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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用 BBS方法 (Batehelder-Bershad—Simpson Sc~ing Method)对笼养褐马鸡的社群等级进行了排序， 

发现其等级制度为近单线式 成鸟的等级明显高于亚戚体，成年雄鸟的等级明显高于成年雌鸟。成年个体的等 

级与体重呈显著正相关，与面部红斑大小及耳簇羽长呈极显著正相关；全体 l4只鸟的体重与体长及耳簇羽长 

呈显著正相关，与面部红斑大小呈极显著正相关=体重可以认为是直接与个体的争斗宴力相关的参数，而面部 

红斑大小、耳簇羽长则可能是个体争斗实力的外在信号。在体重相近的雌性个体中，面部红斑和耳簇羽对社群 

等级有很大的影响：褐马鸡的争斗炫耀可能是以面部为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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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的社群行为是动物行为学研究的一个重要 

方面，其中尤以集群动物的等级行为最受人们关注 

(wiiSOIl，1975；Drews，1993)。等级行为可以降低群 

体中动物个体间争斗的激烈程度，从而减少获取食 

物的代价，这无论对高等级个体还是低等级个体都 

是有利的。在鸟类、哺乳类等许多动物的社群中，个 

体等级的高低可能与其体型、力量、年龄、在社群中 

生活的时间、以往的等级状况等因素有关(Pusey＆ 

Packer，1997)。 

鸟类的装饰特征(ornaments)往往是争斗中个体 

炫耀自己实力的信号，争斗时双方根据这些装饰物 

来判断对手的实力并决定自己的争斗策略，由此减 

少争斗的代价(Zuk，1991；Krebs＆Davies，1993) 

事实上许多鸟类夸张的身体特征就是基于个体间的 

竞争进化而来的，因此鸟类的一些反映实力的身体 

参数与其社群等级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Krebs＆ 

Davies，1993)。 

褐马鸡 (Crossoptilon mantchta'icum)繁殖季节 

在各 自领域内成对活动，秋季开始集群活动，到 

2、3月份集群逐渐解体，集群大小从几只到几十 

只，最大可达200多只，因此集群期是褐马鸡生活 

史中一个很重要的阶段 (卢汰春和刘如笋，l983； 

Johnsgard，1986)。有关褐马鸡社群中的等级行为 

还没有报道，为此我们于 1998年 12月 ～1999年 2 

月，在山西芦芽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以人工饲养 

的褐马鸡群为对象，对其社群等级结构及其影响因 

素进行了研究。 

1 研究地点与材料 

研究用褐马鸡饲养于山西芦芽山国家级 自然保 

护区的核心区内，海拔 l 950m 笼舍为70m×35m 

×3m的近长方形铁丝笼，面积约 2 400m ，顺山谷 

建于沟底，南向，坡度约 5。。笼舍内地形较为复杂， 

东北角建有 1．5 m高木架 1个，供褐马鸡夜宿。笼 

内植被较为茂密，有 12 nl高云杉7株(伸出笼外)，3 

m 高落叶橙 12株 另有 500 m 的面积为绣线菊 

( iraea spp．)、刺梨(Hippophae rhamnoides)、忍冬 

(Lonieera spp．)等茂密的灌丛所覆盖。 

笼内放养有 l4只褐马鸡，其中已饲养 2年以 

上的成体 lO只，已饲养 4个月的亚成体 4只 (表 

1)。所有褐马鸡每晚均集群栖宿于笼舍东北角约 

200m 范围内的高术架和4株树上。笼内每日投放 

1次饲料。冬季饲料用水拌匀后投放。当饲料均匀 

撤在 3m×2m的范围内时，所有褐马鸡会共同取 

食；当饲料盛放在 1个直径4o cm的盆中时，仅可 

供5～6只褐马鸡共同取食，其他未能取食的褥马 

鸡则聚集在投食点周围半径不到 10 m的范围内。 

通过在全笼范围内大面积撤放饲料以减少不同个体 

因抢食而引起的争斗后，笼内褐马鸡群在 1 d中只 

发生了 l4次轻微争斗行为，持续时间均未超过 15 

min 由此我们认为笼中的 l4只褐马鸡是 1个集 

群，并已建立较为稳定的社群关系。 

表 1 笼养褐马鸡的代码和性别 

rabk 1 Code and sex of the Br0wn Eared 

Phe~lsants in eaptlvlty 

代码 (code) 性别 (sex) 代码 (code) 性别 (sex) 

