。

等翅目(lsoptera) :俗称白蚁 (termites) 。个体中等大小，社会性昆虫。触角念珠状，眼退

化，咀嚼式口器，有翅者前后者大小、翅脉相等。如散白蚁 (Reticulitermes) (图 9-61E) ，啃食

木材。

缺翅目 (Zoraptera) :稀见昆虫，体型微小，体长不超过 3 毫米。体色苍白，外形极似缩小

的白蚁。全世界已知种类不足 30 种;中国已知 2 种，分布在西藏自治区东南部。如中华缺翅

虫 (Zoroty户us sinensis) (图 9-61F) 。

纺足目 (Embioptera):俗称丝蚁。微小、细长的双尾虫型昆虫。体色多暗色、黑色，有的有

金属光泽，前足第1 附节有纺丝器(spinning organ)。己知 140 种，中国已有记录的共5 种。

如等尾丝蚁(Oligotoma saundersii) (图 9-61G) 。

啃虫目 (Corrodentia):小型个体.长1~7 毫米，体多褐色，口器的下顿内顿叶为针状，唇

舌有 1 对分为 2 叶的纺丝器。如书虱(Li户oscelis divinatorius) (图 9-61H)，啃食动植物尸体。

食毛目 (Mallophaga):又称鸟虱目，体外寄生性昆虫。个体微小，长O. 5~6 毫米，扁平，

体壁骨化程度极高。如鸡虱CMeno户on gallinae) (图 9-62A) 。

虱目 (Anoplura):俗称虱子。体小，长O. 35~6. 5 毫米，背腹扁平，灰白色，头小，触角短，

复眼退化，无单眼，刺吸式口器，元翅。如人虱(Pediculus humanus) ， 吸食人血，传播斑摩伤

寒(图 9-62B) 0

蚌蜡目 CEphemerida) :是最原始的有翅昆虫，稚虫水生，成虫生活时间极短。体小至中

型，长形，雄性复眼常分为两个部分，腹部末端具 l 对长尾须，有的种还具 1 条中尾丝。稚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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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61 昆虫纲代表动物 B (仿各家)

A. 中华大刀蛙蜘:E.欧洲嫂嫂 ;e. 重舌虫 ;0. 攒翅虫 :E. 散白蚁的工蚁 ;F. 中华缺翅虫 ;G. 等尾丝蚁 ;H. 书虱

具有片状或丝状气管鲍。如短丝盼(Si户hlonurus) ， 日藩后常在水边群舞、交配(图 9-62C) 。

蜻蜓目 (Odonata) :多数为大、中型昆虫。头大且活动自如，复眼大，触角细小。两对翅均

为膜质、坚硬，网状翅脉，翅前缘近翅顶处常有翅痞(pterosigma) 。如蜻蜓 (Aeschna) ，静止时

两翅平伸。豆娘 (Arch价stes) ， 静止时两翅竖起(图 9-62D) 。

理翅目 (Thysanoptera) :通称菌马。体细长，略扁，长 O. 5~14 毫米。触角念珠状，挫吸式

口器，翅脉少或无，翅缘具长毛。世界已知 4500 余种，中国己知 90 余种，危害农作物。如横

纹前马 (Aeolothrψs fasiatus) (图 9-62£) 。

半翅目 (Hemiptera):通称为蜡类(true bugs)。前翅基部革质，端部膜质。后胸具臭腺。

中国己记录有2000 多种。如温带臭虫(Cimex lectularius) ， 半黯翅成为短板状，元后翅，夜出

吸食人血。三点盲蟠(Adel户hocoris taeniophous) ， 对华北、西北的棉花危害严重(图9-62F)。

同翅目 (Homoptera):个体大小、形态变化较大。刺吸式口器在头部腹面靠近胸部的地

方伸出。翅2 对，膜质;前翅质地稍加厚，休息时叠翅于背上，呈屋脊状。少数种类无翅。如

棉甥(Aphis gossypii) ， 大青叶蝉(Cicadella viridis) (图 9-62G)，吸食植物被汁，严重危害农

作物。

广翅目 (Megaloptera):个体中大型，前胸短，呈方形;翅2 对，较大，膜质，前后翅大小及

结构相似。如东方巨齿岭(Acanthacorydalisorientalis) (图 9-62H) 。



图 ９-６２　昆虫纲动物Ⅲ（仿各家）
Ａ．鸡虱；Ｂ．人虱；Ｃ．短丝蝣 ；Ｄ．豆娘 ；Ｅ．横纹蓟马 ；Ｆ．三点盲蝽；Ｇ．大青叶蝉；Ｈ．东方巨齿蛉

脉翅目（Ｎｅｕｒｏｐｔｅｒａ）：通称蛉，为捕食性益虫。中小型昆虫，前胸短，不呈方形。 ２对膜质

翅，大小与翅脉均相似。 如草蛉（C hrysop a）（图 ９-６３Ａ），捕食蚜虫。
蛇蛉目（Ｒａｐｈｉｄｉｏｄｅａ）：前胸细长如颈，前后翅相似，膜质，横脉多，具翅痣。幼虫树栖，为

捕食性昆虫。 如西岳蛇蛉（A g ulla x iy ue），分布于华山（图 ９-６３Ｂ）。
长翅目（Ｍｅｃｏｐｔｅｒａ）： 小型或中型昆虫，体细长。 头部延长，复眼大，咀嚼式口器，足细

长。 如蝎蛉（P anorp a）（图 ９-６３Ｃ）。
毛翅目（Ｔｒｉｃｈｏｐｔｅｒａ）：幼虫俗称石蚕，成虫称为石蛾。 中小型昆虫，外形似鳞翅目蛾类，

多毛，颜色一般为保护色，丝状触角，咀嚼式口器。 如石蛾（S tenop syche）（图 ９-６３Ｄ）。
鳞翅目（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ａ）：个体小型至大型。 头发达，具有大的复眼，触角多羽状，成虫口器

虹吸式或退化。 ２对膜质翅，表面具鳞片。 本目已报道有 １４ 万多种的蝶类和蛾类。如苹果透

翅蛾（C onop ta hector）（图 ９-６３Ｅ）、橘黄粉蝶（P ap ilio x uthus），以植物为食；家蚕（B om byx

m ori），丝腺由唾液腺特化形成，我国在 ３千年前就开始饲养。
鞘翅目（Ｃｏｌｅｏｐｔｅｒａ）：俗称甲虫，是昆虫纲中 大的一个目，种类数超过 ３３ 万种，约占

昆 虫纲种类数的 ４０％。 前翅角质，坚硬，无翅脉；后翅膜质。 少数水生，如龙虱（Cybister

jap onicus）；大多数陆生，如铜绿金龟（A nom ala corp ulenta）、独角仙（X y lotrup es dichotom us）
和 星天牛 （A nop lop hora chinensis）等以植物或植物液汁为食，又如七星瓢虫 （C occinella

sep ten）（图 ９-６３Ｆ），捕食蚜虫。
撚翅目（Ｓｔｒｅｐｓｉｐｔｅｒａ）：微型昆虫，寄生于其他昆虫。 雌雄异型，雄成虫为甲虫状，长 １．５

～４毫米；雌性成虫为幼虫型，多为蛆状。雄虫前翅退缩为假平衡棒（ｐｅｓｕｄｏｈａｌｔｅｒｓ）。如拟蚤

５３２第 ９ 章　节肢动物门（Ａｒｔｈｒｏｐｏｄ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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搂蜗(Tridactyloxemos coni/erus) (图 9-63G)。

膜翅目 (Hymenoptera):成虫一般具两对膜质翅，后翅小于前翅，以翅钩连锁;翅脉比较

复杂，变化大，有些类群显著退化。如中华蜜蜂(Apis cerana) (图 9-63H)、蚂蚁

(Monomorium) ， 为社会性昆虫。

G .一雄虫

H F

图 9-63 昆虫纲动物代表 N (仿各家)

A. 草蛤 ;B. 西岳蛇岭 ;e. 蝇蛤 ;D. 石鳞 ;E. 苹果透翅娥 ;F 七星瓢虫;

G. 拟蚤鳞鳞 ;H. 中华蜜蜂;1.中华按蚊;J.人蚤

双翅目 (Diptera) :体微小至中型。头发达，复眼很大，刺吸式口器或献吸式口器，后翅退

化为平衡棒。分为蚊和蝇两类，蚊类腿细长，蝇类身体粗短。如家蝇 (Musca domestica) ， 一只

家蝇可带菌5 亿个，传播肠胃传染病菌等病原菌;库蚊(Cluex)、按蚊(Ano户heles) (图 9-631)

和伊蚊(Aedes)等，吸食人血，传播疾病。

蚤目 (Siphonaptera):体外寄生型昆虫。体微小，左右侧扁，棕黑色。无翅，足长而善于跳

跃。人蚤(Pulex irritans) (图 9-63J)，多寄生于人和狗，体长2 毫米，可跳高200 毫米，跳远



３３０毫米。

４　节肢动物的系统发生

多数学者认为节肢动物是由环节动物或类似于环节动物的祖先进化而来。 理由是两者

在构造上有相似性：①身体都具体节。②神经系统基本上是相同的，都由分叶的脑、围食道神

经环，食道下神经节和腹神经索组成。 ③发育过程中都具有体节数增加的现象，而且新增体

节都在尾节前形成。④节肢动物的有些排泄器官（如绿腺和基节腺）与环节动物的体腔管（后
肾管）同源。 ⑤循环系统都位于消化管的背方。 ⑥节肢动物叶状附肢的构造与多毛纲的疣足

相似。而古生物学研究证据表明节肢动物和环节动物在前寒武纪（Ｐ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ａｎ）就已经出现

了，说明这是两个古老而又紧密联系的动物类群。
但是关于节肢动物内各类群之间的起源问题上各学者间存在多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

节肢动物起源于一个共同的环节动物祖先，即一元论（ｍｏｎｏｐｈｙｌｅｔｉｃｔｈｅｏｒｙ）。先由环节动物

的祖先进化成类似三叶虫的原始节肢动物，再由此分成两支，一支演化为甲壳纲、多足纲和

昆虫纲，另一支演化为肢口纲和蛛形纲。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节肢动物是一个多系群

（ｐｏｌｙｐｈｙｌｙ），是宗谱线上的一个级别而不是一个分支，因此提出了二元论和多元论。 二元论

（ｄｉｐｈｙｌｅｔｉｃｔｈｅｏｒｙ）认为节肢动物是由不同的两个似环节动物的祖先沿着两条不同的进化

路线发展起来的。 其一是：有爪动物（见附章）→多足纲→昆虫纲，这个进化方向显示了动物

由海栖到陆栖的发展。 其二是，三叶虫纲→甲壳纲→肢口纲→蛛形纲，这是一个海洋起源的

进化路线。 多元论（ｐｏｌｙｐｈｙｌｅｔｉｃｔｈｅｏｒｙ）认为节肢动物由多个不同的环节动物祖先进化而

来。 如伊万诺夫（Ｉｖａｎｏｖ）认为节肢动物具有三个不同的起源：一是甲壳纲，其幼虫具有 ３个
体节；二是三叶虫纲、肢口纲和蛛形纲，其幼虫具有 ４个体节；三是有爪动物、多足纲、昆虫

纲，其幼虫期个体节。 这三类各有不同的环节动物祖先进化而来。
有爪动物和缓步动物（见附章）也起源于原始的环节动物祖先，与节肢动物的起源具有

密切的关系。一个共同的类似于环节动物的祖先（同律分节、混合体腔、叶状附肢和周期性蜕

皮），首先在前寒武纪分化形成第一个分支，即有爪动物；接着缓步动物和节肢动物的共同祖

先（肌肉束、步足、成对的肾消失）继续分化形成第二个分支缓步动物；然后节肢动物的祖先

开始节肢化，出现原节肢动物（ｐｒｏａｒｔｈｒｏｐｏｄ）（外骨骼由具关节的骨片组成、附肢具关节、附
肢内出现内生肌肉束）。 由原节肢动物继续分化成现有的各个纲。三叶虫纲的身体分化比较

简单，除触角外的附肢都为双肢型，因而比较原始。三叶虫和肢口纲的幼虫非常相似，一般认

为两者也具有较近的亲缘关系。蛛形纲和肢口纲的结构特征相似，如身体分为头胸部和腹部

两部分，头胸部附肢的分化情况相似，书肺和书鳃同源，说明两者的亲缘关系密切，都起源于

海洋，适应水陆不同生活环境的结果。 而三叶虫水生，用鳃呼吸，和低等的甲壳动物很相近。
甲壳纲与多足纲、昆虫纲都具有大颚，具有明显的亲缘关系。多足纲和昆虫纲都以气管呼吸、
具 １对触角、大颚起源于第 ４头节和具外胚层起源的马氏管，因而认为昆虫纲是从多足纲进

化而来的。

７３２第 ９ 章　节肢动物门（Ａｒｔｈｒｏｐｏｄａ）



５　节肢动物小节

节肢动物身体两侧对称，异律分节，体节常愈合；身体可分为头、胸、腹三部分，或头部与

胸部愈合为头胸部，或胸部与腹部愈合为躯干部；分节的附肢可以分为双肢型和单肢型，特
化的附肢的形态结构变化大，执行各种不同的活动；节肢动物的体壁由外骨骼（角质膜）、上
皮细胞层和底膜三部分组成。 外骨骼由几丁质－蛋白质组成，具有周期性蜕皮现象；肌肉为

横纹肌，附着在外骨骼上；混合体腔，开管式循环系统；成体的真体腔仅残留在生殖腔和排泄

腔；具有完全的消化系统，包括前肠、中肠和后肠三部分；水生种类的呼吸器官为鳃或书鳃，
陆生种类为气管或书肺或两者兼有，小型节肢动物靠体表交换气体；具有两种结构和起源不

同的排泄器官：由肾管演变而成的绿腺、颚腺、基节腺等，和消化管突出形成的马氏管；链状

神经系统，神经节趋于愈合，感觉器官发达，复眼由大量小眼组成；具有复杂的内分泌系统，
由其分泌的激素调控生长和发育；大多数雌雄异体，少数雌雄同体，多数为体内受精，表面卵

裂，直接发育或间接发育，其中昆虫具有复杂的变态过程。 根据触角、附肢的类型，节肢动物

可以分为 ３个亚门 ６ 个纲，即三叶虫亚门（三叶虫纲）、有螯肢亚门（肢口纲、蛛形纲）和有颚

亚门（甲壳纲、多足纲和昆虫纲）。

８３２ 动　物　学



第 １０ 章　棘皮 动物门 （Ｅｃｈｉｎｏｄｅｒｍａｔａ）

１　棘皮动物的主要特征

棘皮动物是动物界惟一一类幼体两侧对称、成体却以五出辐射对称（ｐｅｎｔａｍｅｒｏｕｓ

ｒａｄｉａｌｓｙｍｍｅｔｒｙ）为主的动物，与该动物成体不太活动或固着生活有关；具有中胚层起源的

内骨骼，这些由石灰质组成的小骨片，包被在表皮之下，常向外突出形成棘（ｐａｐｉｌｌａ）或刺

（ｓｐｉｎｅ），使动物皮肤显得十分粗糙，故名棘皮动物；具有广阔的次生体腔，并具特殊的水管

系统（ｗａｔｅｒ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ｓｙｓｔｅｍ）、围血系统（ｐｅｒｉｈｅｍａｌｓｙｓｔｅｍ），这些系统都是次生体腔特化的

一部分，担任着重要的生理机能；棘皮动物无心脏或类似心脏的器官，其血系统（ｈｅｍ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大多不明显，包在围血系统空隙中。 由于活动迟缓，故棘皮动物感觉器官不发达，而
且神经系统缺乏神经节；绝大多数雌雄异体，产均黄卵，辐射型卵裂，以内陷法形成原肠胚，
以肠腔法形成中胚层和体腔（见第 ２章），个体发育中有各型幼虫；棘皮动物的胚胎在发育到

原肠胚时，在原口（胚孔 ｂｌａｓｔｏｐｏｒｅ）相反的一端形成一个新的开口，称为后口，而原口则成

为肛门，以这种方式形成口的动物，统称为后口动物（ｄｅｕｔｅｒｏｓｔｏｍｅ）。除棘皮动物外，毛颚动

物、须腕动物、半索动物和脊索动物在演化均属于后口动物。
棘皮动物全部海生，大小从几毫米到几十厘米不等，广泛分布在从浅海到数千米的深

海。

２　棘皮动物的生物学

２．１　外形特征

棘皮动物成体的体形多样，有星形、球形、圆柱形或树状分支形等（图 １０-１），但基本上

都属于辐射对称，而且主要是五辐射对称，但它们的幼虫及部分化石种类是两侧对称，因此，
棘皮动物成体的辐射对称是次生性的，可能与原始种类的固着生活相关，这与刺胞动物原始

的辐射对称形式完全不同。
尽管棘皮动物的体形有很大差别，但其构造基本一致。 以海盘车为例，棘皮动物的身体

由体盘（ｃｅｎｔｒａｌｄｉｓｃ）和腕（ａｒｍ或 ｒａｙ）构成，身体中央部分称为体盘（或中央盘），通常由体

盘伸出 ５个放射状突起——腕。身体有口的一面平坦称口面（ｏｒａｌｓｕｒｆａｃｅ），没有口的一面略

凸，称反口面（ａｂｏｒａｌｓｕｒｆａｃｅ），中央有肛门。 口面从口周围开始，沿腕的中线发出 ５条纵沟，
直达腕的末端，称为步带沟（ａｍｂｕｌａｃｒａｌｇｒｏｏｖｅ），沟内有管足（ｔｕｂｅｆｏｏｄ）。根据管足的有无，



图 １０-１　常见棘皮动物的各种体形（仿 Ｊｅｓｓｏｐ）
身 体可区分为有管足的步带区（ａｍｂｕｌａｃｒａｌａｒｅａ）和无管足的间步带区（ｉｎｔｅｒａｍｂｕｌａｃｒａｌ

ａｒｅａ）。 在反口面的间步带区有一圆形多孔的筛板（ｍａｄｒｅｐｏｒｉｔｅ）。 各腕的基部两侧各具一对

生殖孔，腕的顶端下方有眼点。体表粗糙，由内骨骼向外突起形成棘、刺和叉棘（ｐｅｄｉｃｅｌｌａｒｉａ）
等，还有薄膜状的泡状突起，称皮鳃（ｐａｐｕｌａ），内与体腔相通，司呼吸和排泄（图 １０-２）。

蛇尾类呈星形，上下扁平，体轴很短，口面朝下，管足沿着腕作放射状排列，海百合类口

面向上，反口面具长柄或卷枝供附着用（图 １０-１）。

图 １０-２　海盘车的外形（仿 Ｈｉｃｋｍａｎ）
Ａ．反口面观； Ｂ．口面观

海胆的 ５腕翻向反口面，而且相互愈合，故无外伸的腕而呈球形，但也有少数为扁平循

形或心形。内骨骼愈合，形成 １个坚固的壳。表面骨板互相嵌合成“壳”区，共有 １０个区，５个
较狭者为步带区，５ 个较宽者为间步带区，步带区的步带沟闭合，但骨板上有许多小孔，管足

从孔伸出，管足具吸盘及坛囊。 体表上的棘刺极长，活动自如。肛门位于反口面，围肛膜的中

央。 周围有 ５个生殖板（ｇｅｎｉｔａｌｐｌａｔｅ）和 ５个眼板，其中 １生殖板上还有许多小孔，是由生殖

板与筛板愈合而成的。 口位于口面，周围有围口膜（图 １０-３）。 此外还有许多棘钳，可帮助捕

食。
海参类体轴延长，腕部和体盘部愈合，体呈球形或圆筒形，管足作子午线排列（图 １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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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３　海胆和海参的外形（仿各家）
Ａ．海胆口面观； Ｂ．反口面观 ；Ｃ．背面观 ；Ｄ．腹面观

２．２　体　壁

棘皮动物的体壁通常由表皮和真皮构成（图 １０-４）。 表皮由外胚层发育而来的单层纤毛

柱状上皮细胞（ｍｏｎｏｃｉｌｉａｔｅｄｃｏｌｕｍｎａｒｅｐｉｄｅｒｍｉｓ）和其外一薄的角质层组成。 在上皮细胞中

夹杂着神经感觉细胞及腺细胞，腺细胞的分泌物可黏着落于体表的沉渣，再由纤毛清除。 表

皮下为一层神经细胞及纤维层，构成棘皮动物表皮下神经丛。 真皮较厚，包括外侧的结缔组

织和内侧的肌肉层。 前者能分泌钙质骨片（ｏｓｓｉｃｌｅ）。 肌肉分为外层环肌和内层纵肌，其中反

口面纵肌发达，收缩时可引起腕的弯曲。 肌层之内即为一层体腔膜（ｐｅｒｉｔｏｎｅｕｍ），体腔上皮

具纤毛。

图 １０-４　棘皮动物（海盘车）的体壁及局部放大（据各家修改）
棘皮动物的骨片与其他无脊椎动物的外骨骼不同，但与脊索动物的内骨骼相似，均来源

于中胚层 这种骨片可以形成刺 棘和叉棘 并突出于体表 叉棘由小骨板组成 呈钳状或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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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借助于基部的肌肉的牵引控制钳的开闭，用以防卫及清除体表的沉积物（图 １０-５）。 各

骨片之间以结缔组织与肌肉相连，有一定的排列方式，腕中骨板间有活动关节，故腕可灵活

运动。棘皮动物中海胆骨骼 为发达，骨板愈合成 １个完整的外壳，有发达的棘。海星、蛇尾

和海百合的腕骨板成椎骨状。 海参骨骼 不发达，变为微小的分散骨针或骨片。

图 １０-５　棘皮动物的棘钳的形态（仿 Ｈｙｍａｎ）
Ａ．钳状叉棘； Ｂ．剪状叉棘

２．３　体腔及其特化

次生体腔发达，除围绕内部器官的围脏腔外，体腔的一部分还形成棘皮动物独有的水管

系统和围血系统。体腔内壁上有许多纤毛，借纤毛的打动，可使体腔液在腔内不断流动，因此

体腔液主要承担着运输的功能。
２．３．１　水管系统

水管系统也称步管系统（ａｍｂｕｌａｃｒａｌｓｙｓｔｅｍ）是棘皮动物特有的结构（图 １０-６），它是由

一部分体腔演化而成，其主要的生理功能是运动。水管系统由筛板、石管（ｓｔｏｎｅｃａｎａｌ）、环水

管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ｃａｎａｌ）、辐水管（ｒａｄｉａｌｃａｎａｌ）、侧水管（ｌａｔｅｒａｌｃａｎａｌ）、管足 （ｐｏｄｉｕｍ）和坛囊

（ａｍｐｕｌｌａ）相互连接而成。 筛板上有很多细孔，是海水出入的通道口，筛板下连石管，石管与

环水管相连。 环水管又发出辐水管，辐水管两侧发出侧水管，侧水管末端接管足，上有吸盘。
管足与侧水管连接处有瓣膜，管足的一端是盲囊状的坛，当坛收缩时，瓣膜关闭，水被压入管

足，使之伸长，反之，管足缩短。坛节律性的收缩与扩张，引起管足相应的伸长与缩短，牵引身

体运动。 管足除运动功能外，一般还有呼吸和排泄功能。 但蛇尾类等棘皮动物管足退化，无
运动功能，只司呼吸、排泄和感觉。 海参水管系统发达，但筛板开口于体腔内。

海星在环水管上具有 ９～１０个帖窦曼氏体（Ｔｉｅｄｍａｎｎ’ｓｂｏｄｙ），其产生的变形细胞有吸

收、吞食或排除外来可溶性物质的作用。 此外，有些种类，如海胆的环水管上还具波里氏囊

（Ｐｏｌｉａｎ’ｓｖｅｓｉｃｌｅ），有调节体内水压的功能（图 １０-６）。
２．３．２　围血系统

棘皮动物的围血系统也由一部分体腔演变而成，其排列似水管系统，由于包围在相应的

血系统外，因而称围血系统。 围血系统由口面和反口面的环围血窦、辐围血窦、生殖窦、生殖

窦分支，以及连通它们的轴窦（ａｘｉａｌｓｉｎｕｓ）组成。轴腺和轴窦合成轴器（ａｘｉａｌｏｒｇａｎ），包围在

轴腺、轴窦和石管外面的称轴体，是连接口面和反口面的水管系统、围血系统等的桥梁（图
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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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６　棘皮动物（海星）的水管系统示意图（仿各家）
Ａ．水管系统整体 ；Ｂ．腕横切面

图 １０-７　棘皮动物（海盘车）的血系统和围血系统（仿Ｕｂａｇｈｓ）
箭头所指为血液流动方向

２．４　血系统

棘皮动物由于体腔上皮的纤毛拨动可使体腔液流动，因而次生体腔代替了部分循环系

统的功能，故棘皮动物的循环系统——血系统非常退化。 整个血系统由口面的围口血环、辐
血管，反口面的反口血环、生殖血管及连通它们的轴腺（ａｘｉａｌｇｌａｎｄ）组成，轴腺通常是一种

褐色海绵状组织的腺体，它可能有一定的搏动能力。
海胆和海参的血系统很发达，其他种类常退化而不明显，只有在切片上方可看清。
２．５　消化系统

棘皮动物的消化系统一般由口、食道、胃、肠和肛门组成。消化系统的形状因种类不同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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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为管型，呈长管状，并在体腔内盘曲，具肛门，其口附近还常有收集

食物的器官，如海参的触手和海胆的咀嚼器，即亚里士多德提灯（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ｓｌａｎｔｅｒｎ）；另一

种为囊型，呈囊状，消化管没有肛门（如蛇尾）或有肛门但弃而不用（如海星），因而消化后剩

图 １０-８　棘皮动物（海盘车）反口面消化系统解剖（仿 Ｈｉｃｋｍａｎ）

图 １０-９　海胆的内部结构（仿 Ｈｉｃｋｍａｎ）
余的残渣仍由口吐出（图 １０-８、９）。 海星的胃发出 ５对幽门盲囊（ｐｙｌｏｒｉｃｃａｅｃａ），伸入到各腕

内，能分泌消化液注入胃中，并有储存养分的功能，肠也具 ５对肠盲囊（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ｃａｅｃａ） （图
１０-８）。海胆壳上具许多棘钳，可帮助捕食，口腔内有构造复杂的可咀嚼食物的亚里士多德提

灯上有齿，可以切碎食物（图 １０-９）。 海参消化管甚长，后端有一膨大的排泄腔，腔壁向体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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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 ２支树枝状的管，称为呼吸树（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ｔｒｅｅ）或水肺（图 １０-１５）。

图 １０-１０　海参的内部结构

棘皮动物是肉食性、植食性和腐食性动物，海盘

车一般捕食甲壳动物、软体动物和多毛类。 取食双壳

类时，可用腕上的吸盘将贝壳吸住并拉开，然后贲门

胃翻出，包住食物，先初步进行体外消化，再吞咽到体

内，消化的营养物质由幽门盲囊吸收贮存；蛇尾类的

胃是简单的囊，没有盲囊，且不能由口翻出，并且无肛

门，以微生物（硅藻等）和有机碎屑为食；海胆既可取

食小动物，也可取食植物；海参都在海中营底栖生活，
一般埋在泥沙中，两端露在外面，用触手捕捉泥沙中

小的有机物为食；海百合纲动物营固着生活，以步带

沟内纤毛的打动获得食物。
２．６　呼吸与排泄

棘皮动物的气体交换主要通过皮鳃（ｐａｐｕｌａ）（图
１０-１１）、管足及体表进行，皮鳃是体壁的内外两层上皮细胞向外突出的瘤状结构，与体腔相

图 １０-１１　皮鳃的横切（仿 Ｃｕéｎｏｔ）

通，体腔液也流入其中。皮鳃内的体腔上皮的纤

毛运动使体腔液在其中流动，皮鳃外层的纤毛

上皮造成体表的水流动，气体交换便在纤毛不

断摆动中进行着。 管足在气体交换中也起着重

要作用，尤其在皮鳃不甚发达的种类。蛇尾类的

盲囊由口面体壁内陷形成，共 １０个，与胃壁褶

皱形成的胃盲囊相间排列，成为其呼吸器官，囊
表面也具纤毛上皮，通过纤毛的打动或反口面

体壁的升降引起水的进出，以完成呼吸作用；海
参的直肠壁向内突起呈树枝状，具排泄和呼吸

的双重功能，称之为呼吸树（图 １０-１０），海水可

从其肛门进入排泄腔，当腔收缩时将海水压入呼吸树，经管壁进行气体交换。 海参体腔液具

变形细胞，能收集代谢产物，穿过呼吸树的管壁而进入排泄腔， 后经肛门排泄，因此呼吸树

还兼有排泄的作用。
总之，棘皮动物排泄作用主要靠体腔上皮产生的变形细胞，收集体腔液中的代谢废物，

移行到体表，或穿过皮鳃、管足、呼吸树等体壁较薄处，将废物排出体外，也可通过体表直接

扩散到体外，代谢废物主要是氨。
２．７　神经系统

棘皮动物的神经系统较为简单。 网状神经纤维构成的神经丛，位于表皮内和表皮下，且
在某些部位特别加厚而显著，形成神经索，但与一般无脊椎动物的神经索不同，主要是一层

神经纤维，尚未形成神经节，只有分散于表皮细胞之间的双极或多极神经细胞（图 １０-４）。 本

门动物的成体有 ３ 个神经系统：外神经系统（ｅｃｔｏｎｅｕｒａｌｓｙｓｔｅｍ）即口神经系统（ｏｒａｌｎｅｕｒ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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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ｙｓｔｅｍ）、下神经系统（ｈｙｐｏｎｅｕｒａｌｓｙｓｔｅｍ）和内神经系统（ｅｎｄｏｎｅｕｒａｌｓｙｓｔｅｍ）即反口面神经

系统（ａｂｏｒａｌｎｅｕｒａｌｓｙｓｔｅｍ）。 其中外神经系统来源于外胚层，位于围血系统的下方，由围口

神经环和 ５ 条辐神经索及其分支组成（图 １０-９），为现代棘皮动物的主要神经，外神经系统

司感觉，各纲都有，而且多半发达（海百合纲除外）；下神经系统位于围血系统的管壁上，其组

成与外神经系统相同，下神经系统司运动；内神经系统位于反口面的体壁上，无神经环，由辐

神经干及其分支组成，司运动。 下神经系统和内神经系统都起源于中胚层。中胚层细胞形成

神经系统为本门动物所独有。 ３个神经系统的分布都与水管系统相平行，都与所在部位的上

皮细胞相连，这些上皮细胞有传导刺激的作用。 一般是外神经系统较发达，其他两个神经系

统的发达程度因种类而异。 如海百合类的内神经系统特别发达，而海参类却全无内神经系

统。
棘皮动物的感觉器官不发达，仅海星和海胆有眼点，由一群感光细胞和色素细胞所组

成。 此外，棘皮动物整个表皮中有大量感觉细胞（图 １０-４），尤其在腕的上皮和步带内特别密

集，对于触觉、温度和化学物质都能作出反应。 少数海参有平衡囊，可能与定位有关。
２．８　生殖和发育

棘皮动物的生殖腺由体腔上皮形成，位于间步带区。 一般有 ５对或 ５的倍数的生殖腺，
每个生殖腺有 １条生殖管，并开口于两腕间的反口面。 卵巢黄色，精巢白色。 某些棘皮动物

（海盘车）可以行无性生殖，即通过中央盘的分裂，１个海星可以变成 ２个。棘皮动物中，绝大

多数都是雌雄异体（少数海参和蛇尾雌雄同体），雌、雄个体在外形上常难区别。 生殖腺成熟

时常充满体腔，成熟的生殖细胞经生殖管由反口面排出体外，在水中受精。 受精卵通常进行

等裂，经桑椹期到囊胚期。 由内陷法形成原肠，再由肠腔法（体腔囊法）形成中胚层和 ３对体

腔囊。在变态过程中，左中体腔囊形成环水管，后又分出 ５条辐水管，再进一步分成侧水管和

管足；左后体腔囊分出一部分形成围血系统；左前体腔囊形成了中轴体。 后一对体腔囊形

成了动物成体的次生体腔，其他的都退化了（图 １０-１２）。 胚胎的肛门由原肠胚的原口发育而

来，而口则由与原口相对一端的外胚层内陷并与原肠接通而成，因此棘皮动物属于后口动

物。
棘皮动物幼虫两侧对称，营浮游生活。幼虫体表具不同数目的纤毛带或腕，体具完整的、

有纤毛的消化道。经变态，发育为辐射对称的成虫，因此棘皮动物的体制为次生性辐射对称。
棘皮动物的幼虫分为以下五种类型：

羽腕幼虫（ｂｉｐｉｎｎａｒｉａ），为海星类幼体。 体前部的纤毛带不连续，并与其他纤毛带分开，
无石灰质骨片。

短腕幼虫（ｂｒａｎｃｈｉａｌａｒｉａ），又称耳状幼虫（ａｕｒｉｃｕｌａｒｉａ），为海参类幼体。 体前部的纤毛带

连续，不与其他纤毛带分开，只有轮形或星形石灰质骨片，没有其他骨骼。
海胆幼虫（ｅｃｈｉｎｏｐｌｕｔｅｕｓ），为海胆类幼体。 后侧臂不发达或不存在，仅有很短的向后或

水平位置的后侧突起，体内有发达的、不对称的石灰质骨骼。
蛇尾幼虫（ｏｐｈｉｏｐｌｕｔｅｕｓ），为蛇尾类幼体。后侧臂强大，向上方伸展，体内具发达的、两侧

对称的石灰质骨骼。
樽形幼虫（ｄｏｌｉｏｌａｒｉａ），体形多桶状，故又称桶状幼虫，为海百合类的幼体。 纤毛带不连

续，为分离的环状。这种幼虫早期即用前端附着，以后在附着处长出长柄，成为永久固着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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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１２　棘皮动物的胚胎发育（据各家稍改）
Ａ．２ 细胞期；Ｂ．４细胞期 ；Ｃ．囊胚期；Ｄ．原肠期；Ｅ－Ｆ．体腔囊的形成 ；Ｇ－Ｉ．成对体腔囊再分成 ３ 对体腔囊；Ｊ．左中体

腔囊可见 ５ 个芽状突起 ，为辐水管雏形 ；Ｋ．左后与右后的体腔囊形成体腔 ；Ｌ．环水管和辐水管形成

类（图 １０-１３）。
海参纲的短腕幼虫与半索动物中肠鳃类的柱头幼虫（ｔｏｒｎａｒｉａ）十分相似，说明棘皮动物

与半索动物关系密切，是无脊椎动物中 高等的类群。
２．９　再　生

本门动物具很强的再生能力。 身体任何一部分被损伤后，很快就会再生出来，如一条海

星的腕也能再生成为一个完好的整体（图 １０-１４）。 海参类的内脏排出后也能再生，有些种类

的海参受到强烈的刺激，其身体常断为数段，或被人为切成数块后，也多半能恢复其失掉的

部分，成为一个完整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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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１３　棘皮动物的各种幼虫形态（据各家稍改）
Ａ．耳状幼虫；Ｂ．桶状幼虫 ；Ｃ羽腕幼虫；Ｄ．蛇尾幼虫；Ｅ．海胆幼虫

图 １０-１４　海星的再生（仿 Ｈｙｍａｎ）

３　棘皮动物的分类与演化

３．１　棘皮动物的分类

棘皮动物全部是海洋底栖生活，分布在浅海至数千米的深海，现存 ６０００多种，我国已记

录 ３００多种。 根据棘皮动物的体形，如腕的有无和形状、步带沟的开合、骨骼的形状等，可将

现存种类分为 ２个亚门 ５个纲。
３．１．１　有柄亚门（Ｐｅｌｍａｔｏｚｏａ）
口面向上 通常有从反口面中央生出一柄 附着或固着生活 生活史中至少有一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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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固着用的柄。 现存 ６５０余种，仅 １个纲。 另 ４个纲均为化石种类。
海百合纲（Ｃｒｉｎｏｉｄｅａ）， 原始的棘皮动物，似植物、无筛板和棘刺。 现存该纲动物有两

种体型，一种终生以柄固着生活（海百合），另一种无柄，营自由生活（海羊齿）。海百合 ５个腕

的基部多分支，身体看似杯状， 但口面、反口面均在同一个面。个体发育中经樽形幼虫。代表

种类为海百合（M etaerinus），具长柄，我国南海有分布，生活在水深 ２００ｍ处，营固着生活。海
羊齿（A ntedom s），无柄，营自由生活（图 １０-１５）。

图 １０-１５　海百合纲常见种类（仿堵南山）
Ａ．海百合；Ｂ．海羊齿

３．１．２　游在亚门（Ｅｌｅｕｔｈｅｒｏｚｏａ）
所有种类不附着在柄上，口面向下或侧面，不再向上。自由生活，生活史中没有固着用的

柄。 现存种类约 ５５００种，分为 ４个纲。
海星纲（Ａｓｔｅｒｏｉｄｅａ），身体星形或五角形，腕数多为 ５或 ５的倍数，多时可达 ５０ 条。各腕

能伸缩弯曲，与体盘无明显的分界。 骨板稍能活动，在腕的腹面排列整齐。 各腕腹面中央有

步带沟，内有 ２～４ 列具吸盘的管足。肛门在反口面正中，其旁有筛板。本纲约有 １６００ 种。代
表种类有罗氏海盘车（A sterias rollestoni）、镶边海星（C rasp id aster）、海燕（A sterina）、砂海星

（luid ia）、太阳海星（S olaster）、瘤海星（P rotoreaster）等（图 １０-１６）。

图 １０-１６　常见海星纲的种类（仿各家）
Ａ．海燕 ；Ｂ．砂海星 ；Ｃ．镶边海星 ；Ｄ．瘤海星；Ｅ．太阳海星；Ｆ．正在吞食贝类的罗氏海盘车

蛇尾纲（Ｏｐｈｉｕｒｏｉｄｅａ），身体多为扁平星状，体盘与各腕区分极为明显。 腕细长，可弯曲。
无步带沟，管足 ２列，不具吸盘及坛囊。各腕由 ４列骨板包围，在腕中央还有 １列互相紧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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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板，为脊骨（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ｅ）。故腕几乎为实心，但其内肌肉十分发达，因而活动自如。筛板位于

口面。无肛门，胃囊简单，为盲囊。本纲为棘皮动物中 大的一纲，现存约 ２０００种，分布极广。
代表种类有滩栖阳隧足（A m p hiura vadicola）、真蛇尾（Op hiura）、刺蛇尾（O p hiothrix）、筐蛇

尾（G orgonocep halus）等（图 １０-１７）。

图 １０-１７　常见蛇尾纲的种类（仿各家）
Ａ．筐蛇尾；Ｂ．滩栖阳隧足；Ｃ．刺蛇尾 ；Ｄ．真蛇尾

海胆纲（Ｅｃｈｉｎｏｉｄｅａ），体呈球形、半球形、心形或扁平盘状。石灰质板极发达，５腕翻向反

口面，而且相互愈合，形成 １个坚固的壳。表面骨板互相嵌合成“壳”区，共有 １０个区，体表上

的棘刺极长，有肌肉和关节与骨板上的瘤状突起相连，故活动自如。 现存约 ９００种。 代表种

类有马粪海胆（H em icentrotus p ulcherrim us）、紫海胆（A nthocid aris crassisp ina）、细雕刻肋

海 胆 （T em nop leurus toreum aticus）、石 笔 海 胆 （H eterocentrotus m am m illatus）、球 海 胆

（S trongy locentrotus）、心海胆（E chinocardium ）等（图 １０-１８）。

图 １０-１８　常见海胆纲的种类（仿各家）
Ａ．紫海胆； Ｂ．马粪海胆 ； Ｃ．石笔海胆； Ｄ．心海胆；Ｅ．细雕刻肋海胆口面观和侧面观

海参纲（Ｈｏｌｏｔｈｕｒｉｏｉｄｅａ），海参为长筒形，有前、后和背、腹之分，口在前端，肛门在后端，
出现次生性的两侧对称。 海参无腕，也无棘刺及棘钳。 骨板微小，埋于体壁组织之中。 步带

区 ５个，２ 个在背面，３个在腹面。 背面步带区管足退化，变为圆锥状肉质突起。 腹面 ３步带

区有管足，但排列不规则。 口周围的管足变为围在口边的 ２０个触手。 身体前端背面有生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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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 海参肌肉发达，有环肌及纵肌。 现存约 １０００ 多种。 代表种类有刺参 （S tichop us

jap onicus）、梅 花 参 （T helenota ananas）、 棘 刺 锚 参 （P rotankyra bidentata ）、 海 棒 槌

（P aracaud ina chilensis ransonnetii）（俗称海老鼠）、海地瓜（A p helod acty la hyaloeid es）等（图
１０-１９）。

图 １０-１９　常见海参纲的种类（仿各家）
Ａ．刺参 ；Ｂ．梅花参；Ｃ．海棒槌 ；Ｄ．海地瓜； Ｅ．棘刺锚参

３．２　棘皮动物的演化

在现存动物中，尚未发现与棘皮动物有直接联系的类群。因为棘皮动物的幼虫都是两侧

对称，在已绝灭的化石种类中，也发现有两侧对称的类型，故一般认为棘皮动物很可能从两

侧对称的祖先起源，因受固着生活或不太活动的生活方式的长期影响而演化成次生性辐射

对称的体制。
关于棘皮动物的祖先主要有 ２ 种主张：一种观点认为棘皮动物的祖先为两侧对称体形

的对称幼虫 （ｄｉｐｌｅｕｒｕｌａ），具有 ３ 对体腔囊，与现在生存的棘皮动物幼虫形态相似 （图
１０-２０），如巴瑟（Ｂａｔｈｅｒ，１９００）认为棘皮动物的想象祖先是两侧对称、身体柔软、自由生活的

对称幼体；另一种观点认为五触手幼虫（ｐｅｎｔａｃｔｕｌａ）是棘皮动物的祖先。它也是两侧对称，具
３对体腔囊和围绕口的 ５ 条中空触手。 ５条触手为体腔囊的延伸，是形成水管系统的基础。 ５
触手幼虫由于进化为固着生活，其体形逐渐转化为辐射对称（图 １０-２０），如塞蒙（Ｓｅｍｏｎ，
１８８８）认为棘皮动物的想象祖先是两侧对称、围绕口部有 ５个触手的五触手动物。

棘皮动物中海百合纲是 古老的类群；海星纲与蛇尾纲体形一致，均为辐射对称，这两

者的演化关系较为接近；海胆纲与蛇尾纲的幼虫均具长臂，在结构上相似，二者关系较近。但
海胆纲心形目动物，肛门位于体后端，两侧对称，与海参纲相同，因此海胆纲是介于蛇尾纲和

海参纲之间的类群；海参纲的樽形幼虫与海百合纲的樽形幼虫很相似，故与海百合纲有着较

近的亲缘关系。海参只有一个生殖腺，是较原始的性状，它可能是在演化中较早分出的一支。
棘皮动物与脊索动物同属于后口动物，次生体腔均由体腔囊法形成，中胚层产生内骨

骼，其海参纲的短腕幼虫与半索动物的柱头幼虫很相似，因此认为棘皮动物与脊索动物可能

来自共同的祖先。

４　棘皮动物小结

棘皮动物是动物界惟一一类幼体两侧对称、成体却以五出辐射对称为主的动物；具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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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２０　假设的棘皮动物祖先（仿 Ｈｙｍａｎ）
Ａ．两侧对称祖先 ； Ｂ．５触手祖先

胚层起源的钙化内骨骼——骨片，成体身体表面有棘和刺突出体壁外；棘皮动物是辐射型卵

裂，以内陷法形成原肠腔，以肠腔法形成中胚层和真体腔，原胚孔 终形成了成体的肛门，成
体的口在原肠孔相对的一端另外形成，属于 原始的后口动物；次生体腔发达，其中一部分

形成特殊的水管系统和围血系统；具 ３个神经系统，其中下神经系统和内神经系统都起源于

中胚层为棘皮动物所独有，神经系统的分布都与水管系统相平行，由于活动能力不强，感觉

器官不发达。 多为雌雄异体，生殖细胞释放到海水中受精，再生能力很强。 全部营海洋底栖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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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章　其他无 脊椎动物门 类

无脊椎动物门类繁多，现将一些小的门类简要介绍如下。

１　中生动物门（Ｍｅｓｏｎｚｏａ）
中生动物是结构 简单得多细胞动物，虫体呈蠕虫状，体长在 ０．７～７ｍｍ，结构简单，体

附图-１　二胚虫的成虫及幼虫（仿各家）
Ａ．成虫 ； Ｂ．滴虫形幼虫

外为一层具纤毛和营养功能的体细胞

层，其数量一定；体内层为一个大而细长

的轴细胞（ａｘｉａｌｃｅｌｌ），其内含有许多生殖

细胞，具繁殖功能（附图-１）。 中生动物的

内、外两层细胞与二胚层或三胚层动物

胚胎期的内、外胚层细胞并非同源，仅为

初步的体细胞与生殖细胞的分化，而无

其他组织、器官和系统形成。这类动物身体构造虽简单，但生活史却很复杂，具无性和有性生

殖的世代交替。 一般情况下，生殖细胞通过复分裂产生许多蠕虫状幼虫（ｖｅｒｍｉｆｏｒｍｌａｒｖａ），
幼虫离开母体后，在宿主体内生活一段时间后，发育为成虫。当宿主体内的虫体数量过多时，
中生动物就进行有性生殖，此时轴细胞变成产生精子和卵的生殖腺，并在体内受精，发育成

具纤毛的幼虫。 幼虫离开母体进入海水中，当被新的宿主吞食后，便发育为成虫。 经生化研

究表明，中生动物的细胞核的 ＤＮＡ包含 ２３％的鸟嘌呤与胞嘧啶，与原生动物的纤毛虫类所

含的量相近，而低于其他多细胞动物，如扁形动物的 ＤＮＡ中鸟嘌呤与胞嘧啶含量为 ３５％～
５０％，因此，中生动物更可能是原始的多细胞动物，是介于原生动物和后生动物之间的过渡

类型。 中生动物寄生于海洋扁形动物、环节动物和软体动物体内，目前已发现约 ５０余种，分
为直泳虫（Ｏｒｔｈｏｎｅｃｔｉｄａ）和二胚虫（Ｄｉｃｙｅｍｉｄａ）两个目。

附图-２　丝盘虫（仿各家）
Ａ．腹面观 ； Ｂ．立体观

２　侧生动物（Ｐａｒａｚｏａ）
侧生动物除海绵动物外，还有扁盘

动物门（Ｐｌａｃｏｚｏａ）。
该门动物生活于海洋，目前仅有丝

盘虫（T richop lax ad haerens）一个种。 扁

盘动物身体扁而薄，通常不超过 ４ｍｍ，虫
体边缘不规则，无前、后之分，也缺乏对



称。体表为具纤毛的上皮细胞，其中背侧细胞稍扁平，腹侧细胞呈柱状，背腹上皮细胞之间为

来源于腹面上皮的实质组织，内具许多变形细胞。 扁盘动物无任何器官，连口也不存在。 无

性生殖为出芽生殖，有性生殖过程及其胚胎发育尚不够了解（附图-２）。 扁盘动物 １９７１ 年由

德国学者 Ｇｒｅｌｌ建立，其分类地位较能为多数学者接受的一种观点是丝盘虫与吞噬虫相似，
两者都具变形细胞（吞噬细胞），因而与梅契尼柯夫多细胞动物起源学说的后生动物祖先十

分相似。

３　两胚层、辐射对称动物

两胚层、辐射对称的动物除刺胞动物门以外，尚有栉水母动物门（Ｃｔｅｎｏｐｈｏｒａ）。
该门动物生活于海洋，体两辐射对称，中胶层发达，身体透明，呈球形、卵圆形等等。体壁

结构与钵水母相似，体内虽无刺细胞，但有黏细胞（ｃｏｌｌｏｂｌａｓｔ），其内侧具螺旋状丝（附图-３），

附图-３　黏细胞结构（据各家修改）
Ａ．光镜结构； Ｂ．电镜纵切 ； Ｃ．电镜下局部立体结构

附图-４　栉水母的感觉器（据 Ｈｏｒｒｉｄｇｅ重绘）

以帮助捕食。 栉水母动物的神经系统较

为集中，外胚层基部具有神经网，并向 ８
列栉板集中，形成 ８ 条辐射神经索，感觉

器官也是平衡囊，结构较复杂（附图-４），
囊中由 ４条平衡纤毛束支持一钙质的平

衡石 （ｓｔａｔｏｌｉｔｈ），纤毛束基部具纤毛沟

（ｃｉｌｉａｔｅｄｇｒｏｏｖｅ）与 ８ 列 纵 行 的 栉 板

（ｃｏｍｂｐｌａｔｅ）相连，栉板具纤毛。 栉水母

动物的胃环流腔较钵水母类更为复杂，由口经过细长的咽进入中央的胃，胃向反口极伸出一

反口极水管 （ａｂｏｒａｌｃａｎａｌ），向口极伸出两个咽管（ｐｈａｒｙｎｇｅａｌｃａｎａｌ）以及两个触手管

（ｔｅｎｔａｃｕｌａｒｃａｎａｌ），并向两侧伸出两个主辐管。每个主辐管分出 ２个子午线方向排列的子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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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ｍｅｒｉｄｉｏｎａｌｃａｎａｌ）位于栉带之下。 栉水母动物用触手捕食，食物进入胃之后行细胞外消

化，再由管道内壁细胞行细胞内消化，不能消化的食物仍经口排出（附图-５）。 栉水母雌雄同

体，生殖腺位于消化循环腔内，精子和卵经口排到海水中受精。 栉水母动物全部为海洋漂浮

生活，现存种类约 ９０ 余种，通常分为触手亚纲（Ｔｅｎｔａｃｕｌａｔａ）和无触手亚纲（Ｎｕｄａ），前者如

球栉水母（H orm ip hora）、侧腕水母（P leurobrachia）、带栉水母（C estum ），后者如瓜栉水母

（B eroë）（附图-６）。 栉水母动物在进化上属于特殊的类群，与刺胞动物接近，但略为高等。 一

般认为栉水母动物在进化上属于一盲端类群，与高等动物无直接关系。

附图-５　栉水母动物的胃腔结构示意图（仿 Ｈｏｒｒｉｄｇｅ）

附图-６　栉水母动物代表种类（仿各家）
Ａ．球栉水母 ；Ｂ．侧腕水母 ； Ｃ．带栉水母 ；Ｄ．瓜栉水母

４　三胚层、无体腔动物

三胚层、无体腔动物除扁形动物门以外，还有纽形动物和颚口动物两个门：

５５２附章　其他无脊椎动物门类



４．１　纽形动物门（Ｎｅｍｅｒｔｉｎｅａ）
绝大多数为海洋底栖生活，极少数种类生活于淡水和潮湿的土壤中，体较长，多数种类

附图-７　小体纽虫（P rostom a）基本构造（仿 Ｈｙｍａｎ）

少于 ２０ｃｍ，身体扁平呈带形（附图-７），生
活时常扭曲成团，故名。

纽形动物均为肉食性动物，用以捕

食的器官是吻（ｐｒｏｂｏｓｃｉｓ），由身体背部

体壁内陷形成的盲管，不直接与消化道

发生联系（附图-７、８）。 纽形动物与扁形

动物具有许多相似性，如两侧对称、三胚

层、无体腔、体表具有纤毛、体壁内充满

实质、具原肾型排泄系统等，但纽形动物

在动物演化中还产生一些新的构造。如
首先出现了肛门， 先出现闭管式循环

系统等（附图-９），远比扁形动物进步。 纽

形动物绝大多数雌雄异体。 生殖系统的

结构简单，体外受精，螺旋型卵裂，大部

分种类直接发育，少数间接发育具帽状

幼虫（ｐｉｌｉｄｉｕｍ）期（附图-１０）。纽形动物的

再生能力很强，在一定季节能自割成数

段，每一段均可再生为一成虫。 其帽状幼

附图-８　纽形动物的吻的伸缩示意图（仿 Ｈｙｍａｎ）
Ａ．吻缩回时状态 ；Ｂ．吻伸出时状态

附图-９　纽形动物循环和排泄系统（仿 Ｈｙｍａｎ）

虫与环节动物的担轮幼虫在形态上相似，说明与环节动物也有一定的亲缘关系，因此其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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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介于扁形动物与环节动物之间。
纽形动物现存种类约 ７００余种，分为无刺亚纲（Ａｎｏｐｌａ）和有刺亚纲（Ｅｎｏｐｌａ），前者如

管居纽虫（T ubulanus cap istratus）（附图-１１），后者如小体纽虫（附图-７）。

附图-１０　帽状幼虫（仿Ｂｒｕｓｃａ） 附图-１１　管居纽虫（仿 Ｈｙｍａｎ）

４．２　颚口动物门（Ｇｎａｔｈｏｓｔｏｍｕｌｉｄａ）
颚口动物体型微小，仅 ０．５～１ｍｍ，生活于浅海细砂间。身体呈长柱形、半透明，由头、躯

附图-１２　颚口动物（仿 Ｓｔｅｒｒｅｒ）
Ａ．颚口虫； Ｂ．基板 ； Ｃ．颚

干和尖细的尾三部分组成。 因口腔中具有梳状的板和

齿状侧颚，用以刮食，故名（附图-１２）。颚口动物约 １００
余种，其分类地位尚难于 后确定，有些构造与扁形

动物相似，如无体腔，消化道不完整，多数雌雄同体

等。 另有一些特征，如上皮细胞只具单根纤毛与腹毛

动物相似、侧颚结构与轮形动物咀嚼器构造接近，因
而颚口动物可能是介于扁形动物与腹毛动物、轮形动

物之间的一类动物。

５　三胚层、原体腔动物

原体腔动物除线虫动物门、腹毛动物门和轮形动

物门外，还有线形动物门、动吻动物门、棘头动物门、
内肛动物门和铠甲动物门。
５．１　线形动物门（Ｎｅｍａｔｏｍｏｒｐｈａ）
线形动物体壁构造与线虫相似，但上皮细胞分界

清晰。 成虫缺乏排泄器官，消化道也退化。线形动物的

成虫自由生活于淡水、潮湿的土壤，或生活于远洋营浮游生活，幼虫则寄生于节肢动物体内。
线形动物约 ２５０余种，分为铁线虫（Ｇｏｒｄｉｏｉｄｅａ）和游线虫（Ｎｅｃｔｏｎｅｍａｔｏｉｄｅａ）两目，前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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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１３　铁线虫成虫和幼虫（仿各家）
Ａ．成虫； Ｂ．幼虫

于淡水及潮湿土壤，如 常见的铁线虫（G ordius），
体长约 ９０ｃｍ，体径约 １ｍｍ，雌虫尾端不分叉，雄虫

为两叶（附图-１３），后者为远洋浮游生活。
５．２　动吻动物门（Ｋｉｎｏｒｈｙｎｃｈａ）
动吻动物通常体长不超过 １ｍｍ，生活于海洋

底部泥沙中，如刺节虫（E chinoderes）（附图-１４）。该
动物无纤毛，体表具 １３ 个节带（ｚｏｎｉｔｅ），第 １ 节为

头节，上具几圈长刺，其顶端具口；第 ２ 节为颈节，
周围有一层角质板，头节可缩入其中，其余的体节

组成躯干。 体壁由角质膜、合胞体上皮及肌肉层组

成，体壁之内为假体腔，充满体腔液及变形细胞。

附图-１４　刺节虫（仿 Ｈｉｇｇｉｎｓ）

动吻动物消化系统中有唾液腺及消化腺

开口于食道内；排泄器官为具一条鞭毛的

焰茎球，排泄孔位于第 １１节带两侧，雌雄

异体。
５．３　棘头动物门

（Ａｃａｎｔｈｏｃｅｐｈａｌａ）
　　棘头动物呈长柱形，由吻、颈和躯干

３ 部分组成。 吻位于虫体前端，钩上具锐

利的小钩刺或棘，因其吻的外形似头状并

具棘，故名。成虫及幼虫均营寄生生活，前
者寄生于脊椎动物的消化道，后者寄生于

昆虫或甲壳动物体内。棘头动物的体壁也

由角质膜、上皮细胞及肌肉层组成。上皮细胞亦为合胞体，细胞核大；肌肉层分为外层的环肌

和内层的纵肌；体壁之内为发达的假体腔。 无消化系统，食物直接由体壁吸收。 无呼吸和循

环器官，具原肾管型排泄系统，雌雄异体（附图-１５）。
５．４　内肛动物门（Ｅｎｔｏｐｒｏｃｔａ）
内肛动物身体由萼部（ｃａｌｙｘ）、柄部（ｓｔａｌｋ）和附着盘（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ｄｉｓｋ）组成（附图-１６）。

萼部通常球形，其顶端边缘具一圈触手，形成触手冠（ｔｅｎｔａｃｕｌａｒｃｒｏｗｎ），触手内面具纤毛。
原体腔发达，可伸入到触手、柄、茎内。体壁由角质层、上皮层及肌肉层组成，上皮细胞界限清

楚，肌肉呈纵行排列，为平滑肌；内肛动物为滤食性动物，其消化道完整，为“Ｕ”状管，因肛门

位于触手冠之内，故名。绝大多数种类为雌雄异体。群体生活的种类以有性生殖产生新个体，
以无性生殖形成或增加群体。 绝大多数为海产种类，固着于浅海底部的岩石或动物外壳上，
营单体或群体生活，已报道的种类约为 ９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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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１５　棘头动物（仿各家）
Ａ．内部结构 ；Ｂ．体前端纵切面

附图-１６　内肛动物（仿各家）
Ａ．细糊萼虫 （U rnatella g racilis）整体 ； Ｂ．柄萼虫 （P edicellina）萼部中央矢状切面

５．５　铠甲动物门（Ｌｏｒｉｃｉｆｅｒａ）
铠甲动物是一类两侧对称的小型海产动物，１９８３ 年由美国学者克里斯坦森（Ｒ．Ｍ．

Ｋ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发现并命名。 该门的第一个种是神秘矮铠甲虫（N analaricus m ysticus）（附图-
１７）。 成虫两侧对称，具发达的原体腔。 体长不足 ０．５ｍｍ，体前端为口锥具 ８根口针，其基部

分叉，前端有单独的开口，肌肉收缩时可从各自的孔中伸出或缩入体内。口锥前端为口，头部

的翻吻具 ９列棘。 翻吻后方为胸部，共 ２ 节，其中第 １节无附属物，第二节具 ２列齿板。 腹部

无分节，被 ６块板组成的兜甲包围，肛门开于末端。 体后具一对尾肢或趾，能朝任何方向转

动。 神秘矮铠甲虫生活在大西洋海底有贝壳的沙砾中，幼体自由生活，称耿则士幼虫

（Ｈｉｇｇｉｎｓｌａｒｖａ）（附图-１７），成体可能在小型底栖生物上外寄生或共生。 铠甲动物门兼有轮

形动物门、线形动物门、动吻动物门、缓步动物门和鳃曳动物门的部分特征，在动物系统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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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地位尚未最后确定。

6 三胚层、裂体腔动物

三胚层、裂体腔动物除环节动物门、

软体动物门和节肢动物门外，还有以下

10 个门。

6.1 U 虫动扬tJCEchiura)

瞌虫动物是海洋穴居动物，共约 200

种。虫体呈蠕虫状，体长通常在 l巳5~ 附图-1口7 神秘矮铠甲虫(仿 Kristensen

500m且1m 之间。虫隘益虫动物体不分节'体前端 A 成虫;B.耿则土幼虫腹面1观见

具不能伸缩的吻，用以辅助摄食(附图-18)。吻后端通常具一对腹刚毛，消化道完整，旺门声

围通常具 1~2 圈尾刚毛。真体腔发达;神经系统主要为腹神经索，进入吻后形成环状，无脑

闭管式循环系统，后肾管型排泄系统，肾管兼作生殖导管;雌雄异体，螺旋型卵裂，间接发育

幼虫与担轮幼虫相似，其体后端具分节现象，至成体时分节消失。叉隘(Bonellia) 的雄虫体长

只有 1~3mm，体表被纤毛，元吻、消化和循环系统，生活在雌虫的肾囊或体腔中，雌虫体仨

可达 8cm(附图 18) 。自益虫在动物进化上可能是原始多毛类在演化过程中较早分出的一支。

口远

吻

钩状刚毛

躯干

A

附图 18 瞌虫(仿 DawydofO

A. 始 CEchiurus)外部形态; B. 叉始雄虫 ;c 叉始雌虫

6.2 星虫动扬tJCSipuncula)

星虫动物是海洋底栖动物，其分布、生活环境及生活方式与隘虫相类似，己报道的大约

有 300 种。星虫体呈圆柱形，不分节，前端具→能伸缩的吻，称为翻吻 (proboscis) ，其前端为



附图-１９　光裸星虫（仿各家）
Ａ．内部结构； Ｂ．外形

口，由许多触手围绕。 触手伸展时如星状，故称为

星虫。消化道完整，呈“Ｕ”形，肛门位于虫体前端背

侧。后肾管 １对，肾管兼作生殖导管。雌雄异体，螺
旋型卵裂，发育具似担轮幼虫时期，幼虫无分节现

象。 如光裸星虫（S ip unculus nud us）（附图-１９）。
６．３　鳃曳动物门（Ｐｒｉａｐｕｌｉｄａ）
鳃曳动物由吻和躯干 ２ 部分组成。 口位于吻

的顶端，躯干部外有许多体环和瘤状突起（附图-
２０），真体腔发达，体腔膜很薄。 雌雄异体，体外受

精，辐射卵裂，幼虫躯干部具角质层包围，形成兜

甲状物，类似轮虫，经多次蜕皮发育为成虫，成虫

期也需蜕皮。 鳃曳动物全部为海洋底栖生活。
６．４　须腕动物门（Ｐｏｇｏｎｏｐｈｏｒａ）
须腕动物体呈蠕虫状， 长可达 ３６ｃｍ，全部海

附图-２０　鳃曳动物（仿 Ｈｙｍａｎ）
Ａ．双尾尾曳鳃虫（P riap ulus bicaudatus）腹面观；Ｂ．尾曳鳃虫 （P riap ulus ｓｐ．）口区前端外形

洋生活，且主要生活于 １５０～１５００ｍ深处，我国东海也有发现。 须腕动物整个身体由前体部

（ｆｏｒｅｐａｒｔ）、躯干部（ｔｒｕｎｋ）和后体部（ｏｐｉｓｔｈｏｓｏｍａ）三部分组成（附图-２１）。 前体部腹面具 １
～２５０根很长的触手（ｔｅｎｔａｃｌｅ），触手数量因种而异。 触手是须腕动物消化吸收的主要器官，
触手表面具多列突起，称为毛枝（ｐｉｎｎｕｌｅ），有激动水流和呼吸的功能，毛枝基部的单细胞腺

分泌消化酶，将食物进行细胞外消化，然后再由毛枝吸收。 前体部背面具一圆形或三角形的

头叶（ｃｅｐｈａｌｉｃｌｏｂｅ），其中具脑。躯干部腹面具腹沟，沟两侧有 ２排乳突（ｐａｐｉｌｌａｅ），能分泌黏

液以固着身体，体末端呈分节状，并具刚毛。 须腕动物的真体腔发达，并与相应的体部对应。
循环系统为闭管式，无呼吸器官，物体交换在毛枝内进行。 雌雄异体，生殖腺位于后体部，受
精和孵化都在几丁质管中进行，幼虫营自由生活，然后再筑管固着于海底软泥中（附图-２１）。
６．５　有爪动物门（Ｏｎｙｃｈｏｐｈｏｒａ）
有爪动物目前已近灭绝 现存种类约为 ７０ 种 全部陆生 多孤立分布于非洲中部 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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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２１　须腕动物（仿各家）
Ａ．须腕动物外形； Ｂ．前体部和躯干前端放大；Ｃ．触手横切面 ； Ｄ．西伯达虫栖居于管内的情况（示前体部局部）

附图-２２　栉蚕（仿各家）
Ａ．整体外形； Ｂ．体前部腹面观 ；Ｃ．体前部侧面观

南部的马来半岛、美洲中部，我国西藏地区也曾有分布。 有爪动物的形态介于环节动物门与

节肢动物门之间，身体呈蠕虫，或长圆柱形，体长 １．５～１５ｃｍ，体不分节，体表密布环纹，代表

种类为栉蚕（P erip atus），身体由头部和躯干部组成（附图-２２）。头部不明显，前端具口前触手

１对，触手上也有许多环纹，触手下方有 １对钝形的口乳突（ｏｒａｌｐａｐｉｌｌａｅ）。 头前端腹面具口

腔，周围有口膜，口内具镰 状大颚 １对，每一大颚的末端具角质钩 １对。躯干部腹面两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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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４３ 对足，呈圆柱状，为体壁的突起，不分节，也具环纹，足的末端具爪，故而命名。身体表

面具节结，其表面具纤毛，用以感觉。栉蚕体壁由 外层很薄的几丁质角质层、中间的单层柱

状上皮细胞层和 内的环肌、斜肌与纵肌层所组成，共同构成皮肌囊。 真体腔退化为生殖腺

及肾脏内的空腔。 体壁与消化道之间为血腔（ｈｅｍｏｃｏｅｌ），并被隔膜分成背面的围心窦、中间

的围脏窦、腹面的围神经窦等。 有爪动物的消化道完整，身体前端具 １ 对黏液腺（ａｄｈｅｓｉｖｅ
ｇｌａｎｄ），开口于口乳突上，它可分泌黏液，用以黏住捕获物然后进食；开管式循环，具管状心

脏，血液无色，其中含有吞噬作用的变形细胞；排泄器官为后肾管；以气管呼吸，气孔的数目

多达 １５００ 个，遍布体表，排列无定；神经系统为脑发出的 １对腹神经索，感觉器官包括 １ 对
头部的单眼，以及体表突起上分布的感觉细胞；雌雄异体，多为胎生，直接发育。
６．６　缓步动物门（Ｔａｒｄｉｇｒａｄａ）
缓步动物体形细小，大部分不超过 １ｍｍ，通体透明，或无色、黄色、棕色、深红色或绿色，

其体色主要由摄食的食物所造成。 虫体呈桶状或柱状，俗称熊虫（ｂｅａｒｗｏｒｍ），主要生活在

淡水的沉渣、潮湿土壤及苔藓植物的水膜中，少数生活在海洋潮间带，大约 ７５０种，其中许多

为世界广布种。缓步动物由头部与躯干部组成，身体腹面伸出 ４对短粗的足，其末端钝圆，并
具 ４～８个爪（附图-２３），体表光滑，或有几丁质板或刺。体壁角质层由几丁质与黏多糖组成，
表皮细胞数目恒定，其下为分离的纵肌带，无环肌，靠肌肉带控制足和躯干部的运动，由于行

动缓慢，故名缓步动物。体壁与消化道之间也是混合体腔，即血腔，真体腔退化为生殖腺的内

腔；无呼吸及循环器官；排泄器官为马氏管；神经系统为咽下神经节向后发出的 ２条腹神经

索，躯干部具 ４个神经节，感觉器官为 １对眼点，仅由单个色素细胞组成。 雌雄异体，交配与

产卵多发生在蜕皮时，直接发育。

附图-２３　缓步动物（仿各家）
Ａ．大熊虫 （M acrobiotus）内部结构 ；Ｂ．多刺虫（E chiniscoides）外形

缓步动物体形虽小，但对不良环境有很强的抵抗力，具有全部四种隐生（Ｃｒｙｐｔｏｂｉｏｓｉｓ），
即低湿隐生（Ａｎｈｙｄｒｏｂｉｏｓｉｓ）、低温隐生（Ｃｒｙｏｂｉｏｓｉｓ）、变渗隐生（Ｏｓｍｏｂｉｏｓｉｓ）及缺氧隐生

（Ａｎｏｘｙｂｉｏｓｉｓ），能够在恶劣环境下停止所有新陈代谢。 缓步动物也因此被认为是生命力

强的动物。 在隐生的情况下，一般可以在高温（１５１℃）、绝对零度（－２７２．８℃）、高辐射、真空

或高压的环境下生存数分钟至数日不等 曾经有缓步动物隐生超过 １２０年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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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步动物的体壁结构、表皮细胞数目恒定、蜕皮等特征与腹毛动物相似，但其真体腔的

存在、血腔的出现、足端具爪、马氏管和神经系统等特征又与节肢动物相似，因此它的进化地

位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６．７　舌形动物门（Ｐｅｎｔａｓｔｏｍａ）
舌形动物又称五口动物（Ｐｅｎｔａｓｔｏｍｉｄａ），为肉食性脊椎动物体内寄生虫，其终宿主有

蛇、鳄鱼以及两栖类，甚至还有鸟类和哺乳类。多寄生在宿主的肺、鼻、咽等呼吸道内，中间宿

主有鱼类、两栖类、爬行类及啮齿类等，人也能作为中间宿主被感染。 已报道的有 ９０种。 舌

形动物成虫呈蠕虫状，体软，体长 ２～１３ｃｍ，无色，透明，无足，体表角质层厚，分近百个清晰

的节段，但内部并不分节，体壁与消化道之间为血腔；身体前端具 ５个突起，其中 ４个呈腿状

附图-２４　舌形动物

Ａ．头走虫；Ｂ．孔头虫幼虫 ； Ｃ．蛇舌形虫外形； Ｄ．蛇舌形虫内部解剖

附肢，且末端具爪（附图-２４）；消化道简单，呈一直管，前端口部突出，呈椭圆形，周围有钩 ２
对，可伸缩，用以附着在寄主组织上及吸血；无呼吸系统、排泄系统和循环系统；神经系统与

环节动物及节肢动物相似，腹神经索上有 ３对神经节；雌雄异体，生殖系统发达，体内受精。
卵通过宿主粪便，或宿主的口、鼻黏液排到体外，被中间宿主吞食，幼虫在中间宿主体内发育

需蜕皮数次，幼虫具 ４～６个腿状附肢。 当中间宿主被终宿主摄食后，幼虫通过食道、气管或

鼻、咽和呼吸道进入肺或鼻道中寄生。 常见种类有如蛇舌形虫 （A rm illifer），头走虫

（C ep halobaena）、孔头虫（P orocep halus）等。 人感染蛇舌形虫通常是由于生饮有虫卵污染的

新鲜蛇血酒、蛇血饮料或生水；或生食、未煮熟或未将充满虫卵的肺除去、或未洗净的蛇肉所

致。舌形动物的分类地位尚难以确定，但附肢、体腔、神经及幼虫特征是介于环节动物和节肢

动物之间的寄生类动物。
６．８　外肛动物门（Ｅｃｔｏｐｒｏｃｔａ）
外肛动物在海洋及淡水水体均有较广泛的分布，以群体生活。群体中的个体体长通常小

于 ０．５ｍｍ，个体外有角质或钙质的保护壳，称为虫室（Ｚｏｏｅｃｉｕｍ）。 触手冠（ｌｏｐｈｏｐｈｏｒｅ）呈环

状或马蹄状，消化道“Ｖ”形，食道细长，胃较大，位于虫体中央，胃壁下具肌索和虫体壁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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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肠折向上方，肛门与口的位置很靠近，但开口于触手冠外，故名外肛动物。 无呼吸、循环和

排泄器官。 真体腔发达，可伸入触手冠及触手内。 不少种类具有多态性，群体中的一些个体

能正常取食消化，称为独立个虫（ａｕｔｏｚｏｏｉｄ），是群体的主干；另一部分个体形状改变，失去

独立的营养机能而具其他机能，如鸟头体（ａｖｉｃｕｌａｒｉａ）是一种退化的虫体，形如乌喙，故名，
其内脏器官消失，但牵引颚的肌肉发达，能使颚开启，故具防卫及清除体表附着物的功能。外
肛动物现存种类约 ４０００种，其中淡水种类仅 ５０种左右。 分为被唇纲（Ｐｈｌａｃｔｏｌａｅｍａｔａ）和裸

唇纲（Ｇｙｍｎｏｌａｅｍａｔａ），前者淡水生活，触手冠马蹄形，口上具上唇盖，体壁具肌肉，虫室角质

或胶质，不钙化，群体无多态；后者海洋生活，触手冠环状，无上唇盖，体壁无肌肉层，虫室角

质或钙质，群体常多态。 海洋常见种类有草苔虫（B ugula），群体直立，鸟头体具柄，可弯曲和

转 动。 虫室轻微钙 化，个体彼此 相连成双 列树枝状生 长，群 体呈海藻 状；裂孔 苔虫

（S chizop orella），群体被覆型，单层，每一个体直接附着于水中物体上，腹面游离，鸟头体无

柄；藻苔虫 （F lustra），群体呈双层排列，相互以背面附着，形成叶片状群体；克神苔虫

（C risia），群体直立，树枝状，虫室呈管状（附图-２５）。

附图-２５　外肛动物（据各家稍改）
Ａ．草苔虫群体及鸟头体放大； Ｂ．裂孔苔虫 ；Ｃ．藻苔虫群体及部分放大； Ｄ．克神苔虫群体

６．９　帚虫动物门（Ｐｈｏｒｏｎｉｄａ）
帚虫动物全部海洋底栖生活，仅十几个种。 虫体呈蠕虫，能分泌角质管，附着在海底岩

石、贝壳或埋在沙粒中，常成群聚集，虫管相互缠绕。虫体长一般很少超过 ２０ｃｍ，前端具触手

冠，后端略微膨大（附图-２６）。 触手冠向腹面弯曲成蜷曲状，触手表面密生纤毛，内具空腔与

体腔相通，并有体腔膜围绕。体壁由单层上皮细胞，以及下面很薄的一层环肌、很厚的一层纵

肌和体腔膜组成，真体腔发达。 帚虫动物的消化道呈“Ｕ”形，包括口、口腔、食道、胃、肠及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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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２６　帚虫动物（仿各家）
Ａ．外形 （已去管 ）； Ｂ．触手冠正面观

附图-２７　帚虫动物内部结构（仿 Ｂｅｎｈａｍ）

附图-２８　帚虫动物的幼虫（仿 Ｗｉｌｓｏｎ）
门。 循环系统发达，但无心脏，依靠血管壁肌肉

的收缩推动血液的流动，血液呈红色，血球中含

有血红蛋白。 排泄器官为 １对“Ｕ”形的后肾，内
有纤毛，肾口与体腔相通，肾孔开口于肛门两

侧，肾管除排泄功能外，还兼作配子外排的通道

（附图-２７）。大多数雌雄同体，体外受精。胚胎发

育具后口动物特征，受精卵经放射卵裂、肠腔法

形成中胚层及体腔，原肠以后发育成为一具纤

毛的辐轮幼虫（ａｃｔｉｎｏｔｒｏｃｈ）（附图-２８），经数周自由生活后，该幼虫迅速变态沉入水底，并分

泌虫管发育为成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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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０　腕足动物门（Ｂｒａｃｈｉｏｐｏｄａ）
腕足动物全部海洋底栖生活。虫体具背、腹两枚壳；身体前端体壁延伸形成触手冠，形态

多样，或盘形，或多叶状或马蹄形，触手上纤毛密集；开放式循环系统，包括一可收缩的囊状

心脏，血液无色，其中在体腔细胞，担任物质的输送功能。 无特殊的呼吸器官，触手冠及外套

叶是主要的气体交换场所。 排泄器官为 １～２对后肾，位于消化道两侧；体腔发达，可伸入到

触手冠和触手中（附图-２９）。通常雌雄异体，生殖腺来自后体腔的体腔上皮细胞，成熟的配子

通过肾管排至体外，绝大多数种类在海水中受精。 胚胎发育经放射卵裂形成有腔囊胚，以内

陷法形成原肠胚，经肠腔法形成中胚层和真体腔等一系列后口动物胚胎发育特征。经自由游

泳的幼虫期， 终成为成体（附图-３０）。

附图-２９　腕足动物内部结构（仿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附图-３０　腕足动物幼虫（仿 Ｈｙｍａｎ）
Ａ．海豆芽； Ｂ．酸酱贝

附图-３１　腕足动物代表种类（仿各家）
Ａ．海豆芽； Ｂ．酸酱贝

腕足动物现存种类不足 ３００种，是一类很

古老的动物。 常见的代表种类（附图-３１）为
海豆芽（L ingula），具磷酸钙质外壳，柄经过两

壳仅被肌肉连接，其之间的凹陷连到腹瓣上，
触手冠内不具骨骼，有肛门。 酸酱贝（T erebratella），外壳呈卵圆形，背壳较小而平，腹壳较大

且体外凸，两壳有绞合齿相连，触手冠内有骨骼支持，无肛门。

７　三胚层、肠体腔动物

三胚层、肠体腔动物，共有 ４个门类，其中无脊椎动物中除棘皮动物门外，还有毛颚动物

门和半索动物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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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　毛颚动物门（Ｃｈａｅｔｏｇｎａｔｈａ）
毛颚动物全部海洋生活，绝大多数是小型浮游动物，虽只有 ５０余种，但它们在海洋中分

布广泛，数量大，在海洋浮游生物中占重要地位。 毛颚动物外形很似鱼雷，体长 ０．５～１０ｃｍ，
一般为 ２～３ｃｍ。身体透明，分为头、躯干及尾部。 因头部具非几丁质的小刺和前、后牙，均用

以捕食和切碎食物，因而称为毛颚动物。 头部背面还具 １对眼点。 躯干部两侧具 １～２对水

平侧鳍。 尾部有一匙状尾鳍。 体壁 外层为很薄的角质层，其下为多层上皮细胞，上皮细胞

基部为基膜，在鳍基部的基膜则加厚，在两层上皮细胞之间形成放射状支持物，头部的基膜

加厚为支持板。由多层上皮细胞组成表皮的，在无脊椎动物中仅此一类。毛颚动物的体腔分

别位于头部、躯干部和尾部，各体腔之间有隔膜分隔开，这些体腔均缺乏体腔膜，非常特殊。
消化道结构简单，包括口、咽、肠， 后以肛门开口在尾前的腹面，食物在肠内行细胞外消化。
体表进行呼吸，由体腔液完成循环及排泄机能。雌雄同体，卵巢和精巢各 １对，均有生殖导管

