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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  大熊猫国家公园范围内涉及红外相机监测的新闻报道、项目报告和未发表数据集列表(2005–2020) 
Appendix 5  List of news reports, project reports and unpublished data sets on camera-trapping detecting within the Giant Panda 

National Park (2005–2020) 

标题 类型 来源 链接 

Headline Type* Source URL 

1. 野外监测 西岭雪山首

次发现豺 
N 成都日报 http://scnews.newssc.org/system/2011/10/03/013324368.shtml 

2. 红外相机拍到10余种

野生动物 
N 新浪四川 http://sc.sina.com.cn/news/m/2015-01-30/detail-ichmifpx6205283-p3.shtml 

3. 甘肃白水江拍摄到大

熊猫等珍稀野生动物40

余种 

N 甘肃日报 http://reli.cssn.cn/zx/shwx/shhnew/201604/t20160413_2965162.shtml 

4. 成都首次雪豹调查 : 

看呆萌小雪豹舔屏相机 
N 封面新闻 http://m.people.cn/n4/2017/1030/c676-10043509.html 

5. 九顶山增设红外相机

调查濒危物种 
N 德阳晚报 https://mp.weixin.qq.com/s/V94Gt0EEQKHrHNEsR73iYg 

6. 大黑熊摆弄摄像机 

绵竹记录下九顶山9种野

生动物 

N 四川国际网 

https://www.toutiao.com/a6615808754241765896/?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

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40393016&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iid=4726554

2961&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group_id=6615808754241765896&wid=1626750309426 

7. 黄柏塬自然保护区首

次发现金钱豹 
N 太白林区 https://mp.weixin.qq.com/s/d_gdNOFqp-b7FhNAtLe_rg 

8. 西安老县城自然保护

区现野生金钱豹 
N 西安发布 https://mp.weixin.qq.com/s/XKYuq4j1Q0ktIQJ3lkGktg 

9. 哇塞！瓦屋山野外红

外相机再次捕捉到大熊

猫, 羚牛抢镜头 

N 微眉山 https://mp.weixin.qq.com/s/k-xzJIQErCnUYkdTPietJQ 

10. 石棉县境内首次发

现野生狼 
N 

石棉县融媒

体中心 
https://mp.weixin.qq.com/s/SAG-470V5z-zvBk36YlhWg 

11. 水獭重返老河沟 N 
老河沟自然

保护区 
https://mp.weixin.qq.com/s/VB51QRSJJczZSt-kJsRtQA 

12. 新驿保护地红外相

机重大收获！！！ 
N 

老河沟自然

保护区 
https://mp.weixin.qq.com/s/UR5UVXhXhwr_4lVLxviPSw 

13. 赤狐重现白水江保

护区 
N 

大熊猫国家

公园白水江

分局 

https://mp.weixin.qq.com/s/HgBwnPxmQREv1TqxjTLotA 

14. 蜂桶寨保护区首次

监测到国家Ⅱ级保护动

物斑林狸 

N 

四川蜂桶寨

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 

https://mp.weixin.qq.com/s/yU28_G0-Nxf9mVYrvpOH3g 

15. 留坝自然保护区红

外相机再次拍到珍稀动

物！ 

N 大汉中 https://mp.weixin.qq.com/s/PnjXGgpPZEepeoxp1JLl1w 

16. 天气渐热, 自然保护

地的小猴子们待不住

了……《秘境之眼》带您

走进它们的日常 

N 央视一套 https://mp.weixin.qq.com/s/p-6brdTUakUtzSLI6Rjb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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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类型 来源 链接 

Headline Type* Source URL 

17. 保护区架设红外相机

后, 拍到了它们…… 
N 西安发布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8447581610100172&wfr=spider&for=pc 

18. 四川北川 红外相机

首次拍到扭角羚成群活

动影像 

N 央视网 http://video.sdchina.com/v/27556.html 

19. 四川松潘 白羊自然

保护区 红外相机拍到多

种珍稀动物影像 

N 央视网 http://tv.cctv.com/2020/06/25/VIDE1Hw5X6az7DaP9FMT4WGs200625.shtml 

20. 红外相机再次拍摄

到野生大熊猫 
N 微大邑 https://mp.weixin.qq.com/s/qmo0FOg0-yFqxIo5tafSOA 

21. 汉中: 红外相机再次

拍摄到野生大熊猫等珍

稀动物影像 

N 汉中早8点 https://mp.weixin.qq.com/s/H56LL3RnI4xWRTo-ImP95w 

22. 亚洲黑熊仔进村“偷

吃”蜂蜜被拍个正着！ 
N 

大熊猫国家

公园 
https://mp.weixin.qq.com/s/QrYo4ynQEdSvWQXqMUrJtQ 

23. 土地岭大熊猫生态

廊道 红外相机首次拍摄

到野生大熊猫！ 

N 腾讯新闻 https://new.qq.com/rain/a/20200811V0M0T600 

24. 红外相机抓拍到野

生大熊猫母子同框画面, 

超萌超可爱！ 

N 四川雅安 https://mp.weixin.qq.com/s/Wexh97TS2irlTfc5_TAwtQ 

25. 红外相机立功了！四

川黄龙景区首次拍到野

生川金丝猴种群 

N 腾讯新闻 https://new.qq.com/omn/20201112/20201112V0COIA00.html 

26. 珍贵！黄龙“红外相

机”首次拍到野生川金丝

猴种群 

N 潇湘晨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3131630248006835&wfr=spider&for=pc 

27. 福寿拍到大熊猫啦！

而且, 还有…… 
N 

桃花源基金

会 
https://mp.weixin.qq.com/s/HvB4vqjkaUCvzsws1Y7m_w 

28. “十三五”期间四川省

阿坝州大熊猫及珍稀动

物栖息地恢复见成效 

N 潇湘晨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5582855368647680&wfr=spider&for=pc 

29. 四川鞍子河自然保护

区红外相机编目 
P – – 

30. 四川王朗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红外相机编目 
P – – 

31. 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红外相机物种编

目 

P – – 

32. 四川小河沟保护区红

外相机编目 
P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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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类型 来源 链接 

Headline Type* Source URL 

33. 四川鸡冠山国家级森

林公园红外相机数据 
S – – 

34. 宽坝林场红外相机数

据 
S – – 

*类型: N: 新闻报道; P: 项目报道; S: 未发表数据集。 

*Type: N, News reports; P, Project reports; S, Unpublished data se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