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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塞罕坝褐柳莺繁殖期鸣唱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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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7 年 5 至 8 月，在河北省塞罕坝录制了 80 只繁殖期雄性褐柳莺（Phylloscopus fuscatus）的
鸣唱，对其鸣唱句型和句子参数以及音节类型的变化进行了定量分析。褐柳莺鸣唱的两种主要句型—
—S-song 和 V-song，前者（F3,75 = 17.983，P < 0.05）和后者（F3,75 = 17.983，P < 0.05）的使用频次在
不同月份间均存在显著差异。S-song 的使用频次多于 V-song 的使用频次，且二者在繁殖季的变化表现
出相反的趋势：S-song 使用频次在 5 月和 8 月较高，在 6 月最低；而 V-song 的使用频次却是在 6 月达
到最高值，在 5 月和 8 月较低。不同月份鸣唱句子最高频率（F3,75 = 4.841，P < 0.05）
、句子频宽（F3,75
= 3.814，P < 0.05）和句子峰频率（F3,75 = 3.793，P < 0.05）均存在显著差异。通过 80 只个体的 2 400
个鸣唱语句得到了 65 种音节类型，其中，80%以上的音节类型在每个月中均有分布，但每月音节类型
数存在显著差异（F3,75 = 5.456，P < 0.05）。音节类型数量随繁殖季的变化表现为，7 月褐柳莺鸣唱中
具有最多的音节类型数（19.79 ± 3.69），5 月和 8 月音节类型数较少，8 月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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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 of Song Characteristics in Dusky Warbl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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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breeding season, from May to August 2017, we collected songs from 80 breeding males of
Dusky Warbler (Phylloscopus fuscatus) in Saihanba, Hebei Province. The changes of song types, song
parameters and song syllable types were analyzed. There were two sentence patterns in the song of the males:
S-song (Fig. 1a) and V-song (Fig. 1b).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song output of S-song and
V-song among months (ANCOVA: F3,75 = 17.983, P < 0.05; F3,75 = 17.983, P < 0.05; Fig. 3), with more
S-song used than V-song in the whole breeding season. The output of S-song and V-song in each mo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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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ed the opposite trend, with relatively more output of S-song in early (May) and late (August) breeding
season, and more output of V-song in the middle breeding season (June).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maximum frequency (ANCOVA: F3,75 = 4.841, P < 0.05; Table 1), bandwidth (ANCOVA: F3,75 = 3.814, P
< 0.05; Table 1) and peak frequency (ANCOVA: F3,75 = 3.793, P < 0.05; Table 1) among months. Based on
the 2 400 song verses from 80 males, 65 syllable types were obtained (Fig. 4). More than 80% of the syllable
types were used in all months (Fig. 5), but the number of syllable types used in each month were significantly
varied (ANCOVA: F3,75 = 5.456, P < 0.05; Fig. 6). The peak of syllable diversity was in July, with 19.79 ±
3.69 syllable types used, there were fewer syllable types used in May and August, with the least in August.
Key words: Dusky warbler, Phylloscopus fuscatus; Bird song; Breeding Season; Monthly variation; Saihanba

