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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FU
Market Monitoring and Friction Unit（市场监测和摩擦部，简称 MMFU）是 Global 
Initiative Against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全球倡议，简称  
GI-TOC）旗下团队，致力于监测濒危野生动物物种的在线营销活动，努力制定创新有效的
策略以打击此类买卖现象。该部门与民间社会组织和开展合作，要求政府关闭非法野生动物

在线市场。  

开放网络上的网站（即人们每天可以访问和使用的网站）中隐藏着一些大型濒危物种在线 
市场。1 互联网和私人平台上有大量野生动物犯罪活动的罪证，但执法机构要么无意行动， 
要么无法采取足够的应对措施。2 

由此可见，打击网络犯罪面临着更大范围的挑战：犯罪分子在线上行动，警察却在线下。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包括应对网络犯罪的资源不足、缺乏处理该问题的明确法规，

以及没有设立相应的调查机关。上述情况在全球各地的表现并不均衡。富裕国家/地区拥有
最多的上网人群，但同时也拥有最多的资源来打击在线危害行为。发展中国家面临最严峻的

挑战，因为他们在网络监管或打击网络犯罪战略实施方面投入的资源最少。

在这场席卷范围更大的危机中，在线濒危物种贸易容易被人忽视，进而在全球应对环节中留

下缺口，致使野生动物贸易商能够在网上公开寻找客户、推销商品、进行交易并刺激需求。

这造成了更大的非法野生动物贸易问题，可能加剧物种灭绝和人畜共患疾病爆发的风险； 
此外还会助长腐败现象，滋生高度有组织的犯罪网络。 

MMFU 认识到必须采取创新对策来打击此类犯罪，于是开始调查濒危物种的非法在线 
交易。MMFU 的目标是将开放网络建设为法制空间，制定适用法律来保护我们和濒危 
物种，所有人无论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必须遵守此类法律。 

为与社会各界分享知识，共同应对非法在线野生动物贸易造成的种种危害，MMFU 特编 
写本趋势报告。希望本报告有助于总结经验教训，增加有效干预措施，遏制非法野生动物 
市场。 



 
中国某家 TCM 商店
销售的穿山甲鳞片。© 

Globalstory

摘要 
本报告所述研究尝试提供新思路，助力解决已知的重大非法野生动物贸易问题：利用穿山甲各部位和鳞片制造多种 
产品，特别是传统中医药材。众所周知，穿山甲是全球走私量最大的动物之一，因为非洲和亚洲会使用穿山甲的肉和

鳞片。大规模非法贸易不仅涉及亚洲和非洲的穿山甲分布国家/地区，还包括欧洲和美国，导致数种穿山甲现已濒临 
灭绝。本报告提供了大量支持性证据，表明互联网在各司法管辖区的穿山甲制品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MMFU 利用机器学习监测投放中英文穿山甲制品广告的在线平台，查明了贸易合规方面的主要漏洞。这些漏洞导致大
量穿山甲制品通过所谓的“分类平台”在线交易，还有许多其他参与者为此类非法交易提供便利。本研究查明了最常

通过网上销售的药物，这类药物可能是穿山甲鳞片交易的最大推手。尽管国家和国际被社会制定了保护措施，但本研

究也表明：消费者在购买穿山甲制品时往往无法做出知情决定，可能会被“代理商”网站引诱消费含有穿山甲鳞片的

药物，和/或可以从国外轻松进口这类药品。无论在何处进行该等交易，均违反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简称 CITES）的协定。研究还 
显示，与中文同类网站相比，英语网站混淆视线的情况更为常见，往往会试图在成分列表中掩盖穿山甲鳞片的存在。 

在六个月时间里（2021 年 4 月至 2021 年 10 月），我们共计发现了 924 条在线广告，几乎所有广告都投放在分类 
网站。大多数广告均张贴在中文网站上，其中许多网站提供国际配送服务。因此，含有穿山甲鳞片的药品或熏香等商

品很可能进入欧洲和北美国家，然后再出售给当地消费者。 

本报告为中国和其他地区的国家当局提供了可行建议，帮助遏制穿山甲制品在线贸易。MMFU 将继续监测索引网络和
社交媒体网站上的穿山甲制品市场，确保人们持续了解这一问题及其影响，并与已经查明的平台接洽，如果有证据表

明存在可能违反国家和国际相关法律的活动，则会要求采取行动遏制使用平台的服务。随着调查取得进展，MMFU  
后续将分享更多有关濒危物种在线交易的信息。

iii

中国某家中医药商店销

售的穿山甲鳞片。 
© Global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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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引言 

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 9 月，MMFU 的研究团队与 University of Oxford 

（牛津大学）和 Zo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伦敦动物学会） 的研究人员

开展合作，实施了一项数据驱动研究项目，旨在查明全球走私量最大的野生

哺乳动物——穿山甲的零售市场。我们利用机器学习工具 Cascade 检测到有近千个

零售网站公然提供穿山甲制成的传统中医 (TCM) 药物、酒和熏香，此外还发现了 

有关加工和未加工穿山甲鳞片及身体部位的广告。本研究使用普通话和英语进行，

这有助于研究小组考察中国国内的中文市场，3同时考虑针对全球客户群的相关广告。

长期以来，非洲和亚洲一直使用穿山甲鳞片制作传统药物（包括 TCM 领域）。 

自 2017 年以来，根据 CITES 规定，对野生捕获的穿山甲及其各部位进行国际商业

交易属于非法行为，但还是经常有人查获数吨非法装运的穿山甲鳞片。滥用穿山甲

导致该物种面临极高的灭绝风险。过去几十年来，尽管国家和国际立法保护措施稳

步改善，但执法力度不够，效率低下且投入资源不足，致使此类贸易持续不止。4 

 

亚洲某家野生动物制

品商店销售的穿山甲

药酒。穿山甲很可能

是全球走私量最大的

哺乳动物。 
© Cambodgem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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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进一步了解穿山甲各部位及其制品市场

