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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冠斑犀鸟的种群数量及分布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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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 嘉道理中国保育,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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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西大明山自然保护区, 广西崇左 53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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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广西南宁动物园, 南宁 530007)
7 (海南鹦哥岭省级自然保护区, 海南白沙 572800)

摘要: 冠斑犀鸟(Anthracoceros albirostris albirostris)属于国家II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并且是亚洲热带地区重要的
种子传播者。冠斑犀鸟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曾广布广西西南部中越边境地区, 但其分布范围持续萎缩, 2000年以后
只残存于3个孤立的分布点, 而西大明山林区一直是冠斑犀鸟的主要分布点。为了解此物种在广西的最新分布状
况, 我们于2009年在广西西大明山自然保护区首次进行了冠斑犀鸟的同步调查, 同时调查了当地犀鸟可利用的植
物资源。结果显示至少有50只冠斑犀鸟在当地栖息, 是广西目前最大的种群, 但数量明显呈下降趋势。本文记录
了124种犀鸟可潜在利用的植物, 探讨了广西犀鸟面临的威胁, 并呼吁国家有关部门和科学界加强对中国犀鸟保
育研究的关注。
关键词: 冠斑犀鸟, 种子传播, 保育, 生态, 西大明山, 广西, 中国

Population number and distribution of oriental pied hornbill in Guang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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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riental pied hornbill (Anthracoceros albirostris albirostris) is a State Protected Species and
also an important seed dispersal agent in Tropical Asia. Recent studies show that the range of oriental pied
hornbill in Guangxi ha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the last decades. During the 1970s the species was widespread along the Sino-Vietnamese border but since the 2000s it has been confined to only three isolated areas.
Although the population has declined substantially, Xidamingshan still supports the largest hornbill population known in Guangxi.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species in Guangxi, China, we conducted a simultaneous population survey in Xidamingshan Nature Reserve in 2009. At least, fifty birds were
recorded during survey and 124 plant species are identified as potential food source of the bird. Human disturbance and hunting are the main threats to the species in Guangxi. Further research and conservation of the
species are urgently required.
Key words: Anthracoceros albirostris albirostris, hornbill, seed dispersal, conservation, ecology, Xidamingshan, Guangxi,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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犀鸟属犀鸟目犀鸟科, 是亚洲热带森林的关键

宁明、大新、隆安、靖西、那坡、上思等县(市)(李

种(keystone species), 其巨大体型和超强的飞行能

汉华和申兰田, 1983; 广西动物学会, 1988; 周放和

力使其成为印马界(东洋界)最重要的种子传播者之

周解, 2004)。目前, 冠斑犀鸟在广西的分布范围日

一(Corlett, 1998), 更可能是大型种子植物的唯一传

渐萎缩, 数量急剧下降(周放和周解, 2004; 陈天波

播者, 对热带森林更新和恢复起着关键作用。目前

等, 2007)(国家林业局, 2009), 种群密度估计只有

中国共记录有5种犀鸟, 其中有4种仅栖息于云南靠

0.99–1.28只/100 km2 , 而西大明山林区是其主要分

近中南半岛的热带雨林, 而冠斑犀鸟(Anthracoceros

布点。除20世纪70年代(李汉华和申兰田, 1983)以及

albirostris)( 图 1) 可 东 延 至 广 西 西 南 部 ( 郑 光 美 ,

近年(陈天波等, 2007; 阙腾程等, 2010)在广西西南

2005)。冠斑犀鸟目前被处理为2个亚种: 指名亚种

部保护区进行的冠斑犀鸟分布和数量调查外, 国内

(A. a. albirostris)分布于印度北部、尼泊尔、中国南

鲜有关于野生犀鸟的专门研究和观察报告。且以往

部、中南半岛、马来半岛中北部; 巽他亚种(A. a.

