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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5 年 4 ~ 9 月，采用焦点动物取样法，通过人工观察及监控设备记录，在青海省祁连县研究
了 2 窝在人工巢中繁殖的大 （Buteo hemilasius）行为。构建了大 亲鸟及雏鸟在繁殖期的行为谱，
将亲鸟繁殖期内的行为划分为 12 项 30 种，将雏鸟的行为划分为 9 项 25 种。研究发现，大 繁殖期开
始于 4 月中下旬，持续至 8 月中旬结束，平均（112.0 ± 2.0）d（n = 2）；将繁殖期划分为孵卵前期、孵
卵期、育雏期及雏鸟成熟期。利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比对了雌雄亲鸟之间，以及不
同时期间亲鸟、雏鸟的行为时间分配。结果显示，（1）雌雄大 之间的行为时间分配在孵卵前期及孵
卵期差异不显著（P > 0.05）
，在育雏期及雏鸟成熟期差异显著（P < 0.05）。在这两个时期，雌性栖停
行为所占比例显著高于雄性（P < 0.01），而捕食行为占比显著低于雄性（P < 0.01）。
（2）雌性大 行
为时间分配在不同时期均变化显著（P < 0.05），雄性大 行为时间分配在育雏期与雏鸟成熟期间差异
不显著，其余各个时期间差异显著（P < 0.05）。（3）大 雏鸟行为时间分配在育雏期与成熟期之间差
异显著（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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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 observed the behavior of two pairs of Upland Buzzard (Buteo hemilasius) which reproduced in
artificial nests (Fig. 1) by using the focal sampling method during April to September, 2015 in Qilian County,
Qinghai Province. The study area is located in Qilian Mts (37º56′﹣37°59′ N, 100°12′﹣100°15′ E) with the
altitude of 3 650 m. Binoculars and video cameras were used to observe and record the behavior of the
buzzards from 8:00﹣18:00, and we made observation on the 2 nests by turn for every two days. Observations
were carried out at a distance about 50 m from the nests for 119 days (882 h valid); and video camer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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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red by branches, were set beside each nest to record constantly for 100 days (1 063 h valid). The
breeding season lasted 112.0 ± 2.0 d (n = 2) from April to August, and it was divided into pre-incubation
period, incubation period (43.3 ± 2.0 d), parental-care period (49.4 ± 4.3 d) and nestling-mature period (16.2
± 4.9 d) (Table 1). We defined the behavior of the Upland Buzzard by the postures and actions, and classified
thirty behaviors grouped under 12 categories for parents and 25 behaviors grouped under 9 categories for
nestlings according to motivations and functions. We analyzed the behavior time budget and tested the
differences of time budget spent in major categories by male and female between different periods by the
One-way ANOVA test. We found that: (1)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ime budget of
male and female during pre-incubation or incubation period while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during
parental-care and nestling-mature period. The females spent more time in resting (P < 0.01) and less time in
predating (P < 0.01) than the males during the two periods. (2) The general time budget of females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different periods (P < 0.05); and the general time budget of males 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parental-care and nestling-mature period (P > 0.05), however, it was between
other periods (P < 0.05) (Table 2). (3) Time budget of nestlings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parental-care and nestling-mature period (P < 0.05) (Table 3).
Key words: Upland Buzzard, Buteo hemilasius; Breeding season; Behavior; Time budget; Qinghai

