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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鹇的人工养殖研究 

． 壹宣竺 ．丝笪兰 发生 ，——————～，—————1 
(华南期危动物研究所 广州 510260) <；毋6 

摘要 白鹇是我国南方 山区有^工养殖前景的羽肉型经济野禽。本文总结了 8年多养殖结 

果，证实白鹇能在人工条件下顺利生长、繁殖。种群产卵期延长至 3个半月，个体平均产卵达 

到 19 5枚，卵的量衡度明显增加，受精率达到 91．4％，孵化率达到 87．3％， 1月龄雏成活率达 

到 93 7％。本文还提供了规范化养殖技术。 

美键词 白鹇，饲养， 人工条件 殖 

自鹇旺D ura nycthemera)是国家 Ⅱ级珍稀 保护动物 ，广泛分布于我国南方各省 山 

区。在国内有 9个亚种的分化，广东大陆和海南岛有 3个亚种，因此白鹇在 1989年被选 

定为广东省省鸟。白鹇是重要的羽肉型经济雉类，向来是南方各省广大群众喜欢的山珍野 

味。无节制的滥捕乱猎和 自然栖息地环境的不断破坏，严重威胁着白鹇的 自然资源。1984 
— 1987年我们在鼎湖山保护区进行 白鹇野外生态研究(Gao Yuren等，1991)，同时开始 

进行人工条件下的养殖。至夸已繁殖出 900多只后代，在省 内建立起 800多只的人工种 

群，获得了 F6代群体。我们希望通过人工养殖 的途径，为群众提供一个家养野禽的新 

种，缓解人类需要对野生白鹇资源的压力，达到既保护又利用该物种的目的。现将结果报 

道如下。 

l 条件与方法 

人工笼舍养殖在广州市区本所内进行。种源来 自白鹇的 自然栖息地，省内鼎湖山保护 

区，有得 自野外的孵化晚期卵和刚出壳被捕获的雏鹇。鼎湖山地处北纬 23。o8 ，东经 

¨2。35 。东距广州 86 km。年均温 2l℃，年均降水量 l929 mm，相对湿度 8O％。广 

州地处北纬 23。O7 ，东经 l13。l5 ，年均温 21．8℃，年降雨量 l700 mm 以上。本所 

位置不在闹市中心，大院内环境绿化条件好。饲养笼舍的郁闭度和一般气候条件与鼎湖山 

保护区相距不是太远，白鹇能访顺利生长和繁殖。 

养殖笼舍为砖网结构，砖墙高 I．90 m，上接 50 Gm 铁丝网罩。每间约 20 m 饲成 

年雄鹇 1只，配 7—1O只雌鹇。相邻笼舍间以同样的砖墙和铁网分隔。笼舍三分之一为避 

雨棚。露天部分沿墙高设有栖木。地面为 自然泥土或部分铺有粗砂。部分地面泥土裸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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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白鹂 自然获取土壤 中的微量元素，优于垒部铺砂。笼内外栽植阔叶树，增加遮阴面 

