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D-IS系统中用于风险等级分类的 

群体规模数据的收集和估计  

 
——抽样方法 

 

I. 介绍 

 

家养动物多样性信息系统 (DAD-IS) 是支持动物遗传资源(AnGR)管理的全球性交流工具，用

于动物遗传资源数据的信息交换。它为国家协调员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手段，用以国家数据

的输入、更新和访问。纵观 DAD-IS，许多品种的种群数据一直缺失。这些信息对于指导国

家动物遗传资源管理和计算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2.5.2(由粮农组织负责)至关重要。该指标

通过品种的种群规模来判定品种灭绝的风险。截至 2021 年 9 月，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包

含灭绝品种，61% 的地方品种被归类为未知风险状态，29% 处于风险级别，11% 不存在风

险。数据差距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国家一级的群体规模数据。开展全国性普查费用很高，因

此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年度报告相比，不宜频繁开展。此外，普查通常不提供品种水平的

信息。因此，各国需要具有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使它们能够定期估计其农业生产率的群

体规模。 

 

本文件以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促进收集信息和估计种群规模而开发的，提供了简便方法和

工具。这一方法已在涉及拉丁美洲和北非若干国家的两个试点项目中进行了测试。 

 

在第一部分中，我们介绍了该方法的一般原理，包括需求、抽样和统计方法。第二部分着

重于实践考虑，为该领域的实施提供参考。第三部分介绍为便利分析收集的数据和估计种

群规模而开发的应用程序。 

  



II. 方法的原理 

 

1. 考虑因素和先决条件 

在没有详尽的登记制度或大规模的牲畜普查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不同的方法来估计基于抽

样的牲畜数量(FAO，2011)。这些方法可分为以下几类: 

• 根据走访的田间、农场或家庭的样本，直接计算动物的数量和类型。直接计数在时

间、成本、容量要求和适用性方面都是非常苛刻的，这取决于现场的情况。 

• 评估(问卷调查、家庭或小组访谈、主要信息提供者和农民组织/育种协会的访谈)

基于相关利益攸关方在不同尺度上提供的估计。这些方法执行速度相对较快，成本

低于普查，但这些方法面临的挑战在于难以量化、标准化和汇集数据。 

这里提出的方法是基于各种假设和经验。首先，基于随机或半随机抽样的地方评估方法来

估计种群规模，要比全面或大规模牲畜普查更具成本效益。 

就取样而言，需要考虑到，就某一特定畜种，不同品种的农业生态和社会文化因素相关性

在不同地区的分布是不均匀的。因此，有效的抽样方法需要考虑到这种多样性，同时也考

虑到行政区域划分，以便切实考虑到在实地收集数据的问题。 

该方法的原则是根据分层抽样原则，评估国内不同农业生态或行政地区之间品种的分布，

以符合成本效益的方式获得可靠的种群数量估计。通过适当的分层，分层抽样可比相同规

模的简单随机样本提供更精确的估计，从而提高成本效益。 

在区域一级的估计可以基于直接计数或评价，最终考虑各种方法的组合。至于所选择的方

法，必须考虑三个主要的先决条件: 

• 首先，必须在国家和地区层面(如农业生态区或行政区域)以及再下一层级(如市级)

提供相对较新的全国普查或其他可靠的物种水平估计数据。事实上，小规模的直接

计数或评估预计不能提供国家一级的准确数字估计。然而，如果物种水平的种群大

小已经知道，这些方法可以提供一个良好的估计品种再分配，因此可以估计相应的

种群大小的品种。    

• 其次，应该已经对感兴趣的主要品种进行了描述，并就如何在实地区分这些品种达

成了共识(粮农组织，2012)。 

• 第三，无论选择何种方法，都需要通过区域行业管理部门、兽医和推广服务机构或

农民协会等机构，在阶层一级建立机构能力和提供支持。  

 

如果上述三个条件中任何一个条件没有得到满足，则不能采用本抽样方法。 



 

