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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增强朱!种群的人工繁殖能力和有效的保护这种濒危物种，
!""> 年 ! 月中下旬，在陕
西省珍稀野生动物抢救饲养研究中心内采用瞬时扫描取样法和全事件取样法对笼养的 ?% 只朱!
的行为时间分配和活动规律进行了观察。结论为：
（% ）在朱 ! 繁殖前期的日活动中，静栖约占
<<A ，运动占 %<A ，其次为取食 %!A 、理羽 %"A 和其他 #A 。（!）朱 ! 静栖的高峰时间在 %$：
"" &
%;：
""；取食有 ! 个较为明显的高峰，分别出现在 @：
"" & %"：
"" 和 %;：
"" & %<：
""；运动的高峰在 %"：
"" & %%：
""；理羽的高峰在 @：
"" & %%：
""；其他行为主要分布在 %"：
"" & %!：
""。（$）朱!的活动节律
呈现上午强下午弱的趋势。（;）朱!繁殖前期交尾的高峰期在上午和下午，中午的交尾次数最少。
关键词：朱!；笼养；昼间活动节律；时间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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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

! ! 朱!，
（ !"##$%"& %"##$%），英文名 "#$%&$’ ()(%，属

食之后）的时间段内进行观察。

鹳形 目（ *("+,((-+#.$% ），! 科（ /0#$%1(+#,(&0(’2$ ）。

:E :E ;! 观察方法! 采用瞬时扫描取样法（ (,%&2,&2H

3456 年在 日 本 东 京 召 开 的“ 国 际 鸟 类 保 护 联 盟”

,$+I% 2,’ %"2, %2.JK(,L），每间隔 = .(, 记录 3 次行

（ 7*89）3: 届会议上将它列为“ 国际保护鸟”，被誉
为“ 东方宝石”。

为状态和全事件取样法（ 2KK +""I##$,"$ %2.JK(,L）对
朱!的活动行为进行记录。每隔 30 对当时的温度、

朱!的繁殖前期，一般在每年 : 月下旬至 ; 月

湿度和天气情况进行记录。

初，进入繁殖期前的 36 < 3= ’，此时主要是大部分的

:E :E A! 观察内容! 涉及静栖、取食、运动、理羽、其

性成熟鸟群进行配偶选择和交尾营巢期，一般每天

他。静栖指将头及喙置于背部双腿站，或伏卧的行

［3］

交配 5 < 4 次，早晚时居多

。王开锋等（:666）对
［:］

游荡期朱!的日周活动进行了研究

为等；取食指将喙于水中左右摆动或前进搜捕食物，

，指出朱 ! 在

或者啄食树叶，包括在运动中觅食和饮水等；运动表

［;］

3 ’ 中不同时间段的行为比例有所差异。刘冬平

示非从事取食而出现改变停栖点的行为如行走、飞

等对朱!成鸟在繁殖期的活动性、活动区面积及栖

行和飞跳等。

息地利用情况进行了研究，指出觅食距离和活动地

理羽即为以喙或脚梳理羽毛、洗浴、举翅和打哈

域在不同时期（ 越冬期、繁殖期、繁殖后期）是不同

欠等，如有互相理羽行为则以主动方记录。繁殖行

的。由于这些研究都是基于野外条件下，而对于人

为包括求偶、打架，喙之间的磕绊等与繁殖有关的行

工饲养的朱!保护和繁殖研究还不尽相同。据国家

为［A］。

林业局最新统计，全球目前仅有朱! >66 余只，且大

:E :E =! 数据处理! 将样方内各项记录均转换为百

部分的种群均系人工饲养和繁殖的群体。因此，笔

分率后进行相关的统计学处理。

者对人工饲养环境下朱!繁殖前期的行为时间分配
和活动节律进行研究，分析了繁殖前期朱!的行为
生态学状况，旨在为朱!种群的人工繁殖和保护研
究提供有效的依据。

3! 研究区概况

;! 结果与分析
$E "# 朱!群体的平均日行为时间分配
在朱 ! 繁殖前期的日活动中，静栖约占 ==G ，
成为 3 ’ 活动的主要行为。运动占 3=G ，其次为取
食 3:G 、身体护理 36G 和繁殖行为 ?G（ 图 3）。

地区位于秦岭山脉中段北麓的陕西省周至县陕
西省珍稀野生动物抢救饲养研究中心（36?@3AB <
36?@3?BC、;;@A=B < ;;@=6BD），该地区属于华北暖温
带半湿 润 山 地 气 候，年 均 气 温 5E A@ *，极 高 温 度
:4E >@*，极端低温 F 34@*，年降水量 3 666 .. 左右。

:! 材料与方法
!E "# 材料
本研究对陕西省珍稀野生动物抢救饲养研究中
心饲养的 53 只（ 约占全球的 36G ）朱!进行昼间行

图 "# 朱!群体的平均日行为时间分配

为的研究。

M(LE 3! NO$#2L$ &(.$ )I’L$& +- &0$ "#$%&$’ ()(%

!E !# 方法
:E :E 3! 个体辨认和适应性训练! 各个体有形体特

$E !# 不同时间段朱!群体的行为时间分配
朱!繁殖前期白昼不同时间段 = 种活动的时间

征的差异，很易辨认和区分。辨认期间，观察者每天

分配比例如表 3。静栖的高峰时间在 3;：66 < 3A：

在笼舍前站立和走动，让被试者对观察者适应，
3周

66；取食有 : 个较为明显的高峰，分别出现在 4：66

后基本适应观察者在舍前 36 . 处站立和走动而不

< 36：
66 和 3A：66 < 3=：66；运动的高峰在 36：66 <

影响其正常活动。

33：
66；理羽的高峰在 4：66 < 33：66；繁殖行为主要

:E :E :! 观察时间! 根据人工饲养条件朱!的活动

66 < 3:：
66。
分布在 36：

规律，从 4：
66（ 开始喂食之前）至 35：66（ 第二次喂

表 "# 不同时间段朱!群体的行为时间分配

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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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朱!群体的活动节律

