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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的普及，社会各界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管

理越来越重视。但生物多样性本底状况不清，动态趋势不明对我们有效的开展生物多样

性保护和管理工作提出了巨大挑战。如何快速地获取生物多样性的数据和评估生物多样

性的分布格局是当前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中的重要科学问题。鸟类作为生态系统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生态营养级中处于中高层，在环境稳定、生态平衡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作

用。鸟类对环境变化非常敏感，其种群数量与群落结构被认为是衡量生态系统状态的重

要指标，可作为环境变化的指示物种。为此，我们对鸟类多样性的调查方法进行一个简

要的介绍。通过样线法、样点法、红外相机调查法、无人机调查法、声音监测法等，对

森林、湿地、草原等不同生境的鸟类进行快速调查以迅速掌握一个地区鸟类多样性的分

布情况。 

关键词：鸟类多样性调查，样线法，样点法，红外相机调查法，声音监测法 

 

实验步骤 

鸟类多样性调查应按照调查对象的习性和生活环境的不同而选择合适的调查方法 。

为此，我们制定了森林鸟类、湿地鸟类、草原鸟类的调查方法。在湿地鸟类调查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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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采用分区直数法。在草原鸟类调查中，一般采用样线法和样点法。在森林鸟类调查中，

一般采用样线法、样点法、红外相机调查法和近期快速发展起来的声音监测法。除此之

外，森林调查还需要调查人员提前熟悉相关鸟类的鸣声，因为森林调查视线常常被树林

遮挡。由于不同的调查方法在研究目的、地点选择、时间长短、调查对象上有所不同，

所以结合调查的目的和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调查方法是顺利开展研究的重要保障。鸟

类多样性调查的主要目的是迅速掌握一个地区鸟类多样性的分布情况。因此，需要对一

个地区主要生境的鸟类进行快速调查，以便掌握本地区的鸟类多样性状况。这要求调查

样线或者样方要尽可能涵盖不同的生境，不同样方的调查强度要接近，但一些鸟类丰富

的地区，可以适当考虑提高调查的强度。而如果是针对某个类群或者某个物种进行种群

数量和分布的专项调查，则需要对其主要分布的生境进行全覆盖的调查。 

1. 样线法 

样线法是沿着预设路线进行不间断记录两侧一定距离范围内发现的鸟类，适用于快

速的调查某个地区的鸟类物种多样性 (Anderson, 1993)，具有调查范围大、调查效率高

、方便开展等优点，在一些地势平坦和开阔的山谷和山脊便于运用。其缺点是不适用在

一些地势陡峭的山区开展。 

1.1 假设条件 

1) 记录鸟类时，在样线上或在样线附近的鸟类都被记录到：对于把样线宽度划

分成几个区带的分组数据模型，第一组区带内的所有鸟未被遗漏。 

2) 鸟类并不因观察者的存在而进出调查样带；且调查者不会引起鸟类在区带

间的移动。 

3) 所有的鸟类个体未被重复记录；所有被发现的鸟类个体是相互独立的。鸟

类个体被观察到的概率不受其大小的影响，否则必须使用因目标大小引起

误差的校正方法 (Richard, 2002)。 

4) 鸟类个体与样线的垂直距离测量准确。 

5) 所有的鸟类能被正确鉴别。 

6) 每次的鸟类调查是独立的。 

7) 样线是随机或者至少是客观选定的。 

1.2 野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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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不同类型的样线法在截取调查面积时，截线的确定方式存在差异，但各种样

线法的野外调查过程却基本相同。其主要野外工作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 选择调查样线  

调查样地确定后，尽可能随机地在样地内确定其调查样线是决定该方法能

否成功的重要因素。当然，调查样线的选择取决于研究的目的和样地的可进入

性。一般而言，调查样线的选择有以下几种方式： 

a. 以一条可穿越整个样地的自然道路或小道为调查样线。但这种方式可

能会受到道路两侧次生林和地理成因的影响，使穿越区域对于整个调查

样地而言不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b. 将一条长调查样线分成总长度相同的若干短调查样线，并随机地布设在

调查样地内。这种方式能较真实地代表整个调查样地内的鸟类状况，并

且能对样地内鸟类种群相对密度进行较准确估算，是最理想的调查样线

方式。缺点是会增加调查者在样线转移间所用的时间。 

c. 分层随机选择调查样线，即将一条长调查样线分成总长度相同的若干短

调查样线，同时将调查样地进行地理上的分层，如可分成边缘层和核心

栖息地层等，或者根据调查样地的地形地貌进行分层。然后，按比例随

机地将短调查样线布设在各层。如下图，就是根据海拔进行分层，再在

各海拔随机布设样线的(图 1)。 

http://www.bio-protocol.org/e1010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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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分层随机调查样线的分布(引自王燕, 2021) 
 

d. 系统选择调查样线，即在调查样地内系统地等距离间隔平行布设若干调

查样线。下图就是在内蒙古汉马国家自然保护区所选定的调查区域内

通过 GIS 布设的 10 条长约 4 km 的样线。平行样线之间的间隔距离相

等(图 2)。这种调查方式同样会受到地形和栖息地可进入性的影响，还会

增加样地的调查强度。当然，这种选择方式可以与分层随机选择相结合

，即在层内进行系统选择样线，并随机选择样线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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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系统选择调查样线的分布(引自刘辉, 2015) 

 

调查样线长度的确定应根据所研究的问题视当地情况而定。一般来说长调

查样线施行能达到调查强度要求往往较为困难，理想的处理方式是将长调查样

线划分为若干短调查样线。短调查样线间可以是连续的，也可以是不连续的。当

然，从统计学的角度看，最好是将长调查样线分为不连续和相互独立的短调查样

线。最理想的短调查样线应为直线，在具体操作难以做到时，亦可以利用自然小

道或采用两者相结合的办法。在进行不连续的短样线调查时，两条短样线间必须

保持有足够的间隔距离。在开阔栖息地通常为 250~500 m，而在郁闭栖息地则

以 150~200 m 为宜。 

理想的样线宽度应选择在所有的鸟都能被发现的范围内。在森林环境中一

般是每边 25 m，而在开阔栖息地却每边在 50~100 m 左右 (郑光美, 1995)。而

将样线法用于水鸟的调查，可设置在 500 m 左右（周雯慧 等, 2018）。 

2) 重复次数与行走速度   

为了能更接近真实记录鸟类数量和分布情况，需要对每一条样线进行多次

调查。在鸟类监测中，繁殖季节通常要进行至少 2 次调查。如果调查结果需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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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研究地内所有鸟类的 75%以上，最少的重复次数应在 5 次左右。物种累积曲

