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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条件下扬子鳄的吼叫规律 

吴建盛，王小明 
(华东师范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上海 200062) 

摘要：2003年在安徽扬子鳄自然保护区对扬子鳄的吼叫规律进行了为期一年的专题研究。在监测中，记录 

了吼叫日期、吼叫时间、吼叫数和天气情况。扬子鳄在每年的3月开始吼叫，11月停止吼叫；扬子鳄的吼叫数 

在不同的月份差异极显著 (Y 检验：Y 448．29，d厂=8，P<0．o1)，其中6月扬子鳄吼叫最为频繁，其吼叫 

数占全年的 26．0％；繁殖期间 (6—9月)扬子鳄吼叫数明显高于非繁殖期 (Mann—Whitney U检验：U=2．0， 

P<0．05)；在每天的不同时间扬子鳄的吼叫数呈极显著差异 (Y =233．18，d厂=17，P<0．o1)，存在明显的吼 

叫高峰，白天吼叫多于晚上 ( =12．5，P<0．05)；天气的变化对吼叫没有影响。分析表明，扬子鳄的吼叫与 

其繁殖行为关系紧密，吼叫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吸引异性，同时有保护领域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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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ion of Bellowing of Chinese Alligators 

(Alligator sinensis)in the Wild 

W U Jian—sheng．W ANG Xiao—ming 

(College of蛳 Sciences，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062，China) 

Abstract：The study of bellowing of Chinese alligators(Alligator sinensis)was carried out during the period of 2003 

in Hongxing reservoir(30。46 N，l18。41 E)of Xuancheng，Anhui，China．The reservoir contains a small group(8—10 

individuals)of wild and reintroduced alligators．When the bellow was heard，we recorded the date，time and number of 

bellows．and the weather condition．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hinese alligator began to bellow in March，and ended 

in November．1’he bellowing varied markedly on an annual basis(Y test：Y =448．29，d厂=8，P<0．01)．1’he Chi— 

nese alligator bellowed most frequently in June．which accounted for 26．0％ of the annual tota1．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t in the frequency of alligator bellowing between the reproductive period and non reproductive period (Mann—Whit— 

ney U test：U=2．0，P<0．05)．The average number of bellows permonth was 128(SD=71．11，n=4)during the 

reproduction period ，and it was obviously higher than that during the non reproductive period．The frequency of bellows 

also varied significantly on a diurnal basis(Y =233．18，d厂=17，P<0．01)with two obvious peaks at 6：00—7：00 

and 10：00—11：00．The frequency of bellows differed significantly between 06：00—18：00 and 18：00—24：00 

(U=12．5，P<0．05)，and it was inversely related to the alligator’s activity．We observed no effect of weather condi— 

tions on the frequency of bellowing．Tho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Chinese alligator’s bellowing has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reproductive behavior in the wild．The bellowing is believed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for attracting the opposite 

sex during the mating period，and has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females’protecting their eggs and young in the hatching peri— 

od．Moreover．the bellowing has the function of territorial protection and possibly defense of food—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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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信号是动物个体间和群体间的通讯与信息 交流的重要工具之一，它除了具有吸引异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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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功能外，还可能与配偶的维持、社群关系的 

