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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活中热爱⾃然，关⼼动物的你.  

 希望本报告可以向你展示⽔獭这⼀可爱类群的⼀切.  

 愿在⽔獭种群的保护和复健当中⻅到你的身影. 

 给保护的⾏动者以信⼼和⼒量.  

 道阻且⻓，⾏则将⾄.  

 关注和参与事关中国⽔獭的未来.  

 让我们即刻携⼿启程.  

  



  

 

  



  

报告综要 

 现状  

- 欧亚⽔獭（Lutra lutra）、亚洲⼩⽖⽔獭（Aonyx cinereus）和江獭（Lutrogale 
perspicillata）曾⼏乎占据了中国所有类型的⽔⽣环境，分布遍及国⼟。然⽽，经

过半个世纪的⽆度捕杀，欧亚⽔獭已退缩⾄少数破碎化栖地，亚洲⼩⽖⽔獭仅少

有记录于云南和海南偏远⼭溪，⽽江獭在近30年未⻅⼀笔记录； 

- 在国内，对于⽔獭的调查和研究⼯作直到近年才⻅开展，但社会关注、科研兴趣

以及保护投⼊仍严重不⾜； 

- 对欧亚⽔獭⽽⾔，现已开展⼯作地点即使以其所在县级市⾯积计，亦不⾜其中国

潜在分布区的4%，⽽潜在栖息地中仍有逾80%未受保护区覆盖，调查和保护空

缺明显；亚洲⼩⽖⽔獭和江獭甚⾄并⽆⾜够信息以供分析。 

 威胁  

- 在14项已识别威胁中，威胁程度似由“个体损失与死亡”、“栖息地退化与丧失”⾄“政

策与认知不⾜”逐渐加重； 

- 就已开展⽔獭调查、研究和保护的地点⽽⾔，⽔獭受胁程度似乎由⻄部地区向东

南沿海逐渐增强； 

- “栖息地退化与丧失”，“科研兴趣及投⼊有待加强”以及“官⽅保护体系及能⼒有待

完善”或为中国⽔獭所⾯临的最紧迫威胁。 

 建议  

- 更新保护级别，完善管理体系，加⼤调查⼒度，通过制定保护⾏动计划快速保护

已发现种群，同时对周边潜在栖息地进⾏快速调查与科学恢复； 

- 提⾼科研兴趣，加⼤研究投⼊，通过对于⽔獭的⽣态学和保护⽣物学研究来指导

实地调查和保护⼯作； 

- 增强科普宣教，引导公众认知，发动社会⼒量，通过公⺠科学等形式掌握⽔獭分

布情况，明确调查、研究和保护⼯作⽅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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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从环太平洋沿岸⾄中亚泥泞沼泽，从热带⾬林⼭溪到⻘藏⾼原峡⾕，历经了百

万年的适应与演化的⽔獭⼏乎占据了全球淡⽔及近海⽣态系统中⻝物链的顶端。在

中国，曾有三种⽔獭分布——世界上分布范围最⼴、已知栖息海拔最⾼的欧亚⽔獭

（Eurasian Otter Lutra lutra），体型最⼩、集群⽣活并主⻝蟹类的亚洲⼩⽖⽔獭

（Asian Small-clawed Otter Aonyx cinereus），以及集群围捕⻥类、偏爱⽯质⽔滨

的江獭（Smooth-coated Otter Lutrogale perspicillata）。 

然⽽，因滨⽔⻝⻥有胁渔业，⽪张润泽防⽔保暖，⻣⾁脏器均作药⽤，⽔獭在

中国⾃古便⼴遭屠戮——⾄上世纪末，原本曾遍布国境的⽔獭仅蜷存于少数破碎的

偏远栖地。新世纪以来，随着⽣态⽂明的持续推进，环境保护恢复⼯作的⼤⼒开

展，公众⾃然意识的不断提⾼，藏匿了近半个世纪的⽔獭开始重新回到⼤众的视

野。 

基于此，2019年12⽉，国内从事⽔獭调查和保护的政府单位、科研院所以及⾮

盈利/公益组织联合发布《2019中国⽔獭调查与保护报告》，以回溯国内⽔獭种群及

栖息地状况，总结既有⼯作，明确受胁情况。 

在本报告的第⼀章中，对欧亚⽔獭、亚洲⼩⽖⽔獭和江獭进⾏了有关形态与分

类、栖息地和⽣活史的简要介绍；第⼆章中，对2000前⽔獭在中国的状况进⾏了回

溯；第三章中，对三种⽔獭当前的调查、研究进⾏了汇总与展示；第四章中，针对

当前⽔獭在中国所⾯临的各种威胁进⾏了综述与评估；最后，在第五章，对报告的

内容进⾏了梳理和总结。 

最后，希望通过报告的发布，增进公众对这⼀古⽼⽽可爱的类群的关注与了

解，给⽔獭保护的⾏动者以信⼼和⼒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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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 ⽔獭在中国: 淡⽔⽣态系统的顶级捕⻝者 

 

1

年保⽟则拍⽔獭栖息地的花斑裸鲤 Gymnocypris eckloni | 年保⽟则⽣态环境保护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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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獭是⻝⾁⽬鼬科⽔獭亚科（Carnivora / 

Mustelidae / Lutrinae）动物的统称，全球现存共7

属13种。⼏乎占据了除澳洲和南极洲外全球各种类

型的⽔⽣环境。 

在北美洲，有⼴泛分布在各种⽔体当中的北美

⽔獭（North America River Otter Lontra 

canadensis），以及分布于太平洋北岸和东岸可直接

饮⽤海⽔、利⽤⼯具在海洋中取⻝棘⽪动物和软体

动物的海獭（Sea Otter Enhydra lutris）；度过巴拿

⻢地峡，在全球⽣物多样性最⾼的南美洲⼤陆，有

群居在密林缓慢溪流当中、⼏乎专性⻝⻥的巨獭

（Giant Otter Pteronura brasiliensis），⽣活在中南

美各种⽔体当中主⻝移动缓慢底栖⻥类的⻓尾⽔獭

（Neotropical Otter Lontra longicaudis），栖息于

南 美 洲 最 南 部 、 独 居 并 主 ⻝ 蟹 类 的 智 利 ⽔ 獭

（Southern River Otter Lontra provocax）以及栖息

于南太平洋东岸并完全适应海洋⽣活的秘鲁⽔獭

（Marine Otter Lontra felina）；在⾮洲，有⼴泛分

布在撒哈拉以南开阔⽔域中集群⽣活的斑颈⽔獭

（Spotted-necked Otter Hydrictis maculicollis），

⼩⽖⽔獭属中体型最⼤、群居⻝蟹的⾮洲⽆⽖⽔獭

（Cape Clawless Otter Aonyx capensis），以及独

居在⾬林当中主⻝蚯蚓的刚果⽆⽖⽔獭（Congo 

Clawless Otter Aonyx congicus）；撒哈拉沙漠以北

的⾮洲和⼴袤的亚欧⼤陆的各种⽔域当中，⽣活着

世界上分布范围最⼴、已知栖息海拔最⾼的欧亚⽔

獭（Eurasian Otter Lutra lutra），在南亚⾄东南

亚，则栖息有集群围捕⻥类、偏爱⽯质⽔滨的江獭

（Smooth-coated Otter Lutrogale perspicillata），

体型最⼩、集群⽣活并主⻝蟹类的亚洲⼩⽖⽔獭

（Asian Small-clawed Otter Aonyx cinereus），以

及分布局限于东南亚并最不为⼈知的⽑⿐⽔獭

（Hairy-nosed Otter Lutra sumatrana）。全球13种

⽔獭⻅图I-1。 

图I-1. 全球⽔獭亚科现存⼗三种⽔獭 | Duplaix & Savage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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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I-2. 三种⽔獭在中国的分布情况（1950-2019）| 张荣祖 1997, Zhang et al. 2018  

在淡⽔⽣态系统中，⽔獭往往作为其中的顶级

捕⻝者出现，并常因对栖息地破坏和污染⾮常敏感

⽽被当做淡⽔⽣态的指示物种（Kruuk 2006, Ruiz-

Olmo et al. 1998），同时也被视为区域河流、湿

地、湖泊等⽔⽣环境保护的旗舰物种（Bifolchi & 

Lodé 2005, Cianfrani et al. 2011）。 

在中国，⼀共有三种⽔獭的记录，分别是欧亚

⽔獭、亚洲⼩⽖⽔獭以及江獭。其中，欧亚⽔獭是

中国分布范围最⼴的⽔獭——从⻘藏⾼原到东南沿

海，从北⽅森林到热带⾬林，历史上除在宁夏没有

记录外，⼏乎遍布全国所有省区（Li et al. 2017, 

Zhang et al. 2018）；亚洲⼩⽖⽔獭，因为其主要

分布于热带及亚热带地区的河流等⽔域当中，在中

国，主要发现于海南、云南以及⼴⻄的亚热带及热

带⾬林地区（张荣祖 1997）；⽽江獭，仅在云南边

境地区以及⼴东沿海的上川岛有过零星记录（⾼耀

亭 1987, 张荣祖 1997；图I-2）。  

在物种起源上，⽔獭属Lutra最早的化⽯证据可

以追溯到⼤约580万年前的Lutra affinis，其在晚中新

世的希腊和⻄班⽛以及早上新世的法国有过记录

（Koufos 2011, Montoya et al. 2011）。在巴基斯

坦上⻄瓦利克群的更新世沉积物中发现的Lut ra 

palaeindica化⽯被认为是⽔獭属现存的两个物种，即

欧亚⽔獭和⽑⿐⽔獭的直接祖先（Wi l l emsen 

2006）——据⽬前已知信息，欧亚⽔獭起源于亚洲

并在晚更新世和早全新世期间扩散⾄欧洲及⾮洲北

部（Willemsen 1992）。Dubois（1908）曾将来⾃

⽖哇的⼀块早更新世下颌⻣碎⽚化⽯鉴定为Lu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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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I-3. 中国的三种⽔獭及其分布 | ⼭⽔⾃然保护中⼼ 年保⽟则⽣态环境保护协会  Jeffery Teo 

palaeoleptonyx，并认为是亚洲⼩⽖⽔獭的祖先，但

在后来其却被证实为江獭的祖先物种，并更名为

Lutrogale palaeoleptonyx（Willemsen 1986, Ajisha 

2015）。2017年，在新加坡曾发现江獭x亚洲⼩⽖⽔

獭的杂交个体（Moretti et al. 2017），⽽次年亚洲

⼩⽖⽔獭和江獭被证明为亲缘关系较近的姐妹种

（Koepfli et al. 2018）。⾄于亚洲⼩⽖⽔獭，⽬前

仍⽆确凿的化⽯记录（van Zyll de Jong 1987），

但 据 推 断 其 可 能 起 源 于 来 ⾃ 中 国 的 A o n y x 

aonychoides（Radinsky 1968）——其在晚中新世

演化出亚洲⼩⽖⽔獭（Koepfli & Wayne 1998）。 

在分类上，由于欧亚⽔獭分布⼴泛，历史上曾

有过28个亚种的报道（Hung & Law 2014），但⽬

前仅其中的12个亚种得到了较为⼴泛的认可，分别

是：⼴布于欧亚⼤陆的L. l. lutra，⽖哇苏⻔答腊的L. 

l. barang，印度本地治⾥的L. l. nair，中国⼤陆的L. 
l. chinensis，尼泊尔的L. l. monticolus和L. l. 

aurobrunnea，克什⽶尔地区的L. l. kutab，分布于⽇

本但现已灭绝的L. l. whiteleyi，阿尔及利亚的L. l. 
angustifrons，伊朗锡斯坦的L. l. seistanica，伊朗德

⿊兰的L. l. meridionalis，以及最晚发现的分布于中

国海南的L. l. hainana。全球欧亚⽔獭分布⻅图I-3

（注：由于中国研究⽋缺，许多记录未经发表，其

在中国⼤陆的分布仍存在⼀定偏差）。 

亚洲⼩⽖⽔獭⽬前有6个亚种的报道，分别是分

布于泰国的A. c. cinerus，分布于中南半岛⾄中国云

南和海南的A. c. concolor，分布于越南的A. c. 

fulvus，分布于印度的A. c. nirnai，分布于东⽖哇的

A. c. wurmbi，以及近来才通过遗传学⼿段识别出的

分布于⻢来半岛的A. c. kecilensis。亚洲⼩⽖⽔獭全

球分布⻅图I-3。 

⾄于江獭，⽬前仅有3个亚种的报道，分别为：

分布于东亚和东南亚的L. p. perspicillata，分布于中

亚的L . p . s i nd i ca，以及分布于⻄亚的L . p . 
maxwelli。江獭全球分布⻅图I-3。 

⽔獭是完全适应⽔⽣⽣活的类群，⻓期对⽔环

境的适应使其演化出了很多共性的特征：身体细

⻓，⽑⽪光滑防⽔，尾⻓⽽粗壮，⾜趾间演化出⾜

蹼以利划⽔，可以为运动提供稳定强劲的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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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宽阔，嘴端⽣有⻓须，听觉、视觉及嗅觉等感官

均⼗分发达，以便在⽔⽣或滨⽔环境下寻找⻝物、

发现敌害；同时，⿐孔和⽿孔均具瓣膜，其在⽔中

活动时可以通过关闭开孔防⽌⽔流浸⼊腔道等

（Kruuk 2006）。中国分布的三种⽔獭⻅图I-3。 

推荐阅读—— 

“世界水獭日送干货——中国三种水獭的辨识技巧” 

李⻜· 嘉道理中国保育微信公众号 

图I-4. 三种⽔獭外观差异 

| 仿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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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体型上，欧亚⽔獭、亚洲⼩⽖⽔獭和江獭存

在明显差异。其中，欧亚⽔獭两性间差异较⼤，雄

性可⽐雌性重约50%（Larivière & Jennings 

2009）——雄性体重为5.4-11.4 kg，头体⻓60-90 

cm，尾⻓36-47cm，⽽雌性体重仅为3.36-7.6 

kg，头体⻓59-70 cm，尾⻓35-42 cm（Conroy 

et al. 2000, Macdonald 1993）。亚洲⼩⽖⽔獭作

为体型最⼩的⽔獭物种，体重仅2.7-5.4 kg，头体

⻓41-64 cm，尾⻓25-31 cm（Timmis 1971, 

Mason & Macdonald 1986）。⾄于江獭，正如其

学名——Lutrogale perspicillata——所描述的，拥有

相⽐于其他⽔獭更短且更为光滑的⽑⽪，体重通常

7-11 kg，头体⻓59-64 cm，尾⻓37-43 cm

（Hwang & Larivière 2005）。三种⽔獭形态差异

⻅图I-4。 

在⽣活习性上，三种⽔獭也有不同。欧亚⽔獭

独居夜⾏（Kruuk 2006），在中国⼏乎栖息于各种

类型的⽔⽣环境当中，包括湖泊（如⻄藏⾊林

错）、⽔库（如⾦⻔岛）、⼤河（如⻘海巴塘

河）、溪流（如⼴东⻄枝江）、湿地沼泽（如⻘海

隆宝滩）以及沿海区域（如珠江⼝横琴岛），⽽对

栖息地⼤⼩、纬度、海拔等因素似乎并不⼗分挑剔

（Mason & Macdonald 1986, Roos et al. 2015, 

Jamwal et al. 2016；图I-5）——如在⾼达4653 m

的三江源地区，同样记录到欧亚⽔獭栖息于此（⼭

⽔⾃然保护中⼼未发表数据）。相⽐之下，亚洲⼩

⽖⽔獭社会性较强，常夜间或晨昏出没于各种类型

的天然或⼈⼯栖地（Foster-Turley 1992, Hussain 

et al. 2011），但更倾向于使⽤流速较慢的⽔体，包

括如蜿蜒的河流、⼩溪、泥潭沼泽、红树林、潮岸、

⽔稻⽥、灌溉⽔渠和⻥塘等（Aadrean et a l . 

2018；图I-6）。在中国，亚洲⼩⽖⽔獭主要记录于

⼭区溪流当中 （Li & Chan 2019）。 

可能是由于体⼤集群等原因，江獭通常在⽇间

活 动 ， 且 在 捕 ⻝ 时 群 体 成 员 会 合 作 围 捕 ⻥ 类

（Wayre 1978, Shariff 1984, Foster-Turley 1992, 

Kruuk et al. 1994）。依据在其现存栖息地的研究，

江獭主要⽣活在低地和洪泛平原的各种⽔⽣环境当

中（Hussain & Choudhury 1997），并尤为偏爱⼤ 

图I-5. 中国的⽔獭栖息地 | 卞晓星 李⻜ 李成 韩雪松 李宏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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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I-6. 红外相机拍摄到的亚洲⼩⽖⽔獭 | 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 

河、湖泊、沼泽、沿海红树林、河⼝和⽔稻⽥等栖

息地（Foster-Turley 1992）。 

按照⻝性的不同，全球的13种⽔獭可以⼤致归

为两类，即主⻝脊椎动物的和主⻝⽆脊椎动物的

（Kruuk 2006）。其中，就中国分布的3种⽔獭⽽

⾔，欧亚⽔獭和江獭主⻝脊椎动物，⽽亚洲⼩⽖⽔

獭则偏好以蟹类等⽆脊椎动物为⻝。 

⻥类是欧亚⽔獭和江獭最主要的⻝物（Erlinge 

1969, Webb 1975, Ruiz-Olmo & Palazon 1997）。

除⻥类外，它们还会进⻝如爬⾏动物、两栖动物、

⻦类、⼩型哺乳动物以及甲壳动物和⽔⽣昆⾍等

（Roberts 1977, Wayre 1978, Jenkins & Harper 

1980, Adrian & Delibes 1987, Skaren 1993, Haque 

& Vijayan 1995, Anoop & Hussain 2005）。 

相⽐于前者，亚洲⼩⽖⽔獭主⻝如螃蟹等甲壳

动物以及⻉类等软体动物，并因此演化出了粗壮的

适 于 咬 碎 坚 硬 外 壳 的 ⾅ ⻮ 以 及 灵 巧 的 前 ⾜ 指

（Hussain et al. 2011）。此外，亚洲⼩⽖⽔獭同样

会取⻝⼩型的⻥类、蜗⽜、昆⾍等（Foster-Turley 

1992），但这样的⻝性差异似乎多是由⻝物的可获

得性，⽽⾮主观的取⻝偏好所决定（Hussain et al. 

