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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正在减少：这意味着什么？我们能做些 
什么？

生物多样性丧失问题正日益引起世界关注。然而，与生物多样性
有关的信息可能面临交流困难，在粮食和农业背景下尤其如此。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状况》报告中
的信息（见插文），本文件对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关键问题提供简
要答案：

•  什么是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
•  为什么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很重要？
•  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的趋势如何？
•  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面临哪些威胁？
•  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管理是否正在改善？
•  我们如何更好地管理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
•  国际合作为什么重要，遗传委发挥了哪些作用？
•  我如何支持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

第一份《世界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状况》报
告（联合国粮农组织，2019）是在联合国粮农组织粮
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遗传委）指导下，通过参
与式和国家推动的进程编写完成，超过175名作者和
审稿人对1300多名撰稿人编写的91份国别报告开展分
析并形成报告。报告阐述了生物多样性给粮食和农业
带来的诸多益处，研究了农民、牧民、森林居民、渔
民和渔农如何塑造和管理生物多样性，确定了生物多
样性现状趋势的主要影响因素，讨论了使用有利于生

物多样性的生产实践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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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粮食和农业生物
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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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黄蜂、牲畜品种、山林和生产酸奶的细菌似乎没有多少共同之
处。但它们都是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这部分生物多样性（我们指的
是生态系统、物种和单个物种内的遗传变异）有助于为人类提供粮食和
农产品。

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包括作物和牲畜，从食用野生动植物到以
不显著的方式支持粮食安全的众多物种和生态过程。包括授粉媒介、有
害生物捕食者、有益土壤生物、加工食物的微生物等。因此，粮食和农
业生物多样性内容纷繁多样：奶牛、稻米、苹果、木薯、野生和养殖鲑
鱼、为作物授粉的蜜蜂、捕食有害蚜虫的瓢虫、促进土壤健康的蚯蚓、
竹子、藤条和松树、当地水果品种、抗旱作物品种以及生产发酵乳制品
的细菌。此外，还包括农场内部和周围的生态系统或以其他方式支持粮
食和农业生产的生态系统，如保护农场免受土壤风蚀的林地。

因此，了解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需要认识不同类型的生物多样性
如何相互作用并影响农业和粮食生产。这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我们
仍有许多需要学习。



为什么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
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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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是全球粮食安全的基石，并不是一个附加可
选的因素。它包括作为我们膳食主要基础的作物和牲畜，以及为食物和
物质供应做出贡献的大量野生物种。

野生鱼类每年提供9000万吨食物，是许多沿海社区的主要蛋白质来
源。来自森林和其他陆地栖息地的野生食物是数百万人的重要营养来
源，在许多情况下，帮助在歉收时节为人们提供营养，抵御作物歉收 
风险。

世界农业依赖于来自健康和有效运行的生态系统灌溉水，依赖于稳
定和健康的土壤，依赖于为作物授粉并对害虫进行生物防治的昆虫、蝙
蝠和鸟类。在中国部分地区，昆虫数量减少意味着种植者需要用刷子人
工为作物授粉。微生物推动着世界上许多庞大食品加工业的发展，从农
村传统的作物发酵到大型食品公司的酸奶生产。作物野生亲缘种支持育
种工作，用于抵御新发作物疫病和气候变化。家庭菜园为数十亿人提供
膳食补充。

作物和牲畜品种的遗传多样性意味着我们可以在食物中享受更多样
的风味和口感，并可以在许多不同的气候、土壤类型和环境条件下生产
食物。

许多农民有意识地与自然合作，从管理良好的生态系统中获益。 
这些方法还避免了许多破坏性影响（污染、土壤侵蚀和可用灌溉水损
失），否则农业将遭受破坏。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不仅重要，而且不
可替代。



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的 
趋势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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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证据表明，野生和驯化的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都在减少，尽
管我们的认知仍存在巨大缺口。

一般而言，随着农业面向专业化发展，传统牲畜和作物品种被抛
弃，有些濒临灭绝；至少28%的当地牲畜品种处于危险之中。粮食生产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少数物种：全球三分之二的作物产量仅来自九个物
种，97%的肉类产量来自八个物种。

在粮食和农业野生生物多样性中，近三分之一的海洋鱼类种群捕捞
过度，三分之一的淡水鱼类面临灭绝风险，在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
种红色名录中记录的作为人类食物来源的物种中近五分之一被列为濒危
物种。

