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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为了全面掌握张家界大鲵自然保护区最新情况,本文总结了对湖南省张家界大鲵自然保护区
内大鲵栖息空间进行实地调研的结果,目标在于为张家界大鲵保护区范围与功能分区调整提供依据。经
过对各个样点的实地调查,发现大鲵保护区内的生态环境整体较好,季风湿润气候,为大鲵的生存提供了
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据实地调查和访问调查发现,在武陵源区的金鞭溪跳鱼潭、十里画廊,一线天,白
虎堂与黄龙洞,永定区的骡子塔与乌木峪,桑植县的院子、七眼泉、岔角溪与川洞峡近几年来均还有野生
大鲵的活动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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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然保护区概况�
境内水域分布开展了访问调查,结合历
问调查。与渔政部门人员访谈是到每个区
张家界大鲵自然保护区主要位于湖

史资料对重点区域进行了实地考察。根

县首先与当地渔政管理部门人员联系,询

南省西北部的张家界市境内,其地理位

据罗庆华等(2009)报道,保护区内31处

问每个历史样点的现实情况、当地政府开

置 为 109 ° 42 ′ 56 ″ ~111 ° 16 ′ 05 ″

地下溶洞有大鲵分布[1]。�

展的有关大鲵保护的具体措施、保护矛

E,27°44′28″~30°00′43″N,保护

2.2调查地点。张家界市位于湖南省

盾、管理方式及改进措施等。当地居民问

区总面积为14285�hm2,涉及三市六区县,

西北部,辖永定区、武陵源区、慈利县和

卷调查则是到达每个历史分布点后,向分

包括张家界市辖区内的永定区、武陵源

桑植县,面积9663km ,山地季风温润气

布点村民发放问卷,每个点完成5～10份

区、桑植县及慈利县,常德市辖区内的石

候,年平均气温13.4～16.8℃,年降雨

问卷调查,问卷调查明确大鲵历史分布时

门县与怀化市辖区内的辰溪县,其中在

1500mm左右。境内有澧水1～4级支流290

间、近年来遇见记录、采集记录、个体大

石门县与辰溪县保护区范围仅为10hm2。

条,总长4888km。喀斯特地貌,深潭、阴

小、保护矛盾与保护意愿等。�

本文仅研究主体在张家界市辖区内的保

河、泉水众多,水质清澈,为大鲵的生长

3.2野外实地考察。(1)资源调查。

护区范围。�

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从而成为

野外实地考察采取夜间遇见法与地笼诱

[2]
大鲵的传统产区之一 。�

捕法相结合。夜间遇见法是将调查位点

张家界大鲵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主

2

要是保护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根据前人2006~2008年、2011~2013

选择在访问中获知的最有可能遇见大鲵

大鲵及其自然栖息地、索饵地和产卵场

年、2017~2018年三次野外实地调研,发

的地点上下各延伸100米。白天先进行踩

的溶洞、溪流、河道等自然环境,同时

现保护区内的野生大鲵资源分布特点为

点,详细记录样点生境及水质信息,制定

兼顾该区域其它动植物资源。该保护区

不连续点状。在酉水、澧水、索水等河

夜间调查计划。调查时间为晚上8点到11

是集生物多样性保护、科研教育、学术

段中的23个地下溶洞中存有少量大鲵,

点,在计划的200米河段开展为期连续2

交流、宣传展览为一体的国家级自然保

大部分则分布在芭茅溪、七眼泉、骡子

天的夜间调查。地笼诱捕法则是在200

护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布的国家

塔、乌木峪、桑植院子中,目前仅存四都

米河段中布置10个地笼,在白天踩点后

标准《自然保护区类型与级别划分原则》

坪乡的骡子塔与乌木峪以及桑植县的院

傍晚时分进行布置。地笼布置到最有可

(GB/T14529—93),该自然保护区类型为

子三处野生大鲵出苗点。参照野生大鲵

能有大鲵出没的石头间隙或洞口,地笼

小型“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
。�

历史记录分布点,再根据访问调查,选取

内放置少量猪肝和泥鳅作为诱饵。第二

16个重点调查样点。��

天早上检查一次,傍晚更换饵料或试情

3� 调查方法�

况更换放置地点。在连续两个调查工作

12月,对大鲵保护区的野生大鲵栖息河

3.1访问调查。采取与渔政部门人员

日后,再统一收回。(2)大鲵栖息生境调

段与洞穴进行了系统调查,根据张家界

访谈和当地居民问卷调查相结合进行访

查。野生大鲵生活在光线暗淡的洞穴或

2� 调查时间与地点�
2.1调查时间。2019年7月至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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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段中,记录各调查点河段的海拔、河的

三个野生大鲵出苗点。该区域内有大量

响到了大鲵栖息地的环境。(2)水质。分

宽度和深度、底质、河床类型、河岸组

居民居住,人为干扰较强,大鲵主要栖息

别对选取的16个样点进行快速水质测定,

成、两岸坡度、植被类型、流速、人为

于地下洞穴中,河底底质为卵石,流速较

指标包括pH、溶解氧、电导率(HACHHQ-40d)

