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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目山林下草本植物受光条件和生长情况调查 

顾晨曦 李思睿 张赓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科学系） 

摘要：本文通过对西天目山自然保护区三种不同林下草本植物的观察分类，以及叶面积指

数（lai）和消光系数（k）的计算，得到以下的结论：不同林下的草本植物的叶面积指数和

消光系数不同；草本植物的种类和生长状况也有差异，银杏林 lai 值低，k 值高，毛竹林反

之，植物生长茂盛，金钱松林 lai 高，k 低。可见不同的林木对其林下草本植物的生长有较

大的影响。 
关键词：西天目山；草本植物；叶面积指数；消光系数；种类；生长状况 
Abstract: This article get such conclusions below by the observ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herbaceous plants under three different kinds of hurst in the nature protected area Western Tian 
Mu Mountain, and the calculation of the leaf area index (lai) and the extinction coefficient 
(k):herbaceous plants’lai and k are different as the variety of hurst; and the category and growth 
condition are also different, in the gingko and Jin Qian pine area the lai is low, the k is high, but 
the condition in the bamboo area is the opposite. So we can see that different kinds of hurst have 
great influence on herbaceous plants below.     
Key words: Western Tian Mu Mountain; herbaceous plant; leaf area index; extinction coefficient; 
category; growth condition 

本文作者通过对国家级重点自然保护区天目山地区三处代表性林地中的草

本植物叶面积指数和消光系数的研究，讨论不同乔木对其林下植物受光条件及生

长情况的影响。 
一 .环境，.材料和方法 

1.1 自然环境 
此次实习和采点的地区天目山，是国家级重点自然保护区。它位于浙江，安

徽交界处的临安市西北部，面积 4284 公顷，经度范围：119°24′11″-119°28 ′21″，
经 度 范 围 ：

30°18′30″-30°24′55″，
海 拔 范 围

300m-1556m，具有典

型的中亚热带的森

林生态系统和森林

景观。是进行生态学

研究和植物学研究

的理想地点。西天目

山地理位置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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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保护区自然条件及此

次研究不同林下草本植物叶面

积指数和消光系数的试验设

想，在西天目山标志性景点禅

源寺外，天目山旅游公司外，

度假村外选取了三块有代表性

的样点取样，分别是：金钱松

林，银杏林，毛竹林，以这三

种树林表征针叶林，阔叶林及

竹林等不同树林林下草本植物

叶面指数及消光系数的特点。

（右图为所选毛竹林一部分） 
 

1.2 研究材料 
数字光通量计 TES-1332A,样方框架，卷尺，准绳，枝剪 
 

1.3 研究方法 
样方的选取采用了随机取样的方法，三个样点内按 9m 间隔拉样线，样线上

每隔 3m 设立 30cm×30cm 样方，每个样点设置 5 个样方.，共设置了 15 个样方。

如图 2 所示，每个样方被框架分成了 9 个 10cm×10cm 的方格，取其中阴影部分

的五个方格是此次试验中叶总面积和光通量的数据来源。 
测定叶面积指数（LAI）的测定方法是，将样方中上述

五个方格中的草本植物的叶片全部剪下，装袋带回实验室，

利用叶面积公式：叶面积=叶长（cm）×叶宽（cm）×校正

系数（K），算出叶片的总面积，计为 S（cm2）。其中，叶

长和叶宽分别取叶片的最长和最宽处，不同植物叶片的校

正系数通过复旦大学网上数据库查得，部分查不到的植物， 
用叶形相似的植物的校正系数代替。计算各个样方取样的 

图 2         叶片总叶面积的目的，是用来计算叶面积指数。叶面积指

数是指单位面积上的叶面积，计算叶面积指数的公式为： 
LAI=S/取样面积 

（此处对一块样方来说，取样面积为五个小方格的面积和，即 500cm2） 
 
    将叶面积指数算出之后，可以进一步样方植物的消光系数： 

I=I0·e-k·LAI 

式中，I—草本植物层下地面处辐射强度；I0—草本植物层顶端，约 30cm 处辐射

强度；k—该群落的消光系数；LAI—在 I 水平上的叶面积指数。 
实地取样时测定了每块样方中五个阴影格中间点的上下表面的光通量作为

辐射强度的数值（因每块样地取样面积相同，故此值可代替式中的 I 及 I0）然后

将每块样方中五个方格的数值取平均作为此块样方中草本植物的消光系数。将五

个样方地的数据汇总，得出不同林下草本植物层 30cm 高处消光系数的趋势。 
 

二 .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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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叶面积指数（LAI） 
 
   各样方地的叶面积指数计入下表当中：（LAI=S/500cm2  S 单位：cm2） 
   

银杏林 毛竹林 金钱松林 

植物种类 叶面积 植物种类 叶面积 植物种类 叶面积 

样方 1 样方 1 样方 1 

阔叶麦冬 248.50 金星厥 484.00 南瓜 1444.80 

中华小芹 144.00 阔叶山麦冬 481.30 绞股蓝 131.95 

常春藤 121.00 牛膝 348.08 栾树(幼苗) 14.14 

  常春藤 8.40   

总计（S） 513.50 总计（S） 1321.78 总计（S） 1590.89 

LAI 1.03 LAI 2.64 LAI 3.18 

样方 2 样方 2 样方 2 

麦冬 412.34 金星厥 1416.00 苎麻 817.00 

络石 67.11 络石 95.00 野生大豆 216.00 

常春藤 61.46 鸭脚芹 85.00 鸭趾草 158.00 

  阔叶麦冬 28.00 牛膝 170.00 

总计（S） 540.91 总计（S） 1624.00 总计（S） 1361.00 

LAI 1.08 LAI 3.25 LAI 2.72 

样方 3 样方 3 样方 3 

透骨草 168.00 金星厥 598.50 龙牙草 1634.00 

常春藤 144.00 阔叶山麦冬 851.28 水杨梅属 180.00 

中华水芹 134.00   大豆 105.00 

络石 39.60   麦冬 18.15 

    苎麻 17.50 

    金星厥 4.00 

总计（S） 485.60 总计（S） 1349.78 总计（S） 1958.65 

LAI 0.97 LAI 2.90 LAI 3.92 

样方 4 样方 4 样方 4 

中华水芹 520.00 阔叶山麦冬 1634.29 马蓼 1684.80 

常春藤 60.30 金星厥 102.79 麦冬 496.88 

  冠盖绣球 87.36 野生大豆 285.20 

    苎麻 112.40 

总计（S） 580.30 总计（S） 1824.44 总计（S） 2579.28 

LAI 1.16 LAI 3.65 LAI 5.16 

样方 5 样方 5 样方 5 

金星厥 372.24 鱼腥草 1264.00 牛膝 1517.39 

鸭趾草 295.79 阔叶山麦冬 224.00 野生大豆 1060.10 

麦冬 110.00 金星厥 104.00 络石 56.55 

络石 72.18 络石 75.20   

中华水芹 58.00 鸭脚芹 33.60   

常春藤 24.00 常春藤 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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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冬 14.00   

总计（S） 932.21 总计（S） 1730.00 总计（S） 2634.04 

LAI 1.86 LAI 3.46 LAI 5.26 

 
2.2 草本植物层消光系数（k） 
     

各样方的叶面积指数已由上表得出，用前述公式和方法 

（I=I0·e-k·LAI）算出各样方内草本植物层 30cm 的消光系数。  

 
银杏林 毛竹林 金钱松林 

I0 I I0 I I0 I 

样方 1 样方 1 样方 1 

1990 537 463 173 10540 1700 

1870 899 455 305 8510 5780 

1765 711 505 302 11260 9340 

1845 1257 458 263 8580 3040 

2080 325 475 231 18030 1020 

k 0.92 K 0.23 K 0.31 

样方 2 样方 2 样方 2 

1359 750 475 139 7640 743 

1715 800 413 270 7400 1424 

1719 1117 484 164 6490 2790 

1572 863 463 232 7430 1040 

1559 693 438 213 7100 4800 

k 0.58 K 0.25 K 0.44 

样方 3 样方 3 样方 3 

1473 915 350 79 3520 1007 

1916 935 322 155 3570 514 

1960 1288 293 121 3830 2760 

2050 1059 315 220 3910 3020 

1720 722 303 252 3790 1330 

k 0.64 K 0.22 K 0.20 

样方 4 样方 4 样方 4 

1556 1052 567 320 4990 1425 

1476 1034 502 241 4880 1509 

1388 1051 526 339 4570 1634 

1536 996 397 298 4620 1015 

1503 1313 315 142 4140 1538 

k 0.74 K 0.15 K 0.22 

样方 5 样方 5 样方 5 

2500 1099 279 65 2690 1113 

2510 798 271 53 3350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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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0 640 297 153 2380 900 

3170 2560 274 98 7080 1216 

2480 1050 289 100 2570 1110 

k 0.42 K 0.32 K 0.23 

 
 

三 讨论 
从数据中可以发现：银杏林 lai 值低，

即银杏林的下层灌木和草本植物相对稀

疏；毛竹林居中；金钱松林 lai 值最高，

草本植物尤为茂盛。银杏林的 lai 值低很

大程度是由于其林下大多为一些叶面积

较小的植物，例如麦冬，常春藤等。再者，

银杏有抑制作物生长的作用，所以 lai 偏

低，也可能有这方面因素。我们所选的毛

竹林的位置一般不会受人打扰，这有利于

林下草本植物的生长。但竹林本身的生长

性质决定了在这一大片以毛竹占绝对优势的地区，其他草本植物的生长是受到抑

制的。我们所选的这片林中金钱松密度与之前所选林中的银杏、毛竹相比略小，

有更多阳光照射到下层，这从光通量值就可以看出。林下植物可以接受更多阳光，

适合阔叶植物生长，所以 lai 值较高。 
消光系数会有多方面因素组成，其中，植物种类不同所造成的影响最大。

从实验实际情况看，植物种类的差异并不大，而银杏林下草本植物层的消光系数

明显大于另两片林中的。个人认为取样地

点不同和取样时天气状况所造成的影响

较大。在银杏林取样是 7 月 11 日上午，晴；

在毛竹林取样是 7 月 12 日上午，阴转晴；

在金钱松林取样是 7 月 12 日下午，晴。

地点在前文已有说明，只是要补充：银杏

林是在一斜坡上，后靠一块山壁，比较阴

湿，这样的环境容易削弱光通量。而金钱

松林相比就干燥多了。 
综上，上层乔木对下层草本植物还是

有影响的，而这两者又共同影响林中光通

量。 
（在测光通量时，有时会遇到有直射

光。这时，光通量会大幅上升，这种数据

不具有代表性，我们在实际处理中予以剔

除。） 
（右边三图分别是银杏林，毛竹林和

金钱松林的取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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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目山部分藤本植物韧性初探 

 

李嘉睿，朱司宇，李钟翰，张一帆 

（复旦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藤本植物的茎与乔木、灌木等脆硬的茎有很大差别，它一般比较柔韧，故能够在比较大的范围内

弯曲和承受较大的横向的外力。不同的藤本植物其韧性不尽相同，这是由其独特的结构特点决定的，又受

到其他因素的影响。研究藤本藤本植物的茎的这一物理性质与其结构特点的联系，在生物学和仿生学上都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利用天目山丰富的植物资源条件，采集了 8 个科的 11 种藤本植物的样本，在尽量

保持其生活状态的短时间内，对其韧性进行了定量测定，在有限的实验条件和时间下，获得了尽可能精确

的数据。再通过制作该样本的茎的横切片，观察其结构，对其结构与韧性的联系做了初步的分析，同时对

影响韧性的其他因素也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藤本植物；茎； 韧性；结构 

 
茎是植物提地上部分联系根和叶的营养器官，其主要功能是输导作用和支持作用。根据茎的

生长方向和木质化程度，可以把茎分成直立茎、攀援茎、缠绕茎、匍匐茎。具有攀援茎和缠

绕茎的植物，叫做藤本植物。藤本植物有木本的，如葡萄和紫藤，也有草本的，如豆类和瓜

类[1]。 

     自然界中，在进化上比较高级的各种植物的茎与环境相适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结构，

有的高大粗壮，有的纤细柔嫩。但它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在千变万化的环境中支撑起自己的

一片生存的空间。植物的茎一般成柱状，故其承受轴向拉力的能力，比其承受横向拉力的能

力（在本文中，将它简称为韧性）强的多，所以它们更易被折断，而不易被拉断。在自然界

中，植物的茎经常要承受横向外力的作用，所以其韧性对维持其个体的生存十分重要。在狂

风暴雨中，一些直立植物的茎折断了，而一些藤本植物的茎虽然被弯曲，却安然无恙。这其

中部分原因，就是藤本植物一般比较柔韧。但是不同植物的韧性具有很大差异，这是由它们

的结构不同引起的，当然同一株植物的韧性也会受到直径大小，生活状态，年龄的影响。所

以我们在天目山有利的自然资源条件下，采集了一些藤本植物作为样本，对其茎的韧性进行

测定了。为了在有限的时间和实验条件下扩大测定范围，我们选取 8 个科的 11 种藤本植物

进行了关于韧性的定量测定。在实验条件限制、无精密仪器的条件下，在实验设计上尽量利

用现有条件减小误差，获得了样本植物单位直径的横向最大承受力，并在不同种间进行了比

较。我们发现不同样本的韧性存在显著差异，并结合其茎的横切片，对其原因进行初步的探

讨。 

1 材料及方法 

1.1 材料： 

植物：报春花科——过路黄     夹竹桃科——络石         五加科——中华常春藤        

豆科——野大豆         薯蓣科——薯蓣          毛茛科——大花威灵仙   

葡萄科——爬山虎、乌蔹莓                    葫芦科——栝楼、王瓜、南赤瓟 

（植物样本图和切片图见附录） 

工具：直尺、细线、沙石、天平、剪刀、塑料袋 

1.2 方法： 



1、采集植物：首先，为了尽量减小同种植物在不同生长环境下产生的个体差异所带来

的影响，我们在采集植物时准确详细地记录了每种植物的采集位置，从而在之后的采集

中保障了植物材料生境的稳定性；其次，为了防止植物因放置过久而失水并影响实验结

果，我们在先是将各植物的采集位置尽量集中化，再少量多批采集，力求能够迅速完成

每批植物的韧性实验。 

    2、截取不同直径的茎段 5~6段：每个茎段长 20cm。由于茎段上分布着众多茎结，这些

结的韧性与茎干并不一致，为个保证实验结果的准确和实验条件的一致，我们在截取茎

段时避免结出现在中点处——即我们做韧性实验时选取的负重点。 

    3、测直径：由于所采的植物茎的横截面近似圆形，因此认为其横截面直径与周长符合

公式 L=πD。以此公式，我们采用先测量周长再计算直径的间接测量法。我们先是将细

线缠绕茎段 5圈，各圈间紧密相连，如此以直尺一次测量 5倍周长，并重复一次，从而

减小随机误差。 

    4、韧性实验：以吊坠指示重力方向，以此调整茎段呈水平并两端固定，将塑料袋套头

（为保证实验条件一致，因而始终用同一套头）置于茎段中点处，呈悬挂状态。均匀缓

慢注入细沙至茎段断裂，测量塑料袋及沙的重量。同种植物的茎段我们先进行一次预实

验以判断能使茎段断裂的大概重量，而在正式实验中以预实验为参照，避免茎段因长时

间牵拉而损伤。 

    5、切片制作：为了能够从其本质分析韧性差异的来源，我们于返程前一日再在相同地

点采样，并用含少量水的密封瓶保存以防止植物失水。回校后则立即截取各种物茎段的

横截面做成切片并以照片形式保存下来。+ 

2 数据处理： 

2.1 表一，基础实验数据表： 

 

 

     测验次数 

植物 
1 2 3 4 5 6 

报春花科 

过路黄 
2.20/2.25//0.48 2.30/2.30//0.27 2.38/2.50//0.50 2.50/2.47//0.56 2.18/2.20//0.45 2.17/2.15//0.19 

葡萄科 

乌蔹莓 
4.55/4.50//1.22 3.19/3.18//0.94 2.50/2.45//0.55 2.95/2.97//0.71 4.30/4.20//1.10  

夹竹桃科 

络石 
3.35/3.38//6.10 2.65/2.63//2.50J 2.89/2.94//4.20 3.00/3.03//4.33 2.19/2.20//2.43  

葫芦科 

栝楼 
3.58/3.46//1.72 3.80/3.85//1.51 3.53/3.47//1.89 2.97/2.95//0.76 3.60/3.72//1.18  

五加科 

中华常春藤 
3.80/3.78//2.55L 4.15/4.12//2.30 3.30/3.38//2.05 3.20/3.18//1.57 3.25/3.30//1.82  

葫芦科 

王瓜 
2.79/2.80//1.20 3.35/3.25//1.34 2.58/2.50//0.74 2.59/2.60//0.69 2.80/2.90//1.20  

豆科 

野大豆 
1.83/1.80//0.72 1.75/1.90//0.61 2.25/2.30//0.84 1.90/1.95//0.70 2.09/2.12//0.93  

野大豆 1.80/1.79//0.71 2.05/1.95//0.81 2.33/2.30//1.49 1.83/1.88//1.00 2.00/2.10//1.16  



葫芦科 

南赤瓟 
5.05/5.03//2.24 4.00/3.38//1.18 5.50/5.50//2.75 4.60/4.58//2.65 4.80/4.72//3.16 5.45/5.40//3.42 

葫芦科 

爬山虎 
3.10/3.09//1.44 2.79/2.77//1.20 2.39/2.40//0.75 3.10/3.12//1.10 3.30/3.35//1.96  

薯蓣科 

薯蓣 
3.06/3.08//0.50 2.70/2.68//0.66 2.20/2.15//0.71 2.50/2.30//0.85 2.62/2.68//0.75 3.45/3.20//0.75 

毛茛科 

大花威灵仙 

 

4.19/4.30//2.11 2.80/2.76//1.32 3.82/3.70//3.24 4.50/4.40//1.96 3.30/3.28//1.55 4.06/4.02//1.80 

 

Note: 1)  xx/xx//xxx 中，前两位数字表示 2 次重复测验所得到的绕藤五周后的绳子的长度，也就是代表 5 轮周长的长度。 

          最后一位代表在藤断裂时所得到的临界重量。 

        2)  实验中选择了 6段不同直径的植物藤茎进行试验。 

              

2.2 表二，数据初步处理 

 

植物 
直径

(1) 
直径(2) 

Average 

Diameter 
S值 

  

C.V.(%) 

临界重量

（kg） 

单位直

径承受

力 

平均值 

报春花科 

过路黄 

0.140 0.143 0.142  2.24E-03 1.58  0.48  3.38  

4.08  
0.152 0.159 0.156  5.00E-03 3.21  0.50 3.21  

0.159 0.157  0.158  1.40E-03 0.89  0.56  3.54  

0.139 0.140 0.140  1.00E-03 0.71  0.45  6.59  

葡萄科 

乌蔹莓 

0.290  0.286  0.288  2.83E-03 0.98  1.22  4.24  

3.89  
0.159  0.156  0.158  2.24E-03 1.42 0.55  3.49  

0.188  0.189  0.188  1.00E-03 0.53 0.71  3.77  

0.274  0.267  0.271  5.00E-03 1.85  1.10  4.07  

夹竹桃科 

络石 

0.213  0.215  0.214  1.35E-03 0.63  6.10  28.48  

22.76 
0.184  0.187  0.186  2.25E-03 1.21  4.20  22.63  

0.191  0.193  0.192  1.35E-03 0.70  4.33  22.56  

0.139  0.140  0.140  4.50E-04 0.32  2.43  17.39  

葫芦科 

栝楼 

0.228  0.220  0.224  5.40E-03 2.41  1.72  7.68  

6.86  
0.242  0.245  0.244  2.25E-03 0.92  1.51  6.20  

0.225  0.221 0.223  2.70E-03 1.21  1.89  8.48  

0.229  0.237  0.233  5.40E-03 2.32  1.18  5.06  

五加科 

中华常春藤 

0.242  0.241  0.241  9.00E-04 0.37  2.55  10.57 

9.17  
0.210  0.215  0.213  3.60E-03 1.69  2.05  9.64  

0.204  0.202 0.203  9.00E-04 0.44  1.57  7.73  

0.207  0.210  0.208  2.25E-03 1.08  1.82  8.73  

葫芦科 

王瓜 

0.178  0.178  0.178  4.50E-04 0.25  1.20  6.74  

5.98  

0.213 0.207  0.210  4.50E-03 2.14  1.34  6.38  

0.164  0.159  0.162  3.60E-03 2.23  0.74  4.58  

0.178  0.185  0.181  4.50E-03 2.48  1.20  6.61  

0.165  0.166  0.165  4.50E-04 0.27  0.69  4.18  



豆科 

野大豆 

0.117  0.115  0.116  1.35E-03 1.17  0.71  6.14  

6.06 

 

0.111  

0.143  

0.121  

0.146  

0.116  

0.145  

6.75E-03 

2.25E-03 

5.81  

1.55  

0.61  

0.84  

5.25  

5.80  

0.121  0.124  0.123  2.25E-03 1.84  0.70  5.71  

0.133  0.135  0.134  1.35E-03 1.01  0.93  6.94  

0.115  0.114  0.114  4.50E-04 0.39  0.71  6.21  

0.131  0.124  0.127  4.50E-03 3.54  0.81  6.36  

葫芦科 

南赤瓟 

0.321  0.320  0.321  9.00E-04 0.28  2.24  6.98  

8.45  
0.350  0.350  0.350  0.00E+00 0.00  2.75  7.85  

0.293  0.292  0.292  9.00E-04 0.31  2.65  9.07  

0.347  0.344  0.345  2.25E-03 0.65  3.42  9.90  

葫芦科 

爬山虎 

0.197  0.197  0.197  4.50E-04 0.23  1.44  7.31  

7.23  
0.178  0.176  0.177  9.00E-04 0.51  1.20  6.78  

0.197  0.199  0.198  9.00E-04 0.45  1.10  5.56  

0.210  0.213  0.212  2.25E-03 1.06  1.96  9.26  

薯蓣属 

薯蓣 

0.140  0.137  0.138  2.25E-03 1.63  0.71  5.13  

4.67  
0.159  0.146  0.153  9.00E-03 5.89  0.85  5.56  

0.167  0.171  0.169  2.70E-03 1.60  0.75  4.45  

0.220  0.204  0.212  1.13E-02 5.32  0.75  3.54  

毛茛科 

大花威灵仙 

0.267 0.274 0.270 4.95E-03 1.83 2.11 7.81 

7.32 

0.178 0.176 0.177 1.80E-03 1.02 1.32 7.46 

0.286 0.280 0.283 4.50E-03 1.59 1.96 6.92 

0.210 0.209 0.209 9.00E-04 0.43 1.55 7.40 

0.258 0.256 0.257 1.80E-03 0.70 1.80 7.00 

 

 

 

2.3 表三，方差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 

 

 

SUMMARY       

组 观测数 求和 平均 方差   

过路黄 4 16.33876 4.084689 2.024904   

乌蔹莓 4 15.56015 3.890037 0.108345   

络石 4 91.05617 22.76404 20.51961   

栝楼 4 27.41653 6.854133 2.321162   

中华常春藤 4 36.66999  1.481171   

王瓜 4 24.31263 6.078157 1.025328   

野大豆 7 42.42166 6.060237 0.290029   

南赤瓟 4 33.8067 8.451674 1.668367   

爬山虎 4 28.90411 7.226027 2.376502   

薯蓣 4 18.67969 4.669923 0.775816   

大花威灵仙 5 36.58375 7.316751 0.131978   



方差分析       

差异源 SS df MS F P-value F crit 

组间 1099.388 10 109.9388 41.02** 5.52E-17 2.098239 

组内 99.17171 37 2.680316    

       

总计 1198.56 47         

 

由方差分析可以看出，各种藤本植物间单位直径所能承受的拉力有着显著性的差异，这种结

果产生的原因在于各种植物间藤茎结构的不同，以下即希望通过对影响植物茎的韧性的因素

的分析来解释上述现象的出现。 

4 讨论 

影响茎韧性的因素： 

1， 粗细 2，结构 3，受力部位 4，状态 5，生长时期。 

1，从表观上看，茎的粗细是影响其韧性的重要因素。但不同植物的茎内部构造是有区

别的，而且，同种植物、甚至同株植物的茎也并非都是越粗越韧。因此，粗细仅反映茎的表

面属性，对于研究其本质差异意义不大，也就成为我们试验中第一个考虑要消除的种间差异。

我们在采集时就注意收集了一些表观差异不大（直径约在 2mm左右）的植物，以便进行处理

和比较。实验过程中，每种茎的周长至少测了十个数据，以避免由于局部的粗细程度特殊而

影响结果。后期处理数据时，则对测量值进行统计分析，验证同组数据间是否存在显著性差

异。最后以相对量——“单位直径承受力”作为剔除了粗细差异后植物的韧性表征值。 

2，也是本实验最关键的，就是分析不同植物间茎干结构的差异所导致的对韧性的影响。

第一点，茎的形状并不一样，这一点可以从制作的植物切片中明显的看出来。多数植物的茎

呈圆柱形，但也有少数植物的茎呈三角形、方柱形，或扁平柱形。因为辐射对称的圆柱体形

最适宜于担负支持、输导和贮藏的功能。而在适应于机械支持的情况下，有些植物茎内的厚

角组织比较集中，向外突出成棱跃使茎的外形发生变化。从实验中，单位承重最小的过路黄

和乌蔹莓的茎分别是圆柱形和六角形，且承重较大的几种植物中也是有圆有角，我们并未得

出茎的韧性和外形之间存在什么规律性的关系。第二点，茎的木质化程度不同。具有攀援茎

和缠绕茎的植物，叫做藤本植物。藤本植物有木本的，如葡萄和紫藤，也有草本的，如豆类

和瓜类。本实验所用材料中，夹竹桃科的络石属于木本，单位直径的承重力高达

22.76404kg/cm，远远高于其他所选的大多数草本植物，而承重最轻的过路黄和乌蔹莓均属

草本。除了木质化程度外，还有什么结构因素影响了茎的韧性呢？双子叶植物的茎的的初生

结构可分为表皮、皮层和维管柱三部分。首先看皮层，观察切片，络石的茎表皮位具有一层

增厚的角质层，而且外周还附有一层红色的蜡质结构，增强了表皮的坚韧性。其他材料的表

皮角质化并不明显，亦无蜡质。其次是皮层，其中最主要的是薄壁细胞，另外还有起机械支

持作用的厚角组织和厚壁组织。茎中的厚角组织往往成连续的圆筒状，后脚细胞相互重叠排

列，具有较强的机械强度。厚壁细胞的特点是具有均匀加厚的次生壁，常常木质化。[2]在

络石的茎切片中可以发现很厚的一层圆筒状排列的细胞，它们紧密排列，细胞腔很小。在中

华常春藤的切片中也可观察到一层环状排列的致密细胞。最后，是皮层内的维管柱，包括维

管束和髓，及髓射线。维管束主要在茎中起运输作用，运输营养物质是茎在其生活中主要的

工作，这个工作在茎的内部又有专门组织来负责，[3]它们对韧性影响不大。但值得注意的

是，葫芦科植物茎内髓成熟较早，以后茎继续生长时，节间的髓常被拉坏形成空腔，但节上

仍保留着髓。[4]这一点可以从王瓜和栝楼的切片上得到证实。比较同属葫芦科的王瓜和南

赤瓟的单位承重能力，推测如此的中空结果可能对茎的韧性有不利影响。 



    3，受力部位。节间和节上的结构不同。茎上的生叶位置称为节，两个节之间的部分称

节间；不同植物茎上节的明显程度差异很大，大多数植物只是在叶着生的部位稍稍膨大，节

并不明显，但有些植物的节却膨大成一圈。[5]为了避免节的影响，在实验过程中，我们都

是挑选不同植物的节间中点作为受力点，两端支持点距受力点距离保持恒定。 

4，茎的状态。在含水量不一样时，植物茎的各种属性都会变化。为了保持茎的新鲜状态，

避免发生萎蔫、折损等不良变化，我们尽量随采随测，隔天必须重新采新标本。采得后的标

本置于一避光且含水的塑料袋中放平展。 

5，茎的生长时期。采得的茎一般都很长，包括从根部到末梢的一整段。一般来讲，茎都

是根端粗且韧，梢段细且嫩。这就要求我们比较不同植物时，要尽量选择植物茎的相同生长

时期的部位作为被试。鉴于实验器材条件，为了限制承重上限，我们对植物样本都选取了接

近末梢较嫩的一段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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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植物标本资料和切片： 
 
1， 报春花科——过路黄（Lysimachia christinae Hance .） 
多年生草本，茎匍匐，由基部向顶端逐渐细弱，叶对生，心形。 

      
 
2， 葡萄科——乌蔹莓（Cayratia japonica (Thunb.)Gagnep.） 
蔓生草本；茎有卷须，掌状复叶。 



      
3， 夹竹桃科——络石（Trachelospermum jasminoides (Lindl.)Lem.） 
木质藤本，茎赤褐色，叶革质，卵状被针形。 

       
 
 
4， 葫芦科——栝楼（Trichosanthes kirilowii Maxim.） 
多年生攀缘草本，根状茎肥厚，圆柱状，卷须腋生，叶互生，掌状浅裂。 



      
 
 
5， 五加科——中华常春藤（Hedera nepalensis var.sinensis.） 
藤本 

       
 
 
6， 葫芦科——王瓜 
根状茎纺锤形；叶背面密生短柔毛。 



      
 
 
7， 豆科——野大豆（Glycine soja Sieb.et Zucc.） 
一年生缠绕草本；茎细瘦，顶生小叶卵状披针形。 

      
 
 
8，葫芦科——南赤瓟（Thladiantha dubia bge.） 
藤本, 茎有卷须；单叶不分裂, 叶先端尖。 



      
 
 
9， 葡萄科——爬山虎（Parthenocissus tricuspidata (Sieb.et Zucc.)Planch.） 
藤本；卷须短，多分枝，顶端有吸盘。 

      
 
 
10，薯蓣科——薯蓣（Dioscorea sativa Linn.） 
茎圆柱形，叶片三角状广卵形，基部戟状心形。 



      
 
 
11,毛茛科——大花威灵仙（Clematis chinensis Osbeck.） 
茎棱形，羽状复叶。 

      
 
 

 
 



 



天目山野生大豆分布调查 

天目山野生大豆分布调查 
 

倪晓春，付雯卿 ，顾秀婷，朱江燕 
（复旦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 上海  200433） 

 

摘 要：野生大豆( Glycine soja )是栽培大豆( G. max )的近缘野生种，其地理分布仅限于东亚中北部地区。我

国野生大豆资源分布非常广泛，类型也较丰富。本文针对浙江省天目山自然保护区的野生大豆资源做了较

为详实的调查。通过观察、记录和拉样方等方法，初步了解了野生大豆在保护区内的大致分布，以及光照、

湿度等环境因子对植株生长形态的影响。研究发现：天目山保护区内野生大豆多以零星分布，偶有大片群

生。垂直分布广泛，上至海拔 1000 余米处仍有分布。对其生境的研究表明野生大豆适应较为多样的环境，

但当光照与湿度等环境因子互相平衡时，生长最为旺盛。同时，我们制作了野生大豆在天目山的分布图，

以期为今后的研究工作提供便利。 

关键字：野生大豆( Glycine soja )、分布、天目山 

 

简介： 
天目山自然保护区介绍 

天目山自然保护区地处浙江省西北部临安市境内，主峰仙人顶海拔 1506 米。保护区内

气候温湿，土壤肥沃；又由于其特殊的地形和悠久的佛教文化熏陶，再加上解放以来政府

的大力保护，促使该地区的生态环境保留了其原始性和完整性。正是在这种“天时、地利、

人和”的氛围中，造就了天目山极其丰富的植物资源，被喻为“物种基因宝库”。其中，更

是拥有许多稀有植被，野生大豆(Glycine soja)就是其中一例。 
 

野生大豆研究意义 
野生大豆是国家三级保护植物。它的开发与利用在生产上、科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价

值。 
生产上，大豆是人类食物中的重要植物，改良大豆的种质具有深刻的意义。而野生大

豆作为栽培大豆（G. max）的近缘种，具有耐盐碱、抗寒、抗病害、营养丰富等许多优良

性状，通过它与栽培大豆的杂交，可以改良大豆的品质、提高大豆的抗性，其经济效益不可

估量。 
科学研究中，虽然“大豆的野生起源是否就是野生大豆”至今还没有定论，但“野生

大豆为大豆起源、进化、分类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这一点是毫无异议的。广大科学

工作者们正从生态学、形态学、分子生物学等多角度出发，对其进行研究；可以相信，依靠

野生大豆这一宝贵财富，大豆的起源之迷终将揭开。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野生大豆的地理分布仅限于东亚中北部地区，包括中国、朝鲜

半岛、日本、俄罗斯远东地区等。 
介于野生大豆科研生产上的重要性及地理分布的局限性，中国野生大豆资源在世界大

豆界具有瞩目的地位。因此，在此次天目之行中，我们决定以“天目山野生大豆分布”为题

进行调查研究，以期为后续的研究工作提供向标。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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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目山野生大豆分布调查 

调查路线 
在整个的野外实习的过程中，我们主要考察了三条线路： 
1. 从住地（海馫度假村），沿着青龙池旁路，经禅源寺，直至天目山国家自然保护区

的入口山门处； 
2. 从住地，沿盘山公路，直至蝙蝠洞。并对沿途红庙及红庙后面的一大块地进行了考

察； 
3. 从太子庵往上，经由一里亭等，到达开山老殿和仙人顶。 
除此之外，我们在千亩田，驻地附近等地点也作了零星的观察。 

 
调查方式 

在整个的野外考察过程中，我们采取的主要方式是观察、记录、拉样方等。 
 

野生大豆的水平分布： 
我们在几位研究生学长的带领下，采取严格的拉样方采样的方式对“住地至禅源寺”沿

线（海拔平均在 350m 左右）进行考察。即沿途拉皮尺对发现野生大豆的地点进行定位（共

观察了 300m），同时对其生境做了简要记录。 
另外，在禅源寺对面的柳杉林中，我们分别以林旁小溪边的小路、沿途道路为界，拉了

15m×50m 的样方，观察野生大豆的分布。 
 

野生大豆的垂直分布： 
由于天目山的垂直海拔有将近 1000 多米，因而野生大豆的自然生境也存在差异。在由

太子庵向上，攀登仙人顶的途中，我们使用 GPS 全球定位系统对野生大豆进行了大群落的

分布定位和海拔记录。 
 

野生大豆形态比较： 
在红庙附近及其他一些地点，我们发现了一些栽培大豆及疑似野生大豆变种，对此我们

进行了拍照工作，以期与野生大豆进行比较。 
 

研究结果 
野生大豆的水平分布 

以禅源寺东门所在桥桥头为起点（0m），沿途野生大豆分布详见表（一）： 
表（一） 

野生大豆分布位置 生态环境 
野生大豆长势 

备注 
平均株高（cm） 密度(株) 

5m（西） 溪边，光照差 100 >30  桥

东

侧

不

存

在

野

生

大

10m（西）     

16m（西） 光照略好 80 <10  

21m（西）  120 <10  

28m（西）  120 <10  

33m（西）  70 >50 无攀援物，叶小 

35m（西）  160 >100 松树旁，8 叶 

54m（西） 阴生 60 <10 矮小细弱 

75～111m（西） 阴生 110  零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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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目山野生大豆分布调查 

124m（西）    向阳小坡上一小片 豆 

128m（西）    大片分布 

149m（西）    大片分布 

152m（东） 潮湿，有阳光 51 <10  

160m（东） 潮湿，有阳光 17 <10  

206m（东） 阴，较潮湿  >100 离开河有一定距离 

206m（西） 阳，较干燥  <10  

289m（东） 潮湿，有阳光  <20  

     

在禅源寺对面柳杉林中，分别以小溪旁的小路（宽）、沿途道路（长）为起点（0m），在

15m×50m 样方中野生大豆分布情况详见表（二）： 
表（二） 

野生大豆分布位置 
生态环境 

野生大豆长势 备注 

宽（m） 长（m） 平均株高（cm） 密度(株)  

