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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物保护繁育 象 

编制说明 

1 标准起草工作概况 

1.1 任务来源 

林业行业标准《野生动物人工繁育管理规范》为族标准，由术语、总则、虎、象等独立标准组成。

其中，林业行业标准《野生动物人工繁育管理规范  象》的制定任务，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2019年下达，

项目名称为《野生动物人工繁育管理规范  象类》，合同编号为2019-LY-048。拟发布标准名称为《野

生动物保护繁育  象》。 

1.2 标准起草的目的意义 

野生动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容易受到破坏而灭绝。国家对野

生动物实行保护优先、规范利用、严格监管的原则。人工圈养野生动物是野生动物保护的一种形式，是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部分，是物种保护的重要手段，是物种生存的最后机会。国家保障依法从事野生

动物科学研究、人工繁育等保护及相关活动的组织和个人的合法权益。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五条、

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野生动物繁育利用必须符合如下要求： 

a) 使用人工繁育子代种源； 

b) 建立物种系谱、繁育档案和个体数据； 

c) 有利于物种保护及其科学研究； 

d) 提供必要的活动空间和生息繁衍、卫生健康条件； 

e) 有与其繁育目的、种类、发展规模相适应的场所、设施和技术； 

f) 符合有关技术标准和防疫要求； 

g) 不能破坏野外种群资源； 

h) 不能虐待野生动物。 

加强优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或服务供给，提升野生动物繁育利用的公信力和满意度，既是野生动物

繁育利用单位的社会责任，也是各级野生动物主管部门的监管职责；既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也是保护和拯救野生动物、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既是全社会

的共同愿望，也是野生动物管理部门和繁育利用单位共同为之努力的目标。制定本标准的目的，一是为

野生动物主管部门行政许可和监督检查提供参考技术准则，二是指导繁育利用野生动物的单位建立和

实施野生动物饲养管理体系，通过科学繁育、规范利用和严格管理，保持饲养管理体系的适宜性、充分

性和有效性，达到法律法规和本标准设定的要求，实现政府认可，社会满意，资源可持续利用，企业可

持续发展目标。 

1.3 标准的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象人工繁育的设施要求、人员要求、环境要求、饲养管理、种群管理、营养管理、健

康管理、繁育管理、运输管理、档案管理的一般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野生动物饲养场、动物园和野生动物园中象所有种的管理，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可

参考使用。 

1.4 标准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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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提出。 

1.5 标准的技术归口 

本文件由全国野生动物保护管理与经营利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69）归口。 

1.6 标准的起草规则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1.7 标准的起草单位 

本标准由黑龙江省野生动物研究所、太原动物园、中国亚洲象种源繁育及救助中心、东北林业大学

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地学院、温州动物园、合肥野生动物园、吉林省东北虎园起草。 

1.8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承担的工作 

 

序号 姓名 单位 
性

别 
专业 职称/职务 分工 

1 梁宇祥 
黑龙江省 

野生动物研究所 
男 

野生 

动物 

助理 

研究员 

技术内容起草 

资料收集整理 

意见汇总处理 

2 崔媛媛 太原动物园 女 
野生 

动物 

高级 

畜牧师 

资料收集 

技术内容起草 

3 张明明 
黑龙江省 

野生动物研究所 
男 

野生 

动物 

助理 

研究员 

资料收集 

文字校对 

4 钟立成 
黑龙江省 

野生动物研究所 
男 

野生 

动物 

研究员 

副所长 

标准结构设计 

资料收集 

5 孙红瑜 
黑龙江省 

野生动物研究所 
女 

野生 

动物 
研究员 

意见汇总处理 

文字校对 

6 刘  珑 太原动物园 男 
野生 

动物 
科长 

资料收集 

文字校对 

7 杨  阳 
黑龙江省 

野生动物研究所 
女 

动物 

医学 
副研究员 

征求意见 

意见汇总 

8 翟学超 
黑龙江省 

野生动物研究所 
男 

动物 

科学 
副研究员 

资料收集 

文字校对 

9 张  卓 太原动物园 女 
动物 

医学 
兽医师 

资料收集 

文字校对 

10 雷  钧 太原动物园 男 
动物 

科学 

助理 

畜牧师 

资料收集 

文字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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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主要起草过程 

本标准项目2018年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提出，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前期研究，于

2019年正式立项。2020年3月，完成林业行业标准草案。2020年9月，发出征求意见。2020年11月，完成

标准送审稿。 

2020年12月，全国野生动物保护管理与经营利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于贵州省贵阳市召开该标准审

查会，参加会议的专家分别来自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大专院校、科研院所、野生动物饲养场、动物

