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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对世界农业生物多样性实施有效管理已成为国际社会的重大挑战。尤其是畜
牧业，正面临着巨大转变。为满足快速增长的肉、蛋、奶的需求，规模化生产不
断扩张，丰富的动物遗传资源对于农业生产系统的发展，十分关键。在应对大气
变化和新出现的恶性动物疾病突发事件等方面，也需要强调保持牲畜的这种适应
能力。对于千百万农村地区的贫穷人口来说，牲畜仍然是他们最重要的财产，并
能够满足他们的多种需求；在世界上一些环境极端恶劣地区，牲畜还能确保那里
人们的生计。畜牧生产为实现食物安全和生活保障，为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今后十几年里，这种贡献作用还将显著增强。
然而，遗传多样性面临威胁。品种灭绝的报告率之高，引人关注。但更令人
担心的是，一些还未被记录的遗传资源正在丢失，这些资源的特性还未被研究，
潜力未被评估。加强对世界粮食与农业动物遗传资源的保护、认识并制定优先重
点，需要发奋努力。同时，必须建立资源可持续利用模式。传统的牲畜饲养者，通
常是生活在边缘环境中的贫困人口，他们保存了大量的动物遗传多样性。我们不
应忽视他们的作用，不应忽视他们的需求。利益分享需要一个公正的方案，以确
保动物遗传资源可在广泛范围内获取。建立公认的动物遗传资源管理的国际框架
是十分必要的。
本报告是第一份对全球性动物遗传资源状况和趋势的评估，以及对管理这些
资源的制度和技术能力状况的评估。世界粮食峰会行动计划宣告了改善遗传资源
管理的承诺，本报告为呼吁各方加强努力，确保实现承诺，提供了基础。本报告
的发布是粮食与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工作的一个里程碑。我们由衷感激世界各国
政府对本报告的支持，特别是有 169 个国家向 FAO 提交了国别报告。本报告在准
备和编写过程中，在提高公众意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促成了国家和区域层面上
的一些活动，这些贡献也给了我巨大的激励。当然，还有许多工作有待开展。在
瑞士因特拉肯召开的动物遗传资源国际技术会议上发布世界粮食与农业动物遗传
资源状况必将成为行动的契机。我希望借此机会呼吁国际社会认识到动物遗传资
源是我们共同遗产的组成部分，具有重要价值，不应被忽视。承诺保护、发展、可
持续利用这些资源，并加强合作，迫在眉睫。

Jacques Diouf
FAO 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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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农业生物多样性是千百年来人类不断在全球不同的气候和经济环
境下为满足各自需求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的产物。经驯化的家畜已经
成为农业生产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要素，尤其对那些土地荒芜，作物很
难或无法生长的地方来说更是如此。
维持农业生态系统的能力，以及提高生产力、适应环境变化的能
力，对于人类实现粮食安全来说至关重要。对于畜禽饲养者来说，动
物遗传资源多样性是他们选育优良种群、
培育新品种不可或缺的资源。
长远来看，畜禽种群的遗传多样性能够为人类社会带来更多的战略选
择，以应对未来可能遇到的种种挑战。
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O）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就开始向
各国提供相关的援助，帮助他们进行动物遗传资源（AnGR）的特性
鉴定，并帮助他们制定和实施资源保护管理战略。1990 年，FAO 理事
会提议制定一个全面的、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动物遗传资源保护行动
计划。1992 年召开了一次专家组会议，随后，FAO 组织机构又召开了
一系列会议。这些会议进一步推动了动物遗传资源保护与管理全球战
略的形成。1993 年，全球战略开始正式实行。FAO 动物生产和卫生局
被指定为动物遗传资源管理全球联络点，负责起草、制定和发展全球
战略。1995 年，第 28 届 FAO 会议决定拓宽植物遗传资源委员会的职
能，将其负责范围扩大到所有与粮食和农业安全相关的农业生物多样
性的保护管理（植物遗传资源委员会于 1983年成立，是第一个永久性
政府间论坛，主要负责处理农业遗传资源的有关问题）。动物遗传资源
方面的工作是这次职能拓展中的首项职能。委员会重新命名为粮食与
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CGRFA）。
国际议程
FAO对于保持农业生物多样性的承诺与国际社会日益强调保护生
物多样性的潮流是一致的。这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个积极举措，
而促成这一举措的原因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生物多样性目前
所面临的威胁、越来越多的物种濒临灭绝、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农业
生产中可以利用的物种遗传资源正在衰减。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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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全球峰会）是国际社会重视生物多样性的
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这次会议上，150 个国家（地区）签署了《生
物多样性公约》
（CBD），承诺保护生物多样性，确保多样性生物资源
能够可持续利用，并承诺与其他各国公平分享利用生物资源。到 2005
年为止，已经有 188 个国家（地区）成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签署
国。
《生物多样性公约》签署国联合会（COP）
（公约主管机构）特别
强调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需要根据其特点研究
制定特殊的解决方案（如在 2000 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签署国联合会
第五次会议中所作的 V/5 决议中就有所体现）。
在 1992 年里约全球峰会上，有 179 个国家（地区）签署了“二十
一世纪议程”。它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国家范围和地区范围内由各国政
府、联合国系统有关组织及其他利益相关团体牵头执行的，旨在将全
球每一个角落的环境都收纳到人类的保护之下的行动计划。在该议程
的第 14章指出，促进可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将粮食生产增收和增强
食品安全问题定位在可持续发展的方向上。这其中包括动物遗传资源
保护和改善方面。
1996 年在罗马举行的世界粮食峰会通过了“行动计划”，该行动
计划强调了由生物多样性的衰减引起的粮食安全威胁。在这次“罗马
宣言”的目标 3.2（f）中，各国政府声明他们将“推动动物遗传资源
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实现2000年联合国制定的千年发展目标，已成为国际社会另一个
巨大挑战。而要实现这些目标所面临的生物多样性衰减方面的众多不
利影响是我们尤其要担忧的问题（UNDP，2002）1。生物多样性不仅
是粮食安全的支撑基柱，也是众多经济活动的基础，对生态系统正常
机能运转尤为重要。而生物多样性的不断衰减往往与生态系统的大变
动有关，贫穷地区应对生态系统变动影响的反应力尤其薄弱。对很多
穷人来说，自然资源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他们通常与这些动植物
“朝夕相处”，因而熟知关于这些地方品种的知识。曾有人建议，如果
将他们所掌握的地方品种知识用于特色产品的开发并开拓市场，那么
这些知识就有可能成为他们增加收入的一种资源。但是，实际上真正
依靠地方品种开发而受益的穷人还是少数，这说明不仅需要保持多样
性，还需要公平的体系框架以促进遗传资源的利用。
在国际生物多样性管理和保存体系框架中，粮食与农业遗传资源
委员会的工作主要侧重于农业生物多样性管理中所特有的性质和问题，
以及这一领域中需要的各种针对不同特性问题的解决方法。
1

UNDP.2002 Building on hidden opportunities to achieve the Millenium Development
Goals. Poverty reduction through sustainable biodiversity use. by I Koziell & C. I. McNeill.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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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撰写的准备过程

1999年，粮食与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在第八次例会上，就FAO应
该组织准备由国家驱动的第一份世界粮食与农业动物遗传资源状况报告
（SoW-AnGR Report）2 达成一致意见。2004 年，粮农遗传资源委员会组
建了政府间动物遗传资源技术工作组（ITWG-AnGR）
。工作组作为一个
辅助性机构，主要从事动物遗传资源的保存和可持续利用，报告准备过
程中的审核以及优先战略行动报告等报告草案大纲的认可通过。
在其后
召开的委员会第十次例会中通过了报告提纲，
委员会还就报告准备时间
作了要求，要求报告的初稿要在委员会 2007 年第十一次例会举办前准
备好，并在第一次国际动物遗传资源技术会议上最终定稿。
世界动物遗传资源报告编写过程
世界粮食与农业动物遗传资源状况报告的编写过程包括一系列的
准备步骤。在每个步骤中，收集整理和分析所需要的信息。
国别报告
为了确保报告编写的“国家驱动”性质，FAO 于 2001 年 3 月向
188 个国家发出了递交国别报告、对其动物遗传资源状况进行评定
的邀请。FAO 制定了准备国别报告的指南，其中包括建议的报告结
构。区域培训以及后续的研讨会在 2001 年 7 月至 2004 年 11 月期间
进行。国别报告的目的之一是根据资源本身的状况和发展趋势，以
及对粮食、农业和农村发展产生的影响来分析和汇报动物遗传资源
状况；目的之二是评估国家管理动物遗传资源的能力，确定能力建
设的重点；目的之三是确定动物遗传资源保存和利用领域，以及相
关的国际合作国家行动重点。第一份国别报告于 2002 年下半年收
到，剩下的绝大部分国别报告是于 2003 年和 2004 年间递交的。最
后一份国别报告是在 2005 年 10 月收到，也就是最终的第 169 份国
别报告（见表 1 和 2）。
由于递交国别报告的程序持续了几年，因此在世界粮食与农业动
物遗传资源状况报告的准备过程中，手头可以利用的资料也是一点一
点地不断积累增多的。所以在本状况报告中仅仅包含和分析了最后递
交的国别报告中的部分内容。

2

应用于报告通篇的“AnGR”一词是动物遗传资源的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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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际组织撰写的报告
根据政府间技术工作组（ITWG）的要求，2004 年 8 月，FAO 邀
请了77个国际组织对他们各自所涉及到的畜禽遗传资源领域的工作进
表1
各区域国别报告数量统计
区域 3

国别报告
最终稿
44

草稿
3

合计
47

亚洲
欧洲和高加索

18
38

3
3

21
41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
近东

20
11

10
5

30
16

北美
西南太平洋

2
9

0
3

2
12

142

27

169

非洲

合计

统计数据为 2005 年 12 月 31 日以前收到的报告。

表2
收到的国别报告
区域

国别
阿尔及利亚，安哥拉，贝宁，博茨瓦纳，布基纳法索，布
隆迪，喀麦隆，佛得角，中非共和国，乍得，科摩罗群岛，
刚果，科特迪瓦 刚果民主共和国，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
亚，埃塞俄比亚，加蓬，冈比亚，加纳，几内亚，几内亚比
绍，肯尼亚，莱索托，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里 毛里塔
尼亚，毛里求斯，摩洛哥，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尼日尔，
尼日利亚，卢旺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内加尔，塞舌尔，
塞拉利昂，南非，斯威士兰 多哥，突尼斯，乌干达，坦桑
尼亚，赞比亚，津巴布韦
孟加拉，不丹，柬埔寨，中国，印度，印尼，日本，哈萨
亚洲（21）
克斯坦，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来西亚，马尔代夫，蒙古，
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 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韩国，
斯里兰卡，乌兹别克斯坦，越南
欧洲和高加索（41） 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奥地利，阿塞拜疆，白俄罗斯，
比利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塞
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格鲁
吉亚 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拉脱
维亚，立陶宛，摩尔多瓦，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罗
马尼亚，俄罗斯联邦，塞尔维亚和黑山 4， 斯洛伐克，斯洛
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
土耳其，乌克兰，英国
非洲（47）

3

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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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这些区域与通常所指的 FAO 区域并不完全一致，对此，请看后面的详细

表 2（续）
收到的国别报告
区域

国别

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巴巴多斯，玻利维亚，巴西，
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古巴，多米尼加，多米尼加
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格林纳达， 危地马拉，圭亚
那，海地，洪都拉斯，牙买加，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马，
巴拉圭，秘鲁，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和苏里南 特里
尼达和多巴哥，乌拉圭，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近东（16）
阿富汗，吉布提，埃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伊拉克，
约旦，吉尔吉斯斯坦，黎巴嫩，利比亚，阿曼，索马里，苏
丹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塔吉克，土库曼，也门
北美（2）
加拿大，美国
澳大利亚，库克群岛，斐济，基里巴斯，纽埃北马里亚纳
西南太平洋 （12）
群岛，帛琉，萨摩亚，所罗门群岛，汤加，图瓦卢
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海（30）

到 2005 年 12 月 31 日为止所接收到的报告。

行总结报告，作为第一份世界粮食与农业动物遗传资源状况报告的重
要内容之一。这些报告涵盖了畜禽遗传资源方面的工作进展，如畜禽
遗传资源领域方面的研究、拓展、教育、培训、公众意识、信息交流
以及给予支持的相关组织的信息。
专题研究
除了国别报告和各国际组织的报告，FAO还组织了一部分专题研
究。主要是针对国别报告中可能遗漏、但世界粮食与农业动物遗传资
源状况报告中需要的特殊专题进行研究。在 2002-2006 年期间，总共
进行了 12 个专题的研究：
● 动物疾病管理中的遗传因素：有关政策问题。这是一份关于
遗传因素在管理动物疾病、技术机遇以及利益分享等方面的
；
综述性报告 5（2002）
● 家养动物多样性测量（MoDAD）
——这是一份最新研究纵览。
对畜禽品种进行分子水平遗传性研究情况的调查评估，尤其侧
；
重动物遗传资源的特性鉴定 6（2004）
● 农场动物遗传资源保护和持续利用的经济学：其重要性何在？
我们到底学到了什么？一份关于动物遗传资源评估的研究报
；
告，并对研究方法和知识差距进行了概述 7（2004）
● 动物遗传资源保护战略。一份关于机遇、挑战、生物学特点、
制度基础以及影响动植物遗传资源管理影响因素的研究报
自从 2006 年 6 月开始，塞尔维亚和黑山已经分成两个独立的国家。但是，因为在
向 FAO 提交国别报告时他们是以一个国家的名义，因此，在世界粮食与农业动物遗传资源
状况报告中仍以一个国家对待。
5
背景研究论文第 18 号。
6
CGRFA/WG-AnGR-3/04 inf. 3。
7
背景研究论文第 21 号。
4

29

表3
由各国际组织递交的报告
组织
CGIAR

报告名称
国际农业研究咨询中心

递交日期
2004 年 5 月

Centres

向 FAO 递交准备录入世界家畜遗传资源状况的报告以
及农场动物遗传资源（FAnGR）战略优先行动第一部

SAVE

分草稿：CGIAR 及其方案描述。
SAVE 基金会（欧洲农业多样性安全保护）概况 2004

2004 年 5 月

基金会
D8 国家

年4月
D-8 国家畜禽遗传资源报告－优先战略行动；及报告

2004 年 6 月

D8 农场动物遗传资源研讨会，埃及·开罗 2004 年 1 月 2004 年 9 月
11-13 日
D8 农场动物遗传资源研讨会，巴基斯坦·伊斯兰堡
2003 年 8 月 1-3 日
D8 国家食品安全研讨会报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Babolsar
2000 年 10 月 16-20 日
D8 国家食品安全研讨会报告，巴基斯坦·伊斯兰堡 1999
年 11 月 24-26 日
农牧民联 农牧民联盟（LPP）关于农牧民联盟行动报告
盟（LPP ）

2004 年 11 月

世界动物 世界动物健康组织对粮食与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第十次 2004 年 11 月
健康组织 会议的口头陈述（to be used thereafter as the OIE input in
（OIE）
reply to the FAO AN21/47 request）
阿拉伯干 阿拉伯干旱地带及旱地研究中心关于畜禽遗传资源的

2004 年 12 月

旱地带及 行动
旱地研究
中心
（ACSAD）
地中海萨 地中海萨拉戈萨农艺学会培训活动报告
拉戈萨农

2005 年 1 月

艺学会
（IAMZ）
欧洲动物 欧洲动物产品协会动物遗传资源工作组报告
产品协会
（EAAP）
国际动物 国际动物遗传学会 ISAG/FAO 顾问组关于动物遗传多

2005 年 2 月

2005 年 3 月

遗传学会 样性的报告
（ISAG）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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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8（2004）
；
动物遗传资源管理法律框架。一份介绍性研究报告，对政策和
法律框架进行了介绍，并包括了对不同区域的国家进行的调查

背景研究论文第 22 号。

报告 9（2004， 印后修订版 2005）
；
● 环境因素对动物遗传资源的影响。
对环境因子提供的相关数据
信息以及这些因素可能对动物个体以及育种群体水平上的动物
；
遗传资源产生的影响进行评估分析 10（2006）
● 人与动物。传统的畜禽饲养者：家养动物多样性的守护者。一
份包含有来自世界各地的13份案例的研究报告，介绍了世界各
国如何管理他们所拥有的地方动物遗传资源，说明了地方传统
知识在维持饲养者、动物及环境间的平衡方面的重要性 1 1
（2006）；
● 生物技术在发展中国家动物遗传资源管理及应用方面的潜能和
发展状况。关于生物技术应用以及发展中国家生物技术使用的
情况介绍，其中部分信息来源于国别报告（2006）；
● 动物遗传资源中的基因漂流。关于动物遗传资源的状况、影响
和趋势的研究。对牛、猪、山羊、绵羊四个主要畜种遗传物质
的数量及其移动方向进行了分析研究。在这份研究中对影响动
物遗传资源基因漂流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分析鉴别，并对影响经
济发展的事例、扶贫情况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生物多样性都进行
了陈述（2006）
；
● 动物遗传资源的交换－当前的进展情况及其对畜牧业投资经营
者的影响。对影响各种畜牧业投资经营者的动物遗传资源交换
进行了分析（2006）
；
● 家养动物遗传资源的保护和利用的概念方法。
对动物遗传资源
利用方面的变化模式，及其对保种的影响进行了概述。内容包
括当前经验、可选择的保护方法。该研究还考虑到了以畜牧生
；
产为生计的牲畜饲养者的需求 12（2006）
● 灾难及紧急事件对动物遗传资源的影响。
报告对潜在的灾难及
其可能对动物遗传资源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总结。另外，报告还
对应对紧急事件可能产生的后继影响进行了分析，并对灾难发
生应对方针提出了相应建议（2006）。
报告的准备
信息来源
世界粮食与农业动物遗传资源状况报告的不同章节的信息来源各
不相同。部分章节内容以 2005 年 6 月前收到的 148 份国别报告的内容
为基础，
另一些章节建立在大量的文献资料或者是专家知识的基础上，
而不仅仅限于专门为准备世界粮食与农业动物遗传资源状况报告而搜

9
10
11
12

背景研究论文第 24 号。
背景研究论文第 28 号。
FAO 粮食与农业生物多样性政府间工作组。
CGRFA/WG-AnGR-4/06/Inf.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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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的信息资料。此外，还大量利用了 FAO 的家养动物多样性信息系统
（DAD-IS）13 以及FAOSTAT14 统计数据库获取的数据信息。2005年末，
FAO为了复审战略优先行动草案而组织的区域性电子邮件磋商也为世
界粮食与农业动物遗传资源状况报告的撰写提供了信息来源，尤其是
机构能力方面的信息。
第一部分描述了畜牧业中的农业多样性状况。这一部分信息内容
来源广泛。动物遗传资源目录和遗传丢失程度的信息来源于DAD-IS。
这一信息系统于1996年开始创建，各国国家协调员能够便捷地通过互
联网来更新各国品种数据库。国别报告编写指南中指出，提倡各国将
与品种相关的各种数据和信息直接报给 DAD-IS，而不要在国别报告
中添加品种方面的内容。虽然如此，国别报告仍包括了大量没有上报
DAD-IS 的品种信息。因此，为了确保世界粮食与农业动物遗传资源
状况报告的分析能够及时跟上最新更新的信息，FAO还规定要将这些
信息从国别报告中提取出并收录入 DAD-IS。之后，要求各国家协调
员进一步核实和完善其国家的品种数据库。另外，还有人认为，应将
世界粮食与农业动物遗传资源状况报告的分析建立在品种的基础上，
而不是各国种群数量的基础上。也就是。在不同国家的同一品种的数
量不应当作不同的独立的品种计算。为了能达到统一计算的目的，不
同国家的种群数量信息按名称、起源、发展、品种引进情况及地理位
置等信息链接到全球数据库中。所有的国家种群数量信息列表以及相
关链接已经送到国家协调员手中进行核实。为准备世界粮食与农业动
物遗传资源状况报告进行的数据分析于2006年1月开始着手准备，来
自169个国家的国别报告的有关数据信息都已经全部输入到这一系统
之中。
第一部分中关于动物遗传资源的利用及其价值等方面的信息来源
于 FAOSTAT，它是用于种群数量和生产分析的 FAO 数据库，其家畜
功用方面的品质信息来源于国别报告。这一部分关于动物疾病的遗传
抵抗力方面的信息来源于 DAD-IS 和其他科学文献。另外，还利用了
大量其他信息资源对动物遗传资源的起源和驯化、共享和交换，及其
所面临的威胁等进行了叙述。
第二部分主要叙述了畜牧业的发展趋势及其对动物遗传资源的影
响，其信息来源于大量的文献资料和统计分析。
第三部分主要叙述了人力资源能力、育种和保护战略、立法及生
物技术应用等方面的现状。这一部分报告的信息来源大部分基于国别
报告。而这一部分中关于区域及国际性立法及目前浮现出的各种法律
和政策问题等信息不仅仅限于国别报告，来源更广。
第四部分是关于动物遗传资源管理的最新状况，其内容主要来源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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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ao.org/dad-is/。
http://faostat.fao.org/。

于大量的科学文献资料。为了更好地准备该部分动物遗传资源保护状
况的内容，2005 年 7 月 FAO 专门在罗马召开了一个专家会议。与会者
讨论了该部分的准备方法并分配了撰写任务。2005 年 10 月，撰写组
的所有成员对这一部分的初稿进行了复审。2005 年 11 月，关于“动
物遗传资源保护战略对策”的研讨会在法国蒙彼利埃举行。会上，到
会者再次审核了修改后的动物遗传资源保护部分的内容。
第五部分分析了动物遗传资源目前的急需及面临的挑战，其内容
基于报告中其他章节中所提供的有关根据。其分析内容涉及到了当前
动物遗传资源及动物遗传资源管理能力的衰减及风险，可采取的方法
及方法的应用等状况分析。
各国家的区域划分
世界粮食与农业动物遗传资源状况报告中所涉及到的各区域和次
区域的国家划分是根据影响生物多样性的各因素来进行的，这些因素
包括生产环境、文化特性及所共享的动物遗传资源分布情况等。此外，
区域和次区域的划分还考虑了将来在区域联络点建设方面可能开展的
协作，以及 2003 和 2004 年举行的世界粮食与农业动物遗传资源状况
亚区后续研讨会召开的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等因素。因此，世界粮食
与农业动物遗传资源状况报告中区域的划分与FAO通常的统计分析中
的划分或标准 FAO 区域划分方式不完全相同（虽然，大部分国家和地
区的划分与标准区域划分相同）。调整后的划分方式在 2005 年 8 月举
行的关于“区域磋商战略”的区域协调员会议中进行了复审。最终讨
论后决定划分为七个区域，且将其中的三个区域又进行了再次划分：
非洲（东非，西北非，南非）
；亚洲（亚洲中部，东亚，东南亚，南亚）
；
欧洲和高加索；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加勒比海，美洲中部，南美）
；
近中东；北美和西南太平洋。
图1
本报告中区域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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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世界粮食与农业动物遗传资源状况（SoW-AnG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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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特设的专题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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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组织的育种和保存规划。在畜牧业变革
的动力一章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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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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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品种；也包括与之并存的多用途品种，由小规模农场主或牧民饲养，
大部分为低外部投入畜牧生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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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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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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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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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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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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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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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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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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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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的活体保存也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补充途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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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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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挑战。牧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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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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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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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则框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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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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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ڼᅃևݴ
ႿథᄽิܠᄣႠጒ

ڼᅃև ݴႿథᄽิܠᄣႠጒ

 ڞჾ
๘হิǈԈઔኲĂۯࢅྲิᅜतᆯኄၵዖፇิڦׯༀဣ
ཥǈഄܠᄣႠڦዘᄲႠኟනᅮڟණă౫ᄽิܠᄣႠԈઔටૌᆩᅜ
ิׂ๋ᅜतഄฆࢅޜခڦዖኲኲࢅႿ൛ܠڦᄣႠăٗ࠽ᅭฉઠ
ຫǈԈઔኄዖิׂᅈડڦ౫ᄽิༀဣཥܠڦᄣႠă౫ᄽิༀဣཥྼ
ׂิߛ༵ࢅ૰ᅜतᆌՎࣅీڦৣ࣍ڦ૰ܔᇀ๘হට੨ڦଂ๋Ҿඇ
࠲ዘᄲڦă
ྺৃཀڦ౫ᄽࢅ๋ิׂፔࠋ၅ ڦ51 ߲ܠႿ൛ዖཚࡗ้क़
ڦმࣅࢅ݀ቛ֍ႚڦׯă
ᆯ࣍ৣᆌघᅺጱࢅටૌഽेڦ੦ᇣዖࢅຽᄢܸ
ႚڦׯስუ૰ڞዂକႹܠᅍ܀د༬ڦዖิׂڦă
ฉഥ้क़ಢᇣڦ
ኄዖܠᄣႠৃཀႿ൛ຽᄢኁڦԐࡍጨᇸă࿄ઠৣ࣍ڦՎࣅĂ݀दթྰ
ၾĂටૌᆐᄢႴᄲڦႎኪ๎ĂհڦۯׇཉॲࢅՎࣅڦมࣷႴ൱ॽܔႿ൛
ዖ༵ႎڦǈ
ܸᅍܠدᄣႠڦႿ൛ඖ༹ྺਦ࿄ઠڦ༵ࠃକ߸
࠽ڦݘስă
ԒߢڼڦᅃևݴႼຎକৃړଂ๋ࢅ౫ᄽۯᅍدጨᇸǄBoHSǅܠ
ᄣႠڦഐᇸǈनႿ൛ዖڦმࣅࢅ૦๏ᄂ߫ăࢫ௮ຎକඇ൰ۯڦྷݔ
ᅍدጨᇸܠᄣႠڦ၄ጒǈᅜतܠᄣႠڟᅍدൔ์ྰၾ܈ײڦăူᅃቤ௮
ຎକۯᅍدጨᇸࡔڦा࣑ႚ๕ǈժ߁ᄲںႼຎକۯᅍدጨᇸڦፕ
ᆩĂॏኵतഄሞඇ൰߲߳ں൶ࢅऺิܔঢ়षׂڦথࢅक़থࠋ၅ăཞ้
ᄺถକഄፕྺۯ࿐ิଶᇘയሞੇթᅍدጨᇸڦዘᄲႠă
ڼᅃևڦݴፌ
ࢫᅃቤ༪ஃକ๘হۯᅍدጨᇸܠᄣႠྰڦڟၾă

ڼᅃև ݴႿథᄽิܠᄣႠጒ

ڼᅃևݴ

ڼᅃቤ

ॆႿܠᄣႠڦഐᇸ
ࢅ૦๏ᄂ߫
1 ڞჾ
ۯᅍدጨᇸڦ૦๏๔ᇀٷሀ 12000 ǄDiamondǈ 2002ǅ
ăሞᇱ๔მࣅྜׯኮࢫǈ
Ċ14000ᅜമǈ้ړኟኵႎ็ഗ้پራ থጣॽ߷ፕدխኝ߲ٷڦᆶ
ڦ౫ᄽ߫ంǈዷᄲፕࢅॆႿዖڟڥକ

တںǄDiamond and Bellwoodǈ2003Ǘ2ǅ
ă

მࣅăራ౫௷ܔଂ๋ิׂڦ੦ڞዂକ

बഥڦጲࢅටྺስǈᅍدᅎĂৎൕ

ዷᄲට੨ĂरຍĂአዎࢅਬ๚ڦՎࣅăۯ

ᇣዖࢅሗᇣዖ৽ႚׯକৃཀۯᅍدጨ

ࢅኲڦმࣅԥණྺ૦๏ፌዘᄲ݀ڦቛ

ᇸܠڦᄣႠǈժሞ߳ዖ࣍ৣǄ౫ᄽิༀں

ኮᅃǈᄺටૌ࿔႗ഐံڦਦཉॲኮᅃ

൶ǅࢅิׂဣཥዐჄ݀ቛႿథิׂă

2
๘হ౫ᄽں൶ࠟࢅႎ็ഗ้ پ/ ႚׯ࿔ࣅدڦխǈतݣพႠ༐֪ࠚڦන

ጨଙઠᇸǖDiamond and BellwoodǄ2003ǅ
ă

5

ڼᅃև ݴႿథᄽิܠᄣႠጒ

ۯᅍدጨᇸܠᄣႠܔᇀᆶิׂဣ

ۯმࣅڦഐᇸీᇑᜁଞኁण൶

ཥઠຫۼ࠲ዘᄲ ڦăᅜ༵ࠃ

მ࠶ࢅޜᄸิۯڦՓ൵Ǆ

ዖ߀ଆࢅᆌՎࣅ࣍ৣڦᇱ๔ଙăኟස

ీᆯራටૌࠌၛǅ၎࠲ǄD i a m o n d ǈ

ৎݴڦጱბჺ৯ত๖ڦఫᄣǈৃཀڦ

2002ǅăڍǈሞ߸ႎ๘ۯმࣅڦ

ݛںႿ൛ඖ༹ࢅዖዐ݀၄ܠڦᄣႠٷ

ࡗํײाฉ৽ਸ๔କăఫ้ഘࢪڦՎࣅ߸

ࡗגٷ்ڦฆᄽዖăত๖ॆႿܠᄣႠ

ेփᇨଙǈᅃၵں൶ഘࢪՎࢅ / ईल

ڦഐᇸࢅݴքړܔമڦ૧ᆩतഄԍࢺ

বႠ߸े၂ǈڞዂକට੨ࣅݛںڦક

1

ۼ࠲ዘᄲڦǄHanotte ڪǈin pressǅă ቛăኄၵ݀ቛٝକፕ߷ፕǈժᆖၚକ
ᜁଞᄸิۯፕྺ๋ݴڦքࢅ܈ăሞ

2 ॆႿڦმࣅࡗײ

ኄዖ൧ူǈۯმࣅڦዷᄲۯ૰ీ
ፁĐဠҺ๋đڦႴ൱ǈഄዐᅃၵԥმ
ࣅڦዖਏᆶፕྺᅣႿႜགྷक़߷ፕڦയ

ኻᆶณۯڦዖԥࠀׯმࣅăმ

૰Ǆ૩සǈᆩई߷ںǅǈईࢫઠ݀

ࣅᅃ߲ްሗࢅॷײࡗڦǈኄ߲ࡗ߀ײ

ቛ྆ྺׯሜۯࢅഏۯױǄ྇ᄜĂރڇ

Վକፄံۯڦႜྺࢅႚༀბ༬ۅǄ֭࿔

྇Ăມ྇ރĂகĂ୧Ăฯǅă

1ǅăघ݀ۯმࣅڦཉॲࢅუ૰ධ࿄

ሞ๘হ148ዖ༹ዘሞ45ഥਖ਼ᅜฉݥڦ

ኪǈీᅺں൶ᇘࢅዖڦփཞܸᅴă ๋ૌۯዖዐǈኻᆶ15߲ዖԥࠀׯ
֭࿔ 2
მࣅࡗײ
ُتኸڦმࣅۯኸංᄢݏᇣڦ
ዖǈཚࡗᅍدႪഄᄸิፄံڦ༬Ⴀǈ๑ഄܔ

ހڦԿᇣዖǗᅜतስႠᇣዖࢅዖ߀ଆǄቌ
ጲ Zeuner 1963ǅ
ăࠟბॆࢅۯᅍدბॆ๑

ටૌ߸ेᆶᆩǈටૌ੦்ݏڦኳǄᇣዖǅ
Ă ᆩ߳ዖত๖მࣅڦ૦๏ᄂ߫ǈԈઔცĂ
ຽᄢ࠶ǄႿปࢅԍࢺ்փ๋ۯฅ࡞ ཀྵ߃ࠡࢅࠡỞڦႚༀՎࣅჺ৯ǈᅜतႿඖମ
ٯڦแǅࢅຽଙࠃᆌ ǄDiamondǈ 2002Ǘ
Mignon-Grasteauǈ2005ǅă
მࣅԈઔᅜူօየǖ

ࢅႠ՚൸၍ॺڦ૬ǈኄၵۼᆩᇀକࢅ६՚
მࣅݛڦ๕ǄZederǈڪǈ2006ǅ
ă

ਸ๔ᇑጲᆯᇣዖᆶ࠲ǗހԿຽᄢǗހԿຽᄢူ

მࣅăഄዐ 13 ߲ዖઠጲ౹ዞࢅჱዞǈ2

ݴݘքᇀᆶٷǄĂ௦ᄜĂᄜĂይĂ

߲ዖഐᇸᇀళெዞăኻᆶ 6 ߲ዖ࠽

கࢅ୧ǅǈܸഄ 9 ዖǄ྇ރڇĂມ྇ރĂ
྇ᄜĂᄜ྇ĂმୡĂĂᩋĂә

ॆႿܠᄣႠ௮ຎࢃڦ႐ዖ߁ڦǄ֖९ڼ
຺ևڼݴᅃቤ1࠲ᇀ
Đዖđ
ኄ߲ຍᇕۨڦᅭڦ༪ஃǅ
ă
1

ࢅܮٷǄmithunǅǅሶሞඇ൰ڦగၵں൶
ๆݴዘᄲǄDiamondǈ 1999ǅăܔᇀౕૌ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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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Ⴟڦഐᇸࢅმࣅ
ॆᄢዖ


ᄸิፄံ

၍૭༹ EOB მࣅ

ਐৃ

࿋ዃ

༹ࣅݴ

๚ॲ

้क़

B. primigenious primigenious

4

1

ċ8000

ৎ۫ࢅዐ۫ Ǆဇჱǅ

B. p. opisthonomous

2

1

ċ9500

ݥዞ۫ԛև

2

1

ċ7000

ᆇٷْ܈ԛև

3

1

ċ4500

൞֠ߛᇱ

5

2

ċ10000

ৎ۫ࢅዐ۫ǈᆇْ܈

౹ዞᄸ ڦ3 ߲ჱຌ Ǆ௶ਨǅ
Bos taurus taurus

Bos taurus indicus B. p. nomadicus
ᩋ
Poephagus

ᄸิᩋ
P. mutus

grunniens
ᄜ
Capra ferus

ᄸᄜǄBezoarǅ
Capra aegragusǄ3subspeciesǅ

ٷԛև
௦ᄜ
Ovis aries

ჱዞఊޡ௦ᄜ
Ovis orientalis

4

2

ċ8500

ৎ۫ࢅዐ۫ / ཱིܺഄ
ǄҾభྂ૧ჱዐևǅ



ჱዞᄸิ
ND

Riverine B.bubalus

1

ċ5000

ᅉશ / ᅉઙਖ਼ᅉຯન
ࠌࢅࡔǈᆇٷْ܈

bubalus
Swamp B.bubalus

ND

1

ċ4000

۫ళჱǈዐࡔ

6

6

ċ9000

౹ዞǈৎ۫ࢅዐ۫ǈዐࡔ

carabensis
ይ

ᄸይ
Sus scrofa

Sus scrofa Ǆ16 ߲ჱຌǅ

ᆇٷْ܈ǈ۫ళჱ

domesticus
க

࿄ኪ Ǆ௶ਨǅ
17

Equus caballus
୧

ැ߅ ċ6500

౹ჱ֥ٷᇱ

ċ6000

ݥዞ۫ԛև

ݥዞᄸ୧

Equus asinus

Equus africanus
Nubian wild ass E. a.africanus

1

1

Somali wild ass E. a. somali

1

1

ND

1

ċ6500

Ҿڼຯஞ

ND

1

ċ6500

Ҿڼຯஞ

྇ᄜ
Lama glama

2 ߲ჱຌ
L. guanicoe guanicoe
L. guanicoe cacsiliensis

ᄜ྇
Vicugna pacos

2 ߲ჱຌ
V. vicugna vicugna
V. vicugna mensa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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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ǄჄǅ
ॆႿڦഐᇸࢅმࣅ
ॆᄢዖ

ມ྇ރ

ᄸิፄံ

၍૭༹ EOB მࣅ

ਐৃ

࿋ዃ

༹ࣅݴ

๚ॲ

้क़

ND

1

ċ4500

ዐჱ Ǆᅉશࠌࢅࡔ۫ևǅ

ND

1

ċ5000

Үઙնӷڜళև

5

2

ċ5000

ᆇٷْ܈

ċ7500

ዐࡔ

࿄ኪ Ǆ௶ਨǅ

Camelus bactrianus
C.b.ferus
྇ރڇ

࿄ኪ Ǆ௶ਨǅ

Camelus
dromedaries
ॆच

ࢤ٘ଠच

Gallus

Gallus gallusǄ4 ߲ჱຌǅ

domesticus

G. g. spadiceusǈG. g. jabouillei

G.g. murghiǈG. g. gallus
ጨଙઠᇸǖቌጲ Bruford et al. Ǆ2003ǅǗHanotte and JianlinǄ2005ǅă
ጀǖND = ࿄ඓۨă

მࣅڦԲ୲߸گǈణമሞٷሀ 10000 ౕ߲

۫ళჱ

༹ٷྺმࣅႴ༬ႠǄईᆶ૧ڦ༬

ૌዖዐኻᆶ10߲ዖǄचĂॆღĂ݊ღĂ ႠǅዂǈმࣅႴڦ༬Ⴀณྜඇ༹၄
ॆܬĂዩचĂ྄ౕĂߧጱĂ᱒᱔ࢅआचǅ ሞڇᅃዖฉǈᆶڦዷᄲॆႿዖሞ
ԥმࣅǄُఁڇփԈઔႹܠᆩᇀ࠵งࢅᇏ

बഥᅜമ৽ԥმࣅăٷ߸ܔ႙ڦրළۯ

ૂణڦڦმࣅౕૌǅă

ዖႜმࣅ࿄Ղీǈณሞփ৳ڦ

أᄸይǄSus scrofaǅྔǈዷᄲॆႿ

ॽઠփీǈኄᅙԥ20๘ुმࣅႎ

ዖڦፄံࢅᄸิৎൕᄲᅙঢ়௶ਨǈᄲ

ዖǄසᄜĂӫகĂݥዞᄸᅜतୡڦփཞ

ᆯᇀᜁଞࢅတ߀ڦںՎܸتᇀ՞ླጒ

ჱຌǅڦ฿Өईܠኻևࠀׯڦݴኤ

ༀǈ૩සᄸิࢤ٘ଠचǈට்૧ᆩᇑ

ăڍǈৃࢫᅜੂࠃڟටૌၩڦݯၭ႙

ॆᄢचႜणሀࣅሗᇣዖăܔᇀኄၵ

ࢅڦĐࡀݥđዖǄᆶ้ᄺྺၭॆႿǅ

ዖǈॆႿৈᆶڦኟٷଉၩ฿ᄸิፄံڦ

ހڦԿᇣዖ݀ڦቛǈኄᄣ݀ڦቛณሞړ

ܠᄣႠڦກ࠷Ǆ4ǅăኄᇑፕዖ

ںईగၵں൶ాྷݔీՎڥዘᄲ

ă
ڦዷᄲփཞኮتǈႹܠፕڦᄸิፄံ࣏ ǄBOSTIDǈ1991ǗHanotte and Mensahǈ2002ǅ
ీࠕሞᇱׂںቴڟǈྺ࿄ઠᇣዖऺࣄ༵
ࠃՎᅴࢅᆌ༬Ⴀڦዘᄲᅍدጨᇸă
ኻᆶณຕۯዖԥںࠀׯმࣅǈኄ

ࠀׯმࣅڦዘᄲईएԨ༬ۅԈઔႜྺ
༬Ⴀǈ૩සܔටඍ݄߿ऍႠǗᅃዖഽଜڦඖ
ਃཀႠǈԈઔĐፏთଶཀྵۯđཥዎወႾ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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ኄᄣ৽ᆶీᆯටፕྺଶཀྵኁǗሞ߅ڟ

ཚփሗڦዖኮक़݀ิᅍࢇंدईए

ඡ้ժփࣛቧǗሞმᄢཉॲူᆶᇣዖీڦ

ᅺาăኄၵᅍࢅࢇंدሗ๚ॲీ݀

૰ǗీࠕᆯටૌՍ૧๋ࠃ༵ںิڦ༬

ิሞਸ๔მࣅኮࢫăኄၵ๚ॲᇑටૌ

ႠǄმࣅ๋֥ۯܸփ๋ૌۯǅ
Ǘ

ദᅎĂஹᅟईৈৈᇑ౫ᄽมࣷܔႎॆႿ

ڦሺዘ୲Ǘׂጮኮक़Բডݴڦ܌௪क़߰Ǘ ၄႙ڦᄲ൱၎࠲ăኄᄣڦ૩ጱԈઔࣜ
ᅜतডߛׂڦጮ୲ǄDiamondǈ2002ǅ
ă

ᇑୀࢇंڦǈሞᩋࢅәዐ၄ࣜ

أళெዞၭ႙྇
ǄOld World Camelidaeǅ ڦᅍدԝৠǈᆩ౹ዞይዖᇑჱዞይሗ
ᅜྔǈᅙঢ়६՚ܠٷຕॆႿዖڦᄸิ

ǈࢅ྇ރڇມ྇ރኮक़ႜሗᇣዖǈ

ፄံዖǄ 4ǅăُྔǈକڟႹړܠമ

ᅜतǄኟසৎᅍدჺ৯ত๖ڦǅଇ߲

ॆڦႿඖ༹ࢅዖഐᇸᇀ߲ܠᄸิፄံඖ

ళெዞၭ႙྇ڦᄜࢅᄜ྇ኮक़ࢇंڦሗ

༹ǈሞᅃၵ൧ူǈఫၵሞᄸิཉॲူ ǄKadwell ڪǈ2001ǅă

֭࿔ 3
ݴጱბ༬ႠĊĊକॆႿഐᇸࢅܠᄣࣅ߾ڦਏ
ݴጱᅍدბৎڦዷᄲቛᅙঢ়ྺೠॏॆ

ᅍدბࣷǅླྀ४ڦᆩᇀᅍܠدᄣႠჺ৯ڦක

ႿዖڦഐᇸࢅܠᄣႠںڦݴք༵ࠃକഽ ٷ༹ྲ࿐႓Քऻఁڇ၄ሞᅜٗྪฉൽ
ڦႎ߾ਏǈݴྺጱՔऻăڒӣዊܠༀႠᆩ Ǆhttp://dad.fao.orgǅ
ă
ᇀॆႿڼڦᅃ߲ݴጱՔऻăٷଉჺ৯ᆮഄ20๘
ु 70 ڦپჺ৯ऻକე႙ࢅڪ࿋एᅺாဣ

փཞڦᅍدՔऻ༵ࠃփཞೝڦᅍܠدᄣ
Ⴀ႑တăක༹ྲ࿐႓࿋ۅཚᆩᇀඖ༹ܠ

ཥǄallozyme systemsǅڦ༬ኙăڍǈሞڒӣ
ዊዐ࠵ִܠڦڟༀႠೝডگǈ३ณକܠ

ᄣႠࠚऺĂඖ༹६՚Ăᅍدਐऺڦ໙Ăᅍد
࠲ဣࢅऺࠚڦඖ༹ᅍऺࠚڦࢇंدă၍૭༹

ᄣႠჺ৯ዐڒӣዊݴ႙ڦ૧ᆩႠă
၄ሞएᇀ DNA ܠڦༀႠएᇀݴጱڦᅍ

DNAǄmtDNAǅႾଚܔᇀმࣅჺ৯ઠຫ
ስڦՔऻăᅺྺሞᅃ߲ॆႿඖ༹ዐᄲݴ၍

ܠدᄣႠֱڦስՔऻăዘᄲڦ၂๖փཞ
ႚ๕ܻڤᅍܠڦدༀ DNA Քऻᅜሞबࢭ

૭༹DNAဣኻᆶཚࡗᅃ߲ᄸิజႿڦმࣅǈ
ईॽᅃ߲ᄸิజႿබࢇॆڟႿዐ֍ీํ၄ă

ᆶዷᄲॆႿዖዐႜჺ৯ăۆ႙ںຫǈ
்Ԉઔ D - ࣍ࢅဦԇ B ၍૭༹ D N A

߸༬ڦ൧ǈ๑ᆩ၍૭༹DNAǄmtDNAǅ
Ⴞଚઠ६՚ࠅණڦᄸิፄံĂజဣڦຕଉࢅ

ǄmtDNAǅႾଚǄజဣᅍدǅ
ĂY ක༹༬ᅴႠ
ڇᅃࢃᔉ໗ܠༀႠǄSNPsǅࢅྲ࿐႓ՔऻǄ

்ںڦഐᇸăፌࢫǈኑႠ Y ක༹ܠༀႠ
ڦჺ৯ᅃዖ०ܸڇڦॠ֪ࢅۨଉݴဆႧ

ဣᅍدǅǈᅜतක༹ྲ࿐႓ՔऻǄມൕᅍ
دǅăᅙঢ়ٗܠٷຕॆႿዖዐݴٷଉڦ
ක༹ྲ࿐႓ՔऻăFAO/ISAGǄࡔाۯ

9

Ⴀ֖ᇑǄmale-mediatedǅंࢇ݆ݛڦă
ጨଙઠᇸǖްࢅቌጲ Hanotte and JianlinǄ2005ǅ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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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૬ॆڦႿმࣅ๚ॲీپณຕმࣅڦ

3 ॆႿڦፄံࢅںഐᇸ

༹߲ദᅎڟᅃ߲ႎںڦ൶ǈܸᆅڦएإ
ॆႿڦᅍد႑ࡽደॷԥԨںᄸิۯჷ
ுǄZeder et al.ǈ2006ǅăईኁԨںმࣅ๚

ࠟბᇑᅍدბ֮ڦፌସට႗ڦݺ

ॲپࠟڦᅍد႑ࡽ၄ሞీԥ߸ৎઠጲ

ଶᇘኮᅃऻሜॆႿმࣅںڦ࿋ዃ

ഄᇱׂॆڦںႿᆆԸăઠጲࠟ၄ׇ

ǄZeder et al.ǈ 2006ǅǈࠟბᆅڞᅍد

ڦዷᄲ֪ଉ႑တࢅॆپࠟܔႿ DNA ڦჺ

ჺ৯ǈܸᅍدბྺᅃၵኛஃႠࠟڦბ
ஃ༵ࠃᅈǈईত๖ॆႿዖࢅ்ܠ

৯କฉຎ࿚༶ڦዘᄲ߾ਏă
၄ሞǈට்ණྺॆႿმࣅณሞ๘হ

ᄣႠڦీڦႎںഐᇸă༬՚ዚዜ

12 ߲൶ᇘ݀ิǄ 3ǅăସටߌ႗ڦǈ

ኪǈबࢭᆶॆڦႿዖሞ܀༬ں൶

ժݥᆶڦმࣅዐ႐ۼᇑ்ڦፕᇱׂ

ᇘǄ 4 ࢅ 3ǅܠዘმࣅڦࡕǗሞმ

ںൎ၎࠲Ǆ֖९2ǅăሞᅃၵ൧ူǄ૩

ࣅਸ๔ኮࢫǈิ݀ᄸิൕຌࢅ்ڦ

සႎሆཱིǄFertile Crescent ǅǈᅨݨ

ॆᄢൕຌኮक़ڦएᅺዖዊาă

ሆྗǈྺᅃ૦๏ںఁǈኸዐ۫ଇࢋୁᇘ

ኵڥጀᅪڦǈ၂܀૬ॆڦႿმࣅ
๚ॲሞ࿔ࣅฉඐժփᅃۨࠜ૬ڦăᅃၵ

तഄৎᅃݨزںཱིڦăԈઔڦৃړ
ᅜଚĂဇӂĂәిĂሀڋևںݴ൶Ă

3
ॆႿმࣅڦዷᄲዐ႐ĊĊᅜࠟბࢅݴጱᅍدბ႑တྺएإ

Ǆ1ǅआचǗ
Ǆ2ǅ᪖ǈ྇ᄜǈᄜ྇Ǘ
Ǆ3ǅ ይǈཱུǗ
Ǆ4ǅ ǈ ୧Ǘ
Ǆ5ǅ ǈይǈᄜǈ௦ᄜǈມ྇ރǗ
Ǆ6ǅǈᄜǈचǈࢋୁǗ
Ǆ7ǅகǗ
Ǆ8ǅᩋǗ
Ǆ9ǅይǈትሷǈचǗ
Ǆ10ǅचǈይǈәǗ
Ǆ11ǅރڇ
྇ǗǄ12ǅმ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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Ⴜ૧ჱǈᅜतᅉઙਖ਼ࢅཱིܺഄ۫ڦళևǅǈ ்ॆܔႿዖڦᇱׂڦںକăڼᅃ߲
ፕࢅॆႿڦმࣅዐ႐၎ࢻंሗڦǈܸ

ԥმࣅۯڦࠑăኄీ݀ิሞณ

ሞଷᅃၵ൧ူǄ૩සݥዞٷǅፕࢅ

14000ᅜമǈࠑԥᆩᇀᜁଞࢅੂோࢺᇾă

ॆႿڦმࣅ܀ܠٷ૬݀ิăሞᅃၵዖڦ

ഐ؛მࣅࠑںڦ൶ชփൣؤǈڍǈሞ၄

ᅃၵმࣅዐ႐ชփඓۨڦ൧ူǈᅜူں

ࠑپዐ݀၄କႹܠజဣဣǈ்ᇑ

൶ᇘዘᄲڦᄲᇱׂںዐ႐ǈᅺُᄺ

ᄸิፄံ৹๘হࣨળǄCanis lupusǅᆶܠ

ॆႿዖܠڦᄣႠዐ႐ǖళெዞҾڼຯ

ዘएᅺาăॆࠑ၂փሞႎ๘হ܀૬

ஞ૾Ǆᄜ྇ǈ྇ᄜǈ᪖ǅ
ǗዐெዞǄआ

მࣅڦǈሞெዞ६՚ڦ၍૭༹ဣ

चǈ݊ღǅ
Ǘݥዞ۫ԛևǄǈ୧ǅ
Ǘဇళ

ഄᇱׂྺں౹ዞǄWayne ڪǈ 2006ǅă

ჱԈઔႎሆཱིǄFertile CrescentǅǄǈ

ራሞ 10000 മǈᄜ৽ሞႎሆཱི

௦ᄜǈᄜǈይǅ
Ǘᆇୁࢋ܈ᇘں൶ǄĂ ǄFertile Crescentǅ ڦZagros ஞԥმࣅ
ᄜĂचĂࢋୁǅǗ۫ళჱǄचĂә ǄZeder and Hesseǈ 2000ǅăᄸิᄜ
ǅ
Ǘዐࡔ۫ևǄይĂचĂትሷǅ
Ǘ ǄCapra aegragusǅీॆᄢᄜڦፄံ
ဠகઙჯߛᇱǄᩋǅǗࢅԛჱǄმୡǅă ኮᅃǈڍǈഄዖǈ૩ස C. falconer
ُྔǈҮઙնӷڜళևں൶ڦ྇ރڇᇱ

ᄺᆶీሞॆᄢᄜڦᅍੰدዐፔକࠋ

ׂںǈܸມڦ྇ރᇱׂںీᅉશᅉຯ

၅ăৃཀǈሞॆᄢᄜዐ६՚କ 5 ߲܀

નࠌࢅࡔں൶ǈகڦᇱׂںీ౹ჱ߅

༬ڦజဣ၍૭༹ዷᄲဣǄLuikart ڪǈ

֥ᇱă

2001ǗSultana ڪǈ2003ǗJoshi ڪǈ2004ǅă

მࣅሞब߲ں൶݀ิ้ǈᄺࣷሞփཞ

ኄၵဣዐڦᅃ߲ሞຕଉฉዷᄲᆫǈ

้݀ิăڍǈᄲኤმࣅ๚ॲ݀ิڦ

ժሞ๘হྷݔ၄ǈܸ߲ܾڼဣੂઠ

ඓൎන༬՚ᆶႠăმࣅਸ๔ۯڦ

ׂڦپړă்ీݒᆙକሞႎሆཱི

ሞႚༀბฉชᇑ்ڦᄸิፄံுᆶ၂ ǄFertile Crescentǅڦᇱ๔ࠅᄜڦმࣅࡗ
ֶ՚ǈᅜߵႚༀბՔऻڦڥმࣅ๚

ײǈࠟბ႑တሞႎሆཱིǄFertile

ॲ݀ิڦනՂॽࠚگഄํा้क़

Crescentǅᆶ 2ċ3 ߲მࣅں൶ǄZagros 

ǄDobney and Larsonǈ2006ǅă܀૬ᇀႚༀ

ஞǈTaurus ஞǈJordan ࢋࠢǅăഄဣ

ბՎࣅݴڦጱනࡗײᆶۆ႙ڦ༬ۅǈन

ںڦݴք߸ेᆶ၌ǈీᇑഄں൶Ԉ

ဃֶ୲ٷᅈડᇀփඓൎڦ༐ࣅۅă ઔᆇڦࠢࢋ܈ଷྔڦმࣅ၎࠲ǄFern Δ
ᆩᇀ६՚ටૌ࠶ॆႿڦഐ؛ڦႿඖ

ndez ڪǈ2006ǅă

ખरຍࢅ๑ᆩࠟ پDNA ႑တݴڦጱዓ

ٷሀ 8000ċ9000 മǈ௦ᄜీᄺ

ၯኟ݆ݛǈྺඓۨმࣅන༵ࠃକႎڦ

ሞႎሆཱིǄFertile Crescentǅْԥმ

০ǄZeder ڪǈ2006ǅă

ࣅăࠟბ႑တሞཱིܺഄᆶ 2 ߲܀૬

ႎࠟڦბࢅᅍدბ႑တᅃሞ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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ࢋڹฉᆴࢅҾభྂ૧ჱዐևǄPeters ڪǈ ڦმࣅᅃ߲ްሗײࡗڦǈሞ࢙ੵᄸิ
1999ǅăᄸิ௦ᄜ ڦ3 ߲ዖǷ۫ݛಎᄜ
ǄOvis vigneiǅĂಎᄜǄO.ammonǅࢅ౹ჱ
ಎᄜǄO. musinom/orientalisǅǹԥණྺ

ዖںڦాྷݔณᆶ 5ċ6 ߲܀༬ڦმ
ࣅዐ႐ǄLarson ڪǈ2005ǅă
ڦმࣅࡗײԥࡻऻںକူઠǈ

ॆᄢ௦ᄜڦፄံǄRyderǈ1984ǅǈईณ

၂ڦኤ 3 ߲܀༬ڦᄸǄB o s

ሗาᅃၵԨںዖዐăڍǈৎڦ

primigeniusǅჱຌᆶ 3 ߲܀༬ڦਸ๔მࣅ

ᅍدჺ৯࿄݀၄۫ݛಎᄜࢅಎᄜڦᅍࠋد

๚ॲăB. primigenius primigenius ٷሀ

၅ǄHiendleder ڪǈ1998ǅăኄኧକ౹ჱ

8000മሞႎሆཱིǄFertile Crescentǅԥ

ಎᄜǄO. orientalisǅॆᄢ௦ᄜྸڦᅃፄ

მࣅǈܸ B. p. opisthonomous ీ 9000 

ံۅ࠵ڦǈ౹ჱಎᄜݴքᇀཱིٗܺഄჽฦ

മሞݥዞٷ۫ԛևԥმࣅǄWendorf

ڟᅉશᅉຯનࠌࢅࡔ࠽ڦગں൶ă౹ჱಎ

and Schildǈ1994ǅǈ்ݴ՚ৎ۫ࢅݥ

ᄜǄO. musinomǅ၄ሞ࣏ԥණྺ࿄მޜ

ዞज़ࣜރǄB. taurusǅڦፄံăᆶට

௦ᄜپࢫڦăሞॆᄢ௦ᄜዐᅙঢ়ऻକ 4

ණྺज़ރୀǄBos indicusǅሞডྟ้

߲ዷᄲజဣ၍૭༹ DNA ဣǄHiendleder

क़न 7000ċ8000 മሞৃཀڦәएຯ།

ڪǈ1998ǗPedrosa ڪǈ2005ǗTapio ڪǈ ڦᆇୁࢋ܈ᇘԥმࣅڦǄLoftusڪǈ1994Ǘ
2006ǅǈഄዐ 1ċ2 ߲జဣ၍૭༹ DNA 

Bradley ڪǈ1996ǗBradley and Mageeǈ

ဣᇑ܀༬ڦმࣅ๚ॲ၎࠲ǈܸഄజဣ၍

2006ǅăፌৎǈᆶට༵۫ჱ຺߲ڼმ

૭༹ DNA ဣሶᇑࢫઠᄸิ௦ᄜڦएᅺ

ࣅዐ႐ǄMannen ڪǈ 2004ǅǈڍǈ

า၎࠲ăৃǈ၍૭༹ DNA ဣᇑ௦

܀૬݀ิ࣏ڦپԨںᄸएᅺาڟ

ᄜ၄႙ዖǄ૩සݨ࿂௦ᄜĂၭ࿂௦ᄜ

ৎׂ۫ںዐชփൣؤă

ࢅྀݨ௦ᄜǅኮक़࠲ڦဣชփൣؤă

ॆᄢǄBubalus bubalusǅڦፄံ

ॆᄢይڦፄံᄸይǄSus scrofaǅă ᅑჱዞڦᄸิăߵ்ڦ၄
ٷଉۯڦࠟბ݀၄ǈॆᄢይሞ

႙ࢅක༹ፇ႙ᅜतৎ၍૭༹ DNA ߾

9000ᅜമሞᇺ۫ں൶ԥმࣅڦăҾభྂ

ፕǄTanaka ڪǈ1996ǅඓණକଇዖዷᄲૌ

૧ჱ۫ևڦब߲ں൶ऻକबഥઠይሞ

႙ǖᅃዖᆇٷْ܈Ăৎ۫Ăዐ۫ࢅ۫

ႚༀბࢅඖ༹ખฉڦደॷ߀Վǈକ

౹ୁࢋڦ႙Ǘଷᅃዖሞዐࡔࢅ۫ళ

მࣅࡗײतഄႚༀბࡕăࠟბࢅᅍد

ჱࡔॆ݀၄ڦትሷ႙ăኄଇዖૌ႙ሞ

ბኤ۫ჱǄዐࡔǅ܀߲ܾڼ૬ڦ

ᆇٷْ܈۫ڦԛևႜࡗሗă்

ዷᄲმࣅዐ႐ǄGuiffra ڪǈ 2000ǅă౹ჱ

ీݴ՚მࣅڦǈࢋୁ႙ڦმࣅዐ႐

ࢅԛݥณᆶ16߲փཞڦᄸይჱຌǈժփ

ీ5000മڦᆇୁࢋ܈ᇘࢅ/ईᆽ݀

ସටڦǈፌৎܔ౹ჱॆᄢይࢅᄸิ

ઙ߭ڹࢅࢋڹຯࢋୁᇘǗܸትሷ႙

ይڦ၍૭༹ DNA ܠᄣႠֱۙڦত๖କይ

ڦმࣅณሞ4000മڦዐࡔǈ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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ں൶ڠዖኲڦ႗ഐᆶ࠲ă
ᆶ࠲கǄEquus caballusǅმࣅ๚ॲڦ

ഄᇱׂںăүतࠟڦბኤᄺኧݥ
ዞ୧ڦმࣅዐ႐ǈժმࣅනٷሀ

නࢅۅںᅃᆶኛஃăॆᄢகڦፄံᅙ

ሞ 6000ċ6500 ᅜമǄClutton-Brockǈ

ঢ়௶ਨăᆶଇ߲ዖԥࠅණྺഄᄸิፄ

1999ǅă

ံĊĊಎகǄE. ferusǅࢅ Przewalski க

ॆᄢᩋǄPoephagus grunniensǅݴ

ǄE. przewalskiiǅă࠶ᇑᄸิፄံݥৎ

քᇀዐჱں൶ǈࡦܔૐࢅߛ࡛Ӛ࣍ৣᅙ

ຼǈPrzewalski கǄE. przewalskiiǅ಄࣏

ঢ়ᆌăᩋݣథᄽ࠽ݴݘքᇀዐჱߛ

փॆᄢகڦথံፄǄOlsen ڪǈ2006Ǘ ᇱǈഄܔᇀဠகઙჯߛᇱߛ࡛Ӛں൶ڦ
VilΖڪǈ2006ǅăᄲೠࠚା٪ڦகࠟڦ

ඇჄႠ݀ቛ࠲ዘᄲڦăీ

ბᅍगޏᄸิڦईმࣅڦๆݴઓవă ᇑဇ֠Ċ௫ۋට੨ሞኄ߲ں൶ڦਃዿ၎
ࡘුਖ਼ຯ།ԛևǄBotai cultureǅٷڦଉኤ

࠲ăৃཀǈሞ൞֠ߛᇱ࣏ᅜ݀၄ᅃၵᄸ

கٷሀࠅᇮമ 3700 ċࠅᇮമ

ิᩋǄP. mutusǅǈڍǈ்ీᅙঢ়

3100 ڦཟഗ้پሞኄ߲൶ᇘԥმࣅڦ

าକܠᄸࣅॆᄢᩋڦएᅺăᅙঢ়६

ǄOlsenǈ2006ǅăፌৎݴڦጱბჺ৯జ

՚ 3 ዖ၍૭༹ DNA ဣăڍǈ၍૭

ဣகܠڦᄣႠీઠጲփཞں൶ᇘڦब

༹ DNA ܠᄣႠڦૌຼںݴքକሞ

߲ඖ༹ăڍǈ၄ᆶኤ࣏փፁᅜڥ

൞֠ߛᇱ۫ևڇڦᅃმࣅ๚ॲǈܸփܠ

ஃǈகڦმࣅᅃ߲ڇᅃڦმࣅ๚ॲࢅഄ

߲მࣅ๚ॲǄQi ڪǈ in pressǗGuo ڪǈin

ࢫڦएᅺาǈ࣏ڦ܀ڇ߲ܠმࣅ๚ॲ

pressǅăݴጱბࡕᄺǈॆᄢᩋٗ

ǄVil Ζڪǈ2001ǗJansen ڪǈ2002ǅă

მࣅዐ႐ڦકොᆶ 2 ཉ܀૬ڦദᅎୟ၍ǖ

ᇑُ၎ڦݒǈ୧ǄEquus asinusǅڦ

ᅃཉୟ၍ཚࡗဠகઙჯஞࢅઑஞ

მࣅࡗੂײઠ०ܠڦڇă၍૭༹ DNA ჺ

ၠဇ" ٳڟPamir Knot" ୟ၍Ǘଷᅃཉୟ၍

৯ᅙঢ়ኤํॆ୧ڦᅃ߲ݥዞᇱׂںǈժಇ

ཚࡗࠟళևߦՄࢅߦՄҮુஞڦ

أକჱዞᄸ୧ॆ୧ံڦፄǄBeja-Pereira

ԛႜୟ၍ٳڟࠟࢅ၄ሞܭڦஆຯӺ

ڪǈ2004ǅăଇ߲၍૭༹ဣኤକ2߲მ ǄQiڪǈin pressǅă
ࣅ๚ॲăᅃ߲ဣᇑ Nubian ᄸ୧ǄE.

ᇑᩋᅃᄣǈმୡǄRangifer tarandusǅ

asinus africanusǅൎ၎࠲ǈ၄ሞ࣏ీሞ

ڦმࣅ๑ݣథႿඖ૧ᆩକटփᅓᄢႿᄽ

໋۫چԛև੍ৎࢤ࡛ںڦ൶݀၄ᄸิڦ

ڦတںăܔმୡڦმࣅ࣏ኪኮฯณǈᄸ

Nubian ᄸ୧Ǘଷᅃ߲၍૭༹ဣ၄ᇑ

ิმୡీმࣅፌྟٷڦ႙րළۯ

கᄸ୧ǄE. asinus somaliensisǅᆶᅃ

ዖăሞဇն૧ჱڦҮુஞ݀၄କმୡ

ၵൕࢅႠăᅺُǈ࠶࣏փీಇأሞᅃ߲

მࣅڦፌࠟࠟڦბྰኤǈන

ତৎ൶ᇘǄҮઙնӷڜईႎሆཱི

ᅜጕ໓ڟሀ2500ᅜമǈฺ้ړႜ

ǄFertile Crescentǅԥმࣅǈݥڍዞీᄺ

ױഏმୡ ǄSkjennebergǈ1984ǅăுᆶ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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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მୡმࣅሹᄣٳڟ౹ዞڦ੍႑တǈ ኤኸǈҾڼຯஞዐևሞਐৃ
ᆶీሞຯਾںఫྼჱں൶܀૬მࣅ

6000ċ7000ᅜമᄜ྇ڦᇱׂںዐ႐ă

ڦǈᄺᆶీᇑഄԛև౹ჱ֥ᇱม൶

྇ᄜీሞཞᅃ้ሞ Titicaca ࢶৎڦ

থ ڦةSaami ටํแڦმࣅăට்၎႑მ

Ҿڼຯஞԥටૌმࣅăჺ৯݀၄ኄ 2 ߲

ୡᄢኳሞࠅᇮമ1600ᅜࢫᆯSaamiට

ॆᄢዖኮक़ᆶٷଉڦएᅺา݀ิ

ਸ๔ڦăዚዜኪǈᄸิმୡ৽ԛெმ ǄWheelerڪǈ2006ǅĊĊໜጣဇӬცኙޜ
ୡǄCaribouǅǈܸԛெმୡٗ࿄ሞኄ߲ٷ

ਸ๔ڦीჄሗײࡗڦ೦࣋କدཥڦᇣዖ

ԥმࣅǄClutton-Brockǈ1999ǅă

ࠓࢅܔኄ 2 ߲ዖ࠶ڦă

ມ྇ރǄCamelus bactrianusǅڦმࣅ

әڦፄံጄྍ
ǄBos javanicusǅ
ǈ

ీ݀ิሞ၄ሞڦᅉશᅉຯનࠌࢅࡔࢅཱི

ᅙঢ়݀၄କഄ 3 ߲՞ླڦჱຌዖăә

ੰதຯ།ںڪǈईၠ۫ුࡘڦਖ਼ຯ།ళ

ڦმࣅํाฉժփ݀ิሞәڜฉǈڜ

ևĂࠟဇԛևࢅዐࡔԛևں൶ǄBullietǈ ฉுᆶᄸิፄံ٪ሞڦኤăኄ߲ዖ
1975ǗPeters and von den Drieschǈ1997ǅă ీሞጄྍࢅ / ईᆇ܈ኧఫӷڜԥმࣅăሞ
ፌራڦᆶ࠲ॆᄢມڦ྇ރኤઠጲᅉશᅉ

әዐ݀၄କࣜǄB. taurusǅࢅୀ

ຯનࠌࢅࡔዐևڦSahr-i Soktaں൶ǈሞኄ߲ ǄB. indicusǅڦएᅺาǈሞब߲۫ళჱ
ں൶݀၄ڦມࠡڦ྇ރỞĂ
ݾՍࢅற္ྼ

ࣜዖዐ࣏ླྀକәڦᅍدԝ

ጕ໓ٷڟሀࠅᇮമ2600ǄCompagnoni and

ৠǈॆᄢәሼঢ়ᆶԲৃཀ߸ྺ࠽

Tosiǈ1978ǅă

ݴڦݘքǄFeliusǈ1995ǅă

ৎڦᅍدბჺ৯ǈߦՄ෭ఒዐ

ܮٷǄmithunǄB. frontalisǅǅڦፄ

ᇑॆᄢዖࠀׯሗڦᄸิஎ྇ǄC .

ံࣜٷǄgaurǄB. gaurusǅǅ
ăᇑә

ferusǅඖ༹ժփॆᄢஎ྇ई࿄მࣅஎ྇

ᅃᄣǈణമชփኪڢዖڦმࣅዐ

ڦথజဣፄံǄHan Jianlinǈ personal

႐ăሞࡔ۫ԛևǄNon Nok Thaǅڦ

communicationǅă྇ރڇǄC. dromedariesǅ ࠟბྌਢຫǈኄ2 ߲ዖీራሞ7000
ڦᄸิፄံ၄ሞᅙঢ়௶ਨăට்၎႑ǈኄ

മ৽ԥმࣅǄHighamǈ
Ǆ1975ǅin Feliusǈ

߲ዖڦმࣅਸ๔ᇀٷሀ 5000 ᅜമڦ

1995ǅă

Үઙնӷ۫ڦڜళևă
ళெዞၭ႙྇ڦഐᇸኮ၄ሞᅙঢ়

ॆᄢचǄGallus domesticusǅᄸิ
ࢤ٘ଠचǄGallus gallusǅپࢫڦǈ

ਸǈٷᄜ྇ǄguanacoǄLama guanicoeǅǅ ీᆛᆶ 5 ߲ፄံჱຌăᅜമݴڦጱბჺ৯
ࢅၭᄜ྇ǄvicunaǄVicugna vicugnaǅǅݴ

۫ళჱǄࡔǅྸᅃڦმࣅഐᇸں

՚ॆᄢ྇ᄜǄllamaǄLama glamaǅǅࢅ ǄFumihito ڪǈ1994Ǘ1996ǅǈܸසৃᅙ६
ᄜ྇Ǆalpaca ǄVicugna pacosǅǅڦፄံ

՚ณ 6 ߲܀༬ڦజဣᅍدဣǄLiu

ዖǄKadwellڪǈ2001ǅăࠟۯბڦ

ڪǈ2006ǅǈᇑณ3߲܀༬ںڦმࣅ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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႐၎ܔᆌǄBjornstad ڪǈ forthcomingǅă ቛݥዞ૦๏ฉڦᅃ߲ዷᄲ๚ॲǈీ
ᇑࠟბ႑တᅃዂڦᅍدბຕǈሞ

ళںݥ൶ Khoisian ௷ፃሞٷሀ 2000 മ

ᆇୁࢋ܈ᇘڦचმࣅዐ႐ٷሀ݀ิሞ

ํแ֥ᇱႿథᄽǄĂ௦ᄜࢅᄜǅڦᇱ

5000ᅜമǈܸሞዐࡔ۫ևڦचმࣅዐ႐

ᅺǄHanotte ڪǈ2002ǅ
Ǆ֭࿔ 3ǅăٷሀሞ

ٷሀ݀ิሞ7500ċ8000ᅜമǄWest and

1500ċ2000മǈ۫ళჱᅎ௷ٳڟகेٳ

Zhouǈ 1988ǅăܸǈዖీሞ۫ళ

ຯेǈॽॆᄢचᆅକகेٳຯेǈฯ

ჱ၄ሞڦᆇ܈ဇჱڜᇒԥ܀૬ںმࣅ

ݥዞٷళևں൶ǄB j o r n s t a d ڪǈi n

ǄBjornstad ڪǈin preparationǅă

preparationǅăᇑُ၎ڦݒǈகेٳຯे
ࢅళևݥዞڦᇱׂںݥዞǄHanotte

4 მࣅۯڦકො

ڪǈ2000Ǘ2002ǅăݥዞٷڦԨںይڦᇱ
ׂںධுᆶ࿔ጴऻሜă
ሞჱዞǈॆႿٳڸනԨଚڜీ

සࡕმࣅࡗײॆৃړႿܠᄣႠ݀ቛ

ሞࠅᇮമ 400 וးढ౫௷ॺ૬ኮࢫ݀

ڦዷᄲഐᇸ๚ॲࣆڦǈഄࢫ݀ิڦმࣅ

ิڦǈڍǈઠጲഄں൶ᇘڦᆖၚᄺ

ዖકොࢅദᅎڟᆶٷዞᄺཞᄣዘᄲă ၂ܸᅟ९ڦăሞೝᄝں൶ǈይࢅचሞ
ኄ߲ࡗܔײᇀॆৃړႿܠᄣႠںڦݴք

ࠅᇮമ 900ċ700 ڟدհ૧ဇჱဇ

ڦ၄ਏᆶዷᄲፕᆩăٝ๑ራॆႿዖ

ևǈࢫໜጣհ૧ဇჱڦકቛሞࠅᇮ

કොڦዷᄲᅺ౫ᄽĂஹᅟࢅਬ๚ኙޜ

900ᆼڟدRapa NuiǄްऄবڜǄEaster

ڦકቛă

Islandǅǅ
ă

ٝ๑౫ᄽકቛڦඓൎऐช٪ኛஃă
౫ᄽકቛײࡗڦሞփཞں൶क़ీ٪ሞ

أକටૌദᅎǈࠟپୟஹᅟྪஏ
ॆܔᄢዖڦકොᄺਏᆶዘᄲڦፕᆩă

ֶٷᅴǄDiamond and Bellwoodǈ2003ǅ
ă ॆႿڦმࣅሎႹ࿔ටኮक़ٷଉڦୟ
ۨภतକටૌට੨ڦദᅎࢅටඖኮक़

ஹᅟǈॆႿԨวஹᅟׂڦăሞ

࿔ࣅڦୁǈኟසႹܠᜁଞਃมࣷۼ

৹๘হፕྺ྆ᆩۯڦዷᄲॆႿዖ

ႜ߷ፕຫڦăዘᄲڦ౫ᄽકቛӄ૩Ԉ

୧ĂகĂࢅ྇ރڇມ྇ރǈሞళெዞፕ

ઔට்ሞႎ็ഗ้پǄNeolithicǅ
ǈॽĂ ྺ྆ᆩۯڦዷᄲ྇ᄜăට்၎႑ǈ
௦ᄜࢅᄜᆅ౹ዞǈీᄺᆻ݀କᄸይ

கڦმࣅڞዂକ౹ჱ߅֥ᇱڦഏகᆴ

ں৽ڦმࣅăმࣅॆڦႿཚࡗ 2 ཉዷᄲڦ

థ௷ፃڦਬ๚કቧࢅഄࢫகዖሞኝ߲

܀༬ୟ၍౹ዞǈनࢋܠୟ၍

৹๘হڦકොăມ྇ރᄺሞኛዐᆶ၌

ǄDanubianǅࢅںዐ࡛ୟ၍ǄMediterraneanǅ ں๑ᆩǄClutton-Brockǈ1999ǅǈܸރڇ
ǄBoguckiǈ1996Ǘ Cymbronڪǈ2005ǅ
ă
ٷሀሞࠅᇮമ 2000 ڦӬටڦ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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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ݥዞ֥ᇱႿథᄽڦᄂ߫
ፌৎǈݥܔዞ֥ᇱႿథᄽᄂ߫ڦକ
ᆶኛஃڦփศăڍǈܔඇ๘হᆶ

ǈณଉຕଉڦୀీራሞ 2000 ᅜമ৽
၄ሞݥዞٷ۫ڦևں൶ǈራҮઙն

ٷڦԨںඖ༹ڦᅍدՔऻݴဆᅙঢ়ত๖
କݥዞ֥ᇱႿథᄽڦዷᄲᄂ߫๚ॲǄ4ǅ
ăፌ

ྫईਐ࡛ฉஹᅟڦࡕǈኄၵፌݥٳڸ؛
ዞڦڞዂକୀݥܔዞࣜڼڦᅃْएᅺา

ራݥڦዞీሞٷሀࠅᇮമ 8000 ᇱׂᇀ ăୀݥٳڸዞڦዷᄲ้ీ๔ᇀٷሀࠅ
ݥዞٷăඓൎڦმࣅዐ႐ධփၘǈڍǈ ᇮമڼ๘ुҮઙնටሞݥዞ࡛۫ӂۨڦਃă
ࠟბ႑တీ࿋ᇀݥዞٷ۫ڦԛև ୀڦዷᄲాકොీሞ֥ᇱႿథᄽദᅎ
ǄWendorf and Schildǈ1994ǅ
ăፌራݥڦዞྺ Ǆ૩සුࢍܻںޅ൶
ǄSahelǅڦઙ
ǄFulaniǅ
ǅ
ज़ࣜރǄBos taurusǅ
ă்ਸ๔ݴොሞ ݥኮࢫ݀ิǈժሞ 19 ๘ुڦ࿑ԓ้݀
ዞԛևᅜतඤټᇐଠՉহڦళևں൶ăৃཀǈ ڟڥକेă
ళևݥዞݥዞٷፌࢫਸ๔Ⴟథᄽڦ
ኄၵԨཱིݥዞࣜڦৈ٪ࢫᅩੇጔ،ڦဇݥ
ࣜǄ૩සٳఊǄN'Damaǅࢅ Baoul Θǅ ں൶ăణമǈᅍدຕಇأକઠጲݥዞٷဇ
ࢅઠጲүܭԲჱ ڦKuri ࢅ Sheko ăසৃ
ᆶኄၵඖ༹ۼᇑୀǄBos indicusǅႜକ

ևڦඖദᅎăణമੂઠඖٗںࢶٷ൶ၠ
ళકොǈںࢶٷ൶ 2000 ܠᅜമ৽۫Ӭ

णሀࣅሗǈ்ܸ܀༬ڦᅍׯࠓدཚࡗփೝ
࢚ڦᅍࢇंدኟሞၩ฿ă

ටࢃڦ႐൶ᇘăኄၵ౫௷ፌዕᇑ San ᜁଞਃ
มࣷথةǈSanᜁଞኁ்ٗఫइڥକॆႿă

ୀݥٳڟዞডྟăज़ރ၄ሞݥዞڦ
ፌራኤጕ໓ڟᇸጲࠅᇮമ 2000 ڦүत

მࣅৎ۫ዐ႐ڦᆖၚሞݥৃړዞٷ۫ڦԛ
ևĂဇԛևࢅళևں൶ᆶ݀၄ăࢫኁీ

ڼๆܾྦྷࠟڦוఝࣃăኄၵۯీፕྺ
૧ᅜᆶ၌ڦຕଉԥڟټүतǈᅺُǈ்ᇑ

౹ዞ౫௷ሞݥዞٷڦኄ߲ں൶ۨਃڦࡕă

ࢫઠݥዞୀڦ၄ժဣăڍǈᆶට༵

ሁઠሁڦܠኤ၂๖କ࡛ࠟپฉஹᅟ

ቌጲǖHanotte ڪǄ2002ǅ
ă

၍ǄZilh oǈ2001ǗBeja-Pereiraڪǈ2006ǅă

ୟ၍ሞॆႿકොዐഐڦዘᄲፕᆩă૩

ॆႿඖ்༹ٗڦᇱׂںዐ႐કොࢅ

සǈৎڦݴጱᅍدბჺ৯ত๖କǈୀ

ദᅎኮࢫࣷᆶܠᄣႠڦ฿ăڍǈݴጱ

ཚࡗᆇ܈ᄝጽᆅݥዞڦǈܸփ

Քऻᅙঢ়ত๖କ߸ྺްሗڦਆ௬ǈሞઠጲ

ཚࡗ໋ᅉ๗࡛ိǄIsthmus of Suezǅईဇ

փཞმࣅዐ႐ڦඖ༹ंࢇኮࢫǈᅃၵദᅎ

లӷڜǄSinai Peninsulaǅాڦሏٳڟ

ࣷڞዂॆႿܠᄣႠڦሺेăُྔǈၘဦڦ

ݥዞڦǄHanotte ڪǈ2002ǗFreeman ڪǈ ݴጱბჺ৯ǈփৈॆႿඖ༹ኮक़ڦሗ
2006ǅăཞᄣǈࠟბࢅᅍدბ႑တۼ

ๆݴ९ǈܸሞፌڦ؛მࣅ๚ॲኮࢫ

ǈ֥ᇱႿథᄽሞںዐ࡛ಪدڦںխփৈ

ᄸิඖ༹ڦᅍدएᅺᆼࣷาăړᅍدए

ঢ়ࡗକٷ࡛ӂୟ၍ܸᄺঢ়ࡗକ࡛ฉୟ

ᅺา݀ิሞዖڦᇱׂںᅜྔࢅਸ๔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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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ݥዞॆᄢڦઠᇸࢅദᅎୟ၍

ጨᇸઠᇸǖGraphics unitǈILRIǄ2006ǅă

કොኮࢫǈኄၵᄸิएᅺาᅜႚټׯ

ǈፌৎڦᅃၜภत౹ዞĂݥዞࢅဇჱ

ᆶ܀༬ᅍدԝৠݛںڦႠॆႿᅍدඖ༹ă ڦჺ৯ǈઠጲփཞმࣅዐ႐ڦඖ༹
ኄၵ૩ጱԈઔ౹ዞԨںᄸڦएᅺา

ኮक़ंࢇڦ֮ں൶ᅜቴڟፌߛڦ܈ײ

ǄG therstr m ڪǈ2005ǗBeja-Pereira ڪǈ ܠᄣႠǄFreeman ڪǈ2006ǅăᅃၜภत౹
2006ǅǈీ࣏Ԉઔჱዞڦएᅺา
ǄMannen ڪǈ2004ǅă
କॆႿકොںڦఇ๕ࢅᄂ߫ܔ६
՚ߛೝܠᄣႠںڦ൶ᇘ࠲ዘᄲ
ڦǈኄၵ൶ᇘԍࢺጨᇸڦയሞڦᆫံں

ዞĂৎ۫ࢅዐ۫ڦᄜܠᄣႠֱۙݘ࠽ڦ
ൣںؤত๖କᅃ߲ᄜܠᄣႠںڦݴহ
၍ǈ๑ᆩںᇱׂںᅜዚܠዖڦ
ٷևݴᅍܠدᄣႠǄCa Πnڪǈ2006ǅă
ৃཀǈᆯᇀߛิׂ૰ዖ݀ڦቛࢅၨ

ᇘăኄႴᄲ࠽ڦݘᅍܠدᄣႠăৃǈ ĂႎڦᇣዖरຍᅜतܔႿׂႴ൱ڦන
ሞኄ߲ଶᇘኻਸቛକྺຕփڦܠჺ৯ă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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ࡔദᅎኟሞेăኄዖ၄ࣅپકොዷᄲਆ

ዖࢅᅃၵ௦ᄜࢅይዖዐ࠵ִڦڟມ

၌ሞณຕዖǈबࢭኻภतٗ݀ॆࡔٳ

क༬Ⴀăሞݛ௬ǈኄዖ༬Ⴀ߲ڇए

ၠ݀ቛዐࡔॆકොǈኄዖકොݛ๕ܔԨཱི

ᅺĊĊकิׯᅞएᅺǄmyostatin

ۯᅍدጨᇸڦԍࢺࢅ૧ᆩࠓׯକዷᄲྰ

geneǅՎڦࡕǄGrobet ڪǈ1998ǅăሞ

ၾǄ࠲ᇀړമएᅺୁڦۯᅃօ༪ஃ൩֖

௦ᄜݛ௬ǈภतକ c a l l i p y g e एᅺ

ለڼෙቤǅă

ǄCockett ڪǈ2005ǅă
ኬݜႚ๕ڦओ٪ᄺᅜሞმࣅኮࢫ݀

5 მࣅࢫॆႿڦՎࣅ

ิՎࣅă૩සǈ३ณվ๋৽ሺेକॆᄢ൛
ૌڦኬݜओ٪ăሞმࣅࢫڦրළۯዐǈ
ୀڦज़ݨࢅރ࿂௦ᄜڦ࿂ә৽ኬݜओ

ՎĂስႠᇣዖࢅᆌႠႚׯକॆ

٪ስۆڦ႙૩ጱăኄዖԥੲڦٷኬݜओ

Ⴟඖ༹ܠڦᄣႠăმࣅࡗڞײዂକႹܠՎ

٪ీๆࠟݴǈራሞࠅᇮമ3000ݨ࿂

ࣅǈᆶၵՎࣅీධႜă༬՚ዘᄲڦ

௦ᄜ৽ᅙঢ়Փतኝ߲ဇჱǈܸᇸጲࠅᇮമ

৽ႚༀბՎࣅăሞᅃӯ൧ူǈॆႿԲ

2500 ࠅᇮമ 1500 ᆇୁࢋ܈ᇘڦఊ

ᄸิፄံۯ༹႙ᄲၭᅃၵǄ၂ዸڦ૩ྔ

࢘ፒĊٳஆǄMohenjo-daroǅࢅࡘઙಃ

चǅăডၭ༹႙ۯڦᅟᇀ࠶ࢅتዃǈ ǄHarappaǅ࿔ڦཤጒ࡛Ԕೄฉ৽௮ຎକ
்ᅜ߸ׯںຄǈኄᄣডڦٷᄜඖࢅ
Ⴟඖ࠶ഐઠᄺ߸ඹᅟᅃၵǄH a l l ǈ

ᆶज़ڦރ ǄClutton- Brock 1999ǅă
ᅜሞܠٷຕॆႿዖڦᄜறࢅԥற

2004ǅăၭ႙ဇݥĂ௦ᄜࢅҷࣅᄜ৽

ዐ݀၄ֶڦٷᅴă૩සǈߛں൶ڦ௦

༹႙Վၭڦट܋૩ጱǈీᆌඤټ

ᄜዖᆛᆶ༬՚ࢩڦறԥǈܸݥዞිࡘઙ

חโ࣍ৣतഄसิ،թࢫᅍدৡڦ

ں൶ڦ௦ᄜዖඐඍ݄ᄜறăኄၵՎࣅ

ࡕăሞᅃၵ൧ူǈටૌࠤᅪስᄺڞ

ీට߾ስࢫՎڦࡕǈईႹራሞࠅ

ዂट༹܋႙ֶڦᅴĊĊ၄ሞდ༬નၭ႙

ᇮമ6000৽ᅙঢ়݀ิǈኟසሞᅉશᅉຯ

கڦၭ༹႙ࢅဲܻዘྞக༹ٷڦ႙

નࠌࢅࡔ݀၄ڦᅃ߲ఢዊ௦ᄜၭۓၟቛ

ǄClutton-Brockǈ1999ǅă
ॆႿ༹ڦ႙ࠓᄺᅜᇑᄸิፄံփ

๖ڦǄClutton-Brockǈ1999ǅă
ԥறࢅᇖறჿᄺᆯ࣍ৣႜስǈ

ཞă૩සǈྺକፁටૌܔૌׂڦႴ

ჿডറۯڦ߸ᆌডඤৣ࣍ڦǈܸჿ

൱Ǆ૩ස౹ዞዖǅǈईᆌႎ࣍ڦ

ডศۯڦ߸ᆌডࡦૐৣ࣍ڦǄHall

ৣუ૰Ǆ૩සිࡘઙᄜǅăᇑᄸิፄံ

2004ǅăԥறჿᄺ࿔ࣅስڦᆖၚă݀

၎Բǈܔकፇኯڦስሰེࢫׯक

ॆڦॆࡔٳႿᇣዖኁဠҺཥᅃڦԥற

Բज़ևक߸ྺ݀ٳǄHallǈ2004ǅăक

ჿǈڍሞඤںټ൶ǈԥறჿܠڦᄣ

ፇኯስڦट܋૩ጱሞᅃၵ౹ዞ

ࣅీ߸൞᭫ǈኄᆯᇀবᅏ๕ڦᇱ

28

ڼᅃև ݴႿథᄽิܠᄣႠጒ

ڼᅃևݴ

ᅺǈईৈߵԥறჿ৽ీࠕ६՚༹߲ۯ

Վăپएᅺ߀ڦፇĂՎࢅሗईփཞ

ăࢫᅃዖ൧ڦ૩ጱፄ௷ፃڦ

एᅺੰྺࢇंڦጲስࢅට߾ስ༵ࠃ

Nguniԥறჿࢅᄣ๕ܠڦݿڦᄣࣅ

କႎڦऐᇜăኄฆᄽዖํ၄ิׂ૰

ǄPolandڪǈ2003ǅă
ዘᄲڦǈᄲᅪ๎ڟԨںᆌႠĂට
ૌࢅ / ईጲስժփጺ३ณॆႿඖ༹

ٷሺᅮڦएإǈᄺԨॆںႿᆌߛܠ܈
ᄣࣅࢅႠڦৣ࣍ڦएإă
ڍǈ๘হॆڦႿܠᄣႠኟሞ྾ǈ

ڦᅍدՎᅴႠईࠀీႠܠᄣࣅă૩සǈጲ

ᅃၵ܀༬ڦ࿄ۨႠۯڦᅍدጨᇸტ

ስీܔՎࣅৣ࣍ڦዐิ٪ڦႿඖڦ

ࢅں੦ں฿ăසࡕᅃ߲ዖईඖ

ᆌႠܠᄣႠᆶ૧Ǆ૩සǈሞഘࢪՎᅴኮ

༹௶ਨǈኄᅪ࿆ጣ܀༬ڦᆌႠຌႠڦ

ࢫǅăፌৎܔڦ6ዖፌዘᄲڦరڒӣዊ

฿ǈኄሞႹࢻܠፕएᅺڦ੦ူǈ

ڦᅍܠدᄣႠჺ৯ǈሞԛ౹ᅃ߲၎ܔ

एᅺ႙ࢅ࣍ৣኮक़ࢻፕڦࡕă

ਆ၌ںڦ൶ᇘ၂๖ডߛೝܠڦᄣ
ႠǈُܔࡕፌࢇڦራǄࢀ
రڦǅ֥ᇱᄢႿኁഽेڦስუ૰ዂ
ǄBeja-Pereiraǈ2003ǅă

6 ஃ
କۯᅍدጨᇸܠᄣႠڦഐᇸĂໜ
ࢫڦᄂ߫ࢅᄇՎܔۨჄԍࢺࢅ૧ᆩ
֧࠲ዘᄲڦăॆႿܠᄣႠઠᇸᇀᄸ
ิፄံǈࢫઠཚࡗՎĂᅍدᅎࢅጲ
ࢅට߾ስܸۨײࡗڦ႙ăኻᆶ٪ऄူઠ
ڦፄံዖܠᄣႠڦᅃ߲ጱण၄ሞॆᄢ
ዖวฉăڍǈॆႿܠᄣႠփںሞ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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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ڼቤ

ۯᅍدጨᇸ
ጒ

1 ڞჾ
Ԩևݴዷᄲຎඇ൰ᄸူۯᅍد

କǅă๘হ࠵ִൣڇĊĊॆᄢۯܠᄣ

ጨᇸǄanimal genetic resourcesǈ०

Ⴀራമڦᅃ߲ӲԨǄڼෙӲǅӲᇀ2000

AnGRǅܠᄣႠतഄጒă࿔ዐႜڦ

ă֭࿔ 4 ܔ๘হଂ๋ᇑ౫ᄽۯᅍدጨ

ݴဆएᇀ FAO ଂ๋ᇑ౫ᄽۯᅍدጨᇸ

ᇸጒǄSoW-AnGRǅՊࡗײዐڦጉႀ

ඇ൰ຕੰǈຕੰྸᅃޮ߃௬ࡥ߃

ࢅຕݴဆڦ݆ݛዮܠՎࣅႜକ߁ຎă

କኝ߲๘হڦྷݔ႑တઠᇸăᅺُǈᅜ

ԨևݴຎକۯᅍدጨᇸԒߢ߁ڦĂ

ӝԨևړݴፕ๘হ࠵ִൣڇĊĊॆᄢۯ

1999  12 ሆ 2006  1 ሆक़ൽڦڥ

ܠᄣႠ ǄWWL-DADǅืڦपӲǄڍ౪

ቛ൧ĂॆႿႿዖࢅዖڦ൶ᇘႠݴք၄

2

FAO/UNEP2000ǈĖ๘হ࠵ִൣڇĊĊॆᄢۯܠ
ᄣႠėǈڼෙӲǈB.D.ScherfՊडǈஆகǄଷ९http://dad.
fao.org/en/ǅ
ă
2

ጒĂ๘হॆႿዖڦ՞ླጒǈժೠࠚକ
ኄ 6 ՞ླጒڦՎࣅ൵ă

6
ۯᅍدጨᇸඇ൰ຕੰڦ႑တऻ൧
ݴဆ
ݻ

!!!!!!!!!!!!!!!!!!!րළૌ
߳ࡔዖຕ

!!!!!!!!!!!!!!!!!൛ૌ
ᆶዖඖຕڦ
ᆶዖඖຕڦ
߳ࡔዖຕ
ዖԲ૩Ǆ&ǅ
ዖԲ૩Ǆ&ǅ

1993

2 719

53

-

1995

3 019

73

1999

5 330

2006

10 512

ࡥ߃
ࡔॆ

-

131

863

85

172

63

1 049

77

172

43

3 505

39

182*

* ҾܻڢĂ࿔ટĂᦏߐڻĂଚኧܘ๗کĂகถܻඖڜĂਖ਼ஆဇჱӺĂఊభߣĂĂәુຯ།Ă
ਸ਼ܻĂக૰౷ĂႎेೢĂ۫ڽឱĂҮ൳Ăဇිࡘઙڦຕ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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ڼᅃևݴ

6379 ߲ሺे 2006  1 ሆ ڦ14017 ߲ăኄ

2 Ԓߢ߁

ዖሺ൵ሞ൛ૌዖຕฉ၄ڥᆮྺ
၂ǈഄऻຕٗ 1049 ߲ሺेڟକ3505 ߲Ǘ
ܸրළۯሶٗ 5330 ߲ሺे ڟ10512 ߲ă

ጲ๘হ࠵ִൣڇĊĊॆᄢۯܠᄣႠ

ԒߢዐबࢭᆶዖǄ94%ǅۼᅙმࣅ

ڼෙӲӲᅜઠǈඇ൰ຕੰऻڦዖ

ॆڦႿǈኻᆶ1%ᄸࣅዖǈ࿄მࣅڦሶ

ຕٷٷሺेǈጺຕٗ 1999  12 ሆڦ

փ ڟ1%Ǆଷᆶ 4% ڦช࿄इኪࡃૌ൧ǅ
ă

֭࿔ 5
ᇑ๘হ࠵ִൣڇĊĊॆᄢۯܠᄣႠ၎ԲԨևڦݴႎੂۅ
1991ǈFAOഔۯକඇ൰ዖֱۙǈᆩᅜ

ࡃૌྺتᇀླ၃ዐڦዖຕణ৽ࣷٷٷሺेă

ԒڢዖዷᄲॆᄢրළૌۯǄ୧ĂĂĂ Ԩ࿔ዐႜڦዘႎݴဆॽӝཞຌᇀᅃ߲ጺएᅺ
ᄜĂகĂይࢅ௦ᄜǅڦ൧Ǘ1993 ᆼܔᩋ ੰࡔ߳ڦዖዖඖࢇժഐઠǈᅜ߸ኟฉຎೋ
Ă6 ዖஎ྇ۯĂ14 ዖዷᄲ൛ૌႜକጕ
ेֱۙǗኮࢫǈFAO࣏णକୡۯࢅཱུጱ

ֶăኄ߲օየཚࡗጆᄽڦኪ๎ઠྜࢇׯժ
ڦǈምᆯ߳ࡔࡔॆၹۙᇵܔഄႜႪኟăڍ၄

ڦຕǈժॽኄၵႿዖࡥ߃କ๘হ࠵ִൣ
ڇĊĊॆᄢۯܠᄣႠڼෙӲǄWWL-DAD:

ሞධඍ݄ඓۨڦᅭǈઠহۨጺएᅺੰڦፇ
ǈ
ׯăኄၵԥࢇժڦዖৣੵྺዖǄ֭࿔5ǅ

3ǅዐǈᇀ 2000 Ӳăྺକፕᅃྜ߸ݻኝ
ڦణǈ2005 ǈFAO ٗ 169 ॆࡔݻԒߢዐ༵

ܔኄၵዖ՞ླጒॽऺࠚڦᅜዖڦᆶ
༹߲ጺຕྺएإă

ൽᇑዖᆶ࠲ڦຕǈժॽ்ۯڟ
ᅍدጨᇸඇ൰ຕੰዐăኮࢫǈ߳ࡔࡔॆၹۙ

்ܔሞ൶ᇘႠࢅඇ൰Ⴀ֫௬ฉࠚ֪ዖ
ܠᄣႠ݆ݛڦᄺႜକۙኝǖሞ൶ᇘႠ֫௬ǈ

ᇵᆼܔኄၵຕႜକምْඓኤǈժॽ்Ԩ
ࡔڦዖຕੰᅃօྜă

ܔᇀ૯ຌᇀॆࡔ߲ܠǈڍৈ٪ሞᇀ๘হଂ๋ᇑ
౫ᄽۯᅍدጨᇸጒஃतڦగᅃ൶ᇘڦ

ᆶටኸǈ๘হ࠵ִൣڇĊĊॆᄢۯܠ
ᄣႠڼෙӲǄ2000ǅߛࠚକĐتᇀ՞ླዐđڦ

ዖǈॽኻႜᅃْඇ൶ᇘႠڦཥऺǈܸփም
୯ሞࡔॆ֫௬ฉዖඖڦຕଉᆶܠณăܔᇀሞႹ

ዖຕణăኮᅜࣷኄᄣǈᅺྺ՞ླጒܠ ڦ൶ᇘۼ٪ሞࡔڦाႠੵৣዖǈॽኻሞඇ൰
ಒۨएᇀ߲ࡔॆ߳ጲዖඖڦඖ༹ຕଉٷၭă ֫௬ฉႜᅃْཥऺă
ᅺُǈܔᇀᅃ߲ዖሞۼॆࡔ߲ܠᆶݴքڦ൧
ઠຫǈ৽ࣷᆶ߳ࡔݴڦૌ൧փీኈํݒᆙ

ᇑ๘হ࠵ִൣڇĊĊॆᄢۯܠᄣႠڼෙ
Ӳ၎ԲǈԨԒߢ༵ࠃೌڦዐ൶ᇘݴࣄڦᆶ

ഄ՞ླጒڦ࿚༶ăኄ߲࿚༶ኮമ৽ᅙঢ়ԥණ
๎ڟକǈ้ړڍԒߢڦዘۅݛںዖăሞ๘

Վۯă๘হ࠵ִൣڇĊĊॆᄢۯܠᄣႠڼෙ
Ӳዐӝჱଚྺᅃ߲൶ᇘǈܸሞኄԥׯݴ

হଂ๋ᇑ౫ᄽۯᅍدጨᇸጒጚԢࡗײዐǈ କဇళೝᄝࢅჱዞଇ߲܀૬ڦ൶ᇘăܸǈ
߳ࡔॽԨࡔᆶۯڦᅍدጨᇸǈԈઔԨ ڦںԨԒߢܔ൶ᇘݴࣄڦᄺփཞᇀՔጚ ڦFAO ൶
ࢅᆅڦዖۼ୯ሞԒߢాǈᅜǈԥٱ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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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ǖዖඖĊĊዖĊĊ൶ᇘ
࿄მࣅዖඖǖኸڦᅙმࣅॆႿڦৎᇹᄸ
ิዖඖǈ்ԥᆩᇀଂ๋त౫ᄽิׂǈईኁ

๘হଂ๋ᇑ౫ᄽۯᅍدጨᇸጒԒߢࣄݴକ
߲൶ᇘǖݥዞĂჱዞĂ౹ዞतߛेں൶Ă

ኟتᇀმࣅዐă
ᄸࣅዖඖǖኸۯԨวईഄፄံሼঢ়ԥ

ઙۡெዞतेુԲں൶Ăዐৎ۫ں൶Ăԛெᅜ
तဇళೝᄝă

მࣅǈڍ၄ሞ்܀૬ิ٪ᇀටૌኮྔۯڦ
ăԲසӐٷ૧ჱ྇ރڇڦă

ሞऻکዖຕሺेڦཞ้ǈ
ᅙኪഄዖඖຕ
ڦዖඇևዖڦԲ૩ඐᆶူইă
ᅙኪዖඖ

ݛںዖǖኻ٪ሞᇀᅃ߲ࡔॆڦዖă
ຕଉॆڦ൛ዖᆯ77߲ӥۅݴইڟ39߲ӥۅݴǈ
ੵৣዖǖ٪ሞᇀᅃ߲ᅜฉࡔॆڦዖă րළૌۯᆯ 63 ߲ӥۅݴই ڟ43 ߲ӥۅݴǄ
ᅃօྺݴǖ
ĊĊ൶ᇘႠੵৣዖǖኻሞ๘হଂ๋ᇑ౫

5 ࢅ 5ǅ
ăժǈᅙঢ়Ԓߢഄࡔాዖඖຕଉຕ
ॆࡔڦৎᄺுᆶܔኄၵຕႜ߸ႎăኮ

ᄽۯᅍدጨᇸጒ߲൶ᇘዐڦᅃ߲൶ᇘ٪
ሞৣੵڦዖă

ᅜڦඇևዖຕࢅᅙኪዖඖຕڦዖຕ
ኮक़ࣷᆶኄֶڦٷਐǈևݴᇱᅺᅺྺፌৎ

ĊĊࡔाႠੵৣዖǖሞᅃ߲ᅜฉ൶ᇘ٪
ሞৣੵڦዖă

ၠඇ൰ຕੰዐڦႹܠຕǈํाฉব
ጲࡔॆԒߢڦǈኄၵԒߢྫྫኻ༵ڟକగᅃ

๘হଂ๋ᇑ౫ᄽۯᅍدጨᇸጒ൶ᇘǖ

ዖڦ٪ሞǈܸுᆶԈઔഄዖඖٷၭڪဦবă

5
ᅙঢ়Ԓߢዖඖຕॆࡔڦዖຕӥݴ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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ڼᅃևݴ

ሞܔඇ൰ዖܠᄣႠ൧ࢅ՞ླጒ
ႜᆶၳݴဆኮമǈႴᄲܔዖዖඖຕଉ

ူକጺࠌ 13 328 ߲ዖă
ሞᆶԒߢฉઠॆࡔڦዖຕణዐǈ

ڦᇱ๔ຕႜႪኟă்ॽഄዐ 480 ߲

ᆶࡗגӷຕڦዖǄ6 792 ߲ཉణǅ٪ሞᇀ

ཉణࡃྺဣईॆဣǈಇأሞݴဆኮྔ

ᅃ߲ᅜฉॆࡔڦăኄၵዖԥۨᅭྺĐੵ

Ǆܔᇀ൛ૌઠຫǈႴᄲ൶ᇘႠईࡔॆႠڦ

ৣđዖǄ 5ǅ
ǈഄඖ༹ຕଉॽԥࢇժሞ

ጆॆॽ߳ॆဣࢅဣᇑഄ၎࠲ዖ࠲ഐ

ᅃăੵৣዖ՞ླጒڦඓۨǈॽ୯

ઠǈᅜႜᅃօڦඓණǅăُྔǈᆶ 209

ዖᆶԒߢฉઠڦඖ༹ຕଉă்ॽኻ

߲ዖԥཞᅃࡔॆԒߢକଇْǈڍഄํ

٪ሞᇀᅃ߲ࡔॆڦዖۨᅭྺĐԨںđ

၂ຌᇀཞᅃዖăঢ়ࡗኄၵۙኝǈሞኄ

ዖăੵৣዖߵഄݴքྷݔǈምԥဦྺݴ

ၜ࠲ᇀܠᄣႠࢅ՞ླጒݴڦဆዐǈፌዕ

൶ᇘႠੵৣዖࢅࡔाႠੵৣዖǄ5ǅ
ă

7
Ӏ൶ᇘڦրළૌႿዖݴք
րළૌ
ݥዞ
ჱዞ
౹ዞतߛे ઙெतेુԲ ዐৎ۫ ԛெዞ ဇళೝᄝ
!!!!!!!!!!!!!!!!!
ԒߢᆶႿዖዖ၎࠲႑တॆࡔڦሞഄሞ൶ᇘӥݴԲǄ&ǅ


ᩋ
ᄜ
௦ᄜ
ይ
୧
க
ມ྇ރ
྇ރڇ
ᄜ྇
ெዞ྇Ǆٷᄜ྇ǅ
ᇱ྇
எகǄၭᄜ྇ǅ
ୡ*
ཱུ
᪖
ࠑ

8
98
0
96
92
70
38
46
0
32
2
0
0
0
2
38
8
2

57
96
32
96
86
82
46
93
25
25
0
0
0
0
25
39
0
7

25
100
2
93
100
91
36
91
5
2
0
0
0
0
14
39
0
5

27
94
0
94
91
91
39
64
0
0
12
15
9
12
9
48
15
0

25
75
0
83
100
8
50
58
0
58
0
0
0
0
0
8
0
0

0
100
0
100
100
100
50
100
0
0
0
0
0
0
50
0
0
0

8
77
0
69
31
92
8
23
0
8
8
0
0
0
15
0
0
0

ጀǖڹǖศࣨǖĽ 50% ॆࡔڦǗዐࣨǖ<50% ܸ>10% ॆࡔڦǗറࣨǖļ 10% ॆࡔڦǗӣǖுᆶࡔॆ
* ॆᄢୡۯዷᄲԈઔகୡǄCervus elaphus elaphusǅ
ĂࢾୡǄC.nipon niponǅ
ĂेధٷகୡǄC.elaphus
ǄDama damaǅ
Ă
Canadensisǅ
ĂୡǄC.unicolor unicolorǅ
Ă᪖ୡǄAxis porcinusǅ
Ă ୡǄՌঙୡई౹ዞࣜڏୡǅ
ỾୡǄୡईጄྍୡǅ
ǄC.timorensis russaǅ
ĂࢾୡǄӫୡǅ
ǄAxis axisǅ
ĂმୡǄԛெმୡǅ
ǄRangifer tarandusǅ
Ă
ἈୡǄMoschus moschiferusǅ
ĂἅୡǄElaphurus davidianusǅࢅ྇ୡǄAlces alcesǅ
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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փཞ൶ᇘڦ൛ૌݴ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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ݥዞ
ჱዞ
౹ዞतߛे ઙெतेુԲ ዐৎ۫ ԛெዞ ဇళೝ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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च

78

93

86

70

50

100

85

ॆღ

32

61

50

33

17

0

46

आच

24

43

57

30

17

100

8

ॆܬ

16

39

61

21

17

50

8

݊ღ

16

39

20

18

17

0

62

ኆዩच

28

18

11

9

8

0

0

ᱝ᰿

4

7

7

0

0

0

0

ᰢच

0

7

9

6

0

0

0

᱒᱔

2

39

14

6

0

50

0

ඔ

0

0

0

3

0

0

0

ߧጱ

10

21

9

6

17

0

15

ᄊጱ

0

4

0

0

0

0

0

྄

0

4

2

0

0

0

0

᱅᱑

2

4

2

3

0

0

8

ெዞ྄

0

0

2

6

0

0

0

྄ౕ

12

11

7

0

0

0

8

ጀǖڹǖศࣨǖ>49% ॆࡔڦǗዐࣨǖ<50% ܸ>9% ॆࡔڦǗറࣨǖ<10% ॆࡔڦǗӣǖுᆶࡔॆ

3 ႿዖܠᄣႠ
ሞටૌᅙኪ ڦ50000 ዖ൛ૌࢅրළ

ᄜࢅይኄ߲Ⴟዖݴք࠽ݘǈժᆶ༬՚

ૌዖዐǈኻᆶٷሀ 40 ዖᅙঢ়ԥმࣅă ڦٷຕଉăമෙኁሞඇ൰ݴքፌྺ࠽
၄ሞ DAD-ISǄຕੰǅऻକ 18 ዖր ݘǈܸࢫଇኁሶݴքփఫሌǄ 6Ă
ළૌႿዖǄ 6ǅĂ16 ዖ൛ૌǄ 7ǅࢅ

 6 ࢅ 7ǅăᄜሞெዞĂ౹ዞतߛे

ଇዖీݏኳੵڦዖሗፇࢇǄມ྇ރ

ں൶ڦຕଉԲሞഄ൶ᇘᄲณܠڥǗ

ġ྇ރڇǈॆღġ݊ღǅڦዖ၎࠲႑

ܸᆯᇀጸঞᇱᅺǈይሞదຯଠࡔॆ၂

တăሞඇ൰ాྷݔǈĂ௦ᄜĂचĂ

ᄲณ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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ڼᅃևݴ

6
2005 ዷᄲॆႿڦ൶ᇘႠݴք

3.1

ຕଉፌڦܠዖႿ൛

7
๘হրළૌႿዖݴք൧

๘হฉڦጺຕ ࡗג13 ᅢĊĊᄺ৽
ຫኄ߲႓൰ฉٷሀ߲ටᆛᆶᅃཀྵă
ሞᆶ߲൶ᇘۼዘᄲăჱዞǄᆇ
ࢅ܈ዐࡔᆮഄ၂ǅᆛᆶڦڦຕଉ๘
হ ڦ32%ǈઙۡெዞ 28%Ǆәဇᆛᆶڦ
ڦຕଉಇ๘হ࿋ǅǈኄଇ߲ں൶ኄ
ᅃႿዖፌዷᄲݴڦք൶ᇘǄ6ǅăሞݥዞ
Ǆ໋ࢅچүܭԲჱڦຕణፌܠǅࢅ౹ዞ
तߛेǄܭӺࢅ݆ࡔڦຕణፌܠǅᄺ

39

ጀǖዖऻຕଉ ࡗג100 ߲ڦրළૌႿዖ܀ڇ
၂๖ǗഄᇆրළૌႿዖࡃྺĐഄđ
ă

ڼᅃև ݴႿథᄽิܠᄣႠጒ

8
๘হ൛ૌዖݴք൧

ᆛᆶ๘হฉݴኮᅃڦይǈெዞᆛᆶଷ
ྔ15%ăይڦዖຕଉऻ๘হրළ
ૌዖຕ ڦ12%ă
ᄜኄ߲ዷᄲႿዖዐຕଉፌณڦ
Ⴟዖăඇ๘হٷሀᆶӗᅢኻᄜĊĊӗ
߲ටᅃኻăඇ๘হٷሀ70%ڦᄜݴքሞ
ჱዞࢅዐৎ۫ǈຕଉፌڦܠዐࡔĂᆇ܈
ࢅәएຯ།ăഄᇆݥڦዞକٷևݴǈ
ܸኻᆶሀ 5% ڦᄜݴքሞઙெतेુ
ԲĂ౹ዞतߛेăᄜڦዖຕଉ
Ԓߢඇ๘হրළૌዖຕ ڦ12%ă

ጀǖዖऻຕଉ ࡗג50 ߲ڦ൛ૌႿዖ܀ڇ၂
๖Ǘഄᇆ൛ૌࡃྺĐഄđă

ඇ๘হचڦຕଉԲටૌ࣏ ܠ1.5 Ԡǈ
ࠌᆶॽৎ 170 ᅢኻचǈഄዐሀᅃӷݴքሞ
ჱዞǈઙெतेુԲᆶ຺ݴኮᅃǈ౹ዞ

ᆶܠຕଉڦăُྔǈெࡔࢅӐٷ૧ჱ

तߛेඇ๘হڦ13%ǈܸݥዞ7%ă

ᆶٷ႙ॆࡔڦథඖăڦዖຕକԒ

चڦዖຕଉକ൛ૌዖጺຕڦਨٷև

ߢڦඇ๘হրළૌॆႿዖጺຕ ڦ22%

ݴǄ 8ǅă

Ǆ 7ǅă

3.2 ഄ࠽ݴݘքڦႿዖ

ඇ๘হ௦ᄜڦຕଉᆶๆᅢܠኻĊĊٷ

கĂ୧ࢅღሞᆶ൶ᇘۼᆶݴ

ሀୃ߲ටᅃኻăৎᅃӷݴքሞჱዞࢅዐ

քǈڍ்ڦຕଉԲฉ௬༵ڦڟ߲ዷᄲ

۫Ăৎ۫ں൶ǄዐࡔĂᆇࢅ܈ᅉશຕଉፌ

ႿዖᄲณǈܸݴքփසĂ௦ᄜࢅचఫ

ܠǅ
ǗݥዞĂ౹ዞतߛेĂဇళೝᄝ

ᄣሌă

߳ٷሀ15%ǗઙெतेુԲں൶8%ă

๘হฉ࠽ݴݘքጣ 5 400 ྤகăຕ

ᇑᄜዷᄲݴքሞ݀ቛዐں൶փཞǈᅃၵ

ଉፌॆࡔڦܠዐࡔǈࢫఏဇߣĂә

݀ॆࡔٳǈᆮഄӐٷ૧ჱǈ࣏ᆶႎဇન

ဇࢅெࡔăഄᆛᆶகڦຕଉ ࡗג100 ྤ

ࢅᆈࡔሶۼᆛᆶڦٷ௦ᄜඖ༹ă௦ᄜ

࣏ॆࡔڦᆶҮߵཔĂߣԲჱĂࠟĂ

ऻዖຕፌڦܠրළૌႿዖǈඇ൰ր

ܭӺĂүܭԲჱࢅࡘුਖ਼ຯ།ăகڦ

ළૌ ڦ25%ă

ዖຕଉրළૌॆႿዖጺຕڦԲ૩

ඇ๘হᆶٷሀๆᅢཀྵይĊĊ߲ට Ǆ14%ǅᇺٷᇀഄඖ༹ຕଉॆႿຕଉڦ
ᅃཀྵăٷሀෙݴኮܾڦይݴքሞჱዞǈഄ

Բ૩ă

ዐਨܠٷຕሞዐࡔǈ࣏ᆶ၎ړຕଉڦይ

୧ೖઓට੨ࢅඍณ݀ٳሏ߾ਏں

ݴքሞሁళĂᆇݤࢅ܈ୱՠă౹ዞतߛे

൶ڦሏۯǈᅺ்ُዷᄲݴքሞ๘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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ฉ݀ڦቛዐں൶ă୧ڦຕଉፌڦܠჱ

ళჱǗትሷ႙Ǆઠᇸᇀ۫ჱǅ
ǈሞĐཎ

ዞĂݥዞࢅઙெतेુԲǈ்ᄺ࠽ݴݘ

đĊĊཱྀޔઙऐᆅᅜമǈፕྺᅣ

քᇀዐৎ۫ăዐࡔ๘হฉ୧ፌࡔڦܠ

ᆩۯǈሞ۫ళჱחโڠڦགྷ߷ፕዐӳᄇ

ॆǈ20๘ुୃๆپǈዐࡔཚࡗླྀ࠽๑

କᅃ߲ዘᄲঙăዖຕଉऻ

ᆩ୧ઠ३ณ౫௷ڦહፕă୧ڦዖܠᄣႠ

ڦ๘হրළૌॆႿዖጺຕ ڦ3%ă

܈ײᄲၭᇀഄႿዖǈഄዖຕଉኻऻ

ᩋ൞֠ߛᇱںڦ൶ႠႿዖăዐࡔ

ڦրළૌॆႿዖጺຕ ڦ3%ǈڍ୧

ࢅࠟڦᩋຕଉፌܠǈܭӺĂռܻĂ

ᅜत࠲ᇀ்ڦჺ৯ঢ়ԥൟǈᅜ

փچĂҮࡱĂәएຯ།Ăञܻञຯຯ།

ీᆶܠ୧ዖுᆶԥཥऺԒڢă

ࢅᆇ܈ᄺᆶณଉڦᩋăሞဠகઙჯڦᅃ

ॆღݴڦք߭ਆ߸փሌăॆღڦმ

ၵݛںǈᩋᇑڦሗटྺዘᄲăᩋ

ࣅ૦๏ǈሞࠟүतĂெփٳჱĂ ᄺԥᆅߛेĂԛெǄ3000 ཀྵǅࢅ౹ዞ
ዐࡔࢅஆகۼࡔڽᆶຽᄢăڍ၄ሞॆღڦ

ڦᅃၵࡔॆăऻڦᩋዖຕଉ

ຽᄢዷᄲणዐሞዐࡔǈఫᆶඇ๘হॆღ

ณǈኄᄺݒᆙକᩋںڦࢅ౫ᄽิ

ጺຕ ڦ70%ăഄዷᄲڦຽᄢࡔॆሁ

ༀݴք༬Ⴀă

ళĂᆇ܈ဇჱĂᆇ܈Ăࡔࢅ۫ళჱڦ

ރڇஎ྇ǈᆮഄມރஎ྇ںڦݴք

ഄࡔॆăሞ౹ዞǈ݆ࡔࢅਖ਼નᆛᆶড

ཞᄣǈժਆ၌ᇀড߅ڦ౫ᄽิༀ

ٷຕଉॆڦღăღጱڦዖǄփԈઔ݊ღǅ ټዐǈᅺُǈ்ሞዖܠᄣႠዐڦԲዘ
ຕଉऻڦ൛ૌዖጺຕ ڦ11%ă

၎ܔᄲၭăሞዐৎ۫Ăݥዞࢅჱዞǈރڇ

ݴքডڦႿዖ

எ྇ǈईኁຫᅃ߲ڦރஎ྇ǈഐጣዘ

3.3

ᅃၵրළૌॆႿǈසĂᩋĂஎ

ᄲڦፕᆩă࠶ሞݥዞڦຕଉ࿘ۨǈڍ

྇Ⴟዖࢅཱུጱǈ࣏ᆶᅃၵ൛ૌǈසॆܬ

ሞჱዞǈஎ྇ڦຕଉణമኟथਗ३ณăሞ

ࢅआचڪႿዖݴڦքডǈڍഄሞగᅃଇ

ݥዞǈகĂ໋چĂறჱࢅ

߲൶ᇘዐईగ߲༬ۨڦ౫ᄽิༀټዐਏᆶ

ჱڦஎ྇ຕଉፌܠǈܸჱዞڦஎ྇ዷᄲݴ

༬ڦዘᄲႠă

քሞᆇࢅ܈әएຯ།ăᆶଇ߲ڦރມރஎ

ॆᄢᇱԨჱዞ༬ᆶۯĊĊඇ

྇ݴքৈ၌ᇀჱዞڦዐևࢅ۫ևǈᅜࠟ

๘হ 1.7 ᅢཀྵዐ 98% ۼሞኄ߲ں൶ǈ ࢅዐࡔڦຕଉፌܠă
ዷᄲᆇ܈Ăәएຯ།Ăዐࡔࢅ۫ళჱă
ࢫઠԥᆅڟళ౹ࢅ۫ళ౹ǈᅜतү

ᆶ຺߲எ྇ڦႿዖഐᇸᇀళெዞǖ
ॆᄢڦெዞ྇ࢅᄜ྇ǈᄸิڦᇱ྇ࢅஎ

तĂәဇĂәքჱႎबాჱࢅӐٷ૧ჱă கăਨٷևݴெዞ྇ݴքሞࢅի૧ྼ
ӀణമڦԒڢǈݴքሞඇ๘হ41߲ࡔ

ჱǈၭևݴݴքሞۯᇴࢅഄࡔॆڦᅃ

ॆăዷᄲᆶଇዖૌ႙ǖࢋୁ႙Ǆઠᇸ

ၵҺࡻኁዐăᇱ྇ࢅஎகዷᄲᆩઠิׂ

ᇀళჱǅǈᅃዖዘᄲׂڦరۯǈᆮഄሞ

္ྼĂೄࢅăᇑഄႹܠႿዖ၎Բ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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ڦஎ྇ዖጺຕཞᄣณăళெዞڦႿ Ǆ5379 ߲ࡔॆपཉణǅăᅃࠌᆶ690 ߲ዖ
ዖዷᄲਆ၌ሞᅃ߲൶ᇘࢅߛ࡛Ӛں൶ă
๘হฉٷևॆݴᄢཱུጱݴۼքሞჱ
ዞǈຕଉፌڦܠዐࡔăዐჱڦᅃၵࡔॆ
ࢅוး௷ዷዷᅭට௷ࠌࢅࡔᄺٷଉຽᄢă

ԥۨྺᅙ௶ਨዖǈഄዐᆶ 9 ߲ੵৣ
ዖăူ௬ܔዖܠᄣႠݴڦဆփԈઔኄၵ
ᅙ௶ਨዖă
9ቛ๖ڦඇ๘হրළૌࢅ൛ૌ

ሞ౹ዞतߛेǈᅪٷ૧ཱུڦጱຕଉፌ

ዖዐǄᅙ௶ਨዖྔأǅǈݛںዖĂں

ܠǈཱུڦዖຕକ๘হրළૌॆႿዖ

൶ႠੵৣዖࢅࡔाႠੵৣዖ߳ڦጲԲ

ጺຕ ڦ5%ă

૩ăऻዖᆶࡗגෙݴኮܾຌᇀրළ

ਨܠٷຕ᪖ৈݴքሞઙெतेુԲ
ں൶ǈዷᄲࢅի૧ྼჱă
ॆࢅܬआचݴڦքᄺ၎ܔডăഄݴ

ૌăրළૌዐں൶ႠੵৣዖࢅࡔाႠੵ
ৣዖڦຕణֶփܠǈܸ൛ૌዐࡔाႠੵ
ৣዖڦຕଉں൶ႠੵৣዖڦଇԠă

ք༬ۅᇑدཥᅺࢅၩݯኁဠࡻᆶ࠲ǈܸ

ሞඇ๘হᆶ൶ᇘዐǈրළૌڦዖ

ᇑ౫ᄽิༀཉॲ࠲ă๘হฉৎ90%ॆڦ

ຕଉۼԲ൛ૌܠڦăأକ౹ዞतߛेں

ݴܬքሞዐࡔǈഄᇆॆܬᆶᅃӷݴքሞү

൶ǈሞഄᆶ൶ᇘǈրළૌዖڦຕଉ

तĂஆகჱĂհનࢅகेٳຯेăआच

ۼକऻዖጺຕڦৎ຺ݴኮෙăڍ

ഐᇸᇀዐெዞǈሞኳ௷ኁ݀၄आचࢫփ

ሞփཞ൶ᇘǈෙ߲ዖૌ՚ڦԲዘ࣏

৳ǈ்৽ԥᆅڟକ౹ዞǈܸሞ౹ዞ

ᆶڦٷ൶՚ڦǄ 10ǅăሞ౹ዞतߛ

ਸ݀କ܀ܠ༬ڦዖă౹ዞतߛे

ेĂჱዞࢅዐৎ۫ǈݛںዖକጺ

ॆᄢआचຕଉፌܠǄ43%ǅڦ൶ᇘǈԛ

ዖຕڦሀ຺ݴኮෙăሞݥዞĂઙெतेુ

ெሶᆛᆶࡗגෙݴኮᅃڦຕଉăࢅܬआच

ԲǈݛںዖڦԲ૩ᄲၭǈڍධࡗגକ

ڦዖຕଉݴ՚ඇ൰൛ૌዖጺຕڦ

ጺዖຕڦෙݴኮܾă၎ݒǈሞဇళೝ

9% ࢅ 5%ă

ᄝࢅԛெǈրළૌࢅ൛ૌࡔڦाႠੵৣ
ዖକዷᄲں࿋ăሞ౹ዞतߛेĂݥዞǈ

4 ዖܠᄣႠ

యჱዞǈրළૌႿዖںڦ൶Ⴀੵৣዖ
၎ܔᄲܠǗܸኻᆶሞ౹ዞतߛे֍ᆶড
ڦܠ൛ૌں൶Ⴀੵৣዖă

4.1 ߁ຎ
ඇ๘হঢ়Ԓڦڢዖࠌᆶ7616߲ǈഄ

ೠࠚ൶ᇘాڦዖܠᄣႠ้ǈுᆶॽ
ࡔाႠੵৣዖ୯ሞాǈᅺྺփీӝ

ዐǈݛںዖ 6536 ߲ǈੵৣዖ 1080 ߲ă ்ݴದڟඪᅃ༬ۨ൶ᇘă౹ዞĂߛेࢅ
ੵৣዖዐǈ523 ߲ৈሞᅃ߲൶ᇘݴք

ჱዞں൶ᆛᆶඇ๘হٷևݴዷᄲႿዖڦ

Ǘஎ྇ྔأǈഄዖຕ
ںڦ൶ႠੵৣዖǄ1413߲ࡔॆपཉణǅǈ ዖຕଉፌܠǄ 8ǅ
5 5 7 ߲࠽ݴݘքࡔڦाႠੵৣዖ

ଉፌںڦܠ൶ݥዞăأକஎ྇Ǆݥዞǅ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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आचǄ౹ዞतߛेǅࢅகǄ44% ݴքሞ
ઙெतेુԲǅ
ǈሞඖ༹ٷၭݛ௬ǈٷև

 10
߳ں൶ݛںዖࢅੵৣዖڦԲ૩

ݴႿዖڦዷᄲݴք൶ᇘჱዞă
ٗ 8 ዐ்ᅜੂڟǈ౹ዞतߛे
ٷևݴႿዖڦዖຕଉሞ๘হฉڦԲ૩
ᄲᇺߛᇀഄඖ༹ٷၭԲ૩ǈڍआच
ᅃ߲૩ྔă࠶൶ᇘԍᆶڦआचዖຕ
ଉକඇ൰ፌܮݻڦٷǈڍഄඖ༹ٷၭ
ܮݻᇑዖ၎Բबࢭೝă౹ዞतߛे
ኮᅜᆶڦٷआचዖຕଉǈևݴᇱ
ᅺᅺྺํाฉᅍد၎࠲থৎڦႹܠ
ዖǈԥࣄྺݴକ܀૬ڦዖ༹߲ăኄᅃ၄
ၡᄺݒᆙକ൶ᇘሞܔዖऻڦᅜत༬
9
ඇ๘হݛںዖࢅੵৣዖڦຕଉ

ጀǖዐຕኵ๖ڦሞ൶ᇘዐᅃૌ՚ڦ
ዖຕଉă

43

ڼᅃև ݴႿథᄽิܠᄣႠጒ

9
߳൶ᇘዷᄲႿዖݛںዖᇑ൶ᇘႠੵৣዖඖ༹ٷၭǄ3116 ǅࢅዖຕଉǄ3117  2 ሆǅڦ๘
হݴքԲ૩
Ⴟዖ

!!!!!!!!!ݥዞ

!!!!!!!!!!ჱ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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ඖ༹

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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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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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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ዖ

Ǆ&ǅ

Ǆ&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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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

97

73

0

9

1

9



14

19

32

26

11

31

28

14

ᄜ

22

18

62

35

4

33

4

5

௦ᄜ

16

12

36

25

18

48

7

4

ይ

2

9

62

41

20

32

8

12

୧

27

14

38

28

4

28

20

15

க

6

7

25

24

13

48

44

11

ມ྇ރڇࢅ྇ރ

40

47

20

24

2

3

0

0

ళெஎ྇ॆႿ

0

0

0

0

0

0

100

100

ཱུ

0

7

74

8

24

76

1

7

च

6

8

48

22

14

58

15

8

ღࢅ݊ღ

1

9

90

38

7

36

2

11

आच

3

13

1

13

43

42

18

13

ܬ

1

6

90

24

6

65

0

3

Ⴟዖ

!!!!!!!!!ዐৎ۫

!!!!!!!!!!ԛெ

ඖ༹

ዖ

ඖ༹

ዖ

ඖ༹

ዖ

ඖ༹ٷၭ

ዖ

Ǆ&ǅ

Ǆ&ǅ

Ǆ&ǅ

Ǆ&ǅ

Ǆ&ǅ

Ǆ&ǅ

Ǆӥྤǅ

ຕଉ



2

6

0

0

0

2

174

132



3

4

8

3

3

3

1 355

990

ᄜ

8

6

0

1

0

2

808

559

௦ᄜ

9

5

1

3

14

3

1 081

1 129

ይ

0

0

8

3

0

2

960

566

୧

12

11

0

3

0

2

41

150

க

0

2

11

4

1

4

55

633

ມ྇ރڇࢅ྇ރ

38

24

0

0

0

2

19

97

ళெஎ྇ॆႿ

0

0

0

0

0

0

6

13

ཱུ

2

2

0

0

0

0

537

207

च

3

2

13

1

1

2

16 740

1 132

ღࢅ݊ღ

1

2

1

0

0

4

1 046

234

आच

1

4

33

13

1

2

280

85

ܬ

3

1

0

0

0

1

302

166

!!!!!!!!!ဇళೝᄝ!!!!!!!!๘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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ኙ௮ຎฉǈتᇀଶံں࿋ă၎Բኮူǈස

4.2

ිࡘઙᅜళݥዞࡔॆڦरຍࢅට૰ጨᇸড

 9 ࢅ 10 ݴ՚ଚକඇ൰߳൶ᇘր

ᆶ၌ăჱዞܠڦႿዖሞඇ൰ዖຕዐ

ළૌႿዖࢅ൛ૌݛںڦዖຕଉăܔᇀٷ

ԲዘཞᄣߛǗܸሞܠٷຕ൧ူǈ

ևॆݴႿઠຫǈ౹ዞतߛेईኁჱዞ

൶ᇘඇ൰ඖ༹ጺຕܮݻڦฯ࣏ᄲߛ

Ⴟዖݛںዖຕፌڦܠ൶ᇘă྇ރڇ૩

ǄआचĂມྔأ྇ރڇࢅ྇ރǅă

ݛںዖ

ྔǈٷڦևݴዖۼ࿋ᇀݥዞࢅዐৎ۫ă

:
րළૌႿዖĊĊऻݛںዖຕ
!!!!౹ዞत!!!!! ઙெत! !!!
!! Ⴟዖ!!!!!!ݥዞ!!!!!!!ჱዞ!!
!ዐৎ۫!!!!! ԛெ!!!!ဇళೝᄝ! !๘হ
!!!!!!!!!!!!!!!!!!ߛे!!!!! ेુԲ

2
88
11
11
8
0
2

154
239
277
129
43
29
26
ᩋ
0
26
1
0
0
0
0
ᄜ
86
182
170
26
34
3
11
௦ᄜ
109
265
458
47
50
31
35
ይ
49
229
165
67
1
18
12
୧
17
39
40
21
16
4
3
க
36
141
269
65
14
23
22
྇ރڇ
44
13
1
0
23
0
2
ཱུ
11
16
125
14
5
0
0
ጺऺ
508
1 246
1 519
380
194
108
113
ጀǖᅙ௶ਨዖྔأăᄜ྇ĂୡĂࠑĂມ྇ރġ྇ރڇĂᇱ྇Ă᪖Ăெዞ྇ࢅஎக࿄ଚă

122
897
27
512
995
541
140
570
83
171
4 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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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౹ዞत!!!!! ઙெत! !!!
!!Ⴟዖ!!!!!!ݥዞ!!!!!!! ჱዞ!!
ዐৎ۫!!!!!! ԛெ!!!!ဇళೝᄝ! !๘হ
!!!!!!!!!!!!!!!!!!ߛे!!!!! ेુԲ
च
89
243
608
84
24
12
17
ღ
14
76
62
22
4
1
7
आच
11
11
29
11
3
11
2
ܬ
10
39
100
5
2
0
2
݊ღ
7
10
10
3
1
0
3
ᱝ᰿
2
8
3
0
0
0
0
ᰢच
0
7
5
6
0
0
0
ߧጱ
7
12
30
7
8
1
2
྄ౕ
6
2
4
0
0
0
1
ጺऺ
146
408
851
138
42
25
34
ጀǖᅙ௶ਨዖྔأă྄Ăॆღġ݊ღĂ᱅᱑ĂኆዩचĂெዞ྄ĂඔĂ᱒᱔ࢅᄊ࿄ଚ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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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77
186
78
158
34
13
18
67
13
1 644

ڼᅃև ݴႿథᄽิܠᄣႠጒ

4.3 ൶ᇘႠੵৣዖ

ፌܠăڟణമྺኹǈ౹ዞतߛेᆛᆶፌ

ܔᇀగၵႿዖǈස௦ᄜĂகĂይᅜत

ٷຕଉڦ൛ૌ൶ᇘႠੵৣዖǄ12ǅă

ᆶ൛ૌǈ౹ዞतߛेᆛᆶڦ൶ᇘႠੵ

ں൶٪ሞٷຕଉڦ൶ᇘႠੵৣዖǈኄ

ৣዖຕଉۼፌڦܠăڍኟස 11 

৽ཫ၄थႴܔ൶ᇘۯᅍدጨᇸ࠶ڦ

๖ǈݥዞᆶڦኄૌዖڦԲ૩၎ܔড

ࢅԍࢺǈᅜतሞ൶ᇘईْ൶ᇘೝႜ

ٷǈഄĂᄜࢅ୧ڦ൶ᇘႠੵৣዖຕ

ࢇፕ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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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ዖ!!!!!!!!!ݥዞ!!!!!! ჱዞ!!
ዐৎ۫!!!! ԛெ!!! ဇళೝᄝ! ๘হ
!!!!!!!!!!!!!!!! ߛे!!! ेુԲ

0

35
ᄜ
15
௦ᄜ
27
ይ
2
୧
4
க
7
྇ރڇ
2
ళெஎ྇ॆႿ
ୡ
ཱུ
3
᪖
ጺऺ
95
ጀǖᅙ௶ਨዖྔأă

8
19
11
13
2
3
10
1

1
28
13
79
17
2
38
0

1
0

1
32

68

211

1
8
2
2
3
1
5
0
6

0
0
0
4
0
0
0
0

0
3
5
6
1
0
3
0

0
0
1
3
0
0
0
0

1
1
30

0

0

0

4

18

4

10
93
47
134
25
10
63
3
6
2
36
1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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ݥዞ!!!!!!!! !! ჱዞ!!!!!!!౹ዞतߛे

च
6
ღ
0
आच
0
ܬ
0
᱒᱔
0
ጺऺ
6
ጀǖᅙ௶ਨዖྔأă

2
2
0
1
1
6

4.4 ࡔाႠੵৣዖ

45
12
7
7
0
71

ઙெतेુԲ
1
0
0
0
0
1

ԛெ!!!!!!!! ๘হ
1
0
0
0
0
1

55
14
7
8
1
85

ዖຕፌڦܠႿዖǄ 13 ࢅ 14ǅă

Ă௦ᄜĂகࢅचᆛᆶࡔा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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րළૌႿዖĊĊऻࡔाႠੵৣዖຕ
!!!!!!!!!Ⴟዖ!!!!!!!!!!!!!!!!!!ዖຕ


ᄜ
௦ᄜ
ይ
୧
க
ມ྇ރ
྇ރڇ
ୡ
ཱུ
ጺऺ
ጀǖᅙ௶ਨዖྔأă

5
112
40
100
33
6
66
2
2
10
23
399

ڦዖԲ૩Ǆ16%ǅጺڦઠຫᄲگᇀ൛ૌ
ڦǄ30%ǅăڍٗਨܔຕଉฉઠຫǈրළ
ૌႿዖ՞ླڦዖຕଉǄ881 ߲ዖǅܠ
ᇀ൛ૌǄ610 ߲ǅዖă
 12 ߴକրළૌႿዖ՞ླጒڦ
ຕăᅜੂǈ՞ླዖຕଉፌܠ
ڦրළૌႿዖǗܸக՞ླዖԲ૩ፌ
ߛڦႿዖǄ23%ǅǈഄْཱུǄ20%ǅࢅ
ይǄ18%ǅă 12 ᄺ၂๖ᆶٷଉዖڦ
՞ླጒຕ࿄ኪăኄᅃ࿚༶ሞᅃၵႿ
ዖዐᆮྺჹዘĊĊሞཱུዐ72%Ăୡ66%Ă
୧ 59%Ăஎ྇ 58%ăኄၵຕڦඍ฿ǈჹ
ዘሀକԍࢺᆫံຩႾڦඓۨ߾ፕǈᅜ
तዖԍࢺٯแऺࣄڦՊă௶ਨ

 25
൛ૌĊĊऻࡔाႠੵৣዖຕ

ዖຕፌڦܠႿዖǄ209 ߲ǅǈይĂ௦ᄜ

!!!!!!!!!Ⴟዖ!!!!!!!!!!!!!!!!!!ዖຕ

ࢅகᄺᆶٷଉዖԒ௶ྺڢਨăڍࡹ

च
ღ
आच
ܬ
݊ღ
ኆዩच
ߧጱ
྄
᱅᱑Ăெዞ྄Ă྄ౕ
ጺऺ
ጀǖᅙ௶ਨዖྔأă

101
12
16
15
1
5
1
1
5
157

ᅑ࿚ǈࣷᆶᅃၵዖሞ்ԥԒڢኮ
മ৽ᅙঢ়௶ਨǈᅺُփీԈઔሞݴဆኮ
ዐă
ሞ൛ૌዐǈڟణമྺኹǈचሞඇ൰ݔ
ྷాتᇀ՞ླዐڦዖຕፌߛǄ13ǅăኄ
ᅃݛ௬ᅺྺचሞ๘হฉᆶڦٷዖຕ
ଉǈڍଷᅃݛ௬ഄ՞ླዖڦԲ૩ཞᄣ
ߛǄ33%ǅăआचࢅڦܬ՞ླዖຕଉࢅԲ
૩ᄺ၎ܔডߛăᇑրළૌႿዖڦ൧၎
ຼǈᆶٷଉዖுᆶᆩڦዖඖຕă௶

5 ۯᅍدጨᇸ՞ླጒ

ਨዖዷᄲणዐᇀचዐǈღĂኆዩचࢅआ
चዐᄺᆶณଉዖă
 14 ࢅ 15 ݴ՚ቛ๖କրළૌႿዖࢅ

ጺऺᆶ1491߲ዖǄጺຕڦ20%ǅԥ

൛ૌڦ՞ླዖሞփཞ൶ᇘݴڦքă౹ዞ

ඓۨྺĐتᇀ՞ླጒༀđ
Ǆ֭࿔ 6ǅăᆯ

तߛेրළૌዖ ڦ28% ࢅ൛ૌዖ

11ᅜੂڟǈԥඓۨྺ՞ླڦրළૌႿዖ

ڦ49%تᇀ՞ླǈԛெں൶րළૌዖڦ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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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ǖ՞ླጒڪप
௶ਨǖᅃ߲ዖසࡕுᆶݏኳࠅႿईݏ

ླ၃ǖగᅃዖ၄ူଚ൧ኮᅃժ

ኳజႿڦ٪ሞǈनԥࡃૌྺ௶ਨăփࡗǈഄᅍ ுᆶԥࡃฉ௬ଚڪपǈनಒۨྺླ၃ǖ
دዊᆶీᅙԥૐ۳ԍ٪ǈܸٗᅜዘႎ Ǆ1ǅዖݏኳజႿڦጺຕଉٷᇀ100ၭᇀई
ॺ૬ഐዖඖǈ࣬ްዖăํाฉǈᇺሞፌࢫ
ᅃ༹߲߲ईኁᅍدዊၩ฿ኮമǈ৽ᅙঢ়ీ

ڪᇀ1000ǈईݏኳࠅႿጺຕଉٷᇀ5ၭᇀईڪ
ᇀ 20Ǘ
Ǆ2ǅዖڦዖඖጺຕଉٷᇀ 80 ၭᇀ

ࠕִਥዖनॽ௶ਨă
՞ଣ௶ਨǖසࡕዖݏኳజႿڦጺຕ

100ǈװ၄ሺेڦ൵ǈཞ้ǈᇑཞዖ
ࠅႿದڦజႿǄكዖజႿǅԲ૩ߛᇀ 80%Ǘ

ଉگᇀईڪᇀ 100ǗईݏኳࠅႿጺຕଉگᇀई Ǆ3ǅዖዖඖጺຕٷᇀ1000ၭᇀईڪᇀ1200
ڪᇀ 5Ǘईኁዖڦዖඖጺຕگᇀईڪᇀ ժჄ३ณǈᇑཞዖࠅႿದڦజႿǄك
120 Ⴤ३ณǈᇑཞዖࠅႿದڦజႿ
ǄكዖజႿǅԲ૩گᇀ 80%ǈժዖ࿄ԥ

ዖజႿǅگᇀ 80%ă
ླ၃Ċྼǖኸዖዖඖتᇀླ၃

ۨྺ௶ਨǈኄ้ǈ৽ॽُዖࡃྺ՞ଣ௶ਨă ጒༀǈڍኟሞਸቛओटڦԍࢺऺࣄǈईኁഄዖ
՞ଣ௶ਨĊྼǖኸዖዖඖ تඖኟᆯฆᄽࠅິईჺ৯ऐࠓྼă
ᇀ՞ଣ௶ਨጒༀǈڍኟሞਸቛओटڦԍࢺऺ
՞ླዐڦዖǖԥࡃ՞ଣ௶ਨĂ՞ଣ௶
ࣄǈ
ईኁഄዖඖኟᆯฆᄽࠅິईჺ৯ऐࠓྼă ਨĊྼĂ
ླ၃ࢅླ၃Ċྼڪ߳पڦඪᅃዖă

20%ࢅ൛ૌዖڦ79%ຌᇀ՞ླዖǈኄ

 15 ࢅ 16 ଚକփཞ൶ᇘాփཞր

ଇ߲ں൶՞ླዖԲ૩ፌߛڦ൶ᇘă ළૌࢅ൛ૌႿዖ௶ڦਨዖຕణăڟణമ
౹ዞतߛेࢅԛெڦႿథᄽߛ܈ጆᄽ

ྺኹǈ
౹ዞतߛे௶ਨڦրළૌࢅ൛ૌ

ࣅǈሞఫǈႿׂׂิڦᆯณຕब߲

ዖຕፌڦܠĊĊഄऻዖጺຕ ڦ16%

ዖཥዎăሞਨܔຕଉݛ௬ǈڟణമྺ

ۼᅙ௶ਨăڍ௶ਨዖሞऻዖዐԲ

ኹǈ౹ዞतߛेڦ՞ླዖຕణፌܠă ૩ፌߛڦ൶ᇘඐԛெǄ25%ǅăԛெĂ౹
࠶ኄଇ߲൶ᇘڦ՞ླ൧ፌྺǈ ዞतߛे௶ڦਨዖຕጴডྺ၂ዸǈኄ
ڍഄ൶ᇘᄺీ٪ሞডٷ࿚༶ǈᅺ

ᇑኄଇ߲൶ᇘሼፔࡗডߛጚڦዖऻک

ྺ࣏ᆶডٷຕଉڦዖ՞ླጒణമժ

ᆶ࠲ă

փൣؤă૩සሞઙெतेુԲǈᆶ 68ǁ

௶ਨዖዐኻᆶ 27%Ǆ188 ߲ǅऻ

ڦրළૌዖࢅ 81% ڦ൛ૌዖڦ՞ླ

ሜᆶ௶ਨݻڦă1900 ᅜമᆶ 15

Ǘሞݥዞሶᆶ
ጒڪपԥহۨྺĐփၘđ

߲ዖ௶ਨǈ1900 Ċ 1999  111 ߲ǈ

59% ڦրළૌዖࢅ 60% ڦ൛ૌዖ՞

ܸሞഄࢫ ڦ6 क़ǈᆼᆶ 62 ߲ዖ௶ਨ

ླጒփၗă

Ǆ 17ǅ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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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ዖጒڦ൵

๘হփཞ՞ླ܈ײዖڦԲ૩

րළૌႿዖ

6.1

փཞዖૌ՚ڦዖຕణՎࣅ

থူઠᄲຫڦǈ199912ሆڟ2006
 1 ሆኄ 6 क़ 3ǈԥࡃૌຌᇀݛںĂ൶ᇘ
ႠੵৣࢅࡔाႠੵৣኄෙ߲ዖૌ՚ڦ
ዖຕణڦՎࣅ൧ăሞኄ้ǈࡔाႠ
ੵৣዖԲ૩ٗ4%ሺेڟକ7%ǈ
ዖຕٗ 197 ሺे ڟ557ă၎ᆌںǈ൶ᇘႠ

൛ૌ

ੵৣዖࢅݛںዖڦԲ૩ሶฎᆶူইă
ڍമኁڦਨܔଉٗ 369 ሺ ڟ529ǈࢫኁ
ٗ 4013 ሺ ڟ6536Ǆ 16ǅă

42%

සࡕॽ 1999 ڦዖӀ၄ᆶݴૌ༹
ဣݴૌǈఫኄ้߲ᆌړᆶ369߲൶ᇘ
Ⴀੵৣዖࢅ 1 9 7 ߲ࡔाႠੵৣዖă
2006 ࡔाႠੵৣዖڦԲ૩߸ߛǈഄ
ևݴᇱᅺᆶ86߲ዖሞ1999ԥࣄݴ
ྺ൶ᇘႠੵৣዖǈܸሞ 2006 ԥዘႎ
ࣄࡃྺࡔाႠੵৣዖǄଷ283߲ධྺ൶
ᇘႠੵৣዖǅǄ 18ǅăഄڞዂࡔा
ႠੵৣዖԲ૩ሺेڦᅺ࣏ᆶǈႎऻ
ࡔڦाႠੵৣዖຕణǄ274ǅᄲܠᇀ
൶ᇘႠੵৣዖຕణǄ240ǅ
Ǆ 18ǅăኄ
ၵՎࣅ܈ײٷฉࡃᅺᇀ߸ྜऻڦ
߾ፕǈڍᄺీݒᆙକዖኟփકො
ڟႎڦ൶ᇘă
6.2

ᅍدປ३ڦ൵

ᆯᇀ 2006 ᆅକĐࡔाႠੵৣ
ዖđኄᅃႎڦૌ՚ǈᅜփీথԲড
1999 ࢅ 2006 ߳ڦ՞ླጒप՚ڦ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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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1 ሆ๘হրළૌॆႿዖڦ՞ླጒǖփཞႿዖڦਨܔຕଉǄǅࢅӥݴԲǄǅ

!!՞ླጒ
՞ଣ௶ਨ

0

10

2

3

49

1

2

22

52

0

37

37

40

0

255

՞ଣ௶ਨĊྼ

0

2

0

0

26

0

0

5

10

0

11

0

5

0

59

ླ၃

0

14

0

5

75

1

2

44

95

0

63

9

98

0

406

ླ၃Ċྼ

0

1

0

3

60

0

0

13

24

0

22

1

36

0

160

௶ਨ

0

6

0

0

209

0

0

19

87

0

140

2

180

0

643

ླ၃

5

34

7

78

499

7

33

306

246

5

241

17

633

18

2129

փၘ

1

95

3

48

393

18

51

209

272

0

225

166

417

9

1907

ጺऺ

6

162

12

137

1311

27

88

618

786

5

739

232

1409

27

5559*

* ዖጺຕํाฉᄲߛᇀଚຕጴǈᅺྺມ྇ރġ྇ރڇሗዖĂᇱ྇ĂஎகĂ᪖ࢅࠑுᆶԈઔඁǈܸ
்ጺࠌऻᆶ 40 ߲ዖ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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ڼᅃևݴ

 13
2006  1 ሆ๘হ൛ૌዖڦ՞ླጒǖփཞ൛ૌڦਨܔຕଉǄǅࢅӥݴԲǄǅ

!!՞ླጒ
՞ଣ௶ਨ

156

32

22

0

1

4

1

1

7

1

20

245

9

5

4

0

1

0

0

0

0

0

1

20

ླ၃

212

12

20

5

3

2

0

4

15

0

14

287

ླ၃Ċྼ

42

2

10

0

0

0

0

1

0

0

0

55

௶ਨ

40

3

0

2

0

0

0

0

0

0

2

47

ླ၃

321

65

60

15

5

2

3

2

14

9

25

524

փၘ

493

96

65

32

14

8

9

10

32

25

41

833

ጺऺ

1273

215

181

54

24

16

13

18

68

35

103

2000*

՞ଣ௶ਨĊྼ

* ዖጺຕํाฉᄲߛᇀଚຕጴǈᅺྺॆღġ݊ღሗዖĂ྄Ă᱅᱑Ăெዞ྄ĂඔࢅᄊுᆶԈઔ
ඁǈ்ܸጺࠌऻᆶ 17 ߲ዖ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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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1 ሆ๘হրළૌॆႿዖڦ՞ླጒǖփཞ൶ᇘڦਨܔຕଉǄǅࢅӥݴԲǄǅ

՞ླጒ
՞ଣ௶ਨ

13

23

182

9

0

12

9

7

255

՞ଣ௶ਨĊྼ

0

4

51

4

0

0

0

0

59

ླ၃

26

50

249

21

6

22

11

22

407

ླ၃Ċྼ

4

3

142

9

0

1

1

0

160

௶ਨ

35

45

481

21

5

49

6

1*

643

ླ၃

187

776

664

81

85

13

17

312

2135

փၘ

384

469

459

304

107

79

80

58

1940

ጺऺ

649

1370

2228

449

203

176

124

400

5599

* ݥዞᄸǈሼิऄሞݥዞࢅዐৎ۫ں൶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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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1 ሆ๘হ൛ૌዖڦ՞ླጒǖփཞ൶ᇘڦਨܔຕଉǄǅࢅӥݴԲǄǅ

!!՞ླጒ
՞ଣ௶ਨ

7

8

204

1

0

15

0

12

247

՞ଣ௶ਨĊྼ

0

6

12

2

0

0

0

19

39

ླ၃

10

23

220

5

0

7

4

0

269

ླ၃Ċྼ

0

3

45

7

0

0

0

0

55

௶ਨ

2

5

39

0

0

1

0

0

47

ླ၃

56

184

151

13

10

4

7

100

525

փၘ

113

214

305

120

33

1

23

26

835

ጺऺ

188

443

976

148

43

28

34

157

2017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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րළૌ௶ڦਨዖຕ
!!

