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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崇明东滩越冬白头鹋 (Grus monacha)觅食地的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①在潮掏边缘和平 

滩 2种微地貌之间．白头鹤的取食强度具极显著差异 (P(0．01)．食物埋藏深度和食物重量具显著差异 (P( 

0．05)。②在由北向南3条样线之间，白头鹤的取食强度、食物埋藏深度、食物数量和食物重量差异极显著 (P 

<0 001)。②在内带、中带和外带3条植被带之间，食物的埋藏深度和食物重量差异极显著 (P(0 001)；由 

于潮水的影响，白头鹤在 3条植被带之问的取食强度无显著差异。白头鹤通过食物埋藏深度、食物重量和食物 

数量 3个特征来选择最佳的觅食场所：其中，食物的埋藏深度对白头鹤觅食地的选择具有最重要的作用．白头 

鹤倾向取食埋藏拽的食物；而潮水的冲刷作用是造成食物埋藏深度不同的主要原因：通过食物的平均埋藏深度 

与白头鹤平均取食深度的比较，可以较准确地预测白头鹤的取食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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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 凯等：崇明东滩越冬白头鸫 觅食地特征的初步研究 

白头鹤 (Grus monaeha)为我国 I级保护动 

物 ，世界易危鸟类。由于 自然湿地在全球范围内的 

大面积丧失，白头鹤对人工湿地和人工投食产生了 

极大 的依 赖性 (Eguchl et at．，1991；Ohsako， 

1994； Meine ＆ Archibald， 1996； Collar et ．， 

200t) 崇明东滩是 目前世界上白头鹤唯一的一块 

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小并完全保持自然湿地特征的越 

冬地，在白头鹤的研究与保护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 

意义。与其他越冬地相比，白头鹤在崇明东滩的食 

物相对单一 ，主要是海三棱藤草的地下球茎及根茎 

(黄正一等，1993)。另外，在越冬前期，其食物中 

有少量未消化的海三棱藤草种子。为了解崇明东滩 

白头鹤觅食地的主要特征，作者于2000年 10月至 

2001年 3月开展了有关研究。 

1 研究地点和方法 

崇明东滩 位于 N3l。25 ～3l。38 ，E121。50 ～ 

122。05 ，是 由长江携 带的泥 沙沉积而形成的滩涂 ， 

目前随着混沙的不断淤积继续向东淤长。由于地处 

长江人海口，崇明东滩受到潮水周期性涨落的强烈 

影响 潮水的冲刷作用在滩涂上形成了长短和深浅 

不一的、呈树状分布的潮沟 较大的主潮沟长约 

1．5 km．宽数十米，深 l米以上，从低潮滩一直延伸 

到潮 上滩；较小的分支潮沟仅数米长，宽度和深度都 

只有数十厘米 潮沟为潮水涨落的主要通道。在潮 

水涨落的时候，潮水沿着潮沟流动，并逐渐漫到整个 

滩涂。除潮沟附近区域外，整个滩涂地 势平坦 ；因 

此，滩涂具有潮沟和平滩 2种微地貌特征(黄正一 

等，1993)。海三棱藤草(Scirpu~，M砌ueter)为滩涂 

上的主要植被，呈带状分布；依其生长年限和发育程 

度，可划分为3个带：①外带，接近光滩的潮沟消失 

地带，是海三棱藤草的地下球茎和种子随水流散落 

在滩涂上萌发形成的植被带，植株稀疏，高度 15～ 

30 cm．盖度 10％～30％，根茎不发达，地下球茎发育 

充分 ②中带，该带的海三棱藤草经 l～2年生长， 

植株高度为 20～40 cm，盖度 20％ ～50％，根茎发 

达，地下球茎略退化但仍发育 良好，中潮位时为潮水 

淹没。⑧内带，生长年限长，地势较高，仅大潮的高 

潮期为潮水淹没，植被浓密，植株高 30—50 cm，盖 

度 50％～70％．地下根茎极为发达，地下球茎退化。 

利用望远镜观察白头鹤的活动场所，记录白头 

鹤在滩涂上的觅食活动，根据白头鹤的觅食痕迹确 

