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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李⼦坝村属⽩⽔江国家级⾃然保护区碧⼝保护

站辖区，位于保护区和⽢肃省地理位置的最南端，

是⽩⽔江国家级⾃然保护区内唯⼀地处摩天岭南坡

的村庄；全村总⾯积6500公顷，均属保护区管辖
范围，其中核⼼区2412公顷，缓冲区1944公顷，
试验区2144公顷。全村拥有48700亩集体林，与
保护区内其它社区相⽐，这⾥的⾃留林相对充裕，

基本能够满⾜家庭燃料需求。李⼦坝村辖⻢家湾、

磨⼦坪、⻘树⼦、⻘崖关、杜家院、茶园、王家

院、⽔沟边、⻢家桥等九个社，全村有700多⼈，
约4500亩耕地，户均约20亩，⼏乎全部⽤作种
茶。 

2008年，“512”地震让村⼦受到重创，北京⼭
⽔⾃然保护中⼼及兰州⼤学社区与⽣物多样性保护

研究中⼼进⼊，⽀持李⼦坝村灾后重建和⽣态保

护，⼭⽔⽀持李⼦坝开展协议保护项⽬进⼀步完善

了巡护队和内部资源管理制度促进李⼦坝村⽣态保

护⼯作的发展，取得了良好的保护成效。 

此图册将近⼏年李⼦坝红外相机拍摄到的和调

查过程中拍摄到的动物图⽚整理成册，并按照动物

名录顺序制作，动物描述来源于中国动物主题数据

库和中国野⻦图库。只做展示，如有遗漏，敬请指

正。

李⼦坝村位置示意图



兽类  MAMMALS 

‣ 灵⻓⽬  PRIMATES 
猴科  Cercopithecidae 
臧酋猴  Macaca thibetana 
川⾦丝猴  Rhinopithecus roxellana 

‣ ⻝⾁⽬  CARNIVORA 
熊科  Ursidae 
⿊熊  Ursus thibetanus 
⼤熊猫  Ailuropoda melanoleuca 

鼬科  Mustelidae 
⻩喉貂  Martes flavigula 
⻩鼬  Mustela sibirica 

灵猫科  Viverridae 
花⾯狸  Paguma larvata 

猫科 Felidae 
豹猫  Prionailurus bengalensis 

‣ 偶蹄⽬ ARTIODACTYLA 
猪科  Suidae 
野猪  Sus scrofa 

麝科  Moschidae 
林麝  Moschus berezovskii

⽬录 CONTENTS ⿅科  Cervidae 
⽑冠⿅  Elaphodus cephalophus 
⼩麂  Muntiacus reevesi 

⽜科  Bovidae 
羚⽜  Budorcas taxicolor 
斑羚  Naemorhedus goral 
鬣羚  Capricornis sumatraensis 

‣ 啮⻮⽬  RODENTIA 
松⿏科  Sciuridae 
岩松⿏  Sciurotamias davidianus 

豪猪科  Hystricidae 
豪猪  Hystrix brachyura 

⻦类  BIRDS 

‣ 鸡形⽬  GALLIFORMES 
雉科  Phasianidae 
灰胸⽵鸡  Bambusicola thoracica 
⾎雉  Ithaginis cruentus 
红腹⻆雉  Tragopan temminckii 
勺鸡  Pucrasia macrolopha 
蓝⻢鸡  Crossoptilon auritum 
红腹锦鸡  Chrysolophus pictus 

‣ 䴕形⽬  PICIFORMES 
啄⽊⻦科  Picidae 
⼤斑啄⽊⻦  Dendrocopos 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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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鸮形⽬  STRIGIFORMES 
鸱鸮科  Strigidae 
灰林鸮  Strix aluco 

‣ 鸽形⽬  COLUMBIFORMES 
鸠鸽科  Columbidae 
⼭斑鸠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 雀形⽬  PASSERIFORMES 
鸦科  Corvidae 
红嘴蓝鹊  Urocissa erythrorhyncha 
⼩嘴乌鸦  Corvus corone 

⼭雀科  Paridae 
绿背⼭雀  Parus monticolus 

鹛莺科  Sylviidae 
三趾鸦雀  Cholornis paradoxus 

噪鹛科  Leiothrichidae 
眼纹噪鹛  Garrulax ocellatus 
⽩喉噪鹛  Garrulax albogularis 
橙翅噪鹛  Trochalopteron elliotii 
红翅噪鹛  Trochalopteron formosus 

鸫科  Turdidae 
灰翅鸫  Turdus boulboul 
宝兴歌鸫  Turdus mupinensis 

鹟科  Muscicapidae 
⾦⾊林鸲  Tarsiger chrysaeus 
⽩顶溪鸲  Chaimarrornis leucocephalus 
紫啸鸫  Corvus corone

岩鹨科  Prunellidae 
领岩鹨  Prunella collaris 

燕雀科  Fringillidae 
⻩颈拟蜡嘴雀  Mycerobas affinis 

两栖爬⾏类  AMPHIBIANS 

‣ 有鳞⽬  SQUAMATA 
蝰科  Viperidae 
⼭烙铁头  Trimeresurus monticola 

⻥类  FISHES 

‣ 鲤形⽬  CYPRINIFORMES 
鲤科  Cyprinidae 
宽鳍鱲  Zacco platypus 

‣ 鲇形⽬  SILURIFORMES 
鮡科  Sisoridae 
⽯爬鮡  Euchiloglanis s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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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类 
Mammals



