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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鸟撞建筑或鸟撞玻璃（后称“鸟撞”），即鸟类因玻璃透明或反

光的特性撞击建筑或建筑商的玻璃的现象，是鸟类在城市中面临

的主要威胁之一。本文作为国内首篇详细解释鸟撞现象的机构报

告，旨在引起公众对鸟撞现象的关注，并进一步呼吁研究者与相

关机构在此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或利用本报告的结果开展预

防鸟撞的行动。针对春季鸟撞调查，结果显示迁徙鸟类比留鸟更

容易受到鸟撞威胁，占到鸟撞比例的 2/3。同时，种群数量大的

留鸟种类鸟撞次数也较高。低矮的建筑物呈现较高的鸟撞风险，

这可能与其周边有较多植被、玻璃面积较大都有关。对于房屋的

鸟撞风险评估，需要综合玻璃面积比例、周边植被、楼体大小、

楼体形状等因素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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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鸟 撞 建 筑（Bird-building collision） 或 鸟 撞 玻 璃（Bird-window 

collision）指鸟类因玻璃透明与反光的特性无法辨认出玻璃的存在，从而

与建筑尤其是玻璃窗户相撞，导致受伤或死亡的现象。

 在北美，鸟撞建筑是鸟类面临的最严重的威胁之一，并被认为是重

要的鸟类保护课题 1。然而在国内，这一问题尚未得到广泛关注，目前缺

乏有力的数据与研究为我们勾勒中国的鸟撞建筑（后称“鸟撞”）情况现状。

共三条全球候鸟迁飞区经过中国 5，对于大量迁飞经过的候鸟与数量众多

的留鸟，尚未有系统性研究探究它们所面临的鸟撞风险。国内仅有的几

个鸟撞项目包括高校内部的系统性鸟撞调研、全国性随机汇报数据收集、

以及小范围的随机汇报数据收集。

 为了填补国内在鸟撞建筑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昆山杜克大学（后

称 "DKU"）、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后称 "CYCAN"）及成都观鸟

会三家机构在 2021 年春季共同发起中国首次全国性的系统性鸟撞调查。

该报告包含概述鸟撞现象发生的背景，全国第一次鸟撞系统性调查的结

果，介绍本次全国调查的方法、结果与其背后的意义；提出目前对于预

防鸟撞的研究进展并列举国内有效与防鸟撞的案例；最后，我们邀请参

加调查的志愿者分享他们的观点与感悟。

引
言



3

第一章 

鸟撞现象
及产生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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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鸟撞现象的背景

1. 鸟撞现象广泛存在于我们身边

 尽管中国还缺乏足够的数据，但北美的研究表明，鸟撞被认为是由

人类造成的仅次于家猫捕食导致鸟类死亡的第二大原因 2 。在加拿大，每

年因鸟撞建筑死亡的鸟类个体数量在两千五百万只左右 3 ，而这一数量在

美国则达到惊人的 3.65 亿到近 10 亿只之间 4。在全球八条重要的候鸟迁

飞区当中，西亚 - 东非、中亚和东亚 - 澳大利西亚三大迁飞区经过中国并

几乎覆盖了整个中国版图 5。这意味着每年有大量的鸟类会飞过中国的城

市或乡村的上空，这也为它们带来了与建筑相撞的风险。例如东亚 - 澳

大利西亚迁飞区经过中国东部沿海，这一区域除了提供鸟类不可或缺的

栖息地而对迁徙候鸟保护有着重要价值而外，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热点

地区 6 。经济发展与人口集中和建筑密集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由于

有着更多的建筑，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可能会为迁徙候鸟带来与人造建筑

相撞而受伤或死亡的更大风险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人类居所的扩张和

玻璃幕墙在建筑设计中的流行，鸟类面临撞击建筑的风险可能会日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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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生主要原因 

 鸟撞产生的原因与建筑物上的玻璃及夜间灯光有着较大的联系，

而在撞击建筑后鸟类的死因大多是颅内出血 8 。鸟撞发生的原因可大致

归为两种情况。首先，在白天，鸟类与玻璃相撞是因为看到反光玻璃

上映照出的植被、天空等环境，而认为玻璃上地点可以达到，因此与

玻璃发生撞击；另一种情况则是鸟类透过透明玻璃看到另一侧的植物

或空间，也认为可以穿过玻璃到达对侧的环境 9。在夜间，人造光线会

使鸟类失去方向感并对鸟类有吸引的作用 10,11 ，当鸟类失去方向感并同

时聚集在建筑周围时，其将会面临很大的鸟撞风险 12 。撞击建筑会给

鸟带来严重的后果，多数鸟在撞击建筑之后会直接死亡 13 ，死因通常

是颅内出血，极个别情况下鸟会出现头骨损伤 8 。即便幸存，鸟也会遭

受从喙断裂到颅内出血等程度不一的损伤 8。

图 1. 

2019 年 11 月 4 日在北京

发现的 1 只麻雀死体，随

后进行的剖检清晰地展示

了其头部因撞击导致的颅

内淤血。这也是大部分被

发现撞击玻璃鸟类的直接

死因。

© 蛐蛐



6

 鸟撞的发生和频率还与季节、

天气、建筑物特征、建筑周边环境、

鸟类特征在内的很多因素有关 4,14,15。

·季节影响

 季节因素方面，鸟撞主要集中

在鸟类的迁徙季节及繁殖季节 16,17,18,19 

：在迁徙季节，大量不熟悉当地环境

的迁徙候鸟经过导致鸟撞事件频发 
20；在繁殖季节，成鸟活跃的繁殖行

为与幼鸟生疏的飞行技巧都是这段时

间鸟撞事件较集中的原因 21,22 。

·天气影响

 天气因素方面，鸟撞也更容易

在晴朗或极端恶劣天气中发生 12,23 。

由于晴朗天气下透过玻璃的或玻璃反

射的鸟类栖息地的环境要更加透明

和清晰 12 ；而在极端恶劣天气下，低

云层和逆风让鸟类被迫降低其飞行高

度、同时低能见度使它们失去方向感
23,24 。

·建筑特征影响

 建筑物特征方面，鸟撞更容易

发生在玻璃比例较大且周围植被较密

的建筑物上，同时建筑物的外墙构造

也会影响鸟撞频率，比如向内凹的外

墙构造就可能会诱导鸟类进入并受困

其中 25。

·鸟类差异

 鸟类特征方面，迁徙性鸟类、

林栖性鸟类及食虫鸟类更容易撞击建

筑，而杂食性鸟类与在地面觅食的鸟

类则不易遭遇鸟撞 20,26。其中，与周围

植被覆盖率高的建筑物相撞的鸟类多

是生活于森林中且在树叶间觅食的鸟

种，而与城市化率较高区域建筑相撞

的鸟类则多是栖息在开阔林地以及在

地面觅食的鸟种 27 。尤其是在繁殖季

节，幼鸟与雄鸟相较而言更容易遭遇

鸟撞 22,28。可能的原因是幼鸟对周围环

境缺乏了解、经验不足，并且受到撞

击后会遭受更严重的皮下损伤 22,29 ；

而雄鸟则更具攻击性、更积极地保卫

领域和吸引异性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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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外相关研究与调查项目

