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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级洞巢鸟对次生林天然树洞的利用 

王海涛，高 玮 
东北师范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吉林 长春 [301124) 

摘要：1996年3～7月对吉林省左家 自然保护区次生阔叶混交林中的5种次级洞巢鸟的巢位选择进行了研 

究，所涉及的 5种次级洞巢鸟为大山雀 (Parasm玳 )、沼泽山雀 (Paraspalug*is)、普通鹂 (Sirra ew'opacea)、 

自眉姬鹅 (Ficedula赳 缸)、灰椋鸟 (s‰n c／~rae．eua-)。研究表明：5种次级洞巢鸟在位巢选择中，对洞 

El横径、洞El纵径、洞内径、洞深和洞El方向的选择具有共性。利用的洞 口，方向在 180 ～225。和 315 ～360 

分布最少；而未利用的洞口，方向在这2个区间的分布恰好相反。利用和未利用的巢洞特征因子差异显著。人 

为堵塞后又打开的巢洞会迅速被再利用，结果说明次生林中天然树洞资源成为次级洞巢鸟巢位选择的限制园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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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ilization of Natural Cavities by Secondary 

Cavity-nesting Birds in Secondary Forest 

WANG Hai—tao，GAO Wei 

(&hod Life ．AbrtheastNortr~l Lrn&e~'O,，C／m,-／Rchan 130024．岛 m) 

Abstract：we studied the nest-site selection of fire species of secondary cavity ne~ting birds(9 j：＆bgff'l~l$cin一 

踟 cP螂，Ficedulazantkop3gia，Paras rnaior，P r palumis，and S耙衄 e~o／vza in secoodaryfcce~inthe r协turdl pro— 

tec0ve area of Zuoj a，Jitin Province 1he re Its skw that the S： r1 t—shes have general characters n setecting k — 

z~tal diameter of erttraytce，vertical diameter of entrance．jmler diameter of cavity．ve~ical depth d cavity and enhance 

orientations 111e carity entrance orientations d the USed cavides&re fewer n the orientations finn r】c 删 3巧 幻 360。 

and southwest 180 tO 225。than other orientations，but the situation of the unused cavides are opposite：there exist s~aif- 

lle．ant differeD．ces boPa~eeH the used an d unused cavides． e blocked cavities were used by different individua[s after re— 

opening Results show thatthe natural cavitiesI~ otlrce appeartO be alimiting factor 9∞ nest—site se[ectDn． 

Key words：S~andary cavil"一nesting  birds；Secc~lary forest；Cavi~：U ilizadon 

次级洞巢鸟(secondary cavity—nesting birds)是指 

自己不开凿树洞，而是利用啄木鸟的旧洞或天然形 

成的树洞等进行筑巢繁殖的鸟类。它是森林鸟类群 

落的重要组成部分。巢址、巢洞是次级洞巢鸟筑巢 

的重要 因素 (wallace＆ Ralelgh，1989；Swallow et 

、 ，1986；Mccatlurn＆ Gehlbach，1988；Dean et a1．， 

1982；Daniel，1992；David et a1．，1995)。巢洞作为种 

内和种问竞争的一种有限资源(Dhondt＆ Eycker— 

man，1980；Sct'oener，1983；Lars，1986；Jeffrey el al、， 

1990)而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国外对这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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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采用人工巢箱法(Mccamb＆NoNe，1981：Savard， 

1988)，并且对天然树洞的研究多在原生林中进行 

对于次生林中次级洞巢鸟对天然树洞的巢位选择研 

究较少，国内对洞巢鸟巢位选择的比较研究则更是 

未见有报道 我国的林型多为次生林。在次生林中 

研究次级洞巢鸟巢位选择共性；通过利用与未利用 

树洞的比较及人为堵塞树洞后再打开等试验，探讨 

天然树洞与次级洞巢鸟占洞筑巢的关系；对于次生 

林中保护次级洞巢鸟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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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区域和方法 

