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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民族众多 1，本案例探讨的是印度Kerala地区的Kani族人与热带植物园和研究所

(Tropical Botanic Garde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JNTBGRI)2之间签订的合作协议。协议中涉及

的药物Jeevani是基于传统知识开发的，原料最初是源于当地的一种草本植物，后来一家制药

公司得到了利用该植物的特许权，并制定了一个涉及Kani族人的惠益分享计划。 

JNTBGRI所开发的药品最初是受到当地传统知识的启发，最终产品类似于能量增强剂，

并取得了该药品的专利。Arya Vaidya 制药有限公司(AVP)以每份 10 卢布的价格取得了该药

品的生产和销售许可，而AVP是一家位于哥印拜陀(Coimbatore)3的一家制药公司，该公司自

1948 年起，就致力于草本植物（如Ayurveidic）及其制剂的商业化。JNTBGRI同意将药剂市

场收益和特许权收益的 50%拿出来，通过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开发信托基金的形式与Kani族人

分享(Swiderska)。药物的开发是利用了当地的一种草本植物的叶子，该植物常用名为

Arogyapacha (Trichopus zeylanicus)，是多年生的具有地下茎的草本植物，一般分布在印度南

部、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在 印度境内，该植物是Kerala区的Thiruvananthapuram和Tirunelveli
区的Tamil Nadu的特有种。开发这种抗疲劳药物的过程是一个典型的惠益分享(ABS)案例，

该案例中夹杂着成功与失败，是一个ABS经验的复合体，既有积极的方面，但也存在很多内

部矛盾。正是这样的一个矛盾复合体，引起了学界很多人的关注和研究，下文将对这个案例

作具体描述和分析。 

Kani 族人生产生活的现代化水平有限，翻山越岭到山间劳作对于他们来说是稀松平常

的事情，为了缓解长途跋涉以及劳作的疲劳，他们常常会食用一种名为 Arogyapacha 植物的

果实。1987 年，Pushpangadan 博士在与印度开展一项合作研究的野外调研期间发现了这一

情况。该项目的全称为“全印度民族植物学合作研究项目” (All India Coordinated (Research) 
Ethnobotany Project, AICEP)，其中包括在 Jammu 区域研究所的实验室分析环节，以及野外

实地考察的内容，而 Pushpangadan 博士在担任 JNTBGRI 项目主任之前，长期在区域研究所

供职。自从担任 JNTBGRI 项目主任后，Pushpangadan 博士率领其团队人员从 Arogyapacha
植物中共分离除了 12 中活性化合物，开发出了名为 Jeevani 的药物，并申请了两项药物专利

(Gupta, 2002b; WIPO, 2003b)。 

发现 Arogyapacha 植物的生境位于 Ghats 西部的 Augustayar 或 Agasthyamalai 森林片区，

属于热带雨林保护区。Pushpangadan 博士及其团队在野外调研时，常请 Kani 族人作为向导

引路。在调研期间他们发现，尽管调研过程非常辛苦，体力消耗很大，但 Kani 族向导却常

                                                      
1 印度民族与语言简况：印度被称为人种博物馆，这主要是世界性的民族大迁移，大融合的产物。约在公

元前 3000 年前，达罗毗荼人就居住在这里。此后，习惯上称之为玛雅利安人的游牧部落从西部迁入，以后

又有波斯人、大月氏人、厌哒人等陆续从西部迁入，形成了印度民族的复杂现象。印度全国现有几百个民

族和部族，其中印度斯坦族人数最多，约占全国人口的 46.3%。印度有语言和方言 1652 种，分属四大语系：

印欧语系、达罗毗荼语系、汉藏语系、孟达（南亚）语系。其中使用人数超过 1000 万的有 15 种，并被宪

法列为主要语言，使用人数占总人口 91%的印地语为官方用语。 
2 TBGRI 现已更名为 JNTBGRI。是印度 Kerala 邦科学、技术和环境委员会下属的独立研究所。网站：

