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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老县城 自然保护区的鸟类多样性 

及 G—F指数分析 

李忠秋①② 蒋志刚① 李春旺① 蔡 静①② 卢学理①② 曾 岩①② 
(①中国科学 院动物研究所 北 京 100080；②中国科学 院研究生院 北京 100049) 

摘要 ：2003年7月和2004年5月，利用样线法对陕西老县城自然保护区进行了鸟类多样性调查 ，结合历 

史资料，老县城自然保护区共有鸟类 13目36科 107属 190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鸟类 16种，我国特有鸟 

类 12种。按季节型区分 ，其 中留鸟 l16种 ，夏候鸟 56种 ，冬候鸟 、旅 鸟和迷鸟共计 18种 ，从 分布型 区分 ， 

东洋种 、古北种 和广布种 分别 为 7O种 、87种和 33种 。多 样性指 数分析显示 ，阔叶林生境 中鸟类 资源最 

为丰富，其次为针阔混交林。老县城 自然保护区鸟类的优势种为红嘴蓝鹊(Urocissa erythrorhyncha)、星鸦 

(Nucifraga curyocatactes)，此外，山雀类(Parus spp．)、柳莺类 (Phylloscopus spp．)以及环颈雉 (Phasianus 

colchicus)也有较大的种群。同时，将老县城 自然保护区的鸟类多样性与其周边的佛坪、长青、太白等 自然 

保护区进行了G-F指数对比分析。发现佛坪 自然保护区的鸟类多样性无论是 F指数、G指数还是 G-F 

指数均为最高，佛坪在鸟纲(AVES)科属水平上拥有相对较高的鸟类多样性。用基于科属水平的 G-F指 

数与基于物种水平 的 Shannon．Wiener指数相结合评价某一地 区的鸟类多样性 ，将更为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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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rd Diversity and Avian G—F Index of the Laoxiancheng 

Nature Reserve，Shaanxi 

LI Zhong．Qiu①⑦ JIANG Zhi．Gang① LI Chun．Wang① CAI Jing①② LU Xue．Li①⑦ ZENG Yan①② 

(①Institute ofZoology，Chinese Academy ofSciences，Beijing 100080； 

②GraduateSchoolofChineseAcademyofSciences，Beijing 100049，China) 

Abstract：We conducted two bird surveys in the Laoxiancheng Nature Reserve in July 2003 and May 2004，combined 

with the historical data，190 species of birds were recorded in the reserve，respe ctively．These birds belong to 13 

orders，36 families and 107 genera，of which 16 spe cies has be en listed in Chinese National Key Protected Wild 

Animal Species and 12 species are of endemic to China．Of 173 species breed(including residents and summer 

residents)in the region and 18 species either winter in the reserve or are transient migrants or vagrant．Of the total 

spe cies，70 species distribute in the Oriental realm。87 spe cies in the Palaearitic realm and 33 species occur in both． 

Analysis of the bird diversity by habitats，it was showed that the broadleaved forest had the most richness of birds， 

foHowing by the coniferous—broadleaved mixed forest．Red—billed Blue Magpie(Uroclssa erythrorhyncha)and Spotted 

Nutcracker(Nucifraga caryocatactes)were the most numerous species．Tits(Parus spp．)，Warblers (Phylloscopus 

spp．)and Common King-necked Pheasant(Phasianus colchicus)were the most common birds．We also calcu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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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G—F index of the bird fauna in Foping，Changqing and Taibai Nature Reserves which ale neighbours of the 

Laoxiancheng Reserve．Foping had the highest F index，G index and G-F index．As the G-F index reflects the 

diversity of Family and Genus．the Shannon—Weiner index reflects the ecological diversity of species，0 F index，a 

combination of F index and G index，provides a more comprehensive measure of bird spe cies diversity． 

