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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目前世界上较流行的四种不同的野生东北虎监测方法，同时力求研究、寻找适宜
我国监测野生东北虎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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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没有资料，由于逻辑分析上的不可行性，此种方

野生动物物种之一。目前在俄罗斯境内有４３１—

法不能估计东北虎“占有”。但是这种方法比较经

５２９头野生东北虎（达尔曼等，２００６），而在中国

济，是虎监测的一种原始简单的方法。当东北数量

境内的野生东北虎则不足２０头（于孝臣等，２０００；

极低，使用这种方法是有意义的。被动监测方法效

李彤等，２００１）。随着东北虎及其猎物密度的不

果的好坏主要依靠我们是否能够不断完善这种系

同，其监测方法在理论上至少包括以下四种：被动

统：监测网络范围需覆盖所有老虎潜在的生境，监

东北虎（Ｐａｎｔｈｅｒ

ｔｉｇｒｉｓ

的监测方法（建立东北虎信息收集网络）、占有估

测强度适中和需要训练有素的监测员等。此方法适

计方法（ｏｃｃｕｐａｎｃｙ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基于足迹的俄罗

宜于景观尺度和特定区域的监测。

斯方法和照相机诱捕方法（ｃａｍｅｒａ ｔｒａｐｐｉｎｇ）。上述

１．１监测区域划分
以下是就我国东北虎分布现状和潜在的东北虎

四种方法是随着虎密度增加而依次排列（当虎密
度最低时，被动的监测最为适宜；当虎密度最高

栖息地等划分的监测区域和监测样点。

时，机诱捕法较为适宜）。下面就简单介绍这四种

１．１．１黑龙江省

不同的监测方法。

根据黑龙江省东北虎分布状况，可确定４个地

１被动监测方法

区（完达山东部、老爷岭南部、老爷岭北部、张

即建立东北虎信息收集网络，监测网络所收集

广才岭南部）１２个监测区域：１）东方红林业局；

的资料能证明东北虎的存在及出现与否。系统建立

２）迎春林业局；３）饶河；４）绥阳林业局南部；

在大量受过良好训练的监测员的基础上。通过信息

５）穆棱林业局；６）东宁林业局；７）绥阳林业局

网络，监测员能及时获知所负责的东北虎分布区内

北部；８）八面通林业局；９）鸡东南部；１０）东

东北虎的活动情况，同时能够记录虎出现的信息

京城林业局西部；１１）大海林林业局西部；１２）

（足迹、捕食等），开展相应的保护工作。这种方

宁安县一小北湖。在这１２个监测区域内选择近年

法得出的老虎数量比实际老虎数量低。当老虎不是

有虎活动的区域作为监测样点，共３６个，样点一

本地的定居虎，而是在某地以短时间或不稳定的形

般以林场为界（张恩迪，２００５），在此不作详细介

式出现时，这种方法比较适宜。

绍。

因为此方法仅能收集到东北虎出现时的信息，

１．１．２吉林省
．１０５·

万方数据

根据吉林省东北虎分布和潜在分布状况，可确

虎家域（雄性非定居虎）最大值。其他所有虎个

定如下３个地区（大龙岭区、哈尔巴岭区、张广

体的家域都比此数值小，虎猎物家域更小。东北虎

才岭区）ｌＯ个监测区域：１）珲春林业局；２）汪

在一天内能移动到０—５０ｋｍ的任何一个地方，其

清东部；３）敦化东部（大黑岭臭皮沟）；４）汪清

主要在晚问活动。在早上，沿着好的（可能发现

县西北（百草沟）；５）安图县北部（二青，东

东北虎的）路径移动和搜寻，就很有可能发现动物

北）；６）延吉（屯田）；７）安图；８）敦化北；

的踪迹（粪便，足迹等等）。仅仅那些森林（东北

９）蛟河（蚊河北沟一关门砬子，双山五里步屯）；

虎能生存的地方）覆盖率大于１０％，且其中森林

１０）黄泥河林业局的团北林场。可在监测区域内

板块达到一定面积的栅格才能被取样。因为老虎不

选择近年有虎活动的区域作为监测样点。

能生存在小于一定面积的森林板块中，即使它们偶

１．２监测人员组成

尔经过这些板块。为了减少栅格间检测概率的异质

监测人员可由专业技术人员和当地职工组成。

