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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鳄蜥（Shinisaurus crocodilurus）主要捕食部分昆虫、蜘蛛、蚯蚓、小型蛙类和小鱼等，但尚未
见报道鳄蜥捕食其他相对较大的动物。本文报道了鳄蜥捕食变色树蜥（Calotes versicolor）和翠青蛇
（Cyclophiops major）的现象，以全事件记录法观察分析了鳄蜥猎捕这两种爬行动物的行为过程。这
次新发现说明鳄蜥食谱较广，具有捕食蜥蜴等个体偏大动物的能力。因此，我们建议在饲养繁育中投
喂更多类型的食物以避免营养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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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ation on Lizards and Snakes by Crocodile Lizards
①②
YANG Yu-Jie

②
②③
④
④
ZENG Zhi-Gao
WANG Kun
LUO Shu-Yi
YANG Chun-Sheng
④
⑤
①
HE Jia-Song
WU Zheng-Jun
NIE Hai-Yan *

① College of Lif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estry and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04; ② Key Laboratory of
Animal Ecology and Conservation, Institute of Zo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③ College of Life Science,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2; ④ Guangxi Daguishan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Hezhou 542800; ⑤ Guangxi Key Laboratory of Rare and
Endangered Animal Ecology,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China

Abstract: The crocodile lizard (Shinisaurus crocodilurus) mainly preys on small animals including insects,
spiders, earthworms, frogs and fish, but whether it can prey on relatively large animals like other reptiles is
unknown yet. Here we reported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crocodile lizards preyed on an oriental garden lizard
(Calotes versicolor) and a greater green snake (Cyclophiops major). The predation process was observed and
analyzed using all occurrence sampling. This discovery indicates that the crocodile lizard has a wide diet, and
is capable of preying on large animals like lizards. Therefore, we recommend that a diversity of foods should
be provided to crocodile lizards in captivity to avoid malnutr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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鳄蜥（Shinisaurus crocodilurus）属于鳄蜥

1a）。变色树蜥在鳄蜥口中不断挣扎，鳄蜥咬住

科（Shiniasuridae）鳄蜥属，为独科独属物种，

的部位也转换到其背部后肢处（图 1b）
。鳄蜥

是国家Ⅰ级保护野生动物，在濒危物种红色名

咬住变色树蜥的同时，用前肢配合控制住猎物，

录中被列为濒危（EN）级，同时被列入 CITES

到 16:30 时变色树蜥最终死亡。鳄蜥沿着水域

附录Ⅰ（张玉霞 1991，Nguyen et al. 2014）。

岸边向饲养池的另一侧移动，在距离一株灌木

鳄蜥食性广泛，捕食部分昆虫、蜘蛛、蚯蚓、

20 ~ 30 cm 时，被栖息于树枝高处的#2 鳄蜥发

小型蛙类和小鱼等；虽然鳄蜥食性在不同报道

现。#2 鳄蜥从树上跳入水中接近#1 鳄蜥，试图

中有所差异，但所报道的都是个体较小的动物

抢食，并在 16:31 时咬住变色树蜥尾部。#1 鳄

（张玉霞 1986，黎振昌等 2002，于海等 2006，

蜥被迫进入水中，双方在水中扭动争食（图

宁加佳 2007）。鳄蜥属于坐等型捕食者，主要

1c）
，约 2 min 后#1 鳄蜥咬住变色树蜥的前肢及

以视觉识别猎物，但能通过嗅觉识别高能值的

胸部游到岸边，趴在水池边的斜坡墙面上，并

猎物（蒋洁等 2009）。本文报道偶然观察到的

把#2 鳄蜥压制在身下，此时#2 鳄蜥仍然只咬住

鳄蜥捕食蜥蜴和蛇的罕见现象，增加人们对鳄

变色树蜥的尾部（图 1d）。双方僵持约 4 min

蜥食性范围的认识，同时为鳄蜥的饲养工作提

后，#1 鳄蜥开始进食，约 5 s 后，变色树蜥的

供基础数据。

头部被完全吞下，当其躯干的一半多被吞食时，

1
鳄 蜥 捕 食 变 色 树 蜥 （ Calotes
versicolor）
本次观察地点位于广西大桂山鳄蜥保护区

#2 鳄蜥主动放弃抢食，松口离开（图 1e）。约
1 min 后变色树蜥的躯干被#1 鳄蜥完全吞下（图
1f），16 min 后进食完毕，16:53 时起鳄蜥于原
处栖息。