形态特征 

猕猴属最⼤的⼀种猴，雄猴平均体重15kg，最重的可达30kg以上。身

体粗壮，尾较短，不及后脚之⻓。背⽑棕褐，暗棕褐或⿊褐⾊，胸部

浅灰，腹⽑淡⻩⾊。颜⾯部仔猴为⾁⾊，幼年⽩⾊，成年鲜红，⽼年

转为紫⾊具⿊斑或为⿊⾊。 

分布习性 

它们栖息的⽣境是在⾼⼭峡⾕的阔叶林、针阔混交林或稀树多岩的地

⽅。群栖，⼀般为40~50只。杂⻝性，但以植物为主，也吃昆⾍、蛙

类、⼩⻦和⻦蛋等动物性⻝物。 

俗名 

断尾猴、⻘猴、⽑⾯短尾猴、藏猕猴、红⾯ 

猴、四川猴、四川短尾猴、“治乌阿格”（藏）、 

⻢猴、“⼥诺”（彝）。

名称：藏酋猴  [zāng qiú hóu] 
学名：Macaca thibetana 

灵长目 PRIMATES   猴科 Cercopithecidae

03 04

国家II级  NT（近危） 中国特有



形态特征 

体型中等猴类。⿐孔向上仰，颜⾯部为蓝⾊，⽆颊囊。颊部及颈侧棕

红，肩背具⻓⽑，⾊泽⾦⻩，尾与体等⻓或更⻓。成年雄体⻓平均为

680mm，尾⻓685mm。 

分布习性 

典型的森林树栖动物，常年栖息于海拔1500-3300m的森林中。其植被

类型和垂直分布带属亚热带⼭地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亚热带落叶

阔叶林和常绿针叶林以及次⽣性的针阔叶混交林等四个植被类型，随

着季节的变化，它们不向⽔平⽅向迁移，只在栖息的⽣境 中作垂直

移动。群栖⽣活，每个⼤的集群是按家族性的⼩集群

为活动单位。 

俗名 

果然兽、⻢绒、仰⿐猴 “喜或嘉”（藏）、线绒、 

狮⼦⿐猴、 ⻓尾⼦、⾦绒猴、蓝⾯猴、⾦线猴。

名称：川⾦丝猴  [chuān jīn sī hóu] 
学名：Rhinopithecus roxellana 

灵长目 PRIMATES   猴科 Cercopithecid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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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I级  EN（濒危） 中国特有



形态特征 

⽑被漆⿊⾊。胸部具有⽩⾊或⻩⽩⾊⽉⽛形斑纹；头宽⽽圆，吻⿐部

棕褐⾊或赭⾊，下颏⽩⾊。颈的两侧具丛状⻓⽑。胸部⽑短，⼀般短

于4cm。前⾜腕垫发达，与掌垫相连；前后⾜皆5趾，⽖强⽽弯曲，不

能伸缩。 

分布习性 

典型的森林树栖动物，常年栖息于海拔1500-3300m的森林中。其植被

类为林栖动物，主要栖息于阔叶林和针阔混交林中，南⽅的热带⾬林

和东北的柞树林都有栖息。在⻄藏东南部⾕地，从低海拔的常绿阔叶

林、季⾬林，到海拨4000m左右的⼭地寒温带针叶林都有它们踪迹。 

俗名 

狗熊、⿊瞎⼦、亚洲⿊熊、狗驼⼦。

食肉目 CARNIVORA   熊科 Ursid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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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II级  VU（易危）

名称：⿊熊  [hēi xióng] 
学名：Ursus thibetanus



名称：⼤熊猫  [dà xióng māo] 
学名：Ailuropoda melanoleuca

形态特征 

⼤熊猫体型肥硕似熊，但头圆尾短，头部和身体⽑⾊⿊⽩相间分明。 

分布习性 

⼤熊猫栖⻓江上游各⼭系的⾼⼭深⾕，为东南季⻛的迎⻛⾯，⽓候温

凉潮湿，其湿度常在80%以上。活动的区域多在坳沟、⼭腹洼地、河

⾕阶地等，⼀般在20°以下的缓坡地形。除发情期外，常过着独栖⽣

活，昼夜兼⾏。 

俗名 

貘、⼤猫熊、⽩熊、“杜洞”（藏）、⽵熊、“峨曲”（彝）、花熊。

食肉目 CARNIVORA   熊科 Ursidae国家I级  VU（易危） 中国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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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喉貂  [huáng hóu diāo] 
学名：Martes flavigula

形态特征 

体形似果⼦狸，但躯体较细⻓，头和尾均呈⿊褐⾊，体重约2kg。体背

前半部棕⻩⾊，后半部⻩褐⾊；喉、胸部腹⾯鲜橙⻩⾊，腹⽑灰⽩

⾊；四肢棕褐⾊。尾⻓超过体⻓之半。 

分布习性 

栖居⼭林，各种林型均能适应，居住树洞或岩⽳中。 

俗名 

密狗、⻩腰狸、⻩颈⻩鼬、⻩徭、看⼭⻁、蜜狗。

食肉目 CARNIVORA   鼬科 Mustelid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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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II级



