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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鸡海南亚种的巢址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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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选择适宜的巢址对降低巢捕食风险，提高繁殖成效有重要意义。2008 年 3—7 月，在海南省大田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采用随机样线法结合访问法在各种生境类型中系统地寻找原鸡海南亚种(Gallus gallus jabouillei)
的巢，并在野外追踪观察基础上用样方法对原鸡的巢址选择进行研究。共记录到原鸡的巢 16 个，以巢为中心选

取样方并测量反映巢址的 13 个特征生境参数，同时分析 16 个对照样方以进行比较，并通过主成分分析探讨影响

巢址选择的主导因子。结果表明：（1) 原鸡的巢位于密集的丛生草本下或低矮的灌木丛基部。营巢背景多样，其

中位于草本植物下 10 个(62.5%)；灌草丛 5 个(31.3%)；灌木下 1 个(6.25%)。（2) Mann–Whitney U 检验的结果显

示，原鸡偏好于比较开阔、地面落叶稀少而靠近的小道和林缘的位置营巢。（3) 主成分分析表明，植被盖度因子

和空间位置因子贡献率最大，在降低巢捕食风险中有重要价值，是影响原鸡巢址选择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原鸡海南亚种；巢址选择；海南大田 
中图分类号：Q958.113；Ｑ959.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4-5853-(2009)04-0457-06 

Nest-site Characteristics of Red Jungle Fowl, Gallus gallus jabouill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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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dation is the principal source of nesting mortality in Galliform species. Therefore,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select suitable nest-sites for nest survival and reproduction success. Nest-site selection of Red Jungle Fowl (Gallus 
gallus jabouillei) in Datian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of Hainan Province was studied using plot method based on field 
observations between March and July 2008. We systematically searched for fowl nests throughout all habitats by random 
lines and consulting workers in the Reserve. Sixteen nests were recorded. They were at the base of fasciculate grass or 
stunt bushes, ten of which (62.5%) were below grass, one was (6.25%) below bushes, five were (31.3%) below grass and 
bushes.  Mann-Whitney U test showed that Red Jungle Fowl preferred nesting in relatively open places near roads and 
forest edge, with less leaf litter.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vegetation cover factor and space location 
factor accounted for the most variations of the habitat variable, which wer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nest-site 
selection of the fowls. 

Key words: Red Jungle Fowl;Gallus gallus jabouillei; Nest-site selection; Datian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in 
Hainan 

巢址选择是鸟类繁殖季节一个重要的行为决

策（Cody, 1981）。鸟类适宜的巢址就能将同类的干

扰、天敌的捕食和不良天气的影响降低到最低水

平，大大提高繁殖成效（Gao, 2002）。对于地面营

巢的鸟类来说，巢捕食作用通常是导致繁殖失败的

主要原因。巢址的物理特征，尤其是对各类潜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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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的隐蔽能力是其进行巢址选择的关键（Ricklefs, 
1969; Hanson, 1970）。营巢背景物常被选择作为隐

蔽条件的一部分，森林鸟类多选择灌丛、树基或倒

木作为营巢背景，而在植被贫乏的生境繁殖的鸟类

常营巢在岩壁下或岩穴中（Lu & Zheng, 2003; Wang 
et al, 2005）。 

同一种鸟会选择相似的营巢环境，但是其巢址

的特征会随栖息环境变化而变化，这说明自然选择

可以改变鸟类的适应策略，而使物种在不同的选择

压力下适应环境（Wang et al, 2005）。因此，研究鸟

类的巢址选择，揭示影响其繁殖地选择的主导因

素，不仅有助于了解该物种对繁殖生境的要求，还

有助于理解其生活史特征。这对于珍稀濒危物种而

言，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 
原 鸡 （ Gallus gallus ） 隶 属 于 鸡 形 目

（Galliformes）雉科（Phasianidae），在我国被列为

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鸟类，在《中国濒危动物红皮

书·鸟类》中列为易危物种（Zheng & Wang, 1998）。
原鸡在国内分布于云南和两广的南部和海南岛；国

外分布于中南半岛，西至印度东部和北部，南抵印

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Cheng et al, 1978）。目前，

国内外学者对原鸡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散放或半散

放条件下的性选择（Ligon & Kimball, 1998; Johnsen 
et al, 2001; Cornwallis & Birkhead, 2006）、社群等级

