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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论文对世界上穿山甲资源的种类、分布及其资源价值、价格和国内外贸易情况作了一般性的

介绍，重点论述了我国穿山甲的资源现状、资源濒危原因及应采取的保护对策。指出：我国现有

穿山甲资源量估计仅为 50 0007-00 000 头，资源数量已大为下降，然而年需求量却高达 /00 000
头，供求矛盾十分突出。造成资源濒危的主要原因是利用过度、栖息地破坏、外来种入侵、穿山

甲遗传性能衰竭。建议采取以就地保护为主的对策，建立穿山甲自然保护区，同时积极开展穿山

甲人工驯养，加强药用穿山甲代用品的研究，以减轻对野生资源的捕捉压力，解决保护和利用的

矛盾，为迁地保护作前期准备。还建议积极创造条件开展穿山甲离体保护技术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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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山甲 （!"#$% %&&’）是名贵的中药材原料，是我国 -2 种重要的药用濒危野生动物之

一。由于乱捕滥猎和栖息地的破坏，已造成野生资源数量急剧下降，直至枯竭的边缘。对

此，我国政府及国际社会给予了广泛的关注和重视。产于我国的穿山甲已被列为国家二级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并被 《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兽类》定为易危级（;）<-=，国际组织 >#,%
将穿山甲所有种列入 ,>)*+ 附录 >>。保护我国野生穿山甲资源，实现可持续利用，不仅是

保护物种多样性、维持生态平衡的需要，也是实现我国中药现代化的需要。分析我国穿山

甲资源现状，探讨保护方略，不仅可以为国际保护组织制定穿山甲国际贸易限额与禁止贸

易等级的调整提供依据，也能为科学制订我国野生穿山甲资源保护行动计划提供决策参

考。

- 世界上现有穿山甲的种类及分布

世 界 上 现 存 穿 山 甲 . 种 </72=，它 们 是 中 国 穿 山 甲 （!"#$% &(#)"*"+),-"）、印 度 穿 山 甲 （!’
+."%%$+"/*")"）、马来穿山甲（!’ 0"1"#$+"）、大穿山甲?!’ 2$2"#)("@ 、树穿山甲（!3 ).$+/%&$%）、南

非穿山甲（!’ )(33$#+4$$）、长尾穿山甲（!’ )()."*"+),-"）。主要分布在亚洲的东部、东南部

和南部，以及非洲大部分地区。历史上，穿山甲的地理分布发生过重大的变迁：始新世中

期到更新世，分布在欧洲；中新世到全新世分布在亚洲；渐新世早期分布在北美；渐新世

中期到全新世分布在非洲<1=。穿山甲地理分布变迁的原因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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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山甲的资源价值、市场价格及国际国内贸易

!"# 药用价值

具有药用价值的穿山甲是中国穿山甲，见于我国历代本草，也被我国近代医学研究证

实，用药部位主要是其鳞甲，其次是肉"#$%&。其它几种穿山甲，因不是同一个物种，因而性

状差别较大，是否具有药用价值，未见报道，有待进一步研究。但 ’()*+, -(.*/0 1 记述

印度穿山甲、马来穿山甲、南非穿山甲的鳞片也被当地居民用来入药 "2&。目前，在国内市场

见到的穿山甲主要有中国穿山甲、印度穿山甲和马来穿山甲 2 种，在研究其药用成分时应

鉴定到种，避免引起混淆。

!"! 食用营养价值

《本草纲目》记载，穿山甲肉味鲜美，含有较高的蛋白质，并有清凉、益气、补中和

催乳的作用；含有 34 种氨基酸，锌（5.）、铁6789、钙6:*9、钾（;）等 3% 种无机元素，其中与人

体智力发育有关的锌元素含量最高。民间认为其肉有滋阴、清热解毒之功效，并能主治久

病体虚、清疮痒、疗癌肿，少乳或缺乳的产妇食其肉可刺激乳汁分泌"!、#&，研究表明，穿山

甲确有刺激乳汁分泌的作用"<&。

!"$ 制革

其皮可制革，在美国用于制造皮鞋、皮靴等，倍受美国人亲睐"2&。

!"% 生态价值

白蚁是世界性的五大害虫之一，危害多种林木，水利堤坝，房屋建筑，我国每年因白

蚁危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几十亿元"3=&。穿山甲主食白蚁，是白蚁的天敌，在自然生

