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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至2018年2月，采用瞬时扫描法和焦点动物取样法对杭州动物园5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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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猩猩冬季的日活动时间分配及行为节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成年雌雄黑猩猩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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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休息行为为主，占比一半左右，而青年雄性黑猩猩以休息行为(36.46%)和移动行为
(34. 72%)为主。成年雌雄黑猩猩的移动行为(/=& 179, P = 0.004)和理毛行为(”=

瞬时扫描法；

10.9, P =0.001)存在显著性差异，休息行为(#=19.507, P<0. 001)存在极显著差异。

日活动行为；

成年和青年雄性黑猩猩的移动行为 (X2 =53.595, P<0.001)、休息行为(/ = 13. 051, P

行为节律

<0.001)、玩耍行为(/ =18.769, P <0.001)和理毛行为(” =19.073, P <0.001)均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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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极显著差异。成年雌雄黑猩猩的觅食行为随时间变化的规律相似，而青年雄性黑猩猩

Winter；

Instantaneous scanning ；

的觅食行为比成年黑猩猩多一个峰值，取食时间晚于成年黑猩猩。成年雌性、成年雄性
和青年雄性黑猩猩的理毛行为在10： 30—11： 30均出现高峰。

Time budget ；
Behavioral rhy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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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winter). Resting was the main activity of adult females and males, accounting for about fifty
perce nt, while resti ng (36. 46%) a nd movin g(34. 72%) were the main activities of young male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moving(x2 =8. 179, P=0. 004)and grooming(x2 = 10. 9, P

=0. 001) between adult male and female chimpanzees, and extreme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resting(x? =19. 507, P <0. 001). There were extreme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moving (x?=
53.595, P<0. 001), resting(x2 =13. 051, P<0. 001), playing(x2 =18. 769, P<Q. 001)and
groomingCx? =19. 073, P<Q. 001)between adult and young males. The feeding of adult females

and males changed similarly with time, while the feeding of young males showed one more peak
than that of adult chimps, and the feeding time was later than that of adult chimps. Grooming be
havior peaked between 10： 30 and 11: 30 in adult females, adult males, and young males.

活动时间分配和行为节律是动物行为学研究的重

要方面，它们跟动物的代谢和能量收支有关 ，又会随
着环境的变化发生改变⑷。食物、温度、种群大小和

社会等级等因素都会影响动物的活动行为UT
黑猩猩(Pan

O

troglodytes )属灵长目(Primates ),人

科(Hominidae),黑猩猩属。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

提供第一手资料 ，也为迁地保护和人工繁殖扩大种群

提供科学依据。

1研究地点
本研究在杭州动物园(29。11，—30。33,

N,

118。21，—120。30隹)进行，杭州属亚热带季风气候，

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将其列为濒危(EN)等级，华

四季分明，雨量充沛。黑猩猩活动场分为内、外展厅

盛顿公约(CITES)将其列入附录I中。野生黑猩猩分

和内室，其中内展厅面积约200

布在非洲赤道附近，生活在潮湿炎热、地势不高的草
原及半落叶的树林中同。由于伐木、开垦等原因，黑

600 m2,内、外展厅均有绳索、高低不同的木架 、假

猩猩的栖息地在不断丧失 ，种群数量也在逐渐下降。

满足动物的日常睡眠、治疗等功能，不做参观。内展

1967年野生黑猩猩的数量有60万只，1997年数量下

厅和内室地面铺有刨花和树叶 ，此外还有地暖，供冬

降为20万只⑵，至今为止，黑猩猩的数量仍在不断

季保温使用。

减少。除了就地建立保护区，保留原生的栖息地以
外，迁地保护也是拯救濒危物种的重要途径，而动物

mS外展厅面积约

树、吊床等供其攀爬玩耍；内室有数十个单独笼舍，

2研究方法
杭州动物园共有9只黑猩猩，选择其中一个种群

园是迁地保护的主要形式之一。目前，国内对圈养黑
猩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疾病防治 ［8-9\丰容前后行为

为研究对象，包括2只成年雄性、2只成年雌性和1只

对比少-⑴等方面，对黑猩猩的日行为活动并没有相

青年雄性。冬季8：

关的研究。本文通过对圈养黑猩猩的日行为及时间分

后，转到外展厅，16：

配进行研究，旨在初步建立圈养黑猩猩行为谱，进一

间分别在8：

步了解其行为习性和活动规律，为黑猩猩的饲养管理

对黑猩猩进行预观察,构建黑猩猩的行为谱(表1)。

30进入内展厅，10： 00气温升高
30进入内室，每天饲喂2次，时

30和16： 00。结合灵长类动物的行为,

表1圈养黑猩猩的行为类别及其描述
Tab. 1 Behavior types and descriptions of captive Pan troglodytes

