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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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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期间在样地活动的其他鸟类很少，常见的 

有麻雀 (Passer "缸"淞)、斑 文鸟 ( chuT"a 

punctulata)、白腰文鸟 (L．striata)和白胸翡翠 

(Hz幻W smyrnensis)，它们的取食行为格局和食 

性与鹪莺类的差别显著，因此可以认为对两种鹪莺 

的取食活动干扰很小。 

2 研究方法 

2．1 数■和取食行为的统计 

5月下旬至 7月下旬是两种鹪莺的繁殖后期， 

这期间它们的领域行为已逐渐弱化甚至消失。但活 

动范围仍保持相对稳定，且样地中其他鸟类较少。 

有利于开展本研究。因此选择该时段进行两种鹪莺 

数量和取食行为的统计。 

用绝对数量直接观察统计法对研究期间各样地 

的鸟类数量进行统计。在狭长的样地中沿长向以每 

小时约 1 km的速度行进，用 l0倍双筒望远镜观察 

统计鹪莺的种类和数量。到终点后稍事休息片刻， 

再往回走重复统计一次。统计时间晴天在早晨6：00 
- 7：30、下午 5：00--6：30进行，一天可做4次。连 

续统计 3～7次。直至得到一个稳定的种群数量值。 

同时作取食行为观察统计，统计时间为上午6：00～ 

l0：00，下午3：30～6：30。统计者在样地中或样地 

外缘进行观察，每次观察取食行为时，记录所在的 

高度、取食基层和取食方法。连续进行2～3天， 

每块次样地累计观察20人时。 

取食高度划分为 4个高度 区间：0(地面)、 

0．1～lm、l～2ITI、2m 以上 。 

取食基层分为：①叶层，包括植物叶子、花和 

果以及着生它们的细枝；②树枝；③低草丛；④地 

面；⑤空中 

取食方法分为：①拾取——用嘴直接从基层表 

面啄取静止或移动极缓慢的食物；②出击——静栖 

于枝桠上，见到猎物时急飞出捕取，然后再飞回原 

处或附近；③追捕——在基层上追赶捕食迅速移动 

的猎物。 

2．2 数据处理 

以信息论为基础的 Shannon-Weaner指数公式 

曾广泛应用于测度多样性，近年来，也有人用来计 

测生态位宽度，本文亦用它来测度生态位宽度，其 

公式为： 

B=一∑ InP 
I 1 

在这里，B为生态位宽度， 为种群利用的资源i 

占其所利用资源总量的比例，s为资源项数。两种 

鹪莺之间的生态位重叠使用Schoener(1968)的公 

式计算： 

=1—1／2∑ I Pij一 『 
i= 1 

其中，P玎和Pik分别代表物种J和物种k对资源 i 

的利用部分占各自所利用资源总量的比例；O 为 

两物种的生态位重叠值，其取值范围是 0—1，0表 

示 f 生态位完全分离，1表示完全重叠。 

3 结 果 

3．1 样地和种群密度 

以P． 代表褐头鹪莺，P．r代表黄腹鹪莺， 

下同。 

研究期间先后于l986、1987、1990、1991、1994、 

1996、1997年作 了观察统计，累计统计样地 l6块 

次，其中 ll块次同时有两种鹪莺分布，5块次仅 

有一种鹪莺分布。对于后者，拟另撰文讨论，本文 

只对前者即同时有两种鹪莺分布的 ll块次样地情 

况进行分析 (表 1)。 

3．2 形态和食性 

表 2为两种鹪莺的一些外部量度数据比较，标 

本均在大岭地区采集 (1983～1986年)。从表2可 

以看出，两种鹪莺不仅在体形上很相似，其与取食 

和活动有关的主要器官的大小亦很相近。 

据 28只褐头鹪莺和25只黄腹鹪莺剖胃检查， 

裹 1 样地厦两种鹪葛数量情况 

I s日mpJ啦 p．0扭Md p岫 血啪n № 0fthe咖 印ec ofWrenwa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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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2 两种鹪莺的外部量度 

