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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  黄河流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Appendix 3  List of national nature reserve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China 

名称 

Name 

地区 

Area 

保护对象 

Protect object 

类型 

Type 

青海    

1. 大通北川河源区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 高原森林生态系统及白唇鹿、冬虫夏草等 森林生态 

2. 三江源 玉树县、囊谦县、杂多 珍稀动物及湿地、森林、高寒草甸等 内陆湿地 

3. 循化孟达 循化撒拉族自治县 森林生态系统及珍稀生物物种 森林生态 

甘肃    

4. 黄河首曲 玛曲县 黄河首曲高原湿地生态系统 内陆湿地 

5. 尕海－则岔 碌曲县 黑颈鹤等野生动物、高寒沼泽湿地森林生态 野生动物 

6. 莲花山 康乐县、临潭县、卓尼 森林生态系统 森林生态 

7. 连城 永登县 森林生态系统及祁连柏、青扦等物种 森林生态 

8. 祁连山 酒泉市 森林及野生动物 森林生态 

9. 秦州珍稀水生野生

动物 天水市秦州区 大鲵、秦岭细鳞鲑、山溪鲵、中国林蛙等 野生动物 

10. 太子山 临夏回族自治州、甘南 水源涵养林及野生动植物 森林生态 

11. 太统-崆峒山 平凉市崆峒区 温带落叶阔叶林生态系统及野生动植物 森林生态 

12. 洮河 卓尼县、临潭县 森林生态系统 森林生态 

13. 兴隆山 榆中县 森林生态系统 森林生态 

14. 漳县珍稀水生动物 漳县 细鳞鲑及其生境 野生动物 

四川    

15. 若尔盖湿地 若尔盖县 高寒沼泽湿地及黑颈鹤等野生动物 内陆湿地 

宁夏    

16. 白芨滩 灵武市 天然柠条母树林及沙生植被 荒漠生态 

17. 哈巴湖 盐池县 荒漠生态系统、湿地生态系统及珍稀野生动物 荒漠生态 

18. 火石寨丹霞地貌 西吉县 丹霞地貌地质遗迹及自然人文景观 地质遗迹 

19. 贺兰山 银川市西夏区、永宁县 森林生态系统、野生动植物资源 森林生态 

20. 罗山 吴忠市红寺堡区、同心 珍稀野生动植物及森林生态系统 森林生态 

21. 六盘山 泾源县、隆德县、固原 水源涵养林及野生动物 森林生态 

22. 云雾山 固原市原州区 黄土高原半干旱区典型草原生态系统 草原草甸 

23. 沙坡头 中卫市 自然沙生植被及人工治沙植被 荒漠生态 

内蒙古    

24. 大青山 呼和浩特市 森林生态系统 森林生态 

25. 鄂托克恐龙遗迹化

石 鄂托克旗 恐龙足迹化石 

古生物遗

迹 

26. 鄂尔多斯遗鸥 鄂尔多斯市 遗鸥及其生境 野生动物 

27. 哈腾套海 磴口县 绵刺及荒漠草原、湿地生态系统 荒漠生态 

28. 西鄂尔多斯 鄂托克旗、乌海市 四合木等濒危植物及荒漠生态系统 野生植物 

陕西    

29. 韩城黄龙山褐马鸡 韩城市 褐马鸡及其生境 野生动物 

30. 陇县秦岭细鳞鲑 陇县 细鳞鲑及其生境 野生动物 

31. 牛背梁 柞水县、西安市长安区 扭角羚等珍稀动物及其栖息地 野生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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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对象 

Protect object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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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太白山 太白、眉县、周至县 森林生态系统、自然历史遗迹 森林生态 

33.延安黄龙山褐马鸡 黄龙县、宜川县 褐马鸡及其生境 野生动物 

34. 子午岭 富县 森林生态系统及豹、黑鹳、金雕等濒危动物 森林生态 

35. 周至 周至县 金丝猴等野生动物及其生境 野生动物 

山西    

36. 黑茶山 兴县 森林生态系统及褐马鸡 森林生态 

37. 芦芽山 宁武县、岢岚县、五寨 褐马鸡及华北落叶松、云杉次生林 野生动物 

38. 历山 垣曲、沁水、翼城等县 森林植被及金钱豹、金雕等野生动物 森林生态 

39. 灵空山 沁源县、古县 

油松林和辽东栎林等暖温带落叶阔叶林生态

系统 森林生态 

40. 庞泉沟 交城县、方山县 褐马鸡及华北落叶松、云杉等森林生态系统 野生动物 

41. 五鹿山 蒲县、隰县 褐马鸡及其生境 野生动物 

42. 阳城莽河猕猴 阳城县 猕猴等珍稀野生动植物 野生动物 

河南    

43. 伏牛山 西峡县、内乡县、南召 过渡带森林生态系统 森林生态 

44. 黄河湿地 

三门峡、洛阳、焦作、济

源等 湿地生态、珍稀鸟类 内陆湿地 

45. 太行山猕猴 济源、焦作、新乡 猕猴及森林生态系统 野生动物 

46. 小秦岭 灵宝市 暖温带森林生态系统及珍稀动植物 森林生态 

47. 新乡黄河湿地鸟类 新乡市 天鹅、鹤类等珍禽及湿地生态系统 内陆湿地 

山东    

48. 黄河三角洲 东营市垦利县、利津县 河口湿地生态系统及珍禽 海洋海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