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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太白山自然保护区位于秦岭西部，地处陕西宝鸡市的太白县、眉县和

西安市的周至县三县交界之处。地理坐标为东经 107°22″25′——107°51″30′
和北纬 33°49″30′——34°05″35′之间。东自周至县西老君岭，西至太白县
的鳌山，南起周至县龙洞沟口，北到眉县黑虎关。东西长 45 公里，南北

宽 34 .5公里，总面积 56325 公顷。主峰拔仙台 3767.2米，是中国大陆东

半壁的最高名山。太白山自然保护区建立于 1965 年，1986 年被国务院批

准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太白山自然保护区是以保护森林生态系统和自然历史以及为主的综

合性自然保护区。区内 生物多样性丰富多彩，自然景观争奇斗艳，古冰

川地貌千姿百态。植被垂直带谱十分明显，自下而上分为阔叶林带、针阔

混交林带、针叶林带、高山灌丛草甸带 4 个垂直带谱。有种子植物 1889

种，蕨类植物 120余种，两栖类 9种，爬行类 14种，鱼类 6种，昆虫 1435

种。太白山是中国的四大药山之一，国家重点保护的二类药材 24 种，全

国名贵药材 14 种。太白山是古北界和东洋界动物的交汇和过渡地带，分

布有国家重点保护动物 33 种，其中一级保护动物有大熊猫、羚牛、豹、

金丝、林麝 5种，二级保护动物 28种。这里是我国大熊猫分布的最北界，

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在海拔 3000 米以上的高山区，保存着较为完整的

第四纪冰川遗迹。太白山是长江、黄河两大水系主要支流的分水岭，胥水

河、黑河、石头河等主要河流发源于太白山保护区，这些河流不仅是陕西

关中平原、汉中盆地农业灌溉的重要水源，也是西安、汉中城市用水的重

要补给源泉。 

巡护是自然保护区最基础、最重要、最艰苦的工作，对于保护区的有

效管护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编辑出以简要介绍巡护的基本知识、巡

护工具的使用、野外生存技能和巡护安全常识为主要内容的宣传教育手

册，旨在使生态游客了解参与式野外巡护的有关知识，并通过参加参与式

野外巡护工作，使生态游客亲身感受巡护人员的工作、生活经历，体验大

自然的博大精深和奥秘所在，激发生态游客热爱自然、保护自然的积极性，

提高生态游客自觉参与自然保护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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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巡护的基本知识 

一、巡护的目的 

（1）制止非法偷猎、盗伐、放牧、开荒等破坏自然资源的行为，确保自然保护区

的保护规章得以有效实施； 

（2）监测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物种及人类活动的变化趋势； 

（3）向人们展示保护区的存在，以及保护工作人员对保护工作的兴趣和认真负责

的态度。 

二、巡护的任务 

定期或不定期地沿一定的路线观察，按要求在巡护表格和笔记本上记录下野生动

植物及人类活动情况，并及时将所发现的重要情况上报，及时制止非法行为。 

三、巡护的作用 

通过巡护，可以及时地发现和制止非法活动如偷猎、盗伐、放牧、开荒等，确保

自然保护区边界的完整性；制止游客违反保护区的规定，保证保护区的重要地带如核

心区，不受人为干扰；收集保护区野生动、植物种群、生境、物候等方面的资料，对

保护区生态系统及物种的变化，进行长期的监测，为保护区管理提供决策信息。 

四、巡护员的职责 

巡护森林，观察、监测动植物种群、生境、物候等方面的变化规律，掌握人为活

动情况，监测火情动态，传递火情信息，维护防火旅游设施，做好入区人员的宣传教

育工作，从事林政执法。 

五、巡护表格填写内容 

（1）基本情况：时间   地点   天气   巡护人员   观察方式  编号   线路长

度等； 

（2）野生动物情况：数量   种类   实体   痕迹   行为等； 

（3）地形地貌、海拔高度 、生境类型； 

（4）人为活动情况：采集    狩猎    割竹    挖药    野外用火等。 

附：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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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太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外巡护数据收集表 
顺序号：______                                      表格分类编码：          

    
巡护单位 样线编号 观察人员O 观察方式 

 ______号 姓名：_______ 1.步行 2.驾车 3.巡护哨 4.观察站   编码：___ 
 

巡护日期O 观察时间 天气状况 

______年___月___日 ___时___分 

01.晴-热  
02.晴-凉 
03.晴-冷 
04.阴-热 

05.阴-凉 
06.阴-冷 
07.大风-热 
08.大风-凉  

09.大风-冷 
10.雨-热  
11.雨-凉 
12.雨-冷 

13.雾 
14.雪 
15.多云 
编码：___ 

 