2011）。 

此外，同其他鼬科动物类似，⽔獭在体表、趾

间以及肛周等多处具有⽓味腺，常通过排便、刨

坑、刮蹭岩⽯以及在地⾯摩擦或滚动等⽅式留下⽓

味 ， 以 进 ⾏ 领 地 的 标 记 和 个 体 间 信 息 的 传 递

（Shariff 1984, Kruuk 2006, Kuhn et al. 2010）。 

⽬前，并未⻅有关三种⽔獭在全球抑或中国的

野外种群数量报道与估计（Roos et al. 2015, 

Wright et al. 2015, de Silva et al. 2015）。但就种

群趋势来看，除欧亚⽔獭在欧洲的种群⽬前整体呈

现稳定和恢复状态外，其亚洲种群同亚洲⼩⽖⽔

獭、江獭⼀样，由于⾮法捕杀和栖息地丧失等原因

仍在经历剧烈下降（Aadrean et al. 2018, Hussain 

et al. 2018, Loy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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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在IUCN物种红⾊名录当中，欧亚⽔

獭由于其并不超过30%的年种群下降速度及在欧洲

观察到的种群恢复状况⽽被评估为近危（NT，标准

A2cde；Roos et al. 2015），在CITES附录当中被

列为附录I物种；亚洲⼩⽖⽔獭由于其不断丧失的栖

息地（以及⽇益加剧的⾮法贸易所导致的个体捕

捉）被列为易危（VU，标准A2acde；Wright et al. 

2015），在CITES附录当中被列为附录I物种；江獭

同样由于其⽇益缩减的栖息地⽽被评为易危（VU，

标准A2cde；de Silva et al. 2015），在CITES附录

中被列为附录I物种。然⽽在中国，欧亚⽔獭、亚洲

⼩⽖⽔獭和江獭仅被列为国家II级重点保护野⽣动物

（表I-1）。 

表I-1. 中国三种⽔獭保护级别 

名录 欧亚⽔獭 亚洲⼩⽖⽔獭 江獭 年份

野⽣动物保护法 II II II 1989

中国濒危动物红⽪书 V E E 1998

中国物种红⾊名录 EN EN EN 2004

IUCN RedList NT VU VU 2015

中国⽣物多样性红⾊名录 EN EN EN 2015

华盛顿公约 附录I 附录I 附录I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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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 獭祭：中国⽔獭历
史回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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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II-1. ⻄汉·双獭捕⻥⼽——藏于上海博物馆 

“东⻛解冻，蛰⾍始振，⻥上负冰，獭祭⻥”

（《礼记·⽉令》），两千多年前，中国古⼈就已开

始在典籍当中对⽔獭进⾏描述和记录。⽽在更早以

前的新⽯器时代，⽔獭作为⼀种“为渊殴⻥”的⼩

兽，就已出现在古⼈的⽣活当中——在这⼀时代的

云南保⼭塘⼦沟遗址、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河南

淅川下王岗遗址、上海崧泽遗址、重庆万州麻柳沱

遗址以及湖北巴东店⼦头遗址中都曾出⼟过⽔獭的

遗骸（刘⾃兵 2013；图II-1）。 

在古汉语中，除“獭”外，“猵（獱）”也曾被⽤

来代指⽔獭（刘敦愿 1985）。据载，体形较⼤独居

者为猵（獱），身形较⼩群居者为獭，有“猵獭形

⼤，头如⻢，身似蝙蝠”（《⼴雅》）及“以独为猵，

群为獭，如猿之与独也”（《盐铁论》）之说。若以

今⽇眼光看，恰恰符合曾在中国较为常⻅的欧亚⽔

獭和⼩⽖⽔獭的基本特征。除此外，对于⽔獭的⽣

活习性，古⼈也有描述，“四⾜俱短，头与身尾皆

扁，⽑⾊若故紫帛，⼤者身与尾⻓三尺余，⻝⻥，

居⽔中，出⽔亦不死，亦能休于⼤⽊上”（《本草衍

义》；图II-2），⼜有“獭兽，⻄⽅⽩⻁之属，似狐

⽽⼩，⻘⿊⾊，肤如伏翼，取鲤于⽔裔，四⽅陈

之，进⽽弗⻝，世谓之祭⻥”（《埤雅》）。 

这⾥提到的“獭祭⻥”，是古⼈笃定⽔獭所具有

的⼀种独特的⾏为——“獭獱，⽔禽也，取鲤⻥置⽔

边 ， 四 ⾯ 陈 之 ， 世 谓 之 祭 ” （ 《 吕 ⽒ 春 秋 · 孟

春》），其甚⾄在彼时同候⻦北归与草⽊萌芽⼀同

被当作孟春到来的物候，“⾬⽔之⽇，獭祭⻥，後五

⽇，鸿雁来，後五⽇，草⽊萌动”（《周书·时训

篇》）。此外，彼时便可⻅到古⼈可持续发展的先

⻅，“獭祭⻥，然后虞⼈⼊泽梁；豺祭兽，然后⽥

猎；鸠化为鹰，然后设蔚罗；草⽊零落，然后⼊⼭

林；昆⾍未蛰，不以⽕⽥。不瘾，不卵，不杀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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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妖夭，不覆巢”（《礼记·王制》），以獭祭这⼀

现象来作为解除冬⽇渔禁的信号。 

由于⽔獭善于捕⻥的特点，古⼈还通过驯化⽔

獭来帮助其捕⻥，曾有“通州界内多獭，各有主养

之，并在河侧岸间。獭若⼊⽳，插雉尾于獭⽳前，

獭即不敢出，去却尾，即出。取得⻥必须上岸，⼈

便夺之。取得多，然后放令⾃吃。吃饱即鸣杖以驱

之，还插尾更不敢出”（《朝野佥载》）的记录。同

时，由于其滨⽔⽽栖，⽔獭的洞⽳也曾被来预测洪

⽔的⽔位，在汉代即有“鹊巢知⻛之所起，獭⽳知⽔

之⾼下”（《淮南⼦·缪称训》）之说。可以说，⽔

獭的存在在中国古⼈的⽣产⽣活中曾扮演着重要的

⻆⾊。 

然⽽，獭⽪光滑润泽，防⽔保暖，⾃古来就被

当作制作服饰的上品，特别在藏区等少数⺠族地

区，装饰有獭⽪的服饰更被当做是节庆典礼的必

须，“⻄戎以其⽪饰⽑服领袖，云垢不著染，如⻛霜

翳⽬，但就拭之即去也”（《本草纲⽬·兽部》）。

⼜因⽔獭栖居⽔畔，捕⻥有胁渔业，⾃古时起便被

当作渔业害兽⽽加以捕除，“⽔有猵獭⽽池⻥劳”

（《盐铁论》），“蓄⻥池者，必去猵獭”（《淮南

⼦·兵略训》）。当然，同其他⼴遭屠戮的野⽣动物

⼀样，⽔獭的⻣、⾁、内脏等均被认为可作药⽤，

甚⾄连⽔獭的粪便都可以⼊⽅，“⻥脐疮，研末⽔和

敷之，即脓出痛⽌。治下痢，烧末，清旦饮⽤服⼀

⼩盅，三服愈”（《本草纲⽬·兽部》）。正是因为

上述种种原因，⽔獭在中国⾃古便遭受着严重的捕

杀。 

但是，如上所述的⼴泛⽤途或也可从侧⾯反映

出在历史上，⽔獭在中国的分布之⼴及丰度之⾼或

远⾮当前情况所能相⽐。 

近年，Li & Chan（2018）以及Zhang et al.

（2018）先后对欧亚⽔獭在中国的历史分布进⾏了

统计和模拟。其中，Zhang et al.（2018）通过从古

籍、⽂献、新闻、博物馆馆藏记录、红外相机记录

以及问卷调查等⽅式中获取的有关⽔獭分布的信息

对其2000年以前在中国的历史分布进⾏了重建，进

⽽完成了对⽔獭1550-2000年间在中国分布情况进

的还原及其变化的分析。 

⾸先，对于1950年以前⽔獭的分布，将从地⽅

志等古籍中收集的1085条含有“獭”、“猵”、“獱”的

记录以100年为间隔，以市⼀级的⾏政区划为单位，

对1550-1950年间⽔獭在中国的历史分布进⾏了还

原——此处由于古籍中并未对何种⽔獭进⾏区分，

因⽽所得结果实际上反映了所有种类⽔獭在中国古 

图II-2. 汉·画⽯像-⽔獭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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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分布情况。其次，对1950-2000年间的⽔獭分

布情况，使⽤通过从出版⽂献、新闻、博物馆馆藏

记录、红外相机记录以及问卷调查等⽅式中获得的

493条分布信息，重建了这⼀时期⽔獭在中国的分布

——为同历史分布状况相⽐，对这⼀时期的⽔獭种

类仍未作区分。不同时期中国⽔獭分布如图II-3所

示。 

如图，在存在汉语⾔⽂字记载的地区，⽔獭⼏

乎⽆处不在。⽽在少数⺠族地区的历史⽂献和地⽅

志记中，⽔獭也常有记录——在中国，⽔獭曾真实

地⽣活在这⽚⼟地的的每⼀个⻆落。 

在1550-1950年间⽔獭的分布范围从东南地区

向⻄北地区有所延展，这可能归因于地⽅志记数量

的增多⽽⾮物种种群⾃身的扩散或繁盛（Zhang et 

al. 2018）。在1950以后，中国的⻄部和东北地区开

始出现的⽔獭记录也应是如此。 

然⽽，1950-2000年间部分地区的⽔獭似乎已

经绝迹，如北京及其周边地区（图II-3）。但在同

时，⽔獭在中国的分布在城市⽔平上似乎并⽆缩

减，因为在随之⽽来的1950-1985年间全国仍出产

了⼤量的⽔獭⽑⽪（杨道德等 2005, Li et al. 2015, 

Turvey et al. 2015）。 

这⼀时期，或许是⽔獭这⼀在地球上绵延繁衍

了上万年的类群所经历过的最为⿊暗的时期之⼀，

中国⽔獭种群所遭受的⼤肆捕杀造成了全国的种群

数量下降（Li & Chan 2018）。例如，在湖北省，

仅1955年⼀年即有超过14000只⽔獭被捕杀（黎德

武等 1963）；在湖南省，甚⾄最多⼀年有25733张

⽔獭⽪回收（谢炳庚&李晓⻘ 1991, Li & Chan 

2018）；在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建省，在20世纪60年

代中期每年可收购⽔獭⽪张2000-3000张，⽽⾄

1983年的⽑⽪收购量仅为66张，较1965年（3223

张）下降了97.95%（詹绍琛 1985）；在⼴东省，

五⼗年代初收购⽪张数以万计，产量⼏占全国总产 

 

图II-3. 不同时期的中国⽔獭汉⽂字记录情况（1550-2000）| 
Zhang et al.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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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1/3，⽽仅海南岛1955年就收购⽪张4307张

（徐⻰辉 1984）。这⼀时期结束后，对⽔獭的捕杀

和消费造成如吉林、安徽、福建、⼴东和⼴⻄等省

份的⽔獭⽪产量降低超过90%（Li & Chan 

2018）。 

正因如此，1989年中国将欧亚⽔獭和亚洲⼩⽖

⽔獭列为国家⼆级保护动物，但法规的的出台并未

能扭转⽔獭种群数量下降的趋势。相⽐于1975年，

在中国东北的⻓⽩⼭⾃然保护区2010年的⽔獭数量

下降了99%，主要的原因可能有渔业压⼒导致的猎

物减少、⽔污染和⽔坝建设（朴正吉等 2011）。中

国东北2000年-2010年的⽔獭记录⽐50年代减少了

92%（Zhang et al. 2016），⽽⾄于江獭，近⼗余

年来中国并未⻅到记录（Li & Chan 2018）。 

对于⽔獭这⼀类群的忽视在科学调查和研究中

亦是如此。相⽐于⽔獭⼴泛的分布，对其所进⾏过

的调查研究却极为有限。纵观我国⾃然科学的研究

历史，⽔獭这⼀类群在上世纪似乎从未真正进⼊过

科学研究⼈员的视野。上世纪六⼗年代起，有关⽔

獭的研究开始⻅诸国内少数学术期刊。然⽽，受限

于当时特定的历史及社会背景，有关⽔獭的调查和

研究内容⼏乎均同消除其作为“害兽”对于我国渔业

和⽔产养殖业的影响⽽出现的（崔占平 1959, 廖开

燧 1959, 郭⽂场&杨智奎 1964, 向⻓兴 1965, 邢湘

⾂ 1965），⽽这样的状况⼏乎⼀直持续到上世纪⼋

⼗年代。此后的⼆三⼗年间，随着社会局势趋于稳

定，野⽣动物保护意识逐渐萌发，虽然有关利⽤⽔

獭的报道仍⻅诸报端（希洛&刘英豪 1982, 胡爱平 

1986, 熊新建 1986, 孙燕⽣ 1991, 李晓坤 1996），

但已可⻅到有先⾏者对于这⼀类群状况和保护的关

⼼与思考（徐⻰辉 1984, 刘敦愿 1985），并且已有

学者开始从其专业领域对⽔獭进⾏科学研究（张伟

和刘思标 1994）。除此之外，在这⼀时期，国内学

术期刊上罕有关于欧亚⽔獭的专项调查与研究内

容，仅在新疆、东北等边远地区的少数科学调查报

告中偶尔可⻅到⽔獭的身影。 

从如上研究当中，我们可粗略感受到⽔獭作为

研究对象，在整个内地种群状况的变迁。⾸先，若

被当做“渔业害兽”，⼀定程度上可以从侧⾯反映出

其野⽣种群在新中国成⽴后仍具备⼀定的规模（⼩

种群对渔业等⽣产的有限影响很难构成“威胁”）；

⾄上世纪⼋⼗年代，以消除或驯化欧亚⽔獭为研究

内容的⽂献已很难⻅到，其或许可以从侧⾯反映

出，在经历了⼆⼗余年的⼤肆捕杀之后，野外欧亚

⽔獭的种群规模严重受损，已难以对渔业⽣产构成

威胁（2000⾄2010年间的数据空缺恰好可以反映这

⼀情况）。时⾄今⽇，⽆论欧亚⽔獭抑或⼩⽖⽔

獭，均已经丧失其在中国绝⼤部分栖息地，种群状

况急需调查，保护⾏动亟待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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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III-1. 2000年后中国⽔獭确凿记录地点 

新世纪以来，随着⽣态⽂明的持续推进，环境保护恢复⼯作的⼤⼒开展，公众⾃然意识的不断提⾼，藏

匿了近半个世纪的⽔獭开始重新回到⼤众的视野。然⽽，截⽌⽬前，相⽐于其曾遍布国⼟的分布区，仅了解到

有数⼗个地点仍有⽔獭种群⽣存。在这些记录当中，绝⼤部分均为对欧亚⽔獭的报道，亚洲⼩⽖⽔獭仅占⼀⼩

部分，⽽江獭甚⾄并⽆记录(图III-1.) 

