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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陈述 

截至 2015 年世界人口预计会攀升至 95 亿，如何养活世界不断增长的人口是我们面对全球化的一

个 紧迫的问题。我们赖以为生的食物与农作物和动物息息相关。农作物的种植和动物的养殖依

赖于合理的人力管理，包括对气候，动物福利，环境影响，以及社会和经济发展需要的理解。 

随着需求的增加，气候模式的转变以及环境资源减少，我们需要协同合作将现存的营养网络改造

成一个强大的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粮食和农业系统。可持续发展的食物生产系统需要合理平衡环境

影响、经济可行性以及社会需要。提高可持续发展我们面临四大挑战： 1） 食品保障， 2）食品

安全，3）改善人类健康和营养， 4）社会部门的有效沟通。 

我们所赖以生存的动物是四大挑战的核心，保证其健康和舒适是保障人类健康和舒适的前提。建

设 21 世纪营养供应链，动物生产部门需评估动植物生产相关措施，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改善动

物的健康。 

通过加强农作物、动物和人类的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生态网络，我们可以提高营养安全食物的生产，

保护自然资源并且使农业生产适应不断变化的气候。提高科学家和社会以及科学家之间的沟通是

至关重要的，这样才能确保足够的研究资金以及科技进步在供应链中的实时应用，进而提高 大

的潜在功效。 

动物营养研究如何鼓励这种转型？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国家动物营养计划（国家研究支持项目，

NRSP-9）2015 年 3 月在华盛顿举行了为期一天的高级会议。参与者包括科学家和联邦研究项目

管理者以及工业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会议的总体目标为明确达到 佳人类、动物、环境和经济

健康发展我们所缺乏的动物营养知识。会议演讲及随后座谈意见反馈相结合的方式提供了有效交

流，从而明确了未来食物可持续中动物营养面临的的重点挑战。 

 

重点挑战 

健康的环境—动物和环境相互影响。一些区域的气候对畜牧业提出了挑战，不同区域需要采取不

同的饲养方案以确保应激阶段动物有充足的营养。 

经济活力—由于需求增长导致的价格上涨给低收入人群带来了挑战。新的市场将会形成，生产水

平的提高可能隐藏目前尚未可知的代价。动物饲养对经济的影响必须经过有效的评估。 



消费者健康和认知—新时代的动物营养需要包括对公众价值的理解。如何对待动物，关心环境以

及对影响人类的动物源疾病不断增长的认知都是公众价值的重要内容。 

培训未来的营养学家—我们需要扩大教育项目以鼓励新科学家从事动物营养研究，进而在环境、

经济和社会的需求方面使畜牧从业者受益。 

促进学科之间的联系—在描述动物在人类的康乐中所扮演角色的话题上，动物营养研究处于特殊

的地位。动物营养和人类营养应该共同合作、共享数据和共同努力。 

加强基础研究能力—我们需要向 研究动物和人类健康的企业注入新的活力，这不仅将加深传统的

研究，也有助于拓展新的领域，如基因组学、内分泌学、免疫学以及应激生理学。 

  

健康的环境 

当前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在未来将难以养活 90 亿人口。我们在考虑如何满足人类食物需求的同时

也需要考虑如何实现土壤、土地和水资源可持续发展。 

挑战与新方向 

挑战：未来气候变化可能会影响到农作物及动物生产。据估计 2050 年谷类作物产量将降低 10％

至 20％。目前支持畜牧业的地理区域未来可能不再适合畜牧业。食品生产和废物产生紧密联系。 

此外，没有考虑环境后果的动物生产会造成自然资源的急剧减少，包括森林砍伐、地表水和地下

水污染、土壤退化和枯竭以及更多的土地被用于谷物和生物燃料生产。 

新方向：畜牧生产者可以通过许多途径降低对环境的影响。动物生产效率的提高可以降低碳排放

总量的同时保护森林资源。在畜牧业上营养均衡的日粮也可以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 

挑战：放眼全球许多农民，尤其非洲、部分亚洲以及部分南美洲的国家，无法接触或应用现存的

可提高效率的创新产品和方法。 

新方向：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将受益于持续改善的：1）管理方法（优化饲料以提高饲料的消化