!!!!!!౹ዞत!!!!!ઙெत!!!!
Ⴟዖ!!!!!!ݥዞ!!!!!!!ჱዞ!
!ዐৎ۫!!!!!!ԛெ!!!! ဇళೝᄝ
!!!!!!!!!!!!!!!!!!!ߛे!!!!!ेુԲ

ᄜ
௦ᄜ
ይ
୧
க
ཱུ
ጺऺ

23
0
5
0
1
6
0
35

18
2
11
13
0
1
0
45

141
16
148
101
4
71
0
481

19
0
0
2
0
0
0
21

1
0
1
0
1
0
2
5

4
1
13
23
0
8
0
49

๘হ

2
0
2
1
0
1
0
6

209
19
180
140
6
87
2
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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൛ૌ௶ڦਨዖຕ
Ⴟዖ

ݥዞ

ჱዞ

౹ዞतߛे

ԛெ

๘হ

च
ღ
आच
ኆዩच
ጺऺ

0
0
0
2
2

5
0
0
0
5

34
3
2
0
39

1
0
0
0
1

40
3
2
2
47

 28
௶ਨݻ
ݻ
1900 ᅜമ
1900 Ċ 1999 
1999 ᅜࢫ
࿄ኸ *
ጺऺ
* ࿄ኸኸ௶ਨݻுᆶ၂๖ă

ዖጺຕăᅺُǈူ௬ॽݴෙ߲ևݴႜԲ

ዖຕ

&

15
111
62
502
690

2
16
9
73
100

Ǆ1ǅੵৣዖ

ডăံੵৣዖڦ൵ǈഄْఫၵ

Բড 1999 ᇑ 2006 ڦຕǈࣷ݀

ሞ 1999 ᆌݛںྺࡃړዖĂܸሞ 2006

၄ࡃྺĐփၘđ՞ླڪपڦዖԲ૩

ԥࡃྺੵৣዖڦᅃૌǈፌࢫሶ༵ࠃକ

ฎᆶူইăُമԥۨྺփၘ՞ླڪपڦ

ఫၵሞ 1999 ࢅ 2006 দࡃྺݛںዖ

68 ߲ዖዐǈሀᆶ 20% ሞ 2006 ԥዘႎ

ᅃૌڦዖຕă

ݴૌڟഄڪपăኄᅪ࿆ጣຕዊଉᅙ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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ڼᅃևݴ

 16
1999 ࢅ 2006 ݛںڦዖĂ൶ᇘႠࢅࡔाႠੵৣዖ

ጀᅪǖ1999 ࢪ้ڦዖݴૌ༹ဣǄੵৣǖԨںǅช࿄ॺ૬ǈᅺُǈኄႜݴڦဆཚࡗᆌᆩႎڦ
ࡀሶ ܔ1999 ڦຕႜዘႎتઠํ၄ڦǈኄᄣ֍ీႜԲডă
3

ঢ়ᆶ߀Ǆ 17ǈ 19ǅă 19 ᄺ

ྺੵৣዖă1999 ኄૌዖዐᆶ 87 ߲

ǈᆯ՞ླڪपገՎྺླ၃ڪपڦ

تᇀ՞ླጒༀǈڟକ2006ǈኄഄዐڦ39

ዖǄ80 ߲ዐ ڦ25 ߲ǈन 31%ǅǈᄲܠᇀ

߲Ǆ45ǁǅԥዘႎඓۨຌᇀླ၃ڪप

ᆯླ၃ገՎྺ՞ླڦዖǄ411߲ዐڦ

ৣੵڦዖǄ 21ǅăኄ܈ײٷฉᅜ

10 ߲ǈन 3%ǅăኄᅃ၄ၡዷᄲᅺྺ 6 

ྺᆶ߸ॆࡔڦܠԒڢକኄૌዖڦ٪

ઠగၵੵৣዖሞ߸ॆࡔڦܠዐԒڢ٪

ሞă21ᄺǈኄᅃૌ՚ዖڦຕዊ

ሞǈኄ৽๑ఫၵዖገྺླ၃ڪपăႎ

ଉᅙঢ়ᆶ߀ăሞ1999ຌᇀփၘ՞ླ

ऻৣੵڦዖຕଉतഄ՞ླጒڪप

ڪपڦዖዐᆶ61ǁǄ56߲ዐڦ24߲ǅڟ

ၘ९ 20ă

କ 2006 ඓۨକ՞ླڪपă

Ǆ2ǅዘႎࡃૌྺੵৣዖǄ2006 ǅ
ݛںڦዖǄ1999 ǅ

Ǆ3ǅݛںዖ
1999 Ċ 2006 ኄ้ǈံമԥଚ

සࡕॽ 1999 ڦዖӀ၄ᆶݴૌ༹

ྺփၘڪपڦዖዐǈᆶ20ǁԥࡃକᅙ

ဣݴૌǈఫᆶ276߲ᆌړሞ1999ࡃྺ

ኪ՞ླጒڪपዐǄ 22ǈ 18ǅǈኄݒ

ݛںዖڦዖǈڟକ2006ԥዘႎࣄࡃ

ᆙକऻ൧߀ڦă22࣏၂๖ǈ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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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൶ᇘႠࢅࡔाႠੵৣዖሞ 3117 ڦዘ
ႎࡃૌ൧
ݻ

1999

ݴૌ

!!!!!!!!!!!3117
൶ᇘႠ

ࡔाႠ

൶ᇘႠ

283

86

ࡔाႠ

0

197

240

274

ႎऻዖ

ঢ়௶ਨă
ႎऻݛںዖڦຕణᅜत்ڦ՞
ླጒሞ23ዐଚăԥࡃྺփၘڪपڦ
ዖ၎ܔডܠǈኄᅺྺࡥ߃ڦዖຕ
ઠᇸᇀࡔ՚Ԓߢǈܸഄዐٷևۼݴுᆶ
ඖ༹ຕă

7 ஃ
՞ླڪपገՎྺླ၃ڪपڦዖԲ૩
Ǆ7.4%ǅǈᄲฎٷᇀ၎ݒገՎڦዖԲ૩

ሞ 1996 Ċ 2006 ڦኄ้क़ǈඇ

Ǆ4.6%ǅăܸǈኄዖ൵ժுᆶሞਨܔ

൰ຕੰࡥ߃ڦዖܠᄣႠాඹᆶକ

ຕኵዐݒᆙઠă60 ߲ዖٗླ၃ገ

߀ٷǈڍǈዖ၎࠲႑တڦण࣏ᇺ

Վྺ՞ླǈ၎ݒገՎڦሶᆶ 5 9 ߲ăሞ

࿄ྜׯăᆯᇀுᆶዖඖຕǈڞዂሞᆶ

1 9 9 9 تᇀ՞ླዐݛںڦዖǈڟକ

ऻڦዖዐǈᆶࡗגෙݴኮᅃڦփీಒ

2006 ᆶ 1.6ǁᅙঢ়௶ਨǗܸሞ 1999 

ഄ՞ླጒă૩සሞݥዞࢅဇళೝ

ླ၃ݛںڦዖዐǈᆶ 0.2ǁڦዖᅙ

ᄝǈᆶࡗגෙݴኮܾڦዖ࣏ுᆶԒڢഄ

 17
1999 Ċ 2006 ੵৣዖڦ՞ླጒՎࣅ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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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Ċ 3117 ੵৣዖڦ՞ླጒՎࣅ൧
2::: ڦ՞ླጒ

2::: ڦዖຕ

՞ླ
ླ၃
௶ਨ
փၘ

80
411
7
68

!!!!!!!!!!!!!!3117 ڦ՞ླጒ
՞ླ

ླ၃

௶ਨ

փၘ

68%
3%
0%
6%

31%
97%
0%
15%

0%
0%
100%
0%

1%
0%
0%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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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ࢫऻৣੵڦዖڦ՞ླጒ
!!!!!!!!!!!!!!!!3117 ڦ՞ླጒ
ዖຕ

՞ླ
112

ླ၃
274

௶ਨ
2

փၘ
126

ጺऺ
514

 32
ዘႎࣄࡃྺੵৣዖǄ3117 ǅݛںڦዖǄ2::: ǅ՞ླጒՎࣅ
2::: ڦ՞ླጒ

2::: ڦዖຕ

՞ླ

!!!!!!!!!!!!!3117 ڦ՞ླጒ
՞ླ

ླ၃

௶ਨ

փၘ

87

51%

45%

0%

5%

ླ၃

124

3%

97%

0%

0%

௶ਨ

9

44%

11%

22%

22%

փၘ

56

21%

39%

0%

39%

ዖඖٷၭă

ᆩăߵ၎ᆌڦዖ၄ሞᅃ߲࣏ܠ

ኮമܔዖ՞ླጒऺࠚڦǈएᇀ

߲๘হଂ๋ᇑ౫ᄽۯᅍدጨᇸጒ൶

܀ڇగ߲ࡔॆ֫௬ฉڦዖඖຕઠႜ

ᇘǈੵৣዖॽԥཥᅃࣄྺݴ൶ᇘႠई

ڦǈኄ৽๑ܔڥ்՞ླጒڦඓۨփీ

ࡔाႠੵৣዖăܸԥࣄࡔྺݴाႠڦ

ํࢇޙा൧ă၄ሞ்༵Đੵৣዖđ ᅃၵዖǄසݴքሞݥዞࢅዐৎ۫হ၍
ኄᅃݴૌፇ՚ǈᆩጺएᅺੰॽ߳ࡔዖዖ

ଇ֨ڦఫၵǅǈഄݴքྷݔഄํǈᅺ

ඖࢇժഐઠǈ৽ీՆ௨ኄዖ൧ิ݀ڦă ُፌࡻॽ்ࡃڟ൶ᇘႠੵৣዖ
ኄၵዖࢇڦժएᇀጆᄽኪ๎ྜڦׯǈ ዐăُྔǈሞኄْӀቷݴք൶ᇘܔ்
ܸሞ࿄ઠǈ࣏Ⴔॽಒጺएᅺੰࠓׯᇮ

ႜݴૌڦዐǈժுᆶ୯၎ᆌࡔॆ

ڦᆶ࠲ਜ਼࠵Քጚᅃօ݀ቛǈժेᅜᆌ

ੵৣዖڦዖඖٷၭăᄺ৽ຫǈሞ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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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Ċ 2006 ݛںዖڦ՞ླጒՎࣅ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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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Ċ 3117 ݛںዖڦ՞ླጒՎࣅ൧
2::: ڦ՞ླጒ

2::: ڦዖຕ

՞ླ
ླ၃
௶ਨ
փၘ

815
1295
623
999

!!!!!!!!!!!!!!3117 ڦ՞ླጒ
՞ླ

ླ၃

௶ਨ

փၘ

91%
5%
2%
8%

7%
93%
0%
10%

2%
0%
97%
1%

0%
2%
0%
81%

࣑๎ڦ՚ఇ๕ዐݥᆶᆩǗሞႴᄲܔዖ

 34
2::: ࢫऻݛںڦዖڦ՞ླጒ
!!!!!!!!!!!!!!! 3117 ڦ՞ླጒ
ዖຕ

՞ླ

ླ၃

௶ਨ

փၘ

414

575

54

1 758

࠶ႜ൶ᇘႠၹፕڦዖ६ۨӄ૩ዐǈ
ጺऺ
2 801

ཞᄣᆶᆩă
ଇ߲ੵৣዖૌ՚Ǆ൶ᇘႠࡔࢅڦा
Ⴀڦǅڦ՞ླጒᆶփཞăኈኟሞࡔा

ၵࡔॆԒߢฉઠڦዖዐǈࣷॽଣ้ࡗৣ

ݴాྷݔքࢅ࣑ڦዖǈഄዖඖٷၭ

ڦᅃၵዖඖߴዘްऻکକăፌࢫǈ்࣏

փࣷྰڟၾڦăܔڍᇀࢁຯ།ĊĊӣ

Ⴔᄲ݀ቛᅃ߲߸ဦࣅڦ൶݆ݛݴǈᅺྺ๚

ࢾڪዖઠຫǈሞߛၳስऺࣄူǈഄ

ํኤǈဦࣅࢫݴڦૌሞۯᅍدጨᇸ

ዖాܠᄣႠࣷᆶ३ณǈኄᄺࣷྺׯ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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ڼᅃևݴ

߲࿚༶ăଷྔǈ࠶൶ᇘႠੵৣዖݴք

ăሞ 1999 ৽ᅙԒڦڢఫၵݛںዖǈ

ᇀॆࡔ߲ܠǈڍഄዐᅃၵԥࡔՉᇹ௷

ഄ՞ླጒڪपڦՎۯ၎ړၭǈኄዖՎ

ፃईፃඖຽᄢڦǈᅺُኄၵዖࣷໜጣ

ۯுᆶሺڦगၡăዖ՞ླጒՎࣅڦ

ຽᄢኁิऺݛ๕߀ڦՎܸ။ླ၃ৣںă ᇱᅺٷև࣏ݴ࿄ኪăܔᇀԍࢺऺࣄޏᆶ
ሞ౹ዞतߛेǈཚࡗዖຕଉઠ࢚

ዺᇀሺेඖ༹ຕଉኄ߲࿚༶ǈ்ኻీӀ

ଉܠᄣႠǈీࣷࡗߛࠚऺᅍܠدᄣႠă փཞ൧ደ߲ݴဆ࣮ٴăᅺྺǈణമᆶ࠲
ᅺྺሞఫǈຽᄢኁၹࣷ৳ᅜઠدڦཥ

ԍࢺऺࣄࡥ߃ྰၾዖڦ႑တ࣏փྜ

ਦۨକዖݴࣄڦǈܸᆶ้ࢪఫၵዖڦ

ඇăኵڥয়༼ڦǈሞႎऻڦժඖ༹

ൕᇹ࠲ဣഄํৎڦăᅺُǈᅃၵዖ

႑တᅙኪݛںڦዖዐǈᆶ45%تᇀ՞ླ

ܔᅍܠدᄣႠࠋڦ၅ၭڦăڍኵڥጀ

ጒༀईኁᅙঢ়௶ਨă

ᅪڦǈሞ݀࠵ܔॆࡔٳงዖႜٷڦ

أକዖඖຕඍ฿ኄᅃඍ။ྔǈ၄ᆶ

ևݴჺ৯ত๖ǈኄၵ࠵งዖሺेକጺ

ܔڦዖປ३ႜ༹֪॔ڦဣ࣏ᆶᅃٷ࿚

༹ܠᄣႠǈժࣷᆶডߛڦԍ٪ॏኵăᆯᇀ

༶ǈनဣཥవइൽڟఫၵփ੦ڦ

ᅃၵ൶ᇘڦԒߢጚ߸ྺံǈዖܠᄣ

ሗᇣዖݛںܔዖሰڦׯᅍدဏ၎࠲

Ⴀڦ൧ႚՎंे߸ڥǈԲස౹ዞतߛे

႑တăܸኄ߲࿚༶ԥႹܠጆॆණྺۯܔ

ࢅԛெǈഄԒߢዐबࢭྜඇࡥ߃ഄ၄ᆶ

ᅍدጨᇸܠᄣႠڦᅃྰٷၾăᅺُຫǈ

ዖă

ॽዖඖٷၭࢅዖඖࠓፕྺೠಒ՞ླጒ

ݛںܔዖປ३൵ڦಒ՚ǈԲੵৣ

ྸڦᅃኸՔǈׂࣷิဃڦڞăྺକڟڥ

ዖ߸ेൣؤକăᅺྺǈܔᇀੵৣዖ

߸ेඇ௬ڦጨᇸጒ႑တǈ৽Ⴔᄲ߸ܠᆶ

ઠຫǈܠዖڦহۨૌ՚ሞ2006ڦԒ

࠲ݛںዖںݴք࿋ዃڦဦবǈᅜत၎

ߢዐᆶՎۯǈഄࡔॆዖඖ༹ຕଉড

ᆌࡔॆᆶ࠲ᆅڦऄႿࢅᅍدዊݴք൧

ٷǈኄۼ๑ڥಒປ३൵ڦ൧ႚডྺं

ڦ႑တ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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ڼෙቤ

ۯᅍدጨᇸ
ୁ
ő

ઠጲ࿒ڦټዖᅃӯԲઠጲඤࢅټ
ଇटڦዖᆶ߸ྺၘဦڦຫࢅऻ

1 ڞჾ

ጨଙǗ
ő

ࡔཱི௬ओডڦాࡔॆࡔٷएᅺୁ

ॆႿڦĐएᅺୁđሞ๏മ้৽ᅙ

ுᆶሞࡔाཥऺຕዐ၂၄ઠǗ

ঢ়݀ิǈഄዐԈઔۯዖࢅዖዊጨᇸڦ

ܸၭࡔॆኮक़ڦएᅺୁۼᆶऻă

ୁ࣑ࢻࢅۯăڟᅃဣଚᅺڦൻۯă

ሞܠၭࡔॆ٪ሞڦగ߲ዖڦኈ

ሞඇ൰ాྷݔǈፌ၂ڦएᅺୁ݀ิሞ

ํڦඇ൰ዘᄲႠీࣷԥੲٷǗ

ĐٷđॆႿዐǖĂ௦ᄜĂᄜĂይࢅ

ő

ᇑኲᅍدጨᇸ၎Բǈᆯᇀߛೝ

चăԨবॽዘۅዷᄲݣሞኄٷႿዖฉǈ

ڦዖాᅍدՎᅴǈᅺُ࣏փీܔ

ٗFAOڦDAD-ISඇ൰ຕੰᅜतൽڦ

ॆႿዖڦएᅺา൧ႜۨଉ

࿔၅ዐ༵ൽ႑တǈຎ๘হዷᄲዖڦഐ

ݴဆă

ᇸࢅݴքă

ኄၵփፁǈᅪ࿆ጣ்݆ܔళԛݛ

ኄຫڦĐళݛđࢅĐԛݛđݴ՚

ኮक़ڦඇ൰Ⴀ࣑ႜᅃ߲ඇ௬ۨڦଉݴ

ᆩᇀኸ݀پቛዐࡔॆࢅ݀ॆࡔٳăᄲኸ

ဆă࠶ᆶኄၵփፁǈܸೞ၄ᆶڦຕ

ڦǈӐٷ૧ჱࢅႎဇનሞں࿋ዃ

ǈీࠕܔऄႿĂᅂĂಡୁ࣑ࢻࢅۯ

ฉຌᇀళݛǈڍኄॽࡃĐԛݛđă

ڦ൵तഄٷዂຕଉႜೠࠚă

்इڦڥ႑တཚܸٚփྜኝڦǈ
ཥऺຕณᆶኸຽᄢۯڦઠᇸࡔ
ࢅణࡔڦǈժཚᅜႿዖઠࣄݴຕ

2 एᅺୁڦൻۯ૰ࢅ૦๏

ǈܸփዖăഄփፁԈઔǖ
ő

ዖዖඖٷၭுᆶᅃ߲ဣཥऻڦ

एᅺୁᆯᅃဣଚ࠽ڦݘᅺᆖ

ĊĊగ߲ዖݴքᇀॆࡔܠժ

ၚࢅਦۨڦǈഄዐԈઔ࿔ࣅڦĂਬ๚ڦĂ

փᅪ࿆ጣڦඇ൰ዖඖຕ৽ٷǗ

ፇኯڦĂڦ܈ĂአዎڦĂڦׇĂ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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ڼᅃևݴ

ڦĂჺ৯ڦĂᅧթ࠶ࢅڦڪڦᅺăኄ

ں൶ࣩ݀ጣփཞڦ܈ײᆖၚăԲසሞ๘হ

ၵᅺڦ၎ܔዘᄲႠሞ૦๏ײዐࣷ݀ิ

ฉںܠ൶ǈዖႿڦஹᅟժփঢ়ᆯᇣዖፇ

߀Վăᅃӯઠຫǈሞඇ൰एᅺୁఇ๕ฉ

ኯǈ߸փᆩຫጆோڦᇣዖࠅິăڍǈ၄

ᆶෙ߲၂ڦ૦๏้ǖ

پᇣዖ݆ݛሞళݛᅙ၂ڥනᅮዘᄲǈժٝ

๏മ ڟ29 ๘ुǖኄ߲࢙ੵକٷ

ጣጆோࣅዖࢅิׂ༹ဣ࠽ླྀڦă

ሀ10000 ǈٗॆႿმࣅ๏ራᅃڟ18
๘ुྟăሞኄ้ǈཚࡗደॷકቛĂ
ദ᛭ĂኛĂ༑၃Ăኳ௷ࢅஹᅟǈმᄢۯ
કොਸઠǈएᅺᄺᅺُڟڥොխă

2.1

ڼᅃǖ
๏മ ڟ18 ๘ु

ሞႿథᄽራǈმᄢۯ்ٗڦმ

2: ๘ु ڟ31 ๘ुዐᄾǖሞኄ߲ٗ 19

ࣅዐ႐ደօྫྔકቛǈܸٗොխਸઠǄ֖

๘ुਸ๔ᅃ ڟ20 ๘ुዐᄾຐ้ڦ

९ڼᅃቤǅăဇჱࢅںዐ࡛۫ևᅃ߲ዷ

ǈԛॺݛ૬ഐକᇣዖፇኯăኄၵፇኯࡀ

ᄲڦმࣅዐ႐ăሞ்၄ሞຫڦĐႎ็

ݔକዚܠዖڦ٪ሞǈऻକ்ڦဣ

ഗ้߫پంđ
ǈ຺ዖዷᄲڦրළૌႿዖĊĊ

ࢅิׂႠీǈժٝକഄׂଉڦტ༵

௦ᄜĂᄜĂࢅይĊĊۼሞኄᅃں൶

ߛăएᅺୁዷᄲ݀ิሞԛॆࡔݛኮक़

ْԥმࣅڦăഄმࣅዐ႐Ԉઔǈ۫ళ

ǄԛĊԛୁۯǅǈᅜतԛڟݛళۯୁڦݛă ჱǄይĂትሷ႙ǈ࣏ీԈઔचǅĂᆇ
ኄၵᅎۯԝࢫڦൻۯ૰ǈरڦօĂ ୁࢋ܈ᇘǄचࢅࢋୁ႙ǅĂԛݥǄ
ۯׂߛܔڦႴ൱ǈᅜतॆႿᇣዖฆᄽࣅ

ࢅ୧ǅࢅళெڦҾڼຯஞǄெዞ྇Ăᄜ

ሞԛڦݛ႗ഐă

྇ࢅ᪖ǅăٗኄၵዐ႐൶ᇘǈმᄢۯ

31๘ुዐᄾڟ၄ሞǖሞኄᅃ้ǈए

ደॷકොਸઠǈٗᅃ߲ں൶ڟ၎ତں൶ǈ

ᅺୁۯླྀڦ૰ᆶǈԛڦݛฆᄽᇣዖࠅ

ईኁໜጣ்ڦຽᄢኁദᅎڟႎںڦ

ິĂళԛֶׂิڦݛᅴǈᅜतტڦඇ൰

ݛăႿథᄽሞኝ߲৹ٷڦકቛۼ၎ړტ

ࣅăर݀ڦቛǈ๑੍ڥሏᅂࢅಡ

ǈأକිࡘઙᅜళݥڦዞྔăሞఫǈ

ઠൽپऄႿڦሏՎྺକీăৎઠǈཚ

ୁ࣐ݥۯǈኄీᆯᇀݛںڦںړ

ࡗሞ๘হഄॺظݛںᅃ߲੦ׂ࣍ิڦ

ႠᅧթǄClutton-Brockǈ1999ǅڞዂڦă

ৣݛڦ๕ǈ๑ኝ߲ิׂ༹ဣڦገᅎᄺྺׯ

მࣅࢅકොሺेକ߲ႿዖڦՎᅴ

၄ํăฯ๎՚ࢅݴएᅺᄺᅙՎڥ

ႠăॆړႿᆌକႎৣ࣍ڦǈժঢ়ዿփ

ႜăჺ৯ঋۅᅙঢ়ገᅎڟକڦ߲ڇएᅺǈ ཞڦስუኮࢫǈᆛᆶႎႠጒڦඖ༹৽ࣷ
ܸփႠጒईኁኝ߲एᅺ႙ăᆩઠ࠶ᅍ

ٷഐઠăन๑ሞራǈስᄺփৈৈ

دዊᅟऐࡔڦा݆ୱॐኟ٣ิ

ኻ੍ጲڦᄇՎǈཞᄣڟට࿔࿔ࣅ

ઠǈܸኪ๎ׂǄIPRsǅ࿚༶ᄺਸ๔၂ă ᅺڦᆖၚăኄၵࡗټײઠକႹݛںܠ
ኄၵ൵փ݀ቛǈժܔ๘হฉփ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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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ᆩઠሏࢅഏڦױகࢅஎ྇ኄᄣۯڦ

ٷኳ௷ࢪ้ڦǈ்ጺټጣ்ॆڦ

ǈኛࢅஹᅟ்કොڦዘᄲᇸۯ

ႿǄ 7ǅăᅜጀᅪڟǈ౹ዞටኻᆶሞఫ

૰ă࢚ଉਬ๚ํ૰ڦᅃ߲࠲ዘᄲڦᇮ

ၵ౹ዞॆႿᄺీ႗ྫྷڦฺݏ࿒ںټ൶Ǆස

৽ᆫଆகࠃڦᆌǈܸኄ߲Ⴟዖ࣏ሼཥ

ԛெĂళெళևĂӐٷ૧ჱĂႎဇનࢅళ

ዎକᅍدጨᇸஹᅟٳຕ߲๘ुă

ݥǅǈ֍ీࠕॺ૬ഐ৳ڦቨ੦ࢅ࿔ࣅڦ

ܔႎں൶ڦኳ௷ሏۯएᅺୁڦଷ

ཥዎă࠶ 500 മኄၵں൶ዐٷڦևݴ

ᅃ߲ዘᄲăஆகሼዂ૰ᇀႿథᄽǈժ

࣏ுᆶĂ௦ᄜĂይईኁᄜڦ٪ሞǈڍ

ᆶࠟბኤኤഄಢᇣ߀ଆࡗٷڦ႙

၄ሞǈ்ᅙঢ়ሞऄႿࢅႿׂڦ੨ฉ

ዖՍොխڟକஆகଶॆࡔ߲߳ڦăڍ

କཥዎں࿋ǄCrosbyǈ1986ǅă

ໜጣஆகڦࡔڽනॷປǈኄၵ߀ଆ
ዖᄺՍደॷጽၠକປྨăሞኮࢫ้ڦǈ
ኳ௷ᄺӳᄇକዘᄲڦঙǖړ౹ዞටሞႎ

2.2 ܾڼǖ
19 ๘ु ڟ20 ๘ुዐᄾ
ڟ18๘ुǈ౹ዞڦ౫௷ᅃӯॆܔ

֭࿔ 8

Ⴟᇣዖ࣏ுᆶፁࠕڦዘăҮઙնகᆅ

ኳ௷ڞዂڦएᅺୁ

ᆈࡔࢫǈِघକॆႿຽᄢኁਸ๔ఇݠҮઙ

ኻᆶሞ౹ዞ༑၃ኁࢅኳ௷ኁڟઠࢫǈዷ
ᄲڦმࣅႿዖ֍ٳڸႎٷࢅӐٷ૧ჱă

նටڦᇣዖႜྺǈጮဦںስǈժԍك
ዖဣăሞஆն༬ĄԞਖ਼ྴܻǄRobert

1493 ǈߣքॽ 8 ཀྵይٗेఫ૧ඖڟټڜ
କဇᆇ܈ඖڜǈሞఫǈ்ტݏںኳഐ

Bakewellǈ1725 Ċ 1795ǅڦਸظႠ߾ፕኮ

ઠăኮࢫǈይᆼӵໜጣೄුஆڦগօઠڟକ
ᆇेࡔڽăሞᄫᇺڦඖڜฉǈ༑၃ኁࢅഄ

ڟ்ڦࢅ௦ᄜฉǈժፌዕڞዂକᇣዖ

ටݣᄢይඖǈᅜԍኤူᅃپ౹ዞࡗਜ਼๋ڦ
ࠃᆌăܸሞڜᇒԥంఁࢅሜ࿔၅ኮമǈኄ
ၵዖඖ৽ᅙঢ়࿘ۨକူઠă
ߣքཞᄣټඁକǈ்پࢫڦፕྺ
ݏኳඖิऄሞဇᆇ܈ඖڜǄ1512ǅĂఏဇߣ
Ǆ1520 پǅ
Ăᆇेں൶Ǆ1530 پǅࢅގஆ
ٳǄ1565ǅ
ăሞחโټںǈ்ঢ়ࡗႹܠ๘
ࠕీ֍پᆌǗܸሞ߸ࡻၵৣ࣍ڦǈ்

ࢫǈᆈࡔڦᇣዖኁਸ๔ॽ၎ཞڦᇱᆌᆩ
ၹࣷࢅዖႿऻکֆሞ19๘ुራॺڦ૬ă
ጲ1850ࢫྫپǈᅜᆶဣۯڦऻکྺ
ႚ๕ڦएᅺୁǈՎे߸ڥฆᄽࣅǄValle
ZΔrate ڪǈ2006ǅăᇣዖၹࣷፌ؛ዂ૰ᇀ
ྺྔև༬ኙۨՔጚǈܸิׂႠీ֪ኻ
ڟକ 20 ๘ु֍؛ਸ๔ă
౫ᄽڦणሀࣅࢅຽଙ߀ڦǈߛܔ

ڦዖඖٷሀ15ᅃ݊ăٗ16Ċ19๘ुǈ
ெዞܠٷڦຕᆶీᄸࣅକăᅉԲ૧ჱე

ิׂႠీႜስڦዘᄲံਦཉॲăኖഛ

ཥڦᆶڦঙǈժᇑࢫઠᆅԛெڦ
ᆈࡔࢅ݆ࡔዖ၎Բǈ၂௺े߸ڥযă

ڟକ19๘ुǈ౹ዞࡔॆደॷᆛᆶକጆோ

ઠᇸǖCrosbyǄ1986ǅ
ă

एᅺୁሞ౹ዞࡔॆᇑഄ߳ጲڦኳ௷ں

݀ڦذՍ૧କᅍدጨᇸ࣑ࢻڦୁăܸ
݆ڦୱઠኧۯݔࡀࢅᇣዖ߾ፕăႹ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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ڼᅃևݴ

ኮक़݀ิڦǗڍሞ౹ዞాևǈᅜतళࢅݛ

ۯୁڦǄPeters and Meynǈ2005ǅăኄԈ

ళݛኮक़ཞᄣ݀ิጣ࣑ăᆯᇀ౹ዞ

ઔକླྀࢅઙଇݛ௬ڦᅺă੨ټઠକ

ዖփᆌโාں൶ǈᅜᆇڦ܈ߦ

૧ාǈ৽ᅜඁኧᇣዖႴݯᆩǈᄺ

ǄOngoleǅࢅञܻǄGirǅՍԥڟټକә

ᅜྺႎڦᇣዖऺࣄႜምཨጨăܸܔ

ဇǈܸᆇࢅ܈әएຯ།ׂڦ෭ထࣀ

ᇀথᅃݛǈ੨ۯڦऐᅜ߳ዖ߳

ǄSahiwalǅሶԥᆅڟକჱă

ᄣڦăၟዐࡔࢅәဇኄᄣॆࡔڦǈኟت
ᇀॺظ்ጲमڦणሀ႙ิׂ༹ဣࢅᇣ

2.3

ڼෙǖ

ዖऺࣄڦײዐă۫౹ࡔॆႴᄲ༵ߛ

20 ๘ुዐᄾڟ၄ሞ

்రᄽևோڦၳీǈܸںዐ࡛Ăዐৎ۫

ٗ20๘ुዐᄾਸ๔ǈᅃဣଚरڦ

ࢅݥዞॆࡔڦǈدཥฉڦ੨ࡔǈኄ

օՍ૧କएᅺୁăᅂڦฆᄽࣅᆌᆩ๔

ᅺྺ݀ቛ்ጲमڦᇣዖऺࣄႴᄲড

ᇀ 1960 پǈಡ 1980 پǈႠ੦ಡ

ߛׯڦԨă

ሶ 1990 پዐǄValle ZΔrate ڪǈ

ᇣዖڦፇኯ߾ፕăႿ൛ᅍدጨᇸׇ

2006ǅăሞ݀ቛዐࡔॆࢅೋᇺں൶ǈට߾

٪ሞഽڦ৪ኛǈኻᆶԥኤഄิׂႠీ

ǄAIǅޮ߃௬ডၭǈᄺ৽ᅪ࿆ጣएᅺ

ডߛڦᅍدጨᇸ֍ᆶႴ൱ׇĊĊኻᆶړ

ୁࣷԲডă

ഄࢫپডྺᆫႯ้ǈၨฆ֍ీቴࠅڟ

ॽৎ20๘ुࢪ้ڦǈन๑ሞᅃ߲

ᅂڦசॆăኄ৽ᅪ࿆ጣᇣዖഓᄽڦᆶ

ுᆶరၩݯသ࠹ॆࡔڦǈဠҺĂరĂ ၳፇኯ߾ፕॽഐਦۨፕᆩăߛิׂႠጒڦ
రાࢅܸڒᆼీኧڥഐڦၩݯኁփሺ

ဣࢅሗዖڦಢᇣႴᄲ้क़ઠྜ

ǈኄਸ๔ِघഐକྫళڦݛएᅺୁă ׯǈᅜኻᆶၭև֍ॆࡔࢅິࠅڦݴᆶీ
ᆯُᆅഐ݀ڦቛዐࡔॆणሀ႙Ⴟథิׂ༹

૰ॺ૬ഐଶံں࿋ǈܸഄ֖ᇑኁඐవ

ဣڦકቧǈԥྺĐॆႿ߫ంđ
ăڇ࿈ۯ

߶ฉăణമǈሞඇ൰ాྷݔǈይࢅचڦए

Ǆይࢅॆ൛ǅຕଉڦዘᄲႠփ༵ืǈ ᅺୁዷᄲᆯ 20 ๘ु 60 پ႗ഐڦबॆ
ᅺྺ்ీߛၳॽںຽଙገࣅྺࢅڒă ິࠅٷཥዎăሞڦᇣዖዐǈणሀࣅײ
ᆯᇀݣథጨᇸڦၩࢅᄜறႴ൱ူڦইǈ ܈ᄺሞሺेăܔ௦ᄜઠຫǈܠᇮሗݛ๕
ၭ႙ݒᒑۯǈ༬՚௦ᄜǈኟሞደॷں

ชփՓă૩සӐٷ૧ჱڦҮྑထࢇጨࠅ

฿ඁഄں࿋ǄFAOǈ1999ǅă

ິǄAwassi Joint Ventureǅǈዂ૰ᇀၠ

၄ሞᆶܠዖᅺፕᆩጣॆႿੵሁࡔৣ
၍ڦएᅺୁǈԈઔᅜူኄၵǖ
ܔፌॅิׂႠీڦႴ൱ăิׂኁࢅᇣ
ዖኁထྭइڥఫၵሞߴۨ࣍ৣዐิׂႠీ
၄ፌॅڦएᅺ႙ǈኄᅃႴ൱ൻۯጣए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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ዐ۫ں൶༵ࠃᆩᇀིማڦऄ௦ᄜ
ǄMathias and Mundy 2005ǅăሞళڦݛ
ݛںܠǈኄዖࡀٷఇฆᄽࣅᇣዖऺࣄڦఇ
๕࣏ுᆶႚׯă
ၩݯൽၠڦՎࣅăၩݯൽၠ߀ڦՎ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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ႎ႗ڦׇႴ൱ܔएᅺୁׂิକٷ

ܺഄට݆ፆኹ்ڦҾߣઙᄜݴքڟ

ڦᆖၚăԲසǈܔጲ࣍ৣူิׂڦ

ඇ൰߳ںǗܸళݥටᄺփీፆኹ்ڦ

Ⴔ൱ڦሺǈٝ๑ࡔڤ੨ᆈࡔࢅ݆ࡔ

྄ౕᅍدጨᇸୁොڟഄࡔॆă၄ሞǈ૦

ڦዖăᇨ֪ǈઠጲۯޟ૧ኁڦ

๏ኟሞฆᄽևோዘᄇǈᅺྺࠅິࣷ݀၄ǈ

უ૰ॽٝ๑ይՂႷሞ߸ৣ࣍ڦዐຽ

ᄲၙՆ௨एᅺٗዷᄲਜ਼ࢽĐႅđڟኝ߲

ᄢǈԈઔྔิׂဣཥăኄॽႴᄲಢᇣႎ

ႜᄽඁփీڦǈ࠶ᆶཉሀࡀ্ۨ

ǄSch fer and Valle
ڦĂ߸ᆌኄၵཉॲڦဣǄW i l l i s ǈ ኹᆩྔᇸۯႜݏك
1998ǅăᄜறႴ൱ڦ३ณॽٝ๑ٚறᄜݴ

ZΔrateǈ2006ǗAlandia Robles ڪǈ2006Ǘ

քڦકٷă

Musavaya ڪǈ2006ǅă

ۯॳࢅ࿐ิՔጚăܔ࿐ิࢅद

ิༀޜڦခă๑ᆩॆႿઠႜںஸৠ

թጒႜߛՔጚᄲ൱ǈॽ๑ᅃ߲ࡔॆ߸

࠵ڦԍࢺࢅิܠᄣႠڦԍǈࣷټઠᅃ

ඹᅟ֖ᇑᅍدዊׇă૩සǈӐٷ૧ჱ

ዖႎڦႴ൱ǈሞ౹ዞᆮഄසُăनႴᄲᆶ

ԥණྺᅧթࡔॆǈᅺُഄᅍدዊ

ഘࢪఱڦĂگฝଉڦዖǈኄᄣ֍ీ

ڦ੨փࣷᇜڟ၌ăᇑُཞ้ǈӐٷ૧

ሞࢽྔǈฯሞჹ۬ຽᄢă

ჱഽႜླྀႜჹ߭ڦॠᅧՔጚઠྼኄዖ

ܔ༬Ⴀጒڦლăბॆܔ༬ڦ

ጒǈܸኻ੨ᅂࢅಡǈܸփ੨ऄ

ᅍدႠጒߌ႗ǈԈઔᇑੇթႠĂݏኳ૰

Ⴟăኄ݀ܔቛዐࡔॆઠຫփ૧ڦǈᅺྺ

ࢅׂዊ၎࠲ڦႠጒăኄᄺࣷܔएᅺ

்ཚ݆ߛڟٳՔጚڦᄲ൱ăԲසǈ ୁᆶᆖၚǈ࠶ኻሞᅃ߲၎ܔডၭײڦ
नՍᆇ܈ݤୱՠ߸ৎĂׯԨ߸گǈݤڍ

܈ฉă૩සǈүत Fayoumi चᆯᇀܔթ۾

ୱՠٗԍे૧ჱ੨ළᆩಡǈܸ

Ⴀदթᆶੇڸ૰ǈሞ 1940 پԥڟټெ

փᆇ܈ǈᅺྺࢫኁ݆ࡔڟٳा࿐ิ

ࡔǗܸ1996ǈߣཔߵٷბ੨କ܅ռ௦

Քጚă

ᄜǄDorperǅڦૐ۳ಡǈઠჺ৯ޏ

አުڦአ֧ăአުྫྫࣷܔԨࡔᅍد

ࢇሞׂࡔڤǄMathias and Mundyǈ

ዊڦ੨ႜցཌྷǈઠӻዺԨࡔ౫௷Ǘ 2005ǅǗཞᄣǈሞڦࡔڤञ෧ٷბᄺᆅ
ईኁ்ࣷཚࡗኧྔઠᅍدጨᇸڦᆅ

କհܻᄜă

ǈઠॺ૬ഐࡔॆิׂ༹ဣăࢫኁཚ
ᆯມࡔࢅݛाᇲዺ༵ࠃঢ়ݯăଷྔᆶ้አ
ުࣷ၌Ԩࡔᅍدጨᇸڦ੨ǈᅜ

3 ٷႿዖ

ኄၵጨᇸă૩සǈళெࡔॆ্ኹ੨எ
྇ۯăڍ૦๏ኤǈܔᅍدጨᇸકො

ሞࡗඁڦଇ߲๘ुǈ๘হॆႿຕଉᅜ

ႜ၌ڦഓవྼڦăဇӬცට

तዖࢅۯᅍدዊڦୁᅙঢ়ᆶକ

ڦੳࢫǈெ૧౭ᄜدՓକ๘হǗཱི

ߛ༵ٷǈᅜԛĊԛୁྺዷǈܸԛĊ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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ڼᅃևݴ

ୁࢅళĊళୁڦೕ୲ᆶ၌ǈళĊԛୁ

ዖዐሀᆶ70%ຌᇀٷႿዖǈഄዐ205

܈ײፌگăరĂይࢅचڦୁࢅدխݥ

߲ዖĂ234 ߲௦ᄜዖĂ87 ߲ᄜ

णዐǄMathias and Mundyǈ2005ǗValle

ዖĂ59 ߲ይዖĂ156 ߲चዖăኄٷ

ZΔrate ڪǈ2006ǅă

Ⴟዖڦዖୁॽሞူ௬ၘဦă

ཚǈዖሞ்ڦᇸׂںᅜྔڦ൶

்ణമڦ๘হݴք൧ሞܾڼቤᆶ௮ຎă

ᇘ݀ڟڥቛࢅᅃօ߀ଆǈࢫምၠڼෙ

ഄॆڦႿႿዖǄĂᩋĂகĂ୧Ă

߲ࡔॆ੨ăස்ຄဒࢁڦຯ།Ċޡ

எ྇Ăெዞ྇Ăᄜ྇ĂმୡĂღĂࢅܬआ

ຯનӣࢾరĂெࡔஆோ

चǅڦඖ༹ຕଉডၭǈܸǈ்݀ܔቛ

ǄBrahmanǅࢅәဇాஆோǄNeloreǅ
ă

ዐࡔॆׯӥྤೖ൬ຽᄢኁࢅऺิڦՉᇹں

၄ሞǈᆶႿዖዐٷሀᆶ 1080 ߲

൶ڦਸ݀૧ᆩઠຫǈᆶݥཞლڦᅪᅭă

ዖԥࡃྺĐੵৣዖđǈᅨन்ݴքᇀ

19ኸକٷႿዖዐ߲ॆႿ

ᅃ߲ᅜฉॆࡔڦǄDAD-ISǈ2006ǅăኄၵ
 19
ੵৣۯݴڦ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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ዖݴքॆࡔڦຕଉ൧ăኵڥጀᅪڦ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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ຕ၂๖ڦᅃ߲ዖݴքॆࡔڦຕ

ഄዐሀᆶᅃӷྺ 15 ߲౹ࡔॆాևၩ

ଉܸփඖ༹ٷၭăᆶీሞగᅃၵࡔ

ࣅǈܸഄڦሏྫԛݥĂဇჱࢅ۫౹ăཞ

ॆǈᆶৣੵڦዖᅙঢ়ऻሞӄǈڍ

้౹15ࡔᆅ15000ཀྵዖၭజǈഄ

ඖ༹ຕଉၭăኸକሞ߲ᅜฉ

ዐٷևݴઠጲ۫౹ࢅ๗ǈၭևݴઠጲे

ࡔॆᆶԒڦڢᆶዖăሞዐ߲ۅ

ధࢅٷഄݛںăएᇀܔदթڦ୯ǈ၌

پᅃ߲ዖǈࡔॆຕଉݴքፌڦܠब

କٗெࡔڦ੨
ǄMergenthalerڪǈ
2006ǅ
ă

߲ዖߴۼକఁጴă૩සǈݴքፌ࠽

ᅂڦᅟࡀఇᄲٷᇀऄႿĊĊᅂ

ڦݘరዖĊĊࢁຯ།రǈሞ128߲

ඹᅟሏժփॳࢅ߰၌ڦᆖ

ࡔॆۼᆶݴքă

ၚăߵ T h i b i e r ࢅ W a n g n e r ڦԒڢ

3.1 

Ǆ2002ǅǈ1998 ᆶ 2 ഥྤኧᅂᅟăኄ

ڦᅍدጨᇸཚᅜऄ༹ᇣዖۯ

߁ٷඇ๘হጺૐ۳ᅂ ڦ8%ăԛெࢅ

ǄၭజĂࣉሔజࢅࠅǅ
Ăᅂࢅಡ

౹ዞዷᄲڦ੨ࡔǈܸళெዷᄲڦ

ڦႚ๕ୁăۼᆶٷଉڦऄ༹ۯ

੨ں൶ăԛெิׂඇ๘হ੨۳ڦ

ᅟǈڍዷᄲᆩઠᇣིࢅݨማǈܸփᆩ

70%ǈ౹ዞ 26%ǈഄᇆ۳ઠጲ౹ዞڦഄ

ઠᇣዖăሏׯߛڦԨᅪ࿆ጣᇣዖۯڦ

ࡔॆĂӐٷ૧ჱĂႎဇનࢅళݥă2003

ׯݴׇକෙ߲൶ᇘႠׇǖ౹ዞĂԛெ

౹ิׂକ 3 ӥྤኧ۳ǈዷᄲၨྫ

ࢅဇళೝᄝă1993 Ċ 2003 ǈ้ړ౹

౹ዞĂઙெĂԛࢅݥԛெăჱዞǄփԈઔ

ڦ15߲ࡔॆǈ੨150000ཀྵዖၭజǈ ཱིܺࢅ༹܀ഄǅࢅිࡘઙᅜళݥዞں൶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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ڼᅃևݴ

ৈথକጺຕ ڦ5 % ǄE u r o s t a t ǈᆅጲ

ಡǄMeyn2005 ĊĊᅃ༹߲႑တᆅጲ

Mergenthaler ڪǈ2006ǅă2003 ǈ౹ࡔ

Mergenthaler ڪǈ2006ǅă

ॆ੨କ 680 ྤኧǈٷևݴઠጲ౹ഄ
ࡔॆǈഄሶઠጲெࡔࢅेధٷă

౹ዞეཥዖ

1991 ǈඇ๘হ੨ ڦ3/4 ڦᅂۼ

ټᆶ౹ዞეཥڦዖሞ๘হമ 10 ٷ

ᅃ߲ዖĊĊࢁຯ།రăഄర

ዖዐᆶ8߲ǈമ82߲ዖዐᆶ42߲Ǆݴ

13%ǈ 10%ǈඤټዖዷᄲஆ

تᇀ 5߲ई߸ڦॆࡔܠዖǈ֖९19ǅă

ோǈܸႍࢤںǄRed Sindhiǅࢅ෭ထ

ࡹᅑ࿚ǈݴքፌ࠽ڦݘዖࢁຯ།ర

ࣀࠌ 2%ǄChupin ࢅ Thibierǈ1995 ᆅ

ǈณሞ 128 ߲ࡔॆۼᆶԒڢǈժ

ጲ Mergenthaler ڪǈ2006ǅă

ᆶ൶ᇘۼᆶݴքǄ 20ǅăഄْ৽ਚ

ಡ  ڦஹ ᅟ ࣏ ு  ڟ ٳ ᅂ  ڦኄ ዖ

ᢉǄJerseyǈᄺᅃዖరǈ82߲ࡔॆǅĂ

ࡀఇăڍᆶ้ࢪၭࡀఇڦಡᄺీࠕ

ဇோܻǄSimmentalǈग़ᆩ႙ǈ70 ߲

ॺ૬ᅃ߲ڦٷඖ༹ă૩ස݆ࡔڦӣ

ࡔॆǅĂ๗ࢎǄBrown Swissǈग़ᆩ႙ǈ

ࢾ߀ଆࢁׯຯ།ӣࢾరǈഄ߀

68߲ࡔॆǅࢅဲઠǄCharolaisǈǈ

ଆႴৈྺٗெࡔᆅڦփ ڟ1000 ߲

64 ߲ࡔॆǈ֖९ 21ǅă

 21
ဲઠݴڦք

ፌڦࠀׯ౹ዞዖबࢭۼഐᇸᇀ౹ዞ

ዖǅĂ݆ࡔǄ6߲ዖǅĂ๗ࢅࢁનăড

ဇԛևǖዷᄲᆈࡔǄമ 47 ߲ዐ ڦ11 ߲

ณຕઠጲ౹ዞٷڦళևࢅ۫ևăኄ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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ዖႹۼܠᅜدཥዖྺएڦإǈኄၵ

ெᅙঢ়౹ዞॆႿิׂኁᅍدዊڦዘᄲ

دཥዖሞዐ๘ुई߸ራ้ࢪ৽ᅙ၄ǈ ઠᇸă
ཚᆯࡍፃĂටईႪڢᇾጨዺႜಢ

౹ዞዖሞ߅ڦඤںټ൶ডྺׯ

ᇣăӵໜጣዖႿऻکֆࢅᇣዖၹࣷڦႚ

ࠀǈሞళெࢅళڦݥ࿒ںټ൶ᄺࠀׯă

ׯǈኄၵዖሞ19๘ुԥᅃօࡀݔăኄ

ሼْܠӝ்ᆅחโඤںټ൶ǈڍ

ዖ൧ႚံሞᆈࡔ၄ǈࢫ౹ዞٷ

बࢭۼ฿ӨକǄأକሞᅃၵ൮ں൶ࢅ

ĂெዞࢅഄຫᆈᇕॆࡔڦǄValle ZΔ

ዜՉں൶ǅăᅺྺኄၵዖవᆌᄁ

rate ڪǈ2006ǅă

ඤࢅگዊଉ֥ڦଙǈܸవᅜඨसิ،

ᆶब߲ዘᄲڦዖሞၭڜฉǄਚᢉ

ࢅدකթڦችఉăܸǈമٷ౹ዞዖ

Ă߸ෘ Guernseyǅईኁೋᇺڦஞ ںǄࢁຯ།ĂਚᢉĂဇோܻĂ๗ࢎࢅ
൶ǄဇோܻĂ๗ࢎĂҾ߭ຯ

ဲઠǅሞ 11 ߲ᅜฉݥڦዞࡔॆĂ16 ߲

Aberdeen-AngusĂೄү༬ PiedmontĂ ઙெࢅेુԲࡔॆࢅ5߲ᅜฉڦჱዞࡔॆ
ेྴ GallowayĂߛں Highlandǅಢ

ۼᆶԒڢăሞઙெतेુԲǈ౹ዞዖԥ

ᇣڦǈኄၵݛںᅜ๑ُዖᇑഄዖ

ኳ௷ኁಢᇣ߲ܠׯփཞዖǈഄዐዷڞ

߰ǈᄺᅜዺᇀǄ൶ڦǅ࣍ৣუ૰

ں࿋ڦਖ਼ӎܻǄCreoleǅă౹ዞዖ

ઠስኄၵዖᆌਏᆶڦఱ૰ă

ᅙঢ়ࢅܠዖඤټዖሗׂิႎڦሗ

18 ๘ुǈدխ߸ྺტă ڟ1950 ǈ ዖǈᅜీࠕ߸ेᆌඤৣ࣍ټǄ֖९ူ௬
ܠٷຕ౹ዞዖ੨ڟԛڦݛഄࡔॆă ׃ຎళჱࢅݥዞዖևݴǅă
ኄዖୁڟ၄ሞྺኹ࣏ሞीჄă૩සǈ݆
ࡔڦணҾࠗǄMaine-Anjouǅ1969 
ْᆅԛெǗքશڤĊҾઊ།ǄBlonde
dďAquitaineǅĂટܻǄSalersǅࢅ

ళჱეཥዖ
๘হݴքڦٷܾڼྷݔඖ༹ਏᆶళჱ
ეཥăԈઔஆோǄጺڦઠຫಇڼ৵ǈ

શጦǄTarentaiseǅሶᇀ1972ٳڸǗ ݴքᇀ45߲ࡔॆǅĂ෭ထࣀǄ29߲ࡔॆǅĂ
ெࡔڦParthenaisᇣዖၹࣷሞ1995֍

ञܻĂႍࢤںĂᆇ܈ĊәဇǄIndo-

ׯ૬ă

BrazilianǅĂ๊߭ઙ༬ǄGuzeratǅࢅాஆ

౹ዞዖᆮഄሞெࡔࢅӐٷ૧ჱڥ

ோăኄၵዖۼᆶज़ڦރୀǄBos

ڟକᅃօ݀ڦቛǈഄׂଉࢅరׂଉཚ

indicusǅǈܸփज़ڦރཚǄBos

ࡗגକ்ᇸׂׂิڦںೝă்ᄺ

taurusǅǄ 22ǅă

ಢᇣీࠕᆌ࿒ںټ൶ڦႎዖڦए

ሞᇸׂںᅜྔǈళჱዖሞཞຌඤټ

إă૩සெࡔڦঙ࡛ޟ༬ǄP o l l e d

ڦઙெࢅݥዞፌڦࠀׯă෭ထࣀǈፌ

HerefordǅĂࢤҾ߭ຯǄRed Angusǅࢅළ

ࡻڦళևළᆩዖǈഐᇸᇀәएຯ།ࢅᆇ

ᆩڤ࿒ǄMilking Devonǅăํाฉǈԛ

܈ǈᅙঢ়ԥᆅڟ12߲ݥዞࡔॆ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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ฉǈब߲ళჱዖሞࡔྔԲሞࡔా߸ྺׯ
ࠀǄ֭࿔ 8ǈ 22ǅǈኄీᆯᇀሞࡔྔ
்ڦዊڟକዘǄփၟᆇٷڦ܈և
ںݴ൶ǈኻԥᆩઠׂరࢅહᅣǈժᆯ
ᇀ࿔ࣅڦᇱᅺփీԥஜིۖማǅă
ሞᅃၵ݀ॆࡔٳǈكዖళჱዖڦᆖ
ၚၭăܸǈएᇀళჱეཥڦዖܔᇀ
ெࡔඤںټ൶ࢅӐٷ૧ჱԛևں൶ᆶዘᄲ
ᆖၚǈኄၵں൶ዷᄲᆩഄิׂăኄၵ
ዖٗఫၠႹܠඤॆࡔټ੨ă૩ස
ஆோǄഐᇸᇀᆇ܈ǈሞெࡔ߀ڟڥଆǅǈ
ࠌݴքᇀઙெ18߲ࡔॆࢅݥዞ15߲ࡔॆǗ
ኄၵຕᇑဇோܻ၎ຼǈኄၵ
ں൶ݴքፌ࠽ڦݘ౹ዞग़ᆩ႙ዖă
ܔᇀሞඤټഄں൶๑ᆩڦሗዖ
ڦႚׯǈళჱۯཞᄣഐڟକዷᄲڦፕ
ᆩăኄԈઔ߭ڱǄSanta Gertrudisǈ
ᆯ܌ঙġஆோሗܸઠǈݴքᇀඇ
๘হڦ34߲ࡔॆǅ
Ǘવ߭ຯǄBrangusǈ

֭࿔ 9
ాஆோǄOfmpsfǅ
ాஆோઠᇸᇀᆇ܈ୀዖߦ
ǄOngoleǅ
ǈߦᆯәဇ 1900پራਸ๔
ٗᆇࠔ܈ăሞәဇኄᅃዖԥፕాஆோ
ǈڥఁᇀ၄ৃᆇ܈ҾڥઙӺాڦܻ൶
ǄNelloreǅ
ăኄ߲ዖሞళெฺݏਸઠǗܸሞ
20๘ु50پǈҮߵཔਸ๔ഔۯഄጲमڦᇣ
ዖऺࣄǈᅜಢᇣాஆோҮߵཔǄNelore
Argentinoǅ
ăాஆோໜࢫԥڟକெࡔǈ
ժሞఫྺׯஆோڦᅃ߲ፄံă1995
ǈኄᅃዖକәဇ1.6ᅢዐࡗג60%
ڦԲ૩Ǘܸሞ 2005 ǈәဇ 1.9 ᅢዐǈᆶ
ٷሀ 85% ࡤᆶాஆோڦეᅂăਏᆶِދᅪ
࿆ڦǈړߦںࠀׯሞԛெĂళெĂे
ુԲĂ۫ళჱࢅӐٷ૧ჱڪႹॆࡔܠዐ૬ፁ
ࢪ้ڦǈሞڦᇱׂںҾڥઙӺᄂ࡛ں൶ǈ
ഄዖඖܸݒደॷປ३ǈժዊᄲْᇀሞә
ဇڦዖඖă
ઠᇸǖMathias and MundyǄ2005ǅ
ă

ईᅳքન߭ຯǈҾ߭ຯġஆோǈ16߲
ࡔॆǅ
ǗྦྷǄBeefmasterǈ܌ঙࢅ࡛
ޟ༬ġஆோǅǗဇோஆǄSimbrahǈ

كዖڦႠీࡻă
ഄళჱዖٗுᆶਸ்ิڦ

ဇ ோ  ܻ ġ  ஆ ோ ǅǗ  ஆ  ޟ༬ 

ںǈഄዐݴքᇀళჱଇ߲ᅜฉڦॆࡔڦ

ǄB r a f o r d ǈஆோġ࡛ޟ༬ǅǗ߅ྦྷ

ዖԈઔǖࡘჱభǄHarianaǅĂຯ

ǄDroughtmasterǈ܌ঙġஆோǅ
Ǘဲӣ ǄSiriǅĂेઙǄBengaliǅĂնࡘ߭ఫ
ૃǄCharbrayǈဲઠġஆோǅ
ǗᅜतӐ

ǄBhagnariǅĂਾჱఛǄKangayamǅ

ዞޡຯન෭ထࣀǄAustralian Friesian

ࢅૃഄǄKhillariǅǈଷྔ࣏ᆶႹܠ

Sahiwalǈࢁຯ།ġ෭ထࣀǅăํाฉǈኄ

ݛںዖă

ၵᇣዖ߾ፕᇀ 20 ๘ुሞெࡔళևࢅӐٷ
૧ჱᅙঢ়ਸ๔ăኄၵዖᆶܠዘႎᆼၠ

ਏᆶݥዞეཥڦዖ

ഄࡔॆ੨ǈᆮഄඤॆࡔټǈᅺྺሞ

ݥዞᆯᇸׂ൶ᇘྫྔકොڦዖ၎ܔ

ኄၵࡔॆǈኄၵዖڦႠీᅃӯᄲԲ౹ዞ

ডณăܷٳǄN'damaǅᅃዖੇጔ،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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௦ᄜ

߇ਪዖǈሞ20߲ݥዞဇևࢅዐև

3.2

ں൶ࡔॆዐᆶԒڢǈԥණྺഐᇸᇀबా

௦ᄜݴքፌ࠽ॆڦᄢዖኮᅃă

ჱॊߛᇱǄFouta-Djallonǅ
Ǆ22ǅă ்ਏᆶܠᆩࢅഽᆌႠǈժᄜ๋ڦ
Ԓڢᆶዖॆࡔڦຕଉሞᆶዖዐಇ

ᆩுᆶጸঞฉڦ၌Ǆณሞዷᄲڦ๘হ

 ڼ20 ࿋ăձનǄBoranǅǈᆯүܭԲ

ጸঞ႑ᄠዐǅă

ჱձઙభǄBoranaǅևፃڦథ௷ಢᇣǈժ

௦ᄜᇣዖዷᄲᅜऄႿ࣑ྺዷă௦

ᆯჱ౫ׇዷ߀ڦዖǄHomannڪǈ ᄜට߾ڦᆌᆩுᆶࠀׯڦăට߾
2006ǅǈሞ 11 ߲ࡔॆዐۼᆶԒڢǄ9 ߲ሞ

ႴᄲጨԨण႙ิׂ༹ဣǈժኻᆶሞ

ݥዞ۫ڦևĂዐևࢅళևǈഄᇆሞӐٷ૧

๑ᆩႎးᅂ֍ݛںڦԲডዘᄲǈԲසǈ

ჱࢅఏဇߣǅăళݥǄAfricanderǅሞ

݆ࡔĂᅪٷ૧ࢅဇӬცළᆩ௦ᄜڦᇣዖऺ

ళݥፌ࣌ᆓݛںڦዖǈሞݥዞଷྔ

ࣄǄSchafer ࢅ Zarateǈ2006ǅă

8 ߲ࡔॆᄺᆶԒڢǈ࣏ᆶӐٷ૧ჱăৄә

Ԓڢǈሀᆶ59߲ዖݴքᇀ߲ᅜ

քྴׂڦ૧ǄTuliǅሞ 8 ߲ࡔॆۼᆶ

ฉॆࡔڦăݴքፌ࠽ڦුޟਖ਼ᄜ

Ăெ૧౭ᄜǄMerinoǅࢅ༬ਖ਼
ݴքǄ4߲ሞݥዞళևǈഄᇆሞҮߵཔĂఏ ǄSuffolkǅ
ဇߣĂӐٷ૧ჱࢅெࡔǅă
ݥዞዖᅙঢ়ࢅ౹ዞዖሗಢᇣ
ᅃၵႎዖǈԲසӺຯஒઙ
ǄBonsmaraǈሞళݥཚࡗళݥġ࡛ޟ༬
ࢅ܌ঙܸಢᇣڦዖǈ֖९ 22ǅĂံ

ܻᄜǄTexelǅ
ǈഄْ૰پᄜǄCorriedaleǅ
ࢅәәܠຯԞ૧ᄜǄBarbados Black
Bellyǅă
ټᆶ౹ዞეཥڦዖ

ձܻǄSenepolǈܷٳġঙࢤ

౹ዞ௦ᄜዖ๘হฉݴքፌ࠽ڦǈ

ሗǈሞெຌྼܻඖڜಢᇣࢫᆅெ

ڍுᆶၟ౹ዞዖఫᄣዷںڞ࿋ă

ࡔǅǈᅜतԞܻ༬ࢤǄBelmont Redǈ ்ඇ๘হമ10࿋ᄜዖዐڦ߲ǈሞ
ళݥġ࡛ޟ༬ࢅ܌ঙሗǈሞӐٷ૧

10 ߲ᅜฉࡔॆԒڢ٪ሞ ڦ59 ߲ዖዐ

ჱಢᇣǅăᅜฉ૩ጱຫǈኄၵዖڦሗ

35 ߲Ǆ 19ǅăമ 3 ٷዖۼഐᇸᇀ౹

ᇣዖሞݥዞǄዷᄲళݥǅᅜतഄں

ዞეཥǖුޟਖ਼Ǆׂጲᆈࡔ۫ևڦறग़

ۼݛሞႜă

ᆩዖǈݴքᇀ40߲ࡔॆǅĂ༬ਖ਼ܻǄׂ

ઠጲഄں൶ڦዖ

ጲࢁનڦᆩዖǈ29 ߲ࡔॆǅǈெ૧౭
ǄဇӬცڦறᆩዖǅ
Ǆ 23ǅăසࡕ୯

ઠጲ๘হഄں൶ڦटณຕዖݴڦ

ฉெ૧౭ᆶڦಋิዖǈሶெ૧౭ݴڦ

քࡗגٷٷీྷݔ்ڦᇸׂྷݔںăઠ

քᅜ࿋ਃڼᅃǈᅺྺ࠽ݘᆩᇀዖڦ

ጲᇀჱዞዐևĂ۫ళࢅ۫ևں൶ڦ

ሗࢅስǈᅜಢᇣႎڦዖă

ዖǈܔ๘হႿඖڦᆖၚփٷ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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ࢅ۫ևں൶ǈ3 ߲ഐᇸᇀ݆ࡔǈഄሶ

କ 440 ं߲ܠეዖǈ౹ዞዖ֖ᇑକ

ઠጲݰનĂࡔڤĂࢁનĂܭӺࢅဇӬცă ഄዐႹܠዖڦಢᇣǄShresthaǈ2005ǈᆅ
ࢅᅃᄣǈኄၵዖۼدཥݛںڦ

ጲ Schafer and Zarateǈ2006ǅă౹ዞĊݥ

ዖǈሞ19๘ुᇣׯă౹ዞڦ௦ᄜዖᅙঢ়

౹ዞंეዖዐǈݴքڦݘ࠽ݥྷݔᆶ

ՓքഄႹॆࡔܠǈሞԛெࢅဇళೝᄝ

әәܠຯԞ૧ࢅ܅ռă

ഘࢪ࿒ࢅں൶ፌྺࠀׯăٗڼᅃ಼౹ዞኳ
௷ኁٳڸኄၵں൶ഐദᅎՍਸ๔କǈժᅃ

ݥዞዖ

Ⴤڟ၄ሞăሞ౹ዞዖԥᆅெࡔኮ

ݥዞዖ၎ܔԲডࠀׯăሞ 10 ߲ᅜฉ

മǈेధྺׯࣷྫྫٷ்ڦዐገበǈٷ

ࡔॆԒڢ٪ሞڦ29߲ዖዐǈݥዞዖǄई

߁ᅺྺெࡔᆶࡀۨᅜݞኹदթدڦխă ்پࢫڦǅକ11߲ăဇݥҷၭᄜǄWest
౹15ࡔكዖ௦ᄜكڦࡔǈഄ

African Dwarfǅᅙঢ়ݴքᇀ24߲ࡔॆǖ17߲

ዐဇӬცࣩ݀କዷڞፕᆩă೯༥ცĂ݆ࡔ

ሞݥዞĂ3߲ሞ౹ዞĂ4߲ሞेુԲǄ23ǅ
Ǘ

ࢅࡔڤཞᄣᄺ੨ณຕڦಢᇣዖ

கׂڦཀྵհຯᄜǄBlack Headed

ǄSchafer and Valle Zarateǈ2006ǅă௦ᄜ

Persianǅොխڟକ18߲ࡔॆǈഄዐԈઔ13߲

ڦ࣑ዷᄲሞ౹ాႜǈཞ้۫౹ᄺ

ݥዞࡔॆǈܸ࣏ٗళݥ੨ڟକेુԲă

ᅃ߲ዘᄲڦణࡔڦă

ݥዞዖཞᄣ֖ᇑକ๘হฉഄں൶

ԛெĂӐٷ૧ჱࢅႎဇનۼਏᆶਏ༹ڦ

ႎዖڦᇣׯă
ፌ৽ڦࠀׯәәܠຯԞ

௦ᄜᇣዖऺࣄăኄၵں൶ಢᇣڦෙ߲ዖො

૧ǈᅃ߲ 1600 پዐሞेુԲ࡛әәܠ

խ࠽ڥǈԈઔǖඇ๘হݴք຺ڼ࿋ڦ૰

ຯڜ၄ڦறᆩዖă
၄ሞᅙঢ়ݴքڟକ

پĂਸ਼ۡ௦ᄜǄKatahdinǈᅜݥዞዖࢅ౹

ेુԲ ڦ26 ߲ࡔॆࢅெዞඤںټ൶ǈժ

ዞዖڦሗྺएإǅࢅঙܠ༬ǄPoll

ᄺ੨ڟକ౹ዞĂகઠဇჱࢅݤୱՠăళݥ

Dorsetǅ
ă
ኄၵዖईܠईณټۼᆶ౹ዞეཥă ܅ռళٷܾڼڦݥ९ዖǈ
કොڟକ
౹ዞዖኻ੨ڟକళڦݛณຕब߲

25߲ࡔॆǈዷᄲሞݥዞࢅઙெă܅ռ௦ᄜ

ࡔॆǈዷᄲெ૧౭Ǆكዖெ૧౭੨ڟକ

ڦ૦๏କएᅺୁၠްڦሗԨዊǄ9ǅ
ă

ݥዞ11 ߲ࡔॆĂჱዞ 6߲ĂઙெࢅेુԲ5

ਸ਼ۡ௦ᄜဇݥற௦ᄜǄWest African

߲ǅࢅුޟਖ਼Ǆݥዞࡔॆ5߲Ăჱዞ4߲Ăઙ

Hairǅࢅྰܻ༬ᆶঙᄜǄWiltshire Hornǅڦ

ெࢅेુԲ12߲ǅ
ăࢅഄ݀ڦቛዐں൶Բ

ሗዖǈಢᇣᇀெࡔǈԥ࠽ݘ੨ڟକ

ഐઠǈ
ઙெࢅेુԲں൶౹ዞዖ੨ፌ

ઙெăਖ਼ຯᄜǄSt Croixǅഐᇸᇀဇݥற

ዷᄲڦణںڦăਖ਼ӎஆ௦ᄜǄCriolloǅՍ

௦ᄜ
Ǆईኁీྰܻ༬ᆶঙᄜġਖ਼ӎஆ

ഐᇸᇀራ౹ዞටڦᆅǈ
සৃबࢭᅙঢ়

ᄜڦሗዖǅ
ǈ
ሞெຌྼܻඖڜᇣׯǈ

ă ኮࢫ੨ڟକெዞഄࡔॆᅜत՚ݛںڦă
ՓքᇀઙெतेુԲॆࡔ߲߳ڦǄ 23ǅ
ሞࡗඁڦෙ຺߲ڟ๘ुǈඇ๘হಢᇣ

ഄݥዞዖݴڦքईܠईณኻ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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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௦ᄜੵৣዖݴڦք

ڼᅃև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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ᇀݥዞٷǈԲසဇڦݥઙᄜǄFulaniǈ ᛭ǈሺेକܔᆩᄜڦႴ൱ǈժሞࡗ
10߲ࡔॆǅ
ĂࢶڥዜՉڦٳᄜǄUdaǈ9

ඁຕๆٝକհܻᄜدڦխ

߲ࡔॆǅࢅறჱڦறܻᄜǄBlack ǄAlandia Robles ڪǈ2006ǅă
Maureǈ6߲ࡔॆǅ
ăኄၵዖۼᆯٗ๚

أକณຕब߲ݴքড࠽ڦዖǈᄜ

ദ᛭ࢅॆႿஹᅟڦథ௷ຽᄢǈᅺُኄၵ

ዖڦොքྷݔᇺᇺၭᇀࢅ௦ᄜăമ 8

ዖሞዜՉࡔॆݴڦք࠽ă

ٷዖǄුీరᄜ SaanenĂᆈࡔ౭Բჱ
ᄜ Anglo-NubianĂհܻᄜ BoerĂུߵ

ჱዞࢅዐৎ۫ዖ

Ԏᄜ ToggenburgĂҮܻԚᄜ AlpineĂ

ࢅჱዞ၎Բǈ࠶๚ํฉჱዞ௦ᄜ

ဇݥҷᄜ West African DwarfĂҾߣઙ

ڦ٪તଉඇ๘হڦ40%ፑᆸǈܸኻᆶ

ᄜAngoraࢅਖ਼ӎܻᄜCreoleǅݴۼ

टณຕׂጲኄ߲൶ᇘڦዖકොڟକᇸׂ

քሞ24߲ᅜฉࢅॆࡔڦब߲൶ᇘǄ19ǅă

ںኮྔǈԈઔਸ਼ઙੰܺٷ࿂௦ᄜ

ܸǈಇሞኮࢫڦዖݴքྺٷ৽ྷݔ

ǄKarakulǅࢅҮྑထᄜǄAwassiǅăਸ਼ઙੰ

३ǖಇ ڼ9 ુࢍුڦᄜǄSahelianǅৈݴք

ܺٷ࿂௦ᄜઠጲཱིੰதຯ།ࢅጦ՚ਖ਼

ᇀ 14 ߲ࡔॆǈժኄၵࡔॆዐᆶ 13 ߲ۼ

ຯ།ࠟڦዖǈසৃሞݥዞళևᆶ࿘

ሞဇݥăጺኮǈકොںׂڟኮྔڦᄜ

ۨຕଉڦ٪ሞǈժᄺકොڟକᆇ܈ĂӐ

ዖԲডณăଷྔǈኻᆶෙ߲ዖǄුీర

ٷ૧ჱĂәဇĂ౹ዞࢅெࡔǄ 23ǅăҮ

ᄜĂᆈࡔ౭ԲჱᄜࢅུߵԎᄜǅሞ

ྑထᄜഐᇸᇀᅉઙਖ਼ǈᇀ 19 ๘ु 60 پ

๘হ߲൶ᇘۼᆶԒڢăܸᆯᇀڦዘᄲ

ሞᅜଚ߀ڟڥଆǈໜࢫොքڟକ౹ዞళ

Ⴀփሺǈ݀ڦॆࡔٳᄜᆶଉሞ20

ևࢅ۫ևĂዐჱĂӐٷ૧ჱࢅዐৎ۫ڦ15

๘ुथਗူইă

߲ࡔॆǄ 23 ࢅ 24ǅăڍኄᅃዖၠݥዞ
ࢅჱዞඤڦॆࡔټദᅎኻൽڥକᆶ၌ׯڦ
ࠀǄRummel ڪǈ2006ǅă

ࡤ౹ዞეཥڦዖ
كዖ౹ዞዖৈമ25ٷዖǄݴք

3.3 ᄜ

ᇀ 5 ߲ᅜฉॆࡔڦǅዐ ڦ6 ߲ă்ܠٷ

ᄜܔᇀళݛᆮഄิༀՉᇺں൶

ຕഐᇸᇀҮܻԚຯஞǈईኁᆯኄ߲ں

Ǆසࢅںஞǅڦၭ႙ຽᄢኁઠຫǈᆶ

൶ڦዖಢᇣܸׯǈԈઔුీరᄜĂུ

ዘڦٷঢ়षॏኵǈᅺྺሞኄၵ൶ᇘഄॆ

ߵԎᄜǈᅜतഄ߳ዖҮܻԚዖăҾ

ᄢۯవຽᄢăڍሞԛڦݛ౫ᄽዐǈ

ߣઙᄜᄺ࿋ਃമଚڦዖǄಇڼǅǈ

ᄜኻਏᆶᆶ၌ڦፕᆩǈ࠶ሞዐ౹ᆩ๗

ઠጲ၄ཱིܺپഄҾߣઙዜՉڦக࡛ற

ں൶ڦළᆩዖઠ߀ଆںړᄜዖǈಢ

ዖăړெ૧౭ᄜሁ݀ᆌᄜறิׂ้ڦ

ᇣକᅃၵߛׂළᆩᄜăሞዐৎ۫ں

ࢪǈኄዖࠟڦዖཽକୁחǗڟڍକ

൶ǈิऄՔጚࢅߛ༵ڦҺᄜڦටڦദ

19 ๘ु 70 پǈໜጣට்ܔக࡛ற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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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9
杜泊绵羊——基因的持续重组
杜泊绵羊的故事表明了基因漂流的复杂本
质，以及育种者为适应市场情况变化而对性状

这些绵羊最初被称为波特兰绵羊（Portland），
后来通过与南丘羊（Southdown）配种得到了

进行的持续的重构调整。杜泊绵羊是 1930 年
代在南非由黑头波斯羊和有角多塞特绵羊

改良。
1995 年杜泊绵羊被运往德国，并在那里

（Dorset Horns）杂交而培育成的。
很受欢迎，因为它们在羊毛市场持续萎缩的
黑头波斯羊实际上和波斯没有什么关系， 情况下不需要劳动力密集型的剪毛作业。澳
它是来自索马里的 4 只个体的产物。一艘发自
波斯的船在索马里运载上了这 4 只绵羊，并于

洲杜泊品种如今已经出口到了越南和印度。
并且，将一种南非地区的肥尾品种达玛拉羊

1868 年抵达南非。这四只绵羊中有一只死了， （Damara）与杜泊绵羊杂交，培育出了达泊羊
但其余三只构成了黑头波斯羊群体的核心。这 （Damper）品种。达泊羊的公羊和美利奴的母
个黑头波斯羊群体于 1906 年在南非种畜登记
簿中注册。

羊杂交生产出肉用后代，由澳大利亚水运到
中东用来屠宰。

有角多塞特绵羊是 16 世纪西班牙绵羊和
南非当地英国血统绵羊杂交而来。它的独特

来源：家养动物遗传资源信息系统（D o m e s t i c
Animal Genetic Resources Information System，
之处在于，它可以在一年中的任何时候产羔。 DAGRIS）http://dagris.ilri.cgiar.org/（2006）。

图 24
阿瓦希绵羊和阿萨夫绵羊（Assaf）自以色列的基因漂流

来源：Rummel 等（2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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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ڦǈब߲ࡔॆᆼਸ๔કٷഄҾߣઙ

ᄜǄmarkhorǅሞኄၵݛں၄ሞධᆶ݀၄ă

ᄜڦඖ༹ǄAlandia Robles ڪǈ2006ǅă

ഄઠጲኄᅃ൶ᇘڦዖ࣏ԈઔҾߣઙ

ಇఁമୃ࿋ڦ౹ዞዖሞ౹ዞᅜྔۼ

ᄜǄሞฉ௬ԥଚ౹ዞዖዐǅĂਖ਼๊

ᆶݴքăഄዐǈුీరᄜݴքፌ࠽ݘ

ܻයᄜǄCashmereǅĂٷக๗߫ᄜ

ڦዖǈሞ81߲ࡔॆࢅ๘হฉᆶ߲ ǄD a m a s c u s ǅĂႼ૧ჱஞᄜǄS y r i a n
൶ᇘۼᆶݴքǄ 25ǅă౹ዞᄜཞᄣྺ

MountainǅĂܭஆຯዐჱٚறᄜतഄಋิ

ಋิዖڦಢᇣ༵ࠃକᇣዖଙǈԲසᆈ

໋ڦக࡛றᄜǄSoviet Mohairǅăٷக

ࡔ౭ԲჱᄜĂհܻᄜǄ 26ǅĂਖ਼

๗߫ᄜፌৎሞୟຯಢᇣڦׯǈ

ӎܻᄜࢅਖ਼ӎஆᄜă

ࡔाࠅණڦඤࢅټჱඤںټ൶ڦᆫଆ

ݥዞዖ
ݥዞዖକݴքፌ࠽ڦݘ25ٷ
ᄜዖዐڦ7߲ă்ׯݴଇٷඖ༹ǖं

ዖăڦຕଉ࣏ณǈڍᅙঢ়કቛ
ڟକںዐ࡛ዜՉں൶ǄAlandia Roble ڪǈ
2006ǅă
ళჱᆶଇᅢኻᄜǈ๘হጺຕ຺ڦ

ეዖࢅዷᄲݴքሞݥዞڦዖăंე

ݴኮᅃăڍళჱዖዷᄲݴքሞჱዞǈ

ዖཚᆩ౹ዞዖႜሗಢᇣ

ഄዐኻᆶჱఛઙәరᄜ
ǄJamnapariǅ
Ă

ڦǈՓݴքᇀݥዞኮྔǈԈઔᆈࡔ౭

Բ༩రᄜǄB e e t a l ǅࢅәәᄜ

ԲჱᄜǄཚࡗփଚہĂݥዞĂᆇ ڦ܈ǄBarbariǅକ๘হമ 25 ࿋ă۫ჱڦ
ᄜሗሞᆈࡔᇣׯǈ၄Ԓڢሞඇ๘হ

ᄜඖ༹ᄺඇ൰ݴ຺ڦኮᅃǈڍுᆶᅃ߲

56߲ࡔॆᆶݴքǅĂհܻᄜǄᆩళཱིݥ

ዖ๘হമ 25 ڦǄݥأ໙ฉਖ਼๊ܻ

ዸᄜĂ౹ዞᄜࢅᆇ܈ᄜሞళݥᇣׯǈ၄

යᄜǈݴڦքྷݔԈઔକُჱ൶ᇘڦ

ሞݴքᇀ53߲ࡔॆǅĂਖ਼ӎஆᄜǄᆩ

ᅃևݴǅă

ݥዞࢅ౹ዞᄜᇣڦׯᅃዖेુԲዖǅă
ݴքዷᄲ၌ᇀݥዞڦዖԈઔǖဇݥҷ

ഄዖ

ᄜǄ25 ߲ࡔॆǅĂුࢍુĂ۫ݥၭᄜ

ᆶෙዖெዞಢᇣڦዖକ๘হ

ǄSmall East AfricanǅࢅӤӤܻᄜ

മ 25 ኮଚǖਖ਼ӎܻᄜĂਖ਼ӎஆ

ǄTuaregǅă்ᄺԥ੨ڟഄࡔॆǈ ᄜࢅઙெֱరᄜǄLa Manchaǅăᆶኄ
ፕྺํᄓඖ༹ईᆯᄽᇆຽᄢҺࡻኁႜ

ၵዖۼ౹ዞኳ௷ኁټઠۯڦಢᇣ

ၭࡀఇຽᄢă

ઠڦă

ׂጲჱዞࢅዐ۫ڦዖ
ჱዞዐևࢅဇళևڦ൶ᄜڦഐ
ᇸںǈᄸิڦᄸᄜǄbezoarǅࢅঙ

3.4 ይ
ሞ18๘ुǈዐࡔࢅ۫ళჱڦၭ႙ൟࠡ
ይԥڟټ౹ዞă౹ዞࢅჱዞᅍدዊڦፇ
ࢇ٣ิକ౹ዞڦ၄پይዖă

76

ڼᅃև ݴႿథᄽิܠᄣႠጒ

ڼᅃևݴ

 25
ුీరᄜݴڦք

 26
հܻᄜݴڦք

1945ᅜࢫǈሞ౹ዞࢅԛெਸ๔ླྀႜ

੨ᆩᇀሗᇣዖǈኄԈઔǖઠጲெࡔࡲڦ

ࡔॆपĂں൶पࢅฆᄽࣅڦይᇣዖऺࣄă ဲይǄHampshireǅĂ܅ਖ਼ይǄDurocǅ
ᇣዖፌ؛ጣᄅᇀࡔాׇǈكڍዖᄺԥ

77

ࢅሀਖ਼ဲይǄYorkshireǅᆅڟକઙெ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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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ళჱǗٷӣይǄLarge Whiteǅ
Ǆ27ǅࢅ
ۆӣይǄSwedish Landraceǅٗᆈࡔ
ڟକӐٷ૧ჱĂႎဇનĂళݥĂჱࢅ
ৄәքྴǄMusavaya ڪǈ2006ǅă
20 ๘ु 70 پǈฆᄽࣅሏፕਸ๔
૧ᆩሗዖᆫิׂᇣݨይǄ 10ǅă

ԛெዖ
ݴքፌ࠽ڦெࡔይዖ܅ਖ਼Ǆ93
߲ࡔॆǈ๘হܾڼǅăኄ߲ྲࢤዖڦ
ഐᇸժփൣؤǈڍᆶీԈࡤဇݥबా
ჱĂဇӬცĂ೯༥ცࢅᆈࡔይڦეཥă๘

ሗይڦ੨ชࠅਸຕǈڍሞᅙ

হݴքമ 21 ڦዖዐǈઠጲெࡔ࣏ڦԈ

Ԓڦڢ੨ຕฉǈ்ᆶీᄲكࡗג

ઔǖࡲဲǄᆯᆈࡔዖᇀ18๘ुሞႎࡩ

ۯݏڦஹᅟăऄႿڦᅟጣዷںڞ
࿋ǈᅂĂಡࢅഄิरຍڦᆌ
ᆩደॷሺेǈڍධኻӳᄇକᅃ߲ၭঙ
ăይዖڦዷᄲጨᇸࡔԈઔᆈࡔĂࢁનĂ
چĂۆĂԲ૧้ĂႥც૧ࢅெࡔăሞ
ళݛᄺ٪ሞഽڦٷᇣዖࠅິǈ૩සሞ
ࡔĂݤୱՠࢅዐࡔǄAlandia Robles ڪǈ
2006ǅă
౹ዞዖ
๘হݴքڦይዖৈᆯٷዖ
ǈ்ۼઠጲ౹ዞࢅெࡔǈԈઔǖٷ
ӣይǄ117߲ࡔॆǅĂ܅ਖ਼Ǆ93߲ࡔॆǅĂ
ӣይǄ91 ߲ࡔॆǅĂࡲဲǄ54 ߲ࡔ
ॆǅࢅೄ༬નǄ35 ߲ࡔॆǅăሞ߲ᅜฉ
ࡔॆԒڢ٪ሞڦዖዐǈઠጲ౹ዞࢅெ
ࡔڦዖᆶ 15 ߲ǈᆶუڛႠڦᆫă
ኄ 15 ߲ዖۼઠጲ౹ዞဇԛևࢅዐևǈ
ഄዐୃዖઠጲᆈࡔǈෙዖׂጲࢁનǈԲ
૧้ࢅچ߳ᆶଇዖǈᅃዖઠጲࡔڤǈ࣏
ᆶᅃ߲ઠጲമӎႥڦࡔڽ൶ᇘăُྔᆶ
຺߲ዖઠጲெࡔǈᅃዖ PICǄᆈࡔᅃ

֭࿔ 21
ሗይ
ሗᇣዖऺࣄǈံཚࡗܔዖႜߛ܈
ॆڦဣాስǈಢᇣጆோࣅڦԨဣ
ࢅజԨဣǈምॽԨࢅజԨሗႜิ
ׂăᆩڦዖԈઔࡔڤӣይĂೄ༬ન
ይǄPiΘtrainǅĂٷڦࡔڤӣይࢅ Leicoma
ǄMathias ࢅ Mundy 2005ǅăԈઔࠅይࢅజይ
ڦኝ߲ඖ༹ፕྺፄࢅپሼፄپԥǈ
ᆌᆩሞഄࡔॆࢅ൶ᇘڦᇣዖऺࣄዐǈኄ߲
ࡗײሞ੨ࠅິူ۽॔ڦႜǈܸ੨ࠅ
ິྫྫᆛᆶ၎ᆌׂڦăݥأᆶ্ኹई੦
ޏሶࠅິᅃӯփࣷكዖይă
ࢇڦݏكཞǈ
ُྔǈิׂኁՂႷሎႹᇣዖࠅິॠ்ֱڦ
ऻဣཥǈժٗړકݏඖิׂᅃཀྵႎ
ᇣዖ༹߲ገᅎڟᇣዖඖዐǈิׂኁ৽ᄲᅃ
ْĐᅍدđ
ǄAlandia Robles ڪǈ2006ǅ
ă
ይᇣዖፌڦٷฆᄽࠃᆌฆዷڞକெࡔ
ڦׇᆈࡔ PIC ࠅິǄ၄ఁ Genusǅ
ĂJSRǄᄺ
ॺ૬ሞᆈࡔǅᅜतࢁન ڦTopigs ࢅ Hyporcă
ᇀิҾඇ୯ǈᆶၵࠅິॽࢃ႐ᇣ
ዖඖݣሞेధٷຽᄢă૩ස PIC ৽ᆶኄᄣᅃ
߲ඖ༹ሞුຯן࿒ูǄSaskatchewanǅ
ǈ๘

ॆڦٷይᇣዖኁǅ༵ࠃڦฆᄽဣǄ֖

হႠڦይዖᅟႹۼܠઠᇸᇀኄ߲ඖ༹ǈ
ࡤᆶઠጲ๘হ߳ڦںዖईဣǄAlandia

९ 10ǅă

Robles ڪǈ2006ǅ
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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ڼᅃևݴ

 27
ٷӣይݴڦք

ք ๊ ܻ ዝ ᇣ  ׯǈ 5 4 ߲ࡔ ॆǅĂ հ ዐ ይ

ઠࡵचǄWhite LeghornǅĂႎࡲဲचǄNew

ǄPoland Chinaǈᆶ߲ܠઠᇸǈ13 ߲ࡔॆǅ Hampshireǅࢅਖ਼चǄPlymouth Rockǅă
ࢅൎຯ༬ӣይǄChester White ǈᇸጲᆈࡔǈ ӣઠࡵઠᇸᇀᅪٷ૧ݛںचዖǈᇀ18๘
6 ߲ࡔॆǅă
ഄዖ
മ 21 ٷዖዐ࣏ᆶᅃዖ Pelon ይǈ

ु20ٳڸپெࡔǈժሞఫڒׂܔଉ
ႜକስăӣઠࡵሞڼᅃْ๘হٷࢫ
੨ڟକ౹ዞă
चዖࣄڒྺݴचǄዷᄲᆩᇀׂڒǅĂ

ᅃዖݴքᇀ 7 ߲ࡔॆڦዐெዞዖă चǄᆩᇀׂǅ
ǈग़ᆩ႙चǄࢅڒǅĂ
ሞ۫ჱǈይڦຕଉݥಕٷǄࡗג๘

۷चࢅ࠵งचăሞԛݛǈฆᄽဣዷڞକ

হጺຕڦᅃӷᅜฉǅǈڍுᆶᅃ߲ዖಇ

ࢅׂิڦڒǈܸݛںዖኻᆯҺࡻኁ

ሞമ21࿋ዐăփࡗჱዞይዖܔ๘হࠋڦ၅

ᄢኳăڍሞళݛǈݛںዖ࣏ӳᄇጣዘ

ڦٷǈᅺྺႹܠ౹ዞይዖࡤۼᆶዐ

ᄲڦঙăሞᆶၵࡔॆǈݛںዖڦຕଉ

ࡔይڦეཥă

ጺຕڦ70%ċ80%ǄGuΚyeǈ2005ǗFAOǈ

3.5

च

2006ǅăҺࡻኁຽᄢڦᅃ߲ݛںዖੂ

चፌࠟॆڦ൛ǈڍፌዘᄲڦఫ

ഐઠۼഥֶྤ՚ǈڍփپ்ڦᅍد

ၵዖڟ19๘ुူӷᄾ֍ᇣׯă૩සӣ

एإᄺܠᄣڦǄHoffmannڪǈ2004ǅă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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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ܔቛዐࡔॆཱིڦዸዖઠຫᄺᅃᄣڦ
ǄFAOǈ2006ǅă

णዐ܈ᅃօेഽăణമǈৈৈଇॆዷ
ᄲڦᇣዖࠅິǄڦࡔڤErich Wesjohannࢅ
ࢁનڦHendrix Geneticsǅጣࡔाڒच

ԛெዖ

ׇǗෙॆዷᄲڦᇣዖࠅິǄE r i c h

ሞ15๘ुǈचံࢫԥဇӬცටࢅഄ

WesjohannĂHendrix Genetics ࢅઠጲெࡔ

౹ዞටᆅڟକԛெăኄၵᆅڦඖ༹ԥ

 ڦTyson ࠅິǅጣࡔाचׇăኄ

ಢᇣྺփཞڦዖă၄ሞǈԛெڦचዖ

ၵࠅິྼۼጣ܀߲ܠ૬ڦᇣዖॆဣǄ֭

ዐᆶෙዖ࿋ᇀ๘হฉݴքፌ࠽ڦݘമዖ

࿔ 11ǅǈཞᅃࠅິాڦփཞิׂڇᇮኮ

ኮଚǈժሞᅙԒڢ٪ሞᇀ߲ᅜฉࡔॆڦ

क़ᄺࣷᆶ৪ኛǈᅜइൽܮݻׇǄFlock

67߲चዖዐକ߲ăമෙ࿋ࢤڜ

and Preisingerǈ2002Ǘ၎࠲ࠅິྪᄻǅă

ǄRhode Island RedǅĂਖ਼ࢅႎࡲဲăኄ
ෙ߲ዖۼሞெࡔ۫ԛևಢᇣڦׯڒ
ग़ᆩ႙ዖă
౹ዞዖ
ሞᅙԒڢ٪ሞᇀ߲ᅜฉࡔॆ ڦ67

ഄڦݛںዖ
ᅜฉுᆶ༵ݴڦڟքፌ࠽ڦݘዖ
ઠጲᆇڦ܈ҮထܻचǄAseelǅăሞ11 ߲
ࡔॆᆶԒڢǈৈಇఁ๘হڼ17ăഄْᅃ
ၵዐࡔዖǖٷዖचǄBrahmaǅࢅኺच

߲चዖዐǈᆶ26ዖۨઠᇸᇀ౹ዞăഄ ǄCochinǈᄺᅳྺ৵ুचǗሞெࡔڟڥକ
ዐઠࡵचǄLeghornǅݴքፌ࠽ڦǈሞ

ᅃօಢᇣǅᅜतີᇖचǄᅃዖᆶີጒᇖற

51߲ࡔॆݴքǈಇሞܾڼ࿋ăઠࡵचሞฆ

ڦዖǅăഄჱዞዖሞဇݛԥړፕ࠵

ᄽဣᇣׯዐᄺᆶዘᄲࠋ၅ă౹ዞٷܾڼ

งचǖ໋ோٴજचǄSumatraǈׂጲᆇǈ

ዖᆈࡔ໋ຯचǄSussexǅǈሞ 17

8 ߲ࡔॆǅĂகઠ۷चǄMalay Gameǅࢅ

߲ࡔॆᆶݴքǈಇఁڼๆă

නԨ࿂चǄOnagadoriǈනԨڦ࿂

ฆᄽဣ
ฆᄽဣሞ๘হचዖݴքฉਨܔ
ں࿋ǈሞ 67 ዖዐᆶ 19 ߲ฆᄽဣăᆯ

ዖǅăഄ࣏ኵڥᅃ༵ڦ۫ళჱڦᇱच
ǄJungle Fowlǈ߲ࡔॆǅǈ၄پचڦ
ፄံă
Ӑٷ૧ჱኻᆶӐዞचǄAustralorpǅ

ᇀ၎࠲ࠅິܔ႑တڦԍǈᅜுᆶ࠲ᇀ

ᅃዖ๘হമ67ఁăಢᇣጲᆈࡔӎ

ኄၵዖઠᇸڦ႑တăऺࠚڍኄၵဣٷ

ܙचǄBlack Orpingtonǅǈݴքᇀ 16 ߲

ܠઠጲӣઠࡵĂਖ਼Ăႎࡲဲࢅӣ๊

ࡔॆǈ๘হݴքಇఁڼ12ăӐዞचԍ

ǄWhite CornishǅǄCampbell and Lasleyǈ ጣׂڒଉڦ๘হऻǈഄᅃኻజचሼሞ
1985ǅăኄၵဣԥဇԛ౹ࢅெࡔڦณຕ
ੵࡔࠅິǈժৎबኄ߲ႜᄽڦ

365 ཀాׂ ڒ364 ߲ă
3.6 ഄႿ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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ሞഄႿዖฉǈएᅺୁᄺ၂ă Mundyǈ2005ǅăዘᄲڦǈᅍدዊദᅎ
૩සሞகዐǈҮઙնዖሞඇ๘হፌׯ

ڦଉժփپڦᆖၚ૰ăሞᅃၵ૩ጱ

ࠀڦăҮઙնகܔඇ౹ዞڦகዖۼᆶᇑ

ዐǈኻᆅณຕ༹߲৽ీܔዖڦᇣׂׯ

ዚփཞڦᆖၚǈժકොڟକ52 ߲ࡔॆă ิڦٷᆖၚǗܸሞଷᅃၵ૩ጱዐǈ੨
ԛღǄPekin Duckǅ 19 ๘ु 70 پ

କٷଉॆڦႿඐీுഐ๊ڟፕᆩă

ሞெࡔᇣڦׯǈઠᇸᇀዐࡔڦᅃ߲ظ๔

ሞฉ௬ຫڦڟཀྵଇ้߲ǈनᆯਸ๔

ඖă၄ሞԛღݴքፌ࠽ڦღዖǈՓ

ຽᄢۯڦ๏മ้ᅃڟ20๘ुዐኄ

त 35 ߲ࡔॆăሞ 19 ๘ुǈ྇ރڇԥᆅ

้क़ǈएᅺୁዷᄲሺेକܠᄣႠă

Ӑٷ૧ჱĂԛெĂళݥĂәဇǈฯጄྍă ڍǈሞፌৎ຺ڦๆǈणሀࣅႿథิ
ሞጄྍǈ்ᆯᇀदթܸ૬नຶྨǗڍӐ

ׂ݀ڦቛࢅકොᅜतኝ༹ิׂဣཥڦ੨ǈ

ٷ૧ჱڦ෭ఒܔ்ઠຫሶݥǈኄ

ඐڞዂକณଉ๘হႠᆫଆዖࡀٷఇ༺پ

ၵ྇ރڇጲमႚׯକٷ႙ڦᄸࣅඖ༹ăᩋ

କݛںዖǈኄ৽๑ܠᄣႠူইକă

்ٗڦჱዞᇸׂںԥᆅߛेĂԛ

ኄᅃࡗײሞԛெࢅ౹ዞᅙঢ়݀ิǈኄ

ெǄ3000ཀྵǅࢅ౹ዞڦႹॆࡔܠăሞ౹ዞǈ ၵں൶50%ڦዖԥଚྺᅙ௶ਨĂ՞ଣ௶
ڦᆅට்ࡻڦആ႐ዂǗࢫڍઠǈ ਨईླ၃ڪपǗܸఫၵ݀ቛዐࡔॆኟሞ
ᩋሞںႿథᄢኳ༹ဣዐ༹၄କڦ
ᆫሞǈᅺྺबࢭփႴᄲ๊ཨă
ᩋڦᅜၨǈܸਏᆶ୫ᆴॏ
ኵăᩋ࣏ٗெࡔᅃօકොڟକҮߵ
པăმᄢڦმୡᇀ1891ٗဇն૧ჱڟد
Үઙຯेǈኮࢫٗఫᆅेధٷăმୡ
ሞ 1771 Ċ 1787 क़ԥᆅգڜǈڍໜࢫ
ᄸࣅକă࣏ሞ1952ٗྰڟدକ߭
નǄBeneckeǈ1994ǅă

4 एᅺୁิܔܠᄣႠڦᆖၚ
एᅺୁิܔܠᄣႠ़ᆶሺेڦፕ
ᆩᄺᆶ३ณڦፕᆩǈኄൽਦᇀᅃဣଚᅺ
ǈԈઔᆅࡔ࣍ৣڦ܈ǈᅜतᆅ
ࡔࢅ༵ࠃࡔڦፇኯॐࠓǄM a t h i a s 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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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चڦᇣዖׂᄽ
ᇣዖࠅິಢᇣକᅃဣଚॆဣǈ߲ॆဣ
ۼਏᆶᅃፇᆫଆ༬ኙǈԲසׂ୲ڒईߛิ
܈ăኄၵॆဣ၎ࢻሗǈምᇑ߸ॆܠဣሗ
ǈઠิׂሗڒचईࠃၩݯኁሞ֕ጞၛ
ᆩڦሗचăᇣዖࠅິჹںԍ࠶ጣكဣ
ᇣዖඖăኄׂ߲ᄽڦࠓሞ 48Ǆ຺ڼևݴ
຺ڼቤǅዐଚăᄲၙಢᇣࡤᆶྭႠጒ
كڦዖӆࡍܸࡼ้ڦǈᅃ߲ႎᇣዖႜ
ᄽڦഓᄽॽࣷႴᄲཨጨٷଉڦጨূඁਸྊ
ׇǈᅺُᅈ੍၄ᆶᇣዖඖࠃڦᆌ߸ྺگă
ڦٷᇣዖࠅິܔၨںړڦׇ൧ඍ݄କ
ǈ
ᅺ்ُྫྫິࠅںړፕྺঢ়ၨฆǈ
ॽ்ڦዖႿ༵ࠃߴྔԈኁă
ઠᇸǖMathias and MundyǄ2005ǅ
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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ዘްጣኄ߲ࡗײǈ૩සዐࡔǈᄲᆫံ݀

ᅂđኄᅃڦፔ݆ă૩සǈࡔڤ

ቛणሀࣅิׂဣཥǈժᆛᆶॺ૬ኄၵဣ

౾ܻࣷӝᆈࡔࢅҮઙնڦଆዖࠅႿ

ཥႴڦጨᇸă

ᆅڟԨںඖ༹ዐă

4.1 ሺेܠᄣႠڦएᅺୁ
ሞ૦๏ࢋዐǈएᅺୁܔᇀܠᄣ

ő

༬Ⴀጒएᅺۨڦၠገᅎăᆯᇀཥ
ऺბᇑิरຍ݀ڦቛǈ༬Ⴀጒ

Ⴀ݀ڦቛഐڟକ࠲ዘᄲڦፕᆩǈ๑

एᅺۨڦၠገᅎᅙྺׯీă૩සǈ

ॆႿຽᄢኁ๔ዕీܔႎڦ൧ࢅႴᄲፕ

ᅜଚӝՊஓܠڦքઙǄBooroolaǅ

ۙኝă

एᅺ߀ڟڞଆࢫڦҮྑထᄜǈٗ

एᅺୁሞᅜူ൧ዐሺेକܠᄣ
Ⴀǖ

ܸظሰAfecҮྑထᄜǄAfec Awassiǅ
ă
ܠएᅺᅜጕጷ ڟ18 ๘ुࢫ

ő

੨ڦዖईॆႿ༹߲ᆌକںړ

ᆅӐٷ૧ჱڦᆇ܈ेઙᄜ

࣍ৣǈ੨ዖڦԨࣅںዖಢᇣ

ዖă1993 ǈएᅺڦᅃ߲ᅍدՔ

ઠăဇӬცࢅ೯༥ცዖᆅళ

ऻԥ݀၄ǈܸٗᅜ๎՚ၻټ

ெ৽ᅃ߲૩ጱǈٝׯକഽڦ

एᅺ༹߲ڦăኮࢫǈܠएᅺࢅ

ਖ਼ӎஆዖิڐڦăଷᅃ߲૩ጱ

ڦᅍدՔऻۼԥฤ൩କጆ૧
ǄMathias

ǈெ૧౭ᄜሞ౹ዞٷևᅜत՚ڦ

and Mundyǈ2005ǗRummelڪǈ2006ǅ
ă

Ⴙڦॆࡔܠકොă
ő

ᅜူᆅጲ Cemal ࢅ KaracaǄ2005ǅڦ

੨ڦዖईॆႿ༹߲ᇑںړዖ

ాඹଚਉକब߲Đዷၳएᅺđڦ૩ጱǖ
Đሞ

ሗǈਏᆶມൕႠጒׯࢇڦዖಢ

௦ᄜዐǈI n v e r d a l e एᅺీᆖၚಇ୲

ᇣઠă૩සǖሞ 19 ๘ु 80  پǄPiper and Bindonǈ1982ǗDavisڪǈ1988ǅǈ
ཚࡗᆩዐࡔई۫ళჱይዖᇑ౹ዞይ

callipyge एᅺీᆖၚׂႠీǄCockett

ڦሗǈಢᇣิߛڦ܈ራຄ

ڪǈ1993ǅǗሞฉǈມकएᅺᆖၚׂ

႙ይዖăሞళெǈߦࢅञܻ

ႠీǄHanset ࢅ Michauxǈ1985aǈbǅ
Ǘሞ

ᆅժᇑںړਖ਼ӎஆዖሗࢫǈ ይฉǈྛޘᆌघႠࢅ RN एᅺᆖၚڦዊ
ڦںړᄽ֍݀ቛഐઠăසࡕᆶ

ଉǄArchibald ࢅ Imlahǈ1985ǅǈيघ

ऺࣄڦሗऺࣄ๑Ԩઠደॷ३ณڦ

༹एᅺፗᆖၚׂጮଉǄRothschild ڪǈ

Ԩكںዖዖඖڥᅜ࣬ްǈఫኄၵ

1996ǅ
Ǘሞॆ൛ฉǈৡएᅺᆖၚఱඤႠǈ

ऺࣄᄺీࠕ३ณܠᄣႠڦ฿ă

ҷၭएᅺᆖၚ༹߲ٷၭǄMeratǈ1990ǅă
đ

ሞዖႿऻکֆዖዐᆶስں๑ᆩ

ణՔႠጒڦᅍدՔऻ๑ڥᆶీስ

Đႎးეᅂđăྺକԍৎඖ༹ڦ

ၻټణՔႠጒ༹߲ڦǈࢫॽኄၵ߲

ิऄ૰ǈຽᄢኁྫྫ֑ᆩ൶՚ሏᆩ

༹ᆩᇀՔऻޤዺएᅺࣄऺڞዐႜᇣ

փཞዖࠅڦႿઠጀĐႎးე

ዖă၄ᆶณຕၜణڦঢ়ᄓǈኄዖ݆ݛ

ő

82

ڼᅃև ݴႿథᄽิܠᄣႠጒ

ڼᅃևݴ

ࣷߴ݀ቛዐࡔॆټઠঢ়षၳᅮăڍǈ

ဏǈඐྫྫփీइׂิڥೝߛ༵ڦई

֑ޏᆩኄၵरຍᆌัዘ୯ǈժᄲၙแ

ڟڥഄྭڦႠጒă૩සǈሞᆇ܈ǈአ

ႜኄၵरຍ৽ံڥԍኤᆶᅃ߲ॳඇڦᇣዖ

ުྺࢁຯ།ĂچࢤǄDanish RedǅĂਚ

ऺࣄࢅྜऻڦဣཥǄFAOǈ2007ǅă

ᢉࢅ๗ࢎڦሗᇣዖ༵ࠃକຕๆڦ

4.2

३ณܠᄣႠڦएᅺୁ

ൽپକںړዖăߛړႠీዖࢅण

ኧǈኄڞዂକݛںዖԥဏǈิܔڍ
ׂೝඐுᆶڦٷܠᆖၚăሞᆇ܈ǈׂర

ሀࣅิׂ༹ဣ༺پକݛںዖࢅิׂဣཥ

ଉڦሺेዷᄲڥᅮᇀݘ࠽߸ڦᆌᆩǈ

ࢪ้ڦǈएᅺୁ৽ࣷ३ณܠᄣႠăሞ 20

ᅜतరᄽڦࠓۙኝ
ǄMathias and Mundyǈ

๘ुዐǈᅃၵߛႠీዖકොڟକ๘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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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日本发布的地理认证就是为了保护纯种
和牛（Wagyu）
。在近几十年里，许多发展中
国家的政府对外来品种给予了优惠，
但现在

参考文献

的趋势则相反，
甚至在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
阻止农民养殖外来品种的呼吁
（尽管利用外
来品种可能对他们的生计有利）
。
遗传资源的免费交换有一个潜在限制
因素，即获取与惠益分享（ABS）原则在
世界范围的推行。因为这一原则要求每次
跨境种畜交易的时候，要进行政府间的双
边洽谈，来确定可能的惠益分享协议的细
节。可以预料，这会增加官僚主义式的繁
琐程序，使得遗传资源的交换变得更加困
难，甚至难以实现。在植物遗传资源上的
有限经验表明，获取与惠益分享原则的主
要受益者是各国政府而不是农民。
这个获取与惠益分享原则的实施将
意味着各国政府必须许可所有遗传资源
的跨境流动，并且制定出所需的相关条
件。这将不利于新品种的培育，并且有损
家畜育种者的经营，还会伤害到农村经
济。由于害怕出现生物掠夺行为，一些国
家还会犹豫是否要正式批准允许他国获
取其遗传资源。
知识产权条例的更广泛应用是动物遗
传资源交换的另一潜在限制因素。商业机
密和专利使用权转让协定已经成为家禽和
猪商业化育种的规则，这使基因控制在一
个集中的私营行业内。用专利权体系来控
制育种过程可能会使畜禽育种进一步掌握
在少数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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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动物遗传资源的
作用和价值
1 引言
本章主要综述了动物遗传资源保护对

例，其中以非洲占国家ＧＤＰ的比重最高

。而仅就畜牧业在农业中所占的比
全球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对农牧民的生计 （图29）
的贡献以及动物遗传资源的社会和文化价

重来说，随地区不同而变化，但总体而言

值。第一节讲述了畜禽生产在世界各个领

发达国家的这一比重比较高（还有西南太

域如经济价值、土地利用以及就业等方面

平洋地区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是如此）
。

的意义。通过对某一区域的畜禽品种在各

然而，研究畜牧业在农业中所占的比重的

个地区分布数量以及密度数据的比较，指

历史趋势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图

出了不同畜禽（总数量以及不同品种）的

28）
，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在过去的 30 年

重要性各不相同。接着又对食品、毛、皮

当中总体处于下降的趋势。相反，在大部

等产品的现状进行了讨论，并阐述了畜禽

分发展中地区里（亚洲、拉丁美洲、加勒

的其他作用，如畜禽产品在农业生产、交

比地区以及中东地区）畜牧业显得越来越

通工具、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作用，以及畜

重要。非洲地区例外，在20世纪80年代达

禽所提供的环境服务等。这里引用的数据

到最高峰后畜牧业的比重开始缓慢下降。

大部分来自国别报告。本部分最后论述了

这些能够表明畜禽生产对经济发展作

畜禽在贫困人口生计中的重要作用。

用的原始数据还不能很好地展示养殖业的
总体社会经济价值。在世界很多地区，畜

2 对国民经济的贡献

禽养殖所提供的产品数量远远大于相关的
经济统计数据，而且还在维持众多人口的
生计中有着突出贡献。目前对全球或地区

无论在世界的哪个地区，畜牧都对食

层次的牲畜饲养者的数量还没有准确的统

品生产和经济产出有着贡献。在发展中国

计数字。社区、地区或国家层次上的有关

家，其相关农业产值占总GDP相当大的比

数据往往存在，但将这些数据归总为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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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上的数据时，往往存在一些数据盲

种的类型将不可避免地受到耕地资源与

点，使得大范围的准确数据难以估计（参

劳动力多少的影响，而后者又会受到工

见 Thornton 等，2002）。尽管如此，从表

业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从表

24 中由不同国家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数

24 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地区的人均耕地

量比例不同，可以看出农业对不同国家和

数量不同，其中以亚洲的土地资源最为

地区人民生计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在非洲

稀缺。而与亚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澳大

和亚洲，大部分人口仍然是靠从事农业生

利亚，在这个工业化的国家里，由于气候

产谋生，而他们当中大部分人的生活都或

的原因使得农业人口的密集度很低，新

多或少地依赖于畜牧业。例如：在印度大

西兰次之，这使得西南太平洋地区成为

约有 7 0 % 的农业人口养有自己的畜禽

全球人均耕地最多的地区。其次就要数

（Arya 等，2002），而在阿萨姆邦（印度东

北美地区了，由于近几十年里这些地区

北部的邦）则达到 90%（Sarkar，2001）。 的农业发展趋向集约化，从而使农业从
农业生产方式以及所养殖的畜禽品

业人口锐减。

图 28
各区域农业和畜牧业在总 GDP 中的比重

来源：世界银行，2001 年数据。
基于国际美元（Int.$）7 的当前农业和畜牧贡献比例。
7

国际美元（In.$）用以区别不同国家经济购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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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畜牧业占农业 GDP 比重

来源： FAOSTAT。

表 24
农业雇佣劳动力和平均每个农业从事者占有的农用土地数量
平均每个农业从事者占有的
农业雇佣劳动力比例（%）
非洲
亚洲
欧洲及高加索
拉美及加勒比
中近东
北美
西南太平洋
—除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西南太平洋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世界

来源： FAOSTAT，2002 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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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56
11
19
30
2
8
44
5
42

农用土地数量（公顷）
5.1
1.4
11.8
18.0
16.2
143.4
456.2
2.6
761.0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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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
永久牧场占总农业用地的比例

来源：FAOSTAT 2002 年数据。
下列国家因为缺乏永久牧场的数据未统计在上述数据中： 美属萨摩亚群岛，阿鲁巴，百慕大，中国台湾省，
库克群岛，埃及，法罗群岛，基里巴斯，马耳他，荷属安的列斯，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圣马力诺，塞舌尔，
新加坡，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瓦利斯和富图纳群岛。

畜牧业除了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意义

分布情况，以及不同畜禽品种与人口和土

外，对土地资源的充分利用也很重要。因

地资源之间的关系。初步探讨了畜牧业在

为在全球各地都存在大面积的由于气候因

不同地区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以及畜

素而不能进行种植业生产的地区，而这些

牧业自然资源带来的潜在影响。如果能获

地区却可以用来放牧发展养殖业。除了欧

得畜禽品种资源分布情况的全部数据以及

洲及高加索地区之外，其他各地的情况都

不同的畜禽品种对不同的社会阶层生计的

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因为在这些地区

贡献数据，那么可以更加全面清楚地了解

里 50% 的农业用地是永久牧场（图 30）。 畜牧业在社会经济价值方面的重要性。
由图31可见，总体看来，美洲以及西

3 畜禽分布模式

南太平洋地区人均占有畜禽个数较多。相
反，中东地区则较小。其他地区的人均畜
禽数也因地而异，其中欧洲及高加索地区

本节主要讨论了畜禽在全球范围内的

国家自东向西人均畜禽占有量逐渐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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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和亚洲国家的人均畜禽占有量的变化

地区动物分布密度在不同国家间的变化

比较大，其中，中非、乍得、马里、毛里

也比较大。当然从图中不能反映出各个

塔尼亚、苏丹和蒙古共和国的人均占有畜

国家内部不同地域之间的畜禽分布密度

禽量较高。

的差异。畜禽分布密度因农业生态区域

每公顷动物保有量在很大程度上反

而已，且在大多数国家，越靠近城镇周边

映了土地资源的利用模式和牧场生产力

地区动物分布密度越大。如果某一地区

的优劣，但从国家层次的角度来讲，这一

畜禽密度比较大的话，往往对该地区生

数字还受到动物集约化饲养规模和饲料

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基础带来很大挑战

资源进口量的影响。大部分地区的不同 （参见第二部分中的讨论）。
国家每公顷保有的动物数量差异也很大。

畜禽品种在不同地区的重要性也受到

例如亚洲地区的日本、大部分南亚地区

了农业生态、社会经济和宗教文化等众多

以及东南亚国家要比中亚和中国的每公

因素的影响。有些品种仅仅在小范围分

顷动物保有量要多。非洲和中东地区国

布，而有些品种的分布则可能很广泛（参

家的动物分布密度比较低，但是埃及例

见第二章 3 中关于品种多样性的讨论）。

外。高加索地区和欧洲西部国家的动物

绵羊和牛是在全球范围内分布比较广

分布比较密集，而东欧尤其是俄罗斯的

泛的两个畜种，其在西南太平洋地区的人

动物分布比较稀疏。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均占有数量显著高于其他地区（表25）。其

图 31
基于人口数量的畜禽分布密度情况

来源：FAOSTAT，2004 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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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每平方千米农业用地畜禽分布密度情况

来源：FAOSTAT，2004 年数据。

原因主要是由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两

其他哺乳动物如水牛和骆驼等的分布多

个国家拥有大面积的牧场，且其人口密

集中于某些狭小的区域。鸡的人均占有

度相对较少。该表还反映了山羊在中东

量以北美最高，其次是拉丁美洲及加勒

地区的重要性。由表中可以看出山羊对

比地区以及西南太平洋地区。

发展中国家更为重要，而北美国家人均

从每公顷农业用地的畜禽数量来看

山羊数量相对较少。驴是另一个对欠发 （表26），不同物种的分布模式呈现出其他
达地区居民比较重要的畜种，同山羊一

的特点。例如：牛的分布以在西南太平洋

样，驴在中东地区的分布最多，另外就是

地区最少，但是这一地区的人均牛占有量

非洲、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分布相对

却最大。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在澳大利亚境

也较高。但是马的分布却有所不同，北

内分布极为广泛，但是这些地区的畜禽数

美、欧洲及高加索地区比欠发达地区的

量却相对较少。欧洲及高加索地区的绵羊

人均保有数量高，而这些地区主要是将

分布密度是全球最大的，但是猪、山羊和

马用于休闲娱乐业。另外，北美、欧洲及

鸡的分布密度在亚洲最大。另外单胃动物

高加索地区猪的分布密度也较高，这主

的集约化饲养在亚洲的许多地区变得越来

要是因为这些地区多采用集约化饲养模

越重要。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的牛和马

式，而欠发达地区仅亚洲饲养密度较大。 的分布密度居全球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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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物种数量 /1000 人
物种

非洲

亚洲

驴
14
4
水牛
0
46
骆驼
7
1
牛
251
116
鸡
1 597
2 115
鸭
9
260
鹅
4
72
山羊
231
128
马
5
4
骡
1
1
其他骆驼科
0
0
其他啮齿动物
0
0
猪
28
159
兔
4
105
羊
250
98
火鸡
9
1
资料来源： FAOSTAT，2004 数据。

欧洲及
高加索

拉美及
加勒比

中近东

北美

西南太平洋

2
1
0
181
2 591
82
23
32
8
0
0
0
235
148
210
144

14
2
0
693
4 653
29
1
60
44
12
12
30
140
9
145
92

23
18
22
228
2 425
46
46
308
1
0
0
0
0
47
456
11

0
0
0
330
6 430
24
1
4
17
0
0
0
226
0
21
282

0
0
0
1 409
4 488
32
3
32
14
0
0
0
143
0
5 195
59

欧洲及
高加索

拉美及
加勒比

中近东

北美

西南太平洋

表 26
物种数量 /1000 公顷农业用地
物种
驴

非洲

亚洲

11

11

2

10

13

0

0

水牛

0

121

1

2

10

0

0

骆驼

5

2

0

0

12

0

0

牛

205

307

276

483

126

229

78

鸡

1 301

5 597

3 954

3 242

1 342

4 464

250

鸭

7

688

126

20

26

17

2

鹅

3

191

35

0

25

1

0

山羊

188

339

49

42

170

3

2

马

4

10

13

31

0

12

1

骡

1

3

1

8

0

0

0

其他骆驼科

0

0

0

8

0

0

0

其他啮齿动物

0

0

0

21

0

0

0

23

420

359

98

0

157

8

兔

3

277

226

6

26

0

0

羊

204

260

320

101

252

15

289

7

3

221

64

6

196

3

猪

火鸡

资料来源：FAOSTAT，2004 生产数据，2002 土地使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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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的奶制品有着重要的地位，其在近中东
地区也较重要。另外，近中东地区也拥有

4 食品生产

最高的人均山羊和绵羊奶产量。骆驼奶产
品更是仅仅限于在近中东地区才较为重

从动物性食品生产的总经济价值方面

要。北美是仅次于西南太平洋地区的主要

来看，亚洲的动物性食品在当地经济发展

产肉地区，其猪和鸡肉的产量居全球第

中所起的作用最大，这反映了该地区庞大

一。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也是主要的产

的畜禽量。然而在考虑畜禽对经济以及食

肉基地，该地区的人均肉品产量高于欧洲

品供应的重要性时，应将占有畜禽量水平

及高加索地区，但是其人均小反刍动物肉

与当地人口数量和生产力状况相联系（表

产量小于欧洲及高加索地区。北美、欧洲

27）。人均肉、奶产量以西南太平洋地区

及高加索地区的人均占有蛋产量也居全球

为最多。由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表现

第一，接下来是亚洲、拉丁美洲及加勒比

突出，这一地区牛羊肉和牛奶的生产水平

地区。

也很高。除了这一地区之外，人均奶产量

在很多国家，畜禽产品不仅要供给本

较高的地区是北美、欧洲及高加索等经济

国人民的生活需要，而且还是主要的出口

发达地区，而在发展中地区，拉美及加勒

商品。畜产品贸易正在日益增长，但由于

比地区的人均奶产量较高。在亚洲，水牛

动物健康等问题，也面临一些限制。根据

表 27
动物性食品产量（千克 / 人 / 年）
动物性食品

非洲

亚洲

肉总量
13
28
牛肉和水牛肉
5
4
羊肉
2
2
猪肉
1
16
禽肉
3
7
骆驼肉
0
0
奶总量
23
49
牛奶
21
27
水牛奶
0
20
山羊奶
1
2
绵羊奶
1
0
骆驼奶
0
0
蛋
2
10
资料来源： FAOSTAT，2004 年数据。

欧洲及
高加索
67
15
2
31
17
0
279
271
0
3
5
0
13

拉美及
加勒比

中近东

北美

西南太平洋

69
28
1
11
29
0
114
113
0
1
0
0
10

21
5
4
0
9
1
75
45
13
8
7
1
4

131
38
0
34
58
0
258
258
0
0
0
0
17

203
107
42
18
34
0
974
974
0
0
0
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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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净出口——肉类

来源：FAOSTAT。

图 34
净出口——牛奶当量

牛奶当量

资料来源：FAOS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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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净出口——蛋

资料来源：FAOSTAT。

对动物性产品的供需状况，可以把全球各

的哥伦比亚、秘鲁和中东地区的埃及也是

国分为净进口国和净出口国两种。图 33、 新生的蛋净出口国。
34、35 分别显示了各国在肉、蛋、奶这三
种主要动物性产品的供需情况。巴西、南
美的南方国家和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

5 毛、皮、革等的生产

一部分非洲国家（尤其是博茨瓦纳和纳米
比亚）、中国、印度以及其他几个亚洲国

畜禽动物的毛、皮、革同样是重要的

家连同大部分欧洲国家都是畜禽肉制品的

商品。尽管近年来全球绵羊产业的发展趋

净出口国家。在奶制品方面，除了澳大利

势开始由羊毛生产转向肉制品生产，但羊

亚、新西兰和阿根廷等国一直为净出口国

毛产业在很多国家依然有着重要的地位。

以外，现在又有哥伦比亚、印度、吉尔吉

西南太平洋地区是全球最大的羊毛生产基

斯斯坦等国成为净出口国。蛋的净出口国

地（表28）。此外绵羊养殖量较大的中国、

几乎遍布全球，亚洲主要有中国、印度、 伊朗、英国也是主要的羊毛出产国，但是
伊朗和马来西亚。非洲最大的出口蛋制品

在这几个国家里面，绵羊产业主要以肉、

的国家是南非共和国，除此之外还有埃塞

奶产品为主、羊毛产业居次。中国的羊毛

俄比亚、赞比亚、津巴布韦等。拉丁美洲

的需求量一直很大，而且中国是全球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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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毛、皮、革的产量（1000 万吨 / 年）
产品
生牛皮，鲜
山羊板皮，鲜
绵羊板皮，鲜
生水牛皮，鲜
羊毛，原毛
粗山羊毛
细山羊毛 1
各种动物细毛 2
马毛

非洲

亚洲

欧洲及
高加索

拉美及
加勒比

515.5
112.2
0.05

1377.8
30.6
0.06
0.7
325.8
2.7

1809.0
23.2
0.03

137.5
0

2576.7
727.9
0.03
796.7
663.7
21.6

0
5.3

56.9
25.0

0.3
1.6

0
3.7

中近东

151.9
0

119.7
64.9
0.01
23.3
118.6
0

北美

西南太平洋

1157.7
0.01
<0.01

304.1
5.4
<0.01

18.6

726.5

0
0.1
0

0.1

资料来源：FAOSTAT，2004 数据。
注：1 细毛由克什米尔绒山羊、安哥拉山羊（马海毛）和类似其他山羊；
2
主要来自羊驼、美洲驼、原驼、骆驼和安哥拉兔。

的毛产品进口国家（大部分进口羊毛主要

及高加索地区也有大量山羊毛制品。由于

用于绸缎和服装加工出口）。在一些国家

南美生产的骆驼科动物毛的品质独特，除

里，如莱索托、乌拉圭等，羊毛产业一直

了国内手工业对这种原料有需求外，近来

处于绵羊养殖业的主导地位。在乌拉圭， 国际市场对它的需求量大增。安哥拉兔是
羊毛产业是其主要的就业岗位提供产业， 另外一个重要的产毛家畜品种，中国安哥
它所提供的就业岗位占手工业就业岗位总

拉兔毛产量居全球各国之首。骆驼毛是骆

数的14%。许多绵羊品种的产毛性能都得

驼养殖的一个副产品，但是那些品质较好

到了培育提高。西班牙的细毛美利奴羊

的毛料，尤其是大夏骆驼的内层绒毛，毛

（Merino）已经遍及全球，而其他国家也

质特别出众，这种绒毛在中国也有相当的

有各自的地方细毛羊品种能够生产品质独

产量。牦牛内层绒毛的质量较高，其主要

特的羊毛。 例如：印度的 C h o k l a 和

为牧民自用，但也有少量出售。牦牛绒毛

Pattanwadi 绵羊，其羊毛适于做羊毛地毯

已经逐步开始为中国的纺织业所利用（参

的原料，Magra 绵羊的羊毛以富有光泽而

见 FAO，2003a）。牦牛的外层毛质较粗，

闻名，Chanthangi 绵羊更是以其优良的毛

但也被开发用来加工各种产品如捻成绳索

质而誉满全球。

等。禽类的羽毛也是重要的副产品，主要

山羊毛同样是重要的工业原料。克什

用来做床上用品和小的手工艺品。

米尔和安哥拉山羊都是优良的毛山羊品

世界各地几乎都出产牛、绵羊、山羊

种。粗羊毛是山羊养殖的一种重要副产

皮，但是仅有局部地区出产水牛皮。亚洲

品。亚洲是主要出产山羊毛的地区，欧洲

是全球生牛皮、山羊板皮产量最大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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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用的副产品，他们少量用于各种装饰品、

畜力使用的趋势
区域

年份

使用不同形式动力
耕作的农田面积
比重（%）
役畜 人工 拖拉机

所有发展中国家
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
东 / 北非

1997/99
2003
1997/99
2003
1997/99

30
20
25
30
20

35
25
65
45
20

35
55
10
25
60

2003
15
10
75
1997/99 25
25
50
2003
15
15
70
南亚
1997/99 35
30
35
2003
15
15
70
东亚
1997/99 40
40
20
2003
25
25
50
资料来源：FAO（2003b）
。
注意：在此表中使用的区域划分方式并不与本报告中
其他地方使用的区域完全相符。
拉美及加勒比

工具、家居用品以及制胶工业中。并且，
在疯牛病发现以前，畜禽的肉和骨粉还是
畜禽蛋白性饲料的主要来源。

6 农业投入、运输和燃料
役用型家畜为欠发达地区的农作物生
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亚洲，畜力一直
都在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因为受当地
土壤性质和锥虫病等因素限制，在撒哈
拉以南非洲地区役用型的家畜并不多见。
尽管如此，在非洲的其他地区，役用型家
畜仍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例如在冈比
亚，73.4% 的农田要靠家畜来耕种（冈比

区，而欧洲及高加索地区是绵羊皮的主产

亚国别报告，2003）。在拉丁美洲及加勒

区（表 28）。生皮和板皮为本国制革作坊

比地区以及中东，对于小农户的生计来

提供了许多原材料，在很多国家它还是重

说，役用型家畜依然有着重要意义。

要的出口产品。皮革也是牧民自制衣物、

在世界很多地区，机械化程度的不断

地毯及其他家用物品的原料。一般来讲家

提高使对役用型家畜的需求越来越小，这

畜皮革只是畜牧业的副产品，但是对于卡

一趋势在亚洲最为明显（表 29）。在马来

拉库耳大尾绵羊养殖户来说，羔羊毛皮是

西亚，主要的农业生产都已经实现机械

这种动物主要的有价值产品。该品种主要

化，役用型家畜的作用已经微乎其微。但

分布在亚洲，但世界其他地区也有零星分

是这种现象并不普遍，在某些地区，由于

布，如澳大利亚、博茨瓦纳、美国等。其

汽油价格昂贵，许多农民仍然趋向于使用

他毛皮质量较好的动物有中国济宁青山

家畜来耕种，其使用数量甚至还有增长的

羊，它以其羔羊皮毛独特的颜色和条纹而

势头。表29就显示了撒哈拉以南地区役用

著名。还有尼日尔的 Chevre Rousse de

型家畜的重要性有逐渐回升的趋势。

Maradi 山羊、乌干达的 Mubende 山羊、孟
加拉的黑孟加拉山羊等。
另外，家畜的角、骨、蹄子等也是有

役畜在许多农业经营过程中都有使
用。例如埃塞俄比亚国别报告（2004）指
出，役用型牛、马和驴的用途包括除杂、

87

第一部分 畜牧业生物多样性状况

第一部分

犁地、打谷子及播种前后平整土地等。对

水牛也是比较重要的役用畜，尤其在

那些拥有役畜的畜主来说，还常常通过出

亚洲，它更加擅长于湿地耕作。而在非洲、

租役畜来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相反，那

亚洲和中近东地区的半干旱地区主要靠骆

些没有役用型家畜（或其他机械动力）的

驼进行犁地、抽水和驮运等。牦牛则是高

农户的土地利用效率往往较低。

原地区的主要运输工具之一，且高原地区

除了农田耕作以外，家畜还可用于运

的农民有时甚至还使用绵羊和山羊作为役

送货物。尽管有很过国家使用家畜运送货

用。如尼泊尔国别报告（2004）显示有多

物和乘客的传统已经逐渐消失，但是在世

个绵羊品种被驯化用于运送货物，如高寒

界上很多基础设施比较薄弱或地形恶劣的

羚羊和 Sinhal 山羊以及 Baruwal 绵羊，其

地区，家畜仍然被广泛用于运输业。例如

中后者可以在其背部驮上多达 13 千克的

埃塞俄比亚有较大数量的马匹，据统计该

物品。中国有几个有名的马品种如玉塔、

国约有 75% 的农场位于距离主干道一千

Merak Saktenta 和 Boeta 马擅长在山路崎

米以上的地方，因此，马匹成为运送农产

岖的地方行走。但是据中国国别报告

品到市场上去的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

（2003）介绍，由于骡子的大量繁殖已经

用作役畜的畜种种类较多。例如前面

导致许多优良的马品种资源丢失，同时和

提到的冈比亚，马是最主要的役用家畜， 外来品种如 Haflinger 马的过度杂交也同
有大约36%的耕地需要马来耕种，其他物

样威胁着纯系土著品种的保护。

种分别承担的比例为：牛（3 3 ％）、驴

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同样有很多

（30%）、骡子（1%）。与冈比亚相反，坦

的马、驴、骡子和牛被用于农田耕作和农

桑尼亚国别报告（2004）中的统计表明： 产品驮运。这一地区的许多国家也用水牛
该国主要有牛和驴两种役用家畜，分别占

作为役畜（巴西国别报告，2003；哥斯达

畜力的70%和30%。有些家畜品种的特性

黎加国别报告，2004；古巴国别报告，

非常适合于役用，例如乍得的Arabe牛，性

2003）。厄瓜多尔国别报告（2003）和秘

情温顺，很容易驯化用于耕作。对冈比亚

鲁国别报告（2004）中报道其高原地区有

农户的调查结果表明：97%的农户更愿意

很多美洲驼用于运输业。委内瑞拉国家报

使用本地的 N’Dama 牛作为役用，而非

告（2004）则指出，克里奥罗马在高原地

其他外来品种。另外有报道显示，在非洲

区的役用和运输过程中表现出很多优点。

各国，驴子的役用价值受到越来越多的重

秘鲁也发现克里奥罗牛中不同的品种由于

视。津巴布韦国别报告（2004）中的统计

生理特性的差异，可以分别用于不同的用

表明：其国内小农户开始趋向于使用家畜

途，其中Ancash型更适宜于役用。而委内

来耕作农田，尤其是在该国较干旱的地

瑞拉（2004）和巴西（2003）的国别报告

区，这种趋势更加明显。

则先后报道，马在粗放式肉牛生产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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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也非常重要。

式就是，人们可以在收割庄稼后的耕地上

在欧洲及高加索地区的东部，一些小

放牧，在放养的过程中，畜禽排泄物成为

农户依然在使用马耕作。实际上由于近些

优良的肥源，而收割后剩下的庄稼茬为畜

年土地资源被分割成越来越小的地块进行

禽提供了食物（喀麦隆国别报告，2003）。

耕种，越来越多的马被用于役用（罗马尼

在一些市区外围地带，集约化养殖产生大

亚国别报告，2003）。然而拉脱维亚国别

量的动物粪便促进了市场园艺农业的发展

报告（2003）显示马正在从役用型逐步向 （科特迪瓦国别报告，2003；刚果国别报
肉用型品种转变。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已

告，2005）。马来西亚国别报告（2003）中

经没有更多的推动力去保存具有役用型基

提到，可以把水产业与牛、水牛和鸭子的

因 特 征 的 品 种 。阿 尔 巴 尼 亚 国 别 报 告

养殖相结合，从而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

（2002）指出，由于越来越多的沼泽地资

即使在工业化国家里，例如欧洲及高加索

源因人为的改造而消失，当地的水牛品种

地区的部分国家，粪肥仍然是一种重要的

正在面临着灭绝的危险。马和驴在欧洲及

肥料来源（白俄罗斯国别报告，2003；匈

高加索的部分地区仍然被用于役用。例如

牙利国别报告，2003；罗马尼亚国别报告，

波黑现在仍然在使用波斯尼亚马在山区运

2003；塞尔尼亚国别报告，2003；斯洛文

送柴火（波黑国别报告，2003）。

尼亚国别报告，2003）。粪肥作为一个重

畜禽的粪便可以作为农作物肥源，这
是畜禽的另一重要作用。但由于无机肥的

要的有机肥源，正越来越受到发达国家的
重视。

大量使用，世界许多地方的粪肥重要性已

在世界的发展中区域，干粪还经常被

经下降。目前在部分地区，使农作物提供

用来作为燃料使用，对于那些薪材比较缺

肥源的用途已经减退。尽管如此，斯里兰

乏的地区更是如此（埃塞俄比亚国别报

卡国别报告（2003）中显示，该国利用家

告，2004）。另外，还可以用动物粪便作

畜粪便作为有机肥的势头现在有所增长， 原料制沼气（巴贝多国别报告，2005；牙
并且还有些畜主开始把有机肥转卖到那些

买加国别报告，2005）。这些排泄物的其

自己没有饲养牲畜的菜农手里。而在非洲

他用途包括：燃烧后用来驱赶昆虫（苏丹

的部分地区，由于人口压力和伴随而来的

国别报告，2005），以及用作建筑材料（埃

土壤贫瘠等问题的出现，使更加有必要采

塞俄比亚国别报告，2004）等。

取相关措施将作物生产和畜牧生产结合起
来，其措施之一即是粪肥的大面积使用，
尤其是在无机肥料难以购买的情况下更是

7 其他用途和价值

如此（卢旺达国别报告2004，布隆迪国别
报告，2003）。种养业的另外一个结合方

现在还很难全面定量研究畜禽养殖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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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农业投入方面的意义大小。当然也更加

作为资本储蓄的这一功用得到了较好的应

难确定畜禽动物在作为农户的资产、生活

用，因为这些品种能更好地适应当地气候

保障，以及社会文化功能和环境服务等方

环境，从而能减少因疾病和饲料缺乏等原

面的价值。因此下面从国别报告中摘取部

因造成的动物死亡，降低损失。

分实例来说明畜禽在这方面的价值。
7.1

资本储蓄和风险应对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养殖业也可
以看作是积累财富的一种途径。马里国

尽管畜禽能为畜主提供多种消费或出

别报告（2002）中指出，扩大畜群规模所

售产品，但是对于很多畜主来说畜禽养殖

用的资金通常来源于种植业富裕出来的

在资本储蓄、生活保障和应对危机方面的

部分资金。而且畜禽养殖作为储蓄或抵

作用也非常重要。在欠发达地区，尤其是

抗经济风险的方法也并不限于农民或农

对于那里的穷人们来说，国家和社会还不

村人口。刚果国别报告（2003）提到，许

能给他们提供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相

多商人以及许多在私营企业和国家单位

反，在北美、欧洲及高加索西部等发达地

工作的人更趋向于把他们的钱以牲畜的

区，畜禽的这一功能已基本消失了。

形式储存，并雇用其他人或者请亲属来

在许多国别报告中都有提到畜禽在资

代他们放养。
社会文化功能

本储蓄和生活保障方面的作用。雇佣劳动

7.2

和农作物生产是农民的两种主要经济收入

家畜动物，除了其重要经济意义外，

来源，但这部分收入常常受各种因素影响

很多国别报告中还提到了它们的社会文化

而不稳定，如农户身体欠佳无法劳作或无

功能。而这方面产生的驱动力对于畜禽遗

法找到雇主以及自然灾害如干旱、洪水、 传资源的利用也很重要，并且许多社会部
病虫害等问题造成农作物产量下降等，畜

落与其养殖的地方品种之间存在着密切的

禽养殖则提供了另外一种经济收入来源， 联系，因此家畜的社会文化功能积极促进
使农户能够应对上述经济收入上的变动。 了世界各地的畜禽遗传资源的培育和保
对于很多小农户和牧民来说，其生产主要

存。在部分地区，畜禽的屠宰或出售更受

是用来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但是，日

社会风俗或者信仰等因素的影响，而不是

常生活有时会需要现金开支，而出售畜禽

纯粹为了商业目的。例如，在西南太平洋

往往是满足诸如柴米油盐、婚丧嫁娶、修

地区很多国别报告中都提到猪作为庆典以

房造屋以及各种社会文化风俗所需开销的

及过节时的消耗品是非常重要的（帕劳国

一个重要手段（马达加斯加国别报告， 别报告，2003，西萨摩亚国别报告，2003
2003；莫桑比克国别报告，2004；尼日尔

年，汤加国别报告，2005 年；图瓦卢国别

国别报告，2003；塞内加尔国别报告， 报告，2004）。库克岛国别报告（2005）中
2003；多哥国别报告，2003）。地方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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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12
各国的语言中“牛”与“财”的联系
畜禽作为一种财富象征的重要意义还在 斯洛伐克语中存在，
但在波兰语中已基本消失。
于在很多种不相关的语言中，
“牛”、
“财富”、
威尔士语中，da 表示“物品”或“财富”
“金钱”或“储蓄”等词语在词源上都有一定 以及“好”
，同时 da byw 可用于表示“牛”或
的联系。
“家畜”
。威尔士语中，cyfalaf表示“资本”
，而
与其相关的词 alaf 则表示“牛群”的意思。
荷兰语中的 vee 和德语中的 vieh 都有“家

部分词义则经常被用于代表家畜。中文的“储
蓄”也有相同的联系。

畜”的意思并且与英语中的 fee 相关，因为这
些词汇同样来自于老 Saksish 语的 fehu，其同

印尼爪哇语中有一个单词意思是“富裕的
国王”
，但它同时还有牛和财富的含义。

时表示了“家畜”和“富裕”的意思。老Frisian
中的 fia，Gothic 中的 faihu，挪威语中的 fe 和

Ente 在 Lunyomkole（乌干达的一种土著
语）语中有“牛”的意思，而“sente”在该语

瑞典语中的 fa 都与其相关。
英语中的 capital（
“资本”）也与拉丁文中

种中的意思是“金钱”
。
希伯来语中的mikne表示“牛”
、
“羊”
、
“骆

“财
的caput（头数、牲口数量）有关，而chattel（
产”
）也是从同样的词根延伸而来的。

驼”等意思，而其词根“kne”或“kana”表示
“购买”的意思。

在西班牙中，ganado 表示了“家畜”且与
代表“挣，赢，获利”的 ganar 相关。

：

在日语中“存款”这个词语是由两部分组
成，其中一部分表示“存储”的意思，而另一

在拉丁语中pecunia（
“财富”和“金钱”之
波兰语中的“byoto”表示“牛”的单词是
由来自 Slav 语表示“生存、地位、房屋、财产” 意）与西班牙语的 pecu（
“牲口”）和 pecuaria
“畜牧业”）有关。
等概念的词根组成。此基本含义仍然在捷克和 （

及传统信仰等原因屠宰的畜禽的数量比用

驼驮着鼓以及其他象征着王权的标志来庆

于商业屠宰的畜禽还要多。

祝 Sallah 节（尼日利亚国别报告，2004）。

畜禽在各个国家宗教、文化中的作用

具有某种颜色或其他特征的牲畜往往具有

是不同的，这里仅仅列举几个国家报告中

特别的文化功能。例如在乍得，纯白色或

提到的案例。例如几内亚比绍国别报告

纯黑色的鸡被用于宗教仪式（乍得国别报

（2002）的报告指出，该国的一个风俗就

告，2 0 0 4 ）， 而在津巴布韦，黑色的

是在婚丧嫁娶等重大节日时用山羊等小型

Mashona 牛，红色和白色的 Nguni 牛是庆

反刍动物来招待客人。与此相似，布隆迪

典仪式上使用的牲畜（津巴布韦国别报

的风俗是要用绵羊来祭奠双胞胎的降生。 告，2004）。
在尼日利亚，人们通常用 Muturu 牛和公

孟加拉国在庆祝开斋节时则要屠宰大

羊来庆祝酋长、首领等的任职仪式，而在

量的牛和山羊。而斯里兰卡有一个风俗，

该国的北部地区，当地的人们一般要用骆

为了让亲人的病早日痊愈，会屠宰牛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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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以示报恩。在不丹，每年生下的第一头

相互依赖和支持等亲密关系的一种方式，

牦牛牛犊会被宰杀，而牦牛头骨上往往会

从中还能看出一个家庭的经济能力和所处

刻上具有宗教意义的字样；有时为了请求

的社会地位。喀麦隆国别报告（2003）中

地方神的恩赐，不丹的牧民也会将一头牦

指出，其国内的几种家禽品种是其社会纽

牛释放到野外去。在印尼的部分地区的传

带维持的重要作用因素，且文化功能是其

统中，修房子开工前会宰杀一头水牛，且

品种选育的重要的考虑因素。乌干达国别

特殊的品种，如Kalang或花水牛在传统的

报告（2004）中提到，Ankole 牛和瘤牛在

仪式中有特殊的作用。而在印度，宗教机

当地居民婚礼中起重要作用。在马来西亚

构如 Gaushalas 等正在参与地方畜禽品种

的部分地区，人们会直接用水牛作嫁妆

的保护工作（印度国别报告，2005）。
在秘鲁的农村地区，牛、马和驴都曾
经被用在祭祀、庆典和节日等庆典中（秘

（马来西亚国别报告，2003）。同时，菲律
宾也有这样的风俗（菲律宾国别报告，
2003）。

鲁国别报告，2004）。瓦努阿图国别报告

人们在防治疾病的过程中也经常用到

（2004）中指出，该国的部分地区喜欢养

畜禽动物以及相关产品。在乌干达，部分

雌雄同体的猪，这个风俗在某些地区曾经

人相信用羊奶可以治疗麻疹（乌干达国别

很流行，直到今天还有一小部分地区保留

报告，2003）。在津巴布韦，一些社会部

着这样的风俗。

落用驴奶来喂养婴儿，因为他们相信这样

畜禽的副产品在当地人们的风俗文化

可以使他们生长得更健康（津巴布韦国

生活中同样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山羊、 别报告，2004）。这些传统仪式和疾病治
绵羊和牛的皮毛、角以及禽类的羽毛等在

疗方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畜种的选

一些宗教和节日庆典等活动中都有着各自

育及其遗传资源多样性。例如，莫桑比克

不同的用途，也被人们当作礼品相互赠送

国别报告（2004）中指出，地方传统行医

（多哥国别报告，2003）。在喀麦隆，人们

者经常使用一种有卷毛的鸡来治疗疾病，

利用几内亚禽类的羽毛制作出很多艺术品

所以在当地这种鸡比一般品种的鸡要贵

和祭祀品以及节日庆典时用的东西（喀麦

很多。

隆国别报告，2003）。

在乌干达，黑山羊和白山羊因为传统

在许多国家中，人们还通过相互交换

行医者的原因价格尤其要高（乌干达国别

或赠送畜禽来增进彼此的感情。刚果国别

报告，2004）。在秘鲁，豚鼠尤其黑色豚

报告（2003）中介绍，用畜禽作为将要结

鼠，经常在传统医治方式中使用（秘鲁国

婚的青年男女双方互赠的聘礼是当地的一

别报告，2004）。韩国国别报告（2004）中

种风俗，同时赠送、交换和继承畜禽也是

报道，当地山羊和Yeonsan Ogol鸡与其他

一个大家庭甚至一个宗族维系其成员之间

许多畜种如鹿等一起经常提供相关产品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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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医治方法使用。在越南（Ac和Tre鸡）
和中国（丝羽鸡）一些特殊品种的小鸡也

塞尔维亚和黑山 国别报告（2002）中
提到，在一些温泉疗养院和修道院附近重

常常被用作药材（中国国别报告，2003； 新引入当地的畜禽品种，这可以使旅客更
越南国别报告，2005）。斯里兰卡国别报

能感受到异域风情的美妙，从而也能吸引

告（2003）中提到，一些动物产品如酥油、 更多的旅客。这些措施不仅仅在工业化国
凝乳、乳清甚至粪便和尿液也在传统医疗

家中有所使用，尼泊尔国家报告（2004）

中有使用。

中也提到了生态旅游和农家游的发展潜

在一些发达地区，畜禽在社会文化活

力，而中国国别报告（2003）提到了马在

动中也有着重要的地位。日本的很多传统

旅游业中的特殊作用。同样，在南美，人

宗教活动都离不开它们（日本国别报告， 们也利用骆驼科动物来招徕游客（秘鲁国
2005），但是有所不同的是，在日本人们

别报告，2004）。

并不是趋向于使用当地土著品种，而是使

在众多国家里，畜禽动物所蕴含的文

用外来品种。在拉脱维亚，复活节中需要

化意义不仅仅在限于通过旅游业等来赚取

白色的蛋来举行染彩蛋活动，烤鹅和烤鸡

经济利益，它们还被视为该国的“文化遗

分别是圣马丁节和圣诞节必吃的传统食品

产”的一部分。例如在韩国，人们把 Jeju

（拉脱维亚国别报告，2003）。在罗马尼亚， 马和 Yeonsan Ogol 鸡（一种皮肤、爪、喙
很多乡下人喜欢把猪养到很肥留到圣诞节

以及内脏都是黑色的鸡）定为本国的国家

时食用（罗马尼亚国别报告，2003）。

代表物之一（韩国国别报告，2004）。在

然而，在更多的情况下，乡间风俗和

日本也有几种鸡、Mishima 牛和Misaki 马

传统手艺都已经失去了其原有的在日常

一起被列为国宝，并采取了相应的保护措

生活中的作用，而仅仅被当作“遗传”下

施（ 日本国别报告，2003）。同样的情况

来的产品用来吸引游客。在很多农村地

在欧洲及高加索地区也存在。例如匈牙利

区常常急需增加创收的门路以满足当地

国别报告（2003）中写道：畜禽遗传资源

居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传统畜禽品种的

的保护是与那些继承祖国传统文化的各个

这种吸引观光者的潜能开始被广泛关注。 方面紧密相连的，如建筑文化、服饰、民
一方面，有一些农场和田园博物馆里可

谣、烹饪等。

以保存这些稀有或传统的品种，而另一

世界各地都用畜禽来进行各种体育和

方面它们可被视为某一个人文景观的一

娱乐活动。例如中近东地区，马的文化价

部分，并吸引大量的旅客到那里参观旅

值很高，当地居民非常热衷于养马和赛马

游。 日本国别报告 （2005） 指出位于

活动（伊朗国别报告，2004；约旦国别报

Maesawa 的牛历史博物馆使得人们更清

告，2003；吉尔吉斯斯坦国别报告，2004）。

晰地认识到畜禽养殖业的发展历史。

同时在许多节日、展览、马戏团表演等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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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中，马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伊朗国别报

绵羊、山羊、兔子、鸭子、鹅、火鸡、鸵

告，2004；突尼斯国别报告，2003）
。欧洲

鸟和马鹿的饲养者主要是业余爱好者”。

及高加索地区也有利用马来参与体育运动

由于这些畜主的目的主要不在于商业利

等社会活动的传统。例如爱尔兰（爱尔兰

益，因此他们对经济效益较低的家畜品种

国别报告，2003）具有赛马、马术和马友会

的保护起到了很大作用。英国对于马和矮

等活动，而欧洲其他一些地方热衷于马车

马的品种保护工作就是主要依靠这些动物

比赛（挪威国别报告，2003；斯洛文尼亚， 爱好者的个人行为来完成的（英国国别报
2003）
。在一些地方，体育竞技被作为使受

告，2002）。对于那些形体比较小的品种，

保护动物得到持续利用的一种措施。例如， 例如兔子和禽类来说，更加受到动物爱好
韩国国别报告（2004）就报道，该国为了保

者们的宠爱。如土耳其国别报告（2004）

护Jeju马专门为该品种马修了一个赛马道。 中提到该国的Denizli和Gerze鸡非常受动
许多其他的畜禽品种也被用于体育和

物爱好者的喜爱。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如

娱乐活动。例如在印尼的马杜赖岛，人们

斯里兰卡，饲养鸭子、火鸡和几内亚鸡这

会组织用当地的牛赛跑，甚至用来表演舞

几种禽类的人主要是为了娱乐，而在巴基

蹈（印尼国别报告，2003）
。菲律宾国别报

斯坦国别报告（2003）中提到，孔雀和鹌

告（2003）和马来西亚国别报告（2003）中

鹑等常被人们当作宠物饲养。

还提到用水牛进行赛跑的民俗。斯里兰卡

而在一些地区，长期传承下来的对某

国别报告（2003）也有用牛进行赛跑的相

一种品种的偏爱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传统

关报道，而且当地群众认为地方品种的赛

小农的养殖行为。例如，由于罗马尼亚农

跑能力特别优越。鸭子是另外一个经常被

民比较偏好于 Tsurcana、Blackhead Ruda

用来进行赛跑比赛的禽类（印尼国别报

和Corkscrew Walachian等几个绵羊品种，

告，2003）
。不丹的牦牛舞在当地的风俗文

这几个品种的遗传资源保护工作进展良好

化中也极其重要（不丹国别报告，2002）
。 （罗马尼亚国别报告，2003）。
Ho 和 Choi 两种斗鸡则经常被越南人用于

人们的饮食习惯也对品种资源的保护

宗教节日的娱乐活动（越南国别报告， 有一定影响。这方面的例子有：也门人比
2005）
。印尼国别报告（2003）也提及了当

较喜欢达马利绵羊的肉、Taez红山羊的奶

地有斗鸡和斗羊（尤其是 Garut 羊）的风

制成的奶酪等（也门国别报告，2002）。而

俗。另外，斗牛在其他很多国家也很流行

马来西亚人认为 Kampong 鸡的肉要比集

（秘鲁国别报告，2004）
。

约化饲养品种的鸡肉鲜美（马来西亚国别

对于欧洲及高加索地区等发达地区来

报告，2003）。菲律宾国别报告（2003）中

说，畜禽饲养被视为一种休闲活动。据丹

提到，当地人喜爱用地方品种的猪肉作原

麦国别报告（2003 年）报道，
“肉牛、马、 料烤肉，因此这种猪肉的价格也就相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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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来自欧洲及高加索地区的例子包

维亚国别报告（2003）称在那些被人们遗

括，阿尔巴尼亚人比较喜爱采用传统方式

弃了高原地带的草地生物多样性受到了威

将当地土著品种Dukati绵羊和山羊的肉和

胁。斯洛文尼亚国别报告（2003）则指出

奶进行加工制成肉和奶制品；由于塞浦路

小型的反刍动物对于清除那些生长过度的

斯人比较喜爱 halloumi 乳酪，因此在该国

灌木丛很有效果，这些灌木丛在过度生长

的丘陵地带的土著品种和杂交品种的数量

后很容易引起火灾。在克罗地亚，驴子则

有所回升；同样由于当地居民比较喜欢红

很好地起到了上面所述的防火和景观管理

椒香肠和火腿等传统菜肴，
Black Slavonian

功能（克罗地亚国别报告，2003）。英国

和Turopolje两个濒危猪被杂交，用来生产

国别报告（中）也提到其 New Forest pony

高品质的肉用于香肠和火腿制作（阿尔巴

马在清理灌木方面的作用。

尼亚国别报告，2002；克罗爱西亚国别报

无论在世界的哪个地方，当草地植被

告，2003；塞浦路斯国别报告，2003）
。

比较贫瘠或者生长不太稳定时，游牧生产

富裕人们追求的高食品质量和食品花

系统则是一个效率高、可持续的生产方式

样也促使了一些利基市场产品的形成。旅 （马里国别报告，2002年）。科特迪瓦国别
客们对特色食品的需求也是畜禽资源的保

报告中指出，在农业生产中，家畜的作用

护的一个促进因素，而且土著品种在这些

之一是减少了农民对除草剂的需求，更为

方面的优点正在被人们逐步认识，这一点

重要的是由于粪肥的使用，土壤中良性微

在欧洲及高加索地区显得尤为明显。然而

生物体系的繁殖生存状态良好，增加了土

在很多国家，这些优良的地方品种还是面

壤肥力（同上）。在以农林间作的农区里，

临着种群数量逐步缩减的威胁。尼泊尔的

尤其是在亚洲，畜禽同样可以帮助农户消

Bampudke 猪以其鲜美的肉质而著名，但

灭林间的杂草，牛还可以用来帮助人们收

是现在这种猪正面临着灭绝的危险（尼泊

获椰子。马里西亚的 Kedah-Kelantin 牛就

尔国别报告，2004）。同样在尼泊尔，牦

以擅长在林间工作而著称。尽管这个品种

牛乳酪很受欢迎，但是该国牦牛的数量仍

的生长很慢，但是适应当地恶劣的气候条

在减少。

件。而且现在对该品种的市场需求远远大

7.3 生态环境服务

于市场供给，只有从澳大利亚进口婆罗门

畜禽养殖业在生态环境和景观管理方

牛等外来品种来补充其供给的不足（马来

面也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在相对较发

西亚国别报告，2003）。

达的欧洲及高加索地区，畜禽的这方面功

从保护那些濒危以及商业价值较小的

能尤其显著。牧养的牛、羊、马和一些小

品种的角度来讲，这些品种在生态环境管

型的反刍动物对于当地草原、灌丛草地和

理方面所起的良性作用有效地促进了它们

沼泽草地的维持和再生有重要作用。塞尔

的品种保护工作。一方面，保护环境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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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可以与传统畜禽等田园文化与历史元素

规模的、有组织地利用食品加工工业中的

的保护相结合；另一方面，土著品种都是经

副产品。畜禽的这种可以利用一系列的

过长期进化而来的品种，也更适应当地环 “双重身份”来源饲料的潜能在许多国别
境和牧场的粗糙植被。例如德国的绵羊品

报告中都有提及（老挝国别报告，2005；

种Heidschnucken、Skudden和Bergschaf以及

马来西亚国别报告，2003；毛里求斯国别

牛品种 Hinterw lder 和 Rotvieh Zuchtrichtung

报告，2004）。这些饲料的性质各异，需

H henvieh 都属于上面所述的品种（德国国

要度量其在畜禽群体中有效利用的各种差

别报告，2004）
。然而并不是所有时候地方

异。毛里求斯国别报告（2004）指出，地

品种都能同时实现上面所提到的两个方面

方动物遗传资源与外来品种相比，能够更

的目的。最有利于生态环境管理的品种并

好地利用本国的副产品。

不一定是土著品种。例如在荷兰用于景观

当副产品具有双重用途（如生物燃

管理的畜禽品种一般是Heck 或苏格兰高原

料）时，将这些产品用作动物饲料当然会

牛，以及冰岛或Konik 矮马，而不是本地的

遇到障碍。比如，超出生存所需水平之外，

土著品种（荷兰国别报告，2004）
。

废弃物的循环使用被各种卫生要求所限

消费者对畜禽饲养环境的关注，是畜

制。除此之外，还存在一些其他问题，如

牧生产系统不断变化的主要动力。在瑞士

运送大体积原料困难，加工花费以及某些

政府的督促下，有机畜产品已经得到强有

供应的季节性等（马来西亚国别报告，

力的发展，而且其他国家也正在认识到低

2003）。虽然如此，在提高了加工方法、对

外部投入养殖的重要性。有机畜牧业的发

这些饲料的营养价值有了更好的了解后，

展将会促进人们更加青睐环境适应性较强

畜禽对这些在其他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副产

的地方品种，尤其是猪和禽改为舍外饲养

品的利用将更加有效。

后，地方品种将更加占优势。
畜禽的另一个特点是他们能够将废
弃物（农工业副产品、剩饭剩菜等）变成

8 家畜在穷人生计中的作用

有用的产品。在这一特点的作用下，这些
废弃物将不再需要费钱或破坏环境的废弃

正如前面所描述的那样，畜禽的用途

物处理方法（如燃烧或填埋），而服务于

和功能很多，能够以众多方式提高畜主的

动物产品（奶、肉等）的生产。畜禽作为

生活水平。在这些服务和功能获取方面，富

废弃物转换器的这一功能可以在每家每户

人们通常具有穷人们利用不了的其他途径

进行，对邻里间的厨房垃圾和农作物残渣 （如金融服务、方便的机动交通工具等）
，而
等加以处理利用，如，小型养猪户可以从

这些工具或服务是穷人买不起或利用不了

市场或其他经营点收集剩菜，或者进行大

的。因此，作为具有多种功能的资产，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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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13
匈牙利灰牛用途的变革历史
对于匈牙利灰牛的起源问题一直没有确定

开始系统地对该种牛进行研究。但是二战的爆

的说法，可能来自于亚洲或者地中海地区，而 发使得保护工作中断，
并且很多种群在二战中
且基因组中还包括一些欧洲野牛的基因成分。 消失殆尽。二战期间，由于这种牛产奶量不
该品种由住居在喀尔巴阡山脉盆地的匈牙利
族饲养者培育。14 — 17 世纪该牛被大量出口

高，数量更是锐减，这时政府鼓励用该种牛和
苏联科斯特罗马牛杂交改良。到了 20 世纪 60

到千公里外的纽伦堡、斯特拉斯堡和威尼斯。 年代，仅仅有 3 个国营农场中还有这种牛，其
人们对高质量匈牙利牛肉的需求还促使了确 中公牛 6 头，母牛 160 头。万幸的是，这时政
保其品质达到一定水平的“商标”的出现，于
是那些角长、体形匀称和肉质好的牛的身价

府已经大力提倡对畜禽遗传资源的保护工作，
因此由该国国营农场管理署批准建立了两个新

当时很高。
进入 18 世纪后，匈牙利灰牛进入了一个

的匈牙利灰牛种群实施保护。
得益于国民在畜
禽品种上体现出的强烈民族意识以及政府的小

新的发展阶段。由于城镇人口的扩张，人们对
食品的需求越来越多，但这时主要需求还只

量但不间断的补助，
匈牙利灰牛的数量开始逐
步回升。到 2002 年母牛群的数量已经达到

是谷物之类的农作物，因此这使得粗放式养
殖业有所消减。这期间匈牙利灰牛主要用于

4263 头。
现在，这种牛的主要作用是为了环境保

役用，而捷克的糖加工厂特别喜欢这种牛，因
为它比较敏捷、好饲养，并且寿命比较长。一

护的目的在国家公园内放牧、业余养殖以及
在旅游景点招徕游人。至于其肉用价值，现在

战后，由于拖拉机的普遍使用，种植业逐渐淘
汰了这种牛。

匈牙利灰牛养殖协会正在致力于开发高质量
的以匈牙利灰牛肉为原料的菜肴和食品，如

1931年成立了匈牙利国家灰牛养殖协会， 特色香肠。

禽在穷人的谋生策略的许多方面有重要作

排泄物都是种植业不可或缺的要素，否则

用。而且畜禽往往能使穷人利用难以充分

农户就需要很大花费寻找其替代品。前面

利用的资源，如农作物秸秆、食物残渣以

提到的畜禽为农户提供的生活保障等功能

及公共放牧地等。处于贫困状态的畜禽饲养

对小农户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当种植业

者的具体数字现在很难确定（人们对“贫

受到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侵害而导致收入

困”和“畜主”定义的理解也各不相同）
。 的大幅波动时，平时饲养的畜禽就能起到
最 新 的 数 字 估 计 是 在 5 亿 ～ 6 亿 之 间 “零存”的功能。对于那些已经解决了温
（Thornton 等，2002；IFAD，2004）
。
畜禽产的奶、蛋和肉之类的高营养食

饱问题的农户来说，扩大养殖规模并专门
用于供应市场出售而进行的畜禽养殖是提

品为养殖户提供了营养丰富（维生素、微

高收入并改善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途径，

量元素等）的食品。役用畜禽还有畜禽的

而且可以利用饲养畜禽积攒下来的积蓄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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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其他经营。这三个生计策略可用三个术

表 30

语来表达：“维持基本生活”（“hanging

不同生计策略中畜禽的作用

in”）
、
“改善生活”
（“stepping up”）和“脱

生计策略

畜禽的基本角色

重要的社会功能。拥有畜禽可能是参加社

“维持基本生活” 生存辅助产品（辅助耕作）
经济收入缓冲剂（避免收入起伏
不定）
“改善生活”
资产积累辅助产品（耕作资产
投入）
市场产品 / 收入
“脱贫致富”
资产积累

区的社会文化活动的一个“准入”条件，

资料来源：Dorward 等（2004）
。

贫致富”（“stepping out”）（参见表 30）
（Dorward 等，2004）。
养殖畜禽，除了可以给贫困人口提供
他们赖以生存的物质产品之外，畜禽还有

并且以赠礼或借贷的方式交换牲口有助于
加强社会连络，以备不时之需 （FAO， 国国别报告（2004）中赞扬了由民间组织
2002；IFAD 2004；Riethmuller，2003）。 和家畜服务部门提供资助的禽类养殖项
很多国别报告中都提到了畜禽在扶贫

目，它们为很多农村妇女和青少年提供了

中的作用，某些家畜类型与贫困人口的关

经济来源。项目中的外地品种和杂交后代

系尤其密切。例如博茨瓦纳国别报告

是通过补饲、良好管理和健康护理等方式

（2003）中指出山羊在该国不同收入阶层

来养殖的。坦桑尼亚国别报告（2004）也

之间的分布较牛更平衡。在另外一些国

指出，引进的山羊品种为当地低收入群体

家，牛和水牛对穷人非常重要，孟加拉有

提供了大量的饮用奶。

62.5%的大型畜禽都由小农和没有土地的

除了改善了养殖户的经济条件之外，

老百姓饲养（孟加拉国国别报告，2004）。 畜禽还给养殖户提供了很多营养价值很高
很多国别报告中提到地方品种畜禽饲养

的动物性食品，这些食品对于孕妇、儿童

在改变贫困畜主生活状况方面的潜力。 和哺乳期妇女来说尤其重要（斯里兰卡国
例如老挝（2005）和印尼（2003）国别报

别报告，2003）。在乌干达，穷人的孩子

告中提到了土著禽类品种的饲养对贫困

生病时经常会给他们喂 Kigezi 山羊的奶

人口的重要性并提议加强支持和研究。 （乌干达，2004）。
埃塞俄比亚国别报告（2003）引用了一项

据统计，女性约占世界贫穷人口的

研究报告提到，放养条件下寻找食物能

70%（UNDP，1995），因此改善妇女的生

力较强的 Fayoumi 鸡在扶贫中的潜力很

产生活策略对于整个人类的脱贫工作很重

大。加纳国别报告（2003）也报告了放养

要。很多国别报告中都发现了与女性特别

鸡的类似情况。

相关的畜禽类型、产品或生产活动，并提

与此相反，有些国家则描述了有计划

到妇女在社会分工、资源利用或决策中的

的杂交育种在扶贫中的积极作用。孟加拉

特殊作用。女性往往与某些特殊畜禽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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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更加紧密地联系，例如禽类、山羊和

碍之一（几内亚国别报告，2003）
。

绵羊（博茨瓦纳国别报告，2003；中非国
别报告，2003；科摩罗国别报告，2005；
几内亚国别报告，2003；加纳国别报告，

9 结论

2003；肯亚国别报告，2004；尼日利亚国
别报告，2004；坦桑尼亚国别报告，2004）。

各国的国别报告中的信息表明，畜禽

莫桑比克国别报告（2004）指出，女性一

遗传资源的作用众多，在发展中国家的小

般承担着禽类和猪的饲养，而男性承担着

农生产系统中尤其如此。对于许多农民来

牛和小型反刍动物的饲养。马里国别报告

说，畜禽提供了农业生产需要的各种投入，

（2002）中还指出牛犊往往由女性来照看

而且在现代金融服务缺乏的情况下，其生

照顾。针对不同的品种，尼日尔国别报告

活保障和资产功能特别重要。在城市化程

（2003）中提到，Chèvre Rousse 山羊大部

度较高的社会里，畜禽的功能较少，主要

分由女性养殖。在另外一些国家中，畜禽

集中在食品、纤维和皮革等产品的市场化

的奶制品更多是由女性来加工或出售的

生产上。然而，某些文化功能依然重要，例

（几内亚国别报告，2003；加纳国别报告， 如体育运动（尤其是马）以及过节用的特
2003；马里国别报告，2002；尼日利亚国

殊食品。畜禽品种，尤其是土著品种，也

别报告，2004）。 毛里塔尼亚国别报告

开始展现出许多新的功能，例如在文化遗

（2005）中提到，出卖畜禽的皮革是其社会

产、旅游业以及在环境服务等方面的作用。

最底层妇女的一个主要的经济来源。但是

然而，关于不同品种的具体角色和作用，以

这种由于性别差异而产生的社会分工有时

及不同品种的特征如何使他们能够适应不

会发生变化。在莱索托，猪一直由女性负

同的功能或生产条件等方面，目前还缺乏

责饲养，但是随着人们对猪肉需求量的增

许多信息。因此需要收集并通过现有的信

加，现在男性也开始从事养猪业了。

息系统将更多更全面的信息进行共享。

尽管女性为养殖业做出了不少的贡献，

畜禽的多功能以及不同功能的相互交

但是正如尼日尔国别报告（2003）指出一样， 叉意味着畜禽资源中需要高度的多样化，
即
科技培训和技术推广活动的目标人群往往是

需要专业化品种也需要具有多用途的品种。

男性。
能够促进女性在养殖业中的作用的政

然而畜禽品种遗传资源管理工作中的决策

策包括：设计更加节省体力的畜产品加工设

往往忽略了畜禽多用途这一因素，尤其是

备（尼日利亚国别报告，2004）
、培训、组

那些难以量化的非市场化产品和服务。
这种

织以及提供信贷（几内亚国别报告，2003； 情况下，
具有多种用途的土著品种的价值很
马里国别报告，2002）
。文化水平相对较低

有可能被低估了，
从而仅仅展现了畜禽资源

仍然是妨碍女性进一步参与养殖业的主要障

对人类生活水平提高所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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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动物遗传资源
与疾病防治
1 引言
疫病给世界各地的畜牧业带来了负面

是指动物抵抗细菌、病毒并免受其感染的

的影响。养殖户以及其他从事畜禽健康工

能力。另一个为“耐受性”
，它是指动物

作的人员通过利用化学药物治疗、疫苗接

感染某一病原菌后，机体生长受病原菌影

种、控制病原菌传播和改善管理等措施来

响的大小。区分这两个概念很重要，比如

减小疫病危害。但是这些措施的持续性还

我们要防止某种疾病传播，“抗病性”就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使用化学

会比“耐受性”显得更重要。

药物治疗时，会给环境和畜产品安全带来

遗传选育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提高畜

影响；经济条件差的养殖户难以支付高昂

禽的“抗病性”和“耐受性”的方法，这

的治疗费用；以及随着药物应用产生的耐

也是控制流行病传播的有效方式。利用这

药性等问题。各种病原菌都能产生抗药

种 方 法 防 治 疫 病 有 很 多 优 点（ F A O ，

性，例如线虫对驱虫剂产生的抗性、细菌

1999），包括：

对抗生素产生的抗性、原虫对抗原生动物

●

遗传变化一旦产生，将会永久保持；

药产生的抗性以及病毒对疫苗反应性的下

●

所产生的效果比较稳定；

降和蜱、螨对各种杀螨剂产生的抗性等。

●

不需要再持续用药就能达到抗病的

使用抗生素还会导致抗生素在畜产品和食
物链中的药物残留，并随之产生众多抗药

目的；
●

性更强的病原菌，从而给人类的健康带来

使其他方法效力的持续时间更长，
因为病原体和病菌媒介将不易产生

很大的威胁（BOA，1999）。

抗药性；

对于许多疾病来说，已发现了畜禽遗

●

广谱性
（对多种病原菌具有抗病性）
；

传多样性与动物易感染程度之间的相关

●

与化学药物治疗或疫苗注射相比，

性。在疾病的遗传管理方面，需要准确区

对动物体内蠕虫等大寄生虫演变的

分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为“抗病性”，它

影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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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不同品种对某一特定疾病的抗病 / 耐受性的对比研究
疫病 /
寄生虫病

抗病性较高的
品种

抗病性较低
品种

试验条件

注：FEC= 粪便虫卵计数；**PCV = 血细胞压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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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疫病病控制提供了一个管理策
略。

根据问题的性质和手头可利用的资

2 有抗病性或耐受性的畜禽品种

源，可以有多种方法提高遗传抗病力。这
些方法包括根据生产环境选择合适的品

众多证据说明，土著品种由于长期适

种；通过与已经适应当地环境条件物种杂

应当地自然环境中存在的各种病原菌带来

交，提高其他品种的抗病力；以及选出那

的威胁，因此拥有更强的抗病能力。各国

些抗病性和耐受性较强的个体进行繁育

在将其土著品种信息输入世界粮农组织

等。通过性状的分子遗传标记，选育抗病

DAD-IS 系统的时候，也可以对其本国土

性和耐受性强的个体的方法将会更加有

著品种是否具有特殊或有价值的特征等信

效。但是所有上面提到的方法都必须建立

息加以说明，其中包括抗病力。但是多数

在一个前提之上，那就是畜群遗传多样性

情况下这些特征没有经过科学验证。尽管

的存在。如果某一物种的遗传资源多样性

如此，目前已经证明了很多家畜品种在抗

已遭到破坏，那么通过杂交等方法来增加

病力方面表现有众多优良特性（见表31）。

抗病性的可能性就很小了。而且，模拟试

下面的论述集中在DAD-IS系统记录的与

验显示，如果某一个畜群中具有抗病性的

不同品种的抗病性和耐受性相关的信息

基因型较多，那么其抵抗灾难性传染病的

上，尤其是科学证据已证明了抗病性与基

能力也会较强（Springbett 等，2003）。对

因多样性相关的病原菌。表 3 2 综述了

于每个物种来说，维持足够的遗传多样性

DAD-IS 中具有抗病性的哺乳动物的记

对它们抵抗不断变异的病原体的威胁来说

录，而表33～39列出了所有被称对某些疾

是很重要的。

病或疾病类型具有抗病性能力的品种。

表 32
登记到 DAD-IS 中的对某种疫病 / 寄生虫病具有抗病性 / 耐受性的哺乳动物
疫病

水牛

牛

山羊

绵羊

猪

锥虫病
17
4
4
蜱寄生病
1
17
1
蜱的传播疾病（未指明）
4
无形体病
2
焦虫病 / 巴贝西虫病
4
心水病
1
1
体内寄生虫 / 蠕虫
1
2
1
9
1
肝片吸虫病
2
1
牛白血病
9
腐蹄病
1
14
合计 *
4
59
6
33
3
* 有关疫病抗病性的所有条目的总数（一些品种被报道对多种疾病有抗病性）。

马

鹿
1

1
2

1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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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Shorthorn）以及 Djallonke 绵羊和山羊在

锥虫病

靠蚊蝇传播的锥虫病是非洲的比较严

抗锥虫病方面的表现最佳。虽然这些品种

重的动物疾病之一，其主要发生在非洲的

的个体较小，但是现有研究结果表明，生

中西部以及东部的部分地区。而其他类型

活在受锥虫病威胁中等和较高的地区的上

的锥虫病不仅在非洲，在世界的其他地区

述几个品种的生产性能明显优于其他品种

也比较严重。防治的主要方法是使用抗锥 （Agyemang等，1997）。表33列举了DAD虫病药，但抗药性的出现，以及如何持续

IS 收录的具有抗锥虫病能力的品种。
蜱以及蜱传播疾病

性控制蚊蝇活动等方面的问题，使人们加

2.2

强了对综合控制措施的研究，其中包括选

蜱是困扰广大养殖户的一个共同问

育抗病性强的品种（FAO，2005）。其中

题，尤其是对于热带养殖户来说更是如

N’Dama 和西非短角牛（West African

此。蜱可以通过吸食动物血液危害家畜健
康，在吸食过程中还通过唾液分泌毒素造

表 33
登记到 DAD-IS中的有锥虫病抗病性 /耐受性的
品种
畜种 /
分布次区域

品种数量 大部分常见品种名
N’dama（20）
，Baoulé
15

（4）
，Lagune（Lagoon）
（6）
，
Bourgou（2）
，Muturu（2）
，
Dahomey（Daom é）
（2）
，

东非

不同地区分布的蜱品种也随该地区地理生
态环境的不同而异。在不同家畜品种对蜱

Kuri，Toupouri，Ghana

细的资料记录。例如很多研究表明 N ’

Shorthorn，Keteku，Somba

Dama牛对蜱的抗性比瘤牛好（Claxton 和

2

Sheko，Jiddu

Leperre 1991；Mattioli 等，1993；Mattioli

4

Vogan（2）
，West African

等，1995）
。澳大利亚的研究表明瘤牛×普

（10）
，Kirdimi

通牛的杂交牛比纯系的瘤牛更易感染巴贝
西虫病（Bock 等，1999）。印度的土著牛
品种沙希华牛（Sahiwal）对以泰勒虫属

山羊
4

West African Dwarf
（16）
，

为传播媒介的泰勒虫病的耐受性比荷斯

Djallonké（2）
，Kirdimi，

坦黑白花奶牛对该病的耐受性要好很多

Diougry
注：可能还有没有录入 DAD-IS 的其他品种有这种抗
病性 / 耐受性。插入数字＝当超过一个国家报告时的
报告国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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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病、巴贝西虫病、泰勒虫病和心水病。

以及蜱传播疾病抵抗力的差异方面有着详

Dwarf（4）
，Djallonk é

北非和西非

易感染其他病原菌。而且，他们会传播多

Somba，Namchi，Kapsiki.

