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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蝙蝠超声波探浸I器和 Cool Edimr 2000声波分析软件研究了皮氏菊头蝠 (Rhindophus椰 眦 )的 

超声波信号，同时在野外研究了其捕食行为。研究结果显示皮氏菊头蝠是FM腼  型的食虫蝙蝠 其回声定 

位信号的CF声波两端均附有短暂的FM信号，每次声波脉冲包含2段信号，第 1段信号的CF频率为 (61．08± 

0．019)k ，持续时间为 (46．85±3．72)ms；第2段信号的CF频率为 (60．97±0．03)kl-lz，持续时同为 (35．12 

±2．67)瑚 ；在对皮氏菊头蝠的捕食行为研究中，通过运用生物多样性指数分析和spea曲aIl相关性分析，结果 

表明皮氏菊头蝠在常绿阔叶落叶混交林中主要以鹩式捕食鳞翅目 (Lepidoptera)、鞘翅目 (CNeepte~)等中型个 

体的昆虫，对食物种类及其体型具有选择性。此外，其形态与回声定位功能之间还表现出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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蝙蝠使用cF(o∞s衄nt frequency)信号专门探测 

振翅目标，使用FM(modulated frequency)信号可以 

分辨目标大小和结构(Sirrr~ns，1971；~~grlons＆ 

Fenmn，1978；Schafi&，1988；&n ＆ Menne，1988)。 

CF或FM／G~／FM型蝙蝠专以鳞翅目或鞘翅目为食 

(Whitaker＆ Black，1976；Black，1979；Findley＆ 

Black，1983；Eckrlch＆ Neuweiler，1988；Mc_Aney ＆ 

Fairley，1989)。小蝙蝠亚 目(Microchimptera)的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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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都是利用回声定位系统进行导航和捕食(Gfi~n 