率、水资源的管理、优质精料和牧草质量）； 2）技术（粪便管理、利用副产品用于能源生产及

循环利用、牲畜-作物系统的综合管理）；3）遗传资源（利用遗传资源创造更高效的动物）；4）

政策（例如有关温室气体排放的战略及水和粪便管理）； 5）全球推广（美国可用的研究资金可

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减少畜牧业对环境的影响）。 

营养聚焦 

在美国，一个典型的奶牛通常持续三个泌乳周期，在其被淘汰为肉用牛之前可以生产高于其体重

五倍的牛奶。当前美国 920 万泌乳牛的奶产量是全球奶产量的 15%。 



在过去的 60 年中，美国的奶业管理优化创造了可观的环境效益。相比于 1944 年，在 2007 年等

量牛奶生产只需要 35%的水和 10%的土地。奶牛营养在此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将持续增加对

环境有益影响。 

主要研究方向 

未来利用动物营养促进环境健康的研究应包括： 

• 制定生化限制减少排放或污染物， 大限度地提高产量，同时降低对环境的影响。 

• 明确产生排放物和污染物的生化途径的调控机制。 

• 精确限定不同的生产阶段，包括生理应激期，动物对能量和氨基酸的需求。 

• 探索可以解释盈利转移、时空环境的异质性、家畜多样性以及消费者喜好的缓解措施。 

经济活力 

随着全球人口的增长和中产阶层的扩大，预期对动物食品的需求会大幅增加。动物生产者在满足

需求的基础上需要做到不损害社会接受力，为后代保护自然资源同时维持其生产的经济可行性无

疑是一大挑战。 

挑战与新方向 

挑战：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长的需求将推动肉价上涨。发展中国家将会大幅增加净出口或肉类

的进口，特别是猪肉和家禽，以满足需求增加。 

新方向：对肉类，牛奶和鸡蛋的需求的增长对欧洲和美国的畜牧业生产者提供了机会，但也对其

他地区的畜牧生产者提出了挑战。以动物为根本的食品生产系统 才可确保价格合理的 食物的持

续供应。 

挑战：畜牧业为发展中国家低收入人群提供了机会。然而要达到可持续生产，在一些地区有必要

联合或者合并小型农场。 

新方向：农民可能会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可以帮助提高经济活力的 专业化或利基营销。 

挑战：随着全球化的增加，粮食生产对环境的影响将增加。目前食品生产的代价以及谁是责任者

尚未可知。 

新方向：利益相关者需要提供研究、技术、农场及监管措施方面的支持，以建立高效的粮食生产

体系，从而在环境所能负荷的前提下满足人们的营养需求。 

营养聚焦 



牲畜业占据$ 1.4 万亿的全球资产。在发达国家，130 万人口工作在畜牧产业链。动物产品的出口

占据农业出口总值的 25%。过去的几十年，对动物营养的认识的扩展也相应改变了动物日粮。对

动物营养更进一步地理解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也支持美国的畜牧业持续发展。 

主要研究方向 

未来利用动物营养提高经济活力的研究应包括： 

• 理解消费者如何认知动物性蛋白和畜牧生产。 

• 识别和更精确地估计未来粮食消费模式。 

• 探索与粮食生产体系和功效检测有关的外部因素，以及可以将这些外部因素内在化的经济手段。 

• 将氨基酸、矿物质和维生素的需求纳入整体或局部模型。 

• 探索在农场层面降低环境影响所带来的经济影响，包括大小农场的不同反应。 

 

消费者健康和认知 

人类和哺乳动物需要能量、氨基酸、脂肪酸、维生素和矿物质维持生存。动物食品是健康饮食必

不可少的一部分，动物营养研究提高了我们对这些营养素的体内代谢、必要性以及需要量的认识。

人类健康受益动物产品，动物营养研究提高人类的健康。我们面临的一大问题是动物营养学家和

公众不能进行有效沟通。教条性的历史公众“教育”不能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展望未来，我们需

要集中力量使动物营养学家被公众所认知并且在基于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培养公众和营养学家之间

