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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臂猿(Hylobates)是典型 一夫一妻配偶制和领域性很强的灵长 类(Leighton，1987； 

Marshall等，1976；’Mitani，1984， 1987；Tenaza，1975 3 Tilson， 1979)，群体大小一 

般为 4只， 由一 对成 年雌 雄性和 两后 代个 体组 成 (Chivers， 19843 Brockelman等 ， 

I984)。 由于黑长臂猿( concolor)野 外生态工作开展较少，因此 其社群组成和群体大小 

至今仍然说法不一。早在 3O年代 De1ac0ur(1933)首次提出黑长臂猿为一夫多妻的群体； 

徐龙辉等(1983)认为海南黑长臂猿群体一般有 4—5只，多至 7— 8只，常 由一雄多雌和不 

同年龄的后代组成；刘振河(1988)~1J又提出海南黑长臂猿的群体为 4—6只， 由单雄与单 

雌或双雌及若干幼体组成；Haimoff等 (1986)指出云南无量山和哀牢山的黑长臂猿群体平 

均大小为 7—8只， 由一只成年雄性、 l一4只成年雌性及 5—6只或更多的不同年龄的幼 

体组成。这些结果表 明黑长臂猿群体的大小及组成明显有别于其它长臂猿类。蓝道英 

(1989)据他在野外的观察提出黑长臂猿群体大小只有 3．0±1．4，其组成为一对成年雌雄性 

和后代个体。何以对同一物种，得出的结论差异如此之大?带着这一问题，我们近两年在 

无量山区和哀牢山区对野外黑长臂猿行为生态进行了观察和研究，并着重就其社群结构及 

其成因作了进一步考察。 

1 考察时间和地点 

1990年 3—5月、9一l1月、1991年 5月、1991年 11月一 l992年 1月在景东 无量山 

本文为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和美国俄亥饿州立大学合作研究项 目，同时'正得到云南省应用基础研究基金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舀室课题经费资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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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段 小坝河 地区 (24。20 N， 100。45 E)， 1990年 6— 7月在哀 牢 山十 八寨地 区(24。 

1 5fN，1。1。20 E)、1991年 3—5月在哀牢山香蕈蓬河地区(24。00 N，101。25 E)进行黑 

长臂猿行为生态的观察。其中小坝河地区 GA群 【即蓝道英(1989)的 B群l所在地的生境破 

坏严重，仅在西北山嵴有一狭窄地带与后山另一小片森林相连。GB群在其领域范围的南 

段，森林主要分布于沟箐两侧的坡上，面积约有 20 hm ，通过一 5O in宽 80 i21长的通道 

与其领域的主体森林相连。GC群生活于 GB群的北方(即小坝河的源头)。哀牢山香蕈蓬 

河地区则 由于离居民点较近且部分为集体林而不属 自然保护区，森林砍伐较为严重j十八 

寨地区虽远离居民点，森林植被亦保护得很好，但狩猎现象较为严重。 

2 研究对象及方法 

在无量山小坝河地区分别观察了 5群黑长臂猿，另外磨刀河的资料来 自本文作者之一 

(王应祥)1964年 8月无量山鸟兽资源考察。哀牢山区分别观察到两群较为完整的群体(有 

成年雌雄性和其后代组成)及一群遭捕杀残存的群体。 

在野外研究动物的行为生态时，主要困难在于寻找研究对象、区分不同个体的性 别、 

年龄及对研究对象的 跟踪。黑长臂猿有晨鸣的习性和成体毛色性二型等特点(Groves， 

1972)。成年雄性通体黑色，而成年雌性背部为皮黄或桔黄色，幼体一岁以前呈乳黄 白色 

或浅黑色，因此可据体色和体型大小将群体 中个体加以区分：成年雄性(体形最大的黑色 

个体)、成年雌性(背部体色皮黄或桔黄色) 亚成体(体形稍小于成年的黑色个体，6岁以 

上)、青年个体(体形大约为成体的一半或稍大的黑色个体，4--6岁)、少年个体(体形较小 

的黑色个体，可在树上灵活 自如的活动，2—4岁)、幼体(体色乳黄白色，依赖于母体生活 

的个 体或体色 已变为黑 色、但在树 上移 动时 显得有些笨 拙的个体 ，0---2或 2．5岁 ) 