态系统中对控制白蚁的种群数量有重要作用，一只体重为 2+> 的穿山甲，一次能食白蚁

2==$?==>，可以保护 34@A! 的森林不受白蚁危害"33&。

!"& 市场价格

在国内，穿山甲甲片的价格在 != 世纪 %= 年代初为 3= 元 B +>， 到 !=== 年初为 ?!=$
?#= 元 B +>"3!&；在国际上，%= 年代初期，穿山甲活体在美国约 C 美元 B 头，鳞甲 3% 美元 B +>；<=
年代中后期，国际市场上穿山甲的鳞片价格为 4 ===$% === 印度卢比 B +>"32&。随着需求量增

加，穿山甲资源的减少及其贸易被严格控制，价格还会继续大幅度上扬。

!"’ 国际国内贸易及当前我国对穿山甲资源需求量的估计

穿山甲的国际贸易主要发生在 <= 年代以前。<= 年代，由于世界上现存的 4 种穿山甲

全部被列入 :DEFG 附录 DD，其活体、附属物等国际贸易受到严格控制。新加坡、南韩、中

国台湾、美国是主要进口国家和地区。

<= 年代以前，我国药用穿山甲主要靠自给，3<<2 年起我国药用穿山甲则主要靠从越

南和缅甸走私进入我国境内的广西、云南，并转运到广东、海南、福建等地销售"#&。据徐龙辉等

人调查，3<<3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边境的穿山甲交易总数达 C= === 多头，3<<! 年为 2= === 多

头；据范志勇报道，每年约有 ! === 头活体和 #==$%==+> 甲片从云南边境走私进入中国"3?&。据

对国内几家大型中药材市场 （如河北安国中药材市场）穿山甲甲片的贸易情况调查，发现

穿山甲鳞片贸易量最高年份共计可达 %= ===$3== ===+>"3&，主要来自云贵地区，其中很大一

部分来自境外，若按每千克甲片由 3 头穿山甲提供 "%&，则需 %= ===$3== === 头穿山甲被杀。

综合分析 <= 年代国内穿山甲市场贸易量，结合 3<<? 年杨立群等人对我国每年至少需穿山

甲 33= ===$3#= === 头才能满足国内市场需要的预测"#&，比照 C= 年代前后我国穿山甲年捕

获量为 3#= ===$3C= === 头的事实 （把当年的捕获量当作当年的需用量），再考虑到当前

穿山甲食用和药用量增长的趋势，估计目前国内对穿山甲的年需求量在 !== === 头左右。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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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穿山甲资源现状

!"# 中国穿山甲的资源种类及分布

中国产穿山甲有 $ 种，一种是中国穿山甲，另一种是印度穿山甲。前者广布于我国南

方地区，以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湖南、台湾多产。本种分 # 个亚种：

华南亚种 （!" #" $%&’($）见于浙江、福建、湖南、湖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江

