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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南草原高原鼢鼠年龄划分及其组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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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立高原鼢鼠（Eospalax baileyi）种群年龄鉴定划分标准，可为对其的监测及防控提供科学依据。
研究于 2015 年 5 月、10 月分别在甘南草原碌曲县采用夹捕法捕捉高原鼢鼠 469 只（雄鼠 209 只，雌鼠
260 只），在对样本进行逐个解剖和数据记录之后，参考其体重、体长、胴体重及毛色等，对高原鼢鼠
的年龄划分标准进行研究。依据胴体重将高原鼢鼠分为 6 组：亚成年组（雄 < 144 g，雌 < 106 g）
，成年
Ⅰ组（雄 144 ~ 210 g，雌 106 ~ 148 g）
、成年Ⅱ组（雄 211 ~ 276 g，雌 149 ~ 190 g）
、成年Ⅲ组（雄 277 ~
342 g，雌 191 ~ 232 g）
、成年Ⅳ组（雄 343 ~ 408 g，雌 233 ~ 274 g）和老年组（雄 > 409 g，雌 > 275 g）
。
年龄结构表显示，不同的季节和不同地理区域高原鼢鼠的种群年龄结构类型均为增长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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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e estimation i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for studying animal population ecology. The methods
of age assessment may help us to determine different individual or population criteria including growth rate,
age of sexual maturity, population birth rate, survival rate, age structure, etc. Furthermore, the age and its
variation can largely determine the potential and size of the population, and thus form a high population size
and cause the damages. The knowledge of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and composition can give us the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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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 for the animals management. Plateau Zokor (Eospalax baileyi) is a typical subterranean rodent
species inhabit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They usually dwell prairies, meadows and farm fields and form
dense populations, destroy crops, compete with other livestock, and cause soil erosion. Even worse, Zokors
population may reach pest levels when the grasslands are overgrazed by livestock and hence they aggravate
the grassland degradation. In our study, 469 Plateau Zokor (260 females, 209 males) were captured in Gannan
meadow, Luqu County during May to October 2015. The body length, body weight, carcass weight,
propag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individuals was recorded,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each age groups
body weights, carcass weights were analyzed by using t-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average body weight of
female and male Zokors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274.1 ± 2.7 g vs. 386.0 ± 5.7 g). Using body weight as
the standard, Plateau Zokor can be divided into 5 natural age groups. By inter-age group differences t-test,
adjace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ignificant (P < 0.05) (Table 1).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high correlationship between body length and body weight (Table 2). Moreover, we compared the efficiency
of age determination by body weights or carcass weights, and found out that the carcass weight is the more
suitable parameter. Taking the reproductive status as a reference, we divided the female and male Zokors into
5 age groups: Ⅰ, Ⅱ, Ⅲ, Ⅳ and Ⅴ (Table 3). The age determination of Plateau Zokor has followed a
growth-oriented pattern in different areas and seasons in Luqu County (Fig. 1 and Fig. 2). The formula of age
estimation by carcass weight obtained from the present study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chart in Plateau
Zokor control strategies.
Key words: Plateau Zokor, Eospalax baileyi; Carcass weight; Age determination; Gannan meadow

动物的年龄组成是其种群最基础的生态学

土流失等，是青藏高原草地生态系统中影响较

特征之一。年龄划分与鉴定是分析年龄组成的

大的啮齿类之一（陶燕铎等 1990，周立志等

关键，有助于估算个体生长率、性成熟年龄、

2002，苏军虎等 2013）
。高原鼢鼠的危害程度

寿命、种群出生率、存活率及年龄结构等（张

取决于种群数量的多寡，而种群数量的变动又

知彬等 1998），且年龄组成的变化及其幅度很

受年龄组成的影响。因此对高原鼢鼠种群年龄

大程度上决定了种群上升的潜力和大小，为种

组成的划分及其数量的研究，能够为其测报及

群数量的增多提供了基础，因此，掌握年龄鉴

防治工作提供重要的参考（汪志刚等 1996）。

定方法可为动物的管理与利用提供重要参考。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啮齿类动物年龄划分