定其觅食场所的准确位置。根据观察，白头鹤的主 

要括动场所在崇明东滩的东南部 在白头鹤的活动 

区域由北向南选择 A、B、c 3条潮沟作为取样样 

线，分别在 3条样线的海三棱蔗草群落内带、中带 

和外带 3条植被带选取潮沟边缘和距潮沟 50～100 

m 的平滩，用 GPS标记采样点 (图 1) 每个样点 

选取 3～9个 20 cmx20 cm样方、测定样方内露 出 

地面的嫩芽、裸露球茎和地下球茎数量，其总数作 

为食物数量，计数样方内白头鹤啄食点数量作为取 

食强度 每个样 点选择 50 cnl×50 vm样方 ，挖取 

地下球茎和根茎，称重并测量地下球茎埋藏深度， 

分别作为食物重量和食物埋藏深度。采用多因素方 

差分析法比较不同微地貌、样线和植被带的觅食地 

特征对白头鹤觅食地选择的影响。在白头鹤的觅食 

地测量啄食点深度，取平均值作为取食深度。将白 

头鹤的平均取食深度和食物埋藏深度相比较，预测 

采样点是否成为取食点并计算预测的正确率。采用 

SPSS10．0统计软件对取样数据进行分析处理，统 

计值用平均值±标准差表示。 

2 结果和分析 

各样点的觅食地特征及白头鹤取食强度见表 

l。多因素方差分析表明，微地貌特征、样线位置和 

植被带3者对白头鹤的觅食地选择都具有明显的影 

响(F储地貌特征=62．182，Jf=1；F样线位置=86．171，Jf 

= 2；F植被带=19．348，Jf=2；全部 P<0．01)c 

2．1 微地貌特征 

检验的结果表明，在潮沟边缘和平滩，食物埋 

藏深度和重量均具显著差异( 埋藏探崖=2．376， 

食物重量=2 373；n=8，P<0．05)，而食物数量无显 

著差异( 古物数量=0．624，n=8，P>0．1)。潮淘边 

缘的食物比平滩的食物埋藏要浅，而重量更重。白 

头鹤在潮沟边缘的取食强度显著高于在平滩的取食 

强度( =3．518， =8，P<O．01)。相关分析表明： 

潮沟边缘白头鹤的取食强度与食物数量呈极显著正 

相关(r=0．95l，F=66．109，P<0 01)，与食物埋藏 

深度呈极显著负相关(r=一0．839，F=16 655，P 

<0．01)，与食物重量无显著相关性(r=0．076，F= 

0．041，P>0 1)。由此可见，食物的数量和埋藏深 

度对白头鹤觅食地的选择有明显的影响。 

2．2 样线位置 

z检验表明，各样线间食物数量 埋藏深度 

和重量均有极显著差异 ( 备物敦量=27．276， 

藏深度=54．623， 备物重量：l21．121；Jf=2，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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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地点及取样点示意图 

Fig．1 Sketch map of study area and sample sites 

0 001) 白头鹤在不同样线间的取食强度也具有极 

显著的差异( =21．941，df=2，P<0．001)，由A 

线一B线一c线，食物数量逐渐增加，食物埋藏深度 

逐渐降低，白头鹤的取食强度逐渐增加；然而 A线 

和 C线的食物重量要高于 B线 

2．3 植被带 

对各植被带的食物特征和白头鹤取食强度的比 

较显示，海三棱藤草群落的内带、中带和外带在食物 

数量上没有显著差异( 蛔数量：0 408，df=2，P) 

O 1)，在食物重量 和埋藏深度上有极显著差异 

( 备斯重量：136．821， 藏罐度：36．168；df=2，P< 

0．001)。由内带一中带一外带，食物的重量呈增加 

趋势，食物埋藏深度呈减小趋势。在不同的植被带． 

白头鹤取食强度没有显著差异( 蕞☆ =4．585，df 
= 2，P)0 1)。这表明白头鹤对 3个植被带并无明 

显的偏好。 

2．4 取食深度 

环境中食物的埋藏深度代表了食物获得的难易 

程度，而白头鹤的取食深度代表了其获取食物的能 

力。将白头鹤的平均取食深度 (6．33 cm)和食物 

的埋藏深度相比较，可预测样点是否成为取食点。 

比较结果显示，在 18个采样点中，除 3个采样点 

(样线 A海三棱藤草外带潮沟边缘，样线 B海三棱 

篇草内带潮沟边缘和样线 B海三棱藤草中带平滩) 