的犀鸟数量均是由1个调查小组于不同时间走访各

convexus)则分布在马来半岛南部、苏门答腊、婆罗

地获得的结果, 这种调查方法对于飞行能力很强的

洲、爪哇和峇里等东南亚岛屿(Kemp, 2001)。虽然

犀鸟, 可能会有较大的误差。

①

冠斑犀鸟分布广泛, 但在中国的分布地是其分布区

Poonswad等(1999)指出, 食物的多样性对冠斑

域的东北缘, 仅于广西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有记

犀鸟是否能够繁殖成功十分关键, 缺乏营巢树洞是

录(郑光美, 2005), 根据1998年所作的调查和估算,

犀鸟繁殖最重要的限制因子。由于亚洲犀鸟偏好取

在 中 国 分 布 区 内 种 群 密 度 估 计 只 有 5–10 只 /100

食 多 汁 的 核 果 、 浆 果 和 无 花 果 类 (Kinnaird &

2

km (郑光美和王岐山, 1998)。属于国家II级重点保

O’Brien, 2007), 而适合营巢的树洞只会在大型乔木

护野生动物, CITES附录II物种, 在国内亦分别被评

上出现。为更准确掌握西大明山冠斑犀鸟种群及其

为易危(郑光美和王岐山, 1998)和近危(汪松和解焱,

利用植物的现状, 以便制定更有效的保育措施, 我

2009)物种。

们开展了首次国内野生犀鸟数量的同步调查。

冠斑犀鸟在广西的首次记录(当时采用的学名
是A. coronatus leucogaster)是1928年在龙州收集的1

1

自然概况

对标本(Yen & Chong, 1937)。20世纪70年代, 冠斑犀

西大明山自然保护区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

鸟曾广泛分布于广西西南部的扶绥、崇左、龙州、

宁市以西约100 km, 即崇左、扶绥、大新和隆安四

图1 广西西大明山保护区的冠斑犀鸟(冯汝君拍摄)
Fig. 1 Oriental pied hornbill in Xidamingshan Nature Reserve, Guangxi. (Photo by Rujun Feng)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厅 (2001) 广西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与监测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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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市 之 间 , 地 理 坐 标 为 22º40'–22º58' N, 107º17'–