大 （Buteo hemilasius）隶属于隼形目鹰

要途径，在保护、利用有益动物，控制有害动

科 属，为我国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我

物种群数量上意义重大。而在动物的各种行为

国广泛分布于各省区（郑光美 2011），是重要

中，生殖行为是自然选择的焦点（尚玉昌

的次级消费者。大 在高寒草甸和高寒草原地

2005），也是行为学研究的重点与热点。目前，

区多以小型哺乳类、雀形目鸟类为食物（崔庆

对大 行为的研究集中在捕食行为，例如，张

虎等 2003，李来兴等 2004，易现峰 2005）。

健旭等（1996）在夏季观察了大 的活动及取

过去在长期的放牧管理中，为了提高草场生产

食节律，总结出大 的栖落、梳羽、取食、扑

力和改善草地生态系统的作用，常利用药物进

翼飞行、滑翔和捕食等六项活动在白天的持续

行大面积灭鼠，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次级消费者，

时长及发生时段，李来兴等（2005）发现大 的

使稳定的生物群落遭到破坏（夏武平等 1991）
。

捕食策略以等候为主。本文对生活在青海地区

近年来，部分地区引入了生物防治技术，开展

大 的繁殖期行为进行了研究。通过观察在人

了“招鹰控鼠”的尝试。由于大 捕食害鼠较

工巢内繁殖的 2 窝大 ，定义并归纳了大 的

多的缘故，使其成为了控制草原鼠害的重要对

繁殖期行为，构建了亲鸟与雏鸟的行为谱，并

象，对其开展研究不仅具有科学意义，也具有

对其行为时间分配进行了研究。

重要的应用价值。
国内外对大 已经有一些研究报导。在我

1

研究区域概况

国，20 世纪 60 年代，张坦心（1965）率先在

研究区域位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

室内测定了大 的食量，此后国内陆续报道了

县默勒镇瓦日尕村，地理位置北纬 37º56′ ~

一些针对大 生理、生态方面的研究，但行为

37°59′，东经 100°12′ ~ 100°15′，海拔 3 650 m，

学研究方面资料相对较少。

研究区域面积约 10 km2。该地区属于高原大陆

行为是动物适合度的外在体现，行为研究

性气候，冷季长，暖季短，年均温 1.4℃，气温

是了解某一物种生活习性、生理生态需求的必

日较差大，全年无绝对无霜期，年平均降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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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415.0 mm。研究区域植被类型为高寒嵩草草

制，为倒圆台形，上宽下窄，最宽处直径 70 cm。

甸，主要植物有矮嵩草（Kobresia humilis）、小

由于人为及自然损毁原因，研究开始时共剩余

嵩 草 （ K. pygmaea ）、 垂 穗 披 碱 草 （ Elymus

栖木 46 根，人工巢 16 个，其中 11 个巢内有巢

nutans）、草地早熟禾（Poa pratensis）
、弱小火

材。2013 年观察到有 1 对大 在人工巢内繁殖，

绒草（Leontopodium pusillum）等；草食动物以

2014 年为 2 对。观察期间，有 8 ~ 12 只大 成

高原鼠兔（Ochotona curzoniae）、高原鼢鼠

鸟经常在布设人工巢的区域内活动。

（Myospalax baileyi）、喜马拉雅旱獭（Marmota

2.2

himalayana）为主；肉食动物有沙狐（Vulpes

行为观察方法
2015 年 3 月，通过人工观察与跟踪，确定

corsac）、藏狐（V. ferrilata）、狼（Canis lupus）
；

有大 活动的人工巢。进入繁殖期后，选定大

小型鸟类有地山雀（Pseudopodoces humilis）、

进行装饰的巢作为重点观察目标，在发现产卵

棕颈雪雀（Montifringilla ruficollis）、白腰雪雀

后，将在该巢内繁殖的大 确定为研究对象，

（M. taczanowskii）；猛禽以大 为主，偶见猎

共选定 2 窝。在不影响大 活动的情况下，于

隼（Falco cherrug）。

人工巢附近架设电子监控设备（大华

2
2.1

HCVR4104HS-V3），对其在巢内的行为进行记

研究方法

录 。 在 8:00 ~ 18:00 时， 使 用 双 筒 望 远 镜

人工巢设置及利用情况

（BOSMA 4 × 80）进行人工观察，连续跟踪并

2012 年，在研究区域树立了 80 根栖木及

记录大 行为及持续时间，观察距离约 50 m，

20 个人工巢。人工巢与栖木大致依照矩形排列

以 2 d 为一周期，轮流观察研究对象。预观察

（10 列 × 10 行）。相邻列或行间的距离不固

阶段，记录每个个体的头部、翅膀及胸部特征，

定，人工巢之间距离在 500 ~ 2 000 m 范围内随

识别个体之间的差异，观察到交配行为后，记

机设置，栖木布设在人工巢间，栖木间距约为

录个体性别，用以区分不同的观察目标。

2

300 m，布设人工巢的区域面积约 10 km 。人

正式观察开始于 4 月 16 日，共录制 100 d

工巢由支撑及巢框两部分构成（图 1）：支撑木

视频，有效视频记录 1 063 h；人工观察持续至

制，为丁字形，高 4 m，横梁长 1.5 m；巢框铁

9 月 6 日，有效观察时间 119 d，时长 882 h。

图1
Fig. 1

人工巢（a）及被大 利用的巢（b）

Artificial nest and the nest occupied by Upland Buzz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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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未观察到大 择偶行为，本文将亲鸟