 ̂ sM H AM 

B Sr I ^F 

C SM J ^M 

D Sr K AF 

E Ar L AF 

F Ar M AF 

C AF ． N AM 

SM：亚成体雄鸟 (吕ILbad ulI~nale)；SF：亚成体雌鸟 

(subadult female)；AM：成年雄鸟 (adult male)；AF 

成年雌鸟 (aduLt f~lale)。 

2 研究方法 

所有褐马鸡均用不同颜色的彩色脚环标记，并 

以此进行个体识别。选择褐马鸡取食的高峰时段， 

在饲料投放点周围观察，并记录从投食开始 3O min 

内争斗双方的代码和争斗结果 为不影响褐马鸡的 

活动，研究者藏在隐蔽处用望远镜辅助观察和记 

录。每月测量 1次实验鸟的体长、体重、尾长、耳 

簇羽长、面部红斑长宽等参数。 

采用 Jameson et a1．(1999)提出的 Batchelder- 

Be~had-Simpson(简称 BBS)方法对褐马鸡的社群等 

级进行评估。其方法如下，首先根据观察到的争斗 

结果对等级值(~cale v~ue)Si进行初评： 

S ： (1) 
‘J’i 

其中 是个体i在争斗记录中胜利的次数，J_v 是 

个体i总的争斗次数。用初评所得的等级值 S，求 

出与个体i进行过争斗的所有个体的等级值的平均 

数(meal1)Q ，代人公式(2)求出新一轮的等级值 

S ． 

s ．： +Qi (2) 

L 为个体i争斗记录中的失败次数。然后用这一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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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评估值计算出新的 Q ，代人公式 (2)再进行下 
一 轮评估。如此迭代，直到前后两轮间的等级值不 

再变化为止。在本研究中，为防止迭代计算不收 

敛，我们将 0 定义改为加权平均值。 

用BBS方法评估社群等级时，使用 自编的 

QBASIC程序进行有关数据的计算。由于个体 I头 

部有巨大疤痕，造成面部红斑及耳簇羽的部分残 

缺、畸形，为排除疤痕对其等级的影响，因此在比 

较雄、雌、亚成体之间的等级差异和计算等级值与 

身体参数的相关性时将其排除在外。但是它作为社 

群成员之一，在等级结构中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 

因此在计算等级值时仍然保留了它。 

3 结 果 

3．1 等级序位 

1998年 12月 一1999年2月，共进行了26次观 

察，确认争斗双方身份且分出胜负的争斗共 182次 

(表2)。用BBS方法进行迭代 31次后，得到褐马鸡 

社群等级值的收敛值(表 3、图 1)，褐马鸡不同个体 

之间的社群等级值差异显著； 检验还表明成鸟的 

等级值明显高于亚成体(t：2．653，P<0．05)，成年 

雄鸟的等级值 明显高于雌鸟(f：一2．571，P< 

0．o5)，而亚成体雌雄个体问则无显著差 异(f： 

1．123，P>0．05)。 

3．2 等级序位与身体参数的关系 

褐马鸡的体重、体长 尾长、耳簇羽长、红斑长和 

宽等身体参数见表 3，其等级值与身体参数的相关 

分析结果见表 4。从表 4可以看出，将成年雄鸟和 

雌鸟合并统计时，等级值与体重、尾长显著正相关， 

表 2 笼养褐马鸡的争斗结果 

Table 2 Fighting r~alt of the Brown Eared Pheasants in captivity 

胜利个悼 

LD出vidua1) 

失败1、体(1~ing individual 

n nln g

擞
nu

数
mb 。s in g n

欢
un

数
lber， i 簪 

2 一 

I 1 

— — — —  

2 1 

— — — —  

1 2 

— — — —  

6 — 

1 4 I1 

1 3 — 

8 9 

l0 — 3 

6 — 3 

8 — 1 — 4 

1O 一 1 一  

表 3 褐马鸡的等级值与身体参数 

Table 3 Scale value andm~ n3ellts oftheBrown Eared Pht~&ants 

∞ 拍硒N ”祥弛 勰 

4 4 n 幢 0 n 0 8 O O 

__0 4 0 ¨ 4 ￡! 3 勰  ̈ 2 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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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耳簇羽长、面部红斑长宽乘积呈极显著正相关。 