的关键方面，以便能够制定行之有效的战略，防止

非法贸易，避免过度猎捕利用野生穿山甲种群。 

本项目的首要目标是评估含穿山甲鳞片药品的在线

市场，因为据说这是穿山甲贸易中的主要产品。 

不过，项目还评估了穿山甲的其他新兴用途以及熏

香等穿山甲制品的贸易规模。  

本研究的另一目标是评估在线供应商是否遵守相关

法律法规，以防非法穿山甲制品进入中国市场的药

品供应链，并评估在线网站是否冒险提供中国境外

销售服务——这违反了国际（特别是 CITES）和 

国内法律。  

本报告首先讨论了买卖穿山甲制品贸易的危害、 

穿山甲走私发展动态以及与中国零售市场有关的法

律框架。第 4 页总结了数据调查结果，后文对结果 

开展深入分析。 

方法论 
本研究报告应用了一项创新研究方法——其核心是

利用我们的合作机构 Centre for the Analysis of Social 

Media（社交媒体分析中心）设计运营的机器学习自

动网络抓取工具 Cascade。 

我们为本研究构建了一套调查方法，使用 Cascade 

执行有针对性的搜索，旨在查找含穿山甲成分的 

TCM 产品。我们的方法是，搜索整个互联网，不限

制地点，从而尽可能多发现包含此类信息的网站 

（而不是针对特定平台进行搜索）。我们起草了一

份英文和简体中文的关键词列表，其中涉及已知含

有穿山甲成分的商品（TCM 药物、酒、熏香以及加

工或未加工的鳞片）。列表包括 105 种已知含有穿

山甲鳞片（根据各种 TCM 百科全书）、后经证实包

装上确实将穿山甲鳞片列为成分的药物名称。 

2020 年 11 月至 2021 年 7 月期间，Cascade 执行了

数轮检测（三轮用英文，两轮用中文）。Cascade  

收集到约 6 105 个链接（即“检测结果”），然后由 

GI-TOC 研究人员分两步进行分析。第一步仅评估检

测结果的相关性（即“快速筛检”），这有助于研

究人员清理不相关的“副捕获”数据。最初收集的

链接中，有 924 条检测结果可视为与本研究相关 

（请参见下文的“数据一览”部分）；然后， 

GI-TOC 对此类链接进行编码和分析。 

在初步研究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和 TCM 市场的监管机

制后，研究团队选定了一系列编码标准。所选编码

标准（例如价格、含穿山甲成分和制造商等）可为以

下两项主要研究目标提供信息：第一，进一步了解中

国和其他地区含穿山甲成分的 TCM 市场；第二， 

发现可能企图规避国内和国际法律的特定贸易惯例。 

穿山甲制品在线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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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cade 
通过生成并扩展查询词条、搜索网页以及抓取结果的迭代过程，Cascade 大规模收集了候选 
“检测结果”。然后，Casade 使用多种基于机器学习和关键词的搜索分类器来筛选不相关
的内容，生成一组最可能包含待售目标产品或动物的候选检测结果。应用各种自然语言信 
息提取技术，结合域名专家的意见和人工分类（例如动物名称、产品名称和销售词汇）， 
生成了 Cascade 所用的大量查询词条。Cascade 能使用多种语言执行大量基于文本和图像的
搜索，由此成为检测在线销售意图的主要工具，发现在线销售已查明含濒危物种或其他特定

成分的商品的企图。GI-TOC 现已利用 Cascade 在多种地理背景下对电商平台的活体动物和
鸟类交易开展研究。5

中国使用穿山甲鳞片制造的中药胶囊。  
© Cambodgemag



4 穿山甲制品在线市场 44 穿山甲制品在线市场

数据一览

本研究收集的数据包括共计 924 条有效检测结果，其中 
873 条以简体中文为主要语言。另有 51 条检测结果使用
英语，目标群体是中国境外的消费者。 

在整个数据集中，托管此类网站的公司大多（881 家）
位于中国大陆；8 家位于中国香港；16 家位于美国。 
还有 19 家公司分布在全球 6 个国家/地区，或地点 
不详。

数据显示，营销的产品主要为药品（870 条检测结果），
其次是穿山甲药酒（25 条检测结果）、鳞片原料 
（9 条检测结果）和熏香（4 条检测结果）。此外， 
还找到一家网站可出售整只穿山甲。

在药品中，最常见的形式为药丸、胶囊和片剂（419  
条检测结果）、乳膏和软膏（287 条检测结果）、液体
（107 条检测结果）、粉末（37 条检测结果）和膏药
（7 条检测结果）。

此类产品的营销大多针对中国消费者，而中国的穿山甲

市场受法律监管。然而，此类广告中只有极少数符合中

国所有法规——仅 52 条 (9%) 中文检测结果显示有中国
野生动物经营利用管理专用标识 (CNWM)，该标识旨在
审查野生动物产品的合法性和采购可持续性。

而中国境外，当地法律严禁买卖穿山甲制品，所有销售

的市场参与者均将面临法律诉讼，在针对此类地区消费

者的 31 个网站上有 55 条检测结果，其中 24 条未说明
成分中存在的穿山甲。 

半数以上的中文检测结果（64％，即 572 条检测结果）
为“代理商”网站，即供应链中的另外一层中间商。 
代理商网站并不直接营销含有穿山甲成分的药物，而是

提供关于 TCM 药物的一系列广泛服务，大多数情况下还
有有效在线广告的直接链接。由于代理商网站本身并不

销售药物或其他含穿山甲的商品，目前尚不清楚此类网

站是否与其他 TCM 电商平台适用相同的规定，这种情况
属于中国监管体系中容易引发问题的漏洞。

最后，投放广告的网站中有 7％（62 条）可提供国际配
送服务，中文网站中有 2％（14 条）还可发往香港地区
（除中国大陆以外），更有可能违反了 C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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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山甲鳞片交易的危害 

穿山甲物种保护现状
所有穿山甲物种均已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 濒危物种红色名录，这是最广泛

认可的面临灭绝风险的全球物种名录。公认的八类穿山甲物种分布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和亚洲（南亚、东亚和东南亚）。图 1 总结了有关穿山甲物种、保护现状和分布范围

的关键信息。

根据 IUCN 红色名录，由于亚洲和非洲的过度猎捕利用，再加上多种消费模式推动了

对穿山甲各部位或活体标本的需求，所有穿山甲物种都濒临灭绝。6 人们猎杀和偷猎

穿山甲不仅为获取其肉和鳞片，还为获取其他身体部位，在非洲和亚洲，这些部位用

于制作传统药物（见下文）。7 某些穿山甲物种据说已在当地灭绝——例如，最近研

究表明，贝宁北部的大穿山甲（学名：Smutsia gigantea）种群现已消失。8 据了解，

东南亚部分分布地区的马来穿山甲和中华穿山甲在商业活动中已经消失，说明种群数

量太少，捕获无利可图。9 

 

工作人员展示 2020 年
在印度尼西亚廖内省

查获的穿山甲鳞片。

人们认为穿山甲鳞片

具有某些特定的药用

价值，因而将其用于

传统医药中。  
© Afrianto Silalahi/
Future Publishing via 
Getty Images



物种名称 学名 IUCN 红色名录类别 分布地区

印度穿山甲 Manis crassicaudata 濒危 南亚

中华穿山甲 Manis pentadactyla 极危 东亚和东南亚

马来穿山甲 Manis javanica 极危 东南亚

菲律宾穿山甲 Manis culionensis 极危 菲律宾

树穿山甲 Phataginus tricuspis 濒危 东非、中非和西非

长尾穿山甲 Phataginus tetradactyla 易危 西非和中非

大穿山甲 Smutsia gigantea 濒危 东非、中非和西非

南非穿山甲 Smutsia temminckii 易危 东非和南非

图 1  穿山甲物种的分布和保护现状。

图 2  连接分布地区和消费市场的主要走私路线。
注：此图未显示鳞片的相对总量。

    主要走私路线

查获次数以蓝色阴影表示

穿山甲分布国家/地区以加粗的黑色轮廓表示

穿山甲制品在线市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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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驱动因素
尽管偷猎穿山甲的原因各不相同，因当地环境和普