（Kim & Zuk, 2000; Parker & Ligon, 2002）等行为

机制的研究及家鸡起源的探讨（Fumihito et al, 1994; 
Fumihito et al, 1996；Komiyama, 2003）；而对原产

地条件下栖息地的利用研究较少，仅见于繁殖生境

的简单描述和夜栖地的选择（Collias & Collias, 
1967; Cheng et al, 1978; Yuan et al, 2009），对营巢生

境尚无专门的研究报道。为此，我们于 2008 年 3
－7 月在海南省大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原鸡海南

亚种（G. g. jabouillei）的巢址选择进行研究，考察

其巢址的生境特点和影响巢址选择的主导因素，旨

在为制定针对性强的保护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地点和方法 

1.1  研究地点 
研究地点位于海南省东方市大田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内（下简称保护区），地理坐标为N 19º05'
－19º17'，E 108º47'－108º49'，面积 1 366 hm2。保

护区的自然概况和植被特征详细见Yuan et al
（2009）。 

1.2  研究方法 
1.2.1  数据采集  前期观察发现，在原鸡雌鸟产卵

孵化期间，雄鸟在离巢不远的区域活动。我们在保

护区各种生境类型中设立若干条随机样线，以雄鸟

活动的位置为线索，仔细搜寻原鸡的巢。同时，访

问保护区的工作人员，让他们帮助提供近期遇见原

鸡巢的情况。对发现的每一个巢进行标记和测量，

记录巢的形态学参数，包括巢的长径、短径和巢深。 
以原鸡巢为中心做一个 1 m×1 m 的小样方，调

查鸟巢巢位的微生境。测量营巢背景植物高度、巢

上方盖度，并记录营巢背景植物种类。以鸟巢为中

心再做一个 10 m×10 m 的大样方作为巢址样方，测

量各项栖息地参数：乔木数量 1（胸径≥20 cm）、

乔木数量 2（胸径＜20 cm）、乔木高度、乔木盖度

（＞5 m）、灌木盖度 1（3~5 m）、灌木盖度 2（1~3 m）、

地表盖度 1（0.1~1 m）、地表盖度 2（0~0.1 m）、落

叶层盖度、裸地比例、距道路距离、距林缘距离、

距水源距离，并记录其生境类型（分别为落叶季雨

林、有刺灌林、灌丛草地、人工草地）。 
其中，营巢背景植物高度和乔木高度用带刻度

的标杆测得；乔木胸径用软尺对大样方内的各乔木

1.3 m 处的直径逐一测得；各层盖度及裸地比例通过

目测估计其在地面的投影面积比例，在样方的东南

西北 4 个方位各估计 1 次，取平均值，并划分为 6
个等级，分别赋值，即 1=0 %~5%，2=6%~ 20%，

3=21%~40% ， 4=41%~60% ， 5=61%~80% ，

6=81%~100%；距道路、林缘、水源的距离都是以

巢为中心，从巢向外划分为 5 个等级并赋值，即

1=0~10 m，2=11~50 m，3=51~100 m，4=101~150 m，

5=150 m 以上（Young et al, 1991; Xu et al, 2002）。 
在原鸡的领域内没有鸡巢的位置选取对照样

方。具体方法如下：在每个巢的随机方向的 100 m
处选取 10 m×10 m 的对照样方 1 个（Wang et al, 
2005; Chen et al, 2006）。若该样方内发现有原鸡的

巢，则更换方向选取，一直到所有对照样方可判定

为非巢址样方为止。对照样方测量的参数和巢址样

方相同。两者作为独立样本。所有的测量都是在出

雏后完成。 
1.2.2  数据处理  应用 Mann-Whitney U 检验分析

其他参数在巢址样方和对照样方之间的差异。将存

在显著差异（P＜0.05）和极显著差异（P＜0.01）
的参数连同巢位的微生境参数（营巢植物高、巢上

方盖度），采用主成分分析（PCA）确定参数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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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性以及各参数在原鸡巢址选择中的权重。以上