成年雌鸟的等级值与其耳簇羽长、面部红斑长宽乘 

积显著正相关；成年雄鸟的等级值与面部红斑长宽 

乘积极显著正相关，而与尾长显著负相关。亚成体 

的社群等级值与身体参数之间的相关性不显著。 

对各项身体参数进行相关分析后发现：全体 l4 

只鸟的体重与体长、尾长、耳簇羽长和面部红斑长 

宽乘积呈正相关关系；除体重与体长的相关系数之 

外 面部红斑长宽乘积与体重的相关系数是最大的 

(表 5)一 

0  

8 

皂  

J L H N G K E A B F C M I D 

【ph㈣ 【) 

图 1 芦芽山自然保护区笼养褐马鸡的等级序位 

Fig．1 Dominance status of the captive Brown Eared 

Pheasants in Luyashan Nature Reserve 

袁 4 褐马鸡各项身体参数与社群等级值的相关性 
Table 4 Correlations blfftWOeD the dominant S~t[e value and the nIeasIIrem归Its of the Brown Eared Pheasants 

相关检验 (c0r工el曲叽 t)：*P<0 05，**P<0 01}r：相差系数 (co--latin1 coefficient)；P：双尾概率 (I tailed p~bability)。 

表5 褐马鸡各项身体参数之间的相关性 

Tahie 5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measuremm ts of the Brown Eared Pheasants 

相关检驻 (㈨  0ntest)：*P<0 05． * P<0 01； 14 

4 讨 论 

本研究表明，在褐马鸡的社群内部只存在很小 

程度 的等级循环(ranking cyclic)制约关系。此外，由 

于4只亚成体两两之间和 3对成鸟之间没有争斗记 

录，因此用简单的比较方法只能判定部分个体之间 

的等级关系，而无法对整个社群等级进行排序。而 

采用 BBS方法可较好地解决上述问题 ，不仅能够建 

立褐马鸡整个社群的等级序位，而且所得结果与部 

分个体两两之间用简单比较方法所判定的等级关系 

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我们认为，在规模较大、个体 

组成相对复杂的动物社群中，BBS方法是一种行之 

有效的确定个体等级序位的方法。 

采用BBS方法时需要满足 3个前提假设：①在 

研究期间社群内等级状况稳定；②个体任一次的争 

斗与前几次的争斗结果无关，即每一次争斗都是独 

立的；③等级相互作用的分布(distribution undedying 

dominance interaction)服从正态分布。事实上绝大多 

数的等级相互作用的分布情况是符合正态分布的 

(Iversion，1987)，即使不符合正态 分布，Jameson et 

． (1999)根据 Yellott(1977)对等级相互作用分布 

的研究，认为BBS也可以作为一种合理的近似方法。 

在对动物社群的研究中发现，在大社群(多于 9 

只个体)中，由于影响社群等级的因素较多，往往存 

在少量的循环制约关系，因此严格的单线式(1inear) 

等级模式存在的可能性较小(Drews，1993；Mesterton— 

abbons＆Dugatkin，1995)。我们的研究表明，笼养 

褐马鸡社群内由于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循环制约关 

系，因而其等级制度为近单线式(nell"．1inear)，从而 

为上述观点提供了证据。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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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马鸡成鸟的等级与体重、耳簇羽长及面部红 

