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笼养大紫胸鹦鹉取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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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扫描、焦点动物和全事件取样法对笼养条件下大紫胸鹦鹉(Pslttacula derbiana)的取食行为进行 

了观察 ，结果表明：笼养大紫胸鹦鹉取食话动占观察时间的 l4．51％，是其主要行为活动之一 日取食话动呈现早 

(7：00～l0：00)、晚(15：O0～l9：00)2个明显的高峰。每 日取食(32．12±14．28)次，累计 日取食时间(153．23± 

73．11)mln。每次取食的时间平均为(5．29±1．06)rain。两性和成幼问以及不同时期的取食话动有一定的差异。 

在整个取食过程中，除抬取(45．47％)和咀a~(46．49％)两种取食行为外，还有身体护理(2．51％)、运动(3．59％)、 

静栖(1 72％)、攻击(O．12％)、求偶(0．1％)等活动出现。逐步回归分析表明：影响大紫胸鹦鹉成鸟取食话动的主 

要因素是生物学因素；5月龄以前幼鸟的取食行为脒受生物学固素的影响外，还与温度有一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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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食是动物行为活动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是维持生命活动的基础，因此人们很早便开始对取 

食活动进行观察研究(Gibb，1954，1956；Morton， 

1967)。我国学者在以往食性研究的基础上，近年 

来对取食活动也进行了一一些定量观察(张正旺等， 

1989；杨晓君等，1991a，1994)。大紫胸鹦鹉 (Psit— 

tacula derbiana)是主产于我国的珍稀鸟类，属国 

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对其野外的分布 及笼 

养繁殖和笼养时间分配已有一些报道(All等，1969； 

Forshaw，1988；郑作新，1987；郑作新等，1991；韩联 

宪，1995；张萍等，1991；马利等，1993；杨晓君等， 

1998)，但有关其取食活动尚未见有记载。笔者于 

1994年3月～1995年 2月在对笼养大紫胸鹦鹉 1 

个年周期的行为学观察中，记录了取食行为，并于 

1996-1998年再进行了补充观察，以期为大紫胸 

鹦鹉的人工饲养和管理提供资料和数据。 

1 观察方法 

1．1 方 法 

本实验是在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露天 

笼舍中进行的。观察从 1994—03 05开始至 1995 

一 O2—25结束，采用瞬时扫描技术(instantaneous 

收稿日期：1999—07—27；修改稿收到日期：1999 09 】7 

and SCEtH sampling)，在每月的 5、15、25日全天对全 

部 2【J只大紫胸鹦鹉扫描观察，全年共观察35天(其 

中1994⋯09 05因故未观察)，525 h，采集 9．42万 

个行为数据(详见杨晓君等，1998)。取食时间和取 

食频次等数据是 1994—03—10～O8—20采用焦点 

动物取样法(focal animal sampling)在每月 l0、20、3O 

日选取 1个笼舍的大紫胸鹦鹉进行观察，每次观察 

时间与瞬时扫描法相同，即从早上 6：O0大紫胸鹦鹉 

开始活动之前开始至晚上完全静栖时结束，观察 l7 

天，255 h 另外为测定大紫胸鹦鹉每次取食活动的 

构成，在 1996年3月～1998年9月，采用随机采样 

法(ad libitum sampling)，每次随机选取 1只大紫胸 

鹦鹉，用全事件记录法(“al1．OccurTeFIces”recording) 

记录取食活动，计观察 334 h，其中记录 254次完整 

有效的取食行为。 

1．2 记录内容 

1．2．1 扫描和焦点法 记录整个观察期间大紫胸 

鹦鹉的静栖、运动、取食 (包括食槽取食、啄取和 

吞咽食物等一系列与取食有关的行为)、身体护理、 

繁殖、在巢、社群及其他行为(详见杨晓君等，1998)。 

1．2．2 全事件法 记录在一个完整取食过程中所 

发生的拾取 (用喙啄取食物)、爪取 (用爪抓取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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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咀嚼、运动 (包括带着食物的飞行、攀爬、 