线有助于分析调查是否充分，物种累积曲线越趋于平缓，表明调查越充分。 

调查者在调查样线的行走速度应依据鸟类存在的数量和记录它们的困难程

度而定。在开阔栖息地，行走速度以 2 km/h 左右为宜；而在较茂密的区域，以

1 km/h 左右的行走速度进行调查较为适合。 

3) 记录鸟类   

一般情况下，野外调查应 2 个人一起开展，1 人主要负责鸟类调查，1 人主

要负责记录或拍照。在人手不够的情况下，1 个也可以借助录音笔等工具开展野

外调查。调查者在调查样线上行走的同时，需记录在特定宽度内听到或看到的

所有鸟类个体，以及测出鸟类个体距调查样线的垂直距离。行进中的观察者只

有在记录时才能停下来。在调查的过程中遇到例如金翅雀等集群的鸟类，应记

录集群中心距离到样线的距离。在繁殖期的时候，听到或者看到一只雄鸟或者一

只雌鸟，应记录一对。或者看到一窝卵或者雏鸟的时候也应该记录一对(周雯慧 

等, 2018)。根据研究的需要，在进行样线法调查时，还可记录其他的一些相关信

息，比如借助手机定位工具，如两步路、户外助手、奥维地图等记录样线和轨迹

。 

4) 测定距离  

调查鸟类个体至调查样线的距离是进行样线法调查的重要步骤，有距离范

围和实际距离两种类型。 

距离范围的确定是将调查样线两侧距离分出区带，如<25 m 和>25 m 两个

区带，或 0~10 m、10~20 m 和 20~30 m 三个区带等，然后确定鸟类个体所在

的区带。实际距离的测定则是指测出鸟类个体至调查样线的实际垂直距离。确

定距离区带往往比测定实际距离更为简便，且可以用多种探测函数模型来估计

种群密度 ， 如例如傅立叶级数 (Burnham et al. ,  1980) 及半正态函数 

(Buckland et al., 1993) 。因此，确定距离区带的方法已成为样线法中较为常用

的鸟类距离测定方法。一般而言，距离区段划分越多越窄，得出的鸟类发现函数

模型就越准确，但野外距离估计的难度就会变得越大。实际距离测定类似于距

离区段窄到一定程度后的距离范围的确定，所以就鸟类发现函数模型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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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实际距离测定准确性更高。在野外调查过程中，调查者一般可以通过以下

方法判断和测定鸟类距离： 

a. 通过调查者目测，但调查者的目测距离能力须经训练和定期检验。 

b. 发现鸟类个体之后，记住该个体的位置，当调查者走到与该个体垂直相

对的位置后用测距仪测出鸟类个体的距离。 

c. 与标图法相结合，发现鸟类个体后，先在调查图上标出位置，然后再从

图上量出鸟类个体至调查样线的垂直距离。 

注意：鸟类个体的位置在实际观察中是不断变化的，样线法规定以调查者第

一次发现该个体的位置为准进行测定。 

1.3 种群密度计算 

采用样线法进行鸟类调查，得到鸟类种类、数量和鸟类个体至调查样线距离等

数据后，就可按以下公式计算出调查样地内每一种调查鸟类的种群密度： 

D= N/2LW 

D：鸟类密度； N：野外调查所记录的鸟类数量； L：样线长度； W：单侧

截线宽度。 

1.4 样线法的主要类型 

样线法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类型，各类型的假设条件和野外工作过程是一样的，只

是其用于计算种群密度的面积截取方式存在差异，即截线确定方式各异。 

1) 固定距离样线法  

这种方法是观测者沿调查样线行走，记录一定距离 (截线) 内所看和听到的

鸟类，将此调查样线的长度和截线宽度相乘即可得出调查面积。 

截线宽度  (W) 为调查样线宽度。理想的样线宽度是选择在所有的鸟都能

被发现的范围内。在森林类型的栖息地中，一般样线单侧宽度以 25 m 为宜，而

在开阔的栖息地中 50 m 左右较为适合。使用高倍的单筒望远镜在开阔栖息地，

或者是利用飞机和船只进行样线法调查时，应根据实际情况增加样线的宽度。 

2) 条带样线法 

条带样线法可以看作是固定距离样线法增加到两个以上区带的变形，能划

分出的区带越多越好。通过区带划分的距离范围测定观测者到鸟类个体的距离。 

http://www.bio-protocol.org/e1010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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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线宽度  (W) 通过各区带内所记录的鸟类数量和区带距离得出鸟类发现

函数模型，然后再从发现函数模型中求出截线宽度。因此，区带划得越多，通过

调查数据得到的鸟类发现函数模型就越准确。 

在多区带条带样线法中，其区带宽度往往是可变的，即在调查样线附近设置

较窄的区带，而距调查样线较远的区带较宽，例如，0~5 m，5~10 m，10~15 m，

15~20 m，20~30 m，30~40 m，40~60 m，60~100 m，100~200 m，>200 m

等。 

该调查方法应至少将记录到的鸟类分到 2~3 个区带中才能用粗略地估计出

鸟类发现函数模型。所以为了得到鸟类种群密度的合理估算，在两区带法中，内

侧区带内应至少包含所有观察鸟类的 50%，并以此为原则确定内侧区带的宽度

。 

3) 可变距离样线法 

可变距离样线法是一种最为常用的样线法。可变距离样线法是对所有在样

线调查时观察到的鸟类个体至调查距离样线的实际垂直距离进行测定，以获得

每种鸟类的发现函数模型，然后依据该模型确定截线宽度。通过该方法获得的

截线宽度存在鸟种间的差异，需用不同的截线宽度估算不同种类的种群密度。

这种方法获得的鸟类发现函数模型更为准确，进而使鸟类绝对种群密度进行可

信估算成为可能。 

截线宽度(W)可变距离样线法是根据鸟类的发现率与发现距离之间的发现

函数模型来确定截线宽度，并用此截线宽度获得有效面积分别对每种鸟类种群

的密度进行估算。 

1.5 对样线法的评价 

样线法适宜于在广阔的、郁闭度低和较均质的栖息地和区域内进行鸟类调查，适

宜于调查活动性强、个体较大或较显眼、易受惊的种类，适宜于在种群密度和物种

丰富度较低的情况下使用，以及在可进人性较好的栖息地内使用，并可较好地用于鸟

类与栖息地关系的研究。对所有的样线调查方法而言，其前提条件和样线的布设的

要求是一致的，主要区别在于调查的内容以及相应的密度计算方法上的不同。无距离

样线法不能计算出种群密度，而固定距离样线法需要经验地估计样线的宽度，通过条

带计数法来计算密度。显然，对于生物学特性不是很清楚的鸟类进行数量调查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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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地估计样线的宽度将会造成很大的误差。可变距离样线法通过鸟类个体距样线