与其相连，异体受精，卵多在输卵管内受精，或附着在亲体表处受精。卵裂方式为均等放射卵

裂，此后形成有腔囊胚，内陷法形成原肠胚，由肠腔法形成中胚层及体腔，然后直接发育为成

体。
毛颚动物的代表种类为箭虫（S ag itta）、锄虫（Sp ad ella）（附图-３２），都是海洋浮游动物

的重要类群，肉食性，捕食甲壳类、多毛类幼体，甚至小的鱼类，每一个体每天可捕食相当于

自身体重 ４０％的食物。 毛颚动物本身又是其他海洋动物的饵料。

附图-３２　毛颚动物（仿各家）
Ａ．秀箭虫（S ag itta eleg ans）整体腹面观 ； Ｂ．秀箭虫头部腹面观 ； Ｃ．锄虫整体背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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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　半索动物门（Ｈｅｍｉｃｈｏｒｄａｔａ）
半索动物身体多为蠕虫状，全部海洋底栖生活。 代表种类为柱头虫（B alanog lossus），体

呈圆柱形，由吻、领及躯干三部分组成（附图-３３）。吻短，近似于圆柱形。吻后以一细柄与领相

连。 领向前突出可以包被柄及吻的后部，领的前端腹面具口。 躯干部细长，前端背中线两侧

各有一行鳃裂（ｇｉｌｌｓｌｉｔｓ）的开口——鳃裂孔，其数量及大小随种而异。 躯干前半部两侧向外

延伸形成翼状板，内有生殖腺，因而也称生殖翼（ｇｅｎｉｔａｌｗｉｎｇ）。 躯干后端无特殊分化，其末

端为肛门。

附图-３３　柱头虫体前端纵切（仿 Ｈｉｃｋｍａｎ）
半索动物体表为单层上皮细胞，其中含有许多腺细胞，无角质层，因而身体十分脆弱。在

领及躯干部，体壁上皮细胞基部具发达的神经层，与棘皮动物类似。体腔上皮很特殊，没有体

腔膜结构，而在体腔上皮处形成结缔组织及肌肉，并充满体腔的大部分，这在很大程度上替

代了体壁肌肉层。
半索动物的消化道为一直管。由口进入，在领内形成口管。由口管向前伸出一盲囊至吻

内，形成一细长的口盲囊（ｂｕｃｃａｌｄｉｖｅｒｔｉｃｕｌｕｍ），也称为口索（ｓｔｏｍｏｃｈｏｒｄ）。以前一直把口索

视为脊索，但近年来依据组织学与胚胎学研究发现，口索与脊索既不同功、又非同源器官。由
口管向后进入咽。 咽占据整个躯干部前端的鳃裂区，咽背侧有鳃裂及鳃孔与外界相通，咽的

腹面即作为消化道部分，咽后顺序联结食道、肠、直肠 后以肛门开口于身体末端，其中有的

种类食道上也有小孔与外界相通，肠的前端呈褐色或绿色，此处有大量腺细胞，称为肝区

（ｈｅｐａｔｉｃｄｉｖｉｓｉｏｎ），在此进行消化与吸收，肝区之后为直肠。 咽背面的鳃结构是其气体交换

的主要器官，鳃的数目从几个到 １００多个。 咽壁两背侧各有一列“Ｕ”形鳃裂，它不直接开口

到体外，而是通过鳃囊再以鳃孔开口到外界。 鳃裂之间有隔板及骨棒支持，鳃裂的隔板处以

及两 Ｕ形管之间具有纤毛及由腹血管来源的血管丛，由于纤毛的摆动，水由口进入咽，经咽

裂、鳃囊、鳃孔流到体外，完成气体交换。
半索动物为开放式循环，血液无色，其中很少有细胞成分。神经系统既原始又特殊，表皮

细胞基部有一层神经纤维网，但在背、腹中线处神经层加厚，形成神经索（ｎｅｒｖｅｃｏｒｄ），背、腹
神经索在躯干的前端由一神经环相连。 中背神经索在领内形成领索（ｃｏｌｌａｒｃｏｒｄ），中腹神经

索终止于领，领索可能是其神经中枢，其中含有巨大神经细胞。某些种类领索还是中空的，神
经已离开表皮进入体腔内。 领索可能是其神经中枢，但切断神经索后，其上皮神经丛仍可传

导。
半索动物雌雄异体，生殖腺呈囊状，纵行排列于躯干部前端两侧鳃区的体腔中。 雄性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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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在卵的刺激下排精，卵在体外受精。受精卵经均等辐射卵裂、内陷法形成原肠胚，经肠腔法

形成中胚层和体腔，体腔亦是三分体腔，分别位于吻、领和躯干。 幼虫自由生活，称为柱头幼

虫（ｔｏｒｎａｒｉａ），与海星的幼虫相似，先自由游泳， 后沉入水底变态为成虫；有的种类无柱头

幼虫期，经具纤毛的原肠胚直接发育为成体。
除柱头虫外，还有管栖的种类，群体或聚集生活，如杆壁虫（R habdop leura），群体生活，

具匍匐管使个体相连（附图-３４），每个虫体外均有虫管，身体亦分为吻、领及躯干三部分。 吻

楯形，领背面伸出两个腕，两侧为密生纤毛的触手，体腔伸入腕和触手中。 一般无鳃裂， 多

也只 １对。

附图-３４　半索动物代表种类（仿各家）
Ａ．柱头虫； Ｂ．杆壁虫局部

半索动物的胚胎发育与棘皮动物非常相似，因而它们之间有着共同的起源。又因具鳃裂

及中空的神经，与脊索动物相似，故半索动物与棘皮动物及脊椎动物均有某种亲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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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１ 章　脊索 动物门 （Ｃｈｏｒｄａｔａ）

１　脊索动物的基本特征

脊索动物是动物界中 高等的一个类群，种类丰富多样，与人类关系十分密切，并且由

于这个门包含了脊椎动物，所以人们对它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脊索动物分布在海洋、淡水、湿
地和陆生环境。 脊索动物形态结构复杂，生活方式多样，它们在外部形态、内部结构、生理功

能及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着极为明显的差异。但作为同属一门的动物，在其个体发育的某一

时期或整个生活史中，都无一例外地具有三大主要特征：脊索、背神经管和咽鳃裂（图１１-１）。
它们是区别脊索动物和无脊椎动物 主要的特征。

图 １１-１　脊索动物的三大特征（仿 Ｋａｒｄｏｎｇ）

图 １１-２　脊索横切面积（仿 Ｋａｒｄｏｎｇ）

１．１　脊索（ｎｏｔｏｃｈｏｒｄ）
脊索是位于消化道和背神经

管之间起支持体轴作用的一条棒

状结构。由胚胎时期的原肠背壁发

育而成。脊索由富含液泡的脊索细

胞组成，脊索外面围有结缔组织构

成的脊索鞘，使整条脊索既具弹

性，又有硬度，从而起到支持身体

的作用（图 １１-２）。所有脊索动物的

胚胎时期均具脊索，低等脊索动物

的脊索终生保留，高等脊索动物的

脊索仅见于胚胎时期或幼体时期，



发育完全时即被分节的骨质脊柱（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ｌｃｏｌｕｍｎ）所取代。 组成脊索或脊柱等内骨骼

（ｅｎｄｏｓｋｅｌｅｔｏｎ）的细胞，都能随同动物个体发育而不断生长，无脊椎动物则缺乏脊索或脊柱

等内骨骼，通常仅身体表面被有几丁质等外骨骼（ｅｘｏｓｋｅｌｅｔｏｎ）。
脊索的出现在动物演化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一先驱结构在脊椎动物中得到更

为完善的发展，主要表现在：脊索（或脊柱）构成支撑躯体的主梁，是体重的受力者，也使内脏

器官得到有力的支持和保护；运动肌肉获得坚强的支点，在运动时不致由于肌肉的收缩而使

躯体缩短或变形，因而有可能向“大型化”发展。 同时，脊索的中轴支撑作用也能使动物体更

有效地完成定向运动，进而使主动捕食及逃避敌害更为准确、迅速；脊椎动物头骨的形成、颌
的出现以及椎管对中枢神经的保护，都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化的发展。 总之，脊索的出

现使脊索动物成为在动物界中占统治地位的一个类群。
１．２　背神经管（ｄｏｒｓａｌｔｕｂｕｌａｒｎｅｒｖｅｃｏｒｄ）
背神经管位于脊索背面，中空管状，为脊索动物神经系统的中枢部分。 由胚胎时期的外

胚层发育而成。 背神经管在高等种类中分别分化为前面的脑和后面的脊髓。 背神经管的腔

（ｎｅｕｒｏｃｏｅｌｅ）在脑内形成脑室（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ｖｅｎｔｒｉｃｌｅ），在脊髓中形成中央管（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ａｎａｌ）。 而

无脊椎动物神经系统的中枢部分为一条实性的腹神经索（ｖｅｎｔｒａｌｎｅｒｖｅｃｏｒｄ），位于消化道

的腹面。
１．３　咽鳃裂（ｐｈａｒｙｎｇｅａｌｇｉｌｌｓｌｉｔｓ）
脊索动物消化道咽部两侧有一系列左右成对排列的裂缝，即咽鳃裂，其数目因不同种类

而异。它们直接开口于体表（如软骨鱼类）或以一个共同的开口间接地与外界相通（如硬骨鱼

类）。低等、水生脊索动物的咽鳃裂终生存在并附生着布满血管的鳃，作为呼吸器官；高等、陆
生脊索动物仅在胚胎时期或幼体时期（如两栖纲的蝌蚪）具有咽鳃裂，随着发育成长 终完

全消失，而以肺作为呼吸器官。 无脊椎动物的鳃不位于咽部，用作呼吸的器官有软体动物的

栉鳃以及节肢动物的肢鳃、尾鳃、气管等。 应当指出的是：某些无脊椎动物虽然也有鳃，但是

没有鳃裂。
此外，脊索动物还具有一些次要特征，如具有肛后尾（ｐｏｓｔ-ａｎａｌｔａｉｌ），绝大多数脊索动

物于肛门后方有肌肉质的肛后尾。无脊椎动物的肛孔常开口在躯干部的末端；心脏及主动脉

位于消化道的腹面，循环系统为闭管式。 无脊椎动物的心脏及主动脉在消化道的背面，循环

系统大多为开管式。 三胚层、后口、次级体腔、两侧对称、身体和某些器官的分节现象等特征

也见于高等无脊椎动物，这表明脊索动物是由无脊椎动物进化而来的。
脊索动物与无脊椎动物结构比较见图 １１-３。

２　脊索动物的分类概述

现存的脊索动物有 ４１０００多种，根据脊索终生存在与否、背神经管的分化及咽鳃裂的形

态结构与分化情况等，可分为 ２大类群 ３ 个亚门，即原索动物（Ｐｒｏｔｏｃｈｏｒｄａｔａ，包括尾索动物

亚门和头索动物亚门）和脊椎动物（包括脊椎动物亚门）。原索动物是脊索动物中 低等的类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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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３　脊索动物与无脊椎动物结构比较（仿各家）
Ａ．无脊椎动物； Ｂ．脊索动物

２．１　尾索动物亚门（ＳｕｂｐｈｙｌｕｍＵｒｏｃｈｏｒｄａｔａ）
２．１．１　尾索动物的主要特征

尾索动物是一群构造特殊、分布广泛的海栖动物。 本亚门种类不多，全世界约有 １３７０
种，但生活方式差异很大，有单体，也有群体，营自由生活或固着生活，因此形态差异较大，但
尾索动物具有以下共同特征：

幼体营自由生活，具脊索动物的三大特征，但脊索仅存于尾部，故称为尾索动物。脊索和

背神经管在少数种类终生存在，大多数只在胚胎时期和幼体时期出现，变态后尾消失，其中

的脊索退化或消失，背神经管退化成神经节；幼体、成体都具咽鳃裂，其数目因不同种类而

异；身体外面由被囊（ｔｕｎｉｃ）包裹着，故又称为被囊动物。 被囊由体壁分泌的被囊素（ｔｕｎｉｃｉｎ）
构成。被囊素的化学成分类似于植物纤维素。在整个动物界中，体壁能分泌被囊素的动物极

为罕见，至今仅发现于尾索动物和少数原生动物，此为原始特征。单体或群体，体表有入水管

孔（ｉｎ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ｉｐｈｏｎ）和出水管孔（ｅｘ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ｉｐｈｏｎ），咽外围有宽大的围鳃腔（ｐｅｒｉｂｒａｎｃｈｉａｌ
ｃａｖｉｔｙ），与出水管孔相通；营自由生活或固着生活，绝大多数无尾种类只在幼体时期自由生

活，成体于浅海潮间带营底栖固着生活，少数终生有尾种类在洋面上营漂浮式的游泳生活；
一般为雌雄同体（ｈｅｒｍａｐｈｒｏｄｉｔｉｓｍ），异体受精。由于卵和精子并不同时成熟，所以避免了自

体受精。 营有性生殖，也营无性的出芽生殖，有些种类如樽海鞘的生活史中甚至还有复杂的

世代交替现象。 除个别种类外，受精卵都先发育成善于游泳的蝌蚪状幼体，再行变态发育。
２．１．２　尾索动物的生物学

２．１．２．１　外形

海鞘是尾索动物亚门中 普遍和 主要的类群，约占全部种类的 ９０％以上。 海鞘成体

有椭圆形、袋形、壶形及桶形或樽形等，基部附生在海底或被海水淹没的物体上，另一端有 ２
个相距不远的孔，均与外界相通：顶端的一个是入水管孔，孔内通消化管而中间有一片筛状

的缘膜，其作用是滤去粗大的物体，只容许水流和微小食物进入消化道；位置略低的一个是

出水管孔，水流、生殖细胞、代谢废物和食物残渣等从此孔排出。从胚胎发生和幼体变态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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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来看，两孔之间的部分是海鞘的背部，对应的一侧为腹部。
２．１．２．２　内部构造

体壁　海鞘的体壁为包藏内部器官的外套膜（ｍａｎｔｌｅ），外套膜除了表面一层外胚层的

上皮细胞外，还掺杂着来源于中胚层的肌肉纤维，以支配身体及出、入水管孔的伸缩和开闭。
体壁分泌被囊素形成被囊。外套膜在入水管孔和出水管孔的边缘处与被囊汇合，汇合处有环

形括约肌控制管孔的开闭。 内部器官中只有咽的上缘及腹面的一部分与外套膜愈合。
口和咽　海鞘的入水管是一短小的管子，管子下面即为口，口下通过四周长有触手的缘

膜就是宽大的咽，咽约占身体的 ３／４。
咽鳃裂　咽壁上的开孔，即形成许多成对的鳃裂，由此显示出脊索动物的特征，这是成

体海鞘显示脊索动物三大特征中的惟一一个特征。
围鳃腔　在咽的外围，或者说是鳃的外围有一个大的腔即围鳃腔，它包围着鳃，并以出

水管孔通体外。围鳃腔在胚胎发生上，是由身体表面陷入内部所形成的空腔，因此，围鳃腔来

自外胚层。 因其不断扩大，从而将身体前部原有的体腔逐渐挤小， 终在咽部完全消失。 围

鳃腔与海鞘的消化、呼吸、排泄、生殖四大生理功能的进行均有关系。
消化与摄食方法　消化系统由口、咽、食道、胃、肠、肛门组成。 由于成体海鞘营固着生

活，不能主动地去捕获食物，而是依靠水流带进食物。 因此，海鞘借助于巨大的咽部和沟系，
以及消化器官在内的一系列特殊构造，形成了独特的被动摄食方式。 缘膜：在入水管与口交

界处，有若干触手状突起的缘膜，这些触手状的突起伸展成筛子状，可以阻止砂石等粗大物

体进入咽内，只容许水流和微小的食物进入。咽腔内壁纤毛：咽腔的内壁生有纤毛，纤毛可以

摆动，激动水流及其中食物颗粒，使水流做定向流动。 咽壁内侧沟系：咽壁背、腹侧的中央各

有一沟状结构，分别称为背板（ｄｏｒｓａｌｌａｍｉｎａ，或称咽上沟，ｅｐｉｐｈａｒｙｎｇｅａｌｇｒｏｏｖｅ）和内柱

（ｅｎｄｏｓｔｙｌｅ），由纤毛上皮组成，背板和内柱上下相对，在咽的前端以围咽沟（ｐｅｒｉｐｈａｒｙｎｇｅａｌ
ｇｒｏｏｖｅ）相连，沟内有腺细胞和纤毛细胞；腺细胞能分泌黏液，使沉入内柱的食物黏聚成团，
由沟内的纤毛摆动，将食物团从内柱推向前行，经围咽沟沿背板往后导入食道、胃及肠内进

行消化，消化管的末端肛门开口于围鳃腔，不能消化的残渣通过围鳃腔，随水流经出水管孔

排出体外。
呼吸　从口进入咽内的水流经过咽鳃裂，到达围鳃腔中，然后经出水管孔排出。 咽鳃裂

周围的咽壁上有丰富的毛细血管，当水流携带着食物微粒通过咽鳃裂时就能进行气体交换，
完成呼吸过程：当水流经鳃裂时，水中的氧气即扩散入血液中，而血液中的二氧化碳即排入

水中，水流入围鳃腔，然后经出水管孔排出体外。
循环系统和循环方式　心脏位于身体腹面靠近胃部的围心腔（ｐｅｒｉｃａｒｄｉａｌｃａｖｉｔｙ）内，呈

纺锤形，外包围心膜，借围心膜的伸缩而搏动。 心脏前后各发出一条血管，向前的为鳃血管，
其分支分布于鳃裂间的咽壁；向后的为肠血管，发出分支分布于胃肠等各内脏器官并注血进

入器官组织的血窦之间，所以是开管式的血液循环。 海鞘具有特殊的可逆式血液循环，即心

脏收缩有周期性间歇，当它的前端连续搏动时，血液不断地由鳃血管压出至鳃部，接着心脏

有短暂的停歇，使鳃部的血液流回心脏，然后其后端开始搏动，将血液注入肠血管而分布到

内脏器官的组织间。 因此，同一条血管可以轮流充当动脉和静脉，血液也不沿固定的方向流

动，而是定期地改变方向。 这一独特的血液循环方式在动物界中是绝无仅有的。
排泄器官 海鞘无专门集中的排泄器官，仅在肠弯附近有一团具排泄机能的细胞，称为

４７２ 动　物　学



小肾囊（ｒｅｎａｌｖｅｓｉｃｌｅｓ），代谢产生的排泄物常含尿酸结晶颗粒，先排入围鳃腔，然后借水流

经出水管排出体外。
神经和感觉器官　海鞘的成体营固着生活，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均甚退化，与典型的脊

索动物完全不同，无神经管，中枢神经仅为一个位于两水管孔之间的外套膜壁内、没有内腔

的神经节（ｎｅｒｖｕｓｇａｎｇｌｉｏｎ），圆而坚硬，状如小瘤，由此分出若干神经分支，分布到身体各

部，神经节旁有一无色透明而略为膨大的神经腺（ｎｅｕｒａｌｇｌａｎｄ，相当高等动物的脑下腺

ｈｙｐｏｐｈｙｓｉｓ）。无专门的感觉器官，仅于入水管孔、出水管孔的缘膜和外套膜上有少量散在的

感觉细胞。
生殖　雌雄同体，但卵子、精子不同时成熟，通常不会进行自体受精。生殖腺位于肠旁曲

处和体壁的外套膜内壁上。精巢大，呈分支状，为乳白色颗粒状小块；卵巢长管状，呈淡黄色，

图 １１-４　海鞘的内部结构（仿 Ｊｕｒｄ）

内含许多圆形的卵细胞；生殖导管

开口于围鳃腔内。 精巢、卵巢两者

紧贴重叠，分别以单根生殖导管

（ｇｏｎｏｄｕｃｔ）将成熟的性细胞输入

围鳃腔，然后经出水管孔排至体

外，进行体外受精；或在围鳃腔内

与另一海鞘的生殖细胞相遇，受精

作用在围鳃腔中进行，受精卵再通

过出水管孔排出体外，体外发育。
除有性生殖外，海鞘也行出芽生

殖。
海鞘的内部结构见图 １１-４。
２．１．２．３　幼体及变态

幼体　海鞘成体的形态结构

与典型的脊索动物有很大差异。然
而，它的幼体外形酷似蝌蚪并具有脊索动物的三大特征。 幼体长 ０．５～５ｍｍ不等，尾部发

达，其中有一条典型的、同样发达的脊索（尾索），脊索背方有一条直达身体前端呈中空的背

神经管，神经管的前端甚至还膨大成脑泡（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ｖｅｓｉｃｌｅ），内含眼点和平衡器官等；消化道

前段分化成咽，有少量成对的鳃裂（图 １１-５）。 由此，可毫无疑义地确立海鞘的脊索动物地

位。 另外，幼体的身体腹侧还具心脏。
变态　幼虫借尾的摆动在水中游泳，经过几小时的自由生活后，就用身体前端的附着突

起（ａｄｈｅｓｉｖｅｐａｐｉｌｌａｅ，来源于外胚层），黏着在其他物体上，开始固着变态。在变态过程中，幼
体的尾连同内部的脊索和尾肌逐渐萎缩，并被吸收而消失，背神经管也退化为一残存的神经

节，感觉器官则完全消失。 与此相反，咽部却大为扩张，咽鳃裂急剧增多，同时形成围绕咽部

的围鳃腔；附着突起也为海鞘的柄所替代。 因附着突起的背面生长迅速，把口孔的位置推移

到另一端（背部），于是使内部器官的位置也随之转动了 ９０°～１８０°。 后，由体壁分泌被囊素

构成保护身体的被囊，使它从自由生活的幼体变为营固着生活的成体（图 １１-６）。 消化管呈

Ｕ形弯曲，口孔和肛门向上方转移，这是由于口孔和附着突起之间部分增长特别快，而背侧

其他部分生长滞缓，其结果是使身体各部位的相对位置起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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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５　海鞘的幼体（仿 Ｊｕｒｄ）

图 １１-６　海鞘的变态（仿Ｃｌｏｎｅｙ）
海鞘经过变态，失去了一些重要的构造，形体变得更为简单，这种变态称为逆行变态

（ｒｅｔ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ｏｓｉｓ）。与幼体相比，成体的生活方式完全改变。由于动物体形态结

构与生活方式是相互适应的，因而也就不难理解海鞘的此种变态。
２．１．３　尾索动物分类

本亚门是脊索动物中 低等的类群，均为海产，遍布世界各个海洋，约 １３７０ 种，分属于

３纲：尾海鞘纲（Ａｐｐｅｎｄｉｃｕｌａｒｉａｅ）、海鞘纲（Ａｓｃｉｄｉａｃｅａ）、樽海鞘纲（Ｔｈａｌｉａｃｅａ）（图 １１-７）。 常

见种类有各种海鞘和住囊虫。 我国已知有 １４种。

图 １１-７　海鞘的类群（仿各家）
Ａ．柄海鞘； Ｂ．菊海鞘 ； Ｃ．住囊虫； Ｄ．樽海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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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３．１　尾海鞘纲

本纲是尾索动物中的原始类型，约有 ６０ 种。 代表动物为住囊虫（O ikop leura）和巨尾虫

（M eg alocercus huxley i）等。主要特征为：体长数毫米至 ２０ｍｍ，体外无被囊，脊索和背神经管

终生存在，咽鳃裂 １ 对，直接开口体外而缺乏围鳃腔。大多在沿岸浅海中营自由游泳生活。终
生保持着带有长尾的幼体状态（ｎｅｏｔｏｎｏｕｓ），生长发育过程中无逆行变态，故又名幼形纲

（Ｌａｒｖａｃｅａ）。
我国至今尚未发现本纲动物。
２．１．３．２　海鞘纲

本纲种类繁多，约有 １２５０种，代表动物为柄海鞘（S tyela clava）（单体）和菊海鞘（群体）
等。主要特征为：包括单体和群体两种类型，附着于水下物体或营水底固定生活。成体无尾，
被囊厚，多鳃裂。 单体型种类的 大体长可达 ２００ｍｍ，群体的全长可超过 ０．５ｍ以上。 群体

型种类的许多个体都以柄相连，并被包围在一个共同的被囊内，但分别以各自的入水孔进

水，有共同的排水口，如群体海鞘（D ip losom a）。
柄海鞘是海鞘类中的优势种，经常与盘管虫 （Ｈｙｄｒｏｉｄｅｓ）、藤壶 （Ｂａｌａｎｕｓ）及苔藓虫

（Ｂｕｇｕｌａ）等附着在一起，柄海鞘的身体构造及变态过程在本亚门动物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广 布于我国的海鞘纲动物有米氏小叶鞘 （L ep toclinum m itsukurii）、星座美洲海鞘

（A m aroucium constellatum ）、长纹海鞘（A scid ia long istriata）、玻璃海鞘（C iona intestinalis）、
３ 种菊海鞘（B otryllus ｓｓｐ．）、瘤海鞘（S tyela canop s）、乳突皮海鞘（M olgula m anhattensis）、
龟甲海鞘（C hely osom a）、西门登拟菊海鞘（B otry lloid es sim od ensis）等。

２．１．３．３　樽海鞘纲

樽 海鞘纲约有 ６５ 种，代表动物有樽海鞘 （D oliolum d euticulatum ，单体）和磷海鞘

（P y rosom a atlanticum ，群体）等。主要特征为：大多为营自由游泳生活的漂浮型海鞘，体呈桶

形或樽形，被囊薄而透明，囊外有环状排列的肌肉带，咽壁有 ２ 个或更多的咽鳃裂，成体无

尾。入水管孔和出水管孔分别位于身体的前、后端，环形肌肉带从前到后依次收缩，迫使流进

入水管孔的水流从体内通过出水管孔冲出，以此推动身体向前移动，并在此过程中完成摄食

和呼吸作用。 生活史较复杂，存在有性与无性的世代交替。
我国厦门沿海曾发现过小海樽（D olioletta natilnalis）。
２．１．４　尾索动物的演化

我国科学家舒德干教授等发现了距今 ５．３亿年前的尾索动物——“始祖长江海鞘”的化

石，其整个身体全部包裹在一个结实的被囊之中，构造同现存的海鞘极为相似。 长江海鞘的

躯体基本构型具有明显的两重性或演化性状上的“镶嵌性”：既有尾索动物的过滤取食系统，
同时还残留着其祖先的取食触手，这对于进一步探寻脊索动物起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尾索动物是 低等的脊索动物，与高等脊索动物存在着演化上的亲缘关系，两者可能都

是从类似海鞘幼体型营自由生活的共同祖先——原始无头类动物演化而来。 这类原始无头

类动物不但将幼体时期的尾和自由游泳的生活方式保留到成体，甚至还消失了生活史中营

固着生活的阶段，并通过幼态滞留及幼体性成熟途径发展为头索动物和脊椎动物。尾索动物

是在进化过程中适应特殊生活方式的一个退化分支，除保留滤食的咽及营呼吸作用的咽鳃

裂外，大多数种类已在变态中失去所有的进步特征，并向固着生活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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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头索动物亚门（ＳｕｂｐｈｙｌｕｍＣｅｐｈａｌｏｃｈｏｒｄａｔａ）
２．２．１　头索动物的主要特征

头索动物均为海产，广泛分布于各大洋低、中纬度海域的近岸浅水区，其中尤以北纬

４８°至南纬 ４０°之间的沿海地区数量较多。 它们对底质要求比较严格，通常仅局限在“文昌鱼

砂”这一沉积环境中，即在有机质含量低的纯净粗砂和中砂中大量出现。 生活时身体埋入砂

中，仅前端外露，用以进行呼吸和滤食水体中的硅藻。
头索动物是一类终生具有三大特征的无头鱼形脊索动物，其主要特征为：身体分节明

显，表皮只有一层细胞，生殖腺数目众多。脊索和神经管纵贯于全身的背部，其中脊索超过了

神经管，一直达到身体 前端，故称为头索动物。 咽部两侧有众多的咽鳃裂。 它们的头均无

明显分化，与体躯不能截然分开，缺乏真正的头、脑和感官，故又名无头类（Ａｃｒａｎｉａ），通称文

昌鱼（非鱼类）。这些基本特征在高等脊索动物中只存在于胚胎时期或幼体时期，在成体一般

消失，或分化为更高级的器官。此外，头索动物与脊椎动物相似的特征是：具肌节、有奇鳍、肛
后尾、闭管式循环系统，胚胎发育和三个胚层的分化方式；比脊椎动物原始的特征是：无头、
无骨骼、无心脏、排泄器官为肾管；比无脊椎动物进化的特征是：躯体两侧有 １对腹褶，为脊

椎动物成对附肢的雏形（图 １１-８）。
２．２．２　头索动物的生物学

２．２．２．１　外形

形态　体形略似小鱼，一般体长 ５０ｍｍ左右，产于北美圣地亚哥湾的加州文昌鱼

（B ranchiostom a californiense）可长达 １００ｍｍ，是已知的体形 大者。 身体两端尖，无明显的

头部，左右侧扁，半透明，可隐约见到皮下的肌节（ｍｙｏｍｅｒｅ）和腹侧块状的生殖腺。 无偶鳍，
只有奇鳍，整个背面沿中线有一条低矮的背鳍（ｄｏｒｓａｌｆｉｎ），往后与高而绕尾的尾鳍（ｃａｕｄａｌ
ｆｉｎ）相连，尾鳍再与肛门之前的臀前鳍（ｐｒｅａｎａｌｆｉｎ）相连。 在身体前部的腹面两侧各有一条

由皮肤下垂形成的纵褶，称为腹褶（ｍｅｔａｐｌｅｕｒａｌｆｏｌｄ）。 在臀前鳍的前面，身体的腹部比较扁

平，而背部较狭窄，因此在这一部分的横切面将略呈三角形。
除口以外，身体上还有腹孔（ａｔｒｉｏｐｏｒｅ，或称围鳃腔孔）和肛门（ａｎｕｓ）与外界相通。
口　身体的前端腹面有一漏斗形的结构，称为口笠（ｏｒａｌｈｏｏｄ）。口笠内的空腔称为前庭

（ｖｅｓｔｉｂｕｌｅ），前庭的深处引向口孔。口周围有一环形膜为缘膜（ｖｅｌｕｍ），其边缘有触手向前伸

出指状突起，称为轮器（ｗｈｅｅｌｏｒｇａｎ），可搅水。 口笠和缘膜的周围分别环生触须（ｃｉｒｒｉ）及缘

膜触手（ｖｅｌａｒｔｅｎｔａｃｌｅ），触须向口笠内弯曲成筛状器官，具有保护和过滤作用，可防止粗物

如大沙粒随水流进入体内。
肛门　开口于尾鳍腹面的左侧，离身体末端不远。
腹孔　位于腹褶和臀前鳍的交界处，围鳃腔以此开口通向体外，也称为围鳃腔孔。
２．２．２．２　内部结构

皮肤　文昌鱼皮肤薄、无色素，而呈半透明，可以透见下方的肌节和生殖腺等。皮肤有表

皮（ｅｐｉｄｅｒｍｉｓ）和真皮 （ｄｅｒｍｉｓ）的分化。 表皮由单层柱 形细胞构成，外 覆一层角质层

（ｃｕｔｉｃｌｅ）。 表皮外在幼体期生有纤毛，成长后则消失殆尽。 真皮由一薄层冻胶状结缔组织构成。
骨骼　文昌鱼尚未形成骨质的骨骼，以纵贯全身的脊索作为支持动物体的中轴支架。脊

索直达身体前端，与其前端掘沙相适应。脊索外围有脊索鞘膜，并与背神经管的外膜、肌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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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８　文昌鱼的形态与内部构造（仿各家）
Ａ．侧面观； Ｂ．过口笠横切； Ｃ．前端放大； Ｄ．过咽部横切； Ｅ．过咽部横切模式图

间的肌隔、皮下结缔组织等连续。脊索细胞较为特殊，呈扁盘状，其超显微结构与双壳类软体

动物的肌细胞类似，收缩时可增加脊索的硬度。 此外，在口笠触须、缘膜触手、轮器内部也都

有角质物支持，奇鳍的鳍条（ｆｉｎｒａｙｓ）及鳃裂的鳃条（ｇｉｌｌｂａｒ，又称鳃隔）由结缔组织支持。
肌肉　文昌鱼肌肉大部分集中在背部两侧，背部肌肉厚实而腹部比较单薄。肌肉分节明

显，即 ６０多对按节排列于体侧的“枙”形肌节，尖端朝前，前后相继排列，为一种原始的排列，
无任何分化。肌节间被结缔组织的肌隔（ｍｙｏｃｏｍｍａ）所分开，并使每个肌节的肌纤维前后端

都附着于肌隔。 两侧的肌节互不对称，而是交错排列，即一侧的一个肌节对应于对侧两个肌

节之间的一个肌隔，这样的排列便于文昌鱼在水平方向作弯曲运动。 此外，还有分布在围鳃

腔腹面的横肌和口缘膜上的括约肌等，控制围鳃腔的排水及口孔的大小。文昌鱼肌节数目因

种而异，可作为分类依据之一。
消化和呼吸　消化系统由消化管和消化腺组成，消化管包括前庭、口、咽、肠、肛门，消化

腺为肝盲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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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鱼的口是一套特化的取食和滤食器官，形成被动滤食的摄食方法。文昌鱼靠轮器和

咽部纤毛的摆动，使带有食物微粒的水流经口入咽，食物被滤下留在咽内，而水则通过咽壁

的咽鳃裂至围鳃腔，然后由腹孔排出体外。 作为收集食物和呼吸场所的咽部极度扩大变长，
几乎占据身体全长的 １／２，咽腔内的构造与尾索动物相似，也具有内柱、背板（咽上沟）和围

咽沟等。 文昌鱼幼体的鳃裂直接开口于体表，以后形成围鳃腔，以腹孔作为咽部鳃裂的总出

水口。
咽内的食物微粒被内柱细胞的分泌物黏结成团，再由纤毛运动使它从后向前流动，经围

咽沟转到咽上沟，往后推送进入肠内。 肠为一直管，向前伸出一个盲囊，伸向咽的右侧，称为

肝盲囊（ｈｅｐａｔｉｃｄｉｖｅｒｔｉｃｕｌｕｍ），能分泌消化液，与脊椎动物的肝脏为同源器官。 食物团中的

小微粒可进入肝盲囊，被肝盲囊细胞所吞噬，营细胞内消化，大微粒在肠内分解成小微粒后，
也转到肝盲囊中进行细胞内消化，未消化的物质由肝盲囊重返肠中，在后肠部进行消化和吸

收。 肛门开口于身体左侧。
咽腔是文昌鱼完成呼吸作用的部位。咽壁两侧有 ６０多对鳃裂，彼此以鳃条分开，鳃裂内

壁布有纤毛上皮细胞和毛细血管。 水流进入口和咽时，借纤毛上皮细胞的纤毛运动，通过鳃

裂，并使之与血管内的血液进行气体交换， 后，水再由围鳃腔经腹孔排出体外。 另外，有人

认为文昌鱼纤薄的皮肤也具有直接从水中摄取氧气的能力。
文昌鱼的消化和呼吸过程相似于尾索动物。
循环　文昌鱼血液循环系统为闭管式，即血液完全在血管内流动，流动方向在腹面是从

后向前，在背面是从前向后。 这种情形与脊椎动物基本相同，已具有脊椎动物血液循环的基

本模式。无心脏，但具能搏动的腹大动脉（ｖｅｎｔｒａｌａｏｒｔａ），因而被称为狭心动物。腹大动脉位

于咽的腹面，含缺氧血，腹大动脉往左右两侧发出许多成对的入鳃动脉（ｂｒａｎｃｈｉａｌａｒｔｅｒｉｅｓ）
直接进入鳃间隔后不再分为毛细血管，在完成气体交换后于咽鳃裂背部汇成左、右 ２条背大

动脉根，向前将新鲜血液供给身体前端，向后合并成背大动脉，再由此发出血管到身体各个

部分。
动脉中的血液通过组织间隙再进入静脉。 从身体前端返回的血液通过体壁静脉

（ｐａｒｉｅｔａｌｖｅｉｎ）注入左、右 ２ 条前主静脉（ａｎｔｅｒｉｏｒｃａｒｄｉｎａｌｖｅｉｎ）；尾的腹面有－条尾静脉

（ｃａｕｄａｌｖｅｉｎ），收集一部分身体后部回来的血液，进入肠下静脉（ｓｕｂ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ｖｅｉｎ），大部分

血液则流进左、右 ２条后主静脉（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ｃａｒｄｉｎａｌｖｅｉｎ）。 ２条前主静脉和 ２条后主静脉的

血液全部汇流至 １ 对横形的总主静脉（ｃｏｍｍｏｎｃａｒｄｉｎａｌｖｅｉｎ），或称居维叶氏管（ｄｕｃｔｕｓ
Ｃｕｖｉｅｒｉ）。 左、右总主静脉会合处为静脉窦（ｖｅｎｏｕｓｓｉｎｕｓ），然后通入腹大动脉。 从肠壁返回

的血液由毛细血管网集合成肠下静脉，尾静脉的部分血液也注入其中；肠下静脉前行至肝盲

囊处血管又形成毛细管网，由于这条静脉的两端在肝盲囊区都形成毛细血管，因此称作肝门

静脉（ｈｅｐａｔｉｃｐｏｒｔａｌｖｅｉｎ）。 由肝门静脉的毛细血管再一次合成肝静脉（ｈｅｐａｔｉｃｖｅｉｎ）并将血

液汇入静脉窦内。
血液无色，也没有血细胞和呼吸色素，氧气通过渗透进入血液。
排泄器官　文昌鱼没有集中的肾脏，排泄器官由一组位于咽壁背方两侧按节排列的肾

管（ｎｅｐｈｒｉｄｉｕｍ）组成，约有 ９０～１００对，肾管的结构和机能与扁形动物及环节动物的原肾比

较近似。每个肾管是一短而弯曲的小管，其腹侧一端以肾孔（ｎｅｐｈｒｏｓｔｏｍｅ）开口于围鳃腔，背
侧一端则连接着 ５～６ 束与肾管相通的管细胞（ｓｏｌｅｎｏｅｙｔｅｓ）。管细胞由体腔上皮细胞特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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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紧贴体腔中特殊的血管，其远端呈盲端膨大，细胞具细的内管道，内有一长鞭毛。 代谢废

物通过体腔液渗透进入管细胞，经鞭毛的摆动到达肾管，再由肾孔送至围鳃腔，随水流经腹

孔排出体外（图 １１-９）。 此外，在咽部后端背部的左右，各有一个称为褐色漏斗（ｂｒｏｗｎ

ｆｕｎｎｅｌ）的盲囊，有人认为有排泄功能，但也有人推测可能是一种感受器。

图 １１-９　文昌鱼的肾管（仿赵肯堂）
Ａ．肾管； Ｂ．肾管壁的一部分，示管细胞及鞭毛

神经和感觉器官　文昌鱼的中枢神经是一条纵行于脊索背面的背神经管，几乎无脑和

脊髓的分化，前端内腔略为膨大，称为脑泡。幼体的脑泡顶部有神经孔与外界相通，长成后完

全封闭。 但神经管的背面尚未完全愈合，留有一条裂隙，称为背裂（ｄｏｒｓａｌｆｉｓｓｕｒｅ）。
周围神经包括由脑泡发出的 ２对“脑神经”和自背神经管两侧发出的成对的脊神经。 背

神经管在与每个肌节相对应的部位，分别由背、腹发出一对背神经根及几条腹神经根，或简

称背根（ｄｏｒｓａｌｒｏｏｔ）和腹根（ｖｅｎｔｒａｌｒｏｏｔ）。背根和腹根在身体两侧的排列形式与肌节一致，
左右交错而互不对称，且其背根和腹根之间也不像脊椎动物那样联结成一条脊神经。背根是

兼有感觉和运动机能的混合性神经，接受皮肤感觉和支配肠壁肌肉运动；腹根专管运动，分
布在肌肉上。

与文昌鱼少动生活方式相联系的是感觉器官很不发达，许多位于背神经管两侧的黑色

小点是文昌鱼的光线感受器，称为脑眼（ｏｃｅｌｌｉ）。 每个脑眼由一个感光细胞和一个色素细胞

构成，可通过半透明的体壁，起到感光作用。 背神经管的前端有单个大于脑眼的色素点

（ｐｉｇｍｅｎｔｓｐｏｔ），又称眼点（ｅｙｅｓｐｏｔ），但无视觉作用，有人认为是退化的平衡器官，有人则认

为有遮挡阳光使脑眼免受阳光直射的作用。 此外，全身皮肤中还散布着零星的感觉细胞，其
中尤以口笠、触须和缘膜触手等处较多。

生殖　文昌鱼雌雄异体。 生殖腺约有 ２６对，壁厚，呈矩形，按体节附生于围鳃腔两侧的

内壁上，无生殖管道。 性成熟时，精巢为白色，卵巢为淡黄色，以此可进行雌雄性别鉴别。 成

熟生殖细胞穿过生殖腺壁、体腔壁和围鳃腔壁进入围鳃腔，再随同水流由腹孔排出，在海水

中完成体外受精和发育。
２．２．２．３　胚胎发育和变态

文昌鱼是以简单而典型的形式代表着脊椎动物的发育。同时，文昌鱼的早期发育又与棘

皮动物很相似，由个体发育可以看到它与棘皮动物的关系。 因此，研究文昌鱼的胚胎发育具

有重要的意义。 柯瓦列夫斯基正是基于对文昌鱼胚胎发育的研究才说明了文昌鱼在动物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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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正地位。
受精、卵裂及原肠胚的形成　文昌鱼发育所经历的主要阶段如下：受精卵－桑葚胚－囊

胚－原肠胚－神经胚－幼体－成体。
文昌鱼在每年 ６～７ 月份产卵，产卵和受精通常在傍晚进行。卵小而含卵黄少，为均黄卵

（ｉｓｏｌｅｃｉｔｈａｌｅｇｇ），卵径 ０．１～０．２ｍｍ。 卵受精不久即开始分裂，卵裂为几乎均等的全分裂

（ｈｏｌｏｂｌａｓｔｉｃ）。 第一次和第二次分裂皆为垂直分裂，分成四个细胞，第三次分裂为横分裂，分
成上下八个细胞，经过多次细胞分裂后，许多细胞结成一个实心的圆球，称桑葚胚（ｍｏｒｕｌａ）。

桑葚胚一方面继续分裂，一方面中心的细胞渐向表面迁移，因而变成一个空心的圆球，
此时期的胚胎称囊胚（ｂｌａｓｔｕｌａ），中间的空腔内充满胶状液体，称囊胚腔（ｂｌａｓｔｏｃｏｅｌ）。 囊胚

上端的细胞略小，称动物极（ａｎｉｍａｌｐｏｌｅ），下端的细胞较大，称植物极（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ｖｅｐｏｌｅ）。 接

着囊胚植物极的大细胞以内陷的方式向囊胚腔陷入，像一个漏了气的皮球，以致和上部动物

极 的 细 胞 互 相 紧 贴，囊 胚 腔 被 挤 压 而 消 失，进 而 形 成 一 个 新 的 腔，称 为 原 肠 腔

（ａｒｃｈｅｎｔｅｒｏｎ）。 原肠腔以植物极细胞内陷处的胚孔（或称原口，ｂｌａｓｔｏｐｏｒｅ）与外界相通，此
时胚胎具备内外两层细胞，贴着原肠腔的一层细胞，称内胚层（ｅｎｄｏｄｅｒｍ），与外界相接触的

一层细胞，称为外胚层（ｅｃｔｏｄｅｒｍ），胚胎发育到这个阶段称原肠胚（ｇａｓｔｒｕｌａ）。原肠胚的后期

开始胚体逐渐延长，胚层进一步分化及各器官系统形成，原口逐渐缩小，此时胚胎的前、后、
背、腹已能区别。 有原口的一端相当于胚体的后端（后口动物的特点），相对的另一端为胚体

的前端，平坦的一面相当于背面，其对面稍凸出的一侧即为腹面。 此时，胚胎表面已具纤毛，
能在胚膜中回旋运动。

器官的发生　原肠胚期结束后，开始产生中枢神经系统，并形成中胚层，三个胚层进一

步分化成不同的器官系统：
中枢神经的形成：胚胎背面沿中线的外胚层细胞下陷，形成神经板（ｎｅｕｒａｌｐｌａｔｅ）。 胚层

同神经板脱离，互相靠拢而完全愈合，是将来的表皮部。 下陷到表皮内的神经板两侧的外胚

层细胞首先往上隆起形成一对神经褶（ｎｅｕｒａｌｆｏｌｄ），其后两侧的神经褶逐渐靠拢，除前端形

成神经孔的一小部分外，完全愈合于中线。 同时下陷到表皮内的神经板的两侧向上弯曲，
后两边缘在背面闭合，形成背面有一缝隙的神经管（ｎｅｕｒａｌｔｕｂｅ），管中央的腔隙，称神经管

腔，在 前端 以神 经孔 （ｎｅｕｒｏｐｏｒｅ）和外 界相 通，后端 经胚 孔与 原肠 相通 成神 经肠 管

（ｎｅｕｒｅｎｔｅｒｉｃｃａｎａｌ）。到成体时，该孔关闭，成为嗅窝，而神经肠管也闭塞不通并在胚孔部形成

肛门。 神经肠管消失以后，神经管和原肠就互不相通了。 此时期的胚胎称为神经胚

（ｎｅｕｒｕｌａ）。
脊索的形成：在背神经管形成的同时，脊索和中胚层也在形成。 在原肠的背面中央出现

一条纵行隆起，即脊索中胚层，以后这条隆起从原肠分离而形成脊索。 初脊索的长度比神

经管还要短些，后来脊索向前延伸越过神经管到吻的前端。
中胚层的发生与器官的分化：在形成脊索的同时，在原肠靠背方两侧出现一系列彼此相

连接、按节分布的肠体腔囊（ｅｎｔｅｒｏｃｏｅｌｉｃｐｏｕｃｈ），其后与原肠分离，肠体腔囊壁就是新发生

的中胚层，肠体腔囊中的每个空腔即体腔（ｃｏｅｌｏｍ）。文昌鱼前部的中胚层以肠体腔囊方式形

成，中胚层的这种形成方式与棘皮动物、半索动物是一致的，反映了它们在系统发生上的亲

缘关系；但在 １４ 对体节以后，身体后部的中胚层脱离了原肠，从一条独立的细胞带发生，中
胚层的这种发生方式是与脊椎动物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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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每个肠体腔囊的发育，每一肠体腔囊扩展增大，占据了肠管、脊索与外胚层间的空

隙。 此时每一肠体腔囊又分化成上下的背、腹两部分。 背部称体节（ｓｏｍｉｔｅ），腹部称侧板

（ｌａｔｅｒａｌｐｌａｔｅ），体节中的空腔以后自行消失，而侧板的内腔即为体腔。 文昌鱼 初的体腔因

肠体腔囊分节而彼此独立存在，以后肠体腔囊壁前后打通，形成左右两条体腔，再后，腹肠系

膜也打通，左右侧体腔在肠管下汇合沟通，形成成体完整的体腔，这种体腔叫做次级体腔，是
真正由中胚层所构成的体腔。

体节进一步分化为三部分：一是生骨节（ｓｃｌｅｒｏｔｏｍｅ），为体节的内侧部分，将来形成脊

索鞘和神经管外面的结缔组织以及肌隔等；二是生肌节（ｍｙｏｔｏｍｅ），为体节中间部分，将来

形成肌节；三是生皮节（ｄｅｒｍａｔｏｍｅ），为体节的外侧部分，将来形成表皮下面的结缔组织，即
真皮。

侧板的外层为体壁中胚层（ｓｏｍａｔｉｃｍｅｓｏｄｅｒｍ），将来发育成为腹腔衬里的腹膜或体腔

膜（ｐｅｒｉｔｏｎｅｕｍ），内层为脏壁中胚层（ｓｐｌａｎｃｈｎｉｃｍｅｓｏｄｅｒｍ），将来形成肠管外围的组织。 脏

壁中胚层在肠管前段的背侧发生出分节排列的指状突起，即未来的肾管。体壁与侧板交界处

的体腔壁上也发生突起，称为生殖节（ｇｏｎｏｔｏｍｅ），以后自此发育出文昌鱼的生殖腺。
内胚层形成原肠及其衍生物。在身体前端（与原口相对的一端）原肠向外突出，与外胚层

的内陷相遇穿孔形成口，即后口，或次口（ｄｅｕｔｅｒｏｓｔｏｍｅ）。口不在中央而是偏左侧，在后端形

成肛门，也是偏左侧。 文昌鱼的胚胎发育见图 １１-１０。
文昌鱼的胚胎发育进行很快，傍晚受精卵开始分裂，至次日早晨，文昌鱼的胚胎发育就

基本结束。此时胚胎突破卵膜，成为全身被有纤毛的幼体，在海水表层自由游泳，这一时期文

昌鱼有白天游至海底夜间升至海面进行垂直洄游的生活规律。以后沉落到海底进行变态。幼
体在发育过程中，体形逐渐增大并延长，出现前庭，鳃裂的数目因发生次生鳃条而由少增多，
由不对称到对称，口由偏左侧移向腹侧，鳃裂由直接开口体外到通入新形成的围鳃腔中。 围

鳃腔的形成过程是：在身体腹侧出现一对纵行的腹褶，腹褶从两侧向中间延伸， 后彼此愈

合，将外界空间包进形成一个管状腔，这就是围鳃腔的开始。围鳃腔逐渐扩大，从腹面和两侧

包围咽部，从而将体腔推挤到咽的背面两侧，成为一对纵行的体腔管。此外，在内柱的腹侧也

留有一狭窄的体腔，被包围在围鳃腔壁里面。 体腔的壁是由体腔上皮细胞所范围，属于中胚

层细胞，而围鳃腔的壁属于外胚层细胞。围鳃腔形成后，鳃裂即不再直接开口于体外，而是通

入围鳃腔了。 初形成的围鳃腔前后两端都有开口，后来前端的开口关闭，仅保留后端的开

口，这就是围鳃腔通体外的腹孔。
幼体期约 ３个月，在 ６个月内体长可达到 １８ｍｍ左右。 一龄的文昌鱼体长约 ４０ｍｍ，这

时性腺已发育成熟，可参与当年的繁殖。
２．２．３　头索动物的分类

头索动物亚门种类较少，约 ３０ 种，只有一纲，即头索纲（Ｃｅｐｈａｌｏｃｈｏｒｄａ，又名狭心纲

Ｌｅｐｔｏｃａｒｄｉｉ），一科，即鳃口科（Ｂｒａｎｃｈｉｏｓｔｏｍｉｄａｅ），包括两属：文昌鱼属（B ranchiostom ，其生

殖腺左右对称排列于腹部两侧）和偏文昌鱼属（A sy m m ecron，其生殖腺不对称，只见于腹部

的右侧）２ 个属。
中国近海已发现 ３种：白氏文昌鱼（B ranchiostom a belcheri）广泛分布于渤、黄、东、南海

的浅水区，在厦门和青岛等沿海较为常见；短 偏文昌鱼产于南海和北部湾；芦卡偏文昌鱼

发现于中国台湾南端的南湾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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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１０　文昌鱼的胚胎发育（仿Ｒｏｍｅｒ）
Ａ－Ｄ．卵裂期； Ｅ．桑葚期； Ｆ－Ｇ．囊胚及其剖视； Ｈ－Ｉ．原肠期的剖视 ； Ｊ．原肠胚后期外观；

Ｋ－Ｎ．神经期及胚层分化各阶段的剖视

２．２．４　头索动物在动物进化中的意义

头索动物几乎没有留下化石。 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著名的布尔吉斯页岩中发现的

一种寒武纪中期动物化石，命名为 P ikaia gracilens（皮克鱼），鱼形，约 ５ｃｍ，具有脊索和“枙”
形分节肌节，与文昌鱼很相似。 毫无疑问这是一种脊索动物，比 早的脊椎动物化石还早几

百万年。 １９９９ 年 １１月枟Ｎａｔｕｒｅ枠杂志上发表了舒德干等人在 ５．３ 亿年前澄江动物群化石中

发现的“华夏鳗（C athaym yrus）”的文章，“华夏鳗”十分像现代的文昌鱼。 澄江动物群比皮克

鱼早 １０００万年。 但在缺乏其他的相关化石的情况下，不大可能决定它与 早的脊椎动物的

关系。 推测：
（１）祖先可能是原始的无头类，与无脊椎动物有共同祖先。
（２）头索动物是当前脊椎动物的原始类群，是脊椎动物的姐妹群。 头索动物的身体构造

虽然比较简单，但已充分显示出是典型脊索动物的简化缩影。头索动物的祖先似乎是一类身

体非左右对称、无围鳃腔、鳃裂较少而直通体外、营自由游泳生活的动物。
（３）原始无头类在进化中由于适应不同生活方式而演变为两支，一支改进和发展了适于

自由游泳生活的体制结构，演变为原始有头类，导向脊椎动物进化之路；另一支往少动和底

栖钻沙的生活方式发展，特化为旁支，演变成头索动物的鳃口科动物。
文昌鱼在形态结构上，既有脊椎动物的一些进步性特征，如终生具有脊索、背神经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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咽鳃裂等，且是以 简单的形式表现出来；又有一些无脊椎动物的原始性特征，如不具脊椎

骨、无头无脑、无成对的附肢、无心脏、表皮仅由单层细胞构成、终生保持原始分节排列的肌

节、排泄系统还没有集中的肾脏而只是分节排列的肾管，而且排泄与生殖器官彼此无联系。
从胚胎发育上来看，文昌鱼一方面以简单的形式近似于脊椎动物的发育，如中胚层及体腔的

形成过程；另一方面，其早期发育又与棘皮动物、半索动物很相似。所以从比较解剖学和胚胎

发育上来看，文昌鱼是介于无脊椎动物与脊椎动物之间的过渡类型，为动物发展史上的一个

联系环节，这在动物学的一些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可以提供许多有价值的材料，因此对它的

研究，在动物分类学和动物进化上都有重要的意义。
２．３　脊椎动物亚门（Ｓｕｂｐｈｙｌｕｍ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ａ）
２．３．１　脊椎动物亚门的特征

脊椎动物是脊索动物门中数量 多、结构 复杂、进化地位 高的 １ 个亚门，是动物界

中 进步的类群，并与人类的物质生活、文化生活等有着直接的关系。 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

正是处在脊椎动物之中，因而脊椎动物还可为人类了解其自身提供许多宝贵的科学资料。与
低等脊索动物（尾索动物、头索动物）相比较，脊椎动物在生活方式上和机能结构上都有显著

的不同。低等脊索动物营少动或固着的生活方式，整个的形态结构和生活机能都处于较低级

的水平；而脊椎动物却相反，沿着积极主动的生活方式进化，发展出来更为高级的机能结构。
本亚门动物尽管所处的环境不同、形态结构彼此悬殊、生活方式千差万别，然而高度的

多样化并不能掩盖它们所具有的共性，即在生命史的某个阶段均具有脊索、神经管和咽鳃裂

等脊索动物的鉴别特征（图 １１-１１），此外还具以下进步性特征：

图 １１-１１　假想的原始有头类动物（脊椎动物）（仿 Ｊｕｒｄ）
（１）神经系统发达，出现了明显的头部。
背神经管的前端分化成具有复杂结构的脑，并进一步分化为大脑、间脑、中脑、小脑和延

脑等五部分；后端分化成脊髓。 同时头部出现了集中的嗅、视、听等感觉器官，愈益发达和集

中的中枢神经是脊椎动物重要的特点。 有了脑和感官，再加上保护它们的头骨，形成了明显

的头部，这就大大加强了动物个体对外界刺激的感应能力。 由于头部的出现，脊椎动物又有

“有头类”（Ｃｒａｎｉａｔａ）之称。
（２）脊柱（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ｌｃｏｌｕｍｎ）代替了脊索。
低等脊椎动物的脊索仍为主要支持结构，终生保留；但在较高等脊椎动物中脊索只见于

发育的早期，之后或仅留残余或完全退化，或多或少地被脊柱所替代，成为身体新的主要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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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结构。脊索是脊柱的前驱，脊柱是脊索的承替，在胚胎发生过程中是如此，在脊索动物的系

统进化历史上也是如此。 脊柱由单个的脊椎骨（ｖｅｒｔｅｂｒａ）连接组成，脊椎动物就是因为具有

脊椎而得名。脊柱进化的趋势，一方面是增加坚固性，另一方面是增加灵活性，由分化少到分

化为颈椎、胸椎、腰椎、荐椎和尾椎等 ５ 部分。脊柱保护着脊髓，其前端发展出头骨保护着脑。
脊柱和头骨是脊椎动物特有的内骨骼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和其他骨骼一起，共同构成骨骼

系统以支持身体和保护体内器官。
（３）出现肺呼吸。
原生的水生种类咽鳃裂终生存在，用鳃作为呼吸器官；陆生和次生的水生种类只在胚胎

期间或幼体时期出现咽鳃裂，成体则用肺呼吸。
（４）绝大多数都具备了上、下颌（ｊａｗ）。
出现了完善的捕取食物的口，除圆口类之外，多数脊椎动物出现了能动的上下颌，加强

了动物主动摄食的能力。颌的作用在于支持口部，而以下颌上举使口闭合的方式为脊椎动物

所特有。 同时消化道进一步分化，有了独立的消化腺，加强了动物消化的能力。
（５）有收缩功能的心脏代替了腹大动脉，循环系统进一步完善。
心脏代替了腹大动脉，心肌发达，能进行强而有力的收缩，有效地促进了血液循环，有利

于生理机能的提高。大多数脊椎动物血液中具有红细胞，其中的血红蛋白是高效能的氧气运

载者。 在高等的种类（鸟类和哺乳类）中，心脏中的多氧血与缺氧血完全分开，使机体得到多

氧血的供应，并保持旺盛的代谢活动。而代谢率的进一步提高，使动物体温的恒定成为可能，
进而形成脊椎动物中所特有的恒温动物（温血动物）。

（６）集中的肾脏代替了肾管，能更有效地排出新陈代谢产生的废物。
集中的、构造复杂的肾脏代替了简单的分节排列的肾管，极大地提高了排泄系统的机

能，使新陈代谢所产生的大量废物更有效地排出体外。多数脊椎动物的排泄系统和生殖系统

在发生上和结构上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有时把这两个系统合并成一个系统，称泄殖系统。
（７）绝大多数都具成对的附肢（ｐａｉｒｅｄａｐｐｅｎｄａｓｅｓ）。
作为专门的运动器官，成对附肢（圆口类除外）的出现大大加强了动物在水中和陆地的

活动能力和生活范围，提高了取食、求偶和避敌的能力。 成对的附肢包括水生种类的鳍（ｆｉｎ）
和陆生种类的肢（ｌｉｍｂ）。这种成对的附肢，在整个脊椎动物中，数量不超过两对。 所以，作为

成对的鳍，只有胸鳍和腹鳍；作为成对的肢，也只有前肢和后肢。有少数种类失去了一对附肢

（如河鲀没有腹鳍，鳗螈没有后肢）或甚至两对附肢都全部失去（如黄鳝、蛇）。 这是一种次生

现象，因为在它们的身上还不同程度地留有附肢的痕迹，说明它们是从有成对附肢的祖先演

变而来的。
２．３．２　脊椎动物的分类概述

本亚门现存约 ３９０００种，分属于 ６纲，即圆口纲（Ｃｙｃｌｏｓｔｏｍａｔａ）、鱼纲（Ｐｉｓｃｅｓ）、两栖纲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爬行纲（Ｒｅｐｔｉｌｉａ）、鸟纲（Ａｖｅｓ）和哺乳纲（Ｍａｍｍａｌｉａ），以上各纲的特征虽然有

显著差别，但组成躯体的器官系统及其功能基本一致。 根据功能的不同，脊椎动物的器官系

统一般可分为：皮肤系统、骨骼系统、肌肉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循环系统、排泄系统、泄
殖系统、内分泌系统、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鱼纲、两栖纲、爬行纲、鸟纲和哺乳纲 ５纲动物的

形态和生物学特征将另列单章予以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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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圆口纲（Ｃｙｃｌｏｓｔｏｍａｔａ）
圆口纲又称无颌类，是现存脊椎动物中 原始的 １ 个纲，无上下颌，无成对附肢。本纲的

种类不多，主要包括七鳃鳗（Ｐｅｔｒｏｍｙｚｏｎ）和盲鳗（Ｍｙｚｉｎｅ）两类。 生活于海洋或淡水中，营寄

生半寄生生活，以大型鱼类及海龟类为寄主。 有些种类具有洄游现象。
２．４．１　圆口纲的基本特征

本纲动物的特征一方面表现了它们在脊椎动物中的原始性，另一方面又显示出与寄生

半寄生生活方式有关的特化性。
圆口纲的原始性特征主要体现在：无上下颌；无成对附肢，只有奇鳍；终生保留脊索，无

真正的脊椎骨；头骨不完整，还未形成顶部；无真正的齿，只有表皮形成的角质齿；肌肉分化

少，仍保持原始的肌节排列；脑发达程度较低，内耳中只有 １个（盲鳗）或 ２个（七鳃鳗）半规管。
由于圆口纲动物过着寄生和半寄生生活，与此相适应的特征表现为：具有吸附功能但不

能启闭的圆形口漏斗，口漏斗与寄生生活密切相关；皮肤无鳞，富有黏液腺，体表黏滑；具呼

吸管，鳃位于特殊的鳃囊中；鼻孔只有一个——“单鼻类”；具 １对“唾液腺”，其分泌物含抗凝

血剂。
２．４．２　圆口纲的结构与功能概述

２．４．２．１　外形

体呈鳗形，分头、躯体和尾三部分，尾侧扁。体长随种类不同而异，从不足 ２０ ｍｍ到长达

１０００ｍｍ左右，七鳃鳗体长约 ３００ｍｍ。只有奇鳍（２ 个背鳍，１个尾鳍），无偶鳍。皮肤柔软、裸
露无鳞，富含黏液腺，体表黏滑。 头部腹面具有吸附型的漏斗（ｂｕｃｃａｌｆｕｎｎｅｌ），盲鳗的口不形

成口漏斗。 眼 １ 对，无眼睑（ｅｙｅｌｉｄ），位于头两侧、鳃囊开口之前。 两眼之间头顶中央具单鼻

孔（ｎｏｓｔｒｉｌ），鼻孔后方皮内具圆口纲特有的松果眼（ｐｉｎｅａｌｅｙｅ）。 体侧和头部腹面有感觉小

窝，小窝排列成行，也称侧线（ｌａｔｅｒａｌｌｉｎｅ）。 肛门位于尾的基部，其后为泄殖乳突（ｕｒｏｇｅｎｉｔａｌ
ｐａｐｉｌｌａ）（图 １１-１２）。 鳃裂 ７ 对，故名，曾有人把鳃裂误认为眼，故曾称“八目鳗”。

图 １１-１２　圆口类动物的外形（仿 Ｊｕｒｄ）
２．４．２．２　内部结构

皮肤　表皮由多层上皮细胞组成，表皮内有许多单细胞黏液腺。 真皮包括胶原弹性纤

维，内有色素细胞。
骨骼　全为软骨，无硬骨。 终生保留脊索，用于支持体轴。出现脊椎骨的雏形，即脊索背

方的脊髓两侧有按体节成对排列的软骨弧片（ａｒｃｕａｌｉａ），但尚未形成椎体（ｃｅｎｔｒｕｍ）。出现了

保护脑和感觉器官的头骨，但仍很原始，完整的软骨脑颅（ｎｅｕｒｏｃｒａｎｉｕｍ）尚未形成，只是在

腹面和侧面包裹着脑，主要由脑下的软骨底盘、嗅软骨囊、耳囊软骨（ｏｔｉｃｃａｐｓｕｌｅ）及支持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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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斗和舌的一些软骨所构成。头骨的顶部尚未形成，仅仅覆盖着纤维组织膜。具有支持鳃囊

的鳃笼（ｂｒａｎｃｈｉａｌｂａｓｋｅｔ），由 ９对垂直排列的弯曲弧形软骨和 ４对纵走的软骨条相互连接

而成，支持着鳃囊，故称鳃笼。 后的一对弧形软骨呈杯形，包护心脏，称围心软骨。 整个鳃

笼紧 贴皮下，包在鳃 囊的外面，不 分节。 支 持奇鳍 的是不 分节的 辐鳍 软骨 （ｒａｄｉａｌｉａ
ｃａｒｔｉｌａｇｅ）。 尾鳍为内部支持骨及外部背、腹叶完全对称的原型尾（ｐｒｏｔｏｃｅｒｃａｌ），这是水栖无

羊膜动物中 原始的尾型。
肌肉　躯体肌肉和尾部肌肉分节明显，为一系列按节排列的“Σ”形肌节，排列较文昌鱼

的“枙”形为复杂，肌节前后为肌隔。肌节间尚无水平隔，故不分为轴上肌和轴下肌。但口漏斗

部分的肌肉稍有分化，分别支配漏斗和舌的活动。
消化　缺乏用作主动捕食的上、下颌。 七鳃鳗用吸盘式的口漏斗（周边附生着细小的穗

状皮褶）吸附在鱼类和海龟体上，以漏斗壁和舌上的黄色角质齿锉破鱼体，从而吸食寄主的

图 １１-１３　七鳃鳗的口漏斗和寄生状态（仿程红）
Ａ．口漏斗； Ｂ．吸附鱼体时

血肉（图 １１-１３）。角质齿损伤脱落后可再生。口漏斗的底部为口，舌位于口底，由环肌和纵肌

构成，能作活塞样的活动。 盲鳗则能从鱼鳃部钻入寄主体内。 胃未分化，肠管内有许多纵行

的黏膜褶及一条纵行的螺旋瓣（ｓｐｉｒａｌｖａｌｖｅ），或称盲沟（ｔｙｐｈｌｏｓｏｌｅ），是增加吸收养料面积

的结构。 七鳃鳗在眼眶下的口腔后有 １对能分泌抗凝血剂的“唾液腺”，以细管通至舌下，使
其在吸血时能阻止寄主创口血液的凝固。

呼吸　七鳃鳗成体的口咽腔后部有 １ 支向腹面分出的盲管，称为呼吸管（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ｔｕｂｅ）。呼吸管口有 ５～７个触手，相当于头索动物的缘膜，当食物进入咽部时，缘膜即将呼吸

管挡住，防止食物进入呼吸管。 管的两侧各有内鳃孔 ７个（不同种类有 １～１６个），每个内鳃

孔通入一个球形的鳃囊（ｇｉｌｌｐｏｕｃｈ），因此每个鳃囊有 ２ 个孔，即内鳃孔（通呼吸管）和外鳃

孔（通体外）。鳃囊的背、腹及侧壁都长有来源于内胚层的鳃丝，其上有丰富的毛细血管，构成

呼吸器官的主体。 盲鳗无呼吸管，内鳃孔直接开口于咽部，各鳃囊不直接从外鳃孔通向外界

而是分别由出鳃管往后汇总到一条总鳃管（ｃｏｍｍｏｎｂｒａｎｃｈｉａｌｔｕｂｅ）内，在远离头部的后方

开口于体外，所以体外只能见到一对鳃孔。 圆口纲动物的鳃孔周围有强大的括约肌和缩肌，
控制鳃孔的启闭，水可以从外鳃孔流入，在鳃囊交换气体后，仍由外鳃孔流出，即肌肉收缩时

水流出，鳃囊弹性复位时水流入，以适应它们吸附在寄主体表或头部钻入鱼体内部时，无法

从口中进水进行呼吸作用的半寄生生活。 七鳃鳗的幼体营自由生活，呼吸方式由口腔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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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内鳃孔于囊鳃完成气体交换后，从外鳃孔出水。
循环　开始出现由一静脉窦、一心房（ａｔｒｉｕｍ）和一心室（ｖｅｎｔｒｉｃｌｅ）组成的心脏，位于鳃

囊后面的围心囊内。除无肾门静脉和总主静脉外，循环系统及血液循环方式均与文昌鱼十分

相似：静脉窦→心房→心室→腹大动脉→入鳃动脉→鳃→出鳃动脉→背动脉根→身体各处

→静脉。
神经和感官　五部脑排列在同一平面上，无任何脑曲，脑发达程度很低。 中脑未形成二

叠体。 小脑还没有与延脑分离，仅为一狭窄的横带。 有脑神经 １０ 对，视神经（ｏｐｔｉｃｎｅｒｖｅ）在
间脑腹面不形成视交叉，舌咽神经（ｇｌｏｓｓ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ｅａｌｎｅｒｖｅ）和迷走神经（ｖａｇｕｓｎｅｒｖｅ）因脑

颅的枕骨区不发达，所以是由头骨之外的延脑两侧分出的。 脊神经根若干对，脊神经的背根

和腹根互不相连成混合神经。 内耳 １ 对，内耳平衡器只有 １ 或 ２ 个半规管（ｓｅｍｉ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ｃａｎａｌ）。 眼 １对，已具备脊椎动物眼的基本模式，具晶体（ｌｅｎｓ）和视网膜（ｒｅｔｉｎａ），无眼睑，盲
鳗的眼萎缩，埋在皮下，无晶体。 鼻孔 １个，下方有松果眼，松果眼的腹面还有一个更小的顶

体（ｐａｒｉｅｔａｌｂｏｄｙ），这两个构造可能是退化了的感光器官。 咽部有味蕾。 体外和头腹面有感

觉小窝，小窝排列成行，也成侧线。
泄殖　雌雄异体（七鳃鳗）或同体（盲鳗），生殖腺单个（发育初期成对），无生殖导管。 性

成熟后生殖腺在繁殖季节表面破裂，释出精子或卵，由腹腔经生殖孔（ｇｅｎｉｔａｌｐｏｒｅ）进入尿

殖窦（ｕｒｏｇｅｎｉｔａｌｓｉｎｕｓ），再通过尿殖乳突末端的尿殖孔排出体外。繁殖时亲鳗选有粗沙砾石

的河床及水质清澈的环境产精、卵。 亲鳗繁殖期绝食数月，生殖后死亡。幼体称为沙隐虫，经
３～７ 年后变态成成体。

集中的肾脏 １对，尿液由输尿管（ｕｒｅｔｅｒ）导入膨大的尿殖窦，也经尿殖孔排至体外。 排

泄系统与生殖系统无联系。 七鳃鳗成体的内部结构见图 １１-１４。

图 １１-１４　七鳃鳗成体的内部解剖（仿各家）
２．４．３　圆口纲的分类和演化

本纲现存种类不多，已知约 ７０种，分属于 ２个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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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３．１　七鳃鳗目（Ｐｅｔｒｏｍｙｚｏｎｉｆｏｒｍｅｓ）
有吸附型的口漏斗和角质齿，口位于漏斗底部；鼻孔在两眼中间的稍前方；脑垂体囊

（ｐｉｔｕｉｔａｒｙｓａｃ）为盲管，不与咽部相通；鳃囊 ７对，分别向体外开口，鳃笼发达。内耳有 ２个半

规管。卵小，发育有变态。大多数种类的成鳗营半寄生生活，常用口吸盘吸附在鱼类身上，吸
食鱼的血肉，给渔业造成危害。 少数非寄生种类的角质齿退化消失，无特殊的呼吸管。 分布

于江河和海洋。
常见种类有东北七鳃鳗（L am p etra m orii）、日本七鳃鳗（L．jap onicus）和雷氏七鳃鳗（又

名溪七鳃鳗）（L．reissneri）等。
２．４．３．２　盲鳗目（Ｍｙｘｉｎｉｆｏｒｍｅｓ）
营寄生生活，无背鳍和口漏斗，口位于身体 前端，有 ４ 对口缘触须；脑垂体囊与咽相

通，鼻孔开口于吻端；眼退化，隐于皮下；鳃孔 １～１６对，随不同种类而异，鳃笼不发达。 内耳

仅 １个半规管。雌雄同体，但雄性先成熟；卵大，包在角质卵壳中，受精卵直接发育成小鳗，无
变态。 海栖。

常 见种类有：分布在大西洋的盲鳗 （M yx ine glutinosa）、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黏盲鳗

（B dellostom a slouti）以及产于日本海和我国南方沿海的蒲氏黏盲鳗（E p tatretus burgeri）、杨
氏拟盲鳗（P aram yx ine y angi）等。

２．４．３．３　起源和演化

至今尚未找到圆口纲两个目的化石，但在奥陶纪和志留纪的地层中，发现了甲胄鱼化

石，其演化历史已有 ５亿多年，是迄今所知地层中 早出现和 原始的脊椎动物。
甲胄鱼与现存圆口纲类的共同特征是：无上下颌；无成对附肢；有鳃笼；单鼻孔；内耳有

２个半规管等。 故两者有一定的亲缘关系，其理由是：
（１）甲胄鱼是迄今为止得到的 早的脊椎动物化石，圆口纲可能是甲胄鱼类的后裔。
（２）甲胄鱼体被骨甲，运动不灵便，适于少动的水底生活。 而圆口纲则运动灵便，半寄生

或寄生生活，所以两者不一定有直接的亲缘关系，而是来自共同的无颌类祖先，后分别发展，
甲胄鱼到泥盆纪即告灭绝，圆口纲则留存至今，相隔四亿多年之久。

（３）据甲胄鱼所在的地层分析，五亿年前这些动物栖息于淡水，由淡水移居海洋是在泥

盆纪中期以后，所以更多的人认为脊椎动物起源于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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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２ 章　鱼纲 （Ｐｉｓｃｅｓ）

１　鱼类的主要特征

鱼类是终生在水中生活、用鳃呼吸、用鳍辅助运动与维持身体平衡，大多体被鳞片的变

温脊椎动物。与圆口纲相比，它们有了更加完善的骨骼、神经、感觉等器官系统。鱼类适应水

中生活的特征表现为：身体分为头、躯干和尾三部分，头部与躯干部缺少颈部相连，因而头部

不能灵活转动；体形通常呈梭形或纺锤形，体表多被鳞片，以减少在水中运动时的阻力；以鳃

呼吸；血液循环是单循环，心脏只有一心房一心室；出现了成对的附肢，即胸鳍和腹鳍。 偶鳍

的出现，大大提高了动物的活动能力，为鱼类在生存斗争中取得优势，不断扩大分布区提供

有力的保证。

２　鱼类的生物学

２．１　外形特征

鱼类生活在水中，由于水环境极其复杂，且各种水体环境彼此不尽相同，鱼类在这些环

境的长期影响下，形成了与其生活环境相适应的形态特征。
鱼类的身体可以清晰地划分成头部、躯干部和尾部三个部分。头部和躯干部的分界在板

鳃类等没有鳃盖的种类中为 后一对鳃孔，而在具有鳃盖的硬骨鱼类，则为鳃盖骨的后缘；
躯干部和尾部的分界一般以肛门或尿殖孔的后缘为限，对少数肛门特别前移的种类，以体腔

末端或 前一枚具脉弓的椎骨为界。 鱼类的身体与其他脊椎动物一样，也是左右对称，并具

有三个体轴，即头尾轴——由头至尾纵贯体中央；背腹轴——与头尾轴垂直而通过身体中心

点，横贯背腹；左右轴——横贯身体中心，与头尾轴、背腹轴垂直。 由于生活习性和栖息环境

不同，鱼类分化成不同的体形，如纺锤形、侧扁形、平扁形、鳗鲡形、不对称形以及其他特殊体

形，如带形、箱形、球形、海马形等等。
纺锤形　是 常见的一种体形。 体呈纺锤状，中段肥大，头尾稍尖细，从体轴看，头尾轴

长，背腹轴较短，左右轴 短。 大部分行动迅速的鱼类多属于这种体形。 例如鲻鱼、梭鱼、
鲐鱼等。 这样的体形可将水的阻力减至 低限度，以耗费 小的能量获得较大的游泳速度，
有利于觅取食物和躲避敌害。 有些高速游泳的鱼类，如金枪鱼、鲭的体型完全呈典型的流线

形，以保证它们达到 快的游泳速度。
侧扁形 其头尾轴缩短，背腹轴相对延长，而左右轴仍为 短。 这种体形在硬骨鱼类中



山
[
子

较为普遍，多栖息于水流较缓的水域，运动不甚敏捷，较少作长距离泪游。有些种类还具有坚

硬的鳝棘，利于避敌侵袭，如乌娼、绿鳝马面钝、娼、团头筋等。

平扁形 当鱼体背腹轴缩短，左右轴特别发达的时候，即成为背腹扁平、左右宽阔的平

扁形。如硬骨鱼类中的黄鲸蝶，软骨鱼类中常见的如摇、但、蜻、蝠蜻等，它们大部分栖息于水

底，运动较迟缓。但蜻及蝠蜻等，其体形虽属平扁，而其胸鳝十分发达，形如鸟翼状，这就使得

它们有时还能活跃于水体的中上层。

鲤蝠形 鱼体头尾轴特别延长，背腹轴和左右轴特别缩小，形如→根棍棒。如鲤蝠、黄

鳝、海鲤、烟管鱼等。这种体形适于穴居或穿绕水底礁石岩缝间，但行动不甚敏捷，腹鳝及胸

鳝常退化或消失不见。

不对称形 两眼位于头部一侧，口、齿、体色均不对称。如蝶，牙蚌等。

其他特殊体形如带形的带鱼;箱形的箱盹;球形的东方盹，遇危险时吞气、水，膨胀成球

状;海马形的海马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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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及其衍生扬

鱼类皮肤的结构由表皮和真皮两层组成，还有蒙古液腺、毒腺、发光器、鳞片和色素细胞等

皮肤衍生物及附属结构(图 12-1 )。皮肤包被在鱼体的外面，保护鱼体免受机械、化学物质的

损伤和病菌的侵袭，也有呼吸、排泄、渗透调节和感受外界剌激的作用。

表皮包在鱼体最外层，由上皮细胞构成，可以分为生发层和腺层两部分:生发层由一层

柱状细胞构成，细胞具有分生能力，分裂出的新细胞，用来补充表层损伤脱落的上皮细胞;腺

层含有各种单腺细胞。真皮位于表皮之下，主要由纤维结缔组织构成，同时分布有丰富的血

管、神经、皮肤感受器，也是鳞片生成的场所。真皮从外至内分为外膜层 (membrana

externus) 、疏松层 (stratum spongiosum) 和致密层 (stratum compectum) 0 真皮下层还含有

各种色素细胞(chromatophore)、脂肪细胞和供应皮肤营养的毛细血管。

2.2

柿鳞

表皮细胞

~棒状细胞

址空-基层

圆鳞

飞过鳞

轩~~萨

4层

鱼的皮肤结构和鳞片(仿各家)

