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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1年4月至2003年6月，在河南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陕西佛坪县瓦寨子对白冠长尾雉 (Syr- 

rt~ticus ree1) ii)的集群行为进行了研究。对 l7只遥测个体的跟踪结果和 328次集群活动的野外记录分析表明， 

白冠长尾雉雌雄两性的集群方式有极显著的差异 (．]( =18．177，af=3，P=0．000)。雄鸟有很强的领域性，优 

势个体全年以单独活动或双雄共同活动的方式占据稳定的活动医，很少与其他雄性个体集群；雌鸟有很强的集 

群倾向，除繁殖季节因孵卵、育雏而离开群体单独活动外，通常以4—6只的群体游荡于雄性个体的活动区之 

间 与该活动区的雄鸟形成不稳定的混合群，偶尔与其他群体形成暂时性的、更大的混合群。两性集群方式的 

差异可能与其各 自经受的捕食压力和交配竞争强度 (雄>雌)差异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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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cking Behavior of Reeves’s Pheasants(Syrmaticus 

reevesii)at Two Sites in Henan and Shaan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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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rom April 2001 to June 2003，the flocking beha~i0r of Reeves’s pheasants(Syrmaticus reevesii)was 

studied in the Dongzhai National Nature Reserve，Henan Province，and Foping County．Shaanxi Province．We tracked 

17 pheasants captured and radio—collared，moreover．recorded 328 times of pheasants’activities in the field
． The resuh 

shows that the male and female have different tenden~-v in flocking( ：18．177，af=3，P=0．000)．The aduIt male 

occupies stable home range all over the year．1t usuallv m(1、es solely Ol，with a specifically male fellow and with some fixed 

females who wander in its home range．_r}1e females usually build up a flock including 4—6 individuals
． The flock moves 

about in different male’s home ranges in non—breeding season and the beginning of breeding season
． The flock separates 

while the female begin to incubate．In the late 1 0 days of June，the failing female in breeding begins to rebuild the f1ock 

and wander again．In winter，especially after snow，difierent flocks f-an build up a bigger flock for a short time
． which 

includes many males and females．The sexual difference of flock in the species may be related to the differences of preda— 

tion pressure and mating competition(male>fem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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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活动是鸟类一种重要的行为适应，对其成 因及进化的探讨一直是行为学家研究的热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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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 g，1998)。集群的性别组成、形成方式是集群 