et o2．．1960； m∞ns et at．，1978)。迄今为止对于 

捕食选择性的认识还有分歧，其中主要有以下 2种 

对立的观点：一种明确认为捕食没有选择性( ＆ 

Racey．1983；~vift et at．．1985；Barclay，1985a，h； 

Hoare，1991；Barclay et o2．，1991；Fenton at．， 

1993)；另一种 明确认 为捕食存在选择性 (Jones， 

1990：Arlettaz et口t．，1997b)。此外，也有人认为食 

虫蝙蝠是机会主义者，食物类型直接与这些食物在 

环境中的丰富度相关(Anthony＆Kum，1977；Faure 

et o2．，1993)。这就提示在蝙蝠所发出的回声定位 

信号的精确程度与潜在食物选择程度之间存在某种 

联系。然而对于某些种类来说，有可能在选择食物 

的同时又有能量损耗，所以即使它们具有选择食物 

的潜力，也还是喜欢随机捕食(Swift＆Racey，1983； 

Swift o2．，1985；Jones，1990)。关于食虫蝙蝠的捕 

食生态学研究不多，缺乏关于环境中食物分布情况 

的数据(Whitaker，1988；Whitacker eI o2．，l976)。翼 

手目捕食生态研究主要集中于翼手 目中植食性、特 

殊食性的种类 以及蝙蝠科 的一些种类，如鼠耳蝠 

(M~ ／s sp．)(Kolp，1958；Fenl~n，1974，1982，1983， 

1985a，b，1986，1994；Fenton＆ Fullard，1979；Fenl~n 

． ，1983；Kunz，1988；Faure et a1．，1993；Kalko＆ 

Schnitxler，1993；Kalko，1995；Schnitzler，1987)。而关 

于菊头蝠科 (Rhlr,olophidae)的研究，仅见于对马铁 

菊头蝠 (／~indophus 1嗍 如 )较长期的研究 

(Jones ＆Rayner，1989；Jones＆Parijis，1993；Jones， 

1990，1994)，以及对鲁氏菊头蝠(R．tour／)(Eckrlch 

＆Neuweiler，1988)、小绒菊头蝠(R．hippoddo'os)的 

短期研究(MeAney＆Fairley，1989)。对于皮氏菊头 

蝠(Rhinolophus pe~rsord)尚未觅研究报道。菊头蝠 

科的种类在贵州高原一带分布最为集中(张荣祖， 

1999)。因此，我们在该地区对皮氏菊头蝠的捕食行 

为进行了相关研究，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地点与方法 

1．1 研究地殛其自然概况 

研究地点位于贵州省安龙县梨树乡笃山村(25。 

20 00 --25。17 30 ，105。33 45"～105。37 30 E)。该 

地区的地貌特点是：峰丛山地、峰丛洼地、溶洞、竖 

井、落水洞、暗河广泛分布，表现出坡高陡峭，山峦起 

伏，石峰林立的岩溶地貌。山地面积548．7 tan2，占 

土地总面积的94．14％。该区多数地方海拔高度 

l000--1 300m。气候温热，雨量略偏少，热量条件 

较好。岩溶地貌的石山基岩裸露；岩石透水性好，保 

水力很差；土层浅薄，仅石隙、石缝以及较平缓的山 

麓等地带才有土壤覆盖．且土壤干燥。因而生境特 

殊，植物群落有很大的特殊性，属于南亚热带季风阔 

叶林带的滇黔桂石灰岩峰林阔楠青冈细叶云南松区 

(黄威廉等，1989)。由于原生的植被已遭到人为破 

坏，该区目前仅有次生植被和人工植被，所以植被的 

垂直分布和小区分布已不明显；加之受人为活动的 

影响，植物群落仅在局部地段残存，形成斑块状。 

1．2 材料与方法 

1999年 7～8月我们对该地进行了蝙蝠区系调 

查，并采集皮氏菊头蝠活体标本。在实验室内采样 

录音，并对声波进行分析。于2000年6～8月在野 

外进行皮氏菊头蝠的捕食行为观察，同时在皮氏菊 

头蝠的捕食生境中录制其回声定位信号。 

我们选取常绿阔叶落叶混交林、石山矮灌丛(3O 
～ 50廿n)、耕作早地、水面及周围稚草丛、竹林 5种 

典型的生境进行调查。每一生境类型连续观察7昼 

夜。每昼夜的观测时间为 l9：o0至次 日6：O0。利用 

O00(IV~ co)来确定 日落及 日出的准确时间。 

通过标志重捕和超声波监听确定皮氏菊头蝠的捕食 

生境，同时使用夜视仪(z卧耵，Russia)辅助观察蝙 

蝠的捕食活动。捕获蝙蝠后，在其两后足上拴上带 

色细线作为标记，然后在其捕食生境中再进行标志 

重捕，并确定其在洞内栖息的准确位置。一旦确定 

蝙蝠的捕食生境后，对皮氏菊头蝠的行为进行多人 

不同角度同时观察，持续观察时间为 495 h。具体方 

法为：一人手持超声波监听仪位于森林边缘的蝙蝠 

出入的通道处；一人持夜视仪隐藏于树上7 m高处； 

二人持超声波监听仪位于森林内，进行观察，利用其 

种的特异性回声定位频率短暂跟踪蝙蝠。与此同 

时，4人用头灯和强光电筒照明，增加能见度。每次 

的连续观察持续时间为 15 min，间隔时间为5 min。 

夜间在皮氏菊头蝠的捕食生境内，用超声波监 

听仪 (U30，Ultra Advice，UK；Pettersson， 

D240x，u )接受超声波，输入超声波处理仪(PI ， 

Ultra Sound Advice，UK)。然后将超声波的频率转换 

为原频率的 1／10后录人数字式录音机 (Sony，MZ— 

R55，频响范围：30--20 000 H2，Japan)。录入的声波 

信号用声音分析软件ccol Editor 20OO(hIS)进行分 

析，采样频率为2．5 kHz，语谱分析带宽为3o0 H2，分 

析衰减为80 dB。超声波分析内容包括超声波的时 

j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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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波形(声强 一时间图)、声谱图(频率 一时问图) 

