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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情期小灵猫行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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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束师范太学生物学系 上海 200062) 穹 ； 

A 摘要本文对笼养小灵猫发情期的繁殖行为进行了观察。结果表明：小灵猫一年有两次发情 
期，绝大部分的小灵猫在春季(2—4月)发情，少数个体在秋季(8月底至9月)出现第 2孜发情。 

发情期雄性小灵猫频繁地发出求偶 叫声和 增加擦香次数。雄猫的擦香行为和求偶叫声可促使雌猫 

的发情，发情期一系列性行为对雌雄交配的成功与否有 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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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灵猫是珍贵的保护动物和经济动物，所产的灵猫香是名贵的香料。近年来，发现灵 

猫香有很强的活血化淤作用，已大量使用在制药工业中。由于野外灵猫数量的日益减少， 

供求矛盾十分突出。为解决这一问题，垒国各地曾枣立了许多灵猫饲养场。但由于对灵猫 

繁殖的知识了解甚少，在笼养条件下繁殖成功的不多，大多需要到野外捕捉以补充，既阻 

碍了灵猫饲养业的发展，也不利于对灵猫的保护。 

灵猫是夜行性动物，行动隐蔽，对它的行为现察相对比较困难。除了对它的食性、饲 

养方法和各种因素对泌香量的影响有过一些研究以外(王培潮等，1976t王应祥，1981)， 

其繁殖行为至夸尚未见报道，对灵猫科 中其它动物的繁殖生物学和行为学也只有一些零星 

报道(Charles—Domnique，1978}Tsui，1974；Wemmer， 1977)。因此，研究小灵猫的繁 

殖行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 

l 材料和方法 

试验用 2O只小灵猫捕 自安徽佛子岭水库周围地区，经一段时间驯养后，引入华东师 

范大学动物饲养场饲养。每个动物都被单养在特制的笼 中，饲养笼 由木箱(60 cm×60 cm 

×45 cm)和铁丝笼(100 cm×100 cm ×60 cm)两部分组成。灵猫白天在木箱 中休息，进食 

和晚上活动在铁丝笼中进行。两组箱笼之间有一个通道，繁殖季节可根据需要把通道门打 

开，让雌雄个体一起生活。 

食物主要由鱼、兔由、大米、蔬菜、维生素和矿物质组成，根据野外的灵猫食性分析 

(王培潮，1976)，笼养灵猫的食物配方主要营养成分如下： 

本文曾在 日奉京都第 22届国际行为学太会上作大台报告 

本 文 1994年 11月 1 5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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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小曼猫食物的营养成分 

