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江平原地区东方白鹳繁殖种群数量监测、致危

因素及保护建议报告

作者：王强，马志龙，鄂明菊

顾问：刘培琦



目录

前言................................................................................................................................3

1 东方白鹳历史分布与种群数量................................................................................3

1.1 繁殖区分布......................................................................................................4

1.2 迁徙停栖地数量..............................................................................................5

1.2.1 黑龙江....................................................................................................5

1.2.2 吉林省....................................................................................................5

1.2.3 内蒙古....................................................................................................5

2 三江平原地区典型保护区东方白鹳繁殖种群数量历年对比................................6

2.1 洪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6

2.1.1洪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概况.................................................................6

2.1.2洪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方白鹳繁殖种群数量历年对比.................6

2.2 兴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7

2.2.1兴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概况.............................................................7

2.2.2兴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方白鹳繁殖种群数量历年对比.............8

3 三江平原东方白鹳数量现状....................................................................................9

4 致危因素..................................................................................................................12

5 保护建议..................................................................................................................14



前言

东方白鹳(Ciconia boyciana)为大型涉禽，栖息于河流和湖边湿地中，在人烟

稀少的大树或其它人类建造的高大物体上营巢。主食鱼类,也吃鼠,蛙及昆虫。是

仅分布于亚洲的大型涉禽，因数量稀少,已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

公约》的附录 I中。国际鸟类保护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Bird Preservation)

在鸟类红皮书中，定为濒危种。中国政府将其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中国的研究在近十几年中开始起步并迅速进展。