性，调查努力（行走距离）同老虎生境量（方格

每个专业技术人员负责一个或两个监测区域，

中森林覆盖率）成正比。

指导当地监测员开展工作，并负责邻近区域虎的潜
在生境的访问调查和保护宣传工作。

Ｏｃｃｕｐａｎｃｙ

ｓｕｒｖｅｙ调查方法是测量真实占有而

不是利用强度。我们猜想这种调查方法提供了范围

每个监测样点可吸收一名值得信赖和具有野外

在２０％一８０％的占有估计而不会产生所有的方格

工作经验的当地职工作为监测员，负责该样点的监

都被占有的结果。当老虎长期居住某个地方时，应

测工作，定期上山进行样线调查并收集有关资料。

用这种方法就比较合适。占有调查的方法是由

１．３人员培训

ＷＣＳ印度项目主任Ｕ．Ｋａｒａｎｔｈ发明的，这个方法

当地监测员要接受定期培训。培训内容主要是

需要进一步的调整以适应中国的虎监测，它是一种

样线布设、足迹识别、痕迹测量、痕迹保存、数据

可以实现的景观尺度的虎调查方法。

收集、有关表格填写和信息处理等方法。

３俄罗斯足迹监测方法

２

占有估计监测方法（ｏｃｃｕｐａｎｃｙ ｓｕｒｖｅｙ）
占有估计调查方法是一种快速发展的野外监测

俄罗斯监测方法是基于足迹丰富度、分布和特
点估计东北虎数量的，有着长期进化历史，适应俄

技术。Ｗｉｌｌｉａｍｓ等（２００２，２００３）提出了这种调查

罗斯东北虎监测的一种复杂的监测方法。这种对东

设计的基本框架。其Ｍａｃｋｅｎｚｉｅ Ｒｏｙｌｅ模型是以多度

北虎密度的监测方法适用于特定区域的监测。也可

作为一个主要因素来估计占有概率变化，此模型应

以用在虎整个景观的监测。

用于东北虎及其猎物的调查监测上是有效的。占有

３．１

调查（Ｏｃｃｕｐａｎｃｙ ｓｕｒｖｅｙ）的主要目的是测量“真
实生境占有”（在适应性管理框架下，经过多年监

决的是我们不知道专家估计和真实密度之问的关系

测，能够了解东北虎及其猎物的多度变化）。

虎数量及虎分布监测
这种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多问题。其中最难以解

（没有修正值），我们也不知道老虎足迹数量（这

占有调查所需时间为４—６个月，调查问隔为

种监测方法得到的结果）和老虎真实密度的关系，

２—５年，也可一年调查一次。考虑到取样区间的

虽然我们很希望这种关系是线性关系，但是目前我

大小、财力、人力等情况，一般决定占有的方法是

们还不能证实，将来我们可能能决定这种关系，当

利用足迹（踪迹）调查，而不是“照片一陷阱”

我们借鉴这种方法时，我们必须十分小心，要了解

（ｃａｍｅｒａ ｔｒａｐ）方法。然而，大的景观中的一些关

这种方法本身存在的问题和适用的前提。

键东北虎分布区内，我们可以考虑采用由“相机
一陷阱”（ｃａｎｌｅｒａ ｔｒａｐ）的调查方法来决定。

这种方法仅应用于东北虎以某一密度存在的情
况下（定居虎），例如，沿着路线行走时，遇见老

详细的景观尺度上野外踪迹（足迹）占有调

虎足迹的几率较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用老虎足迹

查草案是基于在虎及其猎物在栖息地上活动规律和

密度作为东北虎真实密度的指示剂或老虎的相对密

家域（ｒａｎｇ ｓｉｚｅ）大小。调查区域内雄性东北虎家

度，但是外推老虎密度是十分困难的。虽然俄罗斯

域大小生物学估计大小决定方格大小。在俄罗斯远

已经发展了一种运算法则（Ｄａｌｅ，２００５），只要输

东地区Ｓｉｋｈｏｔｅ—Ａｌｉｎ Ｚａｐｏｖｅｄｎｉｋ通过对雄性东北虎

入参数就能自动获得老虎数量的估计值，这避免了

的无线电跟踪表明其家域大约为１２０５ｋｉｎ２。为了方

专家们在解释老虎足迹上的不一致的难题。但是它

便，方格大小可依据在可获得的野外地图中现存的

依旧不能为我们提供在统计上丰富度的严格估计

经纬度线稍许改变。方格大小划分的生物学基础是

值，也不能提供同真实丰富度问差距的修正值。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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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一种统计上可靠的，应用严格的监测方