保持及食物资源的保护等有关 (Shang，1998)。对 

动物声音信号的研究是全面理解物种的繁殖生物学 

或行为生态学等基本内容的重要途径，而目前这方 

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鸟类和哺乳类 (Jiang&Wang， 

1997；Liu， 1998；Shang， 1998；Lan et al， 1999； 

Li et al，2001；Zeng et al，2001)。由于爬行类的 

听觉通讯并不像鸟类鸣叫等那样引人注目，所以在 

国内外的爬行类中开展这方面的系统研究鲜有报道 

(Vliet，1989)。 

扬子鳄 (Alligator sinensis)是中国特有的濒危 

物种，其野外种群数量极少 (Ding et al，2001； 

Wang et al，2002；Thorbjamarson et al，2002)，已 

被 IUCN的鳄类专家组认为是世界上最濒危的鳄类 

(Jelden，2002)。扬子鳄是外热动物，其生活习性 

与环境温度关系密切且呈季节性变化，6—9月为 

其繁殖期 (Chen et al，1985；Wang et al，1998)。 

虽然吼叫是扬子鳄最显著的行为之一，但是对它的 

研究仅见于零星的观察报道 (Chen，1983；Chen et 

al，1985)。本文于 2003年对野生条件下扬子鳄的 

吼叫规律进行了专题研究，目的是为了丰富非常贫 

乏的野生扬子鳄个体间通讯的生物学知识，同时也 

为更好地实施国家的扬子鳄保护工程计划提供可资 

借鉴的基础资料。 

1 地点和方法 

研究地点在安徽省宣城市周王镇碧田村红星扬 

子鳄保护点 (30。46 N，118。41 E)。该保护点主要 

为一个面积 8．4 hm 的水库，水库中间有两个面积 

分别为 500 m 和30 m 的小岛 (Ding et al，2004)。 

水库东侧为村民主要居住点，大约居住 30人，大 

部分居住点离水库不远，范围在 100 m以内；而本 

研究组居住地点离水库最近 (<15 m)，居住地点 

和水库之间是稻田。水库南、北侧在 500 in以内均 

没有村民居住。 

该保护点属山地丘陵区，四季分明，雨量适 

中，无霜期长 (Zhu，1997)。目前该地点有扬子鳄 

8～10条 (Wang et al，2002；Thorbjarnarson et al， 

2002；Ding et al，2001，2004)，其中包括为开展 

人工饲养个体放归野外的跟踪遥测实验而于 2003 

年 4月下旬放归的 3条扬子鳄 (1 ，2旱)(Ding 

et al，2004)。虽然在野外很难辨别扬子鳄的性别， 

但我们根据 2002年和 2003年均发现一窝鳄卵的事 

实，并结合 Chen et al(1985)提出的野生扬子鳄 

雌雄性比为 5：1，可以确定该保护点的扬子鳄种群 

中至少有一个雄性成体。扬子鳄一般在 6—9月进 

行繁殖，故我们将这4个月作为繁殖期，其他月份 

作为非繁殖期。 

研究表明，密河鳄 (Alligator mississippiensis) 

在白天吼叫更为频繁 (Vliet，1989)，故我们在 3 

月 1日--11月25日的每天06：0o一24：0o对扬子 

鳄 吼叫进行监测 ；其次鉴于密河鳄在00：00— 

06：oo也有吼叫现象 (Vliet，1989)，在每月有 2 d 

对扬子鳄进行24 h监测。在监测的过程中，我们记 

录了吼叫日期、吼叫时间、吼叫数及天气情况；并 

通过吼叫的方向和频率，判断参与吼叫的鳄数。一 

般扬子鳄发出 “哄!哄!”等单调吼叫声，每声持 

续的时间短，但传播的距离远，这个吼叫声是由于 

扬子鳄无声带，其肺内空气被有力压缩冲出鼻道 

时，外鼻孔突然开启而产生的 (Chen et al，1985)。 

天气情况划分为晴、多云、阴、雨，前三种情况按 

我国气象部门规定的以总云量占天空面积的十分数 

来区分，其中小于或等于 5／10为晴，大于 5／10且 

小于 10／10为多云，等于 10／10为阴。 

我们用Y 检验扬子鳄吼叫数在不同月份、不 

同时间段和不同天气间的差异。用非参数检验中的 

Mann—Whitney U法检验扬子鳄在繁殖期与非繁殖 

期 间两组 吼叫数 的差 异及06：0 0— 1 8：00与 

18：o0—24：oo时间区间两组吼叫数的差异。在 

处理数据时，对无法肯定其声数的扬子鳄吼叫记 

录，未列入分析中。 

由于2003年是专题对扬子鳄吼叫规律进行研 

究，因此除特别说明外，以下的研究结果都是基于 

2003年数据进行。 

2 结果与分析 

2．1 扬子鳄的吼叫行为 

从表 1可以看出，在一年中，扬子鳄吼叫最早 

出现的时间是 3月 20日，吼叫结束的时间是 11月 

16日。2003年扬子鳄每天吼叫数最多为 57声，而 

每月最多有 19 d记录到扬子鳄吼叫，均发生在 6 

月；且在 6月扬子鳄吼叫最为频繁，其吼叫数平均 

每天 6．467声 (表 2)。 

2．2 吼叫的月份变化规律 

3—11月扬子鳄吼叫数月平均值为 82．78声 

(SD=68．11，n=9)。从图 1可以看出，扬子鳄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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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数与月份的关系非常密切。吼叫数在不同的月份 

差异极显著 ( =448．29， =8，P<0．01)。其 

中6月扬子鳄吼叫最为频繁，为 194声，占全年吼 

叫数的 26．0％；3月的吼叫数最少，仅 4声，占全 

年吼叫数的 0．53％。这表明不同月份扬子鳄吼叫 

数的变化可能与其活动的季节性变化有关。 

繁殖期 (6—9月)的吼叫数显著高于非繁殖 

期 (U=2．0，P<0．05)，它们的月平均值分别为 

128声 (SD=71．11，n=4)和 46．6声 (SD= 

42．47，n=5)，反映了扬子鳄吼叫具有重要的繁殖 

作用。 

2．3 吼叫的时间节律 

野生条件下扬子鳄在06：00到24：00之间l8 

个不同时间段的吼叫数差异极显著 (Y =233．18， 

：17，P<0．01)，其平均值为32．9声 (SD： 

21．2，n=18)。扬子鳄吼叫存在两个相对较为集中 

的时间段 6：Oo__7：OO和 1O：00 11：00，其吼 

叫数分别为 73和84声，分别占总吼叫数的 12．3％ 

和 14．2％；21：0o__22：00时间段的吼叫数最低 

(8声)，仅占总吼叫数的 1．4％ (图2)。这说明了 

野生条件下扬子鳄存在明显的吼叫高峰。 

我们发现，扬子鳄在 18：o0—24：0o的活动 

明显多于其他时间。为了更好地检验吼叫数与活动 

量的关系 ，我们将06：OO一1 8：00的1 2个时间段 

表 1 野生条件下2000---2003年扬子鳄的吼叫行为 

Table 1 Bellowing behavior of Chinese alligators during 2000——2003 in the wild 

表 2 野生条件下 2003年3—11月扬子鳄的吼叫行为 

Table 2 Bellowi ng beha vior of Chinese alligators from March to November 2003 in the wi ld 

