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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鹭种群越冬生态学的研究 

王天厚 钱国桢 (华东师范大学至 ；~物生 磊i '拇200o62) 了2 z一 

摘要：1983—12～1984—05对聚集在上海西郊的 1 500只越冬夜鹭进行研究，叉在 1998～1999年的相应月 

份进行了复查和研究。研究结果：①夜鹭越冬种群在 l2～1月达到高峰，数量为(1 531±275)只：幼／成比为 1．73： 

1±0．035 3月中旬，夜鹭成鸟开始迁离越冬区，至 4月初绝大部分已迁飞；而幼鸟是在 4月中旬开始迁离本地。 

②光照强度是控制夜鹭活动的主要因子。夜鹭在黄昏4．3～0．48lx时飞离栖息地，在黎明前 0 2 lx时返回 随着 

夜长日短．夜鹭有提前集群飞离、延迟返回的倾向。③夜鹭在越冬数量高峰期的种群分布为均匀分布，在数量下 

降的迁徙期为集群分布 这与栖息地的环境容量和夜鹭集群方式有关；研究表踢，夜鹭锟可能以家族的形式将栖 

息点固定下来。④风是影响夜鹭栖息点分布的主要因素，其他气候因子影响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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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鹭 (Nycticorazr nyctizvra~)作为世界广布 

的夜行性鹭科动物，在鸟类学研究上占据重要位 

置，其生态学研究一直受到各国鸟类学家的重视。 

19：23年 Groos开展这项工作以来 ，不少学者在夜 

鹭的社群行为(Nangle等，1996；Greenwood，1981)、 

种群动态(Schogoler，1996；Fasola，1989)、繁殖习性 

(钱 国桢等，1986；Kazantzidis等，1997；Ashkenazi 

等．1997；131US等．1997；朱曦等 ，2000)、环境的生态 

监测(Bjoklund等，1997；Ashkenazi等，1996；Custer， 

1978) 及繁殖地的选择和取食的关系(Leible等 

1997；Quinn等+1996；Harrier，1980)等方面做 了大 

量的工作，但这些研究绝大多数是在繁殖期回进 

行．而对夜鹭的有关越冬生态学研究，国内外报道 

甚少。为此我们在 1983—12中旬～1984—05底对 

聚栖在上海西郊为数 1 500只越冬夜鹭进行了半年 

系统考察，叉在 1998—09～1999—04对仍在该地 

的越冬夜鹭种群进行复查和研究，其主要研究内容 

是：越冬状态下夜鹭种群动态、空问分布、取食活 

动规律和各气候因子对夜鹭活动的影响 

1 生境和研究方法 

1．1 工作地点 

车项研究在上海市动物园内的天鹅湖(El21。 

收稿日期：1999—06—16；修改稿收到日期：1999—10—08 

*本文纪念已敞著名鸟类学家钱国桢教授 

23 ，N31。10 )进行，湖面积约 45 h ，水深 1 m左 

右，有一堤将湖分成东西两部分．湖内有4个小岛及 

1个半岛，总面积约 1 000 。岛 上主要植物为桑 

(Morus spp)、垂柳(sⅡlix babygonica)、海桐(Pit— 

tosporum tobira)、芦 竹 (Arundo dona．r)、芦 苇 

(Phragmites cornmunis)等，植物茂盛。其盖度超过 

65％。越冬夜鹭都聚栖于 上述几个小岛上，高峰期 

问，在半岛的北侧乔木上也有分布。 

1．2 研究方法 

1．2．1 调查次数 在 1983—12～1984—05研究期 

间．平均每 5天观察统计 1次。观察时间一般为下 

午3：3O至夜鹭全部飞离研究地点，同时在黎明前 

夜鹭返回栖息地时调查 1 h左右 1998—09～1999 

— 04的观察频率减少．平均每 10天以相同方法统 

计 1次。 

1．2．2 鸟类数量和年龄 比 每次观察，根据夜鹭 

栖息岛屿的植被分布囝，随机取样 ，以每株乔木及 

相近体积的灌木为样车，样本数为 10，约为岛屿 

植被 15％。用8倍双筒望远镜和 32倍单筒望远镜 

直接计数。统计各岛乔木及灌木中的鸟类个体的密 

度，以估计出岛上夜鹭总数。同时在傍晚夜鹭飞离 

栖息地取食时，统计夜鹭飞离栖息地的总数，以作 

对比。统计结果证明两者误差不超过 10％。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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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起见，本文采用样方调查数据为准。根据 