图 1: 同一国家的分层抽样计划  

在每个层级中，抽样区域是以随机或半随机的方式选择的(图 1) ，因此代表了整个阶层，

而且调查人员也很容易地到实地访问。在每个抽样地区，品种种群的将根据机构合作伙伴

提供的资料(例如当地饲养者或农民协会的评估、主要信息提供者提供的估计数字、屠宰

场收集的资料等)或田间工作(例如直接点算、家庭访谈)得出。下一步，将利用从抽样地点

得出的估计数来推算该层级的种群规模，并进一步推算全国的种群规模。 

 

2. 应考虑的步骤 

这种方法的实施需要几个连续的步骤: 

第一步是制定策略，即确定数据收集过程是如何组织的，包括物种的选择覆盖，分层原则

(农业生态区或行政单位) ，用于评估品种在地层分布的方法(直接计数或评估) ，合作伙伴

参与。需要根据预算、时间、可用人力资源以及某些地区(如雨季)的可达性等方面的限制

来讨论战略。这一步骤包括与国家和地方利益攸关方举行会议，以确保他们的参与，并最

终培训实地工作人员以确定品种。  

步骤 2 按照步骤 1 所设计的战略和方法，处理在不同地层和采样区实地收集信息的问题。 

步骤 3 侧重于根据在每个采样点收集的信息估计国家一级的品种种群规模。 

在步骤 4 期间，应由牲畜和统计领域的专家对估计进行验证。根据步骤 3 和步骤 4 中确定

的最终差异，可能需要进行补充工作以合并估计数。应当讨论经验教训和必要的调整，并

将其记录在案，以改进今后使用的方法。 

一旦验证，国家协调员应将数据输入到 DAD-IS。 

国家 

层 

取样地区 

选中的取样地区 



3. 种群规模的统计估计 

分层抽样是一种抽样方法，与简单随机抽样相比，抽样的精确度有所提高，从而减少抽样

误差。   

假设一个国家被细分为一个阶层。在全国范围内，一个给定物种的总种群大小估计为 N，

以 Ni 为第 i 层的种群大小，在第 i 层中，对 Ni 动物进行了抽样，其中一个比例的 pik 属于

感兴趣的品种 k。下面的公式(表 1)显示了如何估算品种的种群数量和置信区间。 

表 1. 用于估计种群规模的公式 

 公式 

wi: i 层的权重 𝑁𝑖

𝑁
 

𝑝𝑘̅̅ ̅: 品种 k 在国家一级估计的种群比例 
∑ 𝑝𝑖𝑘 × 𝑤𝑖  

𝐼

𝑖=1

 

𝑛𝑘̅̅ ̅:品种 k 群体规模估计数 
∑ 𝑝𝑖𝑘 × 𝑁𝑖  

𝐼

𝑖=1

 

sik
2 :  品种 k 在层级 I 内估计比例的标准差 

(𝑝𝑖𝑘 × (1 − 𝑝𝑖𝑘))
1
2 

Sek: 比例估计 𝑝𝑘̅̅ ̅标准差 
∑ 𝑤𝑖

2 × (
𝑁𝑖 − 𝑛𝑖

𝑁𝑖
) × (

𝑠𝑖𝑘
2

𝑛𝑖
)

𝐼

𝑖=1

1
2

 

按照群体规模估计数𝑛𝑘̅̅ ̅ 划分的 95% 置信区间

上限 
(𝑝𝑘̅̅ ̅ + 1.96 x Sek) x N 

按照群体规模估计数 𝑛𝑘̅̅ ̅划分的 95% 置信区间

下限 
(𝑝𝑘̅̅ ̅ - 1.96 x Sek) x N 

 

  



