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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冠长尾 雉育雏期 的栖 息地选 择 

徐基 良，张晓辉，张正旺 ，郑光美 
(北京师范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875) 

摘要 ：2001年 4～8月，在河南省董寨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对 白冠长尾雉 (Syrmaticus reevesii)育雏期 的栖息 

地进行了调查。野外共遇见 24个不同的家族群 ，平均大小为 (2．96±0．35)只。白冠长尾雉 的家族群主要在针 

阔混交林 中活动 ，这些地方的坡向以东南方向居多 、坡度较缓而坡位靠下 ，与林缘的距离大于 60 m而与水源的 

距离通常小于 30 m。逐步判别分析的结果表明，与林缘 的距离 、乔木胸径 、灌木盖度、草本植物的种类和高度 

等是影响白冠长尾雉家族群栖息地选择的关键因子 ；植被结构 ，尤其是草本植物的特征 ，是影响家族群栖息地 

选择 的主要方面。建议在对 白冠长尾雉采取保护措施时 ，从提供丰富的食物资源和 良好 的隐蔽条件人手。注意 

保护现存栖息地 ，在育雏期保护好草本植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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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od Habitat Characteristics 0f Reeve’S Pheasant 

(Syrmaticus reevesii)in Dongzhai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XU Ji—liang，ZHANG Xiao—hui，ZHANG Zheng—wang ， ZHENG Guang—me 

(Ministry of Education Key Laboratoryfor Biodiversity Sciences and Ecological Engineering，College of Life Sciences，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The brood habitat of Reeve’S Pheasant(Syrmaticus reevesi )was investigated in Dongzhai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in Henan Province from April to August in 2001．Twenty—four broods were observed and recorded in the field． 

The brood size averaged 2．96±0．35．The broods preferred mixed conifer and deciduous forest with an aspect to south— 

east，a gentler slope，a lower gradient，and its distance to water being around 30 m and distance to forest edge being more 

than 60 m．Bv Stepwise Discriminant Analysis．the key factors related to habitat selection of the broods were distance to 

forest edge， diameter at the breast height of trees，cover of scrubs and types and height of grasses．Our results demon— 

strated that the status of grasses was a very important index to habitat selection of the broods of Reeve’S Pheasant： at the 

same time． habitat selection of the broods was strongly influenced by the vegetation structure．Therefore．the conserva— 

tion of Reeve’S Pheasant should hammer at improving its food supply and shelter condition．preventing its habitat from de— 

teriorating，an d keeping grasses undisturbed，particularly in the brood rearing seasons． 

Key words：Syrmaticus Feeue$i ；Brood rearing；Habitat selection 

育雏期是雉类生活史中一个十分关键的阶段。 

因为雉类在出生后的前几个星期里的死亡率在其一 

生之中是最高 的 (Johnsgard，1999)，而雏鸟存活 

率的高低 直接关 系到雉类 种群 的维持 (Riley et 

口f．， 1998； Aldridge & Brigham， 2001； Larson et 

口f．，2001)。除了母鸟的状况之外，影响雉类雏鸟 

死亡的因素还包括许多其他生态因子 ，栖息地的质 

量就是其 中之一 (Hudson& Rands，1988；Johns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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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d，1999)。栖息地是动植物赖以生存的场所 ，是 