行为划分方法
行为指动物在一定环境条件下，为了完成

选择巢作为繁殖期起始，将繁殖期划分成四个

摄食排遗、体温调节、生存繁殖以及满足其他

阶段，孵卵前期、孵卵期、育雏期和雏鸟成熟

生理需求而以一定的姿势完成的一系列动作

期（表 1）。

（蒋志刚等 2001）
，动物行为的外在表现即是

亲鸟选择巢至产卵为孵卵前期。孵卵前期

姿势与动作。参考已有的猛禽行为研究资料（熊

自 4 月中下旬亲鸟频繁装饰巢开始，持续约

李虎等 2006，丁鹏 2012）
，根据大 所发生的

10 d 左右。共观察到 4 对大 装饰人工巢，其

动作及所处的姿势定义行为，并依据行为的目

中 2 对在人工巢内繁殖。两对亲鸟分别装饰过

的与功能，将具有相同功能的行为划归为一项。

3 个、4 个人工巢，并分别在产卵前 3 天，产卵

由于某些行为（如飞翔与滑翔，抖羽与梳羽）

前 5 天时选定巢，选定后仅对该巢进行装饰。

转换迅速，一些行为是交替连续发生的（如撕

亲鸟产卵至雏鸟破壳为孵卵期。大 于 4

咬与进食），为了量化和分析，按照行为项记录

月下旬至 5 月上旬产卵，产卵后亲鸟即开始孵

持续时间，部分短时行为以频次记录。在大 飞

卵。在大 选定巢后，每隔 2 d 在亲鸟飞出巢

出视线时，将飞离时间计入飞回时所发生的行

时利用小型录像设备对巢内进行探察，以确定

为项内。

产卵情况，同时结合视频中亲鸟孵卵行为确定

2.4

数据处理方法

产卵时间，两巢中首次观察到卵的日期分别为

应用 Excel 2007 及 SPSS17.0 对大 主要行

4 月 23 日、4 月 29 日，首次观察时均为 2 枚卵。

为时间分配进行统计与分析，运用单因素方差

后均又产下第 3 枚，相距约 5 d。雏鸟在 6 月上

分析（One-way ANOVA）检验雌雄亲鸟之间，

旬至中旬间破壳，孵卵持续（43.3 ± 2.0）d（41

及不同时期间亲鸟、雏鸟行为时间分配的差异。

~ 46 d，n = 6）。雏鸟破壳至雏鸟出飞离巢为育

3

雏期。由 6 月上中旬持续到 8 月上旬，所需时

研究结果

3.1

间（49.4± 4.3）d（43 ~ 54 d，n = 5）
。雏鸟具

繁殖期时间

备飞行能力（飞出巢）至雏鸟具备独立生存能
表1
Table 1

大 雏鸟发育时间

Development time of the Upland Buzzard nestlings

产卵时间（年-月-日）
Time of laid
（Year-month-date）

孵化时间（年-月-日）
Time of hatched
（Year-month-date）

初飞时间（年-月-日）
Time of first flying
（Year-month-date）

开始远距飞行时间
Time of first long
flying
（Year-month-date）

2015-04-23

2015-06-06

2015-07-19

2015-08-12

2#

巢及卵/雏鸟编号
Nest and egg/nestlings′ No.