在犀鸟活动较频繁的林地内, 随机选取5条50

107º45' E, 由凤凰山林场、小明山林场、礼智林场

m长的样线, 共250 m, 记录样线起点和终点的经纬

和周边地区组成。地层岩石为砂页岩, 土壤为赤红

度, 测量样线内胸径大于10 cm树木的胸径。

壤或山地黄壤。海拔一般为400–600 m, 最高峰为海

2.2

冠斑犀鸟种群数量同步调查

拔1,071 m的西大明山主峰(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厅,

2009年3–11月, 首先对西大明山自然保护区的

1993)。保护区位于热带北缘和亚热带南缘的交汇地

冠斑犀鸟种群进行了5次约20天预调查, 并走访林

带, 年平均气温约22℃, 年降雨量1,151–1,268 mm。该

场的护林员和当地群众, 初步掌握冠斑犀鸟的活动

地区的植被已高度退化和破碎化, 坡地大都已改造成

地点和范围。按照预调查的结果, 在野外划定14个

大片的桉树(Eucalyptus spp.)人工林, 而块状的次生林

调查小区, 并选择视线良好的观察位置或路线。

大多只残存在沟谷中。在2008–2009年的考察期间, 这
些经营性桉树人工林仍在扩展和采伐更新中。

由于当地群众反映冠斑犀鸟在非繁殖季节有
明显集群活动的习性, 故调查安排在非繁殖的冬季

西大明山自然保护区内残存的天然林主要有

进行。对41人组成的调查队先进行培训, 再散布于

两大片区, 分别位于凤凰山林场内的西大明山主峰

14个小区, 于2009年12月15–19日进行同步调查(图

和周边地区(如新灵、罗维、那俄等)以及小明山主

2)。调查队员在天亮前进入预定观察位置, 黄昏后

峰一带(其两侧分别是礼智和小明山林场)。现存的

离开。记录发现冠斑犀鸟的时间、地点(经纬度)和

沟谷次生林主要由橄榄(Canarium album)、秋枫

海拔高度。如果能直接观察到犀鸟, 记录犀鸟的数

(Bischofia javanica)、显脉杜英(Elaeocarpus dubius)、

量、性别、年龄、行为和飞行方向; 如只能听到犀

大叶刺篱木(Flacourtia rukam)和鸭脚木(Schefflera

鸟叫声, 则记录叫声来源和时间, 并估计与犀鸟的

heptaphylla)组成。部分沟谷的底层植被已完全被人

距离。调查小队间保持联系, 核对犀鸟叫声的来源,

工种植的柊叶(Phrynium sp.)和砂仁(Amomum sp.)等

或飞进与飞离小区的时间和方向, 避免重复记录。

取代而严重退化。坡地的次生林则由杜英属

为确保统计数据的一致性和准确性, 在听到来自同

(Elaeocarpus spp.)、橄榄、黄桐(Endospermum chi-

一方向的叫声而未观察到冠斑犀鸟实体时, 记录为

nense)、臀果木(Pygeum topengii)和润楠属(Machilus

1只。调查结束后, 在保护区全区地图的辅助下, 以

spp.)所组成。在退化较严重或开阔的山脊, 林相变

三角定位法比较各小队的调查结果, 排除可能重复

成以木荷(Schima superba)、枫香(Liquidambar for-

记录的个体, 从而分析和统计出西大明山冠斑犀鸟

mosana)、南酸枣(Choerospondias axillaris)、马尾松

种群的最小数量。

(Pinus massoniana)和赤杨叶(Alniphyllum fortunei)
为主。

2

调查方法

3
3.1

结果
冠斑犀鸟利用的植物
野外调查共记录到171种植物, 包括4种蕨、3

西大明山植被及冠斑犀鸟利用的植物调查

种裸子植物、147种双子叶植物和17种单子叶植物,

于2009年8月(3天)及2010年9月(1天)两次到西

其中乔木104种。当地民众曾目击犀鸟取食其中16

大明山, 在几处曾有犀鸟出没的沟谷, 考察植被并

种植物, 大部分为当地常见的树冠层植物, 包括橄

调查犀鸟利用的植物, 通过野外鉴定和标本采集,

榄、垂子买麻藤(Gnetum pendulum)、秋枫、黄桐和

得到一份初步的植物名录。通过与护林员访谈, 也

刨花润楠(Machilus pauhoi)。以果实的类型分析, 冠

特别留意可能被犀鸟利用的植物, 例如能结出多肉

斑犀鸟明显偏好带多汁果肉的核果、浆果和无花果

果实的高大灌木、藤本和乔木。以往对西大明山植

类, 但在村民报告的犀鸟取食植物中, 赤杨叶和罗

物的研究不多, 其中植物学家曾在1998年对小明山

浮锥(Castanopsis fabri)的果实均无多汁果肉, 且此

和礼智林场的植物进行三天的快速调查, 我们参考

食性并未在其他地区的犀鸟研究中发现。此外, 有

其调查报告(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 2005), 分析其中

90种大型灌木、藤本或乔木的果实属带多汁果肉的

能被犀鸟利用的植物种类。

核果、浆果和无花果类, 因而被列作犀鸟的潜在食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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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09年广西西大明山自然保护区冠斑犀鸟调查的监测点分布图
Fig. 2 Survey posts of the 2009 hornbill simultaneous survey in Xidamingshan Nature Reserve, Guangxi

表1 2009年12月西大明山调查的冠斑犀鸟数量
Table 1 Result of the Dec. 2009 Xidamingshan hornbill simultaneous survey
林区
Forest block
西大明山
Xidamingshan

小明山
Xiaomingshan

林场
Forest farm
凤凰山
Fenghuangshan

叫声的记录次数a
Call heard
0

地点
Location
咘练屯(两调查小队) Molian (two survey teams)

目击数量
Individual observed
8+2+2 (3群, 3 flocks)

那俄 Na’e

0

渌井 Lujing

0

6

罗维(两调查小队) Luowei (two survey teams)

4 (1群, 1 flock)

0

新灵 Xinling

0

1

渌井瞭望台 Lujing Lookout

0

0

大明山瞭望台 Damingshan Lookout

0

0

地腰屯 Diyao

0

2

昆峰屯 Kunfeng

3+5 (2群, 2 flocks)