 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北美地区的学者开始逐渐重视鸟

撞建筑这一议题，越来越多相关的系统性研究在慢慢出现 8,12,30 ，尤

其在近十年内学术论文的数量在较快速地增长 31。学术研究成果与

鸟撞调研项目有着紧密的联系。北美地区主要几种项目包括高校内

部系统性调查、地区性小范围的系统性调查、大范围的系统性调查、

以及地区性以公民科学为形式的随机汇报项目。

 在北美，包括杜克大学、克里夫兰州立大学在内的高校以社

团或项目等形式进行迁徙季节的系统性鸟撞调研，并以鸟撞数据为

支撑，在校园内执行防鸟撞措施 17,32。

 地区性小范围的系统性调查的案例包括坐落于芝加哥的麦考

密克广场湖畔中心（McCormick Place Lakeside Center）持续了 43 年

的系统性调查，该调查共记录到鸟撞事件超过 40,000 次，其数据揭

示了夜间灯光会导致鸟撞更频繁发生的规律 24 ；此外还有加利福尼

亚州科学院（California Academy of Sciences）持续 5 年的调查，该

调查记录到鸟类年龄与性别对鸟撞事件的影响 22 。

 大范围系统性调查的一个例子是 2014 年迁徙季进行的跨越北

美洲的鸟撞调研项目，这项研究包括了 40 所北美大学、覆盖 281

座建筑，其中既有美国本土的学校还包含了加拿大及墨西哥的学校，

这项调研共记录到 324 次鸟撞事件，并展示了城市化与鸟撞频率的

关系 15。

 除了上述的几类系统性调研项目外，北美还存在数量众多的

随机汇报鸟撞项目，包括持续 11 年的芝加哥鸟撞监测项目（Chicago 

Bird Collision Monitors）、隶属于加拿大致命灯光警觉项目（Fatal 

Light Awareness Program – Canada）的鸟类友好型建筑项目（Bird 

Friendly Building (BFB) Program），以及持续 5 年的威斯康辛州夜间

监护者项目（Wisconsin Night Guardians）、巴尔的摩熄灯项目（Lights 

Out Baltimore）等 10,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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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对鸟撞愈发深入的了解，该议题逐渐获得了更广泛

的重视。近年来，欧洲、北美等地也积极探索和实践预防鸟

撞的措施 32,34,35。例如纽约市 2019 年通过了一项地方性法律要

求所有新施工的建筑采用可以保证鸟类安全的玻璃材料 36。

一般来讲，比较常见的预防措施包括在玻璃上布置符合一定

大小及空隙的防鸟撞贴纸、在玻璃外安装纱窗、使用海报等

遮蔽物遮盖玻璃、改为使用带有紫外线涂料的特制玻璃或在

建筑设计中减少玻璃的使用、改造玻璃的形状和角度等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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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全国鸟撞调查缘起

昆山杜克大学鸟撞调查项目

 昆山杜克大学（DKU）环境研究中心助理教授李彬彬（图 2 左

下）在美国学习时曾参与杜克大学的鸟撞项目，在 DKU 目睹数起鸟

撞事件后，她意识到中国鸟撞建筑研究目前相对空缺且值得关注。自

2017 年起她就组织环境政策研究生对校内鸟撞现象进行调研，并在

鸟撞发生的热点建筑上张贴鸟类防撞贴纸，形成了第一份校内鸟撞报

告。2019 年秋季开始，由李彬彬教授指导，DKU 鸟撞项目组开始了

对校内鸟撞建筑现象的一年两次迁徙季节的系统性调研，并根据调研

数据于校内多个区域张贴了鸟类防撞贴纸。同时，DKU 鸟撞项目的

成果还影响了二期校园的设计，主要体现在减少大面积玻璃幕墙的使

用、对大面积玻璃幕墙采取特殊处理、对连廊部分进行针对性设计三

个方面。

图 2. 昆山杜克大学（DKU）校园及 DKU 鸟撞项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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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观鸟会

 为了解鸟撞玻璃现象在全国范围内的现状，2019 年 9 月开始，

成都观鸟会的朱磊博士与龚文杰基于微信小程序创建了全国鸟撞事

件随机报告提交平台，收集到鸟撞玻璃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及种

类。2019 年 9 月 30 日至 2021 年 7 月 1 日，通过微信公众号“鸦雀

有生”推送相关的宣传内容，再依据小程序收到了来自内地各省市

自治区 248 位朋友提交的超过 300 条记录，这是首个覆盖全国的鸟

撞信息收集项目。

2021 年春季全国系统性鸟撞调查项目

 之前的两个项目受限于地域局限或是随机汇报无法全面反映

鸟撞真实发生情况，2021 年春季，DKU 鸟撞项目组、CYCAN 与

成都观鸟会合作进行 2021 年春季全国系统性鸟撞调研。这次全国

系统性调查矫正调查强度偏差，建立系统的公民科学调查体系，规

范数据收集和上传要求，通过调查数据的积累逐步揭示鸟撞现象在

中国的影响程度，并指导后续的保护措施。DKU 鸟撞项目主要负

责调查设计、志愿者培训和后期数据分析，成都观鸟会朱磊博士对

项目进行科学指导，CYCAN 负责志愿者招募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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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2021 年 春 季
全国鸟撞
调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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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志愿者招募

 2021 年 2 月 9 日到 3 月 5 日之间，我们通过“昆山杜克环境”、“CYCAN”

和“鸦雀有生”三个微信公众号的推文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参与本次项目的

志愿者，并在 3 月 27 日由项目组在上海自然博物馆进行的线下主题讲座招

募了更多志愿者。志愿者按照不同地区被划分为三个组，在每组开始调研

前一周，我们在线上进行培训，并记录志愿者参与培训的情况。

 全国范围的线上招募共收到了来自 406 名个人志愿者和 55 支志愿

团队的报名。其中，以个人为单位参与调研的志愿者人数约占总人数的

87.5%，以团体为单位参与的人数约占 12.5%。志愿者遍布全国 31 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其中，北京、上海、广东报名的志愿者数量

占据前三位，分别约占全体志愿者总数的 14%、12% 和 11%。除西藏自治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以及台湾省外，其他各省市及地区均有鸟撞调研志愿者的

身影。

图 3.

线上报名的鸟撞调研志愿者地理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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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愿者年龄跨度从高中生、大学生到职场人士，所在行业、专业也非常

多样，并不限于与生态、环境相关的专业和行业。志愿者中，约 75% 为女性。

 通过上海自然博物馆线下宣讲渠道报名的志愿者共 166 名，包括 154 名

个人志愿者及 12 个团队志愿者，其中约 84% 的志愿者来自上海。

图 4. 志愿者参与鸟撞调研的形式 图 5 鸟撞调研志愿者性别比例

图 6. 鸟撞调研志愿者所在专业、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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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调研流程

1、前期调查

 在正式开始调研前的一周内，

调查者选定计划调研的目标建筑并

设计调研路线，在实地模拟调研流

程的同时记录和汇报目标建筑的楼

层数、估测玻璃所占比例和楼房周

围五米内的植被情况（从“几乎没

有植物”、“草地”、“灌木”和“树

木”四个选项中选择植被情况）。

而当调查者选择调查多栋建筑时，

我们则鼓励他们选取具有不同特征

的建筑。

 我们将目标建筑物的楼层高

度分为三个类别：小于 6 层、6 至

10 层、大于 10 层；将周围五米内

的植被类型分为：几乎没有植物、

草 地、 灌 木、 树 木； 将 玻 璃 所 占

比 例 分 为 五 个 层 级：0-20%、20%-

40%、40%-60%、60%-80%、80%-

100%。小于六层的建筑的不论是数

量还是调研次数都占总数的一半以

上，六到十层与大于十层的建筑数

量与调研次数相差不大（图 7）。

调 研 建 筑 周 围 植 被 类 型 以 树 木 为

主，其次是灌木、草地、以及几乎

没有植物；周围主要植被为树木的

建 筑 占 总 建 筑 数 量 与 调 研 次 数 的

60% 以上（图 8）。

图 7. 

调 查 楼 高 类 别 分 布

（图例中百分比前的

数字分别指代建筑数

量与调研次数）

图 8. 

