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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
《地球生命力报告》？
     《地球生命力报告》(The Living Planet Report，LPR）由世界自然基金会
整合相关专家及机构的意见而成，每两年出版一次。《地球生命力报告》是对
地球进行的健康检查报告，告诉我们自然界的状况、它所遭遇的威胁以及这对
人类意味着什么。专家在对许多衡量生物多样性的关键指标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得出结论并提出建议，而其中最重要的指标是“地球生命力指数”。

 世界各地的专家一直致力于监测上千种动物的种群规模随时间的
变化趋势，例如统计草原上角马的数量、在亚马孙雨林用摄像机观测貘
的踪迹。科学家们将这些数据整合到数据库中，并分析得出地球生命力
指数（Living Planet Index，LPI）。

 LPI的起始统计时间是1970年，只有在那之后有两年以上监测记录
的物种数据，才会纳入LPI计算。尽管如此，LPI仍然能够追踪两万一千
多个种群的哺乳动物、鸟类、爬行动物、两栖动物和鱼类。科学家们通过 

总结这些数据的趋势，可以分析出更广泛的适用于生态系统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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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结论发布在每两年出
版一次的《地球生命力报告》
中，为保护组织、企业和政府
提供指南。

科学研究
变化的原因
和影响

科学家观测
野生动物种群

规模和活动
轨迹变化

全球野生动物
种群

我们的
生机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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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有天地

第一节

衰退的自然
深不可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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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和其他物种繁衍生息所依赖的稳定的气候和舒适的生存条件，

都是复杂的生命系统所提供的。生物多样性对这个生命系统至关重要，

因为我们赖以生存的洁净空气、淡水、可呼吸的大气层和种植粮食所需

的条件都依靠生物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

野生物种
种群规模

 地球生命力指数显
示，1970年以来，全球
的哺乳动物、鱼类、鸟
类、爬行动物和两栖动
物的种群规模平均下降
了 68%。

 地球生命力指数显示全球野生动物的种群规模平均下
降了68%，且这一趋势并未放缓。野生动物及荒野地区的
数量减少主要是因为人类活动，并已经开始影响生态系统
的正常运转，继而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所需。地球生
命力指数是证实生物多样性正在丧失的指标之一。

 过去几十年间，人类活动使森林、草原、湿地和其他
重要的生态系统遭到破坏或退化，这同时也威胁着人类自
身的福祉。地球上75%的无冰陆地表面已经发生了明显的
变化，大部分海洋受到污染，90%以上的湿地消失。生态
系统遭受的破坏导致100万种物种（50万种动植物和50万
种昆虫）在未来100年面临灭绝的威胁。而如果我们着手

保护和恢复自然，许多物种的灭绝是可以避免的。

 在展示地球生物多样性变化的地球生命力指数图表中
可以发现，随着近年来动物种群规模的持续下降，曲线一
直在下滑。我们必须采取必要行动来改变这种趋势并扭转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阻止生物多样性
的丧失，还要采取措施使之恢复，才可能使图表上的曲线
向上扭转并将生物多样性恢复至与过去相同的水平。这并
不容易实现，而如果我们能够尽快行动，并理解生态系统
中的不同部分相互依存的方式，我们一定能使这个世界恢
复生机，变得更健康、更有韧性。

的陆生物种都会在土壤中
度过他们生命周期的一段
时间。

 土壤是自然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有许
多物种完全生活在地表之下，甚至90%的陆生物
种都会在土壤中度过他们的部分生命周期。生物
多样性是形成土壤的重要原因（分解者会将死去
的植物和动物分解成富含养料的土壤），并为人
类福祉和地球健康作出巨大贡献。健康的土壤可
以过滤水，帮助防止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积聚，促
进植物⸺包括粮食作物茁壮成长。

 了解那些会损害土壤中生物多样性的人类活
动⸺例如在农田中喷洒农药，可以明确我们需
要为保护土壤生物多样性而做出的改变。

的海洋被认为是没有受到人类活
动所直接影响的“荒野”。

 过度捕捞、塑料污染、深海采矿以及气候
变化导致的升温使海洋中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正
遭受着毁灭性的打击。

 生机勃勃的海洋在减缓气候变化、调节全
球气候以及为全球超过10%的人口提供生计等
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珊瑚礁能够为近两
亿人免遭风暴和海浪影响提供保护，并维持整
个海洋生态系统；现在却遭受气温升高和沿海
开发的威胁。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影响着地
球上所有生命。

 我们需要建立海洋保护区以创造野性空间
并恢复海洋自然平衡。我们还需要停止塑料污
染和具有破坏性的渔业活动。

自1700年以来，全球90%的
湿地已经消失。

 淡水野生动物的种群规模自1970年以来减
少了84%。近三分之一的淡水物种濒临灭绝，
而河马、河豚、鲟鱼和海狸等大型动物也处于
危险的边缘。水对生命和健康十分重要，而淡
水生态系统是地球上最易受到威胁的。保护主
要湿地栖息地并停止过度捕捞，只是我们扭转
淡水生物多样性丧失曲线的两种方式。

