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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雕繁殖生态的初步观察 c2 ．72／-／ 

TIlE PRELIMINARY OBSERVING ON BREEDING 

关键词：氅堡 蓬丝生查； 
KeyWolds： Spilo~ is cheda 

中固分类号 ：e 59．7 25 

蛇雕 (spao~ cheda)属隼形目鹰科猛禽：有关其繁 

殖行为研究，到目前未见报道。笔者于 1997--1998年．在 

贵州茂兰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内，对蛇雕东南亚种 (Spilor- 

his e如 Hcketti)的繁殖生态作丁初步观察．现将观察情 

况报道如下 

1 自然溉况 

茂兰保护区位于贵州南部的荔波县境内。东经 1。7。10 

1I) ～108。05 40 ，北纬25 O9 20 ～25。20 50 。海拔500-- 

1 100m．最高点为肯西山1 170 m。林区总面积 2 100 h 。 

为 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年平均气温15 3℃ ，年降雨量 

1 750mm左右、集 中于 4～10月．年平均相对湿度超过 

83％。林区主要建群树种有青冈栎(0 l【口加 曲 础 “一 

∞)、乌冈栎(帆 螂嘶illyraeoides)、园果化香(Platy~rpus 

泓 )、黄杞 (Engelhardtia razbughiana)、角叶槭 (Acer 

s3rol~eoides)、园叶乌桕 (Sa “m r~undifolium)、海桐(Pit— 

tosporus)、多种鹅耳枥 (Carplnus spp．)、短叶黄杉(Psudot 

啦舭 州  )、香叶树(Lindera comunis)等。林区内共有 

鸟类 140多种，兽类 59种，两栖类 19种，爬行类 39种 

2 观察方法 

主要采用定位观察法，即发现成对蛇雕追逐戏闹时郾 

借助望远镜进行跟踪观察，找到巢址，然后选定一隐蔽叉 

能见到蛇雕活动的地方作为定位观察点，分别观察蛇雕的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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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 熊志斌等：蛇雕策殖生态的初步观察 

前期、筑巢、产卵、孵化、育雏等各期活动情况，并丹阶 

段择时间进行全天观察。 

3 观察结果 

3．1 配对 3月中旬，在开阔林区、田坝上空可见到成对 

的蛇雕在天空中翻飞、戏闹、互相追逐，并不断呜叫。此 

时配对即已完成： 

3．2 筑簟 3月20日在肯西山中部(海拔870 m)发现一 

巢，巢筑于一株胸径为60 cm、高 23 m的青冈栎树叉上，为去 

年的老巢。巢距离地面有 12m。该巢周围鹰林茂密，跗近有 

开阔地和沼泽地。2天后巢中增加了一些鲜技 丫，主要为园 

果化香(P．／ang／pes)、朴树(Celtls tetrandra)、鹅耳枥(earn— 

甜 spp．)，长度 15--45 cm，枝直径 0 2～1．0 cm。巢内径 45 

cm×60 cm，外径 80 crn×90 cm，巢高30 crn，巢探 l0 crn。巢 

下主干直径为 30 cm，支撑巢的技卫直径为 13 crn和 8 crn： 

在孵化期间不修巢。 

3．3 产卵及卵 4月6日产卵一枚，卵大小为71 rmmx 54 

rmm，底色乳自色并沾黄色，卵椭圆形，尖、钝端明显。雌 

鸟护卵性强。 

3．4 孵化 产卵后即开始孵化 ，孵化由雌鸟担任。开始雌 

鸟离巢时间很短，几乎不离巢，特别是 阴雨天或阴天，雌 

鸟整日卧于巢内，不呜叫。雄鸟在孵化期间不归巢，也不 

护巢，偶尔出现在巢附近上空飞行，并高声呜叫。 

孵化期间雌鸟多留巢孵化，离巢主要为捕食，有时别 

国人为的干扰和驱逐^侵的其他鸟类。翻卵、理羽及吃食 

物时间很短。孵化姿势很少变动，偶尔有转动方向的动作。 

下雨时雌鸟不离巢，偶尔站到巢边，振动羽毛上的水珠后 

又继续卧于巢中。5月22日出雏。 

3．5 育雏 雌鸟和雄鸟共同育雏，但以雌鸟为主。育雏期 

60天左右。护雏性随雏鸟的长大而增强，暖雏时问随雏鸟 

的生长而减少。 

在育雏期的第 8、20、40日龄3天做了全天的观察，共 

观察 38．25 h。8日龄时，雌鸟暖雏时间达 l1．30 h，占观察 

时间的29 5％。雌鸟既捕食又喂食。食物主要为蛇类和两 

栖类。喂食前先将表皮撕破再撕喂。育雏期间不断向巢内 

增加一些暖雏的树叶和枝 丫。20日龄后暖雏时闫减少，几 

乎不见暖雏。雌鸟多栖落于巢周围的大树上，很少离巢区 

此期间雌鸟不再撕喂，而大多由雏鸟 自己撕食 开始雏鸟 

很不愿意，经常朝雌鸟发出类似 “i卜 的叫声。5天以后 

这种叫声消失。一般雌鸟捕到的蛇类已被雌 鸟弄到半死亡 

的状态，雏鸟吃时蛇都还在动，从几次观察中，雏鸟吃蛇 

都是从头部开始吃 (均为小蛇)，没有撕皮的动作，整条往 

里吞。两柄类从腹部开始吃。40日龄亲鸟将食物丢^巢内， 

由雏鸟自己撕食，雌鸟则站立于巢跗近树干上休息。 

3．6 雏鸟 刚出壳的雏鸟被白色缄羽。嘴铅灰黄色。跗踱 

黄色，爪黑色。20日龄时雏鸟开始小声呜叫，以跗糖部坐 

之。背、头绒毛棕白灰色，基部纯白色，腹 部纯 白色。30 

日龄雏鸟还不能单音连续呜叫，能站立行走。背羽、飞羽 

转为棕黄褐色，并有零星小白点：嘴蓝灰，蜡膜铅灰色。 

头、后颈的前部白色沾茶黄，近端部具暗褐色斑纹。上体 

褐色与成鸟相似：35日龄能跳跃并能 自如的展开翅膀 通 

体以褐色和褐黄色为主．羽干纹黄褐色，尖端有小白斑。 

腹部绒羽正羽各半。尾下覆羽淡褐色，尾羽中同具 白色横 

斑。40日龄，可 自如的上巢边小技叉上站立。可飞翔。升 

降自如，栖落不稳，离巢距离在 2～8m之间。可单音连续 

呜叫。头顶羽冠黑色。45日龄开始离巢： 

4 讨 论 

据吴至康 (1988)报道，蛇雕吃多种动物，但主要以 

蛇类为主，同时也吃蜥蝎、蛙、各种大形 鸟类，如雉鸡、 

野鸭等。但通过奉次观察的结果，只发现蛇雕吃蛇类和蛙 

类。 

蛇雕在巢树附近有护巢栖息的栖术 栖木数量在 l5棵 

以上，且距离巢平均 15 in以内 只要是为不易被人所发 

现，蛇雕筑巢地的选择是不会很严格的，奉攻所发现的巢 

跗近就有一村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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