Groos(1923)和 Maurice(1972)依夜鹭的羽色划 

分成、幼鸟的方法，随机取样，统计样本中的成／ 

幼年龄 比。 

1．2．3 光对夜鹭活动规律的影响 平均每星期 1 

次记录夜鹭飞离栖息地取食和返回栖息地的时间， 

并记录单位时间飞出的数量和当时的光照强度(S 

— TⅡ型照度计)。记录各类气候条件(下雨、刮风、 

下雪、风雪交加)下的活动状况，比较气候因子的影 

响。夜间用红外线夜视仪(101一C型)观察夜鹭在 

栖息地的去留情况。 

1．2．4 气候对夜鹭分布的影响 选择其中一岛 

(岛B)东侧柳树及附近的灌木丛为观察点，记录 

描述夜鹭的空间分布点，并同步监测不同气候因 

子。用电阻式遥控温度计放人岛内夜鹭聚栖中心并 

设立环境对照温度记录，每 0．5 h记录 1次，连续 

记录 12 h，比较鸟群聚栖点与环境间的温差。该研 

究选择在冬季 12～1月．各种气候条件下共进行了 

1O天 

在岛上选择岛边缘落叶乔木、岛边缘灌木、岛 

中央落叶乔木和岛中央部位轮次测其风速 1O次 

(DEM6型轻便三杯风向风速仪)，以比较夜鹭不同 

栖息点的风速。 

2 结 果 

2．1 数■变动和年龄比 

越冬地的夜鹭种群数量变动，主要反映了夜鹭 

的迁徙动态和种群损失状况。夜鹭每年在 “白露” 

后开始成批由北方迁至本地各岛越冬，至 “霜 

降”到达高潮。图 1反映了夜鹭在研究地的越冬数 

g 翕 暑 翕 g = 霉 晕 上 上  ̂^ ^
寸 音 占 ^ In 

C  0  0  0  0  0  c  0  0  0  0  

统计 日期(COunt date) 

图 1 赵冬夜鹭的数量变化 

Fig．1 The numeral variation o1"wintering night her【Ⅱ] 

量和成／幼比例。 

如图 1所示。12月份夜鹭飞抵本地的数量到 

达高峰，为(1531±275)只，幼／成比为1．73：1± 

0．035。从 1月初～3月上旬，可能由于气候因素 

(此间有大雪和低温出现)，该区域的夜鹭数量下降 

约200只，然而幼鸟和成鸟比例均保持在1．76：1～ 

1．73：1之 间 

3月中旬夜鹭开始向繁殖地北上迁徙，到4月 

初在该地越冬的夜鹭成鸟数量从450只左右急剧下 

降到 50只，而此时的幼鸟数量仍保持在 770只左 

右，因此幼鸟与成鸟的比值也急剧上升到8．81：1 

这似证明夜鹭种群的迁徙是以成、幼鸟分开形式飞 

离越冬地的，成鸟主要在3月底飞离本地，而幼鸟 

主要是在 4月中下旬，即成鸟飞离 20天后，才飞 

离本地 本研究地的夜鹭越冬数量的变化与赵肯堂 

等 (1989)和洪修默 (1990)在苏州虎丘所观察的 

夜鹭数量变化十分相近。 ’ 