描述 Describtion

行为类型 Behavior type
休息Resting

个体的位置没有发生改变，包括坐、躺等

觅食Feeding

个体寻找食物、吃下食物的行为

理毛Grooming

个体独自理毛和个体间相互理毛的行为

移动Moving

个体的位置发生改变的行为，例如行走、攀爬等

玩耍Playing

个体间相互追逐打闹的行为以及个体拿起丰容物玩的行为

其他Others

排便、筑巢、乞食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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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至2018年2月，设定8：

30—

16： 30为观察时间，采用瞬时扫描取样法(instantane
ous and scanning sampling)和焦点动物取样法 (fou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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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进行了连续校正(continuity

correction)。

3研究结果

sampling)观察黑猩猩的行为并进行记录。将观察时间

3.1不同性别、年龄的黑猩猩各行为时间分配及特

按照5

征比较

min分成许多取样间隔，每5 min对每个黑猩

猩个体正在发生的行为进行记录 。研究期间，设

通过对成年雌性、成年雄性、青年雄性黑猩猩行

8： 30- 16： 30的数据为1组，每只黑猩猩有16组

为的分析，发现成年雌性和成年雄性黑猩猩的各个行

数据。使用Excel对数据进行统计，以各行为频次占

为时间分配大致相同。其中，休息行为所占比例均为

总行为频次的百分比表示。频次统计公式：P

= (4/

最高，占比一半左右；其次是觅食行为和移动行为 、

Bj +A2/B2 + - +An/Bn)/N x 100% ,其中 P

为某时

理毛行为、玩耍行为和其他行为所占比例较低。

间段的行为频率，A为目标行为在某时间段观测到的

而青年雄性黑猩猩和成年雌雄黑猩猩的各个行为

频次，B为某时间段观测到的行为样本总频次，N为

时间分配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青年雄性黑猩猩的

某时间段的观测天数。用SPSS

21. 0对数据进行分析,

休息行为和移动行为占比较高 ，均达到三分之一。其

用卡方检验比较成年雌性、成年雄性黑猩猩和青年雄

次为觅食行为、玩耍行为和理毛行为，其他行为所占

性、成年雄性黑猩猩之间的各行为出现的频次差异，

比例较低(表2)。

分析时对2

x 2列联表中理论频数大于等于1且小于5

表2圈养黑猩猩日行为时间分配及卡方检验结果
Tab. 2 Daily behavior time distribution and chi-square test results of captive Pan troglodytes

卡方检验 Chi-square test
行为类型

成年雌性/%

成年雄性/%

青年雄性/%

成年雌性与成年雄性

成年雄性与青年雄性

Behavior type

Adult female

Adult male

Young male

Adult female and adult male

Adult male and young male

/

P

P

休息 Resting

54.78

45.58

36. 46

19. 507

P<0. 001

13. 051

P<0. 001

觅食 Feeding

21. 18

21.26

17. 54

0. 003

0. 959

3. 341

0. 068

7. 29

11.29

4. 86

10.900

0. 001

19. 073

P<0. 001

移动Moving

14. 33

1&75

34. 72

& 179

0. 004

53. 595

P<0. 001

玩耍 Playing

1.39

2. 18

6. 25

2. 011

0. 156

18. 769

P<0. 001

其他Others

1.04

0. 95

0. 17

0. 004

0. 834

2. 360

0. 124

理毛 Grooming

注：P<0.001表示极显著差异，0.05 <P <0.001表示显著差异，P>0.05表示差异不显著
Notes: P <0. 001 means extreme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0. 05 < P < 0. 001 mean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 > 0. 05 mean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将成年雌雄黑猩猩的行为用卡方检验表明，二者

8： 30—9： 30, 15： 30—16： 30o而青年雄性黑猩猩

的休息行为存在极显著差异，移动行为和理毛行为均

的觅食行为出现3个峰值，分别在8：

存在显著性差异，觅食行为、玩耍行为和其他行为差

9： 30—10： 30,

异均不显著。
成年雄性和青年雄性黑猩猩的卡方检验表明，二

在群体中地位最低，饲喂时在其他个体吃完后才敢上

者的移动行为、休息行为、玩耍行为和理毛行为均存

15： 30—16： 30o

30-9： 30,

青年雄性黑猩猩

前，所以觅食行为的峰值比成年黑猩猩稍晚。
成年雌性黑猩猩的移动行为在一天中较为平缓,

在极显著差异，觅食行为和其他行为差异均不显著。

成年雄性黑猩猩的移动行为比成年雌性波动稍大 ，二

3.2黑猩猩的日行为节律

者均在9：

将黑猩猩的日行为节律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发现
成年雌雄黑猩猩和青年雄性黑猩猩的各个行为随时间