行为研究的重要方面。对动物集群行为的研究，有 

助于了解该物种的种群结构、婚配制度以及生活史 

对策。 

已有研究表明，大多数雉类在非繁殖季节具有 

明显的集群行为 (Cheng，1978；Lu，1991；Zhang 

et al，1996；Zhang et al，2000；Johnsgard，1999)。 

与其他雉类习性相同，白冠长尾雉也有集群生活的 

特点 (Wu，1979)。但以往对白冠长尾雉的集群缺 

乏深入研究，只是根据野外目击到的集群活动数据 

进行分类汇总，总结了集群的大小、性比、栖息地 

选择等基本资料 (Sun et al，2001)。2001年4月至 

2003年6月，我们利用无线电遥测技术，在河南 

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陕西佛坪县，对白冠长尾 

雉的集群行为进行了跟踪观察，并结合野外观察记 

录，重点研究了集群行为的性别差异、季节性变 

化、形成及分散过程，以探讨集群行为的成因和进 

化机制。 

1 工作地区和研究方法 

1．1 工作地区 

本研究工作在河南省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 

陕西省佛坪县瓦寨子村进行。 

董寨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 (114ol8 ～114o30 E， 

31~28 ～32。09 N)位于大别山北坡西段，最高海 

拔433 m，相对高差 50～200 m。该区地处淮河以 

南的北亚热带边缘，年均无霜期 227 d，年均温 

l5．1℃，年降雨量为 740～l 520 mm。植被分布具 

明显的南北交汇特征，地带性植被为含有常绿成分 

的落叶阔叶林，植被类型及其组成的特点详见 Sun 

et al(2001)。 

瓦寨子村 (108。02 E，33。25 N)位于北亚热带 

和暖温带交汇处。年无霜期 180～220 d，年均温 l3 

℃，年降雨量950～1 200mm。研究区海拔 1 ll0～ 

l 310 m，主要分布有 3种类型的植被：①落叶阔叶 

林，为多年砍伐后 的次生林，主要树种为茅栗 

(Castanea sequinii)、板栗 (C．mollissima)、麻栎 

(Q rc aculissima)、槲栎 (Q．walteri)等，林 

下较空旷。大量植株的叶子在秋冬季节枯而不落， 

盖度条件良好。②人工针叶林，零星分布于村民房 

舍附近，主要为马尾松 (Pi凡 m 50n凡i口凡口)及少 

量杉木 (Cunninghamia lanceolata)。③农田，分布 

于沟谷中，较平坦开阔处为水 田，种植水稻 (0一 

n2口船tiv口)，每年一季；坡地为旱田，主要种植马 

铃薯 (S0Z口凡Mm tuberosum)、玉米 (Zea mays)、黄 

豆 (Glycine m似)等。 

1．2 研究动物 

白冠长尾雉 (Syrmaticus reevesii)是我国特产 

濒危雉类，属国家Ⅱ级重点保护动物，已被列入世 

界受胁物种名单和亚洲鸟类红皮书 (Zheng& 

Wang， 1998； Fuller & Garson， 2000； Collar， 

2001)。该物种最典型的栖息地为海拔 400～1 300 

m 的落叶阔叶林或针阔混交林，并喜欢在靠近林缘 

的农田中觅食 (Wu，1979)；冬季夜栖时需要树龄 

较大的常绿针叶树 (Fang&Ding，1997；Sun et al， 

2002)；在离村庄或农 田不远的林缘小路附近的茅 

草和灌木丛生的地方筑巢 (Hu&Wang，l981)； 

育雏时则要求栖息地中草本种类较多，盖度较大 

(Xu et al，2002)。因此，靠近村庄并有针叶林、 

阔叶林和农田等多种植被类型的生境最适合该物种 

生存。白冠长尾雉在每年 3月下旬即有雌雉开始产 

卵，4～5月为繁殖盛期，从 5月中旬开始，雏鸟 

陆续出现 (see Lu，1991)。参照 Sun et al(2001) 

的工作，3月下旬至 6月下旬是白冠长尾雉的繁殖 

季节，非繁殖季节可划分为越冬期 (11月上旬至 

翌年 1月下旬)、繁殖前期 (2月上旬至 3月上旬) 

和繁殖后期 (7月上旬至 10月下旬)。 

1．3 工作方法 

1．3．1 无线电遥测 采用媒鸟诱捕法在繁殖季节 

捕捉白冠长尾雉雄鸟，采用绳套哄赶法在非繁殖季 

节捕捉雌鸟和雄鸟。2001年 4月至 2003年 4月， 

分别在董寨和瓦寨子村捕捉白冠长尾雉 1 1只和 6 

只，用颈圈法为它们安装无线电发射器 (Wildlife 

Materials Inc．USA，15 g，216．0～217．0 MHz)，并 

佩戴彩环 (表 1)。发射器寿命为 5～12个月，接收 

器型号为TRX—l000S(Wildlife Materials Inc．USA) 

安装好发射器的个体在 2 h内送回原地释放，待其 

活动趋于正常后，采用三角形定位法收集遥测数 

据，每只个体每天定位 1～3次。在植被掩护下， 

研究者对遥测个体的行为不造成影响。在非繁殖季 

节，每周接近遥测个体一次，观察其集群情况。遥 

测工作始于2001年 4月 5日，止于2003年 6月25 

日 (表 1)。遥测时间最短的个体环号为 R36(5O 

d)，最长的个体为 P6(457 d)。 

1．3．2 野外观察 2001年 4月至2003年 6月，在 

野夕 进行不定期观察，当目击到白冠长尾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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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河南陕西两地白冠长尾雉遥测个体的性别和跟踪日期 