野生动物种类O 实体特征 行为类型 
动物中文名： 
 
学名： 
 
编码：____________ 

数量： 

  ──
只 

  ──
头 

  ──
条 

性别特征： 
1. 雄性(F) 
2. 雌性(M) 
3. 不清楚 
编码：___ 

年龄结构： 
1.成体 2、压成体 
3.幼体 
4.新生体 
5.不清楚 
编码：___ 

1. 觅食 
2. 站立 
3. 移动 
4.休息 
5.追逐 

6.在地面 
7.在树上 
8.在空中 
9.残体\尸体 
10.其他:

──
 

编码：______ 
 

痕迹类型 观察地点空间位置O 
01声音 
02.粪便:──堆\堆 
03.蹭痕:───处 
04.爪痕:───处 
05.足迹:───处 
06.啃痕:───处 

07.尿迹:───处 
08巢穴:───处 
09.卧穴:───处 
10.领域标记 
11.其他:─── 
       编码：____ 

小地名：
────

                    海拔高度O:
── 

米
 方位：───── 

东经：
────

北纬：
────

 

直角坐标网(公里网)格数O： 
横坐标O：X=

──   
x=── 

纵坐标O：Y= 
──

  y=──           直角坐标系示意图 
地形特征 生境类型O 

01. 沟谷 
02. 溪河边 
03. 山脊 
04.平地 
05台地 
06阴坡 
07阳坡 

08.坡顶 
09.坡中 
10.坡底 
11.其他

──
 

 
 
编码：___ 

森林： 
01.太白红杉林 
02.巴山冷杉林 
03.华山松+ 
   辽东栎林 
04.华山松+ 
   锐齿栎林 

 
05.栓皮栎林 
06锐齿栎林 
07.辽东栎林 
08.红桦林 
09.牛皮桦林 
10.太白杨林 

灌丛： 
11.头花杜鹃灌丛 
12.太白杜鹃灌丛 
13.杯腺柳灌丛 
14.高山绣线菊灌丛 

草甸： 
15.禾叶嵩草草甸 
16.发草草甸 
17.园穗蓼草甸 

 
无植被区： 
18.高山乱石堆、             
石河、石海 

农业\栽培植被: 
19.农田\经济林 

 
水域:(水生动、植物) 
20.高山湖泊 
21.溪流、河流 

物种生境照片 

编码: 

摄影: 

制作: 
植被分类编码：

___________ 
 

 

 

人为活动类型 野生植物种类O 
01. 偷猎:───只\头 
02. 猎套:───副 
03. 捕鱼:───条 
04. 木材砍伐:───株 
05.薪材砍伐:───捆 

06.挖树苗:───株 
07.挖药:───公斤 
08.割竹:───公斤 
09.割漆:───公斤 
10.放牧:───只\头 

11.挖土采矿 
12.毁坏设施 
13.乱扔垃圾 
14.野外用火 
15.其他行为

───
 

植物中文名： 
数量：

────────
株 

伐根\地径:
──────

厘米 
立木胸径:

──────
厘米 

△请将人为活动点标在直角坐标系上!    编码
：

____ 
 

巡护人员签名O 巡护部门领导签审O 巡护主管部门统计审查O 数据管理部门录入O 

巡护员：
 _________年___月___日 

巡护部门领导：
 

_________年___月___日 
巡护主管部门：

 
______年______月___日 

录入员： 
______年___月___日录入 

填表说明：栏目内带星号O的项目为必填项目，编码及物种学名由数据管理部门填写。本表由数据管理

部门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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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巡护表格填写要求 

