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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previous research data collected and sorted, the induction and the summary have been
carried on from the Asian elephant migration, habitat selection, human-elephant conflict, physiology
and so on to hope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future research through sorting of the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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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以往研究资料的收集、整理，从亚洲象的迁移、生境选择、人象冲突、生理学等方面进行了
归纳、总结，希望通过对这些资料的整理，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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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亚洲象(Elephas maximus)是陆地上最大的野生动物之一，属于大型的草食性哺乳动物，是我国 I 级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列为濒危物种。历史上亚洲象的分布区域很广，很多国家
和地区均有分布，在 12 世纪初，据估计有大约 100000 头[1]，目前约有 34,390~56,045 头[2]。3000 年前，
我国的亚洲象曾分布到了黄河一带[3] [4] [5]。
20 世纪 70 年代，在云南省的盈江县仍然有亚洲象的分布[1]，
如今，我国的亚洲象已退缩到云南南部的西双版纳、普洱、临沧一带，数量仅有 200~250 头左右，其中
85%以上集中在西双版纳[6] [7]。
由于亚洲象分布区域的狭窄，我国目前开展的亚洲象研究工作还较少，希望通过对以往所开展的研
究工作进行梳理，为今后更好的开展亚洲象的研究工作提供借鉴作用。

2. 亚洲象研究现状
2.1. 亚洲象的迁移
3000 多年前，我国的亚洲象在黄河下游一带均有分布，随着气候逐渐变冷以及沿黄河一带的大力开
发，使亚洲象不断向温暖的南方迁移[4] [5]，森林资源破坏也是造成南移的一个重要原因[8]，孙刚等认
为，人口压力是造成亚洲象南移的重要原因，在过去的 3000 多年间，北方地区由于人口的快速增长，导
致亚洲象以平均约每百年 0.5 个纬度的速度向南移动，认为 20 人/km2 是亚洲象可以承受的最大人口压力
阀值[5]。自元朝以后，滇南各土司向天朝上贡的大象估计有 1140-1339 头，这一特殊人文因素也是导致
大象在滇南濒危的重要原因[9]，在宋代，由于大量北方人员南下珠江三角洲，对该区域进行开发，并对
亚洲象进行了捕杀，导致了珠江三角洲亚洲象的灭绝[10]。近 40 年来，西双版纳的亚洲象又出现了逐渐
北移的现象，在人口稠密的区域亚洲象已逐渐消失[11]，思茅境内的野生亚洲象自 1976 年绝迹后，随着
西双版纳亚洲象的北移，1992 年思茅又重新出现了亚洲象[12]。

2.2. 亚洲象的生境选择
作为一种大型食草动物，亚洲象所取食的食物种类可多达 130 余种[13]。虽然食物种类多，但其对栖
息地仍然有一定的要求，通过对南滚河保护区、思茅、西双版纳尚勇保护区等地的研究表明，不同区域
的亚洲象对栖息地选择有一定的差异，南滚河保护区的亚洲象在旱季的主要活动区域在海拔 1000 m 以下，
坡度小于 20˚，而在尚勇保护区则偏好在海拔 1000 m 以下，坡度小于 10˚的区域内活动，所偏好的植被类
型基本一致，均为竹阔混交林、灌丛、草甸等，对热带雨林、季风常绿阔叶林的喜爱程度较小[14] [15]，
而对 1300 m 以上区域，亚洲象的活动基本上是处于一种随机状态，可能是由于食物选择的结果[16]。针
对思茅的 5 头雌性亚洲象对栖息地选择利用的研究表明，该种群对栖息地会进循环利用，但雨季和旱季
的活动面积不同，旱季的活动面积达 35.67 km2，而雨季仅为 18.24 km2 [17]，说明了亚洲象的活动范围与
