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蛛网和蛛体挥发物诱导的阴暗拟隙蛛
（蜘蛛目：漏斗蛛科）种内选择偏好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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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化学通讯是蜘蛛类群普遍使用的种内和种间信息交流方式，极可能是蜘蛛进化过程中最初用来
进行个体之间信息交流的途径。本研究利用双向选择系统，测试了阴暗拟隙蛛（Pireneitega luctuosa）
对同种其他个体的蛛网和蛛体挥发物的选择行为，采用卡方检验的统计学方法、利用 SPSS 19.0 和 Origin
Pro 8 等软件对所测蜘蛛的选择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① 阴暗拟隙蛛雄蛛和雌蛛对来自同种异性
的蛛网（P < 0.001）和蛛体挥发物（P < 0.05）均具有显著的趋向性，雌、雄蛛在异性蛛网或蛛体挥发
物所在的选择盒表现更长时间的停留、探索、织网等行为；② 雄蛛和雌蛛对幼蛛蛛体释放出来的挥发
物均表现出显著的回避行为（P < 0.05），倾向于远离具有幼蛛挥发物的选择盒；③ 幼蛛对同种幼蛛和
雄蛛的蛛网（P < 0.001）以及同种幼蛛的蛛体挥发物（P < 0.05）均具有选择偏好性，说明幼蛛倾向于
与同种个体接近。我们的研究表明，阴暗拟隙蛛雄蛛、雌蛛及幼蛛的蛛网和蛛体挥发物能诱导种内其
他个体的趋向或回避行为，阴暗拟隙蛛幼蛛对同种幼蛛的选择偏好性可能是该种个体在同一地域聚集
分布的主要原因。我们的研究从行为学角度证实，阴暗拟隙蛛的蛛网及体表均携带有能够标识其性别
和龄期的相关信息化学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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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emical signals are generally applied by spiders for intra- and interspecific communication. It is
probably the first way that brought female and male spiders together for reproduction. In this study, choice
preferences of adults and spiderlings in the funnel-web spider Pireneitega luctuosa to conspecific webs and
body volatiles were tested using the two-choice arena system (Fig. 1). The Chi-square test was applied to
analyze the preferences of tested spiders in the two-choice experiments using software SPSS 19.0 and Origin
Pro 8. The results showed as the following: ① Both of the males and females displayed significant
preference to webs (P < 0.001, Fig. 2 & Fig. 3) and body volatiles (P < 0.05, Fig. 5 & Fig. 6) of opposite sex
in P. luctuosa. They stayed longer and showed more probing and weaving behavior in the chambers which
were occupied by webs or body volatiles from the opposite sex. ② Both of the males and females were
repelled by the body volatiles released from conspecific spiderlings (P < 0.05, Fig. 5 & Fig. 6). They preferred
to stay and weave their webs in the control chambers instead of the chambers occupied by body volatiles of
conspecific spiderlings. ③ Spiderlings of P. luctuosa were attracted by webs waved by both conspecific
spiderlings and males (P < 0.001, Fig. 4). They were also attracted by body volatiles released from conspecific
spiderings (P < 0.05, Fig. 7).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spiderlings of P. luctuosa preferred to live close to each
other, which is probably the critical factor to aggregated distribution of this spider species. Our study verified
that webs and body volatiles elicit preference or repellence behavior of conspecifics in the funnel-web spider P.
luctuosa, thus confirming that semiochemicals associating with spider webs and bodies are applied for
intraspecific communication and behavior orientation in P. luctuosa.
Key words Funnel-web spider; Pireneitega luctuosa; Web; Body volatile; Intraspecific communication

