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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1.1 编制目的 

为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和《获取遗传资源和公正和公平分享

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名古屋议定书》，实施《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

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和

《全国生物物种资源保护与利用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提出

的“研究建立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共享制度”，促进我国地方社

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方社区拥有的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物遗传资源

可持续利用相关传统知识的保护、传承、利用以及公平分享惠益，指

导相关传统知识的分类、调查和编目，制定本规定。 

1.2 适用范围 

本规定规范了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的定义、分类体系、调

查和编目的技术要求，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物多样性相关

传统知识的调查与编目活动。 

1.3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规定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内容。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规定。 

《生物多样性公约》（1993年生效） 

《获取遗传资源和公正和公平分享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名古屋

议定书》（2010年10月通过） 

GB/T 3304  中国各民族名称的罗马字母拼写法和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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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定。 

（1）生物多样性 biological diversity 

指动物、植物、微生物及其所组成的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变异

性，包括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三个层次。 

（2）生物遗传资源 bio-genetic resources 

生物遗传资源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具有实际或潜

在价值的动植物和微生物种以及种以下的分类单位及其含有生物遗

传功能的遗传材料。本规定所指生物遗传资源还包括衍生物，即

“由生物或遗传资源的遗传表现形式或新陈代谢产生的、自然生成

的生物化学化合物，即使其不具备遗传功能单元。” 

（3）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 traditional knowledge 

relating to biological diversity 

指各族人民及地方社区在长期的传统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传

承和发展的，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知识、创新和

做法。 

（4）惠益共享 benefits sharing 

指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提供者与使用者遵循事先知

情同意原则和共同商定原则，公平公正地分享因利用生物遗传资源

及相关传统知识所产生的惠益。惠益有货币和非货币两种形式。 

 

第二章  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分类 
 

根据传统知识的属性和用途，将传统知识划分为 5 类 30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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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细则见附录 A。 

2.1 传统选育农业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 

指各族人民和地方社区在长期的农业（包括农业、林业、畜牧

业、渔业和其他相关产业，下同）生产中以传统方式培育和驯化农

作物、畜、禽、林木、花卉、水生生物、陆生野生动植物和微生物

遗传资源所创造和积累的相关知识。主要包括： 

（1）传统选育农作物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 

（2）传统选育家养动物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 

（3）传统选育水生生物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 

（4）传统选育林木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 

（5）传统选育观赏植物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 

（6）传统选育野生植物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 

（7）传统选育陆生野生动物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 

（8）传统选育微生物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 

2.2 传统医药相关知识  

指各族人民和地方社区在与自然和疾病斗争的长期实践中以传

统方式利用药用生物资源所创造、传承和累积的医药学知识、技术

及创新，主要包括： 

（1）传统药用生物资源引种、驯化、栽培和保育知识； 

（2）传统医药理论知识； 

（3）传统疗法； 

（4）药材加工炮制技术； 

（5）传统方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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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传统养生保健和疾病预防知识； 

（7）其他传统医药知识。 

2.3 与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相关的传统技术及生产生活方式  

指各族人民和地方社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所创造的传统

实用技术，以及基于这些技术而形成的传统生产与生活方式。这类

传统技术及生产生活方式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持续利用生物资源

具有良好的实用效果。主要包括： 

（1）传统农业生产技术； 

（2）传统印纺工艺与技术； 

（3）传统食品加工技术； 

（4）传统规划设计与建筑工艺； 

（5）其他传统技术。 

2.4 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文化 

指各族人民和地方社区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的有利于生物多

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宗教信仰、传统节庆、习惯法等。主要包

括： 

（1）宗教信仰与生态伦理； 

（2）传统节庆； 

（3）习惯法； 

（4）传统文学艺术； 

（5）传统饮食文化； 

（6）其他传统文化。 

2.5 传统生物地理标志产品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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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各族人民和地方社区选育、生产、加工和销售当地特有或原

产生物遗传资源的知识、技术和工艺，融合特有或原产生物遗传资

源、传统工艺和民族文化于一体。主要包括： 

（1）食品类标志产品相关知识； 

（2）药品类标志产品相关知识； 

（3）工艺类标志产品相关知识； 

（4）其他地理标志产品相关知识。 

 