西、河南 （南部局部地区）、 安徽 （南部）、四川、重庆、西藏 （西南部局部地区）!% 个

省区；指名亚种 （!" #" #)*($+$,(-.$）分布于台湾； 海南亚种 （!" #" #%/’..$）产于海南。

而印度穿山甲仅分布于云南南部局部地区&!、$、!%’$#(。

!"$ 中国穿山甲的资源蕴藏量及其变化

我国对野生穿山甲资源蕴藏量从未作过调查，但可从捕获量、甲片收购量、野外穿山

甲洞穴数量等间接指标来估计穿山甲资源蕴藏量及其变化。历史上，福建、广东、广西、

云南、贵州、湖南、海南、台湾是我国穿山甲资源蕴藏量的大省。)* 年代前后，据广东

省药材部门不完全统计，每年捕获量当在 $* *** 头以上；福建、 湖南、 广西、 贵州的

捕获量与广东相仿，+ 省年捕获量共约 !** *** 头；其余产地年捕获量估计总共有 +* ***’
)* *** 头。这样，)* 年代前后全国穿山甲年捕获量当在 !+* ***’!)* *** 头&!(。然而从 ,*
年代初期资源蕴藏量开始下降&!%’$#(，尤其是最近 !* 年递减最为剧烈，至少减少 ,*-&!(。周冬

良在 !..) 年估计福建省穿山甲资源蕴藏量仅有 + ***’$* *** 头， !.,$’!..% 年间，福建

省甲片收购量最高的年份是 !..* 年，共 % *$./0&!%(，如按每千克甲片由 ! 头穿山甲提供，那

么，曾经是穿山甲资源大省的福建 !..* 年穿山甲年捕获量仅为 % *$. 头。可见，福建省

穿山甲资源无论是蕴藏量还是年捕获量，都低于甚至显著低于该省 )* 年代前后的 $* ***
多头的年捕获量。据广东有关部门反映，,* 年代前， 仅韶关一个地区甲片年收购量就达

+ ***/0 （约需 + *** 头穿山甲提供），现在全省年收购量总计才几百公斤 （约需几百头穿

山甲提供），多数地区已片甲难收&!(。李文军等人 !..% 年 ) 月至 " 月在岭南广东车八岭保护

区（$% 人 1 天，约 #+/2$ 范围内），仅发现一处新鲜的穿山甲洞穴 &!(。然而历史上岭南曾是我

国穿山甲资源数量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最早在 《本草纲目》里就有穿山甲 “生湖广岭南”

的记载。最近的调查结果表明，$*** 年广东省穿山甲的资源量仅为 , %*.’$* !#) 头。范

志勇报道，浙江省近年估计穿山甲资源量不超过 !* *** 头，广西约有 ! !,*’# ++* 头，西

南、华中和华南的一些地区也残存一些&!#(。根据以上分析，估计目前我国穿山甲资源的蕴

藏量最多不超过 +* ***’!** *** 头，远远低于 $** *** 头的年需求量。所有这些事实均表

明我国野生穿山甲的资源数量已大大下降。刘振河认为，就华南的福建、广东、广西三地

来说，原有的穿山甲产区，至少一半以上已极为罕见或濒临绝迹&!(。事实上，世界上 " 种穿

山甲的资源数量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但以中国穿山甲、印度穿山甲、马来穿山甲、南非穿山

甲最为严重&#(，在 $*** 年召开的 34567 大会上，有的成员国就提出将中国穿山甲、印度穿

山甲、马来穿山甲由附录 44 上升为附录 4。

% 中国穿山甲资源濒危原因分析

野生动物致危的因素较多，根据多年来掌握的情况及大量的实地考察，笔者认为导致

我国野生穿山甲濒危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利用过度

过度猎捕利用是穿山甲资源濒危的主要原因之一。其动力是巨大的经济利益，其机制

是通过对种群结构的破坏引起的，这种强大的破坏力远远超过了穿山甲维持自身种群结构

稳定性的能力，而导致穿山甲种群逐渐衰退。根据本文对穿山甲药用部位甲片的国内贸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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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当前国内对穿山甲的需求量，以及食用价值、食用情况的分析，当前每年食用穿山

