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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1  List of literature reported bovine species (Published by 31 August,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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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千顷塘区域鸟兽资源的红外相机调查 黄山-怀玉山 学术论文 2020 兽类学报 宏观 

岩羊和马鹿对人与机动车反应的差异分析 西鄂尔多斯-贺兰山-阴山 学术论文 2020 野生动物学报 宏观 

四川勿角自然保护区野生鸟兽的红外相机初步监测 岷山-横断山北段 学术论文 2020 四川动物 宏观 

四川省石渠县西藏盘羊种群与分布现状调查 羌塘-三江源 学术论文 2020 兽类学报 宏观 

四川栗子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生鸟兽的红外相机初步监测 横断山南段 学术论文 2020 四川林业科技 宏观 

四川九顶山自然保护区兽类多样性的红外相机初步监测 岷山-横断山北段 学术论文 2020 四川林业科技 宏观 

四川鞍子河保护地水鹿和羚牛栖息地适宜性评价与重叠性分析 岷山-横断山北段 学术论文 2020 生态学报 宏观 

青海都兰大型有蹄类种群数量调查与分析  学术论文 2020 林业资源管理 宏观 

青海: 龙羊峡峡谷岩羊种群结构  学术论文 2020 区域治理 宏观 

青藏铁路对雄性藏羚行为时间分配的影响 羌塘-三江源 学术论文 2020 兽类学报 宏观 

利用红外相机调查四川马边大风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兽类资源及时空分布特征 横断山南段 学术论文 2020 四川动物 宏观 

利用红外相机数据分析藏东南地区物种对人为干扰的耐受性 喜马拉雅东南部 学术论文 2020 生物学杂志 宏观 

江西金盆山自然保护区红外相机调查初报  学术论文 2020 四川动物 宏观 

基于红外相机技术调查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兽类和鸟类多样性 秦岭 学术论文 2020 生物多样性 宏观 

基于红外相机技术分析极旱荒漠有蹄类动物的活动节律 祁连山 学术论文 2020 兽类学报 宏观 

基于红外相机技术对陕西老县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中型兽类及林下鸟类资源分析 秦岭 学术论文 2020 动物学杂志 宏观 

基于红外相机对宁夏罗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兽多样性初报 西鄂尔多斯-贺兰山-阴山 学术论文 2020 野生动物学报 宏观 

红外相机监测方法在陕西长青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应用 秦岭 学术论文 2020 野生动物学报 宏观 

红外相机技术在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南段西坡野生动物监测中的应用 横断山南段 学术论文 2020 安徽农业科学 宏观 

贵州赤水桫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及其周边区域鸟兽多样性红外相机监测对比 武陵山 学术论文 2020 兽类学报 宏观 

北京市延庆区哺乳动物多样性、分布及影响因素 太行山 学术论文 2020 动物学杂志 宏观 

Unpredictability of vigilance in two sympatric Tibetan ungulates  学术论文 2020 Ethology 宏观 

Temporal niche patterns of large mammals in Wanglang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China 岷山-横断山北段 学术论文 2020 Global Ecology and Conservation 宏观 

Seasonal variation and sexual dimorphism of the microbiota in wild blue sheep (Pseudois nayaur) 西鄂尔多斯-贺兰山-阴山 学术论文 2020 Frontiers in Microbiology 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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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wilding the wildlife in Sangjiangyuan National Park, Qinghai-Tibetan Plateau 羌塘-三江源 学术论文 2020 Ecosystem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 宏观 

Responses of Przewalski’s gazelle (Procapra przewalskii) to Zinc nutrition in physical habitat 祁连山 学术论文 2020 Biological Trace Element Research 微观 

Prevalence and parasite composition of gastrointestinal parasites in the endangered Tibetan antelope (Pantholops 

hodgsonii) from the calving ground of Hoh Xil Nature World Heritage Site, Qinghai, China 
羌塘-三江源 学术论文 2020 Journal of Wildlife Diseases 微观 

Mitogenomic analysis of the genus Pseudois: Evidence of adaptive evolution of morphological variation in the ATP 

synthase genes 
岷山-横断山北段 学术论文 2020 Mitochondrion 微观 

Locomotor activity patterns of takin (Budorcas taxicolor) in a temperate mountain region 秦岭 学术论文 2020 PLoS ONE 宏观 

Inter- and intraspecific vigilance patterns of two sympatric Tibetan ungulates  学术论文 2020 Journal of Mammalogy 宏观 

Georgenia faecalis sp. nov. isolated from the faeces of Tibetan antelope 羌塘-三江源 学术论文 2020 Journal of Microbiology 微观 

Effects of selenium-deprived habitat on the immune index and antioxidant capacity of Przewalski’s gazelle 祁连山 学术论文 2020 Biological Trace Element Research 微观 

Diet differences between males and females in sexually dimorphic ungulates: A case study on Siberian ibex  学术论文 2020 
European Journal of Wildlife 

Research 
宏观 

Determination of haemat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parameters of Calf Saiga antelope (Saiga tatarica) living in the 

Gansu Endangered Animals Research Center 
 学术论文 2020 Veterinary Medicine and Science 微观 

Combining camera-trap surveys and hunter interviews to determine the status of mammals in protected rainforests and 

rubber plantations of Menglun, Xishuangbanna, SW China 
西双版纳 学术论文 2020 Animal Conservation 宏观 

Characteristic of complete mitochondrial genome and phylogenetic relationship of a Chinese serow in Xishui, China 武陵山 学术论文 2020 Mitochondrial DNA Part B 微观 

Assessment of effective conservation of the Sichuan takin by giant panda reserves through functional zoning 岷山-横断山北段 学术论文 2020 Integrative Zoology 宏观 

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羚牛生境选择 横断山南段 学术论文 2019 林业资源管理 宏观 

用物种分布模型和距离抽样估计三江源藏野驴、藏原羚和藏羚羊的数量 羌塘-三江源 学术论文 2019 中国科学: 生命科学 宏观 

应用红外触发相机在佛坪自然保护区监测分析——以岳坝站龙潭辖区为例 秦岭 学术论文 2019 绿色科技 宏观 

西藏中部岩羊(Pseudois nayaur)的生命表初探及其栖息地质量评价  学术论文 2019 高原科学研究 微观 

西藏那曲地区藏羚羊和藏原羚的警戒行为兼记藏羚羊独特的木偶行为  学位论文 2019 南京大学 宏观 

西安市小王涧国有生态林场大中型兽类分布特征 秦岭 学术论文 2019 陕西林业科技 宏观 

无人机遥感调查黄河源玛多县岩羊数量及分布 羌塘-三江源 学术论文 2019 自然资源学报 宏观 

卧龙自然保护区羚牛(Budorcas taxicolor)的分布格局 岷山-横断山北段 学术论文 2019 四川林业科技 宏观 

三江源国家公园雪豹和岩羊生境适宜性分析 羌塘-三江源 学术论文 2019 兽类学报 宏观 



陈星, 官天培, 蒋文乐, 李丹丹, 杨孔, 李晟 (2021) 中国牛科动物分布与种群现状: 基于文献计量数据. 生物多样性, 29, 668–679. http://www.biodiversity-science.net/CN/10.17520/biods.2020393 

 

文章名 

Title of article 

优先保护区域 

Conservation priority areas 

文献类型 

Document 

type 

发表年份 

Year of 

publication 

期刊名/院校 

Journal or academy 

研究领域 

Research 

areas 

三江源大型食草动物数量无人机自动监测方法 羌塘-三江源 学术论文 2019 兽类学报 宏观 

内蒙古乌拉特鹅喉羚蒙古亚种夏季生境选择初步研究  学术论文 2019 兽类学报 宏观 

内蒙古赛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华斑羚种群生存力分析  学术论文 2019 林业科学 微观 

内蒙古赛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华斑羚家域、适宜生境及种群生存力研究  学位论文 2019 北京林业大学 宏观 

内蒙古赛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华斑羚行为节律初步研究  学术论文 2019 四川动物 宏观 