www.jntbgri.in（2015 年 5 月）。 
3 哥印拜陀是印度南方一个工业城市，位于加德邦、克拉拉邦、卡纳塔克邦的三角地带，已发展成为机动

车部件、铸造和锻造件的采购中心。这个区域成为采购高技术部件的货源地，其加工的部件符合世界质量

标准。 

http://www.jntbgri.in（2015年5


常显得体力十分充沛，并无疲劳的迹象，而同行的研究团队人员则常感到体力不支。后来他

们发现 Kani 族向导在登山途中，嘴里不断地咀嚼着一种植物的果实，当然他们也很大方地

把这种果实拿出来与研究团队的人员分享，团队人员吃了后也感觉好像更精神了。于是研究

团队的人员询问究竟那是什么植物，Kani 族人先是不愿意向外界透露，很是犹豫，后来大

家熟悉了之后，他们便告诉研究人员，那其实是 Arogyapacha 植物的果实，这引起来研究团

队的极大兴趣。当时还在 Jammu 区域研究所工作的 Pushpangadan 博士也认为这是个十分重

大的发现，辞掉 Jammu 研究所的工作，转到了 JNTBGRI 项目上。 

药物研发过程 

药物的化学筛选和测试与分离提纯工作是Pushpangadan博士团队与Avinash K. Sharma, 
Jammu的区域实验室C.L.Chopra共同完成的。研究人员对Arogyapacha植物进行了化学与药物

学测试，最后发现只有Trichopus zeylanicus travancoricus，即就是在Augustayar（也称为

Agasthyar）地区发现的物种才具有药物特性，而该植物在马拉西亚和斯里兰卡也有分布

(Gupta, 2002b)。最初的测试发现，该植物具有糖脂类 4、非甾体类化合物，这些化合物具有

抗压、抗肝毒、免疫修复，以抗疲劳的特性。这些研究发现大大扩展了该植物的应用潜力和

价值，是当初所未预料到的。药物Jeevani是在JNTBGRI研究的最后阶段合成的，利用了其

他三种药用植物 5作为原料(GOI, 2002). 

测试的过程中运用了对抗疗法(Allopathic)6, 阿育吠陀(Ayurvedic)7，在后续也作了临床

试验，得到了十分显著的效果。Gupta(2002b)为WIPO-UNEP撰写的报告中披露了关于Jeevani
药物的两项专利申请： 

（1） 具有提升免疫力、抗疲劳、抗压以及护肝功能的新型药物的开发过程

(Pushpangadan, P., Rajasekhran, S. and George, V., 1996, 专利申请号：

959/MAS/96；专利申请时间：1996 年 6 月 4 日)； 

（2） 从 Trichopus zeylanicus 中合成糖脂的过程(Butani, K.K., Gupta, D.K., Taggi B.S.; 
K.K. Kapil R.S., Pushpangadan P. Rajsekhran S., 1994,专利申请号：88/Del/94)； 

（3） 应用 Trichopus zeylanicus 的两项专利申请，一项是用于开发治疗糖尿病的药物

（专利申请号：957/MAS/96; 申请时间：1996 年 6 月 4 日）；另一项是用于开

发用于治疗运动损伤的药物（专利申请号：958/MAS/96; 申请时间：1996 年 6
月 4 日）。 

尽管研究还尚未画上句号，但开发出的药物已经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而且这些药物源

                                                      
4 糖脂广泛存在于生物体中，自然界中的糖脂可按其组分中的醇基种类分为两大类：甘油糖脂基鞘糖脂。

糖基化的甘油醇脂类成为甘油糖脂，存在于动物的神经组织、植物和微生物中，是植物中的主要糖脂，也

是某些细菌，尤其是革兰氏阳性细菌菌膜的常见组分。甘油糖脂具有抗氧化、抗病毒、抗菌、抗炎、抗动

脉粥样硬化等多种活性。 
5 Withania somnifera (Ashwagandha), Piper Longum (Pippali), Evolvulus alsinoides。所用的这四种植物也常被