Key words：Qinling Mountain；Foping；Changqing；Taibai；Species diversity；Avian fauna 

陕西省老县城 自然保护区位于秦岭南麓 ， 

总面积 12 611 hrn2，东连周 至国家级 自然保护 

区，南接佛坪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西邻长青国家 

级 自然保护区，北接太白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是 

连接 4个岛屿化的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的重要 区 

域。老县城 自然保护区的动物区系属于古北界 

和东洋界 的交汇 区，也是我 国南北气候的分界 

线。特殊 的地理位置和悠久的地质演化历史造 

就了这里丰富的鸟类资源。 

关于秦 岭 的鸟类 调 查，最 早 可 以追 溯到 

1873年的法国人 Armand David和 1908年 的英 

国人 Arthur de Carle Sowerby，他们曾先后到秦岭 

地区进行考察 ，并采集 了部分标本⋯。新 中国 

成立以后 ，对秦岭地 区生物资源的调查 日益深 

入 ，其中郑作新等以及郑光美分别对秦岭大巴 

山地区和秦岭南麓鸟类的种类与数量作了较深 

入的调查分析 。 。郑作新等在《秦岭鸟类志》 

中记录了秦岭地 区鸟类 17目52科 338种 。 

此外 ，秦岭地区的自然保护区也分别进行了生 

物资源的调查 ，姚建初记录了太 白 自然保护区 

有 14目 37科 192种鸟类 ，巩会生等记录了佛 

坪 自然保 护区有 15目 40科 211种鸟类 ，杨兴 

中等记录 了长青 自然保护 区有 13目36科 202 

种鸟类 。 

老县城 自然保护区地处秦岭 中部，对于秦 

岭动植物资源的保护至关重要。但关于老县城 

自然保护区的鸟类多样性，至今还没有系统的 

调查。2003年 8月和 2004年 5月 ，我们对夏季 

老县城的鸟类资源进行 了本底调查。同时，收 

集了周 围包括佛坪 、长青、太白 3个保护区以及 

陕西省、秦岭地区的鸟类名录，进行物种多样性 

G—F指数对 比分析 ，以期能够为更加深入了解 

和保护秦岭鸟类资源提供依据。 

1 研究地区概述 

秦岭位于我国中部地 区，是我 国南北地理 

和气候的分界线及长江、黄河两大水系的分水 

岭。独特 的地理位置和复杂的气候特征及高大 

的秦岭山体对南北气候的屏障作用，使秦岭生 

物种类具有明显南北差异。秦岭 自然保护区群 

位于陕西省，包括太白、佛坪、周至、长青、牛背 

梁等 5个 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以及老县城省级 自 

然保护区。该保护区群是秦岭生物多样性的精 

华所在，有着典型的代表性 。 

老县城 自然保护区地处秦岭中段南坡的渭 

水河上游 ，行政区域属陕西省周至县厚畛子镇 ， 

地理位置于东经 107。40 ～107o49 、北纬 33o43 

～ 33o50 之间。保护区四周被 4个 国家级 自然 

保护区和 1个大熊猫走廊带所包围。东以秦岭 

梁为界，与周至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接壤 ，南 以财 

神岭为界与佛坪 国家级 自然保护 区毗邻 ，西南 

与长青 国家级 自然保护 区相临，西北接太 白国 

家级 自然保护区，北 以秦岭分水岭为界 ，与厚畛 

子林场大熊猫走廊带相靠(图 1)。保护 区整体 

地形呈“心”形 ，地势东南高而西北低 ，最高点鲁 

班峰海拔 2 904 m，最低处青龙寨海拔 1 524 m， 

相对高差 1 380 m。 

根据海拔 、植被、气温等主要 指标 ，全区可 

划分为 3个不同的生境带。位 于海 拔 1 500～ 

1 900 in之间为次生阔叶林带，主要建群种有栓 

皮栎(p rc variabilis)、锐齿栎 (Q．aliena var． 

acuteserrata)、白桦(Betula platyphylla)等。此外， 

根据人为干扰的情况及水源 的关系，该生境带 

除包括典型的次生阔叶林外 ，还包括河谷、农 田 

及居民区等生境 ，由于此类生境与典型的次生 

阔叶林带存在较大的不同，故将农田河谷单独 

列为一类生境。位于海拔 1 800 2 500 in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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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针阔混交林，主要为松桦林带，建群种有红桦 

