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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雪豹保护⽹网络”是⼀一个由科研机构、⺠民间组织以及保护区等共建的中国雪豹保护联盟，希望
以⽹网站、报告等为载体，通过线上线下交流、技术⽅方案、标准的培训以及论坛等⽅方式，搭建中国雪
豹研究与保护的沟通交流平台，推动中国雪豹研究和保护事业的发展。
本报告是由中国雪豹保护⽹网络成员合作完成的关于中国雪豹的报告。

报告参与机构有（排名不不分先后）：
⼴广州市远望野⽣生动物保护服务中⼼心、世界⾃自然基⾦金金会（WWF）、荒野新疆、猫盟CFCA、⻘青海海省原
上草⾃自然保护中⼼心、四川省绿⾊色江河环境保护促进会、北北京巧⼥女女公益基⾦金金会、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理
局、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贡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治多县索加乡⼈人⺠民政府（通天雪豹团）、
北北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北北京⼤大学野⽣生动物⽣生态与保护研究组、中国科学院⻄西北北⾼高
原⽣生物研究所、中国林林业科学研究院森林林⽣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北北京林林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
陆桥⽣生态中⼼心、⼭山⽔水⾃自然保护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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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设计：法国摄影师Frédéric Larrey在⻘青海海省⽟玉树⾃自治州昂赛乡拍摄的雪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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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回顾中国雪豹的研究和保护历史，我们发现，过去⼆二⼗十年年，尤其是最近的⼗十年年的时间，
雪豹受到了了越来越多的关注。⽽而雪豹研究和保护最让⼈人惊喜之处，在于我们在⼀一个物种的背
后，看到了了越来越多的⺠民间参与⼒力力量量。这些⼒力力量量包括社会公众、⺠民间组织、科研单位以及当
地社区，在政府的主导下，实现了了遍地开花的局⾯面。雪豹的研究和保护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由于中国⼴广袤的地域，多样的⽣生态系统，物种保护需要更更多⼒力力量量、更更⼤大区域以及更更为灵活的
空间。随着⽣生态⽂文明建设逐步推进，我们有理理由对未来给予更更多的期待。
由于地域⼴广袤、栖息地社会经济情况复杂多样，给雪豹的保护⼯工作带来了了诸多的困难。
报告撰写组只能基于已有的信息，最⼤大程度的进⾏行行整理理，此次报告的编写完全由在雪豹研究
与保护⼀一线⼯工作的年年轻⼈人们进⾏行行，以标准化、参与式的⽅方法对各地情况进⾏行行汇总评估，结果
如有不不当之处，我们在此致以诚挚的道歉，并期待未来的改进。
最后，本次报告的完成，得益于过去多年年来众多组织、机构与个⼈人在雪豹研究和保护议
题上卓有成效的⾏行行动，⽽而这些⾏行行动的背后，是众多关注雪豹研究和保护的政府、基⾦金金会以及
企业⻓长期持续的⽀支持。感谢国家林林业和草原局以及各级主管部⻔门对雪豹保护的投⼊入和⽀支持，
这是中国雪豹得到保护的重要基础。感谢北北京林林业⼤大学时坤教授拨冗审阅我们的报告，并提
出宝贵意⻅见。
在此，我们再⼀一次真诚地感谢所有⼈人为雪豹所做出的贡献和努⼒力力。他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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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介绍

Back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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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师：Frédéric Larry
拍摄于⻘青海海省⽟玉树⾃自治州昂赛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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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先中⾸首先分化出来，演化成⻝⾷食物链顶端的五种⼤大

1.1 雪豹概况

猫：⻁虎、狮（Panthera leo）、豹（Panthera

雪豹（Panthera uncia）是猫科（Felidae）、

pardus）、美洲豹(Panthera once)和雪豹，以及两

豹亚科（Pantherinae）动物。成年年雄性雪豹重约37-

种云豹：云豹（Neofelis nebulosa）和婆罗洲云豹

55千克，雌性重35-42千克，肩⾼高60厘⽶米，头体⻓长1-

（Neofelis diardi）。⼤大猫沿着陆桥扩散，占据各地

1.3⽶米，尾⻓长0.8-1⽶米（Hemmer 1972，Johansson

⽣生态系统的顶层，最终形成如今的格局：⻁虎在亚洲

et al. 2013）。雪豹的声带缺少弹性纤维组织厚壁，

⼤大陆；雪豹出现于喜⻢马拉雅和亚洲各⼤大⼭山脉；豹遍

通常不不能像其他⼤大型猫科动物那样“吼叫”，因此⼀一度

及亚⾮非⼤大陆；狮和美洲豹去往北北美洲，后来分别扩

被 单 列列 为 雪 豹 属 （ U n c i a ） （ P o c o c k 1 9 1 6 a ;

散⾄至⾮非洲和南美洲，才得以从北北美更更新世⼤大灭绝中

Hemmer 1972; Peters 1980; Sunquist & Sunquist
2002）。最近，系统发育学分析将雪豹归⼊入豹属

幸存下来（Johnson et al. 2006）。
五种⼤大猫的演化开始于雪豹与⻁虎的分化（远早

（Panthera），与⻁虎（Panthera tigris）亲缘关系最

于美洲豹、豹与狮这⼀一⽀支的分化）。利利⽤用现存⼤大猫

近，分化时间⼤大约在200万年年前（Johnson et al.

物种的DNA，推测分化⼤大约发⽣生在270-370万年年前

2006）。Janecka et al.（2017）提议将雪豹划分为

（Christiansen 2007）。但考古学家的化⽯石发现，

三个亚种，但学术界尚存争议。

却将这⼀一时间点提前到486-513万年年前（Tseng et al.
2014）。2010年年8⽉月7⽇日，考古学家在⻄西藏札达盆地

1.1.1 演化起源

发现⼀一个残缺的豹头⻣骨化⽯石；形态学和分⼦子遗传学

全球猫科动物的演化可谓是⼀一篇瑰丽的史诗。

鉴定结果表明，这应该是雪豹最近的亲戚，后来被

猫科的祖先从亚洲出发，在五个⼤大陆之间来回迁徙，

命名为布⽒氏豹（Panthera blytheae）。该发现不不但

最终形成全球37种形态各异的猫科动物，⼤大⾄至⻁虎、

验证了了⼤大猫祖先亚洲起源的假说，推前了了⼤大猫的演

狮等猛兽，⼩小⾄至客厅⾥里里的温顺家猫。⼤大约1080万年年

化时间，还将⻘青藏⾼高原在猫科动物演化中的重要性

前，豹属（Panthera）这⼀一⽀支的祖先从亚洲的猫科

提⾼高到历史新⾼高度。考古学家继续提出“⾛走出⻄西藏”假

图1.1.1 雪豹最近的祖先布⽒氏豹和其⽣生活环境复原图（图⽚片来⾃自科学⽹网邓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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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从札达盆地发现的雪豹、盘⽺羊、岩⽺羊祖先化⽯石，

顶部隆隆起，⿐鼻腔扩⼤大，有助于加热、湿润⾼高原⼲干燥

表明⻘青藏⾼高原的抬升对于环北北极圈动物群的演化⾄至

寒 冷 的 空 ⽓气 ， 同 时 加 ⼤大 每 次 呼 吸 的 吸 氧 量量
（Haltenorth 1937; Pocock 1916; Torregrosa et al.
2010）。像多数⼭山地物种⼀一样，雪豹⾎血液中的红细

关重要；这些哺乳动物很可能是利利⽤用⻘青藏⾼高原作为
训练场所和特定时期的避难所，并在冰期到来时扩

胞⼜又⼩小⼜又多，能更更有效地在⾼高海海拔地区吸收氧⽓气。
圆 形 （ ⽽而 ⾮非 扁 平 ） 的 ⽝犬 ⻮齿 可 以 从 各 个 ⽅方 向 发 ⼒力力

散到了了环北北极圈的各⼤大陆（Deng et al. 2011）。该
假说还有待验证，但雪豹演化与⻘青藏⾼高原的关系，

（Christiansen 2007），便便于在陡峭的悬崖上捕⻝⾷食
猎物。上下颌⻣骨可以张开到70度以上，能有效咬住
岩⽺羊、北北⼭山⽺羊等⼭山地有蹄类的粗脖颈（Christiansen

却基本得到研究者公认。
在⻘青藏⾼高原的寒冷环境中，雪豹演化出了了适应
⾼高寒环境的⼀一系列列特征。雪豹的⽑毛发是所有⼤大猫中

& Adolfsen 2005）。肌⾁肉和⻣骨骼的构造独特，有助
于在陡峭地形中加速、转身、跳跃与从⾼高空跳落

最 厚 最 ⻓长 的 （ 冬 季 腹 ⽑毛 ⻓长 ⾄至 1 2 厘 ⽶米 ， H e m m e r
1972），可以有效保暖。烟灰⾊色或奶⻩黄⾊色装饰着较
为稀疏豹纹的⽑毛⾊色与岩⽯石上的地⾐衣特征极其相似，

（Gonyea 1976; Rieger 1984; Ognev 1962）。尾
巴与身体等⻓长，有助于保持平衡，还可以围绕在身
体周围取暖（Hemmer 1972; Rieger 1984）。

使其与周围的裸岩环境融为⼀一体。头⻣骨⼜又宽⼜又短⽽而

图1.1.2 雪豹分布范围（2008年年北北京雪豹⽣生存策略略研讨会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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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尼泊尔、巴基斯坦、俄

1.1.2 栖息地与分布

罗斯、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缅甸北北部可能
也有⼀一⼩小块潜在分布区域，但是近期没有雪豹出没

⼤大型猫科动物家域⼤大、密度低、能量量需求⾼高、

的纪录。由于⽣生活在最贫瘠的环境⾥里里，雪豹的种群

移动能⼒力力强。起源于⻘青藏⾼高原的雪豹，随着种群数

密度⼀一直较低。种群遗传学研究发现，雪豹的遗传

量量的增加不不断扩⼤大分布范围，占据各种类型的栖息

多样性和由此推测的种群数量量，⾃自古以来就远低于

地。

其他⼤大猫（Cho et al. 2013）。

雪豹主要⽣生活在林林线以上的⾼高⼭山带和亚⾼高⼭山带。

⼤大多数雪豹栖息地或多或少是连续的。除了了⼤大

在俄罗斯萨彦岭⼭山区和天⼭山部分地区，雪豹可能出

河、畜牧围栏、铁路路和主要⾼高速公路路，鲜有能限制

现在开阔的针叶林林或者桦⽊木林林。它们⼀一般出现在海海

雪豹扩散的障碍。Riordan等（2015）认为，雪豹可

拔3,000－4,500⽶米范围内，但是在分布区北北部和⼽戈

以分为南北北两个区域性种群，并指出了了潜在的重要

壁沙漠中则出现在较低海海拔处（900－1,500⽶米），

连接区域。Jenecka等（2017）则认为，在分布区

在喜⻢马拉雅和⻘青藏⾼高原区域分布海海拔上限达5,800

内，雪豹被准格尔盆地、塔⾥里里⽊木盆地和跨喜⻢马拉雅

⽶米。在⼏几乎所有区域内，雪豹都倾好布满峭壁和裸

（Trans-Himalaya）地区的⾼高⼭山阻隔，⼤大致可以分

岩的崎岖⼭山地，⽇日常活动对陡峭、断裂的地貌有特

为三个管理理单元：

殊的偏爱, ⽐比如⼭山脊线、断崖和峡⾕谷。雪豹可能在冬

(1)北北⽅方单元：俄罗斯、蒙古⼽戈壁到阿尔泰⼭山区；

季迁移到较低的纬度，以避开较厚的积雪，以及跟
随主要猎物的移动。

(2)中部单元：⻘青藏⾼高原与喜⻢马拉雅核⼼心分布区

⽬目前，雪豹的分布区南起喜⻢马拉雅，穿越⻘青藏

（尼泊尔、不不丹丹）；

⾼高原和中亚⼭山地，北北达南⻄西伯利利亚。它们出现在阿

(3)⻄西⽅方单元：天⼭山⼭山脉（中国新疆、吉尔吉斯

尔泰⼭山脉、萨彦岭⼭山脉、天⼭山⼭山脉、昆仑⼭山脉、帕

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帕⽶米尔⾼高原

⽶米尔⾼高原、兴都库什什⼭山、喀喇喇昆仑⼭山脉、喜⻢马拉⼭山

（塔吉克斯坦、阿富汗）、跨喜⻢马拉雅地区（印度、

脉以及⼽戈壁地区许多更更⼩小的丛⼭山。雪豹在12个国家

巴基斯坦）。

均有分布：阿富汗、不不丹丹、中国、印度、哈萨克斯

图1.1.3 Jenecka的三⼤大管理理单元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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豹的平均家域为207km²，雌性则为124km²

1.1.3 ⽣生活史

（Johansson et al. 2016）。

成年年雪豹⼀一般保持独居，但2-5只的雪豹群体也

交配通常发⽣生在⼀一⽉月到三⽉月中旬, 这段时间雪豹

会在交配季节或⺟母豹带崽时出现（Fox et al. 1988;
Jackson & Ahlborn 1988; McCarthy et al. 2005;

更更频繁地做标记和发出声⾳音（Ahlborn & Jackson
1988）。雄性雪豹在交配季节会缩⼩小家域，⽽而雌雄

Schaller 1977）。早期的研究者通过少量量的⽆无线电

雪豹家域的重叠会增⼤大，且⼀一只雌性在交配季节会

颈圈追踪雪豹，误以为雪豹领域性不不强（Jackson &

与多只雄性的家域重叠，暗示雪豹的交配机制可能

Ahlborn 1988; McCarthy et al. 2005）。Johansson

是雌性选择雄性为主（Johansson et al. 2018）。

等对蒙古国16只雪豹的卫星定位颈圈追踪发现：同

经过93-110天的怀孕期, 幼崽在六、七⽉月降⽣生,

性雪豹之间有着强烈烈的领域性，雄性雪豹家域⼤大于

⼀一胎1-5只幼崽, 通常是2-3只。每胎产仔数的最⾼高记

雌性，异性之间的家域重叠较⼤大，重叠的异性则是

录是7只。幼豹在2－3岁时达到性成熟（Sunquist &

潜在的交配对象（Johansson et al. 2016）。早期的

Sunquist 2002）。19-22个⽉月龄期间, 雪豹离开⺟母亲

⽆无线电颈圈研究发现雪豹的家域⼤大⼩小差异甚⼤大，从

开始扩散，它们可能短暂地待在⼀一起（J ackson

尼泊尔的12-39km²（Jackson & Ahlborn 1989），

1996）。圈养雪豹能活到21岁（Wharton &

到 蒙 古 国 的 4 , 5 0 0 k m ² 不不 等 （ M c C a r t h y e t a l .

Freeman 1988），野外记录的最⽼老老个体只有11岁

2005）。蒙古国的卫星定位颈圈研究发现，雄性雪

（McCarthy et al. 2005）。

图1.1.4. 雪豹的⽣生活史图（Snow Leopard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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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喜⻢马拉雅塔尔⽺羊是雪豹最主要的猎物，曾被⼀一

1.1.4 猎物

家雪豹⼏几乎吃到了了局域绝灭的地步（Ferretti et al.

北北⼭山⽺羊（Siberian ibex，Capra sibirica）和岩

2014; Lovari et al. 2009）。

⽺羊（bharal/blue sheep，Pseudois nayaur）是两种

另 外 ， 雪 豹 分 布 范 围 内 还 有 两 种 绵 ⽺羊 的 亲 戚

特征相似的野⼭山⽺羊，组成了了雪豹⻝⾷食物的主要成分。

——盘⽺羊（argali，Ovis ammon）和东⽅方盘⽺羊

两者分布范围基本互补，只在极⼩小范围内重叠（⻅见

（urial，Ovis orientalis）。这两种野⽺羊有着雄壮的

图1.1.5）。北北⼭山⽺羊基本上覆盖了了北北⽅方和⻄西⽅方两⼤大雪

⼤大⻆角和修⻓长的四肢，善于奔跑⽽而⾮非攀爬，更更喜欢平

豹管理理单元，⽽而岩⽺羊基本覆盖了了雪豹中部管理理单元

缓起伏的⼭山坡和开阔的地形。这种特性使得它们和

（⻅见1.1.2.节）。

雪豹栖息地重叠程度不不⼤大。雪豹分布范围内⼏几乎都

捻⻆角⼭山⽺羊（markhor，Capra falconeri）和喜⻢马

有盘⽺羊，但⻝⾷食谱中却很少有盘⽺羊。

拉 雅 塔 尔 ⽺羊 （ H i m a l a y a n t a h r ， H e m i t r a g u s

除了了各种野⼭山⽺羊和野绵⽺羊，雪豹的⻝⾷食谱中还有：

jemlahicus）是⼭山⽺羊的另外两种亲戚。它们虽然分布

⻢马⿅鹿、⽩白唇⿅鹿、⻢马麝、⻄西伯利利亚狍、藏野驴、野猪、

范围很⼩小，但在局部区域对雪豹来说也很重要（⻅见

斑羚、羚⽜牛、鬣羚、鹅喉羚、野骆驼等，同时也会

图2.5.2）。在巴基斯坦的奇特哈尔和吉尔吉特地

出现旱獭、野兔、⿏鼠兔、⽥田⿏鼠、等⼩小型哺乳动物，

区，捻⻆角⼭山⽺羊是雪豹的重要猎物（Roberts 1977;

以及⻦鸟类甚⾄至是其它⻝⾷食⾁肉动物。

Schaller 1977）。⽽而在尼泊尔珠穆朗玛国家公园

图1.1.5 雪豹的⼏几种主要猎物都是⼭山⽺羊的亲戚。左上：北北⼭山⽺羊；右上：岩⽺羊；左下：捻⻆角⼭山⽺羊；右下：
喜⻢马拉雅塔尔⽺羊（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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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6 雪豹主要野⽣生猎物（野⼭山⽺羊）分布图，分布数据来⾃自(IUCN, 2013)
然⽽而Mishra和Ale（2018）发表在Science上的

1.2 全球雪豹种群数量量与趋势

信件对IUCN的决定提出反对，认为IUCN所依据的
雪豹种群数量量是基于在2%最好的雪豹栖息地中的调

1.2.1 全球数量量估计

查⽽而来，不不能代表全球雪豹种群的实际状况。

全球⽬目前没有对雪豹种群数量量的准确估计，已

1.2.2 种群变化趋势

有 的 数 字 都 是 ⾮非 常 粗 略略 的 推 测 ： 4 , 0 8 0 - 6 , 5 0 0
(McCarthy & Chapron 2003), 4,500-7,500 (Jackson
et al. 2010)，以及3,920-6,390 (Snow Leopard

据报道，雪豹种群变化在不不同区域呈现的状态
不不同，有的呈增加的趋势，有的维持稳定，但在⼀一

Working Secretariat 2013)。雪豹⾏行行踪隐秘，种群密

些地区可能正在减少。除少部分区域外，由于缺乏

度普遍较低，分布极为分散、探测率低，这些因素

持续多年年的调查研究，我们⽬目前不不能准确描述雪豹

限制了了对其种群数量量的可靠估计。另外，很多现有

种群的变化趋势，这个信息空缺亟待填补。

的调查⼯工作覆盖⾯面积不不够⼤大，有的甚⾄至未覆盖⼀一只

据估计，上世纪90年年代前苏联解体后，中亚国

雪豹的家域；还有的研究未报道调查⾯面积，使得结

家的雪豹种群下降了了40-75%；但没有证据表明这个

果 难 以 评 估 。 不不 过 ， 通 过 应 ⽤用 更更 可 靠 的 ⽅方 法

趋势持续到了了九⼗十年年代末期（McCarthy et al.

（Shrestha et al. 2013; Thinley et al. 2014;

2017）。

Alexander et al. 2015）和调查更更⼤大的区域，研究⼈人

最近在巴基斯坦的研究表明，在部分地区雪豹

员正在逐步解决这些问题。

数 量量 可 能 低 于 先 前 的 估 计 ( S n o w L e o p a r d

McCarthy和Mallon（2016）认为全球雪豹数量量

Foundation, unpublished reports, Nawaz and

约7367-7884只，若加上不不丹丹2014-2016年年的数据

Hameed 2015)，并可能进⼀一步下降。在雪豹分布区

(79-112: Thinley et al. 2016)，则全球种群数量量在

及外围的矿业开采是正在增加的威胁，⽓气候变化也

7446-7996只。基于这个估计，IUCN在2017年年决定

可能对雪豹种群有影响。⼀一些国家家畜数量量增加，

把 雪 豹 的 濒 危 级 别 由 “ 濒 危 ” （ E N ） 降 为 “ 易易 危 ”

导致野⽣生猎物减少，也可能进⼀一步造成雪豹数量量的

（VU）。

下降（McCarthy et al.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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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在四川省⽢甘孜州进⾏行行雪豹调查与保护⼯工作；在

1.3 中国雪豹保护⾏行行动

万科基⾦金金会的⽀支持下，珠峰雪豹保护中⼼心成⽴立，联

全球雪豹60%的栖息地位于中国。由于其栖息

合珠峰保护区开始进⾏行行雪豹调查与保护⼯工作。2016

地地处偏远，加之近20年年来我国在⽣生态保护上的⼒力力

年年，世界⾃自然基⾦金金会（WWF）开始在新疆、⽢甘肃、

度逐渐加强，对雪豹这种⼤大猫的保护最有希望成为

⻘青海海开展雪豹保护⼯工作；原上草⾃自然保护中⼼心在阿

我国⾃自然保护的成功范例例，建⽴立我国负责任⼤大国的

尼玛卿开始雪豹调查和保护⼯工作；祁连⼭山国家公园

形象。

在北北京林林业⼤大学团队配合下开始系统的雪豹调查⼯工

2013年年10⽉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塔姆巴耶夫

作。

参照以“全球⽼老老⻁虎倡议”（Global Tiger Initiative，简

各家科研机构和⺠民间组织也多次聚会，商讨雪

称 G T I ） ， 发 起 了了 “ 全 球 雪 豹 ⽣生 态 系 统 保 护 计 划 ”

豹保护策略略。2015年年7⽉月，北北京⼤大学/⼭山⽔水联合团队

（Global Snow Leopard & Ecosystem Protection

在⻘青海海省⽟玉树州举办第⼀一届⽟玉树国际雪豹论坛，邀

Program，简称GSLEP）。GSLEP聚集各雪豹分布

请国内雪豹保护团队共同商讨雪豹保护策略略，与会

国家政府，认清雪豹⾯面临的威胁，并承诺协调国内

⽅方共同成⽴立了了中国雪豹保护⽹网络。2016年年9⽉月，⽹网络

及国际合作的保护⾏行行动，⽬目标是在2020年年前确认并

成员再次聚⾸首乌鲁⽊木⻬齐——天⼭山东部林林业局联合荒

保护20个雪豹⽣生存的景观。

野新疆在这⾥里里举办了了新疆雪豹论坛；⽹网络成员在论

早在2008年年，全球雪豹⽣生存策略略研讨会在北北京

坛上发布了了《雪豹调查技术⼿手册》，希望统⼀一调查

召开。该次会议拉开了了中国雪豹研究和保护⼯工作的

⽅方法，也帮助更更多机构快速⼊入⻔门、加⼊入雪豹保护⽹网

序幕。时隔⼗十年年，作为GSLEP项⽬目的雪豹分布国政

络。2017年年11⽉月，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召集四川所

府之⼀一，中国国家林林业草原局于2018年年在深圳主持

有保护区，在都江堰召开横断⼭山雪豹保护研讨会，

举办了了雪豹国际峰会。此次会议上中国政府、科研

商讨四川雪豹调查的⽅方法与计划。

机构与⺠民间保护组织⻬齐聚⼀一堂，与各国代表⼀一起，
发布了了《国际雪豹保护深圳共识》，表达了了中国积

1.4 本报告⽬目标和内容

极参与雪豹保护的坚定决⼼心，向国际社会释放出积

响应《国际雪豹保护深圳共识》的号召，中国

极信号。

雪豹保护⽹网络成员⼀一致认为：有必要梳理理近⼗十年年来

从2008年年到2018年年的⼗十年年间，越来越多的科研

中国各家机构在雪豹调查和保护上的努⼒力力和进展，

机构和⺠民间保护组织参与到雪豹的研究和保护⼯工作
中。2008年年，北北京林林业⼤大学联合⽜牛津⼤大学，在新

总结经验教训，助⼒力力未来中国雪豹保护。因此，我

疆、⽢甘肃、内蒙古等地对当地保护区进⾏行行能⼒力力建设

们联合发布《中国雪豹调查与保护现状》：

培训。2009年年，在美国⼤大猫基⾦金金会和国际雪豹基⾦金金

1）汇总国内雪豹调查的历史与现状，确定亟需
调查的空⽩白区域；

会的⽀支持下，北北京⼤大学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保护

2）识别中国雪豹的主要威胁，并分省进⾏行行威胁

⼯工作者在⻘青海海省三江源开始雪豹研究和保护⼯工作。

优先级排序；

随着雪豹保护的升温，多家机构陆续涌出、以
各⾃自的形式加⼊入了了雪豹调查与保护的团体。2012

3）汇总中国的雪豹保护⾏行行动，基于威胁排序建
议各省亟需开展的保护⾏行行动；

年年，祁连⼭山⻄西段及盐池湾保护区开始开展雪豹调查

4）识别全国雪豹保护策略略的空缺，提出未来五

和保护⼯工作。2014年年，荒野新疆在天⼭山东部林林业局

年年的雪豹保护建议。

的⽀支持下，在新疆天⼭山东部开始雪豹调查与保护⼯工
作。同年年，绿⾊色江河和⻄西北北⾼高原⽣生物研究所合作，

报告第⼀一章介绍雪豹的基本⽣生态学信息，总结

在⻓长江源区开始雪豹调查和保护⼯工作；北北京⼤大学与

报告产⽣生的背景、⽬目的与内容。第⼆二章总结1980年年

四川卧⻰龙等⾃自然保护区联合开始在邛崃⼭山系的雪豹

代以来所有已发表的中国雪豹研究⽂文献，对研究结
果进⾏行行简要介绍。第三章基于⽂文献记录和关键信息

调查。2015年年，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与⻄西藏⾃自

⼈人访谈，汇总各省及⾃自治区雪豹及其猎物的分布与

治区羌塘及⾊色林林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合作，开始在
羌塘及⾊色林林错进⾏行行雪豹调查与保护⼯工作；中国猫科

数量量调查结果（包括阶段性结果），找出亟需填补

动物保护联盟与四川新⻰龙保护区、洛洛须保护区合作，

信息空⽩白的区域。第四章列列举中国雪豹⾯面临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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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对各省区威胁进⾏行行排序，并对保护⾏行行动进⾏行行

presence and habitat use in northwestern
India. In 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International
Snow Leopard Symposium. International Snow
Leopard Trust and Wildlife Institute of India,
Seattle, Washington (pp. 99-111).
Ferretti, F., Lovari, S., Minder, I., & Pellizzi, B.
(2014). Recovery of the snow leopard in
Sagarmatha (Mt. Everest) National Park:
effects on main prey. Eur. J. Wildl. Res, 60,
559–562.
Gonyea, W. J. (1976). Adaptive differences in the
body proportions of large felids. Cells Tissues
Organs, 96(1), 81-96.
Haltenorth, T. (1937). Die verwandtschaftliche
Stellung der Großkatzen zueinander;(Mit 43
Abb. auf d. Taf. IV-XIV)(Doctoral dissertation,
Berger).
Hemmer, H. (1972). Uncia uncia. Mammalian
Species, 20, 1-5.
Jackson, R., & Ahlborn, G. (1988). Observations on
the ecology of snow leopard in west Nepal.
In Proceedings of the 5th International snow
leopard symposium, ed. Freeman, H. (pp.
65-87).
Jackson, R., & Ahlborn, G. (1989). Snow leopards
(Panthera uncia) in Nepal: home range and
movements. National Geographic
Research, 5(2), 161-175.
Jackson, R. M. (1996). Home range, movements
and habitat use of snow leopard(Uncia uncia)
in Nepal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London).
Johnson, W. E., Eizirik, E., Pecon-Slattery, J.,
Murphy, W. J., Antunes, A., Teeling, E., &
O'brien, S. J. (2006). The late Miocene
radiation of modern Felidae: a genetic
assessment. Science, 311(5757), 73-77.
Jackson, R., Mishra, C., McCarthy, T.M., & Ale, S.B.
( 2 0 1 0 ) . S n o w l e o p a r d s , c o n fl i c t a n d
conservation. In: Macdonald, D.W., &
Loveridge, A. (eds), Biology and Conservation
of Wild Felids, 417-43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Johansson, Ö., Malmsten, J., Mishra, C.,
Lkhagvajav, P., & McCarthy, T. (2013).
Reversible immobilization of free-ranging snow
leopards (panthera uncia) with a combination
of medetomidine and tiletaminezolazepam. Journal of Wildlife Diseases, 49(2),
338-346.

