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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西亚高山斑羚冬春季死亡调查及保护策略

程跃红，王　敏，王　超，马联平，何廷美，王鹏彦
（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四川 汶川　６２３００６）

摘　要：川西亚高山冬春季常发现数量不等、死因不明的斑羚尸体，这极不利于斑羚及其它野生动物的科学保护和
管理。为深入了解该区域冬春季节斑羚死亡的具体情况，以期找到死亡原因及相应对策，于２０１６年１０月 ～２０１７
年３月，采用样线调查与样方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卧龙自然保护区邓生管护区域内设置的５条样线进行了１２次
调查。共发现斑羚尸体２１只，其中雌性两只，雄性１７只，无法辨别两只，分别占总数的９５％、８１０％，和９５％。
采集皮肤病料１７份，实验室检测后疥螨虫卵都呈阳性。死亡时间集中在１月～２月（１９只，占 ９０５％）。斑羚尸体
全部位于水源点２０ｍ范围内，最远２０ｍ，最近１ｍ，平均８５ｍ。斑羚尸体集中分布于海拔 ２２００ｍ～２９００ｍ的河
谷地带（１８只，占８５７％，最低海拔为２１６５ｍ，最高海拔为２９１０ｍ），周边生境类型为针阔叶混交林。斑羚尸体被
其他动物取食６只，占２８６％，未被取食１５只，占７１４％。调查过程中无害化处理１７只，占８１０％。收集头骨３
个，骨架１副。同时对该区域斑羚患病、死亡原因进行了初步分析，并提出了针对性管护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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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斑羚（Ｎａｅｍｏｒｈｅｄｕｓｇｏｒａｌ），属偶蹄目（Ａｒｔｉｏｄａｃ
ｔｙｌａ）洞角科（Ｂｏｖｉｄａｅ）斑羚属（Ｎｅｍｏｒｈａｅｄｕｓ）动物，
俗称青羊、野山羊等，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ＩＵＮＣ）
易危级（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动物，也是我国二级重点保护动
物。在近３年的冬春季巡护、监测工作中，在川西卧
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银厂沟、魏家沟、梯子沟、野

牛沟、五一棚、转经楼沟、省道３０３线沿线等亚高山
区域，陆续发现了斑羚的尸体或者濒临死亡的个体。

为深入了解该区域冬春季节斑羚死亡现状，根据近

年野外巡护、监测等基础资料，在邓生管护站的亚高

山区域设置了５条固定调查样线，针对斑羚冬春季
死亡的具体时间、地点、生境等因子进行调查，通过

样品采集、实验室分析等手段，期望能找到斑羚死亡

的真正原因，为保护区斑羚等野生动物的科学保护

和管理提供决策依据。

１　调查区域概况

川西位于东经 ９７５°～１０４５°、北纬 ２６１°～
３４３°的四川省西部地区，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
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境内，东经

１０２°５２′～１０３°２４′、北纬 ３０°４５′～３１°２５′，总面积
２０００００ｈｍ２；地处四川盆地向川西高原过渡地带，
地理位置特殊，其动植物区系颇具代表性。卧龙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以保护大熊猫（Ａｉｌｕｒｏｐｏｄａｍｅｌａｎ
ｏｌｅｕｃａ）等珍稀动植物和亚高山森林生态系统为主
的综合性保护区，处于邛崃山系大熊猫的核心分布

区，野生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据不完全统计：辖区

有高等植物２１７科，８１４属，１８９８种，其中国家重点
保护植物１２种；区内有脊椎动物８２科，４５０种，其
中国家重点保护的动物５７种；此外，保护区森林覆
盖率达５７６％，植被覆盖率超过９８％，是岷江上游
重要的水源涵养地。

邓生保护站管护区域位于卧龙保护区的西北

部，面积约为 ７８６００ｈｍ２；它处于青藏高原东缘，海
拔在 １８００ｍ～５６００ｍ之间，具有典型的高山峡谷
地貌，气候受高原地形的影响，属冬寒夏凉的高山气

候，卧龙保护区及邓生保护站位置如图１所示。邓
生管护区域植被垂直成带明显，其类型和生境随海

拔及坡向而分异，川西亚高山暗针叶林是该区域主

要的森林类型，主要优势树种为岷江冷杉（Ａｂｉｅｓｆａｘ
ｏｎｉａｎａ）；邓生管护区域由低海拔至高海拔分别出现
如下植被带：

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带，海拔 ２０００ｍ以下，
植被主要由山毛榉科（Ｆａｇａｃｅａｅ）、樟科（Ｆａｇａｃｅａｅ）、
桦木科（Ｂｅｔｕｌａｃｅａｅ）等植物组成。