 第⼀部分 东北地区  

东北地区位于中国东北部，地处东北亚的核⼼

位置，主要包括⿊⻰江、吉林、辽宁以及内蒙古东

部地区。区域⾃南向北跨中温带与寒温带，属温带

季⻛⽓候，四季分明，夏季温热多⾬，冬季寒冷⼲

燥。在地形上，东北地区主要以平原、丘陵和⼭地

为主，⼤兴安岭、⼩兴安岭和⻓⽩⼭脉三⼭环抱，

松嫩平原、三江平原和辽河平原地处中央，由季⻛ 

降⽔和冰雪融⽔补给的⿊⻰江、乌苏⾥江、图们

江、鸭绿江、松花江、辽河、嫩江等河流穿插其间，

促⽣了丰富湖泊湿地，⻥类资源丰富。 

在东北地区，⿊⻰江省鸡⻄市、牡丹江市，吉

林省延边州以及内蒙古的呼伦⻉尔市在2000年后曾

有确凿的欧亚⽔獭记录（图II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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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III-2. 2000年后东北地区确凿⽔獭记录 

⾃2014年起，北京林业⼤学⽣态与⾃然保护学

院的栾晓峰课题组即开始基于⽂献资料以及社区访

谈，对区域内该物种的种群分布及变化趋势进⾏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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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背景及⼯作 

东北地区是欧亚⽔獭在中国的重要栖息地（图III-3），但其种群⾃上世纪五⼗年代

起因⾮法猎杀、⻥类资源⽆度开发和栖息地破坏等原因遭受重创（程继臻等 1980, 朴正吉

等 2011）。 

 
图III-3. 东北地区欧亚⽔獭栖息地景观 | 栾晓峰 

北京林业⼤学⽣态与⾃然保护学院栾晓峰课题组


东北地区⽔獭历史分布及种群现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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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起，通过从已发表⽂献及地⽅志、调查报告等未发表资料中获取欧亚⽔獭在

东北地区的历史分布状况，制作其⾃1950年来的历史分布区；在2016年，从松嫩平原起，

沿松花江向东⾄三江平原，对沿线居⺠进⾏⾛访调查，以了解当前欧亚⽔獭的历史及当前

种群状况；2018年，基于⽂献记录和实地调查，对东北地区欧亚⽔獭的潜在栖息地进⾏了

预测（吕江等 2018）；2019年，访谈调查继续进⾏，调查范围扩⼤⾄⼩兴安岭地区。 

II. 初步结果 

1．东北地区欧亚⽔獭种群变化趋势 

通过对历史记录的检阅，从137份历史资料中收集欧亚⽔獭的信息2235条，其中有

效信息622条。基于以上信息，获得欧亚⽔獭在东北地区的分布变化情况（图III-4）。 

  
图III-4. 东北地区欧亚⽔獭历史记录（1950-2014）| Zhang et al. 2016 

由图可⻅，在1980年以前，东北地区⽔獭的出现相对稳定，但在80年代，欧亚⽔獭

的记录数量相较50年代已有27%的下降；⾄90年代，情况进⼀步恶化，记录数量相较50

年代有78.8%的骤减。 

80年代前，欧亚⽔獭在⿊⻰江流域、松花江流域以及牡丹江流域仍存在较为稳定的

种群，⽽随后记录便仅⻅于松花江、乌苏⾥江和⿊⻰江的上游流域；80年代后，尽管保护

区内调查增多，但⽔獭记录仍在减少；⾄90年代，⽔獭记录便仅局限在⼏个地区。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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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阅读—— 

“Histor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otter 

(Lutra lutra) in north-east China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records (1950–

2014) ” 

Zhang et al. 2016 

此外，在2010年，⻓⽩⼭科学研究院动物所对

⻓⽩⼭⾃然保护区的⽔獭状况进⾏了调查——同

1975年相⽐，区内⽔獭种群数量已下降了99.3%，

（朴正吉等 2011）。在内蒙古根河市，根河源湿地

国家公园在2015年⾸次拍摄到欧亚⽔獭的活动影

像；2017年，公园管理局特别设⽴⽔獭保护地，以

降低⼲扰和保护栖息地；直到⽬前，园区内仍可持

续拍摄到⽔獭活动影像。 

 第⼆部分 华北地区  

华北地区包括⼭⻄、河北、北京、天津和内蒙

古中部，但在2000年后尚未了解到确凿⽔獭记录。 

图III-5. 2000年后华中地区确凿⽔獭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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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对⽔獭个体的⽬击变得⼗分困难，连曾易于⻅到的活动痕迹都变得稀少。同50年代相

⽐，2014年欧亚⽔獭的记录数量已经下降了92%。 

2．东北地区欧亚⽔獭潜在栖息地的模型分析 

⽔獭的适宜分布区⾯积为391700 km2，占研究区域内总⾯积的17.99%；有保护区覆

盖的⽔獭分布区⾯积为 47700 km2，占⽔獭分布区⾯积的2.19%。就模型分析结果来看，

欧亚⽔獭在东北地区的潜在栖息地主要位于⼤兴安岭北段、⼩兴安岭中部、三江平原东北

⻆和⻓⽩⼭东部，其中⼤兴安岭是其分布中⼼；主要保护空缺在⻓⽩⼭林区中南部、⼩兴

安岭南部⼭区和⼤兴安岭的北部⼭区（吕江等2018）。 

3．基于访谈结果的当前种群状况 

通过社区访谈，发现在调查区域内的松嫩平原、三江平原以及⼩兴安岭地区的欧亚⽔

獭种群⼤部已不复存在，少数地点尚有⽔獭⽣存，但均以极⼩种群的状态呈破碎化分布，

状况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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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部分 华中地区  

在华中地区，河南省新乡市，湖北省的⼗堰

市、宜昌市以及湖南省的湘潭市、株洲市和岳阳市

在2000年后曾有确凿的欧亚⽔獭记录（图III-5）。 

但在⽬前，尚未了解到有机构在华中地区进⾏

针对⽔獭的系统调查与研究。 

第四部分 华东地区 

在华东地区，江苏省的盐城市、南通市，浙江

省宁波市，安徽省的池州市，福建的东部地区以及

⾦⻔岛在2000年后曾有确凿的欧亚⽔獭记录（图III-

6）。 

2018年，在浙江省宁波市⾲⼭列岛，中华凤头

燕鸥（Thalasseus bernsteini）监测志愿者在⼯作间

隙偶然拍摄到欧亚⽔獭的影像，随后浙江⾃然博物

馆即联合⾲⼭列岛国家级⾃然保护区开始对该区域

的⽔獭状况进⾏调查。 

图III-6. 2000年后华东地区确凿⽔獭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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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地区概况 

浙江象⼭⾲⼭列岛国家级⾃然保护区位于浙江省宁波市象⼭县，⾈⼭群岛的南端，距

⼤陆最近点18.5公⾥。保护区以中华凤头燕鸥为主的繁殖⻦类、曼⽒⽆针乌贼（Sepiella 

maindroni）、⼤⻩⻥（Larimichthys crocea）和东亚江豚（Neophocaena sunameri）以及

与之相关的海洋⽣态系统为主要保护对象，属于海洋⽣态系统类型的⾃然保护区（图III-

7）。

浙江⾃然博物馆


浙江宁波⾲⼭列岛欧亚⽔獭种群状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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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III-7. ⾲⼭列岛欧亚⽔獭栖息地景观 | 浙江象⼭⾲⼭列岛国家级⾃然保护区 

II. 背景及⼯作 

历史上浙江省曾是⽔獭的重要分布区，但由于近代以来的过度捕杀、⽣境破坏等原

因，⽔獭⼏乎消失——近30年来，省内仅有零星的⽬击记录。2018年5⽉6⽇在⾲⼭列岛国

家级⾃然保护区内重新发现了⽔獭的踪迹，拍摄到海⾯游泳的⽔獭⼀只（图III-8）。 

 
图III-8. ⾲⼭列岛拍摄到的欧亚⽔獭 | 耿洁 王臻祺 

随后，保护区在⾲⼭列岛欧亚⽔獭的潜在活动区域进⾏了红外相机布设。在2019年7

⽉，成功拍摄到欧亚⽔獭个体⼀只（图III-9），并在同⼀区域记录到⼤量的⽔獭粪便痕

迹；2019年8⽉6⽇再次在保护区内拍摄到海⾯活动的⽔獭⼀只（图III-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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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阅读—— 

“你我都不是罗小黑， 

但都可以成为自己的无限恩师” 

斑猫·猫盟CFCA微信公众号 

在福建东部，同样由观⻦爱好者偶然拍摄到欧

亚⽔獭影像资料，⽽这也是福建⾃2000年后⽔獭的

⾸笔记录。随后，东南荒野保育联盟对该区域内的

⽔獭状况亦进⾏了系统的调查与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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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III-9. ⾲⼭列岛红外相机拍摄到的欧亚⽔獭 | 浙江象⼭⾲⼭列岛国家级⾃然保护区 

这⼀系列证据证明该保护区内存在稳定的⽔獭种群。但由于尚未开展进⼀步调查，

⽆法确定⽔獭在保护区内的分布状况及种群数量。

I. 地区概况 

项⽬地位于福建东部某市市区主河道上游，区域内海洋性⽓候特点突出，⽓候温和湿

润，⾬量充沛，⽔热条件优越，淡⽔⽣物资源丰富。绵⻓的河道及⼊海⼝周边诸多海岛都

曾是欧亚⽔獭的理想栖息地（图III-10）。

东南荒野保育联盟


福建东部欧亚⽔獭种群状况调查



彼端：中国⽔獭调查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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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III-10. 福建东部⽔獭栖息地景观 | 曹桓菘 

II. 背景及⼯作 

福建曾是欧亚⽔獭在东南沿海地区重要的历史分布区域之⼀，但在上世纪进⾏的⼤肆

捕杀致⽔獭种群规模骤减，在2000年后，福建省内⼀直未有确凿⽔獭记录报道。2018年

初，观⻦爱好者在福建东部偶然拍摄到⼀只在⽔中的⽯头上吃⻥的欧亚⽔獭影像（图III-

11）。东南荒野保育联盟获悉后即前往现场调查，发现了⽔獭的粪便及⻝余等活动痕迹，

并通过红外相机拍摄到了欧亚⽔獭的活动影像（图III-11）。随后，对该地点进⾏了⻓期的

野外调查和监测⼯作，截⽌2019年10⽉，累计进⾏样线调查16次，调查样线共覆盖17公⾥

样线及⽔库周边河道，累计布设红外相机8台。 

 
图III-11. 福建欧亚⽔獭⾸笔记录、活动痕迹及红外相机影像 | 东南荒野保育联盟 



 第⼀章  

27

III. 初步结果 

1. 种群及栖息地现状 

截⽌2019年6⽉，在总⻓约12公⾥的河岸样线内发现了欧亚⽔獭的活动痕迹（粪便、

肛⻔腺分泌物以及⻝余等），⽽上游的⽔库和⽀流及下游的⼊海⼝及周边的海岛都仍需进

⼀步探索查实。⽬前，通过红外相机累计拍摄到⽔獭活动的影像41次。但由于红外相机多

为夜间触发且欧亚⽔獭个体特征并不清晰，难以通过红外相机照⽚识别个体，⽬前尚⽆法

估计当地⽔獭的种群数量（图III-12）。但在2019年2⽉，红外相机记录到⼀对⽔獭结伴⽽

⾏，这或可说明当地的⽔獭还具备繁殖的潜⼒。 

 

图III-12. 成对出现的欧亚⽔獭 | 东南荒野保育联盟 

该区域与东南沿海地区其他欧亚⽔獭现存分布点均不相邻，因此其发现或对于保护

该物种的基因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 

2．受胁状况 

该⽔獭栖息地并未处在任何类型的保护区覆盖之中，被村庄和公路环抱，下游紧挨

市区，因此范围内⼈类活动较为严重。此外，当地猎捕⻛⽓盛⾏，⽬前虽尚未发现有针对

⽔獭的盗猎⾏为出现，但却多次记录到违法电⻥的⾏为，其会对当地的⽔獭⻝物资源乃⾄

⽔獭个体造成较为不利的影响。 

该栖息地下游⽬前正在修建桥梁和沿河步道，施⼯地点实际上同欧亚⽔獭的活动区

域有所重合，因此随步道建成后增加的⼈类活动可能会对⽔獭的⽣存造成⼀定程度的不利

影响，甚⾄导致偷猎盗猎⾏为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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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2019年3⽉，福州市发现有⼀只亚洲

⼩⽖⽔獭稳定出现于市区内的⻄湖公园，考虑到其

间断的分布及其通常群居的习性，推测该个体应为

逃逸个体。 

在⾦⻔岛，欧亚⽔獭仍有⼀健康的野外种群⽣

存，并由⾦⻔国家公园进⾏了系统的调查、研究和

保育⼯作（林良恭 2016, 2017）。 

第五部分 华南地区 

在华南地区，⼴东省的潮州市、珠海市和惠州

市，⾹港的⽶埔湿地，澳⻔的嘉模堂区在2000年后

曾有确凿的欧亚⽔獭记录，海南省的吊罗⼭曾有确

凿的亚洲⼩⽖⽔獭记录，⽽⼴⻄省的百⾊市则有确

凿的未定种⽔獭记录（图III-13）。 

 

图III-13. 2000年后华南地区确凿⽔獭记录 

推荐阅读—— 

“为了沉默的群山” 

光阴⼏何·⻄⼦江⽣态保育中⼼微信公众号 

在⼴东省惠州市⻄枝江流域，⾃2017年起，⻄

⼦江⽣态保育中⼼开始对针对区域内的欧亚⽔獭种

群及栖息地开展了初步的调查及保护⼯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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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态保育中⼼


⼴东惠州⻄枝江流域欧亚⽔獭种群状况调查

I. 地区概况 

东江⽀流⻄枝江发源于惠东县乌禽嶂，⾃东北向⻄南蜿蜒流经惠东县境，其⽀流众

多，交错汇⼊主流。⻄枝江上游河床⽐降⼤，以沙⽯、卵⽯为主，⽔流湍急；中游流经⽩

盆珠⽔库，河⾕逐渐开阔，⽐降逐渐平缓；下游属河⾕平原，地势平坦——优渥的⽔热条

件以及多样的地理环境为⽔獭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图III-14）。 

 
图III-14. ⻄枝江流域欧亚⽔獭栖息地景观 | 李成 

II. 背景及⼯作 

2017年末，⻄⼦江⽣态保育中⼼了解到⻄枝江流域有村⺠在村庄附近河流电⻥时误

伤两只欧亚⽔獭。在赶往现场同涉事件村⺠沟通后，对存活下来的⼀只⽔獭进⾏了检查及

放⽣（图III-15），并同时设⽴了禁⽌电⻥的宣传牌。基于欧亚⽔獭仍有活跃种群这⼀事

实，在接下⾥的两年中，中⼼在区域内针对欧亚⽔獭的种群状况进⾏了社区访谈、样线调

查以及红外相机监测。 

III. 初步结果 

在样线调查当中，共在⻄枝江流域范围内发现⽔獭排便点3处，并持续有粪便、⻝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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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珠海市，2016年起，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针

对珠海近海诸岛的欧亚⽔獭现状进⾏社区访谈、样

线调查以及红外相机监测。 

推荐阅读—— 

“广东省珠海市近海诸岛水獭现状与保护建议” 

李⻜等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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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地区概况 

珠江发源于云贵⾼原乌蒙⼭系⻢雄⼭，流经中国中⻄部六省区及越南北部。⽔系诸

河下游相互沟通，河⼝三⻆洲⽹河和残留河⼝湾并存，河汊发育，⽔⽹密布，8条分流⽔

道呈放射状流⼊南海。珠海地处⻄江下游滨海地带，坐落在珠江⼝⻄侧，⻄江诸分流⽔道

与当地河冲纵横交织，属典型的三⻆洲河⽹区。珠海市位于⼴东省南部，坐落在珠江⼝⻄

侧，是珠江三⻆洲中海洋⾯积最⼤、岛屿最多、海岸线最⻓的城市。（图III-16）。

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


⼴东珠海近海诸岛欧亚⽔獭的种群现状调查

 

图IIII-15. ⻄枝江流域拍摄到的野⽣欧亚⽔獭粪便以及村⺠误捕的⽔獭 | ⻄⼦江⽣态保育中⼼  

等活动痕迹被发现，附近居⺠亦证实近年来有队⽔獭活动的⽬击。基于上述信息，在

欧亚⽔獭的排便地点设置红外相机5台——由于调查区域旱⾬季分明，⽔位变化较⼤导致相

机⽔淹等原因，并未拍到⽔獭活动影像证据。但由⽬前的调查来看，这⼀种群仍⾯临较为

严重的威胁——⻄枝江各⽀流⽔电站密布，⾼⼤的⽔坝阻断了⼭⾕等⽔獭迁徙活动的通

道，加之局部区域违法电⻥现象仍较猖獗，⽔獭的⽣存环境和种群状况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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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背景及⼯作 

 

图III-16. 珠江⼝调查区域图 | Li et al. 2017 

珠海除记录有欧亚⽔獭外（邹发⽣&叶冠锋, 2016），亦可能分布有江獭（⾼耀亭 

1987, 张荣祖 1997)。2002年，嘉道理华南⽣物多样性研究队在珠海市横琴岛访问调查期

间，获知⼤、⼩横琴岛之间围海造地形成的中⼼沟尚有⽔獭活动，但由于当时调查时间和

条件有限，未能获得⽔獭存在的直接证据（Lau et al. 2010）。 

因此，为明确当前珠海⽔獭分布状况，2016年9⽉⾄2017年3⽉，对珠海近海岛屿开

展了针对⽔獭的快速调查。调查时，⾸先在珠海东部及南部沿海选取淇澳岛、横琴岛、横

洲、交杯岛、三灶岛、⾼栏岛、荷包岛、⼤杧岛、三⻆⼭岛及獭洲10个岛屿（图III-16），

对当地渔⺠、牡蛎养殖者以及保护区⼯作⼈员进⾏访谈调查。其次，基于访谈调查结果，

在⽔獭潜在分布的区域进⾏实地样线调查。在调查中，在发现活动痕迹较为集中的地点，

使⽤红外相机进⾏监测，并对采集到的粪便进⾏遗传学分析，以明确排便物种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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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初步结果 

1．珠海市近海诸岛⽔獭种群的变化及现状 

在珠海近海10个岛屿的调查中，共对当地112⼈进⾏了针对于⽔獭的访谈（平均年龄

44.65），并对其中45名曾⻅过或听说过当地⽔獭的受访者（平均年龄50.80）进⾏了半结

构性访谈，最终获得有效记录43份。由访谈获知，三灶岛、横琴岛、⾼栏岛、淇澳岛、荷

包岛及⼤杧岛都曾经有⽔獭分布。此外，当地⽔獭种群显著下降⼤多发⽣在20世纪后期，

只有在横琴岛有较多的受访者认为2000年后当地⽔獭的数量才开始明显下降。⽬前，只有

横琴岛（n=8）、⾼栏岛（n=2）以及荷包岛（n=1）的受访者认为当地仍可能存在⽔獭。 

2．野外样线调查及红外相机监测结果 

调查期间，在除三⻆⼭岛外的9个岛屿上共选取41条样线（总⻓度46.394 km）进⾏

⽔獭活动痕迹的搜寻，但最终仅在横琴岛以及⾼栏岛发现⽔獭粪便——对在样线调查中采

集到的31份⽔獭粪便样品进⾏分析，证实其中12份可以成功扩增并获得DNA序列的样本属

于欧亚⽔獭。同时，在样线调查过程中，累计在横琴岛布设6台红外触发相机。经过321个

捕获⽇的拍摄，共获得4个相机放置点31张/段欧亚⽔獭的独⽴捕获照⽚或视频。依据红外

相机的触发时间，可确认欧亚⽔獭在横琴岛为典型的夜⾏性动物（图III-17），⽇落后开始

活跃，直到⽇出前约⼀⼩时结束。 

 
图III-17. 夜间拍摄到的欧亚⽔獭 | 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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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港特别⾏政区，2006年⾹港渔农⾃