数据采用 SPSS10.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所有统计

检验采用双尾，数值以 Mean±SD 表示。 

2  结 果 

原鸡从 1 月份开始有求偶炫耀行为，3 月上旬

第一次在野外发现原鸡的巢及卵。2008 年 3－7 月，

在大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共发现原鸡的巢 16 个，

其中包括旧巢和已孵化的巢 6 个。在发现的 16 个

巢中，其中 7 个（43.8 %）位于落叶季雨林，5 个

（31.2 %）位于灌丛草地，4 个（25.0 %）位于人工

草地。 
2.1  巢的特征 

原鸡的巢营于地面，位于密集的丛生草本下或

低矮的灌木丛基部。略凹于地面，内垫少许巢材

（n=15），有的直接产卵于地上（n=1），由雌鸟伏

压成近圆形。巢材多就地获取，如柔软的草茎、落

叶、小树枝，并常有鸡毛少许。巢的长径为（20.4

±1.3）cm，巢的短径为（19.8±2.6）cm，巢深为

（3.3±1.5）cm。在不同生境类型中，巢的长径、

短径和巢的深差异不大（表 1）。 
营巢背景植物以草本为多，有 10 个，占 62.5%；

灌草丛背景中 5 个，占 31.3%；灌木背景中 1 个，

占 6.25%。在落叶季雨林中，以灌草丛为主，营巢

背景植物种类有画眉草（Eragrostis pilosa）、赤才

（Eriglossum rubiginosum）、杜荆（Vitex negundo）、
飞机草（Eupatorium odoratum）、火索麻（Helicteres 
isor）；在灌丛草地和人工草地中则全部营巢在草本

植物下，主要是白茅（Imperata cylindrica）和芒

（Miscanthus sinensis）。营巢背景植物高度在不同

生境类型中略有差异，其中以灌丛草地中最高

[（126.0 ± 74.0） cm , n = 5 ]，人工草地次之[（70.0
±10.0） cm, n= 4]，落叶季雨林中最矮[（65.0±24.0）
cm, n=7]（表 1）。植株靠近基部的枝或叶都相互交

错， 或向一侧倾伏，除 1 巢外，上方盖度均大于

80%，对巢有良好的遮蔽作用。 

表 1  不同生境类型中鸟巢的特征 
Tab. 1  Nest characteristics in different habitats 

参数 
Nest parameters 

落叶季雨林(n=7) 
Deciduous season rain forest

灌丛草地(n=5) 
Shrubs with grassland 

人工草地(n=4) 
Artificial grassland

营巢背景植物高度 (cm) Height of background plants (65.0±24.0) (126.0±74.0) (70.0±10.0) 
巢上方盖度Cover above the nest1 (5.9±3.6) 6 6 
巢长径 (cm) Length of the nest (19.3±2.0) (21.3±0.7) (21.8±1.8) 
巢短径 (cm) Maximum breadth of the nest (19.2±3.2) (18.6±1.8) (21.7±1.2) 
巢深 (cm) Depth of the nest (3.4±2.1) (4.7±0.8) (4.2±0.6) 

1盖度(cover): 1=0−5%; 2=6%−20% ; 3=21%−40%; 4=41%−60% ; 5=61%−80% ; 6=81%−100%。 

2.2  巢址的主要特征 
Mann-Whitney U 检验的结果表明：巢址样方

的灌木盖度 2、落叶层盖度、距小道距离、距林缘

距离显著低于对照样方；地面盖度 1 极显著低于对

照样方；裸地比例显著高于对照样方（表 2）。由此

表明：原鸡偏好于比较开阔、地面落叶稀少的地方

营巢，多数靠近小道和林缘。 
2. 3  影响巢址选择的主要因子 

PCA 结果表明：前 3 个主成分的特征值均大于

1，累积信息量达 77.6%，包含了原鸡巢址的大部分

信息，可以较好地反映巢址特征。提取这 3 个主成

分，计算它们与原始变量的因子负荷（表 3）。在第

1 主成分中，巢上方盖度负荷值最大，其次为灌木

盖度 2，反映了原鸡倾向于营巢于枝叶比较密集的

草本或灌木下，但巢附近植被盖度较低。第 2 主成

分中，距小道距离和距林缘距离负荷值最大，说明

原鸡常在靠近林缘和路边营巢，可定义为空间位置

因子。在第 3 主成分中，裸地比例负荷值最大，表

明原鸡巢附近常具有一定面积的裸地，它与主成分

1 共同体现了原鸡营巢对巢位及周围植被结构的要

求，可定义为植被盖度因子(表 4)。 

3  讨  论 

许多研究表明，天敌的捕食作用是造成雉科鸟

类死亡的主要因素（Ding & Zheng, 1997; Lu & 
Zheng, 2003）。在研究地区，原鸡的天敌主要是豹

猫、丛林猫、隼等小型食肉兽和猛禽(Cheng et al, 
1978)，蛇、松鼠、野猪也会危及雏鸟和卵。持续近

30 天的产卵和孵化过程使雌鸟及卵暴露在很大的

捕食风险中，因此，增强巢的隐蔽性和选择适宜的

巢址以尽可能降低巢捕食率对原鸡繁殖成功非常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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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原鸡的巢位样方与对照样方各生境参数 Mann-Whitney U 检验结果 
Tab. 2  Mann-Whitney U test on habitat parameters between nest sites and random sites 

