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因为自然栖息地和野生动物丧失，人们越来越多只是在人工饲养环境看到类人猿。© Jurek Wajdowicz / Ar-cus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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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人工饲养的类人猿现状

序言
因为人类人口增加，以及随之而
来的自然栖息地和野生动物丧
失，人们越来越多只是在人工饲
养环境看到类人猿。这样的环境
影响观看者对类人猿保护现状的
认识（Leighty et al., 2015）。
在类人猿分布区国家的类人
猿在各种各样的人工饲养环境生
活，有些在私人住家；有些在动
物园、野生动物园作为个体公开
展示，作为游客游览景点；有些
由专业的非盈利照护设施管理。
最后一种设施，专门为孤儿、收
缴和受伤的类人猿提供照护，称
为养护所、救护中心或康复中
心。救护中心和康复中心一般对
第八章 人工饲养的类人猿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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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野生
动物犯罪违法者
不会遇到法律后
果的情况下，挽
救甚至收缴类人
猿对震慑对野外
类人猿的进一步
非法捕猎没有效
果。

”

受伤的动物提供短期照护和治
疗，养护所则提供长期或终生的
照护（CITES, 2010a; Durham,
2015）。一些动物园也收留孤儿
或收缴的类人猿；不过，因为提
供这种照护不是动物园的主要功
能，所以这项研究的讨论不包括
动物园。
这一章包括两个主要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类人猿分布区国家
养护所的历史和背景，聚焦作者
确定的56个养护所。这一部分讨
论养护所类人猿的前景，探讨在
当前和新兴威胁下，这些养护所
面临的机会和挑战。除非另外说
明出处，信息来自作者的知识和
观察；养护所从业者和外部专家
提供的叙述和数据；未出版的数
据，以及官方网站和设施网站上
提供的细节 1 。对养护所审查的
主要结论包括：
		 类人猿分布区国家养护所的条
件相差很大。许多养护所有堪
称典范项目，但是只是少数几
个设施接受了独立检查和认
证，验证其达到福利和照护标
准的情况。
		 适合野外放归和迁地生存的栖息
地越来越有限，也就是说几千只
已经在养护所的类人猿中的大多
数，加上其他几千只仍需人工饲
养照护的类人猿，将在人工饲养
环境度过余生。如果野外放归或
迁地保护是可能的，仔细地选择
地点、恰当地康复、选择候选个
体、放归后监测，对防止显著负
面地影响野生类人猿和康复类人
猿的福利和保护十分关键。
		 过度拥挤和由此导致的福利差，
降低养护所类人猿的生活质量。
需要仔细考虑，确定野外是否可
以和何时可以接受新的类人猿，
而不会降低已有和新的类人猿居
民的福利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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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野生动物犯罪违法者不会遇到
法律后果的情况下，挽救甚至收
缴类人猿对震慑野外类人猿的进
一步非法捕猎没有效果；实际
上，挽救和收缴可能促进对类人
猿的非法偷猎和贸易。
		 养护所、自然保护非政府组织、
政府、工商业界和其他各方之间
需要增加协作和集体努力，应对
推动类人猿进入养护所的栖息地
破坏、偷猎和人类与野生动物冲
突等因素。
		 养护所可以改善类人猿福利和自
然保护影响：对照严格的福利和
自然保护标准，接受独立的检
查、认证和评估；接受对野外放
归或迁地保护方法的外部科学审
查；承诺采取支持福利标准的政
策，促进执法，防止腐败；增加
外部衔接，应对导致类人猿需要
人工饲养照护的根本原因。

这一章第二部分更新人工饲
养的类人猿种群规模统计，讨论
影响人工饲养的类人猿的管制框
架。统计更新这一部分的主要结
论是：
		 虽然美国开始把黑猩猩从实验室
转移到养护所，但是速度缓慢，
值得关注，部分因为年岁较大的
黑猩猩数量多。确保类人猿的数
量、地点和福利透明，是一项持
续的挑战。在美国，政府最近从
在线数据库去除了大量之前可获
得的数据，引起对问责的关切。
		 在美国，政府最近从在线数据库
去除了大量之前可获得的数据，
引起对问责的关切。
		 一个国家联邦政府机构的管制变
化和行动，有时候会对在该辖区
和该辖区以外的养护所产生不曾
预期的影响。近期一个这样的例
子是从美国向英国输出黑猩猩的
许可证申请。这一举动引起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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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美国《濒危物种法案》的国际
影响、在欧洲人工饲养类人猿的
管理、野生动物非法国际贸易的
问题，这些问题都影响养护所及
其使命。

I. 超出能力：自然栖息
地不断缩小的情况下，
养护所和人工饲养类人
猿现状
背景
类人猿分布区国家养护所的历史
和范围
类人猿养护所在分布区国家已经
运行了几十年了。养护所出现，
是为了向从偷猎者或非法贸易收
缴的类人猿、作为宠物持有或从
不适宜的动物园退休下来的类人
猿提供专业的照护。作者根据个
人所知、专家讲述、在线描述和
照片，确定在类人猿分布区国家
有56个照护类人猿的养护所。大
多数养护所由专注的个人或非政
府组织成立和运行，致力于改善
类人猿福利、促进类人猿保
护。56个设施中，8个（占14%）
目前由政府拥有。
许多类人猿养护所从最初关注
拯救单只个体，转化为更广范围
的工作，包括当地保护和社区项
目、促进对物种行为的理解，以
及提供行为丰富化和关注生命质
量的照护。2011-2012年对隶属于
泛非洲养护所联盟（Pan Af-rican
Sanctuary Alliance，英语简称
PASA）的22个中心的一项调查
（包括不照护类人猿的三个设
施）表明，养护所的项目范围不
限于类人猿拯救和福利。该联盟
大多数养护所开展自然保护教育

项目：86%组织在养护所现场的
活动，82%开展不在养护所现场
的自然保护教育宣传。这些项目
使平均每个养护所每年累计触达
19,730人。大多数教育信息围绕
野生动物法律和生物多样性
（Ferrie et al., 2014）。
该联盟的养护所开展的其他活
动包括：
		 员工发展，包括支持员工参加联
盟的研讨会（占所有接受调查的
设施的86%）和与海外动物园和
养护所交流（32%）；
		 支持或协助建设道路、桥梁和井
眼（46%）和健康诊所和清洁设
施（27%）；
		 支持学校或教育中心（87%）和
社区中心（27%）；
		 当地资助项目或企业发展协助
（36%）；
		 人口和栖息地可独立存续性分析
和其他普查（64%）；
		 生态学研究（55%）和社会行为
（46%）；
		 资 助 或 配 备 反 偷 猎 巡 逻 员
（73%）；
		 定 期 监 测 灵 长 类 栖 息 地
（46%）；
		 开展反伐木巡逻（14%）
		 植树造林（59%）（Ferrie et al.,
2014）。

“

在美
国，政府最近从
在线数据库去除
了大量之前可获
得的人工饲养类
人猿数据，引起
对问责的关
切。

”

该联盟除了每年为21个养护
所提供价值超过130万美元的就
业机会，对当地经济的贡献总
计 超过年均78,000美元（Ferrie et
al., 2014）。
作者对亚洲类人猿养护所网
站的查阅和对亚洲类人猿养护所
的访谈显示，亚洲类人猿养护所
同样有类似广泛的活动范围，保
护项目包括共同管理自然保护
第八章 人工饲养的类人猿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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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购买类人猿栖息地并指定为
保护区，以及与私人土地所有者
协作，保护类人猿栖息地廊道
（Durham, 2015; Durham and Phillipson, 2014）。

照片：对人工饲养设施标准
的独立验证或认证，对确保
养护所内类人猿的福利十分
关键。
© Gorilla Rehabilitation and
Conservation Education
(GRACE) Center/Rick Barongi

养护所标准
类人猿养护所的条件相差很大。
重要的是，过去几十年，随着人
工饲养设施活动增加，类人猿福
利标准、健康保健和设施管理都
有了改善。现在有针对大型类人
猿和长臂猿的相关指导准则
（Farmer et al., 2009; GFAS, 2013a,
2013b; PASA, 2016a）。通过养护
所设施主任、工作人员和外部专
家的联盟、网络和顾问小组，养
护所之间的协作对制定和实施标
准、加深养护所专业知识技能产
生了积极影响，见框8.1描述
（Ferrie et al., 2014; K. Farmer,
个人沟通, 2016）。
全球动物养护所联盟（Global
Federation of Animal Sanctuaries，
英语简称GFAS）、猩猩兽医顾
问小组（Orangutan Veterinary
Advisory Group，英语简称
OVAG）、泛非洲养护所联盟和
野生动物拯救网络（Wild Animal
Rescue Network，英语简称
WARN）促进了养护所承认类人
猿人工饲养的照护和福利标准。
泛非洲养护所联盟成立于2000
年，比对人工饲养的非洲类人猿
就地照护的公布标准出现还早。
非洲灵长类养护所行业和外部专
家共同领导了为非洲类人猿和其
他灵长类制定泛非洲养护所联盟
的标准（Farmer et al., 2009）。泛
非洲养护所联盟也发表了手册，
指导对灵长类健康保健和保护的
宣传教育实践（Cartwright,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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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win et al., 2009）。猩猩兽医顾
问小组 发布了研讨会报告，其中
包括猩猩健康保健和福利方案
（Commitante et al., 2015）。
全球动物养护所联盟成立于
2007年，为大型类人猿和长臂猿
制定了国际福利标准。该联盟提
供独立的检查，验证或认证各设
施对这些标准的遵守情况。全球
动物养护所联盟的认证包括比验
证更严格的筛查，包括操作标准
和福利标准（GFAS, n.d.-c）。
野生动物拯救网络与全球动物养
护所联盟协作，鼓励本网络的成
员寻求获得全球动物养护所联盟
的验证或认证（GFAS, 个人沟通,
2016）。许多泛非洲养护所联盟
成员也寻求获得全球动物养护所
联盟的认证或验证。
在本文撰写时，本章考察的
养护所只有13%经检查，确认遵
守全球动物养护所联盟标准。野
生动物拯救网络的一个成员：国
际动物拯救吉打邦类人猿养护所
获得全球动物养护所联盟认证；
泛非洲养护所联盟的六个类人猿
设施成员：Chimpanzee Conservation Center, the Fernan-Vaz Gorilla
Project, Jeunes Animaux Confisques
au Katanga (J.A.C.K. - ‘young animals confiscated in Katanga’), Centre de Rehabilitation des Primates de
Lwiro (Lwiro Primate Rehabilitation
Centre), Sanaga-Yong Chimpanzee
Rescue Center和Sweetwaters
Chimpanzee Sanctuary，获得全球
动 物养护所联盟验证（GFAS ,
n.d.-b）。
从2000年到2014年，泛非洲养
护所联盟对19个类人猿养护所中
的13个进行了现场检查。该联盟
的修订版标准不再要求对成员养
护所进行定期的现场独立检查，
而是要求养护所每五年提交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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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如果泛非洲养护所联盟认
为有必要，再开展后续检查
（PASA, 2016a）。与此不同，
全球动物养护所联盟要求每次养
护所验证或认证都要做现场检查
（GFAS, n.d.-a）。
对人工饲养设施标准的独立
验证或认证，对确保养护所内类
框 8.1
协作的作用
历史上，类人猿养护所之间或与
外部专家定期沟通并不容易。位
置偏远、缺乏互联网和电话连
接、缺乏差旅资金，是沟通的障
碍。在养护所之间的协作和与外
部专家的协作（包括经认证的动
物园和动物园物种存续计划项
目、实地研究人员、独立福利专
家、兽医），帮助形成了养护所
工作人员和这方面专家的能力。
这些协作继续作为促进沟通和学
习的有效方式。
本章考察的56个养护所中，接近四
分之三（71%）参加了协作（联
盟、顾问小组或网络），一些养护
所参加了不止一种协作。16个是泛
非洲养护所联盟的成员；9个是野
生动物拯救网络的成员；10个参加
了猩猩兽医顾问小组；5个是雅加
达动物救援网络（Jakarta Animal Aid
Network）的成员；3个是加蓬大型
类人猿联盟（Gabon Great Ape
Alliance）的成员。一个人工饲养设
施以前是一家动物园，现在也是东
南亚动物园协会（South East Asian
Zoos Association）的成员。
猩猩兽医顾问小组、泛非洲养护
所联盟和野生动物拯救网络请外
部专家访问养护所，促进养护所
设施之间的信息交流和互访。这
些协作使养护所在自然保护教育
宣传、策略性规划、野外放归、
兽药和健康保健方面获得专家的
支持。联盟、网络和顾问小组筹
集的资金，用于支付会议场所、
招待养护所工作人员的食宿、外
部专家差旅费用、养护所工作人
员参加培训的差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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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猿的福利十分关键。这是资助
机构、政府、公众和合作伙伴确
保养护所达到国际福利标准的唯
一方式。虽然检查合理地聚焦高
质量福利和照护的基本问题，但
是，越来越重视环境做法、保护
活动（包括野外放归）和与执法
努力的协作，以及这些方面明确
的标准，将改善验证和认证做
法。整个这一章讨论这些问题对
养护所的相关性。制定和包括这
些标准，能加强养护所和认证机
构与自然保护非政府组织、政
府、野外研究人员和资助机构的
伙伴关系。

