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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湖鸬鹚繁殖成功率初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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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0年 3 8月对青海湖西山鸬鹚岛鸬鹚 (Phalacrocorax carbo)不同繁殖阶段的成功率做了初步观 

察。鸬鹚卵的窝卵数为 3．47枚，孵化率为 37．9％，雏鸟成活率为 61．1％，繁殖成功率为 23．2％。孵化期的前 

3 d，鸬鹚巢的损失率高达36．1％；育雏期前 10 d雏鸟损失率为25％。这些数据可看作鸬鹚种群一青海湖湿地 

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组分——动态监测的起始数据之一，可在未来进一步的比较分析中得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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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Report on Reproductive Success of 

Cormorants(Phalacrocorax carbo)at Qinghai 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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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uccess of different stages of reproduction in cormorants(Phalacrocorax carbo)was followed at Luci 

Island in Qinghai Lake in the breeding season from March to August 2000．The clutch size was 3．5；hatch rate，survival 
rate of nestlings，an d total rate of reproductive Success was 37．9％ ，61．1％ ，and 23．2％ ，respectively．The lOSS rate 

was 36．1％ for nests in first 3 days ofincubation．and 25％ for nestlings in the first 10 days．These data may be viewed 

as part of the baseline for long-term  monitoring changes in the bird population，which is an important element of the wet- 

land eco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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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殖成功率是评估种群状态的重要依据。青海 

湖是鸬鹚 (Phalacrocorax carbo)的繁殖地之一。鸬 

鹚在青海湖的繁殖成功率作为一组基础生态数据有 

待收集。本文报道鸬鹚巢、卵和雏鸟不同日龄段的 

损失情况，可以作为青海湖湿地生态系统变化监测 

的一组起始数据。 

1 研究地点、材料与方法 

1．1 自然地理环境 

青海湖位于东经 99。36 ～100。47 、北纬 36。32 

～ 37。15 ，湖面海拔 3 193 m，属高原内陆深水型湖 

泊，环湖地区地势表现为西北高而东南低，形成了 

四周群山环绕的封闭式山间内陆盆地。该地区生长 

的优势植被有芨芨草 (Achnatherum splendens)、针 

茅 (Stipa spp．)、粘毛蒿 (Amattfeldiipamp)、猪毛 

蒿 (Artemisia acoparia)和 白藜 (Chenopodium al— 

bum)等。每年繁殖季节，大量的斑头雁 (Anser 

udicus)、棕 头 鸥 (Larus brunnicephalus)、渔 鸥 

(Larus ichthyaetus)、赤麻鸭 (Tadorna厂em 聊口)、 

鸬鹚等迁来这里繁殖。鸬鹚主要分布在海心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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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皮、西山鸬鹚岛和三块石 4个岛屿上。在西山鸬 

鹚岛繁殖的鸬鹚大都将巢修筑在湖边悬崖突出的岩 

石及凹陷处。我们选择便于接近、操作，并有铁丝 

护栏阻止人、畜进入的西山鸬鹚岛西侧作为样地。 

1．2 方 法 

1．2．1 研究动物 鸬鹚成鸟善于潜水和游泳 ，以 

湖中湟鱼 (劬 n， przewalskii)为食。鸬鹚为 

晚成鸟，雏鸟从亲鸟的食道取食半消化的食物。鸬 

鹚每年 3月下旬至 4月初迁来青海湖繁殖，1O月 

上、中旬离开，停 留 180 210 d(Zhang et al， 

1987)。先来 的鸬鹚多占据有利位置 ，或建新巢， 

或修茸 旧巢待用。卵椭圆形 ，95枚卵的测量结果 

为长径 (61±3)mm (56 68mm)，短径 (34±1) 