1．1 研究区域 

研究区域选择在吉林省左家自然保护区的次生 

阔叶混交林 内。该区海拔 200～530 m，位于东经 

126。O0 ～126。09 ，北纬 44 l ～44 06 。本区是长白 

山区向西部平原过渡地带的丘陵区。林中树龄一般 

为 40～50年。主要有 14种 阔叶树，如蒙古 栎 

(~ rc／ggmongolica)、糠椴(Titiamandsh~4a)、黑桦 

(Z~cula daua~ca)、白皮柳 (＆如 pierrotii)、水 曲柳 

(Fma4nusmandsh~ca)、槐树(Sol~arafaponica)、山 

杨(Poputus dazidiana)、春榆(L jaPonica)等。平 

均树高 l2．17～16．2m，平均树冠高 4．4～7．5 ro，平 

均胸径 13．7～28．5 on2。 

1．2 研究方法 

1996年 3～7月，在研究区域内选择面积分别 

为 42}Ⅱn 和 35 hrn2的2块样地。3月份采用直接搜 

寻法，逐一对样地内的树进行搜寻，标记具有树洞 

的树。并对所标记的树和洞的特征进行下列测量记 

录：树种、胸径、洞口处树直径、洞口水平方向直 

径 (洞口横径)、洞口垂直方向直径 (洞口纵径)、 

洞深、洞内水平直径 (洞内径)、洞高、洞 口方向、 

洞类型。根据洞口的自然状况，将树洞分为3种类 

型：结洞、裂洞和啄洞。结洞是于枯枝掉落处腐烂 

形成的树洞；裂洞是在树干或树枝处形成的裂隙状 

的树洞；啄洞即啄木鸟开凿的旧树洞。 

繁殖季节开始，每隔1 d查看1次标记的树洞， 

检查所标记的树洞是否被鸟类利用 确定被利用的 

依据是：①有亲鸟多次出入洞穴；②亲鸟向洞内添加 

巢材。对已被利用的树洞，记录占洞鸟的种类。 

3月末进入繁殖季节后 ，对已占用且刚开始筑 

巢的普通鸸 (SLtta europacea)、大山雀(Parus 7 ) 

和沼泽山雀(Paruspatustn~)3种鸟的树洞进行堵塞 

处理试验。为了减小堵洞处理对实验结果的影响， 

在堵洞数量、类型、堵洞间距离和堵洞时问上都经过 

仔细设计 堵洞数量 30个，其中啄洞 24个(研究区 

域内啄洞最多，为 117个)。所堵树洞问距离在 150 

m以上。堵洞后 9～12 d再次打开普通鸸占用过的 

洞，7～9 d打开大山雀和沼泽山雀占用过的洞。记 

录打开后被其他鸟再利用情况。如果繁殖期树洞被 

利用2次，在分析时相关数据也使用 2次。 

1．3 数据处理 

巢洞因子生态位重叠采用 Hurlbe~ (1978)公 

式计算，即： 
1 

O =1一寺 I 一P I 

式中 是 种在资源i中所占比例，P 是女种在资 

源 i中所占比例。 

其他的数据应用 SPSS统计软件包进行处理分 

析。 

2 结 果 

2．1 树洞类型 

在 2块样地中，共标记树洞 193处，其中 l7 

个洞被利用 2次 5种鸟对树洞利用情况见表 1。 

在对树洞类型的选择中，5种次级洞巢鸟存在种间 

差异。普通鸸多选择啄木鸟的旧洞而极少选择结 

洞，沼泽山雀不利用啄木鸟的旧洞。其他 3种鸟对 

3种洞均有利用，但有一定的倾向性。 

2．2 筑巢树种 

5种鸟对筑巢树种的选择无显著差异 (F= 

0．408 P>0．05)。样地内具树洞的树种中，白皮柳 

为优势树种，在白皮柳上筑巢数量也多。黑桦树因 

洞内常有积水而利用率较低。其他树种上树洞虽 

少，但相对利用率都较高 (图1)。 

2．3 洞口方向 

5种鸟对洞 口方向的选择差异不显著。但在 

180。～225。和 3l5。～360。洞 口方向上．5种鸟巢分 

布最少，而其他方向无显著差别 未利用树洞在这 

2个方向分布也较多 (图2、3) 

