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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研究的重点

在这一部分，根据对动物遗传资源

管理学科领域状况的专家分析来确定研究

和开发的重点领域。为了填补知识的空

白，确定了重点领域，为开发和实施所需

要的更加卓有成效、更加有效率和更加可

持续的管理计划提供工具。在前面几章已

经确定了研究和开发的基本原理，这里只

做最简要的描述。

1 信息的有效利用与保护

利用和保护动物遗传资源决策的最大

障碍是缺乏有关当地或者本土动物遗传资

源重要性状和功能的信息或缺乏群体数量

和结构的数据。必须完成下面的研究任

务，以便使研究人员、政策制定者、决

策者和顾问人员到养殖社区都能获得他们

对保护和利用动物遗传资源做出适当建议

和采取适当决策所需要的信息。

● 为了给适当的品种分派畜禽的群

体数量，为了克服关于本地种动

物遗传资源重要适应性性状信息

缺乏的问题，需要提高方法和更

多地利用表型特征。

● 生产环境的描述：在现有的动物

遗传资源信息系统中需要进行更精

确的描述，以表明适合特殊品种

的环境和适应性性状的任何要求。

● 提高对濒危定义和监测的方法：估

测灭绝定义的方法很差，需要进

一步的研究。提高监测的方法必

须要经常把群体数量和结构数据

的信息录入信息系统，以保证这

些数据的更新及其相关性。

2 信息系统

现有的信息系统按国家或按品种进行

单一检索的功能相当差。需要扩大这个功

能，以便以更为集中和用户友好的方式，

为利益持有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信息。

● 定期更新和修正现有的数据，补

充丢失的数据：这些应当由系统

例行完成。

● 信息系统的功能性：需要改进和

扩大，以便能够在数据源内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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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源之间对表型遗传数据和分

子遗传数据进行检索和定制分析。

为了提供这种功能性，需要研制出

分析和解释不同类型的遗传多样

性数据（分子和表型）的改进方法。

● 动物遗传资源信息系统的地理参考

数据：为了能够获得与动物遗传

资源品质特征（种的适应性）有关

的多层面的地球物理信息，为了

提供更精确的动物遗传资源当前

和过去地理位置和分布的信息。

● 信息源 /数据库之间的相互连接和

协同性：选项和形式都需要进一

步开发。

3 分子学方法

不久的将来，在动物遗传资源管理

中使用分子技术的机遇正在增加。但是，

利用这些技术的成本和效益，以及利用

它们的适当策略会因当地的条件而异。

● 提高对主要畜禽品种遗传多样性

的了解：需要使用分子遗传标记对

遗传多样性进行综合性评估。这需

要将现有大量的，而且是以分散形

式的数据的价值实现最大化的方式

来达到。 这需要提高采样的方法，

加之国际参照样品的开发和提供。

结果需要录入公共检索信息系统。

● 在全世界的范围内确定重要性状基

因的变异。

● 提高对适应性状遗传基础的了解：

探索新的和浮现技术的潜力，以

揭示抗病性、对恶劣环境的适应

性和生产效率的遗传基础。这种

了解可以为传统的和变形的遗传

改良提供新的途径。

● 研制出将分子学信息纳入保护和

育种计划中的方法：这些方法必

须适合不同的环境、农业和社会—

经济的境况。

4 特点

提高动物福利，有特色的产品品质，

人类保健的重要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

减少环境的影响，要求在将来的育种计划

中采用广泛的选择标准。迄今，对环境的

敏感性和遗传适应性方面的知识甚少。

● 开发和利用分子和表型特征鉴定的

方法，捕捉与品种及其管理有关

的知识。此外，需要建立评价品

种遗传稀释程度的方法。把这样

的研究结果与常规调查结合起来，

可以告知决策者濒危的状况，以

及阻止遗传多样性下降所要采取

的措施。

● 了解健壮性：需要确定有关品种

健壮性的价值，它是按照基因型

—环境相互作用的减少进行估测

的；需要确定解释健壮性差异的

基因和在一定的管理方式或者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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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方法中，导致群体自我稳定性

