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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非国家公园常见动物介绍 

 
1. 非洲象 African Elephant(Tembo 或 Ndovul) 

五大之一。在马赛马拉、赛伦盖蒂、马尼亚拉、恩戈洛恩戈洛都是很容易就

能看到非洲象，而乞力马扎罗脚下的安博塞利更是非洲象的天堂。 

非洲成年象一般体重 4 吨以

上，大的可将近 10吨。是世界上

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性情暴躁，

会主动攻击其他动物。 非洲象主

要吃香蕉，树叶，树皮，果子，

一天要有 16 个小时用来采集食

物。 

非洲象需要 13—14年才能达

到性成熟。寿命约为 60—70年。 

非洲象没有固定的发情季节，

常年均可交配繁殖，雌兽的怀孕

期为21—23个月，略长于亚洲象，

是哺乳动物中孕期最长的动物。每胎产 1仔，两次产仔的间隔期约 4年，每只雌

象一生可以产 4—5胎。在幼仔出生的头 5年里，它要一直守在幼象身边。 

由于偷猎现象，使非洲象出现了没有象牙的个体变异存在，因为偷猎分子常

常会狩猎有长象牙的大象，使得没有象牙的大象幸免于难，在原本的丛林中，没

有象牙的大象要找配偶，特别是公象都是劣势的，但是偷猎现象让没有象牙的个

体能够有某种优势的繁衍。 

 

2. 非洲水牛 Buffalo(Nyati 或 Mbogo) 

非洲水牛在大多数国家公园都能看到，可以说是最最容易看到的五大了。 

成年的非洲水牛身高可

达 2米，身长 3米。虽是食草

动物，但却是最可怕的猛兽之

一。非洲水牛集体作战，由一

头成年雄性水牛带头，组成大

方阵冲向入侵者，通常有数百

头甚至上千头，它时速高达

60公里 ，在这样的阵势下，

任何动物会被踏成肉泥。 

水牛交配和分娩严格定

在雨季进行。出生高峰发生在

本繁殖期初的交配高峰期后。

母牛第一次交配在 5 岁后，怀孕期为 11.5 个月。头几个星期, 新生牛犊仍然隐

藏在植被里，而正在哺乳的母亲偶尔加入的主要群体。犊牛被关押在该中心的畜

群安全区。 公牛离开他们的母亲后，大约 2 岁会正式加入水牛群体。 

 

http://baike.baidu.com/view/654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026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9546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236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90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9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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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豹 

豹也是五大之一，运气好的话可以在马赛马拉、桑布鲁、纳库鲁、赛伦盖蒂

等公园能看花豹或者猎豹。 

 

 花豹 Leopard(Chui) 

五大中提到的“豹”通常是指花豹。花豹体

重 65—130千克。与猎豹相比，花豹头的比例较

大，脸较宽，前胸较粗，身体肥厚，肌肉丰满，

四肢粗短。可以捕食鳄鱼等动物，身手十分矫健，

美洲豹集合了猫科动物的所有优点，具有虎、狮

的力量，又有豹、猫的灵敏是猫科中名副其实的

全能冠军。 

花豹较喜欢栖于树木茂密的热带雨林，但它

们亦会广泛分布于高山、平原等不同的地方。花

豹爱独行，是蛰伏突袭的掠食者，在选择猎物方

面，它们完全是投机取巧的。花豹有异常惊人的

咬力，让它们能咬穿爬行动物的厚皮或甲壳和使

用一种不常见的杀戮方式：直接把猎物的颅骨从

耳部咬穿，对猎物的脑部造成致命的损伤。 

 

 猎豹 Cheetah(Duma) 

 

猎豹，也叫印度豹。长腿、细腰、嘴在脸部并不突出，小而精致，两眼平行

向前，捕猎时可聚焦猎物。猎豹看起来更像是身材大些的猫，它们不像美洲豹一

样能用牙齿咬穿猎物的脖子。它们虽然进化成一种快速高效的猎手，然而和其他

像狮子这一类更强大的猫科动物相比，它们是相对比较弱小的食肉动物。 

 

猎豹捕食少于 40 公斤的哺

乳动物，如瞪羚、黑斑羚、幼

牛羚、人，以及野兔。 偷偷接

近到与猎物 10至 30米的距离，

然后猎捕猎物，猎捕时速度最

高可达到时速 110 公里，且仅

一脚着地，但最多只能跑 3 分

钟，超过时生理构造使猎豹必

须减速，否则它们会因身体过

热而死。通常在 1 分钟内即可

猎捕到猎物，如果猎豹猎捕失

败，那将是浪费体力。大致上 6

次捕猎中仅有 1次会成功。 

狮子会猎杀猎豹的幼仔，还会抢夺猎豹捕到的猎物。训练小猎豹适应周围环

境大约需要 18个月的时间。而小豹要成长为熟练的猎手则还需两三年的时间。 

 

 

http://baike.baidu.com/view/1471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98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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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犀牛 Rhinoceros（Faru 或 Kifaru） 

犀牛也是五大之一。纳库鲁、恩戈洛恩戈洛、赛伦盖蒂国家公园能看到犀牛，

不过由于数量不多，所以并不是每拨游客都有好运见到。 

犀牛是最大的奇蹄目动

物，也是仅次于大象体型大的

陆地动物。所有的犀类基本上

是腿短、体粗壮，体肥笨拙皮

厚粗糙。约 6千万年前犀牛就

已出现，现在世界上共有黑犀

牛、白犀牛、印度犀牛、苏门

答腊犀牛和爪哇犀牛等 5种。 

白犀牛和黑犀牛都生活

在非洲的大草原，白犀牛并不

是白色，而是跟黑犀牛的颜色

一样，这个名字是从南非白人

语言中的“weit”一词错译过来，本来是宽的意思。雄性白犀牛可以长达 5米，

重达 3.5 吨。白犀最显著的特征是吻部比较方，头向下，吻部贴近地面，主要食

草。黑犀体型小于白犀，吻部尖且能伸缩卷曲，头抬起，以树叶为食。 

  

5. 狮子 Lion(Simba) 

作为非洲“五大”之一的狮子，在大多数公园都很容易看到。 

 

狮子（lion)是唯一的一种雌雄两态的猫科动物，野生非洲雄狮平均体重 220

公斤，体长 2-2.5米，尾长 1米，著名的猫科霸主。 

狮群的捕食对象范围很

广，小个子的瞪羚、狒狒到体

型庞大的水牛甚至河马都是

它们的美味，但它们更愿意猎

食体型中等偏上的有蹄类动

物，比如斑马、黑斑羚以及其

他种类的羚羊。 

在狮群中，雌狮们是主要

的狩猎者。尽管狮子在奔跑的

时速高达每小时六十公里，但

是它们的猎物往往比他们跑

得还快。而且由于相比于它们

庞大身躯的小小心脏，狮子缺

乏长途追击的耐力，只冲刺一小段路程后就筋疲力尽了。因此狮群狩猎时总是小

心翼翼地贴近目标，尽可能地利用一切可以用作遮掩的屏障隐藏自己，逼近猎物

到三十多米的范围内，然后突然地、迅疾地向目标猛扑过去。 

尽管雄狮很少参与狩猎，但在狮群内部的进食顺序上，雄狮具有无可非议的

优先权，母狮次之，而小狮崽们则只能等着捡些碎骨残肉。 

赛伦盖蒂是看狮子的好地方，《狮子王》的制作组当年就在赛伦盖蒂大草原

蹲守了 N久观察狮子习性。在斯瓦西里语，狮子的称呼就是“辛巴”！ 

http://baike.baidu.com/view/8414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84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74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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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河马 Hippopotamus(Kiboko) 

在奈瓦沙、恩戈洛恩戈洛、赛伦盖蒂等国家公园，都有河马池可以看到大量

的河马。 

 

河马主要居住在非洲热带

的河流间。它们喜欢栖息在河

流附近沼泽地和有芦苇的地

方。生活中的觅食、交配、产

仔、哺乳也均在水中进行，是

世界上嘴巴最大的陆生哺乳

动物。 

河马的身体由一层厚厚的

皮包着，皮呈蓝黑色，上面有

砖红色的斑纹，除尾巴上有一

些短毛外，身体上几乎没有毛。河马的皮格外厚，皮的里面是一层脂肪，这使它

可以毫不费力地从水中浮起。当河马暴露于空气中时，其皮上的水分蒸发量要比

其他哺乳动物多得多，这使它不能在水外待太长的时间。 

河马寿命 40-50 年，繁殖期不固定，全年均繁殖，每产一仔，孕期 227-240

天，仔兽出生时体重 27-45公斤。小河马出生后几分钟便懂得在水中畅泳。小河

马有时会成为狮子或鳄鱼的佳肴，但更多小河马是死于成年河马争执时的牺牲

者。  

河马也是会攻击人的，所以观赏河马要注意安全～ 

 

7. 黑背豺 Black Backed Jackal (Bweha-miraba) 

马赛马拉、赛伦盖蒂大草原偶能看到黑背豺。 

 

黑背胡狼又叫黑背豺，黑

背胡狼主要分布于非洲东部

和南部的沙漠地带，是足智多

谋的获食者。 

黑背豺个头较小，长相似

狗，喜欢栖居在洞穴中，一般

被认为是食腐动物，是一些一

边围绕着坟场不停地嚎叫，一

边挖掘死尸吃的动物，因此在

当地被人们尊为地狱和死亡

之神而贡献祭品。事实上，动

物死尸虽然是黑背豺的一个

重要的食物来源，但在它们食

物中的比例并不大。他们行动敏捷，凭它的足智多谋的才能，常常可以智胜所有

竞争者而获得丰盛的美餐。 

它们的家庭为“一夫一妻”制，雄兽和雌兽结成伴侣后将厮守一生，这在哺乳

动物中是不多见的。在当年出生的黑背豺幼体中，有三分之一的个体将留在母亲

的身边，并与母亲一起度过下一年的繁殖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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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黑白疣猴 Abyssinian Black and White Colobus  （Mbega） 

在纳库鲁、肯尼亚山、阿鲁沙等地可以看到黑白疣猴。 

 

黑白疣猴的体长约

50-70 厘米，尾巴略长一

些。它们居住在森林的上

层和中层，很少到地面上

来，猴群由 15-20 只疣猴

组成，每群疣猴都占据一

小片地方，按固定的路线

从它们睡觉的地方到吃食

的地方去。 

当别的疣猴侵入它们

的地方时，受到侵犯的疣

猴则上下跳动，同时发出

吼声，有时会连续地吼叫达 20分钟之久。 

黑白疣猴每隔两年交配繁殖一次，但发情期可以是一年中的任何时间，高峰

期为 9~10 月，妊娠期约 5~6 个月，每胎仅产 1 仔，刚出生的小猴通体白色，跟

随母亲一起生活，3个月后长得和父母体色相同，7个月大时就可以自由活动了，

4~6岁左右性成熟，普遍能活 20~24年，最高寿命 29年。 

 

9. 狒狒 Baboon(Nyani) 

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大部分国家公园，都能看到一群一群的狒狒。 

 

狒狒是猴科的一属，是世界上体型仅次于山

魈的猴，共分为五种，都分布于非洲地区。栖

息于热带雨林、稀树草原、半荒漠草原和高原

山地，更喜生活于这里较开阔多岩石的低山丘

陵、平原或峡谷峭壁中。 

狒狒主要在地面活动，也爬到树上睡觉或寻

找食物，善游泳。能发出很大叫声。白天活动，

夜间栖于大树枝或岩洞中。食物包括昆虫、蝎

子、鸟蛋、小型脊椎动物及植物。通常中午饮

水。结群生活，每群十几只至百余只，也有 200～

300只的大群。群体由老年健壮的雄狒率领，内

有专门眺望者负责警告敌害的来临，退却时，

首先是雌性和幼体，雄性在后面保护，发出威

吓的吼叫声，甚至反击，因力大而勇猛，能给

来犯者造成威胁。每天的觅食活动范围达 8—30

千米，主要天敌是豹。 

无固定繁殖季节，5～6 月为高峰，孕期 6～7 个月，每胎产 1 仔。野生寿命

约 20年。 

 

 

http://baike.baidu.com/view/26938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923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442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442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351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351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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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青长尾猴 Blue Monkey 