（1）必须在野外完成； 

（2）按规定代码填写； 

（3）真实、客观反映事实。  

七、巡护人员组成及职责 

巡护小组每组由 6—7人组成，其中，巡护员２人，游客 2——3人，背工 2人。1

个巡护员兼任组长，负责全盘工作；1个巡护员收集、记载信息，其余人员观察。 

第二章   巡护工具的使用 

一、地图的使用 

正确使用地图是有效完成野外工作的基础。地图和罗盘能告诉你当前所处的位置

和怎样到达你想去的地方，帮助你找到研究区域或样地，使你能够准确记录动物、痕

迹及关键生境要素的位置，测量距离与面积，为某项计划绘制草图。 

1．地图：指按特定比例缩小的地球表面的一部分。实际上，就是将所看到的周围

景物用一张图表达出来。 

2．地图的种类 

平面图——表明了河流和生境类型等重要特征，但没有地势的起伏（地面高度变

化）。 

地形图——以可测量的方式显示地形和地貌特征。这是野外工作最常用的地图。 

航片——从飞机上拍摄的地面景象，通常用于显示小面积内的景观细节。 

卫片——用于大面积的地区资源评估。这种地图常用于评估生境类型和土地使用

方式，监测生境变化情况。 

3．地图显示的主要信息 

通过地图你能得到距离、方向、位置、高度、地势起伏、道路、桥梁、建筑等地

物信息。但是由的地物特征如人工建筑物（伐木小道、水库和村庄等）不是恒定不变

的，所以在使用地形图时，一定要弄清地图的出版日期。一般而言，地图的出版日期

被印在地图的左下角。把地图切割成小片时，要注意不要将地图底部给出的图例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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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中可能有制定野外工作和导向所需的信息。 

4．地图比例尺：指地图上的一个尺寸单位代表实际地域的多少个尺寸单位。比例

尺一般同时以数字和条形图表示，出现在地图的底部。 

5．等高线：就是一些将野外实测高度相等的点连接起来的线。它们指示了地面的

起伏或高度变化。等高线之间的高差叫等高距。在任何一张地图中，它是个常数。 

6．报告地图上的位置：地图上的位置可用经纬度来描述。赤道南和北的某一点的

纬度是它到赤道的距离，以“度”（ ）来量度。纬线是一族假想的东西走向的平行线。

与纬度垂直并经过两极的另一族假想的南北走向线叫经线，也叫子午线。经过英国格

林威治的一条特殊的子午线叫做本初子午线，同样以“度”来量度。包容一张地图的

四条经纬线，可用作参考坐标，以它四个角的度和分来标定。 

另一种报告位置的方法是用地图中画出的均匀方格线。每一条方格线都按从西到

东和从南到北的递增顺序编号。这种用方格线在地图上定位的体系叫做方格参考系（或

称公里网格）。 

7．确定方向、距离和面积 

用地图上指向正北的箭头，你很容易判定一座山地坡向，或者一条河流的流向是

朝南还是朝北。至于距离，可先用细绳在地图上沿着像河流、道路这样的曲线量得其

地图长度，再按比例尺换算得到。至于面积，则可用地图中边长为 1公里或 10公里的

方格来估计，或者按地图比例尺画出较小的网格，以增加估计的准确度。用画着方格

（已知面积）的描图纸来做面积测量也很方便。 

8．在地图上缺定最佳行进路线 

利用等高线和其它地形特征，你可以安排最佳步行路线，最佳动物搜寻地、营地

和研究区域，确定可靠水源所在和可能的水点。在步行穿越荒野时，通常要尽量避免

横跨等高线（除非你选择走“直路” ）。一般来说，最好的行进路线是沿着山脊或河

谷。 

9．地图草绘 

草绘地图至少要包括两个要素——方向和比例尺。它还应包括绘制者的姓名、如

果代表的面积大，还应标明该地区的磁偏角、点高或重要的高度基准点、主要地物（如

公路、建筑物等）、重要角度和生境类型及绘图日期。一旦野外考察结束，草图要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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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的纸转绘一遍，使其整洁、可读，并且比例正确。 