类人猿养护所接收类人猿增
加的推动因素
推动类人猿需要人工饲养照护的
因素和最可能的原因，在各个区
域和分布区国家之间有所不同。
因素和原因包括栖息地丧失和恶
化、偷猎和执法薄弱。
所有类人猿分布区国家的国
家法律都禁止对类人猿的捕猎和
贸易 2 。除了南苏丹，所有类人
猿分布区国家都是《濒危野生动
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英语简称
CITES）的缔约方（CITES,
2016a）。所有类人猿都列于该
公约附录I，禁止所列物种的国
际商业贸易（CITES, 2017）。不
过，对这些法律和对该公约的执
法不一致，违反法律和公约的事
件屡见不鲜（Bennett, 2011;
Campbell et al., 2008; Cotula et al.,
2015; Imong et al. , 2016）。
执法薄弱便利了对野生类人
猿偷猎。在非洲，为野味（野生

动物的肉，常称为丛林肉）的非
法捕猎，对安哥拉、喀麦隆、中
非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赤
道几内亚、科特迪瓦、利比里
亚、刚果共和国的类人猿是显著
威胁（Fruth et al., 2016; IUCN,
2014d; Maisels, Bergl and Williamson, 2016a; Plumptre et al., 2010,
2015; Refisch and Kone, 2005）。
在亚洲一些类人猿分布区国家，
包括孟加拉国、印度、印度尼西
亚、老挝和越南，猩猩和长臂猿
常被作为野味偷猎。此外，对类
人猿身体部件用于传统药物的需
求，导致在一些类人猿分布区国
家偷猎黑猩猩（Pan troglodytes）和长臂猿（Campbell et al.,
2008; Davis et al., 2013; Geissmann
et al., 2013; Lao MAF, 2011; Molur
et al., 2005; Moutinho et al., 2015;
Rawson et al., 2011）。偷猎者捕
获的幼仔常常机会性地作为宠物
销售。为了作为宠物销售，或者
卖给动物园和野生动物园，偷猎
者尤其瞄准一些长臂猿物种
（Campbell et al., 2008; Geissmann
et al. , 2008; Molur et al. , 2005;
Nijman and Geissmann, 2008;
Rawson et al., 2011）。如果这些
非法捕捉的长臂猿被收缴或遗
弃，常常交给养护所。
在人类和野生动物的冲突
中，杀死或捕捉类人猿很常见
（Davis et al, 2013; Rawson et al.,
2011; Williamson et al., 2014）。
他们经常找到养护所，把在这
些冲突中受到威胁的野生长臂
猿移走，或者把它们迁至其他
自然栖息地，或对其提供人工
饲养照护。如果不移走，长臂
猿常被杀死或捕捉，幼仔被卖
作或留作宠物（Ancrenaz et al,
2015a; Durham, 2015）。
偷猎、人类与野生动物的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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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随着栖息地缩小，这
些类人猿越来越面临被捕
猎、捕捉或杀死的风险.
© Jabruson 2017 (www.jabruson.photoshelter.com)

突，都与栖息地破坏和破碎相
关，是人类活动的直接后果，包
括伐木和森林清理，用于扩大工
业化、维持生计和小规模农业种
植、家畜放牧、采掘业和基础设
施（见第1到6章） 3 。随着栖息
地缩小，这些类人猿越来越面临
被捕猎、捕捉或杀死的风险。栖
息地破坏的例子不胜枚举。在印
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森林转换
为其他用途土地时，破坏和隔断
类人猿栖息地，常常把类人猿孤
立在小片树林里，在这样的环
境，很容易杀死成年类人猿、捕
捉幼仔（Ancrenaz et al, 2015a;
Campbell et al., 2008; Singleton et al.,
2016）。尤其在印度尼西亚，为
农业用地放火清理林地，加剧了
栖息地破坏（Tabuchi, 2016）。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黑猩猩、格
劳尔大猩猩（Gorilla beringei graueri）和山地大猩猩（Gorilla b. beringei）受到当地非法木炭行业和
采矿的威胁（Plumptre et al., 2015;
UNEP/CMS, 2009）。道路等基础
设施为偷猎者提供进出方便和把
野味和活体动物送达市场的途径
（Poulsen et al., 2009）。道路对长
臂猿的威胁超过其他类人猿，因
为长臂猿物种极少在地面行进，
穿越道路等障碍物可能有困难
（Chan et al., 2005）。
国内动乱给类人猿带来威胁，
尤其是黑猩猩、格劳尔大猩猩和
山地大猩猩，因为它们受到流离
失所者、武装分子和军队越来越
多的偷猎和栖息地破坏影响
（Plumptre et al., 2015; UNEP/CMS,
2009）。过去几年，从刚果民主
共和国的军队里，缴获了几只作
为宠物的类人猿（Engel and
Petropoulos, 2016）。
由于类人猿越来越多被捕
捉，或者从自然栖息地被逐
出，对类人猿养护所的空间需
求注定要增加（Durham, 2015;
Durham and Phillipson,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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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最大风险的是婆罗洲猩猩
（ Pongo abelii ），因为到2030
年，与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预
计将干扰其绝大部分栖息地
（Gaveau et al., 2013）。这一情
形因为气候变化进一步加剧，
预计会使其当前栖息地的很大
部分不再适合栖息（Grueter et
al., 2013; Struebig et al., 2015）。
实际上，在猩猩分布区国家，
用来为农业清理土地的灾难性
森林大火对加剧全球变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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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剧更大、更频繁的森林火灾
风险起到作用；结果，更多栖
息地面临被破坏的风险，更多
猩猩可能生病，需要养护所照
护（Ancrenaz et al., 2016; Tabuchi,
2016）。与此同时，气候变化可
能影响山地大猩猩等其他类人
猿 获得食物（Grueter et al. , 2013;

Struebig et al., 2015）。

类人猿分布区国家人类人口
增长，预计也会导致对类人猿养
护所收容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安

哥拉、布隆迪、刚果民主共和
国、坦桑尼亚、乌干达的人类人
口预计到2100年增长五倍。预计
九个国家将占2015年到2050年全
球人类人口增长的50%，其中五
个是类人猿分布区国家，分别是
刚果民主共和国、印度、印度尼
西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UN,
2015）。由于在这五个国家，一
些重要的类人猿种群生活在保
护区之外，人类人口增长注定
会加剧对类人猿非法捕猎和贸
第八章 人工饲养的类人猿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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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8.2
类人猿非法贸易
黑猩猩保护中心（Chimpanzee Con-servation
Center）和Lwiro灵长类康复中心（Centre de
Rehabilitation des Primates de Lwiro）最近从国际贸易
中收缴了三只黑猩猩，表明非洲类人猿非法贩卖还
在继续，虽然只数相对较少。
近期一项研究表明马来西亚和泰国半岛对野外捕
捉的类人猿的需求，在这两个地方，动物园仍旧
收购类人猿，用于野生动物园等野生动物景点、
游客拍照道具和表演（Beastall and Bouhuys, 2016;
见表8.1）。对这些设施的工作人员的访谈显示，
大多数已知来源的类人猿是在野外捕捉的。研究
人员发现，泰国设施拥有的非本土类人猿数量远
超过登记为合法进口的数量，包括没有合法进口
记录的大猩猩和长臂猿。马来西亚和泰国半岛的
动物园血统记录簿列出了几十只猩猩来自野外捕
捉或来源不明，但是收容一些野外捕捉的个体是
执法行动的结果（Beastall and Bouhuys, 2016）。这
些数据表明，亚洲类人猿非法贸易仍然是一项关
切，需要通过立法、改善执法和公众意识宣传解
决。
类人猿分布区国家普遍禁止类人猿捕猎和贸易，但
是各国对类人猿的法律保护相差很大。《濒危野生
动植物种国际贸易条约》的实施依赖国家法律。该
公约对每个国家缔约方的国家立法有四项要求：
1.		 指定至少一个管理当局和一个科学当局；
2. 		 禁止违反公约的物种贸易；
3. 		 惩罚该等贸易的能力；以及
4. 		 收缴非法贸易或持有的类人猿样品（CITES,
2010b）。
26个类人猿分布区国家中，只有10个国家的法律满
足所有四项要求，分别是：柬埔寨、喀麦隆、刚果
民主共和国、赤道几内亚、印度尼西亚、马来西
亚、尼日利亚、塞内加尔、泰国（见下文）和越
南。其他16个类人猿分布区国家不满足这四项要
求。8个类人猿分布区国家的法律满足这四项要求
中的一项、两项或三项，分别是：孟加拉国、布隆
迪、加蓬、几内亚、印度、马里、刚果共和国和坦
桑尼亚。另外8个类人猿分布区国家的立法不满足
这四项要求中任何一项，分别是：安哥拉、几内亚
比绍、科特迪瓦、老挝、利比里亚、缅甸、塞拉利
昂和乌干达。以上列出的16个类人猿分布区国家都
在制定要求的立法（CITES, 2016a）。一旦这些立
法通过和颁布，预计会改善这些国家收缴非法持有
的类人猿和起诉违法者的能力。这些步骤进而肯定
会增加需要养护所照护的类人猿数量，因此需要养
护所有更大收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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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可能满足该公约对国家立法的
要求，但是仍不能为类人猿提供充分保护，泰国就
是一例。近期对泰国野生动物法律的分析显示，存
在威胁类人猿的几个重要缺陷。法律目前把举证的
责任给予政府一方，政府需要证明野生动物是非法
获得的，而不是要求持有野生动物的一方证明是合
法获得的。此外，当前对非法持有或贸易的野生动
物的刑事处罚可能不能对野生动物犯罪带来足够震
慑。这项研究的作者提出了改善泰国正在审议的
1992年2535号法律《野生动物保存和保护法》
（Wild Animal Preservation and Protection Act）修订
草案的详细建议（Moore, Prompinchompoo and
Beastall, 2016）。
在印度尼西亚，政府意识到野生动物捕猎和贸易犯
罪一般导致短期监禁（不到一年）和不到1亿卢布
（7,500美元）罚款后，正在考虑修订1990年5号法
律《活体资源和生态系统保护法》（Law for
Conservation of Liv-ing Resources and Ecosystems）
（Jong, 2016）。
破坏类人猿保护法律的另一个问题是常常对野外捕
捉的类人猿使用圈养繁殖来源代码，在该公约下，
对类人猿进行欺诈性国际贸易（CITES, 2014）。这
类欺诈尤其与几内亚1999年到2012年的贸易案相
关。几内亚没有类人猿圈养繁殖设施；所以，声称
来自这个国家的圈养繁殖的类人猿无一例外是欺诈
性的，可以假定涉及的动物是野外捕捉的（CITES,
2012）。该公约贸易数据库的记录显示，几内亚以
圈养繁殖名义交易的类人猿包括122只黑猩猩和10
只大猩猩（CITES, n.d.）。
2016年，公约缔约方做出响应，批准公约审查、调
查、禁止欺诈性使用圈养繁殖代码的机制（CITES,
2016b）。这一努力是为了防止进一步非法转移野
外捕捉的动物。
虽然类人猿非法贸易仍然存在，是对这些物种的威
胁，但是非法贸易一般与非法捕猎相关，涉及机会
性销售幼仔获得额外收入。因此，在对类人猿的威
胁中，非法贸易的影响小于导致种群衰退的重要推
动因素，即栖息地丧失和碎片化、非法捕猎、人类
与野生动物冲突，这些都会便利对类人猿的捕捉和
销售。
不过，对一些长臂猿物种来说，贸易是一项格外严
重的威胁。尤其被瞄准的长臂猿物种是克氏长臂猿
（Hylobates klossii）、白掌长臂猿（Hylobates lar）、
穆氏长臂猿（Hylobates muelleri）、灰长臂猿婆罗洲
亚种（ Hylobates funereus ）、南黄颊黑冠长臂猿
（Nomascus ga-briellae）和合趾猿（Symphalangus syndactylus）（Brockelman and Geissmann, 2008; Geissmann
and Nijman, 2008a, 2008b; Geissmann et al., 2008; Nijman
and Geissmann, 2008; Whittaker and Geissmann, 2008）。