啮齿动物个体小、数量大、密度高，种群波动

标准进行大量的研究，划分标准主要依据臼齿

较大（杨荷芳 1990），研究啮齿类种群的年龄

齿冠的磨损程度及臼齿形态变化、头骨形态的

和年龄结构，是对其进行有效防控的重要基础

变化及量度、体重、胴体重、水晶体重、后足

（陈立军等 2013）。

长、体长、皮板大小、毛色变化和繁殖特征等

高原鼢鼠（Eospalax baileyi）是青藏高原

（杨荷芳 1990，Purdey et al. 2004）。对于鼢鼠

特有的啮齿类之一（Norris et al. 2004，苏军虎

亚科动物，郑生武等（1984）根据顶嵴间宽将

等 2015）。常年营地下洞道生活，听觉、嗅觉

高原鼢鼠划分为 6 个年龄组，汪志刚等（1996）

灵敏，前爪坚硬锐利，是地下掘土类食草动物

依据体重将高原鼢鼠划分成 6 个年龄组。李晓

（Zhang et al. 2003）。它们在取食、交配、构筑

晨等（1992）利用头骨干重将甘肃鼢鼠（E.

巢窝洞道的挖掘活动中啃食牧草、堆土造丘覆

cansus）划分为 5 个年龄组。江廷安等（1996）

压牧草，数量较大时会造成植被减少，加大水

以胴体重作指标，参考头骨形态变化与量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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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殖特征，将甘肃鼢鼠划分 5 个年龄组。国廷