在动物分类学上东方白鹳属鹳形目（Ciconiiformes）鹳科（Ciconiidae），鹳

属（Ciconia）。其原来归属于白鹳种下的东方亚种，后被作为一个独立物种从

白鹳（Ciconia ciconia）中划分出来，自 1983 年起已被公认，定名为东方白鹳

（Ciconia boyciana）。在 ICBP 鹳、鹮、鹭专家组第 l 期(1983)工作报告中，正

式使用了东方白鹳这一名称，其英文名用 Oriental White Stork。中国从 80年代

后期开始，多数学者已经接受并使用东方白鹳这一名称。

近 20年来，我国对白鹳的分布、数量、迁徙、生境及利用等方面进行了较

深入的研究，建立了多个（包括以东方白鹳为主要保护对象的）自然保护区，在

鹳类资源的保护和管理工作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但近年来，随着经济建

设的迅速发展，白鹳栖息的自然环境受到了较大影响，栖息地面积日益减少、环

境条件逐渐退化等现象对白鹳的生存构成严重威胁。为了加强白鹳资源的保护工

作，有必要在已经工作的基础上开展更为全面的白鹳现状专项调查。通过对白鹳

资源及其栖息地状况的调查，了解和掌握其资源现状，为东方白鹳的保护工作提

供科学准确的决策依据。

1 东方白鹳历史分布与种群数量

东方白鹳的繁殖地主要在黑龙江流域，其大致范围西起俄罗斯的达乌尔斯基

自然保护区，东至沿海到哈巴罗夫斯克。东方白鹳繁殖地的分布格局，除地带性

影响因素外，基本取决于筑巢树与湿地的分布状况和面积大小，而变化于人类对

湿地的改造和环境的变迁。东方白鹳的繁殖种群主要分布在中国和俄罗斯东部边

界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越冬在我国长江中下游。



1.1 繁殖区分布

东方白鹳在中国的繁殖地主要有黑龙江的三江平原和嫩江中下游地区，另外

在大兴安岭有零星个体繁殖。近年发现的繁殖地有黑龙江东部抚远三角洲、洪河、

萝北嘟噜河下游、宝清七星河流域、挠力河河口、伊春友好、依兰达连河、桦南

孟家岗、迎春沼地、虎林虎头和独木河、阿布沁河下游，西部黑河地区的嫩江、

富裕、扎龙，吉林莫莫格的哈尔挠河、向海的西民主屯和周家店窝棚，内蒙古科

尔沁。

1984年以前在我国没有繁殖区对东方白鹳进行数量统计的报道，冯科民等

报道 1984年 5月 5日-19日发现黑龙江省有 71只东方白鹳，其中乌裕尔河地区

3只，都鲁河地区 66只，七星河 2只。此后马逸清 1983，1984，1985年调查所

得报道 123只，其中三江平原 7处 66 只，嫩江中下游 2处 57只（Ma Yiqing et

al.,1991）。由此可见，东方白鹳主要分布在三江平原河和嫩江中下游，而三江

平原是最主要的营巢地区。1992年在俄罗斯召开的国际会议上，朴仁珠提出自

1984-1986年已知黑龙江省有东方白鹳 124只、19个巢，如果加上嫩江中下游包

括吉林省的资料，共为 211只、25个巢，此外，在内蒙古的科尔沁自然保护区

也有东方白鹳营巢繁殖（于有忠等，1991），在嫩江中游加格达奇的松岭林业局

青林林场，也发现东方白鹳作巢孵卵（马逸清等，1989）。据多年调查统计，其

在黑龙江省数量分布为抚远三角洲（1984-1986期间发现 40只个体和 2巢）、洪

河自然保护区（1984-1986年 3巢；1998年记录到 30只的繁殖个体，282只的夏

季集群）、伊春（1987年 7月采集到 1个标本，1993年 8月在汤望河捕捉到一

只，1993 年 10 月在翠峦捕到一只幼个体）、齐齐哈尔扎龙自然保护区（1981

年 5月的一次航空调查在乌裕尔河下游发现 2-3对繁殖）、挠力河流域（1984-1986

期间发现 12只个体和 4巢）、都鲁河下游流域（1984-1986期间发现 4只个体和

1巢）、七星河流域（包括长林岛和雁窝岛，1984-1986期间发现 12只个体和 1

巢）、虎林迎春沼泽区、兴凯湖自然保护区（1997年 4月，13只）。

在吉林镇赉的莫莫格自然保护区（1987年 1对营巢，约有 20只在保护区内

渡夏）、通榆县的向海自然保护区（80年代末报道有 1-2对个营巢）

在内蒙古见于达赉湖国家自然保护区、扎赉特旗（1990年有 1对个体在图

牧吉南部的一根电线杆筑巢）、科尔沁自然保护区（1987 年 3 月-10 月，有 17



只）。

1.2 迁徙停栖地数量

东方白鹳迁徙时途经黑龙江省大小兴安岭、东部山区、松嫩平原和三江平原，

进入吉林莫莫格的哈尔挠河、向海、安图、敦化、靖宇，穿过辽宁双台子河口、

朝阳、法库、沈阳、辽中、台安、大洼、盖县、熊岳、庄河、大连，河北北戴河，

