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蝙蝠科是翼手目中种类最繁多、分布最r泛、 

进化最成功的科之 一，全球 共有 42属 355种 

{Nowak．1991)．．该类群的大多数物种都以超声波 

回声定位来进行捕食，其回声定位行为的多样性以 

及捕食策略的多样性， ·直都是动物生态学中的研 

究热点．南蝠 (fⅡ )属蝙蝠科南蝠属，为单型 

种 ，主要分布于我国 (罗蓉等，1993) 它是蝙蝠 

科中体形最大者，以前对其生态学方面的研究非常 

少，而对其回声定位的研究则末见报道。南蝠捕食 

时的叫声与 行及悬挂状态下的叫声的基本特征一 

致 f声谱图及谐波等)，仅在叫声次数上有 定差 

异 罔此本丈将录制南蝠飞行状态下超声波回声定 

位的叫声，结台野外观察，分析南蝠叫声定位叫声 

的特点及其与捕食行为的适应性 

1 材料与方法 

将捕自贵州省兴义市敬南乡山脚村 龙洞的成 

悱=南蝠，放人 6m x 5m×3m的房间， 蝙蝠飞向 

丁作人员约 l m距离时进行录音，随后测量其体 

重、体长、前臂长等各种参数。 

录音过程中．先用超声波监听仪 (U30，Ultra— 

Sound Advice，UK)接收超声波，然后将超声波信 

号输 人到超声波处理仪 (PUSP，UltraSound Ad— 

vice，UK)中，将超声渡频率转换为原频率的l／10 

后用数字式录音机(Sony，MD一1，频率范围3O Hz～ 

20 kHz)录音 录人的声波信号用美国 Svntrillium 

软件公司的 Coo【Edit 2000软件进jr分析：采样频 

率44 1 kHz，分析内容包括声波的声潜图和能量谱 

。 卢谱图 (哈明窗分析)分析精鹱为256波段， 

分析衰减为60 dB (对数能量值j：能量谱罔分析的 

F丌 点数为 l 024 对回声定位叫 的持续时间和 

间隔时间也进行 _r测量，并计算iH能率环 (叫声持 

续时间占叫声持续时间与 l隔时间之和的百分比)。 

分析的数据均以平均值±标准差 ( ±SD)表，J 。 

2 结 果 

在 毪行状态下，南蝠回声定位叫 的卢谱图为 

娅调频型 (图 ¨，一次完整的叫声脉冲包括 3～4 

个谐波，其中第 4谐波仅出现f 7．6％的叫声中 

{N=l3)；第 3谐波虽出现于所有叫声巾，但其能 

量较弱：第 1及第 2谐波叫声能量较强 前 3个谐 

波的调频范围及声波的特征见表 l。叫声能量最大 

处的频率 (FMF)为 (29．7±2．31 kHz 图 l和图 

2分别为南蝠叫声的声谱图发能量谱 ，能量集中 

分布区基本对应于3个谐波的调频范酎 

3 讨 论 

南蝠是蝙蝠科中个体最大的种类[体重为(52．3 

±4．7)g：，其分类地位存在一定的争议． Ellemmn 

曾将其列为伏翼属(Pip~tmllus)下的亚属，I~To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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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南蝠 ( )飞行状态下的声波信号特征 

Table 1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und signals of the Great evening bat【／a io)when it _舾 nyiIIg 

50 一 

图 1 南蝠飞行状态下叫声声谱图 

Fig l The sll『la口 of the Great evening bat when 

wasflying 

u【 能 央 J一 

～ ． 
撷率( equ nc )，kHz 

图 2 南蝠 行状态下叫声的能量谱圈 (LPC谱图 

Fig 2 The frequency with energy-distribution graph(LPC 
graph)of the Great evening bat at ing 

认为南螭属是一个与棕蝠属 (Eptesivua)关系较近 

的独立的属 (Nowak，1991) 从回声定位方面也可 

以比较其信号的相似性，南蝠的回声定位信号与张 

树义等 (1999)做过的萨氏伏翼 (Pipistrellus savii) 

