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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4年 7— 10月，在青海省果洛州玛沁县境内的大武镇东南方向25 km处的格多牧委会草场，采用 

样带法和样方法对高原鼠免 (0chotonn curzoniae)贮草行为过程中刈割植物的种类和放置方式进行初步研究。 

结果表明：高原鼠免在植物的生长旺盛期具有为冬季贮藏干草堆的行为，贮草行为始于 7月，结束于 10月初。 

高原鼠兔对所刈割植物种类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受栖息地植被物种丰富度的影响，并且将刈割植物放置于具 

有宽大叶片的植物上。以防止干草的腐烂。挖洞结果显示，高原鼠兔具有洞内贮藏食物的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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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Study of Caching Behavior of the Plateau Pi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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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1．Northwest Plateau Institute ofBiology，the Chinese Academy ofSciences，Xining 810008，China 

2．Graduate School ofthe Chinese Academy ofSciences，Be·ijing 100039，China) 

Abstract：We studied caching behavior in the plateau pika Ochotona curzoniae in the Dawu，Guo Luo，Qinghai 

Province from July to October of 2004 when caching behaviour occurs．Counts of cradaled plant species were obtained US- 

ing placement，quadrat sampling，and transection methods．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n the growing season plateau pika 

cached hay-piles for feeding in the winter．Plant species chosen by the plateau pika reflected their habitat vegetation． 

Plants collected by plateau pika were placed on plants with spacious leaves to prevent the hay—piles from rotting．The re- 

suhs of excavation indicated that plateau pika habitually store food in holes． 

Key words：Ochotona curzoniae；Caching behavior；Hay piles；Pasturage 

动物觅食行为是行为生态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 

容。动物的觅食方式取决于食物的种类和食物的性 

质，并且动物的觅食行为是随环境条件的变化而改 

变的。随着个体发育阶段的不同和新情况的出现。 

动物觅食行为不断发生适应性变化，这是动物对环 

境适应的一个重要方面 (Shang，1998)。在食物数 

量波动较大的地方，特别是在气候严酷的地区，动 

物的贮食行为是很常见的。因此，贮食行为。就意 

味着在动物的生存环境中存在着食物周期性的短缺 

(Formozov，1996)。地球上绝大多数地方都具有明 

显的季节性：一些地区四季分明；另一些地区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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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暖之别，后者通常都有漫长的冬季。在冬季这段 

时期内，气候寒冷和食物短缺，这就给栖息在这些 

地区的各种动物造成了威胁。但是，为了生存 。一 

些动物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各种能够 

适应这种恶劣气候和食物短缺条件下的生存对策 

(Su&Liu，2000)。许多动物贮存食物是在长期的 

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重要的生存对策。贮存行为 

在啮齿动物中得到了飞跃的发展，它们在冬季要贮 

存大量的果实和种子，以备食用 (Shang，1998)。 

世界陆生哺乳动物中，鼠兔科是全北界特有的 

三科之一，分布于欧洲东南部、亚洲及北美西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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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et al，1989)。从 20世纪六十年代开始，鼠 