山东微山湖、济南北部黄河附近、胶东、长岛等地，到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越冬。

1.2.1 黑龙江

迁徙期见于黑龙江省抚远三角洲（1984-1986期间发现 40只，1999年夏季 9

只，9月在乌苏里江中的一个小岛中发现 24只。）、洪河自然保护区（1984-1986

期间发现 34只个体，1998年记录到 252只的夏季集群。）、齐齐哈尔扎龙自然

保护区（1981年 5月的一次航空调查在乌裕尔河下游发现 19只东方白鹳）、挠

力河流域（1984-1986期间发现 12只个体）、都鲁河下游流域（1984-1986期间

发现 4 只个体）、七星河流域（包括长林岛和雁窝岛，1984-1986 期间发现 12

只个体；1999年 9月该地区又发现 12只个体）、虎林迎春沼泽区、兴凯湖自然

保护区。1999 年在长林岛和雁窝岛共统计到东方白鹳 41只，最大一群是 1999

年 9月初在雁窝岛记录到 7只。2001年 9月在雁窝岛自然保护区又见到 24只秋

季集群。

1.2.2 吉林省

已知在吉林省西北部白城地区的莫莫格保护区秋季集群，年统计数量为

1985年 372只，1987年 573只，1988年约 600只，1989年 750只，集群数量有

逐年增加的趋势，与我国长江中下游越冬的东方白鹳的总数量接近（吴至刚等，

1991）。此外 1987年春在向海自然保护区见迁徙停歇鹳 30-40只，1994年 5月

15只，德惠县（1978年 4月采集到雄性成体），在敦化、靖宇等处也有记录。

1.2.3 内蒙古

在内蒙古见于达赉湖国家自然保护区、扎赉特旗（1991年 9月，14只）、

科尔沁自然保护区（1987年 3月-10月，有 17只）等地。



2 三江平原地区典型保护区东方白鹳繁殖种群数量历年对比

2.1 洪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1.1 洪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概况

洪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黑龙江省三江平原腹地，同江市与抚远县交界

处。1993年开始，洪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东方白鹳搭建人工三角架巢，实施

人工筑巢招引工程。迄今已筑人工巢近百个，招引了 200多对东方白鹳在保护区

繁衍生息。累积繁殖育成了近千只。

图 1—洪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如今，洪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为我国东方白鹳野生种群数量最大的繁育基

地，有“中国东方白鹳之乡”的美誉。同时还根据每只幼雏不同的生育特征，给

雏鸟佩戴鸟环，为进一步研究东方白鹳的迁徙路线提供了更加科学的依据。因此，

将洪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作为三江平原地区东方白鹳繁殖种群数量历年对比的

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2.1.2 洪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方白鹳繁殖种群数量历年对比

通过比较洪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方白鹳繁殖种群历年数量，我们发现



70-80 年代该保护区东方白鹳的数量呈平稳趋势，80-90 年代呈下降趋势，而在

90-10年代该保护区的东方白鹳的数量又有了明显的回升。

图 2—洪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方白鹳繁殖种群数量历年对比

这种状况与当地的东方白鹳策略息息相关，90 年代之前，该保护区采取的

是相对被动保护策略，而从 93 年开始该保护区为东方白鹳搭建人工三角架巢，

实施人工筑巢招引工程，迄今为止，已筑人工巢近百个，招引了 200多对东方白

鹳在此保护区繁衍生息。由此可以看出，保护策略制定以及实施对于东方白鹳的

保护有着重要影响。

2.2 兴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2.1 兴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概况