食物量有一定的关系。
1996 年，李芝喜等就应用 GIS 技术首次对西双版纳亚洲象的栖息地进行了评价，并建立了相应的数
据库[18]，为后来开展的生境评价奠定了基础。林柳等运用 3S 技术，应用生态位因子分析模型对西双版
纳亚洲象的状况进行了评估，认为亚洲象对环境条件有一定的选择性和耐受性，但生态位窄，专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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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竹林和竹阔混交林等因素是影响栖息地质量的最重要因素[19]，杨正斌等结合海拔、坡度、植被等 3
个因子，对勐养保护区内亚洲象生境现状进行分析，得出海拔 800 m 以下、坡度在 0˚~10˚条件下的竹林
及竹阔混交林是亚洲象最适生境及坡度 10˚~30˚、海拔 800~1000 m 的常绿阔叶林、竹林等为适宜生境的
结论基本一致[20]。因此可以看出，并非所有的生境都是亚洲象的适宜生境，这一点，从郎学东等对南滚
河保护区内 3613.32 km2 的亚洲象栖息地质量评价中得到了充分肯定，研究中将亚洲象活动范围的生境分
为优等、良好、中等、劣等和未利用 5 个生境等级，结果表明，各等级所占总面积的比例分别是 32.14%、
8.97%、16.88%、40.77%和 1.24%，良好以上生境及劣等以下生境所占比例大致相等[21]，因此可以说明
亚洲象实际可利用的生境并不多。

2.3. 人象冲突研究
近年来，人象冲突日益严重，引起人象冲突的原因是多种的，但普遍认为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人口不断增长，人口密度已远远超过了亚洲象所能承受的人口压力阀值[5] [22] [23]；为了发展经济，大
量天然植被被砍伐用来种植橡胶、茶叶、砂仁等经济林，破坏了亚洲象的栖息地，使各个生境斑块不断
分离和破碎，各级公路网的建设，加剧了亚洲象的栖息地破碎化程度[24] [25]；作为亚洲象保护主要区域
的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建立初期就被划分成了 5 个互不相连的区域，保护区的分离，降低了
保护价值[26]；人和亚洲象的活动区域出现了重叠，如海拔 1000 m 以下区域是亚洲象活动的主要区域，
同时也是当地农作物种植的主要区域，人类挤占了亚洲象的生存空间[27] [28]；由于实行了严格的保护措
施，如禁伐、禁火等，使过去很多草山、疏林地等亚洲象的良好栖息地逐渐被森林所取代，使亚洲象的
栖息地逐渐退化或消失，减少了亚洲象的食物量[26] [29]，如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998 年森林和
灌木林的覆盖率分别为 93.3%、2.4%，比 1983 年分别增加了 5.5%和 1.3%，而草地的总面积仅占 2.4%，
比 1983 年减少了 8.3% [30]，草地面积的减少，实际上造成了亚洲象适宜栖息地的退化和减少，保护区
食物的减少，是导致亚洲象走出保护区的重要原因[31]；随着野外食物的减少，亚洲象不断尝试取食人类
种植的玉米、水稻、甘蔗等作物，并逐渐对这些作物产生了依赖，导致了取食习性的改变[7] [24] [27] [32]，
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种植的庄稼而对亚洲象采取的各种驱赶措施，也同样会导致人象冲突的加剧[24]；为了
寻找新的食物以满足亚洲象对食物的需求，亚洲象也会开辟新的通道来适应生境的变化以及人为活动的
影响[33]。
为了有效缓解人象矛盾冲突，有关部门和人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在亚洲象活动较为频繁的区
域建立食物源基地是保护区管理部门的一些有益尝试。20 世纪 90 年代，西双版纳保护区就开始尝试建
立亚洲象食物源基地，用来吸引亚洲象，食物源基地建设结果表明，一定程度上可减少亚洲象在庄稼成
熟季节进入寨附近取食当地群众种植的庄稼[25] [34]，但在选择食物源基地地点时应离村寨较远，否则可
能会产生相反的效果[25]。在亚洲象的各个生境斑块间建立生物廊道可把分离的生境斑块有机的连接起来，
有效扩大亚洲象的栖息地面积，是缓解人象矛盾冲突的一个有效途径。林柳等用 3S 技术对在西双版纳自
然保护区建立生态廊道的规划及可能性进行了探讨，认为建立亚洲象廊道的区域要有一定的宽度、尽可
能利用连续的天然植被，以减少人为干扰少[35]。郭贤明等以勐养和勐腊两个亚洲象生境斑块为对象，对