年平均温度 2.6 ℃，1 月份平均温度﹣9.0 ℃，

杰等（2000）依据体重、体长、胴体重作为指

7 月份平均温度 13.0 ℃，年绝对最高温度

标，参考头骨特征、毛色变化等，将东北鼢鼠

28.9 ℃，年绝对最低温度﹣30.6 ℃。等于和超

（Myospalax psilurus）划分 4 个年龄组。张碧

过 0 ℃年积温 1 214 ~ 2 477 ℃，全年无霜期

岱等（2013）采用头骨干重作为划分中华鼢鼠

56 d。年均降雨量 516 mm。土壤以亚高山草甸

（E. fontanierii）种群年龄的指标。由于种内及

土和高山草甸土为主。高寒灌丛草甸和高寒草

种间差异，各种划分标准都有其优缺点，但选

甸分别占全县草地面积 88.7%和 11.3%，是主

用和确定年龄鉴定的方法，应该根据种群的特

要放牧场，也是草原鼠害最为严重的区域。全

征及其影响因素而定，同时还应考虑所采用方

县鼠害发生面积 14.18 × 104 hm2，占全县草场

法的相对精确性和可行性（国廷杰等 2000，韩

总面积的 33.8%，其中高原鼢鼠危害面积 6.74 ×

崇选等 2006）。一般野外研究中基于体重划分

104 hm2，占鼠害草地总面积的 43.1%。高原鼢

年龄最为常见（张知彬等 1998），但体重指标

鼠是该区域草甸和草原的绝对优势种害鼠。采

影响因素较多，如孕鼠和食量对体重的干扰较

集高原鼢鼠的样地选择在植被、地形、海拔等

大（汪志刚等 1996）。在野外研究中会对啮齿

基本一致的高寒草甸，人为干扰（放牧等活动

类的繁殖特征进行分析，随之可以很便捷地将

均为夏季牧场）等情况相似。

其内脏全部去除，较容易获得胴体重这个指标。

1.2

动物捕获

若能依胴体重为年龄标准，则可以避免孕鼠以

2015 年 4、5 月及 9 和 10 月，两次在甘南

及食量对其年龄分组的影响，增加其科学性及

草原碌曲县用夹捕法捕获高原鼢鼠。5 月份采

准确性；还可减少如测定头骨干重、顶嵴间宽

集 469 只，其中，尕海区 3 个种群 94 只（雄性

等带来的繁琐和不便，增加年龄划分在野外研

51 只，雌性 43 只）
，美吾区 3 个种群 95 只（雄

究中的实用性和可行性。目前未见高原鼢鼠胴

性 37 只，雌性 58 只），加仓区 8 个种群 280

体重为标准划分其年龄的报道，获得胴体重为

只（雄性 121 只，雌性 159 只）；10 月份采集

指标的年龄划分标准，对于后期野外研究中年

到 91 只。将样本进行编号并注明具体采集地

龄结构认识及相关后续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为

点。逐个称量样本的体重，测量体长、尾长和

此，本研究采集了甘南州碌曲县的高原鼢鼠样

前、后足长等指标。之后对标本进行解剖，去

本，对每个样本进行解剖后测定其繁殖特征和

除全部内脏后测量胴体重，并做好相应记录（体

体重、胴体重等数据，分析了体重与胴体重年

长精确到 0.1 cm，头骨特征精确到 0.1 mm，体

龄分组的优劣，并对其进行显著性检验，旨在

重精确到 0.1 g）。

为高原鼢鼠的年龄准确划分及其组成提供依

1.3

据，进而为高原鼢鼠的测报及防治工作提供参
考。

1

年龄划分标准与方法
和其他啮齿动物一样，高原鼢鼠自出生开

始，体重随生长发育不断增长，至成年时，体

材料与方法

重增长速度逐渐减缓并趋向稳定，与此同时体
长等指标也在不断变化（汪志刚等 1996）
。通

研究区概况

常依据体重，结合毛色和繁殖状况等，将高原

采样区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

鼢鼠分为 6 个年龄组（郑生武等 1984），本研

县 （ 33°58′21″ ~ 34°48′48″N ， 101°35′36″ ~

究根据体重、胴体重的频次分配特征，选择以

102°58′15″E，平均海拔 3 500 m），该县地处

胴体重为标准进行年龄组划分。结合采集时间

青藏高原东北缘，地势高亢，地形复杂，绝大

以及高原鼢鼠的生活史，排除怀孕、产后体质

部分地区海拔都在 3 000 ~ 4 000 m 之间。境内

体况等，确定高原鼢鼠年龄划分的初步标准，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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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进行组间检验，依据标准差调整分组，最后

样本均处在成年组范围。因此，我们根据本研

确定划分标准，胴体重指标选取整数（四舍五

究划分标准和方法，对成年组以上的高原鼢鼠

入）。

进行年龄组划分（表 1）
。雌雄两性的体重均划

数据分析

分为 5 组，经显著性检验，雌雄两性各组之间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各个分组的数据（雌

