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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综述了藏羚的形态学特征、分布与种群动态、生境与食性、集群与迁徙以及社群行为与繁殖等。由于栖息地破碎化、盗猎及人类
活动干扰等原因 ,藏羚种群处于濒危状态。因此 ,为进一步加强保护与管理 ,应重视基础生物学研究。
关键词　藏羚 ;保护生物学 ;濒危
中图分类号　Q958. 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 - 6611(2007) 22 - 06828 - 02

Current Studies of Biology of Pantholops hodgsoni in Tibet Plateau
DU Yu2rong et al 　(Northwest Plateau Institute of Biology ,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 Xining , Qinghai 810008)
Abstract 　The morphological traits , distribution and population dynamics , habitat and feeding , grouping and migration , social behaviors , and breeding
of Pantholops hodgsoni were reviewed in the paper. Because of habitat fragmentation , illegal hunt , and disturbance of human being activity , etc , Pan2
tholops hodgsoni was endangered.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 the basic biological research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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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羚 ( Pantholops hodgsoni)又名长脚羊、羚羊 ,隶属偶蹄目

(Artiodactyla)牛科 (Boridae) 山羊亚科 (Caprinae) 藏羚属 ( Pan2
tholops) ,是青藏高原特有种[1] ,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为世界

濒危野生动物物种 ,被列入《濒危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

录 I[2] 。藏羚主要分布于我国青海、新疆、西藏、四川四省海

拔 3 700～5 500 m 的高山荒漠草原 ,分布总面积约 88. 5 万

km2 ,印度北部和尼泊尔亦有少量分布。但是由于人类活动

频繁、环境变迁、捕猎过度、草原退化以及对藏羚缺乏科学的

管理等原因 ,藏羚分布区域日益缩小 ,数量急剧下降 ,藏羚濒

临灭绝[3 - 4] 。迄今为止 ,虽然对藏羚生物学研究的时间较

短[5] ,但已取得了部分研究成果 ,包括分类地位[1] 、地理分

布[6 - 7] 、种群生态学[8 - 11] 、迁徙[13 - 14] 、遗传多样性[12 - 14]和生

理学特征[4 ,15 - 16]等。

1 　形态学特征

藏羚体重 24～40 kg ,体长 1. 0～1. 5 m ,肩高 0. 7～1. 0 m ,

雄性稍大。头形宽长 ,吻部宽阔 ,鼻腔明显鼓胀 ,鼻孔几乎垂

直向下 ,整个鼻端被毛 ;无眶下腺 ;雄体具长角 1 对 ,雌体无

角 ,乳头 1 对 ;尾短小[17] 。两性均具腹股腺 ,缺乏眶下腺、足

腺和其他腺体[18] 。藏羚齿式为 28 ,不同于其他牛科动物。

藏羚被毛夏季色调深 ,为黄色 ;冬季淡 ,为沙色。

2 　分布及种群数量

藏羚主要分布于我国青藏高原地区 ,以西藏羌塘高原为

中心 ,南至萨嘎—昂仁—班戈—安多 ,北至昆仑山 ,东至四川

省石蕖—青海省治多—曲麻莱—杂多及可可西里保护区东

缘 ,总分布区面积约 147. 62 万 km2 ,总数约 13 万只 (1995～

2000 年) ,但另有资料表明总数已不足 7. 5 万只[4] 。历史上

藏羚在我国的分布范围较大时数量约为 100 万只[17] ,但近几

十年来由于草地退化[19] 、雪灾[4] 、天敌与传染病[4 ,15 - 16] 、盗

猎、人类干扰[20 - 21]等原因 ,藏羚种群数量急剧下降 ,藏北高

原地区种群严重片段化 ,如羌塘保护区南部边缘、西部边界

和青海省东部分布区 (图 1) 。人类活动是导致藏羚生境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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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破碎化的主要原因。近年来 ,保护区内入住牧民人口的增

加、放牧羊群数量的增加以及淘金、捞卤虫、捕旱獭等人类活

动的增多 ,藏羚的生境遭到了严重破坏。

图 1 　藏羚分布区示意

3 　生境、取食及食性

藏羚主要栖息于高原荒漠、冰原冻土地带及湖泊沼泽周

围 ,尤以 4 100～5 200 m高寒草甸、高寒草甸草原、高寒荒漠平

原及高寒荒漠等生境较为常见 ,夏季偶见于 5 200 m以上的流

石滩。藏羚对于高寒低氧及干旱环境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

藏羚主要在清晨和傍晚觅食 ,冬、春季节觅食时间延长。藏羚

取食植物有 430 余种 ,主要为禾本科 (Gramineae) 、豆科 (Legumi2
nosae) 、莎草科 (Cyberaeae) 、菊科 (Compositae) 、杂草食物类及木