并对回声定位叫声的声程和间隔时间进行测量，计 

算出能率环(duty cycle)。分析数据均以平均值 ±标 

准差(X±sD)表示。能率环计算公式为：能率环 ： 

D (D为信号持续时间，P为周期)。 

与蝙蝠的观察同步，我们于夜问在蝙蝠的捕食 

生境用乙炔灯诱捕昆虫，同时利用昆虫网和雾网 

(mistnet)网捕昆虫，作为蝙蝠食物可利用度的样本。 

皮氏菊头蝠栖息的洞穴距离其捕食地2--4 ，捕食 

地内捕获的昆虫种类，代表了皮氏菊头蝠所利用的 

昆虫 对昆虫翅长进行测量，小于 10 rm 的为小型 

个体，大于25 rm 的为大型个体，处于二者之间的为 

中型个体(K lm，1988；Jones，1990)。此外，在蝙蝠飞 

出洞后，每天进洞收集其粪便及食物残余物，并在皮 

氏菊头蝠的临时进食场所收集其食物残余，随后进 

行分析鉴定，作为它们食物组成的辅助依据。 

每次随机选取 20粒粪便进行分析，每粒粪便在 

90％的乙醇中缦泡 1 h以上。然后用解剖针将粪便 

颗粒轻轻分解，用奥林帕斯双筒解剖镜和双筒显微 

镜(Japan)鉴定昆虫残余物(触角、翅、足等)；同时， 

以研究地点捕获的昆虫身体各部位样本和昆虫粉碎 

样本作参考。并根据郭振中等(1987)编著的《贵州 

农林昆虫志》进行昆虫分类鉴定。粪便分析中所得 

到的每一种食物类型都被转换成相对体积(0～ 

100％)。它是指每一食物类型占所分析的 20粒粪 

便总体积的百分率。每种昆虫的统计值最少应占 

0．05％以上。共分析粪便 2 300粒。粪便颗粒放置 

于培养皿中，并在培养皿底部放置一个细筛，然后观 

察统计其体积(Jones，1990；ArleUaz ．，1997)。 

皮氏菊头蝠在吞食食物前，经常丢弃昆虫的足和翅。 

由于无法估计在吞食前所丢弃的确切数量，所以利 

用百分体积(粪便中各种昆虫出现的频率)来统计皮 

氏菊头蝠的食物量。 

我们采用Shannc~-Weiner指数估算皮氏菊头蝠 

的食物 专化 程度。鞘翅 目(Coleptem)、蜻蜒 目 

(0 m|A)、蝽科 (Pentat~nidae)、螳螂 目(Mantc~lea)、 

螽斯科(Tettigonlichae)、鳞翅目(Lepidoptera)、膜翅 目 

(Hymenoptera)、双翅目(Diptera)、蝉科(Cicadidae)、 

半翅 目(Hemiptem)10个类型被用来计算多样性指 

数 食物的可利用度及其实际利用程度与食物的选 

择性用 Spearman相关分析检验。Shannon-Weiner指 

数的均匀性指数计算方法如下：E=H／H一(H：实 

际多样性指数，H一：最大多样性指数，E：均匀性指 

数)。H～ =log2S，S是物种数目。 

此外，我们还对蝙蝠的翼型进行测量，计算翼 

载 (wing load)和展翼比 (aspect ratio)。并与回声 

定位信号联系起来，讨论皮氏菊头蝠的飞行机动能 

力以及对生境的选择。翼载及展翼 比的计算公式 

为：翼载=体重／翼面积；展翼比=翼长 ／翼面积 

使用 SU3S10．0软件包进行Speanvan相关性分析。 

2 结 果 

2．1 捕食生境、捕食方式及活动规律 

皮氏菊头蝠所利用的生境主要为常绿阔叶落叶 

混交林 (标志重捕数量 =32)，偶尔也飞人森林 

