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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96年6～10月，在黄龙寺自然保护区详细研究了大熊猫 (Ailurolxx~metanoleuca)对其主食竹之 
一 — 华西箭竹的选择和利用情况，并与其他山系进行比较，结果表明：①黄龙大熊猫一年的食性选择可分为 

4个时期；@黄龙大熊猫喜食基径大于 10mm的竹笋和竹秆，而拒食基径小于 6 r衄 的竹笋及小于 4 r衄 的竹 

秆；③不同山系的大熊猫对竹类的选择既有差异又有共性；④大熊猫对华西箭竹竹茎的利用率为 22．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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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箭竹 (Fargesia nitida)是大熊猫的主食 

竹之一，关于大熊猫对它的选择利用尚未见报道。 

我们于 1996年6-10月在黄龙寺 自然保护区对此 

进行了研究，并与其他山系的有关研究进行对比， 

探讨其异同，为饲养繁殖提供参考。 

1 自然概况 

黄龙 自然保护区位于青藏高原的岷山南段，贡 

嘎岭东侧。四川省阿坝州松潘县境内，介于东经 

103。44 ～104。04 ，北纬 32。39 ～32。54 之 间。地势 

由西北向东南倾斜，最高海拔 5 588m(雪宝顶)，最 

低海拔 1 700m。地形切割破碎，沟壑纵横(涪江上 

游水系)形成峰顶林立、谷地幽深的峡谷地貌。本区 

属于寒温带 一高原温带季风气候类型，年平均温度 

6℃，平均降雨量 758．9 111122。5～9月降雨量占全年 

的70％～73％。黄龙 自然保护区由于其特殊的地 

理位置及优越的自然条件而成为南北动物交流的 

“走廊”，区内动植物资源丰富，是许多珍稀植物的天 

然“避难所”。 

对区内的调查表明：共有竹类资源 2属 3种， 

即冷箭竹 (Bashaniafargianus)、缺苞箭竹 (Far— 

gesia denudata)和华西箭竹，其 中又以华西箭竹 

分布最广，为黄龙大熊猫的主食竹类。 

2 研究方法 

2．1 在研究区内，我们按月收集大熊猫的新旧粪 

团并烘干分析，以区分出竹秆、枝叶、竹笋等成分 

及其在不同季节所占的比例。同时结合每次野外调 

查时发现的采食场进行分析。 

2．2 设固定样方，面积为 1 mz，每月作一次竹子 

样方统计，在发笋季节，每半个月对基径和高度进 

行测量，同时，测量大熊猫所食竹秆和竹笋的基 

径。采用 Vanderloeg和Scavia选择系数 Ⅳ．和选择 

指数E ，作为衡量大熊猫对食物的喜食程度 (Le— 

chowlcz，1982)，其计算方法如下： 

Wi=【r／P1)／~(ri／P，)；El=( 一1／n)／( +1／n) 

其中，w 为选择系数，E，为选择指数。i为特征 

值， 为特征值总数。P 为环境中具 i特征的竹子 

株数，rf为大熊猫所采食的具有i特征的竹子株数。 

E 值介于一1与+1之间 若 E <0表示不喜食， 

E =一1表示拒食，E =0表示随机选择，Ef>0表 

示喜食，E =1表示特别喜食。 

2．3 采用对照取样测高法。即按残留竹桩及基径 

大小 取样竹株均采自同一采食场地上。测出每一 

竹子残桩的高度，箅出平均值 H ，再测出弃梢长 

度 H2，同时测出对照样竹秆均高 H，这样大熊猫 

对竹茎的利用率可表示为：U=(H—H，一H2)／HxlO0％。 

3 结 果 

3．1 不同季节大熊猫对华西箭竹不同部位和生长 

期的选择 

通过调查，我们可以将大熊猫一年的食谱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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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4个时期 