均存有显著性差异，因此，暂定为每一个体重

雄性间和年龄组间）进行显著性差异检验，显

组为一个年龄组，其年龄顺序依次为Ⅰ、Ⅱ、

著性水平均为 0.05；采用线性回归方程对雌雄

Ⅲ、Ⅳ、Ⅴ。

1.4

体重与体长的差异性进行检验。利用变异系数

为了进一步证实该年龄组划分的可行性，

表示组内个体的变异程度，以 5 月份采集的种

进一步对各个年龄组的体重与体长进行相关性

群来分析年龄结构的地理变化，以 5 月、10 月

分析（表 2）
。结果发现，仅雌雄两性的年龄Ⅰ

份采集的种群来分析年龄结构的时间变化，所

组的体长与体重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其他各组

有统计分析由 Excel 2007 和 SPSS19.0 完成。

的体长与其体重之间均无显著的相关性，或是
具有负相关性。表明体长与体重的变化不是同

结果与分析

2
2.1

步的。主要原因是在成年以后，体长已趋于稳

依据体重划分

定，而体重参与了许多生活史过程，随着时间

在 5 月份采集到的 469 个样本中，雌鼠 260

的推移，肌肉结构的变化会导致其重量的增加。

只，平均体重（274.1 ± 2.7）g（158.5 ~ 454.3 g）
；

2.2

依据胴体重划分

雄鼠 209 只，平均体重（386.0 ± 5.7）g（207.2

分析以体重为标准的分组，观察到雌鼠第

~ 594.4 g）。雌雄鼢鼠体重差异显著（t =﹣

V 组仅包含 2 个样本，且该 2 个样本的平均体

18.777，P = 0.05）
。根据高原鼢鼠的生长规律，

重较雌鼠的平均体重高出 155.3 g。在体长与体

一般认为体重大于 180.0 g 的雄鼠和体重大于

重的相关关系中，雌鼠第Ⅳ、Ⅴ组的线性相关

160.0 g 的雌鼠即为成年鼢鼠。在采集的样本

关系为负相关。依据高原鼢鼠生长规律以及分

中，所有雄鼠均处在成年组之上，雌鼠中仅有

组原理，以胴体重为指标将雌雄鼢鼠各分为 5

1 只个体（体重 158.5 g）处在亚成年组，其余

组（表 3）。

表1
Table 1

高原鼢鼠年龄组成划分（体重）

Plateau Zokor age group composition (body weight)
体重 Body weight

性别
Gender

雄
Male

雌
Female

年龄组
Age group

样本数（只）
Sample size (ind)

Ⅰ

t 检验
T test

t0.05

6.9

TⅠ-Ⅱ 13.136

1.664

6.0

TⅡ-Ⅲ 18.534

1.658

22.6

4.7

tⅢ-Ⅳ 17.254

1.664

19.6

3.6

tⅣ-Ⅴ 11.461

1.714

6.4

tⅠ-Ⅱ 13.884

1.699

5.4

tⅡ-Ⅲ 23.480

1.645

17.8

5.0

tⅢ-Ⅳ 10.531

1.746

35.2

8.2

tⅣ-Ⅴ 4.866

1.761

平均值 ± 标准误
Mean ± SE (g)

范围
Range (g)

标准差
SD

变异系数（%）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CV

20

249.8 ± 4.9

180 ~ 280

22.1

8.8

Ⅱ

65

324.6 ± 2.7

281 ~ 363

22.3

Ⅲ

70

398.3 ± 2.8

364 ~ 443

23.8

Ⅳ

41

476.5 ± 3.5

444 ~ 525

Ⅴ

13

550.7 ± 5.4

> 526

Ⅰ

23

198.8 ± 3.5

160 ~ 218

16.8

9.3

Ⅱ

123

252.8 ± 1.5

219 ~ 277

16.2

Ⅲ

97

304.5 ± 1.7

278 ~ 338

16.3

Ⅳ

14

357.5 ± 4.7

339 ~ 394

Ⅴ

2

429.4 ± 24.9

>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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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鼢鼠各年龄组体长与体重的相关关系

Correlation between body length and body weight for Plateau Zokor

年龄组（体重）
Age group
(Body weight)

体长极限（cm）
Limits of body length

自由度 df
Degree of
freedom

Ⅰ

21.5 ~ 26.8

20

0.314

P < 0.05

Ⅱ

22.7 ~ 28.8

65

﹣0.002

P < 0.05

Ⅲ

22.8 ~ 30.3

70

0.044

P > 0.05

Ⅳ

23.5 ~ 33.2

41

0.251

P < 0.05

Ⅴ

24.5 ~ 30.5

13

﹣0.241

P < 0.05

Ⅰ

20.8 ~ 24.5

23

0.537

P < 0.05

Ⅱ

19.8 ~ 26.5

124

0.216

P < 0.05

Ⅲ

20.8 ~ 26.9

97

0.059

P < 0.05

Ⅳ

22.3 ~ 26.8

14

﹣0.310

P > 0.05

Ⅴ

23.0 ~ 25.3

2

﹣1.000

P > 0.05

雄
Male

雌
Female

表3
Table 3

相关关系（r）
Correlativity

P值
P value

高原鼢鼠年龄组成划分（胴体重）

Plateau Zokor age group divided standards (carcass weight)
胴体重 Carcass weight

性别
Gender

雄
Male

雌
Female

年龄组
Age
group

样本数（只）
Sample size
(ind)

平均数 ± 标准误
Mean ± SE (g)

范围
Range (g)