的关系。 

挑战与新方向 

挑战：动物和人类营养受到社会、环境和经济问题的影响。 

新方向：不断扩大的全球中产阶级将增加对动物食品的需求。在不断减少或有限的自然资源和对

自然资源的剧烈竞争下，动物学家需要深刻认知全球的各类问题才能满足动物产品不断增长的需

求。 

这类问题包括社会对于动物性食品生产关注、动物福利、耐药性、空气质量、营养流失、营养安

全、动物源性疾病及发展中国家导致饥饿和贫困的根源。承诺用为社会可接受的、伦理的和人道

的方式进行研究，动物营养学界可提高世界对动物生产的认识。 

挑战：98％的美国人脱离养殖业，消费者对食物生产知之甚少。 

解决方法：根据麦当劳调查，消费者认为安全的食品来自于享受福利的健康动物。 动物营养界应

该加强其与消费者的沟通。消费者应参与到食品可持续发展的讨论中。GreenBiz 研究发现，越来



越多的消费者对食品可持续发展以及食物如何而来感兴趣。动物营养界需要调查消费者对可持续

发展的热情度以及如何将动物营养和消费者的热情度联系起来。 

主要研究方向 

未来利用动物营养手段促进消费者健康和认知应包括： 

• 使用牲畜和人类系统更好的定义微生物在人类和动物健康方面的作用。 

• 利用动物营养学、免疫学和生理学等方面的知识定义能被消费者理解并为生产者可应用的动物

福利。 

• 明确消费者对畜牧行业主要关注点以及为消费者可接受的重要进度。 

培养未来的营养学家 

近年来，攻读动物营养学的学生数量越来越少,导致了美国动物营养人才的短缺和动物营养研究资

金下降。 

挑战与新方向 

挑战：对动物营养感兴趣的学生逐年减少。 

新方向：动物营养界需考虑如何有效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加入到食品生产与动物营养领域。我们

有必要重新评估当前的学科课程。2 年制与 4 年制本科教育和巩固现有生源的工作有待进一步完

善。同时，我们也应该考虑适度在初高中教育阶段引入动物营养课程。 

挑战：在许多情况下，制药公司已经替代大学推广服务成为重要信息来源。公共和私营部门的伙

伴关系可能会带来代价。回扣和奖金可能会给一些农场和牧场带来利益冲突。 

新方向：未来私营部门将在畜牧业生产中发挥更大作用，并将日益推动动物保健和营养标准的发

展。国际范围内大型超市都正在制定质量和食品安全标准。以科学研究为基础，动物营养学家能

够确保决策是建立在事实之上而不是基于经济因素。这种方法可以有效遏制只考虑成本不考虑技

术的做法。在牧场之间建立动物营养信息与数据共享平台将会带来良好效果。 

挑战：在世界一些地区，研究计划远不足以满足社会需求。 

新方向：境外研究需要加强。中国，巴西和印度有足够的动物营养、遗传和适应性的研究工作，

但非洲地区需要外来援助。 这些研究工作成果可以有效提高当地的生产效率。目前，国际社会采

取非常有限的行动来开发这些系统以及将欧美成熟的系统推广到非洲和亚洲。 

营养聚焦 

从 1987 年到 2012 年，每年获得动物科学硕士学位的学生人数从 600 降到 450。每年授予的博士

学位数从 200 人下降到 150 人。 



近年来获得动物科学学士学位的学生数稳步增长（2012 年颁发 5000 个学位）， 动物科学成为美

国食品与农业领域人数最多学科（7%）。尽管本科学生人数从 2007 到 2010 增长了 8%，但在职

教师数量却无变化。动物营养领域研究推广工作者数量减少。因此科研人员更多的时间被用于本

科教育， 而不是用于开发研究或培育下一代动物营养学家以及将科研成果推广到食品领域。 

主要研究方向 

为确保动物营养领域的具备长期活力，未来的研究应该： 

• 评估新大学生对动物科学与动物营养的认识，并设计高中或初中教育课程帮助纠正错误观念。 

• 制定战略将动物营养教育纳入现代教育课堂（比如在线课堂，翻转课堂等），并最大限度地提

高学生在传统与现代大学课堂动手学习的机会。 

• 建立创新、高效的产学联合模式，以确保研究生培养机制的健全、严谨和国际化。 

 

促进学科之间的联系 

单一领域研究已经取得长足突破。随着我们领域与生物学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广，跨学科合作变得