周围植被类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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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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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楼高类别-建筑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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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层, 3709, 
56%6-10层, 

1455, 22%

>10层, 
1491, 22%

调查楼高类别-调研次数

<6层 6-10层 >10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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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A) 楼高类别、(B) 植被类型、(C) 玻璃占建筑物比例 的调研数

量与调研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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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正式调研

 由于招募到的志愿者所在地区跨度较大，考虑到迁徙鸟类过境时

间上的差异，我们根据志愿者所在地区的纬度将其由南至北分成三组，

每组志愿者被分配了不同的调研时间。南方地区包括广东、云南、广西、

海南、福建；中部地区包括上海、山东、江苏、四川、浙江、湖北、重庆、

河南、湖南、江西、安徽；北部地区包括北京、陕西、辽宁、内蒙古、

甘肃、河北、黑龙江、吉林、天津。南方地区的调研区间为 3 月 22 日

至 5 月 2 日，中部地区为 4 月 7 日至 5 月 16 日，北部地区为 4 月 26 日

至 6 月 6 日。

 调研志愿者在规定的六周内，每周选择连续的五天在下午 2:00-5：

30 进行调查。连续调研意在减少食腐者移除尸体造成的误差，而下午

两点到五点半这个时间段也是介于鸟撞频繁发生时间和食腐者活跃时

间之间。如果志愿者选择两人一组调研，其中一人顺时针、另一人逆

时针，同时沿前期调查中设计出的调研路线开始调研，并在两人都结

束后核对调研结果再上传数据。当志愿者单人执行调研时，需要顺时针、

逆时针调研两遍，以排除视线被遮挡的误差。调研过程中要着重观察

建筑周围一到两米的地面，以及留意检查灌木丛和草丛是否有鸟类尸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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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在建筑周围两米内发现鸟类尸体或受伤的鸟类会被

当成是鸟撞发生的证据。当调查者发现鸟类尸体后，拍下五张

照片：包括腹面、背面、侧面三个方向的鸟尸照片（图 10）；

建筑周围五米内的植被环境照片；靠近尸体一侧的建筑照片。

同时，调查者需记下尸体相对于建筑的方向、此建筑的楼层数

（小于六层、六至十层、高于十层）、鸟撞发生侧的玻璃覆盖

面积和植被情况。如果调查者发现的是受伤的鸟类，他们仍需

要记录上述信息，但是不用拍摄鸟类三个方向的照片。如果调

查者没有在调研中发生鸟撞，他们仍需要拍摄一张工作照以显

示完成调研。最终上传信息包括鸟撞具体位置、鸟种信息、建

筑物信息等。此次调查使用 iNaturalist 平台进行。在培训时，

我们着重强调不要直接接触鸟类尸体并介绍了救助受伤鸟类的

方法。

图 10. 

三个方向的鸟尸照片，图中为 2021 年 4 月 25 日于昆山杜克大学校园内撞

击玻璃死亡的小太平鸟 (Bombycilla japonica)。其中，（A）为背面，（B）

为侧面，（C）为腹面

© 吕辰，廖书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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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2021 年 春 季
全国鸟撞
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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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调查强度

 在 2021 年 3 月 22 至 6 月 6

日的 77 天的系统性调研中，有效

累加调查天数为 3157 天，共调查

6677 天 * 楼。其中，南方地区、

中部地区、北部地区有效调查天

数分别为 704、1552、901 天，有

效 调 查 分 别 为 1447、3076、2154

天 * 楼。在三组分别六周的调研

中，共有 128 名个人志愿者和 33

个志愿者团体进行了调研，每人、

每 团 队 平 均 调 研 19.8 天 和 20.5

天。其中完整调查三周及以上的

个人和团体分别占其总数的 36%

和 51.5%。 地 域 上 看， 调 研 强 度

（天 * 楼）最大的地区依次为上

海（n=1796）、广东（n=783）、

北京（n=721）、江苏（n=599），

其 次 为 辽 宁（n=546）、 陕 西

（n=297）、 云 南（n=275）、 山

东（n=274）（图 11）。

图 11. 系统调查总体调查量地图  ( 单位：天 *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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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结果

 调查内共记录到 39 次鸟撞事件。调研内共有 12 个省级行政

区记录到鸟撞事件，记录到最多鸟撞事件的省级行政区依次是广东

（n=7）、上海（n=6）、及浙江（n=5），北京和陕西各记录到 4 次

鸟撞事件，江苏和辽宁各 3 次，广西和云南各 2 次，海南、河南和四

川各 1 次。矫正调查强度后，河南、浙江、陕西、四川的鸟撞频率比

（即鸟撞事件与调研频率的比值）最高，最低的为江苏与上海。

 除此之外，我们还收到了 42 条调研外的随机汇报鸟撞记录，包

括调研时间外、调研建筑外、以及无法确认是否因撞击建筑而死亡

的鸟撞记录。随机汇报鸟撞事件包含从 2020 年 7 月 31 日至 2021 年 6

月 29 日的记录，其中 2021 年 3 月 22 日至 2021 年 6 月 6 日调研区间

的记录占 32 条。

 时间分布上看，鸟撞事件分散在整个迁徙季，并没有明显的鸟

撞规律。

图 12. 系统调查鸟撞事件地图  ( 单位：鸟撞事件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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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鸟种

 在调研内我们共收到了包含 6

目、18 科、26 种的鸟类的 39 条鸟撞

数据，其他调研外鸟种记录见附录 1

鸟种名录。除了两条数据外，其他发

生鸟撞的鸟类都经由团队成员和外部

专家鉴定到了具体物种。在这中间，

大 部 分（n=29） 鸟 类 属 于 雀 形 目，

几个出现频率较高的科则分别是鸫科

（n=8）、鸠鸽科（n=4）、柳莺科（n=3）

和燕科（n=3）。当具体到鸟种，乌

鸫（n=4）、家燕（n=3）和绿翅金鸠（n=3）

是鸟撞频率最高的三种鸟。不同调查

区域鸟种的规律也有比较大的区别，

南方区域发生鸟撞频率最高的是绿翅

金鸠（n=3）和斑文鸟（n=2），华东

等中部区域是乌鸫（n=3）和白腹鸫

（n=2），北方区域则是家燕（n=3）、

喜鹊（n=2）和黄眉柳莺（n=2）( 图

13）。在所有发生鸟撞的个体中，有

接近 2/3（64%）都属于迁徙鸟类（图

13）。大多数观察到的鸟撞都以鸟类

死亡为结局，在 39 次观察中，只有

4 次志愿者观察到了因鸟撞受伤的鸟

类。

图 14. 不同目的鸟类被记录到鸟撞事件的次数 

鸟种图片 ©《中国鸟类野外手册》 约翰·马敬能 卡伦·菲利普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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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南方地区、中部地区、北部地区鸟撞事件最多的前两名鸟种 

鸟种图片 ©《中国鸟类野外手册》 约翰·马敬能 卡伦·菲利普斯

图 16.  全国范围内鸟撞事件最多的鸟种

鸟种图片 ©《中国鸟类野外手册》 约翰·马敬能 卡伦·菲利普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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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撞击房屋特征

 在系统性调研内的 39 起鸟撞事件中，82.1%（n=31）是发生在小

于 6 层的建筑上，15.4%（n=6）发生在 6 至 10 层的建筑上，2.6%（n=1）

发生在大于 10 层的建筑上。从建筑周围植被角度看，74.4%（n=29）

发生在周围是树木的建筑上，分别有 15.4%（n=6）、7.7%（n=3）、

2.6%（n=1）发生在周围植被是灌木、几乎没有植物、草地的建筑上。

从玻璃覆盖率角度看，分别有 30.8%（n=12）、28.2%（n=11）、23.1%

（n=9）、18.0%（n=7）的鸟撞事件发生在玻璃占比为 60%-80%、40%-

60%、80%-100%、20%-40% 的建筑上，玻璃覆盖率 0-20% 的建筑并无

任何系统性调研鸟撞记录。方向上看，半数以上（56%，n=22）的鸟撞

事件发生在建筑物东侧。

图 17. 鸟撞地点相对于建筑物的方向

方向

东 西 南 北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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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排除不同调查强度对

于鸟撞结果的影响，我们用鸟

撞发生次数与某类建筑调研频

率的比值，即鸟撞频率比值，

来测量排除了调查强度的鸟撞

发生的频率。

 建筑高度方面，建筑高度

小于六层的鸟撞频率比值最高，

建筑高度大于 10 层的鸟撞频率

比值最低（图 18）。建筑周围

植被类型方面，周围是树木的

建筑和周围几乎没有植物的建

筑的鸟撞频率比值都较高，；

周围是草地的建筑鸟撞频率比

值 最 低 （ 图 18）。 建 筑 物 外

墙玻璃占比方面，玻璃占比为

0-20% 的建筑没有发生任何鸟

撞；玻璃占比在 40% 以上的鸟

撞发生次数与调研频率的比值

随玻璃占比的增加而增加，玻

璃占比大于 80% 的鸟撞发生次

数与总调研频率的比值最高；

玻璃占比在 20%-40% 的建筑鸟

撞发生次数与总调研频率的比

值略低于玻璃占比在 60%-80%

的建筑的比值，高于玻璃占比

在 40%-60% 的建筑的比值（图

18 ）。
图 18.