走动、跳跃)、身体护理、攻击、求偶、观望等行 

为动作。 

2 观察结果 

2．1 频次和时间 

1994—03—10～08—20用焦点动物法观察结 

果表明，观察期间笼养大紫胸鹦鹉平均每 日取食 

(32．12±14．28)次，累计 日取食时间为(153．23± 

73．11)min；统计分析表明：不同的个体间在取食频 

次和时间上均有一定的差异(频次 F=1．747．时间 

F=1．791；P<0．05)；对笼养大紫胸鹦鹉取食频次 

和时间的分析表明两者间有一定的线性回归关系 

(r=0．683)(图 1)。 

1994—03—05～1995—02—25采用瞬时扫描技 

术对大紫胸鹦鹉 1个年周期的观察结果显示：笼养 

大紫胸鹦鹉的取食活动时间占观察时间的比例为 

14．51％，仅仅小于静栖 (45．55％)和身体护理 

(16．66％)行为。 

2．2 节 律 

大紫胸鹦鹉 1天的取食活动有2个较明显的高 

峰期，第 1个高峰期出现在上午7：00～10：00之间， 

第2个高峰期出现在15：00～19：00，其中最高蜂出 

现在17：00～18：00(图2)。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各 

个季节的节律也有一定差异，其中6～8时、13～ 

14时、16～l8时和 19～21时大紫胸鹦鹉的取食活 

动有非常显著的季节性差异 (P<0．005，F= 

5．40--15．52)．8～9时和 18～19时有明显的季节 

性差异 (P<0．05，F=3．75～3．89)．其余时间 

即9～13和 14～16时的季节差异不明显 (P> 

0．05．F：1．02～2．46)，说明大紫胸鹦鹉各季节 

节律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清晨和傍晚。多重比较显示 

其季节差异主要出现在冬季和夏季：夏季开始取食 

的时间早，停止取食时间晚；冬季则相反(图2)。 

2．3 构 成 

大紫胸鹦鹉的一次取食行为，是指从用嘴拾取 

食物开始直到不再拾取食物并结束吞咽的整个过 

程。观察发现大紫胸鹦鹉的取食行为与其他鸟类不 

同，除用嘴拾取食物外，还会用爪抓取食物，并经 

常用嘴或爪携带一块食物运动到其他地点，然后再 
- 4,块、一小块地啃咬食物。在此期间还常常出现 

身体护理、观望和其他行为动作，因此取食行为构 

成较为复杂。对利用全事件取样法观察的 254次取 

食行为分析表明：大紫胸鹦鹉每次取食持续的时间 

长度变化很大，从 33．84 s～45 rnin 48．36 s不等， 

平均为 5．30 rain；整个取食过程中各种行为动作发 

生的总频次也有很大变化，从 6--634次不等，平 

均为68．75次。各行为动作出现的频次比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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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顺 序 

在254次取食中，首先出现的均为拾取食物，其 

次出现咀嚼(可能性为 96．56％)、运动(2．87％)和 

威胁(0．57％)，再其次分别发生拾取、抓取、咀嚼、身 

体护理、求偶和观望等动作(图4)。 

2．5 不同时期 

雌鸟在孵化期每 日平均取食 2．07 rain，育雏前 

期(雏鸟在巢期间)取食 178．50min，育雏后期(雏鸟 

出巢至停止喂雏)El取食 212．27min，孵化、育雏期 

的取食时间有非常显著的差异(F=16．414．P< 

0．001)，而非繁殖鸟在同一时期日平均取食 126．23 

rnin，与繁殖鸟在孵化期、育雏前期、育雏后期的取 

食时间均有明显的差异(F=3．25～7．47，P<0．05)。 

2．6 性别差异 

焦点动物取样法表明：雄鸟每El取食(37．91± 

l4．26)次，累计时间为(147．73 50．33)min；雌鸟 

取食(28．14±14．31)次，时间为(136．65±73．84) 

