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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沙群岛东岛小军舰鸟繁殖种群的初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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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3年 3—4月对西沙群岛的鸟类资源进行了考察 ，在西沙群岛的东岛发现小军舰鸟 (Fregata mi— 

nor)繁殖，为迄今所知该种在我国仅有的繁殖记录。野外观察共发现 7个巢，其中5个巢中途毁损，另见幼鸟 

I3只，非繁殖雄性个体 2只。还观察到小军舰鸟与红脚鲣鸟相互影响的负面行为，如抢食、窃巢材等。调查结 

果显示，西沙群岛小军舰鸟分布范围现已缩小，而且种群数量显著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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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rily Observation of Breeding Population of 

Great Frigatebirds(Fregata minor)on 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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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survey on bird resources of Xisha archipelago was carried out jn March—April of 2003，and one breed- 

ing colony of Great Frigatebirds(Fregata minor)Was found on Dong(East)island of Xisha archipelago，which is the first 

breeding record of this bird SO far reported in China．Seven nests，1 3 iuveniles and 2 non—breeders(adult male)were 

found in the wild．Among 7 nests，5 nests were damaged during the nesting period．Also some behaviors with negative 

effect were observed between Great Frigatebird and Red-footed Booby(Sula sula)such as robbing of food and stealing nest 

materia1．Our investigations showed that the population size and the distribution area of the Great Frigatebird had been de— 

creased remarka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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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有三种军舰鸟分布在东南沿海岛屿，分别 

是小 军 舰 鸟 (n ata minor)、 白 斑 军 舰 鸟 

(F．arie1)和 白腹军舰鸟 (F．andrewsi)。其中小军 

舰鸟曾见于广东和福建沿海及西沙群岛，北达江苏 

和河北 (La Touch，1931～1934)，也 见 于香 港 

(Chalmers，1998)、台湾 (Wang et al，1991)和南 

沙群岛海域 (Zhang et al，1994)。西沙群岛可能是 

小军舰鸟在我 国的繁殖地 (Delacour& Jabouille， 

1930；Cheng et al，1997)，但有待证实。 

1 研究地点和方法 

1．1 研究地点 

西沙群岛位于中国的南海，其中东岛 (16。39 

34” 16。40 31 N，112。43 13 ～112。44 22”E)面积 

1．7072 km ，是 西沙群 岛的第二 大岛，最 大高程 

6．7m，岸线 长 度 6．12 km，距 海南 岛 约 337 km 

(Shu&Ling，1999)(图 1)。 

东岛属于热带季风气候 ，年平均气温为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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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西沙群岛东岛的地理位置 、植被和小军舰鸟的营巢位置 

Fig．1 Map showing location，vegetation distribution and nesting location of Great Frigatebirds of 

Dong island of Xisha archipelago 

东岛土地利用现状图依舒治墉等 (1999)，经修改。 

The map of the Dong island land utilizes came from Shu et al(1999)，but modification． 

eI=，一月平均气温为 22．9℃，最热月一般出现在 5 

～ 6月 ，平均气温为 28．9 oC。年降雨量接近 1 500 

mm，6～11月为雨季，降雨量为全年的 87％，12月 

至次年 5月为干季。年蒸发量近 2 400 mm。年均 日 

照时数 2 900 h。东岛处于季风区，年平均风速在 5 

～ 6 m／s，5～9月盛行偏南风 ，10月至次年 2月盛行 

东北风 ，3～4月盛行东北偏东风。年平均相对湿度 

81％(Ling et al，1999)。 

东岛是珊瑚岛，岛上植物繁茂。据中国科学院 

南京土壤研究所西沙群岛考察组 (1977)报告，植 

物群落的主要建群种为白避霜花 (Pisonia grandis) 