兔的贮食行为受到动物生态学家的关注，在已经确 

定的 10种 具有贮 草行为 的 鼠兔 中 (Su et al， 

2004)，国外大部分的研究均集中于北美鼠兔 (0． 

chotona princeps)贮 存 干 草堆 的功 能 (Deafing， 

1997a；Kawamichi，1976)、特征和生态学意义的 

研究 (Milllar& Zwickel，1972；Conner，1983)、 

北美鼠兔贮草行为对生态系统影响的研究 (Aho et 

al。1998；HunMammtly et al，1986)、对干草堆 中 

次生化 合 物 处理 方 法 的研 究 (Dearing，1996， 

1997b)。目前我国仅限于对达乌耳鼠兔 (Ochotona 

daurica) (Zhong et al，1982；Zhang，1994)和甘 

肃鼠兔 (Ochotona c口 )(Su et al，2004)贮草行 

为及生物学意义的研究，报道相对较少。国外学者 

认为，鼠兔的刈割行为可能对当地的植物群落具有 
一 定的调节作用 (Aho et al，1998)。 

栖息于青藏高原的小型植食类哺乳动物——高 

原鼠兔 (Ochotona curzoniae)，因其特有的生态特 

性和生存环境，高原 鼠兔受到许多学者的青睐。 

Smith et al(1986)和 Wang& Smith (1988)的研 

究表明，高原鼠兔喜欢选择开阔的栖息地，一般不 

进人封闭程度较高的栖息地。有关高原鼠兔的生物 

学特性 已有大量报道 (Liang，1981；Shi，1983； 

Sheng&Cheng，1984；Bian&Zhou，1999)，但有 

关高原鼠兔是否在冬季来临前进行贮草尚未报道。 

本文通过连续的野外观察，对高原鼠兔的贮草行为 

进行初步探讨。 

1 研究地区与方法 

1．1 研究地区概况 

研究区域位于青海省果洛州玛沁县境内的大武 

镇东南方向 25公里处的格多牧委会草场，地处东 

经1O0。26 ～1O0。41 ，北纬34。17 ～34。25 ，海拔 

3 980 m。格多牧委会草场属高原寒冷气候类型， 

年均温 一2．6 oC≥0 o(=，年积温 914．3 oC，日照时 

间 2576．0 h，年降水量 513．02 mm，5—9月降水 

437．10 mm，占年降水量的 80．52％，无绝对无霜 

期，牧草生长期 110 130 h(Wang et al，2004)。 

主要植被类型有高山嵩草草甸和高山灌丛草甸；土 

壤类型以高山草甸土和高山灌从土为主。 

1．2 研究方法 

2004年 7月起，对 2 hm 左右试验样地内的高 

原鼠兔的贮草行为进行观察。 

在 8月下旬，对样地内植物群落优势种采用样 

方法进行了调查。由于退化草地的极度不均匀性， 

在 2 hm 的样地内，选择 5块高原鼠兔大量刈割植 

物的区域进行取样，样方大小为50 cm×50 cm，重 

复 3次，测定指标为高原鼠兔大量刈割植物的生物 

量比例。采用样带法进行刈割植物种类调查：在样 

地内设置两条长 200 m的平行样带，间隔 100 m， 

每隔 10 m采样 ，采用 50 cm×50 cm样方框，每条 

样带各调查 20个样方，于 8月 29日和 9月 29日 

对高原鼠兔刈割下的零散植物进行分类收集，记录 

样方框内植物种类，当天将收集的植物带回实验室 

于 70~C烘干后称重。 

为了进一步证明高原鼠兔贮藏干草堆，在 9月 

底对样地内的 5个高原鼠兔洞进行了挖掘，并将挖 

到的干草带回实验室称重。 

样地内所发现的 40个不同大小的干草堆，要 

为下一年试验备用，因此，只进行了一些定性的观 

察 

2 结 果 

2．1 贮草行为的时间 

根据野外观察，高原鼠兔从 7月中旬开始建立 

干草堆，期间只对较高的植株进行刈割；8—9月 

中旬达到顶峰，几乎对所有直立的植株进行刈割并 

形成草堆置于洞口附近；9月下旬一10月初，贮草 

活动减弱，偶尔观察到被高原鼠兔刈割下的植物。 

2．2 刈割植物的种类及优势种植物调查 

通过连续的 (8月一9月底)野外观察，发现 

高原鼠兔刈割下的植物并非全部都形成干草堆。在 

样地内共发现了 40个较大干草堆，并随着时间的 

推移干草堆逐渐增多增大。据测定最大的有两公斤 

左右，同时发现高原鼠兔将一些直立型植物刈割后 

放置于原地，并不形成干草堆。 

表 1结果表明，8月下旬，高原鼠兔对细叶亚 

菊的刈割最频繁，在调查的 20个样方中出现了 14 

次且生物量也最大；其次是甘肃马先蒿，出现 12 

次；再次是紫菀、棱子芹等。9月下旬 ，植被分类 

中，植物的种类不再以单一植物为主，而是出现了 

种类的泛化。两个月的结果对比后发现，随时间的 

推移，高原鼠兔刈割的植物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 

细叶亚菊始终是高原鼠兔最喜欢刈割的植物。在栖 

息地植物群落调查中发现，细叶亚菊同样也是样地 

内的优势种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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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样地内，植物种类分布呈不均匀状态，不同 