绵羊
北非和西非

仅会影响皮革的质量，还会使家畜更加容
种危害性更大的病原菌，其中主要的是边

牛
北非和西非

成蜱性麻痹，另外蜱吸食后留下的疤痕不

（Glass 等，2005）。表 34 和 35 分别列举
了由DAD-IS收录的不同品种的家畜对蜱
以及蜱传播疾病的抗病性和耐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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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登记到 DAD-IS 中的对 tick-burden 疾病有抗病性 / 耐受性的品种
畜种 / 分布次区域

品种数量

大部分常见品种

牛
南非

8

Nguni（2）
，Angoni，Sul Do Save，Pedi，Bonsmara，

东南亚

4

Pesisir，Limousin，Javanese Zebu，Thai

欧洲及高加索

1

Zebu of Azerbaijan

南美

1

Romosinuano

西南太平洋

3

Australian Friesian Sahiwal，Australian Milking Zebu，

Shangaan，Kashibi，Tswana

Australian Sahiwal
绵羊
南非

2

Nguni （3）
，Landim

东南亚

1

Thai

东南亚

1

Sambar

水牛
鹿
注：可能还有没有录入 DAD-IS 的其他品种有这种抗病性 / 耐受性。插入数字＝当超过一个国家报告时的
报告国家数。

表 35
登记到 DAD-IS 中的对蜱传播病有抗病性 / 耐受性的品种
畜种 / 分布次区域

疾病名称

品种数量

大部分常见品种

牛
北非和西非

蜱传播疾病（未指明）

2

Baoulè，Ghana Shorthorn

南非

蜱传播疾病（未指明）

1

Angoni（2）

欧洲及高加索

无形体病

2

Cinisara，Modicana，

北非和西非

焦虫病

2

N’dama，Noire Pie de Meknès

欧洲及高加索

焦虫病

1

Modicana

欧洲及高加索 *

心水病

1

Creole（also dermatophilosis）

南非

心水病

1

Damara（2）

欧洲及高加索

焦虫病

1

Pottok

绵羊
马
注：可能还有没有录入 DAD-IS 的其他品种有这种抗病性 / 耐受性。插入数字＝当超过一个国家报告时的
报告国家数。
* 瓜德罗普岛，马提尼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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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登记到 DAD-IS 中的对体内寄生虫 / 蠕虫病有抗病性 / 耐受性的品种
畜种 / 分布次区域
牛
南非
南非
山羊
中近东
绵羊
南非
东南亚
欧洲及高加索
拉美及加勒比
中近东
水牛
东南亚

品种数量

大部分常见品种

1
1

Madagascar Zebu
Javanese Zebu

1

Yei goat

2
3
1*
3
1

Madgascar，Kumumawa
Garut，Malin，Priangan
Churra Lebrijana（fascioliasis）
Criollo（8）
，Criollo Mora，Morada Nova
Rahmani

3*

Papua New Guinea Buffalo，Kerbau-Kalang
（fascioliasis）
，Kerbau Indonesia （fascioliasis）

猪
东南亚
1
South China
鹿
东南亚
1
Sambar
马
东南亚
2
Kuda Padi ，Bajau
注：可能还有没有录入 DAD-IS 的其他品种有这种抗病性 / 耐受性。插入数字＝当超过一个国家报告时的
报告国家数。
* 数据中包括对肝片吸虫病有抗病性的品种。

2.3 体内寄生虫

比杜泊羊（另外一种在该国普遍饲养的绵

蠕虫病是公认的严重影响家畜健康的

羊品种）低。也正是由于Red Maasai绵羊对

一种疾病，尤其是对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养

这些寄生虫病良好的抵抗力，使得 R e d

殖户来说，
其对家畜健康的影响更大
（Perry

Maasai 绵羊比杜泊羊的生产力高 3 倍之

等，2002）
。捻转血矛线虫是一种分布范围

多（Baker，1998）。同样Small East African

很广的寄生虫，主要侵害对象是反刍动物， 山羊与 Galla 山羊相比，前者在寄生虫抗
因此人们对它的研究也比较详细（见表

性方面也表现出明显的优势（同上）。与

31）
。因对胃肠道寄生蠕虫的抵抗性较强， 捻转血矛线虫一样，肝血片吸虫也是一
Red Maasai绵羊成为世界著名品种，在肯亚

种分布广泛的蠕虫，不同家畜品种在抵

沿海地区的半湿润地区，对其进行的研究

抗肝血片吸虫上表现出来的差异也很大，

表明 Red Maasai 绵羊的捻转血矛线虫感染

如Indonesian Thin Tailed 绵羊比St. Croix

率以及感染捻转血矛线虫病后的致死率都

和 Merino 绵羊的抗病性强（Roberts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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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DAD-IS 里详细记录了一个绵羊

表 38

品种和两个水牛品种在抗肝血片吸虫方

登记到DAD-IS 中的对牛白血病有抗病性/耐受
性的牛品种

面的优势（表 36）。

分布次区域 品种数量 大部分常见品种

2.4 腐蹄病
腐蹄病是一种接触性传染的细菌性疾

中亚

1

Bestuzhevskaya

欧洲及高加索

7

Krasnaya gorbatovskaya，

病，几乎所有有蹄类动物都可能感染此

Istobenskaya，Kholmogorskaya，

病，患病后会造成动物的跛行，给养殖户

Suksunskaya skot，Yakutskii

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尤其是绵羊饲养

Skot，Yaroslavskaya，
Yurinskaya，Sura de stepa

户。该病在温带的发病率较高。但也有些
品种对该病有较好的抵抗力，澳大利亚的

注：可能还有没有录入 DAD-IS 的其他品种有这
种抗病性 / 耐受性。

研究表明英国的 Romney Marsh，Dorset
Horn 和 Border Leicester 绵羊比 Peppin 和

时间更短）
（Emery 等，1984）。

Saxon Merino绵羊对腐蹄病的抗病性和耐

同样，Shimshony（1989）报道，在

受性好（其主要表现为伤痕相对轻且愈合

以色列的一次腐蹄病暴发期间，东佛里
生羊（East Friesian） ×阿华西绵羊

表 37
登记到DAD-IS 中的对腐蹄病有抗病性/耐受性

品种数量 大部分常见品种

活在腐蹄病易发的潮湿地区的家畜品种
似乎对该病的抵抗力更强一些。DAD-IS

牛
欧洲及高加索

西绵羊的发病率要低。从这些研究结果
中我们似乎可以推断出这样的结论，生

的品种
畜种 /
分布次区域

（Awassi）的杂交绵羊品种比纯种的阿华

1

Sayaguesa

收录的有关家畜腐蹄病抗性的数据列在
表 37 中。

绵羊
北非和西非

1

Beni Ahsen

2.5 牛白血病

东南亚

2

Large Tailed Han，

牛白血病是一种由牛白细胞组织增生

欧洲及高加索

10

Small Tailed Han Kamieniecka，

病毒引起的血液传播疾病。患病后，由于

Leine，Swiniarka，Polskie

贸易限制、死亡、产出下降以及将畜体运

Owce Dlugowelniste，Churra
Lebrijana，Lacha，Bündner

送到指定的屠宰场进行宰杀等都会导致相

Oberl nderschaf，
Engadiner

当大的经济损失。另据研究表明，该病的

Fuchsschaf，Rauhwolliges

易感性似乎是受遗传控制的。Petukhov等

Pommersches Landschaf，Soay

（2002）报告了西伯利亚地区来源于不同

西南太平洋
1
Broomfield Corriedale
注：可能还有没有录入 DAD-IS 的其他品种有这
种抗病性 / 耐受性。

父系和母系的牛对牛白血病抗性方面所表
现出来的差异。表 38为 DAD-IS收录的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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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登记到 DAD-IS 中的对禽类疾病有抗病性 / 耐受性的品种
畜种 / 次区域

疾病

品种数量

大部分常见品种

北非和西非

鸡新城疫

1

Poule De Benna

南非

鸡新城疫

1

Nkhuku

东南亚

鸡新城疫

1

Red Jungle Fowl

中美

鸡新城疫

1

Gallina criolla o de rancho

东南亚

鸡马立克病

1

Ayam Kampong

欧洲及高加索

鸡马立克病

4

Borky 117，Scots Dumpy，Hrvatica，Bohemian

鸡

Fowl
鸭（家养）
北非和西非

新城疫

2

Local Duck of Moulkou and Bongor，Local Duck
of Gredaya and Massakory

几内亚家禽
北非和西非

新城疫

2

Numida Meleagris Galeata Pallas，Djaoulés
（peulh）

俄国鸭
北非和西非

新城疫

1

Local Muscovy Duck of Karal and Massakory

新城疫

1

Moroccoan Beldi

火鸡
北非和西非

注：可能还有没有录入 DAD-IS 的其他品种有这种抗病性 / 耐受性。

个家畜品种在牛白血病抗性方面所表现出

染性法氏囊病病毒的抗性表现不同，研究

来的差异。

表明 Mandarah 鸡（一个杂交双重功能品

2.6

禽类疾病

种）比其他品种的鸡表现出更好的抗性，

鸡新城疫和传染性法氏囊病的危害非

主要表现在人工攻毒后 Mandarah 鸡的致

常之大，往往可以摧毁整个养殖区、村庄

死率较低（Hassan 等，2004）。其他研究

内的所有禽类。而且这两种疾病都具全球

还表明这种鸡对马里克病病毒的抗性也比

流行性。一个世纪以前就有有关新城疫暴

较强。Lakshmanan 等 1996 年对 Fayoumi

发的记载。20世纪大规模的新城疫暴发就

和白来航这两种鸡对比研究后，发现前者

有4次。传染性法氏囊病于1962年首见报

对肿瘤的抗性比较强（见下文对马里克病

道，70年代开始就呈现流行性发作。来源

病毒抗性品种培育的详细描述）。表 39 列

于埃及的4个不同禽类品种对新城疫和传

出了DAD-IS收录的不同禽类品种对禽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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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14
非洲猪瘟的遗传抗性
非洲猪瘟的遗传抗性
非洲猪瘟（ASF）给全球生猪生产带来

些资源家系可能在确定和量化非洲猪瘟病毒
遇到抵抗和耐受时发生的遗传变异以及鉴别

了严重威胁。非洲猪瘟是一种高传染性疾
病，能够引起家猪出血性猝死。目前还没有

相关 遗传标记或数量性状基因座等的相关
研究中起到一定作用。

有效的疫苗来预防这一疾病，唯一有效的控
制措施是严格控制动物及其产品的运输移

分子和基因组学研究已经鉴别出非洲猪瘟
病毒蛋白的关键细胞靶点，该靶点在病毒复制

动，迅速鉴定患病猪并立即屠宰和处理掉受
感染的病猪。目前急需其他非洲猪瘟的防疫

或病毒逃逸免疫防卫机制中作用显著。比较分
析具有不同易感性的猪品种间的相关基因

控制措施。
相对于家猪的其他较严重的疾病来说，传

DNA 序列可以揭示与抗病性的遗传变异相关
联的基因变异情况（单核苷酸多态性）
。利用

染非洲猪瘟病毒（ASFV）的非洲本地野猪不
会产生临床症状，如非洲常见的疣猪（非洲野

微阵列技术进行的非洲猪瘟病毒——感染巨噬
细胞的转录组序列分析将发现其他可能在受病

猪属）和南非野猪（Potamochoerus spp.）等种
类。这种自然状态下产生的种特异性遗传抗性
对于非洲猪瘟发病机理的分子整合机制的研究

毒感染后以不同方式起调节作用的基因。这些
基因在用于挑选非洲猪瘟病毒低易感性动物的
DNA 标记测试的研制开发中将有重要的利用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针对非洲猪瘟遗传抗性的育种，正在试

价值。
保护有抗病性动物这一工作对于提高非洲

图通过家猪与含有该病抗性的野猪品种进行
杂交育种来获得对该疾病的抗性。尽管有大

猪瘟病毒遗传抗性来说至关重要。相关的动
物、组织和 DNA 对研究者来说都是十分重要

量的证据显示这种方法可能有效，然而种间
杂交取得的效果有限。另外，利用那些已经感

的研究素材。
虽然培育高非洲猪瘟病毒抗病性这一目标

染过非洲猪瘟病毒并最终抵抗住病毒攻击生
存下来的家猪进行育种可能会有效提高该病

可能达到，但是，在开始着手这项工程前，仍
有几个重要因素需要考虑。考虑因素之一就是

毒的遗传抗性。大约有 5％～10％的家猪在非 那些不易被感染的具有抗病性的猪很难找到。
洲猪瘟病毒来袭时幸存下来。然而不幸的是， 大多数情况下，猪会表现出对非洲猪瘟病毒的
这些幸存下来的猪却通常不能适应疾病暴发
后采取的疾病清除措施而死亡。利用幸存猪

临床影响“耐受”
。然而这些耐受猪可能在不表
现临床症状的情况下，受感染并将病毒传播到

进行杂交的这一方法可以进行遗传抗性特性
研究，并能够依此建立基础猪群资源家系。这

周围环境中去。因此，这些猪会给该区域的其
他易感猪带来威胁或破坏疫病控制战略。

由 Marnie Mellencamp 博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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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的抵抗力和耐受性情况。

型的驱虫药产品面市，并且现在也没有看
到任何有关新型驱虫药开发方面的计划，

3 品种内选择抗病性较强个体的
可行性

这深切地表明了目前养殖户对抗寄生虫新
方法的迫切需要（同上）
。目前开始对寄
生虫综合管理规划（IPM）重视起来，其

通过对品种内抗病性强的个体进行选

中培育遗传性抵抗力是规划中的一个内

育是控制很多种传染性疾病的重要措施。 容。基于粪便虫卵计数（FEC）的选择性
地方性传染病在一些饲养生产系统中一直

绵羊培育已被证明能够有效减少其培育后

存在（乳腺炎、蠕虫病），而通过同一个

代的驱虫剂使用以及有效减少线虫寄生虫

品种内不同个体对这些疾病反应的表型差

卵对牧场的污染 （Woolaston，1992；

异来选育抗病性好的个体的方法是可行

Morris 等，2000；Woolaston 和 Windon，

的。例如，在乳腺炎的诊断过程中进行乳

2001；Bishop 等，2004）。

品内体细胞计数（一个反映细菌污染情况

对传染病的防治也需要寻找和采取其

的指标），以及临床诊断过程中用到的其

他措施。通过找到与抗病性大小相关的等

他指标都可以用来选育抗病性较强个体的

位基因并进行标记，再进行选育抗病性好

标准。而且这些数据在养殖场的饲养日志

的个体是必要的措施（B i s h o p 和

上都有详细记载，且相关研究表明这些参

Woolliams，2004）。对于马立克氏病（一

数的变异与个体的基因相关性较强

种禽类的病毒病），由于不断使用疫苗已

（Rupp 和Boichard，2003）。有时家畜的生

经导致该种病毒的毒力增强。这样在选育

产性能指标和抗病性指标会在同一个个体

优良的禽类品种的过程中，对该病的抵抗

上发生冲突，这使人们往往会优先考虑抗

力指标显得越来越重要。而对该病毒抵抗

病性指标的优劣。因此，现在很多奶牛选

力的大小主要由编码组织相容性抗原

育工作都把抗乳房炎作为一个重要的选育 （MHC）的等位基因 B 来决定（Bacon，
目标。

1987）。近年来，一直在利用该等位基因

寄生虫能对驱虫药产生抗性，这对世

研究马立克氏病的防治问题。最近，研究

界上很多地区的养殖户来说都是一个严重

人员还发现了其他一些数量性状遗传位点

的问题，尤其是对于那些饲养小型反刍动

与个体对该病的抵抗力有关（Vallejo 等，

物的养殖户更是如此。人们解决这个问题

1998；Yonash 等，1999；Cheng，2005）。

的办法往往是频繁地使用各种驱虫药，但

同时也发现了与抵抗其他几种传染病相关

是研究人员现在怀疑滥用驱虫药可能会导

的等位基因分布，这些传染病包括：牛的

致对多种驱虫药都产生抗性的寄生虫的出

嗜皮菌病（Maillard 等，2003），猪的大肠

现（Kaplan，2004）。至今已有 25 年无新

杆菌性痢疾（Edfors和Wallgren，2000）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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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羊疯痒病（Hunter 等，1996）.

参考文献
4 结论
从以上讨论和例证中我们可以看出从
遗传学的角度来研究动物的抗病性是一个
有效并且可行的措施，尤其是当其他方法
不能持续地发挥作用时，从基因和遗传学
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更显得有必要。品
种内个体之间以及不同品种之间对不同疾
病抵抗力存在的差异已经被人们所熟知，
并且在很多育种过程中也考虑并应用了这
种差异。但是目前对很多物种、品种以及
疾病的认识还很不足，所以与遗传抗病性
的认识也很有限。很多濒临灭绝品种的基
因组内应该也有一些在抗病性方面表现突
出的基因型，如果在我们发现这些相关基
因以前这些品种灭绝的话，那么这些有可
能提高动物抗病能力的相关基因将会被我
们永远地丢失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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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对畜禽遗传多样性的
威胁
1 导言
遗传多样性受到多种潜在因素的影

威胁因素：其他品种的取代、与外来品种

响，而这些影响又会引起其他的效应，例

或其他土著品种的杂交、战争、栖息地的

如导致包含有动物遗传资源的生产系统的

丧失、疾病、轻视以及缺乏应对威胁的持

崩溃、畜群的灭绝，以及引起具有负面影

久的育种计划。Iniguez（2005）也认为，

响的反应。导致遗传多样性衰减的因素也

被其他品种所替代以及不加选择的杂交，

是不同的，其中部分因素可以通过采用一

是西亚和北非小型反刍动物品种的主要威

些政策或其他措施来减少其对动物遗传资

胁。以上这些例子说明，对于各种威胁因

源多样性的影响。对于动物遗传资源多样

素存在着多种分类的方法，但为了便于以

性所受威胁的大体变化趋势和主要影响因

下的讨论，这里将威胁因素归为三大类：

素，在发表的文献中都有一个共识。例如， 畜牧业的发展趋势，灾害和紧急事件，以
Rege和Gibson（2003）把以下几个因素归

及动物的流行性疾病及其控制方法。

为导致遗传侵蚀发生的主要原因：外来种

由于受到社会、经济、政治和种群规

质的引进、生产系统的变化、由社会经济

模等因素的影响，畜牧业发生着许多变

因素引起的生产者的偏好变化，以及各种

化。这种变化趋势包括：人们对畜产品和

灾难，如干旱、饥饿、传染病大面积暴发、 服务的数量和质量要求上的变化、自然资
内乱和战争；Tisdell（2003）提到的因素

源利用率的变化、各种外部投入和劳动力

包括：发展项目、专门化（过于强调单一

的变化、在国内和国际上影响畜产品贸易

的生产性状）、遗传渗入作用、科学技术

的因素，以及政策环境的不断变化。这些

和生物技术的发展、政治的不稳定和自然

变化趋势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家畜的生

灾害。但是，针对某一个品种面临的具体

产体系（参见第二部分中关于畜禽生产系

威胁因素的分析较为少见。对于非洲的濒

统的讨论）。除了以上影响整个畜牧业领

危牛品种，Rege（1999）列举了以下几个

域的因素之外，动物遗传资源管理领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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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恰当的政策和管理方法，也会严重影响

复杂的情况进行了简单化处理。因为不同

遗传多样性。

的驱动因素之间也会有相互作用。比如，

灾害和紧急事件与由多种因素引起的

只有当一个品种因为饲养的生产体系逐渐

更“逐渐”的变化趋势相比是有区别的。 发生了变化而导致该品种数量减少和分布
第一，灾害和紧急事件来源于某个单独的

范围缩小，这个品种在突发灾害面前才会

或一系列的突发事件，而这些事件的发生

容易受到伤害。虽然在“正常”的情况下

相对来说是不可预知的，或者说至少是在

也会有不恰当的政策和管理方法出现，但

影响的程度和发生的具体地点方面无法预

是在突发灾害发生的时候，不恰当的措施

知。因此，预测灾害和紧急事件对动物遗

可能会出现得更多，其影响也会更严重。

传资源的具体影响，比分析其他变化趋势

同时，灾害和紧急事件还可能会破坏实施

的影响要更困难一些。第二，灾害和紧急

或发展恰当管理方法所需要的基础设施，

事件都是会对人类社会造成危害的事件， 以及人力或技术资源。此外，也很难区分
因此它们会激起人们作出反应，以消除其

开持久的紧急事件与正在发生并不断蔓延

人道主义、经济或社会的影响。而这些反

的变化趋势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同时，具

应往往是准备较为仓促、只具有短期目的

体的影响因素背后还可能会有更高层面的

的，并且很少会特意去关注动物遗传资源

因素在起作用。比如，全球气候的变化，

的情况。第三，灾害和紧急事件中，有价

可能会增加与天气有关的灾害发生的频

值的动物遗传资源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

率，也可能对不同生产系统的分布和特征

被完全消灭。影响动物遗传资源的灾害和

产生影响（FAO，2006a）。

紧急事件既包括自然灾害（如飓风、海

要确定出威胁家畜遗传资源的因素的

啸），也包括人为灾害（如战争）
（Goe 和

不可预知性和复杂性，评估出这些因素之

Stranzinger，2002）。

间的相对重要性，并因此判定出对这些因

流行性疫病同灾害一样，也是相对不

素采取对策的优先顺序，这是一项极富挑

可预料的。它们也有可能在很短时间内毁

战性的事情。威胁所造成的冲击取决于以

灭家畜种群，并且也会引起紧急事件式的

下几个因素：威胁所作用的空间范围，威

反应，只是所引致的具体应急措施与其他

胁发生的速度，周期性威胁的发生频率，

形式的灾害不同。而流行性疫病的防疫活

威胁对受影响群体的危害程度，将来威胁

动则受到了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例如科

的幅度是增加还是减小，以及受影响家畜

技发展、市场和贸易问题、人类健康问题

生产性状的重要性。应该更加重视那些对

等。另外，消除疫病的严厉行动有时也会

世界遗传资源多样性具有巨大价值的受影

成为动物遗传资源多样性的一个潜在威胁。 响群体，以及特别适应当地生产条件的群
以上这种分类框架不可避免地将一个

体，还有那些稀有或者是具有独特生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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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的品种。最后，威胁所造成的危害程度

但如果是无计划地推行杂交，它就会成

也取决于现有的应对能力，这既包括消除

为地方品种的一大威胁。现在对产品一

或减轻该威胁，也包括采取恰当措施保护

致性和食品卫生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

受威胁的遗传资源。

这将会限制适销畜产品的市场范围，约
束家畜养殖的生产条件（FAO，2006b）。

2 畜牧业的趋势：经济、社会和
政策因素

例如，津巴布韦的国别报告提到，该国现
行的胴体分级标准排斥了小体型家畜，
使当地一些牛品种的生产减少。消费者

一个品种的发展前景很大程度上取决

喜好的变化，也会使不具备受欢迎生产

于该品种在当今和将来的畜牧业体系中所

性状的品种受到威胁。比如消费者喜欢

扮演的角色。由于替代品的出现而导致

瘦肉型猪，这就导致了高脂肪猪品种数

家畜的某些价值逐渐失去，这往往也是

量的减少（Tisdell，2003）。

一个实实在在的威胁。最明显的一个例

生产体系不仅受到当地市场需求的影

子就是，农业机械化在全世界大部分地

响，也受到国际层面的变化趋势的影响

区的推广，使役用型品种受到了严重的 （FAO，2005a）。更大规模的经济全球化
威胁（FAO，1996；另参见印度国别报

从多个方面导致了遗传侵蚀的发生：经济

告，2004；马来西亚国别报告，2003）。同

全球化鼓励进行区域分工，因此会使得在

样，替代品的出现使得一些专门用来生产

某个区域内，不符合相应生产需要的专门

毛料和纤维的品种受到了威胁。肥料的替

化品种类型逐渐减少；经济全球化加快了

代来源或者金融服务也会改变畜主的饲养

农场向单一产品生产发展，因此会使一些

目标，从而影响他们对品种的选择。

具有多种功能的家畜品种受到威胁；经济

发展中国家对畜产品的需求逐渐增

全球化还增强了人们对生产环境的控制，

加，这使得人们努力去增加肉、蛋、奶的

因此提高了人们利用单一品种的能力；经

市场供应量（Delgado 等，1999）。为了增

济全球化也促进了跨国界的遗传资源交换

加畜产品的生产，用少量高产品种去替代 （Tisdell，2003）。国际层面的因素还推动
当地的一些品种就成了一件普遍的事情。 了所谓的“Swanson优势效应”的发生，即
另外，
许多跨国品种的种内多样性也在减

最先发展起来的国家做出的决策，将深深

少。对于东亚这样拥有非常丰富的土著

地影响其他地区后来的发展模式。面对迅

品种的区域来说，鸡和猪的工业化生产

速增长的畜产品生产需求，虽然从长远来

迅速推广，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为了

看，对地方品种进行选育可能会培育出更

提高生产力而将本土品种与外来品种进

适应的个体，但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家畜饲

行杂交育种，也是一个经常采取的策略； 养者和政策决策者来说，跨境品种已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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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多年的高强度遗传选育，并且很方便 （K hler-Rollefson，2005）。全球气候变化
获取其遗传物质，因此，它的吸引力可能

也是一个潜在威胁。专家认为，将来非洲

更大些（Tisdell，2003）。实际上，高产的

半干旱带的降雨量将会减少，因此对当地

跨境品种内也发生着同样变化，其种内多

牧民的生计将会产生不利影响（Heimstra

样性在逐渐减少。例如在欧洲荷斯坦奶牛

等，2006）。除了与自然资源相关的问题

中，北美血统被非常广泛地使用。

外，影响偏远地区生产系统经济竞争力的

在国际贸易增加的形势下，进口国家

因素还包括：与生产有关的因素（如地方

的市场变化趋势、进口产品所增加的竞

性疾病）、市场因素、外部投入的供给，以

争、进口投入的价格波动，以及卫生检疫

及育种工作所需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的缺

措施造成的贸易限制，都会影响家畜生产

乏。乡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以寻找就业机

的性质和对品种的选择。小型畜牧饲养者

会，将会导致劳动力流失，以及与家畜养

在畜牧业发展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面前往

殖有关的传统知识的丢失（Daniel 2000；

往不太适应，难以做出调整，因此在与工

Farooquee 等，2004）。以上这些限制因素

业化生产者竞争时会遭到失败（F A O ， 对动物遗传资源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
2006）。影响家畜和畜产品国际贸易的法

面它们妨碍了偏远地区品种的经济可维持

律框架，将在第三部分第五章中进行更详

性；而另一方面，这些因素又促进土著品

细的讨论。

种的保留，因为只有土著品种才能在恶劣

市场需求驱动对畜禽遗传多样性造成
的威胁，其显著性在不同地区是不同的，

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生产实践中一些

它在市场进入更容易的地方最为严重。在

看似不重要的细小改变，也会造成适应特

那些地方，增长的需求和竞争是导致传统

定 系 统 的 品 种 或 品 系 的 退 化 。

生产系统发生变革、边缘化和衰退的非常

Dyrmundsson（2002）报道：在 20 世纪中

重要的原因。偏远而难以到达的地方受市

叶的冰岛，干草和青贮饲料的增产，导致

场需求的影响会小一些，但是在这些地

在冬天放牧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领头羊”

方，其生产系统中往往有携带着独特适应

品系数量的减少。

性生产性状的本地品种，而这些系统会面

以上讨论证明，随着全球化的扩展和

临其他的威胁：随着种群规模的增加，如

需求的增加，工业化生产体系，以及在这

果缺少适当的方法和策略来管理牧草或土

些体系中能取得高产出的小范围的遗传资

壤的肥力，那么自然环境的退化将对整个

源，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虽然这会威

生产系统的可持续利用造成威胁（FAO， 胁到动物遗传资源的多样性，但随着对畜
1996）。难以获得放牧地和水资源的问题， 产品需求的增加，这种变化趋势毕竟为动
正越来越影响着牧民的家畜饲养策略

物性食品的供应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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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15
面临威胁的蒙古驯鹿
千百年来，驯鹿都是生活在欧亚大陆寒
温带游牧部落的主要家畜品种，也是当地人

兽医服务滞后，更加加剧了驯鹿的消亡。
也有观点认为，驯鹿近交频繁，使得它们

们文化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例如，Tsataan
和 Dukha 这些蒙古部落的人民，他们依靠这

对布鲁氏杆菌病等疫病的抵抗力下降，这也是
驯鹿锐减的一个因素。有鉴于此，蒙古政府曾

些驯鹿进行运输和提供食物，即用来骑乘和
驼运，并食用其鹿奶。当有驯鹿被淘汰下来

经于 1962 年和 20 世纪 80 年代末，两次从西伯
利亚引进驯鹿，以补充当地的驯鹿种群数量。

时，它的肉、皮等各个部分都可以被人们利
用。和其他游牧群体一样，Dukha 部落的传统

苏联时代结束之后，就再也没有这样的引进工
作了。有人提议重新从西伯利亚或者更远的地

生活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包括驯鹿数量在
这几十年间锐减。

区，如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或者加拿大引进驯鹿
或驯鹿的冻精，这却激起了争论。一种观点认

对驯鹿造成威胁的因素被确定为以下几个
方面。首先是商业性的猎捕行为。开始人们只

为杂交育种可以恢复之前已日益衰减的优良性
状，包括抵抗力、高产奶量、大体型和鹿角大

是猎杀野生驯鹿；随着野生种群被猎杀殆尽， 小；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引进外来遗传物质可
牧民们不得不开始屠杀自己饲养的驯鹿来满足 能并不合适。因为对本地驯鹿的选择是针对当
市场的需求，直至驯鹿锐减至不能再维持自己
种群数量的平衡。开矿是对驯鹿生存构成严重

地需求而进行的，尤其是针对骑乘和驼运食物
的用途。分子学研究已经表明，Dhuka 的驯鹿

威胁的另一个因素。因为矿山的开发破坏了驯
鹿原有的草场资源，进而打破了它们的迁徙习

与其他地区的品种相比，近交程度相对较小。
其他更深入的研究也在各种国际科研机构以及

性。此外，由于牧民们希望享用城镇的教育和
方便的生活设施，所以他们的栖息地距离城镇

蒙古政府的组织下积极进行，以期找到保护当
地驯鹿的更好措施。同时政府也正在努力提高

越来越近，流动性也越来越小。这样的生活方
式不利于驯鹿找到营养丰富的草场，以便得到

兽医服务质量，以保证驯鹿的健康。

注：在本插文的制备过程中，Brian Donahoe、
Morgan Keay、Kirk Olson 和 Dan Plumley 提供了建
议。更多信息请参阅：Donahoe and Plumley（2001
在的牧民已经不再像他们的先辈们那样精通驯 and 2003）；Haag（2004）；Owen（2004）；Matalon
鹿的管理。同时，由于政府工作的不到位，使 （2004）。

足够的养分。随着集约化养殖的发展，养殖和
繁育驯鹿的传统方法已经丢失，这就意味着现

会有人认为，动物遗传资源多样性的减少

地方品种，如：信息不足（缺乏对引进品

并不是一个问题。但是，这个说法显然没

种和本地品种生产性能的详细了解，会导

有太多考虑到维持动物遗传资源多样性在

致不恰当的品种选育），市场缺位（某些

将来的潜在价值。即使只考虑短期效应， 品种的饲养或某些生产方式还会有外在成
有些因素有利于外来高产品种，而不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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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还有导致畜牧业内资源配置不合 （见插文16）。补贴的形式多种多样，包括
理的政策误导（FAO，2002）。

支持资本投资的赠款或贷款、生产投入

政府的各种直接和间接补贴往往促进 （如进口饲料）的补贴、免费提供畜牧生
了工业化生产的发展，却不利于小型养殖

产服务（如人工授精服务），以及畜产品

户。在某些国家，畜牧业政策的确定受到

的价格补贴（Drucker 等，2006）。

了希望提高畜产品出口的愿望的强烈影响

在政策层面上对动物遗传资源进行保

插文 16
政策失误导致越南猪遗传资源的流失
越南大约有25个猪品种，其中地方品种15
个，外来品种 10 个。引进外来品种的目的，是

场提供外来畜禽或者是杂交品种（Drucker等，
2006）。同时，越南农业与农村部还颁布了很

为了与地方品种杂交以提高它们的生产性能。 多措施来促进出口型养殖业的发展。其中包
越南共有2 100万头猪，其中地方猪种占28%， 括由“出口扶持基金”为其提供优先的资金
外来品种占 16%，其余 56% 都是各种杂交后
代。在地方品种中，有 3 个品种被定为技术上

资助，由“开发援助基金”的贷款支付包括
出口型猪产业发展在内的项目的高达90%的

已灭绝，4个属于濒临灭绝的衰退品种，2个是 资金投入，每出口1美元乳猪提供280 越南盾
危险中的衰退品种，4 个属于脆弱的衰退品种 （0.02 美元）的补贴，每出口 1 美元猪肉提供
（越南国别报告，2003）
。1994年的统计数据表
明，地方品种猪约占越南南部猪存栏量的

900 越南盾（0.06 美元）的补贴（ACI，ASPS，
2002a，b）
。

72%；到 1997 年，这一数据减少至 45%。这一
现象的出现既有市场导向的原因，也有政府政

最近的一项调查可以充分说明政府的支持
对这些“高档”猪品种的重要性。这项调查的

策失误的因素，因为政府的政策偏向于经济效
益更大的杂交品种。

对象主要是山罗省在国家和地方政府中任职的
消息灵通人士。国家为这些出口型猪品种的投

随后，政府意识到了地方种质资源在保持
遗传多样性，以及为将来杂交育种提供优良性

资大约在31美元/猪/年（46万越南盾/猪/年）
。
这些资金主要来自 11 个项目，其中一半以上

状素材方面的潜在价值，并开始给保有地方品 （54%）补贴资金来自于与品种维持繁育有关
种的育种部门、组织和个人提供扶持和贷款资 的项目。其他主要的补贴资金包括筹建种畜场
助（ACI/ASPS，2002）
。但是与那些经济性品
种的出口创汇相比，对遗传资源保护的重视给

购买的种畜的补贴（17%）
、筹建养殖场和购买
猪苗时发放的优惠贷款补贴（13%）
、人工授精

政府带来的刺激还是很小的。
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部（MARD）还设立

补贴（9%）等。

了专门的育种项目，其目的主要是为国内畜牧
业发展提供优良的地方品种或外来品种。该项

注：由 Achilles Costales，AGAL（PPLPI）FAO
提供；更多信息请参阅：ACI/ASPS.（2002）
；Drucker
等（2006）
。

目下设两个国有种畜禽场，可以为商业化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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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与可持续利用的意识往往比较薄弱（参

展政策制定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为了达

阅第三部分第一章）。这个缺陷导致现在

到快速的发展，就要加大引进的高产遗传

对许多地方品种的特性了解不够，以及在

资源的使用；而且从政策上鼓励人工授精

许多政策中缺乏对动物遗传资源的考虑。 的应用，也会提高外来种质资源的推广
除此之外，公共财政在动物遗传资源开

率。发达国家的育种公司是外来种质资源

发利用方面的投资在逐渐减少。对生物

推广的另一个推动因素；而在某些情况

技术的重视不断增长，而对整体育种改

下，为了提高本国产品的推广，发展援助

良活动的关注却不断减少。整体的育种

机构也会提供支持（R e g e 和 G i b s o n ，

改良包括育种计划的拟定，畜禽记录方

2003）。但是由于缺乏措施来保证外来遗

案的建立和改进，动物遗传资源的生产

传资源的合理规划和利用，它们对当地品

测定，以及传统品种和当地农户的参与

种的影响有时会非常严重。而且，利用不

（FAO，2004c）。以上形势造成的结果就

适应当地环境的品种进行不加选择的杂

是，动物遗传资源的开发利用主要由商

交，有可能不仅不会实现预期的产量提

业公司承担，而商业公司把焦点主要放

高，反而会使小型养殖户的生计更容易受

在了花费巨大的生物技术上，这就使得

到影响（例如动物健康问题的出现）。这

要在更广阔方面研究动物遗传资源的管

个问题在博茨瓦纳的国别报告中进行了详

理，将缺乏所需的资源。

细的描述：

与种植业相比，在国际上，关于动物

“动物健康与生产部门（DAHP）中

遗传资源的交换以及获取与惠益分享的法

的动物育种局，为使用人工授精的农牧

律框架出现得较为缓慢（参见第三部分第

民承担了牛的精液进口工作。为了使农

五章第一节，它讨论的是影响动物遗传资

牧民能够获取改良的遗传物质，该局还

源的主要国际法律框架）。关于政策选项

为精液提供补贴。但是改良过的后代到

的讨论在不断增加（Hiemstra 等，2006）。 了集体牧场的生产系统以后，其表现（如
很明显，在这些方面潜在的发展会影响特

成活率、生长速度等）并没有被监测过。

殊遗传资源的使用，或是影响特殊家畜生

精液和活牛的进口导致了肉牛的无序杂

产系统的持续发展。但是仍然没有多少具

交，并使土著的 Tsawna 牛品种受到威

体证据能说明，国际法律框架应当怎样调

胁。”

整，来增加或减少对动物遗传资源多样性
的威胁。
上面说到的由不可控制的杂交所带来

上面已经提到，半干旱地区牧民的生
计受到了不断的影响，这会进一步威胁到
传统畜牧业所利用的品种。而这种情况还

的威胁，可能会因政策措施而不断加剧。 往往会因为政策法规的原因而加剧。牧草
在发展中国家，食品安全问题是畜牧业发

120

资源的获取和利用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第一部分 畜牧业生物多样性状况

插文 17
哪个奶牛品种更适合热带地区的小型饲养者
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肯尼亚小型饲养
者的奶牛饲养促进了对外来奶牛遗传资源的

济收益增加，而且这时每产一单位奶量的能量
消耗也是最小的。但是慢慢地会发现，这种透

充分利用。研究还表明，这些品种在热带气候
以及当地恶劣的饲养条件下，仍能保持不错

支奶牛能量储备的后果，首先是奶牛因能量失
衡而导致产奶量急剧下降，而后还可能伴随着

的产奶量。
肯尼亚瘤牛和荷斯坦奶牛杂交品种的“营

不育症的发生，这种病态会持续很久，可长达
460 多天。在这期间，患病奶牛不能生育和喂

养与能量平衡模型”表明，在零放牧生产单元
中，这些牛群所摄取饲料的能量密度，不足以

食其他哺乳期的牛犊，而这些奶牛因过劳和能
量失衡导致的后遗症，至少需要 4 年才能完全

支撑它们获得超过 18 升的日产奶量。尽管有
时可以通过增加饲喂的方式将日产奶量提高到

恢复。这样算来，靠透支奶牛能量来盲目提高
产奶量的方式所带来的能量消耗是最大的。并

22升，但是，产奶量提高所产生的多余热量却 且由于加速淘汰奶牛，还会导致产奶群奶牛数
不能排散出去，这就可能导致奶牛食欲下降。 量的失衡。
同时，为了保证产奶量，奶牛还可能会动用体
内的储备能量。在沿海地区，当地恶劣的自然
条件使得奶牛的营养状况很差。因此到了炎

与 Boran、Nandi 和 Jiddu 牛相比，荷斯坦
奶牛无论是在产奶量、繁殖力，还是使用寿命
上都不如前面的几个品种。研究还表明，荷斯

热的夏季，奶牛日产奶量即使降到 11 升，它
也仍然会处于持续的中度应激状态中。为了

坦奶牛与瘤牛杂交的品种在各方面的表现都很
优异，尽管它们的年产奶量也只有1570升，并

避免危及奶牛健康，一般建议丘陵地区奶牛
的产奶量不能超过 20升/ 天，沿海地区不能超

且能量消耗也比较大，但是 317 天就能产两头
小牛的效率，还是部分地抵消了产奶量不足的

过 14 升 / 天，这样年最高产奶量分别为 4500
升和 3000 升。

缺点。这些例子表明，对奶牛产能的评价还应
该加入诸如它们的能量消耗大小、寿命以及产

在泌乳量超过上面所说上限的初期，对奶
牛产生的副作用还不是很明显。并且如果不考

仔间隔等因素。

虑奶牛的健康因素，35 升 / 天的产奶量是最经
济的模式：不仅产奶量得到了提高、畜主的经

注：由 John Michael King 提供；更多信息请参
阅 King 等（2006）
。

农作物的生产、野生动物公园的创建和矿

上通常缺乏代表自己的声音，并且国家制

产的开采，在土地的使用上往往具有优先

定的发展措施往往强调的是对牧民的定居

权（FAO，2001a）
；而这通常会干扰传统

安置。

的、能有效利用牧地植被的放牧方式。水

政策能对动物遗传资源产生重大影响

资源的不恰当开发也会有不良作用。在传

的另一个领域，是应对灾害和紧急事件时

统的游牧养殖方式下，牧民与国家之间的

施行的缓解和恢复措施。有关这方面的政

关系往往不够理想，因为牧民在政策层面

策将在下一章节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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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DesInventar 数据库（http://206.191.28.

3 灾害和紧急事件 5

107/DesInventar/ index.jsp）。后者包括了
一些关于灾害中死亡家畜的数据，但是只
涉及很少的几个国家，而且是依靠媒体报

灾害，比如干旱、洪涝、飓风、海啸、 道获得的数据，可靠性很低。不同品种家
地震、战争和全民骚乱等，都会对全世界

畜死亡的数据就更难以获得。因此，还难

人民的生命和生活产生破坏性的作用。而

以详细分析、评价各种灾害对动物遗传资

且，许多类型灾害的发生频率还在不断增

源造成的影响，而且在全世界水平上，评

加。在 1994 — 2003 年这十年间，由于水

估灾害和紧急事件对动物遗传资源多样性

文气象和地质因素造成的灾害发生的频率

的影响更是非常困难。

分别增加了 68％和 62％（IFRCS 2004）。

关于灾害和紧急事件类型的术语数

这个时期受灾人口数也在不断地上升。在

量众多，例如:自然灾害、地质灾害、气

前一个五年，受灾人口平均每年有 2.13

候灾害、复杂紧急事件和复杂政治紧急

亿；在后一个五年，每年受灾人口的数量

事件，等等（Oxfam，1995；PAHO，2000；

平均为 3.03 亿。在这十年间，干旱和饥荒

von Braun 等，2002；Shaluf 等，2003）。

是最致命的灾害，它们导致了至少27.5万

但是灾害与它们所引发的紧急事件是有

人死亡。其次是 2004 年年底的印度洋海

差异的。

啸，它夺走了超过10万人的生命，可见地

一般来说，灾害可分为两类：自然的

质灾害的巨大破坏力。图 36 描述了近 30

和人为的（ADB 2005，Duffield 1994）。而

年各种灾害发生的频率。

历史上这两种灾害形式都被认为是具体

关于灾害和紧急事件以及救灾和灾后

的、一次性的事件。但在最近的几年，这

恢复的文献很多，但并没有多少人关注这

种分类方法被认为太过僵硬。因为自然和

些事件对畜牧业造成的影响。对于认识灾

人为的事件都能带来具有内在联系的后

害的影响趋势和采取防范风险的措施来

果。比如，牧区发生干旱会导致社会动荡。

说，精确的数据是必不可少的（IFRCS， 自然灾害也会加剧人类造成的紧急事件的
2005）。与灾害有关的数据在不断增加，但

恶化程度，例如战争以及疾病控制活动的

是涉及的家畜部门的数据却非常有限。公

崩溃，会使家畜流行病蔓延开来。并且，

开的数据资源包括位于比利时的预防灾害

最初的事件会激发二次事件，如火灾和污

研究中心（CRED）所管理的紧急灾害数

染。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灾害与其

据库（Emergency Disasters Data Base，
EMDAT，http://www.em-dat.net/index.
htm）和覆盖拉美及加勒比地区 16 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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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不同年份不同类型灾害的数量

来源：EM-DAT，OFDA/CRED 的一个国际灾害数据库，http://www.em-dat.net，比利时布鲁塞尔鲁汶大学。
EM-DAT 数据中收录灾害的标准是：有 10 个以上人员死亡，100 个以上人员受灾，请求了国际援助，或是正
式宣告进入紧急状态。

发生的情景是分不开的。比如，当一个社

事件所采取的政策可能对畜牧生产带来的

会比较贫困，或者环境已发生退化，或者

影响。尤其要对那些涉及到每家每户或社

管理机构较弱，在这种情况下灾害的影响

区畜产品供应方案的应对措施，即那些关

将更为严重。

系到“再引种”
（Heffernan 等，2004）的

“突发事件”与“灾难”的意思不完

措施特别加以分析判断。在这里我们还有

全同，它不仅仅指那些不良的社会影响， 必要将急性和慢性事件加以区别。在下面
而且还隐含有需要政策干预的意思。因此

的论述中，将分析这两种事件所带来的不

我们在考虑突发事件对畜禽影响的时候， 同的影响程度。在急性事件发生后，伴随
不仅要考虑它们给动物资源保护工作带来

而来的畜禽群体重建的特点是涉及面较广

的随后的表面的影响，也要考虑到由于这

和短时间内引入大量的个体。例如，20世

些突发事件引起的社会变化而给畜牧生产

纪90年代巴尔干半岛战争结束后，仅用了

带来的更深远影响，更要考虑到应对突发

短短3年的时间完成了大部分当地畜禽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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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重建的过程。与此相似，1999年飓风袭

和突发事件影响的畜禽群体范围。广义农

击印度奥里萨邦海岸后，当地政府也是在

业中有一观点认为地质性自然灾害对农业

随后的几年内完成了引进新畜禽的过程。 造成的影响要小于气候突变带来的影响
因此，急性事件给动物遗传资源保护所带 （ECLAC 2000）。然而，对畜牧业来说，我
来的短期影响是巨大的，而长期影响的效

们不能忽略急剧的地质环境变化如地震、

果优劣则主要是看引进来的品种对当地环

火山暴发以及海啸等给当地畜禽品种带来

境的适应情况，以及当地居民的饲养习惯

的毁灭性的打击。

（他们是不是喜欢饲养这些新引进而来的
物种）。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所掌握的有限
有关畜禽死亡情况的数据能否真正充分显

相比较而言，慢性事件（HIV/AIDS和

示灾害给动物遗传资源多样性所带来的影

轻微干旱等）所带来的危害往往是零星

响。我们也缺乏评估不同物种和品种受灾

的，小规模的，且持续时间较长。比如， 害影响程度的数据。要量化灾害对各个品
自给农民之间的再引种活动常常被称为

种的影响显然是很难做到的。但是我们可

“传递礼物”，即把自己的新生幼畜赠送给

以推测采取哪种措施能够使动物受灾害影

别人（Heffernan 等，2004）。这种恢复工

响的程度最小（A n d e r s o n ，2 0 0 6 ；

程有时会长达数十年或者更长。因为所牵

RamaKumar，2000），以及采取何种措施

涉到的动物数量较少，所以在慢性事件发

可以最大限度地使引进品种更好地适应当

生的初期对品种资源的保护工作影响不

地的生活环境，只是我们还很难确定这些

大。但是慢性事件给当地品种资源所带来

措施的不同重要性。除了要考虑不同品种

的长期影响却不容忽视。因为从长期来

对某一灾害的反应强弱之外，我们还应该

看，引进来的新品种会给当地物种的遗传

考虑品种的种群数量和分布区域大小。一

组成带来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当当地养殖

些数量较少的品种，尤其是那些分布比较

户比较趋向于饲养这些新引进的外来品种

集中的品种更容易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如

时。另外慢性事件间接引起的社会效应， 果某种品种恰好分布在易受灾害地区的
像给畜牧业劳动力带来的改变等也会给动

话，它们面临的威胁就更大。Anderson

物遗传资源保护工作带来影响。如艾滋病 （2006）的研究表明由于尤卡坦半岛、墨
就会导致家庭劳动力减少。目前，尚不清

西哥经常受到飓风的袭击，生活在当地的

楚这些疾病高发地区中，疾病对畜牧管理

Box Keken 猪在遭受了 2001 年 Isodara 飓

和育种影响的性质和程度（Goe，2005； 风袭击后已经灭绝。而传染病给小型动物
Goe 和 Mack，2005）。

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其他任何灾害都要大。

在考虑相关因素对动物遗传资源造成

鉴于目前对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畜禽品种资

的影响时，第一个考虑问题是受各种灾难

源的分布情况还不清楚，因此还很难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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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危害对畜禽品种所带来的影响，以及

畜牧经济的复苏。当受灾区的农户没有能

采取何种措施来减轻这种危害。

力从外地引入畜禽的时候，有资助能力的

考虑如何应对这些灾害事件的时候， 外界力量介入进来，向他们提供了帮助，
首先应该考虑的问题是动物遗传资源的保

当地被摧毁的畜牧经济从而能够迅速一跃

护。即使如此，还应从畜禽饲养者的角度

而起。然而这些行动的覆盖面可能很广，

考虑制定相关决策，更大程度避免对动物

并可能在无意识中给当地畜禽品种的遗传

遗传资源的不利影响。因此，这些措施所

特性发生不可逆性的改变。

产生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的具体
畜禽分布情况。

没有文献研究再引种对动物遗传资源
造成哪些影响。然而，通常认为其对地方

一般的灾难预警和应对措施都包括以

畜禽群体数量的影响较小，因为引入的畜

下几个部分：首先，在灾害发生前各种应

禽一般也是从本地购买 （Kelly，1993；

对法案和物资准备已经就绪。在灾难发生

Oxby，1994；Toulmin，1994）。如果所引

时以及其后不久，工作的重点主要是如何

入的畜禽仍然是来自灾区的地方品种，那

控制灾难的危害以及评估灾难所带来的损

么给受灾地区畜禽的遗传性状所带来的影

失。最后则是重建被破坏的建筑物以及经

响应该不大，但是实际情况往往是，我们

济。以前，预警和应对措施总是把农业作

不能保证引入的畜禽大部分来自灾区以及

为一个整体来考虑，而很少考虑到畜牧业

附近。因为灾后要恢复畜牧生产往往需要

的特殊性。近年来，许多国际机构都在为

的畜禽数量较大，而仅靠灾后从灾区搜寻

改变这一不合理的局面做工作（Oxfam， 来的动物的数量显然很少。例如，Hogg
2005；FAO，2004b）。然而，这些工作还 （1985）的研究就曾经指出在肯尼亚南部
未能有效影响相关政策的制定。在发展中

受灾以后，当地灾后存活的动物很少，很

国家，灾害发生后政府的主要精力放在如

难达到重建畜牧业的要求。所以很多情

何救助受灾民众上，而发达国家中的动物

况，所需要的畜禽可能来自于邻国或者是

救治行动也受到一定的限制。相反，在后

更远的大陆。前南斯拉夫在 20 世纪 90 年

续的重建工作中一般都涉及了家畜的恢复

代结束战乱后，其重建畜牧生产所需要的

生产——以“再引种”为主。因此，从历

畜禽大部分是从欧洲进口过来的外来品种

史的角度来看，这将成为重要的影响动物 （插文 18）。Hanks（1998）也指出莫桑比
遗传资源的阶段。
如果没有外界的介入，畜牧业的恢复
将会是非常漫长的过程，可能会持续很多

克的重建工程也主要是靠从津巴布韦引入
新的牛品种。
第二个需要我们考虑的问题是新引进

年。而在政府、捐助者或非政府组织等外

的畜禽对当地动物遗传性状的影响程度。

界力量的帮助下开展的再引种将大大加快

对样本群体模型的遗传分析表明，即使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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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数量的引进品种也能对当地品种固有的

此，不切实际的畜牧生产重建政策不仅会

遗传性状产生深远的影响，因为引入新品

影响到遗传资源多样性的保护工作，而且

种后可以发现短时间内当地纯种畜禽在畜

还会影响当地居民的生活。

禽总数中的比例迅速减小（Heffernan and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贴切的

Goe，2006）。影响的大小主要取决于灾后

管理策略对动物遗传资源的保护工作来说

当地农户的饲养习惯，新引进的品种越受

非常重要。它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准

养殖户的欢迎，那么其影响也就越大

备（事件发生之前）
；补救措施（事件发生

（Heffernan and Goe，2006）。
不提倡引入外来品种进行畜牧业重建

过程中）
；恢复（畜牧生产的重建过程）
。
准备工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时，除了要保护当地品种资源的原因之

首先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受灾后应该及时挽

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考虑。例如，上

救濒危的动物品种资源。这一点对于那些

面提到的莫桑比克，在灾后曾经想在短时

发生速度较迟缓，并且在其发生期间就可

间内完成畜禽的引进工作，但是由于引入

以采取保护措施的灾害尤为重要，例如传

外来品种的死亡率太高，引种工程却被严

染病和干旱等发生时的补救措施就很重要。

重拖后（Hanks，1998）。另外，考虑到社

其次采取各种措施建立灾害预防机制，例

会经济环境的影响，大批量引进外来物种

如在易受干旱和严冬雪灾影响的地区建立

这一方法也是不可取的，正如 K h l e r -

饲料储备库——见蒙古国别报告（2004）的

Rollefson（2000）所描述的：

实例。另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应充分认识当

“在许多情况下，大量的引入外

地各个品种的特点以及重要性。许多国家

来品种或者使过量的与外来品种杂交

由于在这方面的工作力度不够，结果导致

将会导致该地区的畜牧生产强烈依赖

灾害发生后不清楚应该优先保护哪些品种。

外来品种供应，而且这些新的品种很

最后一个准备工作要点是可以在远离品种

容易受到生态环境变化的影响。一旦

原产地的地方建立保种场，这样可以保证

社会经济环境变得恶劣，外界不再提

灾害发生时品种资源的绝对安全。

供种群以及相应的服务，那么畜牧生
产将会遭受巨大损失。”
当新引进的品种不能适应当地的自然

灾害发生时，对稀有动物遗传资源开
展的遗传救助行动是十分必要的，而且，
对那些在始发灾难中幸免于难的动物来

环境或者当地养殖户不太喜欢新引进的品

说，生存威胁仍在持续。对许多国家来说，

种时，引种对当地动物的遗传特性的影响

很难在此时开展动物遗传资源的救助行

会小一些。但是更多的情况下，我们很难

动。此时，最有效的措施恐怕就是收集遗

鉴别这两种情况是否存在，从而导致那些

传物质冷冻保存。且只有认清受灾物种的

适应当地自然人文环境的品种丢失。因

遗传特点以及所面临威胁的大小，才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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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18
战后波黑的引种计划
1992 — 1995 年的波黑战争期间，其国内 时还进口了不少冷冻精液。而那些在战争中失
畜牧业生产受到了巨大的影响。牛、羊、猪、 去了大部分生产资料并拥有大面积土地的农户
禽类和马分别损失了 60%、75%、90%、68%
和 65%。萨拉热窝附近的 Busa 牛核心群连同

则可以从银行得到长期贷款用于恢复生产。政
府原本计划每个农户至少可以养得起一头奶牛，

有关该品种的相关记录都毁于战争。波斯尼亚
山马的育种保种工程也中断了。而大量的

但是后来商业资本的注入使每户平均达3～5头
奶牛。尽管新引进来的奶牛的产奶量和产肉率

Sjenicka 纯种绵羊也遭到灭绝。
1996 年，一个为期三年的重建计划出炉

都有很大的提高，但是由于饲料不足、缺乏饲
养管理经验和兽医服务，以及没有相应处理奶

了。根据该计划需要进口60 000头高质量的奶
牛、100 000 头绵羊和 20 000 头山羊。按照计

制品的设施等原因，使引种计划并不很成功。
很多机构都参加了两国后来的畜牧业重建

划第一年共进口了10 000头小母牛，其中6500 工作，而且私人公司也参与了畜禽进口工作。
头的资金来源于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IFAD）
， 尽管没有有关这次引种工作所涉及的动物品种
并且计划实施过程中还得到了联邦农业部项目
执行单位的帮助。其他的动物来源于各国政府
以及相关人道主义机构的捐助。进口母牛来源

详细的记录，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战争和
随后的引种工作使该地区的品种资源变化极
大。例如，1991 年该地区的 Busa 牛的数量高

也很广泛，其中包括匈牙利、澳大利亚、德国
和荷兰等国家。其中有75%是西门塔尔牛、10%

达 80000 头，而到 2003 年仅剩下 100 头。

的荷斯坦黑白花牛、10%的 Montafona（高山褐 更多相关信息见：波黑国别报告（2 0 0 3 ）；F A O
色）牛和5%的Oberinntal（灰色提洛尔）牛。同 （2006c）；SVABH.（2003）。

效提高收集保存的效果。如果这些信息缺

目的是恢复当地的畜牧生产，而不是大量

失，也可以进行遗传物质的收集保存，但

改变以前的生产系统或改变受灾农户的谋

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可能成为动物遗传资

生手段。因此引入的品种应该符合该地区

源保护措施最后的备选方案。

原来的饲养管理习惯以及自然条件。否则

由于相关部门筹备畜禽种群资源的引

错误的引种将会导致发生很多问题

入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灾后重建工作可 （Etienne，2004）。
能持续较长时间。对决策者来说，首要任

相反，在应付慢性事件时，我们有更

务是确定引入畜禽的品种，引种原则一般

多的时间和机会做出正确的决定。此前，

以不改变当地原来的饲养体系和习惯为

有很多向灾区引进奶牛品种并取得较好效

准。比如，如果在一个灾前不饲养奶牛的

果的例子（Etienne，2004）。但是灾区劳

地方大量引入奶牛品种可能会导致引种失

动力相对匮乏以及资金不足等因素也是需

败。对于急性灾难暴发地区来说，其引种

要考虑的问题。因此在制定引种计划时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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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考虑到这些限制因素与当地的饲养条

经研发了各种措施对疫病进行综合性防

件。此外还要考虑到当地农户对引进品种

治，其中包括疫苗接种、限制动物流通，

的反应。这一点尤其重要，它不仅关系到

甚至屠杀某一区域内的所有易感动物等。

畜牧生产重建工作是否能够成功，也关系

但是问题是很多疫病都是流行性的，会在

到遗传资源保护工作能否顺利完成，因为

动物贸易过程中传播到其他国家。由于人

后者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农户的饲养习

畜共患病的存在，也迫使人们采取更加严

惯（Heffernan 和 Goe，2006）。

厉的措施来控制这些烈性传染性疾病。近

急性灾情暴发后存在的另外一个重要

几年在世界很多地区都发生了破坏力较强

问题是很难准确评估损失的畜禽数量，而

的传染性疾病，尤其是高致病性禽流感

且所评估得出数据的可靠性也不高。只有 （HPAI）的暴发使各国政府以及相关国际
获得准确的损失数据，才能更好地开展引

机构更加关注传播性疾病的防治工作

种工作。在有些情况中甚至要根据这些数 （FAO/OIE，2004）。
据来决定所引进畜禽的来源，是应在灾区

这些传染性疾病威胁动物遗传资源的

收集有关动物，还是应由其他省市，甚至

主要原因是，其致死性和相关的捕杀动物

是国家引进外来品种。因此灾后应该详细

的政策会给受保护畜群带来的毁灭性的灾

确认各个品种动物的损失情况，然后再综

难。当然，有些时候，疫病的影响可能会

合各个方面的因素，如欲引进品种的可获

较为隐蔽。畜禽通常在某一特定的，它们

得性、时间的紧迫性等，确定最终适宜的

比较适应的环境中进行产品生产或提供服

引种方案。

务。如果环境发生变化，如出现新的动物
疾病或采取相关的控制疾病措施使经济负

4 疫病控制措施

担加重等，现有的畜禽饲养模式则可能需
要修改、取代或废弃，而与之有关的畜禽
品种则会面临被淘汰。除了疫病对畜牧生

世界各地的畜牧业生产无不受到动物

产造成的直接影响外，由于贸易和食品卫

疫病的制约，它们不仅导致动物生产能力

生等相关要求的原因，疾病控制的有关限

的下降，动物死亡，而且还影响养殖户的

制和花费也会增加。虽然这里讨论的焦点

经济收益，甚至危害人类的健康。因此有

是遗传侵蚀面临的动物疫病威胁，我们还

必要对疫病进行控制和预防。动物疫病给

应认识到，在许多情况中，正是由于疾病

养殖业以及遗传资源保护工作带来了很多

的存在限制了其他易感外来动物的引入，

危害。某些严重流行性疾病会引起疫区患

从而迫使人们继续使用地方品种。

病畜禽的大量死亡。也正是由于流行性疾

近些年暴发的新型流行性疾病已经导

病给畜牧业生产带来的巨大危害，人们已

致很多动物死亡或者被捕杀。2003—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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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泰国暴发的 HPAI 导致 3 000 万只禽类

的暴发，促使该国屠杀了将近 700 万头生

死亡（农业与合作部，2005）。仅仅在2004

猪（OIE，2005）。2001 年英国暴发的口蹄

年 1 月到 6 月期间为了控制疾病的继续蔓

疫（FMD）也使英国屠杀了将近 700 万头

延就有 1 800 万只禽类被捕杀，占当时该

绵羊、猪和牛（Anderson，2002）。1997

国存栏量的 29%（农业与合作部，2005）。 年在贝宁暴发的非洲猪瘟（AFS）导致该
而同一时期，越南和印度尼西亚也分别损

地区37.6万头猪直接死亡，而为了控制该

失了约4 300万和1 600万只禽类，分别占

疾病的发展，政府又被迫屠杀了 1.9 万头

两国存栏量的 17% 和 6%（Rushton 等， 生猪，使当时该国的生猪存栏量仅仅剩下
47万头（OIE，2005）。近些年暴发的其他

2005）。
1997 年典型性猪霍乱（CSF）在荷兰

烈性传染病还有：1997年安哥拉暴发的牛

表 40
近年来重大疾病造成的相关动物死亡数量与比例
疫病
非洲猪瘟
非洲猪瘟
非洲猪瘟
非洲猪瘟
禽流感
禽流感

年份

国别

1997
1998
2001
2000
2003
2003/4

贝宁湾
马达加斯加
多哥
多哥
荷兰
越南

动物数量（千头）
淘汰
18.9
0
2.2
10
30569
43000*

占总数量的比例（％）

死亡

淘汰

死亡

375.9
107.3
15
0
76.2

4
0
1
3
30

80
7
5
0
0

17
禽流感
2003/4
泰国
29000**
15**
禽流感
2003/4
印尼
16000*
6
禽流感
2000
意大利
11000
0
9
0
禽流感
2004
加拿大
13700
0
8
0
牛传染胸膜炎（普通牛）
1997
安哥拉
435.2
0.2
12
0
猪瘟
2002
卢森堡
16.2
0.04
20
0
猪瘟
1997
荷兰
681.8
0
4
0
猪瘟
2002
古巴
65.5
0.7
4
0
猪瘟
2001
古巴
45.8
1.5
4
0
猪瘟
1998
多米加
8.7
13.7
1
1
0
7
0
口蹄疫（普通牛）
2001
英国
758***
口蹄疫（猪）
2001
英国
449***
0
8
0
口蹄疫（绵羊）
2001
英国
5249***
0
14
0
口蹄疫（绵羊）
2001
荷兰
32.6
0
3
0
口蹄疫（普通牛）
2002
韩国
158.7
0
8
0
资料来源：死亡率数据来自 OIE（2005）；动物数量数据来自 FAOSTAT。
*Rushton 等（2005）
，只有淘汰的数据，没有因病死亡数据；**FAO（2005b）
，数字包含淘汰和因病死亡两部
分；***Anderson（2002）
，数字包括和母畜一起被屠宰的新生小羊羔和小牛崽，而无法得到这部分的确切数据，
因此，实际被淘汰的数据可能要更高。

129

第一部分 畜牧业生物多样性状况

第一部分

触染性胸膜肺炎；1 9 9 8 年多米尼加和

年 生活在 K u c h i n o s h i m a 岛上的

2001/2002 年古巴暴发的典型性猪霍乱； Kuchinoshima牛大约有三分之二死于流行
非洲多个国家相继暴发的非洲猪瘟；2001

性疾病。赞比亚的报告表明，在过去10年

年爱尔兰和荷兰，以及2002年韩国暴发的

里生活在该国的牛，尤其是本土品种深受

口蹄疫（OIE，2005）。详细情况见表 40。 科立多病的危害，该国南方某些省份的牛
但是疫病对遗传资源的影响常常很难评

存栏量下降达 30%（Lungu，2003）。而英

估，因为很难获得针对各个品种的相关信

国因为建立了良好的珍稀物种保护机制，

息。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当死亡

能较好地对各种疾病和灾害给动物遗传资

动物数量比例较大的时候，其影响较大。 源带来的影响进行了细致分析。在英国，
为了指出不同疫病造成的影响不同，除了

为了控制2001年暴发的口蹄疫而实行的屠

原始死亡数据外，表40中列出了各物种中

宰措施也威胁到了很多濒危品种的生存，

死亡或淘汰动物占全国总量的比例和年

但是受到影响的各个品种的情况以及受威

份，近来暴发的重大疾病所造成的相关动

胁程度都有详细的记录。表41所列就是在

物死亡数量比例也在表中列出。

该次口蹄疫事件中受影响的品种名单。

然而仅仅凭借某种动物的死亡数量并

同样，口蹄疫在荷兰暴发时，政府也

不能准确的评估动物遗传资源受到的影

淘汰了一些濒临灭绝的动物，如生活在

响，因为当某一品种仅仅在某一疫区有分

Veluwe 国家公园的 Schoonebeker 绵羊

布的的话，这种品种的遗传资源就将会受
到很大的影响。而且如上所述，动物遗传
资源所受的影响大小还受到灾后重建工作
好坏的影响。

表 41
2001 年英国暴发口蹄疫时的受影响品种
品种

母畜总量 损失的繁殖

由于没有特定品种的分布情况以及受
影响程度的相关数据，评估动物遗传资源
所受到的影响很困难。例如在博茨瓦纳的
Ngamiland 暴发的一次牛传染性胸膜肺炎
的控制过程中，就发生过在没有弄清疫区
品种分布相关数据的情况下，屠杀了34万
头牛（博茨瓦纳国别报告，2003）。但是，
已经有充分的数据表明各种疫病和灾情，
甚至是之后的重建过程都曾经给动物遗传
资源带来很消极的影响。
2003 年的日本国别报告表明，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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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繁殖 估计 2001 年
母畜（%）

牛
Belted Galloway
Galloway
Whitebred Shorthorn
绵羊
British Milksheep
Cheviot（South Country）
Herdwick
Hill Radnor
Rough Fell
Swaledale
Whitefaced Woodland
资料来源：Roper，2005。

1 400
3 500
120

approx.30
25
21

1 232
43 000
45 000
1 893
12 000
750 000
656

<40
39
35
23
31
30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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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herlands，2002）。另外较特别的例子

再也看不到散养的禽类，看不到漫步的、

是海地克里奥尔猪，20 世纪 70 年代典型

成群结队的鸭子（FAO，2005b）。而那些

性猪霍乱席卷了加勒比地区的众多国家

小型的养殖户由于在应对禽流感时面临困

（FAO，2001b），其中海地分别于 1979 年

难重重，他们的命运也很不明了。

和 1982 年两次运用屠杀的方式来抑制疫

马达加斯加国别报告中也指出，为了

病的传播，但是这样却也导致克里奥尔猪

控制非洲猪瘟，该国不再鼓励以本土品种

在该国灭绝。而后该国重新从美国引进约

为主的散养模式，而鼓励集约化养殖。斯

克猪、汉普夏猪和杜洛克猪来重建养猪

里兰卡开始意识到散养方式可能会造成日

业，但是后来发现这些引进品种并不能很

本乙脑传染给人类。然而英国在这方面是

好地适应当地散户饲养的管理模式。最后

个例外，为了保持品种资源的多样性，该

又引进了Gascon×Chinese ×Guadeloupe

国在2001年暴发口蹄疫后，个人饲养的家

Creole猪的杂交品种，该杂交品种猪基本

畜数量反而增加了（英国国别报告，

上 能 适 应 当 地 环 境 （ 海 地 国 别 报 告 ， 2002）。
2004）。

另外，由于某些品种对某种传染病比

而发生在东南亚的高致病性禽流感则

较易感，这可能会很不利于这些品种的保

更清楚地说明了烈性传染病是如何改变了

护。例如，由于一个即将灭绝的羊品种个

一个地区的养殖体系。与集约化养殖厂里

体内经常缺乏对绵羊疯痒病的抗病基因，

主要饲养的杂交品种不同，乡下农户饲养

欧盟认为限制该品种羊的饲养也许会有效

的一般都是各种本土品种。而为了预防集

控制此病。但是作为一个已经在欧洲存在

约化养殖厂暴发烈性传染病，一般会在养

250 年的流行病，它在近几年的暴发绝对

殖厂周围建立“无禽区”
（FAO，2004a）， 不会仅仅和该品种羊有关。但是考虑到人
这样就会影响到周边农户的饲养结构。另

类的健康问题，仍然有很多人在鼓动尽快

外为了减少禽流感的发生，政府甚至会对

采取严厉措施限制该品种羊的饲养。也许

一些涉及到禽类使用的社会文化活动加以

利用基因工程的方法可以改进这些有缺陷

干涉，这也无疑会限制农户饲养禽类。例

的基因型（Townsend 等，2005）。

如，有些国家已经颁布法令禁止饲养禽流

尽管目前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说明这一

感的易感动物以防止暴发禽流感，同样也

点，但有些情况下似乎不是疾病本身而是

禁止诸如斗鸡等涉及禽类的社会文化活

采取的措施最终导致遗传资源的保护工作

动。不再提倡在稻田里面放养鸭子等传统

受阻。通过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可以越

养殖方式，因为在这种养殖方式下，鸭子

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疫病防治措施和遗传资

会到很远的地方觅食。总之由于高致病性

源保护方面之间的矛盾。例如，2003年欧

禽流感的发生，今后在东南亚地区很可能

盟颁布的法令指出，饲养在实验室、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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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和野生动物公园等圈养起来的动物，如
果确认没有被感染可以免予屠杀，因为有
证据表明这些圈养的动物不会对外界构成

5 结论

威胁（EU，2003b）。
2001年的疫情发生后，英国政府颁布

还有很多影响到动物遗传资源的因

法案指出饲养在疫区3千米以内的珍稀品

素是我们不能轻易改变的。例如，那些不

种家畜，其畜主可以为这些家畜申请免予

可预见的，整个养殖业生产格局的变化

屠杀（MAFF，2001）。为了保护深受禽流

和一些突发性事件等。另外，也不能期望

感之害的亚洲珍稀家禽，人们一般采取提

将动物遗传资源放在食品安全、人道主

前接种各种防治疫苗的办法。为了避免绵

义灾难救援或重大动物疫情控制能凌驾

羊疯痒病危害珍稀动物品种，还在继续相

于食品供应安全、人类健康和疫病防治

关研究（townsend 等，2005）。

等工作之上，但是还是可以采取措施尽

为了尽可能降低疫病造成遗传资源损

量减少它们之间的冲突。不幸的是，很多

失，目前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例如，对

情况下遗传资源保护给未来畜牧业发展

受严重威胁的畜禽可以采取冷冻保存其遗

所带来的好处以及 AnGR 动物遗传资源

传物质的方法加以保护。其他的保护措施

所面临的困境都被人们忽视了。这导致

还包括在不同的地点饲养那些濒危畜禽品

很多政策的制定没有考虑保护那些已经

种，且地点选择最好为那些畜禽饲养密度

受到威胁的品种而是仅仅考虑怎样提高

比较低的地方；在各种品种混养的养殖厂

经济效益。

内，把需要保护的品种分离出来单独饲

出现这些现象的基本原因很多时候是

养；不断更新品种资源数据等（德国国别

人们对遗传资源本身的特点和价值认识不

报告，2003）。

够。他们不了解这些品种资源的基本分布

但是以上所有措施都是建立在一个

区域、所处的养殖环境，以及饲养管理水

共同的基础之上的，那就是必须有各个

平和政策变化等可能对这些品种造成的影

品种的详细统计资料，这些资料应该包

响。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及时察觉即将到

括品种的特性、受威胁程度，还有它们的

来的威胁和危害。

地理分布，以及所涉及国家和地区的养

因为缺乏品种层次上的危害程度大小

殖水平和养殖习惯。这样又回到了动物

方面的数据，我们很难统计出疫病对动物

遗传资源这个老话题上。另外还要做到

遗传资源的影响，但是我们知道有很多动

的一点就是，应该在危机到来之前做充

物在疫病流行期间死亡，而更为严重的是

分的物质和思想准备来保护遗传资源不

疫病暴发后要淘汰更多数量的动物，这比

受危害。

疫病本身造成的损失还要大。最近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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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方面的努力下人们在控制疫病的时候

传资源产生的负面影响。

开始考虑动物遗传资源这一因素，但是

上面所提到的各种措施在很多情况下

这还是远远不够的。2001 年欧洲各国发

不仅能减少遗传资源继续流失，而且还能

生口蹄疫期间，保护动物遗传资源的工

促进对动物遗传资源的充分利用，从而更

作仍然很难开展，即使在有着保护遗传

加促进家畜产业的健康发展。

资源良好传统的欧洲，也有几个品种因
为淘汰政策受到严重影响。要在控制疫
病过程中对动物遗传资源实行保护，还

参考文献

需要有法律保障才能实现。现在欧洲在
这方面已经有所进展，但是可以推测，今
后的控制疫病和动物遗传资源保护这两
种措施还会发生不小的冲突。要想保护
动物遗传资源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要改
善品种特点等相关信息缺乏的状况，制
定更加详细有效的方案。
疫病和其他灾害对动物遗传资源的影
响还没有详细的记录。然而之前的经验表
明，灾后畜牧业重建工作对动物遗传资源
的影响很大，因此制定相关措施时应该特
别慎重，避免给动物遗传资源带来负面影
响。
总结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要想做
好动物遗传资源保护工作，必须从几个方
面同时着手干预。这些措施主要包括以下
几个方面：
●

首先弄清 AnGR 的特性以及其分

布情况。
●

在采取各种干预措施以及灾后重

建措施之前，要先预估它们可能给动物遗
传资源带来的影响。
●

继续改善疾病防治与灾后重建过

程中所采取的各种措施，减少其对动物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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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在农业产业化前期，畜禽品种不得不适应当地环境并实现多种功能，
因此它们多种多样。但是，受日益增长畜产品需求的驱动，畜牧业迅速转
向集约化和特殊化生产系统，在这种条件下，生产环境受到控制，生产力
特性也集中到物种和品种选育的标准上。
有限数量的高产品种满足了产业
界对动物遗传资源（AnGR）的需求，从而趋向于品种间和品种内有限的
遗传多样性。
尽管集约化生产系统在经济上具有重要性，且发展迅速，世界畜牧业
仍具有高度多样性的特点。
集约化和产业化生产系统满足了畜产品食物日
益增长的大部分需求。但是，饲养家畜也是许多小生产者维持生计的一个
重要来源。帮助这些牲畜饲养者改善生活水平仍然是一个重要目标。实现
食物安全和与生计相关的目标的同时，
还要保护自然资源是一个主要的挑
战，例如水、土壤肥力和生物多样性，解决诸如温室气体排放的负面影响
等。这个挑战要求对目前动物遗传资源的选择和利用进行严格的评估，这
种评估对生产情况来讲并非总是最佳的，
其中信息不畅影响了合理管理策
略的产生。
本部分综述了畜牧业变革的动力和生产系统相关的发展趋势。同时，
也介绍了畜禽饲养和环境之间主要的互作。最后，重点论述了动物遗传资
源利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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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19
生产力的概念
当讨论某一特定品种或生产系统的相对价 到了净利润的 81%（Bosman 等, 1997）；在印
值时，有必要对“生产力”概念进行仔细定义， 度尼西亚高地混合农业生产体系的牛饲养中占
否则会产生误解。首先必须要指出
“高生产力” 到了 23%（Ifar, 1996）；在埃塞俄比亚东部高
和“高产”之间的差异。严格地说，
“生产力” 原小农户奶山羊饲养中占到了 11% （Ayalew
或“效益”是一个衡量从单位投入中获得产出
量的指标。它可以被定义为某一产品的投入—

等, 2002）
。在混合型农业生产体系中，肥料是
另一个重要产出物，而在计算畜牧生产总利润

产出比, 例如，以货币形式衡量的牛奶销售收
入与牛奶生产成本之比。饲食农作物副产品

时往往被忽视。埃塞俄比亚的研究显示，从饲
养山羊中获取的肥料占到了其毛利润的 39%

（如秸秆）的牲畜，其产量低，但生产成本也 （ibid.）
。Abegaz（2005）的研究也显示肥料产
出的利润十分可观，在埃塞俄比亚东部高原混
低，因此，它们的生产力未必低。
使用广义的生产成本概念计算生产力，会
导致不同的计算结果。例如，如果将环境成本

合型农业生产体系中，获取畜禽肥料和动物役
力是当地畜牧生产的主要目的。

计算在内，在工业化生产系统中饲养的高产畜
禽，其生产力就不会像现在这样高。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不只是在热带地区或
贫困地区畜牧生产才有多重价值，在相对富裕

全面衡量畜牧生产产出也是一个重要方 地区，关于生产力的争论一样存在，且主要集
面。饲养牲畜具有“财政功能”和“保险功能”
， 中在环境问题上（Van De Ven, 1996; Schiere
对于没有能力获取其他资源的牲畜饲养者而
言，这两点功能尤为重要。曾有人试图量化财

等, 2006a）
。这再一次强调了要用更广泛的视
野评价生物多样性的价值，而不仅仅是只评价

政功能和保险功能的价值，将其计算在畜牧生
产的净利润中。例如，有研究指出，在尼日利

牛奶产量或牛肉产量的潜力。

亚西南地区的肉羊饲养中，上述功能的价值占

由 Hans Schiere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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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变革的
动力
1 需求的变化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以来，世界范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至 90 年代晚期，发展

围的肉奶消费量迅速增长。发展中国家占

中国家的肉奶消费总的年增长率分别为

这种增长的很大份额（图 37），发展中国

6% 和 4%1。

家的家禽和猪肉消费量的增长尤为突出。
1

估计了 1983 — 1997 年期间的综合年增长率。

在1980年，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占世界
总人口的 3/4，但只消费了世界肉奶总量
的 1/3（表 42 和表 43）。据估计，到 2030

图 37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肉类消费的变化
千克 / 人 / 年

资料来源：1980，1990 和 2000 年数据来自 FAOSTAT；2015 和 2030 年数据来自 FAO（2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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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将占世界人口的

牛肉 2.2%，第三位是羊肉 2.1%。就整个

85%，直接消费世界肉奶总量的2/3。日益

世界而言，截至2030年禽肉消费的年增长

增长的需求强烈地刺激了生产。在 1999/

率将为2.5%，其他肉品的增长率将为1.7%

2001 — 2030 年期间，FAO（2006a）估计

以下。中国、印度和巴西的增长率特别高，

发展中国家的肉品和奶品生产的年增长率

这些国家的绝对生产量和增长活力意味着

将分别达到2.4%和2.5%；而整个世界肉和

它们在世界畜产品市场的明显优势将继续

奶的增长率将分别达到 1.7% 和 1.4%。但

增加。消费的高增长遍及整个发展中国

是预计人均消费的增长将减弱，特别在非

家，但是，在“畜牧革命”的程度上考虑

洲撒哈拉地区、近东和非洲北部，以及消费

地区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差异也很重要。例

量已经很高的国家，例如发达国家或拉丁

如，位于非洲撒哈拉地区国家的肉、奶和

美洲（主要是肉品）
。除了非洲以外，据估

蛋的消费水平在过去 10 年里一直停滞不

计 2030 年以后，人均消费量将以缓慢的速

前（FAO，2006f）。而且，对单一商品的

度增长，因为消费者要求更好的平衡日粮。 需求在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地区之间将存在
因此，这将减少产量的增长：在 2030 —

巨大的差异。中国在整个消费量增长近两

2050年期间，发展中国家的肉奶生产的年

倍的肉品方面遥遥领先，这种增长主要集

增长率将分别为 1.3% 和 1.4%。

中在禽肉和猪肉。印度和其他南亚国家将

在发展中国家，新增的肉品消费的70%

大大增长整个奶品的消费量。

为猪肉和禽肉，而在发达国家此数据为

人类选择食物的正当理由是复杂的：

81%。据估计至2030 年，发展中国家的禽

是个人和社会能力以及喜爱影响了多重目

肉消费的年增长率将达 3.4%，第二位是

标和决策，对食物的喜爱也在快速变化，

表 42
2000 — 2050 年期间肉品消费的预测趋势
生产
人均消费
1999/2001 年
1999/2001
2030～2050 年 1999/2001 1999/2001 2030～2050 年
地 区
[1000t p.a.] ～2030 年期间 期间年增长
年[kg] ～2030 年期 期间年增长
年增长率
率[% p.a.]
间年增长率
率[% p.a.]
[% p.a.]
[% p.a.]
非洲撒哈拉地区
5 564
3.3
2.8
9.5
1.2
1.4
近东 / 北非
7 382
3.3
2.1
21.9
1.6
1.1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31 608
2.2
1.1
59.5
0.9
0.7
南亚
7 662
3.9
2.5
5.5
2.7
1.9
东亚
73 251
2.1
0.9
39.8
1.5
0.9
发展中国家
125 466
2.4
1.3
26.7
1.2
0.7
世界
229 713
1.7
1.0
37.6
0.7
0.5
资料来源：FAO（2006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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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2000 — 2050 年期间奶品消费的预测趋势
地区

生产
人均消费
1999/2001 年
1999/2001
2030～2050 年 1999/2001 1999/2001 2030～2050 年
[1000t p.a.] ～2030 年期间 期间年增长
年[kg] ～2030 年期 期间年增长
年增长率
率[% p.a.]
间年增长率
率[% p.a.]
[% p.a.]
[% p.a.]
非洲撒哈拉地区
16 722
2.6
2.1
30.6
0.5
0.6
近东 / 北非
29 278
2.3
1.5
88.5
0.6
0.6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58 203
1.9
1
122.4
0.7
0.5
南亚
109 533
2.8
1.5
82.3
1.5
0.9
东亚
17 652
3.0
0.6
13.1
2.1
0.7
发展中国家
231 385
2.5
1.4
53.1
1.3
0.7
世界
577 494
1.4
0.9
94.2
0.4
0.4
资料来源：FAO（2006a）
。

日粮在质量和数量上的变化随着国家变富
和人口不断城市化而加快。
1.1 购买力

增长的城市中心相吻合。
1.2 城市化
城市化被确认为是畜产品人均消费的

在影响畜牧业生产变革的各种因素

第二个主要影响因素（R a e ，1 9 9 8 ；

中，文献一致表明购买力是其中影响最

Delgado等，1999）。城市化伴随着习惯食

大的因素（Delgado 等，1999；Zhou 等， 物消费方式和巨大的生活方式的变化，
2003）。随着购买力的提高，畜产品的消

包括体力活动水平的明显下降。在城市

费也随之增加。但是，收入的提高对日粮

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食物进食的量

的影响程度在低 、中收入人群中最大

性变化伴随着食物的质量变化。这些变

（Delgado 等， 2002）。无论从个人水平还

化包括从以谷物为主的食物变成含有高

是国家水平来讲，都是这种情况（Devine， 动物蛋白质和脂肪的能量食物，以及糖
2003）。因此，总体说来，动物类产品的

和糖为基础产品的消费增加。这种趋势

人均消费在高收入人群中最大，在强劲经

可以解释为城市中心的较广泛的食物选

济增长条件下的低、中收入人群中的变化

择和日粮的影响，以及对方便食品和食

也最大。无疑这些人群在全球并非平均分

物品味的喜爱（Delgado 等，1999）。食品

布 ，前 者 集 中 在 经 济 合 作 与 发 展 组 织

市场的组织和家庭制备主食都趋向于消

（OECD）国家，而后者大多集中在经济增

费加工过的和事先准备好的食品，包括

长迅速的地区，例如东南亚、中国沿海省

街道大排档食物。例如，预包装、事先加

份，印度的 Kerala 和 Gujarat 邦和巴西的

料煮熟的肉品正吸引着城市消费者（King

圣保罗省。这两种人群的分布与快速经济

等，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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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20
伊比利亚猪在西班牙的持续利用——一个成功的案例
伊比利亚猪一度是西班牙分布最广的猪品

求，而是该品种传统栖息地的有限范围。

种。该品种体格强壮、有采食牧草的能力、耐
饥饿的能力及耐受极端温度的能力，十分适宜

传统生产系统也引进了技术革新——改善
草地质量以及更有效地利用作物秸秆。进行了

在当地粗放生产条件下饲养。传统的养猪方法
促进了 dehesa 地区的维持，dehesa 地区被欧盟

许多研究以增加该品种的营养、管理、行为学、
形态学、遗传特性和肉品质量方面的知识。

认为是符合天然习性的森林放牧生态系统，其
一部分地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生物保

截至 2002 年，伊比利亚猪母猪的数量增
加到 193 000 头。大部分群体增加数量是在品

护区。在这些地区，饲养伊比利亚猪一直具有
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意义。

种原产地以外的较为集约化的生产条件下，但
仍有 16.3% 在粗放系统下饲养。

但是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大规模引进
外来品种导致了许多西班牙家畜品种的减少，
包括伊比利亚猪。由于产量低和与疾病控制
相关的问题，传统的猪生产系统萎缩。截至

资料来源：Provided by Manuel Luque Cuesta 和
Vincente Rodríguez Estévez。

1982 年，伊比利亚猪母猪的数量降至只有大
约 66 000 头。
自那以后，开发了一个非常成功的销售体
系，把市场重点放在传统系统下育肥猪的肉品
质量，在这个系统中，动物在不补饲的情况下
自由采食牧草和橡籽仁。其产品高含不饱和脂
肪酸，具有非常高的食用价值。目前人们对该
肉品的需求很高：传统系统生产的育肥猪的价
格比常规方式生产的猪的价格高 160%，干制
火腿的价格高出350%~500%。事实上，进一步
增加这种产品产量的主要限制因素不是缺乏需

Rae（1998）提出，中国在一个规定

费方式的最重要因素，那么在地方水平

的支出水平条件下，城市化对人均消费水

上，其他因素也是十分重要的并且影响

平有正面的影响，同时也使消费支出的数

也很大。例如，与泰国相比，巴西的人均

量边界性增加。城市化和收入增加的作用

收入水平略高，然而，泰国的城市化水平

与迅速经济增长的城市中心相吻合，创造

比巴西要高，但是，巴西的人均畜产品消

出畜产品需求的热点。

费水平几乎是泰国的 2 倍。相反，人均收

1.3

消费者的品味和喜爱

如果购买力和城市化是影响人均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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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因素在起作用，包括自然资

一个动力。更准确地说，在日益增长的畜

源丰富程度。拥有海洋资源是一方面， 产品需求条件下，它们影响了生产者和生
拥有畜牧生产的天然资源是另一方面，二

产系统的相对竞争。

者使消费趋势向相反方向发展。人群的乳

2.1 家畜和畜产品的流动

糖不耐受性限制了乳品的消费，特别是在

跨界畜产品贸易已经从 20 世纪 80 年

东亚。文化原因，包括宗教，进一步影响

代初期的 4% 增加到目前的约 10%。在贸

了消费习惯。如在南亚人均肉品消费水平

易额方面，发展中国家是前20位主要出口

低于收入水平。宗教的影响也体现在喜爱

国和进口国（FAOSTAT）
。发展中国家的

某些物种和产品类型方面。这样的例子包

主要出口畜产品是活畜和牛肉、绵羊肉、

括不吃猪肉的穆斯林和非常喜爱红肉的马

山羊肉、猪肉、马肉、鸡肉和鸭肉，鲜奶

赛人（Maasai）
。这些不同因素形成了消费

和浓缩奶，以及猪和牛饲料；而大量进口

者喜爱的丰富形式，也影响了消费者评价

的产品包括牛肉、绵羊肉、鸡肉、鸭肉、鲜

畜产品质量的方式（K r y s t a l l i s 和

奶和奶粉、黄油、动物饲料和活畜，包括

Arvanitoyannis，2006）
。

牛、山羊、绵羊、水牛和鸡。

近期，其他机构因素也影响了消费方
式 。第 一 个 是 在 经 济 合 作 与 发 展 组 织
（OECD）
国家中
“相关消费者”
（Harrington，

家畜市场有四个结构性发展（FAO，
2005b）：
●

国际市场链：从一个国家向另一

1994）的出现。这些消费者的消费模式不

个国家的零售商和消费者供应畜

仅受市场和风味的影响，而且受到对保健、

产品。这些国际市场链要么由大

环境、道德、动物福利和发展等问题关注

型零售商控制，例如超市，要么由

的影响。这些消费者趋向于减少或停止消
费某些特殊畜产品，或选择认证产品，例

经营专门商品的进口商控制。
●

外资直接投资创建的链：供应国

如 天 然 草 场 或 有 机 肉 品 、奶 品 或 鸡 蛋

内市场，主要是城市市场的纵向

（Krystallis 和 Arvanitoyannis，2006）。政

综合市场链。它们典型地由大型

府促销活动也是消费趋势的潜在动力。

零售商控制，例如国际或国内超

（Morrison 等，2003）。

市或快餐食品公司。
●

2 贸易和零售

受全球化影响的国内市场：全球
化对消费者需求和行为的影响导
致了国内市场链的回应，而不是
纵向综合市场链。例如乳品加工

日益增长的国际贸易以及大型零售商

商、快餐食品链和餐馆增加了市

和综合食物链的提升是畜牧业变革的另外

场产品的多样性，但并不是纵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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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市场链的一部分。

在一年不同时间里根据相对价格从国内市

增加本地市场：一方面是地理集

场向地区性市场转移。虽然这些市场并不

中和国内专业化（见下面），另一

完全相同，它们的要求和影响却有一些共

方面是城市化，这就导致了在国

同特点。

家水平增加畜牧产品（以及饲料
资源）的转移。

增加的和长距离贸易需要标准和法规
来保证食品安全性和减少交易成本。食品

随着全球化，国际和国内市场可以连

控制和认证系统必须高标准。除了国际机

接起来。例如在家禽市场内不是所有分割

构（例如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和食

肉都被出口，不出口的分割肉可以在国内

品法典委员会（CAC））颁布的健康和安

市场销售。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养猪生产者

全标准以及法规外，零售商可能还有额外

插文 21
克服面向小规模市场的乳业发展的限制因素
据估计，到2025年，发展中国家对奶的需
求将增加 25%（Delgado 等，1999）
。促进小规
模奶牛饲养业发展，有可能创造新的利润增长
点，例如使小规模生产者收入增加和食品安全
水平提高。粮食生产和肉类生产都只会产生阶
段性回报。甚至非常小规模的乳业生产都会产
生中等但是长期的收入。缺乏长期收入是贫穷

饲养和市场需求方面知识的限制，受到缺乏支
持服务（兽医服务和人工授精）的限制，也受
到缺乏生产和加工技术的限制。很明显，有许
多小农户的牛奶生产成本和恶劣基础设施使其
乳品生产没有竞争力。但与此同时，也存在许
多有利于小型奶牛饲养业发展和成功的因素。

人们一直建议用面向市场的乳品企业
（MODE）的方法作为乳业发展的样板。牛奶
农户的主要问题。
发展中国家迅速增长的乳品进口向发展小 或生产者小组是基础的切入点，发展是有风险
规模奶牛饲养提出了挑战，从1998—2001年， 的，要逐渐向市场方向移动，这样小组成员能
乳品进口增长了43%，据预测乳制品进口将继 够做出符合市场的很好的决定。MODE方法由
续增长。但是，有一些有利于当地生产者的市
场发展。据印度国家乳业发展局的报道，市场
需求使本地发酵乳制品的生产从 1999/2000 年
度的 26 623 吨增加到 2003/2004 年度的 65 118

下面三个步骤组成：
（1）创建小组并运作；
（2）
记录收益有限的低水平的活动；
（3）实施面向
市场的方法。其他重要的需要考虑的方面包括

地方市场的重要性，人们常常忽略地方市场而
吨，黄油的生产从 1999/2000 年度的 2 008 吨 过分强调出口的潜力；需要开发适当的机构，
增加到 2003/2004 年度的 4 496 吨（NDDB， 以保障牛奶收集、加工和市场系统不排挤小农
户；将乳业发展与国家畜牧发展政策联系起来
2005）
。
小农户进入奶牛饲养业，常常会受到缺乏 的可行性政策环境。
用于奶牛、饲料和设备投资资金的限制，受到
缺乏水资源和电力的限制，受到缺乏有关乳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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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MODE 方法的详细信息，参见 FAO（2006e）
。

第二部分 畜牧业发展趋势

的技术要求。这些要求包括对特殊分割

及中美洲部分地区和墨西哥、东南亚和欧

肉、胴体大小和重量、瘦肉率、奶的脂肪

洲中南部，截至2000年早期，超市销售额

含量、鸡蛋颜色的要求，或者标签使用指

达到这些地区食品零售总额的 3 0 % ～

定的语言或用特殊信息进行标注。可能也

50%。第三个阶段，超市扩展发生在20世

有有机生产或高动物福利标准的要求。在

纪 90 年代晚期，受到影响的国家包括中

相互连接的市场中，高档市场的标准可能

国、印度和俄罗斯联邦，以及一些中南美

由低档市场实施，但一般来说低档市场对

洲、东南亚和非洲国家。截至21世纪中期，

这些标准的监控将不如高档市场严格。

超市销售额达到这些地区食品零售总额的

全球化市场有增加国民收入和创造就

10%～20%。

业机会的潜力。对于生产者和贸易商来

跨国资本进入农产品链，特别是发展

说，发展中的国内市场可以为人们的生计

中国家的零售业和加工业，改变了从供应

选择提供灵活性和较大的多样性。但是， 商购买农产品的方式，进入了产品细分，
全球化的市场是惟一的。只有部分生产者

再向消费者流通的方式。由于这些新的流

满足市场准入所需的要求，小生产者会发

通机构和大型零售机构要在它们之间，甚

现获得这些要求的知识和进行必要的投资

至与传统供应商和传统批发商在国内市场

是十分困难的。例如许多非洲生产的食品

上竞争市场份额，它们必须提供具有竞争

不能满足国际食品安全和质量标准。这就

性的价格。它们只有通过降价以维持或扩

阻碍了非洲大陆增加地区内和国际间农业

展市场份额。

贸易的努力，进而许多农民也失去了改善
经济状况的机会（De Haen，2005）。
2.2

大型零售商的崛起和食物链的

垂直协调

同时，它们必须按照主要市场所需求
的一致性的产品质量在配送方面进行竞
争。生产商看来，“质量”的概念是复杂
的，其属性也随时间而改变。一方面其定

超市在发展中国家的迅速扩展是最近

义根据零售商的策略而改变，另一方面也

几年的事情。只是在最近 5～10 年才在发

随文化影响而改变。它包括食品安全、营

展中国家的不同区域以不同的速度发展起

养和与产品的商业分类相关的属性

来。Reardon 和 Timmer（2005）将超市在 （Farina 等，2005）。大型零售商需要从供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描述为三个阶段。第一

应商（生产商）那里获得固定数量和稳定

个阶段，发生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涉

质量的农产品的可靠供应。

及拉丁美洲和东亚（中国除外）
、欧洲中

在大型零售商控制的垂直—综合链

北部和南非，当时超市的销售额仅占这些

中，采购过程趋向于向中心采购系统转

地区农产品零售总额的 5%～10%。第二

换，包括在商品种类或专门市场链方面使

个阶段，发生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涉

用专业批发商。大型超市链可以通过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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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畜产品市场标准和小规模生产者的含义
过程标准
牛奶的超高温处理（UHT）
政府要求
进口商和超市要求的屠宰场
危害分析关键控制点
有机农产品，认证机构建立
的标准

积极因素

消极因素

清楚明了的规定过程

检疫的行政费用
设备和培训投资可能排除了小农户

清楚明了的规定过程

对小生产者可能不确定

以质论价。可小规模实施
（例如智利的蜂蜜生产）
有利于劳力集约化的系统

认证机构在发展中国家较难建立，认证费用
高。未经组织的小生产者难以实现

生产性能标准
肉品沙门氏菌水平，生产情
况差要受到财政处罚
混合标准
活动时间和产品质量的合同
农业要求

通常根据发达国家严格的消费者要求制定
标准。没有满足标准要求的保障方法。除非
给予补助，否则试验费用难以承担

以质论价。投资和现金流动
支持。可以资助克服风险，
例如 HPAI 暴发后再购买牲
畜。技术支持

如果不能使产品符合质量标准就有可能损
失整个市场。并非所有的生产者都符合要求。
如果不能达到“等级标准”，就是社会的耻辱

资料来源：FAO（2006d） p. 20。

喜欢的供应商系统来选择符合质量和安全

发或发现质量问题而关闭。小农户生产者

标准的生产商，以降低交易成本。

和小型贸易者能力有限，且没有规避损失

成为综合链一部分的生产者可能面临

的能力。

合同安排的变化（例如成为专职合同农
民），援助水平增加且优质产品也可获得
高价，但是，如果合同条款没有得到满足

3 正在变化的自然环境

或零售商倒闭，风险也更大。这特别适用
于为了满足产品产量、安全性和质量要求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 2 （M i l l e n n i u m

的特殊化农民（表 44）。典型地说，小股

Ecosystem Assessment）得出结论，生态

东利用企业的多样性来抵御风险，在几个

系统的退化在本世纪前半部分可能变得更

企业投入了相对小的投资，但是如果为了

加严重，这是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一个障

满足一个零售商的需要，要求他们在一个

碍。例如，近几年的气候变化，特别是地

企业投资更多的话，抵御风险就变得十分

区温度的上升，已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

困难。对安全性和质量要求更高的全球化
市场风险更大，因为整个市场会因疫病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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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特别是诸如非洲

的影响将有很大差异。畜牧业也会被影

撒哈拉地区的旱地环境。生态系统退化

响。如果农业受到破坏导致粮食价格上

加剧了发展中世界的贫困和食物不安全

涨，畜产品价格也将提高。一般来说，与

问题，特别在最贫困国家。全球气候变化

种植业相比，集约化家畜生产管理系统似

在由各种因素造成的资源退化的背景下

乎更容易适应气候变化。但是，草原生产

发生，这些因素包括一些农业技术和投

系统有所不同，在草原生产系统中，家畜

入物的使用。

更依赖于草地的生产力和质量，据预测，

气候变化可能对全球环境造成了明显

草地生产力将下降并变得更不稳定。此

的影响。一般来说，气候变化越快，损失

外，粗放生产系统对家畜疾病和寄生虫病

的风险就越大。据预测，到2100年世界平

的严重性和分布的变化更为敏感。据预

均海平面将上升 9～88 厘米，将有可能引

测，气候变化对旱地粗放生产系统的负面

起低洼地区洪涝灾害和其他损失。气候区

影响是很大的。

域可能向极地和垂直受到破坏的森林、沙

进而，适应气候变化影响的有效性主

漠、草地和其他生态系统推进。其结果是

要取决于地区资源的丰富程度（IPCC，

许多生态系统将受到影响，有的物种可能

2001）。这对发展中国家内部以及较发达

面临灭绝（IPCC，2001）。

国家和次发达国家之间气候影响的分布具

社会将面临新的风险和压力。在全球

有明显的含义。与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

范围内，食品安全将不会受到威胁，但是

期国家相比，发达国家可能在适应气候变

一些地区可能经历食物短缺和饥饿。水资

化的效率上更高一筹，特别在热带和亚热

源将因世界降水和挥发形式的改变而受到

带地区。气候变化将在资源丰富度最差和

影响。物理基础设施将被破坏，特别是海

农民适应能力最差的地区产生最大的负面

平面上升和极端气候事件的影响。这对经

影响。

济活动、人类定居和人类健康将产生许多
直接和间接的影响。贫困人口和处于不利
环境下的人是对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最为

4 技术进步

脆弱的人群。
全球农业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将面临许

技术进步是另一个促使畜牧业变革的

多挑战，情况可能因气候变化更为恶化。 动力。运输和通讯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全球
超过 2.5℃的温度上升可能减少全球的食

市场的开发，将生产系统推广到家畜远离

物供应并造成食品价格上升。一些农业区

饲料来源的地区。其他一些技术进步使得

域将受到气候变化的威胁，而其他地区有

畜牧生产环境的控制水平不断提升。这方

可能获益。气候变化对作物单产和生产力

面的例子包括建设技术和制冷系统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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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但其中育种技术和营养技术的进步起

陷），以及标记协助选择和基因渗入。包

到了最关键的作用。

括克隆、转基因和体细胞材料的转移在
内的较新的生物技术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饲料

（参见本报告的第四部分的第四章和第五

饲料技术的进步允许制备“较理想

章）。有关生物技术的应用，能足够保护

的”日粮以满足猪、家禽和奶牛不同生产

和保证潜在利益实现的科学、政治、经济

周期或不同饲养阶段的营养需要，对畜牧

和机构基础在大多数国家还没有到位。

生产产生了重要影响。除了技术发展和粮

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不是技术上是否可

食价格下降以外，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

行，而是在什么地方和怎样使生命科学

一直流行的一种趋势是促进畜牧饲养实践

和生物技术为实现更为持续的农业贡献

的改变。除了这个时期的需求增长，供应

力量。

也没有落后。
在 1980 — 2004 年的 24 年中，谷物的
供应总量增长了 46%。按实际硬通货币

5 政策环境

（美元不变价）计算，粮食的国际价格自
1961年以来降低了一半。在价格下降时扩

畜牧业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变革来回应

大供应的主要原因是现有作物种植区的集

上述的驱动力，这些变革将在下面按农作

约化生产和较小程度上一些地区的种植面

系统进行描述。简言之，一方面畜牧业有

积的扩展（就全球而言，在同一时期谷物

朝产业化方向发展的广泛趋势，包括规模

的收获面积减少了 5.2%）。

增大、集约化、垂直协调和日益增长的对
商业投入的依赖，而同时一些系统只受产

遗传、繁殖和生物技术

业化趋势的少量影响。后一种系统不占

新生物技术与提高的计算能力的结

生产增长的主流。但是，它们包括广泛的

合使得遗传进展的速度加快，特别是将

生产实践和经济目标。它们主要面向家

动物遗传资源改造以获得高饲料转换率

庭消费、当地市场、利基市场（n i c h e

的商品猪和商品家禽。繁殖生物技术，例

market）或提供环境服务，且依赖于粗放

如人工授精（AI）和胚胎移植（ET），使

的生产方式。

遗传材料的蔓延速度大大加快。这些技

畜牧业的公共政策可以看作是上述

术已经在发达国家广泛应用，但在发展

驱动力的一种助动力，影响着畜牧业为

中国家则应用较少。分子遗传学的进步

实现一整套特定社会目标的变革。要考

产生了新的动物育种技术，例如基于基

虑到市场的状态、现有的技术和自然资

因 的 选 择 （ 主要 是抗病 和 克服 遗传 缺

源（前面描述的驱动力）以及畜牧业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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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来设计和调整政策。发达国家和发展

其他隐形成本。

中国家的经验证实，放牛吃草方法（a

在国家和地方水平正发起机构和技术

laissez-faire approach），简单地说是退后

变革的政策，这些不仅仅只由国家政府

完全让市场动力发挥作用，并不是一个

发起。其他利益相关者，包括农民协会、

可行的选择 。在没有有效政策的情况下， 发展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在强化机构和
3

提高畜牧业生产的许多隐形的成本归根

促进可增加生产、符合标准和小规模生

结底都由政府和公众买单，例如清洁环

产者的市场准入的技术方面常常起到重

境，为贫穷的传统养畜者扩展安全性网

要的作用。
影响畜牧业的主要法规和政策框架包

络和经济机遇以及保护兽医和公众健康
不受威胁。
从这个立场来说，公共政策既是畜牧

括:
●

业变革的驱动力，又是对畜牧业变革的反

资法规、产权法规（包括知识产权）

馈。在任何时候，存在的和正在执行的政
策是畜牧业变革的驱动力，而正在制定的

和定型“投资期货”的信贷法规；
●

政策是对变革公开反馈的一部分。本章节
总结了影响畜牧业的广泛政策。

劳动政策，包括影响劳力费用、农
民工就业和工作条件的法规；

●

进技术变革。在通常情况下，价格政策

移动性、安全性和迁移政策，特别
是影响畜牧生产的移动方式，例如

是由国家政府掌管的领域。使用贸易政
策、汇率、税收和补贴和直接干预相结

有关所有权和获得土地和水资源的
机构和法规框架；

●

政策制定者逐渐认识到影响畜牧业
变革的三个主要杠杆：价格、机构和促

一个国家的市场法规、外资直接投

草原畜主；
●

决定相对竞争力和生产水平及实践

合，可能为生产者建立底价或为消费者

的奖励政策框架，例如经济合作与

建立零售价，这样的政策试图使价格反

发展组织（OECD）国家农场补贴

映实际成本并鼓励其符合法规，同时也

（2003 年为 2 570 亿美元），对提高

与其他目标例如农村发展相一致。在没
有这样的政策干预的情况下，投入物常

生产水平做出了重要贡献；
●

常被低估，例如土地和水资源，而畜产

卫生标准和贸易政策，如前面所讨
论的，其对竞争力和国内和国际市

品的价格常常不能反映环境受到破坏和

场的准入都有直接的影响；
●

环境政策影响了农场实践，并在有
限的程度下，提高了环境法规不严

本章以下段落摘自FAO畜牧政策简要“对畜牧
革命的反馈—畜牧业公共政策案例”。http://www.fao.
org/ag/againfo/resources/en/pubs_sap.html。
3

格或尚未实施的国家的畜牧生产的
相对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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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22
新兴世界食品经济的状况和趋势
人口增长放缓：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人

灌溉抽水量将提高 14%。1/5 的发展中国家将

口的年增长率为1.35%，据预测，在2010—2015
年期间，人口的年增长率将降为1.1%，在2045

面临缺水问题（FAO ，2002a）
。
增长的农业贸易赤字：发展中国家的农

— 2050 年期间，人口的年增长率将降为 0.5%
（UN Habitat，2001）
。

业贸易顺差正在萎缩，到 2030 年将变为大约
310 亿美元贸易赤字，谷物和畜产品进口迅速

收入增加和扶贫 *：据预测，发展中国家
的人均收入年增长率将从2001-2005年期间的

增加以及植物油类和糖类贸易顺差下降。
城市化：实际上，所期待的 2000-2030 年

2.4% 增加到 2006 — 2015 年期间的 3.5%。据
预测，贫困的发生率将从 1999 年的 23.2% 下

期间的世界人口增长都集中在城镇地区（UN
Habitat，2001）
。在目前城市化速度下，早至

降到 2015 年的 13.3%。
平均食物摄入量将增加但是饥饿仍将非常

2007年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相等，此后城市人
口将超过农村人口。

高：发展中国家人均日热量摄入量将从 1997/
日粮转变：日粮的量变和质变速度将随
99 年的 2681 千卡提高到 2015 年的 2850 千卡。 国家变富和人口日益城市化而加剧，在发展
在“商业照常”的情况下，营养不良将从 1992
年的 20% 下降到 2015 年的 11%，但是，营养

中国家，人们的日粮结构将逐渐转向高能量
日粮，将大大增加从畜产品（肉、奶和蛋）、植

不良人口绝对数字的降低仅为中等，从 1990/
92 的 7.76 亿降到 2015 年的 6.1 亿，远远没有

物油和糖（程度较低）获得食物热量。发展中国
家人均肉类消费量已经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

达到世界粮食峰会的目标。
农业生产增长速度放缓：农产品需求的

每年11千克提高到2003年的26千克；油料作物
产品从 5.3 千克提高到 9.9 千克。对动物来源饱

增长，也是生产的增长，将由于人口增长放缓
和在食物消费已经很高地区的消费增加幅度的

和脂肪的摄入量的增加，食物中添加食糖量的
增加，复合碳水化合物和纤维摄入量的减少，水

降低而放缓。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生产年增
长速度将从1989—1999年期间的3.9%下降到

果和蔬菜摄入量的减少都是非传染性疾病（例
如心血管病和糖尿病）发生增加的根本原因。

1997 — 2015 年期间的 2.0%（FAO，2002a）
。
市场结构：农产品系统正在从以家庭农
产品组成的变化：在1997—2015年期间， 场和小规模相对独立公司为主的产业向与生
发展中国家的小麦和水稻生产将缓慢增长（分
别为 28% 和 21%）
。但是，粗粮的增长速度将

产和流通链紧密相连的较大公司为主的产业
转换。食品零售对消费者的责任日益增加，更

会很高（45%）
，植物油和油料的增长速度将为
61%，牛肉和小牛肉将为 47%，羊肉和羔羊肉

注重服务，产权更全球化，与此同时，投入物
供应和产品加工业更加牢固，更加集中，更加

将为 51%，猪肉将为 41%，禽肉将为 88% 和牛
奶及乳业将为 58%（FAO，2002a）
。

一体化。有力的证据有超市的兴起和世界许多
城市地区食品采购方式的改变，如拉丁美洲

生产增长主要依赖单产的提高：单产的提 （参见 Reardon 和 Berdegué，2002）
。
高将占生产增长的70%，土地的扩展占生产增 * 这些数字是将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值得一
提的是贫困发生率的降低在地理分布上是不平衡的，
其中东亚进步最大，非洲撒哈拉地区进步最小
（FAO，2002b）
。
中国家的可耕地将增长约 13%（1.2 亿公顷）， 资料来源：FAO（2005c）。

长的 20%，其余是通过提高作物的集约化程
度。但是，根据 FAO 的预测，到 2030 年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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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的反馈
在畜牧业产业化趋势广泛的同时，驱

以共享特点为基础的畜牧生产单元的

动力的重要性和个别发展的速度在国家之

分组是在总体种类中理解共性因子的一种

间和地区之间存在差异。进而，发展道路

方法。对畜牧生产系统进行分类的方法是

取决于影响相应生产系统的外部和内部因

因分类目的、规模和是否有相关数据而

素。为了适应正在变化的条件，农民可以

异。一个重要的标准是对自然资源库的依

采用以下五个广泛的农场策略之一：

赖和联系。这个标准导致了起初对以土地
为基础的系统和无土地系统的区别

●

农场或畜群扩展；

●

生产或加工多样化；

●

现有生产方式集约化；

1996a）。后一个术语描述了家畜饲料既不

●

在农业和非农业中提高非农场收

来自于农场内部也不来自于放牧草场，而

入的比重；

是购入的或从外部获得的。以土地为基础

在一个特殊的农作系统内退出农

的系统常常又根据土地利用细分为以草地

业界（Dixon 等，2001）。

为基础的系统和以作物为基础的系统。这

●

（Ruthenberg，1980；Jahnke，1982；FAO，

无论畜牧生产者在过去或将来采用了

种区分也与这个系统中畜牧业的相对经济

哪种策略或策略组合都取决于他们寻求生

重要性密切相关。在这些种类中，还可以

计的情况。这些情况在农业生态环境、社

以特点为基础进行细分，例如农业生态

会经济条件、基础设施和服务状况、文化

区、生产规模、流动性、与市场相关的位

和宗教实践、政治和机构环境和发展政策

置或自给和商业的比例。分类系统可以根

方面都存在差异。甚至在外部情况类似的

据创始人的目的和观点的角度而存在很大

地区，个体农场 / 农户的发展选择都存在

差异。例如，由 Doppler（1991）制定的

差异，这取决于他们的资产和处理事务的

更加面向经济的分类方式是首先按照市场

能力以及将来生活的动力。要考虑所有这

和自给的比例进行区分，然后又根据生产

些因素以及它们怎样影响特定的发展策略

因子的稀少程度进行细分（D o p p l e r ，

并不是本章讨论的范畴。因此，在畜牧业

1991）。Schiere 和 de Wit（1995）建议，

生产系统水平上对驱动力的反馈做一般性

根据二维矩阵来区分农作系统。第一维与

的讨论。

家畜和作物的相对重要性相关，分为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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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为主的系统、混合系统和以作物为主的

自作物秸秆或残渣。在只进行畜牧生产

系统。第二维根据农作的方式进行定义， 的系统中，无地家畜生产系统又与以草
区分为农场面积的扩展，低外部投入农业

地为基础的系统相区别，无地家畜生产

方式（LEIA）、新保护方式（有机农作方

系统载畜量为每公顷农田 10 个家畜单位

式等）和高外部投入农业方式（HEIA）。 （LU）以上和10%以下饲喂动物的干物质
由 Seré和 Steinfeld （FAO，1996a） 来自农场内部。混合农作系统又进一步
提出的畜牧生产系统分类方法在本章中被

划分为混合雨育系统和混合灌溉系统。

大量引用，起初分为两个大类：只进行畜

在混合灌溉系统中，有10%以上非畜牧农

牧生产的系统和混合农作系统。只进行畜

场生产产值来自于灌溉地。以土地为基

牧生产的系统与混合农作系统的不同之处

础的系统（包括以草地为基础的系统和

在于，90%以上的生产总值来源于畜牧饲

混合系统）又根据农业生态地区细分为

养活动，而10%以下饲喂动物的干物质来

干旱 / 半干旱、潮湿 / 半潮湿和温带 / 热带

图 38
畜牧生产系统的分布

资料来源：Steinfeld 等（2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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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图 38 展示了三种主要以土地为基

动力考虑，因为它们巩固或阻碍系统的动

础的系统的空间分布，显示了无地系统

态发展。

的高密度分布区域。
以下章节描述了三种主要畜牧生产系

1 无地产业化生产系统

统，即无地系统、以草地为基础的系统和
混合农作系统，主要描述它们的特点、趋
势和对动物遗传资源的要求。在无地系统

1.1 概况和趋势

中，又细分为产业化生产系统和小规模城

对产业化生产系统的描述不可避免

镇周边及农村无地系统 ；在混合农作系统

地涉及关于向畜牧生产的这个类型强烈

中，混合灌溉系统的特点在另一章中进行

转向趋势的讨论。畜牧业的产业化是对

描述。在相关的地方，将基于土地系统重

畜产品日益增长需求的反馈，而这所谓

点描述上述三种农业生态区域之间的区

的“畜牧革命”受到了公众和科技界的强

别。描述了这三个系统的环境影响，并揭

烈关注，用经济术语来说，是畜牧业和整

示了它们对长期可持续性的潜在意义。要

个农业界的最为重要的发展。自 20 世纪

将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作为较长期的内在驱

60 年代以来，农作系统的产业化一直在

4

发达国家方兴未艾。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
这种趋势开始影响发展中国家，并在
这种区分与FAO（1996a）分类方法不同，FAO 期，
区分方法是在无地畜牧生产系统中将单胃和反刍动物 过去 10 年里加速发展（表 45）
。这种趋
系统分开。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小规模城镇周边和城镇
势在单胃动物肉品生产中一直特别明显
畜牧生产者实际上是混合农作农民，因为他们也种植
。
作物，且10%以上的生产总值来自于非畜牧农作活动。 （图 39）
4

表 45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肉品和乳品生产的趋势
生产

发展中国家

发达国家

1970

1980

1990

2000

2002

1970

1980

1990

2000

2002

人均肉品年产量（kg）

12

14

19

27

28

28

40

60

99

105

人均乳品年产量（kg）

31

34

40

49

51

65

77

83

80

82

肉品总产量（百万吨）

31

47

75

130

139

70

90

105

105

108

乳品总产量（百万吨）

80

112

160

232

249

311

353

383

346

353

肉品产量份额

31

34

42

55

56

69

66

58

45

44

乳品产量份额

21

24

29

40

41

79

76

71

60

59

资料来源：FAOSTAT（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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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反刍动物和单胃动物的肉产量
百万吨

注释：反刍动物肉品指牛肉和羊肉；单胃动物肉品指猪肉和禽肉。
资料来源：FAO（2002a）
。

据估计，全球范围内产业化生产系

禽生产的发展“没有继续下来”，即没有

统占禽肉生产量的 67%、猪肉生产量的

典型的“有机”增长，小规模家禽养殖者

42%、鸡蛋生产量的 50%、牛肉和小牛肉

可以通过这种增长逐步扩展和集约化生

生产量的 7%、绵羊肉和山羊肉生产量的

产。然而，一旦城镇市场、运输基础设施

1%（表 46）。

和服务得到发展，过去通常与畜牧生产没

在经济快速发展和经历人口变革的国

有联系的投资商会进入并建立大规模产业

家里，新的畜产品市场不断涌现。垂直供

化农场，并与现代加工和市场营销方式一

应综合食品链和大型零售商要求满足某些

体化（FAO，2006f）。

食品质量和安全标准。这些新兴市场的需

畜牧生产系统产业化类型的出现依赖

求有利于产业化生产，产业化生产可以在

于一个现存的畜产品市场，有所需的投入

动物饲养、食品加工和交通运输中充分发

物，特别是相对价廉的饲料。有利的政策

挥规模经济和技术进步的优势。特别是家

环境使得这一发展的速度加快，例如畜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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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世界畜牧生产系统的家畜数量和产量（2001 — 2003 年平均）
畜牧生产系统
放牧系统
家畜数量 （百万头）
牛
奶牛
水牛
绵羊和山羊
产量 （百万吨）
牛肉和小牛肉总产量
绵羊肉和山羊肉总产量
猪肉总产量
禽肉总产量
鸡蛋总产量
牛奶总产量

雨育混合系统

灌溉混合系统

产业化系统

406.0
53.2
0
589.5

618.0
118.7
22.7
631.6

305.4
59.7
144.4
546

29.1
9.2

14.6
3.8
0.9
1.2
0.5
71.6

29
4.0
12.5
8.1
5.6
319.2

10.1
4.0
42.1
14.9
23.3
203.7

3.9
0.09
39.8
49.7
29.5
-

合计

1 358.5
231.6
167.1
1 776.3
0
57.6
11.8
95.3
73.9
58.9
594.5

资料来源：FAO（1996a）
，Groenewold，2004。

业的公共投资的增加、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1/2 以上（表 47）。它们在肉品生产总量和

和较高食品安全标准的实施。中国、印度

牛奶生产总量上也占发展中国家生产增长

和巴西，是三个具有不同经济结构和畜牧

的几乎3/4（FAO，2006f）。在这些国家中，

业结构，并在本地区发挥领导作用的发展

无地产业化系统的主要贡献是禽肉和猪肉

中国家，它们在朝产业化方向迈进中贡献

生产，而牛肉、羊肉和牛奶生产主要集中

最大。现在这三个国家占发展中国家肉品

在以草地为基础的系统和混合农作系统

生产总量的近 2/3，以及牛奶生产总量的

中。

表 47
拥有最高肉品和牛奶产量的发展中国家 （2004）
国家群 / 国家
发展中国家

肉类

奶类

肉类

[百万吨]

奶类
[%]

148.2

262.7

100

100

中国

70.8

22.5

47.8

8.6

印度

6.0

90.4

4.0

34.4

巴西

19.9

23.5

13.4

8.9

合计

96.7

136.4

65.2

51.9

资料来源：FAO（2006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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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化过程的特点是三个主要趋势的
结合：集约化、规模化和地区集中。

贸易的浓缩料正日益变得重要。在 2004
年，共有 6.9 亿吨谷物（占全球谷物收获
量的 34%）和 1800 万吨油料（主要是大

集约化

豆）被饲喂给家畜。据预测，这些数字将

畜牧生产的集约化是就大多数投入物

进一步增加（参见图 40）。此外，2.95 亿

而言的。特别是饲料效率在最近几十年得

吨富含蛋白质的农业和食品加工的副产品

到很大改善。传统粗饲料和富含能量的饲

也用作饲料（主要为糠、油饼和鱼粉）。猪

料的使用正在相对下降，可提高饲料转换

和家禽最有效地利用了这些浓缩料。饲料

率的富含蛋白质的饲料和复杂的饲料添加

利用效率最高的是家禽业。反刍动物只在

剂的使用正在增加。随着畜牧生产的集约

谷物 / 肉品比价低的国家饲喂精料。在粮

化，畜牧业越来越少地依赖于本地可获得

食 / 肉品比价高的国家，典型的粮食赤字

的饲料资源，例如，本地饲草，作物秸秆

或谷物赤字的发展中国家，用粮食饲喂反

和未消费的家庭食品。国内和国际都进行

刍动物是无利可图的。

图 40
用作饲料的谷物量的变化 （1992/1994 和 2020 年）

百万吨

资料来源：1992 — 1994 年和 2001 — 2003 年数据来源于 FAOSTAT ；2020 年数据来源于 FAO（2002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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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巴西猪场规模分布的变化 （1985 — 1996 年）

份额

资料来源：De Camargo Barros 等（2003）
。

集约化也促使其他技术的改进，例如

了大大的提高。在 1980 — 2004 年的 24

遗传学、卫生和农场管理。使用高水平

年里，每头家畜的猪肉、禽肉和牛奶产

的外部投入物改变生产环境，包括致病

量分别提高了 61%、32% 和 21%（FAO，

菌控制、饲料数量和质量、温度、湿度、 2006d）。
光照以及动物空间的大小，可以创造条

但是，生产集约化可能使用一整套

件，让高产家畜品种的遗传潜力充分发

现有技术来改进生产，不一定就要产业

挥。目前只使用了较少的高产品种，重

化。对于小农户来说如果得到有利政策

点放在单个产品生产的最大化。由于外

和基础设施的支持，生产集约化对改善

部服务提供者和生产特殊化的支持的增

他们的生计也是有效的策略。例如，印度

加，技术进步正在传播。这还伴随着从

的牛奶生产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以小农户

农家后院和混合生产系统向商业化单一

为基础。合作社运动，如全国乳业发展委

产品作业方式的大量转变。其结果是自

员会已经成功地将小规模农户与正在兴

然资源利用效率和每头动物的产出得到

起的城镇市场联系起来，并且供应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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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动物保健投入物，以及集约化需要的

育肥猪生产的规模经济的潜力要大得多

基础知识（FAO，2006f）。但是，与此相 （Poapongsakorn 等，2003）。由于需要人
反的是巴西，在该国小规模乳品生产者

力多，乳品生产继续是以家庭为基础的生

的数量随国家生产量的提高而减少

产方式为主，通常这些工作可通过使用少

（FAO，2006e）。

于最低工资水平的家庭劳力得到满足。但
是，要使小农生产扩展到超出半自给水平

规模化

仍受到许多障碍的限制，如缺乏竞争力和

除了集约化以外，产业化过程还伴随

风险因子。

着生产的规模化。通过在生产过程的各个
阶段扩展规模使规模化成本降低，从而激

地理集中

发了大型生产机构的产生。其结果是，尽

畜牧生产的地理分布显示了多数发展

管整个行业在扩展，生产商的数量迅速减

中国家的共同形式。传统地说，畜牧生产

少。在许多经济迅速增长的国家里，作业

是以当地可取的饲料资源为基础，特别是

的平均规模正在迅速增加，畜牧生产商的

有限的或无其他价值的饲料，例如天然草

数量迅速下降。例如，图 41表明，1985 —

场和作物秸秆。反刍家畜的分布可以用这

1996年期间在巴西饲养200头母猪以上的

类资源的有无解释，而猪和家禽的分布与

猪场的比例大量增加。

人类分布密切相关，因为它们的作用是转

在选择就业机会有限的地方，家庭劳
力的机会成本低，家畜饲养对贫困家庭很

换废物。
当城市化和经济发展使畜产品需求

有经济吸引力。但是，在其他行业就业机 “增加”时，就会出现大规模畜牧生产企
会得到改善的情况下，劳力的机会成本就

业，在开始阶段位于城镇和都市附近。畜

上升，小家庭农场作业就日益变得无利可

产品极容易腐败，未经冷冻和加工的畜产

图。雇农和无土地家畜饲养者将逐渐发现

品保存给人们提出了许多严重的问题。为

在城区常常有其他就业机会。同样地，小

了减少运输成本，家畜在靠近需求中心的

地主将发现出售或出租他们的农场比种植

地区饲养。因此，畜牧生产在自然地理上

农场更有利可图。

是与饲料资源生产相隔绝的。在以后阶

不同商品和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显示

段，基础设施和技术的发展足以使畜产品

规模经济的不同潜力。收获后行业的规模

能够运至较远的畜产品销售市场。畜牧生

经济潜力就很高（例如屠宰场和乳品工

产受一系列因素的驱动从城市中心向外转

厂）。家禽生产是最容易实现械化的行业， 移，例如，较低土地和劳力价格，比较容
甚至在最不发达国家也有产业化的趋势。 易获得饲料、较低的环境标准税收刺激和
以亚洲猪的生产为例，与仔猪生产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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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在部分亚洲国家每公顷磷总量平均在 10 千克以上的地区，家畜对农用土地总磷供应的估计贡献率
（1998 — 2000 年）

资料来源：Gerber 等，（2005）
，p. 275。

较少的疾病问题。
1.2 环境问题

更为环境友好的集约化生产，但是，其潜
力受到自然资源的未充分估价阻碍。

在许多方面，大规模产业化畜牧生产

通过家畜在很少或根本没有农业土地

是环境影响关注的主要重点。这种情况在

的地区的地理集中使作物和家畜生产脱

没有适当法规框架且系统发展很快的地方

节，导致高水平的环境影响，这种环境影

尤其如此。正如下述讨论将指出的，虽然

响主要与农家肥和废水的管理不当有关

这种类型的农作存在许多问题，产业化生 （Naylor 等，2005）。养分过载是由于多种
产在环境保护方面有某些优势。集约化生

原因造成的：作物过度施肥、鱼塘饲喂过

产方法在饲料效率方面有特殊的优势

分饲料和农业和工业废料的不适宜处置。

（FAO，2005a）。商业化畜牧生产商趋向

在畜牧生产的情况下，养分过载主要发生

于有效利用有价值的资源。这种动机促进

在没有适当地去除或再循环粪便中的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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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这在市镇中心附近常常发生（图42）。 的温室气体（据估计17%的全球气体排放
向大田重施农家肥可以造成硝酸盐和

来自家畜，包括施在农田中的粪肥）
（表

磷酸盐沥滤到水体中的后果。过多的养分

48）。与散布的畜牧产业化生产造成的粪

沥滤到水体中会造成众所周知的富营养化

肥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草场和作物种植地

现象，使藻类生长堆积，从而使其他水生

的重金属污染，如果重金属进入食物链可

生命无氧。在世界的一些地方，脆弱的生

以造成人类健康问题。铜和锌是添加在浓

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宝库，例如湿

缩料中的营养成分，而镉在家畜饲料中是

地、红树沼泽和珊瑚礁受到威胁。在中国

一种污染物。粪肥管理不当也可以造成土

南海，因家畜生产造成的污染被鉴定为大

壤和水资源的致病菌污染（同上）
。

量海藻生长的主要原因，包括1998年的一

产业化畜牧生产产生温室气体（在

次大量海藻生长杀死了沿海 100平方千米

这种情况下为二氧化碳）的另一个途径是

海域 80% 以上的鱼类（FAO，2005a）
。产

相关的长途运输饲料，因为这需要使用化

业化生产系统常常需要储存粪料。在这个

石燃料。但是，对于甲烷，在供应给动物

阶段，氮损失的主要形式是粪肥表面的氨

的饲料为低质牧草时，反刍动物消化引起

气释放（FAO，1996b）
。氨气的挥发可导

的甲烷气体排放较大。因此，由于大量使

致当地环境的酸化和富营养化，从而对脆

用浓缩饲料且使用在饲料转换率方面更有

弱的生态系统如森林有负面影响。家畜粪

效的动物品种，在同等畜产品产量下产业

便也可以产生一氧化二氮，一种特别活跃

化生产对于减少甲烷排放更具优势。

表 48
农业对全球温室气体和其他气体排放的贡献
二氧化碳

甲烷

酸化

氨气

农业资源

土地使用变化， 反刍动物 （15） 家畜 （包括施于 生物质燃烧 （13） 家畜（包括施于
特别是砍伐森林

气候变化

氧化一氮

气候变化

（估计在全球总

气候变化

一氧化二氮

主要影响

酸化和富营养化

农田中的肥料）

排放量中的 %）

农田中的肥料）

（17）

（44）

水稻生产（11） 矿物质肥料（8） 肥料和矿物质

矿物质肥料（17）

肥料（2）
生物质燃烧（7） 生物质燃烧（3）

生物质燃烧（11）

农业排放占大气
总来源的 %

15

预计截至 2030 年 稳定或下降
的农业排放变化

49
来自水稻：
稳定或下降
来自家畜：上升
60%

资料来源：FAO（2002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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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要考虑饲料生产的环境影响。 民（Waters-Bayer，1996；FAO2001a）。总
33%农用土地用于动物饲料生产，其中大

体来看，目前既没有充分了解城市畜牧业

多数为精料（FAO，2006c）。扩展土地面

为牲畜饲养者提供的经济效益的规模，也

积用于作物生产的额外压力可能威胁天然

没有充分了解城市畜牧业在广泛的粮食安

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而且，集约化谷

全中的贡献。在农村无地畜牧生产情况

物和饲料生产是在大量使用肥料和杀虫剂

下，这方面的知识更为缺乏。

的条件下进行的。

小规模无地牲畜饲养者的特点是没有

产业化生产单位的另一个特点是在封

自己的农业用地，也没有大面积的商业放

闭空间内集中了大量的动物。拥挤的条件

牧区域。他们常常是贫穷的，在城镇和城

提供了一个疾病容易传播的环境，除非采

镇周边地区，特别是人口密度高或土地所

取预防性措施。因此，产业化生产单位趋

有权分布不均匀的地区可以发现这些牲畜

向于大量使用兽药，这些兽药如果使用不

饲养者，在农村，他们的生产是以混合农

当也能进入食物链，因此对人类健康有着

作系统为主。

负面的影响。同样，大家畜生产单位的卫

农村无地牲畜饲养者常常高度依赖

生条件要求大量使用化学清洁剂和其他投

于农场外雇工（off-farm employment），常

入物，例如杀菌剂，而如果这些杀菌剂没

常以临时工的形式雇用。畜禽所需饲料

有很好的管理，也是附近环境污染的潜在

从各种途径获得，包括泔水、边缘土地放

来源。

牧、利用废弃食物和副产品，割草并带回
以及购买饲料。与拥有土地的邻居相比，

2 小规模无地生产系统

农村无地牲畜饲养者在饲喂家畜方面面
临特殊的限制因素。他们的家畜生产目
标也不相同，直接利用一些产品的能力

2.1 概况

也较差，例如肥料和畜力。一般来说，小

在经济术语中，与产业化生产系统相

规模农村无地农民在该地区都饲养当地

比，小规模无地生产系统对粮食生产的贡

品种或杂交品种。但是，如果他们参与更

献还相差甚远。事实上，它们的贡献还从

多的商业活动，他们会饲养生产力更高

来没有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过评估。但是， 的品种。
小规模城镇周边 / 城镇家畜饲养正被许多

城镇生产系统最独特的特点是比较接

贫穷和富裕国家的官员、研究人员和开发

近大量的消费者，因此减少了需要长距离

人员发现。对一些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

运输易腐败畜产品的问题。为了从这个优

城市的调查令人吃惊地表明了存在大量的

势获利，自古以来一直在城镇周围和城镇

城镇家畜饲养者，甚至包括一些富裕的市

饲养家畜。参与城镇家畜饲养的原因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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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包括从销售获取收入；饲养家畜的

题的严重性由于不良的动物保健控制标准

乐趣和继续实施传统生计活动的机遇；将

和缺乏适应城镇环境的管理技能而加剧。

饲养家畜的资金积累作为保险的一种形式

家畜还可以引起令人讨厌的问题，例如噪

或作为将来的项目投资；使用自己生产的

音、肮脏、下水管道堵塞、交通堵塞和财

奶品、蛋品或肉品作为食物的补充；以及

产破坏。在接近城镇中心的地方，城镇家

利用可获得资源的机遇，例如剩余食物。 畜饲养的诸多问题趋向于最严重，因为人
家畜还可以提供投入物，例如城镇作物生

和家畜的密度较高，使用荒地进行放牧的

产所需的肥料和畜力。但是，城镇环境对

可行性较低，离周围农田或草场的距离也

家畜饲养者提出了许多限制因素。特别是

较远（Schiere 等，2006）。

对较大家畜的饲养，即便能廉价获得足够

在城镇环境条件下，一些农村无地

的饲料，有限的空间可能是一个问题。城

牲畜饲养者可能还面临因家畜离人类居

镇生产系统常常与周围的农村地区有多种

住地太近而产生的健康问题，接受兽医

联系，如饲料的提供、家畜的供应、传统

服务也非常有限。在农田距离较近的条

和与养畜相关的知识的流动。农村地区的

件下，家畜粪便的处置问题不大。实际

亲戚或收费牧民可以看管城市居民拥有畜

上，农家肥可以是一个可以出售的产品。

群的一部分。家畜，例如奶牛或水牛，可

增加家畜数量可以对无地家畜饲养者利

以在它们生产周期的非生产阶段转移到农

用的边际放牧区域产生压力，造成这些

村，以利用更为廉价的饲料资源（Schiere

资源的退化，尽管所涉及的区域在定义

等，2006）
。这些系统中饲养的畜禽品种类

上规模有限。
趋势

型取决于物种、销售的产品以及农村—城

2.3

镇联动。

一般来说，小规模无地生产只有相对

2.2

环境问题

有限的发展选择。但是，由于农村人口不

在城镇周边和城镇地区的小规模畜禽

断向城市迁移以寻找工作机会，城市贫穷

生产面临一些与产业化生产系统相同的基

人口的数量正在继续扩大。由于就业机会

本环境问题（例如废料处置问题和水资源

常常是有限的和没有保证的，进行小规模

污染）。如果大量的小生产单元集中到一

畜牧生产或农业生产的潜在人口数量还会

个有限的区域，这些问题的规模可以与大

增加。密切农村—城市的联系对于克服饲

规模作业一样严重。此外，环境控制法规

料短缺和利用各地域的相对优势是十分重

的实施可能不力，废物管理的基础设施的

要的。一般来说，贫困城市畜牧生产者不

开发可能也很差。这些系统的另一个特点

会得到很好的兽医服务和其他服务，在许

是趋向于人和家畜居住得很临近。这就容

多城镇和城市饲养畜禽的活动与法律相冲

易传播人畜共患病，例如禽流感。这些问

突。正式市场准入可能受到质量或卫生相

164

第二部分 畜牧业发展趋势

关问题的限制。但是，小规模城市畜牧生

饲养者生产的，他们常常参加相关的遗

产的意义正日益被认识，需要发展适宜的

传改良计划。但是，无地牲畜生产者面临

政策来减少其负面的影响，并支持牲畜饲

提高畜群或禽群生产力的严重限制，特

养者的生计。

别是饲料供应。

畜产品需求的增长看来可以为小规模
城市或城市周边牲畜饲养者提供集约化生
产的机遇。例如，印度就成功地将小规模

3 以草原为基础的系统

无地水牛和黄牛饲养者整合起来，在城市
中心周边收集牛奶。除大型产业化系统以

3.1 概况

外的集约化案例也可以在家禽生产中发现。

以草原为基础的放牧生产系统可在

例如，布基纳法索、老挝、缅甸和柬埔寨， 不适宜农作或边际农作的地区大量发现，
在这几个国家禽肉生产在 1984 — 2004 年

这是低降水量、寒冷或干燥地形、退化

期间分别增加了 169%、84%、1530% 和

的作物种植地已经转化为草场所致。放

106%；分别相当于 17 千吨、8 千吨、153

牧系统可以在温带、半湿润和湿润气候

千吨和17千吨（FAOSTAT）。在城市周边

地区发现，但是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特

的小型集约化系统正在增加，其模式是利

别多。放牧系统养殖的家畜品种必须适

用改良的饲料、遗传学材料和管理实践。 应 环 境 和 家 畜 饲 养 者 的 目 标 和 管 理 实
但是，这种类型的集约化可能只是过渡性

践。恶劣的环境意味着生计常常是不稳

的。一旦需求量增加到足够程度和集中到

定的，并且家畜管理实践不得不适应极

允许更大的经济规模，大型公司将建立起

端的气候条件，以及有限的和不稳定的

来使规模升级。例如在柬埔寨就存在这种

饲料资源。

趋势。

世界的小型反刍动物的 1/3、几乎黄

在亚洲人口已经比较密集的农村地

牛群体的 1/3 和乳用母牛的 22% 都可以在

区，在用于农业的耕地面积不能继续扩

以草原为基础的系统中发现（表 46）。这

大的同时，人口持续增长。在除了农业以

些动物生产了全球牛肉和小牛肉总产量的

外只有有限生计选择的地区，畜禽饲养

25%，全球牛奶总产量的12%和全球绵羊

看来仍然是农村无地贫穷人口的一项重

及山羊肉总产量的32%。小反刍动物的生

要活动。在市场准入的地方，还有从事更

产与其数量成比例，而牛的生产力较其他

商业化活动的机遇，例如乳牛饲养。这种

系统要低一些。

情况发生在印度的乳牛合作社运动，在

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的放牧系统既包括

合作社运动中，有相当比例的送至乳品

非洲撒哈拉地区、北非、近东和中东以及

加工厂的牛奶是由农村无地水牛或黄牛

南亚的放牧系统（表 49），也包括澳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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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不同地理区域的牧场主估计数量
地区

牧场主数量

占农村人口的比例

（百万）

（%）

（%）

12
18
3
12
1
4

8
8
2
7
0.7
1

非洲撒哈拉地区
50
西亚和北非
31
中－东亚
20
新独立国家
5
南亚
10
中美洲和南美洲
5
合计
120
资料来源：Rass（2006）
，按照 Thornton 等（2002）的方法计算。

占总人口的比例

亚较干旱地区、美国和南部非洲部分地区

场是在非常湿润的地区，生产羊毛的绵羊

的牧场类型系统。牧场类型系统的特点是

被养殖于南美、澳大利亚和南非的亚热带

牧场的个人所有权（个人、商业组织或在

地区（FAO，1996a）。这个系统趋向于集

某种情况下集体的牧场）。生产是面向市

中在由于生物物理原因或缺乏市场准入使

场的，通常是牛的生产，将架子牛出售给

作物生产受到限制的地区。

其他系统肥育。亚热带的绵羊和山羊是

温带地区的放牧系统利用高度选育

用于生产纤维或毛皮。与此相反的是，传

的家畜和一系列技术使生产最大化。来

统的放牧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饲养

自温带地区国家的品种也适用于许多热

牛、骆驼、和/或小反刍动物的自给活动。 带高原地区。但是，在更为自给的生产地
一个目标是保证牛奶生产能够供全年消

区或海拔非常高的地区，适应本地的品

费，另一个目标是生产活畜用于出售。由

种和物种是十分重要的。例如在南美洲

于畜产品需求的增长，这一点可能变得

的安第斯山脉，适应高海拔的骆驼物种

更加重要。草原畜群和禽群的移动允许

是十分重要的。同样的，在亚洲的高山地

有效地利用饲料资源；饲料的有无又取

区，牦牛对维持当地人的生计是绝对重

决于不可预料的降水形式。从传统上讲， 要的。
本土机构一直在协调牧民对公共放牧地和

3.2

环境问题

水资源的使用。

放牧家畜常常对环境产生负面的影

放牧系统也可以在一些半湿润或湿润

响。因为在所有的生产系统中，放牧系统

地区发现，大多在南美洲和澳大利亚，在

的反刍动物是产生甲烷的来源，因此使全

非洲也可以发现，但非常有限。生产牛肉

球变暖。实际上，家畜在这个系统中常常

的粗放养牛方式是经常看到的，而水牛牧

依赖低质饲草资源，这意味着这些家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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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大量甲烷与获得的生产水平相关。但

们行动的综合结果是草场的退化（FAO，

是，恐怕这是世人最关心的放牧系统的

1996a）。

“过牧”问题。当然持续过度放牧会使植

不适宜放牧的影响也是温带国家所关

被的组成发生改变，使适口的草种变得越

注的问题，例如在矮小灌木和林地栖息

来越稀少。过度放牧和家畜践踏会使植被

地。但是，经过管理的放牧日益被认为是

减少，导致肥沃土壤的侵蚀和流失。但是， 植物保护的重要工具。例如在英国，人们
近年可以看到一些改变，干旱地区的放牧

利用放牧来促进物种丰富的草原、石南树

系统被人们所理解。人们认为干旱牧场是

丛和湿地栖息地的生物多样性（Harris，

一个非平衡系统，在干旱牧场里，非生物

2002）。在放牧压力下，一些植物物种存

因子（最为显著的是降水方式），而不是

活下来，另一些植物物种则不能在放牧

家 畜 密 度 ，是 影 响 植 被 形 式 的 驱 动 力

栖息地存活下来，还有一些植物物种如

（Behnke 等，1993）。家畜的数量又反映

果在生长季节避免放牧的话，也能存活

了放牧地的有无。由此，从在干旱条件下

下来。由此，根据植物保护的目标，利用

有效利用放牧资源的角度出发，传统游

被管理的放牧来控制植物的分布是可行

牧系统常常被认为是家畜管理的最佳方

的。家畜践踏和拉粪的方式也影响植被

式。在不太干旱的地区，放牧地的有无变

的生长，因此在保护管理时也必须考虑。

化较小，人口密度较大且作物种植更为

遗憾的是，保护者希望控制的植物并不

广泛，家畜养殖趋向于更为定点的方式。 总是对家畜最适口的。在某种程度上，这
放牧的压力更有可能成为影响植被程度

个问题可以通过不同物种和品种的不同

的因子。在这些情况下，过度放牧，以及

采食习性来加以克服。在这种情况下，那

敏感地区的农作和过分采集柴火能够引

些在常规生产中没有经济价值的动物品

起土壤侵蚀和生物多样性损失的问题

种具有潜在的重要的作用。这些品种常

（FAO，1996b）。

常很适应放牧并采食劣质植被，能够在

限制养畜者迁移的趋势更加剧了这些

粗放环境条件下存活，且只需要少量的

问题的发生（参阅下一章节）。不适宜的

管理干预。有各式各样的保护区域，且常

水资源开发或有无饲养家畜的谷物补贴也

常被管理成为野生动物提供马赛克式的

可以导致家畜在某一特定地区饲养时间过

栖息地。因此，放牧的要求可以是非常特

长，因此妨碍了草场的正常更新。另一个

殊的，如果品种的特性非常符合这些要

因子是打乱了公共放牧地进入的传统安

求的话，可以获得最大化的利益。英国的

排。这可以导致家畜所有权和公开进入放

放牧动物项目 5 （G r a z i n g A n i m a l s

牧地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将调动个体家
畜饲养者放牧额外家畜的积极性，尽管他

5
http://www.grazinganimalsproject.info/pilot1024.
php?detect=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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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发

相比，这些限制因素反映在草原生产系

展，这些项目提供了对放牧喜爱程度的

统所生产肉品的缓慢增长（F A O ，

品种特异性信息，以及其他与保护性放

1996a）。

牧相关的品种特性，例如品种抗逆性、饲

尽管地域遥远，草场生产系统也受宏

养要求、与公众的相互关系和商品化方面

观经济、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影响，以及技

的信息。

术和基础设施发展的影响。例如，贸易全

3.3

趋势

像上面章节讨论的那样，许多放牧

球化的增加可以意味着，产自草原系统产
品的营销受到进口肉类竞争的影响，也受

系统的可持续性受到的威胁来自于自然

到日益严格的卫生要求的影响（F A O ，

资源的压力和已经适应的传统管理实践

2001b）。现代武力冲突和许多草原地区

的中断和放弃。同时，大量的人口传统地

的疾病流行破坏了畜群的活动和繁殖。

依赖于自给的畜牧生产，从草原继续寻

机械化运输能够使具有必要资源的养畜

求生计的机会。一般来说，尽管详细估计

者快速转移动物，以寻找适宜的放牧地

十分困难，草原生产力远远落后于种植

或销售地，这种情况在近东和中东地区

业区域。造成这种趋势有许多因素。首

日渐普遍（FAO，1996b）。还有受到潜在

先，草场的集约化常常在技术上十分困

破坏的传统放牧管理制度，这种发展能

难和无利可图。一般来说，生产力的限制

够影响对遗传资源的需求，减少品种特

因素与气候条件、地形、浅薄土壤、酸性

性的理想化，例如，动物的行走能力和促

和疾病压力相关。草场的困难特性可以

进实现更为面向市场的生产目标。机械

以非洲撒哈拉地区干旱和半干旱土地的

化还意味着，驮畜的重要性正在降低，例

放牧系统和农牧系统为例。这些限制因

如骆驼或驴。引入现代兽医药品能够促

素只有在大量投资的情况下才能克服， 进畜群的扩大（FAO，2001b），并使引入
一点一点地干预将无济于事。此外，在非

不太适应本地疾病挑战的外国遗传资源

洲和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大多数草场是

变得可能。

公有制管理，这进一步使集约化生产更

许多因子威胁着游牧家畜生产系统的

加复杂化。没有稳定的机制安排，在这些

可持续性。将作物生产扩展到以前的放牧

地区组织私有投资是十分困难的，因为

地是一种威胁，常常是因为作物生产系统

对个体的回报是与他们在公有土地上饲

中人口的增长（FAO，1996b）。特别有破

养家畜的数量成正比的。在这些遥远的

坏性的是将作物扩展到旱季放牧区域，这

地区基础设施缺乏，这又进一步增加了

是游牧放牧策略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一些

通过个人投资来提高生产力的难度。从

地方，灌溉计划的发展也可以促进作物区

全世界来看，特别是与产业化生产系统

域的扩展（FAO，2001b）。进而，在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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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牧社区，开始作物生产越来越常见，这