A. 软骨鱼;B 硬骨鱼

A

图 12-1

色素细胞有 4 种:黑色素细胞、红色素细胞、黄色素细胞(大多见于热带鱼类)和虹影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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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或称反光体)。虹彩细胞在鱼体中很多，特别在鱼体腹部最多，能反射出一种闪光的银白

色彩，所以鱼体腹部常呈银白色。鱼类丰富多彰的体色就是各种色素细胞互相配合而成的。

体色具有保护自己不被敌害发现的作用，还可以利用其体色隐蔽自己而达到攻击其他鱼类

取食的目的。

鱼类的皮肤腺由表皮衍生，主要有黠液腺和毒腺(venomous gland)。蒙古液腺是表皮腺层

内的各种单细胞腺体，具有分泌蒙古液的功能。常见的腺细胞有以下三种:杯状细胞，也叫做蒙古

液细胞，是鱼类最常见的一种腺细胞，细胞一般呈杯状，但也有少数呈球形或管状;棒状细

胞，细胞呈长棒状或长瓶状;浆液细胞，细胞呈球形或卵圆形，皇室类及一般硬骨鱼类都具有，

摇类则元。除上述几种常见的单细胞腺体外，鱼体两侧的表皮中，有些鱼还有一种多细胞腺

体，也能分泌蒙古液，所以鱼类分泌黠液的能力特别强。蒙古液可以保护鱼体，减少病菌、寄生虫

和其他微小有机体的侵害;保持身体润滑，减低游泳阻力和增加体表光滑，不易被敌害捕捉，

或捕捉后易于滑逃;蒙古液也有助于调节鱼体的渗透压，使鱼体中保持适当浓度的盐类;教液

也有渣清水中污物的作用，对生活在挥浊度大的水域中的鱼类有重要意义。毒腺由表皮细胞

衍生而成，鱼类的毒腺由一团腺细胞组成，位于棘刺的一侧，或包在棘刺的周围，或埋于棘刺

的基部。软骨鱼类中具有毒腺的鱼类有虎盗、角盖等;硬骨鱼类中有毒蛐、黄颗鱼等，毒液可

通过棘沟或棘管注入其他动物体内，以达到自卫、攻击或捕食的目的。发光器也是一种腺细

胞，由变形的黠液腺所形成。

鳞片被覆在鱼的体表，因含有钙质，所以比较坚韧，是一种保护性的结构。现存鱼类绝大

多数都有鳞片。根据形状的不同，鳞片可分为三种，即盾鳞(placoid scale) 、硬鳞 (ganoid

scale)和骨鳞(bony scale) (见图 12-1)。盾鳞由表皮和真皮联合衍生，是软骨鱼类所特有的

鳞片，由基板和鳞棘两部分组成，和牙齿是同源器官。硬鳞由真皮衍生，仅见于低等硬骨鱼

类，外表含硬鳞质，能发特殊的亮光。我国具有硬鳞的鱼类为饵形目的种类，但其硬鳞很不发

达，真正的硬鳞己退化到尾鳝的上缘，有两种形状，一种呈叉状，做棘状鳞，位于上叶边缘;另

一种呈针状或斜方形，紧密排列在棘状鳞下方。骨鳞由真皮衍生，仅见于硬骨鱼类，也是最常

见的一种鱼鳞。骨鳞柔软且扁薄，富有弹性，排列成覆瓦状，根据骨鳞后区边缘的形状又可将

骨鳞分为两大类:圆鳞(cycloid scale)，后区边缘光滑，见于排形目、鲤形目等鱼类;柿鳞

(ctenoid scale)后区边缘具细齿或小棘，见于自卢形目等鱼类。骨鳞的形状、排列、数目等在一

定范围内都是固定的，常被作为鉴别鱼类的主要依据，以鳞式来表示。

2.3 骨能

鱼类已有发达的内骨髓系统，按其功能和所在部位，可以分为中轴骨髓和附肢骨髓两大

部分;按其性质可分为软骨和硬骨。软骨鱼类具有软骨质的骨髓系统，它自生骨区的软骨细

胞形成，并终生保持软骨阶段;硬骨鱼类的硬骨有两种形成途径，即硬骨细胞侵入软骨区域

内，经骨化作用而成的软骨化骨Ccartilagobone)及由真皮、结缔组织等直接骨化而成的膜骨

(membrane bone，或膜成骨)。

2.3.1 中轴骨移(axial skeleton)

中轴骨髓包括头骨(图12-2)和脊柱。头骨可分为包藏脑及视、昕、嗅等感觉器官的脑颅

和左右两边包合消化管前段的咽颅(splanchnocranium或 visceral skeleton)两部分。鱼类具

有完整的脑颅，构成脑颅的骨块数多于脊椎动物中的任何一纲，这些骨块分别位于脑颅的鼻



区（ｏｌｆａｃｔｏｒｙｒｅｇｉｏｎ）、蝶区（ｏｒｂｉｔａｌｒｅｇｉｏｎ）、耳区（ｏｔｉｃｒｅｇｉｏｎ）、枕区 （ｏｃｃｉｐｉｔａｌｒｅｇｉｏｎ）以及

脑 颅的背、腹和侧面。 咽颅位于头骨下方，支持口、舌及鳃片，共 ７ 对。 第一对为颌弓

（ｍａｎｄｉｂｕｌａｒａｒｃｈ），在软骨鱼类中构成上、下颌，为脊椎动物 早出现和原始型的颌，称作初

生颌（ｐｒｉｍａｒｙｊａｗ）；硬骨鱼类和其他脊椎动物的上、下颌分别被前颌骨（ｐｒｅｍａｘｉｌｌａ）、上颌

骨（ｍａｘｉｌｌａ）和齿骨（ｄｅｎｔａｒｙ）等膜骨构成的次生颌（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ｊａｗ）所代替，原来组成初生颌

的骨块退居口盖部或转化为听骨。 颌弓与鱼类的摄食有关。 第二对为舌弓（ｈｙｏｉｄａｒｃｈ），包
括背面一对舌颌骨（ｈｙｏｍａｎｄｉｂｕｌａｒ）、中部的一对角舌骨和位于腹面连接左、右角舌骨的单

块基舌骨，从而把脑颅与下颌骨关联。 第三至第七对是支持鳃的鳃弓（ｂｒａｎｃｈｉａｌａｒｃｈ），均为

软骨化骨。 其中第五对鳃弓特化成一对下咽骨（ｈｙｐ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ｅａｌｂｏｎｅ），下咽骨上无鳃，其内

侧着生咽齿。 不同鱼类，咽齿的数目、形状和排列方式各异，常用于鲤科鱼类分类的依据。

图 １２-２　辐鳍亚纲鱼的头骨（仿 Ｋａｒｄｏｎｇ）
Ａ．背面； Ｂ．腹面

脊柱紧接于脑颅之后，由一连串软骨或硬骨的椎骨关联而成，从头后至尾按节排列，取
代了脊索的地位，成为对体轴强有力的支持及保护脊髓、主要血管的结构。鱼类的椎骨完整，
为脊椎动物中 原始的双凹型椎体。 相邻的两个椎骨间由前、后关节突（ｚｙｇａｐｏｐｈｙｓｉｓ）关
联，加强了椎骨的坚韧性和活动性。 两个椎骨间的球形腔内留有残存的脊索，并通过椎体正

中的小孔道，使整条脊索串成念珠状。
鱼类脊柱的分化程度低（图 １２-３），按其着生部位和形态不同可以分为躯椎和尾椎两部

分。 一个典型躯椎由椎体、椎弓（ｎｅｕｒａｌａｒｃｈ，或称髓弓）、髓棘（ｎｅｕｒａｌｓｐｉｎｅ或称棘突）、椎
管、椎体横突（ｐａｒａｐｏｐｈｙｓｉｓ）关节突构成；一个典型尾椎包括椎体、髓弓、髓棘、椎管、脉弓

（ｈａｅｍａｌａｒｃｈ）和脉棘（ｈａｅｍａｌｓｐｉｎｅ）等。 两者在椎体上方的构造完全相同，但躯椎有肋骨。
硬骨鱼类的肋骨还从两侧包围体腔，起着保护内脏的作用；椎弓是容纳脊髓通过的管道。

硬骨鱼类鲤形总目第 １～３椎体的两侧有 ４对小骨，由前向后依次称为带状骨、舶状骨、
间插骨、三脚骨，这四块骨骼称为韦伯氏器（Ｗｅｂｅｒｉａｎ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图 １２-４）。 它将鳔与内耳

球形囊联结起来，三脚骨后端与鳔相接，而带状骨及覆盖其上的舶状骨紧贴在外枕骨围成的

外枕基枕骨小孔，此小孔通内耳的围淋巴腔，腔内有淋巴液，当鳔中气体的增减及外来声音

传导鱼体，又经鳔加强声波振幅之后，通过三脚骨、韧带，经间插骨、舶状骨、带状骨将振动传

导至内耳，再经听神经传达到脑。韦伯氏器在分类上是鲤形总目区别于其他总目鱼类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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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２-３　鱼类的脊柱（仿 Ｋａｒｄｏｎｇ）
Ａ．鲟鱼（侧面观）； Ｂ．硬骨鱼 （侧面观 ）； Ｃ．硬骨鱼（纵面观）

图 １２-４　韦伯氏器和内耳（仿各家）
特征。

２．３．２　附肢骨骼（ａｐｐｅｎｄｉｃｕｌａｒｓｋｅｌｅｔｏｎ）
附肢骨骼包括奇鳍骨和偶鳍骨。 奇鳍骨包括背鳍、臀鳍和尾鳍的骨骼。 背鳍、臀鳍虽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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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部位不同，但其骨骼构造组成却比较相似，都由支鳍骨（鳍担）、鳍条组成。 鱼类背、臀鳍鳍

条的基部一般有 １～３节支鳍骨支持。 尾鳍骨骼根据椎骨末端位置及尾鳍分叶对称与否，可
分为（图 １２-５）：

原型尾　脊柱后端平直地伸入尾鳍中央，将尾鳍分为完全相等的上下两叶。外部形态和

内部结构都是上下对称的。 这是 原始的一种类型，多见于古代鱼类中。
歪型尾　脊椎骨后端向上翘起，将尾鳍分为上下不相等的两叶。 尾鳍支鳍骨仅见于上

叶，下叶无支鳍骨，由脉弓支持鳍条。 板鳃鱼类及鲟鱼类为典型的歪型尾。
正型尾　尾鳍在外观上是上下对称的，但内部结构上，脊椎骨末端上翘，尾鳍上叶的支

鳍骨大部分退化。
矛型尾　具中央叶，呈矛形，外表与内部都对称，如矛尾鱼。

图 １２-５　鱼类尾鳍基本类型（仿 Ｋａｒｄｏｎｇ）
Ａ．歪型尾； Ｂ．原型尾； Ｃ．正型尾

偶鳍骨包括胸鳍和腹鳍骨骼，由支鳍骨、鳍条和带骨组成。 带骨分为肩带（ｐｅｃｔｏｒａｌ
ｇｉｒｄｌｅ）和腰带（ｐｅｌｖｉｃｇｉｒｄｌｅ）（图 １２-６）。连接胸鳍的为肩带，连接腹鳍的为腰带。软骨鱼类的

肩带和腰带都埋藏在肌中，不直接与脊椎相连。 硬骨鱼类的肩带一般每侧由上匙骨

（ｓｕｐｒａｃｌｅｉｔｈｒｕｍ）、匙骨 （ｃｌｅｉｔｈｒｕｍ）、后匙 骨 （ｐｏｓｔｃｌｅｉｔｈｒｕｍ）、肩 胛骨 （ｓｃａｐｕｌｅ）、乌 喙骨

（ｃｏｒａｃｏｉｄ）等组成。 胸鳍内的支鳍骨，在硬骨鱼类中数目甚少，一般不超过五枚，直接与肩带

相连。 而腰带的结构非常简单。

图 １２-６　矛尾鱼的肩带和腰带（仿 Ｍｉｌｌｏｔ和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Ａ．肩带； Ｂ．腰带

２．４　肌　肉

鱼类肌肉分头部肌肉 躯干肌和附肢肌 有些鱼类还有由肌细胞特化而成的发电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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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 部肌肉主要包括由脑神经控制活动的眼肌（ｅｘｔｒｉｎｓｉｃｅｙｅｂａｌｌｍｕｓｃｌｅｓ）和鳃节肌

（ｂｒａｎｃｈｉｏｍｅｒｉｃｍｕｓｃｌｅｓ）。 每个眼球上附有 ６ 条眼肌（上／下斜肌，上／下直肌，及内／外直

肌），眼肌的收缩使眼球往不同方向转动。
鳃节肌附生在颌弓、舌弓和鳃弓上，分别控制上、下颌的开关、鳃盖活动和呼吸动作。 鱼

类的鳃节肌数目多、体积小、功能复杂。 如与鳃盖启闭有关的肌肉有：鳃盖开肌，收缩时可使

鳃盖张开；鳃盖提肌，收缩时可使鳃盖提起；舌颌提肌，收缩时牵动舌颌骨，使与舌颌骨相关

联的鳃盖骨随之张开；鳃盖收肌，收缩时可使鳃盖关闭。与口咽腔活动有关的肌肉有：下颌收

肌，收缩时使下颌向上，口则关闭；咬肌，又称下颌收肌，收缩时使口关闭；舌颌收肌，收缩时

使口角提起；颏舌肌，收缩时使下颌低落，口即张开；胸舌肌，收缩时使鳃腔底壁下落，内部体

积增大。
躯干肌分为大侧肌（ｍ．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和棱肌（ｃａｒｉｎａｔｅｍｕｓｃｌｅ）两部分。 大侧肌是鱼体上

大、 重要的肌肉，位于躯体两侧，由一系列按节排列，呈锯齿状的肌节组成，肌节间有结缔

组织的肌隔分开，是游泳前进的主要动力。 每个肌节以套叠形式配置，形成同心圈的锥状构

造。 同时体侧中央的水平骨隔将大侧肌分成上部的轴上肌（ｍ．ｅｐａｘｉａｌｉｓ）和下部的轴下肌

（ｍ．ｈｙｐａｘｉａｌｉｓ），轴上肌丰厚结实，轴下肌肌层较薄，无斜肌分化。 棱肌是一些支配奇鳍升降

的纵形肌肉，如背鳍和臀鳍前、后的牵引肌和牵缩肌。 软骨鱼类没有棱肌。
附肢肌包括在胸鳍、腹鳍处由大侧肌分化而来的展肌（ｍ．ａｂｄｕｃｔｏｒ）、伸肌（ｍ．ｅｘｔｅｎｓｏｒ）

和收肌（ｍ．ａｄｄｕｃｔｏｒ），支配偶鳍的向外伸展或内收。尾鳍肌比较复杂，每侧有 ６块肌肉，主要

在鱼类游泳时起推进运动。
有些鱼类，如鳐科、电鳐科、裸臀鱼科、电鳗科、瞻星鱼科等具有发电器官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ｏｒｇａｎ）（图 １２-７）。绝大多数的发电器官由横纹肌特化而成，发电器官的形状、大小、位置以及

放电的强弱，因种而异。例如电瞻星鱼，发电器官起源于眼肌，其放电电压通常在 １０Ｖ以下，
高可达 ５０Ｖ。 电鳐科鱼类，全部是电鱼，发电器官起源于鳃肌，放电电压一般是 ２０～８０Ｖ。

电鳗科、鳐科和裸臀鱼科，发电器官由尾部肌肉演变而来，其中电鳗放电能力是现在知道

强的一种， 高电压可达 ６００～８００Ｖ。但也有发电器官不是肌肉变成的，如电鲇，它的发电器

官是由真皮腺体组织特化而成的。鱼类放电有多种作用，主要利用放电进行猎取食物和防御

敌害，探测水下目标，以及作为它和同伴间的联系。
２．５　循　环

鱼类的血液循环功能与其他的脊椎动物一样，把外界吸收来的养料和氧气输送到体内

各个组织和器官内，并把机体生命活动所产生的代谢产物运送到排泄器官。它由液体与管道

两部分组成，液体主要指血液和淋巴液，管道为血管和淋巴管。
２．５．１　血　液

为一种不透明的带黏稠性的液体，红色或暗红色。由液体的血浆（ｐｌａｓｍａ）和悬浮在其中

的血细胞（ｅｒｙｔｈｒｏｃｙｔｅ）组成。鱼类的血液总量比一般脊椎动物为低，如软骨鱼类约占体重的

５％，硬骨鱼类仅为 １．５％～３．０％。 血液总量不仅因鱼种不同而异，同一种鱼由于发育阶段

和生理状态不同也有差异。 红细胞是血液有形部分的主要成分，内含血红蛋白，是鱼类运输

氧气和二氧化碳的载体，鱼类的红细胞具有一个细胞核，这是与哺乳类红细胞的 大区别。
血浆主要由水组成，约占其比重的 ８０％～９０％，内含有各种蛋白质（白蛋白、球蛋白、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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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２-７　鱼类的发电器官（仿 Ｒａｓｃｈ）
Ａ．柱状接收器； Ｂ．块状接收器； Ｃ．发电器官在莱氏鳐（R aja laevis）中的分布（黑圆点表示 ）

维蛋白）、营养物质（如糖类、氨基酸、脂肪酸等及氧气）、无机盐类、各种代谢产物（如二氧化

碳、尿素、尿酸等）及各种内分泌激素和酶类。
２．５．２　心脏与血管

鱼类的心脏位于身体腹面前方、鳃弓后下方的围心腔内，围心腔与腹腔之间有结缔组织

的横膈（ｓｅｐｔｕｍ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ｕｍ）。鱼类的心脏由静脉窦、心房、心室组成（图 １２-８）。软骨鱼类中

在心室的前方有一稍膨大的动脉圆锥（ｂｕｌｂｕｓｃｏｎｕｓ），能随心室的节律自动收缩，属于心脏

的组成部分；而硬骨鱼类的动脉圆锥退化，只有腹大动脉血管基部扩大而成的动脉球

（ｂｕｌｂｕｓａｒｔｅｒｉｏｓｕｓ），无搏动能力，故不属于心脏的一部分。在心脏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有瓣

膜控制血流方向。
鱼类的心脏比重相对较小，大多数种类在 １％左右，如鲤鱼的心脏仅为体重的 １．１１％～

１．２３％；血量比重也少，一般为 １．５％～３％左右。
鱼类的心血管系统为闭管式，单循环，血液在整个鱼体内循环一周，只经过心脏一次。由

心脏泵出的血液经过鳃部时进行气体交换，然后将多氧血直接进入体循环，供给氧和各种必

需的物质；离开器官组织的少氧血，又带着代谢废物或营养物质回流汇至心脏内，然后再开

始新的一轮血流循环。 血液单循环方式是与鱼类的心脏构造简单及用鳃呼吸密切相关的。
血液由心脏泵出，经腹大动脉（ａｏｒｔａｖｅｎｔｒａｌｉｓ），往前到两侧 ４～５对入鳃动脉（ａｒｔｅｒ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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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２-８　鱼类的心脏和血液循环（仿各家）
Ａ．上图为软骨鱼类的心脏 ，下图为硬骨鱼类的心脏； Ｂ．血液循环

ｂｒａｎｃｈｉａｌｉｓａｆｆｅｒｅｎｓ）。入鳃动脉进一步分支成鳃丝动脉，鳃小片动脉，并形成鳃微血管网，气
体交换就在微血管网进行。 随后，微血管依次汇合成出鳃小片动脉、出鳃丝动脉和出鳃动脉

（ａ．ｂｒａｎｃｈｉａｌｉｓｅｆｆｅｒｅｎｓ）。 每侧的多条出鳃动脉先汇集成鳃上动脉，两侧的鳃上动脉再汇集

成背大动脉。 背大动脉到达体腔时，再分出多条分支，主要有锁下动脉、体腔肠系膜动脉、背
鳍动脉、肾动脉、生殖腺动脉及臀鳍动脉等，将血液分流到鱼体各部。背大动脉出体腔后进入

尾椎的脉弓中成为尾动脉。尾动脉经过毛细血管折入尾静脉（ｖｅｎａｃａｕｄａｌｉｓ）。 大多数静脉都

与动脉相伴分布。 尾静脉紧贴于尾动脉腹面，向前进入体腔后分为左右两条后主静脉（ｖｅｎａ
ｃａｒｄｉｎａｌｉｓ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沿途收集部分内脏器官的静脉血。 后主静脉在心腹隔膜附近，与来自

头 部的前 主静 脉 （ｖｅｎａｃａｒｄｉｎａｌｉｓａｎｔｅｒｉｏｒ）会合，共同 组成一 粗大的 总主静 脉 （ｖｅｎａ
ｃａｒｄｉｎａｌｉ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ｓ），即古维尔氏管（Ｃｕｖｉｅｒｄｕｃｔ），开口于静脉窦，进入心脏。 另一部分内

脏器官的静脉与肝门静脉（ｖｅｎａｐｏｒｔａｅｈｅｐａｔｉｃｕｓ）联系，由肝静脉注入心脏。 大多数鱼类的

静脉血液在回到心脏之前，都经过肾门静脉或肝门静脉系统。
２．５．３　淋　巴

鱼类的淋巴系统不发达，主要的机能是协助静脉系统带走多余的细胞间液，清除代谢废

物和促进受伤组织的再生等。 淋巴液的组成一般与血液相似，由血浆及各种白细胞组成，但
无红细胞，含有淋巴球及其他白细胞。 淋巴管与外界不通，是盲端，管径越来越粗， 后注入

静脉，参加血液循环。 脾（ｓｐｌｅｅｎ）是循环系统中的一个重要器官，是造血、过滤血液和破坏衰

老红细胞的中心场所，一些硬骨鱼类的头肾，也具有制造白血球与毁灭陈旧红血球的功用。
２．６　呼　吸

鳃是鱼类进行呼吸的主要器官，位于口咽腔两侧，对称排列。除鳃以外，有些鱼类用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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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器官（ａｃｃｅｓｓｏｒｙａｉｒ-ｂｒｅａｔｈｉｎｇｏｒｇａｎｓ）进行空气呼吸，如变态的鳔、消化道的一部分、咽
腔、口腔、皮肤等等；而进行空气呼吸的气鳔，其结构和肺相似，其中以肺鱼的空气呼吸 为

发达。 此外，鳃还有排泄氮代谢废物及参与鱼体内、外环境的渗透调节等机能。
鱼类的鳃呈筛网状，一般都具有 ５对鳃弓，前 ４对鳃弓的内缘着生鳃耙， 后一对特化

成咽下骨，外凸面上长有 ２个并列的薄片状鳃片，每个鳃片叫做半鳃，长在同一鳃弓上的两

个鳃片合称为全鳃，它们的基部彼此相连（图 １２-９）。 软骨鱼类全鳃的 ２个鳃片之间有发达

图 １２-９　鱼鳃结构和气体交换（仿 Ｋａｒｄｏｎｇ）
Ａ．鳃； Ｂ．气体交换

的鳃间隔（ｇｉｌｌｓｅｐｔｕｍ），但在硬骨鱼类中已退化消失。鳃弓之间形成 ５对鳃裂（ｇｉｌｌｃｌｅｆｔ），鳃
裂内、外分别开口于咽部及鳃腔（软骨鱼类直接开口于体表），硬骨鱼类的鳃腔外覆有鳃盖骨

（内缘附有鳃盖膜），以一总的鳃孔（ｇｉｌｌｏｐｅｎｉｎｇ）通向体外。 鳃片由无数鳃丝（ｇｉｌｌｆｉｌａｍｅｎｔ）
排列组成，每一条鳃丝的两侧又生出许多突起——鳃小片（ｇｉｌｌｌａｍｅｌｌａ），鳃小片由两层细胞

组成，中间分布着丰富的微血管，是血液与外界水环境交换气体的场所。 相邻鳃丝的鳃小片

互相嵌合，呈交错排列，这种排列再加上水流经鳃部和血液灌注鳃部的反向对流配置， 大

限度地提高了气体交换效率。
鱼类的呼吸运动是一连续的过程，它主要通过口腔和鳃腔的连续、协调的收缩与扩张运

动，形成连续不断的水流通过鳃腔和鳃片。 鱼类吸水过程开始于鳃盖膜紧紧关闭的一瞬间。
鱼口张开，接着鳃条骨展开并向下沉落，口咽腔容积扩大，内部压力低于外界，水进入口咽

腔。 此时，鳃盖的前部向外方扩展，增大了鳃的容积，内压降低，因而水进入鳃腔。 当水流过

鳃区进入鳃腔时，口腔瓣已关闭。 口咽腔在肌肉收缩的压力下，逐渐缩小，并往后波及鳃盖

部，造成鳃盖有力地向体侧收拢，使鳃腔内的压力增大，流入和积贮于鳃腔内的水便冲开紧

贴在体表的鳃膜，从鳃孔流出体外。软骨鱼类虽然没有鳃盖，但呼吸运动与上述相似，它有许

多鳃间隔的皮褶，每一鳃间隔掩盖住了后一鳃裂。一些快速游泳的鱼类，如金枪鱼，主要进行

的是冲压呼吸（ｒａｍ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ｅ）而很少进行正常的呼吸动作。 它们在前行时就把口张开，由于

口腔外水的压力大，无需呼吸动作水流就可以灌入口腔和鳃腔进行呼吸。
绝大多数鱼类都有鳔（ｇａｓｂｌａｄｄｅｒ或 ａｉｒｂｌａｄｄｅｒ）。硬骨鱼类的鳔用来增加身体的浮力，

有些鱼利用鳔进行空气呼吸，或者辅助声音的发生和感受；但少数种类，如板鳃鱼类，金枪鱼

和马鲛鱼没有鳔。 鳔通常只占鱼体体积的 ５％左右。 它由消化道前部发展而成，许多鱼类还

保留和消化道联系的鳔管。 有鳔管的鱼类称为开鳔鱼类（ｐｈｙｓｏｓｔｏｍｏｕｓ，或称管鳔类），如鲱

形目、鲤形目；而鳔管已退化消失的鱼类称为闭鳔鱼类（ｐｈｙｓｏｃｌｉｓｔｏｕｓ），如鲈形目。开鳔鱼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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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大麻哈鱼）可以在水表面吞入空气，通过鳔管把空气送入鳔内，也可以通过鳔周围肌肉的

收缩经鳔管把空气排出。 闭鳔鱼类（如鲈鱼），通过特殊的气腺（ｇａｓｇｌａｎｄ），使鳔充满气体，
而鳔背侧的卵圆窗（ｏｖａｌ）将气体重吸收而移走，有些鱼还形成由隔膜分隔的气鳔后室，专门

对气体进行重吸收。鳔内的气体都来自水中，经过血液循环进入鳔内，其成分主要是氧、二氧

化碳和氮等。通过放气和吸气，鱼类利用鳔调节鱼体密度，使鱼体悬浮在限定的水层中，以减

少鳍的运动而降低能量消耗。 当然鳔调节鱼类浮力的作用受到自主神经系统的控制。
鳔也能辅助鱼类感受声波和发声。 它是声波有效的共鸣器。 骨鳔鱼类有连接鳔和内耳

的韦伯氏器，使鳔产生共鸣的声波经过韦伯氏器传到内耳，明显提高听觉的敏感性。 有些鱼

类在鳔收缩使气体由鳔管释放时，产生声音。

图 １２-１０　鲈鱼和鲤鱼的鳔（仿各家）
Ａ．鲈鱼的鳔； Ｂ．鲤鱼的鳔

２．７　消　化

鱼类的食性一般有植食性、杂食性和肉食性三类，针对这些不同的摄食习性，鱼类的消

化器官（消化道和消化腺）有着结构和生理上的适应性。消化道是一肌肉质的管道，它包括口

腔、咽、食道、胃、肠和肛门；消化腺主要是肝脏和胰脏。
鱼类的口和咽没有明显的界限，一般合称为口咽腔，腔内的齿、舌和鳃耙都因食性不同

而异。 鱼类的牙齿变化比其他脊椎动物更明显，除了着生在腭上的腭齿（ｐａｌａｔｉｎｅｔｅｅｔｈ）外，
有的鱼也有上下颌的颌齿（ｊａｗｔｅｅｔｈ）、舌上的舌齿（ｔｏｎｇｕｅｔｅｅｔｈ）、犁骨上的犁齿（ｖｏｍｅｒｉｎｅ

ｔｅｅｔｈ）或下咽骨的咽齿（ｐｈａｒｙｎｇｅａｌｔｅｅｔｈ）；有的鱼类无齿。大多数硬骨鱼类的颌齿与咽齿的

发展程度成反相关的互补作用，即颌齿强大者，则咽齿不发达或退化，反之亦然。一般肉食性

鱼类牙齿尖利，植食性鱼类牙齿多为咀嚼型，而以取食浮游生物为主的鱼类牙齿弱小。 不同

鱼的齿的数目、排列方式不一样，因此齿式也是鱼类分类的依据。 如鲤科鱼类中鲤鱼的齿式

为 １．１．３／３．１．１，这个式子表示，左右两边第五鳃弓上各有三列齿，其外列，中列都是 １个，
内列都是 ３个；草鱼的齿式为 ２．５／４．２，这个式表示左右两边第五对鳃弓上各有两列齿，左
边鳃弓外列是 ２个，内列 ５个，右边鳃弓外列为 ２个，内列为 ４个；鲢、鳙的齿式均为 ４／４。

鱼类的舌一般不发达，着生于口咽腔底部，没有弹性，不能活动，肌肉不发达，仅为基舌

骨向口腔前部突出 外覆以黏膜而成 有鱼类的舌具有味蕾 起味觉作用 此外 舌上有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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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可依靠舌的活动，帮助将食物推向食道。

蝇、把 (gill rakers)是滤食器官，为着生于鲍弓内侧两排并列的突起，植食性和肉食性鱼

类的鲤祀短而稀疏，以浮游生物为主的鱼类，鲍粗长而细密，数量多且结构复杂。鲍祀亦有保

护媳丝的作用。

食道紧接在口咽腔后面，大多数鱼类的食道短，环肌发达，壁厚，壁内具韩膜槽，以扩大

食道容积，其茹膜层有丰富的黠液分泌细胞，能分泌勃液以助食物吞咽，有的还有味蕾。

胃是消化管最膨大的部分，其大小与其食性有关，前后分别以责门(cardia)和幽门

(pylorus)与食道和肠相通，也有的鱼类没有胃，如金鱼。从外形上，胃一般可分为三种类型:

直筒形胃，形直，呈圆柱状，中央略膨大，责门部和幽门部界限不明显，如银鱼、狗鱼等;弯曲

形胃，形弯曲，呈"V"或"0"形，这种胃以弯曲处为界，可明显分辨责门部和幽门部，如盗、香

鱼、制鱼等;盲囊形胃，形似弯曲形，但在弯曲处突出一盲囊，如僻、斑顿等。鱼胃的组织结构

与其他脊椎动物相似:从内向外依次为黠膜(mucosa)、黠膜下层 (submuc.osa) 、肌层

<muscularis)和浆膜(serosa)。黠膜上有分泌蒙古液、胃蛋白酶和盐酸的各种细胞。分泌细胞多

聚集在黄门部。鱼类因食性各样，其胃液中所含的消化酶组成也有差异。一般肉食性鱼类冒

蛋白酶活性高，非肉食性的胃蛋白酶少，但淀粉酶，麦芽糖酶等含量较多，而捕食甲亮类和浮

游动物的鱼类，胃内有较强分解几丁质的几丁质分解酶。

肠是消化和吸收的重要部位。板鲤亚纲的肠可分出小肠和大肠，但硬骨鱼类的肠管分化

不明显。肠的长度与食性有关。植食性的鱼类肠很长，如草鱼的肠长度可达体长的2. 29~

2. 54 倍，而肉食性鱼类的肠较短，如鲸鱼的肠仅为体长的 o. 54~0. 63 倍，杂食性鱼类的肠

管长度介于两者之间。肠壁构造和胃壁相似，也分为黠膜、教膜下层、肌层和浆膜。大部分硬

骨鱼类在肠开始处有许多指状盲囊突起，称为幽门垂(或幽门盲囊， pyloric caecum) (图 12

11)。幽门垂的组织结构与肠壁组织相似，其作用一般认为是用来扩充肠子的吸收面积，同时

又能分泌与肠壁相同的分泌物。有些鱼类幽门垂数目较多，如脂眼蜡约1000 条，银娼约 600

条;有些种类的数量较少，如蹦鱼2 条，玉筋鱼 1 条，铜科及大多数饲科鱼为4 条;有些硬骨

鱼没有幽门垂，如银鱼科、鲤科、鲸科、瞰科、鲤踊科、锵科、盹科等;幽门垂均开口于小肠。软

骨鱼类的肠壁有呈螺旋状的皱裙，称为螺旋瓣(见图12-11)，肠的后段通常为较宽的类似直

肠的构造，板鲤类还有直肠腺，以分泌Na+和 CI一离子以调节渗透压平衡，软骨鱼和肺鱼的

肠开口于泄殖腔。硬骨鱼则有独立的胆门，位于泄殖孔之前。

鱼类一般并元真正的肠腺(饵科鱼类肠内具肠腺)，只是肠蒙古膜上的杯状细胞分泌一些

酶类，而进行肠内消化的消化腺主要是肝脏和膜脏。

肝脏是鱼体内最大的消化腺，它自胚胎期消化道的上皮突起发展而来的。大多数鱼类自

肝脏分为两叶，有些硬骨鱼类的肝呈三叶，如金枪鱼科，有的则为多叶，如玉筋鱼。鲤科鱼类

的肝脏呈弥散状分散在肠管之间的肠系膜上，因混杂有膜细胞丽称肝膜脏(hepto

pancreas)。肝细胞能分泌胆汁，通过肝管进入胆囊内贮存，再经胆管输入肠内。胆囊呈椭圆

形，大部分埋在肝脏内，因贮存胆汁而呈深色。多数鱼的胆汁中不含消化酶，仅是有机盐和元

机盐的泪合液，它能促进脂肪分解，乳化脂肪酸、胆固醇和脂溶性维生素等，以利吸收。膜脏

是鱼类重要的消化腺。软骨鱼类的膜脏非常发达，是一独立的致密型器官;硬骨鱼类的膜脏

通常是弥散型的，只有少数硬骨鱼类(如鲤蠕和鲸鱼等)具有致密型膜脏。膜脏能分泌膜液，

直接分泌至消化管中，其中含有多种蛋白酶、脂肪酶、糖类酶(如淀粉酶、麦芽糖酶)，能分别



图 １２-１１　鱼的幽门盲囊和螺旋瓣（仿各家）
Ａ．幽门盲囊； Ｂ．螺旋瓣

分解蛋白质、脂肪、糖类。胰脏的消化酶需要在碱性环境中才能起作用，而肠道内通常是碱性

的。
２．８　排泄与渗透压调节

鱼类的排泄器官主要是鳃和肾脏。肾脏主要排泄水、无机盐以及氮化合物分解产物中比

较难扩散的物质，如尿酸、肌酸等；鳃排泄二氧化碳、水和无机盐以及易扩散的含氮物质如氨

和尿素。 除了肾脏和鳃外，有些鱼类的肠和板鳃类的直肠腺具有泌盐的功能。
鱼类的泌尿器官由肾脏（ｋｉｄｎｅｙ）、输尿管、膀胱、尿道等部分组成。肾是鱼类主要的泌尿

器官，紧贴于腹腔的背壁，属中肾，有些硬骨鱼类的肾前端还具有无泌尿机能的头肾。肾脏有

许多肾单位构成，每个肾单位包括肾小体（ｒｅｎａｌｃｏｒｐｕｓｃｌｅ）和肾小管（ｒｅｎａｌｔｕｂｕｌｅ）两部分；
肾小体又分为肾小囊（ｒｅｎａｌｃａｐｓｕｌｅ或 Ｂｏｗｍａｎ＇ｓｃａｐｓｕｌｅ）和肾小球（ｇｌｏｍｅｒｕｌｕｓ）。 肾小球

是由背大动脉分支的肾动脉进入肾小囊内，形成网状血管小球。肾小囊（或肾球囊）是中肾小

管前端扩大呈球状，其前壁向内凹入形成具有单层细胞的中空的环状凹囊构造，把肾小球包

入其中。 肾小囊内外两层囊壁间有一狭小腔隙，称为肾囊腔，与肾小管相通。 有些海洋真骨

鱼类的肾小球退化消失，肾小管缩短，如海龙、海马、杜父鱼和鲀科鱼类等。 肾小球内的血液

在毛细血管的高压作用下，除去大分子蛋白质及血红细胞，经肾小球过滤到肾小囊内，然后

渗透过单层细胞的肾小囊壁进入肾小管内形成原尿。原尿经过肾小管时，其中的水分和各种

溶质全部或部分被其管壁细胞重吸收，被重吸收的物质有水、尿素，也有葡萄糖、氨基酸、
Ｎａ

＋ 、Ｋ＋
等；同时肾小管又把从血液中带来的一些离子与代谢产物，如尿素、肌酸、尿酸等主

动分泌到滤液中去。通过肾小管的重吸收和分泌作用形成的尿液汇集到总的输尿管， 后流

入膀胱 （ｕｒｉｎａｒｙｂｌａｄｄｅｒ）暂时贮存 （软骨鱼类无膀胱），当积聚到一定量时，经泌尿孔

（ｕｒｉｎａｒｙｐｏｒｅ）一次性排出体外。 鱼类的尿液是透明无色或黄色的液体。
无论是淡水鱼还是海水鱼，氮的代谢产物主要以氨的形式通过鳃上皮（ｇｉｌｌ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ｕｍ）

排出体外。 鳃上皮包括鳃丝上皮（ｆｉｌａｍｅｎｔ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ｕｍ） 和鳃小片上皮（ｌａｍｅｌａｅ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ｕｍ），
是鳃与外界环境进行气体交换、排泄和渗透压调节的部位。 其中鳃丝上皮中的氯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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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ｌｏｒｉｄｅｃｅｌｌ）在鱼类鳃的离子交换和渗透压调节中起重要作用。 海水鱼类或适应于海水的

广盐性鱼类的氯细胞比淡水鱼类的体积大，数量多，内含丰富的线粒体，且每一氯细胞旁紧

挨一个辅助细胞（ａｃｃｅｓｓｏｒｙｃｅｌｌ），这对 ＮａＣｌ的排出起重要作用。
生活在淡水或海水中的各种鱼类，它们体液的渗透浓度是比较接近和稳定的，但它们所

生活的外界水环境盐度却相差很大。淡水硬骨鱼类的体液相对周围水环境是一高渗溶液。尽
管体表对水的可渗透性不强，但水还是不断地通过摄食以及半渗透性的鳃和口腔黏膜等渗

入体内。 为了维持体内高的渗透压，淡水硬骨鱼类在尿液的形成过程中，肾小管对各种离子

大量重吸收，尤其是对 Ｎａ
＋
和 Ｃｌ

－
完全重吸收，从而能及时排出浓度极低几乎等于清水的大

量稀薄尿，以保持体内水分恒定。因此，淡水鱼类肾脏内的肾小球数量明显多于海洋鱼类。同
时，淡水硬骨鱼类的鳃是主动吸收 Ｎａ

＋
和 Ｃｌ

－
的部位，用以补偿肾脏的 ＮａＣｌ流失。 相反，海

水硬骨鱼类的体液相对周围水环境是一低渗溶液，因此若不调节，体内水分就会通过鳃和体

表不断地渗到海水中去， 终会大量失水而死亡。 为了维持体内低渗透压，海水硬骨鱼类大

量吞饮海水，并从食物中获取水分，同时从海水中吸收的 ＮａＣｌ和各种二价离子通过鳃丝上

皮的氯细胞和辅助细胞排出体外。
２．９　神经和感觉器官

鱼类的神经系统由三部分组成：中枢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和植物性神经系统。
２．９．１　中枢神经系统（ｃｅｎｔｒａｌｎｅｒｖｏｕｓｓｙｓｔｅｍ）
由脑和脊髓共同组成，并分别包藏在软骨或硬骨质的脑颅及椎骨的髓弓内。

图 １２-１２　硬骨鱼的脑和脑神经（仿 Ｋａｒｄｏｎｇ）
Ａ．背面观； Ｂ．侧面观

脑　鱼类的脑分化为端脑、间脑、中脑、小脑和延脑五部分（图 １２-１２），但结构简单，脑
的体积也比其他脊椎动物小得多，如鳗鲡的脑仅占体重的 ０．００５％，而多数鸟类和哺乳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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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则为 ０．５％～２．０％。
端脑（ｔｅｌｅｎｃｅｐｈａｌｏｎ）由嗅脑（ｒｈｉｎｅｎｃｅｐｈａｌｏｎ）及大脑（ｃｅｒｅｂｒｕｍ）两部分组成。端脑的中

央有一浅纵行沟，将其分为左右两部分，内侧各有一侧脑腔，左侧为第一脑室，右侧为第二脑

室；腹面有一对大的神经节，称为纹状体（ｃｏｒｐｕｓｓｔｒｉａｔｕｍ）。 软骨鱼类的嗅脑都可分为三个

部分，即由嗅球（ｏｌｆａｃｔｏｒｙｂｕｌｂ）、嗅束（ｏｌｆａｃｔｏｒｙｔｒａｃｔ）及嗅叶（ｏｌｆａｃｔｏｒｙｌｏｂｅ）组成。 硬骨鱼

类的嗅脑结构大致有两种情况：由嗅球及嗅束组成，如鲤形目鱼类梭鱼；嗅脑仅为一圆球状

的嗅叶，如鲈形目鱼类。 端脑是鱼类的嗅觉和运动调节中枢。
间脑（ｄｉｅｎｃｅｐｈａｌｏｎ）较小，位于大脑后方，内有第三脑室。 间脑背面中央突出一条细长

线状构造，即松果体 （脑上腺）；间脑的左右侧脑壁很发达，称为丘脑或视丘（ｔｈａｌａｍｕｓ

ｏｐｔｉｃｕｓ）；腹方是发达的下丘脑（ｈｙｐｏｔｈａｌａｍｕｓ），其底部的漏斗腺（ｉｎｆｕｎｄｉｂｕｌｕｍ）和脑垂体

相连；其后有富含血管的血管囊（ｓａｃｃｕｓｖａｓｃｕｌｏｓｕｓ）；漏斗腺的前方伸出视神经的基部，并
形成视交叉（ｏｐｔｉｃｃｈｉａｓｍａ）。

中脑（ｍｅｓｅｎｃｅｐｈａｌｏｎ）是间脑上方的一对椭圆形球体，又名视叶，是所有脊椎动物的视

觉中心。硬骨鱼类的中脑内有空腔，称中脑腔，或称视叶腔，它前后与第三、第四脑室相沟通。
中脑不仅是视觉中枢 ，而且也与鱼体的运动和平衡控制有关。

小脑（ｃｅｒｅｂｅｌｌｕｍ）位于中脑后方，为单个的圆形体或椭圆形体，是鱼体活动的主要协调

中枢，也是听觉和侧线感觉中枢。
延脑（ｍｅｄｕｌｌａｏｂｌｏｎｇａｔａ）是脑的 后部分，它的后部通出枕骨大孔后即为脊髓，两者无

明显的分界。 延脑极其重要，具有味觉中枢、听觉、侧线感觉中枢、呼吸中枢、色素调节中枢、
皮肤感觉中枢，并对消化和循环等内脏器官有协调作用。

脊髓　鱼类的脊髓位于髓弓的椎管内，是一条扁椭圆形的长管，前端跟脑连接，向后延

伸至 后一椎骨。 鱼类脊髓的发达程度不尽一致。 板鳃类的脊髓较发达，灰、白质已明显分

化，有背、腹中沟。 硬骨鱼类的脊髓有背中沟，但腹中沟不明显，灰质向中心管集中。 鱼类脊

髓是简单反射中枢，同时也是神经传导路径，为各脊神经及交感神经系与脑之间起传导和联

络作用。
２．９．２　外周神经系统（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ｎｅｒｖｏｕｓｓｙｓｔｅｍ）
外周神经系统是由中枢神经系统发出的神经与神经节组成的，它包括脑神经和脊神经。

其作用是通过外周神经将皮肤、肌肉、内脏器官所感受的冲动传递到中枢神经，或由中枢神

经向这些部位传导运动冲动。
脑神经　鱼类的脑神经一般都有 １０对（见图 １２-１２）：嗅神经（Ⅰ）、视神经（Ⅱ）、动眼神

经（Ⅲ）、滑车神经（Ⅳ）、三叉神经（Ⅴ）、外展神经 （Ⅵ）、面神经（Ⅶ） 、听神经（Ⅷ）、舌咽神经

（Ⅸ）、迷走神经（Ⅹ）。 在非洲肺鱼及其他一些鱼类还发现一条端神经或称零对神经。
脊神经　按体节排列，左右成对。 每条脊神经包括一支由脊髓背面发出的背根，和一支

由脊髓腹面发出的腹根。 背根连于脊髓灰质的背角，主要包括感觉神经纤维，负责传导周围

部分的刺激到中枢神经系统，还有内脏的运动神经纤维。 近脊髓的地方，各有膨大的背根神

经节一个。腹根发自脊髓灰质的腹角，包括运动神经纤维。腹根的神经纤维分布到肌肉及腺

体上，传导中枢神经发出的冲动到外围各反应器。脊神经通出椎骨后，随即又分为三支：分布

到身体背部的肌肉和皮肤上的背支；分布到身体背部的肌肉和皮肤上的腹支及分布到肠胃

和血管等内脏器官上的内脏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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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３　植物性神经系统（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ｖｅｎｅｒｖｏｕｓｓｙｓｔｅｍ）
植物性神经系统是一类专门管理平滑肌、心脏肌、内分泌腺和血管扩张收缩等活动的神

经，与内脏的生理活动、新陈代谢有密切关系。 植物性神经系统的传出神经纤维由脑及脊髓

发出后，不直接到达所支配的器官，中途必须经过神经节交换神经元后才到各器官。 植物性

神经系统分为交感神经系统和副交感神经系统。 硬骨鱼类交感神经系的主要结构是分布于

脊柱两侧的两条交感神经干。交感神经干在有的鱼类始终为两条，如鲤鱼、白鲢；有的则在躯

干前部是两条，而在两肾之间愈合成一条简单的股索，进入脉弓又分为两条，如瞻星鱼及大

多数硬骨鱼类。 硬骨鱼类的副交感神经系统是由动眼神经及迷走神经所分支的。 交感神经

和副交感神经往往同时分布到同一器官上，产生拮抗作用，即一类发生兴奋，另一类起阻遏

作用，从而保证器官机能的协调。
２．９．４　感觉器官（ｓｅｎｓｏｒｙｏｒｇａｎ）
鱼类的感觉器官主要包括皮肤感受器、侧线感受器、听觉器官、视觉器官、嗅觉器官和味

觉器官。
皮肤感受器　由感觉细胞和支持细胞组成。 感觉细胞呈梨形，在感觉器的中央，具有感

觉毛。 支持细胞为柱状，包围着感觉细胞的基部。 当水流冲击鱼体时，引起感觉器胶质顶的

倾斜，感觉细胞所接受的刺激通过神经纤维传递到神经中枢、感觉芽、丘状感觉器和侧线器

官等。 感觉芽是构造 简单的皮肤感觉器，分散在表皮细胞之间，在真骨鱼类常不规则地分

布在身上、鳍上、唇上、须上及口中，具有触觉及感觉水流的作用。丘状感觉器又称陷器，是中

凹的小丘状构造。 陷器能感觉水流和水压。 栖息于水底的鱼类陷器比较发达。

图 １２-１３　鱼的侧线器官及其分布（仿 Ｋａｒｄｏｎｇ）
Ａ．侧线； Ｂ．侧线分布

侧线器官（ｌａｔｅｒａｌｌｉｎｅｓｙｓｔｅｍ）　是鱼类及水生两栖类所特有的皮肤感觉器（图 １２-１３）。
软骨鱼类的侧线器官呈沟状或管状。硬骨鱼类则一般为管状，埋于皮下，叫做侧线管，侧线管

内充满黏液，管壁上有呈节状的感觉器，其构造与感觉芽相似，整个感觉器浸润在黏液内。埋
在皮下的侧线管，分出许多小管与外界相通，管内充满黏液。管壁上分布有感觉器，其感觉细

胞上的神经末梢通过侧线神经而联于延脑发出的迷走神经。 水流和水压由侧线支管的开口

处作用于管中的黏液，再由黏液传递到感觉器，引起感觉顶发生偏斜，感觉细胞获得刺激，刺
激通过感觉神经纤维，经侧线神经传递到延脑。因此侧线具有感觉水流、确定方位、辅助趋流

性定向和感受低频率声波的作用。一般鱼类的体侧两侧各有侧线一条，有些具二条或三条甚

至更多，但鲱科鱼类无侧线。头部侧线在头部分成若干分支，分布较复杂，受面神经的分支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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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咽神经所支配。
软骨鱼类除侧线外，在吻部还有一特殊的皮肤感受器—— 罗伦氏壶腹（ａｍｐｕｌｌａｏｆ

Ｌｏｒｅｎｚｉｎｉ），由罗伦瓮、罗伦管和管孔组成。 基本上与侧线器官相同，但反应比较慢，具有感

压、感温的功能，并且是一种电感受器。
听觉器官（ａｕｄｉｔｏｒｙｏｒｇａｎ）　鱼类的听觉器是内耳，而侧线器官和气鳔也参与或辅助内

耳的听觉作用。 内耳也是身体平衡的器官。
内耳又称为迷路（ｌａｂｙｒｉｎｔｈｕｓ）（见图 １２-４），包括膜迷路（ｌａｂｙｒｉｎｔｈｕｓｍｅｍｂｒａｎａｃｅｕｓ）和

骨迷路（ｌａｂｙｒｉｎｔｈｕｓｏｓｓｅｕｓ），是侧线系统前部扩大发展而形成的，位于眼睛的后方，埋藏在

脑颅的耳囊内，在外形上可分为球状囊 （ｓａｃｃｕｌｕｓ）、椭圆囊 （ｕｔｒｉｃｕｌｕｓ）、半规管和耳石

（ｏｔｏｌｉｔｈ）。 椭圆囊和半规管相连，膜质半规管内充满内淋巴（ｅｎｄｏｌｙｍｐｈ），其成分与细胞内

液相近。 每一个半规管的一端均膨大成球形的壶腹（ａｍｐｕｌｌａ），其内感觉毛细胞顶部的纤毛

可随着半规管内淋巴液的流动而偏斜，从而引发一些平衡反应。由钙盐组成的耳石通常有三

图 １２-１４　硬骨鱼的眼球（仿 Ｗａｌｌｓ）

块，耳石通过胶质固着在感觉毛细胞上方，当鱼体

位置发生变化时，就会影响到毛细胞纤毛上方的

胶质顶器，从而引起平衡反应。 利用鱼类的听觉，
在捕鱼业和养鱼中可应用声音来诱集或驱赶鱼

群。 总体来说，鱼类的侧线器官主要是近处声波感

受器，而内耳与气鳔组成远处声波感受器，且内耳

的平衡反射受内耳半规管和椭圆囊的调控。
视觉器官（ｏｐｔｉｃｏｒｇａｎ）　鱼类的视觉器官是

眼，位于脑颅两侧的眼眶内（图 １２-１４）。 鱼的眼睛

由被膜和调节器组成，主要的功能是感觉颜色、物体形状和光的强度。
鱼 类没有眼睑，但有些板鳃鱼类（真鲨、猫鲨等）眼前方有可活动的瞬膜（ｎｉｃｔｉｔａｔｉｎｇ

ｍｅｍｂｒａｎｃｅ），许多快速游泳的鱼类具有透明的流线型的脂肪睑，以保护眼睛。鱼类眼球多呈

椭圆形，其被膜由巩膜（ｓｃｌｅｒａ）、脉络膜（ｃｈｏｒｏｉｄ）及视网膜三层组成。 巩膜为眼球 外层，软
骨鱼类为软骨质，硬骨鱼类多为纤维质，其作用是保护眼球，巩膜在眼球前方形成透明而扁

平的角膜（ｃｏｒｎｅａ），许多鱼类的角膜含有色素，可滤过紫外线以提高视觉敏感力。 脉络膜为

紧贴在巩膜内的一层，自外向内由三层组成：银膜（ａｒｇｅｎｔｅａ）——为鱼类所特有，由数层含

有针状鸟粪素结晶的扁平细胞组成，使眼球具有特殊的不透明的光泽，可将射入眼球的微弱

光线反射到视网膜上；血管膜（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ｃｏａｔ）——紧贴银膜内侧，含有丰富的血管，供给眼

球营养；色素膜（ｕｖｅａ）——内含色素细胞，呈黑色。 脉络膜向前延伸成虹膜（ｉｒｉｓ），虹膜中央

的孔即是瞳孔（ｐｕｐｉｌ）。在眼球的 内层是视网膜，它由感光的视锥细胞（ｃｏｎｅｃｅｌｌ）和视杆细

胞（ｒｏｄｃｅｌｌ）组成。 大多数板鳃鱼类的视网膜只有视杆细胞，许多深海鱼类的视网膜完全没

有视锥细胞，而星鲨、鼠鲨、扁鲨、铰口鲨等和硬骨鱼类一样都有视锥和视杆细胞。
眼睛视力的调节依靠晶体（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ｎｅｌｅｎｓ）等的移动和调节。晶体圆而大，无色透明，内

无神经及血管。 它的上方挂着悬韧带（ｓｕｓｐｅｎｓｏｒｙｌｉｇａｍｅｎｔ），下方接着强大的铃状体

（ｃａｍｐａｎｕｌａｈａｌｌｅｒｉ，或称晶体缩肌，ｍ．ｒｅｔｒａｃｔｏｒｌｅｎｔｉｓ），可调节晶体向后移动。 调节晶体移

动的还有富于血管和色素的镰状体（ｆａｌｃｉｆｏｒｍ ｐｒｏｃｅｓｓ，或称镰状突），镰状体是硬骨鱼类调

节视距的特有结构。 镰状体一端附着在视神经通出（称盲点，ｂｌｉｎｄｐｏｉｎｔ），另一端以韧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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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体缩肌相连。
角膜与晶体之间的空腔称为眼前房，内充满的液体为水状液（ａｑｕｅｏｕｓｈｕｍｏｒ），透明而

流动性大，具有反光作用；晶体与视网膜之间有一个大的空腔叫眼后房，内充满的液体为玻

璃液（ｖｅｔｒｅｏｕｓｈｕｍｏｒ），是黏性很强的胶状物，能固定视网膜的位置，使透过它的光线落到

视网膜上。
嗅觉器官（ｏｌｆａｃｔｏｒｙｏｒｇａｎ）　鱼类的嗅觉器官为一对凹陷的嗅囊。它由一些多褶的嗅觉

上皮组成。嗅觉上皮的细胞分化为支持细胞和感觉细胞两种。支持细胞形状特别粗壮，感觉

细胞为线状或杆状，其游离一端有纤毛，基部有神经通到端脑的嗅叶上。 软骨鱼类嗅囊位于

吻的腹面，口的前方两侧；硬骨鱼类则在头的背部，眼的前方。 嗅囊向外的开孔即鼻孔，具有

辨别水质、感觉气味的功能。
味觉器官（ｇｕｓｔａｔｏｒｙｏｒｇａｎ）　鱼类的味觉器官是味蕾。味蕾由一组细胞集合而成，分感

觉细胞和支持细胞。 口腔的味蕾由第Ⅴ及第Ⅶ对脑神经支配；咽部由第Ⅸ对脑神经支配；躯
干部味蕾受第Ⅶ或第Ⅴ对脑神经支配。 味蕾分布很广，在口腔、舌、鳃弓、鳃耙、体表皮肤、触
须及鳍上都有分布。各种鱼味蕾的分布区域及分布密度是不大一致的，一般味蕾在口唇及口

盖部位分布较密。 鱼类经过训练能区别甜物、酸物、咸物及苦物的味道。
２．１０　内分泌

鱼类的内分泌腺体与其他脊椎动物一样有三个来源：（１）起源于神经组织，如肾上腺髓

质；（２）起源于神经分泌组织，包括下丘脑、神经垂体、松果体和尾垂体（ｕｒｏｐｈｙｓｉｓ）；（３）起源

于非神 经组 织，如 腺垂 体、甲 状腺、鳃后 体 （ｕｌｔｉｍｏｂｒａｎｃｈｉａｌｇｌａｎｄ）、胰 岛、斯 氏小 囊

（ｃｏｒｐｕｓｃｌｅｏｆｓｔａｎｎｉｕｓ）和性腺等等。其中尾垂体和斯氏小囊是鱼类特有的（图 １２-１５）。但由

于鱼类是低等的脊椎动物，有些内分泌腺的构造还处于比较原始的阶段，如甲状腺和肾上腺

髓质。 以下介绍几种重要的内分泌腺及其激素。

图 １２-１５　鱼的内分泌腺体（仿 Ｍｉｌｌｅｒ和 Ｈａｒｌｅｙ）
脑垂体　是 重要的内分泌腺，位于间脑腹面，视神经交叉后面的正中线上，常嵌在前

耳骨的凹窝里。板鳃类脑垂体的形状是叶片状，硬骨鱼类垂体的形状有半球状、卵圆形，也有

心 形，甚 至纺锤 形。 鱼类 脑垂体 的构造 跟其 他脊椎 动物 基本 相同，包 括神 经垂 体

（ｎｅｕｒｏｈｙｐｏｐｈｙｓｉｓ，或称为垂体神经部）和腺垂体（ａｄｅｎｏｈｙｐｏｐｈｙｓｉｓ）两部分。
神经垂体主要由神经分泌细胞的轴突和它们的神经末梢组成。 神经垂体的分泌末梢主

要释放两类激素：后叶加压素 （ｖａｓｏｐｒｅｓｓｉｎ），又称抗利尿 激素 （ａｎｔｉｄｉｕｒｅｔｉｃｈｏｒｍｏｎｅ，
ＡＤＨ） 能促使血管收缩 血压升高 促进肾小管更好地重吸收水分 以维持盐水平衡；催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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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ｏｘｙｔｏｃｉｎ），能促进排卵。 各个类群脊椎动物神经垂体分泌的这两类激素的分子结构有所

不同。
腺垂体可分为三部分：前腺垂体、中腺垂体和后腺垂体。 前腺垂体主要含有催乳激素分

泌细胞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分泌细胞；中腺垂体含有生长激素分泌细胞、促甲状腺激素分泌

细胞和促性腺激素分泌细胞；后腺垂体主要含有黑色素细胞刺激素分泌细胞。鱼类腺垂体分

泌的六种多肽激素，其靶组织和生理机能见表 １２-１。
表 １２-１　腺垂体分泌的激素及其生理机能

激 素 靶组织 生理机能

促肾上腺皮质激素（ＡＣＴＨ） 肾上腺皮质 增强肾上腺皮质类固醇类激素的生成与分泌

促甲状腺激素（ＴＳＨ） 甲状腺 增加甲状腺激素的合成与分泌

促性腺激素（ＧＴＨ） 精巢和卵巢
增加性腺类固醇激素的生成与分泌；促进配子生成，性腺

发育成熟和排精排卵

生长激素（ＧＨ） 所有组织
促进组织生长，增加 ＲＮＡ合成，蛋白质合成，葡萄糖与

氨基酸运输；促进脂解与抗体形成等

催乳激素（ＰＲＬ） 鳃、肾脏 渗透压调节和水盐代谢

促黑激素（ＭＳＨ） 黑色素细胞 促进黑色素细胞的黑色素合成及其在细胞内散布

甲状腺　鱼类的甲状腺激素结构与其他脊椎动物的一样，是一含有卤族元素的激素。鱼
类的甲状腺素对代谢活动、生长、渗透压调节、生殖等方面都可能有影响。如硬骨鱼类处于渗

透压变化的环境中，甲状腺素能促使进行渗透压调节所需的能量代谢增强；也有研究表明用

甲状腺素处理鱼受精卵和鱼苗能明显提高孵化率和成活率，在生产中很有应用价值；虽然在

高等脊椎动物中甲状腺素对呼吸活动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它对硬骨鱼类的耗氧量没有一

致的影响。
鳃后体　除圆口类以外，所有脊椎动物都有鳃后体。 在软骨鱼类，鳃后体位于围心膜和

咽与食道连接腹面之间的左侧，由许多腺泡组成；在硬骨鱼类，鳃后体位于腹腔与静脉窦之

间的横膈上，正好在食道腹方，没有腺泡构造。 鳃后体分泌的激素是降钙素（ｃａｌｃｉｔｏｎｉｎ），能
促进 Ｃａ

２ ＋
沉积在骨骼内，使血钙含量降低维持血钙的动态平衡。

斯氏小体　由肾管壁发展而来，通常位于中肾后端的背侧或腹侧，也有附在中肾管或埋

藏在中肾的后部的。斯氏小体为实心的球形或卵圆形体，色粉红，多数鱼类为 ２个，有些种类

如缎虎鱼、鲴鱼仅有 １个，胡子鲶有 ３～７个，数目 多的是弓鳍鱼，有 ４０～５０个。 软骨硬鳞

类和鲑科鱼类中尚未发现有斯氏小体。早期研究证明，在斯氏小体中分离出一种糖蛋白——
ｔｅｌｅｏｃａｌｃｉｎ，它与血浆中的钙含量有关，但与肾上腺或肾间腺没有联系。

尾垂体　是鱼类所特有的内分泌腺，是位于脊髓后部的神经分泌器官，又称尾神经分泌

系统（ｃａｕｄａｌｎｅｕｒｏｓｅｃｒｅｔｏｒｙｓｙｓｔｅｍ），是脊髓运动神经元演变而成的神经内分泌细胞，分泌

物集中在轴突的膨大部分。它在硬骨鱼类内很发达，但比较原始的硬骨鱼类如鲱形目和较高

等的硬骨鱼类如合鳃目等，通常只具有弥散的尾垂体区，在外形上很难辨别。 已知尾垂体至

少产生两种激素，即尾紧张素（ｕｒｏｔｅｎｓｉｎ）Ⅰ（ｕ-Ⅰ）和Ⅱ（ｕ-Ⅱ），已有研究证明，尾垂体与鱼

类的渗透压调节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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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岛 一般膜岛组织有一个或几个较大的主岛，附着在胆囊上或位于胆囊附近，另有许

多沙粒状小岛分布于肠系膜上。板鲍类的膜岛埋藏在结实的膜脏组织内，膜岛细胞包围在膜

小管的外面。硬骨鱼类的膜岛分布于胆囊、脾脏、幽门垂及小肠周围。膜岛分泌膜岛素，调节

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质的新陈代谢;增进机体对葡萄糖的利用，缓和肝的血糖生成，维持

正常的血糖含量;分泌膜高血糖素，促进糖原分解、脂肪分解和尿素生成。

2. 11 生植

大多数鱼类的生殖活动都有季节性，只有少数鱼类可常年连续产卵。一般在季节性生殖

的鱼类中，温带鱼类在春、夏季产卵;冷水性的蛙蹲鱼类在秋季产卵;热带地区的许多鱼类在

雨季产卵。鱼类的生殖活动主要受光周期和温度的季节变化所调节，盐度对于泪游性鱼类和

咸谈水鱼类的性成熟也有重要影响。

2. 11. 1 鱼类的性别

鱼类的性别决定方式是脊椎动物中最为多样的一个类群。与高等脊椎动物一样，鱼类性

别决定的基础仍然是遗传基因。但少数鱼类的性别更明显地表现为双向潜力:某些外部环境

因素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鱼类的性别分化。如黄鳝、剑尾鱼、红铜鱼和石斑鱼有性逆转现象。

一般鱼类都是雌雄异体(gonochorism) ，但排鱼、醋鱼、黄铜等都发现有雌雄同体现象。鱼类

的雌雄从外表上一般很难区别，但有些种类可从外形上辨别，如软骨鱼类雄鱼的腹鳝内侧有

鳝脚，食蚊鱼雄鱼臀鳝鳝骨特化成交配器 (clasper) ，雌性螃鲸鱼类在生殖孔处有伸出体外的

产卵管等。鱼类表现两性异型的第二性征是多方面的，既有雌鱼体大于异性 10~30 倍以上

的角簸镰和康吉鲤，也有雄鱼体略大于雌性的黄颖鱼和棒花鱼等;雄性马口鱼的前部臀鳝条

显著延长;雄泥瞰的胸鳝约与头长相等，而雌性则短小;雌、雄鲸鱼的生殖孔分别为横形和圆

形。很多鱼类进入生殖期时，雄鱼常出现某些与繁殖活动相关的第二性征，如婚姻色 (nuptial

color) 、珠星 (nuptialorgan)等，待生殖结束后特征消失或复原。

通常情况下鱼群的性比大体上接近 1: 10 有些鱼类的性比则有很大的差距，如饵鱼群

雌雄比可达 10 : 1 ，河自卢和食蚊鱼也有这种现象。在生殖时，产卵鱼的性比有不同的情况。团

头前产卵鱼群中雌雄比是 (8~9) : 1 。这种情况说明雄鱼可以多次排精。许多筑巢产卵的鱼

类，如乌鲤、斗鱼产卵时，都是一雌一雄。产蒙古性卵的鲤、挪、麦穗鱼等在产卵时也是成对地追

逐。

2. 11. 2 生殖器官

鱼类的生殖系统由生殖腺(精巢、卵巢)和生殖导管(输卵管、输精管)组成。雄性生殖腺

为精巢(图 12-16) ，成熟后一般呈乳白色(未成熟时一般呈淡红色) ，成熟的精子可从精巢的

背面或底部的输出管进入输精管 (spermaductus) 。输精管是脊椎动物中自鱼类才开始出现

的生殖导管。软骨鱼类板鲤类以中肾管作为输精管，输精管的前方多迂曲，向后方则渐变直，

并扩大成贮精囊 (seminal vesicle) ，其末端又突出一对长的盲囊，称精囊，系退化了的牟勒氏

管的远端部分。贮精囊通入尿殖窦，再经尿殖乳头开口于泄殖腔。硬骨鱼类的输精管与肾管

无关，由腹膜榴联结形成的管道作为输精管。体内受精的鱼类，雄性多具有交接器。板鲤类、

全头类雄性的交接器(鳝脚)内具有软骨，沿交接器的全长有沟或管，精液可顺此流出。硬骨

鱼类一般元交接器，但锵科鱼类多数为体内受精，形成比较简单的交接器，有的是生殖管或

尿殖乳突向外延长而成的管状突起，有的是臀蜻前方几个鳝条扩大形成沟管连接到生殖孔。



图 １２-１６　鱼类的雄性泄殖系统（仿 Ｒｏｍｅｒ和 Ｐａｒｓｏｎｓ）
Ａ．软骨鱼（T orp ed o）； Ｂ．肺鱼（P rotop terus）； Ｃ．硬骨鱼 （H ipp ocam p us）

卵巢有两种类型，游离卵巢和封闭卵巢（图 １２-１７）。 游离卵巢（裸卵巢）：卵巢裸露在外，
不为腹膜形成的卵巢膜（或称卵囊）包围，卵子成熟时，自卵巢上脱落到腹腔，经输卵管排出

体外。软骨鱼类和肺鱼类的卵巢均属于此类型。硬骨鱼类为封闭卵巢（被卵巢），卵巢不裸露

在外，而为腹膜所形成的卵巢膜包围，成熟的卵子不落在腹腔而落于卵巢腔中，经输卵管输

出体外。 鱼类的卵子为端黄卵，卵黄丰富，原生质少，是分极分布的。 原生质偏于动物极，卵
黄偏于植物极。 大多数已成熟的和在水中膨胀的卵子呈圆球状，有的呈梨形。

图 １２-１７　鱼类的雌性泄殖系统（仿 Ｒｏｍｅｒ和 Ｐａｒｓｏｎｓ）
Ａ．软骨鱼（T orp ed o）； Ｂ．肺鱼（P rotop terus）； Ｃ．淡水硬骨鱼 （A m ia）

鱼类的生殖方式有卵生、卵胎生和胎生三种类型。 绝大多数鱼类的生殖方式为卵生，卵
生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体外受精的鱼类，将成熟卵产至体外，在体外受精和发育；另一种

是体内受精，受精卵排出体外，在水中发育。 胚胎发育过程中完全依靠卵内的营养物质。 板

鳃鱼类也有很多是卵生，但它们进行体内受精，卵多有角质外壳保护，产卵少。也有很多板鳃

鱼类的繁殖方式为卵胎生，如真鲨科、猫鲨科、鲼科等。 硬骨鱼类的海鲫也是卵胎生：受精卵

在雌体生殖道内发育，发育中主要依靠卵黄营养，与母体没有营养关系，或母体生殖道主要

只提供水分和矿物质 终由母体产出仔稚鱼 一些板鳃鱼类的胚体与母体有血液循环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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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胚胎发育所需的营养不仅靠本身的卵黄，而且也依靠母体来供给。 胚胎发育所在的输

卵管壁上有一些突起与胚体连接，形成类似胎盘的构造，母体就是通过这一构造将营养送给

胚体，如灰星鲨。
排卵过程中体内受精的鱼类，雌、雄进行交尾；体外受精的鱼类，有的也出现类似交尾的

动作，体外受精的鱼类有的一雌一雄追逐嬉戏，有的雌、雄成群追逐，直至产卵排精，完成生

殖。自然情况下，鱼类性腺发育成熟及一系列生殖行为都与脑下垂体分泌的促性腺激素的调

节有关。

３　鱼类的分类与演化

目前已知世界上约有鱼类 ２４０００ 余种，分属软骨鱼类（Ｃｈｏｎｄｒｉｃｈｔｈｙｅｓ）和硬骨鱼类

（Ｏｓｔｅｉｃｈｔｈｙｅｓ）两大类群。我国已记录有鱼类 ２９００余种，包括海水鱼类 ２１００多种，淡水鱼类

８００多种。
３．１　软骨鱼类

软骨鱼主要适应于海洋生活，内骨骼全为软骨，体被盾鳞或光滑无鳞，鳃孔 ５～７对，分
别开口于体外，银鲛例外，具膜状鳃盖和一对外鳃孔，无鳔，雄性的腹鳍内侧有一鳍脚演化的

交配器，体内受精，卵生、卵胎生或胎生，多为歪形尾，肠短，内具螺旋瓣。 全世界已知的现存

种有 ８００ 种，广泛分布于印度洋、太平洋和大西洋，只有少数种类进入河口低盐度海区。 我

国的软骨鱼类已知有 ２００余种，多数是肉食性，绝大多数种类属热带和亚热带性，缺乏寒带

性种类，分属两个亚纲（图 １２-１８）。
３．１．１　板鳃亚纲（Ｅｌａｓｍｏｂｒａｎｃｈｉｉ）
体呈梭形或盘形，头侧各具 ５～７个鳃裂，分别开孔于体外；上颌不与脑颅愈合。 具泄殖

腔。 有两个总目：
（１）鲨形总目（Ｓｅｌａｃｈｏｍｏｒｐｈａ），又称侧孔总目（Ｐｌｅｕｒｏｔｒｅｍａｔａ）　鳃裂位于头部两侧；

体多为纺锤形，胸鳍前缘游离，不与吻或体侧愈合。常见的有六鳃鲨（H exanchus g riseus），宽
纹虎鲨 （H eterod ontus jap onicus），狭纹虎鲨 （H eterodontus zebra），噬人鲨 （C archarod on

carcharias）， 鲸 鲨 （R hincod on typ us）， 短 吻 角 鲨 （S qualus brevirostris）， 日 本 锯 鲨

（P ristiop horus J ap onicus），日本扁鲨（S quatina jap onica）等。
（２）鳐形总目（Ｂａｔｏｍｏｒｐｈａ），又称下孔总目（Ｈｙｐｏｔｒｅｍａｔａ）　体平扁，近菱形或亚圆形

的体盘，胸鳍前缘与头侧相连，鳃孔 ５对位于腹面；无臀鳍，背鳍无棘，喷水孔在背面，适于底

层 生活。 我 国沿 海常 见的 有尖 齿锯 鳐 （P ristis cusp id atus），许 氏 犁头 鳐 （R hinobatos

sehlegeli），中国团扇鳐（P latyrhina sinensis），孔鳐（R aja p orosa），黑斑双鳍电鳐（N arcine

m eculata），赤魟（D asyatis akajei）。
３．１．２　全头亚纲（Ｈｏｌｏｃｅｐｈａｌｉ）
头侧鳃裂 ４个，有膜质鳃盖，上颌与脑颅愈合，本亚纲仅银鲛目（Ｃｈｉｍａｅｒｉｆｏｒｍｅｓ）一目，

我国分布较广的是黑线银鲛（C him aera p hantasm a），沿海均产，但数量少，经济价值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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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２-１８　几种软骨鱼种类（仿 Ｙｏｕｎｇ）

３．２　硬骨鱼类

硬骨鱼类的骨骼一般是硬骨，体外被骨鳞，或硬鳞，或裸露无鳞，鳃裂外方覆以有骨片支

持的鳃盖，鳃间隔退化，雄性腹鳍内侧无鳍脚，尾鳍多为正形尾，鳔通常存在，大多数种类肠

内无螺旋瓣。 本纲可分为两个亚纲：肉鳍亚纲（Ｓａｒｃｏｐｔｅｒｙｇｉｉ）和辐鳍亚纲（Ａｃｔｉｎｏｐｔｅｒｙｇｉｉ）。
３．２．１　肉鳍亚纲（Ｓａｒｃｏｐｔｅｒｙｇｉｉ）
身体结构原始，具有肉质桨叶状的偶鳍，肠内有螺旋瓣，共有两个总目：总鳍总目

（Ｃｒｏｓｓｏｐｔｅｒｙｇｉｏｍｏｒｐｈａ）和肺鱼总目（Ｄｉｐｎｅｕｓｔｏｍｏｒｐｈａ）。
（１）总鳍总目　这是一类出现于泥盆纪的古鱼，具一条纵行脊索，无椎体，颏下有一喉板

（ｇｕｌａｒｐｌａｔｅ），肠内有螺旋瓣。 早期总鳍鱼类都栖居于淡水中，有鳃、鳔和内鼻孔，能在气候

干燥和水域周期性缺氧期间用鳔呼吸空气；同时肌肉发达的肉叶状偶鳍能支撑鱼体爬行。人
们一直认为总鳍鱼在白垩纪时已绝灭了，但 １９３８年在印度洋南非哈隆河口捕获一现存的总

鳍鱼，并定名为矛尾鱼（L atim eria chalum nae）（图 １２-１９），这是目前为止总鳍鱼类惟一现存

的残留种，隶属于腔棘鱼目（Ｃｏｅｌａｃａｎｔｈｉｆｏｒｍｅｓ），矛尾鱼科（Ｌａｔｉｍｅｒｉｉｄａｅ）。
（２）肺鱼总目　这是与古总鳍鱼类同时代的一支淡水鱼，也具有一些原始特征：如具终

生保留的脊索，肠内有螺旋瓣，心脏有动脉圆锥，具内鼻孔，但偶鳍是双列式排列的鳍骨。 同

时又有一些高度特化的特征，以适应缺氧及干涸的热带水域环境，如鳔有鳔管与食道相连，
并能执行肺的功能，循环系统与呼吸系统相适应，出现原始的双循环。目前仅存有三属肺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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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２-１９　矛尾鱼（仿Ｍｉｌｌｏｔ）
分别是单鳔肺鱼目（Ｃｅｒａｔｏｄｉｆｏｒｍｅｓ）的澳洲肺鱼（N eoceratod us forteri），以及双鳔肺鱼目

（Ｌｅｐｉｄｏｓｉｒｅｎｉｆｏｒｍｅｓ） 的 非 洲 肺 鱼 （P rotop terus annectens） 和 美 洲 肺 鱼 （ L ep id osiren

p arad ox a）（图 １２-２０）。

图 １２-２０　三种肺鱼（仿 Ｋａｒｄｏｎｇ）
３．２．２　辐鳍亚纲（Ａｃｔｉｎｏｐｔｅｒｙｇｉｉ）
辐鳍亚纲又称真口亚纲（Ｔｅｌｅｏｓｔｏｍｉ），是现代鱼类中种类 多的一个亚纲，占现存鱼种

类的 ９０％以上，共分 ９总目 ３６目，产于我国的有 ８总目 ２６目。主要特征为体被硬鳞、圆鳞或

栉鳞，没有内鼻孔，各鳍均由真皮性辐射状鳍条支持，肛门与泄殖孔分开，一般生殖导管由生

殖腺壁延伸而成。
（１）硬鳞总目（Ｇａｎｏｉｄｏｍｏｒｐｈａ）　该总目是古老类群的残余种，保留了一些原始性状：

体被硬鳞，心脏具动脉圆锥，肠内有螺旋瓣，歪型尾。 常见的有：中华鲟（A cip enser sinensis），
分布于我国沿海和长江干流，金沙江等，每年上溯到长江上游产卵，是大型经济鱼类；长江鲟

（A．dabryanus），分布于长江中下游；白鲟（P sep hurus gladius），我国特有的大型珍稀鱼类，
产于长江和钱塘江。

（２）鲱形总目（Ｃｌｕｐｅｏｍｏｒｐｈａ）　腹鳍腹位，鳍条一般不少于 ６枚，胸鳍基部位置低，接
近腹缘，鳍无棘，圆鳞。 有经济价值的种类主要有：

鲱形目（Ｃｌｕｐｅｉｆｏｒｍｗｓ）　鳍无棘，背鳍 １个，被圆鳞，正尾形，有肌间骨，鳔有鳔管，无侧

线；真骨鱼类中较为原始类群，分布广泛，我国产量约为世界产量的 ３０％，海、淡水均有，也
有溯河种类。 如鲱鱼（C uvier p allasi）、鲥鱼（M acrura reeuesi）、鳓鱼（Ilisha elong ata）、凤鲚