的回声定位信号的声谱图的基本型式较为相似，均 

为多谐波的调频声波 (FN)，且第 1及第 2谐波的 

能量较强，只是萨氏伏翼的声谱图调频末端较为平 

缓；棕蝠 (功tesict~serotinoa)回声定位声谱图也 

呈现多谐波调频状态，但其第 1及第 3谐波的能量 

较强，第2谐波能量稍弱(Miller＆Hans，1981)。从 

回声定位方面的比较来看，南蝠属与伏翼属及棕蝠 

属没有明显的差异。 

在进化过程中．生境的种种限制塑造 r蝙蝠的 

捕食策略、回声定位行为、以及相关的形态特征， 

二者有着密切的联系 如何在背景同声中找到并鉴 

别目标信号，是蝙蝠面临的主要挑战 、在开阔地带 

背景回声干扰较少，而在复杂环境中背景 声不仅 

影响到蝙蝠的定位，还影响到猎物的探测。在后一 

环境的生存压力下，蝙蝠同声定位的叫声结构和捕 

食策略乃至蝙蝠的翼形与前一环境截然不同 (AI． 

tringham，1996) Neuweiler(1989)认 为具有多谐 

波调频声的蝙蝠适于在各种较为复杂的环境中捕 

食，如在树冠之间或树冠之 卜飞行捕食，或在树叶 

上或地面上进行抬遗式 (gleaning)捕食，复杂的 

环境需要灵敏的测距和目标识别，简短而宽带的多 

谐波调频声比较适于完成这些任务。此外．有的种 

类可以根据水面或水中目标对声波的反射引起的频 

谱改变来探测捕食猎物 南蝠的回声定位叫声也属 

于多谐波调频声，比较适于在复杂环境中捕食。 

在飞龙涧中调查发现，与南蝠同栖 ·洞的还确 

大鼠耳蝠 ( Ⅷ myotis)、黄犬蹄蝠 (Hipposideros 

pratti1和三叶蹄蝠 (Aselliscoa wheeteri) 根据竞争 

排斥原理，这几种本地蝙蝠在生态位上必然有一定 

的分化。根据本文结果分析以及冯江等 (已投出) 

的研究可得出：南蝠与大鼠耳蝠的回声定位叫声均 

属于 FM型，且叫声声谱图也较相似；而黄大蹄蝠 

与三叶蹄蝠的叫声 与南蝠的完全不同，属于短的恒 

频 一调频声 (短 CF—FM)，它们主要在树冠中进行 

捕蝇器式 (fly．catching)的捕食 (即倒挂于一固定 

枝条或其他位置，探索周围飞行或接近的昆虫，发 

现后飞出捕食或捉 回原地进食)。Arlettaz(1996) 

研究了太鼠耳蝠的捕食策略后得出，大鼠耳蝠的捕 

食方式为拾遗式捕食，主要捕食森林或草地表面的 

昆虫；它具有相对较大的翼 (189ram)和相对较轻 

的体重 (约 22 )，有较为出色的飞行能力，可在 

有猎物存在的地面上方盘旋飞行 而南蝠的翼 

； I lll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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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mm)仅比大鼠耳蝠稍大，体重却比后者大很 

多 【53．7 g)，因此南蝠的飞行速度较快．但飞行中 

的灵活性较差，不太可能像大鼠耳蝠那样在楫集的 

林间活动，采取相似的捕食策略 在水面 卜捕食的 

蝙蝠 如 水 鼠 耳蝠 (MrotL*~htubentonii)(Jolmes＆ 

Ravner，l988)叫声的频率较高 (FMk较高)，适 

丁分辨[口1声中细微的频谱改变，发现较小的昆虫， 

南蝠的叫声结构显然I旦不适合在水面 }一空捕食。 

从南蝠回声定位自身特点来看， 方面声波调 

频的范围较宽，且具有多个谐波．凶此 町能对捕 

食目标及周围环境有较好的分辨能力：另一 向叫 

亩的能量集中f较低频率处 (FMI"较低) 