归纳。随后，对⽐比威胁排序和已有保护⾏行行动，进⾏行行
保护⾏行行动的空缺分析。第五章为未来愿景与展望。
基于以上分析，尝试提出中国雪豹保护的⽬目标与⾏行行
动建议。
此报告是第⼀一次汇集多家机构成果和多⽅方意⻅见
的尝试，试图⽤用标准、可量量化的⽅方法综合各⽅方信息，
对中国雪豹调查与保护的现状进⾏行行尽可能全⾯面的梳
理理。由于能⼒力力和时间有限，涉及如此复杂的专题，
我们势必⽆无法做到详尽周全。报告中各处信息和结
果⼀一定存在很多不不⾜足之处，恳请不不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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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综述：1980-2018年间的中国雪豹研究
Literature review: published snow leopard research in 1980-2018,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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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谷歌学术搜索引擎中（Google 2015），

2.1 背景

使⽤用关键词 “snow leopard”、 “uncia”、“Panthera

雪豹（Panthera uncia）分布于12个国家。栖息

uncia”加上 “China”。同时，在中国知⽹网搜索引擎

地⼤大都处于⾼高海海拔偏远地区，加之⽽而雪豹本身极强

（http://www.cnki.net/）中，使⽤用关键词“雪豹”、

的隐蔽性和较低的种群密度，这都对雪豹研究者们

“uncia”、“Panthera uncia”，来分别识别2015-2018

提出了了持续挑战。尽管如此，仍有越来越多的相关

年年间的相关中英⽂文引⽂文。然后将这些⽂文献中的记录

研究成果⻅见诸于出版物，包括雪豹的基本⽣生态研究，

加⼊入原始表格。我们未囊括未发表论⽂文、会议论⽂文

⼈人兽冲突问题以及当地社区对待野⽣生动物雪豹的态

和⼤大众传媒的⽂文章。

度等（Fox et al. 1991; Ale et al. 2014; Sharma et

本次我们共识别出了了24篇2015⾄至2018年年间发表

al. 2014; Johansson et al. 2015）。

的且明确关注中国雪豹（题⽬目中提到雪豹以及/或者

雪豹所⾯面临威胁的性质、程度以及这些威胁对

正 ⽂文 中 有 ⼤大 量量 对 中 国 雪 豹 的 研 究 ） 的 ⽂文 献 。

雪豹⾏行行为和⽣生存状态的影响，在不不同地区表现出差

Alexander et al.（2016b）则⼀一共收集到1990到

异性（Snow Leopard Network 2014）。对于这些

2014年年间发表的共33篇。

威胁在何处出现、可能产⽣生何种影响、哪些威胁可
以被控制，我们很多仍⽆无法确定。雪豹保护的政策

2.3 结果

和 实 践 活 动 应 当 建 ⽴立 在 严 谨 有 ⼒力力 的 证 据 基 础 上
（GSLEP秘书处 2013）。然⽽而，数据⾮非常有限，尤

2.3.1 总述

其是涉及雪豹种群数量量、关键威胁、以及雪豹与⼈人
类之间的关系等⽅方⾯面。

总计有57篇关注雪豹⽣生态学和雪豹保护（表

据估计，中国拥有全世界60%的雪豹适宜栖息

2.1，n=33，1980-2014年年间；n=24，2015-2018年年

地（McCarthy & Chapron 2003）。从⾯面积来看，中

间）的⽂文献（n=57）。

国在雪豹保护中处于核⼼心位置。中国的雪豹保护成

最早的雪豹研究⽂文献来⾃自廖炎发（1985）及乔

效，对全球雪豹保护意义重⼤大。中国正处于前所未

治·夏勒勒等⼈人（Schaller et al. 1988a, b）。这些研究

有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一⽅方⾯面，⽣生态系统⾯面临越来

覆盖了了新疆、⻘青海海和⽢甘肃的多处雪豹栖息地。在整

越⼤大的压⼒力力，但同时保护⾏行行动也得以收获更更多的资

个1990年年代直到2000年年，我们没有找到以雪豹为主

源⽀支持。

要研究对象的⽂文献。2000年年到2014年年出现了了⼀一批相

在本章中，我们将基于1980⾄至2018年年间发表

关⽂文献，主要评估了了雪豹的栖息地利利⽤用、数量量和分

的、以中国境内雪豹为研究对象的⽣生态学和保护⽣生

布（n=21），关注⼈人与雪豹的冲突（n=6）或猎物

物学中英⽂文⽂文献，回顾中国雪豹的研究状况。本章

的状况（n=7，表格2.1），以及⽐比较中外雪豹研究

借鉴了了《A spotlight on snow leopard conservation

成果（王彦等 2012a, b）。2014年年前，没有评价政

in China（聚焦中国雪豹保护）》（Alexander et al.

策环境的⽂文章。

2016b）。该⽂文回顾了了1980-2014年年间的与中国雪豹

在2015⾄至2018年年间，雪豹研究⽂文献的数量量急剧

保护的相关⽂文献。需要指出的是，学界还有⼤大批未

上升，占全部发表量量的42%。这些研究多数关于雪

发表的中英⽂文⽂文献，这些资料料也有助于帮我们填补

豹的栖息地利利⽤用、数量量和分布（n=21），也有⼀一些

认知的鸿沟、充实对中国雪豹的认识。在接下来的

研 究 涉 及 ⼈人 与 雪 豹 的 冲 突 （ n = 5 ） ， 遗 传 学

⼏几章中，我们将总结这些这些未发表的⽂文献。

（ n = 3 ） ， 猎 物 （ n = 1 ） ， ⾮非 法 野 ⽣生 动 物 贸 易易
（ n = 1 ） 和 ⽓气 候 变 化 （ n = 1 ） 。 同 时 出 现 两 篇
（n=2）综述，总结中国的雪豹保护情况

2.2 ⽅方法

（Alexander et al. 2016a; Li et al. 2016b）。

Alexander et al.（2016b）总结了了1990-2014年年

57篇关于雪豹的⽂文献主要基于新疆（22篇）、

间发表的⽂文献。我们使⽤用与之相同的研究⽅方法，并

⻘青海海（15篇）、⽢甘肃（10篇）三地开展的雪豹研
究。2015年年以来，开始有⼀一些新发物关注⻄西藏的雪

在本研究中加⼊入了了2015-2018年年新发表的论⽂文。

豹。整体上，只有少量量研究是在四川（n=4）和⻄西藏
22

（n=4）进⾏行行的。 2017年年，⾸首个在云南的雪豹研究

13个不不同的⺠民族）（Wucherpfennig et al. 2011）。

获得发表。对内蒙古的雪豹，尚未找到任何具体研

其中新疆、⻘青海海和⻄西藏拥有⾯面积最⼤大的栖息地，⽽而

究。不不过，Alexander等⼈人（2016）提到，雪豹在上

云南和内蒙古栖息地的⾯面积要⼩小得多。

述地区都有⽬目击记录（赵肯堂 & 凤凌⻜飞 1985; 赵肯

⼤大多数（n=35）⽂文献给出了了关于雪豹的分布、

堂 1984; 杨⼤大荣 1988; Wang & Schaller 1996）。

种群数量量，或者栖息地利利⽤用的研究成果。但是，这

Janečka等⼈人（2008）通过在⻘青海海⼀一次两天的

些结果背后的研究⽅方法很多没有经过普遍的验证，

短期调查，⽤用遗传学⽅方法检测粪便便鉴定出⼀一只雄性

或者缺乏严格的统计分析。最近有两项研究使⽤用“空

雪豹个体。 类似地，周芸芸等（2014）利利⽤用遗传学

间标记重捕法”（Alexander et al. 2015b, 2016b）。

⽅方法鉴定出了了来⾃自⻄西藏、⻘青海海和⽢甘肃境内的48只雪

这个⽅方法被认为是⽬目前相关密度研究的最佳⽅方法

豹个体。

（Snow Leopard Network 2014）。关于景观尺度

近年年来，在雪豹分布区内开展了了许多利利⽤用红外

上的分布研究，占域分析正在获得普遍认可，但在

相机的调查。在位于⻄西藏的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

雪豹研究领域的应⽤用还⾮非常有限（Taubmann et al.

保护区内，红外相机共拍摄到了了7只雪豹个体，将此

2016; Ghoshal et al. 2017）。

数量量除以研究区域⾯面积，研究者估计当地雪豹的种

中国早期的雪豹研究，是通过⼴广泛的痕迹调查

群密度约为每100km²1.8-2.5只（Chen et al.

（ 基 于 刨 坑 、 粪 便便 和 ⾜足 迹 ） 对 其 数 量量 进 ⾏行行 评 估

2016b）。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族⾃自治州，2012⾄至

（Schaller et al. 1988a, 1988b）。Schaller等

2013年年间共布设13-14台红外相机，监测⾯面积达

（1988a）估计，在新疆17万km²的雪豹适宜栖息

192km²，鉴定出了了11-15只成年年雪豹和2只亚成年年雪

内，有不不超过750只雪豹个体。在⻘青海海，Schaller等

豹个体 (Pan et al. 2016)。同样，在位于新疆天⼭山东

根据其初步估计的雪豹密度，即每⼀一百km²⼀一只雪豹

部、中部和⻄西部的四个监测点也安装了了红外相机，

（Schaller et al. 1988b），认为全省65,000km²的范

每个监测点的红外相机都捕捉到了了2-3只成年年雪豹的

围内可能有约650只雪豹。后来，新疆开展了了⼀一系列列

影像（Buzzard et al. 2017b）。在云南，Buzzard等

系统性的痕迹和红外相机调查，但没有使⽤用标记重

⼈人（2017）在世界遗产—三江并流地区的四个观测

捕法分析，估计每100km²2-5只雪豹（⻢马鸣等 2006;

点安装的红外相机并未拍摄到任何雪豹照⽚片。然⽽而，

徐峰等 2011; ⻢马鸣等 2011）。吴国⽣生（2009） 根

通过对当地牧⺠民和⾃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访谈，他们

据各种痕迹和社会学调查估计，在新疆的1,900km²

认为这⼀一地区确有雪豹存在。在四川卧⻰龙，研究⼈人

范围内，⾄至少有7只雪豹个体。据彭基泰（2009）估

员在2013⾄至2016年年间共设置了了20处红外相机，有效

计， 在四川⽢甘孜州的9个⾃自然保护区发现了了51-78只

探测雪豹43次（唐卓等 2017）。McCarthy等

雪豹个体。

（2008）运⽤用标记重捕法估计，天⼭山⼭山脉的雪豹种
群密度约为每100km²0.74只。最近在⽢甘肃省进⾏行行的

2.3.3 保护地

⼀一项利利⽤用空间标记重捕法的研究估测雪豹种群数量量

过去30年年，中国境内保护区数量量迅速增加，截

在1.40 (0.36SD) 只/100km²和3.29（1.10 SD）只/

⾄至2016年年，达到了了2740个，⼤大约覆盖中国陆地⾯面积

100km²之间（Alexander et al. 2015b, 2016b）。
遗憾的是，由于研究者采⽤用的研究⽅方法各不不相

的14.83%（⾯面积为147万km²）。Alexander 等

同，很难对不不同地区间的雪豹绝对数量量或种群密度

（2016a）估计这些保护区已覆盖中国雪豹分布区的

结果进⾏行行⽐比较。

很⼤大⼀一部分。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和
《受保护的地球（Protected Planet）》报告

2.3.2 分布/丰度/密度

（Jackson et al. 2008，Juffe-Bignoli et al. 2014），
中国雪豹分布区内已建⽴立了了超过138个保护区。这些

根据GSLEP在2003年年的估计，中国110万km²的

⾃自然保护区的种类和规模各不不相同。其中，最⼤大的

雪豹栖息地中共有2,000只到2,500只雪豹。

保护区⽹网络位于可可⻄西⾥里里、羌塘和三江源等⾃自然保

雪豹适宜栖息地分布在中国中⻄西部的五个省及

护区。这些保护区连接成⽚片，占地⾯面积76.6万km²，

两个⾃自治区（内蒙古、⽢甘肃、四川、云南、⻘青海海、
新疆和⻄西藏），涵盖了了多个⺠民族和⽂文化群体（⾄至少
23

横 跨 ⻄西 藏 和 ⻘青 海海 两 省 区 （ J u ff e - B i g n o l i e t a l .

地政府每年年向猎⼈人收购20⾄至30张雪豹⽪皮。⻢马鸣等

2014）。

（2012）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指出，20世纪60年年代

我们⽬目前只发现了了⼀一份研究，关注过保护区对

⾄至2010年年期间，新疆雪豹偷猎和贸易易案件显著增

于雪豹保护的潜在贡献（Xu et al. 2014）。⾃自然保

加。相反，Li & Lu（2014）基于媒体报道，认为近

护区的增⻓长为雪豹保护带来了了希望，但实际有效性

年年来⾮非法贸易易有所下降。在2000年年⾄至2013年年间，全

依然存在争议（刘楚光等 2003; Xu & Melick

国范围内她们共发现43起雪豹的交易易，主要是⽑毛⽪皮

2007）。⼀一些保护区仅有零星的低密度岩⽺羊种群，

和⻣骨头，共涉及98只雪豹。在⻘青海海省三江源地区，

或许雪豹数量量也很少（Schaller 1998）。Xu等

同⼀一作者没有发现当地家庭因传统药物、服装或装

（2014）指出，新疆很多⾃自然保护区都⾯面临着压

饰等⽤用途⽽而对雪豹产⽣生的需求（Li & Lu 2014）。全

⼒力力。例例如，卡拉⻨麦⾥里里⾃自然保护区在过去⼏几年年中进⾏行行

球雪豹⾮非法贸易易评估表明，2003年年⾄至2014年年间中国

了了五⾄至六次的边界更更改，迫使核⼼心区向北北迁移，并
导 致 了了 保 护 区 的 破 碎 化 和 退 化 。 B u z z a r d 等 ⼈人

雪豹交易易量量占全球的50.6％（Maheshwari & Niraj

（2017b）进⼀一步强调了了新疆⾃自然保护区开展雪豹保

2018）。他们还记录了了两起整只雪豹在中国被销售

护的需求，并列列举相关数据向中国政府呼吁开设新

的案件，以及约70只雪豹⽖爪在新疆被出售的事件。

的保护区。

另外，该⽂文发现中国雪豹案件的的判刑率达47％

⽬目前，似乎没有⼈人严格评估过单个保护区或者

（17/36），其中有⼋八起案件的涉案⼈人员被判⼊入狱和

全国保护区⽹网络的雪豹保护成效。现有的保护区⽹网

处罚。

络并⾮非为雪豹保护设计，保护区分布也不不⼤大连续；
⽽而且，尚不不清楚保护区之间的栖息地是否⾜足以提供

2. ⼈人兽冲突

雪豹扩散通道（Riordan et al. 2015）。这是保护⼯工

⼈人兽冲突，即⼈人类和野⽣生动物对对⽅方产⽣生不不利利

作中的⼀一个重要知识缺⼝口。

影响的⾏行行为（Redpath et al. 2013）。雪豹分布区
内，这类冲突⼤大量量存在，相关研究也很多（Mishra

2.3.4 野⽣生猎物
中亚和⻘青藏⾼高原⽣生活有⼗十⼆二种⼤大型⻝⾷食草动物，

1997; Hussain 2003; Bagchi et al. 2004; Sangay &
Vernes 2008; Li et al. 2013c）。在世界许多地⽅方，

其中三个物种曾以巨型种群出现。由于过度捕杀和

野⽣生动物捕杀牲畜，为普通群众带来严重的经济损

栖息地丧失，现在所有物种的数量量都减少了了，有些

失。当地⼈人会对这些“肇事者”进⾏行行报复性猎杀，带来

甚⾄至已经接近灭绝（Mallon & Jiang 2009）。从

严重的保护威胁（Bagchi et al. 2004）。

1998年年到2015年年，⻘青藏⾼高原有蹄类动物的红⾊色名录

我们共找到11篇评估雪豹造成牲畜损失，以及

指数持续下降，表明⾼高原有蹄类动物的⽣生存状况⼀一

当地居⺠民对雪豹态度的研究⽂文章（⻢马鸣等 2005; Xu

直在持续恶化（蒋志刚等 2018）。野⽣生有蹄类动物

et al. 2008; 徐峰等 2007, 2010; Li et al. 2013a, b,

的 可 获 得 性 ， 是 ⻝⾷食 ⾁肉 动 物 密 度 的 关 键 决 定 因 素
（Karanth et al. 2004），因此我们需要更更加全⾯面地

2015; Alexander et al. 2015a; Chen et al. 2016a, b;
Buzzard et al. 2017a）。⼀一些研究者发现，在⽢甘

总结雪豹猎物的⽣生存状况。但是，科学估计⼭山地有

肃、⻘青海海和⻄西藏，似乎雪豹袭击牲畜的⼏几率低于其

蹄类动物的数量量仍然是⼀一项不不⼩小的挑战（Singh &

他雪豹分布国家（Xu et al. 2008; Li et al. 2013b;

Milner-Gulland 2011）。在这⽅方⾯面，“双观察者法”近

Alexander et al. 2015a; Chen et al. 2016a）。三江

年年来逐渐展现出了了较好的适⽤用性（Suryawanshi et

源和⻘青海海昆仑⼭山地区的⼈人们对雪豹具有更更宽容的态

al. 2012; Tumursukh et al. 2015）。

度（Xu et al. 2008; Li et al. 2013a, c）。例例如，三
江源地区的牧⺠民不不认为雪豹对牲畜是⼀一种威胁，⽽而

2.3.5 ⼈人类活动

对其他⻝⾷食⾁肉动物如棕熊和狼持强烈烈的敌视态度（Li
et al. 2013c）。⻘青藏⾼高原上似乎正出现这样的趋

1. 狩猎和贸易易

势：牧⺠民对雪豹更更加宽容，⽽而对熊、狼、猞猁等其

我们只发现4篇关于雪豹贸易易的论⽂文。在四川，

他⻝⾷食⾁肉动物更更具有敌意。

彭基泰（2009）记载了了20世纪60⾄至80年年代期间，当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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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潜在威胁
⼀一些⽂文章猜测，雪豹正⾯面临着许多新的威胁，

2014年年以来，雪豹的相关论⽂文发表量量突然激增，

⽐比如⼈人⼝口迅速增加、⾃自然栖息地变为农⽥田、流浪狗

⼏几乎使该类论⽂文总数翻倍。这体现了了中国雪豹研究

和野狗、以及采矿和⽔水利利建设活动等（Xu et al.

能⼒力力的增强。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青海海和新疆。

2008; Turghan et al. 2011; Li et al. 2013a）。

令⼈人欣慰的是，最近发表的论⽂文开始扩充到四川、

GSLEP也强调中国存在⼀一系列列潜在威胁，包括缺乏

⻄西藏、云南和⽢甘肃等省区 。

适当的政策、缺乏跨界合作、⽓气候变化、⾍虫草采集

其他⻝⾷食⾁肉动物的研究技术和⽅方法以及全球对雪

活动，等等（Snow Leopard Working Secretariat

豹知识的探索，为中国的雪豹研究和保护创造了了新

2013）。

的机遇。⾮非损伤性研究⽅方法，如空间标记重捕法、

两篇近期发表的⽂文章强调了了⽓气候变化的威胁（Li

占域模型等，对于⻝⾷食⾁肉动物⽣生态学发展具有重要意

et al. 2016a; Mei et al. 2018）。Li 等（2016a）第

义（Karanth & Nichols 1998; Karanth et al. 2006,

⼀一次在全球尺度上分析了了雪豹保护的优先区域。作

2011; Taubmann et al. 2016; Ghoshal et al.