二、罗盘的使用 

1、方位角  方位角就是前进方向与正北方向的夹角。其读数是从正北的零度开始

顺时针方向读取，正北为零度，正东为 90度，正南为 180度，正西为 270度。 

2、罗盘的基本用法  罗盘的读数叫做罗盘方位或磁方位。注意，指向地球北极的

指针实际上是磁针南极（故称指南针），而罗盘刻度读数是按与磁针实际方向相反的方

式标定的，因而可以在表盘上直接读取磁方位。在用罗盘测定方位时，应尽量保持罗

盘水平稳定。影响罗盘读数的常见物体依次为：动力电源线、汽车、电话线和枪支。

在太靠近车辆的地方测定方位是一种常见的操作错误。某些含有铁沉积物的地址构造

也会使其读数失真。 

3、磁偏角 

正北是指向北极的直线方向；磁北是指向磁北极的方向。罗盘的磁正总是指向磁

北极（MN或在地图上用半个箭头表示）。任何子午线，即经线，都是指向正北极（ TN，

或在地图上用五角星表示）。正北和磁北的角度差叫做磁偏角。一般情况下，在地形图

的底部都有表示正北、磁北和坐标系北之间偏差的图例。 

在地图上得到的真实方位，是正北与观察者和目标物之间连线的夹角。当同时用

地图和罗盘工作时，特别是在远距离情况下，必须作磁偏角的校正。 

地图上不同的地点有不同的磁偏角，所以每一张地形图都有磁偏角的大小的说明。

就是在磁偏角不大的热带地区，也不应忽视磁偏角的存在。即使是 1º的偏差，在划定

保护区边界、做样带调查和徒步穿越荒野时，也会造成很大的定向误差。 

但在下述情况下，可以忽略磁偏角： 

（1）在野外定向行走，并只带着罗盘； 

（2）在磁偏角小的地区走一段距离： 

（3）朝着或寻找一个很大的、容易识别的地物，如山峰和河流； 

（4）在磁偏角很小的地区使用廉价的、不准确的罗盘。 

在野外，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有时，需要的导向精度很高，所以必须进行磁偏

角的校正，才能测出准确的磁方位。磁偏角的校正有两种方法，即直接调整罗盘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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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或对罗盘读数作适当的加减处理。在用地图方位校正罗盘时，有一个帮助你记住

磁偏角补偿法的口诀：偏西加，偏东减。按罗盘方位设定地图方位时，则是偏西减，

偏东加。 

注意：在一些地图中，你会看到第三个 GN 箭头的标志，这就是坐标                                                                       

网格北，这些地图印着均匀的网格线，其北向与地图边界上的真子午线稍有不同。如

果你用这些线来决定地图方位，就必须调整偏差。通常情况下不用网格北。 

4、按罗盘方位定向行走 

定向行走，即按罗盘读数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这种定向技术常用于截线

法样带调查或徒步穿越荒野等活动。如果在野外条件下保持远距离直线行进有困难，

你可换一种定向方式，用罗盘确定方位后找出行进线上比较显眼的物体（大树、石头

等），选择最容易的路径（不必是直线）走向此物。若有必要，整个行程可分成几段，

前一段的终点是后一段的起点。在离开新的起点前，最好回头用反方位（+180º）核对

一下是否偏离了方位，并及时加以调整，重复这一过程，直到达到最终目的地。这样，

你就走了等效的直线方位。 

5、绕过障碍物的导向 

在沿罗盘方位行进时，有时会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物（如悬崖、湍急的河流等）

而又必须保持原定方向。碰到这种情况时，（1）先作一个 90º的转弯并在新方向上走

到可以绕过障碍物的地点；（30最后，再转 90º沿着与步骤（1）相反的方向，行进同

样的距离或步数。这时你就回到了原样带上障碍物的另一端。其实，如果能再遇到障

碍物时认准“彼岸”在行进方位上的某一显著物体，并能绕路到达那里，以上过程则

可大为简化。 

6、地图和罗盘的结合作用 

（1）地图取向 

a、对照法  把地图上标出的明显地物和野外实物联系起来，使之能对号入座。 

B、罗盘法  按罗盘方位摆正地图方位。 

（2）位置的确定 

有时，你想判定自己在野外的确切位置，或要标出有意义的事物，如偷猎、偷伐、

水源、硝塘的位置。为此，测量你到两个在地图上容易识别的地物（如山峰）的罗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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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位并在地图上标出。你的位置就在两条方位线的交叉点上。 