标准差
SD

变异系数（%）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CV

t 检验
T test

t0.05

Ⅰ

21

184.4 ± 4.2

144 ~ 210

19.4

10.5

Ⅱ

65

244.5 ± 2.4

211 ~ 276

19.7

8.1

TⅠ-Ⅱ 12.208

1.644

Ⅲ

65

302.5 ± 2.5

277 ~ 342

19.8

6.5

tⅡ-Ⅲ 16.766

1.658

Ⅳ

45

369.7 ± 3.0

343 ~ 408

20.4

5.5

tⅢ-Ⅳ 17.307

1.660

Ⅴ

13

437.4 ± 5.1

> 409

18.4

4.2

tⅣ-Ⅴ 10.741

1.671

Ⅰ

13

132.9 ± 2.9

106 ~ 148

10.3

7.8

Ⅱ

114

173.9 ± 1.1

149 ~ 190

11.9

6.8

tⅠ-Ⅱ 11.910

1.658

Ⅲ

105

208.8 ± 1.3

191 ~ 232

13.0

6.2

tⅡ-Ⅲ 20.784

1.645

Ⅳ

22

240.0 ± 1.5

233 ~ 274

7.0

2.9

tⅢ-Ⅳ 16.025

1.671

Ⅴ

6

298.7 ± 5.0

> 275

12.2

4.1

tⅣ-Ⅴ 11.304

1.943

对比各组|t|与 t0.05 的值（表 3），可以看出

对比表 1 和表 3 中雌性第Ⅴ组，发现以胴体重

雌雄各年龄组之间的差异均达到显著水平。因

为标准中的标准误、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均小于

此可以将雌雄年龄组各分为Ⅰ、Ⅱ、Ⅲ、Ⅳ和

以体重为标准的相应数据。这说明以胴体重为

Ⅴ 5 个组，该分组与以体重为标准的划分组一

划分标准能充分降低雌鼠繁殖对年龄划分的影

致，均为实际年龄相同的年龄段。对比分析表

响，以胴体重为高原鼢鼠的年龄划分依据更精

1 与表 3，以体重作为划分标准的各组标准差在

确。综合分析，除亚成年组外，本研究将 5 个

16 ~ 35 之间，雌性分组前 4 组在 18 左右，第

年龄组分别对应于高原鼢鼠成年Ⅰ组、成年Ⅱ

V 组为 35 左右；而以胴体重为标准的各组标准

组、成年Ⅲ组、成年Ⅳ组和老年组。

差在 6 ~ 20 之间，雌性 5 组标准差均在 10 左右。

2.3

这说明以胴体重作为划分标准更为准确。再次

年龄结构的地理和季节变化
以采自甘南碌曲县的 3 个区域 14 个不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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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为基础，分析不同的采集样地和采集时间对