者认为：阿尔泰、祁连⼭山，以及天⼭山-帕⽶米尔-兴都库

2017）。基于这些⽅方法，我们应尽快制定系统性⼤大

什什-喀喇喇昆仑（TPHK）⼭山脉，占当前雪豹分布范围

尺度区域调查的标准。⽬目标调查区域应确保⼴广泛覆

区域的35％左右。在⽓气候变化背景下，这些区域可

盖中国各雪豹分布区，可⽤用作⼤大尺度雪豹占域模型

能对雪豹发挥庇护作⽤用。

和廊道分析。此类调查将有助于进⼀一步识别出关键

⽬目前，我们尚不不⼗十分清楚这些威胁在多⼤大程度

区域，以便便开展雪豹密度和动态等更更深⼊入和⻓长期的

上影响着中国雪豹。这些评估主要基于专家意⻅见，

研究。严格的⽅方法，带来丰富的研究成果。此外，

还需要在不不同背景下进⾏行行验证。⽬目前备受关注的⼀一

在雪豹分布区内开展⻓长期⼯工作所获得的信息，也将

项任务是汇总全国范围内的雪豹数量量和潜在威胁评

会提供⼀一些新的研究思路路。

估。例例如，在宏观层⾯面，记录当前和未来穿过雪豹

为在区域和全球尺度上制定合理理的保护规划，

分布区域的道路路⽹网络；记录正在进⾏行行或计划中的城

迫切需要深⼊入了了解⼈人类活动对雪豹种群的影响。中

乡转型和重⼤大开发项⽬目的规划。这需要结合当地不不

国虽然拥有可观的保护资源，但如果缺乏科学依据，

断变化的社会经济背景进⾏行行持续性的研究。微观层

有效的保护⼯工作则可能被延迟或误导。因此，应尽

⾯面的分析应包括收集雪豹栖息地的⼈人⼝口和经济数据、

快统⼀一研究⽅方法并且建⽴立应⽤用型研究的基础设施，

⼈人⼝口预测、基本⽣生计和经济活动，还应评估社区对

以促进和⽀支撑下⼀一阶段的全国雪豹研究。全球雪豹

野⽣生动物的态度，反映其在社会和⽂文化历史中的根

保护的未来，急切需要中国的深度加⼊入和持续参与。

源，并探究⼈人们的态度为何发⽣生变化（Redpath et
al. 2013）。这些⼯工作需要充分尊重当地居⺠民以及当
地⾃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的经验和知识。

2.3.6 政策环境
20世纪80年年代，中国雪豹分布地区整体来说经
历了了保护政策的复苏。尽管国家级保护物种名单直
到80年年代末才得到修订，但新的区域政策推动了了雪
豹由⼆二级保护状态上升⾄至⼀一级。1983年年，陕⻄西、⽢甘
肃、新疆、宁夏、⻘青海海等⻄西北北各省区（所有雪豹分
布省，以及所有20世纪80年年代中期调查过的省份）
建⽴立了了五省/⾃自治区野⽣生动物保护委员会，定期举办
会议并开展野⽣生动物保护管理理研究。随着野⽣生动物
保护优先级的提⾼高，1983年年雪豹在⻘青海海省获得了了全
⾯面的法律律保护地位（Lewis & Songster 2016）。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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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师：刘晨迹
拍摄于⻘青海海省⽟玉树⾃自治州昂赛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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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利利⽤用系统空间重捕模型对种群进⾏行行估计。相关

3.1 引⾔言

调查设计与分析的技术指南正在撰写中。2018年年9

雪豹的基础数据缺乏，⼏几乎是所有雪豹分布国

⽉月，北北京林林业⼤大学和北北京⼤大学分别开展了了两次培训，

⾯面临的⾸首要问题，导致很难制定详实的保护⽬目标和

众多雪豹保护机构参加。

保护计划，保护⼯工作不不能有的放⽮矢。由于雪豹分布
⼴广泛，⼜又都处在⼈人迹罕⾄至的⾼高⼭山地带，全⾯面调查⼯工

3.2 ⽅方法

作难度很⼤大。要填补这些空⽩白，保护区内外都需要
⼤大量量的⼈人⼒力力、物⼒力力投⼊入。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和当

我们从过往发表的所有⽂文献中提取出各地雪豹

地社区，都可以作为重要的补充⼒力力量量。

分布与数量量调查的结果。但因为雪豹在近⼏几年年热度

尽管已进⾏行行了了数⼗十年年研究，可信的雪豹种群数

提升，涌现出⼀一⼤大批机构开始在全国各地进⾏行行雪豹

量量估计仍然⾮非常有限。⽬目前成果只是基于对整个雪

调查或⻓长期的种群监测。这些结果⼤大多还未以⽂文献

豹分布区⾯面积2%的栖息地调查所得。并且，已系统

的形式发表出来。我们通过访谈关键信息⼈人，向全

调查的区域多为雪豹的优质栖息地，其结果并不不适

国各地正在开展雪豹调查与监测的机构收集现有的

合推演到其他未调查区域。基于对这⼀一点的认识，

雪豹调查信息，并展示其未发表的阶段性结果（关

所有雪豹分布国政府已表达出对雪豹全球种群进⾏行行

键信息⼈人列列表⻅见各章作者）。我们征集的内容包括

准确估计以及⼴广泛监测的强烈烈需求。这⼀一需求充分

调查⽅方法、调查覆盖⾯面积和初步调查结果。

反映在2017《⽐比什什凯克宣⾔言》以及全球雪豹及其⽣生

按照PAWS设定的⽬目标，即在20%的雪豹栖息地

态系统保护项⽬目（GSLEP）中。2017年年的⽐比什什凯克

内进⾏行行雪豹数量量调查，我们计算出各省区已有的雪

国际雪豹峰会将全球雪豹种群的可信估计确⽴立为⽬目

豹数量量调查覆盖⾯面积，看距离20%的⽬目标差距有多

标。在峰会的官⽅方⾼高层会议上，雪豹各分布国政府

⼤大；同时将所有调查（包括⽂文献和未发表中的分布

决 议 给 予 这 ⼀一 ⾏行行 动 最 ⾼高 优 先 级 。 由 此 ， PA W S
（Population Assessment of the World’s Snow

与数量量调查）落在雪豹预测分布图上（Li et al.

Leopards, 全球雪豹种群评估）⾏行行动正式诞⽣生。

unpublished，利利⽤用全球6252个雪豹分布位点和
MaxEnt模型预测），进⾏行行雪豹分布及数量量调查的空

PAWS⾏行行动将在GSLEP执⾏行行委员会的监督下进

缺分析。

⾏行行。⼀一个由国际雪豹专家和统计学家组成的技术委
员会将提供技术监督，⽽而培训及技术传达将由同
GSLEP秘书处共事的⼀一些组织和机构提供。这项宏

3.3 结果

⼤大的⼯工作计划在未来五年年内完成，分三步⾛走：1）通
过在雪豹分布范围内进⾏行行⼤大范围痕迹调查以及访谈，

表3.3.1显示，全国的数量量调查覆盖⾯面积占雪豹

获得可信且真实的雪豹分布以及空间利利⽤用异质性地

栖息地的1.7%，距离20%的⽬目标相差甚远，但与全

图；2）在局部地区进⾏行行联合⾏行行动，主要使⽤用红外相

世界调查的平均⽔水平2%差距不不⼤大。其中⻘青海海省雪豹

机以及分⼦子⽣生物学⽅方法开展调查；3）通过个体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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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的完成⾯面积最⼤大，占全省栖息地的4.44%左右。

近年年来，⽢甘肃的雪豹调查主要集中在祁连⼭山脉。

其次是⽢甘肃省雪豹国家公园内的调查，占栖息地

祁连⼭山脉栖息着多种⼤大型⻝⾷食⾁肉动物。雪豹保护，很

4.06%。四川的雪豹调查占栖息地的2.85%。⽽而新疆

可 能 惠 及 同 域 分 布 的 ⾚赤 狐 、 狼 、 欧 亚 猞 猁 与 豺

与⻄西藏由于幅员辽阔，调查⽬目前仅覆盖了了栖息地的

（Alexander et al., 2015b）。2013年年，Alexander

0.49%和0.68%。云南有⼀一个⽂文献记录的雪豹调查：

等⼈人在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大⾯面积调查研

Buzzard et.al（2017）进⾏行行了了红外相机的布设，但

究，利利⽤用Occupancy模型对于雪豹的栖息地利利⽤用进

没有记录到雪豹；并且⽂文中没有提及调查⾯面积，故

⾏行行了了分析，认为其分布主要与海海拔相关（Alexander

未统计。云南和内蒙古的雪豹栖息地较为边缘化，

et al., 2015d）。同年年1⾄至3⽉月间，其团队利利⽤用红外相

⾯面积也很⼩小，两省的调查⼏几乎为零。

机开展了了雪豹种群数量量调查（Alexander et al.,
2016c），估计该地的雪豹密度为3.31只/100km²。

3.3.1 ⽢甘肃省

影响密度的因素为猎物与放牧活动。该地种群密度

已发表结果

（Alexander et al., 2016c）。雪豹种群主要集中在

可能随着季节波动变化，范围在1.46-3.29只/100km²
⻄西 南 ⻆角 ， 是 远 离 ⼈人 类 聚 居 地 的 保 护 区 边 缘

⽢甘肃省的雪豹研究相对较少，⽂文献中报道过的

（Alexander et al., 2016c）。

雪豹分布点仅有21个（图）。雪豹仅在⽢甘肃省边缘

遗传学⽅方法也增进了了对⽢甘肃省雪豹种群的了了解。

地区的祁连⼭山脉和叠⼭山有分布，数量量很少；但祁连

在2014年年发表的⽂文献中，⽢甘肃党河南⼭山地区阿克塞

⼭山⾃自然保护区（>20,000km²）有岩⽺羊和雪豹种群回

县的检测出了了雪豹样品，且结果表明该地雪豹种群

升的迹象（Schaller et al., 1988b）。盐池湾⾃自然保

与三江源地区雪豹有基因交流（周芸芸等，

护区（约5,000km²）也有⼀一个雪豹种群。雪豹沿⽢甘

2014）。2015年年发表的⼯工作，认为⻘青海海三江源国家

肃-内蒙古边界外围和⻢马鬃⼭山地区曾有分布，⽽而现在

级⾃自然保护区的囊谦县、治多县和⽢甘肃省阿克塞县

已经消失（Wang & Schaller 1996）。

图3.3.1. ⽢甘肃的调查区域图（由于数据缺乏，⽬目前正在祁连⼭山国家公园进⾏行行的调查范围仅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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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个雪豹居群来⾃自于同⼀一个雪豹种群，居群间遗

在昆仑⼭山系的祁连⼭山、托勒勒⼭山、托勒勒南⼭山、疏勒勒⼭山、

传距离与地理理位置相关（周芸芸等2015）。

巴颜喀拉⼭山、布尔汗布达⼭山、阿尼玛卿⼭山、唐古拉
⼭山，遍及⻘青海海省内20个县及⼤大柴旦部分地区。雪豹

未发表结果

分布数量量较多的县为祁连、天峻、都兰、杂多4县。

祁连⼭山（⽢甘肃⽚片区）

与该结果相印证的是，在都兰县沟⾥里里乡的300km²区

⾃自2011年年开始，中国林林业科学研究院李李迪强研

域，Xu et al.（2018）于2016年年3⽉月到5⽉月进⾏行行了了

究组在党河南⼭山地区进⾏行行红外相机监测，共在两条

440km的样线调查，记录到72处雪豹痕迹；在该区

沟⾕谷选择了了6个位点布设红外相机。2011⾄至2013年年

域安装的6个正常⼯工作的红外相机捕获到8次雪豹。

记录到雪豹、棕熊、狼、⾚赤狐、兔狲、野牦⽜牛、岩

2005年年，Janecka等（2008）在都兰县两天内收集
并鉴定3份雪豹粪便便样品，经检测来⾃自于同⼀一只雄性

⽺羊、旱獭、⽯石鸡等动物。视频数据显示，该地区有

雪豹。Schaller等⾃自1984年年到1987年年也开展了了⼤大范

丰富的岩⽺羊种群，表明该地区的雪豹拥有充⾜足的⻝⾷食

围雪豹调查。经过6个⽉月的样线调查、有蹄类计数以

物来源，雪豹种群情况良好。
北北京林林业⼤大学团队从2013年年开始与盐池湾⾃自然

及对当地牧⺠民的询问，他们在⻘青海海省的所有主要⼭山

保护区合作开展雪豹监测，延续⾄至今。这个项⽬目⾃自
始⾄至终都得到了了国家林林业局的政策和经费⽀支持，并
与⽜牛津⼤大学进⾏行行合作。同时，北北林林团队承担的国家

区以及多个⼩小⼭山丘都发现了了雪豹，认为当时⻘青海海省
9%的区域（约65,000km²）都有雪豹分布。全省总

⾃自然科学基⾦金金“雪豹⽣生境选择及动态”项⽬目也在祁连⼭山
开展。WWF于2016年年对北北林林开展的部分雪豹调查监

为650只左右。⽽而李李娟等利利⽤用雪豹痕迹点和MaxEnt

测和保护⼯工作给予了了经费⽀支持。2017年年，⼤大范围雪
豹监测在盐池湾⾃自然保护区和祁连⼭山⾃自然保护区开
展。该⼯工作由北北京林林业⼤大学和保护区⼈人员合作进⾏行行。

⾯面积的25%，超过89,602km²，主要分布在昆仑⼭山、

体密度约在每百km²1只，基于此估计全省雪豹数量量
模型预测的结果表明雪豹分布区域占三江源地区总
巴颜喀拉⼭山和唐古拉⼭山（Li et al. 2013a）。其核⼼心
区域包括⼤大约7,674km²雪豹栖息地，⽽而佛教寺庙保

盐池湾的雪豹监测，以5km×5km划分⽹网格，由三个
750km²的⽚片区构成，总⾯面积达2,250km²；祁连⼭山雪

护了了8,342km²的雪豹栖息地，是保护区的有⼒力力补充
（Li et al. 2013a）。按照每百km²1只的密度来推

豹监测则由两⽚片1,000km²的⽚片区构成，总⾯面积达
2,000km²。盐池湾共安装红外相机174台，祁连⼭山共
安装红外相机170台。后续的数据分析还在进⾏行行中。

算，三江源雪豹分布区估计包含雪豹900只左右。
较 详 细 的 种 群 数 量量 调 查 主 要 在 ⼩小 范 围 开 展 。
Schaller等通过痕迹估算，认为杂多县扎⻘青乡和昂赛
乡、⽟玉树县巴塘乡、阿尼玛卿雪⼭山乡每25-35km²有1

空缺
⽢甘肃省的雪豹调查集中在祁连⼭山保护区和盐池

只雪豹，疏勒勒南⼭山可能更更⾼高，其它地区却有可能受

湾保护区内。因为数据缺乏，⽢甘肃省的调查地图中
⽬目前祁连⼭山国家公园的调查仅为示意图，但根据调

于2009年年采⽤用样线法和访问调查法，对⻘青海海省昆仑

到⼤大量量捕猎售的影响密度很低。吴国⽣生等（2009）
⼭山余脉布尔汗布达⼭山区都兰县沟⾥里里乡智⽟玉村地区的

查⾯面积估算，⼤大概占⽢甘肃省雪豹栖息地的4.06%，距
离20%的数量量调查⽬目标尚有差距。⽢甘肃省东南⻆角的
雪豹栖息地缺乏密度调查。

雪豹进⾏行行了了粗略略调查，初步估计当地雪豹最⼩小种群
数量量为6.86只，有蹄类最⼩小种群密度为2.88只/km²。
该地区牧⺠民普遍认为雪豹数量量⽐比20年年前有明显下

3.3.2 ⻘青海海省

降。
遗传学也对种群数量量调查发挥着贡献。周芸芸

已发表结果

等（2014）于2006⾄至2009年年，在三江源国家级⾃自然

早期⻘青海海雪豹调查主要以痕迹调查和居⺠民⾛走访

保护区的治多县、杂多县、⽟玉树县、囊谦县和曲麻

的形式开展，对雪豹的分布进⾏行行过粗略略的描述。廖

莱县共采集并鉴定了了45份雪豹粪便便样品，进⼀一步分

炎发（1985）⾃自1973年年到1981年年，深⼊入雪豹活动地

析认为该区域⾄至少有29只雪豹，其中治多县调查点

区，跟踪雪豹⾜足迹、采集粪便便及⻝⾷食物残骸，访问当

⾄至少有15只。李李娟（2012）报告说，三江源⾃自然保

地群众及畜产品的收购部⻔门，并结合⻄西宁市⼈人⺠民公

护区的索加区域雪豹种群密度达到3.1只／100km²，

园17年年来的收购记录。他发现⻘青海海省雪豹主要分布

治多县可能是有记录以来密度最⾼高的区域。
36

研究者也对与⾦金金钱豹同域分布的雪豹种群数量量

扰不不断加⼤大，雪豹⽣生境可能出现⽚片断化趋势，加剧

进⾏行行了了调查。梅梅索南措等在杂多县昂赛乡年年都村和

雪豹居群之间基因交流阻碍，因此需要加强对雪豹

⽟玉树县哈秀乡云塔村分别设⽴立42台和16台红外相

分布区间⽣生境廊道的建设和保护。

机，并对其中2015⾄至2016年年的红外相机记录进⾏行行了了
数据分析。在年年都村，他们成功识别出5只成年年雪豹

未发表结果

和3只成年年⾦金金钱豹，以及1只带幼崽的雌性⾦金金钱豹；

1. 三江源全境

在云塔村识别出2只雪豹和1只⾦金金钱豹。红外相机数

北北京⼤大学团队与⼭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于2009年年进

据表示该地区为雪豹和⾦金金钱豹共存的主要区域之⼀一

⼊入⻘青海海省三江源区域开展相关⼯工作。初期的雪豹项
⽬目以覆盖三江源全区的雪豹分布与威胁调查为主，

（Mei et al. 2018）。
近年年来，遗传多样性相关研究也有所增加，结

将三江源约30万km²范围内划分为15km×15km的⽹网
格，利利⽤用卫星图像将每个格⼦子以⽯石⼭山⾯面积⼤大⼩小分成
⾼高、中、低三等，在每⼀一等中随机挑选10%的⽹网格

果表明⻘青海海地区雪豹遗传多样性⾼高，可能为源种群
所在地。张于光等（2009）于2005年年和2007年年在⻘青
海海省都兰县宗加乡、诺⽊木红乡和治多县索加乡收集

进⾏行行野外调查，收集红外相机、痕迹、粪便便信息，
积累雪豹分布点位，随后利利⽤用栖息地预测模型，得

并确定了了21份雪豹粪便便，实验表明3个取样区均有雪

出了了三江源雪豹分布预测图。研究⼈人员进⼀一步对栖
息地质量量排序，得出雪豹密度⾼高、中、低的可能性
分布图。

豹存在, 且存在较丰富的遗传多态性。周芸芸等
（2015）于2014年年，对于⻘青海海囊谦县、治多县和⽢甘
肃党河南⼭山地区3个地区的雪豹粪便便DNA进⾏行行分析，
认为雪豹具有⾼高度多态性，有较丰富的遗传多样性。

2. ⻩黄河源

同时，研究⼈人员根据遗传距离推测：3个区域间雪豹

阿尼玛卿雪⼭山是很多⾼高原野⽣生动植物⾮非常重要

基因交流可能受到阻碍，其地理理距离和空间上的⼈人

的栖息地，也是在整个藏区影响最为⼴广泛的神⼭山之

为及⾃自然障碍都可能是原因之⼀一。随着⼈人类活动⼲干

图3.3.2 ⻘青海海的调查区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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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7年年1⽉月起，原上草⾃自然保护中⼼心与中国林林业

持续监测⾄至今，共拍摄了了550,999张照⽚片。基于冬季

科学研究院、⻘青海海林林业厅野⽣生动植物和⾃自然保护区

数据，标记重捕模型估计监测区域内雪豹总数为24

管理理局、世界⾃自然基⾦金金会合作，在下⼤大武、雪⼭山乡

只（SE= 1.36，95%CI=24~30只），其中成年年个体

和东倾沟三地2,000多km²的区域内架设约100台红外

的数量量为20只（SE= 1.38，95%CI=20~26只）。经

相机。⽬目前记录到超过500次雪豹活动的影像。该区

计 算 ， 取 样 ⾯面 积 内 雪 豹 密 度 为 1 . 9 只 / 1 0 0 k m ²

域内存有⼀一个健康的雪豹种群。后续数据仍在分析

（SE=0.1），成年年雪豹个体密度为1.6只/100km²

中。

（SE=0.1）。
2015年年11⽉月开始，⼭山⽔水在昂赛乡培训牧⺠民监测

3. ⻓长江源

队员们开展红外相机监测，监测⽹网络最终在2017年年

2014年年5⽉月初，绿⾊色江河在措池村政府和当地寺

11 ⽉月 覆 盖 全 乡 。 监 测 队 共 8 7 名 队 员 ， 在 7 7 个

院的⽀支持下，组织60余名志愿者在烟瘴挂峡⾕谷两侧

5 k m × 5 k m ⽹网 格 中 布 设 8 3 个 红 外 相 机 ， 覆 盖 了了

不不⾜足40km²的范围内安装6部⽆无线传输摄像机和39部

1925km²的区域⾯面积，⾄至今拍摄了了356,648张照⽚片。

红外相机。结果显示，在通天河北北岸可能⽣生活有5-7

2018年年3⽉月，巧⼥女女基⾦金金会和猫盟在⽩白扎乡⻄西部布

只雪豹，南岸有3-5只，调查期间，烟瘴挂峡⾕谷内通

设了了105台红外相机，覆盖⽩白扎保护地核⼼心区。调查

天河全流域⽆无冰封且⽔水势湍急，故雪豹种群⽆无交叉

区 域 被 划 分 为 5 k m × 5 k m 共 4 0 个 栅 格 ， 总 ⾯面 积

个体。据此可判断在烟瘴挂峡⾕谷不不到40km²的范围内

1,000km²。每⼀一个栅格选择两个最适相机位点，每

⽣生活有8-12只雪豹。2015年年，绿⾊色江河将红外相机

个位点布设1台⾃自动红外相机，拍摄到⾦金金钱豹、雪

向北北扩展到夏俄巴周边，总数达54部。⻄西北北⾼高原研

豹、⻢马麝、⻢马⿅鹿、猞猁等多种野⽣生动物。详细数据

究所连新明副研究员正在开展数据整理理分析⼯工作。

分析正在进⾏行行中。

2016年年3⽉月，在⻘青海海林林业厅项⽬目办和中国林林科院
的⽀支持下，索加乡政府的谢然等在莫曲村、⽛牙曲村

5. 祁连⼭山（⻘青海海⽚片区）

以及君曲村，对24个当地牧⺠民进⾏行行培训，并放置了了

2017年年5⽉月起，中国林林业科学研究院李李迪强研究
组作为技术⽀支撑单位，与⻘青海海省祁连⼭山⾃自然保护区

60台红外相机。数据仍在分析中。
2013年年10⽉月，在通天河沿的哈秀乡云塔村，⼭山

管理理局共同组成了了⻘青海海祁连⼭山雪豹监测组，对⻘青海海

⽔水⾃自然保护中⼼心开展以雪豹为主要⽬目标的社区监测

祁 连 ⼭山 ⼭山 地 进 ⾏行行 了了 系 统 调 查 。 研 究 组 共 在 6 9 个

项⽬目。在10个5km×5km的⽹网格内，社区监测组布设

5km×5km⽹网格以及⻩黄藏寺分区布设了了154台红外相

了了14个红外相机位点，覆盖了了250km²。随后，标记

机，覆盖了了近2,000km²祁连⼭山⼭山地。截⾄至2017年年9

重捕模型估计当地雪豹密度为4.7只/100km²

⽉月，共有37台相机记录到雪豹，共获得176次独⽴立捕

（SE=1.1），成年年雪豹个体密度为3.1只/100km²

获。油葫芦保护分区、央隆隆地区拍摄到了了多个雪豹

（SE=1.1）。2014年年底，云塔的监测区域向阿夏村

群体。调查期间，研究⼈人员还采集了了88份动物粪便便

扩 展 ， 监 测 总 ⾯面 积 达 到 3 5 0 k m ² 。 阿 夏 村 收 获 了了

样品，其中35份鉴定为雪豹，成功识别雪豹个体10

41,838张照⽚片，⼀一年年后停⽌止。云塔村的社区监测⼀一

只，其中雄性个体5只，雌性个体5只。雪豹的个体

直持续⾄至今，共拍摄红外相机照⽚片115,873张。

识别及密度估计有待通过结合下⼀一阶段数据进⾏行行分
析。

2017年年⼭山⽔水和通天河沿的东仲林林场、曲麻莱县、
称多县合作，将曲麻莱县-云塔-称多县-东仲林林场连

空缺

成⼀一⽚片，⼀一共划分71个5km×5km⽹网格，放置了了102
台红外相机，覆盖约1,775km²的区域。数据仍在整

⻘青海海省雪豹调查的完成⾯面积最⼤大，占全省栖息

理理中。

地的4.44%左右，但距离20%依然有很⼤大差距。⻘青海海
省的密度调查主要集中在三江源区域和⻘青海海省祁连

4. 澜沧江源

⼭山地区。密度调查的空缺位于果洛洛州东南⻆角，昆仑

2014年年4⽉月，⼭山⽔水在扎⻘青乡地⻘青村培训了了20名

⼭山脉和祁连、昆仑⼭山之间的⼩小⼭山。

村 ⺠民 监 测 队 员 （ 2 0 1 7 年年 底 扩 展 到 了了 4 0 ⼈人 ） ， 在
900km²内按照5km×5km⽹网格布设38台红外相机，并
38

实 了了 雪 豹 在 卧 ⻰龙 ⾃自 然 保 护 区 的 存 在 （ L i e t a l .