从上年 11月到次年 6月是这里的冬春季节。 

由于我们进入到研究区时已是6月，因而仅能根据 

旧的粪团及旧的采食场来分析 从见到的23团旧 

粪便中，我们发现这一时期大熊猫主要以竹秆为 

食，枝叶成分<20％。而从 4个旧采食场的统计来 

看，在大熊猫食谱中各成分所占比例为：老笋 ：二 

年生 ：多年生 =1：2．33：5．33。 

7月上、中旬为大熊猫的摄食过渡期 I。在这 
一 时期，华西箭竹已开始大量发笋，但这时的大熊 

猫并不立即全转向食笋，而仅是部分地择食一些新 

笋。在 7月4、14日发现的两处新鲜采食场的调查 

表明：大熊猫共觅食竹笋20根，竹秆 62根。各龄 

竹子在大熊猫食谱中所占比例为新笋：老笋：二年生 

三年生 =1：1．8：0．5：0．8。 

7月下旬至9月中旬，此时新笋已逐渐长至最 

高．而成为大熊猫这一时期的主要食谱组成，从发 

现的5处新鲜采食场及 43团新鲜粪便来看，几乎 

均以新笋为食 (>75％)。只是偶而觅食部分竹秆 

(<25％)。 

9月下旬至 10月为过渡期 Ⅱ。此时气温已骤 

然下降，以至l0月初便开始下大雪。这期间大熊 

猫开始以枝叶为主食，兼食少量竹秆。在发现的 2 

处新鲜卧穴 (共 35团粪团中)，枝叶粪团占33／35 

×11210％ =94．29％。 

11月，已进入漫长的冬季，大熊猫又开始了 

冬季的食谱选择。 

3．2 大熊猫对华西箭竹竹笋粗细的选择 

7月下旬至 9月中旬，竹笋已成为大熊猫的主 

要食物来源，这时大熊猫对竹笋粗细的选择也就更 

加明显 (见表 1)。 

表 1 大熊猫对华西箭竹竹笋的选择 
Table1 Giant Panda’s seleetl~ h  shoots 0fFar~ ／a nitide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大熊猫对基径小于 6 

mill的竹笋几乎拒食，对基径在6～8 mill之间的新 

笋不喜食；对基径在 8～l0 rain之间的新笋随机选 

择；而对于基径大于 10 rnrn的粗笋均喜食。 

3．3 太熊猫对华西箭竹竹秆的选择 

大熊猫四季都要或多或少地选择竹秆为食。因 

此，我们研究了大熊猫对华西箭竹竹茎粗细的选 

择 结果见表 2。 

表 2 大熊猫对华西箭竹竹茎的选择 
Table 2 GIm t Panda’s se砌 lIⅡflm。s ems ofFarl~ ／a耐姚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大熊猫拒食基径在 4 mrn 

以下的竹秆。也不喜食基径在 4--6 mm之间的竹 

秆；它随机选食基径为 6--10ⅡⅪln的竹秆；喜食基 

径大于10mrn竹秆。 

3．4 大熊猫对竹茎的利用率 

我们对3个不同地方的采食点进行了i测羞，现 

』 

将统计结果列于表 3。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大熊猫对华西箭竹竹茎 

的利用率是相当低的。3处采食点的调查结果分别 

为：25．480％，20．871％ 和 22．125％，平 均 为 

22．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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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3 采食点统计裹 