III. 实践中的执行 

这一战略的设计和执行需要与该领域的畜禽品种专家以及统计专家进行初步讨论，因为这

些决定将对种群规模估计和这些估计的准确性产生影响。数据需要从指定地层的代表性样

本收集，以便充分估计品种分布。 

1. 畜种的选择 

该方法可以应用于选定的畜种，目的是估计某国该畜种所有品种的种群规模。畜种的选择

将取决于其规模、社会经济重要性以及监测和管理能力。选择何种畜种进行调查，取决于

该畜种的数量规模、特定的文化重要性、现有的管理(例如农民和品种协会的存在)和能力

(可以动员的现场专家)。  

畜种的选择决定了利益相关者参与实地考察工作。 

2. 抽样目标：理论与实践 

就动物数量而言，确定抽样规模取决于研究的目标，以及统计（环境的精度和结构）和实

用性（环境约束，资金，时间和人力资源的可用性等）的考虑因素。（斯鲁斯菲尔德，

1995 年）。 

 表 2 显示了在理想情况下（随机抽样下的大量总体）根据样本数量估计品种频率的预期

理论置信区间。预计该间隔将增加（因此精度预计会降低），品种的频率接近 50%。如果

对于一个特定的畜种，只有少数品种，每个品种都有相对较高的频率（>10%），那么对

几百只动物进行采样可以提供理论上它们在物种中的重要性的粗略概念。在实践中，由于

实地抽样的非随机性（抽样的非随机性）以及正确识别品种的潜在困难，估计的精度预计

会降低。因此，如果目标是定期监测品种种群，建议对该物种内至少 5 000 至 10 000 只动

物进行取样。然而，即使对 10 000 只动物进行采样，预期频率仅为 1%的品种的精度也将

接近 0.2%，即预期频率的 20%。因此，可能需要根据先验知识对抽样进行调整，以更好

地考虑小型本地品种（见以下各节）。 

  



表 2.估计具有所需固定置信限（置信水平为 95%）的品种频率所需的样本量（斯鲁斯菲尔

德，1995）  

 所需的绝对精度 

预期频率 10% 5% 1% 

10% 35 138 3457 

20% 61 246 6157 

30% 81 323 8067 

40% 92 369 9220 

50% 96 384 9604 

60% 92 369 9220 

70% 81 323 8067 

80% 61 246 6157 

90% 35 138 3457 

 

3. 分层选择  

理想情况下，分层应设计为与全国范围内不均匀品种分布的最佳匹配。由于经常描述本土

品种适应特定的环境条件，品种分布模式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与农业生态区相匹配。因此，

在农业生态区划分国家可能是最佳的分层战略。然而，国内的行政区域也可以构成相关的

分层单位，因为这些单位可能与社会环境差异相匹配，同时也与行政和治理单位相对应。

如果抽样执行战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区域机构，那么使用行政单位而不是生态农业单位

是有意义的。根据具体情况，其他因素，如生产系统或主要族裔群体的空间分布，最终可

能会被考虑用于分层的定义（粮农组织，2011 年）。 

表 3.基于两个理论场景的抽样工作重新分区  

 畜种种群 

 规模总计 

方案 A 

 抽样规模  

(无假设) 

方案 B 抽样规模  

(层级 3 异质， 

且有许多小品种) 

层级 1 600 000 6000 4500 

层级 2 200 000 2000 1500 

层级 3 200 000 2000 4000 

 

从理论上讲，抽样工作应与特定层级的种群重要性成正比。然而，如果预计某一地层的取

样特别多或富含种群规模小的土著品种，则可特别重视在某一地层取样。表 3 提供了一个

例子，其中决定对总共 10 000 只动物进行抽样。如果没有具体的假设，抽样工作将按比

例对每个地层进行，但可以更强调先验信息，即已知特定地层是异质的，并且与其他地层

相比，拥有许多小品种（参见采样框架部分）。 

 



4. 估算方法的选择 

粮农组织指南“调查和监测动物遗传资源”（粮农组织，2011 年）对估算方法进行了广泛描

述。制定旨在定期收集品种种群数据的有效战略需要决定使用的方法以及是否和如何最好

地将它们结合起来。虽然评估通常更快，成本更低，耗时更少，但它们不那么精确，因为

数字是从第三方推断出来的，例如，第三方可能对如何定义品种有不同的看法。进行评估

的合作伙伴还应提供评估的规模，即进行品种重新划分的动物数量。在评估方法中，问卷

调查可以以正式的方式增加参与的合作伙伴数量，从而增加样本量，但是它们的灵活性也

较低，有时可能由于后勤和社会学问题（农民的识字程度......）而容易产生偏见。 

 

