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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物多样性：进一步发展维护和可持续利用土壤生物多样性国际倡议 

执行秘书的说明 

1. 在第 VI/5 号决定的第 13 段，缔约方大会确定了维护和可持续利用土壤生物多样性国际

倡议，把它作为农业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中的一项交叉性倡议，并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

织（粮农组织）和其他一些相关组织来促进并协调这一主动行动。 

2. 根据这项决定，粮农组织建立了土壤生物多样性的门户网站，以促进土壤生物多样性的

维护和管理及它在可持续农业中的作用。1 该网站包括新闻、主题说明、国际土壤生物多

样性倡议的背景信息（与第VI/5 号决定第 13 段相互参照），与相关方案的链接，相关会

议的信息、文件及其他信息资源和相关安全研究的数据库。2 门户网站定期进行更新。 

3. 通过与伙伴组织合作，并在东道国机构－巴西农业研究公司的支助下，粮农组织于 2002
年 6 月 24 日至 27 日在巴西的隆德里那举办了可持续农业土壤生态系统生物管理国际技术

研讨会。来自 18 个国家，代表各个地区众多方面的 45 名科学家和从业者共同对综合土壤

管理的概念和做法进行了审议和讨论，分享了成功的经验，并确定了行动的优先次序。3 

4. 研讨会说明了维护和可持续利用土壤生物多样性国际倡议的目标（载于文后附件一），

制订了作为农业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构成部分的执行战略和行动（载于附件二）。该框架

                                                        
*  UNEP/CBD/SBSTTA/10/1。 

1
 http://www.fao.org/ag/agl/agll/soilbiod/default.stm。 

2
 http://www.fao.org/ag/agl/agll/soilbiod/cases.stm。 

 

  为节省经费起见，本文件印数有限。请各代表携带文件到会，不索取更多副本。 

 

3
 见巴西农业研究公司大豆研究部与粮农组织举办的国际技术研讨会报告，2002 年 6 月 24 日至 27 日，隆

德里纳， 巴西（粮农组织世界土壤报告，编号 101，粮农组织，罗马，2002 年）。还可参见：

http://www.fao.org/ag/agl/agll/soilbiod/docs/WSRR%20101%20Complete.pdf。 

http://www.fao.org/ag/agl/agll/soilbiod/default.stm
http://www.fao.org/ag/agl/agll/soilbiod/cases.stm
http://www.fao.org/ag/agl/agll/soilbiod/docs/WSRR 101 Complet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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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3 项目标，每项目标均有不同的行动：（一）分享知识和信息，提高认识（通过案例研

究、建立网络、发展信息系统和提高公共认识、教育和知识）；（二）进行能力建设，发

展土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管理的知识并将其转换为农民的做法（通过评估能力建设需

求，制定指标，发展评估和监测工具，促进适应性管理和参与性研究与发展）；以及（三）

加强行动者与机构之间的协作，将土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管理纳入农业和土地管理及

恢复方案的主流（通过纳入主流活动和发展伙伴关系和协作活动）。欲知详情可参阅上述

研讨会的报告 4
，其中包括每个已确定的行动的基本理由和进一步的背景技术信息。 

拟议的建议 

谨提议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建议缔约方大会： 

(a)  赞赏地欢迎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及其他合作者在维护和可持续利用土壤生

物多样性国际倡议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b)  欢迎可持续农业土壤生态系统生物管理国际技术研讨会的报告（巴西农业研究

公司大豆研究部和粮农组织，巴西，隆德里那，2002 年 6 月 24 日至 27 日）； 

(c)  认可文后附件二所载国际土壤生物多样性倡议的行动框架作为其立即执行的

基础； 

(d)  请各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有关利益方执行国

际土壤生物多样性倡议； 

(e)  请各缔约方、其他政府、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有关利益方进一步为国

际土壤生物多样性倡议提供土壤生物多样性的案例研究，以进一步强化该倡议。 

 

                                                        
4
  http://www.fao.org/ag/agl/agll/soilbiod/docs/WSRR%20101%20Complete.pdf。 

http://www.fao.org/ag/agl/agll/soilbiod/docs/WSRR 101 Complet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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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背景、战略原则和目标 5 

A. 背景 

1. 土壤中存活着成千上万种动物和微生物，大小从几乎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如细菌、

真菌和原生动物）到更显眼的宏观动物群和大型动物群（如蚯蚓、白蚁、千足虫、鼹鼠和

老鼠）。数量众多的土壤生物的行为对生态系统产生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些作用包括：土

壤构成；有机物质分解及营养物质和碳（C）的分解隔离（及相反的温室气体排放）；氮

（N2）的固定和植物营养摄取；抑制或引起植物疾病和害虫；及退化和污染土地的生态救

治（通过解毒污染物质和恢复土壤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属性和过程）。土壤有机物通过对

土壤结构和成分的作用影响到水的渗透流失及土壤的保水性，并间接地影响植物的生长和

土被。这些作用对于自然生态系统的功能非常关键，并构成了可持续农业生产的重要资源。 

2. 人们日渐认识到农业系统的可持续性依赖于优化使用可利用的自然资源，包括土壤生

物群落。因此，有必要正确地认识农业实践对土壤生物群落及其功能的影响，反之亦然，

要认识到不同有机物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改变管理做法可以使对土壤生物数目和多样性的

负面影响 小化，并为了人类使对农业生产的积极作用 大化。土壤资源的健康是土地管

理做法可持续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3. 近在对土壤肥沃性的下降、土壤退化、干旱和其他与土壤相关的问题的治理，已经