(B．albo-sinensis)、牛皮 桦 (B．albo-sinensis vat． 

septentrionalis)、华 山松 (Pinus armandii)等 。亚 

高山针叶林带主要分布在海拔2 500 m以上，建 

群种 有 巴山冷杉 (Abies fargesii)、太 白红杉 

( chinensis)、 秦 岭 箭 竹 (Fargesia 

qinlingensis)等。 

图 l 陕西省秦岭 自然保护 区群 

Fig．1 Location of the Qinling Nature Reserves in the Sham3xi Pro~ e 

1．老县城保护区；2．太白保护区；3．周至保护区；4．长青保护区；5．佛坪保护区。 

1．Laoxiancheng Nature Reserve；2．Taibai Nature Reserve；3．Zhouzhi Nature Reserve； 

4．Changqing Nature Reserve；5．Foping Nature Reserve． 

2 研究方法 

2．1 调查 方法 此次调查采 用样线法 。2003 

年 8月和 2004年 5月，共选取 了 10条样线 ，分 

别为正河、塔尔河 、阮全沟 、吊沟、北 门沟、正南 

沟、大沟、杨家沟 、龙洞沟、洛阳沟，样线长度在 5 

— 20 km之间。调查过程 中行进速度约 3 km／h， 

通过望远镜观察样线两侧约 50 m以内的鸟，参 

考《中国鸟类野外手册》进行识别 ，同时记录鸟 

类的栖息生境、种群数量、活动状态等信息。 

2．2 多样性指数分析 衡量物种多样性的常 

用指数包括 Shannon．Wiener指数、Pielou均匀性 

指数、Simpson优 势度指数等 ，这些指数通 常用 

于物种水平上的多样性测度  ̈。蒋志刚和纪力 

强(1999)提 出了基于 Shannon．Wiener指数的物 

种多样性测度 的 G．F指数方法 ，该方法是基于 

物种数 目的研究方法 ，是研究科 、属水平上 的物 

种多样性以及衡量一个地区长期 的多样性变化 

指数n 。本研究将结合这两类指数对秦岭保护 

区群的鸟类 多样性进行分析。 

2．2．1 物种水平上的多样性指数 

Shannon．Wiener指数 ： 
S 

日 =一∑(P。)(1og2P ) -一 ’ ’ 

Pielou均匀性指数 ： 

J = H }H— 

Simpson优势度指数： 
S 

c=∑(N ／N) 

* 改 自 Wang Tjejun．1-Iabital Analysis for Giant Panda in 

Laoxiancheng Nature Reserve in the QiIIling Mountains China．2003， 
Master Thesis．Netherlands，Enschede。hHemational lnsitute for Geo-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EarthObservation，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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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 代表某物种的个体在所有物种个体总 