2．2 光照强度是引起夜鹭活动变化的主要因子 

作为夜习性动物．夜鹭对光作用特别敏感。白 

昼 (若无干扰)它们分布在树枝上，近乎静息不 

动；夜晚则飞离栖息地，到长江12：I沿海地区取食。 

其取食时间由光强度所控制。为了进行对 比，我们 

选择冬季种群数量稳定的1月中旬的记录和夜鹭种 

群处于迁离状态的 3月底的记录作图2如下，以示 

在迁徙前和迁徙中期夜鹭飞离栖息地去觅食的情 

况。 

在黄昏光照度 10 b(以上时，夜鹭并不产生飞 

离栖息地取食的行为。当光照度降至2～0．2 1x时， 

出现夜鹭起 飞高潮。夜鹭在迁徙期前和迁徙期 

中对光照强度的反应是不同的：在迁徙期前 ，夜鹭 

口迁徒期(migrant period) 

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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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强度(1uminosity)／Ix 

图 2 比较夜鹭在迁徙期前后光强度 

与取食飞离数量的关系 

Fig．2 The rdationship between luminosity and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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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只小群飞离本栖息地，起飞的初始光照强 

度为4．3lx，起飞数量高峰为0．48lx，单位时间飞 

出的夜鹭数量较为均匀；在迁徙期间，夜鹭的取食 

飞离栖息地主要为集大群，起飞的初始光照强度为 

9．6 lx，而起飞数量高峰为 1．2 lx 尽管晴天、阴 

天和雨天的同一时间的光照强度不一样，夜鹭只将 

光照强度作为飞离栖息地去取食的指示因子，与时 

间关系不大。事实上．10 lx 下的光线属于极昏 

暗光照强度，光强度的测试证明：在 10 lx 下的 

光照强度变化在晴天、阴天和雨天的时间变化差距 

仅在 8min之内，故气候对夜鹭的实际起飞时间的 

影响也在 8min 内。 

在越冬期间，夜间无任何夜鹭个体返回栖息 

地，这与繁殖夜鹭在夜间往返栖息地和取食地的方 

式不同 (钱国桢等，1986) 研究结果证实，绝大 

部分夜鹭在 0．2 lx光照强度前返回栖息地。 

将夜鹭取食起飞时间与日期，夜鹭返回栖息地 

的时间与 日期作相关分析，得图 3、4。为了进一 

步对照光照强度，图3、4上加入晨昏时的回归分 

析 

由图3、4可见，夜鹭取食起飞时间随日期推 

移而移晚，呈正相关；返回栖息地的时闻随日期推 

迟而提早，呈负相关。昏影终和晨光时也随日期推 

移相应地呈显著的正相关和负相关。从而说明夜鹭 

的取食时间受到当地光照周期控制。 

夜鹭的取食起飞时间略落后于昏影终几分钟 

(图3的截距差为7．8516min)；而夜鹭返回时间与 

晨光时相比，提前 1 h(图4)。这与前面所述的夜 

鹭飞离与返回的光照强度不一致相符。从斜率上分 

析，随着日期推移，取食时间缩短，夜鹭有提前起 

飞．推迟返回的趋势 (比较昏影终、晨光始)，尽 

管这种趋势很弱。这与图2表明的事实相符。 

日光照时的增长，夜鹭取食时间的缩短 (缩短 

约2 h)将对夜鹭迁徙北上繁殖起着 “扳机”作用。 

2．3 越冬夜鹭种群分布型 

为了了解夜鹭种群在越冬区的个体之间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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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夜鹭取食起飞高峰时间与昏影终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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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夜鹭取食返回高峰时间与晨始初的对 比 

Fig．4 Compan~nbe tween thet~nlng of b ds c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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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及种群个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夜鹭 

越冬的稳定期 (12～2月)和迁徙高峰期 (4月) 