（C oilia m ystus）和 鲚（C．ectenes）等。
鲑形目（Ｓａｌｍｏｎｉｆｏｒｍｅｓ）　体被栉鳞、圆鳞或裸露；尾一般为正型尾；鳃存在时具鳔管；

各鳍无棘，背鳍 １个，常有脂鳍；腹鳍腹位，有些种类偶鳍基部有腋鳞，有侧线；海水、淡水均

有分布，一些种类溯河回游。 有些种类是重要的经济鱼类，商品价值较高，有许多名贵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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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大麻哈鱼 (Oncorhynchus keta) ， 大银鱼 (Protosalanx hyalocranius) 和太湖新银鱼

(Neosalanx taihuensis)等。

(3)鲤蝠总目(Anguillomorpha) 体呈鲤形，现存种类一般无腹鳝，背鳝和臀鳝基底很

长，且与尾鳝相连，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水域，极少数进入高纬度，多为海产，可进入淡水索

饵，多为肉食性;个体发育有变态，主要种类为鲤蝠目(Anguilliformes)，如鲤蝠(Anguilla

Ja户onica) ，海鲤(Muraenesoxcinereus) 。

(4)鲤形总目 (Cyprinomorpha) 比较低等，腹鳝腹位，有些种类(能形目)有脂鳝，有韦

伯氏器，高嫖管且与食道相连，分布广泛，大部分种类生活于淡水，包括许多重要的经济鱼类

和养殖鱼类，分鲤形目和钻形目。

鲤形目 (Cypriniformes) 是淡水鱼类中最大的一目。下顿一般无齿，犁骨无齿，下咽骨

具咽齿;体被圆鳞或裸露，侧线完全;背鳝1 个，一般无硬棘(若有为假棘)。我国有6 科 600

种左右，重要的有:腼脂鱼科(Catostomidae)的脑脂鱼(l\.吃yxocyprinus asiaticus);鲤科

(Cyprinidae)的青鱼 (Mylo户harygodon 户iceus)、草鱼 (Cteno户ha1-yngodon idellus)、鳞鱼

(Aristichthys nobilis)和链鱼(Hypophthalmichthysmolitrix) ， 以上 4 种为我国传统养殖的

"四大家鱼";另常见的还有团头前(Megalobrama amblycephala)、东方墨头鱼(Garra

orientalis)、蝙鱼(Parabramis pekinensis)、鲤鱼(Cyprinus carpio)和挪鱼(Carassius auratus)

等;锹科(Cobitidae)的花锹(Cobitis taenia)和泥锹(Misgurnus anguillicadaius)。

量占形目 (Siluriformes) 体表裸露或局部被骨板，口大齿利，咽骨有细齿，通常有尾鳝;

包括许多肉食性的经济鱼类，主要有胡子钻(Claris /uscus)和钻 (Sil盯ω asotus)等。

(5)银汉鱼总目(Atherinomorpha) 体被困鳞，腹鳝腹位，背鳝与臀鳝对生，主要种类

有青锵(Oryzias lati户es) 、食蚊鱼(Gambusia a//inis)、尖头燕鳝鱼(。户selurus oxycephalus)

和扁颁针鱼(Ablennes anastomella)。

(6)蛙自卢总目 (Parapercomorpha) 体被圆鳞或皮肤裸露，许多种类顿部有一小须，背鳝

1~3 个，臀鳝 1~2 个。常见的有江鳝(Lota lota)和大头蟹(Gadus macroce户halus)等。

(7)萨形总目(Percomorpha) 胸鳝大多为胸位或喉位，鳝常有鳝棘，体常被柿鳞，偶有

骨板或皮肤裸露的情况，本总目大多数为海鱼，是硬骨鱼类最多的类群，全世界有8000 多

种，共 10 目，常见的有:

刺鱼目 (Gasterosteiformes) 腹鳝胸位或全无，背鳝1~2 个，吻延长或管状，体被骨板

或裸露。常见的有中华多刺鱼(Pu吨itis sinensis)、海龙 (Syngnathus sp. )和海马

(Hi户户ocαmpus sp. )等。海龙与海马的干制品是传统中药材。

蝇形目 (Mugiliformes) 背鳝 2 个，前后分离，第一背蜡由鳝棘组成，腹鳝腹位或亚胸

位，常见为自国鱼(Mugil cephalu仆，其脂眼险发达，口下位，是我国港养的主要对象。

合鲤目 (Synbranchiformes) 分为两个亚目，我国仅合鲤亚目。只有1 科 1 属 1 种，即

合鲤、科(Synbranchidae)黄鳝属黄鳝(Mono户terus albus) ， 为底栖性鱼类，能用咽腔和表皮直

接呼吸空气，以肉食性为主。

虽卢形目 (Perciformes) 又名棘鳝目(Acanthopterygii)，本目是种类最多的一个，包括许

多重要的经济鱼类，多为海产。鳞多数为柿鳞，有2 个背鳝，分离或相连，分别由鳝条和棘组

成，嫖元镖管。重要的海产经济鱼类有直卢鱼(Lateolabrax ja户onicus)、蓝圆掺(Decapterus

maruadsi)、竹夹鱼 (Trachurus japonicus)、青石斑鱼 (E户zne户helus awoara)、大黄鱼



（P seud osciaena crocea）、小黄鱼（P seud osciaena p olyactis）、黄姑鱼（N ibea albiflora）、梅童鱼

（C ollichthys lucid us）、带鱼（T richiurus haum ela）、真鲷（C hrysop hrys m ajor）、黑鲷（Sp arus

m acrocep halus）、鲐鱼（P nem atop horus jap onicus）、银鲳（S trom ateoid es arg enteus）、金枪鱼

（T hunnus tong g ol），其中大黄鱼、小黄鱼和带鱼是我国三大海产鱼；另生活于淡水中的常见

种类有鳜鱼（S inip erca chuatsi）和乌鳢（O p hicep halus arg us）。
鲽形目（Ｐｌｅｕｒｏｎｅｃｔｉｆｏｒｍｅｓ）　常称作比目鱼或偏口鱼。体形侧扁，成鱼的眼、鼻、口等不

对称，有眼侧朝上，体色深；无眼侧，体色浅。 无鳔，产浮性卵。 常见的有牙鲆（P aralichthys

olivaceus）、木叶鲽（P leuronichthy s cornutus）、条鲽 （Z ebria zebra）、斑头舌鳎 （Cynog lossus

p uncicep s）和半滑舌鳎（Cynog lossus sem ilaevis）等。
鲀形目（Ｔｅｔｒｏｄｏｎｔｉｆｏｒｍｅｓ）　体短粗，体表裸露，或有粒鳞、骨板、刺等。 上颌骨常与前

颌骨愈合，齿锥形或门齿状，或愈合为喙状齿板，鳃孔小，腹鳍胸位或连同腰带一起消失，有
些种类具气囊，能使胸腹部充气或膨胀，用以自卫或漂浮水面。大多为海产。 我国产 ５科，其
中以革鲀科（Ａｌｕｔｅｒｉｄａｅ）为主，如绿鳍马面鲀（N avod on sep tentrionalis）；鲀科的虫纹东方鲀

（F ug u V erm icularis）等，虽肉味鲜美，但内脏和血液有剧毒，食前必须妥善处理。
（８）蟾鱼总目（Ｂａｔｒａｃｈｏｉｄｏｍｏｒｐｈａ）　体形平扁或侧扁，皮肤裸露，有小刺或小骨板，腹

鳍胸位或喉位，均为底栖的肉食性鱼类，常见的有黄潯 潗 （L op hius litulon）、黑潯 潗 （L op hius

setig erus）和裸襞鱼（H istrio histrio）。
３．３　鱼类的演化

根据头索类动物与脊椎动物基因相似性分析的分子证据，推测脊椎动物的祖先可以追

溯到 ７．５亿年前，但是这一数据缺乏化石证据。 一般认为鱼类到泥盆纪已演化出四大类：棘
鱼类 （Ａｃａｎｔｈｏｄｉｉ）、盾皮 鱼 类 （Ｐｌａｃｏｄｅｒｍａ）、软 骨 鱼 类 （Ｃｈｏｎｄｒｉｃｈｔｈｙｅｓ）和 硬 骨 鱼 类

（Ｏｓｔｅｉｃｈｔｈｙｅｓ）。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鱼类开始出现于距今约 ４亿年的古生代中期的棘鱼（Ａｃａｎｔｈｏｄｉｉ），

早出现的有颌类化石是志留纪的盾皮鱼（Ｐｌａｃｏｄｅｒｍｉ），因此盾皮鱼也被认为是现代鱼类

的祖先。 其中棘鱼类已在石炭纪绝灭，盾皮鱼类也仅存化石，鱼类发展到新生代达到全盛时

期，成为脊椎动物中的 大类群。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随着中国古生物学家在云南澄山发现

大量的动物化石，尤其是昆明鱼（M yllokunm ingia）、海口鱼（H ailouichthys）化石的发现（图
１２-２２），使鱼类的祖先又向前追溯到 ５．３亿年前的早寒武纪。而在硬骨鱼类起源与早期演化

的研究工作中，斑鳞鱼（P sarolep is）和无孔鱼（A choania）化石的发现填补了肉鳍鱼类和辐鳍

鱼类之间存在着的某些形态鸿沟，其中斑鳞鱼是迄今所知 早的具有完整的头颅和肩带遗

骸的硬骨鱼类。

４　鱼类小结

生命起源于水，许多生命组织也主要由水组成，可以说水是生命 容易维持的介质。 作

为一种有浮力的介质，水能使温度保持相对稳定，并占据了地球上大约 ７０％面积，因此除极

少数地区外，鱼类几乎分布了世界各个水域，也是脊椎动物中种类 多的一个类群，约有

２４０００余种，是其他各纲脊椎动物的总和。 鱼类分为软骨鱼类和硬骨鱼类两大类，生活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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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２-２１　辐鳍亚纲的部分代表鱼类（仿各家）
Ａ．鲥鱼 ； Ｂ． 鲚 ； Ｃ．大银鱼； Ｄ．鳗鲡； Ｅ．胭脂鱼 ； Ｆ．鲤鱼 ； Ｇ．中华花鳅 ； Ｈ．鲈鱼；

Ｉ．中华花布鲆； Ｊ．舌鳎； Ｋ．海马； Ｌ．虫纹东方鲀

图 １２-２２　昆明鱼和海口鱼化石及海口鱼模式图（仿舒德干等）
Ａ．昆明鱼； Ｂ．海口鱼； Ｃ．海口鱼模式图

洋中的鱼类约占全部总和的 ６０％，栖息于淡水中的鱼类约占 ４０％。
鱼类是适应水生生活的典型脊椎动物，因此出现了一系列适应水环境的特征，如：上下

颌的出现 能主动捕食和防御敌害；出现了成对附肢——偶鳍 并能用鳍帮助运动与维持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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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平衡，使鱼类在水中的运动更迅速和敏捷；大多数鱼类体被鳞片；发达的鳃可保证在水

中生活获得氧气；具有鳔这一特殊结构，来调节身体比重；终生在水中生活。可活动的上下颌

的出现是动物进化史上的一大飞跃。 同圆口纲相比，它们有了更加完善的器官系统，如与积

极主动生活方式相联系的骨骼、神经、感觉等器官系统。 但鱼类身体仅分头、躯干和尾，无颈

部，使头部不能灵活转动；无眼睑；单循环的血液循环系统；大多体外受精的生殖方式；简单

的大脑结构等等也显示了它低等脊椎动物的系统演化地位。
由于生物技术的发展及化石的发现，新的鱼类物种正充实完善着整个鱼类的演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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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３ 章　两栖 纲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

１　两栖类的主要特征

两栖类是由水生到陆生的过渡类群。作为首次登陆的脊椎动物，两栖类已对陆地环境初

步适应，获得了陆栖脊椎动物的一些进步特征，但尚具原始性和不完善性，主要表现在：两栖

动物成体虽以肺作为呼吸的主要器官，但两栖类的肺并不发达，结构也简单，呼吸功能并不

强大，仍以皮肤作为主要的辅助呼吸器官；随着肺的出现，循环系统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由
单循环演化为不完全的双循环，心脏由二心房一心室组成；出现了五趾型附肢（ｐａｎｔａｄａｃｔｙｌｅ
ｌｉｍｂ），不仅能承受体重，且能推动身体沿地面爬行，是对陆地上支撑起身体并快速运动的一

种适应，但和高等陆栖脊椎动物相比，两栖类的附肢还处于比较原始的状态，四肢还不能将

躯干抬离地面，因而两栖类还不能快速奔跑；脊柱进一步分化为颈椎、躯椎、荐椎和尾椎，其
中，颈椎和荐椎是首次出现，但由于只有 １枚颈椎，头部尚不能灵活转动；两栖类表皮细胞的

角质化，虽可防止体内水分过快蒸发，但表皮角质化仅涉及表层的 １～２层细胞，程度不深，
故不能有效控制体内水分的蒸发，因而还离不开潮湿的环境，必须生活在临近水的地方；两
栖动物面对复杂的陆地环境条件，脑和感觉器官也产生了适应性进化，其大脑两半球已完全

分开，大脑顶壁已有分散的神经细胞，感觉器官也适应于陆栖生活，如有可动的眼睑，出现了

中耳（鼓膜及听小骨），能把声波扩大后再传导到内耳，产生了听觉。
两栖类在获得了一系列适应陆地生活特征的同时，也还保留着水栖祖先的原始性状，如

还不能在陆地上繁殖，受精、胚胎和幼体发育均在水中进行，幼体离不开水环境，用鳃呼吸，
有侧线；幼体经过变态（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ｏｓｉｓ），发育为成体，开始登陆生活。因此，两栖动物的生物

学特性兼具水生和陆生动物的一些特征。两栖类仍是变温动物，其生活受周围环境温度的制

约，现存两栖类动物大多生活在热带、亚热带以及潮湿的环境中，温带较少，寒带、沙漠或高

山地区则更少。

２　两栖类的生物学

２．１　外形特征

两栖动物由头、躯干、尾和四肢组成，根据体型不同可分为蠕虫型、蝾螈型和蛙型。 蠕虫

型的种类营穴居生活，眼和四肢退化，足短而不显，以屈曲身体的方式蜿蜒前进，代表动物有

鱼螈。蝾螈型的种类四肢短小，尾发达，终生水栖或繁殖期营水生生活，爬行时，四肢、身体及



尾的动作基本上与鱼的游泳姿势相同。代表动物有小鲵、大鲵、蝾螈。蛙型种类体形短宽，无

图 １３-１　两栖类的头部和咽腔

尾，前肢短小，后肢特别发达，是适于陆

栖爬行和跳跃生活的特化分支，也是两

栖动物中发展 繁盛和种类 多的类

群，代表动物为各种蛙类和蟾蜍。
两栖动物头形扁平，吻端略尖，可减

少游泳时来自水的阻力，口裂宽阔。 吻端

两侧有一对外鼻孔。 外鼻孔具瓣膜，可开

闭控制气体吸入和呼出，外鼻孔内为鼻

腔，其内开口为位于口腔前部的内鼻孔。
眼有上下眼睑，可活动，下眼睑的上方有

一层半透明的瞬膜。 在动物潜水时，瞬膜

可以上移遮盖眼球，起到保护作用。 蛙类

两眼的后方有明显的圆形鼓膜（ｔｙｍｐａｎｉｃｍｅｍｂｒａｎｃｅ）（图 １３-１）。 一些蛙类的雄体口角处具

有一对外声囊（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ｖｏｃａｌｓａｃ），如黑斑侧褶蛙 （P elop hylax nig rom aculata）、虎纹蛙

（H op lobatrachus rugulosus）和泽陆蛙（F ejervarya lim nocharis）等。 当蛙鸣叫时，嘴和鼻孔闭

合，挤压肺内空气进入外声囊，使之鼓起产生共鸣，扩大发声。 还有一些雄蛙在咽部有 １～２
个内声囊，如棘胸蛙（P aa sp inosa）、中国林蛙（R ana chensinensis）、金线侧褶蛙（P elop hy lax

p lancyi）和花背蟾蜍（B ufo rad d ei）等。 内声囊位于咽喉腹面，由该处肌肉皱褶向外突出形

成。 有些蛙类缺乏声囊，但可发出包含超声成分的叫声，如凹耳湍蛙（A m olop s torm otus）。
２．２　皮肤及其衍生物

皮肤由表皮和真皮组成（图 １３-２）。 表皮是皮肤的外层，由多层细胞组成， 内层柱状细

图 １３-２　两栖类的皮肤结构（仿 Ｋａｒｄｏｎｇ）

胞称生发层（ｓｔｒａｔｕｍ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ｖｕｍ），生发层细胞有分生的能力，能不断地产生新细胞向上

顶替外层细胞。生发层上面的外层细胞呈宽扁形，为复层扁平上皮， 外 １～２层细胞有不同

程度的角质化，称为角质层（ｓｔｒａｔｕｍｃｏｒｎｅｕｍ）。两栖动物角质层细胞仅呈轻微角质化，仍是

活细胞，具细胞核，细胞的界限也依然明显，与真正陆生脊椎动物高度角质化的死细胞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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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两栖动物皮肤防止体内水分蒸发的功能并不完善，限制动物生活于潮湿或靠近水源的

区域。 两栖动物皮肤角质化程度存在种类间差异，譬如，蟾蜍类动物表皮角质化程度大于蛙

类，能拓展到较干燥的生存环境。 皮肤角质化程度在两栖类身体的一些部位较明显，如蟾蜍

背上的角质突起或疣粒，髭蟾上唇边缘的角刺，棘蛙胸部的角质刺团等。 两栖类开始出现蜕

皮现象（ｍｏｕｌｔｉｎｇ），即角质层细胞从皮肤表面脱落。 蜕皮定期发生，受脑下垂体和甲状腺分

泌的激素调控。
真皮厚而致密，分为 ２层。 外层为疏松结缔组织构成，称海绵层（ｓｔｒａｔｕｍｓｐｏｎｇｉｏｓｕｍ），

分布有多细胞腺、神经末梢、色素细胞和丰富的血管；内层由致密结缔组织构成，称致密层

（ｓｔｒａｔｕｍｃｏｍｐａｃｔｕｍ）。
皮肤衍生物包括腺体和色素细胞。 表皮中含丰富的黏液腺（ｍｕｃｏｕｓｇｌａｎｄｓ），为多细胞

泡状腺。黏液腺是由表皮所衍生，腺体的分泌部下沉至真皮层，经管道通至皮肤表面，所分泌

的黏液使皮肤经常保持湿润，有利于皮肤呼吸。毒腺（ｐｏｉｓｏｎｇｌａｎｄｓ）是存在于两栖类皮肤中

的另一种多细胞腺体。毒腺是一种保护性的腺体，多分布在背部，其分泌物呈乳白色，具有毒

性。譬如，蟾蜍（B ufo m arinus）入侵澳大利亚，当地一些蛇在捕食蟾蜍后中毒死亡。产于中美

洲和南美洲丛林中的箭毒蛙（D end rabates），其皮肤腺内含有剧毒的蛙毒素，曾被土著居民

提取涂在箭头上，用作自卫和狩猎美洲虎等大型兽类。 根据毒性测定，０．００００１ｇ的蛙毒素，
就足以致一个成人于死地。 因此，毒腺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两栖动物免遭食肉动物吞食。

表皮和真皮层内还分布有各类色素细胞，使得两栖动物表现出多彩的体色。 同时，色素

细胞在光、温度等作用下，可发生扩展或聚合变化，引起体色改变。生活于丛林中的树蛙体色

鲜绿，具备保护色和良好的体色改变能力。 蛙体的绿色由排列成三层的色素细胞所形成。底
层是黑色素细胞，其指状突起可以扩展到上面两层色素细胞之间；中间层是虹膜细胞，对光

有反射和散射的作用，衍射产生蓝－绿色，上层是黄色素细胞，由它滤去蓝色， 后使皮肤呈

现出绿色。
蛙类的皮肤并非全部固着在肌肉上，而是呈网点状与肌肉结合，在固着区域之间的空隙

为皮下淋巴间隙，因此，蛙的皮肤易于剥离，而且剥离时有淋巴液流出。
２．３　骨　骼

两栖类是一类由水生向陆生过渡的脊椎动物，其骨骼系统亦相应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图
１３-３），有更大的坚韧性和灵活性。 两栖类的骨骼多数为硬骨，但保留较多的软骨，特别是在

脑颅部分。
２．３．１　头　骨

两栖类头骨极为特化，主要有以下特征：
（１）头骨扁而宽，脑腔狭小，无眶间隔，脑颅属于平颅型（ｐｌａｔｙｂａｓｉｃｔｙｐｅ）。
（２）头骨的骨化程度不高，骨片数量较鱼类头骨大大减少。脑颅一部分仍为软骨，如枕骨

区的外枕骨、听囊区的前耳骨，眼眶区前方的蝶筛骨。头骨的膜性硬骨多愈合，数量少。膜性

硬骨只有颅骨背面成对排列的鼻骨、额骨和顶骨，颅侧的一块鳞骨，以及颅底的单块副蝶骨

和一对犁骨。
（３）颌弓与脑颅的连接属于自接型（ａｕｔｏｓｔｙｌｉｃ），即颅骨通过方骨（ｑｕａｄｒａｔｅ）与下颌连

接，为陆生脊椎动物的共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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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３-３　两栖类的骨骼系统（仿 Ｃｈａｐｍａｎ等）
（４）初生颌（腭方软骨和麦氏软骨）趋于退化，上颌的腭方软骨由其外包的膜性硬骨（前

颌骨和上颌骨）代替，下颌的麦氏软骨被膜性硬骨（齿骨和隅骨）覆盖，共同组成次生颌，执行

上、下颌的功能。
（５）舌弓的舌颌骨失去了连接颌弓和颅骨的作用，而进入中耳，形成传导声波的耳柱骨

（ｃｏｌｕｍｅｌｌａ）。
（６）成体蛙随着鳃的消失，鳃弓大部分退化，仅一小部分演变为支持喉头的杓状软骨和

环状软骨以及支持气管的软骨环。
２．３．２　脊　柱

两栖类的脊柱分为颈椎（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ｖｅｒｔｅｂｒａ）、躯椎、荐椎（ｓａｃｒａｌｖｅｒｔｅｂｒａ）和尾椎。首次出

现的颈椎和荐椎是两栖类开始适应陆地生活的产物。 颈椎一枚，形状似环，又称寰椎

（ａｔｌａｓ），椎体前有一突起与枕骨大孔的腹面连接，突起的两侧有一对关节窝与颅骨后缘的两

个枕髁关节，使头部能活动。 荐椎一枚，横突发达，外端与腰带的髂骨连接，使后肢获得较为

稳固的支持。 与真正的陆栖脊椎动物相比，因其颈椎和荐椎的数目较少，所以在增加头部运

动及支持后肢的功能方面还处于不完善的初级阶段。
躯椎的数目在不同种类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７～２００ 枚）。 水栖鲵螈类的躯椎 １２～１６

枚，尾椎数大多在 ２０枚以上；蛙类的躯椎 ７枚，尾椎骨愈合成一根棒状的尾杆骨（ｕｒｏｓｔｙｌｅ），
蛙类躯干缩短，是对陆上跳跃生活的适应。 两栖类椎体类型的变化较大，是分类上的重要依

据。 低等有尾两栖类的椎体仍是双凹型，蛙的椎体不尽相同，第 １至第 ７个椎骨的椎体为前

凹型（ｐｒｏｃｏｅｌｏｕｓ），第 ８个椎骨的椎体为双凹型（ｏｐｉｔｈｏｃｅｏｌｏｕｓ）。蟾蜍的躯椎都是前凹型。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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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３-４　两栖类的头骨（仿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Ａ．侧面； Ｂ．腹面

舌蟾科动物的椎体为后凹型。躯椎椎体背面有椎弓，包围脊髓，椎弓的上端有棘突，基部有前

关节突（ｐｒｅｚｙｇａｐｏｐｈｙｓｉｓ）和后关节突（ｐｏｓｔｚｙｇａｐｏｐｈｙｓｉｓ）。前后椎体的后关节突与前关节突

相关联，加强了脊柱的牢固性和灵活性。 躯椎椎体的两侧各有横突。
２．３．３　带骨与肢骨

肩带　硬骨鱼的肩带与头骨相连，两栖类的肩带则脱离了头骨，增加了前肢活动的自由

度。两栖类在进化过程中，肩带骨片逐渐减少，现代两栖类肩带主要由肩胛骨、乌喙骨和前乌

喙骨（ｐｒｅｃｏｒａｃｏｉｄ）三部分组成。 游离的前肢骨联结在这三部分相接处的凹陷处，即肩臼

（ｇｌｅｎｏｉｄｆｏｓｓａ）。 无尾两栖类的肩带背面为肩胛骨和上肩胛骨，通过肌肉与脊柱相连，腹面

为 乌喙骨及其 向前延伸出的前乌喙骨。 蟾蜍两 侧的前乌喙骨彼此重 叠，成弧 胸型

（ａｒｃｉｆｅｒｏｕｓ）肩带；蛙两侧的前乌喙骨相互平行愈合，成固胸型（ｆｉｒｍｉｓｔｅｒｎｏｕｓ）肩带。
胸骨　两栖类开始出现胸骨，为陆生四足类所特有的结构。 蛙的胸骨自上而下由肩胸

骨、上胸骨、中胸骨和剑胸骨组成。 两栖类无明显的肋骨，因而未形成胸廓。
腰带　通过荐椎和脊柱相连，成为脊柱与后肢之间的桥梁，使得后肢能承担负荷身体重

量的作用。 腰带由髂骨（ｉｌｉｕｍ）、坐骨（ｉｓｃｈｉｕｍ）和耻骨（ｐｕｂｉｓ）三块骨组成。 有尾两栖类的腰

带大部分尚未骨化，耻骨的前端为上耻骨。 上耻骨的形态是重要的分类指标，如中国大鲵上

耻骨的前端呈 Ｕ型，日本大鲵则呈 Ｖ型。 蛙的髂骨特别长，髂骨和荐椎之间的关节可动，有
助于跳跃时的推拉移动。

肢骨　两栖类首次登陆生活，发展了陆生五趾型附肢。典型陆生五趾型附肢由五部分组

成，前肢包括上臂（ｂｒａｃｈｉｕｍ）、前臂（ａｎｔｅｂｒａｃｈｉｕｍ），腕（ｗｒｉｓｔ）、掌（ｐａｌｍ）和指（ｄｉｇｉｔｓ），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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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的 前 肢 骨 为 肱 骨 （ｈｕｍｅｒｕｓ）、桡 骨 （ｒａｄｉｕｓ）、尺 骨 （ｕｌｎａ）、腕 骨 （ｃａｒｐａｌｓ）、掌 骨

（ｍｅｔａｃａｒｐａｌｓ）和指骨（ｐｈａｌａｎｇｅｓ）；后肢的五部分分别由股骨（ｆｅｍｕｒ）、胫骨（ｔｉｂｉａ）、腓骨

（ｆｉｂｕｌａ）、跗骨（ｔａｒｓａｌｓ）、跖骨（ｍｅｔａｔａｒｓａｌｓ）及趾骨（ｐｈａｌａｎｇｅｓ）组成。
２．４　肌肉

两栖类适应陆地生活，运动形式多样化，相应的肌肉也得到了发展，具有以下的特点（图
１３-５）：

（１）肌肉原始分节现象不明显，大部分肌节均愈合形成块状肌肉，只在腹直肌可见横行

的腱划，为肌节的遗迹。

图 １３-５　蛙的肌肉系统（仿Ｙｏｕｎｇ）
Ａ．背面； Ｂ．腹面

（２）由于水平骨隔的位置上移，两栖类轴上肌不发达，占躯干肌的比例小。鲵螈类的轴上

肌尚有原始分节现象。蛙类背部躯干肌为背 长肌，使脊柱向背方弯曲；轴下肌分化为三层，
腹外斜肌（ｍｕｓｃｕｌｕｓｏｂｌｉｑｕｕｓａｂｄｏｍｉｎｉｓｅｘｔｅｒｎｕｓ）、腹内斜肌（ｍｕｓｃｕｌｕｓｏｂｌｉｑｕｕｓａｂｄｏｍｉｎｉｓ

ｉｎｔｅｒｎｕｓ）和腹横肌（ｍｕｓｃｕｌｕｓｒｅｃｔｕｓａｂｄｏｍｉｎｉｓ）。 腹外斜肌呈薄片状，起自背侧往后下方走

向，覆盖着整个腹腔的后半部， 终止于腹直肌的内缘；腹内斜肌藏于外斜肌下，肌纤维方向

与腹外斜肌相反。 这些肌肉支持腹壁，参与呼吸运动。 腹横肌位于腹壁的 内层，肌纤维呈

背腹走向，由耻骨伸往胸骨，保护腹壁，并牵拉腰带向前，适应陆地运动。
（３）随着五趾型附肢的出现，在附肢上发展了复杂的附肢肌。除了如鱼类的外生肌（肌肉

的起点在躯干，止点在附肢骨上）外，还发展了内生肌（肌肉起于带骨或附肢骨近端部，止点

在附肢骨上），使得附肢的各部分能彼此作相对应的局部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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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随着成体时鳃的消失，鳃弓转化为支持喉头、舌的软骨，而鳃肌则大多退化，一部分

演变为调节咽喉部和舌活动的肌肉。
２．５　循　环

两栖类由水生过渡到陆生，出现肺呼吸，循环系统也随之改变，心脏由一心房一心室而

演变为二心房一心室，循环模式由单循环演变为不完全的双循环。

图 １３-６　蛙的心脏（仿周本湘）
Ａ．背面观； Ｂ．腹面观 ； Ｃ．内部结构

２．５．１　心　脏

两栖类幼体的心脏是一心房一心室。 成体的心脏（图 １３-６）位于体腔前部的围心腔内，
由静脉窦、心房和心室三部分组成，心房分为左心房和右心房。静脉窦呈三角形，位于心脏的

背曲，前面两角分别连接左、右前大静脉，后面一角连后大静脉，汇集由身体前后部回来的缺

氧血，送回右心房。 心房分左右两半，中间有房间隔。左心房接受由肺静脉返回的多氧血；右
心房接受由体静脉运回的缺氧血。心室具有肌肉质的厚壁，壁上由肌肉质网状皱褶。由于分

别来自左、右心房的多氧血与缺氧血汇集到一个共同的心室，心室壁上的肌肉质皱褶有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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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多氧血与缺氧血的混合。
在心室腹面，仍保留有较发达的动脉圆锥，在与心室相接处，有 ３ 个半月瓣（ｓｅｍｉｌｕｎａｒ

ｖａｌｖｅ），防止从心室内压出的血液回流。动脉圆锥的前段为腹大动脉，是动脉系统的起点。动
脉圆锥内还有一纵行的螺旋瓣，能随动脉圆锥的收缩而转动。螺旋瓣的作用在于将心脏发出

的含氧量不等的血液分配到不同的血管中。动脉圆锥从心室右侧发出，心室右侧的缺氧血首

先被压入动脉圆锥，由于肺皮动脉出口 低，阻力也 小，缺氧血首先进入肺皮动脉。 然后，
心室中部的混合血进入动脉圆锥，动脉圆锥收缩，其中的螺旋瓣向左偏而关住肺皮动脉孔，
混合血则主要进入体动脉。 后心室左侧的多氧血进入尚未充满血液的颈动脉。这样，使得

多氧血进入头部的颈动脉，缺氧血入肺。 但是有学者通过观察蛙血液循环，提出了不同于上

述传统说法的新解释。实验发现：来自左心房和右心房的血，都可以流到心室的各部分，并没

有在一定程度上不相混合的现象。
２．５．２　动　脉

由腹大动脉往前延伸出左右 ２ 支动脉干，每 １ 支动脉干分出 ３ 对动脉弓：颈动脉弓

（ｃａｒｏｔｉｄａｒｃｈ）、体动脉弓（ｓｙｓｔｅｍｉｃａｒｃｈ）和肺皮动脉弓（ｐｕｌｍｏ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ａｒｃｈ）。颈动脉弓再

分为内颈动脉（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ｃａｒｏｔｉｄａｒｔｅｒｙ）及外颈动脉（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ｃａｒｏｔｉｄａｒｔｅｒｙ），前者运送血液

至脑、眼及上颌等处，后者运送血液到下颌和口腔壁。在内、外颈动脉的分叉处有一个压力感

受器，可监测动脉的血压，称为颈动脉腺（ｃａｒｏｔｉｄｇｌａｎｄ）。 当动脉血压降低时，颈动脉腺就能

发出兴奋传导到延脑的心血管调整系统。
左、右体动脉弓弯向背侧，先分出锁骨下动脉（ｓｕｂｃｌａｖｉａｎａｒｔｅｒｙ）至肩部、前肢及食道等

处，然后，两大体动脉弓汇合成一条背大动脉，往后延伸并发出动脉分支到内脏各器官，
后，背大动脉主干分为两支进入后肢。 蚓螈类因无四肢而缺乏锁骨下动脉及髂动脉。

左、右肺皮动脉弓各分为 ２支，一支是肺动脉（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ａｒｔｅｒｙ），通至肺脏，在肺壁上

分散成毛细血管网，另一支为皮肤动脉（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ａｒｔｅｒｙ），通入皮肤，也散成毛细血管网。
肺和皮肤是两栖动物进行气体交换的重要场所。

２．５．３　静　脉

两栖类体静脉系统分为前大静脉和后大静脉，静脉血通过静脉窦流回右心房。肺静脉则

经左心房通入心室。 前大静脉（ｐｒｅｃａｖａ）代替了鱼类的前主静脉，分为下列三支静脉：（１）外
颈静脉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ｊｕｇｕｌａｒｖｅｉｎ），收集来自头部等处血液；（２）内颈静脉（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ｊｕｇｕｌａｒ

ｖｅｉｎ），收集来自前肢的血液；（３）肌皮静脉（ｍｕｓｃｕｌｏ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ｖｅｉｎ）。 后大静脉（ｐｏｓｔｃａｖａ）一
条，代替了鱼类的后主静脉。 后端起于两肾之间，向前越过肝脏的背面，接受肾静脉（ｒｅｎａｌ
ｖｅｉｎ）、生殖静脉（ｇｅｎｉｔａｌｖｅｉｎ） 和肝静脉来的血液，汇入静脉窦。门静脉系统包活肝门静脉和

肾门静脉。肝门静脉收集来自消化道（胃、肠）及胰、脾等处的血液，与腹静脉连接合流进入肝

脏，经肝脏后汇集成肝静脉，通入后大静脉。 肾门静脉（ｒｅｎａｌｐｏｒｔａｌｖｅｉｎ）接受由后肢回心的

两支血管：臀静脉（ｓｃｉａｔｉｃｖｅｉｎ）和位于大腿外侧的股静脉（ｆｅｍｏｒａｌｖｅｉｎ）两支静脉汇合后进

入肾脏，在肾脏散成毛细血管，然后汇集成肾静脉，通入后大静脉。左右后肢股静脉分出的骨

盆静脉，在腹中线处汇合，形成腹静脉（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ｖｅｉｎ），代替了鱼类的侧腹静脉。 肺静脉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ｖｅｉｎ）一对，汇集来自肺气体交换后的血液，左右肺静脉合并通入左心房。
２．５．４　淋　巴

两栖类开始出现比较完整的淋巴系统，包括淋巴管（ｌｙｍｐｈａｔｉｃｖｅｓｓｅｌｓ）、淋巴腔和淋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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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等结构。 淋巴系统几乎遍布皮下组织，有助于保持皮肤湿润和进行皮肤呼吸。
淋巴系统是血液循环系统的一个辅助系统。血液在毛细血管内流动时，血液的部分血浆

透过血管壁到组织间隙去，这种渗出的无色透明的水样液称为淋巴液（ｌｙｍｐｈ）。 淋巴液可以

供给组织营养，组织内的代谢废物也可进入淋巴液。 淋巴管则是输送淋巴液的管道，淋巴液

经淋巴管再流回血管。 两栖动物有发达的淋巴心以助淋巴液回心，蛙蟾类通常有淋巴心 ２
对，鲵螈类约 １６ 对，蚓螈类可多达百余对。 在身体某些部位，淋巴管膨大成为淋巴窦

（ｌｙｍｐｈｓｉｎｕｓｅｓ），如蛙的皮下有许多大的淋巴窦。
２．６　呼　吸

两栖类开始适应陆地生活，但又离不开水环境，其幼体阶段和成体阶段生活在不同的环

境介质中，呼吸方式也多样并存，有鳃呼吸、皮肤呼吸、口咽腔呼吸和肺呼吸。

图 １３-７　外鳃（仿 Ｍｉｌｌｅｒ和 Ｈａｒｌｅｙ）

两栖动物的幼体和鱼类一样，营鳃

呼吸，血液循环方式也一致。 幼体的头

部具有 ３ 对羽状外鳃（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ｇｉｌｌ），是
其呼吸器官，外鳃随同幼体发育而被鳃

盖遮掩而逐渐消失，或被内鳃（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ｇｉｌｌ）所代替。 变态登陆后则由咽部长出

一对肺，代替原有鳃的呼吸机能。 但个

别种类，如泥螈，则终生保留着外鳃（图
１３-７）。

成体的呼吸系统包括鼻、口腔、喉
气管室 （ｌａｒｙｎｇｏ-ｔｒａｃｈｅａｌｃｈａｍｂｅｒ）和
肺等（图 １３-８）。肺是一对结构简单的薄

图 １３-８　蛙的呼吸器官

壁盲囊，位于心和肝的背侧。 呼吸道极短，喉头和气管

的分化不明显，为喉气管室。 肺囊内壁呈蜂窝状，被分

隔成许多小室，称为肺泡（ａｌｖｅｏｌｕｓ），用以增加与空气

接触的面积，囊壁具丰富的毛细血管，可开展气体交

换。 两栖类肺的表面积还不大，肺的表面积与皮肤表

面积的比例远低于高等脊椎动物。 因此，两栖类的肺

呼吸并不完善，还需要皮肤呼吸等辅助呼吸方式。 皮

肤呼吸在特定种类或特定生理状况下，可成为两栖类

的主要呼吸方式。 如美洲和地中海地区无肺螈科

（Ｐｌｅｕｒｏｄｏｎｔｉｄａｅ）的树螈（A neides lug ubris）既没有

鳃，又缺乏肺脏，完全凭借分布在皮肤和口腔黏膜下

的大量血管进行呼吸。
两栖类的呼吸动作借助于口咽腔底部的上下颤动来完成，称为咽式呼吸。 首先，外鼻孔

张开，喉门紧闭，口底下降，由外鼻孔吸入空气，进入口腔。 然后，口底上升，将空气经原路由

外鼻孔呼出，此时由于喉门紧闭，无气体进入肺，只是在口咽腔黏膜进行气体交换，称为口咽

腔呼吸（ｂｕｃｃ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ｅａｌ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经过口底多次升降颤动后，外鼻孔关闭，口底上升，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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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开启，使得空气从口腔进入肺脏，肺壁上充满毛细血管，可完成气体交换，即肺呼吸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空气从肺内再呼出，是靠着口底下降，腹壁肌肉收缩和肺脏本身的

弹性复原来完成的（图 １３-９）。

图 １３-９　蛙的呼吸动作（仿 Ｇａｎｓ等）

图 １３-１０　蛙的消化系统（仿 Ｒｏｍｅｒ和 Ｐａｒｓｏｎｓ）

２．７　消　化

两栖类的消化道包括口、口咽腔、食道、胃、小肠、大肠和泄殖腔（图 １３-１０）。 口咽腔的结

构比较复杂，除具有牙齿、舌、唾液腺外，还有内鼻孔、耳咽管孔、喉门和食道的开口，分别通

向鼻腔、中耳、呼吸道和消化道。 鲵螈类和鱼螈类的颌缘有 １～２排单尖形的颌齿，蛙类则无

颌齿或仅有上颌齿；在口腔顶壁犁骨上也有两簇细齿，称犁骨齿。这些牙齿容易断裂，也容易

生 长 补 充，故 称 为 多 出 性 的 同 型 齿

（ｈｏｍｏｄｏｎｔ）。 两栖类的牙齿只能帮助咬

住食物，防止其滑脱，并无咀嚼功能。 舌

位于口腔底部，鲵螈类的舌活动性不强，
蛙类的舌呈肌肉质，固着在口腔底部的

前端，舌尖分叉或不分叉（蟾蜍），伸向后

方。 多数蛙类舌的活动性强，捕食时，舌
尖能突然翻出，将飞虫等食物黏住。 蛙的

口 腔 内 有 分 泌 黏 液 的 颌 间 腺

（ｉｎｔｅｒｍａｘｉｌｌａｒｙｇｌａｎｄ），位于口腔顶壁的

前颌骨和鼻囊间，该腺体的分泌物中不

含有酶，因而不具备初步消化食物的机

能，只是用来湿润食物。 蛙的眼球与口腔

间没有骨片相隔 当吞咽食物时 由于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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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收缩可使眼球向口腔内压入，帮助推动食物下咽。
内鼻孔（ｃｈｏａｎａ）位于在口腔顶部，是紧靠犁骨外侧的一对小孔。 内鼻孔的出现，使鼻腔

不仅是嗅觉器官，而且成为呼吸的通路。耳咽管孔 （ｏｐｅｎｉｎｇｏｆｅｕｓｔａｃｈｉａｎｔｕｂｅ）位于口腔顶

部两侧接近口角处，与中耳腔相通。在口腔的后端有两个开口：前面的开口为一条纵裂，向下

通入气管，为喉门（ｇｌｏｔｔｉｓ）；后面一个为食道开口。
食物通过口咽腔及其后较短的食道，进入胃。 胃位于体腔左侧，其连食道的一端，称贲

门，连十二指肠的一端，称幽门，有括约肌控制幽门的启闭。胃壁黏膜层里含有大量管状的胃

腺，分泌的胃液里含有盐酸和胃蛋白酶。 肠分为小肠和大肠两部分。小肠的主要功能是消化

食物和吸收营养，起于幽门的前面一段，称十二指肠（ｄｕｏｄｅｎｕｍ），其后盘旋的一段为回肠

（ｉｌｅｕｍ）。大肠粗短，又称直肠（ｒｅｃｔｕｍ），通入泄殖腔，以泄殖腔孔通向体外。肠的长度和食性

有关，植食性动物肠道的总长度比肉食性动物长。
两栖类的消化腺主要为肝脏和胰脏。肝脏位于体腔前端，分为 ２～３叶。在两叶肝之间，

有一绿色圆形的胆囊。 通过几根胆囊管与胆总管相连。 胰脏位于十二指肠和胃之间的系膜

上，为一不规则分支状的器官，通过胰管和胆总管相连。这样，胰细胞分泌的胰液经过胰管而

入胆总管，和胆汁混合流入十二指肠，帮助消化食物。
２．８　排　泄

两栖动物的主要排泄器官是肾脏（中肾）和皮肤等。 肾脏是 重要的排泄器官。 鲵螈类

的肾脏是一对长扁形器官，蛙蟾类是一对椭圆形分叶器官。 肾脏的外缘连接一条输尿管，即
中肾管，通入泄殖腔的背壁。 雌体的肾脏及输尿管只有泌尿和输尿作用。而雄体肾脏的一些

肾小管与精细管相连通，可运送精子，兼有输尿和输精的作用。蛙蟾类有一个薄壁膀胱，由泄

殖腔的腹壁突出所形成，故称泄殖腔膀胱（ｃｌｏａｃａｌｂｌａｄｄｅｒ）。尿液经输尿管先送入泄殖腔，因
括约肌收缩，泄殖腔孔平时为关闭状态，尿液便由泄殖腔流入膀胱。当膀胱内充满尿液时，膀
胱肌收缩，泄殖腔孔张开，将尿液排出体外

除泌尿功能外，肾脏还有调节体内水分和维持渗透压的作用。 生活于淡水中的两栖类，
由于外界水的渗透压低，大量水分可不断通过皮肤渗入体内，因而，须通过肾脏泌尿，排除血

液中的过量水，以维持动物体内的水分平衡。 当环境水源中盐分过高时，外界盐分便可经皮

肤进入体内，改变体液的正常浓度，从而导致动物死亡。
２．９　神经与感觉器官

两栖类的神经系统适应陆地上的复杂环境条件，较鱼类有了一些进步，但在陆生脊椎动

物中还处于较低级的水平。
２．９．１　脑

大脑体积增大，往前延伸成两个嗅叶（ｌｏｂｕｓｏｌｆａｃｔｏｒｉｕｓ），为两大脑半球向前延伸的部

分，两嗅叶在正中线处左右相连。大脑半球之间以矢状裂相隔，位于脑内的左、右侧脑室已完

全分开，称为第一、第二脑室，左右脑室通过室间孔相通，而且，侧脑室向前一直伸展到嗅叶

中，往后与间脑内的第三脑室相通。大脑半球不仅在腹部和侧面保留着神经细胞构成的古脑

皮（ｐａｌｅｏｐａｌｌｉｕｍ），并且在顶部也有一些神经细胞，称为原脑皮（ａｒｃｈｉｐａｌｌｉｕｍ），其作用主要

是管理嗅觉。 间脑顶部呈薄膜状，有一个不发达的松果体，松果体的内腔与间脑中的第三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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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相通。间脑背侧部的壁厚，称为视丘或丘脑。下丘脑位于视丘的前下方，由视交叉、脑漏斗

及脑垂体等组成。 中脑顶部为一对圆形的视叶，腹面增厚为大脑脚（ｃｒｕｓｃｅｒｅｂｒｉ），是两栖动

物的视觉中心和神经系统的 高中枢。 两栖类的小脑不发达，仅是一横褶，位于第四脑室的

前缘。小脑不发达与其活动范围狭窄、运动方式简单相关。延脑中有一个三角形的第四脑室。
延脑后面和脊髓相连（图 １３-１１）。

图 １３-１１　蛙蟾类的脑（仿 Ｒｏｍｅｒ和 Ｐａｒｓｏｎｓ）
Ａ．背面； Ｂ．侧面

２．９．２　脊　髓

除有背正中沟外，还首次出现了腹正中裂。 脊髓在颈部和腰部有两个膨大部分，分别为

颈膨大和腰膨大。
２．９．３　脑神经和脊神经

脑神经 １０对。脊神经对数因动物类别不同而有很大差异。 第一对脊神经由寰椎和第二

椎骨之间的椎间孔穿出，分布到舌肌及部分肩肌上。有些脊神经集合成臂神经丛和腰荐神经

丛，分别进入前、后肢。 蛙类已经有了发育完备的植物性神经系统。 在脊柱两侧有一对纵行

的交感神经干，连接着许多交感神经节，由神经节上发出神经与脊神经相连或分布到内脏各

器官。
２．９．４　感觉器官

两栖类的许多感受器广泛分布于皮肤各处，有些感受器只是裸露的神经末梢，对热、冷、
痛有反应。

侧线器官　两栖动物的幼体都具侧线，由感觉细胞形成的神经丛所组成，能感知水压的

变化，其结构与功能近似于鱼类的侧线器官。两栖类幼体变态后，侧线消失，但水生鲵螈类终

生保留有侧线。
视觉器官　视觉器官已具备与陆栖生活方式相适应的特征。蛙蟾类的眼位于头背，具有

较为广阔的视觉范围。具有能活动的眼睑和瞬膜，眼球角膜凸出，晶体近似圆球而稍扁平，晶
体和角膜的间距较鱼类远，因而适于观看远处的物体。 蛙的上眼睑不能活动，眼的闭合靠眼

球的下陷，下眼睑上推盖住眼球，而不是靠上眼睑下垂。 两栖类有泪腺（ｌａｃｈｒｙｍａｌｇｌａｎｄ）和
哈氏腺（Ｈａｒｄｅｒｉｏｎｇｌａｎｄ），其分泌物能润泽眼球和瞬膜，防止干燥，有利于陆地生活。鲵螈类

的眼小，其角膜与皮肤愈合，眼睑不能活动，也无泪腺。 晶体的腹面（鲵螈类）或背阴面（蛙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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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有一块小形的晶体牵引肌，该肌收缩时能改变晶体的位置和弧度，调整视觉的成像焦距，
使之既能近视又能远观。 此外，在脉络膜和晶体之间还有一些辐射状排列的脉络膜张肌，可
协 助水晶体牵引肌调节视觉。 脉络膜张肌可能相当于陆生脊椎动物的睫状肌（ｃｉｌｉａｒｙ
ｍｕｓｃｌｅ）（图 １３-１２）。

图 １３-１２　蛙眼的结构（仿 Ｃｈａｐｍａｎ等） 图 １３-１３　蛙耳的结构（仿 Ｃｈａｐｍａｎ等）
听觉器官　脊椎动物由水生到陆生，听觉器官适应陆地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两栖

类的内耳结构与鱼近似，但球状囊的后壁已开始分化出雏形的瓶状囊（听壶，ｌａｇｅｎａ），有感

受声波的作用。 因此，两栖动物的内耳除有平衡感觉外，还首次具有听觉功能。 两栖类适应

在 陆地上感受声波，还首次出现了中耳 （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ｒ） （图 １３-１３），又名鼓室 （ｔｙｍｐａｎｉｃ

ｃａｖｉｔｙ），由胚胎的第一对咽囊演变而来。 中耳腔内有一枚棒状的耳柱骨，外端连接鼓膜内面

的中央，内端紧贴内耳外壁的椭圆窗，将鼓膜所感受的声波传入内耳，通过听神经传导到达

脑，产生听觉。 中耳腔以一对耳咽管（ｅｕｓｔａｃｈｉａｎｔｕｂｅ）与口咽腔相通，这样，空气可以进入中

耳，使得鼓膜内外压力平衡，可以防止鼓膜因受剧烈的声波冲击而导致破裂。 鲵螈类和蚓螈

类有发达的耳柱骨，但无中耳腔。 耳柱骨外端与鳞骨相关节，通过颌骨可将声波的振动传送

到内耳。此外，椭圆窗外还有一块平板状的盖骨，通过盖骨肌连接肩带，地面的振动可通过附

肢、盖骨肌和盖骨而达到内耳。
嗅觉器官　两栖动物的鼻腔内壁有皱褶状的嗅黏膜（ｏｌｆａｃｔｏｒｙｍｕｃｏｕｓｍｅｍｂｒａｎｃｅ），嗅

黏膜上的嗅神经可通至嗅叶，产生嗅觉。
２．１０　生　殖

两栖类精巢位于肾脏之内侧（图 １３-１４），其形态各异，蛙精巢为卵圆形，蟾蜍精巢为长

柱形，而蝾螈则呈分叶状。精巢发出输精小管（ｖａｓａｅｆｆｅｒｅｎｒｉａ）与肾脏前部的肾小管连通，再
经输尿管进入泄殖腔而排出体外，因此，两栖类的中肾管兼作输尿和输精之用。 蛙蟾类在繁

殖期间，输精尿管的末端膨大成贮精囊，用于贮存精液，繁殖季节结束后恢复正常。 此外，雄
性仍保留着细小而明显的输卵管，为退化的牟勒氏管。

两 栖 类 主 要 营 体 外 受 精， 但 蚓 螈 类、 蝾 螈 科、 尾 蟾 属 （A scap hus）、 墨 蟾 属

（M ertensop hryne）、卵齿蟾属（E leutherod actylus）及胎生蟾属（N ectop hrynoid es）的少数种类

可行体内受精。蚓螈类的泄殖腔长，能突出体外成插入器，将精液直接输入雌体的泄殖腔内。
生活在美国西北部流水中的尾蟾具有一尾状突起，其末端是泄殖腔孔，在繁殖季节，雄性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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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３-１４　两栖类雄性的泄殖系统（仿 Ｒｏｍｅｒ和 Ｐａｒｓｏｎｓ）
Ａ．蛙 ； Ｂ．蝾螈

状突起插入雌性泄殖腔内，保证精子与卵相遇。

图 １３-１５　两栖类雌性的泄殖系统（仿 Ｒｏｍｅｒ和 Ｐａｒｓｏｎｓ）
Ａ．蛙 ； Ｂ．蝾螈

两栖类卵巢一对，其形状和大小存在季节变异（图 １３-１５）。 在生殖时期，卵巢内卵增大、
数量增加，导致卵巢胀大，繁殖期结束，卵排出，卵巢缩小。 输卵管一对，位于体腔两侧，向前

可追溯至胸腔，向后开口于泄殖腔。 卵成熟后穿破卵巢壁进入腹腔，通过腹肌的收缩以及腹

腔膜上纤毛的活动，使卵子进入输卵管的前部，卵沿输卵管下行，包裹上输卵管壁上腺体分

泌的胶状物质，形成卵胶膜，然后到达子宫内暂时贮存。等到交配时，排出体外。蛙蟾类生殖

腺前有一对黄色指状的突起物，内含大量脂肪，为贮存营养的结构，称脂肪体（ｆａｔｂｏｄｉｅｓ）。
脂肪体的大小随季节而变化。 在冬眠前，两栖动物在体内储存能量，脂肪体较大。 到繁殖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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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脂肪体被消耗用于生殖细胞的增长发育，开始变小。此外，蟾蜍属和南美洲的短头蟾科种

类的生殖腺前缘有一个毕特氏器（Ｂｉｄｄｅｒ＇ｓｏｒｇａｎ），由蝌蚪生殖腺前部膨大部分经变态后形

成，相当于退化卵巢的残余部分，内含尚未分化或发育不完全的卵细胞。摘除蟾蜍的精巢，可
使毕特氏器发育成卵巢，具有产卵功能。

两栖动物存在两性异形现象，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１）雌性成体大于雄性成体；（２）雄
性成体大于雌性成体；（３）雄体的头显著大于雌体。第一种类型较为普遍，如常见的黑斑侧褶

蛙、金线侧褶蛙等。 此外，不少种类的雄性出现各种形式的副性征，峨嵋髭蟾、棘腹蛙等的前

肢因加强抱雌能力变得粗壮而有力。 前肢内侧第一、第二指的基部局部隆起成婚垫（ｎｕｐｔｉａｌ
ｐａｄ）。 髭蟾上颌背缘的黑色角刺、棘蛙类胸腹部的腺体及棘刺、隆肛蛙肛部皮肤的方形囊状

突起，以及旗螈（T riturutus cristatus）背面的帆形肤褶，也为雄性两栖类的特征。

图 １３-１６　蛙蟾的抱对（仿 Ｚｕｇ等）

两栖类的繁殖期主要集中于春夏季节。 一

些种类则在其他季节产卵，如中国林蛙（３ 月）、
崇安髭蟾（１１月）。 两栖类求偶、交配行为各异。
在求偶和配偶选择过程中，声音、视觉、触觉和

化学信号发挥了重要作用。 抱对是蛙蟾类繁殖

的一个重要行为，雄性可通过鸣叫来吸引雌体，
当追逐到雌体后，雄蛙则停止鸣叫，用前肢紧紧

抱住异性（图 １３-１６）。 抱对可持续 ６～８小时，甚至可达数日，其生物学意义是刺激两性同步

排精产卵和提高受精率。雄性蝾螈在觅偶时，常围绕雌螈游动，以吻触及雌螈肛部，尾部向前

弯曲急速抖动，如此反复多次，可持续数小时。 当雄螈排出乳白色精包，雌螈紧随雄螈前进，
用泄殖腔将精包的精子慢慢纳入泄殖腔内。

两栖类的主要繁殖方式为卵生，但泳蟾、尾蟾和几种蝾螈营卵胎生。 通常雌体一次性将

所怀的成熟卵全部产出。一些蛙类在繁殖季节可多次产卵，而东方蝾螈在整个繁殖期内每天

产一枚受精卵。卵的大小、颜色和形状因动物种类而异，如大鲵的卵带成念珠状，小鲵为圆筒

状，蟾蜍的卵成长条状，青蛙的卵聚成团块状，锄足蟾则集成片状。 两栖动物的卵为多黄卵。
卵黄集中在卵的下部，呈黄白色，为植物极，另一端表层内有黑色素微粒，呈深褐色或黑色，
为动物极，有利于吸收日光辐射热，促进卵的发育。 动物极细胞分裂快，细胞小；植物极细胞

分裂慢，细胞大。
两栖类卵外包裹有 ２～３层胶质膜。 胶质膜遇水膨胀，且彼此相连，结成大团的卵块，漂

浮水面，有利于聚集阳光的热量，提高了卵孵化温度。 胶质膜也能起到保护卵的作用。 柔韧

的胶质膜能缓冲机械性刺激，免遭污染以及避免被动物吞食。 因此，胶质膜是一种适应于水

中生殖的进步性结构（图 １３-１７）。
卵在受精后约 ２～４小时便开始分裂。 由于卵黄分布不均匀，其卵裂为不完全卵裂。 卵

裂初期形成内含囊胚腔的囊胚。然后，由于动物极细胞分裂快，逐渐将植物极细胞包入，同时

植物极的大细胞内陷，外包与内陷相结合，形成原肠胚。 原肠腔逐渐代替了囊胚腔。 原肠胚

发展到后期，在胚胎的背面开始形成神经管，该时期的胚胎称为神经胚。神经胚继续发育，出
现外鳃、口、尾鳍、心脏等时，即冲破胶质膜孵出成为独立生活的蝌蚪。

蛙蟾类卵从受精到发育成幼体约经过 ４～５ 天，极北小鲵则需要 １７～１９天。刚孵出的蝌

蚪口后有一吸盘，可吸附在水草上，随后即能在水中自由游泳。 蝌蚪有一条侧扁的长尾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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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３-１７　两栖类的卵及卵块（仿各家）
运动器官，也有与鱼类相似的侧线器官。头的两侧 初具有羽状外鳃，随后外鳃消失，在外鳃

的前方产生内鳃，被鳃盖褶包起，通过一个鳃孔通向体外，作为呼吸器官。

图 １３-１８　蛙的生活史（仿 Ｒｉｃｈａｒｄ）

蝌蚪从外形到内部结构和鱼近似：
流线体型，无四肢，用尾游泳，有侧线，用
鳃呼吸，心脏只有一心房一心室，血液循

环为单循环。 蝌蚪主要吃植物性食物，如
矽藻、绿藻等。 蝌蚪的上下颌具有角质结

构，上下唇皆生有细齿，其数目和排列方

式，随种类而异，是其分类的一个标准。
齿的主要功能是帮助摄食。 此外，唇的边

缘另具多数小乳突，可能为味觉感受器。
在变态期，内、外部各器官由适应水栖转

变为适应陆栖。 尾部逐渐萎缩、消失，成
对附肢出现。 在内脏各器官中，以呼吸器

官的改变 早，当蝌蚪尚用鳃呼吸时，咽
部就生出两个分离的盲囊，向腹面突出，
成为肺芽。 肺芽逐渐扩大，形成左右肺。
肺呼吸的出现促使其循环系统改造成为不完全的双循环。心脏逐渐发展成为两心房一心室。
排泄系统出现了中肾。变态后的幼蛙以动物性食物为食，消化道由原先螺旋状弯曲的肠管转

变成为粗短的肠管（图 １３-１８）。
有些鲵螈类，在性成熟和具有生殖能力时，仍保留着幼体时期的某些特征，这种现象称

为幼态持续（ｎｅｏｔｅｎｙ）。例如，巴尔干半岛地下水中的洞螈、北美的泥螈、中国的山溪鲵等。而
分布在墨西哥的虎螈幼体——美西螈（Ａｓｏｌｏｔｅ）即能进行繁殖，此种处于幼态时期的动物就

能进行生殖的现象，叫做幼体生殖（ｐａｅｄｏｓｅｎｓｉｓ）。美西螈栖于水域，用外鳃交换气体，若环境

适宜，能进行变态，失去外鳃到陆地上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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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两栖类的分类与演化

全世界现存两栖类 ４０００余种，隶属 ３个目，约 ４０科，４００ 属。 中国两栖动物大约有 ３００
种。 分 为 ３ 个 目： 蚓 螈 目 （Ｃａｅｃｉｌｉｆｏｒｍｅｓ）、 蝾 螈 目 （Ｓａｌａｍａｎｄｒｉｆｏｒｍｅｓ） 和 蛙 形 目

（Ｒａｎｉｆｏｒｍｅｓ）。
　３．１　蚓螈目（Ｃａｅｃｉｌｉｆｏｒｍｅｓ）（无足目Ａｐｏｄａ，裸蛇目Ｇｙｍｎｏｐｈｉｏｎａ）
　　蚓螈目动物为两栖类中的原始种类，同时又是极端特化的一类。 此类动物外形似蚯蚓，
尾短或无尾，无四肢及带骨退化。 皮肤裸露，有许多皮肤褶形成的环状皱纹，富黏液腺。分泌

物能减少身体水分散失，在运动过程中起润滑作用。 眼睛退化，隐于皮下，实际上为盲目。在
眼和外鼻孔之间的一个特殊凹陷中有一能收缩的触角，触角伸长可达 ２～３ｍｍ，感觉灵敏，
有助于钻穴活动。听觉器官中没有鼓膜，听神经退化，但嗅觉发达。体内受精，雄性的泄殖腔

能向外突出，起交配器的作用，将精液输入雌体内。脊椎骨的数目很多，多达 ２５０块。 这些特

化的构造与它们营地下穴居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蚓螈目动物除具有上述的特化性特征外，还具有一系列原始性特征。真皮中有退化的骨

质鳞，可视为古代坚头类体表鳞甲的遗迹。椎骨为双凹型，无胸骨和荐椎，头骨膜原骨非常发

达。 房间隔发育不完全。
本 目 共 ６ 科，分 别 为 蚓 螈 科 （Ｃａｅｃｉｌｉｉｄａｅ）、鱼 螈 科 （Ｉｃｈｔｈｙｏｐｈｉｉｄａｅ）、莱 因 螈 科

（Ｒｈｉｎａｔｒｅｍａｔｉｄａｅ）、蠕蚓 科 （Ｓｃｏｌｅｃｏｍｏｒｐｈｉｄａｅ）、盲游蚓 科 （Ｔｙｐｈｌｏｎｅｃｔｉｄａｅ）、盲尾 蚓科

（Ｕｒａｅｏｔｙｐｈｌｉｄａｅ）。本目动物广泛分布于除马达加斯加和澳大利亚外的全世界热带地区。尽
管分布广泛，但物种数量并不多，只有约 １６０ 种。 中国仅产一种版纳鱼螈（Ichthy op his

bannanicus），属鱼螈科（Ｉｃｈｔｈｙｏｐｈｉｓ）（图 １３-１９）。

图 １３-１９　版纳鱼螈（仿费梁等）

３．２　蝾螈目（Ｓａｌａｍａｎｄｒｉｆｏｒｍｅｓ）（有尾目 Ｃａｕｄａｔａ）
本目动物体长，终生有较长的尾，多数具四肢，少数种类仅具前肢。 皮肤裸露无鳞片，表

皮角质层定期蜕皮。皮肤富含皮肤腺，可保持皮肤湿润。水栖的种类眼睛小，无活动的眼睑。
脊椎骨数量多，有些种类可多达 １００ 块。低等种类（小鲵科、隐鳃鲵科）的椎体为双凹型，高等

种类（蝾螈科）则为后凹型，躯椎具不发达的肋骨。 有些种类尚没有荐椎的分化。幼体用鳃呼

吸，成体用肺呼吸，也有些种类终生具鳃。肺不发达或无，皮肤呼吸和口咽腔呼吸仍发挥重要

作用。循环系统比较原始，无肺的低等种类，心房尚未分隔。多数种类的心房间隔有孔，使左

右心房相通。绝大多数为卵生，少数卵胎生。雄性无交配器，体外或体内受精，体外受精由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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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个体同时将卵子和精液排入水中而完成受精；体内受精，雄性先排出内含精子的胶质精包

（ｓｐｅｒｍａｔｏｐｈｏｒｅ），精包被雌体纳入其泄殖腔中，然后其外胶质被吞噬细胞破坏而释放出精

子，精子在输卵管内与卵子完成受精作用。 多数种类成体营半水栖生活，也有些种类终生生

活于水中，或变态后（鳃裂封闭为主要标志）离水而栖于湿地。 因此，蝾螈目动物主要生活于

潮湿森林，及河流、湖泊、溪沟等水域中。 大多数种类分布在北半球的亚热带和温带地区，少
数种类（无肺螈，P lethod ontid s）分布于热带美洲。

本目在全世界有 ９ 科，６０ 余属， ３５０ 余种，中国产 ３ 科 １４ 属 ３８ 种，即隐鳃 鲵科

（Ｃｒｙｐｔｏｂｒａｎｃｈｉｄａｅ）、小鲵科（Ｈｙｎｏｂｉｉｄａｅ）和蝾螈科（Ｓａｌａｍａｎｄｒｉｄａｅ）（图 １３-２０）。 其他 ６ 科
分别 为洞 螈科 （Ｐｒｏｔｅｉｄａｅ）、鳗 螈 科 （Ｓｉｒｅｎｉｄａｅ）、两 栖 鲵科 （Ａｍｐｈｉｕｍｌｄａｅ）、无 肺螈 科

（Ｐｌｅｔｈｏｄｏｎｔｉｄａｅ）、钝口螈科（Ａｍｂｙｓｔｏｍｉｄａｅ）、双曲齿螈科（Ｄｉｃａｍｐｔｏｄｏｎｔｉｄａｅ）。

图 １３-２０　蝾螈目代表动物（仿各家）
Ａ．中国大鲵 ； Ｂ．山溪鲵； Ｃ．东方蝾螈； Ｄ．红瘰疣螈 ； Ｅ．东北小鲵 ； Ｆ．无斑肥螈； Ｇ．普通欧螈； Ｈ．真螈 ； Ｉ．镇海棘螈

隐鳃 鲵 科　隐 鳃 鲵 科有 ２ 属 ３ 种，即 隐鳃 鲵 属 的美 洲 隐 鳃 鲵 （C ryp tobranchus

alleganiensis）及大鲵属的中国大鲵（A nd rias d avid ianus）和日本大鲵（A nd rias jap onicus）。
本科包括现代两栖类中体型 大的种类，中国大鲵身长可达 １．８米，终生生活在活水中，成
体仍然保持有鳃裂，体侧有皮肤褶皱以增加皮肤面积用于在水中呼吸，前肢 ４趾后肢 ５趾。

小鲵科　现有 ８ 属 ３０余种，主要分布于东亚，包括小鲵属、山溪鲵属、北鲵属、极北鲵

属、爪鲵属、副趾鲵属、拟小鲵属和肥鲵属。中国已知 ７属 １８种。小鲵科动物体较小，全长不

超过 ３００ｍｍ，具活动性眼睑，皮肤光滑无疣粒。 犁骨齿呈 Ｕ形，排列成左右两短列。 椎体双

凹型，体侧有肋沟，体外受精。小鲵属、拟小鲵属、极北鲵属和爪鲵属等属种类以陆栖为主，生
活于林间潮湿的草丛、苔藓、洞穴中，繁殖季节进入溪流、溪沟等处配对产卵；肥鲵属、北鲵

属、山溪鲵属和副趾鲵属等属动物水栖为主， 生活于水质清澈的山溪内，卵产在流水中的石

下。 代表种类有东北小鲵（H ynobius leechii）和山溪鲵 （B atrachup erus p inchonii）等。
蝾螈科　约有 １６属 ５０余种。 广布于北非、欧洲、亚洲东部及北美东部和南部。 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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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分布于秦岭以南。现有 ６属 １８种（亚种），包括疣螈属 ６种，蝾螈属 ４种，瘰螈属 ４种，肥
螈属 ２ 种，棘螈属和滇螈属各有 １种。蝾螈全长一般不超过 ２３０毫米，头躯略扁平，皮肤光滑

或有瘰疣，肋沟不明显，犁骨齿两长列，呈“∧”形，椎体多为后凹型，体内受精，雌螈将雄螈排

出 的精包纳入泄殖腔。 代表种类有东方蝾螈 （Cy nop s orientalis）、普通欧螈 （T riturus

vulgris）、真螈 （S alam and ra salam and ra）、无斑肥螈 （P achy triton cabiatus）和 镇海棘螈

（E chinotriton chinhaiensis）等。
３．３　蛙形目（Ｒａｎｉｆｏｒｍｅｓ）（无尾目 Ａｎｕｒａ）
蛙形目是现存两栖动物中 高等、种类 多且分布 广的类群。体形宽短，四肢发达，后

肢尤为强健，适于跳跃。 成体无尾，故又名无尾目。 皮肤裸露，富含黏液腺，有些种类具有发

达的毒腺。 具有可活动的下眼睑及瞬膜。 中耳完备，多数种类鼓膜明显。 头骨的额骨和顶骨

愈合成额顶骨（ｆｒｏｎｔｏｐａｒｉｅｔａｌ）。 椎体呈前凹型或后凹型。 胸骨发达，但一般不具肋骨。 肩带

分为弧胸型（蟾）和固胸型（蛙）。桡骨与尺骨愈合成桡尺骨，胫骨与腓骨愈合成胫腓骨。幼体

经变态进入成体阶段，成体以肺呼吸，无外鳃，营水陆两栖生活。 通常为体外受精，繁殖离不

开水。
本目现有 ２０科、３００ 余属、约 ３５００种，中国有 ７科 ４１属 ２５０余种。蛙蟾类广泛分布除南

极洲外的各大洲，在美洲、非洲的热带和亚热带种类 多，个别种类分布在北极圈南缘（图
１３-２１）。

图 １３-２１　蛙形目代表动物（一）（仿各家）
Ａ．东方铃蟾 ； Ｂ．产婆蟾 ； Ｃ．负子蟾； Ｄ．小角蟾 ； Ｅ．崇安髭蟾 ； Ｆ．中华大蟾蜍 ； Ｇ．花背蟾蜍 ； Ｈ．中国雨蛙

盘舌蟾科（Ｄｉｓｃｏｇｌｏｓｓｉｄａｅ）　其舌为圆盘状，尖端不分叉，舌与口腔黏膜相连而不能伸

出。 下颌无齿，２～４椎骨，具有肋骨，椎体属于后凹型，肩带为弧胸型。 雄性无声囊。 盘舌蟾

科有 ４属 １０余种，盘舌蟾属（D iscog lossus）分布于欧洲、北非和中东，色彩比较鲜艳。 铃蟾属

（B om bina）分布于欧洲到东亚一带，有毒，腹部颜色鲜艳。产婆蟾属（A lytes）分布于欧洲和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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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主要生活于陆地上，因为有将卵背在身后的习性而得名。 巴蟾属（B arbourina）分布于菲

律宾南部和婆罗洲。 盘舌蟾科有时被分为盘舌蟾科和铃蟾科两个独立的科。 代表种类有东

方铃蟾（B om bina orientalis）和产婆蟾 （A ly tes obstetrican L aurenti）等。
负子蟾科（Ｐｉｐｉｄａｅ）　无舌。椎体属于后凹型，有肋骨。水栖，后肢强劲而有发达的蹼，雌

蟾背部皮肤在繁殖期形成莲蓬状孔，卵在背部的小囊孔中孵化，完成变态或接近完成变态时

离开母体。 负子蟾科共有 ５属 ３０种，产于南美洲和非洲。 代表种类有负子蟾（P ip a p ip a）。
锄足蟾科（Ｐｅｌｏｂａｔｉｄａｅ）　上颌一般具齿。舌端游离，微有缺刻。 椎体前凹型，无肋骨，肩

带为弧胸型，荐椎横突特别宽而长大。 一般分为锄足蟾亚科和角蟾亚科，本科 １２～１４属 ８０
余种，分布于欧洲、非洲西北部、亚洲和北美洲。中国产 ８属 ６０余种，生活于南方山区的溪流

内，主要有角蟾类（M ag op hry s）、髭蟾类（V ibrissap hora）、齿蟾类（O reolalax ）和齿突蟾类

（S cutiger）等。 代表种类有宽头大角蟾（M ag op hry s carinensis）、小角蟾（M agop hrys m inor）、
崇安髭蟾（V ibrissap hora liui）、红点齿蟾（O reolalax rhod ostig m atus）和疣刺齿蟾（O reolalax

rugosus）等。
蟾蜍科（Ｂｕｆｏｎｉｄａｅ）　身体宽短粗壮。 皮肤粗糙且高度角质化，使得蟾蜍有较强的耐旱

能力。 头顶两侧有椭圆形的耳后腺，能分泌毒素，可以加工成药材——蟾酥。 鼓膜明显。 上

下颌及犁骨上皆无齿。舌端不分叉，能自由翻出口外。弧胸型肩带，椎体属于前凹型，无肋骨。
荐椎的横突扁平而膨大。 蟾蜍科现有 ２６属 ３５０种左右，分布广泛，生活于密林、高山、草原、
甚 至荒漠，行动缓慢不擅跳跃，中国有 ２ 属 １７ 种（亚种）。 代表种类有中华大蟾蜍（B ufo

garg arizans）和花背蟾蜍（B ufo rad d ei）等。
雨蛙科（Ｂｕｆｏｎｉｄａｅ）　身体较小，背面皮肤光滑，无疣粒。 肩带弧胸型，椎体为前凹型。

指、趾末端膨大成吸盘，适于吸附在植物叶片上。雨蛙多生活在灌丛、农作物、杂草等处，白天

匍匐在叶片上，晨昏活动频繁，以昆虫为食。 鸣叫声响亮，雨后特别频繁。 世界雨蛙分 ３７属
６３０余种，其中，雨蛙属种类 多约 ２５０种。雨蛙在美洲种类 多，而在欧洲、亚洲、北非种类

则相对较少。中国的雨蛙仅有 ９种，代表种类有中国雨蛙（H yla chinensis）和无斑雨蛙（H yla

im m aculata）等。
蛙科（Ｒａｎｉｄａｅ）　肩带固胸型，荐椎横突柱状；指趾末端二骨节间没有间介软骨。上颌具

牙齿、且有犁齿。 舌端分叉，能自由活动。 该科现有约 ５０属 ６５０余种，蛙科的分布比其他两

栖动物都要广泛，分布于除澳洲和南极以外的地球各大陆，现在澳洲也有蛙科引进种。 中国

现有 ７ 属 ９０余种。 蛙科体形、生态、习性各异。 有水陆两栖、陆栖、穴居、树栖、水栖等种类

（图 １３-２２）。 代表 种类有黑斑侧褶蛙 （P elop hylax nigrom aculata）、金线侧褶 蛙 （R ana

p lancyi）、中国林蛙 （R ana chensinensis）、泽陆蛙 （F ejervarya lim nocharis）、虎纹蛙 （R ana

tigrina）、凹耳湍蛙（A m olop s torm otus）和牛蛙（R ana catasbeiana）等。
树蛙科（Ｒｈａｃｏｐｈｏｒｉｄａｅ）　树蛙科外形与雨蛙非常相似，但和雨蛙的亲缘关系并非很

近。 本科原属蛙科，后来分出来单独成为一科。 树蛙指趾末端膨大成为很大的吸盘，指趾末

两节间有指间软骨；指趾间具半蹼。树蛙卵常黏附在水边草上或树枝叶上。树蛙科有 １０～１２
属 ２００～３００种，分布于亚洲和非洲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在中国仅包括 ２属，约 ４０余种。国
内主 要 分布 于 西南 各省，云南 南部 种 类 多。 代 表 种类 有斑 腿 树蛙 （R hacop horus

m eg acep halus）和大树蛙（R hacop horus d ennysi）等（图 １３-２３）。
姬蛙科（Ｍｉｃｒｏｈｙｌｉｄａｅ） 口狭小，头狭而短，身体也比较小。 无犁骨齿。 舌卵圆形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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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３-２２　蛙形目代表动物（二）（仿各家）
Ａ．黑斑侧褶蛙； Ｂ．金线侧褶蛙； Ｃ．中国林蛙； Ｄ．虎纹蛙 ； Ｅ．牛蛙 ； Ｆ．泽陆蛙； Ｇ．凹耳湍蛙； Ｈ．北方狭口蛙

图 １３-２３　树蛙及其卵（仿各家）
Ａ．大树蛙； Ｂ．斑腿树蛙； Ｃ．树蛙卵

叉。 肩带固胸型，胸骨很小。 全世界姬蛙分为 ６０属 ３００种左右。 多数营陆地生活，少数穴居

或营水栖生活。 中国产 ４属 １４种。 代表种类有饰纹姬蛙（M icrohy la ornata）和北方狭口蛙

（K aloula borealis）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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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两栖纲的起源和进化

两栖类的起源可追溯到距今 ３．５亿年至 ４亿年的泥盆纪，泥盆纪末期，地面上气候潮湿

而温热，出现了真陆生植物，生长在池沼和河岸边。大量植物的枝叶和残体落入水中并腐烂，
导致水中氧气不足。 海平面下降和陆地干燥，使得一些河流与湖泊周期性地干旱。 这样，生
活在淡水里的鱼类就面临着缺氧和干旱的影响。大量的鱼类不能适应环境变化而死亡，而具

有肺呼吸和偶鳍，能在陆上爬行的古总鳍鱼类，则可通过迁移找到有水的适宜环境中继续生

存。 经过长期的适应与进化，适应于陆地的爬行，使得鳍演变成足，肺呼吸逐渐代替鳃呼吸。
适应于水中生活的古总鳍鱼逐渐演化成 早的两栖动物。

在格林兰和北美的泥盆纪晚期地层里，发现了迄今 早的两栖类化石——鱼头螈（或鱼

石螈）（Ｉｃｈｔｈｙｏｓｔｅｇａ）。鱼头螈身长约 １ｍ，头骨全被膜原骨的硬骨所覆盖，骨片的数目和排列

与古总鳍鱼极为近似，具有迷路齿（ｌａｂｙｒｉｎｔｈｏｄｏｎｔｔｏｏｔｈ），其珐琅质深入到齿质中形成复杂

的迷路样式。 鱼头螈已具有五趾型附肢，其四肢骨的骨片与古总鳍鱼基本相似。 此外，鱼头

螈脊椎骨上具有陆生脊椎动物的前、后关节突，脊柱椎弓之间的连接加强了，有利于脊柱的

各种弯曲动作，肩带与头骨不直接连接，头部已能活动。鱼头螈与鱼类具有相似特征，同时具

备适应陆地生活的进步性特征，表明其起源于鱼类，并已进入了两栖动物的范畴。
到石炭纪，气候潮湿炎热，环境适宜，古两栖类迅速发展。 石炭纪中蕨类植物极为繁盛，

甚至形成广阔的森林，昆虫等无脊椎动物种类繁多，为两栖类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石