第三章  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调查 
 

3.1 调查内容 

（1）传统知识概况 

传统知识的名称（中文名、民族名等），传统知识所在地区和

社区的文化、社会和环境的背景信息，传统知识持有方、使用方和

其他主要利益相关方的基本信息，被访者的相关信息等。 

（2）传统知识的内涵与特征 

与传统知识相关遗传资源的生物学和生态学性状（科学特

征），经济利用价值（经济特征），社会、宗教和文化方面的特征

（社会特征）；传统知识与持有民族及其地方社区的独特联系（民

族特征）。 

（3）传统知识产生历史、价值与利用效益 

传统知识产生历史，发展历程，价值，以及传统知识历史和现

时的利用情况及产生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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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传统知识受威胁因素 

传统知识受威胁的因素包括外来文化渗透，人口与贫困化，国

家政策影响，生态破坏、环境污染与外来物种入侵，民族自身发展

与认知，宗教因素，城镇扩张，等等。 

（5）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分享 

传统知识受剽窃和流失情况，包括流失途径与造成的损失（经

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现有获取程序与方式，惠益分享的安排

与实践，具体案例等。 

（6）保护和传承措施 

法律法规的完善，产业开发，技术创新，宗教及民族文化保护

工程和设施，科学研究，宣传与教育，公众参与，国际合作，具体

案例等。 

3.2 调查方法 

（1）文献研究 

文献主要包括：公开发表的论文、专著、研究报告、专利说明

书等；馆藏机构保藏的资料、信息与实物；政府主管部门的统计资

料与信息；地方民间组织或社会团体保存的资料与信息；以及相关

数字平台保存的信息等。应谨慎地甄别和遴选真实、客观、有效的

网络资料和网络信息。 

（2）实地调查 

收集当地村寨的农业生态系统、农业遗传资源、传统医药、传

统技术、生产与生活方式、习惯法、传统习俗、节日庆典活动、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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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与祭祀仪式、标志产品等信息和实物资料。常用的实地调查方法

有关键人物访谈、问卷调查、参与式调查等。 

1) 关键人物访谈 

关键人物指传统知识持有者、使用者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如

乡土专家、村干部、宗族长老（寨老、头人、龙头等）、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传统医生及患者、志书编写人员、文化艺人、科技

人员等。 

访谈可以是开放式、结构式或半结构式的。开放式访谈即提出

一个范围较大的话题，由调查对象自由陈述；结构式访谈是按照既

定提纲逐个提出问题，请受访者依次回答；半结构访谈指事先制定

访谈提纲，再结合实际情况灵活地调整提问的内容、方式和顺序。 

在征得访谈对象事先知情同意时，可以采用录音和录像等方式

记录。访谈要记录受访者的个人信息，以便回访。 

2) 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法是一种以书面形式提出问题而搜集资料的方法。问

卷一般包括卷首语、问题和选项等。内容要通俗，简明，具体，表

述准确，避免使用否定句式。 

3) 参与式调查 

研究人员通过现场观察，参与传统知识的表达、实践和反馈，

最好能与当地人共同生产生活一段时间，从而加深对传统知识内涵

的理解，更准确地把握传统知识。参与式调查可以与访谈、问卷等

获取的信息相互印证，交叉检验。 

（3）样本采集、记录、鉴定与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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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知识的样本包括凭证标本、方剂、技术体系、生产过程、

习惯法、产品等，可以标本、笔录、影音等形式采集。相关生物资

源应尽可能采集、制作凭证标本，详细记录当地名称、生物学特

征、生境、地理信息、功能用途、使用者等信息。样本采集须征得

持有传统知识的个人或地方社区的事先知情同意，必要时需与他们

签订采集协议，并详细记录样本采集时间、地点、采集者等信息。 

传统知识样本的鉴定需依靠植物志、动物志、民族志、医药

志、地方志等工具书，以及植物园、动物园、博物馆、标本馆、传

统医药馆、种质资源库（圃）等机构及其权威专家。 

样本（如文件、数据、信息、标本、声像等）要采取严格的管

理措施，以编目方式分类归档保存；对于不宜公开的信息（如密传

医方）要采取保密措施；调查人的工作日志和受访者的通讯信息也

要妥善保管。 

3.3 调查步骤  

（1）准备阶段 

根据调查目的和任务，确定调查区域和具体地点。收集有关调

查地的生物志、地方志、医药志、影音资料、馆藏标本、数据库、

文学作品、网络信息等，初步了解当地的自然地理、气候、社会经

济、历史文化和民风民俗。 

根据调查目的和内容编制工作方案或计划、访谈提纲、调查表

格和问卷。购置记录本、标本夹、录音笔、数码相机、摄像机、急

救箱及药品等工具和设备。 

培训调查人员，讲解调查目的、方法与技术、科学研究伦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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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安全等方面的知识。方法与技术培训应侧重于实用性和可操作