rain；两性间在取食频次上有非常显著的差异(F= 

9．404，P<0．01)，但在 日取食时间上无显著差异 

(F=0．574，P>0．10)；扫描法取得的数据显示，雌 

雄鸟用于取食活动的时间比例分别为 13．31％和 

14．03％，无明显的性别差异(P>0．01，F=1．62)。 

对每次取食的持续时间和各行为发生频次的单 

因素方差分析说明：雌鸟每次取食持续的时间比雄 

鸟长，其拾取、咀嚼、身体护理的频次及各行为的 

总频次也明显多于雄鸟，而静栖、运动、威胁发生 

频次无显著的性别差异，在取食过程中雌鸟无主动 

求偶行为发生，而雄鸟则有 (表 1)。 

2．7 成幼差异 

采用瞬时扫描技术的观察结果表明：笼养大紫 

胸鹦鹉成鸟取食活动时间占观察时间的比例为 

13 25％，幼鸟占22 17％。成鸟和幼鸟的取食时间 

比例有极明显的差异(F：31．24，P<0 001)。采用 

焦点动物扫描法的结果显示：成鸟每日取食(31 88 

持续时间(duration)，s 

图 4 紫胸鹦鹉取食行为中前 l0个动作 

Fig．4 The first ten orders of feeding behavlors of 

Derby。s parakeets 

目 携食运 动(carrying f。0d in bl】】1)r foot)．口 咀嚼(chew)． 

四 拾取(pick-up)：圈 爪取(grabwith 。0t)：● 其他(other) 

14．94)次，日取食时问(139．82±66．33)min；幼鸟 

每日取食(33．47±9．45)次，日取食时间(224．261 

72．48)rNn。成鸟和幼鸟问在取食频次上无显著差 

异(F=0．130，P>0．10)，在 日取食时问上有非常 

显著的差异(F=19．216，P<0．01) 

2．8 影响因素 

将用焦点动物法所采集的笼养大紫胸鹦鹉的静 

栖(X4)、运动(x5)、求偶取食(X6)(幼鸟 x6为乞 

食)、啃咬(x7)、理羽(x8)、进巢(X9)、喂雏(幼鸟为 

接食)(Xm)、交配(xl1)、攻击(Xl2)、磨擦嘴(X13)、 

其他活动(x )等行为每 日所用的时间与每日的光 

照度(x1)、湿度(X2)、温度(X3)作为自变量，以每 

日取食时间为因变量进行逐步 回归，结果在 n= 

0．05的理论临界值(F=4．84)的条件下，雄鸟和雌 

鸟的回归方程中均将各自行为全部包含进来，而将 

光照度、温度和湿度剔出，幼鸟则依次将静栖、乞食、 

啃咬、运动和温度选人，回归方程为 

y = 1578 74 1 95X3— 1．76X4— 0．85X5 

1．44X6—0 74X， 

(复相关系数 r=0 988，回归方差与剩余方差之比 

F=71．82) 

在a=：0．01的理论临界值(F=9．65)的条件下 

表1 雌鸟、雄鸟每次取食总时间、各行为频次、总频次的比较 

Table1 The tI帅 ofafbedillg aefi,．~啦andf呐 眦nd鹤 0fthe JImin be 0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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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鸟的回归方程为：Y=291．41 0．4X 

(复相关系数 r=0．651，回归方差与剩余方差之比 

F=23．53) 

雌鸟的回归方程为： 

Y = 893 514 1 00Xd 1．01X —1．12X6— 1．07X7— 

0．96X8— 1．OOX9— 1 13X10—0．69X1 3 

(复相关系数 r=0．995，回归方差与剩余方差之比 

F=480．534) 

幼鸟回归方程为：y=607．87—1．31 一1．63X6 

(复相关系数 r=0．93，回归方差与剩余方差之比 

F=38．167) 