比则略小于尕海区。以上对比证明加仓区高原

高原鼢鼠的年龄组成产生的影响。

鼢鼠的年龄组成偏大，加仓区较尕海、美吾两

2.3.1

不同地理种群高原鼢鼠年龄结构的变

个区域其年龄结构有明显变化，地理条件对高

化 14 个不同采集地，依据地理距离可划分为

原鼢鼠的年龄组成有一定的影响。

3 个区域，分别为尕海区（3 个种群）
，美吾区

2.3.2

（3 个种群）和加仓区（8 个种群）。然后对三

份采集的高原鼢鼠作为样本，以 10 月份的高原

个区域的高原鼢鼠年龄构成进行对比（图 1）。

鼢鼠作为对比样本，应用本研究中的胴体重年

对比尕海、美吾两地的高原鼢鼠雌雄年龄

龄划分标准进行划分，比较高原鼢鼠在不同季

组成，均为雌雄成年Ⅱ组占优势。观察两区域
雌性年龄组成，其变化序列由高到低均为成年

高原鼢鼠年龄结构的季节变化 以 5 月

节的年龄结构变化，结果见图 2。
图 2 的左侧为 10 月的高原鼢鼠年龄组成，

Ⅱ-成年Ⅲ-成年Ⅰ-成年Ⅳ组，且均未捕捉到老

右侧为 5 月的高原鼢鼠年龄组成。分析发现，

年组高原鼢鼠，两地每个年龄组所占比例也几

两个季节均是成年Ⅱ组占优势，10 月的成年Ⅱ

乎相同。观察两地雄性年龄组成，两地的成年

组占其种群总数的 56.6%，而 5 月的成年Ⅱ组

Ⅱ组、成年Ⅳ组和老年组所占比例没有较大变

占其种群总数的 38.1%。与 5 月份相比，10 月

化，仅尕海区成年Ⅲ组较美吾区偏多，美吾种

份（繁殖后）成年Ⅰ组、成年Ⅱ组增加显著。

群成年Ⅰ组较尕海种群偏多。两地雌雄年龄组

高原鼢鼠的亚成体一般为出生后的 3 ~ 7 个月。

成极为相似，地理差异不显著。

5 月份为繁殖季节，说明经过 5 个月左右的成

对比尕海、加仓两区域高原鼢鼠的雌雄年

长，大部分新生个体正由亚成体逐渐向成体过

龄组成，由雌性来看，加仓区为成年Ⅲ组占比

渡，本研究中在 10 月份采集的个体，其成年Ⅰ

最大，向着两端递减，其变化顺序由高到低依

组和成年Ⅱ组占有非常大的比例。而在成年Ⅲ

次为成年Ⅲ-成年Ⅱ-成年Ⅳ-成年Ⅰ-老年组，与

组以后，由于大量成年Ⅴ组种群的衰亡，使得

尕海区差异较大。再对比两地雄性年龄组成，

这三个年龄组所占的比例下降。总之，10 月的

加仓区依然是成年Ⅲ组占优势，成年Ⅳ组和老

高原鼢鼠种群年龄结构比次年 5 月的高原鼢鼠

年组占比例相较尕海区尤为高，而成年Ⅰ组占

年轻化，这与其繁殖后期成长、越冬期死亡率

图1
Fig. 1

3 个区域高原鼢鼠种群年龄雌雄组成

Age and sex composition of three area populations

a. 尕海区；b. 美吾区；c. 加仓区；图中纵坐标由下至上依次为成年Ⅰ组、成年Ⅱ组、成年Ⅲ组、成年Ⅳ组和Ⅴ组。
a, b, c presents area Gahai, Meiwu and Jiacang population respectively, figures in the bottom-up followed by the age of groupⅠ,Ⅱ, Ⅲ, Ⅳ and 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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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成年组进行划分。除亚成年组外，以往的研
究和本研究年龄分组基本一致，均为 6 个年龄
组。
高原鼢鼠是多年生的鼠种，每年产仔 1 ~ 2
次，4 ~ 6 月份是其繁殖期（魏万红等 1998），
平均妊娠率 37.96%，平均胎仔数 3.21（汪志刚
等 1995）。我们在野外调查中发现，高原鼢鼠
在出生 3 个月后其体重达到 70 g 左右。秋末个
体，即成长到 5 ~ 6 个月，体重达到 110 g 左右。
这部分个体年龄分组较易划分，我们将其统一
划分至亚成年组。经过越冬后，第 2 年高原鼢
图2
Fig. 2

不同季节年龄结构的对比

Comparison of age structure of Plateau Zokor
in different seasons

鼠个体即可参与繁殖，但比例较小，我们定义
为成年Ⅰ组。到第 3 年时，即越冬二年的个体，
大部分可参与繁殖（繁殖率为 85.11%，n = 94）
，

图中纵坐标由下至上依次为成年Ⅰ组、成年Ⅱ组、成年Ⅲ组、成

将其划分为成年Ⅱ组。但这时由于受繁殖、越

年Ⅳ组和Ⅴ组。

冬等因素的影响，成年Ⅱ组较成年Ⅰ组体重增

Figures in the bottom-up followed by the age of groupⅠ, Ⅱ, Ⅲ, Ⅳ

加不多。

and Ⅴ.