A 巢 Nest A
（37°58′26.8″N，
100°12′29.6″E）

1#

2015-04-23

2015-06-08

2015-07-25

2015-08-12

3#

2015-04-30*

2015-06-10

2015-08-01

2015-08-15

B 巢 Nest B
（37°57′17.9″N，
100°13′40.3″E）

1#

2015-04-29

2015-06-12

2015-07-31

2015-08-16

2#

2015-04-29

2015-06-12

2015-08-05

2015-08-16

3#

2015-05-04

2015-06-14

−

−

∗ 首次人工观察到 A 巢中第 3 枚卵的时间为 5 月 3 日，后通过视频记录中亲鸟的翻卵行为及卵所在位置推断该枚卵的产卵时间为
4 月 30 日；“−”B 巢 3#雏鸟在 2015 年 7 月 20 日死亡。
∗ The first time to observe the third egg in Nest A is on 3, May, by telling the video of behavior of turning eggs of parents and the eggs′
location to speculate the third egg was laid on 30, April.“−”No. 3 nestling in nest B died on 2015-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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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即能够完成超过 1 km 的远距离飞行，为雏

鸟的行为以捕食、栖停和装饰为主；在孵卵期，

鸟成熟期，该时期持续时间变化较大，为（16.2

以孵卵、栖停、运动为主。育雏期及雏鸟成熟

± 4.9）d（11 ~ 24 d，n = 5）。

期，雌雄出现分工，雌雄行为时间分配差异显

3.2

著（P < 0.05），雌性大 以栖停行为为主，比

大 行为谱

3.2.1

综合录制的视频资料及人

例显著高于雄性（P < 0.01），而雄性大 负责

工观察记录，将大 亲鸟的行为划分为 12 项

为雏鸟及雌性提供食物，捕食行为比例显著高

亲鸟行为谱

30 种。捕食项，包括飞翔、滑翔、俯冲、跳跃；

于雌性（P < 0.01）。雌性大 行为时间分配在

运动项，包括走动、跑动、跳跃；栖停项，包

不同时期均变化显著（P < 0.05），雄性大 行

括趴卧、站立、蹲坐；修饰项，包括梳羽、抖

为时间分配在育雏期与雏鸟成熟期间差异不显

羽、抓挠、伸展；取食项，包括撕咬、进食；

著，其余各个时期差异显著（P < 0.05）。雌雄

装饰项，包括搬运巢材、整理、试卧；驱逐项，

大 行为时间分配见表 2。

包括追逐、攻击、鸣叫；交配项，包括交配；

3.3.2

孵卵项，包括孵卵、翻卵；育雏项，包括遮挡、

在育雏期与雏鸟成熟期之间差异显著（P <

投食、撕咬、喂食；排遗项，包括排泄、呕吐；

0.05）。在育雏期，大部分时间雏鸟无法运动，

清洁项，包括清洁巢。

行为以栖停为主，占比最高；在雏鸟成熟期，

清洁巢行为指大 亲鸟将雏鸟进食残余或

3.4

清洁巢的行为。其余行为与其他猛禽行为类似，

3.4.1

短时行为
驱逐行为

在观察过程中，共记录 2 窝

大 对入侵者的驱逐行为 42 次，驱逐对象为靠

不单独描述。
大 雏鸟行为谱

雏鸟行为时间分配

雏鸟开始飞翔，学习时间比例大幅提高（表 3）。

吐出的食茧抓起后扔出巢外，仅见雌性大 有

3.2.2

雏鸟行为时间分配

将大 雏鸟的行为划

近巢的同类和沙狐，其中，绝大多数为其他大

分为 9 项 25 种。与亲鸟相同的包括捕食项、运

个体，共计 39 次。驱逐入侵者时，大 有单独

动项、修饰项、栖停项、取食项、驱逐项、排

行动也有与家庭成员合作，单次驱逐行为持续

遗项。与亲鸟不同的包括争食项和学习项。

时间变动幅度较大，从十几秒至几分钟不等，

争食项包括抢夺及争斗，此项行为主要发

平均持续时间为（119.7 ± 95.7）s。不同时期驱

生在雏鸟之间，也观察到雏鸟抢夺亲鸟的食物。

逐行为出现次数不同，孵卵前期 0 次，孵卵期

定义抢夺为雏鸟用喙及脚爪争抢食物；争斗为

11 次，育雏期 24 次，雏鸟成熟期 7 次。

抢夺食物的双方展开翅膀用喙啄咬或用脚爪抓

3.4.2

挠另一个体。

的交配行为出现在除雏鸟成熟期外的各个时

交配行为

在本研究期内，观察到大

大 雏鸟的学习行为包括扑翅、叼啄及捕

期，在孵卵前期观察到 4 次，孵卵期 2 次，育

食学习。扑翅及叼啄主要发生在育雏期，扑翅

雏期 2 次。交配行为平均持续（4.6 ± 2.0）s，

为雏鸟在巢内站立，边扇动翅膀边跳跃；叼啄

发生时段并不集中。

为雏鸟在巢内啄动巢材或食物，练习撕咬能力；
捕食学习发生在雏鸟成熟期，雏鸟在具备初步

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大 亲鸟及雏鸟行为时

飞翔能力后跟随亲鸟学习捕食。
3.3

4

间分配在繁殖期的不同时期变化显著，这与不

行为时间分配格局
通过对 2 只雌

同时期的生理需求紧密相关。对亲鸟而言，在

性及 2 只雄性的行为时间分配进行统计分析，

孵卵前期，为繁殖进行准备，因此在装饰巢上