建筑高度、植被类型、玻璃覆盖率的鸟撞频率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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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与昆山杜克大学鸟撞项目结果的对比

 在昆山杜克大学中进行的系统性鸟撞调查从 2019 年秋季开

始，调研范围为一期校园内的六栋建筑。截止至 2021 年 7 月 25 日，

有效调查天数共 67 天，有效调查 402 天 * 楼共，记录到 13 次鸟撞

事件。除了迁徙季节的标准化调研之外，也进行随机汇报鸟撞事件

收集，从 2018 年 9 月 7 日持续到 2021 年 7 月 25 日，共记录到 37

次鸟撞事件。

 在昆山杜克大学系统性调研中，发生鸟撞数量最多的矛斑蝗

莺是迁徙性鸟类，同属于迁徙性鸟类的还有极北柳莺、黑尾蜡嘴雀、

小太平鸟及红尾歌鸲，留鸟则包括珠颈斑鸠、乌鸫、普通翠鸟与斑

文鸟。随机汇报发生鸟撞数量最多的鸟种中，极北柳莺、白腹鸫、

灰头鹀、北红尾鸲及黄眉柳莺为迁徙性鸟类，发生鸟撞次数最多的

留鸟为珠颈斑鸠、棕头鸦雀、乌鸫和白头鹎。可以看出在昆山杜克

大学遭遇鸟撞的鸟类除了迁徙性鸟类外，大多是江苏地区的常见留

鸟。而在全国系统性鸟撞调查中则记录到不同地区的留鸟鸟撞事件，

比如说在海南与云南记录到的绿翅金鸠。

 从建筑角度看，由于昆山杜克大学校园内的建筑均低于 6 层，

系统性鸟撞调研无法得出建筑高度对鸟撞的影响。而在全国系统修

改鸟撞调研之中，通过结合前期调查建筑数据排除调查强度对鸟撞

事件记录的影响后，可以发现全国性调查的鸟撞记录大都发生在低

于 6 层的建筑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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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与全国随机汇报结果的对比

 2019 第四季度和 2020 年全年，共在内地的 27 个省级行政区

划内记录到 13 目 39 科 103 种鸟类，分别占全国分布鸟类目总数的

48.1%（13/27），科总数的 34.2%（33/114）和种数的 6.9%（103/1491），

总计记录到的个体数量为 426 只。2019 年共收集到了 123 条有效记

录，主要集中在 9-12 月间。2020 年从 1 月至 12 月间共收集到了 133

条有效记录。已死亡的鸟类占 79.3%，有外伤与无外伤的各占 5.6%

与 15.10%。两年中，汇报的珠颈斑鸠鸟撞次数最多，总共达到 18 次。

通过提交的记录，可以明显感觉到绝大部分参与此项调查的朋友，应

该都是观鸟爱好者，多数记录中都对相应的鸟种做出了正确的判断。

而通过提交的照片，就能够对记录到的鸟种进行核验，进一步增加了

调查的准确性。所以，实践证明，上传照片的帮助很大，接下来应加

强规范拍照的方式和内容。从地域上来看，北京以 44 条记录排名第一，

广东 25 条和四川 24 条紧随其后。公众号“鸦雀有生”的订阅人数恰

好是来自北京和广东的最多，因此自然上述两地看到鸟撞玻璃记录征

集信息的人也就更多。所以，相应地也产生了更多的记录报告，并不

能完全代表这两地发生鸟撞最多。值得注意的是，发现的鸟撞事件中

包括白鹇、松雀鹰、日本松雀鹰、凤头鹰、厚嘴绿鸠、褐翅鸦鹃、鹰鸮、

雕鸮、蓝枕八色鸫等国家二级保护鸟类（附录 - 随机汇报附录 - 鸟种

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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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讨论

1. 鸟种

 在本次调研中，有将近 2/3 发生鸟撞的鸟类都属于迁徙性鸟类，

这与此前的研究保持了一致 20,37,38。这样的规律一方面可能与迁徙季时鸟

类多度的变化有关，也与迁徙性鸟类由于对当地环境及人造建筑不熟

悉、而更容易发生鸟撞有关 20。尽管有研究显示留鸟可能适应城市环境

并得以规避建筑及玻璃，乌鸫作为最常见的留鸟之一，仍是本次调研

中发生鸟撞频率最高的鸟类。这说明迁徙性不能作为判断鸟类是否可

能发生鸟撞的唯一根据，有可能是乌鸫在各地较高的多度导致其发生

的鸟撞频率也更高。此外，在乌鸫的全部鸟撞数据中，有 1/4（n=3）

的个体是幼鸟，这可能意味着幼鸟学飞时不熟练的飞行技巧也为幼鸟

增加了额外的鸟撞风险 22。

 在所有鸟类个体中，有 75% 的鸟类都属于雀形目，而细分到科时，

鸫科（n=8）、鸠鸽科（n=4）、柳莺科（n=3）和燕科（n=3）是几个

更容易发生鸟撞的类别，当然发生鸟撞的频率也与其多度有关。鸫科

与柳莺科在北美的研究中也被发生是受到鸟撞威胁更大的鸟类，在排

除多度的影响后，它们仍不成比例的更易发生鸟撞 4。在我们的项目中，

南方地区发生最多鸟撞的绿翅金鸠并无其他地区的鸟撞记录，这也是

由其地理分布的决定。

 受到本次调查数据量及时间规模的影响，我们缺乏足够数据来确

定全国范围内不同鸟种对于鸟撞的敏感性，既哪些鸟类更容易发生鸟

撞；比如，珠颈斑鸠在随机鸟撞报告中频率很高，但在系统调查中出

现较少。在进行完秋季调查后，我们将可以更全面的展开对于其他影

响因素的研究和分析，例如，我们可以结合地区性鸟类调查得到的当

地鸟类多度数据来分析多度对于鸟撞频率的影响，或者进一步细究鸟

类食性与栖息地选择对于其鸟撞规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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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撞击房屋特征

 本次调研中发生鸟撞的房屋特征呈现了比较有趣的规律，

我们看到了预期当中植被密集程度的上升或者玻璃面积的增加与

鸟撞频率之间的正向关系。此外，与之前的研究不同 4,15，本次调

研中较低的建筑发生鸟撞的频率更高。在对于方向的统计中，发

生在东面的鸟撞事件占到了 56% 的比例。

 大量研究发现当建筑周围有更茂盛、密集或者更高的植被

时，其旁边的玻璃更容易发生鸟撞 13,17,45，植被较多的地方鸟类多

度可能更高，而玻璃中也会反射出更多的鸟类栖息地，误导鸟类

撞向玻璃。在本研究中，我们将建筑周围的植被情况分成了“几

乎没有植物”、“草地”、“灌木”和“树木”四种，并默认环

境中植被的密集、茂盛程度沿上述顺序递增。在排除掉调研频率

对在不同环境中的鸟撞次数的影响后，从“草地”到“树木”，

我们看到了鸟撞频率与植被密集程度的正向关系（图 18）。但同时，

在“几乎没有植物”的环境中，发生鸟撞的概率仍旧很大。这可

能是因为志愿者在选择调研建筑时，更偏向于选择发生鸟撞可能

性更大的建筑，也就是周围植被更密集的建筑，在超过 110 栋调

研建筑中，只有 4 栋被志愿者标记为周围“几乎没有植被”，其

中两栋有着较高的玻璃覆盖面积（60%-80%），两栋楼房高度较低，

发生在这样环境中的鸟撞共有 3 次。作为对比，有 29 次鸟撞都

发生在树木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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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前的研究通常认为玻璃面