内蒙古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部分区域的兽类物种多样性 西鄂尔多斯-贺兰山-阴山 学术论文 2019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宏观 

利用红外相机调查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兽类和鸟类多样性 祁连山 学术论文 2019 兽类学报 宏观 

利用红外相机公里网格调查钱江源国家公园的兽类及鸟类多样性 黄山-怀玉山 学术论文 2019 生物多样性 宏观 

利用红外相机对四川白水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兽资源的初步调查 岷山-横断山北段 学术论文 2019 生物多样性 宏观 

基于红外相机技术的贺兰山同域分布阿拉善马鹿和岩羊活动规律、集群行为的比较研究 西鄂尔多斯-贺兰山-阴山 学位论文 2019 东北林业大学 宏观 

基于红外相机的四川亚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兽多样性初报 横断山南段 学术论文 2019 兽类学报 宏观 

基于粪便 DNA 的贺兰山岩羊亲权鉴定和婚配制研究 西鄂尔多斯-贺兰山-阴山 学术论文 2019 生态学报 微观 

基于 MaxEnt 模型的赛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斑羚生境适宜性评价  学术论文 2019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 宏观 

基于 MaxEnt 模型的新疆鹅喉羚生境适宜性评价 
天山-准噶尔盆地西南部/塔里

木河流域 
学术论文 2019 野生动物学报 宏观 

红外相机技术在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兽类和鸟类多样性监测中的运用 西双版纳 学术论文 2019 林业调查规划 宏观 

河北六里坪猕猴省级自然保护区鸟兽的调查分析 太行山 学术论文 2019 林业资源管理 宏观 

贵州习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红外相机鸟兽监测及活动节律分析 武陵山 学术论文 2019 生物多样性 宏观 

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兽红外相机监测 武陵山 学术论文 2019 生物多样性 宏观 

贵州赤水桫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兽多样性红外相机初步监测 武陵山 学术论文 2019 生物多样性 宏观 

道路交通对鹅喉羚昼间集群特征和警戒行为的影响  学术论文 2019 生态学杂志 宏观 

大理永平金光寺省级自然保护区兽类多样性初步研究  学术论文 2019 大理大学学报 宏观 

Vigilance behaviour in Siberian ibex (Capra sibirica): Effect of group size, group type, sex and age 天山-准噶尔盆地西南部 学术论文 2019 Behavioural Processes 宏观 

Variation in group sizes of sympatric wild yak, Tibetan wild ass and Tibetan antelope in Arjin Shan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of Xinjiang Province, China 
羌塘-三江源 学术论文 2019 Global Ecology and Conservation 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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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lete mitochondrial genome of a blue sheep (Pseudois nayaur szechuanensis) from Gongga Mountains of 

Sichuan, China 
岷山-横断山北段 学术论文 2019 Mitochondrial DNA Part B 微观 

Taxonomic status of Chinese blue sheep (Pseudois nayaur): New evidence of a distinct subspecies 

岷山-横断山北段/横断山南段/

喜马拉雅东南部/羌塘-三江源/

祁连山/西鄂尔多斯-贺兰山-阴

山 

学术论文 2019 Integrative Zoology 微观 

Seasonal changes in the sexual segregation patterns of marco polo sheep in Taxkorgan Nature Reserve  学术论文 2019 Journal of Ethology 宏观 

Salinibacterium hongtaonis sp. nov., isolated from faeces of Tibetan antelope (Pantholops hodgsonii) o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羌塘-三江源 学术论文 2019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ystematic 

and Evolutionary Microbiology 
微观 

Roseomonas wenyumeiae sp. nov., isolated from faeces of Tibetan antelopes (Pantholops hodgsonii) o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羌塘-三江源 学术论文 2019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ystematic 

and Evolutionary Microbiology 
微观 

Railway underpass location affects migration distance in Tibetan antelope (Pantholops hodgsonii) 羌塘-三江源 学术论文 2019 PLoS ONE 宏观 

Paracoccus liaowanqingii sp. nov., isolated from Tibetan antelope (Pantholops hodgsonii) 羌塘-三江源 学术论文 2019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ystematic 

and Evolutionary Microbiology 
微观 

Non-invasive genetic analysis indicates low population connectivity in vulnerable Chinese gorals: Concerns for 

segregated population management 
太行山 学术论文 2019 Zoological Research 微观 

Mammals of Tengchong section of Gaoligongshan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in Yunnan Province, China 横断山南段 学术论文 2019 Journal of Threatened Taxa 宏观 

Low input parks strategy can work: Dynamic profile of Mishmi takins under constrained conservation management in 

Mt. Gaoligong, China 
横断山南段 学术论文 2019 Global Ecology and Conservation 宏观 

Investigation of biochemical and physiological parameters of the newborn Saiga antelope (Saiga tatarica) in Gansu 

Province, China 
 学术论文 2019 PLoS ONE 微观 

Himalayan wolf foraging ecology and the importance of wild prey 羌塘-三江源 学术论文 2019 Global Ecology and Conservation 宏观 

Gut microbiota adaptation to high altitude in indigenous animals  学术论文 2019 
Biochemical and Biophysical 

Research Communications 
微观 

Grouping pattern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in Siberian ibex (Capra sibirica): Feeding strategy matters 天山-准噶尔盆地西南部 学术论文 2019 Folia Zoologica 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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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dania jinshanensis gen. nov., sp. nov., isolated from faeces of the Tibetan antelope (Pantholops hodgsonii) in China 羌塘-三江源 学术论文 2019 
Biochemical and Biophysical 

Research Communications 
微观 

Five new species of Eimeria Schneider, 1875 from the endangered Tibetan antelope Pantholops hodgsonii (Abel) 

(Artiodactyla: Bovidae: Caprinae) in the Hoh Xil Nature Reserve Area of Qinghai Province, China 
羌塘-三江源 学术论文 2019 Systematic Parasitology 微观 

Effects of reflective warning markers on wildlife 横断山南段 学术论文 2019 PeerJ 宏观 

Effectiveness of management zoning designed for flagship species in protecting sympatric species 岷山-横断山北段/秦岭 学术论文 2019 Conservation Biology 宏观 

Designing wildlife crossing structures for ungulates in a desert landscape: A case study in China  学术论文 2019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D 宏观 

Complete mitochondrial genome of Procapra picticaudata, with phylogenetic implication  学术论文 2019 Mitochondrial DNA Part B 微观 

Complete mitochondrial genome of a dwarf blue sheep (Pseudois schaeferi) and its phylogenetic analysis 羌塘-三江源 学术论文 2019 Mitochondrial DNA Part B 微观 

Activity rhythms of coexisting red serow and Chinese serow at Mt. Gaoligong as identified by camera traps 横断山南段 学术论文 2019 Animals 宏观 

Actinomyces qiguomingii sp. nov., isolated from the Pantholops hodgsonii 羌塘-三江源 学术论文 2019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ystematic 

and Evolutionary Microbiology 
微观 

Actinomyces lilanjuaniae sp. nov., isolated from the faeces of Tibetan antelope (Pantholops hodgsonii) o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羌塘-三江源 学术论文 2019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ystematic 

and Evolutionary Microbiology 
微观 

A population census of large herbivores based on UAV and its effects on grazing pressure in the Yellow-River-Source 

National Park, China 
羌塘-三江源 学术论文 2019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宏观 

云南省新平县野生绿孔雀伴生鸟兽多样性及关联性分析  学术论文 2018 野生动物学报 宏观 

云南省西畴县兽类多样性的初步研究 西双版纳 学位论文 2018 云南师范大学 宏观 

印度野牛在中国的分布及其栖息地适宜性分析 西双版纳 学术论文 2018 生物多样性 宏观 

野生秦岭羚牛瘤胃产甲烷古菌多样性研究 秦岭 学术论文 2018 安徽农业科学 微观 

新疆塔什库尔干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马可波罗盘羊种群调查  学术论文 2018 四川动物 宏观 