在桑布鲁、马赛马拉、赛伦盖蒂等公园能看到青长尾猴。 

 

产于非洲，大多数都生活在森林

里。由于栖息地的日益减少，大部分长

尾猴属的动物已受到生存的威胁，甚至

濒临灭绝。 

分布于安哥拉，布隆迪，刚果，埃

塞俄比亚，肯尼亚，马拉维，莫桑比克，

卢旺达，索马里，南非，苏丹，斯威士

兰，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乌干达，赞

比亚，津巴布韦。 

 

11. 大草原猴 Savannah Monkey (Tumbili) 

马赛马拉、赛伦盖蒂能看到很多大草原猴。 

 

背部为偏茶灰色，腹部白色，面部黑色的猴

子。出去尾巴身长为 50 厘米，体重约 5 公斤。

不怕人，向人乞食，也会对游客携带的物品好奇。

有时会钻进车祸帐篷里。 

在赛伦盖蒂到处都可以看到大草原猴，他们

经常出没在酒店，如果你对着他们照相，他们会

看到镜头中的自己，然后好奇的伸手去抓相机。

所以一定要注意别被吓到喽。 

 

12. 猫鼬 meerkat 

在马赛马拉、赛伦盖蒂能够看到猫鼬。 

 

猫鼬,就是《狮子王》中的丁满啦。

这是一种小型昼行性灵猫科动物，有

著修长的躯干跟四肢使他们的身长

可达到 25到 35公分。 

猫鼬是会挖洞的动物，住在大型

的地底有著数个入口的网状洞穴。他

们也是非常社会化的动物，住在可达

到四十只的群落里。  

猫鼬的天敌包括各种鹰和隼，尤

以生活在非洲的猛雕为主。陆地上的

胡狼对猫鼬也有很大威胁。在担当侦查职责的猫鼬警示天空中的天敌来袭时候，

其他猫鼬便会以最迅速的方式逃向地下或者其他

掩体之下。而无法逃入掩体的成年猫鼬也会用身体

保护幼兽。对于陆地的天敌，猫鼬通常通过惊吓对

方以求对方放弃捕食的念头。惊吓包括低沉的吼

叫，以及尽量让自己的身躯显得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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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疣猪 Warthog(Ngiri) 

在大多数国家公园都能看到疣猪。 

 

疣猪两眼之下的皮肤，各长出一

对大疣，因此得名。雄疣猪在吻部更

长出另一对较小的疣，刚位于獠牙之

上。它挖土取食时，这些疣可能有助

于保护眼睛，还可使头部看起来更

大，因而成年疣猪的面貌更为狰狞。

雄疣猪的上獠牙很大，有１５至２５

吋长，而且向上及向外急弯。短而尖

的下獠牙可当刀用。疣猪有的独居，

有的雌雄成双，也有的合家同住。 

疣猪是世界上唯一的能够在数月没有水的情况依旧存活的猪，它们还能在超

过常温很多的高温条件下生活。疣猪日间觅食，吃青草、苔草及块茎植物，偶而

也会吃一些腐烂的肉。它们喜欢洗泥巴澡，也会象犀牛那样浑身涂满泥巴。 

疣猪的性别差异有哪些呢？其实很好区分，公的比母的体型略大，公的獠牙

比母的长，最大的区别是公的有两对疣，而母的只有一对疣。 

 

《狮子王》中那个可爱搞笑的“蓬

蓬”就是疣猪同学啦～ 

 

狮猎食大批疣猪，尤以雨季时为

甚，因为这段时间的物长的较高，使

狮子容易潜猎。在泥土被暴雨泡的松

软的地方，狮子往往把疣猪活活从地

洞里挖出来。当然疣猪并不是个任人

宰割的白痴，非洲许多狮子身上的伤

疤就归因于它们少不更事的时候冒

犯过那 4颗锋利獠牙的主人。而且疣

猪相当聪明，晚上回家休息时会倒退

着进洞以窥伺周围是否有猎食者跟

踪尾随，早晨出门时则以最快的速度

冲出家门以防被埋伏在洞口的猛兽

打个措手不及。 

 

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

骗人的…… 

 

 

http://baike.baidu.com/view/2061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33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747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273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597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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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斑点鬣狗 Spotted Hyaena(Fisi) 

在大多数公园都能看到斑点鬣狗。 

 

身长 1-1.5米，重 40-86

千克雌性个体明显大于雄

性。毛色土黄或棕黄色，带

有褐色斑块。能将 9千克重

的猎物拖走 100米。见于视

野开阔的生境，如长有仙人

掌的石砾荒漠和半荒漠草

原、低矮的灌丛等。 

性凶猛，可以捕食斑马、

角马和斑羚等大中型草食

动物。进食和消化能力极

强，一次能连皮带骨吞食 15

千克的猎物。善奔跑，时速

可达 40-50公里，最高时速为 60公里。 

斑鬣狗与狮子之间的关系的复杂性及密度有其独特的地方。狮子与斑鬣狗都

是顶级掠食者，猎食同样的动物，故其实是有正接冲突的。它们故此会互相斗争

及偷走对方的猎获物。斑鬣狗亦是幼狮的主要掠食者，当攻击成年的狮子时，斑

鬣狗会追击雌性，但却一般会避开攻击雄性。 

斑点鬣狗全年都能繁殖，但雨季为产仔高峰期。妊娠期 110天，每胎产 2仔。

雄性 2岁、雌性 3岁性成熟。 

   

15. 蹄兔 Hyrax(Pimbi-mdogo) 

马赛马拉和赛伦盖蒂的酒店里就能看到无数多的蹄兔。 

 

蹄兔，哺乳纲蹄兔目，为

陆栖或树栖的小型兽类,因有

蹄状趾甲而得名。喜嚎叫，又

名啼兔。体长 30～60 厘米。

尾长 1～3厘米或无外尾。 

蹄兔喜欢群居生活，因为

他们需要共同对付天敌和大

自然的威胁。蹄兔属的单型种

蹄兔分布于非洲大部等地区，

为了适应那里的生存环境，一

般一个种群有 6～50 只个体，

群居于岩石堆和灌丛间。 

蹄兔以草、嫩叶和树皮为食，白天或白天或温暖的月夜常在陡峭的光滑岩石

上奔跑，动作十分敏捷。岩蹄兔属下分 6种分布于沙漠地带和非洲等地的山岩地

带，它们白白天活动，常在岩石间追逐，发出刺耳的尖叫。树蹄兔属生活场所是

在树洞里或者在簇叶中，经常群体在树干上跑上跑下，或在树枝间跳跃。 

 

http://baike.baidu.com/view/2793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93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7226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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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斑马 Zebra (punda milia) 

几乎在东非任何一个国家公园，都能看到斑马。 

 

斑马产在非洲东部、中部和南部，

喜欢栖息在平原和草原。斑马是群居

性动物，常结成群 10-12只在一起，

也有时跟其它动物群，如牛羚乃至鸵

鸟混合在一起。它们跑得很快，每小

时可达 64 公里，斑马经常喝水，很

少到远离水源的地方去。 

斑马有狭纹斑马、山斑马、普通

斑马、细纹斑马等种类，国家公园内

看到的一般都是普通斑马，在桑布鲁

可以看到细纹斑马。斑马一年中大部

分时间都在同一地区，只有食物与水短缺时才迁徙它处。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平

原动物资源丰富，有时达成百上千只斑马与其它动物大群迁往新鲜的草地去。它

们常与牛羚、狷羚、长角羚等其它食草动物一同吃草。一群斑马一般是由一只公

马及其家族组成。在母马发情时，公马会占据一片地盘，不准外来动物入侵，但

发情期过后它们又会随其它斑马群混在一起。 

在狩猎时经常能看到两只斑马交错站立，一副窃窃私语状。其实这是他们一

种非常安全的站位姿势，这样的姿势使的每组斑马都能够看到各个方向，防范食

肉动物的侵袭。 

 

17. 长颈鹿 Giraffe （Twiga） 

东非最常见的动物之一，几乎任何一个国家公园都能看到，如果运气好，还

能看到长颈鹿打架，是用脖子的哦～ 

 

长颈鹿是一种生长在非洲

的反刍偶蹄动物，是世界上最

高的陆生动物。雄性个体高达

4.8到 5.5米高，重达 900公斤。

雌性个体一般要小一些。 

 

长颈鹿根据颜色、花纹变化

和分布范围等的差别分为网纹

长颈鹿、安哥拉长颈鹿、马赛

长颈鹿、等九个亚种。坦桑尼

亚和肯尼亚最常见的是网纹长

颈鹿和马赛长颈鹿。 

网纹长颈鹿大而呈多边形的褐色斑点，衬有明亮的白色网纹。斑点有时呈深

红色，并能扩散到脚部；马赛长颈鹿或称乞利马扎罗长颈鹿：斑点似葡萄叶，边

缘呈锯齿状。底色为深巧克力色。 

 

 

 
马赛长颈鹿 

 
网纹长颈鹿 

http://baike.baidu.com/view/250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6893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7231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9219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54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4677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4275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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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大耳狐 Bat-eared Fox(Bweha-masikio) 

 

大耳狐是生活在非洲草原上的犬科动物，因其耳朵巨大而得名。大耳狐体毛

为黄褐色，耳、腿和脸的一部分为黑色。体长为 55厘米。  

大耳狐长着两支硕大耳朵，它们还

有名字叫蝠耳狐或好望角狐。说它们叫

蝠耳狐是因为它们的耳朵像蝙蝠的耳

朵，说它们叫好望角狐是因为它们在非

洲好望一带生活。 

大耳狐喜欢生活在比较干旱的开

阔地区。 不要以为大耳狐牙齿多就会

很凶狠地捕食，其实它们只是以昆虫为

食，尤其喜欢吃白蚁。大耳狐连同尾巴

一起算也才只有 80厘米长，体重只有

不到 10 公斤。它们喜欢独居或一小群

生活在一起。 

 

19. 薮猫 Serval 
 

Serval 最初来自葡萄牙语，

意思是‘像鹿一样的狼’。薮猫生

活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大

部分地区。薮猫喜欢在水源充足

的高草草原地带生活，在这里，

它们刚好可以利用修长的四肢

像羚羊般在高高的草丛或芦苇

间到处跳跃。不过尽管薮猫分布

甚广，由于它们热衷择水而居，

种群之间因此呈现隔绝状态。 

 

同多数猫科动物一样，薮猫也基本在晨昏或夜间活动。如果在雨季或哺育后

代的时候，它们也会白天出来捕食，另外，部分地区的薮猫也会根据猎物的活动

情况适当调整自己的作息习惯选择白天捕食。它们平常基本只捕捉小动物，例如

各种鼠类、兔类、鸟、蛇、青蛙、蜥蜴、昆虫。运气好的话它们也能抓点小羚羊

之类个头比较大动物好好饱餐一顿 

 

薮猫也会划分自己的领地，母猫的领地大约有 2-9平方公里，而公猫的领地

则有母猫的两倍大，并可能和母猫领地交叉。薮猫的孕期大约有 67-77 天，每胎

大约有 1-5 个宝宝（2-3 个居多）。宝宝们大约在 4-7 个月的时候断奶，母猫一

般独自抚养孩子，到了 18-24个月，等到孩子性成熟之后，妈妈会把孩子赶出自

己的领地，强行让它们独立生活。 

 

 

http://baike.baidu.com/view/25752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93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2546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5417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54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54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0462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074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10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5862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52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807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77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515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13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91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58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9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9783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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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狞猫（Caracal） 

 

狞猫有时被人称作沙漠猞猁或

非洲猞猁，但狞猫和猞猁并不是类

似的物种。实际上 Caracal 这个名

字就是来自土耳其语“karakulak”，

意即“黑耳朵”。 

狞猫的栖息地很广。从非洲的

南部、中部、北部地区经过阿拉伯

半岛的部分地区一直延伸到南亚，

包括印度。但大家在野外几乎看不

到狞猫，因为它们隐藏得非常好。 

狞猫大部分时候利用夜间捕

食，但也会利用傍晚时光去搜寻猎物。狞猫身手矫健，常会以比较小的猎物为食，

比如跳鼠、沙兔、地松鼠、岩狸等动物。当然，它也能捕捉到大一点的小羚羊。

狞猫有时会象豹子一样，把比较大的猎物拖到低矮的树枝上慢慢享用，这样的食

物通常能够它们吃几天的。另外，它们的捕鸟技术非常值得一提，由于狞猫十分

敏捷又极善跳跃，它们能跳起好几英尺高，将刚起飞的鸟捉住，比如鸽子和珍珠

鸡等。和其他生活在干旱地区的猫科动物一样，狞猫也能在没有水的情况下长时

间生存。  

因为狞猫很容易被驯化，有时会被当做宠物（尤其是在美国），并且据说很

容易适应和人类一起生活。 

 