性；科学研究伦理着重讲授民族习俗、宗教、禁忌、习惯法、伦理

道德、知识产权等知识；野外安全培训应包括急救常识、安全意识

与预防意外伤害等内容。 

（2）实地调查阶段 

实地调查阶段需要乡土专家、族长、寨老、村干部等的协助，

必要时可聘请当地人作为翻译和向导；在他们的帮助下，优化调查

范围、线路和地点。 

在调查过程中，应根据事先制定的工作方案或计划，灵活调整

访谈提纲，详细询问，认真填写调查表格或问卷，完整采集相关生

物资源的凭证标本（例如：植物标本应尽可能地采集全草）。要充

分利用影音设备记录调查过程。 

填写调查日志，记录野外工作的时间、地点、考察路线、行

程、受访人信息、工作体会和存在问题等。 

（3）数据整理 

及时整理和分析收集到的资料、信息和数据。相关生物资源的

凭证标本应鉴定后妥善保存，编号备查。 

经整理和分析后的数据、信息、资料和标本应按照一定的格式

编目（见第四章），录入传统知识数据库或编入研究报告，如有需

要可绘制图表。 

3.4 知识产权 

持有传统知识的个体或地方社区是传统知识的创造者、传承者

和发展者，应享有传统知识的知识产权；而调查者由于对传统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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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的采集、加工、编目等工作作出贡献，也应享有相应的权利。 

 

第四章  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编目 
 

传统知识以词条方式编目，主要包括以下七个方面的信息（词

条编目内容条目列于附录 B）： 

1、标题 

包括传统知识的民族名，中文名，系统编号，状态属性，用户

等级等。 

（1）传统知识名称 

国别/一级（省区级）/二级（县级及以上）/民族及其地方社

区/类别（5大类别）/知识名称（简化的词条名称） 

例如：中国/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德昂族/传统利用

药用生物资源的相关知识/芦子 

（2）传统知识编号 

国别-民族-分类编码 

① 国别：CN（中国） 

② 民族：采用国家标准 GB/T3304（表 1）两位字母代码 

表 1  中国各民族名称的罗马字母拼写法和代码 

数字代码 民族名称 字母代码 数字代码 民族名称 字母代码 

01 汉族 HA 29 柯尔克孜族 KG 

02 蒙古族 MG 30 土族 TU 

03 回族 HU 31 达斡尔族 DU 

04 藏族 ZA 32 仫佬族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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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代码 民族名称 字母代码 数字代码 民族名称 字母代码 

05 维吾尔族 UG 33 羌族 QI 

06 苗族 MH 34 布朗族 BL 

07 彝族 YI 35 撒拉族 SL 

08 壮族 ZH 36 毛南族 MN 

09 布依族 BY 37 仡佬族 GL 

10 朝鲜族 CS 38 锡伯族 XB 

11 满族 MA 39 阿昌族 AC 

12 侗族 DO 40 普米族 PM 

13 瑶族 YA 41 塔吉克族 TA 

14 白族 BA 42 怒族 NU 

15 土家族 TJ 43 乌孜别克族 UZ 

16 哈尼族 HN 44 俄罗斯族 RS 

17 哈萨克族 KZ 45 鄂温克族 EW 

18 傣族 DA 46 德昂族 DE 

19 黎族 LI 47 保安族 BN 

20 傈僳族 LS 48 裕固族 YG 

21 佤族 VA 49 京族 GI 

22 畲族 SH 50 塔塔尔族 TT 

23 高山族 GS 51 独龙族 DR 

24 拉祜族 LH 52 鄂伦春族 OR 

25 水族 SU 53 赫哲族 HZ 

26 东乡族 DX 54 门巴族 MB 

27 纳西族 NX 55 珞巴族 LB 

28 景颇族 JP 56 基诺族 J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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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分类编码：由传统知识分类代码（附录 A）和词条编号，以