遍消费模式而异，但有证据表明：过去五年，穿山

甲国际走私大多涉及南非穿山甲。偷猎南非穿山甲

是为了获取其肉和鳞片，鳞片从一些非洲国家贩运

到亚洲（主要是中国和越南）。10 推动穿山甲鳞片贸

易的需求主要来自传统医学用途，尤其是 TCM， 

不过非洲和亚洲的某些其他传统医学体系也使用穿

山甲鳞片（例如印度、巴基斯坦和尼日利亚）。11 

穿山甲鳞片由角蛋白组成（人类的头发和指甲也由

角蛋白组成），TCM 使用者认为鳞片具有某些药用

价值，例如促进血液循环、刺激泌乳、消肿和排脓

等。12 

鳞片既在 TCM 市场、药店或零售店以加工（例如油

炸）或未加工的形式出售，也用作制造 TCM 药物和

药品的成分。近年来，尽管中国相关机构努力减少

了中国官方药品汇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所载

的 TCM 配方数量，但研究表明，除了其中仍含有中

华穿山甲鳞片的八种药方外，许多在线销售的药物

也列明含穿山甲鳞成分。13通过自动搜索和人工分

析，本研究发现目前至少有 105 种声称含穿山甲鳞

片的药物处于在线销售状态。 

重要的是，我们的研究发现，通过网站营销的产品

要么直接宣传含穿山甲鳞片，要么是广告所示产品

将穿山甲作为产品。因此，我们无法断言任何特定

产品是否含有穿山甲制品，或这类产品是否实际买

卖。本研究旨在了解声称含有或通常含有穿山甲制

品的数字市场，并评估此类营销是否符合适用的法

律法规。此外，本研究还审查了某些规避法律要求

营销和销售此类产品的企图。  

尽管穿山甲各部位和活体动物的国际贸易现已逐渐

受到 CITES 限制，14但在中国，用于生产 TCM 药

物的穿山甲鳞片贸易的法律现状则复杂得多。在中

国，穿山甲鳞片已合法交易数千年之久，最近这一

市场开始受到高度监管，同时也备受争议。这一转

变反映出两股势力的长期斗争，一边是保护工作和

日益严格的卫生政策法规，一边是旨在维护中国传

统文化的政府政策。

此外，在大多数栖息地，穿山甲还作为食物；在某

些地区，穿山甲肉是一道美食，这是穿山甲贸易的

另一驱动因素。然而，如果缉获数据准确反映了穿

山甲贸易动态，那么过去十年中，走私网络参与贩

运穿山甲鳞片的情况（比可能作为食物的活体穿山

甲交易）更为严重。虽然在 2007 年的穿山甲缉获总

量中，鳞片所占比例不到 10％，但在 2018 年却高

达 97%。15 

CITES 与日益增多的国际贸易限制
对穿山甲及其各部位和相关制品的国际贸易限制可

以追溯至 1975 年，当时将马来穿山甲、印度穿山甲

和中华穿山甲列入了 CITES 附录 II，并将南非穿山甲

直接加入了附录 I。161994 年，所有穿山甲物种均已

列入附录 II，后来又在 2016 年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

的 CITES 第 17 次缔约方大会上转至附录 I。早在  

1988 年，CITES 便已强调穿山甲贸易缺乏可持续

性，并将当时公认的三种亚洲穿山甲物种纳入了 

《重大贸易审查》（Review of Significant Trade， 

简称 RST）程序。2013 年，所有其他穿山甲物 

种均已纳入 RST。RST 的初步阶段以及第一阶段

（1992 年）和第四阶段（1999 年）提出了一些 

建议，包括提高缔约方对穿山甲贸易的警惕性。 

尽管各缔约方和 CITES 秘书处认为此类措施已经落

实，但自那以来，有关穿山甲猎捕利用的可持续性

问题仍一直存在。17继八种穿山甲物种全部纳入附录 

I（2017 年 1 月生效）后，还禁止了野生穿山甲及其

各部位（包括 TCM 药物所用的穿山甲鳞片）的国际

商业贸易。18除中国、加蓬和塞拉利昂等国外，大多

数分布国家/地区基本已禁止国内贸易。下文将详细

讨论中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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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已在国际层面开展相关保护行动，而且各种指

标表明，分布国家/地区的保护工作局部取得了有

限的积极影响，但穿山甲的保护现状仍令人深感担

忧。据估计，中国南部省份云南和广西的穿山甲数

量减少了 94%。19 

所有野生穿山甲国际商业贸易均为非法性质，因此

没有相关报告，研究人员只能依靠各种代替信息来

估算穿山甲的贸易规模，包括海关缉获数据。UN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

办公室）估计，2018 年海关机构查获的穿山甲鳞

片、肉和骨头相当于 141 000 只活体穿山甲，仅此

一项足以揭示剩余穿山甲种群所面临的偷猎和狩猎

压力之大。据估计，每年仅在中非地区就有 40 万至 

270 万穿山甲遭到偷猎。20

中国复杂的国内法律框架
尽管所有穿山甲在国际上均获得了最高级别的保

护，但在中国市场有一定合法性，允许在特定条件

下交易穿山甲及其制品。21欲购买和利用穿山甲各

部位的制造商必须从不同政府机构获得多项特定授

权，执行流程非常复杂。复杂的监管流程，再加上

缺乏透明度，造成了种种漏洞。最近就发生了多起

相关丑闻，其中涉及通过假冒繁育中心来洗白进口

的非洲穿山甲，以及药企高管因虚报穿山甲鳞片的

供应情况而锒铛入狱。22 

中国 1988 年颁布的《野生动物保护法》（2009 年、 

2016 年和 2018 年进行了更新）明确规定：“禁止

出售、购买和利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 

制品”，23但“因科学研究、人工繁育、公众展示 

展演、文物保护或者其他特殊情况”除外。24此处的

“国家重点保护”是指《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

录》，按保护级别将分为几个类别。自 2020 年 6 月

以来，中国发现的所有三种穿山甲均已列为“国家

一级保护动物”，此举加大了针对走私犯的处罚和

判刑力度，但并未明令禁止中国境内的所有国内和

国际穿山甲贸易。  

为了用穿山甲鳞片生产 TCM 药物和其他商品， 

中国企业可以根据《中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模糊界

定的“特殊情况”，向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SFGA) 获

取许可证25。然而，此类许可证并不是通过精简的流

程集中发放，而是由各省级 SFGA 部门颁发。 

SFGA 第 242 (2007) 号公告规定，含穿山甲鳞片 

（及其他濒危物种原材料）的药物必须在其“最小

销售单位”包装上加载 CNWM 标识，否则不得合

法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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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至 2008 年 3 月 1 日起，所有含 [⋯]、穿山甲片和 [⋯] 的成药和产品，须在 

其最小销售单位包装上加载“中国野生动物经营利用管理专用标识”后方可进入 

流通。”26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穿山甲制品在线广告展示的 CNWM 标识会出现在 

最终交付的产品上。 

CNWM 有四大主要功能： 

 ■  告知顾客该药物含有源自保护动物的成分；

 ■ 告知顾客涉及哪种物种； 

 ■ 告知该成分来自合法采购；以及 

 ■ 告知采购途径（无论来源于野外还是养殖）。 

除了与野生动物交易直接相关的法规外，制造商还须获得相关卫生和安全部门的 

正式授权。例如，TCM 药物包装上必须展示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NMPA) 颁发的 