自然界中，无论是营群居生活或是营独居

difficilis）雄蛛能根据雌蛛所释放化学信息物质

生活的动物，都需要与周围的无机环境、同种

中特有的脂肪酸含量来辨别雌蛛的生殖状态

个体、异种个体（猎物、天敌）进行物质与信

（Chen et al. 2018）；Baruffaldi 和 Andrade

息的交流。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嗅觉在

（2015）对于两种寇蛛 Latrodectus hesperus 和

蜘蛛类群的种内及种间信息交流中起着重要作

L. hasselti 的研究表明，它们的雄蛛均可以从雌

用（Gaskett 2007，肖永红等 2010）
，蜘蛛可能

蛛网上遗留的信息素获得雌蛛的饮食情况，从

通过分布于步足上的化学感受器——味觉毛来

而选择营养充足且具潜在较高繁殖力的处女雌

识别同种或异种个体释放在环境介质中的信息

蛛求偶交配，进而大大增加了交配成功率。从

化学物质，以完成信息交流（肖永红等 2012）
。

得到化学结构鉴定的蜘蛛性信息素来看，性信

在繁殖季节，雄蛛大多离开自己的居所四处游

息素主要由蛛丝（网）携带（Schulz et al. 1993,

逛，通过辨别雌蛛释放的性信息素来确定潜在

Prouvost et al. 1999, Papke et al. 2000, 2001,

的交配对象（Bell et al. 2017）。有研究揭示，

Xiao et al. 2009, Chinta et al. 2010, Jerhot et al.

狼蛛科星豹蛛（Pardosa astrigera）和拟环纹豹

2010），亦有一些信息化学物质是从蜘蛛体表提

蛛（P. pseudoannulata）的雄蛛可以通过识别不

取分离得到（Schulz 2013, Trabalon 2013, Chinta

同种雌蛛拖丝上的化学信息物质来进行物种识

et al. 2016）
。许多行为学研究结果亦表明蛛丝

别（曾阳等 2015），星豹蛛雄蛛亦可通过识别

（网）和蜘蛛体表是信息化学物质的主要附着

同种其他个体拖丝上的性信息素，进而辨别星

载体（Cory et al. 2016）。

豹蛛的性别、日龄及生殖状态（吴俊等 2007）
；
有 研 究 已 证 明 ， 机 敏 异 漏 斗 蛛 （ Allagelena

目前，关于蜘蛛种内个体间信息交流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繁殖季节的雌雄两性之间，即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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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信息诱导的性选择行为，而很少探讨非繁殖

