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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容对博士猴行为的影响
郑晓敏，汪丽芬，黄汶文，张　欣

（杭州动物园，杭州 ３１０００８）

摘　要：丰容能提升动物适应性和繁殖成功率，从而提高动物福利。为缓减动物间的打斗受伤情况并
延长取食时间，在杭州动物园对博士猴进行食物、气味和环境丰容试验，记录丰容前、丰容中博士猴的

行为频次。结果表明：丰容中博士猴活动、觅食、玩耍、休息、探究行为频次与丰容前无显著差异（Ｐ＞
０．０５），但是群体间追逐次数减少，觅食时间延长，观察到的受伤次数减少。说明丰容能减少群体间
追逐打斗行为，延长取食时间。

关键词：博士猴；丰容；行为

　　中图分类号：Ｓ８６５．３＋１　　　　　　　　　文献标识码：Ａ

　　德氏长尾猴（Ｃｅｒｃｏｐｉｔｈｅｃｕｓｎｅｇｌｅｃｔｕｓ）又名白臀长
尾猴，由于其下巴处长有一撮白毛，像老学者的样

子，又昵称博士猴。博士猴隶属于灵长目（Ｐｒｉｍａｔｅｓ）
猴科（Ｃｅｒｃｏｐｉｔｈｅｃｉｄａｅ）长尾猴属（Ｃｅｒｃｏｐｉｔｈｅｃｕｓ），主要
分布于非洲中部的安哥拉、喀麦隆、赤道几内亚、埃

塞俄比亚、肯尼亚等地，属杂食性动物［１］。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文素质的提高，人们对动物
福利的关注度不断提高，丰容也已成为动物园发展

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五类：社

群丰容、认知丰容、环境丰容、感知丰容和食物丰

容［２］，适宜的丰容能够改善圈养动物的生理和心

理［３］，提高动物的学习能力，减少压力，增加行为多

样性，改善健康状况［４］，提高其生物学功能，如生殖

成功率和适应性，从而提高其福利水平［５］。丰容的

过程一般包括设定丰容目标，根据目标制订丰容计

划并实施，依据评估效果调整丰容计划［６］。因此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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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是一个动态过程。

　　灵长类动物会因打斗出现手指、手掌、嘴唇、手
臂等部位的损伤，有时伤口会长达８～１２ｃｍ，也会面
临截肢的风险［７－９］。成年个体间的打斗也会导致幼

仔受伤，如头部顶骨破裂损伤［１０］。２０１７年杭州动物
园饲养着一对博士猴，呼名博博和士士。在２０１７年
１１月２４日引进一只雄性博士猴，呼名猴猴。自２０１９
年４月２４日以来，３只博士猴屡见打斗受伤的情况。
为缓解博士猴的打斗受伤情况、延长取食时间，进行

了本次丰容，主要包括食物、气味和环境丰容，现报

道如下。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动物饲养情况
　　３只博士猴博博、士士、猴猴，来源于杭州动物园。

饲养笼舍规格为７．０ｍ×８．０ｍ×５．０ｍ，游客参
观面为玻璃，规格为７．５ｍ×２．５ｍ，玻璃下方０．５ｍ
是水泥墙，上面是木头栅栏装饰。参观面的对面为

带有假山的水泥墙面，两面为栅栏加不锈钢网结构。

有２个约１．５ｍ×１．０ｍ×１．０ｍ的巢箱，笼舍顶部有
一条与笼舍等长的隔离通道，宽 ×高为 １．２ｍ×
０．８ｍ。博士猴已对游客脱敏，在行为观察期间为避
免饲养员干扰，在０８：３０前清扫完笼舍并安装好丰
容器材，０９：３０、１４：３０投喂食物并进行食物丰容。常
规食物包括树叶、苹果、香蕉、梨、花瓜、胡萝卜、葡

萄、番茄、橘子、红枣，还有鸡蛋、玉米、馒头、窝窝头。

　　博士猴尾长与身体等长或更长，士士、猴猴尾巴
断掉变短。身体健康状况良好。３只博士猴出生时
间及性别情况见表１，玩耍情景见图１。

表１　３只博士猴出生时间及性别情况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ａｇｅａｎｄｓｅｘｏｆｔｈｒｅｅＣｅｒｃｏｐｉｔｈｅｃｕｓｎｅｇｌｅｃｔｕｓ

呼名 出生时间 性别

博博 ２０１５ ♂
士士 ２０１６ ♀
猴猴 ２０１６ ♂

图１　博士猴玩耍情景

Ｆｉｇ．１　ＰｌａｙｉｎｇｔｉｍｅｏｆｔｈｒｅｅＣｅｒｃｏｐｉｔｈｅｃｕｓｎｅｇｌｅｃｔｕｓ

１．２　丰容情况
　　食物丰容：取食器（ＰＶＣ管、毛竹筒、塑料球）、新
奇食物（常规饲料外的水果、树叶）、食物串（用扎带、

铁丝将食物串起）。

　　气味丰容：气味麻袋（风油精、香水）、榴莲壳。
　　环境丰容：刨花、树叶、小石子放置于大竹篮中；
长ＰＶＣ管秋千、木条秋千、竹排秋千。
　　丰容物中长绳梯、铁链、消防水带吊床安装以后
不再拆卸，固定不动。食物丰容、气味丰容、环境丰容