编码，证明药物生产符合卫生法规。根据 NMPA 规定，药物包装上还必须列明成分。 

基于比先前研究更大的数据集，我们的研究证实：加载 CNWM 的要求大都没有遵守

（至少在线广告没有），但遵守了其他法律要求（例如 NMPA 的规定）。 

这一点意义重大，因为顾客只能利用 CNWM 标识来直接验证 TCM 产品是不是通过

合法且可持续的渠道获取野生动物成分，例如穿山甲鳞片。SFGA 最近公布的文件显

示，该局近期委托全国野生动植物研究与发展中心全面重新设计 CNWM 标签，以进

一步反映的中国野生动物保护要求，不过目前尚不清楚相关细节。27

尽管中国《药

典》仅允许八种

药物配方使用穿

山甲，但本研究

发现有 105 种

含穿山甲药物

在网上销售。



10 穿山甲制品在线市场 1010

制造商如何获得许可证资质？库存和供应链为何很
重要？ 

在 TCM 生产领域，有四种可能情况可以发放穿山甲鳞片利用许可证：鳞片必须来自中华穿
山甲（而非其他穿山甲物种），或者来自 2007 年中国开始监管其国内穿山甲鳞片贸易之前
进口的其他物种。另外，TCM 制造商也可以从经过核实的政府库存中获得鳞片供应，但以
往的研究曾发现库存管理“存疑”。28最后，中国法律明令允许通过国内的穿山甲繁育中心

供应鳞片，尽管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有意支持穿山甲繁育中心建设，29但此类工作要么

失败了（直到最近才失败）30，要么构成走私外国标本入境的欺诈企图。31 

在不知道中国鳞片库存和供应链规模相关信息的情况下，人们对这一体系存在几点担忧。 
一是非法走私的鳞片有可能经洗白后流入合法供应链，另一点是缉获的穿山甲鳞片本身就有

可能流入政府库存，走私活动因而可以大力支撑合法供应。

穿山甲鳞片交易的危害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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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穿山甲制品在线广告的启示

以下各节将讨论我们得出的在线销售穿山甲制品市场的结构和特点，包括可

能系统性企图掩盖非法活动的示例、促进市场增长和向消费者隐瞒必要采

购信息的相关动态，以及非法国际运输的潜在风险。  

中国和海外市场的结构

市场特点：数据集的规模和地点
我们的研究发现，有 884 条中文检测结果，54 条英文检测结果。本研究的数据集 

表明，面向中文消费者的市场规模要大得多。此外，在面向英语客户的网站上， 

大多数 TCM 药物仅限量销售，哪怕是中国最知名的药物。

 
从非法贸易中没收 
的一只活体穿山甲，

安全保护在印度尼 
西亚某地。 
© Shutterstock

监测穿山甲制品在线广告的启示



这种规模方面的差异值得注意，因为能够进入更大市场的供应商可能不太倾向于将

产品运往国际市场。由于所有穿山甲物种均已列入 CITES 附录 I，因此，任何有关

野生穿山甲 TCM 药物的跨国商业贸易都必然违反法律。32西方供应商似乎不太了

解（或更倾向于违反）这一规定，英文检测结果中，提供国际配送服务的电商平台

比例明显更高。尽管两个数据集的规模存在巨大差异，但我们发现，提供国际配送

服务的网站上，穿山甲制品的英文广告（39 条）多于中文广告（37 条）。在这些

可能针对国际客户的英文广告中，有 18 条来自在中国（包括香港地区）运营的网

站，12 条来自美国，其次是欧洲（俄罗斯、新西兰和英国各 1 条）和东南亚（菲律

宾 2 条）。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上述研究结果说明，理论上可通过国际途径获得声称含穿山甲

制品的产品；然而，由于本研究使用的方法，作者无法独立核实广告所述含穿山甲

鳞片的药物是否确实是使用穿山甲鳞片制成。 

最常交易的药物
在研究过程发现的广告中，有 114 种不同药物在中医药百科全书数据库 (ETCM) 等专

业百科全书中列为含穿山甲鳞片。33在这 114 种药物中，有 22 种药物至少检测到了 

10 次，如下表所示：

复杂的监管流程

造成了诸多漏

洞——最近涉

嫌洗白进口非

洲穿山甲的丑

闻便是印证。

药物名称 检测结果条数 药物名称 检测结果条数

[抗栓胶囊] Kangshuan Jiaonang 71 [利咽灵片] Liyanling Pian 25

[生乳灵] Shengruling 67 [特制狗皮膏] Tezhi Goupi Gao 20

[前列回春胶囊] Qianlie Huichun Jiaonang 44 [回天再造丸] Huitian Zaizao Wan 18

龟龄集 Gui Ling Ji 41 [独角膏] Du Jiao Gao 18

[拔毒膏] Badu Gao 41 [东方活血膏] Dongfang Huoxue Gao 16

[万灵五香膏] Wanling Wuxiang Gao 40 [正骨膏] Zhenggu Gao 16

[杜记独角膏] Duji Dujiao Gao 35 [通乳颗粒] Tongru Keli 15

[抗栓再造丸] Kangshuan Zaizao Wan 32 [参桂再造丸] Shengui Zaizao Wan 14

[京万红痔疮膏] Jingwanhong Zhichuang Gao 30 [回生再造丸] Huisheng Zaizao Wan 14

生乳汁 Shengruzhi 27 [中风再造丸] Zhongfeng Zaizao Wan 11

金甲排石胶囊 Jinjia Paishi Jiaonang 27 [仙方活命片] Xian Fang Huo Ming Pian 10

图 4  最常交易的声称含穿山甲的药物。

穿山甲制品在线市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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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大多数药物均有多家制造商生产，由这些制造

商向药企供货。图 4 列出的每种药物均可通过多家

不同的制造商获得，推测这些制造商均须自行管理

穿山甲鳞片供应。例如，在本研究收集的数据中，

最常出现的 TCM 药物“抗栓胶囊”（一种抗血栓药

物，含有经砂烫法加工的穿山甲鳞片）至少可通过 

64 家不同的制造商或批发分销商（例如  

QGYYZS.net）获得。34 

这类制造商分布在多个省份，并由省级林业厅对 

TCM 药物的鳞片利用进行审批。没有全国统一的穿

山甲库存管理系统。因此，追踪从政府库存到药企

（通过制造商）的穿山甲鳞片供应情况变得异常 

复杂。 

这给希望确保合法穿山甲药业不会对野生穿山甲种

群构成威胁的环保主义者带来了特殊挑战。有组织

犯罪研究专家和某些环保主义者怀疑，大量缉获的

穿山甲鳞片必定会洗白为“合法”TCM 产品，中国

最近的庭审案件也印证了这一点。35但由于库存管理

系统缺乏透明度，我们难以独立查明。这一原因也

突出了穿山甲药物销售企业不遵守旨在确保合法采

购穿山甲鳞片的现行法规（例如加载 CNWM 标识）

的严重性。

中国代理商
我们的研究表明，中国市场的一大重要特征似乎是

供应链中还存在另一层中间商，此类中间商不直接

营销含有穿山甲成分的药物，而是提供与 TCM 药

物相关的一系列广泛服务，大多数情况下还有有效

在线广告的直接链接（可能需要付费）。在本研究

中，我们将这类既非制造商也非销售商的特定参与

者统称为“代理商”。 

尽管此前尚未查明或讨论过代理商网站在穿山甲 

鳞片贸易中的作用，但其似乎属于中国穿山甲制品

供应链中的关键参与方，因为在我们的中文检测结

果中，代理商网站超过一半（64％，有 572 条检 

测结果）。由于本身并不销售含穿山甲的商品， 

因此，代理商网站无需遵守其他 TCM 电商平台适 

用的规定。这可能导致本已不透明的交易条款更加 

复杂，进一步迷惑顾客，甚至还可能直接刺激非法产

品需求。例如，电商平台上（强制性）展示 CNWM 

的次数是代理商网站上的两倍。 

中国野生动物经营利用管理专用标识。CNWM 旨在审
查野生动物产品的合法性和采购可持续性。 
© yao.xyw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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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商网站通常是与健康相关的服务网站，可提供