10 h）。蜘蛛每周喂食家蝇（Musca domestica）

期间蜘蛛个体对同种其他个体之间的选择偏好

2 次，亚成蛛每次 2 或 3 头，幼蛛每次 1 或 2

行为。虽然绝大多数蜘蛛营独居生活，但蜘蛛

头，并辅以黄粉虫（Tenebrio molitor）或果蝇

的同种聚集分布亦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表现为

（Drosophila melanogaster）喂养。一部分幼蛛

同种个体在同一地域集中出现，说明蜘蛛具有

在室内饲养适应一小段时间后直接用于实验。

同种聚居但不合作的行为倾向；此外，在蜘蛛

另一部分幼蛛和亚成蛛经室内饲养后陆续蜕

生活史的早期阶段会存在一段“半共居期”，如

皮，待完成最后一次蜕皮后成为成蛛，此时可

孵化后 2 至 3 龄的低龄幼蛛期，此阶段的幼蛛

根据生殖器特征分辩为雄蛛和雌蛛，即文中所

在母蛛网上互相容忍而不攻击（Gundermann

述的雄蛛和雌蛛均指成熟雄蛛和成熟雌蛛，继

et al. 1993, Trabalon et al. 1998, Nentwig 2013）。

续单头饲养备用。为避免交配对实验可能造成

Pourié 等（2005）报道一种漏斗蛛 Eratigena

的影响，所有测试中的雄蛛和雌蛛均选用成熟

atrica（= Tegenaria atrica）的成蛛通过幼蛛体

7 d 后且未交配过的处女雄蛛和处女雌蛛。

表分泌的棕榈酸和亚油酸识别其龄期，避免对

1.2

阴暗拟隙蛛选择偏好行为测试

群居型幼蛛产生攻击。根据我们在野外和室内

蜘蛛选择偏好行为的测试装置为双向选择

饲养时对阴暗拟隙蛛（Pireneitega luctuosa）的

盒系统，曾用于幽灵蛛 Pholcus beijingensis

观察，其生命过程中未有同种多个个体集群的

（Xiao et al. 2009）和漏斗蛛 Hololena curta

现象，具有较强的攻击性，是独居型的蜘蛛种

（Xiao et al. 2015）的种内选择行为测试。双向

类。但我们在野外采集时发现，阴暗拟隙蛛有

选择盒系统由 3 个聚丙烯塑料盒组成（顶部

近邻栖息的习性，即它们不是在大范围内分散

16.5 cm × 11 cm，底部 14.5 cm × 9 cm，盒高

栖息，而是有大量个体聚集在一小块生境中。

5.5 cm），中间为 1 个释放盒，用于释放被测蜘

可见独居型的蜘蛛，其种内个体之间亦存在信

蛛个体；两侧为 2 个备选盒，在选择行为实验

息交流，并以此形成适度的独居和聚集分布。

中随机分配为置有被测物的处理盒和无被测物

因此，本研究以我国南方常见的漏斗蛛——阴

的空白盒；释放盒以直径约 4 cm 的圆孔与两侧

暗拟隙蛛为对象，通过测试分析其雄蛛、雌蛛

的备选盒相通（图 1）。3 个盒内均用手工划出

和幼蛛分别对种内其他个体的蛛网及蛛体挥发

划痕使内壁粗糙，以利于被测蜘蛛攀爬行动，

物的选择行为，旨在揭示漏斗蛛对同种其他个

行为测试时被测蜘蛛可以在 3 个盒子之间自由

体的选择偏好性，以及蛛网和蛛体上存在的信

移动或停留。

息化学物质在蜘蛛种内信息交流及行为导向
中的作用。

1
1.1

材料与方法
阴暗拟隙蛛的采集与饲养
阴暗拟隙蛛雄、雌亚成蛛和幼蛛于 2017

年 9 至 12 月 采 自 江 西 吉 安 市 骡 子 山

图1
Fig. 1

双向选择盒系统

Two-choice arena system

（27852.98N，115022.98E）。实验室内单
头饲养于透明塑料盒内（长 × 宽 × 高 =

蛛网诱导的阴暗拟隙蛛种内选择行为实验

14 cm × 10 cm × 5.5 cm），盒底部放入湿无菌脱

分 3 组进行，分别测试雄蛛、雌蛛和幼蛛对来

脂棉球保持湿度。室内温度（25 ± 2）℃，光

自同种雄蛛、雌蛛和幼蛛的蛛网的选择行为，

周期 14L︰10D（即白昼与黑夜分别 14 h 和

每组测试蜘蛛均为 26 头。每次实验前 24 h 将

·342·

54 卷

动物学杂志 Chinese Journal of Zoology

雄蛛、雌蛛或幼蛛单头引入每套双向选择盒系

雄蛛对同种其他个体产生的蛛网是否具有选择

统中的一个备选盒任其结网。实验时将蜘蛛移

偏好性，统计结果显示，阴暗拟隙蛛雄蛛在同

去，以留有蛛网的备选盒作为处理盒，用于蜘

种雄蛛网盒与空白盒、同种幼蛛网盒与空白盒

蛛选择测试。

之间均没有选择偏好性，即在两个选择实验中

蛛体挥发物诱导的阴暗拟隙蛛选择行为实

被测雄蛛进入同种雄蛛或幼蛛蛛网盒的次数与

验同样分 3 组进行，分别测试雄蛛、雌蛛和幼

进入空白盒的次数均没有显著差异（雄蛛网盒

蛛对来自同种雄蛛、雌蛛和幼蛛的蛛体挥发物

vs.空白盒：2 = 0.976，P = 0.323；幼蛛网盒 vs.

的选择行为，每组测试蜘蛛均为 26 头。每次实

空白盒：2 = 2.793，P = 0.095，图 2）。但雄蛛

验前 24 h 将雄蛛、雌蛛或幼蛛单头引入内壁衬

进入同种雌蛛蛛网盒的次数显著多于进入空白

有滤纸的 50 ml 塑料离心管中，任其在管内自

盒的次数（雌蛛网盒 vs.空白盒：2 = 15.686，

由活动。实验时将蜘蛛及滤纸上的蛛网移除，

P < 0.001，图 2），说明同种雌蛛的蛛网对雄蛛

再将留有蛛体挥发物的滤纸置于双向选择系统

具有引诱作用，雄蛛对雌蛛网具有极显著的选

中的 1 个备选盒，以此作为处理盒，用于蜘蛛

择偏好性。

选择测试。
所有的双向选择实验均在黑暗的行为学
实验室内进行，温度（25 ± 2）℃，相对湿度
60% ~ 80%。实验前将被试蜘蛛轻轻引入释放
盒，让其在释放盒内适应 30 min。实验时将释
放盒与备选盒连接，使被试蜘蛛能在 3 个盒间
自由穿行或停留。蛛网选择实验以空白盒作为
对照组，蛛体挥发物实验中的空白盒内放入与
处理盒相同大小和形状的干净滤纸作为对照
组。每 20 min 在微弱的红光下观察和记录一次
蜘蛛的选择结果，测试时长 2 h，共记录 6 次。
本实验所有的蜘蛛、蛛网及留有蛛体挥发物的
滤纸均仅使用一次。
1.3

