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德黄河清湿地公园

贵德黄河清国家湿地公园位于
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境内，总面
积 0.45 万公顷，距省会西宁市 114
公里。贵德素有高原“小江南”之
称，由于地处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
的过渡地带，独特的地理和自然环
境作用下，贵德形成了美丽壮观的
溶蚀地貌和丹霞山貌。贵德黄河水
清澈见底，享有“黄河天下贵德清”
的美誉。

德令哈尕海国家湿地公园

德令哈尕海国家湿地公园位于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
内，总面积 1.12万公顷。德令哈尕
海国家湿地公园是德令哈市城市的
生态地标，是城市建设与生态环境
协调发展的典范。园区内的巴音河
及其支流和尕海湿地资源以及天鹅
等野生鸟类栖息地，形成独特的自
然生态景观。

西宁湟水国家湿地公园

湟水国家湿地公园位于湟水河
流域西宁市城区段，湿地公园规划
总面积508.7公顷。公园地处市区，
交通便利，可充分发挥西宁湟水湿
地公园融湿地保育、环境教育、游
憩、服务于一体的功能，即保护了高
原原始自然生态景观，又丰富了城
市生态文化的内涵。

乌兰都兰湖国家湿地公园

乌兰都兰湖国家湿地公园位于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兰县铜普
镇和柯柯镇境内，总面积 0.67 万
公顷。湿地公园注入水源主要为赛
什克河、都兰河。都兰湖拥有丰富
的湿地资源、优美的自然环境及特
色的民族文化，具备开展生态旅游
的有利条件。

刚察沙柳河国家湿地公园

刚察沙柳河国家湿地公园位于
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境内，北起
沙柳河刚察大寺附近，沿沙柳河沿
岸两侧道路或围栏往南延伸至青海
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边界——青藏
铁路，并包含湟鱼家园大部分区域，
总面积为 0.298万公顷。公园内有
闻名的湟鱼洄游景观，并拥有蜿蜒
河流、沼泽湿地、藏式建筑等自然和
人文景象。

河南洮河源国家湿地公园

河南洮河源国家湿地公园位于
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
赛尔龙乡境内，距省会西宁市 346
公里，总面积 3.84万公顷。该公园
位于河南县中部，平均海拔在 3700
米左右，湿地公园内自然景观多姿
多彩，每年有大天鹅、鸢、雀鹰、鸬
鹚、灰雁等珍禽来此栖息，吸引无数
游客回归自然，流连忘返。

祁连黑河源国家湿地公园

祁连黑河源国家湿地公园位于
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境内西北部
祁连山中段黑河流域源头区，总面
积 6.4 万公顷，距祁连县城 80 公
里。公园内有广阔的高寒草甸植
被，分布于平川、谷地，与周边山地、
沟壑的湿地，形成了完整的高原湿

地景观风貌区。

甘德班玛仁拓国家

湿地公园

甘德班玛仁拓国
家湿地公园位于果洛
藏族自治州甘德县东
南 部 ，规 划 总 面 积
0.44万公顷。湿地公园内良好的生
态环境使其成为众多野生动物的理
想栖息场所。在这里，鸟类翱翔于
长空，或漫游于水面，又或栖息于灌
丛；珍稀的高原兽类出没在湿地周
围，在青山碧水映衬下，构成了湿地
公园一幅美丽的画卷。

达日黄河国家湿地公园

达日黄河国家湿地公园地处青
藏高原东南部，位于果洛藏族自治
州达日、甘德两县境内，包括黄河一
级支流达日河和格萨尔林卡山至达
日河之间的黄河流域。湿地公园内
黄河流域长约 20.1公里，达日河长
约 82 公里，公园总面积 0.87 万公
顷，距省会西宁 577 公里，距州府
138公里。达日县依托当地独特的
风俗人情、人文景观与格萨尔文化、
藏传佛教文化紧密相连的特点，以

“格萨尔文化发祥地、玛央秀姆草

原、玛域明珠·达日”为生态文化旅
游的定位。

贵南茫曲国家湿地公园

贵南茫曲国家湿地公园位于海
南藏族自治州贵南县南部茫拉河中
上游段，湿地公园包括茫拉河源头
至都兰、达布江水库下游河道，距西
宁 255 公里，总面积为 0.48 万公
顷。公园所在的贵南县雪山巍峨、
草原广袤，佛教文化源远流长，塔秀
寺、鲁仓寺金瓦碧檐、晨钟暮鼓。卡
约文化、拉乙亥齐家文化遗址更是
引人入胜。

乐都大地湾国家湿地公园

乐都大地湾国家湿地公园地处
海东市乐都区境内的湟水河河谷地
区，公园主体为乐都区湟水河，包含
沿河两侧部分林地、季节性河流与
滩涂，公园总面积609.9公顷。公园