3.3.3 四川省

2010）。2013年年11⽉月⾄至2016年年3⽉月期间，唐卓等

已发表结果

（2017）、乔⻨麦菊等（2017）在银⼚厂沟热⽔水、梯⼦子

四川的雪豹研究集中在⽢甘孜地区和卧⻰龙国家级

沟⽊木⾹香坡和魏家沟⽑毛狗洞洞布设红外相机27个点位，

⾃自然保护区。早期，廖和谭（1998）列列举了了10个报

对雪豹及其同域野⽣生动物进⾏行行研究。相机⼯工作⽇日

道过雪豹分布的县，包括雅安、宝兴、⾦金金川、⼩小⾦金金、

7,056个, 拍摄记录约12万条。10个相机点位成功拍

阿坝、⽢甘孜、德格和巴塘。Schaller（1998）指出雪

摄到雪豹影像，有效探测43次, 相对多度指数为6.09

豹已被确认分布于⼀一些⼤大熊猫保护区（如卧⻰龙），

（唐卓等 2017）。相机⼯工作的28个⽉月中持续记录到

稀疏地⽣生活于林林线之上。

成年年雪豹及幼雪豹, 说明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雪
豹的⽣生存状况较好。

彭基泰（2009）采⽤用路路线调查、痕迹调查、访
问调查、贸易易统计、⾛走访猎⼈人等⽅方法研究了了⽢甘孜地
区的雪豹。该研究称，⽢甘孜地区所辖⽯石渠、德格、

未发表结果

⽩白⽟玉、新⻰龙、⽢甘孜、理理塘等6县的9个⾃自然保护区有

1. 邛崃⼭山系

雪豹51⾄至78只, 全地区有雪豹400⾄至500只。⽢甘孜州

2016年年起，北北京⼤大学作为技术牵头与技术⽀支撑

共划定了了42个⾃自然保护区，⾯面积达41,086 km² ,占全

⽅方，联合绵阳师范学院等单位与区内各⾃自然保护区

州总⾯面积的26.48%, 基本涵盖了了雪豹栖息地；当地

协调合作。结合环保部⽣生物多样性观测⽹网络建设，

雪豹得到了了较好的保护。

各机构开始在邛崃⼭山中部保护区群内系统建⽴立区域

2009年年, 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理局和北北京⼤大

性的红外相机监测⽹网络。2016⾄至2017年年，卧⻰龙保护

学以及⼭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合作, ⾸首次运⽤用红外相机证

区开展区内⾸首次雪豹系统调查，并延续⾄至今。2017

图3.3.3 四川省的调查区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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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年，成都市辖域内的鞍⼦子河、⿊黑⽔水河保护区联合开

3.3.4 ⻄西藏⾃自治区

展成都市雪豹专项调查。

已发表结果

根据北北京⼤大学李李晟提供的信息，截⾄至2018年年6

雪豹在⻄西藏⾃自治区分布⼴广泛。沿着喜⻢马拉雅⼭山

⽉月，邛崃⼭山中部的红外相机监测⽹网络包含监测位点

脉北北坡以及横跨⻘青藏⾼高原的较⼤大⼭山脉沿线，雪豹都

约550个，使⽤用1kmx1km的⽹网格为基本取样单元。

有或多或少的连续分布。周芸芸等（2014）对2006

在每个⾃自然保护区内，按照海海拔与植被类型的梯度，

⾄至2009年年间采集的粪便便样本进⾏行行了了分析，结果表明

抽选3-5⽚片监测样区，每个样区包含20-40个⽹网格单

⻄西藏羌塘国家⾃自然保护区有雪豹分布，但Schaller

元，每个单元内设置1个红外相机监测位点。2016⾄至

（1998）此前的调查认为羌塘保护区以及冈底斯、

2017年年，卧⻰龙保护区通过红外相机影像共识别出⾄至

念⻘青唐古拉区域的雪豹都是稀少和局部性的，他将

少26只雪豹个体。2017年年成都市雪豹专项调查结果

此归咎于岩⽺羊密度较低和缺乏适宜栖息地。Schaller

显示，在⿊黑⽔水河与鞍⼦子河保护区内⾄至少存在5只雪豹

曾在⻄西藏⻄西北北部进⾏行行⼤大范围调研，但很少遇到雪豹

个体。基于红外相机数据的深⼊入的种群密度和种群

痕迹。拉萨以南沿布丹丹边界超过40,000km²区域内，

数量量评估⽬目前仍在进⾏行行当中。研究区域内雪豹的潜

雪豹在过去⼗十年年中已经消失。羌塘南部（包括申扎、

在猎物种类丰富，数量量充⾜足，可以⽀支撑当地雪豹种

南尼玛和双湖县南部）有很⾼高的岩⽺羊种群密度和⽯石

群的⻓长期⽣生存。但是，⼤大量量散放家畜的存在，增加

⼭山地带。⾊色林林错周边的⽯石⼭山地带有⼤大量量雪豹的痕迹，
说 明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法 的 潜 在 成 效 （ J o h n

了了⼈人与雪豹冲突的⻛风险。

Farrington，未发表资料料）。
Bai et.al（2018）的研究指出，珠穆朗玛峰保护

2. ⼤大雪⼭山系

区内雪豹的适宜⽣生境⾯面积为7001.93km²，占保护区

2016⾄至2017年年间，贡嘎⼭山国家级保护区的杨创

总⾯面积的22.72%。与尼泊尔接壤的区域是主要的栖

明在贡嘎⼭山保护区按5公⾥里里⽹网格布放相机,总调查⾯面积

息地。Jackson（1994）估计珠穆朗玛峰⾃自然保护

750km²，共放置200台相机。⽬目前已共获得雪豹有

区（33,910 km²）有多达100只雪豹。近年年，珠峰雪

效照⽚片110张，初步鉴定5只以上雪豹个体。其它数
据分析正在进⾏行行中。

豹保护中⼼心联合珠峰保护区和北北林林调查团队，对珠

3. 沙鲁⾥里里⼭山系

在4处调查地Zhalong (112 km²), Qudang (32 km²),

穆朗玛国家⾃自然保护区雪豹的相关情况进⾏行行了了调查。

2016年年9⾄至10⽉月，中国猫科动物保护联盟在四

Rongxia (96 km²) and Riwu (48 km²)开展样线调查、

川省⽢甘孜州⽯石渠县洛洛须镇、新⻰龙县和⽩白⽟玉县察⻘青松

布设红外相机，推测得出珠穆朗玛雪豹密度为1.8-

多保护区开展调查。研究组在洛洛须镇约100km²的范

2.5只/100km²，与相邻的尼泊尔的⾃自然保护区相似
（Chen et al. 2016）。

围内按海海拔梯度共安装16台红外相机；在新⻰龙县约
3,000km²的范围内挑选7个区域进⾏行行调查，共安装红
外相机14台；在⽩白⽟玉察⻘青松多保护区主要为⾛走访问

未发表结果

卷调查。调查表明，⽢甘孜州的三个调查区域均存在

羌塘

豹与雪豹同域分布的情况，新⻰龙还发现了了7种猫科动

2015年年夏季，⻄西藏⾃自治区林林业厅和⼴广州市远望

物（豹、雪豹、猞猁、⾦金金猫、荒漠猫、豹猫、兔狲）

野⽣生动物保护服务中⼼心在⻄西藏⾃自治区阿⾥里里、那曲地

同域分布。

区进⾏行行了了雪豹种群研究的预调查。结合栖息地模型
预测、地⽅方林林业局经验、以及⻄西藏⾃自治区野⽣生动物

空缺

肇事补偿记录，研究组选择了了那曲市申扎县⻢马跃乡

四川的雪豹调查占栖息地的2.85%，距20%的⽬目

两个村作为雪豹种群调查区域。研究组将这调查区

标相差甚远。⽬目前，四川省在邛崃⼭山已有⼤大范围调

域划分为5km×5km的⽹网格，每⽹网格架设1⾄至3个相机

查计划。岷⼭山、⼤大雪⼭山和沙鲁⾥里里⼭山的雪豹调查⼯工作

点位。截⾄至2017年年1⽉月的数据显示，某550km²范围

还需继续推进。

内⾄至少有20只成体/亚成体及5只幼崽。空间标记重
捕模型计算的种群密度为3.04个体/100km²（95%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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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4 ⻄西藏的调查区域图
信区间1.80-4.36，p=0.568），这是已知的同⽅方法测

3.3.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算的最⾼高密度之⼀一。2017年年末，当地红外相机监测

已发表结果

⽹网络延伸⾄至⻢马跃乡全境，共146个相机点位，覆盖栖
息地总⾯面积2,000km²。 同期，羌塘保护区那曲管理理

新疆的雪豹主要分布在南部的昆仑⼭山⼭山脉、中

分局与远望合作，按照⼈人类影响梯度抽样，在双湖

部的天⼭山⼭山脉和北北部的阿尔泰⼭山⼭山脉。Schaller

县和尼玛县6个乡镇10个⾏行行政村建⽴立了了7⽚片⼩小范围监

（1988a）认为在这些适宜栖息地只要有⾜足够的⻝⾷食物

测区。每⽚片监测区⾯面积250⾄至325km²，总监测⾯面积

就会有雪豹⽣生存。阿尔泰⼭山的研究结果表明，隐蔽

1,800km²，由114个相机点位构成。

性是雪豹栖息地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徐峰等

现羌塘红外相机监测区域总⾯面积3,800km²，共

2006b）。

260个相机点位。相机点位平均海海拔5050⽶米，为已

新疆多地都开展了了雪豹种群数量量调查。1988年年

知世界海海拔最⾼高的雪豹⼤大型监测⽹网络。⼀一年年多来，

的调查显示，昆仑⼭山的保护区内有50-75只雪豹，猎

95%以上的相机点位均稳定、⼤大量量地拍摄到雪豹影

物主要为喜⻢马拉雅旱獭和岩⽺羊，并且整个新疆的雪

像，充分表明羌塘区域的雪豹分布和数量量很可能远

豹数量量可能不不超过750只（Schaller et al. 1988）。

远超过之前预期。

阿尔泰⼭山东部和天⼭山东部的样线调查显示，此地区
的雪豹痕迹数量量已经⾮非常稀少，主要原因是牧⺠民的

空缺

报复性猎杀和缺少⻝⾷食物资源（徐峰等 2006）。在天
⼭山地区，Daoning Wu等⼈人在2014⾄至2016年年采⽤用定

⻄西藏的雪豹栖息地幅员辽阔，雪豹数量量调查⽬目

点观测法和样线法统计⻄西伯利利亚北北⼭山⽺羊的数量量，估

前仅覆盖了了栖息地的和0.68%。⽬目前的数量量调查集中

计其密度为154 ± 23/100 km²，使⽤用⻝⾷食物量量估算法得

在珠峰保护区和羌塘区域，整个⻄西藏南部的喜⻢马拉

出雪豹密度为1.31-2.58/100 km²（Wu et al.

雅⼭山脉和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山脉都缺乏调查。

2015）。在天⼭山的托⽊木尔峰⾃自然保护区，多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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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利利⽤用多种⽅方法对雪豹种群数量量与密度开展了了调查；

豹分布（⻢马鸣等 2013）。综合前⼈人利利⽤用红外相机、

该地区雪豹种群密度约在0.32-5只/100km²。遗传学

样线调查、⻝⾷食物量量估计等⽅方法调查的⽂文章，⼤大部分

调查结果显示保护区内⾄至少有9只雪豹个体（⻢马鸣等

雪豹的分布范围都被保护区覆盖，约588-837只个

2006; 徐峰等 2006; ⻢马鸣等 2011; McCarthy et al.

体，占全新疆的50%⾄至60%。保护区内的密度（⼤大

2008; Turghan et al. 2011）。

于2.51/100km²）显著⾼高于平均密度（1.93/100

其他⼀一些地⽅方只有初步的调查数据。在新疆博

km²），对雪豹的⽣生存和繁殖起着积极的作⽤用（Xu

尔塔拉北北部，Alexander等⼈人在2012⾄至2014年年使⽤用

et al. 2014）。

红外相机监测到11-15只成年年雪豹和2只未成年年雪豹
（Alexander et al. 2016c）。在新疆东北北部北北塔⼭山

未发表结果

地区，徐峰等⼈人调查发现67处雪豹痕迹，4群共23只

1. 新疆全境

北北⼭山⽺羊（徐峰等 2007）。在塔什什库尔⼲干⾃自然保护

荒野新疆对新疆的东天⼭山、⻄西天⼭山、南天⼭山、

区，Jun Wang等⼈人于2009和2011年年通过样线法采集

昆仑⼭山、帕⽶米尔⾼高原、阿尔泰⼭山、准噶尔界⼭山等雪

⻝⾷食⾁肉动物粪便便，发现该地有雪豹分布，与狼、⾚赤狐

豹主要栖息地开展了了访谈和红外相机调查，初步对

存在⾼高度的⻝⾷食性重叠（Wang et al. 2014）。

新疆三⼤大⼭山系所形成的雪豹种群扩散⼤大廊道进⾏行行了了

新疆的野⽣生动物资源曾经很丰富，⼤大跃进和⽂文

摸底调查，对栖息地的连通度、雪豹热点区域等进

⾰革时期遭受了了重⼤大破坏。19世纪60年年代前，因为⼈人

⾏行行了了评估和圈定。项⽬目组与林林业管理理部⻔门、保护区、

兽冲突，雪豹遭受了了有组织的猎杀（Schaller et al.

社会组织协同，利利⽤用荒野新疆⼴广泛的⾃自然爱好者及

1988a）。现在雪豹种群依旧⾯面临⼈人⼝口增⻓长、采矿、

志愿者、在地社区⼈人员等，正在建设以乌鲁⽊木⻬齐为

放牧的影响（Turghan et al. 2011）。雪豹未来的⽣生

中⼼心，涉及哈密地区、伊犁地区、阿尔泰地区、阿

存需要保护良好的⼤大⽚片栖息地和反盗猎措施。2013

克苏地区、喀什什地区、巴州、克州、博州的⼤大范围

年年前，新疆建⽴立了了35个⾃自然保护区，其中20个有雪

的信息搜集和基础监测⽹网络。

图3.3.5 新疆雪豹调查区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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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阿尔泰⼭山脉

⼽戈壁、以及与蒙古国相连的北北塔⼭山等地潜在的重要

阿尔泰⼭山脉位于新疆⾃自治区北北部，是中国雪豹

雪豹栖息地。

分布最北北端。2017年年，世界⾃自然基⾦金金会与新疆阿尔

空缺

泰⼭山两河源⾃自然保护区和卡拉⻨麦⾥里里有蹄类野⽣生动物
⾃自然保护区建⽴立合作，启动中国境内阿尔泰⼭山脉⾸首

新疆的雪豹栖息地主要分布在东⻄西天⼭山、阿尔

次雪豹专项监测。2017年年4⽉月⾄至7⽉月，研究组分别在

⾦金金⼭山和阿尔泰⼭山脉，虽然分布调查各处都有涉及，

阿勒勒泰地区⻘青河县和富蕴县境内开展调查，共安装

但雪豹数量量调查只覆盖了了栖息地的0.49%。三⼤大⼭山脉

红外相机39台，覆盖栖息地约500km²，并在该区域

的数量量调查都需要在更更⼤大范围内进⾏行行。

⾸首次拍摄到雪豹影像。2018年年5⾄至8⽉月，两河源系统
雪豹监测⼯工作开始。研究组筛选出优质栖息地⾯面积

3.3.6 内蒙古⾃自治区

约1,500km²，5km×5km⽹网格60个。⼯工作仍在进⾏行行

内蒙古的雪豹种群缺乏研究，也没有机构正在

中。中国阿尔泰⼭山区虽然⼀一直被认为是重要的雪豹

开展⼯工作。Schaller（1998）的调查显示，雪豹曾经

分布区，但此前从未有过确切的影像记录，本项⽬目

分布在内蒙古－宁夏边界沙漠的⼤大部分区域，包括

的开展⾸首次记录到了了雪豹影像资料料，但从已获得的
部分数据来看，该区域雪豹密度并没有想象中的⾼高

东达⼭山、雅布赖⼭山、乌兰⼭山、⼤大庆⼭山、贺兰⼭山和⻰龙

3. 天⼭山⼭山脉

荒漠地区外，该物种在内蒙古已处于灭绝的边缘

⾸首⼭山。90年年代末，除少数个体可能残存在狼⼭山⼀一些
2014年年起，荒野新疆⾸首次在乌鲁⽊木⻬齐郊区天⼭山

（Wang & Schaller 1996）。沿着与蒙古边界短暂

区域开展雪豹调查。截⽌止2018年年，仅在乌鲁⽊木⻬齐南

逗留留的个体有时候会被猎杀。2013年年1⽉月，有⼈人在该

⼭山、达坂城区的两个项⽬目地就监测到超过60只雪豹

区域拍到了了⼀一张雪豹的照⽚片。这些⼭山地区域很可能

个体，记录11个繁殖家庭。其中，最⻓长的监测个体

是连接雪豹南部和北北部（蒙古-俄罗斯）种群的重要

已经超过4年年。研究⼈人员初步估计乌鲁⽊木⻬齐及周边区

通道之⼀一。

域雪豹数量量超过100只，是⼀一个特殊的雪豹景观。

3.3.7 云南省

4. 阿尔⾦金金⼭山

云南省的雪豹研究较少，⽬目前也没有机构在这

⾃自2010年年起，在科技部“库姆塔格沙漠综合考察”

⾥里里开展雪豹调查⼯工作。云南省雪豹的潜在的栖息地

及中国林林业科学研究院院重点基⾦金金的⽀支持下，森林林

仅限于⻄西北北部靠近⻄西藏⾃自治区、四川省和缅甸的横

⽣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自然保护区与⽣生物多样性学

断⼭山脉中，这⾥里里曾有雪豹的报道（Ji 1999）。1950

科组在阿尔⾦金金⼭山北北麓开展了了持续的红外相机监测⼯工

⾄至1999年年，在云南⻄西北北部的三个地点曾发现过雪豹

作。由于研究区域属于⼲干旱荒漠地区，为记录到尽
可能多的物种，红外相机部署在阿尔⾦金金⼭山北北麓的7个

的存在(Alexander et.al，2016b)。但之后，尽管

⽔水源地，监测⻦鸟兽物种多样性和丰富度。2010⾄至

Smith & Xie（2008）注意到雪豹仍然存在，IUCN

2012年年间共记录到26个物种，其中2个⽔水源地记录

的红⾊色名录判定雪豹在云南灭绝（Jackson et.al，

到雪豹分布，获得5次独⽴立捕获；2013-2016年年的监

2008）。Buzzard et.al（2017）于2012⾄至2014年年在

测数据仍在分析。新疆罗布泊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

云南进⾏行行调查，希望评估雪豹在云南的情况。他们

护区管理理局的红外相机监测数据表明，2014⾄至2016

选定了了4个雪豹可能存在的地区开展⼯工作。尽管38名

年年在⽔水源地连续三年年记录到雪豹活动。

牧⺠民称有雪豹出现，且捕获的照⽚片中有如岩⽺羊等许
多潜在猎物的照⽚片，但在总共6,300个相机⽇日⾥里里没有

5. 其他区域
2017年年夏及2018年年1⽉月，世界⾃自然基⾦金金会在卡

获得雪豹的任何照⽚片，只在海海拔3000⾄至4500⽶米处拍

拉⻨麦⾥里里⾃自然保护区及其周边准噶尔盆地雪豹栖息地

到了了⾦金金钱豹。因此，雪豹在云南即使存在也会⽐比较
稀少，仍需后续调研。

开展调查，重点识别阿尔泰⼭山前⼭山带、准噶尔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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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了⽹网格化连⽚片布设红外相机的设计，也都在进⾏行行基

3.4 结论

于雪豹斑点的个体识别；未来利利⽤用空间/⾮非空间标记

汇总各省结果发现，已有⽂文献中雪豹分布（⽂文

重捕模型，都可以算出当地的种群密度和数量量。我

献信息⿊黑⾊色点）的信息较多，尤其集中在新疆和⻘青

们统计了了各机构的相机调查范围，⼀一共覆盖了了约3万

海海两省区；但涉及密度估算的调查（⽂文献信息红⾊色

km²，约占全国雪豹栖息地的1.7%。如果按照PAWS

点）很少。基于发表信息的密度估算推演⾄至更更⼤大区

计划的⽬目标调查20%的雪豹栖息地的种群密度，我

域，显然是不不现实的。

国的密度调查尚处于起步阶段。

⼀一张⾜足够精确、符合现实分布情况的异质性雪
豹分布图是⽬目前急需的。按照PAWS计划提议的⽅方
法，将全国⽤用⼤大尺度⽹网格（如20km*20km）划分，
⽆无论是访谈、痕迹还是红外相机调查，如果能汇总
每⼀一个⽹网格内所有调查的调查努⼒力力和调查结果，应
⽤用占域（Occupancy）模型则有希望实现对雪豹栖
息地异质性分布的较为准确的模拟。汇总已有的调
查，与吉尔吉斯接壤的⻄西天⼭山地区以及⻄西藏南部的
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是分布调
查中的两⼤大空缺。我们仍需要⼤大量量的努⼒力力去收集汇
总已有的调查结果和调查努⼒力力，以填补空缺区域。
估计各地区雪豹种群数量量，也是⼀一项紧迫的任
务。现阶段，各机构正在进⾏行行的未发表的雪豹调查
基本都有密度估算的⽬目标。这些调查，基本都参考

图3.3.6 全国已发表和未发表的雪豹调查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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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及其对应的威胁（表4.3.2）。最后，挑选出国内

4.1 引⾔言

每个保护⾏行行动的典型案例例，供雪豹保护机构参考。

除了了缺乏基础信息，还因为对保护威胁了了解不不

整理理过程中，我们发现各级政府和⺠民间组织、

够，导致雪豹保护的⾏行行动缺乏统筹规划。在本章中，

社区等都针对雪豹开展诸多颇有成效的⼯工作，但由

我们整理理了了中国雪豹可能⾯面临的具体威胁，并对威

于篇幅限制，每个类别的保护⾏行行动只选择了了⼀一个案

胁进⾏行行排序；我们还汇总了了各省已经开展的保护⾏行行

例例，⽆无法⼀一⼀一展示。

动，并进⼀一步分析全国及各省雪豹的保护⾏行行动空缺。

除了了各地⽐比较典型的保护案例例，我们没有介绍
国外有⽽而国内尚未开展的保护⾏行行动，也没有介绍全
国范围内惠及雪豹的政策，如野⽣生动物⽴立法执法、

4.2 ⽅方法

家畜疫病防治、精准扶贫、⽣生态补偿（如草原⽣生态
奖补）等。这些政策为雪豹保护提供了了最根本的保

4.2.1 威胁识别

障。篇幅所限，本章不不⼀一⼀一介绍，但在表格4.3.2中

⾸首先，从《雪豹⽣生存策略略》（Snow Leopard

列列出，为保护空缺分析、确定⾏行行动⽅方向提供参考。

Survival Strategy, Snow Leopard Network 2013）
中获取国际公认的雪豹⾯面临威胁因素，邀请中国雪

4.2.4 保护空缺分析

豹保护⽹网络的⼀一线⼯工作成员，结合实际情况筛选威

以各省威胁排序（详⻅见表4.2.1）为基准，将保

胁因素。其次，检索并综述涉及威胁因素的⽂文献，

护⾏行行动（详⻅见表4.3.1）拆分⾄至各省区，获得各省区

并访谈各省/⾃自治区的关键信息⼈人，列列举各种威胁因

的威胁排序和对应的保护⾏行行动。通过⽐比对威胁排序

素的实际案例例。关键信息⼈人指全国各地对熟悉情况

和保护⾏行行动，确定保护空缺，即：1）有哪些威胁因

的林林业⼯工作⼈人员、⼀一线保护⼯工作者、科研⼯工作者，

素评分⾼高，但没有采取相应保护⾏行行动、或者保护⾏行行

列列表⻅见章节作者。共识别出21种威胁因素。

动尺度不不够⼤大？2）有哪些威胁因素评分不不⾼高，但没
有任何对应的保护⾏行行动？最后，我们访谈各省关键

4.2.2 威胁排序

信息⼈人，确认保护空缺分析结果，并初步分析空缺

我们邀请关键信息⼈人对各省/⾃自治区的威胁因素

原因。

进⾏行行专家评分。依据“威胁减轻评估⽅方法”（Treats
Reduction Assessment, TRA, Salafsky& Margoluis
1999）, 专家从“⾯面积”、“强度”和“急迫性”三个维度对

4.3 结果

威胁因素进⾏行行评估。“⾯面积”代表此威胁所影响区域的

4.3.1 威胁因素

⼤大⼩小，“强度”代表该威胁对所在区域造成影响的⼤大
⼩小，“急迫性”代表该威胁的紧急程度。评分从1-5，5

4.3.1.1 雪豹个体相关威胁

代表影响最⼤大，1代表影响最⼩小。三者加和则是该威

报复性猎杀

胁的总分。同⼀一个省区的专家评分经过平均后，得
出该省区的最终威胁评分表。最后，将各省区雪豹

雪豹及同域分布的捕⻝⾷食者时常猎杀家畜，造成

适宜栖息地⾯面积占全国栖息地⽐比例例作为权重，乘以

较⼤大损失。这可能导致当地群众怨恨雪豹、狼等⼤大

该省区某威胁的评分；各省评分加权相加，作为各

型⻝⾷食⾁肉动物, 降低群众的容忍度, 从⽽而认为只有消灭

威胁因素的全国总评分。

⻝⾷食 ⾁肉 动 物 才 是 解 决 冲 突 的 唯 ⼀一 措 施 （ O l i e t a l .
1994）。在中国，雪豹造成的家畜损失似乎低于其

4.2.3 保护案例例收集

他雪豹分布国（Xu et al. 2008, Li et al. 2013,
Alexander et al. 2015, Chen et al. 2016）。Li 等

我们采⽤用问卷形式，从关键信息⼈人处收集了了开

（2013）发现, 在⻘青海海省三江源，只有10％的家畜

展过或正在开展的雪豹保护⾏行行动，以及当地政府、

损失与雪豹有关, ⽽而45％与狼有关, 42％与疾病相

保护区惠及雪豹的政策、项⽬目、保护⾏行行动等，并确

关。Li等（2013）、Chen等（2016）、Alexander

定各个保护⾏行行动所应对的威胁。参考国外有成功案

等（2015）和Xu等（2008）发现，在⻘青海海省三江源

例例但国内尚未开展的保护措施，总结出19项保护⾏行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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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青海海昆仑⼭山、⽢甘肃祁连⼭山和⻄西藏珠峰地区，