针阔叶混交林带，海拔２０００ｍ～３０００ｍ，植被
主要由铁杉（Ｔｓｕｆ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麦吊杉（Ｐｉｃｅａｂｒａｃｈｙ
ｔｙｌａ）、红桦（Ｂｅｔｕｌａａｌｂｏ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Ｂｕｒｋ）、糙皮桦（Ｂｅｔｕ
ｌａａｌｂｏ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Ｂｕｒｋ．ｖａｒ．ｓｅｐｔｅｎｔｒｉｏｎａｌｉｓＳｃｈｎｅｉｄ）等植
物组成。

针叶林带，海拔３０００ｍ～３８００ｍ，植被主要由
岷江冷杉（Ａｂｉｅｓｆａｘｏｎｉａｎａ）、方枝柏（Ｓａｂｉｎａｓａｌｔｕａｒ
ｉａ）等植物组成。

高山灌丛和草甸带，海拔 ３８００ｍ～４５００ｍ的
高山地区，植被主要组由各种杜鹃（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ｓｉｍｓｉｉＰｌａｎｃｈ）、各种蓼（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等植物组成。

高山流石滩稀疏植被带，海拔 ４５００ｍ以上，主
要分布在辖区的巴郎山 －四姑娘山一带，植被的主
要组成为多毛、肉质的矮小草本，如多种风毛菊

（Ｓａｕｓｓｕｒｅａ）、多种虎耳草（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多种红景天
（Ｒｈｏｄｉｏｌａ）等。

２　调查方法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 ～２０１７年３月，在卧龙保护区采
用样线调查与样方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邓生管护区

域冬春季斑羚死亡情况进行了调查；根据邓生保护

站近３年野外巡护、监测、社区调查等基础数据（见
表１），结合管护区域地形地貌、斑羚生物学习性等
因素，在邓生管护区域内设定了５条固定调查样线
（分别是银厂沟、梯子沟、野牛沟、魏家沟、皮条河沿

线样线），样线间距＞１０００ｍ，样线宽度为３０ｍ，调
查样线分布、长度、方位、穿越的生境等具有代表性

和典型性，覆盖面积约２８万ｈｍ２，约占管护面积的
３５６％，海拔跨度为 １９５０ｍ～３３００ｍ，近３年来野
外巡护监测中所有记录的斑羚尸体位点涵盖在样线

区域内（见图１）。

５５１期 程跃红，等：川西亚高山斑羚冬春季死亡调查及保护策略 　　



　　表１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邓生管护区域巡护监测中发现的斑羚尸体统计表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ｇｏｒａｌｂｏｄｉｅｓｆｏｕｎｄｅｄｉｎｔｈｅＤｅｎｇｓｈｅｎｇＭａｎａｇｅｄａｎｄＣｏｎｓｅｒｖｅｄＡｒｅａ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ａｔｒｏｌ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ｆｒｏｍ２０１３

ｔｏ２０１５
年份
（年）

死亡季节及数量 尸体分布区域及数量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低山 中山 亚高山 高山
生境类型 备注

２０１３ ８ ０ ０ ２ ０ ０ １０ ０ 针阔混交林 １只濒临死亡
２０１４ ９ ０ ０ ４ ０ ０ １３ ０ 针阔混交林

２０１５ １０ ０ ０ ２ ０ ０ １２ ０ 针阔混交林 １只濒临死亡
合计 ２７ ０ ０ ８ ０ ０ ３５ ０ 针阔混交林 　

注：春季指每年１月～３月；夏季指每年４月～６月；秋季指每年７月～９月；冬季指每年１０月～１２月；低山指海拔高度１０００ｍ以下区域；中山
指海拔高度 １００１ｍ～２０００ｍ区域；亚高山指海拔２００１ｍ～３０００ｍ区域；高山指海拔３００１ｍ以上区域。

图１　卧龙自然保护区及邓生保护站区位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ｍａｐｏｆＷｏｌｏｇ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ｅｒｖｅａｎｄＤｅｎｇｓｈｅｎｇ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ｉｏｎ

　　笔者和工作人员（两人）沿样线并排前行，各自
观察自身左右５ｍ区域，若发现斑羚尸体（或濒临死
亡个体），就以此为中心设置样方：２０ｍ×２０ｍ正方
形样方，并按照《死亡斑羚野外调查记录表》《死亡

