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5个家族群具备一定的抗干扰能力发现

尝试 首次启用无人机辅助调查

着手建立长臂猿鸣叫声音数据库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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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袤的热带雨林里，海南长臂猿一个摆臂
便能荡到十几米开外，而地面上的调查队员往
往需要翻过陡坡深谷，不仅面临道路漫长、崎
岖危险的问题，也极大影响了调查的准确性和
效率。

本次长臂猿调查首次运用无人机技术辅助
开展调查，无疑为解决上述难题提供了一种可
行方案。

一方面，无人机从空中俯视的方式，具有大
纵深、广视角的特点，能与地面队伍形成有效配
合；另一方面，“无人机+热成像”技术能更好地
在夜间展开监测，帮助填补海南长臂猿夜栖行
为等方面的研究空白。

“与此同时，无人机技术还能帮助我们快速
获得高精度的栖息地植被覆盖情况。”海南国家
公园研究院博士刘国琪介绍，通常他们会采用

“卫星遥感”和“大样地”的方式进行监测，但前
者精度不够、后者效率太低，无人机技术有效综
合了两者的优缺点，构建起一套快速、准确获取
植被类型和覆盖度的监测体系。

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在于，不少专家对无
人机是否会对长臂猿活动形成干扰存在争议。

为此，海南国家公园研究院在组织调查前，
专门针对这一问题进行实验分析，经过综合对
比，最终筛选出一款复合翼无人机作为本次调
查装备，既具备多旋翼垂直起降的优点，同时又

具备固定翼的长续航、低噪音、可滑翔的优势，
尽可能降低对猿群带来的干扰。

几天的观察下来，调查队员发现，海南长
臂猿在不同行为模式下的抗干扰能力存在
差异。

“海南长臂猿上午鸣叫时，一旦有干扰会立
即停止鸣叫，这时我们的无人机飞行高度大概
保持在200米的距离；玩耍栖息的状态下，长臂
猿抗干扰能力较强，无人机可以飞到100米；而
一旦长臂猿入睡，它们对外界环境变化会变得
更加敏感。”刘国琪表示，由于调查期间出现风
雨天气等外部因素的叠加影响，目前尚不能确
定无人机对长臂猿活动带来的具体干扰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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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全面调查
提供科学支撑
汇总分析野外监测数据，为制定
长臂猿保护计划提供科学依据

11 月 17
日，海南长臂
猿调查组从海
南长臂猿5个
家族群栖息地
内的 20 个监
听点陆续撤
离，为期7天的
海南长臂猿大
调查活动野外
监测调进入尾
声。在本次调
查中，调查组
首次采用无人
机技术拍摄，
为长臂猿栖息
地进行 3D建
模，并通过对
长臂猿鸣叫声
音的录制，探
索建立长臂猿
声音数据库，
为接下来长臂
猿保护提供科
学支撑。

“只闻猿声不见猿影”是不少队员
在本次调查活动中留下的遗憾。突如

其来的台风天气，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调
查节奏，但让本次调查“歪打正着”地有了不少
额外收获。

“台风天气期间，我们发现不少猿群出现鸣
叫异常的情况，一些群体集体噤声，一些延迟鸣
叫时间，一些则减少了鸣叫次数，这可能是猿群
对特殊环境的应激反应。”海南国家公园研究院
博士马子驭坦言，目前尚不明确雨天与猿群鸣
叫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值

得我们继续观察研究。”
“往年的海南长臂猿调查几乎都在10月底

开展，今年受台风影响，调查活动推迟至11月，
恰好撞上了雨季和旱季的交替期。”刘国琪表
示，包括调查期间也遇到了晴雨天的转变，这刚
好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在不同气候条件下观察海
南长臂猿行为模式的机会。

本次调查中，最引人关注的莫过于今年8
月刚刚喜添新丁的海南长臂猿第5个家族群（E
群）。经过连续几天的监测，调查队员发现这个

“三口之家”并无异常，这让海南国家公园研究

院“海南长臂猿保护研究”项目的“海南长臂猿
繁殖生物学研究”课题负责人周江感到欣慰不
已。

“我们在多年的跟踪监测中发现，海南长臂
猿幼猿几乎都是在旱季出生，今年出生的这只
幼猿在雨季出生，让我们不免担心，没有带崽经
验的母猿能否应对台风天气带来的觅食难等考
验。”在周江看来，目前海南长臂猿第5个家族
群生存状况良好，意味着它们具备一定的抗干
扰能力，这也让他对这只幼猿的健康成长持乐
观态度。

在此次调查活动中，20个监测点同时启动
长臂猿声音录制工作，音频经过统一编号后将
进入此次调查的数据库，这将为长臂猿的监测
提供另外一种依据。

马子驭介绍，在长臂猿的鸣叫声中，包含着
多个种群密码，这些声音密码能反映出长臂猿

家族的喜怒哀乐与种群数量变化。
比如长臂猿家族首领（公猿）发生变更时，

种群鸣叫和合唱的节奏都会有相应的变化，不
同种群之间的鸣叫声也不相同，经验丰富的监
测队员能凭借鸣叫声判断出种群的位置以及是
哪一个种群。

可以预见，将大量的音频汇聚在音频库，
通过现代化技术手段对其进行数据分析，将
是未来长臂猿保护与监测的一个重要方式。
尽管在实施过程中还有很多困难，但仍然值
得期待。

（本报霸王岭11月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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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迎春 于伟慧

11月15日凌晨，在位于白沙黎族自治县金
波乡和青松乡交界区域的东崩岭，小雨还是下
个不停。海南长臂猿调查队队员刘辉勤并不是
第一次在雨天开展长臂猿监测。到了出发的时
间，刘辉勤和其他3名队员检查完设备，开始了
当天的“寻猿”之旅。

