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笼养白腹锦鸡觅食活动的观察 

堂  岚 ’● ’— ——一● -——●●—一，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昆明650223) { 、7王 
摘要 笼养条件 F白腹锦鸡(Chrysotopbus amherstiae)的 口觅食 活动呈现早(7：0l卜 8：001 

和晚(1 8：o0 19：001两个明显高峰期，不同季节和天气其觅食节律有一定的差异；在一年中 9 

月至翌年 4月的觅食频次较高，这可能与鸟类补克繁殖期能量消耗、积累能量御寒和保证生殖腺 

发育有关；逐步 回止J分析结果表明：影响雄鸟觅食活动的主要因索为求偶、理羽和游走：影响雌 

鸟觅食的主要因素是游走、理羽和静栖。 

关键词 白腹锦鸡，觅食括动，笼养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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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腹锦鸡(Chrysolophus amherstiae)是主产于我国西南山地的珍稀雉类，属国家 Ⅱ级 

重点保护动物，其生态生物学和人工养殖已有论著(杨岚等，l992)，但 白腹锦鸡的笼养行 

为尚无详细的报道。作者于 1987年 3月至 l990年 7月对笼养条件下的白腹锦鸡行为进行 

了较为详细的观察，现将其觅食活动的观察结果报道如下。 

1 观察方法 

本实验工作是在云南省昆明市西郊山地花红洞地 区，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内露 

天笼舍中进行的，有关饲养地的自然概况及笼舍结构详见另文(杨晓君，1991)。 

实验动物：l987一 l988年的 l雄 4雌 5只白腹锦鸡均捕 自昆明市西山区谷律，并已 

笼养 1年以上。1990年的实验动物为人工繁殖的 1雄 4雌 5只子一代白腹锦鸡，观察前 

已在笼内饲养半年。所有实验动物均已适应于笼养生活并习惯于观察者在场。笼外的人为 

活动对其行为活动影响极小。 

观察方法：观察者在笼外进行直接观察，正式观察之前进行了预备性观察，熟悉和掌 

握白腹锦鸡的行为及活动规律。1987年 3月至 1988年 4月进行正式观察记录其各种行为 

的活动规律，每月中旬和下旬各观察一次，在 3—6月的繁殖期每月上旬增加一次。从早 

晨天亮鸡群开始 活动之前至 晚上天黑鸡 群上树静栖时为止 ，每 日的观察时间平均为 

15 h，记录其晨醒、下树活动和傍晚上树栖息的时问、以及各种活动在每小时中所发生的 

频次，全天观察时采用多人每人观察 1—2个班次，每班 2 h，交换时共同观察 15 min的 

轮换观察方法。1990年 3—7月的繁殖期间采用全部事件取样法(All recOm 

ing，Martin等，1988)~察记录各种行为活动的时间，每 10 d观察 1次，除对其行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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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频次进行记录外 对每次行为的持续时间和当天的天气、温度、湿度、光照度的变化 

也按时间顺序记录。观察由2人进行，采用 1人为主，1人辅助的方法。所有的观察记录 

均输入电子计算机中进行处理和分析。 

2 观察结果 

2．1 觅食频次 

1987年 3月至 1988年4月对笼养自腹锦鸡箭为的29天观察结果表明：白腹锦鸡雄 

鸟日平均觅磺 ‘ ．14±6．33次，雌鸟 l7．83±8．21次 。其 日觅食频次随月份变化而有一定 

的差异，9月至塑年4月觅食频次较高，而 5—8月的觅食频次较低。白腹锦鸡觅食频次 

多少的年变化与取食量太小的年变化趋势基本一致(相关系数 r=0 89)(图 1)。 

2．2 觅食节律 

图 1 自腹锦鸡觅食频扶和取食量的年变化 

F 罟．1 The annual changes of feeding frequency and 
feeding am0unt of Lady Amherst's Pheasant 

白腹锦 鸡 日觅食活动有早 

(7：oo一 8：00)和 晚(18：oo一 19：oo) 

拿 两个明显的高峰期，即觅食活动 

篓 主要集中在早晨下树之后和傍晚 

上树栖息之前，其中以早晨的觅 

食活动为多(图 2c)。方差分析的 

结果表明不同的季节其觅食节律 

有 一 定 程 度 的差 异cP<0 05)， 

冬 季 和 夏 季 的 差 异 极 显 著 

(P<0．01)， 夏 季 觅 食 活 动 较 

少，但开始得早，停止得晚，冬 

季则相反，并在较为温暖的中午 

出现一较 明显 的高峰期(图 2a) 

经对各季节上下午觅食频次进行比较，说明冬季下午的觅食活动频次比上午略多，而夏季 

则 相 反 ， t检 验 表 明 冬 季 和春 季 上 下 午 的 觅 食 频 次 有 一 定 的 差 异 ， 但 不显 著 

(0．05<P<0．10)，夏季和秋季则无差异c尸>o．10)(表 1)。不同的气候条件觅食节律有一定 

程度的差异， 检验发现雨天和晴天的觅食节律也有显著的差异 <0．05)，雨天的觅食活 

动较为分散有一定的波动性(图 2b)。 

表 1 不同季节白腹锦鸡上午和下午觅食活动的频次比较 

Tab．1 1k feeding h-equeney in the morning and a Ⅱ0∞ of Lady Ambeesti's 

Pheasant in dlfferent sea鲫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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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觅食时间 