维持其正 常生命活动所依赖的各种环境资源的总 

和。栖息地为鸟类提供充足的食物资源 、适宜的繁 

殖地点 、躲避天敌和不良气候的保护条件等一系列 

能保证其生存和繁衍 的基本 条件 (张正旺和郑光 

美，1999)。开展育雏期栖息地选择 的研究 ，有助 

于了解雉类对生境的需求 ，对于探讨雉类的行为适 

应和生活史对策具有重要意义。 

迄今关于鸡形 目鸟类育雏期栖息地选择的研究 

主要涉及火鸡 (Meleagris gallopavo) (Campo et 

0f．，1989)、环 颈雉 (Phasianus colchicus) (Riley 

et a1．，1998)和松 鸡科 鸟类 (Hudson& Rands， 

1988；Larson et a1．，2001)。 白冠 长 尾雉 (Syr— 

maticus reevesii)是我国的特产珍稀雉类 ，属国家 Ⅱ 

级重点保护动物 ，并已被列入世界受胁物种名单和 

亚洲鸟类红皮书 (郑光美和王歧 山，1998；Fuller 

&Garson，2000；Collar，2001)。以往对 白冠长尾 

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数量调查、生态习性以及集群 

行为等方 面 (吴 至康，1979；胡 小龙 和王 岐 山， 

1981；吴至康 和许维枢，1987；Hsu，1989；徐延 

恭等 ，1996；方成 良和丁玉华，1997；孙全辉等 ， 

2001)。最近也有对 白冠长尾雉冬季夜栖地的研究 

报道 (孙全辉等，2002)，但 尚无 白冠长尾雉育雏 

期栖息地利用方面的专门研究。我们于 2001年 4 

～ 8月 ，在河南省董寨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开展了这 

方面的研究 ，现把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1 研究地区 

研究地区位于河南省南部、大别山西段的董寨 

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 (114。18 ～114。30 E，31。28 ～ 

32o09 N)。该保护区位于北亚热带边缘 ，气候温暖 

湿润 ，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 15．1 oC，无霜期 227 

d，年降水量 1208．7 mm；地势总体为南部、西部 

较高，北部、东部较低 ，相对高差为 300～500 m， 

最高海拔 827．7 m；土壤以黄棕壤为主。保护 区内 

植被类型的分布具有明显的南北交汇特征，该区的 

植被组成、优势种特点详见孙全辉等 (2001)。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收集 

2001年 4～8月，对 白冠长尾雉家族群所利用 

的栖息地数量进行调查。在野外首先判断遇见的白 

冠长尾雉家族群是否为重复遇见 ，调查中只考察不 

重复的家族群。判断是否属于不同家族群的依据 

是 ：首先根据遇见位置问的距离大小 ，其次根据家 

族群的大小及雏鸟体型的大小。野外预观察发现 ， 

白冠长尾雉的活动区相对比较稳定 ，家族群一般在 

直径 200～300 m的范围内活动。因而如果所观察 

到的两个家族群之间的距离大于 500 in，则认为是 

不同的家族群；如果距离小于 500 in，则又根据家 

族群的大小及 雏鸟体型的大小进行判断。在约 4 

km 的考察区域 中，共见 到 33次家族群 ，根据上 

述规则，最终确定考察区内共有 24个家族群。 

观察家族群的活动。待家族群离去后观察其活 

动地点的活动痕迹，如有明显痕迹 (粪便 、啄痕 

等)，随即将其作为栖息地利用区样方的中心。取 

10 in×l0 in的样方，测量各种栖息地参数。利用区 

样方共 24个 ，测量的栖息地参数 26个。其中包括 

栖息地类型 (HT)、坡度 (SLD)、坡 向 (AS)等 ， 

其余 23个参数及代码见表 1。其中栖息地类型是指 

家族群活动区的植被类型，分为针阔混交林 、阔叶 

林 、针叶林、幼林地 、灌丛 、茶园和竹林 ，分别取 

值为 1、2、3、4、5、6、7。某种栖息地类型的利 

用率是指该栖息地类型 中观察 到的家族群数 的比 

例；某种栖息地类型的可利用率是指该栖息地类型 

中家族群数的理论 比例，用其面积与调查区的面积 

比例表示。坡位指活动地点所在山坡 的位置 ，分为 

上坡位 、中坡位和下坡位，取值分别为 1、2、3。 

坡向指活动点所在山坡正对的方向，取值为 自正北 

方向顺时针旋转至山坡正对方向时指针所转过的度 

数，通过指北针测量获得。与水源 、林缘、林问小 

路和居民点的距离都是以活动点为中心，从中心点 

向外按 30in间隔划分成 6个等级，即 0～30、30～ 

6O、6O～9O、90～120、120～150和 150 in以上 ， 

取值分别为 1、2、3、4、5、6。水源包括水沟、水 

渠 、池塘及水库等。居民点指村庄及 护林 员的住 

处。落果丰富度指漆树果、松子或草籽等可食用的 

落果的丰富度，分为多、一般 、少和无四级，相应 

的取值 为 1、2、3、4。乔木 、灌木、草本 和落 叶 

的盖度 以及 裸 地 比例通 过 目测 估计 ，以百 分 比 

(％)表示。草本植物的密度、高度和盖度通过 1 in 

x 1 in的小样方获得，具体获取方法是 ：将 10in x 

10 in样方的每条对角线都 四等分，在 1／4、1／2和 

3／4处各取 1个 1 in×1 in的小样方，共取 5个 ，然 

后估计每个小样方中草本植物 的密度、高度和盖 

度，取其均值作为 l0 in×10 m样方中草本植物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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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并用于数据分析。 