积越大，鸟撞的可能性越大 17,39,43，

本次调研的结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支持这样的结论。当玻璃所占比例

超过 40% 后，随着玻璃面积的增加，

鸟撞的频率也随之增加，但是含有

20% 到 40% 玻璃比例的建筑处仍有

与 60% 到 80% 比例建筑相似的鸟撞

发生概率（图 17）。

 针对北美地区较大规模的鸟

撞研究发现房屋的大小及高度与鸟

撞的频率有明显的正向关系 15，发

生在高于等于 4 层楼的建筑处的鸟

撞平均数量是 1 到 3 层楼的 10 倍左

右 4。然而在本次调查中，建筑高

度与鸟撞频率显示了比较明显的负

相关（图 17）。这可能是由于志愿

者选择的高层建筑通常位于城市中

心建筑非常密集的地方，而这些地

方的植被覆盖率有可能低于低矮建

筑周围。参与本次调研的志愿者有

不少都是在读学生，他们选择的建

筑也大多是不高的教学楼，校园中

的绿化情况有可能高于城市的平均

水准，因此是鸟类更偏好的栖息地。

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可以采集进

一步的环境信息或结合全国整体的

建筑、地理规划，探究楼房高度与

鸟撞之间的关系。

 这次调查中，发生在东面

的鸟撞事件占到了 56% 的比例。

一项调查夜间鸟撞现象的研究

也发现了更多鸟撞发生在东北

方，该研究的学者认为这可能

是受到当地的风向或者具体的

环境差别的影响，因为该建筑

的东北方有更密集的植被 24。我

们认为这可能与上午光照方向、

鸟类活动活跃时间相关，需要

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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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针对春季鸟撞调查，结果显示迁徙鸟类比留鸟更容易受

到鸟撞威胁，但是对于种群数量大的留鸟种类鸟撞次数也较

高。低矮的建筑物呈现较高的鸟撞风险，这可能与其周边有

较多植被、玻璃面积较大都有关。对于房屋的鸟撞风险评估，

需要综合玻璃面积比例、周边植被、楼体大小、楼体形状等

因素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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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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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鸟撞玻璃的预防措施可以根据相对于建筑建成的时间顺序分

成两种，前者主要意在设计和建设鸟类友好型建筑，后者则是关注

改造已有的建筑及其环境。

1. 鸟类友好型建筑设计

玻璃总体设计：

 建筑外墙上的玻璃比例及面积越大、鸟撞发生的频率就越高，

因此在设计建筑时可以考虑减少玻璃等其他反光材料的使用，或者

将大块的玻璃幕墙分割成小面积的平面 40。在选择玻璃时，可以用

半透明的或反射性低但色彩强烈的玻璃，但需要注意的是强反射的

彩色玻璃没有很显著的预防鸟撞的效果 38。

反射紫外线的玻璃：

 紫外线无法被人类看到，但对大部分鸟类则是可见，因此采

用能够反射紫外线的玻璃被认为是一种比较有效的预防鸟撞方式
41。这类材料需要能够反射 20% 到 40% 波长在 300nm 到 400nm 的

光线才可以达到预防鸟撞的效果 42；同时，这样的紫外线图案需要

在比较单调的背景环境中（例如天空和云层，反例则是植被）才效

果显著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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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建筑材料和设计思路：

 使用凹凸不平的、或者曲面的反射材料可能也可以减少鸟撞

的风险，因为不规则的平面扭曲了反射出的事物的形状 38。即便使

用了高反光或透明的外墙后，也可以通过设置外部屏障（例如遮阳

板）来减少其对鸟类的威胁 9，38。此外，调整玻璃的倾斜角度，使

其偏离竖直方向 20 到 40°就可以明显减少的鸟撞 43。而在外墙结

构方面则应该考虑减少内凹型的外墙设计（图 20 B），这样的设计

会模拟出类似隧道的结构，诱导鸟飞入其中而被困住并发生鸟撞
25,39。

图 20.

不同建筑外墙结构的示意图，外墙结构参考 (Riding et al., 2020)。(A) 圆外凸型；

(B) 内凹型；(C) 平面；(D) 夹角。在四个示意图中，图形的下部或 (D) 中的左

下部为外墙。

© 史丹阳

建筑位置选择和环境考量：

 在考虑建筑的位置或设计建筑周围的环境时应尽量确保建筑

上的玻璃附近没有密集的树木或灌丛 38 ，或者根本上减少底楼层的

玻璃使用比例，从而降低周围密集植被带来的影响 13,1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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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改造已有的建筑

 对于已经完工的建筑，可通过在其外部悬挂遮盖物或在独立

的窗户内外设置遮阳板 38,39，或是以下更低成本的方式，包括改变

室内物品的摆放、在玻璃上贴反射紫外线的或对人眼同样可见的材

料和减少夜间室内的灯光来预防鸟撞 9,38,39。

·室内摆设：

 对于透明的玻璃，由于鸟可能会透过玻璃看到室内的植被而

被吸引飞向玻璃 13，将植物放置在远离玻璃或窗户的位置也会降低

鸟撞的风险 9,38。

·夜间室内灯光：

 夜晚时，在不需要的时候关掉室内的灯光、拉上窗帘，甚至

仅仅是在迁徙季调暗灯光都可以显著减少鸟撞发生的频率，一项研

究显示，当夜晚室内灯光被调暗一半之后，鸟撞频率可以减少 10

倍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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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鸟撞贴纸：

 像前文对于反射紫外线的玻璃的介绍一样，用符合标准的

反射紫外线的材料装饰玻璃同样可以减少一部分鸟类的鸟撞。不

管是反射紫外线的装饰还是其他人眼可见的材料的贴纸，都需要

达到一定的尺寸、密集程度和覆盖率才可以有效的减少鸟撞。

 “2×4”是一个广受认可的原则 9,38,39，即在贴防鸟撞贴纸

时，玻璃上不应该留有超过纵向 5cm 或横向 10cm 的空隙（2 英

寸 *4 英寸），这样的尺寸来自于实验中得出的鸟可以飞过最小

的空隙 39。随着实践的展开，“2×2”（5cm×5cm）原则更为被

推崇。如使用条形贴纸，同样间距和密度的前提下，纵向条纹的

效果可能高于横向 45，同时纵向条纹宽度应达到至少 5mm、横向

达到 3mm，覆盖率最好超过玻璃的 15% 38。如使用点状的贴纸，

其直径如小于 30mm，且需要覆盖至少 25% 的玻璃 38。就颜色来讲，

包括黑色和白色在内与玻璃对比明显的颜色会更加有效 44，此外

单独的橙色和红色具有更好的防鸟撞效果，而将橙色和黑色组合

在一起可以更加有效 38。除此之外，猛禽形状的贴纸并没有展现

出更好的效果，如同其他的贴纸一样，该造型的贴纸只有在足够

密集时才会产生作用 46,47。通常来讲，贴纸应贴在玻璃外侧才更加

有效 39；对于反射紫外线的贴纸，当室内光线比室外亮的时候，

装置放在室内也同样有效，如果室外更亮时，放在室内的装置有

效性会降低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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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国 内 预 防 鸟 撞
案例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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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昆山杜克大学

 昆山杜克大学校园二期工程进行了防鸟撞相关设计。设

计主要体现在减少大面积玻璃幕墙的使用、对大面积玻璃幕墙

采取特殊处理、对连廊部分进行针对性设计三个方面。具体来

讲，设计团队采用以竖向石材结合玻璃为主要语言的立面形式，

同时在大部分层间在大部分层间部位采用铝板材料来减少大面

积玻璃幕墙的使用；使用横向条纹彩釉玻璃及横向竖向铝合金

装饰线条对玻璃幕墙进行处理；在连廊的外立面上采用横向条

纹彩釉玻璃降低玻璃透过率。具体设计方案如下页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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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红树林基金会案例