说明影响雄鸟取食的最主要因素是静栖，影响 

幼鸟取食的最主要因素是静栖和乞食，而影响雌鸟 

的主要因素相对较多 

3 分析与讨论 

取食时间通常受食物密度的影响，有丰富食物 

的个体通常花费少的时间觅食和用较多的时间静栖 

(Davies等，1984，1985；Enoksson，1990；Hixon等， 

1983；Hunter等，1984)。笼养大紫胸鹦鹉的观察结 

果与之相符，观察发现笼养大紫胸鹦鹉取食活动的 

时间比例为 l4．51％，是仅次于静栖(45．55％)和身 

体护理(16．65％)的主要行为之一。静栖是最主要 

的行为+而取食活动少于静栖。这与笼养白腹锦鸡 

(Chrysolophus amherstiae)(杨晓君等，1995)、绿孔 

雀(Pavo mut~us)(杨晓君等，1996)和花尾榛鸡 

(Bonasa bonasia)(田蕴等，1996)的观察结果相似， 

说明笼养鸟类在食物供应十分充足的条件下，一般 

均表现出取食时间较少而静栖时间较长的时间分配 

模式。 

笼养条件下大紫胸鹦鹉的取食活动与阿德利企 

鹅(Psgoscell~adelia)(Muller—Schwarze，1968)、黄腹 

角雉(Tragopan caboti)(张正旺等，1989)、(普通)河 

乌(Cindus cinclus)(Bryant等，1988)、白冠带鸱 

(Zonotrichia leucophrys)(Morton，1967)、黄嘴喜鹊 

(Pica nuttalli)(Verbeek，1972)等鸟类一样具有节 

律性。大紫晌鹦鹉的取食活动中有 2个明显的高 

峰，第 1个高峰在上午 7：【l(1～1O：00之间，第 2个高 

峰在下午15：00--19：00。显示大紫胸鹦鹉的取食活 

动主要集中在早上开始活动之后和傍晚栖宿之前。 

这与笼养白腹锦鸡(杨晓君等，1994，1995)、棕胸竹 

鸡(Bambusioolafytchii)(杨晓君等，1991a)、绿孔雀 

(杨晓君等，1996)、黄嘴喜鹊(Verbeek，1972)的研究 

结果相似。表明鸟类的取食活动一般总是避开一天 

中温度较高、湿度较低而光照较强的中午，显示鸟类 

的日取食活动与温度、湿度和光照有关。 

观察发现大紫胸鹦鹉的取食行为与其他鸟类不 

同，除用嘴拾取食物外，还可以用爪抓取食物，而 

且在其取食过程中除出现拾取、爪取和咀嚼等取食 

动作外，在嘴里或爪上有食物时，还常伴有运动 

(飞行、行走等)、身体护理 (理羽、伸翅等)、观 

望、其他 (攻击、求偶、分食)等非取食动作的发 

生，因此其取食行为较为复杂，是由一系列的行为 

动作构成的。这与蓝冠短尾鹦鹉 (Loriculus galgu 

lus)和短尾鹦鹉 (Loriculus vernalis) (Buckley， 

1968)相似。而且在一次取食活动中随取食时间和 

频次的增加，出现非取食动作的频次和时间也相对 

增加。就大紫胸鹦鹉而言，一方面与大紫胸鹦鹉自 

身的行为习惯有关；另一方面与周围环境有关，如 

另一只鸟的到来，常使其发生观望 、运动、攻击或 

求偶、分食等行为动作 而且随取食时间的增加， 

环境干扰因素也相对增加。 

与笼养白腹锦鸡(杨晓君等，1994，1995)、棕胸 

竹鸡(杨晓君等，1991b)、绿孔雀(杨晓君等，1996)、 

欧亚鸲(Erithacus rubecula)(East，1980)等很多鸟类 

一 样．大紫胸鹦鹉的取食行为也有一定的性别差异 

两性间在取食频次和每次取食时间上的差异，可能 

与它们各 自的生理状况有关 在繁殖期，受精卵的 

形成和发育均需要大量的营养物质的摄入，而产卵 

以后，雌鸟因排卵而造成的营养损失也主要依靠摄 

人大量的营养物质来补充，但由于孵卵和育雏也需 

要时间，因此导致雌鸟取食次数少而每次取食时间 

的延长。雄鸟的取食活动较雌鸟频繁，还可能与哺 

育幼鸟和饲喂雌鸟有关 在成鸟与幼鸟的比较上， 

虽然成鸟与幼鸟的取食频次无明显的差异，但 日取 

食时间有明显的差异，幼鸟取食时间长，与幼鸟生长 

发育需要较多的能量有关。 

每一物种的日活动都有适应于当地环境条件的 

最优时间分配。时间分配既是鸟类对当地环境条件 

的适应，也是影响动物行为活动全部因素的综合表 

现 (杨晓君等，1996)。回归分析表明，笼养大紫 

胸鹦鹉成鸟的取食活动主要受静栖、运动、进巢、 

理羽等因素的影响。雌鸟由于承担孵化和育雏，因 

此对其取食的影响因素较雄鸟复杂。尽管影响雌鸟 

和雄鸟取食活动的主要因素略有差异，．却均为生物 

学因素，而光照、湿度和温度等气候园子相对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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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要地位 ，这与笼养白腹锦鸡 (杨晓君等，1994)、 