同基于足迹计数的老虎调查相反，很多的文献

法，例如占有法。虽然统计上很严密，但是这种方

表明有蹄类足迹的计数能够转变为动物丰富度的估

法的缺点在于它不能产生老虎数量的估计值，而数

计，有蹄类丰富度和足迹问存在着一种线性关系。

量估计值是每个政府都希望得到的数据。将来的发

因此，用足迹估计有蹄类密度是一种合理的方法。

展可能是占有调查设计和最小老虎估计的结合，通

然而，调查老虎数量的样线的布置用于有蹄类密度

过结合占有模型和路线调查的特点。当然这需要占

调查时存在着一种偏差估计。这是因为老虎样线的

有方法的专家们和我们的紧密合作。

布设的一个原则是使遇见老虎痕迹的几率达到最

以样带调查发现虎的活动痕迹为基础，以社会

大，一般布设在小径、道路和河谷。这些地方依照

调查访问的信息为补充，兼顾地理、植被、栖息地

当地的具体情况，其密度高于或者低于真实的有蹄

条件及人类经济活动对虎分布的影响，确定虎的分

类密度。

布区。

在监测单元中老虎和有蹄类的足迹都能计数，

以样带调查所获虎最新痕迹（足迹、粪便、

我们假设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当有蹄类的密度有偏

扒痕等）为依据，通过虎的生态习性、活动范围

差时，这种偏差随着时间的变化是不变的，这使我

（相距５０Ｋｍ以内、大小无明显差异的足迹信息，

们发现这种有蹄类猎物密度变化趋势的机会。这种

很可能是同一只个体）和环境因子产生的分布隔

方法也能在中国应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要

离，完达山、老爷岭（包括大龙岭）、张广才岭是

试图估计有蹄类实际密度，而是仅满足于有蹄类足

彼此独立的分布区，各自统计的数量不会重复，进

迹密度估计即可。

行综合分析，除去重复统计，得到虎数量统计的最

４照相陷阱法（ｃａｍｅｒａ ｔｒａｐ）

低数量，即确认数量。根据样线所获得的虎的陈旧

ｃａｍｅｒａ

ｔｒａｐ是发展完善、易于理解的一种方

痕迹及社会调查资料，推测虎存在的可能数量。确

法，但是在任何给定的时间内仅能应用于相对小的

认数量加上可能数量为虎的最高数量。虎捕食动物

区域内。在中国东北，将来可能会用到这种方法。

的数量统计与虎的调查同步进行。被捕食动物调查

但是现在却没有任何一个地方适应于使用这种方

采用常规路线法进行，将被捕食动物痕迹在现地直

法。这种方法也可以用在虎捕食地，但是这仅是为

接换算成实体数量。
在东北虎监测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监测东北虎的
猎物种群。猎物的主要指标可以分为三种形式：

了拍照，而非应用于监测东北虎丰富度的估计。这
种方法是一种潜在的方法。
照相陷阱法（ｃａｍｅｒａ ｔｒａｐ）的理论基础为标记

１）沿着调查样线上相对密度的估算。这种估算包

重捕法或称捕获一重捕取样法（ｃａｐｔｕｒｅ—ｒｅｃａｐ—

括所有的踪迹（新鲜的或陈旧的），以从护林员或

ｔｕｒｅ）。捕获一重捕取样法（ｃａｐｔｕｒｅ—ｒｅｃａｐｔｕｒｅ）的

当地向导提供的信息为辅助，综合该地区每一区

一个重要前提是能够辨识虎个体。通过身上的条纹

域所有调查样线信息。报告结果如下：缺乏；没有

辨识虎个体的技术已经很成熟，在此就不做详细介

动物的踪迹；低密度；踪迹稀少（调查样线上只

绍。如有兴趣请参照ｕｌｌａｓ等在印度开展虎的研究

有ｌ一３个踪迹）；中密度；足迹和其他踪迹中等

（Ｋ．Ｕｌｌａｓ Ｋａｒａｎｔｈ，１９９５）。

（调查样线上每公里有４—１０个足迹或踪迹）；高
密度；足迹（每公里有１０个以上的足迹）和其他
踪迹很多。２）调查样线每公里足迹量。整个样线
上所有物种的新鲜足迹都被记录。这样我们就能估
计沿着样线每公里的足迹数。整个区域的平均值能
提供一个有蹄类相对丰富度的指标。３）调查样线
动物数。通常，如果同意动物来回穿越统一样线，
沿着调查样线足迹估计量给相对丰富度提供一个假
的估算。为了消除这个误差，我们也报告穿越样线
动物数量的估算。这个指标，虽然依赖于调查者的
能力，但是在一些情况下，确实提供了一种比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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