不平衡的基因。

● 提高对抗病性的了解：需要研究

感染的机制及宿主—病原的相互

作用。

5 用于低外部投入系统中的遗传改

  
良方法

对于很少有或者没有机构基础设施的

低外部投入环境，如何采用育种策略的

信息知之甚少。在这种情况下，选择功

能性状，如健壮性，抗病性、行为性

状和饲料利用效率特别有关。也需要对

起初的决策，如是否实施遗传改良计划

进行指导。

● 对设计低外部投入系统中的遗传

改良计划进行详细指导：需要制

定和验证。这些包括制定与国家

目标和政策，以及适应性状的作

用有关的育种和生产目标。

● 对本地种建立稳定的杂交育种制

度。

● 应当开发预测将外来品种引入本

地群体所造成后果（部分遗传影

响评估）的模拟工具。

● 对已经确定了抗病性基因的物种

进行选择：应当制定在不危及生

产性状的情况下，如何根据 DNA

进行选择的策略。

● 选择福利性状：对每个品种，需

要有福利性状的明确定义；需要

改进测定应激和心理状态（攻击

性、不适和受挫）的方法；需要建

立选择比较温顺的和减少腿脚病

和心血管病（饲养的肉鸡）的方法。

● 对提高饲料利用效率的选择：需

要较好地了解在不同的条件下的

营养（如氨基酸）需要和对消化特

定的氨基酸和磷具有遗传差异的

品种的营养需要。

6 保护方法

不发达的国家，在制定可持续性的

保护计划方面，或在许多国家或地区，

而不是在一个国家如何实施保护计划，

经验甚少。需要研究，以更好地了解社

会经济、基础设施、技术和政策对制定

和维持保护计划的限制。

● 原地活体保护方法: 需要研究和开

发，以了解如何实施原地活体保护

方法才能获得可持续性、使养畜

人的生存能力最大和支持发展的

目标。

● 异地活体保护方法：在发展中国

家，需要确定异地活体保护方法，

这些方法比极大地依赖国家支持

的方法，更能够自我生存，不易

导致失败。

● 为育种计划有关的支撑系统采集

和贮存遗传材料。

● 在最初的目标是为遗传改良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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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支持的系统中，需要有最佳

的采样和贮存方法。

● 低温保存和繁殖技术：对技术已

经成熟的物种，需要提高配子和

胚胎低温保存和繁殖技术的效果

和扩大它的利用。 对其他物种也

需要扩大这些技术。廉价的和有

效的体细胞克隆大大提高了体外

保存的安全性和成本效用。

● 体外保护的政策、立法和卫生：需

要研究和开发，以确定政策、立法

和卫生框架，以允许在国家和多国

的基因库中贮存和扩大使用动物

遗传资源。

7 保护的决策支持工具

需要有分析复杂数据、最佳利用资

源的工具，需要有帮助研究人员、政策

制定者和顾问人员设计计划以便更好地了

解决策的结果，以及使这样的决策达到

最佳的工具。因为保护常常涉及到遗传

资源的利用和改良，这样的决策帮助工

具需要包括设计和实施育种计划的工具。

下面是研究和开发的重点领域：

● 资源最佳化的方法：需要进行研

究，如何把不同程度的不肯定性

与最佳选择动物遗传资源的保护

方法结合起来，和最佳分配保护

资源。

● 最佳化工具：需要建立最佳分配

保护资源的用户友好的工具，这

些工具需要包括在下一代的信息

系统中。

● 早期预警和反应机制：需要建立

国家一级使用的预警机制和措施。

8 经济分析

关于个体保护和利用的决策，需要

可以用在广泛情况下的改进措施，以正

确地估测被保护的或被改良的个体动物遗

传资源的价值和各种特点。重要的是，

要继续对有前景的估测方法进行野外测

试，并对不同生产系统中的不同性状、

品种和物种系统地使用已经证明的方法。

此外，必须促进地区和国家对方法和结

果的使用，从而，为影响与保护和可持

续利用有关的决策提供机遇。需要有广

泛情况下替选的保护方法的详细成本，

以帮助国家和其他机构对成本效益保护计

划做出决策。需要分析方法来确定全球

动物遗传资源保护的利益。这将需要：

● 确定当地品种在不同生产方式下

的用途和农民嗜爱的性状: 这种分

析包括系统进化前景，以及影响

这样因素的力量和可选择品种的

用途。除了对实际的和可能的育

种方式的特点进行鉴定之外，这

将必须包括品种性能参数的测定。

● 对畜禽品种及畜产品进行市场分

析，并对育种计划进行成本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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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这将指导是否用当地品种

进行结构性育种计划的决策。

● 对使用可选择的替代品种对生计

的作用进行有意识地分析：这将

支持针对干预、加上限制采用、潜

在的获取和传播机制的扶贫目标。

● 对可选替的保护策略的成本进行

估算：选择适当平衡的保护策略

取决于可选替的保护方法的成本。

在国家和地区之间，某种保护方

法的成本具有明显的不同，不仅

只取决于各种投入物的当地成本，

而且，也取决于现有基础设施和

可利用的专门技术的水平。

● 对重点保护的品种开发和运用决

策支持工具：这些工具应当确定

成本效益—多样性最大的保护计划。

9 获得与利益分享

从交换和利用动物遗传资源中共同获

得和利益分享，是国际争议越来越多的

一个领域，它的结果将对国家、代理机

构、公共机构和公司投资动物遗传资源

和保护动物遗传资源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必须要保护在这个领域参与国际争论的人

是见多识广的，能够做出有效的决策。需

要详细分析来提高对畜禽种质资源获得与

贸易之间关系的理解、研究与开发关系的

理解，及从这一研究领域产生的成本和效

益关系的评估。需要对保护的动物遗传资

源获得和利益分享的需要、潜在的影响及

框架进行评估。过去动物遗传资源运动的

成本和效益的较好信息为这样的分析提供

了有价值的背景。这要求：

● 对如何提高公共和社区利用生物

多样性进行评估（如提高基于社

区的动物遗传资源的管理），包括

提高当地一级对现有利益的分享。

● 提高对国家法规干预的理解（即：

宏观经济干预、法规与政策定

价、投资政策、体制政策和动物

病防治法案）。

● 保证当前和将来畜禽种质资源全

球流动的利益：制定国家和国际

上保护和提高现有利益分享形式

的机制，对可能会影响或改变种

质资源的流动和利益分享的将来

情况的有关需要进行评估。

● 探索建立动物遗传资源基因库，包

括用于研究目的的野生亲缘种的，

法律和技术的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