21. 南 非 大 斑 獛 （ south african 

large-spotted genet） 

 

大斑獛是目灵猫科獛属的一种动物，

分布于南非、莱索托。主要以肉食为主，

身形小巧，行动迅捷的猫科类动物。捕

食时间以夜间为主。 

 

 

 

 

22. 小斑獛（small-spotted genet） 

夜间活动的动物，大部分独居。大

多生活在树上，只有捕食的时候才会

下树。以昆虫、爬虫、小型啮齿类动

物为食。 

http://api.baike.baidu.com/view/65168.htm
http://api.baike.baidu.com/view/262043.htm
http://api.baike.baidu.com/view/45446.htm
http://api.baike.baidu.com/view/4659110.htm
http://api.baike.baidu.com/view/60745.htm
http://api.baike.baidu.com/view/672076.htm
http://api.baike.baidu.com/view/239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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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麝猫(Civet) 

 

麝猫分布在地中海以南差不多整

个的非洲地区。属夜行性动物，性孤

独隐秘，常单独行动，个性害羞。地

面上活动，很少爬树，遭到危险时则

迅即躲入草丛中，以浓密的原始阔叶

林为主要栖息环境；肉食性，主要以

鼠类、爬虫类及昆虫为食，其排遗除

了动物之残骨毛发外，常会含有植物

之叶片。 

有排便于固定场所的习惯,作领域记号，且门腺会放出麝香物质。。“麝猫香”

就是从麝猫尾部的一个囊体里提取出来的分泌物，看起来有点像黄油。 

 

24. 姆万扎平头飞龙蜥蜴（Mwanza Flat Headed Agama lizard） 

 

姆万扎平头飞龙蜥蜴产自非

洲，红蓝双色，它们经常群居生活，

具有统治地位的雄性一般是体色最

鲜艳的。寿命长达 15 年。 

姆万扎平头飞龙蜥蜴的体色非

常鲜艳，看起来它好像穿着一套考

究的服装，在岩石周围爬行时它看

起来跟蜘蛛侠非常相像。现在很受

出售奇异动物的宠物店欢迎。 

 

 

25. 鳄鱼（Siamese crocodile） 

 

鳄鱼是迄今发现活着的最早

和最原始的爬行动物，它是在三

叠纪至白垩纪的中生代（ 约两亿

年以前）由两栖类进化而来，延

续至今仍是半水生性凶猛的爬行

动物，目前公认鳄的品种共23种。  

大部分种类鳄鱼平均体长约

6米重约 1吨。颚强而有力，长有

许多锥形齿，腿短，有爪，趾间

有蹼。尾长且厚重，皮厚带有鳞

甲。 

鳄鱼凶猛不驯。成年鳄鱼经常在水下，只有眼鼻露出水面。它们耳目灵敏，

受惊立即下沉。午后多浮水晒日，夜间目光明亮。幼鳄则带红光。鳄鱼 5～6 月

交配，连续数小时，而受精仅 1～2分钟；7～8月产卵。雄鳄独占领域，驱斗闯

http://baike.baidu.com/view/102725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86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9840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9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20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3000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83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83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6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1313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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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者，一雄率拥群雌。常食鱼、蛙、虾、蟹、龟、鳖。咀嚼力强，能碎裂硬甲。 

26. 黑尾牛羚（角马） wildebeest (Nyumbu) 

马赛马拉和赛伦盖蒂大草原是角马的天堂。在其他公园，通常也能看到角马。 

 

非洲角马长得像牛，它们

生活在非洲的东部和南部。雨

季期间（3 月-5 月），雨水充

足，大地一片，广阔的草原上

散布着一匹匹非洲角马。但到

了旱季 （7月-9月），为了寻

找新鲜的草料，非洲角马不得

不离开这里，它们聚集起来，

数量多达 150万头，成群结队

地去寻找食物。 

角马的交配发生在集体迁

徙的途中。每当大角马群停下来，雄性便会把雌性赶到一起，头抬得高高的，绕

着它们奔跑，并且与其他竞争的雄性争斗。这样的群体只能持续几天。当大群体

再次开始前进时，它们就解散了。幼仔会在食物充足的雨季降生。 

在肯尼亚马赛马拉有一条马拉河，每年的 7-9 月份，都有上百万头角马从

3000公里外的坦桑尼亚迁徙到这里。 马拉河中有两种动物是角马们在渡河时必

然要遇到的杀手：一种是世上最大、最为凶残的尼罗鳄，一种是被称为“非洲河

王”的河马。马拉河是角马们要渡过的最后一条河，渡过去，就进入了水草丰美

的“伊甸园”。渡不过去，它们中的绝大部分将会因缺草缺水而死。 

 

27. 长角羚 Oryx(Choroa) 

马赛马拉和赛伦盖蒂能看到长角羚。 

 

长角羚，又叫白长角羚,体格健壮，肩高约 102～120厘米，鬃毛和尾巴上有

浓密的毛。脸上和前客有黑斑，眼睛的两边有黑色的条纹，身体和腿上也有黑色

的标记。 

长角羚无论雌雄都生有

弯刀似的长角，由于遭到大

量的捕杀，数量已经不多，

目前已经得到保护，被列为

世界珍稀物种之一。 

长角羚生活于干旱的平

原和沙漠地带。好合群，一

般 10多只一群；有时也合成

大群，白天活动。感觉灵敏，

视觉敏锐，善于奔跑、警惕

性强。当它们受伤或无退路

时，会把头低下尖角朝前，

进行自卫还击。因而它也是很危险的对手。在发情期，雄性间进行求偶争斗。雌

性每产一仔，偶有双胎。幼兽在 9-1月间出生，孕期约 9、10个月。寿命 20年。 

http://baike.baidu.com/view/6988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85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49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286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0064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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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柯氏狷羚 Cok’s Hartebeest(Kongoni) 

马赛马拉、恩戈洛恩戈洛、赛伦盖蒂都能看得到柯氏狷羚。 

 

狷羚是一种生活在草原

地带的羚羊，出没在西非、东

非、南非等地区。它也是唯一

归入狷羚属的动物。狷羚是群

居动物，族群数目约 5-20头，

有些甚至达到 350头的数目。

族群由一头雄性狷羚所带领，

领袖的狷羚是经过打斗而产

生的。 

狷羚立高约为 1.5 米，体

重约 120-200公斤。雄性狷羚

为深褐色，雌性则为黄褐色。

雄性及雌性狷羚的角的形状

也是先向外曲，再向前，并且向後尖。角的长度可达 70厘米。 狷羚生活在草原

或一些灌木林地，以短草为食物。它们是日间活动，在早上及黄昏时段觅食。 

 

 

29. 黑斑羚 Impala(Swala-pala) 

在很多公园都是随时随地能看到一群一群的黑斑羚。 

 

黑斑羚行动敏捷，奔跑迅速，栖息在非洲

南部和中部的森林和草原之中，经常大群地在

水边活动。黑斑羚以其优雅的姿势和杰出的跳

跃能力而出名。受惊的时候，它们可以跳起 3

米高，9米远。肩高约 75～100厘米。皮毛呈

金黄色、红色或红褐色，腹部是白色。两条腿

上各有一条垂直的黑条纹，后蹄有一族黑毛，

看起来就像屁股上面写了一个“川”字。雄性

黑斑羚有像小竖琴一样的角。 

黑斑羚的寿命为 12 年。雄性黑斑羚在一

岁半时便可交配，但它们要等到 3岁以后，成

功打败对手夺得族群首领后，才有资格跟群队

的母羚交配。所以通常我们看到的都是一只雄

性黑斑羚与无数头雌性黑斑羚在一起，一夫 N

妻。 

黑斑羚的怀孕时间一般是 180~210天，大

都是单胎。在临近生产时，母羚会独自离群生

产。小羚出生后的一两天内会被藏在隐蔽的地方。大自然的奇妙处是几乎所有小

羚都会在数天内出生，这种“羚海战术”可以防止小羚羊全部被吃掉。 

 

http://baike.baidu.com/view/842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42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86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895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1487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9469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074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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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汤氏瞪羚 Thomson’sGazelle(Swala-tomi) 

很多公园都能看到汤氏瞪羚。 

 

科学的叫法是汤姆森瞪

羚。体型类似于鹿的一种小型

动物。群居，种群非常庞大，

与中国的藏羚羊、蒙古黄羊同

属一类，它们身材较小，体态

优美，是多种草原食肉动物渴

望的美味。 

汤氏瞪羚眼睛下面有黑

纹，侧腹部有黑色条纹，雄性

有 30 厘米左右的角，雌性为

十几厘米。娇小玲珑的汤氏瞪

羚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看来

更加弱不禁风，但它们自己浑

不觉这有甚么问题，每年都会

参加一年一度的东非“动物嘉

年华会”，未办签证便穿梭坦

桑尼亚和肯尼亚两国之间。  

从几头到过百头的汤氏瞪羚会聚集一起形成一些小族群，同时有多头瞪羚领

导数目可多达 400 头的大族群。 

小 Tommies 多在雨季后出生 (十二、一、六、七月)，怀孕期约 190 日，

多数是单胎，小羚出生时约 2-3kg，出生後不久便会站立走动。 

 

31. 葛氏瞪羚 Grant’s Gazelle(Swala-grant) 

马赛马拉、恩戈洛恩戈洛、赛伦盖蒂等不少公园都能看到葛氏瞪羚。 

 

葛氏瞪羚是瞪羚属中仅次于鹿瞪羚最

大的一种。身体纤瘦，腿长，大腿肌肉发

达，跑得很快。肩高约 130厘米，体重 40-50

千克。毛色与汤普森瞪羚相同，背部正中

为灰茶色，腹部白色，臀部到尾巴根处呈

白色“T”型。雄性的角约为耳朵的三倍，

雌性的细而短。葛氏瞪羚经常与汤氏瞪羚

结群，但比汤普森瞪羚罕见的多。 

葛氏瞪羚它们三岁左右成熟可以交

配，但雄性首先要取得领土才有交配权。 

葛氏瞪羚也会像黑尾牛羚一样迁徙，

但它们并不是为了水源而迁徙，它们只是

想找多些和好些的食物。所以它们不会跟

随黑尾牛羚走几乎固定的迁徙路线，有时

甚至会跟牛羚反其道而行。 

http://baike.baidu.com/view/117500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34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8575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50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50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48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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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犬羚 Dik-dik（DikiDiki） 

马赛马拉和赛伦盖蒂草原可以看到犬羚，当你看到一只的时候，另外一只一

定也就在旁边了。 

 

犬羚是体型细小的羚羊，

英文名称为 Dik-dik，就是以

它们发出的声响来命名的，主

要生活在南非及东非的灌林。

犬羚属肩高约30-40厘米及体

重 3-5 公斤。它们有着较长的

鼻子及一层软毛皮。额顶的毛

发竖起，而雄性的额毛有时部

份地遮盖短少及环状的角。 

犬羚属是奉行一夫一妻的

及生活在自己约 12 亩大的领

域。它们的领域多是沿著干旱

石涧的灌木林，因这些地方它们可以随处匿藏。它们会与配偶一起居住。当其中

一方死去时，另一方亦会因压力而死亡。幼羚出生时重约 0.7kg，在 6-8个月后

达至性成熟。 

 

 

33. 南苇羚 Southern reedbuck 

 

主要分布于塞内加尔，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 

 

南苇羚平均肩高 85厘米，体重约 70公斤。他们有着灰褐色的毛皮，白色的

腹部及黑色的前脚。雄性有约 35厘米长的角，角向后长在向前弯。 

南苇羚生活在山谷及高地地区，食草。老年雄性南苇羚都有自己的领域，与

唯一的伴侣相处，并经常陪伴她以避免其他竞争的雄性。旱季约 20头聚集成群。 

 