重的压力下，牧民不得不放弃草原生

是对以家畜为基础的生计的日益增长的不

计。在不发生剧烈变化的情况下，当家

安全性的反映，也是定居的副产品

畜饲养者适应了困难的条件，品种或物

（Morris，1988）。

种的利用可能改变。例如，由于草原资

因此，总体趋势是离开放牧生产并向

源的枯竭，牧民可以放弃牛而饲养小反

农牧结合方向发展（这是定义不甚准确

刍动物或骆驼来适应环境的变化。社会

的描述半干旱环境的生产系统的一个术

分化的趋势也十分广泛，对畜牧系统受

语，这个系统将作物生产和畜牧生产相

到破坏的不同反应能力促进了分化，分

结合，但是家畜主要依赖于草地放牧）。 化又促进了政策和技术发展的优势的利
例如，在非洲撒哈拉地区，据Thornton等

用。一方面常常缺乏大规模的畜主，另

（2002）预测在今后 50 年里，大量的放牧

一方面贫穷人口越来越多地定居于城

系统将转向农牧系统。但是，在最边际的

市地区周围，这些现象可以使人们不

地区作物生产的长期可持续性值得怀疑， 再 能 够 或 不 再 愿 意 继 续 传 统 的 畜 牧 生
特别是在不适宜的水资源被开发的地区

计 。假 定 草 原 地 区 的 家 畜 品 种 不 仅 适

（FAO，2001b）。在亚洲的高山地区，随

应 了 自 然 环 境 ，而 且 被 选 育 成 能 够 满

季节游牧的路线也被作物种植的扩展日

足 当 地 家 畜 饲 养 者 的 需 要 和 喜 爱 ，这

益严重破坏（FAO，2003）。在传统放牧

样的变化对于动物遗传资源的利用会

区建设栅栏对于安第斯山脉部分地区的

产生明显的作用。

养畜者也是一个问题（参见第四部分第 6
章第 6 部分）。

我们已经概述了朝着传统游牧家畜
生产系统消失方向发展的趋势，必须注

促进定居的政策、对载畜量的调节或

意一些抵消因子。人们日益认识到，
“草

个体草原类型农场的发展也起到一定的作

原畜牧业仍然是一种资源，一种在难以

用（FAO，1996b）。特别在非洲，既为了

开发的土地上廉价生产肉类和奶类的生

保护的目标，又为了旅游的潜在经济效益

产系统”
（FAO，2001b）。还认识到如果

而建立的野生动物保护区，能够将畜牧生

要使这样的系统兴旺发达，需要适宜的

产者挤出传统的放牧地（FAO，2001b）。 草原开发政策（同上）。相同地，在许多
上学和其他的就业机会（例如向城镇区域

边远地区，出现另一种收入来源的前景

移民）可以限制养畜劳力的获得和促进定

是有限的，寻求勉强通过饲养家畜来维

居的趋势（同上）。

持生计似乎给当地人口保留了为数不多

当不同驱 动 力 的 重 要 性 因 地 区 而

的选择之一（FAO，2003）。正如前面所

异，总体的趋势是更多的人在更受限制

叙述的那样，作物生产的扩展不会总能

和管理更不善的放牧地寻求生计。在严

长期持续下去，在一些地区不排除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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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草原家畜饲养（FAO，2001b）。在世界

降（同上）。亚洲和北美洲的中部地区

的某一地区，在集体农庄和苏联时代建

的放牧系统都有很高的重要性，据预

设的基础设施倒台之后，中亚地区最近

测，两个地区也将受到气候变化的严重

就重新回到了更传统的生产系统（同

影响（Phillips，2002）。与全球变暖相

上）。

关的干旱频率和严重程度的增加将加剧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粗放草原系
统也正面临变革。促进家畜草原放牧扩展

旱地生产系统所遭受的压力（F A O ，
2001b）。

（常常以牺牲雨林为代价）的补助大都停

在发达国家的温带地区，放牧系统的

止了（FAO，2006b）。城镇人口对作物主

作用也在变化。对生产系统的需求越来越

食的需求和改良的道路基础设施促进了混

与环境服务的提供相关，家畜本身的相对

合农作向放牧区域扩展（FAO，1996a）。 意义也常常在下降（FAO，1996a）。政策
同时，越来越多的激励措施的到位促进了

关注也与偏远贫穷的农村地区的就业形势

自然资源的保护和环境服务的提供

相关。在一些情况下，适应本地条件的家

（FAO，2006b）。这些发展的反映之一是

畜品种可能受到偏远地区畜牧业生产的低

人们对林业—放牧业系统的兴趣日益增长

利润率的威胁，而低产出的品种常常很适

（同上）。
在今后几十年里，放牧系统也会受
到与全球气候变化相关的温度变化和降

应多元化的用途，例如保护性放牧、特种
产品的生产、或形成农村观光业的一部
分，以吸引游客。

水形式变化的影响。当然，要十分精确
地预测气候变化对畜牧生产的影响还十
分困难。但是，人们期待生长期的变化

4 混合农作系统

能够使适宜农作区域的边界移动。在非
洲撒哈拉地区，据 Thornton 等（2002）

4.1

预测，到 2050 年，更适宜畜牧业生产的

在整个发展中世界，小农户生产都

混合农作区域将包括东西横跨撒哈拉和

以作物—家畜生产系统为主。在半湿润

苏丹，南北横跨南部安哥拉和中部津巴

和湿润的热带地区，这个生产系统尤其

布韦的带状地区，以及到埃塞俄比亚较

占主导地位，但是，混合农作系统也遍布

低海拔地区的过渡地带。与此相反，一

半干旱、高原和温带地区。混合农作系统

些放牧地，主要在肯尼亚、坦桑尼亚和

所使用的土地取决于雨育作物生产的可

埃塞俄比亚，可期待变成适宜混合农作

能性（表 50），或者在降水量和分布不允

系统。但是，总体来看，非洲撒哈拉地

许雨育作物生产的地区，取决于灌溉的

区的气候适宜作物生产的土地面积将下

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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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0
拥有雨育作物生产潜力的土地
土地表面

适宜雨育作物生产的土地

合计

适宜雨育生产

合计

勉强适宜雨育

（百万公顷）

土地的比例

（百万公顷）

生产土地的比例

（%）

（%）

发展中国家

7302

38

2782

9.8

非洲撒哈拉地区

2287

45

1031

10.0

近东 / 北非

1158

9

99

32.3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2035

52

1066

7.5

南亚

421

52

220

4.5

东亚

1401

26

366

13.1

产业化国家

3248

27

874

19.9

经济转型国家
全世界

2305

22

497

17.7

13400

31

4188

12.8

资料来源：摘自 FAO（2002a）
。

表 51
以作物为基础的家畜系统的主要作物——家畜相互作用
作物生产
作物可以提供反刍动物和非反刍动物利用的各种
作物秸秆和副产品

畜牧生产
大型反刍动物可以提供耕作用的畜力，例如土地准
备和土壤保护实践

休闲耕地或改良的休闲耕地（暂作牧地的休闲

反刍动物和非反刍动物可以提供肥料来维持和改良

耕地）以及在多年生树林下生长的护田作物可以为

土壤肥力。在许多耕作系统中，它是作物营养的唯

反刍动物提供放牧地

一来源。肥料可以施于土壤中，而在东南亚，肥料
施于灌溉蔬菜的水中，而蔬菜根茎又可以被非反刍
动物利用

耕作系统，例如农林间作系统能够为反刍动物提
供树林牧草

畜产品出售和役畜的出租可以提供现金用于购买作
物生产所需的肥料和农药。在树下采食植物的动物
能够控制杂草，这样可以减少耕作系统中除草剂的用量
动物可以成为耕作系统中引入改良牧草的切入点，
从而作为土壤保护策略的一部分。在以农林为基础
的耕作系统中草本牧草可以播种在一年生和多年生
作物、灌木和树下面

资料来源：摘自 Devendra 等（19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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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反刍动物的绝大多数都在作物—

还可以为作物生产做出以上提到的贡献。

家畜系统下饲养：占世界牛群体数量的

购买的投入物也是有限的，例如兽药、饲

68%，占世界绵羊和山羊群体数量的 66%

料或畜舍。

和占世界水牛群体数量的100%。换算成，

但是，全世界有各种各样的混合耕作

占世界牛肉和小牛肉总产量的68%，占世

系统。在发达国家的温带地区，作物—家

界水牛肉总产量的 100%，占世界绵羊和

畜系统与多种用途的家畜没有多大关系。

山羊肉总产量的 67% 和占世界牛奶总产

在这些系统中，生产实践更加集约化，包

量的88%。混合系统还生产世界猪肉总产

括较大量地使用外部投入物和生产力水平

量的57%，禽肉总产量的31%和鸡蛋总产

高的家畜品种，生产目标大都集中在单一

量的 49%（表 46）。

的产出。在一年的寒冷月份饲养家畜是一

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作物—家畜农作系

种挑战，在畜产品需求高和获得高生产性

统的特点是相对低水平的外部投入，并使

能家畜的前提下，农田常常只用于生产特

用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的产品作为其他部

种牧草作物，然后牧草被保存起来，用于

分的投入物（表 51）。作物秸秆提供动物

冬天家畜的补饲（FAO，1996a）。相反的

饲料的来源，而利用动物粪便有助于维护

是，在热带高原的混合系统中，家畜都趋

土壤肥力，役畜又常常可以提供畜力。家

向于具有多种功用，并给农作提供非常有

畜可以为作物生产系统提供集约化的方

意义的支持服务。

式，这种作物生产系统是对劳力或昂贵投

在热带的湿润和半湿润地区家畜生

入物额外要求有限的。营养循环和非再生

产需要良好的环境。除了高温和潮湿

资源的有限利用对环境可以产生相对良性

外，家畜疾病所提出的挑战常常是比

的影响。

较严重的。在这些环境下，家畜的主要

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混合农作系统地区

功能常常也是为作物生产提供投入物。

是世界许多贫困人口的聚集地。全球贫困

在较干旱的环境中，作物生产越来越

家畜饲养者的分布目前并没有被明确地制

困难并充满风险。从提供产品用于出

图标示。但是，据 Thornton 等（2002）的

售或家庭消费的角度看，家畜比作物

粗略估计，大约有 4.7 亿贫穷家畜饲养者

更有意义，还可以提供不同的生计方式

（以世界银行出版的国家农村贫困线为基

以对抗作物颗粒无收的风险。有限的作

础），或有世界贫困人口的 84% 居住在混

物秸秆生产量意味着作为饲料来源的放

合农作系统的区域。对于贫困农户来说， 牧地变得更加重要。动物牵引也十分普
家畜提供了多样化生计活动的方式，它们

遍 。家 畜 可 以 将 草 地 的 营 养 转 换 为 肥

是在需要时可以出售而获得现金的财产， 料，从而对提高农田的生产力做出了贡
家畜也可以提供多种供家庭消费的产品， 献。粪饼形式的燃料是一种重要的家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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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在乱砍伐森林缺乏薪柴的地区尤

需求可以超越传统混合农业的生产能力，

其如此。在这些条件下，将家畜从作物

并导致系统朝特种生产方向转变。用人工

生产地迁离几个月的农牧系统是非常流

肥料代替农家肥，用拖拉机代替动物畜

行的（Devendra 等，2005）。在一些地

力，用有生产力的作物品种生产出较少的

区 ，农 牧 生 产 是 一 种 长 期 延 续 下 来 的

秸秆去饲养家畜。畜牧和作物生产变得越

传统系统。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农牧业

来越分隔开来。在这种情况下，作物和家

生产是由面临变化条件的游牧民或定

畜的营养循环出现了问题，多余的养分可

居农民去适应他们的生计活动而产生的

以渗透到相邻的生态系统中。

（同上）。

与此形成对照，在许多隔离地区，混

4.2 环境问题

合耕作系统可以形成肥力下降的向下的

如果被精心地管理，一般来说，混合

螺旋形。由于人口密度的增加，放牧与

耕作系统被认为是对环境比较温和的系

作物耕作的比率下降，因此，减少了由

统。使用役畜而不是机械耕作和有限地

草场转移来的可利用营养。作物单产趋

使用外部投入物可以减少化石燃料的使

于下降，导致进一步扩展作物耕作和更

用。作物和家畜生产的废品可以通过系

加剧烈的土地竞争。使用役畜可以使作

统的其他组成部分进行再循环。耕地的

物耕作地扩展，因此使问题更加恶化。在

肥力被维持，营养不会流失到生态系统

草地更加限制的区域放牧更多数量的家

中，不会成为污染物。在生物多样性方

畜导致肥力进一步损失和土壤侵蚀。在

面，与放牧系统相比，小农户混合耕作系

没有收入来源支持保护措施和维护土壤

统常常支持树木和鸟类更为丰富的多样

肥力的情况下，将会出现负向循环——

性。粪肥施加于土壤也可以提高土壤微

称之为耕作系统的“内转”的形势

生物和植物区系的多样性。而另一方面， （FAO，1998）。
耕作地附近区域的重牧压力能减少生物

4.3 趋势

多样性。耕作制度的发展还可导致野生

在影响混合耕作系统发展的诸多因

动物栖息地的分片，因此，对生物多样性

素中，包括对畜产品的需求和投入物的

有负面的影响。

有无及成本。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导致

但是，持续性的混合耕作系统常常受

了对肉类和乳制品的高水平的需求，并

到威胁，导致人们对环境更多的关注。这

使一系列投入物供应充足，因此提高了

个系统既受到需求变化的影响，也受到自

畜牧生产的生产力。这就造成了温带混

然资源基地和依赖于它的畜牧生产的相互

合农作系统，特别是欧洲和北美的，向更

作用的影响。关键的问题通常是营养平衡

大型、更机械化农业方向发展的趋势，更

的问题（FAO，1996b）。高水平的畜产品

大量地使用商品饲料、兽医投入物和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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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畜牧生产趋向于越来越专业化地生

放牧家畜的社区放牧地的数量。对限制放

产一个单一的产品，例如肉品或牛奶。而

牧地的反应常常会提高农场作物秸秆用作

且，畜牧生产与作物生产有分道扬镳的

家畜饲料的重要性。由于土地所有规模的

趋势，尤其单胃动物越来越多地集中在

下降，家畜日益实施封闭饲养，饲料的外

无地系统中生产。在这种情况下，适应粗

部来源也被卡断，而从邻近土地获得或购

放条件或适应多种用途的传统家畜品种

买。与上述的需求增加水平相结合，这些

普及性下降，并可能受到物种灭绝的威

发展可导致对购买的饲料投入物的依赖性

胁。

增加，包括谷物或农工业副产品形式的精

如上所述，发展中世界的许多地区正
在经历畜产品需求的非常快速的增长。满

料。在这些情况下，混合系统朝着无地生
产系统演变。

足这种需求的压力导致了在牺牲传统混合

在混合耕作系统中，增加其他选择的

耕作系统的前提下增加无地系统。在经济

可能性以替代家畜的传统功能对动物遗传

发展快速的地区，不同就业机会的创造也

资源多样性有着深远的意义。机械化正在

使得人们离开传统劳动密集型农业生产形

扩展，这在许多地区正导致役畜重要性的

式。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乳制品需求的上升

下降。这一发展对于牛品种的选育有着重

导致了面向城镇市场的商业化小农户乳业

要的影响，对主要用于提供役力的物种的

的发展。这些系统趋向于要求比传统混合

重要性也有着深远的影响，例如马和驴。

耕作系统更高的外部投入，并常常使用外

这种趋向由一些因素所调解，例如燃料价

来品种或杂交动物。

格，役畜作用的下降并不是普遍现象。动

但是，在扩展市场准入有限的地方， 物役力的重要性在非洲的部分地区正在提
特别在非洲撒哈拉的部分地区，与“畜牧

高，以前动物役力在那里受到重质土壤和

革命”相关的影响要小得多。在没有畜产

舌蝇的限制。无机肥料使用的增加也可减

品市场需求的情况下，偏远地区常常面临

少家畜作为肥料来源的重要性。其他家畜

投入物和服务十分有限。而且，对不同家

功能，例如储蓄和运输，也在诸如财政服

畜功能的需求仍然很强烈，例如役力、肥

务和机动车辆广泛普及的地区减少了其重

料和居民储蓄，从而限制了更加商业化生

要性。

产的发展。

正如在放牧系统趋势的讨论中所述，

除需求改变以外，资源压力也带来了

气候变化可能会造成混合耕作系统分布的

混合耕作系统的改变。这种压力能够造成

一些转变。气候变化及与其相关的病虫害

饲料管理实践的改变和动物和作物生产之

和疾病分布的变化也可以导致与作物生长

间关系的改变。在就业机会较少的地区， 或家畜饲养类型转变相关的混合生产系统
人口增长会导致耕作地的扩展和限制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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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养，只进行少量补饲（Dixon等，2001），

5 混合灌溉系统的问题

它们提供了利用泔水和农副产品的一种方
式。自由觅食的家鸭可在水稻田中饲养，
在那里它们可以觅食剩余的水稻、昆虫和

虽然灌溉的直接影响是该系统的作物

其他无脊椎动物。

组成，畜牧生产条件也在许多方面与雨育

灌溉使干旱 / 半干旱地区的全年作物

区域的畜牧生产条件趋于不同。灌溉减少

栽培变得可能。在一些干旱区域（例如以

了作物耕作所获得的产量的差异，还可在

色列），在混合灌溉系统集约化管理条件

缺乏降水限制生长季节的地区延长耕作季

下乳用母牛饲养可以获得非常高的生产力

节。灌溉影响了作物生产的土地利用率和

水平（FAO，1996a）。在其他地区，最显

经济性。反过来，灌溉还影响了家畜生产

著的是印度，混合灌溉系统（常常在半干

所需的投入物（特别是饲料）以及家畜在

旱地区）支持大量的商业的乳牛饲养小农

生产系统中的作用，这对所有方面的生产

户，他们常常饲养水牛或杂交母牛。在这

起到推进的作用（knock-on effect），包括

些系统中营养需求较高，通常缺乏优质饲

动物遗传资源的管理。

料。因此，灌溉饲草生产已经变得日益重

灌溉混合耕作系统在温带或热带高原

要。对于小规模农民来说，由灌溉支持的

地区尚未普及，但是，也可以在地中海国

变化较小的作物生产可减少家畜作为作物

家和东亚的一些温带地区发现（F A O ， 歉收缓冲的意义（Shah，2005）。在大规
1996a）。在亚洲人口密集的湿润 / 半湿润

模灌溉生产经济作物为主的地区，例如近

混合耕作地区水稻灌溉生产十分普及。畜

东和中东的部分地区，也常常支持牛、水

力在这些系统中特别重要，因为需要迅速

牛和小反刍动物的大量群体（Dixon 等，

为下一轮耕作循环准备田地。在东南亚和

2001）。

东亚地区，沼泽水牛（Bubalus bubalus

混合灌溉系统有一些特殊的环境问

carabanesis）在传统上是主要的役力动

题，例如与土壤的涝灾或盐碱化、修建堤

物，但是其作用正受到机械化的不断威

坝的作用等相关的问题，以及被多余养分

胁。在作物残茬上放牧家畜的有限机会意

或农药污染的多余水分的处置问题

味着水牛和牛通常都饲喂切断和运输来的 （FAO，1997），水稻田也是排放甲烷的来
饲草，特别是稻草。但是，作为饲草来源

源（FAO，1996a）。但是，这些问题并不

的作物秸秆的贡献可能受到威胁，这种威

与该系统的家畜成分特别相关。

胁来自于作物的使用主要强调粮食生产而

目前，在发展中国家，约占所有农田

不是稻草，如在这些系统中广泛使用的高

1/5 的灌溉农业占所有作物生产的 40%，

产水稻品种。猪和家禽常常用废弃的食物

几乎占谷物生产的 60%（表 52）。至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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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作物生产规划建议增加灌溉农业的

保证农民的生计 （Dixon 等，2001） 。在

重要性。据预测，灌溉农业将占农田总预

这些情况下，农业活动的多样化，例如渔

计增加量的1/3和谷物生产预计增加量的

业养殖或集约化家畜生产，可能是更依赖

70% 以上。

非农作就业或迁移至城镇区域的唯一选择

在亚洲人口密集的水稻系统中，灌溉 （同上）。一体化系统可提供集约化的规
种植土地的扩展规模较小。农场规模正在

模，例如泰国的水稻 / 蔬菜 / 养猪 / 养鸭 /

变小，甚至集约化水稻生产也常常不足以

养鱼系统（Devendra 等，2005）。

表 52
发展中国家总体作物生产中灌溉生产的份额
份额
（%）

所有作物

谷物

耕地

收获地

生产

收获地

生产

1997/99 年份额

21

29

40

39

59

2030 年份额

22

32

47

44

64

1997/99-2030 年增加份额

33

47

57

75

73

资料来源：FAO（2002a）
。
注释：除一些国家的主要作物以外，只有非常少的有关作物灌溉地的数据，显示在该表的结果几乎完全是专
家的判断。

在世界的一些其他地区，有较大的机

分地区、墨西哥、巴基斯坦和印度及中国

遇扩展灌溉面积。但是，扩展灌溉面积的

的大部分地区（UN Water，2006）。灌溉

可持续性受到水资源使用不当的威胁。正

农业通常是第一个受到缺水影响的部门。

如上面所描述的那样，如果没有仔细的灌

人们日益认识到，发生在许多国家的地下

，从长远来看是不会持
溉管理，会产生负面的环境影响。而且， 水的大量“开采”
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水资源的利用增长率

续的（同上）。因获得水资源引起的冲突

比人口增长率快 2 倍多，短暂缺水影响了

可以发生在地方水平，也可以在国家之间

世界的许多地区，包括近东和中东的大部

发生，例如在河流穿越国际边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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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遗传多样性
变化的意义
在以土地为基础的家畜生产系统中，

畜牧生产的产业化在养猪业和养禽业

畜禽物种和品种是经过广泛标准选择的结

最为先进。特别在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

果，包括与各种环境挑战相关的适应特

养猪生产实现了高度产业化，
少数跨国育种

性。通过消除环境应激，产业化生产系统

公司主宰了整个生产链。
而禽业是畜牧生产

允许在较狭窄的范围内集中选择标准。 所有形式中产业化程度最高的，
目前禽业产
产业化生产系统的特点是生产的标准化

业化生产正向许多发展中国家普及。
乳牛生

以及高度控制的生产条件。这些系统也

产也日益依赖于少数乳牛品种。
这种趋势在

十分专业化：它们使用单一产出量或产

发达国家进步最快。
在发展中世界的大部分

出减少的数量来使生产参数最优化。产业

地区，小型生产者主宰了乳牛业，但是，在

化生产系统动物遗传要求的特点如下：

城镇周边地区越来越多地使用外来品种或杂

●

●

物种和品种适应当地环境的要求

交品种以满足城镇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
受

较低；

需求的驱动，
也可以通过改善动物卫生服务

由于动物在封闭系统中饲养，对

和其他服务以及提高技术来促进这样的变

疾病的抗性和忍耐性要求较低， 化，改善的动物卫生服务和其他服务，以及
农民依赖高强度地使用兽医投入； 提高的技术允许饲养不太适应本地生产条件
●

●

对效益要求较高，特别是饲料转

的动物。
产业化生产系统和相关的民营育种

换率，要使每头动物的效益最大

公司拥有培育符合要求的品种的资源。
他们

化（在产业化生产系统中，饲料成

已经培育出了高度专有化的品种，
在当前消

本实际上占生产总成本的 60%～

费者要求和资源成本的条件下该品种的生产

80%）；

力最大化。
这些发展在家禽和养猪生产中特

由于消费者需求，以及与标准化、 别明显，在乳牛业也出现。其结果是，在畜
体型、脂肪含量、颜色、味道等相

牧生产产业化已经实现了 30～40 年时间的

关的技术要求，对质量特性要求

发达国家已经发生了品种的大量侵蚀
（参阅

更高。

第一部分第二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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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中远或长远来看，产业化系

资源。例如，饲料资源短缺可导致转向饲

统中的品种选择标准需要进行修正。目

养绵羊和山羊，而不饲养大型反刍动物，

前，产业化生产的发生具有以下特点：低

或转向饲养驴而不是牛作为畜力。为了

投入物价格（例如谷物、能量和水）、在

使生产系统可持续，需要提高系统的效

当地缺乏环境和公共卫生政策；以及在

率，特别在土地和水资源的利用方面。而

发展中国家，公共一般很少关注动物饲

且，还需要努力提高作为收入来源的可

养的条件。只有当公共政策到位，以调节

销售畜产品的生产，这样可以获得提高

反映资源社会成本的资源价格，消费者更

系统生产力和可持续性所需的投资（例

加关注动物生产的农业生态和福利方面， 如土壤保持措施）。
经济环境才会改变。

如果要获得较广范围的市场准入，

与产业化生产系统的发展一起，低至

这些系统生产的肉品和乳品将不得不满

中等外部投入物的生产系统继续存在，特

足消费者所需的质量标准。在改善生产

别是经济增长不太快的地区或产业化所需

力特性和维持对当地环境的多种功能和

的资源和支持服务缺乏的地区。这些情况

适应性的同时，要实现这些目标是一项

可以在较粗放环境条件的地区（例如干旱

巨大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当地家畜的

地、山区和寒冷地区）或与城市需求中心

遗传多样性看来是要利用的主要资源。

联系较差的农村地区发现。在这些情况下， 评估个体动物的生产性能应包括以下标
生产系统继续向当地社区提供各种产出， 准：生命周期的生产力（例如每头母畜后
且畜禽通常有多种用途（参见第一部分第

代的数量）、畜群或禽群的经济回报（与

四章）
。畜禽养殖常常与传统的生活和文化

个体生产性能相比）和生物效率（产出 /

方式密切联系，特别是在牧场系统中。因

投入比率）。实质上，如果不考虑期望动

此，低等至中等外部投入物生产系统对动

物生产的特殊环境，品种发展的推荐方

物遗传资源有着特殊的要求。它们依赖于

法的价值将很低。一方面，这种特殊环境

本地品种，或在某些情况下，依赖于杂交

是气候、饲料资源的可获得性和疾病挑

品种或含有本地品种遗传材料的复合品种。 战的组合；另一方面，是这些条件的管理
除了动物遗传资源对生产环境的适应

控制的程度。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情况

性以外，与放牧和混合耕作系统相关的动

使得我们需要许多种类的品种。而且，社

物遗传资源也受到了威胁。问题常常由不

会、经济和文化因素也影响物种、品种、

适宜的畜禽培育政策所引起。而且，在人

产品和产品质量的选择。

口增长和气候变化的情况下，基于小型草

甚至在发达国家或经济迅速增长和基

地的混合生产系统正面临日益增长的资

础设施发展良好的发展中国家，传统、粗放

源压力，这可以威胁到相关的动物遗传

的生产继续形成非正式市场和利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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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he market）
，例如当地的土特产品，高质
量产品和有机食品。
在泰国就有一个本地非

参考文献

正式市场持续存在，据估计泰国20%的家禽
生产将不依赖大型业主。
在欧洲和世界其他
地区的有机农场的特点是作物和家畜的高度
综合化，使用有限的化学投入物，且常常使
用典型的本地品种。在一般情况下，生产的
哲学不允许规模扩大，
这也受到低生产量的
限制，在 2003 年，有机牛奶和鸡蛋分别仅
占欧盟总生产量的 1.5% 和 1.3%。
在以草地为基础的生产系统中，环境
服务的提供日益成为发达国家国家政策的
重点。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者不得不调整
生产实践，使服务的提供最大化而不是常
规畜产品的生产量。品种选育标准不得不
适应这些新目标。所选择的特性将与不同
来源的生物质的消费（草、灌木和树）和
其功能效应相关，例如风景保护、生物多
样性保护、碳截存、土壤保护和养分循环。
品种培育总是高度动态性的，并由特
殊环境和人类需求之间的强烈互作所驱动。
一个更依赖于物种内差异（品种多样性）而
不是依赖于额外物种驯化的大量遗传多样性
是经过长时间的培育而形成的。近来，产业
化生产过程导致了遗传资源库的缩小。但
是，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正是遗传多样性向
养畜者提供了寻找与生产系统的特殊要求相
匹配的遗传资源的机遇。同时，生产系统现
存的多样性保证了高度多样性的家畜遗传资
源的利用。要做到这一点的一个先决条件
是，需要提供与品种相关的必要信息，且保
证遗传材料的索取和交换畅通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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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遗传资源管理能力状况

导 言
本部分利用国别报告提供的信息，分析了国家在动物遗传资源管理
方面的能力。着重分析了区域差别及其存在的弱点，确认了战略行动重
点。根据国别报告提供的信息的性质和深度，每部分的分析方法都有所
差异。
第一章分析了国家动物遗传资源管理的人力资源和机构的能力。接
下来的章节描述了国家建立的育种计划、
保存计划以及繁殖和分子生物技
术的应用。最后一章概括了影响动物遗传资源的规章制度，需要在国际和
区域框架的背景下考虑国家水平的法律框架。因此，在进行相关的国际法
律文件的概述以及区域水平法律讨论之前（主要集中在欧盟），要首先分
析国家水平的法律和政策措施。
由于更加关注动物遗传资源管理政策的讨
论，所以单独地介绍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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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机构和利益
相关者
1 导言
加强对动物遗传资源的保护和可持

和国家咨询委员会（NCCs）进行核对和

续利用的实施措施，高度依赖于现有的、 授权，世界动物遗传资源状况（S o W 健全的体制结构。同时，强大的人力资源 AnGR）的报告程序，已经在国家水平上
能力也是必需的。但是，在动物遗传资源

促进了制度的发展。通过举行预备会议，

管理方面，组织机构的发展和能力建设

组成世界动物遗传资源状况进程的一部

的一个先决条件是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

分，也为区域水平的利益相关者之间提供

要性。在动物遗传资源管理领域里，不同

了一个讨论场所。

利益相关者具有不同的背景和动机，并

以下章节总结了国家在动物遗传资源

且可能存在利益冲突的事实，从而形成

领域的能力、机构以及机构网络，以国家

了更大的挑战。

情况的评估为基础进行分析。首先给出了

对于机构发展的背景，必须考虑机构

用于分析该国报告以及使用的其他来源的

的地位和能力。从广义意义上来说，涉及

方法的简要描述。然后给出了动物遗传资

动物遗传资源管理的机构是通过畜牧业发

源管理的各方面机构能力的评估。通过分

展的必要条件和改变政策的利害关系所形

析确定了主要发展潜力，而且在结尾讨论

成的。除这些一般趋势之外，在刚刚过去

了主要约束条件。

的十年里，许多具体的影响因素已经影响
了组织机构的能力发展，包括规定了与生
物多样性管理有关的、主要的国际法律框

2 分析框架

架、生物多样性公约（CBD）。许多国别
报告里也提到世界贸易组织（WTO）条约

分析的目的是为国家水平、地区水

的重要性。而且，通过准备国别报告，以

平、区域水平和国际水平的动物遗传资源

及为动物遗传资源对国家协调员（NCs） 管理提供一份人力资源和机构能力的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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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评估。
在国家水平，要考虑以下因素：
●

动物遗传资源管理能力状况

性信息系统和通过其他的基于网络调查来
获得。

参与动物遗传资源领域的国别报告

2.2 国家级评估机构的能力

的准备中的利益相关者，以及他们

机构评估完全是以国别报告提供的信

的背景、历史和他们的组员身份。 息为基础。在国别报告的发展指南中要有
以下是用来区分组员身份的类别： 规定关于“国家动物遗传资源管理能力”
政府机构；农民、牧民协会；利益

的信息章节，包括机构的基础设施和人力

机构（资源保存）
；商业、私营公司； 资源。为了促进报告的一致性，给出了一
研究、科学机构；开发机构；捐赠
人；育种协会；推广站；授精机构、

●

些预先设定好的表格：
●

表 4.6 ——详细设计用于动物遗传

协会；政府的国际组织；非政府的

资源开发（设置育种目标、单个动

国际组织。

物鉴定、记录、人工授精（AI）、遗

机构评估包括以下主要方面：动物

传评估）的执行方法中利益相关者

遗传资源管理的基本设施、能力；

（国家政府、区域 / 地方政府、繁殖

地区水平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情况；

机构、私营公司、研究机构、非政
府组织）的任务；

研究能力；动物遗传资源的（本土
的）知识；动物遗传资源管理的认

●

表 4.7 ——详细设计在与动物遗传

识水平；现有的或已制定的法律和

资源开发（法规、育种、遗传进展、

计划；以及动物遗传资源发展政策

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和生产者组

的执行程度。

织）有关的主要方面中所包含的各

在地区、区域和国际水平确定机构和
网络。

种利益相关者；
●

表 4.8 ——详细设计不同利益相关

2.1 国家级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和背景

者对不同类型的动物遗传资源（本

为了达到分析的目的，在世界动物遗

地适应品种、来自于区域内的引进

传资源状况里，通过官方指定国家机构，
确立国家级的利益相关者，通过委托的方

品种、引进的外来品种）的偏好；
●

表 4.9 ——详细设计技术应用范围

式，执行动物遗传资源管理的分析和报

（记录、遗传评估、人工授精、胚胎

告。除了国别报告里给出的信息（例如关

移植 ET、分子技术），以及关注的

于国家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和组成，以及关

重点（知识、培训、财力、育种机构）
。

于国别报告准备中或与动物遗传资源有关

在可以使用的地方，分析时都可以采

的活动中涉及的参与者），关于利益相关

用这些表格。但是，只有 38%的国家使用

者和他们背景的补充信息可以从畜禽多样

了这些表格。因此，要利用国别报告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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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国家级评估的信息来源（国别报告部分）
主题方面

第 I 部分： 第 II 部分： 第 III 部分： 第 IV 部分： 第 V 部分： 第 VI 部分： 附录：
综述

需要、政策、 国家能力

确定国家

含义、策略、 状况，评估

重点

国际合作

国别报告

程序的变化 构建未来

形、重点等

能力的必

准备预先确

要条件
基础设施能力

●

在地方 / 区域层

●

为利益相关

如何准备？ 者的参与情

●

定的表格。

●

●

●

●

●

●

●

次利益相关者
的参与
研究

●

●

●

知识

●

●

●

公众意识

●

●

法律、政治方案

●

●

●

●

●

●

●

●

●

执行程度

●

●

●

（参见附录注释）
。

他部分开发一个分析框架。报告里的细节

+++ 的比例。

水平会出现显著的不同，并且要对定量分

在每个主题方面的机构评估中，每个

析的范围设置一些限制。表53列出了评估

国家合计得分可以反映地区 / 区域情况特

国别报告中每个部分的不同主题方面的信

征。最高分（如果在一个地区或区域中，

息。

对于正被讨论类别的所有国家得分都为

根据正在讨论的国家活动能力水平， “+++”）等于 1（或 100%）、而最低分（如
为机构评估里的每个主题方面给出一个评 果在一个地区或区域中，对于正被讨论类
分。国家得分分为 0（没有），+（少），++

别的所有国家得分都为“0”）等于 0。在

（中等）或 +++（高）。为每个主题方面打

图 43 中列出了在机构评估中区域获得的

出的分数，是参考标准而主观给出的，这

平均分（地区得分在附录的表格中列出）。

些方面如国别报告描述的能力状况、公布

按照动物遗传资源管理的规模从基本 / 组

信息（如果可用）以及报告的重点需求（详

织能力到战略能力排列不同的主题方面。

细参见表 53 的附录注释）。在机构评估中

例如，在基础设施的评估中的低分表明了

为每个地区给出国家得分为 0、+ 和 ++/

需要的行动处在一个基本 / 组织层次，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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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法律和政治方案的实施的一个高分表

荐并实施建立一个支撑结构，如一个代表

明了现有行动处在一个战略水平。合计这

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国家咨询委员会。

些得分可以确定地区 / 区域的机构能力的

在这个进程中，不同国家的各种利益

具体弱点。与国家评估相比较可以确定在

相关者的参与程度差异很小，往往包括来

地区中能够起主导作用的潜在国家。

自政府和具有科学背景的独立单位，国家

2.3

在区域和国际协作中组织和网

络具有的潜在作用

农业研究系统的机构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并且都积极参与到几乎所有的国家咨询委

在大多数的国别报告里，都提出了一

员会和国别报告的准备过程。在44%的国

些有关协作的信息。在地区、区域和国际

家中，国家协调者的主体机构都是国家级

水平，基于网络的调查可以用来收集关于

研究所。但是，遗憾的是，在许多国别报

利益相关者和他们背景的详细资料。从部

告中，这些机构很少参与到与动物遗传资

分世界动物遗传资源状况进程的国际（政

源有关的研究中，并且对这个主题感兴趣

府和非政府）组织的报告中，以及来自于

的部门通常都是局限于那些缺乏足够财力

在2005年末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区

的孤立部门。另外，研究机构对动物遗传

域/地区的电子邮件咨询的信息中，可以得

资源的主要关注点通常是非常狭窄的高产

到用来分析体制结构以及确定在这些级别

品种或先进技术问题等焦点领域。

的利益相关者和网络的更多资料来源。

在 37% 的国家中，都有非政府组织
（主要是繁殖协会）参加到国家咨询委员

3 利益相关者、机构、能力和设备

会中。在南美洲和西欧，非政府组织的参
与更加突出，这与这些地区存在大量的育
种机构相一致。在其他的地区和国家，这

3.1 国家水平与世界动物遗传资源
状况进程有关的利益相关者
本节提出的结果表明了官方指定的动
物遗传资源管理的国家级机构，与这个领

些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条件是不被赞成的。
在一些情况下，个体农户或牧民是国家咨
询委员会的成员，但却得不到有关组织的
背景信息。

域中的各种利益相关者之间确立关系的程

国别报告说明了商业经营者是动物遗

度。参与世界动物遗传资源管理状况进程

传资源应用的积极分子，并且通常在国际

的利益相关者，作为这种介入的间接测

水平，特别是在家禽和生猪领域，具有很

定。为了准备国别报告，鼓励国家吸收所

好的组织性。但是，来自所有区域的许多

有的来自于政府和非政府（例如育种协

国别报告指出，在保护动物遗传资源保存

会）以及商业部门的利益相关者。除国家

的国家方案中，这些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是

协调者的提名以外，在大多数国家，还推

困难的，因为，他们的兴趣只局限于与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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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大规模生产的品种有关的育种计划。但

地定义和起很好的监测责任），但在美洲

来自于中亚以及欧洲东部和高加索地区的

中部和南部就处在较低的程度。来自转

国家例外，这些国家中来自商业部门的利

型中国家的报告强调要强力联合私营部

益相关者通常都会参与到国家咨询委员

门，以便利用上述潜能弥补国营部门在

会。这可能是由于在这些地区的许多国家

普查和监测方面的弱点。在许多区域和

处于过渡状态，即政府和半商业利益相关

地区，设立了一个存在于政府机构的基

者之间的私有化方式有很强的联系。

础设施，如向下扩展到地方水平的推广

3.2

在国家和区域水平的机构能力

服务。这个基础设施和能力可以为更好

的评估

的普查和监测提供机会，并且可以在地
方水平进一步联合和支持与动物遗传资

参与、基本结构和能力

源有关的活动。一些国别报告评论了高

由于动物遗传资源的利用和本地保存

科技水平的基础设施，但是由于缺少人

通常出现在地区水平，非政府利益相关

力资源 / 能力、财政困难或政治危机，所

者，如一般的育种机构或私营部门，相当

以没有得到利用，参见来自前苏联、欧

多地参与到与动物遗传资源有关的被期待

洲东南部和古巴（2003）等国家的国别

的政策进程中。但是，这没有得到大多数

报告的例子。

国别报告的分析证实。这种组织有补偿脆

表 54 以国别报告分析为基础，列出

弱国家结构的潜能（比如在许多非洲和前

了国家水平的基础设施和参与状态。特

苏联的国家里的生存结构），并且在普查

别是在非洲北部和西部地区、太平洋西

和本地保存活动中起到关键的作用。例

南部和中亚，其国别报告指出了基础设

如，捷克（2003）、西班牙（2004）和德

施和能力的当前状况是非常低或者是不

国（2003）在动物遗传资源管理中提到了

存在的（+ 或 0）。例如，中亚 33% 的国家

所谓的“现代墨西哥乡村骑擎队”或“业

的基础设施和能力的状况的得分为 0。但

余爱好牧场主”的作用。

是，可以确定具有更多有利条件（+ + /

在欧洲西部和北部，地方级能力非

+++）的国家，例如太平洋西南部的澳大

常强大（例如，在国家政策的范围内为

利亚。这些国家在他们的相应区域里具

当地的利益相关者、地方联合组织清楚

有推动作用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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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机构评估——基础设施和能力以及参与
基础设施 / 能力
（占国家的百分比）

区域
非洲
西北非
东非
南非
亚洲
中亚
东亚
南亚
东南亚
西南太平洋
欧洲与高加索
拉丁美洲与加勒比
加勒比
中美洲
南美洲
北美洲
近东和中东
*

n*

0**

24
7
11

地方 / 区域的参与水平
（占国家的百分比）

+

++/+++

0

+

++/+++

29.2
14.3
18.2

62.5
57.1
63.6

8.3
28.6
18.2

70.8
28.6
45.5

25.0
71.4
36.4

4.2
0
18.2

6
4
7
8
11
39

33.3
0
0
12.5
27.3
10.2

66.7
50.0
42.9
62.5
63.6
20.5

0
50.0
57.1
25.0
9.1
69.2

83.3
25.0
14.3
37.5
72.7
12.8

16.7
25.0
57.1
62.5
18.2
17.9

0
50.0
28.6
0
9.1
69.2

3
9
10
2
7

0
11.1
0
0
0

33.3
66.7
30.0
0
85.7

66.7
22.2
70.0
100
14.3

0
44.4
0
0
42.9

66.7
33.3
70.0
0
57.1

33.3
22.2
30.0
100
0

n= 分析中包含的国别报告的数量；** 0= 没有，+= 少，++/+++= 中 / 高。

在政策方面和国别报告的准备方面， 2004年的一个调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
非政府组织的有限联合可以被解释为在国

织，2004）发现在当时有 65%的国家咨询

家水平有限组织能力的一种标志，或者作

委员会开展了有效的工作。在 2005 年末，

为缺乏将非政府组织包含在这种进程中的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区域电子邮件咨询

机制的一种标志。几乎所有的国家（87%） 的统计结果表明，这个数字还在进一步减
除了国家咨询委员会外，没有全面协调与

少。在一些国家，甚至国家协调者都已经

动物遗传资源有关活动的相应的体制结

不再开展工作，这通常是因为缺乏对这个

构。国家和关于动物遗传资源的政府间技

主题的认识所导致资金缺乏而引起的。

术工作组（动物遗传资源政府间技术工作
组，ITWG-AnGR）及在政策程序中包括

研究和知识

的其他利益相关者强调了国家咨询委员会

在许多国家，能力缺乏不仅表现在组

的重要性，尽管如此，并不是在所有情况

织条件方面，而且也表现在技术和教育水

下国家咨询委员会的工作都能得到支持。 平方面。在大多数的国别报告中，都会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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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机构评估——研究和知识
区域 / 频率

研究
[占国家的百分比]

0 没有，+ 少，
++/+++ 中 / 高
非洲
西北非
东非
南非
亚洲
中亚
东亚
南亚
东南亚
西南太平洋
欧洲与高加索
拉丁美洲与加勒比
加勒比
中美洲
南美洲
北美洲
近东和中东
*

知识
[占国家的百分比]

n*

0**

+

++/+++

0

+

++/+++

24
7
11

45.8
28.6
27.3

41.7
42.9
72.7

12.5
28.6
0

41.7
28.6
45.5

45.8
57.1
54.5

12.5
14.3
0

6
4
7
8
11
39

16.7
0
14.3
25.0
36.4
5.1

83.3
25.0
28.6
50.0
54.5
30.8

0
75.0
57.1
25.0
9.1
64.1

33.3
0
14.3
50.0
54.5
5.1

66.7
25.0
71.4
25.0
36.4
28.2

0
75.0
14.3
25.0
9.1
66.7

3
9
10
2
7

33.3
0
0
0
14.3

0
77.8
30.0
0
71.4

66.7
22.2
70.0
100
14.3

0
22.2
0
0
14.3

33.3
55.6
50.0
0
71.4

66.7
22.2
50.0
100
14.3

n= 分析中包含的国别报告的数量；** 0= 没有，+= 少，++/+++= 中 / 高。

先考虑能力建设。在许多国家里，通常都

达成动物遗传资源管理领域所需要的更高

有畜牧业领域的国家研究机构，但是却很

水平的支持（包括财政条件），通常对动

少有动物遗传资源的使用和保存领域的专

物遗传资源的价值和利用知识的状态或可

业化机构。这反映了在动物遗传资源的使

获取性的介绍也是非常弱化的。

用和保存领域里的大多数工作人员都是在

表 55 列出了在国家分析中研究和知

其他领域进行培训（例如兽医）的事实， 识的状况。此外，一些国家可以在一个地
并且必须到国外去接受动物遗传资源的高

区或区域里（例如亚洲的日本和中国）扮

等教育或专业化培训。高校的畜牧系几乎

演发起者或配角的潜能。为了实现这些

不提供动物遗传资源管理的专业培训。

潜在利益，国家农业研究系统和其他研

甚至在使用先进技术的地方，其研究

究机构之间进行更多协作是必要的。来

也通常保持孤立，或远离了当地需要和本

自拉丁美洲的国别报告特别认识到在国

土知识。而且，它也不能很好地与政策水

别报告中增加协作的必要性（例如阿根

平相联系，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认识，以

廷，2003；乌拉圭，2003；哥伦比亚，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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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机构评估——政策发展状况
区域 / 频率
0 没有，+ 少，++/+++ 中 / 高

非洲
西北非
东非
南非
亚洲
中亚
东亚
南亚
东南亚
西南太平洋
欧洲与高加索
拉丁美洲与加勒比
加勒比
中美洲
南美洲
北美洲
近东和中东
*

n*

对主题的认识
[占国家的百分比]
0**
+
++/+++

法律、政治方案
[占国家的百分比]
0
+
++/+++

实施程度
[占国家的百分比]
0
+
++/+++

24
7
11

33.3
14.3
36.4

54.2
57.1
54.6

12.5
28.6
9.1

70.8
71.4
54.5

25.0
14.3
36.4

4.2
14.3
9.1

83.3
100
54.5

12.5
0
45.5

4.2
0
0

6
4
7
8
11
39

33.3
0
14.3
50.0
72.7
7.7

66.6
50.0
28.6
25.0
18.2
23.1

0
50.0
57.1
25.0
9.1
69.2

50.0
0
14.3
50.0
54.5
10.3

50.0
50.0
57.1
25.0
36.4
25.6

0
50.0
28.6
25.0
9.1
64.1

83.3
25.0
42.9
50.0
72.7
12.8

16.7
25.0
42.9
25.0
18.2
33.3

0
50.0
14.3
25.0
9.1
53.9

3
9
10
2
7

0
22.2
0
0
14.3

33.3
55.6
50.0
0
71.4

66.6
22.2
50.0
100
14.3

33.3
33.3
10.0
0
14.3

33.3
44.4
50.0
50.0
85.7

33.3
22.2
40.0
50.0
0

66.7
66.7
30.0
0
28.6

0
11.1
20.0
0
71.4

33.3
22.2
50.0
100
0

n= 分析中包含的国别报告的数量；** 0= 没有，+= 少，++/+++= 中 / 高。

哥斯达黎加，2004；萨尔瓦多，2003）并

程度的一个写照。虽然一些利益相关者提

且许多国家表示愿意在协调活动中承担

高了对动物遗传多样性的认识，但是还是

更大责任。

几乎未上升到政策水平，这从迄今为止已

发展中国家特别急切需要得到技术援

经实施的极少数量的政策中就可以看出。

助，由此，通常表现为如通过引进高产品

已经实施的大部分与动物健康有关的法律

种的方式来提高牲畜生产力。

中，只有少数与动物遗传资源保存育种计

政策发展状况：认识、法律和政策计
划及它们的实施程度

划或政策有关。
在国家和区域水平进一步提高认识，

认识到动物遗传多样样的价值，是提

取决于个人意识和独立部门的网络。而

高政治威望和促进体制改革的关键。在大

且，为了在政策水平提高对这个主题的进

多数国家里，如果要达到这些目标，还要

一步认识，一个至关重要的挑战是要强调

做许多工作，详细情况见表56，从中可以

对高产品种的直接需求和保存遗传多样性

看出，许多国别报告所描述的认识程度是

之间所必需的适当平衡。许多国别报告以

很低的。这是政策和计划的状况及其实施

及区域电子邮件咨询的结果指出，利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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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机构状况——区域比较

Ⅰ

关者在政策方面支持遗传多样性保存时， 和地区具有的或多或少的有利条件，在区
要克服他们的孤立和论证交流中所面对的

域（图 43）和地区水平（图 44 至图 46）合

困难，这些问题涉及到长期观点。在国家

计国家得分。图中也确定了在每个区域中

水平，通常需要得到国际援助以克服结构

需要更多支持的具体的主题区域。

或财政障碍。

如图所示，只在北美、欧洲和高加索
以及部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才具有健全的

机构评估的区域集合
图 43 列出了与动物遗传资源管理有

战略行动基础。特别是在北美和西欧，已
经在政策阐述和实施方面采取了许多行动

关的机构状况的区域比较。为了确定区域 （对于欧盟法律的更多细节请参见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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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3.2）
。相反，在非洲、近东和中东以及西
南太平洋地区，在战略水平以及基础的、运

3.3

动物遗传资源管理能力状况

在地区、区域和国际协作中组

织和网络的潜在作用

作上的和组织水平等方面的弱点是明显的。
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许多报告中，强烈

地区和区域组织与网络

地表达了对动物遗传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的

本节介绍了在国别报告中和区域电子

价值的认识，也强调了这些资源的区域性

邮件咨询期间叙述的在地区和区域水平的

特征。但是从该地区的法律和计划状况以

网络/组织的概况（表 57）。动物遗传资源

及他们的实施状况的得分为 0.38 和 0.27 的

管理网络的现状，在区域和地区间存在

分数来看，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很多交叉。在欧洲和高加索地区建立了

也应该注意到区域里的一些差异。欧

政府和非政府水平的网络系统，但是在

洲和高加索地区东部的许多国家在战略水

其他地区几乎没有这种网络系统。在中

平以及基础、机构和运作水平等方面相对

亚也没有这样的网络系统。随着苏联解

较弱。亚洲的地区之间也表现得参差不

体而导致的机构瓦解，在这个地区的国

齐，与其他亚洲地区相比，东亚在这个主

别报告中进行了解释（例子见吉尔吉斯

题的各个方面都获得了很高的分数。来自

斯坦，2003）。在东非和南非之间集中建

东非地区的国别报告指出，对这个主题的

立了动物遗传资源网络。但是，由于长期

认识在不断提高，因此在战略水平上为将

的历史冲突，在北非和西非没有建成具

来的行动提供了基础。

体的网络。在南美洲和中美洲，包括西班

对区域和地区里具有平均得分的单个

牙都建立了基本的网络结构。两个北美

国家的状况进行比较（表 58），可以有助

国别报告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合作，但

于确定国家在区域或地区水平承担促进作

是没有建立专门的网络。

用的潜力。在过去五年编写的国别报告的

在研究的许多网络要素中，有一个要

基础上的建议，必须慎重考虑如环境也许

素与动物遗传资源有关，这从在国别报告

已经发生了变化，以及已经出现的新的机

中少数几个关于进一步建设国际网路的具

会或新的约束等因素。然而，显然有一些

体建议可以得到印证。一些国家提出的建

国家具有扮演促进作用的有利地位，例

议（例如，阿根廷，2003；乌拉圭，2003

如，在电子邮件咨询期间，澳大利亚为区

和日本，2003）主要包括建立如针对育种

域性合作网络的实施提供了支持，南非为

和操作方法的研究或培训等领域的地区

非洲南部地区如马拉维建设实验室。同 “专家中心”。
样，北非国家有潜力帮助西非国家进行动

为动物遗传资源管理专门建立的网络

物遗传资源的相关研究。在亚洲地区，日

是很少的，而且，只有有限的网络和组织

本通过财政合作计划扮演了主角。

集中在这个主题上或与活动和计划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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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欧洲畜牧业生产者协会（EAAP）、欧

合作是共享资源的逻辑结果，国别报

洲农业多样性保护基金会、政府间发展管

告经常提到区域性合作的必要性，并且

理局（IGAD）、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共

代表了自觉参与的意愿。但是，只有少数

体)
（SADC）和南部非洲农业研究及培训

具体活动的例子。各种历史因素可能引

合作中心（SACCAR）。但是，在国别报

起在某些地区缺乏合作。欧洲东南部的

告中也提到一些与畜牧业发展有关的其他

一些国家的国别报告中提出了这方面问

网络 ，只不过绝大多数通常都是经济网

题的相关例子。国际组织和网络在双边

络。这些组织为动物遗传资源领域提供了

或区域性合作受到阻碍时，可以起到促

一个网络平台。值得关注的是，来自于全

进或调节作用。

1

球化进程中的动物和畜产品的国际贸易以

几乎所有区域，都缺乏在动物遗传资

及世界贸易协定（见例子赞比亚，2003； 源管理方面的具有区域联络点（RFP）能
汤加，2005；瑞士，2002；马来西亚，2003； 力的关键利益相关者。目前，只有欧洲区
印度2004和古巴，2003）对动物遗传资源

域联络点在发挥作用，亚洲地区以前的区

价值的认识正在提高。在国别报告指出的

域联络点现在已经不再发挥作用。在国别

这些发展变化，已经提高了对建设与畜牧

报告或区域电子邮件咨询的结果中，只提

业有关的网络的激励，但是还没有形成具

到少数几个潜在的主持机构，例如，在东

体针对动物遗传资源的行动。

非地区提到的中东非加强农业研究协会和

另外，重要的是现在已经建成的少数

政府间发展组织，在南非地区提到的南部

几个网络的活跃程度也发生了改变。国别

非洲发展共同体和南部非洲农业研究和培

报告没有说明在动物遗传资源管理和其具

训合作中心。

体活动中的不同的组织 / 网络承担的真实
作用指标，而且，在国别报告中没有提到

国际组织和网络

已经建立的其他网络2。因此，现有资料只

除了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国家协

能为将来具有相同潜能的活动确定组织和

调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全球网络（论坛

网络提供一个起点。

1
例如：拉丁美洲的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
；
非洲的中非经济和货币共同体（CEMAC）
；加勒比的加
勒比共同体和共同市场（CARICOM）
；由孟加拉国、埃
及、印尼、伊朗、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
土耳其组成的 D-8 开发合作集团；以及亚太经济合作
组织（APEC）的农业技术合作工作组（ATCW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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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例如在非洲的两个农业研究和发展网络：
FARA（非洲农业研究论坛）和 CORAF/WECARD
（Conseil Ouest et Centre Africain pour la Recherche et le
Dévelopement Agricole/西非和中非农业研究和发展委
员会），没有在任何一个非洲国别报告中提到。另一个
没有在国别报告中提到的机构的例子是 the Centre
International de Hautes Etudes Agronomiques méditerran
éennes （CIHEAM）
，在 2003 年开设了动物遗传资源
保存和管理的高级培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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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在动物遗传资源管理中组织和网络的作用
区 域
非洲
西北非

网络 / 组织名称

描 述

国际家畜研究所（ILRI）

研究和培训，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中心

发展研究所（IRD）

在热带区域调查中与人类和外界条件之间相关
的研究项目和科学计划

法国国际半湿润地区畜牧业
研究—开发中心（CIRDES）
法国国际农业发展研究合作中心
（CIRAD）

关于流行病学研究和新的生物技术学应用的区
域研究中心
服务于发展中国家和法国海外部门的农业研究
的法国研究所

ICARDA（国际旱地农业研究中心）

研究和培训，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中心

阿拉伯干旱地带及旱地研究中心

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框架内的农业研究和发展中心

（ACSAD）
东非

中东非加强农业研究协会（ASARECA）

农业研究网络

政府间发展组织（IGAD）

为了全面发展区域合作而建立的关于干旱和发
展的政府间组织（IGADD）

南非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

是UNDP/FAO关于动物遗传资源管理项目的参与者

南部非洲农业研究和培训合作中心

在政策水平有效的农业研究和培训网络

（SACCAR）
亚洲
中亚
东亚
南亚

南亚区域合作协会（SAARC）

东南亚

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

促进经济增长、
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的地区合作平台
促进经济增长、
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的地区合作平台

东南亚国家联盟保护生物多样性区

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国际政府组织的信息交换中心

域中心（ARCBC）
欧洲和高加索

国际家畜研究所（ILRI）

研究和培训，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中心

欧洲畜牧业生产协会（EAAP）

畜牧业生产组织

动物物种基因保存多瑙河联盟

动物遗传资源保存的非政府组织

（DAGENE）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北欧基因库

基因库

欧洲农业多样性保护（SAVE）

非政府组织中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组织

美洲国家农业合作研究所（IICA）

农村发展区域性合作

国际热带农业中心（ILRI，CIAT）

研究和培训，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中心

拉丁美洲畜牧协会（ALPA）

专业组织

克里奥尔种国际联盟会（FIRC）

克里奥尔种伊比利亚美洲联盟

或土著种和克里奥尔种伊比利
亚美洲联盟
加勒比地区

伊比利亚美洲国际合作网（CYTED）

动物遗传资源研究和培训网络

加勒比农业研究和发展研究研究所

地区农业研究和发展研究所

（CAR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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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续）
在动物遗传资源管理中组织和网络的作用
区 域
南美
中美
北美
近东和中东

网络 / 组织名称

描

阿拉伯干旱地区与干旱土地研究中
心（ACSAD）
阿拉伯农业发展组织（AOAD）

西南太平洋

国际旱地农业研究中心（ICARDA）
太平洋共同体秘书处（SPC）
亚洲 / 北美 / 西南
农业技术合作工作组（ATCWG）
太平洋
APEC 的一部分 （亚太经济合作
组织）
来源：国别报告和电子邮件咨询。

述

阿拉伯国家联盟内的农业研究和发展中心
发展、研究、培训和报告阿拉伯国家的食物与
农业问题
研究和培训，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中心
地区发展合作组织
技术专家和科学专家之间对生物技术、
遗传资源
保存、害虫治理和可持续农业等进行信息交流的论坛

DAD-Net3）外，没有建立专门的动物遗传

分，要求指出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

资源管理的国际网络。但是，从事畜牧业

与动物遗传资源领域的关系，但是，得到

发展的一些机构，已经将动物遗传资源管

的响应十分有限。迄今为止，得到回应的

理的一些方面纳入其日常工作事项之中。 三个组织还没有开始进行与动物遗传资
世界畜牧业生产协会（WAAP）和其成员

源有关的任何活动。附录中列出了这些

组织就是一个现存的国际网路的例子，尽

组织的回应的摘要表（表 61），并且在这

管它还没有实现全球覆盖。在国别报告

个报告的附录中进行了介绍。这种较低

中，从事动物遗传资源管理具体事项（例

程度的回应表明了不仅在国家水平上，

如动物编码）的机构，如国际动物编码委

而且也在国际范围内缺乏对动物遗传资

员会（ICAR）或国际公牛评估服务组织

源的认识。

（INTERBULL），
也扮演着重要国际角色。

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CGIAR），

非政府组织例如珍贵品种国际组织

在国际范围的研究和培训活动中起着重要

（RBI）和牧民同盟（LPP）可以在构建地

作用。动物遗传资源研究计划的中心是国

方、国家和国际水平的认识中起到重要作

际家畜研究所（ILRI）和国际旱地农业研

用，但是由于缺乏财政和人力资源，他们

究中心（ICARDA）。全系统遗传资源计划

的影响（包括他们开展的培训活动）是有 （SGRP）
（基于国际植物遗传资源研究所，
限的。在世界动物遗传资源状况的进程部

IPGRI）、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把所覆
盖的农作物、畜牧业、森林和水产部门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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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令人惊讶的是，在国别报告中没有明

性承诺和明确作用；在畜禽遗传资源的体外

确地介绍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只是被

保存中要有详细的评估和可能的活动任务；

当作战略角色，但是缺乏与一些国家所提

关于畜禽遗传资源的遗传进展的可持续方法

到的政府职能需要和政府组织的联系。

的一个清晰的和焦点的计划”（G i b s o n 和

在来自发展中国家或过渡国家的几乎
所有的国别报告中，明确表达了对基因库

Pullin，2005，P37）
。

另外，在国别报告中，要明确表达对

的体外保存的强烈需要。国际农业研究磋

区域和国际信息网络和数据库的迫切需要。

商小组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赞助

在国别报告中，几乎占一半的信息管理的

下，对“外部采集国际网络”与遗传资源

有效手段，都强调了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

资讯网络系统（SINGER）进行维护，迄

织的畜禽多样性信息系统（DAD-IS）4 和

今为止，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全系统信

国际家畜研究所的畜禽遗传资源信息系统

息网络的维护主要集中在植物遗传资源。 （DAGRIS），即使这两个信息系统仍然需
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对世界动物遗传资

要进一步改进（参见澳大利亚在区域电子

源状况进程所作的报告中，阐述了“国际

邮件咨询中的贡献；马来西亚，2003）。像

家畜研究所与相关国际和国家机构合作， 畜禽多样性信息系统一样，作为一个系
正在发展一个旨在保存动物遗传资源的活

统，数据贡献者具有所有权的数据库4 的相

动计划，这个活动计划的重点是就地保

互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这种交互系

存，但是也关注其他保存方法的作用，如

统的重要性，不仅关系到数据的管理，而

移地活体和体外保存方法。”技术进步、降

且关系到激励动机和建立意识。为了实现

低成本和不同保存方法所产生的压力，是

在欧洲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之间，对

对动物遗传资源的体外保存技术的作用进

维护全球数据库达成一致，已经做了很多

行重新评价的需要。

努力。农业网是在欧洲和高加索已经有超

即使动物遗传领域的国际研究与开发

过25个参与国的一个因特网入口的另一个

机构是有效的，也急切需要对此进行更多
投资。一份由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科学
委员会准备的报告强调了这点：
“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在畜禽遗传
资源领域将来所开展的活动，一定要更多地
集中在填补特定的紧急需要上，而不是要获
得跨越特征、保存和应用的广泛用途的一个
更好活动平衡上。例如，包括：在发展畜禽
遗传资源管理的政策和规章制度里要有实质

4
DAD-IS：是一个独立信息系统全球网络的一
部分。这个网络允许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DAD - IS
连接到区域数据库（例如 EFABIS －欧洲畜禽生物多样
性信息系统－EAAP的代替者－AGDB－欧洲畜牧学会
－动物遗传数据库http://efabis.tzv.fal.de/）以及在单个国
家中转到国家数据库。
全球网络可以使公用数据自动传
送到总体数据库，
以提高各级水平的信息交流和利用水
平。
单个国家有权利建立自己的基于因特网的国家信息
系统，并且在其中收入国家动物遗传资源的相关信息。
换句话说，国家可以利用全球系统或区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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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资源。但是，不是所有成员国都会对

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他们的网页进行更新，而且在任何国别报

国别报告和区域电子邮件咨询的结果表

告中都没有提到这个入口。

明，其主要成因是强调技术教育，以及畜
牧业政策的短期前景的直接需要是增加产

4 结论

量。对动物遗传资源保存和利用的投资所
带来的利益增加，通常要在很长时期内才
能实现，并且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

在世界大多数地区，主要以国家的自

难以在政策方面促成对动物遗传资源管理

我评估为基础的分析，表明了在国家、区

进行投资的需要。通常用财政手段支持保

域和国际水平的机构和构造环境，并不总

存活动的商业部门，也难以整合到动物遗

是支持动物遗传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保

传资源管理计划中。例如，只有少数几个

存。在大多数国家、区域和国际政策方面， 国家实现了在国家咨询委员会或国别报告
动物遗传资源不是一个重点主题。动物遗

的准备中包括商业利益相关者，这并不是

传资源在食物安全和减轻贫穷方面的现实

利益冲突问题，只是缺乏利益分享。商业

意义没有得到充分认可，这从许多国家对

经营者的宗旨倾向于短期收益，并且其兴

这个主题的低水平认识中可以得到反映， 趣点是畜禽繁殖要在大规模的生产单位里
也可以从这个领域里有限存在的国际议程
和在国际组织的工作中反映出来。
专用于动物遗传资源保存或利用的机

实现高产出的有限范围内。
在许多国家里，也缺乏对动物遗传资
源管理感兴趣和有积极性的国内的非政府

会是有限的，并且在大学课程和研究中心

组织。存在这种组织的地方，例如印度 5，

里只是缓慢地在突出这个主题，这可以从

这种组织通常不包括在国家咨询委员会或

这个领域的许多工作背景中得到反映。有

不参与到国别报告的准备之中，以及不包

效管理动物遗传资源所需要的足够的基础

括在动物遗传资源多样性状况的报告中。

设施和技术资源通常是缺乏的或不能使用

仅仅在南美洲和欧洲西部比较显著地包含

的。来自政策程序的研究似乎也是偶尔发

非政府组织。因此，在国家水平并通过国

生的和孤立的。

际社会，需要做进一步的努力以扩大参与

通常缺乏集中于动物遗传资源的合法

动物遗传资源管理的利益相关者。

组织、政策和开发方案，也缺乏动物遗传

在没有国际支持的情况下，大多数国

资源的特征、普查和监测机构，以及国家

家不会承担高成本的外部保存。就地保存

和国际合作组织。甚至现有的合作网络也
需要进一步努力以赋予其活力，或建立新
的合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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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印度有若干非政府组织，如ANTHRA（一个
女性兽医学科学家联合会）、LPPS 和 SE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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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以及管理许多受威胁物种的生产体系

加强国家机构的建议

的脆弱状况。例如，捷克 （2003）和保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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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利亚（2004）报道说，只有年长的农民才
保存被认为是低生产力的地方品种，因
此，当这些农民不能从事劳动的时候，也
就结束了对这些地方品种的保存，除非采
取措施来促进它们的继续使用。在一些国
家里，牛主要是由牧民进行灵活饲养，为
了实施就地保存措施，要改变威胁牧民生
活的经济、生态和政治条件。建立一个能
够响应这种问题的机构环境是很困难的，
并且在国际范围内都面临较大挑战。在国
家水平，为了克服组织或财政障碍，这些
争论都强调了需要进行国际合作。因此，
国家和区域组织急切需要具有支持动物遗
传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保存的功能。
在一些国家里，在国别报告准备过程
期间，成立了国家咨询委员会，这是支持

在有可能的地方，国家协调员（NCs）应
该致力于动物遗传资源管理的全职专业人员，
这样，他们将有充分的时间去协调在国家水
平开展的活动，并且同有关的利益相关者保
持紧密合作。要为国家协调者的工作提供足
够的财政资源。一些国家的经验表明：当资金
增加时，在主管机构的年度工作计划和日程
里，动物遗传资源管理就是其主要工作任务。
其他关键利益相关者，如育种公司、研究和培
训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地方组织代表也是潜
在的资金来源，当然这种可能在不同国家之
间是不一样的。
像财政支持一样，
国家协调者需要得到具
有明确限定功能和任务的国家机构的支持。为
实施这些功能需要有必要的技术知识。区域和
全球的焦点问题可能提供了这个方面的支持，
但是在国家水平加强人力资源的培训通常是一
个重点。在政府水平，应该努力提高对动物遗
传资源重要性的认识。在政府针对减轻贫穷和

国家协调者工作的一种方式。作为包括所

食物安全的行动计划之内的关于动物遗传资源
管理的重点行动，是促进国家协调者和其他政

有利益相关者和协同行动组织的一种机

府部门之间密切合作的一种手段。

制，委员会应该得以维持和 / 或进一步发
展。确定区域和地区中的焦点问题是跨边
界协同行动的更为重要阶段。但是，这种

摘自S. Moyo（2004）
。强化畜禽遗传资源管理的
国家机构（来自国家协调者的贡献）
。FAO工作文件。

网络仍然没有很好的发展，并且不仅因为
缺乏对这个主题的认识而阻碍了协作，而
且由于一些国家之间缺乏固定的联系也会
阻碍协作。

6
随着国别报告的发展，捷克修正了其反映动物
遗传资源问题的育种法案，特别是实施了以津贴制度
为基础的监测系统和反应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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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水平的研究和知识领域，国家
农业研究系统是主要承担者。国别报告指
出在国家农业研究系统和国际农业研究磋
商小组之间缺乏联系，因此存在一个更加
重要的机构缺口。另外，在国家农业研究
系统或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的活动中也
没有优先考虑动物遗传资源，并且需要进
一步加强认识。国际援助团体也同样如
此。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其基础设施（例
如动物遗传资源的普查和监测）是薄弱
的，需要进一步得到援助团体的参与。
国别报告和区域电子邮件咨询也表明
了世界动物遗传资源状况的准备过程已经
促进了动物遗传资源管理领域的发展。大
多数国家都正在提高认识和加强政策和体
制改革，也正在建设新的网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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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表 53 注释：
给每个主题进行评分的标准是：
基础设施和能力
●

在国别报告中所描述的状况。

●

国别报告表 4.7 中阐述的状况（见
第一部分第 2 小节的表格内容的

知识
●

源相关的推广服务的状况和效率。
●

国别报告所描述的（本土的）知
识的状况和可及性。

描述）。
在地方/区域水平参与的利益相关者

国别报告所描述的与动物遗传资

●

国别报告的表 4.9 所描述的重点需

●

国别报告中所描述的状况。

要（见第一部分第 2 小节的表格内

●

利益相关者参与和联合的现存机

容描述）。

制；参与国别报告的准备、在国家

认识

咨询委员会或其他机构（具有哪

●

策焦点）。

种作用和什么权力）里的地位以
及在政策框架内的影响。
●

●

●

法律所规定的各种利益相关者的

存在的分散或集中机构（在国别

作用（见第一部分第 2 小节的国别

报告中所提到的）。

报告表 4.7 所述）。

研究
●

国别报告所描述的状况（重点，政

国别报告中所描述的研究状况
（能

法律和政治方案
●

国别报告所描述的法律、方案的

力、机构数量、在动物遗传资源中

数量和状况（法律状况、机构和方

的专业化等级、重点、国家的研究

案的相关章节）。

焦点）。

实施程度

国别报告的表 4.6～表 4.9 所描述

●

国别报告所描述的法律和方案的

的关于动物遗传资源不同方面的

实施程度（法律状况、机构、方案

作用 / 现实意义的研究（见第一部

的相关章节）。

分第 2 小节的表格内容描述）。
●

在国家咨询委员会、报告编写和
其他的现存国家 /国际机构中参与
的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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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分数（总计）

机构状况——非洲内各分区的比较

图 45
机构状况——亚洲内各分区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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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机构状况——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内各分区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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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
国家级机构评估
地区 / 国家

对主题

基础设施

地方 / 区域

法律，政治

的认识

/ 能力

级别的参与

方案

++

+

+

0

0

0

研究

知识

+

实施程度

北非和西非
阿尔及利亚
贝宁

0

0

0

+

+

0

0

布基纳法索

+

+

0

+

0

0

0

喀麦隆

+

+

++

+

0

0

+

佛得角

0

0

0

0

0

0

0

中非共和国

0

0

+

+

+

+

0

乍得

0

0

0

0

0

0

0

刚果

+

+

+

+

0

0

0

科特迪瓦

+

+

++

+

+

++

++

刚果

0

0

0

++

0

0

0

赤道几内亚

0

0

+

0

0

0

0

加蓬

0

0

0

0

0

0

0

冈比亚

0

+

+

+

0

0

0

加纳

+

+

+

+

++

+

0

几内亚

+

+

+

+

0

0

0

几内亚比绍共和国

0

0

0

0

0

0

0

马里

+

+

+

+

0

+

0

毛里塔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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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0

0

0

0

0

尼日尔

++

++

++

++

+

+

+

尼日利亚

++

+

+

+

0

+

+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0

0

+

0

0

0

0

塞内加尔

+

+

+

+

+

+

0

多哥

+

+

+

+

+

0

0

突尼斯

++

++

+

+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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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续）
国家级机构评估
地区 / 国家

研究

知识

0

0

对主题

基础设施

地方 / 区域

法律，政治

的认识

/ 能力

级别的参与

方案

+

0

0

0

实施程度

东非
布隆迪

0

厄立特里亚

0

+

0

+

+

0

0

埃塞俄比亚

+

+

+++

+

+

0

0

肯尼亚

++

++

+

+++

+

+

0

卢旺达

+

0

+

+

0

0

0

乌干达

+

+

++

+

+

++

0

坦桑尼亚

++

+

+

++

+

0

0

+

0

0

+

0

0

0

南非
安哥拉
科摩罗

0

0

0

0

0

0

0

博茨瓦纳

+

+

++

++

++

+

+

莱索托

0

0

+

+

++

+

+

马达加斯加

+

+

+

+

0

++

+

马拉维

+

+

+

+

+

+

+

毛里求斯

+

0

0

+

+

+

+

莫桑比克

+

+

+

+

+

0

0

斯威士兰

+

+

+

++

+

0

0

赞比亚

+

+

+

0

0

0

0

津巴布韦

0

0

0

+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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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续）
国家级机构评估
地区 / 国家

研究

知识

+

+

对主题

基础设施

地方 / 区域

法律，政治

的认识

/ 能力

级别的参与

方案

+

0

0

+

0

实施程度

中亚
伊朗
哈萨克斯坦

0

0

0

0

0

0

0

吉尔吉斯斯坦

+

+

+

+

0

+

0

塔吉克斯坦

+

+

+

+

+

0

0

土库曼斯坦

+

0

+

+

0

0

0

乌兹别克斯坦

+

+

0

+

0

+

+

东亚
中国

+++

+++

+++

+++

0

+++

+++

日本

+++

+++

+++

+++

+++

++

++

蒙古

++

++

+

+

++

+

+

朝鲜

+

+

+

+

+

+

0

++

++

++

+

+

+

+

不丹

++

+

++

++

++

++

+

印度

++

+

++

+++

+

++

++

南亚
孟加拉国

马尔代夫

0

0

0

+

0

0

0

尼泊尔

+

+

++

+

+

+

0

巴基斯坦

++

+

+

++

+

+

0

东南亚

208

柬埔寨

0

0

0

0

0

0

0

印尼

+

+

+

+

+

+

+

老挝

+

0

0

+

+

0

0

马来西亚

++

++

++

++

+

++

++

缅甸

+

0

0

+

0

0

0

巴布亚新几内亚

０

0

0

+

0

0

0

菲律宾

+

+

+

+

+

+

+

越南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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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续）
国家级机构评估
地区 / 国家

对主题

基础设施

地方 / 区域

法律，政治

的认识

/ 能力

级别的参与

方案

+

+

0

+

+

+

+

+

+

+

+

+

++

+

+

+

+

研究

知识

阿尔巴尼亚

+

+

亚美尼亚

+

阿塞拜疆

0

实施程度

欧洲和高加索地区

保加利亚

++

++

++

++

+

++

+

比利时

+++

+++

+++

+++

+++

++

++

白俄罗斯

+

++

++

++

++

++

++

波斯尼亚 - 黑塞哥维那

0

0

0

+

+

0

0

克罗地亚

++

++

+

+

+

+

+

塞浦路斯

+

+

0

0

0

0

0

捷克

++

++

+++

++

++

++

++

丹麦

++

++

+++

+++

++

++

++

爱沙尼亚

++

++

+

++

++

++

+

芬兰

+++

+++

+++

+++

+++

+++

++

法国

+++

+++

+++

+++

+++

+++

++

+

+

0

0

0

0

0

德国

+++

+++

+++

+++

+++

+++

+++

希腊

++

+

++

++

++

++

++

格鲁吉亚

匈牙利

++

++

++

++

++

++

++

冰岛

+

+

++

++

++

++

+

爱尔兰

++

++

++

++

++

++

++

拉脱维亚

+

+

++

++

++

+

+

立陶宛

++

++

++

++

++

++

+

摩尔多瓦

+

0

+

0

0

+

0

荷兰

+++

+++

+++

++

+++

+++

+++

挪威

+++

+++

+++

+++

+++

+++

+++

葡萄牙

+++

+++

+++

+++

+++

++

++

+

++

+

++

++

+

+

波兰
罗马尼亚

+

+

+

+

++

+

+

俄罗斯联邦

++

++

++

++

++

++

++

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

+

+

+

+

+

+

+

斯洛伐克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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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续）
国家级机构评估
地区 / 国家

研究

知识

对主题

基础设施

地方 / 区域

法律，政治

的认识

/ 能力

级别的参与

方案

实施程度

斯洛文尼亚

+++

+++

+++

+++

++

++

++

西班牙

+++

+++

+++

+++

++

+++

+++

瑞典

+++

+++

+++

+++

+++

+++

+++

瑞士

+++

+++

+++

+++

+++

+++

+++

+

+

+

0

0

0

0

前南斯拉夫的
马其顿共和国
土尔其

++

++

++

++

++

++

++

乌克兰

++

++

++

+

+

+

+

英国

++

++

++

++

++

++

++

加勒比地区
巴巴多斯

0

+

+

+

+

+

0

牙买加

++

++

++

+++

+++

++

++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

++

++

++

+

0

0

中美洲
哥斯达黎加

++

++

++

++

++

+

++

古巴

+

+

+

+

+

++

+

多米尼加

+

+

+

+

0

+

0

萨尔瓦多

+

0

+

+

0

0

0

危地马拉

+

+

+

+

+

+

0

海地

+

0

0

0

0

0

0

洪都拉斯

+

+

0

+

0

0

0

墨西哥

++

++

+++

++

++

++

++

尼加拉瓜

+

+

+

+

+

+

0

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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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

++

+

+

++

+

+

+

玻利维亚

+

+

+

+

+

0

0

巴西

+++

+++

+++

+++

+++

+++

++

智利

++

++

++

+++

+

++

++

秘鲁

++

++

++

++

++

++

++

哥伦比亚

++

++

+

++

+

+

++

厄瓜多尔

+

+

+

+

++

+

0

巴拉圭

+

+

+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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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续）
国家级机构评估
地区 / 国家

对主题

基础设施

地方 / 区域

法律，政治

的认识

/ 能力

级别的参与

方案

++

+

++

++

++

+

+

+

研究

知识

乌拉圭

++

++

++

委内瑞拉（委内瑞拉

++

+

++

实施程度

玻利瓦尔共和国）
北美
加拿大

++

++

++

++

++

+

++

美国

+++

+++

++

+++

+++

+++

+++

+++

++

++

++

+

+

+

伊拉克

+

+

+

+

0

+

+

约旦

+

+

+

+

+

+

+

近东和中东
埃及

黎巴嫩
利比亚
阿曼

0

0

0

+

0

0

0

苏丹

+

+

+

+

0

+

0

叙利亚

+

+

+

+

+

+

+

澳大利亚

+++

+++

+++

+++

+++

++

++

库克群岛

+

+

0

+

0

+

0

斐济

+

+

0

+

0

+

+

基里巴斯

+

0

0

+

0

+

+

西南太平洋

北马里亚纳群里

0

0

0

0

0

0

0

帕劳

0

0

0

0

0

0

0

西萨摩亚

+

+

+

+

+

+

0

所罗门

+

+

0

+

+

0

0

图瓦卢

+

0

0

+

0

0

0

汤加

0

0

+

0

0

0

0

瓦努阿图

0

0

0

+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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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
国际组织名单及其活动报告
组 织
国际动物遗传学学会（ISAG）/ 联合
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动物遗传多样性顾
问团
欧洲农业多样性保护（SAVE）基金会
牧民联盟
地中海萨拉族农学研究所（IAMZ）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
欧洲畜牧业生产协会（EAAP）
D8 国家
阿拉伯干旱地区与干旱土地研究中心
（ACSAD）
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CGIAR）中心

应 答 类 型
行动报告，2005 年 3 月

摘要描述，2004 年 4 月
行动报告，2004 年 11 月
培训活动报告，2005 年 1 月
介绍食物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第 10 次会议，2004 年 11 月
动物遗传资源工作组报告（EAAP － WG － AGR）
，2005 年 2 月
D8 国家关于动物遗传资源行动的战略重点报告；畜禽遗传资源
保存研究会报告
行动报告，2004 年 12 月

报告，第 I 部分：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学会和程序描述，2004
年5月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对他们开展的一些活动进行说明，但不进行报告
国际狩猎和野生动物养护理事会（CIC） 对他们开展的一些活动进行说明，但不进行报告
萨赫勒与撒哈拉观测计划
在动物遗传资源管理领域没有开展活动
联邦书记处特别咨询服务部
在动物遗传资源管理领域没有开展活动
欧洲共同研究中心委员会环境和可持续 在动物遗传资源管理领域没有开展活动
发展研究所（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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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组织的育种计划

1 导言
本节在国别报告提供的信息的基础

的。在不同章节中介绍的信息可以用来讨

上，对育种计划进行评估和分析。国家的

论不同的主题。具有现行保存活动计划的

重点是首先提出品种和育种目标，随后是

国家更加强调的是对保存计划下的品种的

详细阐述组织机构和使用手段，然后介绍

育种活动进行报告，而不是报告主要育种

不同品种育种计划状况的区域描述，最

计划。因此，所介绍的信息质量和详细程

后，对国家认可的育种计划状况的结论进

度是多变的。在许多国别报告中，没有介

行评估。

绍有关现行繁殖种群的宗旨和规模的信

育种计划在这里被定义为：在客观的

息。在很多情况下，很难推断报告的育种

性能标准基础上，为改变一个种群的遗传

计划是否得到实施、规划，或者是否是历

组合的系统的和有组织的计划。纯种的定

史性的事件。在有效的时间里，要求相关

义是：在一个特定品种内进行的育种活

国家进一步收集更多的详细信息不是合理

动，和有系统的或没有系统的、结合了两

的选择。

个或更多个品种的杂交种内进行的育种活

按照预先定义的表格，大约有70个国

动。不包括由个体或小型非正式组织的育

家提交了育种活动的信息。在下面的讨论

种机构进行的育种活动。

中，这些国家被认为是“二次抽样国家”

分析以2005年7月提交的148份国别 （见表67）。这些国家提供了总的育种数量
报告为基础。对一些国家来说，也采用了

数据、指定育种目标和育种策略的育种数

一些可以利用的其他原始资料，但是还是

量数据，以及提供有关个体鉴定、生产性

认为在利用国别报告提供的信息的共同基

能测定、遗传评价方法和实施人工授精等

础上进行分析是更可取的。虽然大多数国

方面的数据。在区域范围内对这些数据进

别报告具有统一的结构，但是其报告的育

行分析和报告。但是，当不同国家之间对

种活动和育种计划的方式却是多种多样

结果进行解释时，值得关注的是，实际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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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育种的报告手段 / 技术的程度可能有

家的重点和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不同，也随

很大的变化。

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育种计划更为重要

根据是否把牛、水牛、绵羊、山羊、 的功能是：
猪和鸡等主要品种的育种计划作为重点，

●

提高产量和产品质量；

以及是否真正具有这些主要品种的育种计

●

提高生产率和成本效率；

划来对国家进行分类，也要对马、骆驼、

●

保持遗传多样性；

兔子、火鸡、鸭和鹅等品种的现存育种计

●

支持保护和利用特殊品种；

划进行记录。对于一个特定品种来说，如

●

关注动物福利和可持续体系。

果在国别报告中明确提到，或者育种协会

找到不同需求之间的正确平衡是一个

的活动中报告了这个品种，那么就可以认

连续的过程，要满足预期的未来条件以及

为这个国家把其育种计划当作重点。因

慎重设计育种计划。在一个多元环境和日

此，把育种计划作为重点的国家数量比具

益增加的不同消费者中，面临着预测消费

有现存育种计划的国家要多。如果不能在

结构的变化，以便设计育种计划和畜牧生

国别报告中明确地制定育种计划的重点和

产活动的挑战。由政府或公共机构对这些

现有的育种计划，那么就把这个国家分为

过程制定的重点，在不同国家和区域以及

“没有提到”的一类。以非洲、亚洲、近

品种之间表现出很大的不同。

东和中东、欧洲和高加索、加勒比和中美

2.1

洲、南美洲、北美洲以及西南太平洋等区

牛的育种计划是所有家畜育种计划

域为基础来介绍育种计划的信息。

牛

的最重要的优先领域，并且在多数的国

这个评估遵循国别报告中的习惯按种

家里得到实施。144 个饲养牛的国家中

类对动物进行分类。需要关注不同区域里

有 94 个国家（65%）表明他们把牛的育

的品种数量、跨边界品种不止计算一次等

种作为重点领域（表 60），并且其中 68

信息，也就是说，区域品种总数必须是每

个（47%）国家执行了这个计划（表61）。

个国家品种数量的总和。

来自非洲、加勒比和中美洲的国家把牛
的育种作为次要优先领域（不包括西南

2 重点品种和育种目标

太平洋）。把育种计划作为优先领域和
实际执行之间差距最大的是近东和中东
的国家。

育种目标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必须考

在70个二次抽样的国家中，已经确定

虑动物所有者或生产者、畜产品的消费

了 22% 的牛类品种的育种目标，并且有

者、食品工业以及普通大众的需要和重

19% 的品种正在执行确定好的育种策略

点。不同因素的相对重要性随着品种、国 （表62）。在近东和中东以及拉丁美洲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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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0
国家对育种活动的优先次序（分品种）
牛

水牛

绵羊

山羊

猪

鸡

[国家的百分比]
非洲
亚洲
近东和中东
欧洲和高加索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加勒比和中美洲

52.4
70.8
71.4
89.7
54.5
41.7

南美洲
70.0
北美洲
100.0
西南太平洋
12.5
世界
65.3
以国别报告中的信息为基础。
饲养相应品种的国家的百分比。

0.0
43.8
66.7
18.2
14.3
0.0

19.0
30.4
71.4
66.7
22.7
16.7

19.0
40.0
42.9
53.8
9.1
8.3

16.7
23.8
0.0
69.2
9.1
8.3

14.3
20.0
14.3
23.1
13.6
8.3

50.0
0.0
0.0
29.3

30.0
50.0
40.0
38.6

10.0
50.0
0.0
31.0

10.0
100.0
18.2
33.3

20.0
50.0
9.1
17.6

水牛

绵羊

山羊

猪

鸡

0.0
37.5
33.3
9.1
14.3
0.0
50.0
0.0
0.0
22.0

9.5
30.4
57.1
59.0
22.7
16.7
30.0
50.0
40.0
32.9

5.6
19.0
0.0
61.5
9.1
8.3
10.0
100.0
18.2
27.3

2.4
16.0
14.3
23.1
13.6
8.3
20.0
50.0
9.1
13.5

表 61
主要畜禽品种的有组织育种活动
牛

[国家的百分比]
非洲
亚洲
近东和中东
欧洲和高加索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加勒比和中美洲
南美洲
北美洲

31.0
58.3
14.3
74.4
36.4
16.7
60.0
100.0
12.5
世界
47.2
来自国别报告中的论述。
饲养相应品种的国家的百分比。

9.5
32.0
42.9
53.8
9.1
8.3
10.0
50.0
0.0
26.9

家里，很少明确地确定育种策略。对于乳

体型特性等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北欧国

品业和肉用牛，许多国家都把改善数量性

家，健康特性是育种的重要的优先目标，

状和增加生产量作为奶牛和肉牛的主要育

并且在广泛的记录程序的帮助下得以实

种目标。在欧洲和高加索地区的育种方案

现。在北美洲，奶牛育种的重要目标是提

中，改善牛奶质量、生产效率、繁殖力和

高产品的统一性和一致性，但是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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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牛育种中应用的策略和手段
世界
国家的数量
品种总量
地方种
外来种
有关育种
育种目标

非洲

亚洲

欧洲和

拉丁美洲 *

高加索

和加勒比

西南太平洋

67

24

8

3

21

10

1

505
476

143
143

71
34

12
10

112
159

166
125

1
5

21.6%

17.5%

27.6%

13.6%

43.9%

3.8%

0.0%

23.8%
12.4%
16.2%
12.4%
12.4%
24
41.7%
16.7%
41.7%

9.1%
9.1%
9.1%
22.7%
4.5%
5
60.0%
20.0%
20.0%

44.3%
44.3%
42.4%
47.6%
38.0%
151
44.4%
15.9%
39.7%

1.4%
57.7%
44.7%
68.7%
23.7%
246
10.6%
26.0%
63.4%

0.0%
0.0%
0.0%
0.0%
0.0%
5
20.0%
0.0%
80.0%

执行策略
19.2%
12.9%
个体鉴别
34.0%
10.8%
性能记录
30.5%
12.2%
人工授精
42.0%
22.7%
遗传评估
21.5%
8.7%
指定育种体系
544
113
纯种
26.5%
32.7%
杂交种
24.6%
36.3%
两者
48.9%
31.0%
来自二次抽样国家的信息的区域平均值。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在选择指标中加入了更多的功能特性。
2.2

近东和中东

水牛

上具有这种计划（表 61）。继欧洲和高加
索之后，在亚洲，有许多国家具有小型反

只有41个国别报告提到水牛饲养。其

刍动物的育种计划。非洲国家不太重视小

中有29%的国家把水牛育种作为重点（表

型反刍动物的育种计划，其中只有 4 个国

60），并且有22%的国家具有育种计划（表

家具有这种计划。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国

61）。在主要水牛饲养区的亚洲，这个数

家对这个领域的兴趣和实施也没有积极

字分别是44%和38%。具有水牛育种计划

性。来自 70 个二次抽样国家的信息表明，

的主要国家有印度、巴基斯坦、中国、埃

发展绵羊的育种目标和育种策略所占比例

及和保加利亚，而且其产奶量也是主要育

大于山羊（见表 68 和表 69 中来自不同区

种目标。

域的数据）。少数国别报告指出了小型反

2.3

绵羊和山羊

刍动物的育种目标，其中最重要的目标是

与牛相比，通常很少把绵羊和山羊的

生长性状。即使在专门用于生产羊毛的绵

育种计划作为优先项目。分别有 39% 和

羊的国家里，羊毛品质和生产性状的重要

31%的国家认为绵羊和山羊的育种活动是

性正在降低。在欧洲国家，山羊的主要育

重要的（表 60）。33% 和 27% 的国家实际

种目标是改善产乳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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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猪

界范围内销售产品的少数几个跨国育种公

有 44 个国家把猪的育种作为优先项

司进行。寥寥无几的国家开展了其他家禽

目（占 33%，表 60），但是只有 36 个国家

品种如火鸡（5）、鸭（8）和鹅（4）的组

（占 27%）报告了具有现存育种计划（表

织育种活动。具有明确育种目标（13%）和

61），并且这些国家中，在欧洲和高加索

育种策略（11%）的育种比例很低的现实

或北美洲之外的国家只有10个。因此，把

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国家对鸡的育种计划

猪育种作为优先项目和现行育种计划之间

不重视。欧洲和高加索地区具有育种策略

的差异与牛相比要小很多，但是却类似于

的育种比例要高于其他地区（表 71）。国

小型反刍动物。来自拉丁美洲和西南太平

别报告没有提供家禽育种目标的信息。

洋的一些国别报告指出，猪的遗传改良在

2.6 其他物种

很大程度上都是依靠进口动物或精子。

在 31 个国别报告中提到了马的育种

几乎所有先进的猪生产国家，都把三品

计划体系（表 72），这也许没有完全反映

种杂交作为杂交育种计划体系的标准， 出马的育种活动，特别是作为运动和竞赛
并且有 34 个国家在其国别报告中报道了

用马的育种情况。马的育种是通过在国际

具有这种体系。在 70 个二次抽样国家之

间交换育种材料的方式进行的。在绝大多

中报道的猪的育种数量比牛或小型反刍

数欧洲国家，目前大部分马是为业余骑手

动物的育种数量少得多（表 70）。分别为

的悠闲活动而培育的。饲养马匹的其他的

35% 的品种指定了育种目标、为 30% 的

理由是为了生产马肉，并且在南美洲，大

品种指定了育种策略，但是欧洲和高加

量马匹是用来承担放牧工作。44个国别报

索的比例超过其他地区的两倍以上。特

告有骆驼饲养的国家中，有两个亚洲国家

有的地方品种的数量比反刍动物要少得

具有单峰骆驼的育种计划，并且阿根廷有

多，但是一些国际品种如长白猪、大白

美洲驼育种计划。有 108 个国家的国别报

猪、杜洛克猪、汉普夏猪和约克夏猪有很

告中提到了兔子的生产，其中有26个国家

广泛的分布。育种计划的重要目标包括

的兔子生产是有效的，但是只有 5 个国家

繁殖力、饲料转化率和瘦肉率。根据许多

提到了育种计划体系。这个数字中不包括

国别报告可以看出，脂肪型猪在很大程

大量爱好饲养兔子的组织，特别是在欧洲

度上失去了其性能价值。

和高加索地区的爱好兔子饲养组织。

2.5 家禽

在大多数国家，不对在其国别报告中

在所有的主要畜禽品种中，只有少数

没有具有育种计划的品种的育种计划的重

国家把鸡的育种计划作为优先项目（表

要性或者现存情况进行报道。而且，在非

60），并且具有这种计划的国家也最少（表

洲和亚洲的小国家中，有许多种群指标都

61）。蛋鸡和肉鸡育种主要是由可以在世

包括在现行育种计划中。因此，评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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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除牛之外，大多数国家没有建立本国

育种活动是由政府机构来执行的，而在

的组织育种计划，并且也没有把育种计划

西欧国家，育种机构是最重要的执行者
（详见表 73 至表 76）。在非洲、亚洲以及

作为优先项目。

近东和中东，大多数政府育种计划都是
在国营牧场的核心群中进行的，然后将

3 组织机构

生产的动物和精液输入母体。因此，在
育种过程中没有家畜饲养者的有效参与。

建立育种计划需要机构去启动生产

在一般的家畜群中，这些计划经常是在

性能记录体系、配种方案和遗传评估。这

没有监测育种活动的影响的情况下执行

些活动要由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或两者联

的。只有在这些地区的少数国家是在饲

合起来开展。政府机构在育种场和研究

养者的直接参与下进行政府育种计划，

所及大学里直接实施育种计划。执行育

例如，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水牛育种计

种计划的非政府利益相关者包括育种机

划，以及突尼斯和科特迪瓦的绵羊育种

构和私营公司。

计划。
由政府和非政府部门联合执行的育种

在非洲、亚洲以及近东和中东国家，
对于牛和小型反刍动物的大多数系统的

计划，通常需要有从政府育种计划到增加

表 63
在当前政策中的培训、研究和农民组织
非洲
n

亚洲
分数

n

分数

近东和中东
n

分数

欧洲和高加索
n

分数

合计
n

培训和研究
牛
21
3.4
7
3.6
3
2.7
15
3.5
46
绵羊
21
3.2
7
2.3
4
2.8
16
3.3
48
山羊
20
3.1
7
2.4
4
2.3
16
2.5
47
猪
19
3.0
5
2.6
14
3.3
38
鸡
21
3.2
7
2.7
5
2.4
15
3.0
48
农民组织
牛
21
3.1
7
3.4
3
2.3
15
3.2
46
绵羊
21
2.8
6
1.8
4
2.5
16
3.2
48
山羊
20
2.7
6
2.0
4
2.0
16
2.7
46
猪
19
3.0
4
2.8
14
3.1
37
鸡
21
3.1
6
3.0
5
3.2
14
3.1
46
n：区域的国别报告和平均分数。
分数（1= 没有，2= 少，3= 正常，4= 较多，5= 高）表明了在当前政策下这个活动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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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育种者和育种机构的参与的一个过渡

标，由政府机构决定育种目标的很少，由

阶段。在许多国家，国别报告都说明了努

饲养者自己决定的育种计划就少之又少。

力建立牛育种机构是很重要的，但是很少

育种的其他方面如个体鉴别、记录和遗传

把其他品种作为重点（表 63）。这种发展

评估也存在类似情况（表 64）。特别是在

出现在少数非洲和亚洲国家，特别是在东

非洲及近东和中东的国家里，饲养者对由

欧国家。在这些国家的报告中没有指出其

政府机构在育种活动的组织和执行中的地

育种计划的组织结构，似乎是由政府和非

位的影响十分有限。在育种工作中，缺少

政府机构共同承担责任。在绝大多数西欧

畜禽饲养者的参与，又加上缺乏相关后续

国家，所有品种的育种方案中，政府机构

活动，就意味着育种计划很难取得成功，

的直接参与在逐步减少，并且在北美洲已

甚至可能会失败。

经不再有政府机构参与。在这些区域中，

绝大多数小型反刍动物和家禽的育种

个体育种者的积极参与是育种计划的重要

活动通常都由国家和国际非政府组织来实

特征。猪的私人育种计划（育种机构和公

施。这些活动通常是采用少数外来的优良

司）得到高度发展。在家禽方面，一些跨

种畜来改良地方种群。在绝大多数国别报

国公司起到了支配作用。

告中没有提供关于影响这些活动的系统信

在南美洲，育种计划主要是由育种机

息，但是有一些不重要的指标。在南亚国

构来执行，但是在其中一些国家里得到了

家，牛和水牛的大规模的人工授精计划是

政府机构或研究所的支持。除执行系统育

由非政府组织实施的。

种计划的育种机构之外，大多数南美和中

在具有现行育种计划的国家，国际竞

美国家都有许多饲养者组织。这些饲养者

争一般发生在具有较大育种方案的少数育

组织，特别是牛和马的饲养者组织对专门

种机构中，这种状况在家禽业里表现得最

用于育种的动物的谱系信息都进行了注

为突出，但是也存在于奶牛和猪的育种

册，但是缺少系统的生产性能记录和遗传

中。为了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竞争优势，北

评估信息。

欧国家开展了联合育种活动，并且德国和

育种活动中包括的不同利益相关者

奥地利对奶牛遗传值进行联合评估。由国

（政府、饲养者和研究部门）是代表育种

际公牛组织（INTERBULL）制定的牛的遗

计划特性的一个重要指标。表64摘要介绍

传评估的国际标准也促进育种计划的跨国

了70个二次抽样国家提供的信息（除没有

界实施。在南美和中美洲，猪和黑白花奶

提供有关信息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以及西

牛的遗传改良主要是通过从北美洲或欧洲

南太平洋的国家之外）。除了欧洲和高加

和高加索进口精液来完成。在国别报告中

索的部分西部地区以外的所有地区，主要

关注的是，提高奶牛育种的国际化可能会

是由研究机构和其工作人员来决定育种目

对牛群适应特定地方条件造成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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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
参与动物遗传资源发展的利益相关者
育种目标
政府
饲养者
研究
非政府组织
个体鉴别
政府
饲养者
研究
非政府组织
记录
政府
饲养者
研究
非政府组织
遗传评估
政府
饲养者
研究
非政府组织

合计

非洲

亚洲

近东和中东

欧洲和高加索

48
3.0
2.4
3.4
2.2
45
2.7
2.4
2.8
1.8
48
2.5
2.6
3.0
2.0
45
2.1
1.8
3.1
1.6

21
3.1
1.9
3.3
1.93
19
2.2
1. 9
3.1
1.7
21
2.3
2.0
3.4
2.1
17
1.8
1.4
2.7
1.3

7
3.1
2.4
3.4
1.8
6
3.0
2.3
3.0
1.4
6
2.8
2.8
2.7
1.6
7
2.6
1.4
3.1
1.8

4
3.0
1.5
3.0
3.0
4
1.8
1.3
1.8
1. 7
4
1.8
1.5
1.5
2.3
4
1.3
1.0
2.0
1.3

16
2.8
3.2
3.6
2.6
16
3.4
3.4
2.8
2.0
17
2.9
3.5
2.8
2.0
17
2.4
2.5
3.8
1.9

n：区域的国别报告和平均分数量。
建立在有效数据分析基础上的得分（1= 没有，2= 少，3= 正常，4= 较多，5= 高）表明了参与动物遗传资源
发展实施的每个利益相关者的作用。每个区域的最高分都用粗体表示。

和墨西哥）和印度以外，只有欧洲、北美

4 手段和实施

洲和澳大利亚等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从
具有育种目的的个体牲畜拥有者采集性能
数据。新西兰等主要畜牧业和拥有育种计

收集用于生产子代动物的父母代动物

划的其他国家，由于没有提交国别报告，

的性能数据，并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以对

因此不被包括在本分析中。在北非和西非

上级动物进行鉴别，是设计组织育种计划

的一些国家中，小规模地开展了在单个小

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具有育种计划的国家

型反刍动物群中收集性能数据。

中，以及在不同品种之中，育种手段的应

来自非洲和亚洲的绝大多数国别报告

用规模和使用方法存在显著差异。除少数

提供的关于现行繁殖种群的信息是十分有

拉丁美洲国家（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

限的（表 62、表 68～表 71），现行的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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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群的规模是很小的。另一个极端的代表

牛育种都应用杂交育种方案（表 62），因

国家是挪威，在一个记录方案中涵盖了其

此，在有先进育种计划的国家里，所使用

所有奶牛的 95% 以上。

的大量精液都是进口的或来自于外来品

对遗传值进行评估的最佳线性无偏预
测（BLUP）方案是所有具有先进育种计

种。在拉丁美洲，猪的人工授精也主要依
赖于进口精液。

划国家的标准，在国别报告中，没有提供

地方品种和外来品种既被用于纯种育

在政府的饲养场里饲养的选择核心种群的

种体系，也被用于杂交体系。表62和附录

方式的信息。在这些饲养场里，动物表型

表 68～表 71 里，以 70 个二次抽样国家提

特征的选择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在奶牛育

供的数据为基础的信息，表明了这两个育

种计划中，具有最佳线性无偏预测“测试

种系统对于不同品种的相对重要性。纯种

日”模型的广泛数据集可以越来越好地预

育种只在绵羊的育种中是最为普遍的育种

测遗传值。

系统，而对于其他品种，通常都会采用杂

计划育种需要控制交配。在低等和中

交育种或结合使用两种育种体系。表中内

等投入的生产系统中，大部分放牧家畜都

容也说明了在许多国家里外来品种具有十

处在非控制交配的状况下，所以这些动物

分重要的作用。在猪和肉牛的先进生产系

的计划育种是很困难的，在非洲和拉丁美

统中，普遍具有系统的杂交育种计划。但

洲国家这种体系是非常普遍的。例如，厄

是，在非洲、亚洲和南美洲国家，很大比

瓜多尔（2003）报告的非控制交配牛为

例的杂交育种活动都没有一个系统的育种

49%、绵羊为 81% 和猪为 61%。除改善雄

计划。

性动物的用途外，许多国家都采用人工授

表 66 中的信息是由 70 个二次抽样国

精来作为控制交配的手段。114个国家（占

家提供的，从中可以看出，对牛和小型反

77%）报告对牛进行人工授精，对绵羊进

刍动物来说，目前的政府政策更为倾向于

行人工授精的国家占 18%、山羊占 7% 和

使用适应特定区域的地方品种，但是对猪

猪占 32%。在所有区域里，普遍都会对牛

和家禽而言，则倾向于使用外来品种。这

进行人工授精，在欧洲和高加索以及美国

种情况清楚地反映了为加强猪和家禽的生

等地区，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牛的人工

产量以及提高生产能力的育种需要所做的

授精更加普遍（表 65）。对牛进行人工授

努力。亚洲国家比非洲国家更加流行使用

精的重要性还表现为，在实施授精计划

外来牛种以提高牛奶生产。由二次抽样国

（表 62、表 68 至表 71）和授精次数中占有

家提供的信息表明，在大多数国家都不把

更高的育种比例。而猪的人工授精的重要

绵羊和山羊的外来品种作为重点（表68）。

性仅次于牛。在人工授精中，既使用本地

只有几个国家鼓励利用某些支持和发

生产精液，也使用进口精液。较高比例的

展计划的品种，但是，受家畜所有者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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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
应用人工授精的国家数量
区域

牛

绵羊

山羊

猪

非洲

31

2

1

1

亚洲

17

4

2

8

4

0

0

0

欧洲和高加索

38

16

8

23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21

8

8

13

加勒比与中美洲

11

2

4

7

南美洲

10

6

4

6

北美

2

0

1

1

西南太平洋

5

1

1

4

118

31

21

50

近东和中东

世界

表 66
在当前政策下地方品种与外来品种的重要性比较
非洲

亚洲

近东和中东

欧洲和高加索

合计

n

分数

n

分数

n

分数

n

分数

n

分数

地方品种

21

3.9

7

3.1

3

2.0

14

3.5

45

3.5

外来品种

21

3.1

7

3.7

3

3.0

15

2.4

46

3.0

地方品种

21

3.8

7

2.4

4

3.3

16

3.4

48

3.4

外来品种

21

1.9

6

2.2

4

2.5

16

1.8

47

2.0

地方品种

20

3.8

7

2.7

4

2.5

15

3.1

46

3.3

外来品种

19

2.0

5

2.2

4

2.0

15

1.6

43

1.9

地方品种

19

3.4

5

2.2

13

2.8

37

3.0

外来品种

18

3.2

4

4.3

14

2.9

36

3.2

地方品种

21

3.4

7

3.0

5

2.4

14

2.2

47

2.9

外来品种

21

3.4

6

4.0

5

3.6

15

2.9

47

3.3

牛

绵羊

山羊

猪

鸡

n：国别报告和区域平均分数。
分数（1= 没有，2= 少，3= 正常，4= 较多，5= 高）表明了当前政策对相应动物遗传资源的使用和发展的支
持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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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的育种选择或育种系统是很少的。在

数字也代表了过去和正在进行的育种研究

大多数国家，为了保护动物健康，都有控

计划方向的一个指标。

制精液和动物、包括种用畜禽进口的政府

只有西非国家才把发展地方牛品种作

规章。只有在少数欧洲国家，进口精液和

为重点，而北非国家主要是引入外来牛

动物的必要条件，是要得到当局的批准和

种。在西非普及的地方品种的育种和改良

符合雄性种用畜禽的质量标准。为了保存

研究主要受少数几个国家引入的达摩牛种

和保护特有的地方乳用品种，在印度和巴

的影响。但是，为了提高生产，牧场主也

基斯坦都制定了禁止利用外来品种进行杂

越来越关注达摩牛与瘤牛甚至与黑白花牛

交育种的规章。但是，实际上这些规章得

的杂交育种。在许多非洲国家，城市周围

不到执行。

建立的乳品生产企业主要是引进黑白花牛
或其杂交品种。但是，在非洲，一些经过

5 区域育种计划概述

试验的其他外来品种中，只有瑞士褐牛
（在北非）的某些重要特性得到了保留。在
许多非洲国家，地方牛种由政府养殖场饲

在大多数国家，最近十年随着城市化

养，而种用牛主要是由家畜所有者饲养。

进程的加快，畜产品的生产条件和需求量

国别报告指出，种用畜禽的数量很少，并

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国家的类型不

且对整个种群没有显著影响。被调查的非

同，其变化主要包括需求量上升、对产品

洲国家，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杂交育种工

质量的要求提高以及对不同畜产品的需求

作育成过新的、特有的和成功的品种。由

变化。在不同的国家里，其政府当局、育

于缺乏组织机构以及生产和育种系统，没

种机构和家畜所有者以不同方式对这些变

有形成作为最普遍的遗传改良方式的杂交

化和挑战做出了反应。在不同国家、区域

育种体系。

和品种之间通过采用不同的育种手段来面

强调绵羊生产只被 19% 的非洲国家

对这些变化。在下面的区域评价中对这种

视为重点，而把山羊生产作为重点的国家

变化作重点阐述。

更少，只有 10%。有 10% 的国家认为对地

5.1 非洲

方绵羊品种进行改良是重要的，有 5% 的

在非洲，牛是最重要的家畜品种，有

国家认为对地方山羊品种进行改良是重要

45%的国家明确把加强对牛的需求作为其

的。17%的国家赞成绵羊和山羊的杂交育

重点政策。为了实现既定目标，有26%的

种。在北非，在牧场主的羊群中已经开展

国家赞成对地方品种进行品种改良，55%

了育种计划。

的国家赞成与外来牛种进行杂交育种，
17%的国家赞成直接引进外来牛种。这些

在科特迪瓦，Djallonké绵羊的开放核
心育种方案激励了其他西非国家开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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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24

点。最近没有报道鸡的育种研究计划，并

非洲的研究和育种的发展

且在大多数国家主要依赖进口商业杂种。

在尼日利亚，过去的许多投资，特别是政
府牧场的投资，都用在了为了研究目的和品
种改良的外来动物遗传资源的进口和利用上，
现在这些活动的方向已经变得多元化。虽然
在研究方面取得了积极的结果，但是在品种
改良方面一直没有显著收获。
在科特迪瓦，达摩牛和泽西种乳牛之间
的杂交育种 1962 年开始于 de Recherches

加强猪的生产主要是通过与外来品种的杂
交育种来完成，或者在集约化生产体系中
直接利用这些外来品种。在非洲国家，没
有报道地方猪种的育种计划。
5.2

亚洲

在亚洲，有56%的国家表示其重点政
策是加强牛的生产，有相同百分比的国家

Zootechniques de Bingerville 中心，并且持续
了15 年。其工作目标是生产一个适合于科特

赞同与外来品种进行杂交育种，并且有

迪瓦的气候条件和饲养管理条件的乳用品
种。当这个计划由于经济问题在1977年终止

上，这两种育种途径的规模都很大。在伊

的时候，在牧场条件下已经形成了杂交育种
的理念。

20%的国家表示直接引入外来牛种。事实
朗和南亚国家，广泛开展的杂交育种主要
是黑白花牛与外来品种间的杂交育种，而
在东南亚和东亚国家，是通过直接引入

来源：科特迪瓦（2003）
；尼日利亚（2004）
。

些类似方案，但是大多数还没有实现。在
莱索托，专用于羊毛生产的相对纯种美

插文 25
突尼斯的绵羊育种

利奴绵羊已经成为政府的饲养重点，但

在突尼斯，在236个被选的绵羊群中实施

是这个政策的执行力度很弱。在许多国

了绵羊遗传改良的国家计划。通过六次称重
程序来监测羊羔的生长性能，从而形成了将

家，都开展了杜泊绵羊与本地绵羊的杂
交育种，但是绵羊的杂交育种不像牛的
育种一样重要。山羊的育种情况与绵羊
相同，欧洲乳用山羊的杂交育种没有取
得成功，并且最近被通过杂交育种生产
肉用波尔山羊所替代。一些非洲国家在
政府饲养场里饲养了小型反刍动物的地
方品种，但是与牛的情况一样，对总的畜
禽种群来说其影响很小。

来的绵羊种畜选择的基础。这个计划完全依
靠国家财政支持，但是有人已经提议减少成
本并通过建立养殖者协会，增加绵羊所有者
的参与。当前的遗传评估模型是统一的，并且
对在不同的生产条件下和不同的生产目标下
进行绵羊养殖的家畜养殖者来说没有其他选
择。大量的称重工作对于养殖者来说也是一
个负担。更加灵活的遗传评估模型和与养殖
者合作，不但可以降低成本还可以提高计划
的能力和效率。

有 36% 的非洲国家把鸡的生产作为
重点，17%的非洲国家把猪的生产作为重

224

来源：突尼斯（2003）
。

第三部分

动物遗传资源管理能力状况

大量外来牛种来发展其牛奶产业。这些

的。在大多数亚洲国家，养牛的主要目的

变化在伊朗（2004）得到明显反映，其杂

是为发展乳品生产。在东南亚国家，特别

种牛的比例从 1995 年的 11% 增加到 2003

是在种植园放牧制国家，已经开展了肉牛

年的35%。在中亚国家，所有权从政府和

品种的杂交育种。一些亚洲国家已经在

合作牧场向个体所有者转换，已经引起

政府饲养场或者家畜所有者中制定了专

动物数量的减少，并且妨碍了系统的育

用乳用品种和复合乳用品种的系统育种

种研究计划。

计划。由于通过后裔测验而选择的公牛

对水牛来说，通过纯种育种来改良地

的数量通常很少，因此，在许多亚洲国

方品种是很重要的，但是对牛则不然。使

家，精液的进口还是很重要的。印度的

用地方品种对牛和水牛进行分级是很重要

Sunandini 和马来西亚的 Mafriwal 开展了
复合品种的系统研究计划。为了养牛产
业的发展，有效地促进养牛产业的总体

插文 26

基础设施建设，该系统研究计划具有积

印度的水牛育种

极效果。

在印度，由于受更高脂肪含量的牛奶具
有更高价格的激励，水牛正在成为大型反刍

绵羊和山羊生产的重要性在不同区域
的不同地区间存在很大差异。在一些西

动物的精选品种。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国
家发展政策推荐实施了摩拉水牛的选择育种，

亚、中亚和南亚国家，绵羊生产是很重要

从而实现了非良种摩拉水牛的进级杂交。中
央政府和私营部门在全国不同地区建立了 33

比，更多国家更加强调山羊生产（12%）的

的，但是总的说来，与绵羊生产（4%）相

个育种场，并开展了科学育种方针，使这些育
种场成为了优良公牛生产和输出的繁殖中心。

重要性。在中亚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

因为建立在后裔性能基础上，对优良摩拉公
牛进行的测试结果超过仅仅根据母畜产量而

育种，以发展细羊毛生产的研究工作。但

进行的测试结果，因此，在公共机构和饲养者
的畜群中，开展了后裔测验计划。但是，由政

质羊毛中所存在的问题，使这些工作取得

开展了通过地方品种与美利奴羊进行杂交
是，因为较低的羊毛需求，和大量生产优

府、合作牛奶场、研究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支持
的现场后裔测验计划缺少必要的生产性能记

的成果有限，从而使牲畜所有者转而又开

录。因此，大多数正在进行的后裔测验计划，
主要依赖于公共机构的畜群，不包括由农村

生产的育种工作取得的成果也很少，这也

饲养的优良牲畜。被测验和选择的公牛数量
也太少，而不能对遗传改良产生任何可评估
的影响。

始饲养传统品种。在其他亚洲国家，绵羊
表明未来的绵羊生产将处于次要位置。在
东南亚国家，开展了地方种群与印度和欧
洲的山羊品种进行杂交育种。在马来西亚
和韩国，已经确定了新的复合品种，而且，

来源：印度（2004）
。

为了提高肉品生产，马来西亚和韩国还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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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进行了布尔山羊和澳大利亚野化山羊的

行，并且由商业公司承担杂种的生产和销

杂交育种工作。尽管在不同亚洲国家的政

售。所有把家禽生产作为重点项目的亚洲

府饲养场中饲养了地方山羊品种，但是， 国家都有进口种畜，并且有14%的国家把
在其国别报告中没有提到具体的育种发展

杂交育种作为首选的育种手段。中国和越

活动。

南是最大的生猪生产国，其育种活动是政
府的核心育种计划，但是两个国家也在进

插文 27
韩国的山羊育种
山羊在朝鲜半岛已经有 700 多年的养殖
历史，具有很好的适应性。除正常消费之外，

口外来种猪。虽然在越南仍然流行地方猪
种，但是杂交种所占比例已经超过了
50%，并且政府还在进一步推进外来品种
的“倾斜计划”。在印度、中国和越南，为

很长时间以来，山羊肉被认为是健康或药用
食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随着对山羊肉

了加强肉鸡和蛋鸡产业以及鸭的生产系

需求量的增加，进口了布尔山羊和澳大利亚
野化山羊，并且广泛开展了二者与本地黑山

种禽生产。但是，在其他亚洲国家，少数

羊间的杂交育种。尽管与布尔山羊的杂交品
种与本地山羊相比具有较好的生长速度，但
是这种山羊没有相同的黑色毛色不受的地方
山羊的饲养者欢迎。这促进了与本地黑山羊
毛色一致的澳大利亚野化黑山羊的进口。也
进口了乳用品种萨能奶山羊，并广泛地分布
在许多饲养场中，但是因为有来自于牛奶的
竞争，因此其数量在大幅度减少。最近随着
对山羊奶需求量的增长，又进口了新的种用
山羊。
来源：韩国（2004）
。

统，政府机构和独立的私营公司都在进行
国际育种公司成为了其国家市场的唯一供
应商。
插文 28
越南的鸭育种
越南是世界第二大鸭生产国，有8个地方
鸭种和 8 个从其他国家引进的纯种鸭和杂交
鸭。鸭的育种是由国家畜牧研究所组织实施
的，两个鸭育种中心分别饲养和发展祖父母
代和父母代种鸭，并向地方生产者分发其育
种材料。这种金字塔式的育种结构有效地改
进了越南鸭的育种，并且被认为是一个可在
其他畜禽育种体系应用的模型。

在东南亚和东亚，猪是最重要的家畜
品种，并且在整个亚洲地区，都把家禽、

来源：越南（2003）
。

特别是鸡作为重要的畜禽品种。有48%的
欧洲和高加索

亚洲国家把加强鸡的生产作为优先项目，

5.3

而只有 29% 的国家的重点养殖畜种是猪。

西欧国家的畜牧生产和育种活动的

育种活动、包括系统的杂交育种计划主要

发展主要受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影响，

集中在具有集约化生产条件的养殖场里进

并由此决定了育种活动的结构。这些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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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品质的品种的育种计划中选择种畜，

员国，并且还影响了西欧的非欧盟国家。 因此给地方育种计划保留的机会较少。但
东欧国家的育种结构主要还是中央计划

是，除了对生产特征进行选择之外，现在

经济体制下的国家结构。在大多数西欧

的选择集中了更大范围的特性选择，在育

国家，政府已经不再参与到育种活动中， 种目标中越来越重视如健康、福利和期望
并且政府的作用只是局限于对育种机构

寿命等特性。在北欧国家，特别注重挪威

和公司进行监督。在东欧国家，育种活动

红 7（NRF）和瑞典红白品种的繁殖力性

是由具有育种许可证的、在研究机构和

状、产仔性和抗病性等特性。饲养者把挪

大学控制之下的大型国家或国营纯种牧

威红品种的精液作为由大型国际育种公司

场来开展的。

生产的精液的替代品。

精液和种畜的欧洲共同市场，广泛引

在欧洲和高加索，与牛的育种相比，

发了国家育种公司和育种机构之间的贸易

小型反刍动物的育种通常缺乏组织性。在

和国际竞争。东欧国家除了利用他们自己

所有国家里，由于羊毛市场表现不景气，

的种畜之外，逐渐增加了对精液和种畜的

通过杂交育种和改变品种用途，使育种

进口。

目标的方向发生了改变，把毛用或其他

在大多数欧洲国家，黑白花牛是其优

用途品种转变为肉用品种。在欧洲南部，

势品种，并且牛的育种主要集中在专用品

山羊和一些绵羊的重要育种目标是产乳

种的育种上。同时，已经开展从乳用牛转

性能。在许多欧洲国家，绵羊和山羊仍然

变成肉用牛生产，或者作为专用肉用品种

由传统的、没有参与组织育种活动的牧

来生产，或者把乳用牛转变为经济杂交

场主来饲养。

牛。使用最佳线性无偏预测程序加强育种
计划，并且广泛应用少数取得重要遗传改

在欧洲和高加索，猪和家禽的育种表
现为由系统杂交育种方案培育杂种生产。

良的优良乳用种公牛，不但增加了近亲交

对生猪育种生产来说，其育种机构

配的风险，而且还减少了牛育种的遗传多

和商业公司之间存在竞争，并且在不同

样性。因此，定期的监测近交程度，已经

国家二者占有不同的市场份额，跨国公

归入到了一些国家的育种计划中。控制近

司在家禽育种（一些东欧国家除外）领域

交程度的困难，也因小规模种群里的稀有

占有优势。

品种而存在。

5.4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育种机构的数量正在减少，但平均畜

由于具有的生态环境不一样，在南美

群规模却在增加。受市场动力的调节，畜

和中美以及加勒比国家的畜牧生产体系也

禽育种正在经历从国家合作到国际公司的
转变。畜牧场主一般从可以育成具有更高

7

Norsk Rodt 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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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29
匈牙利的猪育种
在匈牙利，猪的育种是最重要的家畜育
种领域。以本地的匈牙利大白猪和长白猪种
为基础，同时进口一些其他品种，在 20 世

相对重要性有所降低。到目前为止，在南
美，巴西是最重要畜禽发展国家，不仅拥
有最大数量的商品牛群，而且还具有一些
覆盖大部分牛群的先进育种计划，牛的育
种工作主要集中在巴西的优势品种

纪 70 年代，匈牙利是欧洲第一个开始进行
猪的杂交育种的国家。现在，匈牙利有三个

（Nelore 牛）的繁殖力和生长速度等肉牛

在当地市场占有最大份额的杂交猪种，并且
这些品种可以同最好的外国杂种竞争。除了

了改善一些复合品种和黑白花牛的乳用特

由于曼格利察猪的脂肪中含有很高的不饱和
脂肪酸，还在流行外，脂肪型猪几乎完全被

其他南美和中美国家里得到应用，但是据

淘汰。

生产特性上，还有一些牛的育种工作是为
性。来自巴西牛种的精液和饲养计划也在
报道，集中使用有限的优良公畜的遗传变
异性具有相当的风险。

来源：匈牙利（2003）
。

委内瑞拉的瘤牛、阿根廷和墨西哥的
黑白花牛的育种计划使用的是最佳线性无

插文 30

偏预测动物模型。但是，拉丁美洲和加勒

马的传统育种和适应新需求的育种

比的大多数国家没有他们自己的育种计划

在捷克，Kladruby 马是在西班牙马和意
大利马的基础上培育而成的一种温血品种，
已经有超过400年的繁殖历史。在1995年，这

和精液生产，因此，这个地区都是采取普
遍进口黑白花牛和其他欧洲乳用和肉用品
种的精液。在许多国家，广泛开展了瘤牛

种马被评为捷克的国家文化遗产。
在波兰，马的种群数量逐渐减少，并且将

与婆罗门牛、欧洲肉牛或克里罗牛的不

其作为一种畜力资源的重要性也在降低。随
着出口屠宰用马匹的不断增加，一些养殖者

杂交育种使本地克里罗牛品种的数量正

系统的三元轮回杂交，广泛开展的瘤牛

把饲养重点转向了冷血型马。但是，对培育不
同品种的马和作为娱乐用途如观光农业、越

在减少。在巴西、古巴和牙买加已经育成

野、骑马度假和“马背运动疗法”类型的马的
兴趣正在增加。

多数国家中，一些独立种畜协会拥有所

捷克（2003）
；波兰（2002）
。

种畜谱系记录。但是，这些谱系记录却很

了几个复合乳用品种。在这个区域的大
有重要品种，这些协会具有很长历史的
少包括在以性能记录为基础的现代繁殖

表现出很大的不同。在大多数国家牛是最
重要的家畜品种，但是在过去十年期间，

实践中。
阿根廷利用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

家畜育种的研究和试验工作更多集中在猪

遗传物质，由育种机构大力开展了毛用美

和家禽的生产上，而在一些国家里，牛的

利奴羊和科利台尔羊的育种计划。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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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31
巴西的肉牛育种
目前，巴西是世界上拥有最多商品牛的
国家。在 16 个肉牛的育种计划中，有一个瘤
牛育种计划。在不同肉牛品种和品种群中应
用了 13 个与现代生物技术有关的传统育种技
术，都是以增加肉牛的繁殖力和生长速度为
目标。高达 20% 的家畜具有鉴定和生产证书
（CEIP）
。由巴西瘤牛养殖者协会（ABCZ）制
定的瘤牛育种计划（PMGZ）
，通过计算不同
年龄阶段的重量和重量增加、肥育特性和繁

动物遗传资源管理能力状况

及来自热带区域的巴巴多斯 Blackbelly 羊
和 Pelibüey 羊等粗毛羊。Blackbelly 羊
和 Pelibüey 羊的育种计划报道来自其起
源地巴巴多斯和古巴。绵羊的杂交育
种计划主要是由政府或国际开发计划
实施。但是，这个地区没有开展克里罗
羊 的 育 种 活 动 。山 羊 育 种 计 划 是 通 过
与不同欧洲奶山羊品种（萨能奶山羊、
多根堡山羊、高山羊、英国奴宾山羊）
和 波 尔 山 羊 进 行 的 杂 交 育 种 计 划 ，并

殖力等预期后裔差异（EPDs）来确定优良瘤
牛。一个拥有150多万头瘤牛的信息，并且还

且这种育种计划通常是由非政府组织

会以每年增加 6.5 万个新的瘤牛信息的数据
库，是巴西针对所有瘤牛开展的国家瘤牛育

预测程序培育山羊的产乳性能已经有

种计划。瘤牛的另一个育种计划是
GENEPLUS计划，这个拥有一个70多万头瘤

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猪和家禽育种

实施的。在墨西哥，运用最佳线性无偏
几年时间了。

牛信息的数据库，并且这个数据库还可以提
供第一次产仔年龄、产仔间隔、妊娠期、配

计划主要是由杂种生产公司来完成的，而

种期和阴囊围、不同年龄段重量和增重等预
期后裔差异的种畜信息。PROMEBO 是一个

种畜。在集约化生产条件下，猪的育种普

肉用公牛育种计划。为了达到改善瘤牛的目
的，巴西瘤牛养殖者协会还与不同研究单位

其猪和鸡的育种都有政府育种计划。这个

和一些大学合作，以获得瘤牛的生产和谱系
数据。
来源：巴西（2003）
。

且也广泛使用来自区域外部的进口精液和
遍采用的是三元品种杂交。古巴则不同，
区域拥有大量马匹，并且在许多国家还有
专门负责育种的饲养者组织。但是，国别
报告里没有提供关于他们的育种活动的详
细信息。这个地区里，在阿根廷有唯一一
个关于美洲驼的政府育种计划，而在秘鲁
有唯一一个关于豚鼠的政府育种计划。在

地区的其他国家，绵养和山羊的组织育种

南美，有一些国家对提高骆驼的纤维特征

主要采取的是与引进的不同外来品种进行

和肉品的育种活动感兴趣，但是还没有开

杂交育种。正被使用的外来羊种有很多， 展具体的育种计划。
并且依据不同的生态环境，
且范围广泛。智

5.5 近东和中东

利的外来羊种包括从安第斯山脉的科利台

在近东和中东，有43%的国家提交的

尔羊和兰布莱绵羊，到英国的肉用羊种，以

国别报告指出把加强牛和家禽的生产作

229

第三部分 动物遗传资源管理能力状况

第三部分

插文 32
阿根廷的美洲驼育种
在阿根廷，大约有 20 万头美洲驼。美洲
驼的系统育种是由 Abra 大草原的 INTA 研究
站实施的，INTA 研究站饲养了 600 头优良美

并且养禽业的育种计划完全依赖于由跨
国公司生产的育种材料。在近东和中东
的一些国家里，虽然骆驼的重要性正在
降低，但是仍然把它作为一种重要的牲
畜品种，在国别报告中，提到建立在政府

洲驼，并且把它们分为白色、褐色和混合毛色
三个组。白色组主要用于生产优质纤维，褐色

部门的骆驼育种站，但是没有提到关于

组主要用于生产肉品和纤维，而混合毛色组
只用于生产肉品，INTA研究站将其改良种畜

资料。

分配给了大约 2700 个饲养者。
来源：阿根廷（2003）
。

骆驼种群的育种目标或育种活动的详细
5.6

北美洲和西南太平洋

在提交了国别报告的太平洋西南部地
区的国家中，只有澳大利亚开展了育种活
动。猪和家禽是这个地区的大多数小岛国
家的最重要的畜禽品种，但是其品种改良

为其优先项目。尽管这个地区是重要的

却完全依赖于进口。

绵羊饲养区域，但是没有一个国家把加

在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对所有畜

强绵羊生产作为重点，而且也只有14%的

禽品种都实施了育种计划，并且这些国家

国家把加强山羊生产作为优先项目。牛

在世界范围内的精液和种畜交换中具有重

的杂交育种和外来家禽的利用都是重点

要位置。这些国家的育种计划主要是由育

育种计划，有29%的国家把直接引进外来

种机构和大型公司来实施，政府在其中只

牛作为重点。

是一个配角。在三个国家的畜禽育种部

这个地区大量进口用于乳品生产的

门，通过对改善某些高产品种的环境适应

黑白花牛，并且这种进口状况还会延续

和生产效率特性进行选择，在提高生产力

下去。依赖于进口精液，可以进一步促进

方面取得了十分有效的成果。对乳用牛进

乳用牛的遗传发展。使用外来精液对地

行纯种育种，对肉用牛、绵羊和猪进行杂

方牛进行的杂交育种是先进的育种计划， 交育种等高效育种计划都是最为普遍的育
并且会继续开展下去，但是没有针对地

种方法。

方牛品种的遗传改良计划。在埃及把水

在美国，乳品加工业把增加产奶量

牛的遗传发展作为优先项目。研究所和

的育种选择作为优先选择特性，但是，也

政府部门报告了绵羊和山羊的育种活动， 越来越关注多性状，如抗病性或机体形
但是对于整个种群来说，其影响还是有

态稳定性等特性的选择。在产业环境约

限的。在这个区域里，没有关于家禽育种

束下，加强记录程序和选择，是生产标

发展的正在进行的或者计划的育种活动， 准商品动物的最有效方法。在商业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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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33

插文 34

美国市场力量对畜禽育种的影响

澳大利亚的绵羊育种

在美国，市场力量是利用和保存动物遗
传资源的主要影响因素。对畜牧产业来说，要
求畜产品的一致性和生产效率是一种永续驱动
力。因此如果畜禽养殖要实现更加工业化生
产，
就要更加努力地提高产品的一致性和一贯
性。育种过程中，品种、谱系和原种的鉴定要
符合预先规定的产品质量和生物性能标准体
系，
从而使畜牧产业的发展可以满足消费者的
需求和控制生产成本。
这种专业化生产类型在
家禽、猪和牛奶产业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而绵
羊（萨福克羊和兰布莱绵羊）和肉牛（安格斯
牛）产业主要采取的是复合型生产。
来源：美国（2003）
。

动物遗传资源管理能力状况

在澳大利亚，绵羊产业的育种选择从一
开始就广泛采用传统的非定量技术，包括由
专业绵羊鉴定员，以及生物学选择手段如“良
种选择”和“毛被平滑性选择”进行视觉评估
和手感评估。在肉用绵羊工业中，一般进行的
是在可识别育种种群基础上的轮回和终端杂
交育种策略。绵羊的生产性能记录和选择要
最有效地符合当前市场对肉用型和毛用型品
种的需要。LAMBPLAN是澳大利亚用于绵羊
肉类工业的主要遗传评估系统，这个系统是
根据从种畜群中收集的种畜性能和谱系信息
计算出育种值。在毛用绵羊产业中，没有普遍
实施遗传评估计划，这是这个产业的社会和
政治特征的反映。
来源：澳大利亚（2004）
。

行性育种选择中，降低遗传性变异的选
择强度和繁殖技术导致了近亲交配问题。
因此，要加强杂交育种以减轻近交衰退， 大和美国，家禽育种主要也是受社团育种
并通过使用欧洲品种如 Montbeliarde 和 的控制。
北欧红找出最佳匹配的基因型。在美
国 ，利 用 比 较 适 合 杂 交 育 种 的 复 合 公
牛对肉牛进行杂交育种的计划有所发

6 总结和未来重点

展。
在美国，猪的生产市场已经使纯种体

尽管在大多数生产系统中，家畜拥有

系转变为循环杂交育种计划，并且目前进

者介入了育种，但是在控制育种的程度上

行的是利用专用母系和父系或交叉的终端

有很大的变化，并且在规定育种方向中，

杂交计划。在猪的商业生产中，应用人工

所发生的遗传改变的程度也有相当大的不

授精快速地将纯种动物培育成了复合动

同。组织育种对畜牧生产体系的发展、对

物。在加拿大，受社团控制的猪的育种正

培育畜禽适应不同生长条件做出了很大贡

在增加，并且，广泛开展了纯种种群和复

献。尤其是家禽、猪和乳牛生产等的专业

合种种群的系谱选择。在澳大利亚、加拿

化育种的标准化生产条件也日益使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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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范围传播，而不是大量开发遗传物

开展育种计划的效率和效果。在欧洲和

质。除流行品种的真实或假定品质外，这

美国，成功实施了有个体种畜养殖者参

些品种的传播和在世界范围内利用它们

与的育种计划：

进行的杂交育种有助于精液和育种动物

●

的可用性和市场化。尽管一些国家、特
别是非洲国家认为杂交育种会对他们的

参与；
●

地方品种带来威胁，但是，还是有许多
国家把杂交育种作为增加牲畜种群数量

注重改善种畜和整个种群的选择
特性和实际效益；

●

的方法。
国别报告在计划育种活动和公共基金

适当组织机构和家畜所有者直接

政府支持，以及具有科学手段和
合格员工；

●

要有产品（包括加工和创新产品）

对育种的支持方面的评估表明，在不同国

的需求市场和输入供给市场。

家和不同物种之间具有很大差别。以下三

育种是一种复杂的“包装工艺”。虽

种类型国家具有最为明显的区别：
●

●

●

然在其他国家重复进行育种计划发展的

具有一些品种的育种计划，并且

长期进化过程可能是不必要的，但是上

把育种活动日益转移到私营部门

面提到的育种计划过程对成功培育良种

实施的国家；

还是不可缺少的，建立新的育种计划工

制定了一种或更多种品种的国家

作，必须遵照并含有这些必要的育种条

育种计划进程的国家；

件。特别是对于反刍动物的育种，需要有

主要依靠进口精液和种畜来改善

家畜所有者参与到协作和私人育种机构

其遗传资源的国家。

的密切合作中。由于畜禽品种内发生的

在短时期内，猪和家禽的繁殖力育种

遗传变异说明了畜禽个体之间和品种内

计划，将由少数饲养者或育种公司控制

存在部分区别，对这些差异进行选择就

并实施，但是，要由他们控制并实施牛和

可以实现品种的发展。

小型反刍动物的育种计划更加困难。为

在最初建立的大多数中等和低等输

了获得足够的种群规模，在大量个体饲

入系统中，不可能获得实施最优化程序

养者、或者大型国有中心牧场里开展了

需要的全部信息，在发展计划的起始阶

卓有成效的反刍动物育种计划。对先前

段这不是一个严重障碍，但是，重要的是

的中央计划经济实施改革的结果，是减

要领会发展宗旨以及由此确定正确的育

少了在大型政府养殖场进行的育种活动。 种目标。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要加强针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种畜养殖者和普通

对生产状况的研究以对育种活动提供支

家畜拥有者之间的有限的相互影响和设

持。为了确保有效利用稀缺资源进行研

定的研究目标，重点降低了这些饲养场

究，就要把研究工作与饲养者的需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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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研究结果的可应用性紧密结合起来。 织和实施高效的育种计划时国家所面临
此外，遗传改良计划不能独立在全面改

的问题。大多数生产量有限的地方适应

善生产和销售系统之外。牲畜产业正在

品种，只能得到低等和中等的外部投入。

不断地发展，特别是朝着扩大规模和更

在发展中国家，私营部门对降低国家反

加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因此需要有不同

刍动物育种计划的成本未必会有所帮助，

的品种和交叉。遗传改良工作必须不断

特别是对于增加生产只有有限潜力的育

跟进这些发展变化，而不能把育种目标

种体系，其育种成本只能由国家机构承

只集中在现在的问题上。特别是在发达

担。在欧洲和高加索，具有相似生产条件

国家，消费者优先权和选择权对未来的

的国家在育种活动中进行协作，这样不

育种目标将会产生重要影响。

但可以分担育种成本，而且也是一种更

育种活动、竞争和育种材料的国际

能够可持续发展的育种计划。

有效性的成本，是为国家育种计划提供
支持和资金的重要标准，作出这些支持
决定是不容易的，因为还没有一种可以

参考文献

用于育种计划的经济性评价的合理的和
综合的手段。很多政府决定依靠国际遗
传物质来发展育种，特别是家禽和猪的
育种。国别报告中的信息清楚地表明，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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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表 67
用于分析的二次抽样国家的名单
非洲

亚洲

欧洲和高加索

贝宁
博茨瓦纳
布基纳法索
布隆迪
喀麦隆

孟加拉国
不丹
印度
伊朗
吉尔吉斯

阿尔巴尼亚
亚美尼亚
奥地利
阿塞拜疆
保加利亚

佛得角
乍得
刚果

马来西亚
尼泊尔
朝鲜

科特迪瓦

乌兹别克
斯坦

克罗地亚
塞浦路斯
捷克
希腊
冰岛

刚果民主共和国
赤道几内亚
埃塞俄比亚
加蓬
冈比亚
加纳
莱索托
马达加斯加
马里
纳米比亚
尼日尔
尼日利亚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塞内加尔
斯维士兰
多哥
坦桑尼亚联合
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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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东和中东
埃及
伊拉克
约旦
叙利亚

拉脱维亚
摩尔多瓦
挪威
罗马尼亚
塞尔维亚和
黑山共和国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
瑞典
瑞士
前南斯拉夫的
马其顿共和国
土尔其
乌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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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8
绵羊育种的策略和手段
世界

非洲

亚洲

欧洲和
高加索

64

24

8

21

7

3

1

419
214

85
31

81
16

186
105

49
53

17
8

1
1

32.9%
30.5%
28.1%

13.8%
8.6%
8.6%

33.0%
33.0%
2.1%

51.9%
49.5%
45.4%

4.9%
4.9%
31.4%

16.0%
8.0%
8.0%

0.0%
0.0%
0.0%

性能记录
25.0%
7.8%
2.1%
人工
14.2%
1.7%
16.5%
授精
19.3%
5.2%
17.5%
遗传评估
特定系统育种
297
34
33
纯种育种
56.9%
64.7%
90.9%
杂交育种
15.8%
14.7%
0.0%
两者
27.3%
20.6%
9.1%
根据二次抽样国家的信息计算出的区域平均值。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45.0%
12.4%
21.0%

13.7%
35.3%
37.3%

8.0%
0.0%
0.0%

0.0%
0.0%
0.0%

137
63.5%
7.3%
29.2%

87
28.7%
35.6%
35.6%

4
75.0%
25.0%
0.0%

2
100.0%
0.0%
0.0%

国家数量
总的品种数量
本地
外来
育种
育种目标
策略实施
个体鉴别

拉丁美洲和
近东和中东 西南太平洋
加勒比

表 69
山羊育种的策略和手段
世界

非洲

亚洲

欧洲和
高加索

64

24

8

20

8

3

1

本地
219
62
42
外来
118
34
17
育种
育种目标
19.0%
20.8%
11.9%
策略实施
16.3%
14.6%
11.9%
个体鉴别
20.8%
17.7%
3.4%
性能记录
20.2%
20.8%
3.4%
人工
9.8%
5.2%
3.4%
授精
13.4%
15.6%
3.4%
遗传评估
特定系统育种
139
46
14
纯种育种
36.0%
30.4%
64.3%
杂交育种
29.5%
39.1%
21.4%
两者
34.5%
30.4%
14.3%
根据二次抽样国家的信息计算出的区域平均值。

57
40

46
21

11
5

1
1

27.8%
24.7%
33.0%
29.9%
5.2%
10.3%

11.9%
11.9%
26.9%
22.4%
31.3%
26.9%

12.5%
12.5%
6.3%
12.5%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5
54.3%
22.9%
22.9%

38
13.2%
28.9%
57.9%

4
50.0%
25.0%
25.0%

2
50.0%
0.0%
50.0%

国家数量
总的品种数量

拉丁美洲和
近东和中东 西南太平洋
加勒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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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0
猪育种的策略和手段
世界

非洲

亚洲

欧洲和
高加索

59

23

7

19

7

1

2

161
170

39
41

17
14

61
73

40
30

1
0

3
12

34.7%
30.2%

17.5%
7.5%

25.8%
25.8%

65.7%
60.4%

7.1%
7.1%

0.0%
0.0%

0.0%
0.0%

个体鉴别
35.0%
7.5%
19.4%
性能记录
33.5%
8.8%
19.4%
人工
27.5%
0.0%
19.4%
授精
21.1%
2.5%
9.7%
遗传评估
特定系统育种
245
40
9
纯种育种
18.0%
17.5%
66.7%
杂交育种
33.5%
65.0%
33.3%
两者
48.6%
17.5%
0.0%
根据二次抽样国家的信息计算出的区域平均值。

67.2%
67.9%
48.5%
48.5%

20.0%
10.0%
28.6%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121
21.5%
20.7%
57.9%

61
8.2%
36.1%
55.7%

0

14
0.0%
42.9%
57.1%

国家数量
总的品种数量
本地
外来
育种
育种目标
策略实施

拉丁美洲和
近东和中东 西南太平洋
加勒比

表 71
鸡育种的策略和手段

国家数量

世界

非洲

亚洲

欧洲和
高加索

58

24

8

16

6

2

2

139
249

73
83

21
9

3
12

21.9%
19.6%
14.9%
13.7%
2.8%
10.3%

0.0%
0.0%
0.0%
0.0%
0.0%
0.0%

13.3%
0.0%
0.0%
0.0%
0.0%
6.7%

0.0%
0.0%
0.0%
0.0%
0.0%
0.0%

183
39.3%
19.7%
41.0%

106
67.0%
25.5%
7.5%

13
84.6%
7.7%
7.7%

10
50.0%
0.0%
50.0%

总的品种数量
本地
360
68
56
外来
532
146
33
育种
育种目标
12.6%
2.3%
20.2%
策略实施
10.5%
1.4%
16.9%
个体鉴别
7.4%
1.4%
5.6%
性能记录
6.7%
0.9%
5.6%
人工
1.2%
0.0%
0.0%
授精
5.7%
1.9%
5.6%
遗传评估
特定系统育种
350
17
21
纯种育种
51.1%
23.5%
76.2%
杂交育种
21.4%
47.1%
14.3%
两者
27.4%
29.4%
9.5%
根据二次抽样国家的信息计算出的区域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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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国别报告较小动物品种的组织育种活动
区域
非洲
亚洲
近东和中东
欧洲和高加索
加勒比和拉丁美洲
南美
北美
西南太平洋
世界
饲养每种动物品种
的国家的百分比

马

骆驼

火鸡

鸭

鹅

兔

1
3
1
22
1
2
0
1
31
24.6%

0
2
0
0
0
1
0
0
3
6.8%

0
0
0
3
0
0
1
1
5
4.5%

0
4
0
4
0
0
0
0
8
6.5%

0
0
0
4
0
0
0
0
4
4.5%

0
0
0
4
1
0
0
0
5
4.8%

未提到

表 73
参与到组织牛育种活动中的利益相关者
区域
非洲
亚洲
近东和中东
欧洲和高加索
加勒比和拉丁美洲
南美
北美
西南太平洋
世界
所有参与者的百分比

政府

私人

两者

研究

机构

9
5
1
3
1
0
0
0
19
26.0%

0
2
0
16
1
2
2
1
24
32.9%

4
4
0
9
0
2
0
0
19
26.0%

0
2
0
1
0
1
0
0
4
5.5%

0
3
0
2
0
2
0
0
7
9.6%

表 74
参与到组织绵羊育种活动中的利益相关者
区域
非洲
亚洲
近东和中东
欧洲和高加索
加勒比和拉丁美洲
南美
北美
西南太平洋
世界
所有参与者的百分比

政府

私人

两者

研究

机构

3
6
3
4
1
0
0
1
18
36.0%

0
0
0
12
0
0
1
1
14
28.0%

1
0
0
5
1
0
0
0
7
14.0%

0
0
1
2
0
1
1
0
5
10.0%

0
1
0
3
0
2
0
0
6
12.0%

未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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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5
参与到组织山羊育种活动中的利益相关者
区域
非洲
亚洲
近东和中东
欧洲和高加索
加勒比和拉丁美洲
南美
北美
西南太平洋
世界
所有参与者的百分比

政府

私人

两者

研究机构

未提到

2
4
2
1
0
0
0
0
9
21.4%

0
2
0
12
0
0
1
0
15
35.7%

0
0
0
5
0
0
0
0
5
11.9%

1
0
1
0
0
1
1
0
4
9.5%

1
3
0
4
1
0
0
0
9
21.4%

政府

私人

两者

研究机构

未提到

1
1
0
2
1
0
0
0
5
13.9%

0
0
0
16
0
1
2
2
21
58.3%

0
1
0
4
0
0
0
0
5
13.9%

0
0
0
0
0
0
0
0
0
0.0%

1
2
0
2
0
0
0
0
5
13.9%

表 76
参与到组织猪育种活动中的利益相关者
区域
非洲
亚洲
近东和中东
欧洲和高加索
加勒比和拉丁美洲
南美
北美
西南太平洋
世界
所有参与者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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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方案

1 导言
世界动物遗传资源状况报告程序，显

的角度来看，动物资源缺乏足够的保护

著地提高了对动物遗传资源多样性的认

措施，通常最能影响威胁大的或者受到

识。在许多国家，动物遗传资源保存管理

损失的地区，如果发生，将大大影响世界

方案得到国家级的战略支持，进行更加协

动物遗传资源的多样性和畜禽的未来社

调的工作，经常开展不同的活动，并在国

会经济功能。不幸的是，在很多这些区域

家干预少的地区建立了动物遗传资源的国

中，政府对于威胁和它们的潜在影响缺

家保存机构。保存原理因国家和地区的不

乏必要的认识。

同而不同。在某些情况下，致力于维护生

一个品种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

物多样性是发展的主要动力，而在其他情

畜牧系统当前和今后的功能。随着情况的

况下，普遍的动机是了解物种在未来生产

变化，如果不采取行动，某些品种被搁在一

中的潜在风险。在一些国家，动物遗传资

边，正面临着灭绝的危险。特殊品种保护措

源保护在农村发展和环境管理的更宽泛的

施的执行应该受到重视，一般有以下几个

方案范围内展开。大多数欧洲国家和一些

原因：遗传唯一性；高度濒危；经济或科

亚洲国家，动物遗传资源保护被视为保护

学的重要特性（独特功能特性）
，或具备生

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态、历史或文化价值的特性（oldenbroek，

动物遗传资源面临的显著威胁，尤

1999）。某种程度上，保护的原因决定了

其是对畜牧生产的巨大压力，随着地区

保护措施的效果。本节从保持未来功能运

的不同而变化，涉及遗传多样性的现状

用物种间或物种内部的多样性的角度讨论

以及畜禽的经济和社会重要性。从全球

保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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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部分 8 分析了 148 个国别报告提

型的保存：体内（包括原地和移地体内保

供的信息，用来描述世界范围内的动物遗

存）保存及体外（移地）保存。还有一个

传资源保存状况。在 7 个地区和 6 个物种

问题，就是难以区分就地保存和“可持续

的基础上进行了分析。在相应情况下，展

利用”（见第四章第 1 条对这一问题的讨

示了动植物分布地区的不同，讨论了不

论）。因此，国别报告中提到的就地保存

同所有者的角色。只有极少数几个国家

的一些例子，实际上描述成正被讨论的品

的报告提供了包括保存方案在内的物种

种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例子可能更好一些。

的特殊价值的信息，或者保存方案下动
物谱系的当前信息，每一世代雌雄的数
目，或物种交配方案信息。因此，通过国

2 全球的状况

别报告的保存方案中列出的物种数量表
达了保存的状况。
理论上，可以进行三种保存措施：就
地保存，移地体内保存和移地体外保存
（参见第四部分第六部分9.2）。实际上，就

52% 的国别报告说明了体内保存措
施的现状，但是只有37%说明了体外保存
的现状（表 77）。
沿用已久的基因库可进行体外保存，

地保存和移地体内保存的区别相当模糊。 目前存在于日本、印度、北欧国家、法国、
在国别报告中，区别往往不明确。因此， 荷兰，波兰、捷克和匈牙利。在有些国家，
为了进行定量分析，下面只区分为两种类

建立了基因库计划，这些国家例如美国、
中国、韩国和越南。所有的主要物种都进
行了精液保存，牛、绵羊和山羊胚也得到

保存方案的量化和评估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
这使它难以确定强有力的方法：对于地方品种不是所
有的国家都使用相同的定义（例如给出所有品种、品
种发源国，或品种适应当地条件）。因此，在保存方
案里给出当地品种的数量必须慎重处理，并且这就是
保存的地方品种的比例不被计算的原因。关于体内保
存方案的定义在国别报告里存在一些不一致性。一些
国家认为：当一个品种被个体持有者或业余爱好者饲
养时，它正被体内保存，而其他的国家不认为这类的
活动属于资源保存规划。一些国家在人工授精中心把
畜禽精液进行分类存储，而其他国家认为只有当存在
一个单独的基因库时，体外资源保存规划才存在。数
据来自于 2002 — 2005 年之间的个别国别报告。在这
期间，很多国家的保存计划处于发展之中。所以，对
于一些区域，从分析被执行时，保存方案已经得到发
展。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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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储存。只有少数基因库储存家禽和马
的精液。有时主要品种的组织 DNA 样本
也得到收集。基因库由政府或非政府组
织支持的大学和研究中心发起。在一些
国家，母猪遗传资源报告进程的加速措
施，保证了基因库之间的协调和国家数
据库的建立。在发达国家，对于遗传物质
的采集，在基因库、动物养殖业和协会之
间，有一个强有力的协作关系。在发展中
国家，实施体外保存措施活动，仅限于在
私人或政府机构存放一些地方牛羊品种
的精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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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的国别

实施体内保存

实施体外保存的

报告的数量

的国家数量

国家数量

7
24
11
42
6
4
7
8
25
39
3
10
9
22
7
2
11
148

2
10
6
18
2
3
4
4
13
33
0
5
3
8
1
2
2
77

1
4
4
9
2
3
3
4
12
25
0
5
1
6
0
2
1
55

表 77
实施保存方案的国家数量
地 区
非洲

亚洲

欧洲和高加索
拉丁美洲与加勒比

分布区域
东部
西、北
南部
小计
中部
东部
南部
东南
小计
加勒比
南美
中美
小计

中东
北美
西南太平洋
合计

动物遗传资源、畜禽饲养管理立法方面

3 利益相关者

提供保护项目的法律基础。在国家战略
发展中，他们是动物遗传资源管理的得
力伙伴，并且他们也为执行机构提供了

国别报告表明，资源保护有许多利益
相关者，例如：国家政府、大学等科研教

基金，
包括非政府组织进行的保护活动的
部分经费。

育机构、非政府组织和育种工作者、各类

非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国家政府参

协会、农民和牧民、兼职农民和业余爱好

与育种活动，其目的通常是国家为了增加

者、育种公司等。本章概述各种不同利益

动物源性食物的自给自足。在大多数情况

相关者的角色。

下，他们拥有自己的核心养殖场，饲养着

3.1 国家政府

当地或外来的优良畜禽。这些核心养殖场

在建立动物遗传资源保存项目的国

出售种畜（雄性），以提高农民所拥有的

。该系统在所讨
家，国家政府起到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畜禽数量（通常是小农）
或者在有关生物多样性保护、或者在有关

论的物种保存问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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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饲养了大量动物，核心养殖场负责它们

往往进行出售种畜或者保护地方品种。他

的遗传多样性。

们把这些活动与他们的主要任务——教育

许多欧洲国家，政府政策越来越关注

学生和进行研究联系起来。许多高校和科

农村地区的动物资源保护和环境改善，这

研院所尽量保护本地培育的品种，这一点

些地区的农业经营经济能力非常有限。这

在工业行业已不再使用。他们花费大量精

些政策得到了国家资金的支持，在欧盟是

力在这些饲养群体中维持遗传多样性。但

公众资金。例如理事会规则讨论（EC），见

是，由于公共基金的削减，他们的作用受

第五章 3.2 节第 870/2004 号。

到威胁。
3.3

插文 35
马里政府的角色
在 马 里 ，政 府 在 研 究 工 作 站 和 试 验养
殖 场 发 起 了 保 护 行 动 。这 些 活 动 主 要 包括
Maure，Peul Soudanais，Peul Toronké和 N’
dama 畜禽育种。
来源：马里（2002）
。

民间社会组织和饲养协会

在许多发达国家，非政府组织（通常
是兼职）保护和促进农民和业余爱好者对
地方品种的保持。这些非政府组织及其成
员在保护当地品种如鸡、马、绵羊、山羊
和牛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其目标之一是
基于教育和娱乐的目的展示物种的文化
和历史价值；另一个原因是为市场生产
特殊产品。一般而言，他们的保护遗传学
知识是有限的，并且饲养和保护项目的

草食动物，特别是绵羊、牛和马等特

个人参与者往往是基于自愿的。因此，这

别适合某一地区的品种，在自然资源管理

些组织的活动，不能保证保护遗传多样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作用为大量饲

性的未来商业、生产用途。不过，在许多

养这些物种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在欧

国家（如捷克）研究机构和大学为养殖协

洲部分地区，由于社会经济或文化历史等

会的饲养活动提供专业知识和专业支持。

原因，政府也在积极地推动畜禽饲养。有

此外，国家协调机构，政府的检查部门，

许多类型的政府机构，包括治疗性养殖

及国家补贴控制部门，确保了资源保护

场、监狱、示范性养殖场、养殖公园和博

遵守国家计划。
农民

物馆等饲养地方畜类的场所。这些地方饲

3.4

养的畜类数量通常很少，导致了近亲繁殖

在欧洲和北美，一些农民根据目标市

及随机损失等位基因等风险，这在大规模

场出售地方饲养品种的特产，这些资源往

饲养的情况下很少发生。

往保持在自然的环境中。在这种情况下，

3.2

高校和科研院所

地方品种往往是品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与高校和科研院所有联系的养殖场， 这让我们有机会利用品种进行有利可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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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利用，否则会平白浪费了。在许多国

冻精液和冷冻胚胎被用来传递遗传物质。

家，农民或农民组织与生物产品关系密

在全球家禽饲养业，只有三个跨国公司正

切，由于对于管理条件的良好适应和市场

在积极推销国际水平的高度专业化的蛋鸡

需求的原因，传统品种在生物系统中受到

和肉鸡杂交种。由于蛋鸡及家禽工业的集

青睐。很多东欧国家正越来越认识到出口

约化市场运营结果，这些特殊的鸡的数量

生物产品的潜在机会。这些情况促进了一

增长迅速。专业的奶牛和肉牛繁育也是一

系列的传统或本地品种的发展，为育种和

种跨国活动，其中的冷冻精液和冷冻胚

体内保存项目创造了基础。

胎，被用来在这些国家中促进遗传进展。

在很多非洲国家，依然延续着低外来

在猪和家禽行业，大型畜牧公司拥有最好

投入的地方动物资源保护生产制度，被认

的繁殖种群。在保存纯系的遗传提高方案

为是适合当地条件的最好的保护方法，避

中，要注意有效的饲养规模以避免近亲繁

免了其他保护方式的资金缺乏问题。不受

殖。公司不想限制其今后的选育范围。因

控制的繁育方法、传统的生产制度的转变

此，保持物种的前提下的遗传多样性在这

以及不加选择的杂交育种，对动物遗传资

些方案中得到保护。

源保存都存在着显著的风险。
3.5 兼职农民或业余爱好者
进行畜禽资源保存的兼职农民和业余

4 物种水平的保存状况与机遇

爱好者人数，在欧洲及高加索地区、北美
和太平洋西南地区不断增加。除了猪以
外，大部分畜禽品种的保护都来源于业余

表 78 给出了在国际水平上的体内和
体外品种保存数量。

爱好。这些业余爱好者在保护地方品种中

4.1 牛

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保护不是他们的

由于高投入，奶牛或肉牛的专门品种

主要目标，而且，他们的群体遗传管理知

经过激烈选择得到发展，其遗传物质得到

识是相当有限的。业余爱好者的保护工作

广泛传播。奶牛已开始核心育种，也仍有

需要主管机构的特别关注，以使保护效率

不少奶农参加育种活动。在全球范围内，

更高。

一些生产性能的深度选择，以及来自最好

3.6 育种公司

公牛的精液的大量交换，导致热门奶牛品

在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猪肉生产

种的低效的规模数量——这些品种正存在

高度工业化，几个跨国畜牧公司控制了生

丧失遗传多样性的风险。这一问题可以通

产链。这些公司从有限数量的品种中培育

过更好的国际遗传管理加以避免，或通过

出一些品系，很快在全球使用。在国际范

使用具备多重特征的育种目标，例如利用

围内，冷冻精液用于遗传发展的传播，冷

一些北欧奶牛种群，挪威红牛可以作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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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8
国际保存行动
品种
地方
跨界区域
体内保存
体外保存