各种疾病信息甚至诊断，并根据用户输入的内容提

供半个性化的 TCM 药物选择。有些代理商网站还 

承诺，可根据用户对症状的文字描述和上传图片 

（如附件所示）在 5 分钟内做出诊断。 

 

有些网站与药企的潜在合作相对公开，其主页上有

时会显示公司注册链接。例如，快速问医生网站似

乎允许药企通过填写简单的网络表单、上传官方授

权和证书（经营利用许可证、良好生产规范等）免

费入驻。尽管代理商网站、制造商和销售商之间的

合作细节尚不清楚（且因平台而异），但当顾客/公

司通过代理商网站购买 TCM 药物时，代理商网站似

乎很有可能获得一定比例的抽成。

在线 TCM 药物市场的主要参与者
根据本研究的调查结果，我们发现了多个重要平 

台涉嫌营销列明含穿山甲成分的产品。这里所说的 

“列明含穿山甲成分”包括两种情况：TCM 百科全

书中将穿山甲列为成分，或广告/附图中将穿山甲鳞

片列为成分。尽管这些平台的商业模式各不相同，

但可以大致分为两类：直销商和“代理商”网站。 

GI-TOC 已联系本报告中引用的所有平台，向他们征

求意见，同时促进私营部门参与，但没有一家平台

回复。36 

直销商

康爱多 (www.360kad.com)

康爱多，2010 年成立于广州，主要由广东太安堂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所有。康爱多集团在广州等地有多

家传统实体药店，还有一家拥有逾 10 000 条用药参

考的网上药店和微店，同时还提供在线用药/医疗咨

询服务。 

研究期间，我们在康爱多上发现了 116 条列明含穿

山甲制品成分的药品广告。康爱多平台上宣传最多

的相关产品包括龟龄集、前列回春胶囊、生乳灵和

金甲排石胶囊。

“快速问医生”网站主页。红色方框中的文字翻译为：“免费提问，5 分钟内回复”；黄色方框中的文字显示：“药企免费
入驻”。© https://yp.120as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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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在线 B2C（企业对消费者）药品市场的主要参 

与者之一，康爱多似乎严格遵守中国的卫生法规，

几乎系统性地展示了各种关键信息，例如药品的 

NMPA 编码、完整成分列表（绝大多数情况下明确

注明含穿山甲）和生产企业。然而，与野生动物相

关的法规却大多未遵循：在康爱多官网的广告中， 

仅有不到 14％（115 条广告中有 16 条）的广告在药

物包装上展示了强制性的 CNWM 标识。此外，康爱

多网站的条款和条件中也未提及与野生动物相关的

一般法规或《中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康爱多上发布的一则抗栓胶囊广告，其中突出显示了 NMPA 编码和制造商信息。网站宣传的产品包装上未展示 
CNWM 标识。© 360kad.com

京东 (https://global.jd.com)

虽然本研究收集的数据中，京东出现的次数没有其

他网站多（仅有 17 条检测结果），但这一中国电商

巨头竟然也位列其中引发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京东成立于 1998 年，当时名为京东商城，目前是

中国第二大电子商务平台，仅次于阿里巴巴旗下的

天猫。与阿里巴巴不同（其合规努力似乎得到了相

反的结果，详情见下文），京东尚未加入“打击网

络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Coalition to End Wildlife 

Trafficking Online) 全球互联网企业联盟，该联盟旨

在联合环保组织和科技公司，共同防止在线走私野

生动植物。

京东上出售的药物包括京万红、特制狗皮膏和龟龄

集或无敌药酒——一种价格昂贵的药酒，通常利用

穿山甲制品生产而来。其中许多广告存在严重问

题；由于京东是一家综合性网站，因此有关卫生和

野生动物法规方面的关键信息大都没有任何系统性

展示。这些广告中从未展示过 CNWM 标识，经常还

缺失 NMPA 编号；更令人担忧的是并未提供成分列

表（商品描述或包装图片均未显示）。这可能会导

致顾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购买穿山甲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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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林春堂 (www.xlctyd.com)

杏林春堂是另一家专门经营 TCM 药物的电子商务平

台。杏林春堂，2013 年成立于四川成都，在当地经

营着一系列小型 TCM 诊所，知名度远不如前述网

站。杏林春堂因违反卫生规范而先后被深圳（2020 

年）37和成都（2021 年）38市政府处以罚款。杏林春

堂的商业模式与康爱多非常相似，两家平台也存在

相同的问题：尽管大多数广告会提供有关其产品、

成分、制造商的详细信息，但基本上并未遵守卫生

法规和野生动物相关法规（这一问题在中国电商网

站上非常常见）。在杏林春堂网站上发现的广告

中，有 25 条广告宣传的产品通常利用穿山甲制成，

仅 3 条广告的产品包装上载有 CNWM 标识。 

中国代理商网站

快速问医生 (https://yp.120ask.com)

快速问医生是中国最知名的代理商网站之一。在本

研究收集的数据中，快速问医生有 86 条检测结果。

快速问医生属于珠海健康云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

成立于 2002 年。珠海健康云经营着多个健康相关 

网站，大多属于远程医疗领域。

患者如果在快速问医生上选择远程会诊，网站将根

据用户书面描述的症状和拍摄的照片来提供建议或

开具药方，并在“用药指导”页面给出详细说明。

尽管网站几乎系统性提供了药物的成分和 NMPA  

编号，但在绝大多数通常含有穿山甲制品的药物广

告中并未展示 CNWM 标识（86 条检测结果中仅有 

3 条展示）。这种用药指导网页本身并不构成广告，

因为快速问医生并不直接销售药品；然而，该网站

会收集快速问医生上入驻销售商提供的价格信息，

并根据用户的位置将用户重定向至其实体店。

药品通 (http://ypk.39.net)

药品通也是一家代理商网站，其中收集了各种 

TCM 药物信息，并在其网络内提供销售网站的 

链接，同时可能在此过程中赚取佣金。该网站由一

名医生于 2006 年创立，隶属于规模较大的广州启 

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集团旗下经营着多个网站，

提供远程医疗咨询、健康建议和其他相关服务。 

与竞争对手一样，药品通大体遵守了卫生相关 

法规，但没有落实《中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的 

规定：在 84 条广告产品检测结果中，仅有 4 条展 

示了 CNWM 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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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通网站上发布的生乳汁广告，其中列出了（如红框所示，从上到下依次为）含有穿山甲成分、NMPA 编号、制造商信息
以及电商平台链接。© Yaopintong

阿里巴巴旗下网站明显存在穿山甲制品

在天猫或 1688 等阿里巴巴旗下网站上，可以找到许

多通常含有穿山甲成分的药品广告，例如龟龄集、

杜记独角膏或特制狗皮膏。这引发了在国际层面推

进在线市场监管工作的担忧。 

 
 

阿里巴巴是“打击网络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全球

互联网企业联盟成员。该联盟是一个多边游说平台， 

致力于与科技公司开展合作，旨在促进科技公司遵

守打击野生动植物走私相关法规，并已做出具体努

力来联络中国的企业和参与者积极遏制网络野生动

植物非法贸易。还应注意的是，1688 提供国际配送

服务，这可能会违反保护穿山甲的国际性法律法规。

向中国境外出售穿山甲制品的销售商

美国市场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穿山甲鳞片市场之一。在本研

究中，我们检测到了 15 条列明含穿山甲成分的药品

广告来自 11 家美国销售商。39这 11 家企业中，

有 7 家位于加州；这可能是因为当地亚洲移民人数 

众多，而且加州文化历来崇尚另类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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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样本范围太小，无法得出任何确定的分析结