 

http://baike.baidu.com/view/91321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49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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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薮羚 Bushbuck 

 

薮(音：sǒu)羚，一种非洲羚羊，又名安氏林

羚。身上长着美丽的竖条纹，头上有可爱的小白

点。偶蹄目、牛科。雌雄外形不甚相同。雄性有

螺旋状角，角型不大角尖为白色，身上以黑为主，

脖颈上有深色的长毛。雌性则毛色偏红，呈鲜艳

的赤栗色，无长毛。栖息于平原或山区近水源的

密林中，主要在晨昏活动。  

薮羚的老家在撒哈拉大沙漠南部的大部分地

区，它们以草、树叶和水果为食，性格活泼，有

严格的领域性，多为独栖，但有时也成对活动。

薮羚可常年繁殖，每胎 1仔，寿命大约为 12 年。 

 

 

 

 

 

 

35. 捻角羚 Lesser Kudu(Tandata) 

较难见到，据说赛伦盖蒂有些，看运气啦。 

 

偶蹄目牛科林羚属一些动物的统称。

一般捻角羚体苗条优美，大捻角羚成小群

栖息在非洲东部和南部丘陵灌丛地区或开

阔林地。 

捻角羚肩高约 1.3 公尺。喉部有穗状

长毛，颈背部有鬃毛，浅红褐色到蓝灰色，

两眼间有一白斑，体上有窄而垂直的白色

条纹。雄体有长而分叉的螺旋状角。小捻

角羚成对或成小群栖息在东非炎热的开阔

灌丛地区。肩高约 1 公尺，灰褐至蓝灰色，

斑纹似大捻角羚，但喉部有两个白色斑块，

而无喉繸，角较小、螺纹排列更为紧密。 

 

 

 

 

 

 

 

 

 

http://baike.soso.com/ShowTitle.e?sp=S%E5%B9%B3%E5%8E%9F
http://baike.soso.com/ShowTitle.e?sp=S%E5%AF%86%E6%9E%97
http://baike.baidu.com/view/654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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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转角牛羚 Topi(Nyamera) 

马赛马拉和赛伦盖蒂很容易看到，其他公园不多见。 

 

转角牛羚是群居动物，族群可以是三两

成群，但也有十多二十头一起的。族群由一

或多头雄性领导，领导权通过追逐和打斗产

生。领导的转角牛羚会负责保卫领土，并随

时保持警觉性，在危险来到时提出警告。转

角牛羚也会逐水草而居无定所，但不会像黑

尾牛羚那样走那么远，声势也远远不及，最

多只有一、二百头左右聚集一起。 

转角牛羚以草为主要食粮。雄性的领域

由几十平方米至几公里不等，并以尿液及粪

便为边界。 

雄性转角牛羚会为自己的领域而发生争

斗，多会以它们的角刺对方的膝部。转角牛

羚在受惊时可以奔走达每小时 70 公里，及

会跳越其他牛羚以逃避危险。它们被认为是

最快速的狷羚。 

 

37. 水羚 Waterbuck 

 

马赛马拉和纳库鲁可以看到水羚。 

 

水羚体型中等，身高 190-210厘米，体重 160-240千克。仅雄性具角，角长

而多脊，呈螺旋型并向后弯曲。分布于非洲。 

水羚多生活于沼泽等潮湿地带，喜欢近水的湿地，因为湿地容易得到饮水及

食物。当雨季河水泛滥时，

水羚就会往灌木林迁移，会

在灌木林及大草原近水的地

方吃草。虽然它们的水性非

常好，在遇到危险时能快速

游泳逃跑，但它们平时并不

喜欢进入水中。 

水羚是白天活动的动物。

家族一般有三十头左右。雌

性水羚在生育了小羚后会聚

集成数十只到上百只的大

群。雄性在 6-7岁最具实力，

它们会占有 150-625 亩的领地，为保护自己的领域而与其他雄性争斗。这种靠实

力争得的领域能保护到十岁左右。水羚的身体有着难闻的味度。一般狮子都喜欢

它们，除非在非常饥饿的情况下才会猎杀它们。 

 

 

http://baike.baidu.com/view/25768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5768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2045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2045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4401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42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86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2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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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大角斑羚 Eland 

马赛马拉和赛伦盖蒂都能看到大角斑羚。 

 

大角斑羚成群栖息在非洲中部和南部的开阔平原或有少量树木的地区。 

大角羚羊是现存最大的羚羊，肩高 1.8公尺。有黑色短鬃毛，喉部有下悬的

肉垂，长角盘扭成螺旋。雄

的角比雌的短而笨重，前额

处有一撮黑毛。 

大角斑羚淡褐色，随年龄

增加而变蓝灰色，常有垂直

的白色斑纹。巨大角斑羚浅

红褐色，颈部灰黑色，全身

有垂直的白色斑纹，角比大

角斑羚的更笨重，分叉更多。 

 

 

 

39. 长颈羚 Gerenuk 

一般来说，只有桑布鲁可以看到长颈羚。 

 

长颈羚又被称为麒麟羚。仅产在非洲的索马里和肯尼亚。长颈羚因体型细长

优美而著名。长颈羚栖息在干燥的荆棘丛林地区，甚至沙漠地带。 

它们一般单独或成对生活，偶尔也会 6、7 只雌性由一只雄性率领组成小群

一起生活。长颈羚的觅食习性很像长颈鹿，

用长的上唇及舌头扯树叶吃。它们经常用后

腿直立，前腿支着树干，伸长脖子与躯体成

直线，够食最高处的新鲜多汁的嫩叶吃。它

们并不经常饮水，身体所需水分多靠从食物

中摄取。 

长颈羚整个白天都可活动，只在夜间休

息。由于四肢细长，因此奔跳速度很快，并

且动作十分优美。 

公元前 5600 年的古埃及墓中的绘画上

就有长颈羚的形象，索马里人一直不肯吃长

颈羚的肉，他们认为长颈羚是骆驼的亲族，

如果杀死长颈羚，疾病就会传播，夺去他们

的骆驼。但是在欧洲人来到这里后，长颈羚

便开始遭到捕杀，以致差点灭绝，好在长颈

羚得到了及时的保护，近 50 年来数量还略

有增长。 

 

 

 

 

http://baike.baidu.com/view/654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79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5605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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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黑马羚(Sabel  Antelope、Hippotragus niger) 

 

黑马羚分布于非洲的热带草

原，从肯尼亚、坦桑尼亚、莫桑比

克以及安哥拉。 

黑马羚最教人印象深刻的就是

头上的一双大角，最长可达 1.6m。

雄羚体重约 235公斤，臂高 117-140

公分；雌羚体重为 220 公斤，体看

短而粗糙，雄羚体色为深灰或黑色；

幼年的大黑马羚在外观上两性十分

相似，但长到三岁时雄性就会披上

一身黝黑亮泽的毛皮，并长出一对雄伟的大角。 

黑马羚栖息于热带森林和草原地区，集群生活，每群 7~30 只，有时多达上

百，由成年雄性领导，日行性，吃草、树叶、水果。 

年幼的大黑马羚会遭到豹及鬣狗等的攻击，但成年的大黑马羚则只有狮子才

能威胁到它们。当受到惊吓时，大黑马羚在迅速冲刺后便会停下回望，但当发现

被追杀时，它们会发足狂奔，最高速可达 35 英里每小时。 

 

 

 

 

41. 马羚（Roan Antelope、Hippotragus equinus） 

 

马羚毛色为淡灰棕色，腹部为白色，面部有黑色与白色斑纹，皮毛坚韧，颈

部有直立的鬃毛，喉部有较短的鬃毛，尾巴长，末端有蓬松的毛，耳朵长而尖，

雌雄均有角，角向后弯曲，上面有环形的花纹。 

马羚主要在白天活动，通常栖息於草比较长的草原，间或有一些树，且靠近

水源。马羚是群居的动物，每群 5-15

只，由一只优势的雄羚带领数只雌羚及

它们的子女共同组成。母马羚在分娩

前，会躲到隐密之处准备生产，几天之

后，会单独回到群体中，仅早上、傍晚

回去哺乳，二周后方才带著小马羚加入

群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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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鸵鸟 Ostrich(Mbuni) 

 

鸵鸟是非洲一种体形巨大、不会飞但奔跑得很快的鸟，特征为脖子长而无毛、

头小、脚有二趾。是世界上存活着的最大的鸟，高可达 3米，颈长，头小，脖子

长裸，嘴扁平，翼短小，不能飞，腿长，脚有力，善于行走和奔跑。 

雄性成鸟全身大多为黑

色，翼端及尾羽末端之羽毛

为白色，且呈美丽的波浪状；

白色的翅膀及尾羽衬托着黑

色的羽毛，让雄鸟在白天时

格外显眼，它的翅膀及羽色

主要是用来求偶。 雌性毛色

大致与雄鸟相似，为灰色。

幼鸟羽色棕灰斑驳，须经数

次换羽，至两岁时才能达到

成鸟的羽色。 

鸵鸟常结成5~50只一群

生活，常与食草动物相伴。鸵鸟用强有力的腿（仅有两趾，主要的趾发达几乎成

为蹄）逃避敌人，受惊时速度每小时可达 65 公里 

 

43. 火烈鸟 flamingo(Heroe) 

 

火烈鸟是一种大型涉禽，

体型大小似鹳；嘴短而厚，上

嘴中部突向下曲，下嘴较大成

槽状 ；颈长而曲 ；脚极长而

裸出，向前的 3 趾间有蹼 ，

后趾短小不着地；翅大小适

中；尾短；体羽白而带玫瑰

色 ，飞羽黑，覆羽深红，诸

色相衬，非常艳丽，脖子长，

常呈 S型弯曲。通体长有洁白

泛红的羽毛。红色并不是火烈

鸟本来的羽色，而是来自其摄取的浮游生物而使原本洁白的羽毛透射出鲜艳的红

色。同时红色越鲜艳则火烈鸟的体格越健壮，越吸引异性火烈鸟，繁衍的后代就

更优秀。 

火烈鸟喜欢群居。在非洲的火烈鸟群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鸟群。火烈鸟不是

严格的候鸟。只在食物短缺和环境突变的时候迁徙。迁徙一般在晚上进行，在白

天时则以很高的飞行高度飞行，目的都在于避开猛禽类的袭击。迁徙中的火烈鸟

每晚可以 50到 60公里的时速飞行 600公里。 

 

纳库鲁、博格里亚、恩格罗恩格罗、马尼亚拉、纳特龙湖等地都有很多火烈

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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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秃鹫 Vulture （Tai） 

 

秃鹫全长约 110 厘米，体重 7～11公斤，它

张开两只翅膀后整个身体大约有 2米多长，0.6

米宽。成年秃鹫头部为褐色绒羽，后头羽色稍

淡，颈裸出，呈铅蓝色，皱领白褐色。由于食

尸的需要，它那带钩的嘴变得十分厉害，可以

轻而易举地啄破和撕开坚韧的牛皮，拖出沉重

的内脏；裸露的头能非常方便地伸进尸体的腹

腔；秃俊脖子的基部长了一圈比较长的羽毛，

它像人的餐巾一样，可以防止食尸时弄脏身上

的羽毛。 

秃鹫在争食时，身体的颜色会发生一些有趣

的变化。平时它的面部是暗褐色的、脖子是铅

蓝色的。当它正在啄食动物尸体的时候，面部

和脖子就会出现鲜艳的红色。这是在警告其他

秃鹫：赶快跑开，千万不要靠拢。 

秃鹫每窝产卵 1～2枚，污白色，具有深红

色条纹和斑点。雌雄均参与孵卵，孵卵期约 55

天。雄秃鹫每天辛辛苦苦地四处觅食，一回到家里，马上任张开大嘴，把吞下去

的食物统统吐出，先给雌鸟吃较大的肉块，然后再耐心地给幼鸟喂碎肉浆。 

 

45. 冠鹤 Crowned Crane (Korongo) 

 

