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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还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生物资潭为生物新品

生物资源殛其重要性

１

ａｎｄ ｉｔ ｉａ

种的选育和等代农业技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基因来

１．１生物资源概念

源。生物资源的急剧减少甚至灭绝，给世界农业的

生物资源是指对人类具有实际或潜在用途或价

发展带来了不町估量的负面影响。物种的消失意味

值的遗传资源、生物体或其部分，生物群体或生态系

着这些物种所携带的遗传基因随之消失，耐目前人

统中任何其他生物组成部分。生物资源义称生物遗

类还不能创造遭峰基因，过将太大增加自然生态环

传资源。包括地球上所有植物遗传资潦、动物遗传资

境的脆弱性，并将大大降低自然界满足人类需求的

掠和微生物遗传资源，是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

能力．最终必将威胁到人粪自身的生存。预计刮

部分…。

２０３０年，世界人ｎ将增加到８５亿，要维持这么多人

业物资源中与农业有关的有：作物遗传贷源、林
木遗传资源、药材和花卉植物遗传资源、畜禽遗传资

的吃饭穿在问题，并不断提高生活质量．保护和合理
利用世界现有生物资辣有着决定性的意义“１。

源、水产遗传资源、农业微生物菌种资源、林业微生

目前农业生物新技术的发展，主要以培育动物

物菌种资源、兽医微生物菌种资源和食用苗种质

和植物新品种为重点，具有高产、优质、抗逆的突破

资源。

性新品种的育成，将以关键性动植物遗传资源的发

１．２生物资源重要性

掘和利用为基础。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对生

生物资源是地球阜物害样性的核心组成部分，

物遗传资源的依赖程度将越来越高。２１世纪是生

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战略性资插ｉ．生物资潭不仪给

物科学的世纪，谁拥有先进的生物技术，井充分占有

＾类提供袁、食原料和保证健康的营养品和药品，而

和有艘利用生柳遗传资源，谁就取得生存和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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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权，谁就可能为２１世纪生物择济的发展和人类

值，可作为重要的观察、赢游、绿化环境等资源

的生存做出贡献。因此．生物资源是２ｌ世纪世界农

利用”１。

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

２

２生物资源基本特征
２ １

生物可更新性ｆ再生性ｌ

４生物资葫的整体性
任何生物物种在自然界中都不是孤立存在的．

而是形成一种系统关系，即个体离不开种群，种群离
不开群落．群落离木开生态系统。各种类型的生物

地球上所有生命有机体的一大基本特征是可更

之问、生物与生存环境之问相互作用、相互依存，构

新或可再生延续特性，即都具有自我复制、繁衍再生

成一十整体——生物圈。生物存在于生物圈内各娄

的能力。生物资源的这种繁衍再生能力表明，生物

生态系统。由于牛物资源的整体性，在利用生物资

资源是一娄可更新的再生性自然资源，可被人类不

源时．必须坚持从整体出发，有全局观点。进行综合

断利用。当人们利用ｒ萁中的一部分后，生物资源

评价、综合治理和综合利用。要维持生态系统结构

能通过自我更新而得到恢复。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

的多样性和合理性，以保持生物物种赖以生存的生

依赖于生物资源的选种可持续性。但是，生物资酥

态系统的稳定性。

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过度利用会导致生物资
源的惜竭。因此，了解生物种群生长的动态规律，确

３世界生物资源物种数目及利用

定合理的利用数量，保持特定生物种群的最适密度，

３．１世界生榜橱种数日

才能保持物种的自我调节能力．才能保持生态系统

地球上生物物种极为丰富，据估计全世界有

中生物群落的结构和生态平衡．达到人们对生物资

１３（Ｉｏ万一１４００万个物种，但科学描违过的但有约

源的永续利用：

１７５万种．大多数现存物种尚未被记录与描述。一

２．２生物资源多样性

般而言。对高等植物和脊椎动物了解比较清楚，对昆

生柳资源多样性是生物资源的卫一基本特征．

虫、低等尢脊椎动物、微生物的了解十分有限。每年

生物多样性包括地球上几百万种动物、植物、微生物

有大量的物种被发现和记录。昆虫、低等无岢椎动

及其所拥有的基凼，以及它们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

物，尤其是微生物数量巨大。有文献记录的微牛物

形成的复杂生态系统。在基因、细胞、组织、器官、种

中的细菌和病毒，不刊估计茸的Ｉ％”１。垒球主要

群、物种、群落、生态系统和景观等不同生命系统层

类群的物种数目见表１。

执（或水平）上，都存在着丰富的多样性”１。其中，
科学意义较重大的有锅种多样性、遗传多样性和生
态系统多样性。遗传多榉性主要是指种内不同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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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问或同一群体内不同个体的遗传变异，包括个体
外部的表现型性状多样性、细胞染色体多样性和分
子多样性。物种多样性是指生物群落中物种的丰富
性和异质性，是牛物多样性在物种水平上的表现形
式。生态系统多样性是指生物圈内不同生态系统以
及同一生态系统内环境条件、生物群落和生态过程
变化的多样性”’。
２ ３

