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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白暨豚是一种仅存于中国的淡水豚 ，迄今已有约 2 500万年的历史。20年来 ，白暨豚的种群数量急 

剧减少。其数量从 20世纪 80年代初的约 4OO头，锐减到 90年代末不足 100头。白暨豚的生存环境也急剧恶 

化 ，目前仅在长江中下游的干流中有分布。导致 白暨豚濒危的主要原因源 于 日益增多的人类活动 ，包括水利工 

程 、渔业活动 、水体污染等。白暨豚的保护主要从 3个方面进行 ：①建立 白暨豚 自然保 护区，保护其 自然种群 

和栖息地环境 ；②建立半 自然保护区，实行迁地保护 ；③建立细胞库、基 因库等 ，保护其种质资源。迁地保护 

为 目前最为紧迫的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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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in the Conservation Research of Baiji 

DU Bo， LI Hal—yan，ZHANG Xian—feng 

(Institute ofHydrobiology，the Chinese Academy ofSciences，Wuhan，Hu6ei 430072，China) 

Abstract：Bajji(Lipotes vexiUifer)，a fresh·water cetacean species inhabited only in China，has been living on the 
earth for about 25 million years．Its population size has been sharply decreasing during the past twenty years．rI'}le popu— 

lation size Was estimated about 4OO in early 1980s and down to less than 100 in late 1990s．Its hab itat has also degraded 

drastically；it only distributes in the middle an d lower reaches ofthe Yan gtze River in China curronfly．Factors that threat 

survives of the bajji mainly come from increasingly human activities，including construction of water development projects， 

over-fishing an d water pollution．Conservation strategies and action plans have been highlighted as foHows：establishing 

natural i'eserve to protect its natural populations an d habitats，setting up semi-natural reserve to conduct off-site conserva- 

tion，and constructing cell or gene library to save its idioplasmi c resources．Off-site conservation has been believed  the 

most urgent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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臼暨豚 (Baiji，Lipotes vexiUifer Miller，1918) 

是我国特有的水生哺乳动物，目前仅分布在长江中 

下游的干流中。虽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进程 ，但是 

白暨豚的内部结构和形态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 

因而是研究生物进化史 的一个重要依据 (Chen et 

al，1997)。早在 中新世 和上新世 ，白暨豚的祖先 

曾经是一个广泛分布的繁盛物种。然而 自2O世纪 

初 ，白暨豚在逐渐引起世界关注的同时 ，分布范围 

日益缩小，种群数量急剧下降，以致 2O世纪 80年 

代被我国政府定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 IUCN濒 

危物种红皮书 (2000年)确定 为极危级 (Al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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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b，D)，成为 目前世界上最濒危的鲸豚类动物。 

1 白暨豚在系统发生中的地位 

1914年 Hoy Charles在洞庭湖获得 了一头雄性 

白暨豚标本 (Hoy，1923)，美国分类学家 Miller 

(1918)研究其头骨和颈椎后，命名为 s vexil． 

1ifer Miller，1918。Miller认为 白暨豚的头骨和亚河 

豚的极为相似 ，因此应将 白暨豚归属于亚河豚科 

(Iniidae) (Chen et al，1997)。1960年 ，Fraser和 

Purves比较与鲸类听觉器官有关的骨骼及气窦，把 

白暨豚列人亚河豚 亚科 Iniinae (Fraser& Pur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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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1979年我国学者研究发现 白暨豚的胃和骨 