距离的实际观测值，逐步提高密度计算的精确性。 

实际上，距离取样法是对所有涉及到个体距样线距离的种群密度计算方法的总

结和标准化，并且通过相应的 DISTANCE 软件(http: //distancesampling.org/)进行

分析。 DISTANCE 软件通过均匀分布、半正态分布、风险率分布这 3 种分布函数

对每种鸟类的数据建模拟合，每个关键函数再用余弦、简单多项式、厄密多项式进

行级数展开，然后筛选最佳函数模型(张小伟 等, 2020)。同时，DISTANCE 分析也

能够得到一些与密度相关的参量，如遇见率、有效宽度、发现概率等等，而其它方法

不可能或很难得到这些数据。因此，如果能够获得鸟类个体距样线的垂直距离，并且

满足运算条件，距离取样法和相应的 DISTANCE 软件分析，无疑将优于其它的方法，

得出的结果也更为准确。 
样线法的逐步完善正是为了提高测定鸟类个体到到样线的距离的准确性，从而

提高种群密度估计的准确性，但这一点与野外实际调查的可行性存在着利弊的权衡

。比如，如果获得部分样线的个体距样线距离，则可以先通过 DISTANCE 软件分析，

得出有效宽度，再以此作为经验估计样线宽度的参照依据，显然比单纯的固定距离样

线法误差要小 (许龙, 2003)。有效宽度可以使用 Distance 软件通过 g(x)计算出，指

的是调查时在这一样线单侧宽度内未被发现的鸟类数量等于样带外被发现的鸟类数

量(陈道剑, 2019)。根据部分样线个体求得的有效宽度，求出有效宽度平均值，作为

估计样线宽度的参照依据。由于有效宽度与鸟的体长发现概率成正相关，所以在选

取部分个体求有效宽度的时候尽量选取不同体长的鸟和不同发现概率的鸟。 

2. 样点法 

样点法是沿着预设样线进行有规则间断，并在每个断点上进行一定时间的持续记录

。它既可以估算每种鸟的相对丰富度，又可以估算每种鸟的绝对密度，较适于在较大面

积范围内开展鸟类数量调查，以及鸟类与栖息地间关系的研究。在样点法调查时，调查

者沿着调查样线行走到达预先设定的样点后，定点定时地记录在一定半径范围内或所有

看到和听到的鸟类个体。 

2.1 假设条件 

样点法是一种特殊的样线法，即观察者的行走速度为零时的样线法。因此，样点

法与样线法的各种假设条件非常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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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样点上的鸟类是 100%可发现的，即在样点上的鸟类在调查时未被遗漏。 

2) 鸟类不会接近或避开观察者在被观测者发现以前鸟类不会移动。 

3) 所有鸟类的行为是相互独立的。 

4) 鸟类的行为不受栖息地和实验设计等因素的影响。 

5) 鸟类个体至样点中心的距离能被准确测定。 

6) 每次的鸟类调查是独立的。 

7) 所有的鸟类能被正确鉴别。 

2.2 野外工作 

尽管样点法存在着不同的类型，但各种样点法的野外调查过程基本相同。 

1) 确定样点 

调查样地内的样点可通过系统选择或随机选择的方法进行确定，在一个包

含有多种栖息地类型的大调查样地内也可以与分层取样相结合的方式选择调查

样点。两个样点间的距离应大到同一个体不被重复记录的程度，以保证调查记录

独立性。一般情况下，固定半径样点法的样点间的距离应在 100 m 以上，而可

变半径样点法的样点间隔距离应在 200 m 左右。不过，样点间隔距离还与调查

地点的栖息地类型有关。如在郁闭度较高的栖息地内可采用相对较短的样点间

距离，而在开阔栖息地内其样点间距离则应相对较大。 

在栖息地斑块中布设样点时，存在一些近栖息地边缘的样点，由于可能在这

些样点内记录到些生活在邻近栖息地内的鸟类，所以应该是用半圆形样地进行

调查，即只记录出现在栖息地边缘内侧一半样地内的鸟类。当然，在具体调查工

作中还需要视研究目的而定。 

2) 样点数量 

最少样点数量的确定与研究目的、尺度、物种的丰富度、生境等因素密切相

关。要有效地估计大多数鸟类的密度需 20 个以上的样点，且样点调查区域内样

本间差异越大，需要样点数就越大(吴飞 等, 2008)。有文章表明鸟类的丰富度与

所需最少样点数量呈反比  (Thompson,  1995)。根据样点数量和样点间隔距离

的要求，要在一个较小的调查区域内布设足够数量的样点是非常困难的。因此，

样点法不适用于在较小调查区域内进行鸟类数量调查，亦不能有效地用于估算

小种群的密度，而应采用其他的调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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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统计持续时间与重复调查   