生物资源的可利用价值

生物资源价值表现在：（１）直接利用价值，即直
接作为食物、燃料、建材、药品等利用。（２）生态价
值，体现在维护地球生物圈内生态功能和生态平衡，
保证生物圈内物质和能量循环的进行，提供人类生
存的优是生态环境。（３）科学价值，生物资源多样
性包含着丰富的信息，生物种群的变化往往是生态
环境变化的反映。对物种起源、演化、保护、改良、利
用等科学研究都具有重要科学价值。（４）美学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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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资源在地球上不是均匀分布的，生物多样

少数几个物种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然而，自

性丰富的国家主要集中于部丹热带、亚热带地区的

２０世纪以来，由于地璋气候的变化和生态环境的恶

少数国家，包括巴西、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墨

化，一些生物物种正迅速走向濒危甚至灭绝。地球

西哥、扎尹尔、马达加斯加、澳太利哑、中国、印度、印

宴际物种数正在迅建减少“１。世界有关国家生物

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１２十国家。中国高等植物和

物种数厦濒危物种数见表２。

脊椎动物物种教占垒球物种散的１０％左右，是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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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世界生牺资谭利用

生生物资源，以采集野生植物厦种子、捕捉动物来满

自从出现人类以来，生物就成为人类生活、生存

足生活的基本需要。这种直接利用在目前的人类生

的基奉搞ｉ泉。人类为了生存，必须烈周围的存种动

活中仍然存在，而且在人烟稀步、罐山、少数屁族地

植物为生括的必需品。早期人类主要是直接利用野

区以厦经济不发选地区，是＾们生活的重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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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农业出现以后，人类对生物资源的利用由直接
获取，运新变为种植者和养殖着，引种、驯化、选种、
育种成为利用生物贷源的重要手嚣。据考证．绵羊

４世界生物资源濒危状况及影响因素
４．１

世界生物资强濒惫状况

的驯养已有】】０００年的历史．狗早在Ｊ日石器的晚期

由于全球人１３的增加和气候的变化．自２０世纪

就已被驯养。距今７０００年至９０００年间，栽培大麦、

以来，物种多样性面艋着大规模灭绝的危机，许多物

小麦等农作物就已经出现”１。中国在４７００多年前．

种在短期内快建灭绝或濒临灭绝．其范围涉厦全球

已经开始在户外养蚕”１。中国夏商时代．马、牛、

所有生物类群。

羊、鸡、犬、猪等家畜的饲养业就已发展起来。在长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２００１年世界森林报告指出，

期的实践垃程中，人类谨步掌握ｒ生物生长发育的

全球林业面积为３９亿ｈｍ２．由于乱砍滥伐，现在每

基本规律，摸索出植物裁培、动物养殖的一整套技

年以０ ４％的速度锐减，而热带雨林减少速度比这

术，培育出大量优于野生生物性状的农作物硬家禽、

一数字高出１倍。过击１０年问，全球热带雨林面积

家畜。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可以利厢生物技
术击改造生物资源，尤其是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
生物资源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不但清楚丁生
物有机体的形态结梅、生理功能、物质组成．而且能
够进行摸拟合成对人类生活、健康有益的物质．以及
按照人们的愿望培育新品种。如１９６５年中国首次
合成牛胰岛素结晶；１９７７年美国科学家把人脑激素
基崮移人大脑秆菌中．产生具有功能的生长隶释放
抑制素；１９９７年美国科学家利用无性繁殖技术培育

出克隆羊——“多莉”，随后克隆牛、克隆猴等均获
得成功。转基固植物．转基周动物如雨后春笋，如美
同培育出抗虫棉（３３Ｂ），将抗虫基因植＾棉体，获得
抗虫效果显著的新品种。目前，用基圜工程培育移
殖器官、治疗遗传疾病，都取得了重大进展“。
中周由于优良作物种质资源的利用．１９４９年以
来．主要农作物品种已更新４—６次．良种疆盖率选
８５％以上”１，丰良食单产和总产大幅度提高．基本解