在研究区内选择若干 10 m×10 m的系统样方 

作为对照样方。其规则是 ：步长取 200 m，经检验 

此时各变量的空间 自相关值 ，接近于零 ；根据研究 

区的面积和形状 ，按 9×8的网格选择 72个对照样 

方。对照样方测量的参数与利用区相同。 

2．2 数据处理 

应用 Y 检验分析白冠长尾雉在育雏期对栖息 

地类型的选择 ；使用圆形统计 (circular statistics) 

分析坡 向和坡度 (Zar，1999)：采 用 Rayleigh’s z 

一 检验来检验坡 向 (slope aspect)和坡度 (slope 

degree)是否属 于随机分布 ；采用 Watson—Williams 

U一检验分析坡向和坡度在利用区和对照区之间是 

否存在差异。分析其余 23个变量在利用区与对 照 

区之 间的差 异时．先 用 Kolmogorov—Smirnov Z—test 

检验数据是否符合正态分布。当数据符合正态分布 

时 ，使用独立样本的 t一检验 ；当变量不符合正态 

分布 ，使用 Mann—Whitney U一检验。只有在利用区 

和对照区之间差异显著的变量才进入下面的分析。 

使用 Spearman correlation判断变量之间的相关 

性。当两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 p的绝对值大于或等 

于 0．60时 ，则取生物学意义 比较重要 的变量进入 

下一步分析 (Lahaye&Gutierrez，1999)。采用逐步 

判别分析 (stepwise discriminant analysis)对剩余栖 

息地变量进行分析，以确定影响育雏期家族群栖息 

地选择的关键因子。使用逐步判别分析时，所有选 

项均为系统默认值。 

数据采用 Mean±SD表示 ，其 中 Mean为算术 

平均值，SD为标准差。 

所有数据的处理均在 SPSS10．0上进行。 

3 结 果 

3．1 栖息地类型 

野外共遇见 24个白冠长尾雉的家族群，平均大 

小为(2．96±0．35)只。这 24个家族群 中，有 14个 

在针阔混交林里 ，3个在阔叶林中，4个在针叶林里 ， 

2个在幼林地中，只有 1个在灌丛里。尽管 检验 

表明家族群对栖息地类型没有明显的选择性 (Y = 

1．11，df=6，P<0．05)，但其倾 向于在针 阔混交林 

中活动 ，而对茶园和竹林则基本避开(图 1)。 

3．2 地形和距离因素 

野外观察发现 ，白冠长尾雉家族群多在向阳的 

山坡上活动 [(220．38±35．30)。，n=24]，所在山 

坡的坡度较缓 [(15．77±12．58 o，n=24]。对利 

用区的分析表明，活动地点的坡度、坡向并不是随 

机分 布的 (ZJ=5．326，P =0．004；Z2=22．45， 

P=0．000)。与对照区的坡度和坡向相 比较 ，白冠 

长尾雉家族群对坡向的选择并不明显 (t=1．844， 

df=94，P>0．05)，但对坡度具有极显著的选择 

性 (t=3．359，df=94，P<0．01)。与对照区相比 

较 (表 1)，家族群对坡位和海拔也有 明显的选择 

性 。家族群的活动点 的海拔相对较低 (t=2．509， 

P=0．014)，并且 多位 于山坡 的中下部 (U= 一 

2．944 ．P=0．003)。 

植被类 Habitat types 

图 1 白冠长尾雉育雏期对不同类型栖息地的利用率 

Fig．1 Used rate of different habitat types of Reeve’S 

Pheasant during the brood rearing period 

1．针阔混交林 (Mixed conifer and deciduous forest)；2．阔叶林 

(Broadleaff0rest)；3．针叶林 (C0niferf0rest)；4．幼林地 (Re— 

planted forest)；5．灌 丛 (Scrub habitat)；6．茶 园 (Tea gar— 

den)；7．竹林 (Bamboo forest)。 

家族群栖息地 的利用区与对照 区之间在与水 

源、林间小路以及林缘的距离三方面也存在显著或 

极显著的差异 (表 1)。一般而言，家族群活动的 

地方通常靠近水源和林间小路 ，与林缘的距离多在 

60 m 以上 。 

3．3 植被因素 

白冠长尾雉家族群的利用区与对照区相比，在 

乔木层植物 、灌木层植物及草本层植物盖度 3个参 

数上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 (表 1)。在利用区中， 

草本层植物的种类相对较多、密度和盖度较大 ，但 

高度较低；灌木层植物盖度较小、密度较低；乔木 

的胸径较大。 

3．4 影响白冠长尾雉家族群栖息地选择的主要因 

子 

为了检验各栖息地参数之间是否相互独立，将 

表 1中差异显著 的16个变量 以及坡度进行Spearman 

相关分析 ，发现与水 源的距离和坡位 、与水源的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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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白冠长尾雉家族群利用区与对照区之 间各变量 的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s of variables between the used and control areas of Reeve’s 