杀，占当地雪豹种群的1.2%（Li & Lu 2014）。Ma

当地牧⺠民对雪豹的容忍度较⾼高，但对造成更更⼤大量量家

（2012）的问卷调查显示，1960-2010年年间偷猎贸

畜损失的其它⻝⾷食⾁肉动物（如狼）的容忍度较低。在

易易增加。新疆雪豹研究⼩小组（XSLT）通过暗访和问

新疆天⼭山东部区域，2016年年北北⼭山⽺羊种群感染⼩小反刍

卷调查，收集到新疆2002-2012年年间387起雪豹及其

疫⼤大量量死亡，造成野⽣生猎物缺乏，当地雪豹种群对

制品的市场交易易与盗猎信息（Ma 2012）。⻓长期以

家畜的捕⻝⾷食强度陡然增加。牧⺠民对新近出现的雪豹

来，⽢甘肃临夏⼀一直是动物⽪皮⽑毛的交易易中⼼心, 曾聚集8

捕⻝⾷食家畜事件难以适应，表现出较低的容忍度（荒

万⼈人之众。交易易者声称所售卖的亚洲⼤大型猫科动物

野新疆 提供信息）。

⽪皮⽑毛来⾃自阿富汗、缅甸、中国、印度、蒙古、巴基
斯坦、俄罗斯和越南（EIA 2008）。

⾮非法贸易易导致的偷猎
动物园和博物馆的活体收集

雪豹因其⽑毛⽪皮和⾁肉⽽而遭到猎杀，并被买卖。所
有分布国均⽴立法保护雪豹, 并且从1975年年起雪豹就被

在新疆的387起雪豹及其制品的市场交易易与盗猎

列列⼊入CITES附录1。然⽽而，各分布国的⾮非法贸易易仍然

事件中，排名前四的分别是：野外⾃自然观察时碰到

是雪豹的持续威胁。环境调查协会（Environmental

的盗猎（17%），为动物园收集动物进⾏行行的捕获

Investigation Agency, EIA）总结了了⾃自2005起亚洲⾮非

（ 1 6 % ） ， 个 ⼈人 ⽑毛 ⽪皮 收 集 （ 1 3 % ） 和 中 药 应 ⽤用

法野⽣生动物贸易易的研究结果。2000年年以来, 12个雪

（9%）（Ma 2012）。当地群众遇到误闯⼈人类领

豹分布国共缴获了了151张雪豹⽪皮。据估计，海海关查出

地、⽣生病的或者落单的雪豹时，往往不不知如何处理理，

的案件只占据实际数量量的10％左右。所以，过去12

可能会通过林林业系统联系动物园。这种处理理⽅方式，

年年间，可能有多达1,000起雪豹个体⾮非法交易易，占全

可能使这些雪豹丧失了了潜在的野外放归的机会。博

球雪豹种群的1/6左右（EIA 2012）。最新研究显

物馆的标本收集也可能帮助当地⼈人转卖掉⼿手中的雪

示，2003⾄至2014年年间，除哈萨克斯坦之外的11个雪

豹⼫尸体，⽆无意中刺刺激报复性猎杀和盗猎（⼭山⽔水⾃自然

豹分布国，共发现88起⾮非法交易易，涉及439只雪豹，

保护中⼼心 提供信息）。

占全球雪豹种群的8.4%-10.9%（Maheshwari &
针对其他物种下毒、下套等导致的误杀

Niraj 2018）。我国占其中的50%（222只雪豹），
阿富汗占30%（132只雪豹）。尽管各国野⽣生动物执

针对其他野⽣生动物下毒或设置陷阱，同样可能

法和犯罪控制⼒力力度显著加强，但与1993⾄至2002年年相

误杀雪豹。⽐比如, ⻘青海海省通天河沿岸⽤用来抓捕⻢马麝的

⽐比，2003⾄至2012年年间雪豹贸易易依然增⻓长了了61%。Li

陷阱，就对雪豹产⽣生了了严重的威胁。2014年年冬季, 当

和Lu（2014）收集了了中国2000年年⾄至2013年年的雪豹猎

地村⺠民在⼀一个⼭山⾕谷中找到数百个设置在柏树林林中的

杀案例例，共有43起, 牵涉⾄至少98只雪豹。早期雪豹制

铁丝脖套, 雪豹和其它动物很难避开（⼭山⽔水⾃自然保护

品交易易主要集中于省内城市。从2010年年开始, 市场开

中⼼心 提供信息）。⼀一些当地⼈人捕杀狼的毒药和陷阱

始向中国更更加富裕的沿海海城市扩张，贸易易也向奢侈

也会杀死雪豹（Li et al. 2013）。在四川⻄西部，有很

品⽅方向转变。

多针对林林麝或⽩白唇⿅鹿的猎套，尤其是雅江县的猎套

根据Liu（1994）的估计，80年年代以前，⻄西藏每

密度⾼高到惊⼈人（⼭山⽔水⾃自然保护中⼼心 访谈信息）。另

年年猎杀200⾄至300只雪豹。政府的⽪皮⽑毛收缴记录显

外，⼀一些当地居⺠民在开辟、维持⾼高⼭山牧场时，往往

示，1968-1971年年间，仅在⻄西藏昌都就有88只雪豹

会对⾮非特定的⼤大型⻝⾷食⾁肉动物下毒“清场”，对雪豹造成

遭到猎杀（Schaller et al. 1988）。20世纪90年年代，

很⼤大威胁（北北京⼤大学李李晟 提供信息）。

政府为了了控制⻝⾷食⾁肉动物数量量，雪豹继续遭到捕杀。
雪豹疾病

在eng（2009）发现，⼆二⼗十世纪60⾄至80年年代，四川
省政府每年年从本地猎⼈人⼿手⾥里里收购20-30张雪豹⽪皮⽑毛。

极少有记录表明野⽣生雪豹死亡是由于疾病引起

根据Zhang（1985），仅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

的, 因此很难评估这项威胁的严重程度。2000到

州， 1955⾄至1965年年间，雪豹⽪皮张贸易易平均每年年30张

2008年年，侯赛恩·阿⾥里里（Hussain Ali）在巴基斯坦北北

雪豹，且1965年年⼀一年年就⾼高达135张。李李娟等通过半

部的红其拉甫地区检查了了14具雪豹⼫尸体，并没发现

结构化访谈发现，三江源地区每年年约有11只雪豹被

明显死于疾病的案例例。但与盗猎类似，传染病导致
51

的死亡很容易易被低估。雪豹栖息地太过险峻，研究

导致各地雪豹及猎物种群被隔离，遗传多样性下降，

⼈人员很难被发现或调查死亡事件。传染病可能是雪

增⼤大孤⽴立⼩小种群的灭绝⻛风险。中国与⻄西部各国的边

豹种群的固有特征，但随着压⼒力力增加和家养⻝⾷食⾁肉动

境区域存在⼤大量量雪豹栖息地。⼤大中型野⽣生兽类⼏几乎

物的蔓延，传染病的影响增⼤大，特别是当雪豹种群

没有可能穿越边境围栏。⽐比如，在新疆与蒙古接壤

下降时（Ostrowski & Gilbert 2016）。⽝犬瘟病毒对

的阿尔泰⼭山脉地区，边境围栏完全阻隔雪豹的移动，

野⽣生豹亚科动物影响极⼤大。圈养雪豹中出现过两例例，

导致国内的阿尔泰雪豹种群岌岌可危（WWF 提供信

都与其他病原体同时感染（Fix et al. 1989; Silinski

息）。牧场上⽤用来划清产权的围栏也同样会阻碍野

et al. 2003）。炭疽由炭疽杆菌引起，曾在⾮非洲造成

⽣生有蹄类动物。Xu et al（2008）认为铁丝围栏使得

野⽣生猫科动物的死亡，⼤大部分雪豹分布区报道过这

栖息地⽚片段化，影响了了野⽣生有蹄类动物⽣生存，也是

种疾病。2011年年4⽉月，⼀一只带有监测颈圈的雪豹死在

⻘青海海省昆仑⼭山沟⾥里里地区雪豹种群的潜在威胁。李李娟

蒙古的⼽戈壁沙漠。虽然研究⼈人员没有对这只雪豹进

（2012）通过廊道分析发现，昆仑⼭山和祁连⼭山的雪

⾏行行确定性的病理理学检测，⽽而且炭疽在蒙古的这⼀一区

豹种群可能受到⻘青藏公路路和⻘青藏铁路路的阻隔，⽽而阿

域也不不流⾏行行，不不过可以从症状推测死因为炭疽：死

尔泰和天⼭山雪豹种群同样如此。在新疆东天⼭山区域，

亡雪豹的颈部有明显⽔水肿，⿐鼻腔有未凝结的带⾎血分

通往乌鲁⽊木⻬齐的国道和铁路路阻隔了了乌鲁⽊木⻬齐南⼭山和

泌泌物（K.Suryawanshi, 个⼈人交流）。

博格达峰之间的雪豹种群交流，⽽而阿拉⼭山⼝口处修建

中国农业⼤大学的安妮（2016）从⻘青海海省三江源

的公路路可能阻断了了东天⼭山与准格尔界⼭山之间雪豹迁

地区收集了了29份野⽣生雪豹粪便便样本，寄⽣生⾍虫检出率

徙的唯⼀一通道（荒野新疆 提供信息）。

为89.66%。寄⽣生⾍虫种类包括猫等孢球⾍虫、⽑毛滴⾍虫、
盗猎和误杀导致的猎物种群减少

猫⼸弓⾸首蛔⾍虫、狮⼸弓蛔⾍虫、钩⾍虫、棘球绦⾍虫或带绦⾍虫、
丝状⽹网尾线⾍虫、分体吸⾍虫、前后盘吸⾍虫。2016⾄至

由于缺少法律律保护，岩⽺羊曾遭到⼤大量量猎杀，供

2017年年，⻘青海海三江源地区救助的两只雪豹活体和牧

当地牧⺠民⻝⾷食⽤用以及出⼝口。从1958年年起，⻘青海海省每年年

⺠民报告的三具雪豹⼫尸体，经兽医检验都不不是由传染

平均出⼝口100,000⾄至200,000 千克的岩⽺羊⾁肉(Schaller

性疾病导致（⼭山⽔水⾃自然保护中⼼心 提供信息）。2014

et al. 1988)。2000年年前后，⺠民间枪⽀支上缴，对岩⽺羊

年年，《我们诞⽣生在中国》的雪豹拍摄组在三江源的

等雪豹猎物的有意捕杀⼏几乎消失。但是，川⻄西地区

拍摄地发现过⼀一只半岁⼤大的⼩小雪豹在抽搐癫痫之后

仍存在当地群众或外来⼈人员设置的猎套，有些是针

迅速死亡，可能是中毒或疾病导致。兽医没有给出

对岩⽺羊，更更多是针对⿅鹿和麝（⿅鹿⻆角、⿅鹿茸、麝⾹香的

统⼀一结论。

收集）。巴塘县还存在公务⼈人员持枪盗猎的现象，
不不是出于经济⽬目的，⽽而是为了了娱乐、收藏、⻝⾷食⽤用野

4.3.1.2 栖息地与猎物相关威胁

味 等 “ 战 利利 品 狩 猎 ” （ ⼭山 ⽔水 ⾃自 然 保 护 中 ⼼心 访 谈 信

栖息地退化

息）。

雪豹栖息地与畜牧业分布区⾼高度重叠，⽽而⽬目前

家畜竞争导致的猎物种群减少

全球草场的状况不不容乐观，将近⼀一半轻度到中度退

关于家畜和雪豹的野⽣生猎物之间的竞争关系，

化，5%重度退化（Brown 2008）。因为不不合理理利利⽤用

国内外已经开展过⼤大量量研究。Mishra et al.（2004）

和⽓气候变化等因素，中国雪豹分布区也⾯面临着草地

在印度拉达克斯⽪皮蒂峡⾕谷的研究发现，重度放牧的

沙漠化和草场退化的威胁（Harris 2010; Wang et al.

草场地上⽣生物量量低，岩⽺羊密度和冬季前后的幼⺟母⽐比

2015）。这直接影响到雪豹的野⽣生猎物种群，从⽽而

显著降低。Suryawanshi et al.（2010）的研究发

限制雪豹种群的健康发展。

现，在家畜密度较⾼高的地区，岩⽺羊冬季被迫改变⻝⾷食
性，吃更更多的双⼦子叶植物，⽽而且春季幼⺟母⽐比⼤大为降

栖息地破碎化

低。肖凌云（2017）在三江源地区的研究却发现，

在部分雪豹分布区，地形本身就会导致栖息地

家畜对岩⽺羊没有造成显著的密度或幼⺟母⽐比下降。但

的破碎化，⽐比如川⻄西、疆北北等被⼈人类聚居地包围的

新疆的北北⼭山⽺羊会明显避开赶⽺羊⼈人的活动区域（荒野

孤⽴立⼭山峰。但围栏和道路路等线性障碍会加剧破碎化，

新疆 提供信息）。在四川卧⻰龙保护区，过度放牧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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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野⽣生有蹄类动物造成了了威胁，可能威胁到当地

6.结核病/1989/阿尔泰⼭山/俄罗斯
7.疥螨/正在进⾏行行/阿尔泰⼭山/蒙古
8.⼭山⽺羊传染性胸膜肺炎/2012/⻘青藏⾼高原/中国
9.⼩小反刍兽疫/2007-2008/⻘青藏⾼高原/中国
10.疥螨/1997-2007/喀喇喇昆仑⼭山/巴基斯坦
11.⼝口蹄疫/2011/兴都库什什⼭山/巴基斯坦
12.⼭山⽺羊⽀支原体感染/2010/帕⽶米尔-阿尔泰⼭山/塔吉克斯坦

的雪豹种群（北北京⼤大学李李晟 提供信息）。
猎物疾病
在亚洲，家畜侵占野⽣生动物栖息地的情况很普
遍。家畜很可能是野⽣生有蹄类动物蔓延感染的源头，

4.3.1.3 政策和认知相关威胁

应成为疾病监测的⾸首要⽬目标。另外，家畜还会迫使

普遍认知缺乏导致的政策不不当

野⽣生有蹄类向⼭山上迁移，进⼊入⽣生存压⼒力力更更⼤大的次优
栖息地，导致疾病造成的影响更更为恶劣（Ostrowski

在雪豹分布国，⽆无论是与雪豹⽐比邻的当地⼈人、

& Gilbert 2016）。2007年年，巴基斯坦北北部的岩⽺羊种

城市中的公众，还是政府部⻔门，普遍不不了了解雪豹⾯面

群爆发了了⼀一场疥螨，导致上百只岩⽺羊死亡。早在

临的困境, 也不不清楚雪豹的保护价值。这些认知上的

1996年年，牧⺠民就第⼀一次报告这种疾病：整年年都有发

缺失，⼀一⽅方⾯面是因为数据和研究不不充分，另⼀一⽅方⾯面

⽣生，能感染雌雄岩⽺羊和各个年年龄组，⼗十年年后岩⽺羊种

是因为对已知信息的宣传、沟通不不⾜足。认知缺失导

群还未能恢复（Dagleish et al. 2007）。1968年年到

致出台不不恰当的政策，例例如国家投资巨⼤大的退牧还

1971年年间，在哈萨克斯坦的Aksu-Zhabagly保护

草⼯工程。⼤大量量资⾦金金⽤用于围栏建设，本意是通过产权

区，⼤大约80%的北北⼭山⽺羊种群被感染。此外，乌兹别

划分避免“公地悲剧”，通过划分轮休牧场和禁牧草地

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恰特卡尔地区也爆发过螨

恢复退化的草场、保护⽣生物多样性，但⼤大量量修建的

病（Fedosenko & Blank 2001）。2010年年秋，在塔

围栏⾮非但没有促进草地的保护，反倒在某些地区加

吉克斯坦Hazratishoh地区⻄西南，⼭山⽺羊⽀支原体肺炎爆

剧了了草场退化（Li et al. 2017），还可能威胁野⽣生动

发，杀死了了⾄至少64只捻⻆角⼭山⽺羊（Ostrowski et al.

物的⽣生存。

2011）。2007年年7⽉月到11⽉月，⻄西藏⻄西南部爆发了了⼀一
政策实施不不⼒力力

场⼩小反刍兽疫（PPR）感染，主要影响⼭山⽺羊和绵⽺羊
（Wang et al. 2009）；到2007年年10⽉月，家畜和岩⽺羊

雪豹分布区⼤大都地处偏远、交通不不便便，且分布

均爆发致命性⼩小反刍兽疫（Bao et al. 2011）。2014

区⼈人⼝口相对⽐比较贫困（Mishra et al. 2003）。即使

⾄至2016年年，新疆东天⼭山区域爆发⼩小反刍兽疫，导致

有合适的政策，由于资⾦金金、⼈人⼒力力、交通等限制，依

⼤大量量北北⼭山⽺羊死亡（荒野新疆 提供信息）。

然可能存在政策实施不不⼒力力、甚⾄至压根⽆无法正确实施
的情况。Chen等⼈人（2016）描述了了⻄西藏⾃自治区的野
⽣生动物肇事补偿政策在实施中出现的具体问题，⻘青
海海省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山⽔水⾃自然保护中⼼心 提供信
息）。纵然政府有补偿资⾦金金可供申请，但由于事发
地点⼤大多交通、通信不不便便，很多情况下，群众很难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上报审核⼿手续，不不得不不放弃申领
补偿。
缺乏跨境合作
雪豹栖息地沿各⼤大⼭山系分布，当然不不以⾏行行政单
元为边界。然⽽而各地建⽴立保护区、实施保护政策时

图4.3.1 雪豹分布区中（红⾊色）报告过的野⽣生有蹄类
疾病爆发地点（OSTROWSKI & GILBERT 2016，
于洋翻译）

却都以⾏行行政单元为界，跨保护区、跨⾏行行政边界的合
作较为困难。在⼀一国之内，两省区之间都很难制定
并实施统⼀一的保护规划，更更勿论跨国界的合作。保

1.⽜牛瘟和炭疽/1895-1898/帕⽶米尔⼭山/塔吉克斯坦
2.⼭山⽺羊传染性胸膜肺炎/1940年年代/帕⽶米尔⼭山/塔吉克斯坦
3.疥螨/1960年年代后期/帕⽶米尔-阿尔泰⼭山/乌兹别克斯坦
4.疥螨/1968-1971/帕⽶米尔-阿尔泰⼭山/哈萨克斯坦
5.疥螨/1960年年代后期/天⼭山/吉尔吉斯斯坦

护区边界以外或省界地区，往往由于距离偏远⽽而疏
于管理理，成为偷猎的⾼高发区。因此，推动跨省联动
的巡护与反盗猎机制，是应对该问题的主要策略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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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跨⻘青海海、⽢甘肃两省的祁连⼭山雪豹国家公园是在此

⼈人⼝口增⻓长与贫困

⽅方⾯面的⼀一个新尝试。UNDP-GEF⽀支持的吉尔吉斯斯

⼈人⼝口增⻓长及贫困、栖息地过度利利⽤用等问题，与

坦、哈萨克斯坦和中国三国交界处的中天⼭山地区雪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通 常 紧 密 关 联 （ A d a m s e t a l .
2004）。⽣生物多样性保护必须考虑社会问题，以实
现社会发展与⽣生态系统保护的双赢；从上世纪⼋八⼗十

豹景观保护项⽬目，也是跨国合作的⼀一次尝试。
基层保护部⻔门能⼒力力不不⾜足

年年 代 开 始 ， 这 已 逐 渐 成 为 保 护 ⼯工 作 的 主 流 模 式
（McShane & Wells 2004）。在雪豹分布区内，⼈人

雪豹栖息地所在的保护区，往往⾯面临资⾦金金、⼈人

⼝口增⻓长与贫困问题会导致对草场的过度利利⽤用、野⽣生
有蹄类减少、⼈人兽冲突激化等⼀一系列列问题（Mishra
et al. 2001, 2003）。因此，⽆无论是政府还是⾮非政府

⼒力力不不⾜足的限制，也缺乏系统、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
以开展雪豹及伴⽣生物种的调查、监测与保护⼯工作。
四川的保护区算是⾛走在全国前列列，但只有⼏几个熊猫

组织，针对扶贫、⽣生态补偿、替代⽣生计、技能培训
等⽅方⾯面的投⼊入，都在保护⼯工作种占很⼤大⽐比重。

国家级保护区受到了了较为良好的技能培训，可以独
⽴立地开展此类⼯工作。然⽽而四川的雪豹栖息地⼤大多分
布在熊猫保护区外。⻄西藏、⻘青海海等省区保护区地域

流浪狗袭击雪豹及其猎物

辽阔，⼈人⼒力力极度缺乏，⼏几乎不不可能靠保护区⼈人员完
成当地的雪豹调查。

⾃自由放养、⽆无主流浪狗及野狗，即并⾮非永久拴
着或在⼈人为监控下的狗（不不论是否有主⼈人），占全

当地社区认知缺乏

球狗只数量量的75% （WSPA 2011）。它们繁殖⼒力力旺
盛、适应能⼒力力强。如果没有妥善管理理，当狗进⼊入野
地、野⽣生动物的接触逐渐增多，它们可能成为捕⻝⾷食
者、猎物、以及资源竞争者（Butler et al. 2004），
甚⾄至可能主宰当地的⽣生态系统（Wandeler et al.

⽬目前，在中国的雪豹分布区，绝⼤大多数基层群
众知道雪豹是保护动物，知道杀死雪豹是违法的，
也普遍具有朴素的⽣生态观念。但⻓长期以来，在⽣生计

1993）。由于藏獒市场崩溃，⻘青藏⾼高原上的流浪狗
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雪豹的栖息地内。当地牧⺠民常⽬目

压⼒力力和现⾏行行保护管理理体制下，群众没有机会深度参
与家乡的保护⼯工作，对野⽣生动物持负⾯面态度，基层

击到与雪豹争夺⻝⾷食物资源，对雪豹进⾏行行直接骚扰。
同时，作为疾病携带者和传播者，流浪狗对整个⻝⾷食
⾁肉动物群落造成潜在威胁。相关的研究正在进⾏行行中

内⽣生的保护⼒力力量量极其缺乏。在监管或补偿措施不不到
位的情况下，负⾯面态度有可能快速转化为报复性猎
杀或其它破坏⾃自然栖息地的⾏行行为，对雪豹保护造成

（北北京⼤大学刘铭⽟玉 未发表信息）。

重⼤大威胁。

⾍虫草/药草采挖造成的⼲干扰

4.3.1.4 潜在威胁

在⾍虫草产区，⾍虫草采挖季节⼤大量量外来⼈人员聚集
雪豹栖息地。除了了直接⼲干扰雪豹及其猎物种群，外
来⼈人员还可能盗猎野⽣生动物。如四川洛洛须县的真达

⽓气候变化
全球⽓气候正在发⽣生快速变化。联合国政府间⽓气

乡，每年年⾍虫草季节会有少量量偷盗猎（⼭山⽔水⾃自然保护
中⼼心 访谈信息）。⾍虫草采挖季节与雪豹产崽季时间

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07）评估指出，亚洲⼭山
区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比较突出。Li等（2016）对
雪豹栖息地的分析发现，随着⽓气候变暖，雪豹栖息

重叠，每年年都有“草⺠民”发现雪豹窝的事件。如果不不加
以妥善引导，天性敏敏感的带崽雪豹可能会因为巢址
暴暴露露⽽而搬迁，增⼤大了了幼崽被其它⻝⾷食⾁肉动物捕⻝⾷食的⻛风

地向更更⾼高纬度和更更⾼高海海拔变迁；横断⼭山和喜⻢马拉雅
的很多区域将可能不不再适宜雪豹，全球雪豹栖息地

险。
另外，有些地区居⺠民对⾼高⼭山中药材（如⻉贝⺟母、

破碎化进⼀一步加剧。⽓气候变化对冻⼟土（Xue et al.
2009; Yang et al. 2018）、冰川（Yao et al.
2013）、草甸（Yu et al. 2010；Lehnert et al.