西双版纳尚勇自然保护区哺乳动物物种多样性 西双版纳 学术论文 2018 生物多样性 宏观 

无人机遥感的大型野生食草动物种群数量及分布规律研究 羌塘-三江源 学术论文 2018 遥感学报 宏观 

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生岩羊行为谱及 PAE 编码系统 岷山-横断山北段 学术论文 2018 四川动物 宏观 

卧龙保护区羚牛、水鹿舔盐活动监控统计初报 岷山-横断山北段 学术论文 2018 生物学通报 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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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域分布的珍稀野生动物对放牧的行为响应策略 岷山-横断山北段 学术论文 2018 生态学报 宏观 

天山中部地区北山羊食性及其季节变化 天山-准噶尔盆地西南部 学术论文 2018 动物学杂志 微观 

四姑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兽多样性初步调查 岷山-横断山北段 学术论文 2018 生物多样性 宏观 

四川 9 种有蹄类动物夏秋季活动节律研究 岷山-横断山北段/横断山南段 学术论文 2018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 宏观 

三江源国家公园兽类物种多样性及区系分析 羌塘-三江源 学术论文 2018 兽类学报 宏观 

赛罕乌拉自然保护区斑羚性激素水平的季节变化  学术论文 2018 生物学杂志 微观 

青海省记录到一例白色型岩羊 祁连山 学术论文 2018 四川动物 宏观 

青藏公路沿线藏羚羊、藏野驴和藏原羚的行为比较 羌塘-三江源 学术论文 2018 扬州大学学报(农业与生命科学版) 宏观 

秦岭羚牛的家域研究 秦岭 学位论文 2018 陕西理工大学 宏观 

普氏原羚与藏羚羊消化系统解剖特征  学术论文 2018 动物学杂志 微观 

宁夏贺兰山岩羊发情期行为与其社群状态关系 西鄂尔多斯-贺兰山-阴山 学位论文 2018 东北林业大学 宏观 

内蒙古乌拉特蒙古野驴一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鹅喉羚春夏季生境选择研究  学位论文 2018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宏观 

内蒙古赛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华斑羚的季节性食物构成分析  学术论文 2018 四川动物 微观 

内蒙古赛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隔离长尾斑羚群体遗传结构及个体空间分布研究  学位论文 2018 北京林业大学 微观 

利用远程视频监控系统观察卧龙自然保护区的羚牛和水鹿 岷山-横断山北段 学术论文 2018 林业科技通讯 宏观 

利用红外相机调查浙江省凤阳山兽类和鸟类多样性 武夷山 学术论文 2018 兽类学报 宏观 

利用红外相机技术调查云南布龙州级保护区野生动物 西双版纳 学术论文 2018 兽类学报 宏观 

利用红外相机技术对四川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物种多样性的初步调查 岷山-横断山北段 学术论文 2018 生物多样性 宏观 

利用红外相机技术对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兽类和鸟类资源的初步调查 南岭 学术论文 2018 兽类学报 宏观 

利用红外相机对湖南壶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兽类和鸟类多样性的初步调查 武陵山 学术论文 2018 兽类学报 宏观 

基于红外相机调查的卧龙自然保护区兽类资源时空分布特征 岷山-横断山北段 学术论文 2018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 宏观 

基于红外相机数据的甘肃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兽生物多样性评估(英文) 祁连山 学术论文 2018 Journal of Resources and Ecology 宏观 

基于红外相机技术监测秦岭山地引水工程对大中型兽类种群影响的初报 秦岭 学术论文 2018 四川动物 宏观 

基于红外相机对四川千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兽类及鸟类多样性的初步调查 岷山-横断山北段 学术论文 2018 四川动物 宏观 

基于 MaxEnt 模型的马可波罗盘羊生境适宜性评价  学术论文 2018 生态学杂志 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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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相机安放于地面和林冠层对野生动物监测结果的影响 横断山南段 学术论文 2018 生物多样性 宏观 

贺兰山岩羊(Pseudois nayaur)消化系统形态结构特征及营养适应对策研究 西鄂尔多斯-贺兰山-阴山 学位论文 2018 东北林业大学 微观 

广西弄岗保护区鸟兽多样性、分布及占域模型研究 桂西南山地 学位论文 2018 广西师范大学 宏观 

福建省戴云山野生哺乳动物和鸟类红外相机监测 武夷山 学术论文 2018 生物多样性 宏观 

不同年龄雄性北山羊发情期时间分配特征  学术论文 2018 兽类学报 宏观 

白水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羚牛适宜栖息地评价 岷山-横断山北段 学术论文 2018 四川林业科技 宏观 

Using large spatial scale camera trap data and hierarchical occupancy models to evaluate species richness and 

occupancy of rare and elusive wildlife communities in southwest China 
横断山南段 学术论文 2018 Diversity and Distributions 宏观 

Using an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 to study wild yak in the highest desert in the world 羌塘-三江源 学术论文 2018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mote 

Sensing 
宏观 

Unveiling a wildlife haven: occupancy and activity patterns of mammals at a Tibetan sacred mountain 横断山南段 学术论文 2018 
European Journal of Wildlife 

Research 
宏观 

Tick-defense grooming patterns of two sympatric Tibetan ungulates  学术论文 2018 Journal of Zoology 宏观 

The roles of calving migration and climate change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weak genetic structure in the Tibetan 

antelope (Pantholops hodgsonii) 
羌塘-三江源 学术论文 2018 Integrative Zoology 微观 

The group pattern of marco polo sheep in the Chinese Pamir Plateau  学术论文 2018 
European Journal of Wildlife 

Research 
宏观 

Status of marco polo sheep Ovis ammon polii in China and adjacent countries: Conservation of a vulnerable subspecies  学术论文 2018 Oryx 宏观 

Puppet resting behavior in the Tibetan antelope (Pantholops hodgsonii)  学术论文 2018 PLoS ONE 宏观 

Mycetocola zhujimingii sp. nov., isolated from faeces of Tibetan antelopes (Pantholops hodgsonii) 羌塘-三江源 学术论文 2018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ystematic 

and Evolutionary Microbiology 
微观 

Microhabitat use and separation between giant panda (Ailuropoda melanoleuca), takin (Budorcas taxicolor), and goral 

(Naemorhedus griseus) in Tangjiahe Nature Reserve, China 
岷山-横断山北段 学术论文 2018 Folia Zoologica 宏观 

Metagenomic analysis of Sichuan takin fecal sample viromes reveals novel enterovirus and astrovirus 岷山-横断山北段 学术论文 2018 Virology 微观 

Influences on mammals frequency of use of small bridges and culverts along the Qinghai-Tibet railway, China 羌塘-三江源 学术论文 2018 Ecological Research 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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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imating the population size of migrating Tibetan antelopes Pantholops hodgsonii with unmanned aerial vehicles 羌塘-三江源 学术论文 2018 Oryx 宏观 

Effect of large wild herbivore populations on the forage-livestock balance in the Source Region of the Yellow River 羌塘-三江源 学术论文 2018 Sustainability 宏观 

Diet characteristics of wild sheep (Ovis ammon darwini) in the Mengluoke Mountains, Xinjiang, China  学术论文 2018 Journal of Arid Land 宏观 

Comparative habitat use by takin in the Wanglang and Xiaohegou nature reserves 岷山-横断山北段 学术论文 2018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宏观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winter diets and habitat use by the sympatric blue sheep (Pseudois nayaur) and Alashan red 

deer (Cervus alashanicus) in the Helan Mountains, China 
西鄂尔多斯-贺兰山-阴山 学术论文 2018 Folia Zoologica 宏观/微观 

Application of UAV remote sensing for a population census of large wild herbivores—Taking the headwater region of 

the Yellow River as an example 
羌塘-三江源 学术论文 2018 Remote Sensing 宏观 

Activity patterns and resource partitioning: Seven species at watering sites in the Altun Mountains, China 羌塘-三江源 学术论文 2018 Journal of Arid Land 宏观 

