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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4.1 生物多样性及其意义 

4.2 野生动物种群所面临的危机 

4.3 野生动物保护的措施 

4.4 著名生态保育组织、公约、法律和
人物 

4.5 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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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物多样性的意
义和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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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是指在一定时间和一定
地区所有生物（植物、动物、微生物）
物种及其遗传变异和生态系统的复杂性
总称。它包括遗传（基因）多样性、物
种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来自百
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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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cause the thing was completed partly, and 

partly because distant views seem to outlast by a 

million years (Lily thought) the gazer and to be 

communing already with a sky which beholds an 

earth entirely rest.—To the Lighthouse by 

Virginia Woo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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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中心主义认为，人的存在不是孤
立的,有赖于其他生命和整个世界的和谐;

任何生命都有平等的存在价值,但只有人

才能承担起“敬畏生命”的道德责任。  

我们不是美丽世界的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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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野生动物种群面临的
危机 

世界野生动物受危现状 

野生动物濒危的原因分析 

具体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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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野生动物受危现状 

世界野生动物资源非常丰富，高等动物加上各种昆虫约在
几百万种以上，但是自1600年以来，在总共4226种哺乳类
动物中，已有36种灭绝，120种濒临灭绝；在已知的8684
种鸟类中，已灭绝的有94种，濒临灭绝的有187种。 

据国际自然资源保护同盟的资料，自1850年以来，人类已
使75种鸟类和哺乳类动物绝种，使359种鸟类和297种兽类
面临灭绝的危险。濒临灭绝的动物中还包括190种两栖类、
爬行类和80种鱼类。全世界有794多种野生动物由於缺少
应有的环境保护而濒临灭绝76科300馀种植物濒临灭绝 。
这还仅是目前资料已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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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已经灭绝了的野生
动物 

渡渡鸟（1781） 大海雀(1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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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斑驴（1883） 

中国犀牛（印度犀、苏
门犀、爪哇犀的总称，
1922） 



浙江大学学生动物保护者协会 
Animal Protector Association of Zhejiang University 

              爪哇虎（1980） 

普氏野马（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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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估计，当前灭绝率已经比背景灭绝率高
100~1000倍，是新物种形成速度的100万倍。在未
来的几十年，数以万计的物种和几百万个特色种
群将会灭绝。因此正确认识濒危野生动物濒危因
素并施以正确保护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因而除却这些已经灭绝了动物，世界上仍然有太多太
多的濒危动物需要人类的重视与保护。 

我国的濒临灭绝的动物也有很多，如：麋鹿、华南虎、
扬子鳄、白鳍豚、大熊猫、滇金丝猴等。它们的数量
都非常稀少，如果不利于其生长和繁殖的因素继续存
在或发生便会很快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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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物濒危的原因分
析 

自然因素：自然灾害；物种自身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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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濒危和灭绝不是随机的，具有某些特征

的物种容易濒危和灭绝，即易绝灭特征。
物种自身的易绝灭特性是导致其濒危的内在

因素。其中个体大小和繁殖力都是最重
要的特征。 

很多研究表明，个体大的物种容易濒危和绝
灭，它们需要较多的生境和食物，生育力低，
易捕猎。比如在更新世晚期的物种 ，小物
种就体现出更大的存货优势 

大熊猫一般性成熟一般在7岁，一般两年一
胎，每胎一般一仔。如此低的繁殖力是大熊
猫严重濒危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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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活动的影响 

人类活动是造成野生动物濒危和灭绝加速的最
重要因素。人类活动从很多方面危及到野生动
物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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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数量的增加： 

     人口的增加和人口密度的增大导致人
类活动频繁，大面积的野生动物栖息地被
人类占领，挤占了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
这是野生动物下降的主要原因 

栖息地破坏与丧失： 

     围湖造田和占用滩涂导致水禽、两栖
和爬行动物濒危的主要原因；森林的砍伐
和随后的开荒种地，草原上的过度放牧使
得兽类、鸟类、爬行类、昆虫等的生存繁
衍遭到极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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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捕滥猎： 
     不当的、过度的生物资源开发利用，