Table 3 The smttst|e table fbr t'eeding points 

4 问题与讨论 

4．1 不同季节大熊猫对华西箭竹不同部位及竹龄 

的选择 

冬春季节 (11月至翌年 6月)，保护区内的气 

温非常低，这时的竹叶已变得枯黄、卷曲。因此这 

时的大熊猫选择 竹秆为主食。而在竹龄的选择 

中，又以多年生竹秆为多，占61．54％，但这并不 

能说明大熊猫喜食多年生竹，而很可能是多年生竹 

在竹龄组成上占比例较高的缘故。6月的调查表明： 

该地区每平方米中各竹龄的比例为：老笋：二年生 

竹：多年生竹 --17．76：18．92：63．32。到了7月上、 

中旬，华西箭竹又开始大量发笋，但此时的新笋并不 

太高，平均46．67 crn( =60，7月 4日测定)。粗笋 

(基径大于 10 mm)也很少。仅见其少量采食基径 

在5．9--8．6n1m之间的竹笋 (对这部分竹笋，它或 

不喜食或随机取食)．故这时仍以竹秆为主食。7月 

下旬至 9月中旬，新笋逐渐长高，粗笋数量增加， 

各种基径的新笋为大熊猫提供了选择的可能性，再 

加上竹笋鲜嫩可口而成为这一时期大熊猫的主要食 

物来源。9月下旬至 1O月，随着新笋的逐渐术质化 

成为老笋，大熊猫也就逐渐改变其食谱而转向食含 

蛋白质较高的枝叶部分。 

4．2 大熊猫对华西箭竹竹笋、竹秆粗细的选择和 

利用 

竹笋鲜嫩可口及营养质量也较好，故为大熊猫 

的最佳食物来源。而各大山系大熊猫对不同种竹笋 

的粗细均有选择性：在凉山山系的马边，大熊猫喜食 

基径大于 18n1m的大叶筇竹竹笋和基径大于 16n1m 

的白背玉山竹笋(魏辅文等，1996)；在邛蛛山系的卧 

龙，大熊猫喜食基径大于 10 tnm的拐棍竹竹笋(胡锦 

矗等，1985)；在秦岭，大熊猫从不取食基径小于 10 

mm的巴山木竹竹笋(潘文石等，l9船 )；在岷山山系 

的唐家河大熊猫喜食基径大于7～8 n1m的糙花箭竹 

竹笋(胡锦矗等，l990；Schaller等 ，1988)。黄龙大熊 

猫所在的山系为岷山山系，由于竹种不同，黄龙大熊 

猫对华西箭竹竹笋的选择也与其他山系竹笋的选择 

不同，它喜食基径大于 10n1m的竹笋 由此看来，总 

的趋势是：大熊猫喜食较粗的竹笋，这样符合经济学 

原则，即以最少的能量支出获取最大的能量。对于 

竹秆，不同山系的大熊猫也有选择。在凉山山系，大 

熊猫选择基径大于 10 n1m的大叶筇竹竹秆和基径大 

于12n1m的白背玉山竹竹秆(魏辅文等，1996)；在秦 

岭，大熊猫选择较粗的巴山术竹竹秆(潘文石等， 

1988)。处于岷山山系的黄龙大熊猫对竹秆也有选 

择，它喜食基径大于10mm的华西箭竹竹秆，但由于 

环境中基径大于 10 mm的竹秆仅占16％，所以它在 

择食粗竹秆的同时，也随机选取中等基径的竹秆(这 

类竹秆基径在 6～10 lnm之间，共 占随机样本的 

62．5％)，这显然也是符合经济学原则的。 

4．3 大熊猫对华西箭竹竹茎的利用率 

我们采用对照取样测高法的调查结果表明，大 

熊猫对 3处取食点华西箭竹竹茎利用率分别为 

25 480％、20 871％、22．125％，平均为 22．825％。 

邓其祥等(1981)曾对卧龙大熊猫采食冷箭竹的利用 

率进行过研究。他所采用的是对照取样称重法，竹 

子利用率的公式为： 

利用率 = {[w 一(w】+W2)J／w}×100％ 

其中，w 是采竹量，w1为竹桩量，w2为残留枝叶、 

竹梢、竹皮、竹株的重量。其结果是：大熊猫对冷箭 

竹利用率为 18．92％～69．79％，平均 39．94％。而 

潘文石等(1998)对秦岭大熊猫采食松花竹的利用率 

也进行了研究，其利用率为：44．4／231．6×100％= 

19％，与我们的结果相近。这表明不同山系大熊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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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竹子的利用率均很低。同时也说明，大熊猫在利 

用类似冷箭竹这样的矮小竹子时，其利用率常较中 

型竹子如华西箭竹、松花竹为高。 

总之 ，黄龙大熊猫同其他山系的大熊猫一样， 

在不同季节有不同的食谱选择，但它们之间的食谱 

选择又有差异，而这种差异正是 由于各山系竹种不 

同造成的。因为各种竹子均有 自己特定的生长期。 

经过长期自然选择和适应，大熊猫也形成了相应摄 

食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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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THE GIANT PANDA’S SELECTION AND UTILIZATION TO 

Fargesia nitida IN HUANG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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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rom June to October in 1996，the situation 

of giant panda’s selection and utilization for one of its 

main f00ds—Fargesia nitida was studied in detaiI in 

Huanglongsi Reserve and compared with the data ob— 

tained from other mountalns’．Results show as fo1． 

1ows：(1)We叫 l diode one yearintofour periodsfor 

giant panda’s selection on food，through the analysis 

of droppings and feeding places monthly．(a)From 

November oflast yearto June of next year．the stems 

of bamboo are the main food of panda’s(8O％)，and 

the percentage of each age group is：old shoots：two— 

yearolds：many—year olds=1：2．33：5．33．(b)The 

first and second ten days of July are the transition pe— 

fled(Inthis period，giant panda feeds not only onthe 

stem but alS0 onsome new shoots occasionallyandthe 

percentageofeachagegroupis：new shoots：old shoots： 

two—year olds：many—year olds=1：1．8：O．5：0．8)． 

(e)From the last ten days of July 10 the second ten 

days of September．the giant panda feeds on the new 

shoots(>75％)and some sterfls occasionally．(d) 