Tab．1 The nutritrion content of food for civet 

实验动物都能获得充足 

的 水 和 自然 光 照 ， 每 天 

17： 。0喂 一次 食物 ，在发 

情季节(12月底至 2月底)打 

开雌雄猫笼的通道，让雌雄 

个体短暂的接触，以检查动物是否发情。 

发情后的动物合笼。夜间行为观察用 CHJ手持红外观察镜(云南光学仪器厂生产)进 

行，活动频率和擦香次数用 自制的红外活动记录仪测定，求偶叫声用 SONY录音机录 

音。试验共进行两年，各种行为观察第 2年重复 1次。 

2 结果 

2．1 活 动 

小灵猫是孤居的动物，尽管在饲养条件下未发情的雌雄个体能在一起和平相处，但到 

繁殖季节，只有已发情的雌雄猫能在一起生活，当把未发情的与发情的灵猫放在一起时， 

就会发生严重的争斗，甚至造成严重的伤害。 

大多数小灵猫 1年发情 1次，一般在春季的 2—4月 少数未受孕的小灵猫在秋季 8 

— 9月问再次发情。发情的动物活动量大大增加。 笼养条件 下，动物一般在取食后开始 

活动，活动高峰出现在 20：00—2l：。0。活动的主要方式是频繁地进出或在铁丝笼中快 

速地转圈。我们用每晚进出木箱的频次记录了 5对灵猫在交配 日前后 1星期的活动频率 

(第 8天为交配 日)，根据这些数据的平均数制表，得出如图 1的曲线。 

1 2 8 4 5 6 8 9 10 『一百 l_广商1 
天 

圈 I 发情期小灵猫的活动频率 

Fig．1 Locamotor frequency of civet 

increased during the entrLIs period 

一  ： II．I-l1． ．． ． -IIIIIII 
从 图 l可见，发情期小灵猫的活动频率从发情开始时逐渐增加，到交配 日达到最高 

峰，这时小灵猫平均一晚上进出木箱超过 80次，交配以后，活动频率迅速下降，两天以 

后即恢复到平时的水平，动物除了频繁地进出木箱外，在铁丝笼 中的标记、嗅闻、转圈等 

行为大大增加。 

2．2 标记行为 

小灵猫的香腺位于肛门和生殖器之间，香腺纵向开 口。雌雄小灵猫终年泌香和擦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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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可以在任何物体上擦香，但一般喜欢在垂直方向稍有突起的物体上攘香，擦香的位置基 

本固定。擦香时臀部抬起，翻开香腺，在突出的物体上左右来回地擦香。但有时仅抬起臀 

部，翻开香腺，接触一下擦香点。这种没有来回擦香动作的行为 占总擦 香行为的 18％。 

小灵猫的擦香行为主要发生在晚间，从傍晚开始，开亮以后结束，少数个体可延续到早晨 

8：00以后。对发情期的小灵猫擦香行为的研究表 明，整个晚上有 3个擦 香的高峰(图 

2)。 

从图 中可以看出，第 1个擦香高峰 出现在 l8：0O一 19：O0，第 2个高峰出现在 21： 

00—23：00，天亮以前有 1个小高峰。据饲养的 1 5只灵猫(8里，7 S)的泌香量统计，3月 

份的产香量最高，此时大部分个体处于发情期。8月份以后产香量降至很低的水平，9月 

份是垒年最低的季节，12月份开始上升(图 3)。 

图 3 小灵猫泌香量的季节变化 

Fig 3 Seasonal fluctuation of civet 

production of small indian civet 

二 
图 4 发情期小灵猫擦香的颠改变化 

Fig．4 Scent marking frequency variation 

of small indian civet during estrus 

当雌雄小灵猫出现发情的行为时，它们的擦香活动大大增加，据交配前后两个星期每 

晚 10 h对 9只发情灵猫(5早，48)的观察，雌雄小灵猫的擦香频率见图4。 

从图 4可以看出，雄性小灵猫的擦香频次高于雌性，随着雄性灵猫的擦香频次的升 

高．雌性灵猫的擦香频次逐渐升高，在交配时升到最高峰，交配后擦香频次迅速下降，很 

快恢复到平时的水平。高峰时，一夜擦香的频次超过 60次。 

对雌雄灵猫擦香行为的观察，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发情期雌雄灵猫的擦香地点有明 

显的不同。为了分析比较，我们把所有的通道打开，让雌雄个体可以随意地活动。结果发 

现．雌性灵猫擦香部位限于所居住的笼子，即使笼门开着，也未发现雌灵猫到 自已笼子以 

外的地方去擦香；而发情期的雄性个体可以在它所碰到的任何物体上擦香；而且额繁地把 

香擦在其它雄性动物的笼子上(见表 2)。 

从表 2可见，雄性灵猫擦香的地点大多数在其他雄性和雌性个体的笼子上，两者占总 

泌香频次的 62．4％，在 自已笼子上攘香的频率只有 10舟％。从这点可以推测，发情期雄 

性灵猫的擦香行为是一种领域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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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发情期雄性曼猫在不同地点擦香的频玫 