形态特征 

外形和⼤⼩酷似狗獾，体重10kg以上，体⻓650~700mm。体⽑⿊褐

⾊，间杂灰⽩⾊针⽑；与狗獾的主要区别为⿐垫与上唇间裸露，⿐吻

部狭⻓⽽圆似猪⿐。从前额到额顶中央有⼀条短宽的⽩⾊条纹，并向

后延伸⾄颈背；两颊在眼下各具⼀条污⽩⾊条纹；下颌及喉部⽩⾊，

向后延伸⼏达肩部。⽑⾊因地区不同常有变化。 

分布习性 

活习性与狗獾基本相似，⽳居，住岩洞或掘洞⽽居。性凶猛，叫声似

猪；视觉差，嗅觉发达；夜⾏性。 

俗名 

沙獾、拱猪（四川）、串猪（⽢肃）、川

猪、猪⿐獾（江苏）、猪⿐獾、獾猪。

食肉目 CARNIVORA   鼬科 Mustelidae

名称：猪獾  [zhū huān] 
学名：Arctonyx collaris

13 14

VU（易危）



形态特征 

略⽐家猫⼤，体重2-3kg，体⻓400-600mm，尾⻓超过体⻓的⼀半，为

220-400mm。头形圆。两眼内侧⾄额后各有⼀条⽩⾊纹，从头顶⾄肩

部有四条⿊褐⾊点斑，⽿背具有淡⻩⾊斑，体背基⾊为棕⻩⾊或淡棕

⻩⾊，胸腹部及四肢内侧⽩⾊，尾背有褐斑点或半环，尾端⿊⾊或暗

棕⾊。 

分布习性 

主要栖息于⼭地林区、郊野灌丛和林缘村寨附近。分布的海拔⾼度可

从低海拔海岸带⼀直分布到海拔3000m⾼⼭林区。在半开阔的稀树灌

丛⽣境中数量最多，⼲旱荒漠、沙丘⼏⽆分布。窝⽳多在树洞、⼟

洞、⽯块下或⽯缝中。 

俗名 

⽯⻁、麻狸、野猫、抓鸡⻁、狸

⼦、狸猫、⼭狸、钱猫。

食肉目 CARNIVORA   猫科 Felid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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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豹猫  [bào māo] 
学名：Prionailurus bengalensis



形态特征 

中型猫类，貌似豹，体⻓75-100cm，尾⻓34-56cm，体重10kg左右。

两眼内⻆各有宽的⽩⾊或⻩⽩⾊条纹，⾄头顶转为红棕⾊，棕⾊纹两

侧各有细⿊纹伴衬；⾯颊两侧有⽩⾊和深⾊相间的条纹；四肢上部有

斑点。体⾊多样，⾄少有三类⾊型。图为灰棕⾊⾊型背部有斑纹。 

分布习性 

栖于亚洲热带、亚热带⼭地各种森林中，从湿润的常绿林到海拔

3000m左右的⼲旱针阔混交林或针叶林都有⾦猫的活动，也偶⻅于灌

丛和草地。常单独⽣活，⽩天栖于树上洞⽳内，夜间下地活动。 

俗名 

狸猫、红春豹、⻩⻁、原

猫、芝麻豹。

食肉目 CARNIVORA   猫科 Felid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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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亚洲⾦猫  [yà zhōu jīn māo] 
学名：Catopuma temminckii

国家II级



形态特征 

野猪平均体⻓为1.5-2⽶（不包括尾⻓），肩⾼90厘⽶左右，体重90-

200千克，不同地区所产的⼤⼩也有不同,甚⾄达到将近400千克。远东

地区产的野猪体重⽑⾊呈深褐⾊或⿊⾊，年⽼的背上会⻓⽩⽑，但也

有地区性差异，在中亚地区曾有⽩⾊的野猪出现。背上有⻓⽽硬的鬃

⽑。⽑粗⽽稀，冬天的⽑会⻓得较密。 

分布习性 

栖息于⼭地、丘陵、荒漠、森林、草地和林丛间，环境适应性极强。

野猪栖息环境跨越温带与热带，从半⼲旱⽓候⾄热带⾬林、温带林

地、草原等都有其踪迹，但就是没有在极⼲旱，海拔极⾼，与极寒冷

的地区出没。 

俗名 

⼭猪。

偶蹄目 ARTIODACTYLA   猪科 Suid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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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野猪  [yě zhū] 
学名：Sus scrofa



