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笼养白腹锦鸡繁殖季节的时间分配 

．
杨晓君 文贤 杨 岚 

冲 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昆明 650223) 

子厶 3 
摘要 笼养白疽锦鸡(Chrysolo砷tlS amherstiae)繁殖季节的日常活动占用时间从静栖，游 

走，取食、理羽，繁殖、鸣叫，沙潞、饮水到攻击依次减少。 直接或间接满足 自身需要的行为 占 

96 19％。一天 中除静栖外，其它行为所占时间比例在中午较小，而在早晚较大。 白腹锦鸡雄鸟 

的发情行为与求偶行为的关系较为密切 雌鸟的产卵与饮水、沙格行为的相互关系较大。活动时 

间分配可能是 多种因素综台作用的结果。 

繁殖季 节，时间分配 

鸟类用于各种活动的时间分配是鸟类行为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每个种群都有 自己最适 

于本地条件的时间分配，有最适时间分配的个体在 自然选择 中是有利的(Verbeek， 

1972)。 国外对 鸟 类活 动 的时 问分配 做了 很 多研究 工 作(Caraco， 1979； Caraco等 ， 

198Oi Davies等 ， l985； Enoksson， 1990； Ettinger等 ， l98O； Siegfried． 1974； 

Verbeek，1972)，国内目前仅见有黑颈鹤(李凤山等，1992)的报道，笔者在对笼养自腹锦 

鸡(Chrysolophlgs amherstiae)觅食行为观察 (杨晓君等， 1994)的同时，对其繁殖季节 日 

常活动的时间分配进行了研究，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l 研究方法 

1．1 方法 

本实验工作是在云南省昆明市西郊花红洞地区，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内露天笼 

舍 中进行的。实验动物分别为 1雄 4雌 5只笼养 1年以上的野生 白腹锦鸡和 l雄 4雌 5只 

人工繁殖的仔一代白腹锦鸡，1987年 3月至 1988年 4月进行活动规律和行为频次的观察 

记录，每月中、下旬各观察 l天，繁殖季节每月上旬增加 1天，每天平均为 l5 h，观察 

29天。1989年 2—6月和 1990年 3—7月的繁殖季节间采用焦点动物取样法(focal animal 

sampling)，每月观察 3天，观察 28天，垒部观察肘问为 57天，所有观察记录均输入在 

电子计算机上建立的数据库 中进行数据处理 (杨晓君等，1994)。 

1．2 内容 

记录 静栖(resting)、游走(walking)、觅 食(feeding)、饮水(drinking)、理羽(preen— 

ing)、沙浴(dusting)、繁 殖(breeding)(包括雄鸟发情和求偶，雌 鸟的披求偶和产卵)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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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静柄指站立、俯卧、侧卧时除头部外身体一动不动或闭眼睡眠的静止行为；游走包括 

行走、快速奔跑、跳跃等行为；觅食为在地面寻找食物、抓刨土地中的食物、食槽取食、 

啄取和吞咽食物等行为活动；饮水包括将永吸人嘴中、吞咽等动作过程；理羽是乌用嘴或 

爪梳理羽毛的行为；沙潜为乌在沙 中来【旦『翻滚，将沙子沾到身上然后再抖掉，类似洗澡的 

行为；发情指雄乌睑部肉垂膨大、翎羽张开、急促徘徊、对雌乌亲近但不产生强烈追逐活 

动的行为；求偶(深发情)是雄鸟呈现强烈求偶炫耀舞姿及追逐雌鸟企图交配等活动的过 

程；被求偶为雌鸟被雄乌求偶追逐的活动过程；产卵指雌鸟在巢 中产卵的行为；其它如排 

泄、抖动翅膀、呜叫、攻击等行为所占比例甚少，亦分别记录。 

2 观察结果 

2．1 时间分配 

1989年和 1990年的繁殖季节共观察 28天计 420 h， 图 1显示了观察期问主要行为活 

动所占的比例。从图中可以看 出：尽管白腹锦鸡从晚 21时至次 日早 6时均在树上静栖， 

但白天静栖时间仍达观察时间的 40 46％，是时间分配 中所占比例最大的行为活动。除静 

栖外，游走(38．95％)、觅食(11．12％)、理羽(5．O9％)等行为也 占较高的比例，而发情、求 

偶、产卵等繁殖行为(3_34％)和呜叫、攻击等社群行为(0．41％)与之相比则较少。 

2．2 行为园子间的相互关系 

应用聚类分析对意义比较明确的行为进行行为因子间相关关系的分析，结果说明：雄 

乌发情行为与求偶行为间的相互关系最大(欧氏距离为 1 00)，雌鸟产卵行为与饮水和沙浴 

的相互关系较为密切(欧氏距离分别为 O．21和 O_35)(图 2)。 

2．3 肘间分配的日变化 

受生理活动的影响，白腹锦鸡的时 间分配在 1日内也有一定的变化，这种变化即为 日 

节律，从图 3中可以看出：除夜晚的休息和静栖外，白天静栖行为在早上开始活动之后和 

晚上静栖之前所占比例较少，中午 12：0O一 16：00时较大，而游走、觅食、繁殖等行为 

的 日节律则与之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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罔 1 白腹锦鸡繁殖季节的时 间分配 