Table 2 BodymdHIm M lts ofthetwo spe ofWrenWarbler (mm) 

裹4 两种鸟的取食行为百分比数据和生态位情况 

Table 4 Foraging data c％ )and niche dataof thetwo specl~ ofWrenWin'bier 

①括号中是取食行为观察的趺数 (n帅b盯for f(皿girIg behavior r∞ 出 in p啪 t}髓．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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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莺均完全以小型昆虫 (包括成虫和幼虫)和蜘 

蛛为食。表3为两种鹪莺食物中各类节肢动物的百 

分率额次比较，使用 Schoener(1968)的公式计算 

其食物重叠程度为0 808，表明它们所利用的食物 

资源重叠程度很高。 

3．3 生态位宽度和生态位重叠 

对 11个样地块次中的两种鸟的取食行为共作 

了5 3o2次记录。根据两种鸟在取食高度、取食基 

层和取食方法 3个维度上的各项取食行为百分比数 

据，可计算出它们各 自在各个维度上的生态位宽 

度，同时并计算出同一块次样地上的两种鸟在各维 

度上的生态位重叠情况。以上各种数据详见表4。 

1·6_ 
目 P s 

以两种鹪莺作为一复合种群，以复合种群密度 

(表 1)与生态位重叠及各 自的生态位宽度作相关 

分析 (表 5)。分析表明，它们在各个维度上的生 

态位宽度都与复合种群密度显著相关，随着种群密 

度的加大，生态位发生了移动，生态位宽度也不断 

相应增大。分析还表明，两种鹪莺在取食高度和取 

食基层两维度上的生态位重叠与复合种群密度显著 

负相关，种群密度越大，生态位重叠越少；这种关 

系可用图 1表示。但是，在取食方法上，种群密度 

与其重叠的相关并不显著，也就是说种群密度的变 

化不能明显改变鹪莺取食方法的使用格局。 

1 6 

1 4 

1 2 

二墓1．0 
兰 
警 

0 4 

0 2 

0 

1 3 5 7 9 11 1 3 5 7 9 11 

密度(dens Lty)Warblres／h 密度(density)Warblre5／So? 

取食基层(Fora~ngm substratum) 取食高度(Foraging height) 

图 1 复合种群密度与生态位宽度和重叠 

Hg．1 The complex p。pu】aci∞ density and niche breadth and overlap 

裹5 生态位宽度墨生态位t叠与种群密度的回归分析 
Table 5 Regressi~ tmalysls between niche Imeadth．niche 州 丑p aim bird demIty 

4  2  0  8  6  4  

1  l  1  0  0  0  

{̂ 上 艇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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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 论 

4．I 可疑竞争种对的生态位重叠与竞争 

在研究鸟类群落时，经常会遇到可疑竞争种对 

(周放，1987)，如何了解它们竞争与共存的相互关 

系，是深人研究鸟类群落时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对鸟类群落中的可疑竞争种对，我们所能测度 