形态特征 

体重7~9kg，成体⽑⾊全身暗褐⾊，没有斑点，臀部⽑⾊更深，颈下纹

明显。⽿背端⽑⾊褐⾊。尾短，隐于⽑丛中，不外裸露。 

分布习性 

主要栖于针阔混交林，也适于在针叶林和郁闭度较差的阔叶林的⽣境

⽣活。栖息⾼度可达2000~3800⽶，但低海拔环境也能⽣存。 

俗名 

獐⼦、⾹獐。

偶蹄目 ARTIODACTYLA  麝科 Moschidae

21 22

名称：林麝  [lín shè] 
学名：Elaphodus cephalophus

国家I级  EN（濒危）



形态特征 

体型似麂，体重16~28kg；体⽑⻘灰⾊，尾背⾯⿊⾊，腹⾯⽩⾊，很象

⿊麂，但额顶部有⻢蹄形⿊⾊冠⽑（⿊麂为棕⾊）；雄性有⻆，但很

短⼩，⻆冠不分叉，其⻓度仅1cm左右;⽆额腺，但眶下腺特别发达。 

分布习性 

主要栖息于常绿阔叶林，针阔混交林、灌丛、采伐迹地及河⾕灌丛等

⽣境，有时进⼊⼭区农家⽥园取⻝。在江南丘陵地区，⼀般分布在海

拔300~800⽶的林区；在秦岭⼤巴⼭地区及云贵⾼原，栖息⾼度多在

1000~3000⽶之间，最⾼⾼度的记录为4570⽶。⽩天多隐于林内灌丛

或⽵林中，晨昏活动。 

俗名 

乌麂、⻘麂。

偶蹄目 ARTIODACTYLA   鹿科 Cervidae

23 24

名称：⽑冠⿅  [máo guàn lù] 
学名：Elaphodus cephalophus

NT（近危） 中国特有



形态特征 

为麂属中体型最⼩的种类，成体体重仅10~15kg。雄麂有⻆，⻆柄⻓约

4cm，⻆冠⻓约7cm，仅分1~2cm的⼩叉；雄性也有獠⽛，但较粗短；

两性有额腺和眶下腺；⽑⾊多变异，⼀般上体棕⻩⾊，但有的沙⻩

⾊，有的暗棕⾊，额腺两侧⾄⻆柄内侧有⼀条棕⿊⾊条纹。雌性两侧

⿊纹在额顶会合成棱状六⻆形，顶端⿊纹延伸到颈背，尾背⽑与背部

同⾊，尾腹⾯及腹部⽩⾊。头⻣略呈三⻆形，前领⻣与⿐⻣分离。 

分布习性 

栖于⽓候温暖的低⼭丘陵多灌丛的地区。⻓期积雪和冰冻的环境是它

向北扩散的限制因素。积雪影响⻩麂活动，⼀般积雪厚度超过10cm

时，⻩麂为避开深雪和寻找⻝物⽽下移。 

俗名 

⻩麂、⻆麂、麻麂、⻩猄。

偶蹄目 ARTIODACTYLA   鹿科 Cervidae

25 26

名称：⼩麂  [xiǎo jǐ] 
学名：Muntiacus reevesi



形态特征 

成兽体重300-600kg，全⻓2m左右。体型庞⼤粗重，四肢粗笨，肩⾼

⼤于臀⾼，尾短，约10-15cm。体为淡棕褐-灰褐，吻、背及臀有⿊⾊

斑驳；背中具灰⿊⾊脊纹。⿐部⼤⽽裸露。喉具⻓⽑(俗称"⽺胡⼦")，

额具由上⽽后转向外后的扭形⻆。 

分布习性 

栖息于海拔1500-3600m的针阔混交林、亚⾼⼭针叶林和⾼⼭灌丛草

甸，晨昏采⻝。 

俗名 

⻝盐兽（川北县志）、藏羚⽜、“弄”