骼与亚河豚有明显的差异，而且其呼吸器官和消化 

器官也与其他淡水豚存在较大差异，因而提出把 白 

暨豚 列 为 一 个 单 独 的 科 Lipotidae (Zhou et al， 

1979；Zhou，1982，1989；Zhou& Li，1989)。近 

年来 ，通过比较白暨豚和其他淡水豚细胞色素 b基 

因 307 bp的 DNA序列差异，证 明白暨豚和其他淡 

水豚之间的差异 已达到科 的水平 (Yang& Zhou， 

1999)。迄今 ，白暨豚应归于鲸 目 (Cetacea)齿鲸 

亚 目 (Odontoceti)淡水豚总科 (Platanistoidea)白 

暨豚科 (Lipotidae)的观点已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 

(Muizon，2002；Zhou，20o2)，但仍有学者坚持把 

淡水豚划 分 为 2个 科 ，把 白暨豚 归为 亚河 豚科 

(Heyning，2002)。 

2 白墅豚的分布和种群数量变化 

1914年在 刚发现 白暨豚时 ，推测在洞庭湖及 

其附近 的江段 中有分布 (Hoy，1923)。1958年首 

次证实白暨豚在长江下游也有分布 (Zhou，1958)。 

1977年通过调查访 问查明，在宜 昌至长江 口间的 

干流中，向上达到三峡内的黄陵庙一带均有 白暨豚 

分布。1955年钱塘江 自富阳以下 的江段 中有 白暨 

豚分布 ，但 到 1974年钱 塘江 区已经绝迹 (Zhou， 

1982)。 

白暨豚在长江 的种群数量调查始于 1978年。 

但最初的考察时间较短，覆盖江段有限，所得的结 

果不能代表其种群数量概况。1982年以后 的考察 

覆盖了长江 口至宜昌的长江中下游干流、洞庭湖区 

和鄱阳湖区，且考察时间较长 ，方法、手段都有了 

较大的改进 ，基本摸清了白暨豚的分布范围及其种 

群数量的变化情况 (表 1)。但是 ，白暨豚在长江干 

流中的分布是非均匀的集群性分布 ，因而很难定出 

其 “边界”或 “上下 限”。由表 1可以看出，1999 

年白暨豚的种群估计数量小于 100头，如此小的基 

数加上 白暨豚较低 的繁殖率 (Liu& Liu，1993)， 

即使新出生的个体能够在复杂的环境中存活 ，每年 

的补充群体亦寥寥无几。更何况成体在 目前的长江 

环境条件下，也很难生存。因此，白暨豚的分布范 

围和数量正在以惊人的速度缩小、减少。 

3 致危因素分析 

白暨豚生存的威胁主要来 自人类活动 ，包括长 

江渔业、航运业、水利工程建设等。20世纪 50年 

代至 90年代末，有资料记载的约有 225头 白暨豚 

因人类活动而导致死亡 (表 2)。 

3．1 水利工程 建设 

在长江下游荆江江段实施系统裁湾工程和在宜 

昌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后 ，宜昌一城陵矶江段内水 

流及河床发生了明显改变 ，适合于白暨豚栖息活动 

的缓 回水 区逐渐遭到破坏。1986～1991年 的 5年 

内，白暨豚分布 区的上 限从宜 昌退缩 到了沙市河 

段 ，生存 空间向下游缩减 10％。同一 时间，受系 

统裁湾工程影响，沙市一城陵矶河段内，过去曾有 

白暨豚分布的 74 km长的河道被分割成 3段。白暨 

豚的分布区实际减少 234 km，占分布区的 14．6％ 

(Hua&Chen，1992)。受三峡建坝的影响，白暨豚 

分布区将再度被压缩 ，新厂以上江段的白暨豚将消 

失 。建坝导致的环境条件的改变将给坝下长江鱼类 

表 1 1979—1999年白暨豚的观测和估计数量 

Table 1 Count of baiji si~ted and estimated during 1979—-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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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2 50 90年代 白暨豚的死亡记录统计 