昭通市鸟类和兽类调查  学位论文 2017 云南师范大学 宏观 

云南泸水高黎贡山高山生境的鸟兽多样性 横断山南段 学术论文 2017 生物多样性 宏观 

清凉峰自然保护区兽类资源调查及华南梅花鹿生态学研究 黄山-怀玉山 学位论文 2017 浙江师范大学 宏观 

青海省都兰县羊亚科野生动物残体的分子鉴定  学术论文 2017 青海大学学报 微观 

祁连山、贺兰山、巴颜喀拉山三个地区岩羊上毛显微形态特征比较 西鄂尔多斯-贺兰山-阴山 学位论文 2017 东北林业大学 微观 

内蒙古中部戈壁盘羊食性分析研究  学位论文 2017 内蒙古师范大学 微观 

内蒙古达赉湖地区蒙原羚春季采食生境选择 呼伦贝尔 学术论文 2017 农业资源与环境 宏观 

利用红外相机调查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兽多样性 岷山-横断山北段 学术论文 2017 生物多样性 宏观 

利用红外相机对安徽牯牛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资源的初步调查监测 黄山-怀玉山 学术论文 2017 安徽林业科技 宏观 

基于红外相机研究脊椎动物在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动物尸体分解过程中的作用 岷山-横断山北段 学术论文 2017 四川动物 宏观 

基于红外相机监测的白马雪山哺乳动物资源调查 横断山南段 学术论文 2017 生物学通报 宏观 

基于红外相机技术对乌岩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面鸟兽的初步调查 武夷山 学术论文 2017 生物多样性 宏观 

基于红外相机技术的皖南山区森林生态系统兽类资源现状 黄山-怀玉山 学术论文 2017 生物多样性 宏观 

环境因子对新疆鹅喉羚遗传多样性的影响 
羌塘-三江源/天山-准噶尔盆地

西南部/塔里木河流域 
学位论文 2017 新疆大学 微观 

广西弄岗和花坪保护区鸟兽多样性的比较研究 桂西南山地/南岭 学位论文 2017 广西师范大学 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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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熊猫、羚牛和川金丝猴的生境利用比较 岷山-横断山北段 学术论文 2017 东北林业大学学报 宏观 

北京松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兽类活动节律初步研究 太行山 学术论文 2017 四川动物 宏观 

北京松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林下鸟类和兽类多样性动态监测 太行山 学术论文 2017 野生动物学报 宏观 

安徽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兽生物多样性调查 黄山-怀玉山 学术论文 2017 安徽农业科学 宏观 

The status of snow leopards Panthera uncia, and high altitude use by common leopards P. pardus, in north-west 

Yunnan, China 
横断山南段 学术论文 2017 Oryx 宏观 

The overlapping impact of Qinghai-Tibet highway and railway on ungulates 羌塘-三江源 学术论文 2017 Pakistan Journal of Zoology 宏观 

The complete mitochondrial genome of Naemorhedus griseus (Artiodactyla: Bovidae) and its phylogenetic 

implications 
武陵山 学术论文 2017 Conservation Genetics Resources 微观 

Status and conservation of the endangered snow leopard Panthera uncia in Qomolangma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Tibet 
喜马拉雅东南部 学术论文 2017 Oryx 宏观 

Sexual segregation in the Darwin’s wild sheep, Ovis ammon darwini, (Bovidae, Artiodactyla), in the Mengluoke 

Mountains of Xinjiang, China 
天山-准噶尔盆地西南部 学术论文 2017 Folia Zoologica 宏观 

Seasonal variation and sexual difference of home ranges by takins 秦岭 学术论文 2017 Journal of Wildlife Management 宏观 

Presence of the snow leopard Panthera uncia confirmed at four sites in the Chinese Tianshan Mountains 天山-准噶尔盆地西南部 学术论文 2017 Oryx 宏观 

Predicting the shift of threatened ungulates’ habitats with climate change in Altun Mountain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of the Northwestern Qinghai-Tibetan Plateau 
羌塘-三江源 学术论文 2017 Climatic Change 宏观 

Microhabitat separation between giant panda and golden takin in the Qinling Mountains and implications for 

conservation 
秦岭 学术论文 2017 North-Western Journal of Zoology 宏观 

Isolation of Clostridium perfringens type A from wild bharals (Pseudois nayaur) following sudden death in Tibet, 

China 
 学术论文 2017 Anaerobe 微观 

High altitude ungulate communities in southwest China 横断山南段 学术论文 2017 Mammalia 宏观 

Habitat use and selection by takin in the Qinling Mountains, China 秦岭 学术论文 2017 Wildlife Research 宏观 

Genetic diversity of golden takin (Budorcas taxicolor bedfordi) population from Qinling Mountains in China revealed 

by sequence analysis of mitochondrial DNA control region 
秦岭/岷山-横断山北段 学术论文 2017 

Biochemical Systematics and 

Ecology 
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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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 affecting the efficacy of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tropical protected areas: A case study in Xishuangbanna, 

southwestern China 
西双版纳 学位论文 2017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宏观 

Effects of the Qinghai-Tibet Railway on the landscape genetics of the endangered Przewalski’s gazelle (Procapra 

przewalskii) 
祁连山 学术论文 2017 Scientific Reports 微观 

Does one size fit all? A multispecies approach to regional landscape corridor planning 秦岭 学术论文 2017 Diversity and Distributions 宏观 

Diversity and activity patterns of sympatric animals among four types of forest habitat in Guanyinshan Nature Reserve 

in the Qinling Mountains, China 
秦岭 学术论文 2017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宏观 

Divergent responses of sympatric species to livestock encroachment at fine spatiotemporal scales 岷山-横断山北段 学术论文 2017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宏观 

Complete mitochondrial genome of Saiga tatarica (Ruminantia; Pecora; Bovidae) isolate Wuwei in China  学术论文 2017 Mitochondrial DNA Part B 微观 

Complete mitochondrial genome of Naemorhedus goral (Caprinae), a threatened species from the Himalayan and 

Hindu Kush regions 
太行山 学术论文 2017 Conservation Genetics Resources 微观 

A field test of the activity budget hypothesis: The case of blue sheep in Helan Mountains of Ningxia, China 西鄂尔多斯-贺兰山-阴山 学术论文 2017 Pakistan Journal of Zoology 宏观 

新疆天山中部北山羊社群结构 天山-准噶尔盆地西南部 学术论文 2016 兽类学报 宏观 

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自然保护区鹅喉羚遗传多样性及系统发育地位  学术论文 2016 兽类学报 微观 

新疆鹅喉羚叶尔羌亚种微卫星遗传多样性研究  学术论文 2016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微观 

西藏墨脱不同海拔区鸟兽红外相机监测 喜马拉雅东南部 学术论文 2016 生物多样性 宏观 

四川省老河沟自然保护区兽类多样性红外相机调查  学术论文 2016 兽类学报 宏观 

三种珍稀有蹄类动物的警戒行为数据 祁连山 学术论文 2016 生物多样性 宏观 

青藏铁路沿线藏羚迁徙期集群特征分析 羌塘-三江源 学术论文 2016 基因组学与应用生物学 宏观 

南岭森林哺乳动物多样性的红外相机监测 南岭 学术论文 2016 生态科学 宏观 

龙溪–虹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兽类和鸟类多样性红外相机调查结果初报 岷山-横断山北段 学术论文 2016 兽类学报 宏观 

羚牛线粒体基因组全序列测定与分析 秦岭 学术论文 2016 基因组学与应用生物学 微观 

利用胎盘研究藏羚羊(Pantholops hodgsonii)初生性别比例 羌塘-三江源 学术论文 2016 生命科学研究 微观 

利用红外相机网络调查古田山自然保护区的兽类及雉类多样性 黄山-怀玉山 学术论文 2016 兽类学报 宏观 

利用红外相机调查西藏洛隆县鸟类和兽类的物种多样性  学术论文 2016 生物多样性 宏观 

利用红外相机调查青海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铁–军功分区兽类资源 羌塘-三江源 学术论文 2016 生物多样性 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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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红外相机对湖北后河自然保护区兽类和鸟类的初步调查 武陵山 学术论文 2016 兽类学报 宏观 