（藏）、四川羚⽜、扭⻆羚、野⼭⽜、

野⽜（川⻄）、“勒依尼”（彝）、封⽜

（川⻄）、 ⼭⽜（⽢肃）、盘头⽺。

偶蹄目 ARTIODACTYLA   牛科 Bovidae

27 28

名称：羚⽜  [líng niú] 
学名：Budorcas taxicolor tibetana

国家I级  VU（易危）



形态特征 

体形较⼩，平均体⻓1000毫⽶左右，肩⾼约510毫⽶。颌下⽆须。雌

雄两性均具⻆，⻆⻓128-150毫⽶，上体棕褐或灰褐⾊；喉班⽩⾊或棕

⽩⾊；整个下体⾊调基本上与上体相似，但略淡⽽稍灰；⿏蹊部污

⽩、棕⽩⾊；尾⿊⾊。 

分布习性 

典型的林栖兽类，栖息⽣境多样，从亚热带⾄北温带地区均有分布，

可⻅于⼭地针叶林、⼭地针阔叶混交林和⼭地常绿阔叶林，但未⻅于

热带森林中。常在密林间的陡峭崖坡出没，并在崖⽯旁、岩洞或丛⽵

间的⼩道上隐蔽。 

俗名 

野⼭⽺、麻⽺、⻘⽺、灰包⽺。

偶蹄目 ARTIODACTYLA   牛科 Bovidae

名称：斑羚  [bān líng] 
学名：Naemorhedus goral

国家II级  NT（近危）

29 30



形态特征 

体型中等，体⻓140cm左右。⽿廓发达，⽿⻓16-17cm。眶下腺⼤⽽

明显。头后、颈背具⻓的鬣⽑。上体褐灰、灰⽩或⿊⾊。腋下和⿏鼷

部呈锈⻩⾊或棕⽩⾊。四肢腿部外侧为⿊灰锈⾊或栗棕⾊。尾⾊与上

体⾊调相同。 

分布习性 

主要⽣活于热带⾬林和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在⻘藏⾼原⼭区，多栖

于2000-3000m间的亚热带阔叶林及暖温带针阔混交林。平时常在林间

⼤树旁或巨岩下隐蔽和休息。以草类、树叶、菌类和松萝为⻝。 

俗名 

⼭⽺、明鬃⽺、苏⻔羚、岩骡、 

⼭驴⼦、⼤岩⽺。

偶蹄目 ARTIODACTYLA   牛科 Bovidae

名称：鬣羚  [liè líng] 
学名：Capricornis sumatraensis

国家II级  VU（易危）

31 32



形态特征 

体背⾯呈暗灰带⻩褐⾊；体腹⾯橙⻩微带浅⻩⾊或呈浅⻩褐⾊；尾蓬

松，上⾯、两侧和远端有明显的⽩⾊⽑尖，下⾯中央⻩褐⾊；眼眶浅

⻩⽩⾊⾄淡⻩褐⾊；⽿内外侧均有⿊褐⾊⽑，⽿后有⼀⽩斑，向后延

伸⾄颈部两侧，分别形成⼀不甚明显的⽩⾊短纹；喉部通常有⼀⽩

斑；后⾜背⾯与体背⾯⽑⾊相似或呈⿊⾊，后⾜⾜底被以密⽑，⽆⻓

形蹠垫。 

分布习性 

栖息于多岩⽯⼭区。营地栖⽣活，但也善于攀爬树⽊。常在昼间活

动。在岩⽯缝隙中⽳居筑巢。以坚果、种⼦为⻝，能窃⻝⾕物等农作

物，对农林有⼀定害处。 

俗名 

岩⿏、⽯松⿏。

啮齿目 RODENTIA   松鼠科 Sciuridae

33 34

名称：岩松⿏  [yán sōng shǔ] 
学名：Sciurotamias davidianus

中国特有



形态特征 

较⼤型的啮⻮动物，体形粗壮，全身披棘刺，颈脊有鬣状⻓⽑；尾

短，隐于棘刺中，尾⽑特化为管状，俗称“尾铃”；棘刺呈纺锤形，两

端⽩⾊，中间为⿊⾊；体腹⾯及四肢的刺短⼩⽽软。在全身硬刺中

间，夹杂有疏稀的⻓⽩⽑。 

分布习性 

⼭地草坡、灌丛或树林中。 

俗名 

普通豪猪、箭猪。

啮齿目 RODENTIA   豪猪科 Hystricidae

名称：豪猪  [háo zhū] 
学名：Hystrix brachyura

35 36



鸟类 
Birds



形态特征 

中等体型（33厘⽶）的红棕⾊鹑类。特征为额、眉线及颈项蓝灰⾊，

与脸、喉及上胸的棕⾊成对⽐。上背、胸侧及两胁有⽉⽛形的⼤块褐

斑。亚种sonorivox的整个脸、颈侧及上胸灰蓝，仅颏及喉栗⾊。外侧

尾⽻栗⾊。⻜⾏翼下有两块⽩斑。雄雌同⾊。 

分布习性 

以家庭群栖居。⻜⾏笨拙、径直。活动于⼲燥的矮树丛、⽵林灌丛，

⾄海拔1000⽶处。 

俗名 

鸡头鹘、泥滑滑、⼭菌⼦、⽵鸡、⽵鹧鸪。

鸡形目 GALLIFORMES   雉科 Phasianidae

39 40

名称：灰胸⽵鸡  [huī xiōng zhú jī] 
学名：Bambusicola thoracica

中国特有



形态特征 

体⼩（46厘⽶），似鹑类，具⽭状⻓⽻，冠⽻蓬松，脸与腿猩红，翼

及尾沾红的雉种。头近⿊，具近⽩⾊冠⽻及⽩⾊细纹。上体多灰带⽩

⾊细纹，下体沾绿⾊。胸部红⾊多变。雌⻦⾊暗且单⼀，胸为⽪⻩

⾊。 

分布习性 

地⽅性常⻅⻦，分布于海拔3200~4700⽶处。 

俗名 

柳鸡、绿鸡、松花鸡、松花鸡、薮鸡、 

太⽩鸡、⾎鸡。

鸡形目 GALLIFORMES   雉科 Phasianidae

名称：⾎雉  [xuè zhì] 
学名：Ithaginis cruentus

国家II级

41 42



形态特征 

体⼤（68厘⽶）⽽尾短。雄⻦绯红，上体多有带⿊⾊外缘的⽩⾊⼩圆