青年雄性黑猩猩的移动行为在各个时间段占比均很

30—10： 30和14： 30—15: 30出现峰值。

变化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其中成年雌雄黑猩猩的觅食

高，在13： 30—14： 30出现低谷。
成年雌性雄性黑猩猩和青年雄性黑猩猩的理毛行

行为呈现出相似的变化规律，两个峰值分别在

为在10：

30—11： 30之间均出现高峰，成年雌雄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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猩猩理毛行为的另一个峰值分别为 15：

30—16： 30和

原因之一⑴］,以往的研究表明，灵长类的食性分为
虫食性、果食性和叶食性 ，其中叶食性灵长类的休息

14： 30—15: 30(图 1,图 2,图 3)。

时间所占的比例最大 ，觅食或移动所占的比例则较

少⑴「⑷。黑猩猩属于杂食性灵长类 ，野生的黑猩猩

80
70
60
50
40

食果量占56%-70%,食叶量占18%,其他食物占
11%-23% ［6］；杭州动物园黑猩猩水果类食物

53. 5% ,根菜类食物 21. 1%，叶菜类食物15.5%,

粮食、坚果类食物9.9%。在不同地点，野生黑猩猩

3o
2o

的觅食时间也有所不同，在贡贝，黑猩猩每天大约

1O

56%的时间在觅食少］,在马哈尔山，黑猩猩觅食的

O

时间约30%
9

11

10

12

14

13

15

16 时间/Time

图1圈养成年雌性黑猩猩日行为节律
Fig. 1 Daily behavioral rhythm of captive adult female Pan troglodytes

［16］ o同一个研究地点，不同学者研究出

的觅食时间也有差异，Yamakoshi和Takemoto研究的
觅食时间分别是40%和25.

6% ［17-18］。这种差异可能

是由于季节、食物量的变化造成的。圈养条件下，黑

猩猩觅食行为减少，是因为每天定时投喂食物，它们

不必像野生黑猩猩那样费力寻找 ；休息行为增多，可

能是由于活动空间明显缩小，而且杭州冬季较为寒
冷，休息可以减少能量消耗，也是对环境条件的一种

蛊

$

适应。此外，阳光充足时，它们会仰面平躺在地面上
晒太阳，笼养的松鼠猴(Saimiri

sciureus )、卷尾猴(Ce-

bus capucinus)、野生的黑叶猴(Trachypithecus francoi-

Si)等其他灵长类也有出现过这种行为 ［19-20］,大部分

都发生在冬季，是动物获取热量的主要途径之一。
9

10

11

12

13

14

15

16 时间/Time

图2圈养成年雄性黑猩猩日行为节律
Fig. 2 Daily behavioral rhythm of captive adult male Pan troglodytes

4.2各行为的性别和年龄差异

不同性别、年龄的黑猩猩之间存在活动时间分配
的差异。研究中发现2只成年雄性黑猩猩在刚进入展

厅时，经常会沿整个场地行走 ，类似巡视领地的行

为，这与其他圈养黑猩猩领域行为的记录相似归］,
而成年雌性和青年雄性黑猩猩并未记录到这种行为 。

成年雄性黑猩猩的移动行为显著高于雌性 ，可能是由

于雄性的领地意识比雌性要强，或是圈养环境缺少竞

争压力，雌性的领地意识弱化。此外，成年雌性黑猩
猩的移动行为低于成年雄性，青年雄性的休息行为低
于成年雄性，这与马哈尔山国家公园野生黑猩猩的研

究结果相似口刃。本研究中，青年雄性的玩耍行为高
9

10

11

12

13

14

15

16 时间/Time

于成年雄性，马哈尔山野生青年雄性黑猩猩的社群行

图3圈养青年雄性黑猩猩日行为节律

为高于成年雄性 ，有学者认为，幼年灵长类的活动、

Fig. 3 Daily behavioral rhythm of captive young male Pan troglodytes

玩耍行为高于成年，是更好地适应社会的表现⑺〕，

4讨论

从这些行为中，它们能够学到生存技能。不同的是,
本研究中，不同性别、年龄黑猩猩的觅食行为无显著

4.1行为时间分配

食物的可获得性是影响动物活动时间分配的主要

差异，而马哈尔山野生成年雌性黑猩猩觅食的时间比

成年雄性多，休息的时间比成年雌性多，青年雄性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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猩猩觅食的时间也多于成年雄性3],这一差异可能

cology, 1991, 2(2) : 143 -155.

[5]

(3) : 326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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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雄性黑猩猩之间相互理毛的次数最多，其次是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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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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