时，记录其性别和数量。一只个体受惊扰逃跑时， 

周围如有其他个体同时出现逃避行为，即视为同一 

群体的成员；育雏阶段目击的育雏群体作为雌鸟单 

独活动处理。对准确记录性别和数量的数据，才用 

于集群行为分析。 

2002年 1 1月至 2003年 1月，在野外定期观察 

董寨的 3只遥测雄鸟 (R40、R28、R2191)，并记 

录其集群状况。通过野外定期与不定期的观察，共 

记录 328次白冠长尾雉的集群活动。 

1．3．3 数据分析 应用列联表检验 (Crosstabula— 

tion)的方法来检验性别对白冠长尾雉集群的影响。 

由于样本量大于40，自由度大于 1，每种集群方式 

出现的频度大于 5，所 以采用 Pearson Y0检验 

(Pearson Chi．squre test)。数据分析在 Microsoft Excel 

2000和 SPSS 10．0 for Windows中进行，遥测位点的 

处理在 Maplnfo Professional 6．0中进行。 

2 结 果 

2．1 集群方式的性别差异 

在所有野外观察中，不论雄性还是雌性，单独 

活动都是最常见的活动方式 (雄：42．2％，n： 

187；雌：41．9％，n=191)；雌雄混合集群则是最 

常见的集群方式。雄性白冠长尾雉采用双雄共同活 

动的方式多于两只以上雄性共同活动的方式；雌性 

相反，更倾向于组成 2只以上，通常为 4～6只的 

群体 (表 2)。不同性别的白冠长尾雉集群方式差异 

极显著 (Pearson 检验：Y =18．177．d，、：3，P 

= 0．000)。 

表 2 河南陕西两地不同性别白冠长尾雉 4种集群方式 

的频次 

Table 2 Frequencies of four flocking types in different 

sexes of Reeves’pheasants at two sites in Henan 

and Shaanxi 

集群方式 (Flocking type)：1．单独活动 (Single)；2．同性个体 

成对活动 (Couple of the same sex)；3．两只以上同性个体共同活动 

(Flock of more than two individuals in the same sex)；4．肄性混合集群 

(Mixed flock in difierent sex)一 

2。2 集群的季节性变化 

2．2．1 雄性 白冠长尾雉雄性单独活动在全年都 

很普遍；双雄共同活动也全年存在，而且所占比例 

较稳定；繁殖后期和越冬期经常观察到两只以上的 

雄鸟共同活动，但在其他季节出现频率不高；雄鸟 

与雌鸟组成混合群体的情况在越冬期和繁殖初期相 

对较多 (图 1A)。 

体型较大的成熟雄鸟，全年以单独或双雄集群 

的方式占据稳定的活动区。对遥测时间超过一年的 

5只雄鸟遥测数据的分析表明，尽管雄性个体活动 

区的大小在不同季节有变化，但其位置都保持相对 

稳定 

两只雄性共同活动是雄雉一种比较普遍的集群 

方式 2003年繁殖季节，在瓦寨子村观察到 10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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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区雄鸟，其中6只采用双雄共同活动的方式占 