以重量计算，全球粮食产量
的三分之一被浪费。

  地球上三分之一的土地现在用于种植庄稼或
畜牧，而农业占人类所使用的全部淡水的75%。
以重量计算，全球粮食产量的三分之一被浪费,
包括在生产、运送、包装、销售的过程中以及
在餐桌上的浪费。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有8%来自
于食物浪费，包括食物分解时释放的气体。

  我们可以解决食物浪费问题，且其解决大有
裨益。



 

第二节

为何如此重要？

 

是什么导致了这种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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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中可做出的改变：多吃素食、选择那些不
会导致毁林的食物、以及购买本地生产的食物。

 通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向可再生能源投资来应
对气候变化。

 生活中可做出的改变：使用100%的可再生
能源。

 向“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投资。这既能支持生物多样
性恢复，又能在减缓气候变化、保护人类和野生动物免受气
候变化影响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在精心选择的土地上
种植更多树木可以恢复景观、改善土壤质量、捕获碳，从而
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在城市环境中，树木可以改善空气质
量、调控洪水、为居民区降温，而且在工作和居住地点附近
种植树木还可以改善人们的身心健康。

生活中可做出的改变：采取行动改善本地生物多样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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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是一个生命系统，它的运行为生命的诞生创造了条
件，使人类得以繁衍。生物多样性是这个系统中非常重要的
一部分，而如果野生动物和野外空间减少，它将难以发挥同
样的作用。如果大自然遭到持续破坏，我们将失去生物多样 
性给我们带来的许多直接益处，与此同时，当生态平衡被破
坏、生物多样性丧失时，还会引起许多其他问题。

 2019年，非洲发生了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沙漠蝗灾。当
时，阿拉伯半岛反常的强降雨为蝗虫创造了完美的繁殖条
件。这些蝗虫后来迁徙到东非和南亚，造成了农作物的大面
积损毁。此外，2019年异常炎热和漫长的热浪导致印度和巴
基斯坦发生了极端干旱，迫使数百万人离开家园，并导致许
多人丧生。仅仅几个月后，澳大利亚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
森林大火，这场大火烧毁了超过1000万公顷的森林、致使大
量野生动物死亡。罕见的干旱和创纪录的高温以及过度砍
伐，大大地恶化了这场危机。

 2020年，前所未见的新冠疫情在全球大爆发，几乎影响
到地球上的每一个人，对全球经济产生巨大影响。由于我们
对动物栖息地的破坏、捕猎野生动物和饲养牲畜的方式，包

括新冠疫情在内的大规模疾病暴发中有60%是通过动物向
人类传播的。

 这些灾难都是由人类对自然的破坏所引起的，对环境破
坏的加剧将导致这些问题变得更加频发、更加严重。而实现
一个人人享有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所设定的机会和生活
质量的世界，将变得越来越艰难。

可以明确的是，如果我们想拯救自己，必须先拯救环境。

 除了我们对自然界的破坏所带来的灾害风险之外，人们
也意识到生物多样性对于应对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的重要
性。随着气候变化导致的生存条件的变化，一些物种将无法
生存。一个生态系统中物种的种类和数量越多，物种存活并
替代消失物种的机会就会越高，从而使这个生态系统得以
延续。

  自然界中发现的化学物质和材料可以帮助人类取得许
多重要的科学进展。如果人们忽视那些可以帮助人们应对未
来挑战的物种，可能在我们有机会发现之前他们就消失了。

        失去自然资源，是我们无法承受的。

  随着地球环境的变化，科学家需要研究不同的粮食作物品种，并培育出那些可种植品种来提供人类
所需的食物。如果我们不注重保护生物多样性，当我们最需要它的时候，可供我们选择的机会将会变少。
2007年，在秘鲁的万卡维利卡地区，霜冻摧毁了所有的马铃薯收成，只留下了一个名为“Yana manua”
的品种。如果人们只依赖一种抗冻能力较弱的品种，可能就会出现严重的食物短缺。

 几十年来，人类消耗资源的速度超过了它们自然再生的速
度。我们目前的生活方式意味着，人类目前所需要的资源是地
球可再生能力的1.6倍。这意味着我们透支着1.6个地球。年复
一年，我们使自然越来越脆弱、资源越来越稀少，由此我们未
来生存能力也将越来越脆弱。生物多样性丧失是这些不可持
续的人类活动造成破坏的一种体现。