利用红外相机对高黎贡山中段西坡兽类和鸟类多样性初步调查 横断山南段 学术论文 2016 兽类学报 宏观 

利用 mtDNA 和微卫星分析羚牛秦岭亚种遗传多样性和遗传结构 秦岭 学位论文 2016 陕西师范大学 微观 

卡拉麦里山有蹄类自然保护区盘羊生境选择  学位论文 2016 新疆大学 宏观 

卡拉麦里山雌雄盘羊行为差异及一致性研究  学术论文 2016 干旱区研究 宏观 

基于红外相机技术调查长青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兽类和鸟类多样性 秦岭 学术论文 2016 兽类学报 宏观 

基于红外触发相机陷阱技术的小五台山物种多样性调查 太行山 学术论文 2016 河北林业科技 宏观 

基于 DNA 条形码和微卫星标记分析矮岩羊的进化地位 

西鄂尔多斯-贺兰山-阴山/岷山

-横断山北段/羌塘-三江源/横

断山南段 

学术论文 2016 四川动物 微观 

红外相机技术在北京雾灵山自然保护区兽类资源调查中的应用 太行山 学术论文 2016 兽类学报 宏观 

红外相机技术监测喀斯特生境兽类和鸟类多样性及活动节律 桂西南山地 学术论文 2016 兽类学报 宏观 

贺兰山岩羊冬夏季的上毛显微形态特征比较 西鄂尔多斯-贺兰山-阴山 学术论文 2016 东北林业大学学报 微观 

贺兰山同域分布野生岩羊和阿拉善马鹿全血微量元素分析 西鄂尔多斯-贺兰山-阴山 学术论文 2016 野生动物学报 微观 

甘肃岷山地区羚牛的栖息地选择研究 岷山-横断山北段 学术论文 2016 甘肃林业科技 宏观 

不同季节卡拉麦里山盘羊生境选择分析  学术论文 2016 干旱区研究 宏观 

北京雾灵山自然保护区冬春季地面活动鸟兽红外相机初步调查 太行山 学术论文 2016 动物学杂志 宏观 

艾比湖湿地自然保护区鹅喉羚生境适宜性评价 天山-准噶尔盆地西南部 学术论文 2016 生态学报 宏观 

Understanding habitat selection of the vulnerable wild yak Bos mutus on the Tibetan Plateau 羌塘-三江源 学术论文 2016 Oryx 宏观 

The complete mitochondrial genome of Ovis ammon darwini (Artiodactyla: Bovidae) 羌塘-三江源 学术论文 2016 Conservation Genetics Resources 微观 

Serological survey of avian influenza virus infection in non-avian wildlife in Xinjiang, China 
库姆塔格/天山-准噶尔盆地西

南部 
学术论文 2016 Archives of Virology 微观 

Patterns of snow leopard site use in an increasingly human-dominated landscape 祁连山 学术论文 2016 PLoS ONE 宏观 

Intestinal parasites in the critically endangered Przewalski’s gazelle (Procapra przewalskii) in China, with the 

description of a new species of Eimeria (Apicomplexa: Eimeriidae) 
 学术论文 2016 Journal of Wildlife Diseases 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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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tary overlap and co-existence of sympatric wild yak, Tibetan wild ass and Tibetan antelope in Arjin Shan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Xinjiang Province, China 
羌塘-三江源 学术论文 2016 Wildlife Research 微观 

Diagnosis of peste des petits ruminants in wild and domestic animals in Xinjiang, China, 2013–2016 天山-准噶尔盆地西南部 学术论文 2016 
Transboundary and Emerging 

Diseases 
微观 

Abundance, distribution and conservation status of Siberian ibex, marco polo and blue sheep in Karakoram-Pamir 

mountain area 
 学术论文 2016 

Journal of King Saud University 

Science 
宏观 

新疆科克森山盘羊季节性昼间行为时间分配和活动节律  学术论文 2015 生态学杂志 宏观 

新巴尔虎草原黄羊生境适宜度评价及景观特征研究 呼伦贝尔 学位论文 2015 北京林业大学 宏观 

四川羚牛的家域与忠诚度 岷山-横断山北段 学术论文 2015 生态学报 宏观 

四川羚牛春季地形选择特征的初步研究 岷山-横断山北段 学术论文 2015 动物学杂志 宏观 

四川老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红外相机监测取得丰硕成果 横断山南段 学术论文 2015 四川动物 宏观 

四川九顶山自然保护区的兽类资源多样性调查 岷山-横断山北段 学术论文 2015 四川林业科技 宏观 

使用自动红外相机对云南南滚河自然保护区及江西高天岩自然保护区内大中型哺乳动物的调查评估  学位论文 2015 北京林业大学 宏观 

秦岭南坡不同干扰机制下的有蹄类动物多样性研究 秦岭 学位论文 2015 西北大学 宏观 

内蒙古中部盘羊(Ovis ammon)生存现状及栖息地选择  学位论文 2015 内蒙古师范大学 宏观 

基于生态位模型的新疆鹅喉羚生境评价 
天山-准噶尔盆地西南部/塔里

木河流域 
学位论文 2015 新疆大学 宏观 

基于生态位模型的艾比湖鹅喉羚生境评价  学术论文 2015 生态学报 宏观 

基于红外相机技术调查神农架旅游公路对兽类活动的影响 大巴山 学术论文 2015 生态学杂志 宏观 

基于红外相机对弄岗森林动态监测样地及周边的鸟兽多样性及生态学研究 桂西南山地 学位论文 2015 广西师范大学 宏观 

基于红外相机对额仁淖尔苏木盘羊(Ovis ammon)生存现状的研究  学术论文 2015 野生动物学报 宏观 

基于粪样 DNA 的两个中华斑羚种群保护遗传学初步研究 太行山 学位论文 2015 北京林业大学 微观 

基于粪便 DNA 的岩羊微卫星引物的筛选及个体识别 西鄂尔多斯-贺兰山-阴山 学术论文 2015 四川动物 微观 

基于 mtDNA 控制区的新疆鹅喉羚群体遗传学研究 
羌塘-三江源/天山-准噶尔盆地

西南部/塔里木河流域 
学位论文 2015 新疆大学 微观 

基于 Cyt b 和 D-loop 基因探讨卡拉麦里山鹅喉羚的遗传多样性及系统发育  学位论文 2015 新疆农业大学 微观 

红外相机技术在珍稀兽类活动模式研究中的应用 岷山-横断山北段 学术论文 2015 四川动物 宏观 



陈星, 官天培, 蒋文乐, 李丹丹, 杨孔, 李晟 (2021) 中国牛科动物分布与种群现状: 基于文献计量数据. 生物多样性, 29, 668–679. http://www.biodiversity-science.net/CN/10.17520/biods.2020393 

 

文章名 

Title of article 

优先保护区域 

Conservation priority areas 

文献类型 

Document 

type 

发表年份 

Year of 

publication 

期刊名/院校 

Journal or academy 

研究领域 

Research 

areas 

艾比湖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区鹅喉羚种群数量与分布 天山-准噶尔盆地西南部 学术论文 2015 四川动物 宏观 

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基于野牦牛、藏野驴、藏羚羊适宜栖息地的生态容量估测 羌塘-三江源 学术论文 2015 生态学报 宏观 

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藏羚羊、藏野驴和野牦牛的数量与分布 羌塘-三江源 学术论文 2015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宏观 

The complete mitochondrial genome sequence of the Himalayan goral, Naemorhedus goral (Cetartiodactyla: Caprinae) 岷山-横断山北段 学术论文 2015 Mitochondrial DNA Part A 微观 

Shared resources between giant panda and sympatric wild and domestic mammals 岷山-横断山北段/秦岭 学术论文 2015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宏观 

On the high trail: Examining determinants of site use by the endangered snow leopard Panthera uncia in Qilianshan, 

