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然保护区网站群

自然保护区网站群的目标是建立统一管理、 统一部署、 统一标准、 统一规范的网站

群。 在构建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园站群的同时, 建设重点的自然保护区子站。 网站群核心应

用一体化, 所有网站使用统一的数据管理平台, 核心功能的统一开发和设定, 并且各子站

能自主管理和维护, 子站个性化功能个性化开发。 以统一的方式控制网站整体的形象, 将

所属网站群统一在一个视觉体系中。

自然保护区先期建设了 21 个自然保护区子站。 自然保护区子站主要由保护区概况、

工作动态、 通知公告、 自然环境、 自然保护、 生态旅游、 公众教育、 保护区风光栏目

组成。

一、 江西井冈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江西井冈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江西省西南部, 江西、 湖南两省交界的罗霄山脉中

段万洋山中部, 革命圣地井冈山境内, 属森林生态类型自然保护区, 总面积 21499hm2,

是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 全国示范自然保护区、 国家级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站、

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中国人与生物圈保护区、 全国林业科普基地、 江西省青少年科技教育

基地和江西省青少年生态教育基地。 子站展示了井冈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美的风景等

(图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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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9　 江西井冈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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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坐落于广东、 湖南两省交界的粤北南岭腹地。 东与乳源瑶

族自治县大桥镇、 大坪和南水水库接壤, 南与乳源瑶族自治县洛阳乡、 古母水镇连接, 西

靠连州潭岭水库, 北与湖南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相邻, 总面积 58400hm2, 是目前广东

省面积最大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森林覆盖率达 98%以上。 属森林生态系统类型保护区,

主要保护对象为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和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图 170)。

图 170　 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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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始建于 1981 年 7 月, 1988 年 5 月经国务院批准升格为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995 年 9 月加入中国“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络。 2004 年命名为“广东

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 2005 年 12 月被评选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示范基地”, 2006

年被评选为“广东最美的自然生态乡村”, 2008 年被评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 主要保护对

象为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及珍稀动植物, 是我国综合自然保护区之一(图 171)。

图 171　 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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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广东内伶仃岛—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广东内伶仃岛—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于 1984 年 10 月, 1988 年 5 月升格为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 2006 年 10 月被国家林业局列为国家级示范保护区, 总面积约 922hm2。 主要

由内伶仃岛和福田红树林两个区域组成, 其中福田红树林区域是全国唯一处在城市腹地、

面积最小的国家级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图 172)。

图 172　 广东内伶仃—福田自然保护区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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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广东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广东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创建于 1990 年 12 月, 1997 年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 保护区总面积 20278． 8hm2, 其中红树林面积 9200hm2, 占全国的 33% , 广东省的

79% , 是我国红树林面积最大、 分布最集中、 种类较多的自然保护区。 主要保护对象为红

树林湿地生态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 典型自然景观。 湛江红树林湿地为国际候鸟迁徙重要

通道, 集国际重要湿地、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国家沿海防护林重要区域于一体, 生物多样

丰富, 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性地区和国际湿地生态系统就地保护的重要基地。 为

中国人与生物圈保护区成员、 全国示范自然保护区、 广东省森林生态旅游示范基地(图

173)。

图 173　 广东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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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广东象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广东省人民政府于 1998 年 12 月批准建立广东象头山省级自然保护区。 2002 年 7 月晋

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总面积为 10696． 9hm2, 其中核心区面积为 3635． 6hm2, 占总面积

34% , 森林覆盖率 88． 4% ; 缓冲区面积为 3996． 6hm2, 实验区面积为 3064． 7hm2。 属森林

生态类型自然保护区, 主要保护对象为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和野生动植物。 同时也是东江

重要水源涵养林(图 174)。

图 174　 广东象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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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广东珠海淇澳—担杆岛省级自然保护区

广东珠海淇澳—担杆岛自然保护区, 其前身为 1989 年 11 月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建

立的珠海担杆岛猕猴省级自然保护区。 2004 年 11 月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同意将珠海担杆

岛猕猴省级自然保护区和珠海淇澳岛红树林市级自然保护区合并, 建立珠海淇澳—担杆岛

省级自然保护区(图 175)。

图 175　 广东珠海淇澳—担杆岛自然保护区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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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广东龙门南昆山省级自然保护区

南昆山自然保护区位于龙门、 从化、 增城三县(市)交界处, 距离广州约 90km, 是珠

江三角洲地区地处北回归线内不可多得的绿色宝库, 属森林生态类型保护区, 主要保护对

象为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珍稀动植物及其自然生态系统, 因受东南季风影响和人为保

护, 保存了大片较为完整的南亚热带山地常绿阔叶林, 野生动物资源十分丰富。 据初步调

查, 有高等植物 1107 种, 其中药用植物 500 多种, 观赏植物 100 多种、 珍稀濒危植物 14

种, 有动物 153 种, 在一个大石岩中仅蝙蝠就近万只, 颇似一个天然动物园(图 176)。

图 176　 广东龙门南昆山自然保护区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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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广东曲江罗坑省级自然保护区

广东曲江罗坑省级自然保护区南面与英德石门台省级自然保护区连接, 西面与乳源大

峡谷省级自然保护区毗邻, 总面积为 2000 多 hm2。 区内自然资源丰富, 种类繁多, 主要保

护对象是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珍稀动植物及其栖息地, 是综合型自然保护区(图 177)。

图 177　 广东曲江罗坑自然保护区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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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广东海丰鸟类省级自然保护区

广东海丰鸟类自然保护区被确认为我国三大国际候鸟迁徙栖息地之一。 海丰县被中国

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授予全国 12 个“中国鸟类之乡”之一的“中国水鸟之乡”称号(图 178)。