附近 (距离 300～600 m， =4)的竹林 内捕食， 

在其余 3种生境类型内从未发现其踪迹。皮氏菊头 

蝠不进人林间深处障碍物密度高的地区捕食，只在 

森林边缘、林冠问和林冠下的较开阔处活动，在针 

叶林中也从未发现其踪迹。由此可见，该物种对捕 

食生境的选择度较高，偶尔飞人竹林可能是因为该 

生境距离森林较近，且鞘翅目象鼻虫类数量较多。 

皮氏菊头蝠从栖息地到捕食地的最短距离为 2 
-- 4 ，出洞后径直飞往捕食生境。在其栖息洞穴 

的东方、东南方及南方多为荒山，只有少量灌丛；西 

南是海拔 1 650m的龙头大山，沿此方向蝙蝠需飞行 

35km才能到达它所能利用的捕食生境；正西向是 
一 片连绵的石山；只有西北方向才有斑块状的针叶 

林和常绿阔叶落叶混交林，以及临近的小片竹林。 

皮氏菊头蝠主要在林冠以下和灌丛以上2～6m 

捕食，捕食此高度空间内的昆虫。最常见的捕食飞 

行高度为3～4m，5～6m的高度是其飞人或飞出栖 

息树冠下层的高度，这与其捕食方式有关 在连续 

495 h的观察中，从未发现皮氏菊头蝠的飞行高度超 

过10m，而有3次观察到其飞行高度紧贴地面大约 

20 erl1．捕捉后发现其口内衔有螽斯。它的捕食方式 

有鹅式(flycatching)和追逐(pursuit)两种。鹅式是指 

蝙蝠进人捕食生境后 ，寻找距地面 4～5m的树枝悬 

挂，发出超声波探测其前方，一旦发现 目标，立即从 

树冠中疾速飞出，紧贴于 20～30口n高的草丛上捕 

食螽斯科昆虫。追逐是指蝙蝠于林冠中下层和高灌 

层之上较开阔的空间追逐、捕食飞行昆虫的一种方 

式。使用哪种捕食方式与生境中的食物丰富度有 

关。昆虫数量多时，追逐捕食；反之，采用鹪式。野 

外观察发现，日落后的1 h20 rain内，捕食生境中大 

中型鞘翅目、鳞翅 目昆虫数量多，活动频繁。这时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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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菊头蝠追逐捕食中型鞘翅目、鳞翅 目昆虫；在此之 

后直到回洞栖息的时间段内，由于昆虫活动数量降 

低．尤其是鞘翅 目种类，只有少量中小型蛾类、螽斯 

及蚊类在活动，氏菊头蝠叉改用鹪式捕食。 

皮氏菊头蝠于日落(25±4．5)min后开始外出 

捕食，于日出前 3 h±20min回洞，平均出洞捕食时 

间为8h±28min( =15)。该时问包括其携带食物 

回栖息洞穴或到临时栖息场所进食的时间。此外 ， 

在观察中末发现晨昏有明显的2次捕食括动高峰 

期。仅有 2次的捕食时问明显短于平均捕食时间：7 

月8日为4．5h，7月 18日为4h，这2天都是在日落 

后 10mln开始下暴雨，到次 日凌晨 1：o0左右停止。 

皮氏菊头蝠在雨停后即刻飞出捕食。 

2．2 食性选择 

皮氏菊头蝠捕捉到食物以后，将较大型食物带 

回临时栖息处或 日常栖息洞穴内吞食，而在飞行中 

直接吞食小型昆虫。在其捕食生境内外的临时栖息 

处所收集的食物残余物平均翅长为(19．8 2．10) 