作了种群分布型的研究，并将结果按 Possion分布 

法测算 (Pielong，1969)，用 t分布检验其可信区 

间。所得结果如表 1所示。 

稳定期夜鹭种群为均匀分布(S ／X<1)；迁徙 

高峰期，种群为集群分布型(S ／X>1)。越冬地区 

的夜鹭种群分布型与种群密度及环境容纳量两个因 

素有关。 

为了进一步了解夜鹭个体栖息地点是否固定， 

与社群关系有何联系，我们 8株大小相近的分布 

在研究区域内不同方位的高大乔木为样方，固定这 

8个样方，测其样方中的夜鹭的年龄差异 (组内差 

表 1 不同时期的夜鹭种群分布型 

Table1 The distributi~ pattem ofNightlleronsin different 0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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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并在稳定期的 1月中连续每周测定这 8个样 

方 (组间差异)，测试 4次，用方差分析来了解样 

方问夜鹭的年龄组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 (表 2)。 

由F值表查得F(0．01)7／24=3．50．故 F>F 

(0．01)。P<0．001，说明8个固定样点的成／幼差异 

极显著．而不受抽样时间的影响。这种差异表明夜 

鹭种群个体有可能是通过内在的社群关系将越冬栖 

息地固定下来。 

2．4 风速是影响夜鹭分布活动的主要气候因子 

为了分析气候因子对夜鹭的越冬影响．在夜鹭 

越冬稳定期，我们选择了代表区域生境的柳树和下 

面的灌木丛，根据不同的气候对栖息在该观察点的 

夜鹭分布作了记录，其结果反映在表 3。 

当平均风速<4 m／s时，无论天晴、下雨或下 

雪，夜鹭均集中在树的中上层。平均风速>4 m／s 

时，夜鹭集群下移．灌木丛中的夜鹭数量增多。风 

雨雪交加时，这种移动尤为明显 风可能是影响夜 

鹭分布的主要因子。 

在夜鹭栖息地点的风速可以随高度、树丛密度 

的不同而有规律地变化。不同地点的风速测试数据 

表明在刮大风时风速从岛外落叶乔木到岛中央灌木 

呈梯度下降。夜鹭从乔术下降到灌木丛中，可能是 

一 种躲避强风的主动行为 (表 4)。 

对比夜鹭聚集点和对照温度，前者的温度略高 

于后者 0．3--0．5t； (图 5)，而两者的变化曲线十 

分一致。以此推测：夜鹭聚集而造成一个比环境温 

度高的小环境．以抵御低温的袭击的可能性较小。 

3 讨 论 

夜鹭种群习惯栖息于水域附近植被丰富的区 

域，但不一定取食于附近水域，这不仅在繁殖季节 

有此现象(钱国桢等，1986；Ashkenazi等，1996)，从我 

们所调查的上海地区和苏州地区夜鹭越冬地的分布 

也反映了夜鹭的这种选择性。另外，取食水面非结 

冻性是保证夜鹭越冬食物能源的主要条件。 

本越冬地4个小岛1 000 m2地面上栖息着l 500 

只夜鹭，密度之高，致使较佳的栖息地几乎被占满。 

到 1998年底，尽管上海动物园的夜鹭总数上升到 

2 300只，但有 800只左右的夜鹭被挤出岛外。夜 

鹭个体必须保持一定的有效的空间，以避免相互攻 

击。当惊飞盘旋返回的夜鹭过于靠近留在树枝栖息 

的夜鹭 (一般不小于0．45 m)，则遭 “主人”的攻 

击．而退到无主的树枝上。所以靠近的有限性和夜 

鹭个体的空间生态位的占据，造成了夜鹭种群的均 

裹 2 样方中的年龄组的方差分析 

Table2 Fot~t onthe age grtqm in diff~ mt 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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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  

一 夜霉橐集点温度(teInpe e bird site) 
一 对照温度c⋯ ⋯ nT temperate ) 

5：20 7：20 9：20 I1：20 13 20 15 20 17’20 

时间(time) 

图 5 夜鹭聚集点温度与环境对照温度曲线 

Fig．5 The td nLr∞ of bird sites and environment 

匀分布型的产生 (Odum，1981)。 

在本地区越冬的夜鹭在稳定期问表现为均匀分 

布；而实质上，每一个体的栖息地均以一定的方式 

加以固定 (我们用方差分析了这极显著的现象) 