然护理署曾在⽶埔湿地通过红外相机捕捉到了⽔獭

的影像（Shek et al., 2007）；此后，⾹港⼤学在

2018年研究了地⽅性⽣态知识（LEK）和⼈类因素

在保护中及时提供基线信息以制定管理和保护策略 

的价值，结果发现欧亚⽔獭过去⼏⼗年间种群规模

较⼩，且数量和分布范围也都在缩⼩（McMillan et 

al., 2019）。在澳⻔特别⾏政区，也曾于2009年在

嘉模堂区拍摄到欧亚⽔獭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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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受胁状况与保护建议 

访问调查结果显示珠海地区的⽔獭种群严重下降，有些岛屿已多年未⻅⽔獭踪影。

关于种群变化的原因，三灶岛、横琴岛、⾼栏岛以及荷包岛皆有村⺠提到20世纪80年代当

地存在收购⽔獭⽑⽪的供销社。另外，⾼栏岛及荷包岛的被访者还提到在20世纪70年代曾

有外地⼈专⻔来到岛上捕猎⽔獭。可⻅20世纪90年代以前，⽔獭的主要威胁来⾃⼈类的直

接捕杀。1989年后，中国所有⽔獭被列为国家II级重点保护野⽣动物，违法捕杀被严令禁

⽌。然⽽，珠海作为中国最早设⽴的经济特区之⼀，发展速度逐渐加快，开发建设、填海

造地使该区海岸线及湿地⽣态环境发⽣了巨⼤变化（赵⽟灵 2010），⽔獭赖以⽣存的栖

息地愈来愈少。⽽珠江流域⼈⼝稠密，发达的⼯农业、养殖业带来的各种污染也使残存的

⽔獭种群受到进⼀步威胁（图III-18）。另外，当地渔⺠⾼强度捕捞海产品，不免会使⽔獭

的⻝物来源不断减少，成为⽔獭种群恢复与扩散的制约因素。 

 
图III-18. 横琴岛拍摄到的被塑料袋缠住脖⼦的欧亚⽔獭 | 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



彼端：中国⽔獭调查现状 

推荐阅读—— 

“说说海南的水獭及保护” 

李⻜·嘉道理中国保育微信公众号 

在海南省，⾃2017年起，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

同海南吊罗⼭国家级⾃然保护区合作，开始对区内

的亚洲⼩⽖⽔獭种群状况进⾏调查与研究。 

 .34

I. 地区概况 

海南吊罗⼭国家级⾃然保护区位于海南岛东南部的陵⽔、保亭、琼中三县交接处，

属于热带海洋季⻛⽓候，海拔在100-1500 m间，是海南四⼤森林⽣态系统类型保护区中

起始海拔最低的，也是岛内唯⼀保存有⼤⾯积低地⾬林的⾃然保护区。由于⾯临南海，⽔

汽丰富，同时⼜多受台⻛影响，因此降⾬量丰富，⽔资源量居海南各林区之⾸。受地貌特

点的影响，区内⼭溪数⽬众多，为亚洲⼩⽖⽔獭的⽣存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图III-19）。 

II. 背景及⼯作 

早在2006年，⾹港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的奖学⾦项⽬便开始资助时海南师范⼤学研

究⽣雷伟以海南岛⽔獭为研究对象的硕⼠研究。 

 
图III-19. 吊罗⼭亚洲⼩⽖栖息地景观 | 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

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


海南吊罗⼭亚洲⼩⽖⽔獭种群状况的初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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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为期三年的野外调查和研究，发现吊罗⼭可能是当前海南唯⼀仍确定有亚洲⼩

⽖⽔獭健康种群分布的林区（雷伟&李⽟春 2008）。2017年1⽉，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正

式与海南省吊罗⼭林业局携⼿合作，在吊罗⼭开始对亚洲⼩⽖⽔獭进⾏基础调查与研究，

并同保护区⼯作⼈员⼀道成⽴了中国第⼀⽀亚洲⼩⽖⽔獭监测与巡护队伍，以对区内河流

⽣态系统实施必要的保护措施。 

III. 调查及初步结果 

2017年-2018年，监测队共对区内45条河段约27 km的样线进⾏了多次调查，海拔

跨度134-1125 m。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区内亚洲⼩⽖⽔獭的活动痕迹主要出现在中海拔⼭

区溪流——与雷伟（2009）的调查结果相⽐较，活动地点海拔更⾼，且更多地出现在更为

遥远的⼭区之中。除在样线调查时对⽔獭活动痕迹出现的地点记录外，还在沿途发现活动

痕迹较多、或⽣境较为典型的44个位点安装了红外相机。在调查期间总计约5046相机⼯

作⽇中，红外相机成功记录到海南⾸批野⽣⽔獭（亚洲⼩⽖⽔獭）影像。然⽽，在拍摄到

⽔獭的同时也记录到保护区中存在的较为普遍的⼈类活动（图III-20）。 

 
图III-20. 红外相机拍摄到的⼈类活动 | 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 

在未来的⼀段时间，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将继续与海南吊罗⼭国家级⾃然保护区合

作，在继续当前调查、监测的同时，进⼀步加强巡护，并与当地森林公安携⼿打击保护区

中的违法现象，最⼤限度减少区内特别是溪流的⼈为⼲扰，为⽔獭种群的恢复提供保障。

调查与监测⼯作也将继续开展，并将重点放在吊罗⼭北部及东部等未有过调查的区域。 



彼端：中国⽔獭调查现状 

 

图III-21. 2000年后⻄南地区确凿⽔獭记录 

第六部分 ⻄南地区 

在⻄南地区，⻄藏⾃治区的那曲市、昌都地区

和林芝市，以及云南省的怒江州在2000年后曾有确

凿的欧亚⽔獭记录，四川省的凉⼭州、阿坝州、⽢

孜州、⼴元市、绵阳市和巴中市，贵州省铜仁市，

⽽云南省⻄双版纳州和德宏州曾有确凿的亚洲⼩⽖

⽔獭记录（图III-21）。 

在⻄藏⾃治区，欧亚⽔獭主要有记录于那曲市

的申扎县、昌都地区的巴素县以及林芝市的墨脱县

等地。其中，在⻄藏那曲市的申扎县，野⽣⽣物保

护学会于2016年在该地区进⾏雪豹调查时偶然记录

到了欧亚⽔獭的影像资料，并在后续开展了有针对

性的调查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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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地区概况 

2016年底，⻄藏⾃治区林草局、那曲市林草局、申扎县林草局和野⽣⽣物保护学会

合作开展羌塘雪豹种群现状调查，在⻄藏第⼀⼤湖、中国第⼆⼤咸⽔湖——⾊林错⻄南岸

野⽣⽣物保护学会


⻄藏申扎湿地欧亚⽔獭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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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2015年，中国猫科动物保护联盟在墨

脱县进⾏野⽣动物调查时，通过红外相机捕捉到了

欧亚⽔獭个体的影像资料。 

四川省作为⻄南⼭地的主要组成，在2000年后

共在五个地点记录到欧亚⽔獭。其中，在⼴元市的 

⻘川县，2016年便有欧亚⽔獭记录，并且在随后的

⼀段时间内，随着关注程度的提⾼，不断有活动痕

迹与个体的⽬击记录。基于此，中⼭⼤学⽣命科学

学院同时对唐家河国家级⾃然保护区内的⽔獭种群

及⻥类资源情况进⾏了调查和研究。 

37

边的雪豹活动点架设了红外相机。2017年4⽉，该点位⾸次拍到欧亚⽔獭的红外相机影

像。直⾄⽬前，该处及其周边⽔岸仍能稳定拍摄到欧亚⽔獭，其中包括雌性带1-2崽的情

况（图III-22）。 

 

图III-22. ⾊林错拍摄到的欧亚⽔獭 | 野⽣⽣物保护学会 

同⼀⾏政乡内，与⾊林错联通的其它湖泊、河流，也均有牧⺠⽬击记录，并可采集

到⽔獭粪便。据此推测，⾊林错⽔系内的欧亚⽔獭种群情况较稳定。 

该区域作为欧亚⽔獭的最⾼海拔分布区之⼀（4572 m），主要⽔系均被划⼊⾊林错

国家级⾃然保护区，盗猎、偷渔活动被严格禁⽌，并有政府-森林公安-基层巡护员的保护

地监管体系，便于及时觉察并制⽌不法⾏为。 

然⽽，因基础数据的严重缺乏，亟需科学调查确定其⽣存现状并制定保护⽅案。



彼端：中国⽔獭调查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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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地区概况 

唐家河国家级⾃然保护区位于四川省⼴元市⻘川县境内，岷⼭⼭系⻰⻔⼭脉⻄北

侧，摩天岭南麓，⻄与绵阳市的平武县毗邻，海拔在1150-3864 m之间。区内四季分明，

属于亚热带季⻛⽓候，每年5-10⽉为⾬季。⼭体陡峭，地形复杂，唐家河在峡⾕蜿蜒流

淌，沿⼭崖跌落形成⼤⼩不同的瀑布，原⽣⻥类丰富，为⽔獭的⽣存和栖息提供了不可或

缺的环境条件（图III-23）。 

 
图III-23. 唐家河欧亚⽔獭栖息地景观 | 张璐 

II. 背景及⼯作 

2017年10⽉起，中⼭⼤学开始在唐家河国家级⾃然保护区进⾏欧亚⽔獭的调查、研

究和保护⼯作。通过样线调查、红外相机监测、粪便的分⼦⽣物学分析、环境DNA分析等

⽅法对⻓约30 km的河道进⾏欧亚⽔獭的种群状况进⾏调查，并进⾏不同调查⽅法的对

⽐；通过⻥类本底资源调查，收集⽔獭粪便进⾏⻝性分析，并进⾏栖息地选择研究。 

2017年10⽉⾄2019年5⽉间，共对唐家河的主河道及主要⽀流进⾏了4次样线调查，

正式调查样线⻓度达55 km，共记录欧亚⽔獭粪便位点568个。调查期间，在⽔獭活动痕 

中⼭⼤学⽣命科学学院范朋⻜课题组


四川唐家河欧亚⽔獭种群状况调查及⻝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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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较多的地点累计布设红外相机56台次，其中共有24台拍摄到欧亚⽔獭，在约4740个相

机⼯作⽇内获得⽔獭独⽴影像约200份。此外，在样线调查中共收集环境DNA样品160

份，并分别在2018年秋季和2019年春季对整个河道进⾏了两次⽔⽣⽣物本底资源调查。 

III. 初步结果 

1．样线调查结果 

2018年5⽉，在10公⾥河道⾥共发现并记录排便点38处，粪便99份；2018年10⽉，

共记录排便点77处，粪便269份，其中新鲜粪便15份；2019年4⽉，在30公⾥河道⾥共记

录排便点90处，粪便约200份，新鲜粪便26份——排便频率季节性明显（图III-24）。 

 
图III-24. 2018年20公⾥河道⽔獭粪便点（蓝⾊和红⾊标记分别表示5⽉、10⽉调查结果）| 汪巧云 

2．⽔⽣⽣物本底资源调查 

在秋季进⾏的⽔⽣⽣物资源调查中，累计记录到⻥类8种：洛⽒鱥（Phoxinus 

lagowskii）、⻘⽯爬鮡（Euchiloglanis davidi）、重⼝裂腹⻥（Schizothorax davidi）、红

尾副鳅（Paracobitis variegatus）、似䱻（Belligobio nummifer）、横纹南鳅（Schistura 

fasciolatus）、⽩甲⻥（Onychostoma sima）、华吸鳅属⼀种（Sinogastromyzon sp.）;两

栖类2种：华⻄蟾蜍（Bufo andrewsi），绿臭蛙 （Odorrana margaratae）；节肢动物1

种：华溪蟹属⼀种（Sinopotamon sp.）——⽔⽣⽣物多样性由上游⾄下游递增。 



彼端：中国⽔獭调查现状 

除以上外，中国猫科动物保护联盟在2016年于

四川省⽢孜州新⻰县进⾏野⽣动物夜间调查时，拍

摄到了欧亚⽔獭的清晰影像，证实了其在四川⻄部

雅砻江流域的分布（图III-26）。2018年初，四川省

巴中市的诺⽔河珍稀⽔⽣动物国家级⾃然保护区被

农业部列为“⽔獭重要栖息地”。在2019年4⽉，四川

卧⻰国家级⾃然保护区管理局对外公布了⼀组清晰

的欧亚⽔獭影像——在2019年1⽉⾄5⽉，保护区在

其野外调查和红外相机监测中，累计记录到欧亚⽔

獭的有效影像5段，证实了这⼀物种在阿坝州汶川县

的确凿分布（唐卓等 2019）。在2019年8⽉，⼭⽔

⾃然保护中⼼在四川省绵阳市进⾏的⽣物多样性调

查中，也记录到欧亚⽔獭的活动影像。 

 

图III-26. 川⻄雅砻江流域的欧亚⽔獭 | 宋⼤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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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初步分析 

 
图III-25. 2018年10⽉欧亚⽔獭粪便分布情况与每公⾥⽔⽣⽣物数量⽐例 | 汪巧云 

由上述调查可⻅，欧亚⽔獭排便较多地点基本位于河道⽣物量和⽣物多样性较⾼的区

域，其活动频繁区可能是资源核⼼区（图III-25）。⽽对数据的初步分析显示，排便点与每

公⾥⽔⽣⽣物平均体重、⽔⽣⽣物的⾹农维纳指数具有相关性，说明⽔⽣⽣物资源对⽔獭

分布是有影响的，但仍需不同季节的⽔獭排便数据和⽔⽣⽣物资源分布的数据进⾏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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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III-27. 云南⻄双版纳的亚洲⼩⽖⽔獭记录——中国⾸笔亚洲⼩⽖⽔獭野外影像记录 | 中国猫科动物保护联盟 

图III-28. 2000年后⻄北地区确凿⽔獭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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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端：中国⽔獭调查现状 

2016年，在云南省，中国猫科动物保护联盟于

⻄双版纳州勐腊县、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于德宏州

盈江县分别通过红外相机记录到亚洲⼩⽖⽔獭（图

III-27）。在2019年初，在云南省怒江州⾼黎贡⼭国

家级⾃然保护区贡⼭管护分局所辖江段中亦拍摄到

欧亚⽔獭影像。 

推荐阅读—— 

“希望我们的水獭，有一个冰激凌味儿的未来！” 

猫盟·猫盟CFCA微信公众号 

第七部分 ⻄北地区 

在⻄北地区，新疆维吾尔族⾃治区的阿勒泰地

区，⻘海省⽟树州和果洛州，⽢肃省陇南市，以及

陕⻄省汉中市、⻄安市，在2000年后曾有确凿的欧

亚⽔獭记录（图III-28）。 

在新疆，欧亚⽔獭的确凿记录来⾃于荒野新疆

同⼭⽔⾃然保护中⼼在2018年联合开展的样线调查

及红外相机监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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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地区概况 

阿尔泰⼭位于新疆北部，斜跨中哈俄蒙四国，中国部分的约500 km为中断南坡，属

伊犁⾃治州及阿勒泰地区辖区。阿尔泰⼭耸⽴于亚洲腹地的半荒漠地带，由⻄⻛环流带来

的⼤⻄洋⽔汽在阿尔泰⼭区形成湿岛，⼭区⽓候垂直梯度变化明显，具有冬⻓夏短、春秋

不明显的特点。额尔⻬斯河和乌伦古河两条⼤河源出阿尔泰⼭，额尔⻬斯河向⻄经哈萨克

斯坦流⼊北冰洋，乌伦古河经准噶尔盆地流⼊乌伦古湖。两⼤⽔系⽀流众多，特别是额尔

⻬斯河，因外流⼊海，⻥类资源丰富，是欧亚⽔獭在新疆的主要栖息地（图III-29）。 

 
图III-29. 阿尔泰⼭景观 | 数码兔⼦ 

荒野新疆


阿勒泰地区欧亚⽔獭种群状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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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背景及⼯作 

阿尔泰⼭区是中国欧亚⽔獭的重要历史分布区，但由于近⼆⼗年来原⽣⻥类资源的

快速枯竭和上世纪较为猖獗的⾮法狩猎活动，⽬前欧亚⽔獭在阿尔泰⼭已经⾮常罕⻅（社

区调查的野外确凿记录多为2010年以前，近⼗年也未⻅明确的影像记录）。因此，2018年

9⽉，荒野新疆联合⼭⽔⾃然保护中⼼、阿尔泰⼭国有林管理局⾸次在额尔⻬斯河流域针

对欧亚⽔獭进⾏了野外初步调查，并在调查中发现了粪便、⾜迹等⽔獭⽣存痕迹。随后，

在2018年9⽉⾄2019年6⽉间，在阿尔泰⼭的额尔⻬斯河和乌伦古河流域，依托阿尔泰⼭

国有林管理局下属的⻘河、富蕴、两河源保护区、阿勒泰、布尔津、哈巴河6个管理单位，

共对阿尔泰⼭国有林管理局的基层管护员进⾏了5次监测培训，并陆续开展了5次社区抽样

调查和野外样线调查及红外相机布设⼯作。 

III. 初步结果 

基于上述⼯作，针对阿尔泰⼭区的欧亚⽔獭种群现状获得如下初步结果： 

1．存在与否 

在为期9个⽉的⼯作当中，共获得有效参考野外信息数⼗条，野外⽬击记录3次，红

外相机记录20条。最终，阿尔泰⼭⻄部的额尔⻬斯河流域的主要⽀流上游的⾼⼭区域⽬前

确定仍有欧亚⽔獭的野外种群分布，⽽东部乌伦古河流域未发现明确的欧亚⽔獭野外分布

痕迹（图III-30）。 

 
图III-30. 阿勒泰地区红外相机拍摄到的欧亚⽔獭 | 荒野新疆 

2．数量如何 

通过社区调查得知，上世纪90年代以前，当地哈萨克族有狩猎欧亚⽔獭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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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2000年初甚⾄还有东北的⽪⽑贩⼦有组织地在当地野外捕捉和收购⽔獭⽪⽑。但⼗