园、野生动物园、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机构、野生动物繁育救护机构等单位。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标准起草小组提供的送审材料齐全、内容完整，标准结构设计合理，编写格式

符合GB/T 1.1-2009的规定，编制工作程序严格，方法正确；该标准充分吸收和借鉴了国内外同行业的先

进经验和方法，标准规定了象人工繁育的设施要求、人员要求、环境要求、饲养管理、种群管理、营养

管理、健康管理、繁育管理、运输管理、档案管理等技术内容，与相关法律和强制性标准协调一致，具

有较强的实用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 

与会专家一致同意该标准通过审定，同时提出如下修改意见： 

1、标准名称确定为“野生动物人工繁育管理规范  象”； 

2、物理单位格式按照GB/T1.1-2020的规定进行修改； 

3、10.4标题修改为保定及麻醉； 

4、12.1.1增加：不得强行拉拽动物。 

2 标准的起草原则 

2.1 全面性原则 

在标准的起草过程中，严格按GB/T 1.1—2020的要求规划标准内容。根据标准的内容将本标准划分

为四个不同要素类型：资料性概述要素、资料性补充要素、规范性一般要素和规范性技术要素。在条款

的表述上，准确使用GB/T1.1规定的助动词。在标准的章节结构和条款的设计上，重点是分析象保护繁

育过程中，资源配置（人力、物力、财力）、动物福利管理、质量管理、环境卫生管理、职业健康安全

管理、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其他相关要求的遵守与执行等环节，实际存在或潜在的违法违规、可能导

致员工或动物伤害或疾病、员工福利和动物福利损害、财产损失、工作环境破坏、生态环境破坏的风险，

找出关键要素和关键控制点，提出有效的预防措施、监控措施、改进方法和符合性要求，使危害风险降

低到最小程度，最大限度提高饲养质量、安全卫生和经营管理水平，最大限度地保护工作环境和生态环

境，最大限度地保护员工福利和动物福利。 

2.2 统一性原则 

本标准的编写和表达方式在三个方面实现统一：一是标准结构的统一，即标准中的章、条、段、表、

图和附录的排列顺序与GB/T1.1的要求统一；二是文体的统一，即类似的条款由类似的措辞来表达，相

同的条款由相同的措辞来表达；三是术语的统一，即同一个概念使用同一个术语，每一个术语尽可能只

有唯一的含义。 

2.3 协调性原则 

本标准主要在四个方面体现协调性原则： 

普遍协调：即与标准化原理和方法的协调、与标准化术语的协调，量、单位及符号的协调等； 

国际惯例的协调性：本标准参考美国动物园和水族馆协会（AZA）发布的《认可标准和相关政策》

（2017）、英国现代动物园行业标准（2016）等，与其原则和要求协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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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的协调性：本标准充分考虑了新版野生动物保护法和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的相关

规定和要求，并与这些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和要求保持一致，本标准采纳了一些部门规章的相关规定和

要求，本标准引用了相关的国家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相关的行业标准。 

本领域的协调性：本标准的术语、用词均是本领域常用的、公认词汇，提出的技术要求也是本领域

应遵守的基本要求。 

2.4 适用性原则 

本标准的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到标准的适用性。一是便于标准使用者直接使用，每项条款都具有