3

洋华屯 Yanghua

0

0

十三岭分场 Shisanling

5

0

妹岜屯 Meiba

0

0

总数 Total

29

14

目击 + 叫声 Observed + Call

43b

礼智
Lizhi

小明山
Xiaomingshan

2

a: 由于同步调查只估算犀鸟的最低数量, 所以每个叫声的来源方向只记作1只。b: 并未包括当地群众在营旺林场发现的1群7只。
a: As the purpose of the survey is to estimate the minimum population size, multiple calls from the same direction were only counted as one individual. b: The seven individuals reported by villagers of Yingwang Forest Farm are not included.

物来源。另外, 还发现犀鸟利用润楠属植物的树洞

动(表1)。目击记录的最大群体为8只, 最小群体为2

营巢(附录I)。样线调查结果表明, 西大明山树木的

只, 平均群大小为4.14 ± 2.11只(N = 7)。冠斑犀鸟基

平均胸径约为27.1±12.6 cm (N=92) 。

本都在保存较好的阔叶林或针阔混交林中活动, 仅

根据植物习性和果实的类型分析1998年的调

有1次是在人工林上飞过。栖息在西大明山林区凤

查结果, 有38种植物是犀鸟的潜在食物来源, 其中

凰山林场的冠斑犀鸟数量较多, 共发现7群25只,

17种未在本调查中记录到, 亦已加插在表内。

尤以咘练屯一带的密度最大, 每天都可以观察到8

3.2

冠斑犀鸟种群数量

只冠斑犀鸟活动觅食。栖息在小明山主峰及附近天

调查队员在野外观察到12群43只冠斑犀鸟活

然林的约有5群18只, 其中礼智林场有4群13只,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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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是冠斑犀鸟最大的分布点。根据访谈当地群众获

本次冠斑犀鸟同步调查为小区绝对数量统计,

得的资料, 20世纪80年代, 冠斑犀鸟在西大明山仍

基本上覆盖了近期西大明山自然保护区冠斑犀鸟

比较常见, 当地人形容几乎每座山都有冠斑犀鸟活

所有活动的位置。在调查期间, 当地群众反映在小

动, 村庄附近的大树上经常有冠斑犀鸟繁殖;

明山林场附近的营旺林场也发现1群7只冠斑犀鸟

1998–2000年冠斑犀鸟的数量下降到80多只(国家林

活动, 但我们并未观察到, 因此推测西大明山自然

业局, 2009); 2004–2006年约53只(阙腾程等, 2010)。

保护区至少有50只冠斑犀鸟。

从本文结果可以看出, 西大明山冠斑犀鸟的种群还

4

讨论与建议

呈下降趋势, 但仍是广西最大的种群。
西大明山冠斑犀鸟种群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偷