多年来，由于动物保护的加强和野外⽔獭种群的缩减，已经鲜有相关信息。结合野外初步

的调查结果来看，在阿尔泰⼭的额尔⻬斯河流域范围还保有部分不连贯的⽔獭栖息地，且

主要集中在⾼⼭河段。从已进⾏的有效调查来看，欧亚⽔獭在阿尔泰⼭的种群数量状况并

不容乐观。 

3．状况怎样 

由于历史上的⽆序捕捞和⽔电⼯程建设，作为欧亚⽔獭的主要⻝物的⾼⼭类洄游⻥类

（如北极茴⻥ Thymallus arcticus arcticus）在20年来下降明显，⼏近⽆⻥的状况⼤⼤遏制

了⽔獭种群的⾃然恢复。阿尔泰⼭国有林管理局从2018年开始进⾏全⾯禁渔的保护⼯作，

伴随着⻥类保护效果的显现和公众保护意识的提⾼，欧亚⽔獭种群的状况应当会在未来向

好发展。此外，2019年4-6⽉间布设在⼀个疑似欧亚⽔獭洞⽳的红外相机记录到⼀只繁殖

特征明显的雌性个体（乳头凸起），这⾄少可以说明在该区域内，欧亚⽔獭种群仍在繁衍

⽣息（图III-31）。 

 
图III-31. 阿勒泰地区拍摄到的繁殖特征明显的雌性欧亚⽔獭 | 荒野新疆 

通过仅有的红外相机记录和明确的野外活动痕迹来看，当地的欧亚⽔獭有明显的季节

性迁移特点——在部分地区只有在冬季可以⻅到，这⼀特点和当地⻥类洄游的季节特点有

重合，体现为冬季集中在较低海拔的河段，⽽夏季可能溯河⽽上到达更⾼的⼭区河段或湖

泊。在⽇节律⽅⾯，两个红外相机的捕获记录⼤都在夜间，或说在研究区域内欧亚⽔獭主

要夜⾏；4次红外相机的⽩天捕获和3次⽩天⽬击中多位于冬季河岸封冻期，或可说明在冬

季（1-3⽉），欧亚⽔獭会更多地在⽩天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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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省，⽬前⽔獭主要分布在南部的果洛、

⽟树两州。其中，在⽟树州，欧亚⽔獭有记录于全

部五县⼀市；在果洛州，主要有记录于班玛县、达

⽇县以及久治县。在⽟树市，⼭⽔⾃然保护中⼼于

2017年末开始进⾏系统的欧亚⽔獭调查、研究和保

护⼯作。 

推荐阅读—— 

“How Tibetan Buddhism 

and conservation efforts 

helped Eurasian Otter thrive 

in a city of 200,000 people” 

Yifan He·Mong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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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地区概况 

⽟树州位于⻘海⻄南部，总⾯积约267000 km2，平均海拔在4200 m以上，属典型

的⾼寒性⽓候。北临昆仑⼭脉和巴颜喀拉⼭脉，南望唐古拉⼭⼭系，东接川⻄⾼⼭峡⾕，

⻄连藏北⾼原，⻓江、⻩河、澜沧江在⾼⼭融雪的持续补给之下均源流⽟树，区内河⽹交

错，⽔系纵横，总流域⾯积近240000 km2。湖泊星罗棋布，全州⾯积在10000 km2以上的

咸、淡⽔湖泊超过300个。冰缘地貌极为发育，河道⼭⾕巨⽯遍布，罅隙丰富，同丰富的

⾼原⻥类及微弱的⼈类活动⼀同为欧亚⽔獭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环境和资源（图III-32）。 

 

图III-32. ⽟树欧亚⽔獭栖息地景观 | 李宏奇 

II. 背景及⼯作 

当前，⻘藏⾼原地区或已成为欧亚⽔獭在中国最后⼀块连⽚的欧亚⽔獭栖息地。然

⼭⽔⾃然保护中⼼


⻘海⽟树欧亚⽔獭种群状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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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树藏区，过去存在普遍使⽤⽔獭⽪张制作服饰的习惯，因此当地⽔獭状况并不容

乐观。近来，随着政府和保护部⻔⼯作的⼤⼒开展，以及宗教⼈⼠的奔⾛倡议，对于⽔獭

的偷猎活动已⾮常少⻅。因此在最近的⼀段时间，⽟树藏区的⽔獭种群应当处于数量上升

的阶段。2017年12⽉，⼭⽔⾃然保护中⼼开始在⻘海省⽟树州结古镇附近的巴塘河、扎曲

河中进⾏欧亚⽔獭的调查、研究和保护⼯作。在调查中，通过进⾏社区访谈、样线调查、

红外相机监测等⼿段开始对⻓约67 km的河道进⾏⽔獭状况调查（图III-33）。 

同时，为更好地推动三江源等重点⽣态功能区的保护，实时监测和展示⻘海省重点区

域和典型⽣态类型的⽣态环境状况及⾃然景观，2016年6⽉，⻘海省⽣态环境厅建设了“⻘

海⽣态之窗”远程视频实时观测系统，在全国⽣态环境监测、观测领域率先将远距离、⼤范

围、全⽅位的实时精确观测技术应⽤于⽣态环境监测监管⼯作中。2018年6⽉，为将“⻘海

⽣态之窗”系统应⽤于欧亚⽔獭调查、研究和保护⼯作中，⻘海省⽣态环境厅信息中⼼与⼭

⽔⾃然保护中⼼合作开展了⻘海省⽟树州结古镇巴塘河、扎曲河欧亚⽔獭实时监控项⽬

（建设投⼊26万元、通讯线路1.25万元/⽉），布设了7处远程⾼清可⻅光/红外摄像机，在

巴塘河、扎曲河对欧亚⽔獭开展全天候24⼩时实时监测。 

 
图III-33. ⽟树欧亚⽔獭调查区域 | ⼭⽔⾃然保护中⼼ 

III. 初步结果 

在2017年12⽉⾄2019年12⽉间，在⽟树州结古镇周边的巴塘河、扎曲两条河流当

中，累计徒步⾏⾛样线约400公⾥，记录欧亚⽔獭排便位点约400处，粪便数量超过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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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在⽔獭活动痕迹（粪便、刨坑等）的地点，累计布设红外相机21台次，其中在14处拍

摄到欧亚⽔獭，在约1300个相机⼯作⽇内累计拍摄欧亚⽔獭近千次。此外，⾃2018年10⽉

27⽇⾄2019年11⽉30⽇“⻘海⽣态之窗”视频监控设备正式投⼊使⽤以来，在约2700个摄

像机⼯作⽇内累计拍摄欧亚⽔獭活动影像650余段、照⽚1700余张。（图III-34）。 

 

图III-34. ⽟树巴塘河的欧亚⽔獭 | ⻘海省⽣态环境厅信息中⼼ ⼭⽔⾃然保护中⼼ 

通过对上述⼯作结果的分析，就⽟树州结古镇周边的巴塘河以及扎曲河中欧亚⽔獭

种群状况，获得以下信息。 

1．种群状况：分布及数量 

截⽌2019年5⽉，在样线调查期间，累计记录欧亚⽔獭排便位点379处，记录粪便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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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2794块，⽬前种群状况仍在分析当中。 

2．红外相机获得的欧亚⽔獭种群活动的年变化 

通过红外相机监测发现，在⽟树，欧亚⽔獭的活动从每年⼗⽉开始逐渐增多，在⼀⽉

时开始增⻓，在三⽉时达到顶峰，随后活动⾄六⽉逐渐减弱⾄⼀个监测周期结束（⼗⽉⾄

次年六⽉；七⾄九⽉间因为降⽔较强，河⽔上涨，监测停⽌；同时就观察来看，夏季欧亚

⽔獭确少上岸排便；图III-35）。 

 
图III-35. ⽟树欧亚⽔獭活动的⽉变化 | ⼭⽔⾃然保护中⼼ 

3．红外相机获得的欧亚⽔獭种群活动的⽇变化 

就⽇节律⽽⾔，⽔獭活动⾃每⽇17时开始出现并逐渐活跃，在20时⾄次⽇2时间达到

顶峰，随后开始减弱，⾄清晨9时候基本不再出现。此外，在下午14-15时的⽔獭活动均为

夏季拍摄，说明在⽟树，欧亚⽔獭夏季时在下午也较活跃（图III-36）。 

 

图III-36. ⽟树欧亚⽔獭活动的⽇节律 | ⼭⽔⾃然保护中⼼ 

上述结果也得到了由“⻘海⽣态之窗”获取的实时监测影像的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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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III-37. ⻘海⽟树杂多县的欧亚⽔獭记录——欧亚⽔獭全球最⾼分布纪录 | ⼭⽔⾃然保护中⼼ 

除以上外，在⽟树州杂多县昂赛乡，⼭⽔⾃然

保护中⼼同中⼭⼤学进⾏的联合调查也记录到了欧

亚⽔獭的活动影像；在杂多县扎⻘乡，⼭⽔⾃然保

护中⼼在进⾏兔狲调查监测时也通过红外相机记录

到欧亚⽔獭，且该地点为欧亚⽔獭⽬前已知全球分

布 ⾼点（4653 m；图III-37）；在囊谦县，在进

⾏样线调查时也记录到欧亚⽔獭活动痕迹，称多

县、治多县和曲麻莱县均存在确凿的⽬击记录。 

在果洛州，⾃2010年起，年保⽟则⽣态保护协

会便开始对久治县内的年保⽟则地区进⾏欧亚⽔獭

的社区调查和保护⼯作。 

推荐阅读—— 

“豹猫与水獭 选择纠结症的烦恼” 

赵翔·⼭⽔⾃然保护中⼼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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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地区概况 

年保⽟则属东昆仑巴颜喀拉⼭脉东南段，主峰海拔5369 m，是⼭脉最⾼峰。地处⻘

海和四川两省交界处，⾏政范围包括⻘海果洛州的久治县、班玛县和四川的阿坝县。主峰

四周⾯积约 880 km2 的岩⽯⼭是年保⽟则的核⼼部分，主要位于⻘海省久治县境内（图

III-38）。由于地处⻘藏⾼原东缘，⾼原⼤陆性⽓候特征显著，海拔跨度⼤，边缘效应明

显；是⻓江和⻩河的重要分⽔岭——以⻄以南属⻓江⽔系，以东以北属⻩河⽔系。 

 
图III-38. 年保⽟则欧亚⽔獭栖息地景观 | 年保⽟则⽣态环境保护协会 

II. 背景及⼯作 

年保⽟则地区有史以来便是欧亚⽔獭等野⽣动物的重要栖息地，但随着上世纪后期

的⼤肆捕杀，⾃20世纪90年代起⽔獭已基本销声匿迹。进⼊新世纪后，在政府以及相关

部⻔野⽣动物保护及禁枪⼯作的⼤⼒开展和宗教⼈⼠奔⾛倡议下，年保⽟则于2006年出

现了⼤规模的藏族牧⺠⾃发焚烧家中野⽣动物⽪张制品的⾏动——短短两年后，年保⽟则

地区开始重新有⽔獭被⽬击（图III-39）。 

年保⽟则⽣态环境保护协会


⻘海果洛欧亚⽔獭社区访谈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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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III-39. 年保⽟则的欧亚⽔獭 | 年保⽟则⽣态环境保护协会 

因此，从2010年起，开始对年保⽟则地区的藏族牧⺠进⾏了有关欧亚⽔獭的保护意

识的社区调查。在2011-2013年间，累计对区域内的340名居⺠进⾏了问卷调查，在空间

上⼏乎覆盖了在年保⽟则及其周边⽣活的所有居⺠。问卷内容包括受访者的基本信息、社

区⽔獭现状以及当地居⺠对⽔獭及其⽪张使⽤的态度（表III-1）。 

表III-1. 调查问卷设计 

1            你是否穿着过⽔獭⽪？ 
2            你喜欢⽔獭⽪吗？ 
3            现在你是否还有⽔獭⽪？ 
4            你的⽔獭⽪是否已经在先前卖掉或焚烧？ 
5            你觉得以后是否仍有⼈会穿⽔獭⽪？ 
6            你⾃⼰以后会穿⽔獭⽪吗？ 
7            如果⽔獭价格升⾼，你是否会因此捕杀⽔獭？ 
8            如果看到⽔獭的⼫体，你是否会剥⾛它的⽪？ 
9            如果你看到有⼈穿⽔獭⽪，你会觉得好看吗？ 
10            如果所有藏族⼈都不穿⽔獭⽪，你是否喜欢、愿意？ 

III. 初步结果  

1．问卷调查结果 

在调查中，累计通过问卷访谈当地居⺠340⼈，对于调查问卷中的⼗个问题，受访居

⺠的回答如图III-4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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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III-40. 问卷调查结果 | 年保⽟⽣态环境保护协会 

由上可⻅，⼤多数年保⽟则居⺠具有较强的⽔獭保护意识——68%的受访者明确表示

以后不会再穿⽔獭⽪，且半数以上表示甚⾄不再喜欢，也不会因为价格等原因捕杀⽔獭，

仅有35%的受访者表示会从死亡的⽔獭身上获取⽪张。其次，31%的受访者曾经穿着过有

⽔獭⽪装饰的⾐服，但只有16%的受访者到2013年仍然保留有⽔獭⽪——绝⼤多数居⺠已

通过焚烧、出售等⽅式处理掉原有⽪张，⾃愿放弃了穿⽔獭⽪这⼀传统。 

2．不同年龄及性别的保护态度差异 

基于访谈结果及受访者信息，对不同年龄和性别的受访者在⽔獭保护态度上的差异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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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初步分析。结果表明，男性或⼥性受访者对所有问题的回答并⽆明显差别，⽽在年龄

上，不同年龄段的受访者其回答却存在较⼤差异（图III-41）。 

 

图III-41. 不同年龄受访者的保护意愿差异 | 年保⽟则⽣态环境保护协会 

⾸先，21岁以下的年轻⼈和60岁以上的⽼⼈是⽔獭保护意识相对薄弱的群体——相

⽐于其他年龄段的居⺠，这两个年龄段的受访者对于⽔獭⽪张表达了更强烈的需求，更倾

向于去捕杀⽔獭（或从⼫体获取⽪张）。推测原因，可能相⽐于较年轻的后辈，60岁以上

的⻓者更不愿意放弃穿⽔獭⽪的习俗；⽽21岁以下的⻘少年保护意识薄弱则可能是由于对

问卷问题的不理解、未参加过关于⽔獭的教育活动或传统⽂化及宗教观念的缺失。 

3．参与相关保护活动同对保护态度的影响

通过是否参加过2005年的焚烧⽔獭⽪活动（问题4），可知是否参加过相关保护活

动对于对待⽔獭及其⽪张的态度并⽆直接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曾经参与了焚烧或出售

⾃家⽔獭⽪服饰的⼈中，有74.38%的⼈对“以后藏族⼈都不穿⽔獭⽪”这⼀问题持积极态

度，远⾼于没有参与该活动的居⺠。由此或⻅，协会组织的相关活动对提⾼了⼈们改变传

统⽂化、观念的信⼼和意愿。 

4．持有獭⽪服饰对保护态度的影响 

按照现在是否拥有⽔獭⽪服饰，将受访者分为两个组别，统计表明：现在拥有⽔獭

⽪的居⺠中，有61.82%表示以后会继续穿⽔獭⽪，有36.38%表示会因市价上涨再度捕杀

⽔獭，有52.73%表示会从⽔獭⼫体获取⽪张——三项均显著⾼于现在并⽆⽔獭⽪的居⺠

（14.40%/14.81%/36.73%）。由此可⻅，仍保留有⽔獭⽪服饰的受访者，对⽔獭的保护

意识要弱于⽬前不穿⽔獭⽪服饰的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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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III-42. ⻘海玛柯河林场拍摄到的欧亚⽔獭影像 | ⼭⽔⾃然保护中⼼ 

推荐阅读—— 

“水獭与藏族人：年保玉则水獭调查与保护报告” 

年保⽟则⽣态环境保护协会 

“藏族人与水獭：迟到千年后的道歉” 

年保⽟则⽣态环境保护协会微信公众号 

在果洛州班玛县的玛柯河林场，⼭⽔⾃然保护

中⼼曾在2018年进⾏红外相机监测时拍摄到欧亚⽔

獭的影像资料（图III-42）。 

在⽢肃省，在同唐家河⾃然保护区相接部，在

位于陇南市武都区的⽩⽔江国家级⾃然保护区内，

2017年亦拍摄到欧亚⽔獭的影像，证实了该物种在

⽢肃的分布。 

此外，2018年初，陕⻄省宝鸡市的太⽩湑⽔河

珍稀⽔⽣⽣物国家级⾃然保护区，商洛市的丹江武

关河省级⾃然保护区，以及⻄安市的⿊河珍稀⽔⽣

野⽣动物国家级⾃然保护区被农业部列为“⽔獭重要

栖息地”。在陕⻄省汉中市，陕⻄佛坪国家级⾃然保

护区对秦岭⻄段的欧亚⽔獭种群状况亦进⾏了评估

（赵凯辉等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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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中国⽔獭调查和保护空缺 

