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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秃鹫（Aegypius monachus）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列为近危物种。每年冬季或者早春在
渤海湾都会救护到因体质较弱而无法飞行的秃鹫，为了对秃鹫及其迁徙路线进行更有效的保护，于
2016 年春季对两只救护放飞秃鹫（ID1051 和 ID2016），利用卫星跟踪技术研究其迁徙路线和活动区，
旨在为秃鹫的救护和保护提供基础资料。结果表明，ID1051 和 ID2016 都迁徙到蒙古国的布尔干省和
后杭爱省交界处，行程分别为 2 200 km 和 2 400 km。ID2016 在度夏初期、中期和后期的活动区面积（50%
Fixed Kernel），分别为 31 261.01km2、1 492.96 km2 和 11 027.70 km2。秃鹫在迁徙过程中主要时间在静
息，其次是飞行和寻觅行为。在 0 至 7 时和 19 至 24 时，即晨昏和夜间秃鹫都处于静止状态。从 8 时
开始，秃鹫开始活动，并在 12 和 13 时达到活动高峰，随后活动逐渐趋缓，直至 18 时趋于静止状态。
本文提供了秃鹫的春季迁徙路线以及重要中途停歇地，为秃鹫的救护和保护提供了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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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inereous Vulture (Aegypius monachus) is listed as a Near-Threatened species by IUCN. Each
year in winter or early spring, a few weak or poisoned vultures were rescued in Bohai Bay area. In the spring
of 2016, two rescued vultures (ID2016 and ID1051, basic information shown in Table 1) were equipped with
satellite transmitter and their migratory routes and home ranges were analyzed, aiming to provide more
effective conservation measures. The two vultures migrated to the border of Bulgan and Arkhangai Province
of Mongolia, and travelled about 2 200﹣2 400 km from wintering to summering area (Fig. 1). The home
range sizes (50% Fixed Kernel) in the early, middle and late summer of the ID2016 were 31 261.01 km2,
1 492.96 km2 and 11 027.70 km2 respectively (Fig. 2). During migration, the vultures spent a majority of their
time in the process of resting, followed by flying and feeding behaviors. They normally started to move
around 8:00, reached the activity peak around 12:00 to 13:00, then gradually slowed down until 18:00 to be
stable. This study provided a complete spring migration routes and important stopover sites for the Cinereous
Vultures, and it was the baseline for the rescuing and protection of the vultures.
Key words: Cinereous Vultures; Migration routes; Home range; Satellite tracking

秃鹫（Aegypius monachus）是我国Ⅱ级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

表1
Table 1

河北秦皇岛救护放飞秃鹫的信息表
The information on the rescued Cinereous

将其列为近危物种（IUCN 2013）
。Williams 等

vultures in Qinhuangdao

（2017）针对鹫类的国际行动计划中，列出了

ID1051

ID2016

目前秃鹫种群主要三种受胁因素，分别是中毒、

喙长 Length of bill (mm)

撞击电线致死和食物短缺，这些因素都导致了

翅长 Length of wing (mm)

832

800

秃鹫种群呈下降趋势。徐国华等（2016）对新

体长 Length of body (mm)

1 084

1 040

疆秃鹫的迁徙路线研究表明，在我国阿勒泰地

尾长 Length of tail (mm)

395

368

跗跖长 Length of tarsus (mm)

150

160

体重 Weight (kg)