处于自由开放状态，旅
游爱好者和摄影爱好
者可在不同的季节进
入湿地公园观赏湿地
景观，体验荷塘风情，
在鸟类迁徙季节到湿
地观鸟、拍摄。

曲麻莱德曲源

国家湿地公园

曲麻莱德曲源国家湿地公园位
于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巴干乡
境内，海拔 4400～4600 米，总面积
1.86万公顷。德曲源头地形开阔、
地势平坦，河水蜿蜒徜徉在广阔的
草原之间，犹如碧毯上镶嵌的一条
晶莹丝带。河流两岸支流汇集，河
水干净清澈区内水草丰美，沼泽湿
地如点点繁星，在阳光的照耀下熠
熠生辉。

班玛玛可河国家湿地公园

班玛玛可河国家湿地公园位于
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东部，包括
班玛县境内除去三江源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以外的玛可河干流全部流
域，湿地公园规划总面积 0.16万公
顷。湿地公园自然、人文景观丰富
且完整，既有高原河流和高寒草原
等自然景观，也有游牧民族定居区、
藏传佛教寺院、佛教庙宇、天葬台、

白塔、玛尼堆、五彩经幡等人文景
观，极具生态旅游潜力。

泽库泽曲国家湿地公园

泽库泽曲国家湿地公园位于黄
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境内，总面积
为7.23万公顷。泽库县是黄河源头
重要的生态保护区，区内湿地对调
节黄河源头水量，滞留沉积物，净化
水质，防洪蓄水和调节气候具有重
要作用。域内环境安静，花草茂盛，
广阔的沼泽草场为食草水鸟提供了
丰富的食物资源，因此珍稀动植物
资源非常丰富。夏秋季节，美妙的
自然风光和浓郁的草原风情令人陶
醉。

互助南门峡国家湿地公园

互助南门峡国家湿地公园位于
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境内，总面
积 0.12 万公顷，距省会西宁 31 公
里，距曹家堡机场40公里。南门峡
湿地公园以湿地、草原、河流、雪域、
森林自然生态景观为主要特色，以
科普教育、湿地休闲游赏、民俗观
光、土族文化体验等为主要内容。

天峻布哈河国家湿地公园

天峻布哈河国家湿地公园位于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东南
部布哈河河谷平原，总面积 0.71
万公顷。布哈河发源于疏勒南山的
岗格尔雪合力冰峰，是青海湖盆地
水系中最大的河流，主要自然景观
有布哈河风光、青海湖裸鲤(俗称湟
鱼)洄游、翔鸥落雁、沙棘林海等。

玉树巴塘河国家湿地公园

玉树巴塘河国家湿地公园位于
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东南部，总
面积1.23万公顷。湿地公园内自然
景观优美，巴塘河及其支流扎曲河
河面宽阔，上游两畔草甸丰茂，滔滔
的江河大川，巍峨的高山峻岭，平缓
流畅的高原天然牧场，以它独特的
自然气候形成了极具特色和丰富的
高原自然景观。

玛多冬格措那湖国家湿地公园

玛多冬格措纳湖国家湿地公园
位于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花石峡
镇西北侧，总面积4.8万公顷。湿地
公园呈东西走向，主要包括冬格措
纳湖、湖周边第一道山脊线及其范
围内的灌木林地、草地、草甸、沼泽
和河流。湿地公园以其高原湖泊、
高寒草原、高寒草甸和沼泽、天然
石、雪山等自然景观与由游牧民族
定居点、莫格德哇古墓群遗址等人
文景观组成的复合景观。

都兰阿拉克湖国家湿地公园

都兰阿拉克湖国家湿地公园位
于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南
部，总面积 1.68万公顷。阿拉克湖
南北两侧雪山簇拥，东西两侧有密
布的高寒沼泽草甸和大量的泉眼，
与两边山丘相互呼应，更展现了独
特的青藏高原原野丘陵景观。阿拉
克湖湖水清澈透明，入湖、出湖河流
河水又呈红色，宛如镶嵌在红丝带
上的蓝宝石般瑰丽动人。

据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
图片来自青海省湿地保护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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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拥有湿地面积 6600
多万公顷，约占世界湿地面积
的10%，居亚洲第一位，世界第
四位，是名副其实的“湿地大
国 ”。 而 我 省 湿 地 面 积 达
814.36 万公顷，占全国湿地总
面积的15.19%，居全国第一。

我省作为生态大省全力推
进湿地保护工作，湿地保护建
设成效显著。湿地保护面积
523.79 万公顷，湿地保护率达
64.32%，全省接近三分之二的
重要湿地得到有效保护。全省
建有三江源、祁连山 2 处国家

公园，青海湖鸟岛、扎陵湖、鄂
陵湖3处国际重要湿地，8处湿
地型自然保护区、20处湿地公
园、32 处省级重要湿地，初步
形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湿地
型自然保护区为基础，湿地公
园为补充的湿地保护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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