炭纪及其后的二叠纪是两栖类 为繁盛的时代，因而被称为两栖类时代。 到三叠纪末，侏罗

纪初，两栖类开始衰退，许多种类绝灭。
鱼头螈分化出来的古生代两栖类，其头骨皆为膜原骨形成的完整骨板所覆盖，故总称为

坚头类（Ｓｔｅｇｏｃｅｐｈａｌｉａ）。在石炭纪和二叠纪，坚头类迅速辐射适应，大量发展，形成了各种各

样的类群。可分为两大类：迷齿类（Ｌａｂｙｒｉｎｔｈｏｄｏｎｔｉａ）和壳椎类（Ｌｅｐｏｓｐｏｎｄｙｌｉ）。鱼头螈是迷

齿类中 早的代表。迷齿类是古生代两栖类的系统演化的主干，其脊椎骨的形成经历软骨阶

段，为软骨性硬骨，椎体由前面的间椎体及后面侧椎体两部分组成。 四足脊椎动物是由迷齿

类演化而来。 壳椎类的脊椎骨和迷齿类不同，其椎体是由造骨组织围绕脊索直接骨化形成

的，为膜原骨，没有间椎体和侧椎体之分。壳椎类是两栖类进化过程中的一个分支，出现于石

炭纪早期，绝灭于早二叠纪。
由于中生代时期两栖类化石的不完善，故现代生存的 ３ 个目与古代两栖类的系统演化

与分类尚不十分确定。 但目前一般认为现存 ３个目两栖动物有共同起源。 因为它们有共同

的特征：皮肤裸露无甲，中耳中有第二块听小骨——盖骨（ｏｐｅｒｃｕｌｕｍ）与耳柱骨相连，牙齿也

相似等。 因此，把现存的 ３目合为一亚纲，称无甲亚纲（Ｌｉｓｓａｍｐｈｉｂｉａ），化石两栖类则分为迷

齿亚纲（Ｌａｂｙｒｉｎｔｈｏｄｏｎｔｉａ）和壳椎亚纲（Ｌｅｐｏｓｐｏｎｄｙｌｉ）。

４　两栖类小结

在脊椎动物进化史上，从水栖转变到陆栖是一个巨大的飞跃。两栖类是由水生到陆生的

过渡类群。 大多数两栖动物幼体水生，以鳃呼吸；成体水陆两栖，以肺呼吸，但肺的呼吸功能

并不强大，还以皮肤作为辅助呼吸器官。循环系统为不完全的双循环；心脏为二心房一心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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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栖类出现五趾型附肢，不仅能承受体重，并且能在陆地上快速运动。 两栖类脊柱分化为颈

椎、躯椎、荐椎和尾椎，其中，颈椎和荐椎是首次出现。表皮发生轻度角质化，以防止体内水分

过快蒸发，但并不能有效控制体内水分的蒸发，因此，两栖类还离不开潮湿的环境。适应复杂

的陆地环境条件，两栖类大脑两半球已完全分开，大脑顶部也有了神经细胞。出现了中耳（鼓
膜及听小骨），把声波扩大后再传导到内耳，产生了听觉。两栖类也还保留着水栖祖先的原始

性状，如卵在体外受精，不能在陆地上繁殖，卵受精、卵发育、幼体发育均在水中进行。两栖类

仍是变温动物，还受周围环境的温度条件的制约，这决定了两栖类的分布，在热带、亚热带以

及潮湿的环境里两栖类特别多，温带较少，寒带、沙漠或高山地区则更少。

１４３第 １３ 章　两栖纲（Ａｍｐｈｉｂｉａ）



第 １４ 章　爬行 纲 （Ｒｅｐｔｉｌｉａ）

１　爬行类的主要特征

爬行类在中生代曾经盛极一时，种类繁多。现存爬行类包括龟鳖、蜥蜴、蛇、鳄等动物。其
主要特征有：皮肤角质化程度加深，表皮有角质层的分化，体表被有角质鳞或角质盾片，能有

效防止水分的蒸发。 皮肤干燥，缺少腺体；骨骼骨化程度较高，坚硬有利于支撑身体，脊柱分

化更完备，第一、第二颈椎分别特化为寰椎和枢椎，躯椎有胸椎和腰椎的分化，荐椎数目增

多。头骨具单一的枕髁，头骨两侧有颞孔的形成；五趾型附肢及带骨进一步发达和完善，指趾

端有角质的爪，适于在陆地上爬行，运动能力得到加强；肺结构更趋复杂，气体交换表面积增

大，支气管出现使呼吸道增长，出现胸廓式呼吸，使得肺呼吸功能进一步完善；心脏具二心房

一心室，心室中出现了不完全的隔膜（鳄类则有完整的隔膜）。尽管血液循环仍是不完全的双

循环，但多氧血与缺氧血更加分清；成体以后肾执行泌尿机能，尿以尿酸为主。
爬行类完全摆脱了对水生环境的依赖，真正适应了陆地生活。 重要的是爬行动物出现

陆地繁殖方式，体内受精，产羊膜卵。胚胎发育过程中，产生羊膜、尿囊等胚膜，使胚胎可脱离

水域而在陆地的干燥环境下进行发育。 这是脊椎动物从水到陆的进化历程中的一次飞跃。

图 １４-１　蜥蜴的羊膜卵结构（仿 Ｋａｒｄｏｎｇ）

羊膜卵（ａｍｎｉｏｔｅｅｇｇ）为端黄卵（图
１４-１），卵黄被卵黄膜包裹，其外有输卵管

壁所分泌形成的蛋白、内外壳膜 （ｓｈｅｌｌ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和卵壳（ｓｈｅｌｌ）。 卵壳坚韧，由
石灰质或纤维质构成，能维持卵的形状、
减少卵内水分蒸发、避免机械损伤和防

止病原体侵入。 卵壳内钙含量高，卵壳

硬，称刚性卵（ｒｉｇｉｄ-ｓｈｅｌｌｅｄｅｇｇ），如淡水

龟类的卵；卵壳内钙含量高，卵壳呈革

质，称柔性卵（ｐｌｉａｂｌｅ-ｓｈｅｌｌｅｄｅｇｇ），如蛇

卵。 卵壳表面有许多小孔，通气性良好，
可保证胚胎发育时进行气体代谢。 胚胎

发育所需的营养物质则贮存在卵黄内。 受精卵在胚胎发育过程中产生羊膜、绒毛膜

（ｃｈｏｒｉｏｎ）和尿囊（ａｌｌａｎｔｏｉｓ）。 羊膜卵的胚胎发育到原肠期后，外胚层向上隆起，由四周逐渐

往中间聚拢，彼此愈合和连通后成为围绕整个胚胎的两层膜，外层叫绒毛膜，内层叫羊膜。羊
膜围成一腔，腔中充满羊水，为胚胎发育提供相对稳定、特殊的水环境，可有效防止干燥和外



界损伤。 尿囊则收容胚胎在卵内排出的废物。 此外，尿囊还充当胚胎的呼吸器官，由于尿囊

膜上有着丰富的毛细血管，胚胎可以通过多孔的卵膜或卵壳，与外界进行气体交换，并具有

防止卵内水分的蒸发和避免机械性损伤的作用。 胚胎在卵内直接完成发育，无变态过程。

２　爬行类的生物学

２．１　外形特征

身体形状呈圆筒形，可区分为头、颈、躯干和尾部，四肢发达。全身被角质鳞或硬甲，具五

趾型附肢，其指、趾端有爪，利于攀爬、挖掘等活动，在头的两侧有外耳道，鼓膜下陷。 泄殖孔

纵裂（鳄、龟）、横裂（蜥蜴、蛇）或圆形（龟、鳖）；尾基较为粗大，往后逐渐变细。 按体形可分为

蜥蜴型（楔齿蜥类、蜥蜴类和鳄类）、蛇型（蛇蜥类和蛇类）和龟鳖型（龟和鳖）。

图 １４-２　爬行类的皮肤结构与蜕皮（仿各家）
Ａ．皮肤结构 ； Ｂ．蜕皮

２．２　皮肤及其衍生物

爬行类皮肤（图 １４-２）表皮角质化程度深，有鳞类和鳄类动物外被角质鳞，鳞片与鳞片

之间以薄的角质层相连，龟类的硬甲则有表皮形成的角质盾和真皮来源的骨板共同愈合而

成，鳖类只有真皮的骨板。 皮肤干燥，腺体少，有利于防止体内水分的散失。
爬行类指（趾）端皆具爪，由表皮角质层演变而来。 爬行类的鳞被能定期更换，存在蜕皮

现象（ｅｃｄｙｓｉｓ）。 蜥蜴和蛇具有双层角质层，在蜕皮过程中，在酶的作用下，将外层的表皮细

胞层的基部溶解，其外层就定期蜕掉。 蛇的外层角质层完整地脱落，蜥蜴则成片地脱落。龟、
鳄并不定期蜕皮，而是不断地以新替旧。

爬行类一般缺少皮肤腺。但有些蜥蜴有股腺（ｆｅｍｏｒａｌｇｌａｎｄ），位于大腿基部内侧或泄殖

孔前，排成一列，其分泌物干后形成临时性的短刺，在交配时有助于把持雌体。有些蛇、龟、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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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下颌或泄殖腔孔附近有臭腺，分泌物散发气味，吸引异性，为两性化学通讯的重要方式。
真皮薄，由致密的纤维结缔组织构成，其上层内有丰富的色素细胞，因而皮肤具有鲜艳

的色彩图案。 许多蜥蜴在不同环境条件下具有迅速改变体色的能力。 著名的一个代表是

避役（C ham eleon），被称为变色龙。这种生理性的变色受神经控制，或由内分泌腺所分泌的激

素所调节。
２．３　骨　骼

爬行类骨骼的骨化程度高，大多数都是硬骨，分化程度更高。
２．３．１　头　骨

爬行类的头骨具有下列特点：
（１）头骨的骨化更为完全，只在筛区仍保留一些软骨。 颅骨形状高而隆起，属于高颅型

（ｔｒｏｐｉｂａｓｉｃｔｙｐｅ），不同于两栖类扁平的平颅型 （ｐｌａｔｙｂａｓｉｃｔｙｐｅ） 颅骨。 反映了脑腔的扩大

和脑容量的增大。
（２）头骨具单一的枕髁，与第一枚颈椎关联。
（３）形成次生腭（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ｐａｌａｔｅ），由前颌骨、上颌骨、腭骨的腭突和翼骨愈合而成。 次

生腭使内鼻孔的位置后移，使口腔和鼻腔隔开。 鳄类的次生腭完整，其他爬行类的次生腭则

不完整（图 １４-３）。 脑颅底部的副蝶骨消失，为基蝶骨所代替。

图 １４-３　次生腭的进化 （仿 Ｓｍｉｔｈｓ）
Ａ．早期四足类； Ｂ．兽孔类 ； Ｃ．哺乳类

（４）头骨两侧眼眶后面的颞部膜性硬骨缩小或消失形成一个或两个孔洞，称为颞孔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ｆｏｓｓａ）。 颞孔是爬行类头骨的一个显著特征，其周围的骨片形成骨弓，即颞弓。 颞

孔的出现与咬肌的发达密切相关，咬肌收缩时其膨大的肌腹可自颞孔突出，加强了摄食和消

化机能。 颞孔是爬行类分类的一个重要依据，根据颞孔的有无及其位置，爬行类可分为以下

４类：无颞孔类（或无弓类）（Ａｎａｐｓｉｄａ），颅骨无颞孔及颞弓。 原始的古代爬行类（如杯龙类）
属于此类。 现代龟鳖类的头骨也不具颞孔，亦属无颞孔类，但其骨片组成有所减少。 上颞孔

类（或侧弓类）（Ｐａｒａｐｓｉｄａ）的颅骨只有单个上颞孔，上颞弓由后额骨和上颞骨构成，鱼龙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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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ｃｈｔｈｙｏｓａｕｒｉａ）属于上颞孔类。 合颞孔类（或合弓类）（Ｓｙｎａｐｓｉｄａ），头骨每侧只有一个颞孔，
被 眶后骨、鳞骨、方颧骨和颧骨所 包围，以 眶后骨和 鳞骨形成上 颞弓。 古代兽 齿类

（Ｔｈｅｒｉｏｄｏｎｔ）属于此类型，现代哺乳类是其后代。双颞孔类（或双弓类）（Ｄｉａｐｓｉｄａ），头骨每侧

有两个颞孔：颞上孔和颞下孔。颞上孔位于眶后骨、鳞骨组成的上颞弓之上；颞下孔位于颧骨

和方颧骨组成的下颞弓之上。大多数古代与现代的爬行类都属于此类，现代鸟类也是从双颞

孔类演化而来的。 宽弓类（Ｅｕｒｙａｐｓｉｄａ）具有单个上面的颞窝，但其下界为眶后骨和鳞骨，见
于蛇颈龙类（Ｐｌｅｓｉｏｓａｕｒｉａ）。现存爬行类在进化过程中，其双颞孔产生了一些变异。楔齿蜥和

鳄类仍属典型的双颞孔类；蜥蜴类无下颞弓，仅保留颞上孔；蛇类上下颞弓全失去，其上下颞

孔与眼窝合成一个大孔（图 １４-４）。

图 １４-４　爬行类的颅骨类型及其演变（仿 Ｒｏｍｅｒ）
Ａ．缺弓类； Ｂ．合弓类； Ｃ．宽弓类； Ｄ．双弓类； Ｅ．侧弓类

１．鳞骨 ２．眶后骨 ３．上颞骨 ４．后额骨 ５．方颧骨 ６．颧骨

（５）很多爬行类物种的两眼窝间具软骨或露骨片的眶间隔（ｉｎｔｅｒｏｒｂｉｔａｌｓｅｐｔｕｍ）。
（６）除麦氏软骨后端骨化成的关节骨为软骨原骨外，爬行类的下颌骨，如齿骨、夹板骨、

隅骨、上隅骨、冠状骨均为膜原骨。 关节骨与上颌的方骨构成自接型的颌关节。
２．３．２　脊柱、肋骨和胸骨

脊柱分化为颈椎、胸椎、腰椎、荐椎和尾椎。 椎体大多为后凹型或前凹型，低等种类为双

凹型。颈椎数目增加，第 １枚颈椎为寰椎，寰椎下部有一个关节面与头骨单一的枕髁相关节。
第 ２枚颈椎称枢椎（ａｘｉｓ）。寰椎与枢椎的分化，使得头部能上下及自由转动，灵活性更强。脊
椎数量变异较大，如蛇的脊椎骨可多达 ５００ 块。爬行动物的颈椎、胸椎及腰椎两侧皆具肋骨。
爬行类荐椎数目增多，并通过宽阔的横突与腰带连接，加强了后肢承受体重的能力。壁虎、石
龙子、蜥蜴等种类的尾椎中部有能引起断尾行为的自残部位，是尾椎骨形成过程中前、后两

半部未曾愈合而特化的结构。 当遭受拉、压、挤等机械刺激时，自残部位前、后的尾肌分别往

不同方向收缩，导致尾椎骨在某个自残部位处断裂，进而连同肌肉和皮肤，发生断尾现象。自
残部位的细胞具有增殖分化能力，因此，残尾断面可长出再生尾。

除龟鳖类和蛇类外，爬行类具有发达的胸骨（ｓｔｅｒｎｕｍ）。 胸骨连同胸椎和肋骨组成了羊

膜动物所特有的胸廓。 胸廓加强了呼吸作用，肋骨上附着有肋间肌，肋间肌的收缩可造成胸

廓的扩张与缩小，协助呼吸运动。 此外，还有保护内脏的功能。
２．３．３　带骨及附肢骨

爬行动物的肩带包括乌喙骨、前乌喙骨、肩胛骨、上肩胛骨。 比两栖类肩带更坚强。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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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爬行类有十字形的上胸骨，又称锁间骨（ｉｎｔｅｒｃｌａｖｉｃｌｅ），将胸骨和锁骨连接起来。 爬行类的

腰带由髂骨、坐骨、耻骨 ３骨合成。两栖类的左右耻骨与坐骨全部愈合，而爬行动物的耻骨和

坐骨之间分开，形成一个大孔，称耻坐孔（图 １４-５）。

图 １４-５　爬行动物的肩带与腰带（仿 Ｒｏｍｅｒ和 Ｐａｒｓｏｎｓ）
Ａ－Ｃ．肩带 ； Ｄ，Ｅ．腰带 ； Ａ．楔齿晰 ； Ｂ．鳄鱼 ； Ｃ．龟； Ｄ．蜥蜴； Ｅ．鳄鱼

爬行类具典型的五趾型四肢，四肢与身体的长轴呈横出的垂直相关节，故只能腹部贴地

爬行运动，只有沙蜥等动物的四肢肘（ｅｌｂｏｗ）和膝（ｋｎｅｅ）以下部位能转向腹部下方，将身体

抬离地面，便于疾驰奔跑。 爬行类后肢踵关节不在胫、腓骨与附骨之间，而在两列跗骨之间，
形成跗间关节（ｉｎｔｅｒｔａｒｓａｌｊｏｉｎｔ）。 蜥蜴类中的蚓蜥科（Ａｍｐｈｉｓｂａｅｎｉｄａｅ）种类，体型似蛇，全
无四肢，但具带骨；蛇类四肢退化，无带骨。 海龟的四肢变为桨状，指（趾）骨变扁平且延长。
２．４　肌　肉

爬行类肌肉分化更为复杂，分化出了陆栖动物所特有的皮肤肌（ｓｋｉｎｍｕｓｃｌｅ）和肋间肌

（ｉｎｔｅｒｃｏｓｔａｌｍｕｓｃｌｅ）。皮肤肌能调节角质鳞的活动，蛇的皮肤肌从肋骨连至皮肤，尤为发达，
腹鳞在皮肤肌的调节下不断起伏，改变身体与地面的接触面积，从而完成特殊的蜿蜒运动。
肋间肌位于肋骨之间，由胸斜肌分化而来，分为外层的肋间外肌和内层的肋间内肌。 它能调

节肋骨的升降，改变胸腹腔体积的变化，协同腹壁肌完成呼吸运动。
爬行类的轴上肌由单一的背长肌分化为背 长肌（ｌｏｎｇｉｓｓｉｍｕｓｄｏｒｓｉ），位于横突的上

面。 背肌在两侧还分化出一层背髂肋肌（ｉｌｉｏｃｏｓｔａｌｉｓｄｏｒｓｉ），止于肋骨的基部。 背 长肌和骼

肋肌均起自颅骨枕区后缘，肌肉收缩与头、颈部的转动有关。 龟鳖类的轴上肌由于甲板的存

在，大为退化；蛇的轴上肌较为复杂，由直肌及斜肌引出一些特殊的皮肤肌。轴下肌分层的情

况和两栖类相同，即分化为腹外斜肌、腹内斜肌和腹横肌三层。在腹中线两侧还有腹直肌（图
１４-６）。

四肢肌肉发达，适于陆地爬行运动。前臂肌大多起自背部、体侧、肩带，包括背阔肌、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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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４-６　楔齿蜥的躯干肌（仿 Ｋａｒｄｏｎｇ）
Ａ．浅层； Ｂ．深层； Ｃ．肋间肌 ； Ｄ．横肌

肌和三头肌等，控制前肢的运动；后肢肌肉有位于腰腿之间的耻坐股肌、髂胫肌，以及腿部的

股胫肌和臀部肌肉等，主要功能是控制后肢运动，将动物体抬离地面并往前爬动。
２．５　循　环

爬行类的循环系统为不完全的双循环，但心室内出现了不完全的分隔，其高等种类（鳄
类）的心室已分隔为左右两部，血液循环已接近于完全的双循环。

心脏包括二心房一心室，静脉窦退化，动脉圆锥则已消失。 心室出现了不完全的室间隔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ｓｅｐｔｕｍ），使得多氧血和少氧血的分流更完善。 鳄的心室间隔比较完全，仅
留一潘氏孔（ｆｏｒａｍｅｎｏｆＰａｎｉｚｚａｅ）相通，基本为二心房二心室模式。

图 １４-７　爬行动物心脏结构（仿Ｌａｗｓｏｎ）

爬行动物动脉圆锥已完全消失，肺
动脉、左体动脉弓和右体动脉弓 ３ 个主

干分别由心室发出，每个主干的基部皆

有半月瓣，其中肺动脉和左体动脉弓由

心室右侧和中部发出，右体动脉弓则由

心室左侧发出，右体动脉弓的一支通入

头部的颈总动脉，另一支和左体动脉弓

在背面合成背大动脉，再向后分布。 在

左、右体动脉弓发出处，即心室在室间隔

不完全处形成一个静脉腔，多氧血由肺

静脉返回左心房、左心室，并有部分血液

通过静脉腔流入右心室内，所以从右心

室中部导出的左体动脉弓内，也是多氧血，或混有极少量的少氧血，只有由心室右部发出的

肺动脉内是缺氧血（图 １４-７）。
爬行类的静脉系统与两栖类相似，包括一对前大静脉、一条后大腔静脉、一条肝门静脉

和一对肾门静脉，汇集身体各处的回心血液。 爬行动物的肾门静脉已开始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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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呼　吸

爬行动物适应陆地生活，肺呼吸功能进一步完善，无鳃呼吸和皮肤呼吸。 多数爬行动物

具有 １对肺，在胸腹腔中呈左右对称排列，有些种类的肺则呈不对称的前后排列，或一侧肺

退化。 例如，蛇蜥和蛇类的左肺大多退化或缺少。 爬行动物具有囊状的肺，其内壁有复杂的

间隔，把内腔分隔成蜂窝状小室，分布有丰富的肺动脉与静脉血管，与空气接触的表面积扩

大。 蝮蛇和避役的肺分为前、后两部，前部内壁呈蜂窝状，称呼吸部；后部内壁平滑并且伸出

若干个薄壁的气囊，插到内脏之间，分布的血管较少，有贮气的作用，称贮气部。 这种贮气结

构到鸟类则进一步发展成气囊。
爬行动物的呼吸道分化为气管（ｔｒａｃｈｅａ）和支气管（ｂｒｏｎｃｈｉ）。支气管在爬行动物中首次

出现，气管壁由气管软骨环支持。 气管的前端膨大形成喉头（ｌａｒｙｎｘ），其壁由环状软骨和 １
对杓状软骨所支持。 喉头前面有一纵长的裂缝，称为喉门。 气管分成左右两支气管，分别通

入左右肺。
爬行类除保留有两栖类的咽式呼吸外，发展了羊膜动物所特有的呼吸方式——胸廓式

呼吸，即借助肋间肌和腹壁肌的伸缩使胸廓扩张与缩小，吸入或排出气体。 当肋间外肌收缩

时，牵引肋骨上提，胸廓扩张，吸入空气；肋间内肌收缩时，牵引肋骨下降，胸廓缩小，呼出空

气。水栖的龟鳖类，以咽壁和泄殖腔壁突出两个副膀胱作为呼吸的辅助结构。咽壁和副膀胱

壁上分布有丰富的毛细血管，可在水中进行气体交换。
２．７　消　化

爬行类的消化道分化比两栖类复杂。 口腔与咽有明显的界限。 口腔内具有相对完整的

次生骨质腭，内鼻孔后移，将口腔和鼻腔隔开，有效解决了摄食和呼吸相互干扰的矛盾。口腔

图 １４-８　爬行动物口腔腺体与毒腺（仿Ｋａｒｄｏｎｇ）

腺发达（图 １４-８），有腭腺（ｐａｌａｔｉｎｅｇｌａｎｄ）、唇腺（ｌａｂｉａｌｇｌａｎｄ）、舌腺（ｌｉｎｇｕａｌｇｌａｎｄ）和舌下

腺（ｓｕｂｌｉｎｇｕａｌｇｌａｎｄ）。 这些口腔腺的分泌物具有润湿食物和帮助吞咽的作用。 毒蛇和毒蜥

的毒腺也是口腔腺的变体。毒蛇的毒腺由唇腺变态而来，腺导管通到毒牙的沟或管中。墨西

哥的毒蜥（H eloderm a）是惟一的有毒蜥蜴，其舌下腺变态为毒腺，腺导管通到毒牙的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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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肉质舌发达，一些种类的舌除有吞咽的基本功能外，还具有捕食、感觉、示警等功能。 鳄舌

厚而宽，龟舌短而宽，都粘连于口底不能伸出口外，蜥蜴类的舌大多平扁而圆。 蛇舌形甚细

长，前端多分叉，缩藏在舌鞘内。蜥蜴和蛇经常将舌伸出口外，称为吐信（ｔｏｎｇｕｅｆｌｉｃｋｉｎｇ），舌
上缺少味蕾而无味觉作用，但在吐信过程中能吸附空气中的气体分子，并通过特殊的犁鼻器

来感知嗅觉。 避役类的舌，内为纵肌，外围环肌，顶端膨大而富黏性，平时舌压缩在口中的鞘

套里，捕食时因舌内快速充血，环肌强烈收缩，将舌从口中直射出去，黏捕昆虫，舌长可延长

至与身体等长。 澳洲蓝舌石龙子的舌呈鲜艳的蓝色，当遇到惊扰时，便伸出蓝色舌恐吓对手

（图 １４-９）。

图 １４-９　爬行动物舌的作用（仿各家）
Ａ．吐信 ； Ｂ．捕食 ； Ｃ．警示

图 １４-１０　爬行动物的牙齿

除龟鳖类外，爬行动物着生有多种类型的牙齿，
其齿脱落后可再生。 依据着生位置的不同分为端生

齿、侧生齿和槽生齿，其中槽生齿 牢固。 端生齿着生

在颌骨顶面，如沙蜥；侧生齿着生在颌骨边缘内侧，如
蜥蜴类和蛇类；槽生齿着生在颌骨齿槽内，如鳄类（图
１４-１０）。

爬行动物大多数种类的牙为同型齿，只有鳄类和

少数鬣蜥科蜥蜴初步分化为异型齿。 同型齿的机能只

是咬捕食物而不咀嚼食物，因而，绝大多数爬行动物是把食物整个吞咽下去而并不咀嚼。 毒

牙（ｆａｎｇｓ）是毒蛇前颌骨和上颌骨上的少数几枚大牙。分为管牙（ｃａｎａｌｉｃｕｌａｔｅｄｔｏｏｔｈ）和沟牙

（ｇｒｏｏｖｅｄｔｏｏｔｈ）。 沟牙因着生的位置不同又有前沟牙和后沟牙之分。管牙中空，沟牙后侧有

图 １４-１１　爬行动物的毒牙（仿 Ｒｉｃｈａｒｄ）

槽，为毒液通道。 毒牙的基部通过导管与

毒腺相连，咬噬时，肌肉收缩，压缩毒腺，
毒液经导管和毒牙通道进入伤口。 毒牙

后面常有后备齿，作为前面的毒牙的替

补。 在闭口时，毒牙向后倒卧；在咬噬时，
肌肉收缩使之竖立。 蛇毒是一种成分复

杂的蛋白质或多肽类物质，主要分为神

经毒和血循毒两种。 神经毒引起被咬者

中枢神经麻痹而导致死亡，如海蛇、金环

蛇、银环蛇的蛇毒；血循毒引起被咬者伤

口剧痛、红肿、皮下组织出血、组织坏死，
后导致内脏出血、心脏衰竭而死，如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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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五步蛇的蛇毒；眼镜蛇及蝮蛇的蛇毒则为两种毒的混合（图 １４-１１）。

图 １４-１２　爬行动物的消化系统（蜥蜴）
（仿Ｒｏｍｅｒ和 Ｐａｒｓｏｎｓ）

蜥 蜴 及 一 些蛇 类 的 胚胎，有 卵齿 （ｅｇｇ
ｔｏｏｔｈ）着生在上颌的前端，长度超出一般牙齿，
为幼仔出壳时啄破卵壳之用。幼体孵出后不久，
卵齿就脱落。另外，在楔齿蜥、龟和鳄类，在胚胎

的吻端上有角质齿，亦为破卵壳之用，但这种角

质齿仅为表皮的角质层加厚，和一般牙齿并不

同源。
消化道各部的基本结构和一般四足类基本

相 同 （图 １４-１２）。 从 爬 行类 开 始 出现 盲 肠

（ｃａｅｃｕｍ）。 植食性种类的盲肠非常发达，与消

化植物纤维有关，如一些陆生龟类。
２．８　排　泄

爬行类开始出现后肾（ｍｅｔａｎｅｐｈｒｏｓ），但在

胚胎发育中也要经过前肾和中肾阶段，后肾的肾单位数目多，有很强的泌尿能力，并通过后

肾管（ｍｅｔａｎｅｐｈｒｉｃｄｕｃｔ）输送尿液。后肾发生以后，中肾管失去了输尿机能，雄性的中肾管成

为专门的输精管（吴氏管），雌性中肾管则退化。
爬行类的后肾位于腹腔的后半部，紧贴于腰区背壁两侧。 肾的形状和排列存在种间差

异，如蛇的肾脏很长，呈明显的分叶；而且右肾靠前，左肾在后，两者排列左右不对称。输尿管

末端开口于泄殖腔（图 １４-１３）。

图 １４-１３　爬行动物的泄殖系统（仿 Ｒｏｍｅｒ和 Ｐａｒｓｏｎｓ）
Ａ．雌性； Ｂ．雄性

楔齿蜥、大部分蜥蜴类和龟鳖类具有膀胱，开口于泄殖腔腹壁。从个体发生上来看，羊膜

类的膀胱是由胚胎期的尿囊基部扩大而形成，称为尿囊膀胱（ａｌｌａｎｔｏｉｃｂｌａｄｄｅｒ）。 干旱地区

爬行类的膀胱具有回收水分的能力，这对于维持体内的水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爬行动

物排泄的代谢废物以尿酸（ｕｒｉｃａｃｉｄ）为主，这也是一种重要的保水措施。 尿酸是一种浆质黏

稠的含氮废物，其溶解度比尿素小，故尿中的水分能更多地被肾小管回收。 栖息在多盐和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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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条件下的蜥蜴、龟和蛇等，还具有肾外排盐的盐腺（ｓａｌｔｇｌａｎｄ）。 盐腺大多位于头部，能排

出高浓度的钾、钠和氯。 所以，盐腺对维持体内水、盐和酸、碱平衡都有重要意义。
２．９　神经与感觉器官

２．９．１　神经系统

爬行类的大脑半球显著增大（图 １４-１４），虽然纹状体仍占大脑的大部分，但大脑表面已

开始出现了由灰质构成的大脑皮层（新脑皮层），并在皮层中第一次出现了锥体细胞。脑的弯

曲显著。 间脑小，从背面几乎看不到间脑。 从间脑背面发出脑上体（ｅｐｉｐｈｙｓｉｓ）和顶器

（ｐａｒｉｅｔａｌｏｒｇａｎ）。 中脑背面为一对圆形的视叶，视叶仍为爬行类的高级中枢，蛇类中脑背面

已分化为四叠体（ｃｏｒｐｏｒａｑｕａｄｒｉｇｅｍｉｎａ）。 从爬行类开始，已有少数的神经纤维自丘脑伸至

大脑。 这是把神经活动的综合作用从中脑向大脑转移、集中的开始。 小脑也较两栖类发达，
延脑发达，具有作为高级脊椎动物特征的颈弯曲。脑神经 １２对（蜥蜴和蛇为 １１对），前 １０对
与无羊膜类相同。第Ⅺ对称副神经，是运动神经，分布至咽、喉和肩部的肌肉。第ⅩⅡ对称舌下

神经，也是运动神经，分布到颈部肌肉和舌肌。同时脊髓长，达于尾端，在前、后肢基部神经丛

相连部分，已形成了明显的胸膨大和腰荐膨大。

图 １４-１４　鳄鱼的脑（腹面） （仿 Ｒｏｍｅｒ和 Ｐａｒｓｏｎｓ）
Ａ．背面观； Ｂ．侧面观

２．９．２　感觉器官

听觉　爬行类耳的构造似两栖类，具有内耳和中耳（图 １４-１５）。 蜥蜴鼓膜不像两栖类那

样位于表面，而是随中耳稍下陷，出现了雏形的外耳道。 在中耳腔的后壁上具卵圆窗

（ｆｅｎｅｓｔｒａｏｖａｌｉｓ），其下新出现正圆窗（ｆｅｎｅｓｔｒａｒｏｔｕｎｄａ），使内耳中淋巴液的流动有了回旋

余地。 内耳膜迷路和两栖类基本一致，但司听觉的瓶状囊明显加长，鳄类的瓶状体延长且有

卷曲。蛇类适应穴居生活，其鼓膜、中耳和耳咽管退化，不能感受空气中声波的刺激。但其听

小骨（耳柱骨）存在，声波沿地面通过方骨、耳柱骨传进内耳，从而产生听觉。 如破坏蛇的方

骨，则可影响蛇的听觉。 爬行动物不同类群接受声音的频率范围不同：鳄类为 ２０～３０００Ｈｚ，
蜥蜴为 １００～１００００Ｈｚ龟类为 ３０００Ｈｚ而蛇类则为 １００～７００Ｈ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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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４-１５　爬行动物的听觉器官（仿各家）
Ａ．耳的纵切面； Ｂ．蜥蜴的内耳； Ｃ．鬣蜥耳 （部分）

嗅觉　爬行类形成次生腭，鼻腔延长，并首次出现了鼻甲骨（ｔｕｒｂｉｎａｌｂｏｎｅ），使鼻黏膜

面积扩大。蜥蜴鼻腔可分为上下两部，上部是鼻腔黏膜，具有感觉细胞而能感知嗅觉，下部为

呼吸通路，称鼻咽道。 蜥蜴和蛇类具有一种十分发达的化学感受器——犁鼻器（或称贾氏

器）（ｖｏｍｅｒｏｎａｓａｌｏｒｇａｎ或 Ｊａｃｏｂｓｏｎ＇ｓｏｒｇａｎ）（图 １４-１６）。它是开口于口腔顶壁的一对盲囊，
其内壁具嗅黏膜，通过嗅神经与脑相连。由于犁鼻器不直接与外界相通，因此，通过舌来完成

信息物质的传递。蜥蜴和蛇的舌不停地吞吐，搜集空气中的各种化学物质，舌缩回口腔后，进
入犁鼻器的两个囊内，化学物质溶解于嗅黏膜，产生嗅觉。 鳄和龟鳖类的犁鼻器退化。

图 １４-１６　爬行动物的犁鼻器（仿各家）
Ａ．鼻腔纵切； Ｂ．犁鼻器的结构

视觉　除蚓蜥、壁虎和蛇没有能活动的眼睑外，一般爬行动物具有能活动的上下眼睑和

瞬膜。蛇的眼球外覆盖有一层透明的薄膜，由上下眼睑愈合而成，既能让光线透过，又能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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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眼球的作用。 蛇蜕皮时，覆盖眼球的这层薄膜不再透明，并随同全身角质鳞脱落，因此，
出现临时目盲。 爬行动物出现泪腺，分泌的泪液从鼻泪管经鼻腔排出。 楔齿蜥没有泪腺。

爬行类眼的构造与其他脊椎动物无本质的区别。 眼球的调节较完善，晶体扁圆形，与睫

状体（ｃｉｌｉａｒｙｂｏｄｙ）连接，其内睫状肌为横纹肌。睫状体的伸缩能改变水晶体的凸度及晶体与

视网膜的距离，从而有效地调节视力。 因此爬行类能看清不同距离的物体，较准确地捕食或

避敌，适于陆地生活。
大多数爬行动物的后眼房内，具有由脉络膜突出形成的锥状突（ｃｏｎｕｓｐａｐｉｌｌａｒｉｓ）（图

１４-１７），锥状突由结缔组织构成，内具丰富的血管和色素，具有营养眼球的功能。这一结构在

鸟类中发展为发达的栉状体（ｐｅｃｔｅｎ）。 爬行类眼睛与鸟类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如栉状体、
睫状肌为横纹肌，以及巩膜中有一圈呈覆瓦状排列的环形骨片，即巩膜骨（ｓｃｌｅｒａｌｏｓｓｉｃｌｅ）。

图 １４-１７　爬行动物的眼（仿 Ｗａｌｌｓ）
Ａ．蜥蜴； Ｂ．蛇

楔齿蜥和一些蜥蜴类 （鬣蜥科、蜥蜴科）在两眼稍后方的头部正中线上仍具有顶眼

（ｐａｒｉｅｔａｌｅｙｅ）。 顶眼埋于头顶皮肤下，光线通过颅顶孔透入。 顶眼结构和真眼相似，具有晶

体、感光细胞和色素细胞，并有特殊的神经和间脑相连接。顶眼不能成像，但有感光作用。蜥
蜴类利用顶眼调节在日光下曝晒的时间，对体温调节具有重要作用。 此外，顶眼还和动物周

期性的生命活动有关。 古代爬行类普遍具有顶眼，因此，顶眼是一个古老的器官。
红外线感受器（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ｒｅｃｅｐｔｏｒ）是蝮亚科（Ｃｒｏｔａｌｉｎａｅ）及蟒科（Ｂｏｉｄａｅ）蛇类中多数种

类所具有的特殊热能感受器，即蝮亚科的颊窝（ｆａｃｉａｌｐｉｔ）和蟒科的唇窝（ｌａｂｉａｌｐｉｔ）。 颊窝是

蝮亚科蛇类的鼻孔和眼睛之间的一个陷窝，窝内有一薄膜，把窝腔分为内外两室。 薄膜是一

层上皮细胞，上面布满神经末梢，其末端呈球形膨大，其内充满线粒体。当神经末梢接受刺激

之后，线粒体的形态发生改变。 颊窝是一个热敏器官，微弱热能就可使之激活，产生反应，也
能在数尺的距离内测知 ０．００１℃的温度变化。因此，这类蛇能在夜间准确地判断附近恒温动

物的存在及其位置。现代工业和国防上广泛采用的红外线检测器和自动导引系统，都是从蛇

类的红外线感受器上得到启示后研制的。 唇窝是位于蟒科蛇类唇鳞处的凹陷，呈裂缝状，其
作用和颊窝相同。
２．１０　生　殖

体内受精，产羊膜卵是爬行类生殖适应陆栖生活的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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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性有精巢 １对，精液通过输精管到达泄殖腔（见图 １４-１３）。 泄殖腔内具可充血膨大，
并能伸出泄殖腔的交配器。蛇和蜥蜴类的半阴茎（ｈｅｍｉｐｅｎｉｓ）为 １对，埋藏在泄殖腔后，尾基

腹面的 ２个肌质的阴茎囊中，因此，雄性尾基部比较膨大，可作为区别雌雄的外形特征。阴茎

囊由薄层的环肌构成，收缩时能挤压半阴茎而使之翻出泄殖腔外。 交配时，２个半阴茎同时

翻出，但只有单侧半阴茎插入雌体泄殖腔中；半阴茎的基部与泄殖腔相通，可将精液沿着半

阴茎腹面的精沟，注入雌性休内。 龟和鳄类的泄殖腔壁形成单个突起的交配器，与哺乳类的

交配器同源，称为阴茎（ｐｅｎｉｓ），内有海绵体，能充血勃起伸出体外。
雌性具一对卵巢，位于体腔背壁的两侧。输卵管一对，各以裂缝状喇叭口开口于体腔。输

卵管中部有分泌蛋白的腺体，称蛋白分泌部，输卵管的下部具有能分泌形成革质（蜥蜴、蛇）
或石灰质（龟、鳖）卵壳的腺体，称壳腺部。受精作用在雌性输卵管的上端进行，受精卵沿输卵

管下行，陆续被管壁分泌的蛋白和卵壳包裹。
爬行类的主要繁殖方式为卵生（ｏｖｉｐａｒｉｔｙ）。年产单窝卵（如石龙子科蜥蜴、蛇等）或多窝

卵（如壁虎科和蜥蜴科动物等），窝卵数（ｃｌｕｔｃｈｓｉｚｅ）和卵大小变异较大，与母体大小呈正相

关。少数种类的窝卵数则恒定不变，如壁虎科和鳞脚蜥科动物每次产 ２枚卵。 卵生种类产卵

图 １４-１８　爬行动物的护卵行为（仿 Ｇａｎｓ等）

于潮湿、温暖、阳光充足的地方，或者把卵产在

特别挖掘的土坑内或草堆中，借阳光的照射或

植物腐败后所产生的热量来孵化。 龟鳖类能挖

掘适宜的巢穴来提高繁殖成功率，鳄类则有筑

巢的习性，营巢地点多在向阳的南坡。利用吻部

和前肢挖成一个浅凹，内铺杂草、树叶等，产卵

后，在上面再盖上杂草等，形成一个似草堆的

巢。 同域分布的一些龟甚至也将其卵产于鳄巢

中。一些种类还有护卵行为，如鳄类在孵化过程

中守候在巢附近，待幼鳄孵出时，扒开巢穴帮助

幼鳄出来。 雌性石龙子和脆蛇蜥等盘绕在自己

产的卵周围，起保护和清洁卵的作用。蟒科蛇类

则可将 １窝卵盘在身体中间，不仅保护卵，而且能利用肌肉收缩产生的热量来孵卵（图 １４-
１８）。 一些蜥蜴和蛇类具卵胎生（ｏｖｏｖｉｖｉｐａｒｉｔｙ）或胎生（ｖｉｖｉｐａｒｉｔｙ）的生殖方式（图１４-１９），即
受精卵留在母体的输卵管内发育，直至胚胎完成发育成为幼体时产出。这种生殖方式被认为

有利于生活在高山或寒冷地区的种类繁衍后代，进一步提高陆地繁殖后代的成活率。同属中

的北方和高山种类以卵胎生为主，温暖地区种类则以卵生为主，甚至在同种中，温暖地区种

群是卵生的，而高寒地区种群则是卵胎生的。 例如，西藏沙蜥（P hry nocep hllus theobald i），分
布于 ２０００米处种群为卵生，而分布于 ４０００米处种群则是卵胎生。 一些卵胎生种类的胚胎，
不仅能与母体交换水分和气体，还能交换含氮物质，即胚胎发育所需的营养不仅来自受精卵

内贮存的卵黄，而且还直接来自母体。有鳞类（蜥蜴和蛇）中卵胎生的种类占总数的约 ２０％，
这些种类中具有 １００多个独立进化起源，而且，一些卵生种类的胚胎在体内滞留，当卵产出

时胚胎发育历程已过半，如石龙子属（E um eces）动物和尖吻蝮（A g kistrod on acutus）等。 因

此，有鳞类成为研究脊椎动物繁殖方式进化的一个重要类群，引起科学家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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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４-１９　爬行动物的繁殖方式（仿 Ｓｈｉｎｅ）
Ａ．卵生 ； Ｂ．卵胎生

３　爬行类的分类与演化

世界上现存的爬行类约有 ７０００ 多种，中国约有 ３８０余种，分为 ４ 个目，即喙头蜥目、龟
鳖目、有鳞目（蜥蜴亚目和蛇亚目）和鳄目。
３．１　喙头蜥目（Ｒｈｙｎｃｈｏｃｅｐｈａｌｉｆｏｒｍｅｓ）
本目是爬行类中 古老的类群之一，它们大多生活在下二叠纪和三叠纪，曾经广泛分布

图 １４-２０　楔齿蜥（仿Ｋａｒｄｏｎｇ）

于欧、亚、非和拉丁美洲，现仅存留一属一种——
楔 齿蜥 （喙头 蜥） （Sp henodon p unctatum ） （图
１４-２０），楔齿蜥具有一系列古爬行类的原始性特

征，因而，在动物学上有“活化石”之称。现存楔齿

蜥仅产于新西兰，数量很少，濒临绝灭，是世界上

珍稀的动物之一。
楔齿蜥体长 ５０～７６ｃｍ，体形与蜥蜴相似，头

前端呈乌喙状，故又称喙头蜥。体外被覆颗粒状角质鳞，背中线有一列棘状鳞，其原始特征体

现在：椎体属双凹型，椎体间还保留着脊索。腹面皮肤内有腹壁肌，端生齿，幼体具犁骨齿。头
骨具完整的双颞孔，方骨不能活动。 顶眼十分发达，具有角膜、晶体、视网膜等结构。 不具中

耳腔及鼓膜。 雄性无交配器官。
３．２　龟鳖目（Ｔｅｓｔｕｄｏｆｏｒｍｅｓ或Ｃｈｅｌｏｎｉａ）
本目是爬行类中的特化类群。身体宽短，背腹具甲，躯干被包裹在背腹甲内，头、颈、四肢

和尾外露，但多数种类可缩入壳中。 甲分为背甲（ｃａｒａｐａｃｅ）和腹甲（ｐｌａｓｔｒｏｎ），有的种类通过

桥甲连接背腹甲，如平胸龟。 甲的内层为真皮来源的骨质板，外层为表皮来源的角质板（龟
类）或厚的软皮（鳖类）。 脊椎骨和肋骨与背甲骨板愈合，但颈椎和尾椎游离；无胸骨，形成不

完整的胸廓，不能活动；腹甲主要为真皮来源的厚骨板，间锁骨（上胸骨）和锁骨也参与腹甲

的形成。
头骨不具颞孔，不能活动。 脊椎骨椎体为双凹型、前凹型或后凹型。上下颌均无齿，但颌

缘具角质鞘。 舌不能伸出。 泄殖腔孔呈圆形或纵裂。 卵生，淡水龟鳖和陆龟产刚性卵，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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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产柔性卵。 体内受精，雄性具单个的交配器。 多数种类生活于淡水或海水中，少数营陆地

生活，但都在陆地上产卵、孵化。龟鳖类的食性为草食性、肉食性或杂食性。陆栖龟类大多为

草食性，鳖类大多为肉食性。龟鳖的寿命较长，一般可活数十年，象龟和海龟的 长寿命可达

１５０～２５０ 年。世界上现存的龟鳖类有 ２８０余种，分属于 １３个科，分布多在热带和温带地区，
中国产 ３０余种，但没有侧颈龟类的分布。

鳄龟科（Ｃｈｅｌｙｄｒｉｄａｅ）　头部粗大，上下颌强劲，喙呈钩状，尾长，背甲扁平，腹甲较小，
头和四肢不能缩入龟壳内。头骨颞区无凹陷，前颌窝较深。代表种类有平胸龟（P １atysternon

m eg acep halum ）等。
龟科（Ｅｍｙｄｉｄａｅ）　是龟鳖目中种类 多的一个科，有 ９０ 余种。 背甲与腹甲直接相连，

头较小。 背甲明显凸出且有纵棱。 颈部、尾部和四肢均可完全缩入甲中。 四肢较扁平，指趾

间具蹼。 营水栖或半水栖生活，卵生。 代表种类有乌龟（C hinem ys reevesii）、黄喉拟水龟

（M aurem ys m utica）、中华花龟（O cad ia sinensis）、黄缘闭壳龟（C uora flavom arg inata）和巴

西彩龟（T rachem y s scrip ta eleg ans）等。
陆龟科（Ｔｅｓｔｕｄｉｎｉｄａｅ）　龟壳高而圆，头顶有对称排列的大块鳞片，头、四肢和尾能缩入

壳中，四肢粗壮呈圆柱状。植食性，可以生活在较干旱的环境中。代表种类有豹龟（G eochelone

p ardalis）和四爪陆龟（T estud o horsfield i）等。

图 １４-２１　鳄龟科、龟科和陆龟科代表物种（仿各家）
Ａ．乌龟； Ｂ．黄喉拟水龟； Ｃ．四爪陆龟； Ｄ．中华花龟 ； Ｅ．平胸龟； Ｆ．黄缘闭壳龟； Ｇ．豹龟

蛇颈龟科（Ｃｈｅｌｉｄａｅ）　为淡水龟。颈部不能缩入甲内，“Ｓ”型弯向一侧。颈椎具发达的横

突。 腰带与甲壳愈合在一起。 分布于南半球的南美洲和澳洲，中国不产。 例如，窄胸蛇颈龟

（C helodina oblonga）和北澳蛇颈龟（C helod ina rug osa）。
棱皮龟科（Ｄｅｒｍｏｃｈｅｌｉｄａｅ）　背甲由许多小的盾片和骨板构成，甲外覆以革质的皮肤。

背甲上有 ７ 条纵棱。 四肢呈鳍状，前肢约为后肢长的 ２ 倍，无爪。 仅存 １ 种—— 棱皮龟

（D erm ochelys coriacea），体型甚大， 大可达 ２．５米，体重达 ８６０千克，为海龟中 大的种类。
海龟科（Ｃｈｅｌｏｎｉｉｄａｅ）　甲外被大型的角质盾片，背甲上无纵行棱，四肢呈鳍状，具 １～２

个爪。 代表种类有海龟（C helonia m yd as）和玳瑁（E retm ochelys im bricata）等。
鳖科（Ｔｒｉｏｎｙｃｈｉｄａｅ）　骨板外没有角质盾甲，覆盖柔软的革质皮肤，背甲边缘为厚实的

结缔组织，俗称裙边。 腹甲各骨板退化缩小。 吻长，突出可动，鼻孔开于吻的尖端。 四肢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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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入壳中，内侧 ３指（趾）具爪。 生活在淡水中，分布于非洲、亚洲南部、澳洲及北美等地。 代

表种类有中华鳖（T riony x sinensis）和佛罗里达鳖（A p alone ferox）等。

图 １４-２２　蛇颈龟科、棱皮龟科、海龟科和鳖科代表物种（仿各家）
Ａ．窄胸蛇颈龟； Ｂ．北澳蛇颈龟； Ｃ．棱皮龟 ； Ｄ．中华鳖； Ｅ．佛罗里达鳖 ； Ｆ．玳瑁； Ｇ．海龟

３．３　有鳞目（Ｓｑｕａｍａｔａ）
３．３．１　蜥蜴亚目（Ｌａｃｅｒｔｉｌｉａ）
蜥蜴亚目是爬行纲动物中种类 多的类群。 身体长形，颈部明显，一般都具有发达的四

肢，少数种类四肢退化，尾长。具有肩带和胸骨，肋骨与胸骨相连接。眼睑能活动。有外耳道，
鼓膜明显。主要以昆虫和小型无脊椎动物为食。主要营陆地和半树栖生活，少数种类穴居或

水栖。 分布广，遍布除南极洲以外的世界各地，以热带种类 多。 全世界约 ４０００余种蜥蜴，
分 １６个科，中国产 １５０余种。

壁虎科（Ｇｅｋｋｏｎｉｄａｅ）　较原始的蜥蜴种类，体长小至 １６ｍｍ，大至 ３７０ｍｍ。 皮肤柔软，
具粒鳞。 眼大，无活动的眼睑，瞳孔呈垂直状。 椎体属双凹型。 指趾端具吸盘，吸盘具一列或

二列横行排列的趾下瓣，其上着生许多细丝状突起，扩大攀缘的接触面。可以在岩石上、墙壁

上爬行，夜间活动。 代表种类有大壁虎（G ekko g ecko）等。
鳞脚蜥科（Ｐｙｇｏｐｏｄｉｄａｅ）　鳞脚蜥分布于澳大利亚及附近地区，有 ３８ 种。 鳞脚蜥无前

肢，后肢退化成鳞片状，外形同蛇，但有明显的外耳道。多数鳞脚蜥穴居，以昆虫为食，但澳蛇

蜥属（L ialis）动物则捕食其他蜥蜴。 代表种类有澳蛇蜥（L ialis burtonis）和鳞脚蜥（P yg op us

lep id op odus）等。
鬣蜥科（Ａｇａｍｉｄａｅ）　身体被覆方形鳞，呈覆瓦状排列，背鳞具棘。 椎体为双凹型。 颌上

生端生齿，眼睑能活动。 四肢发达，指（趾）和爪较长。 尾细长柔软，无自残断尾功能。 营树栖

或陆栖生活。 以昆虫为食，也有食植物的。 分布于热带及亚热带，有 ３００余种。 代表种类澳

洲 伞 蜥 （C hlam yd osaurus kingii）、斑 飞 蜥 （D raco m ax ulatus）和 长 鬣 蜥 （P hysig nathus

cocincinus）等。
避役科（Ｃｈａｍａｅｌｅｏｎｉｄａｅ）　与鬣蜥亲缘关系较近，适应于树栖生活而高度特化。体小型

或中型。本科 ４属 １３０余种，主要分布于非洲和马达加斯加，少数种类分布在南欧、印度和斯

里兰卡。 身体侧扁，被覆粒鳞，背部有脊棱。 四肢长，前后肢的 ５指（趾）分为相对的两组，前
肢内侧 ３指愈合为一组，外侧的 ２指愈合为另一组；后肢与前肢的情况相反，适于攀登握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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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４-２３　壁虎科、鳞脚蜥和鬣蜥科的代表物种（仿各家）
Ａ．大壁虎； Ｂ．澳蛇蜥； Ｃ．鳞脚蜥； Ｄ．澳洲伞蜥 ； Ｅ．斑飞蜥； Ｆ．长鬣蜥

尾很长，善于缠绕。 舌很长，舌端膨大，富有黏液腺。眼的结构特殊，眼大而突出，上下眼睑愈

合，仅为中央瞳孔留有一小圆孔，两眼可独立转动，搜索不同方向。 能根据环境的不同，调节

色素细胞，以迅速改变体色。 因此，避役又被称为“变色龙”。
石龙子科（Ｓｃｉｎｃｉｄａｅ）　身体中型或小型，头顶具大型对称的大鳞片，体被光滑圆鳞，角

质鳞下有真皮骨板。 绝大多数种类具正常的五趾型附肢，少数种类四肢退化，尾长。 舌尖分

叉，侧生齿。营陆地或地下生活，以昆虫为食。卵生或卵胎生。广泛分布世界各地，有 １２００余
种，代表种类有中国石龙子（E um eces chinensis）和蝘蜒（Sp henom orp hus indicus）等。

蜥蜴科（Ｌａｃｅｒｔｉｄａｅ）　是旧大陆的陆栖蜥蜴类，以地中海地区为分布中心，延伸至亚洲

和非洲，全球 ２２０余种。 身体中小型。 四肢发达，尾长，能自残断尾。 头部具对称大鳞，角质

鳞下无骨板，腹部鳞片较大，呈方形，区别于侧鳞。 大腿的基部腹侧具股腺或鼠鼷腺。主要为

卵生，也有少数为卵胎生。 生活在林区草丛、荒漠、平原以及山坡等处。 代表种类有北草蜥

（T akyd rom us sep tentrionalis）、丽斑麻蜥（E rem ias arg us）和胎生蜥蜴（L acerta vivip ara）等。
蛇蜥科（Ａｎｇｕｉｄａｅ）　四肢消失，身体细长似蛇，但具带骨及胸骨，头顶具对称大鳞，背

腹鳞为长方形。 尾长易断，能迅速再生。 舌前部薄而具伸缩性，后部则厚。 具侧生齿。 分布

于欧洲、美洲热带地区、北非以及南亚等地区。世界上有 ５０余种，中国产 ４种，常见的有脆蛇

蜥（O p hisaurus harti），体长 ２００ｍｍ左右，体侧自颈后至肛侧各有纵沟 １条。 体背浅褐色，具
蓝黑色斑纹，背中央有清晰纵棱。 生活于海拔 ５００～１５００ｍ左右的山地土中、石块、树洞等

处，产卵 ５枚左右，分布于华东、西南等区。
巨蜥科（Ｖａｒａｎｉｄａｅ）　身体粗壮，四肢强大，颌长，体被粒鳞，腹鳞方形，头顶具细鳞，无

对称大鳞。 舌长而细，分叉，能缩入舌鞘内。 侧生齿，大而尖。 主要分布于澳洲，也见于非洲

和亚洲南部。 中国的海南、云南、广东、广西等地有分布。 本科多数种类体型巨大，如科莫多

巨蜥（V aranus kom od oensis），身长可超过 ３ｍ；少数种类则小，如澳洲的短尾巨蜥（V aranus

brevicauda），体长仅 １２０ｍｍ。 中国分布有圆鼻巨蜥（V aranus salvator）。
鳄蜥科（Ｓｈｉｎｉｓａｕｒｉｄａｅ） 包括墨西哥到危地马拉一带的异蜥和中国的鳄蜥，身被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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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４-２４　石龙子科、蜥蜴科和蛇蜥科代表物种（仿各家）
Ａ．中国石龙子 ； Ｂ．蝘蜒； Ｃ．脆蛇晰； Ｄ．北草晰； Ｅ．丽斑麻蜥； Ｆ．胎生蜥蜴

图 １４-２５　巨蜥科和鳄蜥科代表物种（仿各家）
Ａ．圆鼻巨蜥； Ｂ．鳄蜥

似 鳄 的 鳞 甲， 卵 胎 生。 鳄 蜥 （S hinisaurus

crocod iliris），俗称雷公蛇。 它头似蜥蜴，尾似

鳄。 体长 ２２０～４００ｍｍ。 背部鳞片有棱，体侧棱

鳞较大，排列成行。 背面橄榄色，背部和四肢有

横纹。 耳孔不明显，舌前端分叉。 以昆虫、蚯蚓、
小鱼及蝌蚪等为食。 鳄蜥是中国特有的珍稀动

物，仅产于广西瑶山、广东等部分地区，已列为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３．３．２　蛇亚目（Ｓｅｒｐｅｎｔｅｓ）
适应穴居的特化爬行动物。体呈圆筒形，无

四肢，无胸骨，无肩带，但有少数种类尚保存退

化的腰带（如盲蛇科）和后肢（如蟒蛇科）。 无活

动的眼睑，无外耳孔和外耳道。 舌细长，尖端分

叉。牙齿发达，生长在上、下颌骨、腭骨及翼状骨

上。 蛇的腭骨、翼状骨、方骨和鳞骨彼此形成能

动的关节，因此，口可以开得很大，便于吞食大

型食物。前凹型椎体，脊椎骨数目多，但仅分化为尾椎和尾前椎两部分。除寰椎外，尾前椎附

有能动的肋骨，肋骨腹端支持腹鳞，在脊柱弯曲和皮下肌的作用下，移动肋骨和腹鳞，蛇便得

以贴地爬行。 因受体形的限制，成对的内脏器官，或变为前后排列（肾脏和生殖腺），或退化

（肺）。 雄性有半阴茎一对。 大都营陆地生活，也有树栖、水栖（淡水、海水）等类型。 卵生为其

主要繁殖方式，少数则卵胎生。本亚目在全世界约有 ２９００种，分属于 １３科，分布广。 中国产

２００余种，隶属于 ８ 科，其中毒蛇约 ５０ 种。
盲蛇科（Ｔｙｐｈｌｏｐｉｄａｅ）　外形似蚯蚓，体长小于 ０．５ｍ。全身被光滑圆鳞。头小，左右下颌

骨愈合，方骨不能活动，故开口小。眼睛退化，隐于皮肤鳞片之下，故称盲蛇。上颌有齿，下颌

无齿。 为原始蛇类，后肢仍保留有腰带残迹。 穴居，以昆虫为食。 卵生或卵胎生。 分布于热

带和亚热带地区。本科有 ６属 ２１０余种，中国产 ３种，如钩盲蛇（R am p hotyp hlop s bram inas）。
蟒科（Ｂｏｉｄａｅ） 体背鳞片小而光滑 腹鳞 １ 列 大而宽 瞳孔竖立 上下颌全具齿 泄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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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孔两侧有一对角质爪，为后肢的残余。 有成对的肺。地栖或树栖，善于攀缘，主要以鸟类和

哺乳类等恒温动物为食，以绞杀方式捕食时，即以身体缠绕猎物，使之窒息死亡后吞食。蟒科

可分为蟒亚科和蚺亚科。蟒亚科卵生，而蚺亚科是卵胎生。分布于东西半球的热带和亚热带

地区，如蟒蛇（P ython m olurus）。
游蛇科（Ｃｏｌｕｂｒｉｄａｅ）　背鳞小，腹鳞宽大，头顶有对称鳞。 多数是无毒蛇，少数有毒。 上

下颌有齿，毒牙为后沟牙（ｏｐｉｓｔｈｏｇｌｙｐｈｉｃｔｏｏｔｈ）。 营陆栖、树栖、半水栖和水栖等生活方式。
卵生或卵胎生。 分布几遍及全球，为蛇亚目中数量 多的一个类群，约有 １５００ 种，中国产

１４０余种。代表种类有虎斑颈槽蛇（R habd op his tig rinus）、赤链蛇（D inod on rufozonatum ）、红
点锦蛇（E lap he rufod orsata）和乌梢蛇（Z aocys dhum nad es）等。

图 １４-２６　无毒蛇主要代表物种（仿各家）
Ａ．乌梢蛇 ； Ｂ．红点锦蛇； Ｃ．虎斑颈槽蛇 ； Ｄ．赤链蛇 ； Ｅ．蟒蛇； Ｆ．钩盲蛇

海蛇科（Ｈｙｄｒｏｐｈｉｉｄａｅ）　尾侧扁，具前沟牙。海栖性毒蛇。鼻孔位于吻背，以鼻瓣启闭鼻

孔。 卵生或卵胎生。 本科有 １６０余种，分布于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温暖水域。 代表种类有长吻

海蛇（P elam is p laturus）等。
眼镜蛇科（Ｅｌａｐｈｉｄａｅ）　毒牙 １对，属前沟牙（ｐｒｏｔｅｒｏｇｌｙｐｈｉｃｔｏｏｔｈ），位于上颌的前部，

都为剧毒蛇。 尾圆形。 绝大多数卵生，少数卵胎生（如 H em achatus属）。 以啮齿类为主要食

物。 陆生或树栖。 本科 １３０ 余种，分布于亚洲、非洲、美洲等地区。 代表种类有眼镜王蛇

（O p hiop hag us hannah ）、眼 镜 蛇 （N aja atra ）、金 环 蛇 （B ung arus fasciatus）和 银 环 蛇

（B ung arus m ulticinctus）等。
蝰蛇科（Ｖｉｐｅｒｉｄａｅ）　上颌骨宽短，其前部着生管状的大型毒牙，毒牙平时向后倒放于

口腔内，张口时直立。 卵胎生。 包括陆生、树栖、和半水栖种类。 分布于欧洲、亚洲、非洲和美

洲等地。 分为以下两亚科：蝰亚科（Ｖｉｐｅｒｉｎａｅ）眼与鼻孔之间不具颊窝；蝮亚科（Ｃｒｏｔａｌｉｎａｅ），
眼 鼻 之间 具 颊 窝。 代 表 种类 有 蝮 蛇 （G loyd ius brevicaudus）、尖 吻 蝮 （俗 名 五 步 蛇）
（D einagkistrodon acutus）、竹叶青 （T rim eresurus stejneg eri）和响尾蛇（C rotalus horrodus）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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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４-２７　有毒蛇的主要代表物种（仿各家）
Ａ．眼镜蛇； Ｂ．眼镜王蛇 ； Ｃ．长吻海蛇 ； Ｄ．蝮蛇； Ｅ．尖吻蝮； Ｆ．响尾蛇； Ｇ．竹叶青 ； Ｈ．金环蛇 ； Ｉ．银环蛇

３．４　鳄目（Ｃｒｏｃｏｄｉｌｉａ）
现代爬行类中 高等的动物类群。心室已分隔为左右两室，仅留 １个潘氏孔相通。 次生

腭完整使得鼻腔与口腔完全分开。 具槽生齿。 颅骨双颞孔型，方骨不能活动。 椎体多为前凹

型，具有游离的腹壁肋。 小脑发达。 鳄类营水栖生活，尾侧扁，鼻孔和耳孔有能关闭的瓣膜。
肺大而复杂，适于长时间的水下活动。 泄殖腔孔纵裂。 体内受精，雄性具单个的交配器。 卵

生。全世界现存鳄类共 ２３种，分为 ３ 个科，即鳄科（Ｃｒｏｃｏｄｙｌｉｄａｅ），短吻鳄科（Ａｌｌｉｇａｔｏｒｉｄａｅ）、
长吻鳄科（Ｇｒａｖｉａｌｉｄａｅ）。 分布在亚洲、美洲、非洲等热带亚热带地区，代表种类有扬子鳄

（A llig ator sonensis）、密河短吻鳄（A llig ator m ississipp iensis）、湾鳄（C roxod ilus p orosus）和长

吻鳄（G avialis g angeticus）等（图 １４-２８）。
３．５　爬行类起源与演化

爬行类是从石炭纪末期的古代两栖类（坚头类）进化来的。在石炭纪末期，地壳运动导致

陆地上出现了大片的沙漠，原来的温暖而潮湿的地区转变为冬季寒冷，夏季炎热的地区。 气

候变化导致植被改变，适应干旱的裸子植物逐渐代替了适宜潮湿环境下生存的蕨类植物。因
此，古代两栖类的生存受到极大威胁，逐渐绝灭，具有适应陆生生活的身体结构（角质化皮

肤、肺）和繁殖方式（体内受精、羊膜卵）的新兴爬行动物，在生存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逐渐

代替两栖类，在动物界占据主要地位。
杯龙类（cotylosauria）是已知 原始的爬行类，发现于古生代石炭纪末期，到二叠纪中期

为繁盛，后期各类爬行动物都是由杯龙类辐射进化而来。到了三叠纪，杯龙类完全绝灭，被
其分化出来的后裔所代替。 根据颞孔的有无以及颞孔的位置，古今爬行动物共分为 ６ 个亚

纲：（１）无 孔亚 纲 （Ａｎａｐｓｉｄａ），无颞 窝 （缺 弓类 ），包 括 杯龙 目 （Ｃｏｔｙｌｏｓａｕｒｉａ）、中龙 目

（Ｍｅｓｏｓａｕｒｉａ）和现生的龟鳖目。 （２）调孔亚纲（Ｅｕｒｙａｐｓｉｄａ），头骨侧上方有一个颞孔（宽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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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４-２８　鳄目主要代表物种（仿各家）
Ａ．扬子鳄 ； Ｂ．密河短吻鳄 ； Ｃ．湾鳄； Ｄ．长吻鳄

类 ），包括鳍龙目（Ｓａｕｒｏｐｔｅｒｙｇｉａ），无现生种。 （３）上孔亚纲（Ｐａｒａｐｓｉｄａ），或称鱼龙亚纲

（Ｉｃｈｔｈｙｏｐｔｅｒｇｉａ），头骨侧上方有一个颞孔（侧弓类），如化石种类的鱼龙目（Ｉｃｈｔｈｙｏｓａｕｒｉａ）。
（４）有鳞亚纲（或称鳞龙亚纲）（Ｌｅｐｉｄｏｓａｕｒｉａ），具原始的双颞孔（双弓类），其头骨侧有 ２ 个颞

孔，并以眶后骨和鳞状骨为分界，无眶前孔，包括化石类群的始鳄目（Ｅｏｓｕｃｈｉａ）和由它演化

出生存至今的喙头目和有鳞目。 （５）初龙亚纲（Ａｒｃｈｏｓａｕｒｉａ），具进步的双颞孔（双弓类），头
骨每侧有两个颞孔，亦以眶后骨和鳞骨为界，但通常具眶前孔，包括槽齿目（ｔｈｅｃｏｄｏｎｔｉａ）、翼
龙目（Ｐｔｅｒｏｓａｕｒｉａ）、蜥龙目（Ｓａｕｒｉｓｃｈｉａ）、鸟龙目（Ｏｒｎｉｔｈｉｓｃｈｉａ）和现存的鳄目。 （６）下孔亚纲

（Ｓｙｎａｐｓｉｄａ），头骨侧有 １个颞孔（合弓类），包括较原始类群的盘龙目（Ｐｅｌｙｃｏｓａｕｒｉａ）和较进

步类群的兽孔目（Ｔｈｅｒａｐｓｉｄａ），后者进化发展为哺乳动物。
中生代是爬行类 为繁盛的时代，种类多，分布广，除了绝大多数生活在陆地上以外，还

发展了水栖（鱼龙）和飞翔（翼龙）的种类，个体大小差异也极大，小的如蜥蜴，大的则可长达

３０ｍ，重达 ５０吨。 爬行动物在地球上称霸达一亿年之久，整个中生代被称为“爬行动物的时

代”。
中生代后，在地球上占统治地位达一亿多年之久的恐龙类以及其他古爬行动物逐渐衰

退，直至白垩纪末期绝灭。 只有喙头类、龟鳖类、鳄类、蜥蜴类和蛇类等少数残余种类遗留下

来，发展为现代爬行类。导致恐龙等古爬行类绝灭的原因有众多假说，如气候变化假说，太阳

黑子假说，彗星碰撞假说，生物竞争假说等。

４　爬行类小结

爬行类是体被角质鳞或硬甲、在陆地繁殖的变温羊膜动物。爬行类在中生代曾经盛极一

时，种类繁多。 至新生代白垩纪末期，恐龙类及其他绝大部分古爬行动物绝灭了。 少数遗留

种类发展为龟鳖、蜥蜴、蛇、鳄等现存爬行类动物。 爬行动物具角质鳞片保护的皮肤，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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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水分蒸发；骨骼较坚硬，骨化程度较高，脊柱分化明显，附肢发达，运动能力加强，具有颞

孔和次生腭；出现胸廓，肺呼吸功能进一步完善；心脏由 ２个心房和 １个心室组成，心室出现

不完全分隔，但仍为不完全的双循环；后肾执行泌尿机能，尿以尿酸为主；大脑开始出现新脑

皮，纹状体增大而使大脑体积增加，中脑视叶仍为高级中枢。 脑神经为 １２对；出现陆地繁殖

方式，雄性具交配器，能进行体内受精，卵生或卵胎生，真正摆脱了水环境的束缚。 现存 ７５００
余种爬行动物遍布于世界各地的陆地和水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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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５ 章　鸟纲 （Ａｖｅｓ）

１　鸟类的主要特征

鸟类是一支适应于陆上和飞翔生活，体表被覆羽毛、恒温、卵生和有翼的高等脊椎动物，
羽毛是鸟类 为主要的特征，所有现存动物，只有鸟类体被羽毛。 鸟类是种类和数量 多的

陆生脊椎动物，全世界约有鸟类 ９９００多种，我国目前已记录到 １３３１种。
鸟类是由爬行类进化而来的，被称为是“美化了的爬行动物”。 因此，鸟类具有一些与爬

行类相似的特征，如皮肤缺乏皮肤腺、干燥；体表所覆盖的鳞片都是表皮角质化的产物，鸟类

羽毛在发生上与角质鳞同源；头骨仅有一个枕髁与第一枚颈椎关联，具单一听骨的中耳，下
颌骨（ｍａｎｄｉｂｌｅｓ）由多块骨骼组成，后肢的踵关节位于两列跗骨之间，形成跗间关节；以尿囊

作为胚胎的呼吸器官，成体为后肾，尿液的主要成分是尿酸；产大型具壳的羊膜卵，为多黄

（ｐｏｌｙｌｅｃｉｔｈａｌ）、端黄（ｔｅｌｏｌｅｃｉｔｈａｌ）卵，盘状卵裂，体内受精，体外发育。
当然，鸟类又不同于爬行类。 作为高等脊椎动物，鸟类具有一系列比爬行类更高级的进

步性特征：
具有高而恒定的体温，其体温可达 ４２～４４．６℃。恒温大大提高了鸟类的新陈代谢水平，

减少了对外界温度环境的依赖性，不仅提高了它在夜间、寒冷地区的生活能力，而且扩大了

其生活和分布范围，在动物界中只鸟类和哺乳类属于恒温（ｅｎｄｏｔｈｅｒｍｉｃ）动物，恒温标志着

动物体的结构与功能已进入更高一级的水平；具有比较完善的循环系统和呼吸系统。心脏分

为二心房二心室，血液循环为完全的双循环，多氧血和缺氧血完全分开，使循环效率得到极

大提高；肺的结构特殊，并有复杂的气囊系统，构成了鸟类高效的呼吸器官和独特的双重呼

吸方式，极大地提高了气体交换的效率；具有发达的神经系统和感官，以支配和协调飞行运

动、定向和定位，以及其他各种复杂行为；具有较完善的繁殖方式和营巢、孵卵、育雏等复杂

的繁殖行为，保证后代有较高的成活率；具有快速飞翔运动的能力，使鸟类能迅速而安全地

寻觅到适宜的栖息地及躲避天敌及不利的自然条件的威胁，并能借主动的迁徙来适应多变

的环境。
“飞翔运动”这一独特的运动方式，使鸟类在生物进化的生存竞争中占有优势，从而迅速

扩展和占据地球的各个角落，再通过辐射适应而形成许许多多的新种。 因此，鸟类的主要特

征均与适应飞翔生活相关，其主要的特化性特征有：
身体呈纺锤形，流线型的体形能减少飞行时的空气阻力；前肢特化为翼，后肢支持体重

及步行、跳跃，也有较大变形。 腿足强健而富弹性使鸟类的脚能在起飞时用力蹬地及降落时

缓冲巨大的冲力。扁平型的尾部犹如舵使鸟类在飞行中保持平衡；骨骼轻而多愈合，有气腔，



以增加骨骼的支撑强度和减轻身体的重量；有复杂和发达的气囊系统与肺脏相通，这不仅使

鸟类在呼气和吸气时均有新鲜气体经过肺，而且还起着减轻身体比重、减少飞行时肌肉间及

内脏间的摩擦和调节体温等方面的作用；骨骼肌的肌腹趋于分布于躯体中心，以长的肌腱操

纵肢骨的运动，以保持飞行时的重心和稳定，胸部肌肉特别发达使两翅能有力地搧动；以喙

取食，牙齿退化，食物的机械消化和化学消化均在胃和小肠中进行。直肠退化，不能大量贮存

粪便，以减轻飞行时的负重。

２　鸟类的生物学

２．１　皮肤及其衍生物

２．１．１　皮肤结构

鸟类皮肤的特点是薄、松而且缺乏腺体。 薄而松的皮肤便于肌肉剧烈运动；皮肤缺乏腺

体与爬行类相似。 鸟类皮肤由来源于外胚层的表皮和来源于中胚层的真皮构成（图 １５-１）。
在真皮之下为疏松结缔组织与脂肪细胞组成的皮下层（ｓｕｂｄｅｒｍｉｓ）。

图 １５-１　鸟类皮肤切片模式图（仿 Ｌｕｃａｓ和 Ｓｔｅｔｔｅｎｈｅｉｍ）

表皮为一种复层扁平上皮，分为下层的活细胞和上层的角质化细胞两部分。细胞从深层

不断分化而进入上层并逐渐角质化，自深层到浅层可分为基底层、生发层、颗粒层和角质层

等。 真皮主要为弹性纤维和胶原纤维构成，并有丰富的血管、感觉小体和神经末梢以及平滑

肌纤维；真皮的结缔组织纤维分布较均匀。 真皮又分为浅层、深层和弹性纤维板层等。
皮下层由疏松结缔组织构成，在纤维之间的网孔空隙处充满脂肪；脂肪有的连成条块

状，有的为分散的脂肪小体；许多种类的脂肪在特定部位集聚，一般多分布在羽区、颈、嗉、尾
部和腹部，并在迁徙之前有大量的积累。

２．１．２　皮肤的衍生物

鸟类的皮肤衍生物包括皮肤腺、羽毛和角质皮肤衍生物，如鳞片、角质喙和爪等。其中

为重要的皮肤衍生物是羽毛，亦是鸟类特有的结构。
皮肤腺（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ｇｌａｎｄ）　鸟类皮肤缺乏腺体，除了外耳道的皮下具有能分泌蜡质物

和 脂 肪球 （其中含有脱 落细胞，ｄｅｓｑｕａｍａｔｅｄｃｅｌｌｓ）的蜡腺 （ｗａｘｇｌａｎｄ）之外，尾 脂腺

（ｕｒｏｐｙｇｉａｌｇｌａｎｄ或 ｏｉｌｇｌａｎｄ）为惟一可见的大型皮肤腺。尾脂腺为一种分支的大型泡状腺，
位于尾基背部的皮下，一般分左右两叶，其分泌物主要是油脂。 鸟类以喙啄取其所分泌的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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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涂抹在羽片以及角质鳞片外面以保护羽毛、角质喙及鳞等，并可防水。因而水禽的尾脂腺

特别发达。 但有些种类并没有尾脂腺，如鸵鸟目、鹤鸵目、鸨科的种类以及一些鸽、鹦鹉和啄

木鸟等。某些鸟类（如鹱类和戴胜等）的尾脂腺分泌物有很强烈的刺激性气味，特别是在繁殖

孵卵期更为明显，可能起着性引诱及保护的功能。也有一些鸟类尾脂腺分泌物含有维生素 Ｄ

的前体麦角甾醇（ｅｒｇｏｓｔｅｒｏｌ），当被涂抹到羽片上时，在日光的照射下能转变为维生素 Ｄ，并
在以喙疏理羽毛时吞入。

羽毛　是表皮的角质化衍生物，与爬行类的鳞片同源。羽毛的主要功能是：（１）保护皮肤

不受损伤。 羽毛的羽色和纹、斑等装饰色还起到保护色的作用，并在个体识别和繁殖期的求

偶炫耀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２）在体表形成有效的隔热层，保持体温。在神经系统的控制下，
可以通过附于羽根基部的肌肉，改变羽毛的位置和方向而散热，从而调节体温。（３）鸟类飞翔

器官重要组成部分——飞羽和尾羽，并通过覆瓦状排列的体羽使整个鸟体的轮廓呈流线型，
减少飞行时的阻力。 （４）有触觉功能。

绝大多数鸟类的羽毛着生在体表的一定区域内，称为羽区（ｐｔｅｒｙｌａ）或羽迹（ｆｅａｔｈｅｒ
ｔｒａｃｔ）。各羽区之间不着生羽毛的地方称为裸区（ａｐｔｅｒｉｕｍ）（图 １５-２ ）。羽毛的这种分布方式

有利于剧烈的飞翔运动，不致使肌肉的收缩受到限制。不会飞翔的鸟类（如平胸总目鸟类）无
羽区和裸区之分，其羽毛均匀分布于体表。 鸟类腹部的裸区还与孵卵有着密切关系，并在孵