Pheasant during the brood rearing period 

P <0．05： P<0．01 o 

AL：海拔 (Altitude)；SLP：坡位 (Position on slope)；DW：与水 源的距 离 (Distance to water)；DR：与林 间小 路 的距离 

(Distance to road)；DC：与居民点的距离 (Distance to countryside)；DF：与林缘的距离 (Distance to forest edge)；TY：乔木种 

类 (Type of trees)；TD：乔木密度 (Density of trees)；TB：乔木胸径 (Diameter at the breast height of trees)；TH：乔木均高 

(Average height oftrees)；ST：灌木种类 (Type of shrub)；SD：灌木密度 (Density of shrub)；SH：灌木均高 (Average height of 

shrub)；GT：草本种类 (Type of grasses)；GD：草本密度 (Density of grasses)；GH：草本均高 (Average height of grasses)； 

FB：落果丰富度 (Abundance offruits)；TC：乔木层植物盖度 (Cover oftrees)；SC：灌木层植物盖度 (Cover of shrub)；GC： 

草本层植物盖度 (Cover of grasses)；SAT：落叶厚度 (Thickness of shatter)；SAC：落叶盖度 (Cover of shatter)；BP：裸地 比 

例 (Proportion of bareness)。 

表 2 白冠长尾雉家族群利用区和对照区变量的逐步判别分析结果 
Table 2 Consequences of the Stepwise Discriminant Analysis of habitat variables be tween the 

used an d control area of Reeve’S Pheasant during the brood rearing pe riod  

离和与林 中小路的距离、乔木密度与落果 丰富度、 

草本植物密度和草本植物盖度、灌木密度和灌木盖 

度之间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均大于或等于 0．60(p 

分别为 一0．67、0．63、0．63、0．90和 0．60)。因此 

剔除坡位、与路的距离、乔木密度、草本密度和灌 

木密度等 5个变量，将其余 的 12个独立变量纳入 

逐步判别分析 ，以筛选出影响白冠长尾雉家族群栖 

息地选择的关键因子。 

逐步判别分析的结果见表 2。从表中可以看出， 

在区分利用区和对照 区方面有一 系列 因素发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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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依照贡献值的大小依次为：灌木盖度、草本植 

物种类、与林缘 的距离、草本植 物均高和乔木胸 

径。由这 5个变量构成的方程在对利用区和对照区 

进行区分时，正确率可以达到 93。8％。 

4 讨 论 

白冠长尾雉可以利用多种类型的栖息地，针阔 

混交林是其主要的活动地 (孙全辉等 ，2001)。在 

育雏期，白冠长尾雉的主要活动场所也是针阔混交 

林，但与其在集群期 的栖息地 (孙全辉等 ，2001) 

和夜栖地 (孙全辉等，2002)相比，草本植物的特 

征在育雏期 的栖 息地 中 占据 着更加重要 的位置。 

Hudson&Rands(1988)认为 ，雉类在育雏期选择 

栖息地时，首先必须满足其食物需求，因为影响雏 

鸟死亡 率 的首 要 因素 是 食 物 资 源 的 丰 富程 度。 

Woodward et a1．(1977)的研究发现，雉类雏鸟的 

生长和羽毛发育需要充足的食物 ，尤其是富含蛋 白 

质的无脊椎动物。我们的研究发现 ，在白冠长尾雉 

育雏期 的栖息地 中，草本植物种类较 多，盖度较 

大。这与该栖息地中食物资源比较丰富 ，更有利于 

雏鸟存活有关。多样性较高的草本层植物 ，除了本 

身可提供多种种子供鸟类取食外，还为多种昆虫生 

存创造了条件 ，而昆虫则是雉类雏鸟最主要的食物 

资源。已有的一些研究表明，无脊椎动物的丰富度 

与草本层植物的发育状况相关 (Tscharntke&Greil— 

er，1995；Morris& Thompson，1998)。Riley et a1． 

(1998)在研究环颈雉 家族群 的栖息地时也发现， 

雏鸟死亡率低的栖息地中草本层植物比较丰富。因 

此，草本层植物的发育状况可以作为雉类育雏期栖 

息地质量 的一个重要指标。对于白冠长尾雉而言， 

草本层植物的种类和盖度是其育雏期栖息地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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