积。避雨棚地面干燥，隐蔽处倚墙设有侧面开 口的巢箱。繁殖期供给充足的树叶让产卵鸟 

营巢选用。 

平时饲喂市售人工台成家鸡颗粒饲料和玉米、谷子等，置于食盆里放在笼舍内任其选 

用。换水添料每天 1次，上午进行。 

繁殖期前 l一2个月，开始在饲料 中以生长素形式添加多种微量元素。以蚝壳粉补充 

钙质的需要，任其 自由啄食而不加在饲料中，可避免强制性对每一鸟增加钙质而产生副作 

用。接近繁殖期及繁殖期内在饮水 中补充 多种维生素 B溶液。为防止疾病传染，不使用 

青饲料。产卵期后半程以熟鸡蛋或黄粉虫补充动物蛋白质。 

种鸟进行标记编号，建立档案，严防近亲繁殖。所产卵进行识别(高育仁，1991)后编 

号记录，最后统计。以家禽电热孵化机孵卵。逐年留下适当数量的新生个体进行养殖试 

验，其余在省内番禺县和南雄县两个养殖场为主进行扩大养殖。适 当引进少量野生雄鸟以 

保持种鸟的优良遗传性能。主要针对子一代留种雌鸟，全部配以外血系的雄鸟，以后就可 

以本场互配，全部工作引进雄乌不超过 10只。此外 再建立雌雄亲鸟均非本血系的繁殖 

群，专门繁殖种用雄鸟。 

2 结果与讨论 

2．1 繁殖期 

自鹂每年繁殖 1次，笼舍饲养条件下，1—2月陆续开始发情。3月初开始产卵，也有 

早至 2月下旬的记录。由于卵产出后立即取出，促使雌鸟补产，延长了产卵期。加上营养 

条件的配合，产卵期一般能延长到 5月中下旬，甚至 6月中旬。 

2．2 发情与选配 

自鹇雄鸟在繁殖期开始时 出现频繁的发情行为表现，脸部涨红，肉裾扩展变大，枕冠 

竖起。常张开双翅激烈扇动，这是一种明显的“打蓬”发情行为(高育仁，1991)；还围绕雌 

鸟进行侧面型求偶炫耀。这对雌鸟有很重要的生理上的诱导作用，影响雌鸟卵巢的活动， 

促进亲鸟性腺同步性发育。缺乏雄鸟的笼舍或者雄鸟因慢性病、不适应或年幼等原因而没 

有发情行为的，雌鸟表现为不产卵或少产卵以及产无精卵。这些情况在多年养殖过程中各 

出现过 1次。由于密切注意产卵和孵卵过程，一发现问题，立即设法纠正，替换雄鸟，避 

免损失。所以白鹂繁殖的成功与否，与雄鸟关系密切。一定要选择性能好的雄鸟，卵的受 

精率 孵化率和雏鸟的成活率才能得到保证。繁殖期前经常仔细观察备用雄鸟群 中的个 

体，选择常能发情扇翅，打斗凶狠的雄鸟留作种用，替换出性能较差的种雄鸟。 

养殖笼舍内只能每群 1雄鸟，否则弱雄会被打死。而野外结群中常有多只雄鸟，激烈 

的打斗能保持及自然选育出优 良性能的雄鸟。笼舍隔墙以砖和铁丝网制成，白鹇雄鸟可以 

站在栖木及墙沿上通过铁丝网互相看见对方发情，也可隔笼进行适当程度的“打斗”，刺激 

性腺发育。隔墙下部不能互见，可以避免雄鸟长时间打斗而过多消耗体力。发情表现在整 

个繁殖期内频繁发生，其 中扇翅行为则可以提前到上年的下半年及推迟到繁殖期以后。繁 

殖性能好的雄鸟，发情激烈、频繁、持续期长。自鹂雄乌 1年半才能性成熟，因繁殖季节 

未到，二年龄才能作种用，太年轻的雄鸟往往性能和经验不及多年龄的。种用雄鸟中有 1 

只 自野外引入的，当时已完全具有成鸟羽饰，所以至少为二年龄(高育仁，1991)，至夸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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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0岁以上，仍保持着很好的发情配种性能。 

选择产卵性能好的雌鸟留作种用，对加快 白鹇人工养殖速度关系密切。一年龄的雌 

鸟，孵 出日期早的，若未经受疾病影响而生长发育良好的，能够产卵，否则不产。即使能 

产，部分个体产量也不高。二年龄以上，产卵性能逐渐表现出来。 1990"--1992年按年龄 

对产卵雌鸟 作初步统 计，二年龄 l2只平均产卵 15 56枚，三年 龄 9只平均产卵 20．56 

枚，四年龄 7只平均产卵 21．71枚。五至七年龄的仍能正常产卵，性能不减。最佳产卵年 

龄在 3—7岁。统计 1989一 l99O年 l8只次一年龄产卵雌鸟，平均产 卵 6．6枚(1—23枚)， 

其中 7只次(占 38．9％)仅产 1枚卵。野生引入的成年雌鸟则 由于较难适应笼舍环境，一般 

难以产卵或产卵很少。 

2．3 产卵与孵化 

白鹇雌鸟一般间隔一日产 l卵。据对 1988、1989年共 316枚卵统计，61．71％的卵是 

间隔一 日产下的，20．89％的卵间隔二 日产下，还有 1．58％，6．01％和 9．81％ 的卵则分别 

是隔 日、间隔三 日和间隔多日产下的。一般产程开始的几枚，部分一年龄初产鸟以及性能 

不太好的雌鸟则间隔三 日或多 日产 l卵。 

白鹇个体每次产卵与上次相比往往推迟几十分钟，这样连产数枚卵后产卵肘间会推迟 

至天黑，于是再下 l枚卵将多间隔一日才产出，产出时间则较早，如此重复。 

雌鸟在产卵前几小肘内有特征性的行为表现。它们激动不安，不停地在笼舍内面壁往 

复奔走，同时常注视上方，似要飞上墙沿，但并不向上飞跳。睑颊涨红，发出特征性的 

“咯⋯⋯咯”叫声。一般在天将黑或再早一些时进入巢箱，把周围树叶往里拖捡，铺垫在巢 

底，最后产卵于其中。对 1988年 109枚卵产完后观察记录，其中56枚(占 51．4％)在产下 

后复盖树叶。是雌鸟以嘴衔起附近榭叶丢向 自己身体背后造成的。雌鸟逐渐起身离开，边 

离边丢，并不回头察看 盎巢啪 效果，直至走到巢外几步才停止丢叶，并快步离去。这是 

自鹇野外习性的保留。另外 53枚卵没有遮盖，这些卵易被他鸟啄食。所以卵产出后要及 

时捡取。产卵期要有专人负责。要选择鹇群对之熟悉的饲养员，饲养 员动作要轻、小、 

慢，绝不能使白鹇受惊，否则会引起不进巢产卵，站在栖木上产卵等后果，造成损失。 

据 1987-- 1992年 101只次雌鸟产卵结果统计，每年每鸟平均产卵 1O．3一 l9．5(5—33) 

