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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3 年 7 月-8 月，对青海省刚察县境内的中华对角羚的分布和种群数量
进行了专项调查。调查结果表明，中华对对角羚在海晏刚查县境内现存 7 个种群，
累计数量为 653 只。根据以往报道相比，中华对角羚数量呈上升趋势，其中刚查
种群数量增长明显。中华对角羚种群数量变化和栖息地质量及人为干扰程度有密
切相关。本次调查显示，中华对角羚现地呈不连续的间断分布。
一、引言
中华对角羚是世界上最濒危的有蹄类动物，中国特有珍惜濒危物种; 属偶蹄
目、牛科、羚羊亚科、原羚属动物。历史上曾广泛分布于青海、内蒙古西部、新
疆东南部、甘肃北部和宁夏等地 ( 张荣祖和王宗袆, 1964；郑昌琳, 1979；中国
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1989；王香亭, 1991) 。
目前仅存六百余只，分布在青海湖周边区域。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将中华对角羚列
为“世界极度濒危物种”，成为《全球羚羊保护行动计划》中名列首位的濒危羚
羊类物种。每年 10 月下旬到来年的 5 月份河流枯水时期，普氏原羚饮水十分困
难，经常溺死于农场灌溉渠。仅 2003 年至 2007 年，在海晏县境内的青海湖农场
东分干渠内就淹死了 42 只普氏原羚。除此外，人类的猎杀也是导致中华对角羚
死亡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因上世纪 60 年代三年自然灾害中被人类大量猎杀，加上生存环境不断恶化，
其中华对角羚种群便迅速减少，环湖地区成了其最后的家园。而且目前仅存于环
湖地区的还不到 600 只中华对角羚，面临着寄生虫侵扰、草场被网围栏分割、冬
季无水喝、被狼捕杀等危境，数量不断下降，已经处于随时灭绝的危险边缘！
二、调查地点
刚察县为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辖县，省环湖重点牧业县之一，位于州境西部，
青海湖北岸。县府驻沙柳河镇，距州府驻地海晏县西海镇 110 公里。人口 2.9 万，
以藏族为主，占总人口的 72.4%，还有汉、蒙古、回、东乡等民族。面积 1.2 万
平方公里。 哈尔盖乡位于县境南部，距县府驻地 27 公里。 人口 0.7 万，以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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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为主，占总人口的 81%。面积 0.2 万平方公里。地处湖滨平原。哈尔盖河流过
境内注入青海湖。矿藏有煤、银等。以牧业为主，牧养藏系绵羊、牦牛、马等。
有青（海）藏（西藏）铁路穿境，交通便利。（如图 1）

三、 数量调查方法
中华对角羚具有相对固定的活动区域和晨昏集群采食习性。根据其习性特点,
我们将数量调查分 3 步进行: （1) 首先访问当地牧民群众, 初步了解中华对角羚
的大致活动范围; （2) 在此基础上进行实地踏查, 掌握中华对角羚的活动范围及
活动规律, 同时观察其活动区的地形、确定观测点和调查路线;（3) 在前期调查
的基础上, 正式进行数量调查。调查方法为样线直接计数法。鉴于中华对角羚警
觉性极强, 见人就迅速逃离的特点, 于清晨采食期开始直到整个区域调查完为止
(时间为早晨 6 00~ 20 30) , 按事先确定的调查路线, 潜伏到观察点借助望远镜
( 10 @ 25 倍 )进行观察并拍照,当发现动物群时, 至少由 2 人以上同时进行计数。
计数完毕, 撤离潜伏观测点, 按规定路线, 以 10~ 15 km 的时速乘车继续向下一
个观察点行进, 并对途中观察到的动物进行计数。每个分布区的数量调查于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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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不同分布区的数量调查, 为非同步, 即采取分别调查法调查。共有 20 人参
与本次调查。同时利用 GPS 对中华对角羚的活动地区, 包括粪便、被毛、尸体
和足迹链等各种遗留痕迹出现地进行定位, 并结合对当地牧民群众的访问, 最终
确定普氏原羚的分布范围, 并在地形图上（如图 3）标出动物群的分布区域, 同
时计算出分布区面积。为非同步, 即采取分别调查法调查。共有 20 人参与本次
调查。

四、结果
根据 20 世 80 年代以来的文献报道, 中华对角羚仅分布于青海湖盆地的局部
地带( 蔡桂全等,1992； 魏万红等, 1998 ；蒋志刚等, 1995；李迪强等, 1999； 郑
杰, 2003 )。本次调查发现,中华对角羚除主要分布于青海湖盆地外, 在天峻县南部
的山间谷地和共和盆地也有分布。在青海湖盆地的分布面积约占整体分布区面积
的 8618 平方公里 。海晏刚察区是 7 个中华对角羚分布区中最大的一个, 刚查海
晏区位于沙柳河以东、克图火车站以西,南临青海湖,北近 315 国道,大致范围在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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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100b14c~ 100b47c 北纬 36b51c~ 37b14c 之间,分布面积约为 46 平方公里。该