小路东面 42 有阳光，较潮湿  <20  

小路西面 

4 有阳光 100 >50 溪对岸 

20.7 阴  <10  

20.7～38 阴  单株 零星分布 

小路以西 5m 

18   <10 

 25 有光 36 <10 

33 阳光充足  <20 

48 有阳光 160 >200 两条小路交界三角区，叶片颜色特别深 

小路以西 15m 5～11 阳光充足  >200  

结论： 
1. 光照：野生大豆是喜光植物，在光照充足的地方长势较好，但是它又不适应在强

光下生长。 
2. 水分：野生大豆是需水较多的植物，在自然条件下多生长在较潮湿的土壤中。与

光照条件结合考虑，野生大豆一般在光照、水分等条件相互平衡时，长势最好。 
3. 攀爬植物：野生大豆为一年生草本植物，调查中发现，其茎可以缠绕在松、柏、

下田菊等植物上，较为随机，主要是草本、灌木等。 
 

野生大豆的垂直分布 
攀登仙人顶沿途，野生大豆海拔分布详见表（三）： 

表（三） 

野生大豆分布位置标志性建筑 地理位置（海拔、经纬） 
密度

(株) 
备注 

进山门附近 331m，30。19'659"N，119。26’384”E  与山蚂蟥混生两小片，其余散生 

一里亭附近 414m 一丛  

三里亭附近 523m，30。20'35"N，119。26’117”E 一丛  

与三里亭垂直距离约 30m 的枯树旁 约 550m 一丛 
叶子开始变大，茎杆开始直立，

叶色变浅 

五里亭附近 660m，30。20'35"N，119。26’117”E 一丛  

朽木旁 684m，30。20'190"N，119。26’093”E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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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目山野生大豆分布调查 

七里亭附近 925m，30。20'121"N，119。25’928”E   

七里亭上 140m 943m，30。20'340"N，119。23’901”E <5 叶形开始变小 

 985m 小簇  

洗钵池附近 1040m，30。20'346"N，119。25’774”E >30  

老殿到乘车点  
零星分

布 
 

结论：查阅有关书籍，发现野生大豆在中国的分布极广。尤其在北纬 30。
—45。

地区，不

但分布的种群多、密度大，类型也很丰富。垂直分布方面，黄河及长江流域上限在海拔 1500
—1700m。 

以上调查结果都符合这一结论，而且认为在海拔 300—500m 左右，野生大豆长势较好。

另，在调查过程中发现：随着海拔的变化，野生大豆形态也发生了一定变化，估计是与光照、

水分、营养等诸条件有关。 
 

野生大豆的其他分布及形态变化 
我们还在红庙附近、天目山管理局至保护区入口沿线进行了零星调查，结果如表（四）： 

表（四） 

野生大豆分布位置 生态环境  密度(株)  备注 

蝙蝠洞沿途 潮湿 单株  

红庙近旁 有阳光，较潮湿 >200  

红庙后 30m   变异的野生大豆，叶形变化 

红庙后 35m（注）  >500 有两种叶形的野生大豆 

红庙上行路旁 潮湿 零星分布  

红庙上行屋旁 较干燥，有阳光 <10  

红庙上行林后，池塘边高地 向阳 零星分布 叶非平展 

红庙上行林后，池塘边 略有阳光 >50 叶小巧玲珑，有根瘤 

红庙后，环回红庙途中，马尾松附近 有阳光 >500  

天目山管理局对面荒地入口 阴 20～30，零星散落  

天目山管理局门前  1 偏黄 

天目山自然保护区进山门前，9 号路牌旁  <10  

天目山自然保护区进山门前 200m  >50  

 
在红庙后 35m 处，我们发现了两种叶形的野生大豆，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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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地为一片野生大豆和栽培大豆及其他藤蔓类植物混生的群落。由于调查时正值夏

季，故主要是从叶形上辨识野生大豆。上述两种均符合“茎缠绕，叶互生，三小叶羽状复叶，

小叶卵状披针形”的基本特点。但是图（二）所示的叶形又过于的奇特。经专门进行分类学 
研究的老师鉴定，仍然不能仅从叶子判断是否为野生大豆。怀疑其可能是野生大豆的变异种。 
 
天目山野生大豆分布图 

综合上述调查的区域，我们将野生大豆分布标注在天目山自然保护区地图中，以方便今

后研究者的查阅。 
在图中，我们选用了不同的颜色不同大小的斑块来表示野生大豆群体的大小和长势。 
紫色表示野生大豆群体个体总量大大超过 200，并且长势极好，叶片颜色深，基本无虫

咬损伤痕迹 
蓝色表示野生大豆群体个体总量在 100 左右，长势较好，但叶片颜色较浅，基本也无虫

咬损伤痕迹 
绿色表示野生大豆群体个体在 20-50 左右，长势还可，叶片颜色较浅，有些植株叶片出

现枯黄和损坏迹象 
红色散点仅仅表示在点附近出现过野生大豆，或三五株或两三株甚至也有单株独立的现

象，可以看出在整个天目山地区野生大豆呈很广泛的零星分布状态。 
 

 天目山野生大豆分布简图 

 

图（二）：叶较长，株高 130cm，

叶片毛少。（疑似，已对其取样，研

究生学长将对其作分子水平的研究） 

图（一）：叶圆尖形，株高 70cm
自我缠绕，叶片毛多，第六节开

始有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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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位置、长势见上述表格） 

 

由于时间、精力、人数的限制，我们小组四人仅对天目山部分区域进行了野生大豆资源

的考察，可以说是十分的粗糙的。详尽的资源考察还有待于下几届师弟师妹们的共同努力，

在此谨当抛砖引玉。 
同时，在此要特别感谢宋志平老师以及夏涵冰，赵茹、 朱维真三位研究生学长对我们

工作的支持与指导。 
 
 
 
 
 
 

参考书目： 
[1]庄炳昌主编，中国野生大豆生物学研究，科学出版社（1999）。 
  
 

A suvery to the disturbution of   
Wild soybean ( Glycine soja) 
 in Mountain Tianmu 

Ni Xiaochun, Fu Wenqing, Gu Xiuting, Zhu Jiangyan 
(School of life scienc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Wild soybean ( Glycine soja ) is the wild relative species of cultivated soybean ( G. 
max ). Its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is only limited to the middle and northern regions of East Asia. 
The distribution of wild soybean in China is very extensive and the types are quite various. In this 
report, we made a relatively detailed research on the distribution and habitats of wild soybean, 
which grows in the Mountain Tianmu, western Zhejiang Province. By the scientific methods, such 
as observation, sample measurement，we initially become acknowledg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of 
wild soybean in this area, as well as the influence of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such as light and 
humidity. Research revealed that wild soybean in the Mountain Tianmu scattered distributes and 
rarely grows in large groups. It also covers a large vertical range, and can be seen at the elevation 
of more than 1000m. Research on its habitats revealed that wild soybean can be well adapted to 
various habitats. But only when light and humidity are moderate, wild soybean can grow 
prosperously. Moreover, we also draw a map to show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wild soybean in 
Mountain Tianmu. for be convenience of the further research.  
Key words: Wild soybean ( Glycine soja ), distribution， Mountain Tianmu 

 

第 6 页 共 6 页 



天目山植物叶子质地与其排水能力的关系 

 

刘丽，朱晶，王袆婧 
（复旦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从天目山不同生态环境采集植物叶片，按其叶子质地的进行分类，测定不同种类的叶子的表面排

水速度，结合分析叶表面光滑程度，被毛，及植物生活环境的影响，尝试探索并解释植物对水这一重要生

态因子发展出的形态适应特征。实验结果表明，叶子的排水能力使受很多因素影响的，而叶表面有无叶毛

对叶子的排水能力有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叶表面质地； 排水能力  

 

环境是由许多环境因子组成的，其中能对植物的生长、发育和分布产生直接影响的环

境因子特称为生态因子，如水、二氧化碳、氧气和温度等。植物长期生活在其特定的生境

中，常常产生相应的适应机制和特点，在外貌上表现出相应的特征，这种适应性使其更充

分有效地利用环境资源，抵御不良环境的影响。 

根据叶片的厚薄和光滑程度，在植物学上将叶的质地分为革质，纸质，膜质三大类。

具体还有以下分类： 

1、 平滑：叶面光滑无毛。如，龙吐珠。 

2、 粗糙：叶面又粗糙之感。如，构树。 

3、 革质：叶片厚成皮革状。如，女真。 

4、 纸质：叶片较薄如纸一般。如，乌桕。 

5、 膜质：叶片薄如膜层般。如，蕨类植物。 

6、 腺质：叶片有树脂腺，蜜腺或结晶等。如，橄榄树。 

7、 叶的表皮毛：具有光泽的长毛为“绢毛”；具软毛为“软毛”；毛直立刚硬为“刚毛; 

毛强硬如刺为“刺毛”；毛软而短且密生为“绒毛”；毛细为“细毛”； 毛状如星之

光芒为“星状毛”; 毛的顶端圆头状且能分泌醚油为“腺毛”。 

 

    

平滑 粗糙 革质 纸质 

 

   

膜质 腺质 叶毛 

http://140.111.148.1/0325_museum/plant/a603.jpg
http://140.111.148.1/0325_museum/plant/a902.jpg
http://140.111.148.1/0325_museum/plant/a507.jpg
http://140.111.148.1/0325_museum/plant/a904.jpg
http://140.111.148.1/0325_museum/plant/a315.jpg
http://140.111.148.1/0325_museum/plant/a906.jpg
http://140.111.148.1/0325_museum/plant/a908.jpg


 

我们预计，在不同的植物叶中，叶子的质地与其对环境中水的适应性有关，我们采用

测定叶表面排水的速度的方法，结合分析叶表面光滑程度，被毛，及植物生活环境的影

响，尝试探索并解释植物对水这一重要生态因子发展出的形态适应特征。同时，我们也考

虑到还有很多的因素会对叶子的排水速度产生影响。比如叶子的形状，叶脉的走向和下陷

的程度，叶缘的光滑程度，叶子的自然着生倾角等，我们在实验中采用将叶子剪裁成统一

形状，并固定其倾角的方法，尽量减少这些因素的影响，而只讨论叶子质地与其排水速度

的关系。 
 

1 材料与仪器 
1．1 实验材料 
在天目山采集的女贞，桂树，广玉兰，菝葜，紫荆，山胡椒，薯蓣，美洲商陆，紫珠，三

脉叶马兰，猕猴桃，化香等植物的叶子。 
1．2 实验仪器 
斜面，胶头滴管，剪刀，秒表，直尺 

 

2 实验方法 
1，在典型的阴生/阳生的地点采集不同叶子质地的植物标本。 

2，标本分类鉴定，将其分为 3类，分别为革质，纸质光滑，纸质有毛，每类选四种植物的

叶子。 

3，将叶子剪成统一大小的长条状，尽量避开其主脉。 

4，将剪好的标本分别置于倾角为 30°的斜面上，从其上部用胶头滴管向下滴 3滴水滴，

保持胶头滴管每次的高度和滴液速度。 

5，记录水流在叶表面流过 8厘米所需的时间，每种叶子测三次。 

 

3 结果与分析 
3．1 实验结果数据统计 
统计数据如下表所示： 

 

比较革质与纸质光滑 

 

表 1 水滴滑落叶片所需时间(秒)（革质与纸质光滑） 

质地 i 叶子 j 测定 Xijα(α=1,…n)    

（i=1,…a) （j=1，…b) 1 2 3 Xij. Xi.. X… 

1(革质) 

1（女贞） 3.58  3.70  3.21  10.49  

70.44  

176.14  

2（桂树） 6.65  6.87  5.90  19.42  

3（广玉兰） 5.96  6.52  5.02  17.50  

4（菝葜） 8.31  8.78  5.94  23.03  

2（纸质光滑） 

1（紫荆） 5.81  5.45  5.11  16.37  

105.70  
2（山胡椒） 3.65  3.70  3.71  11.06  

3（薯蓣） 16.99  14.99  17.68  49.66  

4（美洲商陆） 10.19  8.58  9.84  28.61  

 

A=∑∑∑X
2
ijα=3.58

2
+3.70

2
+…+9.84

2
=1678.27 

B1=∑∑X
2
ij./n = (10.49

2
+19.42

2
+…+28.61

2
)/3=1666.25 

B2=∑X
2
i../bn = (70.44

2
+105.70

2
)/(4×3)=1344.52 

C=X
2
…/abn = 176.14

2
/(2×4×3)=1292.72 



 

表 2 方差分析表 

 df Ssq msq=ssq/df F 

大群（质地）间 1 B2-C=51.8 51.8 0.97 

小群（叶子）间 6 B1-B2=321.73 53.62 71.49
**
 

测定误差 16 A-B1=191.94 0.75  

 

质地间 F=51.8/53.62=0.97 < 1 

∴质地间无显著差异 

叶子间 F=53.62/0.75=71.49  自由度 df为 6，16 

查表 F0.01（6，16）=4.20     F 〉F0.01      ∴ P<0.01 

即不同种叶子间的差异极显著 

测定误差 msq=0.75，说明测定误差很小 

 

由于革质与纸质光滑间差异不显著，故将两者数据合并，与纸质有毛进行比较 

 

 

比较革质纸质光滑与纸质有毛 

 

表 3 水滴滑落叶片时间（秒）（革质纸质光滑与纸质有毛） 

质地 i 叶子 j 测定 Xijα(α=1,…n)    

（i=1,…a) （j=1，…b） 1 2 3 Xij. Xi.. X… 

1（革质、 

纸质 

光滑） 

1（女贞） 3.58  3.70  3.21  10.49  

176.14  

732.67  

2（桂树） 6.65  6.87  5.90  19.42  

3（广玉兰） 5.96  6.52  5.02  17.50  

4（菝葜） 8.31  8.78  5.94  23.03  

5（紫荆） 5.81  5.45  5.11  16.37  

6（山胡椒） 3.65  3.70  3.71  11.06  

7（薯蓣） 16.99  14.99  17.68  49.66  

8（美洲商陆） 10.19  8.58  9.84  28.61  

2（纸质 

有毛） 

1（紫珠） 37.80  42.30  40.50  120.60  

556.53  
2（三脉叶马兰） 24.93  26.20  21.79  72.92  

3（猕猴桃） 82.00  96.93  82.33  261.26  

4（化香） 36.50  31.31  33.94  101.75  

 

A=∑∑∑X
2
ijα=3.58

2
+3.70

2
+…+33.94

2
=34681.54 

B1=∑∑X
2
ij./n = (10.49

2
+19.42

2
+…+101.75

2
)/3=34490.10 

B2=∑X
2
i../bn = 176.14

2
/(8×3)+556.53

2
/(4×3)=27103.19 

C=X
2
…/abn = 732.67

2
/36=14911.26 

 

表 4 方差分析表 

 df Ssq msq=ssq/df F 

大群（质地）间 1 
B2-

C=12191.93 
12191.93 16.5

**
 

小群（叶子）间 10 
B1-

B2=7386.91 
738.69 92.6

**
 

测定误差 24 A-B1=191.44 7.98  

 



质地间 F=12191.93/738.69=16.5     自由度 df为 1，10 

查表 F0.01（1，10）=10.04    F 〉F0.01      ∴P<0.01 

∴质地间（有毛与无毛）差异极显著 

叶子间 F=738.69/7.98=92.6         自由度 10，24 

查表 F0.01（10，24）=3.17     F 〉F0.01      ∴P<0.01 

∴不同种的叶子间差异极显著 

 

3．2 实验结果分析 
1，革质与纸质光滑的叶子排水能力无显著差异，而它们与纸质有毛的叶子的排水能力有显

著差异，这说明，有毛与无毛对叶子的排水能力有重要的影响，而表面光滑的叶子的排水

能力与其厚薄并无必然关系。 

2，同种质地的不同种类的叶子的排水能力有显著差异，这说明，叶子的排水能力不仅与其

叶面质地有关，还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叶形，叶脉走向，叶脉下陷程度等。我们在实

验中将叶子剪成统一大小的长条状，尽量避开其主脉，但仍不能避免侧脉的影响，这是造

成试验误差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3，除了测定叶子表面的水流速度外，我们认为测定叶子的持水量也是一个表示其排水能力

的方法，但由于天目山的实验条件所限，这个实验较难准确地完成。我们用粗略的方法估

计了一下，结果与测定水流速度基本符合。 

4，实验前，我们估计，由于植物叶子质地造成其排水能力的不同，植物的生境如阳生/阴

生会与其叶子的质地表现出一定的关联。但实验结果并没有显示两者有明显的关系。这说

明，植物的形态特点是对多种环境因子综合适应的结果，而不是某种因子单独决定的。这

也表明了植物对环境条件适应机制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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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女贞：木犀科。单叶对生，叶片革质而脆，卵形，宽卵形，椭圆形或椭圆状卵形，长

8-13厘米，宽 4-6.5 厘米，先端渐尖或急尖，基部宽楔形，全缘，两面无毛，上面深

绿色，有光泽，下面淡绿色，有腺点，上面中脉平坦，下面突起，侧脉 5-7对。 



 
 

2， 桂花：木犀科。叶片革质，长椭圆形或长椭圆状披针形，稀倒卵状长椭圆形，长 6-12

厘米，宽 2-4.5厘米，先端渐尖或急尖，基部楔形，通常上半部有锯齿或疏锯齿至全

缘，上面暗绿色，下面淡绿色，有细小腺点，侧脉 7-12对，上面常微凸，下面凸起，

至上部结网。 

   
 

3， 广玉兰：木兰科。叶片厚革质，椭圆形或倒卵状椭圆形，长 10-20 厘米，宽 4-10厘

米，先端钝或钝尖，基部楔形，边缘微向下反卷，上面深绿色，有光泽，下面密被锈

褐色短柔毛。 

  
 

4， 菝葜：百合科。叶片厚纸质直薄革质，近圆形，卵形或椭圆形，长 3-10厘米，宽 1.5-

8厘米，先端凸尖至骤尖，基部宽楔形或圆形，有时微心形，下面淡绿色或苍白色，具

3-5 主脉。 



  
 

5， 紫荆：豆科。叶片近圆形，长 6-14厘米，宽 5-14厘米，先端急尖或骤尖，基部心

形，幼叶下面有疏柔毛。 

   
 

6， 山胡椒：樟科。叶互生，纸质，叶片椭圆形，宽椭圆形至倒卵形，长 4-9厘米，宽 2-4

厘米，先端急尖，基部楔形，上面深绿色，下面粉绿色，被灰白色柔毛，羽状脉，侧

脉 5-6对。 

  
 

7， 薯蓣：薯蓣科。叶片纸质，三角状心形至长三角状心形，长 4-7厘米，宽 2.5-6厘

米，长为宽的 1.1-1.7 倍，先端渐尖，基部心形，少数近平截，边缘浅至中裂，中间

裂片卵形至长卵形，侧裂片方耳形至圆耳形。 



  
 

8， 美洲商陆：商陆科。叶片纸质，干时带黄绿色，卵状长椭圆形或长椭圆庄披针形，长

8-20厘米，宽 3.5-10 厘米，先端急尖或渐尖，基部楔形。 

  
 

9， 紫珠：马鞭草科。叶片卵状或倒卵状长椭圆形，长 7-18厘米，宽 4-8厘米，先端渐

尖，基部楔形，边缘有细钝锯齿，中央裂片较长，两侧裂片平展，上面深绿色，无

毛，下面淡绿色，有短柔毛或变秃净仅在脉腋有毛。 

   
 

10， 三脉叶马兰：菊科。下部叶在花期枯落，叶片宽卵状圆形，基部急狭成长柄；中部

叶长圆状披针形或狭披针形，长 6-16厘米，宽 1-5厘米，先端渐尖，中部以下急狭成

楔形具有宽翅的柄，边缘有 3-7对粗锯齿；上部叶片渐小，有浅齿或全缘；全部叶片

上面被密糙毛，下面被疏柔毛或除沿脉外无毛，稍有腺点，通常离基三出脉，侧脉 3-4

对，网脉常明显。 



  
 

11， 猕猴桃：猕猴桃科。叶片宽卵形至圆形，基部心形，上面近边缘处常疏生脱落性的

短刚毛。横脉和网状脉不发达，侧脉稀疏。 

  
 

12， 化香：胡桃科。复叶长 12-30厘米，有小叶 7-9枚，小叶对生或上部互生，无柄，

叶片卵状披针形或椭圆状披针形，长 2.8-14厘米，宽 0.9-4.8厘米，先端渐尖，基部

近圆形偏斜，边缘有细尖重锯齿，上面无毛，下面初有毛，后仅中脉或脉腋有毛，稀

仅下面叶片基部有毛。 

  
 



天目山不同植物比叶重沿海拔梯度的变化初探 
 

孙晓东 程道霖 高寒 王月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 01 级 2004 年 9 月 

 
摘要：研究了 5 个天目山核心区内不同物种在不同海拔高度上的比叶重的变化规律。结

果发现，不同物种对海拔变化的反应不尽相同。部分物种比叶重随海拔升高呈现上升；也有

一些物种比叶重随海拔升高而下降。这些不同的反应与种间差异有关，体现了植物对不同生

境的适应能力。初步推测这些变化是由于海拔升高引起的光照、温度、水分等生态因子的变

化而引起的。 
关键字：天目山  比叶重  海拔 

 
叶片比叶重是指作物单位面积的叶片干物重，其测定方法简单，同时和植物叶片的光和

效率成密切正相关，在大豆、玉米、高粱、马铃薯、向日葵等作物上已有广泛的应用。目前

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植物生长期或生存环境对比叶重的影响上。 
天目山具有 1200 米以上的海拔落差（自住宿地海拔约 300 米—仙人顶海拔 1506 米），

植物资源丰富，部分物种生长范围覆盖了整个海拔梯度。此外，整个天目山旅游资源开发充

分，给标本采集创造了便利条件。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测量不同海拔、近似生长环境下的植物比叶重的变化，确定不

同种植物光合效率和海拔分布的关系。 
 
1. 材料和方法 

1.1供试材料： 

选择天目山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内生长范围较广的几种植物。分别是： 
野珠兰 Stephanandra chinensis Hance (蔷薇科)：多年生草本，直根纺锤形；羽状复叶，

小叶对生；穗状花序椭圆形或卵球形，总花梗细长；花萼紫红色，无花瓣；廋果。[天目山

植物学实习手册，99] 
菝契 Smilax carnea （百合科）：攀援或直立小灌木；茎木质，实心，干后不凹瘪，有

刺或无刺；须根不发达；叶的脱落点位于卷须着生处；翅状鞘线状披针形或披针形，狭于叶

柄，卷须粗壮，发达；浆果直径 7~15mm。 
楼梯草 Elatostema stewardii Merr. ：多年生草本，高 20—50 厘米；茎有短伏毛或无毛。

叶斜椭圆形或狭倒卵形，长 3—12 厘米，宽 1．5—4 厘米，基部在狭的一侧楔形，边缘在中部以

上有粗锯齿，宽的一侧圆形，在基部以上有粗锯齿，两面疏生柔毛或近于无毛，钟乳体细小而密；

托叶钻状三角形。花雌雄异株；雄花序托近圆形，有短柄，雄花被片 5，背部顶端有距，雄蕊 5，
雌花序托近于无柄，较雄的小。瘦果狭卵形，长约 0．8 毫米。花果期 3—10 月。 

络石    Trachelospermum jasminoides ：常绿攀援藤本，有白色乳汗茎红褐色，有气根，

幼枝密被短柔毛。叶对生，椭圆形或卵状披针形，长 2～10cm，宽 1～4.5cm，先端尖，钝

圆或微凹，下面疏生短柔毛；叶柄短，有毛。聚伞花序腋生和顶生；花萼 5 裂；花冠白色，

高脚碟状，裂片 5，向历覆盖，花冠喉部有毛；雄蕊 5，着生于花冠筒中部；花盘环状，5
裂；心皮 2，离生。骨突果圆柱状。花期 4～6 月，果期 10 月。 

中国绣球 Hydrangea chinensis (虎耳草科)：直立灌木；放射花具有 3~4 枚增大萼片，

孕性花瓣不联合成冠盖状，花序近无总花梗，一回分支呈伞形状排列，同时有孕性和不孕花

存在，孕性花黄色；叶较短小，宽一般不超过 3.5cm。 



 1.2 采集环境： 
    采样地点我们选择各海拔高度上的、高层乔灌木覆盖度接近为该海拔平均覆盖度的山体

向阳面，并尽量保证生境的一致性。 
    1.3采集方法： 

为了保证标本发育程度的一致性，野珠兰、菝契、楼梯草、中华绣线菊均采集发育成

熟植株的顶端第三片叶片。同海拔每种植物从五株植株上分别采集 1 片叶。 
络石较难区分叶片生长位置，所以选取植株中层叶片。 
1.4叶片及数据处理： 

    叶片采集后于书本中压制干燥，使用硅胶袋运回复旦大学，在 55 摄氏度烘箱中连续烘

干 72 小时。烘干后的叶片使用叶面积仪测量叶面积，使用电子天平称得叶片重量，计算各

海拔各标本比叶重。 
 对每种植物个不同海拔上的比叶重变化绘制趋势图（见附图） 
 
2. 实验结果及分析 
    对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楼梯草的比叶重与海拔基本不相关（r<0.7）,说明其光合作

用效率基本不随海拔变化而变化。 
    其余四种样本植物的比叶重则与海拔相关（r>0.7） 

其中菝契，野珠兰和中华绣球的比叶重与海拔正相关，说明其光合效率随海拔升高而

升高。 
络石则刚好相反，比叶重与海拔负相关，光合效率随海拔升高而下降。 
菝契的情况较为特殊，在 300-1100 米海拔间，比叶重基本不随海拔变化（相关系数

=0.421）但如果增加 1200 米海拔的比叶重，则比叶重与海拔呈正相关。(r=0.775）我们认为，

不能排除最后一个数据采集存在问题的可能，希望有后续工作继续验证。 
 
  

  
表一 各海拔植物比叶重（克/平方厘米） 

      

  菝契 野珠兰 中华绣球 络石 楼梯草 

300 33.1  29.6 ——— 68.8 28.7 

400 ——— ——— ——— 59.9 22.8 

500 28.8 30.0  30.5 ——— 19.9 

600 ——— 25.3 28.9 ——— ——— 

700 32.4 29.2 ——— 52.2 22.9 

800 ——— 33.7 23.8 ——— ——— 

900 30.3 34.8 ——— 60.8 24.3 

1000 ——— ——— 23.6 55.9 20.6 

1100 33.6 40.1 43.3 ——— 25.2 

1200 57.2 49.5 39.7 ——— ——— 

 
表二 各植物比叶重与海拔相关系数 

     

菝契 野珠兰 中华绣球 络石 楼梯草 

0.775 0.92 0.722 0.784 0.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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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显示了五种植物随海拔比叶重的变化趋势。其中 
A：菝契 
B：野珠兰 
C：中华绣线菊 
D：络石 
E：楼梯草 

其中图表 X 轴为海拔高度（单位：米）；Y 轴为比叶重（单位：克/平方厘米） 
图表中标有各海拔点比叶重数值的曲线为根据标本数据绘制的曲线，伴行线为 2 次多项式趋

势线。 
 
 
 
 
 



 
 
3.讨论 

实验中，各组数据出现了不同趋势，这种趋势主要受到生活环境的影响，与植物种间的

生活习性差异是密切相关。 
天目山山势高峻，地形复杂，山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温和湿润，雨量充沛，整个山

区在地形变化和海拔高低的影响下形成复杂多样的小气候特色。而不同的物种（或类群）由

于各异的习性和特点，必然对不同的环境呈现出不同的反映图式。故此，以下主要对这两方

面的因素，即环境的异质性和不同物种本身的差异进行讨论。 
 

3.1 环境变化 

3.1.1林下郁闭度 

天目山海拔 700m 以下的低山丘陵以常绿阔叶林为主，常绿、阔叶混交林则集中分布在

禅源寺附近，随着海拔继续升高，植被逐渐向落叶阔叶林、落叶矮林、山顶灌丛过渡。在标

本采集中我们发现，随着海拔升高，高大乔木逐渐减少，植物逐渐矮化最终至甸状。高层乔

灌木盖度从山脚的 90%以上就见降低到 1000 米以上的 30%左右。以往的研究发现，植物比

叶重以及植物对环境的适应情况和其受到的光照度密切相关。喜阴的物种能够更好的适应林

下光照较少的环境，喜阳种类则正相反。可以推测，光合效率的高低与光照、以及进而与该

海拔的植被类型有着密切的联系。 
3.1.2温度   

天目山区年平均气温山顶约为 9 摄氏度，山麓区约为 12 摄氏度，温差明显。显著的温

度梯度变化带来了不同植物在适应上表现差异的更大可能性。 
3.1.3 土壤条件 

天目山整体土壤呈酸性，其中 600 米以下为红土，土壤冲刷较严重，土层瘠薄（约 15
厘米厚）, 质地坚实、粘重，枯枝落叶层薄。600-1200 米为黄壤。黄壤土层较厚（30-70 厘

米），质地疏松、轻粘。腐殖质层厚，有机质丰富。据此推测，对贫瘠环境耐受力更强的植

物类群能够较好的适应海拔较低出的环境，在光和效率方面表现得更为良好。 
3.1.4 水分条件 

天目山年平均降水量山顶区为 1766 毫米，山麓区为 1470 毫米。年平均相对湿度，山顶

为 83%，山麓为 78%。综合来讲，山顶的营养和水分条件较山下好，日照时间长。 
 
3.2 植物种间差异 

由于不同植物的生活习性不同，各样本对环境变化的反应也不同。 
3.2.1中华绣球和野珠兰 

这两种植物的比叶重随海拔上升趋势较为明显。这两类植物是较为典型的阳生植物，随

着营养条件的逐渐变好和照度的增加，其生长良好，光合作用旺盛，所以比叶重升高。 
3.2.2 络石 

络石一般生长于茂密的林中，常攀援生长，喜欢阴生环境。因此，高海拔的低盖度对其

生长起了限制作用。在 1000 米海拔之上已经没有络石生长，证明其并不适应高海拔地区的

生境。因此其光合作用并不旺盛。 
3.2.3 楼梯草 

楼梯草的比叶重基本不随海拔变化，说明此种植物生长情况并不随海拔变化。楼梯草是

在天目山跨海拔分布最为广泛的一种植物，其适应能力相当强，生长受环境影响小。 
 



  
 
4.小节 

比叶重的变化不仅随着海拔高度变化,也因物种的不同而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一指标不

仅反映植物的光合效率，也与植物生物量的大小有关，从而间接的反映出植物对环境的适应

情况。由本次的初步分析可见，由于不同的海拔对应于不同的地形、土壤、水、热、光、温

等综合条件，故不同的种在相应条件下呈现出不同的反应样式，或随海拔的变化呈现出一定

的上升或下降的趋势，或基本不受海拔变化的影响。其中前者可能说明，该植物种受到某一

种（或几种的累加）随海拔明显变化的环境因素的影响较大，而后者则既可能意味着该物种

对周围环境有着较强的耐受力和较低的敏感性，也可能说明其所在环境的诸多因子互相之间

的抵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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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西天目山地形对毛竹高度的影响初探 

 

闫鹏荣，楼铮
*
，刘文泓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毛竹（Phyllostachys pubescens）从属于禾本科竹亚科，是我国的重要用材树种，枝干通直，生

长迅速，具有良好的经济价值，而毛竹的高度更直接影响这些价值。通过对西天目山四个取样点的 48 棵毛

竹高度进行分析，我们发现，混交林中高大乔木的存在以及低洼地势对毛竹高度影响明显，可普遍性地提

升毛竹平均高度 2-4m。分析结果还显示，毛竹高度弱相关于其胸径，但并不产生决定性影响。 

关键词：西天目山，毛竹高度，毛竹胸径，地形 

 

毛竹(phyllostachys pubescens)是一种适

应性强,生长快,分布广,产量高,用途好的竹类,在
我国种植面积最广,经济价值最高,而且具有一次

造林成功,永续利用的特点,是一般乔木树种难以

达到的. 主要分布在我国秦岭、淮河以南广大地

区,集中生长在山地丘陵地带。毛竹靠地下茎在

土中蔓延繁殖,常形成单一优势种群落,构成一种

特殊的林型。武夷山的毛竹林在所有竹林中面积

最大、分布最广。福建、浙江、江西和湖南省的

毛竹林面积占全国毛竹林总面积的 60%以上

[1][2]。 
但是，如果毛竹林的结构单一,不仅会影响

毛竹的生长,还会造成水土流失,生态系统脆弱,
水土流失加剧等问题.通过研究毛竹林的生长地

形，以及与其混交的乔木的生长状况,我们期望

可以寻找出更利于影响毛竹生长的主要因素. 
 