现存的海南黑冠长臂猿栖息地位于霸王岭
地区，主要活动区域为海拔800米～1200米的
热带原始雨林。降雨对山上的住点环境和行路
难度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雨天，山里原本就有限的可见度变得更低，
刘辉勤一行四人摸索着翻山越岭，踩着泥泞不
堪的道路来到监测点。让人有些失望的是，队
员们并没有监听到猿鸣声。

“从目前各小组反映的情况来看，部分猿群
雨天几乎没有鸣叫。”海南国家公园研究院马子
驭博士向海南日报记者介绍。作为全程参与长
臂猿监测活动的组员，他对此有着自己的一些

猜想：“一个是对温度的适应性。因为雨天更
冷，所以长臂猿选择到山林深处更茂密的树木
栖息，甚至长臂猿也可能具备躲避台风的能力，
雨天、台风天，它们的夜栖地可能在山谷深处，
这样即使发出鸣叫也难以监测到。”

在马子驭看来，部分猿群在雨天集体“失
声”也可能存在另外的原因，“长臂猿早上的鸣
叫一般分析认为是家族成员的召唤，雨天树冠
湿滑，长臂猿抓树枝可能也会更困难，也就就减
少了家族的聚合和集体觅食活动。”

雨天监测，对海南长臂猿保护的意义究竟
是什么呢？“区别就是其最大的意义。”来自贵州
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周江教授认为，雨季
和旱季的监测数据同等重要，“以往幼猿出生的
月份多处于11月至次年5月之间，旱季时间较
多。所以现在风雨天气和雨季对于E群这只新
的幼猿的影响，值得我们监测和分析。”

“台风天的树木倒塌后是否会影响长臂猿
觅食的路径和时间长度？其活动路线和活动范
围是否会发生改变？鸣叫次数的锐减又出于何
种原因？探寻解答这些疑问，对促进长臂猿行

为学和行为生态学研究数据的收集都有着非常
重要的意义。”周江说。

“‘0’也是一种数据。”周江曾告诉自己的学
生，在风雨天几乎监测不到长臂猿的鸣叫也是
调查当中非常重要的信息。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大调查活动的第五
天，东崩岭雨过天晴，已经连续两天没有监测到
长臂猿鸣叫的队员们，听到了海南长臂猿E群
发出的长达20多分钟的鸣叫，声音比往常的更
为高亢洪亮。

这是自11月12日开启调查以来，调查小组
听到E群鸣叫最清楚的一次，这也是在场所有
人心中最美的雨林声音。马子驭笑着说：“我们
在雨中待了好几天，心情很沉闷，想必长臂猿家
族也是，天终于放晴了，更想大声唱一段，把前
几天没有唱的‘合唱’补回来。”

当然，长臂猿在雨天结束后异于平日的鸣
叫现象，其规律和背后的原因还有待研究，同部
分猿群雨天“失声”现象一样，需要更长时间的
监测和更丰富的数据作为支撑。

（本报霸王岭11月17日电）

扫二维码，听海南
长臂猿家族群“鸣唱”

扫二维码，看寻猿
Vlog《猴欢喜、野苹果
……原来长臂猿爱吃这
些》

扫二维码，看寻猿
Vlog《幸运！第一天就
拍摄到长臂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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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沙青松乡斧头岭，长臂猿树上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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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长臂猿部分族群风雨天集体“失声”，开展雨天监测具有重要意义——

“0”也是一种数据

⬇在白沙青松乡斧头岭，
长臂猿在树上活动。

本版图片均由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本报霸王岭11月17日电（记者李梦
瑶 谢凯 王迎春）从风雨到放晴，从天黑
到天明，11月17日，随着73名相关领域专
家学者从设立在海南长臂猿5个家族群栖
息地内的20个监听点陆续撤离，为期7天
的2020年海南长臂猿大调查活动野外监
测调查即将结束，接下来将进入调查结果
的数据分析阶段。

“收获匪浅。”在海南国家公园研究院
科研管理部主任刘国琪看来，尽管受到台
风天气较大干扰，但本次调查活动依旧亮
点纷呈，既定调查目标顺利完成。目前，
海南国家公园研究院正组织有关专家对
本次调查获得的数据进行汇总分析，以期
为海南长臂猿制定切实可行的保护计划
提供科学依据。

规模大，是本次大调查活动的第一个
关键词。

“这次活动我们派出 73 名调查人
员，分成8个小组，分赴海南长臂猿5个
家族群的栖息地，设立20个监听点，调
查范围基本覆盖了海南长臂猿的常见活
动范围。”刘国琪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这
是海南长臂猿大调查活动开展以来，参
与调查的机构、人员最多的一次。73名
调查人员来自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
理局和相关科研院所、高校等单位，既有
动物保护领域专家，也有生态修复、植物
分类专业的学者，他们根据各自的学科
特长承担不同的分工，通过相互配合、联
合攻关的方式，让本次调查活动得以高
效运行。

“之所以能召集这么多专家学者，得
益于海南国家公园研究院的平台优势。”
海南省林业局党组书记夏斐介绍，本次
活动由去年刚组建的海南国家公园研究
院负责组织实施，这也是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管理局成立以来首次由科研单
位牵头组织的海南长臂猿调查活动。

调查人员力量的强大，为丰富调查内
容提供了有效保障。除开展海南长臂猿
种群调查，本次调查活动还首次增设了长
臂猿栖息地、栖息地内生物多样性等方面
的专项调查。“比如长臂猿栖息地内的食
物来源多不多，有没有天敌，生物链是否
完整，这些都与长臂猿保护息息
相关。”刘国琪表示，他们希望通
过开展更系统全面的调查，进
而为制定海南长臂猿保护发展
方案提供更科学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