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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1年 4～9月在合肥市对绿鹭 (Butor~s 觚 )的繁殖习性进行了观察。绿鹭营巢生境主要选择 

在建筑物附近的高大阔叶树上，常一树一巢，未见与其他鹭类混群营巢 每巢产3～5枚卵，孵卵期21 d，育雏 

期41 d，42日龄后幼鸟离巢飞走，出飞存活率62．5％。育雏期雏鸟主要食物为小型鱼类。在4所大学校园及 1 

处公园统计到有效巢 56个，推算绿鹭 224只。绿鹭在合肥繁殖属首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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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s on the Breeding Habits of Green-backed 

Herons(Butorides stri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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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鹭(Butmides s 面“ )是国家保护的陆生野生 

动物，广泛分布在我国的东部、中部 以南。因数量 

收稿 日期：2OOl～呻一27；接受日期：2001一I2—04 

基金项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青年基金资助项 目 

1通讯作者 (Gm~spcxading au缸)，E．wail：cadei@ustc edu口】 

少，喜独栖，很少在开阔生境内活动，难以被人发现 

除李佩王句和朱来春(1984)对黑龙江绿鹭的生物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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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研究外，其他未见报道。2001年 4～9月我们对 

台肥市区的绿鹭种群进行了繁殖习性观察，现将结 

果整理如下。 

1 地点和方法 

台肥地处安徽省淮河和长江之间，北纬 31。48 
-- 31 58 ，东经 】17 10 ～1】7 22 ，属大别山向东延 

伸的丘陵地带。观察地点中国科技大学、安徽大学 

和安徽农业大学位于台肥市的西南方向，合肥工业 

大学位于合肥的东南角，逍遥津公园位于合肥市东 

北角。中国科技大学东校区的行道树树龄约 4o年． 

树高 12～16m，胸径 113～152∞ ，树冠已连成了 

茂密的绿色长廊。2001年春夏季，在该区内使用 8 

×40倍双 目望远镜及 20--45倍单筒望远镜，逐 日 

定点观察绿鹭的繁殖行为，了解卵、雏的变化及雏 

鸟发育情况；收集巢树下的食物残留物进行食性分 

析；人工饲养从巢树掉下的幼鸟，测量观察其形态 

和行为变化。此外，还在合肥市区所有可能的营巢 

地安徽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农业大学以及逍 

遥津公园，对营巢条件、觅食情况和种群数量进行 

了观察和统计。 

2 结果与讨论 

2．1 中国科技大学东校区绿鹭的巢位分布 

绿鹭在中国科技大学东校区的巢位分布见图1。 

图中数字为观察巢编号 1号巢较附近建筑物的四 

楼平台略高，巢与建筑物相距约25m，卵及亲鸟清 

晰可见。2号巢与 l0号巢位置较低 3与 l0号巢、 

8与 11号巢分别在同一棵树上。巢问最小距离为 5 

m。基本上一树一巢，偶有一树两巢 

2．2 繁殖习性 

2．2．1 巢址选择及营巢 绿鹭在合肥的营巢树种 

主要是法国梧桐 (Plat．anus hi*Panic)，也有重阳木 

(Bischofia polyrarpa)和三角枫(Aeer如口gn m， “m)。 

也 树两巢 树 巢 9无巢树 

一 建筑物 圈草地 口道路 ④ 观察 

图 1 中国科技大学东校区绿鹭的巢位分布 

Fig．1 Distribution oftheC~een—backedHeron’s nests at eas【campusintheUniversib' 

d Science andTechnoLogy ofChina 

～—■■—— ■ _ _ ■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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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附近未见有可以觅食的湿地 巢位选择在阳光能 

