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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4年以来的10年中, 中国森林生物多样性

取的是公顷网格抽样方案, 即以各样地为核心区

监 测 网 络 (Chinese Forest Biodiversity Monitoring

域, 同时覆盖样地周边区域, 建立公顷网格地图。

Network, CForBio) 参 照 世 界 热 带 森 林 研 究 中 心

首先在每个公顷网格中心预设潜在相机布设位点,

(Center for Tropical Forest Science, CTFS)的监测规

在其附近20 m范围内选择实际相机布设位点(主要

范和标准在全国陆续建立了至少12个森林动态监测

考虑靠近动物活动路径的位置), 确定和记录每个

样地(www.cfbiodiv.org/)。这些样地涵盖了我国不同

相机布设位点的经度、纬度和海拔等基本信息(详见

纬度带的主要森林植被类型, 已成为我国生物多样

肖治术等, 2014b)。各样地分别布设了16–40台不等

性长期监测与研究的重要平台。野生动物多样性是

的红外相机(古田山, BMC ScoutGuard 550; 其他样

各个样地的重要监测内容, 2009–2013年陆续有7个

地, Ltl ACORN 5210), 布设密度为1台/ha或1台/2

样地采用红外相机技术来监测兽类和地面活动鸟类

ha, 覆盖面积在25–80 ha不等。除西双版纳样地、宝

的多样性。本专辑内以“森林动态监测样地”专题来

天曼样地和长白山样地每年集中监测1–3个月之外,

报道这7个样地基于红外相机数据的野生动物编目

另外4个样地均进行了常年连续监测。

结果, 分别是长白山样地(李欣海等, 2014)、宝天曼

从照片中提取的数据主要包括动物种类(狗、蛇

样地(肖治术等, 2014a)、八大公山样地(谢文华等,

未作统计)、每个物种相机位点出现率和相对丰富度

2014)、古田山样地(斯幸峰等, 2014)、鼎湖山样地(肖

指数。动物种类主要包括能清晰鉴定的兽类和鸟类,

治术等, 2014d)、弄岗样地(施泽攀等, 2014)和西双版

而一些无法鉴定的兽类则分为非啮齿类和啮齿类

纳样地(张明霞等, 2014)。7篇文章提供了各样地红外

分别统计。为了检验取样是否充分, 采用稀疏化曲

相机监测到的兽类和鸟类名录, 能初步反映各样地

线来拟合兽类、鸟类及二者物种数之和与相机数之

所在区域现存主要兽类和鸟类的多样性、分布和种

间的关系, 采用EstimateS 8.2来完成。物种相机位点

群状况, 为深入研究野生动物群落和种群变化以及

出现率是指某物种被拍到的相机位点数占所有正

动植物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基础。下面作一简要介绍。

常工作的相机位点的百分率。相对丰富度指数是指

1

监测方案
CForBio网络红外相机监测的近期目标是初步

建立每个样地野生动物的物种名录及其分布数据
库, 掌握每个样地重要物种的分布、种群大小和活
动规律等, 为后期深入监测研究奠定基础。考虑到
各个样地的面积多在15–30 ha之间, 这7个样地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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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100个捕获日所获取某一物种在所有相机位点的
独立有效照片数。独立有效照片的确定标准为同一
相机位点含同种个体的相邻有效照片间隔时间至
少为30 min。

2

监测结果
通过红外相机所拍摄的清晰图像实现了各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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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内大中型兽类和林下鸟类的重新发现。截至目前,