(Leighton，1987)，根据上述情况可大致确定群体的方位及成幼组成。因此每天晨鸣前即 

到群体可能出现的地方(据前一天出现的地点及移动方向)，在其呜叫时确定其方位，悄悄 

潜近观察，若未闻鸣声，则在可能出现地寻找。 

由于在无量山区和哀牢山区地形起伏较大，且长臂猿多生活在沟箐两侧坡上原始森林 

中，难以用路标表示长臂猿活动的位置，仅能凭沟箐作为位置识别，标记于地 图上。当观 

察到一个群体时，即作出如下记录：地点、时间、活动形式、个体数量、年龄组成、与观 

察者的距离、个体间的相互位置、个体在树冠中的位置及其周围的生境状况、个体或群体 

的移动方向等。 

3 结果 

累计达 10个月所作无量山和哀牢山区黑长臂猿的野外调查，现将所见 9个群体和一 

个游荡的亚成年雄性个体(通过叫声可明显确定)的观察结果分述如下，各群具体组成情况 

见表 1。 

无 量山小坝河地区共见 5群(GA、GB1、GB2、GC1、GC2)及一游荡 的亚成年雄 

性。 

GA 群： 1990年 3月观察时，见到成年雌雄性各 1只，青年个体 1只和幼体 1只， 

但未见到蓝道英(1989)的相当于 0．8的个体。我们在 1990年 3— 5月考察期间，曾见到雌 

猿怀抱 1只幼年个体(体色 尚未变黑)，此后直至 1990年 1 1月底该群的组成没有改变。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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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组成可能与其生活环境遭严重破坏、』、类活动和环境载力等因素有关，天敌的猎捕也可 

能是直接影响其群体发展的原因。 

GB群：1990年 4月 20日和 30日，一考察人员见到 8只和 9只的群体，其 中有 1只 

成年雄性和 3只成年雌性，余者为其后代，在 4月 30日还见到 2只同等大小的幼体在一 

起玩耍。而在 1990年 I1月考察期 间，发现在 GB群活动范围内有两群 长臂猿在活 

动．两群间的活动范围有很大程度的重叠，我们将此两群取名为 GBl、GB2群，其组成 

见表 1。上述 8或 9只的群体可能为这两群偶尔相汇，或这两群系由一大群分开而成。其 

中 GBl群多在 GB群领域的南段活动，GB2群则多在 GB群领域的北段活动。但 1990 

年 3—5月考察期间，从未发现或听到有任何群体在 GB1群的范围内活动或呜叫，而在 

1991年 11月一 l992年 1月，又只见到一群在整个 GB群范围内活动或鸣叫，其 中成年雄 

性和成年雌性各 1只、亚成年 1只、少年个体 1只。据了解，当地居民保护野生动物的意 

识较强，猿猴披猎杀的可能性较小，该群的数量变动原因还有待进一步调查。 

GC群 经先后 3次近 6个月的考察，其活动范围内，多次发现有两群在活动，我们 

分别将其记为 GCl、GC2群，在其 中任何一群出现的地方都 曾发现过 另一群的活动踪 

迹。GCl群 由 1只成年雄性、2只成年雌性、 1只青年个体和 2只同等大小的幼年个体组 

成；GC2群由成年雌雄性各 1只和 1只少年个体组成。在 1990年 3月一 1992年 1月期 

间，此两群组成无甚变动。虽然此两群常在同一 区域内活动，但相遇的次数却较少，在直 

接观察到的 37次中仅见到 2次直接相遇和在 28次呜叫过程中仅 3次听到两群在相近处鸣 

叫，相遇时，未见到任何相互冲突的行为。 

GD 群：本 资料 来 自作者之一 

(王应祥)于 1964年无量山鸟兽资源 

考察，他们 于 8月 14日在磨刀河同 
一 群体 中猎获 1成年雄性、1成年雌 

性 (体 内有 1成 形 胚 胎 ，头 体 长 

15 cm)和 1只青年个体，此外该群 

中尚有另 1只成年雌性，2只亚成年 

(其 中 1只为雌性，因体色已开始变 

黄)和 1只幼年个体。 由于是 1964 

年的资料，现今生境状态遭致一定程 

度的破坏，而群体大小与生境状态有 

关 (下文将讨论)，因此未列入群体 

统计。 

表 1 黑长臂猿的社群组成和群体太小 

Tab． 1 Group size and composition of 

black— crested gibbons( concotor) 