在每一个样点内的统计持续时间应能发现该样地内所有鸟类个体的。一般

以 5~10 min 的持续时间为最佳。当然，在不同的栖息地类型最佳持续时间各异

。例如，在大部分温带地区栖息地内， 5 min 左右的持续时间可能是最好的 

(Fuller and Langslow, 1984)，而在鸟类非常丰富或难以发现的栖息地内 (如热

带森林) 则需较长的持续时间 (Bibby et al., 2000)。鸟类的活动性在繁殖季的

不同时期存在差异，鸟类个体的发现率亦会不同，所以每个样点一般应至少进行

2 次独立的调查，且重复调查应有一定的时间间隔。一般而言，在具体分析某种

鸟类密度时，可使用同一样点多次调查记录结果的鸟类数量最大值进行密度估

算。 

4) 记录鸟类  

调查者到达调查样点位置后，应在规定的持续时间内，按不同样点法在调查

半径范围，记录所有看到或听到的鸟类个体。如果在规定时间所记录的鸟类种

类不清，在统计时间过后仍可进行观察以确定其种类。同时，调查者应尽可能多

地记录鸟类的相关信息。由于不能准确测定飞行中鸟类的距离，以及容易过高

估算运动进入样地的鸟类个体的种群密度，因此在调查过程中应特别注意将飞

行和运动进入样地的鸟类个体分开记录。 

5) 测定距离  

与样线法相同，样点法调查中的重要步骤是判断看到和听到的鸟类个体是

否处于样点中心一定半径的范围内。在满足上述样点法假设条件的前提下，通

过对发现的鸟类个体距离的测定，调查者就可用样点法估算鸟类的种群密度。而

Distance 软件的发展使以前非常复杂的数据分析过程变得简便、快速和有效。 

鸟类个体至样点中心的距离有两种类型，即距离范围和实际距离。距离范

围的测定是指确定发现鸟类个体是否在一定的半径范围之内，或在一定半径距

离的区带范围内。实际距离是指测出鸟类个体至样点中心的直线距离。在野外

调查过程中，调查者一般可以通过目测和借助激光测距仪等测定鸟类距离。对于

因活动而改变位置的鸟类，则以调查者一开始发现该个体的位置为准。 

2.3 种群密度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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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到鸟类种类、数量和鸟类个体至样点中心的距离等数据后，可按下列公式

计算出调查样地内每一种鸟的种群密度： 

D=N/3.14r2 

D：鸟类密度；N：每个样点野外调查所记录的鸟类数量；r：样点半径。 

不同类型的样点法的样点半径确定方法各异。如果每个点的调查地是独立的，

对多点调查就可以求出具统计学意义的平均值。 

2.4 样点法的主要类型 

样点法可以分成固定半径样点法、区带样点法和可变半径样点法等类型。 

1) 固定半径样点法 

固定半径样点法是记录以观测者为圆心的一定半径范围内所有鸟类个体 ，

然后用鸟类统计数和样点总面积来计算鸟类密度的数量统计方法。 

样点半径 (r)：所选择的样点半径应该保证在该半径范围内所有的鸟都能被

发现，也没有鸟类个体因观察者的存在而飞进飞出该样地。半径过大，鸟类个体

被遗漏的可能性就越大；半径过小，鸟类在被发现前因为观测者干扰而飞出的可

能性增大。一般在森林中样点半径为 25 m，开阔地带为 50 m。 

2) 区带样点法 

在采用样点法进行野外调查时，先将调查样点按照一定半径划分出不同半

径范围的区带，然后确定所发现鸟类个体所在的区带。就获得的精确鸟类发现

函数模型而言，能划分出的区带越多越好，但目前以划分 2~3 个区带的样点法

较为常用。 

样点半径 (r)：两区带样点法中，一般可将鸟类个体距离归到 0~r 和>r 两个

区带。Gregory 认为区带样点法至少要划出 0~30 m 和>30 m 两个区带，如果

能划出 0~30 m、30~100 m 和 >100 m 三个区带则更佳 (Gregory et al., 2004)

。当然，区带半径还受栖息地类型的影响，在森林类型的栖息地内第一区带以 30 

m 为宜，而在较开阔的栖息地内则以 50 m 为宜，对于宽阔水面水鸟的调查以 5

500-1000 m 为宜。通过野外调查获得每一鸟类个体在区带中的位置后，进一步

采用 Distance 软件可以得到样线半径和鸟类发现函数模型 (例如：半正态分布

函数模型)。 

3) 可变半径样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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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变半径样点法是适用于开展一种鸟类或少数几种鸟类数量调查和种群密

度估算的样点法，不太适于在鸟类种类丰富、数量密度高的区域进行数量调查。

可变半径样点法的具体方法和固定半径样点法基本相同。不过其样点间的距离

更长，以保证所有样点的独立性，一般其间隔距离应在 200 m 左右。 

样线半径 (r)：可变半径样点法需确定每一发现的鸟类个体与样点中心的距

离，以获得每种鸟类的发现函数模型，然后依据该模型确定样点半径，并用此半

径获得的有效面积对每种鸟类的种群密度进行估算。 

4) 对样点法的评价 

样点法亦是种简便易行、能在全年任何季节进行调查的鸟类调查方法。它

可以用于大多数鸟类的密度估计，甚至包括一些稀有种。该方法较适于在比较

茂密的栖息地和种群密度及种类丰富度高的区域开展鸟类调查。由于该方法可

使调查者有更多的时间去观察鸟类，并消除了调查者行走速度的影响，这不仅可

增加鸟类的发现率，而且还较适于调查隐藏性较好、胆怯和具备躲避性的鸟类，

也同样适于在某些特殊地区(如多岩地带等环境)开展鸟类数量调查。相比于样

线法，样点法所获数据能更确切地反映栖息地参数和鸟类之间的关系。由于该

方法在调查期间每个样点的统计时间固定，使得每一栖息地内的鸟类统计时间

极易标准化，从而更适合于比较研究。与样线法比较，样点统计更具独立性，其

平均密度值更具统计学意义。当然，该方法也存在许多不足： 

a. 固定半径样点法假设其统计数据只代表栖息在该固定半径范围内的鸟

类数量。但是鸟类是运动的，在调查期间鸟类可以从一个不知距离的地

方进入调查地，且每种鸟活动的有效面积都不相同。因此，采用固定半

径样点法不可能对鸟类密度进行非常精确的估计。 

b. 区带样点法和可变半径样点法是基于鸟类发现函数模型确定样线半径

的样点法，而此过程又涉及较为复杂的数学计算过程，因此，在没有发

展出简单而有效的计算机模型分析软件之前，该方法在鸟类学研究中的

推广使用受到了较大的限制。当然，由于 Distance 软件的产生与发展，

样线法也成为普遍使用的鸟类数量调查方法。即便如此，较常用的 2~3

区带的区带样点法亦因区带数较少而较难获得拟合度较好的鸟类发现

函数模型，这可能使鸟类数量密度估算产生相对较大的误差；而可变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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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样点法则要求调查者对鸟类个体的实际距离进行准确的测定，这就增