“3+3”位阿拉伯数字编码组成。 

例如：CN      JP          120            001 

     中国   景颇族      家养动物      滇南小耳猪 

（3）传统知识属性 

分为四类：个人或家族拥有的保密知识；集体知识；公开知

识；法律保护的知识。 

例如：法律保护的知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0 年版） 

（4）用户等级（数据库权限） 

根据面向的对象和传统知识涉密情况，将用户等级分为四类：

公众、科研管理、专利审核和后台。各类用户的授权也有差异。数

据库应兼顾保密与信息共享。 

例如：公众类用户仅能获取最基本的信息。 

2、知识详述 

包括背景信息，基本描述，传统知识特征，时空分布，相关联

的其他信息等。 

（1）背景信息 

词条背景信息，如生物学性状、民族生物学描述等。 

（2）基本描述 

物种信息（依次）：拉丁名-中文接受名-中文别名-民族名； 

传统知识内容的基本描述：即该传统知识的说明书（技术方

案）或摘要，是编目的核心内容，要求在 300 字以内高度概括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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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各项信息。亦可插入相关的图片信息。 

（3）传统知识特征 

传统知识的鉴定特征，即：该传统知识与其他传统知识的区分特

征，特别是与特定民族、特定文化、特定资源和特定地区相关的特

征。 

（4）时空分布 

口述时间：最早（BC/AD）；最晚（BC/AD） 

实证时间：最早（BC/AD）；最晚（BC/AD） 

空间分布：知识在该民族中的分布或使用范围 

（5）其他信息 

相关联的其他传统知识、知识产权和民族等。 

3、所有者 

指传统知识的持有者，包括个人、家族、社区、群体、单位、

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等主体。 

（1）家族或个人：包括代表人姓名、性别、地址、民族，以

及范围。 

（2）社区或群体：包括社区或群体名称、代表人姓名、性

别、地址和民族。 

（3）单位：包括法律授予的持有单位名称、代表人姓名、单

位地址。 

（4）中央或地方政府：包括中央或地方主管部门、代表人姓

名、单位地址。 

4、获取与惠益分享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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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传统知识相关的国际公认证书（包括知识产权证书），获

取程序，共同商定的条件（如合同、协议等），惠益分享安排，现

有法律要求，其他要求（如国家政策）等。 

5、保护与利用 

指传统知识保护与利用现状，包括传承和研发利用现状；受威

胁状况及因素分析，保护与传承措施，案例介绍与分析。 

6、评价 

按照一定的标准、程序和方法，评估传统知识的经济意义、文

化意义、生态意义、濒危水平和总体情况（附录 C）。 

7、凭证资料 

包括传统知识及相关遗传资源的标本、图片、相关数据库、影

音资料、参考文献引文，以及其他相关资料。凭证资料以附件保

存，便于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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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分类细则 

（共 5 类 30 项） 

 

A.1 传统选育农业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 

（1）传统选育农作物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分类代码 110，下

同）：包括传统选育粮食作物、经济作物、蔬菜类、果树类（水

果）、绿肥、牧草，以及其他作物品种资源的相关知识； 

（2）传统选育家养动物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120）：包括传

统选育鸡、鸭、鹅、猪、牛、羊、马、驴、兔、蜂及其他动物品种

资源的相关知识； 

（3）传统选育水生生物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130/135）：包

括传统选育淡水生物（130）（鱼类、蟹虾类、贝类及其他物种及

其品种资源）和海水生物（135）（鱼类、蟹虾类、贝类及其他物

种及其品种资源）的相关知识； 

（4）传统选育林木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140）：包括传统选

育木材、果树、资源树种（油脂、香精等用途）、绿化树种等林木

及其品种资源的相关知识； 

（5）传统选育观赏植物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150）：包括传

统选育观赏植物物种及其品种资源的相关知识； 

（6）传统选育野生植物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160）：包括传

统选育野生植物物种资源及其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 

（7）传统选育陆生野生动物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170）：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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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传统选育无脊椎动物（昆虫等）、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哺乳