成年雄性 成年雌性 亚成年 青年 少年 劫年 总计 

独栖猿：在无量山小坝河地区先后 3次考察 中(1990年 3月一 1992年 1月)，多次发 

现过 1只独栖或游荡的亚成年(或更大的个体)雄性在 GB群特别是在 GB2群范围内活 

动。常独自呜叫长达 20 min，在其它群体呜叫时并不相附和，也未听到有其它个体与该 

独猿的鸣叫相呼应 ，但该独猿趋于向群猿 呜叫点移动。与 GB群的最近距离大约只有 

5O m，远者可在 200 m 之外(晨鸣时)。此独猿可能是从 GB2群中披赶出，与其它长臂猿 

相类似被排挤出群外但尚未组群的亚成年个体，由于为单一个体，也未列入群体统计。 

GE群：哀牢山十八寨地区听到有 4群的鸣 叫声，该地 由于远离居民区，生境得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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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保存。 由于考察时正值雨季(1990年 6— 7月)，工 作极不 方便，仅见到一群，其组成 

为：成年雌雄性各 1只、青年 1只和少年个体 1只。 

GF群：栖于哀牢山纸厂附近(香茸蓬河西北部地区)，其生活区与居民点的最近距离 

约为 I．5 km，该群经常出没 区虽遭致一定程度的破坏，但与另一片森林相连，该群有 4 

只：1成年雄性、l成年雌性、I青年个体和 1幼年个体。 

GG 群：生活于哀牢山香茸蓬河，据当地群众称：1988年以前本群 曾有 6—7只，但 

我们于 1991年 3—5月在该地区考察时仅发现 2只：1成年雌性和 1亚成年雄性(据其体 

形和呜叫声判断)。该群活动范围很大，据出现地和呜叫点估计在 200 hm 以上，而附近 

叉无其它猿群存在，活动不似无量山小坝河地区的黑长臂猿有规律，可能因为人为干扰过 

多之故。因该地区为集体林和国有林，每年有大批树木被砍伐，人群出入频繁，又因当地 

居民认为猴脑、猴骨可入药井有很高疗效，加之几乎每一成年男子都有猎枪，这样该猿群 

可能被严重捕杀，因而未将其列入群体统计。 

4 讨论 

综上所述，我 们观察的几群黑长臂猿的平均群大小 4．3±1．0只，变动范围 3—6只 

(n=7)o每群成年雄性 1只，成年雌性 1—2只和 1—3只后代个体，值得注意的是 GC1 

群 中有 2只同等大小的幼体，是黑长臂猿有可能为一夫多妻制提供了可资参考的证据。这 

与海南黑长臂猿群体一般 4— 5只，多至 7或 8只(徐龙辉等，1983)，或群体 由单雄与单 

雌或双雌及若干后代组成(刘振河，1988)的结论相一致。但不同于蓝道英(1989)的观察结 

果在于：群体平均个体数偏高，且某些群体 中有 2或 3只成年雌性及领域范围也大得多。 

原因可能是：据我们在野外观察，黑长臂猿在晨鸣时，群体成员较为集中，而觅食过程 中 

则较为分散，有时相距可达 50 m 或更远，有时则整群在同一棵树上或在周围 25 m 左右 

范围内觅食，我们虽曾数次在上午 10：00后见到 1只、2只或 3只个体，而未发现同群 

的其它成 员，因此若未能在晨鸣时观察其个体数量就有可能漏计某些个体，或由于时间较 

短而未能观察到某群真正的个体数量，也有可能得出群体偏小的结论。 

Haimoff等 (1986)提出黑长臂猿群之大小为 7— 8只且群体 中有 1—4只成年雌性， 

明显多于我们长达 10个月的野外观察结果。究其原因可能与观察 日数较少以及群体或有 

短暂相聚或分群的现象有关。前述长臂猿在觅食过程 中较为分散，使得观察 日数较少可能 

低估群体大小，而由于不同群体的长臂猿可在领域范围交界处相汇，如 1990年 3—5月 

GB群曾被观察到有 8或 9只，即有可能属于这种情况，因在后来几个月的观察 中未再见 

到有这么多个体．仅看到两较小群或一较小群，因此若观察 日数较短，和直接观察次数较 

少，就难以确定是一大群或为两较小不同群的短暂相汇。Haimoff等(1986)虽然表明在野 

外考察 3个月，但分别是在两条山(无量 山和哀牢山)上的 4个工作点，除去转移工作点的 

时间，实际在每个工作点观察时间就不会太多，因而可能会有不符合实际群体大小的结 

论。尽管我们的观察者之一 曾观察到 GB群有 8或 9只个体，并有 3只成年雌性，但也仅 

见到这两次，此期间我们在同一地工作时间达两个月，每天有 2人跟踪观察该群，都未再 

发现这一现象。为验证，我们于 1991年 5月(即同季节)又到该地作为期 10天的进一步核 

实，但仍未能得出该地尚有大群的结论。在 1990年 9一 l1月和 1991年 11月一1992年 1 

月的观察 中，只观察到 2小群或 1小群，其 中有一较小的猿群在后一阶段未再获见，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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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何以在作群体大小计算时取小群的原因。 