Fig 1 Time budgets of Lady Amherst s Pheasant in breeding s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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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2 Result of cluster for hehaviours of Lady Amherst s Pheasant 

圈 3 白腹锦鸡曲 H活动节律 

Fig．3 Daily'patterns of tinle expenditu re of Lady'Amherst s Pheasant in breeding season 

2．4 时间分配的性 别差 异 

对雌 鸟和雄鸟时 间分配的双困素方差分 析比较表 明，自腹锦鸡 两性 问的时 间分 配有 硅 

著的差异(p(0 05)， 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 随明．雄鸟用 f繁殖和理羽两种行为的肘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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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多于雌鸟(p(O．05)，觅食时间明显少于雌鸟(p(O．05)，而静栖、游走、沙浴等行为则无 

显著差异(圈 1)。 

表 1 繁殖初期、中期、后期各种行为时间分配的比较 

Tab．I The time budgets of Lady Amherst's Pheasant in the early 

m iddle and late stage of breeding season 

2．5 不同时期的时间分配 

根据白腹锦鸡的繁殖状态将繁殖季 节分为初期、中期、后期 3个时期，双因素方差分 

析表明 白腹锦鸡在不同时期其时间分配有显著差异(p(O．05)。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不同 

时期雌乌和雄鸟的静栖、理羽和繁殖行为及雌鸟的游走行为有明显的差异，其余行为的差 

异不显著(表 1)。 

3 分析讨论 

在笼养白腹锦鸡时间分配中，不针对其它个体单纯为了直接或间接满足 自身某种需要 

而进行的 自身行为(如静栖、觅食、理羽、游走等)占全部时间比的 96．19％，而指向或影 

响另一 个个体，并能引起 另一个体行 为反映的社会行为哥口繁殖 行为仅 占很少的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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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说明笼养白腹锦鸡繁殖季节的时间分配以满足 自身需要为主。而野生白腹锦鸡 

雌鸟在繁殖期间有 24天崩于孵卵，在孵卵期间每天仅有 l 3— 29min或 59— 76min离 

巢，其余时间均用于孵卵(杨岚等，1992)。这说明野外与笼养自腹锦鸡的时问分配模式有 
一 定的差异，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是笼养白腹锦鸡孵化和育雏行为的消失所致。 

