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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有机体体长及其两性异形的地理变异是进化生物学的热点问题，贝格曼定律 ( Bergman’s rule) 和伦斯法则

( Ｒensch’s rule) 分别解释了物种体长及其两性异形的地理变异． 本研究以秦岭山系的 4 个不同海拔种群的隆肛蛙

( Feirana quadranus) 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其体长及两性异形的海拔变异． 结果表明: 不同海拔种群隆肛蛙的体长存

在显著的差异，但体长并不随海拔的增加而增加，其不符合贝格曼定律． 然而，压轴回归分析 ( reduced major axis
regression，ＲMA) 发现雌性体长与雄性体长存在明显的异速生长关系( βＲAM = 0. 627) ，其与反伦斯法则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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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847 年贝格曼提出温血动物在寒冷的环境

比在暖和的环境有更大的身体以来，大量的生态学

者对动物体长与环境梯度变化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研

究［1-6］． 贝格曼认为身体大的动物在寒冷的环境中

可以降低表面积从而导致能量散失减少，其可视为

动物的热量保护机制． 然而，部分学者对贝格曼定律

提出了质疑［7］，他们认为贝格曼定律作为动物的热

量保护机制是无效的［7］． 近年来部分研究证明了哺

乳动物和鸟类体长的海拔和纬度变异与贝格曼定律

一致［2，8］． 然而，研究者对变温动物体长的海拔和纬

度变异也进行了验证，部分学者发现变温动物的体

长变异与贝格曼定律一致［9-10］，但另一部分学者发

现变温动物的体长变异与贝格曼定律相反［11-13］．
关于两栖动物体长的地理变异特征，Ashton 发

现 9 种无尾类体长变异基本与贝格曼定律一致，仅

2 种有尾类体长的海拔和纬度变异明显符合贝格曼

定律［14］． 同样，华西蟾蜍( Bufo andrewsi) 、华西雨蛙

( Hyla annectans chuanxiensis ) 、四 川 湍 蛙 ( Amolops
mantzorum) 和泽陆蛙( Fejervarya limnocharis) 的体长

随海拔变异满足于贝格曼定律［15-18］，黑斑蛙 ( Ｒana
nigromaculata) 体 长 的 地 理 变 化 与 贝 格 曼 定 律 相

反［19］，绿 臭 蛙 ( Odorrana grahami ) ［20］、高 原 林 蛙

( Ｒana kukunoris) ［21］体长的地理变化与贝格曼定律

不一致． 因此，检验两栖动物体长的地理变异是否符

合贝格曼定律需要更多的物种进行验证．
动物雌性和雄性的体长存在差异性，并且这种差

异性存在显著的变化［22-25］． 两种主要假设用于解释体

长两性异形的变化，性选择假说认为雄体间强烈的竞

争导致雄性偏大的两性异形，其变化与伦斯法则一

致［26-27］; 相反，生殖力选择假说认为增加雌性的生殖

力导致雌性偏大的两性异形，其变化与反伦斯法则一

致［28-30］． 廖文波等对华西蟾蜍、中国林蛙和泽陆蛙不

同地理种群的体长两性异形的地理变异和 39 种两栖

动物类群体长两性异形进行了系统研究，结果发现:

两栖动物均为雌性偏大的体长两性异形． 华西蟾蜍、
中国林蛙和泽陆蛙雌雄体长的差异性( SSD) 的变化

特征与伦斯法则一致［30-32］，其原因是生殖力选择导致

更大的雌体，而且两性的年龄差异也是导致体长差异

的主要因素; 相反，两栖动物类群体长两性异形不符

合伦斯法则，其原因是性选择对雄性体长的影响抵消

了生殖力选择对雌性大小的影响［33］． 由此可见，两栖

动物雌雄体长的差异性的进化特征是否符合伦斯法

则是由性选择和生殖力选择的共同作用所致．
隆肛 蛙 ( Feirana quadranus ) 是 中 国 特 有 两 栖

类［34］． 成体栖息于河流、水沟和积水坑，也见于河边

山林中，白天多伏于较大石下［35］． 目前对隆肛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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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生 境 状 况、生 活 史 和 遗 传 分 化 有 部 分 报