图2

阴暗拟隙蛛雄蛛对同种雄蛛、雌蛛和
幼蛛蛛网的选择性

数据分析
Fig. 2

采用卡方检验（Chi-square test）统计分析

Male choice on webs wove by

被测蜘蛛在双向选择实验中处理盒（即留有蛛

conspecific males, females and spiderlings

网或蛛体挥发物滤纸的备选盒）和空白盒的选

in Pireneitega luctuosa

择频数，显著值 P < 0.05 为差异显著，P < 0.01

***表示 P < 0.001，NS 表示 P > 0.05。

为差异极显著。所有数据统计分析由 Excel 和

*** means P < 0.001, NS means P > 0.05.

SPSS 19.0 统计软件完成，统计绘图由 Origin
Pro 8 绘图软件完成。

2

2.1.1

雌蛛在繁殖季节一般留守在自己的

居所等待雄蛛前来交配，但在双向选择实验中，

蛛网诱导的阴暗拟隙蛛种内选择行为
雄蛛对同种雄蛛、雌蛛和幼蛛蛛网的选

择行为

雌蛛对同种雄蛛、雌蛛和幼蛛蛛网的选

择行为

结果

2.1

2.1.2

利用双向选择系统测试阴暗拟隙蛛

被测阴暗拟隙蛛雌蛛在较近范围内（依据实验
所用选择盒大小，被测雌蛛距离处理盒内蛛网
约为 15 ~ 30 cm）对同种雄蛛的蛛网具有极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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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的选择偏好性（雄蛛网盒 vs.空白盒：2 =
55.538，P < 0.001，图 3）
；但给予同种雌蛛的
蛛网任其进行选择时，超过一半的被测雌蛛样
本（14/26）一直停留在释放盒中（停留在释放
盒中亦可以视为被测雌蛛的一种选择），未作出
趋向或回避的选择行为，其他被测雌蛛进入雌
蛛蛛网盒与空白盒的次数无显著差异（雌蛛网
盒 vs.空白盒：2 = 1.800，P = 0.180，图 3）；
被测雌蛛对同种幼蛛蛛网的选择无显著差异，
即对同种幼蛛的蛛网亦未表现出趋向或回避行

图4

为（幼蛛网盒 vs.空白盒：2 = 0.163，P = 0.686，

阴暗拟隙蛛幼蛛对同种雄蛛、
雌蛛和幼蛛蛛网的选择性

图 3）。

Fig. 4

Spiderling choice on webs wove by

conspecific males, females and spiderlings
in Pireneitega luctuosa
***代表 P < 0.001，NS 代表 P > 0.05。
*** means P < 0.001, NS means P > 0.05.

2.2

蛛体挥发物诱导的阴暗拟隙蛛种内选择

行为
2.2.1

雄蛛对同种雄蛛、雌蛛和幼蛛蛛体挥发

物的选择行为

在阴暗拟隙蛛雄蛛对同种其

他个体的蛛体挥发物双向选择实验中，被测雄
蛛对同种雄蛛的蛛体挥发物没有表现出选择偏
图3

阴暗拟隙蛛雌蛛对同种雄蛛、雌蛛和
幼蛛蛛网的选择性

Fig. 3

Female choice on webs wove by

好性，其停留在雄蛛挥发物盒与空白盒的次数
无显著差异（雄蛛挥发物盒 vs.空白盒：2 =
2.560，P = 0.110，图 5）；但被测雄蛛对同种雌

conspecific males, females and spiderlings

蛛的蛛体挥发物表现出显著的趋向性，更多地

in Pireneitega luctuosa

停留在具雌蛛挥发物的处理盒中并有搜索、织

***代表 P < 0.001，NS 代表 P > 0.05。

网等行为（雌蛛挥发物盒 vs.空白盒：2 = 6.080，

*** means P < 0.001, NS means P > 0.05.

P < 0.05，图 5）；有趣的是，阴暗拟隙蛛雄蛛
对同种幼蛛的蛛体挥发物表现出回避行为，选

2.1.3

幼蛛对同种雄蛛、雌蛛和幼蛛蛛网的选

择行为

在幼蛛对同种蛛网的选择实验中，被

择进入和停留在空白盒中的雄蛛显著多于在有
幼蛛挥发物的盒中（空白盒 vs.幼蛛挥发物盒：

测阴暗拟隙蛛幼蛛对同种雄蛛蛛网和幼蛛蛛网

2 = 6.313，P < 0.05，图 5）。

的选择偏好性均达到极显著（雄蛛网盒 vs.空白

2.2.2

雌蛛对同种雄蛛、雌蛛和幼蛛蛛体挥发

2

物的选择行为

2

盒： = 10.465，P < 0.001，图 4），但对同种

雌蛛和幼蛛的蛛体挥发物的选择行为实验结果

雌蛛的蛛网未表现出选择偏好性（雌蛛网盒 vs.