1.地理背景 

   天目山位于浙江省西北部浙、皖两省交界处，其主体由东、西两山组成。东天目山主峰

大仙顶，海拔 1479.7 米；西天目山主峰仙人顶，海拔 1505.7 米。两峰对峙，相距 8.65
公里，均在临安市境内。两山近顶处各有一池，池水清澈，终年不涸，形似双目，故名“天

目山”。 

  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坐落在西天目山南坡，东经 191°24′11″~119°27′11″，

北纬 30°18′30″~30°21′37″。面积 4284 公顷，包括横坞、火陷山、青龙山、白虎

山、里曲弯、里外横塘、西坞、石鸡塘和仙人顶。保护区地质古老，地形复杂，土壤肥沃，

气候温和，水质良好，大气洁净，具有独特的自然环境。[3] 

 天目山年平均气温约 14.8 度，年降水量约为 1390mm。每年 4-9 月来自太平洋的暖湿

气流随气温上升带来丰富降水，为春季造林提供有利的条件。这里以黄壤和红壤为主，后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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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占优势，pH 偏酸，颗粒适中，Al，Mn 及铁氧化物积聚而缺乏 Ca，Mg，P，适宜种植竹，

松，杉，茶叶等植物。目前西天目山竹林总面积在 1269亩以上，立竹数为 35.4万余株，分

布集中在海拔 300-850m的区域，尤以太子庵、青龙山、横坞和东坞坪为主要分布点。[4] 

 地理上，天目山属于亚热带长绿阔叶林区。在东部亚热带的江南丘陵、浙闽山地一带海

拔 1100 米以下表现为青冈砾、甜槠栲、柯杂木林。森林的乔木层以壳斗科青冈、山毛榉；

樟科的楠及一些针叶树种为主。小乔木层有马银花、满山红、海桐和紫薇；草本层主要是狗

脊和光里白。 

 

2.材料方法 

2.1 样地选择 

 为了取得可信可比数据，我们选择了四块毛竹样地，并对其中的毛竹高度以及存在的乔

木测量了高度。其中选择： 

样地一

样地三
样地二

样地四

 

 

位置 竹林状态 样地特点 

青龙山(样地一) 自然状态纯毛竹林 无乔木灌木影响 

天目书院盘山公路旁 

（样地二） 
毛竹·柳杉混交林 1 

1）有清晰混交线 

2）毛竹高度差异明显 

3）靠近溪边处有地势突然降低现象（低 1.9m） 

天目书院盘山公路旁 

（样地三） 
毛竹·柳杉混交林 2 

1）高度混交 

2）毛竹高度与其同周围高大柳杉的距离明显相关 

天目书院盘山路尽头 

（样地四） 
毛竹·低高度乔木混交林 

1）乔木普遍较低，约 11～15m 

2）毛竹高度趋近自然状态毛竹高 

3）林内最高植物为毛竹 

 

 

2.2 样竹选择标准 

1. 所测不同样地间毛竹在光照状态上类似 

2. 同一样地内部所测竹间距小于 5m，忽略地域性差异 

3. 竹干挺立，基本垂直于水平面，顶部无明显弓形，营养良好 

4. 毛竹高度目测时为林内毛竹均高 

 

2.3 测量方法 

图 1 

毛竹样地图示 

表 1 样地状态及特点 



 

 限于实验条件，毛竹高度的测量主要利用测高仪及相关的坡角系数，水平直距，眼高等

参数计算得到。 

2.3.1 地势平坦处测量法 

1

s

h

H

 

直距 s， 仰角 1， 人眼距地 h 
H= s·tan1 + h 
2.3.2 地势陡峭处测量法 

12

H
marker

h

s

 

 
直距 s， 仰角 1， 仰角 2， marker 距地 h 
H= s·cos1·tan2 – s·sin1 + h 

 

3.结果与讨论 

3.1 混交植物及地形对毛竹高度的影响 

1）自然状态及周围为低高度乔木时，毛竹高度约为 14.2m 

  样本量 n 
均高度

H_ave 
标准偏

差 
T p 

样地一 12 14.2 0.773 - - 

样地四 8 14.0 0.525 ]18[t = -0.634 p>0.05 

样地二

(2) 
5 14.2 1.65 t=0  p>0.05 

 

 

不难发现，在光照、地形类似的状态下，毛竹的自然生长其实具有一个趋向的高度。也

就是说，在没有植物或者即便有植物生长，对毛竹本身没有生存竞争压力时，其高度趋向于

只生长到 14.2m。以此为假设，我们验证了样地二中远离混交线，也远离样地内的地势低

洼地的一片毛竹高度。这些毛竹的光照良好，所处位置相对平坦，地形状态上很接近于自然

表注：t-test均为同第一行数据比较检验后得到，以下同。 



 

状态毛竹。如表所示，其平均高度为 14.2m，标准差为 16.7，作 t 检验后可以发现样本的

总体平均数同样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2）近距离高乔木及低洼地势对毛竹高度有显著影响 

  样本量 n 均高度 H_ave 标准偏差 t p 

自然及低

乔木状态 
25 14.1 0.904 - - 

样地二(1) 11 16.8 1.09 t=7.2 P<0.01 
样地二（3） 6 18.2 0.694 t=12.2 P<0.01 
样地二（3）
<修正> 

6 16.3 - t=6.52 P<0.01 

 如表所示，一旦存在生存压力，毛竹的高度就有显著性增加，甚至比自然状态高出

2-4m。而样地二的两组毛竹虽然相隔较远，但其土质，地形朝向却极类似，所以可以猜测，

毛竹的周围植被状况、地形状态为影响其高度的主要影响因素。 

  

3）地势与毛竹高度有强关联性 

图示为样地二的毛竹分布及相关参数，在东西方向不到 20m 的范围内，毛竹高度程明

显的梯度分布。毛竹柳杉混交部（1）周围有高大麻砾和柳杉，测得的三株高度分别为 18.9m，

20.7m，23.7m，明显高于毛竹的均高 16.8m。这样，在光照的选择压力下，毛竹为争取

更多的阳光，趋向达到甚至超过这些麻砾、柳杉。但是，因为本身材质的制约，其最高高度

也不过大约 20m，加上生长中受早先已成材乔木的遮光影响，这一区域毛竹呈现比较折中

的高度。 

对于地势低洼处的纯毛竹林，虽然早期它也受到周围地势较高处植物影响其受光，但却

不是一直受到这种影响，当它脱离低洼地后，就可以自由受光生长，因此高度偏高，平均可

达到 18.2m。 

 

（1）
毛竹柳杉混交林

（2）
拟自然毛竹林

（3）
地势低洼处毛竹林

1.9m

混交线

1.0916.811

sH_aven

1.0916.811

sH_aven

1.6514.25

sH_aven

1.6514.25

sH_aven

0.6918.26

sH_aven

0.6918.26

sH_aven

 

 

 4）毛竹高度与其同高大乔木的距离相关 

 为了进一步检验以上设想，我们寻找到样地四，这也是一片毛竹柳杉混交林。与样地二

不同，这里毛竹同柳杉已经完全混交，柳杉在其中呈比较均匀的低密度分布状态。正因为这



 

种低密度，让这里的毛竹呈现出一定的高度梯度分布。 

毛竹高度与其和柳杉之间距离的关系

10.0

12.0

14.0

16.0

18.0

20.0

0.0 5.0 10.0 15.0

与柳杉距离（单位：米）

毛竹高度
（单位：米）

 
 显而易见，当与柳杉的距离达到 5m 左右时，毛竹高度已经趋近自然状态。 

 

3.2 毛竹胸径对其高度的影响 

胸径单位：cm；高度单位：m 

胸径 高度 胸径 高度 胸径 高度 胸径 高度 胸径 高度 胸径 高度
28.8 14.7 33.4 14.1 32.0 15.5 35.0 15.1 37.8 18.5 30.6 13.7
28.8 14.1 30.6 14.3 46.6 14.5 32.6 14.9 36.0 19.3 31.0 14.0
29.8 14.3 30.4 12.5 40.8 18.4 27.0 11.5 44.7 18.6 37.4 14.2
31.8 13.9 34.4 13.1 41.2 17.7 38.4 15.7 41.2 17.3 37.2 14.5
27.8 14.7 41.5 17.0 43.2 17.6 34.6 18.0 35.8 17.0 24.8 13.6
25.2 14.8 39.2 16.7 43.4 16.4 34.8 18.3 37.0 15.0 29.4 14.7
31.2 15.4 38.8 16.7 39.8 16.7 32.0 17.7 35.2 14.9 22.8 13.1
27.9 14.4 37.4 17.6 28.4 13.9 36.0 17.3 36.4 14.8 30.0 14.3

毛竹高度与胸径之间的关系

10.0

12.0

14.0

16.0

18.0

20.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胸径（单位：cm）

高
度
（
单
位
：
m
)

 通过对 48 株散于四个不同采样地的毛竹胸径及其高度数据进行一元线性回归拟合，得

到直线方程：y=0.208x+8.354。对其进行方差分析和 F 测验：得到 F=30.37> F0.01=7.19，
表明回归均方显著大于残余均方，样本资料有极显著的回归关系。即：在高度范围 10.0-20.0
（m）的范围内，毛竹的高度与其胸径呈线性关系。 

这似乎显示毛竹胸径同其高度的确相关。但对每个样地内的毛竹分别做一元线性回归，

可得到如下表格。 



 

 

 n k b 
样地一 12 -0.1374 18.314 

样地二（1） 11 -0.0197 17.595 
样地二（2） 5 0.3103 4.2034 
样地二（3） 6 0.1394 13.278 

样地三 6 0.3514 2.7804 
样地四 8 0.0699 11.887 
总体 48 0.2085 8.3541 

 看得出，这样的拟合结果其实非常混乱，甚至没有两条拟合相接近的直线。因此，虽然

48 个数据从总体上其 F 达到 30.37，仍不具有相关性联系。 

 

3.3 讨论 

 毛竹的经济价值众所周知，而毛竹的高度，恰恰直接地影响着这种价值。竹高材丰，竹

矮材亏的道理显而易见。通过对四个样地的毛竹高度调查分析后，我们肯定，在毛竹生长过

程中，它所在的土质，水源状况等固然重要，但在刺激毛竹迅速生长，成材更高的诸多因素

中，地形和周围高大乔木的影响更显得尤为重要。 

 通过之前的分析，我们认为，毛竹胸径与其高度相关性不大，而且毛竹高度是有“趋向

性”的：1.纯毛竹林以及矮乔木毛竹林中，其高度趋向于达到 14.2m；2.高大乔木同毛竹

混交林中，毛竹高度趋向于达到 18.2m，距离乔木越近，这种趋势越明显。应当注意到的，

高密度的乔木对这种趋势具有抑制作用，但这些区域毛竹的高度仍旧远高于自然状态毛竹，

其高度折中于 14.2-18.2m；3.低地势能够促进毛竹长高，但高的程度与地势低洼程度以及

自然状态毛竹的高度相关，同其他因素关联度不大。 

 这对实际经济有很大的帮助，提示我们为了提高竹的成材，可以实地地间种一些高大乔

木，以 5m 作为乔木间距可提高毛竹高 1-3m。虽然低洼地势也可以提高竹产量，但考虑到

凹凸不平的地面反而会对生产造成不便利，所以不建议采用。 

 科学知识的系统运用将促进自然资源的持续发展，只有知识同实际的结合，才能更有效

合理高效地创造效益。科学地认识毛竹本身，并加以合理的栽培、管理、利用，才有利于地

区经济的长足发展。 

 

 本文得到复旦大学基础生物学实验室的仪器支持，以及宋志平老师的指导，对他们的

鼎立支持和帮助表示忠心感谢！ 

 

参考文献: 
[1]Committee of China Forest Compiler, China Forest, China Forestry Press, Beijing,559-563, 1997 

[2]王慷林，陈三阳，裴盛基，许建初，竹类与民族植物学：传统知识系统的应用研究，竹子研究汇刊，19(2) ，

2000 

[3]南竹类的地理分布及区系特征，植物研究，17(4):403,1997 

[4]朱磊，郎庆宇，蒋科技，焦晔，毛竹林与天目山原始植被的关系小探，复旦大学天目山野外实习论文集，

2000 



天目山区夏季鸟类群落结构变化初探 

冯春苗，程晔，梁鸿子，程哲 

(复旦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以“鸟类天堂”著称的天目山区一直以来吸引着大批鸟类科研人员及业余爱好者们来此进行观

察、研究。早在 1964、1965 年间，钱国桢、虞快就于此对当地习见鸟类的种类及其生活习性有所探索，

并发表论文《天目山习见鸟类的若干生态学问题的初步研究》。二十年后的 1983 年，钱国桢、王培潮等再

次至该地调研，在与二十年前资料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发表论文《二十年来天目山鸟类群落结构变化趋势

的初步分析》。如今再度事隔二十年，我们对天目山区鸟类的群落结构再次进行了观察、统计，在为期十

天的实习中共计观察到鸟类 6目,24 科,47 种，其中留鸟 34种，占 72.3%，夏候鸟 9 种，占 19.1%，冬候

鸟 1 种，占 2.1%，旅鸟 1 种，占 2.1%，另有两种鸟（黑冠鹃隼、黑领椋鸟）由于均为首次在天目山区观

察到，所以未计算在内。在此基础上，我们结合走访山民和天目山旅游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并参考本校师

生在上世纪 50、60 年代、90 年代及本世纪初的统计资料，对天目山区近四十年来鸟类群落结构的变化趋

势做了初步整理，并结合其间当地自然、人文环境的变迁，分析了环境变化、经济发展等可能的外界因素

对鸟类群落结构的影响。 
 
关键词：天目山；群落结构变迁；夏季鸟类群落；生态环境变化 
 

一、背景： 
西天目山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它是浙江山地森林鸟类的重

要栖息地。据文献（Shaw,1934）报道，早在 20 世纪初 Allison,Moffett,Gee 等人就作过相关

标本的采集工作。钱国桢等（1964），江望高等（1986），周世锷等（1992）对西天目山，

低山丘陵，清凉峰等地进行了比较系统的鸟类区系研究。但是近年来，由于西天目山生态

旅游业的兴起，当地居民经济发展对环境的改变，影响了当地鸟类的群落结构（包括习见

鸟类的种类和数量）。为了了解近四十年来西天目山鸟类群落结构的变化趋势，以评价该地

自然保护区的质量，我们在 7 月份的天目山实习期间对天目山保护区和非保护区的鸟类进

行了调查，因为每年的 6-7 月事天目山鸟类的繁殖季节，鸟类的群落组合相当稳定（钱国

桢，虞快，1964），利用这个时期的鸟类群落组合的调查资料，容易判断和分析环境的质量

（钱国桢，王培潮，1983）。然后我们在以往研究和调查的基础上作了系统总结，较详细地

报道了西天目山自然保护区的环境变化和鸟类群落结构的变化情况，并分析了两者的关系,
在此基础上，思考了自然保护区经济发展如何与自然保护相协调。 

二、自然概况： 
天目山脉地处华东浙江省西北部,位于 30°5′～30°50′N,118°50′～120°19′E

之间,呈西北向东南走向。在其周围多为海拔 200-400m 的低山丘陵，山脉腹地，海拔多在

400m 以上，最高峰为西天目山的仙人顶，海拔 1507m.。全区面积约占浙江省面积的 81.76%。

区内有西天目山(1507m)、清凉峰(海拔 1787.14m)2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其中西天目山自然

保护区于 1996 年 4 月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 MAB 世界网络。 
天目山处于中亚热带北缘至北亚热带过渡地带,地质古老,地形复杂,属亚热带季风型气

候。在《中国植被》区划中,属于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域东部(湿润)常绿阔叶林区域、中亚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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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常绿阔叶林地带。根据全国动物地理区划,属于东洋界华中区东部平原亚区,与古北界华北

区黄淮平原亚区相毗连,接近于东洋界的北缘，中北界南缘，鸟类组成具有东洋界向古北界

过渡和混杂的特征(张荣祖,1979)。 
天目山是浙江山地森林鸟类的重要栖息地。珍贵、濒危鸟类有：国家I级保护动物白颈

长尾雉；国家II级保护动物鸳鸯、鸢、赤腹鹰、雀鹰、松雀鹰、红角鸮、领角鸮、斑头鸺鹠、

鹰鸮、褐林鸮、蓝翅八色鸫等。据以前的研究资料，西天目山鸟类计12目36科146种(周世锷

等,1992) 

三、调查时间，地点和方法： 
为了便于和以往的工作进行比较，我们主要采用了以前的“样线法”观察方法，即观

察者沿着一定路线行走，并记录沿途听到和看到的所有鸟类。 
本次调查的主要路线或地点： 

1）火山大石谷风景区   
2）天目山庄——进山门   
3）天目山庄——红庙——上九思村   
4）天目山庄——太子庵   
5）开山老殿   
6）大友村 
7）俞家村，鲍家村 

我们在 7 月 2 号到 7 月 7 号在唐仕敏老师的全程指导下进行了为期 6 天的调查。我们

每天早晚在鸟类活动频繁的时段利用 PENTAX 或 OLYMPUS 双筒望远镜、肉眼观察，结

合鸟叫声来鉴别鸟种。此外，通过访问当地村民和天目山管理局的管理人员了解近几年来

的习见鸟类的情况。我们还用数码相机记录了观察地的生境。 

四、调查结果，结论和分析： 
1、鸟类调查结果： 

天目山夏季繁殖鸟类主要是有留鸟和夏候鸟组成。本次调查共观察到鸟类共 5 目，23
科, 47 种，其中留鸟 34 种，夏候鸟 9 种，冬候鸟 1 种，旅鸟 1 种（详见表 1）。留鸟中的

优势种为灰树鹊、白头鹎、毛脚燕，夏候鸟中的优势种为发冠卷尾。很多的传统优势种已

经很少见，比如鹭科、鹰科、鸱鸮科和啄木鸟科的大部分鸟种。在这里我们讨论 2 种本不

应该出现在天目山的鸟：黑冠鹃隼和黑领椋鸟。 
黑冠鹃隼在中国的分布有三个亚种，wolfei 分布于四川，syama 在华南及西南，指名

亚种分布于海南，在天目山所在的华东地区并未见有分布。这类鸟主要栖于开阔有林的低

地，成堆或成小群的活动[6]。这次我们在山目山庄到进山门的开阔有林地带有幸观察到了

一对黑冠鹃隼成鸟及其两只幼鸟的活动（见表 1）。一对成鸟带着两只幼鸟在树林上空中盘

旋飞翔。由此可见，黑冠鹃隼的生活区域可能已向华东地区迁移，在天目山海拔较低的进

山门一带筑巢繁殖成功，就是此鸟已落户当地的最好佐证。但是要知道这种鸟类能不能适

应天目山的环境，在天目山山区形成种群，还需以后几年的观察分析。 
黑领椋鸟本来主要分布在福建`云南`广州省等华南地区及东南亚地区，常见于中国南

方的农田，一般结小群取食于稻田、牧场及开阔地，喜在牲口群中找食[6]。可在这次的野

外考察中，我们在农田牲口较多的鲍家村附近发现观察到了黑领椋鸟（见表 1）。黑领椋鸟

在天目山山村的出现我们怀疑是全球气候变暖，偏热带鸟群向北迁移的结果。这是近年来

在天目山区首次发现黑冠鹃隼和黑领椋鸟繁衍，调查这些外来鸟类在天目山地区的定居生

活情况，也是研究环境变化吸引外来物种，生物对环境适应性的极好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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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天目山实习期间（2004.7.2——2004.7.7）观察到的鸟类汇总记录 

目名 隼型目 佛法僧目 型目 鸽形目 鸡形目 雀型目 

科名 鹰科 翠鸟科 
佛法

僧科 
啄木鸟科 鸠鸽科 雉科 绣眼鸟科 燕科 鹡鸰科 

山椒

鸟科 
鹎科 

种名 赤腹鹰 
黑冠

鹃隼 
普通翠鸟 三宝鸟 

斑啄

木鸟 

星头啄

木鸟 

珠颈

斑鸠 

灰胸

竹鸡 

暗绿绣

眼鸟 
家燕 金腰燕 

烟腹毛

脚燕 
白鹡鸰 山鹡鸰 

灰山

椒鸟 
白头鹎 

领雀

嘴鹎 

地

点 

天目山庄—太子庵               +                 + 

天目山庄—进山门 + +     +   +       +   +     +   

天目山庄—红庙—上

九思村 
        +     +       + +     + + 

开山老殿           +                       

火山大石谷风景区                           +   + + 

大友村 +   + +         + + + + +   + + + 

鲍家村 +                 + + + +   + +   

俞家村                     +   +     +   

季

节

型 

留鸟     √   √ √ √ √ √     √ √     √ √ 

夏候鸟 √     √           √ √     √ √     

冬候鸟                                   

旅鸟                                   

生

境 

山地林区 * *   * * * * * *         *     * 

平原田野                   * * * *   * *   

溪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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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表 1） 

目名 雀型目 

科名 鹎科 伯劳科 卷尾科 椋鸟科 鸦科 河乌科 鸫亚科 
画眉

亚科 

种名 
白头

黑鹎 

红尾

伯劳 

发冠

卷尾 

黑领

椋鸟 
松鸦 

红嘴长

尾蓝雀 
灰树鹊 褐河乌 鹊鸲 黑喉石即鸟 

红尾

水鸲 
小燕尾 

黑背

燕尾 
紫啸鸫 乌鸫 画眉 

地点 

天目山庄—太子庵 +  +              

天目山庄—进山门 +  +  +      +     + 

天目山庄—红庙—上九

思村 
+  +  +  +      +   + 

开山老殿                 

火山大石谷风景区        +   + +  +  + 

大友村   +   +   +  +      

鲍家村  +  +     +      +  

俞家村                 

季节

型 

留鸟 √    √ √ √ √ √  √ √ √ √ √ √ 

夏候鸟  √ √              

冬候鸟                 

旅鸟          √       

生境 

山地林区 * * *  * * *   *  * * * * * 

平原田野    * *     *        

溪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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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表 1） 

目名 雀型目 

科名 画眉亚科 山雀科 文鸟科 麻雀科 雀科 莺亚科 苇莺亚科 

种名 
棕头

鸦雀 

灰眶

雀鹛 
大山雀 

银喉长

尾山雀 

红头长

尾山雀 

白腰

文鸟 
山麻雀 树麻雀 三道眉草鹀 金翅雀 栗头鹟莺 山树莺 黄腹树莺 鳞头树莺 

地点 

天目山庄—太子庵   +            

天目山庄—进山门   +    +        

天目山庄—红庙—上九

思村 
  + +   +        

开山老殿           +   + 

火山大石谷风景区  + +  +    +    +  

大友村   +   +    + + +   

鲍家村 +      + + + +  +   

俞家村 +     + +     +   

季节

型 

留鸟 √ √ √ √ √ √ √ √ √ √  √ √  

夏候鸟           √    

冬候鸟              √ 

旅鸟               

生境 

山地林区 * *   * *      * * * * 

平原田野    *   * * * * *     

溪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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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天目山实习期间（2004.7.2—2004.7.7）观察到的各种鸟的数量分布 

数量分布 鸟类种类 

多（＞20） 白头鹎 毛脚燕  发冠卷尾  灰树鹊 金腰燕 领雀嘴鹎 

较多（10～20） 暗绿绣眼 白腰文鸟 红尾水鸲 银喉长尾山雀 珠颈斑鸠 

一般（5～10） 
灰山椒鸟 白鹡鸰  白头黑鹎  大山雀  黑冠鹃隼 画眉 家燕 山麻雀 山树莺  

棕头鸦雀 

较少（3～5） 
斑啄木鸟 褐河乌 红嘴长尾蓝鹊 鹊鸲 金翅[雀] 三道眉草鹀 黄腹树莺 赤腹鹰 

松鸭 

少（1～2） 
红尾伯劳 黑背燕尾 黑喉石即鸟 黑领椋鸟 红头长尾山雀 栗头鹟莺 灰眶雀鹛 

翠鸟 三宝鸟 小燕尾 星头啄木鸟 紫啸鸫 灰胸竹鸡 乌鸫 山鹡鸰 树麻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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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访谈记录： 

1）访问当地山民记录(上九思村，海拔 450m，海拔高度与朱陀岭相当)： 

表 3  农田变竹林所引起的经济条件的改善和鸟类种类和数量的变化 

调查项目 3-10年前 2004年 

经济情况 

经济来源 

1983年分山到户，山民多以蔬

菜瓜果为主要经济作物。部分

山民最早在 1990 年开始种雷

竹，1994、1995 年普遍种植雷

竹，以笋干为主要的收入来

源。 

5年前改农田为雷竹林，现在全

村几乎不种植庄稼，而以雷竹

为主要经济作物。 

经济收入 

以前一袋稻谷大约 50 多元，

一亩稻田的收入在 300 元左

右，而且耕地，肥料成本很贵，

因此收入较低。 

一亩竹林年收入三万元，一户

人家一般有 1至 2亩， 有些人

家种植 4 至 5 亩，每年的收入

较高，经济水平大幅提高。 

环境变化 

农药喷洒

情况 

蔬菜瓜果可依赖鸟类来捕食

害虫，所以几乎不需要喷洒农

药 

雷竹有两种幼虫，但很少有鸟

类来以它们为食，因此为了保

障作物生长，需要经常大量喷

洒农药。 

路面情况 
全部为土路，无水泥路。1991

年修机耕路，到 1994年完工。 

01 年开始修水泥路，现今大多

为水泥路。 

水源情况 

屋前都有一条小溪，生活用水

主要来自山上的自流水，农田

里的水也较为充足，亦可作为

鸟类的饮水源。 

小溪变为死水(见图)， 农田的

水源随农田一起消失，自流水

在一年中常常断流， 生活用水

依赖于井水。 

植被情况 
屋前屋后均为树林(包括各类

混交林和农田)。 

屋前屋后变竹林，仅保留了少

量的玉米地。 

房屋类型 
多为旧式的木梁结构的房屋 出现了许多新型房(见附图)，

主要以水泥材料为主。 

鸟类情况 

种类 

常能看到赤腹膺、雀鹰。在开

阔的地方有乌鸦，喜鹊、秧鸡

出没。经常能看到白鹭、池鹭，

池塘边还有野鸡、野鸭分布。

树麻雀相对较为少见。 

左边所述的这些种类已经很少

能看到，有些种类（如白鹭，

池鹭等）已基本绝迹。 

数量 
较多，有较多的种群数量，确

保了它们在天目山的繁衍。 

变少，有些已十分少见，预期

这些种最后可能会逐渐消失。 

 

从上表中，我们可将山区居民眼中这十来年间天目山区所发生的变化及相应的原因归纳如

下： 

（1）经济收入的增长及生活质量的改善： 

在前往上九思村的一路上，我们发现道路两旁不时有刚刚修葺一新或是正在兴建的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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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很多居民的房前还停放着崭新的摩托

车。走入好客的山民家中，彩电、冰箱、电

话等家用电器一应俱全，他们还热情的拿出

自家种植的水果、酿造的白酒、腌制的笋干

等让我们品尝。这一切都昭示着如今山民们

的生活和我们以往印象中的相比已经发生

了质的飞跃，贫穷、落后等字眼也不再与他

们有任何联系，取而代之的是物质与精神上

的空前富足。（见图１）  

 

                          图 1 在山民家中访谈 

 

（2） 稻、蔬菜等农田以及瓜果等树林面

积的缩小，雷竹林面积的显著扩增： 

而这所有的改变都要归功于他们如今改

种的高效经济作物——雷竹。种植一亩雷竹

的年收入竟是种植同等面积水稻田在一年

间所带来收入的 100倍，无怪乎早在几年前 

      图 ２ 满山遍野的竹林 

山民们就已纷纷踊跃在原本种植水稻田、果树

林等的土地上改种上了雷竹，只有个别还留下

少量农田种植瓜果蔬菜，以供自给自足，但由 

图  3 竹林包围的水稻田 

于交通的发展，更多的山民已开始依赖从外

面采购来获取生活必须的农产品，而便于将

更多的土地用于种植经济效益要高得多的

雷竹。 

（见图 2、3、4） 

                                 

图

                             图 4 被竹林吞噬的农田 

（３） 农药喷洒量的增多： 

山民们以往在种植传统农作物时，由于有大量嗜食昆虫的鸟类取食上面危害农作物生长

的害虫，因此很少使用农药。而今改种了雷竹后，虽然上面仍有危害其正常生长的两种昆虫

的幼虫，但由于很少有鸟类取食这两种虫，因此山民们只得以喷洒农药的方式来解决虫害。 

 

（４） 可以通车的水泥山路逐渐取代只能步行通过的泥土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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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活变得富裕，山民们开始集资逐步翻修村里所有的道路，将原本泥泞难行且狭窄

的泥土小道变成了一条条平坦宽敞的水泥马路，于是渐渐开始有汽车在村里进进出出，摩托

车、自行车等更是不在话下。这样一方面很好的改善了山民们的生活环境，另一方面也为山

民们敞开了通往外面世界的大门，便于他们与外界的交流及出行，更有利于促进当地经济的

进一步发展。 

 

（５） 池塘、溪流等水域面积的缩小，甚至

消失： 

以往果树的树根具有很强的涵养水源的

能力，而当它们被雷竹林逐步取代后，由于雷

竹在生长旺盛时期对水的需求量极大，所以水

域中大量的水分被其吸收、蒸腾，又由于雷竹

的根不保持水土的能力不强，因此还有大量的

水分随着土壤一起流失，最终造成水域的不断

缩小，乃至消失。 

（见图 5） 

                                                        图  5 变成死水的溪流 

（６） 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新房逐步取代木梁结构的老式房屋： 

这也是山区经济发展极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又一佐

证，很多村民们拆除了居住过几代人的木制老式房屋，利

用种植雷竹获取的收益建起一幢幢琉璃瓦、白粉墙、彩色

玻璃窗的小别墅，有些用来自己居住，有些还对外出租，

或在旅游旺季作为旅馆供游客住宿。（见图 6） 

 

（７） 可见鸟类种类及数量的明显减少： 

村民们也反应，在生活逐步迈向小康的同时，曾与他

们朝夕相处的朋友——鸟儿们，却渐渐销声匿迹了。过去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八

哥、喜鹊、秧鸡等如

今都成了稀客，而那

些曾安家落户于水田 

图  6 新建的别墅 

边的鹭类，如今更是随着水田的消失而无影无踪了。 

              

2）采访天目山管理局杨老师(主要关于天目山鸟类的变

化趋势,原因及保护措施)及结合天目山期刊。 
 据杨老师的介绍, 天目山自然保护区的发展大致经

过三个时期： 
第一阶段（1956——1986 年），在艰难中就发展的

三十年。那时天目山主要是一种堡垒式要塞式的管理，

重点是迁出天目山林场，结束大面积砍伐森林的历史，     图  7 老屋中家燕巢的痕迹 
保护林地。同时揭开法纪保护和社会联防的良好开端，制定一系列的管理条例，严惩破毁天

目山自然资源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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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1987——1993 年），保护与探索性的开发相结合的阶段。开始处理保护区的

生态保护和经济开发的问题，既要保护天目山的自然资源又要促进保护区内农户的生活水平

的提高。 

 

图 8 

 

图 8  天目山保护区全景图 

说明： 

1）外缘红色轮廓为保护区边界 

2）图中： 

（1）红色区域为核心保护区（包括

老殿风景区） 

（2）核心区外缘浅色狭长地带为缓

冲区 

（3）核心区外还包括了禅源寺景区、

龙潭景区、天目石谷景区 

3）目前天目山旅游管理局正在规划

一条由进山门至核心区内仙人顶风

景区的生态旅游路线。 

 

第三阶段（1994——现在），生物圈保护区发展阶段。天目山自然保护区扩区，面积比

原来大 3 倍多（刘兴根，1997），并在 1996 年被纳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生物圈保护区网

络。如何协调保护区和周边村民的关系，如果协调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就是当前的问题。根

据天目山保护区多年的发展情况，他们认为保护区的目的是履行三项相辅相成的功能：保护

功能；发展功能，促进可持续的经济和人类的发展；后勤支持功能。所以，对于天目山的未

来发展应该是在加强自然区的资源保护和适当的旅游和经济发展中寻求一个平衡点。正是处

于这一点考虑，他们正在规划新的环保和生态旅游的方案。他们正努力将天目山完善为三个

功能区： 
一为科教区(即禅院寺附近)，用于科研教学和科普宣传，展示了天目山丰富的动植物资

源，开展有关研究，监测，环境教育，培训活动。 
二为生态旅游区，包括进山门, 开山老殿到仙人顶的一条宽 4 米的生态旅游线路（途径

核心保护区）和火山大石谷的旅游路线。 
三为核心保护区，用于保护天目山特有的濒危和特殊的动植物和特殊的植被，生态系统

和景观。而发展进山门到仙人顶的路线是绝对不会以牺牲自然保护作为代价的。他们将在总

长为 5000 多米的路程中设立 21 个护林站和嘹望站以进行有效监督。同时，他们还在考虑如

何构建旅游道路的问题。公路作为一种对自然极具破坏性的方法是坚决不会被采纳的。曾经

也有专家提出可以采取构架索道的方法。但是，处于索道噪音对于鸟类栖息的影响，天目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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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员对此还是采取谨慎的进一步论证的态度。此外，在提高当地住民的经济水平的并对

自然资源进行适度开发的同时，他们也将加强对人民环保意识的教育并且颁发一系列法规强

制性地确保环保的力度。例如他们将

规定坡度大于 30 度的地方严禁改造

树林，以避免影响山体的地质结构。 
 

但是天目山的开发对鸟类的影

响还是显而易见的。例如，水田变为

竹林后，对留鸟和夏侯鸟都产生了较

大的影响，池鹭杜，鹃、黑枕黄鹂、

灰卷尾随着栖息地和食物的减少而

逐渐消失。 此外，农药的使用也对

一些食虫鸟类造成了伤害，这不但因

为食物的锐减也因为食虫鸟在捕食

昆虫的同时，也将昆虫所携带的农药

一并带入了体内，而造成鸟类的死

亡。 
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鸟类消

失也并不全是天目山开发所造成的，

例如一些迁徙鸟类在迁徙途中可能

遇到的人类捕杀，某些迁徙鸟类中途

落脚的岛屿可能因为全球地理气候

环境的变化而消失使得鸟类因为无 
图 9  成功开发的天目石谷风景区 

法歇脚而疲劳坠入大海等。 
 
  总之，经济开发也好，旅游发展也好，都将围绕自然资源保护这个前提而展开，只有保

护好了资源这块奠基石，才能构建一系列上层体系,才能有经济的持续良好发展，和人民生

活水平的整体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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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和分析： 
1、根据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唐仕敏老师为我们提供的上世纪 50—60 年代的原始资料，钱

国桢、王培潮、祝龙彪等于 1983 年在《生态学报》上发表的论文《二十年来天目山鸟类群

落结构变化趋势的初步分析》，上世纪 90年代和本世纪初这几年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老

师和同学在天目山暑期实习中整理的资料，以及在这次实习期间我们观察记录的数据，现将

四十年来夏季在天目山所观察到过的鸟类种类汇总如下（表 4-1）： 

表 4-1  四十年来夏季在天目山观察到的鸟类种类 

目名 科名 种  名 拉丁学名 

50～

60 年

代观

察到

（注 

1） 

80 年

代观

察到

（注 

2） 

90 年

代观

察到

（注 

3） 

2000

～

2004

年观

察到

（注 

4） 

鹳形目 
ciconiiformes 

鹭科 
Ardeidae 

池鹭 Ardeola bacchus +（注 5） （注 6）   

牛背鹭 Bubulcus ibis +    

白鹭 Egretta garzetta +    + 
中白鹭 Egretta intermedia +    

海南鳽 Gorsachius magnificus +    

黑鳽 Ixobrychus flavicollis +    

隼形目 
Falconiformes 

鹰科 
Accipitridae 

[黑]鸢 Milvus korschun +  +  

雀鹰 Accipiter nisus   +  

松雀鹰 Accipiter virgatus   +  

赤腹鹰 Accipiter soloensis + + + ＋ 

普通鵟 Buteo buteo + +   

黑冠鹃隼 Aviceda leuphotes    + 

隼科 
Falconidae 

红 脚 隼 留

鸟 
Falco vespertinus +    

鸡形目 
Galliformes 

雉科 
Phasianidae 

灰胸竹鸡 Bambusicola thoracica + + + +                                                  
勺鸡 Pucrasia macrolopha   +  

白鹇 Lophura nycthemera + + +  

环颈雉 Phasianus colchicus + +   

鹌鹑 Coturnix coturnix + +   

鹤形目 
Gruiformes 

秧鸡科 
Rallidae 

红脚苦恶鸟 Amaurornis akool + +  + 

白胸苦恶鸟 
Amaurornis 
phoenicurus 

+ +  + 

鸽形目 
columbiformes 

鸠鸽科 
columbidae 

山斑鸠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  +  

珠颈斑鸠 Streptopelia chinensis + + + + 

鹃形目 
cuculiformes 

杜鹃科 
cuculidae 

四声杜鹃 Cuculus micropterus + + + + 
八声杜鹃 cuculus merulinus   +  

小杜鹃 cuculus poliocephalus +    

中杜鹃 Cuculus saturatus + +   

鸮形目 
strigiformes 

鸱鸮科 
strigidae 

斑头鸺鹠 glcucidium cuculoides + + + + 
雕鸮 bubo bubo   +  

领鸺鹠 glaucidium brodiei   +  

褐林鸮 strix leptogrammica   +  

鹰鸮 ninox scutulata + +  + 
红角鸮 Otus scops + +   

领角鸮 otus bakkamoena + +   

佛法僧目 
coraciiformes 

翠鸟科 
Alcedinidae 

普通翠鸟 Alcedo atthis + + + + 
蓝翡翠 nalcyon pileat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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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表 4-1） 

目名 科名 种  名 拉丁学名 

50～

60

年代

观察

到 

80年

代观

察到 

90 年

代观

察到 

2000

～

2004

年观

察到 

佛法僧目 
coraciiformes 

佛法僧科 
三宝鸟 Eurystomus orientalis + + + + 

Coracildae 

形目 

Piciformes 

啄木鸟科 

Picidae 

大斑啄木鸟 Picoides major +   +   

黑枕绿啄木鸟 Picus canus      +   

斑啄木鸟 dendrocopos major     + + 

姬啄木鸟 picummus innominatus     +   

星头啄木鸟 Picoides canicapillus + +   + 

蚁 jynx torquilla + +     

雀形目 

Passeriformes 

八色鸫科 
蓝翅八色鸫 Pitta brachyura + + +   

Pittidae 

燕科 

Hirundinidae 

家燕 Hirundo rustica + + + + 

金腰燕 Hirundo daurica + + + + 

烟腹毛脚燕 Delichon dasypus + + + + 

鹡鸰科 

Motacillidae 

白鹡鸰 Motacilla alba + + + + 

灰鹡鸰 Motacilla cinerea + + +   

黄鹡鸰 Motacilla flava + +     

山鹡鸰 Dendronanthus indicus       + 

山椒鸟科 

Campephagidae 

灰山椒鸟 Pericrocotus divaricatus + +   + 

小灰山椒鸟 pericrocotus roseus +       

暗灰鹃鵙 Coracina melaschistos + + +   

鹎科 

Pycnonotidae 

白头鹎 Pycnonotus sinensis + +   + 

领雀嘴鹎 Spizixos semitorques + +   + 

黄臀鹎 
Pycnonotus 

xanthorrhous 
+ + +   

绿翅短脚鹎 Hypsipetes mcclellandii + +     

白头黑鹎 
Hypsipetes 

madagascariensis 
+ +   + 

伯劳科 

Laniidae 

虎纹伯劳 Lanius tigrinus +       

红尾伯劳 Lanius cristatus + +   + 

棕背伯劳 Lanius schach        + 

黄鹂科 

Oriolidae 
黑枕黄鹂 Oriolus chinensis + + +  + 

卷尾科 

Dicruridae 

灰卷尾 Dicrurus leucophaeus + +     

发冠卷尾 Dicrurus hottertottu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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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表 4-1） 