和草海桐 (Scaevola[rutecens，俗称羊角树 )。白避 

霜花为乔木 ，高度在 10 m以上，生长茂密 ，郁 闭 

度大，林 中潮湿 ，有深厚的枯枝落叶层，通常下木 

不发育。岛边缘生长着茂盛的草海桐灌木丛 。岛的 

中部有一水塘，面积为 2．4×100 m 。 

1．2 研究动物 

干季的开始或丰富的食物是主要触发小军舰鸟 

繁殖的因素 ，可能每两年繁殖 1次，小军舰鸟雄鸟 

在开始求偶后 3周做好巢，每窝 1卵，孵化期为 

55 d。雏鸟出壳后，17～23周出飞，出飞后仍需 

亲鸟喂食 5～18个月 ，幼鸟一旦摆脱对亲鸟的依靠 

能独立觅食生存，就离开出生地在热带海域游荡， 

性成熟可能需 8～10年 (del Hoyo et al，1992)。 

1．3 研究方法 

2003年 3月 19日～4月 2日通过 GPS系统标 

定小军舰鸟营巢树和夜栖树的位置，逐一清点小军 

舰鸟的巢 ，借助望远镜观察小军舰 鸟的幼鸟数量 、 

巢状况和雏鸟生长状况 ，用 SonyVX2000E摄像机 

拍照和录像。4月 3日离岛后至 6月 29日，由驻 

岛战士每周代为观察至少 1次，并拍照。 

2 结 果 

2．1 分布和繁殖种群数量 

我们考察了西沙群岛的8个岛屿，仅东岛有小 

军舰鸟小种群。小军舰鸟夜栖在 5棵 白避霜花树 

上，包括 2棵 营巢树及其附近的树。共发现 7个 

巢，另见 非繁殖雄性成 年个体 2只、幼 鸟 13只 

(其中 9只幼鸟头部为赤褐色 ，估计年龄在 6～12 

个月，出生于 2002年，研究期间虽未观察到喂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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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鸟的亲鸟有可能仍处于繁殖期。4只幼鸟头 

部为白色，估计年龄在 13～24个月 ，出生在其他 

的繁殖地散布到东岛)。推测研究期间的繁殖种群 

数量为 14～32只。 

2．2 营巢和雏鸟 

小军舰鸟集群营巢，研究期间发现的 7个巢均 

集中在东岛东南端 (见图 1)的 2棵白避霜花树 

上。1号树上有 5个小军舰鸟巢 (编号为 A—E)， 

还有 6个红脚鲣鸟巢。1号树位于白避霜花树林与 

灌丛相接的林缘 ，一半光秃。2号树上有 2个小军 

舰鸟巢 (编号为 G和 H)，还有 1个红脚鲣鸟巢 ， 

是非繁殖期的红脚鲣鸟聚集的场所。 

小军舰鸟巢距地面 5．5～11．5 m，巢建在树冠 

顶部 (5个)或距树顶 1．5 m处 (2个 )。巢材为树 

枝和草茎 ，还见有塑料绳。巢呈浅盘状 ，近圆形 ， 

测量 B巢直径为 39 cm。最近巢间距离 66 cm。 

2003年 3月 21 Et～6月 29 Et期间所观察到的 

7个鸟巢 ，5个中途毁损 ，2个巢 中雏鸟尚未出飞 

(表 1)，此期，巢和雏鸟损失率为71．4％。据现有 

资料推测 ，从 2002年 8月 ～2003年 8月，出飞幼 

鸟数量最多为 10只。 

4月 2日观 察A、B和C三 个 巢 中的 雏 鸟 ：喙 

表 1 西沙群岛东岛小军舰鸟巢的毁损情况 

Table 1 Damage of nests in Great Frigatebirds at Dong island of Xisha archipelago 