与实际取食状况有差异外，其余 15个样点均与实 

际观测结果相符 3个与实际情况存在差异的采样 

点中，在样线 A海三棱蔗草外带潮沟边缘采样点 

的食物数量较少，无法成为白头鹤的觅食地。因 

此，预测的正确率达到 88．9％。 

3 讨 论 

3．1 长江径流和潮流对白头鹤觅食地分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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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敬 凯等：崇明东濉越冬白头鹤觅食地特征的韧步研究 

表 1 崇明东滩白头鹤的食物特征及取食强度 
Table 1 Characteristles of the Hooded Crane’s food and foraging degree in the Eastern Tidal Flat of Chongnaing 

E：潮淘边缘 (Edge offida]eh~ne1)；F：平滩 (Fiat tidal【衄d)；A：样线 A (Line A)；B：样线 B(IAne B) C：样线 c(IAne C) 

I：内带 (Inner zoneof Bu 宣h)；M：中带 (Midd Le删eof Bulrush)；O：外带 (Outer zone of Bulrush) 

由于受有规律的涨、落潮的影响，白头鹤在崇 

明东滩的觅食地处于频繁的变动之中。研究结果表 

明．由于在不同的微地貌、样线及植被带之间食物 

的埋藏深度、数量和重量等的差异，白头鹤对觅食 

地具有明显的选择性。这与长江的径 流、潮流 及 

潮汐等环境因子的作用有着密切关系。东滩滩涂是 

长江所携带的泥沙沉积而形成的，长江的南北两支 

流在潮汐、水动力学特征和地貌过程等方面均存在 

显著差异。在历史上，长江北支曾是长江径流下泄 

的主泓道。18世纪 中叶后 ，长 江 口主泓道转 向南 

支。日前，长江北支的径流量仅 占总径流量的4％ 

左右。相应地，北支从以径流为主的落潮槽变为以 

潮流为主的涨潮槽。在柯氏力的作用下，涨潮流偏 

北，落潮流偏南，形成局部环流。涨潮历时小于落 

潮历时 地貌过程也表现出北塌南涨，沙洲淤高扩 

大的趋势 (贾海林等，2001)。长江南支则主要受 

径流控制 长江南北支流的水文特征对崇明东滩的 

滩涂具有明显的影响 由于受潮流的影响，崇明东 

滩北部滩涂大潮时落潮缓慢。在冬季由于北风和西 

北风盛行，长江北支的潮水南压，潮水在滩涂停留 

时间长，遭遇东北风时潮水更大，退潮更为缓慢， 

潮水中泥沙沉积时间长，沉积较厚；而受径流的影 

响，长江南支在崇明东滩的西南缘形成回流，对滩 

涂的植被带形成冲刷作用 因此，滩涂的北部海三 

棱藤草的球茎埋藏较深，而南部滩涂海三棱篇草的 

球茎埋藏较浅。根据观察，白头鹤的觅食地多位于 

崇明东滩的东南部滩涂，特别是样线 c的海三棱藤 

草外带是白头鹤的主要觅食地。在滩涂的其他区 

域，很少见到白头鹤的活动 研究结果也表明，位 

于崇明东滩东南的样线 C，其食物埋藏深度显著浅 

于样线 A和 B，而白头鹤的取食强度也明显高于样 

线 A和 B。 

3，2 潮沟边缘与平滩的觅食地特征 

潮沟为潮水涨落的主要水道。潮水的涨落，特 

别是在大潮期间 (每月 2次，每次 3—5 d)潮水的 

涨落流速较快，对潮沟边缘形成了强烈的冲刷作 

用，而在平滩水流较缓，冲刷作用较弱。这 2种微 

地貌环境在白头鹤的食物上也有着显著的差别 潮 

沟边缘由于涨落潮潮水的冲刷作用，海三棱藤草的 

地下部分 (包括地下球茎和根茎)裸露在地面，或 

仅在地下较浅处 这为白头鹤的觅食活动提供了便 

利的条件。而在乎滩，海三棱藕草的地下部分多埋 

于较深处。另外，在潮沟边缘，由于潮水的冲刷作 

用，地下球茎或种子很难定居，因此植被较稀疏， 

而地下球茎发育良好。在平滩，虽然植被的密度较 