牛

绵羊

山羊

猪

鸡

马

897
93
324
225

995
134
261
111

512
47
109
44

541
25
120
140

1077
55
194
87

570
63
149
33

区域品种，是指出现在一个以上的国家，但仍属于一个区域的品种（见第一部分第 2 章）
。国家可能会认为
其中的大部分品种是他们区域的地方品种，因为他们有一个有限的区域分布，并且是在特殊的条件环境下发展
起来的。因此国别报告中所列保存的当地品种的数量可能包括了区域品种。区域内不止一个国家可能保存了同
样的“地方”品种。因此，保存物种的数量可能比表中给出的数量要少，因为表中数量是各国地方保存品种的
数量之和。在有些国家，即使国际跨界品种（见第一部分第二章）也可能被算作地方品种，如果他们已在该国
很长时间并且已适应当地的条件。比如，一些西非国家把 100 年前引入的泽西牛视为当地品种。

好的范例和说明。
在奶牛育种行业，以黑白花牛品种

应进一步鼓励畜禽保存方案的发展，特
别是在低或中等水平的外部投入地区，

为主，在未来的肉牛业，法国肉牛有可

那些高度适应当地环境的地方品种更应

能取得类似的地位。在许多国家，用这

得到保护。

些专业化品种来提高地方品种的生产性

4.2

能。只有极少数的杂交繁育体系是稳定

在畜牧体系高外部投入的地区和国

绵羊

发展的，此时地方种群得到使用和保

家，如欧洲和高加索地区、北美和澳洲，

护。在一些国家，兼用牛用于有机耕作

绵羊数量近年来有所下降。现在的羊毛

和新兴的功能，如景观和自然管理，或

经济价值低，对有些物种是一个威胁。

是被业余爱好者当作哺乳牛。在所有地

在欧洲，自然管理对这些品种正在成为

区，需要发展地方牛种的保护项目，不

一项重要的功能。因为大量品种的需

再 使 用 多 用 途 品 种 的 原 有 功 能 （ 如役

要，这种作用为体内保存提供了一个极

用）。

好的机会。

在专业化品种的发展和使用中，人工

在非洲、亚洲、近东和中东地区，以

繁殖技术结合冷冻存储发挥了重要作用。 及在欧洲的东部地区和高加索地区，存在
冷冻保存技术的资源保存方法，已广泛应

小规模的耕作系统，绵羊仍然是重要的肉

用于保存精液，以及早期的胚胎和卵。大

和奶的来源，在某些地区绵羊还具有宗教

量的畜禽品种进行了体外保存方案。不

功能。这些作用保证了品种的持续利用。

过，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

尽管如此，体内保存方案中需要在绵羊数

区、近东和中东地区和太平洋西南地区， 量大大减少的西南太平洋和中亚，以及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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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数量差异的地区如近东和中东地区加以

着猪的体内保存机会的缺乏，意味着这一

发展。

物种在保存项目中需要特别关注。冷冻精

绵羊遗传物质的人工受精和冷冻技术

液用于传播遗传进展，而且冷冻精液和冷

得到很好的发展，但都没有得到广泛的应

冻胚胎还用于不同国家公司间交换遗传物

用。只有在发达国家的基因库将精液储存

质。这些活动为猪的体外保存奠定了基

起来，以保存动物遗传多样性，免于重大

础。在欧洲和亚洲，许多育种和杂交项目

疾病的流行。在发展中国家应该建立有类

被搁置，主要进行体外保存。然而，保存

似目标的体外保存方案。

措施的状况应进行监测，以确定可能需要

4.3 山羊
在小规模耕作系统中，山羊对奶和肉

额外的措施。
4.5 鸡

类的生产具有重要作用，其在各种各样

在欧洲和北美，许多大学和科研院

的条件下都可以饲养，保证了其持续利

所 努 力 保 护 发 展 地 方 鸡 品 种 （ 双重 目

用。一般而言，这个物种没有面临非常严

的），这些鸡已不再作为工业化的商品

重的威胁。因此，作为体内保存对象，山

使用。许多大学已经培育出供各种用途

羊并不普遍进行人工授精，只有在品种

的实验品系。在许多情况下，因为预算

数量有限的时候才会使用，几乎完全集

的原因，一些鸡品种被淘汰了。在东欧，

中在发达国家。这也是为什么目前只有

许多“冷战”时期形成的优选品系仍然

少数几个品种使用体外保存的方法。作

存在，并应考虑给予保护。在一些欧洲

为预防措施，山羊的体外保存在全球应

国家，一些小公司仍然从事生产蛋鸡和

给予更多的关注。

肉鸡，但他们的数量正在迅速下降。在

4.4 猪

发展中国家，存在小规模的养鸡活动，

如上所述，在欧洲、北美和澳洲，猪

以及当地人对地方品种的偏爱将促进继

肉生产主要由少数跨国公司垄断。随着养

续使用和保护地方品种。在发达国家，

殖业越来越集中，许多猪品种和品系在主

有很多人把养鸡作为一种业余爱好，这

要生产领域消失了。在很多地区，包括欧

是体内保存的一个机会。鸡精液的体外

洲及高加索地区、非洲和北美，相对来说， 保存是近期发展起来的。地方品种的精
几乎不存在地方猪的繁育。相反，在东亚

液冷冻只有在少数几个亚洲和欧洲国家

地区有许多地方猪种。后者需要仔细监

存在。通过体外保存保护当地品种，培

测，在未来的保存项目这可能需要更多的

育两用目的品种，应该得到全球级别的

注意，因为外来品种饲养数量的增长带来

优先权。2005 — 2006 年高致病性禽流

了许多威胁。

感的传播说明在世界各地物种的风险度

随着猪工业化和专业化的加速，伴随

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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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马

品种的畜牧系统的扩张，同时，旱灾、疫

在过去，马匹主要用于拖运和交通。 病和政治不稳定，都造成了对当地物种的
运输业的机械化和随后的农业机械化意

威胁，尽快落实大规模的体内和体外保存

味着在世界许多地区的马匹的饲养几乎

显得非常重要。然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完全出于休闲用途，主要为爱好者饲养。 需要对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
许多品种都是用在好几个国家，但国际

非洲42个国家的报告中有18个记述了

饲养管理极为少见。唯一例外的是冰岛

体内保存活动。几乎所有这些国家保存活

马和荷兰弗里赛马，冰岛和荷兰马分别

动，只限于每个物种的少数品种。山羊、猪、

具有详细的畜群育种记录，并控制着物

鸡和马的保存品种数量都非常少
（见表79）
。

种的遗传多样性。
马具有多种休闲活动功能，可以促进

相对于其他物种，牛和羊的表型和
遗传特性，在过去和现在的系谱中都有

物种遗传多样性的保护。不过，一般而言， 较好的记载。至于其他物种，地方品种的
本地马种群遗传多样性由于一些热门种马

有些性状可以从（历史性）手册和最近开

受到威胁。最初用来驮运的“重挽”
（冷

发的数据库中找到。育种理论在各研究

血）品种，常常受到威胁；在一些国家， 所和大学得到发展。然而，人工繁殖和保
他们现在只用作肉类生产。

存方案难以执行，因为缺乏群体规模数

马匹的体外精液保存近年得到发展。 量大小的数据、鉴别系统与谱系记录。实
在一些少数国家，储存了当地马的冷冻精

施这些项目所需的知识和技能非常少，

液。在体外保存中，当地“重挽”品种应

没有必要的基础设施。有些国家提到，体

列为优先。

内保存由饲养禽畜的牧民和小农完成。
然而，令人怀疑的是将这些活动描述为

5 区域级体内、体外保存方案

保存项目是否合适。
国别报告中描述的大部分方案，包括
了政府和农场保持的当地动物核心群的重

5.1

非洲

大部分的非洲人口营养不良，粮食生

要作用。这些农场出售育种材料，并且被
用来教育当地农民。没有国别报告完备记

产自给自足是许多政府的一项重要目标。 载一套行之有效的保存规划。
旨在增加食物生产的政策，鼓励当地饲养

分析显示了非洲三个区域保存活动的

者利用外来品种以取代本地品种（鸡），或

重大差异。42 个国家的报告中只有9份显

进行杂交育种或品种改良（牛、羊）
。这

示了体外保存活动的记录（表 77）。在几

些活动没有适当的繁殖和保护措施，威胁

乎所有这些国家中保存活动只限于少数畜

到许多地方品种。高外部投入、使用外来

禽（表 79）。实施这种方案必要的知识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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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9
非洲的保护行动
牛

绵羊

山羊

猪

鸡

马

地方品种

59

30

35

2

14

4

体内保存

4

1

1

0

0

0

体外保存

0

0

0

0

0

0

地方品种

44

49

29

25

49

24

体内保存

27

10

6

4

0

3

体外保存

5

1

1

0

0

0

地方品种

51

30

22

22

26

8

体内保存

12

7

3

2

1

2

体外保存

6

0

0

0

0

0

154

109

86

49

89

36

东非

西非和北非

南非

整个非洲
地方品种
跨区域品种

35

27

15

2

6

7

体内保存

43

18

10

6

1

3

体外保存

11

1

1

0

0

0

参考表 78 脚注。

缺，并且没有或不能充分维持所需的基础

DNA 在一些研究站得到了保存。

设施（如设备，液氮设施）。体外保存行

5.2 亚洲

为限于私人和政府机构对于本地品种的精

在亚洲，大约50%的国家有体内保存

液的存放。有些国家还提到作为一种战略

计划。在此区域的发展中国家，缺乏动物

储存外来品种的精液。地方品种个体的

鉴定和系谱生产性能的记录。因此，对于
许多地方品种，缺少改良品种的基础信

插文 36
埃塞俄比亚——就地保存

息。在体内保存工作被限制到州农场或大
学和科研机构的实验农场。在这里，已经

在埃塞俄比亚，四个养牛场和一个养羊
场实行就地保存措施。这些养殖场的总目标

开始对表现型和遗传基因型进行鉴定。

是 Boran，Horo， Fogera 和 Arsi 牛以及 Menz
羊的繁殖和杂交育种。

导致人们对肉类食品需求的增加，而且造

都市化、人口增长和收入水平的增加
成畜牧系统的的加强，以及对外来品种的

来源：埃塞俄比亚（2004）
。

大量使用。然而，许多国别报告显示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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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37
摩洛哥的 Moutonnier 计划——指定养殖区以维持当地的绵羊品种
摩洛哥做了巨大的努力来建立绵羊遗传资

已经取得了成功。

源的可持续管理。一个重要的发展是 1980 年
设立的一个方案，称为 moutonnier 计划。计划

由于该计划的杂交育种的地域限制，外来
品种对于当地羊的影响有限。当地品种 1996/

的主要内容是根据当地农业系统和自然遗传资
源，将国家划分成不同区域。每个区域都有自

1997年占了总量的53%（摩洛哥最近的各种羊
的普查数据）
。从1970年，Sardi数量有所增加，

己的一套养羊规则。在“养殖区”，只有在当
地区域存在了很多年的品种才允许饲养。在

Timahdite 和 D’man 数量稳定，Béni Guil 稍有
下降。

“杂交育种区”
，杂交育种得到允许，选择品种
不受任何限制。在其他地区，如“传统的养羊

然而，Béni Ahsen 数量随着当地引入灌溉
系统后急剧下降，灌溉系统带来了果树和奶牛

带”，几种羊的品种同时存在，没有哪个特定
的品种占主导地位。

的增加。后面的例子说明即使保存措施得当，
农业系统的重大的重新定位易于威胁传统物种

育种区的纯种动物在不断地增加，占据
了大约 54% 的地理区域面积（见图）。育种带

的继续存在。

保护的主要是当地品种，它们是 Timahdite，
Sardi，Béni Guil，D’man，

ዖఁ

0°

Tanger

Mediterranean Sea
Tetouan

35 °

Melilla

Beni Ahsen

Oujda

Beni Guil
D’Man

品种。
这个计划还包括选择方

Rabat
Casablanca

Sardi
Timahdite

Meknes

Fes

Settat

Boujaâd

案，以在他们的“家乡”改进
地方品种；组织农民协会，并

ูহ
Marrakech

ATLANTIC OCEAN
Agadir

30 °

鼓励农民改善当地的品种。
由于绵羊保护者的积极参与，

-5 °

Spain

ఊߣ௦ᄜዖں൶ݴք

30 °

Berber 品种，但保存计划主
要针对的是以上提到的 6 个

-10 °

-15 °

35 °

＾
Béni Ahsen 和 Boujaad，也包
括一些山地品种，如 Atlas 或

Tiznit

国家的组织和支持，该计划

Algeria

0

Western Sahara
-15 °

-10 °

Mauritania

-5 °

200 km

Lambert Conformal Conic Projection.
Standard Parallels 31.5° and -7.0°

来源： Boujenane （2005）
注意 D’Man 是描绘地带的绿洲及山谷中目前唯一的品种，同时，注
意估计 Boujaad
＾ 的区域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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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任何重要保护活动。

有助于它们的未来使用和保存。然而，猪

50% 的亚洲国家，都有体内保存计

养殖和加工的工业化和专业化的速度，引

划。实施体内保存计划的情况在不同国

起对建立地方性的和区域性的体内保存计

家间差异很大。日本和印度早已建立了

划的需要的特别注意。由于缺少体内保存

基因库，中国、韩国和越南的基因库正在

机会，这种需要得到强调。

筹建中。在亚洲其他国家，一些人工授精

在亚洲肉品生产中，猪和家禽扮演了

站具有一些储存精液；但另外一些国家，

主要角色，存在着非常丰富的品种多样

特别是在西部地区，没有体外保存活动。

性。在少数国家，如中国、日本和越南（表

储存精液来自所有主要的物种，牛、绵羊

80），这两种生物的资源保护得到了特别

和山羊的胚胎也被储存。在一些国家（例

的重视。在这个区域中，牛、绵羊、山羊

如日本），收集了所有主要物种的 DNA。

和马的保护需要较多的关注。特别是在西

亚洲的政府在体外保存活动中正在与行业

部地区，生存着丰富的多样性品种，但没

相结合。

表 80
亚洲的保存活动
中亚
本地育种
体内保存
体外保存
东亚
本地育种
体内保存
体外保存
南亚
本地育种
体内保存
体外保存
东南亚
本地育种
体内保存
体外保存
全部亚洲
本地育种
区域跨边界育种
体内保存
体外保存
参见表 78 脚注。

牛

绵羊

山羊

猪

鸡

马

29
6
11

74
18
11

28
6
0

3
0
0

12
6
0

32
2
0

74
22
28

72
12
3

71
13
3

156
51
92

125
80
73

57
8
5

86
10
8

106
18
8

64
7
6

18
1
0

45
4
0

20
0
0

50
11
8

13
5
4

19
4
2

52
8
0

61
8
0

32
0
0

239
19
49
55

265
13
53
15

182
11
30
11

229
2
60
92

243
2
92
73

141
10
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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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38
中国的保护策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超过12亿。中国用全
球10%左右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人口的22%，取

的主流活动中。
目前已经建立起了数个国家级动物遗传资

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在改革开放的初
期，把生产的重点放在了提高农业产出、满足

源基因库。其中，在北京建立的基因库以保存
牛、羊、猪等哺乳动物的冷冻精液、胚胎和组

消费需求上，导致了大量外来品种的进口，盲
目使用外来品种与本地品种进行杂交生产。随

织为主，在江苏省的家禽基因库以活体保存家
禽为主。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的地方品

后，政府意识到畜禽遗传多样性存在着潜在的 种胚胎保护，通过多年的经验积累，保护方案
重大损失，做出了一系列关键性的政策调整。 和保护效果已经得到提高。现在的做法是为每
20 世纪 90 年代，颁布了《种畜禽管理条例》
， 个饲养品种储存250个胚胎和1 600份精液。17
强调加强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重 个濒危品种，已经具有精子储藏，其中的16个
要意义。1996年在农业部设立了国家家畜禽遗
传资源管理委员会，协助政府主管部门全面负

不同品种具有了胚胎储藏。这显示了是否充分
地采样了有限的品种，或是一个有限方式更多

责畜禽遗传资源管理，包括：起草畜禽资源保
护与利用规划，畜禽新品种审定，资源调查与

品种的困境。从长远观点来看，需要用两种技
术覆盖所有品种。对于家禽，在江苏省的40个

特性鉴定，保护技术咨询等。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别建立了专门的保

品种被计划进行外部体内物种保存，每个品种
至少保存 300 只母鸡和一定数量的公鸡。与原

种场，政府拨专款保护本地品种。列出了一大
批进行保护的动物资源保存区，保种场与保护

产地保存相对应，最近暴发的禽流感增加了对
体外保存的安全性和必要性的思考。

区内农户紧密联系。在1999年，在西北和西南
省份发起了一个较大规模的调查，鉴定了79个

虽然本地种和外来品种之间全面的品种比
较仍然很少，但中国已经加强了基础研究。在

以前没有记录的品种。到1983年，政府也认识
到灭绝品种由 7 个增加到了 10 个。结果，在中

北京的一个实验中心，对品种进行全面的鉴定
和评估。但是，为涉及的每个品种复制适当的

国大约有 576 个鉴定过的品种。
在第八个五年计划里，开始了“畜禽种质

环境是相对困难的。农业部已经确定了 78 个
地方品种作为国家级的重点保护品种。

资源保护专项”财政支持项目。每年用于畜禽
品种资源保护的资金从 400 万元，提高到 800

随着中国畜牧业的发展和产业化，农业部
意识到了公共保护和遗传多样性的重要性。为

万元，再增加到2000万元。在这期间政府审定
了 83 个省级水平的重要育种场，并且着手为

了纪念为国家家畜禽遗传资源管理委员会成立
十周年，发行了一套78个重要品种的邮票。将

一些牧场和资源保护区以及一些新的人工授精
站供给基础设施。这种支持已经能使省、地区

来的计划包括建立“中国畜禽多样性网络”
。为
了确保恰当的动物遗传资源管理，将持续进行

和县为它们的地方品种建立资源保护区和牧
场。另外，畜群谱系注册方案和品种改良方案

专门技术的人员培训；促进各部门间的协作，
努力实现效益最大化，从而保护中国畜禽丰富

已经建立。目前，政府正在起草一个专门的“畜
牧法”，把动物资源管理活动纳入到畜牧生产

的遗传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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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欧洲

性的角色。由这些组织运行的群体遗传

欧洲和高加索地区对保存相当的重

管理，应该进行提高，从而避免涉及育种

视 ，而 且 许 多 育 种 和 保 存 计 划 都 得 到

保存的风险。

发 展 。已 经 进 行 了 表 现 性 能 的 品 质 鉴

在东部地区，由于政治上的不安定和

定 ，而 且 开 始 了 分 子 遗 传 生 产 性 能 的

苏联的解体，畜牧系统和动物数量受到严

研究。除了东南部地区以外，种群大小

重冲击。许多直接相关的品种保存项目和

记 录 、动 物 鉴 定 和 谱 系 记 录 都 很 好 地

机构被破坏。前苏联培育了许多的牛、猪

建立起来了。

和鸡优良品种，而且与西方的品种和品系

对于地方品种中的所有重要品种，已
经建立了许多体内保存方案（表 81），然
而，在欧洲的西部、中部以及东部的国家

完全分离。这些品种目前仍然存在，但受
到西方遗传学的威胁。
在西欧和中欧，具有许多体外保存方

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在欧洲西部和中部， 案。但在很多情形下，这只限于对有限的
有 27 个国家具有体内保存计划（表 77）。 牛和羊品种的精子存储。一些国家（北欧
一些国家（例如爱尔兰、芬兰和德国），主

国家、法国、荷兰、波兰、捷克和匈牙利），

要以群体中雄性和雌性的数量作为其保护

具有保存主要品种的基因库。有时，牛、

政策基础（有效群体大小）。一些报告提
到，普通牛育种，例如黑白花牛和比利时
蓝牛，由于只使用有限数量的公畜，使得
群体有效数量有些小。有些国家（在西欧、
北欧和中欧）已经具有动物遗传资源保存
的历史，有些已经把力量集中到提高效率
的联合行动上（北欧国家）。在一些国家，
体内保存限于少数物种。它们被多种不同
的方式保存。牲畜被饲养在不同的牧场
里（研究牧场、饲养牧场、博物院、监禁
牧场），或是为自然管理被饲养，有的是
作为宠物饲养。兼业正在增加。许多这些
小型的牧场主饲养本地品种并且在品质

插文 39
丹麦——体内保存的机会
在丹麦，肉牛、马、绵羊、山羊、兔、鸭、
鹅、火鸡、鸵鸟和鹿主要是由兼职育种者、业
余育种者和业余爱好育种者饲养。其中的肉
牛、火鸡和鸭子，有许多专业化生产公司，但
是，大多数畜群规模都比较小，只有较低或
中等水平的投资。兼职的、业余的和业余爱
好的育种者饲养了许多不同的品种。因此，
就动物遗传资源保存和使用而论他们构成一
个重要的目标群。在丹麦，有关闲暇方面的
牲畜饲养是相当重要的。对许多人来说饲养

标记下设法出售区域性产品。在许多国

畜禽是一个重要的消遣活动，也有许多人非
常赞赏放牧着牛、马、绵羊和山羊的优美环

别报告里，有机农业被认为是供地方品

境和自然景观。

种应用的一个机会。许多私人组织（非政
府组织，NGOs）在体内保存扮演着决定

来源：丹麦（2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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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
欧洲和高加索地区的保存活动
牛

绵羊

山羊

猪

鸡

马

277

458

170

165

608

269

28

79

13

17

45

38

体内保存

137

175

51

47

101

113

体外保存

106

51

15

28

6

23

本地品种
区域跨边界品种

参见表 78 脚注。

羊和猪的胚胎也被保存，在一些国家，牛

育种经常不认为具有高优先级。这不适用

的卵母细胞或组织 DNA 被储藏。这些基

于南美洲的独特的驯养物种（例如美洲

因库新近建成或正在建设之中。在大多数

驼、羊驼和豚鼠）。

国家，存在着强有力的畜禽育种协作关

体内保存活动的质量是高度变化的。

系。基因库要想长远发展需要考虑一些

巴西具有许多体内保存项目，而一些国

问题，例如，所有权和使用权、信息和资

家缺乏任何活动。在许多加勒比和中美

料、核心群的优化、卵母细胞与胚胎的比

洲国家，牲畜鉴定和注册、生产记录和育

率等。尽管，在欧洲东部具有丰富的动物

种没有得到发展，成为保存活动薄弱的

遗传资源多样性，但是，也存在着现实的

基础。在很多南美国家，强有力的出口市

威胁（例如政治上的不稳定），东部地区， 场吸引了对牲畜鉴定和生产性能记录的
除去乌克兰以外，体外保存方案基本上

投资，这有助于有关当局建立积极的育

不存在。

种和保存方案。

5.4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体内保存主要局限于在大学和学院牧

在这个地区，虽然很多国别报告了非

场饲养的牛和马（表 82），它们经常起到

常丰富的国家级的生物多样性，但是，具

核心繁殖畜群的作用。在一些国家，为了

有积极保护方案的国家数量非常少。存在

支持保存决定，分子级别的性能鉴定活动

于这个领域里的大多数物种和品种，是在

已经启动。在那些具有保存活动的国家

数百年前从其他区域进口的。一些品种在

里，其保存活动是由政府、大学和协会带

纯种繁育方案中得到进一步发展。适应特

头发起的。

定的、甚至极端的当地条件的新合成品种

体外保存受限于精子的存储条件，并

也得到了发展。在其他情况下，出现连续

且有时也受限于一些品种的胚胎。在大学

的杂交育种。与欧洲相比，这里纯种繁育

和研究机构的帮助下，主要由政府发起设

扮演了一个不很重要的角色，保存（纯种） 立冷冻基因库的倡议。在这个地区，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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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保存活动
牛

绵羊

山羊

猪

鸡

马

本地品种

19

5

3

11

7

1

体内保存

0

0

0

0

0

0

体外保存

0

0

0

0

0

0

本地品种

74

36

20

35

43

39

体内保存

43

5

7

2

0

5

体外保存

15

5

6

2

0

5

本地品种

36

6

3

21

34

25

体内保存

33

5

8

5

0

16

体外保存

1

0

0

0

0

0

129

47

26

67

84

65

加勒比

南美

中美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本地品种
区域跨边界育种

8

2

2

3

1

5

体内保存

76

10

15

7

0

21

体外保存

16

5

6

2

0

5

参见表 78 脚注。

是第一个设立基因库的国家。

他国家，通常缺乏对地方品种的价值的

5.5 近东和中东

认识，对地方品种的改善和保存的可能

在这个地区，虽然具有丰富的生物多

性也不大。大多数地区，没有进行畜禽

样性，但为了减少动物源食物的进口，这

鉴定、注册或生产性能记录工作，相关

些国家的政府的主要目的是增加畜牧生

活动极其有限。这个地区没有体外保存

产。因此，他们专注于高投入、高产出的

方案。

外来牛和鸡的品种育种，而很少进行对地

5.6 北美洲

方品种的提高和保护（表 83）。

关于畜禽，美国和加拿大具有密切

在伊拉克国别报告中（2003）提到

的相互关系。加拿大为美国提供了许多

一些体内保存活动，主要保护物种是牛、 畜禽和畜产品，后者也是加拿大种畜的
绵羊和山羊，但是没有提供细节。在其

使用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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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3
在近东和中东的保存活动
牛

绵羊

山羊

猪

鸡

马

本地品种

43

50

34

1

24

14

区域跨边界品种

0

4

0

0

0

0

体内保存

5

4

3

0

0

0

体外保存

1

0

0

0

0

0

参见表 78 脚注。

插文 40
巴西基因库

应该加强来自科学家对这些组织的支持。
在育种和实验选择的双重目的下，大学和
研究机构的牧场对鸡进行了饲养保存。但

1983年以前，
巴西农业研究院
（EMBRAPA）
的国家遗传资源与生物技术研究中心
（CENARGEN）
，只有植物品种的遗传资源保
护项目。从1983年起，为了使地方适应品种面
临灭绝的威胁最小化，在CENARGEN的协调

是，多数感到了有限的活动预算的威胁。
有关育种品种鉴定的许多工作由大学和研
究机构执行。
在美国和加拿大，动物遗传资源被

下，通过CENARGEN的不同研究中心、大学、
国家级研究院及个体育种者，巴西开始进行

看作是国家食物安全的一种战略资源，

动物遗传资源保护规划项目。动物资源保护
规划包括以下阶段：
（1）高级遗传稀释群体鉴

投资建设体外资源保存规划和基因库相

其可能受到生物恐怖的威胁。这是美国

定；
（2）表型和遗传特性；
（3）评估它们的生
产潜力。在保存中心，保存正在被执行，通过

关机构的一个原因（表 84）。在与产业化

自然选择，动物在栖息地进行繁育（原地）
。同
时，在巴西利亚的畜禽种质库（AGB）中，胚

增长。育种公司使用基因库，作为他们育

胎和精子得到储存（外部）
。重要的是识别每
一个被保存品种的经济用途。单独依靠研究
不能保存这些濒危品种，而与私人育种者合
作对于保护方案的成功实施是相当重要的。

密切合作的过程中，采集正在非常快地
种工作的备用方案。在加拿大，已经提出
一个体外保存的方案，并且近期将得到
实施。美国和加拿大在基因库活动上将
存在密切合作，共享信息和文件程序，并
且正在讨论和关注彼此的体外采集备用

来源：巴西（2003）
。

方案。
5.7

西南太平洋地区

两个国家具有非常积极的非政府组

一般说来，在这个地区，政府没有意

织，在很多地方品种的体内保存中扮演着

识到畜禽遗传多样性的战略价值。只有澳

重要角色。但是，在遗传管理活动方面， 大利亚的私人牧场主和非政府组织在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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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4
北美洲的保存活动
牛

绵羊

山羊

猪

鸡

马

本地品种

29

35

3

18

12

23

区域跨边界品种

3

6

5

1

1

3

体内保存

1

1

0

0

0

2

体外保存

36

39

11

18

8

0

参见表 78 脚注。

插文 41
美国——保存计划重点
重点被再分为生物学问题和物质能力问
题。从生物学远景方面，重点包括：

6 改善保存方案的机会
保存遗传差异的有效性可以通过标准

●

完成育种水平的冷冻种质和组织的采
集；

来衡量，例如有效群体大小、每一世代使

●
●

提高私人和公众实体的当地保存水平；
对品种内部和品种之间的遗传多样性

案。令人遗憾的是，只有在少数一些国家

●

达到更彻底的了解；
对于精子、胚胎和卵母细胞的冷冻保

存研制更有效和可靠的方案。
物质能力重点包括：
●

●
●
●

继续发展 NAGP（国家动物种质资源
项目）基础设施和人员；

用的公畜和母畜数量，以及实行的杂交方
可以获得以下信息，例如在体内保存方案
中的有关牲畜数目，以及体外保存的遗传
物质的公畜和母畜数量的信息。因此，难
以评估现有活动的有效性。但是，要求建
立完整的保存方案的一些改进可能在下面

增加对大学保存工作的认识和支持；
促进不同联邦机构保存方案的互补性；

被确定和论述。

增加畜禽遗传多样性管理不同方面的
产业化意识。

面积的土地处于自然保护下。自然管理

来源：美国（2003）
。

在一些国家，强化畜牧生产导致大
促进了食草动物的体内保存，但是有时
牲畜被饲养在它们的原始环境之外，不
使用它们的原始生产性能。多数牲畜需
要这些活动，如果管理适当，它们为保

少数濒危牛品种上是比较积极的。在澳大

存遗传变异以备将来使用提供了很好的

利亚，私人的育种公司和非政府组织正在

机会。

储存牛的精子和胚胎。

在全球水平，当动物源食品很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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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5
西南太平洋的保存活动
牛

绵羊

山羊

猪

鸡

马

本地品种

26

35

11

12

17

22

区域跨边界品种

0

3

1

0

0

0

体内保存

13

0

0

0

0

0

体外保存

0

0

0

0

0

0

参见表 78 脚注。

插文 42
澳大利亚——参与的不同利益相关者
在澳大利亚，畜禽育种的主要倾向已经
集中于实现可持续产业化、适应和多产的畜
禽。来自许多州的遗传投资已经被用于实现
这个目标，实现了对于适合生产目标的基因
型的保存，达到确保可进行长期育种选择的

集约的农业体系的生产目标。但是，由于
这些品种的市场大小受到限制，跨国育种
机构很少投资这些活动。更多的重点应该
放在发展这些品种以及保存它们的遗传多
样性。
本地品种可提供小型市场所需求的特
殊产品，可使养殖者获得利润。在牧场里，

足够的畜禽数量。在澳大利亚，稀有品种保存
工作主要掌握在私人育种者、育种学会或者

面向小型市场的当地品种的小规模保存可

非政府组织中，例如澳大利亚稀有品种信托
公司（Rare Breeds Trust of Australia）。这些

经常导致种群内一些遗传变异的丢失。如

能使本地品种得到有效利用，但是，这也

特殊的兴趣群体，通过育种计划和遗传建议，
支持现场和牧场的品种保存。通过育种公司

果不适当控制近亲交配，这种情况可能也

和非政府机构维护的基因库进行的外部保存
活动是非常有效的。

是，小畜牧者和业余爱好者在保存鸡、马、

来源：澳大利亚（2004）
。

重要的角色。因此，在小型种群的遗传管

存在于业余爱好者饲养的小型种群里。但
绵羊、山羊和牛的种间变异里扮演了一个
理中，家畜饲养者的培训应该得到改善，
例如，政府和研究所应该提供专业支持。

上在高投入、高产出、具有高度专业化的

育种机构进行的现代化的育种方案，

育种或杂交育种系统里被生产时，小农业

经常考虑的是在品种内的遗传多样性的保

依然非常重要，有机农业的重要性正在增

存。优化技术得到很好的发展，并且实用

加。这些体系需要很好的、适应双重目的

有效。例如，在牛的育种里，这些技术被

或多用途的品种。与高度专业化的品种或

牧场主引进，用于杂交方案，使生产水平

杂交品种相比，这些品种更好地适应较少

上的近亲交配问题降到最小。目前存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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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拓宽育种目标的倾向，包括实用性状和

技术和财政援助，进行鼓励和支持。对于

生产性状。这对于有效群体大小和在被讨

区域跨边界品种，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论的物种内维持遗传多样性问题存在积极

区域保存方案和基因库的建立应该是第一

的影响。对于一些品种，使用种畜从相关

位的。

群体中扩大有效群体大小可能是比较明智

需要进行保存的潜在候选动物数量非

的方法。另一个可能性是从基因库中选择

常大，而且，动物保护方案也是非常昂贵

“丢失”公畜的精液，并且再次使用这些

的。因此，在国家的保存方案里，应该审

公畜。
冷冻保存是一种验证技术，是体内保

慎注意品种的选择和用于保存的方法。对
于保存方案来说，表型的和遗传的特性清

存的一个重要的补充。到现在，它已经主

晰，对种群的数量和结构有足够的认识，

要被用于保存种内遗传多样性，并且被引

就可以定为优先的保存品种。

入育种产业作为育种材料的备用品。基因

为了实施一个完善的育种资源保存方

库应该得到进一步发展，同时考虑的问题

案（其中种内多样性的保存是非常重要

有：所有权和使用权、储藏备用方案收集、 的），必须具备个体畜禽的系谱资料。为
信息和文件编制、核心采集最佳化、卵母

了避免随机变化，需要确定每个世代的最

细胞与胚胎的最佳比率问题。

小公畜和母畜数量；为了避免近亲交配，
应该引入相应的杂交方案。体内保存方案

7 总结与重点

必须包括牲畜鉴定和登记、生产性能测定
记录、种群和群体大小的监测。在这个方
面，对于冷冻保存，区域性合作以及建立

在非洲的许多国家，欧洲东部和高加

国家之间或区域的基因库是特别重要的。

索地区，近东与中东，中亚和南亚，以及

对于家禽、猪和牛（肉牛和奶牛），跨

加勒比地区，保存方案需要得到发展。这

国公司只发展有限数量的品种和品系。在

些区域和地区，存在着丰富的动物遗传资

亚洲和非洲，这些公司的育种和生产活动

源多样性，但是，国家政府部门对它们的

正在推广。改善、高度选择品种和品系将

价值基本没有认识。在大多数国家，为了

被用于满足将来对肉、奶和蛋的增长需

获得改善和保存地方品种的资金，必须增

求。在这种背景下，新近培育的（双重目

强这种认识。发展畜禽繁育和生产，提高

的）以及现有的地方品种，包括牛、猪和

实施地方种群遗传管理的能力，应该放到

家禽，必须考虑加以保存。鉴于猪育种的

第一位。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对于保存的

高度产业化和专业化，相应地缺少体内保

多边或双边援助方案是必要的。国家之

存可能，这就要求特别关注猪种群的体外

间、地区和区域间的方案，应该通过外部

保存方法（包括新近培育的品种和地方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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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对于所有品种，为了改善和保存地

区域的基因库应该在国际上一致的规程下

方品种以及增强它们与外来品种在杂交

运作。除了表型的描述和遗传特性之外，

育种体系中的表现，育种方案应该得到

还应包括为了保存冷冻材料的必要的动物

发展。

卫生条件。通过管理基因库的所有权、使

对于将来不会被广泛使用的当地和最

用权和出版文献，以及将采集种类最佳

近培育的品种和品系，体内保存需要在以

化，从而达到对基因库的管理操作。为了

下方面做进一步研究探索：如自然管理、 促进基因库的建设，对于冷冻保存技术的
有机农业、吸引参与育种、小型市场和业

培训是必需的。例如，品种内个体抽样，

余爱好牧场等。对于羊和马遗传资源的使

精液的冷冻和维护，卵母细胞和胚胎的比

用和保存，目前的生产和育种目标已经发

例等。应该防止来自人类的对体内和体外

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些发展说明了为满足

地点和采集的影响，例如各种类型的测量

新目标需要维持遗传多样性的价值。对于

和自然灾害，包括在国家和国际水平上对

绵羊来说，在很多地区的大量羊群里种间

远距离探测的利用。

多样性面临着强大的消亡威胁。
应该高度优先考虑遗传管理培训计
划。在所有地区，牧民和他们的组织和顾
问，需要指导动物遗传资源的可持续的使
用、发展和保存。为了改善遗传管理，对
业余爱好者和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也是非常
重要的。在发达国家的很多大学里，这些
主题逐渐地被统一到农业学生的课程中。
但是，这些学生的数目正在减少。
为了保护遗传多样性，所有国家应该
具有他们自己或共享的基因库，基因库中
包含他们的当地培育的品种和品系的冷冻
保存材料，为了保护这些地方品种以防不
可预料的威胁。因为很多跨边界品种的存
在，国家之间的协作是需要的。国家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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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繁殖和分子生物
技术
1 导言
在最近几年，育种、繁殖和分子遗传

间具有非常大的差别。以下将会对国别报

学领域生物技术发展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告中生物技术的利用进行概括性的论述。
在繁殖技术中，人工授精技术、超数排卵
以及胚胎移植技术（MOET），已经成为发
达国家畜禽改良项目主要的影响因素。这

2 全球概况

些生物技术加速了遗传改良的进程，降低
了病害传染的风险，增加了动物的数量，

在表86中，列出了在不同地区，利用

可以通过优良的父母本培育更多的动物品

不同种类的生物技术的国家的比例概况。

种。分子遗传技术也在快速地发展，为动

从表中可以看出，人工授精技术到目前为

物遗传资源（FAO，2005）的研究、鉴定

止是最广泛应用的生物技术。然而，尤其

和管理提供了新的机会。然而，这些技术

是在非洲和太平洋西南部地区，有许多国

可以利用的范围，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

家仍然没有发展这种技术。就胚胎移植和

表 86
不同地区生物技术的利用
人工授精
地区

欧洲及高加索
非洲
亚洲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
北美洲
太平洋地区
近东和中东地区

胚胎移植

分子遗传技术

国别报告
（CR）s 的
数量

没有提供
信息的
国家

报告的生
物技术利
用的国家

没有提供
信息的
国家

报告的生
物技术的
利用

没有提供
信息的
国家

报告的生
物技术的
利用

39
42
25
22
11
2
7

39
42
22
22
11
2
6

97％
74％
86％
95％
55％
100％
100％

25
30
17
14
10
2
3

64％
17％
47％
86％
10％
100％
33％

29
19
16
15
9
2
5

83％
14％
50％
73％
11％
10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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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7（续）
应用生物技术的品种
人工授精
地区

欧洲及高加索
非洲
亚洲
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海
太平洋地区
北美洲
近东和中东
地区

胚胎移植

分子遗传技术

具有品种 报告的利用生物

报告的利用生物
报告的利用生物
具有品种信息
具有品种信息
技术的品种：
的国家的数量 技术的品种：
的国家的数量
其他品种
牛
其他品种
牛 其他品种

信息的国 技术的品种：
家的数量

牛

38
31
18

100％
100％
94％

66％
10％
56％

11
4
6

100％
100％
100％

36％
36％
10％

18
3
7

89％
100％
86％

100％
33％
100％

21

100％

71％

12

100％

50％

8

88％

100％

5
2

100％
100％

80％
50％

2
0

100％
-

33％
-

0
1

100％

100％

6

100％

33％

1

0％

100％

2

0

100％

分子技术来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
间的差距仍然是非常巨大的。如表 87 所
示，生物技术在牛改良中的应用仍然存在

3 非洲

分歧。该表显示，对胚胎移植技术的分歧
最大，在多数国家，牛改良中的人工授精

国别报告显示，人工授精技术，已经

技术也存在这种情况。尤其对非洲地区来

成为非洲地区动物遗传资源管理中最广泛

说，几乎没有几个国家想在其他品种的培

应用的一类生物技术。这些报告普遍表达

育中利用人工授精技术。与分子遗传技术

了促进生物技术更广泛应用的希望，尤其

的分歧相比，对于牛人工授精技术的争议

是促进育种项目的进行，以及外来遗传种

并不是非常明显。

质资源的引进。这种愿望与多数非洲国别

报告利用这些生物技术的国家数量是

报告中表达的总体目标是一致的。这些非

非常少的。然而，在这些国家中，有相当

洲国家希望通过提高畜禽生产力来提高食

数量的国家除了牛之外，还至少对一个物

物安全性。在许多情况下，对遗传多样性

种的分子特性进行了研究。但是，在多数

不恰当的使用或者不加控制的应用引起了

地区，牛仍然是单个的优势品种，尤其是

公众的关注，因此人工授精更广泛的应用

在分子技术进行商业化应用备受关注的地

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许多该地区的国别报

区。在接下来的地区描述中，对生物技术

告也提到了人工授精设备将来可以用来进

应用的分布，以及应用生物技术的品种都

行种质的冷冻保藏。

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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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人工授精技术。少数几个其他国别报

种牛。然而，即使那些国家人工授精项目

告在过去几年间，这些国家已经试验性地

包含了当地种牛精液，对种牛精液的选择

进行了人工授精研究，但是还没有普遍的

上仍然倾向于外来种牛。博茨瓦纳国别报

实施，或者由于缺少财政来源以及其他方

告 （2003）研究表明，有 94.1% 的人工授

面的限制，这些国家搁置了人工授精项目

精服务利用了外来种牛的精液。小农户人

的实施。非洲地区人工授精技术绝大多数

工授精技术的应用很大一部分限于奶牛生

应用于牛的种质改良。所有31项国别报告

产者，并且在城市边缘地区比较集中。一

都表明这些国家应用了人工授精技术，而

小部分国别报告中提到了其促进这些技术

这些技术主要应用于牛种质改良。有 2 项

扩散所做出的努力，包括一些比较偏远的

国别报告在羊种质改良中应用人工授精技

地区应用该项技术。塞内加尔国别报告

术，1 项国别报告应用人工授精技术改良 （2003）研究表明要大量应用人工授精技术
山羊，另外 2 个国家分别在马和猪的种质

以引进外源种质培养赛马品种。

改良中应用了这项技术。用于人工授精的

在人工授精项目实施的设施建设，人

精液，趋向于外来种群而不是当地的品

力资源建设，是否向农民提供人工授精服

种。有19个国家报道利用了外来种牛的精

务，以及人工授精服务的提供者方面，不

液，有 2 项国别报告在人工授精中利用了

同国家之间存在的巨大的差异。在该地

当地种群的精液，而另外 6 个国家同时利

区，报道最多的人工授精服务的提供者是

用了当地和外来种牛的精液。在提供了详

公共服务部门，在这些服务提供者中有26

细的人工授精项目信息的地区，其目标通

个是公共服务部门，有 12 个是私人公司。

常是通过利用外来种群的精液来改良现有

在8项国别报告中提到非政府组织作为人

的当地畜禽品种，通常多数改良的家畜品

工授精服务的提供者，而在另外 2 项国别

种是奶牛。在一些国家中，也利用了外来

报告中提到了育种者组织作为提供者

＾
的肉用牛种牛的精液来改良品种。

（CR Burkina Faso，2003；CR Madagascar，

一些来自西非地区的国别报告中，提

2003）。尼日尔国别报（2003）提到两所

到利用抗锥虫种牛杂交品种的外来精液

意大利大学，一所当地的大学以及当地的

（CR Guinea，2003；CR Cote d’Ivoire， 试验站合作建立了一个牛人工授精项目。
2003）。只有有限的几个人工授精项目报
＾

赞比亚国别报告（2003）报道，已经由单

告利用了当地的动物品种精液，其中包括

个的私人农场主从国外进口外来种牛的精

一项国别报告利用了抗锥虫病牛品种的精

液，对他们的牛进行遗传改良。有几个国

液（CR Cote d’Ivoire，2003）。马达加斯

家建立了非常广泛的人工授精项目，并且

加国别报告（2003）报道在原地保存项目

正在实施。例如，博茨瓦纳共和国，在其

中应用人工授精技术保护濒危的 Renitelo

改良国家牛种质的政策内，已经在全国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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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建立许多人工授精试验站，向传统的

2004）。在几项国别报告中，将胚胎移植

农民提供供应精液的补贴（CR Botswana， 技术的引进作为一个目标。然而，在国别
2003）。

报告中，几乎没有详细地说明这项技术在

有几项国别报告说，与政府服务财政

当地生产系统的动物遗传资源管理中发挥

资助有关的问题是人工授精技术供应的一

的特殊作用，也没有讨论如何才能将这项

个限制条件。在几项国别报告将提高私人

技术与组织的育种项目进行结合。然而，对

部门参与力度作为一个目标。有几项国别

这项技术在遗传种质冷冻保藏方面的潜在

报告其在这个方向上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

用途，在几项国别报告中都进行了说明。非

展（例如，CR Kenya，2004 和CR Zambia， 常少的国别报告报道了其他生物技术在该
2003）。赞比亚国别报告（2003）认为私

国家的应用。只有两项国别报告分别提到

人部门在提供进口精液方面起到了领先作

了牛的分子遗传鉴定和远距离研究。

用，而政府在培养和管理监督人工授精技
术人员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然而，如上
面数据所示，多数国家的私人部门的作用

4 亚洲

似乎受到了限制或者根本没有产生作用。
几乎没有国别报告详细讨论过影响私人部

在亚洲的国别报告中，在22个国家中

门参与人工授精的原因。然而，科特迪瓦

有19个国家提供了相关信息，表明这些国

国别报告（2003）提到由于财政状况的原

家使用了人工授精技术。有18个国家提供

因，国家单个的私人部门已经不再参与人

了人工授精改良品种的详细情况，其中有

工授精项目的活动。

17 项国别报告提到了 牛、8 种猪、5 种水

有5个国别报告报道了胚胎移植技术

牛、4 种绵羊、3 种鸡、2 种山羊、2 种马、

的利用（CRs C te d’Ivoire，2003；Kenya， 1 种骆驼和 1 种鸭子。详细的精液来源的
2004；Madagascar，2003；Zambia，2003； 种群情况是有限的。然而，对于种牛来说，
Zimbabwe，2004）。然而，胚胎移植技术

有8项国别报告表明其精液来源于当地和

的利用似乎受到一定的限制。根据其中一

外来种牛，有 4 个国家提到仅利用外来精

项国别报告的报道，该项技术只是曾经在

液，而另外两个国家报道只是利用了当地

单个农场在荷斯坦—弗里斯牛改良中应用

种牛的精液。公共部门在提供人工授精服

过（CR Madagascar，2003）。科特迪瓦国

务方面发挥了主要的作用。在详细报道人

别报告（2003）报道一些私人奶牛农场主

工授精服务供应者的17项国别报告中，所

通过进口冷冻胚胎引进了巴西捷步牛遗传

有17个报告都提到了公共部门，有6项国

材料。在津巴布韦，据报道有两家私人育

别报告提到了提供人工授精服务的机构分

种公司拥有这项技术（CR Zimbabwe， 别是私人部门、5个育种者组织、4个非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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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组织以及一所大学。不同国家之间人工

胚胎移植有关的信息，这些信息表明，在

授精应用的范围是千差万别的。在发达国

某些地方已经开始利用胚胎移植技术。在

家，如日本，几乎所有牛育种都利用了人

提供详细的实施胚胎移植品种信息6个国

工授精技术（奶牛育种占 99.4%，肉用牛

家中，分别提到了牛、两种水牛、一种马

育种占 97.8%）（CR Japan，2003）。在其

和一种山羊。与胚胎移植有关的种群信息

他亚洲国家，多数情况下人工授精服务的

几乎没有，但是有一项国别报告提到从当

利用受到了更多的限制，人工授精技术的

地肉用牛种牛中移植胚胎，另外一项国别

使用主要集中在奶牛养殖部门以及城市边

报告提到了从外来种群中移植了胚胎。在

缘地区的生产系统。有几项国别报告表明

多数国家，胚胎移植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范

服务的普及受到财政状况以及技术的限

围内利用，而且通常大部分都仅限于研究

制。事实上的确如此，有几项国别报告表

中应用。缅甸国别报告（2004）认为，一

明人工授精技术的利用已经呈下降趋势。 个胚胎移植项目在某个国家虽然一开始取
在许多国别报告中都表达了建立或者
提高人工授精服务利用的愿望，并且在报

得了某些成功，但是很快就呈现了下降的
趋势，资金缺乏是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

告中将它作为了一个目标。在许多国家， 马来西亚国别报告（2 0 0 3 ） 提到在
人工授精技术作为一个引进外源种质的措

Mafriwal 食用牛种群培育中，曾经利用胚

施，与当地品种进行杂交。这项技术已经

胎移植技术。而在几项国别报告中，也再

应用于合成种群的培育，这种合成种群结

次提及这项技术在种质冷藏项目中的利用

合了外来种群的基因和当地品种的基因， 潜力。
如Jermasia山羊（CR Malaysia，2003）。在

在提供胚胎移植信息的16个国家中，

一些情况下，也会利用人工授精技术将杂

有 8 项国别报告利用了分子遗传技术。在

交品种改良为当地品种，通过回交来提高

这些国家中，有 6 个国家详细描述了遗传

耐寒性。这种方法现在已经开始应用于品

距离的研究，另外 2 个国家提到了分子标

种改良，例如利用林场引进的 K e d a h -

记辅助选择。有 7 个国家提供了详细的与

Kelantan 牛精液（ibid）。在某些情况下， 分子鉴定研究有关的品种信息，其中 6 项
人工授精服务提供来自当地种群的精液。 国别报告中提到了肉用牛、5种鸡、4种山
例如巴基斯坦国别报告（2003）报道利用

羊、4 种绵羊、4 种猪和 3 种水牛、2 种鸭、

了 Sahiwal 牛的精液来进行人工授精。然

2 种马、1 种骆驼、1 种鹿、1 种鹌鹑和 1

而，在同一项国别报告中报道由于没有需

种珍珠鸡。在与分子遗传研究有关的种群

求，所以一些其他当地种牛品种的精液搜

方面，日本本土家畜研究协会对亚洲的种

集工作没有继续下去。

群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其中包括根据线

17个亚洲国家中有8个国家提供了与

粒体DNA多态性和其他DNA标记进行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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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关系分析 （CR Japan，2003）。这项研

东部的一些国别报告，报道该地区提供人

究涉及的日本本土种群包括 Mishima肉用

工授精服务的能力受到了严重的限制，主

牛和 Kuchinoshima 黄牛 （同上）。

要是原来基础设施的存在分裂造成的，因

其他生物技术的利用绝大部分仅限于

此家畜饲养经常面临严重的问题。

亚洲地区最发达的国家。在日本国别报告

人工授精服务的推广，涉及一系列的

（2003）和马来西亚国别报告（2003）中提

提供商。在提供了服务提供商的32个国家

到了体外授精技术的应用。日本国别报告

中，有24个国家提到了私人部门，20个公

（2003）认为，其他一些生物繁殖技术具有

共部门，19 个育种者组织和 3 所大学。该

用于稀有种群繁殖，以及商业化的应用的

地区东部国家，能够提供人工授精服务的

潜力，这些技术目前处于实验性的阶段。 部门更倾向于公共机构。相反，在该地区
这些技术包括显微注精以促进卵子受精， 的其他国家，虽然许多公共机构仍然大量
用于猪种群的改良；原生殖细胞（PGC）和

参与或者支持人工授精服务，但是，私人

chimera干细胞技术用于鸡改良；用于肉用

部门和农场主组织通常是最多提及的服务

牛、猪和山羊的克隆技术（ibid.）
。

提供商。例如，土耳其国别报告（2004）提
到向人工授精私人提供商提供了补贴。

5 欧洲和高加索地区

人工授精服务向私人部分转让也不是
一直没有问题产生。例如，罗马尼亚国别
报告（2003）报道了人工授精研究所的重

在该地区 39 个国家中，有 38 个国别

组以及获得更大的独立性，随之对该服务

报告提到了人工授精技术的利用。这38个

进行收费，导致了对这项技术的利用呈现

国家都提到了运用了该项技术改良肉用

下降趋势。

牛，有23个国家提到在猪改良中运用人工

在一些国家，利用从国外进口的精液

授精术，16 项国别报告了绵羊上的应用， 进行人工授精，获得了广泛的应用，提高
9个国家报道了用于马改良，8个国家报道

了当地品种的生产力。然而，在国别报告

用于山羊，另外还有 3 个国家在兔子改良

中也提出了一些对此事的关注。由于人工

和1个国家在鸡的改良中利用了人工授精

授精培育的杂交动物品种已经证明对当地

技术。虽然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报告该国具

的生产条件适应能力不强，所以有时候利

备了一些提供人工授精术的能力，但是， 用外来精液来改良当地畜禽品种的尝试会
该技术利用范围却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极

失败。同时，这项技术对遗传资源多样性

大的差别。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在西欧， 也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根据希腊国别报告
人工授精技术广泛存在，并普遍应用于畜 （2004）的报道，由于人工授精技术不适
牧行业，尤其是奶牛的培育。然而，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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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利用或者保护中，生物技术的利用总

外部投入的环境下生长，也引起了一些对

的来说受到了限制。由于财政、人员和技

遗传资源基础变小问题的关注。在许多国

术资源的缺乏，当地不同生产系统中技术

别报告中都表达了一个期望，那就是要将

可获得性、可承受能力以及可接受性问

提高分子遗传研究的能力作为首要任务。

题，限制了生物技术的提供。

然而，该技术的成功运用，如标记辅助选

在一些地区，就提供服务的提供商来

择，必然需要财政、人力和技术资源的高

说，其多样性在增加，私人部门和育种者

水平投入。因此，必须仔细地研究基于该

组织越来越多地参与其中。这样的发展趋

项技术的低成本高效策略。

势可能在克服发展中国家利用生物技术的
限制方面会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从国别
报告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在这一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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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通常是非常有限的。
在许多国别报告中，对人工授精不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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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gary，2003）。另外一项国别报告高度
评价了分子生物技术方法的应用前景，这

胚胎移植的信息，报告了该技术的应用。 项技术将会促进具有经济重要性的种群性
11 个国家提供了与胚胎移植有关的品种

状基因的发现，这些种群已经适应了当地

的详细信息，所有 11 个国家都提到了牛、 生产环境，因此可以提高这些种群在育种
3 种绵羊、2 种山羊、1 种猪、1 种马和 1

项目中的价值（CR Germany，2003）。然

种兔子。在详细描述的报告中，胚胎移植

而，在同样的报告中也提出了对分子技术

所利用的胚胎来自进口和当地种群。对这

应用产生的问题的关注。因为市场发展需

一地区来说，胚胎移植最主要的使用者仍

要提高生产力，这样会导致一种恶化趋

然是奶牛生产企业。利用胚胎移植技术进

势，即畜禽种群自交和遗传多样性的损

行种群选择性的育种，生产力获得了更大

失。少部分国别报告也表达了类似的认

的提高，这项技术对生产率的提高起到了

识。从计划性和优先性保护所付出努力的

显著的贡献作用。然而，由于应用这项技

角度，遗传距离研究是非常重要的。然而，

术的费用较高的原因，胚胎移植的利用没

一项国别报告报道这一目标所取得的进展

有人工授精那样广泛。在一些国家，由于

缓慢，主要是由于大学对该项目研究兴趣

费用太高，胚胎移植项目目前已经停止运

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限制，以及资金的原因

作。就胚胎移植来说，有 8 个国家提供了 （CR Belgium，2005）。另外一项国别报告
胚胎移植服务提供商的详细信息，其中 4

提出了该项技术的潜在作用，由于这些技

个国家提到了繁殖技术，如胚胎性别鉴

术与某个特殊地理位置的紧密联系，因此

定，只有非常少的国别报告提到，要将克

该技术与畜禽种群的补缺营销有关系

隆和转基因作为研究目标。

（CR France，2004）。

在提供了胚胎移植有关信息的 29 个

在提供了详细的分子技术应用信息的

国家中，有24项国别报告表明该国应用了

国别报告中，11项国别报告详细介绍了分

分子遗传技术。例如，在一些欧洲国家， 子遗传距离研究的实施，有 7 项国别报告
动物商业化生产中使用标记辅助选择技

提到了标记辅助选择的应用。有17个国家

术。利用这项技术能减少一些与畜禽种群

提供了与分子特征鉴定研究有关的品种信

健康或者育性有关的不良特性，有利于进

息，14个国家提到了牛，13个国家提到了

行更高生产力的选择性育种。

绵羊，11个提到了猪，8个提到了马，5个

在一项国别报告中，认为应该确保农

提到了山羊，3个提到了鸡，2个提到了鹅，

民和育种者组织能够获得分子生物技术相

1 个提到了鸭，1 个提到了猴子，1 个提到

关信息，其中包括该项技术经济效益的信

了兔子，另外 1 个提到了鹿。有 4 个国家

息，说明了这一活动的重要性（C R

提供了标记辅助选择试验品种的信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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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都提到了牛和猪，1 个国家提到了

种群提高畜禽种群的遗传特性。在许多国

鸡，另外1个提到了马。在国别报告中，具

家，精液主要是从国外进口的。奶牛饲养

体的应用这一技术的详细种群信息是非常

部门是最普通应用这些技术的地方。在一

有限的。国别报告提到了分子特征鉴定或

些国家，肉用牛、猪和小型哺乳动物的商

者远距离研究中应用的当地品种，包括： 业化生产商也十分广泛地应用这项技术。
Turoplje和Black Slavonian猪，Ruda绵羊， 然而，就人工授精技术应用的范围来说，
Brown 山羊和 White 山羊 （CR Czech

不同国家和不同生产系统之间有着明显的

Republic，2003）以及Karakachanska绵羊

差别。在许多小型的或者低外部投入的系

（CR The Former Yugoslav Republic of

统中，这项技术的利用率非常低。一些国

Macedonia，2003）。

别报告认为改善人工授精提供服务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目标。然而，一小部分的国别

6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报告提到由于人工授精技术不恰当的应
用，导致了遗传多样性的降低，报道了对
这一问题引起的关注。就人工授精服务提

人工授精技术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

供商来说，该地区的私人部门发挥了重要

国家获得了广泛的应用。在22项国别报告

的作用。在提供了详细的服务提供商信息

中有 21 项提到应用了这项技术。所有 21

的 17 项国别报告中，有 11 项报告提到了

个国家都报道了人工授精技术在牛改良上

公共部门，9项提到了私人部门，5项提到

的应用，有 13 个国家提到了猪，8 个提到

了育种者组织。巴巴多斯国别报告（2005）

了山羊，5 个提到了马，1 个提到了兔子， 提到向购买人工授精精液的农民组织提供
1 个提到了水牛，1 个提到了猴子，1 个提

补贴。

到了无峰驼，1 个提到了羊驼，另外 1 个

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有几个

提到了火鸡。就提供人工授精所用精液的

国家的畜禽商业化生产商正在提高胚胎移

种牛来说，13项国别报告仅仅提到了一种

植技术的利用率。在提供了详细信息的14

外来种群，而 4 项国别报告同时提到了当

项国别报告中，有12项国别报告报道了胚

地和外来种群。就绵羊来说，5 项国别报

胎移植技术的应用。所有12个国家都提到

告提到了外来种群，1 个国家提到了外来

了将这项技术运用于牛改良，3 个提到了

种群和当地种群。对用于人工授精的猪来

马，2 个提到了山羊，2 个提到了绵羊，1

说，有9项国别报告只提到了外来种群，而

个提到了无峰驼，1 个提到了羊驼，另外

有 1 项国别报告不但提到了当地种群，还

一个提到了猴子。移植的胚胎大部分来自

提到了外来种群。

外来种群，在提供了详细的牛胚胎移植信

很明显，最显著的目标就是利用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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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外来种群。与人工授精技术相似，胚
胎移植技术应用范围的限制更大，应用领
域主要是奶牛饲养企业，在其他类型的畜

7 近东和中东地区

禽商业化生产中应用该技术受到一定的限
制。一些国别报告报道了从海外进口移植

在该地区，6 个国家都提供了与这一

胚胎。与胚胎移植服务提供商有关的信息

问题的相关信息，报道了人工授精技术的

非常有限。然而，巴西国别报告 （2004） 应用。就与人工授精技术有关的品种来
和智利国别报告（2003）提到私人部门组

说，所有 6 个国家都提到了牛，1 个提到

织参与了这项技术服务的提供。另外，2

了骆驼，1 个提到了兔子。一项国别报告

项国别报告报道了体外受精的一些商业化 （CR Oman，2004）提到，在骆驼改良中
应用，而其中一个提到了胚胎性别鉴定和

使用了胚胎移植技术。人工授精中使用的

克隆技术的发展。

精液大部分从外来种群中获得，或者来自

在15个提供了相关信息的国家中，有

当地种群，或者来自进口的种群。一些国

11 个国家报道了某些分子遗传技术的应

别报告认为人工授精技术的使用已经对遗

用。就分子特征鉴定研究来说，在提供了

传多样性产生了负面的影响，造成了当地

分子特征鉴定种群信息的 9 个国家中，有

畜禽种群的下降。一项国别报告（Syrian

7 个提到了牛，2 个提到了山羊，3 个提到

Arab Republic CR，2003）提到了当地种

了猪，2 个提到了鸡，2 个提到了马，1 个

牛精液的一些利用（Shami）。一些国别报

提到了山羊，1 个提到了水牛，1 个提到

告表明，当地绵羊，山羊和 / 或水牛人工

了无峰驼，1 个提到了羊驼，1 个提到了

授精项目的建立是首当其冲的选择。例

小羊驼，1 个提到了原驼，2 个提到了未

如，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2003）报道临

指明类型的骆驼。有几个国家表明在这

近国家搜集当地的 Awassi 绵羊和 Shami

些研究中使用的种群包括适应当地环境

山羊用于育种，正在着手建立人工授精和

的种群。秘鲁国别报告（2004）提到了对

胚胎移植项目以满足对这些动物的需求。

南美洲骆驼品种之间了遗传距离进行了

在给予服务提供商详细信息的 6 个国家

分子调查。然而，很少的国别报告报道在

中，有 5 个国家提到了公共部门，4 个提

育种项目中结合了分子技术。哥伦比亚

到了私人部门，2个提到了育种者组织。然

国别报告（2 0 0 3）认为，利用 B l a n c o

而，一些国别报告报道了提供人工授精服

Orejinegro 种牛的基因对于标记辅助选择

务的一些限制因素，如缺乏经过培训的技

项目来说具有潜在的重要性。据报道，这

术人员。几项国别报告认为人工授精和胚

种种牛对布鲁氏菌病具有抗性，这种抗性

胎移植技术在冷冻保藏方面具有利用的潜

一直是分子特征鉴定研究的目标。

力。在该地区其他生物技术的应用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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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限制。1项国别报告（Jordan CR，2003） 11项国别报告中，有6个报道了人工授精
报道利用当地的山羊品种进行分子特征

技术的使用。在报道人工授精品种信息的

鉴定和遗传距离研究，而另外一项国别

5 个国家中，5 个都提到了牛，4 个提到了

报告（Egypt CR，2003）报道，在地区

猪，1 个提到了绵羊，1 个提到了山羊。就

和国际组织资助下，开始了一项水牛、绵

人工授精服务的提供商来说，有 2 项国别

羊和山羊分子遗传研究。

报告提到了公共部门，有 2 项报告提到了
私人部门，一项提到了来自某个发达国家

8 北美地区

的私人志愿者。有几个来自小型岛国的国
别报告，报道了人工授精在引进外来种质
方面的潜力，但是这项技术的使用似乎受

美国和加拿大的生物繁殖技术已经发

到一定的限制。在某些国家，数量较少的

展起来了。在奶牛和猪饲养企业广泛使用

一些私人畜禽生产者参与了精液的进口，

了人工授精技术，在其他部门应用范围稍

以用于其种群的人工授精。有 2 项国别报

小，如肉用牛和小型哺乳动物的饲养部

告（CR Australia，2004；Vanuatu CR，

门。在国别报告中就人工授精在降低一些

2003）报道了胚胎移植技术的利用，都提

奶牛种牛有效种群大小方面的作用给予了

到了牛胚胎移植。另外，萨摩亚国别报告

关注。对于该地区其他一些生物技术利用 （2004）报道在19世纪80年代，利用胚胎
的详细情况，国别报告的报道有限。在美

移植技术引进了皮尔蒙特牛。在澳大利

国，分子特征鉴定研究已经进行了好多

亚，生物技术的应用能力获得了非常好

年，企业和公共部门的研究机构，对广泛

的发展，澳大利亚是该地区唯一一个报

保存的奶牛和猪种群，以及一些肉用牛种

道利用分子遗传技术，以支持性能鉴定

群进行分子特征鉴定的研究（美国国别报

和选择工作的国家。

告，2003）。分子标记特别用于人工授精
公牛显性缺陷的鉴定。分子研究可以用于
种群内和种群间的遗传多样性测定，也可

10 结论

以用于畜禽遗传资源保护项目规划中的国
家动物种质项目（NAGP）（ibid）。

通过国别报告提供的信息，显而易见
地说明动物种质资源管理和发展中，生物

9 太平洋西南部地区

技术的利用能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存在非常大的差别。焦点问题，尤其是在
繁殖生物技术方面的焦点问题，是在牛改

在该地区没有广泛应用生物技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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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利用或者保护中，生物技术的利用总

外部投入的环境下生长，也引起了一些对

的来说受到了限制。由于财政、人员和技

遗传资源基础变小问题的关注。在许多国

术资源的缺乏，当地不同生产系统中技术

别报告中都表达了一个期望，那就是要将

可获得性、可承受能力以及可接受性问

提高分子遗传研究的能力作为首要任务。

题，限制了生物技术的提供。

然而，该技术的成功运用，如标记辅助选

在一些地区，就提供服务的提供商来

择，必然需要财政、人力和技术资源的高

说，其多样性在增加，私人部门和育种者

水平投入。因此，必须仔细地研究基于该

组织越来越多地参与其中。这样的发展趋

项技术的低成本高效策略。

势可能在克服发展中国家利用生物技术的
限制方面会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从国别
报告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在这一方面的

参考文献

进展通常是非常有限的。
在许多国别报告中，对人工授精不恰
当的利用进一步受到了关注。大部分关注
的问题与外源种质引进过程中生物技术不
加计划性的使用有关，这可能会威胁到当
地遗传资源的生存问题。高产出种群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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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立法与规章

1 国际法律框架——主要的协议

1.1

导言

时，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举行了联合国环

这一部分将讨论一系列与当前和未来

境与发展大会（地球峰会），179个政府同

的动物遗传资源管理相关的国际法律框

时采纳了这一议程。21 世纪议程的第 14

架。框架包括具有法律效力的措施与无法

章，
“促进可持续性农业和乡村的发展”旨

律效力的措施。
“柔性法律”在这里被使

在以可持续性的方式来提高粮食产量，并

用指的是无法律约束力的措施，由于各种

且保证食物安全。第14章所包括的项目领

各样的原因应用这些措施，包括成员国在

域中，项目区域（h）是关于动物遗传资

政策水平上责任的加强，重申国际准则， 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这一项目规定的
并为以后的条约建立非正式的先例。
与管理有关的活动，督促政府应该进行以
1.2

管理生物多样性的法律框架

下活动：a）起草濒临灭绝品种的种群保护

这一章描述国际水平上的在法律上具

计划，包括精液 / 胚胎收集和储藏，基于

有约束力的措施和软法律，国家政府采用

农场的当地畜禽保护和原地保护，b）计

这些法律和措施来解决生物多样性的管理

划并启动品种繁殖策略，c）为建立一项

和保护，建立与这些问题有关的政策，实

10年计划，根据地区重要性和基因独特性

施相应的活动。

选择当地种群，接下来选择另外一群当地

在 1992 年采纳了 21 世纪议程，该议

品种进行繁育。其后，2002年在约翰内斯

程是由政府、联合国系统组织和其他当权

堡举行的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峰会中，实施

者采取的一项全球性、国家级和地区水平

计划中考虑的问题，其中之一是可持续性

上的行动计划，旨在解决与人类对环境影

农业和乡村的发展。段落 6（i）和最后决

响的所有方面的问题 。在议程准备的同

议第38条强调，在实施以对环境可持续性

9

的方式提高粮食生产，提高粮食保障和食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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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重要性评估，应当被采用，包括通过

2005年里约热内卢召开地球峰会上， 联合国粮农组织项目”。而且，生物多样
188 个政府签署了生物多样性公约（生物

性公约缔约方大会决议第 VI/5，“请缔约

多样性） ，该公约是一项具有法律约束

方、其他政府、金融机构和投资组织提

力的管理生物多样性的国际框架。第 1 条

供……，支持以使国家能够……，完全参

款中设定了生物多样性的三个目标，分别

与到世界动物遗传资源状况第一份报告的

是：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生物多样性组成

准备过程中，实施接下来经过程序鉴定的

部分的可持续使用，以及遗传资源利用效

行动。”

10

益的公正和合理利用。虽然在生物多样性

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CGRFA）

中没有直接声明，但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清

是第一个永久处理农业遗传资源的政府间

楚地包括粮食与农业所需的动物和植物遗

论坛。现在，167 个政府和欧盟国家已成

传资源。生物多样性公约声明，虽然国家

为其成员。其章程规定它：

有至高无上的权利使用他们自己的资源

“有一个协调的作用，处理与粮食和

（第 3 条款），但是他们也有职责保存生物

农业有关的遗传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政

资源，并为其他缔约国（第 15 条款）有效

策，部门以及部门间的问题……”

使用这些资源提供便利。生物多样性认可

“为政府间谈判提供一个论坛，根据

了政策开发与集成的需要，要求政府建立

联合国粮农组织管理委员会，其他国际协

生物多样性（第 6a 条款）的国家策略，并

议，承诺，行为准则或其他与粮食和农业

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性应用”与

相关的遗传资源措施的要求，监督其发

相关部门和部门间计划，项目与政策相结

展，监控这些手段的实施”

合（第 6b 条款）。2000 年，喀他基那草案

“促进并监管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其他

生物安全补充了生物多样性方面的措施， 国际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间遗传资源合作
在下面将会更详细地分析这个草案。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特别是生物多样性协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COP） 定缔约国大会和可持续发展联合国委员会
已经不断地认识到农业生物多样性的特殊

的成员国，咨询这样的机构，建立适宜的

性。决议 V/5 和 II/15 特别论及“农业的生

合作与协调机制。”

物多样性的特性、区别性特征以及那些需

1983年成立了植物遗传资源委员会，

要用不同解决方法的问题”。决议V/5支持

1995 年它的管理扩展到粮食和农业相关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动物遗传资源工作，并

的生物多样性。这一工作在一步步执行

说明“国家执行的遗传资源对于粮食与农

中，到目前为止，工作主要集中在与粮食、
农业相关的植物和动物基因遗传资源上，

10

www.biodev.org。

委员会取得的主要成就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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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 年，采纳了植物基因资源的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并公正和合理

国际公约，该公约是一个自愿性的

地共享其可持续农业和食物安全保证利用

措施，是第一个国际性遗传资源保

所带来的利益，与生物多样性公约保持一

护与可持续性利用的合作协议。 致。”另外“通过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协议

●

1989年在国际协议中，农民权第一

和生物多样性公约保持密切的联系，就可

次得到认可。

以实现这些目标。”
使用权与利益分享

在联合国粮农组织支持下，1994

1.3

年成立与粮食、农业相关的植物遗

在动物遗传资源管理中，通常都会是

传资源异位收集国际网络。在这一

这种情况，那就是畜禽种群或者品种，以

法律框架下，受国际委员会委托， 及与它们的管理有关的知识是由当地或

●

在委员会政策指导下，针对食物安

本土社区开发。科研机构和商业企业可

全和可持续性发展进行了最重要

能在同样的国家或者在其他地方更进一

的收集工作；

步开发了这些材料。在这样的情况下，可

1996 年，采纳了第一份世界粮食

能会引起遗传材料使用和由使用所带来

与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报告 ，以及

的利益分配争端。一系列国际框架试图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保护

解决这一问题。

11

和可持续利用全球行动计划 ；
12

●

在 2001 年，采纳具有法律效力的

合理地共享遗传资源利用中获得的利益”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国际

的重要性。关于使用权，生物多样性公约

条约（IT-PGRFA） ；

第15条款认为，国家对自己的自然资源具

开始了世界粮食与农业动物遗传

有至高无上的使用权，并且声明使用受国

资源宣言准备程序，其中包括行动

家法律约束（第 15.1 条款）。通过双边协

13

●

生物多样性公约认识到保证“公正和

的策略性程序，将于 2007 年完成。 定授予使用权（第 15.4 条款）。要求必须
在 40 个政府批准之后 90 天，粮食和

获得提供遗传资源国家事先正式的知情同

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在2004年6月

意（第 15.5 条款）。遵守规章意味着资源

29 日开始生效。在条约第 1 条款中，声明

搜集国必须提前充分地告知遗传资源的供

“这项条约的目标是保护和可持续性利用

应者使用目标，以及使用的经济和环境的
含义。生物多样性公约预见到法规、管理

11
http：//www.fao.org/ag/agP/AGPS/Pgrfa/pdf/
swrfull.pdf。
12
http：//www.fao.org/ag/AGP/AGPS/GpaEN/
gpatoc.htm。
13
http：//www.fao.org/AG/cgrfa/itpg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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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中有一个利益共享规定，这包含了相应

力放在了野生动物多样性上。在建立关

的法规，鼓励本土和当地组织的知识利

于使用权和利益分享的法规，行政或政

用，革新和实践的利益合理的共享，体现

策措施和/或当针对使用权和利益分享的

有关保护和可持续性利用生物多样性的传

合同安排进行谈判时，方针提供了一套

统生活方式。

自愿性的规定来协助参与者，政府和其

在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下，国家同意建立多国使用系统和效益共

他参与者。
波恩方针声明，在收集任何遗传资源

享，促进粮食与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利用， 之前，收集者应该建立一份书面协议，它
以公平和平等的方式分享利益（第 10 条

包括：资源来源国家的政府事先知情同

款）。就那些商业生产的农产品来说，如

意； 拥有“传统知识”的本土团体或者组

果没有其他的对进一步研究和育种的限

织事先知情同意；收集者将提供非金钱

制，条约提供了一个公平共享结果利益的

和 / 或金钱利益的详细信息；关于收集者

强制性付费规定。它也对能力的建立，信

在何种条件下是否可以把收集的遗传资源

息的交换，技术的转化进行鉴定，以作为

转让到另一个缔约国。建立共同磋商的条

非强制性利益的分享机制。条约认识到了

款应该基于法律必然性和费用最小化原

农民及其团体做出的巨大贡献，以及继续

则。波恩方针设定了这种类型法规的具

对植物遗传资源的保护和开发所做的贡

体要求，这种类型的法规组成了合约安

献。在条约中的“农民权利”，包括传统

排的一部分。提出的一些条款是十分具

知识的保护，平等地参与分享利益和植物

有创新性的，包括已经获得事先知情同

遗传资源国家决策的权力。条约规定政府

意使用的具体要求；根据缔约国对合约

有实现这些权利的责任。条约还准备建立

的伦理问题管理；针对遗传资源继续传

一种投资策略，特别是旨在帮助发展中国

统性利用的规定；根据贡献而进行知识

家生产规模小的农民推动支持行动、计划

产权可能性的联合所有权；机密条款；包

和项目的资金支持。这种投资策略也包括

括衍生物在内的遗传资源商业利用和其他

多边系统中（第13条款）货币利益的自愿

利用所得利益的共享。

和强制性共享，以及缔约国和其他利益相

1.4 国际贸易的法律框架

关者的自愿偿付。动物遗传资源中没有类

管理畜禽和畜产品国际贸易的主要法

似的条约存在。
生物多样性公约建立了“软法律”范
畴之内的波恩方针，并在 VI/24 决议下采

律框架，是1994年采纳的WTO农业协定。
WTO 协议的基本原则 14 包括：
●

无歧视贸易——这一原则是关贸

用。然而，从方针的措辞来看，与动物遗
传资源相比，在起草方针时明显将注意

14

www.wt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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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协定（GATT）的基础之一。在

几个非洲国家（博茨瓦纳，肯尼亚，马达

世界贸易组织协议中，这种原则受

加斯加，斯威士兰，津巴布韦和纳米比

不同条款管理的影响，包括货物

亚），这些国家是传统的牛肉和小牛肉出

贸易多边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

口国。在每个国家设定的每年肉类数量之

（GATS），和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

内，“适用于牛肉和小牛肉的关税而不是

协定（TRIPS）。主要包括：①最惠

原价税应当降低 92％。”虽然这种性质的

国（ MFN）条款：要求世界贸易

安排能帮助发展中国家促进面向出口的畜

组织成员给予其他缔约国农产品

牧生产，但是，动物和动物产品也大大地

的待遇不低于其他任何国家的产

受到 WTO 食物安全检验和动植物防疫检

品待遇。②国家处理原则：谴责外

疫措施协定（SPS 协定）的影响，在下面

国和本国产品或服务、服务提供

将会更加详细地讨论这一协议。
知识产权

者间或者知识产权外国和本国持

1.5

有者间的歧视。

生物技术领域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

透明度——在世界贸易组织协议

地引起了对动物遗传资源相关的知识产权的

和其附加条款中，设定了有关通

问题的注意。畜禽基因，基因标记，或者基

知要求和贸易政策评估机制的法

因改良方法专利的前景已引起许多争论。
对

规，尽可能地保证成员国在产品、 于动物遗传资源管理和由此导致的利益分享
服务和知识产权保护的贸易政策
上最充分的透明。

问题来说，这一问题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
（参见第五章 2.1 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

在接下来的知识产权国际法律框架讨

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自1995年

论中，提供了与 WTO 贸易相关的知识产

1 月已经生效。协定要求世界贸易组织成

权协定的细节。

员针对各种形式的知识产权保护建立最低

重要市场的优惠准入制度与动物产品

标准。协议的范围十分广，可以应用于版

贸易，并由此与发展中国家畜禽养殖发

权和其他相关的权利，商标，地理指示，

展，具有潜在的相关性。这种优先准入制

工业的设计，专利，集成电路的布局设计，

度已得到获得允许，但是并不是必须的授

商业机密和测试数据等保密信息。贸易相

予发展中国家。例如非洲—加勒比海—太

关的知识产权协定，要求成员国为不管产

平洋（ACP）国家与欧盟以及欧盟成员国

品还是生产过程所有技术领域的任何一项

之间的科都努协议。欧盟和ACP国家已商

发明，毫无歧视地检测新颖性、创造性和

定了一个建立新的贸易协定的程序，来促

工业适应性的水平。协议所涉及的几个因

进缔约国间的贸易自由化，并规划了贸易

素，对动物遗传资源管理具有潜在的影

相关问题规定。协议的第 4 条规定适用于

响。虽然没有授予用于食品生产的畜禽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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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或者品种专利，但是越来越多的基因

与遗传资源有关的一个知识产权，传统知

获得了有关的专利。在引进用于农业生

识与民俗保护的国际性措施，以及包括使

产的动物转基因技术的事件中，动物专

用的遗传资源材料公开在内的一个专利应

利申请问题可能会越来越突出。贸易相

用要求。在记录传统知识和遗传资源时，管

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第 27.3 条款（b）向成

理知识产权委员会已完成大量的传统知识

员国提供了从专利申请基本规章中排除

工作，其中包括管理知识产权的“工具箱”
；

“除了微生物之外还有植物和动物，实质

一种传统知识产权保护调查；一个双边利

上除了非生物学和微生物学过程之外还

用协议中知识产权条款数据库。世界知识

有植物或者动物的生物过程”的选择。因

产权组织成员国大会也批准“可能建立一

此，没有一个法律框架涉及动物遗传资

个国际性法律或者措施”
。然而问题仍然存

源专利申请问题，不同国家之间的方法

在争论，一些南美和非洲国家倾向于迅速

存在差别。

建立国际条约，而发达国家更倾向于循序

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涉及的其
他一些要素可能对动物遗传资源管理产生

渐进的方式。
在这个领域中，另一个的重要的进展

影响。例如，与地理起源指示有关的规则， 是实体专利法条约（ SPLT），在撰写本文
可能对当地的畜禽种群中获得产品的市场

时，日内瓦专利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常务

能力有重要影响。

委员会对这一条约进行了磋商。实体专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是一个

利法条约草案涉及一系列支持不同国家

政府间的组织，它的任务是保证知识产权

专利授予的基本法律原则，例如在先进

15

发明者和拥有者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保护， 技术，新颖性，发明步骤（非显著性），工
发明者和作者的创造能力受到认可与奖励。 业适用性（实用性），充分公开以及所有
在包括农业与遗传资源在内的一系列政策

权结构与诠释的定义。发展的趋势是专

领域中，已经出现了对传统知识系统开发

利法案的和谐性，进一步提高国家适应

相关问题的关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世

性的标准。

界知识产权组织和基因资源、传统知识和

1.6 生物安全保障法律框架

民俗政府间委员会（ IGC） 已于 2000 年建

联合国粮农组织使用“生物安全”来

立。委员会提供“一个关于知识产权、传

描述“以综合性的方法管理生物风险，以

统知识、遗传资源和传统习惯表达（民俗） 实现食物安全，保护动植物生命健康，保
间相互作用的国际政策辩论论坛。
”在撰写

护环境，以促进其可持续性利用”
（FAO，

本文时委员会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可能是

2003）。在生物安全领域内，出台了一系
列与植物和动物生命与健康有关的法律和

15

www.wipo.int。

法规，将环境风险，食物安全，外来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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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袭，生物安全的一些方面联系起来

而，如果由于国家要求与国际标准有差

（Stannard 等，2004）。一些影响动物遗传

异，导致更大的贸易限制，那么可能会要

资源管理的国际性法律框架的重点是生物

求实施不同标准的国家提供科学辩护，证

安全，在接下来的章节讨论其细节。国际

明需要更严格的措施。国家必须建立基于

水平上的信息交换和国际标准（达成的方

实际风险评估的 SPS 措施。如果有要求，

针、推荐和步骤）建立的重要性得到了认

那么国家必须公布考虑的因素，使用的评

可，这对促进发展中国家生物安全措施的

估程序，以及确定的可以接受的风险水

实施来说具有重要意义（ibid）。联合国粮

平。需要政府通报其他国家最新或是修改

农组织已发布了一个基于因特网的食物安

的影响贸易的 SPS 要求，并设立办公室

），以应对更多关于新的或者现
全和动植物健康网站的国际入口 ，用来 （“查询点”
16

作为一个经过审定的国际与国家生物安全

有的SPS措施的信息需求。政府也必须允

信息准入点。

许监督他们应用食物安全以及动植物法规
的方法。就有关动物而言，在 SPS 协议之

动物健康和食物安全

下的有关的国际标准是由世界动物卫生组

与动物健康有关的问题，特别是在提

织（ OIE）和联合国粮农组织 / 世界卫生

高畜禽和畜产品贸易水平的背景下，是国

组织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 17 制定的。

际上主要关注的问题。政府迫切希望确保

SPS 协议下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18 是制

国家畜牧产业避免越境畜禽疾病潜在的破

定动物健康标准的机构。世界动物卫生组

坏性。国际上对人类健康的严重威胁，特

织国际委员会，已经正式采纳了陆生动物

别是高致病性禽流感（HPAI）的暴发，强

卫生法典中的健康措施（以标准、方针和

化了建立全球水平上有效防治措施的需

推荐的形式）。陆生动物卫生法典是由兽

要。在食物安全的动物健康状态和标准方

医局、进口 / 出口服务局、流行病学家以

面，国家之间的明显差异，提高了国际贸

及所有与国际贸易有关机构使用的一个参

易争端发生的可能。发展中国家更容易受

考性文件。由于动物健康和动物福利之间

到动物健康相关贸易限制的影响。这些限

的关系，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164 个成员国

制会大大影响动物遗传资源的漂移。

家的代表，已要求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在制

世界贸易组织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协

定动物福利国际标准时起带头作用。动物

议，鼓励政府建立与国际标准、方针和推

福利标准的初始工作将会与陆地运输和海

荐一致的国家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国际
标准通常比许多国家的要求要高，包括发
达国家。实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协议明
确地许可政府选择不使用国际标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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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ipfsaph.org/En/default.jsp。
http：//www.codexalimentarius.net/web/
index_en.jsp。
18
www.oie.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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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43
国际动物卫生法规对动物遗传资源管理的影响——口蹄疫
在全球水平上，或许，就其对贸易影响来
说，最显著的越境病害是口蹄疫（FMD）
。甚

为了满足这些要求，无病害的国家，或者
那些旨在实现无病害水平的国家，需要经常利

至口蹄疫的有限暴发对国家畜禽贸易来说也是
具有破坏性的。如果没有保持国内无口蹄疫病

用消灭或者屠杀政策来防止疾病暴发。疾病暴
发之后动物大规模剔除，对限制性地理区域发

害的能力，
那么对国家畜牧发展的模式会产生
显著的影响。口蹄疫控制有关的国际贸易规

现的稀有种群来说具有潜在的影响。在要求进
口的遗传材料来自口蹄疫流行的国家时，这些

则可能会从几个方面影响动物遗传资源管理。 无病害国家也会面对这样的问题。对于热带地
根据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规则，实施了疫苗接 区国家来说，这尤其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种的无病害国家和那些没有实施疫苗接种的
国家之间，有一个差别。为了达到无病害的水

因为许多具有相似生产条件的国家都会受这种
病害的影响。特利尼达和多巴哥（2005）的国

平，实现畜禽出口有关的利益，一个国家必
须：具备疾病报告的良好记录；向世界动物卫

别报告提到了这一点。直接影响程度稍小的原
因，可能与无病害国家和病害流行国家之间动

生组织声明过去 12 个月期间尚未有口蹄疫的
暴发，并且无口蹄疫病毒传染的证据，无抗口

物遗传资源应用差别有关。原来国家中面向出
口的生产者可能调节他们的生产目标来满足外

蹄疫的疫苗接种；保持所需的调查水平；同
时，自从停止接种疫苗后，没有进口任何接种

部市场的要求，并且尽可能采取更具市场前景
的管理措施。这些改变可能会导致品种利用平

疫苗的动物。

衡的转移。

运、用于人类消费的屠宰以及为疾病控制

放牧使用的牧草之外的所有饲料的利用。

而进行的人员疏导有关。一个动物福利常

法典主要目标是用来生产食品的动物所需

设工作小组已建立，并在 2002 年 10 月举

饲料的生产、收获、处理、存储、加工（包

行了第一次会议。

括最小限度的加工）以及分配期间，鼓励

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于

遵守良好作业规范。进一步的目标是鼓励

1963年建立了食品法典委员会，该委员会

在农场上应用良好的饲养操作规范。在最

负责制定粮食标准，方针以及相关文件， 近几年，食品法典委员会和世界动物卫生
如联合国粮农组织 / 世界卫生组织食品标

组织也解决了转基因生物安全相关的问

准联合项目下的操作守则。除粮食标准之

题。这些问题将在国际生物安全法律框架

外，委员会也解决与动物饲养有关的安全

一节中进一步讨论。

问题。其项目之一是准备良好动物饲养实
施草案，以应对动物饲料引起的粮食贸易
和健康问题。法典适用于饲料制造和自由

生物安全
生产增加潜力和新畜禽产品激发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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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畜禽发展的兴趣。这些技术的广泛

的改性活生物体和用于食品，饲料或者加

传播已经对动物遗传资源管理产生了重大

工的改性活生物体相关的。协议书规定，

的影响。最近重组DNA技术也被运用于兽

如果因为不具备充分的改性活生物体潜在

医药物领域。在一些国家诸如玉米等转基

不利影响范围的科学技术和信息，缺乏科

因农作物已经用于动物饲料中。然而，一些

学确定性的话，就不能阻止进口国采取与

转基因有关的环境和与健康问题已经被提

改性活生物体的有关的，以避免这种潜在

了出来。几个国际框架，寻求解决与转基因

的不利影响或者将这种潜在的不利影响降

生物（GMOs）安全、或者改性活生物体

低到最低程度的决定（第11.8条款）
。在采

（LMO）以及由此衍生的产品有关的问题。 取进口决策时，也可以考虑改性活生物体
2000 年1 月，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

对生物多样性所引起的社会和经济影响。

大会采纳了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作

1999年，食品法典委员会建立了一个

为对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补充协议，议定书

基因改造食品临时特别工作小组，来考虑

在 2003 年 9 月 11 日开始生效。协议寻求

这种食品的健康和营养影响。尤其是，行

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免受到改性活生物体

动小组的目标，如果合适的话，是为利用

造成的潜在的风险影响。议定书将运用于

生物技术生产的食品或者利用生物技术引

所有改性活生物体的越界移动、转接、处

入食品特性，建立标准、方针或者推荐。

理和使用，这些生物体对生物多样性以及

根据科学证据，风险分析，如果合适的话，

人类健康的保护和可持续性利用可能会产

参照其他与消费者健康和促进公平贸易操

生影响。然而，如果包含在其他国际协议

作有关的立法因素，来设定这种标准。有

或者协定中，那么用于人类医药消费的那

关“包括鱼在内的源于转基因动物的食物

些改性活生物体不在协议范围内。

安全评估”的专家磋商会议在 2003 年 11

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建立一个事

月举行，继续进行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

前同意许可程序（AIA），保证在同意这样

卫生组织的转基因（ GM）食物安全评估，

的生物体进口到其领土之前，给那些国家

重点是包括鱼在内的转基因动物和转基因

提供采取明智决策所必需的信息（第 7 条

食品。这种磋商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以讨论

款）。然而，由于特殊活动或改性活生物

和描述的方式来评估转基因动物的安全和

体的使用目的，一些改性活生物体被排除

风险。在当今条件下，通过数据的回顾和

在事前同意许可程序之外：转运中的改性

分析已经完成了这项咨询工作。工作报告

活生物体，封闭使用的改性活生物体以及

的主题之一是转基因动物有关技术发展水

直接作为食品、饲料或者用于加工的改性

平的评估。与转基因动物 / 鱼产品相关的

活生物体。议定书保留国家根据预警原则

环境与伦理的问题将另外进行讨论。

决定进口的权力，这项原则与引入环境中

278

在2005年5月，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国

第三部分

动物遗传资源管理能力状况

际委员采用了畜禽生物工程应用和生物技

资源交换与利用上设置了不必要的限制。

术产品的决议，实施了SPS协议架构的标

特别是针对农作物，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

准。成员国要求建立生物技术生产的动物

资源国际条约建立了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

疫苗，与克隆相关的动物健康风险，未经

国际框架，目的在于保证遗传资源的保

批准的动物的剔除以及畜产品、遗传工程

护、可持续的使用和合理的利益共享。有

改良动物等方面的标准和方针。

必要阐明是否需要为动物遗传资源建立一

1.7 结

论

个类似的措施。

与动物健康相关的贸易规定可能会影

虽然许多国际性的措施影响了动物遗

响国际法律框架的定位，
现在法律框架是对

传资源管理，但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对这

动物遗传资源管理的影响最大——影响遗传

一主题进行关注。一系列正在进行和新出

材料交换，
国家水平上生产系统的性质以及

现的力量都在进一步推动这一领域国际法

疾病控制措施。畜禽和畜产品贸易的增长， 规的发展。例如，知识产权，使用权，利
维持严格的动物健康标准而没有非法的贸

益共享等问题，可能在未来几年会越来越

易限制，要求建立这一领域的具有国际效

重要；同时，跨边境传播的畜禽疾病也是

力的法规。国际贸易重要性的日趋加深，也

不断受到关注的问题。因此，随着国际法

促使建立国际性政治体制，以调控贸易的

的发展，要确保不能忽略一种需要，那就

其他方面。动物遗传资源管理重要的具有

是保证建立一个动物遗传资源保护与利用

潜力的领域是知识产权。然而，世界贸易

的有效和公平的框架。

组织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允许动
物相关专利可以例外，它是目前国家水平
上的法规，与地区性或双边贸易协议一起，

参考文献

对这一领域发挥了最大的影响力。
承认生物多样性是一种重要的资源，
世界遗产的发展方向也刺激了国际水平上
法律措施的建立——主要的措施是生物多
样性公约。虽然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
会认识到，农业生物多样性具有特殊性，
但公约法规的主要重点还是在于野生生物
多样性上。这就引起了对生物多样性公约
的规则必须与法律措施保持一致的关注。
例如使用权和利益分享，没有充分考虑动
物遗传资源管理的特殊问题，以及在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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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者在提供具有既定名称产品时建立的信

2 新出现的法律问题

誉，不能够被其他人剥夺或者利用同样的
商品名提供次品受到损害（Lsser，2002）。
相关的例子是安格斯认证牛肉，这一产品

这一部分介绍动物遗传资源管理领域

受美国联邦商标法保护。同商标类似的是

的两项政策，也是利益相关者越来越多讨

原产地地理名称权，它表明某一产品是在

论的问题——专利和家畜饲养者权力。

某一特殊地理区域内生产的，而这一地区

2.1

专利

的生产条件与其特性有关。这些权力与利
基市场具有极大的相关性，因此对当地的

一般的原则和机制

畜禽种群利用也有潜在的影响。在欧盟，

知识产权（ IPRs）的授予是为发明者

在委员会第 2081/92 号法规（EEC）中设

提供更大的机会来获取他们发明的产品所

定了“原产地地理名称权”使用的规则。

产生的效益。通过经济方式可以证明，知

商业秘密涉及防止任何商业敏感性信

识产权是一种当发明被自由复制时，在社

息（和材料）滥用的保护，拥有者采取合

会最适条件下，克服市场经济特征趋向于

理的措施进行隐瞒。作物育种者许多年来

降低发明率的一种方式。这种“市场失灵” 一直采用这种方法，保护其父母本系和销
起源于知识的“公众产品”特性；发明者

售的杂交种生产中使用的相关信息，在家

承担研究与发展费用，但是其效益为社会

禽和猪饲养企业中也采用类似的方法

增加了财富（Lesser，2002）。也提出来一 （Lesser，2002）。
些支持知识产权的道德争论，这些争论

植物培育者权力 （PBRs） （例如所

与奖励那些产生有用发明的发明人的公

谓的特别权制度）已经形成并保护植物育

平性有关（Evans，2002）。然而，这两种

种者的知识产权。PBRs提供了一种适合农

一般性的验证几乎没有经过经验数据的

业部门的保护，包括在一定水平上免除进

测试，以了解是否实际上需要一个更为

一步育种利用，以及让农民保留来自作物

强大的知识产权，来促进发明特殊领域

的种子。在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支持

的研究与发展。

下，管理植物培育者权力的国际协调框架

下面讨论的重点大部分集中在专利问

已经建立。这个体系是由国际植物新品种

题上。然而，应该注意到的是其他形式的

保护联盟国际公约建立，1961 年签署，

知识产权对动物遗传资源管理具有潜在的

1968 年开始生效，随后在 1972 年、1978

相关性，特别是商标、商业秘密和地理指

年和1991年进行了修订；后来修订在1998

示。一个商标的持有人拥有独有权力，利

年开始生效（UPOV，2005）。

用与产品有关的名称或者象征。那么，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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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有权力，通常在专利授予的国家中，可 （Evans，2002；Lesser，2005）。
以决定在一段设定的时间内商业化使用这
项发明，时间为20年。这种竞争性优势与

专利和活体生物

上面提到的市场失灵的效果相互抵消。为

专利法推广应用于植物和动物，或者

了获得一项专利，革新必须是具有创造性

于活体动物的生产，或者遗传改良有关的

的，而不是平淡无奇的；它必须具有新颖

过程，这就引发了另外的关注。维护生物

性，而不能是通过公众使用或者出版事先

过程所有权的思想会冒犯许多人的宗教和

已经知晓的（Lesser，2002）。进一步的正

感情。在这一方面，取得专利的忧虑在某

式标准是发明必须具有实际应用价值，在

些程度上与技术间的关系联系在一起，例

欧洲，在这种环境下这一术语称为“工业

如遗传改良。而这些技术对健康或者环境

应用”，而在美国称之为“有用”或者“效

影响的恐惧又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关注

用”。获得的专利包括一件产品（单独）
， （Evans，2002）。对活体生物专利的其他
一个过程，或者通过一个过程衍生的产

反对与一种看法有关，那就是自然过程是

品；这项专利可能是在先前专利基础上创

人类共同遗产的一部分，不能用来创造私

造出来的。发明描述要求可以根据这样一

人利益。相似地，另外一些关注来农作物/

种方式“熟练改行技术的人”能够应用这

动物育种活动的相关知识或者遗传材料本

种发明。专利促进了信息的传播，可能会

身的征收，这些知识或者材料是由当地社

刺激相关领域的研究（ibid.）。

区发展起来的，通过专利的授权给外面感

虽然专利可能会促进革新，但是必

兴趣的团体（ibid.）。而且，在粮食和农业

须认识到一旦已经发展了一种新产品， 中，食物安全的影响以及社会法律对作物
那么专利的存在就抑制了竞争，从而减

或者畜禽遗传资源利用的限制进一步引起

少了产品的可利用性。这两种效果之间

了关注。

的平衡，以及由此对整个社会产生的经

世界上许多国家不允许植物和动物

济效益结果，是一个发明和产品需求特

的专利授予。而且，在美国和日本永久性

性长度和范围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问题

地排除了这种可能（Blattman 等，2002）。

（Langinier 和 Moschini，2002）。而且，有

虽然根据 1998 年 7 月 6 号委员会第 98/44/

时候发明促进革新的倾向面临着挑战。 EC 号法令，欧盟没有允许植物或者动物
投入或者法规对进一步的革新来说是至

品种的专利授予，但是欧盟给予了与动

关重要的，而这种投入或者法规的获取， 物或者植物有关的发明一种可行性“并
由于现有专利的使用而受到限制，或者

不限定于某一特殊植物或者动物品种”。

过于广泛的专利抑制了相关领域的进一

而且，
“品种”这个词事实上在动物育种

步研究，有人基于这种情况提出了批评

中并没有充分地定义，这就意味这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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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围并不清楚（参看下面的欧盟专利

肿瘤鼠”的专利授权已经不断受到法律

法令的进一步讨论）。

的挑战（Thomas 和 Richards，2004）。更

如果专利的开发利用与“公共秩序” 普遍的是，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允
或者“道德”相违背，1973 年欧洲专利公

许国家排除对植物和动物的专利保护

约（EPC）第 53（a）条款和欧盟委员会 （虽然有要求要通过有效的特别法律体系
法令（98/44/EC）第 6 条款允许拒绝专利

保护植物品种）。尽管有这些免除，发展

申请。这种排除已经写入世界贸易组织

中国家专利授予中免除活体生物范围，

的 TRIPS 协议。毫无意外，“公共秩序” 仍然可能越来越受双边和地区贸易协定
或者“道德”的定义已经不容易建立，在

的限制，这一点受到了关注（Correa，

欧洲，根据 EPC 的“道德豁免”，“哈佛

2004）。

插文 44
首例专利动物
虽然专利授予有一个很长的发展历史，但
是，活体生物包含在专利法中则是相对较新的

迪著名案例中，建立了一个先例，那就是在美
国微生物是可以获得专利的。这一案例与能

一个现象。这一栏目重点描述了美国的与活体
生物专利应用性有关的历史发展，以及较高级

消化油脂的细菌有机体有关。在几年后，1987
年更高级的生物专利授予问题也进入法庭进

的动物专利产生的第一个案例的相关历史。美
国的专利法可以追溯到 1793 年，但是原来的

行了讨论。这一次，判决的微生物是一种通过
基因工程提高其可食用性的牡蛎。虽然这一

法令没有提及活体生物。确实，1889年的裁定
建立了一个先例，指出“天然产品”不能够授

申请被驳回了，但是在 Ex parte Allen 案中的
判决确认，基于牡蛎是更高级的动物，对于牡

予专利。第一个与活体生物的专利授予特别有
关的法规是 1930 年的植物专利法，这项法引

蛎专利授予没有法律的限制。在这一判决到
来的时候，世界上第一个动物方面的专利很

入了一个为无性繁殖植物而特别涉及的保护形
式（除了可食用根和茎外）
。在接下来的 10 年

快发布了。在这一案例中，获得专利的动物是
哈佛大学用于疾病研究的一种老鼠。这种老

内，欧洲国家采用了他们自己的“特殊”植物
育种者权力法。

鼠经过遗传改良后对癌症具有更高的敏感性。
随后，在 1992 年，
“肿瘤鼠”成为欧洲第一个

在19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出现了使科
学家能够操纵活体生物基因组的技术。承担

获得专利的动物。毫不意外，故意生产一种对
令人痛苦的疾病更敏感的动物引起了广泛的

这些活动的个人或者组织在某一立场上，宣
称产生的生物体是他们自己发明的产物，而

公众不安，已经引发了与动物专利授予有关
的争论。

不是简单的自然产物。在法庭对这一问题进
行检测后不久，在 1980 年戴雅蒙对查克那伯

参见：Kevles（2002）
；Thomas 和 Richards（2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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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学和制药领域，第一个与较高级

重要性就相对较小。然而，即便是在这种

动物专利授予有关的法律争端得到了解

生产系统下，专利的法律基础仍是具有

决。而动物专利授予作为粮食和农业领域

争议性。动物或者其育种方法是否可以

的出现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在某种形式上

被认为是不显著的，或者是否描述的要

来说已经落后了。在美国授予了转基因鲑

求 能 够 满 足 革 新 的 复 制 ，都 是 不 清 楚

鱼专利 （US 专利号 5，545，808，1996

的。就动物面临的问题来说，与植物育

年8月13日），欧洲也有一种专利（EP 0578

种者权力类似的情况是难以实施的，部

635 B1，2001 年 7 月 18 日）。然而，在这

分原因是植物品种和动物品种的概念显

些报告中所涉及的品种中，在撰写本文的

著不同。

时候仍然没有发现授予任何用于食品生产
的动物种群或者类型专利的例子。然而，

与畜禽有关的专利

正如生物医学科学，在畜牧部门，专利授

尽管就其本身而言，缺少不同类型畜

予已经作为一项重大问题出现，部分程度

禽的专利，在畜禽育种和遗传学领域，已

上受技术发展和从这些发展中获利以及促

经授予了一定数量的专利。例如，在欧盟

进这种发展的渴望的驱动。又一次出现了

法规中（委员会法令第 98/44/EC 号），由

道德上的反对，这种反对不但针对于这种

这样一个过程产生的生物技术或者生物材

专利的授予，还涉及可能应用的一些生物

料的专利授予是允许的，甚至于这一材料

技术。然而，认识到有无数的实际法律问

原来在自然界就发生了。包含“整个自然

题也需要解决——尤其是与专利包含范围

现象，如杂交或者选择”的“真正的生物

有关的问题，这也是很重要的。

过程”是排除在外的。然而，任何现代育

在这些因素中，导致农场动物专利

种技术是否只能与“自然现象”有关，仍

授予的应用复杂化的因素是繁殖用畜禽

然是具有争议性的，因此免除的范围可能

的趋势，这使专利授予的动物鉴定过程

因此而受限。

复杂化（例如，获得专利的动物和非专利

就欧盟生物材料专利的范围而言，专

动物一起用于育种）
（Lesser，2002）。相

利法令第 8（1）条款声明“专利授予具有

似地，在生产周期中，应该实施专利相关

特殊性质的生物材料的保护，是由于发明

的偿付时，长生产周期——特别是对于牛

的结果应该推广到任何生物材料上，这种

来说，使决策复杂化。这些问题的重要性

生物材料是以一种相同或者不同的方式，

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品种生产系统。就商

通过繁殖或者扩繁，从那种生物材料衍生

业化家禽和猪企业来说，在一些地方，由

而来的，具有同样的特性”。同样的规则

大型的育种公司提供杂交品系，动物受

适用于“可以使一种生物材料被生产、并

到限制，育种方法高度控制，这些问题的

且具有特殊性质的生物过程专利”
（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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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与专利授权应用于农业动物的道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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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品种的专利授予是一个潜在的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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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的生产系统中，这样的技术的重要
性很小，在这些地方，可以找到许多世界
上畜禽遗传多样性。然而，大规模商业生
产系统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如果专利
授予更广的应用会加强商业部门向更高
密度发展的趋势，或者提高其主导性，那
么这将会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对畜牧企业
的结构产生影响。如果评论者担心的事
情真的发生了，那么与基因有关的专利
会受到利用的限制或者需要付费，对动
物遗传资源利用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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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a_doc?smartapi!celexapi!prod!
CELEXnumdoc&lg = EN&numdoc =
31998L0044&model=guichett
世界专利组织专利申请
（WO 2005/015989）Method for genetic
improvement of terminal boars.
（WO 2005/017204） Use of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in the coding region
of the porcine leptin receptor genet to enhance
pork production.
2.2

牲畜饲养者的权力

动物育种领域知识产权运用增加，这
一前景引起了对牲畜饲养者继续保持利用
和发展其自己的育种群和育种技术的关注
（见第五章 2.1）。为了适应这种发展，已
经有公民社会组织号召建立“牲畜饲养
者权力”——开始提到了粮食和农业植
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IT-PGRFA）中的
“农民权力”。根据PGR全球交换，认为建
立一项法律措施对促进和保证利益共享
引用法规

来说是十分必要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

1 9 9 2 年 7 月 1 4 日欧盟委员会法规

传资源国际条约强烈依靠种子部门的机

（EEC）第2081/92号，关于农产品和食品起

构，这种机构已经完全参与到种质的国际

源的地理指示和命名的保护。http：//europa.
eu.int/smartapi/cgi/sga_doc?smartapi!celexapi!prod!

移动中。
家禽交换的形式与PGR的形式不同。

CELEXnumdoc&lg= EN&numdoc =

活体动物的全球移动受到严格的卫生条例

31992R2081&model = guichett

以及高成本的限制，这些条例设定目的在

1998年7月6日欧洲议会的法令第98/

于保护国家种群的健康。种质的移动基于

44/EC 号 关于生物技术发明的法律保护。 商业协议，主要涉及国际上跨边境的种
http：//europa.eu.int/smartapi/c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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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因此，在欧盟法规中，专利保护

区培育的种群有关的专利的授予，可能

没有必要限定于一个初始的生物过程，或

会引起人们对生物剽窃的谴责。另外，对

者直接获得的生物材料。法律第10条款和

自然携带有所涉及的基因的动物所有者，

第 11 条款对这种专利赋予的保护给予了

或者那些希望利用专利方法生产动物后

一些限制。尤其是，在第 11 条款中指出， 代的人，可能会被警告专利的应用问题。
即使育种种群或者遗传材料受一项专利管

在畜禽育种企业和研究社区中，利用专

理，购买这种材料的农民仍然允许利用

利方法生产动物后代引发对遗传标记专

“这种动物或者其他动物繁殖材料，用于

利授予的一些反对（R o t h s c h i l d 和

实施其农业活动”，而没有侵犯这项专利。 Plastow，2002）。然而，所谈及的专利并
然而，这并不包括用于“商业化繁殖活动” 没有限制这样基因或者动物的利用，而
的遗传材料的贸易。在一定程度上，这些

是应用于与基因有关的方法或者过程，

法规限定了专利授予对动物遗传资源管理

这一点现在比较清楚，所以这一部分的

的潜在影响。然而，
“农业活动”和“商

反对开始下降。然而，在 2005 年，孟山

业化生产”的界限并不容易区别。因此， 都公司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申请的一项
这项规则的精确应用仍然需要在实践中进

猪育种方法和基因序列专利引起了一场

行检测。

争论的风暴。如果授予专利，那么这些专

在几个畜禽品种中，已经授予与一些

利将包括利用专利方法生产的猪和其后

具有经济重要性的性状有关的基因和标记

代的权力，专利应用的广阔范围已经引

专利（Rothschild 等，2004）。也有一些专

发了对许多猪育种者活动可能受到影响

利涉及几种育种管理方法和育种有关的计

的恐惧。

算机应用（Schaeffer，2002）。在一些情况

与上面列出的批评相比，另外一种观

下，在这些专利基础上，一些技术已经成

点是专利授予的推广提供了一种有益促进

功用于商业生产（B a r e n d s e ，2 0 0 2 ； 科技发展可行的办法。现代生物技术革新
Rothschild 等，2004；Rothschild 和

一般需要大量的投资。有人认为，在缺乏

Plastow，2002）。

大量的公共研究和发展资金的情况下，专

在与育种有关的技术专利中，经常是

利可利用性会促进提高家禽育种效率所需

那些与基因或者遗传标记（通常作为专利

的大量投资（Rothschild 和 Plastow，2002；

方法的一部分来提高选择育种的效率）经

Rothschild 等，2004）。专利授予对投资影

过证明是具有争议性的。遗传材料自然发

响的一般性争论是，虽然专利授予和投资

生序列专利的授予，激怒了那些关心专利

可能是相关的，但是不可能回答批评者关

“生物”应用的人。而且，那些在某种方

心的问题，可以说，就这一问题的争议会

式上与另外一个国家的种群或者由当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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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搜集和检测，因此管理搜集和资源共享
的法规不应该进一步限制这些活动，这是
十分必要的。

3 地区水平的条例框架

在 2002 年的世界粮食峰会上，一些
非政府组织提出要建立法律协定，定义

3.1 简介

与动物遗传资源有关的家畜养殖者的权

在政治和地区性国家团体中，经常就

力，以解决动物遗传资源的国际间转让。 法律框架问题进行磋商，以提高合作，协
让人担心的是知识产权利用的增加不但

调行动，最小化重复劳动。在动物遗传资

对品种内多样性和品种间多样性会产生

源管理领域，欧盟是一个地区性的集团，

不利影响，还会对贫穷的家畜养殖者的

到目前为止已经拥有了最综合性的法律体

生计产生不利影响。而且，有人认为存在

制，这将是接下来讨论的核心。这些框架

一种固有的不公平性，因此许多当地和

的研究结果指出了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目标

本土种群传统知识已经得到发展，并且

在地区水平上是如何被解释和进一步发展

经常作为种群科学改良的基础和前提条

的，不同领域的法规及其相互作用，如何

件，但是仍然没有被认识到和没有被保

影响动物遗传资源管理。除了具有法律效

护。任何一种安排的目标都应该保证这

力的框架外，国家集团已经选择建立“软

些人的权力，维护动物遗传资源，并且进

法律”，可以加强成员国对共同目标的承

一步推动动物遗传资源特征鉴定、发展

诺，或者作为国家水平法规的示范。例如

和利用。

非洲联盟起草的示范法（插文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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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45
非洲联盟模范法
1998 年非洲联盟部长会议采用了非洲联
盟模范法，这项法律旨在保护当地社区、农民

即便已经给予了允许，但是如果没有进行咨
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也认为是不完整的，或

和育种者，调控生物资源的利用。建立模范法
协助成员国仔细考虑、规划和实施与其国家目

者说没有符合真正和公平参与的标准。国家必
须指定一个授权管理机构作为接受和处理资源

标和政治抱负相一致的国家政策和法律措施， 利用申请的归口单位。模范法认识到利益共享
而同时又需要履行这些国家的国际义务。到目 是当地社区的一项权力；国家必须保证资源利
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采用模范法。
用获得的一个具体比例的任何财政效益（最小
模范法提供了生物资源、
相关知识和技术保 50％）返回到当地社区。
护、鉴定和可持续利用的法律框架。特别是，这
项法律授予当地社区、
农民和育种者使用这些资

就农村社区来说，在模范法农民权力部分
重申了这一权力。非财政收益可能包括：为了

源的权力。虽然框架包括农业遗传资源，但是它
的建立主要是针对植物遗传资源，
没有深入地解

能力建设而参与研究和发展；使用的生物资
源信息的遣送；用于研究和发展生物资源的

决与动物遗传资源有关的特殊问题。
模范法对生
命形式和生物过程有关的专利规定非常清楚，
不
能承认这种专利，也不能申请这种专利。

生物技术的利用。模范法中提出的财政收益
社区共享的机制之一是建立社区基因基金。这

在模范法下，生物资源、社区知识和技术
的利用将必须获得这一国家或和受影响当地社

项基金将作为一种自动托管，用来资助农村地
区建立的项目。

区的事先知情同意。如果没有给予这种事先知 具体信息参见： http：//www.grain.org/brl_files/oau情同意，那么生物资源利用被认为是无效的。 model-law-en.pdf。

3.2

欧盟法规：完整的地区法律框架

欧盟地区法律框架是在成员国经济和

安全和转基因生物。
欧盟共同农业政策（CAP）包含了一

政治一体化的前提下建立起来的。欧盟立

套规章和机制，调控欧盟农产品的生产、

法包括法令和条例，必须在成员国水平下

贸易和加工。在欧洲共同体条约中列出了

实施。法令定义了要取得的结果，让成员

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目标，这些目标是：

国决定将法令结合到本国的国家法律的方

●

通过促进技术进展和保证农业生

法。条例对所有成员都具有约束力，在所

产的合理发展、生产因素的最有

有的成员国中自动的在指定日期生效。欧

效利用——特别是劳动力，来提

盟建立了一个重要的与动物遗传资源管理

高农业生产力；

有关的法律条文体系，例如保护、动物技

●

保证农业社区生活的公平性标准，

术（动物育种）、食品卫生、动物健康、动

特别是提高从事农业的人员的个

物和动物产品贸易、有机农业、动物饲料

人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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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来说，委员会法令第 77/504/EEC 和 87/

提出行动的建议，如基因库，非政府组织， 328/EEC 要求，成员国在与其他成员国之
育种者，技术研究所和试验农场。
法规中与动物遗传资源有关的，适

间进行纯种育种动物、精液、卵子贸易
时，不能限制贸易动物技术基础。国家必

合资助的领域包括：田间动物遗传资源

须能够建立牛群登记簿和育种者组织，

管理重点鉴定的标准化准则建立；基于

不能阻止其他成员国的纯种动物进入该

国家或者机构的欧洲基因库建立；动物遗

国的牛群登记簿。欧盟法规将纯种动物

传资源的特征描述和鉴定；标准化动物遗

定义为“该种动物的父母本或者超父母

传资源效能检测体制和濒危种群特征文献

本获准写入或注册在同样种群的登记簿

建立；欧洲范围内的“方舟农场”
，濒危种

中，它自己获准写入或者注册和有资格

群救援站和公园网络的建立和协调管理； 写入这种种群登记簿。”
濒危种群国家间育种项目的建立，信息、

在欧盟决议第 84/247/EEC 中设定了

遗传材料和育种动物交换规章的建立；建

对牛类动物详细的规定，涉及育种者组织

立增强当地种群和利基市场，环境管理和

的认可；欧盟决议第84/419/EEC涉及牛群

旅游之间联系的策略；建立加强欧洲感兴

登记簿的保存；欧盟决议第 2005/379/EC

趣的未充分利用的动物遗传资源的应用和

涉及谱系证书；欧盟决议第86/130/EEC涉

发展的策略。然而，应该注意到的是，委

及效能检测和遗传鉴定；欧盟法令第 87/

员会法规（EC）第870/2004只允许几个国

328/EEC 涉及用于繁殖的动物的接受。最

家的联合行动，因此国家措施作为国家行

后的法令对牛育种自由化和减少贸易壁垒

动计划的一部分，而进行实施的价值是有

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欧盟出台了其他品

限的。新的委员会法规（EC）第1698/2005

种 / 种类畜禽的相似的规则。就杂交猪来

在这方面进行了改进。

说（不是纯种动物育种项目），可以允许

进一步的欧盟法规体系与畜禽育种管

私人公司保存品种注册（欧盟决议第 89/

理有关。动物谱系和效能数据有关的可信

504/EEC）。就牛类动物来说，欧盟决议第

任信息的有效性会影响动物遗传资源的有

96/463/EC 在瑞典乌普萨拉建立了国际公

效管理。必须出台可靠的机制进行动物鉴

牛评定协会，作为一个纯种动物一致性检

定，记录和育种目标的定义。因此需要建

测和遗传鉴定的参考体。就马科动物来

立一个有效地管理畜禽育种活动的法律框

说，委员会决议第93/623/EEC为畜群登记

架。已经出台了一些法律调控社区间纯种

簿中注册的动物设定了与鉴定文献（护

育种动物贸易。法规涉及牛、猪、绵羊、 照）有关的规定（在下面的动物健康这一
山羊、马。家禽和兔子，虽然也是重要的

节中进一步讨论动物鉴定有关的法规）。

商业物种，并没有包含在其中。对牛类动

育种有关法规体系比较突出的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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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费用”（第 39：4 条款）而提供环境

提高良好的生态基础设施；促进保护当

服务的农民。法规详细说明了支付应该

地或者濒危畜禽种群或者植物品种的行

给予“农业遗传资源保护”（第 39：5 条

动。研究、培训和教育机构都支持这些重

款）。法规规定在 2007 —2013 年期间，应

点。生物多样性保护很大程度上依赖于

当采用社区水平上农村发展策略指导， 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措施的合理实施，尤
要求成员国建立国际策略计划，以设定

其是条件稍差地区和农业——环境措施的

环境偿付的细节。在撰写该文时，正在准

补偿性津贴。

备新的法规以代替委员会法规（EC）第
817/2004 。
然而，就法规第 1257/1999 和 817/

与行动计划实施有关的法规是委员会
法规（EC）第 870/2004。这项法规明确地
定位于提高动物遗传资源的重点。引起的

2004 激励偿付计划的有效性引起了一些

一项关注是在该领域原来的法规管理下，

关注，因为在给予的农民偿付中，没有考

如委员会法规（EC）第 1467/94，畜禽受

虑不同的种群灭绝可能性，并且补贴偿

到的关注比作物要少。法规第870/2004第

付经常不足以补偿那些与保存当地种群

5 条款“目标行动”包括：促进遗传资源

有关的损失 （Signorello 和 Pappalardo， 特征鉴定，搜集、利用和移地和原地保护；
2003）19。这些法规建立的偿付计划只包含

建立包括保护项目在内的基于网络的遗传

大约 40％的联合国粮农组织列出的濒危种

资源、原地和移地保护设施目录；相关科

群，在一些国家并没有建立这种计划
（ibid.）
。 学和技术信息交换的推动。对于农场保存
欧盟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成员国，因

的动物遗传资源，重点是管理放牧的目录

此所有的欧盟国家有义务建立国家生物多

网络（资助，种群的濒危状态，牛群登记

样性策略，在农业生物多样性的范围内， 簿的地点等）。第6条款跨国的“联合行动”
解决动物遗传资源保护的问题。原地保护

推动信息交换，改善社区农业遗传资源管

被认为是一种更好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

理的行动和项目的协同。第 7 条款的“补

进一步对动物遗传资源进行鉴定。在地区

充行动”将涉及信息的传播和给相关利益

水平上，2001年采纳了生物多样性行动计

者的建议，如非政府组织；培训课程的提

划。2000的议程形成了欧盟共同农业政策
措施，并且随后对政策措施进行了改革，
措施提供了将生物多样性的关注与欧盟农
业政策相结合的框架。这项行动计划的重
点是：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和对生物多样性
有益的系统的促进和支持；支持生物多样
性丰富地区的可持续性农业活动；维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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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Signorello，
G. & Pappalardo，
G. 2003. Domestic
animal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 case study of rural
development plans in the European Union. Ecological
Economics，45（3）
： 487-499。
20
欧盟执委会向欧洲议会及欧盟部长理事会提出
农业生物多样性行动计划。2001 年 3 月 27 日在布鲁塞
尔欧洲共同体委员会。http：//europa.eu.int/comm/
agriculture/envir/biodiv/162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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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育种者协会是经过国家批准的，这种

这些要求中涉及产品名称和描述；地理区

协会受命保存纯种动物牛群登记簿，实施

域的定义；产品起源的证据和与当地的联

包括保护育种项目在内的育种项目。假设

系；用于获得产品的方法概况；检验结构

符合了组织能力和其规章对一定水平的要

的描述；商标的详细描述。虽然不一定一

求，那么育种者协会必须获得批准。如果

直是这种情况，但是一些根据这些规则准

认为一部分种群会危及种群的保护或者损

备的产品详细描述指出产品或者制造这些

害现有组织的动物技术项目，那么任何育

产品应用的原材料来自特殊畜禽种群。即

种者团体都可以建立现有种群新的育种项

便是在种群没有详细说明的地方，专业化

目。在这种情况下，现有的育种组织没有

生产的当地产品的销售可能会促进具体地

知识产权，因为育种组织可以专门培育所

点传统管理系统的生存，因此促进了具有

涉及的种群。如马科动物来说，一些额外

良好适应性的当地种群的继续利用。

的法律特权给予了育种者组织，这种组织

以相似的方式，欧盟法规（EC）第

维护着“种群原产地的种群登记簿”，它

2082/92 设定了规则，利用这个规则，某

可以设定一个新建立的“子系种群登记

一食品或者产品可以获得“特性证书”。

簿”必须遵从的条例。

法规允许不同特性的注册，这种特性不
是起源或者地理起源方面的问题，并不

专门化的粮食产品和有机农业

仅仅与技术革新的应用有关。为了获得

不同畜禽产品的利基市场被认为对许

委员会设定的特性证书的注册，某一产

多当地种群的经济可行性来说是具有潜在

品或者食品“必须或者利用传统原材料

重要性的。欧盟法规设定了一些方案，根

生产或者具有传统组成的特征或者是一

据这些方案可以注册不同的产品，这样生

种反应传统类型生产和/或加工方式”。再

产者受到保护以避免仿冒的威胁，可以采

次，促进这种类型的不同产品对畜禽种

用消费者愿意支付的较高的价格。这些方

群遗传多样性具有潜在的正面影响。一

案的一个方面与具有不同地理区域的产品

些欧盟国家积极推动和提供“特性证书”

联合会有关。委员会法规（EEC）第2081/

更广泛应用的支持，以稳定物价，保护稀

92声明，为了取得被保护的“原产地”，食

有种群。

品必须就有“品质或者特性……由于特殊

与有机农业有关的欧盟法规也可以影

地理环境，实质上或者完全具备其内在的

响动物遗传资源的管理。这项法规旨在建

自然和人类因素，其加工和准备在特定地

立产品生产、标记和审核的协调框架，以

理区域内发生。
”相似地，虽然限定范围

提高消费者信心，保证产品之间的公平竞

窄，但设定了“地理指示”的标准，在法

争。欧盟法规（EEC）第 2092/91 建立了

规条款 4 中，列出了产品规格的要求。在

农产品标记、生产和控制的框架，这个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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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猪和家禽。

的指示。然而，法规（EEC）第 2092/91 没

2004 年采用了有机食品及有机农业

有包括任何畜禽标准，因此法规（EC）第

的欧洲行动计划 21，以保证未来几年内有

1804/1999 对此进行了补充。

机部门的进一步发展，为有机耕作对欧盟

最后面的法规设定了具体规则，规则

共同农业政策的贡献提供一个全局性的战

涉及有机农业，动物起源，饲料，病害防

略构想。其中一项行动就是通过定义有机

治和兽医处理，耕作技术，运输，畜禽产

农业的目标和基本原则，使公众了解有机

品的鉴定，肥料利用，自由活动区和馆舍

农业的公共效益。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在

（动物，如果提供的条件允许，必须可以

撰写本文的时候，欧盟成员国正在磋商一

有机会在露天情况下放牧或者有活动地

项新的法律框架提案，这项框架将最终取

区），牛群密度和过度放牧。法规涉及牛、 代欧盟法规（EEC）第 2092/91。就生物多
猪、鸡、山羊、马和畜禽品种。为蜜蜂设

样性来说，提案的目标是“有机生产系统

定了另外的规则。就动物的起源来说，规

应该维护和提高农场和其周围地区高水平

则声明：

的生物多样性 22”。

“在种群或者品种的选择中，必须考
虑动物适应当地环境的能力；它们生命
力，它们的抗病性。另外在选择动物种群
或者品种的时候，应该避免特殊疾病或者
健康问题，这些疾病和动物健康与集中生
产中应用的一些种群或者品种有关（例如
猪应激综合征，PSE 并发症，猝死，自然
流产，需要实施剖腹产的难产等）。比较
喜欢选择当地的种群和品种”。
这些规则进一步要求，应用于病害预
防和控制的第一条原则，是选择合适的畜
禽种群；兽医药物的应用要严格控制。正
如这种情况，有机系统保存的畜禽要求的
适应性，通常情况下与非有机系统下的要
求差别很大，比较显著的是动物健康和饲
舍条件。虽然许多有机畜禽的生产利用了
传统高产出种群，但是，仍然有巨大的潜
力应用稀有的、具有当地适应性的种群，

动物健康
欧盟拥有一个旨在提高欧共体动物健
康的法律体系，同时根据国际法规定的健
康标准和义务，允许成员国间贸易和动物
以及动物产品的进口。特殊的法律适用于
牛，绵羊，山羊，家禽，猪和孵出的鸡，
水产，宠物和非商业性动物，以及其他活
体动物。进口和欧共体国家间贸易存在着
区别——在许多方面，分别应用不同的法
律框架。健康预防措施涉及活体动物、精
液、胚胎和动物产品。
21
欧盟执委会向欧洲议会及欧盟部长理事会提出
有机食品和农业行动计划。布鲁塞尔欧洲共同体委员
会，10.06.2004 COM（2004）415 final。
http：//europa.eu.int/comm/agriculture/qual/organic/
plan/comm_en.pdf。
22
委员会法规修订法第（EEC）2092/91 关于农
业产品有机生产和涉及农产品和食品的指示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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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材料移动的限制会潜在地阻碍

精液和胚胎必须满足的健康标准，只有这

畜禽养殖者活动。而且，在一些情况下， 样才可以进口到欧盟或者进行贸易，法令
动物、种质和动物产品进口对欧盟市场

还设定了精液搜集和储藏中心所需的条

的动物健康有关的限制，会阻碍那些非

件。欧盟已经起草了批准进口精液和胚胎

欧盟成员国面向出口的畜禽生产的发展， 的国家名单以及批准的中心。欧盟还设定
因此影响了这些国家动物遗传资源利用

了与销售的精液和胚胎有关的健康证明规

的决策。

则。欧盟还出台了类似其他家禽品种的规

对牛和猪欧盟成员国内贸易来说，在

则。随后，欧盟法令第2003/43/EC 对欧盟

欧盟法令第 64/432/EEC 以及随后的修订

法令第88/407/EEC进行了修订，允许除了

案中设定了相关的规则。拟定了在动物运

精液搜集中心（拥有自己的公牛）外，精

输期间，与防止病害传播所需的措施有关

液贮藏中心也可以参加欧盟成员国间的牛

的规则；特殊病害的诊断测试；保证可追

精液贸易——这是迈向市场自由化的一个

溯性的动物鉴别；兽医健康证明。就进口

显著的进步。

而言，从非成员国进口的牛和猪必须符合

这些法令的目标是调控欧盟成员国之

欧盟法令第72/462/EEC设定的标准。设定

间的精液贸易和进口，而不是为了遗传材

了出口国必须达到的标准，涉及了法规水

料的冷冻保存。的确，法规提出了为保护

平；畜禽和其他动物的健康水平；报告给

濒危动物种群而搜集精液产生的问题。与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病害水平；动物产品

农场搜集相比，在人工授精中心搜集精液

生产、加工和运输的标准；病害控制措施， 成本比较高，从稀有种群中搜集精液通常
国家兽医服务的水平。还规定出口国必须

引不起人工授精企业的商业兴趣。进一步

无特殊畜禽病害。标准必须经过欧盟委员

的问题与用于保护的遗传材料长期贮藏有

会食品及兽医办公室的验证。一旦完成了

关。在过去搜集的材料不可避免地没有符

检验，根据欧盟决议第 79/542/EEC ，出

合现在的标准。因此，材料向育种者传播

口国可以列入第三国家名单中，利用这个

变成了法律上的难题。尤其是欧盟成员国

名单成员国可以批准进口。在欧盟决议第

之间遗传材料的交换更是这种情况。然

79/542/EEC 和欧盟法令第 91/496/EEC 分

而，在一些国家，法令设定的规则结合到

别设定了与进口检验有关的条例，活体动

国家法规中，不但可以应用于欧盟成员国

物兽医边境检查站。欧盟还出台了类似的

交换的精液，还可以应用于国家水平上利

其他动物品种的法规。

用的精液。

牛精液和胚胎欧盟成员国之间贸易和
进口分别由欧盟法令第 88/407/EEC 和欧
盟法律第89/556/EEC来管理。法令设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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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法令第 2002/99/EC 调控鲜肉贸

424/EEC 与这种项目的资金提供有关，欧

易。目标是保证所有成员国健康需求的达

盟决议第 90/638/EEC 设定了他们在准备

标，防止可能携带有对动物或者人类有害

阶段就必须达到的目标。病害防治措施详

的传染病的农产品进入欧盟。法规中还设

细说明了，在病害暴发情况下畜禽移动的

定了与进口国动物健康状态有关的条件。 限制，疫苗接种要求或者传播载体控制，
这个条件与活体动物的要求条件相似，但

或者在一定的严重病害情况下，需要剔除

是包含了一项要求，那就是生产的肉制品

感染和接触感染的牛群 / 羊群。后面的行

必须来自批准的生产设施中（屠宰场等）。 动可能会造成受感染地区的稀有品种种群
可能还需要满足另外的特别病害问题要求

的严重后果。

的保证，例如注射了 FMD 疫苗动物的肉

认识到剔除措施的威胁，欧盟与几种

块剔骨和成熟度。还有可能的是，第三国

病害有关的法令包括了稀有品种免除的措

可能只被允许向欧盟出口一定类别的动物

施。例如，与口蹄疫有关的欧盟法令第

肉。进一步的规则与化学残留有关，如牛

2003/85/EC允许（第15条款）
“在实验室，

海绵样脑病（BSE）和屠宰时的动物福利。 动物园，野生动物园和圈养地区，或者根
欧盟分别出台了不同的法律框架，分别管

据欧盟法令第 92/65/EEC 第 13（2）条款

理肉制品、家禽、牛奶和奶制品，其他类

批准的团体，研究所或者中心，和因为科

别的肉类，如野味肉。

学研究目的而保存动物的地方，或者与由

除了上面列出的与贸易有关的法律

于品种和农场动物遗传资源保护有关的目

外，欧盟还建立了一套法律体系，处理特

的而保存动物的地方”感染了这种病害，

殊病害的防治、控制、监测和根除。另外

受感染的牛群 / 羊群可以免除这种要求。

的法令分别涉及非洲马瘟病（欧盟法令第

必须提前建立这种前提条件的名单，这些

92/35/EEC），非洲猪瘟病（ASF）
（欧盟法

前提被认为是“一个品种存活所必需的易

令第 2002/60/EC），口蹄疫（欧盟法令第

感染品种的动物育种核心”
（第77条款）。

2003/85/EC），禽流感（欧盟法令第 2005/

在欧盟成员国决定免除屠杀措施之前必须

94/EC），蓝舌病（欧盟法令第 2000/75/

通知欧盟，必须保证“不能危及其他欧盟

EC），古典型猪瘟（CSF）（欧盟法令第

成员国的动物健康水平，出台所有必要的

2001/89/EEC），新城疫病（欧盟法令第92/

措施防治任何口蹄疫病毒传播的风险”。

66/EEC），和一定的鱼类和软体动物病

同样地，与禽流感有关的欧盟法令第

害。另外一项法令（欧盟法令第 92/119/

2005/94/EC 允许“在非商业保存地，马戏

EEC） 涉及一些其他的外来畜禽病害。病

团，动物园和宠物鸟商店，野生动物园，

害的根除和监控项目旨在逐渐消灭在欧盟

圈养地区，在这些地方由于科学目的或者

部分国家流行的病害。欧盟决议第 9 0 /

与濒危物种保护有关的目的，或者官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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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的家禽或者其他捕获的鸟类稀有品种， 在这种环境下保存的特殊动物遗传资源产
如果这种免除并没有危及病害控制（第13

生影响。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对现有法律

条款），在高致病性禽流感的暴发的情况

措施进行修订，以解决这些问题。就那些

下”，免除屠杀措施。在第 14 条款中设定

在批准的生产场所为了文化和历史目的而

了要求，限制和约束这种免除涉及的鸟

保存的牛类动物来说，欧洲委员会（EC）

类。与CSF和ASF有关的法令在满足特殊

第 644/2005 法规建立了条款作为鉴定的

条件的时候，也允许免除稀有种群的剔

另外一种方法选择。也有另外的法规适合

除。然而，应该注意到的一点是在过去旧

用于运动或者文化目的保存的公牛 （欧

的与其他严重的畜禽病害（例如新城疫病

洲委员会 EC 第 2680/1999 法规）。就荷兰

和非洲马瘟病）有关的法令并没有包括相

那些因为景观和保护目的而在自然保护区

似的规则，这一规则的设定是为了保护稀

保存的牛来说，耳标（通常在出生后20天）

有遗传资源。

应用的最长期限能延长到12个月（欧盟决

如第一部分第六章所讨论，欧盟决议

议第2004/764/EC）。西班牙也有同样的情

第 2003/100/EC 列出与育种项目消灭的痒

况，根据欧洲委员会第98/589/EC号决议，

病有关的措施，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公众关

对于那些在特殊地理区域自然条件下保存

注的问题。缺少抗性基因型或者低频率抗

的一定种群动物来说，它允许超过6个月。

性基因型的稀有绵羊品种可能会受到威

在引入更具有广泛性涵盖所有成员国的法

胁。“具有高遗传价值”的所有羊群都必

规之后，西班牙的这种特殊法规随后被废

须参与到育种计划中，这将会导致带有对

除了（欧盟决议第2006/28/EC）
。这项法规

这种病敏感性有关的“VRQ”等位基因的

允许动物的保存超过 6 个月，如果牛在自

羊的去势或者屠杀。

然条件下保存的地方，而由于地理条件的

动物鉴定的法规体系给予了动物健康
有关条例实施的支持。这些法律也与食物

原因存在牛的耳标标记技术方面的问题，
不能对这些牛进行处理，可以在标记的时

安全和可追溯性、畜禽保险管理和监督、 候将牛犊清晰明了地分配给产这个牛犊的
用于育种的动物的验证有关。例如，就牛

母牛。

来说，在法规（EC）1760/2000 设定了相
应的规章。牛鉴定系统包含个体动物耳
标，计算机数据库，动物护照和个人注册，
这个系统保存了每一份记录。

动物福利
欧盟理事会 98/58/EC 法令设定了保
护畜禽动物福利的条例。进一步的法令、

鉴定要求（特别是耳标）提出了与一

特别处理与蛋鸡、牛和猪有关的动物福

定特殊目的或者在某些管理条件下动物保

利。法规列出了兽医照顾的标准；根据动

存有关的实际问题。因此，可能会对一般

物的生理和行为需要而设立的行动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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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养建筑和馆舍的保护、卫生、通风、照

非成员国和国际组织之间的国际关系；管

明；饲料和水供应；伤残和选育规程，以

理与欧盟食物安全局之间的关系
（EFSA）
；

及人员水平、动物审核、记录保存。特别

保证科学的风险管理。该领域法规的核心

是对于动物育种来说，法令声明“自然或

元素是（EC）第 178/2002 号法规。

者人工育种规程如果引起或者可能引起任

食物安全措施可能会对特殊食品的生

何相关动物的伤害或者损伤，都是不允许

产产生负面影响，例如，利用当地品种的

实施的”，
“如果没有合理的理由，不能根

原奶生产的奶酪，因此会损害利基市场对

据它们的基因型或者表现型，在对它们的

种群保护的潜在贡献。与食物安全有关的

健康和福利没有危害的情况下保存，那么

关注也是消除痒病法规的一个驱动力。如

就不能将动物用于农业”。

上面和第一部分第六章所述，这些措施对

欧洲委员会第1/2005号法规（EC）提

一些绵羊稀有种群来说是一种威胁。进一

供了运输期间动物的保护。法规彻底地全

步造成的后果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关注的

面检查现有的欧盟动物运输条例。突出的

问题是他们不能满足越来越复杂和繁重的

特点包括新的规则，这些规则主要与以下

欧盟标准和法规要求。确实，许多国家认为

一些方面有关，与在一些地点，如农场、 与关税和数量限制相比，环境和SPS措施是
市场、屠宰房和港口，运送之前或者之后

一个向欧盟出口的更大的限制条件。因此，

动物的处理；司机的培训和检验；改良之

欧盟的食物安全法律框架影响了家禽生产

后的执行方法，包括利用卫星定位系统的

和销售，并由此而影响了欧盟国家以及全

示踪技术；超过 8 小时行程的更严格的标

世界其他地方的动物遗传资源的利用。

准，包括货车改良标准；更严格的幼畜和

欧盟的法规也覆盖了与畜禽饲料生

怀孕母畜的移动标准。欧洲委员会法令

产、销售和利用有关的问题。这一领域的

93/119/EEC 将屠宰过程中动物经历的疼

发展越来越受到人类和动物健康关注的推

痛和痛苦降低到最低程度。这些法规包括

动。这些法律并没有直接对动物遗传资源

屠宰车间设施要求；屠宰车间工作人员能

的管理产生影响，而是形成了框架的一部

力；特别要求在屠宰或者屠杀之前必须将

分，在这个框架中，家畜生产者必须按照

动物立刻昏迷。

他们管理技术的要求进行操作和采取措
施。欧盟第 882/2004 号法规（EC）设定

食物安全

了规章，以保证能够在饲料生产和利用过

近几年欧盟与食物安全有关的法规已

程的所有阶段充分考虑对饲料和食物安全

经过了重大的改革。法规和其他行动方案

的影响。就畜禽饲料非政府组织的参与问

已经建立，
以保证成员国与欧盟食物安全标

题来说，欧盟第 1829/2003 号法规（EC）

准保持一致；管理与食物安全问题相关的

对非政府组织的市场定位的影响，非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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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生产的产品或者来自非政府组织的产

立牛种群繁殖用动物纯种品种登记簿。

品进行了规定。欧盟第 1830/2003 号法规

http：//europa.eu.int/smartapi/cgi/sga_doc?

（EC）对这种产品的标记和可追溯性进行

smartapi!celexapi!prod!CELEXnumdoc&lg

了规定。
3.3

=EN&numdoc =31984D0247&model
结论

=guichett

动物遗传资源管理的许多法规问题受
益于地区或者亚地区协调。在世界多数地

欧盟委员会1984年7月19日第84/419/

方有大量的地区超边界性种群存在，因此

EEC 号决议设了牛群登记簿的准入标准。

保护措施应该在亚地区或者地区水平上进

http：//europa.eu.int/smartapi/cgi/sga_doc?

行规划。保证品质和安全的一般性标准就

smartapi!celexapi!prod!CELEXnumdoc&lg

能促进畜禽生产贸易。如果注册和遗传鉴

=EN&numdoc =31984D0419&model

定的一般性架构可以出台，那么可以对种

=guichett

群改良产生促进作用。
欧盟提供了影响动物遗传资源管理方

欧盟委员会1986年3月11日第86/130/

面的一套综合性的地区性法规。促进保护

EEC决议设定了效能监控方法和评估牛纯

措施的法规已经出台好多年，而且最近这

种繁殖用动物品种遗传价值的方法。

些法规得到了强化。种群保护的激励性偿

http：//europa.eu.int/eur-lex/lex/LexUriServ/

付似乎很适合替代与生产有关的补贴方法

site/en/consleg/1986/D/01986D0130-

的需要。然而，证据表明方案必须一直充

19940728-en.pdf

分定位于有效促进一些最严重的濒危种群
的保护。与为种群改良提供合适的环境、

欧盟委员会1989年7月18日第89/504/

促进成员国之间育种材料的自由贸易、保

EEC 决议设定了建立或者维护杂交种猪

证家禽病害防治的有效政权相比，欧盟法

的注册体的育种者联合会 / 育种组织和私

律框架总的重点较少放在保护上面。毫无

人企业批准和管理标准。http：//europa.eu.

意外，促进这些目标的法规有时候会与保

int/smartapi/cgi/sga_doc?smartapi!celexapi!

护目标产生冲突。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prod!CELEXnumdoc&lg =EN&numdoc
在一些这样的情况下，已经认识到了这些

=31989D0504&model =guichett

问题，并实施了法律框架相应的修改。
引用的法律

欧盟委员会 1993 年 10 月 20 日第 89/

欧盟委员会1984年4月27日第84/247/

504/EEC决议建立了注册的奇蹄目马科的

EEC 决议设立了育种者组织和联合会的

身份证明（护照）。http：//europa.eu.int/eur-

认证标准，这些组织和委员会维护或者建

lex/en/consleg/pdf/1993/en_199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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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a_doc?smartapi!celexapi!prod!
CELEXnumdoc&lg = EN&numdoc

欧盟委员会 1998 年 10 月 12 日第 98/

=32005D0379&model =guichett

589/EC 决议与最长期限的推广有关，设
定了属于西班牙种群的一定牛类动物耳标

欧盟委员会 2006 年 1 月 18 日第 2006/

的应用。http：//eur-lex.europa.eu/smartapi/

28/EC决议关于一定牛类动物耳标应用的

/cgi/sga_doc?smartapi!celexapi!prod!

最长期限的规章。http：//eur-lex.europa.eu/

CELEXnumdoc&lg = EN&numdoc =

LexUriServ/site/en/oj/2006/l_019/

31998D0589&model=guichett

l_01920060124en00320033.pdf

欧盟委员会 2003 年 2 月 13 日第 2003/

欧盟委员会1999年12月17日第2680/

100/EC 决议设定了建立传染性海绵羊脑

1999 决议批准了用于文化和体育的公牛

病绵羊抗性育种项目的最低要求。

鉴定系统。http：//europa.eu.int/smartapi/

http：//europa.eu.int/smartapi/cgi/

cgi/sga_doc?smartapi!celexapi!prod!

sga_doc?smartapi!celexapi!prod!

CELEXnumdoc&lg = EN&numdoc

CELEXnumdoc&lg = EN&numdoc =

=31999R2680&model =guichett

32003D0100&model=guichett
欧洲委员会 2004 年 4 月 29 日第 817/
欧盟委员会2004年10月22日第2004/

2004 号法令设定了欧盟农业指导与保证

764/EC 决议与最长期限的推广有关，设

基金（EAGGF）支持农村发展的欧洲委

定了荷兰天然保护区保存的一定的牛动物

员会第 1257/1999 号法规应用的具体规

耳标的应用。

则。http：//europa.eu.int/eur-lex/pri/en/oj/

http：//europa.eu.int/smartapi/cgi/
sga_doc?smartapi!celexapi!prod!

dat/2004/l_153/l_15320040430
en00300081.pdf

CELEXnumdoc&lg = EN&numdoc
=32004D0764&model=guichett

欧洲委员会 2005 年 4 月 27 日第 644/
2005 号法令授权欧洲议会和理事会 1760/

欧盟委员会 2005 年 5 月 17 日第 2005/

2000法规提供的，一个特殊的在批准的生

379/EC 决议设定了谱系证书规章，特别

产场所保存，用于文化和历史用途的牛类

是与牛纯种繁殖用动物，牛精液、卵子和

动物鉴定系统。http：//eur-lex.europa.eu/

胚胎有关（在第 C（2005）1436 号法案中

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CELEX：

公布）。http：//europa.eu.int/smartapi/cgi/

32005R0644：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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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委员会 1976 年 12 月 21 日第 79/

间贸易的动物健康问题有关。h t t p ：/ /

542/EEC 决议起草了第三国家名单，欧盟

europa.eu.int/smartapi/cgi/sga_doc?

成员国可以从这些国家批准进口牛类动

smartapi!celexapi!prod!CELEXnumdoc&lg

物、猪和鲜肉。http：//europa.eu.int/

= EN&numdoc =31964L0432&model =

smartapi/cgi/sga_doc?smartapi!celexapi!

guichett

prod!CELEXnumdoc&lg = EN&numdoc
=31979D0542&model=guichett

欧盟委员会 1972 年 12 月 12 日第 72/
462/EEC 法令与从第三国家进口牛类动

欧盟委员会1990年6月26日第90/424/

物、猪和鲜肉的健康和兽医审核问题有

EEC 决议设定了兽医领域开支的有关规

关。 http：//europa.eu.int/smartapi/cgi/

则。 http：//europa.eu.int/smartapi/cgi/

sga_doc?smartapi!celexapi!prod!

sga_doc?smartapi!celexapi!prod!

CELEXnumdoc&lg = EN&numdoc =

CELEXnumdoc&lg = EN&numdoc

31972L0462&model = guichett

=31990D0424&model =guichett
欧盟委员会1977年7月25日第77/504/
欧盟委员会 1990 年 11 月 27 日第 90/

EEC 法令与牛类品种纯种繁殖用动物有

638/EEC决议设定了根除和监控一定动物

关。 http：//europa.eu.int/smartapi/cgi/

病害的欧盟标准。 http：//europa.eu.int/

sga_doc?smartapi!celexapi!prod!

smartapi/cgi/sga_doc?smartapi!celexapi!

CELEXnumdoc&lg = EN&numdoc

prod!CELEXnumdoc&lg = EN&numdoc

=31977L0504&model = guichett

=31990D0638&model=guichett
欧盟委员会1987年6月18日第87/328/
欧盟委员会1999年7月23日第96/463/

EEC 法令与牛类品种纯种繁殖用动物育

EC 决议指定了参考系，该体系负责合作

种目的的获准有关。http：//europa.eu.int/

赋予检测方法和牛类品种纯种繁殖用动物

smartapi/cgi/sga_doc?smartapi!celexapi!

结果的评估一致性。http：//europa.eu.int/

prod!CELEXnumdoc&lg = EN&numdoc =

smartapi/cgi/sga_doc?smartapi!celexapi!

31987L0328&model = guichett

prod!CELEXnumdoc&lg= EN&numdoc
=31996D0463&model = guichett

欧盟委员会1983年6月14日第88/407/
EEC 法令设定了应用于牛类品种家养动

欧盟委员会1964年6月26日第64/432/

物欧盟成员国间贸易和低温冷藏精液进口

EEC 法令与影响牛类动物和猪欧盟国家

的动物健康要求。http：//europa.eu.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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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api/cgi/sga_doc?smartapi!celexapi!

和进口动物、精液、卵子和胚胎进入欧盟

prod!CELEXnumdoc&lg = EN&numdoc =

成员国的动物健康要求，这个健康要求不

31988L0407&model = guichett

受欧盟委员会第 90/425/EEC 法令附录 A
（I）特殊欧盟法规中设定的动物健康条例

欧盟委员会1989年9月25日第89/556/

的管理。http：//europa.eu.int/smartapi/cgi/

EEC 法令与管理牛类品种家养动物欧盟

sga_doc?smartapi!celexapi!prod!

成员国间贸易和来自第三国家的胚胎进口

CELEXnumdoc&lg = EN&numdoc =

的动物健康条件有关。http：//europa.eu.

31992L0065&model = guichett

int/smartapi/cgi/sga_doc?smartapi!celexapi!
欧盟委员会1992年7月14日第92/66/

prod!CELEXnumdoc&lg = EN&numdoc =
31989L0556&model = guichett

EEC 法令介绍了新城疫病防治的欧盟方
法。http：//europa.eu.int/smartapi/cgi/

欧盟委员会1991年7月15日第91/496/

sga_doc?smartapi!celexapi!prod!

EEC 法令设定了来自第三国家的动物进

CELEXnumdoc&lg = EN&numdoc =

入欧盟成员国时兽医检查的组织管理条

31992L0066&model = guichett

例，以及欧盟委员会第 89/662/EEC、90/
欧盟委员会 1992 年 12 月 14 日第 92/

425/EEC 和 90/675/EEC 号令修订。
http：//europa.eu.int/smartapi/cgi/

119/EEC法令介绍了防治一定动物病害的

sga_doc?smartapi!celexapi!prod!

一般性欧盟措施和与猪血管病有关的特殊

CELEXnumdoc&lg = EN&numdoc =

措施。http：//europa.eu.int/smartapi/cgi/

31991L0496&model = guichett

sga_doc?smartapi!celexapi!prod!
CELEXnumdoc&lg = EN&numdoc =

欧盟委员会1992年4月29日第92/35/

31992L0119&model = guichett

EEC 法令设定了防治非洲马类病害的防
欧盟委员会1998年7月20日第98/58/

治条例和措施。
http：//europa.eu.int/smartapi/cgi/

EC 法令与农用动物的保护有关。

sga_doc?smartapi!celexapi!prod!

http：//europa.eu.int/eur-lex/pri/en/oj/

CELEXnumdoc&lg = EN&numdoc =

dat/1998/l_221/l_22119980808en00230027.

31992L0035&model = guichett.

pdf

欧盟委员会1992年7月13日第92/65/

欧盟委员会2000年12月20日第2000/

EEC 法令设定了管理欧盟成员国间贸易

75/EC法令设定了防治和根除蓝舌病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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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措施。 http：//europa.eu.int/smartapi/

欧盟委员会第89/531/EEC和91/665/EEC决

cgi/sga_doc?smartapi!celexapi!prod!

议，修订了欧盟委员会第 92/46/EEC 法令。

CELEXnumdoc&lg = EN&numdoc =
32000L0075&model = guichett

http：//europa.eu.int/smartapi/cgi/
sga_doc?smartapi!celexapi!prod!
CELEXnumdoc&lg = EN&numdoc =

欧盟委员会2001年10月23日第2001/

32003L0085&model = guichett

89/EC法令设定了古典型猪瘟病防治的欧
盟措施。http：//europa.eu.int/smartapi/cgi/

欧盟委员会 2003 年 5 月 26 日第 2003/

sga_doc?smartapi!celexapi!prod!

43/EC法令修订了欧盟委员会第88/407/EEC

CELEXnumdoc&lg = EN&numdoc =

法令，设定了应用于欧盟内部贸易和牛类

32001L0089&model = guichett

品种家养动物精液进口的动物健康要求。
http：//europa.eu.int/smartapi/cgi/

欧盟委员会 2002 年 6 月 27 日第 2002/

sga_doc?smartapi!celexapi!prod!

60/EC法令设定了防治非洲猪瘟病的特殊

CELEXnumdoc&lg = EN&numdoc =

措施，修订欧盟委员会第92/119/EEC法令

32003L0043&model = guichett

关于猪传染性脑脊髓炎和非洲猪瘟病方面
的问题。http：//europa.eu.int/smartapi/cgi/

欧盟委员会2005年12月20日第2005/

sga_doc?smartapi!celexapi!prod!

94/EC 法令与禽流感防治的欧盟措施有

CELEXnumdoc&lg = EN&numdoc =

关，废除了欧盟委员会第92/40/EEC法令。

32002L0060&model = guichett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
LexUriServ.do?uri=CELEX：32005L0094：

欧盟委员会2002年12月16日第2002/

EN：NOT

99/EC法令设定了管理用于人类消费的动
物性产品的生产、加工、分配和引入的动
物健康条例。

欧盟委员会 1991 年 6 月 24 日第 2092/
91 法规（EEC）与 youji 农产品生产和农

http：//europa.eu.int/eur-lex/pri/en/oj/

产品以及食品指示参考有关。 http：//

dat/2003/l_018/ l_01820030123en00110020.

europa.eu.int/smartapi/cgi/sga_doc?

pdf

smartapi!celexapi!prod!CELEXnumdoc&lg =
EN&numdoc = 31991R2092&model =
欧盟委员会 2003 年 9 月 29 日第 2003/

guichett

85/EC 法令设定防治口蹄疫的欧盟措施，
废除了欧盟委员会第 85/511/EEC 法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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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法规（EEC）与适合农村维护和环境保

基金（EAGGF）对农业发展的支持有关，

护要求的农业生产方法有关。h t t p ：/ /

修订和废除了一定的法规。

europa.eu.int/smartapi/cgi/sga_doc?smartapi!

http：//europa.eu.int/eur-lex/pri/en/oj/

celexapi!prod!CELEXnumdoc&lg =

dat/1999/l_160/l_16019990626en00800102.

EN&numdoc = 31992R2078&model =

pdf

guichett
欧盟委员会 1999 年 7 月 19 日第 1804/

COUNCIL REGULATION（EEC）No
2081/92 of 14 July 1992 on the protection of

1999法规（EC）补充了欧盟委员会（EEC）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and designations of

第 2092/91 法规关于有机农产品生产和包

origin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foodstuffs

括畜禽生产在内的农业产品和食品的指示

http：//europa.eu.int/smartapi/cgi/sga_doc?

参考。

smartapi!celexapi!prod!CELEXnumdoc&lg =

http：//europa.eu.int/eur-lex/pri/en/oj/

EN&numdoc = 31992R2081&model =

dat/1999/l_222/l_22219990824en00010028.

guichett

pdf

欧盟委员会 1992 年 7 月 14 日第 2082/

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2000年7月14

92 法规（EEC）与农产品和食品特殊品质

日第 1760/2000法规（EC）建立了牛类动

的证书有关。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物鉴定和注册以及肉用牛和肉用牛产品标

foodstuffs. http：//europa.eu.int/smartapi/

记有关的系统，废除了欧盟委员会第820/

cgi/sga_doc?smartapi!celexapi!prod!

97 法规（EC）。

CELEXnumdoc&lg = EN&numdoc =
31992R2082&model = guichett
欧盟委员会 1994 年 6 月 20 日第 1467/
94法规（EC）与农业遗传资源的保护、特

http：//europa.eu.int/smartapi/cgi/
sga_doc?smartapi!celexapi!prod!
CELEXnumdoc&lg = EN&numdoc =
32000R1760&model = guichett

征鉴定、搜集和利用有关。 http：//europa.
eu.int/smartapi/cgi/sga_doc?smartapi!

欧洲议会 2002 年 71 月 28 日第 178/

celexapi!prod!CELEXnumdoc&lg =

2002 法规（EC）设定了总则和食品法的

EN&numdoc = 31994R1467&model =

要求，建立了欧洲食物安全局，设定了与

guichett

食物安全问题有关的规程。
http：//europa.eu.int/eur-lex/pri/en/oj/

欧盟委员会 1999 年 5 月 17 日第 1257/
1999 法规（EC）与欧盟农业指导与保证

dat/2002/l_031/l_03120020201en00010024.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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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2003年9月22

http：//europa.eu.int/eur-lex/pri/en/oj/

日第 1829/2003 法规（EC）与转基因食品

dat/2004/l_162/l_16220040430en00180028.

和饲料有关。 http：//europa.eu.int/eur-lex/

pdf

pri/en/oj/dat/2003/l_268/l_2682003
1018en00010023.pdf

欧盟委员会 2004 年 12 月 22 日第 1/
2005 法规（EC）与运输和相关操作期间

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2003年9月22

动物保护有关，修订了欧盟委员会第 64/

日第 1 8 3 0 / 2 0 0 3 法规（E C ）与

432/EEC 法令和第 93/119/EC 法令以及第

REGULATION（EC）涉及转基因生物的

1255/97 法规（EC）。

可追溯性和标记，利用转基因生物生产的

http：//europa.eu.int/eur-lex/lex/

食品和饲料产品的可追溯性，修订了欧盟

LexUriServ/site/en/oj/2005/l_003/

委员会第 2001/18/EC 法令。

l_00320050105en00010044.pdf

http：//europa.eu.int/eur-lex/pri/en/oj/
dat/2003/l_268/l_26820031018en00240028.