 2019 年 10 月到 2020 年 6 月，横跨秋季迁徙季到春季迁徙季，

红树林基金会对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的办公室建筑体的鸟类撞击的位

置和种类进行了记录和收集。一共记录了 11 次鸟撞时间，共有 9 种

鸟类在玻璃上发生了撞击，包括东方大苇莺，树鹨、红耳鹎、黑脸噪

鹛、长尾缝叶莺、纯色山鹪莺、矛斑蝗莺、八声杜鹃和黑背紫水鸡。

撞击的位置和数据信息显示，建筑体两侧的玻璃幕墙的撞击次数是不

同的，大部分的撞击事件是发生在建筑内测的玻璃幕墙，而外侧的玻

璃幕墙仅发生了 2 起撞击事件。

图 21. 位于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的红树林基金会办公室建筑体

 外侧玻璃幕墙面对的是一个水泥地面的大广场，反射到玻璃幕

墙看上去灰扑扑的，而最近的绿植有 7 米以上的距离；加上建筑整体

高度并不高，不会和蓝天白云“相互呼应”，也就减少了对鸟儿的“吸

引力”。但内侧玻璃幕墙就不同了——它的对面是一个小花园，玻璃

距离花园绿植最近仅有约 2 米，绿植的映像可以非常清楚地被投射在

玻璃上，加剧了鸟类视觉中的误差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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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减少鸟撞事件，2020 年 7 月，红树林基金会内侧玻璃幕墙 1.5

米以上的位置，以横向间隔不超过 10 厘米、上下间隔约为 5 厘米的标准

贴上了直径 1.5 厘米点状贴纸（这是由于 1.5 米以下的位置视觉上是水泥

地面，大多数鸟类都是在这个高度以上发生撞击），并且制作了一些公

园常见动物的卡通形象贴纸，也粘贴在了玻璃幕墙上，以减少鸟类视觉

中的误差，帮助鸟类分辨玻璃幕墙。

图 22. 玻璃幕墙上的动物卡通形象

贴纸。

来源：https://card.weibo.com/article/

m/show/id/2309404630537565503642

图 23. 玻璃幕墙上的点状贴纸。

来源：https://card.weibo.com/article/m/show/

id/2309404630537565503642

 在完成在玻璃幕墙上的“创作”后，红树林基金会还持续对建筑体进行观察和监

测，日常工作中也会对建筑体进行巡逻和检查。全体工作人员对鸟撞事件保持着很高的

敏感度，一旦发现鸟撞事件，就会及时拍照和通报。

 自 2020 年 7 月至 2021 年 4 月，又经历了春秋迁徙季和越冬季的监测，鸟撞事件

发生数量为 0，改造和监测工作起到了应有的效应。

来源：《我们对玻璃做了这样的改造，鸟儿终于不往上撞了（完整更新版）》https://

mp.weixin.qq.com/s/oD_ZOXbs_EQ1078ZlLWg7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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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灯塔》艺术装置——鸟撞问题的艺术解决方案

 为了能够让更多的普通市民了解鸟撞这一现象，同时能够去推动

实际的解决方案，来自中英两国的艺术家 Celyn Bricker 和芦明一创造了

《灯塔》系列艺术作品。通过这种将科技、美学和科学结合的方式，

引发公众的思考和行动。 

 研究表明 80% 以上的鸟类，尤其是候鸟，可以看到紫外线光。因

为紫外线反射物质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例如蜘蛛网、动物体液、排泄

物等。能够看到这些物质反射的紫外线光（UV），有助于鸟类的捕食

以及避免障碍物。而人类是看不见紫外线的反光的，所以如果将透明

的紫外线反射涂料应用在玻璃的表面，对人来讲玻璃依然透明，但鸟

类却可以看到反射物质的存在，从而有效避免撞击。应用紫外线技术

防止鸟撞现象，也逐渐开始在德国、美国等地被应用到一些高端玻璃

的制造过程。 

 《灯塔》系列作品正式基于这样一个原理，在玻璃表面进行艺术

创作。下图为作品在北京的应用场景，这面玻璃所在的位置周围有很

多树木，也有周围居民发现过鸟撞的现象，在作品展示期间，并没有

观察到类似现象的发生。 

图 24. Celyn Bricker

Lighthouse

2021

Installation on glass: protective film, 

UV ink, UV light 365nm

北京雍和宫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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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天，看起来就是一块普通的透明玻璃；夜晚，打开紫

外线灯光照射，玻璃上的画面便会显现出来，让人也可以看到

鸟类白天看到的画面。让观众通过鸟类的视角去体验和观察城

市，从而建立起人和自然的联系，让更多人行动起来。 

图 25.   Lighthouse  ©CELU 工作室 

 未来他们还计划将这样的作品被更多的应用在鸟类危险

的建筑物表面。解决问题的同时也为城市增添一道靓丽的风景。

把每一块有潜在风险的玻璃想象成是一块画布，而画家就是每

个人自己。让公众都能参与进来，增加行动的趣味性，在家里

就能参与到野生动物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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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志愿者故事
与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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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愿者是本次全国鸟撞调研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力量，没有志愿者的参与，本项目不可能顺利的推进。

 我们感动于每一位志愿者对于鸟类、动物、乃

至于自然和环境的热爱与好奇，也钦佩于所有人对于

鸟类保护的毅力和坚持。从 2021 年初春到初夏，一

周 5 次、持续 6 周的目标建筑物巡查，志愿者们在调

查各区域迁徙季鸟撞情况，共同填补全国性鸟撞数据

空白的同时，也有着各自不同的鸟撞调研经历和亲身

体会。

 有过热情满满的开始，有着预料之外的挫败感，

也有着从始至终对鸟类、对自然的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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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发现

 一位来自上海的志愿者 Natural X 回忆在教学楼处观察到

的鸟撞：

 “学校教学楼北面（三楼高度），窗外的银杏树没有长

到这个高度，距建筑 1 米处是灌丛（海桐和红叶石楠），距建

筑 3 米处是一排香樟树，当天的云很多，反光强烈，窗上的云

朵清晰可见。上午十点左右发生的鸟撞，它掉落在了距建筑一

米处的灌丛中。”

 “去年同一幢建筑北面也发生过一起鸟撞。”

图 26. 发生过鸟撞事件的教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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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自 浙 江 的 志 愿

者陶思诗发现，低矮楼

层落地窗的设计可能是

鸟撞的”罪魁祸首：

 “ 虽 然 玻 璃 面 积

占比在建筑中并不大，

在调研中会忽视，现在

仔细想来，我觉得建筑

中落地窗的设计是鸟撞

发生的原因。”

 图 27. 教学楼的落地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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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广东的在校学生游清在一栋学校的教学楼走廊内

发现了两次鸟类撞击事件：

 “我们学校公教楼的面积比较大，一共有五栋，每栋

有五层，窗户覆盖率达 30% 以上。”

 “撞击的地点大多发生在走廊也就是教学区内部的地

方，原因可能是每栋教学楼之间有长廊连接，教学区内部

也种植了植被，形成一个四方形的围栏，周围绿化做得比

较好，鸟很容易发生撞击。 ”

图 28. 教学楼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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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参与调研的志愿者顾晶滢，来自上海，在一

次午饭后的散步，在公司园区前恰好遇到该楼保安发现的一只撞晕的

灰背鸫。庆幸的是，这只灰背鸫在被发现的时候并没有生命危险。她

认为这栋大楼的设计是灰背鸫与玻璃幕墙发生撞击的“元凶”。

 “我发现鸟撞的时间是 5 月份，灰背鸫在这个时候是由南向北迁

徙的，公司园区的这栋建筑正好是南北向的…发生鸟撞的地点在这栋

大楼的一楼的大门，一楼有一个贯穿的通道，在通道的尽头有一个可

以看到对面楼层的窗户，给鸟类造成了通道看起来是贯穿的错觉。”

 “在晴天的时候，公司园区内的树木都会反射在这个玻璃大门上，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鸟撞高危建筑。”

图 29. 公司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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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心痛瞬间

 “已经死了，好心痛，看着他飞到那一棵凤凰木上，然

后又从凤凰木撞到 10 米内的玻璃上，今天天气很好，那块玻

璃上反射着的是蓝天白云。” 

 “调研期间在学校内没有发现鸟状现象，还以为我们学

校的玻璃很安全。”　（来自深圳张姗）

图 30. 张姗观察到的鸟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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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七点半左右去教学楼考试，瞥见旁边小门口地上一块小