统称为 Shankhapushpi. 
6 对抗疗法（Allopathy），是现代医学（西医）所使用的理论和治疗系统。对抗疗法针对症状进行直接对抗

治疗。如开刀切除肿瘤，抗生素抑制细菌。需要说明的是，西方医学中，除了对抗疗法，还有顺势疗法，

自然疗法等，而平常报刊中出现的西医，着重指对抗疗法。 
7 印度的医学体系包括阿育吠陀（Ayurveda，又称生命吠陀）医学和悉达（Siddha）医学。它被认为是世界

上最古老的医学体系。五千多年来，它在无数印度传统家庭中使用着。其影响波及南北半球几乎所有的医

学系统，因此印度阿育吠陀被誉为“医疗之母”。由早期的文献可看出，阿育吠陀的医生对于植物的强力医

疗特性具有先知灼见，可说是现代药理学的开山鼻祖。他们也对体内的运作极为了解，甚至有证据指出阿

育吠陀医师动过人体手术。此外，此系统从古到今都同样强调饮食与灵性的重要性，中国的中医以及“现代

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的医疗方法，都可见到阿育吠陀的影子。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8%BF%E8%82%B2%E5%90%A0%E9%99%8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8%BF%E8%82%B2%E5%90%A0%E9%99%8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8%8C%E6%B3%A2%E5%85%8B%E6%8B%89%E5%BA%95


自天然植物，具有保健作用，以及治疗运动损伤的作用，其在未来国际市场上的潜力不可估

量。值得一提的是，JNTBGRI 总共从 Arogyapacha 中分离得出了 5 个化合物，但由于技术

条件限制，无法在本国开展进一步研究，于是研究人员把其中 4 个化合物转移到了哥本哈根

进行具体的分析定性。为了抬高这些神奇药物的市场价格，JNTBGRI 依据印度科学与工业

研究中心(Centre of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CSIR)的纲领，将 Jeevani 的制造许可给

了 AVP，将药物生产制造权于 1996 年通过一份协议转让给了 AVP，为期 7 年。JNTBGRI
除了可以从每一份药物中提成 10 个卢布之外，还将从该药物未来的任何销售中提成 2%。

JNTBGRI 强调指出，给出一个许可期限仅仅是为了促销而已，只要该药品在许可期内获得

市场认可，那么将相应地提高许可费，并且如果其他公司出价更高的话，也有可能将药物的

生产权许可给任何其他公司(Gupta, 2002b)。 

鉴于上述惠益的取得离不开 Kani 族人所提供的相关传统知识，因此 JNTBGRI 决定与

Kani 族人进行惠益分享，其中获益最多的应当是 Kani 族的向导们，因为正是这些向导为药

物的开发提供了线索。作为惠益分享安排的一部分，JNTBGRI 决定拿出许可费的一半与 Kani
族人分享，并且将未来药品销售收益的一半拿出来与 Kani 族人分享。 

基于上述关于惠益分享的基本想法，JNTBGRI 建立了一个信托基金，旨在将惠益分享

的想法和进程通过制度的方式固定下来，并且可以通过此基金贡献于 Kani 族社区的社会-
经济发展，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于是，根据 JNTBGRI 的倡议，于 1997 年建立了一