Tab．2 The frequency of marking sites 0Ⅱdifferent sites in(he estrus male 

2．3 小灵籀的叫声 
一 般情况下，小灵猫很少发出叫声。平时即使被捕捉刮香．也不叫喊。在发情期雌雄 

个体的发声比平时频繁得多，尤其雌雄个体相遇。互相攻击时，或受到突然惊吓时，可发 

生各种叫声。灵猫的求偶叫声是一种十分特殊的叫声，只有发情的雄性个体才发出选样的 

声音。根据对小灵猫的叫声录音，可以辩别如下的几种： 

2．3 1 尖叫声 这种叫声主要出现在发情期间， 当发情的和未发情的傩雄灵猫相遇时， 

常发生相互攻击，井发出尖 叫声。如未发情的个体经过发情的个体旁边时，发情个体会向 

未发情个体发起攻击，被攻击者一边发出尖叫，一边逃离。 

2 3．2 威胁叫声 这种叫声在发情和未发情期都可能出现。这是动物处于极度紧张时发 

出的叫声。如被攻击或被人追捕时，在无路可逃的情况下，灵猫不再逃跑，采取面对来犯 

之敌，背弓起的防御姿态，并发出“fu，fu，fu”的叫声。 

2 3 3 求偶叫声 在发情季节，已发情的雄性灵猫会发出一种特殊的求偶叫声，叫声由 
一 连串的"da，da，da”音节组成，频率快而高。当发情的雄灵猫被从笼 中放出时，它一 

边搜寻，一边发出求偶叫声。在发现雌性灵猫的笼子后停下，先嗅闻雌猫的擦香处，然后 

把头伸进雌灵猫的笼中，不时发出求偶声，如雌猫无反应，它会在笼口等待，并不断地发 

出求偶声，频繁地把头伸进笼中嗅闻。2—3 min后，如雌灵猫仍无反应，雄灵猫会进入 

雌灵猫的笼 中。这时，雌灵猫一般会从木笼中迅速冲出，在外面的铁丝笼中作环状奔跑， 

雄性灵猫在后追赶并试图骑跨，如果雌灵猫尚未作好交配的准备，它会回过身来攻击雄灵 

猫，并发出尖厉的叫声，而雄灵猫也会同时发出尖口 声而逃走。 

求偶叫声只有在繁殖季节出现，从 2月底至3月底叫声频繁；秋季偶有出现，但时间 

短，发情的个体也少。 

求偶叫声一般持续 7天左右，根据录音磁带的重放计数，叫声在傍晚开始出现，晚上 

有两个高峰，分别出现在 l7：0O— l8：00时和 21：00—22：00(圈 5)。根据红外线夜视 

仪的观察，交配行为多出现在 21：OO一22：00之间o 

2．4 求偶和交配行为 

发情的雄性灵猫通过一系列的求偶行为，最终达到交配的目的。首先，雄性灵猫发情 

后，活动大大增加，表现为不断搜寻行为和嗅闻其它灵猫的分泌物， 自身的擦香活动也大 

大增加，接着开始发出一连串的求偶叫声。如果雌性灵猫已能接受交配，在雄灵猫追逐一 

段时间后，傩灵猫会突然停下，雄灵猫立即骑跨傩灵猫企图交配。开始几次交配一般不会 

成功，当雄灵猫骑上雌猫背后，雌灵猫叉向前逃跑，但它并不跑远，等候雄灵猫来追；如 

此反复几次以后，雌灵猫会突然停下，臀部下蹲，接受雄灵猫。雄灵猫跃上傩灵猫的背 

后，咬住颈皮进行交配，此时雌灵猫会发出低沉的“miau”声，并向前稍稍移动，雄灵猫 

随之向前移动，此时可见到雄灵猫的臀部抽几下，表示交配的动作已近完成。交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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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雌雄灵猫一般迅速离开，如雄灵猫企图跟随雌灵猫，雌灵猫会回头攻击雄灵猫。 