干扰强度[1]。�

快,两岸植被覆盖率较高,但临近河段区

与浊度(HACH�2100Q)。�

5� 讨论�

其栖息的洞穴大多为一端连通着暗

域有大量居民耕种的农田,加之出苗点

河或溶洞,另一端连接着河段。由于人为

不远处有村民出入的一座桥,大量的噪

经过对各个样点的实地调查,发现

影响,大部分的野生大鲵种群已退缩至人

音也会影响到大鲵的栖息。(4)金鞭溪

大鲵保护区内的生态环境整体较好,季

为干扰较弱的地下溶洞或暗河中[3]。通过

(跳鱼谭)。金鞭溪位于武陵源区森林公

风湿润气候,为大鲵的生存提供了得天

快速水质测定仪分析水温、pH、溶解氧、

园内,河底底质为小型卵石,河流较为清

独厚的生态环境。而保护区内各样点间

电导率、浊度等水质信息。�

澈,流速随季节变化较大,两岸植被茂密,

的海拔相差较大,说明海拔对大鲵分布

4� 调查结果�

大鲵主要栖息于河段两旁的巨石下或洞

的限制相对较小。各样点的河宽差距也

4.1野生大鲵资源调查。根据野外实

穴中,在此利用夜间遇见法与地笼诱捕

较大,但河深相对更加稳定,调查期间平

地调查与访问调查,结合2006~2008、

法遇见过数只大鲵。景区内的游客步道

均河深为(1.21±1.87)m。两岸均为缓坡,

2011~2013、2017~2018年的野生资源调

沿河修建,虽然景区管理力度很大,但是

利于大鲵轻松上岸,满足了两栖动物的

查,发现张家界野生大鲵资源分布呈不

游客对大鲵的干扰较为强烈。(5)五道

生活习性。河段底质大多为大小碎石与

连续点状区域分布。在澧水的三条支流、

水。五道水位于桑植县北部,是澧水北源

卵石,能够保证河水的清澈度,尤其是卵

酉水及索水等河段或地下溶洞中存有少

的发源地,东与芭茅溪、沙塔坪相连,西

石和沙石对水质有良好的净化作用,两

量大鲵,大部分大鲵则集中分布在桑植

与八大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接壤。大

岸的石壁能够防止雨水将泥土带入水中

院子、乌木峪、骡子塔、七眼泉、八眼

鲵多栖息于河段巨石下及洞穴中,河底

保持河流的清澈度。周边植被大多为灌

泉、芭茅溪及金鞭溪等十四处河段或地

底质为卵石,河流较为清澈,两岸植被覆

木阔叶林,且覆盖率高,其落叶与残渣落

下溶洞中,但目前仅剩桑植院子、乌木峪

盖率较高。由于近年来交通的便利,周边

入水中,形成的腐殖质可为大鲵饵料生

及骡子塔三处野生大鲵出苗点。�

以形成较大的居民聚居区,通过访问调

物提供直接或间接食物,又可对河流起

4.2重要分布点。(1)院子。院子位

查发现此区域居民保护意识淡薄,“靠山

到遮蔽的作用,使河中光线减弱,温度降

于桑植县上洞街乡西南部,其周边地理

吃山靠水吃水”的观念浓厚,因此初步判

低,满足大鲵喜阴凉的生态习性。�

条件优越,澧水南源的发源地,属于保护

断此处仍有偷猎行为。�

据实地调查和访问调查发现,在武

区的核心区,是仅剩的三个野生大鲵出

4.3大鲵生境。(1)栖息空间。野生

陵源区的金鞭溪跳鱼潭、十里画廊,一线

苗点之一。大鲵主要栖息于河段周边的

大栖息空间特征为阴暗潮湿,根据调查表

天,白虎堂与黄龙洞,永定区的骡子塔与

地下溶洞中,水的流速较慢,饵料丰富,

明,野生大鲵大多栖息于河流中的石头缝

乌木峪,桑植县的院子、七眼泉、岔角溪

河底组成主要为卵石,河段较为清澈,�

下或洞穴中。为了进一步了解野生大鲵的

与川洞峡近几年来均还有野生大鲵的活

两岸植被覆盖率较高。但是由于其栖息

栖息空间,在对设置的各个调查点周围半

动踪迹。而且其中永定区的骡子塔与乌

的洞穴上方有居民居住,居民的生活用

径约为50�m的区域进行观测记录,主要记

木峪、桑植县的院子为当前保护区内野

水会通过土壤的下渗污染到大鲵栖息的

录包括河流宽度及深度、河岸组成及河岸

生大鲵最重要的出苗点,应将其重点保

洞穴及河段,近年来流出的野生大鲵幼

类型、植被类型、流速等生境信息。不同

护。其他调查点因为人类活动频繁,目前

苗在逐年推迟并且数量在减少；加之周

河段水域下大鲵栖息地环境特点,各样点

并没发现野生大鲵活动的踪迹。�

围居民在河段中养殖鸭子等家禽会以野

海拔在270-730m之间,底质大多为石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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