经对 1990年 3— 7月的 15d观察所作统计，在繁殖期笼养 白腹锦鸡雄 鸟每 日觅食 

21．73±2．17次，觅食时间为 8O．19±16 93min，占观察时间的 8 19％；雌鸟觅食 22．13± 

1．38次，觅食 时间为 125．77±12．64min，占观察时间的 1 3．97％ 统计分析表明雌雄鸟在 

觅食频次上无明显差异(JP>0．05)，而在觅食时间上有显著的差异(JP<0．05)。 白腹锦鸡 觅 

食频次和觅食时问之间有明显的线性相关关系O=0．92)(图 3)。 

2．4 影响觅食活动因素的分析 

将繁殖期 白腹锦鸡一天 

中的静栖、游走、饮水、理 

羽、沙浴、求偶 (雄 鸟)或被 

求偶(雌鸟)、发情(雄鸟)、呜 

nq(雄鸟)、产卵(雌鸟)等行为 

所 占时间和照度、温度、湿 

度作 为 自变量，以每 日觅食 

时间为因变量进行逐步回归 

分析，结果表明：影响 白腹 

锦鸡雄 鸟觅食活动的主要 因 

素为游走，理羽和求偶；影 

响雌鸟觅食 的主要因素是游 

走、理羽和静栖。回归方程 

为： 

雄 鸟 y=200．3-0．25 

一 1．92j，d一0．64X6 

雌 鸟 y=478．33-0 57 

x1— 0．68xf-0．64x4 

其 中 y为 日觅食时间 ， 

为静 栖时间， 为游走 

时 间 ， 为理 羽 时 间 ，X 

为求偶时问。 

3 分析讨论 

对笼养 白腹锦鸡 日觅食 

活动 的研究结果表明， 白腹 

锦鸡 的 日觅食活动与黄腹 角 

雉(张正 旺等 ，1989)、棕胸 

竹鸡(杨 晓君 等， 1991)、 白 

冠带 (Morton， 1967)等 鸟 

类相似，也存在一定的节律 

I 

≤，一 
目 ‘ 

a 

图 2 白腹锦鸡 的觅食节律 

Fig．2 The feeding rhythm of Lady Amhersgs Pheasant 

觅食频攻 

图 3 白腹锦鸡觅食频次和觅食时间的关系 

Fig 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e ding frequency 

and feeding time of Lady-Amherst's Pheasant 

性。这种节律受气候条件和季节等的影响。雨天由于下雨的影响其觅食活动较为分散，使 

蛳 斯 蛐 研 伽 ∞ ∞ 。 

厘督讧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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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律显示出一定的波动性。同时白腹锦鸡觅食活动的起止与光照度有一定的关系，冬季 日 

出时间晚，而 日落较早，全天的日照时间短，白腹锦鸡开始觅食的时间较晚，停止觅食 的 

时间也早，全天的觅食时间亦短。而夏季与冬季相 比则日出时间早、 日落时间晚，全天的 

日照时间长，觅食活动亦与之相适应。 

白腹锦鸡觅食频次的年周期变化显示：9月至翌年 4月觅食频次较高，这可能与鸟类 

需要补充繁殖期的能量消耗和积累一定的能量御寒和保证生殖腺的正常发育有关。5—8 

月觅食频次较低 ，可能与这一时期天气较热所需保持体温的能量较少等因素有关。白腹锦 

鸡的觅食频次多少的年变化与饲料消耗量的年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如果仅从温度这一方面 

考虑 ，则与 Verbeek(1964】、Davis(1955)、Kendeigh(1949)、Seibert(1949)等所做食物 的 

吸收与环境温度是负相关的研究结果相似。 

Verbeek(1972)和 Gibb(1956)的研究说明，在寒 冷的季节，鸟类花费在取食活动上的 

时间下午比上午多，而在夏季则相反。对白腹锦鸡的观察结果与此相似。在冬季和春季白 

腹锦鸡的觅食活动下午略多于上午，而夏季和秋季则相反。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与环境温 

度变化有一定的关系。在昆明冬、春两季的平均气温较低，鸟类在夜晚静栖之前需要多摄 

取食物增加能量以抵御寒冷；亦由于上午气温较低，所以觅食活动较多地集中在比较温暖 

的下午。而夏季和秋季气温较高，尤其是下午较为炎热，为躲避较高的温度 白腹锦鸡在这 

段时间很少活动，多在地上或树枝上休息，觅食活动则多集中在较凉爽的上午和傍晚，所 

以上午较下午略多。但由于昆明具有年温差小的气候特点，因此各季节的上下午时间分配 

并不十分显著。 

鸟类 用 于各 种 行 为 活 动 的 时 间 比例 通 常受 温 度 (verbeek， 1964， 1972；East， 

1980)、年时间(Bryant等，1988)、食物的密度(Enoksson，1990)等 因素的影响。对影响 

笼养条件下白腹锦鸡繁殖期 日觅食活动因素的分析表明，繁殖期自叛锦鸡的 日觅食活动主 

要受游走、静栖、理羽、求偶等生物学因素的影响，这可能是笼养条件下食物供应不受气 

候条件的限制且十分充足，因此光照度、温度 湿度等气候因素对觅食活动的影响相对地 

处于次要地位。这与笼养黄腹角雉、棕胸竹鸡的研究结果相似。 

致谢：王淑珍、韩联宪、石文英、周建平、陈欣等同志参加部分工作，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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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DING ACTIVITY 0F LADY AM HERST S PHEASANT 