区。无线 电遥测 的 12只雄性 个体 中，有 2只 

(R2191和 B32)在被捕获时都各有一个雄性伙伴 

(个案 1)。如果没有意外情况迫使双雄活动的个体 

分离，这种共同活动的方式是十分稳定并且全年存 

在的 (个案 2)。 

个案 1(Case 1)：在对雄 鸟 R2191长达 379 d的遥测过程中， 

除2003年 1月2日见到其与2只雄鸟组成多雄群体外，其余时间都 

与 1只雄鸟组成双雄群体，即使在雄鸟领域性最强的繁殖初期，两 

者也未分开。繁殖季节，可以听到两者发出占区的 “打蓬”声占， 

并且在观察者接近它们时，曾经惊飞过雌性个体，表明 R2191是有 

繁殖能力的成年个体。 

个案2(case 2)：雄鸟 B32的情况类似 R2191，但个体稍小， 

中央尾羽较短。B32与雄性伙伴在2003年3月7日～5月 13 I1期间 

的活动区明显大于同地区的另一只单独占区的雄鸟 B30，处于类似 

游荡的状态，但也有 “打蓬”行为和与雌鸟共同活动的情况 2003 

年 5月 13日B32意外死亡，之后该区域未再见到共同活动的双雄 

个体。 

2．2．2 雌性 雌性个体集群方式的季节变化比雄 

鸟明显，单独活动的个体在繁殖季节有明显的高 

峰，在越冬期维持在低水平；双雌活动的情况在繁 

殖后期稍多，在其他时间较少，不像双雄活动的比 

例那样全年比较稳定；雌雄共同活动的混合群体在 

繁殖季节的中后期极少出现，而在其他季节较常 

见；2只以上雌鸟群体出现的规律类似混合群体 

一  

三l 
∞  

量 

三 
_上 

牝 

25卷 

(图 1B)。 

雌性群体在不同雄鸟活动区之间游荡是雌鸟在 

非繁殖季节的主要活动方式。无线电遥测显示，雌 

鸟除孵卵和育雏期间单独活动外，其他时间都有与 

另外的雌性共同活动的倾向，包括产卵期间和第一 

次繁殖失败后到第二次孵卵开始前的间隔期间 (个 

案3)。 

个案3(case 3)：雌鸟 B26已孵化了11 d的巢在2003年5月2 

【1被灭敌破坏，此后直到5月 21日，共有 l4次遥测到该个体与雌 

鸟B45共同活动。5月22日，发现 B26营造了第二个巢，巢中有8 

枚卵，于5月 23日孵化，6月3日再度遭天敌破坏。此后直到6月 

25日遥测工作结束，对B26的遥测数据中， B45形成双雌群体活 

动的情况占68％。 

2．3 混合集群的形成和分散 

通过对集群季节变化的分析可见，由于双雄群 

体是全年存在的稳定集群方式，而雌性在繁殖季节 

也有暂时集小群的现象，所以同性集群全年都存在 

(图 1)。 

异性集群在全年也都存在，但在繁殖后期降至 

最低点。体型较小的雄性亚成体以及非繁殖的雄鸟 

通常会游荡于各活动区之间，并有可能与雌群混 

群。从2001年到 2003年，在 6月共计记录白冠长 

尾雉 31次，其中混合群体只出现过 1次。6月之 

后 ，部分雌鸟繁殖失败 ，开始重新集群。雌性群体 

A 

B 

2 4 6 8 lO l2 

Jj Month 

国 混合Mixedf1ock 

口 多雄 Multi．male 

■ 双雄 Two male 

口 单雄 Singlemale 

田 混合 Fixedflock 

口 多雌 Multi一~male 

■ 双雌 Two~male 

口 单雌 Single~male 

图 1 河南陕西两地白冠长尾雉集群方式的季节变化 
Fig．1 Seasonal variation of flocking types of Reeves’phe~ants at two sites in 

Henan and Shaanxi 

A．雄性 (Male)；B．雌性 (Female)。 

∞ ∞ ∞ ∞ 加 0 ∞ 舳 ∞ ∞ 加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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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游荡过程中会与不同占区的雄鸟结成临时的混合 