北 娄 片 区 鳄 蜥 救 护 繁 育 中 心 （ 24°5′47″N ，

#1 鳄蜥比#2 鳄蜥重得多，除头体长外，#1

111°48′31″E）内。鳄蜥饲养池大小为 2 m × 3 m，

鳄蜥的形态指标也明显大于#2 鳄蜥（表 1）。比

饲养池内一半为陆地，一半为流水水池，池内

对#1 鳄蜥的头体长及体重数据，目测估计变色

还有树枝和岩石等，以模拟鳄蜥所处的自然条

树蜥头体长为 6 ~ 7 cm，体重大约 10 g。

件。本次事件中观察对象为#1 鳄蜥和#2 鳄蜥。
对每只鳄蜥，使用精确到 1 mm 的直尺测量全

2

鳄蜥猎捕翠青蛇（Cyclophiops major）

长和尾长，差值即为头体长；使用精确到 0.1 g

通过摄像方式记录到此事件，并采用全事

的电子秤（家适宝 SF-400A），称量体重；使

件记录法从视频影像中读取数据，参照前述方

用精确到 0.01 mm 的游标卡尺（宝工 PD-151）

法估计了翠青蛇的长度。2017 年 8 月 4 日

测量头长、头高和头宽。被捕食的对象为变色

08:18:31 ~ 08:19:01 时期间，在广西大桂山鱼散

树蜥亚成体，对其头体长和体重进行目测估计。

冲用小蚁 1080P 智能摄像机（YYS.2016.CN）

本次观察采用全事件记录法获取数据。

记录到鳄蜥试图捕食翠青蛇的现象，整个可视

2018 年 5 月 11 日 16:27 ~ 16:53 时期间观

的猎捕过程持续 30 s。08:18:31 时，野外一只

察到鳄蜥捕食变色树蜥的现象，整个捕食过程

鳄蜥栖息于垂直岸边的枯草堆上，一条大而长

持续约 26 min。16:27 时，饲养池内#1 鳄蜥在

的翠青蛇从鳄蜥左侧（画面右侧）的陆地上出

水域岸上，看到 1 m 外饲养池内侧墙角水面上

现，进入画面中。08:18:33 时，鳄蜥发现经过

方的墙壁上停留有一只亚成体变色树蜥，遂冲

其正下方的翠青蛇（图 2a），2 s 后咬住其颈部

入水中前往咬住其颈部后方，游回岸上（图

（图 2b），翠青蛇后退，鳄蜥咬住的部位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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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Fig. 1

鳄蜥捕食变色树蜥的过程

Predation on an Oriental Garden Lizard by a Crocodile Lizard

红色箭头指示捕食者，蓝色箭头指示抢食者，黄色箭头指示被捕食者。
The red arrow represents the predator, the blue arrow represents the snatcher, and the yellow arrow represents the pr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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鳄蜥的体重及形态指标数据

The weight and morphological traits of Shinisaurus crocodilurus

代号
No

性别
Sex

体重
Body mass (g)

头长
Head length (mm)

头宽
Head width (mm)

头高
Head height (mm)

头体长
Snout vent length (mm)

#1

♂

91.6

35.75

27.85

25.65

151

#2

♀

68.4

33.54

22.75

22.85

160

图2
Fig. 2

鳄蜥猎捕翠青蛇的过程

Predation on a greater green snake by a crocodile lizard

红色箭头指示捕食者，黄色箭头指示被捕食者。
The red arrow represents the predator, and the yellow arrow represents the prey.

转换到其头部（图 2c）。翠青蛇不断挣扎，身
体向下垂直晃动，最终在 08:19:07 时，鳄蜥被
翠青蛇拖拽着从栖息物上掉落，至此，鳄蜥和
翠青蛇均从录像画面中消失，捕食结果未知。
目测估计翠青蛇全长为鳄蜥全长的 1.5 ~ 2.0
倍。
此外，2016 年 7 月 26 日曾在野外观察到
幼鳄蜥吃小蛇的现象（图 3）。

3

分析讨论
鳄蜥捕食爬行动物的现象比较罕见。在以

往鳄蜥食性的相关报道中，并未提及鳄蜥捕食
体型较大的食物（张玉霞 1986，黎振昌等

图3
Fig. 3

鳄蜥幼体吞食小蛇

Consuming of a small snake by a juvenile

2002，于海等 2006，宁加佳 2007）
，而本文所

crocodile lizard

报道的两次捕食现象中的食物个体均较大，说

红色箭头指示捕食者，黄色箭头指示被捕食者。

明鳄蜥具有捕食较大食物的能力，同时说明鳄

The red arrow represents the predator, and the yellow arrow

蜥的食性比已知的更广泛。

represents the prey.

因此在鳄蜥饲养过程中，可模拟鳄蜥在自
然条件下的食谱，除了将蚯蚓等小动物作为主

要食物来源，也可投喂一些其他高能值、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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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捉，甚至个体较大的食物，以避免鳄蜥食物
单一并确保其拥有充足的食物来源。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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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Fig. 1

云南蒙自回收到的环志钳嘴鹳

Recovered Asian Openbill at Mengzi, Yunnan

a. 在回收点附近觅食的钳嘴鹳群体；b. 回收到的环志钳嘴鹳照片。
a. The feeding flock of Asian Openbills near the recover location; b. The picture of recovered Asian Openbill.

图2
Fig. 2

钳嘴鹳迁徙路线

Migration route of recovered Asian Openbi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