应用聚类分析进行行为陶子相关关系分析表明， 白腹锦鸡雄鸟发情行为与求偶行为间 

的关系与其它行为相比相关关系最大。与实际观察每次求偶行为出现前均有一定发情表现 

的情况一致，发情往往为求偶的前奏曲，因此发情与求偶有一定的相美性。雌鸟的产卵行 

为与饮水和沙浴的相关关系较强，与多数白腹锦鸡雌鸟产卵后一离巢就直奔水槽饮水和沙 

浴(杨岚等，1992)的实际观察结果相符。雌鸟产卵后立即前去饮水和扇动翅膀是雉类的一 

种普遍现象，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雌鸟为补充产卵肘消耗的大量水分和缓解产卵过 

程中所处紧张状态的一种生理反应。 

笼养 白腹锦鸡一天 中除静栖外，游走、觅食、理羽等行为所占时间比在 中午 12：oo 

-- 16：00时较 小，而在 早晚较大，和 Muller—Schwarze(1968)对 阿德利企鹅( 增oscellis 

adeliae)的 研 究 结 果相 似 。也 与野 生 白腹 锦 鸡(杨岚 等 ， 1992)和 褐 马鸡 (Crossoptilon 

mantchuricum)(支盯焕垒等，1991)及许多其 它珍稀鸡类(卢汰春等，1991)的 H括动节律相 

似 

对白腹锦鸡性别差异的研究表明，白腹锦鸡两性间不但在外部形态上有 明显区别，在 

行为和时间分配上也有显著的差异，这与对小潜鸭 Ayt aflirt／s(Siegfried，1974)、欧亚 

鸲 Er~hacus rubecula(East，1 980)、【普通】河乌 Cinclus cinclus(Bryant等，1 988)、普通鸦 

Sitta europaea(Enoksson，1990)、棕朐 竹鸡 Bambusicota tchii(杨晓君等，1991)的研 

究结果相似。白腹锦鸡雄鸟用于理羽行为的时间明显多于雌鸟，而觅食时间明显少于雌 

鸟。这可能是 由于雄鸟长有比雌乌长很多的尾羽和求偶炫耀导致体羽散乱，因而雄鸟较雌 

鸟用于梳理羽毛的时间长；而雌乌在繁殖季节为了补充产卵的能量消耗，因此用于觅食汇 

动的时间明显多于雄乌。两性间在繁殖行为上的差异，一方面与雌雄动物性行为的利益不 

同有关，另一方面也可能与雌鸟在笼养条件下筑巢和孵卵两种繁殖行为的退化和消失有 

关。 

鸟类在繁殖季节通常会显著改变它们的时间分~(Verbeek， 1972；Turner， l982)， 

白腹锦鸡在繁殖季节与非繁殖季节各种行为活动的频次比例也有变化，繁殖季节白腹锦鸡 

用于理羽的频次比例较非繁殖季节明显增加，而静栖的频次则显著减少(表 2)c静栖频次 

减少可能与繁殖活动的影响有关，理羽频次增加的原因一方面与求偶活动使羽毛零乱有 

关，另一方面则与繁殖后期白腹锦鸡已开始换羽的身体状况有关 白腹锦鸡在繁殖初期、 

中期和后期各种行 为的时 间分 配亦有差异(表 I)，这与 Ettinger等(1980)对柳 蚊霸 竭 

表 2 繁殖季节和非繁期白腹锦鸡主要 日常活动(频次>分配的比较 

Tab．2 The daily average frequency of each behaviors of Lady Amherst s Pheasant 

between breeding season and ROfl—breeding seas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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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donax traiHii，Enoksson(1990)对普通鸸和 Turner(1982)对家燕 Hirundo rustica和 

崖沙燕 Rimria riparia的研究结果相似。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与白腹锦鸡在不同时期的 

繁殖状态、能量需求、身体状况等有一定的关系。 

据 Caraco(1979)、Hixon等(1983)、Hunter等(1984)、Davies等(1984，1985)等对鸟 

类的实验研究表明食物控制是影响时间分配的主要因素之一。取食时间通常受食物密度的 

影响，有丰富食物的个体通常花费少的时间觅食和用较多的时间静栖(Enoksson，1990)。 

笼养条件下的白腹锦鸡由于人工供给充足的食物，因此亦表现出觅食时间较少而静栖时间 

相对较长的时间分配模式。 

鸟类用于各种行为活动的时间分配除受温度(Verbeek，1972；Caraco，1979)、群体 

大d~(Caraco。1979)、生活类型(Pearson，1954)、领域面积(Hixon等，1983)、食物丰富 

度等因素的影响之外，我们认为与性别、年龄、性成熟程度和在一天中的不同时间也有密 

切的关系。因此各种行为活动的时间分配既是动物适应当地环境条件的自然选择结果，也 

是影响动物活动的垒部因素综合作用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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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 E BUDGETS OF CAPTIVE LADY AM HERST S PHEASANT 

(Chrysolo “ amherstiae)IN BREEDING SEASON 

Yang Xiaojun Wen Xianji Yang Lan 

(Kunming Institute ofZoology，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Kurrrning．Yunnan 650223) 

Abslract 

Time budgets in breeding season were studied in tWO captive groups of Lady Amherst s 

Pheasant(Chrysok amherstiae)from~March，1987 to July， 1990 Percentages of time 

spent on main activities were： resting 40．46％ ， walking 38．95％ ， feeding 1 1．12％ ， preening 

5．09％，breeding(including display，egg—laying)3．34％，others(including call，attacking, 

drinking， dusting，excreting)1．o4％ (Figure 1) Clustering various behaviours showed the 

advertising display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recopulatory display in males， while egg—lay— 

ing，drinking，dusting and preening had close relationship in females(Figure 2) Analysis of 

variance showed that time budgets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were significantly difierent 

(p(0．05) Male spent significantly more time on breeding and preening，and less time on fe— 

ed ing than female．The tim e budgets in different stages of breeding season were different 

(0．o5) The resting，preening，breeding in both sexes，and the walking in female among 

different stages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Table 1)．The frequency of resting in breeding sea- 

son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non breeding season， while the frequency of preen- 

ing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non—breeding season(Table 2)．Because food was in 

rich supply， Lady amherst s Pheasant in captivity spent more time in resting than in 

fee ding The time budgets of captive Lady Amherst s Pheasant were influenced by sexesl 

age， the stages of breeding season besides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group size and food 

supply． 

Key words Lady Amherst's Pheasant， Chrysol6· amherstiae， Captivity， Breeding 
， 

。  

season， Time budg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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