生物廊道的选定、规划和建设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认为廊道内多样的植被类型有利于野生动物的迁移，
而亚洲象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与食物有关，只要有充足的食物，海拔高度不是阻碍亚洲象迁移的决定因
素[36]。由于生境破碎化和野外食物减少是造成人象矛盾冲突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栖息地的保护与恢
复是缓解人象矛盾冲突的重要措施。可利用火的生态作用来改善野生动物的栖息环境，改善和提高食草
动物食物的数量和质量[37]，也可采用人为对过去亚洲象活动较频繁、但逐渐被森林植被所替代的区域进
行必要的清除，恢复成亚洲象过去的栖息环境[23]，但开展这些工作需要得到法律层面的许可[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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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亚洲象生理学研究
杨帆等以亚洲象粪便为材料，采用线粒体 DNA 作为分子标记的方式通过对南滚河、勐养、尚勇、勐
腊及思茅 5 个地理种群的 178 个个体进行分析，发现勐养、尚勇、勐腊和思茅 4 个地理种群中的 114 个
个体共享同一单倍型，南滚河种群与其他种群间未观察到共享单倍型。通过分析认为，中国境内现有亚
洲象种群在进化上分为 α 和 β 两大分支，其中分支 α 中包含除南滚河种群外的 4 个地理种群，分支 β 仅
含有南滚河种群，表明南滚河种群与其他４个地理种群间存在明显分化[38]。亚洲象在取食过程中，一般
雌性及未成年象采用的群体觅食的方式进行，而雄象则多是单独觅食。在群象觅食的过程中，会有一头
雌象担任警戒象，该象的觅食频率较低，一旦出现就会发出吼叫，其他象会立即向它靠拢[39]。象在取食
野生植物时白天和夜晚的行为无明显差异，但取食农作物则主要在晚上，这与亚洲象逐渐习惯了人类的
作息时间有关[25]。
对亚洲象的行为及生理学研究，很多是以圈养象为研究对象。赛道建等以济南动物园的饲养象为研
究对象，
采用多样性指数(H)公式对亚洲象的求偶交配行为进行分析，根据对交配前 5 天的统计结果显示，
雄象 H 值为 2.53，雌象的为 1.65，雄求雌的 H 值为 3.92，而雌求雄的为 2.18，表明雄雌象的求偶行为差
异显著，雄象求偶主动且行为多样，只要雌象给予求偶视觉信号，雄象的求偶行为就可随时发生并产生
交配行为[40]。受孕与未受孕的雌象的孕酮与雌二醇也有较大的差异，未受孕雌象二者均显著低于受孕雌
象，且无明显波动。受孕雌象的孕酮在分娩前一周左右含量会突然升高，随后在很短时间内又会降低，
而雌二醇则在分娩前一直维持较高水平，但在分娩前一周会骤降[41]。这些研究，对圈养亚洲象的管理可
起到很好的作用。

3. 展望
目前，亚洲象的保护得到了我国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全社会都给予了广泛的关注，为今后开展更
广泛的研究提供了前提条件。
针对在亚洲象保护中存在问题，有关部门也开展了一定的研究工作，如在《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总体规划(2005~2015)》中就规划了 58,025 hm2 的生物廊道面积，并在廊道建设的基础上建立了西双
版纳易武州级自然保护区，对将来全面连接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勐养和勐腊两个片区提供了先决
条件。对建立生物廊道，也开展了相关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经验[22] [35] [36]，这些研究，为更
好的进行廊道规划和建设有较好的参考价值。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增加了野生动物栖息地保
护有关内容，从法律层面上对野生动物栖息的改造与恢复提供了保障，有利于开展亚洲象栖息的保护与
恢复相关研究工作。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亚洲象的研究有望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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