类等陆生野生动物物种资源及其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 

（8）传统选育微生物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180）：包括传统

选育大型真菌及其他微生物的知识。 

A.2 传统医药相关知识 

（1）传统药用生物资源引种、驯化、栽培和保育知识

（210）：草本、木本、竹藤类、树脂类、菌藻类、昆虫类、脊椎

动物类以及其他药用生物资源引种、驯化、栽培和保育的知识； 

（2）传统医药理论知识（220）：包括基础医学理论、药物理

论、方剂理论、疾病与诊疗理论等； 

（3）传统疗法（230）：包括针灸、艾灸、推拿、按摩、熏

蒸、拔罐、心理疗法及其他特色疗法； 

（4）药材加工炮制技术（240）：包括蒸、煮、浸、炖、炒、

炙、煎、煅、炼、烧、研、挫、捣等； 

（5）传统方剂（250）：包括中医传统经典方剂、老字号传统

配方、民族药方、民间单验方等； 

（6）传统养生保健和疾病预防知识（260）：包括养生方法、

保健方法和疾病预防知识； 

（7）其他传统医药知识（270）。 

A.3 与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相关的传统技术及生产生活方式 

（1）传统农业生产技术（310）：包括农业、林业、牧业、渔

业、其他副业等方面的制度和技术； 

（2）传统印纺工艺与技术（320）：包括纺织、印染、皮革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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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刺绣、其他手工业工艺与技术； 

（3）传统食品加工技术（330）：包括植物类、动物类和微生

物类食品和饮料的加工技术及其他； 

（4）传统规划设计与建筑工艺（340）：包括建筑技术、村镇

规划、庭院设计及其他； 

（5）其他传统技术（350）：包括生产生活工具制造等其他与

生物多样性相关的应用技术。 

A.4 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文化 

（1）宗教信仰与生态伦理（410）：包括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

原始信仰、宗教教义、生态伦理及其他； 

（2）传统节庆（420）：包括节日庆典、婚丧典礼、宗教仪式

及其他； 

（3）习惯法（430）：包括宗族制度、社区规范、乡规民约及

其他； 

（4）传统文学艺术（440）：包括歌曲、舞蹈、文学、诗歌、

绘画及其他； 

（5）传统饮食文化（450）：包括酒文化、茶文化、食文化

（饮食民俗、饮食文艺等）； 

（6）其他传统文化（460）。 

A.5 传统生物地理标志产品相关知识 

（1）食品类标志产品相关知识（510）：包括粮食、油料、瓜

果、蔬菜、茶叶、畜产品、禽产品、水产品、昆虫产品、野味产

品、菌类及其他食品类相关的知识、技术和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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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药品类标志产品相关知识（520）：包括地方特色传统医

药产品相关的知识、技术和工艺； 

（3）工艺类标志产品相关知识（530）：包括工艺美术类产

品、化石类产品和动植物染织类产品等； 

（4）其他地理标志产品相关知识（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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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词条条目 
 

（1）名称 

（2）原产地 

（3）背景信息 

（4）基本描述 

（5）传统知识特征 

（6）持有方 

（7）时空分布 

（8）保护与利用现状 

（9）主要威胁因素 

（10）案例分析 

（11）动态趋势 

（12）重要性评价 

（13）获取与惠益分享情况 

（14）凭证资料 

 



 —  24  —

 

附录 C  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分值评价标准 
 

B.1  经济意义（1–5 分） 

（1）无明显实际经济价值； 

（2）有一定经济价值，但市场有限； 

（3）有经济价值，且市场可开拓； 

（4）有较大经济价值，市场也较大； 

（5）有极大的经济价值和市场化潜力。 

B.2  文化意义（1–5 分） 

（1）不是必须的，也没有多少文化认同； 

（2）虽然不是必须的，但已经成为重要的部分； 

（3）是文化的必要部分，但是意义并不突出； 

（4）是公认的民族传统知识，成为民族认同的一部分； 

（5）是必须的核心部分，是民族认同的关键内容。 

B.3  生态意义（1–5 分） 

（1）无显著生态意义； 

（2）具有一定生态意义，但可替代； 

（3）拥有明显的生态意义，有独特生态作用； 

（4）具备重要的生态意义，是关键性的传统知识； 

（5）生态意义至关重大，不可替代。 

B.4  濒危等级（1–5 分） 

（1）广泛分布且普遍应用，无需特殊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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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布和使用范围明显缩小，可能需要保护； 

（3）还在使用，但有濒危迹象，必须进行保护； 

（4）关键传统知识的掌握人数少于 10 人，或已是濒危物种急

需保护； 

（5）无传承人的关键传统知识，亟待保护或已是濒危物种急

需保护。 

B.5  加和总评（4–20 分） 

前述四项之和，以加权值衡量传统知识的重要性，便于了解传

统知识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