大型涉禽,体长 120厘米。额

部向外凸出，有乌黑色绒羽，枕

部有由无数条土黄色绒丝向四

周放射所形成的绒球状冠羽。眼

睛后方的面颊有上红下白的斑

块。喉部有红色肉垂。体羽主要

为浅蓝灰色，翅膀上的覆羽为白

色，飞羽栗色。嘴、跗跖、趾均

为黑色。 

冠鹤有东非冠鹤和西非冠鹤

两种。东非冕鹤分布于非洲的乌

干达、刚果、肯尼亚、坦桑尼亚、

莫桑比克、安哥拉、南非等地。

栖息于沼泽地带，集群生活，以鱼、昆虫、蛙等小型水生动物和各种植物嫩芽为

食。 

冠鹤的繁殖期为每年 9月至翌年 3月。营巢于沼泽地或低平的树顶上。每窝

产卵 2～3枚，卵呈淡蓝色。孵化期为 26～31 天。雏鸟两个月就可长到和成鸟一

样大。 

冠鹤是乌干达国鸟。 

 

http://baike.baidu.com/view/27758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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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秘书鸟 Secretary Bird 

 

秘书鸟生长在非洲大陆，样子很独

特，它体高近 1米，羽毛大部分为白色，

嘴似鹰，腿似鹭；中间两根尾羽极长，

达 60多厘米，如同两条白色飘带。因

为它们头上长着几根羽笔一样的灰黑

色冠羽，很像中世纪时帽子上插着羽笔

的书记员，所以得名秘书鸟，它的科学

名字叫鹭鹰。 

秘书鸟是终生配对，“一夫一妻”制，

雌雄秘书鸟从配对到死亡很少分开。每

年繁殖季节中，雌雄鸟交配后便共同在

低矮、平顶的树上建巢。秘书鸟的巢很

大，直径约 1.8米，深 0.3米，架在树

顶上像一只大平盘。雌鸟产卵 2～3枚。

小秘书鸟出生后，在巢内大约要停留 3

个月，这期间，“父母”靠回吐半消化的

食糜喂养“子女”。小秘书鸟出生后几个

星期就长出了富有特征性的羽笔状冠羽，待它们飞出巢时，全身已披上了同它们

父母一样的羽衣，就这样，新一代的秘书鸟又在非洲大草原上开始了它们神秘而

奇特的生活。 

 

47. 织巢鸟 Weaver Bird 

 

织巢鸟 分布在世界各地，因善于使用植物纤维精巧地编织鸟巢而得名。 

 

织巢鸟的种类很多，我国比较常见的有

黄胸织巢鸟，它们生活在云南西双版纳一

带，大小如同麻雀。在鸟类中，织巢鸟是

杰出的“建筑大师”，它们建造的巢不仅坚实

而且有很多高明之处，比如巢的入口在下

面可以防雨，巢内放石块可以防风。 

还有一种织巢鸟，为防止蛇等天敌爬进

巢中偷吃鸟蛋，它们把巢的入口做成细长

的管子形，这根管子仅可承受织巢鸟的重

量，一旦有敌人爬进，管子就会折断，把

入侵者从高处摔下去。非洲有一种好群居

的织巢鸟，它们会齐心协力共同建造可容

纳 300 多对鸟居住的大巢。织巢鸟孵化率

是鸟类中很高的，因为雏鸟多，雌雄哺育

的负担也很大。为了寻找食物、躲避天敌，

织巢鸟常成千上万地转移住地。 

 

http://baike.baidu.com/view/313233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46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46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554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24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24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265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13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54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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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栗头丽椋鸟 Superb Starling 

 

在东非很常见的一种小鸟，他们很喜欢向你索食，尽量不要去投喂他们，不

要让他们养成不劳而获的坏习惯。 

 

栗头丽椋鸟,头顶和颈

部黑色，背部与翅膀呈漂亮

光鲜的钛青蓝色，散发出金

属般的光泽，腹部却是金黄

色，小鸟通体颜色鲜艳夺目，

具有强烈的虹彩光泽，十分

美丽。 

栗头丽椋鸟多栖于村落

附近的果园、耕地、或开阔

多树的村庄内。数量多，喜

集群生活，有时与粉红椋鸟

（pastor）混群活动，往往

分成小群，聚集在耕地上啄食，每遇骚扰，即飞到附近的树上。喜栖息于树梢或

较高的树枝上，在阳光下沐浴、理毛和鸣叫。杂食性，以黄地老虎、蝗虫、草地

暝等农田害虫和尺蠖、柳毒蛾、红松叶蜂等森林害虫为食 

5－6月繁殖，往往集群营巢，巢营在村内尾檐下，峭壁裂隙、塔内以及天然

的树洞中。巢以稻草、树叶、草根、芦苇、羽毛等编成。每年繁殖一次，每产４

－７枚卵，卵色变化很大，呈乳黄色、翠绿或纯浅绿蓝色。 

 

49. 珠鸡 Guinea-Fowl (Kanga) 

 

珠鸡（Guinea fowl）是鸡形目珠鸡科的鸟类，分为 4 属 6 种，是一种身体

肥胖、头小的中型陆生鸟类，

高 40～72cm，头部和颈部皮肤

裸露，多数种类有冠或骨质

盔。 

珠鸡科鸟类分布于非洲的

热带地区，栖息地范围广泛，

从茂密的雨林到半荒漠都有

分布。珠鸡用爪挖食昆虫、种

子和块茎。翅短而圆，善飞行，

但遇到威胁时多奔跑逃走。春

季产 12 枚卵於地面凹陷处，

孵化期约 30天。 

 

珠鸡肉质鲜美、细嫩、可口，野味浓郁，肌肉中蛋白质含量超过 23％，并含

有较多的微量元素，所含的维生素比家鸡高一倍以上，是高蛋白、低脂肪的肉类。

现已广泛人工养殖。 

 

http://baike.baidu.com/view/13000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7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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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鹈鹕 Pelican 

 

鹈鹕，让人一眼就能认出它们的是嘴下面的那个大皮囊。鹈鹕的嘴长 30 多

厘米，大皮囊是下嘴壳与皮肤相连接形成的，可以自由伸缩，是它们存储食物的

地方。它的身长 150 厘米左右，全身长有密而短的羽毛，羽毛为桃红色或浅灰褐

色。在它那短小的尾羽跟部有个黄色的油脂腺，能够分泌大量的油脂，闲暇时它

们经常用嘴在全身的羽毛上涂抹这种特殊的“化妆品”，使羽毛变得光滑柔软，

游泳时滴水不沾。 

鹈鹕在野外常成群生活，

每天除了游泳外，大部分时间

都是在岸上晒晒太阳或耐心

的梳洗羽毛。鹈鹕的目光锐

利，善于游水和飞翔。鹈鹕和

鸬鹚一样也是也是捕鱼能手。

即使在高空飞翔时，漫游在水

中的鱼儿也逃不过它们的眼

睛。如果成群的鹈鹕发现鱼

群，它们便会排成直线或半圆

形进行包抄，把鱼群赶向河岸水浅的地方，这时张开大嘴，凫水前进，连鱼带水

都成了它的囊中之物，再闭上嘴巴，收缩喉囊把水挤出来，鲜美的鱼儿便吞入腹

中，美餐一顿。  

鹈鹕的求爱和育雏方式特别有趣。鹈鹕常集大群繁殖。雄鹈鹕向雌鹈鹕求爱

时，时而在空中跳着“8”字舞，时而蹲伏在占有的领地上，嘴巴上下相互撞击，

发出急促的响声，脑袋以奇特的方式不停地摇晃，希望在众多的“候选人”中得

到雌性对自己的垂青。 

 

51. 秃鹳 Marabou Stork(Kongoti) 

 

秃鹳是一种大而笨重的涉禽。体长

110—130 厘米，体重约为 10千克。如果

站立时颈直起来，身高可达 120厘米。 

秃鹳主要栖息于热带和亚热带山地

平原和低山多沼泽的森林地带。常在湖

边、水塘、沼泽、干旱河床，以及水稻

田中活动，有时也出现在海岸红树林、

草地和退潮后的泥泞平坦地上活动和觅

食。飞行时不像其他鹤那样颈向俞伸直，

而是头缩至肩上,两翅煽动缓慢，既能鼓

翼飞行，也能利用热气流在空中像鹰一

样翱翔。站立时亦常缩着颈，头缩于肩

上，嘴斜向下方。 

秃鹳主要以鱼、蛙、爬行类、软体动

物、蟹、甲壳类、蝗虫、蚱蜢、蜥蜴、啮齿类、雏鸟和昆虫等动物性食物为食，

偶尔也吃动物尸体。 

http://baike.baidu.com/view/2593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895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102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026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259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33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54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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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埃及圣鹭 Sacred lbis 

 

埃及圣鹭分布于东非地区，在

当地是普遍的留鸟。黑头、白身、

黑脚、长而弯曲的黑嘴。  

埃及圣鹭通常出现于草泽、湿

地、水田或海岸等环境，以蛙类、

虾蟹、昆虫等小型动物为食。动辄

数十、上百只共同活动，对于当地

小动物族群可能造成冲击。 

在古埃及的时候，埃及当地很

多，古埃及人相信智慧和知识的神

时常化身为鸟来到地球，所以命名为圣鸟，它在古埃及许多壁画中有记录。  

 

53. 犀鸟 Hornbills sp 

 

犀鸟，佛法僧目犀鸟科，约 45种。是一种奇

特而珍贵的大型鸟类，最大的特点是它那张大嘴，

嘴就占了身长的 1／3到一半，象犀牛鼻子上的角

一样，所以才有犀鸟之称。宽扁的脚趾非常适合

在树上的攀爬活动，一双大眼睛上长有粗长的眼

睫毛。 

大部分犀鸟生活在非洲和亚洲的热带雨林地

区，以树上的空洞为巢。喜欢栖息在密林深处的

参天大树上，啄食树上的果实，有时也捕食昆虫。 

犀鸟非常重感情，大多雌雄成对活动。洞中

雌鸟和雏鸟都由雄鸟寻食饲喂。为养活“妻室儿

女”，雄鸟忙碌奔波，不辞辛劳，一旦雄鸟受害，

巢中雌鸟与雏鸟只好伏于洞中待毙。 

 

54. 巨鹭 Goliath Heron 

 

巨鹭是世界上最大的鹭鸟，高 1.20-1.52 米，

翼展 1.85-2.30米，重 4-5公斤。它们飞行得很

慢，仿佛很笨重，双脚并不平放。雄鸟及雌鸟长

相相近，整体呈灰色及栗色。嘴长而尖直，翅大

而长，脚和趾均细长，胫部部分裸露，脚三趾在

前一趾在后，中趾的爪上具梳状栉缘。 

巨鹭栖息于江湖滨岸及沼泽地带，白昼或展

昏活动，以水种生物为食，包括鱼、虾、蛙及昆

虫等，兼食蛇类、软体动物及小型啮齿类。常站

在水边或浅水中，不怎么活跃于觅食，往往只是

站在浅水的地方等待机会。当猎物出现时，就会

快速以其喙刺起猎物。 

http://baike.baidu.com/view/654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91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1511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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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翠鸟 Kingfisher 

 

翠鸟自额至枕蓝黑色，密杂以翠蓝

横斑，背部辉翠蓝色，腹部栗棕色；头

顶有浅色横斑；嘴和脚均赤红色。从远

处看很象啄木鸟。因背和面部的羽毛翠

蓝发亮，因而通称翠鸟。 

翠鸟性孤独，平时常独栖在近水边

的树枝上或岩石上，伺机猎食，食物以

小鱼为主，兼吃甲壳类和多种水生昆虫

及其幼虫，也啄食小型蛙类和少量水生

植物。常直挺地停息在近水的低枝和芦

苇也常常停息在岩石上，伺机捕食鱼虾

等，因而又有鱼虎、鱼狗之称。而且，

翠鸟扎入水中后，还能保持极佳的视

力，因为，它的眼睛进入水中后，能迅

速调整水中因为光线造成的视角反差。

所以翠鸟的捕鱼本领几乎是百发百中，

毫无虚发。 

 

 

56. 黑头白鹮  Black-headed Ibis；White Ibis；Oriental Ibis 

 