目名 科名 种  名 拉丁学名 

50～

60 年

代观

察到 

80

年

代

观

察

到 

90

年代

观察

到 

2000

～

2004

年观

察到 

雀形目 

Passeriformes 

椋鸟科 

Sturnidae 

黑领椋鸟 Sturnus nigricollis + +  ＋ 

八哥 Acridotheres cristatellus + +     

鸦科 

Corvidae 

松鸦 Garrulus glandarius + + + ＋ 

红嘴长尾蓝鹊 Urocissa erythrorhyncha + + + ＋ 

灰树鹊 Crypsirina formosae     + + 

喜鹊 Pica pica + +     

河乌科 褐河乌 Cinclus pallasii + + + + 

Cinclidae             

鹟科 

Muscicapidae 

红尾水鸲 Rhyacornis fuliginosus + + + + 

小燕尾 Enicurus scouleri + +   + 

鸫亚科 

Turdinae 

黑背燕尾 Enicurus leschenaulti + + + + 

紫啸鸫 Myiophoneus caeruleus + + + + 

乌鸫 Turdus merula + + + + 

白腹鸫 Turdus pallidus + +     

虎斑地鸫 Zoothera dauma + +     

鹊鸲 Copsychus saularis + + + + 

黑喉石即鸟 Saxicola torquata       + 

鹟科鹟亚科 

Muscicapinae 

斑鹟 Muscicapa griseisticta + +     

白喉林鹟 Rhinomyias brunneata + +     

鸲姬鹟 Ficedula mugimaki + +     

北灰鹟 Muscicapa latirostris + +     

黄眉姬鹟 Ficedula narcissina + +     

乌鹟 Muscicapa sibirica + +     

寿带 Terpsiphone paradisi + + +  + 

鹟科画眉亚科 

Timaliinae 

画眉 Garrulax canorus + +   + 

黑脸噪鹛 Garrulax perspicillatus + + +   

黑领噪鹛 Garrulax pectoralis + +     

灰眶雀鹛 Alcippe morrisonia + + + + 

小鳞胸鹪鹛 Pnoepyga pusilla + +     

棕颈钩嘴鹛 Pomatorhinus ruficollis + + +   

锈脸钩嘴鹛 Pomatorhinus erythrogenys     +   

棕头鸦雀 Paradoxornis webbianus     + + 

红头穗鹛 Stachyris ruficeps +       

灰头鸦雀 Paradoxornis gularis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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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表 4-1） 

目名 科名 种  名 拉丁学名 

50～

60 年

代观

察到 

80 年

代观

察到 

90

年

代

观

察

到 

2000～

2004

年观察

到 

雀形目 

Passeriformes 

 

鹟科画眉亚科 

Timaliinae 

红嘴相思鸟 Leiothrix lutea + + +   

褐头鹪莺 Prinia subflava + +     

短翅树莺 Cettia diphone     +   

黄眉柳莺 
Phylloscopus 

inornatus 
+ + +   

栗头鹟莺 
Seicercus 

castaniceps 
+ +   + 

山树莺 Cettia fortipes + +   + 

山鹪莺 Prinia criniger + +     

棕脸鹟莺 
Abroscopus 

albogularis 
+ +     

黄腹树莺 
 Cettia 

acanthisoides 
      + 

鹟科苇莺亚科 鳞头树莺 
Urosphena 

squameiceps 
      + 

山雀科 

Paridae 

 

大山雀 Parus major + + + + 

红头长尾山雀 Aegithalos concinnus + + + + 

银喉长尾山雀 Aegithalos caudatus + +   + 

绣眼鸟科

Zosteropidae 
暗绿绣眼鸟 Zosterops japonica + + + + 

文鸟科 

Ploceidae 

山麻雀 Passer rutilans + + + + 

树麻雀 passer montanus + +   + 

白腰文鸟 Lonchura striata + + + + 

斑文鸟 
Lonchura  

punctulata 
+ +     

雀科 

Fringillidae 

金翅雀 Carduelis sinica +     + 

三道眉草鹀 Emberiza cioides + + + + 

凤头鹀 Melophus lathami + +     

栗鹀 Emberiza rutila + +     

鳾科 

Sittidae 
普通鳾 Sitta europae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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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资料来源于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唐仕敏老师，他根据复旦大学标本馆内现存有的于上世纪 50—60

年代制作的天目山鸟类标本，为我们整理出其间夏季在天目山所能观察到的鸟类的原始统计； 

注 2：资料来源于钱国桢、王培潮、祝龙彪等于 1983 年在《生态学报》上发表的论文《二十年来天目山鸟

类群落结构变化趋势的初步分析》； 

注 3：资料来源于上个世纪 90 年代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老师和同学在天目山暑期实习中所观察到鸟类

的记录； 

注 4：资料来源于本世纪初这几年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老师和同学在天目山暑期实习中所观察到鸟类

的记录以及今年我们在天目山暑期实习中的观察记录； 

注 5：“+”表示夏季在天目山于该年代观察到过此种鸟类； 

注 6：空白表示夏季在天目山于该年代未观察到过此种鸟类。 

对表的说明： 

在上表中，我们按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如实制作了上表，但由于资料的局限性（见最后的

分析），在表中出现了在前面年代未观察到，而在后面几年出现的现象，对此我们认为很可

能是由于以前某种原因未观察到或未纪录（当然也有可能是后来新出现的，不过这种可能性

小得多。），所以在后面的数据统计中我们按前一种假设来进行。 

 

2、根据上表，我们总结出分别在 80、90、00 年代以后就再也没有于夏季在天目山观察到的

鸟的种类，并根据《浙江动物志（鸟类）》列出各自的食性、生境以及所属的季节型。现按

照年代先后将这些资料汇总为 3 张表（表 4—2、3、4），分别如下： 

 

表 4-2  80年代以后夏季在天目山未观察到的鸟类种类 

目  名 科  名 种  名 食    性（注 1） 生  境（注 2） 
季节型（注 

3） 

鹳形目 鹭科 

池鹭 

鱼、虾、蛙、昆虫等 

沼泽水域 夏候鸟 

牛背鹭 沼泽水域 夏候鸟 

中白鹭 沼泽水域 夏候鸟 

海南鳽 沼泽水域 夏候鸟 

黑鳽 沼泽水域 夏候鸟 

隼形目 隼科 红脚隼 
昆虫、蜘蛛、石龙子、小鸟及

小型脊椎动物 
平原田野 旅鸟 

鹃形目 杜鹃科 小杜鹃 以昆虫为主 山地林区 夏候鸟 

佛法僧目 翠鸟科 蓝翡翠 鱼、蛙、虾、蟹及昆虫 山地林区 留鸟 

雀形目 

山椒鸟科 
小 灰 山 椒

鸟 
以昆虫为主 平原田野 夏候鸟 

伯劳科 虎纹伯劳 以昆虫为主 山地林区 夏候鸟 

鹟 科 画 眉

亚科 
红头穗鹛 以昆虫为主 山地林区 留鸟 

注 1、2、3：资料来源于《浙江动物志（鸟类）》，以下相关资料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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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生景介绍： 

沼泽水域包括水田，池塘，平原地区的溪涧 
平原田野包括大片林间空地，田野，村庄附近 
山地林区包括丘陵山区的树林，竹林 
 

表 4-3  90年代以后夏季在天目山未观察到的鸟类种类 
目  名 科  名 种  名 食    性 生  境 季节型 

隼形目 鹰科 普通鵟 以捕食啮齿类为主 平原田野 冬候鸟 

鸡形目 雉科 
环颈雉 谷物、浆果、种子、嫩茎叶为主 山地林区 留鸟 

鹌鹑 以植物为主 山地林区 冬候鸟 

鹃形目 杜鹃科 中杜鹃 以昆虫为主 山地林区 夏候鸟 

鸮形目 鸱鸮科 
红角鸮 昆虫、鼠类、小鸟 山地林区 留鸟 

领角鸮 昆虫、鼠类、小鸟 山地林区 留鸟 

形目 啄木鸟科 蚁 蚁类 山地林区 冬候鸟 

 雀形目 

鹡鸰科 黄鹡鸰 水生昆虫及幼虫 山地林区 冬候鸟 

鹎科 绿翅短脚鹎 杂食性 山地林区 留鸟 

卷尾科 灰卷尾 昆虫 山地林区 夏候鸟 

椋鸟科 八哥 昆虫及小蜗牛 平原田野 留鸟 

鸦科 喜鹊 杂食性 平原田野 留鸟 

鹟科鸫亚科 
白腹鸫 昆虫 平原田野 冬候鸟 

虎斑地鸫 昆虫 山地林区 冬候鸟 

鹟科鹟亚科 

斑鹟 昆虫 平原田野 旅鸟 

白喉林鹟 昆虫 山地林区 夏候鸟 

鸲姬鹟 昆虫 山地林区 旅鸟 

北灰鹟 昆虫 山地林区 旅鸟 

黄眉姬鹟 昆虫 山地林区 旅鸟 

乌鹟 昆虫 山地林区 旅鸟 

黑领噪鹛 杂食性 山地林区 留鸟 

小鳞胸鹪鹛 昆虫及种子 山地林区 留鸟 

褐头鹪莺 昆虫为主 山地林区 留鸟 

山鹪莺 昆虫为主 平原田野 留鸟 

棕脸鹟莺 专食昆虫及其卵 山地林区 留鸟 

斑文鸟 谷物为主 平原田野 留鸟 

凤头鹀 杂食性 山地林区 留鸟 

栗鹀 杂食性 平原田野 旅鸟 

 
 
 
 
 
 
 
 

17 



表 4-4  2000年以后夏季在天目山未观察到的鸟类种类 

目  名 科  名 种  名 食    性 生  境 季节型 

隼形目 鹰科 

[黑]鸢 
野鼠、小鸟、小蛇、蛙、大型昆虫、

腐肉及残屑 
平原田野 留鸟 

雀鹰 小鸟和鼠类 山地林区 冬候鸟 

松雀鹰 小鸟和昆虫 山地林区 留鸟 

鸡形目 雉科 
白鹇 浆果、种子 山地林区 留鸟 

勺鸡 浆果、种子为主 山地林区 留鸟 

鸽形目 鸠鸽科 山斑鸠 以谷物、种子、植物果实为主 山地林区 留鸟 

鹃形目 杜鹃科 八声杜鹃 昆虫或幼虫 平原田野 夏候鸟 

鸮形目 鸱鸮科 

雕鸮 活的鼠类 山地林区 留鸟 

领鸺鹠 鼠类为主 山地林区 留鸟 

褐林鸮 以昆虫为主 山地林区 留鸟 

形目 啄木鸟科 

大斑啄木鸟 以昆虫为主 山地林区 留鸟 

黑枕绿啄木鸟 以昆虫为主 山地林区 留鸟 

姬啄木鸟 以昆虫为主 山地林区 留鸟 

雀形目 

八色鸫科 蓝翅八色鸫 昆虫等动物性事物 山地林区 夏候鸟 

鹡鸰科 灰鹡鸰 昆虫 平原田野 留鸟 

山椒鸟科 暗灰鹃鵙 昆虫 山地林区 夏候鸟 

鹎科 黄臀鹎 杂食性 山地林区 留鸟 

鹟科画眉亚科 

黑脸噪鹛 杂食性 平原田野 留鸟 

棕颈钩嘴鹛 杂食性 山地林区 留鸟 

锈脸钩嘴鹛 杂食性，以昆虫为主 平原田野 留鸟 

红嘴相思鸟 杂食性，以昆虫为主 山地林区 留鸟 

鹟科莺亚科 
短翅树莺 以昆虫为主 山地林区 夏候鸟 

黄眉柳莺 以昆虫为主 山地林区 冬候鸟 

鳾科 普通鳾 昆虫 山地林区 留鸟 

 

 

3．根据表 4—1，在这四十年间共计有 120 种鸟曾于夏季在天目山区被观察到过。我校师生

在 00—04 年的暑期实习中共观察到其中的 57 种，这在最近 5 年的实习观察中记录到的 57
种鸟类也可认为是目前于夏季生活在天目山区的全部鸟类中的绝大部分，甚至是全部，现汇

总如下（表 4—5）： 
 

 

 

 

 

 

 

 

18 



表 4-5  2000—2004年夏季在天目山观察到的鸟类种类 

目  名 科  名 种  名 食    性 生  境 季节型 

鹳形目 鹭科 白鹭 鱼、虾、蛙、昆虫等 沼泽水域 留鸟 

隼形目 
鹰科 赤腹鹰 昆虫、蛙、小鸟 山地林区 夏候鸟 

隼科 黑冠鹃隼 昆虫、蛙 山地林区 ? 

鸡形目 雉科 灰胸竹鸡 杂食性，以种子果粒为主 平原田野 留鸟 

鹤形目 秧鸡科 
红脚苦恶鸟 以昆虫为主 沼泽水域 夏候鸟 

白胸苦恶鸟 以昆虫为主 沼泽水域 夏候鸟 

鸽形目 鸠鸽科 珠颈斑鸠 以谷物、种子、植物果实为主 平原田野 留鸟 

鹃形目 杜鹃科 四声杜鹃 以昆虫为主 平原田野 夏候鸟 

鸮形目 鸱鸮科 
斑头鸺鹠 昆虫、鼠类 平原田野 留鸟 

鹰鸮 昆虫、鼠类、小鸟 山地林区 留鸟 

佛法僧目 
翠鸟科 普通翠鸟 小鱼虾 沼泽水域 留鸟 

佛法僧科 三宝鸟 昆虫 平原田野 夏候鸟 

形目 啄木鸟科 
星头啄木鸟 昆虫 山地林区 留鸟 

斑啄木鸟 以昆虫为主 山地林区 留鸟 

雀形目 

燕科 

家燕 昆虫 平原田野 夏候鸟 

金腰燕 昆虫 平原田野 夏候鸟 

烟腹毛脚燕 昆虫 平原田野 留鸟 

鹡鸰科 
白鹡鸰 以昆虫为主 平原田野 留鸟 

山鹡鸰 以昆虫为主 山地林区 夏候鸟 

山椒鸟科 灰山椒鸟 昆虫 平原田野 夏候鸟 

鹎科 

白头鹎 杂食性，夏吃昆虫；冬吃种子 平原田野 留鸟 

领雀嘴鹎 嗜食多浆的植物种子及花、叶芽 山地林区 留鸟 

白头黑鹎 杂食性，以植物为主 山地林区 留鸟 

伯劳科 
红尾伯劳 昆虫 山地林区 留鸟 

棕背伯劳 以昆虫为主， 平原田野 留鸟 

黄鹂科 黑枕黄鹂 以昆虫为主， 山地林区 夏候鸟 

卷尾科 发冠卷尾 以昆虫为主， 山地林区 夏候鸟 

椋鸟科 黑领椋鸟 以昆虫和植物种子为食 平原田野 ？ 

鸦科 

松鸦 杂食性，以昆虫为主 山地林区 留鸟 

红嘴长尾蓝鹊 杂食性，以昆虫为主 山地林区 留鸟 

灰树鹊 杂食性，动物为主 平原田野 留鸟 

河乌科 褐河乌 水生小昆虫 沼泽水域 留鸟 

鹟科鸫亚科 

红尾水鸲 以昆虫为主， 沼泽水域 留鸟 

小燕尾 昆虫 山地林区 留鸟 

黑背燕尾 昆虫 沼泽水域 留鸟 

紫啸鸫 昆虫 沼泽水域 留鸟 

乌鸫 杂食性 平原田野 留鸟 

鹊鸲 杂食性 平原田野 留鸟 

黑喉石即鸟 以昆虫为主 山地林区 旅鸟 

寿带 以昆虫为主， 平原田野 夏候鸟 

画眉 杂食性 山地林区 留鸟 

棕头鸦雀 以昆虫和植物种子为食 山地林区 留鸟 

灰眶雀鹛 杂食性，以昆虫为主 山地林区 留鸟 

灰头鸦雀 杂食性 山地林区 留鸟 

大山雀 以昆虫为主 平原田野 留鸟 

红头长尾山雀 以昆虫为主 山地林区 留鸟 

银喉长尾山雀 昆虫及蛛形类 山地林区 留鸟 

暗绿绣眼鸟 以昆虫为主 平原田野 留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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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表 4-5） 
目  名 科  名 种  名 食    性 生  境 季节型 

雀形目 

文鸟科 

山麻雀 杂食性，以谷类为主 平原田野 留鸟 

树麻雀 杂食性，以谷类为主 平原田野 留鸟 

白腰文鸟 植物种子为主 平原田野 留鸟 

雀科 
金翅雀 杂草种子、谷粒 平原田野 留鸟 

三道眉草鹀 杂食性，以谷类为主 平原田野 留鸟 

鹟科莺亚科 

山树莺 昆虫为主 平原田野 留鸟 

栗头鹟莺 专食昆虫 山地林区 夏候鸟 

黄腹树莺 专食昆虫 山地林区 留鸟 

鹟科苇莺亚科 鳞头树莺 昆虫为主 山地林区 留鸟 

 

在上表的出现年代比较中，我们看到，夏季天目山在 2000 年以后仍然能够观察到的鸟

类（57种）仅占 50-60年代以来观察到的鸟类总种数（120种）的 47.5%左右。在接下来的

二十年中能够观察到的鸟类约减少了 9.2%（11 种），而从 80 年代开始到现在的二十年中又

减少了近 43.3%（52种），约为二十年前减少种类数的 5 倍。 结合从 80 年代开始天目山的

探索性开发和经济建设的情况[4]，夏季天目山鸟类的减少并不仅仅由环境的自然变化引起

的，还与 80 年代之后的改革开放和天目山的探索性开发所引起的天目山的自然环境的人为

改变着有密切的联系。 
下面我们结合相关的资料来具体分析天目山自然环境变化对鸟类种类及数量的一些影

响： 
 

一、人类植被改造活动对于（林间空地、田野、村庄外缘）对鸟类的直接影响： 

随着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当地村民的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类与鸟类的生存空间竞争的

矛盾愈来愈突出。这主要表现为人类对于植被的改造，逐渐使得植被类型趋于单一化。而单

一化的植被类型是不利于鸟类生活的，必将使得鸟类种类和数量减少。具体而言，人类对于

植被的改造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是对于野外植被类型的改造，也就是对于原本不涉足的一些区域的植被类型的改造，

如林间空地和灌木丛。这一点在天目山主要表现雷竹林毛竹林的大量种植和快速扩散。 

1) 雷竹林的影响: 

由表 3 可见，自 1990 年起，天目山区的居民开始种植雷竹林。在将水田逐步改建成适

合雷竹的生长的干性土壤的过程中，他们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从截断部分溪流最终演

变为抽干水田，天目山的农田的地貌被完全人为改变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满山坡的翠绿

的竹林和少量零星分布的小水域，而昔日大片空旷的水田和池塘已消失殆尽。此外为了保证

雷竹的健康生长，当地居民每年使用各种农药控制雷竹中最主要的两种害虫，残存的农药自

然就流入了溪流、池塘，最终也污染了水源。水域的消失和仅存水源的污染造成了以沼泽水

域为主要栖息地的鸟类的急剧减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池鹭、中白鹭、牛背鹭等。由浙

江动物志-鸟类卷[]，这些鸟类均“属大型涉禽，一般喜群居，喜在近水的大树上营巢”,

所以它们需要以空旷的水域作为其活动区域。随着水域的消失，白鹭喜水的生活习性自然迫

使它们迁移到其他更适合其生活的区域，而以往天目山中白鹭绕池飞的美丽景观也就不再可

见了。 

 

20 



 

简而言之，可将其概括如下： 

 

 

 

                

 

 

 

 

2)毛竹林的扩展对原有植被的破坏: 

我们知道，山地鸟类的活动范围一般在海拔较低，树林茂盛的山腰山麓地带。这些地带

广为分布的一般是常绿阔叶林区，由于历代的保护， 保存着典型的森林群落外貌， 植被的

分层和多度都非常的好，适合各种不同生活习性的鸟类生存，既有顶栖的鸟类，也有地栖的

鸟类。但八十年代后，由于毛竹的巨大经济价值，天目山大量种植毛竹林。现在虽然已经开

展人工控制，但是毛竹林仍然以其不可抵挡的高速长势，和强劲的侵袭能力快速由山脚向山

腰扩散，它们的生长侵占了其他植物类群的生长领域，使植被日益单一化。不但高大的乔木

难觅踪影， 而且底层的灌木也因毛竹林对阳光和土壤资源的霸占而难以生长。这样，以前

常见的一些留鸟和夏候鸟从此难觅其踪。比如虎纹伯劳，红尾伯劳，黑枕黄鹂等一些在高大

树木上部活动的鸟类因无法适应竹林的环境而被迫迁移。灰胸竹鸡等喜欢在灌木丛中和山间

农田筑巢和觅食的鸟类也因灌木层的消失而逐渐罕见。这次我们只在进山门一带的荒地和柳

杉林中见到竹鸡的踪影，而在毛竹林大量繁衍的太子庵附近则没有见到。甚至在我们观察的

时间（上午 7-8点）只能见到发冠卷尾，白头黑鹎，大山雀等少量在天目山占优势的鸟类。

它们一般个体较小，停息在竹枝上，很少见到它们活动。这是因为竹子生长一般很密，分枝

很多，没有开阔的空间可供鸟类展翅飞翔。而且竹子的害虫很单一，不同于林相很好的树林

中的昆虫种类和丰富度，不能吸引一些主要以昆虫为食的鸟，比如啄木鸟等。同时，竹林中

也缺乏植物嫩芽，种子等，因而不能吸引植食性的鸟类。 

简而言之，可将其概括如下： 

 

 

 

 

 

 

 

 

 

 

 

 

 

 

 

 

种植雷竹林 
截断溪流 

抽干水田 

使用农药 水源污染 

水域消失 沼泽鸟类消失 

种植毛竹林 

植被单一化 

喜高大树木鸟类迁移 

喜灌木丛鸟类迁移 

开阔空间减少 喜飞翔鸟类迁移 

昆虫种类单一 虫食性鸟类迁移 

嫩芽种子缺乏 植食性鸟类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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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
落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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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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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对于人类活动场所植被类

型的改造，也就是对于原本即为人类

居住区域的植被类型的改造。由于人

类活动场所主要为平原地区，如田野

和村庄外缘，所以改建植被也主要集

中在平原地区。其中，田野中也包含

了一部分改造为雷竹林后带来的不

利影响。平原地区相对而言具有较为

复杂的植被类型，鸟类留存比例普遍

较高。如在大有村，鲍家村，进山门

附近除茂密的雷竹林外都存在大片

的灌木丛、小树林、杂草丛等。这些

环境为鸟类提供了隐蔽的栖息地和 

            图 10  大有村鸟类聚集地生境 

筑巢地，还提供了丰富的筑巢材料。例如在红庙附近的一处树丛中我们发现了大群白腰文鸟

的栖息地。仔细观察此处植被，可见其主要由灌木丛、杂草丛和小竹林构成，还有一些小块

的庄稼地。茂密的灌木丛阻止了人类的入侵，而庄稼地上的作物则为它们提供了丰富的食物。

又例如一条横贯大有村的溪流边上，我们更是观察到了各种鸟类大聚集的现象。这条溪流较

为清澈，水流湍急， 两旁分布着茂密的灌木丛。（见图 10）在溪流边的礁石上有几对红尾

水鸲，普通翠鸟、暗绿秀眼鸟和红嘴长尾蓝雀活动。 

 

但随着人类对于这些场所的改建，鸟类的分布还是多少受到了干扰。我们可以以天目山

地区燕子的分布为例来略作说明。在这次天目山实习中，刘源园和朱莺小组就对人类活动对

天目山地区燕子分布的影响作了调查。通过实地考察和对当地村民的访问，可以发现近年来

总体上天目山地区燕子数量逐年渐

少，不少地方更是趋于绝迹。根据调

查，在大有村、鲍家村、上九思村等

都新建了一些住宅和旅馆。这些建筑

物的结构一般为钢筋混凝土，且大多

进行了内部装修，新型建筑材料表面

光滑，黏附力低，非常不利于家燕等

喜与人类相伴生活的鸟类筑巢。而以

前旧式的木式建筑表面摩擦系数较

大，且易于泥土和茅草等家燕的筑巢

材料黏合。另一方面，随着对于居家

卫生的关注，村民们也不喜欢家燕到

家里筑巢，有些人甚至清除了家 

                图 11俞家村面貌 

中的燕巢。这些自然而然使得燕子逐渐离开了人类活动密集的场所。 

公路的修建也排挤了原本分布着的多种植被，从而间接影响了鸟类的分布。如在俞家村，

水泥路贯穿全村，通向山外。公路旁都是新建的二层小楼，市场上热闹非凡。（见图 11）我

们在主要干道上只看一棵大树和停息在树顶的一只红尾伯劳。其他鸟类均很少见。水泥路面

完全阻止了植物的生长，这必然造成原本栖息于树中的大量昆虫的减少，从而使得鸟类的食

源减少。另外，一些溪流的堤岸也都水泥化，鸟类也无从筑巢。在大有村，分布着一条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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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溪流。本来这生活着很多小型水鸟，如小燕尾、黑背燕尾等，但是现今却很少见到。我们

推测可能是因为这些鸟类喜欢营巢于岩石洞穴，或土坎的洞中，堤岸水泥化后这些洞穴被填

塞，鸟类找不到可以筑巢的地方因而选择离开。 

简而言之，可将其概括如下： 

 

 

 

 

 

 

 

 

 

 

 

 

 

 

二、杀虫剂和灭鼠药等的使用对森林鸟类的伤害： 

天目山享有大树王国的美称，古老的柳杉林，规模巨大的松林到处可见。为了保护古树

和松林，有时不得不使用杀虫剂。杀虫剂的使用起到了很好的保护古树和防止发生大规模松

毛虫侵袭的作用，但负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昆虫大量啃食树叶，造成树林的破坏，但它们

同时也是多数鸟类一大主要的食物来源。使用杀虫剂后消灭了大批昆虫，保护了古树的，但

也间接的造成了一些鸟类的死亡。所以在防治病虫害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多的考虑这一点，

在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上着眼，利用小型生态系统（即古树丛本身）的自调节能力和适量的

杀虫剂的喷洒（主要针对喷洒规模、面积和剂量），发挥生物防治的作用，在古树可以存活

的前提下，允许少量树虫的存在，使得鸟类的食源不会受到较大的损失。 

而人类为了自身庄稼、房屋不受鼠类侵害而投放大量灭鼠药的同时，也对食用小型哺乳

动物的肉食性鸟类生存造成了直接的威胁，他们的食物来源大量减少，这直接引起鸟类数量

的减少；而食物中积存的大量毒素，又对鸟类的繁衍造成很大影响，导致大量多种肉食性鸟

类的消亡。 

简而言之，可将其概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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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态旅游的发展对鸟类活动范围的限制： 

自 90 年代以来，为了充分利用天目山的自然资源，天目山自然保护区开始恢复和发展

生态旅游。我们可以看到（见图 8），现在在自然保护区内已有四个景区（禅源寺景区、龙

潭景区、天目石谷景区，开山老殿景区），天目山管理局还打算开通从进山门到仙人顶的旅

游路线，并打算在进山门附近建立一个生态公园。这些都是很好的建设蓝图，但是从现有的

景区和今后几年的发展规划来看，游人的增多对鸟类的影响将日趋严重。 

在禅源寺景区，夏季的游客量很大，据调查，天目山庄，海鑫度假村等是年年爆满，有

些游客是进行一两天的短期旅游，而有的则是来度长假。我们认为这些旅游活动的加剧，必

然使禅源寺景区附近的鸟类种类大量减少。商店、噪杂的人流、各类机动车排出的尾气是最

主要的原因。这些人为干扰会使得部分易受惊的鸟类迁往偏远地区。所以在人口密集的景区

鸟类也相对较少。但也存在一些例外。如在天目石谷景区，各种旅游措施相对齐全，开发得

科学化，对游客人数有一定限制。一路上可以见到比其他景点多的鸟类，如红尾水鸲，山树

莺等。而在人数更少的区域，我们还观察到了较多的三道眉草鹀，灰眶雀鹛等鸟类。 

现在每年进保护区的游客（含考察，参观，会议）的人数约为 13万人次左右， 而保护

区的规划是从现在起至 2012年使游客数量逐年递增，最终使年游客量保持在 30万人左右。

也就是说，未来保护区内的游客量将会是现在 2倍多。这对投资者和当地的村民来说是巨大

的机会，可是对天目山管理局和天目山鸟类来说却是巨大的挑战，我们没有理由不怀疑未来

的开发对自然环境和鸟类生存的破坏。 

简而言之，可将其概括如下： 

 

 

 

 

 

 

 

 

 

 

 

四、鸟类自身食性对于其种群结构变化的影响： 

虽然天目山环境的改变对鸟类的种类和数量有重要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对不同的鸟类

是不同的。我们分析这主要是因为各种鸟类的食性不同对环境的敏感性不同引起的。我们首

先整理出留存和近四十年来一直未见到的各类鸟的食性。 

表 4-6 天目山区鸟类的食性结构 

数量 昆虫为主 植食性 小型动物 水生生物 杂食性 

消失的鸟中各食性的数量 33 6 9 7 16 

留存的鸟的各食性的数量 25 3 3 3 13 

四十年来观察到的鸟类各食性的数量 58 9 12 10 29 

 

旅游活动加剧 

商店数目增加 

人流增加 

汽车尾气增加 

噪音影响增加 

环境污染增加 

鸟类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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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我们可以看出： 
1）各种食性鸟类的减少的比例不同： 

夏季天目山鸟类的食性大致分为以下五种：杂食性，主要以昆虫为食的，植食性，主要

以水生生物为食，以小型动物（小型鸟类，蛙类，鼠类等）为食的肉食性。 
在一直未见到的种类中，杂食性和以昆虫为食的鸟类是消失比例较小的类群，消失的比

例大概在 1.2～1.3 之间。这是因为杂食性的鸟类的食物范围比较广，有更多的食物可供选择，

在一些植物消失的情况下还可以昆虫为食。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随处可见的白头鹎。白头鹎栖

息于低矮的灌木丛，竹林和林缘，杂食性，可以以植物种子，如女贞子，樟树子等，也可以

以昆虫为食，如鞘翅目，革翅目，鳞翅目昆虫等多种。此外，它们不甚畏人，也是能与人和

睦相处得原因之一。而由于天目山的昆虫种类很多，以它们为食物的鸟类也有较多的选择余

地。比如白鹡鸰等鹡鸰科鸟类。据浙江动物志记载，白鹡鸰的生境十分广泛，无论平原，

丘陵或是海拔 1000 米以上得山区都有他们的足迹。因为它们以昆虫为主食，如甲虫，蝇类，

毛虫等，种类非常广泛，它们在天目山的数量就相对较多。这些鸟类由于广泛的食性具备了

对环境很强的适应能力，能够相应改变自己的食物来源以适应人类的活动对植被的改变。 
以水生生物为食的鸟类，由于其食物来源直接与人类的活动相关，而且食物种类较为单

一，很易受环境的改变的影响。典型的例子是鹭科的池鹭，中白鹭等。鹭科的池鹭，中白鹭

本是天目山夏季的常见鸟类，在天目山周围的村庄广有分布，但由于它们只在水田和浅水处

活动，且比较单一吃小鱼小虾，随着大量水田的消失和池塘的污染，鱼虾的数量急剧减少，

它们的食物来源成为最大的制约因素，池鹭，中白鹭在天目山的消失就成为必然的。 
消失最严重的是以小型动物为食的肉食性鸟类，比如鹰科的鸢，鸮形目的红角鸮等。由

于处于食物金字塔的高层，这些鸟本身的数量就少，而其能够捕食的小鸟的数量又在人类的

活动影响之下大量减少，而鼠类等可供食用的小型哺乳动物也在人们灭鼠药的威力下大量死

亡，这一切所导致的后果就是肉食性鸟类已经有 75%灭绝，而剩余的数量也很少，随时有

消失的危险。 
2） 以食性对环境敏感性的不同讨论夏季天目山鸟类食性结构的改变：（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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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图可以看出，杂食性和以昆虫为主的鸟类比例在增加，而以水生生物和以小型动物

为食的鸟类的比例在下降，植食性的鸟类的比例变化不是很大。这也就是说，环境的变化对

处于食物链上层的鸟类的影响较大，它们对环境的敏感性很强，研究二级，三级消费者的种

类和数量的变化能更明显的看到当地环境对鸟类的作用。至于食性结构变化之后新的鸟类种

群框架对于种群的稳定性是否有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资料统计中的局限性： 
尽管我们根据所掌握的全部资料如实的列出了以上的一系列表格，但是一些难以克服的

客观因素还是使得我们的统计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样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资料来源的局限性： 

由于分析鸟类的群落结构是一项统计性的工作，因此只有当具备大量的数据、材料时才

会有充分的说服力。然而我们能够得到的关于夏季天目山鸟类的历史记录却非常有限，如上

世纪 50～60 年代的资料主要来自于我校标本馆内现有的于当时制作的天目山鸟类的标本，

而上世纪 80 年代的资料来自于钱国桢、王培潮、祝龙彪等于 1983年在《生态学报》上发表

的一篇论文《二十年来天目山鸟类群落结构变化趋势的初步分析》，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表格中有关以上年代的天目山鸟类统计的全面性及准确性。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据我校生

命科学学院的唐仕敏老师分析，尽管作为资料来源的标本含概了那个时期夏季在天目山所能

见到鸟类的大部分，但是由于标本的特殊性，可能有一些鸟类会因为当时过于常见而未被制

作成标本，还可能有部分鸟类由于自身的原因而不适合被制作成标本，因此也不在被保存之

列，但是因为没有确切文字记载，所以当时究竟还有哪些出现了却没有记录的鸟类现在已无

从考证。 

2、 鸟活动自身的局限性： 

鸟类的观察是一类比较特殊的科学观察活动，首先是由于鸟类具备很强的运动能力，可

瞬间飞出视野范围，因此很难做到细致的静态观察以及追踪观察；其次，由于鸟类往往在高

空飞行，并且因为生性敏感，即使栖息于低处，一旦有人试图接近也会立即发觉而飞走，因

此很少有近距离观察的机会；再次，大多数鸟类的身形不大，又往往喜好栖息在树叶茂密的

枝头，因此在林间常常发生听见鸣叫声而难以见其“庐山真面目”的情况。在观鸟活动中，

以上各点均给发现、辨认鸟类增添了难度。而且，目前观鸟主要还是依靠肉眼与小型望远镜

相结合的传统方式，在此条件下，再经验丰富、学识渊博的观察者也很难观察到或识别出视

野范围内的所有鸟类。另外，由于我们的观察时间有限，所选择的观察地点也集中于常规的

旅游线路或村落附近而未曾深入山林内部，受到这些观察时间和地点的限制，统计数据的全

面性也会受到相应的影响。结合以上各点，我们认为：除非有大量的资料积累，否则即使对

于那些没有记录到的鸟类，我们也很难彻底否认其不存在于天目山的可能性。 

3、 一些偶然的外界因素的影响： 

一些偶然的外界因素也可能会对记录的结果发生重大影响，甚至致使我们做出错误的判

断。例如，某年由于气候反常，本该夏季来天目山繁殖后代的某种夏候鸟没有飞来，或者在

途中因遭遇暴风雨、龙卷风等意外而全军覆没，这样该年的记录中便不会有此种鸟的出现；

相反的情况也有可能发生，一些本该春季飞走的冬候鸟由于某些原因耽误了行程而一直滞留

到夏季。这些意外在资料充足的情况下应该会被分析、对比后排除，而对最后的结论不会形

成任何的影响，但是由于我们掌握的资料有限，一些个别意外就也有可能被误认为是当时整

个年代的普遍现象而得出不符合事实的错误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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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Bird Community Changes in the 

Tianmu Mountain 

Feng Chunmiao, Cheng Ye, Liang Hongzi, Cheng Zhe  

Fudan Univcersity,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Abstract: 

As the so-called “Paradise for Birds”, the Tianmu Mountain attracts a great many researchers 

and amateurs to go there for observing and studying birds every year. As early as 1964 and 1965, 

Qian Guozhen and Yu kuai published the paper “Elementary Research into Some Ecology Problems 

of Common Seen Birds in Tianmu Mountain”. Twenty years after, another paper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Last Twenty-year Bird Community Changes in the Tianmu Mountain” was published 

by Qian Guozhen, Wang peichao, and etc. This summer, after another twenty years, we took statistics 

of the community changes of birds in Tianmu Mountain again. During the ten-day research, the birds 

we observed can be classified to 6 orders, 24 families and 47 species, in which there were 34 

species of resident birds(72.3%), 9 species of summer residents (19.1%), 1 species of winter 

resident(2.1%), and 1 species of travel bird(2.1%). Along with observ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we interviewed local people and officials, and referred to the statistical data recorded during 

1950s, 1960s, 1990s and the beginning of this century by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our university.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collected through the ways listed above, in this paper we make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last forty-year bird community changes in Tianmu Mountain, and explore 

the possible reasons that amount to them. 