加了野外工作的难度，特别是在鸟类种类丰富、种群密度高的区域，要

在规定的样点调查时间内完成鸟类记录和距离测定是比较困难的，因而

不太适于在种类丰富、种群密度高的区域开展鸟类数量调查与监测，特

别是森林茂密的物种丰富的区域。 

c. 鸟类对观察者存在的反应各不相同导致样点法会造成鸟类密度的过高

或过低估计。和其他方法相比，使用样点法调查时会因调查者在某一点

所花的时间较长，而增加同一个体被重复记录的可能性。 

d. 由于圆面积与半径大小间的指数关系，使得该方法的密度估计对样点半

径的选择非常敏感，极易造成较大的误差。因此，样点法距离估计误差

所造成的鸟类密度估计误差程度远大于样线法。 

3. 标图法 

标图法是以地图法研究鸟类数量方法的一种。在繁殖季节，许多鸟类可以通过

鸣唱、炫耀、巡飞和斗争等行为获得其所需的领域。而拥有领域的鸟类个体需要保

卫领域，往往只在领域附近活动。如果能通过在一定面积范围内的多次观察，并能将

观察到的鸟类个体标绘在已知比例的调查样地方格地图上，那么就有可能通过辨识

这些位点和标记来确定鸟类的繁殖领域。进一步将繁殖领域作为一种计数单位，估算

样地内鸟类种群的绝对数量，这就是标图法。但这种方法的使用必须具备很多的假

设条件，而每个假设都会对该结果产生影响，同时，标图法的使用还受到环境条件的

限制，具有局限性。这种方法被较少的使用，在这里只做简单介绍。 

3.1 假设条件 

1) 繁殖期间鸟类都具领域性，而且领域拥有者总在其领域内活动。 

2) 鸟类是成对的，每一领域内具两个鸟类个体。 

3) 不同种鸟类以及同种鸟类的不同个体都具相同的发现率，样地内所有的鸟

类个体均能被发现、正确鉴别和标图。 

4) 调查结果不受统计的持续时间、观察者行走速度和人数的影响，亦不受栖息

地植被的结构等因素的影响。 

5) 除了该方法对研究地有最小面积要求之外，面积因素对其结果没有影响。 

3.2 鸟种编码与记录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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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讲，对于某种鸟的调查可出现类似于图 3A 所示的理想结果。但实际

上这种理想状态是很少发生的，人们往往会得到类似于图 3B 的结果，其中有些位点

群非常难以确定。因此，在记录鸟类的位点时，还需使用一些便于野外记录和有助于

勾勒出领域 (位点群) 的鸟种编码和辅助符号来记录更多的附加信息。 

（A） 

（B） 

图 3. 单一物种标图法位点模式图 

 

3.3 位点群确定和种群密度计算 

野外调查结束后，应将所有包含鸟类位点等相关信息的调查图按每种一张转化

为种类图，然后对种类图分种进行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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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种类图上圈出领域或位点群之后，按以下公式计算出调查样地每种鸟类的种

群密度： 

D=CN/S 

D：鸟类密度 (ind. ·hm-2)； C：位点群数； 

N：每一位点群内平均个体数；S:样地面积。 

4. 分区直接计数法 

根据地形、地貌或生境类型对整个观测区域进行分区，逐一统计各个分区中的鸟类

种类和数量，得出观测区域内鸟类总种数和个体数量(图 4)。调查时间可以选择一天当

中的某一时间段，具体根据鸟类活动的稳定状况和天气情况确定。每次在观测点上观测

20-25 min，每次计数重复 3 次，取最大值作为该次计数的结果。然后观测的时间段内，

再进行两次计数，每次重复 3 次。即每个调查日共进行 3 次计数，取最大值作为该调查

日的最终结果(陈佳萍, 2021)。 

该方法适用于较小面积的草原或者湿地，主要应用于水鸟或其他集群鸟类的观测。

在使用分区直数法的时候可以使用（表 1）来记录观测数据。 

 

 

图 4.分区直数法示意图(引自陈佳萍,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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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分区直数法记录表 

日期  天气  温度  

观测者  记录者  样点编号  

地点  海拔  

经度  纬度  开始时间  

生境类型  结束时间  

人为干扰活动类型  人为干扰活动强度  

潮汐状况  备注  

总物种数  总个体数  

物种名 数量 实体、活

动、痕迹 

海拔 经纬度 生境 

      

      

      

 

5. 红外相机调查法 

红外相机技术是红外触发相机陷阱技术的简称，该技术是指使用红外感应设备在无

人在场操作的情况下，自动拍摄野生动物的静态照片或动态影像的技术与方法 (Cutler 

and Swann, 1999)。红外相机能够在野外 24 h 不间断地持续工作，不易受天气和地形

等环境因子的影响，可以节省资金和人力，减少对动物的干扰等优点，红外相机对于地

面及林下层活动的森林大中型鸟类以及夜行性和行为隐蔽鸟类的调查优势也比较明显  

(O’Connell et al., 2010；李晟等, 2014；肖治术等, 2014)，在我国生物多样性监测与野

生动物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近十年来，红外相机技术在我国鸟类多样性监测和区域

性编目工作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可以提供高精度、高质量和大量鸟类物种分布数据。 

5.1 野外工作 

1) 红外相机的安装前工作 

在安装红外相机前，应调查鸟类的活动区域和日常活动样线。尽量将相机

安置在动物经常出没的通道上或其活动痕迹密集处。水源附近是动物活动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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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繁的地方，而其他的如取食点、求偶场、倒木、林间道路等也是鸟类经常活

动的地点，应优先考虑。 

2) 红外相机的安放位置 

红外相机可以安放于树干、树桩或者岩石处。相机架设位置一般距离地面

0.3-1.5 m，架设方向尽量不朝东方太阳直射处。相机镜头与地面大致平行，略

向下倾斜，一般与鸟类活动路径呈锐角夹角，并清理相机前的空间，减少对照片

成像质量的干扰(余建平, 2019)。 

 

 

 

 

 

 

 

 

 

 

 

 

 

 

 

图 5. 红外相机的安放 

 

3) 在调查区域内布设红外相机 

可以借助地理信息系统 (ArcGIS 10.1，ESRI Inc.，Redlands，CA，USA)， 

把所要调查的区域划分为相同间距的网格，常用的有 5 km×5 km 的网格和 1 

km×1 km 的网格，当然也可以根据所调查区域的面积设为其他单位长度。作为

放置红外相机调查位点的地理参照。可以在每个网格内放置２个位点，２个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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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应至少相距 1 km。不过在实地放置红外相机过程中，可能会受到地形、地貌

、道路可通达性等因素限制，部分网格放置红外相机位点的数量可以根据野外

实际情况做相应的调整。 

在对大相岭自然保护区鸟兽红外相机监测的调查中，研究者就是通过 GIS软

件将保护区划分为若干个 2 km×2 km 的公里网格，每个网格作为一个调查样

方。在实际架设过程中，由于地形因素的影响，将其中 4 个样方按照 1 km×1 k

m 的公里网格划分成 16 个样方。红外相机的架设按照 1 台/公里网格的标准进

行，位点选择在野生动物经常活动的地点(图 6)。 

 

