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

2017, 25 (4): 364–371

doi: 10.17520/biods.2016378

Biodiversity Science

http: //www.biodiversity-science.net

•综述•

海鸟种群的人工招引与恢复技术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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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全球多数海鸟种群处于受胁状态。针对这一状况, 鸟类学家根据海鸟的繁殖习性, 借助于人工招引技术恢
复海鸟的种群及营建适宜的栖息地。海鸟人工招引技术主要包括社群吸引技术和雏鸟转移技术两大类。社群吸引
技术是在人为选择和改造的栖息地内利用假鸟模型和声音回放吸引附近海鸟前来栖息的方法; 雏鸟转移是将恢复
种群的雏鸟转移到改造好的栖息地内, 利用海鸟的成长地依赖性, 促使其在繁殖期主动回到生长地繁殖。这两种
方法已在全世界16个国家和地区的64种海鸟, 一共171多个招引项目中得到了应用。在具体应用中, 应该因地制宜,
针对不同的海鸟种类和繁殖习性选择合适的方法, 可单独或结合使用。不论采用何种方法, 都应开展充分的前期
研究, 选择并营造适宜的繁殖栖息地, 严格控制天敌, 密切监测, 及时排除威胁因素, 确保繁殖成功。我国沿海繁
殖海鸟正面临多种威胁, 海鸟种群缩小和栖息地丧失严重, 海鸟人工招引技术的应用为我国沿海繁殖海鸟种群及
其栖息地的恢复带来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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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st seabird species are threatened or endangered. To restore their populations and breeding habitats, ornithologists have developed two major active seabird restoration techniques: social attraction and
chick translocation. With social attraction, decoys and acoustic vocalization playback are used to lure breeding seabirds to the restoration site. In chick translocation, the chicks of focal species are translocated and
reared at the restoration site with the goal that they will return and breed at the release site. We conducted a
worldwide search and found 171 projects conducted in 16 countries/regions to restore 64 seabird species.
These techniques are used either independently or in combination, depending on the breeding biology of the
target species. For both methods, managers are encouraged to understand the species’ breeding ecology and
preferred nesting habitat. Habitat management, predator control and close monitoring are key steps to assure
the success of the restoration. The breeding seabirds of China’s coast face many threats and their populations
and habitats have decreased rapidly in recent decades. Active seabird restoration techniques can help to expand ranges and provide resilience to threats by starting new nesting coloni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Key words: seabird; breeding habitat; population restoration; social attraction; chick trans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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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海鸟又称海洋鸟类, 是对那些适应海洋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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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咸水中觅食的鸟类的总称(Schreiber & Burger,
2001)。海鸟种类较多, 形态和行为多样。海鸟一般