 

Key Words:  

the Tianmu Mountain; bird community change; summer bird community;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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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活动对天目山地区燕子分布的影响 
 

朱莺* ，刘源园* 
  

（复旦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 天目山自然保护区具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燕子是当地的常见益鸟。天目山地区主要分布有三种燕

子：家燕(Hirundo rustica Linnaeus)，金腰燕(Hirundo daurica Linnaeus)，烟腹毛脚燕(Hirundo daurica 

(Bonaparte))。近年来，保护区及其周边地区的经济开发，使燕子的生活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我们于 2004

年 7 月 4 日到 7 月 7 日调查天目山低海拔地区几个村庄和禅源寺周边地区的燕子分布情况，发现燕子数量

有减少的趋势，几种燕子的分布状况也有一些变化。我们对人类活动影响燕子分布的可能性做出分析，并

对当地保护燕子提出建议。 

关键词: 家燕；金腰燕；烟腹毛脚燕；窝巢；竹林；旅游
 

 

天 目 山 国 家 自 然 保 护 区 地 理 上 位 于 东 经 119°23’47”-119°28’30” ， 北 纬

30°18’30”-30°24’55”，地处浙江省西部天目山脉，在临安市内，其后数中亚热带北缘。1986
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996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吸纳为“世界人与生物

圈网络”成员。家燕、金腰燕、烟腹毛脚燕等三种燕子是当地的常见益鸟，也是人类亲密的

邻居，我院 99 级学生于 2002 年曾做过“天目山三种常见燕子的初步调查”。近年来，保护

区及其周边地区的经济开发使当地的生态环境发生了改变，燕子生活在村落中，受到的影响

尤为严重。我们希望调查天目山自然保护区及其周边地区的燕子生活情况的改变，分析由于

人类活动造成的生态环境的改变对于燕子分布的影响。我们于 2004 年 7 月 4 日至 7 月 7 日

进行考察，期间天气晴好。 
 

1 工作地点和方法 
1.1 工作地点概况 

大有村：海拔 190m，村庄的自用房较为集中，周边主要为人工种植竹林，南侧朝向通往天

目山南大门的公路，北侧为向上的山坡。 
禅源寺：海拔 340m，东门外有水潭及树林，考察期间寺院正处于修建之中。 
告岭俞家村：海拔约 400m，类似集镇，有不少楼房、商店和工厂，村子中央为一条通向临

安的大路，村子外围有少量竹林，村口有一片开阔地及一数十平方米的水坑。 
鲍家村：村民告诉我们为鲍家村，位于俞家村至红庙的公路旁，应为隶属于鲍家村（天目山 
自然保护区两大行政村之一）的一个中等规模自然村。海拔约 400m，略高于俞家村。周边

为人工种植竹林，有一条小水渠。 
上九思村：海拔约 450m，有一水库，整个村庄环水库而建，周边以种植竹林和茶树为主，

水库周围有少量玉米地和蔬菜地。 
朱陀岭：海拔约 450m，略高于上九思村，通向天目石谷的公路穿越村庄，周边全部为种植

竹林，没有水域。 
1.2 方法 

（1）走访天目山自然保护区及其周边地区低海拔地区主要村庄及禅源寺周边地带，观察、

识别三种燕子，并记录各村庄数量。为提高与前人数据的可比性，沿用上年同学采用的样点 
*并列作者 



法，定点观察 30 秒，每一地点观察 6 次以上取其平均，由于燕子较高空飞翔时难以在第一

时间识别金腰燕和家燕，故只记录总数。 
（2）考察走访村庄，观察、识别并记录三类燕子的新巢和旧巢数量，并以此估计三种燕子

的年际变化并作比较。 
（3）访问村民，了解近年来燕子数量的年际变化及造成这种变化的可能原因。 
 

2 结果 
2.1 三种燕子的外观识别 
家燕 Hirundo rustica Linnaeus 
英文名 Barn Swallow; House Swallow; Common Swallow 
形态特征 体小，长 15～19cm[1]。上体蓝黑色富有光泽，颏、喉和上胸栗色，下胸和腹白色，

尾长，深叉状。 
天目山分布为普通亚种[2] H.r.gutturalis     当地俗名 拙燕、紫燕 
本亚种胸带不完整，腹白色。 
金腰燕 Hirundo daurica Linnaeus 
英文名 Golden-rumped Swallow; Red-rumped Swallow 
形态特征 外形和大小与家燕相似，体长 16～20cm[1]。上体蓝黑色具金属光泽，腰有棕栗色

横带。下体棕白色而具黑色纵纹。尾长，深叉状。 
天目山分布为普通亚种[2] H.d.japonica     当地俗名 麻燕、蛇燕 
后颈有完整的栗色领环，腰部栗色较暗，纵纹明显，下体棕白色，纵纹粗著。 
烟腹毛脚燕 Delichon dasypus (Bonaparte) 
英文名 Asian House Martin; Asiatic House Martin; Asian Martin 
形态特征 体长 12～13cm [1]。上体蓝黑色具金属光泽，腰白色。尾呈叉状。下体烟灰白色，

跗蟅和趾被白色绒羽。 
天目山分布为福建亚种[2]  D.d.nigrimentalis     当地俗名 小燕 

在天目山地区对三种燕子的识别主要依据：烟腹毛脚燕尾的叉状较浅；金腰燕腰为棕栗

色，下体有黑色纵纹，上胸和喉无栗色；家燕下体无纵纹，腰无棕栗色横带，前额和喉呈棕

栗色。另外，休息时家燕和金腰燕可停歇于电线上，烟腹毛脚燕无此习性。 
2.2 三种燕子窝巢的识别 

家燕 巢多置于人类房舍横梁上，特别是木屋底层的楼栅间。以水域岸边衔取来的泥、麻、

线和枯草茎、草根，混以唾液，完整的家燕巢内径为 8～10cm，外径为 8~10cm，高 5～8cm，

深 3～5cm[1]，巢开口向上，呈平底小碗状。家燕的巢由于草根或茎等物较多，表面较为粗

糙[4]。有用旧巢的习性，特别是第二窝多用旧巢。 
金腰燕 通常营巢于人类房屋等建筑物上，天目山地区多营巢于水泥结构住房外墙脚。筑巢

时金腰燕常将泥丸拌以麻、植物纤维和草茎在屋檐下堆砌成半个曲颈瓶状或葫芦状的巢。瓶

颈即是巢的出入口，扩大的末端即为巢室，内垫以干草、破布、棉花、毛发、羽毛等柔软物
[1]。喜欢利用旧巢，即使旧巢已很破旧也常常加以修理后再用。 
烟腹毛脚燕 常成群在一起营巢，通常营巢于悬崖凹陷处或陡峭岩壁石隙间，在天目山地区

主要营巢于水泥房屋屋檐下。巢由雌雄亲鸟用泥土、枯草，混合成泥丸堆砌而成，呈侧扁的

长球形或半球形，一端开口。巢的大小为长 15.5～17cm，底部宽 8～9cm，巢口口径 3.8cm，

巢壁厚 1.5～2.0cm，内垫以枯草茎、叶、苔藓和羽毛[1]。 
    天目山地区对三种燕子窝巢的识别主要依据：家燕多营巢于屋内，碗状，且较粗糙；金

腰燕营巢于屋外，半个曲颈瓶状，但也有简化为类似碗状或球状的；烟腹毛脚燕营巢于屋外，



且常成群，球状，较小，筑巢原料泥土比例较金腰燕巢高。从朝向上说，三种燕子都最喜欢

向阳的南面（数据未显示）。 

               
             A 家燕的窝                             B 金腰燕的窝 

 
                                 C 烟腹毛脚燕的窝 

图 1 三种燕子窝巢实例 
Fig. 1  examples of the swallow nests 

 
2.3 表 1 显示了我们所考察的各地区三种燕子及其窝巢的观察结果概况，其中家燕和金腰燕

的窝巢在每户的分布数量及相应的户数显示于表 2，烟腹毛脚燕窝巢在禅源寺一带的分布见

图 2。 
2.4 村民访问记录 

大有村  一位老爷爷反映燕子的总体数量每年都在减少，今年比去年约减少了一半，并认为

自 10 年前当地开始人工种植竹林以来，竹林使燕子的食物减少，而且没有水稻田的泥土燕

子无法筑巢。 
禅源寺  未作访问。 
告岭俞家村 村民对三种燕子不加区分，只是说总体数量有所减少。另有村民反映由于食物

减少村庄不适于居住，最近几年来有燕子向村后的山坡迁移，营巢于悬崖凹陷处，不被雨淋，

虫子充足，还可避免窝巢被人畜破坏。 
鲍家村  村民反映往年 3 月的时候燕子归来，今年未见。 
上九思村 村民反映近年来燕子数量约减少一半。对于屋内筑巢的家燕，许多住户都表示家

燕的窝巢筑于室内影响观瞻，且其排泄物污染环境，会毁掉其窝巢，赶走家燕，但是他们能

够接受金腰燕在屋檐下筑巢。当地也是 10 年前开始人工种植竹林的，大约 3、4 年前农田基

本消失。 
朱陀岭 该处燕云山庄店主反映，燕子每年春耕的时候归来，现在（7 月上旬）已飞走，数

量的年际变化不大，当地认为燕子是吉祥的象征，毁掉燕窝会走霉运，所以除旅店外村民不

会人为赶走燕子。 
2.5 利用清晨禅源寺地区烟腹毛脚燕都集中活动于大雄宝殿周围，对这一地区的烟腹毛脚燕

进行计数，总量大于 160 只，与以窝巢数计算的结果（按每窝 3 只雏鸟计算）基本吻合。 



表 1  各地区三种燕子及其窝巢观察结果 
Tab. 1  general observation of swallows and their nests 

 大有村 禅源寺 告岭俞家村 鲍家村 上九思村 朱陀岭 

燕子种类 
家燕 

金腰燕 
毛脚燕 

家燕 
 

毛脚燕 

家燕 
金腰燕 
毛脚燕 

未见 金腰燕 未见 

考察户数 30 

/① 

36 12 21② 9③ 
装修户数（吊顶） 8 17 5 11 4 

 
窝

巢

数 

家燕 
新巢 14 2④ 0 2 1 
旧巢 74 37 14 16 4 

金腰燕 
新巢 8 0 4 1 4 0 
旧巢 6 0 8 1 4 0 

毛脚燕 
新巢 20 45 4 0 0 0 
旧巢 0 14 38 0 0 0 

计数时间 17:00 6:00 9:30 

/ 

11:00、17:00 

/ 计数地点 
村口杂货店

门口 
大雄宝殿

正北侧 
村口空地 水库西北侧 

观察数（30s） 19 23 5 12 

①未入户考察，无法计数。上表中“/”表示未计数，“0”表示未观察到 

②21 户中含已使用家庭旅店 6 座，另有 3 座在建未计入考察范围 

③9 户中含旅店燕云山庄，其余均为自用房 

④其中一窝为利用金腰燕的旧巢，筑于屋檐下 
 

表 2 各村每户家燕和金腰燕新巢数及相应户数 
Tab.2  current nest number in each house and corresponding number of houses 

 
家燕新巢数 金腰燕新巢数 

0 1 2 0 1 2 
大有村 19 8 3 24 4 2 

告岭俞家村 34 2  33 2 1 
鲍家村 12   11 1  
上九思村 19 2  18 2 1 
朱陀岭 8 1  9   

 
 北 
                                        
                                                     ★(施工中的佛塔) 
                                                          
 
                                            
 
 

图 2 禅源寺地区毛脚燕新巢分布示意图 
Fig. 2  distribution of house martin’s nests around Temple Chanyuan 

诸经坛（原天管局标本馆） 7 新巢（南侧） 

北侧大楼 24 新巢 2 旧巢（南侧） 

大雄宝殿 

                                                    办公用房 1 新巢（北侧） 

工人住房 13 新巢 12 旧巢（南侧） 



 
图 3 清晨大量毛脚燕集中于禅源寺殿顶 

Fig. 3  house martins gather on the proof of Daxiong Baodian 
（屋顶上小黑点即毛脚燕） 

 

3 讨论 
3.1 燕子数量变化趋势 

通过对当地村民的访问认为总体上近年来天目山地区燕子数量逐年减少，不少地区更是

趋于绝迹。大多数村民熟悉各种燕子，对其习性有所了解，故认为村民们的说法是可信的。 
由于时间和人力的限制，除禅源寺地区外，我们对各村庄都未能进行全面考察，为减

小样本带来的误差，对分散营巢的家燕和金腰燕统计各村庄新旧巢数量比和户均窝巢数(表
3)，并对此加以分析。 
 

表 3 各村庄家燕、金腰燕新旧巢比和户均窝巢数 
Tab. 3  comparison ratio between current and former nest number  

& temporal average number per house 

 新巢/旧巢 户均窝巢数 
家燕 金腰燕 合计 家燕 金腰燕 合计 

大有村 0.189 1.33 0.275 0.467 0.267 0.733 
告岭俞家村 0.054 0.5 0.171 0.056 0.111 0.167 

鲍家村 0 1 0.067 0 0.083 0.083 
上九思村 0.125 1 0.300 0.095 0.190 0.285 
朱陀岭 0.25 / 0.25 0.111 0 0.111 

 
我们假设家燕和金腰燕各自在整个天目山地区的返巢率是相等的，那么各村庄新巢/旧

巢的值可以用于比较其不同的变化趋势。由上表，除鲍家村今年无家燕新巢外，告岭俞家村

两种燕子的新旧巢之比都低于其它地区，显示这一地区相比其余各村这两种燕子数量减少尤

为明显。 
对于烟腹毛脚燕，比较此次考察的数据和 99 级、00 级学长的两次数据，发现有明显的



海拔下移现象：我们在较高海拔的俞家村见到的 38 个毛脚燕旧巢是 2001 年建于同一栋楼房

上的，今年该楼房上无一新巢，2002 年较低海拔的大有村尚未观察到毛脚燕[6]，2003 年大

有村出现毛脚燕[7]，今年数量明显增多，同时俞家村新巢数急剧减少。结合前一分析，认为

俞家村地区三种燕子的数量都减少最快。同时，我们在禅源寺地区的毛脚燕计数结果大于

02 年的数据（>100 只）[6]，认为可能是部分毛脚燕栖息地海拔下移引起，也可能是由于计

数地点和方法不同。 
另外，为突出各村庄每户燕窝平均数的差异，计算户均窝巢数，并进行方差分析。由

于毛脚燕集中筑巢，不作此项统计。由表 1 和表 3 数据对户均家燕新巢数作方差分析得

F=3.50>F0.01,各村庄间差异极显著，进一步以 SSR 测验作多重比较，sx=0.1045，df=107，相

应 R 值如下： 
k 2 3 4 5 

SSR0.05 2.81 2.96 3.05 3.12 
R0.05 0.294 0.310 0.319 0.326 

 
表 4 各村户均家燕新巢数的差异显著性(SSR 测验) 

Tab. 4  test of significance on barn swallow’s current nest number (SSR test) 

村庄 户均新巢数（ x i） 0.467- x i 0.111- x i 0.095- x i 0.056- x i 

鲍家村 0 0.467* 0.111 0.095 0.056 
俞家村 0.056 0.411* 0.055 0.039  
上九思村 0.095 0.372* 0.016   
朱陀岭 0.111 0.356*    
大有村 0.467     

 
结果显示大有村地区的户均家燕新巢数显著高于其余各村。对户均金腰燕新巢数作方差分析

得 F<1，各村庄间无显著差异，以 SSR 测验作多重比较也未发现有显著差异（过程省略）。 
考虑到所考察的村子除朱陀岭外规模都较大，而燕子窝巢数较少，同时人类活动对燕子

分布的影响是多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摄食因素和部分筑巢因素作用于局部地区的燕

子总数，而另一些筑巢因素在各村庄内部也变化较大，故以上结果只能说明大有村更适于家

燕居住，各村庄的燕子总数差异更多的以定点观察结果为准。由于我们的观察地点都尽可能

选择当地燕子的主要活动地点，考察期间天气一直晴好，考察时段内燕子活动差异不大（我

们在同一天的 11:00 和 17:00 在上九思村的同一地点计数结果相同），故定点观察时间和地点

的影响基本可以忽略。 
3.2 人类活动通过摄食因素的影响 

谈及造成燕子减少的原因，所有人都认为大片的竹林取代农田首当其冲，竹林严重威胁

到了燕子的摄食。 
比较上九思村和朱陀岭，这两个村庄具有相似的海拔高度，地理位置也相近（都位于红

庙附近），而燕子数量有着显著差异，原因可能与周边环境对燕子捕食的影响有关：上九思

村有一个水库，整个村子环绕水库而建成，地势较平坦开阔，而且村子除了种植雷竹为主外，

还种植茶和少量玉米、蔬菜（图 4）。朱陀岭建在山坡上，紧靠公路，居民较少，一眼望去

全是密集的竹林，这一带没有开阔地，而且基本没有水域。两者对比，上九思村的相对丰富

的作物类型和水体资源能为燕子提供较为多样的食物；相对开阔的地形又能为燕子提供必要

的捕食环境。同样，俞家村和鲍家村海拔相近，相距不远，前者有开阔地和水域，后者都没

有，前者的燕子数量显著多于后者。 



 

图 4 上九思村景色(示水库) 

Fig. 4  reservoir of Village Shangjiusi  

竹林对燕子摄食的威胁具体说来，首先，农作物的单一化减少了燕子的食物种类和数量。

燕子主要以飞行性昆虫为食，主食双翅目、鳞翅目、膜翅目、鞘翅目、半翅目、蜻蜓目等昆

虫 [1]。竹子是较少受虫害侵袭的植物，浙江省竹林的害虫只有竹笋夜蛾、黄脊竹蝗、竹卵

园蝽和竹螟等少数几种[5]，且一般数量较少，天目山地区也未发生过大面积虫害。据上九思

村的村民反映那儿的竹子只有两种幼虫，种竹子根本不用打农药。而单位面积食物量的多少，

对于一般活动范围较小而捕食量较大（一般食虫鸟类的胃每天要充满 6~7 次[3]）的燕子的栖

息地选择有着重大的影响。 
相比竹林内食物量的稀缺，密集的竹林与燕子捕食方式之间的矛盾更为突出。燕子善飞

行，整天大多数时间都在住地附近上空不停地飞翔，时而像鹰一样翱翔于空中，时而在水面

上一闪而过，在飞行的过程中捕食飞行性昆虫。这样的捕食方式需要大面积地开阔地带尤其

是田野和水域。然而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现在天目山地区人工种植的茂密的竹林使燕子无

法穿行于其间捕食飞行性昆虫，竹林中仅有的少量的虫燕子也无力摄取。事实上，随着大面

积种植竹林，在上九思村不仅是燕子，喜鹊、乌鸦等原来极为常见的鸟类也难觅其踪了。 
如果能适当降低竹子的密度，就可以为燕子提供更大的觅食空间。在大有村外的公路

旁边，有一片地采取的是竹子和其他作物混作的方式，在比较稀疏的竹子的间隙种植一些蔬

菜，这样既降低了竹子的密度又丰富了作物类型，我们看到了不少在这种稀疏的混交竹林活

动的金腰燕（图 5），这是金腰燕对环境的一种适应。 

      
A 混作竹林                            B 停息于竹子上的金腰燕 

图 5 金腰燕活动于混作竹林 
Fig. 5  golden-rumped swallow on the bamboo cultured with vegetables 

3.3 人类活动通过筑巢因素的影响 

3.3.1 海拔因素 



海拔本身与人类活动无关，但人类活动对燕子分布的影响可以通过燕子栖息地海拔的变

化反映，在此作一简单说明。前人的工作提示家燕和金腰燕的海拔分布较低且相近，有时会

一起活动，这与我们在天目山地区的观察相符。但以往记载烟腹毛脚燕分布于海拔较高人烟

稀少之处，与我们在天目山地区的观察不一致，毛脚燕的海拔分布与家燕、金腰燕相似，甚

至略低于金腰燕，且近年来又有较明显的海拔下移现象（见讨论 1）。由于我们的考察未向

更高海拔地区延伸，所以无法获知更高海拔地区是否存在毛脚燕及其数量。但据了解，近年

来浙江省为保护天目山的古树名木每年都要在高海拔地区喷洒大量的杀虫剂，初步推测可能

由此导致高海拔地区燕子食物量减少，不再能满足群居生活的毛脚燕的需要，这有待进一步

工作的证实。此次在俞家村观察到的四个毛脚燕巢分散筑于三处房屋，这可能是其对食物量

减少的另一种适应方式。而毛脚燕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原来的筑巢习性，其筑巢高度一般

较高，仅有禅源寺大雄宝殿东侧房屋有 5 个巢筑于底楼屋檐下，可相对减小人畜的直接干扰，

因此大量毛脚燕集中于禅源寺周围可能部分由于这里建筑高度较高，人口密度相对又较低。 
3.3.2 筑巢基底因素 

如前所述，在天目山地区三种燕子主要都营巢于房舍上，但有其各自偏好的筑巢基底：

家燕喜欢营巢于木屋底层的横梁上，金腰燕和毛脚燕的巢多数位于水泥房屋的屋檐下。近年

来随着毛竹种植的推广和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天目山地区的经济水平得到普遍提高，当地的

住宅样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成为影响燕子数量的原因之一。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富起来的村民建起了水泥结构的新房或是对天花板进行了装

修，使得粘附力大大降低，家燕难以在这类材质表面筑巢。在所考察的村庄中，大有村的家

燕是保留得最多的，一方面与其海拔较低有关，另一方面认为也与此处村民住宅以木头房屋

为主有关。大有村的内部装修（吊顶）比率（26.7%）是考察村庄中最低的一个，这就为在

室内营巢的家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我们在大有村和俞家村分别遇到了一户建于清末民初的

带天井的老式木头房屋（图 6），在几近废弃的老屋的房梁上布满了家燕的旧巢，开放的空

间又便于家燕飞翔着穿堂而过，这样的房屋正是家燕的理想居所。与之相对的，在上九思村，

考察的 21 座房屋中有多达 6 座的家庭旅店，还有 3 座在建，如此高的装修比例也是家燕在

该村数量锐减的原因之一。 

 
图 6 建于清末民初的老屋 

Fig. 6  ancient house dated from early 1900’s 
与家燕不同，营巢于室外的金腰燕和毛脚燕似乎更喜欢水泥房屋：此次观察到的所有毛

脚燕窝巢都筑于水泥房屋屋檐下；而对于金腰燕，我们在大有村甚至观察到了筑于水泥房屋

屋檐下两个突出的装饰物之间狭小空隙的金腰燕窝巢（图 7A），这也再次证实了金腰燕对墙

角的偏爱。同样是在大有村，我们注意到有一部分房屋顶层的屋檐是由木条排列而成的，这

样的屋檐很少有金腰燕筑巢，仅发现一窝位于两斜坡的尖顶处。（图 7B）分析认为对于居于



室外的两种燕子，木条屋檐较易损坏（这样的屋檐随处可见有缺损、脱落的木条），而水泥

屋檐更牢固、稳定，能够提供更安全的保障。 

     

 
图 7 特殊位置的金腰燕窝 

Fig. 7  nests of house martin at particular locations 
据《中国鸟类志》记载“烟腹毛脚燕主要栖息于海拔 1500m 以上的山地悬崖峭壁处，

尤其喜欢栖息和活动在人迹罕至的荒凉山谷地带”、“通常营巢于悬崖凹陷处或陡峭岩壁石隙

间，也营巢于桥梁、废弃房屋墙壁等人类建筑物上”，虽然在天目山地区烟腹毛脚燕早已习

惯于与人类和睦共处，我们还是在禅源寺东门外的水潭边的石壁上发现了一处天然形成的毛

脚燕的休憩地，常可见毛脚燕在此停歇（图 8）。 

 
图 8 石壁上毛脚燕的天然休憩地 

Fig. 8  natural residence of house martin on the cli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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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告岭俞家村有村民反映最近几年来有燕子向村后的山坡迁移，营巢于悬崖凹

陷处，不被雨淋，虫子充足，还可避免窝巢被人畜破坏。由于条件所限，我们未能亲自证实，

但是觉得天目山地区的毛脚燕由悬崖迁至村庄，现在又无奈地迁回悬崖（甚至可能还有家燕

和金腰燕），衷心希望这不是天目山燕子最后的斗争。 
3.3.3 筑巢原料因素 

燕子筑巢的传统材料是水稻田的泥土，但是这些年来天目山的水稻田越来越少，几乎已

完全消失，如大有村的一位老伯所言，难以寻找合适的筑巢材料也会促使燕子选择新的栖息

地。虽然天目山地区泥土本身的粘附力较强，筑巢材料的变化非决定性因素，但泥土变化的

影响已逐渐开始显现。在俞家村，我们发现一户居民屋檐下的金腰燕窝下托放着木板，居民

反映燕子两次筑巢后巢都从屋顶脱落，推测可能是由于泥土粘附力下降引起。 
3.3.4 周边公路因素 

公路的修建也是燕子，特别是室外筑巢的金腰燕和毛脚燕减少的原因之一，在公路沿线

的朱陀岭，我们只看见了一个家燕的巢，没有看到金腰燕和毛脚燕的巢或是旧巢，在鲍家村

的情况类似；而在俞家村，前面所述的有 38 个毛脚燕旧巢的楼房就是位于通向临安的公路

旁，只是在远离公路处可以看到一些金腰燕的巢和比较新的旧巢，说明修建公路会使室外筑

巢的燕子数量减少，因为临近公路来外车辆较多，喧嚣嘈杂易受干扰。但是在大有村公路边

的一处房屋我们意外观察到一个金腰燕巢（图 7C），又是金腰燕适应环境的一个例子。 
3.3.5 村民态度因素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燕子是益鸟，也是吉祥和生活兴旺的象征，人们对于燕子筑巢在自

家房屋一般都是友善而喜爱的。但是随着近年来经济水平的提高尤其是生态旅游业的兴起，

天目山地区村民对燕子的态度也有所变化。对于那些专为旅游接待而建造的别墅型的民居，

为了更符合城市游客的卫生标准，都是不欢迎燕子筑巢的。即使是那些自用房，如果装修一

新，部分居民也会觉得筑于其中的燕子窝有碍观瞻，家燕的排泄物更是直接污染了居室环境，

而对前来的燕子采取驱赶和毁窝。由于三种燕子筑巢的地点不同，家燕营巢于室内，受到人

为因素的影响最大。 
比较大有村和上九思村，两者都是保护区周边经济水平相当的较大型的村子，且都已形

成相当规模的旅游接待业，前者的家燕远远多于后者。部分由于上九思村的旅店和自用房混

杂，且旅游业发展的时间较长，大多数住户希望住房能干净卫生没有家燕粪便的污染 ，所

以这里的很多家燕窝巢被人为毁坏，我们观察到的仅有的两个家燕的巢是在一处仓房中。而

大有村的旅店集中在村庄外围靠近新建公路，村中心一般都是自用房，房屋虽然干净但是仍

然保留着许多家燕的巢，许多人家都会留着旧巢等待往年的燕子回来，对于家燕的粪便大多

采用传统的在燕窝下垫以纸板的方法（图 9）。 

 
图 9 受到人类保护的燕子和燕窝 

Fig. 9  swallow and its nest protected by local people 
相比之下，金腰燕和毛脚燕由于在室外筑巢，对居室环境影响较小，所以除了主要用于



旅游接待的房屋外，一般村民们还能接受它们在屋檐下筑巢而不加以破坏。 
3.3.6 旅游业因素 

旅游业因素其实是通过多种因素而间接影响燕子分布的，包括筑巢基底、周边公路、村

民态度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都与生态旅游在当地的发展相关，已分别进行讨论，在此仅在总

体上对旅游业因素作一些补充。 
在《浙江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说明书》（2003 年 10 月）中写道“旅游接

待设施采用‘民居型、农家型’，这样既有利于减少生态旅游带给保护区的压力，同时有利

于促进和带动周边经济的发展”，在这里我们对这种接待方式持保留态度，兴建大规模的接

待设施对于局部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可能很大甚至是不可挽回的，但大量民居型的接待设施

却使破坏向更深更广的范围延伸，对于燕子这样的与人类比邻而居的动物甚至可能是灭顶之

灾。而且就考察时所见而言，民居型的接待设施正有越来越大型化、豪华化的趋势，在上九

思村就已出现六层高带有整排漂亮车库的“民居”，据了解，这样的民居是由上海人出资建

造的，而天管局对此的解释是土地的使用都是村里说了算的，村里批了就可以建造。试想，

2002 年进保护区的游客（含考察、参观、会议）人数约 13 万人次，而保护区的规划是从现

在起至 2012 年使游客人数逐年递增，最终使年游客量保持在 30 万人次/年以内。也就是说，

未来保护区的游客量将会翻一翻，保护区外的投资者自然能看到这其中蕴含的巨大商机，而

当地村庄也可通过外来的投资迅速扩大旅游接待规模加快致富进程，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

没有有关行政部门的强制性规定很难保证“民居”的规模发展不会失控，“民居型”的接待

设施就能减少对周边生态环境的压力。 
3.4 保护天目山地区燕子的几点建议 

3.4.1 发展多种种植  天目山地区的特色产品就是当地的毛竹和雷竹竹笋，这些产品广泛供

应江浙沪地区，需求量很大，所以当地农民广泛种植竹子，尤其是周期短利润高的竹笋。但

是单一物种的种植方式使整个群落生物多样性锐减，对于其中的动植物的生存都会产生不利

影响，而且过度单一的竹林也大大增加了爆发虫害的可能性，最终危害的还是当地的经济。

所以，我们建议保护区协助当地政府帮助农民发展多种种植，尽量采用开阔地能够种植的高

附加值作物，或者采取混作的方式，在疏松的竹子间种植低矮的作物，事实证明如果竹林密

度较低，燕子也是乐意活动于此的（见讨论 2）。 
3.4.2 规范旅游接待业  旅游业的发展，房屋结构的变化，也是燕子减少的重要原因。如果

保护区周边的旅游业无序发展，燕子的数量有可能更少甚至绝迹。按照目前的趋势发展，旅

游业将成为上九思、大有等村的经济支柱，如果没有调控行为的话，依照市场经济的规律，

一定是过度发展，供大于求在先，行情回落，趋于平衡在后，市场是可以调控的，经济是能

够平衡的，但是生态环境的破坏，燕子的迁出可能再也无法恢复。而且，当乡村旅店供求关

系变化后，村民的生活水平下降，这种不稳定的因素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新的破坏。保护区

周边实际上就相当于保护区的缓冲，如果这一地区的受到破坏，缓冲带内移，也就相当于破

坏了保护区内的生态环境。希望保护区能从自身生态效益和周围村民经济效益出发和当地政

府协同控制家庭旅店发展速度和规模，并减少大型豪华旅店的建设，将旅游规范起来，实现

可持续发展。 
3.4.3 提高宣传力度 燕子在传统文化中是吉祥的象征，更是食虫的益鸟，因此受到人们的喜

爱和保护，能够与人类和睦相处。如今，富裕的小康生活，城市标准的洁净，已经改变了这

种传统。随着天目山旅游业的发展，原来的田园风光将越来越多的被类似小城镇的村落代替，

当天目山的村落和江浙其他地方的乡镇没有太大区别的时候，较高的路费可能使天目山失去

竞争的优势，所以天目山的旅游业应该尽量保持民风淳朴和高山田园的特色，这方面应该潜

移默化的给予村民指导，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物质文明决定精神文明，要让村民自觉地意

识到这一点，避免经济发展到相当程度时无序发展带来的破坏也已无法挽回。这需要管理者



给村民提出建议，指明前景，也是每年在天目山学习实践的各个高校的生物专业学生的义务

和责任。 
3.4.4 关于禅源寺毛脚燕栖息地的保护 禅源寺是我们在考察期间所见的唯一的毛脚燕聚居

地，如前所述，这可能与毛脚燕的习性有关。禅源寺从去年就开始大兴土木，整修大殿，今

年大殿已竣工，又开始修建佛塔等建筑。这些活动都对燕子形成了很大干扰，但是燕子并未

因此离去，从前两年的数据看，数量似乎反而增加了，这说明两点：第一，禅源寺是毛脚燕

的理想聚居地；第二，在附近其他地方，毛脚燕找不到合适的居住地，所以尽管有施工打扰，

还是留在了禅源寺。但是现在，禅源寺中毛脚燕巢最多的三幢楼（都是旧楼）都有拆除的可

能，毛脚燕可能失去最后的聚居地，种群数量可能减少，人们以后再也看不到禅源寺早晨毛

脚燕飞翔、取食、停于大殿的壮观景象。寺庙本来就是善男信女的朝拜之所，如果有这些生

灵的出现，将会增色不少，建议保护区与禅源寺住持协调采取合理规划寺内建筑而不是拆除

的方法保留毛脚燕筑巢的几幢老楼，给毛脚燕留下最后的栖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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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activities influence on the dis-  

tribution of swallows in Mount Tian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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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of Mount Tianmu has an abundant resource of animal and plant. 
The swallow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three species of which, named as Barn Swallow, 
Golden-rumped Swallow and Asian House Martin are found in the reserve. The residence of the 
swallows has been severely affected wit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se years. We investigated 
several villages, all at low altitude, and extended to the region around the Temple Chanyuan from 7-4 
to 7-7-2004.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number of swallows has a tendency to decrease, we 
analyze the possibility of human activities influence on the distribution of swallows and put forward 
our suggestions on protecting this beneficial bird. 
Keywords: Barn Swallow; Golden-rumped Swallow; Asian House Martin; nest;  

bamboo forest; tourism 



天目山蝙蝠洞蝙蝠初步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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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蝙蝠作为世界上唯一具有飞行能力的哺乳动物，在生理构造、个体形态、生活习性、种群结构等多方

面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本文借助实地调查，个体解剖，人工饲养观察等多种方式，对西天目地区蝙蝠洞

中两种蝙蝠的形态、栖息地生镜、种群结构以及食性进行观察研究，得出了对蝙蝠这种奇特生物的一般性

描述以及初步研究结果。为进一步从某些特定生物学角度研究蝙蝠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蹄蝠；飞行适应性；食性 

 

总论 
蝙蝠是唯一一种真正会飞的哺乳动物，属于翼手目，又分两个亚目：大翼手亚目和小翼

手亚目，是哺乳动物中除啮齿类之外的第二大类，700 多个物种在世界上各地都有分布，除

两极外各大洲都有蝙蝠活动，大部分集中在热带和亚热带。[2]蝙蝠的生活习性多数为昼伏

夜出，且栖息处十分隐蔽安静，飞行时也极少发出可闻之声响，颇有神秘感，但对蝙蝠的研

究是非常具有意义的，如其判别位置的超声波系统，身体中极高的白细胞含量使其很少生病

等等均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而在西天目山就有一个小型的蝙蝠洞，在数次的实习过程中都

没有对其进行过系统的研究，为了能使今后有较多有意义的研究在此进行，我们对这个蝙蝠

洞进行了一次基础调查以期作为今后的铺垫。 
通过对该蝙蝠洞的群体以及个体的分析，我们获取了一些基本的资料：如通过两次不同

的时段对蝙蝠洞进行实地考察，通过对温度湿度及基本数据的测量，得出蝙蝠洞的整体结构

和生境条件，通过对蝙蝠的捕捉和个体的数据测量，得出大体上的种群结构和关系以及个体

的一些基本数据特征，同时通过对这些数据和鸟类的一些相关的数据的比较分析得出两者的

差异关系；此外通过对个体蝙蝠的解剖分析，我们还基本上分析出了其食性特征。 
由于这个蝙蝠洞中的是一个半人工洞，且该处的蝙蝠是由于原栖息地被破坏后被迫迁移

至此，且迁移进来的时间不长，种群数目还不是很大，结构还不很稳定，仍属于十分脆弱的

阶段，故我们的采集样本的工作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由于蝙蝠十分的灵敏，一般捕捉起来十