生境参数 Habitat parameters 巢址样方 
Nest site(n=16) 

对照样方 
Control site(n=16) 

Z P 

乔木数量1 (d.b.h.≥20 cm) Number of trees 1 (ind./100 m2) (1.5±2.1) (2.2±3.0) ﹣0.657 0.511 
乔木数量2 (d.b.h.<20 cm) Number of trees 2 (ind./100 m2) (2.8±4.5) (2.9±5.6) ﹣0.194 0.846 
乔木高度 Height of canopy (m) (2.65±3.13) (3.19±3.16) ﹣0.466 0.641 
乔木盖度 (>5 m) Cover of tree① (1.38±0.87) (1.56±1.33) ﹣0.046 0.964 
灌木盖度1 (3~5 m) Cover of shrub 1① (1.69±1.18) (2.26±2.01) ﹣0.970 0.332 
灌木盖度2 (1~3 m) Cover of shrub 2 ① (2.92±1.38) (4.67±1.22) ﹣2.566 0.010 
地面盖度1 (0.1~1 m) Cover of ground 1① (3.30±1.03) (4.89±1.27) ﹣2.699 0.007 
地面盖度2 (0~0.1 m) Cover of ground 2① (4.38±0.96) (4.56±1.51) ﹣0.943 0.346 
落叶层盖度 Cover of leaf litter① (3.77±1.79) (4.89±1.97) ﹣2.350 0.019 
距小道距离 Distance to road② (1.08±0.28) (2.11±1.27) ﹣2.516 0.012 
距水源距离 Distance to water② (3.54±1.67) (3.89±1.05) ﹣0.415 0.678 
距林缘距离 Distance to forest edge② (1.08±0.28) (2.00±1.32) ﹣2.094 0.036 
裸地比例 Cover of bare ground① (2.31±1.03) (1.33±0.71) ﹣2.150 0.032 

①盖度(cover): 1=0−5%; 2=6%−20% ; 3=21%−40%; 4=41%−60% ; 5=61%−80% ; 6=81%−100%。 
②距离(distance), 1=0−10 m; 2=11−50 m; 3=51−100 m; 4=101−150 m; 5=151−200 m; 6≥200 m。 

表 3  原鸡巢址的 8 个参数对前 3 个主成分的负荷 
Tab. 3  Habitat parameters loading of the first three principal components of nest sites 

主成分Components 
项目 Item 

1 2 3 

生境参数 Habitat parameter 
巢上方盖度Cover over the nest −0.896 0.282 0.219 
灌木盖度2(1~3m) Cover of shrub 2 0.806 −0.033 −0217 
地面盖度1(0.1~1m) Cover of ground 1 0.729 0.197 −0.125 
距小道距离Distance to road 0.103 0.988 0.053 
距林缘距离Distance to forest edge 0.103 0.988 0.053 
裸地比例Cover of bare ground −0.036 0.171 0.892 
营巢背景植物高Height of background plants −0.422 −0.374 0.590 
落叶层盖度Cover of leaf litter 0.514 0.242 −0.559 

主成分信息 Principal components 
特征值 Eigenvalue  3.609 2.339  1.039 
信息量 Percent of variance(%) 40.1 26.0 11.5 
累计信息量 Cumulative percent of variance(%) 40.1 66.1 77.6 

盖度和距离表示同表 1。The numerical value of cover and distance were showed as same as Tab.1. 

表 4  原鸡巢址选择的主成分命名及分类 
Tab. 4  Classification and nomination of nest-selection factors 

主成分 
Principal components

生境参数 
Habitat parameter 

平均值 
Mean±SD 

命名 
Name of factors 

信息量 
Percent of variance 

Ⅰ 

巢上方盖度 
Cover over the nest 
灌木盖度2 (1~3 m) 
Cover of shrub 2 
地面盖度1 (0.1~1 m) 
Cover of ground 1 

(5.9±0.3) 
 

(2.92±1.38)
 

(3.30±1.03)

Ⅲ 
裸地比例 
Cover of bare ground 

(2.31±1.03)

植被盖度因子 51.6 

Ⅱ 

距小道距离 
Distance to road 
距林缘距离 
Distance to forest edge 

(1.08±0.28)
 

(1.08±0.28)
空间位置因子 26.0 

盖度和距离表示同表 1。The numerical value of cover and distance were showed as same as Ta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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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隐蔽性 
巢的隐蔽性是决定繁殖成效最主要的原因