数中的比例，H =InS，S为物种数， 为 i物 

种的个体数 ，Ⅳ为所有物种的个体总数。 

2．2．2 科属水平上的 G．F指数 

F指数 ，D，l 

D，=∑D 

D =一∑Pilnp 

其中：P =SkiIS ，S =名 录中 k科中的物种数 ， 

s =名录中 k科 i属中的物种数 ，n=k科中的 

属数 ，m=名录中鸟纲中的科数。 

G指数 ，D。l 

Dc=一∑qjInqj 

其中：qj=siS，S=名录中鸟纲中的物种数， 

= 鸟纲中 属中的物种数 ，P=鸟纲中的属数。 

G．F指数 ： 

D。
一

， = 1一 
Dc 

并规定l如果鸟纲中所有的科都是单种科，即 D = 

0时，则该地区的G-F指数为零 ，D。，=0。 

我们收集了太白、佛坪、长青 以及秦岭和陕 

西的鸟类名录n 引，并计算了 G．F指数。 

2．3 鸟类优势种分析 频率指数估计法可用 

于鸟类的数量统计及优势种计算，其计算方法 

为通过各种鸟类遇见的百分率 R与每天遇见数 

B的乘积r(RB)作为指数，进行鸟类数量等级 

的划分n引。RB指数在 500以上为优势种，50～ 

500为普通 种，5—49为少 见种 ，5以下为偶 见 

种。具体算法为： 

= 100d／ 

B = s|D 

r = RB 

其中：d为遇见鸟类的天数，D为工作的总天 

数，|s为遇见鸟类的总数量。结合考察实际，将 

d定义为遇见鸟类的样线数 ，D为样线总条数 ， 

共 l0条 ，|s为遇见鸟类的总数量。 

3 结 果 

3．1 老县城 自然保护区的鸟类多样性 在老 

县城 自然保 护 区考 察 中记 录 到夏季 鸟类 123 

种，结合历史资料n 】，老县城保护 区鸟类共计 

13目36科 107属 190种 ，根据郑作新等 (1973) 

对秦岭鸟类总种数(338种)及许涛清等(1996) 

对陕西省鸟类总种数(368种)的报道 ，老县城保 

护区鸟类种数分别 占秦岭和陕西鸟类总种数 的 

56．51％和 51．90％(表 1)。 

表 1 老县城 自然保护 区鸟类名录 

Table 1 Checklist ofbirds ofthe Laoxiancheng Nature Rese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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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卷尾科 Dicruridae 