235
表8.1
2016年在马来西亚半岛和泰国动物园和野生动物游览地的类人猿
在动物园和野生动物游览地的类人猿数量
类人猿物种

马来西亚半岛

泰国

总计

黑猩猩（亚种未知）

14

36

50

西非低地大猩猩

–

1

1

婆罗洲猩猩

31

–

31

苏门答腊猩猩

2

–

2

猩猩（物种未知）

1

51

52

敏长臂猿

5

2

7

白掌长臂猿

37

107

144

银白长臂猿

1

–

1

穆氏长臂猿（亚种未知）

1

–

1

戴帽长臂猿

–

34

34

长臂猿属（物种未知）

–

2

2

黑冠长臂猿（物种未知）

–

14

14

7

3

10

99

250

349

合趾猿
总计

注：敏长臂猿、白掌长臂猿和合趾猿是马来西亚半岛和泰国本地特有物种。戴帽长臂猿是泰国本地特有物种。
数据来源：Beastall and Bouhuys (2016)

易，使类人猿面临更大风险
（Indonesia MoF, 2009; IUCN,
2014d; Molur et al., 2005; Plumptre
et al., 2010）。
一方面迫切需要对类人猿保
护法律更好执法，另一方面，
更好执法也可能增加对类人猿
养护所收容能力的需求。在一
些非洲类人猿分布区国家，更
好执法导致收缴和拯救的类人
猿增加，这个趋势还将持续，
除非执法有效地震慑偷猎者不
再开展非法活动（K. Farmer and
D. Cox, 个人沟通, 2012）。
同时，国际媒体对《濒危野生
动植物种国际贸易条约》和野
生动物法律的报道，增加了分
布区国家执行禁止捕猎该公约

列出的物种（包括类人猿）的
压力（见框8.2）。理想情况
下，这样的严格审查会带来更
好执法，更好地保护野外类人
猿种群。

在分布区国家养护所的类人猿
分布区国家养护所类人猿的来源
大多数类人猿来到养护所，是因
为为野味的非法捕猎、栖息地破
坏和碎片化、人类与野生动物的
冲突，或者被持有类人猿作宠物
的个人遗弃，或从他们那里拯救
出来。养护所中因为国际野生动
物贸易收缴的类人猿少得多。
印度尼西亚类人猿养护所：
第八章 人工饲养的类人猿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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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动物拯救吉打邦的数据显
示，它拯救的类人猿43%是作为
宠物非法持有、31%来自油棕种
植园，12%是在当地社区农业景
观发现的，只有1%是从国际非
法野生动物贸易中解放的
（Durham, 2015）。与此类似，
在泛非洲养护所联盟分布区国家
的养护所，大多数类人猿来到养
护所是因为人类在国家边界内的

行为，而不是国际贸易。在刚果
民主共和国，2015到2016
年，Lwiro灵长类康复中心收到
了16只黑猩猩，每一只都来自本
国。有一只是从卢旺达收缴的，
由偷猎者从刚果民主共和国运送
到了卢旺达（I. Velez del Burgo,
个人沟通, 2016）。
在几内亚，与贸易相关的收
缴数量高一些，这里是非洲类人

表8.2
2016年类人猿分布区国家人工饲养中心能力
有养护所的类人猿分布区国家
喀麦隆

分布在中非的黑猩猩指名亚种，黑猩猩尼喀亚种，
克罗斯河大猩猩，西非低地大猩猩

刚果（金）

倭黑猩猩，分布在中非的黑猩猩指名亚种，黑猩猩
东非亚种，格劳尔大猩猩

加蓬
非洲

接收的物种

分布在中非的黑猩猩指名亚种，西非低地大猩猩

几内亚

黑猩猩西非亚种

利比里亚（设施正在建设中）

黑猩猩西非亚种

尼日利亚

黑猩猩尼喀亚种

刚果（布）

分布在中非的黑猩猩指名亚种，西非低地大猩猩

塞拉利昂

黑猩猩西非亚种

乌干达

黑猩猩东非亚种

柬埔寨

当地长臂猿物种

中国（香港）
印度

白掌长臂猿，戴帽长臂猿
西白眉长臂猿

印度尼西亚

婆罗洲猩猩，苏门答腊猩猩，敏长臂猿，婆罗洲白
须长臂猿，克氏长臂猿，银白长臂猿，穆氏长臂
猿，合趾猿

老挝

北白颊冠长臂猿，南白颊冠长臂猿，其他当地长臂
猿物种

亚洲

马来西亚

婆罗洲猩猩

泰国

白掌长臂猿，戴帽长臂猿，其他当地长臂猿物种

越南

戴帽长臂猿，北白颊冠长臂猿，北黄颊冠长臂猿，
南黄颊冠长臂猿，其他当地长臂猿物种

数据来源：Wildlife Impact (2015, 2016)；设施在网上和未发表的统计，经作者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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猿国际贸易的一个热点地区
（CITES, 2014）。一个几内亚类
人猿养护所：黑猩猩保护中心
（Chimpanzee Conservation
Center），在2015到2016年接受
了7只黑猩猩；其中6只是几内亚
当地的，2只收缴自国际贸易。
这个养护所从塞内加尔接受了一
个黑猩猩孤儿，塞内加尔没有养
护所设施（C. Colin, 个人沟通,
2016）。
捕猎和当地贸易流行，作为
分布区国家养护所接收类人猿
的最接近原因，证实了数据，
表明栖息地破坏、为野味和传
统医药的偷猎、与人类和野生
动物冲突相关的杀戮，仍是对
大多数野生类人猿物种最紧迫
的威胁（Brockelman
and
Geissmann, 2008; Campbell et al.,
2008; Davis et al., 2013; Indonesia
MoF, 2009; IUCN, 20i4d; Plumptre
et al., 2015）。

分布区国家养护所类人猿的
现状和未来
表8.2列出了有类人猿养护所的
分布区国家以及这些养护所照护
的物种。亚洲类人猿分布区国
家，除了孟加拉国和缅甸，都有
照护类人猿的养护所（Wildlife
Impact, 2016）。香港嘉道理农场
暨植物园（Kadoorie Farm &
Botanic Garden）拯救中心现在
没有照护长臂猿，但是具备拯救
和免疫处理的能力（KFBG,
n.d.）。
九个非洲类人猿分布区国家
（喀麦隆、刚果民主共和国、
加蓬、几内亚、利比里亚、尼
日利亚、刚果共和国、塞拉利
昂和乌干达）有照护类人猿的

养护所（Wildlife Impact, 2015,
2016）。非洲类人猿分布区国家
的一半以上（安哥拉、布隆
迪、中非共和国、赤道几内
亚、加纳、几内亚比绍、马
里、卢旺达、塞内加尔、南苏
丹和坦桑尼亚）没有当前可以
照护类人猿的养护所（Wildlife
Impact, 2015, 2016）。科特迪瓦
没有养护所，但是Abidjan动物
园接收了需要拯救的黑猩
猩。2014年，由于接受率高，包
括埃博拉危机期间留在动物园
的宠物黑猩猩，现在收容能力
已经全满（R. Champion,
个人沟通, 2014）。
需要照护的类人猿数量远远
超过人工饲养设施的现有能
力。许多设施已经满员，其他
设施有空间，但是也只能再接
受非常有限的类人猿。在分布
区国家，估计超过6,000只长臂
猿、25到126只非洲长臂猿被非
法持有（Durham, 2015; Wildlife
Impact, 2015）。这些数字不包
括纽约血液中心（New York
Blood Center）在利比里亚遗弃
的66只黑猩猩（Gorman, 2015a;
见下文）。无法获得对猩猩的
估计。
许多分布区国家养护所的最
终目标是把类人猿放归到自然栖
息地。但是，实际上，野外放归
并不总是可行，因为这可能与自
然保护目标不一致。Durham
(2015)指出，现实是进入人工饲
养环境的许多类人猿，会终其一
生呆在里面。即使在过渡中心或
其他短期设施的类人猿，常常在
这些设施度过许多年，甚至 余
生。许多养护所需要向基础设施
和工作人员投入大笔资金，才能
接收更多终生居住在养护所的类
第八章 人工饲养的类人猿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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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类人猿迁地保护，或
把人工饲养的动物放归自然
栖息地，对放归的和野外的
类人猿种群、其他野生动
物、生态系统和人类人口带
来重大风险。
© Alejo Sabugo,
IAR Indonesia

人猿。总的来说，考虑到需要照
护的类人猿数量、类人猿的寿命
长和当前接收的做法，在养护所
的过度拥挤问题可能会恶化。即
便现在，对非法持有的几千只类
人猿，或者新捕捉的类人猿，养
护所无法照顾，也不能提供可接
受的最低标准的福利。
一些没有指定的拯救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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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已经表明，不愿收缴非法持
有或交易的活体动物（André et
al., 2008; Teleki, 2001）。2016年11
月，动物学家Tamar Ron和
Maiombe国家公园管理员Jose Bizi
在与作者的个人沟通中，描述了
在安哥拉的近期类人猿收缴，这
个大猩猩和黑猩猩分布区国家缺
乏养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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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ombe国家公园过去两年左右
收缴的五只黑猩猩幼仔和两只大
猩猩幼仔中，只有一只黑猩猩活
了下来。这一只与几只不同年龄
的其他黑猩猩在某个人的私人设
施内得到照护，这个人过去几十
年用自己的财力努力拯救黑猩猩
和大猩猩孤儿，但是可惜的是，
只能提供非常不达标、不充分的
条件。
		 [Maiombe国家]公园没有足够的

能力、财力和条件长期照顾收缴
的类人猿。我们国家没有足够的
设施，转交到其他地方的设施也
需要资源，但是又没方提供这些
资源。除了上述私人举措外，不
知道多少只（估计几十只）不同
年龄的黑猩猩由私人持有，主要
是在Cabinda和Luanda，所有都
处在很不完备、有时候令人吃惊
的境地。政府表示了有强烈兴趣
建立类人猿养护所，把它作为制
止野生动物犯罪行动策略性努力
的一部分，但是需要大量外部支
持，为开发、运营成本和员工能
力建设提供资金，为这一宏大努
力创造赋能条件。

建立新的养护所似乎是明显
的解决方案。但是，实际上，建
立养护所非常昂贵、困难，需要
专门的知识技能，需要照顾寿命
长、需要大量成本和照护的获救
类人猿的一生。很少有国家愿意
或能够应对这项挑战，尤其是有
很大需要、但是国内动乱或其他
挑战多的分布区国家。
此外，有无养护所与拯救类
人猿的需要之间什么关系尚不清
楚，尤其是在长期有养护所的国
家，比如喀麦隆、刚果民主共和
国和印度尼西亚，收缴类人猿仍
屡屡发生。多个因素影响养护所
收缴和接收类人猿，包括执法及
其有效性、腐败、公众对法律和
法律影响的意识、贫困和食物可
获得性、获得就业和生计、接近
和捕捉野外类人猿种群的容易程
度，以及对野味、类人猿身体部
件和活体类人猿市场的需求和进
入。
当然，在分布区国家有养护
所，使收缴类人猿更加可行，
部分是因为养护所对促进执法
起到关键作用（Farmer, 2002;
Teleki, 2001）。养护所，尤其是
经认证维护了高标准照护的养
护所，也实现对获救类人猿的
第八章 人工饲养的类人猿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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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福利、终生照护以及潜在
放归自然（Trayford and Farmer,
2013）。对需要和可行性进行透

“

在野外
放归或迁地保护
是可行的可选方
案的情形下，监
测进度和影响对
确定一个项目是
否实现自然保护
成功的指标是必
要
的。

”

彻分析，以及在机构、个人和政府
之间协作，可能是比迄今为止使用
的临时安排方式更可持续的养护所
发展路径。把养护所纳入解决栖息
地破坏、杀死和捕捉类人猿以及导
致类人猿需要照护的其他因素的更
广泛努力，将进一步增加养护所的
有效性。

野外放归和迁地保护
分布区国家的合适栖息地
在各个类人猿分布区国家，合适
的栖息地正迅速消失（FunwiGaba et al., 2014; Williamson et al.,
2014）。虽然野外类人猿种群减
少，按照现有合适栖息地的面积
和承载能力，目前把分布区国家
的所有人工饲养类人猿野外放归
是不现实的。在一些地区，可能
没有合适的栖息地，已有的合适
栖息地不是已经被同种的可独立
存续的种群占用，就是需要先恢
复森林、指定为保护区、对可持
续反偷猎进行执法，或者开展其
他长期的保护努力。
考虑到猩猩栖息地一直迅速
转化为其他用途，专家们早就得
出结论，仍支持猩猩的合适栖息
地早已达到或者超过承载能力
（A. Russon, 个人沟通, 2016）。
如上一卷《类人猿现状》所述，
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长臂猿的情
况与此类似（Durham, 2015）。
因为在分布区内人类蚕食和对栖
息地的使用情况，克罗斯河大猩
猩（Gorilla gorilla diehli）的野外
放归受到限制（Imong et al. ,
2014a）。在这样的情况下，即
便栖息地恢复，也不大可能实现