鸟类的鸣声（vocalization）是重要的通讯
方式，包括鸣叫（call）和鸣唱（song）。鸣叫

用比例增加（Forstmeie et al. 2002a，刘建平等
2016）。
在褐柳莺繁殖期阶段，Liu 等（2017）
、王

是指鸟类在全年都会发出的短促、简单的叫声；
鸣唱则大多数是由处于繁殖期的雄鸟发出的较

姣 姣 等 （ 2018 ） 对 其 雄 鸟 喙 形 态 （ beak

为复杂的鸣声（苏秀等 2006，郑光美 2012）
。

morphology）
、身体大小等特征和鸣声的关系进

鸣唱的主要功能是保卫领域和建立并维持配偶

行了探究分析。繁殖期褐柳莺鸣唱特征的变化

关系（Kroodsma et al. 1991）。在鸟类的整个生

规律尚未见报道。了解褐柳莺鸣唱特征的变化，

活史中，鸣声起着重要的作用，如繁殖期的鸟

有助于了解不同句型的使用规律及意义。因此，

类鸣声特征与适合度相关（李剑等 2013）
。通

本研究以河北省塞罕坝地区的褐柳莺为研究对

过对鸟类繁殖期鸣声的研究，能够了解鸟类鸣

象，对其繁殖期鸣唱句型（song types）、句子

声的生物学意义（郭敏等 2007）。同时鸣声研

参数（song parameters）和音节类型（syllable

究也可应用到行为学、分类学等领域，为鸟类

types）的变化进行了研究，以期为深入揭示繁

近缘种的区分提供依据（曲文慧等 2011）。

殖期褐柳莺的鸣声特征与变化规律提供基础资

褐柳莺（Phylloscopus fuscatus）隶属于雀
形目莺科柳莺属，是主要以昆虫为食的长距离
迁徙鸟类。该鸟多栖息于高山、溪流沿岸的疏

料。

1

研究区域概况

林与灌丛地带（Forstmeier 2002，刘建平等

塞 罕 坝 （ 42°02′ ~ 42°36′N ， 116°51′ ~

2016）。根据以往对褐柳莺的鸣唱类型、颤音类

117°39′E）位于河北省承德市围场县，平均海

型、语法和曲目大小等方面的研究，发现褐柳

拔 1 500 m。年均气温﹣1.3 ℃，年均积雪达 7

莺鸣唱的句型随机，没有固定的顺序（Martens

个月，年均无霜期 64 d，年均降水量 460.3 mm，

et al. 2008，Ivanitskii et al. 2012）。Forstmeier

属典型的半干旱半湿润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等（2002a）对雄性褐柳莺为什么在配对之后依

（侯建华等 2011）。

然会频繁鸣唱进行了研究，并将褐柳莺的鸣唱

褐柳莺为塞罕坝夏候鸟，每年繁殖一次，

类型分为两种基本句型：句型单一不变的

繁殖期为 5 至 8 月，筑巢地大多为河流沿岸的

S-song（图 1a）和句型多变的 V-song（图 1b）
。

灌木丛，繁殖季节常常会发出频繁而响亮的鸣

S-song 是个体的识别信号，用以宣告和标记领

声（刘建平等 2016，王姣姣等 2018）。

地；V-song 是高度变化的鸣唱类型，它具有宣
告雄性质量的作用，用以吸引雌鸟达到交配繁
殖的目的，且在雌鸟开始产卵时，V-song 的使

2
2.1

研究方法
数据的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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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167·

褐柳莺的 S-song 句型（a）和 V-song 句型（b）
S-song (a) and V-song (b) spectrum of dusky warblers

2017 年 5 至 8 月，在晴朗天气条件下，于

2.2

鸣声数据测量

每天 5:00 ~ 11:00 时录制占有领域的雄性褐柳

将野外录制的鸣唱声音利用 Raven Pro 声

莺鸣唱。每月录取 20 只雄性个体，总共对 80

音分析软件（版本 1.4，Raven，美国）生成语

只不重复个体的鸣唱进行了录音，每只个体选

图。生成语图的参数设置为：快速傅里叶变换

取 30 个句子。录音器材为便携式 DR-600 数字

（ FFT length ） 256 points， 汉 宁 窗 口 （ Hann

录音机（Tascam，日本）和 MKH416 P48 强指

window），帧长（frame length）100%，重叠

向性话筒（Sennheiser Electronic，德国）。录音

（ overlap ） 50% ， 频 率 分 辨 率 （ frequency

文件格式为“.wav”，录音采样频率（sampling

resolution）172 Hz，时间分辨率（time resolution）

frequency）为 44.1 kHz，采样精度（sample size）

2.9 ms。测量的声音变量包括句子的持续时间、

为 16 Bit。
录音时与目标鸟个体的距离小于 10 m，

最高频率、最低频率、频宽、峰频率、音节个

以便获得最为清晰的录音。以巢区灌木丛为中

数（鲁思凡等 2014）（图 2）。

心，褐柳莺的领域鸣唱活动半径在 10 ~ 30 m 之

根据褐柳莺鸣唱音节在语图中呈现的结

间，故选择录音的褐柳莺之间间距均在 300 m

构，对鸣唱进行分类，由于褐柳莺鸣唱多为单

以上，距离相对较远，远大于其繁殖期的领域

一音节的多次重复，因此测量每个语句中某一

鸣唱活动范围，以确保它们是不同的个体，并

个音节的最高频率、最低频率、音节持续时间、

在录音时用 GPS 进行位点标记，避免重复录

音节的起始频率和终止频率，通过判别分析来

音。

检验音节划分的准确性（刘建平等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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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Fi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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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柳莺的鸣声测量参数示意图

Sound spectrograms of dusky warblers

若符合正态分布，则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鸣声术语
本文使用的术语如下（Forstmeier et al.