直接破坏了食物链。对许多具有药用价
值的野生动物资源的大肆开发使许多这
类野生动物处于濒危和灭绝的境地。在
我国，威胁脊椎动物生存的各类要素中，
过度利用占巨大比重（78%） 
 
环境污染： 

     工业三废和有毒物质严重污染了大气、
土壤和水体。野生动物生存环境受到破
坏，健康受到损害，繁殖力日渐低下。
许多江河湖泊已经不再适合于水生野生
动物的生存繁衍，某些生态位较高的未
直接解除污染的野生动物也会因食物链
的关系收到程度不同的株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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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环境的变化： 

     全球气温的持续上升引起生态环境的
巨大改变，导致许多生物数量减少和灭绝。
两栖动物、鸟类、爬行类等因气候变暖导
致的水文条件变化而收到影响。降水模式
的改变也会改变动物的繁殖场所，增强竞
争-捕食作用以及感染疾病的可能性从而
导致物种衰退。 

生物入侵： 

     人类活动可造成生物入侵，外来物种
的引入会改变当地生态系统中的竞争-捕
食作用；各种微生物的进入也会导致疾病
的传播。（水葫芦；美国白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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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高速公路对野生
动物死亡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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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是造成路致死亡动物
的重要原因，它对小规模
的种群有强烈的影响，尤
其在交通高峰期，致使动
物死亡率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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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通过加剧对路边种群的有毒污染，
诱发直接死亡.汽车排放的各种有毒物
质可溶于脂肪组织，这些化合物以不定
的浓度滞留于生物体内，会改变动物的
生长繁殖，长期会产生致命影响。 

 

 

京珠高速信阳市平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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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形成的障碍会使自然栖息地分散, 导
致种群分裂成孤立的小种群，由于分散与隔离可
减少种群长期的生存，限制了种群交流,这种分
散大大影响野生动物种群的繁殖能力和基因多样
性, 甚至增加灭绝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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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动物保护的措施 

—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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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保护措施 

1、就地保护（in situ conservation） 

2、易地保护（ex situ conservation） 

3、建立基因库 

4、完善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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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地保护 

概念：以各种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包括风景名胜区的方式，
对有价值的自然生态系统和野生生物及其栖息地予以保
护，以保持生态系统内生物的繁衍与进化，维持系统内
的物质能量流动与生态过程。 

主要方式：建立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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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龙自然保护区 

扎龙自然保护区（丹顶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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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龙自然保护区（大熊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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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地保护 

概念：为了保护这些野生动物，把它们从栖息
环境中转移到濒危繁育中心等地，进行特殊的
保护和繁殖管理，然后向已经灭绝的原有分布
区实施“再引入”，以恢复野生种群。 

环节：引种、驯养、繁育及野化。 

意义：迁地保护，可以深入认识被保护生物的
形态学特征、系统和进化关系、生长发育等生
物学规律。 

弊端：破坏了原有的生态结构 不利于长期发展。 

方式：建立动物园、植物园，水族馆和濒危动
物繁殖中心。 

http://www.baidu.com/s?wd=%E5%BD%A2%E6%80%81%E5%AD%A6&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baidu.com/s?wd=%E7%94%9F%E7%89%A9%E5%AD%A6&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baidu.com/s?wd=%E7%94%9F%E7%89%A9%E5%AD%A6&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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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著名案例 
最著名的例子，可能是新西兰的鸮鹦鹉（Strigops habroptila）。
这种不会飞的夜行地栖鸟儿原本在新西兰生活得相当不错，甚至原住
民毛利人的猎杀都没有产生重大影响，然而它们却无法应付欧洲人带
来的猫、老鼠和鼬。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人们甚至已经不知道鸮
鹦鹉是不是还活着；接下来几年人们一共找到了14只，然而全部是雄
性。1977年，人们终于在斯图尔特岛上找到了一小群鸮鹦鹉，其中有
雌性。为防万一，几年后研究者将它们分批全部转移到没有猫、老鼠
或者鼬的小岛上。当时总共搬迁了75只，今天已经恢复到126只。仍
然危险，但至少遏制住了种群下降的趋势。 

鸮鹦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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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地保护与易地保护
的区别于共同点 

共同点:都是保护野生珍稀动物资源. 