别名：白鹮。全长约 75cm，体型中等大小，体羽全白。头与颈部裸出，裸出

部皮肤黑色，翼覆羽有一条棕红色带斑，腰与尾上覆羽具淡灰色丝状饰羽，嘴长

而下弯，黑色。脚黑色。  

此鸟如同鹭类一样，栖息

于树上，并在沼泽湿地、苇塘、

河口、湖泊边缘或海边等浅水

水域活动。常与白鹭类混群，

为群聚性，成群活动，但目前

数量已稀少，变为零星出现。

以软体动物、甲壳类、昆虫、

小鱼和两栖类等为食。  

在中国，属于国家 II级重

点保护动物。繁殖于齐齐哈

尔、迎春、白城、盘锦、营口

等处；迁徙经过辽河三角洲、

秦皇岛、天津、青岛、沙卫山岛、海南省等；福建、广东为冬候鸟；台湾为罕见

的旅鸟或冬候鸟，见于北部的杨梅、中部的彰化、南部的恒春等地。  

 

国外见于非洲、亚洲西部和太平洋西南部等地。  

 

 

http://baike.baidu.com/view/1772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96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96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188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77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20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4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4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463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74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2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39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35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1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34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0278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20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122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5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5841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28056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54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91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5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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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苍鹭 

 

大型水边鸟类，成对和成小群活动，迁徙期间和冬季集成大群，有时亦与白

鹭混群。主要以小型鱼类、泥鳅、虾、喇蛄、

蜻蜓幼虫、蜥蜴、蛙和昆虫等动物性食物为食。

觅食最为活跃的时间是清晨和傍晚，或是分散

的沿水边浅水处边走边啄食。或是彼此拉开一

定距离独自站在水边浅水中，一动不动长时间

的站在那里等候过往鱼群，两眼紧盯着水面，

一见鱼类或其他水生动物到来，立刻伸颈啄

之，行动极为灵活敏捷。有时站在一个地方等

候食物长达数小时之久，故有‘长脖老等’之称。 

分布于非洲、马达加斯加、欧亚大陆，从

英伦三岛往东到远东海岸和萨哈林岛和日本，

往南到朝鲜、蒙古、伊拉克、伊朗、印度、中

国和中南半岛一些国家。 

 

在中国，苍鹭几乎遍及全中国各地。通常

在南方繁殖的种群不迁徙，为留鸟，在东北等

寒冷地方繁殖的种群冬季都要迁到南方越冬。 
 

 

58. 戴胜 Eurasian Hoopoe 

 

又名山和尚、咕咕翅、鸡冠鸟、骚姑姑等，分布于非洲、欧亚大陆、印度等。 

具长而尖黑的耸立型粉棕

色丝状冠羽。头、上背、肩及

下体粉棕，两翼及尾具黑白相

间的条纹。嘴长且下弯。性活

泼，喜开阔潮湿地面，长长的

嘴在地面翻动寻找食物。头顶

有醒目的羽冠，平时褶叠倒伏

不显，直竖时像一把打开的折

扇，随同鸣叫时起时伏。 

美丽的戴胜还在中国邮电

部门 1982 年发行的益鸟邮票

露过一面，另外在《山海经》

和《古罗马神话故事》里还都

有它身影。 

戴胜是有名的食虫鸟，大

量捕食金针虫，蝼蛄、行军虫、

步行虫和天牛幼虫等害虫，戴

胜在中国绝大部地区有分布，但过量伐木和人为捕杀，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已

经很难见到戴胜一面了。 

http://baike.baidu.com/view/298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98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54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4236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230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5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55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28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189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189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42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7754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01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01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79656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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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白鹳 White Stork 

 

白鹳为大型鸟类。其羽毛以白色为主，

翅膀具黑羽，成鸟具细长的红腿和细长的红

喙。分布于欧洲、非洲西北部和南部、亚洲

西南部。 

白鹳常于草地、农田和浅水湿地觅食。

会避开高大的野草和灌木丛生的地区。白鹳

为食肉动物，其食性广，包括昆虫，鱼类，

两栖类，爬行类，小型哺乳动物和小鸟。觅

食地大部分为具低矮植被的浅水区。一夫一

妻制，但非终生。巢大型，可使用数年。雌

鸟通常每年产4枚蛋，孵化需33~34天，58~64

天后出巢。 

白鹳的嗓子喑哑，雄鸟在求婚时，就用

上下喙当做响板，发出响亮的“哒哒”声，表

示对雌鸟的欢迎，声音能够传到 250米以外。

远处的雌鸟闻声赶来，马上落进巢里并以啁

啾之声表示喜悦。然后，双双竖尾展翅，鞠躬旋舞，相互啄喙，表达爱意。 

 

60. 大白鹭 Great White Egret 

 

大白鹭分布于北美，欧亚大陆及非洲北

部、非洲中南部地区、印度洋等地，全世界有

4亚种，中国有 2亚种。 

大白鹭是一种大型涉禽，身长 94-104 cm，

翼展 131-145 cm，体重 1000g，寿命 23年。

大白鹭颈、脚甚长，两性相似，全身洁白，繁

殖期间肩背部着生有三列长而直，羽枝呈分散

状的蓑羽，一直向后延伸到尾端，有的甚至超

过尾部 30一 40毫米。蓑羽羽干呈象牙白色，

基部较强硬，到羽端渐次变小，羽支纤细分散，

且较稀疏。下体也为白色，腹部羽毛沾有轻微

黄色。 

大白鹭栖息于海滨、湖泊、河流、沼泽、

水稻田等水域附近，行动非常机警。以水种生

物为食，食性以小鱼、虾、软体动物、甲壳动

物、水生昆虫为主，也食蛙、蝌蚪等。常站在水边或浅水中，用嘴飞快地攫食。

迁徙种类。 

 

 

 

 

 

http://baike.baidu.com/view/362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91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91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7226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9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86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1313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1311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425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425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0487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4236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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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aike.baidu.com/view/2928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3182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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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大鱼狗 Giant Kingfisher 

 

大鱼狗分布于非洲中南部地区，是一种体形较大的水鸟。身长 42 -48cm，体

重 375 g 。头有羽冠，黑色的上体有许多精美的白色椭圆或其他形状大斑点。

雌鸟腹部栗色，黑色的胸部有白色斑点。而雄鸟则体侧有较深的斑点，胸部栗色，

腹部白色有黑色斑点。 

大鱼狗性孤独，平时常独

栖在近水边，包括小河、出海

口、海滨和污水池塘的树枝上

或岩石上。他们在飞翔时不断

地鸣叫，尤其在急速落入水中

捕猎时，鸣声更大。常在水面

掠取，或是潜入水中捕食，有

时甚至能全身消失在水中；也

有时鼓动双翅，停翔于离水约

3～10米的空中，好像悬在水

面上，一见食饵，立即直入水

中猎取。食物以小鱼为主，兼吃甲壳类和多种水生昆虫及其幼虫，也啄食小型蛙

类和少量水生植物。 

 

 

62. 紫胸佛法僧（Lilac-breasted Roller） 
 

紫胸佛法僧为中等攀禽，喙粗壮而宽，

呈锥形但先端微下弯具钩。第 2、3 趾基部

连并。翅长而尖。尾长，多为方形。典型羽

色为蓝、绿色。 

喜欢广阔的林地及大草原。它们一般是

独居或成对的，留在树顶等地方等待猎物，

也在空中翻滚追逐飞虫啄食。它们主要吃昆

虫、蜥蜴、蝎子、蜗牛、细小鸟类及地上的

啮齿目。它们会在树洞或岩洞中筑巢，也占

用喜鹊等的旧巢，每次生 2-4只蛋。双亲会

一同孵化鸟蛋，同时会变得具有攻击性。于

繁殖季节间，雄鸟会飞到高处向下俯冲，发

出尖锐的声音。雄鸟及雌鸟的颜色相似。幼

鸟没有成鸟的长尾羽。 

紫胸佛法僧广泛分布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及阿拉伯半岛南部，喜欢广阔的林地及大草

原。是博茨瓦纳及肯尼亚的国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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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冕麦鸡 Crowned Plover 

 

冕麦鸡分布于非洲中南部地区。属于中型

涉禽，体形中等，顶冠棕色，下面是黑色和白

色相交组合的环。翼角具黑色的距，背青灰褐

色；飞羽青灰色，尾上覆羽及尾羽基部白色，

尾端黑色。颏、喉、颊灰白色，胸灰褐色；下

腹部与胸部有一道深色带，余部纯白。腿较长，

红色。鸟喙较长而尖，前端污黑色，靠近喙基

的半部红色 

冕麦鸡栖息地一般接近各种水域，如沼

泽、湖畔，也出现在农田、旱草地和高原地区。

食蝗虫、蛙类、小型无脊椎动物、植物种子等。

常成群活动，特别是冬季，常集成数十至数百

只的大群。善飞行，常在空中上下翻飞，飞行

速度较慢，两翅迟缓地扇动，飞行高度亦不高。

有时亦栖息于水边或草地上，当人接近时，伸

颈注视，发现有危险则立即起飞。 

 

64. 非洲海雕 African Sea Eagle 
 

非洲海雕为隼形目鹰科的鸟类，是一种中型猛禽，雌性比雄性大。雄性的翼

展一般长约 2 米，而雌性的翼展一般长逾 2.4

米。它们的外型独特全身大多呈棕色，强有力

的翅膀则呈黑色。它们的头部、胸部和尾部呈

雪白色，喙呈黄色，尖端有一黑斑驳。寿命 12

年。分布于非洲中南部地区，包括阿拉伯半岛

的南部、撒哈拉沙漠（北回归线）以南的整个

非洲大陆。 

非洲海雕一般活动于在淡水湖、蓄水池和河

流附近，有时亦会出现在河口附近。主要的食

物是鱼。它们在树上看到鱼后，就会突然向下

俯冲，在水面伸出爪子，把鱼抓牢，再拉出水

面，带回栖息的树上进食。若一只非洲海雕尝

试捕捉一尾体重超于 1.8 公斤的鱼的话，它就

很可能会因负荷不住鱼的重量，只好抓住鱼，

用自己的一双翅膀充当桨往岸边游。它们也吃

水鸟、小龟、幼鳄鱼和腐肉等。 

 

非洲海雕的繁殖季节是在旱季的，那时，所

有地方的水位都降到很低。配偶是终生制，夫妻通常都会设下两个或更多的巢，

不断重覆地使用。由于一个巢会不断地被扩建和使用，因此非洲海雕的巢可以是

很大的，一些巢的大小甚至可达 2米宽及 1.2 米深。巢通常筑在大树上，材料一

般为树皮及其他木料。  

http://api.baike.baidu.com/view/63182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70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2261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5803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5803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1322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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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裸喉鹧鸪 Francolin 

 

裸喉鹧鸪栖息于灌木丛，开阔的林地，森

林边缘和有林木活动的峡谷。成对或成家族活

动，有时也允许其他同类在领地里共同觅食，

主要采食种子、嫩芽、树叶及浆果，也刨植物

根茎，并摄取小型无脊椎动物为食。遇危险时

奔跑逃窜而并不飞起。  

从加蓬和肯尼亚南部到南非海岸均有分

布。 

 

 

66. 斑胸鼠鸟 Speckled Mousebird 

 

也叫点斑鼠鸟。鼠鸟目(Coliiformes)是鸟

类中种类最少的一目，只有 1 科(Coliidae)1

属 6种，唯一的产地是非洲大陆。 

鼠鸟正如它的名称，鼠鸟有些像鼠，它们是

小型的鸟类，大小似雀，体色以灰、褐为主，

羽毛的质感很像鼠的皮毛，还有一条长尾巴。

鼠鸟长有羽冠和短粗的喙。鼠鸟的脚是转趾足，

可以向后转动外侧趾，爪也长得很锋利，这是

它们能攀附于树枝，常悬在树枝上活动。它们

的行动敏捷，爬行的动作也十分似鼠。 

鼠鸟喜群居，食用植物的花、芽和果实。鼠

鸟用小树枝做巢，上面铺草。一窝下 2-4枚蛋。 

 

67. 淡色歌鹰 Pale Chanting-goshawk 

 