发现在孵卵前期及孵卵期，雌雄行为分配时间

花费时间较多；孵卵期间以孵卵行为为主；雏

相近，差异不显著（P > 0.05）。孵卵前期，亲

鸟破壳后，亲鸟的时间投入在育雏行为上较多；

3.3.1

亲鸟行为时间分配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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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Tab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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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亲鸟繁殖期行为时间分配

Behavior time budget of Upland Buzzard parents during breading season
时间比例 Ratio（%）

性别
Sex

雌性
Female
n=2

雄性
Male
n=2

孵卵前期
Pre-incubation

行为
Behavior

孵卵期
Incubation

育雏期
Parental-care

雏鸟成熟期
Mature

A巢
Nest A

B巢
Nest B

A巢
Nest A

B巢
Nest B

A巢
Nest A

B巢
Nest B

A巢
Nest A

B巢
Nest B

捕食 Predating

43.92

30.94

21.37

16.01

5.56

4.08

13.50

23.04

栖停 Resting

20.74

26.44

19.20

25.86

76.45

82.17

75.07

65.35

装饰 Decorating

27.15

37.09

−

−

−

−

−

−

孵卵 Incubating

−

−

52.33

49.12

−

−

−

−

修饰 Adorning

6.42

4.80

6.04

7.72

7.47

4.85

5.23

5.69

育雏 Caring

−

−

−

−

7.41

6.53

2.51

1.91

取食 Feeding

−

−

−

−

2.85

2.27

3.24

3.78

其余 Others

1.77

0.73

1.06

1.29

0.26

0.10

0.45

0.23

捕食 Predating

44.16

32.36

15.06

21.23

77.57

86.75

88.13

82.05

栖停 Resting

20.39

28.83

27.58

22.26

18.11

10.63

9.60

14.02

装饰 Decorating

28.32

35.14

−

−

−

−

−

−

孵卵 Incubating

−

−

48.16

50.08

−

−

−

−

修饰 Adorning

6.35

3.40

7.36

5.42

4.14

2.32

0.98

2.12

育雏 Caring

−

−

−

−

0.18

0.30

1.09

1.55

其余 Others

0.78

0.27

1.84

1.01

−

−

0.20

0.26

“−”表示未记录到数据。“−”not recorded to the data.

表3
Table 3

大 雏鸟行为时间分配（n = 5）

Behavior time budget of the Upland Buzzard nestlings (n = 5)
行为时间占比 Ratio（%）

时期
Period

栖停
Resting

取食
Feeding

修饰
Decorating

运动
Moving

学习
Learning

其余
Others

育雏期
Parental-care

70.34 ± 9.18

13.67 ± 7.82

6.89 ± 4.45

1.93 ± 0.88

6.83 ± 3.25

0.34 ± 0.06

雏鸟成熟期
Nestling-mature

48.96 ± 7.72

9.77 ± 1.35

6.23 ± 0.94

3.52 ± 0.71

30.76 ± 5.61

0.76 ± 0.12

随着雏鸟的不断发育，其对能量摄取的需求随

具备独立进食及运动的能力，需要亲鸟保护，

时间改变，同时获取食物的难度也在变化，亲

在这一阶段雏鸟的行为以栖停（趴卧）为主，

鸟的行为时间分配也会随之调整。对于雏鸟，

在育雏期的中、后阶段，雏鸟快速生长，学习

其刚破壳时无法运动，在一段时期内无法维持

行为增多；进入成熟期后，雏鸟具备运动能力，

自身体温，对于恶劣天气没有抵御能力，也不

但尚不能独立捕食，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学习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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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食，所以其学习行为所占比例大幅提高。