可操作性，将规范性引用文件作为标准技术内容的重要补充，极大地方便了标准的使用者，标准条款的

设计和措辞也充分考虑到将来可能开展的认证；二是便于引用，在标准的结构和条款的设计方面，尽可

能将技术内容相同或相似的部分划分为同一个章节或同一项条款，方便其他标准引用，同时减少同一项

技术内容，在不同条款中反复使用。 

2.5 规范性原则 

标准是一种特殊的规范性文件。在标准起草之前，首先按照GB/T 1.1有关标准结构的规定，确定标

准的预计结构和内在关系，特别是标准内容的划分和层次的设计都具有规范性。根据国家标准GB/T 

16733《国家标准制定程序的阶段划分及代码》，我国国家标准制定程序划分为九个阶段： 预阶段、立

项阶段、起草阶段、征求意见阶段、审查阶段、批准阶段、出版阶段、复审阶段、废止阶段。标准起草

工作的所有阶段均遵守GB/T 1.1规定的编写规则以及标准制定程序。 

3 标准的结构说明 

3.1 标准内容的结构说明 

本标准的内容可划分为要素和条款两类，要素是由条款构成的，条款可以采取不同的表述形式。根

据要素的性质和在标准中的位置划分为： 

a) 资料性概述要素：封面、目次、前言、引言； 

b) 资料性补充要素：资料性附录、参考文献； 

c) 规范性一般要素：名称、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 

d) 规范性技术要素：术语和定义、要求（技术要求、管理要求和工作要求）。 

条款是标准内容的表述方式，在标准中，根据条款所起到的作用可将其分为三种类型：陈述型条款、

推荐型条款和要求型条款，三种条款主要是通过助动词来表达，并且可以通过助动词区分出标准中的条

款是哪种类型的条款，其中： 

a) 陈述型条款：表达信息的条款，助动词为“可（可以、允许）”或“不必（无须、不需要）”、“能

（能够）”或“不能（不能够）”、“可能（有可能）”或“不可能（没有可能）”； 

b) 推荐型条款：表达建议或指导的条款，助动词为“宜（推荐、建议）”或“不宜（不推荐、不建

议）”； 

c) 要求型条款：表达如果声明符合标准需要满足的要求，并且不准许存在偏差的条款，助动词为

“应（应该、只准许）”或“不应（不得、不准许）”。 

本标准大量使用了一般祈使句表示要求型条款，标准使用者应注意识别。本标准没有使用一般陈述

句表示陈述型条款。 

3.2 标准层次的结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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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为《野生动物人工繁育管理规范》族标准之一，即标准顺序号不同的族标准，这些标准是互

相关联的，供野生动物主管部门行政许可和监督检查时的技术参考。按照GB/T 1.1有关标准层次的规定，

本标准的层次划分和设置采用章、条（有标题条或无标题条）、段、列项和附录等形式。 

章是标准内容划分的基本单元，是标准中划分出的第一层次，章构成了标准结构的基本框架。 

条是对章的细分。凡是章以下有编号的层次均称为“条”。条的设置是多层次的，第一层的条可分

为第二层次的条，第二层次的条还可继续分为第三层次的条，需要时可以分到第五层次。虽然允许将标

准中条的层次分到第五层，但编写标准时，为了便于引用、叙述和检索，尽量不要将条的层次划分得过

多。条可以是有标题条，也可以是无标题条。条的划分一般遵循如下原则： 

a）内容明显不同； 

b）具有被引用的可能性； 

c）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条； 

b）无标题条不应再分条。 

段是对章或条的细分。段没有编号，也就是说段是章或条中不编号的层次。为了不在引用时产生混

淆，应避免在章标题或条标题与下一层次条之间设段（这样的段称为“悬置段”）。 

列项是“段”中的一个子层次，它可以在标准的章或条中的任意段里出现。列项可分为有编号列项

和无编号列项。有编号列项是在列项的各项之前使用字母编号。在有字母编号的列项中，如果需要对某

一列项进一步细分成有编号的若干分项，则应使用数字编号的列项。如果需要将无编号的列项再细分成

新的列项，则只能继续细分成无编号的列项，不能细分成有编号的列项。 

附录是标准的部分，不是独立文件，一般分为规范性附录和资料性附录。设置附录主要是基于如下

五个方面的考虑： 

a）合理安排标准的结构； 

b）安排标准中的附加技术内容； 

c）给出正确使用标准的示例； 

d）提供资料性的信息； 

e）给出与国际标准的技术性差异或结构变化情况。 

4 规范性一般要素的编制说明 

4.1 标准名称 

中文：野生动物保护繁育  象 

英文： Wildlife conservation and breeding-Elephant 

本标准名称由两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引导要素：野生动物人工繁育管理规范 

本标准是《野生动物人工繁育管理规范》族标准之一，因此，使用“野生动物人工繁育管理规范”

做为族标准名称的引导要素，表明本标准为族标准。 

第二部分，主体要素：象 

本标准名称将主体要素确定为象类，表明本标准的标准化对象是象类。本部分的技术参数、技术要

求和管理要求主要来自于英国与爱尔兰动物园和水族馆协会（BIAZA）发布的《动物园动物管理指南—

象》第3版，适当补充了Deborah Olson编写的、美国动物园与水族馆协会会员单位普遍采用的《象饲养

指南》中的相关要求。 

关键要素：系统分析野生动物繁育利用全过程，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标准和其他要求，

结合野生动物繁育利用行政许可的基本要素，提出野生动物繁育利用的关键要素，包括场地设施、人员、

动物健康安全、饲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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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控制点：对每一个关键要素进行系统分析，找出对关键要素起关键作用，需要严格控制的要害

问题、要害活动、要害过程，需要严格限定的不利因素，以及是保证活动或过程顺利进行的条件，等等。 

符合性要求：对每一个关键控制点提出应达到或符合的具体要求。 

4.2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象人工繁育的环境要求、人员要求、设施要求、饲养管理、营养管理、兽医管理、繁

殖管理、运输管理、记录与识别的一般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野生动物饲养场、动物园和野生动物园中象所有种的人工繁育管理，象人工繁育主管