调查空缺 

当前在中国，已⻅开展的⽔獭调查和研究的地

点已在上⽂详述——但在中国，除去宁夏未⻅有记

录外，⽔獭历史上曾遍及国⼟。 

Zhang et al. (2018) 基于通过⽂献、红外相机

监测以及问卷调查中获得的50笔2000年后的欧亚⽔

獭确凿记录，对2000年后欧亚⽔獭在中国的潜在栖

息地进⾏了模拟和预测。结果如图III-43所示。 

结果表明，在中国，当前欧亚⽔獭的潜在分布

⾯积有1200000 km2，主要集中在⻘藏⾼原东南部

（⻄藏东部、⻘海南部、四川⻄部），中国东北 

（内蒙古东北部、⿊⻰江⼤兴安岭、吉林⻓⽩⼭）

以及陕⻄秦岭和贵州东南的丘陵地区；⽽在历史上

⽔獭被频繁记录的⻓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地区，只

有为数不多且呈破碎化分布的地点仍适合⽔獭⽣存

（Zhang et al. 2018）。同2000年之前中国的⽔獭

分布状况相⽐，欧亚⽔獭的栖息地逐渐由在历史上

记录较多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和⻓江中下游地区收

缩⾄⻘藏⾼原和东北地区等相对边缘的区域，然⽽

这些区域，可能正是当前中国欧亚⽔獭种群的希望

所在（Zhang et al. 2018）。 

在2000年后所有存在⽔獭记录的地点当中，除

去并⽆系统调查和研究⼯作的偶然记录外，所有针

对于⽔獭的⼯作已在上⽂详述。相⽐1200000 km2 

图III-43. 2000年后欧亚⽔獭在中国的分布、潜在栖息地及保护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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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潜在栖息地⾯积，即使以项⽬地所在县级⾏政区

⾯积计算，也仍仅占总预测⾯积的约4%。因此，谈

及调查空缺，在空间上仍有超过96%的⽔獭潜在栖

息地⾯积未经调查和探索；⽽若从已掌握的信息来

看，已确定⽔獭有⽆的地点其种群的数量、状况也

仍不清楚。因此，若从这个意义上讲，任⼀地点均

属调查空缺，⽽任何关于该物种的上述信息的查清

和补充均为填补信息空⽩的努⼒。 

保护空缺 

Zhang et al. (2018) 将获得的欧亚⽔獭潜在栖

息地同同中国官⽅在录的现有⾃然保护地（数据来

源于WPDA，https://protectedplanet.net/；去除

了其中的世界遗产地和⻛景名胜区）相叠加，提供

了欧亚⽔獭在中国当前的保护空缺，结果如图III-43

所示。 

就保护空缺⽽⾔，位于中国⾃然保护区内的⽔

獭潜在栖息地⾯积为210000 km2，仅占其当前总预

测栖息地⾯积的17.9%。其中，⻘海三江源国家⾃然

保护区，⻄藏雅鲁藏布江国家级⾃然保护区以及四

川⻓沙贡⻢国家级⾃然保护区可能保有中国⽬前

⼤的欧亚⽔獭潜在栖息地（Zhang et al. 2018）。

三江源国家级⾃然保护区内可能保有约109000 km2

的欧亚⽔獭栖息地，⼏乎占全国⾃然保护区内潜在

栖息地的⼀半，由于区内⽣活的藏族居⺠不捕⻥、

不杀⽣的传统（Shen &Tan 2012, 温梦煜 2012），

三江源及其周边地区可能是当前欧亚⽔獭在中国

有⽣存希望的地区——相较于内地破碎离散分布的

种群，⻘藏⾼原的欧亚⽔獭⽬前整体上仍处于较为

健康的状态，虽然也因捕猎等因素经历了⼀定时期

的种群衰减，但由于⾃然环境保存完好，⻝物资源

充⾜，⽔獭种群随捕猎活动的停⽌得以迅速恢复，

重新成为三江源河流⽣态系统中重要⽽不可替代的

⼀部分。 

82.1%的欧亚⽔獭潜在栖息地处于中国官⽅⾃

然保护体系之外，尚属保护空缺，主要集中于⻄藏

东部、四川⻄部、内蒙古东北部、⿊⻰江东部以及

吉林东部。然⽽，在过去⼏⼗年的东北地区，当地

欧亚⽔獭由于捕猎、栖息地破坏等原因实际下降⾮

常严重（朴正吉等 2011, Zhang et al. 2016），种群

状况亟待查清。 

⽽除欧亚⽔獭外，有关亚洲⼩⽖⽔獭和江獭在

中国当前的潜在栖息地及保护空缺甚⾄并没有⾜够

的数据以供分析。 

推荐阅读—— 

“The neglected otters in China: 

Distribution change in the past 400 

years and current conservation 

status” 

Zhang et al. 2018 

“Past and present: the status and 

distribution of otters (Carnivora: 

Lutrinae) in China ” 

Li & Chan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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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虽然⽔獭成功地适应了全球各种类型的⽔⽣环境，但由于近代以来的⼤肆捕杀，到20世纪后其

已在很多地⽅销声匿迹。虽然在2000年后亦常可⻅到以⽔獭为研究对象的学术出版物，但总体⽽⾔，这⼀类

群⽬前在中国的情况仍是⾮常不明朗且危险的（Li & Chan 2018）。在其⽣存范围内，⽔獭赖以⽣存的⽔⽣环

境经常遭受⼈类的改造并且极易受到不利影响——河道改造，植被破坏，⽔坝建设，原油泄漏，湿地排空以及

农业种植均会对⽔獭造成致命的威胁，⽽由⽔体酸化、来⾃于化肥施放和污⽔废料排放的有机物污染所引发的

⻥类数量减少也会对⽔獭种群产⽣极⼤的影响。 

 第⼀部分 个体损失与死亡  

 1. ⾮法猎杀及贸易  

⽔獭遭到捕杀的原因包括：1）因对⽪张需求所

引起的蓄意捕杀，2）因传统药材对⻣⾁需求所引起

的蓄意捕杀，3）因宠物市场需求所引起的对野外幼

体的捕捉。 

⽔獭因为其⽑⽪致密保暖⽽作为⽪⽑兽在上世

纪遭到了⼤规模的捕杀（Conroy & Chanin 2000, 

Zhang et al. 2018）。在中国，欧亚⽔獭在上世纪

中叶经历了更⼤规模的种群毁灭（Li & Chan 

2018）。例如，在湖北省，仅1955年⼀年即有超过

14000只⽔獭被捕杀（黎德武等 1963）；在湖南

省，甚⾄最多⼀年有25733张⽔獭⽪回收（谢炳庚&

李晓⻘ 1991, Li & Chan 2018）；在地处东南沿海 

图IV-1. ⽟树藏区的传统獭⽪服饰 | ⼭⽔⾃然保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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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福建省，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每年可收购⽔獭⽪

张2000-3000张，⽽⾄1983年的⽑⽪收购量仅为66

张，较1965年（3223张）下降了97.95%（詹绍琛

1985）；在⼴东省，五⼗年代初收购⽪张数以万

计，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1/3，⽽仅海南岛1955年

就收购⽪张4307张（徐⻰辉 1984）。这⼀时期结束

后，对⽔獭的捕杀和消费造成如吉林、安徽、福

建、⼴东和⼴⻄等省份的⽔獭⽪产量降低超过90%

（Li & Chan 2018）。除以上外，国内其他⽔獭的

历史分布区，虽未⻅有相关统计数据，但情况亦⼤

抵如此（图IV-1）。 

除以上外，欧亚⽔獭在中东（Naderi et al. 

2017）和南亚（Loy 2018）等分布区同样因肆意捕

杀⽽造成种群数量的锐减。1980-2015年间，在亚

洲共查获⽔獭⽪5881张，⽽其中半数来⾃于印度，

多为江獭和欧亚⽔獭（Gomez et al. 2016）。在俄

罗斯和中亚，因20世纪的⽪张交易所引起的捕杀是

造成区域内⽔獭种群数量下降的主要原因，特别是

在远东和⻄伯利亚可以进⼊的地区，彼时的欧亚⽔

獭⽪张年回收数量可达5000张每年（Oleynikov & 

Saveljev 2015）。由于战争物资的需要，⽇本⾃明

治时代起对于其本⼟特有的欧亚⽔獭，亚种L. l. 

whiteleyi的⼤规模捕杀直接造成了其种群数量的锐

减直⾄灭绝（Motokazu 2012）。有研究认为，印

度、柬埔寨、越南、⽼挝和缅甸是奢侈品⽔獭⽑⽪

的 来 源 ， ⽽ 这 些 ⽑ ⽪ 最 后 流 向 了 东 亚 的 市 场

（Coudrat 2016, Gomez & Bouhuys 2018）。 

来⾃于亚洲传统医药市场对于⽔獭身体材料的

需求是导致⼤规模捕杀的另⼀原因（Hon et al. 

2010, Aadrean et al. 2018, Loy 2018）；图IV-

2）。在越南、⽼挝、缅甸、柬埔寨以及印度尼⻄

亚，传统医药市场对于⽔獭的需求仍然⼗分旺盛

（Loy 2018）。可悲的是，直到⽬前，⾮法盗猎⽬

前仍是⽔獭在这⼀区域内⾯临的主要威胁（Hung & 

Law 2014）。 

 

图IV-2. ⽹络上仍可⻅到的违法⽔獭制品求购需求 

当前，宠物贸易正在逐渐成为影响⽔獭⽣存的

最主要威胁之⼀，特别是在东南亚地区（Gomez & 

Bouhuys 2018）。亚洲⼩⽖⽔獭在动物园⾮常受欢

迎，并且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亚洲的商店、宠物展会

甚⾄咖啡厅⾥（Gonzalez 2010, Aadrean 2013, 

Gomez & Bouhuys 2018）。2015-2017年间，总共

在印度尼⻄亚、⻢来⻄亚、泰国和越南4个国家查获

13起⾮法贸易案件，涉及59只⽔獭个体，其中⼤部

分为幼体（Gomez & Bouhuys 2018）。在此类⾮

法贸易当中，亚洲⼩⽖⽔獭是最常⻅和最主要的贸

易物种，其次是江獭和欧亚⽔獭，⽽⽇本的宠物市

场是绝⼤多数⾮法⽔獭贸易的终点（Gomez & 

Bouhuys 2018）。随着此类贸易的⽹络化，管理和

防范也更加困难（Gomez & Bouhuys 2018）。同

时，部分合法通道的存在使得对獭⽪的⾮法贸易成

为可能，犯罪组织会将⽪张同其他合法的动物材料

共同运输，⽽相关法律法规及其执⾏却⾮常不⾜

（Wright et al. 2015, Gomez et al. 2016）。 

扩展阅读—— 

“Illegal Otter Trade in Southeast Asia” 

Gomez & Bouhuys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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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报复性猎杀  

⽔獭滨⽔⻝⻥，因此⾃然遭到了渔⺠的报复性

猎杀（Rasooli et al. 2007, Loy 2018）。在中国，

对于⽔獭的报复性猎杀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有

猵獭⽽池⻥劳”（《盐铁论》），“蓄⻥池者，必去

猵獭”（《淮南⼦·兵略训》）。然⽽，时⾄上世纪

末期，这⼀⾏为却仍普遍且公然存在——在上世纪

中国发表的所有15篇有关⽔獭的⽂章当中，即有6篇

是关于或谈到如何捕杀⽔獭（熊新建 1959, 宋志明&

冯永秀 1960, 郭⽂场&杨志奎 1964, 向⻓兴 1965, 

胡爱平 1986, 孙燕⽣ 1991）。在孟加拉，⽔獭会遭

到渔⺠的报复性猎杀，但在同时也会被驯化以协助

捕⻥（Hung & Law 2014）。在伊朗，有报道称⽔

獭会对⽔产养殖业造成影响（Nade r i e t a l . 

2017）。在欧洲的⼀些国家，曾有渔⺠因厌恶⽔獭

⽽迫使政府颁发针对⽔獭的狩猎许可（Reuther & 

Hilton-Taylor 2004）。然⽽，虽然多数⼈认为⽔獭

的影响⽆处不在，但实际上绝⼤多数的渔业⼏乎均

未受到影响（Loy 2018）。 

当前，在中国的四川和东南沿海地区，仍时有

对⽔獭的报复性猎杀报道。随着⽔獭种群的不断恢

复，对这⼀⾏为应受到更多的关注。 

 3. 偶然性因素  

⼈为的偶然性误杀主要包括：1）猎杀其他物种

时所导致的误杀，和2）道路⻋辆对过路⽔獭个体的

碾压（Madsen & Prang 2001）。 

在⽔獭种群正在逐渐恢复的地点，来⾃于渔⽹

等捕猎⼯具以及⻋辆等交通⼯具造成误杀是个体死

亡的主要原因（Loy 2018）。由渔⺠布设的针对麝

⿏（Ondatra zibethicus）等的捕猎⼯具有时会造成

⽔獭的伤亡（Conroy et al. 1998），⽽电⻥则很容

易造成⽔獭个体的麻痹甚⾄死亡（Hung & Law 

2014）；在印度的⻄⾼⽌⼭脉，当地盛⾏的炸⻥、

漂⽩剂毒⻥以及电⻥都严重威胁着⼩⽖⽔獭的⽣存

（Aadrean et al. 2018）。在国内，欧亚⽔獭同样

⾯临⾮法电⻥等⽅式的威胁。例如，在⼴东省惠州

市⻄枝江流域，⻄⼦江⽣态保育中⼼即救助并放归

过⼀只因⾮法电⻥⽽受伤的个体（图IV-3）。在中

国⾦⻔岛，仅在2016年和2017年，就分别有6只和4

只欧亚⽔獭死于道路⻋辆的碾压（林良恭 2016, 

2017）。在英国，1999年进⾏的⼀项关于⽔獭种群

结构的研究所使⽤的数据来⾃于死于路杀的673只⽔

獭（Philcox et al. 1999）。此外，在菲律宾

（Bernardo Jr. 2011）、印度尼⻄亚和⻢来⻄亚

（Aadrean et al. 2018）也有亚洲⼩⽖⽔獭死于路

杀的记录。 

 

图IV-3. ⼴东⻄枝江流域因电⻥受伤的欧亚⽔獭 | 李成 

但令⼈稍感宽慰的是，有研究认为，⽔獭种群

的⾃然增⻓和开辟新栖息地的过程或许会被路杀等

偶然性的个体损失所减缓，但并不会因为这⼀原因

⽽终⽌（Loy 2018）。 

扩展阅读—— 

“指标物种栖地环境改善、营造及监测评估-欧亚水

獭” 

林良恭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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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散养或流浪⽝只捕杀  

散养或流浪的⽝只会通过捕⻝、⼲扰、杂交以

及疾病传播等⽅式对野⽣动物构成威胁（Young et 

al. 2011），⽽直接捕⻝是其对野⽣动物最为直接的

影响。在谢德兰岛曾记录过⽔獭幼崽被农场家⽝捕

杀的案例（Kruuk 2006）；在德国，曾有三笔欧亚

⽔獭被⽝只捕杀的报道（Hauer et al. 2002）。⼭ 

⽔⾃然保护中⼼在⻘海⽟树市的红外相机监测中发

现，⼏乎所有拍摄到⽔獭的相机均拍摄到了散养家

⽝或流浪狗（图IV-5）；在⻘海杂多县，曾有⽬击

⼀只藏狗叼着⽔獭⼫体⾛在岸边，虽⽆法确定为其

猎杀或仅⼫体捡拾，但考虑到其作为捕⻝能⼒极强

的机会主义者及⼆者在活动区域上的重叠，散养或

流浪⽝只对⽔獭个体的威胁是不可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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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起，在于海南省吊罗⼭国家级⾃然保护区进⾏的调查中，发现在区

域内亚洲⼩⽖⽔獭的栖息地存在如盗猎、电⻥等可能危及⽔獭的违法现象。 

 

图IV-4. 海南吊罗⼭国家公园内联合执法现场 | 海南吊罗⼭国家级⾃然保护区 

因此，⾃2018年起，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连同保护区以及吊罗⼭森林公安

紧密合作，森林公安与⽔獭监测队队员共同在亚洲⼩⽖⽔獭的活动区域进⾏巡

护，并在重要路⼝安装红外相机，对重要区域内的违法⾏为进⾏拍摄。⾄2019年

3⽉，已拆除并捣毁多处猎棚与众多铁铗（图IV-4），并以红外相机影像为线

索，抓获违法⼈员两⼈并已⽴案调查，另有多名违法分⼦仍在通缉。

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


海南吊罗⼭联合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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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IV-5. 三江源⼀只探身进⼊⽔獭洞⽳的流浪狗 | ⼭⽔⾃然保护中⼼ 

 5. 疾病与寄⽣⾍  

由于可供检查的野⽣个体样本⾮常有限，因此

⽬前对野⽣的欧亚⽔獭种群的疾病仍知之甚少。在

英格兰⻄南部，孢⼦菌病是欧亚⽔獭最为常⻅的传

染性疾病（Simpson 2000），⽽由⽣存压⼒所导致

的 肾 上 腺 ⽪ 质 结 节 性 增 ⽣ 也 常 ⻅ 于 欧 亚 ⽔ 獭

（Simpson 2000）。除以上外，其他在欧亚⽔獭体

内有过记录的疾病包括阿留申病、动脉硬化、动脉

炎、瘟热病毒、肝腺癌、平滑肌瘤、肾结⽯、沙⻔

⽒菌感染和肺结核（Keymer et al. 1988, Wells et 

al. 1989, Madsen et al. 2000, Simpson 2000）。 

在笼养的亚洲⼩⽖⽔獭中，曾有患肺炎、肝叶

扭曲、佝偻病、尿路结⽯、肾结⽯等疾病的记录

（Lancaster 1975, Karesh 1983, Nelson 1983, 

Calle & Robinson 1985, Calle 1988, Petrini et al. 

1999, Warns-Petit 2001）。此外，还曾有亚洲⼩

⽖⽔獭因误⻝含有氰化物的枇杷种⼦⽽中毒死亡的

记录（Weber & Garner 2002）。 

欧亚⽔獭极易受到寄⽣⾍的感染，如线⾍类

（Ang ios t rongy lus vasorum , An isak is sp , 

Aonchotheca putorii, Cryptosporidium sp., Eucoleus 

schvalovoj, Dirofilaria immitis和Strongyloides 
lutrae），原⽣动物（Giardia sp., Gigantorhynchus 

sp.）和吸⾍（Phagicola sp.）等（Madsen et al. 

2000, Torres et al. 2004, Méndez-Hermida et al. 