（Wang et al, 2005）。巢址样方和对照样方的 13 项

栖息地因子比较表明，原鸡偏好选择相对开阔的位

置营巢。但是观察发现，原鸡的巢仍具有很强的隐

蔽性。我们认为，原鸡巢的隐蔽性主要来自以下 3
个方面： 

（1）原鸡的巢位于丛生草本下或低矮的灌丛

基部。营巢背景植物的枝或叶相互交错，或向一侧

倾伏，在微生境的尺度上，巢上方盖度大于 80%，

给巢形成良好的隐蔽条件。 
（2）雌鸟的羽色和孵化行为增强了巢的隐蔽

性。雌鸟上体暗褐色，当它低伏在巢中时，即使靠

近也极难发现。孵化时，在轻微干扰下，雌鸟不轻

易离巢，尤其是到了孵化后期，雌鸟恋巢性增加，

人靠近 1 m 之内仍丝毫不动，直至将要踩到才猛然

飞离巢外。雌鸟这种能在最危险的一瞬间迅速逃

离，而事先一动不动的特性，既保证了亲鸟在最不

利情况下不受损失，又尽可能地保证了巢难以被发

现。 
（3）原鸡的营巢生境多样，包括落叶季雨林、

灌草丛和人工草地。据调查访问，有刺灌林中也曾

多次发现过原鸡的巢。由此可知，大田所有的植被

类型都被利用。同时，营巢背景植物既有灌木，也

有草本，提高了巢周围植被的异质性。Browman & 
Harris（1980）提出，巢周围植被的异质性与巢成

功率呈正相关，增加巢周围生境的空间异质性能防

止捕食者形成特定的“搜索印象”，从而增加其搜

寻巢的时间，间接地增强了巢的隐蔽性，降低巢捕

食率。原鸡的这种巢址选择方式对降低捕食者“搜

索印象”的形成有积极意义。 
3.2  巢址选择 

对许多捕食者来说，亲鸟对巢的保护显得非常

无助，因此亲鸟增加行为上的投资，选择捕食者活

动较少的地区以避免其在附近取食，减小巢被发现

的概率（Kenneth et al, 2006）。我们观察发现，在草

本较高且茂密的地方，原鸡卵的捕食者——野猪活

动频繁，而草本低矮、灌木稀少的地方则基本避开。

原鸡雌鸟选择在灌木盖度 2（1~3 m）和草本盖度 1
（0.1~1 m）较小而裸地比例较高的地方营巢，可以 

有效地降低野猪对原鸡卵的捕食，是一种保证繁殖

成功率的重要行为策略。 
此外，原鸡选择在相对开阔而隐蔽性较强的位

置营巢，反映了雌鸟在选择巢址时，对巢的隐蔽性

和对天敌的侦查性之间的一种权衡。已有研究表

明，巢四周密集的植被将限制雌鸟对天敌的侦查能

力，增大其被捕食的概率，而在相对开阔的地点营

巢便于雌鸟及早发现天敌的靠近（Juan & José, 
2004）。原鸡的巢上方由于营巢背景植物枝或叶的

遮盖，有很好隐蔽效果，而巢四周裸地比例较大，

相对开阔，有利于雌鸟观察周围动静，很好地解决

了巢的隐蔽性和对天敌的侦查性之间的矛盾。 
我们观察发现，在空间位置上，原鸡营巢靠近

人类活动较少的小道和林缘，我们推测可能与以下

原因有关：（1）边缘效应，路边和林缘的草本植物

和灌木种类较多，生长比较茂盛，为原鸡营巢提供

了一个既隐蔽，又有较高异质性的小环境；（2）路

边和林缘有一定面积的裸地，小道常是裸地的组成

部分，满足了原鸡对开阔视野的需要；（3）小道和

林缘只有护林员巡山时偶尔经过，既没有给原鸡带

来太大的干扰，又因为一定的人类活动量，有效地

降低了天敌在附近的活动频率，从而降低了捕食风

险。 
Cheng et al（1978）对云南南部的原鸡观察发

现，雌鸟常在森林深部较为茂密隐蔽的灌木林和刺

丛内营巢，而在大田保护区，我们发现鸡巢多位于

多种植被类型中，并位于道旁或林缘，这反映了原

鸡在不同地区对栖息地的适应性利用。对巢址各项

因子的分析表明，植被因子和空间位置因子对原鸡

降低巢捕食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是影响原鸡巢址选

择的两类最主要的因子。巢上方盖度、灌木盖度

2(1~3 m)、裸地比例、距小道和林缘距离等 5 项因

子均与原鸡减少捕食风险相关，在其巢址选择中有

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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