 

 

 

 

 

 

 

 

 

 

 

 

 

图 6. 大相岭自然保护区红外相机布设位点 (引自刘鹏，2020) 

 

4) 红外相机拍摄模式设置 

红外相机设置可采用 “拍照＋视频”模式，连续 2次拍照间隔时间为 2 min，

采用 24 h 监测 (李晟, 2014)。详细的拍摄模式设置参见视频“红外相机设置的

操作步骤”（Video 1）。 

5.2 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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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将野外记录与照片鉴定结果录入到相应的数据库中进行管理，并对鸟

类的物种进行分类。 

将单个位点上 30 min 内拍摄到的同一物种的多张照片和视频合并记为该物

种的一次有效探测。在统计各物种有效探测数的基础上，计算相对多度。 

红外相机拍摄率 (Capturerate)作为物种相对多度指 (Relative abundance 

index，RAI)，RAI 公式计算如下： 

RAI=(N*100)/ T 

Ｎ为拍摄到的野生动物独立有效照片数量，Ｔ为总有效相机工作日。每台

红外相机以该位点放置日期和最后一张野外工作照片(可能是工作人员或空拍照

片) 的日期间隔为有效相机工作日。 

 

 
Video 1.红外相机的设置的操作步骤 

 

5.3 应用及缺点 

1) 物种识别鉴定困难：红外相机记录到的鸟类物种数较多、但是体积较小，对

红外相机判读人员来说其物种识别与鉴定更为困难，需要更高的物种分类

技能与经验。要注意很多鸟类具有明显的雌雄二性差异，并且繁殖期与非

繁殖期间、成体与亚成体间存在羽色的转换，这些因素都给物种识别和鉴

定带来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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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备图像分辨率受限：红外相机记录到的鸟类大多体型较小且运动速率较

快，但是相机拍设的照片或视频往往分辨率和清晰度有限，同时反应速度和

快门速度不够快，不能清晰地呈现出所拍摄鸟类可供鉴别的外形特征细节

。 

3) 易受风吹草动触发相机，导致拍摄大量无效照片，耗费电池和内存。 

综上所述，红外相机法可以作为辅助调查手段，在野外展开鸟类多样性调查的时

候作为补充手段进行使用。这种方法在野外观测大中型且活动较为隐蔽的地栖鸟类

具有优势。 

6. 无人机调查法 

6.1 航空调查概述 

鸟类调查，除了通过光学仪器使用单、双筒望远镜或瞄准镜，通过样线法、样点

法来对地面鸟类进行调查之外，还可以应用无人机 (UAV) 进行航空鸟类调查。过

去，航空调查技术尚未完全成熟，往往要进行地面核实调查，来验证航空调查的准确

性，同时补充航空调查中的遗漏数量和高空无法解决的问题(Abd-Elrahman et al. ,2

005)。随着航空技术的不断改进和提高，通过航拍无人机对湿地鸟类数量、种类等

进行调查。 

航空调查主要是通过无人驾驶飞机 (UAV)，它是一种以无线电遥控或由自身程

序控制为主的不载人飞机。无人机可以分为旋翼无人机和固定翼无人机。对于固定翼

无人机在气动设计良好的状态下，多载油可以持续飞行数小时，甚至可以达到 30 h 

的续航时间，但对起飞条件和场地有较高的要求，野外调查中难以运用。相比之下，

多旋翼无人机续航时间相对短些，不适合长时间续航飞行，但起飞条件和场地要求较

低，具有更高的灵活性和可行性。无人机的类型有很多种，比如测绘无人机、微型无

人机、预警无人机、航拍无人机等，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航拍无人机的应

用领域也越来越广泛。低空飞行的高分辨率 (＜10 cm /像素) 无人机能达到地面调

查类似的精度。根据航空调查的目的及高空可识别程度，划分重点航调物种和一般

航调物种。对重点调查物种的统计要做到：种类、个体数量、分布位置 (GPS 定位) 、

巢址 (GPS 定位)，并用 GIS 系统软件绘出繁殖数量分布图；而对于一般航调种类

只要记录其种类和数量及大致位置而不要求 GPS 定位。近些年来，航空调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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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多的人使用小型无人机系统 (UAV) 对鸟类进行调查 (Jones et 

al., 2006；Watts et al., 2010；Chabot et al., 2012)。 

以利用小型无人机监测西洞庭湖水鸟为例(高大中, 2021)，展示了水鸟调查的

样方选取、无人机在样方内的航线规划、图片合成效果、对图片的目视解译(图 7 和

图 8)。样区面积以及边长的规划应在单块电池电量耗尽之前完成。将无人机在样区

航线上拍摄的多张遥感影像拼合成一张完整样区图像，再对图像信息进行解读。在

水鸟研究的初步工作中，目测解译是目前对遥感信息最直接的解读方法(黄娟琴, 20

05)。可以根据鸟类的体长对应为不同数量的像素点，以及色彩、纹理、阴影等，将

获取的鸟类图像分类整理建立分类标注表和分类标注图（表 2）。再对合成图片内的

鸟类进行分类和数量的统计。 

 

 

 

 

 

 

 

 

 

 

 

 

图 7. 样地位置、航线规划、图片合成效果图(引自高大中，2021)。a.样区位

置示意图；b.数据采集航线规划示意图；c.合成影像、原始图片、图像内的鸟类个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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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鸟类图像分类标注表(引自高大中, 2021) 

 

 

 

 

 

 

 

 

 

 

 

 

 

 

 

 

 

 

 

 

图 8. 鸟类图像人工解译标注图 (引自高大中, 2021) 

 