个名为 KKSK 的基金，Kani 族人也作为成员参与其中。 

在该基金的人员组成中，有 30 户 Kani 族人，并且该基金的主席和副主席是 Kani 族的

两名向导，正是这两名向导给 JNTBGRI 科学家提供了开发 Jeevani 药的线索。 

基金会的法律文书中声明了该基金的目标，如下： 

（1） 管理旨在为了 Kani 族社区福祉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动； 

（2） 建立一个“生物多样性资源登记注册簿”，以记录 Kani 族人所拥有的关于动植物

资源的知识，并且对此注册簿进行维护和更新； 

（3） 提出一些支持性的方法和计划，帮助当地社区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资源。 

KKSK 基金将得到的种子基金用到了有益于社区利益的发展项目上。这些发展项目一般

都是大型福利项目的一部分，其项目支持的活动包括：在偏远社区安装电话；为孕妇提供保

险；为社区其他民众提供意外伤亡保险；为社区贫困人口提供制定减贫计划。从上述惠益分

享计划和活动中获益的人口达 700 户。 

利益冲突之处 

该案例中有很多内容值得进一步审视和推敲。首先，Kani 族民众对于 KKSK 基金的意

识非常低，而且对于惠益分享的模式也有很多谴责。其次，由于 Kani 族人的聚众抗议等现

象，影响了基金款项的拨付，使得基金在好几年内都难以实际支付。基金的管理人员认为，

一旦基金能够正常运作，就更易于将 Kani 族人组织起来。 

KKSK 基金的活动，以及基金与 JNTBGRI 的合作，都为当地带来了很多就业机会，包

括采集和加工 Arogyapacha（药用植物），提高了当地人的收入。为确保能够持续地获得充

足的 Arogyapacha 植物原料，以及确保采集技术是可持续的，不至于影响到野生植物的再生

长，JNTBGRI 也为采集 Arogyapacha 的人提供了相关培训。这些活动和倡议最初起到了非

常积极的效果，易于促进当地的部落社区保护、保存和维护其所拥有的与保护和持续利用生



物资源相关的知识、创新和实践。 

开发出的唯一一个药品 Jeevani，作为一种天然保健产品和运动药品，似乎在国际市场

上很有潜力。可是让 AVP（生产制造商）感到遗憾的是，该药品的市场前景虽好，但上市

了没几年后，后续的生产已经难以为继了，因为难以持续地获得充足的原材料。为了补充原

材料的供应链，当地的 Kani 族人已经在较为湿润和背光的适宜环境中开始人工培育

Arogyapacha。为了规模化地培育 Arogyapacha 原材料，在“部落发展综合项目”的支持下，于

1994-1996 年期间，在林业保护地附近实施了种植 Arogyapacha 的试点项目。该试点项目涉

及 50 户居民，根据项目合作协议，每户居民将得到 2000 卢布的补助，而 JNTBGRI 将会收

购他们种植的 Arogyapacha 的叶片，再将其转手给 AVP 进行生产加工。科学研究表明，人

工种植或培育的 Arogyapacha 的药理学品质并不如自然生境中的好，而且由于 Arogyapacha
并不在林业部门的“林产品清单”上，也就是说，在林业保护地周边种植 Arogyapacha 是违反

林业规定的，仅可试点种植，无法满足规模生产需求(GOI，2002)。 

Kerala 林业部门担忧的是该种植物的可持续利用（提取有效物质）的问题，因此不允许

对其进行商业化开发。林业部门担心 Kani 族人有可能会在利益的驱使下，会大量采集森林

中的野生植物，这种现象已经在悄然发生(GOI, 2002)。最近有份报告指出，林业部门已经同

意将 Arogyapacha 增加到其“林产品清单”中，并且将于 AVP 签订合作协议，这样安排的话，

AVP 就可直接向 Kani 族人购买 Arogyapacha 叶片了(GOI, 2002)。 

除了上述的冲突点之外，该案例中的其他一些问题也有待解答，包括：对于该案例中涉

及到的相关传统知识，有没有可适用的法律文书来对其进行保护？在相关传统知识的惠益分

享安排中，IPRs（知识产权）应当扮演怎样的角色？在惠益分享的协议安排中如何平衡提供

方（种植药用植物，并且持有与该药用植物相关的传统知识的部落和社区）与使用方（开发

和生产最终产品的公司）之间的利益？如何规范获取活动？在获取过程中社区和国家的各自

角色又是怎样的？还有其他一些问题包括：专利的所有权；Kani 族各个分支应当分得多少

比例的惠益？Arogyapacha 植物的可持续管理，以及人工培育和原材料供应，等具体的细节

问题都还在谈论和研究之中，仍然没有定论。 

在英国国际发展部(the UK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DFID)的支持下，

Anuradha(2002)等人对本案例作了研究，指出了 JNTBGRI 与 Kerala 区域的 Kani 族人的合作

协议中的一些冲突点和弊端。他们认为，惠益分享协议在实施的四年多时间内经历了多个混

乱的阶段，主要是因为以下几个原因造成的： 

• 林业部门并未准予 Kani 族人采集 Arogyapacha，所以叶片采集一事上一直停滞不

前，这也就是在过去五年内，为什么生产制造商一直得不到持续充足的原材料供

应。 

• 由于 Kani 族人已经不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或整体了，该族裔已经逐渐形成了多个