8.5

8.1

区的秃鹫可迁飞到朝鲜、韩国沿海等地区越冬。
Batbayar 等（2008）采用卫星跟踪的方法研究

79

97

了蒙古国 4 只繁殖秃鹫个体的扩散和迁徙，但

年 3 月 6 日，抚宁县茶棚乡朱燕山村发现 1 只

是由于信号消失，未能获得完整的迁徙信息。

秃鹫系食物二次中毒。救护人员当场及时解毒

目前对秃鹫迁徙路线研究相对较少，使得对秃

治疗，半小时后症状减轻。次日已可自主进食，

鹫及其迁徙路线缺少有效的保护。

4 d 康复饲养后，观察其已恢复飞行能力。考虑

每年冬季或者早春在渤海湾都会救护到因

到秃鹫的迁徙时间，3 月 10 日佩戴编号 ID1051

体质较弱而无法飞行的秃鹫，为了对渤海湾秃

的鸟类追踪器后放飞。2016 年 1 月 4 日，秦皇

鹫及其迁徙路线进行更有效的保护，于 2016

岛市抚宁县台营镇吕良峪村村民发现 1 只秃鹫

年春季为 2 只救护放飞的秃鹫安装了卫星追踪

不能飞行，经救护人员查验此秃鹫并无明显外

器，对其迁徙路线和活动区进行研究，希望研

伤，无神经症状，确诊为食物短缺引起的体弱。

究成果能为秃鹫的救护和保护提供基础资料。

在进行 2 个月的康复饲养后，精神状况及飞行

1
1.1

研究方法

能力良好。救护时体重为 6.7 kg，放飞时增加
了 1.4 kg。
3 月 10 日佩戴编号 ID2016 鸟类追踪

研究对象

器后放飞。

两只秃鹫均为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秦皇

1.2

岛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救助的个体（表 1）。2016

发射器及参数
采用“背负式”的方式为两只秃鹫佩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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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类追踪器（YH-GTG0330，杭州粤海科技有