道［34-36］． 笔者于 2017 年 3—8 月对隆肛蛙体长及两

性异形的海拔变异进行了研究，检验了体长的海拔

变异是否与贝格曼定律一致以及体长两性异形变化

是否符合伦斯法则． 通过对隆肛蛙体长变异及两性

异形演化的研究，能够为两栖类生活史性状的地理

变异机理提供理论指导．

1 材料与方法

1. 1 研究区域

四川米仓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理位置介于北

纬 32°29' ～ 32°41'，东经 106°24' ～ 106°39' 之间． 地

处四川省广元市旺苍县境的东北部，位于米仓山—
大巴山山脉西段南坡． 行政区域包括鼓城乡 ( 鼓城

村、金竹村、跃进村、关口村) 和檬子乡 ( 柏杨村、店

坪村) ． 保护区总面积为 23 400 hm2 ( 核心区面积为

9 203. 1 hm2，缓冲区面积为 4 057. 8 hm2，实验区面

积为 10 139. 1 hm2 ) ． 保护区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

候，受地理地貌的影响，四季分明，雨量充沛 ( 年平

均降雨量 1 200 mm) ，光热资源丰富 ( 年平均温度

16. 2 ℃，年平均日照时数为 1 352. 52 h) ，无霜期较

长( 全年无霜期约为 260 d) ，山地气候明显［37］．
1. 2 研究方法

2017 年 3—8 月，采用实地样线法对米仓山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内 3 个不同地理种群及保护区附近

的 1 个种群的隆肛蛙进行采集( 表 1 ) ，在每个地理

种群，首先沿河( 溪) 流随机布设样线，沿样线行进，

夜间仔细搜索样线两侧的隆肛蛙，样线的宽度为

3 ～ 10 m，长度在 1 ～ 5 km，样线上行进的速度根据

调查工具确定，步行宜为 1 km /h． 发现隆肛蛙时，记

录数量并抓捕个体，记录个体的地理位置，然后将所

有个体带回野外实验基地，鉴定个体的性别，使用游

标卡尺测量个体体长．
我们 利 用 一 般 线 形 模 型 ( generalised linear

models，GLM) 以体长为独立变量，海拔和性别为固

定因素来检测体长的地理变异是否符合贝格曼定

律． 同样利用海拔和性别的交互作用对体长影响来

检验两性异形的变化是否与伦斯法则一致． 使用压

轴回归分析( reduced major axis regression，ＲMA) 以

雌体体长为因变量，雄性体长为自变量来分析两性

体长的异速生长关系，当 βＲAM ＞ 1 时，两性异性的

变化与伦斯法则一致，相反，当 βＲAM ＜ 1 时，其变化

与伦斯法则相反［22］．

2 结 果

调查期间在 4 个研究种群共采集了 111 个个

体，其中雄体 55 个，雌体 56 个，性比差异不显著

( χ2 = 0. 009，df = 1，P = 0. 924 ) ． 每个种群隆肛蛙

的雌性和雄性体长和性比差异显著( 表 1; 所有 P ＜
0. 05) ． 不同地理种群的隆肛蛙体长存在显著的差

异性( F 3，110 = 5. 853，P = 0. 001 ) ，两性的体长差异

不显著( F1，110 = 1. 622，P = 0. 206) ，雌性和雄性的体

长并不随海拔增加而增加( 图 1 ) ，其与贝格曼定律

不一致． 海拔和性别交互作用对体长的影响显著，表

明两 性 异 形 存 在 海 拔 变 化 ( F3，110 = 2. 719，P =
0. 048) ． 雌性体长和雄性体长异速生长显著( βＲAM =
0. 627) ，隆肛蛙两性异形随体长增加而减少( 图 2) ，

其与伦斯法则相反．

表 1 米仓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隆肛蛙不同地理种群的采样点的地理位置、样本数和体长