支持粮食和农业的关键生态系统（生态系统是生物多样性的一部
分）也在消失，与之相关的生物多样性如授粉媒介也在消失。尽管国际
社会对毁林感到担忧，但森林仍在高速损失。湿地被排干和污染。气候
变化破坏了支持粮食和农业的生态系统，导致天气变干，威胁到供应灌
溉水的热带常绿山地雨林。

由于我们对许多并不显著的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缺乏了解，我们
对这些损失做出反应的能力受到制约。虽然科学家们几乎了解每只活着
的野生虎，但人们只明确了不到1%的细菌物种，然而许多细菌在食品生
产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许多国家仍未对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进行
监测。更好地把握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趋势是确保更可持续管理的首
要任务之一。



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面临 
哪些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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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来自许多层面，往往相互关联。最大的威胁可能是栖息地丧失
和天然森林、草原、稀树草原、湿地和沿海栖息地被持续改变用途。农
业是导致生物多样性损失的最主要因素：清除本地植被，建立农田和牧
场；破坏水循环；造成杀虫剂和化肥污染。农业也是温室气体的主要来
源。造成的后果也影响了农业本身，破坏农业自身的可持续性，减少了
有用的野生物种，如授粉媒介，扰乱灌溉并加速气候变化。

生态系统丧失也破坏了许多穷人赖以生存的野生食物以及其他重要
生态系统服务。许多野生食物来源被过度开发，构成食物短缺和灭绝的
威胁。

气候变化几乎影响了一切，扰乱了农业周期，加剧了极端天气，破
坏了生态系统。与气候相关的灾害可能具有毁灭性：洪水、干旱和火灾
摧毁了农业系统和野生食物来源，使人类社区面临迫在眉睫的风险。随
全球化传播的入侵物种破坏了宝贵的当地物种并造成生态系统退化。

更大规模的社会趋势加剧了上述问题：人口增长、大公司的市场战
略以及社会经济和文化转型，如消费增加和喜食肉类。

农业集约化减少了作物和牲畜多样性，生产战略和营销策略侧重于
少数关键产品，从而减少了适应机会，并使消费者无法享用多种口味的
传统水果和蔬菜品种。



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 
是否正在改善？

©美
国
鱼
类
及
野
生
动
物
管
理
局

 /J
im

 M
ar

ag
os



11

很难确定。各国报告称，可持续土壤管理、授粉媒介增强和珊瑚礁
恢复等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做法正在增加。但这是否对粮食和农业生物
多样性产生切实影响还很难衡量。

较富裕国家报告采取了更多具体的生物多样性友好型管理做法。另
外，最贫困国家的许多农民可能买不起农药和化肥，这些农药和化肥往
往会损害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友好型管理系统往往更加复杂，依赖于对当地环境条件
的详细了解，有时需要额外工作，这些因素可能会限制对生物多样性友
好型管理系统的采用。将生物多样性友好型方法纳入主流农业是近期的
当务之急，以便在为时未晚时保障宝贵的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

一般而言，野生和驯化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物种和物种内的遗
传变异）最好保存在常规栖息地或农场（称为原生境），而不是种子或
基因库、动物园、植物园、水族馆或植物园（称为非原生境）。然而，
非原生境保护至关重要，作为防止野生动物灭绝和农场稀有品种损失的
保险政策，以及作物和牲畜育种的材料来源。原生境保护有许多方面。
原生境保护可以包括促进传统作物种植和当地品种养殖，建立保护区以
保持有益的粮食和农业野生生物多样性，对渔业以及粮食和农业野生生
物多样性的其他用途实行管理控制，有时恢复受损和退化的生态系统。
保护工作仍然存在巨大差距；例如，只有一小部分受威胁的野生食用物
种有保护计划。



我们如何更好地管理粮食和 
农业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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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有效管理涉及许多不同活动。所有这些都以
某种方式围绕最大限度地减少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损失，并最大限度
地从其可持续利用中获得潜在利益。

栖息地破坏、气候变化和污染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需要得到解决。
需要就野生物种可持续管理战略达成一致。利用现有许多低投入和有机
方法，实现生产多样化和减少农药和化肥污染以防止生态系统退化也很
重要。以区域为基础的保护（例如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在维护支持
粮食安全的健康生态系统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积极保护驯化物种的遗传多样性至关重要，包括在农场和利用种子
和基因库或稀有品种中心。保护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作物和牲畜野生亲缘
种也至关重要。作物、牲畜和养殖水生物种育种计划需要精心规划，以
便保持足够水平的遗传多样性，并产生非常适合生产条件和生产者需求
的植物和动物种群。