本植物 ,其中禾本科植物是藏羚最主要的食物[15] 。

4 　集群和迁徙

藏羚通常集群活动。种群大小为 10～20 只的小群或数

百只以上的大群[1] ,具有迁徙习性。除小部分种群在固定范

围内活动外 ,大部分种群每年可迁徙数百公里[4] 。西藏境内

的藏羚大致可分为 3 个迁徙种群 ,分别位于羌塘高原的西

部、中部和东部 ;青海境内的 1 个迁徙种群位于西南部的曲

麻莱一带[4] 。青海省境内藏羚的产羔地在太阳湖和卓乃湖

周围 ;新疆境内的产羔地主要在木孜塔格峰山的兔子湖地带

及昆仑山西段[4] ;藏北高原藏羚的产羔地可能在西藏东、西

部 ,分别为与青海和新疆两省区的交界地带。雌性藏羚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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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性与迁徙有关。交配后 ,集群沿固定路线向产羔地迁徙 ,

雄体则逗留原地。集中产羔后 ,绝大多数藏羚母子再返回原

分布地越冬。

5 　社群行为和繁殖

藏羚婚配制度为一雄多雌制 ,交配期在 12 月初至 1 月

底 ,多数集中在 12 月中旬。雄性具炫耀式求偶行为 ,雄 - 雄

竞争激烈 ,甚至可导致对手死亡。雌性在该过程中以观望为

主 ,与胜者构成 3～13 只的稳定交配群。藏羚从出生到首次

繁殖的时间约为 18 个月 ,即出生第 3 年夏季 6 月中旬至 7 月

上旬产仔 ,每胎 1 仔 ,妊娠期约 200 d ,初生羚羊体重为 1. 84～

3. 20 kg。据 1998～1999 年在阿尔金山保护区藏羚产羔繁殖

地的调查资料 ,藏羚怀孕率为 28. 18 %～29. 12 % ,胎仔重为

2. 13～3. 13 kg ,性比为 46∶53( ♂/ ♀) [22] 。

6 　结语

藏羚是全球十大濒危物种之一 ,也是我国青藏高原的特

有物种 ,具有很强的适应高寒环境的能力。但由于栖息地破

碎化、盗猎及人类活动干扰等原因 ,藏羚种群数量急剧下降 ,

加之栖息地环境恶劣 ,研究工作相对薄弱 ,因此应进一步加

强藏羚的保护与管理工作 ,而作为基础研究的生物学领域尤

应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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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运动 ,使低层系统得到发展 ,20 时低层的散度场出现了强

的负值中心 ,数值达到 - 8. 9 ×10 - 6 s - 1 ,当地上空由弱辐散

转成了强辐合。这种上层辐散、下层辐合抽气作用的形成

和维持是暴雨产生、发展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 ,这种上下

耦合作用有利于上升运动的加强 ,反映在中低空、高空平均

垂直速度场上 ,阳泉处在上升运动区 ,对阳泉暴雨的产生提

供了充足的动力条件。

从涡度场也可以看出 ,11 日 08 时 850 hPa 涡度在 0 值

附近 ,到了 20 时 ,涡度值已剧增到正的 10. 0 ×10 - 5 s - 1 ,阳

泉处在正涡度区。可见 ,涡度场与天气联系紧密 ,其强度随

着天气系统演变而变化 ,对预报较大的降水有积极的意义。

6 　结论

(1)暴雨的产生是在稳定的天气尺度环流背景下 ,多种

尺度相互作用的结果。尤其是该次稳定性暴雨过程 ,湿层

深厚达到 300 hpa ,而中低层冷空气较弱。这是由对流性不

稳定能量释放缓慢而造成的。

(2)暴雨的产生需要有一个水汽的积累过程。从该次

过程分析可知 , T - Td 24 h 前就呈现饱和状态 ,随后湿层增

厚。水汽通量散度在 24 h 开始有反映 ,而本地上空为辐合

区且上游有辐合中心存在 ,可以作为预报降水的一个有利

依据。

(3)降水前期涡度场反映比较明显 ,而散度场没有明显

的特征。在降水开始前 ,要特别注意中低层上游有无正涡

度中心向降水区移动。移动的结果可以使当地的涡旋度增

大 ,辐合增强 ,从而产生上升动力 ,可以作为预报降水的一

个重要指标。

(4)由于阳泉地形复杂 ,强降水多与低层的东风扰动相

联系。当东风扰动移近高空槽前时 ,由于低层辐合上升气

流得到充分发展 ,水汽凝结释放大量潜热 ,使上升气流加

强 ,出现雨强跃增。

(5)在该次暴雨预报服务过程中 ,在 7 月 11 日 20 时 ,根

据当地的实况条件 ,充分利用云图和雷达回波资料进行综

合分析 ,准确作出阳泉市全区暴雨预报 ,预报服务效果明

显 ,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总之 ,该次暴雨过程物理量场诊断分析对暴雨灾害性

预报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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