（3）有意偏差法 

在按罗盘方位作长距离行走时，你难正好到达预定目标。当目标是线状物上的一

点，如公路边的一栋房屋、小河边的一片盐窝时，可有意或左或右偏离该目标，而朝

一个更显眼的地物走去，在到达线状物体后再转向原定目标。 

三、海拔仪 

依据大气压随高度递减的原理制造的测高工具。由于天气变化也会影响大气压，

因而使用时要在地图上有高度的地点校正。减小天气对海拔仪影响的一种方法是想法

测得营地得真实高度后，每次外出工作之前作一次读数校正。海拔仪垂直位移约 500

ｍ或水平位移 10㎞后，一般要作一次检查或校正。否则，不能保证测量精度。好的高

度表是有温度补偿性能的，但大的湿度变化会影响气压，从而影响准确性。在峭壁深

谷中，难于找到容易识别的地物，因而罗盘发挥不了作用。这时，海拔表可以用来帮

助判定你在地图上的位置。海拔仪还可以用来测量点高、绘制地形图。 

四、GPS的操作使用 

1．安装电源 

2．开机  

按电源及照明键约 1秒钟，机内进行自查，出现开机画面，显示接受状态。 

3．定位 

当接受到 3颗以上卫星后，接受机自动计算，得出天线所在位置得经纬度，并自

动转换到“定位画面”。 

4．初始化位置 

初次使用或到达一个新地方（距上次定位地点超过 800公里）使用 GPS时，最好

初始化 GPS 的位置，即输入当地的大致经纬度（精度保证在 100 公里以内即可），以

使接受机尽快接受到卫星信号，操作步骤如下： 

（1）按“翻页键 PAGE"或“回退键 QUIT”直至出现定位画面。 

（2）按上箭头键将光标移至经纬度处。 

（3）按“输入键 ENTER”，用上、下、左、右箭头键输入当地的经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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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输入完毕后，按“输入键 ENTER”进行确认。 

5．基本输入方法 

（1）按上、下、左、右箭头键，将反白光标移至输入处，此时待输入处全部反白，

按“输入键 ENTER”后，仅第一个字母反白，表示进入输入状态。 

（2）用上、下、箭头键进行选择性输入。 

（3）在输入经纬度、航点名时，需用右箭头键移动光标，再用上、下箭头键进行

逐字输入，当前面的输入出错时，可用左箭头把光标移回，重新用上、下箭头键选择。 

（4）输入完毕，按输入键 ENTER确认，反白光标消失。 

（5）在输入过程中，如果想撤消本次操作，可随时按 “回退键 QUIT”退回。 

6．提示信息 

（1）当正确按键操作时，GPS会发出一声悦耳的“嘟”表示确认；相反，当按键

错误时，GPS回发出连续的“嘟嘟”声进行提示。 

（２）有时，GPS回发出“嘟嘟”的连续报警声，并在屏幕上出现小方块，这时

有信息需要你观看，按翻页键 PAGE，传入信息页，观看完信息后，按翻页键 PAGE

返回到原画面。 

７．关机 

连续按电源照明键３秒钟，直至画面消失。 

第三章   野外生存技能 

野外生存技能是巡护员必须掌握的知识。在野外工作，随时都可能发生不测的事

件，这就要求野外工作人员有很强的应变能力，在逆境中求生存。 

1．用影子端点轨迹定向 

在没有罗盘，或因靠近大磁体，罗盘不能正常工作时，这是一个简单又可靠的定

向方法，纬度 60度以内均可使用。操作程序如下： 

（1）插一根棍子或枝条在地上； 

（2）用石块或树枝标邮影子端点； 

（3）等候影子的端点移动一段距离，再标出新的影子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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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过两个标记点画一条直线，即为东西线（太阳由东向西运动，影子由西向东）。 

2．用影子端点轨迹定时 

做完影子端点定向后，将棍子垂直接到东西线和南北线的交叉处。东西线西段对

应着日出时间（一般在早 6时左右），而东段对应着日落时间（一般在晚 6时左右），

南北线是中午。 

3．遇危险动物的应急方法 

☆从动物的下风方向接近； 

☆保持肃静； 

☆当很接近时，爬上大树； 

☆如果被动物追赶时，扔下衣服或其它物品，分散动物的注意力，并以左右迂回

的方式向下坡方向逃离。 

4．防寒 

夜间在林子里过夜是很冷的，应携带帐篷和被子。因以外不能归宿，则应将所有

衣服穿上，并将干衣服贴近皮肤，而潮湿的衣服穿在外面。其它保暖的方法 还包括：

活动、生火、抽烟、多吃多喝，吃辣椒、洋葱，用辣椒、衣服擦被冻的部位增加血液

循环，躲在避风处，寻找干洞、树洞、石洞等。 

在潮湿的地区，应携带较大的雨衣，它可兼作防雨窝棚的顶和铺在地上休息。有

的雨衣可扣在一起做成一个更大的窝棚。如果要在窝棚内住一段时间，最好用竹片或

树枝做一平台，将林下潮湿的地面隔开。 

营地要选择考虑用水方便、安全，不要在有大枯枝的树下，或大型动物活动的路

线上扎营。 

5．标记 

当发生事故或迷路时，要留下记号，让其他人找到你，就要在走过的路上标记。

标记的含义要尽可能清楚。 

☆不要用含混的符号到处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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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一些永久性的标记把保护区弄的乱七八遭； 