第4期

周晓等: 海鸟种群的人工招引与恢复技术及其应用

365

寿命较长, 繁殖较晚, 窝卵数较少; 多数具有集群

自然恢复的方法时间跨度很长, 往往从项目开始到

营巢的习性, 集群中的个体数量少则十多只, 多达

见效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时间。这样的项目周期

数百万只; 许多海鸟具有长途迁徙的习性; 部分远

对于实施方来说是很大的挑战, 一方面需要做长期

洋种类, 除了繁殖季节外, 大部分时间都在外海活

的监测, 另一方面, 在这十多年和数十年的等候过

动(Gaston, 2004)。海鸟类群的界定并不是很清晰。

程中, 经过消除天敌和修整的栖息地可能还会发生

狭义上, 海鸟只包括企鹅目和鹱形目全部种类, 鹈

变化, 仍然需要进行长期的维护和监测(Nogales et

形目除蛇鹈外的全部种类, 以及鸻形目中的贼鸥

al, 2004; Donlan & Wilcox, 2007; Howald et al,

科、鸥科、燕鸥科、剪嘴鸥科和海雀科鸟类。广义

2007)。更大的困难还在于, 这样需要长期投入但难

上, 海鸟有时也包括在海洋环境栖息的鸊鷉科、潜

以见效的项目很难争取到经费的支持。因而在世界

鸟科、瓣蹼鹬科、鹭科、鹮科和鸭科的部分种类

范围, 虽然有科学家尝试海鸟种群的自然恢复, 但

(Gaston, 2004)。大部分鸟类学家接受狭义的海鸟定

真正实施的很少(Jones et al, 2011)。而人工招引的方

义。按照传统的鸟类分类系统, 全世界列入海鸟类

法由于项目周期相对较短, 且效果明显, 而且在种

群的共有4目14科78属335种(Schreiber & Burger,

群恢复的同时, 也可进一步促进栖息地的维护和恢

2001)。

复。因此, 这一方法在世界各地得到了普遍的应用。

由于人类活动所导致的食物减少、环境污染、
渔网误捕、捡食鸟蛋和捕捉幼鸟、外来物种引入和

鉴于上述原因, 本文主要针对海鸟种群的人工招引
和恢复技术及其应用进行介绍。

栖息地受损等原因, 全球接近1/3的海鸟种群濒临

海鸟种群人工招引和恢复的尝试始于20世纪

灭绝(IUCN, 2009)。其中分布范围狭窄、因全球气

70年代在美国缅因州海湾北极海鹦(Fratercula arc-

候变化和海水酸化造成栖息地面积缩减、质量下降

tica)种群的再引入。该项目的最初目的是恢复那些

的海鸟种群的受胁状况尤其严重(Croxall et al, 2002;

由于人类开发或外来种入侵而消失的种群(Kress,

Frederiksen et al, 2004)。鸟类学家提出了海鸟种群

1998), 进而应用到解决因鱼鸟冲突、栖息地受损而

恢复计划来保护受胁海鸟。海鸟种群恢复计划是通

需要迁移的燕鸥繁殖种群(Hasegawa & Watkinson,

过人为的干预措施提升海鸟栖息环境的质量(Kress,

1982; Roby et al, 2002; Parker et al, 2007)。该方法目

1998)。海鸟种群恢复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保护海鸟物

前已经在世界范围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是海洋鸟类

种和数量, 更重要的是恢复海洋生态系统的功能,

种群人工恢复的重要途径。

促进生态进程, 使海鸟栖息环境、海洋营养物质循

近年来, 由于浙江韭山列岛针对极危鸟类中华

环和陆生生态系统相统一, 为共生物种创造更加适

凤头燕鸥(Thalasseus bernsteini)人工招引项目的成

宜的生存环境(Jones & Kress, 2012)。成功的海鸟种

功(陈水华和范忠勇, 2013), 以及三亚海鸥招引项目

群恢复项目可以扩大受胁种群的生存范围, 恢复其

的实施, 海鸟人工招引技术及其应用现状引起了广

种群数量, 尤其是那些遭受人类活动和天敌捕食的

泛 关 注 (http://www.sanyarb.com.cn/content/2016-07/

影响而濒临消失的种群(Jones et al, 2011)。

24/content_224832.htm)。Jones和Kress (2012)对此前

目前, 海鸟种群恢复基本上针对海鸟繁殖栖息

世界范围的海鸟人工招引和恢复项目进行了较为

地和繁殖种群的恢复, 主要存在两大途径: 一是自

全面的介绍, 在此基础上, 我们通过文献查阅、专

然恢复途径(passive seabird restoration), 即着眼于

家咨询等多种方式补充了最新资料, 全面介绍海鸟

营造和恢复海鸟曾经的适宜栖息地, 消除海鸟繁殖

种群人工招引和恢复技术及其应用, 为我国海鸟多

岛屿上的威胁因素, 包括人为引入的哺乳动物, 特

样性的研究、保护和管理提供借鉴。

别是鼠类等对海鸟繁殖具有严重威胁的外来有害
生物, 停止旅游、生产等人为活动, 修整栖息地以

2

海鸟种群人工招引和恢复技术

适合海鸟繁殖等, 等候海鸟通过自然扩散和栖息地

海鸟种群人工招引和恢复技术可分为雏鸟转

选择重新回到原有的繁殖地。另一途径是人工招引

移技术(chick translocation)和社群吸引技术(social

恢复(active seabird restoration), 即在恢复栖息地适

attraction) (表1)。雏鸟转移主要针对那些有强烈恋

宜性的基础上, 辅以人工方法吸引海鸟前来栖息。

家(出生地)倾向的海鸟, 这些海鸟一般不需要双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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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海鸟种群人工招引和恢复两种主要技术对照表
Table 1 Comparisons between the two major techniques of active seabird restoration
雏鸟转移技术 Chick translocation

社群吸引技术 Social attraction

原理
Overview

转移雏鸟至目标岛屿, 人工饲育直到飞行离开。利用海鸟
对生长地的依恋倾向, 吸引这些雏鸟长大后回归目标岛屿
繁殖
Transfer seabird nestlings to the target island, and rear them
until they fledge. The released birds may return to the restoration site. This method is best for species that demonstrate
strong natal site philopatry.