月份 Month 

3 4 5 6 7 8 9 10 l1 

Mar． Apr． May Jun． Ju1． Aug． Sep． Oct． Nov 

∞  

妊 

j 

Z 

图 1 野生条件下扬子鳄的吼叫数与月份的关系 

Fig．1 Number of bellows of Chinese alligators by month in the w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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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18：o0—24：00的 6个时间段的吼叫数分别作 

为一组，发现两组数据差异显著 (U=12．5，P< 

0．05)，其平均值分别为 40．58声 (SD=21．95， 

= 12)和 17．5声 (SD=6．92， =6)。这可能反 

映了在不同时间扬子鳄吼叫数的变化与其活动量的 

大小呈负相关。 

在每月 2次的24 h对吼叫数的监测中 (图3)， 

富 

‘ 

二  

发现在00：o0—06：00很少有吼叫发生，仅在05：0 

06：00听到1 1声吼叫，同时图3也显示了1 8：00— 

24：00时间段的吼叫数平均值要明显小于06：00— 

18：00的吼叫数平均值，这充分说明扬子鳄吼叫在 

白天更为频繁，进一步证明在不同时间扬子鳄吼叫 

数的变化与其活动量的大小呈负相关。 

2．4 吼叫与天气的关系 

图 2 野生条件下扬子鳄在 06：0o一24：00不同时间段的吼叫数 
Fig．2 Number of bellows of Chinese alligators by hour from 06：00 to 24：00 in the wild 

图 3 野生条件下扬子鳄在 24 h监测 日不同时问段的吼叫数 

Fig．3 Number of bellows of Chinese alligators by hour during the day 

of 24 hours study in the wild 

表 3 野生条件下扬子鳄的吼叫与天气的关系 
Table 3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Chinese alligator’s bellowing in wild and the weather 

每种天气下的吼叫数百分比Percentage of bellowing numbers in different wealhers 

每种天气记录次数的百分比Percentage of each wealher recorded(B)(％) 

每种天气的吼叫发生频率Ratio of bellowing in different wealhers(A／B)(％) 

23．62 

20．Ol 

1．18 

14 

l8．88 

0．74 

25 2 

l1．35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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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条件下扬子鳄在下雨时吼叫发生频率最 

大，为2．22；阴天最小，为0．74(表 3)；但 Y 检 

验的结果表明野生条件下扬子鳄吼叫发生频率在 4 

种天气下差异不显著 (Y =1．19，df=3，P= 

0．76)。这反映了野生条件下扬子鳄吼叫受天气的 

影响并不显著。 

3 讨 论 

研究结果表明，扬子鳄的吼叫行为与其繁殖行 

为密切相关，这点在密河鳄中已经得到证实 (Vli— 

et，1989)。随着求偶时间 (一般为6月上旬)的接 

近，5月下旬扬子鳄的吼叫数明显上升，6月份达 

到全年的顶峰 (图 1)，这主要是由于在求偶期间雌 

雄鳄会发出相互呼应的吼叫声 (Chen et al，1985)， 

所以求偶期间的扬子鳄吼叫是其重要的求偶行为之 
一

。 其次，扬子鳄交配多发生在 6月上中旬，交配 

后，扬子鳄常会出现连续的拒偶的吼叫 (Chen， 

1983)。在自然界扬子鳄的雌性个体远比雄性多， 

约5：1(Chen et al，1985)，同时在野外很少发现扬 

子鳄有情斗现象 (Chen，1983)。由于求偶期雄性 

对雌性的竞争不激烈，加之在我们的研究地点成年 

雄性少 (Zhu，1997)，故推测求偶期扬子鳄吼叫的 

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展现自身的实力，在对异性的竞 

争中得到最大可能的交配机会，而是为了吸引异 

性。这在密河鳄中也有同样发现，其在求偶期间吼 

叫的主要 目的也是为了吸引异性 (Vliet，1989)。 

7—9月是扬子鳄的孵化期，这段时间当有人或其他 

生物个体靠近卵巢或刚孵出不久的幼体时，雌性扬 

子鳄常会发出连续的吼叫，这主要与其护卵和护幼 

的习性有关 (Chen et al，1985)，这也是 7—9月仍 

然具有较多吼叫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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