23．鸦科 Corvidae 

24．河 乌科 Cinclide 

25．鹪鹩科 Troglodytidae 

26．岩鹨科Prunellidae 

27．鹅科 Muscicapidae 

i鸫亚科 Turdinae 

1i画眉亚科 Timaliinae 

66)棕背伯劳 L．schach 

67)虎纹伯劳 L．tigrinus 

68)牛头伯劳 L．bucepha／us 

69)黑卷尾 D／crurus rP~icrocerc／／s 

70)灰卷尾 D．1eucophaeus 

71)松鸦 Garrulus glandarius 

72)星鸦 Nucifraga caryocatactes 

73)红嘴蓝鹊 Urocissa erythrorhyncha 

74)大嘴乌鸦 Corvus macrorhynchos 

75)达乌里寒鸦 C．dauurica 

76)秃鼻 乌鸦 C．frugilegus 

77)白颈鸦 C．torquatus 

78)喜鹊 Pica pica 

79)灰喜鹊 Cyanopica cyana 

80)褐河乌 C／nclus pallasii 

81)鹪鹩 Troglodytes troglodytes 

82)褐岩鹨 Prunella c 

83)棕胸岩鹨 P．strophiata 

84)乌鸫 rd merula 

85)白眉鸫 T．o~curus 

86)灰头鸫 T．rubrocanus 

87)白腹 鸫 T．pallidus 

88)灰林鹏 Saxicola fe,~ea 

89)黑 喉石鹏 S．torquata 

9o)紫啸鸫 Myiophoneus caeruleus 

91)白顶溪鸲 Chaimarrornls leucocephalus 

92)红尾水鸲 Rhyacornisfiai~nosu~ 

93)北红尾鸲 Phoenicurus auroreus 

94)赭红尾鸲 P．ochruros 

95)黑喉红尾鸲 P．hodgsoni 

96)蓝额红尾鸲 P．froraalis 

97)红胁蓝尾鸲 Tarsiger cyanun~ 

98)金色林鸲 T．chrysaeus 

99)蓝短翅鸫 Brachypteryx mort~ana 

100)蓝歌鸲 Luscinia cyane 

101)白腹短翅鸲 Hodgsonius phoe~  

1o2)小燕尾 En／curus scou／er／ 

103)黑背燕尾 E．1eschenaulti 

104)蓝矾鸫 Mo~icoh solltarius 

ms)白喉噪鹛 Ga／'~o2g al~gaa,-U 

106)大噪鹛 G．max／mus 

107)白颊噪鹛 G．sannio 

108)灰翅噪鹛 G．cinerace~ 

109)山噪鹛 G．dav／di 

1l0)画眉 G．cGlloru$ 

111)黑脸噪鹛 G．perspicillatus 

112)橙翅噪鹛 G．dliotii 

VF 

VF，BF 

VF 

BF 

BF．CB 

VF，BF 

VF，BF，CB 

VF，BF，CB 

BF，CB，CF 

CF 

BF，CB，CF 

BF，CB 

VF，BF 

VF，BF 

VF 

CB，CF 

CB 

BF 

VF．BF 

BF 

CF 

BF 

BF 

VF．BF 

BF 

VF 

VF 

VF 

VF．BF 

VF 

VF 

BF 

CF 

VF 

BF 

BF 

VF 

VF 

BF 

BF 

BF．CB 

BF．CB 

CB 

CB 

BF 

BF 

BF，CB，CF 

夏 夏 夏 夏 夏 留 留 留 留 留 留 留 留 夏 留 留 留 留 留 夏 留 夏 留 夏 夏 留 

北 北 北洋 洋 北 北洋洋 北 北布 北 讹 布 托 东 古古 东东 古 古广 古 古广 古 古古 

留 留 留 留 留 旅 留 留 旅 留 留 留 留 留 留 留 留 留 留 留

L 

北北北布洋北洋布布北北洋北布北洋布 洋 弹弹弹弹 洋洋 剖 东古广古东广古古东古东东东东古东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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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记载，自郑作新的《秦岭鸟类志》等；生境类型中 vF指河谷农田；BF指阔叶林 ；CB指针阔混交林；CF指针叶林；夏： 

夏候鸟；冬：冬候鸟；旅：旅鸟；留：留鸟；迷：迷鸟。 

*Historical records；Habitat type：VF：Valley and Farmlands；BF：Broadleaved forests；CB：Conifer-broadleaved mixed forests；CF：Conifer 

forests．古北：Palaearetic realm；东洋：Orientalrealm；广布：Cosmopolitan species；夏：Summermigrant birds；冬：Wintermigrant birds； 

旅 ：Passing birds；留 ：Resident birds；迷：Vagrant brids． 

3．1．1 鸟类区系组成 老县城 自然保护区的鸟 

类中，雀形 目(Passeriformes)共计 21科 71属 143 

种，分别占科、属和种的总数 58．33％、66．36％和 

75．39％。其中，仅鸫科 (Muscicapidae)鸟类就包 

含 33属 73种，分别 占总属和总种数的 30．84％ 

和 38．22％。季节 型构成上 ，留鸟有 116种 ，夏 

候 鸟 为 56 种，分 别 占 总 数 的 62．30％ 和 

29．32％，冬候鸟、旅 鸟和迷鸟共计 18种 ，这说 

明当地繁殖的鸟类构成 了老县城鸟类的基本类 

群。 

在地理区系构成上 ，东洋种 、古北种和广布 

种分别为 70种 、87种和 33种 ，虽然古北界种类 

稍占优势，但其鸟类种数比例接近于 1，这也说 

明秦岭作为我国南北气候以及东洋和古北界分 

界线所呈现 出来的动物区系的特殊性。另外 ， 

老县城 自然保护区还有不少两界交汇区所特有 

的物种 ，如灰胸竹鸡 (Bambusicola thoracica)、红 

腹锦 鸡 (Chrysolophus pictus)、血 雉 (Ithaginis 

crttenttt8)、长尾山椒鸟(Pericrocotus ethologus)、山 

噪鹛(Garrulax davidi)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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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国家重点保护及特有鸟类 老县城 自 