在目标岛屿上布置模型诱饵和声音回放设备, 利用
集群海鸟的社群吸引行为吸引附近海鸟前来栖息繁
殖
Decoys and audio playback systems are deployed at the
restoration site to attract adult colonial seabirds, which
select their breeding site by using social information.

技术要点
Key techniques

雏鸟人工抚育及野外放飞
Chick rearing and release

假鸟的布设及声音回放设备的安放
Decoys and audio playback system deployment

适用范围
Preferred species

具有恋家倾向的、易于人工饲养、穴居型海鸟, 如信天翁
和海燕等
Species with strong natal site philopatry such as albatrosses
and storm-petrels

集群性较强, 雏鸟需双亲后期抚育的海鸟, 如燕鸥和
海鸥等
Colonial breeding species with weak natal site philopatry such as terns and gulls

局限性
Limitations

需投入较大人力物力用于雏鸟饲育; 不恰当的饲育和运输
可能对雏鸟造成伤害; 取得成功周期相对较长
Labor intensive and expensive because of the need for chick
tending stewards; great care during transport and chick rearing to reduce mortality to chicks; may take many years to
achieve restoration because most species do not breed until
they are five or more years old.

见效快, 繁殖群的形成有滚雪球效应, 但除了燕鸥和
海鸥等集群性较强的海鸟, 其他海鸟招引成功率相
对较低
Colonization around decoys and audio speakers may
happen quickly as the first breeders help to advertise the
location of the colony, but a relatively lower success
rate for other species except for terns and gulls.

见效期
Establishment period

5–10年
5–10 years

1–5年
1–5 years

抚育, 因此易于人工饲养。雏鸟转移需要将幼雏迁

鸟繁殖期声音的回放吸引海鸟来此繁殖。这项技术

移到目标岛屿上, 人工饲育直至飞行离开。这些海

是由美国奥杜邦协会(National Audubon Society)的

鸟会对成长的环境留下记忆, 有可能在性成熟后回

Stephen Kress博士提出, 并首先应用到缅因湾招引

归成长地繁殖, 甚至带动其他同种鸟类的个体一起

普通燕鸥(Sterna hirundo)和北极燕鸥(S. paradisaea)

过来, 从而达到人工招引的目的(Miskelly & Gum-

的项目上(Jones & Kress, 2012)。

mer, 2013)。雏鸟转移由于涉及雏鸟人工抚育和野外

社群吸引技术的具体步骤和方法如下:

放飞, 因而需要投入较大的人力和物力。而且一般

(1)选择合适的岛屿。岛屿的选择和拟吸引的鸟

限于以鱼类或反刍食物为食的鸟类, 如信天翁和海

类种类有关。建议在该物种的潜在繁殖区或历史繁

燕等。对于需要双亲后期抚育的鸟类, 比如燕鸥,

殖区选择招引栖息地。在选择的岛屿上根据需要改

雏鸟转移的方法则不合适。

造栖息地的坡度、植被密度和高度等环境特征, 以

社群吸引技术是目前开展海鸟种群恢复的最

保证可以随时监控整个繁殖种群。在开始招引活动

主要手段。它主要是通过吸引繁殖期的成鸟到人为

之前, 应清除岛上所有对繁殖海鸟具有威胁的物种,

规划的栖息地进行筑巢繁殖(Jones & Kress, 2012)。

包括蛇、鼠等天敌。在招引区附近搭建隐蔽的监测

由于全球95%以上的海鸟都具有集群性, 这意味着

站, 在不惊扰海鸟的情况下进行持续的观察。

它们会被同种或其他生态习性相近的海鸟吸引而

(2)招引栖息地的改造。监测人员根据海鸟繁殖

聚集繁殖(Rolland et al, 1998), 先期到达栖息地的海

所需的生境对环境基质进行改造, 如土壤、岩石和

鸟就可以作为活的诱饵吸引更多的海鸟前来。社群

植被比例, 洞穴, 植被高度等。在已经改造好的栖

吸引技术通常将模型诱饵和声音回放设备相结合,

息地上布设假鸟模型、声音回放设备等, 引诱附近

模型多用于昼行性的海鸟, 声音则对昼行性和夜行

岛屿栖息或经过的海鸟。在监测营地观察整个繁殖

性海鸟都有吸引作用(Jones & Kress, 2012)。

区是否存在监测盲区, 如果存在, 在监测盲区附近

社群吸引技术应用比较广泛, 主要是利用海鸟
集群性的特点(Rolland et al, 1998), 在其繁殖期到

安装视频监控设备, 以便于全面了解整个栖息地的
状况。

来之前, 选择一个合适的岛屿, 人为改造成适宜海

(3)招引栖息地的监控和保护。海鸟被引诱来此

鸟繁殖的生境, 利用假鸟、假蛋、人造洞穴以及海

繁殖后, 要保持持续监控, 制止非法捡蛋和登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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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3)。

4
4.1

典型案例
美国缅因州北极海鹦和燕鸥的招引工作

察岛上栖息地周围是否有其他海鸟存在并监测其

历史上, 位于美国东北部缅因州的Eastern Egg

行为对招引海鸟繁殖是否有影响。根据岛上实际情

Rock岛是北极海鹦曾经栖息繁殖的岛屿, 但19世纪

况随时清除对招引海鸟产生威胁的因素, 包括捕食

末以后它们从这个岛屿上消失了(Kress, 1997)。

性动物的抓捕、猛禽的驱赶等。

1973年Stephen Kress博士等人选择了这个岛屿作为

(4)招引栖息地附近区域的调查。确认招引栖息

招引海鹦的地点, 期望它们可以重返这个岛栖息繁

地附近是否还存在其他繁殖群体, 以进一步评估和

殖。他们首先把幼年海鹦转移到Eastern Egg Rock

分析招引的效果。

岛上饲育, 希望它们性成熟以后可以返回该岛进行

3

海鸟种群人工招引技术的应用

繁殖。12年间, 他们共转移了954只雏鸟, 其中940
只进行饲育后成功离巢。4年后, 当年饲育的北极海

截至2016年底, 应用海鸟人工招引技术的国家

鹦开始回归。8年后, 也即1981年, 5对北极海鹦来此

和地区有16个, 涉及64种海鸟、171个招引项目(表

筑巢繁殖。这是近百年来首次飞来此地繁殖的海鹦

2)。所招引的海鸟涵盖了19.1%的海鸟种类, 其中

(Kress & Nettleship, 1988)。他们随后又在岛上布置

41%的种类濒临灭绝。在这些项目中, 18个项目采用

了许多假鸟来吸引海鹦。截止到2009年已经有123

了雏鸟转移法, 12个项目只使用了假鸟, 19个只使

对北极海鹦在Eastern Egg Rock岛上筑巢繁殖(Kress

用了声音回放, 9个项目结合使用了雏鸟转移和声

et al, 2009)。

音回放, 3个项目结合了雏鸟转移和假鸟, 76个项目

北极海鹦并不是缅因湾唯一消失的鸟类。20世

结合了假鸟和声音回放, 9个项目结合了声音回放

纪初以前, 燕鸥在缅因湾的栖息地和数量是很多的,

和人工洞穴。

但从1914年以来, 经过人类猎杀、天敌捕食和其他

在已知招引结果的112个项目中, 75个项目取

鸥类竞争等因素的影响, 燕鸥种群濒临灭绝(Kress,

得了成功。其中, 仅使用声音回放、雏鸟转移和假

1997)。随着海鸟种群恢复项目的提出, 1980年当地

鸟的项目, 成功率分别为42% (n = 19)、87.5% (n = 8)

政府为恢复燕鸥种群, 决定在Eastern Egg Rock岛

和44% (n = 9)。而使用多种方法结合的, 招引成功

开展燕鸥人工招引项目。与北极海鹦招引不同的是,

率则可达80%以上(n = 56)。从鸟类类群来看, 不同

燕鸥的雏鸟不适合人工迁移和饲育, 必须选择新的

类群的人工招引的成功率也存在差异。鹱科鸟类招

招引方法。这次他们尝试实施的是社群吸引技术,

引成功的比例最高, 达81% (n = 16), 燕鸥科招引成

这项技术也是由Stephen Kress博士发明的。他们首

功率为71% (n = 55), 鸥科为64% (n = 11), 海燕科

先清除了岛上所有对燕鸥有威胁的捕食动物(Kress,

60% (n = 10), 鸬鹚科37.5% (n = 8), 信天翁科33%

1983), 然后在岛上布设了假鸟模型和非攻击

表2 海鸟人工恢复项目在世界各地的应用和分布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active seabird restoration projects worldwide
国家/地区 Country/region