卵期间通过腹部羽毛大量脱落形成“孵卵斑”。

图 １５-２　鸟类皮肤的羽区和裸区（仿 ＶａｎＴｙｎｅ和 Ｂｅｒｇｅ）
Ａ．背面观； Ｂ．腹面观

鸟羽的形态多种多样，功能各异。 根据羽毛的结构和功能，可分为正羽（ｐｌｕｍａ或

ｃｏｎｔｏｕｒｆｅａｔｈｅｒ）、绒羽（ｐｌｕｍｕｌｅ或 ｄｏｗｎｆｅａｔｈｅｒ）和毛羽（ｆｉｌｏｐｌｕｍｅ或 ｈａｉｒｌｉｋｅｆｅａｔｈｅｒ）等
三种主要类型（图 １５-３）。

正羽是 普遍和主要的羽毛，覆盖于体表的大型羽片，构成了严密的保护层。 翼上的正

羽称为飞羽（ｆｌｉｇｈｔｆｅａｔｈｅｒ），对飞翔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尾上的正羽又称尾羽（ｔａｉｌｆｅａｔｈｅｒ），
在飞翔时相当于舵，对身体平衡起着重要作用。飞羽和尾羽的形状和数目是鸟类分类的重要

依据。 正羽由羽轴（ｓｈａｆｔ）及其两侧的羽片（ｖａｎｅ）构成。 羽轴下段不具羽片的部分称为羽根

或羽柄（ｃａｌａｍｕｓ），其下部深插入皮肤内。羽片分内羽片和外羽片，为许多斜行排列的细长羽

枝（ｒａｍｕｓ或 ｂａｒｂ）所构成。 在这些相互平行、彼此紧邻的羽枝两侧，又密生有许多成排的羽

小 枝（ｒａｄｉｉ或 ｂａｒｂｕｌｅ）。 近端的羽小枝具有凸缘，远端羽小枝上具有羽小钩（ｈａｍｕｌｉ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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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５-３　鸟类的正羽、绒羽和毛羽（仿各家）
Ａ．正羽； Ｂ．绒羽； Ｃ．毛羽

ｂａｒｂｉｃｅｌ），相邻的羽小枝互相钩结起来，
形成严密、坚实而具有弹性的羽片（图
１５-４），以扇动空气。 羽片在受到外力作

用使羽小枝分离时，鸟类可用喙进行疏

理使其重新钩结，并经常啄取尾脂腺所

分泌的油脂，涂抹疏理羽毛，使羽片保持

完好的结构和功能。 当然，上述正羽的典

型结构特征主要见于飞羽和尾羽，而大

部分体羽的羽片并非如此紧密，一般在

羽片的下半部呈绒羽状；在羽尖的游离

部也缺乏羽小钩，因而羽缘更为柔韧，有
利于保温和保持体廓的流线型。

图 １５-４　正羽的结构（仿各家）
绒羽分成体绒羽（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ｖｅｄｏｗｎ）和雏绒羽（ｎａｔａｌｄｏｗｎ或 ｎｅｓｔｌｉｎｇｄｏｗｎ）两种。 成体

绒羽位于正羽下方，羽干短小或缺失，羽枝成簇地从羽柄顶部伸出，羽小枝上不具羽小钩或

很稀少。整个羽毛蓬松柔软呈棉絮状，构成有效的隔热层。雏绒羽为雏鸟破壳之后体外所被

覆的绒羽，与成体绒羽的主要区别是其羽小枝上完全不具羽小钩。
毛羽又称纤羽，杂生在正羽和绒羽之间，羽干细长有如毛发，在顶端有少许羽枝及羽小

枝。 在其羽根的滤泡附近有丰富的触觉神经末梢，因而它的基本功能为触觉，能感知正羽的

姿态，控制羽毛的运动。
除了上述主要羽毛类型外，鸟类还有须 （ｂｒｉｓｔｌｅ）、粉 （ ｐｏｗｄｅｒｆｅａｔｈｅｒ）和半绒羽

（ｓｅｍｉｐｌｕｍｅ）等类型的羽毛。
羽毛发生的早期阶段与爬行类的鳞片发生相似。绒羽发生时，先是真皮间充质细胞大量

集聚，形成丘状真皮乳头，连同外覆的表皮，称为羽原基（ｆｅａｔｈｅｒｐｒｉｍｏｒｄｉｕｍ）。随后，羽原基

基部的四周出现环状沟，向皮肤内陷入形成杯状构造的滤泡（ｆｏｌｌｉｃｌｅ）。 羽原基向上生长，真
皮的细胞组织以及血管伸入其中央形成羽髓。 羽原基进一步生长 终突出体表形成锥状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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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称为羽锥。 羽锥外层为薄的角质层，称为羽鞘，其内表皮细胞逐渐加厚，形成一系列纵行

角质羽柱。 随着羽毛的继续生长，羽鞘破裂，里面的羽柱向四周展开，形成绒羽的羽枝，每一

羽柱形成一个羽枝。
正羽的发生与绒羽相似，但正羽发生时，先在羽原基的基部由表皮生发层形成一个角质

的筒，称为羽环（ｅｐｉｄｅｒｍａｌｃｏｌｌａｒ），再沿羽环四周分生出向上生长的羽柱。随后，其细胞增殖

过程不均匀，背面的一支羽柱迅速加厚和生长，将其两侧位于羽环上的羽柱斜行地“拉”到它

的两侧，从而形成了羽干和两侧的羽枝。 各羽枝上也形成羽小枝，待生长后期羽鞘破裂后展

开。
鸟类的羽毛是定期更换的，称为换羽（ｍｏｌｔ）。 鸟类从雏鸟破壳到达性成熟，要经历多次

换羽，之后每年仍要规律性地进行换羽。 通常一年有两次换羽：在繁殖结束后所换的新羽称

冬 羽（ｗｉｎｔｅｒｐｌｕｍａｇｅ）；冬季及早春所换的新羽称为夏羽（ｓｕｍｍｅｒｐｌｕｍａｇｅ），或称婚羽

（ｎｕｐｔｉａｌ）。通常鸟类的换羽可分为完全换羽（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ｍｏｌｔ）和局部换羽（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ｍｏｌｔ）。
前者是指体羽、飞羽和尾羽全部更换，成鸟婚后换羽所换成的冬羽，大多属此类型。局部换羽

可在一年中发生一次至多次，大多数情况下为一次，而且多是婚前换羽所换成的夏羽，一般

飞羽和尾羽不更换。 飞羽和尾羽的更换是左右对称，大多为一枚枚地逐渐更替，使更换过程

不影响飞翔。但雁鸭类飞羽更换时同时脱落，在此期间丧失飞行能力，需隐蔽于湖泊草丛中，
以减少被天敌发现和捕猎的机会。换羽是鸟类非常重要的生物学现象，换羽能使其长年保持

完好的羽饰，以适应飞翔生活的需要，并能修复迁徙、求偶炫耀、育雏等剧烈活动造成的羽毛

损伤。
２．２　骨　骼

鸟类的骨骼与一般脊椎动物相似，但为了适应飞翔生活，其骨骼系统发生了显著的特

化，主要表现在：骨骼非常轻便，骨壁很薄，具充满气体的腔隙（ｐｎｅｕ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头骨、脊柱、
骨盘和肢骨的骨块愈合，肢骨和带骨变形；承力骨骼，特别是长骨的骨壁内侧常有纵横交错

的骨质梁架加固，以获得 大的支撑和抗力（图 １５-５）。
２．２．１　头　骨

鸟类的头骨具有一些类似于爬行类的结构。 例如，软骨脑颅为脊底型，即颅底不似两栖

类或哺乳类平坦；具单一枕髁，主要由基枕骨所 构成；脑颅借方 骨与下颌的关 节骨

（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作关节；方骨可以活动；听骨由单一的耳柱骨所构成。 但鸟类头骨为适应飞翔生

活，出现了一些非常显著的特化特征：（１）头骨薄而轻，成体的头骨有广泛的愈合现象，骨间

的一些骨缝消失，骨内有蜂窝状充气的小腔。（２）前颌骨、颌骨及鼻骨显著前伸，形成乌喙，乌
喙外具有角质鞘，构成锐利的切缘或钩，是鸟类的取食器官。 这是鸟类区别于所有脊椎动物

的结构。 现代鸟类牙齿退化，是对减轻体重的适应。 （３）除方骨可动外，许多鸟类的前颌骨、
鼻骨与额骨之间的连接处有一定的可动性，从而使上颌在张口时能够上抬，扩大口裂范围。
（４）脑的发达使脑匣后部的侧壁向两侧倾张，头骨呈圆拱形，枕骨大孔移至腹面。眼眶的膨大

使这一区域的脑颅侧壁被挤至中央，构成眶间隔。 （５）眼球前壁内有环形排列的巩膜骨

（ｓｃｌｅｒｏｔｉｃｒｉｎｇ）保护，以抵抗飞翔时气流对眼的压力。
２．２．２　脊柱、肋骨及胸骨

脊柱由颈椎、胸椎、愈合荐骨（ｓｙｎｓａｃｒｕｍ）、尾椎和尾综骨（ｐｙｇｏｓｔｙｌｅ）五部分组成。 颈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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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５-５　家鸽的骨骼（仿 Ｗｉｌｓｏｎ）
数目变异较大，由小型鸟类的 ８枚至天鹅的 ２５枚。 第一枚颈椎呈环状，称为寰椎，与头骨的

单个枕髁相关节；第二枚颈椎称为枢椎，其前腹方有齿状突伸入寰椎下部，上有横韧带加以

固位，使寰椎与头骨一起能在枢椎的齿突上转动，产生头部的旋转运动，大大提高了头部的

活动范围。 颈椎之间的关节面呈马鞍形，称异凹型椎骨（ｈｅｔｅｒｏｃｏｅｌｏｕｓｃｅｎｔｒｕｍ）。 这种关节

形式使颈椎之间活动范围大而灵活。 鸟类颈椎的这种灵活性是对前肢变为翅膀和脊柱的其

余部分大多愈合的有效补偿。
胸椎有 ５～１０ 枚，其中 后 ２～３ 枚构成愈合荐骨的前部，前方的胸椎大部分愈合成一

整体，借硬骨质的肋骨与胸骨联结，构成牢固的胸廓。 许多鸟类的愈合胸椎与其后的愈合荐

骨之间常有一枚或更多的可自由活动的胸椎，这可能与起飞及着陆时的缓冲作用有关。
愈合荐骨由一些胸椎、腰椎、荐椎和一些尾椎愈合而成，是鸟类特有的，它进一步与宽大

的骨盘（腰带）相愈合，构成了坚实有力的支架。 鸟类的尾椎除了有一些加入愈合荐骨之外，
尚有 ５～８枚能自由活动的尾椎，其 后则为一尾综骨。 尾综骨是由多枚退化尾椎愈合而成

的。 尾综骨是鸟类特有的，在其所支持的尾柄上着生扇形的尾羽，在尾综骨的运动下能改变

尾羽的方向，在飞行及降落时起着舵的作用。 鸟类脊椎骨骼的愈合以及尾骨的退化，使其躯

体重心集中在中央，有助于在飞行中保持平衡。
鸟类的肋骨由背侧的椎肋（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ｌｒｉｂ）和腹侧的胸肋（ｓｔｅｒｎａｌｒｉｂ）构成，两者之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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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动关节，且借向后着生的钩突（ｕｎｃｉｎａｔｅｐｒｏｃｅｓｓ）彼此相关联，以增强胸廓的牢固性。 胸骨

宽大，为主要的飞翔肌肉胸肌的起点。 鸟类胸骨中线处有高耸的发达骨嵴，称为龙骨突

（ｋｅｅｌ），以增大胸肌的固着面。 不善于飞行的平胸总目鸟类，胸骨平坦。
２．２．３　带骨及肢骨

鸟类带骨和肢骨有愈合及变形现象，是对飞行生活方式的适应。

图 １５-６　鸟类的肢骨（仿郑光美）

肩带由肩胛骨、乌喙骨和锁骨组成。三骨的

联结处形成肩臼，为前肢肱骨的关节处。肩胛骨

呈长 状，后伸于胸廓背方，当鸟类扇翅时此骨

在背方滑动。 善于飞翔的鸟类，肩胛骨更长。 乌
喙骨粗壮，与胸骨作关节，构成对前肢的有力支

持。 左右锁骨在腹中线愈合成“Ｖ”形，称为叉骨

（ｆｕｒｃｕｌａ），是鸟类特有的结构。 叉骨具有弹性，
在鸟翼剧烈搧动时可避免左右肩带碰撞。 鸟类

的前肢特化为翼，是飞翔的重要器官。前肢的变

化主要是表现在手部骨骼（腕骨、掌骨和指骨）
的愈合和消失（图 １５-６），使之成为一个整体来

扇击空气。 前肢骨可分为三大段，静止时，三段

折叠成“Ｚ”字形，紧贴胸廓上。 第一段是上臂

部，由粗大的肱骨组成，以肱骨头与肩臼作关

节。 第二段为前臂部，由尺骨和桡骨组成，尺骨

所生的一列飞羽称为次级飞羽。第三段为手部，
包括腕骨、掌骨和指骨。 腕骨退化，近端仅留两

块独立的骨块，远端腕骨与掌骨愈合，形成腕掌

骨（ｃａｒｐｏｍｅｔａｃａｒｐｕｓ）；指骨（ｄｉｇｉｔ）退化，仅余第

２、３、４指，各指的节数也大为减少，现代鸟类指末端一般无爪。 手部所生的一列飞羽称初级

飞羽。
腰带为髂骨、坐骨和耻骨愈合形成的薄而完整的骨架，在三骨间所构成的髋臼与后肢相

关节。鸟类的腰带宽大而显著变形，这与后肢负重以及产大型硬壳卵有关。髂骨部分向前后

扩展，与愈合荐骨愈合，使后肢得到强有力的支持；大多数鸟类的左、右耻骨与坐骨不在腹中

线汇合，而是向体后方向伸展，构成开放式骨盆，使大型硬壳卵在产出时不受阻碍。后肢骨强

大，由股骨、胫跗骨（ｔｉｂｉｏｔａｒｓｕｓ）、跗跖骨（ｔａｒｓｏｍｅｔａｔａｒｓｕｓ）和跖骨构成（图 １５-６）。 股骨短而

粗壮，在鸟类栖止时常近于水平状态，使脚更接近躯体的重心。腓骨退化成一条不长的细骨，
附于胫骨外侧。胫骨与足部的近端跗骨相愈合形成胫跗骨。足部骨骼简化愈合，远端跗骨与

跖骨愈合成单一的跗跖骨，形成鸟类特有的跗间关节。鸟类大多为 ４趾，第 ５趾退化，一般拇

趾向后，其他三趾向前，以适应于树栖握枝。 鸟趾的数目及形态变异是鸟类分类学的重要

依据。
２．３　肌　肉

鸟类的肌肉系统与其他脊椎动物一样，由骨骼肌（横纹肌）、平滑肌和心肌组成。 鸟类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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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于飞翔生活，在骨骼肌的形态结构上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主要特点为：
（１）颈部肌肉发达、背部肌肉退化。 由于脊柱的缩短和愈合，尾骨的退化，使中轴肌肉在

躯干部的背肌趋于退化。 作为对躯干运动性差的补偿，鸟类颈肌复杂，使颈部能在多方向和

方位完成精细的动作。
（２）有发达的胸肌和后肢肌肉。 胸肌是鸟类 显著的飞翔肌肉，胸肌可分为胸大肌和胸

小肌，胸肌约占体重的五分之一，对于善于飞翔的鸟类，其胸肌的重量可占体重的三分之一

以上。由于前肢变为翅，体重的支持全由后肢承担，所以鸟类后肢肌肉也十分发达和复杂。此
外，鸟类支配四肢的肌肉，其肌体部分均位于腹位并向躯体重心部位集中，以长而有力的肌

腱来操纵远端骨骼的运动。 这对于飞翔时保持重心的稳定和平衡有着重要意义。
（３）后肢具有适于握紧树枝的肌肉。鸟类后肢的栖肌、贯趾屈肌和腓骨中肌能够借肌腱、

肌腱鞘与骨骼关节三者间的巧妙配合，使鸟类栖止于树枝时，由于体重的压迫和腿关节的弯

曲，导致与屈趾有关的上述肌肉的肌腱拉紧，足趾自然地随之弯曲而紧紧抓住树枝。 加之屈

肌足部肌腱均套在坚韧的腱鞘内，腱鞘内壁有大量强韧的横行棱嵴，能与具有粗糙表面的肌

腱相扣结，以保证处于收缩状态的肌腱不致滑脱。因此，鸟类在栖树休息时，不需肌肉收缩即

可抓持枝干，即使在睡眠状态，也不会松脱，只有抬起身体，跗间关节伸开，才能使紧握的中

趾松开（图 １５-７）。

图 １５-７　鸟类栖止肌肉节制足趾弯曲模式图（仿各家）
（４）具有特殊的鸣管肌（ｔｒａｃｈｅａｌｍｕｓｃｌｅ），借以调节鸣管（以及鸣膜）的形状和紧张程

度，而发出多变的声音。 鸣管肌在雀形目鸟类中特别发达。
（５）皮肤肌十分发达，这与羽毛具有复杂的功能有关。 皮肤肌是分布于皮下层的一些小

的肌肉束，止点在皮下，大部分终止于羽毛的毛囊，主要控制羽毛的运动。皮肤肌的收缩可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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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皮肤的抖动，使羽毛竖起。
２．４　循　环

鸟类的循环系统具有心脏发达、分为 ４腔，血液循环为完全双循环，只保留右体动脉弓，
心脏容量大、比例大，心跳频率快、动脉压高、血液循环迅速等特征，这是与鸟类飞翔生活所

需能量高、耗氧高和新陈代谢旺盛等相适应的。
心脏　鸟类的心脏已分化为 ２心房 ２ 心室，静脉窦已萎缩而与右心房合并。鸟类的右房

室间的房室瓣为肌质结构，它起着括约肌的作用，可防止血液自心室倒流回心房。 这是鸟类

所特有的类群特征。鸟类的血液循环和哺乳类一样，为完全的双循环（图 １５-８）。多氧血和缺

氧血不再在心脏内相混，左心房和左心室内完全是多氧血，右心房和右心室内完全是缺氧

血。多氧血自左心室压出，经体动脉弓流到身体各部，经过气体交换后，全身各部的缺氧血经

体静脉汇集流回右心房，称为体循环（或大循环）；缺氧血由右心房入右心室，右心室收缩将

血液压入肺动脉而至肺脏，在肺内经过气体交换后形成多氧血，再经肺静脉流回左心房，称
为肺循环（或小循环）。 体循环与肺循环完全分开，称为完全双循环。

图 １５-８　鸟类的完全双循环（仿 Ｋａｒｄｏｎｇ）
鸟类心脏的相对大小在脊椎动物中占首位，一般是同等体重哺乳类心脏的 １．４～２倍，

约占体重的 ０．９５％～２．３７％。当然，不同鸟类类群之间，心脏的体积存在较大差异。例如，鸵
鸟的心脏只占总体重的 ０．１％，而某些蜂鸟的心脏可达体重的 ２．７％。一般而言，较小的鸟类

比较大的鸟类有相对更大的心脏。 鸟类的心跳频率比哺乳类快，一般均在（３００～５００）次／
ｍｉｎ之间；血压亦较高，使血流速度加快和整体代谢水平显著提高，从而使鸟类维持高而恒

定的体温。
动脉　鸟类的动脉系统基本上继承了较高等爬行动物的特点，但其左体动脉弓消失，由

右体动脉弓将左心室发出的血液输送到全身。
体动脉弓由左心室发出，向右弯曲，绕到心脏的背面成为背大动脉（ｄｏｒｓａｌａｏｒｔａ）。 当动

脉弓自心脏发出时，伸出 ２大分支，即无名动脉（ｉｎｎｏｍｉｎａｔｅａｒｔｅｒｙ）。 每一支无名动脉分出

总 颈动脉（ｃｏｍｍｏｎｃａｒｏｔｉｄａｒｔｅｒｙ）至头部和锁骨下动脉至前肢， 以及胸动脉（ｐｅｃｔｏｒａｌ
ａｒｔｅｒｙ）至胸肌。背大动脉沿脊柱下行，沿途分出成对的肋间动脉（ｃｏｓｔａｌａｒｔｅｒｙ）、到体壁的腰

动脉（ｌｕｍｂａｒａｒｔｅｒｙ）、到肾脏的肾动脉（ｒｅｎａｌａｒｔｅｒｙ）、至后肢的外髂动脉（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ｌｉａｃ

ａｒｔｅｒｙ）和到泄殖腔及后肢后侧内方的内髂动脉（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ｌｉａｃａｒｔｅｒｙ）。 同时，背大动脉还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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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分出下列不成对动脉：腹腔动脉 （ｃｅｌｉａｃａｒｔｅｒｙ）、前肠系膜动脉 （ａｎｔｅｒｉｏｒｍｅｓｅｎｔｅｒｉｃ

ａｒｔｅｒｙ）和后肠系膜动脉（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ｍｅｓｅｎｔｅｒｉｃａｒｔｅｒｙ）。 背大动脉 后形成细小的尾动脉

（ｃａｕｄａｌａｒｔｅｒｙ）穿入尾部（图 １５-９）。

图 １５-９　鸟类的循环系统（仿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Ａ．主要动脉腹面观； Ｂ．主要静脉腹面观

静脉　同爬行类的静脉基本相同，但肾门静脉趋于退化，并具有鸟类特有的尾肠系膜静

脉（ｃｏｃｃｙｇｅｏｍｅｓｅｎｔｅｒｉｃｖｅｉｎ）。
一 对前 大 静 脉 （ａｎｔｅｒｉｏｒｖｅｎａｃａｖａ）汇 集 由 颈 静 脉 （ｊｕｇｕｌａｒｖｅｉｎ）、锁 骨 下 静 脉

（ｓｕｂｃｌａｖｉａｎｖｅｉｎ）和胸静脉（ｐｅｃｔｏｒａｌｖｅｉｎ）来的血液，流入右心房。 一条后大静脉（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
ｖｅｎａｃａｖａ）汇集身体靠后部的髂静脉（ｉｌｉａｃｖｅｉｎ）来的血液和由肝静脉来的血液，也汇入右心

房。 来自尾部的血液，只有少数入肾，而多数血液经后大静脉回心，因而肾门静脉趋于退化。
另外，尾肠系膜静脉可收集内脏血液进入肝门静脉（图 １５-９）。

血液与淋巴系统　鸟类血液中的红细胞一般为卵圆形，具细胞核。红细胞的数量高于低

等脊椎动物，但低于哺乳类。 红细胞的体积比变温动物小，其大小存在种类差异。 作为一般

规律，进化的、体形较小的鸟比原始种类及体型较大的鸟具有体积更小和数量更多的红细

胞；善飞鸟类比大小相似而不善飞的鸟有更小、更多的红细胞。 小而多的红细胞带有相对更

大的表面积，因而可提供更丰富的血红蛋白。
鸟类的淋巴系统包括淋巴管、淋巴结、腔上囊（ｃｌｏａｃａｌｂｕｒｓａ）、胸腺和脾脏等。 淋巴管是

输送淋巴液的管道，它以盲端起于组织间隙，称为毛细淋巴管，由毛细淋巴管汇合成较大的

淋巴管。鸟类的淋巴管比哺乳类的少。 淋巴管在体内常与静脉相伴行， 终汇集成 １对胸导

管（ｔｈｏｒａｃｉｃｄｕｃｔ），向前汇入前大静脉。 淋巴结位于淋巴管的通路上，起滤过淋巴液、消灭病

原体和补充新淋巴细胞的作用，但在鸟类中只有少数水鸟有淋巴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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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上囊是鸟类特有的一个中心淋巴器官，为泄殖腔背部的一个盲囊。腔上囊的发育与胸

腺密切平行发展，在胚胎时期出现于消化道末端，生长十分迅速，能产生淋巴细胞。幼鸟的腔

上囊特别发达，随着性成熟而逐渐退化。 胸腺也是鸟类的重要淋巴器官，位于气管两侧。 家

禽性成熟时的胸腺体积 大，随后便开始萎缩。 在野生鸟类中，它可以在第一和第二性周期

后再扩大。腔上囊和胸腺被认为是淋巴组织起免疫作用反应的中心，是体内 初的淋巴细胞

发育的场所。脾脏为一个近圆球状的器官，紫色，位于腺胃和十二指肠附近，具有吞噬衰老红

细胞、产生淋巴细胞和参与免疫等功能。
２．５　呼　吸

鸟类适应飞翔生活 明显的特征是呼吸系统的特化，表现在具有非常发达的气囊（ａｉｒ
ｓａｃ）与肺气管相连通，形成鸟类特有的呼吸方式——双重呼吸（ｄｕａｌ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使呼气和

吸气时均有富含氧气的气体沿着单一方向流动而通过肺，为旺盛的新陈代谢提供保证。
鸟类呼吸系统由鼻腔、喉、气管、支气管、肺和气囊构成。鸟类的鼻孔 １对，多位于上喙的

基部，常有硬须、鼻瓣或鼻盖加以掩蔽，以防异物进入。鼻腔短而狭，以鼻中隔分为左右两半。
鼻腔后方的开口（内鼻孔）呈“Ｖ”形，与咽相通，咽后为喉。气管的前端为喉，喉通向咽部的开

口称为喉门，呈纵裂状；喉门周围有一个环状软骨（ｃｒｉｃｏｉｄ）和一对杓状软骨（ａｒｙｔｅｎｏｉｄｓ）加
以支持和保护，环状软骨的背方不完整，呈“Ｕ”字形，此缺口由一小的前环软骨（ｐｒｏｃｒｉｃｏｉｄ）
所补充。喉腔内黏膜有纤毛上皮，还有分泌黏液的腺体。喉头下接气管，呈圆柱形，由许多透

明软骨所构成的软骨环所支撑，各环由纤维结缔组织联结。气管内壁为黏膜，具有纤毛上皮，
并有黏液腺分布。气管的长度一般和颈的长度相当。气管进入胸腔后，末端分为左右二支气

管入肺。在气管与支气管的交接处，有一鸣管（ｓｙｒｉｎｘ）（图 １５-１０）。鸣管由气管末端和两个初

级支气管起始部位的内外鸣膜形成。鸣膜能因气流震动而发声。鸣管外侧附近有鸣肌，它的

收缩可以调节鸣管壁的形状及紧张度，从而使鸣声发生变化。

图 １５-１０　鸟类的鸣管（仿 Ｇｒｅｅｎｅｗａｌｔ）
鸟类的肺与气囊的构造十分复杂。 肺呈海绵状，体积较小，是结构紧密、弹性相对较小、

高度血管化的器官。 进入肺部的支气管主干，失去半软骨环的支持，直至肺的后部与后气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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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通，称初级支气管（ｐｒｉｍａｒｙｂｒｏｎｃｈｕｓ）或中支气管（ｍｅｓｏｂｒｏｎｃｈｕｓ）。 初级支气管侧方发出

一系列分支，称为次级支气管（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ｂｒｏｎｃｈｉ）。 次级支气管依其发出的部位不同，可分

为腹支气管（ｖｅｎｔｒｏｂｒｏｎｃｈｉ）和背支气管（ｄｅｒｓｏｂｒｏｎｃｈｉ），两者之间大量互相平行的分支相联

结。次级支气管再经分支形成三级支气管（ｔｅｒｔｉａｒｙｂｒｏｎｃｈｉ）或平行支气管（ｐａｒａｂｒｏｎｃｈｉ）。三
级支气管数目众多，构成肺组织的主体和功能单位。从三级支气管四周伸出众多的放射状排

列的微气管（ａｉｒｃａｐｉｌｌａｒｙ）或微呼吸管（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ｃａｐｉｌｌａｒｙ），其外分布有大量的毛细血管，
气体交换即在此处进行（图 １５-１１）。

图 １５-１１　鸟肺的气管系统（仿 Ｌａｓｉｅｗｓｋｉ）

图 １５-１２　鸟类的气囊系统（仿 Ｓａｌｔ）

气囊是鸟类的辅助呼吸系统，遍布

于体腔的内脏之间，其分支可进入翅和

腿的骨骼甚至颈椎和胸骨以及胸肌之间

等。 鸟类共有 ９个大气囊，包括 １对颈气

囊（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ｓａｃ）、１ 对前胸气囊（ａｎｔｅｒｉｏｒ
ｓａｃ）、１个锁间气囊（ｉｎｔｅｒｃｌａｖｉｃｕｌａｒｓａｃ）、
１ 对后胸气囊（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ｔｈｏｒａｃｉｃｓａｃ）和
１ 对腹气囊（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ｓａｃ）（图 １５-１２）。
其中前三类气囊统称为前气囊（ａｎｔｅｒｉｏｒ
ａｉｒｓａｃ），与次级支气管相通；后二类气囊

统称为后气囊（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ａｉｒｓａｃ），与中支

气管末端相通，直接接受来自气管的新鲜空气。 气囊是鸟类特有的结构，主要由单层鳞状上

皮细胞构成，有少量的结缔组织和血管分布，它缺乏气体交换的功能。
颈气囊为一对小气囊，由肺脏前缘发出，位于颈基部，锁间气囊的背侧，沿脊柱左右两侧

排列；颈气囊邻近的骨片大多是气质骨，骨内气室与气囊相通。 锁间气囊为单个呈三角形的

气囊，恰位于左右锁骨所形成的夹角之间，由此气囊又分出气囊分支，分别进入肱骨内、腋下

和大小胸肌之间。前胸气囊位于胸腔中部、肺的腹面，与肋骨及围心膜相贴近，其腹壁处有斜

隔覆盖。后胸气囊位于胸腔后部，前胸气囊的后方。腹气囊容积 大，位于腹腔内脏之间，和
腹腔同长，与股骨内气室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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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鸟类的呼吸过程中，不论吸气还是呼气，均有富含氧气的气体从肺的功能单位——平

行支气管连同微气管中流过，而且气体永远是沿着同一方向流动，称为单向流，这是鸟类呼

吸的 基本特征。 单向流的途径是从背支气管经平行支气管到腹支气管， 后再排出体外。
通常以这三种支气管的英文名词首字母来代表，称为“ｄ－ｐ－ｖ系统”。 显然，这种呼吸方式

与其他陆生脊椎动物不同，习惯上称为“双重呼吸”。
当鸟类吸气时，大部分空气直接进入后气囊，还有一部分空气经次级支气管、三级支气

管，到达微支气管内进行气体交换；吸气时前气囊也扩张，但它不接受吸进来的空气，而是接

受从肺来的气体；呼气时，后气囊中的气体（含有丰富的氧气）排入肺内，经次级支气管入三

级支气管，在微支气管外进行气体交换， 交换后的气体入前气囊；呼气时，前气囊中的气体

排出，经次级支气管入初级支气管排出体外（图 １５-１３）。

图 １５-１３　鸟类呼吸时的空气流动（仿 Ｓｃｈｍｉｄｔ-Ｎｉｅｌｓｅｎ）
Ａ．第Ⅰ周期； Ｂ．第Ⅱ周期

气囊除了辅助呼吸以外，还有减轻身体的比重，减少肌肉间以及内脏间的摩擦和调节飞

翔时热能的散失等功能。 当鸟类飞翔时，由于剧烈的运动所产生的过高体温，可以由气囊中

川流不息的冷空气来调节。鸟类没有汗腺，它的散热主要依靠呼吸，呼吸的频率越快，散失的

热量也就越多。
２．６　消　化

鸟类的消化系统包括消化道和消化腺两部分。 消化道包括喙、口腔、咽、食道、嗉囊、胃、
小肠、盲肠、直肠和泄殖腔。消化腺包括肝脏和胰脏（图 １５-１４）。鸟类消化系统的主要特点表

现为：（１）消化能力强，消化过程迅速；（２）食量大，进食频繁，食物的利用率高。这是与鸟类飞

翔生活消耗能量大、代谢水平高相适应的，是鸟类活动性强，新陈代谢旺盛的物质基础。
喙　鸟类的上下颌骨及鼻骨显著前伸，其外套有致密的角质上皮所构成的喙（ｂｉｌｌ），为

鸟类的取食器官。 现存鸟类无齿。 喙在形态结构及功能上因食性差异而有显著的适应性变

化（图 １５-１５）。 如食肉类猛禽的喙尖锐而钩曲，适合捕捉和撕碎猎物；雁鸭类的喙扁平、具滤

水的栉缘；食种子鸟类的喙较粗短并具锐利的切缘，以利于切割和压碎食物；涉禽的喙细长；
啄木鸟的喙强直而呈凿状；空中飞捕昆虫的鸟类的喙短，基部宽阔。

口咽腔 鸟类缺少软腭（ｓｏｆｔｐａｌａｔｅ），口腔后部与咽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此共同的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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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５-１４　鸽的消化系统（仿 Ｙｏｕｎｇ）

称口咽腔（ｏｒｏｐｈａｒｙｎｘ）。 口咽腔的顶壁

由硬腭（ｈａｒｄｐａｌａｔｅ）构成，中央有一纵行

狭长的裂隙，称腭缝（ｐａｌａｔｉｎｅｃｈｉｎｋ），内
鼻孔即开口于此缝中。 口腔底部有一活

动的舌，常覆有角质外鞘和纤小乳突，舌
内缺少肌肉。 舌一般为狭长的三角形，但
鸟类食物的多样性使舌在形态和功能上

发生各种适应。 例如食蜜鸟的舌细长呈

管状、半管状或刷状；啄木鸟的舌具倒

钩，能把树皮下的虫子钩出；某些啄木鸟

和蜂鸟的舌，借特殊的构造而能伸出口

外甚远， 长者可达体长的 ２／３。 口咽腔

黏膜上有许多唾液腺，其主要分泌物为

黏液，仅在食谷的燕雀类唾液腺内含有

消化酶。 在某些鸟类，特别是水鸟，唾液

腺很少甚至缺乏；以干燥食物为食的鸟

图 １５-１５　不同形态的乌喙（仿各家）
类唾液腺较为发达，其分泌的黏液起湿润食物、协助吞咽的作用。 在鸟类中以雨燕目的唾液

腺 发达，其内含有一种黏性糖蛋白（ｇｌｙｃｏｐｒｏｔｅｉｎ），它们以唾液将海藻黏合而造巢，其中金

丝燕所筑的巢，即为可食用的传统滋补品“燕窝”。
食道　鸟类的食道很长，壁薄并具有伸缩性，内层由具有黏液腺的复层扁平上皮组成，

有许多纵向黏膜褶，使食道具有很大的扩张能力。食道黏膜黏液腺所分泌的黏液可进一步润

滑食物。食道的直径与鸟类所吞食物的大小有关，某些食虫鸟类在吞咽前有将食物啄碎的习

性，其食道也较为狭小；而吞咽大块食物的种类（如猫头鹰和鸬鹚），食道宽阔且黏膜褶发达，
能容纳更大、更多的食物。有些鸟类在其食道的中部或下部具有一个能与食道区分开的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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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即嗉囊（ｃｒｏｐ）。嗉囊为临时贮存和软化食物的地方，在食谷和食鱼鸟类中 为发达，在食

虫和食肉种类中较小，而某些鸟类则没有嗉囊。 某些鸠鸽和鹦鹉在繁殖季节，在脑下垂体所

分泌的催乳激素（ｐｒｏｌａｃｔｉｎ）作用下，嗉囊可分泌嗉囊乳（ｃｒｏｐｍｉｌｋ）。嗉囊乳的成分与哺乳类

的乳汁成分相似，脂肪和蛋白质含量非常丰富。亲鸟可将嗉囊乳与嗉囊内半消化的食物一同

呕吐出来作为雏鸟的养料。
胃 　食道的下部接胃，鸟类的胃分为腺胃 （ｇｌａｎｄｕｌａｒｓｔｏｍａｃｈ）和肌胃 （ｍｕｓｃｕｌａｒ

ｓｔｏｍａｃｈ）两部分。 腺胃又称前胃（ｐｒｏ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ｕｓ），是一个纺锤形的结构，在外观上与食道没

有明显的分界。 壁较厚，内层衬以柱状细胞构成的黏膜上皮，没有发达的皱褶。 大多数鸟类

的胃黏膜表面有许多明显的乳状突伸向胃腔，这些乳突上有前胃腺（ｐｒｏ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ｕｓｇｌａｎｄ）
开口，能分泌大量含有分解蛋白质的胃蛋白酶和盐酸的消化液。腺胃内消化液的分泌受鸟类

的生理状态，特别是饥饱状态，以及食物的性质等因素的影响。肌胃又称砂囊（ｇｉｚｚａｒｄ），呈卵

圆形，中央较厚而边缘较薄，紧接腺胃，两者间仅隔一道缩窄部。 肌胃外壁为强大的肌肉层，
肌胃外壁肌肉大部分为平滑肌，只是左右中央腱周围的肌肉为横纹肌。肌胃黏膜由柱状上皮

构成并具有大量的管状腺，它的分泌物和黏膜上皮在黏膜表面形成一层硬膜，即角质膜

（ｔｕｎｉｃａｃｕｔｉｃｕｌａ）（中药“鸡内金”）。 角质膜的表面由于胃的机械研磨运动而被不断地磨损，
并从黏膜上皮重新衍生补充。肌胃的主要功能是机械性地研磨食物并进行酶和酸的水解。食
谷鸟类常把沙砾吞咽进肌胃，借肌肉与坚韧的角质膜一道来加强对食物的碾磨。鸟类的这种

机能是对缺乏牙齿的一种补偿性适应。砂囊的形态、消化力和肌肉的发达程度受食性的影响

而存在很大的差异。 例如，食谷鸟类和植食性鸟类的砂囊肌壁极厚；肉食性鸟类的肌胃不发

达；食浆果鸟类几乎没有肌胃。
肠道　鸟类的小肠一般都较长，平均长度约为体长的 ８ 倍，这与鸟类的活动剧烈、代谢

旺盛，所需食物多，肠部吸收面积需相应增大等因素有关。小肠又分为十二指肠、空肠和回肠

三部分。十二指肠自肌胃末端起始，呈狭窄的“Ｕ”形弯曲。胰脏即位于十二指肠的肠系膜上，
肝、胰管道开口于十二指肠的远侧部位。 空肠和回肠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两部分在组织学

上与十二指肠无大差别，都借肠系膜悬附于背侧体壁。 鸟类小肠的环状肌位于纵肌层之外，
这种结构特征类似于爬行类而不同于哺乳类。 小肠的肠黏膜厚而柔软，血管丰富，其绒毛由

上皮和固有膜所形成，使肠腔的表面积大为扩大。 固有膜中具有许多简单盘绕的管状腺，其
分泌物中含有多种消化酶，如蛋白胨酶、蔗糖酶和淀粉酶。 小肠是化学性消化和吸收营养物

质的主要部位，小肠壁的环肌层和纵肌层的交替收缩所产生的蠕动还起着机械性消化的作

用。
鸟类的大肠由盲肠和直肠组成。 盲肠是一对盲管，为小肠与直肠连接处的一对肠道突

起。 在低等种类或以植物纤维为主食的种类中，盲肠都很发达。 在许多盲肠发达的鸟类中，
盲肠内壁突出有螺旋嵴，以增加吸收的表面积。许多食肉和食虫鸟类的盲肠退化甚至完全缺

乏或变成一个淋巴组织。盲肠能吸收小肠内多余的水分以及溶解于水中的营养物质，能合成

和吸收一些维生素；盲肠内的细菌对植物纤维具有发酵和分解能力。直肠是从盲肠起端处开

始一直到泄殖腔的一段肠道。鸟类的直肠短而不能贮存粪便，这是对飞翔时减轻负重的一种

适应。
泄殖腔　直肠的末端的膨大部分。它是消化系统、排泄系统和生殖系统共同的通道。鸟

类的泄殖腔被其自身突起的环行嵴分成 ３ 个明显的部分，即粪道（ｃｏｐｒｏｄａｅｕｍ）、泄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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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ｒｏｄａｅｕｍ）和肛道（ｐｒｏｃｔｏｄａｅｕｍ）。 粪道是直肠的继续，但一般比直肠粗一些，接受来自于

消化系统的排出物；泄殖道在粪道之后，输卵管或输精管及输尿管开口于此；肛道是泄殖腔

的 后部分。 开口于体外的泄殖腔孔（ｃｌｏａｃａｌａｐｅｒｔｕｒｅ）由强大的括约肌所控制（图 １５-１６）。
鸟类的直肠和泄殖腔对水分有明显的重吸收能力。此外，鸟类还可能通过直肠的逆蠕动而将

输尿管的排出物自泄殖腔移到直肠内，对必要的物质再加以重吸收，以维持机体的水盐平

衡。

图 １５-１６　鸟类的泄殖腔纵切面模式（仿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消化腺　鸟类的消化腺很发达，主要是肝脏和胰脏，它们分别分泌胆汁和胰液注入十二

指肠。 肝脏大，分成两叶，右叶通常都比左叶大。 多数鸟类的肝左叶发出一条肝管直接进入

十二指肠，右叶的肝管局部地膨大成为一个胆囊，再由它发出胆囊管通入十二指肠。 肝脏的

功能复杂，其重要作用与消化、代谢、防御和排泄等均有密切关系。 胰脏为细长的分叶腺体，
有背叶、腹叶和脾叶之分。 分泌物质由 ２～３条胰管通入十二指肠。 胰脏既是一个分泌胰液

与消化有关的腺体，也是一个无导管的内分泌腺体，所分泌的激素参与调节鸟体内的糖代

谢。
２．７　排　泄

鸟类的排泄系统是由肾脏、输尿管和泄殖腔所组成（图 １５-１７）。 肾脏为泌尿场所，经输

图 １５-１７　鸟类的泌尿生殖系统（仿黑田长久）
Ａ．雄性； Ｂ．雌性

尿管导尿而达于泄殖腔。 绝大多数鸟类不具膀胱，这与其所排泄的产物尿酸是半固体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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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对飞翔生活有利于减轻体重有关。一些鸟类，特别是海洋性鸟类，具有发达的盐腺，能将

体内多余的盐分排出，属于肾外排泄。
肾脏　鸟类的肾脏与爬行类近似，胚胎期为中肾，成体行使泌尿功能的为后肾。 鸟类的

肾脏很发达，可占体重的 ２％以上，在比例上比哺乳类的还要大，肾小球的数目亦比哺乳类

多 ２ 倍，使鸟类能在旺盛的新陈代谢过程中及时排出所产生的大量废物，以其保持盐水平

衡。 肾脏 １ 对，紫褐色，位于体腔背侧，深陷于愈合荐骨的凹窝内，又称骨盆肾 （ｐｅｌｖｉｃ
ｋｉｄｎｅｙ）。 肾脏左右对称，形长而扁平，每一肾通常分为前、中、后三叶。 每一肾叶由众多的肾

小叶组成，每一肾小叶外观呈梨形，其外周环包以肾门静脉发出的小叶间静脉和肾脏的收集

管。在肾小叶中央有一中央静脉，借毛细血管网与小叶间静脉相通。肾小叶动脉位于中央静

脉附近，其分支形成入肾小球小动脉和出肾小球小动脉。鸟类的肾小叶血管及收集管的分布

与哺乳类不同，后者的收集管位于肾小叶内，小动脉在小叶间，可见两者没有同源关系。鸟类

肾小叶的数目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在干旱地区生活的鸟类，其肾小叶的数目比湿地鸟类多

２～３ 倍。
输尿管　每一肾脏的腹面有一输尿管，在进入肾脏之前分出一些分支，为初级分支。 每

一初级分支又分为 ５～６ 个次级分支，进入肾脏小叶的髓质区，与众多的收集管通连。输尿管

离开肾脏之后，沿体腔背侧后行， 后进入泄殖腔的泄殖道，没有膀胱。
鸟类尿的主要成分是尿酸，这与爬行类相类同，两者均属于排泄尿酸动物（ｕｒｉｃｏｔｅｌｉｃ

ａｎｉｍａｌ），即其氮代谢的 终产物是尿酸。排泄尿酸是鸟类对陆生飞翔生活的成功适应。尿酸

不易溶于水，常呈半凝固的白色结晶。这对于胚胎在卵壳内发育阶段中不断排除废物和减少

水分的散失是有利的。成鸟的肾小管和泄殖腔都具有重吸收水分的功能，所以鸟类排尿失水

极少，浓稠的白色尿液随同粪便随时排出体外，而不贮存，通常认为这也是减轻体重的一种

适应。
许多海鸟具有肾外排盐结构——盐腺。盐腺是一对大的腺体，它能分泌比尿的浓度大得

多的氯化钠，借以把进入体内的海水所带来的盐分排出，以保持体内环境渗透压的稳定。 盐

腺位于眼眶上部，开口于鼻间隔，通过泌盐管将分泌液排入鼻腔，经鼻孔沿喙尖滴出。一些不

具外鼻孔或鼻孔被皮膜覆盖的鸟类（例如鸬鹚、鲣鸟），其盐腺分泌物从内鼻孔流入口腔，再
从喙尖滴出；有些种类（例如鹈鹕）的上喙有一对长而深的沟，将盐液导至喙尖。 盐腺由许多

相互平行的圆柱形的腺小叶构成，每一腺小叶均有成百上千的带有分支的腺小管，在腺小管

的周围遍布毛细血管网，将血液中的多余盐分不断地滤入小管内。一些沙漠中生活的鸟类以

及隼形目鸟类，其盐腺也有调节渗透压的功能，使之能在缺乏淡水、蒸发失水较高以及食物

中盐分高的条件下生存。
２．８　内分泌

鸟类的内分泌腺主要有脑下垂体、甲状腺、甲状旁腺、后鳃腺、肾上腺、胰岛、松果腺和性

腺。
脑下垂体　位于间脑腹面，紧贴在视神经交叉之后，由漏斗与间脑相连，可分前叶和后

叶两部分，没有中间叶。前叶又称腺垂体，在发生上来源于口腔顶部的上皮；后叶又称神经垂

体，由间脑底部隆起形成。腺垂体由结节部和端部构成，其中端部构成垂体前叶的主体，它含

有大量分泌细胞，能分泌多种垂体激素，如生长激素、促甲状腺激素、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和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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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腺激素等，这些激素可以调节其他内分泌腺的活动，从而影响机体的生长发育、新陈代谢

和生殖活动。 神经垂体由正中隆起部、漏斗部和神经部组成，主要成分是神经分泌纤维的轴

突及末梢、血管和神经胶质细胞（垂体细胞）。 垂体后叶释放加压素和催产素。加压素在鸟类

具有增高血压、提高血糖、抗利尿和刺激输卵管平滑肌收缩的作用，可能有助于产卵。鸟类的

催产素的确切作用尚不清楚。 实际上，上述两激素并非后叶产生，而是由丘脑下部神经核所

产生，并沿丘脑下部垂体束进入后叶，积累于神经末梢处，需要时才释放到血液中。
甲状腺　鸟类甲状腺为一对暗红色的卵圆形腺体，位于颈的基部总颈动脉与锁骨下动

脉联结处附近。甲状腺的滤泡由单层鳞状至柱状上皮细胞构成，滤泡之间有小血管及少数神

经。 甲状腺分泌甲状腺素（ｔｈｙｒｏｘｉｎｅ）和三碘甲状腺素（ｔｒｉｉｏｄｏｔｈｙｒｏｎｉｎｅ）。 甲状腺激素作用

于肝脏、肾脏、心脏及骨骼肌，能使糖原分解、血糖升高，促进细胞的呼吸、耗氧和代谢，从而

调节产热以对环境温度的变化发生反应。 甲状腺激素还对调节全身的生长以及生殖腺的发

育，以及鸟类的换羽等起着重要的作用。
甲状旁腺　为甲状腺后端的 ２对小球状黄色腺体，有时可愈合为 １对，由一条条互相吻

合的细胞索构成。 甲状旁腺分泌甲状旁腺激素，能调节钙和磷酸盐的代谢，使鸟类体内维持

一定的血钙和血磷的水平。 这对于鸟类骨骼的生长和雌鸟的蛋壳形成有重要意义。
后鳃腺　位于甲状旁腺后侧方的小球状粉色腺体，内含类似于哺乳类甲状腺内的嗜酸

性 Ｃ细胞，以及甲状旁腺小节和具有分泌上皮衬里的液泡囊。 后鳃腺分泌降钙素，其生理作

用在于调节血浆中钙离子的浓度，有抑制动用骨中钙质的作用。
肾上腺　为成对腺体，位于肾脏前方、生殖腺背方，黄褐色或紫红色。雄鸡的肾上腺常与

附睾连接，雌鸡则左肾上腺与卵巢连接。 肾上腺由皮质部分和髓质部分两类组织构成，在鸟

类中两者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 肾上腺髓质部的细胞为嗜铬细胞，相当于副交感神经节组

织，分泌肾上腺素等，可使机体能在紧急状况下引起“应激”反应并刺激肝脏、骨骼肌及心肌

的糖原分解以调动体内的葡萄糖，加速心跳和升高血压。 肾上腺皮质部的细胞为肾间细胞，
所分泌的激素是醛固酮和皮质酮，对电解质的平衡和碳水化合物代谢有重要影响。

胰岛　胰脏除能分泌胰液，通过胰管送入小肠之外，还有内分泌的机能。 胰脏内有散在

的细胞团，称胰岛。鸟类的胰腺内有两种类型的胰岛细胞。 一种是暗胰岛，又称 α胰岛；另一

种是淡胰岛，又称β胰岛。前者分泌胰岛素，促使血中的葡萄糖转化为糖原。后者分泌胰高血

糖素，可以促使血糖浓度升高，并可增高自由脂肪酸的浓度，具有脂解作用。
性腺　睾丸和卵巢除能产生精子和卵子外，还具有内分泌的作用。睾丸产生的雄性激素

由精小管之间的间质细胞所分泌；卵巢产生的雌性激素由卵泡上皮细胞所分泌。鸟类的第二

性征，例如冠的大小、被羽的色泽和结构、鸣声等，都受到性激素的控制。
松果腺　为间脑顶壁发生的一个突起，嵌于大脑与小脑之间的凹窝内。松果腺分泌的激

素为褪黑激素（ｍｅｌａｔｏｎｉｎ），一般在夜间分泌旺盛，它除了能使皮肤的色素细胞收缩、体色变

淡以外，还可抑制性腺的发育。一般认为鸟类的光周期活动可能是通过视觉以及松果腺来接

受刺激的。
胸腺　鸟类的胸腺主要由淋巴组织构成，也有一些网状和上皮样细胞。后者在一些大型

鸟类成为多细胞体，称为哈氏体（Ｈａｓｓａｌｌ＇ｓｃｏｒｐｕｓｃｌｅ）。 鸟类性成熟后，胸腺均退化或消失。
胸腺分泌胸腺素，可能与免疫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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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　神经和感觉器官

２．９．１　神　经

鸟类的神经系统较爬行类更为进步，其主要特点表现为：（１）大脑发达，但大脑皮层不发

达，而纹状体高度发达，成为鸟类本能活动和“学习”的中枢；（２）小脑很发达；视叶发达，与鸟

类的视觉发达相关；（３）嗅叶很退化。
脑　鸟类的脑体积较大，在脊椎动物中仅次于哺乳类，整体上呈短宽而圆的特点。 脑弯

曲，特别是颈弯曲甚为明显。大脑半球和小脑发达，中脑的顶盖部分是视觉和协调中心，构成

视叶（图 １５-１８、１５-１９）。与哺乳类相比，鸟脑的后部有较大的相似性，但前部（端脑）差异十分

显著。 鸟类的嗅觉不发达，脑的嗅叶相应较小。 鸟类大脑皮层发育很差，属于原始大脑皮层

类型，大脑顶壁很薄，表面光滑，只有 １～２层，不像哺乳类有许多皱褶（脑沟及脑回）；鸟类大

图 １５-１８　鸟类的脑与脑神经（仿 Ｎｉｃｋｅｔ等）
Ａ．背面观； Ｂ．腹面观

图 １５-１９　鸟脑矢状切面（仿 Ｓｔｉｎｇｅｌｉｎ）
脑顶壁结构异常发达，构成大脑半球的主体，称为纹状体。 鸟类纹状体由内、外两大部分构

成，内纹状体又称古纹状体（ｐａｌｅｏｓｔｒｉａｔｕｍ），位于腹方，与哺乳类的苍白球（ｇｌｏｂｕｓｐａｌｌｉｄｕｓ）
和尾核（ｃａｕｄｏｐａｔａｍｅｎ）同源。 外纹状体构成纹状体的背侧大部分，可明显地分为 ４区，即背

方的上纹状体（ｈｙｐｅｒｓｔｒｉａｔｕｍ）、中区的新纹状体（ｎｅｏｓｔｒｉａｔｕｍ），以及构成侧部的外纹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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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ｃｔｏｓｔｒｉａｔｕｍ）和原纹状体（ａｒｃｈｉｓｔｒｉａｔｕｍ）。 间脑被大脑半球覆盖，较小，由上丘脑、丘脑和

下丘脑组成，它是低级中枢与大脑皮层及纹状体之间的联络站。 下丘脑构成间脑的底壁，为
体温调节中枢，并对脑下垂体的分泌有直接影响。 中脑位于大脑半球的后下方，背面形成一

对发达的视叶，是视反射中枢。 鸟类飞翔中的定位以及对食物等目标的搜索均主要靠视觉，
因而眼球大、视力发达。 一些低等的感觉和运动冲动也可通过视叶反射性控制。鸟类的小脑

特别发达，分化为中部表面有许多横沟的蚓部与两侧的小脑鬈，构成复杂运动协调和身体平

衡的中枢。延脑后与脊髓联结，是脊髓与高级中枢之间的上、下行纤维的必经之路；有许多重

要的神经中枢，如呼吸、心搏和分泌神经中枢等。
鸟类脑神经共 １２对，但第 １１对（副神经）不发达。前 １０对脑神经在无羊膜类已介绍过，

第 １１对副神经和第 １２对舌下神经是羊膜动物所特有的。
脊髓　鸟类的脊髓几乎与脊柱的椎管等长，不像哺乳类那样缩短，因而在椎管后端的脊

髓末端不具马尾（ｃａｕｄａｅｑｕｉｎｅ），所有从前到后的脊神经均是向两侧平行地伸出。 脊髓具有

两个膨大，一个在颈部与胸部之间，叫颈膨大；另一个在腰部，叫腰膨大。 颈膨大所发出的神

经组成臂丛，腰膨大的神经组成腰荐神经丛。善于飞翔的鸟类颈膨大比腰膨大发达，走禽（如
鸵 鸟）的腰膨大发达。 鸟类脊髓的腰荐区背中线分裂为一椭圆形的隙窝，称菱形窦

（ｒｈｏｍｂｏｉｄａｌｓｉｎｕｓ），其内充满胶质体（ｇｅｌａｔｉｎｏｕｓｂｏｄｙ），附近的大型神经胶质细胞富含糖

原。 这一结构为鸟类所特有，但其功能不是很清楚，可能与神经系统的代谢有关。
植物性神经系统　由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组成。其基本结构和功能与脊椎动物，特别

是哺乳类十分相似，主要调节内脏活动和新陈代谢过程，以保证体内环境的平衡与稳定。 鸟

类的交感神经链在头端形成一个大的头颈神经节（ｃｒａｎｉａｌ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ｇａｎｇｌｉｏｎ），位于第 ９ 和 １０
脑神经自脑颅伸出地点的腹中部，借灰交通支与第 ７、９、１０脑神经相联络，并与翼腭神经节

（ｐｔｅｒｙｇｏｐａｌａｔｉｎｅｇａｎｇｌｉｏｎ）相连，有分支到眶上腺和头部大动脉。 颈部的交感神经链随椎动

脉分布，在相当每一个体节处形成一个椎神经节。 此特征与哺乳类不同，哺乳类的椎神经节

在成体愈合成 ３个大的神经节。 鸟类的副交感神经由头区及荐区的中枢发出。 头区由第 ３、
７、９、１０ 脑神经的分支组成，分别调节眼的虹彩、眶腺、鼻腔、唾液腺、心脏、肺、消化道等内脏

的活动。 荐区副交感神经节调节大肠、生殖、泌尿系统及泄殖腔活动。
２．９．２　感觉器官

鸟类的感觉器官中以视觉 为发达，听觉次之，嗅觉 为退化。 这些特点均与飞行生活

密切相关。
视觉器官　鸟类飞翔生活中的定向、定位，以及觅食、防御等多种活动均首先依靠视觉，

因而眼是鸟类极为重要的感官，并结构与功能上均有一系列复杂的适应性特征。 鸟类眼睛

（图 １５-２０）的相对大小在脊椎动物中是 大的，一般两眼球的重量超过脑重。 大多数鸟类的

双眼位于头部两侧，具有较大的视野；少数种类为不同程度的双眼向前。 鸟眼的基本结构与

一般陆栖脊椎动物相似，大多数种类的眼球平扁或近球形；少数种类近于筒状，如隼形目和

鸮形目鸟类。眼球的 外层是坚韧的巩膜，前部连同覆盖的皮肤形成透明的角膜。与爬行动

物类似，在鸟类巩膜壁内亦有透明软骨加固。 在巩膜与角膜交界处有一圈由 １０～１８枚小方

形骨片覆瓦状排列构成的巩膜环，可防止鸟类眼球在快速飞行时因受强大的气流压迫而变

形，并为眼肌提供坚强的附着点。 鸟类的晶体双凸形，比哺乳类更软而富有弹性。
鸟类适应于飞翔生活，其眼球对远视和近视有强大的调节能力。 从眼球的一般形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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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５-２０　鸟眼矢状切面图（仿 Ｇｒａｓｓｅ）
平扁的眼球比哺乳类更适于远视，因此鸟类必须具有迅速而精确的调节视力的机制，使其能

在瞬间从适于远视调整到适于近视。鸟类眼屈光的调节主要有三种方式：（１）改变晶体屈度；
（２）改变角膜屈度；（３）改变晶体和视网膜之间的距离（图 １５-２１）。 其中改变晶体屈度的调节

方式是脊椎动物所共有的基本特征，调节角膜屈度的能力为鸟类所特有。鸟类的睫状肌类似

于爬行类，而有别于其他脊椎动物，为横纹肌，因而能在意识支配下迅速对视力进行调节。鸟
类睫状肌对晶体屈度的调节方式也与哺乳类不同，当哺乳类睫状肌收缩时引起晶体悬带松

弛，靠晶体自身的弹性回缩而改变其屈度；鸟类则是通过睫状肌的收缩改变角膜的屈度，并
压迫晶体变形，从而获得更有效的视力调节。 鸟类睫状肌分前部的角膜调节肌（ｃｒａｍｐｔｏｎ

ｍｕｓｃｌｅ）和后部的睫状肌。 角膜调节肌，又称前巩膜角膜肌（ａｎｔｅｒｉｏｒｓｃｌｅｒｏｃｏｒｎｅａｌｍｕｓｃｌｅ），
调节角膜的屈度；后部的睫状肌，又称后巩膜角膜肌（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ｓｃｌｅｒｏｃｏｒｎｅａｌｍｕｓｃｌｅ），能改

变晶体的屈度。巩膜四周的环肌调节晶体与视网膜的距离。因此，鸟类的视觉调节为三重调

节。

图 １５-２１　鸟眼的视觉调节模式图（仿Ｙｏｕｎｇ）
Ａ．从近视 （左 ）调至远视（右）； Ｂ．眼球局部切面，示调节肌 ； Ｃ．晶体调节前、后的形状

在鸟类的后眼房视网膜后壁上有一特殊结构伸入玻璃体（ｖｉｔｒｅｏｕｓｂｏｄｙ）内，称为栉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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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含有丰富色素细胞和毛细血管的折叠梳状结构，具有营养眼球和调节眼球内部压

力的功能。
听觉器官　鸟类的听觉较发达。 耳的结构基本上和爬行类近似，由外耳、中耳及内耳构

成。 外耳收集声波，中耳传导声波并将其放大，由内耳感知声音及平衡。 鸟类的外耳与许多

爬行动物无异，没有外耳壳，仅为鼓膜陷入而形成的耳孔和短外耳道。底部是鼓膜，为外耳和

中 耳的 分 界 处，鼓 膜的 紧 张 度 受耳 柱 肌 （ｃｏｌｕｍｅｌｌａｒｍｕｓｃｌｅ）影 响。 中 耳 形 成 鼓 室

（ｔｙｍｐａｎｕｍ），有耳咽管与咽部通连，以调节中耳与外界气压的平衡。 中耳内与鼓膜联结的

为单一的听骨（耳柱骨），具有将声波传至内耳的功能。 夜间活动的鸟类，其听觉器官尤为发

达。
嗅觉器官　鸟类的嗅觉一般退化，这与其飞行生活有关。多数种类的鼻腔略膨大为自前

向后的 ３个腔，腔壁上有不甚发达的鼻甲和黏膜覆盖，嗅上皮就分布在 后一个腔壁上。 少

数鸟类嗅觉较为发达，如新西兰的几维鸟（Ａｐｔｅｒｙｘ），该鸟主要在夜间活动，并靠嗅觉觅食，
它的鼻孔位于喙端，内鼻孔很大，鼻腔的大部分均覆有嗅上皮，能嗅出地下昆虫或蠕虫而加

以捕食。 另外，鹱形目鸟类的嗅觉亦相当灵敏，能闻出海面上散布的动物油脂气味。
鸟类的味觉器官不发达。鸟类的味觉感受器类似于哺乳类的纺锤状结构，但不具有哺乳

类那种肉眼可见的味蕾。鸟类的味觉感受器由支持细胞和感觉细胞构成，一般分布于舌的两

侧、基部和咽的底部，以及软腭表面。 鸟类的味觉感受器数量很少，例如在家鸽大约有 ５０～
６０ 个“味蕾”，鸡为 ２４ 个；而在人却约有 １００００个，兔约 １７０００ 个。

鸟类具有高等脊椎动物所有各种典型的皮肤感受器，由于适应飞翔生活以及体表的羽

毛覆盖和躯体结构的变异，鸟类皮肤感受器的分布与灵敏性发生特化。鸟类皮肤所具有的感

觉神经末梢能将外界的触、疼、冷、热等刺激传给脑而感知，这种感觉末梢通常在裸羽区 为

丰富。 痛觉和温度感受器的结构简单，感觉神经穿过皮肤生发层，终端为许多细神经纤维组

成的盘状网络。 触觉感受器相对复杂，位于真皮等处，由两种感觉小体组成，即格兰氏小体

（Ｇｒａｎｄｒｙｃｏｒｐｕｓｃｌｅ）和海氏小体（Ｈｅｒｂｓｔｃｏｒｐｕｓｃｌｅ）。
２．１０　生　殖

鸟类的生殖腺的活动存在着明显的季节性变化。繁殖期鸟类的生殖腺显著增大，其体积

可增大几百倍，甚至近千倍。雌性个体只有左侧卵巢正常发育，而右侧卵巢退化，大型硬壳卵

逐个成熟。 这些均与减轻体重、适应飞翔生活有关。
２．１０．１　雄性生殖系统

鸟类雄性生殖系统由睾丸（精巢）、附睾和输精管构成（图 １５-１７），输精管开口于泄殖

腔。睾丸 １对，呈卵圆形，位于体腔背侧的肾脏前方，左右对称。 睾丸的大小因年龄和性活动

的周期变化而有很大差别。 在繁殖季节，其曲精细管的长度和管径均增大，间质细胞的数目

增多，因而精巢的重量可比非繁殖期重 ２００～５００倍。精巢通常为乳白色，繁殖期由于间质细

胞的散布和曲精细管的增大而转呈白色。 有些种类的精巢呈黑色，进入繁殖期后变为灰色。
鸟类的附睾是一条弯曲的长管，位于睾丸内侧中央部分，被精巢系膜所掩盖，比哺乳类

的相对较小而不明显，亦没有头、尾部之分。 输精管多弯曲，沿输尿管外侧平行后伸，其末端

膨大成贮精囊，直接开口于泄殖腔的泄殖道。 鸟类的泄殖腔大体上两性相似，只是开口于其

内的生殖导管不同以及某些种类的雄鸟有阴茎。鸟类大都不具交配器官，仅鸵鸟具有能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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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出的阴茎。在其他低等鸟类中存有痕迹，例如雁形目雄鸟的泄殖腔腹面有一个具有螺旋沟

的阴茎，鸡形目雄鸟有不能勃起的伸出小突起。 鸟类借雌雄鸟的泄殖腔口接合而授精，交配

后精子沿输卵管上行并在端部与卵细胞会合而受精。
２．１０．２　雌性生殖系统

大多数鸟类的雌性生殖器官仅包括左侧的卵巢和输卵管，右侧的卵巢和输卵管在早期

胚胎发育过程中虽然也曾经形成，但在发育过程中退化了。通常认为这与产出大型硬壳卵有

关。 不过右侧发育的卵巢在许多种类尚有遗存。 未成熟雌鸟的卵巢很小，呈扁平叶状，紧贴

在左肾前叶上；成熟的卵巢，卵细胞突出于卵巢表面，使卵巢呈结节状。 卵巢在发育的过程

中，皮质区主要为形成滤泡的场所，髓质区为结缔组织、血管和神经分布的地方。性成熟之后

性腺季节性活跃时，左侧卵巢急速发育、增大，形成一些大的滤泡及成百上千的小滤泡。
鸟类输卵管由 ３层组成，外层为浆膜，中层为环行肌及纵行肌所形成的肌层，内层为腺

上皮。 浆膜在背中线左右汇合形成输卵管系膜，肌层的收缩使输卵管发生蠕动，推动受精卵

下行。 腺上皮分泌涂布于卵细胞四周的分泌物。 整个输卵管可分 ５部分，即漏斗部、壶腹部

（ｍａｇｎｕｍ）、峡部（ｉｓｔｈｍｕｓ）、子宫和阴道。 漏斗部为输卵管 前端开口于体腔的部分，前端

为宽阔的喇叭状开口，其边缘薄而不整齐，形成皱褶；其后紧缩形成壁稍厚、内有许多黏膜的

管状区域，称卵带区（ｃｈａｌａｚｉｆｅｒｏｕｓｒｅｇｉｏｎ）。卵逐个成熟后，通过输卵管前端的喇叭口进入输

卵管，并在此部位受精。 蛋白的卵带层为此区的管状腺所分泌，为一紧紧裹在卵细胞四周的

薄层浓蛋白。 壶腹部为输卵管前端的膨大部分，管壁厚，黏膜褶大而多，有发达的管状腺，是
蛋白的分泌部。 当卵细胞旋转下行时，即被所分泌的蛋白包裹。 紧贴卵细胞的浓蛋白，随着

卵细胞的旋转下行而在两端形成卵带。 卵带的形成，使卵细胞总是位于蛋的中部，而且由于

卵黄重力的作用，又使其胚盘始终朝上，有利于孵化及胚胎发育。 峡部是壶腹部后面的变狭

窄部分，管壁内的皱褶减少，腺细胞内具有含硫蛋白质，分泌物构成卵细胞的几丁质成分的

内、外壳膜。 子宫是输卵管下端的膨大部，黏膜形成深褶，肌肉层比较发达。 管壁富含壳腺

（ｓｈｅｌｌｇｌａｎｄ），卵细胞在此吸收大量水分，形成稀蛋白，使蛋白的重量增加 １倍。 然后由壳腺

所分泌的含钙化合物构成蛋的硬壳。子宫壁上还有分布有色素细胞，所分泌的色素形成蛋壳

图 １５-２２　鸟蛋的结构模式图（仿郑光美）

的颜色和斑点或色纹。鸟类蛋壳的颜色及斑纹色彩主要是由两种色素配合而产生的，即蓝色

色素和红褐色素，前者一般构成蛋壳的底色，后者则趋于沉淀而形成斑点或条纹。 阴道为输

卵管的 下端，开口于泄殖腔内的泄殖道。 阴道与子宫的交界处有明显的紧缩，整个阴道具

有厚层肌肉以及大量的黏液腺，黏液的润滑作用连同肌肉有力的收缩，使蛋能顺利产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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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２２）。
鸟类具有筑巢、孵卵和育雏等一系列本能行为，以保证其较高的繁殖成功率和后代存活

率。

３　鸟类的分类与演化

３．１　鸟类的分类

世界已知现存鸟类有 ９９００多种，其中 ９０％以上的种类的鸟生活于陆地和淡水。 根据对

现存鸟类和鸟类化石的综合研究，可以把鸟纲分为古鸟亚纲（Ａｒｃｈａｅｏｒｎｉｔｈｅｓ）、反鸟亚纲

（Ｅｎａｎｔｉｏｒｎｉｔｈｅｓ）和今鸟亚纲（Ｎｅｏｒｎｉｔｈｅｓ）三个亚纲。
古鸟亚纲的特点是有由锁骨愈合形成的叉骨，耻骨向后伸长，足具 ４ 趾，有由多节尾椎

组成的长尾，双凹形椎体，胸骨不发达，没有龙骨，骨骼本身没有气窝，颚上有齿，翼的前肢上

有 ３ 个 分 开 的 指 骨，尖 端 具 爪 等。 代 表 类 群 有 始 祖 鸟 （A rchaeop teryx ）和 孔 子 鸟

（C onfuciusornis）等。
反鸟亚纲的 主要特征是其肩胛骨和乌喙骨的关节方式（乌喙骨上的肩胛关节面和肩

胛骨上的乌喙骨关节面的形态）和现代鸟类正好相反。此外，反鸟类的特征还表现在：肱骨头

平缓，肱骨的内髁不发育；无胫跗骨的骨质腱桥和髁间凹窍，跗跖骨仅近端愈合；胸骨短，其
长度和宽度基本相同，龙骨突基本不发育。 反鸟亚纲的代表类群有原羽鸟、始反鸟、中国鸟、
华夏鸟、长翼鸟等。 反鸟亚纲是中生代 重要的陆生鸟类，在早、晚白垩纪呈全球分布，其种

类和数量超过同期今鸟亚纲所有成员的总和，鸟类近 １亿年的进化历史有半数都与这些鸟

类有关系。反鸟类是 ２０ 世纪古鸟类的重大发现之一， 早发现于南美阿根廷晚白垩纪层。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在中国发现的早白垩纪鸟类化石中，多数属于这一类鸟类类群。它们不仅

保存完整，而且具有其他地区无法相比的、丰富的种类和数量。反鸟类在中国的大量发现，为
认识鸟类的起源、鸟类的演化机制等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

今鸟亚纲包括所有现存鸟类和白垩纪以来的一些化石鸟类，其骨骼已具备现代鸟的一

般特征：（１）除少数化石种类外，通常无齿而有角质喙；（２）椎体马鞍形（异凹型），有不同程度

的愈合；（３）尾椎不超过 １３枚， 后 ５块愈合成尾综骨，尾羽横列着生在尾综骨上；（４）绝大

多数胸骨上有龙骨突，肋骨上有钩状突；（５）前肢具有并合的掌骨，指端无爪（个别种类例

外）。 化石鸟类均属齿颚总目（Ｏｄｏｎｔｏｇｎａｔｈａｅ），以黄昏鸟目（Ｈｅｓｐｅｒｏｒｎｉｔｈｉｆｏｒｍｅｓ）、鱼鸟目

（Ｉｃｈｔｈｙｏｒｎｉｔｈｉｆｏｒｍｅｓ）、辽宁鸟目（Ｌｉａｏｎｉｎｇｏｒｎｉｔｈｉｆｏｒｍｅｓ）、朝阳鸟目（Ｃｈａｏｙａｎｇｉｆｏｒｍｅｓ）和
燕鸟目（Ｙａｎｏｒｎｉｔｈｉｆｏｒｍｅｓ）等的种类为代表，它们的骨骼近似现代鸟类，但上、下颌具有槽

生齿。
现存今鸟亚纲鸟类可归为 ３个总目，即古颚总目、楔翼总目和今颚总目。
３．１．１　古颚总目（Ｐａｌａｅｏｇｎａｔｈｅ）
又称平胸总目（Ｒａｔｉｔａｅ），为现存体型 大的鸟类，适于奔走。 具有一系列的原始特征：

龙骨突不发达或无，锁骨退化或完全消失，肋骨无钩状突起，尾综骨小或不发达；翼退化，无
飞翔能力（ 形目种类除外）；羽毛均匀分布，无羽区及裸区之分，羽枝不具羽小钩，因而不形

成羽片；雄鸟具有交配器官。 主要分布在非洲、大洋洲和南美洲。 现存种类包括 ５目：鸵鸟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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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ｒｕｔｈｉｏｎｉｆｏｒｍｅｓ）、 美 洲 鸵 鸟 目 （Ｒｈｅｉｆｏｒｍｅｓ）、 鹤 鸵 目 （Ｃａｓｕａｒｉｉｆｏｒｍｅｓ）、 无 翼 目

（Ａｐｔｅｒｙｇｉｄａｅ）和 形目（Ｔｉｎａｍｉｆｏｒｍｅｓ）。 代表种类有鸵鸟（S truthio cam elus）、大美洲鸵鸟

（R hea am ericana）、双垂鹤鸵（C asuarius casuarius）、鸸鹋（D rom aius novaeholland iae）、褐几

维（A p tery x australis）和凤头 （E ud rom ia eleg ans）等（图 １５-２３）。

图 １５-２３　古颚总目的代表种类（仿各家）
Ａ．鸸鹋 ； Ｂ．凤头 ； Ｃ．大美洲鸵鸟 ； Ｄ．双垂鹤鸵； Ｅ．褐几维 ； Ｆ．鸵鸟

３．１．２　楔翼总目（Ｉｍｐｅｎｎｅｓ）
又称企鹅总目。 全部为海洋鸟类，主要分布在南极洲沿岸，繁殖期深入内陆。 身体具有

一系列适于潜水生活的特征：前肢变为鳍足，适于水下划行；体羽呈紧密的鳞片状，均匀分布

于体表；尾短，后肢短，靠近躯体后方，趾间具蹼，适于游泳；骨骼沉重而不充气，胸骨有发达

的龙骨突起，皮下脂肪发达。本总目只有 １ 目 １科，共 １７种。代表种类有王企鹅（A p tenody tes

p atagonicus）、阿德利企鹅 （P yg oscelis ad eliae）和南非企鹅 （Sp heniscus d em ersus）等（图
１５-２４）。

３．１．３　今颚总目（Ｎｅｏｇｎａｔｈａｅ）
又称突胸总目（Ｃａｒｉｎａｔａｅ），为现存鸟类中的 大类群。 全为善飞鸟类，翼发达；胸骨具

有发达的龙骨突起，骨骼充气，锁骨呈“Ｖ”型，肋骨上有钩状突起，具尾综骨；正羽发达，羽小

枝上具羽小钩，构成羽片；体表有羽区和裸区之分；雄鸟绝大多数不具交配器官。该总目种类

遍布全球，根据其生活方式和结构特征，大致可分为 ６ 个生态类群，即游禽、涉禽、猛禽、攀
禽、陆禽和鸣禽。 该总目共有 ２７目，我国有 ２４目 １０１科。 现就常见目概述如下：

（１） 目（Ｐｏｄｉｃｉｐｅｄｉｆｏｒｍｅｓ）　中小型游禽，善于潜水。趾具分离的瓣状蹼，腿短，着生

在身体后部；尾短小。 在水面以植物编成浮巢。 我国有 １ 科 ５ 种，常见种类有小

（T achybap tus ruficollis）。
（２）鹱形目（Ｐｒｏｃｅｌｌａｒｉｉｆｏｒｍｅｓ）　均为海洋性鸟类，体型大、小不等。外形似海鸥，但较粗

壮。 喙强大具钩，为多块角质片所覆盖；鼻孔呈管状；趾间具蹼，后趾退化或缺如；翼尖长，善
于翱翔；具发达的盐腺。在荒岛的地面或土穴内产卵，每窝产卵 １枚，多集群繁殖；两性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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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５-２４　楔翼总目的代表种类（仿各家）
Ａ．阿德利企鹅 ； Ｂ．南非企鹅； Ｃ．王企鹅

我国有 ３科 １３种，常见的种有短尾信天翁（D iom edea albatrus）等。
（３）鹈形目（Ｐｅｌｅｃａｎｉｆｏｒｍｅｓ）　大中型游禽。翅长而尖；喙长而末端具钩，适于啄捕鱼类；

大多具喉囊；四趾全向前，趾间具完整的蹼膜。 我国有 ５ 科 １７ 种，代表种有斑嘴鹈鹕

（P elecanus p hilipp ensis）和普通鸬鹚（P halacrocorax carbo）。

图 １５-２５　 目、鹱形目和鹈形目代表种（仿各家）
Ａ．短尾信天翁； Ｂ．小 ； Ｃ．普通鸬鹚 ； Ｄ．斑嘴鹈鹕

（４）鹳形目（Ｃｉｃｏｎｉｉｆｏｒｍｅｓ）　为大、中型涉禽，栖于水边，喙、颈、腿均长，以适应涉水取

食；喙形在不同科中有变异；胫部常部分不被羽，趾细长，趾间基部微具蹼（少数种类蹼发

达），４趾在同一平面上。 以鱼类、虾、蛙及其他小型水生生物为食，营巢于高大的树上、苇丛

或 岩崖和屋顶 （少数）。 国内分布有 ３ 科，即鹭科（Ａｒｄｅｉｄａｅ）、鹳科 （Ｃｉｃｏｎｉｉｄａｅ）和 科

（Ｔｈｒｅｓｋｉｏｒｎｉｔｈｉｄａｅ）。
鹭科 ２３种，为小型至大型涉禽。 喙较细，长而直，末端尖细；中趾爪的内侧具栉缘；其胸

腰部侧面长有一种特殊的“粉 ”，能不断地生长并破碎成粉粒状，借以清除食鱼时所黏着的

污物；背羽细长下披，称为蓑羽。 飞行时颈部呈“Ｓ”形弯曲，脚向后直伸。 鹭类常多种集群营

巢。 代 表 种 类 有 白 鹭 （E g retta g arzetta）、苍 鹭 （A rd ea cinerea ）和 夜 鹭 （N y cticor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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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cticorax）等。
鹳科 ５种。喙粗壮而直，头部常不完全被羽；中趾爪的内侧不具栉缘，飞翔时颈与脚皆伸

