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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野生虎生态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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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虎在生态系统中处在食物链的顶端，是自然保护中的旗舰物种，具有 重要的生态价值和科学价值。目前，虎
的分布范围及数量已经明显减少，成为最受威胁的大型猫科动物之一。针对 虎的这种濒危状况，虎的研究得到了极
大关注，尤其是野生虎的生态学研究。本文综述了野生虎生态学的研究，从 野生虎生态学的研究历史出发，作者认
为野生虎的保护应该做到以下几点：减少人为干扰；保护好现有虎栖息地，

对现有虎种群实行异质种群管理；建立

新的保护区，扩大虎的栖息地；设法扩大虎猎物种群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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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Ｐａｎｔｈｅｒａ ｔｉｇｒｉｓ）是大型猫科动物，是由古食肉类进化

东北虎（Ｐａｎｔｈｅｒａ

ｔｉｇｒｉｓ

ａｌｔａｉｃａ），华南虎（Ｐａｎｔｈｅｒａ

而来，现今的虎就是豹族成员之一。野生虎仅存在于亚洲

ｓｉｓ），孟加拉虎（Ｐａｎｔｈｅｒａ

的各地，随着地区的不同，发展史的差异，在进化的过程

ｃｏｒｂｅｔｔｉ），苏门答腊虎ｆＰａｎｔｈｅｒａ

中逐渐形成８个亚种：巴厘虎（Ｐａｎｔｈｅｒａ
虎（Ｐａｎｔｈｅｒａ

ｔｉｇｒｉｓ

ｔｉｇｒｉｓ

ｖｉｒｇａｔａ），爪哇虎（Ｐａｎｔｈｅｒａ

ｔｉｇｒｉｓ），印支虎（Ｐａｎｔｈｅｒａ
ｔｉｇｒｉｓ

ｔｉｇｒｉｓ

ｓｕｍａｔｒａｅ）。其中巴厘

ｂａｌ ｉｃａＪ，里海

虎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灭绝，里海虎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灭绝，

ＴｒｉｍＪ，

而爪哇虎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灭绝Ｉ”。１９９１年Ｎｏｗａｋ认为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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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的数目应为６ ０００－８ ０００只Ｉ“。世界上如今大约有５