区域优势种植物不同。除细叶亚菊在样地内广泛分 

布外，其余 4种植物为斑块状分布，并分别被高原 

鼠兔大量刈割。从这些区域的样方调查结果 (表 

2)可以看出，这 5种植物在群落中的比例均超过 

20％，最高达 32．12％。这表明高原鼠兔大量刈割 

植物的种类与该区域植物优势种有密切的关系。 

2．3 刈割植物的贮存方式 

在贮草初期，高原鼠兔首先对直立型的植株进 

行刈割，将刈割下的植物或单独放置于原地，或形 

成不同大小的干草堆，并且将大多数植物置于独一 

味 (L．ratata)等具有宽大叶片鲜活植物上。在 2 

个月的观察中发现样地内垂穗披碱草被高原鼠兔刈 

割下形成草堆后，均置于独一味这一独特的植物叶 

片上。而其他类型的植物则放置于独一味、大黄 

(R．pumilum)叶片或黄花棘豆 (0．ochrocephala) 

丛 上。9月下旬，再次对刈割下的植物进行了观察 ， 

发现高原鼠兔将刈割下的低矮植物 ，如麻花艽等仍 

表 1 8---9月份高原鼠兔刈割植物的种类 
Tab·1 Cradled plant species by the plateau pikas during August and September 

黄花棘豆 Oxytropis ochrocephala 

细叶亚菊 Ajaniatenuifolia 

黄帚橐吾 Ligularia virgaurea 

乳白香青 Anaphalis lacteal 

垂穗披碱草 Elymus tuttarts 

l1．9l士1．O2 

15．64±1．65 

8．97±0．65 

l5．98士1．8O 

16．40±5．32 

41．36 

50．48 

43．4l 

49．74 

54．38 

28．79 

30．98 

20．70 

32．12 

30．J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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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放置于独一味和黄花棘豆丛上。对 10个较大的 