布区栖息有两个群:一群经常在海晏湾一代活动; 另一群常在哈尔盖河东面活动,
在土地闲置期 (每年 10 月到翌年 3 月 ) , 常在哈尔盖河以西的农田区活动。通
常分散成 2~ 3 只 或 7 ~ 8 只的小群, 但母子群一般多为 20~ 30 只以上的大群。
清晨采食期间或午间卧息反刍时能见到 50 只以上的大群。本次调查表明,两群
中华对角羚之间不存在天然或人为阻隔, 因此将它们视为同一个种群。本次调查
在海晏刚察区共遇见 7 个种群，数量分别是 15、13、36、75、2、3、1（145），
调查中见到的最大母子群为 75 只, 通常都在 10 几只以上。尽管是夏季, 母子群
中一般都能见到 1 至数只雄性个体。我们遇到的最大雄性群为 19 只, 也经常见
到单只活动的雄性个体。根据测算在海晏刚查地区共有中华对角羚约 653 只左
右！
根据调查中的问卷， 我们总结出大多数人对中华对角羚并不是太了解？此次
调查显示，19.3%的人比较熟悉中华对角羚，56.7%的人仅限于一般了解，22.7%
的人并不了解中华对角羚，也有 1.3%的人对中华对角羚表示不关心。由此可以
看出中华对角羚了解程度并不高，当然也就不可能做出什么保护中华对角羚的措
施，这也就象我们透露出一个信息：现今农村居民的环保意识并不高，对自己身
边存在的野生动物并没有多加了解，这也就需要我们针对这些知识在农村进行普
及，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他们。
在我们实地调研的过程中，有不少村民指出，如今，有越来越多的村民家中开
始蓄养牛羊。牛羊与中华对角羚之间的生存矛盾开始越来越剧烈。届时，就需要
政府的大力支持。除此之外，保护项目区地处青藏铁路旁，紧靠环青海湖自行车
赛的主路段，青海湖环湖旅游主干道-315 国道旁，村民建议，可以将中华对角羚
活动区域的生态恢复、种群数量的恢复作为示范区域，构建宣传教育基地，作为
了开展野生动物及生态保护工作的示范窗口。开展适当的生态保护宣传教育活
动，提高社区全民的保护意识，增强社区牧民群众的自觉性、积极性、能动性和
主动性，乃至全社会的关心、热爱、保护野生动物的思想意识，也有助于开展更
深入过国内的、国际合作和科学研究活动，从而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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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制约因素
1、 寄生虫问题 ：主要是肉孢子虫、包虫、弓形虫，寄生虫对所寄生部位及其
附近组织和器官可产生压迫作用，这种寄生虫过多时就会对其构成致命性威胁，
这种寄生虫主要是由家羊身上掉落到地上爬到中华对角羚身上的，寄生虫成为对
中华对角羚构成危害的主要原因之一。
2、饮水困难：在每年冬季的时候，保护区内的水源大量减少，虽然保护区建有
三个蓄水池，学水池面积约为 100 平方米，保护所的工作人员每两个星期对水池
进行注水，但对于庞大的保护区范围来说，无异于沧海一粟。同时，由于低温的
条件下，水大量结冰中华对角羚只能依靠天然露珠和冰块。
3、 种群隔离问题：在保护区范围内，大大小小共分布了 10 多个中华对角羚的
族群。由于当地牧民私自构建围栏、铁丝网，造成种群之间交流不够。种群之间
没有足够的交流，不利于产生具有优良性状的后代，同时由于围栏和铁丝网的存
在，中华对角羚在躲避天敌时，会撞上围栏和铁丝网，造成中华对角羚受伤，甚
至死亡。
4、狼害、鼠害问题：狼群和鼠群本属于自然界食物链中的一环，但是在保护站
内，由于狼群的大量捕食，造成中华对角羚数量的大量减少，在保护区内，可以
见到大量的鼠洞，大量鼠群的存在，造成草场严重退化，草料的大量减少。这对
于中华对角羚来说是十分不利的，根据保护所的工作人员介绍，由于狼害和鼠害
直接或间接造成中华对角羚数量的减少占整个种群数量的三分之一以上。
六、应对策略
1、 继续加大对中华对角羚的宣传，使更多人知道它、了解它，清楚对角羚的
生活环境，增强对角羚保护的忧患意识。
2、在青海湖东、北岸以及西北岸，选择有较大种群中华对角羚的区域，设立中
华对角羚专署保护区，将保护区域内的牧民迁移至安居工程。实施禁牧（政府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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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补贴），建设人工改良草场、补饲点、补水点和迁徙通道。配备保护设施和专
职保护人员，并采取自然繁衍和人工饲养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华对角羚进行保护。
3、 动员生活在中华对角羚活动区域内（不属专属保护区）的牧民减少家养牛、
羊的数量（政府给于适当补贴），减缓其与对角羚争争夺草场、水源的压力。
4、动员对角羚活动区域（不属专属保护区）的牧民将网围栏从 120 厘米降低
80---90 厘米，保证对角羚的采食、饮水、觅偶通道畅通，根据牧民草场数量适
当给于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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