类人猿现状：基础设施开发与类人猿保护

大猩猩野外放归，因为人类人口
和活动会对人类和野外放归的类
人猿带来风险。

野外放归和迁地保护的益处和
分析
把人工饲养的动物放归到自然栖
息地，对放归的和野外的类人猿
种群、其他野生动物、生态系统
和人类人口的健康和福利都带来
重大风险（IUCN/SSC, 2013）。
即便如此，野外放归和迁地保护
是在某一物种已经灭光的栖息地
重新引入该物种的唯一方式。
所以，在合适的栖息地恰当
谨慎地实施野外放归和迁地保护
是宝贵的工具。这两种方法会增
加基因多样性，增加种群数量，
提供物种和栖息地保护的聚焦方
向（IUCN/ SSC, 2013）。对野外
放归项目，另一个普遍认识到的
保护价值是执法当局（护林员或
生态卫士）和野生动物监测人员
（包括迁地保护项目工作人员）
更多出现，会震慑在野外放归地
点的偷猎和其他非法活动
（Humle et al. 2011）。野外放归
的动物也可以成为生态系统保护
的催化剂（Humle et al. , 2011;
King, Chamberlan and Courage,
2012）。
尽管如此，野外放归和迁地保
护会带来许多风险。一个风险是
向同种类人猿、其他野生动物和
人类传播疾病，这会潜在破坏任
何积极的自然保护影响（Beck et
al., 2007; Campbell, Cheyne and
Rawson, 2015; IUCN/SSC, 2013;
Jakob-Hoff et al., 2014; Schaumberg et
al., 2012; Un-win et al., 2012）。此
外，野生种群占据合适栖息地一
般已经达到栖息地的承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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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有什么情况妨碍它们做到
（Moehrenschlager et al., 2013）。
结果，人工饲养的类人猿常常被
放归到同种类人猿已经栖息在
此、条件（比如捕猎或森林砍
伐）限制野生种群规模的地方。
对野生黑猩猩和倭黑猩猩
（Pan paniscus）的研究表明，放
归到野生同种类人猿的个体，减
少了野生雌性类人猿的生育成功
（Wrangham, 2013）。其他研究
表明，雄性黑猩猩不应放归到野
生黑猩猩的分布区，因为野生同
种黑猩猩会攻击或杀死它。比
如，刚果共和国的黑猩猩放归数
据表明，许多放归的雄性被野生
同种黑猩猩杀死（Goossens et al.,
2005）。对迁移到野生猩猩栖息
地保护的之前圈养的雌性猩猩来
说，建立家域极其困难，因为已
经栖居在此地的雌性猩猩排挤它
们，不认同它们是自己社会网络
的一员（M. Ancrenaz, 个人沟通,
2016）。的确，已经栖居在此地
的个体对迁地保护的动物施加的
社会压力十分巨大；这形成紧张
压力情形，会持续很久，这也是
为什么许多迁地保护失败了
（M. Ancrenaz, 个人沟通, 2016）。
因此，把个体人为添加到可独立
生存的同种种群，不是完善的自
然保护或福利策略，因为这会减
少野生类人猿的空间和资源，同
时也妨碍放归类人猿的福利。
多个因素决定合适的野外放
归和迁地保护类人猿选手，包
括野生同种类人猿的性别比例
和社会小群、行为健康和社会
化、年龄、性情、认知和学习
问题、与类的纽带关系、针对
人类的行为（Bashaw, Gullot and
Gill, 2010; Russon, 2009）。不是
在人工饲养环境表现好的所有

个体都是好的野外放归对象。
在类人猿过了婴儿期后，针对
人类的行为和与人类的纽带关
系是个体福利和成功放归的严
重安全风险和问题（Campbell et
al. , 2015; Riedler, Millesi and
Pratje, 2010; Russon, Smith and
Adams, 2016）。的确，过于习
惯和依赖人类的类人猿更可能
接触、骚扰甚至攻击人类，从
而增加自己被杀或被捉的风险
（Macfie and Williamson, 2010;
Russon, 2009）。
作为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指南
要求的可行性评价的一部分，应
当把自然放归和迁地保护与其他
保护措施进行比较，确定在不同
情形下对物种和栖息地保护最有
效的行动（Beck et al. , 2007;
Campbell et al., 2015; IUCN/SSC,
2013; Wilson et al., 2014）。Wilson
et al. （2014）发现，野外放归和
迁地保护比其他栖息地保护措施
显著更昂贵、需要更多密集劳
动。
在野外放归或迁地保护是可
行的可选方案的情形下，监测进
度和影响对确定一个项目是否实
现自然保护成功的指标，在不同
的季节条件下动物是否存活、适
应，以及繁殖成功是否带来种群
可持续性，都是必要的（Guy,
Curnoe and Banks, 2014; Osterberg
et al., 2014）。长期监测也能确定
需要通过提供食物等额外支持的
动物，甚至把它又带回到人工饲
养环境（Farmer, Jamart and
Goossens, 2010; Humle and Farmer,
2015）。虽然一些野外放归和迁
地保护经过认真研究、监测和记
录，许多则没有，总的来说，问
题和结果很不透明（Guy et al. ,
2014）。没有监测的项目会忽略
第八章 人工饲养的类人猿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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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人猿死亡和对野生同种类人
猿、放归的类人猿和人类的伤
害。反过来，即便一些做了很好
监测的项目，因为担心失去资助
或公众信任，会故意避免报告负
面结果。
资助机构和政府通过要求或
资助对方法学的外部科学审查，
能推动对类人猿野外放归和迁地
保护的科学评估和严格执行。政
府提供行政支持、建立执法和监
测能力、为栖息地保护增权赋
能，也会推动有效的野外放归和
迁地保护努力。

人工饲养设施行业的影响：
对类人猿保护和福利的益处
和风险
对类人猿保护和福利的益处。
对全球动物养护所联盟的验证和
认证接受度越来越高，资助机构
对证明影响的兴趣越来越大，加
上大多数养护所真诚地希望改善
类人猿福利、解决影响类人猿的
保护问题，这些提供了实现积极
改变的成熟环境。多个养护所正
在努力达到优秀的福利标准、良
好治理和与养护所运营相辅相成
的自然保护项目。过去由外国人
运营的一些养护所最近把领导责
任转交给当地的接任者。其他养
护所正积极地寻找和培训当地管
理级别的工作人员。许多养护所
的类人猿拯救和保护工作做得很
好，同时也提供了 学习了解康
复、照护和疾病的机会。一般认
为，养护所的教育和外联工作起
到重要作用，尤其是养护所是当
地社区的永久性设施时。
此外， 分布区国家养护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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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珍稀类人猿物种的持有者，有
作为这些物种的宣传大使的独特
优势。许多人从未见过这些动
物，看到这些动物获救、在与自
然保护相关的环境接受好的照
护，表明非常有必要保护它们。
重要的一点是，这一章考察
的56个养护所中大部分参加了某
种形式的反偷猎巡逻或类人猿跟
踪。研究人员发现，使人们对该
问题敏感关注、社区参与、研究
人员和跟踪者或护林员在场，能
帮助震慑对类人猿的偷猎
（Steinmetz et al., 2014; Sunderland-Groves et al., 2011; Tagg et al.,
2015）。通过惩处偷猎者，震慑
偷猎，预计对类人猿保护也会有
积极影响，尤其是配合着对人工
饲养的类人猿提供养护所照护
时。如果反偷猎努力（比如教
育、消除活络锁套和捕捉器、反
偷猎或跟踪巡逻）能减少捕捉类
人猿、震慑偷猎者，就有希望在
其自然栖息地保护类人猿。
这一章审查的16个非洲养护
所发布其工作如何造福当地社区
的公众信息。其中两个养护所提
供小额信贷方案，十个养护所有
替代生计项目，包括手工活动。
一些养护所为当地社区提供服
务，比如教育发展、医疗诊治和
基础设施，以及农业和家畜畜牧
业等领域的培训或技术专长。对
养护所工作人员的培训，包括兽
医诊治、教育和社区发展，使许
多工作人员的技能水平（因而工
作胜任能力）显著提高。

类人猿保护和福利面临的挑战
照护和福利的标准和质量。类
人猿养护的照护和福利质量相差
很大，有的设施经过认证或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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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十分完善，有的已知达不到
泛非洲养护所联盟或全球动物养
护所联盟的标准，有的则类人猿
专家认为按照任何标准都完全无
法接受。许多设施达到短期照护
的可接受标准，但是不适合对类
人猿提供终生照护。
养护所达不到可接受标准的
问题包括：过度拥挤，或没有充
足的合适空间；缺乏行为丰富活
动；不合适的社交环境，比如对
社交型类人猿物种提供独处的住
所，以及类人猿能逃逸或接触访
客的不安全设施。多个养护所允
许公众与类人猿进行一些接触，
这既增加访客也增加类人猿的疾
病传播风险，给人类带来严重的
安全风险（Macfie and Williamson,
2010）。此外，这种方式可能永
久地使人们认为类人猿作为宠物
是适当的。
在类人猿各个栖息地区域，

经过独立检查或认证的养护所少
之又少。在这一章审查的56个养
护所中，只有7个（占13%）经
过检查或认证，达到全球动物养
护所联盟的标准。这个数字可能
低估了类人猿设施参与独立检查
的情况，因为没有包括正寻求获
得全球动物养护所联盟验证或认
证的养护所。但是，即便考虑到
后面这一种养护所，显然增加对
养护所标准的独立检查和验证是
必要的。
也应提高政府对实施动物福
利和圈养照护标准的问责。制定和

照片：对养护所空间的需
求，给设施带来显著压力
（许多养护所资金和人员不
足、运行环境艰难）。
© Sanaga-Yong Chimpanzee
Rescue Center

执行 与全球动物养护所联盟标准挂
钩的福利的全国法律，有助于确保
在各种人工饲养设施的类人猿获得
良好照护和福利。

显示与类人猿接触的照片。
Leighty et al. (2015)和Ross et al.
(2008)开展的人类接触类人猿照

第八章 人工饲养的类人猿现状

244

“

在分布
区国家的养护所
出生的类人猿，
占用偷猎和栖息
地破坏的受害者
需要的宝贵空
间。

”

片研究表明，显示类人猿与人类
接触的照片促进人们认为这些动
物是好的宠物，没有濒危。
审查2013年到2015年22个非洲
类人猿养护所的网站、脸谱和
推特上公开可获得的图片表
明，19个养护所（86%）公开展
示人类与类人猿直接接触（触
摸）的照片。16个养护所（73%
）的脸谱上有显示这种与灵长
类接触的照片。从2013年1月1日
到2015年11月25日，这16个设施
发布了247张这样的照片。这些
照片不到70%配备了书面的情景
介绍，比如解释是兽医照护或
者康复工作（Sherman, Brent and
Farmer, 2016）。
人们没有佩戴安全设备（口
罩或手套）拥抱类人猿的照片引
发“啊，我也要一个！它们真可
爱！”这样的评论（Sherman et
al., 2016）。新生类人猿的照
片，尤其是很小的圈养环境出生
的新生类人猿由人类抱着喂食，
引来类似的反应，比如“我
要！”（Sherman et al., 2016）。
这些照片加剧养护所媒体信
息可能强化把类人猿作为宠物的
兴趣的争论。许多养护所有规
则，禁止志愿者和访客发布自己
接触养护所内类人猿的照片。养
护所需要对养护所发布的照片的
社交媒体反应予以同等密切关
注，应特别认真地避免发布工作
人员与类人猿互动的照片，以免
以任何方式形成类人猿是宠物的
印象。
养护所容纳能力。繁殖是许多类
人猿分布区国家养护所面临的一
个严重问题。一些养护所故意繁
殖类人猿，而其他养护所有养护
所经理 认为的“意外生育”。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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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到2016年，确认在非洲10
个类人猿养护所有圈养生育。这
10个养护所中，7个在社交媒体
（网站、脸谱或推特）发布了生
育的信息，在一些情况下，把生
育这件事用于筹资。对2013年1月
1日到2015年11月25日社交媒体发
文的审查表明，在这7个养护所
至少有19起生育（Wildlife Impact,
2015）。如果不予以制止，这一
繁殖水平会让养护所难以应对，
至少有必要投入大量资金扩大设
施。从动物园合作伙伴和兽医那
里，可以方便地获得预防意外生
育和避孕的技术协助。
对在分布区国家的养护所繁
殖类人猿，不能从自然保护的角
度解释，自然保护清楚地反对这
样做。类人猿保护行动计划不建
议在分布区国家养护所进行圈养
繁殖，只有敏长臂猿（Hylobates
agilis）野外放归的情况和对海南
黑冠长臂猿（ Nomascus hainanus）紧急管理的情况除外4。
在养护所出生的类人猿占用
偷猎和栖息地破坏的受害者需要
的宝贵空间。泛非洲养护所联盟
黑猩猩养护所能力模型显示，即
便是偶尔的养护所生育，时间一
长也会有大的影响，因为会导致
种群总数和成本增加（Faust et
al. , 2011）。考虑到收缴的类人
猿持续到来和设施空间有限，这
些影响尤其值得关切。当前养护
所的种群数量早已远远超过能放
归的只数。同样，对在分布区国
家养护所繁殖类人猿，也不能从
福利的角度解释，许多养护所成
功地管理禁止繁殖的种群。
对养护所空间的需求，给设
施带来显著压力（许多养护所
资金和人员不足、运行环境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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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不得不做出痛苦选择。
养护所要总能拯救更多类人猿，
就不得不降低现有圈养类人猿的
福利，这是不幸的现实。
养护所应当根据现有圈养类
人猿的良好福利标准，明确地
确定最大接受能力，然后制定
旨在维护这些标准的接收政
策。作为决策流程的一部分，
养护所需要对扩大能力的可选
方案有切合实际的了解（如果
有这样的可选方案的话），以
及达到适当标准的其他的圈养
设施的能力的信息，最好是在
亚种栖息地区域内的圈养设
施。
如果没有这样的替代选择，
就应制定安乐死政策，只要安乐
死在所在国家是合法的。这样的
政策可以用于界定养护所可以做
出选择、终止一只类人猿所受的
痛苦折磨、防止它陷入低质量生
活的情形。终结一个生命从来都
不轻松，也一直有反对者；不
过，在运行差、过度拥挤设施的
类人猿，会遭受更多攻击、更多
紧张压力（来自免疫力降低、更
多疾病）、食谱差和行为异常，
同时对小群内级别低的成员带来
更大肢体伤害。相反，对本来健
康的类人猿执行安乐死，会有社
会和自然保护成本，尤其是如果
这会固化类人猿死了比活着更有
价值的公众意识。
在这些艰难的情形下，一个
重要的考虑是类人猿和其他本
地野生动物是国家的责任，不
是养护所的责任。养护所与自
然保护和福利群体一起，需要
确保政府意识到造成野生类人
猿需要人工饲养照护的情形，
使国家对这些类人猿的最终结
果负责。定期独立的检查和评