继续迁徙之需，包括休息、睡觉、地面取食等

限公司生产）
，追踪器重 26 g，加上绑绳和金属

行为，这类行为速度很低，接近静止；3 ~ 20 km/h

环扣约 30 g，占秃鹫体重的 0.3% ~ 0.4%。追踪

定义为寻觅，这是消耗能量的行为，主要是指

器采用 GPS 定位，通过中国移动通讯系统接

在空中盘旋等伺机寻找食物等行为，这类行为

收，每 2 h 发射一次信号。卫星定位数据通过

速度相对较慢一些；20 ~ 60 km/h 定义为飞行，

网络客户端解译后下载，包括定位时间、经纬

这也是消耗能量的行为，主要是指游荡、迁徙

度、海拔、温度、电压、瞬时速度、精度（位

等行为，这类行为速度相对较快。从两只秃鹫获

点定位等级）等，数据精度采用 PDOP 值，在

得的卫星数据可知，夜间所有的速度都在 3 km/h

确定迁徙路线和活动区面积时选用 PDOP 值小

以下，而且多数都为 0 km/h，因此可以认为秃

于或等于 2.0、精度小于 10 m 的位点数据。

鹫夜间主要以休息为主，取食和迁徙都在白天

ID1051 和 ID2016 从 3 月 10 日分别跟踪至 6 月

进行，但是最高速度都低于 60 km/h。我们分别

14 日和 7 月 31 日，分别跟踪了 96 d 和 143 d。

计算了 2 只秃鹫上述 3 种行为的频次及其百分

共获得 1 176 条卫星位点，其中，ID1051 有 405

比。

条，ID2016 有 771 条。
1.3

数据处理
运用 ARCGIS10.2 对数据进行处理，获得

2 只秃鹫迁徙路线图，并确定重要的迁徙停歇

2
2.1

结果与分析
迁徙路线
ID1051 秃 鹫 离 开 秦 皇 岛 （ 39°57′N ，

地和在蒙古的度夏地。秃鹫在蒙古国西北部停

119°42′E）的日期为 2016 年 3 月 19 日，经北京、

留的时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度夏初期（5

河北的北部和内蒙古的中部，3 月 24 日到达第

月下旬至 6 月上旬）、度夏中期（6 月中旬至 7

一个重要停歇地蒙古哈坦布拉格（43°06′N，

月上旬）、度夏后期（7 月中旬至 7 月下旬）。

108°37′E）
，停歇 13 d；4 月 6 日离开，到达库

由于 ID1051 的卫星数据不完整，仅记录到 6

苏古尔（44°21′N，109°55′E）
，停歇 12 d；4 月

月 14 日，我们分析了 ID2016 活动区的面积。

18 日离开，途经曼达勒到达巴彦特敖包，停歇

ID2016 在度夏初期、中期和后期的活动位点分

4 d；4 月 22 日沿原路返回至曼达勒（45°29′N，

别有 136 个、96 个和 26 个。采用 Fixed Kernel

108°43′E）
，停歇 4 d；4 月 26 日离开曼达勒到

的方法，计算 50%和 90%秃鹫度夏区的活动区

达巴彦特敖包，停歇 1 d 后继续迁徙，于 5 月

面积，平滑因子（smoothing factor）使用缺省

10 日到达蒙古国西北部的哈特嘎勒（49°52′N，

值（default）
。

99°24′E）
（图 1）
。从渤海湾到哈特嘎勒度夏地，

人工救护的秃鹫在迁徙过程中，如何分配

直线距离 2 200 km，历时 52 d。

各行为时间比例对于顺利完成迁徙是非常重要

ID2016 秃鹫离开秦皇岛的日期为 2016 年 3

的。我们选取了秃鹫迁徙期的卫星数据，并结

月 25 日 ， 沿 河 北 边 界 ， 到 达 承 德 平 泉 县

合秃鹫空中低速盘旋寻找地面食物的生活习

（41°05′N，118°35′E），停歇 3 d；然后进入辽

性，按照秃鹫实际迁徙时的速度（当经纬度突

宁 境 内 到 达 葫 芦 岛 市 绥 中 县 （ 40°06′N ，

然发生较大变化时，秃鹫应正处于迁徙飞行中，

119°46′E）
，停歇 17 d；4 月 15 日离开，再经承

此时的速度多在 20 km/h 以上），以及秃鹫是在

德平泉、木兰围场，于 4 月 21 日到达停歇地蒙

积累还是消耗能量两种形式，将不同的速度等

古国东戈壁扎门乌德区域（43°26′N，111°07′E），

级进行了行为划分：0 ~ 3 km/h 定义为静息，

停歇 12 d，于 5 月 3 日到达东戈壁省额尔根区

这是积累能量的行为，主要是指迁徙途中停歇

域，停歇 7 d；再经蒙古国东戈壁北部及肯特南

在某处，减少能量消耗和取食补充营养，以备

部，到达肯特南部贝尔赫，停歇 7 d；再经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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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徙期的行为差异和日节律

5 月 21 日 到 达 蒙 古 国 西 北 部 的 仁 钦 隆 勃

ID1051 和 ID2016 在迁徙过程中主要的时

（50°53′N，99°35′E）
（图 1）。从渤海湾到仁钦

间是静息，分别占 81.6%和 85.7%；其次是飞

隆勃，直线距离 2 400 km，历时 57 d。

行（13.8%和 8.0%）和寻觅行为（4.6%和 5.3%）
。

秃鹫在度夏区活动区面积

秃鹫在每日的 0 至 7 时和 19 至 24 时，即晨昏

ID2016 在度夏初期、中期和后期的 50%活

和夜间都处于静止状态，从 8 时开始活动，并

动区面积，分别为 31 261.01 km2、1 492.96 km2

在 12 至 13 时达到活动高峰，随后活动逐渐趋

和 11 027.70 km2；90% 活 动 区 面 积 分 别 为

缓，直至 18 时趋于静止状态。

2.2

11 7247.56 km2、5 203.30 km2 和 34 181.48 km2

3

（图 2）。

图1
Fig. 1

讨论

渤海湾秃鹫的迁徙路线

The migration routes of two Cinereous vultures of Bohai Bay

a ~ e 为 ID1051 迁徙途中停歇地：a. 哈坦布拉格；b. 库苏古尔；c. 曼达勒；d. 巴彦特敖包；e. 哈特嘎勒。
1 ~ 6 为 ID2016 迁徙途中停歇地：1. 葫芦岛市绥中县；2. 承德市平泉县；3. 扎门乌德；4. 额尔根；5. 贝尔赫；6. 仁钦隆勃。
a﹣e indicated stopover sites of ID1051: a. Chatanbulag; b. Hövsgol; c. Mandal; d. Buyant-Ovoo; e. Hatgal.
1﹣6 indicated stopover sites of ID2016: 1. Huludao of Suizhong; 2. Pingquan of Chengde; 3. Zamyn uud; 4. Ergen; 5. Berge; 6. Renqin lom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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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2016 在蒙古国度夏活动区

The home range of ID2016 in Mongolia

红色、绿色和蓝色点和线分别表示度夏初期、度夏中期和度夏后期的活动位点和活动区，实线和虚线分别表示核密度估计 90%和 50%的
活动区。
Red, blue and green dots and lines represent locations and home ranges at the early, middle and late summer, respectively, and solid and dashed
lines represent the home ranges of 90% and 50% kernel density estimate, respectively.