分不便，抓住的一般是一些携有幼蝠的母蝠，这样一来解剖一只蝙蝠就会造成两只蝙蝠的死

亡，对其种群发展十分不利，故我们只对两只蝙蝠进行的解剖；出于同样的原因，使得我们

捕捉到雄蝠和雌蝠的比例不可能相同，故也无法从试验直接中得出正确的性别结构特征，这

些都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们的研究调查。 

方法 
蝙蝠洞环境特征测量 

采集数据主要包括洞的立体结构数据，温度和湿度。主要使用十米长的皮尺作为测量工

具：先使一人持皮尺一端立于一侧洞口，另一人持皮尺下到洞主体处测量洞口深度，以同样

的方法测量洞主体的高度及斜向的落差距离。用温度及湿度计在上洞口，下洞口，洞底部，

洞主体处和洞外分别进行温度和湿度的测量。 
蝙蝠的总体计数 

由于捕捉困难，很难取得足够数量的蝙蝠进行种群大小的估算，故只能采用目测的方法，



两对人分别从两侧洞口小心进入对悬挂在壁上的蝙蝠进行计数。（携带的探照灯过于明亮会

惊扰蝙蝠，似乎以红色的光线为好） 
蝙蝠的捕捉 

以人数多时为最佳，我们采用这样的方法：两批同学持捕网守在两侧洞口，另有小部分

人持捕网到蝙蝠聚集处惊扰并伺机捕捉，大量的噪声和挥舞的捕网会使蝙蝠惊慌失措，在狭

小的空间极易撞进捕网，尤其对于那些携带小蝙蝠行动不便的雌蝙蝠更是如此。但这样的方

法过于剧烈，有可能造成蝙蝠的严重的撞伤事故，导致蝙蝠死亡。 
蝙蝠的个体数据测量 

我们用厘米尺对蝙蝠的个体数据进行了测量，包括：耳长（从耳尖部到耳的外缘根部），

翼长（轻轻拉伸单侧翼测量从肱骨根部到最外侧指关节尖部的距离），身长（从身后测由头

上鼻部到尾部的距离）；此外对于单个的蝙蝠我们还测量了尾长及翼展。(利用描绘的方法描

在纸上然后利用方格计数的方法测面积) 
蝙蝠的饲养观察 

我们将捕捉到的幼蝠放置在暗处，使其悬挂在某个物体的高处，如竖直放置的捕网最上

沿（必须是最上沿）。每日喂大约五到六滴管加入糖分的牛奶，同时观察其形态及生活习性。 
蝙蝠的食性分析 

我们在蝙蝠归洞后不久进洞捕捉样本，时间约在早上 8 点钟左右（蝙蝠大约在六点以前

归洞，但太早去可能会有毒蛇出没，有一定的危险）。捕捉后的蝙蝠迅速进行解剖，取出胃

放在盛有水的浅缘广口的容器中，以解剖刀划开并将内容物溶解在水中，待沉淀稳定后，小

心用滴管将溶液（不要吸走沉淀和漂浮物）吸去，并换入一定量的清水以稀释胃酸，反复几

次后在解剖镜下观察其胃内容物来分析食性。 

结果及讨论 

蝙蝠生活习性及生存环境研究报告 

蝙蝠的生境特征及其对环境的偏好 
本次蝙蝠研究的地点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半人工小型山洞，根据当地人的介绍，此山洞

在以前并非一直是蝙蝠的栖息地。当地政府本来想将此山洞开发成旅游景点，可是因为某些

原因，这个计划流产了。在 97 年之后，陆续有蝙蝠到这里定居，在此洞繁衍后代，现在已

经形成了较小规模的种群，可见，此山洞及其周围生境比较适合蝙蝠生存。 
该山洞有两个入口，上洞口高约 2.5 米，宽 3 米，下洞口更大一些，高 3-4 米，宽 4 米。

洞内结构为：从下洞口进入，大约 5 米左右的 30°下坡路，洞渐渐变得更加高更加宽，之

后大约 10 米左右的平地路，距离洞顶大约 4-5 米，成为一个很大的 A 室；接着是较窄较小

且带有转角的，十分缓的下坡通道，总长 10 米左右，通向一个较小的 B 室；B 室有另一通

道通向洞的主室 C，该通道同样较窄较小，先上坡后下坡整体呈弧形，C 室本身就是一个

45°的向上斜坡，全长 10 米，斜坡一侧是此洞的一个侧洞 D，较深，人不便进入；上斜坡

后（其实该斜坡较难攀爬，故可从上洞进入到斜坡顶端）有一个小平台，向前沿较缓的通道，

可以到达 D 室；而从 D 室一侧的通道继续向上 3-4 米，即为上洞口。整个山洞基本呈环状

相通，有利于蝙蝠绕洞内洞外环状飞行。 
该山洞属于岩石山洞，地面为湿泥覆盖，环境比较阴暗，由于是夏天进洞考察，此时

的温度较室外温度偏低，而洞内不同位置的湿度也有变化（见下表）。洞内有直翅目昆虫共

存，根据经验，可能有蛇出没，但是两次进洞调查均未发现。该洞位于西天目山区，植被及

动物资源丰富，夏季昆虫活动频繁，为蝙蝠生存繁衍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资源。 
而洞内的蝙蝠在不受到人为骚扰的情况下，主要栖息在 A 室内部，B 室以及 C 室的洞

顶，通道以及山洞两侧壁上基本没有蝙蝠分布。 



 
蝙蝠洞不同位置温度及湿度表 

             测量项目 
   测量位置 

温度(℃) 湿度(%) 

下洞口 23.5 86.4 
A 室 22.5 65.7 

AB 通道 22.9 68.2 
B 室 22.9 68.2 

BC 通道 23.6 73.7 
C 室 23.3 66.0 
洞外 27.4 77.1 

根据上表，及对蝙蝠栖息点的观察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蝙蝠选择栖息地时温度不是关键因素。该蝙蝠种群的栖息地的温度往往较室外温度

低，由于山洞的地理环境使其温度比山洞外低，属于正常现象，并不能得出蝙蝠喜好较低温

处的结论。而上表也显示，洞内不同地点的气温变化并不明显，而蝙蝠却有一定的位置偏好

性，可见他们对栖息地的选择与温度没有太大的关联。 
2.蝙蝠选择栖息地时湿度可能起一定作用。从上表可以看出，山洞内不同地点湿度变化

比较大，而蝙蝠所主要栖息的 A 室内部、B 室以及 C 室，湿度相比其他地点均有不同程度

的降低（其中 B 室与 AB 通道基本连成一体，故数据相同）。蝙蝠主要栖息地的湿度一般不

会高于 70%。 
3.蝙蝠选择栖息地时倾向于在高处悬空倒

挂。通过观察发现，蝙蝠极少整个身体贴于洞壁

停息，而是悬空倒挂于洞顶。（见右图）可以推

断，如果停息山洞侧面，蝙蝠的整个腹部将贴在

壁上（类似我们的俯卧方式）而这对于它们而言

很可能是不舒服的一种姿势，因此蝙蝠可能有向

上攀爬直到在洞顶倒挂的倾向。这在幼蝠观察中

得到证实（见后文） 
值得一提的是，该山洞内 ABC 三室顶部都较宽

敞，趋高的蝙蝠聚集栖息的可能性很大，因此，也可能碰巧这些地点的湿度较低，并非是蝙

蝠的偏好，从而结论 2 可能还有待考证。 

蝙蝠数量、种类及种群结构 
山洞内蝙蝠数量总数在 50 只以上，分布如下：A 室内测 7-8 只左右，AB 通道及 B 室

总共 22 只，C 室整个斜坡顶部有 23-24 只，其中靠近上洞的平台处居多，达 15 只，上下洞

口零星飞行及停息的大约 7 只左右（因为人为驱赶的原因，他们飞离了原先栖息点）。另外，

C 室的侧洞深入洞穴深处，里面有一定数量的蝙蝠栖息，具体数目不详。而去年此地观察得

到的蝙蝠数量大概 40 只左右。 
根据采集的样本来看，此山洞蝙蝠一共有两个种，分别是菊头蝠科（Rhinolophidae）的

菊头蝠（Rhinolophus pearsoni chinense Andersen），见下图右，以及蹄蝠科（Hipposideridae）
的大蹄蝠（Hipposideros armiger swinhoei Peters）见下图左。 

 
 
 
 
 



 
捕捉到的样本大都是菊头蝠的雌性个体以及蹄蝠雌性个体，仅一只菊头蝠雄性个体。具

体的雌雄比例以及两种蝙蝠各自数量因为测量条件的原因无法调查清楚。（原因见结论分析）

捕捉到的样本雌蝠有 3 只为携带幼体的哺乳期雌蝠。 
根据观察可以得出一下几点结论和推断： 
1.蝙蝠数量比去年上升 10 只以上，且从捕获的蝙蝠构成来看，处于哺乳期的幼蝠占有

一定的数量比例。可以推断，该蝙蝠洞中蝙蝠种群处于增长期，数量在以后的几年里还会不

断增加。这很有可能与当地环境适宜，无太多天敌以及充足食物来源有关，如果要保护并繁

荣该蝙蝠洞的两种蝙蝠种群，保持当地环境原貌是很重要的。 
2.洞内两种蝙蝠在数量上应该比较相近，这从采样的情况就可以推断出来。但是，也不

排除极端情况，因此，数量相近只是一种推断。同时，两个种群各自的生活习性上的不同，

以及种间竞争的情况也受到观察时间和方式的限制而无从得知。从两种蝙蝠在此地定居时间

较长这一点来看，种间很可能是无任何利害冲突的共存关系。 
4.蝙蝠抚养后代一般由雌性负责，这点可以从采样的情况看出。（见后文） 

3.采样样本中雌个体数量要远远超过雄个体数量，这很可能是因为 7 月是蝙蝠幼体的哺乳很

成熟时期，母体因为携带幼体而显得比较笨重，因此被捕捉，这从捕捉到的雌蝠大多携带幼

体可以体现出来，同时，雄性蝙蝠本身的飞行能力和躲避捕网的能力可能要比雌性强，不易

被捕获。因此，无法从捕获的蝙蝠性别比例来推断整个种群的性别比例。 

蝙蝠幼体行为学初步研究 
本次采样共获得 3 个蝙蝠幼体，均是同母体一起被捕网捕获下来，根据观察，幼体往

往悬挂于母体腹部，这样的姿势可能方便哺乳。可见蝙蝠在幼年时期对母亲的依赖是很强的，

也体现了养育后代仅由雌性蝙蝠独立完成。 
其中，一号蝙蝠幼体与母体被迫分离后（测量数据需要），母体独自飞回山洞，而我们

将幼体悬于洞口，第二天再次观察时发现，幼体已离开原先悬挂地点，很可能是母体在一段

时间后出洞寻找到幼体并带回洞内。可见蝙蝠幼体与其母亲间具有特别的识别方式，根据文

献显示，蝙蝠往往通过声波定位（包括一般声波和超声波）寻找自己后代的大致位置，最终

通过气味来鉴别出幼体。[1] 
二号蝙蝠幼体的母亲在捕获时一侧翼骨折，无法继续存活，被带回解剖，而幼体被悬

挂在另一侧洞口，第二天观察时发现，令人吃惊和惋惜的是，该幼体坠落地面，奄奄一息，

同样无法继续存活。可见蝙蝠抚养后代有严格的一对一性，母体不会抚养非亲生的个体。 
三号蝙蝠幼体的母亲同样被解剖观察食性，因吸取了二号蝙蝠的教训，我们将该幼体

带回，用甜牛奶进行人工饲养。经过观察我们发现以下现象： 
1.蝙蝠停息时具有向上攀爬的倾向，可能由于停息在捕网边缘不舒适的关系，这也证明

了洞内蝙蝠喜好悬空挂于高处的现象的确存在。据推测，这可能与蝙蝠停息时爪的固定方式

以及腹部是否贴壁有关，有待进一步考证。 
2.蝙蝠幼体已具备发声能力，应该包括超声定位，在饲养过程中，该幼体经常发出叫声，

很可能是呼唤母体。而其耳部也转动灵活，可见蝙蝠敏锐的听觉在幼时就有体现。 
3.蝙蝠幼体对奶水没有节制性，食量较大且没有时间周期，具推测哺乳期的蝙蝠产乳可

能受自身控制或食物获取的控制，使幼体不至于过度进食而产生问题。母体倾尽全力获取食

物来喂养幼体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4.该幼体已成长得比较成熟，已具有较弱的飞翔能力。其飞翔同鸟类的飞翔有一定的差

别，最明显的一点就是，蝙蝠的两翼相对独立，经常做出单侧翼完全伸展的动作，而做短距

离飞行时，双翼扇动也不同于普通鸟类。体现出蝙蝠作为飞行哺乳动物的特点。 
 
蝙蝠个体形态特征及适应性研究报告 
标本个体特殊形态描述和相关分析 

在研究蝙蝠的过程中，研究小组特意将一只受伤了的蝙蝠带回，仔细观察测量其外部形

态和许多解剖结构。现予以表述，并结合相关资料对一些结构进行功能的分析，能让我们更



好的掌握蝙蝠相关种类的生活适应性特征。 
标本蝙蝠雌性，体长 12 厘米，是我们测量的多个蝙蝠中体型最大的一个。其躯干表面

全部覆盖着棕色的毛发，平均约有 0.5－1 厘米长，在头部稍微少一些，两翼上基本没有的

毛发。在捕捉的过程中，此蝙蝠可能与捕网的碰撞和交缠，使其左翼的肱骨发生骨折，流血

不止。让我们吃惊的是，蝙蝠竟然转过头用尖锐的牙齿去撕咬伤口部位。由于我们并不十分

了解蝙蝠的行为，推测可能是这种撕咬为了将受伤部位的断骨固定。半个小时以后由于失血

过多，已经处于昏迷状态，对外界一般刺激没有反应。 
对其外表观察后发现，其双侧共两个乳房明显，有较大的乳头，在下部耻骨部位同时生

长有两个个较大的棒状肉质突起，被称为假乳

头。(见图右)一般叶鼻蝠科和蹄鼻蝠科的个体，

无论雌雄，在此部位均有一对假乳头。此标本是

哺乳期的蝙蝠，这个结构更加明显，主要是为了

加强幼蝠攀附在母体身上的能力。 
剪开胸腹部表面皮肤后，在胸部的乳头处皮

下发现较大的乳房腺体，内含乳汁，乳腺约直径

1 厘米，呈圆形，开口于乳头。乳汁稍带黄色，

浓度较高，但是量不多。显示了此蝙蝠正处于哺

乳期，在飞翔的时候一般将幼体带在身上，幼体

通过对母体乳头和耻骨处假乳头的攀附，能随母体一起觅食活动。但是，由于幼体具有较大

的重量，母体在飞翔的过程中会比较疲劳和笨拙，其两翼在运动中也会受到较大的阻力，因

此在被捕捉的过程中，母体的翼中的骨也更容易折断。 

蝙蝠洞中小样本蝙蝠种群身体数据统计 
在蝙蝠洞中，我们捕捉到了几只蝙蝠做了一下躯体的数据测量，在测量后立即做了放生，

以不伤害到蝙蝠的身体和活动能力。由于测量仪器的限制，只测量到了蝙蝠的翼展、躯体长

度和耳朵大小三个数据，还观察到蝙蝠的性别，现在列表如下： 
 

小样本蝙蝠种群身体数据统计表 （单位：厘米） 
编号 单翼展 躯体长 耳长 性别 备注 

1 16 11 2 雌 无 

2 11 6.5 1.5 雄 无 

3 11.5 6.5 1.5 雌 无 

4 17 8.5 2.5 雌 无 

5 11.7 7.5 1.7 雌 无 

6 12 6.5 1.5 雌 无 

7 20.5 12 3 雌 哺乳母体 

8 17.5 9 2.5 未查 幼体 

9 18 10.5 2.5 雌 无 

 
从上表看出，在蝙蝠洞的蝙蝠种群，体长在 6—12 厘米，单翼展在 11－20 厘米，耳长

在 1－3 厘米的范围内，而单翼展：躯体长：耳长的比例大约在 7：4：1。从抓获的蝙蝠样

本来看，雌性大大多于雄性，这可能是因为雄性的飞翔能力比雌性个体要强的多，在用捕网

进行捕捉的过程中，雄性要有更加好的逃避危险的能力。另外，很多哺乳期的雌性由于要携



带幼体，对其飞翔的灵活性有了很大的弱化作用，因此更容易被捕捉到。 
编号 8 的蝙蝠是个幼体，没有很好的飞翔能力，靠母体的乳汁为食，但是身体的发育已

经比较成熟了。从上表看，其体长和翼展已经达到很好的水平，除了其母体以外，比其他的

蝙蝠都要长。由此我们知道，蝙蝠的幼体要靠母体生活很长一段时间，靠乳汁生存，直到生

长至和母体的体型差不多时才离开母体，在哺乳期，幼体的飞翔能力很弱，没有独立觅食能

力，一般也不吃别的食物。 

蝙蝠的适应性特征和鸟类的相关比较 
为了更好的说明蝙蝠作为唯一一种能真正飞翔的哺乳动物，对于飞翔生活的适应性特

征，我们将蝙蝠与鸟类的生理形态特征进行比较分析，从而分析蝙蝠在进化过程中，器官和

形态的变化情况。 
 

蝙蝠与鸟类的生理结构比较表 
 蝙蝠 鸟类 

呼吸系统 有肺的结构，没有气囊，肺的大小

与一般小型陆生哺乳类没有明显区

别 

有肺和气囊的结构，在呼吸中利用

气囊储气和肺气体交换的协同作

用，在呼吸时都能进行气体交换 
循环系统 心脏体积大，血液量少，浓度高，

在携带气体进行交换的时候有较高

效率 

血液量没有明显特点,心脏占体重比

例大，血液流速很快，便于散热 

骨骼 骨骼小，上肢骨骼变化明显，变细

变长，适应于增大翼展和减轻重量 
很多大型骨骼，如龙骨突等大都中

空，减轻重量 

身体比例 身体小，翼展大，头部大，流线型

不明显，翼上骨骼较细，扇翼时力

量不大，有极其发达的胸肌，身体

其他部分肌肉有不同才程度退化 

身体小，翅膀翼展大，身体呈流线

型，减小飞翔时的空气阻力，翅膀

上有飞羽和较坚硬的骨骼，增强飞

行能力，胸肌发达，但身体其他部

分肌肉不退行 
消化系统 有极强的消化能力，食物进入胃后

被迅速分解进入肠道，没有素囊类

的食物储存结构，强化的消化能力

能使其不断连续吞食 

有素囊的结构，用于储存食物，消

化能力一般 

排泄系统 
（散热系统） 

简单，没有发达的储存排泄物的器

官，为了减轻身体重量，只储存少

量就会排出体外，也适应消化系统

将食物高效率的消化过程 
翼上几乎无毛发分布，通过翼部毛

细血管散热 

简单，与蝙蝠相似，为了减轻飞翔

时的身体重量，不储存大量排泄物 
有发达的散热系统 

感觉系统 能发出超声波，识别同伴和猎物，

判断运动物体的大小、方向、速度

等，有灵敏的超声接受结构耳朵，

视觉退化，嗅觉在有些种类灵敏，

能用于觅食 

有灵敏的视觉和听觉，大多数靠敏

锐的视觉觅食，不能分辨超声 



生殖系统 哺乳类动物，雌性有乳房，哺乳期

分泌乳汁养育幼体，雄性有阴茎骨

的结构，有的种类耻骨上方有假乳

头结构，用于幼体的攀附，待具有

飞行能力后即离开母体 

不进行哺乳，没有复杂的生殖器官，

交配后雌性产卵，孵化后即喂食幼

体，在巢中待具备飞翔能力后离开

母体照顾 

通过以上的表格我们可以看到，在身体的许多方面，蝙蝠都能很好的适应飞行的生活，

例如减轻的骨骼、没有排泄物的储存、较大的翼展和较小的躯体等等，这些都和有着极强飞

翔能力的鸟类很相似。另外，由于习性和生活环境的不同，在一些方面对飞行的高适应性特

征是有区别的。例如在灵敏的感觉系统，蝙蝠使用的是精细的超声波的发送和接受，而鸟类

使用的是敏锐的视觉，这是与蝙蝠的夜行性和鸟类的日行性相联系的。夜行的蝙蝠用视觉不

足以适应飞翔时迅速的信息接受和反应，于是发展出一套独特的超声系统；而鸟类在日间活

动，良好的亮度使其发展原有的视觉更加经济。可见，由于这种感觉系统的差异，造成了两

类生物对空中生态位的分别占有，这应该是长期进化的结果，可以想象，在蝙蝠祖先从行走

到滑翔到真正飞行的演化过程中，正是这种独特的声音定位能力，使得它们能在夜空成为王

者，同时也避免了与日行鸟类对空中生态位的争夺，因为毕竟它们的飞行能力还及不上进化

完全的鸟类。[2] 
蝙蝠对于飞行的适应性相对鸟类来说，还有着很多的不足。呼吸系统没有气囊的结构，

不能像鸟类一样在呼吸时都能进行气体交换，其肺也没有十分明显的扩容，这种相对一般的

气体交换效率，对于需要大量氧气的高消耗的飞翔生活来说，显然不是很适宜。因此，蝙蝠

不能连续飞翔，一般在夜晚活动期，半个小时中飞行在 10 分钟左右，而且还是断续的。而

鸟类可以连续飞翔，单次飞翔时间可以长至若干小时，距离可以达到数公里。虽然循环系统

中血液的浓度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以血液高效的携带和交换气体，弥补通气的不足，但

是这种弥补是很有限的。另外，与鸟类的羽毛相比，蝙蝠的翼部表面没有毛发覆盖，皮肤几

乎全裸，尽管这使蝙蝠的皮下毛细血管构成了良好的散热系统，但是同时也使蝙蝠无法抵挡

日间紫外线的严重伤害。这也是蝙蝠占据夜间生态位的重要原因之一。[2] 
蝙蝠的骨骼虽然很轻，但是这种重量上的适应是以骨骼质量上的不够坚硬为代价的。蝙

蝠翼中的骨骼又细又长（如下图），虽然增大翼展减轻重量，但是使翼非常脆弱，骨十分容

易受伤发生断裂。另外，骨骼的这种特性又决定了在扇动两翼时，力量不能很大，因此蝙蝠

只能在很低的空中飞翔，而且在起飞时可能要依靠从倒挂的岩壁上掉下时产生的速度，在地

面起飞比较困难。而鸟类的飞行能力很强，无论是飞行的速度、姿态、起飞能力等都比蝙蝠

强的多。 
 
 

 
 
 
 
 
 
 
 
 
 
 



蝙蝠的胸肌极其发达（如右图），用于扇

动两翼。在前面解剖结构的描述中已有相关叙

述。但是，蝙蝠身体其他部分的肌肉几乎很难

用肉眼观察到，例如腹部、两翼等结构中，肌

肉层很薄，组数也比一般哺乳动物少[2]，只是

在下肢、颈部等结构中，有小部分的肌肉用于

悬挂身体、转动头部等基本的动作。这是和蝙

蝠为了减轻体重，适合飞翔的特点分不开的。

由于蝙蝠的飞行能力远不及飞禽，因此只能牺

牲腿部、两翼、腹部等处的肌肉和运动能力，

来保证飞行的发达胸肌，使身体重量用于最关

键的地方。而飞禽则可以保留其他部分的肌肉，拥有跳跃、步行等行动的权利。 
蝙蝠是哺乳动物，每次生殖只能产生一个后代，这是因为幼体在发育的过程中，要一直

攀附在母体的腹面，跟随母体一起进行飞翔，而在幼体发育的后期，身体的大小、重量等都

已经和母体相差不多，母体的飞行能力在携带一个幼体时即受到了极大的考验，所以一般不

可能生育两个幼体并哺乳至成熟。而鸟类没有哺乳行为，幼体一直生活在巢内，以亲代的喂

养食物为食，幼体的数量以亲代能找到的食物量为限，一般在 3－5 个左右，亲代的飞翔捕

食能力不受影响。但是，蝙蝠幼体的存活率要比鸟类高的多，哺乳的行为使幼体有更好、更

安全的生存条件。 
综上所述，蝙蝠作为一种适应真正飞翔生活的哺乳动物，进化出了一套有效的适应飞翔的生

理结构，但是，由于其作为哺乳动物的基本结构和行为的限制，这种飞翔的能力与鸟类还有

很大的差距，只能做低空、短距离、短时间的飞行，而行走、跳跃等行为的能力在不同种有

不同程度的退化。 
 
蝙蝠食性分析报告 

根据食物碎片分析中华蹄蝠的食性 
根据从食物残糜中所获得的十三块典型的碎片，可以初步鉴别出天目山地区中华蹄蝠的

食物来源主要为较大型的飞行类昆虫，大致可以划分到四个目，食物残糜及其对应的昆虫如

下： 
1．此残片半侧透明，中间有明显的鳞光反射，较深

的线条明显与翅脉相符合，推测可能为鳞翅目昆虫

的翅残片。此类残片很少见，仅存的一些也为极不

完整的残片，可能与其质地有一定的关系，因较容

易消化而保存得较少。 
 
2．此残片仍呈鳞翅目类的翅残片，且在残片的边缘的部

分有大量的绒毛存在， 可能为靠近胸部的翅基部分。有

很大的可能属于含有较多绒毛的蝶类，但也有可能是含较

多绒毛的蛾类。与上述两种残片相似的还有如下两个残

片： 



           
上述两个残片均为翅残片，膜质光滑，有鳞光反射左侧图中有刚毛状物体，右侧残片则有明

显翅脉痕迹。 
有明显鳞翅目特征的残片十分难找，上述的几种类型残片仅占食物残片的很小一部分 
 
3．此残片为一附足残片，大小肉眼可见，约长 5mm 左右。其外侧成鞘质

包裹，颜色成深褐色，由于内侧有大量未及消化的絮状蛋白质类物质，可

以推测出其足较为发达，且颜色为深色，故应为某些直翅目或鞘翅目的步

行足。 
 
4．左侧的食物残片大小约在 0.3mm*0.3mm 左右，颜色呈棕色，外壳

革质或鞘质，内侧有十分明显的大量未经消化的肌肉组织，很像是附

足的关节部分。根据天目山常见的昆虫来说，最有可能是直翅目类昆

虫的腿（跳跃足）部关节。虽然鞘翅目类的昆虫附足也很发达，但似

乎没有达到图中所显示的程度。 
 
5．在食物残糜中我们还发现了大量的棕色价片状结构，有些部分偏黑，有明显的转角的痕

迹，表面光滑，革质，非常相似于一些表皮较硬的昆虫如：直翅目类昆虫或蜚蠊目的躯干部

分。 
4 和 5 的类型的残片在食物残糜中有较多地发现，属于残片中第二多的类型。 

             

6．上面两种残片则为某些昆虫的前足残片，颜色黑褐色，有明显的肌肉状组织隶属于较大

型的昆虫，加上其明显的毛和棘状的结构，与天目山常见的大型昆虫如直翅目的不符，而比

较像是鞘翅目的残肢（从颜色和形状上来看） 
 
7．在所有食物残糜中，含量最多的是如下所示的食物碎片，大小规则不一，厚而成深黑色，

坚硬成角质，应属于鞘翅目昆虫的躯干或是背部，经过蝙蝠咀嚼后仍难与消化而大量存在 
 
8．此外在食物残渣中我们还发现了少数的类似下面形状的碎片，一般呈棕黄色，硬质但是

较薄，明显特征是残片上有较疏但

较长的明显刚毛的存在，根据密度

和长度以及碎片的厚度，初步认为

这应该是某种双翅目昆虫的残片，

如蝇类（其刚毛生长特征比较相符） 



 
9．右侧所示的则是被认为是双翅目的另一残片，有明显的横纹

状结构，深浅相间，伸出为黄色，浅处透明，外侧硬质但较薄，

而内侧则又大量的蛋白质成分，故推测可能是某种昆虫的腹部

如膜翅目。但考虑到膜翅目昆虫的生活习性，推测很可能是某

些具有蜜蜂拟态的双翅目蝇类的腹部。 
 
上述几种食物残片是我们在解剖中获得的具有代表性的、能够分辨的残片，通过对这些残片

的分析以及考虑到天目山常见夜行性昆虫的种类，可以基本上将这些残片的来源归为四大目

的昆虫：鳞翅目、直翅目、鞘翅目和双翅目。由于在解剖分析中我们未能鉴定到其他类型的

食物来源，故根据实验结果，我们认为天目山的中华蹄蝠主要以上述四大类昆虫为食物来源，

且从残渣的数量来看以鞘翅目和直翅目的数量为多。 
 

蝙蝠所属的两个目的食性十分不同，如大翼手亚目的蝙蝠主要以果实为主，事实上只剩

下果蝠一科，且分布在旧大陆，其进食基本上不使用超声波；而本次调查中所涉及到的中华

蹄蝠应属于小翼手亚目。小翼手亚目的蝙蝠食物来源非常的多，有的以吃花粉、花蜜、小动

物（如青蛙）为食，有的则以吸血来维持生命，但大概有 70%的蝙蝠是以昆虫为食的。由

于中华蹄蝠并没有明显的适应于吃花粉、花蜜的特征（鼻部舌部延长）或是吸血性特征如：

犬齿特别锐利，臼齿退化，也没有十分强有力的双足适应于捕食动物，故其形态特征基本上

与我们所研究得出的昆虫食性相吻合。 
由于中华蹄蝠在日落后开始捕食，而在天亮之前就开始归洞，捕食环境十分昏暗，故需要使

用超声波来判断方位即是否是猎物。如此一来，经常在夜间活动，在该地区分布较为丰富的

且体形较大的一些昆虫由于有着较大的声波反射面积且数量多就容易被蝙蝠侦测到并捕食，.
一些大型的鞘翅目昆虫和一些直翅目的昆虫经常会成为捕食的目标，这也是我们能在食物残

渣中发现如此之多的这两类昆虫的残渣的原因之一；而一些体形较小的或是常在日间活动昆

虫的例如一些膜翅目的昆虫如蜜蜂、蝴蝶就较少成为牺牲品。 
根据对此类蝙蝠的齿的观察（见右图），可以发现其

犬齿也十分发达，臼齿发育良好并没有发生退化的情况，

这可能有利于咀嚼大型的具有硬质外壳的昆虫，从而造成

大量的昆虫外科碎片，有助于对猎物内部的蛋白质的消化

和吸收，仅仅留下诸如鞘翅目和直翅目的难于消化的外壳

在胃中，或稍后消化，或排出体外。而我们在进行食性分

析时主要依靠的是在食物残渣中的一些具有某目昆虫典

型性的碎片来判断是否有这种目的存在。比如，对于鳞翅目的昆虫来说，其翅上可以看到明

显的鳞光，这是其他目的昆虫所不具有的，因此成为我们分析的依据之一；而对于直翅目和

鞘翅目来说，躯体外壳的颜色和质地则成为了判别他们存在与否的重要依据；此外，针对天

目山地域性的特征，昆虫附足的类型也是判断的依据，如对于那些色深强壮的残肢属于直翅

目和鞘翅目，更细化一点，可以看到鞘翅目的前足较多为挖掘足，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分叉，

而常在夜间飞行的直翅目来说，则较少有这样的情况，且颜色也有不同，故可以就此来进行

区分。根据这种分析方法，我们得出在其食物残渣中，鞘翅目的碎片最多，而直翅目的碎片

次之，可能这两种昆虫占其食物来源的大部分。 
当然上述的证据并不能充分表明中华蹄蝠主要以直翅目和鞘翅目的昆虫为主要食物来

源，因为像一些双翅目的昆虫，如蚊子苍蝇等，由于没有坚硬的外骨骼，整个躯体的蛋白质

组分会很快的被消化，从而在食物残渣中难于发现它们存在的证据。我们在蝙蝠入洞后约三



到四个小时才完成了样本的捕捉及解剖，有理由相信在其食入的昆虫中，有更多地在我们发

现之前被消化。故要进一步的确定四目昆虫的比例关系我们需要更紧凑的时间安排，或采取

其他的更严密的实验方法作为辅助。 
 

进一步研究的建议 
待此地区蝙蝠数量上升得足够大之后，可以通过统计学方法为样本做标记后放生，定期

再捕捉来调查洞内不同种类蝙蝠比较的准确数量，如果携带有天平等称量工具，可以对蝙蝠

的体重，心脏重等进行测量，从而定量分析蝙蝠的飞行适应性。 
在天目山，我们捕捉蝙蝠采用的方法具有地形适应性，因为蝙蝠洞只有两个较小的洞口，

因此我们可以在洞口采取挥舞捕网，以期凭机会和运气捕捉到少量蝙蝠。这种办法首先要有

大量捕网，在两个洞口分别安排密度较大的捕网群，以避免蝙蝠大量从洞中飞出逃脱。然后

再在洞中大声喊叫，发出部分超声波扰动蝙蝠的听力接受体统，并挥舞捕网，通过扰动蝙蝠

发出超声后收到回声的杂乱，使蝙蝠无法认清方向和障碍物，增加其撞进捕网的可能性。 
以上方法使用于人员众多时，但是在人员较少，不能很好的组织有效的捕网群，以增加

蝙蝠撞进捕网被捕捉的机会时，这种办法显得不是很有效。 
查找资料后我们发现了一种可能有效的方法，现描述如下，以期对以后的研究工作有一

些帮助： 
根据蝙蝠的超声波辨认周围环境的原理，可以制造一种像竖琴的弦一样，平行竖直排列

的网，用于捕获蝙蝠。网线可以用细长的尼龙线，这种线细，又不容易断，便于缠绕蝙蝠。

网一般可以以阻碍通路为准，以蝙蝠洞为例，可以阻碍洞口的通过为宜。蝙蝠在飞翔时，如

果其行进方向前有这样的大型物体，其超声波会将竖向的细线群反映成一个较大的物体，于

是便不会继续前进，往往会掉头回飞。这是，在网的蝙蝠侧下方，距离较近的位置，安放一

个捕网，那么掉头的蝙蝠会立即撞到捕网上，被捕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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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research on bats in Mount Tianmu 
Zhuang Yan, Shou Chong, Wang Yiding 

Fudan University School of Life Science, 200433 

Abstract:  

Bats, the only mammals on the earth capable of sustained flight, have significant value in research field 

such as physiological structure, individual shape, living behavior and population structure. After researching the 

shape, living condition, population and feeding habit of the two species of bats in the cave of west Mount. Tiamu, 

we made a general description and get a basic researching result of the two special species of bats. The article may 

offer some kind of reference for the further research of the bats in some specific biological field. 