Table 2 Death records of baiji from 1950s to 1990s 

其他原因 Others l96os 

l970s 

1980s 

l990s 

2 

27 

52 

2 

Chen＆ Hua． 1989 

Liu， 1988 

Zhou， 1989 

Chend al， 1997；Zhangd al， 2003 

合计 Total 

繁殖带来不利影响，从而影响白暨豚的食物资源 

(Chen et al，1993)。近 30年来 ，人们在湖泊入江 

口处广泛修建坝闸，改变 了江湖连通 的自然结构， 

致使湖泊在长江生态系统中的功能也发生 了改变 ， 

破坏了白暨豚的栖息地环境。因此，除在洞庭湖 、 

鄱阳湖和少数几个仍与干流相通的湖泊入江汇 口处 

能观察到白暨豚活动外，其余与干流隔开的湖泊入 

江汇 口处 ，已很难观察到白暨豚的踪迹 (Hua et al， 

1995)。 

3．2 渔业活动 

非法渔具 (如滚钩等)以及非法捕鱼方法 (如 

电捕鱼等)是直接导致 白暨豚意外死亡 的主要原 

因。从 20世纪 50年代至 90年代末有 25头白暨豚 

死于非法渔业活动 (表 2)，且集中在 20世纪 80年 

代，这大多是由于鱼类资源的减少，为提高捕鱼效 

率 ，人们普遍使用三层流刺 网所造成。这种网具横 

跨江面，倾流而下 ，隔断了白暨豚的活动通道 ，严 

重影 响 白暨豚 的活动 (Liu& Liu，1993)。此外 ， 

过度捕捞对鱼类资源的严重破坏 ，又间接影响白暨 

豚的食物来源。 

3．3 江水污染 

随着长江沿岸工业的迅速发展和人类活动的频 

繁加剧，长江水体污染日趋严重，直接威胁到白暨 

豚的正常发育和繁殖。研究发现 ，重金属和有机氯 

化物可以直接或经食物链在白暨豚体 内积累 ( et 

al，1983)。BHC(六氯苯)和 DDT(有机氯农药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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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氯苯基三氯乙烷 )在白暨豚肌肉中的质量浓度达 