然保护区共有国家重点保护鸟类 16种 ，分属于 

4目5科 13属 ，其 中一级保护鸟类 1种 ，为金鹃 

(Aquila ehrysaetos)，二级保护鸟类 15种 ，分别为 

普通鸳(Buteo buteo)、大鸳(B．hemilasius)、白尾 

鹞(Circus cyaneus)、阿穆尔隼 (Faro amurebsis)、 

燕隼(F．subbuteo)、红隼 (F．tinnunculus)、红腹 

锦 鸡、勺 鸡 (Pucrasia macrolopha)、红 腹 角 雉 

(Tragopan temminckii)、血 雉 、红 翅 绿 鸠 (Treron 

sieboldii)、纵 纹 腹 小鹗 (Athene noctua)、红 角鹗 

(Otus scops)、鹰鹗(Ninox scutulata)和斑头鸺鹬 

(Glaucidium b．brodiei)。 

此外，老县城 自然保 护区有我 国特有鸟类 

12种 ，分属于 2目5科 8属，其中鸡形 目2种， 

雀形 目 1O种 ，分别为红腹锦鸡、灰胸竹鸡 、山噪 

鹛 、大 噪 鹛 (Garrulax maximus)、橙 翅 噪鹛 (G． 

elliotii)、斑背 噪鹛 (G．z．1unulatus)、白眶鸦 雀 

(Paradoxomis conspicillatus)、高 山 雀 鹛 (Alcippe 

striaticollis)、红腹 山雀(Parus davidi)、黄腹 山雀 

(P．venustulus)、银 脸 长 尾 山 雀 (Aegithalos 

igi~sus)和蓝鸦(Latoueheomis siemsseni)。 

3．1．3 生境类型构成 老县城 自然保 护区鸟 

类栖息的生境 类型可 以大体分 为以下 4类 ：河 

谷农田、阔叶林 、针阔混交林以及针 叶林 。表 2 

显示了不同生境的鸟类种数及相应 比例。 

从表 2可以看 出，阔叶林生境 中鸟类的种 

类最为丰富 ，其次为河谷农田和针阔混交林 ，针 

叶林种类最少。 

3．1．4 优势种构成 我们使用鸟类数量统计 

的频率指数估计法计算 了老县城 自然保护区鸟 

类的 RB指数(表 3)。 

红嘴蓝鹊和星鸦的 RB指数都超过了 500， 

为老县城 自然保护区的优势种。山雀科 的黄腹 

山雀 、绿背山雀以及大山雀，鸫科莺亚科的暗绿 

柳莺、极北柳莺以及浅黄腰柳莺数量也较多。 

此外 ，主要在农 田周围活动的环颈雉以及在农 

田和阔叶林低海拔地区活动的白领凤鹛在老县 

城也有较大的种群(表 3)。 

3．1．5 鸟类多样性分析 运用 Shannon—Weiner 

指数 H 、Pielou均 匀性指数 ．， 和 Simpson优势 

度指数 C分析了老县城不 同生境 的鸟类多样 

性 (表 4)。 

表 2 老县城 自然保护区鸟类的栖息生境 

Table 2 Habitats of birds in the Laoxiancheng Nature Reserve 

表 3 老县城保护区的鸟类优 势种 

Table 3 Dominant birds in the Laoxiancheng Nature Rese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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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3可以看出，在实际考察中所统计的 