估，也会帮助养护所评价可独
立存续的可选方案，做出基于
证据的决定。这样的分析对帮
助养护所确保 其战略重点促进
切实的福利和保护目标十分有
用。
接 收 政 策 。 养护所接收政策的
主要区别在于接收动物是否要
求收缴和法律行为。收缴可以
指法律行为和惩处，也可以指
说明该动物来自收缴、对违法
者不作处理的一张纸。一些养
护所只接收收缴的动物，而其
他养护所接收所有的类人猿，
不论是怎样获得的。一些养护
所声称，它们必须接受政府交
给的每一只类人猿。其他养护
所与政府成功地谈判了协议，
要求在每次接收新的类人猿
前，要有执法程序作为前提，
或者对养护所没有空间接收的
动物，政府有确定解决办法的
方案。
除非养护所向政府提出解决
与接收相关的这些关切，否则
就只会永远延续野生动物执法
的失败。在类人猿分布区国家
养护所的艰难运营环境（还常
常因为腐败加重，见下文所
述）中，接收问题可能变得棘
手、各说各理，对明确养护所
的目的、评价类人猿保护和福
利的影响，仍然极为重要。

“

为了维
护法律尊严，政府
必须宣传持有和销
售类人猿的后果，
确保被判刑的违法
者服满刑
期。

”

在刚果共和国和婆罗洲印度尼

西 亚一侧的加里曼丹开展的社
区调查表明，公众基本上都知
道类人猿受到法律保护的地
位。调查发现，刚果共和国90%
的受访者和加里曼丹73%的受访
者知道，类人猿受到国家法律
保护（Cox et al. , 2014; Meijaard
et al. , 2011）。在加里曼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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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识与杀死猩猩减少相关
（Meijaard et al., 2011）。
这些发现对养护所有两个主
要影响。首先，公众对类人猿
受到保护的地位和 捕猎或购买
类人猿的法律后果的意识，对
消除偷猎和销售类人猿肉和把
类人猿作为宠物销售的当地市
场十分关键。因此，养护所通
过有针对性的教育宣传，对提
高公众意识能起到重要作用。
第二，对不是合法地收缴，
或者对购买者或偷猎者没有法
律后果（比如惩处、罚款或刑
期）的情况，养护所一般应拒
绝接收类人猿。如果没有收缴
和法律后果，购买者可能再购
买另一只类人猿。不过， 如果
销售或购买类人猿的人被捕判
刑，资金被收缴，那就是法律
得到执行，向偷猎者、贩运者
和购买者发出了震慑信息。为
了维护法律尊严，政府必须宣
传持有和销售类人猿的后果，
确保被判刑的违法者服满刑
期。
如果养护所的接收政策不与
法律后果挂钩，就会暗示购
买、运输和持有类人猿是可接
受的，这样就破坏了保护类人
猿的努力。此外，如果它们对
政府官员显然忽视法律或者参
与类人猿非法贸易的案件什么
也不做、不推动野生动物法律
执法，养护所就是允许政府公
然藐视法律，从而使类人猿贸
易永久存在。
把动物的接收与适当的法律
后果挂钩，是非洲执法和自然
保护非政府组织联盟Eco
Activists for Governance and Law
Enforcement（治理和执法生态
活动分子，英语简称EAGLE）
类人猿现状：基础设施开发与类人猿保护

长久以来敦请养护所遵循的方
案。这一方案也与美国人道协
会（Humane Society of the
United
States，英语简称
HSUS）采用的拯救非法持有动
物的程序一致。在开展任何这
类拯救前，美国人道协会与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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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部门直接合作，确保违法者
按照法律担负责任， 防止违法
者只是转而获取其他动物，重
复违法（K.
Nienstedt,
个人沟通, 2016）。发展中国家
的类似进程显然更加艰难，国
际社会可以做更多，支持政

府、养护所和非政府组织增加
透明度、减少腐败、提高执法
有效性的努力。这些变化加起
来可以鼓励养护所把拯救与法

律后果挂钩。

照片：养护所、政府伙伴和
其他利益攸关方都必须对类
人猿的收缴和拯救做出更多
行动，促进对野生动物法规
有效执法，维护野外大型类
人猿的可独立存续种群。
© Jabruson 2017 (www.jabruson.photoshelter.com)

养护所极少参与野生动物法
律的起诉环节，但是，在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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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关系和外联活动支持执法
方面能起到显著作用，见下文
讨论。一些养护所表明有良好
做法，确保接收的每个动物有
可追溯的合法来源和历史，从
而协助执法部门使嫌疑犯担负
责任，对考虑野生动物犯罪的
人起到震慑作用。
政府关系和执法：提高透明、
问责和震慑的路径。历史上，非
政府组织承担了支持福利项目的
负担，比如建立和维护动物养护
所，实现对政府收缴的非法持有
野生动物的处理和照护。许多养
护所和相关的非政府组织已经开
始接受：政府伙伴不愿意分摊财
务负担确保收缴动物的福利，并
且政府限制自己的参与程度，只
是允许这样的设施可以在自己的
边界内运行。不过，如果政府重
视对收缴的野生动物的人道照护
这一能力，那么政府自己应更多
承担起这一昂贵的流程涉及的更
大财务负担。为此，养护所应审
视自己在类人猿长期保护中的角
色，使用书面协议，划定包括政
府在内各方的责任和财务承诺。
养护所会受益于更积极地要求
政府伙伴提供财务和运营支持。
授权建立类人猿养护所的政府历
史上忽略了承担这些重要的责
任，不过这一步最终还是需要
的，确保对这些动物的适当安排
和长期人道照护。而且，类人猿
分布区国家政府基本上未能执行
与支持活体动物贸易的非法活动
相关的法律，导致偷猎者、野生
动物交易者和参与或促进受保护
物种贸易的有影响人士基本上完
全不受惩罚（Lawson and Vines,
2014; TRAFFIC, 2008; WWF and
类人猿现状：基础设施开发与类人猿保护

Dalberg, 2012）。政府这样也未能
建立起迫切需要的对野生动物犯
罪的震慑。同时，政府继续求助
于养护所的怜悯本性。这些设施
接受与伴随照护这些动物而来的
长期财务负担，进一步去除了政
府伙伴的任何责任感。至少，政
府作为养护所的伙伴应包括确保
恰当执行野生动物法律的能力和
意愿。
养护所变得越来越拥挤，其
长期财务负担已经变得越来越
不堪重负。此外，随着对养护
所空间的需求继续增加，资金
来源越来越稀少或竞争加大，
获得所需的运营资金越来越
难。只有当政府承担更多责
任，有义务越来越多参与，才
会开始在执行与受保护物种相
关的国家法律和管理养护所面
临的运营和财务挑战方面，认
真扮演起领导角色。这一情况
对就地保护项目基本上也是如
此；不过，政府最近开始承担
起实施昂贵的保护活动的一些
财务负担，包括执法。政府伙
伴可能做出相当大的财务投入
以后，才会致力于保护和福利
活动，财务投入应同时支持旨
在减少需要养护所照护的类人
猿数量、提供对野生类人猿种
群更好保护的项目。
虽然收集腐败案例的数据比
较难，因为腐败案件本身是暗中
进行的，但是，大量传闻证据表
明，大多数使类人猿进入人工饲
养的事件涉及许多腐败。此外，
多份出版物认为治理差和腐败与
野生动物非法贩运增加相关
（Bennett, 2015; Smith et al. ,
2015）。在一些例子中，养护所
首先考虑动物福利的关切，而不
是遵守类人猿保护法律，绕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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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登记接收、试图让违法者受
到应有惩罚的流程。一种典型的
腐败形式是政府代表愿意接受贿
赂，不逮捕违法者，或者更为消
极的做法是，只是允许一只动物
被放归或“丢弃”在养护所，而
不追究违法者的法律后果（尤其
是如果该动物属于一名政府官
员、有影响的商人或其他知名人
士）。
确实，在一只类人猿到达养
护所之前，早就有腐败存在了。
幼小的类人猿很容易辨识；它们
不可能从遥远的森林斑块走很远
的路来到一个城市中心，而不引
起许多居民和公务员的注意，包
括野生动物护林员、警察、军队
和海关官员的注意。贩运者贿赂
主管当局，避免被捕，获准免费
通行运送类人猿，这相当常见。
在许多例子中，类人猿落在政
府、军队、工商业界或外国社区
中高级人士手中。这些人或公司
有强硬的关系，常常不会被逮
捕，或者支付了贿赂就可免于起
诉。一旦他们开始把类人猿视作
长期的财务负担或身体风险，一
般就试图把这个动物转交给养护
所。考虑到对类人猿个体的绝对
关切，养护所历史上一直敞开接
受这些负担，基本什么问题也不
问。如果要解决这种免于惩罚、
腐败和犯罪的循环，政府、养护
所和自然保护非政府组织决不能
再继续熟视无睹。
起诉、宣判和有效的震慑未
来犯罪，对成功的执法必不可
少。如果既定的 对犯罪的惩罚
足以规劝潜在的违法者不要违
法，就是建立了威慑。在腐败的
法律系统中，震慑效果一般都不
足够，以至于违法获得未来益处
的动力丝毫不减（Bennett, 2015）。

在一些类人猿分布区国家，对野
生动物犯罪进行起诉和宣判刚刚
开始，甚至即使违法者被判有
罪、服刑，他们也可以支付贿赂
而重获自由（Martini, 2013; WWF
and TRAFFIC, 2015; Wyatt and Ngoc
Cao, 2015）。在一些情况下，司
法人员需要关于起诉犯罪的培训
和制定威慑犯罪的判决。要做到
有效，震慑也必须反映国家环
境。对杀死偷吃农作物的猩猩的
印度尼西亚村民的惩罚，对遏制
非洲野味的贩运者违法可能没有
效果。起诉者应建立可以在自己
的司法环境监测和评估其有效性
的震慑。违反野生动物法律（不
管是公司、收费的或传统的猎
人，还是宠物贸易商）的人需要
一致被起诉，对他们的案件进行
公开报道宣传，确保起到震慑作
用。
养护所通过确保对执法官员
收缴的动物的适当和人道安排，
对促进就地野外保护努力起到重
要作用。相反，如果养护所设施
完全依赖授权移交、但是没有提
供起诉或宣判肇事者任何信息的
法律文件，就接受来自执法官员
的动物，对震慑未来的收缴就起
不到什么作用，甚至鼓励了贸
易。
如果养护所要在物种保护努
力中起到重要作用，必须直接衔
接各方，扩大对未来野生动物犯
罪的震慑，或者协助政府和其他
利益攸关方这样做。这并不是说
养护所应当自己做这项工作。而
是养护所在义不容辞地接收受保
护的野生动物时，条件是执法跟
进， 并确保执法的确跟进。为
此目的，养护所可能决定与政府
伙伴、专注于执法努力的非政府
组织或支持野生动物保护努力的

“

如果养
护所要在物种保护
努力中起到重要作
用，必须直接衔接
各方，扩大对未来
野生动物犯罪的震
慑，或者协助政府
和其他利益攸关方
这样
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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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护
所应成为更广泛
的自然保护行动
和规划努力的更
积极伙伴，进一
步推动类人猿保
护。