斑羚生境因子调查记录表》记录有关信息（以上两

表主要记录斑羚尸体位点、发现时间、性别、年龄段、

处理情况以及地形、坡度、坡位、植被类型、水源等生

境因子）；对部分尸体进行解剖，并采集毛皮、内脏、

血液等病料用于实验室分析，同时对尸体进行深埋、

焚烧等无害化处理；调查以１５ｄ为周期，共计进行
了１２次；样线设定基本情况见表２。

表２ ５条固定调查样线基本情况表
Ｔａｂ．２　 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５ｆｉｘｅｄｓａｍｐｌｅｔｒａｎｓｅｃｔｌｉｎｅｓ

序号 名称
海拔区间
（ｍ） 生境类型

大致方位
（°） 覆盖区域

长度
（ｋｍ）

该区域近年野外巡护监
测中是否发现有斑羚尸体

１ 皮条河沿线 １９５０～２７３０ 针阔混交林 东北５０ 中山、亚高山 ９ 是

２ 银厂沟 ２１２０～３３００ 针阔混交林 西北３１０ 亚高山、高山 ８ 是

３ 梯子沟 ２５８０～３２００ 针阔混交林 南１７０ 亚高山、高山 ６ 是

４ 魏家沟 ２５８５～３２８０ 针阔混交林 西北３２０ 亚高山、高山 ７ 是

５ 野牛沟 ２７６０～３２６０ 针阔混交林 西南２１０ 亚高山、高山 ６ 是

注：５条调查样线海拔跨度为１９５０ｍ～３３００ｍ；所处生境类型都是针阔混交林；样线方位多样，覆盖了中山、亚高山、高山３个区域，同时以亚
高山为主；调查时间间隔为１５ｄ，第一次调查在２０１６年１０月上旬，最后一次调查在２０１７年３月下旬，共计调查１２次；样线包含了近３年巡
护监测中发现的所有斑羚尸体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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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调查结果与分析

调查中，发现濒临死亡个体主要临床症状有：精

神不振，静卧，消瘦，被毛凌乱，对外界的刺激反应迟

钝；肌体消瘦、呼吸加快、体温偏低；尸体嘴唇四周、

眼圈、鼻梁和耳根部的被毛脱落，皮肤上形成约０３
ｃｍ～０５ｃｍ厚的痂皮；眼睛因痂皮太厚而呈半睁眼

状态；全身不同程度掉毛、皮肤粗糙、表面有颗粒状

物质等。详细调查结果见图２、图３、表３、表４。初
步推断：在冬春季节，斑羚食物来源不断减少，食草

的适口性、营养等都会降低，加之部分个体长期感染

疥螨等体表寄生虫，造成营养物质代谢障碍，势必引

起机体抵抗力下降，此时在强致病菌或者恶劣气候

等不利因素的综合影响下，最终引起斑羚全身多器

官发生实质性变病而死亡。

图２　调查发现的斑羚尸体（部分）
Ｆｉｇ．２　Ｇｏｒａｌｂｏｄｉｅｓ（ｐａｒｔｓ）

图３　斑羚尸体局部症状（感染寄生虫）
Ｆｉｇ．３　Ｌｏｃａｌ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ｏｆｔｈｅｄｅａｄｇｏｒａｌ（ｐａｒａｓｉｔ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表３ 死亡斑羚野外调查记录表