（One-way ANOVA）来比较不同月份间褐柳莺

2002a，Catchpole et al. 2008，郑光美 2012）：

鸣声的差异，对满足方差齐性的数据用

S-song：褐柳莺的两种主要鸣唱类型之一，
句型单一，句子由同一种音节类型重复组成，

Bonferroni 进行多重比较，如不满足方差齐性，
则用 Games-Howell 的方法进行多重比较。
若不符合正态分布，进行对数转换符合后

用以宣告和标记领地。
V-song：褐柳莺的两种主要鸣唱类型之一，

再进行方差分析。若转换后依然不符合正态分

句型多变，句子由不同的音节类型组成，用以

布，则对个体间的鸣声特征使用非参数

宣告雄性质量，吸引雌鸟交配繁殖。

Kruskal-Wallis ANOVA 检验（李剑等 2013）。

句子（verses）：由一个或多个音节重复构

数据分析在 IBM SPSS Statistics 22.0 软件

成的连续段落，句子之间通常具有明显的空白

完成，数据结果用“平均值 ± 标准差”的形式

形成的间隔。

表示，所有检验统计显著性水平设为 0.05。

音节（syllable）：通常在句子中重复多次
出现的多个独立音素的固定组合。
最高频率（maximum frequency）：鸣声语
图中句子频率的最高值。
最低频率（minimum frequency）：鸣声语
图中句子频率的最小值。
频宽（bandwidth）：最高频率与最低频率
之差。
峰频率（peak frequency）：振幅最大时的
频率。

3
3.1

结果与分析
鸣唱句型变化
繁殖期褐柳莺的鸣唱句型包括句型单一的

S-song 和复杂多变的 V-song，两种句型分别在
录音句子中出现的次数为褐柳莺鸣唱该句型的
使用频次。对 5 至 8 月份鸣唱句型进行统计分
析发现：褐柳莺鸣唱时 S-song 和 V-song 的使
用频次不同，且不同月份间 S-song（F3,75 =
17.983，P < 0.05）和 V-song（F3,75 = 17.983，P

鸣声数据统计与分析

< 0.05）句型的使用频次均存在显著差异；每

首先计算每个个体鸣声特征的均值，然后

个月份 S-song 的使用频次均多于 V-song，且二

使用 Kolmogorov-Smirnov 检验鸣声参数数据

者在不同月份间表现出相反的变化趋势：

是否符合正态分布。

S-song 使用频次在 5 月和 8 月为高峰值，其中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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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最高，显著高于 6 月和 7 月，V-song 使用

和 6 月，7 月数值最低，且 5 月、8 月和 6 月数

频次则在 6 月达到最高值，6 月和 7 月显著高

值显著高于 7 月（表 1）
。

于 5 月和最低值的 8 月（图 3）。

3.3
3.3.1

音节类型变化
音节类型分类 褐柳莺鸣唱时，在不同

时期及行为下会有不同的鸣唱方式，其音节类
型也是多变的，通过对 5 至 8 月 80 只雄性褐柳
莺个体 2 400 个鸣唱语句的语图结构进行分类，
共得到了 65 种音节类型（图 4）。
3.3.2

音节类型在个体间的变化

在上述 65

种音节类型中，每一种音节类型都被多只个体
所共享，其中共享率最高的是第 3 号音节类型，
有 60 只褐柳莺鸣唱了此音节类型；其次是第
15 号音节类型，被 48 只褐柳莺所共享，共享
图3
Fig. 3