枚。据对所产 1321枚卵的量衡 度记录统计，6年里年平均卵重为 41．64—43．33(33．4_ 

54 1)g，长径 51．04—52．26(45_8O一 56．66)mm， 短径 38．02—38．82(35．3O一41．86)mm。 

多年来每个雌鸟平均产卵数和卵的平均量衡度都有明显的增加。 

据观察，雌鸟在产卵后期体重减轻，表现瘦弱，若不采取措施，则较早停产。故产卵 

后半程须增加饲料 中动物蛋白质含量，这可以延长产卵期，增加产卵数，多年来雌鸟平均 

产卵数有明显增加。 

1988年 5月 4日至 28日以雌性家鸡与白鹇各 1只，分别孵化 6与 7枚卵，家鸡用硬 

纸盒垫草为舆置于笼舍地面，白鹇在笼舍地面避雨处 由它 自己筑成的巢内孵卵。同肘入 

孵，结果同肘出雏，孵卵期 24日。在孵化期内以半导体温度计测量巢内温度基本一致， 

结果如表 1所示。 

大量产出的卵，以家禽电热孵化机人工代孵。操作条件可与孵家鸡卵完垒一致，温度 

在 37．5— 37．84，相对湿度 70％一8O％，出雏阶段也按家鸡规程处理，孵卵期多数 24 5 

日，也有 24或 25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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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历年来自鹇产卵、受精、孵化、育雏等各项统计列于表 2。 

表 1 孵卵巢内温度比较 

Tab．1 Temprature comparison inside nests during incobation 

表 2 1987--1992年白鹇人工养殖情况统计 

Tab．2 The statistic results on captive breeding of Silver pheasant from 1987 to 1992 

· 当年引 出种 卵 54枚 ．故 坑 计 中去 除。 

2．4 育雏 

刚出壳的雏鹇，由于身体调温机制尚未发育完全，如系人工育雏，必须使用家鸡育雏 

保温伞，加上铁丝网罩，其他条件与家鸡相似。饲喂市场小鸡饲料。自鹇会感染家鸡的多 

种疾病，各项免疫措施与卫生防病制度也是必须的(姚伟兰等，1993)。自鹇是野禽，育雏 

过程中要特别注意预防应急(高育仁，1991)。野生自鹇群体 中有严格的等级制，人工种群 

在雏鸟阶段就要按批龄分群饲养，不随便合群，中雏以后可以按 条件雌雄分笼集中饲养。 

营养不良及笼舍狭窄会引起 中雏的啄羽与啄肛，需细观察及早处理，以免成癣。一旦发 

生，可在饲料 中增加动物蛋白质含量及拌人生石膏粉 1％一 1．5％。雏鸡断啄法也是可以 

事先进行的。 

多年养殖证明，自鹇抗病力强，耐粗饲，能在人工饲养条件下顺利生长繁殖。雌鸟 1 

年，雄鸟 1年半性成熟。幼雄鸟 6—8个月即达成鸟体重(1500 g左右)，成年雄鸟有很高 

的观赏价值。经过人工驯化，白鹇产卵期逐渐延长，产卵数提高，卵的重量、体积等都明 

显增加。受精率、孵化率、雏鸟成活率都可达到比较满意的结果。 

致谢 黄友梅，张佑昌参加饲养繁殖工作，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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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0N REPR0DUCT10N 0F THE SILVER 

PHEASANT IN CAPTIVITY 

Gao Yuren Yao W eilan Zou Fasheng 

(South China lnst~ute。厂Endange~d Animals，Guangzhou，510260) 

Abstract 

The Silver Pheasant distributing extensively most of South China mountains was classi． 

fled as the second class protected wildife in China． On the basis of ecological reserch in 

wild， we have succeeded to breed them in captivity W e have had arti—population of more 

than 800 Silver Pheasants and gotten the sixth generations so far．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results of culture and breed of 8 years confirmed that the Silver Pheasant can grow and breed 

in captivity smoothly． Oviposition period of population extended to 3 5 months Average 

clutch size increased to 19．5， Egg size enlarged obviously．The fertility rate increased to 

91．4％ ， incubation rate to 87．3％ ， survivaI rate of above 93％ up to a m onth after birth． 

natality to l 100％ 

It was confirmed by reseach that the Silver Pheasant will be the economoc anima1 which 

has good future of cuRure for both feather and meat．This pape r summarized skill of stand- 

ardization breeding in captivity as wel1． 

Key words Silver Pheasant， Reproduction， In Cap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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