大，但地下球茎的发育较差 因此，两者在食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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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藏深度和数量上表现出显著的差异。以白头鹤取 

食平均深度对研究区样点食物埋藏平均深度的比较 

同样说明了食物埋藏深度对白头鹤选择觅食地具有 

重要的影响 潮水通过影响白头鹤在潮沟边缘和平 

滩的食物埋藏深度和食物重量 2个食物特征来决定 

白头鹤在微地貌环境上对觅食地的选择。在野外观 

察中也发现白头鹤多在潮沟边缘觅食。 

3．3 不同植被带的觅食地特征 

研究结果表 明：在海三棱藤草的内带、中带和 

外带之间，白头鹤取食强度没有显著差异 然而， 

在观察中我们发现，白头鹤大多数时间在海三棱藤 

草的外带和中带取食。在大潮的高潮期，潮水将外 

带和中带逐渐淹没，白头鹤被迫迁至内带觅食，潮 

水退却后再逐渐回到中带和外带。这与外带和中带 

的食物埋藏较浅、重量较重有关。由于白头鹤在高 

潮期多在内带觅食，因此在统计结果上表现出白头 

鹤在植被带上取食无显著差异的现象 而实际上， 

在植被带上的白头鹤的取食强度与食物的埋藏深度 

和重量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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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三棱藤草是崇明东滩的主要植被类型，在滩 

涂上的分布范围较广。但地下球茎的埋藏深度对白 

头鹤的取食具有重要的影响。对白头鹤取食深度和 

地下球茎埋藏深度的比较表明，仅有暴露于地表或 

埋藏较浅的地下球茎可被白头鹤取食，而大部分埋 

藏较深的地下球茎是白头鹤难以取食的 由于潮水 

的冲刷作用使地下球茎暴露出来或埋藏在滩涂的浅 

层土壤，为白头鹤的取食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条件， 

对白头鹤觅食地的选择具有重要的意义。研究结果 

表明，无论是在不同的微地貌环境之间，还是在不 

同的植被带或样线之间，食物的埋藏深度都对白头 

鹤的觅食地选择起着重要的作用。另外，食物的重 

量和数量对 白头鹤的觅食地选择也有一定的影响。 

白头鹤通过对食物埋藏深度、食物数量和食物重量 

的选择来选择最佳的觅食场所 食物的埋藏深度在 

白头鹤的取食选择上具有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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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 《动物学研究)封面 “银胸丝冠鸟”简介 

银胸丝冠鸟 (Serifophus lunan~，Silver-breoated Broadbil1)为雀形目 (Passerlformes)阏嘴乌科 (Eurylaimidae)鸟类，是 

国家Ⅱ级保护动物．全长162—180mm。雄鸟 (左)前额蓝灰，头顶灰褐，眼先黑色，与宽阔的黑色眉纹相连：后枕羽毛 

较长，形成短的冠羽，伸达后颈；上体灰褐至锈红色；尾黑，具白端；翼覆羽及飞羽外缘沾蓝；下体近白色；嘴型宽阔而 

平扁c雌鸟 (右)羽色似雄，颈侧至上胸具银白色羽端，形成颈圈状。栖于海拔 90～1 4O0m的热带和南亚热带常绿阏叶林 

及灌丛．主要在森林的中层活动，也见于竹林和矮树间。杂食性，主要以昆虫为食。分布于云南南部和西南部及广西西南 

部，为留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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