表 1 5种鸟对树洞的利用情况 

Tahie 1 Caviti used by five species of birds 

①灰椋鸟强占大斑啄术鸟的新洞 (s．cinemceus occupied C,~at Scud Woodpecker’s n c踟Ⅱ ) KC 结洞 (Kn c踟Ⅱes) 

Sc 裂洞 (Sptiring cavities)；Ec琢洞 (E珊 vated cabi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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篙 
2．4 巢洞因子的生态位重叠分析 

对巢洞的洞口纵径、洞口横径、洞内径、洞深 

4个因子进行生态位重叠分析，其结果见表 2。沼 

泽山雀在洞口纵径上与其他 4种鸟的生态位重叠最 

小，与大山雀在洞深上重叠最大，与灰椋鸟在洞深 

上重叠极小。大山雀与普通鸸在洞内径上重叠最 

5。～ 90 

13 5％ 

。

～ 135。 

8．4％ 

1 7 7％ 

图 2 利用洞口的方向分布 
Hg．2 1he clistribufic~n d used cavity orientatkms 

大。灰椋鸟与白眉姬鸫在洞口横径和纵径上重叠最 

大。生态位的重叠，说明它们对树洞这一资源的利 

用具有共性，利用这一资源时将会出现竞争。 

2．5 利用与未利用树洞比较 

对利用与未利用树洞的 7个变量进行 t检验， 

结果见表3 对于啄洞而言，利用与未利用二者的 

洞口纵径差异极显著，洞深和洞高差异显著。对于 

结洞而言，利用与未利用的洞口纵径深差异显著、 

洞深差异极显著。对于裂洞而言，利用与未利用二 

者之间无显著差异。 

2．6 人为堵塞后又开放树洞的再利用 

在样地中共堵塞了3种鸟已利用的树洞 30个， 

人为堵洞的类型和打开后被 5种鸟再利用情况见表 

4。结果表明，堵过的树洞再利用率很高，占53．3％； 

且所堵树洞开放后被不同鸟利用。说明样地内可获 

得的巢址是一种资源，次级洞巢鸟对树洞的利用存 

在着潜在的种间和种内竞争。 

3 讨 论 

20 8％ 

图3 未利用洞口的方向分布 

FLg 3 ]he distribudc~n。f unused cavity orientations 

表 2 巢洞园子的生态位重叠 

Table 2 The niehe overlap of nesting-cavity factors 

I-IDE：洞1：3横径 (tt：vlz~ al diameterd entratlce)；VDE：洞1：3纵径 (Verscal dianerer enⅡ彻oe)；IDC：洞内径 (1tmer d 。f 

ivy)； ： 深 (Vertical depth d c~vtw) 

一 ■■■——_ 函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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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 3 利用与未利用树洞的 f．检验 
Table 3 The l-test between used and unttsed cavities 

*P<0 05，**P<O．O1：Ec．KC．SC，FIDE．~,q3E，Ⅱ ．"VDC：同表 1和 2(SeeTablel蚰d 2) DBH：树胸径 

(1 e dla力 a[breast height)；DCH：洞口处计直径 (Tree diameter a[c~viry height)；Hc：洞高 (Height 0f ca~Sty) 

衷 4 堵塞又开放树洞的再利用情况 

Th e re_oMng of blocked cavities after re_oPening 

羞 妻 璺 熙。 
普通鹌 Ec 

S． “咖 c EC 

大山雀 Kc 

P． 时  SC 

稆泽山雀 Kc 

P pab*str／s SC 

3个洞被花鼠占用 (Tl,lree eaxqde8 occupied Eutamis a／bb~us)：EC．KC．sc：同表 1(EC．KC．SC seeTable 11， 