论，但有几点值得注意。在数据中出现的 11 种穿山

甲制品药物中，有 5 种是为天津达仁堂制药厂生产的

京万红软膏打广告。40在所有语言的数据集中，旨在

销售京万红的广告出现了 35 次，成为本研究收集数

据中第八大通常含穿山甲成分的广告产品。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尽管尼泊尔和不丹生产的熏香

数量相对较多，但熏香广告却来自美国明尼阿波利

斯一家名为 Essence of the Ages 的公司。41Cascade 

检测到了四条声称含穿山甲成分的熏香棒广告，进

一步人工调查发现：Essence of the Ages 网址宣传的

许多其他产品也可能含有穿山甲鳞片——即 

“nagi”，但这一描述鳞片的特定术语似乎并未翻

译，由此增加了误导顾客（以及逃避 Cascade 等文

字检测机制）的风险。人工调查表明，该网站的广

告中至少有 15 种熏香宣传含有穿山甲鳞片。 

穿山甲 TCM 药物在加州的潜在生产情况

在本研究收集数据所列出的公司中，有一家加州公

司似乎不仅销售，甚至还生产声称含有穿山甲产品

的药物。加州 Bio Essence 公司成立于 200042 年，

总部位于 Irvine, Orange County（橙县尔湾）。据 

Bio Essence 官网显示，该公司似乎至少生产两种声

称含有穿山甲鳞片的药物。2017 年，Bio Essence 

Corporation 当时的经理 Yin Yan 创办了另一家名为 

Bio Essence Pharmical, Inc. 的公司，并将其注册为 

保健品制造商，地址与 Bio Essence Corporation 

相同。43Bio Essence 生产的药物以草药补充剂的形式 

销售，这在包装上也有明确说明。 

Bio Essence 为患者和学生提供 TCM 咨询和培训 

服务，同时还生产量身定制的 TCM 复合药。其中 

有两种药物将穿山甲鳞片列为成分，即真人活命饮 

和复原活血汤，如下图所示。尽管此类药物宣称为 

“专利复方药”，但似乎复制了我们在中国市场发

现的知名药物名称及其配方，包括另一种名为 

“复元活血汤”的穿山甲药物，只是汉字的书写形

式有所不同。44 

美国网站 Essence of the Ages 上的熏香广告。左：Kuenzang 熏香广告，列明含有穿山甲鳞片。右：Ribo Sangtsheo 
熏香广告，可能隐瞒了含有穿山甲鳞片。© Essence of the 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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鳞片原料市场

Cascade 的搜索重点专注于 TCM 药物，只有几条检

测结果涉及未加工或半加工的穿山甲鳞片（其中一

条针对整只动物），因此对该特定细分市场的了解

有限。在共计 924 条有关穿山甲制品的检测结 

果中，有 12 条为鳞片原料广告。 

这 12 条广告中有 7 条来自提供国际配送服务的英语

网站。这显然构成担忧的主要根源，特别是考虑到

其中有些公司的情况：至少有两家批发公司（位于

中国和俄罗斯）可大批量运送鳞片，如下图所示。

此外，上述结果还与研究期间查明的西方国家的穿

山甲药物生产情况有所重合。

由 Bio Essence 生产的真人活命
饮和复原活血汤的标签，成分中

列出了穿山甲鳞片（突出显示）。 
© Bio Essence

China.buy-Foods.com 网站上发布的穿山甲鳞片原料供应信息。28 千克相当于约 78 只穿山甲。 
© China.buy-food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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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家假冒新华书店的网店中发现的龟龄集广告。如红框所示（从上到下）：新华书店标志（和假冒网站上的一样）； 
CNWM 标识不完整；国际配送；列明含穿山甲成分。© biolabs.ecrater.com

中国的穿山甲制品出口

证据表明，向中国境外消费者营销穿山甲制品是由位于中国或香港地区的企业推动

的。在提供国际配送服务的网站上，有 39 条英文广告称其产品为穿山甲制品，其中

超过一半（21 条）由中国或香港地区的企业投放。有些网站模仿知名国有企业的设

计，可能企图欺骗潜在客户。例如，下图所示的龟龄集便是在假冒新华书店的虚假

网站上营销。新华书店是中国最大的图书零售商，也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企业之一

（现隶属于国有企业中国出版集团）。在这类假冒新华书店的网站上，我们发现的

五条检测结果均明确表明其成分中含有穿山甲鳞片。然而，关于龟龄集的检测结果

中，仅有 1 条可部分显示 CNWM 标识，无法清晰辨认该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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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情况

缺乏透明度和混淆视线的做法

企图隐瞒穿山甲鳞片成分
营销似乎为穿山甲制品的产品时，面向中国境内与境外消费者的营销方式存在一些明

显差异。我们的研究表明，大量面向中国境外消费者的电子商务网站似乎未说明其宣

传的药物中含有穿山甲成分。在 38 条 TCM 药物（因此不包括熏香、酒、鳞片原料和

化妆品）广告的检测结果中，有 14 条完全没有提及穿山甲，另外 10 条则使用比较难

懂的替代信息（例如“食蚁兽”或“犰狳”）来误导潜在客户。45使用“穿山甲” 

的音译而不是翻译，或使用其拉丁语学名，这是最常见的两种替代方法。 

 
在缅甸勐拉展出的穿

山甲鳞片。 
© Taylor Weidman 
via Getty Images

评估穿山甲中药在中国和海外的销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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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广告中企图公然混淆视线的示例包括京万红，这是为数不多在中国境外似乎拥

有庞大客户群的药物之一（38 条检测结果中有 12 条）。京万红（Jing Wan Hong，

有时以“Ching Wang Hung”之名在国外营销）是天津达仁堂京万红药业有限公司

生产的知名药物，其成分中列明含穿山甲鳞片，这在《药典》和大多数在线中文广

告中均有明确说明。从下图所示广告中可以看出，中文网站上销售的相同药物的相

同包装上明确提到了穿山甲（在第一张图中用红色圈出）。另一方面，Cascade 检

测出的英语广告通常不承认成分列表中包括穿山甲，如第二张图所示。 

有多项因素可以解释中英文广告在透明度方面为何存在巨大差异。一是文化原因，

中文市场可能比非中文顾客对成分列表更感兴趣，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英语检测结

果中完全没有列出成分的比例要大得多。然而，这种缺乏透明度的情况也可视为企

图掩盖潜在的违法行为。中外 TCM 专业人员均知道已经禁止穿山甲制品国际贸易，

尤其是自新冠肺炎 (COVID-19) 疫情爆发以来。在穿山甲及穿山甲鳞片国内贸易方

面，中国复杂的法律环境似乎对境内参与者施加的压力要小得多：在 884 条中文检

测结果中，仅有 8 条未提及穿山甲成分。

TCM 产品的检测结果条数 未明确表示含穿山甲成分 使用误导性术语代替穿山甲

中文 884 8 (1%) 0

英文 53 14 (26%) 18 (26%)

图 5  穿山甲成分信息的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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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检测结果的透明度及可追溯性偏低
为了在中国国内市场合法销售，穿山甲 TCM 药物须