研究点
样本数

雄性 /个 雌性 /个
纬度 经度 海拔 /m 雄性体长 /mm 雌性体长 /mm

檬桥沟 17 28 32. 59° 106. 56° 835 74. 68 ± 7. 82 82. 31 ± 10. 87

鼓城 10 15 32. 62° 106. 47° 977 66. 27 ± 14. 98 69. 77 ± 11. 78

喜神坝 18 8 32. 67° 106. 80° 1 289 74. 76 ± 5. 66 67. 45 ± 7. 97

狮子坝 10 5 32. 65° 106. 55° 1 680 69. 03 ± 8. 09 76. 63 ± 19. 19

3 讨 论

如果 50% 以上的温血动物在更冷的地方有

更大的身体，那么温血动物身体大小的地理变异

符合贝格曼定律［38］． 根据该标准，Ashton 发现超过

50% 的两栖动物身体大小的地理变异满足贝格曼

定律［14］． 以前的研究表明，部分物种不同地理种群

的体长海拔变异与贝格曼定律一致［15-18］，少量物

种的体长海拔变异与贝格曼定律相反［19］，其原因

归结于高海拔寒冷环境温度导致更大的身体，低

海拔暖和的环境温度导致更小的体长［39］，这也与

贝格曼最早提出的动物热保护机制一致． 身体大

的个体在寒冷的环境中可以储存更多的能量来提

高存活力和越冬能力［40］． 然而，本研究发现隆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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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隆肛蛙不同海拔种群的身体大小的变化

( 雌性: 实心圆; 雄性: 空心圆)

图 2 隆肛蛙不同海拔种群雌性体长与雄性体长的异速生长关系

( βＲAM = 0. 627)

蛙不同种群的体长并未随海拔的增加而减少，这与

贝格曼定律不一致． 两栖动物体长的海拔差异应考

虑遗传因素的影响［41］． 因此在研究两栖动物不同地

理种群的体长变异是否符合贝格曼定律时，必须考

虑遗传因素对隆肛蛙体长的影响． 本研究并未考虑

遗传因素的影响，将来需要进一步探讨遗传因素对

其体长的影响． 此外，低的发育温度将导致变温动物

有更大的变态幼体［42］，而且温度对体长的影响可以

解释两栖动物在寒冷的地区有更大的体长．
以前研究表明个体年龄也明显影响体长，当控

制个体年龄对体长的影响时，其体长的海拔变异仍

然符合贝格曼定律［18-19］． 由于本研究未对个体进行

年龄鉴定，因此未控制年龄的影响，然而大量研究都

表明两栖动物年龄结构对研究体长变异与贝格曼定

律的关系影响不明显［17-19，43］．
除了温度对两栖动物体长影响外，环境因素

( 湿度和降雨量) 也影响两栖动物的体长． 由于两栖

动物需要湿润的环境来保持皮肤呼吸，它们的体长

受空气湿度限制［44］． 由于相对减少的表面积，身体

大的个体对干燥有更大的忍受性［44］． 同样水的利用

性也影响个体的体长，干燥地区的两栖动物有更大

的身体［45］． 因此，在研究两栖动物体长的海拔变异

时，我们还应该考虑大气湿度、水利用性和降雨量等

因素的影响．
廖文波等对 39 个两栖类物种的两性异形进行

了系统研究，结果发现，体长两性异形不符合伦斯法

则［33］，其原因是性选择对雄性体长的影响抵消了生

殖力选择对雌性大小的影响． 然而，华西蟾蜍、中国

林蛙和泽陆蛙的不同地理种群的体长两性异形的地

理变异与伦斯法则一致［18，30，32］，其原因是由于生殖

力选择大的雌性引起的． 本研究发现隆肛蛙不同种

群体长两性异形的变化与伦斯法则相反，这可能是

生殖力选择更大的雌体导致的． 由此可见，两栖动物

不同地理种群体长两性异形的进化特征是否符合伦

斯法则 是 由 性 选 择 和 生 殖 力 选 择 的 共 同 作 用 决

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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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Key Laboratory of Southwest China Wildlife Ｒesources Conservation Ministry of Education，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Sichuan 637009; 2． Micangshan National Nature Ｒeserve，Wangcang Sichuan 62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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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ariations in body size and sexual size dimorphism ( SSD) in organisms are critical views in evolutionary

biology． Bergman’s rule states that body size of animals is larger in cooler environment than that in warm
environment． According to Ｒensch’s rule，SSD increases with increasing body size when males are the larger sex
and decreases when females are the larger sex． Here，we studied altitudinal variations in body size and SSD across
four Feirana quadranus populations in Qinling Mountains in China from March to August 2017．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body size of this species did not increase as altitude increased，which was inconsistent with the Bergman’s
rule． However，we found that the reduced major axis ( ＲMA) regression male size on female size across populations
revealed a significant allometric growth ( βＲAM = 0. 627) ，and the degree of SSD increased with increasing mean size
in females，which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inverse of Ｒensch’s rule．

Key words: Feirana quadranus，body size，sexual size dimorphism，Bergman’s rule，Ｒensch’s 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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