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小册子对第一份对全球动物遗传资源的评估提供了主要成果。

  世界畜禽遗传多样性的可持续性管理对农业、农村发展和环境来说至
关重要 。

  本评估促进了政策发展和全球动物遗传资源行动计划的制定 。

世界粮食与农业

动物遗传资源
状况

粮食和
农业

 遗传资源
 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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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在案的品种被确认为濒临灭绝。更令人关注的

是在过去的六年中有62个品种灭绝－几乎相当于每

个月灭绝一个品种。而这些数字仅仅显示了遗传侵

蚀的部分现象。因为世界上很多地方的品种目录，

尤其是群体数量和品种水平上的结构调查还很不完

整充分。所有品种中还有36％的群体数据没有调查

清楚。不仅如此，对于许多大范围使用的高产奶牛

品种来说，因为仅使用少数具有高生产性能的种畜

进行育种，其种内遗传多样性也正在被破坏。

威 胁

威胁遗传多样性的许多因素都是可以被鉴别出

来的。其中最主要的威胁就是传统生产体系以及相

关的地方品种受到排斥，在集约化畜禽生产快速扩

张的驱使下，经常出现使用少数高产品种进行大规

模生产的情况。 全球肉、蛋、奶生产越来越依赖少

世界濒危品种种群数量分类情况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conservation programmes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structured breeding activities for the main livestock species 

Proportion of the world’s breeds by risk status 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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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
百年来，在人类对动物进行的管理和育

种控制与自然选择的双重影响下，最终

形成了世界畜禽群体中丰富的遗传多样

性。既包括高产动物品种，指那些在统一管理控制

的集约化饲养方式下提供单一产品；也包括与之并

存的多用途品种，由小规模农场主或牧人饲养，其

生产体系大部分为低外部投入畜牧生产体系。

全球食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有效的动物遗传多样性管理对国际食品安全、

可持续发展和成千上万牲畜饲养者的生计来说是至

关重要的。畜牧业和国际社会目前正面临着许多挑

战。发展中国家的很多地方快速增长的畜产品需

求、不断出现的动物疫情、气候变化及如千年发展

目标等国际目标都迫切需要解决与实施。许多品种

拥有的某一特性或多种特性，如高抗病性、对恶劣

气候的高耐受力或能够提供某种特殊产品等，在应

对这些挑战方面将可能有较好表现。然而，大量证

据显示，目前这些基础遗传资源正在衰减，且衰减

速度很可能正在加速。

状况

粮农组织的粮食与农业动物遗传国际数据库总

共包含有7616种畜禽品种的数据信息。大约有20％

第一份国际性评估

世界粮食与农业动物遗传资源状况是第一份国际性畜禽多样性评估报告。世界粮

食与农业动物遗传资源状况取材于169份国别报告，并得益于众多国际性组织和12项

特设的主题研究的帮助，分析了畜牧业的农业多样性状况，包括起源与发展、利用与

价值、分布与交换、风险情况和面临的威胁；分析了资源管理能力，包括制度、政策

和法律框架、有组织育种和保存规划。在推动畜牧生产体系产生变化的外力一章中对

畜牧生产体系的需求和面临的挑战进行了评估。在品质鉴定、遗传改良、经济价值评

估和畜禽保护的方法一章中对加强动物遗传资源的利用和发展所需的手段和方法进行

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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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几个高产品种，在工业化生产体系中，这些高产