0．022～5．5 X 10 和 0．34～73 X 10I6；而同时期条 

纹原海豚 (Stenella coeruleoalba)体内 BHC和 DDT 

的质量浓度分别为 0．003～0．2 X 10I6和 0．03～2．18 

×10～ (Yang et al，1988)，对白暨豚的正常生长 

发育和繁殖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 

对比表 1和表 2后发现 ，1979—1981、1985～ 

1986、1987～1990年 3次调查后的估计种群数量分 

别为 4OO、300、200头 ，与此相对应的是 ，20世纪 

8O年代有记录的白暨豚死亡数量是 112头，其死亡 

原因大多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在 80年代初期死亡 

的个体 中，从身体长度推断，绝 大部 分是育龄个 

体，有些甚至是怀孕个体。初期大量死亡的后果导 

致后期 白暨豚种群 的生殖率下降，补充群体很小 

(Chen&Hua，1989)。 

4 保 护 

我国政府早在 1979年颁布的 《水产资源繁殖 

保护 条 例 》 中就 把 白 暨豚 列 为 重 点 保 护 动 物 

(Zhou，1982)，并且把它列为一级保护动物，严禁 

捕杀。但白暨豚的种群数量依然濒临灭绝 。此外 由 

于人类活动加剧，长江的自然环境 日趋恶化 ，已经 

不适合 白暨豚生存。因此制定切实可行的保护对策 

就显得尤为重要。 

4．1 理论依 据 

Zhang et al(1994)在多年研究工作的基础上 ， 

运用旋涡模型 (VORTEX)对野外 白暨豚种群作了 

种群生存能力分析 (population viability assessment， 

简称 PVA)，主要模拟不同死亡率对 白暨豚种群的 

影响。死亡率随年龄的不同有很大差别 ，年龄越小 

死亡率越高。整个种群的死亡率可划分 4种情况 ： 

每 10年内，成年个体和 0—1岁个体高死亡率分别 

为 6％和 6o％；中死亡率分别为 5％和 50％；低死 

亡率分别为 4％和 4o％；极低死亡率分别 为 3％和 

30％。模拟结果 ：当开始种群为 100头，并且死亡 

率极低时，100年 内白暨豚 的种群生长率大 于 0， 

即白暨豚不会灭绝；当死亡率随性别和年龄的分布 

较高时，种群灭绝的概率分别为 8．0％和 99．7％。 

模似的结果说明要保护白暨豚，首先就要降低个体 

的死亡率 ，特别是幼体的死亡率。然而实际调查结 

果表明白暨豚种群年下降率在 10％左右 (Zhang et 

al，20o3)，远远大于极低死亡率范围。且绝大部分 

白暨豚的死亡是人为因素造成的 (表 2)，因而是可 

以避免的。如果采取有效措施 ，完全有可能把 白暨 

豚的死亡率控制在极低范围之内，因此有效的保护 

措施对白暨豚种群来说至关重要 。 

4．2 保护措施 

1980年 ，Chen&Hua(1985)提出建立 自然保 

护区和半 自然保护区的设想 ，而后又提出更具体 的 

3项措施并得以实施 ：一是在湖北石首天鹅洲故道 

建立白暨豚半 自然性质的保护区；二是在长江中游 

新滩 口至螺山江段建立 白暨豚 自然保护区；三是开 

展人工饲养条件下白暨豚的人工繁殖工作 。由于长 

江环境的持续恶化 ，1996年保护措施调整为优先建 

好半 自然保护区，在加强 自然保护的同时加紧实施 

迁地保护 (Liu et al，1996)。 

迁地保护被认为是 目前唯一有效 的保护措施。 

随着长江环境的不断恶化 ，原有的生境已经不适合 

白暨豚 的生存 ；且 白暨豚的种 群数量 已经 十分稀 

少 ，难以继续在长江中自然繁衍 。把现有的白暨豚 

从长江迁移到一个合适的水域 中进行保护和繁衍 ， 

成为保护白暨豚首要的选择和最后 的希望。位于湖 

北省石首市的天鹅洲故道，因其丰富的鱼类资源， 

洁净的水质，合适的地理环境，成为对 白暨豚实行 

迁地保护的理想之地 (Zhang et al，1995)。为引进 

白暨豚作准备 ，1990年以来曾先后引入 20多头长 

江江豚 (Yangtze finless porpoise，Neophocaena pho— 

caenoide$asiaeorientalis)在该地试 养。试养 的长江 

江豚在故道 内能够正常交配、妊娠 、产仔和抚幼 ， 

成体和幼体生长情况 良好。表明该故道的环境条件 

能够满足长江江豚的繁衍需要，是长江江豚理想的 

栖息地。而 白暨豚的生 活环境 和长江 江豚极 为接 

近 ，因而该 故道 也是 白暨豚 理 想 的迁 居保 护 地 

(Liu et al，1996)。 目前 国家主管部门和研究、管 

理人员正在积极推动迁地保护白暨豚行动计划，争 

取尽快迁入白暨豚。 

对于白暨豚这样的珍稀动物而言 ，进行离体保 

护 ，尽可能地保护其遗传物质，如建立细胞库 、精 

子库 、基 因库等 ，也是一 种保 护措施 。张义兵等 

(2OOO)曾在建立细胞系方面做过尝试。选用 TC一 

199、RPMI一1640及 DMEM作 为培养基 ，采用组织 

贴壁培养法和分散细胞培养法 ，用 肾脏 、肝脏 、皮 

肤组织做培养。各种组织在接种 8天后 ，都产生新 

生细胞。但皮肤和肝脏组织仅原代培养成功 ，肾脏 

组织在原代培养基 础上又传代 3次，之后停 止生 

长。实验结果表明组织培养的关键是要解决传代问 

～—『_-—了熏瑟匿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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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基因组文库技术是应用更为广泛 的一项基 因操 

作技术，它是对物种进行基因水平的研究不可缺少 

的工具。很 多哺乳动物 的基 因组文库 已经建立起 

来，对珍稀物种来说 ，基因组文库既可以成为研究 

的重要 资源 ，同时也在分子水平 上对其进行 了保 

护。 

今后白暨豚研究工作依然是围绕保护和拯救这 

个中心 ，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 ，将长 

江中的白暨豚尽可能多地迁移到天鹅洲 白暨豚半 自 

然保护区等地，实施迁地保护；第二，通过对长江 

江豚的繁殖生物学研究，继续为白暨豚 的人工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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