小的绿色，去看了一下真的是小鸟，已经爬满蚂蚁了，是暗绿绣眼鸟。

最近正值繁殖季，看到学校里有好多雏鸟在窝里等着喂食，这只暗绿

绣眼鸟是否就是在觅食归家的途中就此丧生，回不去了… ”( 来自浙

江陶思诗）

图 31. 陶思诗观察到的已经死去的暗绿绣眼鸟



52

 “一只白腹蓝鹟，它应该是撞到了二楼教室的玻璃，最

终死在了玻璃平台上。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白腹蓝鹟，也是我

们学校今年第一只被发现的白腹蓝鹟，但没想到发现时它已

经死了，令人惋惜…”

（来自上海海洋大学爱自然协会）

图 32. 来自上海海洋大学爱自然协会的同学观察到的已经死去的白腹蓝

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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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玻璃幕墙的下方看到一只珠颈斑鸠幼鸟，四周并没有

亲鸟，发现时存活，但对人的靠近已经不能做出反应。第二日它

不见了。第三日出现在距离第一日不远的地方，但已经身亡了… 

后来常看到两只珠颈斑鸠站在玻璃幕墙上的高处，会想象他们是

不是在寻找自己的孩子…”

（来自一位上海的志愿者）

 图 33. 一位来自上海的志愿者观察到的珠颈斑鸠幼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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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

· 我们往往只欣赏自然，很少考虑与自然共生存。
 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爱鸟社 （中北校区）的沈天骋，用王

尔德的一句话“我们往往只欣赏自然，很少考虑自然共生存” 

引出了本次鸟撞调研带给他的思考：“很多人也许认为这些鸟

太笨了，它们会撞到玻璃，所以应该被淘汰掉。但我认为我们

人类的出现盖了各种大楼，已经，对自然有了一定的改变，而

我认为我们必须要做一些什么，来阻止我们的事情向更坏的地

方去发展。”

· 先是看到，再到关注，再到行动，再到改变。
 一位来自南京的志愿者，和一，在加班的情况仍然抽空

参与志愿者分享会，分享了鸟撞给她带来的思考：“我已经上

班很多年了，虽然我还是很向往这个领域，但可能没有办法再

从事生态相关的领域了。通过这次公民调研，我是第一次把这

些对鸟类的喜爱、关心和情绪的东西转化成行动和理性的审视

（我们与自然的关系）... 我相信当更多人加入的时候，先是看到，

再到关注，再到行动，再到改变，这个过程我相信会推动世界

发生很大的改变。”

· 保持最初想要撬动世界一点点的想法，普通人也能让环
境变得更好。

 来自北京大学的谢理淳分享了鸟撞项目带给她的思考：

“很多人可能都有改变世界的心，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抛下

学业或者工作，像自然保护工作者一样做系统性的调查和鸟类

保护。假如我们能够保持最初这种想要撬动世界的想法，一次

对鸟撞的上报，一次志愿者鸟撞调研，普通人也可以让环境变

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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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4. 鸟撞志愿者故事分享会， CYCAN 的鸟撞项目组与志愿者们

交流经历

 3 个月的调研中，我们看到了志愿者们的热爱和付

出，以及对鸟儿们生命的在乎和敬畏。

 在志愿者们调研的过程中，志愿者们除了自己对鸟

撞议题认知的提高外，也与他人产生了积极的互动。比

如，在鸟撞志愿者的社群小组中，每当有志愿者发现了

受伤的鸟类，不知如何处理或无法判断鸟儿的种类时，

其他志愿者都会积极地提供帮助和解答。这个爱护鸟类、

关注城市鸟类保护的社群，正逐渐壮大和活跃。一些志

愿者还会与大楼物业管理人员、保洁阿姨、保安大叔，

甚至是决策者，例如校园或公司的管理层进行对话，以

更好地完成鸟撞调研。在不知不觉中，带动了身边人关

注鸟撞议题，在他人心中种下了鸟类友好的种子，带动

更多人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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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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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感谢以下志愿者团体及个人对春季鸟撞调查的支持！

志愿团体
昆山杜克大学（DKU）鸟撞项目组，佛山科技学院环保协会，华南师范

大学绿色文明社团，南宁学院动物保护协会，Snory Owy 生物社，雀跃队，

唤青飞羽，植物观赏协会观鸟组，生生科科，聪明的鸟儿不读书，啾啾大队，

阿巴阿巴，上中观鸟社 SHS Birding Club，同济大学绿色之路协会，阳宇

小分队，诺丁绿 NottinGreen，华师大爱鸟社，闻啼鸟小队，海大爱自然

协会，展翅飞翔，NaturalX，北京林业大学百奥社团，北京师范大学生物

学社，北京大学绿色生命协会，DSZ 动物学社，环境保护协会，微光青

年成长计划，Green Park 环保协会，大连野境自然保护中心，大连外国语

大学青年义工协会，包头阳光宠物医院 - 昆都仑区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

服务队办公室，青海飞羽，西安高新一中野生动物保护社，西北工业大

学星星火环保志愿者协会 ( 观鸟组 )

志愿者个人
李丛林，小琳，黎镇霆，常思伟，揭晓迪，倪梦婉，刘婧琦，李晓仪，

游清，张姗，梁家睿，郑舒桓，赵雪儿，辣椒树，林宛仪，林艺婷，李

龙郝，孙俭州，郑伟，段诺莹，刘晨阳，董冰，江金松，余承承，张永霞，

孟丁伍，余世文，李乐妍，张璟仪，陶星辰，田文瑄，何瑛，张子琰，

贾英泽，周子豪，马铭泽，熊蕙如，郭思萌，张雅婷，张曼玲，王姝哲，

高艺菲，苏景宇，巫可心，李艳芳，周巧，吴菲，侯宪腾，杨蕊，王圣菲，

刘春琳，刘丁菲，刘力凤，刘芳，董小逸，苏宇碧，张又萌，马恒源，

豆豆 & 成成，周京，杨一蕾，钱一晶，汪乐，朱小萌，石珂奕，张安娜，

张梦琪，柳赟，顾晶滢，张广煜，黄怡学，姜一辰，丁艺沄，王镜缘，

唐朱缘，张天爱，顾天宜，孔婉齐，杨丽，周亦飞，安思葳，韦海幻，

章奥晶，李天天 / 李芊忆，刘沁，董鹂莎，张屹美，徐天然，吴封，卢俊霖，

李佩雯，张一言，殷恒星，田维萱，阳米妮，徐湛，张怡欣，邓歆，王冉，

张恩绮，梁羽佳，沈奕伶，任和，吴倩霓，张胤浠，王晶莹，谢理淳，

李心珏，代旭东，何梓瑄，石可心，高燕京，罗仁希，陈惠子，张弛，

胡清阁，田诗瑶，赵文天，王向彤，王馨萱，刘宇枫，孟庆元，王润港，

孙鸽，卢静怡，王雪亦，郭隆，章霈琦，马熙蕾，严晨曦，韩芮，秦瑞泽，

倪秋月，张恩琪，郭沫，韩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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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调查附录

1. 鸟种名录（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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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汇报附录