项目数 Number of projects

国家/地区 Country/region

项目数 Number of projects

加拿大 Canada

6

威尔士 Wales

1

美国 United States

91

法国 France

1

墨西哥 Mexico

24

南极洲 Antarctica

3

厄瓜多尔 Ecuador

1

日本 Japan

2

百慕大群岛 Bermuda

3

中国大陆 China mainland

4

英属维尔京群岛 British Virgin Islands

3

中国台湾 Taiwan, China

2

苏格兰 Scotland

1

澳大利亚 Australia

2

爱尔兰 Ireland

4

新西兰 New Zealand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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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声音的回放设备, 以此来吸引成年燕鸥筑巢繁

的Malheur湖。这是一个内陆的淡水湖, 历史上也曾

殖。在整个繁殖期间岛上监测人员持续不断地对栖

经有过红嘴巨燕鸥繁殖的记录。近年来, 亚洲鲤鱼

息地进行监控, 并对燕鸥的天敌、竞争者和栖息地

(包括从亚洲引进的鲤鱼(Cyprinus carpio)、青鱼

内植被进行管理控制。当年很快就吸引普通燕鸥和

(Mylopharyngodon piceus)、草鱼(Ctenopharyngodon

北极燕鸥来此筑巢(Kress, 1998)。到了1981年, 粉红

idella)、鲫鱼(Carassius auratus)等多种鱼类)在美国

燕鸥(Sterna dougallii)也被吸引而来筑巢。截至2010

多地泛滥成灾, 其中也包括Malheur湖野生动物保

年, 在Eastern Egg Rock岛的人工招引栖息地上繁

护区。如何控制亚洲鲤鱼的生长和扩张成了当地管

殖的燕鸥包括714对普通燕鸥、83对北极燕鸥和82

理部门头痛的问题。东沙岛红嘴巨燕鸥招引的成功

对粉红燕鸥(Kress et al, 2009)。此后, 相继有大约12

经验给了他们启发, 他们尝试用红嘴巨燕鸥来控制

项类似的招引项目在缅因湾实施, 许多海鸟种群得

亚洲鲤鱼的种群扩张。该项目仍由俄勒冈州立大学

以回归。

的Daniel Roby教授的团队负责实施。他们在湖中央

4.2

美 国 俄 勒 冈 州 红 嘴 巨 燕 鸥 (Hydroprogne

caspia)繁殖群的人工迁移

建造了一个人工岛, 岛上铺设了沙子适于红嘴巨燕
鸥的繁殖栖息, 并配置了假鸟、声音回放设备和人

1997年, 鸟类学家发现越来越多的红嘴巨燕鸥

工监测木屋。项目实施的第一年即成功地从哥伦比

聚集到美国西北部俄勒冈和华盛顿州交界的哥伦

亚河口吸引了大群的红嘴巨燕鸥前来栖息繁殖。

比亚河口的Rice岛进行繁殖(Collis et al, 2002)。在这

Malheur湖的招引成功不仅意味着红嘴巨燕鸥种群

里, 这些红嘴巨燕鸥大量捕食同样受胁的大马哈鱼

和栖息地的扩大, 也意味着哥伦比亚河口鲑鱼的增

(Oncorhynchus keta)和虹鳟(Oncorhynchus mykiss)的

加以及Malheur湖亚洲鲤鱼的减少。最近几年, 东沙

幼苗, 引起了渔民和渔业部门的担忧。为了缓解日

岛和Malheur湖成功的经验在俄勒冈州和加利福尼

益严重的鱼鸟冲突, 1999年俄勒冈州立大学渔业与

亚州得到了更多的推广, 是野生动物管理特别是解

野生动物系Daniel Roby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在Rice

决鱼鸟之争或利用鸟类控制鱼类扩张的成功典范

岛下游21km, 靠近哥伦比亚河口的东沙岛为红嘴

(Bird Research Northwest, 2015)。

巨燕鸥重建了一块繁殖栖息地。他们把岛边的植被

4.3 新西兰Mana岛穴居海鸟和岛屿生态系统的恢复