等有关。

3
3.1

讨论
高原鼢鼠年龄划分
年龄划分标准很多，但野外研究中一个科

学、便捷和高效的年龄划分标准则是最实用的。
胴体重随年龄的生长而增加，以胴体重为标准
的年龄鉴定方法是相对可靠的方法之一（鲍毅
新等 1984，杨再学等 2009，王也等 2014）。
胴体重标准同样适用于孕鼠和繁殖雄鼠，排除

经过三年的越冬和前期的繁殖经历，即Ⅲ
组和Ⅳ组的个体，绝大部分个体均能参与繁殖，
但在繁殖和越冬期消耗大量的能量，体况较弱。
高原鼢鼠繁殖时期，由于怀孕使得部分雌鼠体
重远高于其正长体重，以及部分雌鼠由于产仔、
哺乳后体质尚未恢复，会出现体长体重比例失
调（Tkadlec et al. 1998，张同作等 2006，
Vasileiadou et al. 2008），体重也增加不大，且
雌雄性增加程度差异较大，表现出明显的两性
大小异形（另文发表）。成年Ⅲ龄组以上，即绝
对年龄在 4 龄以上组，由于社群经验等，加之
其体重（较成年Ⅰ组和成年Ⅱ组）占有较大的

了繁殖状况和摄食对年龄鉴定的影响，优于体

优势，大部分参与到了繁殖竞争中，繁殖率达

重年龄鉴定方法（王永奇等 2015）
。在常规捕

到 90%以上，本研究中的繁殖率达 92.77%（n =

捉的鼠类样本中，胴体重也是最常用的数据指

83）。汪志刚等（1995）研究中发现 4 组最不稳

标之一。因此，采用胴体重作为划分标准划分

定，5 组、6 组稳定，这可能表现出了不同年龄

高原鼢鼠年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郑生武等

组生活的经验，也与本研究的结果相似，我们

（1984）发现高原鼢鼠顶嵴间宽变异系数最大，

推测在本研究的Ⅲ龄组中，由于参与繁殖竞争，

离散度大，容易辨认，并以此将高原鼢鼠划分

导致的迁移扩散和一定的死亡率等，出现了该

为 6 个年龄组。汪志刚等（1996）依据体重将

组个体比例不稳定的情况。

高原鼢鼠划分成 6 个年龄组。本研究只捕捉到

依据上述分析，我们发现成年Ⅳ组个体，

处于亚成年组的 1 只个体，样本量太小未能对

绝对年龄在 5 年以上，6 龄左右，这时个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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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均有机会参与繁殖。Ⅳ龄组以上称之为老体

本研究中未发现年龄结构的较大变化。研

组，这些老体组个体，经验丰富，均能参与繁

究中采集样本的三个区域均为高寒草甸植被，

殖，年龄应在 6 龄以上，但由于衰老等情况，

地形、地貌一致，海拔在 3 000 ~ 3 200 m 之间，

死亡率较高，个体比例较小。王也等（2014）

人为干扰（放牧）情况基本一致。但防控实践

发现三趾跳鼠（Dipus sagitta）会伴随自然衰老

和草地利用过程中的草地状况、放牧、气候等

而产生疾病和摄食困难的影响，单凭胴体重一

因素会对高原鼢鼠年龄结构和组成造成一定的

个指标不足以判断年龄，建议结合头骨臼齿磨

影响，张堰铭（1999）发现捕杀干扰下高原鼢

损程度等数据来进行年龄判定。本研究中的老

鼠年龄结构趋年轻化（幼年组和亚成年组比例

龄组雄性体重明显较高，但对于雌性分组较难

增高）。放牧、捕杀等影响下啮齿类会在行为、

判断，但雌体体重也较其他年龄组大，有关其

形态等多方面表现出一系列的变化（苏军虎等

衰老情况需要进一步分析。

2016）。后续的研究中很有必要分析放牧等因素

此外，地下鼠不同于其他地面鼠，地下鼠
生活环境独特，经受着高寒、低氧和潮湿等胁
迫（Nevo 2013），研究发现地下鼠寿命较长，

对高原鼢鼠年龄结构的影响。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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