点，下体带灰⽩⾊椭圆形点斑。头⿊，眼后有⾦⾊条纹，脸部裸⽪蓝

⾊，具可膨胀的喉垂及⾁质⻆。与红胸⻆雉区别在于下体灰⽩⾊点斑

较⼤且不带⿊⾊外缘。雌⻦较⼩，具棕⾊杂斑，下体有⼤块⽩⾊点

斑。 

分布习性 

单个或家族栖于亚⾼⼭林的林下。不惧⽣。夜栖枝头。雄⻦炫耀时膨

胀喉垂并竖起蓝⾊⾁质⻆，喉垂完全膨起时有蓝红⾊图案。 

鸡形目 GALLIFORMES   雉科 Phasianidae

43 44

名称：红腹⻆雉  [hóng fù jiǎo zhì] 
学名：Tragopan temminckii

国家II级



形态特征 

体⼤（61厘⽶）⽽尾相对短的雉类。具明显的飘逸型⽿⽻束。雄⻦：

头顶及冠⽻近灰；喉、宽阔的眼线、枕及⽿⽻束⾦属绿⾊；颈侧⽩；

上背⽪⻩⾊；胸栗⾊；其他部位的体⽻为⻓的⽩⾊⽻⽑上具⿊⾊⽭状

纹。雌⻦：体型较⼩，具冠⽻但⽆⻓的⽿⽻束；体⽻图纹与雄⻦同。 

分布习性 

罕⻅，北⽅和南⽅的分布范围均有。常单独或成对。遇警情时深伏不

动，不易被赶。 

俗名 

刁鸡、松鸡。

鸡形目 GALLIFORMES   雉科 Phasianidae

45 46

名称：勺鸡  [sháo jī] 
学名：Pucrasia macrolopha

国家II级



形态特征 

体⼤（95厘⽶）的蓝灰⾊⻢鸡。具⿊⾊天鹅绒式头盖，猩红⾊眼周裸

⽪及⽩⾊髭须延⻓成⽿⽻簇。枕后有⼀近⽩⾊横斑。尾⽻弯曲，丝状

中⼼尾⽻灰⾊，与紫蓝⾊外侧尾⽻成对⽐。此种在⻢鸡分布中为最⻄

北。 

分布习性 

同其他种⻢鸡，以⼩群活动于⾼海拔的开阔⾼⼭草甸及桧树、杜鹃灌

丛。 

俗名 

呼和-哈登哈⽇阿、⻆鸡、柳鸡、绿鸡、 

⻢鸡、松鸡。

鸡形目 GALLIFORMES   雉科 Phasianidae

47 48

名称：蓝⻢鸡  [lán mǎ jī] 
学名：Crossoptilon auritum

国家II级  中国特有



形态特征 

雄⻦：体型显⼩但修⻓（98厘⽶），头顶及背有耀眼的⾦⾊丝状⽻；

枕部披⻛为⾦⾊并具⿊⾊条纹；上背⾦属绿⾊，下体绯红。翼为⾦属

蓝⾊，尾⻓⽽弯曲，中央尾⽻近⿊⽽具⽪⻩⾊点斑，其余部位⻩褐

⾊。雌⻦体型较⼩，为⻩褐⾊，上体密布⿊⾊带斑，下体淡⽪⻩⾊。 

分布习性 

单独或成⼩群活动，喜有矮树的⼭坡及次⽣的亚热带阔叶林及落叶阔

叶林。常被驯养。 

俗名 

采鸡、⾦鸡、锦鸡。

鸡形目 GALLIFORMES   雉科 Phasianidae

49 50

名称：红腹锦鸡  [hóng fù jǐn jī] 
学名：Chrysolophus pictus

国家II级  中国特有



形态特征 

体型中等（24厘⽶）的常⻅型⿊相间的啄⽊⻦。雄⻦枕部具狭窄红⾊

带⽽雌⻦⽆。两性臀部均为红⾊，但带⿊⾊纵纹的近⽩⾊胸部上⽆红

⾊或橙红⾊。 

分布习性 

典型的本属特性，錾树洞营巢，吃⻝昆⾍及树⽪下的蛴螬。 

俗名 

⽩花啄鴓、⽩花啄⽊⻦、⾚䴕、臭喯打⽊、叨⽊冠⼦、 

海南花啄⽊⻦、花喯打⽊、花啄⽊。

䴕形目 PICIFORMES   啄木鸟科 Picidae

51 52

名称：⼤斑啄⽊⻦  [dà bān zhuó mù niǎo] 
学名：Dendrocopos major



形态特征 

中等体型（43厘⽶）的偏褐⾊鸮⻦。⽆⽿⽻簇，通体具浓红褐⾊的杂

斑及棕纹，但也⻅偏灰个体。每⽚⽻⽑均具复杂的纵纹及横斑。上体

有些许⽩斑，⾯庞之上有⼀偏⽩的“V”形。 

分布习性 

温带森林中最常⻅的鸮⻦。夜⾏性，⽩天通常在隐蔽的地⽅睡觉。有

时被⼩型鸣禽发现和围攻。在树洞营巢。 

鸮形目 STRIGIFORMES   鸱鸮科 Strigidae

53 54

名称：灰林鸮  [huī lín xiāo] 
学名：Strix aluco

国家II级



形态特征 

中等体型（32厘⽶）的偏粉⾊斑鸠。与珠颈斑鸠区别在于颈侧有带明

显⿊⽩⾊条纹的块状斑。上体的深⾊扇⻉斑纹体⽻⽻缘棕⾊，腰灰，

尾⽻近⿊，尾梢浅灰。下体多偏粉⾊，脚红⾊。与灰斑鸠区别在体型

较⼤。 

分布习性 

成对活动，多在开阔农耕区、村庄及寺院周围，取⻝于地⾯。 

俗名 

斑鸠、东⽅斑鸠、花翼、⾦背斑鸠、 

绿斑鸠、麒麟斑、麒麟鸠、⼭鸽⼦、 

雉鸠、棕背斑鸠。

鸽形目 COLUMBIFORMES  鸠鸽科 Columbidae

55 56

名称：⼭斑鸠  [shān bān jiū] 
学名：Strix aluco



形态特征 

体⻓（68厘⽶）且具⻓尾的亮丽蓝鹊。头⿊⽽顶冠⽩。与⻩嘴蓝鹊的

区别在嘴猩红，脚红⾊。腹部及臀⽩⾊，尾楔形，外侧尾⽻⿊⾊⽽端

⽩。 

分布习性 

常⻅并⼴泛分布于林缘地带、灌丛甚⾄村庄。 

俗名 

⻓尾巴练、⻓尾⼭鹊、⾚尾⼭鸦、⼭鹊、⼭鹧。

雀形目 PASSERIFORMES   鸦科 Corvidae