m ．未发现翅长小于8 m 的残余物；只在粪便分析 

中发现翅长大于4m 而小于 71Tffn的双翅目种类 

在皮氏菊头蝠的粪便和食物残余物中共发现 9目18 

科昆虫 在粪便分析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鳞翅目 

(43．12％)，其次是鞘翅目(34．53％)；加上螽斯科 

(3．20％)、蜻蜒目(3．90％)、蝉科(4．13％)、半翅 目 

(1．60％)、双翅 目(2．78％)、膜翅 目(1．73％)、螳螂 

目(0．58％)，合计 95．57％，另有 4．43％无法鉴定 

(图 1--3；表 1)。在食物残余物分析中，出现频率最 

高的是 鞘翅 目(68．2％)，其余依次 是鳞翅 目 

(16．1％)、螽斯科 (3．4％)、蝉科 (3．1％)、蜻蜓 目 

(3．1％)、膜翅目(2．6％)、半翅 目(2．2％)和双翅目 

(1．3％)。 

运用Shannon-Weiner指数中的均匀性指数，计 

表 1 皮氏菊头蝠夏季捕食昆虫种类殛数据统计 

TaWe 1 The category and data of prey captured by Rhinolophus pm f in summer 

算环境中食物多样性指数和皮氏菊头蝠食谱中的食 

物多样性指数，分别用生物量多样性指数和昆虫数 

量多样性指数进行分析。前者反映了环境中食物的 

可利用程度，后者表示对食物的有效利用程度。统 

计结果为，环境中食物生物量多样性指数为 0．88， 

皮氏菊头蝠食谱中食物生物量多样性指数为0．65； 

环境中昆虫数量多样性指数为0．82，皮氏菊头蝠食 

谱中昆虫数量多样性指数是0．54。此外，皮氏菊头 

蝠食谱与环境中的昆虫组成无显著相关性 (Spe 

rTlaI1相关性检验，r=0．439，P>0．05)。 

2．3 翼型与回声定位信号 

皮氏菊头蝠翼型短宽( =12)，前臂长为(56．33 

±1．29)1T~I_，体重为(／4．46±1．90)g，翼面积为 

(0．014±0．9)rn2，翼载为(5．89±0．53)N／m2，展翼比 

2．15±0．11。这类翼型适合在具有一定障碍物密度 

的生境中缓慢机动性飞行，用声波探测和捕捉近距 

离的目标。 

皮氏菊头蝠主要采用鹣式捕食 ，所以分析其野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动 物 学 研 究 23卷 

晕 
圳 

告 

妊 

j量 

图 1 皮氏菊头蝠夏季食物中昆虫生物量与环境昆虫生物量的比较 

Fig．1 The cornpar~between the[rkseets bicmass of Rhino／o／~kus ∞ ’s prey and the insects btmm．~ tn etavilx：xa'neltt 

in stwamer 

{ 

菱 
耀 

5 0 10 0 I5 0 2g 0 25 0 30 0 35 0 

翅 妊 Winglength{mm) 

图 2 皮氏菊头蝠夏季捕食昆虫的翅长分布 

Fig 2 Th ewiI垣 le,~oth distribution ofthe insects c*ptured 

byRhino／o／~us／~arsord in 81~"lltiler 

外自然悬挂状态下的声波信号较有意义。皮氏菊头 

蝠回声定位信号的时域波形图呈纺锤形，声谱为 

FM／CF／FM型(图 4)。一个完整的脉冲包括 2段信 

号，第 1段信号的持续时间明显长于第 2段信号(一 

=30)。第 1段信号的CF频率为(61．08±0．019) 

kHz，持续时间为(46．85±3．72)ms；第 2段信号的 

CF频率为(60．97±0．03) {z，持续时间为(35．12± 

2．67)ms，起始端FM频率从 55．12 kHz升至 60．95 

kHz，末端FM频率从 60．98kHz降至51．67kHz，持 

续时间为 10ms，能率环为(40．23±0．04)％。CF频 

率能率环为(66．60±0．037)％。2段信号的间隔时 

间为(28．15±6．03)ms，2次声波脉冲之间的间隔为 

(96．21±9．75)ms(n=30)。 

3 讨 论 

通过上述研究，我们认为皮氏菊头蝠的特异性 

回声定位信号与其捕食生境、捕食策略和食物类型 

有密切联系 

3．1 回声定位信号与昆虫种类的联系 

虽然蝙蝠回声定位信号的声学特征(如能量、频 

率、持续时间)不能与探测目标的物理特征(如大小 、 

形态、距离、方向、速度)一一对应 但蝙蝠的中枢神 

经系统能建立一个包含回声信号几种声学特征的目 

标声像 (IVtzss& Schintzler，1995；Neuweiler，1984； 

Nemveiler et a1．，1987；l-Iabersetzer& Storch，1989； 

Griffin et at．，1960)。回声定位信号携带的信息量 

主要取决于声波的带宽，宽带信号能携带诸多信息 

以建立目标的声像 (Barclay et a1．，1991；Belvxxxt& 

Fenton，1976；Bel,,mod& Faullarcl，1984；131ack，1979； 

Fenton，1982；Neuweiler，1984)。持续 时间短 于 10 

ms的狭波只能携带很少的精确信息；持续时间长于 

l0 rns的单一的CF信号或狭波信号也很难建立清 

晰的声像，但是较长的时程却能通过多普勒效应 

(Doppler effect)精确地分析目标的相对速度，以便 

捕食运动中的猎物。长时程CF频率所固有的较高 

能率环能让蝙蝠具有从回声信号微弱的振幅变化或 

频率调节中探测目标振翅运动的能力(Schnitzlel"， 

l973，1987)。附着于CF频率两端的FM信号可判 

加 O 

 ̂ 若0奢 目 >g 日 4 ∞∞兽0lq0 ∞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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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皮氏菊头蝠回声定位信号的时域波形图和声谱图 