透射到的主干或泼主干枝权上 ，距树顶 2～3 m， 

距地面9～14m，上有树叶可以遮挡天敌及风雨。 

巢呈盘状，巢材为枫杨 (P~erocarya stenol~era)、榆 

树 (L pu~niLa)和法国梧桐的枯枝。巢内无铺 

垫物，较粗糙。4月下旬开始发情营巢，一般上午 

营巢活动较频繁，营巢期为 8—10 d。雌雄共同参 

与营巢，雄鸟从附近的树冠上衔取枯枝 ，归巢后交 

给雌乌或共同摆放 在巢尚未完全建好前，雌鸟便 

开始产卵 随后边产卵边继续建巢，随着产卵量的 

增加，巢也不断扩大。此外，绿鹭也会利用灰喜鹊 

的旧巢或拆用其他绿鹭旧巢来改建新巢。在雏鸟长 

到十几日龄时，亲鸟对巢仍有修补行为。当有其他 

鸟类接近时，亲鸟立即驱赶，维护其领域。 

鹭科鸟类通常在近水的树林群体或混群营巢， 

到开阔的湿地觅食 经观察发现绿鹭与 白鹭 ( 

gret~z garzetta)、池鹭 (Ardeola bacchus)、夜 鹭 

(N3~licora：r nyclicorac)等有所不同。对营巢生境的 

选择主要体现在：①极少混群营巢，基本上是一树 
一 巢；②主要在建筑物附近的高大阔叶树上营巢； 

③在近水的树林边，在有白鹭、池鹭等多种鹭类混 

群营巢处未见有绿鹭分布。与朱红星等 (1994)报 

道的绿鹭偶与其他鹭类混群营巢的报道不一致 本 

次调查发现，绿鹭营巢的校园与公园，都未见其他 

鹭类营巢 而在城郊的天然林和靠近湿地的树林， 

虽有大量鹭类混群营巢，却未见绿鹭分布。我们认 

为绿鹭在建筑物和人口密集、且绿化较好的人造生 

境营巢，可能与其生性孤僻 (ShaⅣ，1936)、有～ 

树一巢的嗜好有关。由高大的法国梧桐树冠组成的 

绿色长廊，少有人为和天敌干扰 ，这是吸引绿鹭在 

此选址营巢的主要原因 绿鹭选择这样的生境繁 

殖，虽距觅食地较远，但避免了与其他鹭类的种问 

竞争，这也是一种重要的生存策略，是与城市生态 

相适应的一种表现 

2．2．2 交配、产卵和孵化 绿鹭的交配行为一般 

发生在早上。当觅食归巢时，雄鸟羽毛松开，羽冠 

竖起，进入巢内与雌鸟并排站立。此时雌鸟蹲下， 

雄鸟从侧面站到雌鸟背上，两鸟双翅轻轻扇动以保 

持身体平衡，交配时间持续 5--8 s，随后各自梳羽 

1～2嘶n。在孵卵期仍见有交配行为 产卵期为5 
～ 7月。一般在清晨或傍晚产卵。每窝产卵 3～5 

枚。卵淡蓝绿色，卵圆形，光滑无斑。我们仅测得 

1枚卵的大小为 3912qa'n×29nM，与 Hancock&El— 

liott(1978)记录的 [(37--39)×2912qa'n]相符。 

产下第 1枚卵后，雌雄鸟开始轮流坐巢。交换 

时，站在巢边的鸟羽毛松开，用喙轻啄孵卵鸟的翅 