移除, 露出了下面的沙地(红嘴巨燕鸥喜爱的栖息

新西兰的许多海岛曾经是穴居海鸟(如鹱科、海

环境), 在沙地上布设了太阳能电板和声音回放设

燕科和鹈燕科鸟类)的繁殖栖息地。然而, 由于人为

备, 并布置了380只假鸟, 以吸引Rice岛上的红嘴巨

影响, 许多海鸟逐渐从这些海岛上消失。这不仅导

燕鸥来东沙岛繁殖。经过两年的时间, 红嘴巨燕鸥

致了世界上近半数的鹱类处于濒危状态, 更有11种

全 部 从 Rice 岛 迁 移 到 了 东 沙 岛 繁 殖 (Roby et al,

甚至达到了极度濒危的程度(Croxall et al, 1984)。繁

2002)。在东沙岛繁殖的红嘴巨燕鸥由于更靠近河口

殖海鸟的区域灭绝所影响的不仅是海鸟本身, 同时

海域, 食物的种类更加多样。1999和2000年, 在Rice

也对所处的岛屿生态系统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穴居

岛繁殖的红嘴巨燕鸥食物中, 大马哈鱼和虹鳟幼苗

海鸟通过筑巢穴居和踩踏植物改变岛屿的地表和

的比例分别高达77%和90%, 而1999、2000和2001

植被, 并通过粪便、呕吐物、弃蛋和尸体等将海洋

年东沙岛繁殖的红嘴巨燕鸥食物中大马哈鱼和虹

营养物转移到陆地上(Smith, 1976), 很大程度上影

鳟幼苗的比例分别下降到了46%、47%和33%, 而且

响了岛屿生态系统, 包括植被、无脊椎动物、爬行

红嘴巨燕鸥的繁殖成功率也有了明显的提高(Roby

类和鸟类(Hawke et al, 1999)。Mana岛曾经有多种穴

et al, 2002)。东沙岛的燕鸥招引项目, 成功实现了红

居海鸟繁殖, 但由于外来种入侵和农业生产活动,

嘴巨燕鸥繁殖群从Rice岛到东沙岛的迁移, 大大缓

海鸟从Mana岛上消失了。为了恢复海鸟及岛屿生态

解了鱼鸟矛盾。

系统, 海岛管理部门决定在Mana岛实施穴居海鸟

随着红嘴巨燕鸥种群的扩大, 它们对鲑鱼资源

的恢复项目(Miskelly, 1999)。项目从1993年开始, 首

造成了威胁。2011年, 又一场红嘴巨燕鸥的大迁移项

先招引的是鹈燕(Pelecanoides urinatrix)。他们先在

目开始实施(Intermountain Communications, 2012)。

岛上播放鹈燕的叫声, 1997–1999年间, 连续从其他

这次的项目地点是位于俄勒冈州东南部荒漠地区

繁殖地转移了239只雏鸟到Mana岛上(Miskell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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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ylor, 2004)。到2004年, 有20只曾经在Mana岛饲

的问题, 关于如何恢复海鸟种群及其栖息地, 欧美

育长大离开的鹈燕回到了Mana岛。2008年, 至少有

国家尤其是北美较早开展了这方面的探索。雏鸟转

10对鹈燕在岛上繁殖。从1997–2008年, 他们一共在

移和社群吸引等人工招引技术就是这一探索的重

岛上进行了8种鹱类的人工招引, 其他还包括仙锯

要成果。海鸟种群的人工招引和栖息地恢复技术的

鹱 (Pachyptila turtur) 、 灰 脸 圆 尾 鹱 (Pterodroma

应用, 为受威胁和濒临灭绝的海鸟带来了福音。尤

macroptera)、新西兰圆尾鹱(P. pycrofti)、查岛圆尾

其是社群吸引技术可以在短时间内有效恢复海鸟

鹱(P. axillaris)、红圆尾鹱(P. magentae)、棕嘴鹱

种群数量并扩大其生存范围, 这对于那些种群数量

(Puffinus gavia)和澳洲鹱(P. huttoni)。共有1,791只雏

减少、生存范围缩小、繁殖栖息地被破坏的燕鸥科

鸟转移到Mana岛的人工巢穴进行喂养, 有1,546只

种群的恢复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长大离岛。截至2009年, 至少已有68只鸟类性成熟