淡色歌鹰是一种大型鹰，有长翅和长尾，一般栖息在干旱的荆棘丛或半沙漠

等开阔地带。它们捕食猎物

时，往往先站在栖木上等候，

然后迅速起飞猛扑猎物。它们

的飞行动作非常优美。飞行结

束后会降落在另一根栖木上，

或盘旋着飞到起飞的地方。淡

色歌鹰常成对生活，而且每对

都占据一定的领域。它们用树

枝把巢建在靠近树冠的分叉

处，巢内铺有毛发、粪便、草

和皮毛等。 

分布于非洲中南部地区，包括阿拉伯半岛的南部、撒哈拉沙漠（北回归线）

以南的整个非洲大陆。 

 

http://baike.baidu.com/view/27004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335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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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褐黑腹鸨 Black-bellied Bustard 

 

褐黑腹鸨分布于非洲中南部地区，有褐

色的背羽和翅膀，上面布满精细的花纹。黑

腹，蓝颈，头部黑白交错的斑纹如小丑的脸

谱。褐黑腹鸨站立或行走时，嘴和身体均呈

水平状，而颈垂直向上。翅长而宽，飞行有

力而持久，仅在降落时滑翔。 

杂食性，主要以植物的叶、嫩芽和种子

等为食，也吃昆虫和蜥蜴、蛙、雏鸟、鼠类

等小型脊椎动物。 

喜欢选择温暖干燥开阔草原和草地作为

栖息地。农田、灌木丛等，能适应无水环境，

但降雨常决定其繁殖的时间和场所。繁殖时

配对关系通常为单配，求偶时雄鸟进行地面

或空中炫耀并发出沙哑的叫声。在地面由雌

鸟挖坑营巢，每窝产 1—2枚或 2—6枚卵，

每年产 1 窝，孵卵期 20—28 天，仅由雌鸟

孵卵和照顾幼鸟。1—6岁开始繁殖。 

 

 

 

69. 灰颈鹭鸨 Kori Bustard  

 

又名柯利鸟，隶属于鹤形目鸨科鹭鸨属。分布于非洲东部和安哥拉、南非等

地。灰颈鹭鸨是世界上能飞行的体重

最大的鸟类。  

灰颈鹭鸨是杂食动物，习惯居住

在地面，尤其是草地上，成小群活动。

以植物的嫩叶、种子等为食。灰颈鹭

鸨与鸽子、沙鸡和三趾鹑一同为少数

能够自如吮吸水的鸟类，而无需像其

他鸟那样必须用喙将水铲起然后仰

头咽下。由于生存环境的不断恶化和

长期偷猎，野生灰颈鹭鸨已经濒临灭

绝。  

鸨的雄鸟以其华丽的求偶炫耀而

出名,其中灰颈鸨是将颈膨胀成一个

白色的大球，然后翅膀拖曳。繁殖期

为 9—2 月，营巢于原野地面上，每

窝产卵 2枚。 

  

 

 

http://baike.baidu.com/view/13021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021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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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黑翅长脚鹬 Black-winged Stilt 

 

黑翅长脚鹬，属鸻形目反嘴鹬科长脚鹬属的 1种。又名长腿娘子。在西伯利

亚东部，中国东北 、朝鲜和日本繁殖，冬

季除澳大利亚及附近地区以外，几乎遍布世

界各地。 

黑翅长脚鹬常结群活动，喜沿海浅水及

淡水沼泽地。可见于湖泊、沼泽、鱼塘、虾

池以及河流平缓水面开阔处，栖息于近水的

草地农田等处。由于腿较长可在水位较深的

池塘种涉水觅食。黑翅长脚鹬以昆虫、蝌蚪

等为食。 

黑翅长脚鹬一般早于二月已开始寻找其

栖息的地方，并会于近水位置筑起小小草

巢。一对黑翅长脚鹬可产下 4个蛋，由父母

分担长约 25 天的孵蛋期。待蛋孵出后，作

为父母的便会采取充满攻击性的策略保护

幼鸟免受食肉动物的攻击，当中包括群起反

抗或发出刺耳的叫声作为警号。 

 

 

71. 短尾雕 Bateleur 

 

短尾雕是中等体型的鹰。分布于非洲和阿拉伯地区。 

短尾雕头部因有短而丰满的冠而显得很大。短尾雕的尾巴如其名般很短，飞

行时很易辨别。雄雕长约 60-75厘米，双翼展开长 175厘米。它们的羽毛呈黑色，

栗色的展翼及尾巴，肩膀灰

色，而面部皮肤、鸟喙及脚都

是红色的。雌雕与雄雕相似，

但次要飞羽则是灰色的。雏雕

呈褐色，有白色斑汶及绿色的

面部皮肤。 

在非洲的天空常见短尾雕

在飞翔。常在空中翻筋斗，大

声拍动翅膀，发出鸦啼或犬吠

般的鸣声，尖叫著俯冲。短尾

雕每天会在250平方里的区域

猎食，食物包括小型哺乳类和

鸟类，也吃爬虫、卵、蚱蜢和腐肉。营巢于低矮、枝条伸展的树上，巢由树枝构

成，内垫以树叶。每窝产一卵。由雌鸟孵卵，孵化期 40 天或更长。幼鸟孵出 3

或 4个月後羽毛方丰满。雏雕要 7-8年才会完全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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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东非还可能看到的美丽的鸟儿们 

 

    

黄弯嘴犀鸟 

Yellow-billed 

Hornbill 

亨氏弯嘴犀鸟 

Hemprich's Hornbill 

黑嘴弯嘴犀鸟 

African Gray 

Hornbill 

红嘴弯嘴犀鸟 

Red-billed 

Hornbill 

    

    

冕弯嘴犀鸟 

Crowned Hornbill 

银颊噪犀鸟 

Silvery-cheeked 

Hornbill 

红脸地犀鸟 

Southern Ground 

Hornbill 

德氏弯嘴犀鸟 

Von der Decken's 

Hornbill 

    

    

冠鸻 

 Crowned Plover 

点斑石鸻 

Spotted Thick-Knee 

栗颈走鸻 

Heuglin's Courser 

斑鱼狗 

Pied Kingfis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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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非拟鴷 

D'Arnaud's Barbet 

红额钟声拟鴷  

Pogoniulus pusillus 

班氏啄木鸟 

Bennett's 

Woodpecker 

红黄拟啄木鸟（红黄

拟鴷） 

Red-and-Yellow 

Barbet 

    

    

茶色雕 

 Tawny Eagle 

褐短趾雕 

Brown Snake-eagle 

黑胸短趾雕 

Black-chested 

Snake-eagle 

长冠鹰雕 

Lophaetus 

occipitalis 

    

    

林地翡翠 

Woodland 

Kingfisher 

灰头翡翠 

Gray-headed 

Kingfisher 

白头牛文鸟 

White-headed 

Buffalo Weaver 

蓝枕鼠鸟 

Blue-naped 

Mouseb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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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颊蜂虎

Blue-cheeked 

Bee-eater 

白喉蜂虎

White-throated 

Bee-eater 

红蜂虎 Northern 

Carmine Bee-eater 

黄喉蜂虎 Common 

Bee Eater 

    

    

小蜂虎 

Little Bee-eater 

黑头黄鹂 

Black-hooded 

Oriole 

黑眼鹎 

Common Bulbul 

白眉歌鵖 

White-browed 

Robin-chat 

    

    

黄嘴牛椋鸟 

Yellow-billed 

Oxpecker 

蓝耳辉椋鸟 

Blue-eared Glossy S

tarling 

斯氏狭尾椋鸟 

Stuhlmann's 

Starling 

肉垂椋鸟 

Wattled Star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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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腹紫椋鸟 

Violet-backed 

Starling 

红嘴牛椋鸟 

Red-billed 

Oxpecker 

卢氏辉椋鸟  

Rueppell's 

Long-tailed 

Starling 

蜡嘴 

Grosbeak Weaver 

    

    

黑背麦鸡 

Blacksmith Plover 

黑喉肉垂麦鸡 

African Wattled 

Lapwings 

黑胸距翅麦鸡 

Spur-winged Lapwing 

冕麦鸡 

Crowned Lapwing 

    

    

黑翅麦鸡 

Black-winged 

Plover 

环颈斑鸠 

Ring-necked Dove, 

Cape Turtle Dove 

小长尾鸠 

Namaqua Dove 

强健扇尾莺 

Stout Cistic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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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头鹭 

Black-headed 

Heron 

牛背鹭 

Cattle Egret 

绿鹭 

Green-backed Heron 

白翅黄池鹭 

Squacoo Heron 

    

    

夜鹭 

Black-crowned 

night heron 

草鹭 

Purple Heron 

红颊蓝饰雀 

Red-cheeked 

Cordon-Bleu 

紫蓝饰雀 

Purple Grenadier 

    

    

条纹丝雀 

 Streaky Seedeater 

黄腹梅花雀 

Yellow-bellied 

Waxbill 

橙头金织雀 

Golden Palm-Weaver 

黑腹火雀 

Black-bellied 

Firefi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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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喉雀 

Cut-throat Finch 

黄腹织雀 

Baglafecht Weaver 

非洲丝雀 

African Citril 

黄额丝雀 

Yellow-fronted 

Canary 

    

    

白脸角鸮 

Northern 

White-faced Owl 

黄雕鸮 

Giant Eagle-owl 

非洲角鸮 

African Scops-owl 

黑翅鸢 

Black-winged Kite 

    

    

塔卡花蜜鸟 

Tacazze Sunbird 

雪氏花蜜鸟 

Shelley's 

Double-collared 

Sunbird 

棕榈鹫 

Palm-nut Vulture 

白背秃鹫 

 white-backed 

v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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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晨鸫 

Spotted Morning Thr

ush 

小矶鸫 

Little Rock Thrush 

暗色歌鹰 

Dark 

Chanting-goshawk 

白眉薮鸲 

White-browed 

Scrub Robin 

    

    

白眼黑鹟 

White-eyed Slaty Fl

ycatcher 

黑鹟 

Black Flycatcher 

棕顶佛法僧 

Rufous-crowned 

Roller 

黄嘴鹮鹳 

Yellow-billed 

Stork 

    

    

黄喉长爪鹡鸰 

Yellow-throated 

Longclaw 

长尾鸬鹚 

Long-tailed 

Cormorant 

棕颈歌百灵 

Rufous-naped Lark 

白盔伯劳 

White Helmet 

Shr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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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林戴胜 

Violet Wood-Hoopoe 

冠翠鸟 

Malachite 

Kingfisher 

点颏蓬背鹟 

Chin Spot Puff-back 

Flycatcher 

暗色蚁鵖 

Sooty Chat 

    

    

蓝冠蕉鹃 

Hartlaub's Turaco 

白眉鸦鹃 

White-browed Coucal 

白腹灰蕉鹃 

White-bellied 

Go-Away Bird 

鹫珠鸡  

Vulturine 

Guineafowl 

    

    

红腹鹦鹉 

Red-bellied 

Parrot 

黄喉歌鵖 

Cape Robin-chat, 

Cape Robin 

凤头鹧鸪 

Crested Francolin 

非洲寿带 

African Paradise F

lycat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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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颈裸喉鹧鸪  

Yellow-necked Francolin 

红喉鹧鸪 

Red-necked Francolin 

希氏鹧鸪 

Hildebrandt’s Francolin 

   

   

黑脸沙鸡 

 Black-faced Sandgrouse 

栗腹沙鸡 

Chestnut-bellied 

Sandgrouse 

非洲鬣鹰 

African Harrier Hawk 

   

   

红眼斑鸠 

Red-eyed Dove 

棕斑鸠 

Laughing Dove 

白腹鸨 

White-bellied Bustard 

   

   

针尾维达雀 

Pin-tailed Whydah 

灰头麻雀 

Gray-headed Sparrow 

棕麻雀 

Rufous Spar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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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翅巧织雀 

White-winged Widowbird 

红腰梅花雀 

Red-rumped Waxbill 

红嘴火雀 

Red-billed Firefinch 

   

   

灰头群织雀 

Grey-headed Social-Weaver 

褐鹦鹉 

Brown Parrot 

白鹡鸰 

White Wagtail 

   

   

非洲黑鸭 

African Black Duck 

锤头鹳 

Hammerhead Stork 

噪鹮 

Hadada Ibis 

   

   

灰头鸥 

Gray-headed Gull 

东非双领花蜜鸟 

Eastern Double-collared 

Sunbird 

黑顶林莺 

blackc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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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雁 