群。通过对相邻区域内生活的白冠长尾雉的活动区 

的遥测发现，这种雌性成员相对固定、雄性成员不 

断变换的混合群是白冠长尾雉越冬期集群的主要形 

式 (图 2)。 

越冬期间，尤其降雪后，可以见到由几个小群 

组成的较大群体，包含多只雌鸟与雄鸟。这种群体 

通常是白冠长尾雉因在一个较小区域内共同取食而 

形成的，是一种临时性的不稳定集群。在遇到惊扰 

时，常分散为几个较小的群体四处逃避。 

每年 3月，雄鸟开始发出占区的 “打蓬”声， 

标志着繁殖季节的开始。在繁殖初期，游荡的雌鸟 

群陆续解体，经常分散成 2～3个较小的群体．分 

别进入到几只雄鸟的领域中，并可能与占区的雄鸟 

交配。成功交配的雌鸟独 自选择适宜的巢址，营 

巢、产卵和孵卵。在此期间，繁殖失败的雌鸟叮能 

与雄鸟短暂合群和交配，进行第二次营巢 (个案 

4)；如不再营巢，则与其他未繁殖或未成功繁殖的 

个体集群。 

个案4(Case 4)：雌鸟 B26的第一巢住2003年 5月2日被人 

敌破坏，第二巢在 5月 23日开始孵化 在此期间，B26除 j雌鸟 

B45多次共同活动外，还有 2次它们与雄鸟 B32共同活动，纠 成 1 

八 眼 ● 

Badouyan ． 

雎2雌的混合集群 

定期观察发现，3只雄性 目标个体有时与雌性 

群体共同活动，而到下次观察时又不与雌鸟群在一 

起；同时还发现，雄性个体偶尔会和邻近活动区的 

多只雄鸟短期合群，形成两只以上的雄性群体。 

3 讨 论 

动物集群行为的形成，大都与食物因素和捕食 

压力有关 (Shang，1998)。食物资源的可预测性 

高，动物倾向以个体或小集群保卫领域；可预测性 

低，则倾向以较大集群觅食。在相同的食物资源条 

件下，白冠长尾雉雌雄两性在集群方式上表现出的 

显著差异，有可能是捕食压力和繁殖行为双重影响 

的结果。首先，雄性比雌性羽色鲜艳，更容易被捕 

食者发现，而捕食者发现猎物群的概率是随群体大 

小增加而增加的，因此进化压力迫使雄鸟尽量减少 

集群数量以弥补缺乏保护色的不足。其次，雄性在 

繁殖季节有占区行为，所有其他同性个体都是潜在 

的竞争对手，而且雉类比小型呜禽寿命长而种群密 

度低，种群成员相对稳定，必然导致种群成员之间 

彼此识别和相互了解，这使得个体间的关系较为复 

雄鸟R40 Male R40 

⋯ ⋯ 。。 雄鸟 R2191 Male R219 

— — 路 Road 

⋯ 一· 雄鸟R28 MaIeR28 

⋯ 雌性群体 Fema1eflock 

● 护林点 Forest hut 

图 2 白冠长尾雉非繁殖季节混合集群中雌雄鸟活动区的示意图 

Fig·2 Home range of ReeVes’pheasants in non
— breeding s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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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繁殖季节的竞争关系使得雄性个体即使在非繁 

殖季节也相互排斥；雌性之间没有类似雄性的竞争 

关系，所以集群倾向显著高于雄性。白冠长尾雉集 

群的季节变化，是选择压力塑造而成的折衷方案， 

兼顾了非繁殖期的生存压力和繁殖期的繁殖行为需 

要。 

本研究发现，单独或者成对的雄性个体全年占 

据稳定的活动区是雄性白冠长尾雉活动的突出特 

点；而雌性群体在非繁殖季节游荡于不同雄鸟活动 

区之间是雌鸟活动的突出特点，也是两性混合集群 

出现的主要原因。 

长尾雉属雉类的性比数据较为缺乏。有报道认 

为黑长尾雉种群雌雄性比为 2．33：1(推算 自Lu， 

1991)。Sun et al(2001)对白冠长尾雉越冬期和繁 

殖前期进行调查，显示雌雄性比为 2．18：1，但雌 

群的游荡活动使得这种基于集群计算种群性比的方 

法变得不太可靠，因为不同雄性活动区混合集群中 

的雌性个体可能被重复计算，使结果中雌性比例偏 

高。采用样方法调查贵州两个地区白冠长尾雉的数 

量，得到的雌雄性比在遵义县沙湾的木村台为 3： 

1，在绥阳青杠塘为0．67：1，两地雌性比例差异达 

到4．5倍 (Lu，1991)。根据我们 2003年春季在陕 

西佛坪县瓦寨子村采用标图法结合无线电遥测的调 

查，雌雄性比为 1．1：1(n=21)。这个比例相当接 

近随机交 配条件下 的理论最 适性 比 (Fisher， 

1930)，即大多数两性动物亲代投入结束时的性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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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但由于瓦寨子村白冠长尾雉总数较少，结果可 