57 58

名称：红嘴蓝鹊  [hóng zuǐ lán què] 
学名：Urocissa erythrorhyncha



形态特征 

体⼤（50厘⽶）的⿊⾊鸦。与秃⿐乌鸦的区别在嘴基部被⿊⾊⽻，与

⼤嘴乌鸦的区别在额⼸较低，嘴虽强劲但形显细。 

分布习性 

喜结⼤群栖息，但不像秃⿐乌鸦那样结群营巢。取⻝于矮草地及农耕

地，以⽆脊椎动物为主要⻝物，但喜吃⼫体，常在道路上吃被⻋辆压

死的动物。⼀般不像秃⿐乌鸦那样栖于城市。 

俗名 

细嘴乌鸦。

雀形目 PASSERIFORMES   鸦科 Corvidae

59 60

名称：⼩嘴乌鸦  [xiǎo zuǐ wū yā] 
学名：Corvus corone



形态特征 

体型略⼤（13厘⽶）的⼭雀。似腹部⻩⾊的⼤⼭雀亚种，但区别在上

背绿⾊且具两道⽩⾊翼纹。 

分布习性 

似⼤⼭雀。冬季成群。

雀形目 PASSERIFORMES  山雀科 Paridae

61 62

名称：绿背⼭雀  [lǜ bèi shān què] 
学名：Parus monticolus



形态特征 

体型略⼤（23厘⽶）的橄榄灰⾊鸦雀。冠⽻蓬松，⽩⾊眼圈明显，

颏、眼先及宽眉纹深褐⾊。初级⻜⽻⽻缘近⽩，拢翼时成浅⾊斑块。 

分布习性 

结⼩群栖于阔叶林及针叶林中的⽵林密丛。

雀形目 PASSERIFORMES   鹛莺科 Sylviidae

63 64

名称：三趾鸦雀  [sān zhǐ yā què] 
学名：Cholornis paradoxus

中国特有



形态特征 

体⼤（31厘⽶）的噪鹛。顶冠、颈背及喉⿊⾊，上体及胸侧具粗重点

斑。眼先、眼下及颏浅⽪⻩⾊⽽与⿊⾊的头成对⽐。上体褐，各⽻的

次端⿊⽽端⽩形成⽉⽛形点斑。翼⽻⽻端⽩⾊形成明显的翼斑，尾端

⽩⾊。⻄藏南部的亚种⽿⽻栗⾊。与⼤噪鹛的区别在尾较短且喉为⿊

⾊。 

分布习性 

不罕⻅于海拔1100~3100⽶的多林⼭区。成对或结⼩群于腐叶间找

⻝。有时与其他噪鹛混群。 

雀形目 PASSERIFORMES  噪鹛科 Leiothrichidae

65 66

名称：眼纹噪鹛  [yǎn wén zào méi] 
学名：Garrulax ocellatus



形态特征 

中等体型（28厘⽶）的暗褐⾊噪鹛。特征为喉及上胸⽩⾊。亚种

laebus额有狭窄棕⾊，albogularis的额棕⾊宽，ruficeps整个头顶及颈背

全棕⾊。上体余部暗烟褐⾊，外侧四对尾⽻⽻端⽩⾊，下体具灰褐⾊

胸带，腹部棕⾊。台湾的亚种尾下覆⽻⽩⾊。 

分布习性 

性吵嚷，结⼩⾄⼤群栖于森林树冠层或于浓密的棘丛。 

雀形目 PASSERIFORMES  噪鹛科 Leiothrichidae

67 68

名称：⽩喉噪鹛  [bái hóu zào méi] 
学名：Garrulax albogularis



形态特征 

中等体型（26厘⽶）的噪鹛。全身⼤致灰褐⾊，上背及胸⽻具深⾊及

偏⽩⾊⽻缘⽽成鳞状斑纹。脸⾊较深。臀及下腹部⻩褐。 

分布习性 

结⼩群于开阔次⽣林及灌丛的林下植被及⽵丛中取⻝。 

雀形目 PASSERIFORMES  噪鹛科 Leiothrichidae

69 70

名称：橙翅噪鹛  [chéng chì zào méi] 
学名：Trochalopteron elliotii



形态特征 

体型⼤（28厘⽶）的噪鹛。两翼及尾绯红。似⾚尾噪鹛但区别在头顶

灰⾊⽽具⿊⾊纵纹，上背、背及胸褐⾊。 

分布习性 

惧⽣，结群栖于茂密常绿林、次⽣林及⽵林的地⾯或近地⾯处。 

俗名 

丽⾊噪鹛。

雀形目 PASSERIFORMES  噪鹛科 Leiothrichidae

71 72

名称：红翅噪鹛  [hóng chì zào méi] 
学名：Trochalopteron formosus



形态特征 

体型略⼤（28厘⽶）的鸫。雄⻦：似乌鸫，但宽阔的灰⾊翼纹与其余

体⽻成对⽐。腹部⿊⾊具灰⾊鳞状纹，嘴⽐乌鸫的橘⻩⾊多，眼圈⻩

⾊。雌⻦全橄榄褐⾊，翼上具浅红褐⾊斑。 

分布习性 

栖于海拔640~3000⽶的⼲燥灌丛或常绿⼭地森林，冬季下移。 

雀形目 PASSERIFORMES   鸫科 Turdidae

73 74

名称：灰翅鸫  [huī chì dōng] 
学名：Turdus boulboul



形态特征 

中等体型（23厘⽶）的鸫。上体褐⾊，下体⽪⻩⽽具明显的⿊点。与

欧歌鸫的区别在⽿⽻后侧具⿊⾊斑块，⽩⾊的翼斑醒⽬。 

分布习性 

⼀般栖于林下灌丛。单独或结⼩群。甚惧⽣。 

雀形目 PASSERIFORMES   鸫科 Turdidae

75 76

名称：宝兴歌鸫  [bǎo xìng gē dōng] 
学名：Turdus mupinensis

中国特有



形态特征 

体⼤（19厘⽶）的⿊⾊及栗⾊溪鸲。头顶及颈背⽩⾊，腰、尾基部及