到的只能是它们的现实生态位，而现实生态位的重 

叠值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过去的竞争压力导致的进化 

性演变。许多研究表明，生态位重叠并不一定伴随 

着竞争 (Colwell等，1971；Lawlor．1980；Hurlbert， 

1978；Vandem~eer，1972)，例如，食物生态位的重叠 

就不一定意味着竞争，因为食物资源欠缺，有可能 

为食物发生竞争 ，但如果食物资源很丰富，两种鸟 

就可以共同利用同一资源而彼此并不给对方带来损 

害，从而能够容许较大的生态位重叠 这样，可疑 

竞争种对在自然中的现实生态位有较大的重叠，既 

可能是它们之间存在竞争的证据，也可能是反对它 

们之间存在竞争的证据；反之亦然。因此，仅仅单 

独依据生态位重叠程度确定是否存在竞争是不可靠 

的。 

本文在研究生态位的宽度和重叠的同时，结合 

研究其生态位移动 (niche shift)，以便于确定可疑 

竞争种对间是否存在实际的竞争。从前面可以看 

出，当复合种群密度增大时，两种鹪莺的生态位都 

发生了明显的移动，这表明它们对竞争压力加大作 

出了反应，它们之间存在着竞争 

4．2 竞争与共存 

褐头鹧莺与黄腹鹪莺是一对在形态上和生态上 

都十分相似的近缘种，它们在华南地区同域分布。 

是什么原因使它们既有竞争，又能在同一地区共 

存? 

普遍认为，种间竞争常可导致生态位宽度的压 

缩。在越接近热带的地区，随着生物群落物种多样 

性的增高，种间竞争加剧，物种越是沿着特化的方 

向，对生境资源进行越来越细的分割，因而生态位 

也越来越狭窄 (May，1976)。这种各自压缩生态 

位宽度、忍受较为特化的狭窄生态位，是现存生态 

相似种减少竞争以利于达到共存的一种策略。 

在本研究所观察到的结果中，两种鹪莺采取了 

与上述相反的策略，它们并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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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重叠比例减小，从而达到减少竞争压力以利于共 

存的目的。由于采取这一策略，使这一对生态相似 

种能在同一地区同一生境共存，这既是它们在进化 

过程中对环境适应的结果，也是不断竞争的结果。 

致 谢 潘国平同志参加了部分工作，苏宗明研究 

员协助鉴定植物标本、刘小华、黄成亮两同志协助 

采集鸟类标本和食性分析，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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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ll I PECIFIC NIt Ⅲ REL T1ONSHⅡ’BⅢ w EEN TWO 

SPECⅡ 0F WREN ⅥrARB]LER 

ZHOU Fang FANG H -ling 

(Institute ofAnimal＆ ．‰  Uvi~ ty．Plarznlng 530005) 

Abstract：Greater Brown Wten Warbler(Prinia sub。 

m)and yellow·bellied Wren Warbler(P． - 

ntris)are the a~Tnpatric species pair in south China． 

In this paper，the intempecific nic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the two bird species was studied．The authors 

intended to determine if there iS interspecific compe。 

tition by means of regression analysis of niche 

breadth．niche overlaps and complex population derlsi- 

Key words：Birds；Niche breadth；Niche overlap 

ty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re was a(xxnpetition 

between the two species of WFen WarbleT They did 

not dlscrease their niche breadth to avoid competition． 

On the contrary，they increase their niche breadth re。 

spectively to reduce the proportion of overlap so that- 

competition pressure muld be discreased．These mndi． 

tions are favorable to the ooexiatence． 

“中国西南地区洞穴鱼类的分类和趋同演化” 

荣获云南省自然科学二等奖 

在国家、中国科学院、云南省多项基金的资助下，由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陈银瑞和杨君必两位研究员主 

持的该项研究，先后考察了我国西南地区约 6o个洞穴． 

采集到洞穴鱼类 10种，标本200号。首次报道和描述了我 

国第一种盲鱼，发现并描记了洞穴鱼类 2新属 9新种。并 

对洞穴鱼类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内容涉及洞穴鱼类 

的形态、分类、生态、起源和演化。基本查清了现阶段中 

国洞穴鱼类的种类和地理分布，阐明了洞穴鱼的形成模式 

和演化序列，揭示了洞穴鱼种间特化的原因及趋同演化的 

趋势，扩展了我国鱼类区系研究的新领域。在国内外学术 

刊物上发表论文、综述 19篇 丰富和充实了鱼类学研究 

的内容，填补了我国洞穴鱼类研究的空白。该项研究荣获 

云南省 1999年度 自然科学二等奖。 

杨若云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计财扯 65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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