mm (30—38 mm)；平均卵重为 (58±5)g(46 

72 g)。孵化期为 (27．8±0．8)d。雏鸟经 50 d左 

右的雏期离巢独立生活。 

1．2．2 数据采集 野外工作于 2000年 3 8月进 

行。对样地 内所有鸟巢编号后 ，每天记录：①巢 

数；②每巢卵数；③每巢雏鸟数；④出飞雏鸟数。 

1．2．3 定义 窝卵数 (clutch size)：窝内卵的最大 

数目。孵化率 (hatch rate)：孵出雏鸟数／窝卵数。 

雏鸟成活率 (survival rate of nestlings)：出飞幼鸟数 

／孵出雏鸟数。繁殖成功率 (rate 0f reproductive suc． 

cess)：出飞幼鸟数／窝卵数 (Donaid，2001)。 

2 结 果 

2．1 营 巢 

营巢期集中在 4月上旬至 6月中旬，两性共同 

营巢。巢址相对集中，巢间距依地势而定。研究期 

间共观察鸟巢 36个。巢材主要有芨芨草、粘毛蒿、 

野生风毛菊 (Saussurea salsa)等植物。巢呈不规 

则浅碗状，内壁编织紧密。由于无任何遮蔽，鸬鹚 

巢在遇到大风、暴雨等恶劣天气时常有毁损。 

2．2 产卵日程 

产卵期从 4月中旬开始，5月中旬达到高峰后 

随即急速下降 (图 1)。 

2．3 窝卵数 

平均窝卵数 (3．47±O．85)枚 (n：23；排除 

第 1枚卵产下 3 d内损失的 13个巢)。其 中产 2
、 

3、4和 5个卵的分别 占 13．O％、34．8％、43
． 5％ 

和 8．7％。 

2．4 繁殖成功率 

36个巢的卵总数为 95枚 ，出雏 36只，孵化率 

37．9％。出飞幼 鸟 数 为 22只，雏 鸟 成 活率 为 

61．1％，繁殖成功率为23．2％。20巢 71枚卵中有 

14枚卵未受精，为 19．7％。 

孵卵期的前 3 d，巢的损失率高达 36．1％，从 

第4天开始迅速下降，9 d之后的总损失率仅为 

11．2％ (表 1)。雏鸟在育雏期的前 10 d里损失率 

最高，此后损失率减小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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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0年青海湖鸬鹚岛鸬鹚产卵日期分布 

Fig．1 Distribution of egg—laying dates of cormorants 

at Luci Island in Qinghai Lake in 2000 

表 1 青海湖鸬鹚岛鸬鹚孵化期巢的损失率 
Table 1 Loss rate of cormorant nests in incubati0n 

at Luci Island in Qinghai Lake 

孵化天数 损失巢数 巢领英 
Incubating days 

l～3 

4—9 

l0一l5 

No．of nest loss 

l3 

0 

Loss rate ofnests(％) 

36．1 

5．6 

0 

l6～2l 

22～27 

T0tal 

5．6 

5．6 

52．8 

表 2 青海湖鸬鹚岛鸬鹚雏鸟在 5个 10d日龄段 

的损失率 

Table 2 Loss rate of co rmorant nestlin~ in five l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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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不同地区、不同鸟类种群其繁殖成功率差别很 

大：341个 巢 的黑腿 三趾 鸥 (Black．1egged kitti． 

wake)的产卵率为 6o％，所产 305个卵中只有两个 

孵出，而幼鸟出飞率为 0(Slater et al，1995)；长 

白山花尾榛鸡 (Bonasa bonasa)孵化率为 65．5％， 

雏鸟成活率为 37．5％，繁殖成功率为 20．9％ (Piao 

&Sun，1997)；吉林省梅河口海龙水库地区灰喜鹊 

(Cyanopica cyana)的雏鸟成活率是 75％，繁殖成 

功率是 73．2％ (Ru et al，1997)。青海湖鸬鹚的繁 

殖情况落在上述变动范围之内。 

由于缺少青海湖鸬鹚繁殖情况的历史记录，我 

们无法评估 37．9％的孵化率、61．1％的雏鸟成活 

率、23．2％的繁殖成功率的生态学内涵。虽然我们 

知道该种的食物供应量肯定随着鱼类资源状态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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