EgyptianGoose 

白胸鹃鵙 

White-breasted Cuckoo 

Shrike 

金胸鹀 

Golden-breasted Bunting 

   

   

桂红蚁鵖 

Mocking Cliff-chat 

白腰林鵙 

White-rumped Shrike 

白头鼠鸟 

White-headed Mousebird 

   

   

灰背长尾伯劳 

 Grey-backed Fiscal Shrike 

橄榄鸫 

Olive Thrush 

斑鸽 

Speckled Pigeon 

   

   

非洲侏隼 

Pygmy Falcon 

黄绣眼鸟 

African Yellow White-eye 

灰背拱翅莺 

 Gray-backed Camaropt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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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非国家公园常见植物介绍 

 
1. 猴面包树 Baobab(Mbuyu) 

 

猴面包树属木棉种植物，树干高不过 20米左右，而胸径却可达 15 米以上，

树冠直径可达 50 米以上。猴面包树作为这个地球上古老而独特的树种之一，目

前只分布在非洲大陆、北美部分地区和马达加斯加岛。 

 

在雨季时，猴面包树就拼命地

吸收水分，贮藏在肥大的树干里。

它的木质像多孔的海绵，里面含有

大量的水分，在干旱时，便成了人

们的理想的水源。它曾为很多在热

带草原上旅行的人们提供了救命之

水，解救了因干渴而生命垂危的旅

行者，因此又被称为“生命之树”。 

 

猴面包树的果实为长椭圆形，

灰白色，长 30—35厘米，纵切面约 15—17厘米。果肉多汁，含有有机酸和胶质，

吃起来略带酸味。既可生吃，又可制作清凉饮料和调味品。猴面包树的果实是猴

子、猩猩、大象等动物最喜欢的美味。当它果实成熟时，猴子就成群结队而来，

爬上树去摘果子吃，所以它就有了“猴面包树”的称呼。 

 

2. 大戟 Euphorbia Ingens 

 

大戟科分布很广泛,在热带和温带地区均

有出产,种类多达数千种。其中划为多肉植物

部分种类的约有 8个属,主要的仅有 4个属。

大戟属里的多肉植物种类最多。原产于非洲的

种类无论是质量或是数量,均可谓美冠群芳。 

大戟属(Euphorbia)主产于非洲南部。种

类繁多,形态各异。茎的形态有球形、圆筒形、

柱形、块根形、章鱼形等。所有植株的损伤处,

均会流出白色乳液,并且其乳液或多或少均具

毒性。本属植物对土壤的适应性较广,但以排

水良好的肥沃砂质土为佳。除少数种类外,大

多数有夏眠习性,栽培简易,通常可按普通花

卉的栽培方法养护,冬季维持 5℃以上可安全

越冬 

 

 

 

http://baike.baidu.com/view/346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4413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54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9514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5862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78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8696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8696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6166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84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473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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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金合欢树 Acacia 

 

金合欢是含羞草科，合欢属，

广布于全球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尤以大洋洲及非洲的种类最多。灌

木，高 2-4米，枝具刺。二回羽状

复叶，羽片 4-8对，每羽片具小叶

10-20 对，小叶片线状长椭圆形。

头状花序腋生，直径 1.5厘米，常

多个簇生。荚果圆柱形，长 3-7厘

米，直径 8-15毫米。 

 

金合欢树态端庄优美，春叶嫩绿，意趣浓郁，冠幅圆润，呈现出迎风招展的

英姿。金合欢不但是园林绿化、美

化优良树种，还是公园、庭院的观

赏植物。适宜家庭盆栽，它的树态、

叶片、花姿极其优美，开放方式特

别，花极香。 

 

中国常见的金合欢包括：台

湾相思（A.richii），别名相思树；

黒荆树（A.decurrens），别名澳

洲金合欢；银荆树（A.dealbata），

别名银叶金合欢、鱼骨松；刺叶金合欢（A.aramata）等。 

 

2010年上海世博非洲馆的图案就是金合欢树啦！ 

 

4. 芦荟 Aloe 

芦荟属（学名：Aloe）通称芦荟，原产于地中海、非洲，为独尾草科多年生

草本植物，据考证的野生芦荟品种 300多种，主要分布于非洲等地。这种植物颇

受大众喜爱，主要因其易于栽种，

为花叶兼备的观赏植物。芦荟具有

较高的观赏价值，又有良好的治病、

健身、美容作用，深受人们喜爱。 

 

非洲芦荟是一种多年生百合科

多肉质的草本植物，原产非洲沿海，

大陆干旱地区、印度、西印度群岛

也有生长。 

http://baike.baidu.com/view/662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413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413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706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97385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1688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54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2424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3552.htm
http://baike.soso.com/v284991.htm?ch=ch.bk.innerlink
http://baike.soso.com/v284991.htm?ch=ch.bk.innerlink
http://baike.soso.com/v780066.htm?ch=ch.bk.innerlink
http://baike.soso.com/v780066.htm?ch=ch.bk.inner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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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腊肠树 Sausage Tree 

 

决明属（CassiaL.）植物全世界

约 600种，分布于全世界热带和亚热

带地区，少数分布至温带地区。中国

原产 10 余种，包括引种栽培的有 20

余种。主要分布于华南和西南地区。 

腊肠树盛花时，全树披挂金黄色

的花串，款款下垂，临风摇曳，极为

美观。腊肠树不但花美丽，果实也十

分奇特，圆柱形的荚果，长 30—60

厘米，内有种子近 100 粒，成熟时黑

褐色，好象一根根煮熟了的腊肠挂在树枝上，不过这“腊肠”是只可观赏不可吃的。 

 

花美果奇的腊肠树是美丽的庭园观赏树；其果瓤、树根和树皮均可入药，对

治疗十二指肠溃疡有较好的疗效；树皮含有单宁，可做红色染料及用于制皮革等；

木材坚硬，耐腐力强，光泽美观，可惜加工不易，难以制板，但可作桥梁、支柱

和农具。 

 

6. 三角梅 Bougainvillea 

 

三角梅，别名：九重葛、三叶梅、毛宝巾、肋杜鹃、三角花、叶子花、叶子

梅、纸花、南美紫茉莉等。喜温暖湿润气候，不耐寒，在 3℃以上才可安全越冬，

15℃以上方可开花。喜充足光照。三角梅是赞比亚国花。 

 

三角梅是常绿攀援状灌木。枝

具刺、拱形下垂，单叶互生，卵形

全缘或卵状披针形，被厚绒毛，顶

端圆钝。花顶生，花很细，小，黄

绿色，其貌并不惊人，不为人注意，

常三朵簇生于三枚较大的苞片内。

由于三角梅的花朵很小，又没有香

味，但为了结果传承子嗣，大量繁

衍后代，它有自己特别的“绝招”：

将紧贴花瓣的苞片增大，并“染”

上红、黄、白、橙红、红白相间等

多种艳丽的色彩，使之酷似美丽的花瓣。这样，蜜蜂或蝴蝶就成了它的座上常客，

从而解决了传宗接代的难题。三角梅的苞片形似艳丽的花瓣，冬春之际，姹紫嫣

红的苞片展现，给人以奔放、热烈的感受，因此又得名贺春红。 

 

在中国各地均有栽培。同时是海南的三亚市和海口市；广西的柳州市、北海

市和梧州市；福建的厦门市；广东的深圳市、等十多个城市的市花。 

 

http://baike.baidu.com/view/808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391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391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430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4699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098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9862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805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006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381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66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1849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87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583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413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9561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00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81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026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65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07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71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71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26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1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61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34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32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6673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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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凤凰木 flame tree 

 

凤凰木，豆科凤凰木属的植物。因鲜红或橙色的花朵配合鲜绿色的羽状复叶，

被誉为世上最色彩鲜艳的树木之一。由于树冠横展而下垂，浓密阔大而招风，在

热带地区担任遮荫树的角色。原产地马达加斯加及世界各热带地方。 

凤凰木植株高大，可达 20公尺以上。

性喜高温、多日的环境，必需在阳光充

足处方能繁茂生长。花大呈红色，连花

萼内侧都呈血红色，树形为广阔伞形，

冬天落叶时，多不胜数的小叶如雪花飘

落。和许多豆科植物一样，凤凰木的根

部也有根瘤菌。为了适应多雨的气候，

树干基部长有板根出现。凤凰木适应热

带气候，耐旱及可在有盐分的环境生长。 

凤凰木在很多现时生长地区为视为

移植品种，在澳洲更被当作侵入品种，

部分原因是其阔大的树冠及浓密的树根阻碍其他品种在其下生长。中国台湾、海

南、福建、广东、广西、云南等省区有引种栽培。 

凤凰木是非洲马达加斯加共和国的国树、中国广东汕头市的市花、福建厦门

市、台湾台南市、四川攀枝花市的市树。 

 

8. 旅人蕉 Traveler’s Tree 

 

旅人蕉又名扇芭蕉，高大挺拔，娉婷而立，

貌似树木，实为草本，叶片硕大奇异，状如芭

蕉，左右排列，对称均匀，它的水分贮藏在粗

大叶柄基部。 

 

旅人蕉是一种常绿乔木，高 5－6 米(最高

可达 30 米)。树干直立丛生，圆柱干形像棕榈，

干面粗糙而干纹明显，外形像一把大折扇，直

径约 20－30厘米。 

据说旅人蕉在原生地的生长方向是永远指

向一个方向，大概这也是它成为“旅人蕉”的原

因吧，一方面可以指引旅人方向，一方面可以

为旅人提供水。 

旅人蕉原产非洲马达加斯加岛，深受当地

人喜爱，被誉为“国树”。我国广州及海南有少

量栽培。 

 

http://baike.baidu.com/view/20286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08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5623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7059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7059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0995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03479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8160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8160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615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20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1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65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200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1749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27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61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61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841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22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2955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351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54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1749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0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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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www.picmap.cn 

E-mail:  service@picmap.cn 

QQ:      1317405151 

电话:    +8610 63550018 

新浪微博：匹麦旅行工作室  微信：Picmap 

 

说明： 

 《东非国家公园常见动植物介绍》中的文字由匹麦工作人员根据百度百科

和其他网站资料整理而成。所用图片的部分为匹麦游客拍摄，部分来自于

网络，如有侵权敬请告知。 

 本资料仅供前往东非旅行的驴友学习参考，便于大家观赏动物，如有错误，

敬请指出，我们及时修订。 

 欢迎广大驴友将自己拍摄的动物发给我们，我们将不断对本资料进行补充

完善，为更多热爱非洲、热爱动物的朋友服务。 

 版次说明： 

第一版 2010 年 11月 收录东非国家公园常见动物 37种。 

第二版 2011 年 5月 增加东非常见植物介绍。 

第三版 2011 年 10月 补充 23种坦桑尼亚、肯尼亚常见动物介绍，以及

增加 144 种鸟类图片。（网站版本） 

第四版 2012年 4月 补充部分猫科动物和羚羊。 

第五版 2012 年 6月 为动物增加斯瓦西里语名称，补充植物至 15种。 

第六版 2013 年 11月 修订部分错误，补充动物至 75种；替换动物图片，此版本鸟

类之外的大部分照片为匹麦旅友拍摄。 

 

如需获得最新版本动植物图鉴，请联系匹麦旅行工作室。 

 

http://www.picmap.cn/
mailto:service@picmap.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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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旅行，爱非洲，爱野生动物，我们知道： 

 

 保持动物们原有的本性非常重要。所有的动物都会自己觅食，不能投

喂动物，包括找我们讨食的小鸟。 

 不能影响动物穿越道路。保持与动物 20 米的距离观察动物，不通过制

造噪音或投掷东西等方式来惊扰动物，观赏动物时不大声喧哗，不为

了“摄影”而惊扰动物活动，拍摄动物不用闪光灯。 

 动物们很友善但也很危险。除了就餐区和步行区域外，其他时候严禁

下车，不能步行接近动物。湖（河）畔的酒店离开房间需要通知酒店

服务员。 

 每个国家公园都有固定的行车线路，狩猎旅行时，不要求司机在公园

规定之外的线路行驶，且保持车速低于 40公里/小时。 

 不在景区留下任何垃圾或者任何有可能影响动物的物品，不在在非吸

烟区域吸烟。 

 没有购买，就没有杀戮。不购买任何象牙制品或其他动物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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