Kim 等（2007）对韩国 2 只越冬秃鹫个体
的迁徙路线进行了卫星跟踪，其途经我国东北

例较高，这符合秃鹫野外栖息地利用的特征
（Williams et al. 2017）。

地区到达蒙古国西北部繁殖，本研究结果提供

Batbayar 等（2008）对蒙古国繁殖的 4 只

了秃鹫与上述不同的春季迁徙路线以及重要的

秃鹫活动区进行了研究，不同个体的活动区面

中途停歇地。Nam 等（2015）分析了韩国频繁

积不同，4 只秃鹫度夏中期活动区面积范围

出现的秃鹫死亡个体，其死因主要是食用中毒

540.2 ~ 2 653.3 km2，这与本研究 ID2016 个体

死亡动物腐败尸体而导致了二次中毒，这同时

度夏中期的 50%活动区面积较为一致。初步判

也表明人工救护对提高秃鹫野外存活几率的重

断，秃鹫这样大面积的活动可能与其食腐的生

要性。人工救护放飞的秃鹫是否能够寻找到丰

活习性有关。秃鹫在迁徙过程中休息时间所占

富的食物资源对其野外生存和迁徙都非常重

的比例较高，从 18 时至次日 7 时都处于静止状

要，本研究结果表明，秃鹫会选择经过食物相

态，并且迁徙主要选择在白天，由于此次救护

对充足有水源的区域，迁徙路线上森林所占比

的秃鹫可能与自然条件下野外秃鹫种群的日节

·164·

动物学杂志 Chinese Journal of Zoology

54 卷

律不同，因此尚需进一步深入研究。此次救护

Kim J H, Chung O S, Lee W S, et al. 2007. Migration routes of

放飞的秃鹫从越冬地迁徙到了度夏地，顺利完

Cinereous Vultures (Aegypius monachus) in Northeast Asia.

成了春季迁徙，证明对这 2 只秃鹫的救护是较

Journal of Raptor Research, 41(2): 161–165.

为成功的。
参

Nam D H, Lee D P. 2015. Cinereous vultures (Aegypius monachus)
during migration succumb to environmental pollutants. The

考 文 献

Korean Journal of Ornithology, 22(1): 63–67.
Batbayar N, Reading R, Kenny D, et al. 2008. Migration and

Williams N P, Botha A J, Bowden C G R. 2017. Multi-species Action

movement patterns of Cinereous vultures in Mongolia. [DB/OL].

Plan

[2018-08-13].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70217664.

[2018-08-13].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23343298.

IUCN. 2013. The IUCN Red List of Threatened Species.Ver.3.1.

徐国华, 马鸣, 吴道宇. 2016. 中国 8 种鹫类分类、分布、种群现

to

Conserve

African-Eurasian

Vultures.

[DB/OL].

状及其保护. 生物学通报, 51(7): 1–4.

[DB/OL]. [2018-08-13]. http://www.iucnredlist.org.

~~~~~~~~~~~~~~~~~~~~~~~~~~~~~~~~~~~~~~~~~~~~~~~~~~~~~~~~~~~~~~~~~~~~~~~~~~~~~

山西阳城发现刘氏链蛇
张建军
山西阳城蟒河猕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阳城

048100

Lycodon liuchengchaoi Found in Yangcheng, Shanxi, China
2018 年 8 月 8 日，在山西阳城蟒河猕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树皮沟管护站的前庄（35°17′16.45″N，
112°25′24.10″E，970 m）采到 1 蛇类标本。经鉴定，该蛇隶属于游蛇科（Colubridae）链蛇属（Lycodon）
，为刘氏
链蛇（L. liuchengchaoi），为山西省爬行动物分布新记录种。标本现保存于山西阳城蟒河猕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标
本馆，标本编号 MHLP2018008。该标本（图 1）为雌性个体，体全长 389 mm，尾长 80 mm，体中段粗 20.2 mm，尾
长与体长之比 0.206。头长 10.8 mm，头宽 7.5 mm。头略大而扁平，与颈区分明显；吻鳞宽 2.0 mm，吻端宽钝。
鼻鳞二分，颊鳞 1 枚，矩形，入眶，但与鼻间鳞不相接。前额鳞接颊鳞，不入眶。额鳞近三角形，长宽相等；眶
前鳞 1 枚，眶后鳞 2 枚。颞鳞 2 + 2；颔片 2。背鳞 17-17-15，中央几行略起棱；腹鳞 200；肛鳞二分。身体近圆
柱形；瞳孔椭圆形。头背黑色，枕部有黄色横斑。背腹黑色，体部和尾部具黄色环纹，亦环围腹面。
刘氏链蛇是 Zhang 等，于 2011 年依据我国四川省青川唐家河标本发表的蛇类新种。已有学者分别在陕西省
宁陕县（彭丽芳等 2014）、浙江省凤阳山自然保护区（彭丽芳等 2017）和广东省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彭丽
芳等 2018）采集到刘氏链蛇雌性标本。2016 年，在湖南壶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采集到雄性成体蛇类标本（白
林壮等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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