(表 2)。所谓的 “一定方式”系指夜鹭以一个个社 

群为单位占据一定的栖息地，整个冬季都很少更改 

其栖息点。其证据是：①夜鹭取食起飞和返回栖息 

地都是以群为单位的，而这些群往往出自某岛的某 
一 区域；②在迁徙期间，有些岛的夜鹭均已飞走， 

而有些小岛此刻在某些区域仍留有相当数量的夜 

鹭：正因如此，我们在迁徙后期所测得的夜鹭分布 

型为集群分布 (表 1)。夜鹭这种固定于栖息地的 

社群关系在避免个体间的竞争、减少能量消耗和协 

调社群活动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 

雨雪对夜鹭在栖息地的分布没有很大的影响， 

但风却起着相当的作用。在寒冬季节，只有风速到 

达 4m／s时，夜鹭才有明显的向地面灌木丛移动的 

现象。这可能与夜鹭节约能量消耗有关。Cressman 

在 1973年的实验指出：鸟的氧消耗量与风速的平方 

根成正比。根据我们测定，从乔木到灌木丛风速下 

降 1／3(表4)，而能量消耗则可能下降了l／3的平方 

根。显然夜鹭这种下移避风的行为调节，在越冬抵 

御低温，减少体表失热、能量损耗方面为一种有效手 

段。 

夜鹭在越冬地取食具有严格的规律，即几乎与 

天文昏影终同时起飞取食，又在晨光时前 1 h返回 

栖息地，光照度是这种行为的外界唯一指示因子。 

而其他任何因子都不能推迟或提早夜鹭这种晨昏活 

动习性的产生。这与钱国桢等在 1984年繁殖季节 

所观察的夜鹭多次返回巢区，及 Ashkenazi(1996) 

在夜鹭繁殖期间观察到的夜鹭不仅在晚上，而且在 

白天出去取食的现象均有差异，产生这种差异的原 

因有待于研究。 

本地越冬后期的夜鹭在北上迁徙的过程中发生 

了成、幼个体迁出分离现象 (成鸟集群迁徙比幼鸟 

提前 2O天，图1)，这与繁殖行为的产生有关。由 

于光照时间的加长，致使激素分泌改变，性腺得以 

发育，产生北上繁殖的迁徙行为，在国外已有研究 

(Farmer，1964)，看来夜鹭的迁徙也不例外。只是 

幼鸟的迁徙可能并非是性腺作用，而是由于光照周 

期的加长，取食时问的缩短，能量摄人量的减少， 

而将光作为一种迁徙的扳机信号 (John，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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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ICAL STUDY ON WENTERIN G NIGHT-HERONS 

(Nycticorax nycticorax)IN SHANGHAI 

WANG Tian．hou 0 JANG Guo-zhen 

(B岫 Department，East m Nom~l University．Shanghai 200062，China) 

Abstract：About 1 500 wintering nigh—herons were stu— 

died during December 1983一May 1994 and De cember 

1998一May 1999 in Shanghai．The results were as the 

follows：① Thepepulation of birdswas1 531±273， 

ratio of uv．／adult 1．731：1 1 0．035 Most of the 

adults migrate to the north during the middle of 

March—end of April and the juveniles migrate in the 

middle of April—middle of May(Fig．1)② Lumi— 

nosity is the main factor for regulating the birds’daily 

time budget．however．the birds tend to leave from 

roosting area earlier and fx)me hack later as the night 

time beeomes 1onger and day time beeomes shorter 

(Figs．2，3，4)③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the 

night—herons at roosting area are variable in different 

periods，uniform distribudon in middle of winter when 

the bird number is at its peak，but aggregation at the 

migrant period when bird number drops(Table 1)． 

The result strongly indicates the l~ossibility that night— 

hemns llave fixed roosting sites in winter(Table 2) 

④ The wind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hrds’distribution．0ther climate factors have no much 

influence on it(Tables 3，4；Fig．5)． 

Key words：Night heron；Wintering；Eoology；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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