欧盟委员会 2005 年 9 月 20 日第 1698/
2005法规（EC）与支持农村发展的欧洲农

pdf

业基金（EAFRD）对农村发展的支持有关。
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2004年4月29

http：//europa.eu.int/eur-lex/lex/

日第 882/2004 法规（EC）涉及官方监管， L e x U r i S e r v / s i t e / e n / o j / 2 0 0 5 / l _ 2 7 7 /
以保证饲料和食品法、动物健康和动物福

l_27720051021en00010040.pdf

利条例的遵守。
http：//europa.eu.int/eur-lex/en/refdoc/
L_165/L_2004165EN_1.pdf

2001 年 4 月 14 日欧盟向成员国下达
的第 2000/C 139/05 通知设定了农村发展
欧盟行动计划的指导方针。

欧盟委员会 2004 年 4 月 24 日第 870/

http：//europa.eu.int/eur-lex/pri/en/oj/

2004 法规（EC）建立了农业遗传资源保

dat/2000/c_139/c_13920000518

护、特征鉴定、搜集和利用的欧盟项目， en00050013.pdf
废除了欧盟委员会第1467/94法规（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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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过程的一部分，在某些情况下

4 国家法规和政策

利用与 NC 的 e-mail 交流作为补充；
●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展法律服务部
20 0 3 年 实 施 的 一 项 较 早 的 调 查
（FAO，2005）；

4.1 导言

●

动物遗传资源有效管理的前提条件是
法律框架发挥它的作用，或者说，最低程
度上，建立清晰明了的政策和项目。清晰

联合国粮农组织法律数据库中另
外的信息（FAOLEX23）。

这项分析的起点是对“动物遗传资源
管理”和“法律框架”一个广义上的定义。

明了的法规以及这项法规所提供的保证， 原来采用的定义包含动物遗传资源保护
不但对一些经济活动，如国际和国内贸 （包括在遗传资源利用的地方，生产系统
易，而且对一些动物遗传资源管理有关的

可持续性生产的间接效应）
；遗传改良（包

能力、权力和责任的定义来说，都是非常

括特殊技术和相应的基础设施的调控）；

重要的。

动物健康（包括与动物贸易、育种和运输

从国家水平的角度看，根据法律框架
在何种程度上促进还是妨碍了国家农业发

有关的法规）。支持要素，例如机构结构
和激励措施，也应该被考虑到。

展目标的实现，可以评估其有效性。国家

为了进行这项分析，采用的“法律框

农业发展的目标是具有多样性的，这些目

架”包括与动物遗传资源管理有关的所有

标之间的交换通常也是有必要的。国家水

类型的法规。另外，正如许多国家提到的

平上的目标可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食物

动物遗传资源管理的政策、策略或者相似

安全保障和食物安全，国家经济增长，提

的措施，在分析时需要考虑这些法律文

高农村人口的收入和生活水平，防止自然

书，甚至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法律文书实

环境的退化或者维护生物多样性。不同国

施的法律基础并没有研究清楚。

家在生态、文化和政治环境方面也是差别

国别报告提供的描述呈现了一幅不同

非常大的。这一章节描述了在法规和政策

的景象，在此不能充分进行描述。因此，

领域以及已经建立的总框架和特殊解决措

接下来讨论的目标是提供对这一问题的概

施。这一章旨在强调现有法律条文中存在

述，描述总的模式和模型。从国别报告中

的难题和差距，促进思想、措施和经验的

引用了例子，以说明这些问题的典型案

交流。

例，这些案例是特别有用或者具有创造性

4.2 方法

的。在本文中陈述了地区性的统计数字概

从以下资源的信息来进行分析：
●

提交国别报告作为 SoW-AnGR 准

23

http：//faolex.fao.org/fao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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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列举了特别感兴趣的地方。然而，需

动物遗传资源相关法律实施的制度机

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报告在讨论其法律

理是不同的。不同国家因为国家管理系统

框架时，讨论的详细程度都达到了同样的

性质、财政资源的有效性、总的经济和社

水平。因此，在完整描述法律规章水平状

会条件的不同，其框架也有所差别。可以

态的时候就不应该考虑这些列出的统计数

看出，有两种主要的机构发展方法：（1）

据，而是应该将其作为动物遗传资源相关

建立满足特别需要的特设机构；
（2）尽可

法律和政策地区能力评估的指标。

能调整现有机构的职权或者结构，以促进

4.3 动物遗传资源法规和项目的实施

其最优化的应用（FAO，2005）。

动物遗传资源的管理、可持续性利用
和保护可能涉及不同公共机构的规定，也
涉及非常广的一系列私人参与者——从农
民和育种者，一直到食品加工和销售公
司。它包含了大量的知识（不但有传统生
物技术，还包括与现代生物技术有关的知
识）。法规的创立和实施是一个多层次的
任务，需要高度的协调和组织。
很明显，法律框架不是实现政策目标
唯一的选择。与其他政策措施相比（创立

插文 46
马拉威环境管理法案
环境管理法案第 35 条和第 36 条包含了生
物多样性保护以及遗传资源搜集的若干规定，
在生物资源保护政策和框架形成和实施之前，
部长可以对马拉威的生物资源进行评估和鉴
定。这项法案还包含了部长采取的保护生物资
源的建议性行动。部长也可以限制对马拉威遗
传资源的搜集，或者进行收费，或者建立技术
所有者和政府之间的利益共享策略。

不同种类的激励措施和支持机制，避免误
差或者限制措施），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

来源：Legal Questionnaire（2003）
。

问题，就是法律措施的相对效率（经常需
要精密的管理措施）。因此，接下来的研
究主题是描述法规和政策措施的例子。

据报道，大量的机构在动物遗传资源
管理中发挥了作用。然而，按照惯例，国
家水平上的动物遗传资源管理是农业部的

机构框架

职责；与动物健康有关的问题是卫生部的

机构具有明确的职权范围，运作良

责任，其他的部委，例如贸易部或者环境

好，是法律和政策实施的重要支柱。对于

部也要发挥了其相应的作用。以下讨论的

动物遗传资源管理策略的协调来说，一个

重点仅仅是相关的特殊机构（例如，不是

基本的制度结构是非常有必要的。在法律

那些“基本”部委）。这些特殊机构可能

上明确地定义机构作用是很重要的。安排

包括政府机构、授予任务的私人组织，公

复杂化或者不够清晰，可能会产生利益相

共—私人混合型企业。法律应该对这些机

关者之间协调和沟通的问题。

构的能力和职责（或者至少在更高水平上

306

第三部分

的体系能力和责任）进行定义，目前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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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例子就是印度生物多样性法案

，通过这项法律来管理外国人对本
别报告中获得的信息来看，并不清楚。然 （2002）
而，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只要可能，都会

国植物和动物遗传资源的搜集（L e g a l

对机构作用法律基础进行分析。

Questionnaire，2003）
。斯里兰卡国别报告
（2002）报道准备制定生物多样性法案，这

经济手段
由于动物遗传资源的管理是一个复杂

项法案包含了家养动物在内的遗传资源
ABS 。

的任务，管理涉及了一系列广泛的利益相
关者，法律措施的实施可能比较困难，而

支持畜牧生产系统的相关手段

且成本比较高。如以上所述，可以利用其

这一节分析了法律手段，通过这些手

他更经济有效的机制来实现所要达到的目

段创造了一个促进动物遗传资源管理的环

标。策略可能包括不同种类的补贴，当然， 境。它与动物遗传资源之间的联系是间接
这种策略依赖于国家的经济方式和与国际

性的，通过特殊生产系统可持续性地发

贸易法规的一致性。支持畜产品销售的措

展，这些措施也可以促使相关的动物遗传

施也可能是另外一种加强和维护动物遗传

资源可持续利用。在不同国别报告中描述

资源多样性的方法。

了一套不同的该种类型的手段，这种手段

4.4 国别报告分析

随着生产系统特性、所涉及国家的目标和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将会讨论国家水

挑战的不同而有所差别。

平上的法规措施、机构框架和其他动物遗
传资源管理机制问题。

与农业发展和土地利用有关的手段
这一标题下包含了一些手段，这些手

生物多样性相关法规

段旨在促进全国农村地区和农村社区的发

有几个国家报道制定法规，以实施生

展。这些手段可能以政策措施的形式出

物多样性的规定（详见第五章：1）
。一些

现，具体的案例详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国家在报告中提到，建立了与全国生物多

国别报告（2 0 0 4 ）和莱索托国别报告

；或者在立法性质的法案中进行定
样性保护相关的措施，但是并没有详细解 （2005）
释动物遗传资源是否包括在其中。就资源
搜集问题来说，一些国家报道了调控全国
遗传资源搜集的法规。例如，马拉威 24，委
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25 和哥伦比亚26。其
他国别报告详细地说明了制定相关法律，
调控动物遗传资源的搜集。其中一个这方

环境管理法 （Legal Questionnaire，2003）
Ley de Semillas，Material para la Reproducció。
n Animal e Insumos Biológicos. Gaceta Oficial de la Rep
ú blica Bolivariana de Venezuela N°37.552 del 18/10/
2002 （CR Bolivarian Republic of Venezuela，2003）
26
1 9 9 1 哥伦比亚政治宪法第 8 1 条款（C R
Colombia，2003）
2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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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韩国 27，越南 28 和斯洛文尼亚 29 报道

管理。这些措施可能属于一般性的与牧

了这种案例。这些措施可能会成为国家降

场和放牧地有关的法规，或者纳入特殊

低贫困和保证食物安全策略的一部分 （插

法案中。

文47）
。有一些策略明确地用来调控农业的

有 2 个国家报道了一般牧场和放牧

发展和现代化（洪都拉斯 ，厄瓜多尔 ）
， 地管理领域的法规，吉尔吉斯 35 和阿曼苏
30

31

或者全国农业用地或者可耕地的使用 （波

丹 36。也可以将这些措施纳入其他的法规

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32，格鲁吉亚 33，墨西

中。也门国别报告 Yemen（2003）报道与

哥 ）
。一些国家可能还会实施措施，以解

放牧地管理有关的措施包含在该国的环境

决特殊生产系统的问题。例如，蒙古创建了

法律中，澳大利亚2001年建立农村用地保

法律根据，以支持受恶劣天气条件影响的

护（总）法规 （FAOLEX）。其他国家也

草地生产系统，或者提供激励措施。2001

报道建立了相应的政策 （例如乌干达 37，

年，第144号决议批准的国家项目，就旨在

莱索托 38，阿尔及利亚 39，不丹 40），但是

保护畜禽免受自然灾害、严冬（Dzud）和干

在报告中一直都没有详细说明这些策略的

旱的影响，以加强该国的损害救助系统—

法律基础。

34

—创立救助分发网络，提高家畜饲养者和

这些措施也可能直接针对于牧场的维

管理机构的参与力度（CR Mongolia, 2002）
。 护和/或改良，如乌兹别克斯坦 41，巴基斯
坦 42，朝鲜共和国 43 和中国 44 报道了相关
与牧场和放牧地管理有关的手段
在牧场面积比较大，而水源稀少的
国家，创建了一系列的措施调控放牧和
27
农村发展法和农村社区普通法（CR Republic
of Korea，2004）
。
28
中央政府第06号决议（10/11/1998）（CR Viet
Nam，2003）
。
29
1998 第 240 法 （农业）
；2004 — 2006SR 农村
发展计划（E-mail Consultation Czech Republic 2005）
。
30
Decreto N°_ 31/92 - Ley para la modernizació
nyel desarrollo del sector agrícola （1992）（CR
Honduras，undated）
。
31
Ley de Desarrollo Agrario，Registro Oficial No.
55 de 30 Abril 1997 （Legal Questionnaire，2003）
。
32
与可耕土地有关的法（1998）（CR Bosnia and
Herzogovina，2003）
。
33
农业土地法 （CR Georgia，2004）
。
34
Ley Agraria （Legal Questionnaire，2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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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伊拉克1983年第2号政府法律就
包含了改善天然牧场，提供轮作放牧，防
止有毒植物的发生的措施（C R I r a q ，

与牧场有关的法 （CR Kyrgyzstan，2003）
。
皇家法令 2003 第 8 号颁布的牧场和动物资源
管理法 -2003 年 1 月 21 日（FAOLEX）
。
37
牧场和草地政策 （CR Uganda，2004）
。
38
1994 家畜和牧场管理政策 （CR Lesotho，
2005）
。
39
国家农业发展计划 （CR Algeria，2003）
。
40
国家牧场政策 （CR Bhutan，2002）
。
41
植被的保护和利用有关的 1997 第 543-1 号法
（FAOLEX）
。
42
旁遮普边境放牧法规（E-Mail Consultation
Pakistan，2005）
。
43
草原法 （CR Republic of Korea，2004）
。
44
草原法 （CR China，2003）
。
35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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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土耳其将牧场改良的措施纳入其

瓦纳 47，几内亚 48，马里 49 和毛里塔尼亚

租赁条例之中（插文 47）。

伊斯兰共和国 50。例如，几内亚牧场法管

有一些国家报道了防止粪便流失造成

理牧场土地利用权，提供了调解措施。这

的污染的条例。如，朝鲜共和国污水、粪

项法令调控了牧场应用，水资源的使用，

便和尿、废弃物和废弃物处理法案（CR

游牧和环境保护（CR Guinea，2003）。博

Republic of Korea，2004）。在美国国别报

茨瓦纳部落土地法限制了授予专门用于

告（2003）和英国国别报告（2002）也提

放牧的土地的利用权；放牧的土地可以

到了管理粪便流失问题法律的影响。库克

用于一般性的用途 （FAOLEX）。牧场的

岛（2003）报道国家环境法对畜禽饲养规

利用对于一直从事畜禽养殖的社区来说

模的大小和分布会产生一些影响，尤其是

也是很重要的。土耳其（插文 47）和阿尔

猪饲养农场。同样地，基里巴斯国别报告

巴尼亚51建立了社区水平上的与牧场分配

（2003） 提到在 1999 年环境法管理下，畜
牧发展是一项规定活动，新的家畜农场的
建立需要获得部委的批准。

有关的法律。
有几个国家报道了调控水资源利用的
法律。例如，乍得牧场和农村水利法令 52，

挪威通过放牧联合会来促进牧场有组

蒙古自然灾害、严冬（Dzud）和干旱家畜

织的利用，激励牧场有组织利用的法令调

保护国家项目的决议（详见上面所述）。水

控了边远土地中牧场的有效利用

资源的利用也可以包含在其他的规章中，

（FAOLEX）。在注册的放牧联合会管理

例如上面提到的牧场法。在澳大利亚土地

下，提供激励措施促进有组织的放牧活

保护法案中，它是一个整体性的措施 53。

动，这符合设定的标准（FAOLEX）
。巴基
斯坦也建立大量的措施调控牧场的利用45。
在粗放型的牧场系统中，牧场的利用
和水源是至关重要的。尤其在移动性放牧
的情况下，它显得尤其重要。在牧场法和
相似法规中，包含了与游牧型放牧者使
用牧场有关的规程，一般在一些非洲国
家中建立了这种规程，例如贝宁 46，博茨
45
旁遮普边境放牧法规，1874；保护林牛放牧规
则（草地）
，1978；管理动物放牧细则，1981；动物牧
草规则，1900（E-mail Consultation Pakistan，2005）
。
46
Loi no 87-du 21 septembre portant réglementation
de la garde des animaux，de la vaine pature
et de la
＾
transhumance（Legal Questionnaire，2003）
。

部落领地法（FAOLEX）
。
放牧法典（CR Guinea，2003）
。
49
Loi no 01-004 portant charte pastorale en Ré
publique du Mali （Legal Questionnaire，2003）
。
50
Loi n°44-2000 portant Code pastoral en
Mauritanie（CR Mauritania，2004）
。
51
森林和牧场总署第1号命令与牧场和草地租赁
的技术标准有关，1996 年 5 月 23 号实施了包含牧场和
草地第 7917 号法，1995 年 4 月 13 日（FAOLEX）
。
52
Ordonnance N°2/PR/MEHP/93，portant création de l’office national de l’hydraulique pastorale et
villageoise（CR Chad，2003）
。
53
2002土地保护法（病害和货物路线管理）-2005
年 5 月 19 日重新出版；2001 农村土地保护（总）法规
（FAOLEX）
。
47
48

309

第三部分 动物遗传资源管理能力状况

第三部分

插文 48

插文 47
土耳其牧场法第 4342 号（1998）

斯洛文尼亚家畜育种法（2002）

这项法律设定了牧场在农村和城市之间

这项法律的最主要的目标是促进斯洛文

分配的基本程序和规则。授权农业和农村事
务部确定牧场的边界，以及向相关实体的分

尼亚家畜育种法规与欧盟“共同体法律”的协
调性，以适应 CAP。该法律还列出了与农业

配。在相应的地契档案中记录了最终确定的
边界。每5 年对分配过程进行一次更正。那些

政策的目标相一致的原则，概述了畜牧和可
持续性农业发展的经济、空间、生态和社会作

在实施改良措施之后才能利用的土地可以租
赁给个人和公司，他们负责该土地的改良工

用。这项法律更具体的目标是：
● 调控畜牧业，促进优质粮食的稳定生

作。如果没有获得农业部的书面同意，在该项
法律下分配的土地不能用于任何其他的目的。

●

产，保证食物安全；
保护农村地区的设施和栽培景观；

只有在法律设定的特殊条件下，才能给予其
他利用目的的书面同意。这项法律也有相应

●

以维护生产能力和土壤肥力的方式利
用自然资源进行粮食生产；

的措施防止这些地区的过度放牧。设立了一
项“牧场基金”
，由农业部直接管理，资助法

●

管理获得认可的育种组织的活动以及
育种项目的实施；

律中设定的活动。

●

为畜牧业提供更高水平的教育；
维护畜牧业的生物多样性和保护环

●

资料来源：Legal Questionnaire（2003）
。

境；以及为与农业有关的从业人员提
供合适的收入。

就发达国家农村地区和有机 / 生态农业的
保护来说，措施倾向于重点保护自然环境

资料来源：CR Slovenia（2003）
。

或者维护农村地区，而不是主要放在食物
安全这一目标上。这样的措施可以间接性

了这种法规。美国国别报告 （2003）也

的加强传统的、适合当地环境的家禽种群

提到了美国的国家有机标准，巴西国别

的利用。

报告 （2004）提到促进有机肉类生产的

促进农村地区保护的法规报道中尤其

项目。

以欧洲国家较多。例如，斯洛文尼亚（插

尤其对农机生产来说，一个清晰明了

文 48） 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可

的法律框架对于保证消费者信心（生产标

以利用法律措施来促进农业向更有好的

准规章、标记等）来说是非常要必要的。工

54

方向转变，也可以支持特殊生产方法， 业化国家在支持非有利地区的农业生产维
例如生态/有机农业。一些欧洲国家报道

护方面也建立了法规。例如瑞士的农业法
（CR Switzerland，2002）
。斯洛文尼亚家畜育

54

2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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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可耕土地法（CR Bosnia and Herzogivina，

种法有一套综合性的方法，概述了畜牧业
的经济、空间、生态和社会作用（插文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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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8
家畜生产系统可持续生产的措施
措施类型

非洲

农业发展

[3]

牧场管理

3 [3]

牧场和水资源利用

近东和

太平洋西

欧洲和高

中东地区

南部地区

加索地区

3

2

2

3

4

5

1

2

2

3 [1]

6

农村环境、生态 /

亚洲

拉丁美洲和

北美

加勒比地区

10

1

1

1

22

2

有机农业保护
国别报告数量

42

7

11

39

25

[n] = 政策 / 措施。
注：两类措施的引用是可能的。

一些国家，尤其是非洲提到已经出台
了农业、牧场管理或者畜禽生产的政策和
策略。然而，从国别报告提供的信息来看，

支持畜牧发展的机构
这一节讨论了一些法规，这些法规与

很难知道这些策略的法律基础，例如，这

动物遗传资源管理中具有特殊作用的机构

些策略是否是基于与农业和土地利用有关

有关。这种机构可以以集中化的方式，也

的一般性的法律框架，或者基于政府机构

可以以分散化的方式进行组织。有几个国

能力和责任相关的法规。同样地，这些策

家提到了专业化的中心机构，这些机构涉

略是否获得了立法机构的批准也通常不是

及畜禽的管理。例如，佛得角农业和畜禽

很清楚。例如，在插文 49 中，莫桑比克的

国家研究所 55。

例子就展示了在国家政策下结合了一项策
略，以促进脱贫和食物安全。

不同地区之间，分散化组织的作用
都不相同，例如合作机构、社区组织和
农民联合会。这种类型的组织通常会

插文 49
莫桑比克畜牧发展政策和策略
一项新的畜牧发展政策和策略文件正在
递交等待批准。文件的目标是促进农村地区
的脱贫和食物安全，提高家禽饲养在家庭社
会——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以为满足国家市
场的需要做出贡献。这项政策时间为 10 年。
资料来源：CR Mozambique（2004）
。

参与与动物遗传资源管理有关的活动。
几个非洲国家报道了与当地水平上的
农村合作组织的认可和操作。例如，乍
得国别报告（2003）提到了一项法令 56 ，
55
批准农业和畜牧国家研究所组成的第 125/92
号法规（1992）
（FAOLEX）
。
56
N°137 /P.R./MA/93 法令确定了农村团体认可
程序和工作，以让妇女和男人在畜禽部门的发展中承
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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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法令就与农村组织的认可和运作
有关，还有一项管理合作组织水平的
法律 57 。

适合畜禽养殖者特殊需要的信贷提供

中非共和国报道了影响农村社区组
织的法规

信贷

是一种重要的制度需要。在那些银行基础

，赤道几内亚也指定了这样

设施建设非常不完备国家，这个需要是一

的法规 。博茨瓦纳已经设立了土地委

个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在一些国家，尤

员会作为法人——命名权力和土地命名

其是在非洲，国家在该领域采取了行动计

都由土地委员会负责，由这个委员会

划。例如，在喀麦隆建立了“Caisse de D

来确定和授予土地使用期限的形式

éveloppement de l'Elevage du Nord”65；

58

59

（FAOLEX）。

中非共和国建立了“MutualitéAgricole”66，

拉丁美洲（例如墨西哥 60）和欧洲（例

刚果建立了农业基金的预算法 67；塞内加

如波兰 61，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 62）的一

尔建立了“fonds de garantie des crédits

些国家报道了调控农民和育种者组织的法

pour les productions végétales et animals”68，

规。可以将这些组织当作专业性的联合

莫桑比克则建立了畜禽发展基金 69。该领

会，代表了生产者的利益（经济）
。马来

域另外一个法规方面的例子就是巴基斯坦

西亚 和巴基斯坦 也分别报道了农民组

1966年的“合作协会和合作银行（偿还债

织和农业合作协会相关法规。

务所支付）条例”（E-mail Consultation

63

64

Pakistan，2005）。

57

N°25/PR/92 命令，调控合作团体和合作社的

水平。
Décret N° 61/215 du 3 0 s e p t e m b r e 1 9 6 1
réglementant la coopérative et la mutualitéagricoles en
RCA （CR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2003）
。
59
Ley de las Cooperativas，Ministerio de Trabajo，
Malabo（Legal Questionnaire，2003）
。
60
Ley de asociaciones agricolas and Ley de
Organizaciones Ganaderas y su Reglamento（Legal
Questionnaire，2003）
。
61
1 9 8 2 社会和专业农业组织法（L e g a l
Questionnaire，2003）
。
62
农民协会法（CR Bosnia and Herzogovina，
2003）
。
63
1973 农民协会法（CR Malaysia，2003）
。
64
旁遮普畜禽协会和畜禽协会联合会法（注册和
控制），1979（E-mail Consultation Pakistan，2005）
。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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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保护有关的措施
这一节讨论了动物遗传资源保护的法
规措施，政策和策略（这一节参考的不同
类型保护的定义详见插文 94 第四部分第
六章）。动物遗传资源多样性保护的第一

65
Décret no 81/395 du 9 septembre 1981 modifiant
et complétant le décret no 75/182 du 8 mars 1976（Legal
Questionnaire，2003）
。
66
Decret 61.215 du 30 Septembre 1961（Legal
Questionnaire，2003）
。
67
Projet de loi portant création du Fonds agricole
（Legal Questionnaire，2003）
。
68
Décret no 99-733（Legal Questionnaire，2003）
69
No legal basis indic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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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是鉴定，然后指定需要保护的种群。动

中，例如，蒙古“改良畜禽品质和育种服

物资源的保护可能有不同的动机，包括经

务”71 项目。可以通过另外的措施对项目

济、社会文化和科学目标。它的目标是保

进行支持，例如对科学研究的支持（CR

护特殊的濒危动物，或者更广泛地维护动

Kazakhstan 2003；E-mail Consultation the

物遗传资源多样性。

Netherlands，2005；CR Ukraine 2004），或

在几个例子中，动物遗传资源保护有

者农民的意识培养（CR India，2004）。如

关的法规是很明显有文化方面的驱动力。 果这些项目可以正确的定位，那么就需要
例如，朝鲜共和国，根据文化财产保护法， 建立动物遗传资源的鉴定和目录措施，以
对特殊种群作为“纪念建筑物”进行保护
（韩国国别报告 2004）
。
一些加拿大的省在

及项目中涉及种群和动物的鉴定和注册规
程 （插文 50）。

其法律中设定了“遗产种群”或者“遗产
动物”，例如魁北克省的加拿大奶牛、加
拿大马和 Chantecler 鸡，纽芬兰及拉布拉

插文 50
斯洛文尼亚农场动物遗传资源保护法规

多的纽芬兰马（加拿大国别报告，2003）。
在秘鲁，Peruano de Paso 马以及峰驼、羊
驼被当作是国家的象征（秘鲁国别报告，
2004），秘鲁出台了法律措施来保护这些
动物 70。就日本来说，科学价值也被提到

法规建立监测和分析动物遗传多样性
状态的系统性的规程，定义了原地和移地保
护的方法和工具。它建立的注册包括种群
和品种动物技术性评估。该项法规还提供
了种群濒危程度的定义和种群内遗传变异估
测的标准。

作为一个标准，文化遗传保护法（1950）
将原生物种指定为“天然宝藏”
，其中包

资料来源：E-Mail Consultation Slovenia （2005）
。

括具有较高科学价值的畜禽（日本国别报
告，2003）。在其他情况下，法律措施的
动机更与对生物多样性的关注有关（详见
插文 50 中描述的斯洛文尼亚 2004 农场动
物遗传资源保护法规）。

原地体外保护
与以上提到的为畜禽生产系统提供综
合支持的策略相比，这一部分分析的策略

在一些情况下，策略也可以定位于保

直接与动物遗传资源的保护有关。只有非

护特殊物种，例如秘鲁原地和移地保护峰

常少数的国家（多数来自非洲和高加索地

驼和羊驼。在其他情况下，会将保护措施

区）报道了动物遗传资源原地保护的法规

纳入动物遗传资源管理的更广泛的项目 （表89）。支持这种类型保护的不同策略和

70
Decreto Ley No 25.919 - Declara el caballo de
paso como especie equina oriunda del Perú，1992。

71

基于畜禽基因库保护和健康法
（CR Mongolia，

2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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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也可以实施。一些国家给予育种者、 道其已经建立了与移地体外保护有关的工
育种者组织，或者其他保存传统种群的机

具（表 89）。例如，斯洛文尼亚和乌克兰

构经济上的支持（例如日本 和希腊 ）
； （插文 50 和插文 52）。在印度尼西亚，畜
72

73

或者给予非政府组织经济支持，促进和管

牧和健康法律要求保护项目必须在管理良

理原地保护（例如瑞士） 。

好的地区进行，例如较小型岛屿或者一定

74

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报道这种策略。 的 村 庄 育 种 中 心 或 者 私 人 和 国 有 农 场
加纳国别报告（2003） 提到在动物研究 （CR Indonesia，2003），马来西亚 76 和印
所做出的努力，以支持加纳北方地区 5

度建立了保护农场网络，斯里兰卡的动物

个社区加纳短角牛的保存。然而，涉及

园法涉及了动物农场（E-mail Consultation

的确切机制还不清楚。在印度，国家动

Sri Lanka，2005）。

物遗传资源局的保护项目包括，建立以
种群自然生长的方式进行原地保护的单

体外保护（冷冻保存）

位，遗传上具有优质特性的动物品种效

有几个国家报道了与体外保存设施

能记录、选择和注册，建立措施激励保

有关的法规。例如乌干达已经建立了动

存动物用于育种的所有者。印度将这些

物育种领域综合性的法规 （插文 51）。在

措施与特殊种群的移地体外和体外保护

美国，1990 年食品、农业、保护与贸易法

相结合来进行动物资源的保护（C R

将动物遗传资源的保护作为国家的首要

India，2004）。然而，国别报告并没有提

任务 （CR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供这些措施法律框架的信息。秘鲁国别

2003）。这项法案的建立促使美国1999年

报告 （2004）报道了另外一种类型的项

开创了国家动物种质项目，美国现在正

目，这个项目涉及指定特殊区域，通过

在建立一套综合性的动物遗传资源管理

半自由方式饲养野生骆驼，以回收骆驼

策略，其中包括冷冻保存措施的建立。

的毛皮。

只有捷克共和国报道了调控基因库使用
和遗传材料的转让规程的策略。美国的

移地体外保护
同样地，也只有有限数量的国家，报

育种法修正案77和相关的实施规程和项目
也包括一个模型“遗传材料供应和转让

72
75
文化遗产保护法－提供给受方法影响的市政当
1967第6号法，第13条款（CR Indonesia，2003）
。
76
局奖金（CR Japan，2003）
。
根据1953年动物条例和生物多样性国家政策，
73
第434/95号总统令；农业和经济部长的第280/ 由科学、技术和环境部发布（CR Malaysia，2003；Legal
343571/4969/8.9.97 号决议；农业部长第 167/08.03.95 Questionnaire，2003）
。
77
号决议（CR Greece，2004）
。
育种法修订案 154/2000 （E-mail Consultation
74
基于农业法的补贴（CR Switzerland，2002）
。 Czech Republic，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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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9
保护领域的措施
保护类型

近东和

太平洋西

欧洲和高

中东地区

南部地区

加索地区

非洲

原地
移地活体
移地体外

1

国别报告数量

42

7

11

亚洲

拉丁美洲和

北美

加勒比地区

8

3

1

1

2

4

6

3

2

1

39

25

22

2

注：措施包含于不止一个类型中。在第三章报告了保护项目的详细情况。

协议”。

其他例子包括乌克兰（插文 52），哈
萨克斯坦78和以上提到的美国国家动物种

动物遗传资源保护有关的机构

子项目。

一些国家报道了负责保护机构建立的
措施。例如，乌干达动物育种法（2001）

插文 52

就建立了国家动物遗传资源中心和数据

乌克兰动物育种相关法律

库，它负责监督保护措施（插文 51）。

插文 51
乌干达国家动物遗传资源项目
国家动物遗传资源项目主要的目标，是
保证动物遗传资源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性
充分利用。这个项目承担了建立国家动物遗
传资源保护政策的任务，包括原地和移地策
略；建立合适的机构框架协调、管理和监测保
护活动；提高人们对动物遗传资源管理有关
现有行动计划的认识；国家畜禽种群的特征
鉴定和记录；推动研究发展。
资料来源：CR Uganda（2004）
。

在乌克兰，所有品种的濒危种群保护都
是动物育种法律整体的一部分。通过特别建
立的具有行政权力的集中机构实施保护工作，
通过州预算给予资助。这个项目包括一系列
的行动，包括高产出种群、株系和濒危育种
群体冷冻精子的保存；在育种和选择工作中
利用繁殖生物技术 ；育种动物展示和拍卖的
组织。
资料来源：CR Ukraine（2004）
。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国别报告
（CR Bolivarian Republic of Venezuela, 2003）
报道根据生物多样性法律建立了遗传资源
（动物和植物品种）保护的国家中心，这

78
“谱系动物育种”法和各自的亚法律法案（CR
Kazakhstan，2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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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中心受环境部管理。土耳其已经建立了
与遗传改良有关的措施

动物遗传资源部长和多重利益相关者委员
会（插文 53）。

遗传改良包含了一系列广泛的与育
种过程有关的活动，包括动物鉴定和种

插文 53

畜登记簿的保存，动物性能的记录，遗传

土耳其动物遗传资源包含的法规（2002）

鉴定和改良遗传材料的分发。许多国家
都出台了法律措施调控部分或者所有活

这项法规基于畜禽改良法案第 4631 号，
设定了土耳其动物遗传资源保护和注册相关
的所有活动的规程和准则。建立了动物遗传

动。法规可能包括育种材料的国内和国

资源保护国家委员会，由以下代表组成：
（a）
农业研究总局；
（b）农业企业总局；
（c）兽医

部分进行了讨论：

际交换。在这一节对法律框架的下面几

学科学部；
（d）农业科学部；
（e）环境部；
（f）
林业部；
（g）土耳其兽医联盟中心委员会；
（h）

●

育种策略和项目的定义；

●

动物鉴定和注册系统；

●

野生动物保护协会；
（i）土耳其动物栖息地保
护协会；
（j）安纳托利亚马种群发展协会。这

与人工授精和自然服务有关的基

础设施和组织问题，包括卫生控制措施。

个委员会的作用包括：确定与动物遗传资源
保护有关的活动；评估过去的活动，计划未来

表 90 显示欧洲和亚洲在遗传改良领
域已经建立了最密集的法律规程。相反

的行动；详细说明濒危的种群；动物遗传资源
保护的政策形成；动物遗传资源进口和出口

的，在非洲国家，不太可能有法律框架支
持相关政策。在一些国家，现在正在建立

的决策。

法规，还没有实施。一些发展中国家报道
资料来源：Legal Questionnaire（2003）
。

了实施这一领域的政策和项目过程中遇到
的困难和难题。

表 90
遗传改良领域的措施
保护类型

近东和

太平洋西

欧洲和高

中东地区

南部地区

加索地区

6

0

2

17

11

4

0

5

1

1

21

5

10

0

1

18

5

5

1

11

39

25

22

2

非洲

亚洲

拉丁美洲和

北美

加勒比地区

育种策略、遗传改
良和选择的定义
注册和商标繁殖生
物技术法律
2
国别报告数量

42

7

在第二章中详细描述了遗传改良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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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54
莱索托畜禽和畜产品进口和出口公告

不同国家之间的育种策略目标差别很

1952 年出台畜禽和畜产品进口和出口第

大。有几个国家提到的育种策略，直接定

57 号公告，分别在 1953 年，1954 年，1965 年
和 1984 年进行了修订，该公告指出：
（a） 没

位于最有效地利用当地的种群，或者是直
接育种，或者侧重于杂交育种。例如，在
尼日利亚，鼓励在种群适合的生态区进行
当地种群的育种和选择；但是也有策略促
进当地奶牛的人工杂交育种，这种杂交育
种外来种群的比例不能超过50％（E-Mail
Consultation，2005）。其他的例子包括印
度建立当地牛和水牛种群遗传改良的促
进策略 ，而且促进当地动物与Jerseys牛
或者 H o l s t e i n - F r i e s i a n 牛的杂交育种
（CR India，2004）；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促进当地 Criollo 山羊种群的遗传改良
（CR Trinidad 和 Tobago，2005）。塞尔

有经过允许，畜禽不能够进口或者出口；
（b）
不允许进口“不良畜禽”
，包括，并且不限定
于杂种山羊和绵羊；
（c）进口的条件应该包括
动物的优良特性，包括它们改良国家畜禽标
准的能力。
这些法规措施影响了种群的利用。美利
奴羊（Merino Sheep）和安哥拉山羊（Angora
goats）的饲养数量比任何其他种群都大。该
项法令还鼓励在山区饲养美利奴羊，因此在
该地区这种种群的密度比较高。进口控制允
许改良国家的畜禽，进口限定于优质的美利
奴羊、安哥拉山羊、肉用牛和奶牛。
资料来源：CR Lesotho（2005）
。

维亚和黑山 79 和中国 80 也出台了相关策
略促进当地和外来种牛的利用。一些国
家还建立了与特殊品种或者种群有关的

另外一个调控动物利用法案的例子是
马来西亚的动物条例（插文 55）。

法律。例如阿根廷的绵羊恢复项目 81 和
挪威建立的与驯鹿、山羊、绵羊、猪和

插文 55

家禽有关的法律（FAOLEX）。莱索托建

马来西亚动物条例

立了限制家禽出口的法规，其他国家为
了满足育种目标的需要而从莱索托进口
家禽（插文 54）。

这项条例禁止保留没有经过灭菌处理的
超过 15 个月的公牛。适合繁殖的公牛可以例
外。官方机构对这些公牛进行检测（健康和育
种标准）并进行注册。注册的公牛只能允许用
于的育种。

79
畜禽改良方法的法律，
调控适合当地环境种群
和进口国外种群的可持续性管理（FAO，2005）
。
80
CRChina（2003）
；Legal Questionnaire（2003）
。
81
Ley para la recuperaciòn de la ganaderia ovina，
N 25422，27 April 2002 （Legal Questionnaire，2003）
。

资料来源：CR Malaysia（2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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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有关的最密集的措施（表 90）。在世
动物注册和鉴定

界的其他地方，一些国家将鉴定和注

如果鉴定和注册系统是有效的，那么

册作为“大目标”或者“迫切需要”，这

动物遗传资源管理的不同方面需要不同的

些国家可能会评估或者改良现有的操

动物鉴定和注册系统。例如实施兽医控制

作技术，或者现在正在建立一项政策。

措施或者追溯条规，以保证食物安全，防

一些国家也指出，现在他们还不能够

止盗窃，监控种群的状态，实施育种和保

监控他们种群的水平，缺乏纯种传统

护项目。在那些公共物资，例如食物安全

种群注册措施，这可能会妨碍他们进

或者畜禽流行病防治，是主要目标的地方， 一步的发展。
一个清晰和有效力的注册和鉴定法律基础
可能就是特别有必要的。为了目标育种，需

繁殖生物技术

要建立更精细的记录方法（例如种畜登记

在这一节，对遗传改良生物技术利

簿）
，正常情况下包含动物谱系和后代性能

用有关的法规和政策评估（主要是人工

的文献记录。这就非常有必要建立法规调

授精和胚胎移植）进行了论述。表 90 就

控这种类型的系统，保证标准的一致性。需

出台的措施进行了地区性的划分。由于

要当地种群注册的另外一个原因可能与调

繁殖生物技术在发展中国家更广泛的利

控种群的搜集和生物多样性的需求有关。

用，欧洲和高加索地区建立了繁殖生物

根据目标和资源有效性的不同，可以

技术最高密度的法规。许多发展中国家

以不同的方式组织鉴定和注册。由中央国

将繁殖生物技术的利用作为一个提高生

家机构实施这些任务，或者委派发散各地

产力，特别是奶牛生产力的一个重要的

的机构实施这些任务，例如育种者组织或

方法。例如，斯里兰卡的人工授精项目，

者国家育种农场。精细的注册系统需要一

这个项目旨在改良牛、水牛、山羊和猪，

个高度的组织和合作。因此在一些国家， 以提高商业化生产系统；国家利用的牛
注册仅限于特殊的育种种群或者育种农场

精液多数来自从欧美、北美和澳大利亚

（E-mail Consultation Nepal，2005），具有

进口来的普通牛（E-mail Consultation Sri

特殊重要性的品种，或者商业化方向的农

Lanka，2005）。一些国家报道了与技术需

场和公司。

求有关的法规，例如精液的生产和运输，

欧洲已经建立了高度组织化的系统

健康控制和人工授精中心和精子库的组

（在西欧建立了育种者组织，东欧建立

织。匈牙利 1994 年第 39 号法规就是这一

了国家机构），相应的出台了与动物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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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56
匈牙利法令第 39 号
农业部 1994 年的第 39 号法令，与人工授 款对精液的销售进行管理。在第 11 条款中列
精、胚胎移植和育种材料的生产、供应、销 出了进口精液销售有关的特殊规则。国家农
售和利用有关，适用于牛、山羊、绵羊、马、 业分类研究所每年对这种中心进行审核，该
猪和红鹿。第 2 条到第6 条与人工授精中心的 研究所可以延长授权，对条件具体化，或者
管理有关。这些中心需要运作的授权，而授 在不符合标准的情况下撤销授权（第 14 条
权是由国家农业分类研究所来进行的
（NACI）。授权所依赖的条件在第 2 条中有详
细的说明。中心将会与感兴趣的育种组织联
系，履行第 5 条款中列出的职责。精液只能
从人工授精中心批准的动物中搜集。在第 7
条款和第 8 条款中列出了与人工授精授权有
关的条款。在第 9条款与精液的供应有关，这
些精液只能由人工授精中心来生产。第 10 条

款）。从第15到24条款对胚胎移植进行管理，
中心也需要运作的授权。与所有这些活动有
关的标准是由国家农业分类研究所来负责的。
在部委公告中出版了受权的中心名单、禁止
的牛繁殖材料，受权用于人工授精的雄性动
物名单。
资料来源：Legal Questionnaire（2003）
。

其他例子包括马来西亚动物法（插文
种群健康和遗传材料的控制

55），日本要求所有育种动物（牛、马和

有几个国家，特别是在欧洲，指出他

猪）必需获得育种畜禽合格证 82。每年经

们已经建立了与育种动物健康有关的法规

过审查之后颁发这个合格证，审查包括传

（或者用于人工授精的精液生产过程中， 染病和遗传病。一些国家出台了与特殊畜
或者用于自然交配的动物）。

禽病害防治有关的条例。例如，挪威就有
从英国进口奶牛和肉牛的与牛海绵状脑病

插文 57
博茨瓦纳家禽疾病（精液）法规
根据这些法规，在国家进口精液时需要
获得批准（防止病害的引进和传播）
；精液的
处理（销售、赠与、交换或者任何其他方式）
；
利用任何一种精液进行任何一种家禽的人工
授精，而家禽并非属于精液拥有者所有。
资料来源：Legal Questionnaire（2003）
。

有关的限制，包括限制胚胎的进口 83。
遗传改良有关的激励措施
许多国家报道了激励措施，通过某种
方式或者另外的方式影响育种者的活动，
可以间接性地促进遗传改良，例如财政投
82
畜禽改良和生产提高的法律
（E-Mail Consultation Japan，2005）
。
83
Decree No. 548 of 2000年防治从英国进口引起
的 BSE 保护措施有关法律第 548 号法令（FAOLE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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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的补贴或者不同种类投入的补贴供应。
在这一节，只讨论与畜禽育种直接相关的
补贴。

致力于遗传改良的机构
这一节讨论了国别报告中描述的不同

有不同类型的补贴。例如，越南报道

机构，这些机构促进了计划性和结构性遗

了维护和改良畜禽和家禽育种牛群 / 羊群

传改良项目。一些国家报道了致力于动物

的补贴基金。哈萨克斯坦向农民提供提高

遗传资源改良的专业化机构。这样的机构

系统育种材料有效性措施的补贴（C R

被授权进行动物遗传资源管理不同领域的

Kazakhstan，2003） 。有几个国家报道支

活动，包括项目和策略的构建（例如乌干

持育种基础设施和技术的补贴。在许多国

达 87）；动物遗传资源发展和生产特殊分

家，国家部门参与了服务的提供，例如不

支的管理（例如莫桑比克的 AVICOLA88

同津贴率的人工授精，或者给私人部门提

和摩尔多瓦猪和家禽生产研究机构（具

供者补贴（详见第四章）。

体看下面的描述）
；研究推广（例如哥斯

84

达黎加 89 和毛里求斯 90）；育种改良研究
插文 58
巴巴多斯激励项目
由于超市和其他批发购买者提供的鲜猪
肉价位高，所以许多生产者一直在向屠宰场
销售低体重的动物，包括仔猪。这会损害国家
猪种群的遗传基础。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政府
已经向生产者提供了$500的一项BDS激励措
施（约 250 美元）
，以保证不进行农业和农村
发展部认定的适合育种的仔猪屠宰、或者将
仔猪销售给屠场。这个项目由巴巴多斯农业
协会和巴巴多斯猪养殖者合作协会有限公司
联合执行。
资料来源：CR Barbados（2005）
。

其他措施可能包括提供信贷机会，给
予税收优惠，提供贷款优惠或者向育种活
动提供紧急基金。例如墨西哥出台的措
施，为与饲养牛有关的人员减税 85， 阿根
廷建立了绵羊库和紧急基金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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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玻利维亚 91 和加拿大 92）。这些机构
可能是专业化的政府机构，可以会集合
不同部门的专家（哥斯达黎加）
，或者专家

84

18/4/1991 的第 125/CT 决议 （CR Viet Nam，

2003）.
85

1994 年 1 月 2 号第 6/2/94 号法令（税收利益）

（Legal Questionnaire，2003）
.
86
2002 年 7 月 25 号第 143 号决议（农业和畜禽
紧急情况下的绵羊银行）（Legal Questionnaire，2003）.
87
动物育种法案管理下的国家动物遗传资源数据
库（CR Uganda，2004）.
88
第 5/78 号法令创立了农业部管理下的家禽国
家研究所。它的活动涉及各种类型的加强生产（工业
或者传统）（Legal Questionnaire，2003）
。
89
I N T A （农业改革和技术转让国家研究所
（2001 年 11 月 5 号第 8149 号法令）（CR Costa Rica，
2004）.
90
AREU：研究，培训和推广工作（CR Mauritius
2004）.
91
牛遗传改良国家中心。部长第l 080/01号决议，
del MAGDER （CR Bolivia，2004）
.
92
农场实验站法（CR Canada，2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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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以上提到的，可以通过中央政府

（E-Mail Consultation the Netherlands，
2005）
。 机构或者分权政府机构组织繁殖畜禽或者
任务也可以授权给私人或者公共——私人

种群的注册，或者给予私人团体这一资

机构。

格，经常是给予公认的育种者组织。

乌干达已经建立了发展项目研究、推

乌干达（与国际遗传资源数据库合

广和构建的专业化政府机构——国家动物

作），古巴 99，俄罗斯联邦 100，乌克兰 101 和

遗传资源督导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受农业

爱沙尼亚 102 都报道了与集中育种注册有

部管理，其他国家如哥斯达黎加 93 （the

关的法规。牙买加 103，危地马拉 104 和加拿

Instituto Nacional de Innovaci ó n y

大105 报道了分权机构。尼泊尔建立了组织

Transferenciade Tecnología Agropecuaria

农场和政府农场的注册计划（E - m a i l

（INTA） 智利（技术发展国家委员会） ， Consultation Nepal，2005）。欧盟建立了管
94

95

和玻利维亚（牛遗传改良国家中心）96。

理系谱证书、种畜登记簿、遗传鉴定和效

私人组织和公共—私人复合机构也可

能检测的法规体系（详见第五章 3.2）。特

以参与动物遗传资源管理。喀麦隆报道了

殊种群的注册措施例子包括斯洛文尼亚农

这样的组织—— Sociéé
t de Développement

场动物遗传资源保护的法律，它建立了种

et d’
Exploitation des Productions Animales

群的注册，包括动物技术估测（详见上

（SODEPA） ；和摩尔多瓦——猪和家

述）。俄罗斯联邦国别报告（2003）提到

97

畜 科学生产机构

（“P r o g r e s s ”和

了育种注册法规。在中国，2005年的畜牧

“Moldptitseprom”）
（CR Moldova，2004）。 法律促进了家畜和家禽遗传资源的建立
报道的另外一个例子是英联邦的牛奶委 （FAOLEX）。
员会 98。

在某些国家，尤其是那些缺少强有力
的、多样化的育种组织的地方，一些特殊

机构，如国有农场和核心种群（controlled
2001 动物育种法（CR Uganda，2003）
。
Ley Org á nica del MAG；Ley N°8149，del 5 nucleus herds）发挥了绝对的作用。在培
de noviembre de 2001 （CR Costa Rica，2004）
。
95
（Comision Nacional para el Desarrollo de la
99
Biotecnologia） 2002 年 1 月 21 日第 164 号法令 （Legal
Ley N°1.279 - Ley de registros pecuarios，
1974
Questionnaire，2003）
。
（Legal Questionnaire，2003）
。
96
100
部长第 080/01 号决议（CR Bolivia，2004）
。
CR Russian Federation （2003）
。
97
101
D é cret n°81/395 du 9 septembre 1981
乌克兰“动物育种”法（CR Ukraine，2004）
。
102
modifiant et complétant le d é cret n°75/182 du 8 mars
动物育种法（CR Estonia，2004）
。
103
1975 portant création de la SODEPA（Sociétéde Dé
由育种协会记录（CR Jamaica，undated）
。
104
veloppement et d’
Exploitation des Productions Animales
Acuerdo Gubernativo 843-92（CR Guatemala，
（Legal Questionnaire，2003）
。
2004）
。
98
105
牛奶发展委员会法（修订案）2004（FAOLEX）
。
1985 动物系谱法（CR Canada，2004）
。
93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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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和生产育种材料过程中，这些机构也可

了一套法规体系，这套法规负责管理育种

能会参与到一些保护项目中。例如印度尼

者组织的认证和其活动的调控（详见第五

西亚动物遗传资源保护和利用的政策

106

， 章 3.2）几乎没有非洲国家报道建立这种

蒙古建立了一个“改良畜禽品质和育种服

育种者组织。然而，对这种联合会的扶持

务”的项目 。它主要的目标是通过创立

是乌干达国家动物遗传资源中心和数据库

核心种群和提供相应的畜禽育种服务，改

的目标之一，这个中心和数据库是根据

107

良生产力产量和品质（CR Mongolia， 2 0 0 1 年 动 物 育 种 法 案 成 立 的 （ C R
2002）。

Uganda，2004）。

插文 59
乌干达动物育种法案（2001）
通过鉴定国家动物遗传资源中心的农场
和牧场，政府逐步采取措施支持育种机构。在

插文 60
危地马拉——纯种动物注册的多元化

这些牧场和农场可以采取特殊的育种活动。
然而，保证基础设施运行所需的充分的资金

在 1915 年，危地马拉开始建立一个集中
注册处。1933 年引入了这一领域的法规。这

仍然是一个问题。

项法规定义了纯种动物注册有关的标准。它
的目标是解决许多纯种动物的注册问题，在

资料来源：CR Uganda（2004）
。

这个时候还没有系谱文献。这种现状避免了
当时的“开放式”策略。1965年，所有中美洲

在遗传改良过程中，可能会授予育种
者联合会不同的功能，在某些情况下，也

国家都采用了这项法规，以这项法规作为注
册规程的基础。1992 年采用了注册的多元化

会授权给私人公司。育种者联合会经常承

的法律，在接下去的几年，在几种畜禽品种
中，育种者联合会的畜牧登记获得了官方的

担种畜登记簿的保存工作。在畜禽育种法

认可。

案中通常会定义其责任和能力。在欧洲，
育种者联合会的作用尤其显著。欧盟建立

106
Law on 畜牧和兽医法法律第 6/1967 号，第 13
条款（CR Indonesia，2003）
107
基于 1993 畜禽基因库和健康保护法；2001 修
订，由 1997 年第 105 号决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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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CR Guatemala（2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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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
与积极参与遗传改良的机构有关的措施
机构

非洲

近东和

太平洋西

欧洲和高

拉丁美洲和

北美

中东地区

南部地区

加索地区

加勒比地区

地区

3（+1 mixed）

3

2

亚洲

研究开发机构
包括科学委员会：
政府

5

利益相关者

4

育种基础设施

2

1

2 [2]*

1

1

政府注册

2

4

3

1

1

注册

6

4

2

1

改良

2
25

22

2

利益相关者联合会

国别报告数量

42

7

11

39

[n] = 通过政策建立。

罗第 87-019/PR 法令，这个法令与食品的
与销售和贸易有关的措施

生产、贮藏、分配和审查有关（C R

这一节讨论了正在实施的措施，这些

Comoros，2005）。其他国家报道了与不同

措施旨在促进和调控畜禽和畜产品的销售

动物产品分级有关的法规。例如，巴基斯

和贸易。这种措施包括与销售产品标准设

坦建立了与农产品分级有关的总规章，牛

定有关的措施，促进该领域贸易或者建立

奶、动物毛皮、鸡蛋、传统奶油制品和鲜

机构有关的措施，以及调控动物国际和国

奶油有关的特殊规章。其他法规包括与特

内移动和交换的措施。

殊食品生产有关的法规，如肉（包括与屠
宰有关的措施）
、鸡蛋和牛奶产品（包括

标准设定
有两个与标准设定法规有关的主要

原奶销售）。可以将这些不同类型的措施
纳入总的法规框架－例如巴基斯坦就是这

目标：
（1）通过设定最低质量标准，保证

样做的（E-mail Consultation Pakistan，

食物安全，解决人类健康的与食品有关

2005）。

的问题；
（2）市场消费者提供的优质产品
的鉴定。

旨在为消费者提供信息的措施可能有
不同的目标：质量标准的保证；地理种源的

危地马拉报道了不同类型的与保证食

鉴定或者特殊生产方法
（例如有机产品）
；或

物安全有关的措施。其中的例子包括科摩

者指示原材料的来源，
提供与食物安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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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2
标准设定领域的措施
标准设定

近东和

太平洋西

欧洲和高

中东地区

南部地区

加索地区

4 [1]

0

1

3 [1]

0

0

0

42

7

11

非洲

实施的措施
食物安全
消费者

拉丁美洲和

北美

加勒比地区

地区

4

3

0

6

0

1

1

39

25

22

2

亚洲

信息
国别报告数量

[n] = 政策或者法律基础不明。

的保障。
最常提到的措施是那些与有机生产

尼加拉瓜国际牛奶产品公司 110 和

有关的法规。
欧盟在这一领域已经建立了一

斯里兰卡国家畜牧发展局 111；

套法律体系，这些法律覆盖了有机产品生

●

公共－私人合作关系的创立：这

产、标记和审核，建立了应用地理指示和相

种合作关系主要存在于牛奶生产

似指定有关的条例（详见第五章 3.2）
。

部门；
●

加强畜产品贸易的措施

政策、策略和项目的实施，或者
支持全国动物产品的销售或者特

由于一系列不同目标可以用不同的销

殊产品的销售，例如蒙古牛奶和

售策略。目标可能是支持饲养者的收入或

羊毛产品项目（插文61）和菲律宾
“白色革命”项目（插文 62）
；

者促进出口。通过帮助更广范围的、具有
经济可行性的种群的生产，这种策略也可

●

利基市场的发展：报道的例子包

以服务于动物遗传资源多样性的培育。可

括博茨瓦纳促进猴子肉、鸵鸟肉

以通过不同的措施促进贸易和销售，这些

和鸵鸟皮，厄立特里亚销售稀有

措施包括：

种群产品（CR Botswana，2003；

●

CR Eritrea，2003）
；

建立政府机构，进一步促进全国
的销售，如马来西亚联邦销售局 ，
108

●

或者埃塞俄比亚动物、动物产品
和副产品销售发展局的建立 ；
109

●

324

有机农业或者标识的法规）；
●

实施保护当地生产者免受进口竞

创立政府机构以培育特殊产品：如

1965 联邦农业销售局法 - 1974 年修订（CR
Malaysia，2003）
109
Animal，动物，动物产品和副产品销售发展
局建立公告（第 117/1998 号）
（FAOLEX）
108

支持和调控特殊生产方法（例如

110
Decreto 364. Ley de la corporaci ó n nicaragü
ense de la Agroindustria L á ctea. 31/05/88 （CR
Nicaragua，2004）
111
1972 年国家农业合作法第 11 号，1972 年 5 月
4 日公报令（CR Nicaragua，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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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压力的措施（进口配额税）
：在
国别报告中提到的例子包括多米
尼加共和国的鸡肉关税保护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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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62
菲律宾白色革命

112

埃及的几项法规，这些法规禁止
受精卵和鸡肉的进口，以培育埃
及健康发展畜禽饲养业（CR Dominican Republic，2004；CR Egypt，
2003）
（近几年，这种类型的措施
逐渐被其他的支持当地农民的办
法所代替）；
●

特殊销售办法的调控（例如秘鲁
羊驼和峰驼的公共拍卖调控 113）：
和建立食品加工和销售部门负责
人的网络化机会，如蒙古批发网
络项目（CRMongolia，2004）。

插文 61
蒙古白色革命项目

奶业发展方法涉及小型户和商业生产者。
1997 年成立了菲律宾奶业公司，为奶业生产
企业的发展起到了龙头作用，菲律宾的奶业
以小型规模的牛奶生产为基础，以提高农村
收入。在 ADB-IFAD 项目支持下，1984 年开
始进口了2400头Holstein-Friesian-Sahiwal牛。
将进口的这些动物分发给了不同的农民合作
组织。在国家奶制品发展法案 RA 7884 支持
下，菲律宾创立了国家奶制品管理局（NDA）
，
以促进菲律宾奶制品企业的快速发展。
在国家奶制品管理局和菲律宾水牛研究
中心领导下，1999年菲律宾开展了白色革命。
这次革命旨在促进社会各界的支持—农民和
农村家庭、政府推广和财政组织、立法机构、
私人投资者、消费者、儿童和商业加工商。
资料来源：CR the Philippines（2003）
。

自从 1999 年采用第 105 号政府改革法案
以来，
“白色革命”项目已经开始实施了，这

销售的机构

一项目旨在促进畜禽饲养业当地资源的流动，
提高奶牛产品的供应，通过改良奶牛产品的

在一些国家存在一些动物遗传资源产

传统加工方法，建立小型和中型企业，创立有
益的销售市场，提高放牧者和当地人的收入。
2000 年第 114 号政府改革法案采用了羊
绒项目，提高设施的加工能力，提高羊绒产品
的竞争力。2001 年第 26 号政府改革法案批准
了羊毛亚项目。这个项目的目标是提高与羊
毛、羊皮和皮革加工工厂的能力。

品销售的体制，有时候这种机构是一种公
共—私人的合作关系。
总的来说，这些措施也可以侧重畜禽
农产品，如菲律宾畜禽发展委员会，这个
委员会的职责是提高畜禽和畜产品的供
应，实现自给自足（CR the Philippines，
2004）
。另外，他们还将目标定位于特殊市

资料来源：CR Mongolia（2004）
。

场，如牛奶产品 114，肉 115 或者畜禽 116。
菲律宾还报道了第二种类型体制的一

1999 年 9 月第 505-99 号法令
113
RM Number 0424-AG（羊驼和峰驼的公共拍
卖规则）
（CR Peru，2004）
112

些例子。例如，莫桑比克共和国建立了
“Avicola”，畜禽育种国家机构，这个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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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农业部进行管理 117。埃及建立了畜禽生

des Productions Animales119。尼加拉瓜报

产者总会 118 。喀麦隆报道建立了 Société

道不同生长地区的联合会—奶业农业—企

du Développement et de l’Exploitation

业 120，养鸡 121，和肉制品公司 122。

牙买加奶业局；尼泊尔国家奶业发展局法，英
国牛奶发展局;尼加拉瓜奶业－农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CR Jamaica，2002；CR Nepal，2004；CR Nicaragua，
2004；FAOLEX）
.
115
阿根廷肉类股份有限公司；斯里兰卡国家畜
禽发展局（CR Sri Lanka，2002）
.
116
巴基斯坦：旁遮普畜禽、奶业和家禽发展局。
117
1978 年第 5/78 号法律创立了家禽育种国家研
究机构（AVICOLA）
（Legal Questionnaire，2003）
118
第 97号部长决议实施了1998年第96号法，它
与家禽生产者总联盟的创立有关（FAOLEX）
。
114

119

Décret No 81/395 du 9 september 1981 modifiant
et complétant le décret no 75 due 8 mars 1976（CR
Cameroon，2003）
.
120
Decreto 364. Ley de la corporación nicaragü
ense de la Agroindustria Láctea. 31/05/88.）
；Decreto No
82. Crease fondo de Desarrollo de la Industria Láctea. 23/
07/66 （CR Nicaragua，2004）
.
121
Decreto 357. Ley creadora de la corporación av
ícola nicaragüense. 31/05/88 （CR Nicaragua，2004）.
122
Decreto 360. Ley creadora de la corporación
nicaragüense de la carne. 31/05/88（CR Nicaragua，2004）
.

表 93
促进加强畜产品贸易的措施
措施

非洲

近东和

太平洋西

欧洲和高

中东地区

南部地区

加索地区

亚洲

拉丁美洲和

北美

加勒比地区

促进动物遗传资源
产品贸易的相关法规
一般市场销售
2 [1]
2 [1]
[2]
1
特殊产品
1 [1]
3 [1]
1
有机产品 / 利基市场
[2]
3 [3]
1
1
规章
3 [1]
1
3
3
保护措施和补贴
2
1
2
1
国别报告数量
42
7
11
39
25
22
2
[n] = 政策或者法律基础不明。
注：机构可以促进特殊产品或者一般产品的销售。这种情况在下面的“规章”和“促进贸易的法律”中有
说明。

表 94
调控遗传材料进口和出口的措施
有关法规
进口
出口
生物多样性
国别报告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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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
7
4
1
42

近东和

太平洋西

欧洲和高

中东地区

南部地区

加索地区

3
2

3
0

26
23

7

11

39

亚洲

拉丁美洲和

北美

加勒比地区
6
1
1
25

5
0
1
2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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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材料的进口和出口

插文 63
俄罗斯联邦——兽医卫生要求No. 13-8-01/

在这一标题下，列出了狭义上的遗传

1-8（1999）

材料的进口和出口法规（精液和胚胎）。活
体动物的进口和出口在畜禽移动和贸易之
后进行讨论。在几种情况下，从相关信息
也不能了解精液和胚胎进口 / 出口是否受
与畜禽贸易，或者畜产品进口 / 出口有关
的法规管理。可能是由于一系列的目的促
进了遗传材料进口和出口法规的建立，在
不同国家这个目标是不同的。防治畜禽病
害的引入是一个重要的动力。其他的目标
可能包括进口遗传材料要适应当地的生态
系统，或者提高国家家畜生产的生产力。
也可能会建立法规，以实施生物多样性规
定，它与获得政府对遗传资源出口的事先
知情同意需要有关。
尤其在欧洲，有一些与遗传材料进口
和出口有关的高强度的调控。在插文 63，
它描述了控制俄罗斯联邦进口精液的法
规，从而提供了一个具体举例。
一些国别报告提到了由于生态原因会

猪精液必须由人工授精中心进行搜集，
由出口国的国家兽医服务署对这些中心进行
永久性的监督，这样猪精液才能允许进入俄
罗斯联邦的领土。动物的保管和精液的搜集
必须按照现在正在实施的兽医卫生的要求执
行。用来提供出口精液的猪一定不能注射防
治古典型猪瘟的疫苗。在搜集精液之前，种猪
必须在人工授精中心保管6个月，在这一期间
不能用于自然授精。不能利用遗传改良的添
加剂或者其他遗传改良的农产品作为饲料饲
喂公猪。精液必须没有受到病原性和具有毒
性的微生物的浸染。为了满足这些兽医卫生
要求，必须具备兽医合格证的证明，这个合格
证由出口国国家兽医检验员签署，用该国和
俄罗斯联邦的语言起草。兽医合格证必须包
含日期和诊断测试的结果。用于出口的精液
必须利用特殊的包装容器（试管）进行包装和
运输，这个包装容器必须充满液氮。只有农业
和食品部兽医司颁发给出口商授权书后，精
液才能调往俄罗斯联邦。
资料来源： Legal Questionnaire（2003）
。

阻止精液进口的可能性。阿尔及利亚国别

家兴趣，对本国遗传资源的进口和出口以

报告（2003）认为，在一定情况下，政府

及这些资源的利用进行调控 124”。

可以行使其调控能力，避免不合适的外来

布基纳法索国别报告（2003）提到国

精液进口到本国或者对当地种群的伤害， 家参与了一些地区性的协议，这些协议与
这些当地种群能更好的适应当地的环境条 遗传材料的管理、利用和交换有关，但是
件，是小型生产者生产的目标。厄瓜多尔

同时指出这些协议到目前还没有实施。

国别报告（2003）提到改良的种子、动物、
技术和设备如果对当地的生态系统是无害
的，就可以自由进口 123。哥伦比亚就建立
了一项宪法，该宪法声明“国家会按照国

123
Ley de Desarrollo Agrario cuya codificación fue
publicada en el Registro Oficial No 55 de 30 de abril de 1997
124
Constitución Política de Colombia de 1991，
artículo 81（CR Colombia，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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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进一步的检疫措施（参照下面的文
活体动物的进口和出口

章）。一些国家已经具备了与动物进口有

畜禽的国家交换调控对畜禽病害的控

关的控制措施，尤其那些来自受动物健康

制是非常重要。通过国家边境引进的病害

问题影响地区的国家，如博茨瓦纳共和国

会造成家畜部门严重的后果。例如，肯尼

1977年动物病害法案，就允许避免从某些

亚国别报告（2004）提到畜禽在边境之间

地区进口动物，这些是已知的受主要病害

的转移，已经引起了一些原来已经根除的

影响的地区（博茨瓦纳国别报告，2003）。

法定传染病的重新侵入，这就导致了该国

其他例子包括萨尔瓦多的防止从受口蹄疫

无病害区域以及外部市场的损失。然而， 影响的国家进口动物的法律 128，以及佛得
动物卫生条例对动物遗传资源的交换来说

角共和国防止从受 BSE 影响的地区进口

是一个严重的障碍。国别报告中提到的控

奶牛的法律 129。

制工具包括活体动物进口的健康标准的定

有一些国家建立了与繁殖用动物有关

义，与出口国的动物健康水平有关的要

的法规。例如，乍得就立法防止达到繁育

求，进口动物的检疫要求。

年龄的雌性动物的出口 130。中国国别报告

一些国家提到了活体动物进口和出 （2003）报道中国农业部在19世纪80年代
口的总的动物卫生条例，例如，马里共和

就建成了一项繁殖用动物出口管理的法

国 ，或者具体的品种动物卫生条例，例

规，1993 年对该法规进行了更新和修订。

125

如，缅甸联邦（猪、马、绵羊、山羊和牛、 欧洲的例子包括，匈牙利报道了与出口和
水牛）126。相反，一些国家只是提到了进

进口有关的法案 （E-Mail Consultation

口活体动物的动物卫生要求和控制 。参

Hungary，2005），德国报道了管理繁殖用

照第五章 3.2 与畜禽和畜产品贸易健康规

动物出口的法规131。厄瓜多尔农业发展的

定问题有关的欧盟法律的讨论。

法律（1997）规定要限制对当地生态系统

127

许多国家提到了检疫措施。在传染病
暴发的情况下，也经常在国别报告中提及
128
Acuerdo N°54 - 2001. Prohibe la importación
de ganado bovino，ovino，caprino，porcino y otras
125
Décret no 372/P-RM réglementant la police especies de pezu a hendida procedentes de países afectados
sanitaire des animaux sur le territoire de la République du por la fiebre aftosa（FAOLEX）
。
129
Mali （Legal Questionnaire，2003）
Order No. 10/2001 （FAOLEX）
126
130
就猪来说：缅甸种猪进口和出口的调控，
Décret，N°138 bis /PR/MEHP/88 portant ré
2 0 0 3 ；2 0 0 2 年也通过了类似的其他品种的法律 glementation de l’exportation illimitée du bétail et des
（FAOLEX）
produits de l’
élevage à l’
exception des femelles
127
基里巴斯动物进口法规，1965（FAOLEX）
； reproductrices（CR Chad，2003）
131
帛琉植物和动物控制 - 帛琉国家法典 25第 20 章，1966
动物育种进口法律（Legal Questionnaire，
（FAOLEX）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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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宜的繁殖用动物的进口（Ecuador

的活体动物福利有关法规。其中一个例

CR，2003）。

子是印度（插文 64）。
在放牧生产系统分布广泛的非洲国

畜禽的内部移动和地区间移动

家，已经采用了国家和地区水平上的季节

畜禽移动通常是由于动物健康有关的

性牲畜迁移证书（插文 65）。

法规来管理的一个问题。在病害暴发风险
高的国家，倾向于采用不同的法律设立国

插文 65

内货物移动管理的严格条例和保证其遵守

西非：放牧者穿越边境

的措施（FAO，2005）。有几个国家报道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州和

了与畜禽展览有关的特殊规定。例如莫

政府首脑 1998 年在阿布贾采取了 A/DEC.5/
10/98 决议，这项决议与成员国具有移动性的

桑比克国别报告（2005），报道了运往牛
展览和从牛展览运输的条件。相似地，在
英联邦，2003 年的动物搜集法案（英国）
就对动物卫生措施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放牧者的季节性牲畜迁移证书有关。在尼日
利亚，已经采取了措施，inter alia，改善游
牧畜禽移动条件的改善，例如畜禽到达和离
开尼日利亚。

在组织相关事件，如展览或者销售，必须
满足这些规定（Legal Questionnaire，

资料来源：E-Mail Consultation Nigeria（2005）
。

2003）。在日本，畜禽通过省边境时需要
出示健康证书（E - m a i l C o n s u l t a t i o n
Japan，2005）。在病害暴发时，要实施更
严格的措施。有几个国家建立了与运输

与动物健康有关的措施
已经建立并且实施与动物健康有关法
规的国家数量比任何其他领域的数量都大

插文 64
印度：运输条例

（具体参照前一章节部分，进一步讨论与
动物移动和贸易有关的措施）。动物的健

这项条例旨在用于通过铁路、公路和飞
机运输的家禽和猪。包装容器必须正确安装

康水平对个体的表现、生产输出和家畜部

以适合运输，提供防止太阳、热、雨或者寒冷
的遮挡物，使家禽和猪在运输途中能保持舒

重大的影响。许多国家报道了一些与动物

适。根据动物的大小和年龄组建立了与行程
时间安排和包装容器有关的条例，有一个表

项目）。然而，一些国家明确地声明这些

格对这些条例进行了详细的说明。还列出了
检疫和其他健康规定。
资料来源： FAOLEX。

门的效率、动物起源的产品贸易来说具有
健康有关的管理条例（或者至少规章或者
国家还没有建立合适足够的调控措施。其
中一部分国家还提到了在建立必要的政治
决心，以保证完整的调控措施方面的一些
困难。在全世界多数地区，国家水平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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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5
调控畜禽移动和活体畜禽产品进出口的措施
贸易法规

非洲

近东和

太平洋西

欧洲和高

中东地区

南部地区

加索地区

4（3）

8（5）

5

3

3

进口（健康标准）

2

2（1）

出口

3

1

产品

4

国别报告数量

42

亚洲

11

39

北美

加勒比地区

2
7

拉丁美洲和

6（4）

（1）

1
25

22

2

[n] 政策或者法规基础不清楚。

物健康法规中，动物遗传资源管理的特殊

品加工设施，畜禽饲料的生产和兽医产

参考目前还非常少。

品，资格认证规程，兽医职业的竞争性和

该领域的法规可能涉及病害调查和报

责任。可能有大范畴意义上的法律调控动

告，疫苗或者病害传播媒介控制项目，流

物健康有关的许多问题（插文 66）。在其

行病暴发采取的紧急措施，食品卫生和畜

他情况下，可能会有与动物健康某一方面

产品的可追溯性，畜禽总数量的审查，食

或者某一疾病有关的特殊规程。

表 96
动物健康领域的规程
近东和

太平洋西

欧洲和高

中东地区

南部地区

加索地区

23 [2]

4 [2]

10

32 [1]

18 [4]

13 [1]

8 [4]

2

0

10 [9]

7 [6]

0

一般性流行病

0

1

3

5

3

1

特殊流行病

5

0

1

9

5

7

国别报告数量

42

7

11

39

25

22

措施的类型
正在实施的法规

非洲

亚洲

拉丁美洲和

北美

加勒比地区
1

或政策
兽医服务

2

[n] = 政策。

可以这样认为，几乎每一个国家都
建立了一些正在实施的动物健康方面的
法律。在法律规定的全面性方面，以及是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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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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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防治区，报道这种法规的国家包括萨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国家兽医系统法案
（1971） 尔瓦多 135，澳大利亚 136 和英联邦 137。乌拉
这项法案包含了全部的卫生条例，调控
检疫措施和动物的跨边境移动。这项法案还
包括以下措施：
●
●

动物病害的预防和控制；
出口的动物和动物产品的卫生合格证；

圭在防治绵羊疥癣病的工作中，让农民
承担了宣布病害暴发或者怀疑暴发的消
息，对该病害的防治起到了有利的促进
作用 138。
防治措施可能会包括检疫，详细的例

牧场，水源，牛圈和其他繁殖设施的
卫生监管；

子 如 赞 比 亚 的 畜 禽 病 害 法 案（ L e g a l

饲料厂，屠宰场以及加工车间的监控；
不同生物材料的生产、进口和销售的

病害感染的动物处理有关的法规，报告这

●

●
●

控制（如药品、疫苗和血清）
。

Questionnaire，2003）。也可能会有一些与
项措施的国家包括马拉威 139，赞比亚 140，
荷兰 141 和智利 142。对病害造成的损失可

资料来源：CR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2004）
。

能会有一些补偿，例如，爱沙尼亚 143 和

流行病暴发实施的措施

135
Acuerdo 194. Declarase las áreas geográficas
de
los
departamentos
de Usulutá n，San Miguel，Moraz
一些国家报道了一些一般性的法规，
án y La Uni ón como zonas de control y erradicaci ó n
这些法规主要是在流行病暴发时采取的 de tuberculosis y brucelosis bovina（CR El Salvador，
反应措施。其中一个例子是丹麦动物传 2003）
136
1995 动物健康法案（Legal Questionnaire，
染病防治法案（Legal Questionnaire，
2003）
2003）132。这种类型的法案会详细列举一
137
畜禽病害法案（英国）2003（S.I. No. 1078 of
些法定的传染病。在流行病暴发时，采取 2003）；病害控制法案（英国）2003（S.I. No. 1729 of
的措施可能包括无病害区域和设施的声 2003）（Legal Questionnaire，2003）
138
Ley No 16.339 - Declara plaga nacional la sarna
明和指定，报道这种法规的国家，包括越 ovina y obligatoria la lucha para erradicarla （FAOLEX）
139
南133 和赞比亚134。也可以宣布病害根除区
2 0 0 0 动物控制和病害法案（L e g a l
Questionnaire，2003）
140
1963 货物病害法案（1994 修订）（Legal
132
其他报道的例子包括澳大利亚、中国、哥斯 Questionnaire，2003）
141
达黎加、厄瓜多尔、萨尔瓦多、立陶宛、斐济、德国、
2001 第 403 号令修订动物破坏法案实施的法
危地马拉、洪都拉斯、伊拉克、爱尔兰、牙买加、菲 令，2001 年 7 月 16 日（Legal Questionnaire，2003）
142
律宾、朝鲜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瑞士、英
Ley No 18.617 — Normas sobre indemnizaci ó
国、瓦努阿图共和国。
n por el sacrificio de animales para el control de la fiebre
133
无流行病地区和设施的调控2002（FAOLEX） aftosa （Legal Questionnaire，2003）
134
143
1930 年牛清理法案，1994 年进行修订（Legal
感染动物病害控制法案，1999 年 6 月 16 日
Questionnaire，2003）
（Legal Questionnaire，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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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 144。在病害根除措施实施过程中，几

方面有关的法规。可能有一些法律对兽

乎没有建立保护有价值的动物遗传资源的

医的作用、职责和义务进行了限定。这些

策略，但是现在欧洲已经开始实施某些病

措施可能包括兽医行医需要获得执照要

害的相关策略 （详见第五章 3.2）。

求，哈萨克斯坦报道了这样一个例子 150，
或者定义责任和能力151，或者兽医责任和

地区间合作

义务 152。印度国别报告（2004）报道通过

动物健康领域的地区合作或者双边合
作，与动物遗传资源有关法规其他领域的

一项委员会法案建立了兽医委员会；尼泊
尔也报道采取了相似的策略 153。

合作相比，在数量上越来越多。报道的邻

一些国家报道了定义该国动物健康系

近国家之间的合作协议包括，埃及和阿尔

统的法规。其中的例子包括伊朗伊斯兰共

及利亚之间签署的那些协议 ，土耳其和

和国国家报道提到的兽医系统法案

145

哈萨克斯坦 ，独联体成员国之间的协议 （2004），俄罗斯联邦的与兽医服务有关的
146

147

，非洲Lusophone国家之间的协议148。也

联邦法律，这项法令涉及一项方案，利用

有一些距离更远的国家之间签署双边国际

该方案，兽医对搜集农场、国家农业企业

合作协议的例子。例如，阿根廷和匈牙利

和大型的畜禽饲养农场和复合性农场进行

之间签署的协议

审查（Legal Questionnaire，2003）。一些

149

。

国家的相关机构分散于不同地区，例如，
机构和动物健康服务

秘鲁报道建立了动物健康当地委员会

一些国家报道了与兽医服务推广机构 （CR Peru，2004）。巴西报道建立了农业
部地区性动物健康检验公司，执行动物健
Loi sur les épizooties，1966（amended. 2002）
（Legal Questionnaire，2003）
145
Algeria：Official Gazette No 14，5 April 2001
（FAOLEX）
146
哈萨克斯坦政府和土耳其政府动物健康领域
的合作协议（1995）（FAOLEX）
147
俄罗斯联邦、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
坦、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
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乌克兰。兽医领域 CIS 成员国
合作协议（FAOLEX）
148
Angola，Cape Verde，Guinea-Bissau，
Mozambique，Sao Tome and Principe. Guinea-Bissau，
Decree No 351/73，Boletin Official No 89（FAOLEX）
149
政府 2002 第 4 号法令批准并且出版了匈牙利
和阿根廷 1999 年 11 月 10 日在布达佩斯指定的动物健
康协议 （FAOLEX）.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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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的地区间控制154。吉尔吉斯建立了一个
农业部管理下的国家兽医部 155。

150
1997年8月20日部长第1972令宣布兽医行医
的资格认证条例生效 （Legal Questionnaire，2003）
151
格鲁吉亚兽医法案 （CR Georgia，2004）
152
爱沙尼亚兽医活动组织法案，1999（Legal
Questionnaire，2003）
153
尼泊尔兽医委员会法案，2 0 5 5 （1 9 9 9 ）
（FAOLEX）
154
第 1.052 法律创立农业部动物健康检验机构
（1950）
（Legal Questionnaire，2003）
155
农业和水资源部国家兽医司法规，1 9 9 6
（FAO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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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结论
以上所述的分析，很清楚地说明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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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合作集团的建立有关的法律措施。
保护动物遗传资源具体措施的实施，

资源管理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包

极大地依赖于所涉及国家的经济手段，世

含了一系列的技术、政策和物流活动。涉

界更发达地区的法规和政策更完备就反映

及了许多政策方面的问题，包括农业和农

了这一问题。然而，还很清楚地看到，在

村发展、动物健康、环境和景观保护、文

多数情况下，动物遗传资源可持续性利用

化、贸易、研究和教育。需要许多不同的

和保护的重要性，并没有与之充分相适应

责任人进行合作。

的国家水平上的法规和政策框架发展。例

传统畜禽生产系统呈下降趋势，这对

如，记录和登记系统，对于保护措施的计

于许多畜禽种群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威

划和实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许多

胁。法律和政策措施，不管这种法律和政

国家报道这一领域的政策和法规仍然不完

策的动机是什么，都在努力支持这种类型

善。标准的法律定义可以进一步促进保护

的生产，对于动物种质资源多样性的维护

计划的管理，其中包括这些项目中的种

来说具有潜在的重大作用。世界发达地区

群，但是这种类型的措施仍然非常少。

的国家，如欧洲，越来越关注农村环境和

虽然一些地区建立与动物遗传资源保

景观的保护。现在呈现了一个趋势，就是

护有关的法规，但是这些法规仍然是孤立

促进粗放式耕作活动的规程和政策，这需

的，并没有与考虑了交叉特性的策略相融

要那些能够对当地生产环境具有良好适应

合。例如，旨在提高食物安全的措施几乎

性的种群。相反，在发展中国家，食物安

全部侧重于高产出的种群，而没有充分评

全和扶贫是主要的问题。虽然发展中国家

估当地品种的潜在作用，没有建立保护这

往往极大程度上将重心放在促进精细生产

些当地种群的策略。另外一个例子是动物

的活动上来，然而仍然有一些国家，特别

健康方面，这个问题似乎应该是全世界畜

是非洲地区的国家，报道采取措施调控和

禽管理最需要高度调控的地方。虽然有效

支持可持续性的精细放牧系统。因为许多

的病害防治对动物遗传资源的利用和发展

干旱地区的种群具有独特的适应特性，这

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动物移动和贸易

些生产系统面临了许多压力，所以在这些

的限制也会造成动物遗传资源管理产生问

地区建立有效的政策和法规是非常重要

题。在流行病暴发时实施的屠宰政策对于

的。然而，涉及一套适合牧场需要的措施

稀有种群来说也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在世

仍然是一个主要的挑战，这些牧场通常在

界多数地方，病害防治的法律架构和政策

政治上都被边缘化地忽略了。其他一些报

的发展这一威胁，受到非常少的关注，这

道是已经实施的支持小型家畜生产的法规

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措施，这些包括与信贷提供和生产者组

动物遗传资源管理法律架构的实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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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定市场；

济和社会团结。在这种环境下，建立了

●

保证供应；

LEADER+行动计划（欧盟委员会第2000/

●

保证以合理的价格向消费者供应。 C 139/05通知）以鼓励农村利益相关者考

最近几年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已经获得

虑其土地的长期潜力，建立提高自然和文

不同程度的改革。这种改变部分是由于国

化遗产的新方法。这一计划准备加强经济

际水平发展的驱动，比较显著的是世界贸

的发展，提高工作机会，改善农村社区的

易组织框架内的农业磋商。1992年开始发

组织能力。

生了巨大的变化；在 1999 年共同磋商的
2000年政策议程中采用了进一步的改变。
2003年 6月，委员会采用的欧盟共同农业

遗传资源的管理
这一节讨论与动物遗传资源管理直接

政策改革要求农业补贴的绝大部分需要以

相关的法规——保护和动物育种的框架。

单个农场偿付的形式给予，因此与生产规

在资源保护领域，欧盟法（EC）第 817/

模没有关系。新的支付与环境、食物安全

2004 规定根据法规第 1257/1999 框架（参

和动物福利标准有关。政策目标的这种转

见上面），财政支持应该提供给那些饲养

变对动物遗传资源的利用具有潜在的重大 “该地区原产的当地种群和濒临消失的种
影响。在这一前提下相关的欧盟法规包括

群”农场动物的农民。涉及的种群必须促

欧盟法（EEC）第2078/92，这项法律是欧

进当地环境的维护。在委员会法规（EC）

盟共同农业政策1992年改革所谓的“配合

第 817/2004 设定了计划中包含的种群门

措施”，它采用了农业—环境策略来促进

槛大小，确定当地种群的资格（牛，绵羊，

环境保护和农村的保护。这项法规随后被

山羊，猪，马科动物或者家禽）。设定了

欧盟法（EC）第 1257/99 取代，而后欧盟

种群门槛（雌性种群的数量），在这一门

法第 1698/2005 又取而代之，这项新法从

槛之下的种群因为激励偿付而被认为是濒

2007 年开始提供欧洲农业农村发发展基

危种群。这一数据基于纯种繁殖所需的雌

金（EAFRD）的工作框架。

性繁殖动物的数量，是所有欧盟成员国的

更广意义上，欧盟政策旨在促进可持

总结，数据包含在欧盟成员国承认的注册

续性和综合农业发展，鼓励当地利益相关

中（例如牛群登记簿或者羊群登记簿）。种

者参与到这一发展过程中。为了这个目

群门槛是 7500 头牛，1000 只绵羊，1000

的，欧盟法（EC）第 1257/1999“欧洲农

只山羊，5000 匹马类动物和 25000只家禽

业指导与保证基金（EAGGF）支持农业发

品种。从 2007 年开始，欧盟法规第 1698/

展”建立了可持续农村发展的支持框架， 2005进一步加强了支持保护措施的机会。
包括环境保护。欧盟共同农业政策也试图

这一法规的目标是补偿那些“放弃的额外

通过鼓励新行动和提高就业机会，促进经

费用和收入（有必要），也可以足够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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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水平上达到什么程度，不同国家之间

措施有关，它依赖于该国的政策和法律，以

差别非常大。欧洲许多国家已经建立了广

及实施的结构。在某些环境下，正确的政

泛的法规。相反，在其他地区，尤其在非

策决议和策略，机构竞争力和责任清晰的

洲，总的来说国家似乎依赖于政策措施， 法律定义，组织良好的监控和鉴定系统，与
通过实施机构的法律法令给予支持。这种

精细的法律架构相比，可能会更加有效。

对比就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发展中
国家，建立调控动物遗传资源管理的精细
的立法工具，是否是一个最合适的目标。
例如，肯尼亚国别报告（2004）认为 “然
而，现有政策的可操作化需要一个合适的
法律架构。一旦合适的政策和法规已经形
成，那么就有必要定期对这些政策和法规
进行评估和修订，使这些政策和法规能够
跟上时代的变化。
”一些国家越来越依靠市
场机制或者私人机构用于动物遗传资源管
理的特殊领域，但是，正在实施法律对于
这个领域的调控来说仍然是非常有限的。
这可能会产生与动物遗传资源管理的公共
物质方面有关的问题，因此需要进一步鉴
定改善调控架构的需要，这可能是十分必
要的。这项决议与一定形式下合适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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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本文主要回顾了动物遗传资源管理在方法和技术上取得的最新研究进
展。由于动物遗传资源管理的学科建设目前还不成熟，因此第一章主要介
绍了 FAO 关于动物遗传资源管理的一些基本概念。这些概念凝聚了一系
列专家研讨会的讨论成果。于是相关研究领域的方法论的发展也备受关
注，并且通过案例分析得到了一些重要发现。最后，找出了当前研究存在
的差距和今后研究的优先目标。

337

第四部分 动物遗传资源管理的新进展

第四部分

第一章

基本概念

1 动物遗传资源及品种
动物遗传资源是指那些用作，或可以
被用作粮食生产和农业生产的动物品种

督、提供动物品种登记咨询和致力于提高

1

品种利用率的自愿性组织在动物品种的定

以及组成的种群。这些品种内部截然不同

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8世纪末，西欧

的种群通常称为品种。FAO所使用的“品

出现了一种基于记录育种和共享血统的育

种”的广义定义（插文 67），反映出对品

种模式。在这些组织的努力下，按照已建

种进行严格的定义是十分困难的。

立的特定育种标准，通过类似的选择目
标，现已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共同祖先的品

插文 67
FAO 关于品种的定义
品种是指一个具有可定义和可辨别的，

种了。
品种在遗传术语中并不是一个孤立、
一成不变的概念。它经常需要根据市场需

并且通过视觉观察能与物种内其他类似种群
进行区分的外部特征的驯养畜禽亚种群，或

求的变化而变化，并且偶尔还需要用其他

者由于与表型相似种群的地理和（或）文化隔
离，已经形成独立特性的种群（FAO，1999）
。

些育种协会和组织虽然是为特定的品种所

血统品种的补充（FAO，2003）。然而，这
建立的，但是他们为这一个特定品种建立
标准所遵循的规则仍然模糊不清。发达国

在发达国家，品种具有相对明确的定

家对品种的定义已经包括了“在农业上具

义。育种协会以及一些进行育种标准监

有相同应用模式，一定程度的表型一致度
和相同基因库的动物”（FAO，1995）以

1
由于鱼类的育种技术与畜禽的存在很大差异，
因此不作为本文管理要求的内容。畜禽遗传资源这个
术语已经被FAO在有关畜禽遗传资源管理的全球策略
的论述中所采用，这个术语现已受到指责，因为它似
乎排除了没有呆在农场，但在移动体系里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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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具有区分其它类似种群特性的独特的
种内群”
（FAO，2003）。再如美国的情况，
Hammak（2003）评论说进行品种登记所
需要的无非就是“采用特殊的合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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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开始记录家系血统”。与此类似，在欧

困难，但分子研究可以在描述隔离品系和

盟的立法中，除了登记一个纯系动物品种

品系种群的研究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研究

应符合的要求之外，并没有任何关于品种

畜禽的饲养和生态条件也是鉴定隔离种群

的定义，一种动物的血统应该来源于同一

优点的一种手段。下面举例说明：一个当

品种的家族血统书中注册或登记的父母代

地的动物种群可以看作一个品系，如果符

和祖代，并且自身也会被注册或登记，并

合下列标准：

符合进入家族血统书的要求（引自欧盟指

（1）属于同一种利用模式；

令77/504/EEC中关于牛的部分，但类似的

（2）属于同一个生活或分布区域；

规则也可以应用到其他动物中）。

（3）很大程度上代表一个近源基因

可能这的确对寻找一个完美的定义没

库；

有任何帮助。在动物遗传育种领域做出杰

（4）各自的种植者认为与其他种群存

出贡献 Jay Lush 曾说：“一个品种就是指

在很大差异（K hler-Rollefson，1997）。

育种者共同称谓的一个当地畜禽种群，源

因此，在没有育种协会的记录或分子

于畜禽育种者的这个术语，可能是某个人

研究时，畜禽培育者自身的观点或许可以

为了满足他们自己的需要而首先使用，并

为品系鉴定提供最好的参考。我们甚至可

且他们中也没有任何人被授权将这个词语

以鉴定那些声称正在培育具有独特表型动

作为科学定义，在他们偏离已有的公式化

物的农场主们的种群，获得关于表型更可

定义时，也没有人被授权去指出育种者的

靠的认识；可以只与具有相同表型的其

错误。这就是他们的语言，我们必须将育

他育种者交换种质，并且指出这样的选育

种者共同使用的作为我们的正确定义” 实践已经进行了很多个世代（FAO，2003）
。
（Lush，1994）。

在一个品种内，
“stocks”，
“strains”，

世界上一些发展中的国家或地区的情 “varieties”，
“lines”经常可以互换，来描
况更复杂，品种这个术语通常没有太多实

述品系内部由于人工选择而产生的表型独

质意义。无论地理、生态还是养殖场所的

特的种群。生态型是指种内在遗传上能够

隔离，由于自然和人工选择以及遗传飘

适应某种特定生态环境的种群。

移，种群都会有变异的趋势（FAO，2003）。
因而，用来区分畜禽种群的名称没有必要
符合其潜在的遗传多样性。在很多情况

2 动物遗传资源管理

下，虽然有些动物可能不属于任何有记载
的品种，但可能存在一些当地术语可以描
述这些特异性种群。
区分具有遗传多样性的种群一般比较

动物遗传资源管理所关注的焦点是保
持遗传多样性。然而，动物科学领域的大
部分科学方法和技术（例如动物饲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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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培育，或遗传改良等）并非基于此开发

●

动物遗传资源的开发包括正在运

的。因而，动物遗传资源管理还没有一套

行的必须进行良好规划并成功执

明确定义的方法。因此，本文按照FAO的

行的活动的广泛结合。

定义，选择了一些与主题相关性最大的方
法进行了回顾。

因此，动物遗传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一
个重要指标便是确保适应当地的品系在生

动物遗传资源管理包含所有有关动物

产体系中发挥着应有的作用。由于在遗传

遗传资源意义的理解（描述）、使用和开

上的复杂性以及短时间内很难通过选育而

发（利用）、维持（保持）、访问和共享的

达到，因此适应性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目

技术、政策和服务措施（FAO，2001）。

前仍有一些动物的适应性还没有被我们所

同样，本部分报告讲述了描述和保

认识。动物遗传资源的利用不可避免地都

持 遗 传 多 样 性 的 方 法 （ 第二 章和第 六

包括开发，动物遗传资源是动态资源，随

章），由于分子描述方法的重要性不断提

着所处的自然环境以及育种者的选育标准

高，因此在第三章单独进行了阐述。然

的变化，动物遗传资源在每一代之间也随

而，当动物遗传资源管理在农业和食品

之变化。遗传改良的首选方法就是基于适

生产中应用的时候，仍然还没有明确的

应当地的遗传资源进行品种选育，这将能

概念。因此，对动物遗传资源管理的最新

帮助选育者减少失掉具有独特品质的品系

研究动态进行全面描述也是不可能的。 的机会。应该很好地设计选育计划，对现
虽然如此，FAO 已经着手开始确定此概

有的动物在中低投入农场中利用当地可用

念的关键要素，并将生物多样性的可持

资源、存活、生产和繁殖能力的遗传变异

续利用的定义作为出发点。

进行充分挖掘。一些补充措施例如食物和

可持续利用是指按照某种方法，保持

水的供应、疾病和寄生虫的处理以及繁殖

一个不会导致生物多样性长期下降的速

的管理等，也可以考虑作为提高品系特性

度，对生物多样性的组成部分进行合理利

的策略。

用，以保持它的潜力来满足当代和后代子
孙的需要和愿望。
为实现这个目标，FAO 已经提议：
●

●

培育的关键。然而，科学的育种计划已经
在基础条件较好的高投入饲养体系中得到

在不耗尽当地动物多样性的情况

发展。这些育种计划通常不包括保持品系

下，对动物遗传资源进行合理利

内和品系间的遗传多样性，也不把它作为

用是完全可能的；

直接目标。第四章介绍了遗传改良领域的

对相应环境适应性水平高的动物

最新研究动态。

遗传资源应该被利用，并且配置
合理的遗传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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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的一部分。可持续集约化已经被提出

作保存方法。保存的作用是为了确保那些

作为提高生产系统的理想方法，并做如

独一无二的遗传资源能在将来为农场主和

下定义：

育种者所用，因而保存可以看作为满足当

生产系统的可持续集约化是对畜牧生

前和未来人类需要而采取的遗传资源可持

产系统的投入和产出的操控，目的是为了

续利用整体策略的一部分。为了报告遗传

提高生产或生产力或提高产品质量，而保

资源保存策略的决议，对目前的风险状态

持生产系统以及周围环境的长期完整性， 进行评估，对不远的将来有可能对育种产
是为了满足人类当代和后代的生存需求。 生的威胁进行鉴定已显得非常重要。后者
可持续农业集约化尊重当地人和土著人的

要求要在尽量早的时期进行干预，如任何

需求和愿望，重视适应当地环境的遗传资

品种的开发都需要维护品系资源。

源的作用和价值，考虑在农业生态系统内

动物遗传资源（也包括FAO所定义的

外取得长期环境可持续性发展的需求

动物遗传资源管理）的获取与惠益分享是

（FAO，2001）。

政策发展的关键部分。本文第一部分第三

满足动物遗传资源的利用和开发的这

章介绍了在不同地区动物遗传资源利用领

些基本原则不仅是一个科学的方法论问

域的相互依赖，以及过去和当前的交流模

题，而且还需要按照适当的开发政策将方

式。第三章和第六章中介绍的生物技术的

法和技术进行有效组合。为支持政策开

发展使遗传资源的利用和交流变得更方

发，需要用经济分析的手段来阐明当地适

便，并已经开始用于功能基因的检测，寻

应品系的经济重要性，尤其是从小农的角

找目前遗传材料利用的新机会。因而，在

度，来详细阐述畜禽遗传多样性的价值， 将来的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ABS）分享
并且比较不同管理策略的区别。经济学评

模式开发中，生物技术将发挥重要作用。

价方法的概括介绍可参见第五章。

制定获取与惠益共享（ABS）政策所需的

动物遗传资源利用的另一个难点是如
何在概念上与活体保存清楚地区分。这个

社会学和政治学方法的贡献已经超出了本
文的研究范围，在此不再赘述。

问题起源于可持续利用被看作为维持动物
遗传资源的首选方法这个事实。因此，当
活体保存被从广义上定义为确保对所有相

3 风险状态分类

关动物遗传资源进行维护时，也就包含了
可持续利用。然而，一个操作性更强的定

不同畜禽品种（品系）或种群的风险

义便是，保存是指对一种特殊遗传资源进

状态评估是国家遗传资源管理规划中的一

行可持续利用所需的措施。这种定义能更

个重要部分。品种（品系）的风险状态能

清楚的描述上面的主题，并在第六章被用

够使利益相关方了解需要采取行动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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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迫切性。2004 年 Gandini 等人将“危

施，从而影响有效群体大小。目前，已经

及程度”定义为“根据当前的环境条件和

发展起来了用于很多调整计算来解决这些

预测，一个物种濒临灭绝的测度”。对风

因素的不同技术，但需要进一步的数据输

险程度的准确评估是一项艰难的工作，并

入（Gandini 等，2004）。收集用于计算 Ne

涉及到种群统计学和遗传学因子。

的种群统计学数据往往面临的困难是：种

很显然，目前的种群数量是测定风

群普查数据可能与雌性动物和后代的登记

险状态的一个重要因子。种群数量较小

数矛盾，一些雌性动物也用于杂交计划，

将面临着被自然灾害、病害或不恰当的

而且并不是所有的雌性动物每年都繁育后

管理消灭的巨大风险。然而，仅仅动物数

代（Alderson，2003）。影响风险状态评估

量或育种期动物数量并不能反映风险状

结果的另一个因素是进行风险计算所需的

态的全貌。

时间。由于不同畜禽品种的世代间隔不

来自于共同祖先的个体之间的育种有
利于减少等位基因在下一代的变异。这样
种群的遗传多样性就会降低。有害的隐性

同，基于世代数量而进行的计算将与基于
年数进行的计算产生不同的优先权。
有效群体大小（Ne）的变化是非常值

等位基因的聚集将会威胁种群的适应性， 得关注的。在Ne 较小，尤其是低于100时，
并对繁殖率产生消极影响，因而也增加了

遗传多样性的损失率将会大大提高

种群灭绝的风险（Gandini 等，2004； （FAO，1992a）。例如，有效群体大小为
Woolliams，2004）。风险程度通常用种群

25，50，125，250 和 500 的群体，经过 10

的近交系数（△ F）的变化来表示，即对

个世代后的遗传多样性损失率分别为

基因飘移引起的种群基因频率期望变化的

18%，10%，4%，1.6% 和 0.8%。另外，从

测量（Woolliams，2004）
。近交率通常由

上式可以看出，雄性动物数量对 Ne 的影

有效种群大小（Ne）推导而得。因而 Ne 随

响远大于雌性动物。这强调了在任何风

着△F的减小而增大，即Ne = 1/（2 △F）。 险状态评估中考虑雄性育种动物数量的
种群的有效群体大小（Ne）可以近似
的通过下式求得：

重要性。
除了当前的有效种群大小之外，风险

Ne = 4MF/（M+F）

程度也与种群发育趋势有关。如上所述，

其中，M 和 F 分别是繁殖的雄性动物

如果种群数量较小，则导致种群迅速灭绝

和雌性动物的数量。此方法是基于育种动

的不利事件或趋势发生的可能性也随之增

物之间进行随机交配的假设。然而，这种

大。当种群大小超过某个特定值后，这种

假设在畜禽种群中很难应用，因为一些动

风险就会比较小（参见下面关于各种风险

物产生下一代子孙的数量不成比例。育种

状态分级阈值的讨论）。种群数量越接近

方式受到管制，例如选择育种计划的实

临界值，濒临灭绝的风险也就越小。很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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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如果种群较小，那么该品系将会面临

能，而且通过修正还可以解决不同动物品

比较糟糕的前景。一种并发因素便是品系

种的不同时代间隔问题。

种群生长率经常随时间变化表现出相当大

为实现规划和区分优先序的目的，

的变动，尤其是在繁育条件不能被严格控

将品系按照风险状态类别进行分类是很

制的情况下（Gandini 等，2004）。影响种

有用的。FAO 所采用的不同风险状态类

群增长率变化的因素包括市场需求的可变

别之间的数字界限被确定为需要采取行

性、疾病模式、动物遗传资源保存计划和

动的指标。1992 年发表在《专家咨询》上

保存意识的存在、农业部门总体经济的稳

的一篇文章争论说：种群数量为 100～1

定性以及种群的空间分布和密度。因此， 000 育种雌性种群“意味着将面临灭绝的
计算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种群大小保持在

危险。如不采取行动，在大多数情况下，

一定范围内的概率，需要面临很多理论和

其有效种群大小将不足以防止未来世代

数据困难。尽管如此，当前种群的生长趋

的持续性遗传缺失。近亲繁殖程度的增

势仍然是评估风险状态需要考虑因素。除

加是不可避免的，从而威胁着动物生命

了总体种群大小和种群增长率以外，种群

力。无论是自然灾害，如突发性疾病，还

的风险状态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

是由于人类的忽视，都会给种群带来灾

动物种群的数量，种群的地理密度（影响

难（FAO 1992b）。进一步讲，如果种群

逆境中的暴露，病害流行）
，以及一些社

数量小于 100 将预示着种群已濒临灭绝

会因素，例如农场主饲养育种动物的时间

了。要采取的首要措施必须增加其种群

长短等（Woolliams，2004）。

数量。在这种危险水平上，遗传变异通常

1992年，FAO召开了一个专家咨询会
议，来征集风险状态评估的意见。意见倾
向于按照有效种群大小（Ne）对品系进行
的风险状态分类，Ne可以通过种群大小的
发育趋势，杂交育种的范围，冷冻保存的

已经减少，以至于我们不能将现在的种
群等同于它的祖先种群”（同上）。
同样，下面的分级标准被 FAO 采用，
用来描述动物品系所面临的风险程度。
●

灭绝品种：是指品种无法重新形

范围以及家族大小的变化率进行校正。并

成种群的情况。如果没有雄性育

且提出风险状态评估还应包括畜群的数量

种动物（精子），或没有雌性育种

以及变化趋势（FAO，1992a）。然而，数

动物（卵子），抑或没有受精卵，灭

据局限性和全球范围内采取统一方法的必
要性意味着应该采用一种基于雌性和雄性

绝是绝对的。
●

濒危品种：是指雌性育种动物的

育种动物数量及其种群发育趋势相对简单

全部种群数量小于 100，或雄性育

的方法。随着获取数据方法的不断完善，

种动物的全部种群数量小于或等

提炼考虑上述因素的计算方法将成为可

于 5 的品种；或总体种群大小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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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于 100，并且正在逐渐减少，纯种

固有假设条件下进行计算（E A A P -

的雌性动物所占的百分比小 80％

AGDB，2005）。根据△ F-50 可将某一品

的品种。

种归类为下列五类中的一类：没有危险，

危险品种：是指雌性育种动物的

小于 5％；潜在危险，5％～15％；最小

全部种群数量介于 100～1000 之

程度的危险，16％～25％；危险，26％～

间，或雄性育种动物的全部种群

40％；非常危险，大于 40％。基于下面一

数量介于 5～20 之间的品种；或总

套额外的风险因子，品种可以向更高风险

体种群大小稍大于 100，并且正在

级别转换：与其他品种较高的杂交率；雌

逐渐增大，纯种的雌性动物所占

性育种动物个体数量的下降趋势；或较低

的百分大于 80％的品种；或总体

的育种个体数量（同上）。

种群大小稍大于 1000，并且正在

欧盟根据欧盟指令No. 817/2004宣布

逐渐减小，纯种的雌性动物所占

了风险状态阈值，为农场主提供激励性资

的百分小于 80％的品种。

助，以保护危险品种。基于欧盟所有国家

濒危保护品种和危险保护品种：是

雌性育种动物总数进行计算，分别为每种

指已通过有效的公众保护计划或

动物建立阈值：牛—— 7500，绵羊——

在商业或研究机构中被保护的濒

10000，山羊—— 10000，马科动物——

危和危险品种。

5000，猪—— 15000，禽类—— 25000。并

没有危险的品种：是指雌性和雄

可就提高这些阈值进行进一步讨论。

性育种种群数量分别大于 1000 和

Gandini 等人 2004 年指出在欧洲范围内，

20 的品种；或种群数量达到 1000， 一个动物品种如果拥有1000或更多的雄性
纯种雌性育种动物所占比例接近

育种动物，它基本上就可以实现自我维持，

100％，并且总体种群大小不断增大。 但情况也不尽如此，预防一个品种失去自
上面提到的 FAO 体系并不是现存的
唯一风险状态分级方法。欧洲动物育种协

我维持能力要比恢复它更容易（同上）。
国际稀有动物非政府组织也已经开发

会——动物遗传数据库（EAAP-AGDB） 了一个基于注册的纯种雌性育种动物数量
开发了另一套分级方法，目前在被欧洲农

的系统，此系统将品系的优先顺序分为四

畜育种信息系统所采用（EFABIS）
（http:/

类：濒危，危险，脆弱，风险（Alderson，

/efabis.tzv.fal.de/）。它涵盖了 46 个欧洲国

2003）。为避免计算过程过分复杂，理论

家的水牛、牛、山羊、绵羊、马、驴、猪

上应被包括在风险状态评估中的其他因素

和兔的品种，基于遗传风险，描述了50年 （育种单元的数量、无关种畜家系的数量、
的近亲繁殖的预期累积贡献率（△F-50）。 种群趋向、主要育种单元之间的距离）在
按照上述公式 Ne = 4MF/（M+F），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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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特性鉴定方法

1 导言

2 特性鉴定——决策的基础

动物遗传资源的特性鉴定包含了与鉴

国家水平的遗传资源管理的关键信息

别、定性定量描述等有关的所有活动，以及

将关系到，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点，一个特

种群、
种群已经适应或仍未适应的自然生态

定的种群是否能够自我维持，或它是否处

环境和生产体系等有关文件。
特性鉴定的目

于危险状态。品种或种群状态的初步评估

的是为了对动物遗传资源有一个更好的了 （原始监测）基于以下信息：
解，
了解其在当前和可能的未来的特定环境

●

种群大小和结构；

下在粮食和农业上的利用，
以及不同品种种

●

地理分布；

群的现状（FAO，1984； Rege，1992）
。国家

●

品种内遗传多样性；

水平上的特性鉴定包含国家动物遗传资源的

●

品种的种群在多个国家的遗传关

鉴定和测量。
该过程还包括收集信息的系统
文档，以便于获取。特性鉴定活动应该有助

联（例如，西非 Djallonke 绵羊）。
如果一个品种 / 种群不存在风险，则

于特定环境中动物效能的客观和可靠预测， 没有必要紧急计划来执行保护措施。然
从而能对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各种主要生产系

而，作为国家动物发展计划的一部分，必

统进行潜在效能的比较。因此，特性鉴定绝

须对是否需要遗传改良计划来适应变化的

不仅仅是现存报告的堆积。

市场条件做出决策。关于这种改良计划的

特性鉴定计划提供的信息使一定范围
内的利益群体，包括农场主，国家政府，地
区和国际团体，能够对动物遗传资源管理

决策主要以动物养殖者和社团的长远利益
信息为指导。
如果一个品种 / 种群被发现处于风险

的优先序做出知情选择（FAO，1992a； 之中，则必须采取积极的保护策略，否则
FAO/UNEP，1998）
。这些政策决策选择的

就必须要接受品种的潜在损失。为对可利

目标是促进动物遗传资源的深化和发展，
以

用保护计划的有限资源进行分配，需要确

保护这些资源满足当代和后代的发展需求。 定品种的优先序。这些决策可能基于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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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性、适应性试验、粮食和农业的相关

应该在地区水平上。目前，仅有少数几个

评估、或品种有疑问的历史/文化评价。另

关于动物遗传资源管理的多国联合行动的

外最有希望的策略是体内策略还是体外策

例子。因而，地区性协调机构 / 组织和支

略，抑或两者的组合也需要做出决策。如

撑性国家政策，需要支持这些决策并实施

果需要保护的品种在多个国家发现，决策

这些行动。

图 47
管理策略设计所需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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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维持品种的保护策略和开发计划

●

的决策需要广泛的特性鉴定信息，包括：

品种的总体遗传多样性中的重要

品种种群的典型表型特征的描述，

●

品种的遗传差异性及其在被考虑
性（为使多样性最大化，以保护人

包括身体特征和外貌，经济特性

类后代的利益）；

（例如生长，繁殖和产量/ 品质）和

●

品种的起源与发展；

这些特性变化的测量（例如变化

●

独一无二的遗传特性（或独特的

范围），关注焦点一般是品种的生

表型，如果不了解遗传特性）及其

产性能和适应性；

在当前或预先的生产环境中的意义。

生产环境的描述（插文 68），包括

●

●

●

国家决策者需要鉴定能使遗传改良计

种群栖息的原始生境和目前的生

划发挥最大效能的品种。这些改良计划可

产系统——有些品种在很多国家

能包括面临风险的品种，并作为保护计划

的多个生产系统中生存，有时候

的一部分。品种改良投资应该用足够的投

在他们的原始地理区域之外；

资回报来证明。在特定的生产环境中，或

种群在适应性和生产性能方面任

涉及生产环境中的预期变化（包括市场条

何特殊特征（独一无二的特征）的

件），要由品种的效能水平、特定的适应

文档——包括对环境胁迫因子的

性和/或特殊的使用价值来决定。因此，效

反应（病害和寄生虫的挑战，极端

能数据、具有独特用途的属性和价值，以

的气候，粗劣的饲料品质等）；

及普通生产环境的详细描述实质上是指导

典型的成年雄性和雌性动物在典

品种开发计划的决策基础。

型的生产环境中的图片；

开发适当的育种计划所需的一系列信

各团体利用其畜禽遗传多样性的

息，也可以将品种重新视为生产环境进化

传统管理策略中的相关本土知识

的选择，不论通过管理措施、市场条件以

（包括但不仅仅限于性别知识具

及文化取向的改变，还是生理因子（气候

●

●

●

体）
；

胁迫，疾病挑战）。同样，此信息也为动

现行管理行为（利用和保护）和

物遗传资源在下面的自然灾害（干旱、洪

利益相关者的描述；

水等）、疾病暴发或社会动荡的情况下进

国内外种群之间任何已知遗传关

行再引进方案的设计所需。再引进可以基

系的描述。

于国内，地区内其他国家或世界其他地区

除了为两种途径（保护和开发）列出

国家的可利用动物遗传资源。任何情况

的信息之外，下面的补充信息对指导保

下，再引进计划都应该寻找并获得最能适

护计划的优先序和地理区域的选择是很

应引入地生产环境的动物。

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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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68
动物遗传资源的生产环境描述符号
生产环境的全面描述实质上是利用性能数

组指出，许多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能力收集

据和了解品种 / 种群的特殊适应能力。品种的
自适应度非常复杂，并且难以直接测量，但可

和分析生产环境变量，因此，一个相对简单的
描述系统，由于更容易被利用，可能较为可

以通过描述一直影响动物基因库（品种）以及
使其对环境自适应度最大化的初级变量（标

行。尽管存在这些关注，但提议的制度仍需要
非常详细的信息。较为详细和更务实的生产

准）来间接表现其特点。因此，生产环境的描
述对更好地了解特定动物遗传资源的比较自适

系统描述方法可能会促进目前育种文档较大
的缺口的填补。不过，应该尽可能地鼓励具体

应度是非常有价值的。
1998年 1 月，一个专家组在澳大利亚·阿

的做法。
阿米代尔会议上设计的这套系统似乎是开

米代尔会晤，制定了一个非常详细且条理分
明的方法，用五种主要标准来描绘了所有的

发生产环境描述符（PEDs）的结构化集合，并
用于描述畜禽品种特性的的第一次尝试。国际

粮食和农业用动物的几乎所有的生产环境。 家畜研究所（ILRI）开发的畜禽遗传资源信息
五个标准分别是：气候；地形；疾病，疾病配 系统（DAGRIS）数据库包含专用于每个具体
合物和寄生虫病；资源有效性；管理（FAO， 品种生境的领域，但没有集合结构的条目，并
1998）。在第二级，每个标准选择3～7个指标 且迄今为止能提供的数据还相当有限。奥克拉
用来刻画（即描述和测量变量）生产环境的特
点。每项指标选择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核对器

荷马州州立大学的“畜禽品种”数据库提供了
一些生产环境方面的资料，但也不是一套描述

进行鉴定，来详细说明或测量每个指标。工作

符的系统集合。

界水平上的类型和范围不同。因此，使品

它们的可观察特性，地理分布，用途和综

种特性的相关信息到达所有决策者显得

合管理，以及它们的生产环境所需的数

非常重要。例如，某个国家可能不打算对

据。完整的基础值需要一次测量完毕；当

某个特殊的当地品种的保护进行投资， 在畜禽区观察到重要变化时，需要对某些
但某个地区或国际组织却认为此品种是一
个独一无二的遗传资源，应该在全球范围
内保护。

元素进行重新测量。
作为开发动物遗传资源管理全球数据
库的组成部分，FAO开发了一套完整的动
物和环境描述符号，从而为不同水平上的

3 特性鉴定工具

标准化特性鉴定活动提供指导（F A O ，
1986 a,b,c）。然而，这些符号过于复杂不
适于推广应用。基于这个事实，FAO开发

3.1 测量

了用于哺乳动物和禽类数据收集的简化形

测量被用来系统收集鉴定种群和描述

式（参见表97和表99中的数据条目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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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简化形式基于 EAAP 的实践，EAAP

析可能被轻视。多元测量技术的结果也需

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数据收集工作，并

要通过互补的分子遗传研究来校验

且随后建立了第一个基于计算机的信息系 （Ayalew 等，2004）。
基于动物遗传资源管理的全球策略，

统—— EAAP-AGDB。ILRI 与 FAO 在津
巴布韦协作开发并测试了一种收集和分析

动物遗传资源测量涵盖了10类变量，包括

田间品种信息的方法（R o w l a n d s 等， 基本和高级品种种群信息，品种的主要用
2003）。此方法也在埃塞俄比亚得到应用。 途，品种的起源、发展 / 进化，典型的形
这项工作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大范围畜禽测

态学特征，平均效能水平，特殊特性，以

量的时间和后勤需求以及数据的管理与分

及正在进行的保护行动。

表 97
全球动物遗传资源数据库中记录的哺乳动物品种信息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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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物种
品种（大部分是通用名，也包括其他的当地名称）
分布
种群数据
种群的基础信息
数据收集的年份
总体种群大小
种群数据的可靠性
种群趋势（增长，稳定，消退）
种群数量（基于物种 / 品种的普查 / 测量或估计）
种群的高级信息
雌性和雄性育种动物的数量
同一品种中与雄性动物交配的雌性动物的百分比
和用于交配的雄性动物的百分比
血统登记书 / 登记机构中登记的雌性动物的数量
人工授精的使用以及精子和卵子的保存
畜群的数量和平均畜群大小
主要用途
重要程度的列举
起源和发展
目前的驯化状态（驯化的 / 野生的 / 未驯服的）
分类学分级（物种 / 品种 / 品系 / 家系）
起源（描述和年份）
引入
畜禽血统书建立的年份
物种监测组织（地址）

●

●

●

●

●

●

形态学
成年畜禽的身高和体重
畜禽角的数量和形状 / 尺寸
颜色
特定的可见性状
头发和 / 或毛的性状
特定性状
产品的特定性状
特定健康特性
特定环境的适应性
特定的繁殖特性
其他的特定性状
管理状况
管理系统
灵活性
成年畜禽的饲养
舍饲时间
特殊的管理条件
原地保护
原地保护计划的描述
移地保护
储存的精液和代表性雄性种畜的数量
储存的卵子和晶胚中的母畜和种畜的数量
移地保护计划的描述
效能
出生体重
性成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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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7（续）
全球动物遗传资源数据库中记录的哺乳动物品种信息
雄性育种个体的平均年龄
第一次分娩时间和分娩间隔期
繁殖期的长度
奶的产量和哺乳期长度（哺乳动物）
乳脂
瘦肉

日增重
畜体体重
屠宰率
效能测量状态下的管理条件
资料来源：FAO/UNEP（2000）
。

表 98
全球动物遗传资源数据库中记录的鸟类品种信息
基本信息
腿和脚的颜色
物种
冠的形状
品种（大部分是通用名，也包括其他的当地名称）
蛋壳颜色
● 特定性状
分布
● 种群数据
产品的特定性状
种群的基础信息
特定健康特性
数据收集的年份
特定环境的适应性
总体种群大小（范围或准确数值）
特定的繁殖特性
种群数据的可靠性
其他的特定性状
● 管理状况
种群趋势（增长，稳定，消退）
种群数量（基于物种 / 品种的普查 / 测量或估计）
管理系统
种群的高级信息
灵活性
雌性和雄性育种动物的数量
成年家禽的饲养
同一品种中与雄性动物交配的雌性动物的百分比
舍饲时间
和用于交配的雄性动物的百分比
特殊的管理条件
● 原地保护
血统登记书 / 登记机构中登记的雌性动物的数量
人工授精的使用以及精子和卵子的保存
原地保护计划的描述
● 移地保护
畜群的数量和平均畜群大小
● 主要用途
储存的精液和代表性雄性种畜的数量
重要程度的列举
移地保护计划的描述
● 起源和发展
● 效能
目前的驯化状态（驯化的 / 野生的 / 未驯服的）
性成熟期
分类学分级（物种 / 品种 / 品系 / 家系）
第一次产蛋年龄和产蛋间隔期
起源（描述和年份）
繁殖期的长短
引入
年产蛋量
畜禽血统书建立的年份
日增重
物种监测组织（地址）
畜体体重
● 形态学
屠宰率
成年家禽的活体体重
效能测量状态下的管理条件
羽毛形状
资料来源: FAO/UNEP（2000）
。
翅膀形状
皮肤颜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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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监测

测活动就可能划算的。为对高风险的遗传

所有品种种群大小和结构的变化都需

资源进行管理，就需要目前的种群大小和

要按规定被记录归档。由于现代育种技术

地理分布数据。对于这些种群，其直接包

的应用，全球贸易发展，市场需求以及特

括的实际种群大小的简单、规范量化和报

殊品种的倾向政策，可能会导致品种种群

告就足够了。分布广泛的大种群可能需要

大小和结构变化迅速，因此变化的记录归

建立分层样本，对国内每个主要地理区划

档工作应该每年或每两年进行一次。

种群的某个部分进行监测。由于缺乏便于

品种的测量每个世代至少进行一次， 实施的收集此类数据的工具，一般还缺乏
尤其是面临风险品种或存在潜在风险的品

进行评估的受训人，以及部分决策者和执

种。进行测量的时间间隔分别为：马、驴

行者缺乏对这些信息重要性的认识，因此

8年；牛，水牛，绵羊和山羊5年；猪3年； 检测工作将面临巨大挑战。
家禽 2 年。

每个国家都有机会利用好有利的现有

目前，大多数国家畜禽普查不包含品

活动进行动物遗传资源监测，因此也可以

种水平上的数据，并且品种种群数量的规

避免重大的额外耗费。国家畜禽普查就提

范报告也不存在了。已被归类为面临风险

供了很好的机会，并且还可以在畜禽销售

的物种和品种应该得到规范监测，使这种

或贸易地点建立有效的监测站。这种方法

监测作为国家早期预警的基础。

通过把畜禽带给监测者而大大减少了耗

监测活动过程中收集到的信息可以对

费。然而，商品动物可能不能精确地反映

动物遗传资源的管理计划进行调整。监测

农场中目标种群的结构。在存在农场主组

程序需要认真设计，以保证能为农场主、 织、育种团体、畜群或畜场的国家，注册
管理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反馈。监测

跟踪可能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监测特殊动物

方法应该灵活，并且不同操作人员的监测

品种的方法。也有可能将监测活动与现存

活动之间需要进行很好的协调，因为不同

的国家相关部门的任务结合起来。例如，

的监测组将会监测不同的参数。例如，农

野生生物学家可以把畜禽种群的监测作为

场主可能希望监测生产参数，资源管理者

野生生物监测的一部分。卫生官员可以在

可能希望监测品种目录的完整性，行政管

执行食品加工检查或兽医提供服务的时候

理人员可能希望监测各种计划的成本有效

按照品种记录畜禽种群数量。然而，所有

性。监测还需要评估行动计划执行的进

这些选择，必须小心处理，并考虑到可能

展，鉴定新的优先序、问题和机会。

存在的偏见。基于现有活动可得到的信息

监测是动物遗传资源管理耗资巨大的

价值必须与额外信息进行权衡，但是与特

一个方面。然而，如果国家采取的监测方

殊设计的监测进行动物遗传资源监测相比

法具有战略性，发挥现有资源的优势，检

成本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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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基因图谱，包括已知基因载
体的鉴定；

●

指导各国进行各自的农业普查）（FAO，

在种群内鉴定亲本和遗传关系
（例
如，DNA 指纹识别）
；

2006）鼓励各国收集并报道品种水平上

●

支撑标记辅助动物种群遗传改良；

的畜禽数据。

●

开发用于研发的 DNA 库（Hanotte

3.3 分子遗传特性鉴定

和 Jianlin，2005）。在家谱和种群

分子遗传特性鉴定旨在探索选择的蛋

结构信息有限或没有的种群里，

白分子和 DNA 标记的多态性，来测量种

分子标记也可以用来鼓励有效种

群水平上的遗传变异。由于蛋白中观察到

群大小（Ne）。

的多态性水平较低，因此在多样性研究中

在缺乏广泛的种群特征数据以及育种

的应用受到限制，分子遗传特性鉴定选择

群体起源的文档时，分子标记信息可以提

DNA水平的多态性作为标记（见第三章）
。 供给定种群样本内部和种群间遗传多样性
分子遗传特性鉴定的过程包含生物学

的最容易获得的估计。

材料的田间取样（经常是血样或毛根样），

3.4 信息系统

样品 DNA 的实验室提取，DNA 存储，实

信息系统或数据库可以用于不同目的，

验室分析（例如基因分型或测序），数据

但他们大都包含计划的决策、研究、培训、

分析，报告撰写以及分子遗传信息数据库

规划和评价，进展报道和公众知晓等重要

的维护。用于分子分析的取样可与监测

信息。一个信息系统一般包括硬件、软件

和/或测量相结合，因为自身的分子信息， （应用）
，有组织的数据（信息）和通讯设备。
不能用于利用和保存决策。
分子遗传水平上的特性鉴定主要用于

既可通过手工操作，也可以用计算机进行
电子操作，或者进行两者组合。这些信息可

探索动物种群内部和种群之间的多样性， 以存储在一个独立的桌面机或者网络计算
并且确定这些种群之间的遗传关系。另

机上。另外，这些数据可以存放在因特网

外，实验室工作的结果主要用于：

上，允许外部访问并观看；或存放在交互式

●

测定品种内部和品种之间的多样
性参数；

●

●

动态系统中，以便随时更新信息。
信息系统的总体目标是能够通过一定

确定特殊种群的地理分布，和 / 或

范围内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政策制定者、

不同遗传起源种群的混合物的地

产业开发者、农场主、研究人员以及其他

理分布；

兴趣群体，来支持关于动物遗传资源的现

提供进化关系信息
（系统进化树）， 在和未来的潜在利用的决策。因此，它们
阐明起源和迁徙路线的中心；

需要集成基本的决策支持工具来满足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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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国家、次区域、区域以及全球范围内

息系统（DAGRIS）是一个已出版文献和

的利益相关者的需求。然而，这些不同层

灰色文献的综合研究信息数据库。俄克拉

次或水平上的用户各自都有不同的目标， 荷马州州立大学畜禽品种信息系统对品种
并且对信息系统数据感兴趣的方面也各不

起源、特性与利用进行了概括总结。这些

相同。例如，地区或全球层次上的用户将

信息系统的内容见插文 69。

会对品种的边界分布、畜禽边界市场、越

现在，无论是根据国家，还是品种的

境疾病风险以及边界种质资源交换更感兴

研究，信息资源条件都非常便利。也就是

趣。相反，与国家和政府间（当地）水平

说，它们有足够的可利用研究信息，并能

的用户相关性更大的则是育种种群大小、 使用户对每条信息的价值做出明智的判
兽群 / 鸟群结构、生产水平以及当地的环

断。如果研究者和决策者想获得自己所需

境胁迫因子。像跟外部信息资源一样，各

的信息，现有信息系统的功能将需要进行

层次之间的连接与信息交换可能会使信息

大幅度改进，以允许不同种类的信息在数

系统增值。补充数据库可以通过数据转换

据源内部和数据源之间进行提取和定制分

系统进行信息交换，或通过因特网的电子

析。数据获取的范围也需要扩大，使品种

链接作为彼此的网关。例如，国家或地方

信息可以与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的

动物遗传资源数据库可能会与地球物理数

环境和生产系统地图相链接。这将允许研

据库（气候，土壤，水或风景）相链接。 究很少的适应性试验，例如疾病抗性，能
这些数据集之间的功能性链接可能会导致

够通过过去和现在品种分布和利用进行预

动物疾病风险地图以及特殊品种对胁迫环

测（Gibson 等，2007）。

境的特定适应性信息的产生。

动物遗传资源信息系统已经作为全球

畜禽多样性的国家数据库是基本的规

公共财产被开发和管理，对私营部门或主

划工具。它们提供了动物遗传资源的种群

要的基金组织的投资吸引力较低。这说明

大小、分布、状态和利用价值情况的当前

系统所包含的信息与开发潜能相比非常有

状态。允许访问已规划的和正在实施的管

限，并且对有效达到它们的既定目标很有

理活动信息。另外，它们还方便了现存信

必要。避免这种局限的一种可能就是建立

息的世代鉴定。

信息系统之间的贯通性和互用性功能。
农畜

目前，大量动物遗传多样性的公共领

品种信息系统（FABIS）
（一个分布式动物遗

域电子信息系统在全球范围内都可以访

传资源信息系统）已经实现这种功能，它使

问，并且包含来自多个国家的数据。其中

各国建立了基于 Web 的国家信息系统。这

D A D - I S 和 E F A B I S （前身为 E A A P -

个信息系统可以通过较高水平的网络—地

AGDB）与FAO的动物遗传资源全球信息

区系统（如欧洲畜牧生产协会—动物遗传

系统有关。由ILRI管理的畜禽遗传资源信

数据库，EFABIS）和全球系统（畜禽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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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69
全球范围的信息系统
畜禽多样性信息系统（DAD-IS） [http://
www.fao.org/dad-is]

—动物遗传数据库（EAAP- AGDB）和畜禽多
样性信息系统（DAD-IS）的不兼容问题而开

由 F A O 开发的畜禽多样性信息系统
（DAD-IS）是第一个可以全球访问的动态多语

发的。新的系统可以运用自动化数据同步技术
创建一个分布式信息系统网络。每个国家和地

言动物遗传资源数据库。它作为一个贯彻执行
动物遗传资源管理的全球策略的关键通讯和信

区可以此为工具来创建各自的基于 Web 的信
息系统。信息内容和界面可以被翻译成任何当

息工具开始启动，来帮助各国和国家协作网实
施各自的计划（FAO，1999）
。除了国家级的

地语言。界面的外观可以修改来反映当地风
情。除了核心数据结构，每个国家和地区可以

品种信息和图片，DAD-IS 还提供了一个包含
大量所选技术和政策文件的虚拟库，包括动物

进一步定义反映其特定需求的数据结构。这些
特性不会在上级信息系统中同步进行。葡萄牙

遗传资源相关研究的工具和准则。它提供与相 建立了第一个基于这个新框架的国家信息系统
关电子信息资源的Web链接。并且还拥有一个 （http://efabis.izoo.krakow.pl）
，并且定义了附加
为观点交换和选择特殊信息需求的工具，通过
与一定范围的利益相关者连接：农场主、科学

结构来保存农用鱼类和蜜蜂信息。国家联络人
可添加品种信息、图片、外部网站的链接、联

家、研究者、开发者和政策制定者。
畜禽多样性信息系统，DAD-IS 提供了

系地址和新闻等。
畜禽遗传资源信息系统（D A G R I S ）

国家级品种水平上的起源、种群、风险状态、 [http://dagris.ilri.cgiar.org/]
特殊性状、形态学和效能信息，这些信息由
畜禽遗传资源信息系统（DAGRIS）由国
FAO 成员国提供。目前，该数据库包含 181
个国家的 35 个物种的超过 14000 个国家级

际畜禽研究所（ILRI）开发和管理。于 1999 年
开始作为对全球动物遗传资源研究信息进行比

种群。畜禽多样性信息系统，DAD-IS 的一
个重要特征是它提供了一个国家安全的信息

较分类的工具。除了包含从本地品种的起源、
分布、多样性、特性、现行利用和状态的文献

储存和交流工具。每个国家通过他们的官方
指定联系人（动物遗传资源管理的国家联络

综合中获得的信息之外，DAGRIS还包括全部
的参考文献和已发表或未发表的科技文献的摘

人）决定品种数据释放的时间和内容。表 97
和表 98 汇总了畜禽多样性信息系统，DAD-

要，并附于系统内品种的后面，这一点是独一
无二的。DAGRIS被设计用来支持研究、培训、

IS 的全球品种数据库中记录、储存和分布的
信息。

公众知晓、遗传改良和保存。数据库的第一版
于 2003 年 4 月在网上发布，同时发布光盘版。

畜禽多样性信息系统，DAD-IS:3 已经基
于与欧洲畜禽生物多样性信息系统（欧洲畜牧

目前，数据库包含了非洲的 154 个牛品种，98
个绵羊品种和 62 个山羊品种，以及非洲和一

生产协会—动物遗传数据库，EFABIS，http:/
/efabis-eaap.tzv.fal.de）相同的软件和功能进行

些亚洲国家的129个鸡的生态型/品种和165个
猪品种的超过 19200 个试验记录。DAGRIS 的

了重建，并且具有相似的界面。所用软件依托
一个欧洲联合项目，为克服欧洲畜牧生产协会

品种信息页面提供 FAO 的 DAD-IS 系统里相
关品种的 Web 链接，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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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67（续）

性信息系统，DAD-IS）进行核心数据交换。

全球范围的信息系统
畜禽遗传资源信息系统（DAGRIS）的范

4 结论

围正被扩展，在不久的将来，它将能覆盖更多
亚洲的品种（火鸡、鹅、鸭）和国家（Ayalew
等 ， 2 0 0 3 ）。 畜 禽 遗 传 资 源 信 息 系 统
（DAGRIS）后面步骤的优先序是：1）新模块
的开发，以允许所有用户都能向数据库上传
相关的研究信息，使数据库管理者能够获取
和比较其他难以获得的品种水平的信息；2）
数据库中GIS链接的开发，以获得尽可能多的
品种水平信息的空间参考；3）DAGRIS 的国
家模块模板的开发，以帮助感兴趣国家进一

对动物遗传资源进行充分的特性鉴定
是国家畜牧产业发展中成功的管理计划和
知情决策的先决条件。特性鉴定领域发展
起来的工具应该有一套进行品种种群的鉴
定，描述和归档的战略性和连贯性方法。
人们对特性鉴定方法的兴趣正在渐增，特
性鉴定的范围也在逐渐深入扩大，分子特

步开发和定制数据库。
畜禽品种——俄 克 拉 荷 马 州 州 立 大 学

性鉴定尤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

[http://www.ansi.okstate.edu/breeds]
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州立大学动物科学系

织规范监测和测量。

管理此信息资源，并于 1995 年开放。它按照
起源、分布、典型特征、利用和品种种群状

种描述中重要的缺少因素是各自品种的明

仍然还需要更多更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来组
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品种描述中，品

态，连同品种信息的照片 / 图像和主要参考
文献，提供了品种的概述。它列举了来自全

确定义，来赋予它们唯一的特性，并且也

世界的动物品种名单，并且提供了按地区分
类查询的选项。截止到 2006 年 1 月，数据库

境定义的一个基础结构已经被提议，但是

包含了 1063 个品种，包括 280 个绵羊，262
个牛，217 个马，100 个山羊，72 个猪，8 个

信息系统需要进一步开发，来简化信息采

是它们所接受的生产环境的描述。生产环
还需要被审查和实施。现有的有关品种的

驴，8 个水牛，6 个骆驼，4 个驯鹿，1 个美
洲驼，1 个牦牛，64 个鸡，10 个鸭，7 个火

集、加工、能达性和贯通性。

鸡，7 个鹅，1个珍珠鸡以及 1 个黑天鹅品种。
它还提供了与虚拟畜禽库中相关信息的链

具和方法，就像早期预警和反馈工具一样，

接。目的是根据品种的数量及其所包含的教
育和科学信息，通过与全世界的个人与大学

泛信息。然而，如果需要采取紧急行动，就

协作，来扩展系统的范围。系统欢迎提交未
包括在此名单里的品种信息或已包括品种的
附加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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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分子标记——探索遗传
多样性的工具
如系统发育分析和有用基因寻找）和应

1 导言

用研究（例如标记辅助育种、亲权鉴定
和 食 品 可 追 溯 性 ）。 本 部 分 主 要 关 注
DNA标记在动物遗传资源多样性特性鉴

DNA 标记广泛应用于基础研究（例

定中的应用，以及寻找相关基因的功能

插文 70
DNA、RNA 和蛋白质
DNA 由成对的染色体组成，分别来自两 完整蛋白质，或一个蛋白质复合体的一条
个亲本。因此，个体的每个基因都由两个副本， 链）。mRNA 分子被读取或一次编译 3 个核苷
成为等位基因，每一个在两条染色体中的其中
一条。哺乳动物的基因分散在染色体内，间隔

酸（1 个密码子）。mRNA 的密码子和携带相
应氨基酸给核糖体的tRNA分子的反密码子的

很大，主要是重复的 DNA 序列。基因由编码 互补确保了最新的成形多肽包含所需氨基酸
序列（外显子）构成，基因之间由内含子隔离。 的特定序列。
后者不含蛋白质编码信息，但有时候在基因
表达的调节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由基因编

并不是所有的基因都被翻译成蛋白，有一
些将它们的功能表达成 RNA 分子（例如翻译

码的指令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是将遗传信息
转录（复制）为另一类型的核酸——核糖核酸

过程中的 rRNA 和 tRNA）
。最近，人们又发现
了 RNA 在 mRNA 编辑过程中和基因表达调节

（RNA）。外显子和内含子都被转录到一个初 中的新作用（Storz等，2005； Aravin和 Tuschl，
级信使 RNA（mRNA）的分子中去。接下来， 2005； Wienholds 和 Plasterk 2005）
。当然，似
这个分子将被编辑，去处内含子，将外显子连
接起来，并且在每个 mRNA 的末端添加独一

乎没有编码 RNA 是各种调节过程的主要调节
者（Bertone 等，2004 Clop 等，2006）
。因此，

无二的特征，从而创造出一个成熟的 mRNA 三种类型的分子在调查细胞、组织和整个机体
分子，并接着被转运到细胞质内的核糖体内。 水平上的遗传特性的过程中是有用的，它们分
核糖体由核糖体 RNA 和蛋白质构成，是第二
步的进行场所。第二步是将先前复制到

别是：DNA，包含已编码的指令；RNA，将指
令传输到细胞工厂；由指令编译成的蛋白质，

mRNA 中的遗传信息编译成一个多肽（一个

生成功能细胞和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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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变异。重要的是要指出RNA 和蛋白质

存储和分析方面的新进展正给我们带来新

也含有重要信息，因此，应该进行平行

的认识革命。关于复杂生物学过程中的生

研究。下面探讨了它们在寻找功能性变

物分子的一整套观点正在浮出水面。继结

异中发挥的作用。
生物多样性是 DNA 序列变异和环境
影响的结果。遗传变异是绝对的，某个物
种的每个个体，除了孪生子之外，都拥有
一个独一无二的 DNA序列。DNA 变异是
由单核苷酸的置换（单核苷酸多态性，
SNPs），各种长度的 DNA 片断（从单个
到几千个核苷酸）的插入或缺失，或DNA
片断的重复或到位。DNA 变异分为“中
性”变异和“功能性”变异。如果变异没
有引起代谢或表型试验的变化，因此不
属于积极、消极或平衡选择，称之为“中
性”变异；反之为“功能性”变异。编码

插文 71
新的“基因组学”学科
基因组学绘制了个体和群体之中基因与遗
传变异之间的图表。它使人们能够洞察遗传信
息向代谢功能和表型特征的翻译，揭开了一系
列生物学过程及其与环境因子的互作。基因组
学包含量一系列高通量技术（如蛋白质组学和
代谢组学）与生物信息学技术的组合，其中生
物信息学技术实现了大量数据的处理、分析和
综合。
生物复杂性的调查是一个新的边界领域，
它需要高通量的分子技术，计算机的高速处理
和海量存储，各学科专家之间数据分析与综合
（插文 70）的新方法。

序列的关键核苷酸的突变可以改变蛋白
质的氨基酸组成，因而导致新的功能性
变异。与原始的“野生型”相比，新陈代
谢的效率可能会提高或降低，可能会彻
底失去功能，甚至可能获得新的功能。调
控区的突变可能会影响基因表达的水平
和模式；例如，在不同的发育或生理时
期，特定组织中蛋白表达的启动/中止，或
表达的不足 / 过量。
虽然简单生物分子的分析已经充分证
明了其在理解生物现象中非常有用，但是
大规模的 DNA，RNA 和蛋白平行调查揭
示了生物复杂性的解释和模拟中的新观
点。以“－组学”为后缀的新兴学科正在
诞生。在这些领域，DNA，RNA 和蛋白
质的制备、鉴定和测序以及大容量数据的

插文 72
分子技术的最新进展
当前有关畜禽育种和遗传多样性保存的分
子生物学研究的革命性进展包括：1.大部分重
要畜禽物种的全基因序列的确定；2. 全基因组
多态性测量技术的发展（例如，单核苷酸多态
性的检测方法）；3. 测量大范围基因转录的微
阵列技术（芯片技术）的建立。全基因测序得
到的信息（鸡的已经完成，猪和牛的已基本完
成）
，加之与 SNP 技术的结合，将会加快基因
的寻找速度。用于鉴定影响目标特征的染色体
区域的数量性状基因定位（QTL）绘图，位于
同一区域的候选基因的存在，及其在不同物种
之间的表达方式（例如，通过微阵列和蛋白组
分析）和功能的调查，将会共同鉴定关键基因，
并且揭开目标特征生理学调节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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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基因组学、转录组学和蛋白组学之后， 起源的混合种群的地理区域一样。3.1 节
除了其他系统生物学，又发展起来了复杂

概述了在种内和种间遗传多样性评估中

程度更高代谢组学和互作组学（Hood等， 应用的分子技术。
2004； Box 69）。

作用二：有效种群大小（Ne）是估计
一个种群中为下一代繁殖和贡献基因的

2 分子技术在特性鉴定中的作用

有效动物数量的指标。Ne与一个种群中
的杂交和基因飘移水平密切相关，因此
是评估种群风险程度的一个重要指示因

遗传多样性信息是优化动物遗传资源

子（第一章和第六章）。对育种种群的

的保存和利用策略的根本。作为保存的资

Ne 进行可靠估计的传统方法主要基于

源是有限的，因此经常需要区分优先序。 家谱数据或种群普查。关于繁殖成功率
新兴的分子技术能够对包含在大量特征

和时代间隔变异的必要数据，对于发展

（包括适应性特征）中的基因，以及导致

中国家的种群往往不可靠。因此，分子

功能性遗传变异的多样性（数量性状核

方法可能是一个理想的选择（详细介绍

苷酸，QTN）进行鉴定。然而，我们没有

见 3.2 节）。

足够的知识来对基于功能性分子多样性

作用三：动物遗传资源管理的最高

的保存选择区分优先序，因此仍然需要

优先序是对具有独一无二性状的品种的

替代措施。表型特征提供了给定的个体

保存。其中，在挑战性环境中的生存和

或群体所携带基因的功能变量的粗略平

繁殖以及抵抗侵染性病害的能力显得尤

均估计。然而，大多数畜禽物种的表型都

为重要，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复杂性

没有被记录。

状，例如适应性和疾病抗性，是不明显

作用一：在缺乏可靠的表型和 QTN

的，或不易测量的。它们可以通过特定

数据或打算补充现有数据时，最快、最划

环境适应性试验或相关寄主侵染试验来

算的遗传多样性措施可以通过使用匿名

进行调查。然而，这些试验实施起来非

的分子遗传标记进行多态性分析来获得。 常困难且十分昂贵，还会引起有关动物
假设在中性标记上已经拥有一个特殊进

福利的关注。这正是为什么研究者对鉴

化历史的唯一种群可能携带功能变异的

定基因控制的复杂性状怀有极大兴趣的

唯一变量，匿名标记可能会为重要特征

原因。这些基因可以通过多种不同的方

提供间接的功能基因信息。在畜禽的起

法找到。3.3 节描述了现代研究发展起来

源和驯化以及后来的迁徙调查中，分子

的工具。

技术也被证明非常有用，就像提供进化
关系信息（系统发育树）和鉴定不同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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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73

3 分子技术概览

DNA 和 RNA 的提取和扩增
DNA，RNA 和蛋白质分析的第一步是生

本章主要讲述了目前已发展起来的用
于遗传多样性评估和功能变异定位的最重
要的分子技术。插文73描述了怎样将遗传
材料从生物材料中提取，并用于分析。插
文74概括了常用的分子标记的属性，插文
75讨论了取样（分子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
的方面）。
3.1 使用DNA标记评估遗传多样性
的技术

物样本的提取和净化。目前有几个方案和试
剂盒可用。所运用策略根据原材料和目标分
子而定。例如，从整个红细胞或白细胞中提取
DNA 相对比较简单，然而对加工过的食品却
相当困难。从胰腺中提取 RNA 非常困难，因
为此器官中的死后降解非常快。DNA，RNA
和蛋白质的纯度往往是获取可靠结果过程中
最容易忽视的因素。从细胞中将 DNA（或
RNA）分离后，下一步就是获得数以千计或
百万计的一个特殊基因或 DNA 片断的复制。
DNA 片断的复制可以通过微生物来完成，比
较典型的是大肠杆菌，也可以通过聚合酶链

核酸 DNA 标记

式反应（PCR）在体外完成。卡里·穆利斯的
PCR 技术曾获得诺贝尔发明奖，几乎可以对

很多标记都可以用于检测核算 DNA

任何一直序列的 D N A 片断进行指数扩增。
PCR 反应的关键部分是从一种能在高温下生

的多态性。在遗传多样性研究中，最常用
的标记便是微卫星。

存和繁殖的微生物—— Thermus aquaticus 中
分离出来的 DNA 聚合酶。这种热稳定的 Taq

微卫星

酶可以允许在 PCR 循环中进行链式复制，并
在目标 DNA 的复制数量上产生几何增长。一

目前，微卫星（插文 74）是畜禽遗

个 PCR 循环包括三步：i）在 90～95℃下使
DNA变性，将DNA分成两条模板；ii）在45～

传 特性鉴定研究中最常用的标记
（Sunnucks，2001）。它们的高突变率和共
显性特征使种内和种间遗传多样性以及
品种间的遗传混合的估计成为可能，即
使它们紧密相关。
针对微卫星数据分析的突变模型选择
已有一些争论（无限等位基因模型或渐进
突变模型； Goldstein 等，1995）。然而，
模拟试验的结果已经标明无限定位基因模
型通常对物种内多样性评估有效
（Takezaki 和 Nei，1996）。

65℃下退火，短单链寡核苷酸（引物）与靶
标序列连接；iii） 新合成的 DNA 链在引物的
引导和 Taq 酶的催化下延伸或延长，温度设
定在 72℃。次循环一般能被重复 25～45 次，
来保证扩增用于检测的足够的扩增子。
蛋白质多态性是用于畜禽遗传研究的第
一种标记。然而，能够进行分析的多态性位点
的数量和在位点观测到的多态性水平常常很
低，因此大大限制了其在遗传多样性研究中
的应用。随着新技术的发展，DNA 多态性已
经成为标记的选择，来进行遗传变异的分子
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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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74
常用 DNA 标记
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RFLP）是利用限
制性内切酶能识别 DNA 分子的特异序列，并

在不久的将来SSR将受到挑战。FAO已经推荐
了用于主要畜禽物种多样性研究的微卫星定位

在特定序列处切开 DNA 分子（例如 EcoRI 在 装置，该装置由国际动物遗传学会（ISAG）—
回文序列GAATTC定义的位点将DNA切开）
。 — FAO 动物遗传多样性顾问小组开发。（见
目前，RFLP 的最主要的用途是作为 PCR 的下
游工具（PCR-RFLP）
，来检测在特定的限制性

DAD-IS 文库）
小卫星具有与微卫星相同的特点，但是串

酶切位点具有不同序列的等位基因。一个基因
片断首先通过PCR进行扩增，然后再暴露于一

联重复为 10 到几百个碱基。微卫星和小卫星
都被认为是可变性串联重复序列（VNTRs）多

个只能切开其中一个等位基因特定的限制性内
切酶。已消化的扩增子通常用电泳来溶解。

态性。扩增片段长度多态性（AFLPs）是一种
DNA 指纹识别技术，可以通过 PCR 扩增检测

微卫星或简单重复序列（SSR）或简单串
连重复（STR）由一类由 2～6 个碱基组成的基

DNA 的限制性片断。
序列标签位点（STS）是染色体中仅出

序 串 联 重 复 而 成 的 D N A 序 列 （ 例 如 ， 现一次的 DNA 片断，它的位置是已知的。它
CACACACACACACACA）
。它们通过真核细 们不需要进行多态性分析，而被用于建立物
胞染色体来复制传播。微卫星相对较小，因此
可以很容易地从各种资源（例如血、毛发、皮

理图。
单核苷酸多态性（SNPs）是单个核苷酸的

肤，甚至粪便）中提取的 DNA 中用 PCR 扩增
出来。多态性可以在测序凝胶上显现出来，并

变异，并不改变区域的DNA序列的总体长度。
SNP的发生遍布整个染色体。这种变异非常普

且 DNA 自动测序的有效性还允许进行大量样 遍，在人类染色体中，每 1000 个碱基中就有 1
本的高通量分析（Goldstein 和 Schl tterer， 个 SNP 出现（Sachinandam 等，2001）
。大多数
1999； Jarne 和 Lagoda，1996）
。微卫星是超变
量；它们通常可以展示在大量重复中互不相同

SNP存在与非编码区，并且对个体的表型没有
直接影响。然而，有些 SNP在表达序列或影响

的位点上的数十个等位基因。它们还是许多多
样性研究（例如亲本分析和QTL作图）的标记

基因表达的区域（启动子，增强子）中引发突
变，并且可以诱导蛋白结构或调节的变化。这

选择，但是随着廉价的 SNP 分析方法的发展， 些 SNP 具有检测功能遗传变异的潜力。

每个种群的等位基因平均值

GST，其中应用最广泛的是 FST（Weir 和

（M N A ），以及观察到和预期的杂合性

Basten，1990），它通过计算种群之间的等

（Ho和He）是评估种内多样性的两个最常

位基因频率的标准方差来测量遗传分化程

用的参数。最简单的种间多样性评估参数

度。差异显著性可以通过种群之间的FST

是遗传分化因子和遗传固定因子。目前， 值来计算（Weir 和Cockerham，1984），以
已经有几个评估量被提议，例如 FST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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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例如，Beja-Pereira 等，2003；

遗传材料的取样

Ibeagha-Awemu等，2004； Joshi等，2004；

样本收集是任何多样性研究的第一步也是
最重要的一步。也就是说，样本在调查种群中

Sodhi 等，2005； Tapio 等，2005）。最常
用的测量遗传距离的方法是Nei氏标准遗

应该独立且具有代表性。通常，如果分析了足
量的独立标记，每个种群精选出 30～50 个个

传距离（DS）
（Nei，1972）。然而，对于

体进行取样就能够为品种特殊性和种内多样性
提供所需的初步线索（例如20～30个微卫星；

主要影响因素，由于这种情况在家畜中经

Nei and Roychoudhury，1974； Nei，1978）。
然而，所需的实际数字可能视具体情况不同而

使用修正的Cavalli-Sforza遗传距离（DA）

不同，并且对于高度近亲繁殖的当地种群甚至
低一些，对于广泛传播且分为不同生态型的种
群可能会高一些。
在定义明确的品种中，独立样本的选择非
常简单，因为可以通过畜禽血统书或家谱记录
来选择。相反，由于没有可用的书面记录，对

密切相关的种群，基因飘移是遗传分化的
常发生，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因此推荐
（Nei 等，1983）。一般通过种族系统史的
重建可以显现种间的遗传关系，最常用的
就是邻近距离法（N-J）（Saitou 和 Nei，
1987）。然而，系统发育树重建的一个主
要障碍就是家系的进化被假设为非网状

于半野生的种群，独立样本的选择将十分困
难。在这种情况下，地理准则被大力推荐，也

的，也就是线性可以偏移，但线性之间不

就是说，从大量在广阔地理区域传播的畜群
中，在每个畜群中选出一个或少数几个独立的

小，新的品种常常起源于两个或更多祖先

动物个体，并将它们集中在一起。取样地点、
动物和畜群的相关地理记录和照片文档非常重
要，可用来检查意外露宿情况下的杂交情况，
或鉴定遗传多样性的兴趣地理模式。一套选择
良好的样本是一中长期有价值的资源，它可以
用来产生有价值的结果，即使利用比较落后的
技术。相反，有偏差的样本将产生歪曲的结果，
或即使利用最先进的分子技术都难以理解。

会交叉。这种假设在家畜中发生的几率很
品种的杂交育种。因此，必须慎重考虑系
统发育树重建提供的品种进化的可视化。
多元分析和最近的贝叶斯分聚类分
析方法已经被建议用于不同种群的微卫
星数据的混合分析（Pritchard 等，2000）。
家畜最有意义的此种类型研究大概就是
非洲牛的跨洲研究，它展现了起源，二次
移动的遗传信号，以及非洲牛的畜牧主
义的区别。

化 缺 乏 的 虚 假 设 （例如，M b u r u 等 ，

分子遗传数据与其他资源（如考古学

2003）。分子变异（AMOVA）
（Excoffier

证据和书面记录）的相互联合与补充，为

等，1992）的递阶分析可以用来评估品种

畜禽品种的遗传多样性的起源、随后的移

种群内和种群间的多样性分布。

动和发展提供了有用信息。由于表型变异

通过对遗传距离的估计，微卫星数据

的数据有限，现有遗传多样性的作图允许

也通常被用来评估种群和个体之间的遗传

对物种的功能性遗传变异可能发生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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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推测。

将 来 ， 对 于 一 些 品 种 ，例 如 山 羊 和 绵

虽然人们非常希望对每个独立研究获

羊，遗传多样性全球估计的传递交流。其

得的微卫星数据进行组合分析，但实际上

间，正在开发的新的数据分析方法将能实

几乎不可能。因为大多数利用 DNA 标记

现对仅有少数品种，并且没有或仅有几个

的种群遗传研究局限于少量品种，并且通

共同标记的数据集的综合分析（Meta 分

常来自一个国家（Baumung等，2004）。在

析）
（Freeman 等，2006）。畜禽多样性的

研究过程中，人们经常使用FAO推荐标记

这种全球设想将对重建畜禽种群，包括人

的不同种类，并且不同研究项目之间没有

类的起源和历史非常有价值。它也将加强

明确基因型的标准样本。不同的微卫星基

以保存动物遗传多样性为目标的区域和局

因型系统的应用引起了相同位点上等位基

部热点。

因片断大小估计的差异。为了提高通用标
记的使用率，FAO正为主要畜禽提议一个

单核苷酸多态性

最新的微卫星位点分类列表。FAO推荐使

单核苷酸多态性也是遗传多样性研

用分级归类的标记，以达到独立调查研究

究除微卫星之外的可选技术。目前用于

中标记重叠的最大化。对于某些物种，可

检测和定位 S N P 标记的方法已有几种

以利用标准动物的 D N A 。例如，欧盟 （参见 Syv nen，2001）。作为等位基因
Econogene 项目中使用的绵羊和山羊标准

标记，SNP 包含的信息内容非常少，因

DNA 试样已经被亚洲和非洲的许多其他

此要想达到 30 个微卫星位点的标准品

项目所选用，并且可以通过 Econogene 项

所得到的信息水平就需要更大的样本

目的网站（http://www.econogene.eu）提出

量。然而，正在发展的分子生物学技术

使用请求。

增加 SNP 定位的自动化水平，同时减少

畜禽遗传多样性的大范围分析的案例

耗费。看来，在不久的将来，低成本的

只有几个。H i l l e l 等人（2 0 0 3 ） 和

大量标记的并行分析方法将可能面世

SanCristobal 等人 （2006a）分别调查了整 （例如 Wong 等，2004）。据此展望，大
个欧洲的鸡和猪的多样性；Hanotte 等人

规模项目正在几种畜禽中进行，对数百

（2002）获得了几乎整个非洲大陆的牛的

万的 SNP 进行鉴定，以及对数千 SNP 进

数据；Tapio 等人（2005）评估了北欧国

行验证，并且鉴定染色体中的单体型区

家广大地区范围的绵羊多样性；Ca_on 等

断。与序列信息类似，SNP 可以对不同

人（2006）研究了欧洲、中东和远东地区

实验进行直接的对比分析和结合分析。

的山羊多样性。然而，对于大多数畜禽来

SNP 似乎是未来遗传多样性研究中

说，仍然缺乏全面的综述。正在进行的大

非常吸引人的标记，因为它可以被方便地

范围项目之间的密切合作保证了在不久的

用于评估功能性或中性变异。然而，SNP

364

第四部分

动物遗传资源管理的新进展

发明的最初阶段或 SNP 从数据库中的选

于系统发生和遗传多态性分析。细胞质

出非常重要。SNP 可以通过多种实验方

里线粒体携带的单倍体mtDNA具有母性

案产生（例如基因测序，单链构象多态性

遗 传 模 式 （ 即个 体从它 们 的母 本继 承

（ S S C P ）， 变 性 高 效 液 相 色 谱

mtDNA，而不是父本）和高突变率，并且

（DHPLC）），或与公众基因和表达序列

不能重组。这些特性使进化生物学家可

数据库中相同区域的多重序列进行电子

以通过评估mtDNA里的突变模式来重建

标记和比较。当数据还没有被随机获得

种内和种间的进化关系。MtDNA 还可以

时，群体遗传参数的评估标准是不能够

提供一种检测畜禽品种或亚种之间杂交

应用的。较为频繁的例子为：当 SNPS 开

关系的快速方法（例如. N i j m a n 等，

始在小样本（板，panel）中鉴定，然后

2003）。

又放入染色体这样的大样本中鉴定时，

D环的高变区或MtDNA控制区的序

则先前小样本中出现的中间频率的

列多态性已经在家畜野生祖先的鉴定，

SNPS，与所期望的随机样本中等位基

遗传多样性地理模式的建立，以及家畜

因变异的分布相比会出现偏差。SNPS

驯化的理解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确 实 能 够 应 用 到 未 来 群 体 遗 传 分 析 中 （Bruford 等，2003）。现代欧洲牛的中东
去，但是那些明确可以发现 SNP 技术的

起源最近被 Troy 等人证实（2001）。该研

统计方法一定要得到发展（Nielsen 和

究还鉴定了普通牛的四个母性来源，也

Signorovitch，2003；Clark 等，2005）。

证明了 在人类新石器时代人类迁出新月
沃土的过程中牛的遗传多样性的损失。

扩增片段长度多态性

同样，具有三个 mtDNA 来源的多重母性

AFLPs 为双显性分子标记（Vos 等， 起源在山羊中非常显著（L u i k a r t 等，
1995）。未知染色体区域的很多单核苷酸

2001），并且亚洲和新月沃土是可能的起

突变可以同时被检测出来，而且突变经

源中心。最近，一个 mtDNA 第三支系、

常会出现在未知功能的基因中。由于

第四支系和第五支系分别在中国绵羊

AFLP具有显性遗传模式，因此其分析品 （Guo 等，2005）、中国山羊（Chen 等，
种内多样性和近交系时会显示出它的缺

2005）和中国牛（Lai 等，2006）中被

点。然而，当分析品种间和相关物种间

发现。在亚洲鸡品种中，已发现 9 个不同

的多态性时，会体现出其信息含量高的

的 mtDNA 支系（Liu 等，2006），表明多

特点。

重起源在南亚和东南亚。所有这些结果
表明我们对家畜驯化和遗传多样性的了

线粒体 DNA 标记
线粒体 DNA 多态性已经被广泛应用

解还远远不够。家畜起源的深入讨论见
第一部分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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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利用标记估计有效种群大小

同胞或半同胞家族）的结构化实验种群

Hill 在 1981 年曾建议利用 DNA 多态 （例如F2代或回交代）或现有种群多态性
性的配子相分布来估计有效种群大小

标记的共分离来实现。具有几百至几千

（Ne）。由于连锁的标记，这种估计可以基

标记的中高密度遗传图谱对大多数畜禽都

于基因型连锁分子标记（微卫星或SNP）。 适用。
连锁位点的等位基因频率的预期相关性是

为鉴定一个特定性状的QTL，可以用

Ne 和重组率的一个函数。因此，Ne 可以通

一套均匀分布于基因组的已测定位置的分

过观察到的不均衡性来估计。Haye 等人

子标记来确定特例家族的基因型（插文

（2003）提出了一种基于染色体片段纯合

76）。已有很多统计方法可以用来推断特

性的类似方法。另外，这种方法还具有估

定标记间隔内是否存在重要的QTL，但是

计早期世代Ne 的潜力，因此还可以判断现

所有方法都基于畜禽家族拥有一个高水平

有的种群大小在过去是增加还是减少。通

的连锁不平衡：即染色体的很大片断在从

过示例数据集，研究表明荷兰黑白花乳牛

亲代向子代的传递中没有进行重组。

品种在过去经历了一个 Ne 的实质减少过

QTL 作图相通常采用精妙的 QTL 作

程，然而人类种群的有效种群大小在不断

图位置（QTL 精细定位）。为完成这项任

增加，这与人口普查和家系研究一致。

务，需要对附加标记以及以上目标区域发

针对功能变异的分子工具

生的所有其他重组事件进行分析。最近，

基于地图位置的方法：数量性状基

人们又设计了一个巧妙方法，并应用于染

因位点作图（QTL作图）遗传标记表现为

色体上BTA14区域的精细作图，该区域携

孟德尔法则性状；换句话说，它们遵循由

带了一个与牛奶脂肪含量和其他性状有关

3.3

孟德尔最先提出的分离和自由组合规律。 的重要 QTL（Farnir 等，2002）。这种方
位于同一个染色体上的两个基因是物理连

法利用了过去世代的历史性重新组合将作

锁的，并具有一起遗传的趋势。在减数分

图位置限制到相对较小的3.8 cM 区域，
一

裂过程中，同源染色体之间的充足可能会

个允许基因定位克隆的大小（DGAT1）

打破这种连锁。位于同一染色体上的两个 （Grisart 等，2002）。
基因之间的重组频率取决于它们之间的距

通过精细定位，人们就可以从鉴定区

离。因此，遗传标记之间的重组率是它们

域的基因中找到决定生产性状的基因。候

连锁程度的指示因子：重组率越低，标记

选基因也可以在相同的畜禽（例如，当充

之间隔的就越近。遗传图谱的构建开发了

足的EST图谱可以利用时，或基因组被完

这种特性，并用来推断遗传作图中标记之

全测序时）或模式动物的直系同源区域中

间的近似距离和可能顺序。

找到，从模式生物中我们可以得到全部的

作图实践通常根据选择性计划（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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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76
QTL 作图
如果一个目标性状存在一个 QTL，未知的
相关基因（Q 和 q）的正、负变异的等位基因将

能检测到 QTL 的存在。对于某些品种，品系和
品种一般通过商业杂种繁育，例如家禽和猪，

与M1标记附近的等位基因共分离，其中M1（M1
和 m1）能够在实验室内测定基因型。例如，让

这种措施可以在实验种群（F2，BC）中完成，
然而对于反刍动物，通过要用到两代（父女设

我们假设M1和m1分别与Q和q进行共分离，因
此 M1 和 Q 在同一条染色体上紧密相邻，m1 和

计，DD）或三代（孙女设计，GDD）家系。在
父女设计中，杂合在父本（第一代）中的标记

q 在同源染色体上紧密相邻（M1Q and m1q）
。
让我们也假设测定了一个起源于 F1 代

被分离并传递给女儿（第二代）
，并且通过第二
代来收集表型数据。在孙女设计中，杂合在祖

杂合个体杂交的F2代种群的基因型。根据基
因型，F 2 代的后代基于它们标记基因型

父本（第一代）中的标记被分离并传递给它的
半同胞儿子（第二代）
，半同胞儿子的表型可根

（M1M1 和 m1m1； M2M2 和 m2m2； ... MnMn
和 mnmn）进行分组，接下来对群体的平均表

据孙女（第三代）的表型推断得到。
QTL作图试验的结果鉴定了染色体区域，

现型进行比较。如果没有 QTL 与给定的标记
（例如 M2）连锁，那么 M2M2 和 m2m2 后代的
表型值之间对目标特性来说就检测不到重大差

一般可以生成半条染色体，并利用其检测目标
性状的重要影响因素。现代研究正积极利用作
图来鉴定适应QTL影响的性状。这些性状在鸡

异。相反，如果后代按照它们在标记M1上的基
因型来分组，那么 M1M1组在 QTL初大部分将

中的例子包括对沙门氏菌的侵染和排泄物不断
增加的抗性（Tilquin 等，2005）
，肺部高血压

，以及
是QQ，m1m1组大部分将是qq。在这种情况下， 综合症发生的敏感性（Rabie 等，2005）
。
将能观察到后代平均值之间的重大差异，因此 牛的锥虫病（Hanotte 等，2002）

有时候，一个意外的资源可以带来基

DNA）测序得到的大多数基因的可能功

因功能的关键信息。肌肉生成抑制素基因

能仍然知之甚少。这就是为什么调查基因

就是这种情况，它的功能首先在小鼠中被

表达模式能够与前面所讲的定位方法结合

发现，然后才在牛的双肌基因事先被标记

来提供有用信息的原因，并为复杂性状鉴

的染色体区域内被发现（McPherron 和

定候选基因。这种组合方法被称为“遗传

Lee，1997）。

基因组学”
（Haley 和 de Koning，2006）。

很明显，鉴定一个复杂性状的相关基
因（数量性状基因，QTG）和功能突变
（QTN）仍然是一项重要任务，还需要开

基因表达模式调查的最新进展在下一节中
介绍。
目前，人们正在研究利用遗传标记检

发几种方法来减少位置候选基因的数量。 测环境适应基因的替代方法（插文77）。它
在这个层面上，基因的功能信息是根本。 们现在正处于试验阶段，并且还需要深入
然而，我们对基因组测序和 cDNA（互补

研究来评估这些方法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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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77
种群基因组学方法
携带相关基因的基因组区域的一个替代性
鉴定方法最近已被提议。它由 通过“种群基

些性状对动物可持续育种非常重要，其中大部
分难于或不可能通过传统的 QTL 作图或相关

因组学”方法而进行的“选择签字”组成（Black
等，2001； Luikart 等，2003）
：利用种群基因

方法进行调查。最近，研究者分别利用理论观
点（Beaumont 和 Balding，2004；Bamshad 和

组学进行 QTL 作图的三个主要原则分别是：
（1）跨基因组的中立（不确定性）位点将同样

Wooding，2003）和自然种群中不同类型标记
的具体试验（AFLPs 分析: Campbell and

受到基因飘移、种群统计和种群进化史的影
响；
（2）选择位点往往会有不同表现，因此显

Bernatchez，2004； 微卫星: Kayser 等，2003；
单核苷酸多态性（SNPs）: Akey 等，2002）对

示出变异的“异常值”模式，多样性的损失（如 种群基因组学的潜力进行了调查。经过初步分
果位点处于一个平衡选择将会增加多样性）， 析，绵羊的 MYH1 （阻凝蛋白 1），MEG3
连锁不平衡以及 Gst/Fst 指示因子的增加 / 减 （callypige），和 CTSB（蛋白酶 B）基因表现
少；
（3）通过搭便车效应选择也会影响连锁标 出重大的异常行为（Pariset 等，2006）
。
记，承认“选择签字”的检测（异常值效应）
，
同一个项目，基于空间分析方法（SAM）
通常可以通过测定大量染色体标记的基因型以 的一种新方法已被设计用来检测家畜和野生
及鉴定“异常值”的类别来检测。这种方法利 动物的签名自然选择（Joost，2006）。利用
用的是品种（或品种内的亚种群）水平的表型
数据，而不是个体水平的，因而精细地补充了

此方法得到的初步结果与运用种群基因组学
的理论模型（例如由 Beaumont 和 Balding 在

传统的家系内 QTL 作图方法。
种群基因组学方法也可以鉴定强选择压下

2004 年开发的模型）所得到的结果一致。既
然它被设计用来鉴定与选择标记有关的环境

的基因以及最终固定在品种内的基因，尤其是
含有适应极端环境、抗病性等性状的基因。这

参数，因此与传统的方法相比，SAM 又前进
了一步。

QTL作图的根本目标是鉴定QTG，并

在，转录组（细胞或组织中所有转录产物

最终鉴定 QTN。虽然迄今为止在家畜中

的集合体）和蛋白质组可以直接通过高通

只有少数几例，但这些却是能够对标记辅

量技术，例如差异显示（DD）（Liang 和

助育种和保存决策产生直接影响的突变类

Pardee，1992），cDNA-AFLP（Bachem 等，

型。在不久的将来，QTG 和 QTN 的数量

1996），基因表达的系列分析（SAGE）

将不断增加，因此我们需要对基于功能性 （Velculescu 等，1995； 2000），质谱，以
状和突变的保存模型进行充分考虑。

及蛋白质和DNA微阵列分析。这些技术代
表了RNA和蛋白分析的突破，从而实现了

基因表达的调查模式
过去，只能在表型水平上对特定性状
（如适应性和抗性）的表达进行测量。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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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学技术往往被比喻成在一幅米开朗

mRNA库的构建，mRNA库能够在细胞激

基罗壁画前打开灯光，而不是使用一个仅

活的特定步骤对整个表达或失活的转录进

能看到局部的火把。全貌图使其表现出的

行数量分析。它基于三条原则：
（i）从每

含义得以理解，使其美丽得以欣赏。事实

个 mRNA 转录中给定区间中获得的一个

上，这些技术目前正面临技术运用和数据

短序列标签（9～14bp），包含唯一鉴定一

分析的困难和所需的巨大花费。同类细胞

个特定转录的足够信息；
（ii）序列标签可

样本的分离相当困难，并且是许多基因表

以连锁在一起来形成长的 DNA 分子（串

达谱研究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大量平行

联体），串联体可以被克隆和测序——串

测定的单个测验花费较低，但是整个试验

联体克隆的测序可以进行大量单个标签

花费却相当高。实验设备非常昂贵，并且

的快速鉴定；
（iii）转录的表达水平可以通

所有的实验阶段都需要很高的实验技能。 过一个特定标签被观察到的次数而量化。
除了常规困难之外，RNA 分析与 DNA 分

微阵列在独立试验中可被用于比较

析相比，还面临新的困难。因为 RNA 非

两个生物系统（例如通常环境和挑战性

常容易降解，必须从新陈代谢非常活跃的

环境中的动物）的数千基因的 mRNA 表

组织中非常小心地提取。实际上，样品保

达水平。微阵列技术还可以提供对广泛

存和处理是成功进行 RNA 分析试验的一

适应生物暴露因素的基因表达的时空模

个关键。然而，纳米技术在生物分析分析

式的理解。

中的应用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广阔的应
用前景（Sauer 等，2005）。

将极少量的 DNA 溶液印迹在一个无
孔玻片材料上，斑点直径为100～150μm。

数据处理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分

现在，大约 50 000 个 DNA（cDNAs）被点

子数据集，例如基因表达谱，可能会在相

在显微镜载玻片上。DNA微阵列分析包括

当短的时间内产生。然而，不同实验室之

数百个已知基因和几千个未知基因。微阵

间的数据需要进行标准化来满足不同生物

列可以用 cDNA 片断或预制的寡核苷酸作

数据集一致性分析的要求。标准化的一致

标记，其中后者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和再

性，也就是互联数据库的建立，是对分子

现性，但仅限于已知序列的设计。微矩

网络进行有效分析的基础。

阵的利用基于“杂交”原则，也就是两
个单链 DNA 或一个 DNA 和 RNA 序列

转录谱

相互暴露，然后测量形成的双链分子的

本部分主要介绍了 SAGE 和微阵列

数量。m R N A 的表达可以被定性和定

技术。最近的一些综述描述了其他技术

量。它显示了一个组织的基因活性，并

（例如，Donson 等，2002）。SAGE 产生组

且往往与这种 mRNA 诱导的蛋白表达

织或细胞系的全部表达谱。它包括全部

直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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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表达谱有利于生物学机理的理

白合成过程中不同蛋白变异（插入和 / 或

解，因此推动了候选基因的鉴定。例如， 转译后修饰）的数量要比染色体中的基因
牛锥虫病抗性表达中的基因库已分别通
过 SAGE（Berthier 等，2003）和 cDNA

数量大的多。
质谱（一种测定分子量的分析技术）

微阵列分析（Hill 等，2005）得到了鉴

与色谱或电泳分离技术的联机是目前鉴定

定。很多基因表达的平行调查可以鉴定

细胞中的内生蛋白，描绘转译后修饰的特

控制表型且通过微分表达分析仍未检测

性以及测定蛋白丰度的可选方法
（Zhu 等，

到的主效基因。例如，这些主效基因可

2003）。二维凝胶电泳是能够在一次单独

以拥有在同一水平表达的不同等位基

实验中分离和显现大量蛋白质（>10 000）

因，可以不同程度上提高下游基因的

的唯一方法。将蛋白质斑点从凝胶上切

表达。在这种情况下，主效基因既可以

下，进行蛋白酶消化，然后将蛋白质用质

。
通过挖掘代谢途径的现有知识来找到， 谱进行鉴定（Aebersold 和 Mann，2003）
也可以通过表达 Q T L 方法找到（L a n

然而，二维凝胶电泳的标准化和自动化非

等，2006）。根据这种方法，下游基因

常困难，使用已得到的蛋白模式作为蛋白

的 表 达 水 平 需 要 在 隔 离 种 群 中 测 量 。 质组基准图仅仅适用于少数情况。
每个基因的转录量可以利用上一节中的
方法获得。

液相色谱作为一种辅助技术，容易
实现自动化，并且可以直接与质谱进行
联机。基于微阵列的亲和蛋白质组方法

蛋白谱

可以作为蛋白谱的替代方法（Lueking

蛋白结构（转译为蛋白谱），蛋白——

等，2003），并且可以用于检测蛋白与蛋

蛋白、蛋白——核酸以及蛋白——小分子

白之间的互作。这些信息是生物途径算

之间的互作，以及蛋白在真核细胞中的时

法模型的基础。然而，结合特异性仍然

空表达的系统研究对复杂生物现象的理解

是蛋白质微阵列分析方法应用中的一个

是至关重要的。蛋白是活体细胞及其功能

问题，因为交叉反应不能被精确预测。

的基本结构。

对于蛋白与蛋白之间的互作检测，还有

蛋白的结构可以通过 X －射线衍射

替代方法，例如酵母双杂交系统（Fields

或核磁共振来显现。X－射线衍射需要大

和 Song，1989）。然而，目前使用的方

量的结晶蛋白，而结晶蛋白往往较难获

法仍然不能对结合蛋白进行定量检测，

得。为了解蛋白质的功能以及蛋白与蛋白

并且对于观察到的互作对生理性的蛋白

在分子水平上的互作，测定细胞或组织中

—蛋 白 互 作 的 可 能 表 现 程 度 仍 然 不 清

所有蛋白的结构将非常有用。然而，目前

楚。

此项工作尚未完成。有趣的是，出现在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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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78
分子生物学数据库

2005），鉴定结合于基因表达调控序列的

一些现有的收集分子生物学信息的数据库：

未知蛋白。DNA 微阵列的使用可以有效

DNA 序列数据库
● 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EMBL）
: http://

监测键合DNA复合体的核提取物，然而，
蛋白微阵列主要用于鉴定蛋白质组范围水

●

平上的未知 DNA 键合蛋白质。将来，这

●

两种方法将展现对转录调节网络更细致的
洞察力。
预测蛋白功能的许多方法都基于预测
蛋白于其他蛋白的同源性及其在细胞内的

子互作的技术，因为蛋白质在这些结合过
程中实现其功能。

4 生物信息学的作用
如果没有能力对呈指数上涨的生物学

●

www.expasy.ch/sprot/sprot-top.html
蛋白质信息资源（PIR）
：http://pir.