Ｔａｂ．３　 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ｏｆｔｈｅｄｅａｄｇｏｒａｌ
尸体
编号

发现地点 发现年月 性别 年龄组
尸体
完整性

体况
是否有体表寄生虫

（描述）
采样
情况

处理情况

１ 银厂沟 ２０１６．１２ 雌 青年 完整 消瘦 有（螨虫，结痂） 否 掩埋

２ 银厂沟 ２０１７．１ 雄 青年 完整 消瘦 有（螨虫，结痂） 皮肤 掩埋

３ 银厂沟 ２０１７．１ 雄 青年 完整 消瘦 有（螨虫，结痂） 皮肤 掩埋

４ 银厂沟 ２０１７．１ 雄 幼年 啃食 消瘦 有（螨虫，结痂） 否 未做处理

５ 银厂沟 ２０１７．１ 雄 青年 完整 消瘦 有（螨虫，结痂） 皮肤 掩埋

６ 银厂沟 ２０１７．２ 雄 青年 完整 消瘦 有（螨虫，结痂） 皮肤 掩埋

７ 银厂沟 ２０１７．２ 雄 青年 完整 消瘦 有（螨虫，结痂） 皮肤 焚烧

８ 银厂沟 ２０１７．２ 无法辨别 无法辨别 啃食 无法辨别 无法辨别 否 未做处理

９ 银厂沟 ２０１７．３ 雄 青年 完整 消瘦 有（螨虫，结痂） 皮肤 焚烧

１０ 梯子沟 ２０１６．１１ 雄 青年 完整 消瘦 有（螨虫，结痂） 皮肤 掩埋

１１ 梯子沟 ２０１６．１２ 雄 青年 完整 正常 有（螨虫，结痂） 皮肤 掩埋

１２ 梯子沟 ２０１７．１ 雄 青年 完整 消瘦 有（螨虫，结痂） 皮肤 焚烧

１３ 梯子沟 ２０１７．１ 雄 老年 完整 消瘦 有（螨虫，结痂） 皮肤 未做处理

１４ 梯子沟 ２０１７．３ 雄 青年 完整 消瘦 有（螨虫，结痂） 皮肤 掩埋

１５ 野牛沟 ２０１７．２ 雄 青年 完整 正常 有（螨虫，结痂） 皮肤 掩埋

１６ 野牛沟 ２０１７．２ 雌 青年 完整 消瘦 有（螨虫，结痂） 皮肤 掩埋

１７ 魏家沟 ２０１７．１ 雄 青年 完整 消瘦 有（螨虫，结痂） 皮肤 掩埋

１８ 魏家沟 ２０１７．１ 无法辨别 无法辨别 啃食 无法辨别 无法辨别 否 未做处理

１９ 魏家沟 ２０１７．２ 雄 青年 完整 消瘦 有（螨虫，结痂） 皮肤 焚烧

２０ 省道３０３沿线 ２０１７．２ 雄 青年 完整 消瘦 有（螨虫，结痂） 皮肤 掩埋

２１ 省道３０３沿线 ２０１７．２ 雄 幼年 完整 消瘦 有（螨虫，结痂） 皮肤 掩埋

　　斑羚死亡主要集中在１月 ～２月（９０５％），并
且体况消瘦（８１０％）；我们初步推断因为这个时期
是卧龙最为寒冷的季节，此时野生动物原本就处于

最为虚弱状态，加之常常会出现倒春寒、雪灾等恶劣

天气，这可能就是斑羚等野生动物死亡的主要原因

之一。

斑羚尸体位于水源点周边２０ｍ范围内，都位于
河流、溪流的平谷地段，这可能是患病斑羚移动到水

源点饮水后，没有足够体力返回树林造成的；按照一

般认识，雄性成年个体体况、适应性、抵抗力等都较

强，而调查发现尸体却以雄性（８１０％）、成年
（７６２％）为主，其中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尸体主
要分布于海拔 ２２００ｍ～２９００ｍ（８５７％），并且都
位于针阔混交林下，这与辖区植被分布以及斑羚的

生物习性都较为一致。

将１７份皮肤病材料进行实验室镜检，发现每个
样品呈现出典型的疥螨虫卵，由此可见野生斑羚疥

螨感染率是非常高的；同时斑羚尸体嘴唇四周、眼

７５１期 程跃红，等：川西亚高山斑羚冬春季死亡调查及保护策略 　　



　　表４ 死亡斑羚生境因子调查记录表

Ｔａｂ．４　 Ｔｈｅｈａｂｉｔａｔｆａｃｔｏｒ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ｏｆｔｈｅｄｅａｄｇｏｒａｌ
尸体
编号