显示，当处理盒中存在同种雄蛛的蛛体挥发物

盒： = 15.211，P < 0.001；幼蛛网盒 vs.空白

2

空白盒： = 0.275，P = 0.600，图 4）。

阴暗拟隙蛛雌蛛对同种雄蛛、

时，尽管较多的被测雌蛛停留在释放盒内，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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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释放盒的被测雌蛛更愿意停留在具雄蛛挥

盒 vs.空白盒：2 = 0.033，P = 0.856，图 6）
；然

发物的处理盒中，与空白盒的停留次数差异达

而当处理盒中存在同种幼蛛的蛛体挥发物时，

2

到极显著（雄蛛挥发物盒 vs.空白盒： = 9.328，

被测雌蛛表现出极显著的回避行为，大多数离

P < 0.01，图 6）；但被测雌蛛对同种雌蛛的蛛

开释放盒的被测雌蛛选择停留在了空白盒中，

体挥发物没有表现出选择偏好性（雌蛛挥发物

与幼蛛挥发物盒的停留次数达到极显著差异
（空白盒 vs.幼蛛挥发物盒：2 = 8.345，P < 0.01，
图 6）
。以上结果说明，同种雄蛛的蛛体挥发物能
诱导阴暗拟隙蛛雌蛛的选择偏好行为，而同种
幼蛛的蛛体挥发物则能诱导雌蛛的回避行为。
2.2.3

幼蛛对同种雄蛛、雌蛛和幼蛛蛛体挥发

物的选择行为

阴暗拟隙蛛幼蛛对同种蜘蛛

的蛛体挥发物敏感性不强，本实验中有较多的
被测幼蛛一直停留在释放盒中。统计结果显示，
在对雄蛛和雌蛛的蛛体挥发物选择实验中，离
开释放盒的被测幼蛛对同种雄蛛和雌蛛的蛛体
挥发物均未表现出显著的趋向或者回避行为
图5

阴暗拟隙蛛雄蛛对同种雄蛛、雌蛛和
幼蛛蛛体挥发物的选择性

Fig. 5

（雄蛛挥发物盒 vs.空白盒：2 = 0.123，P =
0.725；雌蛛挥发物盒 vs.空白盒：2 = 0.216，

Male choice on body volatiles released

P = 0.642，图 7）；但在对同种幼蛛的蛛体挥

by conspecific males, females and spiderlings

发物作选择实验时，被测幼蛛则表现出显著

in Pireneitega luctuosa

的趋向行为（幼蛛挥发物盒 vs.空白盒：2 =

*代表 P < 0.05，NS 代表 P > 0.05。

2.806，P < 0.05，图 7）。

* means P < 0.05, NS means P > 0.05.

图6

阴暗拟隙蛛雌蛛对同种雄蛛、雌蛛

图7

幼蛛蛛体挥发物的选择性

和幼蛛蛛体挥发物的选择性
Fig. 6

Female choice on body volatiles released

阴暗拟隙蛛幼蛛对同种雄蛛、雌蛛和

Fig. 7

Spiderling choice on body volatiles released

by conspecific males, females and spiderlings

by conspecific males, females and spiderlings

in Pireneitega luctuosa

in Pireneitega luctuosa

**代表 0.001 < P < 0.01，NS 代表 P > 0.05。

*代表 P < 0.05，NS 代表 P > 0.05。

** means 0.001 < P < 0.01, NS means P > 0.05.

* means P < 0.05, NS means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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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通讯是蜘蛛类群普遍使用的种内和种

对阴暗拟隙蛛种内选择偏好性的研究结果
发现：其一，雄蛛和雌蛛对于种内同性个体产
生的蛛网及蛛体挥发物均没有选择偏好性，但
其对同种异性产生的蛛网和蛛体挥发物则具有
显著的趋向性，在异性蛛网或蛛体挥发物所在