图 178　 广东海丰鸟类自然保护区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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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广东英德石门台省级自然保护区

广东英德石门台省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北回归线北缘, 属南亚热带与中亚热带过渡地

区, 是以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与中亚热带典型常绿阔叶林过渡特征的森林生态系统类

型为主要保护对象的自然生态系统类自然保护区(图 179)。

图 179　 广东英德石门台自然保护区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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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佛坪自然保护区是以保护大熊猫及其栖息地为主的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的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 地处秦岭中段主脊南侧, 总面积 28586hm2, 居于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的中心位置。

由于地理位置独特, 区内具有典型的北亚热带与暖温带交汇的山地森林生态系统以及丰富

多样的生物资源, 分布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45 种, 其中大熊猫、 朱鹮、 金丝猴、 羚

牛等一级保护动物 8 种; 二级保护动物 38 种。 有高等植物 1769 种, 国家重点保护植物 64

种。 大熊猫的分布密度居全国之首, 世界唯一的棕色大熊猫在这里发现, 生物学家称这里

是“生物资源的宝库, 野生动物的天堂, 科学研究的理想场所”(图 180)。

图 180　 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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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陕西长青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该自然保护区处于我国南北气候的分界线和动植物区系的交汇过渡地带, 森林覆盖率

达 90%以上, 其中竹林面积达 21358hm2, 成为秦岭大熊猫的“天然庇护所”。 已知区内有

种子植物 135 科 601 属 1556 种, 列入《中国濒危保护植物》红皮书的有 31 种; 脊椎动物有

29 目 78 科 311 种。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39 种, 其中一级有大熊猫、 金丝猴、 羚牛、

豹、 朱鹮、 金雕、 林麝 7 种, 二级有 33 种。 尤其是被誉为“活化石”的大熊猫在本区广泛

分布, 是非常有保护价值的大熊猫密集分布区, 受到国内外的关注和重视(图 181)。

图 181　 陕西长青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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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陕西太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太白山自然保护区成立较早, 1965 年 9 月陕西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 1986 年 7 月国

务院批准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995 年加入了世界人与生物圈中国生物圈保护网络。 管理

机构随着时代的变化也几经更迭, 并不断得到职能上的完善和管理水平上的提高, 长期以

来为管理维护保护区自然资源的完整性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发挥了重要作用(图 182)。

图 182　 陕西太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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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陕西青木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陕西青木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地处四川、 陕西、 甘肃三省交界处的秦岭与岷山交汇

地带, 位于宁强县西部边陲的青木川镇境内。 北与甘肃武都、 康县接壤, 西与四川省青川

县毗邻, 南至青木川镇南坝村, 东至广坪河, 南北宽 15． 5km, 东西长 28km, 总面积

10200hm2, 其 中 核 心 区 面 积 4058． 29hm2, 缓 冲 区 面 积 2634． 59hm2, 实 验 区 面 积

3507． 12hm2(图 183)。

图 183　 陕西青木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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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陕西桑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桑园自然保护区是 2002 年 8 月经陕西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的省级自然保护区, 后于

2009 年 9 月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保护区位于陕西省汉中市留坝县东北角, 处于秦岭

中段大熊猫自然保护区群的西缘, 东部紧邻牛尾河自然保护区, 南邻摩天岭、 板桥和盘龙

自然保护区, 西部与屋梁山自然保护区和青木川自然保护区相望。 桑园保护区处于相邻几

个保护区的中心地带, 是秦岭中部大熊猫种群向西扩散的必经之地(图 184)。

图 184　 陕西桑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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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卧龙自然保护区以“熊猫之乡”、 “宝贵的生物基因库”、 “天然动植物园”享誉中外,

有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和矿产资源。 区内共分布着 100 多只大熊猫, 约占全国总数的

10% 。 被列为国家级重点保护的其他珍稀濒危动物金丝猴、 羚牛等共有 56 种, 其中属于

国家一级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共有 12 种, 二级保护动物 44 种。 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的珍

贵濒危植物达 24 种, 其中一级保护植物有珙桐、 连香树、 水清树, 二级保护植物 9 种,

三级保护植物 13 种。 保护区内还有丰富的水能蕴藏量(图 185)。

图 185　 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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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四川蜂桶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四川蜂桶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的过渡带, 邛崃山脉中段, 夹

金山南麓, 青衣江源头, 是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的发现地和模式标本产地, 位于世界自然

遗产地———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核心区, 雅安市宝兴县境内(图 186)。

图 186　 四川蜂桶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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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四川龙溪—虹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龙溪—虹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全国 35 个大熊猫保护区之一。 位于大熊猫现代自然

分布区狭长条状弧形带的中段, 是岷山山系大熊猫 B 种群重要的栖息地。 直接联系着岷山

山系和邛崃山系两个世界最大的大熊猫野生种群, 是大熊猫生存和繁衍的关键区域和“天

然走廊”(图 187)。

图 187　 四川龙溪—虹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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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四川瓦屋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四川瓦屋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以保护大熊猫及其他珍稀野生动物为主的森林和野生

动物类型的自然保护区, 地处动物地理分布的古北界与东洋界过渡地带的邛崃山支脉峨眉

山西北面, 四川盆地西缘大相岭东南麓(图 188)。

图 188　 四川瓦屋山自然保护区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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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 四川美姑大风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四川美姑大风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经国务院批准, 1979 在美姑县与马边县交界的大风

顶一线的瓦侯区境内建立, 1994 年确认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以大熊猫、 珙桐等珍稀野生

动植物及其栖息环境为主要保护对象(图 189)。

图 189　 四川美姑大风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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