发现
小地名

海拔高度
（ｍ） 坡位 坡度 生境类型

乔木郁闭度
（％）

灌木盖度
（％）

草本盖度
（％）

距离水源
（ｍ）

１ 银厂沟 ２１６５ ５ ２０ ５ ２５ ４０ ６０ ７
２ 银厂沟 ２１８８ ５ ２５ ５ ２０ ３５ ５０ １１
３ 银厂沟 ２２５８ ５ ２０ ５ ３０ ３５ ４５ １２
４ 银厂沟 ２４７５ ５ ２０ ５ ２５ ４５ ５０ ６
５ 银厂沟 ２４１６ ５ １５ ５ ２０ ３０ ４０ ５
６ 银厂沟 ２６５５ ５ ２５ ５ ２５ ４５ ３５ ３
７ 银厂沟 ２４７８ ５ ２０ ５ ３０ ３５ ４０ １
８ 银厂沟 ２８７０ ５ １５ ５ １０ ２０ ２５ ６
９ 银厂沟 ２８８６ ５ ２０ ５ ２０ ３０ ４０ ８
１０ 梯子沟 ２６７７ ５ ２０ ５ ２５ ２５ ３５ ２０
１１ 梯子沟 ２７１３ ５ ２５ ５ ３０ ３５ ３０ １２
１２ 梯子沟 ２６７８ ５ ３０ ５ ３５ ２５ ４０ １２
１３ 梯子沟 ２７１０ ５ ２５ ５ ２０ ４０ ４５ ５
１４ 梯子沟 ２７８０ ５ ２０ ５ ２５ ４０ ３５ ７
１５ 野牛沟 ２８１２ ５ ２０ ５ ３５ ３５ ５０ １１
１６ 野牛沟 ２８４０ ５ １５ ５ ３５ ３０ ３５ ６
１７ 魏家沟 ２６１０ ５ １５ ５ ３０ ３５ ４０ ７
１８ 魏家沟 ２６８０ ５ ２０ ５ ３０ ４０ ４５ １４
１９ 魏家沟 ２８７５ ５ １５ ５ ３５ ２０ ３５ ８
２０ 省道３０３沿线 ２５７８ ５ １５ ５ ３０ ３５ ４０ ９
２１ 省道３０３沿线 ２９１０ ５ １５ ５ ３５ ３０ ４５ ９

注：地名为地图上最近的小地名；海拔为ｍ；坡位１脊，２上，３中，４下，５谷，６平地；坡度为罗盘直接测量数据；生境类型为１竹林，２灌丛，３草
甸，４针叶林，５针阔叶混交林；６人工林，７农田，８其他；乔木郁闭度、灌木盖度、草本盖度为直接判断；距离水源为直线距离，单位为ｍ，用皮
尺测量。

圈、鼻梁、耳根部、颈部等部位被毛脱落，皮肤痂皮较

厚，可以判断出斑羚死亡前疥螨感染已十分严重；尸

体未被其他动物取食（７１４％）比例较高的原因可
能是调查周期较短造成的（１５ｄ）；尸体主要采取了
焚烧、掩埋（６６７％）的无害化处理方式，其实这两
种方法在严寒、干燥的冬春季节都存在隐患或者不

足，比如焚烧可能引起火灾，掩埋常常因为此时泥土

被冻结而无法深埋，容易被其他动物重新发现、采

食。

４　保护策略

４．１　加大冬春季野外巡护力度，及时发现、救治患
病个体

针对斑羚及伴生动物冬春两季，特别是每年１
月、２月份患病、死亡数量增加这一客观事件，保护
区相关职能部门应加强这段时间的日常巡护监测工

作，及时发现患病动物并给予必要救治；由于冬春季

节温度很低，尸体自然腐烂速度较慢，为了防止尸体

被其他动物取食、污染水源及环境，应该对发现的尸

体进行深埋、焚烧、消毒等无害化处理，从而阻止寄

生虫、细菌、病毒等传染源在野生动物及家畜之间的

扩散传播。

４．２　加强基础研究，提高保护质量
目前圈养动物螨虫病的防治方法、技术、药物等

都已十分成熟，但是斑羚等野生动物螨虫病的防治

手段还非常匮乏，所以应加强与其他大专院校、科研

院所的合作，尽早找到斑羚及伴生动物螨虫病等疾

病发病原因及形成机制，探索性的开发相关预防性、

治疗性药物，并开展人工投喂、疗效观察等研究。

４．３　建立健全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体系
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规定，野生动物

疫源疫病监测工作属于保护区的法定职责。因此保

护区应该进一步完善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机构，

落实人员，高度重视辖区内野生动物的非正常死亡

事件，将此类调查、巡护、监测工作长期化、固定化，

整体纳入辖区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工作体系中

来；同时护区应成立野生动物临时救护机构，建设救

护场所，开展救护研究，并将相关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给予保证。

４．４　加强标本制作研究工作
标本是保护区的一项重要资源，对于科学研究、

（下转第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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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药用植物资源已在省外得到了广泛的重视和开

发［１０］。在四川南部发现有自然分布种群，可以进一

步进行药用植物资源研究。同时，半枫荷为国家Ⅱ
级保护植物，具有科研和教育意义，终年常绿，嫩叶

紫色，叶型多变，不失为园林绿化观赏的优良乡土树

种，适宜进行引种驯化，用作行道树、校园绿化和公

园栽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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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教育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工作人员在日常巡

护、监测、科研等工作中，常常会发现各种动物尸体、

头骨、羽毛等标本素材，但是目前保护区自身在标本

的剥制、塑型、养护、保存、研究等方面还处于空白，

所以应加强这方面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与储备，逐

步提高保护区标本制作、展览、研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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