☆可将经过的小路旁的小树枝折弯，做成临时性的标记。 

☆对永久性的小道、调查线路的标记，可使用磷光漆、彩色胶带或光环，将其套

在树干上，这样不会对树木造成危害； 

☆不要一路乱砍，这样即破坏了树木，又不能达到标记的效果； 

☆在地上画上箭头，或用树枝标出行进的方向，或用枯枝横在不走的路上； 

☆不要将自己的名字或信息雕刻在树干上； 

☆随时注意其他人留下的标记，这些标记可能帮助你辨认方向。 

6．野外应急技术 

（1）疟疾：不要将食物和用具放在不干净的地方；不要引用不流动的积水；夜间

睡觉用帐篷；早晚穿长袖衣服，防止受凉和蚊咬。 

（2）伤寒：保持病人体温；大量饮水，补充因呕吐、腹泻造成的脱水。 

（3）蛇咬伤 

如果被无毒蛇咬伤，可作为普通伤处理，如果怀疑被毒蛇咬伤，应尽可能将蛇捕

捉以便辨认，并立即作以下处理： 

☆不要惊慌，不要快跑，以免毒素扩散； 

☆如果伤口出血，用嘴使劲将有毒的血尽可能多地吸出，如果伤口太小，血流不

出来，可用卫生的锐器将伤口划大一点，然后再吸出有毒的血。 

☆如果有解毒药，应按说明立即注射或服用；☆ 

☆如果毒性很重，感到头昏，应尽量慢行，最好由其他人抬担架或搀扶，立即找

医生。 

☆一找到医生，就应立即将捕捉到的毒蛇给医生看，以便他能对蛇伤做出正确的

处理。 

（4）采食野生植物 

1．野果类：如山葡萄、野猕猴桃、山樱桃、小果蔷薇、悬钩子、山桃、胡颓子、

坚果、松果。无经验者可仔细观察鸟和猴子选食的野果、干果，对人无害即可食用。 

2．野菜：如拾节菜、叶上花、苦菜、蒲公英、野蒜、野韭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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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菌类：如野木耳、猴头菌、羊肚菌、蘑菇类，食蘑菇类一定要小心中毒，它的

识别是：颜色艳，不能食。 

第四章   巡护安全常识 

1、带上巡护工具、备足生活食品、防寒衣物，携带宿营物品及常用药品等； 

2、按照设定的巡护线路行走，巡护小组人员需结伴而行，严禁单独行动，不要盲

目探险。当脱离团体时，请及时按原路返回； 

3、尽量避免在大风、大雾、雷雨、夜间及道路湿滑的情况下进行工作； 

4、在悬崖、栈道、石河、石海等危险地带不要滞留、戏玩； 

5、不随意采食野生果实、叶草及菌体，避免不慎中毒。在高海拔地区禁止饮酒。

不饮用生水，注意食宿卫生。 

6、爱护大自然的一草一木，搭设帐篷时不能随意砍伐树木，野外不随意采摘花木、

乱挖药； 

7、遵守野外用火规定，严禁野外吸烟、烤火、杜绝森林火灾发生，确保资源安全。 

8、发现火情，立即向保护站报告并积极参加扑救。 

9、遇到野生动物时，应立即后退、避让，静静地观赏、观察，切莫靠近、追逐、

恐吓、惊扰，避免动物给您造成伤害。 

10、发现受伤、病弱、围困、不能行走的野生动物时，要立即报告有关管理部门，并有权制

止、检举、揭发各种破坏自然资源的不良行为等。 

附   件 
1、太白山保护区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太白山保护区国家级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大熊猫    羚牛    豹    金丝猴    林麝 

太白山保护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豺    黑熊 黄喉貂 水獭 斑羚 鬣羚 

血雉 红腹角雉 勺鸡 红腹锦鸡 鸢 赤腹鹰 

雀鹰 松雀鹰 猎隼 燕隼 红脚隼 红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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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雕鸮 毛角鱼鸮   长耳鸮   纵纹腹小鸮 领鸺鶹 斑头鸺鶹 

大鲵 细鳞鲑 中华虎凤蝶 三尾褐凤蝶   

 

太白山保护区陕西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豹猫    蓝鵐 

2、太白山保护区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名录 

太白山自然保护区国家一级保护植物 

独叶草    红豆杉  

太白山自然保护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 

太白红杉   大果青杄   水青树    连香树    野大豆    水曲柳    秦岭冷杉  

 

 

二○○三年五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