每年损失１５２０万ｈｍ２，其中１４２０万ｈｍ ２毁于乱砍滥
伐。非洲森林覆盖率从２０世纪初的６０％减少副目
前的１０％；南美洲的热带雨林２／３已经消失，亚马
逊河流域的世界最大的原始森林．一半以ｔＥ被砍
伐；东南亚的热带雨林也正在迅速消失”“。另据报
道，中国除自然保护区外，原始森林和比较完好的自
然森林已经微乎其徽。海南岛７０％的森林Ｂ不复
存在，天然原始林６０年来由４６％下降到目前不到
２％；云南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６０年来由５５％Ｆ降
到目前不到２０％““。
农作物种质资源丧失、濒危状况更为严峻．１９４９
年中国种植的小麦品种约有１万个．几乎都是地方
品种，到１９７０年但有１０００个品种仍在使用，而迄今
种植的小麦品种仪有３００个左右．其中地方品种仅
是极十别的；中围原产的野生稻和野生大再栖息地
和种群数量已碱少７０％一９０％．２０世纪舯年代初
收集的一大批作物野生种如今在原生地Ｂ很难找
到”４”１。同样的情况也在其他许多国家中出现。

决了１３亿人１：３的食物安全。中国人工林面积居世

另外．山于药丌ｊ植物需求量的增加和过度采集，中国

界第一。Ｅ有２１０个树种列入主要造林树种。中国

１００多种中草药蕴藏量急刚减少，３０多种颧于灭绝，

有常用中药材８００～１２００种＋其中２００—２５０种被大

无法提供商品。中国已有３５４种植物正式列＾国家

面积栽培。中国已有家养动物３６个物种．包括品

濒危植物名录””。

种、类群６５０余十，对内、蛋、奶等隶养动物产品的供

在动物资源方面．据粗略统计，近２０００年来Ｂ

应夏畜牧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水生

有１００种哺乳动物和Ｉ ３９种鸟类从地球上消失，其

生物资源十分丰富，包括海Ⅸ和内陆水域的鱼、虾、

中１／３是在近５０年灭绝的。２００７年在瑞士召开世

蟹、贝及两栖粪４０００余种，是中国渔业生产的重要

界粮农组织第一届动植物遗传资源国际大会上，粮

基础，其中水产品养殖占水产品总量的６４％以上，

农组织称，在过去７年中，每年至少１种畜禽品种灭

成为世界水产养殖太国。中国食用苗的生产利ＨＩＢ

绝，认为目前世界牛、羊、猪，马和禽类品种大约

成为一些贫困地区的支柱产业。由于优良豆科根瘤

２０％有灭绝的危险。据统计．中国已有１０１、畜禽地

菌菌种的利用，解决了人工草场缺氮问题。使大面积

方品种消失，８个濒临灭绝．２０个数量正在碱少。由

退化草地得到改良。以上事例克分说明，生物资源

于水源干枯，水质蒋染，加上过度捕捞，导致大量水

一旦有效利用．将带来巨大的社会、经挤和生态

生生物灭绝或濒临灭绝，中目的白鳍朦、鲥鱼和一些

效益ｍ１。

玲水性鱼已濒临灭绝。一些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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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显著下降，如世界珍禽朱鹃仅有数十只，东北虎和