会带来更加严重的生态失衡，导致许多物种受

在张健旭等（1996）的研究中，未繁殖大

到威胁（Smith et al. 1999）
，而随着生态保护观

的栖落时间占比最大，为 81.01%，这与繁殖期

念深入人心，有很多地区开始树立人工鹰架进

的时间分配存在着较大差异，表明大 的繁殖

行招鹰控鼠的尝试，已有研究结果表明，生物

投入很高。在雌雄亲鸟的繁殖投入上，孵卵前

防治技术是有效的（李德州等 2001，萨仁高娃

期雌性与雄性对装饰巢的时间投入没有显著差

等 2007）。另一方面，自然界中大 在选择巢

异（P > 0.05），在孵卵期二者的孵卵行为也没

址时主要受隐蔽性因子、干扰因子和食物因子

有显著差异（P > 0.05）
。育雏期雌雄行为开始

（张洪海等 2013）影响，其巢多安置在自然地

出现差异，为提高繁殖成功率，亲鸟的分工明

面、悬崖等处，有时也会安置在输电塔、铁路

确，雌性在巢附近“守家”，看护雏鸟，栖停

桥梁、遗弃建筑物等位置（Gombobaatar et al.

行为占比显著高于雄性，而雄性负责为雏鸟及

2010）。青藏高原上树木稀少，大 寻找隐蔽性

雌性提供食物，捕食行为占比远高于雌性。在

良好的巢址比较困难，因此有相当一部分大

单配制的婚制下，雌雄共同养育雏鸟可以明显

会在输电塔上进行繁殖，这大大增加了其遭遇

提高繁殖成功率（Björklund et al. 1986），尤其

电击的可能。据调查，青藏高原的大 是高压

是在大型猛禽中，雌雄共同抚育更加重要，如

输电线路的主要受害者，夏季被高压电击而死

果其中一只亲鸟受到伤害，可能造成当窝雏鸟

的猛禽中有 85%为大 （Dixon et al. 2013）。而

全部死亡。因此，在繁殖期更应该加强对大 的

设置栖木及人工巢，有利于保护大 。根据对

保护。

大 行为的观察，提出以下建议：一，在育雏

张晓爱（1984）曾开展过大 雏鸟的室内

期，雏鸟飞翔能力有限，如果巢过高，雏鸟很

喂养实验，室内喂养下，雏鸟 48 日龄飞翔距离

难飞回巢，为提高雏鸟的存活率，应该控制人

能达到 40 m，55 日龄开始远距离飞行。在我们

工巢的高度，不宜设置过高；二，大 窝卵数

的观察中，雏鸟平均飞出巢时间与室内实验相

多为 3 枚（Gombobaatar et al. 2010），而大 体

差不多，而雏鸟具有远距离飞行能力比室内实

型较大，因此人工巢需要能保证大 亲鸟及雏

验的时间晚约 10 d 左右，二者相差较大。这可

鸟的活动空间，建议人工巢直径应设置在 1 m

能是由于雏鸟在室内条件下食物充足，摄取的

以上；三，在育雏期及雏鸟成熟期，雌鸟多在

能量满足了生长需要，而野外环境中，雏鸟在

巢附近活动，而雏鸟飞出巢后也需要栖停位置，

生长前期食物需求较少，亲鸟投喂能够满足雏

故而建议在巢附近（100 m 左右）设立栖木。

鸟生理需求，而在出巢后的时期内，雏鸟获得

同时，大 具有一定领域性，相邻巢距离不宜

的食物并不能完全满足需求。

过近，建议将人工巢间距设置在 1 km 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除雏鸟成熟期以外，在每
个时期均记录到了亲鸟的交配行为。在已经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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