能有偏差。因此，白冠长尾雉种群中的雌雄性比问 

题，仍然值得今后进一步探讨。 

关于白冠长尾雉的婚配制度，通常认为是一雄 
一 雌，也有一雄二、三雌 (Wu，1979)，因此，应 

该属于资源占有型一雄多雌的婚配制度，与黑颈长 

尾雉和白颈长尾雉类似 (Lu，1991)。在野外观察 

中，我们在繁殖期多次记录到一雄一雌或者一雄 

二、三雌共同活动的情况，雌鸟的游荡行为也与雌 

性配偶群保卫型一雄多雌制 (Zheng，1995)相符， 

但是雌鸟最终并不定居于一只雄鸟的活动区中。 

2003年 3月 25日至27日3 d中，陕西佛坪瓦寨子 

村的3只雌性遥测个体游荡于3个不同占区雄鸟的 

活动区中，并与每只雄鸟共同活动 1 d。4月 17日 

至22日，先后发现这 3只雌鸟的巢，巢中卵数分 

别为 8、9、10枚，3巢中有 2个远离上述 3只雄 

鸟的活动区。倘若雌鸟在游荡期间曾经与 1只以上 

雄性交配，则白冠长尾雉的婚配制度就不属于一雄 

多雌制，而是混交制。要解决这个问题，须要应用 

分子生物学的手段，对来自同一巢的白冠长尾雉雏 

鸟进行父权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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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鸟类种的新纪录——花田鸡 

杨 荣 ，刘式裕 ，杨剑波 

(1．云南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牛物学系，云南 昆明 650091；2．云南省巍山县林业局，云南 巍山 672400) 

关键词：花田鸡；鸟类；新纪录；云南省 

2003年 10月 15日20：30至 10月 16日7：00， 

笔者在云南省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庙街镇隆庆关 

(25。17 45 N，100。21 14 E，海拔 2 580 m)进行夜 

间鸟类环志工作时，捕获一只秧鸡科鸟类标本。标 

本经鉴定确认为国家 Ⅱ级重点保护鸟类花 田鸡 

Porzana exquisita(Cheng，1987)，系云南省鸟类种 

的新纪录。标本现保存于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 

所鸟类标本室。 

所采获的花田鸡标本形态描述如下：额部褐 

色；头顶黑色；上体羽褐色，背、两肩具有显著的 

黑色纵纹及众多白色点斑；尾羽黑色。初级飞羽黑 

色，第一枚初级飞羽的外甲羽缘白色；次级飞羽羽端 

具宽而显著的白斑；翅下覆羽灰白。颏、喉及腹部 

均白色；胸部褐色，具细而密的白色横斑；两胁具 

深褐色及白色的宽横斑；尾下覆羽黑色，具有黄褐 

色羽缘和白色横斑。上嘴黑褐色，下嘴嘴基淡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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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量衡度 (单位：g，inn)： 

性别 采集地 体重 全长 嘴峰 翅长 尾长 跗腻 中趾 
旱 云南巍山 29．4 135 12 81 34 24 26 

花田鸡分布于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蒙古、朝 

鲜、韩 国、日本 及 中 国 (BirdLife Internationa1． 

2001)。在中国境内，花田鸡繁殖于内蒙古东北部， 

迁徙时经过辽宁、山东、四川中部及长江中下游地 

区，越冬地位于广东、福建等地 (Cheng，1987)。 

此次在云南省记录到花田鸡，为云南省鸟类种的新 

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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