Key word: Hipposideros armiger swinhoei Peters；adaptations to flying；feeding habit  



水黾的形态、习性及其相关物理学研究 

李雪松， 张佳鑫， 徐萌 

（复旦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水黾是一种奇妙的生物，它能够用它细长的附肢使自己稳定地站在水面上，还能在水面上自如地

前进、转向、跳跃。本文通过观察水黾的体态、步态，以及物理学的分析，对水黾为何能在水上生活进行

一些研究。 

关键字：水黾；步态；表面张力 

 

在天目山我们选取了两处水体生境作为对象，采到的

个体体型大小差异较大，大至分为大小两类，生境 1 中大

多数是较大个体，而生境 2 中只有较小个体，由于其体形

及其他特征判定为两个种群。回来查证这两种均为黾蝽属

（Gerris Fabricius）,大型种类一般 3－4 厘米，为圆臀大黾

蝽 A .paludum Fabricius；小型种类一般 1－2 厘米，为赤

背水黾 L .rufoscutallatus Fabricius。 

 

1、虫体形态观察 

1.1 一般构造 

长 12 至 15 毫米，宽 3 毫米，纺锤形，黑褐

色，身躯分头、胸、腹三部分。头部一对复眼，

丝状触角，刺吸式口器。胸部分三节，每节一对

足，2、3 节各一对翅。腹部分 6 节，末端交配

器。体躯背面暗黑色，腹面灰白色。整个身体覆

盖由许多微绒毛组成的拒水毛。 

 

1.2 体壁及衍生物 

 

体壁外骨骼坚硬，但很轻。全身覆盖有 0.5

毫米的密集短绒毛，在一些特殊部位（如足的跗

节、身体腹面两侧等可以与水接触的部位）有特

殊加长。 

  

图 1.3  水黾腹面观 

图 1.1 

水黾模式图 

图 1.2  水黾背面观 

图 1.4  水黾侧面观 



1.3 头部及颈部 

 

（1）头部： 

头较小，黑色，呈三角形，头背面有“V”

形条纹。在头部背面与前胸背板有黄褐色条纹，

作为种类鉴别的依据。复眼长于头后部，较大突

出，由大约 4000 个小眼组成，较其他昆虫不发

达。无单眼。触角丝状生于头前突起，分 4 节，

第 1 节最长每一节末端变粗。颈部极短，被前胸

背板盖住，不能活动，故头不能转向。 

 

（2）口器： 

刺吸式口器生于头前部为前口式（半翅目），

于基部向下、向后弯曲，口针与身体平行，末端

有舌。其结构与蚊子口器的基本结构类似，但形

态与坚固性有较大的区别，其结构如下： 

 

上唇：位于前唇基前方，短而尖，并紧贴下唇。 

 

下唇：分成 3－4 节，在唇基与下唇部之间有 2 

对短而与头盖相接的薄片。           

                               

上颚：变为长的口针，由上颚板分出。其机能 

是穿刺，一部分可以刺入猎物体内，末 

端有锯齿。 

 

下颚：也变为长的口针，由上颚板分出。但不 

参与穿刺，末端无锯齿，而有两道沟， 

推测与消化道相连。 

 

舌：  较大个体呈短而钝形小片，可左右摆动。 

 

 

1.4 胸部 

前胸背板发达，向后延伸至腹部前缘，盖 

住中、后胸及两对翅翅基，并于两侧翅基处隆 

起，前缘有明显黑纹，无领，无刻点。中胸相 

图 1.6 

水黾触角 

图 1.7 

水黾口器基部 

图 1.8 

水黾口器端部（侧

 

图 1.9 

水黾口器端部（正面） 

图 1.5 

水黾头部 

图 1.10 

水黾胸部（正面） 



对延长，中胸腹板延长更为显著。后胸具有 

臭腺沟。 

 

 

 

1.5 翅 

两对。平时后翅埋于前翅下，前翅交叉 

平覆于体背。前翅翅室 2－4 个，具有多型 

现象。长翅型个体前翅革质，黑褐色，长达 

腹端或近腹端，老龄个体多为浅褐；后翅膜 

质，黄褐色，翅脉简单。半翅与无翅个体， 

翅退化而失去了飞行能力。 

 

 

 

1.6 足  

三对，暗褐。各足附节均为二节，基、

转节密生银灰色细毛。前足着生于前胸头

侧，较后两足短小，腿节上有黑色条纹，附

节褐色；后两足着生在身体两侧，并偏于背侧，细长发达。   

         

（1） 前足： 

粗短变形，基节和附节生有长毛，附节

端具爪，具有攫握作用，并不起支撑作用。

腿节内侧有黑色条纹。 

 

（2） 中后足： 

中足基节发达，强烈后延，与后足基 

节贴近，并常位于后者的腹方，基节窝开 

口朝向后方。中后足极细长，向侧方伸开， 

腿节与胫节等长。附节生有爪。背中垫刚 

毛状，短，腹中垫发达。副爪间突刚毛状。 

另外，足上有发达的振动感应器，可以感 

知水流的方向和速度以及周围有无活物等 

信息，是水黾最重要的感觉器官。 

图 1.13 

水黾后翅模式图 

图 1.14 

水黾翅（背面观） 

图 1.12 

水黾前翅模式图 

图 1.15   

半翅型水黾 

图 1.11 

水黾胸部（侧面） 



1.7 腹部 

七节（不包括生殖器节）。腹面黑色，中央及侧缘褐色，侧面金色，密生银灰色细毛。

半翅类型腹部缩短至前胸背板下。 

 

1.8 生殖器 

雄性阳茎端分化为系膜和阳茎端两个部分。雌性产卵器有一定程度的退化和变形，第一

产卵瓣狭片状，并分两叶。第二产卵瓣左右愈合，端部短叶状。 

图 1.16  水黾足基着生示意图 图 1.17 

水黾中足附节与爪 

 

图 1.20 

水黾前足附节

与爪（放大） 

图 1.21 

水黾中足胫附

节（放大） 

图 1.22 

水黾中足附节

与爪（放大） 

图 1.18 

水黾后足附节与爪 
 

图 1.19 

水黾前足附节 



1.9 测得的水黾数据 

 

表 1：生境 1，大水黾（单位 mm）： 

号码 1 2 3 4 5 平均值 

身长 25 24 23.5 22 21 23.1 

头 2.5 2 2 2 2 2.1 

胸 9.5 9 9 9 8 8.9 

腹 13 13 12.5 11 11 12.1 

前腿 9 8 8 8 7 8 

前胫 8 7 7 7 6 7 

前跗 1 1.5 1 1 1 1 1.1 

前跗 2 1 1 1 1 1 1 

中腿 34.5 21.5 22 27.5 19 24.9 

中胫 34.5 21 21 26.5 17 24 

中跗 1 7 4 5 6 4 5.2 

中跗 2 1 1 1 1 1 1 

后腿 26 20 20 22.5 18 21.3 

后胫 21 16 16 18 14 17 

后跗 1 4 2.5 3 2.5 2.5 2.9 

后跗 2 1 1 1 1 0.5 0.9 

前翅 15 14 14.5 13.5 12 13.8 

后翅 12 12 12 11 10 11.4 

触角 1 6 4.5 4.5 5 4 4.8 

触角 2 3.5 2.5 2.5 3 2 2.7 

触角 3 2 2 1.5 2 1.5 1.8 

触角 4 2 2 1.5 2 1.5 1.8 

 

 

 

表 2：生境 1，小水黾（单位 mm）： 

号码 1 2 3 4 5 6 

身长 13 11 13 11 13.5 13 

头 1.5 1 1 1 1.5 1 

胸 5.5 5 6 5 6 6 

腹 6 5 6 5 6 6 

前腿 3.5 3.5 4 3 4 4 

前胫 3 3 3 2.5 3 3 

前跗 1 0.5 0.5 0.5 0.5 0.5 0.5 

前跗 2 0.5 0.5 0.5 0.5 0.5 0.5 

中腿 8.5 7.5 8 7 8 9 

中胫 6.5 5.5 7 6.5 6.5 8 

中跗 1 3 2.5 3 3 3 3 

中跗 2 1 1 1 1 1 1 



后腿 8 7 8 7 8 8 

后胫 4.5 3.5 4.5 4 4.5 4.5 

后跗 1 1.5 1.5 2 1 1 2 

后跗 2 1 1 1 1 1 1 

前翅 8 6 8 7.5 8 7.5 

后翅 7 5 6.5 6.5 7 6.5 

触角 1 2.5 2 2 2 1.5 2 

触角 2 1.5 1 1.5 1.5 1.5 1.5 

触角 3 1.5 1 1.5 1.5 1.5 1.5 

触角 4 1.5 1 2 1.5 1.5 2 

 

 

续表 

号码 7 8 9 10 平均值 

身长 11 11 12 13 12.15 

头 1 1 1 1.5 1.15 

胸 5 5 5 5.5 5.4 

腹 5 5 6 6 5.6 

前腿 3.5 3.5 4 4 3.7 

前胫 2.5 3 3 3 2.9 

前跗 1 0.5 0.5 0.5 0.5 0.5 

前跗 2 0.5 0.5 0.5 0.5 0.5 

中腿 7.5 7.5 8.5 8.5 8 

中胫 6 6.5 6 6.5 6.5 

中跗 1 3 3 3 3.5 3 

中跗 2 1 1 1 1 1 

后腿 7.5 7.5 8 8.5 7.75 

后胫 4 3.5 4 4.5 4.15 

后跗 1 1 1 1.5 2 1.45 

后跗 2 1 1 1 1 1 

前翅 7.5 7 7.5 8 7.5 

后翅 6.5 6 6 7 6.4 

触角 1 2 1.5 2 2 1.95 

触角 2 1.5 1.5 1.5 1.5 1.45 

触角 3 1 1.5 1.5 1.5 1.4 

触角 4 1.5 1.5 1.5 2 1.6 

 

 

表 3：生境 2，小水黾（单位 mm）： 

号码 1 2 3 4 5 6 

身长 13 13.5 11 11 13 11 

头 1 1.5 1 1.5 1 1 

胸 5 6 5 4.5 6 5 



腹 7 6 5 5 6 5 

前腿 3 4 3.5 3 3.5 3.5 

前胫 3 3.5 3 2.5 3 3 

前跗 1 0.5 0.5 0.5 0.5 0.5 0.5 

前跗 2 0.5 0.5 0.5 0.5 0.5 0.5 

中腿 7 8.5 8 7.5 7.5 7.5 

中胫 6 6.5 6 5.5 6.5 5.5 

中跗 1 2.5 3 2.5 2.5 2.5 2.5 

中跗 2 1 1 1 1 1 1 

后腿 7 8 8 7 7 7.5 

后胫 3.5 4.5 4.5 3.5 4 3.5 

后跗 1 1 1.5 1.5 1.5 1 1.5 

后跗 2 0.5 0.5 0.5 0.5 0.5 0.5 

前翅 8 8.5 7 7 8 7 

后翅 7 7 6 6 6.5 6 

触角 1 1.5 1.5 2 1.5 1.5 1.5 

触角 2 1 1.5 1 1 1 1 

触角 3 1 1 1 1 1 1 

触角 4 1.5 1 1.5 1.5 1.5 1 

 

 

续表 

号码 7 8 9 10 平均值 

身长 13 11.5 12.5 13.5 12.3 

头 1.5 1 1 1.5 1.2 

胸 5.5 4.5 5 6 5.25 

腹 6 5 5.5 6 5.65 

前腿 3.5 3 3.5 4 3.45 

前胫 3 3 3 3.5 3.05 

前跗 1 0.5 0.5 0.5 0.5 0.5 

前跗 2 0.5 0.5 0.5 0.5 0.5 

中腿 8 8 7.5 8.5 7.8 

中胫 6.5 6 6 6.5 6.1 

中跗 1 3 2.5 2.5 3 2.65 

中跗 2 1 1 1 1 1 

后腿 8 7 8 7 7.45 

后胫 4 4 4.5 4 4 

后跗 1 1 1.5 1.5 1.5 1.35 

后跗 2 0.5 0.5 0.5 0.5 0.5 

前翅 8 8 8 8 7.75 

后翅 7 6.5 7 7 6.6 

触角 1 1.5 1.5 1.5 2 1.6 

触角 2 1.5 1 1 1.5 1.15 



触角 3 1 1 1 1 1 

触角 4 1.5 1.5 1.5 1.5 1.4 

 

 

表 4：生境 2, 半翅水黾（即若虫）（单位 mm）： 

 

 

 

 

 

 

 

 

 

 

 

 

 

 

 

 

 

 

 

 

号码 1 2 

身长 8 8 

头 1 1 

胸 4.5 4 

腹 2.5 3 

前腿 2.5 2.5 

前胫 2 2 

前跗 1 0.5 0.5 

前跗 2 0.5 0.5 

中腿 7 6 

中胫 5 4.5 

中跗 1 1.5 2 

中跗 2 1 1 

后腿 6 5.5 

后胫 3.5 2.5 

后跗 1 1 1 

后跗 2 1 0.5 

前翅 2.5 2 

后翅 2 1.5 

触角 1 1 1.5 

触角 2 1 1 

触角 3 1 1 

触角 4 1 1.5 

生境 1 ① 

生境 1 ② 

生境 2 ① 生境 2② 



2.个体习性步态观察 

 

一般 3 至 5 只群居，栖息于江河、水塘、

小溪或水沟等水面上，捕食落于水面上的蚊蝇

等双翅目昆虫。喜在阴凉水面上，逆水流方向

静候捕食，水质一般很清澈，流速较缓。 

 

 

 

2.1 涂油 

在身体表面疏水性下降时，水黾一般会立

即身体涂抹油脂，特别是与水接触的足的胫附

节部分以及触角。水黾全身疏水，是由于身体

表面的油脂层所至，毛的特殊形状并非是主要

来源。为了验证此观点，我们做了一个小实验，

先将正常的成年水黾放入肥皂水（表面活性

剂）中，观察到水黾直接落入水中，并被浸湿。

捞出后投入清水中，发现其仍然不能支撑，而

沉入水中。而如果将其表面的表面活性剂洗去，，水黾会先向身体涂油，之后再放入水中在

水面上就恢复正常。表面活性剂可以将疏水性的毛变为亲水性，所以水黾失去客水的表面张

力给它的支持，于是会落入水中。这样就说明水黾全身的疏水性是由于身体表面的油脂层所

至。观察发现，涂油总是由足从身体下方涂抹开始，油脂来源推测是来自水黾胸部腹面。 

涂油过程：前足互涂，然后一侧前足给该侧中足涂，中足再向后足涂，最后该侧前足给

中足再涂一遍，另一侧相同。有时前足会向触角涂抹。 

 

2.2 捕食 

水黾一般在水面静卧不动，等候食物顺水漂来，所以会在水流的下游水流较缓的区域，

身体与水面平行，方向与水流方向相反。由于水黾的视觉及听觉相对较弱，主要靠足端部的

振动感应器感知水面周围食物的大小、活动等信息来捕食。食物一般是落水的蚊子和个体较

小的蝇类，水黾发现猎物后先缓缓靠近猎物，然后迅速跳至猎物旁，用前足及触角触碰立即

跳开，反复二三次，当确定食物不具有攻击性后，用前足抓住猎物，将口针刺入猎物体内，

只吸取汁水，留下空壳。 

 

2.3 步态 

（1） 水面滑行 

这是水黾最常用的移动方式。类似划双桨船，水黾只用前足和后足支撑身体，用一对中

图 2.1 

水黾自然状态（正面观） 

图 2.1 

水黾自然状态（侧面观） 



足前后划动，来在水面缓慢划行。这种移动方式最适于等待猎物时使用，非常节省体能，而

且不会产生很大的水面波动，不会影响到自身足上的振动感应器的信息。 

另外，为了便于研究，我们通过只观察水黾在水中的影子来判断水黾的足及身体的运动

变化。 

可以看到中间一张图中，中足的影子消失了，说明此时中足已经离开水面，在空中滑行，而

身体主要是由前足、后足支撑，所以影子变大。 

 

水面跳跃 

这种移动方式速度很快，中足后足一起运动，产生巨大的推力，身体可以与水面接触也

可以离开水面。在捕食或水流较急时可以看到。 

（2） 水面转向 

转向时，身体主要是由前足、后足支撑，所以影子前足和后足较大，转向侧的中足向后划，

对侧的中足向前划。身体就会转向，然后其余四足转向。 

 

（3）陆地爬行 

与普通昆虫相同。 

 

（4）飞行 

完全翅个体水黾的飞行能力很惊人，观察到它可以飞到 10 米的高处，推测可能是用来

迁徙栖息地。水黾的栖息环境容易变化，特别是在山泉处栖息的群体，水流会随着天气雨水

的多少变化，这样就要求水黾有一定的迁徙能力。 

 

 

 

图 2.4  水黾水面转向分解（影子） 

图 2.3  水黾水面滑行分解（影子） 



3.物理模型建立与分析 

 

水黾之所以能够浮在水面上，是因为水的表面张力将它托住。具体来说，就是水黾利用

其疏水性的附肢与水面接触，并使水面发生形变，从而使原本是水平方向的表面张力产生了

竖直向上的分量，只要这分力足够大，即可克服重力，将水黾托在水面上。 

    下面，我们就从理论上来计算这个分力的大小，看它是否足以克服水黾的自身重力。 

 

3.1 实验方法 

 

首先，当水表面存在一个疏水性物体时，由于水无法将其浸润，反而会被排斥，所以水

表面就会因为斥力的存在而产生形变。水黾的附肢也是疏水性的，因此也会使水表面产生形

变。而水表面发生形变后，若有竖直向下的平行光照射在上面，则由于水表面的折射作用，

光线是照不到发生形变的那部分水面的正下方的，因此就会产生一个与水面发生形变的部分

形状相同的影子，如图 A。 

 

    

 而在观察中，我们发现，水黾正下方的水底存在一定形状的阴影（如图 B）。 

法线 

水面未发生形变时，光线方向不发生

改变，能够照射到正下方的水底 
水面发生形变时，光线发生折射，

无法照射到正下方的水底 

注：由于水深的线度一般远大于发生形变的水体的线度，所以经折射后，光线照

到的地方会是边上未发生形变的水面下方，因此可以认为只有在发生形变的水面

下方才有阴影，即阴影形状与发生形变的水面形状一样。 

图 A 

水面 



    可以看到，阴影一共有六个，且分别位于各条附肢下方，这就说明水黾的附肢与水接触，

并使水面发生了类似图 A的形变。因此，我们就将水黾置于的水面上，并在水底放一张小方

格纸，通过计数阴影所占的方格数，来得到阴影的长、宽等数据，并以此来代表发生形变的

水表面的形状。然后，再设法推导出浮力的计算公式，即可代入数据，算出浮力的大小。此

外，我们还用电子天平称了测量阴影数据时所用水黾的体重（此时水黾还活着，所以得到的

重量是湿重，可以代表其野生状态下的重量），来同算出的浮力大小作比较。 

 

3.2 水表面方程的推导 

 

    用垂直于水黾附肢的平面去截其附近的水表面，则截

得的水面形状如图 C： 

    由图可见，左右两边的水表面显然是对称的，所以可

以只看一边的水面。从图中直观地看，一边的水面形状近

似于椭圆，但是际它的方程是相当复杂的，下面就来推导

该曲线方程。 

    首先，水的表面张力在一定的温度下是一个定值，单

位长度的水表面所产生的张力大小则定义为水的表面张

力系数，符号为 γ。γ 的数值大小是会随着温度的变化

而变化的，不同温度下水的γ大小见下表： 

温度（°C） 10 18 30 50 

水的γ（10
－3
N/m） 74.2 73.0 71.2 67.9 

 

图中只画出靠近水黾附肢的

部分水面，未画出的部分即

认为是水平面。最低点即为

水黾的附肢，因为太细所以

画成一个点。 

图 C 

影子的模式图，实线表示影子的轮廓，

虚线表示基本未产生影子的水黾身体其

他部分，虚线延伸到影子外面表示水黾

的附肢肢端是离开水面，不产生影子的 

图

B 



根据表面物理学原理，对一个具有固定表面张力系数的表面，各点的曲率半径与该点两

边的压强差成反比，比例系数为 2γ，即
P

R
∆

=
γ2

···①。对于水表面来说，某点两边的

压强分别为：靠空气那边的压强 01 PP = ，靠水的那边的压强 ghPP ρ+= 01 ，其中 P0 为大

气压，ρ为水的密度，g为重力加速度，h为该点的深度，所以，压强差 ghPPP ρ=−=∆ 12 ，

代入①式得：
gh

R
ρ
γ2

= ，因为其中的 γ，ρ，g 均为常数，所以可定义常数
g

k
ρ
γ2

= ，于

是
h
kR = ···②，即水面某点的曲率半径与水深成反比。这个

结论即可用来推导水表面方程。 

    为方便计算，取上图中的左半边曲线，并将其逆时针旋转 90

度后放入直角坐标系来计算，如图 D。这样，横轴即为水深 h，纵

轴即为发生形变的水面宽度 y，且 y与 h之间存在一个函数关系 y

＝f（h），就是我们要求的水表面方程。 

对于函数 y＝f（h），其各点的曲率半径
( )[ ]

)(
)(1

''

2
3

2'

hf
hfR +

= ，

代入②式得：
( )[ ]

h
k

hf
hf

=
+

)(
)(1

''

2
3

2'

···③。这是个微分方程，要

解之，可以令 )(' hfz = ，则③式变成：
[ ]

h
k

dh
dz
z

=
+ 2

3
21

，又因为图中曲线是一个上凸函数，

所以有 0<
dh
dz

，于是③式即变成：
[ ]

h
k

dh
dz
z

=
−

+ 2
3

21
，再加上从图中可以看出 h＝0时，z＝＋

∞，可以解得：
42

2

4
1

2
1

hkh

hk

dh
dyz

−

−
== ···④。然后将④式两边对 h积分，即得: 

c
hkk
hkkkhky +











−+

−−
+−=

2

2
2

42
42ln

2
4 （ ( )kh 2,0∈ ）···⑤。⑤式即为水表

面方程（c值待定）。 

 

3.3 浮力计算公式的推导 

y 

h 
图中虚线部分表示

过了最高点后曲线

应有的形状 

图 D 



 

    水对水黾的浮力，本质上就是水对水黾附肢的表面张力，其单位长度上大小为

lF ∆⋅=∆ γ张 （Δl表示单位长度），可见相同长度的水黾附肢上所受的表面张力大小是一

样的。 

但是，从⑤式可以看出，当水表面发生形变的宽度 y（或深度 h）不同时，水与水黾附

肢的接触点的切线方向（即 z的大小）是不同的，而表面张力的方向正是这个方向，所以，

若某两点的形变宽度不同，则这两点产生的表面张力虽然一样大，但方向却不同，因此其竖

直方向的分量，也就是浮力大小就不一样。 

可见，要计算某一点的浮力，就要先利用⑤式将该点的切线方向求出来，才能算出该点

的浮力大小。然后再将各点的浮力累加，就能得到总的浮力。浮力公式的推导就是按这一思

路进行的。 

另外，从图 B可知，如果从上方往下看，则水黾前足与中

后两足附近的水面形变是不一样的，所以前足和中、后足的浮

力计算公式应分开推导。 

 

（1） 中、后足的浮力公式推导 

 

中后两足附近发生形变的水表面形状大致是一个等腰三角

形接上一个半圆（见图 B的左上图），但半圆所产生的浮力比较

难计算，所以，我们将其近似成一个宽度相同的等腰三角形，

如图 E。因为在同一位置上，发生形变的水面宽度越宽，则产生

的浮力越大（这点可以从之后推导出的浮力计算公式看出），所

以经过近似后，在图中的上半部分，浮力有所减小，而在下半部分，浮力则增大一些，这样，

总的来看，近似的结果与原结果不会有大的偏差，所以接下来就用近似结果来推导。 

    设该等腰三角形的底边长 2a，高为 d，则高所在的直线其实就是水黾的附肢，并且它还

是图形的对称轴，因此根据对称性，只需对半个图形进行计算，再将结果乘以 2即可。此外，

由于图 E从上往下各处的宽度都不相同，因此各处产生的浮力也都不同，只能用微元法计算

浮力。 

    在三角形顶点下方，距离顶点 Z处以及距离 Z＋dZ两处，各作一横截面（dZ很小），则

两截面间的部分从水平方向看应该是图 C的形状，这部分的厚度则忽略不计。根据对称性，

要计算这部分所产生的浮力 dF，只需取一半计算，也就是用图 D来计算即可。首先，该部

分产生的表面张力 dZdF ⋅= γ张 ，因此，若设 dF 张与竖直方向的夹角为θ，则其竖直方向

的分量 dZdFdF ⋅Θ⋅=Θ⋅= coscos γ张竖直 ，水平方向的分量则可根据对称性，与另一半

所产生的水平分量抵消，由此可得，两截面间的部分产生的总浮力

dZdFdF ⋅Θ⋅== cos22 γ竖直总 ，两边积分即得浮力计算公式：

∫ ⋅Θ⋅=
d

dZF
0

cos2γ总 ···⑥ 

    ⑥式中，2γ是常数，所以只需求出 cosθ的表达式即可，还是利用图Ｄ来计算。首先

因为图 D是将水表面旋转 90度得到的，所以图 D中某一点的切线与水平方向的夹角其实就

宽度相同 

图 E 

虚线表示原来的形状 
实线表示近似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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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cosθ是 h的函数，所以只要设法将 dZ化成 dh即可。这要分两步进行： 

    a. 将 dZ化成 dy：由图 E很容易得到 y
a
dZ ⋅= ，所以 dy

a
ddZ ⋅= ，且易知 Z从 0积

到 d，相当于 y从 0积到 a，所以⑥式化成： ∫ ⋅Θ⋅=
a

dy
a
dF

0
cos2γ

总 ···⑦ 

    b. 将 dy化成 dh：因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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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其中 h1与 h2分别是 y＝0，

y＝a时对应的 h值）。 

这个积分很容易积出来：

2

1

3

6
12

h

h

hkh
ak

dF 





 −=

γ
总 ···⑧，其中γ，k为常数，d和

a通过测量已经得到，所以只需确定积分的上下限，就能求出浮力的大小。 

 

（2） 前足的浮力公式推导 

 

水黾的前足所产生的水面形变之所以与中、后足不同，是因为它们接触水的方式不同。

中、后足都是以跗节以及部分或全部胫节与水接触的，而前足仅用跗节以平行于水面的方向

与水接触，胫节则与水面垂直，不与水接触。又因为水黾的跗节很短（计算用的那只大的前

跗节也只有 2cm），相对水来说可近似成一个点，所以产生的形变也就近似于圆了。 

但在计算时，还是应该考虑跗节的长度（不然浮力就为 0了）。因为跗节长度较短，且

位于圆心的位置，所以其附近的水的形变宽度就可以认为是圆直径 D。再设
2
Dy = 时对应的

Dhh = ，则有
k

hk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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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2cos2
−

⋅⋅⋅=Θ⋅⋅⋅= γγ浮 ···⑨，其中 l为跗节长度。

只需往⑨式中代入 l和 hD的值，即可求出前足的浮力。 

然而，⑧⑨式中都牵涉到以 y值来计算相应的 h值，这需要用⑤式来计算，可⑤式中的

常数 c还未确定，所以必须先确定这个常数 c. 

 

3.4 常数 c的确定 



 

    水表面方程中，若将 h＝0代入，则 y→－∞，这样就无法直接确定 c，其物理意义是：

不论水表面与水黾腿的距离多远，都会发生一定的形变。但根据观察结果，只有距离较近的

水表面才发生形变。这是因为，当形变小到一定程度时即可忽略，也就是说，只要定下一个

合理的忽略标准，就能确定 c值。 

    我们确定 c值的方法如下：如图 F，若水面发生形变，使得水面上某点的切线与水平面

产生了夹角φ，φ同时也是光线的入射角，对应的折射角为ψ，则折射光与竖直方向必有一

个夹角，设为α，显然有： ψϕα −= 。 

另外，根据折射原理，有：

空气

水

n
n

=
ψ
ϕ

sin
sin

，其中水的折射率 n 水＝1.33，

空气的折射率 n 空气≈1，而φ与ψ显然都很

小（不然人眼就能看出水面有形变），因此

有 ϕϕ =sin ， ψψ =sin ，所以：

3
433.1 ≈=

ψ
ϕ

，从而

44
3 ϕϕϕψϕα =−=−= 。 

    由于α的存在，光线到达水底时，其落

点与不发生折射时的落点之间会有一个偏

差，设为 ΔX。我们认为，当ΔX能够被人

所分辨时，就认为该点的水面发生了形变，

反之，就认为未发生形变。 

    实验中，由于我们是通过测量影子来推测水面的形变的，并且是用方格纸来测量的，所

以测量的分辨率比较低。在物理学中，当测量分辨率较低时，一般认为测量精度是测量工具

最小标度的一半。由于方格纸的最小刻度为 1mm，所以分辨率是 0.5mm ，也就是说，当

mmX 5.0≥∆ 时，我们就认为该点的水面发生了形变。可见， mmX 5.0=∆ 时对应的φ即

为发生形变的水面倾斜角的临界值，大小为
H
X∆

== 44αϕ （指弧度大小），实验时用的水

深 H＝3cm，由此求出 ( )rad
mm
mm 067.0

30
5.04 ==ϕ ，换算为角度约为 3.82度。又因为显然

sinφ＝cosθ，而θ是 h的函数，所以可由 82.3=ϕ 直接求得对应的 mh 4106.2 −×≈ ，该

h就是能够忽略水面形变的 h临界值。再由 mh 4106.2 −×≈ 时， my 0= ，即可求得常数

mc 31008.8 −×= 。 

3.5 浮力大小的计算 

 

    实验中我们测得的数据如下： 

φ 

ψ 
α 

水
深H

 

图 F 

偏差ΔX 

注：为说明问题，图中将发生形变的水面

画得很大，实际上，水深 H 远远大于发生

形变的那部分水体的深度。 



室温 t 约 18°C 对应γ 约
5100.73 −×  

常数
5

3

5

105.1
8.9100.1

100.7322 −
−

×≈
××
××

==
g

k
ρ
γ

；取 mc 31008.8 −×=  

附肢 影子直径 D（m） 影子高 d（m） 影子底边长 2a（m） D或 a对应的 h（m） 

前足 3100.3 −×    4107.5 −×  

中足  3100.9 −×  3100.2 −×  4104.3 −×  

后足  2106.1 −×  
3100.1 −×  

4104.4 −×  

注：D对应的 h是
2
Dy = 时用⑤式求得的；a对应的 h是 ay = 时用⑤式求得的。 

水黾体重 0.065g 重力（N） 41037.6 −×  前足跗节长 l m3102 −×  

 

将这些数据代入⑧⑨两式，即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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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是单个足的浮力大小，所以总的浮力 ( ) NFFFF 41012.72 −×=++= 后中前总 ，

比重力 N41037.6 −× 略大一些。 

 

3.6 讨论 

 

（1） 阴影边缘有一圈光圈的原因： 

 

当水表面发生形变时，必然是往空气那边，也就是向上凸起，垂直入射的平行光经这样

的水面折射后，会向未形变的水那边偏转，产生类似凸透镜的汇聚作用（这点在图 A中很容

易看出来），从而在形变起始点的外缘产生亮斑，这些亮斑遍布整个形变区外缘，便形成光

圈（图 B的左上部分中就拍到了明显的光圈）。对应的，光线偏转后，就使得光圈的内部，

也就是形变起始点的内部照不到光，形成阴影。 

所以，光圈的存在也间接说明，将阴影的形状近似认为是水面形变区的形状是可行的。 

 



（2） 前中后 FFF >> 的原因： 

 

图 B的左下部分是从侧面拍下的水黾静止姿态，从图中看，静止姿态下，水黾的后附肢

与水面接触的部分，距离其身体中部（即重心所在处）比较近，而前、中附肢与水面接触的

部分则离身体重心较远。也就是说，F 后的力臂较短，而 F 前和 F 中的力臂较长。根据杠杆原

理，要保持力矩的平衡，力臂较短的力较大，可见，只有 F 后比较大，才能使水黾的身体保

持平衡。 

 

（3）计算出的浮力比重力略大的原因分析： 

 

a. 水黾的附肢所受的表面张力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在建立模型时，为使模型简化，必

须忽略一些影响因素的作用，但这样一来，就引入了一定的偏差，使结果不够理想。 

b. 在公式的推导过程中，有些地方用了近似处理，多少会引进一些误差，若这些误差

累积起来，就可能使计算结果与理想产生偏差。 

c. 在观察水黾静止时的姿态时，发现它的中、后足的跗节末端都是略微翘起并高出水

面的，同时还带起一定的水，使得水表面形成一个突起。对应的，在其正下方的水底，也就

是阴影的端部，出现了一个亮斑。由于拍摄距离较远，且水底不平，所以该亮斑在图 B中难

以看到，但在测量阴影时，因为观察的距离足够近，所以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了亮斑。 

亮斑的存在说明水面上有突起，对上方照射下来的平行光起到了汇聚作用（相当于一个

凸透镜），从而产生亮斑，同时，这些被带起来的水也会对水黾附肢产生表面张力，但竖直

方向分量是朝下的，所以会将浮力抵消掉一些。 

但在计算时，这个力并没有算进去，导致结果偏大。 

 

（4）利用上面的结果估计水黾在水面上前进、转向、跳跃的可能性： 

 

上面的计算是验证水黾在静止姿态下能否稳定地停在水面上。但是，水黾如果要在水面

上生活，不仅要能够站在水面上，还要能够在水面上完成各种动作，如前进、转向、跳跃等。

如果水黾要完成这些动作，水面就必须为它提供比其体重大得多的浮力。下面就计算水面最

多能够提供多大的浮力。 

首先，水面与水黾附肢接触点的切线同水平方向的夹角最大值是 90度，即表面张力竖

直向上，此时的浮力应该是水能够提供的最大浮力。但是，由于水分子之间有相互作用力，

这个力是引力，大小与两个分子间的距离成反比，所以当夹角比较大（如 80度）时，水黾

附肢两边的水就离得非常近，引力也很大，从而使得两边的水融合到一起，并将附肢埋入水

中，不再有表面张力作用在上面。可见，最大浮力实际上无法在夹角为 90度时取到，只能

在夹角比较小，两边的水不会因为引力而融合的时候取到。 

因此，我们就取水面与水黾附肢接触点的切线同水平方向的夹角为 30度的情况，这时

夹角较小，一般不会使两边的水融合。然后，我们就计算此时的浮力大小，看它是否足以使

水黾在水面上运动。 

既然与水平面的夹角是 30度，则与竖直面的夹角θ为 60度，由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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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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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 ，

推得相应的形变深度 hmax约为 m3100.2 −× ，形变最大宽度 2amax约为 m3107.7 −× 。将这些



数据代入⑧⑨两式中，就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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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FFFF 3
maxmaxmaxmax 1042.32 −×=++= 后中前总 ，大约是水黾体重的五倍。而且

这只是保守估计，切线与水平面的夹角很可能可以大于 30度，此时求得的浮力会更大。 

从上面的结果可以看出，水面可以提供的浮力是水黾体重的五倍以上，这么大的力足以

使水黾在水面上作各种运动，甚至跳离水面。也正因为水能够提供足够大的浮力，水黾才能

在水面上很好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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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f the modality, behaviour and 

physics of Gerris Fabricius 

Li xuesong,  Zhang jiaxin,  Xu meng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Gerris Fabricius is one of the most wonderful insects. They can stand on the surface of water steadily 

with their gracile legs. Besides, they can also go forward, turn and even jump on the surface of water with ease. In 

this article, we study the reason why they can live on the surface of water by means of researching their shapes, 

gaits and doing physical analysis. 