”

当地或国际非政府组织密切合
作。
许多养护所开展主要面向年
轻受众的教育宣传项目，为的是
劝阻他们不考虑非法捕猎和买卖
野生动物作为未来的职业或额外
收入来源。与类人猿被偷猎的森
林更密切相关的利益攸关方（比
如自然保护非政府组织、政府伙
伴、发展工作人员、工商业界）
的更密切协作，能确保这些教育
宣传活动传达给目标受众，获得
更积极的影响。许多养护所靠近
城市中心，这里一般不是偷猎者
居住的区域。不过，城市区域一
般是为买卖供资的较富有人士的
家；这些人是重要的目标，对野
生动物法律和相关法庭起诉的信
息会做出响应。因此，值得与靠
近农村来源地和非法贸易链的城
市中心的自然保护工作者和研究
人员加深协作。
同样重要的是，养护所、自
然保护非政府组织和所有参与自
然保护教育和提高意识宣传的人
士和机构要有监测这些活动帮助
实现自然保护目标的能力。迄今
为止，虽然在这些看起来重要的
问题上支出了千百万美元，表明
自然保护教育宣传价值的数据仍
然出乎意料地稀缺。
要表明任何单个项目或宣传
影响了行为方式，导致对类人猿
的非法捕猎减少，或者导致破坏
类人猿栖息地和栖息地连接减
少，颇有挑战性。在教育宣传之
前和之后调查，能解释意识的提
高幅度，但是不能证明行为的改
变（Carleton-Hug and Hug,
2010）。对调查的回复也能表明
人们有意识地不说非法或不愉快
的活动，或者他们已经学会了对
调查问题的“正确”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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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no and St John, 2015; L. Pintea,
个人沟通，2015）。
要表明行为改变导致了对类
人猿的需求降低，需要收集那些
购买和销售野味和类人猿的人的
行为的数据。养护所需要表明，
他们覆盖了适当的人群（包括最
可能杀死、销售或购买类人猿的
人士），这些受众不仅收获了相
关知识，而且改变了导致偷猎类
人猿的行为。要停止类人猿偷猎
行为，政府伙伴也必须积极地震
慑非法捕猎，开展有效的反偷猎
巡逻，确保野生动物法律得到恰
当执行，并且让人们看到起诉和
宣判违法者。
总之，养护所、政府伙伴和
其他利益攸关方都必须对类人猿
的收缴和拯救做出更多行动，促
进对野生动物法规有效执法，维
护野外大型类人猿的可独立存续
种群。这些步骤要求：
		 养护所不接受之前非法持有的类
人猿，除非官方文件表明负责收
缴的政府机构已经开展了对非法
行为的彻底调查，已经逮捕、正
积极试图逮捕、或计划起诉和宣
判嫌疑犯；
		 养护所工作人员要求与适当的政
府执法部门举行定期会议，确定
已经或正在跟进尚未宣判的所有
进行中案件；
		 养护所与追究野生动物案件的法
律结果的主管当局和自然保护机
构以伙伴关系合作，确保有充分
的宣判指南，并且宣判的确由被
宣判的违法者履行；
		 政府对所有的野生动物犯罪违法
者连贯地执行法律后果；
		 养护所定期与具有战略性地位的
合作伙伴分享关键数据和情报信
息，让它们帮助解决收缴的地理
来源问题，促进协调的干预努
力，防止未来偷猎和贩运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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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护所定期向策略性保护和倡导
伙伴和媒体机构发布数据，或者
向专门从事震慑受众不参与类人
猿非法贸易的公众传播伙伴发布
数据。

栖息地保护和自然保护规划。
养护所应成为更广泛的自然保
护行动和规划努力的更积极伙
伴，进一步推动类人猿保护。
当前，许多养护所不与自然保
护机构、野外研究人员、工商
业界或政府在类人猿栖息地的
管理规划上密切合作 （Wildlife
Impact, 2016）。这些规划确定
对土地的管理，是许多养护所
饲养的类人猿的来源地。一些
类人猿的大量种群，比如婆罗
洲猩猩、西非低地大猩猩
（Gorilla gorilla gorilla ）和分布
在中非的黑猩猩指名亚种（ Pan
troglodytes troglodytes ），主要
分布在保护区之外（Ancrenaz et
al., 2015b; IUCN, 2014d）。与自
然保护非政府组织、野外研究
人员、工商业界和政府密切合
作，与在类人猿栖息地内的农
业和伐木行业和传统的土地所
有者衔接，其重要性怎样强调
都不为过。
而且，养护所和非政府组织
应推动政府确保国家法律对至关
重要的类人猿栖息地提供充分保
护。在一些类人猿分布区国家，
破坏类人猿栖息地是合法的，在
一些例子中，为了支持商业特许
经营，保护类人猿的自然保护法
律可能而被凌驾之上或置之不理
（Rainer and Lanjouw, 2015; Tata et
al., 2014; E. Meijaard, 个人沟通,
2017）。没有能力或时间聚焦这
些更广泛的自然保护问题的养护
所，可以与自然保护伙伴协作，

或者帮助推广这些自然保护伙伴
的工作，实现确保野生类人猿在
其自然栖息地长期存活的就地保
护项目。
关于栖息地保护的一项特别关
切涉及养护所和私人公司如何应
对从野外到野外的亚洲类人猿迁
地保护。在婆罗洲，一些迁地保
护实际上导致更多的森林清理
（M. Ancrenaz, 个人沟通, 2016）。
已经知道公司请养护所或政府移
走公司所称的“问题”猩猩，这
些猩猩住在交叉分布的景观中的
小片森林里。如果养护所同意移
走猩猩，工商业界行为人一般清
理掉森林斑块，因为这里不再承
载具有高保护价值的物种了（M.
Ancrenaz, 个人沟通, 2016）。在这
样的情况下，还不知道 猩猩个体
被迁地保护后，是否能适应和存
活。
科学家报告，公司感到联系了
养护所移除了“问题”类人猿
后，是做了一件好事，这个问题
就解决了（S. Cheyne, 个人沟通,
2016）。虽然公司通知养护所类
人猿的情况的确是采取了积极的
一步，但是一般意识不到迁地保
护类人猿的成本和长期要求。而
且，公司极少为迁地保护、放归
后的监测或长期照护成本做出贡
献。许多迁地保护只是把一个问
题换个地方，而没有解决类人猿
需要迁地保护的原因，比如公司
或种植园经理对土地管理不善
（S. Cheyne, 个人沟通, 2016）。
允许工商业界行为人彻底清
理景观内的森林斑块，使整个景
观越来越不适合猩猩和其他野生
动物生存。研究表明，在捕猎不
是问题的地方，猩猩可以使用油
棕种植园和可持续伐木的景观，
但是要做到可存续，猩猩需要廊

“

需要
养护所、非政府
组织和工商业界
努力，推动对这
些交叉分布的景
观的可持续管
理。一旦这些小
的森林“小岛”
被消除后，动物
们就再也不能使
用这些景观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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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需要养护所、非政府
组织和工商业界努力，推动
对这些交叉分布的景观的可
持续管理，不论森林斑块面
积大小。
© HUTAN–Kinabatangan
Orang-utan Conservation
Project/Marc Ancrenaz

道和森林斑块（Ancrenaz et al.,
2015b; Wich et al., 2012b）。一旦
这些小的森林“小岛”被消除
后，动物们再也不能使用这些景
观，种群变得极其隔离，长期不
可存续（M. Ancrenaz, 个人沟通,
2016）。养护所、工商业界和政
府需要协作，找到兼顾既有的油
棕种植园和伐木特许经营区又容
纳类人猿的方案。
需要养护所、非政府组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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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业界努力，推动对这些交叉
分布的景观的可持续管理。除了
以消除当地野生类人猿的栖息地
为代价移除动物个体外，养护所
应鼓励工商业界、政府和其他利
益攸关方聚焦拯救自然栖息地
（不论森林斑块有多大面积），
以此作为支持类人猿种群的方
式。
可持续性和资金。相对较少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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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项目支持类人猿分布区国家的
养护所。许多养护所面临资金不
足的难题，尤其是用于基本运营
（管理和工资）、动物照护和设
施需要的资金。资助机构越来越
期待受资助方提供实证证据，表
明它们是否和如何影响了物种在
野外的长期存续。这是养护所申
请者面临的特别的障碍，它们很
少收集 回答这个问题所需的数
据（Wildlife Impact, 2015）。

另一个问题是许多养护所缺少
接任规划，因此面临更进一步的
可持续性风险。培养当地工作人
员到管理级别的能力，从而维持
实施的长期运营，很难、很花时
间，所以常常被忽略。类人猿养
护所、许多较小的自然保护机构
极少开展专业人士领导的策略性
规划、实证监测结果或独立的评
估，虽然这些流程对确定哪些行
动成功了和应对资金不足是不可
第八章 人工饲养的类人猿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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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计在
非洲多个分布区国
家和亚洲的印度尼
西亚，人类人口将
剧烈增长，会加剧
对野生类人猿的威
胁，增加对收缴偷
猎的和贩运的类人
猿的需
要。

”

缺少的（Farmer, 2012; Ferraro and
Patta-nayak, 2006; MEA, 2005）。
关于治理和结果的透明度同
样也很稀缺。的确，养护所极少
记录或与本行业的其他参与者分
享设施失败或接近关闭的经验教
训，使这一行业无法获得宝贵的
洞察和避免已知陷阱的机会。同
伴设施失败关闭，会对本国或本
区域的其他养护所带来巨大压
力，要为失败的设施的动物找到
空间，这会超过这些养护所接收
类人猿孤儿的能力。
缺乏可持续性或面临彻底失
败的养护所不大可能能解决导致
其不稳定的根源问题，除非改变
管理结构和活动。养护所通过人
工饲养设施联盟可以增加透明
度，分享知识；也可以从外部专
家、专业人士领导的策略性规
划、监测和独立评估中获得新鲜
的视角。这些流程能帮助养护所
确定问题和潜在解决方案，聚焦
努力在项目目标上，提示良好的
治理和可持续性做法，提供产生
影响的实证证据，指导采用最佳
实践。需要指出，规划、监测和
评估需要持续的承诺，对养护所
来说，在时间、资金和专长上可
能有难度。因此，资助机构对这
些需要的认识和支持，对能否采
取这些活动很重要，同样，来自
已经经历过这些流程的同事的知
识分享和指导也很重要。

结论
在亚洲大多数类人猿分布区国家
和非洲近半数类人猿分布区国
家，有类人猿养护所。协作实现
了养护所之间和与外部专家的信
息共享和培训；协作对这些设施
类人猿现状：基础设施开发与类人猿保护

成为致力于类人猿福利、自然保
护和社区发展等更广泛使命的机
构也起到作用。养护所目前面临
为从野味贸易、栖息地破坏、人
与野生动物冲突和宠物交易中获
救的许多类人猿提供照护的巨大
压力。预计在非洲多个分布区国
家和亚洲的印度尼西亚，人类人
口将剧烈增长，会加剧对野生类
人猿的威胁，增加对收缴偷猎的
和贩运的类人猿的需要。
此外，国际上对野生动物法
律的关注，对促进禁止捕捉和买
卖野生动物的法律执法起到积极
影响。随着类人猿收缴增加，过
度拥挤和对养护所的压力 可能
会增加。养护所、政府、资助
机构、自然保护非政府组织和
其他合作伙伴需要携手努力，
确定可持续的方式，确保收缴
的野生动物获得高标准的人工
饲养照护，同时改善对野生类
人猿及其栖息地的保护。
类人猿野外放归或迁地保护
常被宣传为解决人工饲养设施过
度拥挤和解决类人猿福利需要的
方案。实际上，这两种方案是高
风险的，会给野生类人猿和其他
野生动物的保护带来危险，也影
响野生类人猿种群和放归的类人
猿的福利。对森林的持续破坏，
使这两种方案越来越难以操作，
因为尚未作为野生类人猿家园的
适合栖息地所剩无几。可行性研
究、比较现有保护工具、对当地
生态、政治和社区景观的良好了
解，可以帮助养护所确定野外放
归或迁地保护是否适宜，或者其
他保护工具可能成本更低、挽救
更多生命。养护所认证机构、独
立的评估者和捐赠机构对负责地
遵循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的野外放
归和迁地保护指南和最佳实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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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到重要作用。尤其是资助型基
金会可以推动积极的改变，可以
建议或要求对野外放归方法进行
独立的科学审查，或者询问这些
努力获得的反馈。
目前在养护所的或者需要拯
救的大量类人猿将不能野外放
归，因此可能需要终生的人工饲
养照护。对许多养护所来说，确
保运营资助是一项重大挑战，聘
请有技能的工作人员和确保设施
空间能为越来越多的类人猿住户
提供高福利标准，也是重大挑
战。随着收缴的类人猿数量增
加，这些问题会加剧。因此，养
护所确保拯救和保护 活动经过
仔细协调、聚焦和评估，促进执
法和表明在解决推动类人猿需要
养护所的根源上取得进展，越来
越关键。
未能使主管当局对执行野生
动物法律负责的养护所，会进一
步妨碍有效执法，潜在会加剧类
人猿非法贸易。相反，与政府在
收缴和自然保护规划和管理活动
上更多衔接，有针对性的宣传教
育项目，以及与自然保护非政府
组织的伙伴关系，为养护所提供
了在这些问题上产生积极影响的
各种机会。
许多设施在这些努力上已经
率先迈出一步。它们遵循透明标
准和认证，包括不繁殖、禁止访
客与动物接触的政策，致力于解
决需要养护所的根源的承诺，采
用国际自然保护联盟野外放归和
迁地保护指南，以及愿意开展监
测和独立评估。通过这样做，它
们为所有养护所提供了一条表明
成功的路径，这对吸引所需的新
资金和支持、改善类人猿福利和
保护是重要一步。