良好管理涉及权衡取舍：平衡自然生态系统的作用和对更多农田的
需求，控制作物有害生物而不破坏有害生物天敌，保持鱼类种群而不使
渔业社区致贫等。无论是由科学家还是通过与当地和土著社区合作，获
取从适应作物到气候变化再到改善食品加工发酵的各种传统知识，仍有
许多需要学习。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管理往往需要因地制宜。

在鼓励和推动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可持续管理方面，处于粮食生
产和消费各层面的人们都可以发挥作用。



国际合作为什么重要，遗传委
发挥了哪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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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开展全球合作应对威胁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危机，支持
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和保护，例如通过应对跨境威胁、合作管理迁徙
物种以及协调研究和信息分享。遗传资源国际交流对粮食和农业至关重
要，需要开展合作，以确保高效、公平和公正地开展交流。

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遗传委）是专门处理
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问题的唯一常设政府间机构。遗传委成立于1983
年，负责开展作物遗传资源工作。1995年，其职责范围扩大到涵盖与粮
食和农业相关的所有类型生物多样性。2004年前，遗传委负责开展《粮
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国际条约》）谈判工作。截至
2020年10月1日，178个国家和欧洲联盟成为遗传委成员，还有许多组织以
观察员身份出席会议。

遗传委负责监督对植物、动物、森林和水生遗传资源开展定期全球
评估，就政策应对开展谈判，同时制定技术准则、行为守则和其他工具
为各国提供支持。截至2020年，遗传委商定了粮食和农业植物、动物和
水生遗传资源以及森林遗传资源全球行动计划（粮农组织，2007；2011
；2014；2022a）。 

《世界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状况》（粮农组织，2019）提供了首
个涵盖所有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现状和趋势全球评估。2021年，遗传
委商定了一项《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行动框架》（粮农组织，2022b）
，提出了一套综合和相互关联的行动，以促进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可
持续利用和保护。

遗传委不仅关注政府工作，还重视（并寻求促进）农民、森林居
民、牧民、畜牧养殖户、渔民以及当地和土著社区对粮食和农业生物多
样性管理的贡献，如维护支持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的知识、生活方式
和农业生态系统。



我如何帮助支持粮食和农业 
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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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天都在做出影响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决定。农民、店
主、教师、业余园艺爱好者、环保志愿者、选民和消费者都可以发挥 
作用。

从可信和自然友好型系统中选择食物，如有机农业、散养家禽养
殖场或可持续渔业，可以为努力维持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的生产者提
供支持。了解当地作物和牲畜品种，并从果园或市场购买产品，有助于
保持使用中的受威胁品种，从而支持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有时，生
物多样性友好型产品成本更高，而且并非所有人都能获取。但是人们都
可以询问店主他们的食物来源，或者联系食品制造商，询问其产品是否
通过可持续方式生产。如足够了解客户的关注，企业就会开始改变。学
校、工作场所、地方政府也是如此；传递人们想要可持续当地食物的信
息将会带来变化。

人们可以在花园、后院或窗台种植一些食物，并通过选择吸引有
益昆虫的植物以及减少或停止使用杀虫剂帮助重建昆虫群体。建造特殊 
“昆虫屋”，为昆虫生存和繁殖提供场所，可以增加种群数量；“昆虫
屋”在学校确实有用，可用来教学。保护组织为林地或湿地恢复等项目
寻找志愿者，为食品生产者提供有价值的生态系统服务，许多监测计划
依赖于公民科学家。

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不仅是政府的工作，也是每个人都能出
一份力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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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丧失问题正日益引起世界关注。然而，与生物多样性
有关的信息可能面临交流困难，在粮食和农业背景下尤其如此。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状况》报告中
的信息，本文件对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关键问题提供简单答案：

•  什么是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
•  为什么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很重要？
•  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的趋势如何？
•  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面临哪些威胁？
•  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管理是否正在改善？
•  我们如何更好地管理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
•  国际合作为什么重要，遗传委发挥了哪些作用？
•  我如何支持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

CB
17

85
ZH

/1/
07

.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