123种鸟类中，日 达到了3．99。其中，阔叶林的 

鸟类多样 性最高 ，为 3．55，其 次为针 阔混交林 

和河谷农 田，而针叶林的多样性指数最低 ，仅为 

2．10。从均匀性指数 ．， 而言 ，阔叶林和针叶林 

分别为 0．82和 0．84，说明这两种生境 中鸟类分 

布相对均匀 ，而河谷农 田生境 中鸟类分布均匀 

性略差一些 ，从 Simpson指数 C中也可看 出这 

一 点。 

3．2 秦岭保护区群 的鸟类多样性 G-F指数 

我们计算了老县城、太白、佛坪、长青的鸟类 G- 

F指数，并与秦岭 、陕西鸟类的 G．F指数进行 

了对 比 (表 5)。 

表 4 老县城保护区不同生境的鸟类多样性分析 

Table 4 Birds diversity in different habitats of the Laoxiancheng Nature Reserve 

仅对考察中实际见到的鸟类进行了多样性分析 。 

Analysis on the birds that were recorded in the surveys 

表 5 秦岭保护 区群 的鸟类 G．F指数 

Table 5 G-F indexes of the birds’fauna of Qinling Mountain Nature Reserves 

4 讨 论 

鸟类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 ，衡量一个地区的鸟类多样性通常采用多 

样性指数方法。常规的群落生态多样性测度方 

法(如 Shannon．Wiener指数)，是基 于物种水平 

的测度方法。而 G．F指数方法是基于物种数目 

的研究方法 ，用于研究科 、属水平上的物种多样 

性。生态多样性 由于基 于个体水平 ，受到出生 

率 、死亡率、种间种 内竞争等多种因素的影 响， 

因此 ，通常应用于较短 的时间尺度的群落多样 

性研究。生物个体的生老病死是生态系统中的 

常见现象，而一个物种作为多个种群的组合，它 

的消失则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 ，因此 ，G．F指 

数反映了较长的时间尺度上的物种多样性。将 

常规的基于物种水平的生态多样性测度方法和 

基于科属水平的 G．F指数方法相结合 ，用于评 

价物种多样性将更为客观全面 ’ J。 

通过实际调查发现，老县城保护 区虽然面 

积不大 ，但却蕴含了丰富的动植物资源 ，其 中鸟 

类就有 191种。鸟类 中有近 70％栖 息于 阔叶 

林，一方面是由于阔叶林具有相对复杂的生境 ， 

可以为不同的鸟类提供不同需求的栖息地；另 
一 方面也 同时可 以为鸟类提供丰富的食物资 

源。此外 ，栖息于河谷农 田的鸟类也 占了 1／3， 

主要是一些与人类伴生的鸟类以及喜欢湿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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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的鸟种 ，如鸡类 、水鸲等。针叶林生境虽然鸟 

种较少，但多是些窄生态域 的鸟种 ，如高山旋木 

雀、金色林鸲 、煤 山雀等。表 3中多样性指数的 

分析 ，也验证 了这一点 。伴 随着生境复杂性 的 

增加，鸟类 的种类及其多样性指数也逐渐增加。 

针叶林多样性指 数最低，仅 为 2．10；阔叶林生 

境较为复杂 ，多样性指数最高 ，达到了 3．55。 

佛坪和长青 自然保护区无论在鸟类 的物种 

数 、F指数 、G指数还是 G—F指数方 面，都非常 

接近 ，并且都略高于太 白和老县城 ，这可能因为 

佛坪和长青均处于秦岭南坡 ，地理位置相近 ，生 

境组成 (海拔 、植被等)形似 ；老县城也在秦岭南 

坡，其各项指数之所以略低 ，主要 因为该保护区 

面积 只有这两个保护区面积的一半 ，而且其海 

拔跨度从 1 524 m到 2 904 m，垂直生境带数 目少 

于这两个保 护区，所 以其 鸟类 多样性 也略低。 

太 白自然保护 区横跨秦岭南北，而且面积也远 

大于其他几个保护区 ，而其各项多样性指数却 

并不太高，原 因可能在于该数据取于姚建初等 

20世纪 80年代末所做的调查 ，距今 已近 20年， 

调查有待深入。按照太 白山的生境条件 ，可能 

拥有更为丰富的鸟类资源。 

通过以上分析并结合秦岭及陕西省的相关 

数据可以看 出，包括老县城 自然保护区在 内的 

秦岭保护区群，面积虽然不大，但其鸟类资源却 

占到了秦岭地区和陕西省鸟类总数的 2／3，各项 

多样性指数也与秦岭及陕西省接近，而且该保 

护区群还拥有大熊猫 、金丝猴 、羚牛 、小熊猫 以 

及珙桐、星叶草等国家重点保护动植物 ，可以说 

是秦岭生物多样性 的精华所在。处于保护区群 

核心地理位置 的老县城 ，更起着连接秦岭各 自 

然保护区的枢纽作用。因此 ，加强各个保护 区 

之间的沟通，加大对该保护区群的投资，再辅之 

以科学 的管理 ，将能够更好地发挥秦岭保护群 

的生态效应、维持和保护秦岭的生物多样性。 

致谢 工作得到了老县城自然保护区管理处朱 

建洲、辛志强、李东群等的大力支持；游章强、徐 

爱春、唐继荣、马瑞俊、杨乐、汤宋华等也参加了 

考察活动 ，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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