满足几项相对严格的标准，例如展示 NMPA 编号以

及加载 CNWM 标识。我们的研究发现，绝大多数销

售穿山甲 TCM 药物的中文网站均未遵守上述规定。 

我们的研究还发现，广告中展示 NMPA 编号的药物

数量与展示 CNWM 标识的药品数量相差巨大。销售 

TCM 药物的网站确实非常重视对展示 NMPA 编号的

强制要求：超过 81％ 的中文检测结果包含 NMPA  

编号，而仅有 9％ 的相关中文数据展示了 CNWM  

标识。 

对于这一差异，有几种可能的解释。继多起药品生

产和营售流程监管不力以及腐败相关的公共卫生丑

闻广为曝光后，中国消费者对食品和药品安全的认

识有所提高。例如，2007 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前局长郑筱萸因批准某些危险药物而被判处死

刑。其中有些丑闻产生了国际影响，例如 2008 年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美国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召回了大量中国生产的肝素（一种抗凝

血剂）。另一方面，中国商人和消费者对野生动物

相关法规和所涉问题的认识可能不够深入。这似乎

证实了之前的研究发现，即中国的 TCM 从业人员对

用于 TCM 药物的穿山甲制品及其相关监管环境的了

解和认识程度较低。46

此外，中国 TCM 市场穿山甲鳞片供应链的可追溯性

也加剧了这类担忧。CNWM 标识除了向有购买兴趣

的潜在顾客告知其中含有濒危物种成分外，还应告

知所用成分的样本来源。CNWM 标识确实包含特定

字母，表示标本来源于养殖 (F)、野外 (W) 还是来源

不明 (N)。

在 Herbspy.com（提供国际配送服务）网站上出售的京万红，成分列表中未提及穿山甲鳞片。 
© Herbsp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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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在 884 条中文检测结果中，仅 52 条含有 

CNWM 标签（占总数的 9％）。其中包括 4 个无法

清晰辨认的标识，还有 30 个 CNWM 标识不含任何

关于生产药物所用鳞片来源的特定代码。此外，还

有 9 个 CNWM 标识表示尚不清楚鳞片来源，仅此一

项便引发了对中国穿山甲鳞片供应链管理系统效率

的严重担忧。 

约有 13 个 CNWM 标识表示穿山甲鳞片来源于野

外。CNWM 标识中包含特定编码，通常可供用于了

解制造商从 SFGA 获得授权的其他信息。47然而，除

了发放的许可证编号外，SFGA 官方网站提供的其他

信息非常有限，而且许可证编号不能用于获取许可

证文件，尽管中国的调查记者在网上发布了部分信

息（见尾注 35）。 

SFGA 认识到 CNWM 体系缺乏透明度，因此委托全

国野生动植物研究与发展中心制定并设计更加透明的 

CNWM 信息系统，据称该系统将提高可追溯性。48

中国野生动物经营利用管理专用标识
在一条特定的检测结果中，其 CNWM 标识显然仅代

表一种濒危物种，但该药物本身实际上包含多个物

种。例如，中国规模最大的制药集团北京同仁堂生

产的再造丸，根据中国《药典》和 ETCM 的介绍，

除了穿山甲鳞片外，其中还含有豹骨、蛇肉、蝎

子、水牛角和龟甲。尽管目前尚不清楚再造丸生产

过程中使用的确切物种（及其保护现状），但在本

研究过程中，我们在再造丸包装上发现的唯一一个 

CNWM 标识仅表明含豹骨 (os pardi)，且来源于 

野外。这一情况本身便令人深感担忧，因为中国的

豹类和大多数大型猫科动物均属于 CITES 一级保护

物种（穿山甲也是如此），而且这种做法还会误导

顾客，似乎隐瞒了再造丸生产过程中还使用了穿山

甲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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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迹象与持久担忧

“去穿山甲化”：具有现代特色的 TCM
尽管 COVID-19 疫情以来，穿山甲这一物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但保护工作已

经实施了数十年。然而，除了在本研究中发现的众多盲点外，在线实施保障措施似

乎仍然极其困难，而且参与者依然企图向国外出售穿山甲制品，有时甚至会公然规

避法律。

在本研究过程中，Cascade 也有一些误判，检测结果中包括只是通常含有穿山甲，

但经配方修改后已剔除所有穿山甲鳞片成分的各种药物广告。这一迹象鼓舞人心，

值得强调，因为此类药物的包装上明确表示已将穿山甲移出成分列表。这可能表

明，穿山甲鳞片作为各种 TCM 药物成分并不构成吸引消费者的关键卖点。 

但这里还有一个关键要素需要强调：尽管此类药品包装信息使用简体中文书写， 

显然面向中国市场，但大多数“去穿山甲化”药物均由台湾地区或新加坡公司负 

责制造和/或销售。台湾地区很早就实施了广泛的穿山甲保护措施，并推广使用 

王不留行（Vaccaria segetalis，俗称“干麦蓝菜”）代替鳞片，49这些举措可能促 

进了“去穿山甲化”TCM 药物的开发。尽管此类产品显然仅针对细分市场，但其 

存在表明，即使是历史悠久的 TCM 业务也可能进行改造，开发更可持续的现代 

版本。

Kinhong PTE 网站上的复原活血颗粒广告称该药物不含穿山甲。 
© Kinhong P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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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尽管中国和国际上均给予穿山甲最高级别的保护，但在线广告仍在广泛宣

传穿山甲以及列明含穿山甲制品的 TCM 药物，而且没有任何信息明确

说明鳞片的来源。这种做法引发了种种担忧——在线市场很可能刺激非

法贩运穿山甲鳞片的有关需求。

与之前的研究相比，本研究利用的机器学习解决方案支持更大规模的数据收集，结果

表明，声称为穿山甲制品的药品在网上广泛宣传。尽管制定了大量法律法规，但穿

山甲 TCM 药物在线市场大都未全面遵守相关监管法律。在许多情况下，顾客最终很

可能在购买并消费穿山甲制品时，不知道此举对环境和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虽然中国法律法规的模糊性是一大核心问题，但有些网站也可能促进了穿山甲制品

在中国境外市场的流通。此类商品使用英语进行营销，公开在线销售，还提供全球

配送服务（包括美国、加拿大和欧洲）。通过这些网站销售的有些公司本身就位于

中国境外，可以在当地进口、储存或加工穿山甲鳞片。这表明，执法机构须加大打

击力度，电子商务平台应加强自我监管，共同遏制穿山甲制品非法贸易。 

 
2015 年，印度尼西亚
从非法贸易中解救后运

往野外放生的穿山甲。 
© 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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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本研究发现了中国穿山甲制品供应链监管机制中存在一些令人担忧的漏洞，并强调了

对此类产品的贸易管制执行不力。由于穿山甲制品的在线广告中普遍缺少 CNWM 标

识，潜在客户无法做出知情选择。同时，国家库存监测体系也不透明。代理商网站在

很大程度上助长了穿山甲制品贸易，并且似乎利用了监管体系中的漏洞。正如本研究

引言所述，穿山甲面临濒危风险，主要原因在于 TCM 领域存在利用穿山甲鳞片的现

象，而穿山甲产品的在线交易只会进一步加剧这场巨大的环境危机。 

中国现已采取行动，从总体上遏制穿山甲制品和濒危物种交易。如果中国决定继续授

权 TCM 行业有限度地利用穿山甲各部位，允许在线交易穿山甲类药物和商品，则应

更严格地落实现有保障措施。以下建议旨在帮助严格落实。 

建议 CITES：
 ■ CITES 应关注上述调查结果，并督促中国相关机构堵住现有法律漏洞，严禁生产

和销售穿山甲制品。

 ■ 此外，CITES 还应敦促本报告提及的其他成员国了解并治理其疏忽行为，让管辖

范围内的公司无法在线销售穿山甲产品。

建议 SFGA 和中国相关机构：
 ■ 中国相关机构必须采取一切行动，确保穿山甲林 TCM 市场供应链完全透明。特别
是，中国政府必须推行强有力的政府库存监测体系，严格监控，定期更新，并允