羽，待其离开后，便进入巢内继续孵卵 孵卵期 

间，常站起，整理巢材，翻卵，并不时调整孵卵的 

方位。孵化期约 21 d。在雏鸟出壳后，大部分卵壳 

由亲乌衔出巢外。 

2．2．3 育雏和出飞 雏鸟最早在 5月末 6月初孵 

出，孵化期可延至8月初。每窝 3～5只，每天可 

孵出 1--2只。从第 1只到最后 1只雏鸟出壳所需 

时间为：1号巢孵出 5只雏鸟历时 8 d；14号巢孵 

出4只雏鸟历时 3 d；10号巢孵出 3只雏鸟历时 2 

d。刚出壳的前3～4 d亲鸟喂食次数较少，以后平 

均每天每只雏鸟饲喂3～4次。育雏期 41 d，可分 

为以下 3个阶段 ： 

育雏前期 (1～13 d)：1～7 d，亲鸟较恋巢， 

虽受干扰也不轻易离巢，这与孵卵期显然不同。此 

时雌雄鸟仍轮流坐巢，每天轮换 5～6次 常见亲 

鸟用伸开的双翅覆盖雏鸟。雏鸟常打呵欠．几乎整 

天伏卧于巢内，偶尔用喙啄巢材或卵壳，约7 d后 

可以站立。8～13 d，亲鸟早上坐巢，其余时间站 

在巢上或巢周树枝上。但雨天亲鸟也长时间坐巢。 

此阶段的雏鸟生长很快 ，睡眠时间减少，活动能力 

增强，偶尔能走到离巢0．5m的树枝上 但主要还 

是在巢内走动，用喙梳理羽毛，或啄巢的枝条。 

育雏中期 (14～23 d)：幼乌主要在巢周树枝 

上活动 通常开始在离巢 1 171范围的树枝上走动， 

以后活动范围扩大至巢附近 3—5m。20日龄起可 

以跳跃，会用脚挠痒，喜欢单脚站立，伸展一翅。 

睡眠姿势由初期的卧伏变为部分时问蹲伏或站立睡 

眠，并能捕捉到树干上的臭蝽和飞行中的苍蝇。伴 

随日龄的增长，亲鸟可在巢周树干上饲喂幼鸟。 

育雏后期 (24～41 d)：此期幼鸟活动范围随 

日龄增长而距巢更远，24日龄能飞到 lm处 仅 

睡眠时在巢中。受到人为干扰时，会提前离巢。24 
-- 32d，幼鸟大部分时间在营巢树周围的树上活 

动，离地高约6m，未见下地活动。同窝幼鸟常在 
一 起，见到亲鸟觅食回来则飞去争食。亲鸟喂食范 

围扩大到巢附近的树上。不同窝幼鸟常保持一定距 

离，太近时，幼鸟会张开翅膀大声 “哇，哇”呜叫 

示威。有灰喜鹊接近时，幼鸟用喙驱逐。也观察到 

幼鸟身体与树枝平行，两腿弯曲，慢慢走近并妄图 

捕捉金翅雀 (Carduelis sinlca)的现象 Hanc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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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shlma(1984)认为这是一种觅食行为，并报道在 