冠斑犀鸟被认为是中国分布最广泛也是种群

猎和栖息地的减少或退化。偷猎是导致冠斑犀鸟种

数量最多的犀鸟(郑光美和王岐山, 1998), 曾分布于

群数量减少的直接原因, 偷猎者包括周边村民和进

广西西南部的绝大部分县市(图3)。但从近年对广西

入林区生产的民工, 他们多从事割松香或伐木工

西南部的调查来看, 冠斑犀鸟在广西的大部分历史

作, 工作之余会偷猎野生动物食用。栖息地减少和

分布区已经灭绝, 种群数量亦急剧减少, 野外很难

退化对冠斑犀鸟种群的影响也比较明显。冠斑犀鸟

观察到个体。嘉道理中国保育(嘉道理农场暨植物

主要以果实为食, 家域范围达10 km2以上(Kitamura

园, 2004; Lee et al., 2006)曾在1998–2004年间到华

et al., 2009)。与30年前相比, 西大明山天然林面积

南54个林区(包括广西西南部14个保护区)进行鸟类

已经大幅减少, 而且严重破碎化。在仅存的一些天

调查, 其间只在1998年于弄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

然林中, 大量林冠层乔木, 包括冠斑犀鸟喜食的果

现5只冠斑犀鸟。

树如酸枣等, 也被村民砍伐以促进当地重要林下经

除西大明山外, 2000年后在广西报道有冠斑犀

济作物的生长。此外, 西大明山自然保护区自1982

鸟的还有十万大山(周放和周解, 2004)和弄岗自然

年成立以来, 至今仍未落实保护机构编制, 保护工

保护区(陈天波等, 2007) (图3), 但西大明山林区一

作只能由三个林场的职工兼任。保护区也未曾进行

图3 广西冠斑犀鸟在1970年代和2000年代的分布 (李汉华和申兰田, 1983; 广西动物学会, 1988; 周放和周解, 2004; 陈天波
等, 2007; 本研究)
Fig. 3 Distribution changes of oriental pied hornbill population in Guang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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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规划, 经营区域和保护区域尚未分清, 导致保
护部门在工作中很难进行有效的管理。但是西大明
山的植物种类尚算丰富, 能被冠斑犀鸟利用的植物
超过100种, 加上冠斑犀鸟取食一定数量的动物性
食物(Kinnaird & O’Brien, 2007), 这也许能解释冠
斑犀鸟仍能存活在西大明山的原因。
泰国的冠斑犀鸟营巢乔木平均胸径为80.4 cm
(Poonswad, 1995), 而西大明山树木的平均胸径远
低于此值, 缺乏营巢的大型乔木应该是该地区犀鸟
数量恢复的主要障碍。另一方面, 保护区的天然林
分布较为破碎, 西大明山主峰和小明山主峰的两大
片林区更相隔约十公里。即使犀鸟的飞行能力十分
强, 这两片天然林之间的主要植被是人工林、农地
和灌丛, 人为活动和干扰频繁, 某种程度上可能已
对西大明山自然保护区内的冠斑犀鸟形成阻隔, 限
制了基因的有效交流, 引发近交衰退, 将会长远威
胁当地冠斑犀鸟的存活。
由于云南目前并未有稳定的冠斑犀鸟种群的
报道, 西大明山自然保护区的冠斑犀鸟仍是该物种
在亚洲大陆的最东分布种群, 因此加强对西大明山
的冠斑犀鸟保护具有更特殊的意义。自2009年起,
在西大明自然保护区和嘉道理中国保育的努力下,
开展了广西冠斑犀鸟的保育项目, 踏出了中国犀鸟
保育的新一步。过去数年间, 除了在西大明山保护
区开展犀鸟同步调查和利用植物的初步调查外,
2011年3月在南宁市举办了中国首次以犀鸟保育为
主题的研讨会, Pilai Poonswad教授作为主讲嘉宾,
并亲访西大明山对犀鸟保育项目提供指导。2011年
冬季, 我们在保护区内设置犀鸟人工巢箱, 希望能
增加当地繁殖巢洞的数量, 促进犀鸟种群的恢复。
此人工促进手段在国外繁殖巢洞缺乏的地点如新
加坡已有相当明显的效果(Cramades et al., 2011),
在国内属首次尝试。然而, 西大明山冠斑犀鸟的前
景仍然严峻, 有关部门必须尽快确立保护区边界、
落实保护区编制, 实施更专业有效的保护管理, 才
能保障广西冠斑犀鸟种群的延续。
致谢: 我们感谢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厅野生动植物
保护处对西大明山冠斑犀鸟保育项目的支持, 项目
开展至今更一直得到凤凰山林场、礼智林场和小明山
林场的工作人员大力协助和支持。我们亦特别感谢广
西弄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陈天波和海南鹦哥岭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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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区的护林员参与2009年的冠斑犀鸟同步调
查。最后, 感谢南宁市的冯汝君提供西大明山野生冠
斑犀鸟的照片, 及香港观鸟会Richard Lewthwaite 提
供中国冠斑犀鸟分布的历史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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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I 2009年8月和2010年9月在西大明山自然保护区进行考察记录的植物种类及为犀鸟的利用状况
Appendix I List of hornbill associated plant species recorded in Xidamingshan Nature Reserve in Aug. 2009 and Sept.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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