每天更换，以不同组合方式进行。铁链除起到链接

作用、动物攀爬外还可以随意悬挂取食器。丰容物

的悬挂位置视博士猴的学习能力进行调整，逐步增

加取食难度。环境丰容前中照片见图２、图３。
１．３　行为频次观察情况
　　行为观察于０８：３０—１６：３０进行，采用瞬时扫描
记录法，间隔时间５ｍｉｎ，记录各项行为的频次，每天
每个动物记录行为总频次９６次。计划丰容前、丰容
中各观察５ｄ。丰容前对３个个体观察３ｄ（２０１９年
７月４—６日）后，在进行第４天（７月７日）观察时，
猴猴由于受伤被隔离，行为观察被迫停止。４ｄ后对
博博、士士进行了观察（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１—１２日）。丰
容中对３个个体观察５ｄ（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５—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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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丰容前照片

Ｆｉｇ．２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

图３　丰容中照片

Ｆｉｇ．３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

　　前期根据行为预观察制订以下行为谱：（１）活
动。动物以移动、爬行、跳跃形式发生明显位置变

化。（２）觅食。寻找食物、取食、进食、饮水行为。
（３）玩耍。摆弄栖架、丰容器具等，行为幅度大，但没
发生明显位置变化。（４）理毛。舔手行为，给自己、
同伴理毛，理与被理均记为理毛。（５）休息。长时间
未发生位置变化（超过１ｍｉｎ）。（６）探究，对视同伴，

对视隔壁笼舍动物，但无行为动作，无目的张望

（１ｍｉｎ内发生位置变化），行为幅度小（主要集中在
手指）地拨弄栖架、丰容器具等。（７）追逐。动物相
互间追赶，追与被追均记为追逐。（８）其他。打哈
欠，与游客、隔壁笼舍动物互动，舔玻璃上的水。

１．４　数据的统计分析
　　用Ｅｘｃｅｌ软件整理博士猴每天的行为频次数据，
采用ＳＰＳＳ软件中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Ｕ的非参数检验对
数据进行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丰容前、丰容中博士猴群体及个体的行为频次
　　与丰容前相比，丰容中群体的觅食、玩耍、休息、
探究行为增加，但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丰容中活
动、理毛、追逐行为减少，其中理毛行为显著减少

（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丰容前、丰容中博士猴群体的行为频次

Ｔａｂ．２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ｔｈｒｅｅＣｅｒｃｏｐｉｔｈｅｃｕｓｎｅｇｌｅｃｔｕ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ｄｕｒｉｎｇ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 次·ｄ－１

时间 活动 觅食 玩耍 理毛 休息 探究 追逐 其他

丰容前（３ｄ） ５２±６ ５２±８ １０±５ ５２±６ ５８±１４ ５１±１４ １０±９ ２±１
丰容中（５ｄ） ４４±５ ６７±１４ １６±３ ３０ ±１０ ７６±１７ ５３±６ ５±５ １±１

　　注：数据肩标表示丰容前、丰容中差异显著（Ｐ＜０．０５），无肩标表示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

　　博博丰容中理毛行为显著低于丰容前（Ｐ＜
０．０５），士士丰容中活动行为显著低于丰容前（Ｐ＜
０．０５），其他行为丰容前、丰容中均无显著差异（Ｐ＞
０．０５）。３只博士猴理毛行为在丰容后均比丰容前减
少，可能与博博、士士的休息、觅食行为增加有关。

只有猴猴丰容中的活动行为增加、休息行为减少。

见表３。丰容持续了１个月，仅观察到猴猴脚后跟处

有个１～２ｃｍ的小伤痕，比丰容前受伤次数减少。
２．２　猴猴对博博、士士行为频次的影响
　　猴猴不在群体中时，博博活动、觅食、理毛、探究
行为增加，玩耍、休息、追逐行为减少，但差异不显著

（Ｐ＞０．０５）；士士觅食、休息行为增加，活动、玩耍、理
毛、追逐行为减少，但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见
表４、表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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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丰容前、丰容中博士猴个体的行为频次

Ｔａｂ．３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Ｃｅｒｃｏｐｉｔｈｅｃｕｓｎｅｇｌｅｃｔｕ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ｄｕｒｉｎｇ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 次·ｄ－１

个体 时间 活动 觅食 玩耍 理毛 休息 探究 追逐 其他

博博
丰容前（３ｄ） １６±４ ２１±２ ３±１ １５±３ １９±７ １９±４ ２±２ ２±２
丰容中（５ｄ） １３±４ ２５±６ ５±３ ６ ±４ ２７±８ １９±６ １±２ ０±０