鹭类食物组成中有其他鸟的幼鸟。32～41 d，在离 

巢 50～100m 的树上活动，飞行 自如，来去无声， 

行动隐蔽。42曰龄后离巢飞走，出飞后不再返回 

原巢和营巢地。同窝幼鸟很少在一起，因而难以继 

续观察。1号巢窝卵数 5枚，孵出雏鸟 5只，出飞 

幼鸟3只；2号巢窝卵数 5枚，孵出雏鸟3只，出 

飞幼鸟2只；据此计算出孵化率为 80％，雏鸟存 

活率为 62．5％。 

2．2．4 育雏期的食物种类 我们采取在巢下收集 

掉落食物残块的方法，分析绿鹭食物组成。本次收 

集到的食物有鱼类8种，两栖类 1种 ，甲壳类及昆虫 

5种。经鉴定分别是：翘嘴红鲐 (Erythrocutter il— 

ishaeforrm％)、麦穗 鱼 (Pseudorasbora parm)、鲫 鱼 

(CarassiusⅡ )、泥 鳅 (．M~sgurnus anguiEicau一 

出 )、鳖条(I-~miculterleuciscutus)、红鳍鲐(Cutter 

er~]roptoTAs)、棒花鱼(nbbottlna rizxdaris)、吻鳃虎鱼 

(Rhinogol~"mgiurinus)；泽蛙(P~na limnocharis)；虾 、 

星天牛(Anoplop~ora chinensis)、蜻蜒、臭蝽及蝇等 

其中收集到鱼类的频次最多。育雏期的食物以小鱼 

为主，但也见 16 cTn长的3龄鲫鱼 

2．2．5 饲养条件下幼鸟的生长发育及行为 我们 

先后收集到 3只 20～22曰龄幼鸟，在室内进行人 

工饲养及观察。并将饲养的2只幼鸟和 1只刚出壳 

雏鸟的量衡度列于表 1。从表 1不难看出，32日龄 

已出现嘴长大于跗踱长这一绿鹭属的特征，尾长及 

跗踱长也不再增长。测得另一只幼鸟 50～70目龄 

翅长一直为 183 rflln，未见增长 

表 1 绿鹭雏鸟生长期的■衡度 

Table1 M~ orements ofthe young birOs about grouqh fd．n矿丌．g 

幼鸟起初啄食死泥鳅，至28～41日龄时从盛浅 

水的容器中啄食活泥鳅。每天可吃短于 10∞ 的泥 

鳅8～lO条。此期有嚎向上指，类似苇硝的拟态行 

为 幼鸟甚惧人，虽经多日饲养，仍难以接近。受到 

干扰、惊吓时，出现逃避或攻击行为，有时会全身瘫 

软并吐出胃内容物，较池鹭更难饲养。在同时供给 

尚未睁眼的小白鼠、蚯蚓 、星天牛、臭蝽和泥鳅的条 

件下，幼鸟只取食泥鳅。 

我们收集到刚出壳的雏鸟2只 (死亡)；20日 

龄左右的幼鸟5只 (1号和 16号巢各 2只，2号巢 

1只)，其中3只分别饲养到4o、49、70 d后放归 

自然。 

2．3 觅食地和觅食行为 

繁殖期间，我们在合肥市西郊董铺水库 (距巢 

区1O～15 km)浅水地带和几个鱼塘共发现5只成 

年和2只未成年绿鹭在此觅食。该地带水生植物有 

芦苇 (PhragTrfftes communis)、莲子草 (Alternan— 

them sp．)和荷花 (Nelu~nbo nucifera)等。四周有 

树林。估计为合肥市区营巢绿鹭的觅食地。 

中国科技大学校园西区有一个限制人员进入的 

鱼塘 (面积约 0．2}n 。四周树木环抱，水生植物 

丰茂。)距观察巢3 km，也有绿鹭、池鹭在此觅食： 

在此连续观察 15 d，每天可见 1～2只成年绿鹭、2 
- 3只未成年绿鹭在此捕食鱼虾，均单独觅食。领 

域性很强，受惊时发出粗哑的叫声．并飞到树上隐 

藏。我们观察到绿鹭的捕食方式有以下几种：①常 

站在树枝、浅水或植物上等待猎物；②从树枝上飞 

到浅水里，或在低空从水中抓捕食物；③在浅水或 

水生植物上慢慢行走 ，寻找食物；④用趾爪抓住树 

枝，身体倒挂，头朝下捕捉水中食物；⑤在背对太 

阳时，两翅张开，其边缘相连，遮过头顶，羽毛下 

缘浸在水里，缘伞～样遮住自己的头颈。我们曾对 
一 只绿鹭成鸟的取食情况进行了3次共计 83 n的 

观察：一次在30min内捕到5条鱼，另一次40min 

捕到 1条鱼 ，最后～次 13min捕到 6只小虾，偶尔 

也吃漂浮在水面上的死鱼 

2．4 种群数量 

经统计，合肥市绿鹭的巢数为：安徽大学有 8 

巢，合肥工业大学12巢，安徽农业大学 11巢，逍 

遥津公园 9巢，科技大学 l6巢，共计 56巢，成鸟 

112只。如果按每巢2只亲鸟，2只雏鸟 (一般出 

飞时 3只)，应有绿鹭4×56=224只。我们在统计 

～ ■_—■ ■ ll 『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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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只记录了有效巢，即每巢必有 2只亲鸟和几只雏 

鸟。如考虑到未归巢的鸟和已经出飞的幼鸟，实际 

数量应该更多。合肥市西郊大蜀山林区近年来有许 

多鹭类营巢，但本次调查始终未能见到绿鹭，确切 

情况有待进一步研究。 

近些年来 国内出现不少鹭类混群营巢的报道， 

但除李佩殉和朱来 春 (1984)、朱红星等 (1994) 