兰粉色 ，眼周裸皮及前额赤褐色 ，脚 肉色 ，身被 白 

色绒毛，已见黑色飞羽、背羽和尾羽，尚不能离 

巢；A巢雏鸟最大，约 60日龄 ，C巢雏鸟最小 ，30 

13龄以上。根据雏鸟 日龄，推测 A、B、C巢 同步 

繁殖，且开始繁殖的时间在 11～12月，与干季的 

开始基本同步。4月 17 Et测量雏鸟喙长 A为 104．5 

mm，C为 83．3 mm；跗足庶长 A为 65 mm，C为 6O 

mm。B巢雏鸟约 120 Et龄时，头部为赤褐色 ，胸部 

已见黑色羽毛 ，能站在巢旁边 的树枝上 ，约 140日 

龄时 (6月 22日)，头至颈部赤褐色，上体余部几 

乎全黑色，下体胸部黑色，腹部白色，能离巢约 1 

m，估计还不能飞，6月 29 Et发现尸体在巢树下， 

头和一边翅膀丢失 ，原因不明。G巢在 3月 31 Et 

发现时处于孵卵期 ，5月 8日观察到雏鸟一次。H 

巢亲鸟于 4月 1日 18：45发生交配行为，当时巢 

刚开始建筑。 

2．3 小军舰鸟和红脚鲣鸟的关系 

在考察期间 ，每天见小军舰鸟集成小群在营巢 

地或沙滩上空，等待觅食回来 的红脚鲣鸟。还观察 

到小军舰鸟抢劫红脚鲣鸟的食物 (案例1)，以及两 

者之间的其他相互作用：如后 者盗取前者 的巢材 

(案例 2)、干扰后者的繁殖 (案例 3)。 

案例 1(Case 1)：4月 2日 17：00一l8：lO，见到沙滩上空有 

22只小军舰鸟，其中包括雌鸟、雄鸟和幼鸟。该期间2次 目击小军 

舰鸟抢劫红脚鲣鸟的食物，其中一次成功。 

案例 2(Case 2)：3月 26日 16：00～16：50，观察到许多红脚 

鲣鸟在 E巢小军舰鸟离巢后盗取其巢材，E巢就是因为红脚鲣鸟盗 

取巢材而毁坏。 

案例 3(Case 3)：3月 31日8：00～l8：30，多次观察到 H巢 

小军舰鸟雄鸟展翅求偶时，身边的红脚鲣 鸟用喙啄其翅、尾，进行 

干扰，也观察到打扰 G巢孵卵的小军舰鸟。 

3 讨 论 

3．1 小军舰鸟和红脚鲣鸟的种间关系 

东岛是我国红脚鲣鸟的自然保护区，而小军舰 

鸟也只在东岛繁殖。del Hoyo et al(1992)认为共 

同栖息可能是因为在遥远的海岛上缺乏合适 的营巢 

场所，而不是由于这种联合有特殊的好处。东岛上 

并不缺乏营巢生境 (岛上有许多可供营巢的树)， 

可是小军舰鸟却偏爱与红脚鲣鸟在同一棵树上营 

巢，这一观察不支持 del Hoyo的营巢场所缺乏说。 

另一方面，常见小军舰鸟集群抢劫红脚鲣鸟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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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这一行为与小军舰鸟的食物 中约 20％来 

源于抢劫红脚鲣鸟的食物的观察一致 (del Hoyo et 

al，1992)。Nelson(1978)观察到红脚鲣鸟的营巢 

活动经常给军舰鸟盗窃巢材提供机会，这显然与我 

们的观察相反 (案例 2)，虽然种问负面关系的性质 
一 样 。以上结果 (包括案例 3)仅限于二者种间关 

系的负面作用 ，而其互利方面还有待揭示。 

3．2 人类活动对小军舰鸟的影响 

对小军舰鸟生存构成主要威胁的是人类的生活 

和生产活动。资料表明，8个岛上都曾有很厚的鸟 

粪层 (Zhu&Cheng，1999)，这说明 8个岛曾鸟类 

活动频繁。永兴岛上 以往 曾有许多红脚鲣鸟繁殖 

(Delacour& Jabouille，1930)，但 由于岛上人数 渐 

增 ，大肆捕杀鲣鸟，食用并贩卖鸟蛋 ，1958年红脚 

鲣鸟在永兴岛绝迹 (Bei&Tang，1959)。本次所考 

察的 8个岛屿，仅发现东岛和中建 岛有海鸟繁殖， 

红脚鲣鸟和小军舰鸟只见到在东岛的树林营巢；而 

其他岛屿，由于人类的开发，植被等环境 已经发生 

很大的改变，不再可能有大量海鸟繁殖。东岛保 留 

了大片的白避霜花树林 ，为红脚鲣鸟和小军舰鸟营 

巢提供 了巢址。但从图 1可以看出，人类的开发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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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昆明国际进化生物学与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成立 

在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的全面推进阶段，昆明动物研究所把建立瞄准国际科学研究前沿的研究中 

心作为加强创新工程的一项重要措施。为加强学科交叉，更有效地配置资源，大幅提升我国在进化生物学 

和生物多样性方面的研究水平，于 2003年 10月 27日在昆明动物研究所成立 了 “中国科学 院昆明国际进 

化生物学与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国际著名进化与遗传学家、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吴仲义教授，美国科学 

院院士李文雄教授，德国马普学会原生物学部主任、现上海交叉学科研究中心主任 Uli Schwarz教授，以 

及来自世界各地的40多位著名科学家参加了该中心的成立典礼；院国际合作局丘楚良副局长、昆明分院 

领导等也参加了成立典礼并致辞祝贺。此外，Science在典礼前就已作了先期报道。 

该中心依托昆明动物研究所，并作为上海交叉学科中心的独立分支机构。将借助昆明动物研究所细胞 

分子和生态学研究的学术背景 ，以及良好的组织协调能力 ，搭建全面提升西南基地 、乃至我国进化生物学 

和生物多样性研究水平的学术平台。中心实行指导委员会领导下的主任负责制。指导委员会 由9位来 自德 

国、美国、中国的具有开拓创新精神和战略眼光的科学家组成。吴仲义教授欣然担任了该中心的主任。 

昆明国际进化生物学与生物多样性研究 中心的 目标是 ：通过 5至 10年的努力 ，建设成为面向国内外 

的、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围绕进化生物学和生物多样性研究的多学科交叉的前瞻性的思考和研究基地， 

使之成为培养我国进化生物学和生物多样性方面领衔式学术带头人的摇篮。昆明中心将在物种演化、功能 

基因组学、进化与发育、人类及灵长类动物的进化、社会结构与行为发展、生态学、动植物保护等领域开 

展合作与研究工作。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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