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 土 与 自 然 贾 源 研 究 
· 7O · TERRITORY ＆ NATURAL RESOURCES STUDY 2000 No 

文章编号： I删 3—7 8 53<2131111)0I一007 0—02 中固分类号： Q9 89 7 2 2 文献标识码： A 

，一 基金项目：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 一 一
黑龙江省东方白鹳人工招引及种群恢复对策研究 

? 
韭盐竖 丁永 郑立升． 姜永奇， 冯德剐， 孔祥锋． 温光砚． 挑小平． 秦秀云 
【黑龙江省鹤北林业局．黑龙江 鹤岗 1541G0) ，、 一 f 

fj ／ 

摘要：l末方白鹳属大型水禽．由于环境变迁．其数量越来越少．至 90年代袖．黑龙江省末方白鹳繁殖种群 

已不足 5o只．到了绝迹的边孽：为了挽救末方白鹳．恢复其野生种群．除进行大量的生态学研究，} 还利 

用人工巢对东方白鹳进行了招引．至 t999—06全省共有4个保护区进行 了人工招引工作．共建人工襞l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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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Yian—hal DING Yong—liang．ZHENG Li—sheng．JIANG Yong—qi，FENG De—gang~ 

K0NG Xiang—I；eng．WEN Guang—yam YA0 Xiao—ping~QIN Xiu—yun(Hebei Forestry bu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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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aet：Th0 population of Siberian white Stork (Ciconia bo),riana】WaS investigated and the 

artificial attraction was done jn Heilon gIian g ProviBCe． I 1 l artificial nests had been built fron 

1992 IO 1999 in four natura1 reserves in Heilongjaing Pi"Ovilice．24 nests were used by storks．1．he 

SUCCESS rate was l9．82％． M eanwhile．the resumption methods of Sibe rian W hite Stork were studied． 

Key words：Siberian White Stork conJa boyciana)：artifi~ia1 attraction；resumption 

l 资源现状 

东方 白鹳 (Ciconia boyciana)属鹳形 

目 鹳科的大型水禽。繁殖于我国东北和俄罗 

斯等地 ．越冬于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为黑龙 

江省的夏候鸟 60年代韧．每年均有数百对 

东方白鹤在黑龙江省繁殖．在洪河 自然保护区 

和长林岛自然保护区每年繁殖 个体均在百只以 

上。但 由于垦沼造 田．乱砍滥伐．东方白鹳栖 

息地遭到极大破坏 ．栖息环境 习益恶化．加之 

乱捕滥猎．其数量锐减 70年代韧长林岛 自 

然保护区东方 白鹳 已经绝迹 ． I 986年春 ．黑 

龙 江省珍稀水禽航 空调查仅见东方 白鹳 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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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9O年代韧调 查 垒省 东方 白鹳 不足 O 

只 ：洪河 自然倮区仅余 3巢 ：扎龙 自然保护区 

已绝迹 (表 1) 东方 白鹳在黑龙江省已濒临 

绝迹 亟待加以保护 为了挽救东方 白鹳．恢 

复其在黑龙江省的种群数量．除对其进行数量 

分布、种群现状 、年周期 、繁殖生态及行为研 

究讣．科学工作者和保护区科研人员对东方白 

鹳的人工招引进行了尝试 ．并取得了令人满意 

的效果 ．使我省东方 白鹳资源得到了一定程度 

的恢复 ．目前黑龙江省东方 白鹳的夏季种群 已 

超过 100只．仅洪河保护区繁殖种群就近 3O 

只． I 997年 ．洪河 自然保护区东方 白鹳夏季 

集群达 2 82只 (其中繁殖 个体 30只) 

表 1 黑龙江省东方自鹤繁殖数量统计 只 

2 巢 区 生境 

东方白鹳喜栖于河沼棋布．草木茂密 ．且 

有高大乔木供其筑巢繁殖的地带 ．其采食地为 

河泡边缘及苇塘的浅水处 ．或常年积水的沼泽 

草甸 水草茂盛．水流平缓．永生生物种类丰 

富 可为东方白鹳提供觅食及隐蔽场所．是人 

工招引时要首先考虑的因素 

3 人 工巢设 置 及招 引结果 分析 

在设置人工巢之前 ．先对东方 白鹳栖息地 

进行全面调查．确定晟佳巢址 巢址应距公路 

或居民区 500 111以上 ．或有树林遮掩．隐蔽性 

好 或在人迹难 至的沼泽中心、距水濂较近． 

粜间距在 l 000 m 以上 ．以保证其有足够的领 

域 

要选择适当的乔木做 为巢址 ．如杨 、柳 、 

桦 、榆 、栎等 选择适当的树权 、将多余的枝 

极全都去掉 ．然后 瑁铁丝将粗树枝固定．用树 

枝、蒿杆 、草茎等做成巢基 如无合适乔术 ． 

可立木杆或水泥杆 ．在顶部设置平 台或铁丝筐 

供东方 白鹳筑巢 至 1999—05在省 内4个 自 

然保护区共制人工巢 I11个．已有 24巢被利 

用 ．其中洪河 自然保护区 66个人工巢被利用 

20个：兴凯湖 自然保护区 6个人工巢被利用 2 

个 ：三江 自然保护 区 24个人工 巢被 利用 2 

个 ：扎龙 自然 倮扩 区 1 5个人工 巢均未 被刭 

甩 

4 保护及种群恢复措施 

(1)加强法制管理 加强公众教育 ．提高 

全民的爱 鸟 护鸟意 识．为东方白鹳提供一个 

安全 ．宁静冉匀栖息生境 

(2)选 择适宜的地区建立人工巢 ．招引更 

多的东方 白鹳来黑龙江省栖息繁殖．如长林岛 

和雁窝岛 自然保护 区这些 曾有东方白鹳繁殖且 

每年秋季仍有十数只东方白鹳来此栖息．应加 

强人工招 引工作 

(3)建立东方白鹳人工繁育及种群恢复基 

地。洪河 自然保护区是我国 目前繁殖东方白鹤 

的最大集群地．应将此区建成东方白鹳的人工 

繁育和种群恢复基地 ．对东方 白鹳进行人工饲 

养繁殖 ．放归大 自然 ．以增 加野生种群的数 

量 

(4)进一步开展科学研究．加强国际合作 

和交流、为东方白鹳的保护及种群慨复提供理 

论基础和科学依据 ．促进 我国动物保护事业的 

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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