China 
祁连山 学术论文 2015 Oryx 宏观 

Nature reserve requirements for landscape-dependent ungulates: The case of endangered takin (Budorcas taxicolor) in 

Southwestern China 
岷山-横断山北段 学术论文 2015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宏观 

Key factors on foraging and bedding sites selection of the Asiatic ibex (Capra sibirica) in Central Tianshan Mountains 

in winter 
天山-准噶尔盆地西南部 学术论文 2015 Folia Zoologica 宏观 

Is the clouded leopard Neofelis nebulosa extinct in Taiwan, and could it be reintroduced? An assessment of prey and 

habitat 
 学术论文 2015 Oryx 宏观 

Initial assessment on large and medium sized terrestrial mammal assemblage using camera trapping in Nangunhe 

Nature Reserve in Yunnan, China 
 学术论文 2015 Journal of Resources and Ecology 宏观 

Habitat suitability for Chiru (Pantholops hodgsonii): Implications for conservation management across the Tibetan 

Region of Chang Tang 
羌塘-三江源 学术论文 2015 Journal of Wildlife Management 宏观 

Foraging and bedding site selection by Asiatic ibex (Capra sibirica) during summer in Central Tianshan Mountains 天山-准噶尔盆地西南部 学术论文 2015 Pakistan Journal of Zoology 宏观 

西藏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哺乳动物区系及其垂直变化 喜马拉雅东南部 学术论文 2014 兽类学报 宏观 

武威东沙窝地区赛加羚羊潜在生境适宜性评价  学术论文 2014 生态科学 宏观 

王朗自然保护区大熊猫及其同域物种活动节律及栖息地利用研究 岷山-横断山北段 学位论文 2014 北京林业大学 宏观 

王朗自然保护区斑羚的生境利用研究 岷山-横断山北段 学术论文 2014 甘肃科技 宏观 

天山中部地区盘羊冬季采食地和卧息地的生境分离 天山-准噶尔盆地西南部 学术论文 2014 生态学杂志 宏观 

陕西省羚牛 mDNA 控制区序列结构和种群遗传多样性分析 秦岭 学术论文 2014 西北农业学报 微观 

秦岭南坡森林有蹄类群落组成与垂直分布特征 秦岭 学术论文 2014 动物学杂志 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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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背梁自然保护区兽类红外相机监测结果初报 秦岭 学术论文 2014 陕西林业科技 宏观 

内蒙古新巴尔虎草原黄羊生境适宜性评价 呼伦贝尔 学位论文 2014 北京林业大学 宏观 

内蒙古达赉湖地区蒙原羚产仔期集群及警戒行为研究 呼伦贝尔 学位论文 2014 北京林业大学 宏观 

内蒙古达赉湖地区蒙原羚冬季采食生境选择 呼伦贝尔 学术论文 2014 生态学杂志 宏观 

木垒国际狩猎场天山盘羊种群调查 天山-准噶尔盆地西南部 学术论文 2014 动物学杂志 宏观 

利用红外相机技术分析秦岭有蹄类动物活动节律的季节性差异 秦岭 学术论文 2014 生物多样性 宏观 

卡拉麦里山有蹄类自然保护区鸟兽的红外相机监测  学术论文 2014 生物多样性 宏观 

金沙江河谷地区岩羊种群遗传多样性分析 横断山南段 学术论文 2014 四川动物 微观 

基于相机陷阱技术的阿尔金山北坡水源地鸟兽物种监测 羌塘-三江源 学术论文 2014 兽类学报 宏观 

基于线粒体 Cytb 和核基因 ZFY 探讨羊族物种之间的系统发生关系 横断山南段 学术论文 2014 兽类学报 微观 

基于细胞色素氧化酶基因(COI)进行哺乳动物物种鉴定  学位论文 2014 新疆大学 微观 

红外相机技术监测九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兽多样性 武夷山 学术论文 2014 浙江林业科技 宏观 

红外触发相机在荒漠区野生动物监测中的应用— —以安西极旱荒漠自然保护区为例 祁连山 学术论文 2014 林业资源管理 宏观 

红外触发相机技术在山区动物调查中的应用 祁连山 学术论文 2014 野生动物学报 宏观 

贺兰山岩羊不同性别昼间行为时间分配和活动节律研究 西鄂尔多斯-贺兰山-阴山 学位论文 2014 东北林业大学 宏观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河口林区岩羊种群资源现状与管理 祁连山 学术论文 2014 林业实用技术 宏观 

独龙江流域羚牛的种群、分布和保护 横断山南段 学术论文 2014 四川动物 宏观 

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基于 GIS -生态位模型的野牦牛栖息地辨识研究 羌塘-三江源 学术论文 2014 干旱区地理 宏观 

The impact of fencing on the distribution of Przewalski’s gazelle 祁连山 学术论文 2014 Journal of Wildlife Management 宏观 

The complete mitochondrial genome sequence of the Chinese serow, Capricornis milneedwardsii (Cetartiodactyla: 

Caprinae) 
 学术论文 2014 Mitochondrial DNA Part A 微观 

Sexual/aggressive behavior of wild yak (Bos mutus Prejevalsky 1883) during the rut: Influence of female choice 羌塘-三江源 学术论文 2014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宏观 

Sex differences in ecology of wild yaks at high elevation in the Kekexili Reserve, Tibetan Qinghai Plateau, China 羌塘-三江源 学术论文 2014 Journal of Mammalogy 宏观 

Influences of human and livestock density on winter habitat selection of Mongolian gazelle (Procapra gutturosa) 呼伦贝尔 学术论文 2014 Zoological Science 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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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ete mitochondrial genome sequence of the blue sheep, Pseudois nayaur szechuanensis (Cetartiodactyla: 

Caprinae) 
岷山-横断山北段 学术论文 2014 Mitochondrial DNA Part A 微观 

4 种有蹄类动物栖息地选择比较研究 岷山-横断山北段 学术论文 2014 林业资源管理 宏观 

天山盘羊夏季采食地和卧息地生境选择 天山-准噶尔盆地西南部 学术论文 2013 生态学报 宏观 

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斑羚夏季生境选择研究 岷山-横断山北段 学术论文 2013 内江师范学院学报 宏观 

四川羚牛繁殖期集群类型及海拔分布 岷山-横断山北段 学术论文 2013 四川动物 宏观 

人类游憩行为对岩羊(Pseudois nayaur)反应行为的影响 西鄂尔多斯-贺兰山-阴山 学术论文 2013 科学通报 宏观 

普氏原羚集群的群体决策过程  学术论文 2013 兽类学报 宏观 

基于 mtDNA 的三段基因讨论赤斑羚和鬣羚的分类地位及进化历史 喜马拉雅东南部 学位论文 2013 华东师范大学 微观 

基于 MAXENT 模型的贺兰山岩羊生境适宜性评价 西鄂尔多斯-贺兰山-阴山 学术论文 2013 生态学报 宏观 

红外触发相机在贺兰山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监测中的应用研究 西鄂尔多斯-贺兰山-阴山 学术论文 2013 宁夏农林科技 宏观 

贺兰山岩羊生境适宜性评价研究 西鄂尔多斯-贺兰山-阴山 学位论文 2013 东北林业大学 宏观 

贺兰山岩羊(Pseudois nayau)性别分离机制研究 西鄂尔多斯-贺兰山-阴山 学位论文 2013 东北林业大学 宏观/微观 

草原围栏对普氏原羚行为和栖息地面积的影响  学术论文 2013 科学通报 宏观 

白马雪山中华鬣羚种群数量和分布初步调查 横断山南段 学术论文 2013 野生动物 宏观 

ココシリで繁殖するチベットアンテロープ(Pantholops hodgsonii)のホームレンジおよび生息地の環境利用に

ついて 
羌塘-三江源 学位论文 2013 酪农学园大学 宏观 

Wild ungulate distribution in the Naban River Watershed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Southwest China 西双版纳 学术论文 2013 
Journal of Tropical Forestry and 

