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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8 年 4 月下旬至 5 月初对国家林业局甘肃濒危动物保护中心的 61 只初生赛加羚羊（Saiga
tatarica）成活率、性别比例、单双羔比例、初生重等生物学数据进行了观测，并对结果进行归纳分析。
赛加羚羊分娩期始于 4 月 25 日，截止于 5 月 5 日，产羔高峰期集中在 4 月 28 日至 5 月 2 日。共分娩
61 只羔羊，成活 56 只，成活率 91.80%。其中，雄性羔羊占 40.98%，雌性羔羊占 59.02%，雌雄性别比
（♀︰♂）为 1.44︰1，与 1︰1 的性比差异不显著（χ2 检验，P > 0.05）；单羔比例 80.33%，双羔比例
19.67%，两者差异极显著（P < 0.01）；初生羔羊体重多数集中在 2.501 ~ 3.000 kg，雄性羔羊平均初生
重略高于雌性羔羊，单羔羚羊平均体重略高于双羔羚羊。单羔雄羚羊与双羔雄羚羊、单羔雌羚羊与双
羔雌羚羊以及单双羔、雌雄羔羊总平均体重间的差异均不显著（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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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aiga tatarica, a member of the Bovidae, is classified as critically endangered A2acr ver 3.1 by
the IUCN. It was historically distributed in northwest of China and was extirpated in the mid-twentieth century
in wild. In order to initially explore the effects of the partial biological indicators for the newborn S. tatarica,
the survival ratio, sex ratio, single and double lamb ratios, weight and others were included. From the end of
April to the start of May 2018, this study has conducted on-site measuring of 61 newborn S. tataricas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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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nsu Endangered Animal Protection Center which was the only artificial domesticated base of the S. tatarica
in China, and has conducted an inductive analysis of the measuremen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eriod of
childbirth began from April 25 to May 5, 2018, a total of 61 lambs were delivered during the period. The peak
period of lambing production was concentrated from April 28 to May 2 (Fig. 1). The newborn S. tatarica
survived 56, with the survival ratio of 91.80%. The newborn male lambs accounted for 40.98% of the total
lambs, and the newborn female lambs accounted for 59.02% of the total lambs, and the female-male sex ratio
(♀︰♂) was 1.44︰1 (Table 2). The differences were not significant after χ2 test (P > 0.05). The single lamb
ratio was 80.33%, the double lamb ratio was 19.67%. The differences were extremely significant between the
ratio of single lamb and double lamb (P < 0.01). The average weight of newborn lambs we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2.501﹣3.000 kg, and the average newborn weight of male lambs was sligh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female lambs, the average newborn weight of single lambs was sligh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double lambs.
The differences were not significant that the average newborn weight of the single lamb and the double lamb
of the newborn male S. tataricas. The differences were not significant that the single lamb and the double lamb
of the newborn female S. tataricas,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not significant that the total average newborn
weight of the single and double lambs and the total average weight of male and female lambs (P > 0.05, Table
3). Those research results provided a reference for the basic research of S. tatarica in China and provided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S. tatarica population of protection.
Keywords: Saiga tatarica; Newborn lamb; Biological indicators