。 。 “ “ 是较浓密的灌木丛或高草，小灵猫的 

图5 发情期灵猫求偶叫声的时间分布 、 视觉很弱，在高草密林 中靠视觉来发 

Fig 5 Time distribution of courtship 现配偶是很难想象的，发现配偶的有 

calling of civet during~trtls 效方法是利用求偶叫声的听觉通讯和 

擦香标记的化学通讯。 

小灵猫每天都擦香，这种擦香行为被看作是一种用于归巢的途径标记，或领域和巢区 

的标记。在发情期到来时，灵猫的香腺开始红肿，香腺中的腺体分泌大量的香膏，与会阴 

腺的分泌物一起排出体外，具有非常强烈的气味。在自然条件下，即使风吹雨淋也能保持 

很长的时间。在发情期，雄性小灵猫不断地嗅闻雌性灵猫擦香的地方，通过嗅闻可以鉴别 

出雌猫是否发情，一旦发现雌灵猫发情，雄灵猫会不断地追逐和嗅回雌灵猫的生殖区与肛 

区，最后达到交配的 目的。 

灵猫的求偶叫声不仅具有雌雄互相发现的功能，在饲养场中，一旦某一只灵猫开始发 

出求偶的叫声，其它灵猫会显得比较激动，活动频率大大增加，很快会进入发情期。 

Wemmer(1981)提 出，雌性的熊狸也可发出叫声，这种叫声虽不能马上吸 引雄性来交 

配，但能改变雄性动物的反应，对雄性来说，这种叫声表示了该雌性已经激动，等待雄性 

的交配。Hamilton等(1978)提 出在某些灵长类动物 中，交配的叫声能刺激交配双方的性 

激动，也能刺激雄性的配偶竞争。而小灵猫的叫声，不仅能刺激雌性的性激动，还能激动 

其它雄性的发情。 

小灵猫的交配姿势与非洲小灵猫的交配姿势极相似(Ewer，1974)。Ewer提出这种姿 

势是一种对树上交配的适应，雄灵猫用嘴咬住雌灵猫的颈部，前爪抓住雌性的两肩，使交 

配时能固定住雌灵猫。并认为这种姿势也防止雄性动物偶尔错误地把雌性动物当作猎物来 

对待。其实，食肉动物交配时咬住颈皮是一种十分普遍的行为。如母兽经常用咬颈皮的方 

法来搬运幼仔，仅仅咬住幼兽的颈部毛皮，不伤幼仔。而在狩猎时，食肉动物 咬住猎物的 

颈部，通过阻断颈动脉血流、阻止呼吸而窒息，甚至咬断猎物颈椎来杀死猎物，因此，咬 

颈有着完垒不同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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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0F THE BEHAV10R 0F SM ALL CIVET 

(Viverricula indica)DURING THE 

ESTRUS PER10D 

Xu Hongfa Zhu Bing Sheng Heling 

(Department ofBiology,East Chm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062) 

Abstract 

W e observed a series sexual behavior of civet in captivity during the estrus period with 

infrared ray telescope， and recorded the lacamotor， marking frequency and courtship call— 

ing with the clock control auto record device and Sony tape recorder．The resuhs were as fol- 

lowing： 

1．It was revealed the civet have two periods of heat per year．M ost of them occurred in 

spring(Feb—Apr．)and only few in autumn(Aug．一Sept )．The period of estro$lasted about 

12一l 5 days 

2．The locomotor activity frequency increased during the estrus period． The copulation 

oc curred usually in th at．day when the civet is the most active． 

3．An increased frequency of scent—marking were observed in male and fem ale during 

the est1"us．The male civet marked with civet oil on any objects，but they more like to mark 

on other male and fem ale cages with civet oil．The female civets marked with civet oil only 

on)3wn cage 

4．The male civet sounded“da， da， da⋯ ”frequently during the heat period， followed 

the est1"us female and sniffed the anus of the female． The copulation behavior usually pc． 

curred on 21：0o一22：00 Scent stimuti and calling are important for mate selection． 

Key words Civet， Behavior， Estrus， Copulatory vocalization， Scent—ma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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