2007）。 

相⽐之下，却似乎很少有寄⽣⾍会感染亚洲⼩

⽖⽔獭（Larivière 2003），在泰国检验过的30个⼫

体当中，仅发现有越南颚⼝线⾍（Gnathostoma 
vietnamicum）⼀种寄⽣⾍（Daengsvang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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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部分 栖息地退化与丧失  

 1. ⼈类活动导致的栖息地景观改变  

⽔獭在全球范围内另⼀普遍的威胁是栖息地的

丧失（Mucci et al. 2010）。据估计，⾃1900年以

来 ， 全 球 超 过 ⼀ 半 的 湿 地 已 经 丧 失

（www.waterconserve.info），⽽其中，有很多均

为⽔獭的理想栖息地（Kruuk 2006）。由于同⼈类

相同的对⽔体的需要，⽔獭所⽣存的⽔⽣环境经常

遭 受 ⼈ 类 的 改 造 并 且 极 易 受 到 影 响 （ K r u u k 

2006）。在⽔獭的栖息地，⼈类活动对于景观的直

接改变主要包括：1）因⼈类饮⽤及灌溉等原因对⽔

源的抽取，2）因⼈类活动对⽔环境的直接占⽤与破

坏，以及3）河岸加固、⽔电⽔坝等⽔利⼯程对于⽔

环境的改变。 

⽔獭的⽣存环境经常会因⼈类居住和⼯业发展

等需要⽽遭受破坏，特别是其对于河岸天然植被的

直接改变甚⾄去除（Kruuk 2006）。有时，因为饮

⽔和农业的需要，在某些地区甚⾄会将整个河流、

湖泊甚⾄海洋抽⼲（如位于中亚的咸海；Kruuk 

2006）。⽽对于欧亚⽔獭种群⽽⾔，其在分布范围

内所⾯临的最主要威胁即来⾃于此——因⼈类活动

所导致的栖息地的退化与丧失（Mucci et al. 2010, 

Loy 2018），⽽在台湾，其还严重受到来⾃⽇益兴 

图IV-6. ⼈⼯加固后难以为⽔獭利⽤的河岸 | 韩雪松 

 

 . 64



 第四章  

盛的旅游活动的影响（Loy 2018）。对亚洲⼩⽖⽔

獭⽽⾔，在⻄⾼⽌⼭地区，⾹蕉和⽔稻的种植在很

⼤程度上排挤了其⽣存空间；在印尼，⼤量的湿地

森林破坏也明显地导致了该物种栖息地的减少

（Margono et al. 2014）；在婆罗洲，对其栖息地

的占⽤则是因为⼤量棕榈种植园的建⽴（Aadrean 

et al. 2018）。江獭的⽣存同样受到栖息地丧失的影

响，如在其位于⻄亚两河流域的栖息地，在⾯积约

为15000-20000 km2的沼泽中，有84%-90%的⾯

积 已 经 遭 到 破 坏 ， 且 同 域 还 有 欧 亚 ⽔ 獭 栖 息

（Hussain et al. 2018）。除蓄意地对栖息地的占⽤

外，在越南和⽼挝，战争对于此地⽔獭栖息地破坏

的影响⾄今仍⾮常明显（Loy 2018）。 

河岸的加固，河岸植被破坏，⽔坝建设等⽔利

⼯程均会对⽔獭产⽣不利的影响（Reuther & 

Hilton-Taylor 2004）。⾸先，对于河岸加固因为可

以加快⽔流通过速度避免洪泛⽽在中国⼴泛施⾏。

在原⽣环境当中，天然河岸两侧的巨⽯为欧亚⽔獭

的隐匿和休憩提供了⼤量的洞⽳和罅隙，⽽中⼩型

的⽯头则为⽔獭提供了理想的排遗标记处所。在经 

过⼈⼯加固后，上述两种类型的栖息地均不复存在

——⼈⼯河岸整⻬⽽紧凑，河边原本可供⽔獭排遗

的⽯块也被搬离⽔体（图IV-6）。此外，由于⼈⼯

河岸加速⽔流通过的⽬的，天然河道中景观的异质

性在⼀定程度上也受到了影响。⼭⽔⾃然保护中⼼

在⽟树进⾏的调查表明，在正常情况下，欧亚⽔獭

的集中排便地点多位于急流过后的回⽔、河道旁的

⽔湾或河流转弯之后开阔的河道等⽔流流速放缓、

⽔深较深的利于捕⻥的地点以及洞⽳的出⼊⼝等

（Erlinge 1968）。但随着河道整饬等⼯程的进⾏，

如上地点⼤量减少，从⽽导致⽔獭难以找到合适捕

⻥及躲避的场所。最后，⼈⼯河岸的设计也对⽔獭

并不友好，约10 cm⻅⽅且松弛膨胀在外的⽹孔难以

为⽔獭利⽤，⽽垂直的岸壁更使得⽔獭在枯⽔期难

以爬上河岸。此外，⽔坝的修筑使得河流被⼀分为

⼆，造成了种群在景观上的隔离；因对⻥类繁殖洄

游的阻断，也在⼀定程度上改变了⽔獭⻝物资源的

丰度及其栖息地利⽤规律（Kruuk 1995）。中东和

南亚的⽔獭种群同样⾯临着来⾃于河道固化和⽔坝

修筑带来的影响（Naderi et al. 2017, Loy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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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保护中⼼于2017年起开始在⻘海省⽟树州结古镇附近开展针对欧亚⽔獭的

调查、研究和保护⼯作。在调查中注意到，结古镇作为扎曲、巴塘河以及巴扎曲三条均有

⽔獭分布的河流的交汇处，三条河流中的⽔獭种群在迁移扩散时势必会经过城镇中⼼——

在于市区内进⾏的样线调查也通过⽔獭的⾜迹粪便等活动痕迹证实了这⼀猜测。然⽽，在

调查中还发现，相⽐于野外的天然河岸，城镇内似乎并⽆充⾜的可供欧亚⽔獭藏匿躲避的

地点。因此，在2018年11⽉，使⽤⾃主设计制作的⽔獭⽣境恢复巢箱，在市区内选择4个

点进⾏了市区⽔獭栖息地修复的尝试。截⽌⾄2019年4⽉，通过安装在巢箱内的红外相

机，累计记录到欧亚⽔獭使⽤装置14次，证实了巢箱设置的必要性及此次修复尝试的效果

（图IV-7）。

⼭⽔⾃然保护中⼼


⻘海⽟树⽔獭栖息地修复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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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过度捕捞导致⻝物资源减少  

过度捕捞所导致的⻥类等⻝物丰度和可获得性

下降是⽔獭在全球⾯临的⼀个主要威胁（Aadrean 

et al. 2018）。欧亚⽔獭的⽣存和分布同其主要⻝物

⻥类的丰度具有直接的关系，因此⽔体中⻥类的状

况会对其种群及分布产⽣直接的影响（Kruuk 

2006）。 

在中国，对⻥类资源的过度利⽤也⾮常普遍。

例如，在中国东北，上世纪80年代开始，当地居⺠

开始⼤量使⽤⼩⽹⽬渔⽹等捕捞器具进⾏捕⻥，特

别是进⼊90年代后，由于林蛙市场价格上升，⼈们

开始在河流、直流及⼩溪沟等⽔域进⾏灭绝性捕

捞，⻓⽩⼭全区河流中已很少⻅到⼤中型⻥类、螯

虾 和 ⽔ ⽣ 昆 ⾍ （ 如 ⽯ 蛾 幼 ⾍ ） ， 其 中 哲 罗 鲑

（Hucho taimen）、东北螯虾（Cambaroides 

d a u r i c u s）已消失，细鳞⻥（B r a c h y m y s t a x 

lenok）、⿊⻰江茴⻥（Thymallus arcticus）和鲶

（Silurus spp.）已濒临消失（朴正吉等 2011）。在

1980-2010年间于吉林⻓⽩⼭所做的调查表明，随

着有欧亚⽔獭栖息的四条河流的平均⽔⽣⽣物量从

1 . 9 g / c m 2 （ 1 9 7 5 ） ， 下 降 ⾄ 0 . 7 9 g / c m 2

（1985）、0.05 g/cm2（1995），0.03 g/cm2

（2000）区内欧亚⽔獭的种群数量也由1975年的

136头，下降⾄1985年33头，1990-2000年5-15头

以及最终2001-2009年的0-4头，⼆者呈现显著的

正相关关系（朴正吉等 2011）。然⽽，虽然在进⼊

本世纪后，⽔⽣⽣物量开始逐渐恢复，但⽔獭种群

并未呈现出相似的增⻓趋势（朴正吉等 2011）。 

 3. ⽔环境丧失及⽔体污染  

⽔体污染主要包括在⽔獭栖息地发⽣的：1）化

学污染物污染，2）塑料污染物污染，以及3）如放

⽣等⼈为活动导致的⽣物⼊侵⻛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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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IV-7. ⽣境恢复巢箱内拍摄到的欧亚⽔獭影像 | ⼭⽔⾃然保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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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80年代，在⻄欧和中欧，⽔

体污染曾是欧亚⽔獭所⾯临的主要问题（Mason & 

Macdonald 1986, Jefferies 1989, Roos et al. 

2015）。彼时，对欧亚⽔獭造成威胁的主要污染物

包括有机氯双酯、有机氯化物狄⽒剂（HEOD）、

DDT/DDE、多氯联苯（PCB）以及重⾦属汞（Loy 

2018），其对于⽔体的污染对于欧洲很多地区的欧

亚 ⽔ 獭 种 群 造 成 了 毁 灭 性 的 影 响 （ M a s o n & 

Macdonald 1993, McDonald 2007）。在⻄班⽛，

有欧亚⽔獭体内发现了约80 mg/kg的DDT，其在体

内的富集会导致严重的神经系统损伤（Ruiz-Olmo 

et al. 2002）；有机氯化物和重⾦属的在猎物体内 

图IV-8. 含有塑料包装的⽔獭粪便 | 韩雪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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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IV-9. 三江源欧亚⽔獭栖息地正在放⽣的佛教徒 | 李宏奇 

的富集也会通过⻝物链间接对欧亚⽔獭产⽣威胁

（Mucci et al. 2010）。此外，欧亚⽔獭对于⽔体的

pH值变化也极为敏感，同时，酸化的⽔体还会导致

⻥类⽣物量的减少从⽽影响⽔獭的⻝物资源，进⽽

对⽔獭的栖息地适宜度造成影响（Conroy et al. 

1998, Madsen & Prang 2001）。 

在上世纪70年代，PCB和DDT在欧洲的⼤多数

国家已被禁⽌使⽤，⽽在禁令实施的15年后，欧亚

⽔獭种群开始在瑞典等地的⽔域当中恢复（Roos et 

al. 2012）。然⽽，如内分泌⼲扰物等药物的新兴污

染物的出现进⼀步使得⽔獭的⽣存⾯临严重的考

验，最近，在瑞典的欧亚⽔獭体内即检测出⼤量且

仍在增加的全氟和聚氟化合物（Roos e t a l . 

2012）。在沿海地区，⽔獭种群还极易受到海运原

油泄漏的影响（Loy 2018）。在中东、印度南部以

及斯⾥兰卡等地，欧亚⽔獭同样遭受着由杀⾍剂所

带来的⽔体污染威胁（Loy 2018）。在中国，杀⾍

剂、农药、重⾦属以及农业废料也在⼀定程度上加

剧了欧亚⽔獭种群数量的骤减（Li et al. 2017）。

对于亚洲⼩⽖⽔獭⽽⾔，除有机氯化物以及重⾦属

等直接带来的⽔体污染外，因其对⽆脊椎动物的偏

好 ， 污 染 物 的 富 集 同 样 对 其 带 来 了 严 重 威 胁

（Aadrean et al. 2018）。 

随着塑料制品的⼤规模使⽤，在局部地区，于

湿地等⽔獭⽣存地点倾倒垃圾的惯常⾏为同样对⽔

獭的⽣存带来了⼀定的隐患。⽬前，已有在⽔獭的

粪便内记录到塑料包装的报道（Castro & Dolorosa 

2006, Egana et al.2016）。⼭⽔⾃然保护中⼼和中

⼭⼤学⽣命科学学院在⻘海省进⾏的欧亚⽔獭样线

调查中，记录有两块内含塑料污染物的欧亚⽔獭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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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图IV-8）。虽⽬前尚⽆因误⻝塑料等垃圾致的

案例报道，但其对⽔獭个体安全⽆疑将构成威胁。 

此外，在中国，放⽣活动作为⼀项常规的宗教

仪轨依然⼗分普遍。特别是在藏区，随着市场的开

放，放⽣的主要对象已由传统上的⽜⽺转变为由外

地陆运⼊藏的⼈⼯养殖的鲤⻥、鲫⻥等⻥类（图IV-

9）。外来的放⽣⻥类由于数量⼤、⻝性杂等原因可

能会对本⼟⻥类以及欧亚⽔獭种群造成⼀定影响。 

 4. 栖息地破碎化  

当前在中国，除⻘藏⾼原外，内地残存的⽔獭

种群现在仅以⼩种群的形式退缩⾄边缘的破碎化栖

息地当中。从历史记录看，中国分布有欧亚⽔獭的5

个亚种，分别为东北地区的亚种L. l. lutra、⻘藏⾼原

的L. l. kutab、云南⻄北的L. l. nair、海南岛的L. l. 
hainana以及南⽅各省的L. l. chinensis（徐⻰辉 

1984），破碎化的栖息地阻断了各亚种种群内的个

体交流，规模较⼩的种群则可能会因遗传多样性降

低从⽽⾯临更⼤的灭绝⻛险（Fahrig 2003）。类似

的情况也出现在南亚次⼤陆，欧亚⽔獭的三个亚种

L. l. monticola、L. l. kutab 和L. l. nair内部栖息地间

的割裂和隔离是印度的欧亚⽔獭⾯对的最主要威胁

之⼀（Hung & Law 2014）。 

 5. 全球⽓候变化  

欧亚⽔獭是淡⽔⽣态系统的旗舰物种，⽽其所

⽣存的⽔⽣环境在全球⽓候变化的影响下⾸当其冲

（Kruuk 2006, Cianfrani et al. 2011）。 

最近⼀项对于⽓候变化对全球⽔獭影响的研究

表明，在2070年，全球的⽔獭在栖息地上均会经历

不同程度的变化（Cianfrani et al. 2018）。其中，

欧亚⽔獭的栖息地在较低纬度将会有轻微退缩，但

在⾼纬地区会新增⼤量的适宜栖息地，总体⾯积将

会增加13%-18%；江獭的适宜栖息地⼏乎没有减

少，且会在北部新增出部分适宜栖息地，总体⾯积

增加10%-11%；⽽亚洲⼩⽖⽔獭则会受到来⾃⽓候

变化的严重影响，其在喜⻢拉雅⼭⻄侧和中南半岛

的栖息地会⼤幅消失，仅在东北部出现少量新增栖

息地，总体适宜栖息地⾯积将减少17%-4 1%

（Cianfrani et al. 2018）。但与此同时，在2070

年，三种⽔獭其栖息地受保护的程度均会有所提

⾼，且除江獭分布区的⼈类活动压⼒会稍有上升

（2%-4%）外，欧亚⽔獭和⼩⽖⽔獭的适宜栖息地

在未来⽓候情境下的⼈类活动压⼒都会有不同程度

的下降（7%和12%；Cianfrani et al. 2018）。 

虽然三种⽔獭栖息地在景观上所经历的变化似

乎是正⾯的，但实际情况要复杂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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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树州外来⻥种放⽣严重的情况，⼭⽔⾃然保护中⼼联合中⼭⼤学⽣命科学学

院在⻘海省⽟树州，计划通过样线调查、⻥类资源本底调查、⽔獭粪便的遗传学分析等⼿

段，对放⽣⻥类对本⼟⻥类及欧亚⽔獭种群的潜在影响进⾏研究与评估。⽬前，项⽬正处

于实施阶段。 

⼭⽔⾃然保护中⼼

中⼭⼤学⽣命科学学院范朋⻜课题组


外来⻥类放⽣对⽔獭种群影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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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候变暖的情境下，靠近北极的冰雪和

永冻层融化所带来的⽔⽂状况改善或使得欧亚⽔獭

和北美⽔獭的分布区域向北扩展，但在同时地处热

带的江獭、⼩⽖⽔獭等物种的栖息地却会⾯临湖

泊、湿地⼲涸的严重威胁，⽽这⼀情况将随着上述

地区⽔⽂状况恶化所导致的⼈类对⽔资源的控制加

强⽽⼤⼤加剧（Kruuk 2006）。此外，虽从⽣理学

讲，⽔獭或许会受益于由⽔温升⾼所带来的热量消

耗减少（Kruuk 2006），但在2004年进⾏的⼀项研

究表明，上世纪平均增加了0.6℃的平均⽓温已经对

⽔体中的⻥类群落组成产⽣了⻓远的改变（Genner 

et al. 2004），⽽可能会对⽔獭带来负⾯的影响

（Kruuk 2006）。此外，在⽔獭未来的栖息地当

中，会⾯临更多的极端天⽓，如⼲旱、暴⾬等，诸

如此类偶然事件发⽣频率的上升或许会对其⽣存状

况产⽣不利的影响（Cianfrani et al. 2011）。 

推荐阅读—— 

“More Than Range Exposure: Global 

Otter Vulnerability To Climate Change” 

Cianfrani et al. 2018 

 第三部分：认知与投⼊不⾜  

 1. 科学研究兴趣及投⼊有待加强  

在中国，⽬前仍未有⾜够的资源投⼊到有关⽔

獭的调查、研究以及保护⼯作当中，⽽此类认识及

重视的缺乏或许会引起本⼟⽔獭状况的持续恶化

（Zhang et al. 2018）。就研究兴趣⽽⾔，其往往

可以通过⻅诸报端的学术⽂章以及学位论⽂数量得

以反映，⽽通常状况下，更⾼的研究兴趣往往意味

着对调查、保护等实际⼯作的更多资源投⼊（Fan 

& Ma 2018）。当前在中国，研究兴趣明显偏向于

少 数 “ 明 星 ” 物 种 — — 截 ⽌ 2 0 1 8 年 ， 川 ⾦ 丝 猴

（Rhinopithecus roxellana）有350篇学术⽂章，37

篇博⼠论⽂，112篇硕⼠论⽂以及33项国家⾃然基

⾦；⼤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有862篇相

关学术论⽂发表，89篇博⼠论⽂，231篇硕⼠论⽂以

及64个国家⾃然基⾦项⽬（Fan & Ma 2018, 

Zhang et al. 2018）。相⽐之下，⽔獭此前似乎并

未被国内科研和保护机构所重视——在1958-2017

年间，共有33篇以⽔獭（欧亚⽔獭、亚洲⼩⽖⽔

獭、江獭）为研究对象的中⽂⽂章发表，其中：7篇

有关其分布及种群状况，2篇有关⽣理学，4篇有关

捕杀⽔獭的⽅法，11篇有关⼈⼯饲养，其余9篇则为

其他⽅⾯。在英⽂⽂章⽅⾯，只有6篇学术论⽂⻅诸

报端，其中4篇有关⾦⻔岛的⽔獭种群，⽽另外2篇

则为中国⼤陆⽔獭状况的综述（Zhang et a l . 