5.1

后返回Mana岛繁殖(Miskelly et al, 2009)。
4.4

浙江韭山列岛极危鸟类中华凤头燕鸥的人工

招引和种群恢复

社群吸引技术的应用要点和局限
成功的社群吸引技术需要多方面的保证: 一是

对消失不久的物种进行招引, 这样可以充分了解其
栖息环境; 二是必须有合适的岛屿用于招引, 不同

中华凤头燕鸥是燕鸥科鸟类中数量最少的种

种类的海鸟繁殖所需的栖息环境是不同的, 包括各

类, 全球种群数量不到50只(Delany & Scott, 2002),

种地表条件、洞穴、植被覆盖度和高度、树木等因

被IUCN列为极危物种。中华凤头燕鸥在1937年青

素, 所选岛屿必须具备可供改造的条件; 三是要有

岛采集到最后标本之后长达60多年销声匿迹, 直到

足够的时间来提前布置整个栖息地, 由于假鸟模型

2000年在马祖列岛意外被发现混群在大群大凤头

诱饵通常只对昼行性海鸟有作用, 而声音对昼行性

燕 鸥 (Thalasseus bergii) 中 进 行 繁 殖 (Liang et al,

和夜行性海鸟都有作用, 所以社群吸引技术通常需

2000)。2004年浙江自然博物馆陈水华等(2005)在浙

要用假鸟模型与声音相结合的方式来吸引海鸟, 这

江韭山列岛考察时发现了中华凤头燕鸥的繁殖群

就需要在海鸟繁殖期到来之前有充足时间摆放假

体, 该繁殖群体在2007年因遭遇人为捡蛋后离开

鸟模型以及声音回放设备; 四是要在布置完成栖息

(Chen et al, 2009, 2010)。为了有效保护中华凤头燕

地以后清除整个岛上所有对海鸟有威胁的物种, 并

鸥繁殖群体, 2013年, 浙江自然博物馆联合美国俄

在繁殖期内监测是否有遗漏的危险物种和猛禽; 五

勒冈州立大学和象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在韭山列岛

是针对不同海鸟和不同繁殖时期制作并布设不同

实施了中华凤头燕鸥和大凤头燕鸥种群的人工招

的假鸟模型并调整模型密度, 如需要也可在栖息地

引和恢复项目。项目组选定铁墩岛作为招引栖息地,

内布设镜子, 通过反射增加假鸟的密度; 六是在整

经清理和改造, 模拟了中华凤头燕鸥和大凤头燕鸥

个繁殖期, 岛上监测人员需要不间断观察, 随时监

的繁殖生境, 布设假鸟模型和鸟声回放音响设备,

控各种条件的变化, 并根据情况及时解决问题

并在铁墩岛对面的积谷山设营地观察。当年成功吸

(Parker et al, 2007)。

引了19只中华凤头燕鸥和2,000多只大凤头燕鸥来

比较而言, 单纯使用假鸟和单纯使用声音回放

此繁殖, 最终有1只中华凤头燕鸥雏鸟和600多只大

招引的成功率并不高, 分别仅为44%和42%。如果将

凤头燕鸥繁殖成功离岛。2014年开始, 在铁墩岛修

两者结合, 则成功率可达80%以上。

建观察和生活营地, 监测人员进驻招引岛屿, 实现

虽然社群招引技术成功的案例很多, 但是其局

了全天候监测。2014年有13对中华凤头燕鸥和1,000

限性也比较明显。这项技术目前多用于对燕鸥的招

多对大凤头燕鸥繁殖成功, 2015年被招引并成功繁

引恢复项目, 并且多数取得了成功。这是因为燕鸥

殖的中华凤头燕鸥上升到16对, 大凤头燕鸥1,000

对假鸟模型和声音的反应比其他海鸟更迅速, 往往

对(陈水华等, 2015)。连续3年的招引成功对中华凤

第一年就可以招引成功; 再者, 燕鸥很少显示出对

头燕鸥种群数量的恢复具有重大意义。

出生地的依恋, 这就方便在新的栖息地上进行招引

5

讨论
海鸟种群受胁和栖息地的丧失是一个世界性

(Jones & Kress, 2012)。燕鸥种类多、分布广, 一个
项目的成功会带动类似项目的实施。社群吸引技术
应用在其他海鸟的招引上不那么成功, 主要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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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海鸟对模型或者声音的反应不够迅速, 往往需