部门可参考使用。 

5 规范性技术要素的编制说明 

5.1 术语和定义 

为了标准的使用者对本标准的理解，本标准给出了“象”、“嗅探”、“保护性接触”、“正强化”、

“一级隔障”、“二级隔障”、“训练墙”等术语的解释，目的是帮助标准使用者理解本标准。 

5.2 设施要求 

通过借鉴国外先进管理理念与实际情况相结合，标准对室外运动场及室内的空间面积、地表、环境

设施、隔离设施以及其他设施做出明确要求，规范养殖单位的设施设置，最大化提高动物福利，保证人

与象的安全。 

5.3 人员要求 

由于野生动物资源的稀缺性，野生动物繁育利用的社会敏感性，以及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或服务的供

不应求，使得野生动物繁育利用产业成为“搞技术、高投入、高风险”的三高产业。因此，野生动物饲

养管理不同于一般畜禽的饲养管理，必须对野生动物饲养管理人员的能力提出要求。 

本标准围绕员工能力、福利、培训、管理等方面提出三个关键控制点：能力要求、员工培训和员工

管理。给出了象饲养管理关键人员能力要求，包括饲养管理负责人、营养保健负责人、兽医护理负责人、

档案管理负责人、主管兽医，以及兽医和饲养保育员。 

5.4 环境要求 

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六条  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应当有利于物种保护及其科学研究，

不得破坏野外种群资源，并根据野生动物习性确保其具有必要的活动空间和生息繁衍、卫生健康条件，

具备与其繁育目的、种类、发展规模相适应的场所、设施、技术，符合有关技术标准和防疫要求，不得

虐待野生动物。 

本标准从场地和设施两个方面，筛选出4个控制点：温度、光照、通风、环境噪音。 

5.5 饲养管理 

饲养管理是野生动物饲养、展示、繁育、利用过程中操作与管理工作的总称。综合分析饲养管理全

过程的操作与管理工作，需要加以规范的关键控制点主要包括：清洁与消毒、丰容、行为训练、安全管

理。其中一些关键控制点均是法律法规或部门规章的具体要求。 

5.6 种群管理 

本部分规定了象的谱系管理、种群结构与规模、个体引见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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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营养管理 

本部分规范了象的营养管理，包括饮水、饲料、营养需求、营养评估等几个关键因素。 

5.8 健康管理 

本部分规定了健康管理的一般要求，并在检疫（国内进出）、疾病预防、保定与麻醉、尸检过程提

出具体要求。 

5.9 繁殖管理 

本部分对发情与配种管理、妊娠和分娩及幼象管理重点环节进行了要求及规范。 

5.10 运输管理 

在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下，本部分对象的运输提出一般性要求，根据实际情况对运输笼箱

做出具体要求。 

5.11 档案管理 

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应当使用人工繁育子代种源，建立物种系谱、繁育档案和个体数据。 

6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草案广泛征求本领域的各相关利益方意见，涉及的部门和专家包括：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

大专院校、科研院所、野生动物养殖场、动物园、野生动物园、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机构、野生动物

救护机构、全国野生动物保护管理与经营利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全体委员等。征求意见期限为60天。 

发送征求意见稿的单位和个人总数22个。回函的单位和个人总数22个，反馈意见或建议262条。 

标准起草小组对各类反馈意见进行分类处理。处理意见分为三类：采纳、部分采纳和未采纳。 

采纳：对反馈的意见或建议原文采纳或最小限度的编辑性修改后采纳。采纳的意见或建议总计238

条，占建议或意见总数91%。 

部分采纳：仅对反馈的意见或建议中的一部原文采纳或者非原文采纳，仅在条款中反映出意见或建

议的基本含义。对于未采纳的部分，都给予解释和说明。部分采纳的意见或建议总计16条，占建议或意

见总数6%。 

未采纳：对反馈的意见或建议完全不采纳。凡是未采纳的建议，都给予解释和说明。未采纳的意见

或建议总计8条，占建议或意见总数3%。 

从反馈的意见看，没有重大分歧意见。部分采纳和未采纳的意见和建议大多是对标准的理解存在偏

差，或者对国家相关政策不甚了解。也有一部分专家可能是缺乏对GB/T 1.1的了解，所提意见或建议不

符合GB/T 1.1要求，因此没有采纳。 

7 作为强制性标准或者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 

8 贯彻标准的要求、措施和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建议在实施过程中先试行一段时间，根据实际应用情况，进行进一步的修订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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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以适应发展要求。对本标准实施的建议： 

1） 各级野生动物主管部门结合本地区的实际，可参考采用； 

2） 通过开展饲养管理体系认证实施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