区别:就地保护在保护动物的同时,对其
栖息 
环境加以保护;易地保护要把动物从栖息
环境中迁出. 

http://www.baidu.com/s?wd=%E7%8F%8D%E7%A8%80%E5%8A%A8%E7%89%A9&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baidu.com/s?wd=%E4%BF%9D%E6%8A%A4%E5%8A%A8%E7%89%A9&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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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基因库 

方式：用限制性内切酶切割整个基因组DNA,可以得
到大量基因组DNA片段，然后把这些DNA片段与载
体连接，在转化到细菌中去，让宿主菌长成克隆，一
个克隆内每个细胞的载体上都包含有特定的基因组片
段，整个克隆群体就包含基因。组全部片段 

基因文库=基因组文库+cDNA文库 

意义；基因库保留了生物基因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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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保护方 延续物种生命 
我国将建立濒危野生动物基因库 

  我国将设立一个完整的“濒危野生动物基因资源库”，以保护和挽救我国现有的、 

并处于灭绝边缘的国家一二级濒危野生动物。 

  这一消息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宜瑜在浙江大学部重点实验室揭牌仪式上宣布的。 

    陈宜瑜说，我国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但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经济开发的需要，森林
面积大量减少草原退化。生态环境的急剧改变，导致了动植物的大量减少、濒临灭绝 

甚至消失。据1996年颁布的《中国的环境保护》白皮书统计：我国共有612种国家级珍惜
濒危动植物被列为重点保护对象，其中野生动物258种、植物354种。 

  “根据目前的情况，仅靠采用就地保护和异地保护的方法来拯救濒危野生动物已远 

远不够。”这位中国科学院院士说，他们计划在近几年内设立一个完整的国家一二级濒 

危野生动物基因资源库，通过先进准确的基因手段对这些珍稀动物进行立体的保护。基 

因资源库将主要包括生殖细胞库、体细胞库、基因组DNA文库和cDNA文库等几个子基因 

库。此外，科研人员还将针对这些珍稀动物的遗传性疾病、生殖或重要经济性状相关功 

 

北虎在内的诸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将成为该库的首批基因采集和研究对象。 

  据悉，这个基因资源库将设立在浙江大学内，并直接挂靠“濒危野生动物保护遗传 

与繁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它是目前为止国内首家涉及野生动物保护和研究的重点实 

验室，专门针对野生动物生态、繁衍、种群和基因等方面开展前沿研究，并拥有包括中 

科院副院长陈宜瑜在内的7位中科院院士，科研实力十分雄厚。目前，这个野生动物保护 

专家云集的实验室已经承担了包括“珍稀濒危动物种质资源库的维持技术及遗传多样性 

评价”、“野生大熊猫种群生态学与保护遗传学研究”等在内的10余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国家973项目和教育部重点项户籍管理数据库研制在内的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 

《中国环境报》2001-4-21第二版 

http://www.envir.online.sh.cn/info/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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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生态保育组织、公约、
法律和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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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生态保育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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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自然基金会（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是在全球享有盛誉

的、最大的独立性非政府环境保护组
织之一，自1961年成立以来，WWF一
直致力于环保事业，在全世界拥有将
近520万支持者。  

       WWF的工作除了关注动物保护之外，其实
在另外的很多领域都有行动。我们通过几个例
子来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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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World 

Conservation Union)，简称自保联盟，
常简称为IUCNNR，是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的缩写，是一个国