许第三方访问。

 ■ 应当修改《中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穿山甲制品在线销售平台必须承担与实

体零售店相同的义务，包括在产品包装图片上展示中国野生动物经营利用管理专

用标识。

 ■ 中国相关机构及中国在线 TCM 电商平台必须确保正确告知顾客各种 TCM 药物中
含有穿山甲，以及这一情况与穿山甲濒临灭绝有何关系。正如本报告所述，由于

存在许多漏洞和执行上的失误，潜在消费者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作出决定。利

益相关者应采取行动，确保从业人员系统地告知消费者 TCM 药物中含有穿山甲制

品及其对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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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代理商网站”为在线犯罪活动和穿山甲制品走私提供了便利，应当追究其责任。

作为穿山甲制品供应链中的有偿中间商，“代理商网站”必须系统性展示 CNWM 

标识，并明确说明含穿山甲鳞片。例如，可确保向潜在客户提供不含穿山甲的替代

药物。

建议中国境外的私人参与者：
 ■ 中国境外的在线 TCM 电商平台应遵守国家和国际法律，停止进口、销售和推广穿

山甲制品。 

建议中国境外海关和执法机构：
 ■ 中国境外的海关和执法机构须认识到穿山甲制品在线跨境贸易仍然存在，必须采取

行动追究相关公司和个人的责任。 

 



 

附件： 
研究期间发现的声称 
销售穿山甲制品的电 
商平台和代理商网站

Acupuncture atlanta

Alibaba (阿里巴巴, redirected to Taobao Tmall)

Baiji (益药: 康德乐大药房, 百济新特药房)

Bio Essence

BIZTX (商天下网)

Fuguantang 福冠堂网上药店

BJP321 (东方保健品招商网)

BuyAcunpuncture

Changchun People Pharmaceutical Group Co Ltd  

(长春人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China Herbal

China Resources Pharmaceutical Group Ltd (华润衢州医药有限公司  

(华润医药))

China.Buy.foods

Chinese Acupunctuur entrum

Chinese Herbs Direct

CTA (中国纺织助剂网)

Darentang, Tianjin Zhongxin Pharmaceutical Group Co., Ltd: Darentang 

Pharmaceutical Factory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达仁堂制药厂)

DC Yiyao (鼎诚医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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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ask (快速问医生)

Diuretic and Anti-inflamatory Pill

eCRATER

Ehaoyao (好药师网上药店, 北京好药师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Epsilon Acuptuncture

essence of the ages

Familydoctor (家庭医生)

Fuguantang 福冠堂网上药店

global.fuyanpills

Golden Needle

Green Inc USA

GuideChem (盖德化工网: 采购中心)

Haien Yaoye Zhituan (海恩药业集团, 河南海恩药业有限公司)

Hangzhou Zhuyangxin Pharmaceutical Co. Limited  

(杭州朱养心药业有限公司)

Tuling (药品价格315网: 兔灵)

Heavenly Herba

Henan Huafeng Pharmaceutical Co Ltd (华峰制药,  

河南华峰制药有限公司)

Henan Liuhe Pharmaceutical Group Co Ltd (河南六鹤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Herb Spy

Herbal medicine

Herbdot

Herbsbuy 360

Herbspy

Herbspy

Himalayan Trading Post

Homecare Pharmacy (护生堂大药房, 北京乐普护生堂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Inner Mongolia Renze Pharmaceutical Co Ltd (内蒙古仁泽药业有限公司)

JD (京东大药房, 京东集团旗)

JD (京东大药房, 京东集团旗)

Jia Lun Yao Ye Group (嘉伦药业集团,  

珠海嘉伦药业集团光彩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Jiangxi Yuantong Biotechnology Co Ltd (江西源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ianke (健客网)

Jianke (健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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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dong

Jing Wan Hong, Tianjin Darentang pharmaceutical Jingwanhong Co. Ltd  

(京万红, 天津达仁堂京万红药业有限公司)

Jintongshu: official product website (筋痛舒: 官方厂家直销网站)

Kangmei (康美中药网)

Liaoning Herbapex Pharmaceutical Co Ltd (辽宁上药好护士药业 

(集团)  有限公司)

medicastore

Miaoshou (妙手医生医药电商, 圆心大药房)

Qgyyzs (环球医药网)

Yaozui (药最网)

Familydoctor (家庭医生)

Qgyyzs (环球医药网)

Yaozui (药最网)

Qhmed (千虹医药招商网)

Qiming58 (佳寓健康网)

Yaozui (药最网)

Qingqingdao (青青岛社区)

sea of Chi

Qingqingdao (青青岛社区)

Qiuyi (求医网: 药品库)

QJ (前景加盟网)

SCSDYY (圣丹药宜网)

Sea of Chi

Shen Clinic

Shandong Gaofang:“Dr Tan Ointment Clinic”(山东膏方网:  

谭博士膏方门诊)

Shefen Fongshi Ling: official product website (蛇粉风湿灵:  

中国唯一官方网站)

Sheng yi Center of Chinese Medicine

Skin Perfect Essential

SJJZTW (桔洲堂医药, 四川桔洲堂医药有限公司)

Skin Perfect Essentials

Pharmnet (医药网)

TCM Skin clinic

SPZS (食品招商网)

Taobao (淘宝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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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obao: TMall (redirected from Alibaba)

TCM skin clinic

TCM Treatment

Tcm Treatment

Xinhua bookstore (fake)

Tianya (天涯云商讯)

TRT Pharma, Beijing Tongrentang Pharmaceutical Co Ltd  

(北京同仁堂制药有限公司)

Tuling (药品价格315网: 兔灵)

WeiShi, Hubei WeiShi Bio-Pharmaceutical Co Ltd (威仕生物,  

湖北威仕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Yue Hwa

Xinyao (上药康德乐大药房)

XLCTYD (杏林春堂网上药店, 深圳市杏林春堂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XYWY (寻医问药网: 药品网)

XYZYW (信誉藏药网, 广东雪域藏药连锁有限公司大龙大药房)

Yaofang: Renhe Pharmacy netowrk (Beijing) Pharmaceutical Technological 

Co Ltd (仁和药房网, 仁和药房网（北京）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Yaofangwang (药房网商城)

Yaopinnet (药源网)

Yaozs (东方医药网)

Yaozui (药最网)

Familydoctor (家庭医生)

Familydoctor (家庭医生)

Familydoctor (家庭医生)

Familydoctor (家庭医生)

Yaozui (药最网)

Zangyaow (民药郎藏药网, 广东雪域藏药连锁有限公司大龙大药房)

Zhejiang Haipai Pharmaceutical Co Ltd (浙江海派医药有限公司)

Ziyi Mall (紫一商城)

ZYCTD (中药材天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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