1. 致谢

感谢所有上传随机汇报鸟撞记录的朋友们！

名单如下（排名不分先后）：

史记君 颂庄 思思 微信用户 pheonix 沈天骋 叶航 李佳蓉 Ted 青栗子 pHz David 罗海燕 望月镜 

林语 鱼 何小鱼 forestmorning 周巧 蛐蛐 落笔洞人 yuzy 一只小金毛 啦啦啦啦 1 一九八四 飞越肖

申克 巡忆 hu 爱探险的 DREAM 素心观鸟 堰羽自然工作室 小火山 kurt 歪歪和孬孬 紫啸鸫 刘

阳 DEL jojo 123 | 皮 山水 李彬彬 家乡有宝 小火车 Taoyu Chen 刘米 E S 赵兄粮票 #CCC 滕波 徐

亮 你呀 Briller* 红 10 小宁 东吴小妹 绿羽毛 Sophie ltc momo hoshi 简单的聊 晓波 棕背伯劳 （一

瓣橘子符号，我实在打不出来，抱歉啊） 辛夷 温酒烹鱼 小鱼 一城风絮 景萧 Victoria Komi 肖

楚楚 chen cylin 川汇的奇妙物语 东梨 以梦为马 paloma 乐 外星兔 木子 沙拉拉 李晟 -CN A 喵啊

喵北执 妞妞麻麻 胖哥 心阅 Alita Joanne 扫叶山房 七征 毛绒绒 启锋 de 行摄生活 k_sakuras 鸽子 

武缘 彧鹓君 NTEN 梁昊 遁一散人 Rémi 松果 李丹青 Nemo （一个章鱼符号，我也实在打不出

来，抱歉啊） 猪西西晒月亮 橡皮木 Bubo bubo 万水千山 音阙诗听 biocrazy 朱文启 寿限无 彭博 

潘宁 WEI into The Wild 代涛 大同包子 晓瑜 月半日寸 -- 流涤 泥娃 磨竹枝 壬午 唐唐 sisi 巴帝 卡

拉卡拉仙人 卢越 康洪莉 Stella 初音未来 缘分 Pinocchio 小绿 我好像饿了 华 啄木 J.K 囬翾 雪枭 

Glen Greenlife D 缘 妙不可言 毛毛 Aerith 月明如水 当当当当 乂 Sunnycava 以便以谢 ！ 卓曼 墨鱼 

自找苦吃 睡觉大王 Ringo Starr 境由心生 绿叶之风 晓理 Mors Chicken Foo Templar1st 风继续吹 

纨绔 湛廷廷 MT2019 轩轾 晓晓 乐多桑 刘剑国 轻柔的呵护 春华秋实 域 人间四月天 Chris 叶子 -

檬妈 (Yao  W) Spidey 有木有 哈欠 菩提老祖 大林 还原糖 PHOENIXS 半城半紫 宁清睿 Café 

de Rive Gauche Judy 张曼玲 sha 晴空一鹤 谢弘毅 张敏 虹 家有亮仔 胖玥 对呀我叫赵天天 水龙

居 碧老了 梦生 翁溪地菍 Oui U-Nice LI hghhgrf5 小米吖 匕禾页 加西亚·马德罗 xiaofu Dx 宋辰 

WwDd Pumpkin sumili 晓喻 金千诺一 岿然 张蕾 张馨木 OUO Logan 佳木 晨 叶嘤 松松 张珩 光之

黑子 落花人独立 君白 Caelum.Pteryx 小刘小刘 NotAFace 石头 毡音 糖宽 不二不是君 Lock 一乘

六 Roy Liang Ray 蓝鹊小巫 小文鸟团 翅膀喵养空凤 杨雪春 ea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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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随机汇报鸟种名录

目 
Order

科 
Family

种 
Species

学名 
Scientific Name

备注 
Notes

鸡形目 雉科 日本鹌鹑 Coturnix japonica
灰胸竹鸡 Bambusicola thoracicus
雉鸡 Phasianus colchicus
白鹇 Lophura nycthemera 国二

鹈形目 鹭科 黑鳽 Ixobrychus flavicollis
池鹭 Ardeola bacchus

鹰形目 鹰科 松雀鹰 Accipiter virgatus 国二

日本松雀鹰 Accipiter gularis 国二

凤头鹰 Accipiter trivirgatus 国二

鹤形目 秧鸡科 斑胁田鸡 Zapornia paykullii
普通秧鸡 Rallus indicus
黑水鸡 Gallinula chloropus

鸻形目 三趾鹑科 黄脚三趾鹑 Turnix tanki
彩鹬科 彩鹬 Rostratula benghalensis
鹬科 丘鹬 Scolopax rusticola

鸽形目 鸠鸽科 绿翅金鸠 Chalcophaps indica
厚嘴绿鸠 Treron curvirostra 国二

山斑鸠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珠颈斑鸠 Streptopelia chinensis
灰斑鸠 Streptopelia decaocto

鹃形目 杜鹃科 噪鹃 Eudynamys scolopaceus
四声杜鹃 Cuculus micropterus
棕腹杜鹃 Hierococcyx nisicolor 
褐翅鸦鹃 Centropus sinensis 国二

鸮形目 鸱鸮科 鹰鸮 Ninox [scutulata] 国二

雕鸮 Bubo bubo 国二

短耳鸮 Asio flammeus 国二

红角鸮 Otus sunia 国二

佛法僧目 翠鸟科 普通翠鸟 Alcedo atthis
三趾翠鸟 Ceyx erithaca

鴷形目 拟啄木鸟科大拟啄木鸟 Psilopogon virens
啄木鸟科 大斑啄木鸟 Dendrocopos major

棕腹啄木鸟 Dendrocopos hyperythrus
咬鹃目 咬鹃科 红头咬鹃 Harpactes erythrocephalus
犀鸟目 戴胜科 戴胜 Upupa epops
雀形目 八色鸫科 蓝枕八色鸫 Hydrornis nipalensis 国二

卷尾科 发冠卷尾 Dicrurus hottentottus
伯劳科 棕背伯劳 Lanius sch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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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鸟科 太平鸟 Bombycilla garrulus
小太平鸟 Bombycilla japonica

山雀科 黄腹山雀 Periparus venustulus
煤山雀 Periparus ater
远东山雀 Parus minor

鹎科 白头鹎 Pycnonotus sinensis
红耳鹎 Pycnonotus jocosus
栗背短脚鹎 Hemixos castanonotus
领雀嘴鹎 Spizixos semitorques

柳莺科 淡脚柳莺 Phylloscopus tenellipes
褐柳莺 Phylloscopus fuscatus
黄腰柳莺 Phylloscopus proregulus
黄眉柳莺 Phylloscopus inornatus
比氏鹟莺 Phylloscopus valentini

苇莺科 东方大苇莺 Acrocephalus orientalis
蝗莺科 矛斑蝗莺 Locustella lanceolata
扇尾莺科 纯色山鹪莺 Prinia inornata

黄腹山鹪莺 Prinia flaviventris
鸦科 灰喜鹊 Cyanopica cyanus

喜鹊 Pica [pica]
噪鹛科 画眉 Garrulax canorus

灰翅噪鹛 Ianthocincla cineracea
白颊噪鹛 Pterorhinus sannio
黑脸噪鹛 Pterorhinus perspicillatus
红嘴相思鸟 Leiothrix lutea

鸦雀科 棕头鸦雀 Sinosuthora webbiana
绣眼鸟科 白领凤鹛 Parayuhina diademata

栗颈凤鹛 Staphida torqueola
戴菊科 戴菊 Regulus regulus
椋鸟科 丝光椋鸟 Spodiopsar sericeus

灰椋鸟 Spodiopsar cineraceus
鸫科 橙头地鸫 Geokichla citrina

白眉地鸫 Geokichla sibirica
虎斑地鸫 Zoothera aurea
小虎斑地鸫 Zoothera dauma
乌灰鸫 Turdus cardis
灰背鸫 Turdus hortulorum
乌鸫 Turdus mandarinus
黑胸鸫 Turdus dissimilis
白腹鸫 Turdus pallidus
灰头鸫 Turdus rubrocanus
宝兴歌鸫 Otocichla mupin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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鹟科 红喉歌鸲 Calliope calliope
蓝歌鸲 Larvivora cyane
红喉姬鹟 Ficedula albicilla
棕腹仙鹟 Niltava sundara
白腹蓝鹟 Cyanoptila cyanomelana
黑喉石鵖 Saxicola maurus
北红尾鸲 Phoenicurus auroreus
红胁蓝尾鸲 Tarsiger cyanurus
鹊鸲 Copsychus saularis
紫啸鸫 Myophonus caeruleus

岩鹨科 棕胸岩鹨 Prunella strophiata
雀科 麻雀 Passer montanus
梅花雀科 白腰文鸟 Lonchura striata

斑文鸟 Lonchura punctulata
鹡鸰科 白鹡鸰 Motacilla alba

树鹨 Anthus hodgsoni
北鹨 Anthus gustavi

燕雀科 金翅雀 Chloris sinica
燕雀 Fringilla montifringilla
黑尾蜡嘴雀 Eophona migratoria
黄雀 Spinus spinus

鹀科 白眉鹀 Emberiza tristrami
黄喉鹀 Emberiza elegans

总计 39 科 103 种



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