品种按照利润最大化方式被使用。集约化过程受畜

产品需求的增长而加剧，现在的遗传物质、生产技

术和资本投入可以在世界范围内便捷地运转也加速

了这一发展趋势。集约化和工业化在增加畜产品产

量和满足人口增长带来的食物需求等方面作出了一

定贡献。然而，有必要制定相关政策措施以减小动

物遗传资源多样性这一全球公共物品的潜在损失。

重大流行病及各种重大灾害（干旱、洪水、军

事冲突等）等对动物遗传资源的巨大威胁也应引起

关注，尤其对那些种群数量较小，地理分布较集中

的品种。这类威胁很难消除，但是他们所产生的不

利影响是可以减小的。在这种情况下，前期准备是

非常重要的，因为在这种突发情况中所采取的其他

随机行动远远不及前期准备有效。这种前期准备，

或者更广义上说，遗传资源的可持续管理，要依靠

大量改进后的知识，如品种特性，保护的优先顺

序，以及品种在地理上的分布、在生产体系中的分

布等等。

在有些情况下，畜牧业相关政策和法律框架

并不能有效地促进动物遗传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显

性的或隐性的政府补助在促进大规模生产发展的同

时，通常是以牺牲小饲养者生产体系为代价的，而

这些小饲养者生产体系恰恰是利用地方遗传资源进

行生产的。发展方向及灾后重建计划的不科学倾向

也会给遗传多样性带来威胁。涉及畜禽的各种发展

计划及灾后重建计划也应先评估其所要采取的措施

可能对遗传多样性产生的影响，并确保在项目实施

过程中所使用的品种与当地生产环境相适宜，能够

满足受益人的需求。应对灾情所采取的捕杀计划要

考虑到相关措施，保护稀有品种；在有些情况下，

有必要修改相关的不科学立法。

需求与挑战

当家畜生产体系的发展威胁到那些具有潜在

价值的遗传资源的利用时，以及在弥补突然惨重

损失时，应考虑制定品种保护措施。活体保存的方

法包括建立专门的保种场或保护区、对那些在稀有

品种特定生产环境中饲养珍贵品种的饲养者给予补

贴或支持措施。液氮中遗传物质的活体保存也为活

体保存方法提供了一种有效补充途径。在可行的情

况下，加快新型可持续利用模式的建立应作为目标

之一。尤其是在发达国家，为特定市场提供特殊产

品、以自然或风景管理为目的放牧动物，为品种保

护提供了宝贵的机遇。如果要将本地品种留给当地

饲养者用以维持他们的生计，则应制定详细完善的

遗传改良计划。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其外部低投入体系适用战

略的实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牧人和小农是世界上

大部分畜禽多样性的守护者。他们能够继续扮演守

护者角色的能力需要外部政策措施来支持和加强，

如确保其能够不受限制地使用牧场等。与此同时，

另一重要的问题是确保各种保存措施的实施不会限

制生产体系的发展或限制饲养者谋生的机会。部分

以社区为基础的保存和育种计划已经开始准备解决

这些问题。其方法还有待于进一步探寻。

动物遗传多样性的有效管理需要一定的资源条

件，其中包括受过良好培训的职员和充足的技术设

施。计划及决策中的合理的组织结构（如用于动物

记录和遗传评估的）以及多方面的利益相关者（尤

其是育种者和牲畜饲养者）也都很重要。然而，大

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这些先决条件都较缺乏。世界上

保种计划的区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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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的国家没有报道国家水平上的活体保存计划，

63％的国家称他们没有活体计划。同样，在许多国

家不存在有组织育种计划，或仅仅是个摆设。

在这种快速变革及普遍私有化的时期，应制定

相关的国家计划来确保公共产品的长期供应。畜牧业

发展方针应鼓励为农村人口建立平等的目标，从而他

们能够以可持续的方式提高其生活所需的生产能力，

增加社会所需的产品供应量和服务。动物遗传资源的

管理也要与其他农村和农业发展框架中的目标相平

衡。应关注地方品种所扮演的角色、作用和价值，以

及这些品种如何能为发展目标发挥作用。

世界各国和各区域在利用动物遗传资源方面是

相互依赖的。从历史基因漂流的有关证据以及当前

畜禽分布模式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将来，来

如欲获得进一步信息，请联系：

Animal Genetic Resources Group
Animal Production & Health Division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Viale delle Terme di Caracalla
00153 Rome, Italy

网址：www.fao.org/DAD-IS
电子信箱：DAD-IS@fao.org

对主要畜禽畜种开展有组织育种工作的区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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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世界任何地方的遗传资源将被证明对其他地方

的育种者和牲畜饲养者也是至关重要的。国际社会

目前需要承担管理这些共享资源的责任。需要支持

发展中国家以及经济转型期国家来鉴定、保存和利

用他们国内的畜禽品种。使农场主、牧人、育种者

和研究人员广泛获取动物遗传资源，这对可持续利

用和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需要在国家和国际两

个层次上制定有关广泛接触动物遗传资源、平等分

享利用动物遗传资源规则框架。在制定这些规则框

架时，考虑农业生物多样性的显著特性是非常重要

的，农业生物多样性的特点在于，它在很大程度上

因人类干预而形成，并需要人类继续有效地管理。

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动物遗传资源管理与畜牧业发

展其他方面的一体化，将有助于确保世界畜禽多样

性宝库在粮食和农业方面的合理利用和发展，并能

持续保留下去为后代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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