Environment 
宏观 

Recent geological events and intrinsic behavior influence the population genetic structure of the Chiru and Tibetan 

gazelle on the Tibetan Plateau 
羌塘-三江源 学术论文 2013 PLoS ONE 微观 

Phylogenetic analyses and improved resolution of the family Bovidae based on complete mitochondrial genomes 喜马拉雅东南部 学术论文 2013 
Biochemical Systematics and 

Ecology 
微观 

Monitoring wildlife abundance and diversity with infra-red camera traps in Guanyinshan Nature Reserve of Shaanxi 

Province, China 
秦岭 学术论文 2013 Ecological Indicators 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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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lecular cloning, characterization and expression of myoglobin in Tibetan antelope (Pantholops hodgsonii), a species 

with hypoxic tolerance 
羌塘-三江源 学术论文 2013 Gene 微观 

Microsatellite and mitochondrial DNA assessment of the genetic diversity of captive Saiga antelopes (Saiga tatarica) 

in China 
 学术论文 2013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微观 

Impacts of grassland fence on the behavior and habitat area of the critically endangered Przewalski’s gazelle around the 

Qinghai Lake 
祁连山 学术论文 2013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宏观 

Habitat associations of four ungulates in mountain forests of southwest China, based on camera trapping and dung 

counts data 
横断山南段 学术论文 2013 Population Ecology 宏观 

G-F 指数测度百山祖兽类物种多样性 武夷山 学术论文 2013 生态学杂志 宏观 

Flight responses of blue sheep in Ningxia Helan Mountain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西鄂尔多斯-贺兰山-阴山 学术论文 2013 Folia Zoologica 宏观 

Expression profiling of abundant genes in pulmonary and cardiac muscle tissues of Tibetan antelope (Pantholops 

hodgsonii) 
羌塘-三江源 学术论文 2013 Gene 微观 

Effects of plant phenology and solar radiation on seasonal movement of golden takin in the Qinling Mountains, China 秦岭 学术论文 2013 Journal of Mammalogy 宏观 

Draft genome sequence of the Tibetan antelope 羌塘-三江源 学术论文 2013 Nature Communications 微观 

Does a temperate ungulate that breeds in summer exhibit rut-induced hypophagia? Analysis of time budgets of male 

takin (Budorcas taxicolor) in Sichuan, China 
岷山-横断山北段 学术论文 2013 Behavioural Processes 宏观 

Distribution and population status of Przewalski’s gazelle, Procapra przewalskii (Cetartiodactyla, Bovidae) 祁连山 学术论文 2013 Mammalia 宏观 

Behavioral responses of blue sheep (Pseudois nayaur) to nonlethal human recreational disturbance 西鄂尔多斯-贺兰山-阴山 学术论文 2013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宏观 

中国岩羊分子系统地理学初探 西鄂尔多斯-贺兰山-阴山 学位论文 2012 东北林业大学 微观 

新疆塔什库尔干有蹄类动物种群密度研究  学术论文 2012 山西林业科技 宏观 

新疆塔什库尔干岩羊和北山羊种群密度调查  学术论文 2012 野生动物 宏观 

夏季可可西里雌性藏原羚行为时间分配及活动节律 羌塘-三江源 学术论文 2012 生态学报 宏观 

西昆仑地区野生有蹄类动物种群及其影响因子研究  学术论文 2012 绿色科技 宏观 

西昆仑地区北山羊和岩羊种群数量及分布特征研究  学位论文 2012 北京林业大学 宏观 

天山中部地区盘羊和北山羊的生境选择 天山-准噶尔盆地西南部 学位论文 2012 新疆农业大学 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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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华山国家级保护区羚牛种群分布现状调查 秦岭 学术论文 2012 陕西林业科技 宏观 

秦岭羚牛角结构与功能的研究 秦岭 学术论文 2012 经济动物学报 宏观 

牛背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羚牛种群状况及濒危原因分析 秦岭 学术论文 2012 野生动物 宏观 

内蒙古达赉湖地区蒙原羚生境适宜度评价 呼伦贝尔 学术论文 2012 生态学杂志 宏观 

内蒙古达赉湖地区蒙原羚(Procapra gutturosa)采食生境选择研究 呼伦贝尔 学位论文 2012 东北林业大学 宏观 

利用红外相机调查北京松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野生动物物种 太行山 学术论文 2012 生态学报 宏观 

可可西里四种有蹄类动物对道路的回避距离及保护建议 羌塘-三江源 学术论文 2012 生态学杂志 宏观 

基于细胞色素 b 基因的中国岩羊不同地理种群遗传差异分析 

西鄂尔多斯-贺兰山-阴山/岷山

-横断山北段/羌塘-三江源/横

断山南段 

学术论文 2012 生态学报 微观 

红外相机技术在陕西观音山自然保护区兽类监测研究中的应用 秦岭 学术论文 2012 兽类学报 宏观 

贺兰山岩羊的种群动态及警戒行为研究 西鄂尔多斯-贺兰山-阴山 学位论文 2012 华东师范大学 宏观 

甘肃马鬃山盘羊春季卧息地的利用  学术论文 2012 四川动物 宏观 

地形因素对羚牛家域估算的影响分析———以固定核域法与最小凸边形法为例 岷山-横断山北段 学术论文 2012 兽类学报 宏观 

草原网围栏对内蒙古达赉湖地区蒙原羚生境的影响研究 呼伦贝尔 学位论文 2012 东北林业大学 宏观 

藏羚羊 PGC-1α 基因编码区的克隆与分析 羌塘-三江源 学术论文 2012 动物学杂志 微观 

不同相机布放模式在古田山兽类资源监测中的比较 黄山-怀玉山 学术论文 2012 生态学杂志 宏观 

Winter daytime activity budgets of Asiatic ibex Capra sibirica in Tomur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of Xinjiang, China 天山-准噶尔盆地西南部 学术论文 2012 Pakistan Journal of Zoology 宏观 

Seasonal migration by a large forest ungulate: A study on takin (Budorcas taxicolor) in Sichuan Province, China 岷山-横断山北段 学术论文 2012 
European Journal of Wildlife 

Research 
宏观 

Seasonal habitat use of Chinese goral (Naemorhedus griseus) in a subtropical forest 岷山-横断山北段 学术论文 2012 Russian Journal of Ecology 宏观 

Population increase at a calving ground of the endangered Tibetan antelope Pantholops hodgsonii in Xinjiang, China 羌塘-三江源 学术论文 2012 Oryx 宏观 

Population dynamics of blue sheep Pseudois nayaur in Ningxia Helan Mountain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China 西鄂尔多斯-贺兰山-阴山 学术论文 2012 Folia Zoologica 宏观 

Isol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cross-amplification microsatellite panels for species of Procapra (Bovidae; 

Antilopinae) 
 学术论文 201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lecular 

Sciences 
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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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uging the impact of management expertise on the distribution of large mammals across protected areas 岷山-横断山北段 学术论文 2012 Diversity and Distributions 宏观 

Effects of reproductive status, social rank, sex and group size on vigilance patterns in Przewalski’s gazelle 祁连山 学术论文 2012 PLoS ONE 宏观 

Current status and conservation of the endangered Przewalski’s gazelle Procapra przewalskii, endemic to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China 
祁连山 学术论文 2012 Oryx 宏观 

Cardiac adaptive mechanisms of Tibetan antelope (Pantholops hodgsonii) at high altitudes 羌塘-三江源 学术论文 2012 
American Journal of Veterinary 

Research 
微观 

A direct comparison of camera-trapping and sign transects for monitoring wildlife in the Wanglang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China 
岷山-横断山北段 学术论文 2012 Wildlife Society Bulletin 宏观 

竹巴笼矮岩羊昼间行为节律和时间分配 横断山南段 学术论文 2011 生态学报 宏观 

重引入普氏野马、蒙古野驴和鹅喉羚的秋季营养生态位  学术论文 2011 干旱区研究 微观 

肃南肃北草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研究 祁连山 学术论文 2011 草业学报  宏观 