甲的数量 （"## ###$"!# ### 头）略高于药用穿山甲的数量 （%# ###$"## ### 头），故食用

和药用对穿山甲的致危所起的作用基本相当，食用略强。

!"# 栖息地破坏

穿山甲主要栖息在亚高山及丘陵地带的阔叶林、针阔混交林及灌草丛的生境内，对生

境选择极为严格 （将另文报道），它是狭食性的动物，只食蚁类，因而对环境变化后适应

能力特别差，一旦栖息地遭受破坏，就会在较短的时间内导致其种群数量迅速下降。栖息

地遭受破坏的主要因素有毁林开荒、修建交通道路、矿产开发、森林采伐、森林资源开

发、对采伐迹地不科学的造林恢复、人口快速增长造成的人类活动范围扩大以及环境污染

等。破坏的结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造成了穿山甲栖息地面积退缩和丧失；二

是栖息地的岛屿化；三是栖息地的结构改变；四是栖息地的质量退化。我国目前穿山甲现

有的栖息地类型、分布、面积及质量等问题仍需作进一步深入调查。

!"$ 外来种的入侵

我国东南沿海省份以及广西、云南，特别是广东，每年要查扣至少上千只穿山甲放生

到当地的保护区，涉及的种类主要是中国穿山甲和印度穿山甲，其中印度穿山甲占 " & ’
强。印度穿山甲和当地保护区内的中国穿山甲生态位相似 （主要表现在食性、活动习性、

生境选择上的相似），是一对竞争物种，一旦印度穿山甲适应当地环境并壮大后，就会产

生较大的竞争排斥力，对处于濒危状态、生存竞争力较弱的中国穿山甲来说又多了一种致

危因素， 从而进一步加重了中国穿山甲资源的濒危。必须制定穿山甲科学放生的管理规

定。

!"! 穿山甲种群的自身因素

穿山甲繁殖力低下，一般一胎一仔，每年一胎 (!)、!*+，因而种群数量增长缓慢；穿山甲

又是狭食性动物，进化程度低，对新的环境适应能力差 （这也是人工难于驯养的主要原因

之一），一旦大量捕杀导致种群数量下降后就很难恢复，如果种群密度很低，就可能在某

一地区绝迹。加上穿山甲御敌能力弱，逃跑速度又十分有限，且大部分时间是在洞中度过

的，猎人捕捉它，犹如瓮中捉鳖，只需挖洞或烟熏即可，因此，它很难逃脱猎人或猎物的

追捕。

* 中国穿山甲资源保护现状与保护战略

%"& 已有的保护措施及存在的问题

（"）中国穿山甲于 ",-* 年列入 ./012 附录!，",,* 年起，产于我国及其它国家的 - 种

穿山甲全部列入 ./012 附录!，对其国际贸易予以严格控制，次年 /3.4 将穿山甲所有种

全部写进 《濒危动物红色名录》。",%- 年 《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在我国颁布，将

中国穿山甲列为受保护的野生药材物种；",%, 年开始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

物保护法》，同时中国穿山甲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 年 "! 月，我国颁布实施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截止到 ",,- 年底，我国建立森林及野生动物类型的自

然保护区 5-- 个 (!5+ 6 估计全国有 5#7的穿山甲资源在其中的 "## 余个保护区得到有效保

护，这 "## 余个保护区已成为我国野生穿山甲的重要栖息地。",,% 年，穿山甲又被 《中

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兽类》确定为易危级（8）("+。

（!）中国穿山甲资源保护工作中存在的的突出问题，一是认识上的问题，主要是一些

地方部门领导对野生动物保护认识不足；二是管理上的问题，主要是机构不健全，缺乏懂

业务的专职管理人员和必要的业务经费；三是一些公民的素质问题，据笔者掌握的情况，

估计我国每年捕捉的及走私入境的穿山甲活体至少一半以上是被吃掉的；四是保护技术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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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管理、野生动物栖息地的恢复、野生动物资源数量调查统

计、数量变动趋势的分析与监测、野生动物年猎捕量的确定以及科学的狩猎方案制定等都

是技术含量十分巨大的工程，不对野生动物野外生态学进行研究，是不可能制定出科学的

保护管理计划的。国际联机检索表明，对中国穿山甲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国内仅有刘振