兴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地理坐标为东经

131°58′30″—133°07′30″，北纬 45°01′00″—45°34′30″。西起白棱河桥西 500 米，

北邻穆棱河，东北与虎林市交界，东以松阿察河、南以大兴凯湖与俄罗斯兴凯湖

国家自然保护区相接。每年早春，来自东南沿海、长江中下游、渤海湾，以及台

湾、日本群岛、朝鲜半岛的候鸟，经过长途迁飞，体力消耗很大。湖口明水面的

水生植物，浮游生物、鱼类等为候鸟提供了良好的停歇环境和丰富的食源。因此

兴凯湖湖口成为三江平原候鸟迁徙的最大“驿站”。成千上万只候鸟在此云集，

景色蔚然壮观，成为候鸟迁徙观测的最佳地点。



图 3—在兴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东方白鹳佩带追踪器（马志龙 摄）

2.2.2 兴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方白鹳繁殖种群数量历年对比

通过比较兴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方白鹳繁殖种群历年数量，我们发现

1970-1995 年该保护区东方白鹳的数量呈明显的下降趋势，而在 1995 年之后该

保护区的东方白鹳的数量又有了明显的回升。



图 4—兴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方白鹳繁殖种群数量历年对比

3 三江平原东方白鹳数量现状

三江平原是东方白鹳最重要的繁殖区，根据 1984-1986年三江平原洪河、三

江、饶力河流域、七星河流域和兴凯湖自然保护区地面数据统计，三江平原共发

现东方白鹳 112只，与 1985年春黑龙江省珍稀水禽航空调查数据接近。但由于

湿地开发，人为活动不同程度地干扰使得东方白鹳的繁殖地不断缩小，繁殖中青

年数量明显减少，到 20世纪 90年代初，全区东方白鹳数量已不足 10对。随着

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及保护力度的加大，再加上东方白鹳人工招引的成功，在三

江平原地区东方白鹳的数量逐年增长，2008年统计，三江平原地区东方白鹳繁

殖数量已达 56只。2016我们对黑龙江省三江平原各保护区春季东方白鹳数量进

行调查。调查的保护区包括：兴凯湖、三江、洪河、大佳河、三环泡、黑瞎子岛、

挠力河以及八岔岛等自然保护区，共记录东方白鹳 566只。



图 5—2016年春季每月各保护区东方白鹳鸟类数量

图 6—2016年春季每月各保护区东方白鹳数量比例

通过对比各保护区春季各月份东方白鹳数量及其所占比例可以发现，三江平

原各保护区 4月份所观测到的东方白鹳数量最多，约占总数量的 75%。



图 7—2016年 4月各保护区东方白鹳数量

由于 2016年 4月份是观测到东方白鹳数量最多的月份，因此对该月份各保

护区东方白鹳的观测数量进行对比，结果发现挠力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所观测到

的东方白鹳数量最多，为 262只；其次为洪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68只。

图 8—2016年 4月挠力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方白鹳鸟类数量



图 9—2016年 4月洪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方白鹳鸟类数量

通过对挠力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及洪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4 月份东方白