分支，而每个分支对于惠益分享的理解都不尽相同，因此，在 Kani 族内，对于

JNTBGRI 提出的惠益分享协议的意见并不一致，这也对协议的实施造成了很多阻

碍； 

• JNTBGRI 认为通过建立基金(KKSK)的方式可以让 Kani 族人都参与其中，并从惠

益分享协议中最大限度地获益，但事实上，Kani 族人来自很多个区域，一些区域

中的 Kani 族人并未被纳入到该协议中。 

• 还有一个顾虑是，JNTBGRI、林业部门和 KIRTADS(Kerala 的一家致力于部落议题



的研究所)之间缺乏协调和对话机制，而这些机构都是政府的相关部门。 

• 一系列的复杂问题有待解决，包括：资源与相关知识的所有权归谁？尤其是当这些

资源是在私有土地、公共土地，或两类土地类型共同发现的；当资源和相关知识

分布在多个州或国家时，又如何界定资源和知识的所有权属？ 

Gupta(2002)为 WIPO-UNEP 起草了一份报告，其中讨论了林业部门的立场。Kerala 林业

部门担忧的是该种植物的可持续利用（提取有效物质）的问题，因此目前还不允许对其进行

商业化开发。根据 1999 年与林业部门的商议结果，Gupta 作出如下建议：JNTBGRI 同意任

何基于森林植物开发处的产品，只有满足如下条件，才可以准予商业化利用许可： 

（1） 在所有的相关讨论中，必须有四个相关方，即 JNTBGRI、林业部门、地方社

区机构和被授权方的共同参与。 

（2） 得到授权的一方应当起草一份“可持续采集/提取方案”，递交给授权方，以确

保其商业化利用活动不会对生态系统，以及对该物种的长期可持续性（物种

数量可以维持在一定水平，该物种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不降低）造成影

响。 

（3） 关于该植物的任何研究计划，都必须定期向 JNTBGRI 和林业主管部门汇报，

供这两家机构和部门评审。如果在评审过程中发现，某个很有价值的药品是

源自某个特有种或者濒危物种，那么除非是有证据表明，用于研发和生产的

植物是取自移地栽培物种而不是野生物种，否则将不准予该项开发技术的商

业化，以防造成该物种的灭绝。 

在本案例中，Kani 族从林地采集了植物，并基于所采集的药用植物获取了一定的惠益，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Kani 族人并不拥有这些林地的所有权。林地的所有权属于 Kerala 林业

部门，最初林业主管部门并没有反对 Kani 族人在林地采集药用植物 Arogyapacha。而后来

Kerala 的林业主管部门之所以在现场勒令 Kani 族人停止采集 Arogyapacha 的叶片，是因为

他们的这种采集行为已经演变成商业化的活动，并且也已经威胁到了该物种的生存。但是很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林业主管部门（尽管在很大程度上也算是一个利益相关方），并没有参

与其中的任何一个协议，也没有尝试着提出任何旨在促进可持续采集资源的机制和措施，而

仅仅是采用了最为简便的办法-发布禁令。后来，林业部门也作了一些努力，试图在移地条

件下培育 Arogyapacha，但证明基本是徒劳的。 

本案例中的另外一个冲突点是关于惠益分享协议的谈判。JNTBGRI 自始至终都在与特

定区域的 Kani 族人进行谈判，这遭到了临近地区 Kani 族人的反对，认为 JNTBGRI 在谈判

惠益分享协议时应该征询他们的意见，或者应该至少征询当地传统医生（在当地称为 Plathis）
的意见。 

对于 Jeevani 案例的评述 

开发 Jeevani 的案例强调了达成自愿性质的获取与惠益分享(ABS)协议的复杂性，也指

出了制定相关计划时的种种陷阱和难点(WIPO, 2004b)。对于该案例中所取得的有限的成功，

Utkarsh(2005)指出，JNTBGRI 最初虽然没有在正式合同中说明要拿出 50%的许可费给 Kani
土著部落人民，但也至少以书面形式明确了 Kani 族土著部落人民的贡献以及其应该得到的