 人类的生态足迹过高，导致地球无法永远维持下去。然而，
每个人的生态足迹不尽相同，只有通过减少人类的平均消耗
量，我们对地球的影响才能减少。这意味着，地球上消耗资源
最多的人群需要做出最大的改变，以降低其影响。

我们能做什么？

 科学家们认为，如果我们想在未来几年转向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开始
扭转自然下降的趋势，以下三点最为重要：

  转变食物生产和消费的方式，以可持续的方式为每个
人提供足够的食物。这要求我们在耕作中占用更少的空间
(停止破坏栖息地)和水，并减少危害生态系统的化学品的
使用。同时这还需要我们停止浪费食物、改变我们的饮食
习惯和捕鱼方式，以确保海洋能够重获生机并恢复。

         我们需要反思我们与地球的关系，并找到使我们和自然界其他生灵均得以生存的平衡点。减少人类活动对自然
界破坏的解决方案有三种：

         停止：放弃某种产品或活动。这种方式可能要求我们不得不找到替代选择，而这也可能导致其他问题。

         减量：使自然能够再生或吸收人类活动造成的影响。这要求消耗资源最多的人降低自己的消耗量，或减少食物
浪费和回收利用资源。

         替代：寻找新的方法，确保在不给地球造成破坏的情况下获得相同的收益。例如，使用可再生能源取代化石能
源来发电、供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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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1970以来，哺乳类、鸟类、两栖类、爬行类和鱼类
的物种种群规模平均下降了68%。

自然在恶化

入不敷出

  自1970年以来，野生
动物种群平均下降了

生态系统正遭受来自
气候变化的压力

的土地被用于
农业生产

的食物被
浪费

对自然的破坏对全
球经济造成影响

大自然支撑着
人类的健康

和福祉

生物多样性对粮食
安全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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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目前所需要的资源是地球可再生
能力的1.6倍。年复一年，我们使自然越
来越脆弱、越难以满足未来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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炙热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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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生态系统

被削弱的生态系统
收集碳的能力下降

人类活动

CO2

CO2

CO2

珊瑚裸尾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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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升高：
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

 目前为止，气候变化还不是导致生物多样性下降的主要因素，但科学家
们已经注意到气温上升对野生生物的影响。很明显，在未来几年，随着气温
上升，许多物种将面临威胁。适应了特定环境的物种正在改变它们的分布范
围，这对其他生态系统产生了连锁反应。而在某些情况下，某些物种无法做
到这一点， 它们只得苦苦挣扎以适应栖息地的变化。

人类活动

 健康的森林从大气中吸收二氧化碳，并将其固定
在树木和土壤中。

  气候变化增加了森林火灾和外来入侵害虫的风
险，这对因人类活动而支离破碎的森林造成的破坏尤
为严重。

 在一个繁荣的海洋生态系统中，碳被浮游植物
从大气中吸收，储存在野生生物体内，然后以粪便
和残骸的形式沉入海底。

 气候变化威胁着珊瑚礁等对维持海洋生态系统
至关重要的栖息地。

 在澳大利亚，数万只果蝠在一场热浪中死
亡。2016年，澳大利亚啮齿动物珊瑚裸尾鼠
灭绝，成为已知的第一个因气候变化而直接
灭绝的哺乳动物。风暴的频率和强度的上升
摧毁了植被，并导致其栖息地岛上的食物匮
乏。

全球每年有10%的温室气
体排放是由山火造成的。

 每年世界各地都会报道越来越多山火，
这些大火破坏了包括亚马孙雨林和澳大利亚
丛林在内的大片自然栖息地，威胁着人类和
野生动物。全球每年有10%的温室气体排放
是由山火造成的，而且由于气候变化，山火
的数量、规模和持续时间都在增加。火灾对
濒危物种的生存构成威胁，而无法适应山火
的物种消失，可能会破坏生态系统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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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深度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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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做什么？

恢复的六个步骤

 淡水对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陆生生物的生存至关重要，同时，河流、溪流、湿地和湖泊
等淡水栖息地也是地球上受威胁最严重的生态系统之一。人类活动正以多种方式破坏这些宝
贵的淡水系统。河流改道和建造水坝减少了水量，因此也减少了由水带入生态系统的营养沉
积物的总量。这使得曾经相连的水生系统分裂，阻碍了物种完成它们的生命周期。

 一个由全球科学家和政策专家组成的小组提出了一项六
点紧急恢复计划，该计划基于已证实有效的措施来扭转急剧
下降的趋势。

过度捕捞
破坏了

生态系统的平衡

水坝减少了水量,
阻止了营养物质的

流通和
野生动物的活动

农田和城市污染
伤害了野生动物

森林砍伐和采砂
破坏了野生动物

的栖息地和繁殖地

让河流自然
流淌

减少污染 保护关键的
湿地

栖息地

停止
不可持续

捕捞和采砂

控制
外来入侵

物种

恢复
河流系统的

流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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