3．1 巢洞类型及筑巢树种的选择 

树龄和树种组成影响树木腐烂的类型和数量 

(Pece，1962；BalenⅡal，1982)。几乎所有的结洞和 

裂洞都是由于自然腐烂或树枝脱落后形成的，最普 

遍的方式是真菌由损伤或树枝脱落部位侵入树干内 

部形成树洞(Shigo＆Marx，1977)。啄木鸟的树洞也 

与树木腐烂程度有关，啄木鸟喜欢在真菌侵蚀变软 

或直接在软木上啄洞(Conner el at．，1976)。我们的 

观察也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在样地内标记啄洞 117 

处，非啄洞 76处，绝大多数树洞出现在易腐烂 和相 

对较软的树种上(图 1) 对树种利用的研究结果说 

明，次级洞巢鸟选择的是树洞本身，而不是树种。在 

对树洞类型的选择中，5种鸟存在种间差异。如果可 

获得的树洞对次级洞巢鸟的巢位选择无影响，利用 

结果中的这种种间差异将会更明显，该问题有待于 

进一步研究。 

3．2 洞口方向的选择 

有研究者认为洞 口分布有明显的方向性 ，并认 

为洞口方向对洞内微环境有利(Lawrence，1967；In— 

ouye，1967；Rendel1&Robert．son，1994)。而有的研究 

者认为洞口分布没有方向性(Coilner，1975)，即使对 

同一地区几种鸟的重复检验，也不能得到统一的结 

论(1nouye et al、，1981) 

我们的研究认为，次级洞巢鸟对洞口的选择具 

有方向性 (图2、3)，这可能与温度和降雨有关， 

洞口西北向的 315 ～360。，日照时间较短 ，洞内微 

环境的温度比其他方向低，亲鸟要维持洞内孵化和 

撙 

育雏时的温度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 洞口为西南向 

180。--22．5 ，其巢分布少，与当地夏季刮西北风和 

降雨有关，降雨时雨水会直接进人巢洞内部，亲鸟 

在密封洞口时需要消耗更多体能 因此，洞口方向 

是巢位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 

3．3 树洞的可获得性 

次级洞巢鸟为争夺巢址种间(Weitze[，1988)和 

种内(Leffelaar＆Robertson，1985)的冲突；巢位选择 

存在的共性和生态位重叠；对提供巢址的迅速利用 

(Holmyd，1935)和在堵塞打开实验中繁殖个体的快 

速替代(Robertson＆Smtchub,，1988)，这些都说明可 

获得的树洞资源是影响次级洞巢鸟繁殖的限制因 

子。 

本文对 5种次级洞巢鸟的研究结果也发现，天 

然树洞是次级洞巢鸟繁殖的限制因子 上面提及的 

几种现象确实存在：5种鸟对巢位选择具有共性； 

生态位发生重叠；部分已筑巢的树洞人为堵塞后又 

打开，会迅速被不同种的个体所利用。另外还观察 

到，样地中被破坏的普通鹂的巢，又被白眉姬鹅和 

大山雀迅速利用。研究过程中也观察到次级洞巢鸟 

对树洞的直接竞争现象．如普通鸸把已筑巢的大山 

雀赶走，强占已利用的巢洞；灰椋鸟强占大斑啄木 

鸟的新洞等。 

对样地内几种鸟利用和未利用的树洞的比较结 

果，也说明树洞是限制因子 因为利用与未利用的 

结洞和啄洞存在着极显著的差异，尽管裂洞利用和 

未利用的差异不显著，但数量较少，只有 10个。 

， 

％ 

3  

码 

2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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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发现白头鹤和白腰构鹬 

1999年l0月--2000年4月在对云南丽江拉市海高原湿地自然保护区的越冬水禽进行调查的过程中， 

于 1999年 l1月连续 3日观察到 1只白腰杓鹬 (Numen／~Ⅱ，qm )在湖边草地觅食；1999年 l2月至2000 

年3月观察到1只国家I级重点保护鸟类白头鹤 (C~'usmonacha)与50余只灰鹤混群活动。这2种鸟类均 

为云南鸟类种的新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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