四川唐家河自然保护区扭角羚死亡监测探讨 岷山-横断山北段 学术论文 2011 四川动物 微观 

四川唐家河自然保护区扭角羚冬春季日活动模式研究 岷山-横断山北段 学术论文 2011 四川动物 宏观 

人为干扰下宁夏贺兰山岩羊反应的群体差异 西鄂尔多斯-贺兰山-阴山 学术论文 2011 动物学研究 宏观 

青海湖区普氏原羚与鸟类种群监测  学术论文 2011 青海草业 宏观 

宁夏贺兰山岩羊(Pseudois nayaur)人为干扰反应行为研究 西鄂尔多斯-贺兰山-阴山 学位论文 2011 华东师范大学 宏观 

内蒙古达赉湖地区蒙原羚昼间行为时间分配 呼伦贝尔 学术论文 2011 四川动物 宏观 

可可西里同域分布藏羚与藏原羚生境选择研究 羌塘-三江源 学位论文 2011 南京农业大学 宏观 

贺兰山岩羊(Pseudois nayaur)和马鹿(Cervus elaphus alxaicus)的食性及生境选择比较研究 西鄂尔多斯-贺兰山-阴山 学位论文 2011 东北林业大学 宏观/微观 

甘肃马鬃山北山羊春季卧息地的选择  学术论文 2011 四川动物 宏观 

甘肃东大山自然保护区岩羊、甘肃马鹿的分布及数量初步调查  学术论文 2011 甘肃科技 宏观 

藏羚羊组蛋白去乙酰化酶 1 基因编码区的克隆与序列分析 羌塘-三江源 学术论文 2011 兽类学报 微观 

藏羚羊低氧诱导因子 1α 基因的克隆与组织表达 羌塘-三江源 学术论文 2011 生理学报 微观 

不同季节鹅喉羚昼间活动节律特征  学术论文 2011 干旱区研究 宏观 

不同季节鹅喉羚昼间行为时间分配特征  学术论文 2011 兽类学报 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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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 of the activity budget hypothesis on Asiatic ibex in Tian Shan Mountains of Xinjiang, China 天山-准噶尔盆地西南部 学术论文 2011 
European Journal of Wildlife 

Research 
宏观 

Preliminary study on migration pattern of the Tibetan antelope (Pantholops hodgsonii) based on satellite tracking 羌塘-三江源 学术论文 2011 Advances in Space Research 宏观 

Location of rut stands vs. mating opportunities in Przewalski’s gazelle: A field test of the "Resource-based Hypothesis" 

and "Female Traffic Version of the Hotspot Hypothesis" 
 学术论文 2011 Current Zoology 宏观 

Genetic diversity, population genetic structure and demographic history of Przewalski’s gazelle (Procapra 

przewalskii): Implications for conservation 
横断山南段 学术论文 2011 Conservation Genetics 微观 

Effect of anthropogenic landscape features on population genetic differentiation of Przewalski’s gazelle: Main role of 

human settlement 
 学术论文 2011 PLoS ONE 微观 

Detection and genetic characterization of peste des petits ruminants virus in free-living bharals (Pseudois nayaur) in 

Tibet, China 
羌塘-三江源 学术论文 2011 Research in Veterinary Science 微观 

秦岭终南山公路隧道 2#竖井施工对野生动植物及其生境的影响 秦岭 学术论文 2010 陕西林业科技 宏观 

内蒙古达赉湖地区和蒙古国东方省蒙原羚的夏季食性 呼伦贝尔 学术论文 2010 生态学报 微观 

罗尼神山矮岩羊(Pseudois schaeferi)集群和生境选择初报 横断山南段 学术论文 2010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宏观 

卡拉麦里山有蹄类保护区鹅喉羚的采食地选择  学术论文 2010 干旱区研究 宏观 

卡拉麦里山保护区鹅喉羚卧息地特征的季节变化  学术论文 2010 生态学杂志 宏观 

贺兰山同域分布岩羊和马鹿发情季节的生境选择差异 西鄂尔多斯-贺兰山-阴山 学术论文 2010 生态学报 宏观 

贺兰山同域分布岩羊和马鹿的夏季食性 西鄂尔多斯-贺兰山-阴山 学术论文 2010 生态学报 微观 

光头山地区羚牛种群分布与变化 秦岭 学术论文 2010 陕西林业 宏观 

冬春季矮岩羊集群特征比较 横断山南段 学术论文 2010 生态学报 宏观 

Phylogenetic position of the takin (Budorcas taxicolor) and the yak (Bos grunniens) within the family Bovidae 岷山-横断山北段 学术论文 2010 Zootaxa 微观 

Nonrandom mixing between groups of Przewalski’s gazelle and Tibetan gazelle 祁连山 学术论文 2010 Journal of Mammalogy 宏观 

Migration patterns of two endangered sympatric species from a remote sensing perspective 秦岭 学术论文 2010 
Photogrammetric Engineering and 

Remote Sensing 
宏观 

Influences of sex, group size, and spatial position on vigilance behavior of Przewalski’s gazelles  学术论文 2010 Acta Theriologica 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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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size and sex effects on vigilance: Evidence from Asiatic ibex, Capra sibirica in Tianshan Mountains, China 天山-准噶尔盆地西南部 学术论文 2010 Folia Zoologica 宏观 

Effects of an earthquake on wildlife behavior: A case study of takin (Budorcas taxicolor) in Tangjiahe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China 
岷山-横断山北段 学术论文 2010 Ecological Research 宏观 

A globally important wild yak Bos mutus population in the Arjinshan Nature Reserve, Xinjiang, China 羌塘-三江源 学术论文 2010 Oryx 宏观 

雅鲁藏布大峡谷羚牛牙齿珐琅质碳、氧同位素组成及其环境意义 喜马拉雅东南部 学术论文 2009 地理科学 微观 

四川省竹巴笼自然保护区矮岩羊的集群特征 横断山南段 学术论文 2009 兽类学报 宏观 

四川省巴塘县矮岩羊与斑羚冬季生境比较 横断山南段 学术论文 2009 生态学报 宏观 

卡拉麦里山有蹄类自然保护区鹅喉羚的时空分布与生境选择  学术论文 2009 干旱区地理 宏观 

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对宁夏野生动物种群安全的影响 西鄂尔多斯-贺兰山-阴山 学术论文 2009 野生动物杂志 宏观 

贺兰山岩羊(Pseudois nayaur)集群特征的季节变化 西鄂尔多斯-贺兰山-阴山 学术论文 2009 生态学报 宏观 

鹅喉羚夏季和冬季卧息地选择  学术论文 2009 动物学研究 宏观 

冬季鹅喉羚昼间行为时间分配及活动节律  学术论文 2009 生态学杂志 宏观 

东大山保护区岩羊对繁殖地的选择及其对气候变化的适应  学术论文 2009 甘肃科技 宏观 

藏东南地区羚牛和鬣羚栖息地利用的种间关系 喜马拉雅东南部 学术论文 2009 动物学杂志 宏观 

矮岩羊种群生态学研究 横断山南段 学位论文 2009 河南大学 宏观 

矮岩羊夏季活动节律、时间分配和集群行为 横断山南段 学术论文 2009 动物学研究 宏观 

阿尔泰山南部科克森山和卡拉麦里山盘羊冬季卧息地的选择  学术论文 2009 兽类学报 宏观 

Vigilance in Przewalski’s gazelle: Effects of sex, predation risk and group size 祁连山 学术论文 2009 Journal of Mammalogy 宏观 

Surveys at a Tibetan antelope Pantholops hodgsonii calving ground adjacent to the Arjinshan Nature Reserve, 

Xinjiang, China: Decline and recovery of a population 
羌塘-三江源 学术论文 2009 Oryx 宏观 

Habitat use and separation between the Chinese serow (Capricornis milneedwardsi) and the Chinese goral 

(Naemorhedus griseus) in winter 
岷山-横断山北段 学术论文 2009 Mammalia 宏观 

Effects of highway traffic on diurnal activity of the critically endangered Przewalski’s gazelle  学术论文 2009 Wildlife Research 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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