除古田山样地外, 其余6个样地的监测数据目

7个样地累计布设了260余台红外相机, 共收集了30

前 均 已 保 存 在 图 像 数 据 管 理 系 统 CameraData

多万张照片(其中有动物照片约10万张)。从已鉴定

(http://cameradata.ioz.ac.cn/)(肖治术等, 2014c), 建

的物种名录来看, 7个样地记录到的鸟兽物种已达

立了基于红外相机数据的鸟兽物种名录和图像物

113种, 其中兽类8目19科45种, 鸟类5目12科68种。

种库。CameraData为所有上传的图像数据提供了数

每个样地监测到的鸟兽物种均超过了20种, 以弄岗

据库序列号, 便于查询和管理有关数据。

样地(30种)、八大公山样地(30种)和西双版纳样地
(29种)为多, 并以弄岗样地的兽类物种最多(15种),

3

问题及展望

鼎湖山样地的兽类物种最少(仅9种)。整体来看, 红

2014年起, 黑龙江丰林样地和凉水样地(阔叶

外相机对每个样地内的兽类物种监测较为充分, 但

红松林)和云南哀牢山样地(高山湿性亚热带常绿阔

对地面活动鸟类物种仍需增加取样强度(如增加相

叶林)也开始进行野生动物红外相机监测。因此, 目

机监测位点和监测时间等)。

前CForBio网络已有10个样地开展了野生动物红外

从监测结果来看, 在鼎湖山兽类名录中新添了

相机监测, 初步建立和执行了公顷网格监测方案和

倭松鼠(Tamiops maritimus)。许多国家I级和II级重点

公里网格监测方案, 建立了基于红外相机图像数据

保护动物也被重新记录, 如长白山样地的紫貂

的数据库管理规范和数据分析标准(CameraData),

(Martes zibellina)和黄喉貂(M. flavigula), 八大公山

并初步建立了一支联合监测队伍, 标志着基于红外

样地的黑熊(Ursus thibetanus), 古田山样地的黑麂

相机技术的森林野生动物监测网络已基本形成。

(Muntiacus crinifrons), 弄 岗 样 地 的 猕 猴 (Macaca

作为CForBio网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野生

mulatta)、中华鬣羚(Capricornis sumatraensis)、斑灵

动物红外相机监测网络的维持和稳定仍面临不少

狸(Prionodon pardicolor) (鼎湖山样地也记录到了

问题和困难。如, 网络成员对监测目标和监测方案

该种), 西双版纳样地的北豚尾猴(Macaca leonina)、

的理解和执行仍有一定分歧; 不同样地之间的监测

小鼷鹿(Tragulus javanisus)、水鹿(Rusa unicolor)。

方案和监测要求仍难完全统一。但作为覆盖尺度大

除兽类外, 7个样地内也记录到了一些珍稀濒危的

的长期监测计划, 在充分考虑所有样地可行性的前

地栖性鸟类。如国家I级重点保护鸟类白颈长尾雉

提下, 建议严格执行统一的监测规范, 争取与CTFS

(Syrmaticus ellioti)和灰孔雀雉(Polyplectron bical-

各监测样地的监测规范保持一致, 以便实现更大尺

caratum); 国家II级重点保护鸟类有白鹇(Lophura

度的对比研究和科研合作。目前网络内各样地红外

nycthemera)、红腹角雉(Tragopan temminckii)、红腹

相机的布设主要采用公顷网格抽样方案。监测面积

锦 鸡 (Chrysolophus pictus) 、 勺 鸡 (Pucrasia mac-

的限制导致不能准确估计野生动物多样性和多数

rolopha) 、蓝八色鸫(Pitta cyanea)、仙八色鸫(P.

物种的种群密度。因此, 在充分考虑野生动物在时

nympha)等11种。此外, 有些样地甚至还拍摄到了爬

间和空间上分布和活动的异质性的基础上, 2014年

行类动物, 如西双版纳样地中记录到巨蜥(Varanus

部分样地(如长白山样地、古田山样地、八大公山样

sp.)和蓝尾石龙子(Eumeces elegans)等。

地)开始采用公里网格抽样方案, 并建立多个监测

在7个样地内都有分布的物种仅野猪(Sus scro-

样方, 扩大了监测范围。尽管公里网格抽样方案将

fa)1种, 而豹猫(Prionailurus bengalensis)、花面狸

会监测到更多动物种类, 并有利于估计不同物种的

(Paguma larvata) 、 赤 腹 松 鼠 (Callosciurus eryth-

种群密度, 但野外工作难度和强度均大大提高, 成

raeus)、赤麂(Muntiacus muntjak)、白鹇、虎斑地鸫

本也增加, 不可能做到每个样地都常年监测, 实际

(Zoothera dauma)等物种均至少在4–5个样地有分

执行难度明显增大。通过协商和技术培训, 这些问

布。但也有不少种类的种群数量可能十分稀少。目

题和困难将会逐步得到解决。

前在7个样地中仅发现豹猫1种猫科动物, 且照片拍
摄率很低, 尚未发现大型猫科动物和犬科种类。总

文 内 引 用 的 文 献 见 附 录 (http://www.biodiversity-science.net/fileup/PDF/w2014-108-1.pdf)。

体而言, 来自鼬科和灵猫科的小型食肉兽较为丰
富, 大型兽类多为有蹄类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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