赛加羚羊（Saiga tatarica），又名高鼻羚羊，

羚羊的产仔季节，对 61 只初生赛加羚羊成活

隶属哺乳纲偶蹄目牛科高鼻羚羊属，为我国Ⅰ

率、性比、单双羔比例、初生重等生物学指标

级保护野生动物。20 世纪 40 年代前，我国赛

进行了观测，并对结果进行归纳分析。

加羚羊主要分布于东经 85° ~ 100°、北纬 40° ~
47°之间的荒漠、半荒漠、沙漠草原地带，新疆
准噶尔盆地和甘肃北部为其主要分布区。20 世

1
1.1

材料与方法
研究地点

纪 40 至 50 年代，由于国内外羚羊角大规模贩

国家林业局甘肃濒危动物保护中心位于甘

卖走私、环境日趋恶化、栖息地侵占等原因，

肃省武威市城东科技示范园区，地理坐标为

赛加羚羊种群数量急剧下降，自 20 世纪 60 年

37°52′45″ N、102°52′54″ E，海拔 1 480 m。该

代后，我国境内赛加羚羊野生种群已绝迹（张

中心位于腾格里沙漠南缘，总面积 0.39 万 hm2。

晓璐等 2006，王红军等 2015）。为了逐渐恢复

地表由流动沙丘、固定沙丘、半固定沙丘及丘

这一珍贵的物种资源，国家林业局甘肃濒危动

间洼地组成。全年日照数为 3 246.7 h，日照率

物保护中心于 1988 年分别从美国和德国引进

达 73%，年平均气温 7.7 ℃，最热月（7 月）

赛加羚羊进行人工驯养繁殖（王红军 2015）。

平均气温 27.7 ℃，最冷月（11 月）平均气温

当前，对于该中心赛加羚羊的研究多集中于生

﹣8.5 ℃。年降水量 110 ~ 170 mm，年蒸发量

理生化、行为、饲养设施管理及疫病防治等方

在 2 020 mm 以上，相对湿度 40%（王红军

面（王润武等 1989，谭锋等 1994，赵崇学等

2015）。研究期内的气温和空气质量详见表 1。

2015，王红军等 2016，Ding et al. 2017），对初

该中心赛加羚羊生活在面积为 126.67 hm2

生赛加羚羊各项生物学指标的研究却鲜有报

的半放野场地，包括 2 个区域，其中半放野场

道。本研究于 2018 年 4 月下旬至 5 月初赛加

区占地 96.67 hm2，产羔区占地 30 hm2（含 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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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赛加羚羊分娩期间气温及空气质量记录

Temperature and air quality during the delivery period of Saiga tatarica at 2018
空气质量 Air quality

日期（年-月-日）

日低温（℃）

日高温（℃）

Date (Year-month-date)

Low temperature

High temperature

评分 Rating

等级 Grade

2018-04-25

8

22

69

良 Good

2018-04-26

7

21

89

良 Good

2018-04-27

8

24

68

良 Good

2018-04-28

9

24

92

良 Good

2018-04-29

8

20

78

良 Good

2018-04-30

8

21

101

轻度污染 Light pollution

2018-05-01

7

20

67

良 Good

2018-05-02

11

24

76

良 Good

2018-05-03

12

29

80

良 Good

2018-05-04

11

23

79

良 Good

2018-05-05

7

18

51

良 Good

产羔围栏，分别占地 5.67 hm2 和 3.67 hm2）。产
羔前将赛加羚羊赶至产羔区待产。
观测指标及方法

1.2

2
2.1

结果
赛加羚羊分娩期

观测指标共七项，包括产羔日期、日产羔

2018 年度赛加羚羊分娩期记录见图 1。分

数、羔羊成活数、羔羊死亡数、羔羊性别、单

娩期共计 11 d，始于 4 月 25 日，止于 5 月 5

双羔数和羔羊初生重。

日；本产羔期间共分娩羔羊 61 只，其中 75.41%

羔羊出生 1 ~ 2 日不具备运动能力，易于

（46 只）羔羊集中于 4 月 28 日至 5 月 2 日（共

发现和捕捉。观测期间，每日巡视产羔区，记

5 d）出生。

录羔羊出生日期，在羔羊产出 3 日内测定每只

2.2

初生羔羊成活率

羔羊的性别、单双羔数等生物学指标，用凯丰

2018 年繁殖期内共产出羔羊 61 只，56 只

电子秤（测量精度：0.001 kg，测量范围：200 g

羔羊成活，5 只羔羊死亡，成活率和死亡率分

~ 30 kg）称重每只新生羔羊的出生体重并进行

别为 91.80%和 8.20%。

耳号标记。单号雄羚羊左耳固定耳号牌，双号

2.3

初生羔羊性比

雌羚羊右耳固定耳号牌。记录成活羔数、死亡

在新生 61 只羔羊中，雌雄性比（♀︰♂）

羔数。所有羔羊都是自然分娩，所有数据实地

为 1.44︰1（表 2）。χ2 检验结果显示，新生羔羊

进行测量。

的初生性比与理论性比差异不显著（df = 1，

数据统计分析

1.3

采用 Microsoft Excel 2007 软件处理数据。
羔羊初生重以“平均值 ± 标准差”表示，运用
公式

|

|

.