II. 人工饲养类人猿的
现状：统计更新
管制框架的多个方面仍在变化，
影响人工饲养类人猿应如何照护
或使用。其中一些变化是因为立
法、请愿和其他法规机制或积极
活动（Durham, 2015）。其他变
化来自执法或诉讼。比如，在阿
根廷，一位法官命令孤独地住在
一个动物园名叫Cecilia的黑猩猩
必须移交给在巴西的一个专门养
护所，为的是保护她的权利
（Tello, 2016）。与此形成对照
的是，对美国《濒危物种法》的
执法是针对一家持有名叫Joe的
黑猩猩的没有获得认证的美国阿
拉巴马动物园的法律诉讼的关键
问题（USFWS, 2015）。这项诉
讼提交后，Joe被送到佛罗里达
州Save the Chimps的私人养护
所，美国主管当局后来命令该动
物园关闭（Brulliard, 2016; Sharp,
2016）。

在美国、日本和欧洲人工饲
养的类人猿

“

旨在提
高类人猿生活质量
的法规、行动和做
法的伦理迫切要求
是消除妨碍变化的
障碍和不利因素，
使类人猿获
益。

”

虽然法律和执法的变化很重要，
对类人猿的益处并不总是立即兑
现（Durham and Phillipson, 2014,
p. 300）。在美国，对繁殖、侵
入性生物医学测试、用于娱乐、
私人拥有和买卖的限制越来越
多，导致各种商业目的使用的黑
猩猩数量减少。不过，这些变化
伴随着在养护所的黑猩猩数量增
加，围绕把这些黑猩猩移交给这
些养护所设施的拖延有一些争议
（Fears, 2016; 见表8.3和图8.1）。
考虑到在实验室和娱乐中商业性
使用的许多黑猩猩的年龄和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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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3
截止2016年10月，美国处在各种形式人工饲养环境的黑猩猩数量
2011a

人工饲养环境类型

2014b

2011到2016年
变化%

2016c

生物医学实验室

962

794

658

-32

全球动物养护所联盟养护所

522

525

556

7

动物园和水族馆协会认证的动物园

261

258

259

-1

展览*

106

196

111

5

经销商或宠物拥有者

60

52

37

-38

娱乐

20

18

13

-35

总计

1,931

1,843

1,634

-15

注：*展览包括非动物园和水族馆协会的动物园和其他设施，可能对外也可能不对外开放。这一类别包括在没有经过全球动物养护所联盟认证或者不是北美灵长类养护所联
盟成员的养护所的类人猿。
数据来源：(a) Durham and Phillipson (2014); (b) Durham (2015); (c) ChimpCARE (n.d.)

状况，这样的拖延可能意味着一
些个体在到达养护所之前或刚到
达养护所不久就会死去。旨在提
高类人猿生活质量的法规、行动
和做法的伦理迫切要求是消除妨
碍变化的障碍和不利因素，使类
人猿获益。
美国黑猩猩养护所的大小和
运营差异很大。一些养护所照护

几只黑猩猩，同时照护几百只其
他动物，不然鸡和老虎等各种动
物（Fund for Animals, n.d.）；其
他养护所专门从事黑猩猩照护，
最少的七只，最多的超过250只
（见表8.4）。截止 2016年10
月，Chimp Haven是一家照护联
邦拥有的黑猩猩的养护所，加上
Save the Chimps养护所，这两家

图8.1
截止2016年10月，美国处在各种形式人工饲养环境的黑猩猩数量
图例： 2011

2014

2016

黑猩猩数量
1,000
900
800
700
600
500
400
300
200
100
0

生物医学实验室

全球动物养护所联盟养护所

动物园和水族馆协会

展览*

经销商或宠物拥有者

娱乐

注：*展览包括非动物园和水族馆协会的动物园和其他设施，可能对外也可能不对外开放。这一类别包括在没有经过全球动物养护所联盟认证或者不是北美灵长类养护所联盟
成员的养护所的类人猿。
数据来源：2011: Durham and Phillipson (2014); 2014: Durham (2015); 2016: ChimpCARE (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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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4
在部分美国养护所的黑猩猩数量，
2016年10月
养护所名称
Center for Great Apes

类人猿
数量

占总数
的%

28

4.7

204

34.2

Chimpanzee Sanctuary
Northwest

7

1.2

Chimps Inc.

7

1.2

Cleveland Amory Black
Beauty Ranch

2

0.3

38

6.4

Primate Rescue Center

9

1.5

Project Chimps

9

1.5

252

42.2

41

6.9

597

100.0

Chimp Haven

Primarily Primates

Save the Chimps
Wildlife Waystation
总计
数据来源：ChimpCARE (n.d.)

占经认证养护所持有黑猩猩的
76.4%；剩余八家养护所照护着
141只个体（23.6%）。一个称为
Project Chimps的新设施于2016年
开门营业，到2016年10月份有九
只黑猩猩居住（Baeckler Davis,
2016）。虽然这家设施还没有获
得认证，该机构 表明希望今后
几年不断扩大，接收不再开展动
物实验的一家实验室的更多黑猩
猩（Milman, 2016）。
在《类人猿现状》之前的两
卷中，对从美国政府检查报告中
抽取的数据进行了分析，确定
（1）在各种形式人工饲养环境
的类人猿数量；（2）与违反
《动物福利法》相关的类人猿福
利风险（Durham and Phillipson,
2014）。但是，2017年，美国农
业部从数据库搜索选项中去除了
种类一栏，在搜索结果中不再提

供动物数量；结果，在这一卷，
我们无法更新美国人工饲养类人
猿的关键信息。此后，农业部清
理了更多数据，包括关于违法和
根据《动物福利法》执法行动的
信息，这一举动招致广泛的评判
和法律诉讼（Brulliard, 2017c;
Wadman, 2017b; 见表8.3）。美国
政府当局不再在线提供一些数
据，引起对透明和问责的关切。
与美国近期的变化相反，日
本有一个完全透明的项目，日本
每一只类人猿的姓名、年龄和地

框 8.3
遭拒访问：美国动物福利数据消失：
2017年初，负责实施美国《动物福利法》的联邦机构：美
国农业部突然禁止公众访问在线数据和对《动物福利法》
的官方遵守文件（Wadman, 2017b）。该部门终止公众访问
可搜索的数据库和电子年报；还禁止访问检查报告，检查
报告提供了检查的细节：发现完全遵守、新的和反复未能
遵守的情况、以及该部门处罚的相关条款，比如允许纠正
的期限（Daly and Bale, 2017）。
多个利益攸关方（从动物权利机构、动物园和实验室行业
机构，到国会议员）表达了对透明度和公众认识的总体影
响的关切（Wadman, 2017a). 虽然农业部恢复了少数几项删
除的记录，按照《信息自由法》和《行政程序法》的诉讼
仍未宣判（Wadman 2017a, 2017b）。看不到什么明确的解决
方案，截止2017年8月，新的关切继续出现（Brulliard,
2017a）。
虽然人们可能仍按照《信息自由法》提交获得记录的申
请，回复却慢得出奇，并且政府可能扣留或删除信息，比
如打黑几个字（比如姓名或美元金额）或者整页（Winders,
2017）。一名参与诉讼的律师最近收到了近1,800页文件，
全都打黑了（Abel, 2017; Winders, 2017）。倡导透明的人士
和机构做出努力，把档案中的记录张贴到其他网站上，弥
补信息空缺（Chan, 2017）。
如本章所述，在人工饲养环境持有类人猿的获准人士和机
构的数量、物种、地点和名称在公众数据库里看不到了；
这些记录曾用于之前两卷《类人猿现状》，并且更早之前
几年一直可以公开获得（Brulliard, 2017a, 2017b）。对这一
卷提供的数字的影响对小型类人猿最为显著，因为小型类
人猿更可能被作为家庭宠物私人拥有，或者被关在私人的
动物展览和未经认证的路边动物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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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通过大型类人猿信息网络
（GAIN, n.d.）公开报告。日本
当前类人猿的数字，见表8.5。
考虑到美国数据的重要内容已
经无法获得，这一卷的更新只提
图8.2
2012年和2016年美国人工饲养的类人
猿，按种类
图例： 黑猩猩
长臂猿

大猩猩

猩猩

人工饲养的长臂猿(%)
100

397 (15%)

624 (20%)

90
80

222 (9%)

246 (8%)

70

340 (13%)

310 (10%)

60
50
40

1,634 (63%)

1,926 (62%)

30
20
10
0

2012

2016

注：长臂猿数字包括所有长臂猿和合趾猿；黑猩猩数字包括倭黑
猩猩。
数据来源：Center for Great Apes (n.d.); ChimpCARE (n.d.); Durham
(2015, Fig-ure 8.3); Durham and Phillipson (2014, Table 10.6); Gibbon
SSP, unpublished data (2016); Gorilla SSP (n.d.); Orangu-tan SSP (n.d.);
Species360 (2016)

表8.5
2016年10月，日本人工饲养的长臂猿数量和照护长臂猿的设
施数量
种类

类人猿数量

倭黑猩猩

设施数量
6

1

黑猩猩

317

50

大猩猩

20

7

猩猩

49

21

181

43

573

64*

长臂猿
总计
注：*一些设施照护不止一种类人猿。
数据来源：GAIN (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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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在美国动物园和水族馆协会物
种存续计划的人工饲养繁殖项目
中报告的黑猩猩和其他类人猿数
字。如图8.2所示，美国人工饲养
的大多数类人猿种类的数量从上
一卷《类人猿现状》报告的2012
年以来没有显著变化（Durham,
2015）。长臂猿的数据显示更为
明显的变化：数字似乎从624只
降至显著更低的374到97只
（Gibbon SSP, un-published data,
2016; Species360, 2016）。不过，
虽然引用的来源覆盖的种类和物
种差异可以解释一部分差异，但
是减少主要反映了缺少对宠物、
路边动物园和娱乐使用的“私人
拥有的”类人猿数据。这一信息
在之前审查时在政府的数据库里
有，但是现在看不到了（见表
8.3）。
虽然关于类人猿及其福利的
信息质量和覆盖面对一些圈养形
式和某些司法管辖区仍是值得关
切的方面，但是已经采取了改善
标准和做法的步骤。比如，2015
年，欧盟委员会发布了良好实践
文件，供动物园遵守（European
Commission, 2015）。在欧盟国
家，在人工饲养环境的大部分类
人猿是在动物园里的，按照欧盟
指令1999/22/EC进行管理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1999）。
欧洲动物园的类人猿数量与
美国（见上文）、南美洲（33只
类人猿）、澳大利亚（158只类
人猿）的数字相比，数量很多
（Species360, 2016）。图8.3显示
了欧洲动物园每种类人猿的只数
和所占比例。总的来说，欧洲的
数据组包含215个成员单位的
2,354只类人猿信息，每个地点
持有的只数从1只到65只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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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3
2012年和2016年部分欧洲动物园的类人
猿，按种类
图例： 倭黑猩猩 黑猩猩
猩猩 长臂猿

大猩猩

人工饲养的长臂猿(%)
100
90
80

754 (33%)

784 (33%)

300 (13%)

312 (13%)

424 (18.5%)

440 (19%)

698 (30.5%)

697 (30%)

108 (5%)

121 (5%)

70
60
50
40
30
20
10
0

2012

2016

注：数字来自向国际物种信息系统提交的物种持有报告的汇总数
据，2016年该系统更名为Spcies360。一些数字可能反应了之前年份
的持有数字。
数据来源：Durham (2015, 图8.1); Spe-cies360 (2016)