黄腹角雉 (张正旺等，1989)、棕胸竹鸡 (杨晓君 

等，1991a)的研究结果相似。其原因除与笼养条 

件下食物供应不受气候条件限制而且十分充足有一 

定关系外，可能还与本地的气候条件变化不太剧烈 

有关。而5月龄以前的幼鸟的取食活动虽然主要受 

静栖和乞食等生物因素的影响，但由于对环境的适 

应能力还较差，因此温度对其取食活动还有一定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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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EEDING ACYIVT~ OFDERBY’SPARAKEET 

(Psittacula derbiana)IN CAFHVHN 

YAhjG Xiao-jun WEN Xian—il WANG Shu-~en YANG Lan 
fKu ming lnstituta ofZoology．the ChineseAcademy of＆tm“ ．Kunming 650223，Ckina) 

YANG Hon9-lun DONG Rong—mei ZHANG Yu．Run DONG Xin LI Yuan-chu,q 

(Southmest Forestr3,University．Ku~lrg2iMg 650224．C~ina) 

Abstract：The feeding activity of 20 captive Derby’s 

parakeets in four groups was observed by instanta— 

neous method and scan sampling method from M arch 

1994 to February 1995．And 254 completed feeding 

activities were observed bv all-occurrences’reoording 

method from March 1996 to September 1998． 

The daily feeding frequency of Derby’s parakeets 

were 32．12±14．28，and the daily time spent on feed． 

ing was 153．23 ± 73．1】 min，which accounted f0r 

14．51％ of the total observing time The feeding fre 

quency and feeding time in different individuals were 

different(frequencyF=1．747，timeF=1．791；P< 

O．05)The daily feeding frequency and total feeding 

time were correlated． 

n  dai Ly feeding activity had two main peaks． 

Generally the first appeared from 7：00 to 10：O0 

a．m．．thesecondwasfmm 15：O0to19：O0．However， 

the time when the peak occurred was different in dif- 

ferent season．The feeding activities began earlier and 

stopped later in smnmer and vice veYsa in winter． 

The dailyfeedingfrequency of youngwas not sig— 

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adult．but the duration 

of eachfeedingactivitytested longerin youngthanin 

adult，e．g．young spent longer time for feeding than 

adult daily．The daily time spent on feeding by male 

and femaLe 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at by 

female．while the feeding frequency of female w less 

than that of male，and the duration of each activity 

lestedlongerinfemalethaninmale． 

The results by using all—occu1Tences’recording 

method showed that：The feeding activity consisted of 

a series of behaviors，including picking—up with bill， 

grabing with foot，chewing，carrying food(in bill or 

foot)，body caring，looking，threatening，and couns~p 

feeding．The picking-up with bill，gmbing with foot 

and chewing were over 90％ ．The feeding activity be— 

gan with picking-up (100％)，then chewing 

(96．56％)，carrying food(2．87％)or threatening 

(0．57％)；and then picking—up(85．06％)，carrying 

food (7．47％)，chewing (1．15％)，body earing 

(1．15％)，grabing with foot(3．45％)，courtship 

feeding(0．57％)or looking(1．15％)，and etc 

The stepwise regression showed tha t the feeding 

activity of males and female were affected by all be— 

haviors．Temperature，relative humidity and i Llumina— 

tion were not the factors significantly affecting feeding 

activities The feeding activities of young birds were 

affected by resting，fed by parents，bite，locomotion 

and temlx+rature．The regression eq uation is as follow： 

Y ： 1578．74— 1．95Xs一1．76 X4—0．85Xs一 

1．44 X6—0．74X7 

y stood for daily feeding time，X3，X4，X5，X6 and 

X7 respectively stood for temperature，resting，locomo— 

lion，feeding by parents and bite． 

Key words：De rby’s parakeet(Psittacula derbiana)；Feeding activity；Cap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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