斑的大小明显正相关。体重往往决定了力量的大 

小，是资源占有力的重要指标。对于争斗双方而言， 

体重、力量等参数只有在激烈的争斗中才能被发现 

和对比．而这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为了避免这种代 

价，褐马鸡一边通过炫耀红斑、耳簇羽毛等能反映体 

质状况的特征信号，威慑对方，同时也在观察对方的 

特征和反应，以决定自己是逃走、继续炫耀还是直接 

攻击 虽然在繁殖季节笼内会出现较为激烈的争斗 

(戴强，2000)，但在冬季，每次争斗的持续时问均未 

超过 l min，且从未对争斗双方造成身体伤害，这也 

说明褐马鸡在争斗时能根据一些信号估计出双方实 

力差距，从而避免了不必要的激烈争斗。但是，本实 

验中所用褐马鸡都在同一笼中经过长期饲养，等级 

关系早已建立，因此不能排除褐马鸡根据彼此问以 

前的争斗经验来估计实力差距并决定争斗对策的影 

响因素。虽然以前的争斗经验也与身体特征有关， 

但如果有机会对社群等级正在建立的集群进行研 

究，相信会得出更为严密的结果。 

在争斗时，褐马鸡典型的炫耀动作是向上伸长 

脖子，以面部正对对方，面部红斑充血膨胀，色彩更 

显鲜艳。从这里可以估计，褐马鸡的面部是它争斗 

炫耀的中心。尽管成年雌、雄鸟合并统计时尾羽长 

度与其等级值有显著的相关性，然而单独统计时雌 

鸟尾羽的长度与等级无明显相关关系，在雄鸟中甚 

至呈显著的负相关，这说明尾羽与其争斗炫耀关系 

不大。褐马鸡的尾羽可能主要在求偶炫耀中发挥重 

要作用，因为其求偶炫耀是典型的侧炫耀(张正旺， 

1998)，从侧面可以更好地展示其尾羽 类似的情况 

在其他雉类中也存在。Concha＆Juan(1997)通过实 

验发现．雄性环颈雉(Phasianus colchicus)的耳簇羽 

和面部肉垂与同性间的争斗和性选择都有很大关 

系．而尾长、肉垂上的黑斑却只与性选择有关而与同 

性间的等级状况无关。尾长与性选择有关，主要是 

因为它能够反映个体的体质，与等级无关甚至负相 

关则可能是 因为尾羽过长反而会妨碍同性问的争 

斗。Andersson(1994)认为，在许多物种中，性内竞争 

和性选择对性征进化的效应是不同的，能够反映繁 

殖能力的特征受性选择作用较大，而反映争斗能力 

的特征刊受性内竞争的作用较大。 

成年雌鸟的等级值与体重相关性不显著，可能 

是因为本实验所用褐马鸡的体重非常接近(mean： 

1．82；SE：0．067)的缘故 但是这也给了我们一个很 

好的机会来考察排除了性别和体重因素后，耳簇羽 

长和面部红斑大小对褐马鸡等级的影响 结果表 

明，在性别相同、体重接近的个体中，耳簇羽长和面 

部红斑大小对褐马鸡的等级有很显著的影响。 

既然大的面部红斑可以使褐马鸡在争斗中处于 

优势．并有利于争取资源，那么褐马鸡会不会通过增 

大红斑来虚张声势吓唬对方呢?缺陷法则(handicap 

principle)认为，动物个体借以炫耀的特征往往都有 
一 定的负面代价(Krebs＆Davies，1993) 较大的面 

部红斑可能会使褐马鸡更容易被天敌发现，因而增 

加了被捕食的可能性；而强壮的个体躲避捕食的能 

力更强，因而可以忍受较大面积的红斑所带来的更 

大的捕食压力。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一个利害权衡 

(trade．off)关系 褐马鸡的体重与面部红斑大小(长 

宽乘积)有很强的相关性，说明强壮的个体具有更大 

的红斑。褐马鸡的红斑在平时可以保持较小面积， 

而需要时则可以充血膨胀，这一方面有利于减少红 

斑带来的被捕食压力，另一方面，个体争斗失败时红 

斑恢复平常状态，还能够避免对手进一步的进攻和 

争斗 的升级 类似的情况在其他雉类 中也存在 

(Cramp＆Simmons，1980；Hill＆Robe~son，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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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Brown Eared Pheasant Crossoptilon 

mantchuricum is aⅢ  pheasants’species and endemic 

to China．From November 1998 to Februarv 1999，the 

social hierarchy and its affected factors on a captire 

population of Brown Eared Pheasants were studied in 

Luyashan Nature Reserve of Shanxi Province．China． 

The dominance hierarchy was ranked with tbe 

Batchelder-Bershad—Simpson(BBS)Scaling Method．It 

was found that山e dominance hierarchy of the captive 

Brown Eared Pheasants was a near-linear．The hierarchy 

ranks of adults were significanfly higher than that of 

subadults while the males’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females’．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 t corre— 

lations between the hierarohy scale values and the body 

weight．wattle size，ear·tuft length，Statistically signifi— 

cant correlations weI found between the bo dy weight 

and body length，wattle size，ear—tuft length．Body weight 

was the indicator of the fighting ability-while the body 

length．wattle size and ear—taft length were the exterior 

signals of the fighting ability．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facemiight bethe center ofthefighting displayin Brown 

red Pheas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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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