惠益。据他们的考证，虽然使用方作了上述承诺，但在缺乏适当地政策措施和政府渠道的情

况下，基金收益难以被分配到土著部落手中，甚至在 JNTBGRI 为了维护土著部落的利益，

将基金转交给政府部门几年之后，土著部落都还没收到基金惠益。药品的生产过程中同样也



是遇到了很多困难，主要是因为原料供应链不可持续。生产药品所需要的植物被林业主管部

门确定为珍惜物种，是禁止采集的。为了补充原料的不足，相关方也设法通过栽培的方式来

保障原料供应，但问题是栽培的植物的药理学品质并不如自然生境中的植物，其药理学特性

有限。因此，在缺乏适当地政策和法律监管框架的大背景下，虽然基于药用植物进行产品开

发，并且与当地土著部落人民进行适当的惠益分享的出发点是好的，但遗憾的是收效甚微。 

WIPO(2004b)对该案例有以下几点评述： 

• 惠益分享安排中强调了地方主管机构与社区领袖的潜在价值，如果他们可以扮演积

极角色，那么惠益分享协议的实施效果会大有不同； 

• 虽然大家对于建立信托基金的倡议都广泛赞同，但该基金并未兼顾到所有的相关

方； 

• 该案例中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开发药物 Jeevani 所需要的原材料，即药用植物

Arogyapacha 的叶片供应不上。并且，实验室验证得出，人工培育的植株叶片所提

取的化合物不如自然生境中的有效。 

• 如果在项目设计之初就能够得到当地林业部门的支持和参与，或许他们的态度会大

有不同。 

在 Gupta(2003)的另外一份有关于 JNTBGRI 科学家的研究项目的分析中，涉及到 Kani
信托基金以及 Jeevani 药物专利，他指出了以下几点： 

• 如果地方林业主管部门对于所涉及的领地具有法律上的管控权，那么惠益分享协议

或机制中就应该林业主管部门作为一方，而不应该忽视林业部门； 

• 事实上，科学家并未从许可费中主张任何利益，这也反映出科学家在惠益分享协议

中的地位，以及惠益分享模式的取向。 

• 应当提高各个土著部落和族群的参与度，并应给予信息员更多权利；社区内部也应

进行更多沟通和交流，使各方意见得到体现。 

• 除了物质上的贡献之外，向社区提供的非物质上的贡献也应当被给予认可。例如，

定期向地方社区提供体检服务，因为当地 Kani 族的许多妇女、儿童，以及年长的

人都急需定期体检，以提高其健康水平。 

Jeevani 并不是 Kani 族人故事的终点，在 Jeevani 之后，由世界银行支持的一项参与式

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 MAPs 的试点项目中，基于 Kani 族的传统知识又开发出了三种草药，

Kerala 林业主管部门和 JNTBGRI 正在联合申请专利。上述世行项目还建立了关于土著知识

体系的生物多样性登记簿和数据库。 

简言之，有待解决的问题还包括：如何在不同的部族之间进行惠益分享，各个部族所分

享的惠益的比例应是多少？如何做到对于原材料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培育所需物种的做法

是否合适？在短期内进行密集培育是否合理？为满足各个利益相关方的诉求，在实践中应当

采用何种方式建立惠益分享机制？建立这种惠益分享机制应该分几步走？有消息称，目前

Kerala 地区的林业主管部门正计划对原先的惠益分享模式进行改良，开发出一个更为可持续

的项目，兼顾到各主要利益相关方（产业界和 JNTBGRI）的利益，进而重启 Jeevani 的开发

和生产活动。就如开头所讲的，该案例是一个夹杂着成功与失败的混合体，有可借鉴的积极

内容，但有值得审慎考虑的冲突因素。因为印度的《生物多样性法案》于 2002 年才出台，



而《生物多样性条例》于 2004 年才出台，在没有规章可寻的大背景下，类似于该案例的探

索性的实践还是很值得我们分析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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