From the last ten days of September to Oc tober，the 

giant pandafeedsontheleaves and branches aswell as 

a small number of sterns．(2)~mboo plots was set up 

and Vanderploog and Seavia seleetivity index w&s used 

to assessthe panda’s salectionforIraresia nitida，we 

alS0 mmpared it with other mountains’The results 

show that for a long time，the giant panda in different 

mountains adapts the different species of bamboo， 

which bring about the diffelance in their feeding 

habits．However，there is a general tendency that they 

always prefer the thick stems and thick shoots，which 

obeythe economic principle．(3)1’he giant panda in 

HuangJong preferthe stems (basal diameter>10删 ) 

andthe shoots(basal diameter>10mm)，but rduse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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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鹪莺的种间生态位关系研究 

(广西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南宁 53(~05) 

Q 砰，7；， 

． ／l2 2 

摘要：本文研究了褐头鹪莺 (Priniambfta~a)和黄腹鹪莺 (尸 mviventris)在取食高度、取食基层和取 

食方法 3个生态维度上的生态位宽度和生态位重叠以及它们与复舍种群密度的关系。结果表明，两种鹪莺的现 

实生态位有较大的重叠，且种群密度变化时，生态位宽度和生态位重叠发生了显著移动，褐头鹪莺与黄腹鹪莺 

之间存在着竞争；它们并投有采取压缩生态位宽度来回避竞争，而是相反地各自扩展生态位宽度来减少重叠． 

从而达到减少竞争压力“利于共存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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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位理论最近 20年来发展十分迅速，已在 

种间关系、种群进化、群落结构和演替等许多方面 

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因而日益引起了人们的 

重视。生态位研究至今仍然是生态学研究中非常活 

跃的一个领域．有关生态位的理论也正在不断发 

展。 

近年来，国内王刚等 (1984)、高颖等 (1987) 

和蒋志刚等 (1987)也在生态位研究方面做了一些 

工作，但利用生态位理论来研究鸟类种问关系的工 

作尚未见报道。笔者于 1985～1997年在南宁市郊 

大岭～ t3圩河地区对褐头鹪莺 (Prinia subflava) 

和黄腹鹪莺 (P．flaviventris)的生态作了观察， 

现将有关生态位方面的材料整理分析如下。 

1 研究地点 

大岭一心圩河地 区位于南宁市西北郊，北纬 

22。45 ，东经 108 24 ，地处南亚热带南缘。该地 

早已开发，村庄建筑物较多，农作物以水稻和甘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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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兼种蔬菜和水果。村庄周围树木较多，村庄 

四周和耕地间镶嵌有不少高草灌丛和轮作或放牧用 

的荒坡荒地。 

样地选用村庄以及耕地、荒地周围的灌丛地．呈 

狭长形，一般宽为 20～4O Ii1。各样地间不连续，有 

村舍或田地隔离。灌丛高度多为 1．2～1．8171；间有 

少数斑块状的高丛突起，高达 2—2．5 Ii1 灌丛外貌 

终年常绿，但冬季常遭部份砍伐。主要植物种类有： 

潺槁树(Lindera utinosa)、柞未(Xylosma conges— 

tbtm)、苦楝 (Melia azed~rach)、台湾相思 (Acacia 

confusa)等乔木的幼苗或遭砍伐后形成的萌枝丛； 

非 、洲 菊 (Gerbera jamesonii)、水 茄 (Sola~ur?l 

toFvg~)、金樱子(Rosa evigata)、毛桐 (Mallotus 

krbatus)、马樱丹(Lantana caltlt2l'a)、露兜薪(Pan一 

如 tectorius)、类芦 (Neyraudia reynaudiana)等 

以及一些小型的草灌类植物。藤本植物主要有海金 

沙(Lygodium)aponicum)、扛板归(Polygonumper— 

foliatum)等o 

(上接第5l页) 

eat the sIim stertl$(hasa／diameter<4 n1m)and the of bamboo sterns eaten by giant panda，the result is 

shoots(basal diarneter<6 mm)．(4)The ecanparlson 22．825％． 

sample height method was used to study the using r&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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