１００

专家合作改变和标准化了虎调查的方法，白此俄罗斯虎调

７ ５００只野生虎，数量较之以前是大大下降了。其中，东北

查变得更容易、更经济和更准确。学习了印度研究虎的方

虎有４２７－４９６只；孟加拉虎有３

法，俄罗斯专家们把与虎猎物的可获得性和生物量要素增

１ ２００～１

１００－４

７００只；印支虎有

８５０只；苏门答腊虎有４００－５００只；华南虎有２０～３０

添到老虎的数量研究中吲。

只［３１。目前，我国统计到的东北虎只有３０－３５只左右，孟加

Ｋａｒａｎｔｈ从猎物的丰富度来间接估计老虎的密度眇…。

拉虎３０－３５只，印支虎３０－４０只。而华南虎已经被认为在

Ｋａｒａｎｔｈ和Ｓｕｎｑｕｉｓｔ最近的研究显示在一个区域，猎物的不

野外消失了Ｈ。虎是古老的物种，其濒危是不可避免的，而

同体型等级的相对密度可能是老虎和其它大型捕食者密度

人类的活动加速了它灭亡的步伐。栖息地的毁损和偷猎，

的相对密度的关键决定因子［２４１。Ｕｍａ通过比较印度Ｍｕｄａｎ—

非法贸易是威胁虎生存的两个重要方面【５］。

ｔｈｕｆｉａｉ和Ｍｕｄｕｍａｌａｉ这两个老虎保护区虎、豹粪便，认为
Ｍｕｄａｎｔｈｕｒｉａｉ保护区中低密度的有蹄类可能是此保护区老虎

１

国外野生虎的研究

种群减少的原因闭。Ｈａｒｓｈａ等分析粪便来研究孟加拉虎的食

印度是拥有全世界绝大多虎的国家，早期有关虎的生

性选择，结果表明在低的天然的猎物种群密度、小的猎物

态和行为的研究大多来自于这个国家，印度也是开展现代

种类和高密度家畜的热带干燥的落叶森林中，虎选择小的

老虎保护最早的国家之一【６】。１９７１年，印度对虎进行了系统

猎物而一般避免家畜刚。这些研究表明虎猎物种群的丰富度

研究，同年，印度建立了一个全国的老虎规划工程来保护

是限制虎分布和数量的关键因子。猎物种群丰富度可能是

这个虎亚种同。在尼泊尔，应用无线电跟踪等技术，专家们

界定虎生境的关键参数。因此，有蹄类种群数量的恢复及

研究了虎的移动、散布型、家域大／Ｊ＼Ｖ。１”以及虎和其它大型

对其有效的管理可能是保护虎的前提条件。

捕食者的关系…１。这些研究表明老虎需要大面积合适的生境

Ｊａｍｅｓ等和以前研究的资料、同当地人的交谈和卫星照

来生存。在泰国、柬埔寨、老挝、越南、缅甸、马来西亚、

片，把尼泊尔的老虎分为４个种群，他们认为当好的生境

苏门答腊，科学家们用跟踪、村庄调查、照相机拍摄等方

和差的生境的比小于５０％时，老虎在此生境下不会繁殖；

法结合在一些残存的最大的森林中调查印度支那虎和苏门

当生境比小于３０％时，老虎将不在此生境下生存。Ｉ习Ｎｏｗｅｌｌ

答腊虎亚种Ｉ”。１１。虽然这些只能描述老虎的相对丰富度和虎

和Ｊａｃｋｏｎ的研究表明虎一般被限制在保护区的核心区域，

在某一地点是否出现，但是这些研究清楚地表明因为盗猎

避免中度到高度的人为干扰，依靠浓密的植被隐蔽和水源［５１。

和其他人为活动，仅仅只有那些最大的森林地区才支撑着

基于哺乳动物的分布把印度尼西亚的森林划分为核心及周

比较大的老虎种群。早期对东北虎的研究主要是有关狩猎

边森林两种，Ｍａｒｇｒｅｔ等结合遥感和生物调查的方法估计在

方面的纪录，俄罗斯狩猎专家Ｂａ访ＫＯＢ于１９２５年出版第一

２０１０年前，虎核心森林区将减少到当前的２０％嘲。

本有关东北虎的专著《满洲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期，俄

Ｅｒｉｃ等以虎为例，基于生态学的方法探讨了大型哺乳

罗斯在其远东地区建立了大型保护区，为东北虎的研究创

动物保护的优先序ｐＩ。基于ＧＩＳ中的费用距离模型（ｃｏｓｔ—

造了条件。ＫａＨＢａＨＯＢ于１９４８年发表了论文集《虎、马鹿、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驼鹿》。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期开始，俄罗斯学者进行了多