护区、点保存的保护体系”１。剐。

华南虎都Ｂ不足５０只。括于鳄仅有少数残存于安徽

５．２

重视生物资诹收集和保存

境内长扛中。野生动物的栖息地越来越步，一些重

一些发达国家生物资源贫乏，本国的资源主要

要物种已变为稀有濒危种，而过螋野生种往往具有

通过各种途径从国外引进，如美国植物遗传资源的

独特的品质特性，对于确保＾粪的食物安全十分

９０％、俄罗斯６０％、１３本８５％是从县外收集引进的。

重要…１。

美国１８９７—１９７０年７３年间，共派出国外资谭考察

４．２

世界生物资源丧失减少的影响因素

队１５０次，１９７０年后仍继续重视从国外引进生物遗

世界生物资源丧失减少的主要影响因素有：

传资源．占Ｌ而使一十生物资源贫乏的国家成为世界

（Ｉ）栖息地的丧失和片断化。它是生物濒危和灭绝

生物资源大国；俄罗斯历史上从瓦维洛夫开始就非

的主要原凶。随着城市化的扩大，工农业的迅速发

常重挠从世界各地搜集植物遗传资源；日本２０世纪

展＋森林乱砍滥伐，盲目开荒，草原过度放牧，水利工

５０年代必来一直重视对世界植物遗传资源的收集；

程建设等，使生物栖息地不断碗少并使一些太的、

印度２０世纪末对本国农业区、生态压进行了５１７敬

连续的生境片断化损害了牛物维持母存和莺垂生

考察收集，并积极到国外及世界组织收集植物遗传

态过程的能力。（２）掠夺式的过度采伐和猎取。这

资源，使生物赘源总量迅速增加”’。

使一些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药用植物和动物日趋濒

据统计＋到１９９６年，仅植物遗传资源垒世界已

危，甚至灭绝。（３）环境污染。污术及有害气体的

建成１３００害座种质库，共保存６１００多万份遗传资

排放，使水域、土壤和大气被污染，产生温室效应、酸

源（含部分重复）。英日、匈牙利、捷克、中陶等均已

雨、水体营养化和臭氧层破坏，日对生物和』、类生存

建立活鱼基因库保护重要鱼种资源。中国等国家建

造成极大影响。（４）生产的集约化和商品化。其结

立了重要的野生动物和宙禽胚胎库、细胞库，以及微

果使栽培品种单一化，一些具有特色的地方原始品

生物保藏中心。对野生动、植物的保护丰要以设立

种丧失，物种种类数量大大减少，农业上栽培品种的

自然保护区、保护点（站）进行原生境保护为主。目

高度一致性降低了遗传基础，从而降低了对病’虫、

前各个国家都设有面积不等的自然保护区。部分国

寒、早等自然灾害的抵御能力。１。（５）外束种的人

家自然保护吒而积见表２。

侵。由于人类的定居和活功，引人井来种，往往会引

５．３

是岛屿国家，过一问题尤为严重。

世界生物资源的保护与管理

５

国家对生糟资罹保护结予较充足的经费支持
据１９９８年资料，美国每年用于植物遗传资源的

起原有物种的灭绝，还会导致生境的丧失”“，尤其

经费约２６５０万美元，参与植物遗传资源研究和管理
的人员年均经赞３万美元以上，仅国家植物遗传资
源库每年耗贷２５０万美元，垒部由政府拨款。ＦＩ本

目前，世界粹国高度重视生物资源的保护．尤其

每年用于植物遗传资源经费３５０万美元．其中日本

是１９９２年以后，各国为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条

国家种质库每年耗资１４ ２万美元，全由日奉政府提

款义务，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上采取了一系列簟略、计

供预算拨款。印度每年用于植物遗传资源经费２５５

划和措施”“”１。

万美元，其中印度国家种质席母年耗资１１０万美元，

５．１

建有完整的生物资源慑护管理体系

全部由印度农业研究委员会拨款。中国２００８年用

美国建有国家植物种质体系（ＮＰＧＳ），包括美

于植物遗传资源的经费约３００万美元，其中国家作

国联邦和州政府有关组织和研究机构，ｍ及私＾的

物种质序（包括崮寡复份库和中期库）耗资６０万美

组织和研究机｜旬。美国农业部农业研究局（ＡＲＳ／

元，全由国家通过项日拨款支持”…。

ＵＳＤＡ）负责系统运作１办调，政府组织和研究机构负

ｓ．４

建立相美政策法规逐步规范生物资源工作

责资源收集、评价鉴定、编目、分发和保存。印度也

在法规制定上．发达国家更重视生物资源的擅

于１９７６年建立国家植物种质资源局（ＮＢＰＧＲ）Ⅲ’，

集、保存和利用，而发展中国家更重视本国生物资源

其Ｆ有３０个怫作单位组成印度植物种质资源体系。

的保护。在植物遗传资源保护和利用方面．如美国

中国一直由国家的农业林业、术产、医药等部门厦

的《国家遗传资源保护法》、《国外遗传资源搜集指

中国科学院的动、植物研究单位分别负责动物、植物

导依据》、《植物专利法》、《植物品种保护法》；日本

和微生物遗传资源的收集、保存和评价利用．目前均

的《植物遗传资源分发指南》、《种苗法》、《基因资源

已形成非原生境种质库、圃、园保存和原生境自然保

管理规章》，英国的《植物品种和种子法）：挪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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