羌活等）的采集较为严重。此外，采药者砍烧⽕火柴
⽤用于煮饭和炕药材，⼤大量量破会啊⾼高⼭山草甸的地表植
被，从可能导致岩⽺羊数量量减少。

2016；Klein et al. 2007）产⽣生的影响⼗十分深远，进
⽽而影响逐⽔水草⽽而居的有蹄类动物（Luo et al. 2015）
和当地牧⺠民（Vince 2010），这些都会最终影响到
雪豹等顶级⻝⾷食⾁肉动物的⽣生存。

⼤大规模发展项⽬目
在雪豹分布区内，基础设施建设普遍发展迅速,
尤其在印度、中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等经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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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发展的国家。在新疆，⼀一些⼤大型交通建设项⽬目阻

盗猎⻛风险，还因为道路路发展给原本偏远的地区带来

隔雪豹栖息地，⼲干扰效应明显。近⼏几年年，新疆有多
个正在实施或计划中公路路及铁路路项⽬目横跨天⼭山。施
⼯工活动直接改变了了雪豹的栖息地利利⽤用，使得红外相

新的威胁（Wingard & Zahler 2006）。新疆天⼭山地

机连续⼏几个⽉月捕捉不不到雪豹影像（荒野新疆 提供信
息）。旅游开发同样可能造成威胁。在四川，地⽅方

保督查活动⼤大⼤大遏⽌止了了这类活动发展。天然⽓气和⽯石

区随处可⻅见的矿业开采活动使当地雪豹种群更更加破
碎，是当地雪豹⾯面临的最⼤大威胁。所幸近年年来，环
油管道将天⼭山地区的雪豹栖息地⼀一分为⼆二，包括哈

政府正在加⼤大旅游设施建设，游客数量量递增，原先
连⽚片的雪豹栖息地被不不同程度地分割开来，种群交
流机会减少。⽐比如，2017，年年当地保护区对四川⼩小

萨克斯坦-中国边界区域到乌鲁⽊木⻬齐和兰州的天然⽓气
管道（G19, G31, G10）, 以及被提议的到塔⾥里里⽊木盆
地 的 路路 线 将 会 分 割 雪 豹 的 南 北北 部 种 群 （ S L S S

⾦金金双桥沟、⻓长坪沟、海海⼦子沟雪豹栖息地的红外相机
监测发现，60台红外相机种只有⼀一个点位获取了了⼀一

2013）。

张雪豹影像资料料（卧⻰龙保护区 提供信息）。

4.3.2 威胁排序

矿产与⽔水电开发造成的影响

根据专家评分结果，我们对每个省区内的威胁

中国、蒙古、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和塔吉克

因素进⾏行行排序（表4.3.1）。

斯坦等雪豹分布国的矿产、天然⽓气和⽯石油资源丰富

（Baker et al. 2010）。蒙古南部⼽戈壁、⻘青藏⾼高原和
其他地区有分散但⼴广泛分布的⼩小规模⾦金金矿。矿业开
采活动直接破坏雪豹赖以⽣生存的裸岩⽯石⼭山，并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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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强，但科学监测、防⽌止报复性猎杀、引导社区参

4.3.2.1 ⻘青海海省

与保护等⽅方⾯面较缺乏能⼒力力”。排序第三的是家畜竞争

⻘青海海省的威胁评分整体较低。评级最⾼高的为基

导致的猎物种群减少，评分者们给出的描述是“除了了

层保护部⻔门能⼒力力不不⾜足，评分者们给出的描述是“林林业

羌塘北北部，⾃自治区内⼴广⼤大雪豹栖息地和社区分布重

部⻔门及保护区⼈人员不不够、资⾦金金有限、能⼒力力有待提升，

叠度⾼高。家畜竞争是潜在威胁，但没有证据表明当

雪豹保护的专项⼯工作基本都没有”；其次是流浪狗的

地家畜竞争已造成猎物种群减少”。

威胁，评分者们给出的描述是“由于藏獒市场崩塌流
浪狗问题普遍存在，南部⽐比北北部更更为严重”；排序第

4.3.2.3 四川省

三的是栖息地破碎化，评分者们给出的描述是“⼤大尺

四川省威胁评级最⾼高的为基层保护部⻔门能⼒力力不不

度上道路路建设和⼈人类聚居地将核⼼心栖息地分割开，

⾜足，以及⼈人⼝口增⻓长和贫困。评分者们对保护部⻔门能

局部还有草场围栏的影响”，“现有道路路改建、升级以

⼒力力不不⾜足给出的描述是“主要是⼈人员不不够导致”；对贫困

及新建道路路的影响”。

给出的描述是“⼈人⼝口增⻓长和贫困直接影响⾼高⼭山草甸放
牧的强度”。排序第⼆二的是缺乏跨境合作，评分者们
的描述是“邛崃⼭山区域尤其明显，雪豹栖息地跨⾏行行政
边界、跨保护区，相互之间缺乏沟通和联动”。排序
第三的是家畜竞争导致的猎物种群减少，评分者们
给出的描述是“⾼高⼭山草甸放牧情况普通且严重，在邛
崃⼭山等地近年年来还有加剧趋势”。

图4.3.1 ⻘青海海省威胁排序

4.3.2.2 ⻄西藏⾃自治区
在各省中，⻄西藏⾃自治区整体的威胁评分最低。
威胁评级最⾼高的为⽓气候变化，评分者们给出的描述
是“⻄西藏⾃自治区⾯面临⽓气候变化的影响⾮非常巨⼤大，冻⼟土
层融化和极端天⽓气可能加速草场的退化，严重改变
⽣生态资源”。其次是基层保护部⻔门能⼒力力不不⾜足，评分者

图4.3.3 四川省威胁排序

们给出的描述是“保护部⻔门在普法、反盗猎⽅方⾯面能⼒力力

4.2.3.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 疆 威 胁 评 级 最 ⾼高 的 为 基 层 保 护 部 ⻔门 能 ⼒力力 不不
⾜足，以及缺乏跨境合作。评分者们对保护部⻔门能⼒力力
不不⾜足给出的描述是“保护⼈人员配备⼈人数和技能不不⾜足”；
对缺乏跨境合作评分者们给出的描述是“由于反恐需
求不不太可能有跨境合作”。排序第⼆二的是疾病导致的
猎物种群减少，评分者们的描述是“2014-16年年天⼭山
爆发⼤大范围北北⼭山⽺羊疫情，许多地⽅方数量量下降惊⼈人”。
排序第三的是当地社区认知缺乏，评分者们给出的
描述是“社会普遍已有动物保护认知，或者保护法认
知，少数⺠民族地区整体对待动物的态度较好”。

图4.3.2 ⻄西藏⾃自治区威胁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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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7 全国
通过加权加和各省的威胁评分，可以得到全国
的威胁评分及排序。其中评分最⾼高的四⼤大威胁为：
基层保护能⼒力力⽋欠缺、⽓气候变化、社区保护动⼒力力能⼒力力
不不⾜足和⼈人⼝口增⻓长和贫困（并列列第三）。按照威胁的
类别，第⼀一⼤大类威胁（对雪豹直接的猎杀或抓捕）
中，报复性猎杀得分最⾼高；第⼆二⼤大类威胁（栖息地、
猎物相关威胁）中，家畜竞争导致的猎物种群减少
得分最⾼高；第三⼤大类威胁（政策与认知相关威胁）
中，⼏几乎所有评分者都将基层保护区能⼒力力不不⾜足排在
⾸首位；⽽而第四⼤大类威胁（潜在威胁）中，⽓气候变化
得分最⾼高。

图4.3.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威胁排序

4.2.3.5 ⽢甘肃省
⽢甘肃省威胁评级最⾼高的为基层保护部⻔门能⼒力力不不
⾜足，评分者们给出的描述是“⽢甘肃的两个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在雪豹野外监测能⼒力力⽅方⾯面已有相当⽔水平，但
整体⽽而⾔言，⽢甘肃的雪豹保护管理理能⼒力力仍属⽋欠缺，存
在具备专业知识的⼯工作⼈人员不不⾜足，巡护体系不不健全，
缺乏针对雪豹及栖息地的保护管理理规划等问题”。排
序第⼆二的是盗猎、误杀等导致的猎物种群不不⾜足，评
分者们给出的描述是“尽管不不直接针对雪豹猎物，但
盗猎活动依然在访谈中有报道，也有猎套被研究者
的红外相机捕捉到，可能对雪豹造成间接影响”。排
序第三的是针对其他物种下毒、下套等导致的误
杀，评分者们给出的描述是“⽢甘肃省的临夏⻓长久以来
作为动物⽪皮⽑毛的交易易中⼼心，这使得⽢甘肃省的野⽣生动

图4.3.6 全国威胁排序

4.3.3 保护⾏行行动案例例

物盗猎案件⾼高于其他省”。

4.3.3.1 保护地建设

• 保护区监测与反盗猎巡护
⾏行行动主体：四川省林林业厅、卧⻰龙保护区、北北京
⼤大学李李晟课题组
从2016年年起，北北京⼤大学联合绵阳师范学院等单
位，与邛崃⼭山区内各⾃自然保护区协调，在邛崃⼭山中
部合作建成区域性红外相机监测⽹网络。通过野外实
地调查并借助红外相机，该项⼯工作在邛崃⼭山雪豹栖
息地内及周边记录到⼤大量量的⼈人为活动，主要包括5
类：放牧、采集、偷猎、旅游与基础设施建设。其

图4.3.5 ⽢甘肃省威胁排序

中前3类活动⼤大多位于⾃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均为⾮非
法进⼊入⾃自然保护区开展的活动。根据监测结果和威

4.2.3.6 其它地区

胁评估，各保护区相继开展了了针对性的保护⾏行行动。

内蒙古⾃自治区和云南省由于缺乏合适的了了解雪

⽹网络建成以来，当地保护区对于野⽣生动物状况的了了

豹情况的关键信息⼈人，没有进⾏行行威胁评级。

解取得⻓长⾜足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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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2 在地保护⾏行行动

2017年年11⽉月，卧⻰龙保护区和四川省林林业厅牵
头，在都江堰召开了了“⾸首届横断⼭山雪豹保护⾏行行动研讨

• ⼈人兽冲突补偿

会”，并发布“卧⻰龙雪豹宣⾔言”。在研讨会上，北北京⼤大

⾏行行动主体：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管委

学⽣生命科学学院（项⽬目负责⼈人李李晟）与卧⻰龙国家级

会、⼭山⽔水⾃自然保护中⼼心

⾃自然保护区签署了了共同开展雪豹研究与保护的合作

前期调查显示，2015 年年昂赛乡年年都村平均每户

协议。合作以来，北北京⼤大学研究团队基于监测⽹网络

有 4.6 头⽜牛被雪豹、⾦金金钱豹、豺、狼等捕⻝⾷食，户均

的数据取得了了当地雪豹潜在猎物与多度、雪豹种群
数量量、雪豹⻝⾷食性等重要成果。

损失超过 5000 元，最多的⼀一户达到 23 头。⼈人兽冲

• 保护区能⼒力力建设

也是⺠民⽣生问题，牧⺠民因此承受着较⼤大的损失。解决

突是⽣生态问题，存在激发牧⺠民报复性猎杀的⻛风险；
⼈人兽冲突，需要提⾼高牧⺠民事前防范能⼒力力并提供事后

⾏行行动主体：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理局

补偿。

2016年年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试点⼯工作启动以来，

从2016年年起，⼭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和国家公园澜

三江源国家公园共招聘了了16,421名牧⺠民作为国家公园

沧江源园区管委会合作，开展⼈人兽冲突补偿试点⾏行行

⽣生态管护公益岗位，实现了了国家公园区域内⼀一户⼀一

动。在项⽬目⽀支持下，⼭山⽔水与杂多县政府分别投⼊入 10

岗，有效补充了了保护能⼒力力的不不⾜足。针对⽣生态管护公

万元，牧⺠民为每头⽜牛投保 3 元，建⽴立共计 24 万元的

益岗位，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理局两年年来共投⼊入超过

“澜沧江源⼈人兽冲突补偿基⾦金金”。截⽌止2017 年年 12 ⽉月，

2,000万元开展培训，邀请相关专家以及⼭山⽔水⾃自然保

该基⾦金金共补偿222起野⽣生动物肇事，共计⾦金金额 22万

护中⼼心等机构的参与。培训内容覆盖环境政策和法

元。在向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理局提交第⼀一期⼈人兽冲

律律、红外相机监测、反盗猎巡护、⽣生物多样性知识

突基⾦金金报告后，该项⽬目获得了了 2018 年年昂赛三个村共

等内容，有效地提升了了当地保护⼒力力量量。

计 30 万的基⾦金金配套资⾦金金。相关模式有望在整个三江
源区域内推⼴广。

• 建⽴立新保护地

澜沧江⼈人兽冲突保险基⾦金金有两个创新点。第⼀一，

⾏行行动主体：天⼭山东部国有林林管理理局、荒野新疆

下放管理理权⼒力力，简化审核流程，以社区为主体制定

2014⾄至2018年年间，荒野新疆在乌鲁⽊木⻬齐南⼭山项

补偿策略略，进⾏行行补偿核实⼯工作。这降低了了补偿核实

⽬目地持续监测当地雪豹种群。2016年年，荒野新疆在

成本，群众充分受益。第⼆二，基⾦金金管理理委员会制订

天⼭山东部国有林林管理理局的⽀支持下，联合⼭山⽔水⾃自然保

规则，牧⺠民需承担对家畜的管护责任。因为管护不不

护中⼼心、中国绿发会等⺠民间保护组织，于乌鲁⽊木⻬齐

到位导致的家畜损失，基⾦金金不不予补偿。

南⼭山雪豹项⽬目地设⽴立了了第⼀一座监测保护站，建⽴立新
疆第⼀一个雪豹保护地：“乌鲁⽊木⻬齐河雪豹保护地”，同

• 社区监测与反盗猎巡护

期还构建起两个林林业管护所和20户牧⺠民组成的社区

⾏行行动主体：⻄西藏那曲市申扎县林林业局、⼴广州市

监测保护⽹网络。

远望野⽣生动物保护服务中⼼心

该保护地以“林林业管理理部⻔门牵头，⺠民间保护⼒力力量量

2016年年，在⾃自治区林林业厅的⽀支持下，申扎县启

参与”为原则，以乌鲁⽊木⻬齐河⽔水源地保护区域范围为

动雪豹研究与保护项⽬目。县林林业局选拔六名牧⺠民野

核⼼心，开展雪豹监测、反盗猎巡护、社区保护宣讲、

⽣生动物保护员参加该项⼯工作，并与远望中⼼心合作。

缓解⼈人兽冲突、公众环境教育等⼯工作。

远望对牧⺠民野保员开展⼤大量量理理论与实践培训，包括

随着保护地⼯工作的不不断开展，⽬目前社区牧⺠民普

雪豹痕迹识别、红外相机使⽤用、GPS坐标系统、野

遍对雪豹保护⼯工作表示理理解和⽀支持，⼈人兽冲突得到

外调查设计。最初，六名野保员只是承担野外向导

有效缓解，2年年内未发⽣生野⽣生动物盗猎事件。2018年年

等辅助⻆角⾊色，但很快成为监测⼯工作的主⼒力力。⽬目前，

8⽉月，该区域污染企业全部搬迁，最后两个矿点停产。

他们已完全承担起2,000km²的红外相机监测⽹网络维

通过总结保护地的试点经验，天⼭山东部国有林林管理理

护以及猎物调查任务，并协助羌塘保护区开展红外

局⽬目前已经制定了了在辖区内的⼗十⼀一个分局展开雪豹

相机监测以及保护区管护员的培训。此外，他们正

调查和管理理能⼒力力建设的计划，⼒力力争在2020年年申请成

在学习雪豹个体识别和数据库管理理。另外，作为试

⽴立东天⼭山国家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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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六名野保员正在在现代化巡护系统的⽀支撑下开

持社区成⽴立合作社，制定可持续⽣生计计划，⽐比如发

展⽹网格化巡护，并参与构建当地野⽣生动物救助体系。

展负责任的⽣生态旅游服务，培训牧⺠民发展传统⼿手⼯工
艺，开发⽣生态友好产品。相关收益的25%必须投⼊入
到社区保护⼯工作。另⼀一⽅方⾯面，GEI邀请相关专家，为

同时，这六名野保员在巡护监测之余，在县林林业局
和社会资源的⽀支持下，向乡亲们积极宣传野保理理念，

社区开展培训，包括巡护和监测技能，协助产品设
计开发、宣传推⼴广和商业拓拓展的能⼒力力建设。协议保

组织社区环境治理理活动，建设⻝⾷食⾁肉猛兽防护设施。
作为平均⽂文化程度不不到初中⽔水平的普通牧⺠民，他们
动物保护的进程中担负更更重要的⻆角⾊色。

护机制使社区从保护中获益，成为⼀一个相互嵌套不不
可分割的⻓长效保护机制。
另外，GEI借鉴保护国际及其他机构的评价指

• 科学志愿者监测与反盗猎巡护

标，建⽴立⼀一套对社区协议保护地的评价指标体系，
包括⽣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三⼤大类别，并

的表现充分说明：社区群众完全有能⼒力力在家乡野⽣生

⾏行行动主体：荒野新疆、天⼭山东部国有林林管理理局

邀请第三⽅方进⾏行行评估。⽬目前，隆隆格村草场管理理趋于
合理理，⽣生态改善明显。保护地内盗猎⼤大量量减少。⻦鸟
类栖息地环境得到有效维护；湿地湖泊⽔水源垃圾消

“荒野新疆”是新疆乌鲁⽊木⻬齐的⺠民间动物保护组
织。借助志愿者⽹网络，荒野新疆对新疆的主要雪豹

失；游客⼲干扰野⽣生动物的⾏行行为逐年年减少。社区基⾦金金
由5万增⻓长到7万，贷款⽀支持了了合作社20多户牧⺠民⽣生

栖息地进⾏行行了了多年年的调查监测，评估了了雪豹种群扩
散的廊道。2014年年⾄至2018年年间，在天⼭山东部国有林林

计发展；依靠⽣生态旅游和⼿手⼯工艺，⽬目前牧⺠民平均收
⼊入增加了了1-1.5倍。
社区凝聚⼒力力明显增强，社区关系实现了了重构，

管理理局的管理理和⽀支持下，荒野新疆对乌鲁⽊木⻬齐郊区
600km²区域持续开展雪豹种群调查和监测，建⽴立起
超过60只个体的雪豹个体影像库，并对该区域的雪
豹种群状况、威胁因素、保护策略略进⾏行行分析和建议。

实现公共资源共同管理理。社区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力
明显增强，弹性增加。隆隆格村的模式已经成为⻘青海海

荒野新疆还联合森林林公安部⻔门开展普法宣讲，配合

省牧⺠民社区的典范之⼀一。

公安部⻔门抓捕盗猎团伙，并⻓长期义务承担起野外巡
2）⾃自然体验

护任务。⼏几年年间，累计有数百名志愿者参与到乌鲁

⾏行行动主体：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管委

⽊木⻬齐雪豹保护⾏行行动中。他们在线上宣传雪豹保护，
在线下参与野外⼯工作。相关媒体报道上百次，并拍

会、⼭山⽔水⾃自然保护中⼼心

摄多部纪录⽚片在央视等平台播出。乌鲁⽊木⻬齐市⺠民及

雪豹保护需要社区的⻓长期参与。让社区从保护

新疆⼈人对雪豹已经具有⼀一定⾃自豪感。荒野新疆的⼯工

雪豹中直接受益，保持持续的动⼒力力尤为重要。2015

作⼤大⼤大提升了了雪豹保护的社会关注度，为发展新疆

年年， 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内的昂赛管护站，⼭山⽔水⾃自然

的野⽣生动物保护事业创造了了良好氛围。

保护中⼼心与国家公园管理理局合作，基于红外相机监

•

测以及⼈人兽冲突的审核数据，开发了了雪豹⾃自然体验

扶贫/⽣生计改善

产品。通过特许经营权的运作，培训了了23户当地牧
⺠民接待家庭，设计了了5条雪豹⾃自然体验路路线。项⽬目还

1）⼿手⼯工艺品
⾏行行动主体：全球环境研究所（GEI）

设计了了预约⽹网站：https://valleyofthecats.org/。⾄至

作为三江源社区的典型代表，近年年来年年保⽟玉则
隆隆格村⾯面临着草地退化、⼈人地关系紧张、不不规范的

今，昂赛已经接待了了60多个国内外⾃自然体验团，户

旅游破坏以及资源单⼀一发展受限等因素的影响。为
应对这些威胁，全球环境研究所（GEI）引⼊入了了社区
协议保护机制。

在所有的收⼊入中，45%归接待家庭，45%归村
集体所有，10%投⼊入社区⼈人兽冲突基⾦金金。项⽬目希望

GEI促进隆隆格村与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签订保护协
议，将部分保护权赋予社区，约定权利利、责任和利利

区保护的集体⾏行行动。

均增收超过6000元。

充分构建⾃自然体验与社区保护之间的关系，实现社

益。GEI和保护区协助社区成⽴立⾃自⼰己的巡护队伍并制
定社区管护计划，提供保护⽅方法和⼯工具，开展巡护、
环境监测和⽔水源清洁等系列列⽣生态保护⾏行行动。同时，

• 放牧管理理和拆除围栏
⾏行行动主题： 三江源⽣生态保护协会
⽢甘达村位于⽟玉树市⻄西部，是⽟玉树州州府街古镇

GEI与保护区和社区分别签订项⽬目协议，成⽴立属于社
区的保护与发展基⾦金金。基⾦金金及其贷款利利息⼀一⽅方⾯面⽀支

重要的⽔水源地。全村有超过370户村⺠民，但是只有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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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五千多亩草场。三江源⽣生态保护协会通过与社区

整套的措施，诸如控制外来⼈人⼝口、垃圾管理理、不不能

讨论，把全村划为23个社区综合保护地，并成⽴立由
村委会、寺院、乡政府、⺠民间组织、学校共同组成
的⾃自然资源管理理委员会，根据保护地的环境状况来

乱砍薪柴等，取得了了⾮非常好的成效。
从云塔的案例例可以看出，对于像⾍虫草这样的⾃自
然资源以及⽣生态保护这样的公共事务，应该充分借

制定管理理制度及⼯工作计划，再由牧⺠民推选出⼀一个能
代表他们的组⻓长。

助现有的社区管理理体制，形成以社区为主体的⾃自然
资源和公共事务管理理模式。考虑到社区的复杂性以

由于草场⾯面积⼩小，1984年年⽢甘达村并没有把草场
分配到户。围栏项⽬目来了了之后，牧⺠民⾃自⾏行行购买围栏，
围上了了家⾥里里经常放牧的草场。协会在进⾏行行社区访谈

及社区居⺠民本身⾃自⼰己的管理理意愿，应当以传统的村
社作为资源的管理理单元。

时发现村⼦子中最⼤大的⽭矛盾是围栏：围栏的位置、牲
畜迁移时的不不便便等造成了了各种各样的问题。2017

• 社区宣传教育
⾏行行动主体：年年保⽟玉则⽣生态环境保护协会

年年，在村委会、共管委员会、协会的共同推动下，
⽢甘达村⾃自愿拆除了了草场上所有的围栏，牧户之间的
⽭矛盾得到了了化解，村中的氛围也变得融洽。牧⺠民们

2009年年开始，年年保⽟玉则⽣生态环境保护协会（简
称“年年措”）持续开展雪豹保护⼯工作。早期，因为⼭山上
有⾜足够的野⽣生动物吃，雪豹很少下到牧⺠民与家畜活

说：之前看到就连嘎松⾈舟神⼭山都围满了了围栏，其实
⼼心⾥里里是不不开⼼心的，拆除了了围栏，觉得家乡“⼟土地的灵

动的范围，所以⽼老老百姓以为雪豹是⼀一种⾮非常罕⻅见⽽而

⽓气”都完全不不同了了。

神秘的动物。由于上世纪末⻘青海海⼤大规模猎杀野⽣生动

• 流浪狗管理理

⽽而出现报复性猎杀。

物，雪豹才开始⼤大量量捕⻝⾷食家畜，本世纪初当地也时
在北北京⼤大学、⼭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乔治·夏勒勒博

⾏行行动主体：⻘青海海雪境⽣生态宣传教育与研究中⼼心

⼠士等机构与个⼈人的⽀支持下，2011年年，年年措开展详细

2014年年⾄至今，⻘青海海雪境⽣生态宣传教育与研究中
⼼心针对⾼高原流浪狗问题进⾏行行实地调研，发现⾼高原流
浪狗对于野⽣生动物以及社区⺠民⽣生安全的影响⾮非常严
重，⽽而且成因很多。因此，针对问题的复杂性，雪

调查，涉及400余户牧⺠民，布设⼤大量量红外相机。他们

境主张开展绝育、推动就地“领养”、宣传疾病预防和
绝育、争取社会各界的捐助与⽀支持。

信息，2011年年起，年年措对当地牧⺠民开展有针对性的

2017年年6⽉月，在果洛洛州久治县⽩白⽟玉寺的⼤大⼒力力推
动、爱⼼心企业的热⼼心资助和外地兽医志愿者的技术
⽀支持下，项⽬目成功地完成了了26只⺟母⽝犬的绝育⼿手术。

共拍摄三部以雪豹监测和与牧⺠民的冲突为主题的纪

推算年年保⽟玉则分布有40余只雪豹，⼈人兽冲突加剧与
上世纪对雪豹⾃自然猎物的过度猎杀有关。基于这些
雪豹保护宣传教育活动。年年保⽟玉则的“乡村之眼”团队
录⽚片，并在年年措组织的“乡村电影节”上多次放映，观
众近千。2014年年，年年措举办红外相机雪豹摄影⼤大

项⽬目同时开展本地兽医培训⼯工作，通过把绝育设备
和药品发放给技术成熟的本地兽医，⼤大⼤大推进了了绝

赛，参赛者均为当地⽼老老百姓。年年措还为保护雪豹贡
献最突出的三家牧户颁奖，感谢他们在⾃自家⽜牛、⽺羊

育速度。项⽬目还⿎鼓励社区领养流浪⽝犬。流浪⽝犬在成
为有主⽝犬之后更更有利利于绝育，可以从源头上控制了了
包⾍虫病的传播。毋庸置疑，当地社区的⼤大⼒力力⽀支持让

⻓长期被雪豹捕⻝⾷食的处境下仍⽀支持这⼀一珍稀物种的保
护；并在社区集会时为他们颁发 “保护雪豹” 证书，
让他们的付出得到更更多⼈人的认可。

流浪狗管理理在藏族聚居区成为可能。

多年年来，年年措坚持开展⾯面向群众的保护知识培

• ⾍虫草采集管理理

训，当地百姓参与超过2000⼈人次。由于“众⽣生平等”

⾏行行动主体：⼭山⽔水⾃自然保护中⼼心

的信仰，群众不不理理解为什什么要特殊保护雪豹，年年措

⾍虫草资源已成为⻘青藏⾼高原社区最重要的资源，

就从当地群众容易易理理解接受的宣传⻆角度出发：雪豹

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从2011年年起，⼭山⽔水⾃自然保护
中⼼心持续观察⽟玉树市云塔村的⾍虫草采挖，希望通过

是国家保护动物，⽐比较受重视，保护它们能得到更更

调查⾍虫草这⼀一公共资源的管理理，增加对于⻘青藏⾼高原
传统社区管理理制度的了了解。
在⾍虫草时节，云塔村成⽴立⾃自⼰己的⾍虫草管理理⼩小组，

的地⽅方，也就保护了了以年年保⽟玉则为家园的⼤大⼤大⼩小⼩小

多政策和资⾦金金的⽀支持。保护雪豹就是保护它们居住
许多⽣生命。
当地社区与科学家合作，年年保⽟玉则雪豹的⽣生存

主要由村⽀支书、社⻓长、社会计以及九个⼩小组⻓长等12
⼈人组成。为了了实现可持续采集，管理理⼩小组制定了了⼀一

现状得到更更好的了了解。借助佛教思想⿎鼓励当地⽼老老百
姓“护⽣生”，年年保⽟玉则的雪豹种群得到有效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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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2 保护行动及其所应对的雪豹威胁、威胁排序（白色表示尚未在国内实施的保护行动）