根据当地情况，可以选择不同的方法并最终混合使用，因为对于特定国家，一种方法可能

与一个阶层相关，而与另一个阶层无关。在同一地区本地实施两种不同的方法也可以是偶

尔检查估计可靠性的一种方式（见方框 1）。在实践中，在南美和北非试点项目中，该战

略主要依靠直接统计、住户调查和关键人评估。审定会议（见上文第 4 步）旨在通过补充

评估方法合并实地作出的估计。 

 

 

 

 

 

 

 

 

 

 

 

  

方框 1.将抽样结果与哥伦比亚的其他估计数进行比较  

在哥伦比亚的种群评估期间，可以将少数品种的抽样方法提供的结果与育种者协会和保护

机构的估计数进行比较。在四个品种中的两个品种中，专家的估计值在抽样估计值的 95%

范围内，而对于一个品种（卡萨纳雷尼奥牛），两个品种之间的估计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

异，因此需要进一步验证。    

表 4.基于抽样方法的种群估计，与其他估计值的比较 

畜种 品种 
抽样估计  

(95%上限和下限) 

其他  

估计 

牛 Casanareño 3100 (2873 - 3327) 977 

牛 Romosinuano 3197 (2911 - 3483) 3709 

牛 Sanmartinero 2360 (2162 - 2558) 2547 

山羊 Criolla 9673 (8976 - 10370) 9440 

 

 

 

Figure 2. Parishes sampled for the assessment of breed populations in Ecuador 

 

 



5. 采样框架的实际考虑 

根据农业生态特征、管理系统以及经济和社会文化因素，同时还考虑所使用的估计方法，样样地

点可以由牛群、农户、村庄甚至小型行政单位组成。当然，直接计数方法更难以应用于大型样品

位点。给定地层内的采样框架可以考虑一层、两层甚至三层，例如，第一层可以是市镇，第二层

对应于市内的农场，作为采样区。 

如前所述，抽样框架需要根据当地情况和能力加以界定。从理论上讲，在给定地层内选择采样区

域应该是随机的。然而，在实践中，往往难以完全随机地选择这些地区，因为实地工作也必须符

合实地限制因素，例如实地执行伙伴的可及性和可用性。抽样地区最终可能以半随机的方式选择，

其基础是地层的代表性、其或多或少的同质结构、取样地点的相关性和可及性之间的权衡（见方

框 2）。从数量上讲，有限尺寸的均匀层将需要较少数量的样品位点，而不是更大尺寸的异质地

层。根据与当地专家的初步讨论，采样工作（即更多的地点和动物采样）可以考虑地层内品种分

布的异质性。此外，在抽样时可能需要考虑地层内的不同生产系统（例如公共，畜牧，商业等）

（Scholtz 等人，2008）。根据均值、时间和容量以及不同地层的异质性，最终可以考虑进一步的

分层层（Rowland 等人，2003 年，Ayalew 等人，2004 年）。 

 

 

 

 

 

 

 

 

 

 

 

 

 

 

 

 

 

 

方框 2.厄瓜多尔的采样分层 

为了评估厄瓜多尔的品种种群，采样框架基于与不同生态农业地区相连的三个区域，即科

斯塔（太平洋沿海平原）、塞拉利昂（高地和山区）和东方（从安第斯山脉东部山坡到亚

马逊雨林）。如图 2 所示为半随机抽样的抽样区域。例如，考虑到该地区的牲畜密度极

低，与 Yasuni 国家公园和一些土著领土相对应，在奥连特地区东部的抽样受到限制。 

 

图 2.为评估厄瓜多尔三个生态农业地区的品种种群而抽样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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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样本站点内的样本量是一项复杂的任务，必须考虑到（村庄之间品种重新划分的差异）