玄燕鸥(Anous stolidus)和扁嘴海雀(Synthliboramp-

要较长时间来适应新的栖息地, 使得整个项目周期

hus antiquus)等。然而, 由于我国沿海普遍存在人为

较长, 容易出现资金困难。所以, 应用社群吸引技

干扰、海洋污染、过度捕捞、台风、鼠害和蛇害等

术招引海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政府或有关组织的

多种威胁因素, 海鸟的繁殖区域和岛屿在缩减, 包

重视和资金的供给是整个项目中最重要的方面。

括中华凤头燕鸥等多种国际受胁物种和国家重点

雏鸟转移技术的应用要点和局限

保护物种在内的海鸟种群数量明显下降(陈水华,

比较而言, 雏鸟转移一般需要5年以上才能初

2010)。目前, 应用社群吸引技术在浙江韭山列岛实

见成效, 十多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监测才能确认成效,

施的大凤头燕鸥和中华凤头燕鸥人工招引和种群

对于那些性成熟较晚的海鸟尤其如此。缅因湾的北

恢复技术取得了初步成功。社群吸引和雏鸟转移等

极海鹦招引, 4年之后才有当年的海鹦回归, 8年之

海鸟人工招引技术在北美、欧洲和新西兰等地被广

后才有第一个个体繁殖, 35年之后, 繁殖对才达到

泛应用, 并取得显著成效。这些技术的应用对于我

100。因而雏鸟转移技术需要有长久的计划和足够

国沿海海鸟的种群及其栖息地的恢复具有重要的

的耐心。其次, 雏鸟转移对栖息地有特殊的要求,

借鉴意义。

5.2

由于适于雏鸟转移的多属于穴居海鸟, 目标岛屿上
应有适于筑巢繁殖的洞穴。此外, 雏鸟转移要求人

致 谢 ： 感 谢 墨 西 哥 岛 屿 生 态 保 护 组 织 的 Yuliana

工饲育雏鸟, 针对不同的海鸟采取针对性的人工饲

Rocío Bedolla Guzmán博士和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

育技术, 以免造成雏鸟不必要的死亡。

的Daniel Roby教授提供部分资料和信息。

5.3

我国海鸟人工招引和种群恢复展望
在实施海鸟人工招引项目中, 应针对拟招引的

鸟类及其栖息地开展较为具体的前期研究, 包括目
标鸟类的栖息地类型、巢位选择对策、繁殖时间表
和基本繁殖信息和行为等。所选择的栖息地一定要
适合于目标鸟类的繁殖和栖息, 周边环境和食物资
源应可以满足整个繁殖群的需要。必须综合考虑栖
息地适应性、食物资源、人为干扰、天敌风险以及
工作便利等多种因素。特别是应根据目标鸟类的生
态习性选择适合的招引方法, 切忌盲目开展。此外,
在不同地区开展招引, 天敌风险不尽相同。虽然猛
禽、蛇和鼠类等动物是海鸟最普遍的威胁因素, 但
针对具体项目, 仍应开展具体的调研。条件允许的
话, 近距离全天候的监测, 可以有效掌握天敌等威
胁因素。在项目实施过程中, 及时了解鸟类的动态,
排除威胁因子, 是海鸟招引成功的关键。
中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 跨越亚热带和温带气
候区, 众多的无人岛屿可以为海鸟提供良好的繁殖
和栖息的场所。根据现有的文献和调查资料, 在我
国海域岛屿繁殖的海鸟计有4目13科25种(陈水华,
2010)。其中包括白额鹱(Calonectris leucomelas)、黑
叉尾海燕(Oceanodroma monorhis)、海鸬鹚(Phalacrocorax pelagicus)、黑尾鸥(Larus crassirostris)、中
华凤头燕鸥 、 大凤头燕鸥 、 粉红燕鸥 、 黑枕燕鸥
(Sterna sumatrana)、褐翅燕鸥(S. anaethetus)、白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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