士士
丰容前（３ｄ） ２３±２ ２０±４ ５±３ １９±３ １４±４ １３±５ ４±４ １±１
丰容中（５ｄ） １５ ±１ ２８±３ ４±２ １７±５ ２１±１０ １３±８ １±１ １±１

猴猴
丰容前（３ｄ） １３±７ １２±３ ３±２ １８±１１ ２６±１１ １９±１４ ４±３ １±１
丰容中（５ｄ） １５±４ １８±７ ５±２ １３±５ ２４±４ ２０±３ ２±２ １±１

　　注：数据肩标表示丰容前、丰容中差异显著（Ｐ＜０．０５），无肩标表示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

表４　猴猴在与不在群体中时博博的行为频次

Ｔａｂ．４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ＣｅｒｃｏｐｉｔｈｅｃｕｓｎｅｇｌｅｃｔｕｓＢｏｂｏｗｈｅｎＨｏｕｈｏｕｉｎａｎｄｏｕｔｏｆｔｈｅｇｒｏｕｐ 次·ｄ－１

时间 活动 觅食 玩耍 理毛 休息 探究 追逐 其他

丰容前的前３ｄ １６±４ ２１±２ ３±１ １５±３ １９±７ １９±４ ２±２ ２±２
丰容前的后２ｄ ２３±４ ２５±２ １±０ １７±２ １１±１ ２０±１ １±１ １±１

　　注：两段时间之间数据均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

表５　猴猴在与不在群体中时士士的行为频次

Ｔａｂ．５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ＣｅｒｃｏｐｉｔｈｅｃｕｓｎｅｇｌｅｃｔｕｓＳｈｉｓｈｉｗｈｅｎＨｏｕｈｏｕｉｎａｎｄｏｕｔｏｆｔｈｅｇｒｏｕｐ 次·ｄ－１

时间 活动 觅食 玩耍 理毛 休息 探究 追逐 其他

丰容前的前３ｄ ２３±１ ２０±４ ５±３ １９±３ １４±４ １３±５ ４±４ １±１
丰容前的后２ｄ １５±１ ２８±３ ４±２ １７±５ ２１±１０ １３±９ １±１ １±１

　　注：两段时间之间数据均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

３　小结与讨论

３．１　丰容前、丰容中博士猴群体及个体的行为频次

　　丰容中博博、士士休息行为增加，可能与环境温

度有关系。丰容前３ｄ的观察时间为 ２０１９年 ７月

４—６日，丰容中观察时间为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５—２９日。

７月初刚进入夏天，８月底正值盛夏，丰容中的环境

温度比丰容前高。觅食、休息行为增加使得理毛行

为显著减少，在 ＰＶＣ＋轮胎丰容中黑猩猩的梳理行

为也显著减少［１１］。

　　博博、士士在丰容中活动行为减少、休息行为增

加，猴猴则活动行为增加、休息行为减少。虽然行为

的分配受到环境温度的影响，但是猴猴还能直观地

表现出正向行为增加，表明丰容最有利于猴猴的行

为展示。丰容对处于劣势地位的动物来说是有利

的，丰容物的使用分散了群体动物间的注意力，使得

地位低的动物有更多的机会去觅食、活动。

３．２　猴猴对博博、士士行为的影响

　　在丰容前第４天，猴猴受伤被隔离。猴猴也可

以看作是博博、士士的社群丰容对象。猴猴不在群

体中时博博、士士的觅食时间增加，群体间的追逐行

为减少。由此可以考虑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将猴猴

换笼饲养。猴猴不在群体中时博博的正向行为增

加，活动、理毛行为增加而休息行为减少，士士活动、

理毛、休息行为的变化和博博相反。因此，猴猴作为

社群丰容对象在群体中时，士士的正向行为增加，对

于士士来说更有利，但不利于博博。性格不同的个

体在相同的环境下会有不同的行为表现，在丰容中

的表现也都不同［１２］。这也是基于它们之间的关系造

成的，群体中博博占主导地位，猴猴地位最低，猴猴

和士士关系尚好、互动较多，都惧怕博博。因而丰容

前先了解动物个体的性格、年龄、性别、地位等状

况［１３］是很有必要的。

　　环境温度对行为分配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１４］，

很遗憾本次由于猴猴的隔离，不能按计划完成丰容

前的观察。丰容中博士猴觅食行为均增加，追逐行

为均减少，达到了预期目的。对猴猴来说丰容效果

较好，说明丰容对处于低地位的动物最有利。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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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的动物对相同的丰容物会有不同的表现，社群

丰容也需要考虑动物的性格。

　　丰容是一个动态过程，需要不断的评估再完
善［６］，也希望后期能根据群体的状况，如繁殖期、是

否有幼仔等具体情况开展针对性的丰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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