尤其必要。动物营养学与繁殖、基因、免疫、农业经济学以及环境科学等学科都联系在一起。营

养学的研究工作必须开辟途径以促进与其他学科的合作。 

挑战与新方向 

挑战：动物营养专业人士往往侧重于以学科而非解决方案为基础的途径。 

新方向：研究人员应该跨学科工作，并进行尝试人类和动物卫生专业人员之间的协作。跨学科以

及专业协会应启动交流与对话以填补相互间的研究空白。 

社会应考虑为动物营养界创建一个类似“同一个健康”的模式，或探索其他可以使动物营养学家参

与的途径。农业专家也应考虑如何使联邦政府与私人行业合作以促进知识共享和解决一些面临的

最紧迫的问题。“粮食和农业研究”是一个由美国农业部建立的成功的案例。 该组织利用公共和私

人资源来解决动植物健康、食品安全、营养和健康、可再生能源、自然资源和环境、 农业和粮食

安全以及农业系统和技术方面的问题。 

美国农业部国家研究所所属的粮食与农业局，农业研究局，经济研究服务部门的经理们与美国国

家科学基金会，能源部，商务部，以及其他的部门代表定义一些可共同申请经费的领域。这样的

项目申请应注重动物和人类健康福利之间的生物学机制及互作。 

挑战：疾病控制中心报道，新出现的影响人类的传染病大约有 75％是动物源性，大约 60％的人

类病原体是人畜共患的。动物源性食品可以成为疾病的传播载体。 



新方向：重振人类和动物科学专业人士之间的交流及其重要。美国农业部国家卫生研究所双重目

标与双重利益倡议项目是案例之一。该项目通过研究家畜品种来提高人类健康水平。这些拨款通

常用于探讨有关农业和生物医学的研究，同时支持以啮齿动物为模型的研究。 

营养聚焦 

研究人员已知妊娠期间女性的饮食会对后代 DNA 表达产生影响。胎儿发育、营养基因组学和代

谢领域的发展为我们更好地解释了动物营养如何与生理学、遗传学、繁殖的产生相互影响。 

主要研究方向 

未来建立动物营养学与其他学科桥梁的研究应： 

• 定义微生物组，描述食品动物微生物组、植物微生物组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或环境健康如何

被影响或这些微生物组作为中介如何发挥作用。什么是最佳的微生物组？ 

• 利用跨学科数据来提高作物、饲料原料、动物的生产性能、市场和生物系统模型。 

• 描述测量手段并定义免疫系统作为一个端点，评估营养管理对机体免疫功能带来的益处。 

 

加强基础研究能力以构建未来的生产系统，从何开始 

用于动物营养学研究的联邦资金一直在逐步下降，其限制研究发展的同时也减少了培养下一代营

养学家的可用资源。增加经费将有效缓解高素质动物营养人才短缺的局面。从全球来看，提高动

物营养教育水平，增进公众对动物营养学的理解以及动物营养与畜牧生产的关系变得尤其紧迫。

当前动物营养学研究发展面临的挑战也是显而易见的。 

在人类和动物健康福利的讨论中动物营养研究似乎显得不重要。我们需要努力重振基础研究并实

现数据、分析和解释的透明化。目前基础研究存在的问题有待解决，动物营养界的代表应积极参

与分析和一些重要的工作。 

跨学科工作 

营养和微生物组： 

• 如何运用营养手段改变食物链病原体的传播？ 

• 饮食、遗传和环境如何影响微生物组？ 

 营养与气候变化： 

• 如何优化遗传和日粮使动物适应气候变化？ 

•热应激如何影响消化、吸收和吸收后期？ 



 营养与动物福利： 

•什么是正常的动物福利？ 

•如何将营养纳为评判动物福利的指标？ 

营养与家畜和人类健康： 

•如何喂养低出生重的婴儿？ 

•影响生长发育的营养调节机制有哪些？ 

•关键时期营养如何影响后期的健康？ 

 营养与免疫： 

•免疫系统与营养如何相互作用？ 

•免疫和营养的相互作用何时发生以及如何操纵？ 

 营养和遗传学： 

• 基因组和营养如何相互作用影响健康和生产性能？ 

• 日粮或物种能否影响遗传和表观遗传效应？ 

营养与动物的性能： 

•代谢调节剂如何影响动物饲养的方式？ 

•如何通过营养优化水和养分的利用？ 

 营养与社会科学： 

•消费者如何看待畜牧生产和动物食品？ 

•消费者如何定义良好的动物健康、福利和生产实践？什么是有待改进的最低标准？ 

养殖家畜是养育人类不可或缺的。人口增长导致对畜产品的需求同时增长，动物营养界需善待动

物以及农作物从而为人类开辟一条可持续发展的供应链。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本文件所列举的挑

战必须加以解决。生产肉类，牛奶和蛋类的动物是全球食品生产链的基本组成部分。为了创建健

康的环境和经济，基础的、实用型的以及系统导向的研究需要继续从而更准确定义动物营养所扮

演的角色。动物营养学家单独努力是远远不够的。研究人员需要相互合作从而构建一个可持续发

展的食品生产体系。营养学家需要与环保工作者、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遗传学家、动物健康和

福利专家、免疫学家等共同合作，收集实现可持续畜禽生产所需的专业知识。工业、非政府、州

以及联邦部门需要刺激并支持跨学科之间的研究。同时也应该关注教育系统以及公众是如何看待



家畜生产的。畜牧生产的利益相关者需要通过教育项目和针对性的营销策略达到与公众交流的目

的。 

通过建立学科之间、工业、政府机构和社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桥梁，动物营养研究可以健康发展

从而加强粮食生产系统的可持续性并改善社会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