2018）。同时期内，仅有2篇硕⼠毕业论⽂以⽔獭作

为其研究对象，⼀位来⾃国⽴台湾⼤学（⻩传景 

2005），研究⾦⻔岛⽔獭的种群遗传结构和分布规

律；⽽另⼀位来⾃海南师范⼤学（雷伟 2009），研

究海南岛⽔獭的分布和栖息地选择；并⽆⼀篇博⼠

论⽂以⽔獭作为研究对象。 

在国家⾃然基⾦⽅⾯，直⾄2019年，才有两个

以⽔獭作为研究对象的项⽬得到⽴项资助（“⾼海拔

⽣境和⻥类放⽣活动对欧亚⽔獭⻝性和栖息地利⽤

的影响”-张璐-中⼭⼤学，“东北地区⽔獭分布时空

动态变化及其保护规划”-栾晓峰-北京林业⼤学）。 

 2. 官⽅保护体系及能⼒有待完善  

在中国，⽔獭的保护管理也有待完善，主要体

现在1）⽔獭及其栖息地保护管理权属复杂，2）保

护地空间覆盖不⾜，以及3）保护区保护管理能⼒有

待提⾼。 

由于⽔獭主要⽣存于河流、湖泊等⽔体当中，

因此其“⽔⽣哺乳动物”身份使得对这⼀物种栖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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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淡⽔⽣态系统，的直接管辖权归属农业部⻔，

但在2000年以后⼤部分（25/26）有过⽔獭记录的

⾃然保护区却⼜归属国家林业局管理（Zhang et al. 

2018）。因此，⽔獭及其栖息地管理权属的分离势

必会对该物种的统⼀保护和管理造成⼀定困难。 

在中国⼤陆，⼀共有21个国家级和52个省级⾃

然保护区范围内⽣存有海洋和淡⽔野⽣动物，然⽽

在其中，却并没有任何⼀个以⽔獭命名，仅有5个国

家级和3个省级⾃然保护区将其范围内的⽔獭作为特

别保护的对象⽽予以更多的关注。就欧亚⽔獭在中

国潜在栖息地的保护状况及空缺问题，已在第三章

详述。不过，在2018年初，由中国农业部颁布的

《国家重点保护⽔⽣野⽣动物重要栖息地名录》

中，有四川省诺⽔河、陕⻄省太⽩湑⽔河、陕⻄省

丹江武关河以及陕⻄省⿊河四块⽔獭重要栖息地上

榜，让⼈瞥⻅⼀缕⽔獭种群兴起复苏的希望之光。 

除去宏观上对于⽔獭的管理机制问题外，在⾃

然保护相关⾏业当中，基层⼯作⼈员也存在对于⽔

獭认识不⾜所导致的保护管理能⼒不⾜的问题。针

对野⽣动物从业者（包括但不限于野⽣动物研究

者、⽣态旅游向导、野⽣动物摄影师、⾃然保护

NGO员⼯、⾃然保护区和林业渔政机构⼈员）及普

通的野⽣动物爱好者，中⼭⼤学⽣命科学学院在

2016年进⾏了⼀项线上及线下调查。调查使⽤海狸

⿏（C a s t o r fi b e r）、欧亚河狸（M y o c a s t o r 

coypus）、北美⽔貂（Neovison vison）、圆⿐巨蜥

（Varanus salvator）以及欧亚⽔獭以了解其对于⽔

獭的辨识能⼒，并使⽤游泳、啃树、吃⻥、修建堤

坝和爬树等五项⾏为来检验其对于⽔獭的了解程度

（Zhang et al. 2018）。就结果⽽⾔，在回收的249

份来⾃于相关从业者的有效问卷当中（平均从业时

间8.5年，平均每年在野外时间3.8个⽉），仅有

54%的⼈可以准确识别出⽔獭的照⽚，48%的从业

者能够准确判断出⽔獭的习性，和爱好者⽆明显差

别（47%/47%）；只有31%的从业者和32%的爱好

者同时正确分辨出了⽔獭及其习性（Zhang et al. 

2018）。由此可⻅，以上投⼊及兴趣所导致的缺乏

的直接结果就是能⼒的不⾜，⽽这使得中国当前的

⽔獭调查与保护障碍重重。 

⾄于⾃然保护区的覆盖能在何种程度上有助于

该物种的保护，Loy（2018）认为，在亚洲，特别是

印度和中国，在⽔獭栖息地建⽴连续的⾃然保护区

将会对这⼀物种的复健起到巨⼤的作⽤。⽽针对⾃

然保护区保护管理能⼒薄弱的问题，除⾃上⽽下的

重视加强外，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在四川唐家河国

家级⾃然保护区所进⾏的尝试亦取得了明显效果。 

嘉道理农场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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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基层巡护⼈员对⽔獭的调查和保护能⼒，2018年4⽉，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

同四川唐家河国家级⾃然保护区合作，成⽴唐家河⽔獭调查监测队。在随后的⼀年中，累

计举办培训4场，培训保护区⼀线⼯作⼈员80⼈次（图IV-10）。培训内容包括⽔獭的⽣活

史和习性、野外活动痕迹辨识、野外调查⽅法、红外相机等调查设备使⽤⽅法、数据记录

和存档等，并通过实地巡护以确保巡护队员具备欧亚⽔獭的野外调查与数据收集能⼒。

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


唐家河欧亚⽔獭调查监测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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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相关法律法规亟待更新  

⽬前，在IUCN物种红⾊名录当中，欧亚⽔獭、

亚洲⼩⽖⽔獭和江獭的野⽣种群均处于下降趋势

（Roos et al. 2015, de Silva et al. 2015, Wright et 

al. 2015）。其中，欧亚⽔獭被列为近危（NT，标

准A2cde）及在CITES附录I物种，亚洲⼩⽖⽔獭被

列为易危（VU，标准A2acde）及CITES附录I物种，

江獭被评为易危（VU，标准A2cde）及CITES附录I

物种。 

对于欧亚⽔獭⽽⾔，IUCN物种红⾊名录基于全

球种群种群状况得出的乐观评估或在⼀定程度上影

响了中国公众及有关部⻔对其的重视程度，从⽽导

致了在实际情况中调查及保护投⼊的不⾜。欧亚⽔

獭作为分布区横跨亚欧⼤陆的物种，其不同分布区

的种群状况存在较⼤差异，相较于欧洲逐步恢复的

野外种群，欧亚⽔獭的中国种群实际已丧失其在区 

域内的⼤部分栖息地，同时状况不容乐观（Zhang 

et al. 2018）。 

在中国，欧亚⽔獭、亚洲⼩⽖⽔獭和江獭在

1989年初发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动物名录》当

中被列为国家II级重点保护野⽣动物。在此后的30年

中，名录从未更新。当前，据名录的发布已整整30

年，其中包括⽔獭在内的很多物种的种群及栖息地

状况也已不同往⽇（⻅第⼆章）。因此，同IUCN红

⾊名录当中的评级结果相同，国家⼆级保护动物的

级别，相⽐于其实际的状况，可能会对公众甚⾄有

关部⻔对⽔獭的重视程度造成影响，进⽽影响到中

国⽔獭种群及其栖息地的调查及保护⼯作。 

在⻘海省三江源地区，外来⻥种的放⽣因当地

藏族居⺠的虔诚信仰⽽愈演愈烈，基于此，⽟树州

⼈⺠政府出台了全国⾸个对外来⻥种放⽣⾏为进⾏

严格管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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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IV-10. 唐家河⽔獭监测队培训现场 | 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 

唐家河⽔獭调查监测队的建⽴，提升了唐家河保护区⼀线⼯作⼈员的⽔獭调查能

⼒，为区域内欧亚⽔獭的调查监测和保护提供了有⼒⽀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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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佛教的传统仪轨之⼀，⻥类放⽣在⽟树⼗分普遍。诚然，投⼊河流的⻥类或许

会在短期内为欧亚⽔獭带来较为充⾜的⻝物资源（图IV-11），但⻓远看来，⼊侵的外来⻥

种势必会对整个河流⽣态系统所带来不利影响。 

因此，野外调查当中对放⽣⾏为的直接记录和“⻘海⽣态之窗”有效的系统取证与举

报，对加强在三江源头⽔域随意放⽣外来⻥种⾏为的管控起到了积极作⽤，也为区域内欧

亚⽔獭的调查监测和保护提供了有⼒的⽀撑。最终基于上述调查结果，⽟树州⼈⺠政府于

2019年1⽉1⽇出台颁布了《关于在三江源头⽔域禁⽌外来⻥种随意放⽣的通告》，其中明

确禁⽌了在⽟树州范围内所有公共⽔域中投放外来⻥种的⾏为，这对于改善河流⽣态系统

健康及欧亚⽔獭种群的繁衍将产⽣深远的影响。 

 

图IV-11. 正在进⻝放⽣⻥类的欧亚⽔獭 | ⼭⽔⾃然保护中⼼

⽟树州⼈⺠政府

⼭⽔⾃然保护中⼼


⽟树放⽣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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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公众认知有待引导  

同科研兴趣类似，相⽐⼤熊猫、雪豹等旗舰物

种，⽔獭在中国并未受到如⻄⽅般的公众⼴泛关

注。⽽在近期，随着社交媒体上在⽇本等地流出的

宠物⽔獭视频的增多（图IV-12），⽔獭在公众中的 

热度迅速上升，然⽽在很多反馈中，却均表达出了

强烈的饲养意愿。此时，急需在公众环境中对⽔獭

不能作为宠物饲养这⼀规律进⾏澄清和宣传，从⽽

避免⾮法⽔獭贸易在中国的出现和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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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守护荒野联合⼭⽔共和，以荒野云守护志愿者李星明的绘本作

品《⽔獭先⽣的邻居》为原型展开衍⽣品开发，并在5⽉发起《⽔獭先⽣》系列

⼿办的众筹活动。 

在为期35⽇的众筹活动中，共有1925⼈参与了本次众筹活动，相关信息微

博浏览量逾80万，最终累计筹款达563516元，其中的41351.6元将⽤于⼭⽔⾃然

保护中⼼在三江源开展的欧亚⽔獭调查与保护⼯作。本次活动，通过精致的⽔獭

衍⽣品+⽔獭保护故事为公众提供了全新的渠道了解到⽔獭这⼀可爱的物种及其

背后的保护故事，拉近了⼀个物种和公众间的距离（图IV-12）。 

 

图IV-12. 海南吊罗⼭国家公园内联合执法现场 | 海南吊罗⼭国家级⾃然保护区

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

⼭⽔⾃然保护中⼼


知⻥旅⽔獭⼿办众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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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威胁程度评估  

因此，针对上⽂中提出的⼗四个中国⽔獭⾯临

的潜在威胁，来⾃于保护区、科研院所以及⾮盈利/

公益组织的⼆⼗位从事或曾参与有关⽔獭调查、研

究和保护的⼀线⼯作⼈员，基于其在各⾃项⽬地的

实地⽔獭⼯作经验，对上述威胁进⾏了打分，结果

如图IV-13所示。 

从结果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獭所⾯

临的诸多威胁当中，威胁程度从政策环境（平均分

7.44），栖息地⽔平（平均分6.37）到个体威胁

（平均分3.45）呈现明显递减趋势；评分最⾼的五

项威胁为“栖息地退化与丧失”（平均分8.05），“科

研兴趣及投⼊有待加强”（平均分7.70），“官⽅保

护体系及能⼒有待完善”（平均分7.55），“公众认

知有待引导”（平均分7.35），以及“栖息地破碎化”

（平均分7.30）。反⽽，曾导致上世纪中国⽔獭种

群遭受重创的“⾮法猎杀及贸易”仅位列第九（平均

分5.35）。 

此外，结合评分专家的⼯作地域，我们发现在

空间上，威胁总分也呈现出⼀定的规律性（图IV-

14）。由各区域威胁总分平均值可⻅，当前中国⽔

獭所⾯临的威胁在地域上呈现出由⻄北向东南递增

的趋势——新疆仅为71.60（评分⼈数3），⻘海为

68.75（评分⼈数4），⻄藏为53.00（评分⼈数

1），云南为65.00（评分⼈数2）；四川为85.75

（评分⼈数4），海南为69.00（评分⼈数1），东北

地区为79.00（评分⼈数1）；浙江为83.00（评分⼈

数1），⼴东为93.00（评分⼈数1），福建为108.50

（评分⼈数2）。 

虽然在当前，有关⽔獭系统和⻓期的调查尚缺

乏，但由于评分是基于各专家在项⽬地的实际⼯作

经验得出，或也可反映出⽔獭所⾯临的威胁从⻄部

向东部逐渐严峻的趋势。 

图IV-13. 各项威胁专家评分结果（总分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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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程：事关中国⽔獭的 未来 

从⻘藏⾼原到沿海岛礁，从北⽅森林到⾬林⼭溪，欧亚⽔獭、亚洲⼩⽖⽔獭和江獭曾经⼏乎占据了中国

所有的⽔⽣环境，分布遍及国⼟。然⽽，经过半个世纪的种群下降与栖息地丧失，⾄上世纪末，原本曾遍布国

境的⽔獭仅蜷存于少数破碎的偏远栖地。进⼊新世纪后，随着⽣态⽂明的持续推进，环境保护恢复⼯作的⼤⼒

开展，公众⾃然意识的不断提⾼，藏匿了近半个世纪的⽔獭开始重新回到⼤众的视野——在地⽅政府和保护主

管部⻔、科研院校和⾮盈利/公益组织的努⼒下，⽬前全国已有⼗余个⽔獭分布点开展了有针对性的⽔獭调

查、研究及保护⼯作。 

然⽽，必须注意的是，国内的⽔獭调查和保护仍存在较⼤空缺。 

以国内分布最⼴、适应能⼒最强的欧亚⽔獭为例——当前所有已开展野外⼯作的区域，即使以项⽬地所

在县级⾏政区⾯积计算，也仍不⾜其总潜在栖息地⾯积的4%；⽽在已开展⼯作的地点，囿于⽔獭的隐秘的⽣

活习性，有关其种群的数量、状态等信息也并不明确。在中国欧亚⽔獭的潜在分布区中，仍有82.1%的栖息地

处于保护区范围之外，尚属保护空缺。⾄于亚洲⼩⽖⽔獭和江獭，甚⾄尚⽆⾜够的数据以供分析——前者⾃

2000后在国内仅在云南、海南有数笔确凿记录，⽽后者甚⾄⽆⼀野外记录。 

在中国，残存的⽔獭种群也在经历着来⾃⼈类活动和⽓候变化的深刻影响。在所有已识别威胁当中，根

据⼆⼗多位⽔獭研究和保护⼯作者的整理，威胁程度从政策，栖息地到个体逐渐减轻，从⻄部地区向东部沿海

逐渐增强；⽽“栖息地退化与丧失”，“科研兴趣及投⼊有待加强”以及“官⽅保护体系及能⼒有待完善”或为中国

⽔獭所⾯临的最紧迫威胁。 

基于此，针对当前中国⽔獭种群的调查与保护，希望给出如下建议：对保护主管部⻔，应更新保护级

别，完善管理体系，加⼤调查⼒度，通过制定保护⾏动计划快速保护已发现种群，同时对周边潜在栖息地进⾏

快速调查与科学恢复；对科研院所，应提⾼科研兴趣，加⼤研究投⼊，通过对于⽔獭的⽣态学和保护⽣物学研

究来指导实地调查和保护⼯作；对社会公众，增强科普宣教，引导公众认知，发动社会⼒量，通过公⺠科学等

形式掌握⽔獭分布情况，明确调查、研究和保护⼯作⽅向。 

最后，作为梳理中国⽔獭现状的⾸次尝试，报告依然存在诸多不⾜。在撰写过程中，我们⼀再感慨⽔獭

基础信息的匮乏；⽽与此同时，也正是这样的现状持续不断地⿎励我们分享已知的信息。因此，对于⽔獭保护

的决策者和领导者，希望本报告可以在最⼤程度上提供最新⽽有效的信息；对于⾃然保护区的⼀线⼯作⼈员，

希望本报告能够提供⼀个学习和交流的平台；对于从事⽔獭研究的科研⼈员，希望本报告能够成为有助实践的

指南；⽽对于⾮盈利/公益组织的保护⼯作者，希望本报告能够搭建起合作与分享的桥梁。最后，对于⽣活中

热爱⾃然，关⼼动物的你，希望可以通过本报告最⼤程度上向你展示⽔獭这⼀可爱类群的⼀切，愿在⽔獭种群

未来的保护和复健当中⻅到你的身影。 

道阻且⻓，⾏则将⾄——关注和参与事关中国⽔獭的未来，让我们即刻携⼿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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