●

georgetown.edu/pirwww/
蛋白质数据库（PDB）: http://www.rcsb.

org/pdb/
基因鉴定利用站：Bio-Portal
●

基因组网站：http://www.hgmp.mrc.ac.uk/
GenomeWeb/nuc-geneid.html

●

BCM搜索引擎：http://searchlauncher.bcm.
tmc.edu/

●

MOLBIOL: http://www.molbiol.net/
佩德罗生物分子研究工具：http://www.

●

biophys.uni-duesseldorf.de/BioNet/Pedro/
research_tools.html

数据进行分析，那么开发高通量的技术将
没有任何用处。那些需要以电子形式存储
的数据库要与设计好的特定软件结合起来

日本DNA数据库（DDBJ）: http://www.
ddbj.nig.ac.jp

蛋白质数据库：
● 国际蛋白质数据库 SWISS-PROT: http://

位置。蛋白功能的预测非常复杂，并且需
要检测蛋白—蛋白互作以及蛋白与其他分

www.ebi.ac.uk/embl/index.html
基因库：http://www.ncbi.nlm.nih.gov/

●

ExPASy分子生物学服务器：http://www.
expasy.ch/

（插文78），以便数据的更新、调出和修复。 畜禽特殊兴趣数据库：
这些信息必须是容易理解的，并且可以灵

http://locus.jouy.inra.fr/cgi-bin/bovmap/intro.pl

活地调出以保证信息可以得到修复。这些

http://www.cgd.csiro.au/cgd.html
http://www.ri.bbsrc.ac.uk/cgi-bin/arkdb/browsers/

信息可以用来分析新陈代谢途径以及蛋白
质和核酸的作用。
生物信息学是把现存的不同的新、
旧数据整合的非常重要的工具。它能够
模拟分子系统的结构、功能和动力学机
制，因此对于提出假设和推动试验进程
都非常有帮助。

http://www.marc.usda.gov/genome/genome.html
http://www.ncbi.nlm.nih.gov/genome/guide/pig/
http://www.ensembl.org/index.html
http://www.tigr.org/
http://omia.angis.org.au/
http://www.livestockgenomics.csiro.au/ibiss/
http://www.thearkdb.org/
http://www.hgsc.bcm.tmc.edu/projects/bov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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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种群遗传学，见插文77）以及不同来

5 结论

源信息的综合，包括社会经济学参数和环
境参数，来设定保存优先序（见第六章）。
正确的取样策略的采用和表型信息和环境

分子特征在揭开历史、鉴定多样性、 信息的系统收集仍然是开发具有潜力的新
特异性和动物遗传资源结构方面都起到了

技术和新方法的必要要求。

非常重要的作用。它能够为小种群动物提

除中性变异之外，目前开展的研究正

供一个辅助的作用以防止种内过渡的近亲

积极寻找影响主要性状的基因。与疾病抗

繁殖。大量的调查结果表明，种群内和种

性、繁殖率和产品品质均是具有最高优先

群间的多样性，有一些是在相当大的范围

权的性状。大量的策略和高通量组学技术

内。但是，这些研究很琐碎，很难进行比

最终都应用于此。QTN 的鉴定为动物遗

较和综合。而且，相应品种在世界范围内

传资源管理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适应

广泛的调查还没有进行。同样，开发将现

性多样性信息可以在表型和中性遗传多样

存的、部分重叠的数据整合的方法具有非

性等方面对 QTN 进行补充，可以整合到

常重要的战略意义，这样能够使将来在世

动物遗传资源管理和保存的决定工具中

界范围用作参考数据的样本和标记得到保

去。特定种群中适应性性状的独特等位基

证。一个可以方便收集本土种质资源的网

因的鉴定或重组可能会加强它们保存工具

络可以使世界范围内的调查变得方便，通

和目的性状利用的可信度。基因辅助选择

过适当管理下可以为科学团体所利用。

还具有减少现存的选择效率在产业化生产

分子标记技术正日新月异地发展，微

系统的大种群与不能有效应用的遗传评估

卫星标记很可能成为 SNPs 技术的补充。 系统和育种规划的本地小种群之间的差距
由于这些分子标记在基因组中大量存在， 的潜力。然而，标记和基因辅助选择也不
并且又适应于自动生产和评分，所以具有

总是最好的方法。考虑到其对近亲繁殖的

光明的前景。但是，利用SNP 的方法进行

种群结构和比例上长期和短期的影响，还

动物品种多样性分析的可信度还需要进行

要考虑到环境、社会经济条件的花费和收

进一步探究。为了避免实验结果偏离真

益，尤其是对人类生活的影响，这些选择

值，这个课题需要利用充分的批判性剖析

需要基于具体情况进行评估和优化。

方法进行处理。

对于其他的先进技术，我们希望它们

数据分析方法也在不断进步。新的分

能够使世界范围内的分子特征领域的科学

析方法可以直接进行多态性研究，而不必

进展受益。因此，为了人类的现在和将来

按照先前的通过调查做出的种群结构假

着想，应提高利用和保存世界动物遗传资

设，鉴定适应基因的多样性探索（例如： 源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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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79
术语：分子标记
本部分用到的定义如下：
候选基因：任何可能引起动物可见特征改

非常有价值。
连锁：在同一个染色体上相互关联的基因

变的基因（例如：疾病抗性，牛奶蛋白的生产
或生长）。由于这种基因位于染色体的特殊区

或者标记。连锁的基因或标记具有共同遗传的
倾向。

域，可能与性状的控制有关，或者是它的蛋白
质产物与控制性状相关（例如：牛奶蛋白生产

连锁不平衡（LD）
：用于研究两个或多个
位点（不一定要在相同的染色体上）的非随机

基因）
。
DNA:基因组中由脱氧核糖核酸编码的遗

相关联的等位基因的种群遗传学术语。与连锁
不同，连锁不平衡所描述的染色体上的两个或

传信息，储存在细胞核中。DNA 是由脱氧核
糖、磷酸、四种碱基（腺嘌呤、鸟嘌呤、胞嘧

多个位点有重组方面的限制。连锁不平衡描述
的是这样一种情况，某种群中等位基因或者遗

啶、胸腺嘧啶）组成，具有两条双螺旋结构的
链。一条链上的 A 与另一条链上的 T 通过两

传标记所发生的重组事件的频率多于或者少于
理想上随机发生的等位基因的重组率。连锁不

个氢键相连，C与G配对，通过三条氢键相连， 平衡是由于基因之间适当的交换或者是一些非
因此两条链是彼此互补的。
适应性的过程引起的。例如种群的结构，近亲
互补 DNA（cDNA）
:是由 mRNA 反转录产
生的 DNA 序列。此类 DNA 含有外显子和 5',3'

繁殖和一些随机的影响。在种群遗传学中，连
锁不平衡是用来说明单倍型在两个或多个位点

区域的非编码区，但是不含有内含子 DNA。
遗传标记：可以很容易地通过分子或者表

上的分布特征的。
基因芯片技术：是指可以同时研究大量相

型分析得到的 DNA 多态性。这种标记可以存
在于基因中，或者存在于未知功能的 DNA 序

互作用的基因和细胞中调控网络中各条通道上
的基因的一种新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利用机器

列中。由于 DNA 片段与染色体上与其相邻的
DNA 片段一起遗传，因此标记可以作为间接

人准确地将包含有功能 DNA 的样品点到玻璃
介质上。研究人员将荧光标记粘在他们想要研

的方法，用来跟踪那些没有被定义，但是大概
位置已知的基因。

究细胞中的 mRNA 或 cDNA 上。这些被标记
的探针可以与介质上的cDNA链相结合。然后

单倍型：“单倍体基因型”的缩写，是个
体染色体的遗传构成。对于二倍体生物，单倍

将介质进行显微扫描，可以衡量每个荧光点的
亮度，亮度的强弱可以说明与mRNA特意结合

型包含每个位点的一对等位基因。它也可能
指与单个染色体相关联的一组标记（例如：单

的程度。
引物：用于进行聚合酶链式反应的一段单

核苷酸多态性－SNPs）。有了这个知识，就可
以认为鉴定一个单倍型区域上的几个等位基

链寡核苷酸序列。
RNA：核糖核甘酸。含有组成 DNA 的四

因就可以明确地鉴定这个区域位点的其他多
态性。这种信息对于调查复杂性状的遗传性

种碱基中三种碱基的单核甘酸链（A、C、G）
。
RNA 中，T 被 U 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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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支持可持续利用的
遗传改良方法
1 引言
本部分对动物遗传资源可持续利用的

是一种改良，改变带来的整体影响对于动

遗传改良方法进行了概述。第一节讲述了

物拥有或者是拥有者来说必须是正面的。

遗传改良的背景。由于本文其他部分已经

而且作为一种改良，改变带来的正面效应

对社会和经济背景进行了较为相信的讨

包括长期和短期的，至少短期的利益不会

论，这里仅作简要介绍。而对科学技术背

导致长期的危害。因此，遗传改良的计划

景进行了较详细的介绍。第二节讨论了遗

要认真考虑其对社会、经济和环境方面的

传改良的育种策略以及直接育种计划的要

影响是至关重要的，最好是通过将这些计

素。这些要素包括计划、执行和评估，以

划作为可以为每种生产环境建立广泛发展

及设立一个连续的和交互式的计划。接下

目标的国家畜禽发展规划的一个完整部分

来综述了高投入系统中主要畜禽的育种计

来实现。

划，不仅包括育种目标和标准选择补充特

2.1 需求变化

性的描述，还包括育种部门的组织与进

传统意义上说，只有少数专业人员对

化。紧接着描述了低投入系统的育种策

畜禽育种感兴趣：育种公司，农场主和一

略，以及描述了品种保存的背景。这种区

些动物科学家。然而，食品正在从生产

别在一定程度上人为造成的，因为育种条

者导向向消费者导向转变。消费者对畜

件和策略有时候有交叉。最后，得出了一

牧行业的信心已经在很多国家衰退

些一般性结论。

（Lamb，2001）。近几年，经历了各种危
机，例如牛海绵状脑病（疯牛病）、二恶

2 遗传改良内容

英以及最近的高致病禽流感，动物生产
者对产品质量和安全性的担心已明显提
高。在消费者看来，福利对于产品的质

遗传改良就意味着改变。因为改变就

量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尤其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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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与此同时，大部分的消费者与农
村的联系已经很少，对农场知之甚少。目

体型大小或产奶量。
2.4

科学技术进展

前，人们对“天然”产品的需求日益增
加，但是这些“天然”具体包含什么还
不是很清楚。
2.2

不同的生产环境

遗传改良方法的进展
数量遗传学
育种计划的目的是为了获得遗传改良

可持续生产系统需要考虑到自然、社

的品种。可以通过筛选生产出的下一代来

会和市场条件。对于育种机构，这里提出

完成育种的目的。育种的目标可以反应育

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是否需要将他们的育

种者通过筛选进行改良的性状。相对于育

种目标多元化，或者说他们是否需要培育

种的目标，遗传改良的比率（Δ G）由很多

一种动物能够很好的适应各种环境（自然

因素决定，包括种群内的遗传多样性，筛

环境，管理系统，市场调查）。然而，对

选指标的准确性，选择强度和世代间隔。

表型环境适应性的优先遗传的洞察还十分
有限。
2.3

保持遗传变异是持续遗传改良的条
件。基因飘移可以减少遗传变异，而突

增强对遗传多样性重要性的

认识

变增加变异。因此，保持遗传变异的种
群大小的最小值是突变率的函数（Hill，

如果要对感兴趣的性状进行改良， 2000）。实验动物的筛选试验表明实质性
畜禽育种需要种群间和种群内的变异。 进展可以维持很多代，甚至在有效种群大
遗传多样性对满足当前的需要具有非常
重要的作用，对满足未来需要的作用更

小低于 100，且有增长趋势的种群中。
品种内遗传变异的丢失与近亲繁殖率

大。例如，当生产系统强调由高投入向低 （Δ F）有关。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Δ F
投入转变时，将需要不同的品种和品种

直接与雌性和雄性动物的数量有关。在筛

内的不同特性。说的更通俗些，动物福

选的种群中，由于父母对下一代的贡献不

利、环境保护、突出的产品质量、人类健

是均等的，因此这种假设不再是有效的。

康和气候变化的重要性逐渐增加，因此

关于预测经过筛选种群的近亲繁殖率的普

在育种计划中应该包含广泛的标准。本

遍理论最近已经发展起来（Woolliams

地品种往往能满足这些指标。因此，管理

等，1999； Woolliams和Bijma，2000）。这

这些品种最合适的策略可能只包含优先

种理论使得反应育种规划的长期和短期的

的遗传改变。例如，维持适应本地环境和

确定性优化变得方便起来。

疾病的性状是非常明智的，如果现在的

育种计划的最优化研究最初集中在遗

水平已是最佳水平或接近最佳水平，甚

传获得，然而对近亲繁殖的关注却很少。

至可以维持目前的生产性状水平，例如

现在人们已经接受在育种计划中抑制近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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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殖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Meuwissen

便。目前的趋势是利用所有可能的信息，

（1997）开发了一种动态筛选工具，能够

包括每天记录的单个测试，杂交动物的记

使遗传获得最大化并且限制近亲繁殖率。 录和广泛的地理范围（跨国界）。利用日
对给定的一系列候选动物中，这种方法允

益复杂模型的显著缺点就是缺乏稳健性和

许对一组能使遗传优势最大化的父母本进

计算方面的问题（尤其当种群的规模有限

行筛选，然而平均同血统系数受到限制。 时）。目前的挑战是开发使用模型的系统
通过执行这种方法产生了一个动力学育种

验证工具。只有当真正的遗传参数已知

计划，在这个计划中父母本的数量和每个

时，BLUP 才是最合适的选择。

亲本的后代都可以改变，这种改变取决于
候选亲本在特定后代中的有用性。

具有大数据集的变异组成的无偏估计
方法已经发展起来。用于动物模型研究的

筛选的准确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可用

约束最大似然法（REML）是优先考虑的

的效能记录的数量和质量。遗传改良只有

方法。线性模型大多数重要性状进行正确

在效能和血统都被记录的情况下才能进

描述（例如：基于分类和存活的性状）。

行。基于这些观察，动物个体的遗传优势

因此，大量形式多样的非线性混合模

才能够被预测，具有最高预测优势的动物

型已被提议，包括阈值模型、存活模型、

才能够被选择作为亲本。

基于分类的模型以及泊松模型等。但是，

这种用来进行遗传评估的线性性状选

利用这些非线性模型的益处还有待考究。

择方法已经被很好地建立（例如：牛奶和

选择的强度反映了需要成为下一代亲

鸡蛋的产量，体型大小和饲料利用），它

本的动物的比例。繁殖能力和繁殖技术

是基于动物模型的最佳线性无偏预测

对需要产生下一代的亲本的数量具有非

（BLUP-AM）
（Simianer，1994）。目前，这

常重要的影响，因此，也影响遗传改良的

种运算方法和软件已经被大多数国家采

比率。在家禽中，高繁殖能力意味着分别

用，可以应用于多数畜禽品种。BLUP-AM

需要2%的雄性和10%的雌性作为亲本。在

已经直接应用于育种公司和国家水平的育

家畜中，AI的导入使得父本可以很大程度

种计划。它运用过于简单的单个性状模型

上的减少。对于奶牛和肉牛，用于人工授

的缺陷已经促使基于尖端模型的多性状

精的公牛和具有很高遗传优势的母牛是核

BLUP-AM 评估系统的开发（例如，包括

心动物，占整个种群的 1% 以下。

抚育效应，种群与父本的交互效应或者优

世代间隔是指两代之间间隔的平均时

势遗传效应）的多性状的 BLUP-AM 评估

间。在大多数种群中，大量的年龄阶层可

系统。

以区分开。一般来说，与年龄大的阶层相

由于计算机力量的加入以及计算方法

比，年轻阶层的种群含有的信息量少。因

的快速进展，使得这种方法变得更加方

此，年轻种群育种评估的准确性较低。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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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于种群的持续遗传改良，使得年轻种

在猪中，最知名的基因“氟烷基因”，

群的平均评估育种值要高于年龄大的种

目前已经被用于商业育种。众所周知，很

群。现在推荐使用跨年龄的种群用来进行

多猪不能应对胁迫环境（例如：向屠宰厂

筛选以便获得最高的选择差（J a m e s ， 的运输）。目前，人们发现氟烷基因——
1972）。每个年龄阶层所选择出来的动物

一个自然变异的隐性基因与这个缺陷有关

所占的百分数需要根据每个年龄阶层育种

系。利用 DNA 检测的方法能够探测一只

评估值的不同准确度来进行分配。

猪是否含有这个基因的缺陷型，因此在一

利用生殖技术可以增长可获得信息的
数量，因此可以增加年轻种群育种评估值
的准确性（van Arendonk和Bijma，2003）。
这种方法可以改变从年轻阶层种群中选择

些品种中，可以完全排除这种基因（Fuji
等，1991）。
痒病是羊的主要疾病，它是传染性海
绵状脑病（TSE）的普遍表现形式。这组

亲本的比例，也可以影响平均世代间隔。 疾病也包括人类的克雅病和牛类的疯牛
世代间隔主要是在可利用年龄阶层选择的

病。痒病的遗传敏感性受到山羊 PrP 基因

一个结果。

中三个不同密码子等位变异的强烈调控
（Hunter，1997）。因此，为了控制这种疾

分子遗传学

病，优先考虑了具有吸引力的痒病抗性育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分子遗传学在家

种。可以通过筛选与痒病抗性具有很大相

畜中得到了广泛的研究。这些研究与孟

关性的等位基因（the ARR allele）来进行

德尔遗传特性（主要指疾病和遗传缺陷） 实现。
基因选择、分子辅助选择和基因渗入有

标记辅助选择：大多数有经济效益

关。另外，分子信息也被逐渐用来辅助品

的性状都是数量性状，由大量基因控制，

种保存计划，改善对家畜起源和驯化的

但只有少数的主效基因对其有重要的影

理解。

响，而大多数的基因对其影响很小（Le

基因辅助选择：对动物基因组知识

Roy 等，1990；Andersson 等，1994）。如

的增长，增加了这项技术的应用前景， 果能够检测到主效基因并且能够设计基因
并为选择健康动物提供了新工具。最

检测的方法，那么在特定位点的基因则可

初的应用与孟德尔性状有关。例如，在

以用来进行筛选。另外，与感兴趣基因相

家养的牛中已经应用了 DNA 诊断技术

邻的染色体区域可以被鉴定并且用于分子

来减少遗传紊乱，如牛白细胞粘附缺陷

标记。

病 （ B L A D ）， 尿 苷 酸 合 成 酶 缺 乏 症

这种假设一个或多个已鉴定的分离位

（DUMPS），脊椎畸形综合症（CVM），在

点和附加的多元组分的混合遗传模型发展

Kappa- 酪蛋白和双肌选择中也有应用。

起来了。当每个检测位点的基因型已知

382

第四部分

动物遗传资源管理的新进展

时，这些基因型可以被看成是标准混合

他们的标记）结合在筛选计划中还没有达

模型技术的混合效应（K e n n e d y 等,

到期望结果的原因。因为这些相互作用，

1992）。只有当连锁标记的基因型已知

使得利用遗传标记进行不同研究时经常缺

时，这些由单倍型和重组事件未知而导

少明显的一致性（Rocha 等，1998）。为了

致的不确定性才必须要考虑（Fernando和

准确评估基因对性状产生的影响，需要考

Grossman，1989）。

虑可能在种群中应用的基因型的平均效

如果包含在遗传评估过程中基因的信

应。

息是中等到大的效应，我们经常会期望有

基因渗入主要用来改良给定种群的抗

额外的遗传获得。近几年，大量的研究已

病性。如果可以获得抗性标记（或者是抗

经反映出这个问题。由于每个研究所利用

性基因的探针）
，标记辅助选择可以用来

的指标不同，结果往往不能进行比较（例

简化基因渗入的过程。Dekkers和Hospital

如：基于动物模型中个体的指标）。但是， （2002）讨论了利用反复回交的方法将一
这些都显示出对数量性状位点基因型的认

个基因导入一个种群。如果认为不具有抗

识能够改良短期筛选（Larzul 等，1997）。 性的品种容易接受外源基因，携带有抗性
相反，在长期筛选中已经获得了一些差异
（Larzul 等，1997）。

基因的品种则被认为是供体品种。期望
的目的基因可以通过供体品种与受体品

在条件不那么有利的情况下，也就是

种多次的回交而将目的基因由供体品种

只有连锁标记的基因型已知，那么结果在

渐渗入 到受体品种中去，这种回交需要

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特定的环境。当在种

通过一代或者多代完成。回交的目的是

群水平上存在连锁不平衡和当与检测标准

产生携带有一个供体基因的个体，而染

的性状不同时（例如：疾病抗性），性别

色体的其余部分与受体相同。杂交的目

限制（例如：与产蛋、产奶相关的性状）， 的是固定供体基因。标记信息可以通过
动物寿命的晚期表达（例如：个子小的长

鉴定目标基因的载体以及提高受体遗传

寿），或者是屠宰后的小部分标准的测量

背景（背景选择）的回收率来提高杂交过

不同时，可以取得大量的收获。另外，分

程中基因渐渗策略的效率。一般说来，在

子标记辅助选择的优点是值得怀疑的。

连续世代中，利用纯种的雌性受体与携

位于相同或不同位点的基因对产生的
表型影响上可能会相互作用。但是对它们

带目的基因的雄性杂交品种交配，要比
相反的过程更经济更可行。

相互作用的机理还知之甚少。得出一个基

如果抗性基因是显性的，即使没有分

因对表型的平均影响值并不能说明基因之

子标记的基因，它向种群的基因渗入可能

间没有相互作用。这样就可以解释，至少

也是有效的。如果抗性基因是隐性的（或

是部分地解释将鉴定出主效基因（或者是

者是共显性的）
，分子标记就显得十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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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如果抗性是由多个基因控制，若没有

效率意味着需要相对少量的育种动物，因

分子标记，基因渗入是不可能有效的，因

此，需要高密度的筛选。提高繁殖率的另

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供体品种可能会产生

一个优点是更快地推广优势遗传种群。

高水平的抗性，而受体品种中的优势性状

鉴于本文的其他部分已对育种技术进

将会丢失。实际上，即使是遗传标记可用， 行了广泛讨论，这里主要讨论在育种计划
复合品种的开发也可能会比利用回交把大

中利用人工授精、超排和胚胎移植技术，

量基因通过基因渐渗导入受体品种更容

对其他技术只作概述。

易。Hanotte（2003）等绘制了影响抗锥虫

人工授精：人工授精的使用可以使选

病品种 N'Dama 和非抗性品种 Boran 的杂

择强度增加，使基于后代测试的雄性筛选

交品种锥虫病抗性的 QTL 图谱。

准确率提高，能够更加准确地对育种杂交

结果表明，锥虫病的抗性与一些可能

群进行评估。后者会导致不同细胞核种群

的QTL位点有关系，与抗性有关的基因是

的精液改变，这样可以方便建立两者之间

从非抗性品种奶牛中得到的。因此可以得

的遗传连锁。人工授精已经被越来越多品

出结论，从 N'Dama 和 Boran 杂交的 F2 代

种的育种组织所应用。牛的繁殖率很低，

种群中筛选出的具有锥虫抗性和一些综合

因此为了能够准确的评估像功能性状这样

性状品种要比现存亲本的抗锥虫性更强。 的低遗传率性状的育种价值，利用人工授
从概念上讲，通过标记辅助选择的基因渗

精是先决条件。人工授精能够加快商业种

入可以在没有病源的情况下完成。但是， 群遗传优越性的推广。人工授精在牛中的
利用预期基因型来检测动物的抗性是明智

实施率为 6%～8%。一个公牛良种可以在

的。

世界范围内产出数个后代。

遗传多样性的分子特性鉴定有助于动

人工授精无论人工授精中心、农场，

物遗传资源保存计划，并且能够提高对

还是在两者之间进行交流的有效品系，都

动物起源和驯化的理解。更好的理解遗

需要良好的技能。但是，在很多国家，多

传变异和发展新的数量遗传方法，可以

数生产者是小户农场主，以他们现有的技

提供分子信息和功能变异的关联方法。 术和基础条件不足以成功地进行人工授精
例如：利用分子方法与血统分析的结合已

服务。农场主不得不监测热度，还要想办

被用于纯种马的奠基种群的遗传多样性程

法与精子分配中心联系，然后几个小时供

度（Cunningham 等，2001）。

应一次。对于很多繁殖系统来说，这是一
个高强度的劳动过程。人工授精似乎不能

繁殖技术的发展
繁殖技术对遗传改良的效率有直接的
影响。对于一个给定规模的种群，高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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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可接受的状态。因此只有在大型的集中
核心畜群中才能够进行。在很多情况下，

有权结构。利用人工授精的地方，育种动

在越基础的先决条件下（性能和特点的记

物的所有权经常被转移到大的育种组织

录，扩充和传播）投资这些资源越好。与

中，例如合作的或者私人的育种公司。过

人工授精相比，超排和胚胎移植更加真

去二十年中，在发达国家，人工授精中心

实，但是在加快遗传进程方面，它没有人

负责对进行后代检测的小公牛的鉴定工

工授精效率高。在任何情况下，人工授精

作，以及被鉴定公畜精子的销售工作。

和超排与胚胎移植的进入必须投资收益划

超排和胚胎移植：为了增加雌性动

算才能够被地方的农场主接受。

物的繁殖率，超排和胚胎移植主要应用

将精子和胚胎冷冻可以给育种组织在

在像家养牛这样繁殖率低的物种中。这

育种计划中支持保存遗传多样性而创建基

种方法的好处就是可以从雌性方面提高

因库的机会。而且，精子和胚胎的低温保

筛选强度，能够更加准确地评估育种价

藏可为反刍动物遗传材料的国际交换和运

值。因为家系成员的数量越大，从子代中

输提供方便。

可能获得的信息就越多。这就使得从年龄

目前，体细胞克隆是还没有被商业化

相对较小的种群中获得的育种价值更加

的新技术。没有商业化一方面是因为技术

可靠，尤其是当这种性状只在一种性别

和经济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目前公众没

中记录时（例如只在雌性中）。实际上，这

有发展这项技术的愿望。由于其他组织比

就意味着，我们不需要等待选择雄性的

胚胎容易保存，所以克隆在保存领域具有

测试结果，可以利用与他们具有相同亲

潜在的应用价值。

本的那部分雌性种群的信息，在年龄较

受精卵或精子的性别选择能够生产出

小的时候就可以被选择。这种方法在世

大量具有特定性别的动物。例如，对于牛

代间隔方面的收获是相当大的，可以补

来说，雄性或雌性的参数选择非常明显，

偿由近亲测试代替后代测试导致的选择

雌性是为了产奶，雄性是为了产肉。为了

精确度的损失。能够在年轻个体甚至是

开发一种可靠的技术，人们已进行了大量

在胚胎中筛选，是超排和胚胎移植能够

的尝试。目前，已经可以通过各种方法来

运用到猪上的主要原因。胚胎移植也被

鉴定受精卵的性别。但是，由于存在少数

用于推广优势雌性动物（带有很小的疾

意外情况，这种方法还没有被饲养者和农

病危险性，不需要被转移）的优良基因。 场主广泛接受。在利用性别决定特性来分
利用超排和胚胎移植技术不仅昂贵而

离精子方面，人们已经做了很多尝试。但

且需要很高的技术。这种挑战主要存在于

是，在克隆技术可以大范围应用之前，还

胚胎移植时期，一组受体母牛需要处于同

需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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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繁殖和保存技术的应用情况可

传改良付钱？当核心种群、繁殖种群和商

以看出，它们对育种动物的运输需求不

业种群被完全整合时，这个问题就不是特

高。而且，即使当受精卵来自乡村，而且

别重要了。但是，在所有的其他情况下，

具有根本不同的健康状态，这些方法也有

这种整合是不存在的。而且那些投资育种

机会保护种群和畜群的健康状态。

的人往往得不到充分的投资回报。这也正

2.5

经济因素

任何的经济评估都要考虑到成本和利

是公共部门参与遗传改良的一个或多个方
面的原因。

润。由于育种是一个长期过程，因此育种

在一个自由市场体系中，育种组织需

结果带来的利润要在很多年以后才能够看

要满足客户（商业生产者）需求，客户只

到。以奶牛为例，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

会为能够增加他们利益的改良的育种动物

情况下，成本和利润不同。很多的考虑在

或者精子付钱。然而，有趣的是，即使一

相对短的时间内并不重要而在长期时才会

种育种趋势看起来不能从经济角度被证

发挥作用。

实，但它仍然能够持续较长的一段时间。

直到生殖生物技术的到来，育种计划

在政府资助的系统下，部分或者全部的费

的主要成本因素才能够进行性状测量和记

用都由纳税人支付。在这种情况下，育种

录，后代测试和育种种群维护。尽管大多

计划要受到仔细的审查以保证它确实能够

数记录的主要目的是育种，但是应该注意

为社会带来利益。这种利益应该包括为消

到，一旦可以利用，这些信息对农场管理

费者带来安全的、更加营养、实惠的产品，

的决策也同样有用，例如选择和预测未来

或者是可以减轻畜牧生长对环境带来的负

的产品。

面影响。

动物育种在发达国家已经变得越来越
尖端、专业和昂贵。因此，经济方面的考
虑已经驱动了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多数与

3 育种计划的元素

育种相关的行为，经济理论已经融入到育
种领域。经济评估的基础是利益、经济效

一个育种计划所需的元素取决于总体

益或者是投资利润。当育种的目标被生产

育种策略的选择。这样，首要的决策就是

者揭露出来时，他们强调的是利益最大

选用三种主要遗传改良策略的哪一种。三

化。在发展中国家，市场往往更加本地化， 种主要遗传改良策略分别为：品种间选
但也可以运用相同的机制。因此，选择利

育，品种或品系内选育，及杂交育种

益最大化是明智的，除非有与这种测率相 （Simm，1998）。品种间选育，作为最主要
悖的明确原因。
一个重要的经济考虑就是，谁来为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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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巨大的家禽）
，也可以通过与优良品种

产品的终端用户（例如畜禽生产者）
，商

的不断回交来逐步实现（比如大品种动

业公司和其他直接或间接投资于计划的

物）。杂交育种，作为第二快速育种方法， 人，政府部门、育种团体以及执行育种计
主要是利用了杂种优势和品种特性之间

划的人。其他的利益相关者包括一些附属

的互补。常规的杂交育种系统（循环系统

受益者，例如供应商，分销商和计划的副

和终端父系系统）已被广泛讨论（例如， 产品销售者等。
Gregory和Cundiff，1980）。新发展起来的

大多数育种计划都具有金字塔结构

动物互交已被建议作为杂交育种的替代形 （Simm，1998），根据育种计划的复杂程
式（Dickerson，1969，1972）。第三种方

度拥有不同层数。在金字塔的顶点是优良

法，种内选择，提供的遗传改良速度最慢， 血统动物被选育的核心。畜禽的繁育在中
尤其是对于世代间隔较长的动物。然而， 间层进行。当优良血统动物的数量不足以
与杂交育种计划不同，这种改良是持久和

满足商业农产主需求的时候，需要进行动

累积的。渐进遗传改良是最适合可持续发

物繁育。金字塔的底层由商业机构组成，

展的改良形式，它可以为利益相关者提供

最终产品从这里传播出去。图48描述了家

足够的时间来调整生产系统，以适应新品

禽育种工业的金字塔结构。

种的要求。如果兴趣特性非常多，并且它
们之中有些是对立的，那么就需要建立不

建立一个育种计划的活动可以总结为
以下 8 个主要步骤（Simm，1998）
：

同的品系，并采用品系内选择。然后，将

●

育种目标的选择

这些品系进行杂交来产生商品动物。这种

●

选育标准的选择

策略已应用于猪和家禽的育种。

●

育种计划的设计

育种计划的建立包括育种目标的定

●

动物的记录

义（Groen，2000）和育种计划的设计，育

●

动物的遗传评价

种计划能够朝着预定目标的遗传进展。

●

选择和育种

实际上，它包括人和资源的管理，以及遗

●

进展监测

传学和动物育种规则运用的管理

●

遗传改良的推广。

（Falconer 和 Mackay，1996）。育种计划

下面的各节对以上步骤做了详细介

的每个方面都包含很多过程、个体，有时

绍。然而，读者应该明白计划、执行和

候甚至是机构。育种的成功与否取决于

评价形成一个连续过程。各个要素应该

可用资源的开发与管理实现利益相关者

交互式实现，而不是一步接一步。一个

目标的程度。

更重要的要素便是需要对育种计划及其

育种计划的利益相关者均会以不同方
式受育种成功的影响，其中包括育种计划

执行情况随时间变化的所有方面进行详
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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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家禽育种工业结构

3.1

育种目标

然而，在实践中，得到这些经济量并不容

育种目标就是需要进行遗传改良的性

易，部分因为它们可能随时间和空间不

状名单。它应该与国家农业发展目标一

断变化，部分可能因为缺乏时间、专门知

致，并且适合所定义的生产系统以及适应

识、资源等。这样，育种者通过试验和基

生产系统的品种。一个国家的农业生产发

于已知市场需求和偏爱的误差不断调整

展目标传统上包括经济变量，但应该被拓

方向。Amer（2006）讨论了其他调整育

展到适应伦理以及人类福祉的其他社会方

种目标的工具，例如生物—经济模型或基

面。这些目标被用来阐明育种目标。达到

因飘移模型。

此目标有几种不同方法。最通用的方法便

畜禽改良可以通过一套给定的性状进

是效益函数。理论上，建立一个效益函数

行比较测量，通常被称做“经济重要性性

并不难，尤其对于种内选择计划，因为它

状”。实际上，性状和它们的经济重要性

是改良性状关于相对经济量的线性函数。 的变化像育种计划一样普遍。对于许多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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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品种来说，经济重要性性状是指那些影

出决策。对于家禽和猪的育种，将由育种

响动物生产力，寿命，健康和繁殖能力的

公司的最高管理者进行此项决策（技术和

特性。

市场研发经理或销售经理）。对于牛的育

对于大多数性状来说，目标是能够持

种，由金字塔的定点层做出决策，但是通

续改良；但对于某些性状来说，其目标是

常需要以反映程序所有权模式的方法与其

达到一个中间值。Pharo（2005）将这些可

他各层人员进行磋商，包括商业层。

供选择的目标叫做“方向”育种和“目的”

育种计划的结果，尤其对奶牛和肉

育种。一个后者的例子便是蛋鸡的蛋重

牛，在选择决议做出之后的很多年仍被

量。市场重视重量在一定范围内的蛋（例

关注。甚至对于猪来说，世代周期较短，

如，55～70 克）。较小的蛋不适于市场销

金字塔顶层人员执行遗传改良变化至少

售，较大的也没有明显的价格优势。如果

在三年之内不会在商业层次上引起注意。

蛋的尺寸与蛋的数量、壳的强度和可孵化

这强调了在定义育种目标时预见未来需

性呈负相关，因此选择大个的蛋不仅是选

求的需要。

择强度的浪费，还影响了多产性能。另一

在一个竞争性市场，例如家禽育种行

个例子是畜体大小。对于肉食动物，屠宰

业，兴趣特性的鉴定和选育努力的关注点

时的畜体大小是一个重要的决定性评价

不仅很大程度上依据市场信号（也就是商

值。畜体大小是营养需求的主要影响因

业生产者），而且还依赖于竞争产品的效

素，它也可能影响繁殖力。后者（净生殖

能。

率）是生物效率和收益率的一个主要的决

3.2 选育标准

定性影响因素。
既然畜体大小与投入和收

育种目标不是选育过程中的最终工

益都相关，那么要找到一个最适值就比

具。在决定哪些父本和母本将成为下一代

较困难，尤其在放牧系统，因为充分描述

的父母的工具或选择标准是“选择指数”。

进草量非常困难。另外一个考虑是大多

选择指数将综合所有候选动物及其亲属的

数屠宰市场歧视畜体重量不在期望范围

观察。这些观察的权重由它们的指数系数

内的动物。例如，欧洲市场要求最小畜体

来决定，通过计算指数系数的目的是使育

重量，有些品种可能不能达到这种要求

种目标和选择指数之间相关性最大化。确

（例如纳米比亚的桑格牛）。即使目前这

实，选择指数应该尽可能地贴近预先确定

些牛的体重满足生物有效性的优化，但

的育种目标。由于获得动物之间的关系信

是体重大的可能会更好。

息非常困难或非常昂贵，并且这些性状可

育种目标的选择可能是一个一次性活

以充分遗传，因此选择可以基于个体效能

动，或者是一个需要多次修改的活动。育 （群选）。选择系数的构建是一个技术性问
种者将根据育种金字塔所有各层的反馈做

题，因此需要具有必需的专业知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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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选育标准的特性（已记录的特
性）和补充育种目标的性状之间的区别

EBV。
在大量环境中进行选育的时候，许多

是非常重要的，应该进行强调。事实上， 没有在育种目标性状名单中的性状和标准
育种目标性状没有必要直接和例行公事

也被考虑在内。这可以大大减少实际选择

地在选择候选动物中被观察到。例如，猪

强度，因此限制了遗传改良。有时候这可

的选育是根据脂肪率。这就是育种的目

以接收（例如，一个选择过失是基于一个

标性状，但它不可能在候选动物的选择

正确的选择原因）。在其他情况下，这种

中被观察到，因为这将意味着它们必须

标准受到怀疑（例如，身体体积作为一个

被屠杀。一个预言性状，即超声测定的皮

生产能力的指示因子）或不推荐使用（例

下组织脂肪厚度，被记录并且得到一个

如，抗架大小或乳用性）。

插文 80
美国肉牛的畜体尺寸变化
1900 年，美国的绝大多数肉牛都是短角

受。夏洛来牛以及其他欧洲大陆的品种受到欢

牛、赫勒福德牛或安格拉斯牛。那是的牛体重
相当大。公牛 1100kg，母牛 730kg，在当时非

迎，英格兰的牛品种被用来选育大型牛品种。
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到 60 年代末，大型牛只

常普遍。牛成肥主要通过吃草，然而有些人对
年龄较小和体重较轻的牛感兴趣。选择具有较

要结构紧凑，就备受宠爱。然而，到60年代末，
即使体型高大，并且与早期流行的紧凑结构大

强育肥能力品种的牛犊已形成了一种发展趋
势。很多选择实际上都基于能在环形展示中取

不相同的大型牛也同样受到欢迎。几年内，牛
的选择方向就转向了大型牛，甚至在欧洲大陆

得胜利的假设。选择是有效的，大部分改变都
在牛种群中得以实现。经过几个世代之后（20

的品种。这种选择也非常有效，并且培育了特
大型动物。

世纪 20 年代末，30 年代初）
，牛的体型大小就
基本适应了饲养它们的生产条件。然而，选择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到末期，几个主要的
育种组织意识到这种趋势已经走出的太远了，

仍然在朝着相同的方向进行，到 20 世纪 50 年
代，大多数备受关注的畜群中牛的存栏量已经

并向生产更多中等体型动物的方向转变。在过
去的10年里，越来越多的育种也认识到与两个

很少了，并且倾向于育肥在任何商业管理程序
中都会有利可图。

极端方向相比，中间体型更可取。然而，它们
毕竟是少数，并且大型牛在许多主要养殖场仍

随着一些大平原州的大型饲养场的发展， 然受欢迎。
美国肉牛产业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开始发生
较大变化。为使这些新的养殖场有利可图，肉
牛必须保持一个相当高的产率，经历一个较长
的饲养周期（4～5个月）
，而且不能变得太肥。
先前流行的小型肥牛不能为大型养殖场所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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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育种计划的设计

择。事实上，资源是有限的。因而问题是：

设计一个育种计划需要以一个逻辑次

应该哪些动物的哪些特性呢？包含在育种

序做出一系列决定。计划的设计者应该意

目标里的性状需要测量，但这还取决于测

识到这样一个过程会随时间变化——从简

量的难易程度和化肥。至少应该测量那些

单到到随组织和容量的发展而产生渐增的

核心动物的效能和家谱。

复杂程度。这些决议主要包括对利用目前

作为选择决策基础的效能数据收集在

的种群结构来可靠地产生所需的改良和 /

任何育种计划中都是重要部分，而不是最

或重组的最佳方式的决策。经济评估是这

初设计的用于辅助短期管理的记录系统的

个过程的综合部分，应该在计划执行前和

副产品（Bichard，2002）。遗传评估中数

执行过程中发现的改变都进行评估。

据收集、比较和使用需要良好的组织和可

育种计划的投资决策应该对有利于遗
传改变率的三个元素进行评价：选择强

观的资源（Wickham，2005； Olori 等，
2005）。许多情况下，可能需要设立专门

度、选择精度和世代间隔。基于这些元素， 方案来产生和记录所需的数据。这些方案
可以对另一种情形进行评估。数量遗传的

的耗费和复杂程度随育种组织类型、性状

理论知识被用于预测不同情形的预期收益

类型和测试方法的不同而不尽相同。

（Falconer 和 Mackay，1996）。基于这种目

育种组织的类型：猪和家禽的育种

的，种群遗传参数，例如性状的遗传力和

公司拥有收集和存储所有需要数据的内

表型变异，需要用于选择指数的建立（也

部设备，然而其他育种组织可能依靠多

可以进行合理假设）
（Jiang 等，1999）。然

个利益相关者的资源。例如，一个典型的

后概述了一个适合的配种计划。为进行遗

奶牛育种计划的情形（见 4.1 节）

传评估，必须获得足量记录；为育种金字

性状类型：如果活体动物的体重是

塔顶层和金字塔底层繁殖生产足够的动物

兴趣性状，那么所有需要就是一个重量

良种。注意在执行这些活动中，育种计划

范围。然而，为测量个体动物的饲料利用

的设计者已经处于优化阶段。

率（饲料系数），可能需要更多的尖端设

当设计育种计划是，不能忘记很多方

备来记录动物个体的进食量。

面都直接受育种动物的繁殖率所影响。较

后代或同系亲属的测试效能：在一

高的再现率致使需要减少育种动物的数

个效能测试方案里，每个动物个体的兴

量。每个育种动物的后代越多，育种值的

趣性状被直接记录。例如，在肉牛、猪、

估计就越精确。

公鸡或火鸡的寿命范围内，体重和生长

3.4 数据记录和管理

通过被定期记录。基本上，一群动物在相

数据和血统记录是遗传改良的主要驱

似的条件下被共同管理一段时间，同时测

动力。充分而精确的测量带来了高效选

量个体表现。这种管理可以在农场，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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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专门的效能测试站，将来自不同的畜

评估还需要家系信息。家系信息的质量取

群或农场的牛或猪放在一起，在相同条件

决于它的深度和完整度。无论育种目标包

下进行直接比较。

含遗传改良还是预防由于遗传变异引起的

有时候，感兴趣的信息可能在遴选候
选者中不能被直接测量，可能是因为性状

品种灭绝，所有育种动物的急袭都必须被
记录和维持。

的表达受到性别限制，例如奶和蛋的生

如果资源可用，一个可以共享访问的

产；也可能因为性状只能在动物死后才能

集中式数据库已经表明非常有用，并且具

记录，例如畜体的成分。在这些环境中， 有良好的投资收益率（Wickham，2005；
需要通过后代和 / 或同系亲属的测试进行

Olori 等，2005）
。提供从此系统得到的全

间接记录。这对遗传力较低的性状也非常

面的相关管理信息往往作为刺激数据记录

有用，对于这些性状往往需要几个记录来

程序深入参与的一种方式。小育种计划的

准确评估一个动物个体。后代测试涉及一

要求可能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具有足够的

个方案，此方案基于从后代得到的效能记

电子数据表、数据管理和报告软件个人电

录对一个动物个体进行评估。这主要与雄

脑（PC）
，然而国家级的计划可能需要一个

性动物相关（Willis，1991），因为从单个

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的专门部门（Grogan，

雄性动物产生大量后代要比单个雌性动物

2005； Olori 等，2005）。
遗传评估

容易。而且，进行后代测试的仅仅是那些

3.5

通过“精英交配”出生的雄性动物，而不

育种计划的进展要求鉴定和选择具有

是所有雄性动物。后代测试对提高繁殖率

感兴趣性状的优良基因型的动物来培育下

低的品种的选择精度以及测试基因型——

一代动物。鉴定这些动物要求根据表型观

环境之间的互作非常有用。

察来分辨环境贡献度，并且可以通过育种

对于许多反刍动物，主要后代测试设
备的花费可能会高得惊人。因此，通常的

值预测或遗传评估来完成。这是每个育种
计划的核心活动。

做法是吸收尽可能多的农场主或商业生产

遗传评估应该可靠。BLUP 方法依

者参与进来。鼓励农场主从一群年轻公畜

靠性状和可用数据已在很多模型中得以应

中接受精子，按照一定的雌性动物比例来

用，现在几乎已变成所有物种的标准方

使用。因为年轻公畜没有被证明具有遗传

法。这种评估也应该能够及时地分利用数

优越性，有关后代测试的农场主往往需要

据收集和数据库管理的投资。应用 BLUP

良好的激励才能参与（Olori等，2005）。在

的遗传评估系统依赖于良好的数据测量和

这些环境中，所有花费往往由需要测试的

数据结构。如果这些先决条件都准备到

年轻公畜的所有者来承担。

位，投资 BLUP 一般非常划算。

除了效能记录之外，育种计划的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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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预测育种值（PBVs）进行清楚的比较， 签订这种评估协议也非常容易。许多大
从而能在遗传优良的畜群中挑选出更过的

学和研究中心都能向国家级和非国家级

动物。为达到上述目的，遗传连锁（跨畜

育种计划提供这种遗传评估服务。由于

群和跨年度动物的利用）非常重要。为利

对于不同案例来说，遗传评估的原理及

用从不同畜群得到的信息，需要一个适当

其相关软件基本相似，因此这种服务可

的组织结构，这种组织结构可以通过育种

以涵盖几个不同的品种或物种。大概，享

者、育种协会以及大学或研究中心之间的

誉全球的最知名的遗传评估单位就是国

密切协作来实现。为育种方案提供数据的

际公牛组织（INTERBULL）。该组织的中

所有动物的独特性鉴定是一个基本的先决

心建于乌普萨拉的瑞典农业大学，并且

条件。数据分析专家，在育种协会相关人

作为动物记录国际委员会的永久附属委

员的指导和协助下，将动物分成若干同代

员会，同时在世界范围内提供国际遗传

小组（在同样的条件下饲养的，具有相似

评估来推动奶公牛的比较与选择。另一

年龄的动物小组）。这种分配可能对准确

个例子是 BREEDPLAN，一个商业性肉

的遗传评估非常关键。育种者在对数据进

牛遗传评估服务机构，基地位于澳大利

行初步检查，消除明显错误后向育种协会

亚，在许多国家都拥有客户。

提交，这些信息被传递到评估小组来进行

3.6 选择与交配

分析。对于反刍动物，每年要进行1～2次

选择主要还是应该基于选择标准。每

评估，但对于猪和家禽的肉类程序来说， 个性别都因该尽可能少的选择育种动物来
每月、每周或每两周进行一次选择，评估

实现选择强度最大化，唯一限制就是最小

需要连续进行。

种群大小以及生殖目的所需的动物数量。

遗传预测的结果（PBV 和总指标）被

由于雄性动物的生殖率通常远远高于雌性

有代表性地打印在动物登记证书上。通常

动物，因此雄性育种动物的选择数量通常

将PBV印在销售目录和精子目录上。这意

远远少于雄性动物。

味着终端用户（农场主）必须理解和接受

遴选候选者可能具有不同的年龄，因

所产生的 EBV，并且指导如何使用它们。 此关于它们的可用信息数量也不均衡。例
如果预测结果没有被终端用户所接触到， 如，年长的雄性动物可能拥有后代测试，
那么遗传评估的运转就毫无意义。

然而对于年幼的动物来说，它们自己的效

一个典型的遗传评估单位需要有资格

能以及它们的母畜或公畜的效能将是唯一

的职员和足够的材料资源来进行数据分

可用的信息。如果使用 BLUP，这些候选

析，并产生适当的报告来推动选择决策。 者之间的比较就会比较容易且清楚。由于
许多大范围育种计划倾向于拥有一个内部

只有非常优良的动物才具有不太准确的

的专门遗传评估机构。然而，与外部机构

EBV，因此选择更多具有精确 EBV 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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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大概是最好的方法。

3.7

进展监测

家系信息的利用已被广泛接受，由

进展监测包括预期目标进展计划的定

于产生于BLUP，增加了近亲共选择的概

期评估。如果有必要，它可以对育种目标

率，从而依次提高了近交率。为维持遗传

和 / 或育种策略进行再评估。监测对确保

改进的高速率，许多方法被用来减少近

早期察觉选择计划的不良影响也非常重

亲交配。所有这些方法都基于相同的原

要，例如对疾病敏感度的增加，或遗传变

理——减少选择个体之间的平均关系。人

异的减少。

们已经开发出计算机程序用于优化某一特

为评估进展，表型和遗传趋势通常

定候选者名单的选择决议，这些候选者的

可以通过对出生年份的年平均表型值和

家禽信息和EBV均可用。用于控制近亲交

育种值进行回归得到。除此信息之外，育

配的 Ad hoc 方法包括选择足量的雄性动

种者定期进行内部和外部性能测试。一

物，由于近交率依赖于有效种群大小；在

个外部测试方案需要涵盖大范围的生产

育种初期，适度使用雄性动物；限制近亲

环境以确保遴选动物能够在广泛的环境

选择的数量，尤其是每个家系选择的雄性

条件中表现良好。另一种信息资源，大概

动物数量；限制与每个雄性动物的雌雄动

也是最重要的信息资源是田间试验结果

物数量；并且避免全同胞和半同胞之间的

和消费者的反馈。最终，消费是检验所有

交配。这些简单的规则在维持商品畜禽和

工作的最好裁判。

猪育种过程中的近交非常有效。
选择动物之间的交配可能是随机的，

3.8

遗传进展的推广

如果优秀个体不能有效地为某个村

也可能不是。在后一种情况下，将最好的

庄或地区动物的整个种群的基因库改良

雄性和雌性选择动物进行杂交，这就是选

做出贡献，它们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遗

择性交配。下一代的平均遗传值没有变

传改良的广泛影响依赖于遗传材料的推

化，但是它们在后代总的变异程度将会提

广。生殖技术，尤其是人工授精技术，在

高。当多重性状包含在育种目标的时候， 这方面非常重要。然而，它们的作用因物
选择性交配可能会很有用——满足不同性

种不同而异。在绵羊和山羊育种中，遗传

状的不同亲本之间的质量。

材料的交流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活体动物

任何交配策略都需要足够的设备。对

的贸易。但对牛的情况来说，人工授精允

于自然交配来说，用于交配的动物必须一

许在育种核心（金字塔顶端）选择的公牛

起放在相同的牧场，并且与其他育龄动物

在整个种群中利用。原则上，允许一个例

隔离开。人工授精（AI）可以使用，但是

外的公牛在整个种群中拥有很多后代是

也需要一定范围的资源和专业知识（精子

没有问题的。然而，集中使用来自同一个

收集、冷冻和 / 或储藏以及授精）。

家系的人工授精的公牛最终将会导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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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黑白花牛等品种的集约利用，以及种内

即使在最基本的条件下，上述要素

选择，每头牛每年的牛奶、脂肪和蛋白质

的运用应该也是可能的。育种结构没有

的平均产量得到了很大提升。这种提高也

必要要求尖端的数据记录和遗传评估系

是数十年来产量一直作为一个重要选择目

统，最初也不要求使用生殖技术。应根据

标的事实反应，并且选择主要基于生产和

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最优的来决定育

形态特性。

种结构。在计划育种计划的时候，必须考

近些年部分消费者对动物福利问题，

虑环境或基础设施的限制，传统和社会

以及畜禽生长中的抗生素使用问题的关注

经济条件。

越来越密切。育种组织也已经意识到仅为
提高动物单产为目标的选择会导致动物健

4 高投入系统中的育种计划

康和生殖能力的衰退，代谢应激的增加以
及寿命的缩短等问题（Rauw 等，1998）。
结果导致对功能性状的重视提高，而对产

在高投入系统中，持续遗传改良主

量的关注变得很少。功能性状的选择现在

要产生于品种或品系内部的直接育种。 基于这些性状的直接记录而不是通过类型
对于反刍动物来说，这很大程度上是育

特征。广泛的功能特性的育种值在大多数

种协会强势地位和积极工作的结果，也

国家已得到开发和应用。这使育种组织和

是通过这种方法获得的令人瞩目的结果。 农场主可以直接关注它们选择决议中的这
杂交育种被用来实现杂种优势和互补。 些性状。
对家禽和猪来说，育种者的注意力集中
在种内或品系选择，并且利用杂交育种

插文 81

来将适应性性状的杂交优势和其他性状

比利时蓝白花牛的产犊问题

的互补资本化。
世界畜禽育种公司的数量相对较少，
但是它们却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它们逐
渐在全球范围内发挥作用。下面的章节将
要阐述育种组织的结构（包括所有权），但
不同畜禽的育种组织差别很大。

对于肉牛来说，高品质肉品的需求已经
导致一些具有极端表型的品种的利用，例如
比利时蓝白花牛。然而，该品种剖宫产术的机
率极高（Lips 等，2001）
。短期内，这种几率
不可能有效降低。比利时蓝白花牛异常发达
的肌肉主要由肌生成抑制素基因引起的，它

4.1 奶牛和肉牛育种

是一个单独的常染色体隐形基因，位于2号染
色体。因此，产犊难度的减小是否能在维持发

选择标准

达肌肉的时候被意识到仍然是个未知数。正
因此，以及动物福利的明显关注，该品种的未

对于奶牛来说，在过去的十年里，通

来仍不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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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82
杂交育种——为解决黑白花牛的近亲繁殖的相关问题
黑白花牛品种，几乎完全由美国黑白花
牛基因构成，已经在很大范围内代替了整个

功能性状相关的问题，再加上世界范围内的
近亲繁殖的增加，已经使商业奶牛生产者对

世界的其他奶牛品种。由于遗传力的高低适
中，并且数据收集方便，生产和形态性状已经

杂交育种产生了巨大兴趣。纯种公畜将继续
被寻找，用来培育几乎所有用于杂交育种的

在黑白花牛的育种中受到重视。然而，雌性遗
传力，产犊容易度，犊牛死亡率，健康和存活

小母奶牛和母牛。大多数奶牛的杂交育种系
统将利用三个品种，通过世代来优化优势的

在以前一直被忽视，直到最近才受到关注。与

平均水平。

表 99
反刍动物的育种目标
目标 / 产品

标准

详细规格

产量
含量 / 品质
生长率
畜体品质

牛奶输送量
蛋白含量，蛋白含量，体细胞数，凝乳
在不同时期
脂肪含量，骨 / 肉比

肉质
数量
纤维质量

嫩度，多汁性

遗传缺陷
乳房炎发病率
乳房形态
脚和腿的问题
行走
雌性育性
雄性育性
产犊容易度
成活后代数量
饲料转化率
牛奶生产均衡性
产奶量
行为
功能畜群寿命

BLAD，MF 和 CVM

产品特性
牛奶
牛肉

牛毛
功能特性
健康和福利

繁殖效率

饲料系数
可用性
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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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直径

乳房附着，乳房深度和乳头性状
蹄子障碍指示
显示热，怀孕率
受胎率
直接和母体效应，死产

产奶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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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总之，农场主没有肉品质量被奖励，
往往针对畜体质量的奖励也非常微薄。

择反应方面的问题。在大多数育种计划都
建立一个聚集指数，包括性状，例如生长、

育种部门的组织和进展

牛奶产量、繁殖力、形态、牛奶中体细胞

由于繁殖率低下，每种动物都需要很

数量、产犊难易，以及生产寿命的持续时

长的世代间隔和大量的饲养空间，牛的育

间（详细介绍见表99）。对于奶牛来说，尽

种比家禽和猪的育种更加复杂，需要更加

管牛奶产量与繁殖和健康相关性状呈负相

宽敞的组织空间。基因的飘移可以从饲养

关，主要的关注焦点依然是牛奶产量。因

者到生产者也可以从生产者到饲养者。信

此，不受欢迎的副作用已被观察到——包

息资源可以被不同水平的操作者之间共同

括较低的繁殖力和较高的乳房炎、腿病和

分享。在一个非常典型的奶牛育种过程

酮病敏感性。

中，血统信息经常被品种社会所记录、拥

对于肉牛和绵羊来说，生长的选择已

有和管理，而牛奶的生产记录被农场主拥

经导致了较高的出生体重和逐渐增加的出

有，但是被牛奶记录的组织者所收集和管

生风险。较高的出生率还被期望来提高雌

理。繁殖力和生殖性能的信息被提供人工

性育种动物的成熟度。如果由于可用饲料

授精服务的公司保存，而健康方面的信息

的数量或质量限制，而不能满足较大动物

则在兽医手中。经常存在的现象就是，组

的营养需求，那么可能会导致繁殖率较低

织者在分散的地区储藏不同系统的信息。

的情况。通过提高选择指数中功能性状的

由于家养牛的养殖是传统的主要农业

分量，这些负面影响能够避免，至少可以

产业，因此育种对这个产业的影响很大，

减少。前提是假设这些性状能被直接测

政府机构对牛的育种所做出的投入要远远

量。功能基因的记录往往残留一个重要的

多于对家禽和猪的投入，所以在农村开展

瓶颈，阻碍育种方案中对这些性状的包

此项产业具有特殊的前景。大多数的育种

括。可以通过饲料转化率的例子来对此说

过程要么开始时就被政府支持和准予，要

明。记录大量动物的进食量目前来说是不

么就是持续的受到国家政府机构的支持

可能的——阻碍这种性状的高效选择。

（Wickham，2005）。例如，美国农业部

市场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对于牛奶 （USDA）的动物改良规划实验室，加拿大
来说，良好管理规范已经在许多国家实施

的牛奶网（CDN），荷兰的 Cr- Delta，法

了很长一段时间，并且产品质量对付给生

国的 l'Institut de l'Elevage（IE），在各自

产者的价格有直接影响。然而，对于肉品

国家中牛的育种计划中，尤其是在数据管

来说，生产链的可溯源性和组织传统上还

理和遗传评估方面，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

比较薄弱，这就限制了提高产品质量的机

角色。在品种方面，它们在各自品种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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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83
挪威红牛功能性状的筛选
挪威红牛是一种产奶量高的家养牛品种，

最好的牧群每个哺乳期内牛奶的产量超过

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就以包括繁殖力和
健康作为筛选指标（称为总体考核指标）对其

1 万千克，最高产的可以达到 16000 千克。相
对于繁殖力来说（种群中 60 天的平均受胎率

进行了筛选。挪威红牛这个事件提供了一个真
实的例子，就是生产和功能性状在可持续的育

是73.4%）
，这种趋势是积极的。在1999—2005
年之间，挪威红牛乳腺炎的发生率从28%降到

种计划中可以成功的被平衡。这种成就是建立
在一个有效的记录系统和自发的对功能性状的

21%，估计每年下降 0.35 个百分点是由遗传改
良引起的。报道的产犊困难不超过 2%，其中

重视之上的。目前，总体考核指标已经包含有
10 个性状，下表列决了每个性状的相对比重：

死胎率不超过 3%。
大量因素推进了可持续育种计划：

牛奶指标
乳腺炎抗性

0.24
0.22

生产和功能可以被很多性状所描述，它们
在育种策略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繁殖力
乳房性状

0.15
0.15

很多不同的结合都能够导致很高的总体育
种值。这就需要考虑到要从不同的育种系中筛

牛肉的生长率
腿

0.09
0.06

选动物，这样可以自动的减少近亲繁殖带来的
危险。

性情
其他疾病

0.04
0.03

育种工作建立在那些从普通奶牛种群得到
的数据之上，这样就可以保证由育种工程中所

死胎
产犊容易度

0.01
0.01

产生的动物能够很好的适应正常的生产条件。
由 Erling Fimland 提供，更多的信息可

这个 育 种 计 划 的 主 要 特 点 包 括 ： 超 过 参考：
9 5% 的畜群参与了记录和计算机交配计划，
http://www.geno.no/genonett/
90%的交配利用了人工授精的方法，其中40%
利用的是供试公牛。所有的诊断和健康的登记
都由兽医进行，这些数据为了家谱和与人工授
精相关的信息而被维
护。大约 120 个小公牛
和后代的 250～300 个
小母牛每年都被测试，
因此包含低遗传率的
性状（例如乳腺炎的遗
传可能性为0.03，其他
疾病的遗传可能性是
0.01）
，仍然能够提供高
准确度的筛选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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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牛品种的成功选育是对生产测量、

色。迄今为止，在西方国家仍然在大多数

犊牛测试和遗传有效性评估进行良好组织

奶牛畜群中占有主导地位的黑白花牛就是

的结果。在商业牛奶生产中的高水平饲

世界黑白花牛联邦的宣言。专有会员的畜

养，能够高比例的表达奶牛的遗传潜能，

禽血统书信息和显示环性能（它是一种严

反过来，也会使筛选变得非常有效。

格的种内事务）已经对纯系育种的可持续

奶牛杂交育种的研究已经陆续发现了

发展和所有奶牛和肉牛主要品种的维持起

奶牛在产奶量、繁殖力和存活性状上较高

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水平的杂交优势。然而，高产奶量在黑白

人工授精中心在筛选进程中，已经

花牛中的长期筛选的成功，已经使该品种

将筛选计划由地方发展到国家，并且逐

的直接育种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

步实施国际化运作。优势动物遗传材料

但是，由于承受着与产奶量相关的低繁殖

的推广现在已经全球化。预测在未来的

力和短寿命，商业生产者的压力越来越

10～15 年中，人工授精中心合并成几个

大，适应性的需求可能在未来会导致杂交

世界范围育种公司，就像目前猪和家禽

牛在育种计划水平上有更大的发展。

育种公司。例如，在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

杂交育种在肉牛中的应用往往没有设

“Genus”育种计划是英国主要的育种计

计良好的育种计划。对于肉牛，杂交育种

划。几年后 Genus 吞并了美国 ABS 基因

计划在少于 4 个公牛的畜群中很难实施。

公司合并后形成了跨国公司，可以向 70

即使是对于大规模的育种计划，有组织的

多个国家提供各种产奶牛和产肉牛的遗

杂交育种计划所需的畜群单独管理也非常

传信息。最近，Genus又收购了Sygen（生

困难（Gregory 等，1999）。

物技术公司）公司。
牛的育种计划要依靠能够为遗传评估

在牛的育种中，引入人工授精技术使
得利用父本的数量大量减少，并且对地区

提供足够数据的商业生产者。因此，所记

间和国家间遗传材料的交换也具有贡献。

录的数据出现在育种金字塔的每个层次

通过人工授精技术，原本在核心种群中进

上。这种需求在牛奶计划中最大，需要大

行的公牛筛选现在在普通种群中也能够进

量的后代种群来对公牛进行准确评估（尤

行。由于公牛的高繁殖力，公牛筛选在奶

其是低遗传率的性状），或者为产肉牛中

牛和肉牛种群中总体遗传改变方面提供了

直接和母体遗传效应进行评估。利用人工

70% 的贡献率。

授精的方法在很多畜群中进行精子的传播

4.2 绵羊和山羊育种

是非常普遍的，这便于对不同环境中生长
的动物进行比较。人工授精技术也使高强
度筛选雄性动物成为可能。

选择标准
绵羊和山羊饲养的主要用途是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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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奶和毛或纤维（表99提供了相应的育

产的波尔山羊是一个例外。此品种已被非

种目标）。绵羊奶是地中海地区国家的重

洲的其他国家和其他国家，例如澳大利亚

要产品。它主要被制成各种奶酪（例如羊

引进。

乳干酪，Fiore Sardo 干酪，罗马诺羊乳酪
和羊乳酪）。奶的生产和质量是重要的育
种标准。奶山羊也可以被培育生长率，生

育种部门的组织
细毛绵羊的主要育种计划都在南半球

殖特性，例如孪生率，以及形态特性，例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些计划基于直接
如乳房性状（Mavrogenis，2000）。相反， 育种。然而，对于细毛绵羊的操作来说，
在西北欧，羊肉是最重要的产品。
特定的育种目标将取决于生产环境

如果收入的主要部分来源于羔羊（为屠
宰），那么就应该采取自由式 F1 代生产。

（例如山脉对洼地），并且可能包括生长

在此种类型的计划，所有的母羊被直接饲

率、畜体质量、生殖效能和抚育能力。商

养用于获得优质羊毛。遴选母羊的一个更

业羊毛生产主要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具

大的部分被用于和细毛公羊进行交配来生

有专门的畜群，并且由美利奴羊良种直接

产替代母羊。剩余的母羊与晚期的公羊交

培育而成细毛绵羊组成。关于羊毛生产， 配，并将交配产生的所有羔羊卖掉。
选择标准一般包括干净羊毛的重量和纤维

在肉羊的培育过程中，畜群的平均大

直径。然而，动物适应特殊环境条件的需

小通常非常小，以至于不能进行种群内的

要也实现了育种发展。例如，在澳大利亚， 强度选择。这个问题已经通过育种方案的
已经培育出不同的美利奴羊品系来适应澳

协作得以解决。顶端的育种方案非常完善

大利亚不同地区的环境条件。羊肉相对羊 （如 James，1977），但是种公畜参考计划
毛逐渐增加的经济重要性已使育种目标转 （SRS）最近已经受到欢迎。在种公畜参考
向生殖率和出售体重。
在地中海地区，南亚地区以及拉丁美

计划中，通过特定公畜（参考种公畜）的
交叉使用在羊群之间创建了遗传连锁。

洲和非洲的部分地区，山羊是主要用来产

这些关联使遗传评估能够进行跨羊群比

奶。在地中海和拉丁美洲，山羊奶常常被

较，为总体目标提供了一个较大的遴选

用于奶酪生产，然而，在非洲和南亚，山

候选者基因库。英国大约有 2/3 的经过效

羊奶被直接消费或酸化后再食用。在亚洲

能记录的绵羊，包括所有专门肉用的主

和非洲的其他地区，山羊主要用于羊肉生

要品种，现在属于这种计划（Lewis 和

产。在这些地区，几乎很少提供补充饲料， Simm，2002）。
并且吃草提供了大量的营养需求。这些动

杂交育种是英国分层养羊业的基础

物的体型属于中小型的，肌肉强度属于中 （Simm，1998）。基于一个松散结构的系
度到轻度。在南非发展起来的用于羊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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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公共机构。传统的山丘品种，例如苏格

非常成功，尤其是日增重、背膘厚、饲料

兰黑面羊就是在荒芜的山丘生产环境种直

系数，以及在过去的十年里的小体型（详

接培育成的。这些品种的纯种母羊在丘陵

细情况见表100）。当前的目标是培育出更

地区（只要气候恶劣，并且较适合放牧） 多的强壮且能干的品种来适应不同的环境
被出售给农场主。在这里，它们与来自中

条件。这就意味着要发掘一个适当策略来

间杂交品种（例如莱斯特黑面羊）的公羊

应对基因型与环境的互作以及越来越多强

进行杂交。接着 F1 代雌性动物被卖到低

调二级性状的介入，这些二级性状的经济

洼地的种群，在这里它们与终端父本（例

重要性至今仍被忽略。二级性状包括小猪

如萨福克羊和特塞尔绵羊）进行交配。大

的存活、断奶与第一次发情之间的时间间

多数数据记录和遗传评估的目标都是改良

隔、母猪的寿命、形态（尤其是腿的）、屠

终端父本品种，来生产具有优良遗传特性

宰之前的活力、肉色和滴水损失。猪的健

的公羊。数据记录和遗传评估通过商业操

康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这就意味着不仅改

作，例如盖章，或通过由公共基金支持的

善养殖场的卫生状况，而且还要选择对一

研究机构来承担。

般疾病在商业条件下的抗性。

大多数奶山羊在发展中国家。然而，

在反刍动物的情况下，实施“功能”

育种计划却主要集中在欧洲和北美。基于

特性的有效选择有一些困难。现在仍没有

利用冷冻精子和同期发情进行人工授精

选择更抗病或减少代谢紊乱的适宜工具。

（6万头受精山羊/年）的法国选择计划，以

缺乏足够的动物福利遗传方面的知识。需

及基于畜群间父系轮换的挪威计划就是有

要改善强调记录的方法，例如，通过使用

组织的后代测试程序的例子。它们包括一

非干预式方法测量显示应激参数，确定儿

个选择目标和有组织的交配的正式定义， 茶酚胺水平和用皮下芯片记录心跳速率。
用来产生年轻父系以及它们的后代。肉羊

有关猪的认知能力和应对策略知识的改进

结构化育种计划的一个最好的例子大概是

可以使个别特性成为适应各种猪舍条件和

由澳大利亚波尔山羊育种者协会运作的计

社会挑战能力的指示，可以包括在选择标

划。山羊绒和安卡拉山羊毛的生产基于各

准中。此外，需要进一步评估选择对特殊

自品种之间的直接杂交。安卡拉山羊中几

病抗性和福利目标的影响。

乎没有杂交育种。
4.3 猪和家禽育种

家禽选择标准
产蛋鸡一直主要选择其生产力。在过

猪的选择标准
作为反刍动物的例子，猪的育种计划
在完成重要经济性状的遗传改良方面已经

去几十年里，不断精练的育种计划，将越
来越多的性状包括在育种目标中。今天，
主要的选择目标包括：每年每只入圈母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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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0
猪的育种目标
目标

标准

详细规格

生长率
畜体重量
畜体品质
肉质

在不同时期

常规抗性
生命力强的仔猪
猪的存活
胁迫

强壮
抚育能力，奶头数量

生产性状

功能性状
健康和福利

先天效应

效率
寿命

腿病
小体型
饲料保存效率
功能畜群寿命

所产销售鸡蛋数量、饲料转换成鸡蛋的效
率、外部和内部蛋品质量以及对不同环境

均匀性,畜体的瘦肉
持水能力，颜色，味道

母畜品系内胁迫（氟烷）基因的消除，
在雄性品系也是可能的
例子：锁肛，隐睾，发散腿，雌雄同体
和疝气
腿弱和腿跛
每头母猪每年的屠宰猪的数量
健康问题最少的生产生命

负面相关的有效工具。
对家禽业最显然的挑战与疾病相关。

的适应性（预知更详细的信息，请参阅表

初级育种公司已经从它们的核心群消灭了

101）。

鸡蛋传播的疾病，例如白血病病毒、支原

对于禽肉来说，通过简单的群体选

体和沙门氏杆菌，继续的显示表明无这些

择较年轻鸡的生长速度和“体型”，在比

问题发生。其他疾病，例如马立克氏病、

较年轻年龄的上市体重和相关的饲料转

大肠杆菌、结肠弯曲杆菌和高致病性禽流

换率方面取得了很大的遗传改良。在 20

感控制起来十分困难。

世纪 70 年代，引入了直接选择饲料转换
效率。在过去的 20 年里，选择重点逐渐

在动物福利领域，对于育种者来说主
要的挑战是让产蛋鸡适应各种管理系统，

转向屠宰场的首要重要性状：胸肉产量、 例如，减少非笼养系统的喙羽癖和同类残
总体胴体价值、瘦肉生产力、产品一致

食（喙羽癖和同类残食也是火鸡和水禽的

性、低死亡率和不适宜率。特殊雄性和雌

严重问题），减少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突

性品系的发展和亲本控制饲养的引进是

然死亡综合征和腹水症）以及减少肉鸡和

克服年轻鸡生长速度和繁殖性状之间的

火鸡的腿部疾患。但是，这些问题的发生

402

第四部分

动物遗传资源管理的新进展

表 101
家禽育种目标
目标 / 产品
生产性状
鸡蛋

鸡肉

功能性状
健康和福利

饲料效率

长寿

标准

详细规格

鸡蛋数量
鸡蛋外部质量
鸡蛋内部质量

每只母鸡可销售鸡蛋数量
平均蛋重,蛋壳强力和颜色
鸡蛋组成（卵黄 / 白蛋白比率）,蛋白坚实度和
无包含体 （血液和肉斑）
增重； 到达上市体重年龄
有价值部位的“单产”
,特别是胸肉； 不选择
水泡和其他缺陷以降低不适宜率

生长速度
胴体品质

抗病性
单因子遗传缺陷
肉鸡和火鸡的腿部疾患
产蛋鸡骨质疏松
心脏和肺部缺陷

在日常工作中不使用

同类残食,喙羽癖
饲料消耗
● 产蛋鸡每千克鸡蛋,
● 肉鸡和火鸡每千克体重
剩余饲料消耗
生产寿命长短

突然死亡综合征
（sudden death syndrome）的发生和肉鸡
的腹水症（ascites）以及火鸡的圆心脏病
（round heart）

原因恐怕是多因素造成的，需要进行进一

禽。今天，蛋品加工厂、屠宰场和饲料供

步的研究。

应商与鸡蛋生产者和家禽生产者发展了合
同关系，向后者提供较好的财力安全，但

猪和家禽育种界的组织和演变
现代家禽业有一个典型的分层结构，

是启动成本较低且自由。
养猪业有一个类似的分层结构，这个

由几个明显的层次组成。育种公司拥有纯

分层结构大多是杂交育种、人工授精和特

系，主要以欧洲和北美为基础，在主要生

殊育种农场引进的结果。但是，在养猪业

产地区设有子公司。它们牢记了整个生产

和养禽业之间存在一些差异。例如，一个

链——孵化厂、蛋和肉家禽养殖者、加工

养猪生产者将典型地，通过将来自特殊母

厂、零售商和消费者。孵化厂（多个层次） 系的母猪与一个来自特殊父系的公猪进行
位于世界人口中心附近的地区。它们接受

配种，来获得“商品”猪——公猪和母猪

要么来自育种者的亲本或来自育种者的祖

都从育种公司购买（不像家禽那样来自各

代一日龄雏鸡，并生产鸡蛋生产者和肉

个层次）。

鸡、火鸡和家鸭生产者所需的最终杂交家

与家禽业不同的是，猪有自己的育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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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且实施全国性遗传评估。一方面大

过现有品系杂交或通过同一目标

型育种公司的遗传评估是在公司内进行

的进一步选择可以不断培育出新
的品系。

的，而另一方面纯种水平的遗传评估是由
政府研究所（例如美国的全国猪登记委员
会）和品种协会实施的。

●

最终产品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纯系
之间的杂交种。

由于这些公司的合作所有权结构，猪

由于经济原因，每个育种公司将以各

和家禽育种计划有时系指“商业”育种计

种商标售出其产品（通过获取和融合），但

划。多年来，这些计划进行了合并成为了

是，事实上只有有限数量的差异化产品。

更大的公司。例如，在家禽方面，仅 2～

实际上，猪或家禽育种公司以开发自己的

3 个初级育种公司集团占全年产蛋鸡、肉

品系来满足少数（2～3）育种目标，这取

用仔鸡和火鸡生产量的 90% 左右。进而， 决于它们的全球市场份额和顾客所操纵生
一些这样的公司由相同的初级育种公司集

产环境的差异程度而有所不同。例如，一

团所拥有。猪育种产业拥有较多的育种公

个育种者可以培育一个用于高投入条件下

司和较少的大型育种公司（例如 P I C ， 的高产、生长速度快的动物，在这个高投
Monsanto），但是，拥有相同的发展趋势。 入条件下优质饲料允许动物完全显示其遗
新近参与猪育种产业的巨大的 Monsanto

传潜力，还可以培育一个在更具挑战性环

公司就清楚的说明了这种趋势。由于该行

境下更为“强壮”但是生产性状的生产性

业的竞争性质和高投资水平，“商业”育

能相对较低的品系。

种公司通常在技术的应用方面走在该产业
的最前列。这些:领先公司正在它们的育
种计划中行将结合基因组信息，而许多育

5 低投入系统的育种计划

种者仍在讨论这种方法的可行性。
这些商业育种公司的活动有以下特
点：
●

●

5.1

低投入系统的描述

就全世界范围而言，许多畜禽将继续
只在核心群进行系谱选育（Pedig-

由小农和草原生产者饲养。这些生产者通

ree selection）。

常很少能获得外部投入，对商品市场的了

特殊系谱（和品种）选育十分严

解也很有限。即便是由外部投入进入到本

格。这些系谱被指定为父系和母

地，他们也只能得到很少的现金。正如

系，并以不同的选择强度进行选

LPPS 和 K hler-Rollefson（2005）所述：

育。在禽肉和猪中，父系的选育侧 “现金产品常常是次重要的，特别在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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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84
秘鲁安第斯山脉地区的基于社区的绵羊管理
秘鲁安第斯山脉中部地区的农业受到低温
和干旱的严重限制，大多数农户依赖畜禽作
为他们的收入来源。草原绵羊在经济上是最
重要的物种，被用作食物的来源，作为通过交
换获得货物的方式，作为通过出售活畜或羊
毛可以获得现金的方式。在较小程度上，它们
也用于文化、娱乐和旅游活动。Criollo绵羊占
秘鲁绵羊总数的 60%。它们主要由给予本地

在秘鲁的这个地区，农民社区将自己组织
了起来，改善绵羊的管理，并由政府给予少量
的资助。跨公社和公社企业、合作社以及家庭
和个体农场是常见的事情。农民们交换遗传材
料、经验和技术。跨公社和公社企业的生产率
远远高于个体农民。他们成功地组织了基于公
开核心群方案的参与式品种改良计划，在技术

上实力雄厚，使他们的草场保持在良好的状
品种高度评价的家庭农场和个体农户饲养。 态，使用他们的一些利润改善其成员的社会福
也可以买到由Criollo绵羊和在1935—1954年 利，例如，通过购买学习用品，以低价销售牛
期间从阿根廷、澳大利亚、智利、新西兰和乌 奶和肉品，并为老年人提供帮助。
拉圭进口的考力代（Corriedale）绵羊培育的
杂交兼用型品种。农民既饲养 Criollo 绵羊又
饲养杂交复合品种。

由 Kim-Ahn Tempelman 提供。
欲知更详细信息，请参阅 FAO（2006）
。

毛质量标准，但能够产生一系列益处。例

型仍是一种挑战，但是，肯定不是一种不

如，传统产品对社会凝聚力和社会认同感

可能或不适宜的任务。

的贡献，传统品种能满足宗教仪式的需

5.2 育种策略

求，传统品种对营养循环和能源的提供者

选择育种策略一定要考虑当地的实际

的作用，以及作为“储蓄银行”和抗拒干

情况。畜禽的所有者应该尽量参与计划，

旱和其他自然灾害的保险能力。

最好从一开始就参与。应该仔细地考虑该

小规模农户和牧区牧民畜主可能是本

地区的社会结构和生产者的目标。需要考

地居民或来自原籍为外来品种早期引入的

虑整个系统，而不是该系统的一部分。例

地区。传统畜禽饲养者在遗传学方面没有

如，当在一个边远地区考虑一个杂交育种

经过技术培训，许多是文盲。但是，他们

计划时，需要保证杂交动物的后裔能够在

拥有有价值的本地品种及其管理的知识。 这些条件下生存下来。
尽管他们没有“正常化”或不能读写，他
这个育种计划应该尽量地简洁明了。
们却拥有育种目标和策略。例如，他们可

在一些情况下，育种计划对于从邻近地区

以与邻里或整个社区分享育种公畜（在一

的其他品种公牛与本地母牛杂交是可行

个物种中，他们很少超过一头牲畜）。

的，但是，需要连续不断地使用外来品种

总之，在这些条件下要使遗传改良定

公牛的计划，在低投入系统就不可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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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85
一个本地畜禽品种的遗传改良——肯尼亚 Boran 牛
Boran牛来源自东非地区的一个中等体型
牛品种，是肯尼亚半干旱地区分布最广、主要

括阉牛和处女牛的出售体重、屠宰率、可消
费肉品比率、兼用型生产系统的牛奶产量、

用途为牛肉生产的黄牛品种。商业牧民喜爱
Boran牛而不喜爱瘤牛,因为它们对当地条件的

母牛体重、母牛断奶率、母牛成活率、断奶
后成活率以及阉牛、处女牛和母牛的饲料采

相对适应性,这种适应性是通过对高环境温度、 食量。
在肯尼亚，Boran牛的遗传改良是由Boran
低饲料质量和高疾病和寄生虫挑战的当地条
件进行世世代代自然和人工选择的结果。推
荐Boran牛作为遗传材料在热带地区改善其他

牛品种协会（BCBS）实施。该协会的会员限
制农民饲养 Boran 牛，还限制其他感兴趣的利

本地牛和外来牛品种肉牛生产的途径。在 20
世纪 70 年代～90 年代期间，遗传出口到赞比

益相关者饲养 Boran 牛。目前，该协会的活动
主要集中到管理、维护品种标准和寻求肉牛和

亚、坦桑尼亚、乌干达、澳大利亚和美国。在
1994—2000年期间，Boran牛胚胎出口到津巴

遗传材料的新市场。在选择和遗传改良方面，
农民仍然可以自由选择。作为防止近亲繁殖的

布韦和南非。
市场潜力一直激励农民改善其品种。截至
20世纪70年代，Boran牛经历了与瘤牛的杂交

手段，畜群之间的偶然遗传材料交换恐怕是唯
一的农场之间的互作。在大多数农场，选择在
很大程度上集中到断奶体重和产犊间隔。为了

育种，回交以及品种内选择（主要以经验指导
的肉眼评估为基础）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发起

评估他们的动物，一些农民购买了各种计算机
程序，这样他们可以重新调整农场生产性能记

了登记计划。这个计划将动物生产性能记录送 录，以适应他们的管理目标。
至畜禽记录中心（LRC）用于遗传评估。但是，
Boran 牛品种协会（BCBS）是肯尼亚活
由于评估结果的不一致性和发布的推延和与记
录相关的昂贵费用，大多数生产者都退出了该

动积极的大多数品种协会之一。目前没有接
受财力支持，但是，参与了与 LRC 的战略合

计划。在1998年，国家肉牛研究中心实施了公
牛生产性能测试项目，旨在评估各种牛群中的

作，为仍然参与记录计划的生产者储存和评
估生产性能记录。Boran 牛品种协会（BCBS）

公牛。但是，由于缺乏资金，生产性能测试不
能持续下去。

在信息交换上也与全国农业研究系统合作，
特别在营养和育种方面。目前，仍在进行开发

近年来，实施了 Boran 牛生产系统的育
种目标。根据动物的上市销售年龄（24 或 36

改良Boran牛的适宜遗传改良计划和更新目前
的改良计划。

月龄）、投入水平（低等、中等和高等）和最
终目标（牛肉型或兼用型）对生产系统进行

由 Alexander Kahi 提供。
欲知Boran牛和 Boran牛品种协会的更详细信息，请
了分类。鉴别出了具有经济重要性的性状， 参阅 www.borankenya.org。

并预测计了一些牛的遗传参数。这些性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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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86
玻利维亚 Ayopaya 地区的驼羊育种计划
在玻利维亚高海拔安第斯山脉地区，驼羊
是农户实施混合农作重要的和不可或缺的部

运输前将驼羊拴在一起

分。驼羊可以向农户提供粪便、肉品和纤维；
它们被用作驮畜，还起到重要的社会作用。作
为一个固有的物种，驼羊在维护脆弱本地生
态系统方面做出了贡献。有两个主要类型的
驼羊——“Kh’ara”类型和羊毛类型，和众所
周知的“Th’ampulli”类型。
在育种计划实施的 A y o p a y a 地区
（department of Cochabamba）位于安第斯山脉
Cordillera 地区东部海拔 4000～5000 米的高海
拔地区。由于地理条件和非常基本的基础设
施，该地区很难到达。
1988年，驼羊的育种计划由120个成员的
本地生产者协会 O R P A C A 、非政府组织

（照片由 Michaela Nürnberg 提供）

作为第一步，由参与性观察和使用问卷
调查的方法对驼羊生产系统进行了研究，也

ASAR）和两所大学（University Mayor de San
Simon，Cochabamba and University of

对 Th’ampulli 类型的 2 183 只驼羊的表型特
征进行了定性。整个过程显示，驼羊拥有特别

Hohenheim，Germany）联合发起。启动资金
由上述机构保证。该计划的继续仍然关键取决

高的质量—— 91.7% 细纤维和 21.08μm 平均
纤维直径。这种纤维质量是玻利维亚其他驼

于外部资金的保证。
Ayopaya 地区的驼羊

羊群体不能比拟的。因此，驼羊组成了唯一的
遗传资源。对纺织业和贸易商代表的采访，提
供了有关驼羊毛经济潜在价值的信息。对经
过鉴别的驼羊生产性能进行了记录，并对育
种参数进行了估计。在 1999 年，在 Calientes
地区建立了由 ASAR 经营一个配种中心，由
农民将母驼羊牵来配种。在配种季节，经过选
择的公驼羊在该中心饲养。公驼羊的表型评
估目的是鉴别符合以下条件的驼羊：拥有一
致的羊毛颜色，挺直背部、挺直腿部和挺直颈
部、两个睾丸相同大小但又不是太小和无先
天性缺陷。一个配种中心为方圆大约 15 千米
范围内的6个社区的农民提供配种服务。从后
裔那里获得的生产性能数据由经过培训的农

（照片由 Michaela Nürnberg 提供）

民进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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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86（续）
玻利维亚 Ayopaya 地区的驼羊育种计划
与驼羊饲养者一道，记录、排序和评估了

驼羊的线性测量

驼羊的功能和育种目标。在一步一步的程序
里，育种计划逐渐适应和满足了育种者的喜
爱、市场条件和生物限制因素。由于驼羊有较
长的世代间隔时间，目前尚未评估驼羊的遗传
进展。

由下列人员提供: Angelika Stemmer，André
Markemann，Marianna Siegmund-Schultze，Anne
Valle Zárate。
从下列文献可获得更详细的信息：A l a n d i a
（照片由 Javier Delgado 提供）
（2003）； Delgado Santiva ez（2003）；Markeman
（forthcoming）： Nürnberg，M.（2005）；Wurzinger
（2005）
，or from: Prof. Dr Anne Valle Zárate，Institute
of Animal Production in the Tropics and Subtropics，
University of Hohenheim，70593 Stuttgart，Germany.
E-mail: inst480a@uni-hohenheim.de。

Ayopaya 地区的驼羊羊群（Emeterio Campos） Milluni 地区的公驼羊选种中的驱虫作业

（照片由 AndréMarkemann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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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87
牧民的育种标准——社区成员的洞察力
Karamoja cluster 2 的东非牧民保留了一个

●

畜禽牧场，包括瘤牛、小东非山羊、波斯黑头
绵羊、灰色驴和淡棕色骆驼。有些牧民也饲养

配种（它可以被认为是，这样的公牛能
够抗病、抗寄生虫，而且如果有病也很

本地鸡。饲养畜禽的用途格式各样，包括用作
食品；财富的储备和可以按价值与其他商品进
行比较的货币；一种支付债务、罚款和补助的
方式；一种运输和农业役用的方式；一种皮革

●

容易监测到）
；
生产出能够维持它们体重的后裔（在
母牛的情况下是奶产量）
，甚至在饲料
短缺期间也能够生产出能够维持它们

和纤维的来源和一种作为燃料、肥料和建筑用
的牛粪来源。家畜还起到许多文化作用，例如
在新婚是用作给新娘家庭的礼物。它们还可以
在与下列宗教仪式活动时进行屠宰：出生、葬

生性活跃和动作敏捷－这样可以在一
个配种季节为整个群体内的所有母牛

●

体重的后裔；
有大的体型和体重——对于可销售性
和状态十分重要，但是，不能太重，能
够行使其配种的功能就行；

礼、畜禽季节性迁移、求雨、避免不良预兆、
疾病流行或敌人入侵、洗礼、或按照农村草药

●

配方治疗疾病。
育种决策的标准多种多样，反映了社会、

身型高大，拥有宽的胸部和笔直的背
部——同样要满足育种功能；

●

经济和生态因素的互作。它们不仅包括生产
力，而且包括肉品、血和牛奶的味道；惬意的

有符合畜主3 或社区要求的被毛颜色或
角的形状构造；

●

气质；被毛颜色；宗教要求；抗病、抗寄生虫；
母爱天性；行走能力；抗旱；贫乏饲料的生存

有适宜于销售或其他用途的被毛颜色
和被毛质量；

●

力；在极端温度和降水量条件下的生存力。
育种决策的标准（按重要性顺序排序）

性情温顺——对捕食天敌具有攻击性4，
但是对人或其他畜禽没有这种攻击性；

●

用于育种的役用公牛应该拥有大的体
重，体格强壮和驯服；

●

育种公牛应该保留在畜主的畜群中，
放
牧性能良好，不喜欢四处游走并与其

种公牛应该：

他公牛打架斗殴。
2
“Karamoja Cluster”
：在乌干达、肯尼亚、埃
塞俄比亚和苏丹的整个Ateker 人总体上分享共同的生
计。
“Ateker”人：
（又叫 “Ngitunga/Itunga” = 人）. 这
些人拥有居住在乌干达的共同祖籍（NgiKarimojong
包括 Pokot，Iteso），肯尼亚（NgiTurukana；Itesio，
Pokot）
； 埃塞俄比亚（NgiNyangatom/NgiDongiro）和
苏丹（NgiToposa）以及与他们一样将相同的语言喜
欢他们的 Ateker 宗族（pl. Ngatekerin /Atekerin）的邻
里。Ateker 人的有些宗族遍及整个 Karamoja cluster
团簇。

3
牧民也将他们自己的姓名与他们最喜欢的公牛
的被毛颜色和角的构造联系起来。这在 K a r a m o j a
Cluster部落尤其如此。这样的姓名拥有Apa-作为前缀，
意思是“公牛的畜主拥有一个 [...] 被毛颜色/角构造”
。
例如，姓名 “ApaLongor” 意思是“这个人男人拥有
一头棕色被毛颜色的公牛”。这头喜爱的育种公牛可以
从它的畜主那里获得许多特权，例如戴上铃铛或在生
病是可以接受及时的呵护。
4
不加选择的攻击性在畜禽中是不能接受的，甚
至如果其他性状都好的情况下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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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87（续）
牧民的育种标准——社区成员的洞察力
育种母畜应该：

双胞胎 5。

拥有稳定的奶产量，不仅牛奶可口且
乳脂率也高，而且也能维持健康体况

世界应该感谢牧民们在持续利用他们的
独特适应品种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不仅这

●

且后裔的生长速度也快速；
能够定期产犊并生产出生长速度快的

些动物为饲养者提供了食物和收入保证，而
且，他们也为维护遗传多样性做出了贡献，因

●

后裔；
抗病、耐热、耐寒、抗久旱；

此，为将来的遗传改良计划提供了一种资源。
从这方面看，需要国家政府、民间社会组织和

在饲料短缺情况下仍能存活且维持高
产奶量，特别在旱季当饲料数量和质

国际社区在畜牧业服务方面向牧民们提供适
宜支持。

●

●

●

量均低时；
乳房宽、乳头完整；

●

母牛对人或其他畜禽应该性情温顺，
但
是对捕食性天敌应该具有攻击性；

●

小家畜（山羊、绵羊）应该定期产出

由 Thomas Loquang（Karimojong 牧民社区成员）提
供。
欲知更详细的信息，请参阅：Loquang（2003）；
Loquang（2006a）
； Loquang（2006b）
； Loquang and
K hler-Rollefson（2005）
。

只是增加产出性状，例如，体重、牛奶或
育种策略

鸡蛋生产、或羊毛重量。效率也是一个关

确定育种目标在任何遗传改良计划中

键标准。遗憾的是，在内在效率的遗传改

都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困难的任务，在低

良方面的知识还知之甚少。提高效率通常

投入系统中，需要考虑的问题包括：（如

是按所增加的总体效率进行测量的。在高

果有的话）应该改变什么？什么能够实际

生产力动物所观察到的总体效率的提高是

上改善这些条件？

动物营养采食量的较低部分用于维持量而

一个低投入系统也是一个低产出系

获得的，而相应较高的部分用于生产。这

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低生产力。对于

并不意味着，动物只需要较少的饲料来实

低投入系统来说，还不足以认为遗传改良

现一定水平的生产性能。
建议了以剩余饲料采食量为基础的

请注意，要让小反刍动物的第一胎就产双胎是
一种禁忌。只允许在其后的胎次产双胎。类似地，要
让牛在无论在第一胎或其后的胎次产双胎是一种禁忌。
任何这种情况（产双胎）将导致相关动物被石头或乱
棍打死。在这种情况下的动物已经变成女巫，因此，必
须立即消灭。
5

410

选择方案（RFI）作为提高内在效率的方
法。这对于所有的物种和所有的生产系
统是一个重要的标准。减少RFI的遗传选
择能够获得采食量少的动物，但是并不
牺牲生长和生产性能（Herd 等，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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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88
尼日利亚 WoDaaBe 地区的 Bororo 瘤牛——在极端环境下的可靠性选择
这个例子系指尼日利亚特殊草原
系统的黄牛育种。WoDaaBe 人是全职
黄牛饲养者。贩卖家畜是他们生计策
略的里程碑。 他们的畜群在国家肉牛
出口中占很大比例，特别在奖励
Bororo 瘤牛出售的尼日利亚大型市场
尤其如此。
“极端 环 境 ” 在 这 里 系 指 带 有
随机性质特点的粗放生态系统和难
以获得原始资源及外部投入物的结
合。WoDaaBe牧民开发半干旱国土的
特点是不稳定和不可预期的降水。
在正常年份，无论任何地方，新鲜牧
草只有 2～3 个月时间的供应期。 要
获得牧草、水和服务需要有一定水
平的购买力，还需要与邻里的经济
人为竞争这些资源而进行谈判。在
这种交易过程中，WoDaaBe人通常都
是弱者。
有人认为，“可靠性”概念是在这
种条件下牧民懂得管理策略的关键
（Roe 等，1998）
。要使“较高可靠性”
的草原系统转向有害物质的积极管
理，而不是逃避这些有害物质，其目
的是保证畜牧生产的稳定流动。在这
些系统中，育种不得不与环境和生产
策略密切地结合起来。WoDaaBe 牧
民的主要 目 标 是 使 全 年 畜 群 的 健 康
和 繁 殖 能 力 最 大 化 。他 们 管 理 系 统
的 目 标 是 ，保 证 动 物 全 年 都 能 够 采
食 到 最 大 的 、尽 量 丰 富 的 日 粮（ 参
阅 S c h a r e i k a ， 2 0 0 3 ）。 这 涉 及 到
特 殊 化 劳 力 ，对 放 牧 资 源 和 家 畜 能
力的多样性和变异性实施重点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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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88（续）
尼日利亚 WoDaaBe 地区的 Bororo 瘤牛——在极端环境下的可靠性选择
草原的营养价值可以通过畜群在饲草的空
间和暂时异类分布区域之间的移动而实现最大

的可靠性，而不是放在使特殊性状的个别
生产性能最大化。

化。此外，动物的饲养能力超越了自然水平。
育种涉及有选择地让母牛与相配的公牛
一方面，饲养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以遗传为基 交配，还涉及以销售无生产力母牛为目标
础的（例如酶系统或嘴的大小和构成）
，它可
以在很大程度上受知识的影响，这些知识是以

的政策。不足 2% 的公牛用于繁殖用途。密
切监测畜群允许我们早期检测到排卵并保

个人经验和社会合作者之间的限制为基础的
（例如有效跋涉、放牧行为和日粮的偏好程

证有 95% 以上的分娩是按所选择公牛进行
配种的结果。特殊母牛的每次发情几乎都

度）。动物的饲养动力可以通过消化反馈使它
们理想化，保证饲草质量和理想的饲草状态来

使用不同的公牛，整体的比率是大约一头
公牛 / 四次出生。纯系种公牛在较大育种者

加以控制。最好使用一种精心制备的由牧草和
灌木组成的多样化日粮，这样可以纠正营养的

网络之间借来借去（常常是相关的育种
者）。种公牛租借非常常见（影响了大约一

失衡，特别在旱季，可以通过激化负消化反馈
来保持饲养动力处在较低水平。旱季灌溉方式

半的出生），甚至在育种者已经有自己的纯
系公牛的情况下也如此。与非纯系种公牛

也可以进行调整，以激化牛的消化性能来满足
牧民们的使繁殖最大化的长期策略目标。

配对，无论是自己的或租借的，影响了大约
12% 的出生。这两种做法都明显地维持着，

人和畜群对生产策略有很高的要求。随着
旱季的到来，一方面其他牧民小组在分享相同

目的是保持多样性。母系追溯和畜群中每
头动物的父系种公牛通常都要进行记录，

的生态系统，搬迁到离水源较近且可以容易 一起记住的还有特殊种公牛的谱系，所有
获得水的地区，但是这个地区牧草质量较差， 租借种公牛的鉴别和畜主。
而 WoDaaBe 人则采取相反方向的移动，尽力
使他们的帐篷离主要饲草较近。长距离搬迁

一头母牛的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
头动物对管理系统的回应。通过实施能够控制

和炎热季节灌溉方式的结果常常涉及 25～30
千米的路程才可到达水井，
然后让畜群每三天

动物对生态系统体验的生产策略，牧民们将他
们的动物暴露在各种自然环境下，包括有利的

饮水一次。
因此 ，W o D a a B e 人 的 基 本 生 产 策 略

和不利的牧草和饮水条件。多年来，有些母牛
繁荣了下来并生出了许多后裔，而其他母牛则

是。维持畜群内功能型行为方式。其结果
是，他们将育种计划的重点放在弘扬社会

死亡了或在生死线上挣扎，并且出售了。这样，
为了他们的育种目标，
WoDaaBe人能够驾驭天

组织和畜群内部的互作上。它鼓励在整个
育种网络中共享动物的饲养能力，并尽力

然选择的压力。

保证网络内成功牛谱系的遗传和“文化”的
延续。这些谱系已经被证明在WoDaaBe人的

由 Saverio Kr tl 提供。
欲知更详细的信息，请参阅:Kr tli（2007）
。

畜群管理系统情况下能够继续繁荣下去，
在一个较长时期里将包括严重应激的事件。
该育种策略把重点放在保证畜群繁殖性能

412

第四部分

动物遗传资源管理的新进展

插文 89
越南北部地方猪种的社区育种计划
在越南西北山区，符合地区资源－小农农
牧兼营体系生产的目标、集约度和有效性的畜

养殖者更进一步追求最优化育种（小母猪选
择、最优化交配计划）
。为了确保育种计划的

禽育种和管理计划有利于改善农村生活水平。 长期可持续发展，地方合伙人，如 Son L 省的
本地区的Ban猪具有很好的耐寒性，但是其繁 农业和农村发展部与动物卫生局都积极地参与
殖和生长性能很低，因此，逐渐被来自于红河
三角洲的具有高产性能的越南 Mong Cai 母猪

进来，并接受培训。在当前项目开发阶段，要
加强与省推广服务部门的合作，在初期，推广

所代替。
由河内国家畜牧业研究所（NIAH）和德

服务要朝着集约化经营的方向发展。这个项目
今后的财政支持可以正式委托国家畜牧业研究

国 Hohenheim 大学 6 联合开展的基于社区的猪
育种计划项目，已经在不同的偏远地理位置

所关于动物遗传资源保存项目来执行，另外，
目前项目的商业要素是要确保其长期的经济可

和市场通路的 7 个村庄中得以实施。
目前，参与这个育种计划的家庭共有 176

行性。
初期的性能测试结果表明 Mong Cai 猪和

户，并且已经开发出了现场生产性能测试方
案，并且给每个参与家庭都发放了记录猪生
产性能数据表（主要记录产仔日期和产仔数

其杂种后代 （与 外来 公猪 交配 所产 ）更加
适宜于具有更高水平需求的高生产率的半集
约化和面向市场的生产条件，但是，在恶劣

量），然后，在越南和德国研究人员视察进
行育种计划的村庄时，再对这些数据进行复

山地气候、较低和不同投入强度条件下会影
响其健康状况。Ban 猪适宜于资源匮乏的养

核、并补充他们视察中对试验猪进行称重和 殖条件。如果这个项目要继续进行下去，就
鉴定得到的数据，最后对养殖者进行培训， 必须制定进一步改进的育种目标、最为优化
利用 PigChamp 软件，让他们把所有数据录入
到这个方案的数据库中。

的育种计划以及执行市场销售计划。在城镇
附近，要用 Mong Cai 猪的杂种后代生产瘦

参与到这个育种计划中的养殖者通常会得
到相应的报酬，但是，这种补偿会逐渐减

肉，在边远地区的纯种或杂种市场，把 Ban
猪的生产作为“通过利用保存”的地方品种继

少。实行这种补偿模式的最终结果，可以使

续养殖。

由泰国—越南—德国合作研究计划 SFB564 框
架下的德国研究协会（DFG）和越南科学技术部提供
资金。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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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89（续）
越南北部地方猪种的社区育种计划
研究区域示意图

Mong Cai sow
照片由 Ute Lemke 提供。

现场生产测试方案中的数据和资源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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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89（续）
越南北部地方猪种的社区育种计划
在Pa Dong和Mai Son地区给猪称体重

在Song Ma 地区的猪

照片由 Pham Thi Thanh Hoa 提供

照片由 Regina R βler 提供

由 Ute Lemke 和 Anne Valle Zárate 提供。
可以从以下出处得到更多详细信息：Huyen 等（2005）
，Lemke（2006）
，R βler（2005）
,或者 Hohenheim 大
学热带和亚热带畜牧生产学会Anne Valle Zárate教授，70593 斯图加特，德国。E-mail: inst480a@uni-hohenheim.
de。

Richardson 等，1998）。例如，与增重率 /

在许多非洲国家建立持续动物育种系

饲料采食量形成鲜明对照，剩余饲料消

统的主要障碍（Djemali，2005）。信

费与生长相对无关。因此，RFI 对于饲料

息技术的不断进步意味着数据记录设

利用更为敏感和准确（Sainz 和 Paulino， 备 变 得 越 来 越 价 廉 ，为 低 投 入 系 统 的
2004）。

数据记录提供更大的发展潜力。便携
式设备、笔记本电脑和互联网的使用

低投入系统的数据记录

可以使少量人从边远地区采集和传输

无有可信度记录方案和缺乏充分

数 据 到 一 个 中 心 数 据 库 ，变 得 更 加 容

数据储存和管理的资源是妨碍低投入

易 。这 样 的 数 据 库 可 以 在 一 个 大 学 或

系 统 持 续 育 种 计 划 发 展 的 因 素 之 一 。 一个政府部门中建设。这种类型设施
要运行一个计算机化的数据库费用可

的提供是政府或赞助机构可以在发展

能非常昂贵，可能还需要特殊的技能。 中 国 家 筹 建 低 投 入 系 统 育 种 计 划 的 一
缺 乏 技 术 技 能 和 财 力 资 源 被 鉴 定 为 ， 种方法。

415

第四部分 动物遗传资源管理的新进展

第四部分

的支持下，这个育种计划就可以开展。提
育种方案

出与外来（非适应）品种的杂交育种是相

如果遗传改变被证明是正确的，那么

当困难的。虽然杂交一代动物具有很强的

怎么才能得以实现？要在纯种繁育和杂交

适应性，但是，对外来的雄性纯种来说却

育种之间进行选择，但是要选择适当的选

处在环境应力之下，因此通常会减少其繁

择方案并不简单。

殖寿命。即使在这个地区，可以成功饲养

在低投入体系中，适应外界生存环

外来雄性种，但是，由其与杂交一代雌性

境是提高效率的先决条件，这个条件是十

动物之间进行回交生产的后代通常会缺乏

分重要的，因为通常情况下，没有办法降

对这个地区的足够适应性，所以，杂交一

低环境应力（补饲、寄生虫治疗或其他管

代雌性动物最好与适应本地区的雄性品种

理投入）的干扰。在这种情况下，纯种繁

进行交配。

育是改良本地品种适应性的一种选择。实

在这种条件下，可以选择杂交一代

施纯种繁育计划要求具有重要的资源、良

雄性动物用于累世交配。在这种育种体

好的组织和（尤其是）所有利益相关者要

系下，原始的地方雌性动物与杂交一代

承担义务的一项长期工作。在发展中社会

雄性动物交配，得到的后代具有 1/4 的

的低投入体系下，往往缺乏这些必要条

外来种的遗传资源。以次类推，将这些

件，因此，纯种繁育计划只能在十分有限

具有 1/4 外来种的遗传资源的雌性动物与

的范围内开展。例如，大多数西非矮山羊

杂交一代雄性动物交配可以得到具有 3/8

育种只在研究机构进行（特别是在尼日利

外来种的遗传资源的后代，像这样经过

亚）（Odubote，1992）。

几个世代后得到的后代就具有十分接近

与外来品种进行杂交育种是更为快速

1/2 的外来种的遗传资源。这个体系介绍

改进品种性能、且增加的投入最小的一

的是外来种对整个种群的影响，但是从

种方式，但是，杂交品种的优良性能往

来不会运用或者生产超过 1/2 外来种的遗

往需要更高的营养和管理要求（疾病控

传资源的动物。

制、畜舍等）。
任何育种体系培育而成的具有更高性

另一个在低投入体系下的杂交育种选
择是能够很好适应生产条件的不同品种间

能的杂种动物都需要有更多的饲料资源， 的杂交，这种育种计划的显著优势是在没
因此，在多数情况下，只能饲养少量杂种

有额外投入的地区可以保持和生产良种种

动物。

畜。这种杂交育种将生产出有更少生产价

如果，在经过慎重的分析之后，认

值的动物，生产的地方品种与外来品种间

为杂交育种比地方品种的纯种繁育是一种

的杂交种的杂种优势也更少。Gregory 等

更好的选择，那么，在得到地方有效投入 （1985）报道了关于 Boran 牛与 Ankole 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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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杂交后代中的 24%、和 Boran 牛与小东

插文 91

非瘤牛的杂交后代中的 25% 的断奶母牛

尼日利亚的乡村家禽改良方案

的重量评估。
对任何一个杂交育种方案，考虑整
个体系和所有产品产量都是非常重要
的。在热带，可以明确表现欧洲奶用瘤

乡村家禽改良方案是 1950 年前后在尼日
利亚开始进行的，其目标是用改良的外来品
种（洛岛红鸡、浅花苏赛克斯鸡与澳洲黑
鸡）来改良本地鸡种（A n w o ，1 9 8 9 ）。其

牛 的 杂 交 一 代 母 牛 的 牛 奶 生 产 价 值 ， 策略是，在“小公鸡交换计划”中，用改
LPPS 和 K hler-Rollefson（2005）报道：
“在印度，许多杂种母牛的所有者由于
看不到雄性小牛的价值，而把这些小牛
处死”。

良的进口品种替换所有本地公鸡（B e s s e i ，

1987）。这个方案因为杂种鸡虽然具有更好
的性能，但是不能在饲养本地鸡的半野生的
广阔的场院生产体系下生存而失败。其另一
个主要缺点是，品种替换导致了遗传变异和
可利用的有限的动物遗传资源的快速损失。

插文 90
杂种优势的成本
杂种优势有时被认为是提高收益的免费机

6 资源保存角度的育种

会，虽然，也许杂种优势的价值超过了其成本，
但是却不是免费的，至少包括两类成本。
第一是满足其他性能的营养需要成本。高
性能的杂种动物可以降低每一单位产品的成

在本报告的其他章节，详细论述了
动物资源保护的保存方案。在以下论述

本，尽管保持成本只占总需要量的一小部分，
但是，有额外生产的成本。

中 ，将 从 繁 殖 角 度 讨 论 执 行 保 存 的 方

第二是与种群结构的潜在变化有关的成
本。包括：
（1）由于要适应杂种种群的需要而

护完整性，以提高种群存活率为目的；

法。资源保护规划，可以通过控制和维

减少了原始纯种种群的规模；
（2）一些雌性杂
种不被当作候选交配种畜（如在任一一个最后

也可以以提高种群的生产性能为目的。

杂交公畜体系）的种群中，降低了雌性生产力
选择的机会。

粮农组织已经出版了一些关于濒危

6.1

小群体控制方法

小群体动物管理方面的出版物。这些资
料对保护方案提供了更加全面的评估。
其主要目的只是确保种群的存活率，维
护种群的完整性（纯种），保护策略限于
控制种群、并保证以下标准在可接受限
值范围之内。
近亲交配：是畜禽交配的结果。在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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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92
肯尼亚东部丘陵地带的低投入小农体系的基于社区和参与式的奶山羊杂交育种计划
在肯尼亚，FARM 非洲的 Meru 项目提供
饲养者小组最初由 20～25 人组成，但是，
了一个全面的和灵活的杂交育种计划例子， 在运行中，会有组员流失，同时也会有其他人
在改善山羊饲养方法的同时改善其基因型， 加入进来。再由 4 个小组组合为一个团体（主
这种实践已经得到了每人每天低于1美元收入 要是出于管理和监测目的），并选出代表组成
的非常贫困的饲养者采用。实践证明，地方山
羊（盖拉族和东非）难以饲养在小型的和正在

更大 Meru 山羊育种协会机构。小的（一头公
羊和 4 头母羊）种畜单位组成一个生产吐根伯

减小的饲养场中（0.25～1.5 英亩）饲养，因
此，饲养者已经放弃了山羊生产。因此，杂交

格山羊（T）所需要的良种种畜小组。给每位
饲养者小组提供一头纯种吐根伯格公山羊，这

育种计划的目的是提供更为温顺的和有生产
价值的山羊。从英国进口了 68 只雌性和 62 只

头纯种吐根伯格公山羊由另外一个小组饲养在
公羊站里，把地方母羊带到公羊站进行交配，

雄性英国吐根伯格山羊，并用来与本地山羊
进行杂交，从而充分利用吐根伯格山羊的产

杂交一代雌性山羊与不相关的吐根伯格公山羊
进行回交生产具有 3/4 吐根伯格山羊遗传资源

奶性能和地方山羊的适应性。先前的引进和
试验表明，吐根伯格山羊比其他外来乳用山

和具有 1/4 地方山羊遗传资源（L）的山羊。从
新的公羊站中选择优良公羊与具有相同遗传组

羊，如萨能奶山羊或英国奴宾山羊更加适合
与本地山羊杂交。

成（3/4T 和 1/4L）的不相关的母羊交配，初期
试验表明，这种交配所生产的母羊可以用于乳

本项目采用的是基于小组和社区的方法， 用和肉用生产，并且十分适应当地生产条件。
由饲养者制定项目规则、附则和机制，由政府、 肯尼亚良种登记册中注册的杂交品种，其公羊
NARS和国际研究机构提供管理（畜舍、营养、 每1～1.5年要避免近亲交配。饲养者希望通过
饲料生产、记录和卫生健康）
、分级动态、销 3/4T的母羊与不相关的纯种吐根伯格公山羊的
售和参与者地位等培训。

进一步回交来改良吐根伯格山羊。
1996 — 2004 年项目统计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新饲养者小组
10
34
20
6
12
10
7
18
新公羊站
10
34
10
11
6
16
14
3
新种畜单位
5
20
25
10
12
6
2
4
公羊交配
809
1994
3376
3936
3892
3253
5660
参与家庭
250
1100
1125
1400
1550
1700
2050
2050
杂交育种产品
990
2894
3241
3817
3736
4187
5865
资料来源：FARM －非洲奶山羊与动物民事行政保健项目，1996 年 1 月－ 2004 年 6 月报告

非洲FARM项目执行2 年以后，经营管理
小组在继续增加。在 2006 年，MGBA 已经有

2004
8
22
7
6500
2650
7200

奶产量一般在3 500升左右，其中一些经过加
工和包装用于销售。家族成员已经拥有超过

3 450 名成员，他们在不断地改良山羊品种， 35 000头的改良山羊，其中30%的山羊有可靠
山羊每天的产奶量在1.5～3.5升之间。小组的 的系谱性能记录。通过系谱性能记录，可以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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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92（续）
肯尼亚东部丘陵地带的低投入小农体系的基于社区和参与式的奶山羊杂交育种计划
算生长率和产奶量。这些资料以前由非洲
F A R M 进行加工和保存。项目停止以后，
MGBA鼓励与大学和研究机构协作，
支持他们继

养殖者自己就可以很好地对项目进行
●

管理；
对当地育种材料进行了合理的利用；

续进行相关数据的加工。大多数改良山羊畜主
不再“贫困”，一些获利的成员甚至已经购买

●

养殖者被分成小组形式，这样组员之
间可以相互学习、交流经验；

了一或二头奶牛，建了漂亮的房子，子女及时
得到很好的教育。为了更长远的发展，他们已

●

建立公羊站，并且建立以社区为基础
的育种单位。

经开始生产酸奶和新鲜消毒牛奶（包含了附加
价值）
。

通过计划，有力地保证了在方案执行结束
后，养殖者可以不必依靠政府业务部门。种畜

方案能够成功实施的特点如下：
● 项目从一开始就使用了充分依靠养殖

由养殖者自己供给，通过社区畜禽保健员培
训，建立同样的畜禽保健服务，而且可联系到

者的方法；
特别强调了能力建设的作用，这样，

更多合格的兽医科技人员。同时也制定了综合
的饲料计划。

●

由 Okeyo Mwai 和 Camillus O.Ahuya 提供。
欲知更多信息，请参见：Ahuya 等（2004）
，Ahuya 等（2005）
，Okeyo（1997）
。

种群中，将来世代的所有畜禽，互相都将

Ne=（4NmNf）/（Nm+Nf）

有一定的亲缘关系，而且，在这个小群体

如果参加繁育的公畜数量与参加繁育

中的交配，最终将导致近亲交配。近亲交

的母畜数量相同，则有效群体大小与实

配的遗传效应是增加了纯合性，即家畜从

际群体相同。如果公畜数量与母畜数量

它的双亲那里得到相同的等位基因。由群

不 同 ，则 有 效 群 体 大 小 将 小 于 实 际 群

体大小可以预测将来世代的近交程度和纯

体。如果参加繁育的母畜数量远远大于

合性。

参加繁育的公畜数量，则有效群体大小

有效群体大小：在畜禽繁育中，通常

将稍微少于 4 倍的公畜数量。

情况下，公畜的数量要远远少于母畜，这

有两种情况可以减少畜禽有效群体大

样，公畜是决定近亲交配大小的重要因

小数量。第一种情况，也是最明显的情

素。有效群体大小（N e）是公畜数量和

况，即实际群体大小减少时，畜禽有效

母畜数量的函数，如果用 N m 表示参加繁

群体大小数量就减少。一个繁育品种的

育的公畜数量，用 N f 表示参加繁育的母

主要遗传资源被另一个品种代替时，可

畜的数量，有效群体大小的计算方法如

以发生这种情况，品种的杂交育种也占

下：

重要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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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情况发生在特别通用品种的公

中，他们总是接受一定程度的近亲交配。

畜，以及公畜的后代被过度使用的时候。 这些育种者根据他们的标准确立畜群的大
从第一个育种协会的建立开始，到20世纪

小，在这个封闭的畜群中，家畜不可避免

90年代中期，许多特定种公畜的流行，源

地带有相同的血缘关系，从而导致了近亲

于牲畜展览会的成功展示。近几年来，特

交配（Hazelton，1939）。
通过育种保护动物遗传资源

别性状育种值的预测已经成为决定性的因

6.2

子。在奶牛选择育种中，多年来几乎完全

资源保护规划的宗旨不仅包括确保群

集中在产奶量这一性状上。2 0 0 1 年， 体的存活率和完整性指标，而且，在保
Hansen 报道，虽然美国黑白花牛协会在

持它特定的、适应性的特征的同时，还

2000年有超过30万头注册奶牛，但是，有

应该提高它的繁殖率和生产性能。许多

效群体大小却只有 37 头。Cleveland 等使

的以上所述论述的育种策略，低投入系

用2001年出生牛的系谱记录，推算出美国

统很可能适合这些情况。在本节中，将

海福特牛的有效群体大小只有85头，美国

集中讨论在品种保护时与杂交育种相关的

海福特牛协会 2 0 0 1 年注册的头数是

潜在风险。

75 000 头。

也可以通过使用杂交育种方案，作

近交率（-F）和有效群体大小（Ne）两

为保护品种的一种方式。然而，除非有

者之间的关系：在一个给定的种群中，有

多余的母畜，否则，任何使用纯种母畜

效群体大小直接决定近亲交配的水平，而

进行杂交育种，都将导致群体的减少。在

与实际群体大小关系不大。每个世代近亲

很多情况下，由于环境和管理条件制约，

交配的增加预计是 1/2Ne，这个公式的前

不可能有多余的母畜，特别是牛更不可

提条件是每个母畜生产相同数量的后代， 能，牛的繁殖率是很低的。喂养的大多
而且家畜原始群体中个体间不应有任何血

数母畜，必须保留作为繁殖畜禽，以便

缘关系，如果不能满足这个假设，那近交

维持群体规模数量。事实上，最大的效

程度可能会更高一些。基于这种关系， 果来自对少量本地公畜品种的需求，少
Gregory等在1999年建议，在品种保护中， 数本地母畜品种，习惯用于生产纯种后
每个世代使用 20～25 头种公畜是一种比

代。杂交育种方案的起点首先是估计多

较合理的数量。如果每个世代使用25头种

余的母畜数量，这可以通过对区域内青

公畜，则每代可导致大约 0.5% 的近亲交

年母牛的屠宰和出售来计算。例如，在

配增长率。

一定的面积上，一个很好管理的牛群，大

在动物遗传资源保护中，有效群体
大小的损失是一个重要的议题，有趣的
是成功的育种者，在他们的育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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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种群组分知识，以及用于生产 F1 代的

的环境、所有地方都能很好地生存。同样

纯种组分知识，没有进一步缩减的纯种群

地，不同的品种或品系也可能被培育为适

体大小是可以计算的。例如，如果有 20%

应高投入的育种系统。到目前为止，对环

的剩余母畜，现有种群由 50% 的纯种和

境敏感性和遗传适应方向几乎一无所知，

50%杂交品种组成（包括现在用于杂交育

科学家和育种公司预计在未来的年代里，

种的任何纯种母畜），种群将变成纯种比

去探查这些原因。

50% 稍高一些，F1 代纯种比 20% 稍高一

在低外部投入的生产系统中，农民

些，F1 代母畜比 30% 稍低一些，纯种种

饲养家畜，是乡村社会团体结构和家庭食

群大小没有更进一步的减少。这些数值的

物安全的重要成分。在很大程度上，是小

前提假定是没有任何 F1 代母畜保留作为

农和畜牧场主保存着本地品种。在这种条

繁殖母畜，事实上，这或许将绝不可能发

件下，畜禽遗传改良是一种挑战，当然，

生。

也不是不能实现的任务。可持续利用品种
的详细设计和方法，以及针对低外部投入

7 结论

体系的改进规划，正在得到发展和确认。
通过纯种繁育去调整本地品种，从而适应
生产者的需求，是最好的保存方法，不仅

在工业化商品性生产体系和定位为低

直接将遗传资源保存在饲养的家畜中，而

的外来资金投入两者之间，育种的组织

且达到了增加食物安全、减轻贫困的目

和方法发生了巨大变化。当前品种部分

的。另一个选择就是使用它作为一个详尽

的组织是长期发展过程的结果，最新的

规划的杂交育种方案。同时，应该注意改

发展是向工业化育种模式的延伸，向家

进管理条件和管理方法。

禽以及其他品种的扩展。
工业化育种模式运用先进的技术进行

所有品种育种计划的相关研究，目
前趋向于研究他们的实用特性，多数与

遗传改良。育种计划主要是基于纯种繁

生长相关，例如动物福利、环境保护、

育和根据品种特征进行变化。育种公司

特殊产品质量和人类健康。实用特性的

将畜禽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市场化。这种

例 子 还 包 括： 健 壮 性 、 抗 病 性 、 行 为

趋势，已在商品猪和家禽育种方面很好

特 性 、繁 殖 力 、 饲 料 利 用 率 、 产 犊 容

地建立起来了，现在正在扩展到肉牛和

易和产奶量等。在高投入系统中，实用

奶牛方面。为选择强壮的家畜，也就是

特性通常被认为是次要特性，但在低投

说能对付不同的生活环境，育种者运行

入系统中，实用特性是非常重要的。实

选择计划，通过不同的生活环境和经营

用性状的数据记录是一个巨大的难关，

系统。然而，它不可能使畜禽适应所有

很难包含到育种方案中。在抗病性、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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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事业、健壮性、适应不同外界环境等方
面，缺乏重要的遗传信息。
在发达国家，有减少使用化学药物
的趋势，要求畜禽具有最好的抵抗力，
或者至少对一些特殊的疾病和寄生虫具有
一定的耐受性。然而，由于经济和动物
福利的原因，使用传统数量遗传方法进
行选择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人们对基
因组给予很高的期望。基于孟德尔遗传
原理，一些方法已经用于去除遗传性紊
乱。对于更加复杂的抵抗力性状，已经
进行了遗传标记，例如鸡马立克病、猪
大肠杆菌感染等，少数几个育种公司已
经进行基于 DNA 的选择育种。
消费者已经把动物福利作为一个重要
考虑因数，特别是在欧洲更是如此。对于育
种者的主要挑战是选择性情温和、减小脚
和腿问题、减小心血管发病问题（家禽产肉
量）
。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随着实用性状重要性的增加，要求
育种方案中包含大范围的标准规则。一
些地方品种或许正好符合一些标准。这
些品种实用形状的表型性状（表型的和
分子的）和性能鉴定可能正好允许对一
些独特性状的检定。更远的发展，它们
将通过育种计划，将特定性状保留到将
来的世代。令人遗憾的是现实的品种和
品系正在不断损失。发达国家正在通过
专心于非常少的品种直接地或者间接地减
少这种损失。世界范围内的遗传公司通
过买卖品种资源减小损失也已经成为了一
个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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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经济评估方法

1 导言
发展中国家大量的动物遗传资源面临

情况下理解（包括生物物理的、社会经

危险。而用于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资金

济的和市场的改变）以懂得基因型选择

来源又非常有限，这就意味着经济分析

和对动物遗传多样性的威胁。参见第二

能够在确定保护与遗传改良的优先发展重

部分以了解畜牧生产系统发展趋势的进

点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这方面，重要

一步讨论。

的任务特别包括：确定动物遗传资源在

从经济的观点出发，动物遗传资源

社会各行业中的经济贡献；通过可以使

侵蚀可以视为驱动力对特殊基因型投资所

保护畜禽多样性的成本效益的鉴别资助重

产生的一种偏见的结果，这又造成对更

点项目的评估；以及为促进个体农民或

具多样性集品种的投资不足的结果。经

社区的动物遗传资源保护帮助经济激励和

济合理性建议，投资决策将由两个选择

制度安排的设计。

项的相对盈利能力来决定（假设风险中

Swanson（1997）指出，人类社会

等市场运作完美）。但是，从农民的观

一直在通过涉及生物多样性耗损过程不

点 ，相 关 的 汇 报 率 指 为 他 （ 她） 们 所

断扩展和发展。这个过程可以在维持畜

增加的回报率而不是作为社会或整个世界

禽多样性生物资源和人类社会从这个畜

所增加的回报率。对于农民来说，在导

禽的耗尽而获得的益处的利弊来理解。 致损失的活动的回报率比动物遗传资源保
因此，动物遗传资源侵蚀可以被看成用

护活动的回报率高时，损失一个品种将

较少范围的特殊“改良”品种替换畜禽

在经济上是合算的，特别在后者的回报

现有的名单。这种替换不仅通过替换而

可能由增加人们而不是农民的非市场利益

发生，而且通过因生产系统改变而使用

时尤其如此。这种歧异由于存在着投入和

杂交育种和淘汰畜禽而发生。因此，动

产出价值的不同而变得更加复杂，他们不

物遗传资源侵蚀需要在生产系统演变的

会反映它们的经济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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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93
经济价值
家畜饲养者可以从畜禽多样性保护获得利
益，因为他们对动物的需求能够产生各种各样

+ OV + BV + XV。式中：
直接利用价值（DUV）是从特别包括实际

的农业生态系统并完成一系列功能。除为销售
和供家庭消费供应产品外，家畜还可以提供与

利用所获利益，例如粮食、肥料和皮革以及文
化／宗教仪式的使用。

其他农场／农户活动相关的投入物功能。家畜
能够提供肥料提高作物产量，运输投入物和产

间接利用价值（IUV）是从生态系统功能
演变的利益。例如一些动物在某些植物物种的

品，以及还可以用作畜力。在农村财政和金融
市场发展尚不完善的地区，它们能够使农户长

传播中起到关键作用。
选择价值（OV）是从为将来的利用选择

期理顺收入和消费水平之间的差距。家畜由储
蓄和保险组成，可以平息作物歉收和与作物相

而保护一种资产所给予的价值而获得的价值。
它是一种发生新动物疾病或干旱／气候变化的

关收入的轮转形式。它们能够使农户积累资金
和多样性，还起到与其畜主的现状和责任相关

保险价值（假设将来和风险规避的不确定性）
。
巧妙地不同但是与选择价值和准选择价值相

的一系列社会文化作用（J a h n k e ，1 9 8 2 ；
Anderson，2003）。在生态系统的维持方面畜

关。准选择价值与通过一种资源的保护而产生
的将来信息的附加额外价值相关。准选择价值

禽还起到重要的作用，例如放牧管理日益被认
为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个重要工具。

因品种损失的不可逆转性质而产生（产生后无
进一步知识），准选择价值甚至可以在没有将

以上段落所提到的价值是直接或间接使用
价值的组成部分。其他价值与使用无关，但

来和风险规避的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发生。
遗产价值（BV）测量任何个体从其他人可

是简单地说与品种生存相关（生存价值和遗
产价值）。另一种类型的价值是从将来的不

能在将来从一种资源获利的知识自然获利。以
及生存价值（XV）是简单地从了解现有的一

确定性概念而产生的。将来的不确定性是避
免风险（可选择值）驱动力所致，也是一

种特殊资产存在的满足而获得的价值（例如蓝
鲸、水豚或 N’Dama 黄牛）
。

个品种损失的不可逆性和相关信息损失所致。
有些资产价值可以在这些种类之间重复，
“总体经济价值”（T E V ）在正常情况 要避免重复计算。孤立选择、遗产和生存的企
下等于所有直接和间接利用价值的总和再加上
非利用价值和可选择价值：TEV = DUV + IUV

图是有问题的。这种评估方法的基本原则和程
序仍有争论。

资料来源:摘自 Arrow 和 Fisher（1974）
；Jahnke，
（1982）
；Pearce 和 Moran，
（1994）
； Anderson，
（2003）
；
Roosen 等，（2005）
。

以上个体和公共回报率之间的歧异是

利，特别在投资决定能够提出侵蚀／毁

十分重要的。正如 P e a r c e 和 M o r a n

灭或保护之间的明显选择时尤其如此。

（1994） 所述，对国家资产的更广泛的

当生物多样性（和遗传资源）保护活动

总体经济价值（TEV - 参见插文 93）的承

产生了市场不能获取的经济价值时，这

认可以在改变它们使用的决定而变得有

种“失败”的结果是一种激励反对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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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保护且有利于侵蚀这样资源的经济活

献报道，在发展中国家的现有的典型生产

动的畸变。

系统中本地品种和品种特性价值的重要性

从经济观点来看，这样的结果与市

却研究甚少。有浩瀚的关于一般遗传资源

场失败相关（即在由生物多样性保护而

和生物多样性价值的概念和理论文献（通

产生的外部效益的“迷失市场”而引发

常为有关植物和野生动物）。但是，只是

的畸变）；干预失败（即由政府干预市

在 FAO/ILRI 培训班（ILRI，1999）之后

场工作的行动而产生的畸变，甚至在有

鉴别出的潜在动物遗产资源评估方法和其

些看来提供社会目的服务的市场）；和

后ILRI发起的项目（动物遗产资源保护和

／或全球适宜拨款失败（即没有市场／

持续利用经济性项目），以及其伙伴测试

机制捕获全球重要的外部价值）。值得

这些方法并开展了有关这些方法的有意义

注意的是全球迷失市场能够与当地市场失

的研究。

败和干预失败共存。生物多样性和遗传
资源的丧失就是这种情况。

这些工具和它们的发现很少在影响政
策制定和农民生计的情况下使用。迫切

从以上价值的类型可以明显地看出， 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以更好理解在日益
当今的经济决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第一

动态情况下的基因型偏好的含义。这些情

种类和直接利用价值，尽管其他种类可

况特别包括：

能有相等或更大重要性。例如，据估计，

●

市场全球化；

约 80% 的低投入发展中国家的畜牧生产

●

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

系统属于非市场作用，而只有20%属于直

●

新流行性动物疾病的发生；

接生产产出。与此形成鲜明对照，90% 以

●

生物技术领域的发展；以及与《生

上的高投入发达国家的畜牧生产系统属于
直接生产产出（Gibson 和 Pullin，2005）。

物多样性公约》相关的发展。
千年发展目标包括的全球消灭贫困

通过专门集中到直接利用价值，生物多样

的努力也需要改善额外基因型对扶贫的

性和遗产资源保护看来一直被低估，导致

潜在贡献的理解，以改善动物遗产资源

造成对与动物遗产资源保护不匹配活动的

计划的有利于贫困的目标。在这种情况

偏见。

下，支持机构创新和技术应用的研究也
起到重要的作用。这些领域对于动物遗

2 经济分析方法的发展

产资源管理是十分重要的且有重要的社
会经济范围。
动物遗产资源经济的发展相对缓慢

尽管在集约化（大多为发达国家） 有许多原因，包括以下事实：测量种质
商品农业中改良品种的经济效益有大量文

多 样 性 对 畜 禽 发 展 的 益 处 不 同 ；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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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2
评估方法综述
评估方法

目的

对动物遗传资源保护和持续利用的贡献

第一组：确定品种实际经济重要性的方法（政策制定者和育种者以及一些农民最感兴趣的问题）
积累需求和供给

鉴别品种对社会的价值。

评估与动物遗传资源损失相关的潜在损失。

农场和农户剖面

鉴别品种对社会的价值。

评估与动物遗传资源损失相关的潜在损失。

积累的生产力模型

按品种确定农民的净回报率。

在多项有限投入物条件下，证明某个品种
的经济重要性。

知识产权和合同

为动物遗传资源收益率创造共享的

为动物遗传资源保护筹集资金和激励政策。

“公平和平等”市场和支持。
应急评估方法 I

按品种确定农民的特性价值偏好和净

证明某一品种的经济重要性。

（例如：二分式选择、 回报率。
紧急排序、选择试验）
市场份额 I

给出某一品种的当前市场价值。

证明某一品种的经济重要性。

第二组：确定动物遗传资源保护计划的成本和收益率和为农民的参与制定目标的方法（政策制定者和农民最
感兴趣的问题）
应急评估方法 II

鉴别社会是否愿意为动物遗传资源保

定义经证明的最大经济保护成本。

(例如：二分式选择、 护支付资金（WTP）
。鉴别农民是否愿
紧急排序、选择试验） 意接受（WTA）因饲养本地动物遗传
资源而不是外来品种的补偿金。
避免生产损失

给出没有动物遗传资源保护条件下的

至少在这个级别证明保护计划成本。

潜在生产损失的量值范围。
机遇成本

鉴别维护动物遗传资源多样性的成本。 定义动物遗传资源保护计划的机遇成本。

市场份额 II

展示某一品种的当前市场价值。

证明保护计划的成本。

最低成本

鉴别动物遗传资源保护的高效计划。

定义保护计划的最低成本。

安全最低标准

评价涉及维护最低可行畜群的利弊。

定义动物遗传资源保护计划的机遇成本。

第三组：设置动物遗传资源育种计划的重点方法（农民和育种者最感兴趣的问题）
育种计划的评估

鉴别种畜改良的净经济利益。

使保护的动物遗传资源的经济利益最大化。

遗传生产功能

鉴别种畜改良的净经济利益..

使保护的动物遗传资源的预期经济利益最大化。

特征方法（Hedonic） 鉴别特性价值。

评估与动物遗传资源损失相关的潜在损失。
理解品种偏好。

农场模拟模型

模型改善了农场经济的动物特性。

资料来源：引自 Drucker 等（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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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经济分析的数据可用性十分有限； 值。在每一个章节的开始重点地突出了结
以及家畜的非市场价值是重要的考虑

论。更详细的综述可以在 D r u c k e r 等

因素 __ 要获得这样的数据常常需要对 （2005）的文献中找到；Z a m b r a n o 等
所 使 用 的 经 济 技 术 进 行 改 良 ， 这 可 以 （2005）提供了这个领域的解释性参考
在参加和快速农村评估方法相结合中

文献。

使用。
除了这些困难以外，有一整套其他经
济领域的分析技术可以适用与实施这样的

3 经济方法在动物遗传资源管理
中的应用

分析。Drucker 等（2001）综述了这些方
法。在它们可能使用的实践目的的基础
上，Drucker 等将这些方法大体分类成3组

以下案例是在表102所列分类标准的
情况下向大家展示的。

（非相互排斥）。
●

●

3.1

第一组）确定濒危品种的实际经济

●

适应性特性和非收入功能形成了

重要性；

本地品种动物对畜禽饲养者的总价值的重

第二组）确定动物遗传资源保护计

要组成部分。

划的成本和效益以及为参与农民制
●

畜禽遗传资源对农民的价值 7

●

常规生产力评估标准对评估生存

定目标；

畜禽生产是不够的，趋向于高估了品种替

第三组）动物遗传资源计划中重点

换的益处。

的设置。
许多这些方法有明显的概念缺点和集

Tano 等（2003）和Scarpa 等（2003a；
2003b）使用了所叙述的选择试验（CE）

约数据要求（预知详细描述请参见

来评估畜禽本地品种所表达的基因型特

Drucker 等，2001）。但是，人们可以看到

性。据报道，对于畜禽饲养者来说，适应

它们产生放在市场、非市场有用的估计价

性特征和非收入功能形成了该动物的总

值，以及对设计育种和保护策略有用的潜

体价值。例如，在西非由 Tano 等（2003）

在品种属性类型有用的估计价值。以下一

所进行一项研究中，人们发现与品种改

章将概述这些方法。目标既是展示这些方

良计划的目标相一致的最重要的特性是

法的潜在用途，又是提供本地动物遗传资

抗病性、适宜役用和繁殖性能。牛肉和牛

源经济重要性方面的信息（不可避免地具

奶生产的重要性次之。这些研究的结果

有地区特异性）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展

也表明，可以调查目前畜禽群体尚未广

示了一系列特殊的研究，并举例说明了各

泛承认的遗传确定特性的价值，但是遗

种工具的应用。许多发现给出了在研的生
产系统内特别本地畜禽品种的内在有用价

7

使用第一组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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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确定特性是育种和保护计划的理想候

比较，使用改良管理方法的本地山羊羊群

选项（例如抗病性）。

产生了明显较高的净经济利益，这就对本

Karugia 等（2001）使用了一个涉及

地畜禽不能充分地对管理水平的改善作出

全国和农场水平的累计需求和供应方法。 回应的流行说法提出了挑战。进而表明，
他们争论称，由于忽略了补贴的好处，忽

在考虑的生产系统的生存模式下，杂交品

略了管理所增加的成本，例如兽医支持服

种山羊比本地山羊品种更有生产力和更有

务，以及与本地基因型损失相关的较高风

利可图前提是错误的。因此，这个模型不

险和社会环境成本，杂交育种计划的常规

仅强调了本地动物遗传资源对农民的价

经济评估方法过高地估计了它们的益处。 值，而且也为建议健康改良干预提供了更
在肯尼亚乳牛场的应用中，试验结果建

实际的平台。

议，在国家水平，杂交育种对社会福利起

3.2

到了全面积极的影响（以消费者／生产者

●

保护的成本和利益 8

当与当前向商业家畜界提供的补

剩余测量为基础），尽管考虑的重要社会

贴额和保护利益相比较时，原位

成本组成部分大大地降低了净利润率。但

品种保护计划的实施成本可以相

是，农场水平的生产性能在使用外国品种

对较少。但是，存在少数这样的保

替换本地瘤牛的“传统的”生产系统的情

护项目，甚至当本地品种的价值

况下得到了一些提高。

被认识和实施支持机制的地方，也

比较不同基因型（本地山羊与国外杂

可鉴别出许多缺点。

交山羊品种）的生产性能，A y a l e w 等

●

有关畜禽异地（冷冻）保存的成

（2003）获得了类似的结论。在许多生产

本和利益方面，类似工作仍然非常

系统中的产肉和产奶特性的第二重要性使

有限。但是，在技术可行能够将畜

这些作者争论不休，评估生产力的常规标

禽物种的冷冻保存和再生的成本

准对于生存型畜禽生产系统是不足够的，

降到与植物物种的冷冻保存和再

因为：

生的成本相同水平的情况下，将证

●

他们不能捕捉畜禽的非营销利益；

●

单一限制性投入物的核心概念对

实广泛保护的努力的经济基础。

于生存型畜禽生产是不适宜的，因为多种

原地保存（in situ conservation）

限制性投入物（畜禽、劳力、土地）涉及

Cicia 等（2003）的文献表明，可以使

到生产过程中。
在埃塞俄比亚东部高原，该研究涉

用一个说明偏好探索的二分式选择来估计
建立受威胁的意大利 Pentro 马的保护计

及到评估生存型山羊生产的累计生产力模
型的使用。结果表明，与传统管理方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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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3
在一系列评估方法条件下的保护利益和成本—— Box Keken 猪案例（墨西哥 Yucatan 地区）
评估方法

保护措施和持续利用利益
US$/ 年.

市场份额
避免生产损失（仅 Yucatan 州）
应急评估（消费者品味试验）
应急评估（生产商选择试验）
和最小成本 / 机遇成本方法
资料来源: Drucker and Anderson（2004）
。

保护成本措施
US$/ 年.