3.2

率也很高；共享率最低的是第 16 号音节类型，

鸣唱句型使用频次变化趋势图

只有 5 月的 2 只褐柳莺鸣唱了此类型的音节，

Change trend of song type usage frequency

出现的频次也较低。每只褐柳莺个体所鸣唱的

鸣唱句子参数变化

音节类型在 3 至 35 种之间。

褐柳莺鸣唱句子持续时间（F3,75 = 1.055，

3.3.3

音节类型的月间变化 5 至 8 月褐柳莺

P > 0.05）、句子最低频率（F3,75 = 0.090，P >

的音节类型分布相对来说比较均匀，80%以上

0.05）和句子音节个数（F3,75 = 1.579，P > 0.05）

的音节类型在四个月中均有分布。只有 9 种音

在不同月份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句子最高

节类型例外，即 14 号、23 号、55 号和 63 号音

频率（F3,75 = 4.841，P < 0.05）、句子频宽（F3,75

节在 5、6、7 月中均有出现，8 月没有出现；

= 3.814，P < 0.05）和句子峰频率（F3,75 = 3.793，

12 号和 49 号音节在 5、7、8 月中均有出现，6

P < 0.05）均存在月份间的显著差异（表 1）。

月没有出现；64 号和 65 号音节在 6、7、8 月

句子最高频率、频宽和峰频率均表现出相

中均有出现，5 月没有出现；16 号音节只在 5

同的变化趋势，即 5 月数值最高，其次是 8 月

月中有出现，6、7、8 月均没有出现（图 5）。

表1
Table 1
句子参数
Verse parameters
持续时间 Duration (s)

褐柳莺鸣唱句子参数

Verse parameters of male dusky warblers
平均值 ± 标准差 Mean ± SD

显著性 Significance

5 月 May

6 月 June

7 月 July

8 月 August

F3,75

P

1.12 ± 0.14a

1.13 ± 0.14a

1.14 ± 0.16a

1.13 ± 0.16a

1.055

0.373

0.38a

0.37a

0.33b

0.37a

最高频率 Maximum frequency (kHz)

7.19 ±

4.841

0.004

最低频率 Minimum frequency (kHz)

1.84 ± 0.12a

1.82 ± 0.12a

1.84 ± 0.12a

1.83 ± 0.13a

0.090

0.965

0.26a

0.25a

0.21b

0.24a

6.92 ±

6.75 ±

7.00 ±

频宽 Bandwidth (kHz)

5.35 ±

3.814

0.013

峰频率 Peak frequency (kHz)

4.59 ± 0.26a

4.41 ± 0.24a

4.34 ± 0.27b

4.52 ± 0.21a

3.793

0.014

0.84a

0.89a

0.99a

0.90a

1.579

0.201

音节个数 Number of syllables per verse

5.80 ±

5.10 ±

6.25 ±

4.92 ±

5.97 ±

5.17 ±

5.66 ±

月份间差异显著性以小写字母标注，同一行数据后字母相同表示差异不显著（P > 0.05），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显著（P < 0.05）。
Differences between months are marked with lowercase letters. The same letters represen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 0.05), but different
letters represen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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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Fi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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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塞罕坝褐柳莺的 65 种音节类型

65 syllable types of male dusky warblers at Saihanba, Hebei Province

图中不同数字代表不同类型的音节。The numbers represent different types of syllables.

5 至 8 月褐柳莺每月音节类型数存在显著

繁殖期（5 至 8 月）的褐柳莺在每个月鸣

差异（F3,75 = 5.456，P < 0.05），其中，7 月具

唱的 S-song 句型均多于 V-song 句型，而在 6

有最多的音节类型数，其次是 6 月和 5 月，这

和 7 月相对于 5 和 8 月鸣唱 V-song 句型的频次

3 个月的音节类型数显著高于 8 月（图 6）。

增 多 ， S-song 句 型 的 频 次 减 少 。 由 于 在

4

讨论

Forstmeier 等（2002a）的研究中已明确了两种
句型的功能，即 S-song 特点为句型单一不变，

繁殖期的鸟类鸣声复杂多样，包含着保卫

是个体的识别信号，用以宣告和标记领地；

领域、吸引配偶、稳定配偶关系等丰富的生物

V-song 特点为句型多变，具有宣告雄性质量的

学信息（Catchpole et al. 2008）。本研究发现，5

作用，用以吸引雌鸟达到交配繁殖的目的。因

至 8 月褐柳莺繁殖期的鸣唱句型、句子参数和

此，本研究结果表明，褐柳莺在 5 月迁徙到达

音节类型具有显著变化。

繁殖地后，首先进行占区，即通过鸣唱较多的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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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Fig.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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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节类型个体间分布

Distribution of syllable types among individuals

图中音节类型的编号与图 4 中音节类型编号一一对应。
The serial number of syllable types in the figure corresponds to the number serial of syllable types in Fig. 4.