１０年来的缓冲区恢复经验，Ｅｒｉｃ等为亚洲最大的捕食者东

次老虎调查，他们主要是根据虎足印中掌垫的宽度来辨别

北虎的异质种群设计了保护景观：分析了虎潜在的廊道，

性别和区分个体”…。

暂时的庇护所Ｉ…ｊ。

ｍｏｄｅｌ）结合３０年的实地数据、当时的卫片和当地

近来很多印度和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关心正在下降的老

Ｋｅｒｌｅｙ等讨论了道路对野生东北虎的影响及人类对老

虎种群数量及获取老虎数量的方法技术。考虑到个体老虎

虎取食的干扰，研究结果为道路对虎的影响：无路地区所

可能不会留下可辨识的足印，早先用足印统计老虎数量的

有的虎都能存活、主要道路区域所有的虎死亡或者消失，

方法遭到置疑Ｉ…，这就意味着以前统计的老虎数量有所偏高。

无路区幼虎的存活率比有路区的高；人类对虎取食的影响：

虽然对老虎的数量和栖息地不了解，科学家开始重新评估

平均每次捕食，无干扰虎比有干扰的虎吃更多的猎物肉【３１１。

这种情况，他们认为全球虎数量正在下降、老虎栖息地的

无干扰的虎花更多的时间于取食地点。Ｎｏｗｅｌｌ和Ｊａｃｋｏｎ的

很多区域已变得太小不能维持可长期存活的老虎种群。基

研究表明虎一般被限制在保护区的核心区域，避免中度到

于对虎的这种状况的关注，新的统计方法和研究技术应运

高度的人为干扰｜５］。Ｍｉｑｕｅｌｌｅ和Ｐｈｉｌｉｐ等讨论了虎和当地居

而生。其中包括用照相机获取相片的标记重捕取样技术口｛、

民的矛盾，并提出了减少人虎矛盾的方法［３２

３３Ｉ。

利用猎物密度估计结合虎的取食率的方法估计虎密度团１等。在

Ｊａｍｅｓ检验了虎的终生繁殖的变异及其对虎有效繁殖种

俄罗斯的远东，科学家在一年的初雪时跟踪东北虎足印，

群大小估计的作用ｍＩ。ＭｉｑｕｅＨｅ等采用“样线法”，通过记

利用实地调查，根据东北虎足印的分布类型来估计东北虎

录在样线上发现的虎的各种痕迹来推断各个区域的野生东

的数量阻Ｉ。但是从这种方法中得来的老虎数量是可变的，在

北虎的丰富度，种群的数量、出生率、死亡率以及性别、年

统计上是不可靠的刚。１９９４年初，ＷＣＳ、ＨＥＲＩ和俄罗斯的

龄结构Ｄ２１。Ｆｏｍｅｎｋｏ对研究了东北虎和远东豹两种大型猫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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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２７（４）：１０．１３

动物在同一栖息地上的相互影响适应机制。Ｇｏｏｄｒｉｃｈ对野生

在继续作用，要想保护好虎，首先得减低人类对虎的影响，

东北虎家域进行了研究，Ｋｅｒｌｅｙ研究了野生雌性东北虎的生

使人类的影响减低到虎可耐受范围内。根据人类对虎影响

殖行为［３５－３６１。

的类型，我们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盗猎（针对虎及其猎
物种群），人虎间的矛盾，虎分布区的林业管理，改进林业

２国内对野生虎的研究
我国境内的虎有东北虎、华南虎、印度支那虎以及孟

管理模式，鼓励、帮助虎分布区居民改变生活方式。阻止
虎栖息地的进一步丧失，虎生境进一步的片断化、破碎化，

加拉虎。对虎的研究基本停留在虎的数量和分布上。对虎

虎生境质量的进～步下降；其他的一些人类影响虎的方面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东北虎上，针对野生东北虎的研究，都

包括道路的建筑等。

是较大规模的野外调查和监测，主要是对黑龙江和吉林的

２．２保护好现有虎栖息地，对现有虎种群实行异质种群管

虎可能分布区域进行的调查，由于人力及时间的限制，调

理；建立新的保护区，扩大虎的栖息地

查出的结果也较为大致相同［３７－３８１。于孝臣等认为东北虎在黑

国内还没有～个能够支撑一个可存活虎种群需要的保

龙江的分布已退缩成４个分布区，即老爷岭南部、老爷岭

护区，应该对这些孤岛状的保护地区进行异质种群管理，

北部、完达山东部和张广才岭西部，且多为单独游荡个体。

实行统一管理。我们可以建立并保护好联系各保护区的生

李彤等认为东北虎在吉林的实际分布区有３个，即大龙岭、

态走廊。生态走廊可分为三种：跨国、跨省、跨区。

哈尔巴岭和张广才岭，其适应生境为海拔８００－１ ５００ｍ的中

２．３扩大虎猎物种群的数量

低山；人口压力在１５人／ｋｍ２以下，被捕食动物野猪、狍、

对虎猎物种群的丰度是限制虎分布和数量的关键因子。

马鹿的密度在２．５只／ｋｍ２以上；林型是以柞木为主的阔叶

因此，有蹄类种群数量的恢复及对其有效的管理可能是保

混交林，林龄为中成林。

护虎的前提条件。

张恩迪等１３９］认为：在我国境内东北虎的濒危过程，大致

２，４建立长期的监测系统。

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前，东北虎遭

对虎及其猎物、栖息地的监测既能及时发现、预测保

到了三十多年的高强度捕杀，是导致其致危的首要因素，

护中出现或者是将出现的问题，又能检测保护效果，是虎

在生态学上即称为第一冲击效应。其次是森林砍伐和道路

保护、虎研究的基础。

建设，使东北虎的栖息地隔离破碎，人口增加和战争干扰
则加快生境分化和小斑块栖息地的消失。再次，２０世纪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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