(Chrysolophus amherstiae)IN CAPTIVITY 

Yang Xiaojun Wen Xianji Yang Lan 

(Kunming Institute ofZoology，Academm Smica，Kunming，Yunnan 650223，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Abstract 

From M arch， 1987 to July， 1990， the behaviours of captive Ladv Amherst s Pheasant 

(Chrysolophus amherstiae)were observed twice a month during the non-breeding season， 

and three times a month during the breeding season．Each observation began at dawn before 

th e pheasants weilt down from the trees and ended at dusk after they went up to the trees to 

rest． n e average period of each observation was l 5 hours Each behayiour and its 

duration， climate， temperature， humid and illuminadon were recorded．This paper presents 

the main results of feeding activity 

The daily feeding frequency of males was l6．14±6．33， while that of fem ales was l7 83 

±8 21．The pheasants daily fed more frequently and to ok more food from September to next 

April than from May to August．(see figure I】．The daily feeding activity had two main 

peaks， one was afterthey went downfrom thetreesinthemorning， andthe other wasbe- 

fore they went up to the trees at dusk．The f0rl~er appeared from 6：00 to 7：00 a．m．in 

summer and 7： (X卜 8： 00 a． m． in winter W hile the latter appe ared from l7：o0_-18 00 

P．m． in both summer and winter． In winter a third peak was observed in midday(12： 

00-13：00Xsee figure 2)and the daily feeding frequency in the afternoom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morning， while the reverse was true during gummer(see table I)． 

During the breeding season the daily feeding frequency of m ales was 21
．73±2 17， and 

the total time it took was 80．19± 16 93 minutes， which accounted for the 8
．91％ of the to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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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ing time； while the daily feeding frequency of fem ales was 22．1 3± 1．38， and the total 

feeding tim e it took was I25．77± 12．64 minutes， which accounted for the 1 3．97％ of  the total 

observing time．The  daily feeding frequency of males and females did not have significant va。 

riation f，>0．05)，while the daily feeding time of males was dgnificanti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females fP<0．05)． The stepwise regression showed that the feeding activity of males was 

affected by co urtship， preening and walking， while that of females was affected by 

walking， preening and resting．The regression equations are as follows： 

Males y=200．3_0．25 一1．92 -0．64茂 

Females Y =478．33—0．57xr 0．68xf 0 64x4 

Y stood for daily feeding time， xI’ x X4and x6 respectively stood for resting， walk- 

ing， pree ning， and courtship time 

Key words Chrysolophus amherstiae， Feeding activity， In captivity 

⋯ ⋯ ⋯ ⋯ ⋯ ⋯ ⋯ ⋯ ⋯ ∞ *  

云南生物多样性研究取得可喜成果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极其重要 的物质基础 随着人 口的迅速增 长，人类经济 

活动的不断加剧，生物多样性受到了严重威胁。因此，保护生物多样性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 

普遍关注的一个中心问题 我省近年来加紧了对生物种质资源多样性的研究，取得了一批科 

研成果。为了检 阅我省生物科学工作者的研究成果，探讨学术新观点、新方法，交流开展生 

物多样性工作的经验，云南省科协于 1993年 12月22日至 24日在昆明召开了 云南生物多样 

性学术讨论会 ，有 1 5个大学科、120多位专家学者、科技工作者和有关领导出席了会议 会 

议共收到学术论文 80多篇，经专家组审查，选定 60篇论文编人 《云南生物多样性学术讨论 

会论文集》，由云南科技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 

会议贯彻 “双百方针”，广泛交流 、探讨了生物多样性 的理论、保护管理及合理开发利用 

等问题 有 40位代表在大小会上报告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著名植物学家吴征镒的 《人类生态 

学中的主要角色一一生物多样性》、著名水稻专家程侃声的 《云南的稻种资源》、细胞生物学 

家李靖炎的 《当前生物多样性的急剧下降与进化历史上的生物类群灭绝的比较》等报告给代 

表以启迪。代表们在讨论我省生物多样性研究的现状和存在问题表示了一定的忧虑，特别是 

对我省当前动植物资源遭到严重破坏而又无力制止的情况深感不安，一致认为，应尽快向省 

政府反映，希望各级党政领导予以关注，因此，经代表们充分讨论，向省政府提出了包括： 

成立云 南生物多样性保护委员会 、设生物多样性保护专项基 金、加强 自然保护区建设、坚决 

贯彻法律法规、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知识教育等内容的 《建议》。 

雷吉 昌 

1993年 12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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