腹部栗⾊。雄雌同⾊。亚成⻦⾊暗⽽近褐，头顶具⿊⾊鳞状斑纹。 

分布习性 

作垂直迁移的候⻦，冬季多藏匿。 

雀形目 PASSERIFORMES  鹟科 Muscicapidae

77 78

名称：⾦⾊林鸲  [jīn sè lín qú ] 
学名：Tarsiger chrysaeus

中国特有



形态特征 

体⼩（14厘⽶）⽽优雅的林鸲。雄⻦：头顶及上背橄榄褐⾊；眉纹

⻩，宽⿊⾊带由眼先过眼⾄脸颊；肩、背侧及腰艳丽橘⻩，翼橄榄褐

⾊；尾橘⻩，中央尾⽻及其余尾⽻的⽻端⿊⾊；下体全橘⻩。雌⻦：

上体橄榄⾊，近⻩⾊的眉纹模糊，眼圈⽪⻩，下体赭⻩。 

分布习性 

特征为常⽴于⽔中或于近⽔的突出岩⽯上，降落时不停地点头且具⿊

⾊⽻梢的尾不停抽动。求偶时作奇特的摆晃头部的炫耀。 

俗名 

⽩顶溪红尾、⽩顶⽔、看⽔童⼦、 

⽩顶鶲。

雀形目 PASSERIFORMES  鹟科 Muscicapidae

79 80

名称：⽩顶溪鸲  [bái dǐng xī qú ] 
学名：Chaimarrornis leucocephalus



形态特征 

体⼤（32厘⽶）的近⿊⾊啸鸫。通体蓝⿊⾊，仅翼覆⽻具少量的浅⾊

点斑。翼及尾沾紫⾊闪辉，头及颈部的⽻尖具闪光⼩⽻⽚。诸亚种于

细部上有异。 

分布习性 

栖于临河流、溪流或密林中的多岩⽯露出处。地⾯取⻝，受惊时慌忙

逃⾄覆盖下并发出尖厉的警叫声。 

俗名 

⿊雀⼉、鸣鸡、⼭鸣鸡、乌精、箫声鸫。

雀形目 PASSERIFORMES  鹟科 Muscicapidae

81 82

名称：紫啸鸫  [zǐ xiào dōng] 
学名：Corvus corone



形态特征 

体⼤（17厘⽶）的褐⾊具纵纹的岩鹨。⿊⾊⼤覆⽻⽻端的⽩⾊形成对

⽐的两道点状翼斑。头及下体中央部位烟褐，两胁浓栗⽽具纵纹，尾

下覆⽻⿊⽽⽻缘⽩⾊，喉⽩⽽具由⿊点形成的横斑。初级⻜⽻褐⾊，

与棕⾊⽻缘成对⽐的翼缘。尾深褐⽽端⽩。亚成⻦下体褐灰具⿊⾊纵

纹。 

分布习性 

多栖于较眼纹噪鹛为⾼的地带。

雀形目 PASSERIFORMES  岩鹨科 Prunellidae

83 84

名称：领岩鹨  [lǐng yán liù] 
学名：Prunella collaris



形态特征 

体⼤（22厘⽶）且头⼤的⿊⻩⾊雀⻦。嘴特⼤。成年雄⻦头、喉、两

翼及尾⿊⾊，其余部位⻩⾊。雌⻦头及喉灰，覆⽻、肩及上背暗灰

⻩。雄性幼⻦似成⻦但⾊暗。 

分布习性 

栖于沿林线附近的有矮⼩栎树及杜鹃和桧树灌丛的针叶林及混交林。

冬季结群活动。⻜⾏径直⽽迅速。

雀形目 PASSERIFORMES  燕雀科 Fringillidae

85 86

名称：⻩颈拟蜡嘴雀 
            [huáng jǐng nǐ là zuǐ què ] 
学名：Mycerobas affinis



两栖爬行类 
Amphibians



形态特征 

有颊窝、头背都是⼩鳞⽚；体⾊棕褐，与原⽭头蝮相似，区别在于本

种头背左右眶上鳞间⼀横排有⼩鳞5~10枚，左右⿐间鳞相切或隔1~3

枚鳞⽚。 

分布习性 

常栖于灌⽊林、草丛、茶⼭或耕地以及有时也⻅于路边及住宅周围。

分布于喜⻢拉雅⼭东段包括尼泊尔，不丹，锡⾦，印度 (阿萨姆)，向东

经缅甸，泰国到中南半岛各国，向南到⻢来⻄亚，及中国⼤陆和台

湾。

有鳞目 SQUAMATA   蝰科 Viperidae

89 90

名称：⼭烙铁头  [shān lào tiě tóu] 
学名：Trimeresurus monticola



鱼类 
Fishes



形态特征 

⼝略⼤，上下颌合侧⽆缺刻。下咽⻮3⾏或2⾏。侧线鳞41~49枚。⽣

殖季节雄⻥臀鳍第1~4根分枝鳍条延⻓达尾鳍基部，头部和臀鳍上均出

现珠星。体⾊鲜艳。 

分布习性 

多⽣活于江河之⽀流，喜欢栖息于⽔流较急的沙⽯浅滩。通常以甲壳

类为主⻝，兼⻝⼩⻥、藻类和有机碎屑。

鲤形目 CYPRINIFORMES   鲤科 Cobitidae

93 94

名称：宽鳍鱲  [kuān qí là] 
学名：Zacco platypus



形态特征 

⻮尖锥形，密⽣，⻮带同原鮡，唇后沟不连续，间隔较宽。鳃孔中

等，下⻆可伸达胸鳍第⼀分枝鳍条的基部。胸鳍分枝鳍条12~14。各鳍

⽆硬刺，⽆胸吸着器。 

分布习性 

为⼀种流⽔性底栖⻥类，活动范围很狭，⽆洄游现象。常栖息于⼭涧

溪河多砾⽯的急流滩上，以扁平的腹部和⼝胸的腹⾯附贴于⽯上，⽤

匍匐的⽅式移动。 

俗名 

⽯爬⼦、⻘⽯爬⼦、⻩⽯爬⼦、 

⽕箭⻥。

鲇形目 SILURIFORMES   鮡科 Sisoridae

95 96

名称：⽯爬鮡  [shí pá zhào] 
学名：Euchiloglanis s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