从传统的重点放在治理土壤的化学和物理问题（比如营养缺乏、盐碱化和侵蚀）转移到通

过以土壤生态管理及系统（土壤、水分、植物和牲畜）中成分的相互作用及人类管理做法

来改善土壤健康。这样的一种生态系统方法要求注意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因素和农业环境。  

4. 当农业强度增加时，通过化学和机械投入进行的调节逐渐被通过土壤生物多样性的调

节功能所代替。地上和地下的生物多样性都在加速减少。减少的原因有：单一农业系统和

单一栽培的增加；农用化学品的使用；重复耕地带来的土壤过度利用。  

5. 当前土壤健康和土壤多样性方面的知识很零碎，大部分仍停留在研究阶段而未被农民

所利用。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包括：很难对地下物质的相互作用和过程进行观察，当地居

民对此知识有限；过分细分的研究重点（针对单个物种或功能）及缺乏对特定农业系统的

整体和综合的解决方法；及缺乏机构能力和支持服务以形成一个协调一致的资源管理方法。 

B. 战略原则 

6. 执行维护和可持续利用土壤生物多样性国际倡议战略应该坚持以下原则，其中许多已

经通过其他进程和/或论坛强调过了： 

(a) 重点放在食物安全和改善农民的生计； 

 (b) 通过把农民的技能和智慧与现代的科学知识相结合，借鉴以往的经验和知识； 
 

5
  本附件的案文基本上摘选自可持续农业土壤生态系统生物管理国际技术研讨会的报告 (巴西农牧业研究

机构大豆部门和粮农组织，巴西，隆德里那，2002 年 6 月 24 日至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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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重点放在综合整体的解决方案和在一个明晰的框架内适应当地环境的技术方

面，该框架应基于应用生态系统方法的准则； 

(d) 使用参与性技术发展和适应性方法来发展针对特定情况和农民类型的，技术和

环境上适合、经济上可行，及社会和文化上可接受的农业系统和土地资源管理做法；  

(e) 发展伙伴关系和展示多科性的联盟，促进协同合作关系，并确保多方面的有关

利益者的参与； 

(f) 推动跨部门的方法，通过联合和灵活的方法来解决不同的问题（社会问题、政

治问题和环境问题）； 

(g) 以国家目标和直接受益人的需求为基础来区分行动的优先顺序，通过所有行动

者的参与在当地使这些行动生效； 

(h) 促进适应当地情况的创新方法和灵活的解决方案。 

C. 目标 

7. 考虑到以上原则，土壤生物多样性倡议有两大主要目标： 

(a) 推动提高认识和知识，了解不同的管理做法在不同的农业系统和农牧业生态及

社会生态环境中的关键作用、功能和影响；和 

(b) 更重要的是，促进农民对综合土壤生态管理做法的所有权和适应性，并将此作

为他们农业和可持续生计战略的组成部分。  

8. 该倡议作为农业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中的交叉性倡议，要通过粮农组织的协作、技术

和政策支持来执行，并且应与公约的其他专题工作方案适当联系，尤其是干旱和半湿润土

地、山区和森林的多样性方案及相关的交叉性问题，特别是全球分类倡议和技术转让与合

作工作。该倡议提供了一个运用生态系统方法和亚的斯亚贝巴原则以及可持续利用准则的

机会。 

9. 通过把重点放在以下战略行动区域可以取得进展： 

(a) 提高对在所有生产系统中土壤多样性所做出的主要贡献及它与土地管理的关

系的认识，其办法是：  

(一) 信息分享和建立网络；  

(二) 公共认识、教育和能力建设； 

(三) 采用综合方法，可持续使用土壤生物多样性并提高农业–生态系统职能；尤其

在粮农组织的环境中，重点放在三个产出目录上：评估、适应性管理和宣传

及培训。 

(b) 通过纳入主流和合作方案及行动建立伙伴关系和开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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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对于作为执行并进一步发展国际土壤生物多样性倡议 6的基础的行动框架  

目标 1 – 分享知识和信息及提高认识 

行动 1.1 – 编辑并分发用于提高认识和能力建设方面的案例研究。 

行动 1.2 – 创建并强化网络安排，以分享信息、经验和专业知识，重点放在支持实地的而

非研究机构的当地倡议。 

行动 1.3 – 提高综合土壤管理和农业–生态方法的公共认识、教育和知识。 

行动 1.4 – 发展信息系统和数据库。 

目标 2 – 发展土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管理的知识并把其转换为农民实践的能力建设 

行动 2.1 – 评估农民和其他土地管理者、研究者和综合土壤生物及生态系统管理发展方案

的能力建设的需求。 

行动 2.2 – 发展用于评估并监测土壤健康和生态系统功能的土壤生态指标和工具。 

行动 2.3 – 推动适应性管理方法，以发展并提高业已改进的土壤生物管理做法、技术和政

策，这些都可提高土壤健康和生态系统功能，并有助于可持续的农业生产和生活水平。 

行动 2.4 – 动员预定的参与性研究和发展，以提高与土地使用和可持续农业相关的土壤生

物多样性功能和生态系统恢复的了解。 

目标 3 – 加强行动者与机构之间的合作，把土壤生物多样性和生物管理纳入农业、土地

管理和复原方案的主流。 

行动 3.1 – 让土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管理纳入农业和土地管理方案及政策的主流。 

行动 3.2 – 发展伙伴关系及协作行动，以发展并执行作为粮农组织与生物多样性公约之间

伙伴关系的国际生物多样性倡议。 

 

----- 

 
6
  由可持续农业土壤生态系统生物管理国际技术研讨会报告 (巴西农牧研究机构大豆部门和粮农组织，巴

西，隆德里那，2002 年 6 月 24 日至 27 日)所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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