直，远望为一直线。 代表种类有白鹳（C iconia ciconia）等。
科 ６种。 喙细长而下弯（ 类）或先端扁平如匙状（琵嘴鹭）；头部近喙基处有裸皮；一

般体羽为纯色。 代表种类有朱 （N ipp onia nipp o）和白琵鹭（P latalea leucorod ia）等。

图 １５-２６　鹳形目代表种（仿各家）
Ａ．朱 ； Ｂ．白鹭 ； Ｃ．苍鹭； Ｄ．夜鹭； Ｅ．白琵鹭 ； Ｆ．白鹳

（５）雁形目（Ａｎｓｅｒｉｆｏｒｍｅｓ）　大中型游禽。嘴扁平，边缘具有梳状栉板以滤食，嘴端具加

厚的“嘴甲”；腿后移，前 ３趾间具蹼，后趾退化；翅部有绿、紫或白色翼镜；雄鸟具交配器；气
管基部具膨大的骨质囊，有助于发声时的共鸣。我国有 １科 ５０种，常见的代表种类有绿头鸭

（ A nas p latyrhynchos）、斑嘴鸭 （A nas p oecilorhy ncha）、鸳 鸯 （A ix galericulata）、白 额雁

（A nser albifrons）、鸿雁（A nser cyg noid es）、豆雁（A nser fabalis）和大天鹅（Cy gnus cy gnus）等
（图 １５-２７）。

（６）隼形目（Ｆａｌｃｏｎｉｆｏｒｍｅｓ）　为昼行性猛禽。 嘴、脚强健并具利钩，适应于抓捕及撕食

猎物。喙基具蜡膜；翅强而有力，善疾飞及翱翔，视力敏锐。多以小型至中型脊椎动物为主食。
我国隼形目的种类及数量均多，国内有 ３ 个科，即鹰科（Ａｃｃｉｐｉｔｒｉｄａｅ）、隼科（Ｆａｌｃｏｎｉｄａｅ）和
鹗科（Ｐａｎｄｉｏｎｉｄａｅ），并以前两个科的种类为主。

鹰科 ４９种，为中、大型猛禽。 上喙边缘具弧形垂突，基部具蜡膜；扇翅及翱翔飞行，扇翅

节奏较隼科慢；跗跖部大多相对较长，约等于胫部长度。 代表种类有黑鸢（M ilvus m ig rans）、

０９３ 动　物　学



图 １５-２７　雁形目代表种（仿各家）
Ａ．绿头鸭； Ｂ．白额雁 ； Ｃ．鸿雁 ； Ｄ．鸳鸯 ； Ｅ．斑嘴鸭； Ｆ．大天鹅 ； Ｇ．豆雁

图 １５-２８　隼形目代表种（仿各家）
Ａ．游隼； Ｂ．猎隼； Ｃ．黑鸢； Ｄ．红隼； Ｅ．金雕 ； Ｆ．赤腹鹰 ； Ｇ．松雀鹰

赤腹鹰（A ccip iter soloensis）、松雀鹰（A ccip iter virg atus）和金雕（A quila chry saetos）等。
隼科 １３种，为中、小型猛禽。 喙较短，侧方有齿突；鼻孔圆形，自鼻孔向内可见一柱状骨

棍；翅较狭尖，扇翅节奏快；尾较细长。 代表种类有游隼（F alco p ereg rinus）、猎隼 （F alco

cherrug）和红隼（F alco tinnunculus）等。
（７）鸡形目（Ｇａｌｌｉｆｏｒｍｅｓ）　陆禽，体型大多似鹑或鸡。体强健，喙圆锥状，适于啄食，嗉囊

发达；翼短圆，不善远飞；爪钝，适于奔走及挖土寻食；大多雌雄异型，雄鸟跗跖后缘有距。 以

植物叶、果实、种子为食。 本目鸟类大多为留鸟，我国是世界上盛产鸡类的国家，而且特有种

很多。 国内分布有 ２科，即松鸡科（Ｔｅｔｒａｏｎｉｄａｅ）和雉科（Ｐｈａｓｉａｎｉｄａｅ）。
松鸡科 ８种，为中、大型鸡类，喙较短，鼻孔被羽；跗跖全部或局部被羽，雄鸟无距。 代表

种类有斑尾榛鸡（B onasa sew erzow i）等。
雉科 ５５种，为小到大型鸡类，喙粗而强，鼻孔不被羽；跗跖多不被羽，雄鸟多具距。 代表

种类有中华鹧鸪（F rancolinus p intadeanus）、灰胸竹鸡（B am busicola thoracica）、黄腹角雉

（T rag op an caboti）、原鸡（G allus gallus）、褐马鸡（C rossop tilon m antchuricum ）、白颈长尾雉

（Syrm aticus ellioti）、白腹锦鸡（C hrysolop hus am herstiae）和环颈雉（P hasianus colchicus）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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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５-２９　鸡形目代表种（仿各家）
Ａ．白腹锦鸡 ； Ｂ．褐马鸡； Ｃ．中华鹧鸪； Ｄ．灰胸竹鸡 ； Ｅ．原鸡； Ｆ．白颈长尾雉； Ｇ．环颈雉 ； Ｈ．斑尾榛鸡 ； Ｉ．黄腹角雉

（８）鹤形目（Ｇｒｕｉｆｏｒｍｅｓ）　体型大小不等的涉禽（少数例外），与鹳形目相比，亦表现为

颈长、喙长和腿长的特点；胫部通常裸露无羽；趾不具蹼或微蹼，后趾形小或退化，并显著地

高于前趾，使四趾不在一平面；雌雄羽色相似，多在地面筑巢。该类群鸟类由于适应不同的生

活方式，其外观相差甚大。 国内分布有 ４科，即三趾鹑科（Ｔｕｒｎｉｃｉｄａｅ）、鹤科（Ｇｒｕｉｄａｅ）、秧鸡

科（Ｒａｌｌｉｄａｅ）和鸨科（Ｏｔｉｄｉｄａｅ），共计 ３４ 种。 代表种类有黄脚三趾鹑（T urnix tanki）、普通秧

鸡（R allus aquaticus）、丹顶鹤（G rus jap onensis）、白骨顶（F ulica atra）和大鸨（O tis tard a）等。

图 １５-３０　鹤形目代表种（仿各家）
Ａ．黄脚三趾鹑 ； Ｂ．白骨顶 ； Ｃ．普通秧鸡 ； Ｄ．大鸨 ； Ｅ．丹顶鹤

（９） 形目（Ｃｈａｒａｄｒｉｉｆｏｒｍｅｓ）　中小型涉禽。奔跑快速并善于飞翔，翅狭而长；喙长短不

一，嘴形变异较大；四趾以中趾 长，趾间或具微蹼，后趾形小或消失；体背羽色以斑驳的黑、
白、褐为主，很少鲜丽，适于隐藏。 在水边或浅水啄食小型水生动物，春秋集大群迁徙。 本目

国内分布有 １４ 科 １２６ 种，其中种类较多的有 科（Ｃｈａｒａｄｒｉｉｄａｅ）、鹬科（Ｓｃｏｌｏｐａｃｉｄａｅ）、鸥科

（Ｌａｒｉｄａｅ）和燕鸥科（Ｓｔｅｒｎｉｄａｅ）。
科 １６种，中、小型涉禽。 喙短而直，先端较宽；体色以褐、黑、灰、白为基本色，腹羽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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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５-３１　 形目代表种（仿各家）
Ａ．水雉 （H yd rop hasianus chirurgus）； Ｂ．红脚鹬； Ｃ．黑腹滨鹬； Ｄ．凤头麦鸡 ； Ｅ．反嘴鹬（R ecurvirostra avosetta）；

Ｆ．环颈 ； Ｇ．白腰杓鹬； Ｈ．丘鹬 ； Ｉ．普通燕鸥； Ｊ．白翅浮鸥 ； Ｋ．银鸥； Ｌ．黑尾鸥

后趾多缺失。 代表种类有凤头麦鸡（V anellus vanellus）和环颈 （C harad rius alex and rinus）
等。

鹬科 ４９种，中、小型涉禽。 喙形多样，有短直、长直以及长而下弯；体羽大多暗淡或具斑

驳，适于隐蔽；多具 ４ 趾。 代表种类有丘鹬 （S colop ax rusticola）、白腰杓鹬 （N um enius

arquata）、红脚鹬（T ringa tetanus）和黑腹滨鹬（C alid ris alp ina）等。
鸥科 １９ 种，小至大型涉禽，善于游泳。嘴强而侧扁，先端具钩，鼻孔前宽后狭；翅狭长，尾

圆形；前 ３趾间具蹼。 代表种类有黑尾鸥（L arus crassirostris）和银鸥（L arus arg entatus）等。
燕鸥科 １９种，中、小型涉禽，善于游泳。 喙尖而细长，上下喙等长；翅甚尖长，尾叉形；前

趾间具蹼。 代表种类有普通燕鸥（S terna hirund o）和白翅浮鸥（C hlid onias leucop terus）等。
（１０）鸽形目（Ｃｏｌｕｍｂｉｆｏｒｍｅｓ）　中、小型陆禽，体型似鸽。喙短，先端膨大，基部大都柔软

并具蜡膜；腿短，脚强健，具钝爪；翅长而尖，飞行迅捷；嗉囊发达，许多种类具有嗉囊腺。国内

只 １ 科，即 鸠 鸽 科 （Ｃｏｌｕｍｂｉｄａｅ），共 ３１ 种，代表 种 有 原 鸽 （C olum ba livia）、山 斑 鸠

（S trep top elia orientalis）和珠颈斑鸠（S trep top elia chinensis）等。
（１１）鹦形目（Ｐｓｉｔｔａｃｉｆｏｒｍｅｓ）　中、小型攀禽。 喙短钝，先端具利钩，上颌与头骨之间有

可动关节；腿短，对趾型足，爪强健具钩，攀缘时喙足并用；大多数树洞营巢。 国内仅 １科，即
鹦鹉科（Ｐｓｉｔｔａｃｉｄａｅ），共 ７ 种，代表种有绯胸鹦鹉（P sittacula alexandri）等。

（１２）鹃形目（Ｃｕｃｕｌｉｆｏｒｍｅｓ）　中型攀禽。 喙较纤细，先端微下弯；具适于攀缘的对趾型

足或转趾型足；翅尖长，尾长而呈圆形。 不少种类有寄生性繁殖习性。 国内 １科，即杜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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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５-３２　鸽形目、鹦形目和鹃形目代表种（仿各家）
Ａ．原鸽； Ｂ．大杜鹃； Ｃ．四声杜鹃； Ｄ．珠颈斑鸠； Ｅ．山斑鸠 ； Ｆ．绯胸鹦鹉

（Ｃｕｃｕｌｉｄａｅ），共 ２０ 种，代 表 种 类 有 大 杜 鹃 （C uculus canorus）和 四 声 杜 鹃 （C uculus

m icrop terus）等。
（１３）鸮形目（Ｓｔｒｉｇｉｆｏｒｍｅｓ）　夜行性猛禽。具钩嘴、利爪以抓捕、撕食猎物；嘴基具蜡膜；

眼大，双眼向前，眼周多具面盘；足为转趾型，脚腿健壮，常被羽；体羽柔软，飞时无声。大多数

为森林鸟类，以昆虫、鼠和小鸟等为食；在树洞或岩洞内筑巢。 国内分布有 ２科，其中草鸮科

（Ｔｙｔｏｎｉｄａｅ）３ 种、鸱鸮科（Ｓｔｒｉｇｉｄａｅ）２８ 种，代表种类有草鸮（T yto cap ensis）、雕鸮（B ubo

bubo）和长耳鸮（A sio otus）等。
（１４）夜鹰目（Ｃａｐｒｉｍｕｌｇｉｆｏｒｍｅｓ）　夜行性攀禽。 前趾基部并合（称并趾型），中爪具栉状

缘；喙短而宽、口裂极大，有极发达的口须，适应于飞捕昆虫。 翅长尖，飞行迅速灵活；羽片柔

软，飞时无声。 国内分布有蟆口鸱科（Ｐｏｄａｒｇｉｄａｅ）和夜鹰科（Ｃａｐｒｉｍｕｌｇｉｄａｅ）等 ２科 ８种，其
中以夜鹰科为主，有 ７种，代表种类普通夜鹰（C ap rim ulgus ind icus）。

图 １５-３３　鸮形目和夜鹰目代表种（仿程学义）
Ａ．普通夜鹰 ； Ｂ．草鸮； Ｃ．长耳鸮； Ｄ．雕鸮

（１５）雨燕目（Ａｐｏｄｉｆｏｒｍｅ）　小型攀禽。 体型似燕但尾叉较小；喙短宽似燕，口裂大，适
于在空中兜捕飞虫；腿短而弱，跗跖大部被羽，常趾型、前趾型或后趾可以转动；唾液腺发达。
国内分布有 ２ 科 １０种，即雨燕科（Ａｐｏｄｉｄａｅ）和凤头雨燕科（Ｈｅｍｉｐｒｏｃｎｉｄａｅ），其中雨燕科 ９
种，代表性种类为雨燕（A p us ap us）和白腰雨燕（A p us p acificus）等。

（１６）佛法僧目（Ｃｏｒａｃｉｉｆｏｒｍｅｓ）　小型至大型攀禽。 种类较多，体型各异，多为体色鲜丽

的森林鸟类。 跗跖短，并趾型，即第 ２、３或 ３、４趾基部或全部愈合；翅短圆；营洞巢。 国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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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科，以翠鸟科 （Ａｌｃｅｄｉｎｉｄａｅ）为主，有 １１ 种，其次蜂虎科 （Ｍｅｒｏｐｉｄａｅ） ６ 种，佛法 僧科

（Ｃｏｒａｃｉｉｄａｅ） 少，只有 ３种。代表种类有普通翠鸟（A lcedo atthis）、斑鱼狗（C eryle rud is）、栗
喉蜂虎（M erop s p hilipp inus）和三宝鸟（E ury stom us orientalis）等。

图 １５-３４　雨燕目、佛法僧目和戴胜目代表种（仿程学义）
Ａ．白腰雨燕 ； Ｂ．雨燕 ； Ｃ．戴胜； Ｄ．三宝鸟； Ｅ．普通翠鸟； Ｆ．斑鱼狗 ； Ｇ．栗喉蜂虎

（１７）戴胜目（Ｕｐｕｐｉｆｏｒｍｅｓ）　中型攀禽。 喙细长而尖，先端下弯，第 ３、４趾基部连并；翅
中等、宽而圆；头顶具有能不时展开的扇状冠羽；体羽主要为棕色，而翅和尾羽上有明显的

黑、白斑。 国内仅有戴胜科（Ｕｐｕｐｉｄａｅ）１种，即戴胜（U p up a ep op s）。
（１８）犀鸟目（Ｂｕｃｅｒｏｔｉｆｏｒｍｅｓ）　中、大型攀禽。喙极大，下弯并有沟纹，常为红色或黄色；

喙基顶部常有盔突；趾基部相连；翅大而强健，飞时有声；尾长，多为圆形；在树洞中筑巢，雄
鸟以泥土将雌鸟封堵于洞穴内，仅留小孔接受雄鸟饲喂。国内仅 １科，犀鸟科（Ｂｕｃｅｒｏｔｉｄａｅ）５
种，代表种有冠斑犀鸟（Ａｎｔｈｒａｃｏｃｅｒｏｓａｌｂｉｒｏｓｔｒｉｓ）。

图 １５-３５　犀鸟目和 形目代表种（仿程学义）
Ａ．冠斑犀鸟； Ｂ．大拟啄木鸟； Ｃ．大斑啄木鸟 ； Ｄ．栗啄木鸟； Ｅ．灰头绿啄木鸟

（１９） 形目（Ｐｉｃｉｆｏｒｍｅｓ）　中、小型攀禽。 喙粗壮，长直如凿状；舌很长，先端具角质小

钩，伸缩自如，并能伸出口外，啄食隐于树皮下或木质中的蛀虫；跗跖短而强，对趾型足；尾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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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具坚硬的羽干，在啄木时起支撑作用。国内分布有 ３科，即须 科（Ｃａｐｉｔｏｎｉｄａｅ）、响蜜

科（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ｉｄａｅ）和啄木鸟科（Ｐｉｃｉｄａｅ），共 ３９种，其中种类 多的是啄木鸟科，有 ３０种，而
响蜜 科只有 １ 种。 代表种类有大拟啄木鸟 （M eg alaim a virens）、大斑啄木鸟（P icoides

m ajor）、栗啄木鸟（C eleus brachyurus）和灰头绿啄木鸟（P icus canus）等。
（２０）雀形目（Ｐａｓｓｅｒｉｆｏｒｍｅｓ）　鸣禽。体形较小，喙形多样，适于多种类型的生活习性；鸣

管发达，鸣肌复杂，善于鸣叫；后肢四趾分离，三前一后，后趾与中趾等长；筑巢大都精巧。 雀

形目是鸟类中 高的类群，种类和数量众多，适应辐射到各种生态环境内，占鸟类的绝大多

数，共有 １００个科 ５０００多种。 其中中国分布有 ４４ 科，代表种类有云雀（A laud a arvensis）、家
燕 （H irund o rustica）、白鹡鸰 （M otacilla alba）、白头鹎 （P ycnonotus sinensis）、红尾伯劳

（L anius cristatus）、黑枕 黄鹂 （O riolus chinensis）、黑 卷 尾 （D icrurus m acrocercus）、八 哥

（ A cridotheres cristatellus）、 松 鸦 （G arrulus g land arius）、 喜 鹊 （P ica p ica ）、 太 平 鸟

（B om bycilla garrulous）、斑 鸫 （T urd us eunom us）、画 眉 （G arrulax canorus）、黄 眉 柳 莺

（P hylloscop us inornatus）、银喉长尾山雀（A egithalos caud atus）、大山雀（P arus m ajor）、普通

（S itta europ aea）、麻雀 （P asser m ontanus）、燕雀 （F ring illa m ontifring illa）和 黄胸

（E m beriza aureola）等。

图 １５-３６　雀形目代表种（仿各家）
Ａ．松鸦； Ｂ．银喉长尾山雀； Ｃ．大山雀； Ｄ．太平鸟； Ｅ．黑枕黄鹂； Ｆ．黄胸 ； Ｇ．麻雀； Ｈ．斑鸫； Ｉ．燕雀； Ｊ．黄眉柳莺；
Ｋ．画眉 ； Ｌ．白鹡鸰； Ｍ．普通 ； Ｎ．喜鹊 ； Ｏ．黑卷尾； Ｐ．红尾伯劳； Ｑ．白头鹎； Ｒ．云雀 ； Ｓ．八哥； Ｔ．家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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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鸟类的起源

鸟类起源研究的历史可追溯到 １９世纪 ６０年代初。 自 １８６１年第一块既有羽毛、又有骨

架的始祖鸟（A rchaeop tery x）化石在德国巴伐利亚省索伦霍附近的晚侏罗纪（距今约 １．４５
亿年左右）海相沉积印板石灰岩内发现之后，鸟类的起源就成了古生物学家和生物学家 感

兴趣的研究课题之一。
至今始祖鸟化石标本共计 ８ 块，均发现于德国巴伐利亚省索伦霍附近，其中 １８７７ 年发

现的第三块始祖鸟标本保存 精美（图 １５-３７）。 始祖鸟的发现是国际古生物研究历史上的

一件大事。 从已有的化石标本可知，始祖鸟具有许多介于爬行类和鸟类之间的过渡特征，其
中近祖性状主要有：槽生齿；荐椎数目少，有一条由 ２０ 多节尾椎组成的长尾巴；脊椎的椎状

双凹型；肢骨的骨壁厚，不充气；跖骨没有愈合成跗跖骨，腓骨与胫骨等长，前肢掌骨没有愈

合成腕掌骨；肋骨短小且没有钩状突。当然，始祖鸟的近裔性状也十分明显，如具有与现代鸟

类相似的羽毛，且羽毛已分化为初级飞羽、次级飞羽、覆羽和尾羽等；耻骨后向伸展，锁骨愈

合成叉骨，第三掌骨已开始与腕骨愈合；拇趾与其他三趾对生等。 人们将始祖鸟归于鸟类的

原因主要在于其发育了羽毛。假如没有保存羽毛印痕的话，始祖鸟当时很可能不会被归于鸟

类。例如，当时就有两个没有保存羽毛的始祖鸟化石就被误定为翼龙的一个新种和一种小型

的兽脚类恐龙——美颌龙。

图 １５-３７　第 ３块始祖鸟标本（仿 Ｏｓｔｒｏｍ）
虽然始祖鸟被人们认为是 原始的鸟类已有 １００ 多年，但有关鸟类的起源问题却一直

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并依据各自的见解提出了各种各样有关鸟类起源的假说，如槽齿类起源

假说（Ｔｈｅｃｏｄｏｎｇ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鳄类姊妹群起源假说（ＣｒｏｃｏｄｉｌｅＳｉｓｔｅｒ-ｇｒｏｕｐ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恐龙姊妹群起源假说 （ＤｉｎｏｓａｕｒＳｉｓｔｅｒ-ｇｒｏｕｐ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初龙起源假说 （Ａｒｃｈｏｓａｕｒｉａ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兽 脚 类 恐 龙 起 源 假 说 （Ｔｈｅｒｏｐｏｄ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和 鱼 类 起 源 假 说 （Ｆｉｓ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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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等。 其中主要的假说有槽齿类起源假说、鳄类姊妹群起源假说和兽脚类恐龙起

源假说。
（１）槽齿类起源假说（假鳄类起源假说）
槽齿类是爬行动物中 早分异的两大支系之一， 早出现于距今约 ２３０００ 万年前的早

三叠纪。 它们在地史上的时间虽不长（至三叠纪末绝灭），但在爬行动物进化上有重大意义。
早的槽齿类是被称作古鳄类（Ｐｒｏｔｅｒｏｓｕｃｈｉａ）的一类四足行走的体躯较小的原始爬行动

物。 它们很快分化，其中的假鳄类（Ｐｓｅｕｄｏｓｕｃｈｉａ）是主干爬行动物（包括恐龙）的早期类型。
１９１３ 年，南非古生物学家 Ｂｒｏｏｍ在南非早三叠纪地层中发现了一件个体较小的假鳄类化

石，即优帕克鳄（Ｅｕｐａｒｋｅｒｉａ）。 优帕克鳄为食肉性动物，嘴里牙齿锐利，两足行走；身体结构

轻巧，部分骨骼中空；头骨结构也轻巧，较高而窄，眼眶和颞孔较大，具眶前孔。 因此，Ｂｒｏｏｍ
认为这种假鳄类不仅是主干爬行动物的祖先，而且也是鸟类的祖先。 １９２６ 年，丹麦的

Ｈｅｉｌｍａｎｎ在对优帕克鳄进行详细解剖学研究和描述的基础上，与德国始祖鸟进行了比较，
进而认为优帕克鳄是解决鸟类起源的关键，并相信鸟类起源于槽齿类爬行动物。由于假鳄类

属于槽齿类，因此槽齿类起源假说又称为假鳄类起源假说。 １９７２ 年和 １９７７年，Ｗａｌｋｅｒ依据

来自南非晚三叠纪的喙头鳄（Sp henosuchus）化石的形态解剖特征，认为三叠纪时鸟类和鳄

类起源于一个共同祖先，即比优帕克鳄更为特化一些的假鳄类。
假鳄类起源假说是影响很大的鸟类起源假说之一，长期以来为世界各国凡涉及鸟类起

源问题的文章和大、中学教科书所采用。有不少当今国际科学家，如 Ｍａｒｔｉｎ博士和 Ｆｅｄｕｃｃｉａ

博士等为该假说的积极倡导者。
尽管槽齿类起源假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影响很大，但其存在明显的自身无法解决的问

题。 例如出现时间的问题，优帕克鳄或喙头鳄均发现于 ２亿年前的三叠纪，而始祖鸟发现于

约 １．５亿年前的晚侏罗纪。显然，在祖先的后裔间存在一段大约 ５千多万年的时间间隔。 而
且迄今尚未从晚三叠纪至晚侏罗纪的地层中找到任何可以用来支持槽齿类起源假说的化石

证据。
（２）鳄类姊妹群起源假说

有些学者认为鳄类是现存羊膜动物中 接近鸟类的爬行动物。 英国学者 Ｗａｌｋｅｒ１９７２
年首次提出了鳄类姊妹群起源假说，他认为在初龙类中鳄类与鸟类的关系 密切，两者在形

态结构 上有许多相 同或相似 之处。 这一假说 曾得到 Ｍａｒｔｉｎ（１９７９， １９８１， １９８３）和
Ｗｈｅｔｓｔｏｎｅ（１９８１）等学者的支持。他们认为鳄类和鸟类两者之间存在许多相似的形态结构：
槽生齿，齿冠短、钝尖、圆锥形以及齿冠和齿根间压缩；方骨两关节式且充气；具下颌孔；内耳

腔的位置相似；头骨里有气窦和气孔构造等。 其实，后代部分保留或再现祖先类型的某些结

构特征是很常见的。这些相似的结构特征只能说明两者之间可能存在某种亲缘关系，但是它

们不可能用来证明两者关系是近祖还是远祖。显然，这种假说仍没有摆脱假鳄类起源或初龙

类起源观点的影响，与槽齿类起源假说一样无法解决时间间隔和化石证据等问题。
（３）兽脚类恐龙起源假说（恐龙起源假说）
当鸟类起源的鳄类假说出现之后，有人发现其他初龙类也有与鳄类相似的构造，同样的

构造在优帕克鳄中也存在。因此，英国著名科学家 Ｈｕｘｌｅｙ博士于 １８７０年提出了恐龙起源假

说，认为鸟类是由小型食肉性恐龙演化而来的，并与兽脚类恐龙有着密切的关系，推测鸟类

可能是由恐龙演变而来的。从不断发现的世界恐龙化石可知，鸟类与恐龙在表面形态结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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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许多相似之处：骨骼中空和构造轻巧；颈椎长，荐椎超过 ３个；肩胛骨长而窄；腰带各骨

伸长；胫骨近端外侧有一嵴与腓骨相连；腓骨比胫骨细长而且远端细小等。
早期的恐龙，依据腰带形态的差异可分成两大类群，即蜥臀目（Ｓａｕｒｉｓｃｈｉａ）和鸟臀类

（Ｏｒｎｉｔｈｉｓｃｈｉａ）。鸟臀类是一群高度特化的食草动物，它们已远离爬行动物的主干。蜥臀类恐

龙自身分化成植食性和肉食性两支系。植食性者称为蜥脚类（Ｓａｕｒｏｐｄａ），这类恐龙形态高度

特化，喜群居，食量大，有许多成长为巨大的个体，如我国四川的马门溪龙。 肉食性恐龙总称

为兽脚类（Ｔｈｅｒｏｐａｔａ），从形态和食性方面又分别向两个支系演化：一个是个体较大，基本为

二足行走的食肉龙类（Ａｒｎｏｓａｕｉａ）；另一类群个体小巧，骨骼轻便，二足行走，为向杂食性发

展的一个类群，属虚骨龙类（Ｃｏｅｌｕｒｏｓａｕｒｉａ）。
Ｈｅｉｌｍａｎｎ（１９２６）在其枟鸟类起源枠一书中认为，从解剖学的角度来看，化石类群中兽脚

类恐龙在结构特征上与鸟类 相似，但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兽脚类恐龙没有锁骨也没有叉骨，
而鸟类具有叉骨。因此，Ｈｅｉｌｍａｎｎ的思想否定了恐龙起源假说，并极大地支持了槽齿类起源

假说。 此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槽齿类起源假说在国际科学界占主导地位。
１９７０ 年，美国耶鲁大学著名古生物学家 Ｏｓｔｒｏｍ博士在对美国蒙大拿州早白垩纪奔龙

类的恐爪龙（D einony chus）与德国巴伐利亚州晚侏罗纪美颌龙（C om p sog nathus）和始祖鸟进

行比较解剖学研究后，明确提出鸟类与兽脚类恐龙关系 密切，而且鸟类是兽脚类恐龙的后

代。 同时，他还对鸟类的起源和演化提出了一种假设：三叠纪的假鳄类－晚三叠纪至早侏罗

纪的虚骨龙类－晚侏罗世的始祖鸟－后期的高等鸟类。此后，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古生物学

家、生物学家和演化生物学家接受了他的观点，相信鸟类是由兽脚类恐龙演变而来的。
自上世纪 ７０年代 Ｏｓｔｒｏｍ（１９７３，１９７６）率先复兴了鸟类起源于恐龙的假说以来，鸟类的

起源问题便一直成为人们争执的焦点。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鸟类和恐龙的关系 为接

近，但持不同观点的学者仍提出了许多疑问。其主要原因是在虚骨龙类与始祖鸟之间仍存在

一个很大的时间和演化间隔，必须寻找新的化石证据来消除这种间隔，以证明恐龙与鸟类之

间存在的系统关系，否则难以令人信服。
为此，能否找到从虚骨龙类到始祖鸟之间的带羽毛的恐龙成为鸟类起源于恐龙假说的

关键所在。中华龙鸟（S inosaurop teryx）的发现（季强和姬书安，１９９６）使得人们第一次看到了

带羽毛恐龙的希望。 之后发现的原始祖鸟（P rotarchaeop tery x）和尾羽鸟（C audip teryx）已具

备了真正的羽毛，即包括羽轴和羽枝。 它们的出现证明真正意义上带羽毛的恐龙确实存在。
随后北票龙（P eip iaosaurus）和中国鸟龙（S inornithosaurus）等化石的发现进一步说明在由恐

龙向鸟类演化的过程中确实出现过带羽毛恐龙。近年来出现的许多化石新材料，在为鸟类起

源于恐龙的假说不断提供新的证据的同时，还逐步填补了鸟类和小型兽脚类恐龙之间许多

过去被认为缺失的环节。例如，近年来的发现表明，锁骨不仅在很多恐龙中存在，而且还在不

少的恐龙中愈合为与鸟类相似的叉骨。 这些恐龙包括窃蛋龙（O virap tor）（Ｂａｒｓｂｏｌｄ，１９８３），
疾走龙（V elocirap tor）（Ｎｏｒｅｌｌｅｔａ１．， １９９７）和中国鸟龙（Ｘｕｅｔａ１．， １９９９）等。 因此，以往人

们认为的始祖鸟具有的羽毛和叉骨两点鸟类特征，现在看来都不再为鸟类所特有。
由于中国辽西中华龙鸟、原始祖鸟、尾羽鸟等珍稀化石的发现，不仅使越来越多的人相

信鸟类是由恐龙演变而来的，而且也向人们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恐龙并没有完全绝灭，现
代的鸟类就是恐龙的后代，就是现生的长羽毛的恐龙。

虽然随着新化石的涌现和研究的不断深入，鸟类起源于恐龙的假说已得到国际上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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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学者的认同。但与此同时，还有不少古鸟类学家及生理学家仍然持相反的意见。其中主

要的代表性人物包括美国的 Ｆｅｄｕｃｃｉａ，Ｍａｒｔｉｎ和 Ｒｕｂｅｎ等人。 Ｆｅｄｕｅｃｉａ（１９９９）认为，中华龙

鸟的毛状物为皮下结缔组织纤维，而并非皮肤衍生物；原始祖鸟和尾羽鸟不仅带有真正的羽

毛，而且是中生代的“几维鸟”，已属于真正的鸟类，只不过次生失去了飞行的能力，而并非什

么带羽毛的恐龙。而对鸟类起源于恐龙假说的 大挑战，可能来自关于鸟类和恐龙前肢手指

同源关系的争论。 古生物学家普遍认为，在兽脚类恐龙的演化过程中，手指的退化是从外侧

开始，逐渐向内侧进行的。换句话说，在 原始的兽脚类前肢仍保持五个手指，其中第四和第

五指已明显减小；之后是前肢剩下四个手指，第五指已经完全消失。 而在许多其他小型的兽

脚类恐龙，包括原始祖鸟、尾羽鸟、北票龙和中国鸟龙等，第四指也已消失，前肢只剩下三个

手指，即相当于原始的兽脚类恐龙的第一、二、三指。 由于鸟类来自恐龙，因而鸟类所具有的

三个手指，也应当相当于恐龙祖先类型的第一、二、三指。然而，胚胎学的研究却表明，现代鸟

类前肢的三个手指，应该是第二、三、四指。如果古生物学家的结论和胚胎学家的结果都成立

的话，那么，恐龙还可能是鸟类的直接祖先吗？

４　鸟类小结

鸟类是全身被有羽毛、前肢变为翼、产大型羊膜卵的恒温脊椎动物，亦是一类对陆生环

境高度适应的脊椎动物。根据现有的化石证据和研究结果，它是从初龙类爬行动物进化而来

的，与中生代的兽脚类恐龙 接近。目前已知的 原始的鸟类化石有来自侏罗纪的始祖鸟化

石和孔子鸟化石等，它们均具有许多爬行动物的特征。 近年来，中国古生物学家发现的中华

龙鸟、原始祖鸟和尾羽鸟等对于探索鸟类的起源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并有力地支持了鸟类

起源的恐龙起源假说。
鸟类的形态千差万别，但鸟类的特征大都与适应飞翔生活相关，并主要表现在减轻体重

和加强飞翔的力量两个方面。鸟类 重要的特征是具有羽毛，羽毛是从爬行类角质鳞片演变

而来的，轻而坚韧，对维持体温和飞行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它们体内有发达的与肺气管相

通的气囊，这不仅使鸟类在呼气和吸气时均有新鲜气体经过肺，而且还起着减轻身体比重、
减少飞行时肌肉及内脏间摩擦和调节体温等方面的作用。 骨骼高度愈合，且为气质骨，轻便

的角质喙代替了爬行动物沉重的牙齿和颌骨，内脏结构简化，一侧卵巢退化，无膀胱等均为

鸟类减轻身体重量的重要适应特征。 同时，发达的胸部和腿部肌肉，高效的双重呼吸系统和

血液完全双循环，高新陈代谢和高恒定体温，均与鸟类适应飞翔生活密切相关。此外，鸟类所

具有的敏锐视觉、良好的听觉和发达的小脑对其飞行运动的协调起着重要的作用。
鸟类具有复杂的繁殖行为，以保证和提高其繁殖的成功率和后代的存活率。
鸟纲分为古鸟亚纲、反鸟亚纲和今鸟亚纲 ３个亚纲，其中前两个亚纲均为化石种类，今

鸟亚纲的部分种类为化石鸟类。 现存今鸟亚纲鸟类可归为 ３个总目，即古颚总目、楔翼总目

和今颚总目。 目前，有世界上约有 ９９００多种鸟，我国有 １３３１种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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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６ 章　哺乳 纲 （Ｍａｍｍａｌｉａ）

１　哺乳类的主要特征

哺乳动物是脊椎动物中结构 完善、功能和行为 复杂、适应能力 强、演化地位 高

的类群。它们具有全身被毛、运动快速、恒温、胎生、哺乳等许多进步的特征，特别是脑的高度

发达，能够适应各种复杂的生活环境，成为现存动物界中的优势动物类群。 哺乳动物的主要

特征有：有高度发达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其大脑和小脑的体积增大，大脑皮层加厚形成

发达的新脑皮，表面有非常明显的沟回结构，使大脑皮层的表面积大大增加，成为高级神经

活动的中枢；感觉器官完善，表现在嗅觉器官鼻腔内有复杂的鼻甲骨和较大的嗅囊；听觉器

官内耳的耳蜗延长卷曲成螺旋状，中耳有 ３ 块传导灵敏的听小骨，有外耳道和外耳壳。因此，
哺乳动物可以获得更多信息，协调复杂的机能活动和适应多变的环境条件。哺乳动物出现了

口腔消化，口腔中出现了异型齿和含消化酶的唾液腺，通过口腔咀嚼，在口腔内能对食物进

行初步机械消化和化学消化，从而大大提高了对营养物质的摄取能力。哺乳动物的肺由大量

肺泡组成，肌质横膈膜参与了呼吸运动，提高了呼吸效能；心脏 ４室，为完全的双循环，使代

谢水平大为提高；体表被毛，皮下有发达的脂肪层，形成了良好的隔热保温装置；中枢神经系

统有完善的体温调节能力，从而保证了哺乳动物有较高而恒定的体温。哺乳动物四肢垂直着

生在躯体的腹面，支承力量强，骨骼和肌肉发育完善，骨与骨连接灵活而牢固，可作多种方式

活动，保证了哺乳动物具有陆地快速运动能力。哺乳动物产羊膜卵，体内受精，胚胎在母体子

宫内发育，通过胎盘可从母体内获得充足的营养和氧气，顺利地排出代谢废物和 ＣＯ２ ，保证

了胚胎的正常发育。 胎儿在母体内完成胚胎发育过程——妊娠而成为幼儿时才产出。 母体

以营养丰富、易于消化的乳汁哺育幼仔，并保护幼仔不受各种敌害的侵袭，使哺乳类后代的

成活率大大提高。 因此，哺乳动物通过胎生和哺乳，进一步完善了脊椎动物的陆上繁殖的能力。
由于哺乳动物躯体结构的高等和完善的神经活动，故在新生代初便排斥了爬行类而占

领了一切重要生活环境。 哺乳动物中不但有地栖和树栖的种类，并且还有飞行、掘土和次生

的水栖种类。

２　哺乳类的生物学

２．１　外形特征

哺乳动物大多全身被毛，明显分为头、颈、躯干、四肢和尾五部分。有肉质的唇，唇边有触



毛。眼有眼睑、瞬膜；有长的外耳壳，一般都能转动。尾为运动的平衡器官，大都趋于退化。四
肢着生在躯干腹面两侧，和地面垂直，从而把躯体高高举起，抬离了地面。又因前肢肘关节转

向后，后肢膝关节转向前，增强了杠杆作用，提高了支撑与弹跳力，适应于在陆上行走、快速

奔跑、跳跃；前后肢也有了分工，前肢主要是把身体向前拉，后肢主要是把身体向前推，从而

结束了低等脊椎动物如爬行类那样四肢由两侧伸出，用腹部贴地，以尾作为运动辅助器官在

地面爬行的状态（图 １６-１）。 尾起平衡作用，牛和马的尾可驱赶昆虫，袋鼠的尾可撑地。

图 １６-１　哺乳类与低等陆栖脊椎动物的四肢比较（仿 Ｋａｒｄｏｎｇ）
Ａ．低等陆栖脊椎动物 ； Ｂ．哺乳类

适应于不同生活方式的哺乳类，在形态上有较大改变，水栖种类（如鲸）体呈鱼形，附肢

退化呈桨状；飞翔种类（翼手类）前肢特化，具有翼膜；穴居种类（如鼹鼠）躯体粗短，前肢特化

如铲状，适于掘土；陆生种类则呈兽形，躯体均衡，四肢发达，适应奔跑。
２．２　皮肤及衍生物

２．２．１　皮肤结构

皮肤由表皮层和真皮层组成（图 １６-２）。表皮层又分为角质层和生发层。角质层发达，由
角质化的细胞所组成，能防止体内水分散失。生发层为单层柱状上皮，与真皮相接，能不断分

裂增生，老的细胞角质化后形成角质层，以“皮屑”形式脱落。表皮内无血管，营养靠真皮渗透

供给。 真皮很厚，由致密纤维结缔组织构成。 在与表皮接壤的部分形成若干突起（真皮乳

突）嵌入表皮内。 真皮内富含血管、神经末梢、感受器和皮肤腺等。真皮下面由蜂窝组织构成

了皮下层，是真皮和肌肉之间的联系组织，内含大量脂肪细胞。 皮下脂肪有贮藏营养、保温、
隔热的作用。在水栖的哺乳动物（鲸、海豹），由于皮毛的退化及水生环境的特点，它们的皮下

脂肪特别发达。还有冬眠的种类（如黄鼬、刺猬、土拨鼠等）也贮藏大量的脂肪，作为冬季的营

养。 故皮肤不仅有良好的抗透水、抗张力和抗菌性，而且有感觉、排泄和调节体温的功能。
２．２．２　皮肤衍生物

哺乳动物的皮肤衍生物有毛（ｈａｉｒ）、皮脂腺（ｓｅｂａｃｅｏｕｓｇｌａｎｄ）、汗腺（ｓｗｅａｔｇｌａｎｄ）、乳
腺（ｍａｍｍａｒｙｇｌａｎｄ）、味（臭）腺（ｓｃｅｎｔｇｌａｎｄ）及爪（ｃｌａｗ）、甲（ｎａｉｌ）、蹄（ｈｏｏｆ）、角（ｈｏｒ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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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６-２　哺乳动物皮肤模式图（仿 Ｋａｒｄｏｎｇ）
毛　几乎所有的哺乳动物都有毛。只有极少数的鲸类（白鲸等）无毛，而其他鲸类至少在

唇边有几对毛（有的在胚胎时期有毛）。毛为表皮角质化的产物，由裸露的毛干和埋在皮肤内

的毛根组成。毛干中央的髓质部通常含有空气，其周围的皮质部内常具色素。毛根末端膨大

部分为毛球，毛球能不断进行细胞分裂，使毛随之增长。毛球基部凹陷，内有真皮构成的毛乳

头，具丰富的血管供给毛球的营养。 围于毛根外的组织叫毛囊，其内有皮脂腺的开口。 毛囊

基部有竖毛肌附着，竖毛肌另一端终止于真皮乳头，收缩时可使毛竖立。
根据毛的结构可分为针毛、绒毛和触毛。 针毛长而坚韧，具一定的毛向，耐摩擦，有保护

功能。绒毛位于针毛下层，短而密，无毛向，保温性强。触毛为特化的针毛，长而硬，常长在嘴

边，有触觉作用。
毛的长度、密度、质地、颜色等随种类而异。 很多种类哺乳动物的毛在每年春秋更换。秋

季夏毛脱落，长出长而密的冬毛，用于越冬；春季冬毛脱落，长出短而疏的夏毛，以利散热。
皮肤腺　哺乳类皮肤腺发达，都为多细胞腺体。包括皮脂腺、汗腺、乳腺、味腺（臭腺）等。
皮脂腺为泡状腺，多开口于毛囊基部，皮脂腺所分泌的油脂可滋润毛与皮肤。 汗腺为哺

乳类所特有的一种管状腺，由表皮生发层细胞陷入真皮形成，有导管通皮肤表面；分泌的汗

液成分与尿相似，能通过蒸发散热，是哺乳类调节体温的一种重要方式；灵长类的汗腺遍布

全身，其他兽类大多限于一定部位，如牛、羊的汗腺仅限于吻部；汗腺不发达的种类（如狗），
体热散发主要靠口腔、舌和鼻表面蒸发。 乳腺是由汗腺演变而来的管、泡状复合腺。 乳腺集

中的地方叫乳区，乳区上有乳头。 乳头的数目及着生乳头的位置因种类而异， 少的只有 １
对，如马、蝙蝠、鲸、象、灵长类等， 多的是树袋熊，有 １２ 对，其他如食肉类有 ３～４ 对，啮齿

类 １～５对，牛 ２对，猪 ４～８对，通常乳头的数目稍多于一窝幼仔的数目。一般只是雌性具乳

３０４第 １６ 章　哺乳纲（Ｍａｍｍａｌｉａ）



腺，但雄性灵长类及某些兽类具有失去机能的退化的乳腺。味腺（臭腺）是汗腺或皮脂腺的变

形，其分泌物有特殊气味，如兔的鼠鼷腺、鼬的肛腺、雄麝的麝香腺等。味腺对吸引异性、识别

同种和自卫等都有重要作用。
爪、甲和蹄　均为指（趾）端表皮的角质构造。 爪由上部的爪体和下部的爪下体组成。爪

体较厚，且两侧向下弯曲包住爪下体。 甲和蹄是爪的变形。甲为灵长类特有，其爪体平展，爪
下体显著退化，只留残迹；蹄由爪体、爪下体增厚，爪体两侧向腹面弯成圆形，包入爪下体而

形成（如马），可减少足部和地面的接触面积，便于动物行走和奔跑（图 １６-３）。

图 １６-３　爪、甲和蹄（仿Ｋｅｎｔ）
Ａ．食肉类的爪纵剖面 ； Ｂ．人的指甲纵剖面； Ｃ．马蹄的腹面观

角　为某些哺乳动物头部的表皮与部分真皮的特化产物，在生殖、防卫或进攻中有重要

作用。常见的有洞角（又称牛角）及实角（ａｎｔｌｅｒ，又称鹿角）（图 １６-４）。洞角中空不分叉，终生

不脱换，是由表皮产生的角质鞘及额骨上的骨质突起（来源于真皮）彼此紧密结合而成，属于

表皮和真皮的共同衍生物，如牛、羊的角。 实角为分叉的实心骨质角，往往雄兽比雌兽发达，
且每年要脱换 １次。 它是由真皮骨化后穿出皮肤而成，是真皮衍生物，如鹿、麂的角。 刚生出

的鹿角，尚未骨化，外面包有丰富的血管和带茸毛的皮肤，称为鹿茸，梅花鹿、马鹿的茸为名

贵中药。有一些羚羊，如高鼻羚羊、叉角羚等，其骨心不脱落，但角鞘周期性地更换，特称为羚

羊角（ｐｒｏｎｇｈｏｒｎ）。犀牛的角是由表皮产生的角质纤维交织而成，无骨心，固着在鼻骨的短结

上。不脱换，但一旦脱落能长出新角，称犀角（ｒｈｉｎｏｈｏｒｎ，也称表皮角、角质纤维角）。长颈鹿

的角叫瘤角（ｓｔｕｂｂｙｈｏｒｎ），不分叉，不脱落，在骨心外终生包有活的皮肤，为一种特殊结构

的角。

图 １６-４　哺乳类角的主要类型（仿 Ｈｉｃｋｍａｎ）
Ａ．洞角； Ｂ．实角

２．３　骨　骼

哺乳类骨骼高度发达，具有支持身体，保护体内柔软器官的功能，并与关节和肌肉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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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动物的运动器官。骨腔内具有骨髓，重而坚实，与鸟类不同。此外，骨组织是哺乳动物体

内 大的“钙库”，在调节血中钙、磷代谢方面有重要作用。 红骨髓还是成体动物的重要造血

器官。
哺乳动物骨骼系统的演化趋向是：骨化完全，为肌肉的附着提供充分的支持；愈合和简

化，增大了坚固性并保证轻便；提高了中轴骨的韧性，使四肢得到较大的速度和活动范围（步
幅）；长骨的生长限于早期，与爬行类的终生生长不同，提高了骨的坚固性并有利于骨骼肌的

完善。
头骨　哺乳动物的头骨（图 １６-５）在脊椎动物中是 简单的，骨块的减少和愈合是其一

个明显的特征，如枕骨、蝶骨、颞骨和筛蝶骨等等，均系由多数骨块愈合而成。 骨块愈合是解

决坚固与轻便这一矛盾的途径。

图 １６-５　兔的头骨（仿杨安峰）
Ａ．侧面； Ｂ．腹面； Ｃ．矢状切面

由于颅腔扩大以容纳发达的脑，从而使枕骨大孔移至颅骨的腹面，两侧各有一枕髁，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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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则形成了明显的“脑勺”。
哺乳类头骨的一个标志性特征是下颌由单一的齿骨构成。 齿骨与头骨的额骨鳞状部直

接关节，从关节所处的（支点）位置和关节的方式来看，均加强了咀嚼的能力。 与此相联系的

是头骨具有颧弓（ｚｙｇｏｍａｔｉｃａｒｃｈ，由颌骨与颞骨的突起以及颧骨本体所构成），以作为强大

的咀嚼肌的起点。 颧弓的特点常作为分类的一种依据。
嗅觉的发展使鼻腔容积扩大，从而形成明显的“脸部”。 在鼻腔内出现复杂的鼻甲骨（嗅

黏膜即覆于鼻甲骨表面），使嗅觉表面积增大，这是哺乳类嗅觉灵敏的基础。相当于爬行动物

的副蝶骨向前伸入鼻腔，构成鼻中隔的一部分，称为“犁骨”。中耳腔被硬骨（鼓室泡）所保护，
腔内有 ３块互为关节的听骨（锤骨、砧骨及镫骨）联结鼓膜和内耳。 鼓膜受到声波的轻微震

动，即被这些巧妙的装置加以放大并传送入内耳。在原始腭下方，腭骨与前额骨、颌骨的突起

并合形成次生腭（硬腭），使内鼻孔后移，这样，口腔与鼻通路就完全分开，解决了口腔咀嚼与

呼吸之间的矛盾。
脊柱、胸骨和肋骨　哺乳动物的脊柱分为颈椎、胸椎、腰椎、荐椎和尾椎五部分。 颈椎绝

大多数为 ７枚（海牛 ６枚、二趾树懒 ６～１０枚），这是哺乳动物的重要特征之一。 第 １、２枚颈

椎分别特化为寰椎和枢椎（羊膜类共同特征），这种结构使寰椎与头骨间除可作上下运动外，
寰椎还能与头骨一起在枢椎的齿突（枢突）上转动，提高了头部的运动范围，这对于充分利用

感官、寻捕食物和防卫，都是有利的适应（图 １６-６）。 胸椎 １０～１５ 枚，两侧与肋骨相关节，前
面的肋骨与胸骨愈合为真肋，后面的肋骨不与胸骨相接为假肋。腰椎一般 ４～７枚（鲸类可多

达 ２１枚），椎体粗，无肋骨。 荐椎多 ３～５ 枚，常愈合为 １块荐骨，与后肢带骨相关节。 尾椎数

目变化较大而趋向退化（图 １６-７）。

图 １６-６　家兔的寰椎和枢椎（仿郝天和）
Ａ．寰椎； Ｂ．枢椎

哺乳动物的脊椎骨椎体宽大，两端的关节面呈平面，称双平型椎体（ａｍｐｈｉｐｌａｔｙａｎ

ｃｅｎｔｒｕｍ）。在相邻椎体之间有软骨构成的椎间盘（ｉｎｔｅｒ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ｌｄｉｓｃ）。椎间盘内的髓核是退

化脊索的痕迹。这种结构特点既提高了脊柱的负重能力，又能在运动时缓冲对脑及内脏的震

动和椎骨间的摩擦（图 １６-８）。
附肢骨骼　哺乳动物的附肢骨骼分带骨和肢骨。
肩带薄片状，由肩胛骨、乌喙骨和锁骨构成。肩胛骨十分发达；乌喙骨退化成肩胛骨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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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６-７　家兔的骨骼（仿丁汉波）

图 １６-８　哺乳动物的双平型椎体

（仿 Ｋｅｎｔ）

１ 个突起；锁骨多趋于退化，仅在攀缘、掘土和飞翔等类

群发达，以奔跑为主的哺乳动物则退化。 腰带由髂骨、坐
骨和耻骨愈合构成。髂骨与荐骨相关节，左右坐骨和耻骨

在腹中线连接，形成封闭式骨盆。四肢行走的动物没有负

担全身重量的功能，所以是长形的，人担负全身重量而骨

盆宽大。 哺乳动物腰带的这种结构大大加强了对后肢的

支持力量和牢固性（图 １６-９）。
附肢骨发达，发生扭转现象，具有向后的肘关节和向

图 １６-９　兔的肩带和腰带（仿杨安峰）
Ａ．肩带 ； Ｄ．腰带

前的膝关节，并且肋骨与股骨同身体垂直，把身体完全支撑离地。这样，不但增强了支持的能

力，而且扩大了步幅，提高了运动的速度。
哺乳动物因长期适应于各种环境中，使肢骨发生不同的变化。 空中飞翔的种类（如蝙

蝠），前肢的指骨延长，以支撑翼膜；水中游泳的种类，后肢退化，前肢上臂及前臂骨极度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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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指骨加长，指节骨数目增多，形成鳍状（如海豚），有些种类四肢均为鳍状（如鳍脚目）；陆地

生活的种类，较原始者以指（趾）骨及掌（ ）骨着地，称 行式，大多数哺乳动物属于此类；一
些善于奔跑及跳跃的类群（如犬和猫等），仅以指（趾）骨着地，称趾行式；适于迅速奔跑的有

蹄类则仅以指（趾）端着地，且指（趾）骨数目趋于减少，称为蹄行式（图 １６-１０）。

图 １６-１０　哺乳动物的足型（仿 Ｋａｒｄｏｎｇ）
Ａ．蹄行式 （羊 、驼 ）； Ｂ．趾行式 （狐 ）； Ｃ． 行式（狒狒 ）

２．４　肌　肉

哺乳动物的肌肉基本上与爬行类相似，但结构与功能均已进一步复杂化，特别表现在四

肢肌肉强大以适应快速奔跑。 此外还具有以下特点：
（１）具有特殊的膈肌（ｓｅｐｔｕｍ）。 也称横膈膜（横膈肌），分隔胸腔和腹腔。 一方面改变胸

腔的大小，组成呼吸运动的重要部分；另一方面对腹腔有一定的压力，因而对排泄、排遗有一

定的作用。
（２）皮肤肌发达。 在面部的皮肤肌就是表情肌，表达各种心理状态，在人特别发达。
（３）咀嚼肌强大。 与口作为捕食和防御的主要武器及用口腔咀嚼有密切关系。
２．５　循　环

哺乳动物的循环系统由血液、心脏、血管和淋巴系统组成。主要特点是：仅保留左体动脉

弓；静脉系统主干趋于简化，无肾门静脉；成熟的红细胞无核。
血液由血细胞和血浆组成。 成熟的红细胞无核，呈双面凹陷的圆盘状，且红细胞的体积

小、数量多。 血液的总量大，约占体重的 ７％～８％，所以能很好地完成运输、调节、防御等多

种功能。
心脏（图 １６-１１）位于胸腔中部偏左的心包腔内，心包腔内有大量液体，可减少心脏搏动

时的摩擦。 心脏 ４室，右心室接受右心房来的静脉血，然后进入肺动脉，与肺静脉、左心房构

成肺循环；左心室接受左心房来的动脉血，然后进入体动脉，与体静脉、右心房构成体循环，
因而属于完全的双循环。右侧心房与心室壁均较薄，右房室间有三尖瓣（ｔｒｉｃｕｓｐｉｄｖａｌｖｅ）；左
侧心房与心室壁较厚，房室间具膜质的二尖瓣（ｂｉｃｕｓｐｉｄｖａｌｖｅ）。从心脏发出的大动脉基部也

有 ３个半月瓣。 这些瓣膜可防止血液逆流，使血液单向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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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６-１１　人的心脏冠切面（腹面现）（仿 Ｍｉｌｌｅｒ和 Ｈａｒｌｅｙ）

血管包括动脉、静脉及毛细血管。 动脉是把血液从心脏输送到毛细血管的管道。哺乳动

物只保留左体动脉弓。 向后成为背大动脉，直达尾端，沿途发出各分支到全身。 静脉是输送

血液返回心脏的管道，内有一系列瓣膜，可防止血液倒流。肾门静脉及成体的腹静脉消失，使
尾及后肢血液回心时血流速度加快，血压提高（图 １６-１２）。

哺乳动物的淋巴系统十分发达，包括淋巴液、淋巴管、淋巴结、胸腺、脾脏及其他淋巴器

官，有辅助组织液回流，维持血量恒定，运送脂肪，制造淋巴细胞，参与免疫等功能。脾脏也是

重要的淋巴器官，位于胃的后方，呈深红色，其功用为清除衰老的红血球，贮存部分血液和吞

噬外来的微粒体，也能制造淋巴细胞。
２．６　呼　吸

哺乳动物的呼吸系统十分发达。 空气经外鼻孔、鼻腔、喉、气管而入肺。
鼻腔内具发达的鼻甲骨，鼻腔壁及鼻甲骨上均覆有黏膜，盘曲的鼻甲骨使黏膜面积大为

增加。黏膜上富有血管、腺体，并被覆纤毛上皮，可使吸入的空气温暖、湿润，并黏住随气流进

入的尘埃和杂物。
喉（ｌａｒｙｎｘ）为呼吸通道，是气管前端的膨大部，也是发音器官。 喉的基部有 １ 块环状软

骨，其前方有 １块大的甲状软骨，形成喉的腹壁和侧壁；喉的背面两侧有 １对小的杓状软骨，
构成喉的背壁；甲状软骨的前缘，连接着 １个匙状的会厌软骨。当吞咽时，会厌软骨向后盖住

喉门，使食物不至于落入气管中。 甲状软骨与杓状软骨之间有声带，为发音器官（图 １６-１３）。
喉部下接气管，气管分叉为 ２条支气管，伸入肺后再分为若干次级支气管、三级支气管、

四级支气管， 后为薄壁的微细支气管，末端膨大成肺泡囊，内有许多小室为肺泡，是呼吸、
进行气体交换的 基本单位。 除微细支气管外，各级支气管壁都有软骨环。

哺乳动物和所有的羊膜动物一样，均以扩张或压缩胸廓的方法进行呼吸，但是与其他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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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６-１２　家兔的循环系统模式图（仿刘凌云和郑光美）

膜动物不同的是胸腔的扩大和缩小不仅依靠肋骨的变换，同时也依靠横膈膜的升降。当肋骨

上举时，横膈膜下降，胸腔扩大，Ｏ２ 吸入；反之，则呼出 ＣＯ２ 。
２．７　消　化

哺乳动物消化系统的特征为：消化道一般较长，各部分化明显，消化腺发达。
消化道可分为口腔、咽、食道、胃、小肠、大肠、肛门等部分。
哺乳动物口腔前有肉质唇（ｌｉｐ），是哺乳动物所特有的，草食兽尤其发达，有吮乳、摄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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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６-１３　兔的喉（仿杨安峰）
Ａ．背面 ； Ｂ．腹面

及辅助咀嚼的功能。 口腔内有齿、舌和唾液

腺的开口，有摄食、咀嚼、消化、湿润和味觉

等功能。 舌为辨味和咀嚼时搅拌食物之用，
但牛舌会卷草入口，食肉目能用舌取水。 有

的动物具有扩大的颊囊（如猿猴类），为暂时

储存食物之处。
次生腭的产生，使内鼻孔后移至喉，呼

吸与口腔咀嚼互不相干。发达的肌肉质的舌

上有味蕾（ｔａｓｔｅｂｕｄ）分布，有味觉作用，与
摄食、搅拌及吞咽动作密切相关，也是人的

发音辅助器官。
哺乳动物的牙齿为槽生齿，是真皮与表

皮的衍生物，有摄食、咀嚼、防卫等作用。 齿

图 １６-１４　哺乳动物犬牙的剖面（仿 Ｋａｒｄｏｎｇ）

的上端称为齿冠（ｔｏｏｔｈｃｒｏｗｎ），齿冠的

表面覆盖坚硬的釉质（ｅｎａｍｅｌ）；齿的下

端为齿根（ｔｏｏｔｈｒｏｏｔ），齿根的外面覆盖

一层齿骨质（ｃｅｍｅｎｔ，白垩质）。 齿的内部

空腔称为髓腔（ｐｕｌｐｃａｖｉｔｙ），充有结缔组

织、血管和神经，供应牙齿所需的营养。
髓腔外的厚壁为齿质（ｄｅｎｔｉｎｅ）。 齿根外

有齿龈（ｇｕｍ）包被，故仅齿冠露出齿龈之

外（图 １６-１４）。
牙 齿 可 分 为 门 齿 （ｉｎｃｉｓｏｒ）、犬 齿

（ｃａｎｉｎｅ）、 前 臼 齿 （ｐｒｅｍｏｌａｒ）和 臼 齿

（ｍｏｌａｒ），为异齿型（ｈｅｔｅｒｏｄｏｎｔｄｅｎｔｉｔｉｏｎ）。 门齿的齿冠呈凿状，便于切断食物；犬齿的齿冠

呈锥状，便于撕碎食物；前臼齿和臼齿的齿冠成臼状，便于磨碎食物。 由于食性的不同，牙齿

也产生了差异：草食性动物的门、臼齿特别发达；肉食性动物的犬齿特别发达。有些种类的牙

齿只有门齿、前臼齿和臼齿，无犬齿，形成空位，称为犬齿虚位，如兔形目和啮齿目等。
哺乳动物一般一生有两套牙齿，小时为乳齿，大时为恒齿，终生不换，称为再生齿或一换

性齿。
哺乳动物牙齿的数目各不相同，但同一种类的齿数是很固定的，可作为分类的依据。 通

常用齿式（ｄｅｎｔａｌｆｏｒｍｕｌａ）表示之：
门齿· 犬齿· 前臼齿· 臼齿
门齿· 犬齿· 前臼齿· 臼齿

如牛的齿式为
０· ０· ３· ３３· １· ３· ３＝３２，鼠的齿式是

１· ０· ０· ３１· ０· ０· ３＝１６，人的齿式为
２· １· ２· ３２· １· ２· ３

＝３２。
胃在食道之后，以贲门部和食道相连，以幽门部与小肠相接，是一个暂时贮存食物并进

行部分消化的囊腔。胃壁有很厚的肌肉层，胃壁黏膜中的胃腺能分泌酸性胃液。胃壁肌肉收

缩可使胃液与食物充分混合 大多数哺乳动物的胃为单胃（ｍｏｎｏｇａｓｔｒｉｃｓｔｏｍａｃｈ） 反刍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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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复杂的复胃（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ｔｏｍａｃｈｓ）。 复胃一般分瘤胃（ｒｕｍｅｎ）、网胃（ｒｅｔｉｃｕｌｕｍ，蜂窝胃）、
瓣胃（ｏｍａｓｕｍ）和皱胃（ａｂｏｍａｓｕｍ）４室（图 １６-１５），前 ３ 个胃室为食道的变形，皱胃为胃本

体。从胃的贲门部开始，经网胃至瓣胃孔处，有一肌肉质的沟褶，称食管沟。食管沟在幼兽发

达，借肌肉收缩可构成暂时的管，使乳汁直接流入皱胃内，至成体则食管沟退化。食物从口经

食道入瘤胃，暂时贮存，并进行发酵，然后进入网胃，网胃内壁有许多蜂窝状的褶壁，能将食

物小部分地分次吐到口中重新咀嚼，故名反刍（ｒ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食物经细嚼后咽下，再到瘤胃，
然后经网胃到瓣胃和皱胃，进一步磨碎和消化。

图 １６-１５　反刍胃和消化道（仿 Ｋａｒｄｏｎｇ）
Ａ．反刍胃； Ｂ．消化道

肠可分为小肠（十二指肠、空肠、回肠）和大肠（盲肠、结肠、直肠）。 十二指肠呈 Ｕ形，前
端与胃幽门相通，有胆、胰管的开口；空肠 长，弯曲，由肠系膜固定其位置；回肠较短。 从胃

来的食糜主要在小肠消化吸收。 在小肠内食糜受到肠液、胰液和胆汁 ３种消化液的作用，很
快分解为可吸收的营养物质。小肠黏膜富含绒毛（黏膜的指状突起）、毛细血管、毛细淋巴管、
乳糜管，能有效地吸收营养物质。 大肠主要作用是吸收水分，位于小肠与大肠交界处的是盲

肠，草食性动物的盲肠特别发达，在细菌作用下有助于纤维质的消化。 直肠末端以肛门通体

外。 肠的总长度依动物的食性而异，以草食性的为 长，杂食性次之，肉食性较短，例如猫的

肠和身体长度比为 ４∶１，人为 ６∶１，而马为 １２∶１，牛为 １６∶１。
哺乳动物口腔中，一般有 ３ 对唾液腺（ｓａｌｉｖａｒｙｇｌａｎｄ）：耳下腺（ｐａｒｏｔｉｄｇｌａｎｄ）、颌下腺

（ｓｕｂｍａｘｉｌｌａｒｙ）、舌下腺（ｓｕｂｌｉｎｇｕａｌｇｌａｎｄ），都有导管开口于口腔，除马和食肉类外，分泌的

唾液中均含有淀粉酶。眶下腺（ｉｎｆｒａ-ｏｒｂｉｔａｌｇｌａｎｄ）是兔所特有的一种唾液腺。肝脏和胰脏为

主要的消化腺，大多数种类具胆囊（少数种类如马、鹿、鼠等无胆囊），胆汁和胰液注入十二指

肠。
２．８　排　泄

排泄系统包括肾脏、输尿管、膀胱及尿道。哺乳动物的肾脏是 １对卵圆形暗红色的后肾，
位于腹腔腰部脊柱两侧。肾的内缘凹入，称为肾门，是血管、神经和输尿管出入的门户。沿正

中线纵切 １ 个肾脏，从外向内观察，可看到 ３ 层结构：外层为皮质部，是肾小体密集的地方；
中层为髓质部，是许多肾小管汇合的地方；内层为肾盂，是输尿管在肾内的膨大部分。

肾小体和肾小管组成 １个肾单位（ｎｅｐｈｒｏｎ），是肾脏的结构和功能单位。 每个肾脏有数

十万到数百万肾单位。 肾小体由毛细血管盘曲成的肾小球及包在其外面的双层壁的肾小囊

组成。肾小囊伸出的肾小管细长盘曲，由皮质伸到髓质，肾小管又可分为近曲小管（ｐｒｏｘｉｍａｌ

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ｅｄｔｕｂｕｌｅ）、髓袢（ｌｏｏｐｏｆＨｅｎｌｅ）、远曲小管（ｄｉｓｔａｌ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ｅｄｔｕｂｕｌｅ）。 许多肾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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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髓质部汇成集合管（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ｎｇｔｕｂｕｌｅ）。 由集合管组成肾乳头开口于肾盂，再通入输尿管。
由肾小球渗入肾小囊的尿液为原尿（ｐｒｉｍａｒｙｕｒｉｎｅ）。原尿通过肾小管和集合管时，大部分水

分和氯化钠及几乎全部葡萄糖被重吸收而成为终尿（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ｕｒｉｎｅ），其主要成分是尿素。
终尿经集合管、肾乳头进入肾盂，再经输尿管暂时贮存在膀胱中， 后经尿道排出体外。雄性

尿道是尿液和精液的共同通道，雌性尿道仅排尿液。 尿殖孔和肛门分开是哺乳动物的特征

（图 １６-１６）。
皮肤也是哺乳动物的排泄器官，并参与体温的调节。

图 １６-１６　哺乳类的肾脏及肾单位（仿刘凌云和郑光美）
Ａ．肾脏纵剖 ； Ｂ．肾小体 ； Ｃ．肾脏及肾单位示意图 ，示肾单位的结构及其在肾脏中的位置

２．９　内分泌

哺乳类的内分泌系统极为发达，但内分泌腺的种类及基本功能与低等脊椎动物是相似

的。内分泌系统对于调节有机体内环境的稳定、代谢、生长发育和行为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哺乳类的内分泌腺主要有脑垂体、甲状腺、甲状旁腺、胰岛、肾上腺、性腺和胸腺等（图

１６-１７）。
脑垂体位于间脑腹面，由神经垂体（ｎｅｕｒｏｈｙｐｏｐｈｙｓｉｓ）和腺垂体两部分组成。 前者在胚

胎发生时来源于间脑的下丘脑，通称脑垂体后叶；后者来于口腔背方所突出的囊，通称脑垂

体前叶。 神经垂体分泌加压素（或称抗利尿激素）和催产素。 加压素的主要作用是引起小动

脉平滑肌收缩，促进肾脏对水分的重吸收。 催产素在分娩时促进子宫收缩及泌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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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６-１７　人体的主要内分泌腺（仿各家）
Ａ．内分泌腺在人体内的分布 ； Ｂ．各分泌腺的显微结构

甲状腺为 １对位于喉部甲状软骨腹侧的腺体，在胚胎发生上来于咽囊，与文昌鱼的内柱

同源。所分泌的甲状腺激素是惟一含有卤族元素的激素。其主要作用是提高新陈代谢水平、
促进生长发育。它作用于肝脏、肾脏、心脏和骨骼肌，使肝糖分解，血糖升高；并促进细胞的呼

吸作用，提高耗氧量和代谢率，因而对恒温动物的体温调节有重要作用。
甲状旁腺位于甲状腺的背侧方，通常为 ２对，普遍见于陆栖脊椎动物。 在胚胎发育上来

源于第Ⅲ、Ⅳ对咽囊。 其所分泌的激素对血液中的钙和磷的代谢有重要作用，它作用于骨基

质及肾脏，使血钙浓度升高。
胰岛为散布于胰脏中的细胞群。 胰岛组织含有 α、β细胞。 α细胞分泌胰高血糖素，能促

进血糖升高；β细胞分泌胰岛素，能促使血液中的葡萄糖转化成糖原，提高肝脏和肌肉中的

糖原贮藏量。 当胰岛素分泌不足时，血糖含量就会升高并由尿排出，出现糖尿病。 我国于

１９６５ 年首次人工合成了含有 ５１种氨基酸的牛胰岛素。
肾上腺是位于肾脏前方内侧的 １对小型腺体，由表皮的皮质和深层的髓质构成，二者在

发生、结构及功能上均显著不同。 肾上腺皮质又称肾间组织，在胚胎发生时来源于生肾节与

生殖节之间的中胚层；是腺组织，分泌与性腺同类的类固醇激素——肾上腺皮质激素，能调

节盐分（钠、钾）代谢、糖分代谢以及促进第二性征的发育。 肾上腺髓质在胚胎发生上与交感

神经节同源，也受交感神经支配。 它所分泌的激素称肾上腺素，其作用是使动物产生“应急”
反应，例如心跳加快，血管收缩、血压升高，呼吸加快、血糖增加、内脏蠕动变慢等类似交感神

经兴奋时的反应。
性腺也是内分泌腺，雄性睾丸的曲精细管间的间质细胞能分泌睾丸酮和雄烷二酮等雄

激素（固醇类激素），雄激素促进雄性器官发育、精子发育成熟和第二性征的发育，也促进蛋

白质（特别是肌原纤维蛋白层）合成和身体生长，使雄性具有较粗壮的体格和肌肉。雌激素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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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巢的卵泡产生，主要是雌二醇，能促进雌性器官发育、第二性征形成以及调节生殖活动周

期。哺乳类的黄体能分泌孕酮（或称黄体酮），能使子宫黏膜增厚，为胎儿着床准备条件，并抑

制卵泡的继续成熟，促进乳腺的发育等。 哺乳动物的胎盘也是暂时的内分泌器官，分泌与妊

娠和分娩有关的激素，如孕酮、雌激素、促性腺激素、催乳激素等。
胸腺位于心脏的腹前方，在胚胎发生上来源于咽囊，幼体较发达。 胸腺究竟是内分泌腺

还是淋巴腺尚有争议，其所分泌的胸腺素能增强免疫力。
除上述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内分泌腺。 松果体（松果腺）位于间脑顶部，分泌的激素主要

是褪黑激素，可能与体色、生长和性成熟有关。 消化管分泌的激素有促胃液素、促胰液素、促
肠液素等，能激发有关消化液的分泌。 哺乳类雄性的前列腺能分泌前列腺素，它对精子的生

长、成熟以及全身的许多生理活动均有影响。已知前列腺素还存在于卵巢、子宫内膜、脐带甚

至一些植物组织中。
２．１０　神经和感觉器官

哺乳动物的神经系统高度发达，包括中枢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和植物性神经系统三

部分，能够有效地协调体内各器官的统一，并对复杂的外界条件的变化迅速作出反应。
中枢神经系统　由脑和脊髓所组成，脑又分为大脑、间脑、中脑、小脑和延脑五部分。
大脑　由 １对大脑半球组成，在哺乳动物十分发达。 由于其体积的增大，故向后盖住了

间脑和中脑，在灵长类甚至可遮盖小脑。 大脑是哺乳类感觉和运动功能的主要调节区，每侧

的大脑半球控制对侧的身体。大脑半球还具有与行为、记忆、学习等活动有关的高级机能。大
脑半球的增大并不是像鸟类那样由于纹状体的增大，而主要是由于大脑表面新脑皮的产生

和发展。 新脑皮又称为大脑皮层（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ｃｏｒｔｅｘ），由神经细胞和无鞘神经纤维构成，呈灰

色，故也称大脑灰质。 大脑表皮有沟和回的结构，从而为神经细胞体的大量增加提供了更大

的面积。两大脑半球之间产生了许多连接的神经纤维，使大脑的机能互相联系起来。连接两

大脑半球的主要神经纤维称为胼胝体（ｃｏｒｐｕｓｃａｌｌｏｓｕｍ），是哺乳动物独有的构造。纹状体退

化成基底核，成为调节运动的皮层下中枢。 原脑皮则萎缩形成海马，主要仍为嗅觉中枢。 大

脑成为 高级的神经中枢，各种活动和各种感觉都集中在大脑上，中脑只起一个中转站的作

用（图 １６-１８）。

图 １６-１８　爬行类（Ａ）与哺乳类（Ｂ）左大脑半球横切面比较模式图（仿Ｒｏｍｅｒ）
间脑　大部被大脑所覆盖。丘脑大，两侧壁加厚叫做视丘，背面为视丘上部（丘脑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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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面为视丘下部（丘脑下部）。视丘上部为感觉中枢，来自全身的感觉冲动（嗅觉除外）汇合于

此，再经更换神经元之后达于大脑。视丘下部为体温调节中枢和交感神经中枢，支配血压、内
分泌和唾液的分泌等活动。 间脑从腹面发出视神经，构成视交叉。 其后为脑下垂体，间脑背

面有松果体，这两个结构都是内分泌腺。
中脑　体积小，背面具有四叠体，前 １对突起为前丘，是视觉反射中枢；后 １对突起为后

丘，是听觉反射中枢。 中脑底部加厚，称大脑脚（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ｐｅｄｕｎｃｌｅ），为神经纤维的通路。
小脑　很发达，表面的灰质为小脑皮层，是哺乳动物所特有的结构。小脑分为五部：中央

部分的蚓部，左右两侧的小脑半球和由小脑半球分出的小脑鬈。 小脑的前腹面有突起，称脑

桥，内含神经纤维，联络大脑和小脑。小脑具有协调身体各部的动作、保持身体正常姿势和平

衡的机能。
延脑　位于小脑的腹方，构造与脊髓相似，灰质在内，白质在外。延脑除了构成脊髓与高

级中枢联络的通路以外，本身具有许多反射活动的中枢，如呼吸、吞咽、呕吐、咳嗽、血管张

缩、心脏跳动和消化腺分泌等，因此又称为“生命中枢”（图 １６-１９）。
脑内具有脑室，与脊髓的中央管相通。大脑内的空腔称第 １、２脑室，间脑腔为第 ３脑室，

中脑腔仅为一狭缝，为中脑水管，将第 ３脑室与延脑的第 ４脑室相连。 脑和脊髓外面包有硬

膜、蛛网膜和软膜。
脊髓　呈扁圆柱形，有 １个颈膨大和 １个腰膨大。 横断面呈蝶形，灰质在内，白质在外。

脊髓腹面有腹沟，背面有背沟。脊髓的主要功能是完成反射活动和联系周围神经与脑之间的

神经传导。
外周神经系统　为联系中枢神经系统和身体各器官之间的神经，包括脊神经和脑神经

两部分。
脊神经是由脊髓发出的神经。在脊髓的两侧分别有背根和腹根，腹根由传出神经纤维组

成，背根由传入神经纤维组成，有神经节。 背、腹根合并成脊神经，经椎间孔通出椎管。 合并

后的混合脊神经再发出背支分布到躯体背部的肌肉和皮肤；腹支分布到躯体腹面的肌肉和

皮肤；交通支（脏支）与交感神经节相连（图 １６-２０）。
脑神经自脑发出，在哺乳动物有 １２对，其中第Ⅰ、Ⅱ、Ⅷ对是感觉神经，分别和嗅、视、听

觉发生联系。第Ⅲ、Ⅳ、Ⅵ对是运动神经，和动眼肌肉相联系。第Ⅴ、Ⅶ、Ⅸ、Ⅹ为混合神经，前
３对主要分布于头部器官，第Ⅹ对主要分布于咽喉以下胸、腹部内脏。 第Ⅺ对主要是到咽喉

及颈部的运动神经，第Ⅻ对是舌肌的运动神经。
植物性神经系统　哺乳类的植物性神经系统特别发达，其主要机能是调节内脏活动和

新陈代谢过程，保持体内环境的平衡。它与脑神经和脊神经不同，由中脑、延脑、脊髓的胸、腰
段和荐段发出后，必须在神经节内更换神经元后才能到达它所支配的器官。植物性神经系统

虽也受中枢神 经系统控制，但却 不受意识支 配，所 以又称自 主神经系统 （ａｕｔｏｎｏ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植物性神经系统分交感神经系统 （ｓｙｍｐａｔｈｅｔｉｃｓｙｓｔｅｍ）和副交感神经系统

（ｐａｒａｓｙｍｐａｔｈｅｔｉｃｓｙｓｔｅｍ）两大部分，这两部分的调节作用是相互拮抗的。 绝大多数内脏器

官都同时受到它们的双重支配。
交感神经由交感神经节和神经链所组成。 位于脊椎的两侧，有交通支与脊神经相连，其

中枢位于颈、胸、腰的脊髓内。
副交感神经包括一部分的脑神经（第Ⅲ、Ⅶ、Ⅸ、Ⅹ对脑神经）及第 ２、３、４荐部的脊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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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６-１９　家兔脑的构造（仿郝天和）
中枢位于中脑、延脑和荐部脊髓。

当交感神经兴奋时，心跳加快，血压升高，瞳孔放大，消化降低等；当副交感神经兴奋时，
心跳减慢，血压降低，瞳孔缩小，消化加快等。 两者相辅相成，使动物的兴奋有一定的限定。

哺乳动物的嗅觉高度发达，鼻腔和鼻甲骨扩大。 鼻甲骨是鼻腔内回旋卷曲的薄骨片，有
筛鼻甲、上鼻甲及颌鼻甲之分，嗅黏膜附于其上，面积大为增加。嗅黏膜上密布嗅细胞和嗅神

经末梢，从而使哺乳动物嗅觉极为灵敏。 但水栖兽类的嗅觉趋向退化。
听觉器官由外耳、中耳、内耳 ３部分组成。外耳道延长，出现了特有的耳壳，可收集声波，

有的种类可以转动。 中耳由鼓膜和彼此相连的锤骨（接触鼓膜）、砧骨和镫骨（接触内耳椭圆

窗）组成了灵敏的传音系统。 内耳中主要的部分为膜迷路，包含 ３个半规管、２ 个囊（椭圆囊

和球状囊）和耳蜗管。 整个膜迷路埋存于颞骨岩部洞腔中。 洞腔与膜迷路形状一致，故名骨

迷路。 膜迷路中含内淋巴液，膜迷路与骨迷路间含外淋巴液。 耳蜗内有非常复杂的螺旋器，
能与高低不同的声音起共鸣 变成冲动后 通过听神经传至大脑皮层听区（图 １６-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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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６-２０　脊神经与植物性神经传导通路的比较（仿郝天和）
Ａ．脊神经； Ｂ．交感（上）和副交感神经（下）