由于平均群大小对于估算一个物种数量和对某个物种的保护及其利用有着至关重要的 

意义。据 目前我国自然保护区的状况，尽管许多地区被划为 自然保护区，且野生动物保护 

法已颁布，偷猎现象有一定的控制，但在云南， 自然保护区多在深山老林及少数民族集居 

地，偷猎仍很难杜绝，如 1988年在无量山区就 曾被猎杀一只携带幼体的雌性黑长臂猿 ， 

1990年我们在哀牢山十八寨地区考察时，发现一被遗弃的短尾猴皮张，说明偷猎现象仍 

然存在，GG群的组成也向我们揭示了偷猎对这一群体的严重影响。猎杀不仅影响着一个 

群体的个体数量，而且还直按影响着群体的组成，如 1964年的考察使得 GD群失去 1成 

年雄性、1成年雌性和 1青年个体即是一例证。此外黑长臂猿是典型的树栖类群，它们生 

活于常绿原始阔叶林 中，原始生境保护的好坏直按关 系到黑长臂猿的生存和发展，但近二 

三十年来，人口剧增，出于经济上的要求，毁林开荒、森林砍代日趋严重，使得黑长臂猿 

赖以生存的环境受到越来越多的破坏，原来的大片森林成为散在的块状，且越来越小。原 

始生境为黑长臂猿提供必要的生存条件，生境状况与黑长臂猿的群体大小和结构有着直按 

的联系。GA群 由于生境遭 严重破坏，群体大小维持在 4只左右，且在不断变化 中； 

GE、GF群生境虽保护得很好，但两群均受到狩猎的影响，群体也只有 4只；在环境条 

件较好的 GC1群则一直维持着 6只的较大群，井有 2成年雌性； GC2群虽只有 3只， 

且生境亦与 GC1群相同，但 GC2群可能是 由GC1群 中分出或至少有一个体是来 自GC1 

群，这两群常在同一领域范围内活动且未观察到有何直按冲突 GD 群处于无量山腹地， 

当时生境保存很好，群体达 7只，亦有 2只成年雌性，现生境已遭到不 同程度的破坏， 

据 1991年 6月在该地了解，一股只见到 4—5只；至于 GG群则可能受到狩猎和生境破 

坏的双重影响，其群体只有一成年雌性和一亚成年雄性。 目前我国黑长臂猿的分布地大多 

被划为 自然保护区，但近几十年来生境均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因此作为估算我国目前现 

存黑长臂猿资源量的依据，我们认为以本文平均群大小(4 3±1．0)的结论较为合理。 

我们观察的结果表明黑长臂猿群体太小虽不如 Haimoff等 (1986)所报道的大，但却 

高于其它长臂猿类 (chivers，1984~Leighton，1987)，这可能与黑长臂猿的系统发育地 

位、配偶体制和生活于明显区别其它长臂猿类的生境和行为有关。黑长臂猿是长臂猿科中 

较为原始的种类(Groves，1972；Chivers，1977；Haimoff等，1982，l984)，其平均群大 

小大于其它长臂猿，可能代表着长臂猿类较为原始的特征。在系统发育上，黑长臂猿可能 

为一夫多妻，但达一特征受着环境生态因素的制约，在环境条件较好的情况下，为一夫多 

妻至少是一夫两妻 ，这即可产下较多的后代而提高群体中个体数量(如 GC1和 GD群)。 

雌性长臂猿在幼俸两岁以后可独立活动时即可再生殖，但在接近环境载力所能承受的 自然 

群体 中，每一群 中幼体通常不 多于两只(Ellefson，1974)，若环境遭到破坏，因环境载力 

的限制，尽管黑长臂猿在进化 L趋于一夫多妻制，但在某一领域所能提供食物仅可维持较 

少个体的生活，为使其后代能在受限制的条件下正常成长，雌雄成体在行为上有排它性， 

我们观察到的一夫一妻制群体都是在生境遭破坏或(和)特猎的压力下发生的，可能正说明 

达一 点。 

黑长臂猿是现生长臂猿分布偏北的一个类群，生活于亚热带常绿阏叶林 中，食物不及 

其它长臂猿类丰富，一年 中仅部份时间可取食到果实，而生活于热带雨林或季雨林 中的其 

它长臂猿则在一年中能得到丰富的果实(Chivers，1984)。黑长臂猿的领域范围远较其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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臂猿类的大得 多，据我们较为详细观察的 GB群和 GC群，其活动范围在 100 hm 以上， 