6.2 航空调查方法的优缺点 

1) 优点 

a. 调查过程快，根据飞机的性能和续航能力，可以长时间在空中拍摄影像，

调查所覆盖的面积是用其他方法调查的几倍，甚至几十倍； 

b. 调查范围广，特别适合湿地、悬崖陡坡等通达情况较差的鸟类调查。调

查内容涉及水鸟的种类、数量和分布，鸟类分布与湿地类型的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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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缺点 

a. 水鸟种类识别难，由于航空调查时，飞机飞行速度较快，鸟类识别难度

大，即使飞机悬空定点，也会因机身抖动较大，不易识别； 

b. 飞机发动噪声较大，会惊飞觅食或栖息的水鸟； 

c. 航空调查所花费的资金相对较高，包括维护、租金、电池、机师费用等

。 

6.3 航空调查注意事项 

航空调查是否能准确地查清大面积范围内鸟类数量是值得商榷的，尽管调查范

围和速度较快，但物种鉴定和识别目前还是比较耗费人力和困难。应用航空调查方法

研究湿地鸟类时，要注意在调查过程中调查时间和日期、航线设计、航机选择、飞

行高度等参数的确定，这些都将影响航空调查的质量和精度；在航空调查过程中要进

行全程摄像，以提高航空调查的调查精度，以免在某一段的飞行距离是空白记录。此

外，需多携带一些备用电池，以便及时更换电池。在高原飞行时，电池的性能还受温

度和海拔的影响而降低，更需要注意电池的续航能力。 

7. 声音监测法 

7.1 声音监测法概述 

声音监测法是继红外相机调查法后，另外一种无入侵性的鸟类调查方法，又称为

被动声音监测 (passive acoustic monitoring)。近些年，国际上有关声音监测的方法

快速发展 ， 预期在近十年内会在鸟类调查方法中逐渐普及(Browning ,  2017 ；

Burivalova, 2019)。 

声音监测法是依靠录音设备 Soundscape AudioMoth ( 图

9,https://www.openacousticdevices.info/) 或 Handy Recorder( 图 10, 

https://zoomcorp.com/en/us/handheld-recorders/handheld-recorders/h1n-handy-

recorder/) 对鸟类鸣叫声进行录制，从而对录制的鸣叫声进行多样性分析 (Hill ，

2018) 。 常规的方法是对所录制的鸟类鸣叫声进行识别，从而得知特定时间段内 

(比如鸟类鸣叫高峰的晨昏时间) 不同鸟类的组成情况，从而达到鸟类调查的目的。

另外一种方式是不对录音进行物种识别，而是直接采用声景多样性指数(soundsca 

pe diversity) 代替传统的鸟类多样性，对特定地区的鸟类资源进行快速评估(Gasc, 

2013; Rajan, 2019; Dan and Sueur, 2020; Pérez‐Granad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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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除此之外将一个地区发生生物的群落结构信息和其他空间信息相结合，可

以描述和探索生物地理学的相关性 (Lomolino, 2015)。 

  
图 9. AudioMoth 录音设备和在加上保护套后在野外的安放 

 

 
图 10. Handy Recorder 录音设备 

 

7.2 声音搜集前必须考虑的问题 

首先，需要调查所想研究的物种是否会发出声音，声音的特点是怎么样的，以及

它是否可以被录音设备监测到，该物种所处的环境是否适合录音监测。其次，需要考

虑对如何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例如，应选用何种设备和技术对监测数据进行分析。

如果不事先设计好声音分析的方法，则花费巨大资源采集到的信息将无法发挥作用 

(Browning, 2017)。 

7.3 声音数据采集方法 

声音监测法主要利用自动录音机采集音频数据。自动录音机利用声学传感器采

集环境中的声信号，然后将声波转化为电信号，再通过脉冲编码调制法将电信号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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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为数字信号储存到存储介质中。自动录音机可按照用户设定的日程，在固定的

时间自动进行声音的采集。 

自动录音设备通常被布设在野外调查点，按照预先设定的启动时间和录音时长

录制声音。需要根据研究对象有针对性地选择录音位点，比如以森林鸟类为研究对象

时，可将录音设备布设在离地约 1.5 m 的树干上，并回避环境声音 (如湍急溪流声、

录音设备周围树枝摇摆的声音) 的干扰。建议在采集录音的同时记录调查日的天气

状况，可在后期数据处理时，根据需要识别和去除带有较大环境背景噪声 (如雨声、

风声) 的录音，从源头上削弱噪声对后续音频数据分析处理的影响 (赵莹, 2020)。 

随着技术的进步现在也开发了，例如 Animal Sound Identifier (ASI) 等工具，可

以在野外对物种发声进行自动野外记录分类。且 ASI 具有比 monitor R 更高的查全

率和准确率，可以在嘈杂的背景环境中高效记录物种的发声 (Ovaskainen, 2018)。 

7.4 数据分析处理方法 

声波在最终被转换为数字信号之后，一般以时间-幅值图和声谱图的形式呈现。

在声谱图中，横坐标表示时间，纵坐标表示频率，不同颜色深度表示振幅大小。声谱

图能够清晰地反映频率、振幅随时间的变化关系，是声音调查分析中的重要手段 (赵

莹, 2020)。下图是印第安纳州中部的湿地 15 分钟录音的声谱图 (Pijanowski, 201

1)。通过对声谱图的解读，记录出从一个景观中发出的生物、地球物理和人类活动

的声音的集合，这些声音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反应了重要的生态系统和人类活动。 

 
图 11. 在印第安纳中部湿地环境中的声谱图(引自 Pijanowski,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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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数据的处理，传统方法是手动扫描声谱图，人为判读录音中的目标声音。虽

然随着技术的发展，Kaleidoscope、ARBIMON II、 Raven 等嵌入基于机器学习算

法的自动识别技术，能够极大地减少扫描音频数据集所用的时间，快速检测出发声物

种，但是自动识别结果的准确性假阳性和假阴性比例较高。 

另一种方法是声景生态学方法，关注的重点通常不是录音里的物种，而是用于录

音数据的音频频域和时域的特征。这些特征可以使用声景指数 (即声学指标) 来描

述。声学指标可以分为两大类： 

1) α声学指标：用于评估声景或动物群落的声音多样性或复杂性； 图 12 是将

20 个录音设备放置在间隔 100 米 4×5 网格中，计算每个点的记录的鸟类

声学复杂性指数。声学复杂性指数用于量化频谱复杂性，将声学复杂性(y 轴)

的三维地图绘制在整个景观(x 轴和 z 轴)上。声景图反映出这片毛榉次生林

中鸟类声音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关系，进一步反映出鸟类在不同时间利用这

片森林特定资源的情况(Pijanowski et al., 2011)。 

2) β声学指标：用于评估不同动物群落间或同一群落不同时段间的声音多样性

的差异。Buxton 等统计了用于不同目的的 60 余种声学指标。这些指标大部

分可在 R 语言环境中 (比如软件包 tuneR、seewave，soundecology) 实现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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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毛榉次生林中鸟类声学研究声景图(引自 Bryan, 2011) 

 

7.5 声音监测法的优点 

相较于传统的基于多样性测量的繁琐方法，声音监测具有简单、易重复和操作自

动化等优势 ， 可以记录几百米外动物的叫声  (Rajan ,  2019)。群落声多样性 

(Community Acoustic diversity,  CAD) 在许多情况下可能比其他指标更容易测量。

随着物种丰富度的增加，声学多样性可能会增加。对群落声多样性的分析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揭示鸟类系统发育的多样性和鸟类群落的功能多样性 (Gasc, 2013)。而且近