图 １６-２１　耳的构造示意图（人）（仿 Ｍｉｌｌｅｒ和 Ｈａｒｌｅｙ）
哺乳动物眼球构造（图 １６-２２）基本和其他陆生脊椎动物相似，以睫状肌改变晶体形状

来调节视力。睫状肌为平滑肌，与鸟类和爬行类的横纹肌不同。除灵长类外一般对光的感觉

灵敏，而对颜色的辨别力较差。
２．１１　生　殖

雄性生殖系统　由睾丸（ｔｅｓｔｉｓ）、附睾（ｅｐｉｄｉｄｙｍｉｓ）、输精管、阴茎及一些附属腺体组成。
睾丸由众多的曲精细管（ｓｅｍｉｎｉｆｅｒｏｕｓｔｕｂｕｌｅ，又称精小管）组成，为精子产生的场所。睾

丸所在的位置有三种情况。 一些动物的睾丸终生位于阴囊（ｓｃｒｏｔｕｍ）中，如食肉目、灵长目

等；有的终生位于腹腔中，无阴囊，如食虫目、翼手目、鲸目等；有的在繁殖期睾丸下降到阴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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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６-２２　哺乳类的眼球构造（仿 Ｋａｒｄｏｎｇ）
中，非繁殖期缩回到腹腔中，如兔形目、啮齿目等。

附睾是大而弯曲的管，它的壁细胞分泌弱酸性黏液，构成适于精子存活的条件，精子在

这里经过重要发育阶段而成熟。
附睾下端经输精管而达于尿道，精液经尿道、阴茎而通体外。阴茎为雄性的交配器官，由

附于耻骨上的海绵体（ｃｏｒｐｕｓｃａｖｅｒｎｏｓｕｍ）所构成，海绵体包围尿道。 尿道兼有排尿和输精

的双重作用。
重要的附属腺体有精囊腺 （ｓｅｍｉｎａｌｖｅｓｉｃｌｅ）、前列腺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ｇｌａｎｄ）和尿道球腺

（ｂｕｌｂｏ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ｇｌａｎｄ），它们的分泌物构成精液的主体，所含的营养物质，能促进精子的活

性。前列腺还分泌前列腺素，对于平滑肌的收缩有强烈影响。精液中含有高浓度的前列腺素，
可使子宫收缩，有助于受精。尿道球腺在交配时首先分泌，腺液为偏碱性的黏液，起着冲洗尿

道、中和阴道内的酸性、以利于精子存活的作用。
雌性生殖系统　由卵巢（ｏｖａｒｙ）、输卵管（ｕｔｅｒｉｎｅｔｕｂｅ）、子宫（ｕｔｅｒｕｓ）、阴道（ｖａｇｉｎａ）等

组成。
卵巢 １对位于腹腔背侧，卵巢内有许多不同发育程度的卵泡，每个卵泡中有 １ 个卵细

胞。 输卵管上端以喇叭口开口于腹腔内卵巢附近，下连子宫。 子宫经阴道开口于体外。 成熟

的卵子突破卵巢壁经腹腔入输卵管，在输卵管的上段受精后下行种植于子宫壁上，接受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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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进行发育（图 １６-２３）。

图 １６-２３　兔的生殖系统模式图（仿杨安峰）
Ａ．雌性； Ｂ．雄性

图 １６-２４　哺乳类子宫类型（仿 Ｋａｒｄｏｎｇ）

哺乳类的子宫有多种类型，在真兽

亚纲可分以下 ４种（图 １６-２４）：
（１）双子宫（ｄｕｐｌｅｘｕｔｅｒｕｓ）：两侧子

宫尚未愈合，分别开口于单一的阴道。 如

许多啮齿类、兔和象等，为原始类型。
（２）对分子宫（ｂｉｐａｒｔｉｔｅｕｔｅｒｕｓ，又称

分隔子宫、双分子宫）：两子宫在靠近阴

道处合并，以单一的孔开口于阴道。 如多

数食肉类、牛、猪等。
（３）双角子宫 （ｂｉｃｏｒｎｕａｔｅｕｔｅｒｕｓ）：

子宫合并的程度较对分子宫更大，仅在

子宫上端两侧分离。 如多数有蹄类。
（４）单子宫（ｓｉｍｐｌｅｘｕｔｅｒｕｓ）：两子宫

完全愈合。 如翼手类和灵长类，为高等类

型，一般产仔数目较少。
哺 乳 动 物 的 生 殖 方 式 为 胎 生

（ｖｉｖｉｐａｒｙ）和哺乳，完善了脊椎动物在陆上繁殖的能力，使后代的成活率大为提高。胎生的方

式为胚胎发育提供了保护、营养以及稳定的恒温发育条件，使外界环境条件对胚胎发育的不

利影响减轻到 低程度。
胎盘（ｐｌａｃｅｎｔａ图 １６-２５）由胎儿的绒毛膜 尿囊和母体子宫壁的内膜结合而成 营养物

０２４ 动　物　学



质和代谢废物是通过高度特异的选择性的弥散作用进行交换的。

图 １６-２５　胎盘的结构（仿 Ｗｅｉｓｚ）
按照胎盘绒毛膜上绒毛的分布情况，可把胎盘分为下列四种；
（１）散布胎盘（ｄｉｆｆｕｓｅｐｌａｃｅｎｔａ）：绒毛平均散布在整个绒毛膜上，整个或大部分绒毛膜

参与胎盘组成，如鲸、狐猴及某些有蹄类。
（２）叶状胎盘（ｃｏｔｙｌｅｄｏｎａｒｙｐｌａｃｅｎｔａ）：绒毛膜上的绒毛呈叶状分布，如大多数反刍动

物。
（３）环状胎盘（ｚｏｎａｒｙｐｌａｃｅｎｔａ）：绒毛集中于胚体的腰部，成环带状，如食肉目、象、海豹

等。
（４）盘状胎盘（ｄｉｓｃｏｉｄａｌｐｌａｃｅｎｔａ）：绒毛集中于 １ 个区或 ２个区，形成盘状，如食虫目、翼

手目、啮齿目和多数灵长目种类。
根 据胎盘绒毛膜与子宫内膜结合紧密程度又 可分为无蜕膜胎盘 （ｎｏｎｄｉｃｅｄｕｏｕｓ

ｐｌａｃｅｎｔａ）和蜕膜胎盘（ｄｅｃｉｄｕｏｕｓｐｌａｃｅｎｔａ）两类。无蜕膜胎盘的特点是胚胎的尿囊、绒毛膜与

母体子宫内膜结合不紧密，胎儿产出时易于脱离，不使子宫壁大出血。 如散布胎盘和叶状胎

盘。蜕膜胎盘的特点是胚胎的尿囊、绒毛膜与母体子宫内膜结合紧密，结为一体，产时需将子

宫壁内膜一起撕下，造成子宫壁大出血。 如环状胎盘和盘状胎盘（图 １６-２６）。

图 １６-２６　胎盘的类型（仿各家）
Ａ．散布胎盘； Ｂ．叶状胎盘 ； Ｃ．环状脑盘 ； Ｄ．盘状胎盘

３　哺乳类的分类与演化

哺乳动物又称兽类，现存约有 ４３００种，分布几遍全球。主要根据生殖方式不同分为原兽

亚纲（Ｐｒｏｔｏｔｈｅｒｉａ）、后兽亚纲（Ｍｅｔａｔｈｅｒｉａ）和真兽亚纲（Ｅｕｔｈｅｒｉａ）三个亚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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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原兽亚纲（Ｐｒｏｔｏｔｈｅｒｉａ）
原兽亚纲是现存 原始的哺乳动物，还保留有一系列与爬行类相似的特征。如肩带具独

立的乌喙骨、前乌喙骨及间锁骨（多数哺乳类肩带主要由肩胛骨组成）；大脑无胼胝体；卵生，
雌兽有孵卵行为；乳腺仍为一种特化的汗腺，不具乳头；无交配器；成体无齿；有休眠现象；具
泄殖腔，因此称单孔类。 但其又具备哺乳动物的基本特征，如体表被毛；用母乳哺育幼仔；体
腔中有横膈；体温基本恒定（在 ２６～３５℃之间波动）；仅具左体动脉弓；下颌由单一齿骨构成

等。本亚纲动物只有单孔目（Ｍｏｍｏｔｒｅｍａｔａ），仅分布于澳洲及其附近的岛屿上。主要代表动

物如鸭嘴兽（O rnithorhynchus anatinus）、长吻针鼹（Z ag lossus bruijni）等（图 １６-２７）。
３．２　后兽亚纲（Ｍｅｔａｔｈｅｒｉａ）
后兽亚纲为一类进化水平介于原兽亚纲和真兽亚纲之间的较低等的哺乳动物，约有

２５０余种，主要分布于澳洲，少数分布中、南美洲。 主要特征有：胎生，但无真正胎盘（多数种

类胚胎尿囊不发达，仅借卵黄囊与母体子宫壁接触）。 妊娠期短，幼仔产出时发育还极不完

全，需在母体上的育儿袋中继续发育，所以又称为有袋类。泄殖腔退化，但仍有残余。具有乳

腺，乳头在育儿袋内。 异齿型。 双子宫，雄性阴茎有分叉的阴茎头。 体温还有变化。
澳洲原来与欧亚大陆相连，当时这些原始的有袋类非常发达，在未出现高等哺乳动物

（真兽亚纲）时，澳洲就与欧亚大陆分离，在欧亚大陆上的有袋类被真兽亚纲动物所排挤。 而

真兽亚纲动物未能侵入澳洲，所以现在尚有大量的原始有袋类生存，并发展了各种生态类

群，常见代表种类有负鼠（D id elp his m arsup ialis）、袋狼（T hylacinus cy nocep halus）、树袋熊

（P hascolarctos cinereus）和大袋鼠（M acrop us）等（图 １６-２７）。

图 １６-２７　原兽亚纲和后兽亚纲代表种（仿各家）
Ａ．长吻针鼹； Ｂ．鸭嘴兽； Ｃ．树袋熊； Ｄ．负鼠 ； Ｅ．大袋鼠； Ｆ．袋狼

３．３　真兽亚纲（Ｅｕｔｈｅｒｉａ）
真兽亚纲又称有胎盘类，是高等的哺乳动物类群。分布广泛，现存哺乳动物种类的 ９５％

属本亚纲。 其主要特征是：胎生，具真正的胎盘，幼儿产出时发育完全。 不具泄殖腔，乳腺充

分发育，具乳头。肩带多由单一肩胛骨构成。大脑皮层发达，有胼胝体；异齿型，体温恒定。现
存种类约 ４０００种 分隶 １７个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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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食虫目（Ｉｎｓｅｃｔｉｖｏｒａ）
真兽亚纲中比较原始的一个目。 体型较小，外被细密的毛或粗硬的棘；头小，具能动的

吻。 四肢具 ５趾， 行性，趾端具小爪。 陆栖掘地生活，少数半水栖或半树栖生活。 子宫为双

角子宫或对分子宫，盘状胎盘。 主要以昆虫及蠕虫为食，大多数夜行性。 无阴囊。 常见种类

有 东 北 刺 猬 （E rinaceus am urensis）、华 南 缺 齿 鼹 （M ogera insularis）、大 臭 （S uncus

m urinus）、灰麝 （C rocid ura attenuata）等（图 １６-２８）。

图 １６-２８　食虫目和树 目代表种（仿各家）
Ａ．北树 ； Ｂ．华南缺齿鼹； Ｃ．灰麝 ； Ｄ．大臭 ； Ｅ．东北刺猬

（２）树 目（Ｓｃａｎｄｅｎｔｉａ）
小型树栖食虫的哺乳动物。在结构上（例如臼齿）似食虫目但又有似灵长目的特征，例如

嗅叶较小，脑颅宽大，有完整的骨质眼眶环等。仅有 １科 １６种，均分布在东南亚热带森林内，
外形略似松鼠。 代表动物北树 （T up aia belang eri）分布我国云南、广西及海南等地（图
１６-２８）。

（３）翼手目（Ｃｈｉｒｏｐｔｅｒａ）
在前肢、后肢和尾之间连以皮肤特化成的皮膜而为翼，前肢第 ２至第 ５指骨特别延长为

翼的支架，是惟一有真正飞行能力的哺乳类。 锁骨发达，胸骨具龙骨突起；拇指游离具爪，后
肢短，趾端具爪，利于挂栖。 夜行性，多以昆虫为食（亦有食果、花、血、肉者）。 视力弱，听觉、
触觉灵敏，耳壳大，内耳发达，能借回声定位引导飞行。 盘状胎盘，单子宫或双角子宫，无阴

囊。 本目种类仅次于啮齿类，现存约有 ９００ 多种，遍及全球。 如普通伏翼 （P ip istrellus

p ip istrellus）、东方蝙蝠（V esp ertilio sup erans）和皮氏菊头蝠（R hinolop hus p earsoni）等（图
１６-２９）。

（４）灵长目（Ｐｒｉｍａｔｅｓ）
树栖生活类群。除少数种类外，拇指（趾）多能与它指（趾）相对，适于树栖攀缘及握物。手

掌（及 部）裸露，并具有两行皮垫，有利于攀缘。 指（趾）端部除少数种类具爪外，多具指甲。
面部裸出，两眼前视。 锁骨较发达，大脑半球高度发达。 行性。 雄有阴囊和阴茎。 雌有双

角子宫或单子宫，有月经。 散布胎盘或盘状胎盘。 广泛分布于热带、亚热带和温带地区。 群

栖，杂食性。
懒猴科（Ｌｏｒｉｓｉｄａｅ）　体小，四肢细长，尾很短。 第 ２ 趾端具爪。 如云南所产的蜂猴

（N ycticebus beng alensis），又称懒猴，风猴。
卷尾猴科（Ｃｅｂｉｄａｅ） 鼻间隔宽阔，左右鼻孔距离甚远且向两侧开口，属于阔鼻类。该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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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６-２９　翼手目代表种（仿各家）
Ａ．皮氏菊头蝠； Ｂ．东方蝙蝠 ； Ｃ．普通伏翼

动物仅分布于西半球南部。 如黑帽卷尾猴（C ebus ap ella）。
猴科（Ｃｅｒｃｏｐｉｔｈｅｃｉｄａｅ）　鼻间隔狭窄，鼻孔一般向下开口。 拇指（趾）能与其他指（趾）相

对。尾长，不具缠绕性。多具颊囊和臀胼胝。脸部有裸区。后肢一般较前肢长。如猕猴（M acaca

m ulatta）和黑叶猴（S em nop itecus francoisi）等。
长臂猿科（Ｈｙｌｏｂａｔｉｄａｅ）　狭鼻类，臂特长，站立时手可及地。无尾。具小的臀胼胝，无颊

囊。 如我国的白眉长臂猿（H ylobates hoolock）等。
猩猩科（Ｐｏｎｇｉｄａｅ）　狭鼻类。 体大。 前肢长，下垂过膝。 无尾，无颊囊及臀胼胝。 如黑猩

猩（P an trog lodytes）。
人科（Ｈｏｍｉｎｉｄａｅ）　人在动物分类上亦属灵长目。 全世界现代人都属同一种，只是按肤

色可分为黄、白、黑、红等种族。直立行走，臂不过膝，体毛退化，手足分工。人有语言，有思维，
会劳动，能主动改造自然，过社会性生活，是人类与猿类有本质的不同。

（５）贫齿目（Ｅｄｅｎｔａｔａ）
为牙齿趋于退化的一支食虫哺乳动物。 不具门牙和犬牙；若臼齿存在时也缺釉质，且均

为单根齿。 大脑几无沟、回。 后足 ５趾，前足仅有 ２～３个趾发达，具有利爪以掘穴。 分布于

中、南美洲的森林中。 著名的代表动物如大食蚁兽（M yrm ecop haga tridactyla）和三趾树獭

（B radyp us trid actylus）等（图 １６-３１）。
（６）鳞甲目（Ｐｈｏｌｉｄｏｔａ）
全身被有大型角质鳞甲，鳞间长有少量的毛。 头小，无齿，舌细长，富含黏液，适于捕虫。

爪发达，用以挖掘蚁穴。 以蚁类为食。 双角子宫，散布胎盘。 分布于亚洲、非洲的热带、亚热

带。 如穿山甲（M anis p entad acty la）（图 １６-３１）等。
（７）食肉目（Ｃａｒｎｉｖｏｒａ）
体型一般较大，肉食性。 门齿小，犬齿强大而锐利，臼齿通常有锐利的齿锋，其中 后 １

枚上颌前臼齿和下颌第 １臼齿特别发达，上下嵌合呈剪 状相交，适于撕裂，称为裂齿。四肢

发达，指（趾）端均具锐爪，趾行性或 行性。 双角子宫，环状胎盘，睾丸在阴囊内。 多为肉食

性猛兽。
犬科（Ｃａｎｉｄａｅ）　体型中等，颜面部长而突出。爪钝，不能伸缩。四肢细长适于奔跑，前趾

５指，后肢常具 ４趾。 趾行性。 嗅觉特别发达。 如狼（C anis lup us）、赤狐（V ulp es vulp es）和貉

（N yctereutes p rocy onoides）等。
熊科（Ｕｒｓｉｄａｅ）　体粗大而笨重，耳小，尾短，四肢粗，爪大，裂齿不发达， 行性。 杂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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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６-３０　灵长目代表种（仿各家）
Ａ．黑叶猴； Ｂ．黑猩猩； Ｃ．蜂猴 ； Ｄ．猕猴； Ｅ．白眉长臂猿

图 １６-３１　贫齿目和鳞甲目代表种（仿各家）
Ａ．三趾树獭； Ｂ．大食蚁兽 ； Ｃ．穿山甲

如黑熊（U rsus thibetanus）和棕熊（U rsus arctos）等。
熊猫科（Ａｉｌｕｒｏｐｏｄｉｄａｅ）　体似熊但吻短。以竹叶为主食。为食肉目中的“素食”种类。本

科仅有我国特产的大熊猫（A ilurop od a m elanoleuca）。
鼬科（Ｍｕｓｔｅｌｉｄａｅ）　中小型兽类。 体形细小，四肢短，前后肢均有 ５ 趾，爪不能伸缩，

行性或半 行性。 多数在肛门附近有臭腺。 如黄鼬（M ustela sibirica）、鼬獾 （M elogale

m oschata）和水獭（L utra lutra）等。
猫科（Ｆｅｌｉｄａｅ） 中大型兽类。 头圆吻短，前肢 ５指，后肢 ４指。 爪锐利，能伸缩。 犬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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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６-３２　食肉目代表种类（仿各家）
Ａ．水獭 ； Ｂ．云豹 ； Ｃ．鼬獾； Ｄ．黑熊 ； Ｅ．大灵猫 ； Ｆ．貉； Ｇ．食蟹獴； Ｈ．黄鼬； Ｉ．棕熊；

Ｊ．赤狐； Ｋ．狼； Ｌ．大熊猫； Ｍ．猞猁； Ｎ．虎

裂齿发达。 肉食性，性凶猛，以伏击方式捕杀其他热血动物。 如虎（P anthera tigris）、云豹

（N eofelis nebulosa）和猞猁（F elis lynx）等。
灵猫科（Ｖｉｖｅｒｒｉｄａｅ）　体多具有各种条纹、斑点或单色但尾有环带。肛腺发达。如大灵猫

（V iverra zibetha）和食蟹獴（H erp estes urva）等。
（８）鳍脚目（Ｐｉｎｎｉｐｅｄｉａ）
为海栖食肉兽类。 除生殖、换毛时上陆外，一生都在海中度过。 体纺锤形，被毛，四肢鳍

状，各具 ５指，指（趾）间具蹼。 后肢转向体后，以利于上陆爬行。 尾小，夹在后肢间。 皮下脂

肪发达。 不具裂齿。 双角子宫，环状胎盘。 睾丸在腹腔中。 分布在寒带、温带海洋沿岸地区。
如我国东海有分布的髯海豹（E rig nathus barbatus）和斑海豹（P hoca largha）等（图 １６-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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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海牛目（Ｓｉｒｅｎｉａ）
水生兽类。体呈纺锤形，体有稀疏的刚毛，颈部有缢纹。眼小，无外耳壳。前肢变为鳍足，

后肢缺如（仅保留痕迹）。 无脊鳍，有宽大而扁平的尾鳍。 犬齿和臼齿间有相当长的齿间隙。
如儒艮（D ug ong dug ong）（图 １６-３３）

（１０）鲸目（Ｃｅｔａｃｅａ）
大型水栖兽类，体呈流线型，似鱼。 体毛退化，前肢鳍状，后肢退化消失。 体末端有一水

平叉状尾鳍，多数种类有由结缔组织和脂肪形成的背鳍。 无耳壳。 皮下脂肪发达。 肺有贮气

结构，鼻孔 １对或单一，开口于头背，又称喷水孔。 睾丸位于腹腔。 双角子宫，散布胎盘。 生

殖孔两旁有乳房 １ 对，借皮肤肌的收缩可将乳汁喷入仔鲸口中。 如抹香鲸（P hyseter

catod on）、白鳍豚（L ip otes vex illifer）等（图 １６-３３）。

图 １６-３３　鳍脚目、海牛目和鲸目代表种（仿各家）
Ａ．髯海豹； 斑海豹 ； Ｃ．儒艮； Ｄ．抹香鲸； Ｅ．白鳍豚

（１１）长鼻目（Ｐｒｏｂｏｓｃｉｄｅａ）
现存 大的陆栖动物。 体毛稀少，具厚皮，鼻长圆筒状，富有肌肉，为延长的鼻与上唇所

构成。 鼻端有指突，能取物。 四肢粗壮如柱，脚底有很厚弹性组织垫。 上门齿特别发达，突出

唇外。 半 行性。 双角子宫，环状胎盘。 睾丸在腹腔。 仅 １ 属 ２ 种，即非洲象（L ox odonta

africana）和亚洲象（E lep has m ax im us）（图 １６-３４）。 亚洲象体形小，额部向下凹，雄性有象牙

而雌性无，鼻端具 １个钩状突起，后肢具 ４趾；非洲象体形大，额部向上凸，雌雄均有象牙，鼻
端具 ２个钩状突起，后肢具 ３趾。

图 １６-３４　长鼻目代表种

Ａ．亚洲象； Ｂ．非洲象

（１２）奇蹄目（Ｐｅｒｉｓｓｏｄａｃｔｙｌ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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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肢中 １个或 ３个指（趾）发达，其余各趾退化或消失。 指（趾）端具蹄，蹄行性。 门齿适

于切草，犬齿退化，臼齿咀嚼面上有复杂的棱脊。 胃单室，盲肠发达。 大多为双角子宫，散布

胎盘。 睾丸在阴囊中。

图 １６-３５　奇蹄目代表种（仿各家）
Ａ．黑犀 ； Ｂ．印度犀； Ｃ．野马； Ｄ．亚洲野驴

马科（Ｅｑｕｉｄａｅ）　仅第 ３指（趾）发达，各趾退化。 如野马（E quus p rzew alskii）和亚洲野

驴（E quus hem ionus）。
犀牛科（Ｒｈｉｎｏｃｅｒｏｔｉｄａｅ）　前后足各具 ３ 个负重的趾。 皮肤厚，几乎无毛。 具 １～２个单

角。 如印度犀（又称独角犀，R hinoceros unicornis）和黑犀（D iceros bicornis）。
（１３）偶蹄目（Ａｒｔｉｏｄａｃｔｙｌａ）
第 ３和第 ４ 趾特别发达，指（趾）端有蹄，第 ２、５指（趾）或为悬蹄或退化。 多具角。尾短。

上门齿常退化或消失，臼齿结构复杂，适于草食。 多有复胃，反刍。 双角子宫，散布胎盘或叶

状胎盘。 睾丸在阴囊中。 除澳洲外，遍及世界各地。
猪科（Ｓｕｉｄａｅ）　吻部延伸，在鼻孔处呈盘状，内有软骨垫支持。 毛鬃状。 尾细，末端具鬃

毛。 足具 ４趾。 具门牙，犬齿在雄兽外突成獠牙。 单室胃。 如野猪（S us scrofa）。
河马科（Ｈｉｐｐｏｐｏｔａｍｉｄａｅ）　体大型，皮肤厚，毛稀少，四肢短，各肢具 ４趾。 具有大而圆

的 吻 部，眼凸出，位 于背方，耳 小。 半水栖。 ３ 室胃，不 反刍。 分布 于非 洲。 如河 马

（H ipp op otam us am p hibius）。
驼科（Ｃａｍｅｌｉｄａｅ）　头小颈长，上唇延伸并有唇裂。足具 ２趾。趾型宽大，具有厚弹力垫，

负重时 ２趾分开，适于在沙漠中行走。 胃 ３室。 如双峰驼（C am elus bactrianus）。
鹿科（Ｃｅｒｖｉｓａｅ）　具 ４趾，中间 １对较大。 多数雄性有分叉的实角。 如白唇鹿（C ervus

albirostris）、小 麂 （M untiacus reevesi）、黑麂 （M untiacus crinifrons）、毛冠 鹿 （E lap hodus

cep halop hus）、獐（H yd rop otes inerm is）和驼鹿（A lces alces）等。
长颈鹿科（Ｇｉｒａｆｆｉｄａｅ）　具长颈，长腿。 两性头顶均具 ２～３ 个不分叉并包有毛皮的瘤

角，终 生 不 脱 落。 具 ２ 蹄。 以 树 叶 嫩 枝 为 食。 分 布 于 非 洲。 如 长 颈 鹿 （G iraffa

cam elop ardalis）。
牛科（Ｂｏｖｉｄａｅ）　绝大多数雄兽具 １对洞角（少数 ２对）。草食性，反刍。广泛分布世界各

地。 如野牛（B os g aurus）、藏原羚（P rocap ra p icticaud ata）、羚牛（B udorcas taxicolor）、鬣羚

（C ap ricornis sum atraensis）和盘羊（O vis am m on）等。
（１４）啮齿目（Ｒｏｄｅｎｔｉａ）
是哺乳动物中种类 多、数量 大的目，约占世界已知兽类的 １／３。 上、下颌各有 １对凿

状门齿，门齿仅前面被有珐琅质，能终生生长，咬肌发达，常借啃物以自行磨利。犬齿虚位。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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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６-３６　偶蹄目代表种（仿各家）
Ａ．野猪； Ｂ．鬣羚； Ｃ．黑麂； Ｄ．小麂； Ｅ．双峰驼 ； Ｆ．羚牛 ； Ｇ．毛冠鹿； Ｈ．獐； Ｉ．藏原羚 ；

Ｊ．河马； Ｋ．白唇鹿 ； Ｌ．长颈鹿； Ｍ．野牛 ； Ｎ．盘羊； Ｏ．驼鹿

子宫或双角子宫，盘状胎盘，睾丸在生殖期下降到阴囊。本目动物适应能力强，遍布全球各种

环境中。
松鼠科（Ｓｃｉｕｒｉｄａｅ）　适应于树栖、半树栖及地栖等多种生活方式。 头骨具眶后突，颧骨

发达。如赤腹松鼠（C allosciurus erythraeus）、达乌尔黄鼠（Sp erm op hilus dauricus）、喜马拉雅

旱 獭（M arm ota him alay ana）等。 自颈侧、体侧有皮膜与四肢相连，可在树间滑翔的飞鼠

（P terom ys volans）和黑白飞鼠（H y lop etes albonig er）等鼯鼠类也属此科。
仓鼠科（Ｃｉｒｃｅｔｉｄａｅ）　适应于多种生活方式，在体型上有变异。 不具前臼齿，颧骨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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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如 灰 仓 鼠 （C ricetulus m ig ratosius）、黑 线 仓 鼠 （C ricetulus barabensis）、中 华 鼢 鼠

（M yosp alax fontanierii）、长爪沙鼠（M eriones ung uiculatus）等。 麝鼠（O nd atra zibethicus）原
产于北美洲，后被引种欧洲和苏联，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由俄罗斯远东地区自然扩散到我国东

北，继后又被引种到其他地区养殖并扩散到野外。

图 １６-３７　兔形目和啮齿目代表种（仿各家）
Ａ．赤腹松鼠； Ｂ．飞鼠 ； Ｃ．黑白飞鼠； Ｄ．喜马拉雅旱獭； Ｅ．三趾跳鼠； Ｆ．褐家鼠 ； Ｇ．麝鼠 ； Ｈ．小家鼠 ； Ｉ．河狸 ；

Ｊ．马来豪猪 ； Ｋ．黑线姬鼠； Ｌ．草兔； Ｍ．达乌尔鼠兔

鼠科（Ｍｕｒｉｄａｅ）　中小型鼠类，种类极多。 多具长而裸、外被鳞片的尾。 不具前臼齿，臼
齿齿尖常排成三纵列。 如黑线姬鼠（A p odem us ag rarius）、褐家鼠（R attus norvegicus）、小家

鼠（M us m usculus）等。
河狸科（Ｃａｓｔｏｒｉｄａｅ）　为半水栖的大型啮齿动物，体重可达 ３０ｋｇ，如我国新疆分布的河

狸（C astor fiber）。
跳鼠科（Ｄｉｐｏｄｉｄａｅ）　荒漠鼠类。 后肢显著加长， 骨及趾骨趋于愈合及减少，适于跳

跃，尾长而具有端部丛毛。 如三趾跳鼠（D ip us sag i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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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猪科（Ｈｙｓｔｒｉｃｉｄａｅ）　身上有棘刺，棘刺比较容易脱落，身体后方的棘刺比前方的更发

达，抵御敌害的典型姿势就是将身体背向对方，如马来豪猪（H ystrix brachy ura）。
（１５）兔形目（Ｌａｇｏｍｏｒｐｈａ）
中、小型食草兽类。 上颌具有 ２对前后着生的门牙，后 １对很小，隐于前 １ 对门牙的后

方。 上唇具唇裂，无犬齿， 行性。 双子宫或双角子宫，盘状胎盘，睾丸于生殖期下降到阴囊

内。 如草兔（L ep us cap ensis）和达乌尔鼠兔（O chotona daurica）等。
３．４　起源与演化

哺乳类起源于古代爬行动物，距今约 ２．２５亿年的中生代三叠纪。石炭纪末期，由爬行类

基干杯龙类发展出一支似哺乳类的兽形爬行类。 兽形爬行类分为两支：一支称盘龙类

（Ｐｅｌｙｃｏｓａｕｒｓ），是一类原始类型，化石大多产在北美，出现于石炭纪末期，至二叠纪绝灭；另
一类称兽孔类（Ｔｈｅｒａｐｓｉｄｓ），是从盘龙类进化来的，代表进步的类型。 它们的化石分布于各

大陆。兽孔类后裔中的一支更具有进化上的意义，即兽齿类（Ｔｈｅｒｉｏｄｏｎｔｓ）。兽齿类已像哺乳

类一样，牙齿为槽生齿和异形齿；头骨具合颞窝；双枕髁；下颌齿骨特别发达；四肢位于身体

腹侧。 其典型代表犬颌兽（Cynog nathus）发现于南非三叠纪地层。 我国云南禄丰晚三叠纪化

石卞氏兽（B ienotherium ），在构造特征上更加接近哺乳类，甚至 初曾一度列入兽类的行列

中，只是由于它的下颌骨不像哺乳类那样由单一的齿骨组成，还有退化的关节骨和上隅骨等

残余成分，后来还是公认为应归入爬行动物，可以说是 接近哺乳类的爬行动物。
哺乳类化石 早发现于晚三叠纪地层。 一般认为哺乳类属多系起源。 哺乳类的进化包

括：（１） 中生代侏罗纪，原始哺乳类分为多结节齿类（臼齿咀嚼面上有 ２～３ 纵列结节）和三

结节齿类（臼齿咀嚼面上仅有 ３个结节） 。三结节齿类又分为三齿兽类、对齿兽类和古兽类。
古兽类是现生后兽亚纲和真兽亚纲的祖先，生活到白垩纪初期。而另外两支生活到侏罗纪与

白垩纪交替时期灭绝。 ②中生代白垩纪出现了有袋类和有胎盘类，多结节齿类仍生存。 ③新

生代有袋类和有胎盘类大发展，多结节齿类开始灭绝。 早的有胎盘类是白垩纪出现的小型

食虫类，向不同方向辐射发展，成为现生的各目有胎盘类哺乳动物（图 １６-３８）。 新生代被称

为哺乳动物时代。

图 １６-３８　哺乳类适应辐射示意图（仿刘凌云和郑光美）
单孔类化石仅发现于新生代更新世，但从现存的单孔类之结构与机能看，它属于 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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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哺乳动物。 单孔类可能是三叠纪末出现的多结节齿类的后裔。
第四纪更新世及其以后，现代哺乳动物群逐渐形成。它们在除澳洲外的各大陆间进行迁

移混杂，适应各种环境条件而形成不同的类群。 澳洲因从白垩纪起即与其他大陆隔离，真兽

类未能侵入，有袋类在新生代辐射适应，形成与其他大陆真兽类平行进化的现象。

４　哺乳类小结

哺乳动物是脊椎动物中结构 完善，功能和行为 复杂，适应能力 强，演化地位 高

的类群。全身被毛，皮肤腺发达，四肢末端具爪、甲或蹄。骨骼高度发达，重而坚固，双平型椎

体，有椎间盘，封闭式骨盆。 空中飞翔的种类前肢有翼膜，水中游泳的种类四肢或前肢（后肢

退化）成鳍状，陆地生活种类的行走方式可分为 行式、趾行式和蹄行式。 具膈肌，皮肤肌发

达，咀嚼肌强大。 ４室心脏，具左体动脉弓，完全双循环，恒温。 呼吸系统十分发达，肺由大量

肺泡组成。 肉质唇是哺乳动物特有的结构。 槽生齿。 异齿型。 出现了口腔消化。 大多数哺

乳动物的胃为单胃，反刍动物具复杂的复胃。 后肾。 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高度发达，大脑和

小脑的体积增大，大脑具发达的新脑皮和非常明显的沟回结构，胼胝体是哺乳动物独有的构

造。 鼻腔内有复杂的鼻甲骨和较大的嗅囊。 中耳有 ３块传导灵敏的听小骨。 食肉目、灵长目

等动物的睾丸终生位于阴囊，食虫目、翼手目、鲸目等动物的睾丸终生位于腹腔中，兔形目、
啮齿目等动物的睾丸在繁殖期下降到阴囊中而在非繁殖期缩回到腹腔中。 雌性的子宫可分

为双子宫、对分子宫、双角子宫和单子宫四种类型。 生殖方式为胎生和哺乳。 胎盘可分为无

蜕膜胎盘和蜕膜胎盘两类，前者包括散布胎盘和叶状胎盘，后者包括环状脑盘和盘状胎盘。
哺乳纲包括原兽亚纲、后兽亚纲和真兽亚纲。 原兽亚纲是现存 原始的哺乳动物，只有

单孔目，仅分布澳洲及其附近的岛屿上。 属于后兽亚纲的有袋类主要分布于澳洲，少数分布

中、南美洲。 真兽亚纲是高等的哺乳动物类群，分布广泛，现存种类的 ９５％属之。

２３４ 动　物　学



第 １７ 章　动物 地理分布

１　动物的地理分布

１．１　动物的栖息地（ｈａｂｉｔａｔ）
栖息地是动物赖以生存的空间。在动物种的分布区内，每一种动物都以一定的方式生活

于某一特定的栖息地，从中获得其所需的食物（ｆｏｏｄ）、隐蔽处（ｃｏｖｅｒ）和水（ｗａｔｅｒ）等生存条

件，使得动物能够充分地进行个体发育，留下具有生命力的后代，并逐渐形成对特定栖息地

的适应，产生对特定栖息地的偏爱性和选择性。 同时，也正因为动物对特定栖息地的偏爱性

和选择性，使得栖息地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将会对野生动物的分布、数量、活动规律和行

为等方面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使得动物种群不可能分布到任何地方，它们只能生活在具

有维持它们生存所必需的基本条件的特定区域和空间，例如海洋、河流、森林、草原和荒漠

等。对于某些体内寄生虫来说，宿主的内脏器官就是它们的栖息地。栖息地的剧烈变化会使

动物丧失其生存空间，甚至导致动物的灭绝。
任何一种动物的生活，都要受到栖息地内各种要素的制约。 一般说来，动物的栖息地经

常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但又是时刻处于不断变化过程中，其变化一旦超过动物所能耐受的范

围，动物将无法在原地继续生存下去和进行繁殖，这个范围就是动物对环境适应的耐受区

限。 耐受区限决定着动物区域分布的临界线，通常每种动物的耐受区限是比较宽广的，但临

界线却是很难逾越的。各种动物在适宜环境以外的地区里，虽可暂时生存，但不能久居，更无

法进行繁殖。 在适宜区限内，还包含着一个范围更加狭窄的 适区限，－般动物的成体可以

在较广阔的适宜区限生活，但幼体发育却只能在 适区限内进行。
生活于不同栖息地的动物类群，在躯体结构和生活方式都具有与环境相适应的特性。不

同动物对栖息地的适应能力，有广、窄之别，广适性动物对栖息地的要求不严，适宜区限较

宽，栖息地的范围较大；窄适性动物对栖息地的要求甚严，适宜区限狭窄，栖息地的范围也

小。 动物栖息地扩大可使它的分布区往邻近地区逐步拓展；栖息地的环境条件恶化（如栖息

地丧失、片段化及退化）可导致有些动物的分布区缩小或甚至灭绝。
１．２　动物的分布区（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ｒａｎｇｅ）
动物种（或属、科）的分布区是指动物在地球上所占的一定地理空间，是地理学概念。 分

布区由栖息地决定，即栖息地决定种在分布区内的配置。 在地图上标出某种动物的分布点，
然后用线将边界上的点连接起来，就能清晰地勾画出种的分布区及其边界。



动物的种或其他分类类群， 初从发生中心或起源地发生，然后逐渐向四周扩展。 动物

的现代分布区，一般都经过相当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地球上所发生的各种变化，如地壳运动、
气候变化以及人类活动等，往往都会直接地或间接地对动物分布产生影响。 因此，动物种或

类群的现代分布区，可能经过了多次变迁，发生中心并不一定在现在的分布区内，有时还可

能相隔很远。当然，种的发生中心，也可能与现代分布区相吻合，这种情况只有在一个种从出

现直至现今，其分布区一直处于相对稳定的条件下才有可能。
动物的种群，由种的发生中心分布到另一地区的过程即为扩展，其结果是扩大了种的分

布区。扩展一般可以分为主动扩展和被动扩展两种。主动扩展是指动物不依靠外界因素，只
依靠自身力量所进行的一种积极迁移活动，扩展其分布地区。被动扩展是主要依靠外界因素

如水流、风、气候、其他生物及人类等进行的扩展。
动物在扩展分布区时，往往会遇到各种障碍和阻限，对不同种的动物，起阻限作用的环

境因素和及其程度是不同的。 按其性质可分为非生物阻限和生物阻限两类。 非生物阻限包

括地形、气候、海洋、河流和沙漠等。 生物阻限包括食物的不足、中间宿主的缺乏、敌害的存

在，以及种间竞争等。 各种动物克服阻限的能力差别很大，有些动物种能够进行主动迁移和

被动运送，克服海洋和高山的阻碍而分布到世界各地；有些种如果没有被动运送的可能性，
而且本身固有的散布倾向不强，则轻微的阻限如海湾、不适宜的气候带，就能长期阻止动物

的散布。
根据种的分布区相对集中性和自然区域特点，世界陆栖脊椎动物有全热带分布、环极分

布、大西洋两岸分布、太平洋两岸分布、两极分布、北极带高山分布和北方山地分布等分布类

型。 我国陆栖脊椎动物各纲“种”的分布类型有北方型、东北型、中亚型、高山型、旧大陆热带

－亚热带型、东南亚热带－亚热带型、横断山脉－喜马拉雅山型、南中国型和岛屿型等。
１．３　陆地自然条件和动物群的地带性分布

由于地球呈椭圆形并依一定的轨道旋转，以致投射在地表各个区域的太阳热能并不均

匀，使陆地的自然条件或称景观（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自极地向赤道呈现有规律的地带性分布：地处

极区附近的苔原（ｔｕｎｄｒａ）、位于远离海洋的温带草原（ｇｌａｓｓｌａｎｄ）、分布在温带和亚热带的

荒漠（ｄｅｓｅｒｔ）、介于苔原地带以南及阔叶林之间的针叶林（ｃ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或称泰加林，ｔａｉｇａ）、
属于亚热带温湿海洋性气候的阔叶林（ｄｅｃｉｄｕｏｕｓｆｏｒｅｓｔ）和赤道附近的热带雨林（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等。 在山地条件下，自然条件也呈现类似纬度带的垂直更替，称之为垂直分布（图
１７-１）。各种不同自然条件的地带内，分布着不同的代表性植物类型和生态地理动物群。生态

地理动物群内的优势种和常见种是组成动物群中的基本成分，对该地带的环境都有较强的

适应性，也是自然环境中的一个积极因素，它们不但能对植被、土壤等外界因素产生明显的

作用，而且与人类也具有密切的利害关系。
生态地理动物群与主要依据区系组成而划分的动物区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两者

的配合反映了现代生态因素和历史因素共同对于当地动物的影响，以及各地动物区系的发

展动态和形成过程。
１．４　水域的动物分布

（１）淡水生物群落（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ｂｉｏｍｅｓ） 依据水的流动状况不同，陆地淡水水域可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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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７-１　陆地自然条件水平分布和山地条件垂直分布的比较（仿 Ｈｉｃｋｍａｎ）
流水水体（ｌｏｔｉｃ，如河流、山溪和泉水等）及静水水域（ｌｅｎｔｉｃ，如湖泊、池塘和沼泽等）两个类

型。由于不同类型水体的生态条件不同，在动物区系组成及动物的生态适应方面也均有明显

差异。 与海洋生物群落相比，陆地淡水水域中的动物类群显得较为贫乏。
（２）海洋生物群落（ｍａｒｉｎｅｂｉｏｍｅｓ）　海洋不仅是生命的策源地，也是地球上生命 旺

盛的区域，栖息着 ２０００００种以上的海洋生物，其中 ９０％以上是无脊椎动物。 海洋由三大带

组成，即潮间带（ｔｉｄａｌｚｏｎｅ）、浅海带（ｎｅｒｉｔｉｃｚｏｎｅ）和远洋带（ｐｅｌａｇｉｃｚｏｎｅ）（图 １７-２）。

图 １７-２　海洋的三大带（仿 Ｂｒｅｗｅｒ）
潮间带是潮水每天涨落的高潮线与低潮线之间的区域。高潮线的上限称作浪击带，缺乏

严格的海洋生物。 潮间带理化条件极不稳定，动物种类较少，只有具备特殊适应能力的动物

才能生存。
浅海带是由潮间带以下至 ２００ ｍ左右深的海洋，很多地区（如我国的黄海和渤海）的海

底倾斜平缓，平均斜度约为 ０．１０，由此构成广阔的大陆架（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ｓｈｅｌｆ）。浅海带是海洋

生物生长 繁盛的区域，所以浅海带或大陆架就成了浮游生物生长和多种动物，特别是绝大

多数海洋鱼类的主要栖息地及一些远洋鱼类的产卵区，很多地区还因此而形成了著名渔场。
远洋带为浅海带以外的全部开阔大洋，其上层 ２００ｍ处尚有阳光透入，其间的动物群落

组成与大陆架内大体相仿；其下层是世界上 大的一个动物生活环境区，也是一个既特殊又

严峻的动物栖息地；深海区的动物种类及数量均甚稀少，仅少数具有特殊适应结构的动物类

群能在这样苛刻的条件中生存。
根据计算，在海洋的整个生物量中，浅海带超过 １０００ ｇ／ｍ２ ，在 ２００ｍ深处为 ５０ ｇ／ｍ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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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０ ｍ深处为 １ ｇ／ｍ２ ，深海处为 ０．１ ｇ／ｍ２ 。 由此可见，海洋的沿岸浅海区，尽管只占整个海

洋总面积的 ２．５％，但对动植物的生存却极为重要。

２　世界及中国动物地理区系的划分

动物区系（ｆａｕｎａ）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地理隔离和分布区的一致所形成的动

物整体，也即有关地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和在现今生态条件下所生存的动物群。
２．１　世界动物地理分区概述

世界陆地动物区系可划分为古北界、新北界、热带界、东洋界、新热带界、澳洲界等六个

动物地理界（ｆａｕｎａｒｅａｌｍ）（图 １７-３）。

图 １７-３　世界陆地动物地理分区（仿张荣祖）
（１）澳洲界（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ｒｅａｌｍ）　包括澳洲大陆、新西兰、塔斯马尼亚以及附近的太平洋

上的岛屿。 澳洲界动物区系是现今所有动物区系中 古老的，仍保留着中生代晚期的特征，
突出的特点是缺乏现代地球上其他地区已占绝对优势地位的胎盘类哺乳动物，并保存了

现代 原始的哺乳类——原兽亚纲和后兽亚纲动物。原兽亚纲是该区特有的哺乳动物；后兽

亚纲动物在该区种类繁多，成为该亚纲的适应辐射中心。 鸟类中的鸸鹋（澳洲鸵鸟）、食火鸡

和无翼鸟（几维鸟）等为本界所特有。现存 原始的爬行动物——楔齿蜥，仅产于本界新西兰

附近的小岛上。在两栖类和爬行类中，只有极原始的滑跖蟾和鳞脚蜥科等少数种类分布于该

区，且没有蛇类。 澳洲肺鱼为本区某些淡水河流中的特产。
（２）新热带界（Ｎｅｏ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ｒｅａｌｍ）　包括整个中美、南美大陆、墨西哥南部以及西印度

群岛。新热带界动物区系的特点是种类极为繁多而特殊。哺乳类中的贫齿目、灵长目中的新

大陆猿猴、有袋目中的新袋鼠科、翼手目中的魑蝠科和吸血蝠科、啮齿目中的豚鼠科等均为

本界所特有。 鸟类中有 ２５个科为本界的特有科，其中 著名的代表为美洲鸵鸟、 和麝雉。
蜂鸟科有 ３００多种主要分布在本界。 爬行类以鬣蜥科为代表，如美洲鬣蜥等；两栖类以树蛙

和负子蟾等为代表；鱼类中的美洲肺鱼、电鳗和电鲶为本界所特有。
（３）热带界（Ｅｔｈｉｏｐｉａｎｒｅａｌｍ）　包括阿拉伯半岛南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整个非洲大

陆、马达加斯加岛及附近岛屿。该界动物区系的主要特点表现在区系组成的多样性和拥有丰

富的特有类群。哺乳类有蹄兔目和管齿目特有目，金毛鼹科、獭 科、鳞毛鼠科、跳兔科、滨鼠

科、河马科、长颈鹿科等特有科动物，以及大猩猩、黑猩猩、狒狒、斑马和非洲象等特有种。 鸟

类的特有目有鸵鸟目和鼠鸟目。 爬行类中的避役、两栖类中的爪蟾、鱼类中的非洲肺鱼等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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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本区著名代表种类。热带界的动物区系与东洋界拥有某些共同的动物群，如哺乳类中的长

鼻目等及鸟类中的犀鸟科等，反映出这两个界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密切的联系。 然而，有些在

旧大陆普遍分布的科却不见于本区，如哺乳类中的鹿科及鸟类中的河乌科等，这显然是由于

长期地理隔离而限制了其他地区动物侵入的缘故。
（４）东洋界（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ｒｅａｌｍ）　包括亚洲南部喜马拉雅山以南和我国南部、印度半岛、斯

里兰卡岛、中南半岛、马来半岛、菲律宾群岛、苏门答腊岛、爪哇岛和加里曼丹岛等大小岛屿。
东洋界动物区系具有大陆区系的特征，动物种类繁多。 特有哺乳类有皮翼目，灵长类的树

科、眼镜猴科和长臂猿科，啮齿目的刺山鼠科等类群的物种。 鸟类中的和平鸟科及爬行类中

的平胸龟科等亦为特有科。此外，本界内大型食草动物比较繁盛，如印度象、多种鹿类及羚羊

等。 鸟类中的雉科、椋鸟科和卷尾科等的分布中心都在本界内。 爬行类中的眼镜蛇、巨蜥和

龟等在本地区的数量及分布也均较突出。
（５）古北界（Ｐａｌｅａｒｃｔｉｃｒｅａｌｍ）　包括欧洲大陆、北回归线以北的非洲与阿拉伯半岛以及

喜马拉雅山脉以北的亚洲。本区与新北界（北美洲）的动物区系有许多共同的特征，因而有人

将古北界与新北界合称为全北界。如鼠兔科、松鸡科、大鲵科、鲈鱼科等，均为全北界所共有。
古北界陆栖动物的特有科较少，但具有不少特有属，如鼹鼠、狼、狐、刺猬、獾、牦牛、骆驼、金
丝猴、熊猫、羚羊以及山鹑、鸨、沙鸡、沙蜥和花背蟾蜍等。

（６）新北界（Ｎｅａｒｃｔｉｃｒｅａｌｍ）　包括墨西哥以北的北美洲。 本界动物区系所含科别总数

不及古北界，但具有一些特产科，例如叉角羚羊科、北美蛇蜥科、鳗螈科和雀鳝科等。 此外像

美洲河狸、美洲驼鹿和白头海雕（H aliaeetus leucocep halus）等为本区特有种类。
对于上述六大陆地动物地理界的概述，可以简单归结为以下几点：
（１）大陆上同一纬度的不同部分，动物区系自极地向赤道的差异越来越大。
（２）不同类群的古老动物（如肺鱼、喙头蜥、鸵鸟、鸭嘴兽和袋鼠）现仅存于北回归线以南

地区，但在此线以北有化石发现。现存于北回归线以北的动物，在此线以南未曾发现过化石。
（３）非洲、澳洲与南美洲隔离之前曾有过一段接壤时期，因而三洲具有一定程度类似的

动物区系。 欧亚大陆与北美洲在白令海峡地区也曾有过相连，所以具有某些共同的特产动

物，如短吻鳄科和白鲟科等。 澳洲与泛大陆的分离较早，故哺乳纲中的真兽亚纲动物未曾侵入。
２．２　中国动物地理区划

中国大陆的动物区系分属于古北界与东洋界两大区系，以横断山脉北端，经过川北岷山

与陕南的秦岭，向东达于淮河一线为分界线。 由于中国疆域广大，地形复杂，景观丰富，自然

气候带多，加之第四纪冰川时期我国又未遭受冰川的完全覆盖，使得我国的大陆动物区系变

化不太剧烈，形成了动物种类繁多、特有种多、较古老或珍稀种类多的区系特点，如大熊猫、
金丝猴、白鳍豚、褐马鸡、扬子鳄、鳄蜥和大鲵等。

我国是古北界区系 丰富的地方，于我国可分为两亚界，即东北亚界和中亚亚界。 在我

国境内东北亚界又分东北区和华北区，中亚亚界分蒙新区和青藏区。在我国范围内的东洋界

属于中印亚界，包括西南区、华中区和华南区。 根据现代陆栖脊椎动物和昆虫地理分布的研

究，我国大陆的动物区系可在划为上述 ７个区的基础上，进一步分为 １９个亚区（图 １７-４）。受
气候、植被和地形地貌等因素影响，各动物地理区和亚区的动物区系组成特点各异，并在不

同的地理区和亚区分布着不同类型的生态地理动物群（表 １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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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７-４　我国动物地理分布区（自程红）
１．东北区； ２．华北区； ３．蒙新区； ４．青藏区； ５．西南区； ６．华中区； ７．华南区

表 １７-１　中国动物地理区划及生态地理动物群的关系（自张荣祖）
界 区 亚区 生态地理动物群

古
北
界

东
　
洋
　
界

东北区

华北区

蒙新区

青藏区

西南区

华中区

华南区

大兴安岭亚区（附阿尔泰山地）
长白山地亚区

松辽平原亚区

黄淮平原亚区

黄土高原亚区

东部草原亚区

西部荒漠亚区

天山山地亚区

羌塘高原亚区

青海藏南亚区

西南山地亚区
高山带

中、低山带

东部丘陵平面亚区

西部山地高原亚区

闽广沿海亚区

滇南山地亚区

海南岛亚区

台湾亚区

南海诸岛亚区

寒温带针叶林动物群

温带森林－森林草原、农田动物群

温带草原动物群

温带荒漠、半荒漠动物群

高地森林草原－草甸草原、寒漠动物群

亚热带林灌、草地－农田动物群

热带森林、林灌、草地－农田动物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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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８ 章　野生 动物的保护

野生动物（ｗｉｌｄｌｉｆｅ）通常是指所有自由生活在它们自然相应环境中的脊椎动物。 当然，
关于野生生物的含义则广泛得多，包括自然生态系统中所有的动植物。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
人们对于野生动物概念的理解各异，至今未能达成共识。 一般而言，野生动物所涵盖的范围

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泛指兽类、鸟类、爬行类、两栖类、鱼类、软体动物和昆虫等；狭义

上指兽类、鸟类、爬行类和两栖类。

１　野生动物的价值

１．１　经济价值

野生动物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自然资源，亦是一类可再生的自然资源。野生动物的经

济价值主要是指在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买卖中获取的货币价值，如从出售动物的毛皮、肉、
药材、工艺品以及生化制品中所获的经济收益。 尽管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现代人类生存对

野生动物的直接依赖程度下降了，但是，野生动物作为食品、药材、香料、装饰品、狩猎纪念

品、工艺品、毛皮羽制品和工业原料等的需求却在增加。
野生动物作为食品是人们利用野生动物 为直接和基本的方式。在非洲的一些国家，野

生动物仍然是人类食物中动物蛋白的主要来源，如博茨瓦纳年消耗的跃兔可达 ３００多万千

克，尼日利亚每年吃掉的巨鼠有 １０万吨。在我国，野生动物是中药的重要来源和祖国医药宝

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有 １２８００ 多种中药材资源，其中有 １５００多种动物。野生动物的毛皮

革羽被人类所广泛使用。 如水獭、熊、貂、海狸等的毛皮可做裘料、垫褥、帽、鞋等御寒用品；
蛇、鳄、鲨鱼等的皮可以制革和加工革制品。 著名的裘皮兽种类有紫貂、石貂、水獭、猞猁等。
经济价值较高的动物种类有黄鼬、鼬獾、赤狐、貉、豹猫、麝鼠、旱獭和松鼠等。

地球上生活的每一种野生动物都拥有其独特的基因库，这是自然界生物进化至今所保

存的极其珍贵的资源。随着现代分子生物学的发展，野生动物所拥有的基因资源已发挥出越

来越重要的经济价值。野生动物不仅可为家养物种的基因改良提供新的基础材料，而且可为

基因产品的开发提供材料平台。
野生动物的经济价值不仅体现在为人类提供上述直接产品，而且还为人类提供越来越

重要的间接产品。 例如，通过野生动物观光和娱乐性狩猎与垂钓等所产生的巨大娱乐价值。
不少野生动物以其形色、姿态、声韵或习性的优异，足以怡情悦目，给人们以精神享受，增加

生活情趣。因此，野生动物已成为娱乐和旅游的重要资源。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节假

日的增多，越来越多的人乐意到国家公园和各类自然保护区游览，而参加狩猎、垂钓、观鸟、



摄影、徒步旅行和野营等生态旅游活动的人数亦日益增多。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以野生动物为主题、以教育和娱乐为目的的书籍、绘画、摄影、电

视和电影等方面的作品，在拓宽人们的知识、强化教育、提供更好的关于环境的知识以及丰

富人类的经验等的同时，亦为人类带来了十分可观的经济效益。
当然，野生动物还具有我们目前无法估量的选择价值，即潜在的、将来在某一方面为人

类社会提供的一种经济效益。由于人类对野生动物的研究还存在许多空白，很多野生动物的

潜在经济价值还有待科学家的深入研究，这些野生动物一旦丧失就意味着人类再也无法获

取。
１．２　野生动物的生态价值

野生动物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而且还具有更重要的生态价值。野生动物作为生态

系统的重要组分，在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进
而使生态系统保持相对的稳定，为地球上的生命提供维持系统。 生态系统内的生物与生物、
生物与非生物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的关系，由有机体与环境间所构成的结构复杂、相
对稳定、各生物种群持续生存、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进化过程持续的生态系统可为地球生命

提供生命支持系统。其中的生物按照生物营养金字塔的形式进行分层，每层间通过来自于太

阳并向上流动的能量建立联系。 能量向上流动的速率与特征决定于植物和动物群落的复杂

结构。 不同种类的生物之间多样性越复杂，能量滞留在这里的时间就越长，对进化过程连续

时间的贡献就越大，就会产生更多的多样性，生命支持系统就更为稳定。
如果由于人类活动的严重干扰，导致野生动物的灭绝，不仅会影响到资源的利用，而且

还可能使生态系统稳定性受影响，从而危及人类的生产与生活。 在自然生态系统中，许多野

生动物是系统中的初级消费者，如藏羚、白唇鹿、牦牛、大熊猫、竹鼠等，这类草食动物的啃食

通常增加植物的物种多样性。野生动物也有生态系统中的次级及 高级消费者，如虎、云豹、
黄鼠狼等，此类肉食动物以捕食草食动物为生。 因此，野生动物是维系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和

物质循环的重要环节，是生态系统中的活跃部分。
野生动物的生态价值还体现在物种关系方面，物种作为自然群落的部分，以复杂的方式

相互作用。一个物种的损失可能对这个群落的其他成员具有深远的影响，产生物种连锁性的

灭绝，或者使整个群落不稳定。 某些具有生产利用价值而由人们经营的许多作物，它需要依

赖于其他野生生物才能延续其生命。因此，一种对人类几乎没有直接价值的野生动物的减少

可能导致另一种对人类有重大经济价值的动植物种的相应减退或一种有害物种的增加。
１．３　野生动物的美学与伦理价值

野生动物作为美和自然的化身，具有超越经济价值的精神和美学价值，这是野生动物价

值体现的一个重要方面。尽管人类的美学观点是多样的，但几乎每一个人都从美学上喜欢野

生动物和风景。 例如，人们对大熊猫的喜爱，对各种野生鱼类、鸟类和大型兽类的喜爱，进而

产生了一系列以欣赏野生动物为主题的野生动物观光业和产品。不仅如此，自古以来各种各

样的宗教思想家、诗人、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均以积极的方式运用野生动物这一主题，使野

生动物成为文学、诗歌、艺术和音乐创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为人类创作各类精神作品。因
此，野生动物的损失将削弱了人们叩开灵感源泉的能力。

０４４ 动　物　学



随着人类文化和文明的发展，人类的伦理与道德责任的运用空间也在不断扩大，并且已

从人类自身逐步向动物、所有物种、生态系统以及 终整个地球在内的责任方向延伸。 越来

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每一物种都有生存的权利。每一个物种的生存需要受到保护，不管它对

人类的丰富性或重要性如何，不论物种是大是小，是简单还是复杂，是古老的或者是近代进

化的，是经济上重要的或者是没有直接经济价值的。 所有物种是生物世界群落的一部分，享
有同人类一样的生存权利。 每一个物种具有其自身价值，即一种与人类需要无关的内在价

值。 人类是大生物群落的一部分，要尊重和珍视一切物种，人类不能以伤害其他物种的利益

来获取人类自身的利益。
生态系统内所有物种的内在价值是平等的，因此人类必须与其他物种共同生活在同一

个生态范畴之内。作为生态系统中的消费者和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将要去做的就是保

护生物群落的利益，包括其整合性、稳定性和美好性，保护整个生态系统和地球生命维持系

统。当然，人类作为生态系统中的消费者，可以利用生态系统中的其他部分，但不能损害群落

的利益和破坏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群落利益是伦理价值行动的 终测度。人类的活动必须

大限度地减少对自然环境的损害，因为这种损害将损害其他物种和人类自身。

２　野生动物面临的问题与现状

自从 ３８亿年前地球进入生命发展时期以来，地球上的生物物种就处于不断地产生和灭

绝的过程之中，并在整个生物进化史中经历了 ５ 次物种大灭绝事件。目前地球上的生物正处

于从 １万年前第四纪的晚更新世开始的第 ６次物种大灭绝事件之中，并以岛屿型物种、大型

哺乳动物和鸟类的灭绝为标志。 这一次的大灭绝事件和以往任何的大灭绝事件不同：（１）在
生物历史上，以前从未出现过有如此众多的生物种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遭受灭绝的威胁；（２）
灭绝的原因是人类的活动。 更为严重的是生物多样性受到的威胁还在与日俱增。

大量的数据证实，人口膨胀、森林锐减、过度猎杀、环境污染等是全世界野生动物处境危

险的主要因素。目前，作为生物多样性的一部分和地球生命维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野生

动物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人类的胁迫。 根据已有证据，自 １６００年以来已有 ８３种哺乳动物

和 １１３种鸟类灭绝，其中 ９９％以上的灭绝是由人类的活动所致的。
２．１　栖息地的破坏、片段化和退化

栖息地是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空间。 每一种野生动物都以一定的方式生活于某一特定

的栖息地，从中获得其所需的食物、隐蔽处和水等生存条件，并逐渐形成对特定栖息地的适

应，产生对特定栖息地的偏爱性和选择性。 同时，也正因为野生动物对特定栖息的偏爱性和

选择性，使得栖息地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将会对野生动物的分布、数量、活动规律和行为

等方面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栖息地的剧烈变化甚至会使野生动物丧失其生存空间，导致

野生动物的灭绝。 因此，人类活动导致的栖息地破坏、片段化和退化等产生的影响是野生动

物面临的第一大威胁。
栖息地的破坏、片段化与丧失及栖息地退化是生物多样性下降和脊椎动物灭绝的 大

威胁。 随着全球自然栖息地面积不断缩小、自然栖息地破碎成许多碎片以及碎片数量的增

多，致使自然栖息地越来越多地成为片段化与岛屿状分布，形成了大量的栖息地岛屿，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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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物种的丧失。栖息地的丧失对现今趋于灭绝的脊椎动物是 大的威胁，例如自农业社会

前期以来，由于栖息地变成农田已使全球鸟类总数减少 ２５％。 森林是目前近 ３／４ 的濒危鸟

类赖以生存的主要栖息地，但在过去的 ３００ 年中，农田由占地球表面积的 ６％扩展至将近

１／３，每年约 １３００ 万公顷森林被毁。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人口稠密的岛屿，绝大多数的

原始栖息地都已经被毁。 例如，在 ６１个热带国家中已有 ４９ 个国家 ５０％以上的野生动物栖

息地已遭到破坏；在亚洲热带国家和地区中，６５％的野生生物栖息地已不再存在，其中孟加

拉国高达 ９４％、中国香港 ９７％、斯里兰卡 ８３％、越南和印度均为 ８０％。 又如，由于森林的采

伐我国大熊猫的栖息地在 ２０ 世纪的 ５０－８０ 年代的 ３０ 年间减少了 ５６％，有不少分布区已

呈孤立的岛状分布。
栖息地退化与污染使许多野生动物处境危险。例如，许多印度兀鹫取食服过药品的牲畜

后中毒死亡，使其数量在不到 １０ 年内减少了 ９５％；欧洲西部的普通农田中的鸟类数量亦因

栖息地退化而在 １９８０－２００３年期间减少了 ５７％。 人类施用的化肥、杀虫剂等化合物不仅可

直接导致许多野生动物死亡，而且含有化学品的径流会对水体和湿地产生污染，使得许多水

生野生动物和湿地水鸟中毒死亡。ＤＤＴ残留物质、二 英、多氯化联（二）苯等持久性有机污

染物在食物链中积聚，还可导致野生动物的畸形、不育和疾病。 例如，引起上个世纪 ５０年代

和 ６０ 年代全球性的猛禽数量减少的 重要原因就是杀虫剂污染导致其繁殖失败所致。因为

人们使用的杀虫剂 ＤＤＴ能分解为一系列的衍生物，使卵壳变薄，胚胎的正常发育受到抑

制，并改变发育成熟鸟类的行为，甚至直接导致鸟类死亡。
由大气污染引发的气候变化是野生动物面临的新威胁，全球 １／３ 动植物有可能因气候

变化而在 ２０５０年以前灭绝。 在过去的 ３０ 年中，全球气温升高了 ０．６℃，使一些鸟类的迁徙、
繁殖和栖息地范围发生了变化。而对那些迁移能力较弱的野生动物而言，它们将比迁徙鸟类

面临更大的生存危机，尤其是在地球的极地度过一生或部分时间的野生动物更易受到气温

升高的影响。 例如，北极迁徙水禽的数量将随着气候变暖改变其脆弱的生态系统而减少；南
半球 １７种企鹅中 １０种濒临灭绝的企鹅，由于本世纪全球气温还将升高 １．４～５．８℃，其生

存环境亦将进一步恶化。
２．２　资源过度开发、外来种引入和病害

为获取食物和贸易而进行的野生动物狩猎等直接的资源开发活动是野生动物面临的第

二大威胁，资源的过度开发已对世界上濒危物种中约三分之一的种类和其他某些物种构成

威胁。
美洲旅鸽曾是地球上数量上 多的一种鸟，其数量在 １９世纪初曾达 ５０亿只。 然而，作

为重要的狩猎动物，遭到大量猎杀，到 １９００ 年 ３月，野生旅鸽在野外因猎杀而绝迹， 后一

只于 １９１４年死于动物园。 １９ 世纪末，北美草原上生活着约 ６０００万头美洲野牛，人们为了获

取牛皮，仅 １８７１年一年就猎杀了 ８５０ 万头。到 １８８９年，只剩下 １５０ 头， 后一头野牛在 １８９４
年被射死。 此外，中国的特产动物麋鹿与蒙古野马、欧洲野牛等大型食草兽都遭到与美洲野

牛同样的命运。
非本地物种的有意或无意引进（即外来种引入）是野生动物面临的又一严重威胁。 许多

物种由于无法跨越大环境障碍而进行扩散，从而使它们的分布受到限制。由于地理隔离的结

果，使得物种的进化格式在世界每个主要地区以不同方式进行着。 然而，人类的活动已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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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改变了上述情况。特别是在当今时代，大批物种被有意和无意地引入到非乡土的外地。而
这些外来种引入之后，它们捕食当地物种，或与当地物种竞争资源，使之在竞争中出局，或改

变当地野生动植物栖息地，使得当地物种受到前所未有的胁迫。如果被引入的物种是病原微

生物的话，它们一旦被带到一个新的地方，便会因当地野生动物对其几乎没有任何抗性而引

起病害的流行，进而影响野生动物的生存。
２．３　野生动物受胁现状

全世界共有哺乳动物约 ４０００种，鸟类 ９０００ 种，爬行类 ６３００种，两栖类 ４２００种。由于人

类活动的影响，自 １６００年以来已有许多野生动物灭绝（表 １８-１）。
表 １８-１　１６００ 年至今的野生动物灭绝记录

类 群 灭绝数 估计总种数 １６００年来灭绝的种类百分率／％
哺乳类 ８３ ４０００ ２．１
鸟　类 １１３ ９０００ １．３
爬行类 ２１ ６３００ ０．３
两栖类 ２ ４２００ ０．０５

　　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ＩＵＣＮ）的受胁物种等级标准，受胁物种可分为绝灭（ＥＸ）、野外

绝灭（ＥＷ）、极危（ＣＲ）、濒危（ＥＮ）、易危（ＶＵ）和低危（ＬＲ）等受胁等级，以及数据缺乏（ＤＤ）
和未予评估（ＮＥ）等类型。 根据 ２００６年的 ＩＵＣＮ评估，全世界的受胁物种数达到 １６１１８ 种，
其中哺乳类 １０９３种、鸟类 １２０６种、爬行类 ３４１种、两栖类 １８１１种（表 １８-２）。

表 １８－２　野生动物受胁状况（ＩＵＣＮ， ２００６）
类 群 ＥＸ ＥＷ 小计 ＣＲ ＥＮ ＶＵ 小 计

哺乳类 ７０ ４ ７４ １６２ ３４８ ５８３ １０９３
鸟　类 １３５ ４ １３９ １８１ ３５１ ６７４ １２０６
爬行类 ２２ １ ２３ ７３ １０１ １６７ ３４１
两栖类 ３４ １ ３５ ４４２ ７３８ ６３１ １８１１

　　中国受胁的鸟兽的种类数均排在世界的前列，中国野生动物的受胁状况相当严峻。中国

大陆列入 ２００６ 年ＩＵＣＮ受胁物种红色名录的陆生野生动物就有 ２９７种（表 １８-３），其中哺乳

类 ８４种、鸟类 ８８种、爬行类 ３４种、两栖类 ９１种；而中国香港和台湾分别有 ２５种和 ６１种列

入该名录。在枟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枠的附录Ⅰ和附录Ⅱ名单中，属于中国脊椎动

物的种类数分别是 ７９种和 ３９种。 １９８９年中国颁布的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枠中属于

Ⅰ级和Ⅱ级保护的有 ９６种和 １６１ 种。 其中兽类 ８２ 种，鸟类 １１１种，爬行类 １７ 种，两栖类 ７
种。根据资料，已经绝迹的动物有麋鹿、野马、高鼻羚羊等。野外生存的大熊猫、白鳍豚、华南

虎、东北虎和雪豹等 ２０多种动物已濒临绝灭的边缘。
表 １８－３　中国野生动物受胁状况（ＩＵＣＮ， ２００６）
哺乳类 鸟类 爬行类 两栖类

中国大陆 ８４ ８８ ３４ ９１
中国香港 １ ２０ １ ３
中国台湾 １３ ３０ ９ ９

３４４第 １８ 章　野生动物的保护



３　野生动物的保护

由于野生动物面临的严重胁迫和野生动物价值，以及野生动物产品（特别是直接以野生

资源为原料的产品的开发与利用）的开发对野生资源的影响，使得野生动物的保护愈来愈受

到从各国政府首脑到庶民百姓的普遍关注，并成为当前国际公众舆论的热点问题，各国政府

亦已经就保护生物多样性与野生动物达成共识。 自从 １９７３年枟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

公约枠（ＣＩＴＥＳ）签订以来，国际上已经签署了一系列国际公约，其中 为重要的有 １９９２ 年 ６
月在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签署的枟生物多样性公约枠和枟里
约宣言枠等。
３．１　生态文明与法制建设

人类文化与文明的发展到了 １８世纪 ６０年代开始进入了由科学文化产生的工业文明阶

段。工业文明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推动了社会的全面进步，但却又使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

机。而日益加剧的危机、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迫使人类必须进行新的文化选择。人类在经历了

自然文化、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之后，未来的文化应该是生态文化，未来的新社会应该是一

个生态文明的社会。 而生态文化建立将会产生生态哲学、生态意识、生态思维和生态伦理道

德。因此，生态文化将彻底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行为规范和行为方式，彻底消除人类对野生

动物的损害。
当然，生态文明社会的建立需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在这之前，为了有效地规范人

们对待野生动物的行为、逐步树立人们的生态意识和生态伦理道德，必须制定一系列的法律

与法规，用法律来保证野生动物的保护。这些法律有国际性的、国家性的，还有地方性的行政

命令等。 在这方面，各国政府和有关国际组织已进行了积极的努力，制定出许多法律、法规、
国际公约和条约，并已在保护野生动物的行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国际上有关野生动物保护

方法比较著名的有枟生物多样性公约枠、枟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枠、枟野生动物迁徙

物种保护公约枠、枟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枠和枟国际捕鲸公约枠等，
还有不少多边和双边的国际性协定，如枟中日候鸟保护协定枠和枟中澳候鸟保护协定枠等。

我国在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初期就有保护野生动物的行政规定，如 １９５０ 年颁布的枟关于稀

有动物保护办法枠。 之后国家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涉及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法规，如枟中华人

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枠、枟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枠、枟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枠、枟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枠、枟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枠、枟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枠、枟中
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枠、枟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枠、枟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

法枠和枟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枠等。 并在积极履行枟生物多样性公约枠等主要国际公约的同

时，制定了一系列有关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文件，如枟中国 ２１ 世纪议程枠、枟中国生物多样

性保护行动计划枠、枟中国 ２１世纪议程——林业行动计划枠、枟中国湿地保护行动计划枠、枟中国

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枠、枟中国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枠、枟中国环境保护 ２１
世纪议程枠和枟中国海洋 ２１世纪议程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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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野生动物保护的优先序

野生动物保护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要设法利用有限的资源（人力、经费及土地或水域）
保护尽可能多的物种。 为此需要考虑下列问题：（１）如何测度某一保护区的物种多样性？
（２）一些物种是否比其他物种更值得保护？ 怎样利用保护区物种多样性的互补性，达到尽量

利用数量有限的保护区、尽可能多地保护物种多样性？如何选择、设计保护区，以利用 少数

量的保护区覆盖某一类群的全部物种？
总之，人们必须客观地测度和评价各有关区域的野生动物生存状况，对各个区域按其多

样性的高低、受胁物种、特有种和聚集物种的数量和特殊生物相物种等指标，确立保护对象

优先序、保护区域优先序或保护区网络，达到利用有限数目的区域来保护 多的野生动物或

全部物种多样性的目的。
衡量野生动物保护对象优先序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物种濒危等级的评估。 研究受胁物

种的现状、原因及受胁等级的审定是保护生物学研究的基本内容。受胁等级的划分能对物种

的濒危现状和生存前景给予一个客观的评估，并提供一个相互比较的基础。受胁等级的划分

同时又能将物种按其受威胁的严重程度和灭绝的危险程度分等级归类，简单明了地显示物

种的濒危状态，为开展物种保护及制定保护优先方案提供依据。 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ＩＣＵＮ）于 １９９４ 年确定的濒危物种等级体系与指标，目前物种濒危等级划分为绝灭

（Ｅｘｔｉｎｃｔ， ＥＸ）、野外绝灭（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ｎｔｈｅＷｉｌｄ， ＥＷ）、极危（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ｙ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ＣＲ）、濒
危（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ＥＮ）、易危（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 ＶＵ）和低危（ＬｏｗｅｒＲｉｓｋ， ＬＲ）等类型。

衡量和选择优先保护区域 常用的指标是物种丰富度（ｓｐｅｃｉｅｓｒｉｃｈｎｅｓｓ）。同时，人们在

考虑物种丰富度的基础上结合区系成分的互补性提出了关键区系分析方法（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ｆａｕｎａ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用来确定保护某一特定类群的全部物种设计保护区优先序和 低保护区组合

（ｔｈｅｍｉｎｉｍｕｍｓｅｔｏｆａｒｅａｓ）。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Ｗｉｌｌｉａｍｓ等人结合利用现代生物系统学支序

分析的理论和成果，提出了可以反映物种在系统演化意义上的差异即分类多样性的计算方

法，并以此为基础，结合互补性，提出了一套更完善的保护优先区域的分析方法，即分类多样

性测度。
３．３　保护的具体措施

就地保护　野生动物长期保护的 好策略是保护在野外的自然群落和种群，称为就地

保护（ｉｎ-ｓｉｔｕ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其中建立自然保护区是就地保护野生动物的 重要方法与手

段。 根据枟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枠，自然保护区的含义是指“对有代表性的自然生

态系统，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有特殊意义的自然遗迹等保护对象所

在的陆地、陆地水体或者海域，依法划出一定面积予以特殊保护和管理的区域”。
迁地保护　对于许多濒危野生动物，在人类破坏日益增加的情况下，就地保护会成为一

个非常困难的选择。在野外的物种可能因为遗传漂变和近亲繁殖、种群统计学的和环境的变

化、栖息地损毁、栖息地质量恶化、外来种的竞争、病害或过度开发而衰减或趋于灭绝。 如果

一个残留种群对于延续生存来说太小，或者如果所有残留的个体都出现在保护区外面，那么

就地保护就可能无效。在这种情况下，保护物种免于灭绝的惟一有希望的方法是在人类控制

的人为条件下维持其个体。 这种策略被称为迁地保护（ｅｘ-ｓｉｔｕ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或易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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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ｆ-ｓｉｔｅ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目前迁地保护的 重要方式建立动物园和水族馆，以及通过建立野

生动物救护中心和繁育中心来增加目标物种的人工种群。
新种群的建立　保护生物学家已开发了一些作为迁地保护组成部分的令人鼓舞的保护

方法，其中包括建立稀有和濒危物种的新野生种群和半野生种群，以及增加现存种群的规

模。 这些试验对于生活在笼中的野生动物重新获得它们在生物群落中的生态和进化作用是

重要的。 再者，野外种群遭受灾害性破坏（例如流行病或战争）的机会可能比笼养种群的少。
此外，增加一个种的数量和规模就会减少它们灭绝的概率。

目前有三种基本方法已被用来建立新的动物种群：（１）重新引进计划（ｒ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它包括释放笼养动物或从野外采集动物并送到它们已较长期未被发现的历史分

布区。 重新引进计划的主要目的是在原先的环境创建一个新种群。 通常将动物释放到曾采

集到它们或它们的祖先曾生存的地点以保证对这个地点的遗传适应性。 当一个新保护区已

经建立时，当一个现存种群处在一种新的危险下不能在它现存地点较长期地存活时，或当自

然的或人为的障碍对该种的正常扩散产生阻碍时，也将动物释放到该分布范围的其他地方。
（２）增大计划（ａｕ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ｇｒａｍ），包括将动物释放到现存种群中以增加其规模和基因

库。 这些动物可以是在其他地方捕捉到的，或笼中饲养的。 （３）引入计划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包括将动物迁移到它们历史分布区以外的地方。 当已知一个种分布区内的环境

条件已不适于该种长期存活时，这种方法可能是适当的。 在它的历史分布区内，这个种可能

会遭受灭绝或严重衰退；如果原先引起衰退的因子仍然存在，重新引入可能是行不通的。 惟

一的选择是将捕捉到的野生个体或笼养个体引入到历史区域以外的地区建立新的种群。 将

一个种引到新地点必须慎重考虑，要确信这个种不会危害它的新生态系统或损害当地任何

濒危种的种群。释放的动物要仔细挑选，必须是在笼养时未检查出任何能传播和毁灭野生动

物的疾病。 再者，一个种可能在某些方面对新环境产生遗传适应性，而使它与原来的种群有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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