柳莺鸣唱 S-song 的频次达到最高，即领域保护
行为达到最强，此现象是否与该阶段幼鸟的成
长造成了雄鸟保护领域的压力增加有关，尚有
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5 至 8 月褐柳莺鸣唱句子的最高频率、峰
频率和频宽均存在显著性差异，且均表现为繁
殖期开始和结束阶段的上述鸣唱句子参数值高
于繁殖中期的。其中 5 月的参数值最高，这可
能与 5 月最高频率和峰频率较高的 S-song 句型
的使用频次较高有关，而 S-song 句型的集中使
用是因为占区进行领地宣告标记需要，具有较
图6
Fig. 6

音节类型数月份间变化趋势图

Change trend of number of syllable types from
May to August

高频率句子的个体可能在占区过程中占据优
势；7 月褐柳莺的领域范围及配偶关系处于较
稳定的状态，因此参数值最低；8 月褐柳莺进

S-song 进行领地宣告和标记；6 月进入求偶交

入繁殖末期，S-song 句型使用频次最高，但整

配期，此时通过提高多变的 V-song 句型使用频

体来看不如繁殖前期活跃，因此 8 月的句子参

次，用于炫耀雄性的质量以吸引雌鸟并进行交

数值仅次于 5 月。雄鸟 5 月占区阶段集中使用

配；之后的 7 月褐柳莺雌鸟处于产卵期，雄鸟

具有较高频率的 S-song 句子和 6 月求偶交配阶

鸣唱 V-song 的使用频次依然很高，同时 S-song

段 V-song 句型集中使用的鸣唱策略，从另一个

也略高于 6 月，这可能与驱赶其他入侵雄鸟捍

方面印证了 Forstmeier 等（2002b）有关褐柳莺

卫领地和父权有关；8 月，进入繁殖末期，褐

雌鸟偏爱与鸣唱高质量 V-song 句型雄鸟交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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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点。

54 卷

vary between males. Journal of Animal Ecology, 71(1): 1–9.

此外，繁殖期褐柳莺鸣唱变化不仅体现在

Forstmeier W, Balsby T. 2002a. Why mated dusk warblers sing so

鸣唱句型和句子参数的变化，还体现在音节类

much: territory guarding and male quality announcement.

型的变化。刘建平等（2016）曾在塞罕坝根据

Behaviour, 139(2): 89–111.

41 只褐柳莺的鸣唱划分出 49 种音节类型，本

Forstmeier W, Kempenaers B, Meyer A, et al. 2002b. A novel song

研究对塞罕坝 80 只褐柳莺的鸣唱音节进行了

parameter correlates with extra-pair paternity and reflects male

分类，得到了 65 种音节类型，新发现了 16 种

longevity.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269(1499): 1479–1485.

音节类型。塞罕坝褐柳莺鸣唱音节类型数与

Ivanitskii V V, Marova I M, Malykh I M. 2012. Between order and

Forstmeier 等（2002a）从俄罗斯远东地区 115

chaos: contrasting syntax in the advertising song of Dusky

只褐柳莺得到的 205 种音节类型还存在较大差

(Phylloscopus fuscatus) and Radde′s (Ph. schwarzi) Warblers.

距，造成这样的差异可能与地区差异或样本量

Journal of Ornithology, 153(2): 337–346.

有关。但每只褐柳莺所鸣唱的音节类型种类数
结果是相似的，Forstmeier（2002a）为 1 ~ 27
种，刘建平等（2016）为 2 ~ 30 种，本次研究
为 3 ~ 35 种。音节类型在个体间的变化体现在
音节的共享上，其中第 3 号音节共享率为 75%，
达到最高，且该音节相对均匀地分布于每个月
中，因此，该音节可能是褐柳莺的“日常用
语”，多种情况下都会用到。但第 16 号音节共
享率最低，只有 5 月的 2 只褐柳莺鸣唱了该音
节，可能是与占区阶段某种特定行为有关，其
行为学意义有待进一步探究。音节类型数在 5、
6、7 月份逐渐升高，至 8 月份降至最低，这种
变化趋势与 5 月和 8 月褐柳莺鸣唱主要用于领
地宣告和标记，句型简单、音节类型较少，而
6 和 7 月褐柳莺鸣唱除用于领地宣告标记外，
更多的用于求偶竞争和育雏，鸣唱句型多变、
音节类型多样有关。
本研究通过对比褐柳莺繁殖期 5 至 8 月 4
个月的鸣唱变化，对其鸣唱句型、句子参数以
及音节类型变化进行了初步的分析，为繁殖期
鸟类鸣声的研究提供了数据支撑，但音节变化
与鸟类行为之间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的探
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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