河、江海生、史有青、吴诗宝以及中国台湾的 #$%& ’ ( 对其生活习性、活动习性、繁殖习

性、食性作过一般性的描述记录)!!、!*、+,-+./。

!"# 中国穿山甲资源保护对策

为了实现中国穿山甲资源永续利用的目标，笔者根据我国穿山甲资源及其保护现状，

提出如下保护对策。

（!）通过宣传，提高保护我国野生穿山甲资源重要性的认识。

（+）立即停止对野生穿山甲资源的利用，加强穿山甲栖息地的保护，依法管理，科学

放生。从现在起，在全国范围内禁猎 ,-!0 年，以恢复野生穿山甲的种群数量和种群结构。

禁猎期内，可以通过国际贸易组织，从允许穿山甲出口贸易的国家进口药用穿山甲甲片，

以满足国内中药生产企业的需要。在禁猎期结束后，野生穿山甲资源达到可利用时，必须

制订科学合理的年猎捕量和狩猎方案。对国家重大的基础工程项目如修建公路、铁路、水

利等需要在野生动物资源丰富的山区或在珍稀濒危动物主要分布的地区建设时，必须把包

括穿山甲在内的各种珍贵野生动物资源列入该工程环境质量影响报告书中加以论证，以加

强对穿山甲等野生动物资源现有栖息地的保护工作。对查扣的穿山甲进行科学的放生，以

防止外来穿山甲的入侵对本地种造成威胁。

（1）迅速组织力量，开展资源清查。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对我国现有的穿山甲资源量

及栖息地作一次详查，给出较为真实的资源量、栖息地面积及分布图等资料。

（2）积极开展穿山甲野外生物学研究，加大科技投入，依靠科技保护穿山甲资源。 用

两年左右的时间，对穿山甲一年四季及昼夜活动规律、活动习性、食性、繁殖习性、种群

结构组成以及对栖息地的要求等生物学知识进行重点研究，为科学保护穿山甲资源及开展

穿山甲人工驯养提供理论依据。

（,）建立穿山甲自然保护区，实施就地保护。 在资源清查的基础上，把资源数量相对

较多的保护区作为穿山甲保护区，对穿山甲资源进行集中保护。同时注意自然综合体的保

护，加强各保护区间的通道网络建设。对岛屿化的栖息地，通过建立生境走廊作为不同岛

屿生境中穿山甲彼此交流的通道。根据穿山甲对栖息地生境的要求，对栖息地内不合理的

林分进行改造，以最大程度地满足穿山甲对生境的需求，恢复穿山甲的栖息地，扩大穿山

甲有效栖息地的面积。

（3）开展人工驯养，变野生为家养。预测在未来 !0 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内，我国野

生穿山甲资源种群数量是根本不可能恢复到可以批量捕捉利用的程度，只有走 “人工驯

养，变野生为家养”之路，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当前穿山甲资源保护与利用的矛盾，尤

其是穿山甲中药材原料来源问题。

（"）积极寻找药用穿山甲的代用品，少用或不用野生穿山甲。能作药用的穿山甲主要

是中国穿山甲，在国外分布较广的其它 3 种穿山甲与中国穿山甲的亲缘关系较近，应当对

其药用成分进行研究和临床试验，让国外的穿山甲资源为我中药大国使用。近年来对药用

穿山甲的替代品猪蹄甲研究较多，它们的药用成分较接近，应及时进行临床试验，尽快予

以确认。

（.）积极创造条件，开展离体保护技术研究，保护穿山甲种群遗传多样性。 栖息地的

破坏、岛屿小种群的形成，已使穿山甲发生了部分逆向变异和种群遗传多样性的丧失，且

有加强的趋势。变异的发生也使穿山甲的药用成分发生变化而影响疗效。及时采取离体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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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措施，在低温条件下将其精液、卵细胞和胚胎保存起来，有条件甚至可以建立穿山甲物

种基因库，以保护穿山甲的资源种质及其遗传多样性，必要时用来恢复已衰退的野生穿山

甲种群。

（"）建议尽快制订 “保护中国野生穿山甲资源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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