在这个样本中，长臂猿是最常见
的种类，其次分别是黑猩猩、大
猩猩、猩猩和倭黑猩猩。这个样
本中独处型类人猿的数量很
小，18只，不到总数的1%。考
虑到其社交需要和能力，人工饲
养的所有类人猿应作为合群的个
体小群的一部分。
少数、逐渐减少的类人猿和
其他灵长类仍被用于欧洲的马
戏团或其他不适宜的场景，不
过意大利、挪威和苏格兰即将
考虑制定或实施禁令（Banks,
2016; Born Free Foundation, 2016a,
2016b; Tyson, Draper and Turner,
2016）。其他国家选择采用批准
可以私人拥有的“白名单”物
种方式，这些名单不包括类人
猿，意味着私人或公司 不能合
法地拥有它们（Durham and
Phillipson, 2014）。

科学更完善对积极的变化也
起到重要作用。数据显示在人工
饲养的繁殖项目中，杂交（黑猩
猩“种类”）占较高比例，欧洲
动物园和水族馆协会决定，持续
进行的工作聚焦黑猩猩西非和中
非亚种（Pan troglodytes verus和
Pan t. troglodytes），同时暂停其
他黑猩猩繁殖，包括杂交
（Carlsen and de Jongh, 2015;
Hvilsom et al., 2013）。虽然有这
样的进展，还是有几项挑战，包
括国际合作如何设定对人工饲养
的类人猿的照护和福利的优先重
点和良好实践。
考虑到一个国家或司法管辖
区的法规和行动会对另一个国
家或司法管辖区有不曾预料的
影响，尤其明显需要全球合
作。能说明这个问题的一个案
例涉及美国渔业和 野生动物服
务部，该部门按照美国卫生部
国家研究所医学实验室不再使
用黑猩猩的管理规定，授权把
美国Yerkes国家灵长类研究中心
的八只黑猩猩种类移交给英国
的一家未经认证的动物园
Wingham Wildlife Park。该机构
部分根据Yerkes研究中心将捐赠
在乌干达启动一项由英国慈善
机构领导的新项目的承诺授予
了移交许可，而不是根据美国
《濒危物种法》期待的移交本
身 带 给 物 种 的 潜 在 改 善
（Gorman, 2016）。多个机构
（包括联合国大型类人猿存活
伙伴关系、野生动物保护学
会）之前拒绝了Yerkes的捐赠意
愿（Bale, 2016）。
在冗长的审批流程中，各个
全球利益攸关方反对这项移交
（Gorman, 2015b, 2016）。泛非
洲养护所联盟提出担忧，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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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例会使打击类人猿商业贸易更
加困难，尤其是针对类人猿幼儿
的非法市场（PASA, 2016b）。
欧洲动物园和水族馆协会提到在
欧洲与动物园和养护所能力相关
的挑战，指出“在欧洲还有许多
黑猩猩需要找地方安排、没有足
够的地方容纳它们”（Carlsen
and de Jongh, 2015）。阻止这项
移交的诉讼最终失败，2016年9
月，七只黑猩猩（第八只在此期
间已经死亡）获准出口到

Wingham Wildlife Park（Gorman,
2016）。就像这个案例所表明
的，利益攸关方对管理人工饲养
类人猿的优先重点或怎样构成良
好实践还没有达成共识。更好的
国际合作和科学上、伦理上的良
好实践，会帮助堵住管理漏洞，
减少风险，加快朝全球保护取得
进展。

在类人猿分布区国家和周围地

表8.6
非洲养护所的类人猿数量，按种类和国家，2011年与2015年比较
倭黑猩猩
国家

养护所数量

喀麦隆

4

刚果（金）*

6

加蓬

2011

2015

黑猩猩

变化%

2011

2015

大猩猩
变化%

2011

2015

变化%

244

245

0

33

36

9

85

104

22

30

18

-40

3

20

20

0

9

45

400

冈比亚

1

77

106

38

几内亚

1

38

49

29

科特迪瓦

1

n/a

1

肯尼亚

1

44

39

利比里亚

1

n/a

63

尼日利亚

1

28

30

7

刚果（布）

3

156

145

-7

5

28

460

卢旺达*

1

0

0

0

6

0

-100

塞拉利昂

1

101

75

-26

南非

1

33

13

-61

乌干达

1

45

48

7

赞比亚

1

120

126

5

总计

27

1,071

1,065

-1

83

127

53

55

55

72

72

31

31

-11

注：数字包括养护所的所有种群数量，包括出生、死亡、移交和新到来的类人猿。深色的横行不是类人猿分布区国家。* 刚果（金）和卢旺达的2011年部分数字包括来自联
合归因跨国行动的计数。获得细节，见Durham and Phillipson (2014)。
数据来源：Durham and Phillipson (2014); PASA (2015); Wanshel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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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人工饲养类人猿
在类人猿分布区国家内和周边国
家的养护所的更新数字，见表8.6
和8.7。虽然黑猩猩的数字总体上
保持相对稳定，但是与第一卷《
类人猿现状》报告的2011年的数
字相比，倭黑猩猩和大猩猩的数
字增加了（Durham and Phillipson,
2014, 表10.7和10.8）。
另一个变化是包括了利比里
亚的一个设施，最近把它归类为
养护所。从1976年到2007年，这
个设施是纽约血液中心的一个研
究实验室，对黑猩猩开展侵入性
生物医学实验。如上所述，该血
液中心2015年撤消了对黑猩猩群
的资助；这一决定引发了公众对
黑猩猩照护的强烈抗议，启动了
密集的筹资努力（Gorman,
2015a）。利比里亚幸存黑猩猩
的命运从此改善，尤其是现在养
护所已经初具规模，非政府组织
利比里亚黑猩猩拯救组织已经启
动，确保这些黑猩猩的福利
（Palm, 2015）。另一只黑猩
猩，该血液中心据报道20世纪80
年代初遗弃在科特迪瓦附近一个
岛屿上的一群黑猩猩的唯一幸存
者，在冈比亚的Chimfunshi养护
所2016年拒绝接收后，也在试图
进行国际转交（Wanshel, 2016; T.
Calvi, 个人沟通, 2016）。
非洲动物园也持有类人猿，
虽然比养护所少得多；在非洲大
陆的动物园据报告有59只类人
猿：33只黑猩猩，5只大猩
猩，20只长臂猿和1只猩猩
（Species360, 2016）。因此，养
护所和拯救中心占据报告在非洲
处于人工饲养环境的所有类人猿
的95.5%以上。
非洲分布区国家养护所接收
了来自拯救渠道的一些新的类人

猿，缓慢但是一直不断；在一些
情况下，这些养护所之间转交或
汇集了类人猿。与此相反，亚洲
养护所继续经历对照护的强烈需
求。近期对2005年到2016年收缴
的大型类人猿的数据分析显
示，67%的已知案件是猩猩
（GRASP, 2016）。
猩猩拯救中心面临的持续挑
战在《类人猿现状》这一系列第
一卷做了介绍，一个案例分析是
婆罗洲猩猩存续基金会（Borneo
Orangutan Survival Foundation，
英语简称BOSF），当时照护着
约820只猩猩（Durham and
Phillipson, 2014, p. 303）。考虑到
印度尼西亚政府的目标是把所有
健康的猩猩放归自然，婆罗洲猩
猩存续基金会的努力继续聚焦康
复（Indonesia MoF, 2009）。从
2012年起，该基金会野外放归了
234只猩猩，其中39只是在2016
年1月到11月之间；该机构计划
在2017年底前再放归250只（N.
Hermanu, 个人沟通, 2016）。在
本文撰写时，该基金会的设施有
667只猩猩：471只位于Nyaru
Menteng，196只位于Samboja
Les-tari。还有约150只猩猩因为
健康原因没有进行野外放归训
练。剩余的猩猩中，114只在野
外放归前岛屿上，超过400只已
经视为符合放归条件，也就是健
康的（N. Hermanu, 个人沟通,
2016）。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全球动
物养护所联盟认证的养护所国际
动物拯救吉打邦机构2016年照护
的猩猩数量增加。该团队2016年
野外放归了18只猩猩，但是接收
了28只，结果，现在共养护着总
共106只（K. Sanchez, 个人沟通,
2017）。对侧重照护长臂猿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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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7
2016年亚洲各国养护所的猩猩和长臂猿数量
国家

猩猩

长臂猿

柬埔寨
印度尼西亚

77
1,147

马来西亚

98

泰国

2

越南
总计

293

229
45

1,247

644

注：数字可能包括2016年之前的持有数量。如果报告的是一个数字范围，取其中位数。数字包括养护所的所有种群数量，包括出生、死
亡和从拯救或转交获得的新类人猿。
数据来源：Durham (2015); Highland Farm (n.d.); Kalaweit France (2016); OFI (n.d.); Orangutan Appeal UK (n.d.); Spe-cies360 (2016);
个人沟通： Gibbon Rehabilitation Project (2017); N. Hermanu (2016); M. Kenyon (2016); Orangutan Project (2017); E. Pollard (2016); K. Sanchez
(2017)

趾猿的养护所Kalaweit来说，类
似的增长规律也很明显，我们在
《类人猿现状》的第二卷做了介
绍（Durham, 2015）。2014
年，Kalaweit报告过去一年拯救
了16只类人猿，使类人猿数量增
加了6%，达到254只（Durham,
2015, pp. 237-9）。到2016年8
月，照护的类人猿增加至293只
（增加15%），没有包含2014年
以来放归的类人猿（Kalaweit
France, 2016）。
随着拯救和成功的执法努力
继续下去，与接收新到来的类人
猿相关的义务正抵消亚洲养护所
野外放归的努力，比如婆罗洲猩
猩存续基金会、国际动物救援吉
打邦、Kalaweit。如上所述，野
外放归会有一系列复杂挑战。养
护所必须尽力同时照顾多个优先
重点，比如配备野外工作人员、
在国际利益攸关方会议上代表发
声、参加土地使用规划等，同时
还要确保人工饲养环境和在自然
栖息地的类人猿的健康和福利。
表8.7列出了2016年在亚洲各养护
所和拯救中心居住的猩猩和长臂
类人猿现状：基础设施开发与类人猿保护

猿的数量。
亚洲与欧洲很像，很高比例
的人工饲养类人猿住在动物园。
不包括表8.5中日本的数据，使用
Species360 进行自愿报告的动物
园现有24只大猩猩、344只长臂
猿、约200只黑猩猩和130只猩猩
（Species360, 2016）。

结论
在全世界，为了私人或商业目的，几
千只类人猿被非法捕猎、交易和使
用。我们可能无法确切知道这些类人
猿多大比例被收缴或发现，然后安排
进入人工饲养照护，但是大家越来越
认识到，接收类人猿的养护所面临重
大挑战，并且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对这
些结果的跟踪不够（D’Cruze and
Macdonald, 2016）。
随着各国制定更强有力的类人猿保
护法律和法规框架，照护从业人员继
续提高养护所的标准和能力，减少对
人工饲养类人猿的伤害、改善其生活
质量的机会肯定会增加。与经过认证
的动物园一起，为被救的类人猿提供
照护的养护所对推动这些实践前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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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重要作用，不只是与强有力的合作
伙伴携手合作。
如果要维护和改善照护，必须把确
保这些设施有资源、被当做政策制定和
科学研究的不可缺少利益攸关方作为高
度优先重点。考虑到对养护所空间和服
务的持续（和增加的）需求，养护所将
需要可靠的支持和伙伴关系，这样，它
们可以专心地为现有的类人猿居民和陆
续到来的类人猿提供同等高质量的照
护。

4 获得更多信息，见Campbell et al. (2008);
Dunn et al. (2014); Geissmann et al. (2013); Gumal
and Braken Tisen (2015); Indonesia MoF
(2009); Lao MAF (2011); Lu and Tianxiao (2012);
Maldonado and Fourrier (2015); Molur et al.
(2005); Morgan et al. (2011); Plumptre et al.
(2010); Rawson et al. (2011); SWD (2011); Turvey]
et al. (2015).
5 Wildlife Impact - https://wildlifeimpact.org/
6 WWF - http://wwf.panda.org/what_we_do/endangered_species/great_apes/apes_programme/
7 Save the Chimps - http://www.savethechimp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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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注
1 为了保护为这项研究进行的沟通的保密性，
这项审查没有说明一些来源，不然会暴露审
查的设施的名称和地点。
2 获得更多信息，见Ancrenaz et al. (2016);
Campbell et al (2015); Fruth et al. (2016); Humle
et al. (2016); Maisels et al. (2016a); Plumptre,
Robbins and Williamson (2016c) and Singleton et
al. (2016). 《野生动物保护和国家公园法》在
南苏丹独立之前就有，一直有效，2015年的
修订还没有成为法律（CANS, 2013; A.
Schenk, personal communi-cation, 2017）。
3 获得细节，见Ancrenaz et al. (2015b); Brou Yao et
al. (2005); Campbell et al. (2008); Geissmann et al.
(2013); Hockings and Humle (2009); Imong et al.
(2014a); Indone-sia MoF (2009); Lao MAF
(2011); Molur et al (2005); Rawson et al (2011);
SWD (2011); Turvey et al. (2015); White and Fa
(2014); Wich et al. (2012b); Williamson et al.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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