之外，未见有对绿鹭营巢分布的报道。这可能是 由 

于绿鹭种群数量稀少所致 根据中国鸟类学会水鸟 

组 (1994)隆冬水鸟调查结果，1990～1992年共统 

计到绿鹭 203只．其主要种群在江苏沿海滩涂越 

参考文献 

Hznc~k J．E】】1。nH 1978 TheHem~rtsoftheW~-ldMJ Lot,din：Cr砌  

Ha lm l78 183 

Hancock J．Kushlan J l984 1he Hetor~}hnd 【MJ L 1(Ifm：Croan J 

Ha lm 19 25．172 179 

Ha YoJ de1．E】hotA，＆噼 t8【J， ，1996 Ha ndFa：,k the Birds the 

wor旧[M]Barcelona：L．mx FAieions 1：417 

L uche JD D l931— 1934 A Handbook theBirds ofEastern C na 

lM I』删dDn：nytor and I rancis 2：455—457 

Li Px，z}lu L C 1984 Life the Manchurian green heron[J]Chin 

Wiklt'if~．(41：26 27[李佩殉．朱来春 1984东北绿鹭的生活 

野生动物．(4)：26—27] 

sh种 TH 1 1h￡ 丁d曙d H( Prov~nce Al In：z。。10昏a sLnlca， 

r B 1heVerzeb~te ofCh LtlalMJ Peking ：Fe=n Mem Ir Bid ． 

冬。我们认为这些应是绿鹭东北亚种 (／3．str／atus 

a．rma~zs／s)。据记载，绿鹭华南亚种的越冬地在印 

度尼科巴群岛南部、印尼苏门答腊岛和加里曼丹 

(Hoyo et a1．，1996)。本次调查仅在合肥市区就观 

察到绿鹭群体 56巢 224只，由此推测在长江流域 

及其以南地区的相似生态环境地域内，可能会找到 

更多的绿鹭繁殖种群 

致谢：承安徽大学王岐山教授指导本项研究 

周立志博士协助修改稿件 在此一并致谢 

15：106 108 

W aterbtrd Speciatist G~xxtp Chinese Ot~ithdngied A．~sociaton 1994 

WaterbirdResearchinChin~MJ Shanghai：East Ch,e．a 矾_H】Uni— 

versltyPress 192—228 [中国鸟类学会水鸟组 t994中国水鸟 

研究 上海：华东师大出版杜 192 228] 

丑leng z x 1997 nuna Sthica，Ayes，v0l I
． M]Be ing：Science 

Press 123—126[郏作新 1997中国动物志鸟纲 第一卷 北京： 

科学出版杜 123 126] 

丑lu H X．"lle J S，．凸a0 Y z 1994{nve~igafion on the nesting sites 

groups hemns th six species[J J 心 』 ．13(3)：123 
—

124：朱红星．聂继山，赵耀宗 1994六种鹭鸟混群营巢地的 

调查 四川动物 13(3)：123 124] 

“蛇毒替代戒毒及蛇毒抗老年痴呆药物及制备方法” 

获第七届中国专利奖优秀奖 

由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熊郁良、王婉瑜研究员等主持的 “蛇毒替代戒毒及蛇毒抗老年痴呆药物及制备方珐”获 

2001年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颁发的第七届中国专利奖优秀奖。 

中国专利奖创立于1989年，每两年评选一次，是我国唯一对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创造专利进行奖励的政府部门奖，在国 

际上颤有影响。到目前为止，获得中国专利金奖的项目有82个，获得中国专利优秀奖的项目有436个。 

该项专利利用眼镜蛇科蛇毒和蝮蛇亚科蛇毒，经纯化、酶和基因工程处理 获得神经毒及神经生长因子。然后将其用 

于制作以阻断神经肌肉突触后乙酰胆碱与受体结合神经毒为主的镇痛、戒毒及抗老年痴果方面的药物=药物镇痛及替代戒 

毒效果好，优于现有戒毒药物，且无成瘾性：并可明显改善老年痴呆症状，为一种高效、低毒药物：目前已分别研制生产 

了克痛宁注射液和口服克洛曲片两种剂型。总产值已达数千万元，利税超过1千万元。具有较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该专利叉引申出3项新专利。目前已批准新药2个，正在研究新药2个。2000年该项目曾获云南省科学技术奖 (技术 

发明类)二等奖，并被列为国家计委高新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项目，因而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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