F ．4 Oseillogr'~n and sound speclmgr~ of echoIoeatic~ 

si~ lsinl~inotolafiusPearsoni 

声谱固主要吉有 1个两端具有调颡扫描成分的FM／PF／FM墅声 

波信号f1 艘 is a删 耵t frequency signat that椰口frequea~cy mod． 

1~ittion 目[1a】s attached it) 

别目标的距离和形状(Jones＆Rayner，1989；Jones& 

Parijis，1993；Jones，1994，1995)。皮氏菊头蝠持续时 

间较长的CF信号能够分辨环境背景中的振翅目标 

和目标的相对移动速度，CF信号探测到环境中感兴 

趣的目标后，FM信号能够提供感知目标其他方面 

的多维声学特征，这是专门探测运动物体而形成的 

速度一障碍物敏感性追逐捕食策略(velocity-sensing 

clutter-rejection pursuit sWategy)。 

皮氏菊头蝠的外部听觉器官也可能通过进化得 

到极大的改进，以接收其精确的CF信号。在印度 

蹄 蝠 (I~pposideros lankndiva)、双 色 蹄 蝠 (蛐 

posideros bicolor)、鲁氏菊头蝠(Rhinolophus m )和 

施氏蹄蝠(Hipposideros sj~oris)对振翅目标的探测研 

究中发现，上述蹄蝠种类和鲁氏菊头蝠对以任何频 

率的振翅昆虫都有警觉，而且还对昆虫移动所发出 

的噪声敏感 (Eckrich& Neuweiler，1988；Emde＆ 

Schnitzler，l986；Newweiter et ．，l987；McAr~y ＆ 

Fairley，1989)。通过昆虫噪声探测 目标的蝙蝠通常 

具有大 的外 耳廓，如 印度假 吸血 蝠 (Megodemva 

b№ )(Vaugh~，1977)。具有大耳廓的双色蹄蝠常于 

叶面和地面捕食 昆虫，如蝗科 的蟋蟀 (Emde& 

Schnitzler，1986；Schnitzler，1987)。皮氏菊头蝠属于 

大耳菊头蝠组(Pd21no／opkus macrotis group)，其耳长 

平均值为(26．38±1．22)rl~iq。它们主要是通过延 

长 CF信号声程来获得更多的回声频闪(echo~int) 

以辨别昆虫种类，而蹄蝠主要是提高 CF信号的能 

率环来获取信息。相同体型大小的菊头蝠和蹄蝠， 

后者的声频要高于前者，如同域的中蹄蝠的cF频 

率为 96 k，高于皮氏菊头蝠的61 k。另一方面， 

皮氏菊头蝠捕食的一些昆虫种类具有相似的振翅频 

率，如金龟子(Me&／ontAa sp．)为 62 k卜k，夜蛾类 

(Noetuidae)为 55 k卜k 此外，菊头蝠种类对食物的 

选择性也可能是由于无法探测非常小的个体造成的 

(Jones o／．，1989)，而蝙蝠科的种类的高频信号的 

波长小于低频信号的波长，因此能更好地探测小型 

种类 (Pye，1980)。小绒菊头蝠 (Pdffno／opkus h／p- 

posMems)的cF频率为 112kHz，主要以小型个体为 

食；皮氏菊头蝠的CF频率较之小绒菊头蝠低得多， 

所以认为皮氏菊头蝠对食物具有选择性。调查结果 

表明，环境中食物多样性指数与皮氏菊头蝠食谱中 

食物多样性指数的差异较大，环境中与皮氏菊头蝠 

食谱中的昆虫组成不相关，说明该物种的捕食不是 

随机的，对食物的种类及体型大小表现出一定的选 

择性。从图 1～3和表 1中可以看出在 9目 18科昆 

享̂ 日E 8∞目 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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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组成中，皮氏菊头蝠最集中利用的是鞘翅目和鳞 