Key words： Gerris Fabricius; gait; surface tension 



 浙江天目山菜粉蝶色选择能力的实验研究 
                            徐林, 张巍, 崔威 

(复旦大学 生命科学院, 上海 200433) 

 
摘 要：实验中选用单一品种的浙江天目山产菜粉蝶，通过一轮两两搭配的色板选择实验先初

步筛选出 4 组可能的菜粉蝶选择上有差异的组合，然后加大实验个体数与重复数来进一步确

认，通过数据的分析最终选定其中的大红—粉红组进行高通量的测试，通过对结果的协方差

分析与概率计算分析，证实了菜粉蝶具有根据喜好对颜色作出选择的能力。 
关键词：菜粉蝶 协方差分析 色选择能力 
 

昆虫—尤其是蜜蜂、蝴蝶等重要动物行为学模式生物的色选择能力，一直是动物行为学

领域重要的研究热点之一，在该领域甚至产生了诺贝尔奖级的成果，所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过去的研究大都立足于对单一动物个体的实验观察与行为学研究，而在本实验设计中，

力图使用生物统计的方法来尽量排除以往实验中的一些重要干扰因素，如昆虫选择行为中的

随机盲目因素等，从而试图使用这一不同的研究思路来研究这一传统课题，从另一角度验证

所选蝶类是否具有根据喜好对颜色作出选择的能力。 
 

1． 实验材料与方法 
 

a.实验材料： 

大红、粉红、金黄、浅黄、深绿、浅绿、深蓝、浅蓝、纯白共九种纯色纸张， 
上有玻璃的木盒， 
浙江天目山产菜粉蝶（采集时注意尽量花色一致，注意了在实验所测试样本中为单一品

种） 
 
b.实验方法： 

将所捕蝶类分成若干等分的群体（一般为 16 只/群体），分别进行实验；实验在全封闭的

暗室中进行，先关灯，在黑暗中轻微振动 20s，以使菜粉蝶充分飞起，待 30s 后蝶基本

平静时打开正上方的光源，同时轻微振动至见到所有蝶均在盒中飞起以使所有蝶均见到

两色，待蝶基本不动后开始记数。 
 
 

2． 实验结果与讨论 
a． 初步筛选 

使用大红、粉红、金黄、浅黄、深绿、浅绿、深蓝、浅蓝、纯白共九种纯色设计两

两搭配的色筛选环境，将蝶类放入其中分别进行记数，共发现四组搭配在该轮实验中显

示了对两色中一种颜色的有较明显偏向性喜好的倾向（见 figure 1 中群体Ⅰ中数据）。 
    为了进一步了解这种倾向性的大小，我们对大红—粉红、粉红—金黄、金黄—深绿、

深绿—深蓝这四组颜色搭配进行了扩大实验，增加了实验个体数与重复数（见 figure 1
中数据），对这些数据的分析（以下数学分析过程省略）显示其中大红—粉红一组是倾



向性最为明显的一组搭配，分析的结果显示了很高的倾向粉红而远离大红的趋势，所以

我们决定下一阶段集中力量证实大红—粉红中的这种差异。 
    

 群体Ⅰ 群体Ⅱ 群体Ⅲ 
 暗 明 暗 明 暗 明 暗 明 暗 明 暗 明 
大红—粉红 1.00 0.60 0.78 0.60 1.00 0.33 1.00 0.60 1.29 0.60 1.00 0.33 
粉红—金黄 0.78 1.00 0.60 1.00 1.00 0.60 0.78 1.29 0.78 1.00 0.78 0.78 
金黄—深绿 0.78 1.67 1.00 1.67 1.29 1.29 0.45 1.29 1.29 1.00 1.00 1.29 
深绿—深蓝 1.00 0.78 1.29 0.60 0.78 1.00 2.20 0.45 1.00 1.00 0.78 1.29 

 
（ Figure 1：四组表现出倾向性的颜色搭配的实验数据 

表格中的数据均为两种色块中蝶数量的比值） 
 
 
b. 大红—粉红对比实验 

由于在前一阶段的另一些实验中，我们发现蝶类在进行色选择时并不是完全根据喜

好，还有相当的成分是由于随机因素所导致（相关实验这里省略），所以在以上实验中

我们增加了实验对照—暗条件下随机分布的数据；该轮实验中，我们通过对这一问题的

统计分析来力图了解随机因素在实际选择中发挥的作用，同时通过增加实验个体数与重

复数来进一步确认大红—粉红的选择差异（见 figure 2 的数据），进而大大加强结论的说

服力。 
 

 暗 明 暗 明 
群体Ⅰ 1.00 0.60 0.78 0.60 
群体Ⅱ 1.00 0.33 1.00 0.60 
群体Ⅲ 1.30 0.60 1.00 0.33 
群体Ⅳ 0.71 0.50 1.40 0.71 
群体Ⅴ 1.00 0.50 2.00 0.50 
群体Ⅵ 1.00 0.71 2.00 0.71 
群体Ⅶ 1.75 0 1.2 0.38 
群体Ⅷ 1.00 0.20 0.71 0.33 
群体Ⅸ 1.40 0.50 1.40 0.71 
群体Ⅹ 1.00 0.50 2.00 0.50 
群体Ⅺ 1.75 0 0.80 0.38 
群体Ⅻ 1.00 0.20 1.40 0.33 
群体ⅩⅢ 0.71 0.50 2.00 0.09 
群体ⅩⅣ 1.40 1.00 1.40 1.00 

( Figure 2: 大红—粉红对比实验) 
 

使用 X 代表暗条件，Y 代表明条件，使用协方差分析主要参数如下： 
 

 X Y XY 
A 47.7334 8.0113 16.449 



B 45.3467 7.6528 16.8763 
C 43.9502 6.3175 16.663 

 
进而求得 
 

 df (yy) (xy) (xx) (yy)’ (yy)” 
群间 B 13 1.3353 0.2133 1.3965  1.3997 
群内 W 14 0.3585 -0.4273 2.3867 0.0765 0.282 
合计 T 27 1.6938 -0.214 3.1832 0.0121 1.6817 

 
假定 H0：β＝0 
      
              F＝13×0.0765/0.282＝3.527 
 
α＝0.05 时，对应的表值为 4.67，这是不显著的，所以肯定 H0：β＝0 的假设。 
上述统计分析的结果显示没有必要根据 X 的变异来校正 Y，也就是说，随机选择在本

实验中对菜粉蝶最终决定的作出所起的作用是小到可以大致上不予考虑的，所以基本上本实

验明条件下的数据代表了菜粉蝶在主动作出选择时所显示的倾向性，这样一来就排除了随机

选择的干扰，可以使用明条件的数据直接检验菜粉蝶在主动作出选择时是否是的确由于对两

色中任一色的偏好而作出选择。 
进一步分析以上明条件数据可以发现，大红—粉红的平均选择比值为 0.475，这意味着

一只蝶有近 70%的概率在同时见到大红与粉红时都会选择粉红，只有 30%的概率会选择大

红（见上数据定义，相关概率计算过程省略），当然由于这只具有统计上的意义，所以并不

意味着具体到每只蝶都以选择粉红为主，但是这个结果很强地暗示在大红与粉红之中，菜粉

蝶明显地偏爱粉红；由于以上协方差分析的结果说明这一选择过程是菜粉蝶经过的主动判

断、选择而后发生的行为，所以结合以上分析，我们的实验数据强有力地支持菜粉蝶具有根

据喜好对颜色作出选择的能力。 
 
c. 进一步的若干讨论 
由于蝴蝶是所有昆虫中唯一拥有红光敏感色素细胞的种类，所以在本实验发现其在红光

区存在着对粉红的偏爱的现象，可能可以为从联系细胞生物学的角度进一步阐明红光敏感色

素细胞的工作机制提供线索；因为现有研究均是从分子生物学的角度，从单一的色素敏感蛋

白的生化机理着手，许多机制仍缺乏了解，但是敏感波长区的发现有助于实现神经介导的针

对性的红光敏感色素细胞差异反应，利用刺激前后的变化来从细胞水平上、而不仅仅是单一

分子的水平上来收集数据，增强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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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毛虫扩散实验 

贾慧珏、谢於颖、程栩 

（复旦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马尾松毛虫 Dendrolimus punctatus 严重危害松林 。本文通过研究不同条件下松毛虫幼虫的运动方

向，发现幼虫的趋弱光性和对某些气味的敏感性，并从松毛虫扩散角度，提出采用弱光灯诱、趋向性物质

诱捕和布置混交林的方法以减轻松毛虫危害。 

关键词： 马尾松毛虫；气味诱导；趋光性 

 

一、引言 

马尾松毛虫 Dendrolimus punctatus 属鳞翅目、枯叶蛾科。分布于我国秦岭至淮河以南

各省。是马尾松林和湿地松林的优势害虫种类，严重危害马尾松林的生产，素有“不冒烟的

森林火灾”之称。封山育林，增加植被的多样性被认为是防治松毛虫害的一条重要途径。其

机理部分学者认为是因为混交林林内昆虫的多样性，从而增加了林内松毛虫天敌的捕食和寄

生作用，进而控制松毛虫害的大规模爆发。（钦俊德，1987;温小遂等，1993；戈峰等，2002）
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混交林使松针的营养成分发生变化，进而影响松毛虫的发育，在这些方

面仍存在很大的争议。本文通过不同因子的对比实验分析各因素对松毛虫辨别松树的影响，

从防止松毛虫扩散的角度来说明混交林对控制松毛虫害的作用，为进一步抽象量化混交林，

从而有效阻止松毛虫害的大规模爆发提供依据。 
 

二、材料和方法 

1.1. 松毛虫 Dendrolimus punctatus 

在浙江天目山区混交林（有竹以及多种乔灌木）中，采得 6-7 龄的第二代马尾松毛虫（7
月上旬），体长 5cm 以上。据资料显示老龄幼虫具很强扩散迁移能力。松毛虫从野外收集后

隔离放在透气的桶中，实验前不喂食 12 小时以上。 
2.2. 松枝等枝条 

在天目山较低海拔区域，每次实验前新鲜采集，形态较为规整。松枝为马尾松枝条，根

据资料，属于受马尾松毛虫侵害的树种，雪松是否受侵害未见有记载。干扰项 A、B 有枫香、

柳杉、香樟等枝条。 
松针与秃枝之间选择的实验，将两者从同一松枝分开，保持原来的数量比例。 

3.3. 实验环境 

1） 暗室 
因为发现松毛虫有强烈，明显的趋光性（详见实验结果），白天在房内门窗紧闭条件下

用深色布完全遮住窗外自然光。为防止遮光不彻底，一般将虫置于中央，松枝等材料置于与

自然光垂直方向，进行双向选择实验。晚上实验时，门窗紧闭，遮光且不开灯。 
2） 海鑫度假村一带室外空地 
选取光照均匀，温度适中的水平平坦空地，与日照方向垂直，放置实验材料。空地周围

5m 内没有松树或其他有特殊气味较重的物体。 
3） 距一棵松树 4.8m 的山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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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条件下各种影响因子多而且复杂，难以控制，但对于我们实验的实际应用价值和意

义可推广性有重要价值，地点的选取尽量做到干扰较少。 
4.4． 数据处理 

扣除（每次）静止不动的松毛虫（数量）后，对数据进行作连续性矫正的 t 测验，一尾

测验。 

np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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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n 为爬动的松毛虫数， p̂ 为发生某事件实际成数，p 为理论成数，q 为不发生某事

件的理论成数。除图 2 中 p=0.33 外，其他 p=0.25，即随机向 4 个方向爬。 
两各方向之间的比较，采用连续性矫正的两尾 t 测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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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2,1 ˆˆ pp
分别为事件 1，2 实际成数， q,p 为两事件合并成数。 

 

三、实验结果 

1.1． 趋光性实验 

暗室内用固定灯光源持续照射一固定点，15 条松毛虫全部向该处爬去（t（14）=6.39**）。
表 3 中，松针和秃枝存在下，趋光性仍接近显著（p=0.1-0.15）。这表明松毛虫对弱光趋向。 

白天室外空地（图 1），松毛虫除了向松枝以外，其他虫向没有强光、温度较低的方向

（比如树荫地）爬去。阴暗处与 A 干扰项相比，差异显著（t（13）=2.28*） 
因此，松毛虫对弱光 100%趋向，对强光照或温度高的地面有一定避让趋势。 
 

状态 数量/只 百分比/% T(13) 
静止 2   
阴暗处 4 28.57 0.00 
A 干扰项 0 0.00  
松 10 71.43 3.70** 
共计 16   
 
 
 

 
 

表 1，图 1：室外松枝定向实验 
table 1 and figure 1:  outdoor experiment of masson pine’s inducement ability 

强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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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松枝定向能力 

采用可以分离光照影响的实验设计，考察松毛虫幼虫的迁移行为是否受到松树的某种特

殊气味引导。 
首先，由表 1 结果，松枝对松毛虫的吸引极为显著。松毛虫饥饿不足 12 小时情况下，

对马尾松松枝仍有一定趋向性（表 2）。改用雪松松枝时，仅两条虫接近松枝又走开，都不

去吃。 
 
 
状态 数量/只 百分比/% T(6) 

A 或 B 2 28.57   
松（不进食）* 3 42.86 

71.43 1.74（p=0.05-0.1） 
松（进食） 2 28.57 

共计 7    
 

* : 松（不进食）表示松毛虫直接向松树爬，但停在松枝附近而不吃松

针的情况。 

 

 

 
 
 

在野外做了一附加实验，在距一棵松树 4.8m 的山路上放置一条 7 龄虫和一条 6 龄虫，

前者准确无误的向松树爬进并最终抵达马尾松下，后者先向松树方向前进，但其所选的路线

中有一障碍物导致其每次都到此停止返回进行往返绕圈，最终没能抵达松树。 

认为松毛虫在爬行时可以感受到松树的方向，那么这种能力很可能有赖于松枝散发出的

化学物质。为验证这一点，用透明塑料袋封口套住马尾松树枝，与另一未套塑料袋的松枝分

别放在虫左右 45cm 处，观察松毛虫的活动。结果 6 条虫爬向没有罩住的松枝，仅 1 条爬到

塑料袋边，然后又往前爬。套塑料袋的松枝吸引松毛虫能力大大降低。 
 

3.3． 松针、秃枝和松脂各自的吸引力 

为指导对松枝所含吸引松毛虫物质的分离提纯工作，首先试图寻找出最能吸引松毛虫的

部分。 
1） 松针和秃枝比较 
松枝主要由松针及枝条组成，将这两部分完全分离，分别考察它们相对的吸引力。表 3，

表 4 中，松针和秃枝对松毛虫吸引都不显著，且无强弱差异（表 3 中两者比较 t（3）=-0.82，
表 4 中 t（7）=0.00）。 

实际观察中发现，松毛虫进食的姿态是身体大部分攀在枝条上，前胸弓起，头抬起，用

前几对足抱住松针从上往下啃（或者同样的姿势倒挂着啃）。游离的松针松毛虫无法食用，

除非人为用手拿起松枝以喂食，它们同样是头抬起用前几对足抱着松针吃。攀上秃枝的松毛

虫在上面来回爬动寻找松针，不再离开枝条；而运动向松针处的虫改变方向继续寻找食物。 

表 2，图 2：室内松枝定向实验 
table 2 and figure 2:  indoor experiment on masson pine’s inducement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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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数量/只 百分比/% T(7) 
光 4 50.00 1.22(p=0.1-0.15) 
他向 2 25.00  
叶 1 12.50 0.41 
枝 1 12.50 0.41 
静止 1   
共计 9   

状态 数量（只） 百分比（%） T（7） 
松针 2 25．00 -0.41 
枝条 3 37．50 0.41 
他向 3 37．50  
共计 8   

表 3，图 3：松针和秃枝实验 1（存在光对比） 
table 3 and figure 3:  inducement ability comparison between masson pine needle and bare pine 

branches ( under light and dark situation) 

表 4，图 4：松针和秃枝实验 2（暗室） 
table 4 and figure 4:  inducement ability comparison between masson pine needle and bare pine 

branches ( in dark room) 

 
 

松毛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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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剪碎的松针 
将松针剪碎成约 3mm 长，均匀平铺于松枝实验等中同样测试距离处。如果松针中储存

了吸引松毛虫的物质，这样应当可以增强对虫的吸引力。表 5、表 6（新增 5 条新鲜采回的

松毛虫，同时增加松针数量）。然而结果显示：剪碎的松针并不显著吸引松毛虫，且观察中

没有一条虫吃剪碎的松针。 
 
 
 
 
 
 
 

 
 
 

 
 
 
 
 
 

 
 

 

状态 数量（只） 百分比（%） T(3) 
松针粉末 0   
反向 

（弱光） 
4 100．00 

1. 44 
（p=0.1-0.15） 

静止 4   
共计 8   

状态 数量（只） 百分比（%） T(10) 
松针粉末 3 27.27 -0.174 
他向 8 72.72  
静止 5   
共计 16   

表 5，图 5：碎松针实验 1 
table 5 and figure 5:  inducement ability test of masson pine needle pieces I ( with faint light) 

表 6: 碎松针实验 2 
table 6 :  inducement ability test of masson pine needle pieces II ( in dark environment) 

人工给松毛虫喂食， 
观察它取食姿势。 

带格式的: 项目符号和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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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松脂 
采得若干块松脂(大小为 4mm-6mm 长范围内)，放在距松毛虫 35cm 处（比用松枝或松针实

验时距离近），虫四散爬动，无明显倾向性，推断松脂对于松毛虫找到松树不起主要作用。 
 

4.4． 其他 

意外发现，在 6 米内任意某方向处喷洒六神驱蚊花露水数十滴，所有受试 10 多条松毛虫（约

十二条）会齐刷刷的将头转向该处并迅速爬去（运动程度远比喂食以松枝时剧烈），并最终停留

在花露水上。 
另外还观察到，松毛虫在天白昼或黑夜，暗室或室外，都能活动，而在光照较强时运动迅速

活动程度更为强烈，静止的虫比例低。 
 

四、讨论 

松毛虫成虫的趋光性为人们所熟知，而以上实验表明，6-7 龄的幼虫对弱光有明显趋向性，

而光光照过强或地面温度日晒较高时倾向阴暗处。对光照条件的控制成为我们设计其他实验所考

虑的首要因素，暗室成为较好的选择。根据幼虫的强趋光性，可以夜间灯诱松毛虫来减少种群数

量，但建议用较暗的灯光。 
老龄的松毛虫和成虫都有强迁移能力，我们的实验提示这种迁移是由其可侵害松树的气味指

导的。作为松毛虫主要侵害树种的马尾松对马尾松毛虫有明显吸引力，且这种吸引力在马尾松树

枝被透明塑料袋封闭罩住后显著降低。因此气味对于松毛虫在觅食过程中来说，远比颜色、形状

等因素作用更为显著。若有更好的透明封闭设备，制造一个气味不能扩散出来但其他条件完全一

致的环境条件，就更能证明我们的观点了。同时在寻找新的食物来源时，松毛虫甚至可以区别雪

松和马尾松，行动中明显趋向后者而不趋向前者。此外，在做松毛虫相关实验中，实验人都不能

涂花露水等具有挥发性气味的药品，以免干扰实验的准确进行。 
松毛虫进食时身体大部分攀住枝条，弓其前胸，仰起头用前几对足环扣着松针从上往下啃，

进食的成功有赖于攀附的枝条，自己不会食用游离的松针，人为使松针保持竖起才能食用。攀上

秃枝的松毛虫在上面来回寻找松针，而找到游离松针的松毛虫改变方向继续寻找可供取食的完整

松枝。由此推测，周围松针丧失殆尽的松树的存在可以延缓松毛虫的扩散，松毛虫会持续很久在

同一根松枝上来回移动找松针，而不立即离开。松林受灾时，应尽量灭虫而不砍树，给幼虫扩散

设置干扰。 
按照天然状态马尾松秃枝和松针的比例，两者吸引松毛虫的能力差异不显著，吸引力也远不

如完整的松枝，这可能是化学信号未达到可引起趋向的阈值，也可能松毛虫的扩散行为涉及松树

整体的多重化学信号的共同作用。同样，剪碎的松针虽然对人来说气味浓郁，但松毛虫对此并不

趋向，可能也出于上述的同样原因。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在自然状态下，碎松针另含有一种气味

提示食物不充足，不吸引别处的松毛虫前往。而松脂实验中，所采用的松脂远多于自然状态下的

数量，且放置位置相对聚集而且较近，但结果显示松毛虫没有对此的趋向性，由此可以认为其中

不含吸引松毛虫的物质。若能从马尾松树枝和松针分离提纯引起松毛虫趋向的物质，就能更好地

实现诱捕。然而，松毛虫对六神驱蚊花露水的强趋向性是目前更容易分析的方面，这拓宽了抗虫

诱导方式的思路 —— 引起强趋向性的其他物质也可用来保护松林。 
实践经验表明混交林有减轻虫害作用，根据以上实验证明混交林至少可以妨碍松毛虫幼虫依

赖于松树气味的迁移。具体如何布置混交林更为有效，有待更多野外实践去摸索。老龄的松毛虫

食用松针大大增加，也正是迁移能力强的虫龄，抑制迁移可以减少被破坏的松针数。由于幼虫数

量虽然决定成虫数量，虽然成虫可以进行更远距离迁移，但如果幼虫由于混交林而没有充足的食

物来源，对减轻虫害意义重大。 

带格式的: 项目符号和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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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实验，提出从幼虫扩散角度减少松毛虫的危害的 3 点思路，即弱光灯诱、趋向性的物质

诱捕、适当布置混交林。对幼虫迁移的利用或者抑制都将是有效的方法。 

五、参考资料 

Detecting and controlling forest damage area caused by insects and diseases with Remote Sensing, GIS 
and GPS (Research Report of the APEC Project) 2001 
Liu X P, 2003. Influences of pine needles from different pine forests on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assonpine caterpillar , Dendrolimus punctatus Walker, Entmologica Sinica 46(6)： 720-726, 
[刘兴平，不同林相的松针对马尾松毛虫生长发育的影响，昆虫学报，46(6)： 720-726] 
Li T S, 1998. Evaluating the impact of insect community on pine caterpillar density in different stand 
conditions, Chines Biodiversity, 6(3): 161-166, [李天生，马尾松林天敌昆虫群落对马尾松毛虫控制

作用的研究，生物多样性，6(3): 161-166] 
 

六、致谢 

由于我们此次研究视角独特，以往很少有相关主题的资料，所以对实验的设计和进行带来一

定难度与要求，但反言之，这也正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创造性思维和能动性操作的开阔空间。有关

花露水的意外发现，对于气味在松毛虫的扩散中的诱导作用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 
感谢在天目山实验进行的迷茫期时，杨琰云老师与韦正道老师的拨云见雾的教导和意见。感

谢在论文写作与总结中，梅其春老师和钱吉老师从百忙中抽岀时间为我们提出宝贵的建议和指

导。还要感谢阎鹏荣、刘文泓等第二组的兄弟姐妹，在实验初创阶段的共同参与。最后感谢老师

们提供这么难能可贵的机会，让我们去天目山将自己完全的融入在与真正的自然，真正的生物体

们亲密接触的实践中去！ 
 
 

The Experiment on the Expansion of 
Dendrolimus Punctatus 

Jia Hui-jue, Xie Yu-ying, Cheng Xu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Dendrolimus punctatus is a major devastator to masson pine forests. By exploring the 
inducement of Dendrolimus punctatus’s movement with sorts of factors under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we identified their proclivity to dim light and sensitivity to certain smell especially 
of masson pin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ir spreading, we propose new approaches to minimize 
these worms’ harms on pine forests: to induce their movement with dim light or attractive smells, 
and to hamper their movement by introducing other species of trees into pine forests. 
Keywords: Dendrolimus punctatus; smell inducement; phototax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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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目山天蛾种群多样性的测定 

 
郑羽，王泽斌，徐凌燕，龚婷婷 

（复旦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通常物种的多样性具有二种涵义：物种的丰富度（species richness）和物种的均匀度

（species evenness）。丰富度是指一个群落或生境中物种数目的多寡。均匀度是指一个群落或生境中全

部物种个体数目的分配状态，也就是个物种个体数目分配的均匀程度。多样性指数是丰富度和均匀度的综

合指标。由于天蛾科在天目山资源丰富，这次试验就以天蛾科昆虫为对象来分析其种群的多样性。从晚

10 点至凌晨 4 点对天蛾科昆虫进行灯光诱捕，并进行时序分析：统计每个小时里出现在幕布上的天蛾的

数目，鉴定天蛾种类，测定各种多样性指数，从而分析天蛾科昆虫的时序性规律，及其群落特征性指数与

气象因子的关系。并且，将今年与去年两组数据进行比较来分析天蛾种群多样性与气候因素的关系。 

关键词：时序分析；多样性指数；气象因子 

 
前言 

物种多样性是衡量一定地区生物资源丰富程度的一个客观指标，包括两个方面，其一

是指一定区域内的物种丰富程度，可称为区域物种多样性；其二是指生态学方面的物种分

布的均匀程度，可称为生态多样性或群落物种多样性。通常通过测定各种多样性指数来衡

量某地物种的多样性。 
1． Shannon-wiener 函数（H）： 
                           ST 

H＝－ ∑pilnpi 

             i=1 

pi=第 i 种个体的比例，ST为总的种数或种的数量。 
H 是 S（种数）：N（个体数量）关系特性不敏感的测度，受丰富的种类所支配。 
2．Simpson-Yule 指数（D） ： 
                             ST                              ST   

D=1/C；C=∑pi
2 
=∑ Ni(Ni-1)/NT(NT-1) 

                                            i=1        i=1    
Ni是第 i种个体数，Nr是样本中种个体数。 

该多样性指数描述从种群众第二次抽到的个体与第一次是相同种的概率。D 值越大则稳定

性越大（范围 1-S T）。但是该指数受到少数优势种的影响很大。 

3．Berger-Parker 优势度指数 

d=N 最大值/Nr 
该指数表示优势种（它的丰富度= N 最大值）占总捕捉的比值。 
 
实验方法 

我们采用乙炔灯诱的方法来诱捕天蛾科昆虫。Mikkola（1972）指出，不同光放射出的

网膜电图（electroretinograms）引起蛾类对诱捕器真正反应的差异。在捕捉面积范围之内，

昆虫受到光的影响，而且光越明亮，诱捕器影响面积越大。 
       每晚 21 点点灯，22 点把已诱捕的天蛾科昆虫氯仿麻醉死亡，23 点开始第一次记录，

以后每小时观察一次，至次日凌晨 4 点。每次鉴别种类，记录数量，记录温湿度。并且对

天蛾科每一个种制作一只天蛾标本，供拍摄及日后确认用。共实验 3 天。 
 
附：天蛾科（SPHINGIDAE）辨别特征 



大型蛾子，身体粗壮，纺锤型，末端尖，头较大；复眼明显，无单眼；喙通常发达，常超

过身体很多；触角中部加粗，尖端弯曲有小钩；前翅狭长，顶角尖锐，外缘倾斜，有些种

类有缺刻，一般颜色较鲜艳；后翅较小，近三角形，色较暗，被有厚鳞；有些种类的前翅

或后翅上局部无鳞而透明；翅缰发达，翅展 56~190mm。成虫大都夜间活动，少数白天活

动。一年发生一代或几代，大都以蛹过冬，少数以幼虫或成虫过冬。 
 
实验结果 

表一   Day1 数据统计 2004.7.4 
时间 温度 湿度 总计 种类 

22:00-23:00 22.6℃ 81.4% 3 
绒星 2821/1 个， 
白肩 2926/1 个， 
广东白肩 2927/1 个 

23:00-24:00 22.3℃ 81.8% 5 
紫光盾 2865/1 个，芋双线 2917/1 个， 
绒星 2821/1 个，白肩 2926/1 个， 
广东白肩 2927/1 个 

24:00-1:00 22.1℃ 83.9% 5 
雀纹 2915/1 个，葡萄缺角 2881/1 个， 
椴六点 2840/1 个，芋双线 2917/1 个， 
广东土色斜纹 2922/1 个 

1:00-2:00 22.0℃ 87.3% 4 
鹰翅 2828/1 个，绒星 2821/1 个， 
紫光盾 2865/1 个， 
栗六点 2841/1 个 

2:00-3:00 22.4℃ 86.8% - 
 
 
 

3:00-4:00 22.3℃ 90.3% - 
 
 
 

 
表二   Day2 数据统计 2004.7.6 

时间 温度 湿度 总计 种类 

22:00-23:00 23.1℃ 88.1% 22 

栗六点 2841/1 个，  鹰翅 2828/4 个， 
缺角 2884/7 个，  绒星 2821/3 个， 
白肩 2926/2 个，  斜纹 1914/1 个， 
浙江土色斜纹 2921/4 个 

23:00-24:00 22.9℃ 88.2% 15 
栗六点 2841/2 个，缺角 2884/8 个， 
鹰翅 2828/2 个，绒星 2821/1 个， 
芋双线 2917/2 个 

本日数据有误差。21:00-22:00 时段所捕捉的天蛾科昆虫未完全麻醉死亡，导致在 22:00-24:00 
内天蛾科昆虫数目俱增。故此日数据舍去不用。 

24:00-1:00 22.4℃ 88.5% 3 
芋双线 2917/1 个， 
 缺角 2884/2 个 
 

1:00-2:00 22.7℃ 88.6% 8 
鹰翅 2828/1 个，栗六点 2841/1 个， 
缺角 2884/2 个，南方豆 2836/1 个， 
紫光盾 2865/1 个，霜天蛾 2817/1 个 

2:00-3:00 22.5℃ 89.2% 5 
紫光盾 2865/1 个，栗六点 2841/1 个， 
缺角 2884/1 个，  白肩 2926/1 个， 
浙江土色斜纹 2921/1 个 

3:00-4:00 22.3℃ 89.0% 1 
浙江土色斜纹 2921/1 个 
 
 



表三  Day3 数据统计 2004.7.7 
时间 温度 湿度 总计 种类 

22:00-23:00 22.5℃ 88.0% 5 
缺角 2884/2 个，绒星 2821/1 个， 
鹰翅 2828/1 个， 
白肩 2926/1 个 

23:00-24:00 22.1℃ 88.4% 7 
缺角 2884/4 个，构月 2852/1 个， 
白肩 2926/1 个， 
鹰翅 2828/1 个 

24:00-1:00 21.7℃ 87.7% 3 
缺角 2884/2 个， 
芋双线 2917/1 个 
 

1:00-2:00 21.3℃ 87.7% 6 
紫光盾 2865/2 个，缺角 2884/1 个， 
栗六点 2841/1 个，绒星 2821/1 个， 
浙江土色斜纹 2921/1 个 

2:00-3:00 20.9℃ 88.7% 5 
紫光盾 2865/2 个， 
缺角 2884/2 个， 
芋双线 2917/1 个 

3:00-4:00 20.7℃ 88.7% 1 
缺角 2884/1 个 
 
 

 
讨论 
1．天蛾总数时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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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 3 5 5 4 0 0

Day3 5 7 3 6 5 1

Average 4 6 4 5 2.5 0.5

22:00-23:00 23:00-24:00 24:00-1:00 1:00-2:00 2:00-3:00 3:00-4:00
时
段

数量

图一 天蛾总数时序曲线



       通过两天不同时段对天蛾数目所作的曲线分析，可以看出，天蛾科昆虫的数量在夜晚

不同时段内变化，存在着一定的时序性规律。如红色均值曲线所示，每天 3:00-4:00 时段内

天蛾数量最少，23:00-24:00 时段内天蛾数量最多。1:00-4:00 时段内，每小时出现的天蛾数

量逐渐减少。 
 
2．不同种天蛾群落的时序分析 

 
表四  Day1 不同种天蛾时序性分析 

编号 种            类 
Day1 

22:00-
23:00 

23:00-
24:00 

24:00-
1:00 

1:00-
2:00 

2:00-
3:00 

3:00-
4:00 

1 白肩天蛾 1 1     
2 椴六点天蛾   1    
3 构月天蛾       
4 广东白肩天蛾 1 1     
5 广东土色斜纹天蛾   1    
6 栗六点天蛾    1   
7 南方豆天蛾       
8 葡萄缺角天蛾   1    
9 缺角天蛾       
10 雀纹天蛾   1    
11 绒星天蛾 1 1  1   
12 霜天蛾       
13 斜纹天蛾       
14 鹰翅天蛾    1   
15 芋双线天蛾  1 1    
16 浙江土色斜纹天蛾       
17 紫光盾天蛾  1  1   

 
表五  Day3 不同种天蛾时序性分析 

编号 种            类 
Day3 

22:00-
23:00 

23:00-
24:00 

24:00-
1:00 

1:00-
2:00 

2:00-
3:00 

3:00-
4:00 

1 白肩天蛾 1 1     
2 椴六点天蛾       
3 构月天蛾  1     
4 广东白肩天蛾       
5 广东土色斜纹天蛾       
6 栗六点天蛾    1   
7 南方豆天蛾       
8 葡萄缺角天蛾       
9 缺角天蛾 2 4 2 1 2 1 
10 雀纹天蛾       
11 绒星天蛾 1   1   
12 霜天蛾       
13 斜纹天蛾       
14 鹰翅天蛾 1 1     
15 芋双线天蛾   1  1  
16 浙江土色斜纹天蛾    1   
17 紫光盾天蛾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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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图三中，可以看出种 9（缺角天蛾）为天目山地区的优势种，且此种天蛾数量在

23:00-24:00 达到顶峰。 
 
▲Berger-Parker 优势度指数： 
缺角天蛾 d=12/27=0.444 
 
▲ 综合图二图三，可认为除种 9（缺角天蛾）外，其他几种天蛾：种 1（白肩天蛾），种

11（绒星天蛾），种 15（芋双线天蛾），种 17（紫光盾天蛾）数量较多。 
 



必须说明的是，由于今年天蛾数量减少，而且只实验了两个晚上，因此统计后并不能

得到很确定的结果。但同去年数据比较后，两年数据互相印证，因此认为上面的两个结论

还是有一定的价值。当然，更大的样本是统计价值的保证，要得到更确定的结果，必需进

行更多的实验来获得更多的原始数据。 
 

3．多样性分析 

 

表六  Day1 多样性指数的时序性分析 

种            类 
Day1 

22:00-
23:00 

23:00-
24:00 

24:00-
1:00 

1:00-
2:00 

2:00-
3:00 

3:00-
4:00 Total 

白肩天蛾 1 1     2 
椴六点天蛾   1    1 
广东白肩天蛾 1 1     2 
广东土色斜纹天蛾   1    1 
栗六点天蛾    1   1 
葡萄缺角天蛾   1    1 
雀纹天蛾   1    1 
绒星天蛾 1 1  1   3 
鹰翅天蛾    1   1 
芋双线天蛾  1 1    2 
紫光盾天蛾  1  1   2 

Total 3 5 5 4 0 0 17 

Simpson-Yule 
指数 - - - - - - 19.43 

Shannon-Wiener
指数 1.099 1.609 1.609 1.386 - - 1.558 

 
 
 

表七  Day3 多样性指数的时序性分析 

种            类 
Day3 

22:00-
23:00 

23:00-
24:00 

24:00-
1:00 

1:00-
2:00 

2:00-
3:00 

3:00-
4:00 Total 

白肩天蛾 1 1     2 
构月天蛾  1     1 
栗六点天蛾    1   1 
缺角天蛾 2 4 2 1 2 1 12 
绒星天蛾 1   1   2 
鹰翅天蛾 1 1     2 
芋双线天蛾   1  1  2 
浙江土色斜纹天蛾    1   1 
紫光盾天蛾    2 2  4 

Total 5 7 3 6 5 1 27 

Simpson-Yule 
指数 10.00 3.50 3.00 15.00 5.00 - 4.62 

Shannon-Wiener
指数 1.332 1.153 1.369 1.561 1.055 0.000 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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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每个种的个体数量少，Simpson-Yule 指数不适于分析。所以我们选择 Shannon-

Wiener 指数来进行统计分析，并作出时序曲线。 
▲从曲线上可以看出，24:00-2:00 时段，Shannon-Wiener 指数最高，同去年的数据相互

印证。这说明此时段适合多数天蛾科昆虫的活动。此段时间温度记录 21-22℃，湿度 87%-

88%。 
  
4.气象因子对天蛾群落的影响  

天气和气候君影响着昆虫的生理与行为。天气包括温度，湿度，风（气流），降雨，

光照等因子，气候则指这些因子长期的平均值。 
 
▲对天蛾科昆虫影响最大的气象因子是温度。它不但能影响天蛾科昆虫的存活，发

育，还能影响其繁殖。 
昆虫的新陈代谢是在体内各种酶和激素的作用下所进行的一系列生物化学反应，在一

定温度范围内，该反应速度随温度的增高而加快。因此，昆虫的发育速率在一定范围内也

随温度的增高而加快。 
推测今年冬天比以往寒冷，低温影响了天蛾科昆虫产卵的存活率，导致天蛾科昆虫的

数目比往年减少。从下表两年数据中能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表八 今年与去年天蛾科总数比较 
 

 去年  今年 
Day1(22:00-4:00) 35 Day1(22:00-4:00) 17 
Day2(22:00-4:00) 46 Day3(22:00-4:00) 27 
Total 81 Total 44 

 
▲湿度直接影响昆虫的生长发育，湿度过高或过低均可抑制昆虫发育；湿度对昆虫的

性成熟，生殖和寿命也有一定影响。降雨持续日期，次数和降雨量对昆虫种群数量动态的

影响比较显著。 
 
▲在本实验中，光也是一个重要的因子。光的波长，强度和光周期对昆虫的行为，趋

性，滞育等生命活动均有重要的影响。 
在对夜行性昆虫进行灯诱时，从严格上讲，月光的明亮程度也与捕捉昆虫的数量多少

有一定关系。月光明亮，诱捕器和它的背景反差量减少，捕捉面积就减少。 
 
▲风和气流虽然对昆虫的发育繁殖并无直接影响，但是对昆虫的远距离飞行有一定的

意义。风速的大小与幕布上的昆虫数量多少有关，所以在我们的实验中也应该是一个需要

测定的气象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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