不不允许建设⽔水电站。在此基础上，绿⾊色江河希望帮

4.3.3.3 政策与公众推动

助当地社区设计规划⼩小规模的参与式、科考式旅游，
建⽴立社区⾃自治共管模式，为当地的可持续发展提供

• 管理理开发、发展类项⽬目

⼀一种路路径，使烟瘴挂⾃自然和⼈人⽂文⽣生态得到最好保护。

⾏行行动主体：绿⾊色江河、中科院⻄西北北⾼高原所
烟瘴挂是⻓长江上游第⼀一个⼤大峡⾕谷，是整个⻓长江

• 公众传播

流域原⽣生环境保存最为完好的净⼟土。但是，烟瘴挂

⾏行行动主体：⻄西宁市动物园 ⻬齐新章

⼀一度可能成为⽔水电站建设的牺牲品。如果规划中的

在新媒体快速发展的今天，通过微博、微信搭

⽛牙哥⽔水电站变成现实，万⾥里里⻓长江之上再⽆无⼀一段纯⾃自

建平台，增加公众对于雪豹研究和保护的了了解已经

然的河道。在措池村和当地寺院的帮助下，绿⾊色江

成为⾮非常重要的⽅方法，⼏几乎每家机构都会在⾃自⼰己的

河在10公⾥里里⻓长的烟瘴挂峡⾕谷内架设了了39台红外照相

⼯工作中有所涉及。

机。通过5个⽉月监测，在不不⾜足40km²的范围内，共拍

其中，⻄西宁动物园的副园⻓长⻬齐新章，微博名“圆

摄到9-14只雪豹个体，同时岩⽺羊、⽩白唇⿅鹿、兔狲、

掌”，从2017年年开始，基于凌雪、凌霜两只野外雪豹

棕熊、⽯石貂、⻢马麝、狼、猞猁、⾚赤狐等其他动物的

的救助，在微博上发起了了“雪豹救护”超级话题，通过

精彩画⾯面也越来越多。⽽而且，烟瘴挂峡⾕谷中沟壑纵

实时更更新雪豹救助和恢复的动态，⽬目前共发布了了352

横，分布着⾮非常丰富的植被类型，包括草原、草甸、

条帖⼦子，获得了了1.2亿⼈人次的阅读量量。除了了雪豹救护

⼭山⾕谷草甸、⾕谷坡灌丛等。特殊的岩⽯石地貌把周边降

之外，根据⽬目前唯⼀一⼈人⼯工繁育的雪豹傲雪所发起的

⽔水蓄积到峡⾕谷内部，更更有利利于牧草的发育。这⾥里里以

超级话题“傲雪公主”，也获得2600万⼈人次的阅读

针茅、嵩草、苔草为主的草地质量量⾮非常⾼高：⾯面积虽

量量。通过微博的传播，公众已捐助了了209批的物资，

然不不⼤大，但⽣生产⼒力力很⾼高，能够养活数量量较⼤大的⻝⾷食草

⽤用于⽀支持动物园丰荣等⼯工作，总价值达到13万元。

动物。 ⼤大量量的数据、图⽚片、影像记录并展示了了峡⾕谷

诸如微博这样的新媒体，在极⼤大的增加公众对

内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外围的⽂文化多样性。

于雪豹了了解的同时，展现了了动物园救护雪豹的全过

绿⾊色江河借助这些信息，完成调查报告提交给

程，很好的树⽴立了了政府部⻔门在野⽣生动物救助上的形

政府部⻔门。⻘青海海省发改委⾼高度肯定报告内容，并明
确表示：在⽣生物多样性如此丰富的烟瘴挂地区，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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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和能⼒力力，并构建了了公众参与野⽣生动物保护之中的

（图4.3.6）。关键信息⼈人都不不认为对雪豹的直接猎

平台。

杀是⽬目前最严重的威胁，这说明我国的雪豹保护⼤大

•

环境较为良好。需要解决的问题，都是更更根本、更更
政策建议

具全局性的问题，诸如保护区能⼒力力建设、⺠民间⼒力力量量
参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以及⽓气候变化

⾏行行 动 主 体 ： 三 江 源 国 家 公 园 管 理理 局 、 阿 拉 善

等潜在威胁。

SEE基⾦金金会、⼭山⽔水⾃自然保护中⼼心
阿拉善SEE基⾦金金会、⼭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自2012

基层保护部⻔门能⼒力力不不⾜足

年年开始战略略合作，推动三江源⽣生态保护⼯工作。 从
2011年年开始，阿拉善SEE基⾦金金会与⼭山⽔水联合⻘青海海省

保护区能⼒力力不不⾜足的空缺表现在：a) 通过⾯面积统

法制办、⻘青海海省委党校等机构，主办了了四期的“三江

计发现，我国保护区覆盖的雪豹栖息地⾯面积（40万

源论坛”，汇集了了三江源重要的政府领导和保护相关

km²）约占全国雪豹栖息地⾯面积（178万km²）的

部⻔门，以及重要的学者及⺠民间机构。论坛的⼀一个重

22%（图4.3.8），保护区外的⼴广⼤大雪豹栖息地尚未

要产出，就是对三江源的⽴立法进⾏行行研究和政策倡导，

得到法律律保护；b) 在现有保护区内，由于资⾦金金、⼈人

出台了了《⻘青海海三江源⽣生态保护管理理办法》。同时，

⼒力力或能⼒力力的不不⾜足，能够独⽴立开展雪豹调查和监测的

项⽬目组也参与了了《三江源国家公园条例例》以及《⻘青

屈指可数；c) 有雪豹分布的保护区，均没有制定完

海海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失补偿

整 的 雪 豹 保 护 规 划 ， 缺 失 明 确 的 保 护 ⽬目 标 ； d )

办法》修订的专家顾问团，贡献意⻅见和建议。

GSLEP的全球雪豹保护规划种，我国只有3⽚片区域

在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园区的昂赛乡，阿拉

⼊入选。通过各国政府间合作，GSLEP计划在2020年年

善SEE、⼭山⽔水、北北京⼤大学与三江源国家公园共建了了

前优先保护20个全球重要雪豹景观。该计划可以作

昂赛保护站，推动在地的科学研究和保护⼯工作。⼭山

为原有保护地体系的重要补充，在此基础上建⽴立保

⽔水与⻘青海海省委党校、杂多县政府合作，向⻘青海海省委、

护⼩小区或国家公园，并制定相应的保护规划。由于

省政府联合提交了了《关于进⼀一步做好三江源雪豹保

我国官⽅方和⺠民间信息分享不不⾜足，仅有塔什什库尔⼲干、

护的建议》。2016年年8⽉月，合作伙伴中共杂多县委才

托⽊木尔峰和盐池湾三块地区⼊入选。

旦周书记在昂赛通过视频连线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
为应对保护区能⼒力力不不⾜足，现有的保护⾏行行动主要

了了昂赛的国家公园试点⼯工作，并着重介绍了了当地雪
豹研究和保护进展，得到总书记的肯定和赞许。

是保护区能⼒力力建设、社区/志愿者监测与巡护。社区/

• 保护规划制定

然有⼤大量量雪豹栖息地得不不到有效监测和保护。在保

志愿者监测与巡护的覆盖⾯面积有限，保护区内外依
护区内，需要改进体制吸引⼈人才，并有针对性地开

⾏行行动主体：国家林林业和草原局、⻘青海海省林林业厅、

展培训，建⽴立有效的监测巡护体系。有居⺠民⽣生活的

⽢甘肃省林林业厅

保护区，可以利利⽤用牧⺠民监测员作为专业保护⼒力力量量的

国家林林业和草原局委托北北京林林业⼤大学已经制定

有效补充，如三江源国家公园内已经采取的⽣生态管

了了中国雪豹保护规划。除此之外，⻘青海海省林林业厅委

护员体制。在保护区外，各地需要因地制宜制订有

托中国林林科院正在制定省级的保护规划，⽽而⽢甘肃省

效保护机制。⻘青藏⾼高原的牧⺠民野保员、新疆的公⺠民

的雪豹保护规划由世界⾃自然基⾦金金会（WWF）协助制

志愿者，均是可供借鉴的模式。

定。在地⽅方层⾯面，⽟玉树州杂多县委托⼭山⽔水⾃自然保护
中⼼心在完成了了全县20%的抽样⾯面积的基础上，制定

⽓气候变化

了了县级雪豹保护规划。

针对该威胁尚⽆无任何保护⾏行行动应对。其它雪豹

4.3.4 保护空缺

分布国开展过的⾏行行动主要是适应性⽣生计项⽬目，给当
地社区提供更更多的⽣生计选择，增强其对⽓气候变化的

4.3.4.1 全国性空缺

适应性，同时尽可能不不要再恶化⽓气候变化导致的栖

威胁排序发现，得分最⾼高的三⼤大威胁为基层保

息地退化问题。

护能⼒力力⽋欠缺、⽓气候变化、社区保护动⼒力力能⼒力力不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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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保护动⼒力力能⼒力力不不⾜足
⽆无论保护区内外，雪豹的栖息地与⼈人类的⽣生活
区域⼴广泛重叠。社区可以成为雪豹的威胁，如报复
性猎杀、盗猎等，但更更有希望成为雪豹保护的巨⼤大
助⼒力力，在各地的社区保护尝试也充分证实了了这⼀一点
（⻅见保护案例例部分）。其中，如何增强社区对雪豹
的保护动⼒力力，变阻⼒力力为助⼒力力，已经成为当前雪豹保
护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图4.3.7 全国评分最⾼高的威胁和已有应对措施。绿⾊色进度条代表该
措施对威胁的缓解程度，绿⾊色斑块越多，代表缓解程度越⾼高。

现有的保护⾏行行动中，各机构通过各种⼿手段调动
社区积极性。第⼀一，社区宣传。通过与雪豹相关（甚
⾄至不不相关）的环保宣传，帮助理理解⼈人与⾃自然的关系，

现物质上的公平。第四，扶贫/⽣生计改善，虽然贫困

建⽴立社区对所处⽣生态环境的责任⼼心。第⼆二，社区监

与盗猎并不不⼀一定存在因果关系，但⼀一些与⽣生态保护

测与巡护。政府保护部⻔门授权社区中⼀一些有兴趣的

成果直接挂钩的增收⽅方式能提⾼高社区保护动⼒力力却是

成员，通过红外相机等⼯工具的赠与和培训，让他们

确凿的，⽐比如野⽣生动物观光旅游（⻅见保护案例例中的

承担起野⽣生动物监测和巡护的责任，并通过对此项

⾃自然体验）。

⼯工作的⼤大⼒力力宣传（报纸、电视等曝光），加强全社

在中国雪豹分布的各省区，都有尝试社区宣传、

区对身边野⽣生动物的喜爱和⾃自豪感，激起保护动⼒力力。

社区监测与巡护，以及扶贫/⽣生计改善，但覆盖⾯面积

第三，⽣生态补偿。通过⽣生态系统服务付费的⽅方式，

仍然太⼩小，需要⺠民间和政府的良好合作，，通过体

将责任与报酬挂钩，使得社区的保护⼯工作除了了荣誉

制⼒力力量量推⼴广到⼤大⾯面积的雪豹栖息地。作为国家政策，

感之外，更更承认他们在其中的巨⼤大付出和牺牲，实

⽣生态补偿在⻄西部⼤大⾯面积实施，但主要针对草地和森

图4.3.8 全球重点雪豹景观、全国保护区和雪豹分布位置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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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林，⽽而⾮非野⽣生动物。虽然对雪豹也有积极的间接作

林林场在⼭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配合下、⽩白扎林林场在巧

⽤用，仍需要与野⽣生动物保护成效直接挂钩的⽣生态补

⼥女女和猫盟的配合下，已经在开展基于红外相机⽹网格

偿政策出台。

的野⽣生动物监测。反倒是⽆无处不不在的牧⺠民，可以成
为保护的最有效补充。社区监测与反盗猎巡护已经
在⼀一些地区率先尝试，如⼭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与⽟玉树

4.3.4.2 ⻘青海海省

州各县级政府合作的社区红外相机监测与反盗猎巡

⻘青海海省的威胁评分整体较低。评级最⾼高的为基

护项⽬目，索加乡的牧⺠民监测员，原上草在阿尼玛卿

层保护部⻔门能⼒力力不不⾜足，其次是流浪狗的威胁，排序

神⼭山周围的社区监测项⽬目，均取得了了很好的效果。

第三的是道路路、围栏等导致的栖息地破碎化。⽓气候

三江源国家公园也采⽤用了了“⼀一户⼀一岗”制度，雇佣⼤大量量

变化这项威胁虽然评分不不在前三，但尚⽆无任何措施

牧⺠民作为⽣生态管护员，但管护员的⼯工作内容和绩效

应对，也列列⼊入保护空缺分析中。

考评制度仍有待制定，这些尝试都仍在起步阶段。

基层保护部⻔门能⼒力力不不⾜足

流浪狗

应对该威胁的保护⾏行行动，⽬目前已有保护区能⼒力力

应对该威胁的保护⾏行行动，⽬目前有各地县级政府

建设和社区监测与反盗猎巡护，但相对雪豹的栖息

建⽴立流浪狗收容所，⼭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在杂多县尝

地⾯面积来说依然太⼩小。三江源保护区作为⻘青海海省覆

试绝育项⽬目，雪境⾃自然在囊谦县和果洛洛州开展当地

盖⾯面积最⼴广的保护区，每个幅员辽阔的保护分区的

兽医培训项⽬目，都是⼀一些⼩小范围的尝试。这⼀一威胁

正式员⼯工编制却基本只有⼀一个，因此只能靠合同制

依然存在较⼤大空缺。

⼈人员和林林业公安系统的配合来完成基本的防⽕火放盗
猎巡护⼯工作。仅每⽉月⼀一到两次的基本巡护已经导致

栖息地破碎化

了了预算的紧张（主要是⻋车损和油损），更更不不可能完

应对该威胁的保护⾏行行动，⽬目前已有管理理开发/发

成基于⼤大规模样线调查或相机布设的野⽣生动物种群

展类项⽬目和拆除草场围栏两项，尚未采取的⾏行行动是

监测了了。在⼀一些原来是国有林林场的保护分区，如东

建⽴立新保护地。环保督查⾮非常有效，在⻘青海海省成功

仲、⽩白扎、江⻄西林林场，林林场的员⼯工较多。⽬目前东仲

表4.3.3 青海省保护行动和威胁排序（白色表示尚未在省内实施的保护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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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止了了⼀一⼤大批进⾏行行中或计划中的开发项⽬目，这部分
⽓气候变化

的空缺不不算⼤大。草场围栏原本主要是由于政策不不当
导致，因此此项保护⾏行行动要结合政策建议。例例如国

⻄西藏北北部地区⾯面临着严峻的⽓气候变化影响，这

家投资巨⼤大的退牧还草⼯工程，其中⼀一⼤大部分资⾦金金花

⾥里里的⽓气候变化速度是全球均速的两倍以上，极端天

在围栏建设上。三江源国家公园核⼼心区内将逐步拆

⽓气和冻⼟土层的融化加速了了草场的退化。⽬目前尚未开

除围栏且不不再新建围栏，这是⼀一⼤大政策上的进步。

展针对此项威胁的任何保护⾏行行动，形成⼀一⼤大空缺。
但值得注意的是，以那曲市尼玛县荣玛乡为例例，⻄西

⽓气候变化

藏⾃自治区⾼高海海拔地区⽣生态搬迁项⽬目逐步开始推⾏行行，

⽓气候变化在⻘青海海省⻄西部⾼高寒荒漠地带的威胁尤

部分⼈人⼝口将被疏散⾄至⾃自治区南部城市及郊区。此举

其显著，可可⻄西⾥里里、曲麻莱等地已经出现⽓气候变化

将显著缓解当地⽣生态压⼒力力，及现存的⼈人与野⽣生动物

导致的冻⼟土、冰川融化等问题。这个威胁尚⽆无任何

对⾃自然资源的竞争关系。另外，当地⺠民众的传统游

保护⾏行行动应对，是⼀一⼤大空缺。在其它雪豹分布国开

牧⽣生产⽣生活⽅方式⾼高度依赖草场资源，对⽓气候变化的

展的适应性⽣生计项⽬目可供借鉴。这类项⽬目给当地社

适应⼒力力弱。可参考其它雪豹分布国开展的适应性⽣生

区提供更更多的⽣生计选择，增强其对⽓气候变化的适应

计项⽬目，为当地社区提供更更多的⽣生计选择，如发展

性，同时尽可能不不要再恶化⽓气候变化导致的栖息地

精细化牧业产品、⼿手⼯工艺制品、⽣生态观光旅游项⽬目

退化问题。

等，增强其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降低对⾃自然资源
的依赖程度。

4.3.4.3 ⻄西藏⾃自治区

基层保护部⻔门能⼒力力不不⾜足
⻄西藏⾃自治区保护部⻔门在执法、普法、保护区巡

在各省中，⻄西藏⾃自治区整体的威胁评分最低。

护体系建设等⽅方⾯面投⼊入了了⼤大量量资⾦金金和精⼒力力，能⼒力力较

威胁评级最⾼高的为⽓气候变化，其次是基层保护部⻔门

强，保护卓有成效。据不不完全统计及调查，区内针

能⼒力力不不⾜足，排序第三的是家畜竞争导致的猎物种群

对雪豹的商业盗猎低⾄至零星个例例⽔水平，甚⾄至在很多

减少。流浪狗的威胁虽然排名不不在前三，但尚⽆无任

地区已绝迹。但保护区在科学监测、评估保护⻛风险、

何保护⾏行行动应对，也列列⼊入空缺分析中。

表4.3.4 西藏自治区保护行动和威胁排序（白色表示尚未在省内实施的保护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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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报复性猎杀、动员社区参与保护⽅方⾯面的能⼒力力尚

合作，排序第三的是家畜竞争导致的猎物种群减

有不不⾜足。⽬目前，针对该威胁的保护区能⼒力力建设尚处

少。另外还有三项威胁虽然排名不不在前三，但该威
胁存在且⽆无任何应对措施：雪豹疾病、⽓气候变化和
⾍虫草采集造成的⼲干扰。

起步阶段，仅在那曲市申扎县、双湖县、尼玛县⼏几
处保护区管护站推⾏行行了了试点监测⼯工作，包括利利⽤用红
外相机进⾏行行针对雪豹的科学监测、对周边牧⺠民进⾏行行

基层保护部⻔门能⼒力力不不⾜足

⼈人兽冲突⼊入户访谈调查等。故保护区能⼒力力不不⾜足仍为

该空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四川

⼀一重点空缺。但保护部⻔门的意识和意愿已逐渐增强，

省雪豹栖息地主要分布在川⻄西⽢甘孜、阿坝等地，⽬目
前，已建设有多个国家级、省级和州本级保护区，
野⽣生动植物保护及管理理⼯工作努⼒力力开展，但由于很多

尝试推⾏行行相关试点⽅方案。与此同时，因⻄西藏⾃自治区
⼟土地⼴广袤，保护区⼒力力量量难以覆盖到全部关键栖息地，
应考虑充分调⽤用基层群众⼒力力量量，如羌塘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没有专⻔门管理理机构和⼈人员编制，基层保护⼒力力
量量、能⼒力力及保护⼒力力度等问题值得重视。第⼆二，四川

保护区和⾊色林林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08年年建⽴立起的
野⽣生动物协议管护员（简称“野保员”）体系，投⼊入到
有效补充。

省的保护区资⾦金金较为充⾜足，⼀一些针对熊猫保护建⽴立
的国家级保护区的⼈人员能⼒力力⾛走在全国前列列，部分保
护区管理理部⻔门、中国猫科动物保护联盟等社会⼒力力量量

家畜竞争导致的猎物种群减少

开展了了⼀一些雪豹监测⼯工作，但覆盖⾯面积依然很⼩小。
第三，临聘护林林员等⼯工作积极开展，社区参与保护

基于社区的监测与反盗猎巡护中，作为保护部⻔门的

能⼒力力较好，但如何根据各保护区⾃自身情况，合理理配
置资源，科学、有效的处理理好雪豹保护、社区参与
及社区发展等保护规划能⼒力力依旧值得探讨，基层保

虽然得分较⾼高，但评分者认为该威胁缺乏研究，
尚⽆无明确证据表明家畜对猎物种群造成了了影响。针
对此项威胁的科学研究是主要空缺。

护管理理⼈人员专业能⼒力力发展不不均。具体表现在：1）国
家不不能发放野外作业⼈人员补助后，95%以上的保护

4.3.4.4 四川省

区主要野外⼈人员对保护⼯工作处于消极对待状况，造
成野外作业⼒力力量量⼤大量量减少；2）很多⼀一线⼯工作⼈人员⽂文
化知识⽔水平较低，对专业上的知识了了解⾮非常少；3）

四川省威胁评级最⾼高的为基层保护部⻔门能⼒力力不不
⾜足，以及⼈人⼝口增⻓长和贫困，排序第⼆二的是缺乏跨境

表4.3.5 四川省保护行动和威胁排序（白色表示尚未在省内实施的保护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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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在保护⼈人员新⽼老老更更替上跟不不上，新鲜⾎血液补

4.3.4.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充不不⾜足；4）保护区技术⼒力力量量外出技能培训机会太
少，接触外界监测技术培训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威胁评级
最⾼高的为基层保护部⻔门能⼒力力不不⾜足，以及缺乏跨境合
作，其次是疾病导致的猎物种群减少，排序第三的

⼈人⼝口增⻓长与贫困

是当地社区认知缺乏。另外还有四项威胁虽然排名
不不在前三，但该威胁存在且⽆无任何应对措施：雪豹
疾病、家畜竞争导致的猎物种群减少、⽓气候变化、

该空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川⻄西⾼高原
很多地区草地退化，牧业是当地主要的经济来源，
贫困问题直接影响⾼高⼭山草甸放牧的强度，牧场周围
的铁丝围栏使得雪豹及其猎物⽣生境隔离，⽣生存空间
受到挤压。此外，报复性猎杀等问题依然存在。近

流浪狗的威胁。
基层保护部⻔门能⼒力力不不⾜足

年年来开展的精准扶贫项⽬目覆盖⾯面积全⾯面，对这⼀一威
胁的缓解应该有很⼤大帮助。第⼆二，受政府保护宣传

该空缺可分为两个情况。第⼀一，新疆雪豹栖息

⼯工作、佛教保护意识等影响，很多雪豹分布地的社
区保护意识相对较好，但不不免依旧存在盗猎野⽣生动
物问题，特别是盗猎岩⽺羊等雪豹猎物资源将直接影

地⾯面积⼴广阔，保护区覆盖⽐比例例较⼩小，主要有阿尔泰

响其⽣生存条件；部分地区⼈人⼝口密度较⼤大，社区居⺠民
保护意识相对较差，盗猎受益相对外出打⼯工容易易，

保护区在资源管理理上基本做到了了禁采禁伐、抵制矿

⼭山、⻄西天⼭山、阿尔⾦金金⼭山、昆仑⼭山、帕⽶米尔⾼高原的部
分地区有保护区建制覆盖了了雪豹栖息地。⽬目前各级
业开发、控制⼈人员⽆无序进⼊入、牧业管理理等，客观上

盗猎现象较难根治。

对潜在雪豹栖息地起到了了较好的保护作⽤用。但是，
保护区内雪豹及相关物种基础监测信息采集、管理理

缺乏跨境合作

以及威胁识别应对的能⼒力力普遍缺乏。保护区管理理⼈人

雪豹栖息地跨⾏行行政边界、跨保护区。因资⾦金金限

员编制不不⾜足和相关能⼒力力培训⽋欠缺是主要原因。第⼆二，

制和⾏行行政区划等因素，⽬目前四川保护区没形成联动
机制，相互之间缺乏沟通和联动。各保护区之间、

新疆⼤大部分雪豹栖息地并未划⼊入保护区体系，例例如

各⾏行行政区域之间、各⼭山系之间合作相对较少，统筹
跨境合作⼯工作开展较难，为更更好的保护雪豹及其⽣生
态系统，全⾯面协调各区域雪豹监测、保护⼯工作依旧

天⼭山东部国有林林管理理局所辖11个分局，涵盖了了天⼭山

值得探讨。

为主要⽬目标，野⽣生动物资源管护⼈人员的能⼒力力建设上

最重要的雪豹景观，但境内没有⼀一个保护区。这些
管理理部⻔门主要⼯工作依然以森林林管护、抚育、防⽕火等
就更更加不不⾜足；同时也缺乏配套资源利利⽤用。

家畜竞争导致的猎物种群减少
⾼高⼭山草甸放牧情况普遍且严重，在邛崃⼭山等地
近年年来还有加剧趋势。对猎物种群的影响尚⽆无研究，
是⼀一⼤大空缺。

缺乏跨境合作

雪豹疾病

连的完整雪豹栖息地，但因为边界安全需要和维稳

新疆边境线与8国相连，阿尔泰⼭山、⻄西部天⼭山、
南部天⼭山、准格尔界⼭山、帕⽶米尔⾼高原都是与邻国相
需要，边境隔离设施已经将跨境栖息地造成了了分割，

对雪豹疾病的信息采集和监测⾮非常困难，是⼀一

野⽣生动物的迁徙通道被隔离，雪豹种群间基因交流

⼤大空缺。

被阻断。
⽓气候变化
疾病
有关疾病的威胁主要与北北⼭山⽺羊有关。2015-16年年

尚⽆无应对⾏行行动，可参考其他雪豹保护国的适应
性⽣生计项⽬目。

天⼭山⼴广⼤大区域爆发疫情（⼩小反刍兽疫），造成猎物
种群⼤大幅下降，进⽽而导致⼈人兽冲突及对雪豹报复性

⾍虫草采集造成的⼲干扰

猎杀的威胁提升。做好家畜疾病预防及疫情监测是
⽬目前尽可能的应对。

尚⽆无应对⾏行行动。可参考⻘青海海省⼭山⽔水⾃自然保护中
⼼心在当地政府⽀支持下进⾏行行的⾍虫草采集管理理⾏行行动，建
⽴立规则，下放监督权给当地社区（具体⻅见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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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保护行动和威胁排序（白色表示尚未在省内实施的保护行动）