US$490 000
US$1.1 百万
US$1.3 百万
US$2 500～3 500

划利益。可以使用一个生物经济模型来

显的失败。在畜禽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

估计与保护相关的成本，然后再实现一

及其它们在欧盟的潜在成本的检查中，

个成本－效益分析。效益估计是以社会

Signorello Pappalardo（2003） 报道称，根

是否愿意为保护支付费用为基础的，因

据《FAO世界红色警告名单》许多濒危品

此，可能与这种特殊情况的生存价值相

种不在支持支付之列，因为它们没有出现

关。结果不仅表明了与建议的保护活动

在国家的农村发展计划中。进而。该结果

（效益 / 成本比大于 2.9）相关的大量正面

表明，在支付支持款项的地方，他们没有

净现实价值，而且表明，这种方法对参与

考虑不同品种所面临的不同濒危危险等

增加动物濒危品种的稀少资金分配政策

级。进而，不充分的支付水平意味着稀有

制定者是一个有用的决策支持工具。

本地品种的支付仍然无利可图。理想地

Drucker 和 Anderson（2004）也发现

说，支持支付应该设置成能够反映社会愿

了与保护相关的大量净现有价值。作为墨

意为保护措施支付费用，但是，这不是通

西哥 Yucatan 地区濒危的 Box Keken 猪案

常的情况，也不总是需要保证利润率。

例研究的一部分，使用了一系列评估方法

在一些 Drucker（2006）描述的案

且进行了关键性评估（表103）。该表中的

例研究中，尽管保护成本已经显示属实，

两种技术的缺点是，它们不是以消费者剩

缺乏足够的激励，本地品种保护还相对较

余测量方法为基础，即在品种损失的情况

少。 根据安全最低标准（SMS）文献，这

下，没有计算价格变化和替换可能性。尽

个试验所使用的框架假设只需要维持品种

管鉴别的缺点和价值只能进行大约估计的

的最低生存群体，就能够维护本地畜禽品

事实，这项研究表明，保护的利益明显超

种保护的利益。一般来说，实施安全最低

过这种情况的成本。

标准（SMS）的成本由维护本地品种而不

甚至在本地品种的价值已经被认可

是外来和杂交品种的机遇成本（如果存在

和实施支持机制的地区，也可以鉴别明

的话）组成。此外，保护计划的行政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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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支持成本也需要计算在内。基于安全

经济性将证明可以实施广泛的保护努力”

最低标准（SMS）等于“不濒危”的 FAO （看来概率选择价值要比保护成本高得
测量值，即大约 1000 头繁殖动物，使用

多）。

经济案例研究的数据（意大利和墨西哥）
获得了经验成本估计值。当这两个数值

3.3
目标

与畜牧界当前提供的补贴额（低于补贴

制定农民参与就地品种保护的

9

●

总额的 1%）和保护利益（利益 / 成本比

原地保护计划在动物遗传资源保
护中起到关键的作用。

大于 2.9）进行比较时，结果支持了实施

●

农业特性在确定农民品种偏好差

安全最低标准（SMS）的成本较低的假

异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这种额外信

设（取决于物种 / 品种和地点，这些数值

息对设计成本效益保护计划有用。

界于每年 3000～425000 欧元之间）。在

Wollny（2003）争论称，需要采取以

发展中国家，成本被证明是最低的，在

社区为基础的管理方法，这样可以在通过

估计的当今存在的 70% 的畜禽品种在丧

动物遗传资源保护实现改善粮食安全和扶

失的危险也最高的发展中国家的条件下， 贫的策略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是
这就非常振奋人心，（Rege 和 Gibson， 因为，本地畜禽群体的利用在很大程度上
2003）。

取决于社区决策和实施适宜的育种策略的

然而，需要确定安全最低标准（SMS） 能力。以社区为基础的动物遗传资源的管
成本所需组成部分的更粗略数量估计，需

理对扶贫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F A O ，

要在应用实践之前实施。这样的经济评估

2003）
。

值需要既包括所考虑的整个品种 / 物种的

在作物的情况下，Meng（1997）建

数量，又要包括保证尽可能多地考虑组成

议，保护计划应该制定目标让那些最可

它们总体经济价值的各项因素。

能继续保存本地品种的农户参加。因为
这些农户将不用费很大力气就能参与保

移地保护

护计划，可以鉴别一个“最低成本”计

有关畜禽的异地（冷冻）保护的成本

划。因此，一个原地保护计划的成本可

和利益的类似工作十分有限，没有畜禽

表达成，需要将这些品种的相对优点提

冷冻保护技术那么多，虽然进步的步伐

高到高于竞争性品种、竞争性物种或非

非常迅猛，仍然在少数物种中发展十分

农场活动的优点的成本。一个相对较少

完善。然而，Gollin 和 Evenson（2003） 的投资就足以维持它们特殊农作系统中
争论称，假设技术可行性使畜禽物种的

的优点。

冷冻保护和再生成本降到与植物物种的
冷冻保护和再生成本相同的水平，
“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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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政策需要促进高效率的策略，

的概念性方法应用到估计墨西哥 creole

并能通过开发“Weitzman- 类型”

猪保护成本（S c a r p a 等，2 0 0 3 b ；

的支持决策工具实现这种高效率的

和 Anderson，2004）和埃塞

策略。这样的工具允许在许多品种

俄比亚 Boran 牛的保护成本中（Zander

中拨发费用预算，这样可以使保护

等，即将发表）。

品种之间的所期待的多样性最大化。

Drucker

Scarpa 等（2003b）表明，对于墨西

Simianer 等（2003）和 Reist-Marti 等

哥 creole 猪，农户的相应年龄、教育年 （2003）
（插文 104）提供了有关动物遗传
份、农户大小和有经济活动农户成员数

资源领域的支持决策工具的概念开发的少

量在解释品种特性偏好方面是重要的因

数案例之一。承认目前濒危的本地畜禽品

素。与外国品种和它们的杂交品种相比， 种的数量巨大，也承认在有限保护预算的
年纪较轻、受教育较少和收入较低的农

前提下，并非所有的品种都能够保存下来

户对于本地仔猪的属性给予相对较高的

这个事实，研制了在品种集中的费用预算

价值（Drucker 和 Anderson，2004）。 拨发框架，这样可使保护品种之间的所期
Pattison's（2002）的发现进一步证实了

待的多样性最大化。借鉴 W e i t z m a n

这些研究结果。在将 creole 猪的群体扩 （1993）的方法，有争论称，保护方案的
大到 FAO 分类系统认为“不濒危”的可

理想标准是将所期待的品种集的总体利

持续群体大小的实施十年保护计划的情

用效率最大化，它是多样性、灭绝概率

况下，该发现表明，不太富裕的小农户

和品种保护成本的一个加权总和值。借

将 需 要 低 水 平 补 贴 或 甚 至（ 占案 例的

鉴第二组，目前要求评估方法用作估计

65%）根本不需要补贴。这一系列研究的

保护成本的一种方法。但是，在在采用

前提是，农场遗传资源多样性的继续保

一种生计而不是一种保护成本方法的情

护可在社会和农民都维护遗传资源多样

况下，可以使用第一组的方法。这种方

性为大多数人服务的地区获得了最大的

法和原来 Weitzman 的研究都使用了以

经济效益。

遗传距离为基础的多样性测量方法。但

Mendelsohn（2003）争论称，私

是，值得注意的是，也可以使用多样性

人（农民）与公众价值之间存在着歧异， 的替换选择措施，例如，既包括品种间
保护必须首先证明为什么社会愿意支付

多样性又包括品种内多样性的测量方法

明显“无利润”的动物遗传资源的理由， （Ollivier 和 Foully，2005），或利用以某
然后必须设计能有效保护社会财富的保

些品种独特特性存在为基础的利用功能

护计划。
3.4

畜禽保护计划的重点设置 10

10

使用第二组的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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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的测量方法（欲知植物遗传资源

镑而年收益为 1 亿英镑。据估计，商品生

的解释请参见 B r o c k 和 X e p a p a d e a s

产中杂交育种的使用贡献了大约每年

（2003））。品种应该保护的各种含义可能

1600英镑。在高投入管理条件下，建立了

又很大差异，取决于多样性指数的构成

几个物种的农场水平模拟模型，同时也注

以及保护计划的总体目标（遗传资源本

重了对遗传性状增益的测定。

身的保护、使保护的独特特性的数量最

在遗传生产功能模型的可选择价值重

大化，或使保护的畜禽多样性对生计的

要性的情况下，Smith（1985）争论称，

贡献最大化）。在这样的模型得到充分说

基于经济目标的当前集的遗传选择在跨时

明和拥有关键参数的基础数据的地区

的情况下是次优的。相反，在对将来需

（目前缺乏保护成本和对生计的利益或贡

求不确定性情况下，选择应该“迎合可

献），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将该框架应用于

预见的甚至不可预见的将来需要”
（Smith，1985，p.411）。特别是，由于暂

合理决策。
3.5
●

畜禽育种策略的重点设置

11

经济分析显示了使用遗传选择的

如，市场或分级要求、胴体或产品组成、

贡献量级来提高生产，例如使用

对当前饲养条件的特殊行为适应），Smith

选择指数。
●

不仅需要经济目标的，而且需要
包括可预见的甚至不可预见的将
来需要的各种方法。

●

时市场的需求和 / 或生产条件的原因（例

（1984）主张贮存目前尚无经济理想特性
的畜禽，
通过使用特征方法，J a b b a r 等，
（1998）表明，在尼日利亚，虽然仅仅因

特征方法对于评估某些属性或特

为品种而存在的一些价格差异，大多数

性与动物或畜产品价值的重要性

价格差异是因为这些变量在一个品种动

是有用的，包括它们对选择策略

物之间存在着体高和胸围的差异。由于

的影响。

动物的类型或交易月份而形成的差异也

育种计划长期用选择指数作为畜禽多

比由于品种而产生的差异要大。Jabbar

特性选择的工具。例如，M i t c h e l l 等， 和 Diedhiou（2003）表明，用来确定畜
（1982）通过确定遗传力重要特性和分离

禽饲养者的育种实践和尼日利亚西南地

遗传贡献对改良的生产性能的影响在英国

区的品种偏好程度的特征方法证实了有

测量了猪改良的遗传贡献值。通过用线性

一种强烈的避开抗锥虫品种的趋向。在

回归技术长期比较控制和改良小组，发现

加拿大阿尔伯达省，Richards 和 Jeffrey

收益率很高，该地区的年成本为 2 百万英 （1995）鉴别了乳用公牛的相应生产和
类型特性的价值。预测了特征评估模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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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畜禽饲养者将重点放在适应
特性和非收入功能，以及在育种

总体政策分析方法的开发

计划中需要考虑这些因素；

12

当前动物遗传资源多样性损失的快

●

迅猛速度是许多潜在因素的结果。在一
些情况下，生产系统和消费者偏好的变

鉴别那些重点参与成本效益多样
性最大化保护计划的品种；

●

化反映了发展中经济和市场的自然演变；

对比大效益非畜禽饲养者列入品
种保护计划所涉及的成本。

而在另一些情况下，由于本地、国家和国

但是，正如近期在畜禽遗传资源经济

际政策的影响，生产系统、品种选择和消

评估所获得的进展已经理顺了一些（不是

费者偏好受到了歪曲。宏观经济干预导

所有的方法）方法 / 分析限制因素那样，

致了这种歪曲的形成（例如，汇率和利润

数据可用性问题已经变得比较关键。数据

率）
；法规性和定价政策（例如，税收、价

要求意味着特别需要做到以下方面：

格控制、市场和贸易法规）导致了这种歪

●

测量品种的生产性能参数；

曲的形成；投资政策（例如，基础设施开

●

给实际和潜在育种系统定性；

发）导致了这种歪曲的形成；以及体制政

●

在不同生产系统条件下，鉴别本地

策（例如，土地所有权、遗传资源产权）

品种的使用和农民对本地品种特

导致了这种歪曲的形成。在政策因素对

性的偏好（包括农民给特异市场 /

动物遗传资源的影响在广义上容易分辨

非市场特性和他们愿意给特性之间

的同时，我们却对它们的相对重要性知

的利弊所给出的价值）
，
以及影响这

之甚少。

些因素和使用替代品种的动力；
●

鉴别影响畜禽需求和价格的因素，
包括政策—诱导的变化对农业商

4 政策含义和将来的研究

品（例如牧草 / 作物）价格的影响，
以及在使用不同品种的情况下，外
部（例如兽医服务）投入物的成本；

以上研究显示，不仅有一系列可以
使用的方法来评估畜禽饲养者品种 / 特

●

使用一种事前分析
（exante analysis）

性偏好，而且实际上可以使用这些方

方法，测量使用替代品种对生计的

法来设计解决目前本地品种边缘化的

影响，同时测量实施的限制因素以

趋势的政策。（Drucker 和 Anderson，
2004）：

及潜在获取 / 推广机制；
●

考虑以下因素的作用，例如土地
所有权、农业潜在因素、人口密度、

12

潜在地使用第二组以及第一组的评估方法。

市场准入和一体化、执照申请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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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税收体制、贷款和推广计划和
教育等；
●

改善对以研究和开发为目的的畜禽
种质资源继续获取和贸易的重要
性的理解，同时改善对动物遗传资
源研究而引发的成本和利益问题
的性质的理解。

除国家水平的畜禽生产数据极度丰富
外，这样的信息都局限在主要品种，且大多
忽略了对重要非市场的贡献。发展中国家
的本地品种信息极度稀少。有一些性项目，
例如FAO的畜禽多样性信息系统
（DAD-IS）
和国际家畜研究中心（ILRI）最近建立的畜
禽遗传资源信息系统（DAGRIS）都正在
支持国家水平的计划。
目前的挑战是在改良农场动物遗传
资源保护和持续利用中提高经济分析重
要作用的意识。必须增强国家的能力，
以使各国能够应用相关的方法 / 决策工
具，并将它们并入更宽的国家畜牧发展
过程。这样，可以将动物遗传资源的经
济性的进一步工作（包括动态系统演变
情况和与其他农业生物多样性组分的一
体化），这样在适宜激励机制的后来设
计中，才能使科研成果能够使农民积极
获益并支持国家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
工作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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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保护的方法

1 导言
插文 94

品种进化是由环境条件和人类选择所
造成的遗传变化的一个动态过程，人类选
择是由文化与经济状况所形成的。生态系
统是动态的和复杂的，加之人类嗜好的改

术语表：保护
保护动物遗传资源（C o n s e r v a t i o n o f
animal genetic resources）：指的是，为了保证
保护动物遗传资源的多样性，促进食品和农业

变，最终导致了品种的演化，直到最近， 生产，提高生产率和保护这些资源（生态学的
物种的多样性才开始慢慢净增加。但是， 和文化方面的）现在与将来的其他价值所采取
在过去的 100 多年中，由于品种的灭绝率

的所有人类的活动，包括策略、计划、政策和

增加而导致了生物多样性一直处在净丧失

采取的措施。
原地保护（In situ conservation）：意思是

的过程。单就欧洲和高加索地区而言，有
481 种哺乳动物和 39 种家禽品种已经灭
绝，另有 624 种哺乳动物和 481 种家禽品
种处在濒危的边缘。畜牧业生产的快速集
约化，没有能够对当地品种进行正确的评
估、利用高性能品种和繁殖生物技术对品
种进行不适当的替换或进行杂交，加速了
物种的丧失（插文 94）。
为了本报告的目的，将使用的下列
的定义：
虽然最近几十年中，畜禽遗传多样
性的丧失在极大地增加，但仍然对问题
的程度没有进行充分评估。公众可以从
DAD-IS 数据库中获得 FAO 成员国提供

在畜禽进化生产系统内由养畜人继续使用和进
行正常的培育和育种所进行的保护。
移地活体保护（Ex situ in vivo
conservation）
：意思是将活动物群体保存在正
常管理条件下（如动物园和某些情况下的政府
农场）
，和 / 或将它们保存在进化的地区之外，
或保存在现在正常见到的本地区之外。
在原地保护活体保护和异地活体保护之间
常常没有一个明确的界线，必须要小心描述
保护的目的和在每种情况下的保护性质。
移地体外保护（Ex situ in vitro
conservation）
：意思是在人工环境下和在低温
条件下在活动物体外进行的保护措施，包括：
有关胚胎、精液、卵细胞、体细胞或后来具有
重新组成活动物能力的组织的低温保存（包括
用于基因渗入和合成品种的动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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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95

地群体没有进行记录。品种灭绝的原因或

红色马塞绵羊（Maasai Red Maasai
sheep）——加速的濒危品种

是没有进行记录，或是不容易获得信息，

红色马塞绵羊，主要是由肯尼亚和坦桑尼
亚半干旱地区的马塞族游牧民及邻近部落的居

的危险状况只能进行估计，因为品种群

因此，也没有进行完整的分析。许多品种

民所饲养，以其耐受力和抗病力，尤其是对胃
肠道寄生虫的抵抗力而闻名。许多研究项目已

体的统计数据常常缺失或不可靠。缺乏

经证实，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其他的品种，
如杜泊羊（Dorper）性能表现极差时，该品种

确定保护的重点。

仍能抗病，并有很高的生产率。直到20世纪70
年代中期，肯尼亚的牧草地还普遍存在有红色

了解阻碍了某些措施的实施，并阻碍了

2 对保护动物遗传资源的争议

马塞绵羊的纯种，数目大概在几百万只。在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肯尼亚建立了对杜泊公羊
传播的补贴计划。随后，不加选择地进行广泛
的杂交。没有对农民进行如何来保持连续的杂
交计划的指导，许多农民继续用他们的羊群与
杜泊公羊进行杂交，随后，在许多地区证明，
这种做法是不适当的。1992年，尤其是在最近，

188个成员国批准召开了生物多样性
大会
（CBD），表明了国际上越来越重视保
持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大会号
召保护和可持续性地利用生物多样性的各

国际家畜研究所在肯尼亚和坦桑尼来北部进行
了广泛的研究，但只发现了很少数量的纯种红

种物种，包括用于农业和林业的那些成

色马塞绵羊。该研究所建立了一个小的“纯种”
群，但后来，这个群也显示出某种程度的遗传

能为保护食品和农业遗传资源提供法令。

污染。红色马塞绵羊显然受到了威胁，但畜禽
数据库DAD-IS 和 DAGRIS 却没有发现该品种

全球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成分”。

分。认识遗传水平上多样性的重要性，它
第二款特别认识到了“驯化种和栽培种是
但是，已经发现，“虽然国际上已

受到了威胁，该品种没有出现在世界品种的监
视清单中（FAO/UNEP 2000）
。这与这个系统

经出现了明显的一致性政策，但这种政策

目前没有能力来记录品种的稀释有关。

在价值理论上没有共同认可的基础来解释

信息由 John Gibson 提供。

为什么要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理由，但是，
强大的支撑点应当是环境政策中的重中之
重”
（Norton，2000 in Jenkins和Williamson,

的关于动物遗传资源管理（AnGR）方面

2003，p.105）
。例如，保护生物多样性本身

的信息。虽然在编写世界监视清单第三

的论点，与品种缺乏用途，丧失了不值得

版之前，1999 年对灭绝品种的信息做了

关心的论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本章对

具体的要求（FAO/UNEP，2000），灭绝

赞成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不同论点进行了

品种的清单可能不完整——对世界上快

综合性评述。采取保护项目的基本理由

速发展的地区已经消失的尚未鉴定的当

可以包括下面的综合性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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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关于过去的论点

变化、市场需要和相关的法规、或者在获

畜禽品种反映出社区文化和历史发展

得外部投入方面，或新出现的疾病的挑

的特点，是许多社会生活和传统的整体

战、或通过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所造成的

组成部分。因此，丧失典型的品种意味

状况将无法预料。全球气候的变化、病原

着丧失了有关社区的文化特点和丧失了人

和寄生虫对化学防治产生的抗性作用都肯

类遗产的组成部分。

定会影响到将来畜禽的生产系统，尽管变

就品种培育、尤其是具有较长遗传间

化的性质尚不清楚（FAO，1992）。由大

隔的品种培育而言，在耗费的时间，资金

流行性疾病、战争、生物恐怖活动或民间

和 / 或社会资源方面涉及到相当大的投

动荡所导致的动物遗传资源灾难性的丧

资。而且，历史进化过程所产生的独特产

失，表明需要有安全的保护措施，如建立

品是不容易再创造的。根据这一观点，因

目前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品种的基因库。

此，不应当轻率地放弃这些品种。适应性

对将来的需要是不肯定的，再加上发生的

性状的发育也要有一个历史过程——动物

事件如品种灭绝具有不可逆的性质，都强

群体接受环境挑战的时间越长，产生特异

调了保护生物多样性选择价值 14 的需要。

性适应性状的可能性就越大。具有恶劣气

以前没有料到需要的例子包括，发达

候条件或者特殊疾病的地区，已经产生出

国家的畜禽育种者没有把遗传改良的重点

了遗传上适应的和独特的当地畜禽，以及

放在适应性、抗病力和饲料效率方面，而

有关的畜牧生产活动及当地的知识。

过多地偏向了高产。在某些发达国家，保

2.2 为将来的需要进行保护

护性放牧的重要性现在已经达到了 40 年

“预测未来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危

前少数人预测到的程度，当时，只对稀有

险性的职业，尤其是涉及到人类的活动” 品种才开始使用保护性放牧。在英国，保
（Clark，1995 in Tisdell，2003，p.369）。预

护性放牧的位点已经达到了 600 多处（尽

测将来是极度困难的，人类的期望也是高

管不是所有的稀有品种或传统品种），有

度不同的。无确实证据的担心常常比合理

多达 1 000 多个位点受益于保护性放牧

的论点会产生更大的负面期望值。但是， （Small，
2004）。曾经一度受到威胁并且现
能够提出的强有力的论点是：“从长远的

在证明具有经济重要性的特殊品种，包括

观点看，重点放在高产的环境敏感性品种

皮特兰（Pietrain）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有可能导致畜禽可持续生产的严重问

后几乎灭绝，但现在却用在大量的杂交育

题……农民有可能会丧失驾驭自然环境条

种方案中。另一个例子是威尔士的 Lleyn

件的能力。如果所有耐受环境的品种都在
过渡期丧失了，畜禽生产水平就会滑坡”
（Tisdell，2003，p.373）。通过生态环境的

14
生物多样性的选择价值是保护财产以备将来
利用所产生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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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96
威尔士雷尼绵羊——因适应需求转变而复兴
在20世纪后半期，原产于威尔士西北部地
区的雷尼绵羊经历了从濒临灭绝到发展成为英

加速周转。这样做的结果是，凡参加育种协会
的种群，其母羊容易饲养，种群管理方便，土

国绵羊产业支柱的过程。实际上，20世纪前半
期，雷尼绵羊曾是一个重要的地方品种，但二

地使用效率高。不仅如此，育种计划还包括了
精明的营销策略、有组织的种畜销售和向潜在

战后，其重要性逐渐衰退。到 20 世纪 60 年代， 的会员、买家提供信息等内容。
只剩下 7个血统，不到 500 只母羊。自那时起，
当种群迅速扩展到原产地以外时，另一个
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到2006年，雷尼绵羊的
纯种种群超过了1000个，遍布英国各地，仅威

要做的重要工作就是防止品种退化。为此，在
全国范围内建立了 7 个育种小组或俱乐部。设

尔士地区育种协会每年出售的雷尼种羊就有好
几千只。

在威尔士西北部的育种协会总部负责与上述育
种小组或俱乐部的联络，并协调其活动。

雷尼绵羊的复兴源于起初一小部分地方品
种育种者和技术推广人员的巨大热情和不懈努
力。1970年，12个地方品种育种者和技术推广
人员建立了雷尼绵羊育种协会，通过协会协调

文字由 J B Owen 提供；
进一步的育种信息请参阅：http：//www.lleynsheep.
com。

育种政策，登记纯种种群和提高杂交种群等级
（通过使用雷尼公羊重复反交）
。主要的育种贡
献是体态中等，母性强（处于盛年的母羊在羔
羊断奶期后仍具有泌乳能力），多产，肉、毛
质量好。因为雷尼绵羊都是选用本品种顶级公
羊进行“闭锁育种”，雷尼绵羊在生物安全方
面具备种群可持续性的优势。
雷尼绵羊成功的经验在于高强度的有组织
育种。育种过程中，部分种群参加了一个称作
“新西兰类型”原子能小组育种计划，包括目
标记录（肉类和牲畜分类）和缩短世代间隔、 照片由 David Cragg 提供

绵羊品种，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期间，该群

们的兴趣。该品种自行脱毛——当剪毛的

体只剩下了500只纯种母羊。最近几年，英

成本超过获得的羊毛的价格时——这就是

国养羊的农民越来越喜欢饲养该品种，它

一个理想的性状。

的群体量已经增长到 2 3 万多只。T h e

将来生物技术发展提供的机遇也需要

Wilshire Horn，另一种曾一度减少的英国品

考虑。新出现的繁殖和遗传技术也大大增

种，由于市场条件的变化，也正在吸引人

加了鉴别和利用动物遗传资源遗传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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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扭曲（Mendelsohn，2003）。对于有

进展。如果仍然能够利用各种遗传资源， 关当地品种及它们在生产中有重要作用
这样的技术就有可能让发展中国家通过合

的性状或基因的特点、研究的目的或满

并选择不同品种的最好性状，来缩小生产

足其他人类的需要方面的知识尚有很大

率的差距。

的差距（Oldenbroek，1999）。信息不完整

普遍认为，动物遗传资源将来的选

会导致过高地估计某个品种在被引入的

择价值为保护动物遗传资源提供了充分的

特定的生产环境中的生产性能，和随后

理由。有理由假设环境的变化和技术的

做出采用它的不适当的决定。当然，信息

迅猛发展要求将来选择性利用被保护的动

欠缺也能够导致不必要地保留它们的本

物遗 传 资 源 。

地种和不采用能够提高他们生存能力的

2.3

有关现状的争议

可选择的品种。

保护 多 样 性 ， 包 括 保 护 品 种 内 的

政策扭曲会让非集约化的生产系统处

多样性，对生产系统起着稳定性的作

于劣势，并阻碍资源的有效配置。只把重

用。在饲料资源和供水不稳定的条件

点放在繁殖力较高的品种有可能得到政策

下，不利的气温、湿度和其他气候因素

的支持，如粮食进口补贴、对支持性服务

和较低管理水平的条件下，各种各样的 （如人工授精）进行补贴或免费，或对畜
群体显示出了有较大生存、生产和繁殖

产品采用支持性价格，这些促进了集约化

的能力（FAO，1992）。也有证据表明， 生产过程。例如，在有些快速工业化的亚
它们也比较易感大流行性病（Springbett

洲国家，进口资金补贴显然有利于工业化

等，2003）。一般说来，遗传均一的群

的发展模式；廉价的资本导致了对使用高

体不能够承受由环境变化产生的强大

投入和生产均一产品有关的大商业单位的

选 择 压 力 。保 持 品 种 的 多 样 性 能 够 让

投入。因此，开发项目或者突击性的项目

人 探 索 各 种 生 态 学 或 经 济 的 利 基 。在

有时就促进了从外国引进外来品种。最

边远地区或环境脆弱的地区，如干旱

后，政策的不稳定性和政策对脆弱养畜群

地区，尤其如此，在这些地区，畜禽是

体不利会抑制动物遗传资源使用的效率

由贫穷农民饲养，其特点是多样性大， （Tisdell，2003）。市场不能够正确地表现
风险性高。

出外部的成本和利益。外部成本的例子包

受到威胁的动物遗传资源的重要性

括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对收入分配和资产

不只仅与它们将来在变化了的环境中的

净值产生不理想的作用。与某些品种有关

用途有关。有诸多理由说明，目前利用这

的外部收益，例如，可能包括他们对风景

些资源可能还不十分理想。这些理由可

管理的贡献。Mendelsohn（2003，p.10）提

归纳成 3 大类：信息缺乏、市场失败和政

议：“保护主义者必须把重点放在与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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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关的物种资源方面。他们必须识别被市
场放弃的动物遗传资源的潜在社会效益，
并进行数量评估”。

3 保护的单位

对动物遗传资源现有价值 15 和遗产价
值的论点，不强调把识别切实的或不切实
的利益作为保护正当理由的需要。“生物

设计动物遗传资源保护项目的关键第
一步是决定要保护什么。在分子遗传水平，

多样性具有内在的价值，就其本身而言， 畜禽品种内的遗传多样性反映在影响动物
应当在最大程度上得到保护，不管某一种

发育和性能的 25 000 个以上基因（也就是

成分是否能够产生切实的经济利益

功能DNA区间）之间等位基因的多样性上

（Jenkins 和 Williamson，2003，p.104）
。但 （即 DNA 序列上的差异）
。从理论上讲，通
是，在家养的品种中进行品种繁育主要是

过扩增不同等位基因的数量和发生的频率，

为了满足人的目标和价值进行人为干预的

能够确定等位基因的数量，但是，目前这还

产物。因此，除了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生

是不可能的。然而，从概念上说，保护的最

物多样性之外，当前，很难对生物多样性

基本单位是等位基因。目的可能是设计的

保护应当放在现存价值的论点进行驳斥。 保护项目，既能够保存目前存在于品种中
有关保护的论点和保护的能力，地区

的优势等位基因，也能够对动物继续进化

与地区之间存在着差异。在西方社会，传

和改良新产生的变异等位基因提供正常积

统和文化价值是重要的驱动力，它保证了

累和强有力的保持。在定义保护的单位时，

对稀有品种保护措施的制定，促进了畜产

必须进一步认识到，等位基因在分离中不

品利基市场的出现。与此相对照，在发展

起作用，在大多数情况下，把动物的生产性

中国家，直接考虑的是粮食安全和经济发

能适当看成是整个基因组中存在的等位基

展。但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已经处在经

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遗传资源产生的

济发展的过程中，预料他们的经济实力足

过程，涉及到等位基因的组合来支持动物

以能够开始根据文化遗产和在将来某个时

生产性能和适应性的特异性优良性状的水

点的其他这种驱动因素制定出支持性的保

平。因此，有效的遗传资源保护，涉及到重

护措施。在达到这个自我支持的阶段之

组的结构能够保持已知的适应性和生产价

前，当前考虑的是保证动物遗传资源不再

值的现有的遗传组合，并容易获得这些组

丧失。

合来支持动物将来的生产需要。
现有的畜禽品种，都比大多数作物
品种的遗传均一度差,但是，虽然如此，

现存价值来源于对现有特殊财产的心理满足
感；遗产价值来自于其他人在将来可能会从现在的
资源获益而产生的对任何个人利益价值的增长。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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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基本符合所预测的最大进化潜力的群

在植物方面，集约化的作物生产品一般都

体结构。有许多部分分离出的亚群（品

伴随出现由公共资金资助的国家和国际中

种），被保存在各种条件下，但是，随着

心，及私营农场控制的强大的专门化的中

群体之间动物周期性地交换和品种周期性

心种子生产部门。与之不同的是，集约化

地重组，产生了新的遗传组合。因此，把

的畜禽生产部门目前进展还不那么大，集

品种作为保护单位，预计能够最大保护畜

约化畜禽生产向来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

禽品种内的进化潜力，同样，能够最大获

不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畜禽育种部门

得广泛的等位基因的组合。

远不如植物种子部门那样集中和专业化，
虽然在家禽、猪，或在更有限的程度上，

4 保护植物遗传资源与保护动物遗 奶牛部门在朝着集中的方向发展。在其他
畜禽部门，农民直接参与畜禽育种仍是很
传资源
大的，动物遗传资源的利用和将来的发展
根据从对植物遗传资源全球评估得到

在某些生产环境中仍然保持着很强的“共

的教训和全球植物遗传资源（PGR）状况

同参与，共同分享”习惯。动物的种子和

的报告结果（FAO，1998a），组织实施了

种原部门的不同结构对于保护全球的遗传

对动物遗传资源状况的评估。因此，世界

资源具有重要的意义。

动物遗传资源状况评估过程重点放在起草

表104比较了影响动植物保护活动的

第一份报告和起草报告的国家在国家一级

许多生物学、操作和体制上的因素。生物

开始实施评估过程上。然而，保护植物遗

学方面的差异明显需要有不同的保护方

传资源的方法不能够直接运用于动物的遗

法，但是，作物和畜牧部门之间最明显的

传资源。

不同大概涉及到遗传资源管理的体制能

在传统的生产方式中，植物遗传资源

力。许多种子部门的机构已经保留了广泛

和动物遗传资源的使用方式是可比拟的。 采集的植物品种遗传资源，并积极致力于
适应当地的品种占据主导地位，种植的种

植物品种的培育和释放。世界信息数据库

子和种畜均来自于农民的田间和畜群，在

和早期的植物遗传资源的预警系统

本地种中的遗传多样性是很大的。大多数 （WIEWS）记录了在全世界大约1 410个异
的育种和良种培育活动都是“共同参与和

地采取地点采集的550万植物遗传资源的

共同分享的”
（FAO，1998a），由农民而

登记材料（F A O ，2 0 0 4 ）。

不是专业的动植物使育种家所做的共同决

要建 立动物基因库涉及到在液氮中

定就是为了种植而贮藏种子，为了繁育而

长期贮藏配子、胚胎或体细胞。下面详细

保留动物。但是，集约化的农业使遗传资

讨论了这种体外保存动物的技术，但是就

源的利用和培育的类型发生了重要改变。 每个保存的基因组而言，动物遗传资源种

447

第四部分 动物遗传资源管理的新进展

第四部分

质的采集、低温保存和以后重组的成本要

全球对保护和较好利用动物遗传资源的能

比种子的采集、贮存和随后利用的成本大

力有了实质性地提高，因此，如果实施动

许多倍。而且，支持动物遗传资源种质的

物遗传资源状况过程提出的建议，可能需

资金是不足的。因此，动物遗传资源的保

要在公共机构之间和公共机构与私有农民

护更强调放在原地保护。然而，除了少数

之间建立起强有力的新的体制模式和协作

发达国家外，其他国家几乎没有制定原地

方式。

保护计划，坚持长期可持续性的保护仍是
一个问号。
DAD-IS 表列出了还存在的 4 956 个

5 保护决策的信息

哺乳动物品种和 1 970 个家禽品种。其中
很少是体外采取的样品。和几乎没有一个

确定动物遗传资源保护的重点，需要

样品符合FAO（1998b）体外采样的指南。 一个能够鉴别最能对全球动物遗传多样性做
甚至对近 7 000 种临近濒危边缘的畜禽品

出贡献和对将来多样性的有效利用和培育具

种进行体外采样也需要非常大的资源。例

有最大潜力品种的过程。附带的标准，如品

如，FAO（1998b）对少数濒危动物群进

种的文化和遗产价值也会影响保护的重点。

行管理的指南建议，对每个品种至少要收

对一组动物中存在的可能的遗传多样性的评

集25个雄性畜禽的冷冻精液、运用这些雄

估可能要基于各种各样的标准，包括：

性畜禽的精液与每个品种再加 25 头雄性

●

货畜禽产生冷冻胚胎。就牛而言，就有300

表型特征的能够识别的组合的多

个濒危品种，需要低温保存 7 500 头雄性
畜禽的精液和大约 1 万个胚胎。也将制定

样性；
●

物主身份、体外采集的使用和管理的政策

分子遗传多样性，根据品种之间
在 DNA 水平上的遗传关系的客观

指南。
对动物遗传资源保护的体制能力是有

性状的多样性，它是确定品种身份

测值；
●

过去遗传隔离的证据，或是地理

限的，只有少数几个国家现有异体采集样

隔离的结果，或是在品种进化的社

本，主要是在发达国家。在国际农业研究

区中育种政策及文化信仰造成的

磋商小组（CGIAR）的机构中，只有国际

结果。

家畜研究所（ILRI）和干旱地区的国际农

性状多样性是基于品种之间遗传表型

业研究中心（ICARDA）主动解决了较好

的差异。当把品种放在可比较的环境中进

地管理动物遗传资源的问题，这两个机构

行比较时，性状的多样性必然是功能遗传

都没有长期贮存种质的积极项目。动物遗

多样性的指针。为此，保护的重中之重应

传资源的所有权几乎都在私营部门手中。 当放在具有独特的或与众不同的性状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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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品种上，因为它们独特的表型特征必然

的品种也具有正当的理由，因为这些品种

表现出遗传组合的独特性。由综合的数量

以前未测量的或未表达的性状更有可能表

性状表达的性状多样性如抗病力、产奶量

现出功能上的遗传差异，而且，在将来的

和生长率，比与单一的遗传性状如表皮、 新市场中，如暴露于新的疾病或在不同的
羽毛的颜色、角的形状或体型有关的性状
多样性，在保护决策中给予较高的位置。

生产条件下，可能更具有重要性。
测定分子学遗传多样性对人们的吸引

这些单一的性状可随着畜主的嗜好迅速改

力如同保护决策一样，因为它们能够定量

变，而综合数量性状的差异通常涉及到大

测定品种间的亲缘关系，反过来，使用亲

量的基因，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改变，因

缘关系的测定能够评估一组品种中的遗传

此，有较大的潜力来反映遗传的多样性。 多样性。相反，客观定量测定性状的多样
直接测量品种之间分子的遗传关系， 性是比较难的，尤其是对数量性状和小群
正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接受，也提供了

体的品种。过去量化表型差异的努力主要

遗传多样性的一个指标。 这些测值基于

集中在自然群体中的种或者亚种的形态学

DNA序列上的差异，
通常在DNA的中性区， 测量。在不能够广泛获得分子遗传信息的
认为它们不会影响到动物的生产性能或表

时候，结果以进化的距离作为指标，但在

型。为此，遗传多样性的分子学测量反映

采用人工选择能够使形态迅速改变的畜禽

出历史进化上的差异，
但只在DNA的功能

中用途很小，如在家养的犬和观赏家禽

区和潜在的功能区提供遗传多样性的间接

中的那样。因此，在功能位点或潜在的功

指标。在中性位点上，根据等位基因出现

能位点上客观地评价遗传多样性，需要

的频率，显现在外表上相近的品种，是由

进一步开发出性状和分子遗传多样性合

于不同选择历史产生的结果，虽然如此， 并的客观方法。
但它们在功能位点上具有重要的差异。例

在没有性状或分子遗传多样性信息的

如，遗传距离的信息，来源于使用少数随

情况下，可以使用长期遗传隔离的历史信

机选择的遗传标记不能够提供特定遗传差

息或证据，但这也会产生误导。群体遗传

异的信息，如比利时蓝白花牛的双肌等位

学的理论表明，表面上隔离的群体之间，

基因，或德克斯特牛矮型基因（Williams， 动物迁移的水平非常低，可以有效地预防
2004）。由于这个原因，性状多样性在选

实际上的遗传差异。因此，具有遗传隔离

择保护的候选物种时，通常保证是首选考

历史的品种，对于性状鉴定和分子遗传鉴

虑的对象。但是，表型相似的品种是由不

定是重要的候选者，但只有使用比较客观

同遗传机制进化的结果，测量分子的遗传

的工具才能较好地最终决定遗传的独特

多样性可以帮助鉴别表面上相似，但遗传

性。然而，应当认识到，在隔离的农村社

上截然不同的品种。同样，保护遗传独特

区中，畜禽品种的进化是文化习俗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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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4
影响动植物遗传资源保护的生物学、操作和体制因素的比较
因素

植物

动物

每个个体生产的经济
价值
繁 殖 率 （ 每个 个 体每
个世代后裔的数量）

低到非常低

中等到高

高 到 非 常 高 （1 0 0 0 个 ）

0 . 2 5 ～1 年
在大多数的植物品种中非常有限
非常低到低

非常低（< 1 0 ）到中等（< 2 0 0 ）除
了 品 种 的 雄 性 外 （ 主 要 是 牛 ）， 牛 是
能够广泛使用人工授精的（10 000 个）
1 ～8 年
在大多数的动物品种中非常大
高到非常高

非常低到中等

非常高

对植物常见

在动物品种中稀有

在许多品种中的都有可能性和途径

自体受精是不可能的；由于抑制作用，
必须避免高度近亲交配；在特殊情况
下，使用纯种系进行杂交
技术上是可行的，甚至用于大多数的
研究效率也太低
技术上是可行的，但需要设施和培训
人员
对大数品种的雄配子和某些品种的雌配
子是可能的；贮存大多数哺乳动物的
胚胎是可能的，但与贮存精子相比，
成本较大；所有品种的材料必须贮存
在液氮中
本质上可永久性贮存

世代间隔
品系内的遗传多样性
记录个体和家系性能
的成本
评价个体或家系适应
力或抗病力的成本
在 自然条件下，保护
野生相关品种多样性
的能力
自体受精和产生纯种
系的能力
无性繁殖

对许多品种的都有可能性和途径

采集种质的能力

在多数情况下简单

在体外贮存种质的能力

对于大多数品种，将种子贮存在
凉爽的条件下是可行的；少数种
需要组织培养；在某些情况下，也
把培养物贮存在液氮中

需要对贮存的物质进
行更新
从基因库中提取、更
新和检测物质的成本
基因库的状况和范围

大多数需要定期更新补充的贮存物
质和保持存活力
相当容易和成本相当低；每年提取
更新和检测都难，耗时，提取和利用
和测试数万份的登记材料
贮存的物质很少有经验
在全球的几个位点进行广泛采集，
限于少数发达国家，主要涉及到冷冻
包括几百个物种的几百万的登记材
精液
料，主要涉及到用相当低的采集和
贮存成本进行种子的贮存
继续采集野生的和本地 比在过去几年水平降低，但仍在做
活动非常少，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
的种质
大量的工作，特别是对被忽视的物种
对保护体制的支持
坚实、组织很好和稳定
有限、常常组织很差，在发达国家有些例外
在表中，“植物”一词具体指在食品和农业生产中占主导地位的一年生植物，但是，发现长期存
活的多年生植物如树，具有大量的动物所具有的共同成分。同样，“动物”一词包括生殖力相当旺盛的物种
如鸡，它具有植物的某些共同成分（如商业鸡群每个换羽）和管理非常粗放的生命周期长的物种如单峰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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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97
保护和利用的决策——利用遗传多样性数据
只到最近才认识到遗传多样性数据在保护

6.1 背

动物遗传资源管理的新进展

景

保护动物遗传资源出现在广泛的各种
领域，按照物种、品种、地理区域、

和利用动物遗传资源方面的价值，并开始使
用它。全球环境基金（GEF）对 4 个西非国

养殖、社会与经济系统各有不同。保护

家 2005 年开始的保护抗锥虫病牛、绵羊和山
羊的项目给予了支持。 在大多数地区，由于

的保护或多样性本身的保护；或放在环

将抗锥虫病的品种与非抗锥虫病的品种进行杂
交，稀释了抗锥虫病品种的纯度。但是，纯度
的这种缺失没有明显立即显现在动物的体表
上。正在使用分子遗传标记绘制这些品种的多
样性的基因图，鉴别出最纯的群体，然后，进
行重点保护和进一步培育。同时，国际原子能
机构正在绘制亚洲绵羊和山羊品种的分子学遗
传多样性。然后，把遗传多样性的数据与表型
数据结合起来鉴别对同一种疾病具有不同抗病
机制的品种。然后，利用这些品种进行杂交，

也有广泛的目标。把重点放在遗传资源
境服务，通过保护畜禽而有助于保护广泛
的生态系统；或放在社会—经济效果；或
放在保护特殊畜禽品种的文化意义上。保
护动物遗传资源的方法按照达到各种保护
目标的能力和按照他们在不同领域中的适
用性具有明显的不同。
可以把活体保护方法看作是包括一系
列的不同方法：在原地保护方法中，最
极端的方法是把品种保持在它们原有的生

和使用分子遗传标记绘制控制抗性的基因，以
证实不同的品种具有不同的抗病性机制。如果

产系统中；而在异地活体保护方法中，最

这得到了证实，在将来遗传改良的项目中可以
使用这些不同的机制。

种极端方法的范围是：把物种保持在农场

资料是由 John Gibson 提供的。

有限数量的动物保持在有特定目标的保护

极端的方法是把品种保持在动物园中。两
条件下，但在它们进化的环境的外部； 把
农场中，保持在实验的畜群中或教育用的

果，这可能是社区特征和传统遗产的重

畜群中；把品种保持在保护区内的牧场或

要组成部分。作为广泛社区发展工作的

风景管理地。面临可能保护措施的多样

组成部分，保护这样的品种是有益的，无

性，要把原地活体保护与异地活体保护方

论它们的预测价值是否成为全球独特的

法截然分开总是很困难的。例如，可以认

遗传资源。

为，政府的地位是根据位置和养殖方法采
用原地保护还是异体保护。

6 活体保护

对于一个成功的保护计划没有单一的
规定。已经对许多品种采取了保护活动，
特别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但是，几

“活体保护”一词描述了保护活动物， 乎没有对活体保护计划成功与失败的影响
包括原地和异地的活体保护方法。

因素进行过充分分析。由于可利用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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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98
对遗传多样性的空间分析
用地理信息系统（GIS）的方法绘制分子
遗传信息图能够对遗传信息进行空间分析。可

的假设。例如，检测出了几种分子标记的等位
基因与选择的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检测的结

以使用地理信息系统研究遗传数据的空间结
构、分布和距离；促进动物群体在地形中的

果包括，一组 AFLP 分子标记，它们与任何特
定的性状和各种环境变异（即温度、日温差范

迁移，显现和分析地理群体的结构；确定多
样性的区域；检测遗传差异的区域；和检测

围、相对湿度、阳光、地面霜冻次数、下雨天
的次数、风速成和降雨量）都没有关系。发现

环境与遗传变异之间的交互作用。
设计的生态学基因（Econogene）项目

了 3 种 AFLP 标记明显与 1 种变量或多种变量
有关，大概是对环境湿度的适应能力（如降雨

（http://lasig.epfl.ch/projets/econogene/）是把分
子遗传学与空间分析结合起来记录欧洲小反刍

量差异系数、下雨的天数、相对湿度、阳光和
平均日温差范围）
。

动物之间遗传多样性的空间分布与环境的关
系。从分布于葡萄牙到土耳其南部的 3 000 多

将这些结果与用完全独立的群体遗传学方
法获得的结果进行了比较。两种方法都表明有

只动物采集了 DNA 样本。对这些动物的 30 个
微卫星、100 个 AFLPs 片段和 30 个单核苷酸

2 种遗传标记是受选择的控制，空间分析发现
有 31% 的明显关系。这些结果特别鼓舞人心，

多态（SNPs）进行了分析，记录到了 100 多个
环境变异。然后，使用地理空间数据的可视化

因为它们似乎证实一种方法是独立的群体遗传
学模型（欲获得更详细的信息，参见 Joost,

（Geovisualization，GVIS）工具观察各种遗传
变异成分之间自然相关的类型和空间环境因素
的变化。这样的可视化工具，导致产生了环境
和人类有关的因素以及遗传变异之间因果关系

有限，也限制了这样的分析。
6.2

群体的遗传管理

2005）
。
资料是由 Paolo Ajmone Marsan 和生态基因协会
提供的。

加群体中动物的数量之外，保持遗传多样
性的管理技术，包括保持窄小的性比率。

在 Oldenbroek（1999）的报道中可以

这是因为，即使群体中雌性动物的数量很

找到对群体遗传管理许多要求的详细讨

大，高度强化的选择计划，能够大大减少

论。小群体和遗传差异，无论何时进行

种公畜的数量，导致有效群体的数量少，

品种的保护，是原地保护，还是移地保

和随后近亲繁殖的高度增加。另一种方法

护，对它们的管理方式都应当是长期保持

是减少个体育种动物后裔的数量，它能够

它们的遗传差异。众所周知，小群体会导

减少下一个世代可利用的育种动物之间的

致等位基因多样性的丧失和近亲繁殖的增

平均亲缘关系。

加。保持群体足够有效的数量，以保持遗

这个群体也应当足够大，以便让中性

传差异，是长期品种管理的宗旨。除了增

选择清除掉有害的突变，否则，它将在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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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遗传统计对育种价值进行估测，得到对

管理，应当有一个有效群体的阈值数量， 选择的最大反应能力。根据对遗传价值的
在这个数量以下，群体的适应能力将稳定

估测进行控制育种，导致近亲繁殖率比双

降低。基于最近对突变率的估计，认为有

亲的随机选择得到的高2～4倍。但是，已

效群体大小的这个阈值是在50～100之间。 经开发出了最佳选择技术，因此，能够适
因此，要求群体的最小数量是在 50 以上。 当平衡近亲繁殖和遗传改良。这种方法在
另一种可能的管理技术是，在活体保

小群体中特别具有优势，但是，如何能够

护计划中，为了增加有效群体的数量，使

在发展中国家很好地利用，几乎没做什么

用低温保存的遗传物质。也已经提出了将

工作。作为普遍的现象，当地品种的遗传

分子遗传与系谱信息合并使用。但是，这

改良常常把较大的重点放在生产成本低和

种技术需要很高的专门技术和资金的花

有益于他们养殖系统的环境价值和文化价

费，对许多国家来说，成本都太高。已经

值的性状方面 16。对拟定的选择性状需要

开发出来的大多数的理论和实施技术模型

对它们的遗传亲缘关系进行正确地评估，

涉及到畜群和动物管理程度高的家系群

以确定品种的保护价值，避免对重要的适

体。这样的模型在有限的少数国家中很可

应性状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能只与有限的物种数量相关。用已经开发

6.3 当地品种的自我保存策略

的有限的系谱信息能够在群体中实施管理

文化、社会和食品需求的变化，食

计划（Raoul 等，2004）。但是，对于有限

品生产链的转换，进口种质和畜产品的政

的机构能力和资助有限的情况，需要在田

策，经济发展、国家和国际法规的变化以

间进行检测和有待于技术的开发。

及技术的改变，这些都会影响到某个品种
的可持续发展性。在多数情况下，生产方

在当地品种中进行选择

式的改变与缺少当前经济利润的合并作用

品种是对环境因素和畜禽饲养者的主

在品种数量的减少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问

动选择产生应答而得到的动态的、不断连

题是：利用什么样的选择方式可终止或逆

续的遗传改变。发展中国家的本地种很少

转品种减少的过程？下面描述了获得自我

经历过现代育种技术的选择。但是，选择

保存力的可能的选择方式：

计划能够提高当地品种的生产率和利润率
有效基因的频率。如果当地品种对养畜的
农民是维持生计的选择，毫无疑问，就需

鉴别和推广优质产品
许多当地的品种能够提供独特的产品，

要这样的措施。选择计划需要考虑到保持

可能比从高产的商业品种获得的产品的质

品种内的遗传变异，和与近亲繁殖率高的

量高。也可以把当地品种及它们的产品看

危险性。需要正确记录选择后的性状和运

作是传统养殖方式的特点的组成部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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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许多当地的品种在农村人口的社会文

提供环境服务，如风景管理，包括积累期望

化生活中长期起着核心的作用- 包括宗教和

的植被生长类型，防火或防止雪崩。即使在

民俗、民间传说、美食法、专门化的产品

经济不发达的地区，保持各种文化上重要

和手工艺品（Gandini 和 Villa，2003）
。

的品种，通过生态观光业和文化观光业，以

这些特点很可能是多样化畜禽生产的

及其他新颖的方法，让养畜者产生收入。另

基础，并且提高了当地品种的利润率。通

一个例子可能是在大的野生动物公园使用

过直接补贴（参见下面）和通过推广高价

本地牛维持兴旺的生态系统，促进了动物

值的专门产品，提高了保护的目标。后面

密度和多样性的增加。挑战面是怎样将这

一种方法在地中海地区特别成功，在地中

种品种服务转换成对养畜人的经济回报。

海地区，品种的多样性和生产方式仍然与
各种畜产品、食品嗜好和文化传统有关。

激励措施

遗撼的是，即使在这个地区，大多数在 19

另一些品种缺少利润，因此，也就缺

世纪中期尚存的关系现在大概已经丧失

少了农民的普遍接受性，常常是品种群体

了。这种策略得到了目前欧洲对农产品认

数量减少的原因。一种可能的保护方法是

证体系的支持，如PDO（受保护的原产地

对农民提供经济激励措施，对他们养殖没

名称）和 PGI（受保护的地理标志）
，并受

有利润的品种造成的收入损失进行补偿。

到开发特殊商品品牌的支持。

这种方法只有在资源充足、政治上愿意花

在欧洲，在高度发展的经济内部，它

费公共资金来满足保护目标、品种的特点

可以支持各种各样高价值的产品，和支持

足以根据它们的濒危状况来对种群进行鉴

保护文化和环境目标的行动，因此，能够

别和分类；体制能力到位，能够确定合格

实施这些保护工作。在经济不发达的国家

的农民，并能够监测他们的活动及管理支

中，采用这种保护方法的机遇很可能非常

付的能力的情况下才可行。毫不奇怪，对

有限。但也却有实例存在，如在尤卡坦半

品种保护的激励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只限于

岛和墨西哥，来自本地的Creole猪的猪肉， 欧洲在执行。从1992年以来，欧共体一直
和在几个亚洲国家和非洲国家，来自本地

在制定计划（对欧共体涉及激励支付立法

鸡的鸡肉都获得了较高的价格。随着经济

的进一步讨论参见第 3 部分第五章 3）
。这

的发展，品种的文化特性很可能在销售和
政策目标方面变得更为重要，因此，为获
得品种的自身保存力提供了更大的机会。
生态服务
适应当地生产条件的品种常常最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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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由于法律限制和减少了抗生素的使用，因
此，担心现有的疾病控制措施有可能导致失败，担心
外部的投入成本、尤其是使用矿化燃料有关的成本
的增加，对于更具有商业导向品种的遗传改良，也正
在把重点更多地放在抗病力、饲料效率和一般适应力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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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99
挪威野绵羊的原地保护
挪威野绵羊是北欧海盗时期在挪威遗留下

的欢迎。公认该肉的风味独特，是时尚的利基

来的绵羊。1995 年,证实了该品种受到灭绝的 产品。育种协会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保持沿海
威胁。据估计，该国大约有 2 000只这种绵羊， 土地的卫生和其他的文化风景。有野绵羊放牧
主要保存在挪威西部。
少数几个忠实于该品种的个人，主要集

的这些风景区越来越吸引游客。
2003年，在首次采用保护措施后仅8 年的

中在霍达兰郡 Austevoll 的主动长期建立的绵
羊育种社团，决定努力拯救野绵羊品种，并开

时间，野绵羊的群体超过了 2 万只。大多数的
野绵羊仍然见于挪威的西部，但是，在挪威中

发基于该品种的利基产业。1995 年 6 月，成立
了挪威野绵羊协会。该协会是全国性的，大约

部和北部的沿海地区也开始采用这种特殊形式
的养羊方式，作为这些地区农村产业发展的组

有 300 个成员的合作管理学会。协会的目标
是，采用适合的生产方法和生产市场需要的

成部分。

产品，提高公众的认识来保护该品种和提高
它的利润率。

资料由 Erling Fimland 提供。

协会很快制定了一系列
产品必须符合“野绵羊”标签
认证的生产标准。这些标准包
括品种描述，关于生产方法的
某些要求。协会制定的生产者
标准的重要性也是为了保证
传统的养殖方法，它是几个世
纪以来挪威养殖野绵羊方法
的延续。要求明确规定，绵羊
要全年户外养殖，如果没有可
利用的自然庇护场所，它们必
须能够进入保护性的棚舍。作
为法规，也禁止使用浓缩饲
料。野绵羊肉一直受到消费者

样的激励政策已经阻止了有些当地品种的

疑。似乎对使用更具体的激励措施值得进

减少，但并非全部。也已经制定出了许多

行调查研究；例如，在欧洲，对濒危的品

国家级的计划，主要还是在欧洲（见插文

种取消了奶产量配额的限制，可能会促进

100 中的例子）
。虽然取得了成功，但是， 它们更广泛的使用。总之，应当制定经济
长期采用这种激励方式的可持续性值得怀

激励措施，促进品种的自我保持，而不是

455

第四部分 动物遗传资源管理的新进展

第四部分

仅仅提供暂时的经济支持。
在生产系统中的用途

插文 100
国家级激励支付计划的实例
在英国，由英格兰自然署（政府的一个自

对当地品种的遗传改良获得了较高的
生产率，意味着需要较高的管理强度，需
要有基础设施的支持。反过来，生产方式
和基础设施的改进可以促进当地品种的改
良和 / 或新品种的引进。这样的发展对保
存当地品种既是机会，也是威胁。例如，不
加选择的杂交对当地品种是一个大的威
胁。但是，如果结构和杂交适当，可以保
存当地的品种，例如，在循环杂交计划中
的高适应力和高效率的母畜品种。
遗憾的是，对如何改进生产方式和基

然保护机构）操作的传统品种激励计划包括养
在具有特殊科学意义的位置，或邻近于这个位
置的畜禽（英格兰自然署,2004）
。前提是，这些
传统的品种在许多情况下能够较好的适应摄食
这些位置中具有的草本植物，因此，如果需用
放牧进行保护能够较好的适应。这里，目标比
单纯保护品种本身宽，对农民的激励支付可以
看作是对提供的广泛的环境服务的组成部分。
在克罗地亚注册的适应当地的濒危品种的
育种者每年收到的国家补贴总数大约为 65 万
美元（克罗地亚共和国，2003）
。该计划覆盖
包括Istrian牛、Slavonian-Podolian牛、Posavina
马、Murinsulaner 马、Turopolje 猪、Black

础设施，这样，可以提高当地人的生计、 Slavonian 猪、Istrian 绵羊、Ruda 绵羊、Zagorje
获得食物安全保障，同时又能保护当地的 火鸡和一些驴的品种在内的 14 个品种。同样，
动物遗传资源了解甚少。
6.4

原地与异地活体保护法

由于本地社区、环境与畜禽之间存在
着密切而又复杂的关系，而且普遍缺乏育
种服务与基础设施，基于社区对动物遗传
资源进行管理可视为一种解决方法

在塞尔维亚和蒙特内格罗，农业部的动植物遗
传资源局执行了一项支付计划，对农场保护当
地适应的马、牛、猪和绵羊品种给予支付
（Marczin，2005）
。
在缅甸，通过对注册纯种动物的畜主提供
精液补贴和小额支付（相当于1美元）
，增加了
Shwe Ni Gyi 牛的群体数（Steane 等，2002）
。

（K hler-Rollefson，2004）
,非政府组织广泛
推广这种方法。当然，这种基于社区的保
护方法，如果它们支持将来的品种培育和

转向提供较好生计的另外可供选择的品种。

提高生存的能力，似乎就是最适合的选择

基于社区的管理方法在发展中国家的

方法。上述讨论的高价值产品或生产服务

确存在。插文 102 描述的实例表明，即使

的许多保护策略，围绕着基于社区的现场

传统的生产系统受到威胁，在达到目标方

保护已经制定出来了。必须要保证，保持

面仍然会有进展，如管理公共牧区，改良

当地的品种将会提高养殖它们社区的短期

遗传资源和加强社会发展。但是，尼泊尔

和长期的生存能力。如果不是这种情况，这

的实例（插文 103）表明，如果生产条件

种策略就是不可持续的，因为社区最终会

发生变化，引进进口的遗传资源有时对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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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101

已经得到了提高，但是没有再利用当地水

针对原地保护进行投入，可能导致的经济
发展指标

牛的动物遗传资源。该实例表明，同时提

为了解决保护绵羊和山羊遗传资源和整个

择。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农民的生存能力

高生存能力并达到保护目标的策略常常是
一种挑战。
虽然原地保护是欧洲最常采用的保护
方法，也有几个在农场公园和少数在动物
园中进行异地活体保护方案的例子。在英
国，目前有17个稀有品种生存信托认可中
心（h t t p : / / w w w . r b s t . o r g . u k / h t m l /
approved_centres.html）。一个这样的
农场，科茨沃尔德丘陵农场公园，每年
吸引

1 0 万游客（h t t p : / / w w w .

cotswoldfarmpark.co.uk）。在德国，Falge
（1996）报道，有 124 个机构保存了 187 个
动物品种和 9 个农场动物品种。在欧洲的
许多其他地区也有相似的机构，例如，在
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也见于北美。农
场公园的特殊价值是他们有助于对保护动
物遗传资源的认识。对于某些品种，如家
禽，热心的业余爱好育种者机构在保护当
地品种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重点放在稀
有家养品种保护区的第一个例子是在匈牙
利，在Puszta（该国东北部的象草湿地和平

欧洲边远的农业生态系统中的农村发展问题，
Econogene 项目把对生物多样性的分子学分析
与社会 - 经济学和地理统计学结合起来。在欧
洲的 17 个国家及近东和中东采集了遗传物质
的样本（http://lasig.epfl.ch/projets/econogene/）
。
其中一个目标是有助于更有效地花费资
金。项目确定的一个发展指标是，提供一个
简单的工具，用于确定把公共的资金投向何
处才能得到最大的回报。在不同的级别：从
单个农场到一个地区，使用该项目是可行
的 。 该 指 标 有 3 个 亚 指 标 ，即 评 价：（ 1 ）
公司 / 农场的经济特点（一个农场或一个地区
的平均值）；（2 ）公司 / 农场的社会特点；
（3）销售策略的加权总和。每一项亚指标都基
于各种投入。在对欧共体绵羊和山羊品种进行
Econogene 研究的情况下，经济发展指标的相
对权重对经济指标是50%，
对社会指标是30%，
对销售策略是20%。
该指标不包括环境因素，
如
气候条件、农用土地或牧场的可获得性，或者
公共管理因素。这些因素会影响到实施政策工
具时的结果，但是，该指标只评价由私营部门
特点和行为导致的经济潜力。
该资料由 Paolo Ajmone Marsan 和 the ECONOGENE
协会提供。

原）保存着当地的品种。现在，在欧洲的其
他地区和别的地方也发现有这样的计划。

体保护都是支持农民继续使用动物遗传资

在发展中国家，最常见的异地活体保

源——产生的问题很可能是，移地活体保

护活动是保存在国有机构的畜群和禽群中。 护是否是一种保护农民当前不再使用的动
国家报道提供的证据提示，缺乏确定这种

物遗传资源的可行方法。显然，非常需要

保护计划如何才能够持续进行下去的信息。 更加深入地了解怎样设计和实施可持续性
好像是，实际上发展中国家使用的异地活

的活体保护措施，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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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102
基于社区的原地保护计划——巴塔哥尼亚的实例
Neuquén criollo 山羊是阿根廷巴塔哥尼
亚 Neuquén 省北部许多家庭收入和动物蛋白
质的主要来源。山羊完全适合于游牧，它在传
统上形成了养羊人的生活方式。但是，这种方
式的可持续性受到了限制畜禽迁移变化的威胁，
特别是在传统的放牧区建立围栏。较为都市化
的生活提供的教育、就业和较好居住条件也促
进了定居。在20世纪80年代期间，采用安哥拉
和安哥拉—努比亚山羊进行纤维和奶的生产，
由于恶劣的环境，没有获得成功。但是，不加
选择的杂交对当地的遗传资源构成了威胁。
2001 年，在阿根廷国立农业技术研究院
（INTA）和省农业局的赞助下，制定了 Neuquén
criollo 山羊的保护和改良计划。机构与技术的
改革在一直变化的环境下促进了传统方式的继
续。自从在新技术的开发和传播方面起主要作
用的生产者协会成立并接受该计划以来，养羊

这种偏爱在积雪时间长的地区最强。进一步的
发展包括提高山羊产品价值的措施。现在，小
羊肉按照清楚的“地理标志”进行销售。这种
商业—法律上的改革提高了该生产方式传统产
品的利润。养羊人较新的事业是采收山羊绒。

最近对品种纤维的研究，表明了这种产品的潜
人都参与了这个计划。
能。一直在给养羊人提供梳子，教给他们如何
遗传改良工作在传统生产方式的框架内， 收获纤维并进行分级。
朝向保护品种的遗传变异、耐受力和生产效
因此，目的是，预防品种的遗传稀释，作为
率。根据养羊人自己提出的选择标准，该计 保护这种生产方式的整体组成部分。认为山羊
划正在开发一种方式来提供当地生态型的改良
品系。选择的参数很大，而且是能够提供高
产肉和能够耐受极端环境的小型动物。养羊
人也注意用适当的方式育种和培育小羊。对

品种、当地的环境、养羊人的文化和传统生产方
式是促进农村地区发展能够使用的珍贵的财产。
资料由 María Rosa Lanari 提供。

白山羊的偏爱与羊毛的销售有关。相反，认 欲需更多的信息，参见 FAO（2006）。
为花色山羊在雪覆盖的牧场中容易进行管理。

技术的早期开始到最近开发的 DNA 贮存

7 低温保护的目前状况和将来的前景

和转移技术、繁殖生物技术已经成为体
内和体外转移遗传物质的工具。当前能
够使用的、经济上可行的体外保存动物

从 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开展人工授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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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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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胚胎和组织的技术。用这些技术保存

生产方式的改变导致当地水牛被更替——
尼泊尔的实例

的物质能够保存它们的存活率和功能状

划分可利用的放牧地是人口增长的结
果，对尼泊尔中部山区传统的畜禽养殖方式

技术出现的时期相对短，仍然需要确定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农村家庭进入增长的城
市市场，已经导致了用印度低地的能够厩养

的生物技术，包括克隆技术、转基因技术

的高产奶水牛取代了低产的当地牛和水牛。
在不到 30 年中，在本研究地区内的 95% 以上

遗传资源提高了很大的潜力，但在目前，

态达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但是，由于这些
精确评价这种技术保存材料的寿命。最新
和体细胞物质转移技术为将来保护动物

的农场家庭已经用1～3头来自于印度低地的
高产的 Murah 奶水牛更换掉了自己当地的牛

只有少数实验室可利用它们，且成本昂

和水牛。每年大约有 65% 的家庭购买新的产
奶牛，出售干奶牛用于再繁殖和产肉。进

可能是限制将来在保护动物遗传资源中

口的水牛是在印度低地繁殖的，是由印度商
人选择的，他们把这些牛运到尼泊尔的高
地，并收购干奶牛。这些私有商人比政府
在推广当地的杂交牛方面所起的作用更大。
当地的水牛和牛在比较边远的农村地区仍然
起着重要作用，它们继续为家庭的生存提供
畜力和足够的奶。
农民已经克服了管理新引进品种的最初
障碍，不再希望返回使用当地的品种。农民
在延长使用期的基础上不断地成功改良水

贵。这些技术的可靠性低和成本极高很
使用的 2 个因素。因此，这一章的重点主
要放在大多数地理区域技术上和经济上
都可行的目前最先进的繁殖生物技术上。
以前发表的文件如“制定国有农场动物
遗传资源管理计划指南”
（FAO，1998c）
和“制定国家低温保护农场动物计划章
程指南”
（ERFP，2003）提供了更详细地
运用信息。
7.1 配子

牛，并以生活标准的提高得到了回报。他们
现在的重点是进一步制定Murah水牛的品种策

精液

略，以获得更高的生产率。这需要尼泊尔和
印度的育种者进行协作。

在过去几年中，像冷冻某些家禽（鸡、

社会——经济的变化导致农民放弃传统
的养殖方式，并寻找替代的方式。新的管理

鹅）的精液一样，已经成功冷冻了所有哺
乳畜禽品种的精液。精液低温冷冻的计划

策略已经提供了更高的经济回报，农民开始
宠爱高产品种超过了自己当地的品种。这一

具有种的牧异性，但一般的程序如下：

实例研究表明，随着生产条件的变化，具有
不同特点的新品种比当地的品种有时会给农

同渗容摩的离子水（盐水）或非离子水（糖

民提供更好的生存选择。
资料由 Kim-Anh Tempelman 提供。
欲需更多的信息，请参见 FAO（2006）
。

精液在采集之后，用调节到接近生理
水）进行稀释；
适当加入低温保护剂（甘油是最常使
用 的 ，但 是 ， 根 据 品 种 ，二 甲 基 亚 砜
（DMSO），二甲基乙酰胺（DMA）或二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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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甲酰胺 （DMF）实际中使用也很高；

的精液低温冷冻保护进行转移。因此，在

将稀释的精液冷藏、采样，然后，在

所有的品种，都有可能丧失或改变供体品

液氮（-196℃）中冷冻。

种的有些细胞质的作用。虽然有这些限

每份精液量一般冻成麦草状而不是球

制，但是，还应当把这种技术看作是在体

块状，以保证最佳的卫生状况和对每份剂

外和移地保护动物遗传资源中起重要作用

量的永久性识别。

的技术，因为它是可利用的先进的可靠技

在用冻融的精液进行人工授精之后， 术，并且容易使用。但是，如果每头公畜
在 1.1 亿头以上的一年龄头次交配的授精

利用的剂量数少，或者从每头母畜获得的

牛，全球的平均受胎率为 50%～65%，在

数量少，那么，如果可能，通过胚胎移植，

4 000 万头以上的授精猪，平均受胎率为

作为保证全部收集最初基因的一种手段，

70%～80%，在 12 万只以上的授精山羊， 重新建立品种就比较合乎理想。
平均受胎率为 50%～80%（子宫内）或
55%～65%（子宫颈）
，在 5 万只授精的绵

卵母细胞

羊，平均受胎率为 50%～80%（子宫内）或

在鸡，尽管人们对开发这个技术感

55%～60%（子宫颈）和在 5 000 多匹授精

兴趣，从冻融的鸡蛋孵出鸡尚未获得成

的马，平均受胎率为35%～40%（Ericksson

功。这部分是由于蛋黄中存在着大量的

等,2002； Thibier，2005；G. Decuadro，个

液体。相反，在屠宰场或通过采集母畜活

人通讯，2005）
。鸡的结果显示，品种内和

体内的成熟的卵母细胞，在体外可以生产

品种间的差异很大，范围在 10%～90%

某些哺乳畜禽的胚胎。这种卵母细胞可以

（Brillard 和 Blesbois，2003）。

冷冻，以延长体外受精（IVF）到产生胚

需要贮存的精液剂量的数量是每次分

胎之前的时间。按照冷冻程序的速度，2

娩或孵化、有繁殖力的母畜预计的生产寿

种冷冻方法都是明显的。慢冻程序目前对

命、在重组的群体中的所期望的公母畜的

牛最可行，对绵羊和山羊的运用潜力很

数量所需要的剂量数的函数。如果精液用

大，但获得后裔的成功率仍然极低（不到

于回交的重组品种，回交时使用的母畜群

10%）。部分原因是由于胚胎移植的成功

基因的某些百分比仍然留在重组的品种

率有限，受精后的胚胎死亡率高。而且，

中。例如，需要 5 个世代的回交，使产生

这样的技术，在体外受精之前，需要有高

的动物携带冷冻精液贮存的品种的 95%

级技师进行操作，让卵母细胞发生变异。

以上的基因型。必须贮存足够的精液来产

超速冷冻程序，也称为玻璃化，目前正在

生所需要的回交世代。在家禽品种，雌禽

进行实验性开发，以限制由冷却损伤造成

携带 ZW 性染色体（公禽携带 ZZ 性染色

的对卵母细胞的损害，或低温保护剂的毒

体）
,W染色体携带的基因不能够通过标准

性。大多数的方案都使用高浓度的低温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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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剂和糖以清除细胞中的水。这可以限制

胎放在低温保护剂及其他溶质（糖）通常

细胞内形成冰，因此，防止冰对卵母细胞

浓度很高的少量悬浮培养基中进行超速冷

的伤害。在牛获得了非常好的结果。但是， 却和冷冻。已经对几种哺乳动物（牛、绵
成功低温保存卵母细胞的工作程序，它能

羊和山羊）的胚胎成功地进行了玻璃化和

够使保护动物遗传资源的计划更有用，仍

移植。在绵羊和山羊中，使用开放式麦管

然需要进行大规模的验证。

系统玻璃化冷冻保存技术，观察到的存活

7.2 胚胎

率分别为 59% 和 64%（Cognié等,2003）。

与禽类物种相反，实际上，所有哺乳

胚胎保存技术对于低温保存动物遗传

动物的胚胎都可以成功地冷冻，融解，然

资源特别有益，因为它们能让最初的基因

后，移植到受体母畜体内产生后裔。但是， 组完全恢复。慢速冷冻需要昂贵的可编程
目前，仅对牛、绵羊和山羊广泛采用胚胎

的冷冻箱，但是，对于未受过培训的技术

的冷冻保存技术。猪的胚胎采集需要宰杀

员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因为在两步程序之

母猪，在马属物种，该计划仍为试验性质

间的间隔期相对长。与之相反，玻璃化只

的。许多因素，包括胚胎采集方法（进行

需要有限的设备，而且需要受过高等培训

活体检查、在体外生产或进行克隆）和成

的技术员。

熟阶段极大地影响获得活后裔的可能性。

7.3

已经提出了冻融家畜胚胎的各种方案，如
在卵母细胞的情况下，根据冷冻程序的速
度，可将它们分成两大类型。

体细胞的低温保存与体细胞的

克隆
自从产生了绵羊多利以来，这个由
体细胞克隆产生的第一个动物，已经证

用慢冻方法，胚胎周围的培养基及其

实该技术是对大多数哺乳动物都有用的技

细胞腔室内之间的低温保护剂和溶质达到

术，但是，它尚未成功地用于禽类。该

平衡的速度很慢，因此，要限制由于细胞

技术的目前状况是成本大，成功率极

内形成冰造成细胞膜破裂的危险。根据融

低。如果从体细胞重组活动物的技术发

解的方法，将胚胎转移到受体母畜内要不

展到既可靠又价廉的阶段，保存体细胞

要清除掉低温保护剂。国际上，这样的技

就成为低温保存动物遗传资源最有吸引力

术在牛、绵羊和山羊用得最普遍。根据物

的一种选择方法。它的主要优点在于能够

种、遗传起源、来源（体内或者体外）及

具体选择要保存的动物，后来重组这些动

胚胎的发育阶段，分娩的成功率具有差

物的克隆群体。不像保存的胚胎，用体细

异。在发育早期阶段的低温冷藏的胚胎比

胞得到的动物没有保存下来细胞质的

发育阶段较长的低温保存的胚胎产犊的成

DNA。但是，采集体细胞比采集胚胎简单

功率低（Massip，2001）。

得多，能够从野外的群体广泛采集样品。

快速冷冻（玻璃化）技术涉及到将胚

进行体细胞培养的当前成本，以及从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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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细胞产生出活动物的未来前景不能肯

中，更适宜地是，存放在2个分开的地点，

定，意味着在低温保存配子和胚胎非常成

以防保存液氮供给的中断或偶然事故造成

功的畜种，这种技术不可能成为重点。但

损失的危险。

是，如果低温保存配子和胚胎是不可行
的，或者成功率很低，低温保存体细胞可
以得到慎重地支持。
表105提供了对主要畜种中使用的上
述讨论过的技术的总看法。
7.4

选择遗传材料

商业上，在大多数的家养哺乳动物

生物安全性
动物来源的材料，包括液体、配子和
胚胎，都带有在低温保存中能够存活的
病原。虽然需要另外的研究来进一步评
估通过基因库传染的危险，但是，世界动
物卫生组织（OIE）的陆地动物卫生法典

中广泛使用低温保存配子和胚胎的技术； 提供的生物安全性建议是普遍可以使用
也有少数例外，如马和猪的冷冻胚胎的

的。满足法典的需要意味着对许多国家

移植（Thibier，2004）。在有助于动物遗

有严重的困难。它也使患病区的种质运

传资源管理的低温保存项目中，一个主

向无病区极端困难。它也意味着不能满

要的问题是，贮存足够的生物材料，以便

足法典要求的样品，与满足法典要求的

能够重组带有理想性状的个体动物和畜

样品不能存放在同一设施中。这样的问

群。因此，如果投资是带有长期利益的

题对国家、地区和国际建立低温保存库

话，选择有待于低温保存的供体的来源、 造成了很大的障碍，需要特殊的结构和
供体个体的数量和材料的类型是非常关

对现有的法典制定一些可行的特殊的豁

键的。从下面的资料来源：Blackburn

免条款。

（2004），ERFP（2003）和 Danchin-Burge
等（2002），可获得关于这些问题的有用
的建议。
7.5

8 保护中的资源分配策略

基因库的安全性

动物遗传资源种质基因库，在技术上
要能够保证提供安全贮存的条件和满足严
格的动物卫生要求。

8.1

确定重点的方法

对保护活动清楚地确定目标是关键
因素。常常认为很重要的一个标准是
保存遗传多样性。但是，尽可能多的保

技术安全
任何时间液氮的丧失（文献上按分钟

护多样性不是唯一的目标。也必须要
考虑其他因素，如保护某种特殊的性

计），都会导致低温保护材料的全部丧失。 状（如抗病性），及品种的生态学价值
将低温保存的材料存放在2个分开的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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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5
各畜种低温保存技术的目前状况
物种

精液

牛
绵羊
山羊
马
猪
兔
鸡
+ 可利用的常规技术；0

卵子

胚胎

体细胞

＋
＋
＋
＋
+
0 （1 ）
+
0
+
0
+
0
+
0
0
0
+
0
0
0
+
0
+
0
+
有肯定的研究结果；- 当前的技术状况不可行；（1 ）低温保存整个卵巢。

插文 104
荷兰红白花弗里斯兰奶牛的复兴
在 1800 年，弗里斯兰省的牛群主要是由
红色弗里斯兰牛构成。在牛瘟造成普遍损失之

行协作，制定了育种计划。在 20 世纪 70 年代
和 80 年代期间，使用基因库中保存的公牛的

后，许多红色牛的祖先是从丹麦和德国引进
的。自从1879年以来，弗里斯兰牛群的登记册

精液按照合同繁育出了母牛。得到基因库补贴
的育种家养殖公牛的后裔。从这些公牛采集精

已经登记了红白花表型牛，但受出口市场的推
动，黑白花牛比原有的红白花牛日渐增多。在

液，后来按照新合同使用。该品种的数量增加
了，在 2004 年，注册的活母牛为 256 头，活公

1970年，参加红白花弗里斯兰牛育种协会的只
有 50 个农民，总共拥有 2 500 头牛。在一个短

牛为 12 头。目前，基因库中总共贮存了 43 头
公牛的11 780份精液剂量，并不断用于人工授

时期内，从美国和加拿大持续进口荷斯坦 - 弗
里斯兰牛，导致该牛群进一步减少，以致于在

精。大多数的这种母牛是由奶业生产的嗜好家
养殖的。

1993 年，只剩下了 21 头红白花个体（4 头公牛
和17头母牛）
。一群牛主开始建立本地红白花

资料由 Kor Oldenbroek 提供。

弗里斯兰牛的基金。与新成立的动物基因库进

样性与其他性状 / 价值加权合并测值效 （即群体的数量是增加还是 减少），但
用大的一组品种。加权的定义是要求

也应当考虑其他因素，如地理学的分

考虑与其他标准有关的多样性的价值。 布、实施的育种计划、特殊的生态学功
另一个重要的考虑是有问题品种的
濒 危 程 度 。这 能 够 依 据 灭 绝 的 概 率 进
行量化。参数主要是由有效群体的数
量和人口统计学的趋势进行确定的

能 、文 化 或 宗 教 信 仰 的 作 用 及 外 部 威
胁造成的危险（Reist-Marti 等，2003）。
对保护计划涉及到的重点品种已经提
出了各种不同合并标准的方法。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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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105
新西兰恩德比（Enderby）牛的复兴
恩德比岛牛的情况表明能够用极其有限的

运往新西兰。后来，犊牛死亡，意味着母牛是

遗传物质来恢复品种。但是也表明过程是复杂
的，需要许多时间和资源。

最后一头恩德比牛。使用在岛上射猎的公牛
的低温保存精液通过人工授精和超排技术

恩德比是位于新西兰南部320千米的一个 （MOET）试图生产犊牛，但没有获得成功。该
小岛。1894 年，牛第一次引入到该岛，当时， 品种再次显现出面临灭绝的危险。但是，在
Invercargill 城的一位 W.J. Moffett 先生租用牧
场，在岛上放养了 9 头短角牛。到 20 世纪 30

1997 年，新西兰稀有品种保护学会与农业研
究站（AgResearch）合作，成功地生产出了一

年代，岛上已经放弃了养牛，但牛作为野生群
体遗留下来。100 年之后，恩德比牛在恶劣的

头犊牛，Elsie，它是用猎获的母牛的体细胞
样品克隆出来的。次年，又生产出了 4 头克隆

气候条件下，以灌木和海草为食生存下来，牛
勇敢、体小和健壮，并有很强的适应力。1991

的小母牛。同时，使用低温保存的精液和从母
牛获取的卵子在体外受精也成功地生产出了

年，为了保护当地的野生动物，对恩德比牛采
取了猎杀。从死亡牛体内采集精子和卵子进行

一头恩德比公牛，
“Derby”。 2 头克隆牛后来
死亡，但在2002年，通过克隆的母牛与Derby

低温保存，但对卵子进行受精失败了，看起来
好像是恩德比牛永远灭绝了。
第二年，新西兰稀有品种保护学会

进行自然交配，又生产出了2头以上的恩德比
犊牛。

（NZRBCS）的成员在岛上发现了一头母牛和
一头犊牛。通过直升飞机将这 2 头牛捕获，并

欲需更详细的信息，请参见Historical Timeline of the
Auckland Islands；NZRBCS，
（2002）
；Wells，
（2004）
。

Ruane（2000）,提出了一组专家在国家级

出重中之重，那么，建议应当根据品种满

鉴别重点品种采用的方法:

足其他列出的标准的程度加以考虑。为了

●

畜种（即：来自于重点确定的项

能够进一步区分重点顺序的大小，必须对

目中包括的物种中的品种?）；

各种标准分配权重。专家组应当决定每一

●

濒危程度；

个标准的相对重要性。

●

当前的经济价值性状；

●

特殊的风景价值；

和牛的品种作为例子，根据遗传和功能的

●

当前科学价值性状；

多样性提出了一个框架。根据功能和遗传

●

文化和历史价值；

的独特性，对每一个被考虑在列的品种分

●

遗传独特性。

别与其他品种进行的比较。按照品种的历

Hall（2004）使用英国和爱尔兰绵羊

建议对高度濒危的品种应当给予重点

史和在近200年中基因的明显流向的可能

保护。如果必须在高度濒危的品种中再挑

性对遗传成分进行了评估。功能成分与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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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功能有关。在牛， 文 106）。这就是假设不采取任何保护活
主观评估了它的独特性，但对绵羊的评估

动，在计划时期末尾预料的多样性。在计

是比较难的。正因为如此，平均纤维细度， 划时期结束时，可能会发生有些濒危的品
几乎是在这个研究中，在全部品种中采用

种出现灭绝。但是，如果采取了保护措施，

比较方法测量出的唯一的一个参数，被用

品种灭绝的可能性会减少，预计的多样性

作为绵羊品种功能独特性的指标。把功能

会增加。预料多样性变化的数量是特定品

和遗传的独特性积分高的品种适当包括在

种灭绝概率的函数，可定义为品种的“边

重点保护的名单中。

际多样性”。这种边际多样性反映了品种

英国稀有品种存活信托也制定了一套

系统发育史的地位。它也表明，亲缘相近

按照保护措施，识别需要给予高度重视的

的品种，是否不会发生灭绝，而不受品种

“稀有品种”的标准（Mansbridge，2004）。 自身灭绝概率的约束。
考虑的因素是品种已经生存的时间跨度、
雌畜的数量和品种的地理分布。

已经表明，对某个品种的保护重点是
按比例分配它的“多样性保护潜能”
（插

8.2 制定保护计划的最佳策略

文 106）——一种措施如果能够使一个品

有效的保护计划应当使用现有的资金

种完全摆脱灭绝，它就反映了多样性的数

和非资金资源，以获得最大的保护目标。 量会被保存下来。很高的保护潜能可能是
需要回答的问题是：
●

应当对被保护的畜种中的哪个品
种实施保护计划？

●

●

从高度危及产生的结果，或是从高度边际
的多样性得到的结果。
这里讨论的参数（边际多样性、保护

对每个被选择的品种分配的资金

潜能等）是由 Weitzman（1992；1993）提

份额应当占总保护预算的多大比

出的总体多样性理论要素，它作为畜禽

例？

保护决策的框架吸引了众多人的兴趣。

应对被选择的品种实施哪种保护

这种方法不需要Weitzman的多样性指标，

方案？

多样性指标是品种间的多样性，必须使

如果假设正在考虑的保护措施的目标

它最大量化。从多样性成分或其他价值

是尽可能多的保护品种之间的遗传多样

加权总和的意义上说，对任何客观函数

性，那么，可以使用下面的方法识别重点

都可以使用这种方法学，包括更全面的

保护品种（Simianer，2002）。

多样性指标或效用。

可以计算现有品种系列中总的多样

插文107描述了与使用最简单的方法

性，因为每个品种都对总的多样性有贡

获得的结果相比，最佳分配保护资金能够

献。使用品种不同亚系灭绝的概率和多样

提高成本效益几乎 60% 的一个实例。

性计算“预计的多样性”指的是什么（插

根据保护的价值通过将品种排序来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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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保护的重点，假设保护成本在品种间大

插文 106

体相同。更精确地说，假设是灭绝概率减

术语表: 客观决策帮助

少1个单位的机遇成本在各个品种间是一
致的。当然，这不是真实的: 通过相当简
单的方式，可以使灭绝概率从 0.8 减少到
0.7（即减少 12.5%），这比将灭绝概率从
0.2 减少到 0.1（即 50%）要便宜得多。
对于更加详细的和更为现实的分析，
必须确定特殊保护活动的成本（例如，建
立低温保护，和对农民给予补贴，以在原
地保护濒危品种的群体数量），并按照各
个品种灭绝概率减少的比例对这样的保护
活动进行评估。如果在国际范围内，按照
不同的成本水平，技术标准和货币汇率来
考虑资源的分配：低温保存就能很好地在
一个国家中作为常规技术使用，而在另一
个国家，必须首先建立所需要的基础设
施。另一个要考虑的问题是活体保护计划
中的劳动力成本国家之间有很大的不同。
保护计划总是有许多成本，它在物种
和国家之间有明显的不同。固定成本是那
些制定和实施计划所需要的成本，如建立
低温保护中心，而不同的成本取决于计划
中所要保护的动物数量和遗传材料的类型
（精液、卵子和胚胎）。不同的保护计划根
据每个被保护的遗传单位的固定成本和可
变成本而有差异。如果用足够的正确性能

多样性（diversity）
: 对一个品种系中遗传
变异数量的量化，理想上包括品种内和品种间
的多样性。
效用（Utility）: 对一个品种系的总价值的
量化，如多样性与各种经济价值成分的加权
总和。
多样性的贡献（diversity contribution）
：一
个品种存在的数量对整个品种系多样性的
贡献。
灭绝概率（Extinction probability）：在一
个明确的计划期内（常常为50～100年）
，品种
开始灭绝的概率。灭绝概率值可在 0（品种全
部安全）和 1（灭绝是肯定的）之间。
预期的多样性（Expected diversity）
： 对一
个计划期结束时的实际多样性的预测，它是实
际多样性与灭绝概率的合并值。预期的多样性
反映了如果不采取保护措施，预计的多样性的
数量。
边际多样性（Marginal diversity）
： 反映了
如果一个品种的灭绝概率发生改变（如通过保
护措施）
，总的品种系中预期多样性的变化。
多样性保护潜能（Diversity conservation
potential）
：边际多样性和灭绝概率产品的数量
比例。这个参数大约反映了如果一个品种完全
是安全的，预期的多样性能够增加多少。
Weitzman（1993）提示，这个估值是“单个的
最有用的品种的改变指标”
。
如果效用而不是多样性得到最大化，效用

够将这个成本结构模型化，最佳分配计划

的贡献、预期的效用、边际效用和效用保护潜
能都是相关的词汇，在上述定义中，
“多样性”

不仅对某个品种分派保护预算的份额，而

一词可用“效用”来替换。

且，也表明可利用的保护技术（如低温保
存与活体保护计划）中的补贴对这个品种
成本是最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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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107
最佳分配保护资金——确定非洲牛特点的例子
Simianer（2002）阐述了运用最佳分配方
案计算26头非洲公牛和sanga牛品种遗传距离

26 个品种中有 10 个接受资金，34% 的资金用
于 Muturu，只有 2% 的资金用于 Kuri（参见下

（根据 15 个微卫星）和灭绝概率的估值。使用
灭绝概率，在假设的50年计划期间，预计不采

图）
。
采用最佳分配策略，预计的多样性损失减

取保护措施造成的多样性损失达到目前多样性
损失的 43.6%。 假设可以获得保护预算，如果

少了 15.7%。这比在所有的品种中平均分配资
金效率高57%。均一分配策略对多样性产生的

在所有的品种之间平均分配，它能预防多样性
预计损失的10%。如果把这笔相同的总预算分

影响，能够与只最佳分配52%的可利用资金产
生的影响相同。这个例子说明，最佳分配方案

配给只保护 3 个最濒危的品种，保护的多样性
就稍稍降至预计丧失的 9%，因此，比在整个

可大大提高保护资金的使用效率。

品种中均等分配资金的效率低 1 0 % 。根据 资料由 Henner Simianer 提供。
Weitzman 的多样性概念，采用最佳分配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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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最佳分配程序是基于数学的最佳

大化的工具。

化，因此，要包括某些限制因素或附带条

对保护投资的最后决定将受到许多

件相当简单。这与地理平衡有关，即要求

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的驱动。因此，上

在目标区的各个部分实施保护活动。它也

面描述的决策帮助将视为让决策者更好

能够制定最佳强制性的解决方案，采用严

地了解在保护方面的可选择的投资策略

厉的惩罚措施以避免某个品种性状的丧

的工具。

失，如所有抗锥虫病牛的灭绝。
发现最佳资源分配类型的其他策略是
限制在更具体的决策问题。E d i n g 等

9 结论

（2002）提出，根据标记估计的血缘关系，
选择所谓的核心品种系。可以把核心系看

传统价值观和文化观是西方社会保护

作是由不同比例的品种构成的活动物或低

的重要驱动力量，这在有些发展中国家

温保存混合的群体。品种对核心系的贡献

也开始越来越重要。许多利益持有者另一

来源于这种方式，使预计的总的核心系的

个很强的动机是为不可预测的将来尽可能

多样性达到最大化。这种方法的优势是它

多的保护多样性。

合并了品种之间和品种之中的多样性。但

概念上，多样性最基本的单位是等

是，它没有考虑特殊品种所面临的濒危程

位基因，因此，从科学的观点出发，可

度，限制了它对特殊决策情况的用途，如

以认为，保护遗传多样性的一个定义是

发现对贮存能力有限的低温保存项目的最

保护等位基因的高度多样性。这将会避

佳设计。

免与对品种的科学定义有关的问题。但

对于有效保护动物遗传资源多样性

是，在目前，遗传多样性的分子学方法

资源的分配，需要物种系统发生亚结构

只能间接地表明DNA的功能区和潜在的功

方面的良好信息；所考虑的品种面临危

能区的遗传多样性。因此，对功能区多

险程度的影响因素；品种具有的任何特

样性的最好了解仍然是品种或独特群体的

殊价值。也需要对可能的保护计划进行

多样性，它们是在不同的环境中发育起

深入地了解，包括成本。这种信息越完全

来的，并具有不同的生产和功能性状。

可靠，设计最佳保护计划的成本效率也

而且，对保护的文化争论是与品种

越大。需要进一步做工作来解决在保护

有关，而不是与基因有关。然而，需要制

工作中哪些是最适当的因素的问题，因

定一个客观标准以确定某个品种是否具有

为使用的因素不同会导致保护决策的不

独特的科学价值，例如，它是否会被邻近

同。需要进一步做更多的工作来开发有

的群体所取代。这需要将可获得的品种特

助于使多样性和用途各种系列的测值最

征和物种起源的信息与地理分布的信息合

468

第四部分

动物遗传资源管理的新进展

并起来考虑。如果有可能，还要考虑另外

能源和金钱来保护这种遗产方面，全球似

的信息，包括分子学的鉴定结果。

乎没有做太多的准备。但是，保存有价值

活体保护与体外的保护方法，按照它
们能够获得的结果，显然是不同的。保护
活体动物，是让该品种与环境相互作用而

的资源是全球的责任——包括对所有粮食
和农业遗传资源的责任。
对活体保护方法的分析表明，在原

得到进一步的进化，而在体外保护方法， 地和异地活体保护方法之间没有明确的界
保护的是当前的遗传状况。是在不能够建

线。因此，把活体保护方法看成一个统一

立活体保护方法，或者，活体保护方法不

的方法是适当的：范畴从把动物保存在它

能够保护必要的群体数量时，体外保护方

们原产地的环境中 （如上面活体保护定

法可提供一种重要的支持性策略。在出现

义），到把畜禽品种保存在动物园这种极

紧急情况时，如暴发疫病或战争的情况

端的异常环境中。虽然显然偏向把畜禽品

下，体外保护也可能是唯一的一种选择方

种保存在培育它们的生产环境中，但是，

法。过去，把低温保存作为育种计划的重

重要的是要仔细评估在异地的情况下是否

点支持工具，对主要畜禽品种，在技术上

也能够达到保护的目标。这显然取决于畜

已经达到了成熟。但是，还迫切需要开发

种和异地特定的条件。在发展中国家，大

出对所有畜种的标准程序，以在它们需要

多数报道的移地保护的例子都与原地的种

保护的情况下采取保护措施。冷冻组织样

群有关，似乎值得怀疑，它们是否是独立

品似乎是一种有吸引力的方法，因为这种

存活的。

方法可以容易采取遗传材料。但是，从这

虽然已经开发出了在小群体中保存最

些样品繁殖活体动物的难度提示应当把它

大多样性的方法学，但把濒危的品种保

看作成“最后的一遭”措施。

存在传统的生产系统中的策略是少见的。

有趣的是值得注意，长期以来，大家

发达国家和有些发展中国家报道了各种成

公认，国际社团资助的国际基因库应当保

功的实例。在发达国家中，有几种可能性，

存植物的遗传多样性。全球信托基金项

如利基市场、保护性放牧或补贴，使得保

目，目的是为这些基因库得到长期的资金

护濒危品种在经济上能够具有可行性。相

支持创建一个框架，使它们不受短期资金

反，在发展中国家，报道的成功例子，只

资助重点的主体机构的制约。而且，挪威

是与消费者或市场对特定或传统产品的需

政府已经提出，为植物遗传资源提供最后

要有关。但是，这些已经取得成功的实例

一笔资助，它将在2007年到位（插文108）。 尚没有产生实施策略的（科学）概念或模
总之，产生一个动物品种比产生一个

型。而且，也没有对保护策略成本和效益

植物品种花的时间更长——有些品种需要

的可靠的估计。最佳分配保护资金的工作

花几个世纪。但是，在投入必要的时间、 是基于对成本和使用相当简单的目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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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108
北极地区的国际种子库
挪威政府最近起动了构建北极地区国际种子

的基因库中进行复制的独特的材料，它将用于

库的计划，它作为基因库最后的“自我保护”支
持设施。该设施可能建在北纬78度，斯瓦尔巴群

植物育种家和研究人员的种子来源。种子库中
的材料，都贮存在“黑色的盒子”中，只有其

岛 Longyearbyen 镇附近，将于 2007 年秋开放。
作为目前的看法，这个种子库将大得足以

他所有的副本都丧失之后才可以利用，其目的
是为在出现大规模的灾害如战争或重大恐怖主

能够保存世界上基因库所拥有的全部不同材料
（accessions）的副本，还有另外的空间来存放

义活动的情况下为粮食和农业的植物遗传资源
提供安全可靠的保护设施。

新收集的材料。它位于一座大山里面，是用一
块固体岩石雕刻成的“拱形”，内面衬有钢筋

参与该计划纯属自愿。管理是被动的，
种子库不从事鉴定、评价、再生繁殖或其他

混凝土。它装有防空气的门，用以防潮和许多
结实的安全装置。它离挪威权力机构所在地很

类似的活动。北欧的基因库将负责把材料放
进种子库，或必要时重新取回。在斯瓦尔巴

远，偶尔会出现漫游的北极熊，这两者使得这
个设施在世界上最安全、最可靠。在正常的情

群岛的另一个设施也用于对种子库样本的支
持，SADC 复制的采集样本目前也贮存在那

况下，采集标本将放在室内大约 -18℃。但是， 儿。出于将管理成本保持在最低的需要，及
由于拱形屋位于永久冻结带，即使长期没有电 建筑的设施不需要天天有人参与管理，种子
力供应，温度也只能逐渐上升到 -3.5℃。
Longyearbyen 镇,是到北极探险队的落脚

库仅处于接受适当包装的传统种子的地位。
由于该设施是为国际社会而设计建造的，挪

点，每天都有航班抵达，基础设施极好，电
力供应是由当地采集的煤生产的。

威对贮存那里的种子不要求任何的所有权。
FAO的遗传资源委员会热烈欢迎挪威的举

种 子 库 不 是 正 常 含 义 上 的 基 因 库 。相
反，它的目的是存放已经保存的，在 2 个传统

措，许多国家，以及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
的中心都已经表达了他们使用种子库的愿望。

的大致估算。
制定比较复杂的目标功能受到对所包
括的理想功能性状定量难度的限制。
对某些保护方面，主要在育种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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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内，已经发展了可利用的科学概念。在
畜禽遗传多样性保护领域的真实研究（大
概除了分子学的方法外）仍然是在它的早
期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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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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地利用表型特征。
●

生产环境的描述：在现有的动物

和开发的重点领域。为了填补知识的空

遗传资源信息系统中需要进行更精

白，确定了重点领域，为开发和实施所需

确的描述，以表明适合特殊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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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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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确定了研究和开发的基本原理，这里只

测灭绝定义的方法很差，需要进

做最简要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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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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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数据的更新及其相关性。

2 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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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有的信息系统按国家或按品种进行

务，以便使研究人员、政策制定者、决

单一检索的功能相当差。需要扩大这个功

策者和顾问人员到养殖社区都能获得他们

能，以便以更为集中和用户友好的方式，

对保护和利用动物遗传资源做出适当建议

为利益持有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信息。

和采取适当决策所需要的信息。
●

●

充丢失的数据：这些应当由系统

为了给适当的品种分派畜禽的群

例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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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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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更新和修正现有的数据，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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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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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对适应性状遗传基础的了解：

子遗传数据进行检索和定制分析。

探索新的和浮现技术的潜力，以

为了提供这种功能性，需要研制出

揭示抗病性、对恶劣环境的适应

分析和解释不同类型的遗传多样

性和生产效率的遗传基础。这种

性数据（分子和表型）的改进方法。

了解可以为传统的和变形的遗传
改良提供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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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研制出将分子学信息纳入保护和

资源品质特征（种的适应性）有关

育种计划中的方法：这些方法必

的多层面的地球物理信息，为了

须适合不同的环境、农业和社会—

提供更精确的动物遗传资源当前

经济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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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特点

步开发。
提高动物福利，有特色的产品品质，

3 分子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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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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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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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这些技术的成本和效益，以及利用

方法，捕捉与品种及其管理有关

它们的适当策略会因当地的条件而异。

的知识。此外，需要建立评价品

提高对主要畜禽品种遗传多样性

种遗传稀释程度的方法。把这样

的了解：需要使用分子遗传标记对

的研究结果与常规调查结合起来，

遗传多样性进行综合性评估。这需

可以告知决策者濒危的状况，以

要将现有大量的，而且是以分散形

及阻止遗传多样性下降所要采取

●

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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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了解健壮性：需要确定有关品种

加之国际参照样品的开发和提供。

健壮性的价值，它是按照基因型

结果需要录入公共检索信息系统。

—环境相互作用的减少进行估测

在全世界的范围内确定重要性状基

的；需要确定解释健壮性差异的

因的变异。

基因和在一定的管理方式或者管

475

第四部分 动物遗传资源管理的新进展

第四部分

●

理方法中，导致群体自我稳定性

改进测定应激和心理状态（攻击

不平衡的基因。

性、不适和受挫）的方法；需要建

提高对抗病性的了解：需要研究

立选择比较温顺的和减少腿脚病

感染的机制及宿主—病原的相互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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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用于低外部投入系统中的遗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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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方法

品种的营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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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保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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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发达的国家，在制定可持续性的

起初的决策，如是否实施遗传改良计划

保护计划方面，或在许多国家或地区，

进行指导。

而不是在一个国家如何实施保护计划，

●

对设计低外部投入系统中的遗传

经验甚少。需要研究，以更好地了解社

改良计划进行详细指导：需要制

会经济、基础设施、技术和政策对制定

定和验证。这些包括制定与国家

和维持保护计划的限制。

目标和政策，以及适应性状的作
●

●

发，以了解如何实施原地活体保护

对本地种建立稳定的杂交育种制

方法才能获得可持续性、使养畜

度。

人的生存能力最大和支持发展的
目标。

应当开发预测将外来品种引入本
●

家，需要确定异地活体保护方法，

对已经确定了抗病性基因的物种

这些方法比极大地依赖国家支持

进行选择：应当制定在不危及生

的方法，更能够自我生存，不易

进行选择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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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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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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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活体保护方法：在发展中国

响评估）的模拟工具。

产性状的情况下，如何根据 DNA
●

原地活体保护方法: 需要研究和开

用有关的育种和生产目标。

地群体所造成后果（部分遗传影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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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资源的用户友好的工具，这

的采样和贮存方法。

些工具需要包括在下一代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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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中。
●

胚胎低温保存和繁殖技术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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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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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经济分析

保存的安全性和成本效用。
●

体外保护的政策、立法和卫生：需

关于个体保护和利用的决策，需要

要研究和开发，以确定政策、立法

可以用在广泛情况下的改进措施，以正

和卫生框架，以允许在国家和多国

确地估测被保护的或被改良的个体动物遗

的基因库中贮存和扩大使用动物

传资源的价值和各种特点。重要的是，

遗传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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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保护的决策支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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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有分析复杂数据、最佳利用资

续利用有关的决策提供机遇。需要有广

源的工具，需要有帮助研究人员、政策

泛情况下替选的保护方法的详细成本，

制定者和顾问人员设计计划以便更好地了

以帮助国家和其他机构对成本效益保护计

解决策的结果，以及使这样的决策达到

划做出决策。需要分析方法来确定全球

最佳的工具。因为保护常常涉及到遗传

动物遗传资源保护的利益。这将需要：

资源的利用和改良，这样的决策帮助工

●

确定当地品种在不同生产方式下

具需要包括设计和实施育种计划的工具。

的用途和农民嗜爱的性状: 这种分

下面是研究和开发的重点领域：

析包括系统进化前景，以及影响

●

资源最佳化的方法：需要进行研

这样因素的力量和可选择品种的

究，如何把不同程度的不肯定性

用途。除了对实际的和可能的育

与最佳选择动物遗传资源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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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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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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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见多识广的，能够做出有效的决策。需

进行结构性育种计划的决策。

要详细分析来提高对畜禽种质资源获得与

对使用可选择的替代品种对生计

贸易之间关系的理解、研究与开发关系的

的作用进行有意识地分析：这将

理解，及从这一研究领域产生的成本和效

支持针对干预、加上限制采用、潜

益关系的评估。需要对保护的动物遗传资

在的获取和传播机制的扶贫目标。 源获得和利益分享的需要、潜在的影响及
●

对可选替的保护策略的成本进行

框架进行评估。过去动物遗传资源运动的

估算：选择适当平衡的保护策略

成本和效益的较好信息为这样的分析提供

取决于可选替的保护方法的成本。 了有价值的背景。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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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样性进行评估（如提高基于社

只取决于各种投入物的当地成本，

区的动物遗传资源的管理），包括

而且，也取决于现有基础设施和
可利用的专门技术的水平。
●

对如何提高公共和社区利用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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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重点保护的品种开发和运用决

宏观经济干预、法规与政策定

策支持工具：这些工具应当确定

价、投资政策、体制政策和动物

成本效益—多样性最大的保护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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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获得与利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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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交换和利用动物遗传资源中共同获

情况的有关需要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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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探索建立动物遗传资源基因库，
包

构、公共机构和公司投资动物遗传资源

括用于研究目的的野生亲缘种的，

和保护动物遗传资源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法律和技术的框架。

必须要保护在这个领域参与国际争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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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本报告的最后部分汇总本报告其他地方提出的证据，从而对动物遗
传资源管理的需要和挑战进行评估。该分析将遗传侵蚀和对动物遗传资
源威胁的现状与目前遗传资源管理的能力和有关方法及其应用状况联系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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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动物遗传多样性的知识：
概念、方法和技术

只有少数哺乳动物和鸟类物种被人类

均有促进物种发展的潜力。如果食品和农

驯化。一些其他物种，例如水豚和非洲大

业用遗传资源是人类所致，一个品种群体

蜗牛被人们在食品和农业中应用，但是， 通常是选择单元，也是与发展有关的知识
它们不像其他 40 余种被驯化的家畜那样

单元。当地品种和商业品种也是如此，与

经历了长时间的发展过程。因此，食品和

传统和科学知识相关的也是如此。

农业用动物遗传资源的大多数遗传多样性

原来，品种的概念与育种组织的存在

是畜牧饲养者长期发展的各种群体所固有

密切相关。在还没有建立完善的育种组织

的，这些遗传多样性满足了全世界不同地

的地方，如许多发展中国家，要鉴别一个

域生态系统的不同需要。这些亚群体（品

品种十分困难。品种的广义定义，例如

种）被部分地孤立，但是定期的动物交换

FAO使用的品种定义，说明了社会、文化

可产生新的遗传组合。这种情况对维持物

和经济的差异，因此全球都适用。这也意

种的衍变潜力是理想的。

味着只要品种符合饲养者要求的各种生计

当今有关遗传资源交换方式的信息是

功能，该品种及其内在的遗传多样性将被

概略的。但是，品种的分布方式和有关遗

保持。但是，也有社会、文化定义的品种

传材料贸易的信息证实了发达国家之间的

概念和作为遗传多样性单元的品种脱节的

频繁交换，和遗传资源从发达国家向发展

情况。例如，当无选择的杂交导致地方品

中国家的稳步流动。也曾有过发展中国家

种遗传组成被稀释时，这在国家名录中并

之间遗传材料的交换和遗传资源从发展中

不被反映出来。在另一些情况下，因为各

国家向发达国家的极少流动。

种原因饲养者的生计策略改变，当地品种

引起家畜物种内的遗传差异的部分原
因是品种之间的差异，部分原因是品种内
个体之间的差异。品种内和品种间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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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该品种的遗传和
文化方面都处于危险状态。
在大多数生产系统中，育种工作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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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畜所有者的控制下进行的。但是，控制

为了加深品种对多样性贡献的理解和进一

的程度存在巨大的差异。在过去几十年

步发掘其交换形式，需要科学的目标来定

里，繁殖技术和标准化的生产条件的使用

义标准，以决定是否在不同国家的品种群

导致了少数特殊品种在世界各地的蔓延， 体是否属于一个共同的基因库，是否有联
特别是家禽、猪和奶牛生产，而不是发展

系。需要改进特性鉴定的方法，以寻找到

广泛的遗传材料。这种高产品种（国际跨

动物遗传资源发展和保护的重点。在某些

国界品种）遗传材料的交换在大幅提高产

紧急情况下，需要立即做出决定，因而需

量的同时，许多国家将此作为与本国地方

要招到有效利用不完整信息的方法，并考

品种的杂交育种材料，从而威胁了一些地

虑不同来源获取的信息材料，例如分子特

方品种群体的存在。

性、表现型描述、特殊品种特性和利用，

如果某个品种或群体濒临灭绝，这意

以及品种来源。此外，FAO成员国长期要

味着其独特的适应性属性的损失，这种适

求 FAO 建立和发展发展早期预警系统和

应性属性常常受许多相互作用基因的控

回应机制。这样的系统需要与品种的优先

制，也是基因型和环境复杂的相互作用的

次序和品种分布的地理参考资料相结合，

结果。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遗传多样性不

但是目前缺乏实现这些步骤的信息。

仅能够满足饲养者的生计，更是一种公共
利益。

因为缺乏群体数据，濒危状态不清楚
的品种站到了所有报告品种的 1/3 以上。

全球数据库中的品种多样性的覆盖率

除了缺乏群体数据外，目前品种丢失监测

在世界进程状态的过程中得到了大大地改

的主要缺点是不能捕捉到由于滥用杂交对

善。20% 的品种被分级为“濒危中”，据

地方品种的遗传稀释信息。许多专家认

报道，共计690个品种已经灭绝。但是，与

为，这种遗传稀释是动物遗传资源多样性

品种有关的信息离完善还差得很远，特别

的主要威胁。同时，有许多未经描述的地

是发展中国家。基本问题是缺乏有关动物

方品种，人们也不知道它们是否能够形成

遗传资源特性、其地理分布和根据生产体

与附近群体不同的（相对）同源的种群。

系分布的知识；缺乏其特殊的品种特性对

分子特性研究可以帮助揭示现有的关系，

满足饲养者生计需要所起的作用的知识； 但是需要进行更好的协调和对结果进行综
缺乏管理实践改变和畜牧业更广泛的发展

合对比。

趋势影响其利用的方式的信息。品种特性

对品种灭绝的原因尚未进行详细的研

及其价值评估的方法尚需进一步发展，从

究。在许多情况下，一个品种的濒危不能

而包括畜牧业供应的动物遗传资源的各种

与一个具体的原因联系起来。案例研究提

产品和服务。

示了所涉及的机制，但不是全球状况。绝

畜禽多样性的描述需要进一步精炼。 大多数被报道的品种灭绝发生在欧洲、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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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索以及北美洲。在这些地区，可以假设

要品种管理的地区性合作。真正拥有国

由小规模农民饲养的兼用品种被大规模农

际性分布和交换形式的品种在群体大小

场企业饲养的高产品种所取代，该地方品

方面并没有受到威胁。但是，在一些国际

种现在大都存活在边远区域或在低外部投

跨国界品种的情况下，有效育种计划所

入系统中，例如有机农场。传统畜牧生产

需的品种内多样性的降低可能成为一个问

系统的减少和由外国进口的高产品种取代

题。

地方品种也是发展中国家动物遗传资源濒

地方品种的可持续利用是保护动物

危和灭绝的一个原因。许多发展中国家报

遗传多样性的有效途径。虽然各界对

道了非计划性杂交和地方品种的逐渐被取

此已达成共识，但构建动物遗传资源

代。一些地方品种可能没有濒危的危险， 可 持 续 利 用 的 原 则 才 刚 刚 提 出 。 通 过
如果其状态是按照群体的大小来衡量，但

制定亚的斯亚贝巴原则和生物多样性

是它们正逐渐损失它们的特异性。要找到

持续利用指南，对定义“可持续利用”

一个评估和对这类危险作出反应的方法是

的概念有了一些进展。这些指南注重

一个主要的挑战。

一般意义的生物多样性和一般性原则

对动物遗传资源侵蚀的理解需要在全

及政策。因此，这些原则需要在农业生

球、全国和地方性变化的环境的、社会—

物多样性的前提下，在使用中加以解

经济的和文化的驱动力的背景中。关于自

释和指定，需要为动物遗传资源制定

然资源的获取、环境、经济发展、动物卫

基于原则的具体管理策略。对持续利

生问题、基础设施和服务、市场和研究的

用与保护之间关系的解释因动物遗传

政策和立法措施，影响了畜牧业畜禽饲养

资源管理领域和一般生物多样性领域

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维持和发展动物遗传

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在一般生物多样

资源的能力。今天，全球、地区、国家和

性领域中，保护趋向于被解释为保证

地方水平的发展将比以往更显著地相互影

生物多样性的长期维护。而持续利用

响。需要更好地理解促使动物遗传资源侵

被认为是实现保护的一种选择。但是，

蚀的各种因素，以发展动物遗传资源保护

在动物遗传资源管理领域，保护这个术

和可持续利用的策略和有效措施。

语被用于一个较狭义的范畴，用以描述

已证明与“地方品种”相区别的“跨

当继续利用特殊品种不再能得到保证的

国界品种”种类（将国家品种群体与共有

情况下需要实施的活动。从这种意义上

基因库联系起来）的产生对鉴别动物遗传

理解，动物遗传资源的持续利用会使保

资源交换形式有用，并改善了品种风险评

护措施显得多余。

估。但是，这些种类需要进一步的精简。
它们可能对鉴别案例有用，鉴别案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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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置于变化的条件下让其适应。遗传改

位基因的保护发展方向将保证多样性的

良的科学原则和方法已被周密的制定，但

单独建设模块的维护，但是由于对复制

是还没有适应较低外部投入环境的要求， 特异特性的组合还知之甚少，看来这是
例如为兼用品种指定育种目标或在不利基
础设施和机构条件下实施计划。在这种情

一项有风险的方法。
目前，采纳品种作为保护单元，以期

况下，仍需精心设计有活力的育种组织结

加大对畜禽物种内演变潜力的保护力度，

构以及原地活体保护计划。与其他畜牧业

进而加大等位基因组合的广泛性，这些

发展政策的影响相比，发展遗传改良计划

组合代表不同系列适应过程的结果。

对人们生计影响的评估的经济学方法是十

FAO 使用的品种的广泛定义包括品种的

分有用的。

社会意义，但是这个定义使品种作为评

濒危状态分析显示了信息的缺乏。大

估等位基因多样性的单元而使用复杂化。

多数已知种群数量的品种都受到不同程度

这是因为品种对遗传多样性的贡献可能

的威胁。只有对于少数受威胁的品种，采

有很大差异。与大多数作物品种相比，现

取了保护措施。但这些保护计划能否有效

有的家畜品种在遗传一致性方面较差。

地“维护”濒危品种，还不得而知。因为

在育种者协会的长期存在导致一些密切

甚至当计划被报告，由于没有相关计划质

相关品种灭绝的地区，以品种的数量衡

量的数据，人们也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 量多样性趋向于高估一个地区的遗传多
国家动物遗传资源保护能力的分析表明， 样性。相反的是，结构化育种不发达地区
目前除西欧和北美洲外，只有非常少的濒

的品种（例如阿华西羊）拥有广泛的分布

危地方品种被涉及。考虑到品种间和品种

和很高的品种内多样性，且包括需要鉴

内遗传多样性的继续损失，多样性又可以

别的独特亚型。

被认为是一种公共利益，所以需要采取更

除了品种概念的缺陷外，基于品种数

强的行动以保护这些资源。因此问题就变

量的多样性图表也不完整。尽管如此，当

成了：怎样才能以最有效地方式实现这一

与其他信息，例如驯化史结合起来时，可

目标？

显示各种家畜物种的生物多样性进化点，

从概念上讲，多样性的最基本单元和

有助于直接的进一步研究。至今，研究的

保护的最基本单元是等位基因，人们承认

重点主要比较地区之间的遗传多样性，但

等位基因并不单独起作用，动物的生产

如果将多样性与生产系统联系起来将是非

性能受到出现在基因组中的等位基因相

常有用的。而且，等位基因多样性的贡献

互作用的影响。品种发展的过程涉及了

不应该只局限在中性基因位点遗传距离的

与动物生产性能和适应性的特殊水平相

测量上，还需要与功能特性信息相结合。

关的等位基因的组合。朝着保护单个等

濒危状态分析以及案例研究证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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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在开始实施保护措施之前要得到完
整的信息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适宜的，

会改善情况。
与植物遗传资源和作物生产相比，在

因为独特的资源可能在此过程中损失。 动物遗传资源管理领域的令人吃惊的巨大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将所有信息结合起

知识差距和基础研究及应用研究的需求预

来，为做出保护计划中稀有资源分配的

示了这个领域（和一般畜牧业）内少得多

决定提供信息。如果动物遗传资源可以

的人力资源库。由于动物遗传资源管理比

制成地理图，有关品种和潜在威胁的信

植物遗传资源管理所涉及的方面更加复

息可以在空间上被联系起来，那么稀有

杂，这个问题就更加严重。因此，重要的

资源的分配将非常便利。动物遗传资源

是去逆转农业研究公共投资的下滑，解决

便可以更容易地与生产系统或特定农业

动物遗传资源研究投资的低水平。私人投

生态条件（例如旱地）联系起来，有利于

资的研究不可避免地集中在工厂化畜牧业

实施紧急干预（例如遗传材料的预先冷

生产的需要。恢复研究的公共投资和参加

冻保存或在疾病暴发区域划分）措施。对

推广服务对于向小生产者提供他们需要的

动物遗传资源多样性和状态的了解为提

技术和知识是至关重要的。这包括使新技

高认识和管理行动提供了基础。但是，没

术对小规模利用的适应性，以使这些技术

有实际行动能力保证的认识的提高并不

容易被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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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动物遗传资源
管理的能力
种，生产者分布也十分分散，缺乏建立品

1 动物遗传资源特性、持续利用
和保护的能力

种发展方案所需的知识、资金、推广服务
和市场准入。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在于是
否有技术解决方案和商业模式，从而能够

由于缺乏动物遗传资源的特性鉴定、 使这些边缘人群参与。
编目和监测能力，许多国家之间存在巨大

猪和禽的繁殖能力相对较高，因而使

的知识差距。这意味着不能充分鉴别国家

少数育种者在短期内实施有计划的育种方

水平的动物群体状态的变化。动物遗传资

案成为可能。因此，鸡的育种越来越被商

源的特性鉴定和编目是规划家畜发展计划

业育种公司所掌握。猪的育种亦是如此，

的基础，至今，只实施了为数不多的地方

只是程度较轻。但是，牛和小反刍动物的

品种的国家育种和保护计划。

特点使得这种方法很难实现。在生产增加

虽然在大多数生产系统中是由畜禽所

的潜力有限时，发展中国家的民营企业大

有者实施育种计划，但国别报告所反映的

量投资新的国家反刍动物育种计划看来是

情况看，在选育过程的控制程度和遗传改

不太可能的。因此，这个费用不得不由国

良计划性的程度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家机构承担。
在正式育种活动和对该活动的公共投资支

育种活动和市场竞争的成本和适宜

持方面，地区之间和物种之间有巨大的差

育种材料的国际可获得性在公共投资国

异。在发达国家，通常是通过农民组织实

家育种计划的决定中是十分重要的考虑

施正式育种计划，这是发达国家长期以来

因素。目前，许多国家政府选择依赖国

形成的公共支持体制和研究支持体制的结

际遗传材料来改良他们国家的畜群，特

果。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没有这种体制， 别是家禽和猪。在类似生产条件下，国
因而正面临实施正式育种计划的困难。对

家之间的育种活动合作（已在欧洲发生）

低—中外部投入生产系统尤其如此，在这

是共享成本和使育种计划更为持续的一

些系统中饲养着许多适应当地条件的品

个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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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变化的经济、生态和政治条件威胁

种的唯一选择。至今，育种组织和育种企

生产系统（例如草原系统）的活力和相关

业主要采用冷冻保存，以保存品种内的遗

品种时，要创造原地活体保存的持续机

传多样性，作为他们育种材料的备份。大

遇是比较困难的。常常需要财政刺激，至

多数国家缺乏冷冻保存设施，且没有国际

少可以覆盖从积极保存到新形式的持续

援助冷冻保存设施无法建立。但是，为了

利用的过渡时期。只要实现了这个过渡

保护遗传多样性不受意外的威胁，国家需

期，从长远来看，品种原地保存将变得可

要拥有他们自己的或共享的含有本地发展

持续。在一些欧洲国家，一些特定地方品

的品种和品系的遗传材料的基因库。需要

种主要由年长的农民保存的趋势就是这

国家之间合作来组织跨国界品种的保存。

种过渡时期问题的一个案例，因为根据

现有的冷冻保存方法不涵盖所有的家

这些农民工作以维持生活下结论，保存

畜物种。除与冷冻家禽卵子相关的技术问

这些地方品种也将结束，除非采取措施

题以外，冷冻保存方法的开发重点在于规

以促进继续利用。

划的育种计划内的物种。对于基因库而

原地活体保存的成功案例主要在发达

言，生物安全的问题是地方品种遗传材料

国家曾有报道。但是，这些案例很少从理

的包括问题。需要鉴别出并行储存符合不

论或概念观点进行过验证，以评估它们成

同生物安全标准的材料的最低要求和安全

功或失败的原因。对哪种模型能在发展中

选择。为了允许非正式决策、需要为不同

国家奏效也知之甚少。

的保存策略开发出成本估计和优化方法。

对于将来不会被广泛应用的地方品种
和特别培养的品种或品系，应探索活体保
存的机会，包括原地和异地活体保存，包

2 机构和决策能力

括的领域有：自然管理、有机农业、参与
性育种、利基市场（niche market）和休闲

在世界的大多数地区，需要公共政策

农业生产。环境服务主要为反刍动物提供

来改善机构和组织的结构，以便在所有水

作用，而对于猪和鸡来说利基市场提供继

平上实现动物遗传资源的持续利用和保

续利用的主要机会。从现有的证据来判

护。对动物遗传资源相关事宜认识有限反

断，活体保存的成功看来在很大程度上要

映在许多国家在政府级别上对该主题的知

取决于有足够的购买力愿意为利基市场产

识知之甚少，且参与国际议程和国际组织

品付高价的顾客，或社会愿意为环境服务

的工作也十分有限。其结果是在国家水平

出资。

上常常缺乏以动物遗传资源为主的立法结

体外保存对于活体保存是一个重要的

构、政策和发展计划，同样也缺乏资源特

补充，在一些情况下，可能是保存一个品

性鉴定、编目和监测的机构来进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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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地区间和国际的合作。即使是在有合

政策对动物遗传资源管理的影响。而且，畜

作网络存在的地方，也需要进一步努力增

牧业发展的各方面可以是许多不同的政府

强这些网络或创建新结构。在许多国家， 部门的职责，包括主管农业、经济发展、国
看来只有极少数的全国性非政府组织对动

际贸易、环境、公共卫生、土地利用规划

物遗传资源管理感兴趣并积极参与。全国

和研究等部门。很明显，要考虑不同政策

农业研究系统，国家水平上的研究和知识

目标之间的平衡。公共政策的有效性在很

传播骨干，常常没有将动物遗传资源管理

大程度上由这些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所

作为优先考虑的活动。国际研究和资助社

决定，同样也由这些手段本身的特性所决

区的情况也是如此。但是，在最近15年里， 定。制定过程不仅需要许多政府部门的参
实施了更多的活动，动物遗传资源管理的

与，而且需要整个生产链的所有利益相关

能力已经在欧洲和高加索、北美洲，南美

者和他们的组织的代表参与。如果所有的

洲、加勒比和东亚发展起来。目前，国际

主要利益相关者有机会参与政策的修订，

农业研究磋商小组(CGIAR)已经将地方畜

政策更有可能代表当地条件，被接受并获

禽品种保护列为其 2005 — 2015 年期间的

得广泛的认可。需要改进机制以保证动物

20 个科研重点之一。有些国别报告显示， 遗传资源政策的制定中利益相关者的参与。
世界动物遗传资源状况（SoW-AnGR）的

国别报告清楚地记载了管理能力的缺

准备过程进一步促进了动物遗传资源管理

乏，以及需要在政策制定的许多领域进行

领域的发展。培训动物遗传资源利用或保

能力建设。但是许多国别报告也指出迫切

护的机遇必须建立和增强。大学和研究中

需要实现短期目标，例如增加整体食品生

心的课程日益突出了这个课题，这是实现

产，特别要增加动物源食品供应和扶贫等

目标的一步，但是进展只是逐步的。作为

目标。在许多国家，畜牧业发展不按计划

所报告的进程的一部分，建立的国家和地

增长，因为缺乏一揽子发展计划，或只制

区结构应该继续得到支持。认识、政策和

定了主要家畜物种的发展计划。为了实现

机构变化的关键在大多数国家正在发展， 畜牧业生产的理想增长，本地品种与进口
正在创建新的网络。需要在国家水平和国

品种杂交或用进口品种替换本地品种常被

际社区水平进一步努力，以促进所有利益

认为是一种更容易和更快的方法。

相关者参与动物遗传资源管理。

能力缺乏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还没

制定和实施有效的家畜发展政策是非

有完全认识动物遗传资源多样性与粮食安

常复杂的，这是由于该行业受到国家和国

全的相关性，这表明缺少有说服力的案

际水平的许多行业政策发展的影响（例如

例。用来自家庭的实例来证实畜牧养殖与

环境、经济发展、自然资源获得、性别发

粮食安全的直接联系比较容易，显示畜禽

展和社会发展）
。需要审视这些广泛领域的

能够扶贫的作用也比较容易。要说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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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者在将来需要更广泛的动物遗传资源

而使他们能够增加和改良他们的畜群和鸡

多样性，则比较困难。要进行较好的案例

群，以获得产品需求增加带来的好处。在

分析，以更清楚地描述当前品种多样性可

动物遗传资源管理的特殊领域，有利于不

为将来提供更多的选择、可为更多生态地

加选择的杂交育种的政策对一些本地品种

区提供所需的畜禽品种。为应对长期可供

尤其是一种威胁。

资源的变化，政策应确保储备遗传资源以

本报告提供的对立法框架的分析在

供未来品种发展所需。它们应该为农民组

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在国家、地区和国际

织和非政府组织提供有保障的环境，以促

水平建立的立法工具的目录。这个分析

进品种在低外部投入环境下的发展。在这

提供了关于现有法规促进动物遗传资源

样组织结构的基础上，资源利用效率的进

改良和保护的有效性方面的有限信息。

展可能会通过适应边缘地区物种和品种的

对于潜在影响动物遗传资源管理的法规

发展而增强。此外，还需要发展支持合理

的许多其他方面的含义只是在广义上进

决策和平衡政策目标的工具。

行了分析。很明显，动物卫生法规应该在

畜牧业的迅速增长和转变能够提供巨

国家和国际水平进行密切的检查，这是

大的经济效益。在品种能够适应工业化生

因为它们对活畜和遗传材料的移动和贸

产系统的情况下，不需要支持发展的公共

易具有巨大的影响，还可能成为交换的

政策（包括研究）。对于这些系统，需要

障碍。此外很明显的是，需要设计特殊的

法规框架解决公共卫生、伦理、平等和长

立法法规以解决所有权、基因库的准入、

期环境可持续性含义。有利于向城市人口

信息和文件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了这样

供应廉价畜产品的政策和市场机制可能对

法规的一些案例，它们可以作为新的基

小生产者不利，并会导致相关动物遗传资

因库法规的模板。知识产权问题在畜牧

源的下降。畜牧业政策对饲养地方品种的

业可能会变得更加明显，近期的专利申

小生产者的影响需要进一步重视。例如， 请使知识产权对动物遗传资源管理的作
需要澄清食品安全法规对小生产者市场准

用也变得更加明显。

入的影响。进而，关于利用适应本地动物

国际上有关准入和利益共享的辩论需

遗传资源的这些政策的含义需要被详细说

要结合这个领域潜在的法规工具分析。这

明。无论出于什么动力，寻求支持小农户

个分析必须考虑粮食和农业用动物遗传资

生产的立法和政策措施对于保护动物遗传

源交换与植物遗传资源交换之间的不同和

资源多样性有着潜在的十分重要的作用。 相似性。需要改进对家畜种质的准入和贸
需要进一步调查的题目是政策的发展和评

易之间关系的理解、需要改进研究与发展

价，这些政策使本地品种的饲养者能够获

的需要。动物遗传资源，特别是来自基因

得贷款、畜牧服务和改良的遗传材料，从

库的动物遗传资源的准入与利益共享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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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和框架的潜在影响需要进行评估。对过

对于保证遗传多样性保护和动物遗传

去动物遗传资源移动的成本和利益的分析

资源交换不受阻碍的立法框架还知之甚

可为这样的分析提供有价值的背景。有关

少，这个领域将需要更广泛的研究和进一

这些问题的争论结果将对愿意在动物遗传

步的分析。对许多当地品种的饲养者，例

资源保存和进一步发展方面投资的各个政

如，建立安全的土地使用权和调整商品化

府、机构、研究所和公司产生巨大的影响。 放牧地的准入也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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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畜牧业发展和动物遗传资源
管理的主要挑战
在过去的10年，畜牧业结构和世界对

国界品种进行生产。但是，从中、长期来

动物遗传资源的需求发生了快速的变化。 看，工厂化生产系统中的品种选择标准值
畜牧业满足人类需要的作用经常演变。特

得修改，需要更多的包括功能性特性的研

别是日益增长的购买力和城市化促进了畜

究。

牧业生产的工业化。消费者喜爱的变化、

与工业化生产系统的发展并行的是，

贸易流通、市场链的组织和新生产技术的

低—中等外部投入生产系统的延续，特别

发展也促进了工厂化生产系统的推广。由

是在经济增长缓慢或工业化所需资源和支

民营企业引导的食物链的演变为食物安全

持服务缺乏的边缘地区。这样的生产系统

和价格下滑提供了有益的保障。分析明显

对动物遗传资源有特殊的要求。它们依赖

地显示，日益变化的驱动力和因此产生的

于广泛特性选择的地方品种，或在某些情

对动物遗传资源多样性的威胁因生产系统

况下依赖于含有本地品种遗传材料的杂交

的不同而异。但是，由于缺乏数据，最终

品种或混合品种。自然资源的缺乏日益受

不能建立驱动力、威胁和特殊品种风险状

到关注，应该将其纳入地方品种的选种过

态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假设生产系统

程中。

和品种种类（例如在集约化生产系统中的

对畜牧业最大的挑战是平衡各种政策

国际品种）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威胁分析

目标，例如保持动物遗传资源多样性和环

只局限在生产系统级别。

境完整性、满足日益增长的畜产品需求、

工业化生产系统和相关的民营育种公

回应消费者日益变化的需求、保障食物安

司已经有效地培育了高效的专用品种，这

全和为农村发展和扶贫做出贡献。这将要

些品种不仅要满足现有消费者的需求和资

求在各种政策目标中做出选择，并仔细考

源成本，而且要实现最大生产力。这些发

虑不可预计的副作用。许多国家缺乏做出

展不仅在家禽和猪的生产中获得了明显的

这样的决策所需的复杂数据。

业绩，也出现在奶牛养殖中。这促使在靠

有许多降低畜牧业生产对环境的负面

近市场、环境优越的地方大量使用国际跨

影响的政策选择。可以使用包括税收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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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政策，来确保集约化畜牧生产的成本包

富能量密集日粮为基础的，这部分日粮至

含用水、服务和废物处置的费。可以使用

少部分地与直接用于人类消费产生竞争。

由价格和市场准入激励以及技术支持服务

价格比率的变化，或经营差的工业化畜牧

支持的税收和征收或畜牧生产作业法典来

生产单元对环境的影响可能导致政策反应，

支持土地使用规划和分区法规，使其对作

这种政策反应将减少对使用高外部投入的

业位置处于不适宜位置的生产者更昂贵。 生产方法的刺激，因此，需要使用多样性的
这样，土地使用规划和地理空间信息将使

动物遗传资源。可以使用生态服务的支出

有价值遗传种畜的应急管理变得可能，例

来鼓励畜牧生产者采用对环境更加友好的

如疾病暴发时。需要开发与动物遗传资源

生产方法，这样也有利于地方品种。

管理相关数据在内的新工具。

另一个将来的挑战是气候变化。对气

集中在城市和城市周边地区的集约

候变化的预测各异，但是，可以预计到温

化畜牧生产增大了来自污染食物、污染

度和降水量的变化、海平面上升和极端恶

和疾病的公共卫生风险。在传统畜牧系

劣气候发生频率的提高。预计一些干旱地

统下发生的人畜共患病对人类健康也是

区将经历更少和更无规律的降水。近期地

一种威胁，例如布氏杆菌病、结核病和各

区温度的上升已经对旱地环境的生物多样

种寄生虫病。需要采取措施建立和增强

性和生态系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非

既不排除小型生产者又不危及消费者安

洲的撒哈拉地区。

全或疾病控制的食品安全标准和兽医公

气候变化对环境的影响看来将影响畜

共卫生法规。由于地方品种的饲养日益

牧业的发展，包括疾病挑战的变化、饲料

私有化，需要采取措施使地方品种的饲

和饮水可获得性的变化以及土地退化的变

养者能够防止产品质量下降，并且能够

化。今后是对适应粗放经营的动物遗传资

获得兽医保健服务。疾病控制策略应该

源需求更多，还是对适应集约化品种的需

基于既考虑到临床有效性又考虑到生物

求更多，这些变化的方向都难以预测。如

多样性以及以经济和社会影响的分析。 果农业系统的混乱导致粮食价格上涨，集
有关传染性疾病暴发的监测和回应管理

约化管理的畜牧生产系统生产的畜产品的

仍然是公共部门的职责，需要改进地方、 价格必将变得更昂贵。但是，与作物系统
国家和国际水平上机构的合作。

相比，集约化管理的畜牧系统可能更容易

要尽量减少畜牧业生产对环境的负面

适应气候的变化。对于草原和农牧系统则

影响。要减少动物的甲烷排放量和将饲料

不是这样，在草原和农牧系统中，畜禽依

投入有效地转化成肉品、奶品和蛋品的愿

赖本地饲料资源的生产力和质量。粗放系

望，促使人们使用少数几个高产出品种。但

统对畜禽疾病和寄生虫的严重性和分布的

是，鸡和猪的有效饲料转化是以蛋白质丰

变化更为敏感。因此在旱地，气候变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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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放系统的负面影响将非常大。气候变化

性以实现上述目标。持续发展也有重要的

可能在资源丰富程度最差的地区和农民的

社会文化内涵。确定如何使农民最大程度

回应和适应能力最有限的地区产生最大的

地参与和保证活动，例如育种计划的持续

负面影响。

性是十分重要的。强有力的统计分析工具

预测气候变化的作用需要农作系统相

和新兴的生物技术方法将提高进一步开发

对快的适应能力。气候变化的速度将比畜

动物遗传资源的速度和容易程度。很难预

禽和牧草演变适应的速度要快，这意味着

测新的生物技术如克隆和特殊转基因技术

在一些地区需要进行农作系统的综合性再

对动物遗传资源发展的影响程度。人们已

评估。适应气候变化影响的有效性将主要

经发现了主基因，未来将发现更多的基

取决于适应新条件的植物和动物遗传资源

因。但是，抗热性或对体内寄生虫的耐受

的可获得性。

性的遗传控制似乎是控制动物代谢的基因

如果病原菌对药物的抗性继续增加， 之间复杂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特性与生
那么将来适应性强的品种，特别是在耐

产力之间也可能存在平衡。重组基因以提

病和抗病方面适应性强的品种将变得更

高生产性能和畜禽体质恐怕并不容易。

为重要。动物福利也要求不把不适应的

另一种挑战是动物保健领域，在全球

动物引进到不利的生产环境中。例如，暴

范围内，动物保健是家畜管理中法规最多

露于热应激就是一个更好的管理也难以

的领域。在动物遗传资源的利用和发展

缓解的问题。同样，需要改进品种的特

中，有效的疾病控制是十分重要的，同时

性，这是用于特殊生产环境品种选择的

对动物移动和贸易的限制为动物遗传资源

决策的先决条件。

管理提出了潜在的问题。在发生疫情时实

面临这些挑战的可持续的家畜发展将

施的扑杀政策可以对稀有品种群体产生威

涉及物种混合、优质品种和个体动物足以

胁。在全世界大部分地区，很少在疾病控

满足特定生产环境的特殊要求。因此，需

制方面的立法框架和政策的开发上注意这

要定义家畜发展目标和动物遗传资源的特

种威胁，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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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接受全球责任
畜牧发展和动物遗传资源的发展需要

包括义务。权利和义务只能在充分的人

顺应生产系统的动态性质和回应变化的条

力和技术能力都到位的情况下才能实现。

件。地方品种的进一步损失可能是不可避

在国家水平以上，人们日益意识到粮食

免的。但是，一些地方品种拥有独特的特

和农业用遗传资源是所有国家共同关注

性，并且特别适应各种环境因素的特定组

的问题，因为所有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依

合。要替代它们不那么容易。因此，品种

赖源于异地的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这

灭绝不应该在未察觉的情况下发生，当然

种意识导致了《国际粮食和农业用植物

要避免独特资源或未来粮食安全和文化遗

遗传资源条约》的采用。需要考虑的另一

产重要组成部分的损失。

点是，可能需要增强发展中国家和经济

如果把保持畜禽多样性作为一个重要

转型国家对它们的动物遗传资源定性和

的政策目标，并充分认识生产系统的复杂

实施可持续利用和保护动物遗传资源的

性，其结果是更加特异化的畜牧业政策。 措施的能力。
它们的最终目标应该是以最佳的可能方式

本报告的主要目标是评估动物遗传资

利用世界动物遗传资源的宝库，以满足人

源的全球状况，使广义上的差距分析得以

类当前和未来的需求。工业化过程使畜牧

实施，但这只是报告过程的一部分。第二

业有效地回应日益上升的人类需求，其过

个重要的因素一直是行动策略重点的发

程将继续。但是，也应认识到边际和利基

展，一个全球综合动物遗传资源状况，在

（niche）生产系统也将继续，并且要使能

这个状况下，国家鉴别出动物遗传资源管

够解决它们需要的政策到位。总体来说， 理领域的策略重点，作为具体行动的基
使小规模低外部投入生产系统继续的大多

础。在政府间审查这些行动策略重点，以

数政策将有利于动物遗传资源维持更大的

保证它们反映对将来行动的全球一致意

多样性。

见。还要注意解决全球责任和制定全球计

《生物多样性公约》
（CBD）解释了国
家对遗传资源的主权，它既包括权利又

划，为其在国家和地区的实施提供所需的
机构、能力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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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写和同义词
A

Adenine 腺碱

ABCZ

Associac o Brasileira dos Criadores de Zebu (Brazilian Association of Zebu
Breeders) (http://www.abcz.org.br) 巴西瘤牛育种者协会

ABS

Access and Benefit Sharing 获取和惠益分享

ACP

Asia-Caribbean-Pacific 亚洲－加勒比－太平洋

ACSAD

Arab Center for Studies of Arid Zones and Dry Lands (http://www.acsad.org)
阿拉伯干旱地带及旱地研究中心

AD

Anno Domini 公元

ADB

Asian Development Bank (http://www.adb.org) 亚洲开发银行

AFLP

Amplified Frequency Length Polymorphism 扩增片段长度多态性

AGAL

Livestock Information, Sector Analysis and Policy Branch 畜牧信息部门分
析和政策科

AGB

Animal Germplasm Bank 动物种质资源库

AI

Artificial Insemination 人工授精

AIA

Advanced Informed Agreement 事前非正式协议

AIDS

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艾滋病

AIPL

Animal Improvement Programs Laboratory (http://www.aipl.arsusda.gov) 家
畜改良计划实验室（美）

ALPA

Asociaci ó n Latinoamericana de Produci ó n Animale (http://www.alpa.
org.ve) 拉丁美家畜繁殖协会

AMOVA

Analysis of Molecular Variance 分子变异分析

AnGR

Animal Genetic Resources 动物基因资源库

ANTHRA a trust of women veterinary scientists (http://www.anthra.org) 女兽医科学家
托拉斯
AOAD

Arab Organization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http://www.aoad.org) 阿拉
伯农业发展组织

AP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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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http://www.apec.org)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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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BC

Association of South East Asian Nations Regional Center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http://www.arcbc.org) 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域中心

ARR

Alanine-Arginine-Argenine amino acids - one of five variant alleles affecting
susceptibility to scrapie 丙氨酸-精氨酸-精胺酸－－影响羊瘙痒病(scrapie)
易感性的 5 个变异等位基因之一

ASAR

Asociaci ó n de Servicios Rurales y Artesanales 农村和技工服务协会

ASARECA Association for Strengthening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 Eastern and Central
Africa (http://www.asareca.org) 中东非加强农业研究协会
ASEAN

Association of South East Asian Nations (http://www.aseansec.org) 东南亚国
家联盟(东盟)

ASF

African Swine Fever 非洲猪瘟

ATCWG

Agricultural Technical Cooperation Working Group 农业技术合作工作组

BC

Before Christ 公元前

BCBS

Boran Cattle Breeders’Society (http://www.borankenya.org) Boran 牛育种
者协会

BLAD

Bovine Leukocyte Adhesion Deficiency 牛白细胞粘附缺陷病

BLUP

Best Linear Unbiased Prediction 最优线性无偏预测

BLUP-AM

Best Linear Unbiased Prediction - Animal Model 最优线性无偏预测－动物
模型

BLV

Bovine Leukosis Virus 牛白血病病毒

bp

base pair 碱基

B.P.

Before Present 距今

BSE

Bovin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y 牛海绵状脑病

BV

Bequest Values 遗产价值

C

Cytosine 胞嘧啶

CAP

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 of the EU 欧盟共同农业政策

CARDI

Caribbean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e (http://www.
cardi.org) 加勒比农业研究和发展研究所

CARICOM

Caribbean Community and Common Market (http://www.caricom.org) 加勒
比共同体和共同市场

CBD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生物多样性公约》
)

CBPP

Contagious Bovine Pleuropneumonia 牛传染性胸膜肺炎（牛肺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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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N

Canadian Dairy Network (http://www.cdn.ca) 加拿大乳业网

cDNA

Complementary Deoxyribonucleic Acid 互补脱氧核糖核酸

CE

Choice Experiment 选择试验模型法

CEIP

Special Certificate of Identification and Production 认定

CEMAC

Communaute Economique et Monetaire de l'Afrique Centrale (http://www.
cemac.cf) 中部非洲经济货币同盟

CENARGEN National Research Centre for Genetic Resources and Biotechnology (http://
www.cenargen.embrapa.br) 国立遗传资源和生物技术研究中心
CGIAR

Consultative Group on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Research (http://www.cgiar.
org) 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

CGRFA

Commission on Genetic Resources for Food and Agriculture 粮食和农业遗传
资源委员会

CIAT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opical Agriculture (http://www.ciat.cgiar.org) 国际
热带农业中心

CIC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Game and Wildlife Conservation
(http://www.cic-wildlife.org) 国际狩猎和野生动物养护理事会

CIHEAM

Centre International de Hautes Etudes Agronomiques Méditerranéennes
(http://www.ciheam.org) 地中海高级农业国际研究中心

CIRAD

Centre de Coopération Internationale en Recherche Agronomique pour le D
éveloppement (http://www.cirad.fr/fr/index.php) 法国国际农业发展研究合
作中心

CIRDES

Centre International de Recherche-Développement sur l’levage en Zone
Subhumide
(http：//www.cidres.org) 法国国际半湿润地区畜牧业研究 - 开发中心

COP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缔约方会议

CORAF

Conseil Ouest et Centre Africain pour la Recherche et le Développement
Agricole (http://www.coraf.org) 西非和中部非洲农业研究发展委员会

CR

Country Report 国别报告

CRED

Centre for Research on the Epidemiology of Disasters (http://www.cred.be) 灾
难传染病学研究中心

CSF

Classical Swine Fever 猪瘟

CTSB

cathepsin B 组织蛋白酶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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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M

Complex Vertebral Malformation 脊椎畸形复合症

CYTED

Ciencia y Tecnolog í a para el Desarrollo (http://www.cyted.org) 美洲西班
牙语区发展科学技术部

D8

Developing Eight - Consists of Bangladesh, Egypt, Indonesia, Iran, Malaysia,
Nigeria, Pakistan and Turkey 穆斯林发展中八国集团

DA

Cavalli-Sforza distance Cavalli-Sforza 距离（一种估测方法）

DAD-IS

Domestic Animal Diversity Information System (http://www.fao.org/dad-is)
家畜多样性信息系统

DAHP

Department of Animal Health and Production 动物保健和生产司

DAGENE

Danubian Alliance for Gene Conservation in Animal Species 多瑙河动物物种
基因保护联盟

DAGRIS

Domestic Animal Genetic Resources Information System (http://dagris.ilri.
cgiar.org) 家畜遗传资源信息系统

DARD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农业及农村发展司

DD

Daughter Design 女儿设计

DD

Differential Display 差异显示

DDBJ

DNA Data Bank of Japan (http://www.cib.nig.ac.jp) 日本 DNA 数据库

DHPLC

Denaturing High-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变性高效液相色谱

DMA

Dimethylacetamide 乙酰二甲胺

DMF

Dimethylformamide 二甲基甲酰胺

DMS

Dimethyl Sulfoxide 二甲基亚砜

DNA

Deoxyribonucleic acid 脱氧核糖核酸

DS

Nei’s Standard Genetic Distance 内氏标准遗传距离

DUMPS

Deficiency of Uridine Monophosphate Synthase 单谱症,直译为尿核 - 单磷
酸盐合成酵素缺失症

DUV

Direct Use Values 直接利用价值

EAAP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Animal Production (http://www.eaap.org) 欧洲畜牧
生产协会

EAAP-AGDB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Animal Production - Animal Genetic Data Bank
(now EFABIS) 欧洲畜牧生产协会－动物遗传数据库
EAFRD

European Agricultural Fund for Rural Development 欧盟农村发展农业基金

EAGGF

European Agricultural Guidance and Guarantee Fund 欧盟农业指导和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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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EBV

Estimated Breeding Value 推定种畜价值

ECOWAS Economic Community of West African States (http://www.ecowas.int) 西非国
家经济共同体
EFABIS

European Farm Animal Breed Information System (http://efabis.tzv.fal.de) 欧
盟农畜品种信息系统

EFSA

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 (http://www.efsa.europa.eu) 欧洲食品安全局

EMBL

European Molecular Biology Lab (http://www.embl.org) 欧洲分子生物实验室

EMBRAPA Brazilian Agricultural Research Corporation (http://www.embrapa.br) 巴西农
业研究公司
EM-DAT

Emergency Disasters Data Base (http://www.em-dat.net) 应急灾难数据库

EPC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欧洲专利公约

EPD

Expected Progeny Difference 期望后代差异

eQTL

Expression Quantitative Trait Locus 表达数量性状基因座

EST

Expressed Sequence Tag 表达序列标签

ET

Embryo Transfer 胚胎移植

EU

European Union (http://europa.eu) 欧盟

EU-15

15 countries that were then members of the European Union 欧盟 15 成员国

FAO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http://www.fao.org)
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STAT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Statisitcal Databases
(http://faostat.fao.org) 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

FARA

Forum for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 Africa (http://www.fara-africa.org) 非洲
农业研究论坛

FEC

Faecal egg count Egg Count 便虫卵计数

FIRC

Federacion Iberoamericana de Razas Criollas (http://www.feagas.es/firc/firc.
htm) 拉丁美洲 Criollas 种族联盟

FMD

Foot-and-Mouth Disease 口蹄疫

G

Guanine 鸟嘌呤

GATS

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服务贸易总协定

GATT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GDD

Grand Daughter Design 孙女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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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 国内生产总值

GEF

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http://www.gefweb.org) 全球环境基金会

GI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地理信息系统

GM

Genetically Modified 遗传修饰

GMO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 转基因生物

GVIS

Geographic Visualization 地理可视化

He

Expected Homozygosity 期待纯合度

HEIA

High External Input Agriculture 高外部投入农业

HIV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艾滋病病毒

Ho

Observed Homozygosity 观测纯合度

HPAI

Highly Pathogenic Avian Influenza 高致病性禽流感

IAEA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http://www.iaea.org) 国际原子能机构

IAMZ

Mediterranean Agronomic Institute of Zaragoza (http://www.iamz.ciheam.
org) 西班牙 Zaragoza 地中海农艺研究所

ICAR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Animal Recording (http://www.icar.org) 动物记
录国际委员会

ICARDA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 the Dry Areas
(http://www.icarda.org) 国际旱地农业研究中心

IE

Institut de l’levage (http://www.inst-elevage.asso.fr) 育种研究所

IES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ility (http://ies.jrc.cec.eu.int) 环境与
发展研究所

IFAD

International Fund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http://www.ifad.org) 国际
农业发展基金会

IGAD

Intergovernmental Authority on Development (http://www.igad.org) 政府间
发展管理局

IGADD

Intergovernmental Authority on Drought and Development 政府间干旱和发
展管理局

IGC

Intergovernmental Committee 政府间委员会

IICA

Inter-American Institute for Cooperation on Agriculture (http://www.iica.int)
美洲农业合作研究所(美洲农合所)

ILRI

International Livestock Research Institute (http://www.ilri.org) 国际家畜研
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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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A

Instituto Nacional de Tecnología Agropecuaria (http://www.inta.gov.ar) 全
国农牧业技术协会（阿根廷、乌拉圭）

INTERBULL International Bull Evaluation Service (http://www-interbull.slu.se) 国际公牛
组织
IPGRI

International Plant Genetic Resources Institute (http://www.ipgri.cgiar.org) 国
际植物遗传资源研究所

IPM

Integrated Parasite Management 寄生虫综合治理

IP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知识产权

IRD

Institute de Recherche pour le Développement (http://www.ird.fr) 发展研究
所

ISAG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Animal Genetics (http://www.isag.org.uk) 国际动物
遗传学会

IT-PGRFA

International Treaty on Plant Genetic Resources for Food and Agriculture 国际
粮农植物遗传资源条约

ITWG-AnGR Intergovernmental Technical Working Group on Animal Genetic Resources 动
物遗传资源政府间技术工作组
IUV

Indirect Use Values 间接利用价值

IVF

In Vitro Fertilization 体外受精

LAC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LD

Linkage Disequilibrium 连锁不平衡

LEIA

Low External Input Agriculture 低外部投入农业

LMO

Living Modified Organism 经过遗传修饰的活生物体

LPP

League for Pastoral Peoples (http://www.pastoralpeoples.org) 畜牧人民联盟

LPPS

Lokhit Pashu Palak Sansthan (http://www.lpps.org)

LRC

Livestock Recording Centre 家畜记录中心

LU

Livestock Units 家畜单位

MARD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农业与农村发展部

MEG3

Callypige

MERCOSUR Mercado Común del Sur
MFN

Most Favoured Nation 最惠国

MGBA

Meru Goat Breeders’Association Meru 山羊育种者协会

MHC

Major Histocompatability Complex 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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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A

Mean Number of Alleles 平均对偶基因数

MOA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农业部

MoDAD

Measurement of Domestic Animal Diversity 家畜多样性测量

MODE

Market Oriented Dairy Enterprise 面向市场的乳品企业

MOET

Multiple Ovulation and Embryo Transfer 超数排卵和胚胎移植

mRNA

Messenger Ribonucleic Acid 信使核糖核酸

Mt

Metric Tonne 吨

mtDNA

Mitochondrial Deoxyribonucleic Acid 人类线粒体 DNA

MYH1

Myosin 1 肌球蛋白 1

NACI

National Agricultural Classification Institute 国家农业分类研究所

NAGP

National Animal Germplasm Program 国家动物种质计划

NARS

National Agricultural Research Systems 国家农业研究系统

NC

National Coordinator for the Management of Animal Genetic Resources 国家
动物遗传资源管理协调员

NCC

National Consultative Committee for the Management of Animal Genetic
Resources 国家动物遗传资源管理协调委员会

NDA

National Dairy Authority 国家乳品管理局

Ne

Effective Population Size 有效群体大小

NIAH

National Institute of Animal Husbandry 国立畜牧研究所

NGO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非政府组织

N-J

Neighbour-Joining 相邻合并

NRF

Norsk Rodt Fe (Norwegian Red) 西伯利亚马鹿

NZRBCS

New Zealand Rare Breeds Conservation Society (http://www.rarebreeds.co.
nz) 新西兰稀有品种保护协会

OECD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http://www.oecd.
org)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IE

Office International des Epizooties (World Organization for Animal Health)
(http://www.oie.int)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ORPACA

Organizaci ó n de Productores Agropecuarios de Calientes

OSS

Obervatoire du Sahara et du Sahel (http://www.unesco.org/oss)

OSTROM Office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et Technique Outre-Mer (now IRD)
OV

Option Values 选择赋值

503

第五部分 动物遗传资源管理的需求和挑战

第五部分

p.a.

per annum 每年

PBR

Plant Breeders' Rights 植物育种者权利

PC

Personal Computer 个人电脑

PCR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聚合酶链式反应

PCV

Packed Cell Volume 血细胞比容

PDB

Protein Data Bank 蛋白质数据库

PDO

Protected Designation of Origin 受保护的原产地名称

PED

Production Environment Descriptor 生产环境描述符

PGC

Primordial Germ Cell 原始生殖细胞

PGI

Protected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地理标志

PGR

Plant Genetic Resources 植物遗传资源

PIR

Protein Information Resource 蛋白质信息资源

PMGZ

Breeding Programme for Zebu Cattle 瘤牛育种计划

PPLPI

Pro-Poor Livestock Policy Initiative 有利贫穷人的畜牧政策提议
(http://www.fao.org/ag/againfo/projects/en/pplpi/home.html)

PPP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购买力平价

PROMEBO Breeding Programme for Meat Cattle 肉牛育种计划
PSE

Pale Soft Exudative 肉色苍白、质地松软、切面渗出的劣质肉

QTG

Quantitative Trait Gene 数量性状基因

QTL

Quantitative Trait Locus 数量性状位点

QTN

Quantitative Trait Nucleotide 数量性状核苷酸

RBI

Rare Breeds International (http://www.rbi.it) 稀有品种国际

Red XIIH

Red Iberoamericana sobre la consevación de la biodiversidad de animales
domésticos locales para le desarollo rural sostenible (http://www.cyted.org)

REML

Restricted Maximum Likelihood 有限极大似然估计

RFI

Residual Feed Intake 饲料采食残留

RFLP

Restriction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 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

RFP

Regional Focal Point 区域联络点

RNA

Ribonucleic Acid 核糖核酸

rRNA

Ribosomal Ribonucleic Acid 核糖体核糖核酸

SAARC

South Asian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http://www.saarc-sec.
org）南亚区域合作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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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CCAR

Southern African Center for Cooperation in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Training
（http://www.info.bw/saccar/sacca.htm）
南部非洲农业研究及培训合作中心

SADC

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http://www.sadc.int）南部非
洲发展共同体（南共体）

SAGE

Serial Analysis of Gene Expression 基因表达系列分析

SAM

Spatial Analysis Method 空间分析方法

SAVE

Safeguard for Agricultural Varieties in Europe（http://www.save-foundation.
net）欧洲保护农业品种基金会

SEVA

Sustainable-Agriculture and Environmental Voluntary Action 可持续农业和
环境志愿行动

SGRP

System-wide Genetic Resources Programme（http://www.sgrp.cgiar.org）全
系统遗传资源计划

SINGER

System-wide Information Network for Genetic Resources
（http://www.singer.
cgiar.org）全系统遗传资源信息网

SMS

Safe Minimum Standard 最低安全标准

SNP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单核苷酸多态性

SODEPA

Sociétéde Développement et d’Exploitation des Productions Animales 畜产
开发和经营公司（喀麦隆）

SoW-AnGR State of the World’s Animal Genetic Resources 世界动物遗传资源状况
SPC

Secretariat of the Pacific Community (http://www.spc.int) 太平洋共同体秘书处

SPLT

Substantive Patent Law Treaty 实体专利法条约

SPS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卫生与植物卫生检疫措施

SRS

Sire Referencing Scheme 种公畜参考计划

SSCP

Sequencing Single-stranded Conformational Polymorphism 测序单链构象多态性

SSR

Simple Sequence Repeats 简单序列重复

STR

Simple Tandem Repeats 简单串联重复

STS

Sequence Tagged Site 序列位置标签

T

Thymine 胸腺嘧啶

Taq

Thermus aquaticus 水生嗜热杆菌

TEV

Total Economic Value 总经济价值

TLU

Tropical Livestock Units 热带畜牧单位

TRIPS

Trade-Relat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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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NA

Transfer Ribonucleic Acid 信使核糖核酸

TSE

Transmissibl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ies 传染性海绵状脑病；疯牛病

U

Uracil 尿嘧啶

UHT

Ultra High Temperature 超高温

UNDP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http://www.undp.org) 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

UNESCO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www.
unesco.org)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POV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New Varieties of Plants (http://
www.upov.int)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

USDA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http://www.usda.gov) 美国农业部

VND

Viet Nam Dong 越南盾

VNTR

Variable Number of Tandem Repeats 可变性串联重复序列

VRQ

Valine-Arginine-Glutamine amino acids - one of five variant alleles affecting
susceptibility to scrapie 缬氨酸 - 精氨酸 - 谷氨酰胺－－影响羊瘙痒病
(scrapie)易感性的 5 个变异等位基因之一

WAAP

World Association for Animal Production (http://www.waap.it) 世界畜产协会

WECARD

West and Central African Council for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http://www.coraf.org) 西非及中非农业研究和发展委员会

WHFF

World Holstein-Friesian Federation (http://www.whff.info) 世界荷斯坦联盟

WHO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ttp://www.who.int) 世界卫生组织

WIEWS

World Information and Early Warning System on Plant Genetic Resources
(http://apps3.fao.org/wiews/wiews.jsp) 世界植物遗传资源信息及早期预
警系统

WIPO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http://www.wipo.int) 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

WTA

Willingness to Accept 接受意愿

WTO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http://www.wto.org) 世界贸易组织

WTP

Willingness to Pay 支付意愿

WWL-DAD:3 World Watch List for Domestic Animal Diversity, 3rd edition 世界家畜多
样性监测清单——第三版
X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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