鹳的观测数量对比发现，东方白鹳是被分散观测到的，时多时少，并无一定规律。

4 致危因素

近年来，东方白鹳的野外种群数量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中国都处于不断减

少的状态，而栖息地的减少，生境的退化，以及人为干扰因素是东方白鹳数量减

少的主要原因。

在中国，偷猎曾经是东方白鹳的致危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上个世纪 80年代

曾经有人进行大规模的狩猎活动，造成了东方白鹳种群的严重破坏。然而，由于

近年来我国政府已经逐渐意识到保护东方白鹳的重要性，陆续在东方白鹳的繁殖

地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地和东方白鹳的迁徙途经地和越冬地辽宁、山东、湖

北、安徽、江苏等地，建立了众多的自然保护区，加大执法力度，已经基本控制

了盗猎行为。

在今天的中国，影响东方白鹳种群的最重要因素是生境的破坏，由于东方白

鹳筑巢于高大乔木，所以繁殖地树木的砍伐对东方白鹳的生存是一个巨大的威

胁。而在东北，湿地的缺水情况，已成普遍现象，使东方白鹳失去了起码的生存

基础，在越冬地白鹳所赖以生存的湿地已大面积的被开垦。湿地的减少，以及火

灾、干旱和其他人为因素使东方白鹳的野外种群已经极其脆弱，处于一个不稳定

的状态。



黑龙江流域东方白鹳繁殖个体虽然有所增加，但就现有的保护面积及周围环

境现状而言，仍不容乐观。导致东方白鹳种群数量下降主要来自于当地的农业开

发、人口增加、捕渔、畜牧业、湿地污染等因素，直接影响了白鹳的生境和种群

数量。针对东方白鹳数量减少的现状，总结为以下几点致危因素：

（1）栖息地丧失

湿地是东方白鹳生存、繁殖的必要环境，然而黑龙江省，如今已很难再找到

未受人类开发活动影响的湿地。在三江平原，大规模的开荒造田白 1958年到今

一直未曾停止。在东方白鹳另一重要分布区嫩江下游沿岸，原在岸边天然榆树上

营巢的东方白鹳，因营巢树的丧失，也曾在了 70年代后也已绝迹。

三江平原是东方白鹳繁殖的最适宜的区域，自 1960年以来栖息地的质量明

显退化，自然湿地开始向农田转化，湿地出现破碎化。在近 40年来，挠力河流

域湿地面积减少了 87%，东方白鹳的栖息地树木被砍伐，繁殖栖息地被破坏，东

方白鹳的繁殖数量急剧下降。

（2）非法狩猎

对于东方白鹳来说，由于白鹳巢高大醒目，幼鸟在巢上停留时间在 100天左

右，成为人们猎捕的对象。在保护区内拾卵捕雏的现象已经被制止，但在保护区

外仍时有发生。

（3）过度捕鱼

东方白鹳主要吃鱼、两栖类、爬行类、昆虫和小型的哺乳动物，鱼类是东方

白鹳的主要食物。在三江平原大部分地区，渔民常使用鱼网或其它捕鱼工具来捕

捞鱼类，使鱼类资源减少，出现人与鸟争食的现象。

（4）人为干扰

人类的毁巢、取卵、掏雏以及猎杀是导致白鹳繁殖失败、数量下降的另一直

接原因。据观察，那些由于人类破坏而导致繁殖失败的营巢树，从未见白鹳复而

选用。城建、外贸等部门的私自收购，导致了取卵、掏雏等行为。因此，这种干

扰给东方白鹳繁殖带来的损失是相当严重的。此外，人类捕杀东方白鹳的事件至

今仍时有发生。由于人类的这种破坏性极大的干扰，给东方白鹳的生存带来了致

命的威胁。在三江平原的每块湿地均不同程度上受到人类活动的干扰，特别是在

繁殖季节，人类干扰直接影响其繁殖。



（5）环境污染

以人类为中心的地球，由于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存在着极太的主观盲目性，破

坏了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造成了自然环境的破坏，人类面临着生态平衡的严

重失调，自然环境危机四伏。人们在生产实践中也认识到，单项生物资源一旦遭

到破坏，必然会涉及到自然环境的整体。目前环境的污染更多的污染来自于农药、

化肥，在三江平原大部分农业生产区，还仍然在大量使用有毒、有害、易残留的

化肥和农药。

5 保护建议

对于东方白鹳的保护，我国仍旧采用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的方式，就

地保护主要是在东方白鹳的繁殖地和越冬地建立保护区。迁地保护是在濒危物种

原产地（自然分布区）之外，通过人工饲养方式创建合适的生存和繁衍条件，逐

渐育成具有相当数量规模的、健康的人工种群。它是保存濒危物种遗传基因库的

一种途径。针对东方白鹳的保护提出以下几点保护建议：

（1）积极鼓励开展东方白鹳的笼养繁殖工作

虽然东方白鹳的繁殖技术基本成熟，但由于我国对于东方白鹳的研究历史很

短，所以人工饲养种群并没有形成规模，饲养分散。只有人工种群达到一定程度，

才能保证东方白鹳种群的稳定，不致出现由于近亲繁殖而产生的遗传衰退或丧

失。

（2）加强国内和国际之间的合作和交流。

东方白鹳是跨国性大型迁徙涉禽，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受到广泛的关

注。因此中国的东方白鹳研究需要加强国内各单位之间的科学交流，并且努力与

国际机构联系，得到国际学术组织的技术援助、项目合作和资金支持。

（3）在保护区进行保护和恢复东方白鹳的生境的研究。

适宜的生存环境是东方白鹳回到自然，保证种群繁衍的基础，只有改善东方

白鹳的繁殖地和越冬地的生境，为湿地调配水源，退耕还湿，扩大湿地面积，使

之适应东方白鹳的生存，才能真正使东方白鹳得以保护。

（4）保护区应加强东方白鹳的繁殖和野化工作研究。

现在我国东方白鹳的笼养繁殖工作多集中在各动物园，与东方白鹳的原始生



境相差太远，不易进行野化研究，如果在个保护区有了一定的饲养种群，而且熟

悉当地的生境，逐渐的开展东方白鹳的野化工作，则更利于使东方白鹳回到野外。

（5）加强宣传教育工作。

东方白鹳作为我国的大型珍稀涉禽，在我国的知名度并不高，这对东方白鹳

的保护工作是极其不利的。无论是在东方白鹳的野外种群保护还是笼养繁殖，吸

引广大人民群众的关注都是十分重要的。

（6）认真进行东方白鹳的谱系登录工作。

谱系登录是迁地保护工作中一个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只有在各饲养单位人工

种群谱系清楚的情况下，才能在进行繁育和野化的过程中避免发生遗传方面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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