当地社区缺乏认知

4.3.4.6 ⽢甘肃省

新疆的雪豹栖息地多与牧业活动重叠，少数群

⽢甘肃省威胁评级最⾼高的为基层保护部⻔门能⼒力力不不

众存在针对雪豹⽪皮⽑毛等制品的传统需求，是盗猎活
动的根源。近年年来各级管理理部⻔门在打击盗猎、管理理

⾜足，排序第⼆二的是盗猎误杀导致的猎物种群减少，

枪⽀支、普及动物保护法⽅方⾯面做了了卓越的⼯工作。牧区
群众普遍对动物保护法具备了了认知和理理解，但并未
对雪豹等有可能造成家畜损失的⼤大型兽类建⽴立起友

杀。另外还有四项威胁虽然排名不不在前三，但该威

排序第三的是针对其他物种下毒、下套等导致的误
胁存在且⽆无任何应对措施：雪豹疾病、⽓气候变化、
流浪狗的威胁。

好态度或者⾃自豪感。因此，应加强社区宣传教育，
引导牧⺠民将保护雪豹、保护绿⽔水⻘青⼭山与⺠民族⽂文化结

基层保护部⻔门能⼒力力不不⾜足

合起来。

⽢甘肃的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雪豹野外监测

雪豹疾病

能⼒力力⽅方⾯面已有相当⽔水平，但整体⽽而⾔言，⽢甘肃的雪豹

对雪豹疾病信息采集和监测困难，是⼀一⼤大空缺。

保护管理理能⼒力力仍属⽋欠缺，存在具备专业知识的⼯工作
⼈人员不不⾜足，巡护体系不不健全，缺乏针对雪豹及栖息

家畜竞争导致的猎物种群减少

地的保护管理理规划等问题。国家公园是个新的契机，

对猎物种群的影响尚⽆无研究，是第⼀一个空缺。

有望借此引⼊入新机制引进⼈人才，开展培训。当地社

⽓气候变化

区⼤大多已经搬离保护区，但仍有⼀一些牧⼈人留留在雪豹

尚⽆无应对⾏行行动，可参考其他雪豹保护国的适应
性⽣生计项⽬目。

栖息地内，可以通过培训授权等⽅方式，将其培养成
管护员，形成保护助⼒力力。

流浪狗的威胁

盗猎误杀导致的猎物种群减少和针对其他物种下毒、
下套等导致的误杀

部分地区可⻅见流浪狗野化威胁雪豹猎物情况，
尚未形成突出威胁。

评估盗猎的严重程度⾮非常困难。有关狩猎活动
的报告，通过与关键线⼈人的⾮非正式讨论获得。在雪
豹栖息地的相机监测中，仍发现陷阱捕猎的情况，
68

尽管⽔水平较低。雪豹虽不不太可能是直接⽬目标，但它

4.4 总结

们可能掉⼊入陷阱。2014年年在祁连⼭山进⾏行行的社区调查

全国最⾸首要的威胁是基层保护能⼒力力⽋欠缺、社区

显示，对雪豹的态度⽐比对其他⻝⾷食⾁肉动物的态度更更为

保护动⼒力力能⼒力力不不⾜足和⽓气候变化。各省区的威胁排序

宽容。因此，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报复杀害或狩猎

具有地⽅方特⾊色，各不不相同，但相似之处是雪豹受到

雪豹是主要问题。然⽽而，狩猎其他物种如岩⽺羊可能

的猎杀并不不严重，基层保护部⻔门能⼒力力不不⾜足这类全局

是问题。相机捕捉到持枪⼈人⼠士，以及在野外发现的

性的问题却往往被评级最⾼高。针对这些威胁采取的

⼀一些脚套，可能是针对岩⽺羊的。需要加强巡护强度，

保护⾏行行动依然存在很多空缺，需要因地制宜，采取

特别是因为社区已经从许多⾼高⼭山地区搬离，在⽆无法

当地最合适的保护措施。

与当地的社区保护相关联的地⽅方，国家公园管理理部

这是我国第⼀一次采⽤用规范化的定量量⽅方法评估雪

⻔门的作⽤用变得更更加重要。另外，⽢甘肃临夏⻓长久以来

豹⾯面临威胁的尝试。必须承认，受限于关键信息⼈人

作为动物⽪皮⽑毛的交易易中⼼心，这使得⽢甘肃省的野⽣生动

的数量量和专家意⻅见的局限性，此次威胁评估和空缺

物盗猎案件⾼高于其他省。加强执法是解决此问题的
⼀一⼤大关键，也是⼀一⼤大空缺。

分析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希望全国相关机构和个

雪豹疾病
对雪豹疾病的信息采集和监测⾮非常困难，是⼀一

分析保护空缺，分享雪豹保护的经验，为促进中国

⼈人精诚合作，更更准确全⾯面地评估雪豹⾯面临的威胁、
雪豹保护共同努⼒力力。

⼤大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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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引⾔言

参与、⼴广泛动员”的雪豹保护格局。届时，中国雪豹
研究和保护⼯工作将迈上新台阶，为世界贡献中国的

中国雪豹分布⼴广泛，各省区所⾯面临的保护威胁

⻅见解和⽅方法。

各有侧重。虽然仍存在⼤大量量信息和保护空缺，但相
较于其他雪豹分布国，中国雪豹的⽣生存状况总体上
处于较好⽔水平。

5.2 《中国雪豹保护⾏行行动计划 (2013) 》

近年年来，中国逐步加⼤大雪豹保护投⼊入，雪豹保

2013年年，《中国雪豹保护⾏行行动计划（内部审议

护⼯工作取得⻓长⾜足进步。雪豹调查监测⼯工作发展较快，

稿）》识别出中国雪豹⾯面临的四⼤大威胁，即“放牧活

处理理建⽴立以⾃自然保护区为主体的保护管理理体系，野

动导致的栖息地质量量退化”，“⽓气候变化和野⽣生动物疾

⽣生动物损害补偿体系不不断完善，国际合作交流显著

病”，“⾮非法矿业开采和不不合理理的道路路建设”、“针对雪

提升。⽬目前试点建设中的三江源国家公园、祁连⼭山

豹猎物的盗猎”；以及影响保护成效的五⼤大问题，包

国家公园，正在探索区域性的整体保护措施。⺠民间

括“⾃自然保护区针对雪豹分布区的覆盖不不⾜足”、“基层

⼒力力量量和公众保护意识也快速增⻓长。2013年年，我国制

保 护 机 构 能 ⼒力力 不不 ⾜足 ” 、 “ 雪 豹 种 群 及 栖 息 地 数 据 不不

定了了《中国雪豹保护⾏行行动计划（内部审议稿）》。

⾜足”、“公众宣传教育开展不不⾜足”、“雪豹肇事补偿标准

2018年年，国家林林业和草原局在深圳雪豹保护⼤大会上

较低”。此外，⾏行行动计划还围绕“科研监测”、“保护管

提出：未来中国将进⼀一步在补偿、执法、调查监测、

理理体系建设”、“社区”、“宣传”，以及“国际合作”等五

国际合作、以及社区保护等⽅方⾯面加强雪豹保护。

⼤大⽅方向制订了了⼗十⼆二项⾏行行动计划（表5.3.1）。

在《中国雪豹保护⾏行行动计划》的基础上，基于

该报告⾸首次系统梳理理了了中国雪豹的保护状况，

威胁和保护空缺分析，我们建议未来五年年（2019-

全⾯面思考了了中国雪豹保护的对策，第⼀一次为各级保

2023年年）着重开展5个⽅方⾯面的⼯工作：（1）开展全国

护⼯工作者提供了了⾏行行动指南。

雪豹种群调查；（2）提⾼高保护地巡护监测管理理能
⼒力力；（3）建设社区综合保护示范地；（4）制定重
点雪豹景观综合保护规划，以及（5）建设雪豹中国

5.3 《中国雪豹调查与保护现状(2018)》

⽹网络。
这些⼯工作将有助于了了解中国雪豹的综合情况，

本报告参考国际学术及保护界公认的雪豹威胁

提升保护⾏行行动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改善重点区域雪

因素列列表，在近年年积累的研究和保护基础上，识别

豹的⽣生存状况，优化保护资源利利⽤用⽅方式，推动国内

了了全国各省区雪豹⾯面临的威胁因素，并根据⼀一线⼯工

外合作。五年年后，中国将可能形成“政府主导、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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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专家意⻅见进⾏行行了了排序。排名靠前的14项威胁

系和资源调度体系，以优化保护投⼊入，最⼤大化保护

因素依次是：“基层保护能⼒力力⽋欠缺”、“⽓气候变化”、“社

成效。

区保护动能不不⾜足”、“⼈人⼝口增⻓长和贫困”、“家畜竞争”、
“栖息地退化”、“栖息地破碎化”、“政策实施不不⼒力力”、
“缺乏跨境合作”、“政策不不当”、“⼤大规模发展项⽬目”、

5.4 未来五年年⼯工作建议（2019-2023年年）

“报复性猎杀”、“疾病导致猎物减少”、“对猎物的盗猎

遵循2018年年《国际雪豹保护深圳共识》，我们

和误杀”。

建议到2023年年，中国完成全国20%雪豹适宜栖息地

总体⽽而⾔言， “政策和认知相关威胁”及“栖息地和

调查，建⽴立7个重点保护地的寻呼监测管理理系统，建

猎物相关威胁”的评级较⾼高，“对雪豹的猎杀和抓捕”

设5个社区保护示范地，完成5个重点省区的雪豹景

的评级较低。专家对⽓气候变化、⼈人⼝口增⻓长和⼤大规模

观保护规划，并加强“中国雪豹⽹网络”建设，助⼒力力中国
⾼高寒⼭山地⽣生态系统⼈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开发活动所造成的潜在影响表示担忧。另外，“缺乏
科学调查和相关认知”成为中国雪豹保护的全局性短

5.4.1 调查全国20%雪豹适宜栖息地

板。

背景

第⼀一⼤大类威胁，即“对雪豹的猎杀和抓捕”得分较
低。这反应了了近年年来中国在雪豹栖息地巡护、执法、

近年年来，中国雪豹的调查⼯工作进展较快，但调

普法等⽅方⾯面取得的⻓长⾜足进展，有效控制了了该项直接

查⾯面积仍⾮非常有限，仅占全国雪豹适宜栖息地的

威胁。第四⼤大类威胁中，专家普遍认为“矿产⽔水电开

1.69%（新疆0.49%，⽢甘肃4.06%，⻘青海海4.44%，⻄西

发”威胁程度较低。在某种程度上，此结果反映了了党

藏0.68%，四川2.85%）。我们对中国雪豹的了了解还

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对⽣生态红线管理理、⽣生态⽂文明建

存在⼤大量量空⽩白，⽆无法精确评估各分布区的保护威胁，

设⾼高度重视和巨⼤大投⼊入所带来的积极成效。

不不利利于制定针对性保护策略略。因此，雪豹种群调查
和监测重要且紧急，需优先投⼊入资源。

在2013年年和2018年年的两次评估中，“栖息地退
化”、“⽓气候变化”、“基层保护能⼒力力不不⾜足”、“调查研究

⽬目标

不不⾜足”、“社区保护动⼒力力和能⼒力力不不⾜足”均被认为是主要
的威胁因素或重要问题。这表明，过去五年年来这些

依据当前国际先进的调查标准和科学⽅方法，抽

领域的⼯工作可能还未取得显著成效。因此，未来保

样调查20%中国雪豹栖息地（约34万km²），准确估

护资源配置应优先考虑这些重要且紧急的领域，资

算中国雪豹种群数量量。

源投⼊入⽅方式应做出适当调整。⽐比如，专家普遍认为，

⾏行行动

基层保护能⼒力力建设应从以硬件建设为主，尽快转移
到“软硬兼顾，强化软性能⼒力力”。同时，资源投⼊入应重

第⼀一，开展⼤大范围雪豹种群调查。依据雪豹分

点⾯面向最能带来改变的主体⼈人群。⽐比如，“当地社区”

布模型预测结果，结合各省区具体情况，选择20%

是本次评估的关键词之⼀一，⾄至少直接对应⼋八项保护

的雪豹栖息地，综合采⽤用访谈、痕迹调查、红外相
机和粪便便DNA等⽅方法开展调查。应⽤用占域模型和空

威胁或问题。

间标志重捕模型统⼀一分析调查数据。根据调查空缺

本次评估发现，我国雪豹保护⼯工作已度过情况

分析，建议重点关注新疆天⼭山⻄西部区域，以及⻄西藏

摸查、反盗猎、反⼤大规模栖息地破坏的初期阶段，

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

新时期的保护需要解决综合保护与⺠民⽣生问题。这对

第⼆二，监测局部区域的雪豹种群动态。在⽢甘肃、

保护⼲干预⾏行行动的成效机制、实施⽅方式以及评估提出

新疆、⻘青海海、⻄西藏和四川等雪豹主要分布省区，依

了了更更⾼高的要求。⽐比如，我国雪豹分布区内⼴广泛实施

托在地研究及保护团队，分别建设完成⾄至少1个⻓长期

⽣生态补偿和野⽣生动物肇事补偿政策，但保护成效尚

监测⽹网络。每个省区⾄至少覆盖1万km²的雪豹适宜栖

未得到严谨评估。我们有必要建构综合保护⼲干预体

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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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开展威胁评估和研究。⿎鼓励开展针对报

第⼆二， 开展综合能⼒力力建设系列列培训。针对不不同

复性猎杀、⼈人兽冲突、栖息地退化和破碎化、⽓气候

管理理层级设定培训内容。对省级保护主管部⻔门，着

变化、雪豹及⾃自然猎物疾病等威胁因素的量量化评估，

重介绍国际雪豹研究与保护进展及趋势、⼤大尺度保

并研究威胁发展机理理。

护成效评估、雪豹保护规划制订和公众传播⽅方法。

上述调查和监测应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能横

对保护区管理理机构，着重介绍调查监测理理论、⽹网格

向⽐比较，逐步建⽴立中国雪豹本底数据库。祁连⼭山国

化管护、数据管理理和科学考核。对基层管护单元，

家公园⽬目前开展的⼭山系尺度的雪豹调查和监测⼯工作，

重点介绍管护站点管理理、雪豹痕迹辨识、红外相机

可为其他保护地提供良好借鉴。

维护、⽣生态信息采集和系统终端操作等。培训形式
可多元化，采取集中授课、实地操作和考察交流等

5.4.2 建⽴立7个重点保护地的巡护监测管理理系统

⽅方式。
第三，开展⾯面向公众的⾃自然教育。2017年年9⽉月，

背景

中办、国办正式印发《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

中国野⽣生动物普法宣传深⼊入⼈人⼼心，保护区管理理

案》。⽅方案指出：“国家公园坚持全⺠民共享，着眼于

不不断优化，执法⼒力力度普遍加强。根据各分布省区评

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开展⾃自然环境教育，为公

估，商业盗猎⽬目前不不是中国雪豹的全局性威胁。然

众提供亲近⾃自然、体验⾃自然、了了解⾃自然以及作为国

⽽而，中国雪豹分布区地形复杂，地处边远，难以实

⺠民福利利的游憩机会。⿎鼓励公众参与，调动全⺠民积极

施有效管理理的全覆盖，难免持续受到⾮非法贸易易的窥

性，激发⾃自然保护意识，增强⺠民族⾃自豪感。”雪豹适

觑。因此，进⼀一步加保护区的管理理能⼒力力、建设⾼高⽔水

合作为载体，向公众传播野⽣生动物和⽣生态系统保护

平管护执法队伍，是稳定既有保护成果的⾸首要措施，

理理念与知识。

也是综合保护⼯工作的先决条件。
在中国雪豹分布区内，部分保护地拥有健康的

5.4.3 建设5个社区保护示范地

雪豹种群。这些重点保护地包括祁连⼭山国家公园、

背景

三江源国家公园、⻄西藏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西
藏⾊色林林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西藏珠穆朗玛峰国家

实现⾼高寒⼭山地⽣生态系统⼈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

级⾃自然保护区、新疆托⽊木尔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全球雪豹保护群体公认的⽬目标之⼀一。2013年年的《⽐比

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建设巡护监测管理理

什什凯克宣⾔言》到2018年年的《国际雪豹保护深圳共

体系为抓⼿手，加⼤大保护地的管护⼒力力度，优化管理理模

识》⼀一再重申该⽬目标。中国现有的保护地体系，仅

式，对中国雪豹保护具有压舱⽯石效应。

覆盖22%的雪豹分布区。换⾔言之，中国绝⼤大多数雪
豹⽣生活在保护区外，与农牧⺠民为邻。要确保可持续

⽬目标

的保护成效，需要协调当地社区的经济发展与雪豹
保护。当地社区的⽴立场很⼤大程度上决定雪豹保护的

在7个重要保护地建⽴立监测巡护管理理系统。

未来。

⾏行行动
⽬目标

第⼀一，推动重点保护地建⽴立监测巡护管理理系统，
实现巡护和监测标准化。建议采⽤用⽹网格化管理理⽅方式，

在⻄西藏、新疆、⻘青海海、⽢甘肃和四川等雪豹分布

分解管护任务，落实责任主体，扫清管护盲区，实

重点省区，⾄至少建成5个社区综合保护示范地。

施量量化考核，建⽴立奖惩机制。充分调动基层群众和

⾏行行动

其他社会⼒力力量量，以⺠民间巡护员、野保员等形式，购
买基层社区⽣生态保护服务，补充保护地编制与资源

第⼀一，建⽴立⼈人兽冲突缓解机制，试点事前防御

的不不⾜足。⽬目前，⻄西藏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建成

措施和事后补偿⽅方案。雪豹猎杀家畜的频度及造成

多个管护站的硬件建设，并应⽤用信息化⼯工具带动管

的损失，应较⽬目前⽔水平显著下降。当地群众对雪豹

理理优化，并结合群众⼒力力量量开展巡护监测⼯工作。效果

保护的态度转为积极。

良好，可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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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设⽴立保护激励资⾦金金。外部激励与当地保

域计划，雪豹景观应为⼤大⾯面积连续分布的雪豹栖息

护成效直接挂钩，即通过科学监测评估当地社区的

地，包含⾄至少100只可繁殖个体。
第⼆二，制订本省区雪豹保护的愿景和⽬目标，明
确资源保障机制、保护⼲干预机制、责任主体、治理理

保护成效，以正向的保护成效作为当地社区领取外
部激励资⾦金金的前提条件。调动基层群众积极参与保

结构和主要合作⽅方，以及成效考核机制。针对重点
雪豹景观保护地，开展种群动态监测、威胁动态评

护，增强群众对保护成果的拥有感与⾃自豪感。提升
社区在当地保护规划制订和实施过程中的作⽤用，尊

估，开展综合保护治理理。
第三，形成稳定的各省区雪豹保护⼯工作的交流、
评价、促进机制，⽀支持先进经验复制，⿎鼓励各省区

重并加强社区对公共资源的治理理能⼒力力。
第三，探索绿⾊色⽣生计模式。建⽴立专项基⾦金金，⽀支
持当地社区探索对⾃自然⽣生态友好的绿⾊色⽣生计模式，

快速填补阶段性短板。
第四，积极展开国际交流，合理理利利⽤用国际雪豹

如⾃自然观察节、⾼高端野⽣生动物观赏、⾃自然教育基地、
传统⼿手⼯工制品、专业劳务输出等。⽬目前，澜沧江源

保护经济和智⼒力力资源⽀支持本省区保护规划的落地和
推进。
⽬目前，⻘青海海、⽢甘肃已开始着⼿手省级或区域性的

区已在实践社区综合保护，采取包括肇事保险、社
区监测、⾃自然宣教和⽣生态旅游等措施，逐步形成⽴立

保护规划⼯工作，将可供其他省区借鉴。

体保护架构，成效良好，可供借鉴。
第四，总结并推⼴广示范经验。总结可复制、推

5.4.5 加强“雪豹中国⽹网络”建设

⼴广的模式与机制，为其它雪豹分布区社区及当地政
府提供有益借鉴。

背景
过去⼗十年年间，中国雪豹保护取得的各项进展，

5.4.4 制定5个重点省区的雪豹保护规划

离不不开政府与国内外⺠民间⼒力力量量的紧密合作。我国已

背景

初步形成“政府主导、百花⻬齐放”的雪豹保护局⾯面。在
政策的有效管理理和引导下，越来越多的机构、团体

我国的雪豹保护⼯工作已进⼊入综合发展阶段，需

和个⼈人为中国雪豹保护积极贡献才智，并调动多⽅方

要通盘考虑并举优化保护资源配置。在景观尺度上

位的社会资源投⼊入这项事业。⺠民间⼒力力量量的投⼊入，对

实施系统化保护⼲干预，是中国雪豹保护的关键步骤。

雪豹保护贡献巨⼤大。未来中国雪豹保护，仍需要政

景观保护已成为国际共识。如GSLEP提出“20by20”

府与⺠民间以及⺠民间团体之间的紧密合作。

计划，到2020年年前，保护全球20块重点雪豹景观
地。该项⽬目期望推动各雪豹分布国政府，在景观尺

⽬目标

度上制订切实可⾏行行、⾏行行之有效的保护⽅方案。⽽而中国
参与GSLEP的雪豹景观数量量和⾯面积严重不不⾜足。

“雪豹中国⽹网络”得到加强，成为政府与⺠民间、国

近年年来，我国各分布省区已积累了了不不少雪豹保

内与国外以及⺠民间机构之间的沟通合作平台。

护经验，但综合保护⽅方案仍限于局部区域，停留留在
试点阶段。在各省区内，尚未形成省/⾃自治区级雪豹

⾏行行动

保护规划。因此，我们建议在未来五年年内，在雪豹
调查和监测、保护地能⼒力力建设和社区保护示范的基
础上，重点省区形成全局性的保护策略略和⾏行行动⽅方案。

第⼀一，设⽴立中国雪豹保护联席会议，增强政府
与国际、⺠民间保护机构的⾏行行动协调与信息互动。
第⼆二，吸纳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专业野⽣生

⽬目标

动物保护组织、社区发展组织、环保类基⾦金金会、专

完成⻄西藏、新疆、⻘青海海、⽢甘肃和四川等雪豹重
点省区的省/⾃自治区级雪豹保护规划。

业媒体、社会企业，在法律律法规的框架内积极参与
中国雪豹保护事业。
重点合作领域包括：雪豹分布与种群动态调查

⾏行行动

研究、雪豹保护威胁科学评估、新技术试点与推⼴广、
社区保护及绿⾊色发展、保护区监测与巡护能⼒力力建设、

第⼀一，总结本省区内调查、监测和威胁评估结

⾃自然教育与公众传播、国际交流。

果，识别重要的雪豹景观。对应GSLEP优先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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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建⽴立中国雪豹保护国内外专家组，为保
护区及⺠民间团队提供技术能⼒力力建设与专业服务。推
进政府外包保护服务实践。
第四，协助完善各重点保护地的访客宣教功能，
建设中国雪豹保护在地宣传中⼼心；树⽴立⼀一批基层群
众、保护⼯工作者、志愿者的优秀典型；⽀支持⼀一批反
映雪豹及其保护⼯工作的⽂文艺作品、纪录⽚片、短视频
等；建设“中国雪豹保护志愿者平台”。
第五，加强⾯面向雪豹分布区群众的宣传。在普
法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内容，以增强其乡⼟土⾃自豪感、
形成社区正向⼼心理理常态为主要⽅方向。宣传形式也将
更更加多样化，如多媒体展示、⾃自然保护课件、⽣生活
⽂文创⽤用品、社区野⽣生动物摄影⼤大赛，等等。

5.5 总结
伴随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事业的稳步推进，摆在
我们⾯面前的是重要的历史机遇：在中国⻄西部⼴广袤的
⼭山地⾥里里，我们⾮非常有可能令雪豹与⼈人类⻓长久共存，
和谐共享⾃自然的慷慨馈赠。我们有理理由相信：雪豹
将成为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史上⼜又⼀一个精彩的案例例，
也将再次铭刻我们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做出的卓
越贡献。
中国，不不仅是全球雪豹数量量最多的国家，也将
成为雪豹及⼭山地⽣生态保护领域先进思想的发源地和
先进实践的产出地。作为全球雪豹⼤大国，中国已经
以充分的实际⾏行行动向世界展示：为了了这⼀一物种的未
来，我们正在挑起⼀一个⼤大国的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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