际组织，专职在世界的自然环境保护。
IUCN是一个独特的世界性联盟，是政
府和非政府机构都能参与合作的少数
组织之一。IUCN的工作重心在于评估
和保护自然，确保对自然有效而公平
的管理利用，并为应对气候、粮食和
发展等全球挑战提供以自然为本的解
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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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UCN Red List（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

种红色名录）：全球动植物物种保护现状最全面
的名录，分级为绝灭（EX, Extinct）、野外绝灭
（EW, Extinct in the Wild）极危（CR, Critically 

Endangered）、濒危（EN, Endangered）、易
危（VU, Vulnerable）、近危（NT, Near 

Threatened）、无危（LC, Least Concern）、数
据缺乏（DD, Data Deficient）、未评估（NE, 

Not Evaluated）  

IUCN在自然保护传统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1.拯救濒危动植物种； 

2.建立国家公园及保护区； 

3.评估物种及生态系统的保护及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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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
会（英文：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

简称WCS）是世界上
著名的非营利性保护组
织之一，成立于1895年，

原名纽约动物学会，总
部设在美国纽约。
WCS致力于保护野生
生物和自然栖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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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栖息地保护的例子： 

野生动物保护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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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英语：
International Fund for Animal Welfare，
缩写：IFAW）成立于1969年，在全
球范围内救助动物个体、保护动物
种群和栖息地。IFAW目前在40多个
国家开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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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黑熊保护区。 

 

IFAW解救亚洲黑熊 

       IFAW组织的一个很有名的活动就是前几年

解救被活体取胆的亚洲黑熊，并且在番禺建立
了一个黑熊保护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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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物保育相关公约 

CITES（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1975年时正式执行。 
我们常说×××属于附录1物种即是指该物种在
该公约的附录I中。 

附录一（Appendix I）囊括了受到灭绝威胁的物种，
这些物种通常是禁止在国际间交易，除非有特别的
必要性。 
附录二（Appendix II）囊括了没有立即的灭绝危
机，但需要管制交易情况以避免影响到其存续的物
种。如果这类物种的族群数量降低到一定程度，则
会被改置入附录一进行全面的贸易限制保护。 
附录三（Appendix III）包含了所有至少在某个国
家或地区被列为保育生物的物种，换言之就是区域
性贸易管制的物种。 

http://www.cites.org/eng/app/appendices.p
hp 

http://www.cites.org/eng/app/appendices.php
http://www.cites.org/eng/app/appendices.php
http://www.cites.org/eng/app/appendice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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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野生动物保育相关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九条“国
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
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或者
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
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
一条“走私国家禁止出口的文物、黄
金、白银和其他贵重金属或者国家禁
止进出口的珍贵动物及其制品的，处
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
较轻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
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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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
“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的，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出售
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
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
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
禁用的工具、方法进行狩猎，破坏野生动物
资源，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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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级的动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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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治·夏勒（George Beals 

Schaller，1933年--）是一位美国

动物学家、博物学家、自然保护
主义者和作家。他一直致力于野
生动物的保护和研究，在非洲、
亚洲、南美洲都开展过动物学研
究，曾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
世界上三位最杰出的野生动物研
究学者之一。现任国际野生动物
保护学会（前身是纽约动物学会）
的负责人，他是第一个受委托在
中国为世界自然基金会（WWF）
开展工作的西方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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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年，夏勒博士成为第一个得到中国
政府批准进入羌塘无人区开展研究的外国人，
并由此开始了他在藏北长达十几年的调查。
在20多年的时间里，他深入研究了藏羚羊、
西藏盘羊、岩羊、野牦牛、野骆驼等有蹄类
动物， 同时他第一个研究了藏羚羊数目的减
少和羊绒交易之间的关系，并且促成了世界
性的对藏羚羊的保护。 

乔治夏勒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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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妮·古道尔（Jane 

Goodalls)，在世界上拥

有极高的声誉的动物学
家，致力于野生动物的
研究、教育和保护。她
二十多岁时前往非洲的
原始森林，为了观察黑
猩猩，度过了三十八年
的野外生涯。她奔走于
世界各地，呼吁人们保
护野生动物、保护地球
的环境。现被选入牛津
教材七下第八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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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 