翅目种类。虽然环境中它们可以利用的双翅 目、膜 

翅目、蝉科、蜻蜒目和半翅目等种类的数量极高，但 

却很少被捕食。同时还能发现，它们对捕食对象的 

翅长有选择，集中于 17--20 Hm 的中型个体。 

3．2 翼型与捕食对策 

蝙蝠的翼型、飞行空气动力学和捕食策略紧密 

相关(Iqndtey el at．，1983；_Norberg＆Rayner，1987； 

Norberg，1994)。与能够在较开阔空阃 (如草场)快 

速飞行、CF频率较 高 (82 kHz)的马铁 菊头蝠 

(R．ferrurra~fuinum)[翼型数据：翼载(16．0=0．35) 

N l2．展翼比(6．15=0．46)]相比，皮氏菊头蝠的展 

翼比较小，有别于长翼、高翼展比、低翼载的模式，更 

适合在具有一定障碍物密度的环境中捕食。它通过 

较大的翼面积和较轻的体重获得低翼载，在缓慢飞 

行中很容易获得上举力，并在飞行中获得较大的倾 

斜转弯半径。因而具有飞行缓慢、机动性强的特点。 

长翼在密集的植被环境中反而成为障碍，但短宽的 

翼型又无法解决飞行能量的高耗费问题；因此 ，它在 

捕食行为中选择守株待兔的鹅式作为最佳模式 ，并 

且其回声定位信号的结构和外耳的形态也随之变 

化，以适应探测振翅昆虫 对食虫类蝙蝠而言，它们 

飞行的能量耗费是其基础代谢率的21倍，而鹅式捕 

食只是基础代谢率的 3倍(Racey＆Speakman， 

1987) 因此，皮氏菊头蝠采用鹅式捕食中型个体比 

往返飞行追逐捕食小型个体要有利得多。如处理平 

均体重是(136±39．7)mg( =64)的中型蛾类，大约 

需要 28 s；处理平均体重为 33 mg的姬蜂类(Ichneu— 

monids)，需要 33 s(Greene~cak，1962)。因此．皮氏菊 

头蝠在 28 s内要捕捉 4只姬蜂才能与 1只蛾类相 

当。翼型和回声定位信号均适应于蝙蝠的捕食生态 

位，同时两者之阃存在着紧密联系 对于快速飞行、 

空中盘旋捕食者来说，长距离的恒频声波探测是必 

要的，对于缓慢飞行的搜寻种类，由于能在近距离内 

机动飞行和捕捉昆虫，除恒频信号外还需要调频信 

号。 

3．3 生境对捕食行为的影响 

皮氏菊头蝠主要在常绿阔叶落叶混交林中捕 

食，这与其他菊头蝠种类的捕食生境模式一致 

(Jones＆ Rayner，1989；Link et a1．，1986；McAney＆ 

Fa[rtey，1989；Neuweiler et a1．，1987) 但在研究地 

点的常绿阔叶落叶混交林中，优势树种为栲属(Cas— 

aanopsis)和栎属(Cyclobalanop~'s)种类，加之受当地 

降水量较少的影响，使得混交林近似于干性常绿栎 

林(黄威廉等，1988)。此外，由于土质的关系，灌丛 

中有很多蕨类 植物群落种类单调，植被稀疏，又使 

得昆虫种类的多样性不高，各类型种群数量也不大， 

尤其是大中型鳞翅目种类 因此，在皮氏菊头蝠食 

谱种中反而表现出来食物多样性较高，对一些个体 

小，但捕捉机会大的种类也都可以利用。捕食方式 

也交替使用。同时，不同空间高度的植被类型所形 

成的障碍物密度对蝙蝠的飞行能力有一定的影响， 

也会对其捕食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皮氏菊头蝠在 

障碍物密度较低的植被空间采用盘旋追逐方式捕 

食，在障碍物密度较高的植被空间采用鹅式捕食。 

因此，在不同空间、不同昆虫丰富度的情况下，皮氏 

菊头蝠会使用灵活的捕食方式。 

3．4 昆虫行为对皮氏菊头蝠捕食行为的影响 