度较大，适合捕捉个体较大的昆虫 

：：崔 

叫F 强 

综 卜所述，笔者认为南蝠最耵可能在鲥冠叶]『白】 

的开阔空间捕食个体较大的昆虫 南蝠 l璺分布f 

我吲 ，关于其回声定位及捕食 为的研究 刚刚 开 

始 ，凼此71展这方面的深八研究具自 重要的理论 营 

义，同时也· 以推动我国蝙蝠的保护 【 作 

致 谢 本文工作得到贵,it{省林业斤保护处的 

大力支持，野外工作得到责dt 师范大学生物系谢家 

骅教授 、李刚和犹永春同学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参 考 文 献 

l̂1 #hdm J 1)，1996 Bat5：lit01l 【Behaviour Mj 0xj j OtloJlI (；uiy~Jg：{)uizh,3u Scie ⋯ 11]Iechno[o~' 棹．耐象‘ 

Ut,㈣ it I ⋯ 錾求州等，[993肯州兽娄忐 费IN 岢州科技 版川 】 

,M Leataz R，1996 betxitng behaviour and fma0ng strateg}of free—living 

M-jusP⋯ 一 Bats fM” “⋯ ⋯  d Myotia bl~lh L lJ J At~Tm Be 

” 51 j 【1 

Feng J．Il X，Chen all【submit】 Echolocation comparison￡md P— 

L l【0⋯ I【nk4~e difh：remial L m‘lf five speci~ t hals it,1h⋯  cave 

J： Ⅱ Ecologica 冯 江，丰振新．陈 敏等，，已挫 
IJ 制巾五种蝙嫡H 毒 ￡位 比较致乍志位 分化 生卷 ： 

报 】 

Job rles(r，Hayner J M V，1988¨  perlom~tce．for ng1acfc~ ‘{ 

‘Jl0lo~'alij】⋯i⋯fr l Lvl J】 Daubenton’s Bats lW ¨daubentoni tChi— 

T⋯I ∞：V ll L0nld )【J J J z。( Lond ，215：l3—1 32 

Lu0 R，xl J H Gu H et at．1993 1 Be~ts in Guizhou Mj 

Miller L A．Hans J【)．1981 【_he acouslk：beha~ku 1̈Ibu, lt_|l l 、 一 

perll Jhmld Bats di— Ln 1he field【J J Com／， P Ⅷ-Jf d，142： 

67——74 

Neu~eiter C．j989 t'orag；ng ecohgy cm_】at,dblj iii j·hol-l -Lllj H 

J TRE~，4 6 ：l60 t66 

j1wakIt M，J99I Mmoma]sj，r1n w(Ⅱh|l Bahll l__ ljl I l 【c川： 

l1l Johl~ Hopkins L】nl~ersl1⋯P 345 

Zh g S 、，t'~-ng J．Li X “ ．J999 ḧt(1】『’u isun lrlJlj⋯ jIM(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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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85一，89 帐树义．r 々 江． 振新等．I999 种蝙蝙 t， 

拭忠 r̈  定懂信号的比较 勃蛔 报，45 385～389 

Echolocation Calls Analyzing of Great Evening Bat(1a io) 

FENG JiangO" LI Zhen Xin~'ZHOU Jianff~ ZHAO Hui—Hua。 ZHANG Shu—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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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n they ate flying， Great evening bat 

(hz io)produces short FM echolocation calls including 

three ham]onics， of which the first one and the second 

one are stronger． As the'~fly． the first harmonfi：ls 

modulated from 49 0 to 18 3 kHz． the second one is 

modu[ateti rnJm 80 0 L0 35 6 kHz．and the third Olle 

from 87 2 to 56．7 kHz． The average duration of the 

calls is 3 7 ms． It was predicted that Great evening bat 

(ta io)captures big insects in the open a a mnong RJ— 

liages according to the sound characleristic anal~,sis of 

echolocation calls and the analysis contt)aring with the 

echolocation calls of other bats that perch in the sanl~ 

C日ve 

Key words：Great evening bat(1a io)；Echolocation calls；FIM signal；Hamtonie；Forging stral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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