和采样点内部的预期异质性（例如，特定村庄内接受访谈的家庭之间拥有的品种差异）之

间的预期异质性。增加采样点的数量预计将减少与第一个组成部分相关的差异，而增加采

样地点内计数的动物数量将减少第二个组成部分。 

表 5.三个南美国家的采样框架和物种覆盖率 

国家 层级 抽样单位 动物采样（种群覆盖率） 

哥伦比亚 5 个农业生态区 
25 Municipios  

(300 份调查问卷) 

5908 鸡 (0.004%) 

43401 牛 (0.19%) 

430 水牛 (0.14%) 

3921 山羊 (0.34%) 

2834 马 (0.2%) 

3311 绵羊 (0.23%) 

1194 猪 (0.02%) 

厄瓜多尔 3 个农业生态区 
113 Parroquias  

(1100 份调查问卷) 

197442 鸡 (0.34%) 

108347 牛 (2.51%) 

74764 豚鼠(1.48%) 

777 山羊 (1.96%) 

6000 马 (2.07%) 

3151 绵羊 (0.81%) 

43 骆驼 (0.11%) 

巴拿马 5 个农业生态区 
43 Corregimientos  

(7476 份调查问卷) 

21828 牛(1.26%) 

469 山羊 goats (5.61%) 

553 绵羊 (2.96%) 

7648 猪 (2.37%) 

 

表 5 说明了在巴拿马、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采用的取样框架。物种数量和生态农业区因国

家而异。对于这三个国家，小型行政单位（分别称为市政单位、帕罗基亚斯和科雷吉姆托

斯）被定义为抽样单位，分别占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巴拿马抽样单位总数的 2%、8%和

6%。田间操作员的任务是使用直接访谈和实地问卷调查来访问这些采样点内的每个农场，

种群覆盖率在实践中很少是详尽无遗的。此外，还与兽医和当地推广人员以及育种者协会

进行了磋商，用这些记录完善了现场信息。这导致一些调查数量超过抽样单位的数量。根

据物种的不同，采样的动物总数从 43 只（厄瓜多尔的骆驼科动物）到 197442（厄瓜多尔

的鸡）不等。由于某些物种的抽样规模有限，这一过程没有得出所有品种和物种的种群估

计数。例如，厄瓜多尔实际上在 DAD-IS 中报告了 8 个物种中只有 4 个品种的 36 个品种的

种群估计数，其中大多数是牛。 

 

 



6. 具体实例 

该方法具有灵活性，允许根据具体情况调整方法或取样策略。例如，已知集中在有限地理

区域的小型当地品种可能需要单独处理，以避免这些品种在一般抽样过程中被忽视。在拉

丁美洲试点项目中，报告了在孤立领土上发现的这种种群规模较小的情况，其估计数是根

据实地直接计算得出的，然后将这些数字直接列入国家总估计数。 

利益相关者团体(如负责特定品种的育种组织或农民)能够提供其专业领域(品种或位置)的

种群估计的精确数字。此外，一些品种可能有他们的种群的一部分非常好的监测，例如通

过核心群，或商业性的品种登记或育种计划。相应的群体数据一般比较详尽，可以直接加

入到群体估计中。 

  



III. 估计品种种群规模的工具 

 

为了便于估计种群大小，Red Conbiand 开发了一个计算机应用程序，以支持在拉丁美洲的

试点项目中储存信息和估计种群大小。此 Access 数据库与 Windows 兼容，可以用三种语

言访问。 

需要输入以下类型的数据: 

• 农业生态区的类型和采用的地区。 

• 研究的动物品种及品种。 

• 在国家一级及农业生态区一级每个畜种的普查 

• 每个品种和采样区的动物数量。 

 

抽样必须以分层的方式进行，应用程序的计算基于: 

• 每个品种相对于物种的比例的估计: a) 在地区一级, b) 在国家一级。 

• 计算该地区和该国估计种群规模的置信区间。 

 

如对软件有需求，请写信至： DAD-IS@fa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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