χ20.05 = 3.84，χ2 = 1.64 < χ20.05，P > 0.05）
。
2.4

初生羔羊单双羔比例
初生羔羊中，单羔羚羊 49 只，占羔羊总数

检验新生羔羊的性比，

的 80.33%，双羔羚羊 12 只，占 19.67%，单羔

式中的 A 为实际观测数，T 为理论观测数；运

比例与双羔比例之间差异极显著（独立样本 T

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单、双羔比例之间的差

检验，T = 6.78，P = 0.002 < 0.01）。单羔雄羚

异显著性及性别、单双羔与初生重之间的关系。

羊 17 只，占雄性羔羊总数的 68.00%，双羔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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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赛加羚羊分娩记录

The childbirth record of Saiga tatarica at 2018

羊初生重在 3.001 ~ 3.500 kg 有 17 只，占羔羊

羔羊性比及 χ2 计算结果

The sexual ratio of newborn lamb and

总数的 27.87%；羔羊初生重在 3.500 kg 以上有

χ2

2 只，占总羔羊数的 3.28%。单羔雄羚羊平均体

calculation result

重最重，双羔雌羚羊平均体重最轻（表 3）。独

性别

样本数（只）

比例

Gender

Sample size (ind)

Ratio

雄性 Male

25

0.409 8

0.82

﹣0.014，P = 0.99 > 0.05）
、单羔雌羚羊与双羔

雌性 Female

36

0.590 2

0.82

合计 Total

61

1

1.64

雌羚羊（T = 0.818，P = 0.42 > 0.05）以及单双

χ2

立样本 T 检验，单羔雄羚羊与双羔雄羚羊（T =

羔羚羊总平均重（T = 0.559，P = 0.58 > 0.05）

羚羊 8 只，占 32.00%。单羔雌羚羊 32 只，占

之间差异均不显著，并且雄羚羊总平均重与雌

雌性羔羊总数的 88.89%，双羔雌羚羊 4 只，占

羚羊总平均重（T = 1.464，P = 0.15 > 0.05）之

11.11%。

间差异也不显著。

2.5

羔羊初生重
初生羔羊中，初生重在 2.500 kg 以下有 6

只，占羔羊总数的 9.84%；羔羊初生重在 2.501

3
3.1

~ 3.000 kg 有 36 只，占羔羊总数的 59.02%；羔
表3
Table 3

讨论
初生羔羊成活率分析
2010 和 2011 年国家林业局甘肃濒危动物

性别、单双羔与初生重的对应关系

Correspondence between biological indicators (gender, single and double lambs) and birth weight
平均体重 Average weight (kg)

样本数（只）
Sample size (ind)

雄性 Male

雌性 Female

小计 Total

单羔 Single lamb

49

2.976 ± 0.337

2.829 ± 0.366

2.879 ± 0.360

双羔 Double lamb

12

2.873 ± 0.241

2.758 ± 0.307

2.835 ± 0.257

合计 Total

61

2.943 ± 0.309

2.820 ± 0.357

2.871 ± 0.341

数据以平均值 ± 标准差表示。Data are expressed as Mean ± 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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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部分雌羚羊胎衣不下死亡，致使羔羊无法及

双羔率偏低原因提供参考。
本繁殖期初生羔羊性比符合动物 1︰1 性
比规律，与先前国内外研究结果相符（关超等
1994，Rduch et al. 2017）；羔羊初生重多数集中
在 2.501 ~ 3.000 kg，与王红军（2017）对该中
心赛加羚羊羔羊初生重的观测结果一致。

时获得母乳饥饿死亡。其次，雌性赛加羚羊具

参

保护中心的初生赛加羚羊成活率为 100%
（王红
军等 2017）。2018 年该中心初生赛加羚羊成活
率仅为 91.80%，低于 2010 和 2011 年成活率。
结合实地观察，分析导致本繁殖期初生羔羊死
亡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首先，半放野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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