分配与野生状态的朱!种群存在明显差异，即在设

朱!繁殖前期白昼间仍然以休息为主，活动在

施条件 下，静 栖 约 占 ::6 H 运 动 占 &:6 H 取 食

&8：
88 9 &&：88 较多。休息的高峰时间在 &@：88 9

&?6 H 理羽 &86 H 繁殖行为 >6 。形成这种行为分

&=：
88；活动的高峰出现在 &8：
88 9 &&：
88（ 图 ?）。

配差异的原因可能与其生存的环境有关。由于朱!
是一种食性选择极为苛刻的鸟类，随着城市化的进
程、工业的发展，朱!野外栖息地生存条件恶化和事
物 的 短 缺，野 生 朱 ! 需 要 分 配 较 多 的 时 间 去 采
食［:I>］。而人工条件下，它可以较为轻松的获得大量
且丰富的事物，从而导致觅食时间的缩短。由于朱
!是一种中型涉禽，体形大，不易飞翔，所以休息时
间较其他多一些。
’ ’ 本文首次揭示了繁殖前期朱 ! 时间分配情况。

图 #" 朱!群体的活动节律

88 9 &=：
88，此时间生成的
朱!静栖的高峰时间在 &@：

B(,< ?’ C1-(D(-E 20E-0)3 ./ -0% 12%3-%+ (#(3

主要因素与人工的饲养条件有关，
早晨摄食的时间较

!< $" 朱!群体繁殖前期的日交尾频率
朱!繁殖前期的交尾次数直接决定着朱!的繁

早，
到下午时肌体能量缺少，体力不支所至。取食有
? 个较为明显的高峰，
分别出现在 7：
88 9 &8：
88和 &=：

殖力和物种的保护。如图 @，早晨和下午是朱!交

88 9 &:：
88，这与人工喂食的时间存在相关性。运动

尾的高峰期，每天的 &?：88 9 &@：88，是其活动的最

的高峰在 &8：
88 9 &&：
88；理羽的高峰在7：
88 9 &&：
88；

低点。

88 9 &?：
88。
繁殖行为主要分布在 &8：
$< !" 本文首次证明了朱 ! 繁殖前期活动节律表现
出在 &8：
88 9 &&：88 较为活跃，而到 &@：88 9 &=：88
较为消沉。活动高峰的出现与觅食时间有关，活动
最活跃期总是接着觅食高峰期而来。这个结果与其
同科的黑脸琵鹭相似，这个结果也支持了朱!的生
态学分类。
’ ’ 朱!繁殖前期的交尾频率直接决定着朱!的繁
图 !" 朱!群体繁殖前期的日交尾频率

殖力和物种的保护［7I&&］。如图 @，早晨和下午是朱!

B(,< @’ F"-(4, /2%G*%41E ./ -0% 12%3-%+ (#(3 "0%"+ #2%%+(4,

交尾的高峰期，每天的 &?：88 9 &@：88，是其活动的

=’ 结论与讨论
’ ’ 根据王开峰等对野生朱!的日周活动时间分配
的研究结果［?］，即以觅食和休息为主，觅食大于休
息的时间，可以看出人工饲养朱 ! 种群的行为时间

最低点，该结果支持了以往的研究结果［&］。通过此
项研究，可以有效的监视和控制繁殖前期的交尾情
况，便于提高朱!的繁殖能力和该物种的保护。
（ 下转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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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图 " 中可以看出：经过树脂浸渍处理后的试

理药液比例为：#$% )’( 、乙酸乙酯 &’( 、水 )’( ；

样的阻湿能力和抗缩（ 胀）能力都大大提高，试件的

处理后的木材直接放在阴凉处气干，就能达到提高

抗缩（ 胀）率（ !"#）和阻湿率（ $##）随药液中 #$%

处理材尺寸稳定性的目的。

比例的增大有增加趋势。当药液中 #$% 所占比例
为 &’( 时，
) 种红木平均 !"# 和 $## 最小分别为
*&+ *( 和 ,*+ )( ，其 中 鸡 翅 木 的 !"# 最 小 为
)’+ &"( ，-.. 最小为 &"+ ,( ；当药液中 #$% 所占
比例为 /’( 时，!"# 和 $## 最大平均值分别为 0)+
*/( 和 /&+ ,)( ，可见 ) 种红木树种的抗缩（ 胀）率
（ !"#）和阻湿率（ $##）随药液中 #$% 比例的增加
而呈增加趋势。从图中还可以看出，鸡翅木和花梨
木的 !"# 和 $## 小于紫檀木和红酸枝木树种，这
表明木材细胞中所含内含物多少与树种的 !"# 和
$## 都有一定的关系。鸡翅木和花梨木密度小于
紫檀木和红酸枝木树种，内含物也相对少于这 & 种
树种，鸡翅木和花梨木细胞内相对空隙较多，因此吸
药量也多于细胞内空隙小的印度紫檀木和红酸枝木
树种。以上结果表明，药液中的 #$% 对这 ) 种处理
材在尺寸 上 有 很 大 的 抗 缩 性 和 阻 湿 性，主 要 由 于
#$% 进入木材细胞壁内，不仅对细胞有很强的润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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