GG 群 虽 只有 2只(显 系过 度猎捕 的结 果)，但据 实际 观察 和呜 叫点计 算， 至少有 

200 hm ．较大 的领域可提供较大的环境承受力，从这一点来说，较大的领域范围既可弥 

补食物较为贫乏的缺陷，又可为群体 中较多的个体提供食物保证，其它长臂猿的食物虽较 

为丰富，但领域较小(平均 34 hm0)，群体也相对较]J~(Leighton，1987)， 因此较大的领 

域范围为黑长臂猿有较大的群体提供了客观的外部条件。同时由于黑长臂猿的领域范围较 

大，且它们常是取食果实、花及嫩叶和芽苞等，而这些食物在森林 中分布不均等，群体大 

也可提高发现较为集 中的食物的机会(Ward等， 1973)，因此较大的群体还可为提高觅食 

效率提供便利。此外，性别内的冲突，特别是成年雌性的领域防御行为可能是长臂猿一夫 
一 妻制的基础(Tenaza，1975~Mitani，1984)，领域范围大，领域防御能力会相对减小， 

因此，较大的领域范围可能为黑长臂猿一夫多妻制形成的前提，而这势必增加群大小。 

动物为了生存需要不断地觅食和避免被捕食。尽管长臂猿没有 多少天敌(Cheney等， 

1987)，但人类被认为是其主要猎捕者(Tenaza等，1985)。据我们观察，除人类外，还有 

云豹等 自然捕食者。黑长臂猿领域范围较大，食物亦不甚丰富，为满足每天生活的需要， 

日移动距离即会加大，这样遇到天敌的可能性也会相对增加，由于缺乏与捕食者相对抗的 

能力，黑长臂猿躲避被捕食的主要方式是逃避，及早警觉和及时逃避对黑长臂猿避免被捕 

食有重要作用，群体大可增加及时发现捕食者的机会(Pulliam，1973；Treisman，1975)， 

黑长臂猿有相对较大的群体，亦可能是它们长期 来为躲避天敌的一种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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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0UP SIZE AND C0M P0SIT10N 0F BLACK—CRESTED 

GIBB0Ns(Hylobates concolor) 

Jiang Xuelong M a Shilai W ang Yingxiang 

(Kunraing Institute ofZoology,Academia Sinica 650223) 

Lori K．Sheeran Frank E．Poirier 

lDepartment brAnthropology,OhM State UniversH USA) 

Wang Qiang 

(Jingdong Nature Reserve， Yunnan Province， PRcj 

Abstract 

Generally， gibbons are monogamous and te耐 torial， mean group size is about four 

But with the disputable species of black—crested gibbon(Hylobates concolor)based ou recent 

ecological studies， the m ean gr oup size vairied from 3 to 7 or 8 according to different 

studies， and the mating system was considered to be monogamous or polygynous(Xu et 

Ⅱ，，1983j Haimoff et at．， 1986；Liu，1988；Lan， 1989)．T his article mainly deals with the 

black—gibbon s group size and composition． after a 10一month survey of black—crested 

gibbons in W uliang and Ailao Reserve， Yunnan Province W e concluded from seven gr oups 

in 4 sites that mean group size is 4．3， each group has 1 adult male， 1—2 adult females， and 

l一3 offspring of various ages．The group size and composition is similar with that of Hainan 

black—crested gibbon reported by xu et at． (1983)and Liu(1988)， but the results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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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diffefences with Haimoff et at “986)and Lan (1989) The group size and 

com positioon are quite correlated with the habitat． e． g． GC1 group and GD group live in 

the less disturbed area， each maintians a group of six or seven individuals including tWO 

adult females respectively， and GG group only has oFle adult female and one subadult male 

because of heavy hunting pl~sure and forest cutting in their habitat， althouth they live in 

more than 200 hm 

Key words Black～crested gibbon， Hylobates conco~r， Group size， Group eomposi·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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