皮氏菊头蝠不仅依靠声波反射所形成的声学频 

闪来探测目标，还能借助于敏锐的听觉收听某些昆 

虫移动时的噪声或是昆虫振翅、摩擦发出的声讯来 

捕捉 目标。其食谱中所出现的螽斯和蝉均是能发出 

声音的昆虫 皮氏菊头蝠对天牛和螳螂捕捉利用可 

能是对其行动声响的警觉，但对半翅目蝽类的捕捉 

利用则难以解释 因为蝽类的气味令一般哺乳动物 

难以接受。皮氏菊头蝠选择鳞翅目中型种类 ，是因 

为它们飞行较为缓慢，且捕捉后易于处理。除鳞翅 

目外 ，皮氏菊头蝠也捕食金龟子、叶甲、蜣螂等。但 

鞘翅目昆虫一般较鳞翅目昆虫飞行速度快，飞行高 

度多为 5m以上，并具有几丁质外骨骼，难于被皮氏 

菊头蝠处理。只有在鳞翅目的可利用数量较少且大 

型鳞翅 目种类的飞行高度多在 8m以上，皮氏菊头 

蝠才捕食鞘翅目种类。对于蜻蜒类而言，在 日落后 

的一段时间内，仍然较密集成群活动，与皮氏菊头蝠 

的捕食时间部分重叠，因而被捕食的几率增加。但 

它们的飞行速度及灵括性高于皮氏菊头蝠，所以占 

皮氏菊头蝠食物中的比例不高。~arlykke＆Miller 

(1985)在研究蹄蝠科蝙蝠捕食鳞翅 目昆虫中发现， 

灯蛾科和鹿蛾科的种类不被蹄蝠所选择。他们认为 

这2个科的蛾类能探测到蝙蝠发出的声波信号，并 

发出信号干扰蝙蝠的听觉。或者模仿其他蛾类的声 

波频率发出一种警戒性信号，让蝙蝠认为它们是昧 

道难以接受的种类。换言之，这 2个科的昆虫具有 

声学保护色，使蝙蝠的捕食行为失败。这很可能是 

食虫蝙蝠与被捕食的蛾类之间协同进化的结果。我 

们在野外观察中3次发现皮氏菊头蝠对蛾类捕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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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突然中断和放弃的现象 例如，在 7月 13日20： 

45于林中一苦楝树下的观察发现，一蝙蝠以飞行高 

度为2．4in左右迎着一蛾子飞去，在两者相距 10～ 

20 crn时，蝙蝠突然转向飞行，蛾子也同时改变飞行 

方向。 

3．5 食物处理 

皮氏菊头蝠对食物的处理方式有 2种：第 1，飞 

行中吞食。这是捕捉到小型的和易于处理的中型鳞 

翅目昆虫时所使用的方式。食物的体型小和身体柔 

软使处理较容易，耗时短，同时也不影响声波的发射 

和接收。这种方式较适合追逐捕食 第 2，带回临 

时洞穴进食或寻找临时栖息地进食。这是捕捉到鞘 

翅目和大中型蛾类时使用的方式。因为鞘翅目种类 

具有几丁质外骨骼，难以处理，耗时长，必须寻找一 

安全的进食场所，以避免被天敌(如猫头鹰)捕食 

(Spealmaan，1991；Fenton，1995)。我们在皮氏菊头 

蝠的捕食生境中观察到有猫头鹰活动，而皮氏菊头 

蝠总是避开沟谷等开阔环境，沿着林区中稍开阔的 

小径进入林区，似乎是为了减少被捕食的危险 由 

此可见 ，在取食安全与捕食危险的风险}生权衡中，皮 

氏菊头蝠采用鹅式捕捉并将大型食物及鞘翅目种类 

带回临时栖息处进食( =17)。临时的栖息处可以 

是一个离捕食地不远的洞穴( =12)，也可以是捕 

食地附近的高大乔木( =5)。在栖息处所收集的 

残余物多为鞘翅目种类，少有鳞翅目等种类，也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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