与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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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 

定义 
    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
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它包括两个重要概念：需要的概念，尤其是世
界各国人们的基本需要，应将此放在特别优先的地
位来考虑；限制的概念，技术状况和社会组织对环
境满足眼前和将来需要的能力施加的限制。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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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源 
        20 世纪后半叶人类连续遭受到世界性的环
境事件，导致了有关“增长的极限 ” 、“濒临
失衡的地球” 等盛世危言。人类的认识开始由
“增长理论” 到 “发展理论” 再到 “可持续
发展理论”进行转变。 

    “持续性” 一词首先是由生态学家提出来
的， 即所谓“生态持续性”，意在说明自然资
源及其开发利用程序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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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 美国的卡逊女士出版《寂静的春天》。  
1972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了“世界人类环境大
会 ”，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发布了《人类环境宣言》。 
1980年3月，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国际自然资源
保护同盟（IUCN）和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WWF）共同组织
发起，多国政府官员和科学家参与制定《世界自然保护大
纲》，初步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1987年2月,在日本东京召开大会，正式公布了世称 “布伦
特兰报告” 的《我们共同的未来》，同时发表了“东京宣
言”，呼吁全球各国将可持续发展纳入其发展目标，并提
出 8 大原则作为行动指南。 
199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地球高峰会议) 在巴西里
约热内卢召开，大会通过“里约宣言”，102 个国家首脑
共同签署《21 世纪议程》，普遍接受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与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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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部地区共有自然保护区283处，占全国
自然保护区的30.56%，自然保护区总面积占
西部国土面积的10.85 %，占全国自然保护区
总面积的75.8%。其中以西藏的自然保护区面

积最大，占到全国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的
42.32%。 

中国西部地区野生动物资源现
状及可持续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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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问题 

(1)栖息地破坏 

        野生动物生存环境所受到的威胁包括生境退化、生

境丧失和生境破碎。 

(2)盗猎现象严重 

(3)自然保护区管理压力大 

       在西部地自然保护区中，普遍存在专业人员严重缺乏，

管理机构不健全等现象，尤其在西藏、新疆、青海等省份

的边远地区。区内群众为了生存，毁林开荒、围湖造田、

超载放牧、任意捕捞的行为屡禁不止，导致水土流失、森

林而积锐减、生态环境恶化、人与自然对立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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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野生动物资源 

可持续发展战略 

1、区域经济与生态效益相统一战略 

       野生动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在考虑野生动物

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多地强调生态、社会效益的持
续性。 

        西部地区幅员辽阔，景观复杂多样，生物多

样性丰富，在规划开发资源、发展经济时，应全面
考虑，尤其要考虑边境地区的世界性和全国性的生
态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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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生动物资源多渠道保护，就是充分发挥

每一种保护形式的优势，尽最大可能挽救濒危
物种。 
       (1)对濒危物种的拯救。目前有3种途径，即就地保
护、迁地保护和离体保存。在西部地区，主要依靠自
然保护区和濒危物种繁育中心，来保护和进一步扩大
濒危物种种群数量。 

       (2)保护资金的多渠道筹集。拓宽资金筹集渠道，
吸引集体、个人以及外资在西部生态建设上投资。 

        野生动物资源的多途径开发，是指野生动
物资源具有一种以上的开发途径。 

2、野生动物资源多渠道保护和多途径开发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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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生动物分布是没有省（区、市）界限的，

但沿海和经济发达地区的经验表明，经济发展
后，野生动物越来越倾向于分布在省（市、县）
的交界地带。 

        过去的局部分头管理，势必对分布在交界

处的动物产生疏漏。如今，这疏漏给了盗猎者
莫大的方便。因此，未来野生动物管理要在大
西部地区统一规划加强区内合作综合管理。 

3、西部地区野生动物资源整体综合管理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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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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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浙江大学学生动物保护者协会 

野生动物保护小组 

zjuapa@zjuap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