干草堆进行了详细的观测，翻开干草堆后发现禾草 

类植物下有独一味且其已经腐烂，但禾草类的植物 

只有贴近独一味的少部分腐烂，而直接放置于地面 

的干草堆大部分干草已经腐烂，肉眼观察腐烂程度 

高于前者。 

2．4 挖洞的结果 

由于高原鼠兔的洞道较复杂，挖洞时对草原的 

植被破坏较严重，因此，只对三个洞口附近干草堆 

较多的洞道进行挖掘。所挖出的植物以垂穗披碱草 

等禾草类为主，平均重量在 1．5公斤左右。同时挖 

出许多长短不一的干草节。 

3 讨 论 

长期以来，众多学者对高原鼠兔是否在冬季来 

临前建立干草堆，以维持其冬季的食物资源存在许 

多争议。该哺乳动物被认为不具有贮草行为，因而 

有关贮存食物 的行为 尚未有报道 (Wang et al， 

1989；Su et al，2004；Su&Liu，2000)。通过参考 

其他种类鼠兔的贮草时间，我们对高原鼠兔贮草时 

期的地面活动进行了观察，发现高原鼠兔确实具有 

贮存干草堆的行为，这与已报道的结论 (Su et al， 

2004；Su&Liu，2000)不一致。高原鼠兔具有这 

种行为的原因分析如下：第一，研究领域地处青海 

南部，海拔较高，气候非常恶劣，经常遭受大雪侵 

袭。为适应当地的气候环境条件，高原鼠兔在长期 

的觅食压力下，发展了贮存食物的习性。这与山雀 

属的贮食行为具有相似之处。据分析，山雀的贮食 

倾向是随海拔高度的增高而增加的。因为高海拔处 

的寒冷季节较长，在寒冷季节食物贫乏或极难找到 

食物，冬季白天最短，使山雀的觅食时间大为减少 

(Krebs，1971；Krebs et al，1977)。第二，通过对 

果洛大武地区小型哺乳类动物的调查表明，高原鼠 

兔是这一地区的主要优势动物，占96．5I％ (Sheng 

et al，1984)，因此，这里的大部分食肉动物在很大 

程度上依赖于高原鼠兔。由于天敌的关系，迫使高 

原鼠兔在洞口、洞道以及洞内贮存大量的食物，以 

减少冬季出外觅食被捕食的风险。正如 Formozov 

(1996)所推测，小型哺乳动物包括鼠兔贮食行为 

的进化是一种减少被捕食机会的适应，通过将食物 

搬运至洞口附近，以减少被捕食的风险。第三，高 

原鼠兔可能本身就具有贮存食物的习性。由于受观 

察地点和时间的限制，观测者不可能对所有高原鼠 

兔的分布区域进行观察。 

高原鼠兔贮藏干草堆的时间是当地植物生长的 

旺盛期，其生物量已达到最大。贮草初期，高原鼠 

兔首先选择直立型的植物，如试验中所收集的乳白 

香青、垂穗披碱草、黄花棘豆等，当直立型植物逐 

渐减少时，它们继而转向低矮型植物，但刈割的数 

量较少，高原鼠兔的这一行为与国外文献中介绍的 

其他种类的鼠兔有许多相似之处 (Dearing，1997a； 

Aho et al， 1998；HunMammtly et al， 1986；Conner， 

1983；Milllar&Zwickel，1972)。这种行为可以用 

最佳觅食理论来解释，即高原鼠兔通过花费很少的 

时间和能量而贮存大量的食物。因为直立型植物便 

于刈割且较易搬运，同时，适宜高度的食物可以使 

其缩短每次抬头的时间，防止天敌的侵袭。而采集 

低矮的植物时，每次抬头要花费较多的时间且搬运 

的数量也较少，同时，极易受到天敌的攻击 (Con． 

ner，1983)。 

通过对野外收集的材料与当地植被调查的结果 

进行比较后发现，高原鼠兔对所贮藏食物的选择与 

当地植被类型有一定的关系，这与 Zhang(1984) 

的结论相一致。通过表 1和表 2也可说明其贮藏的 

植物是当地的优势种。通过对高原鼠兔贮草行为的 

初步观察，其贮草过程中的某些行为与已经报道的 

其他种类的鼠兔有所不同：高原鼠兔将采集的植物 

晾晒于附近具有宽大叶片的鲜活植物上，并且观察 

到，放置于独一味等叶片上的植物，其腐烂度低于 

直接放置于地面上的植物。高原鼠兔这一行为的产 

生可能是在长期进化过程中，为防止植物腐烂而发 

展出的一种食物处理的技巧。研究区每年的7月和 

8月气温较高且降雨较多，此时是高原鼠兔贮草的 

高峰期，其刈割下的植物在温度、湿度较适宜时容 

易腐烂。通过观察，8月份高原鼠兔将刈割的植物 

均放置于独一味、大黄叶片和黄花棘豆丛上，而 9 

月下旬发现高原鼠兔将刈割的大多数植物直接放置 

于地面。国外其他学者在研究北美鼠兔时发现其在 

建立干草堆时通过选择含有酚类等次生化合物的植 

物，以延缓其他植物 的腐 烂 (Aho et al，1998： 

Dearing，1996，1997b)。他们通过野外观察推测北 

美鼠兔在建立干草堆时有意选择了这些起防腐作用 

的植物。但后来 Dearing(1996)通过实验室方法证 

明，这些植物并没有明显的防腐作用，不能作为干 

草堆中其他植物的天然防腐剂，但含有较多酚类的 

植物可以阻碍微生物的生长。有关高原鼠兔通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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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放置干草堆的位置，以防止其腐烂的机理尚须进 
一 步的实验证明。 

挖洞的结果表明，在所挖的三个洞中，高原鼠 

兔的储藏室中均有较多的禾草类植物，这与文献中 

对高原鼠兔食性 所述一致，其喜食禾草类植 物 

(Wang et al，1989；Jiang&Xia，1985)。同时在洞 

中发现大量被高原 鼠兔咬成长短不一的禾草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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