间信息交流方式，极可能是蜘蛛进化过程中最
初用来进行个体之间信息交流的途径，从而将
雌雄个体相互吸引以完成遗传物质交换
（Weygoldt 1977）。在繁殖季节，很多种类的
雌蛛会向周围环境释放信息化学物质即性信息

的地点表现更长时间的停留、探索、织网等行

素，以性信息素向同种雄蛛传递性状态，引诱

为；其二，雄、雌蛛对同种幼蛛的蛛网无选择

雄蛛前来交配并为雄蛛的配偶搜索行为进行导

性，但对幼蛛蛛体释放出来的挥发物均表现出

向（Gaskett 2007, Schulz 2013, Cory et al. 2016,

回避行为，倾向于选择在远离具幼蛛挥发物的

Bell et al. 2017）。本研究中的阴暗拟隙蛛雄蛛

地方停留和织网；其三，幼蛛对同种幼蛛产生

和雌蛛对异性蛛网和蛛体挥发物均表现出显著

的蛛网和蛛体挥发物均有显著的选择偏好性，

的选择偏好，表明该种雌蛛和雄蛛的蛛网和蛛

对雄蛛的蛛网亦有选择偏好性，但对雌蛛蛛网

体挥发物中含有对同种异性有吸引作用的化学

和雄、雌蛛蛛体挥发物均没有选择行为。因此，

物质。目前蜘蛛类群中已经鉴定出雌蛛性引诱

本研究结果证实，阴暗拟隙蛛雄、雌蛛及幼蛛

剂的有皿蛛科的 Linyphia triangularis
（Schulz et

的蛛网和蛛体挥发物能诱导种内其他个体的趋

al. 1993），漏斗蛛科的 E. atrica（Prouvost et al.

向或回避行为，表明阴暗拟隙蛛的蛛网及体表

1999, Trabalon et al. 2005）
、Agelenopsis aperta

均携带能够标识其性别和龄期的相关信息化学

（Papke et al. 2001）和 Allagelena difficilis（Chen

物质。蛛网和蛛体挥发物诱导的阴暗拟隙蛛种

et al. 2018），
栉足蛛科的 Cupiennius salei（Papke

内选择行为结果总结于表 1。

et al. 2000, Tichy et al. 2001），幽灵蛛科的
Pholcus beijingensis（Xiao et al. 2009），园蛛科

表1

蛛网和蛛体挥发物诱导的阴暗

的 Argiope bruennichi（Chinta et al. 2010），球
蛛科的 Latrodectus hasselti（Jerhot et al. 2010,

拟隙蛛种内选择行为
Table 1

Intra-specific choice of Pireneitega luctuosa
to conspecific webs and body volatiles

报道有北京幽灵蛛（P. beijingensis）雄蛛释放
的性激发剂（Xiao et al. 2010），未见雄蛛性引

被测蜘蛛 Tested spider
刺激物 Stimulant

Scott et al. 2015）等；而雄蛛的性信息素目前仅

诱剂结构鉴定报道。

雄蛛
Male

雌蛛
Female

幼蛛
Spiderling

雄蛛网 Male web

0

+

+

雌蛛网 Female web

+

0

0

的蛛体挥发物有回避行为倾向，而幼蛛对幼蛛

幼蛛网 Spiderling web

0

0

+

的蛛网和蛛体挥发物有趋向行为倾向，揭示阴

雄蛛蛛体挥发物
Male volatile

0

+

0

暗拟隙蛛可能利用蛛网携带的和蛛体释放的化

雌蛛蛛体挥发物
Female volatile

+

0

0

幼蛛蛛体挥发物
Spiderling volatile

﹣

﹣

+

表中“+”、“﹣”和“0”分别表示趋向行为、回避行为和
无选择偏好行为。
“+” “﹣” and “0” in the table means significant preference,
significant repellence and no choice preference, respectively.

在本研究中，阴暗拟隙蛛雄、雌蛛对幼蛛

学物质进行种内通讯，从而形成既独居又近邻
的生活习性和分布状况。有研究报道，漏斗蛛
E. atrica 的群居型幼蛛可通过体表分泌物标识
其龄期特征，以避免来自同种成蛛的攻击或捕
食（Pourié et al. 2005）。但是，由成蛛和幼蛛
释放的用于导向种内选择行为的信息化学物
质，目前未见有化学结构鉴定的报道，相关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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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内容值得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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