年来电池寿命的延长、内存介质容量的增大等技术上的进步, 提高了录音设备的野

外工作时长, 满足了声景生态学大尺度、长时期、自动化的声学监测需求。 

7.6 声音监测法的缺点 

声音监测法也有自身的不足，比如受到监测时常和存储的限制，需要大量的精力

识别音频中的物种。但是随着深度学习能力的不断提高，音频中的物种识别以后不会

成为障碍 (Ovaskainen, 2018)。不过与传统的样线法或样点法结合，将是目前比较

可行的调查手段 (Doser, 2021)。 

对上述鸟类调查方法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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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鸟类资源的调查和监测工作，了解种群数量、群落组成和变化趋势，是制定鸟

类保护对策以及评价保护策略有效性的重要依据。选择合适的调查方法是开展资源调查

和监测工作的基础。本文对样线法、样点法、标图法、分区直接计数法、红外相机调查

法、无人机调查法和声音监测法这 7种鸟类调查方法进行了简要的介绍。 

目前大部分对于鸟类的调查研究是在森林、草地、湖面、湿地上开展的。首先应依

据调查区域的生境对调查方法进行选择。对于森林中的鸟类可以选择样线法、样点法、

标图法、红外相机调查法和声音监测法。其中样线法和样点法是最常采用的鸟类调查方

法。与其他鸟类调查方法相比，在对相同面积的区域进行调查时，样线法和样点法所花

费的调查时间较少(蔡音亭, 2010)。分析样线法和样点法所获得的长期调查资料也可以

了解鸟类种群数量的变化趋势(Verner, 1985)。样线法适宜于在广阔的、郁闭度低和较

均质的栖息地和区域内进行鸟类调查，适宜于调查活动性强、个体较大或较显眼、易受

惊的种类，且在种群密度和物种丰富度较低的情况下使用，以及在可进人性较好的栖息

地内使用，并可较好地用于鸟类与栖息地关系的研究。样点法较适于在比较茂密的栖息

地和种群密度及种类丰富度高的区域开展鸟类调查。由于该方法可使调查者有更多的时

间去观察鸟类，并消除了调查者行走速度的影响，这不仅可增加鸟类的发现率，而且还

使该方法较适于调查隐藏性较好、胆怯和具备躲避性的鸟类也同样适于在某些特殊地区

 (如多岩地带等环境) 开展鸟类数量调查。 

标图法虽然能准确获得调查样地内的鸟类的种群数量和密度，是一种准确度高、信

息丰富的鸟类数量调查方法。但这种方法非常耗时、费钱且效率低。标图法不宜在大尺

度范围进行鸟类数量调查。如果使用标图法也应该将其与寻巢、无线电遥测、雾网等方

法结合使用(郑光美, 2017)。 

目前红外相机法和声音监测法可以作为森林鸟类调查的有效补充调查方法。红外相

机对鸟类的干扰性小，并且可以在不同天气下、全天任何时段持续对鸟类的监测，可以

拍摄到隐藏性高和易受惊的鸟类，尤其对林下活动的鸟类的观测有突出作用，获取的影

像资料还便于存档检索。红外相机拍摄到的数据在“标记-重捕”模型的理论框架下，能

够对鸟类的种群大小和密度进行估算，但这需要研究者通过照片辨别出同种鸟类的不同

个体(李晟, 2014)。虽然红外相机法在调查鸟类多样性时候也有自己的突出优势，但相

对于样线法和样点法在同一片区域进行调查的时候，记录到的物种数量是远远低于样线

法和样点法的(张倩雯, 2018)。红外相机拍摄到的鸟类的数量和鸟类的身体大小呈正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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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也就是红外相机在拍摄体型较小的鸟的时候不占优势。声音监测法是最近几年新起

的鸟类调查方法。既可以通过对音频的解读直接分析出鸣叫的鸟类物种，也可以运用声

景学的方法通过声景多样性分析方法直接分析该地区鸟类物种多样性。在郁闭度高的森

林里声音监测法很好的解决了视野被遮挡无法观测到鸟类的问题，但是由于很多分析技

术和方法现在尚未成熟，所以对所收集信息的后处理过程可能较为复杂。 

在调查水鸟和草原鸟类的时候，可以选择样线法、分区直数法和无人机调查法。样

线法可以选择步行调查或者乘船调查，优点同上面介绍样线法调查森林鸟类。步行调查

的时候适用于在水岸边、湖滩上进行。缺点是当水面较为广阔的时候，样线法覆盖的调

查区域面积范围较小，可能会遗漏远离湖岸边的鸟。并且在水岸的部分地区行走较为困

难，在调查时需要注意安全。乘船调查虽然可以到达步行无法到达的水域，但是船只行

驶可能会使调查的鸟类受惊，所以在乘船调查时尽量不要离鸟类太近。 

分区直数法可以对整个调查区域的鸟类进行较详细的统计，但是要注意分区的区域

界线，不要造成区域重复计数，或者有区域未覆盖的情况。 

无人机成本低、易于携带、操作简单、飞行稳定，能精确遵循预定路线进行调查，

同时可携带包括各种形式的遥感设备进行多种数据采集。当无人机在水面上方一定高度

的时候，几乎不会对观测的鸟类产生影响，可以对调查区域的物种进行较好的监测，还

能减轻长时间使用光学仪器所造成的视觉疲劳，克服传统野外调查方法周期长、时效差、

难以大面积覆盖等缺点，从数据采集和处理等多方面推动鸟类多样性研究，提供强有力

的技术支撑。但无人机调查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无人机续航时间短，很难一次性完成大

面积长飞行样线的调查。而且无人机在工作的过程中，容易受到风力因素的影响，比如

在调查的过程中被迫降低飞行高度，或者强制返航(郭庆华, 2016)。为了减少对拍摄对

象的影响，无人机往往需要在距离地面一定高度进行拍摄。受到像素的限制，往往得到

的拍摄对象是较为模糊的影像，需要通过实际情况进行解读，外形相似的物种可能无法

得到准确辨认。 

总之，每种鸟类调查方法都有不同的调查效果，且有各自的优势和特点。因此如果

想要对调查区域的鸟类多样性进行充分彻底的调查，仅用单一的调查方法是不够的, 必

须结合多种调查方法、用多种手段和技术才能达到较理想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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