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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保护植物名录是林政执法、科学研究、公众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活动的重要工具。修订对于保持

名录上植物名称准确性和使名录及时反映我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依据英文版 《中国

植物志》和植物名称数据库,对云南省政府1989年颁布的 《云南省第一批省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

进行了修订。结果表明:名录上214种植物中有60种是异名或基名,28种原中文名称被改变了,9种原

拉丁名称拼写错误,3种错误鉴定,5种是裸名,其他109种植物拉丁名和中文名都无变化。修订结果将

为云南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管理提供参考。最后建议建立云南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修订标准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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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KeyProtectedWildPlantsListplaysanimportantroleinforestryenforcement,scienceresearch
andbiodiversityconservation.Reviseworkcontributetokeeptheplantnamesaccurateonlistandrevisedlist
cantimelyshowtheachievementofbiodiversityconservationinYunnanprovince.AccordingtotheFloraof
Chinaandsomeplantsdatabases,thispaperrevisedtheYunnanKeyProtectedWildPlantsListpublishedby
governmentin1989.Resultsshowedthat214speciesonlistincluded60synonymsorbasionyms,28species曚
Chinesenameschanged,9specieswithincorrectLatinnames,3misidentifiedspeciesand5nomennudum.
Thisrevisionresultswilladdmoreunderstandingstoimplementandmanagethelist.Finallythispapersug灢
gestsestablishingsomecriteriaandamechanismtorevisethelistinthe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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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 保护植物名录是依据植物灭绝风险和科研、
经济等社会价值,综合人力、财力、物力以及当

时技术手段等保护条件,由政府制定和看守具有

一定法律法规效力的优先保护植物名单。保护植

物名录有助于增强公众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和提高

职能部门生物多样性管理效率,也是防止人为导致

物种灭绝的重要工具。保护植物名录在空间尺度上

分为国际、国家和省级三个层次, 《濒危野生动植

物物 种 国 际 贸 易 公 约》中 植 物 名 录 (CITES,

2009)、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 (第一批)》
(以下称 《国家保护植物名录》)(于永福,1999)和

《云南省第一批省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以下

称 《云南省保护植物名录》)(云南省环境保护委

员会,1989)分别属于这三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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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云南省政府颁布的 《云南省保护植

物名录》比1999年国务院公布的 《国家保护植

物名录》早10年。 《云南省保护植物名录》10
年的管理实践为 《国家保护植物名录》出台积累

了经验和起了推动作用。20年来,这两个名录

对云南省林政执法、科学研究、海关检疫、公众

参与自然资源管理等影响巨大。同样20年里,
云南省植物资源调查和省内外植物志编修等工作

进展迅速,这为 《云南省保护植物名录》修订工

作提出了需求和奠定了基础。

1暋方法
《云南省保护植物名录》分为三个等级,一级保护

植物5种,二级保护植物55种,三级保护植物154种,

共计214种。对 《云南省保护植物名录》的修订,首先

依据网站最新发布的 《中国植物志》英文版本 Floraof
China各科的PDF文档 (eFloras,2010),其次是纸质的

《中国植物志》和 《云南植物志》,部分跨国分布植物种

查阅ipni(IPNI,2010)和tropicos (TROPICOS,2010)

网站。

2暋结果
《云南省保护植物名录》存在5个问题,一是

异名或基名问题,如福贡木兰 (Manglietiashang灢
panensis)和滇木莲 (M灡yunnanensis)都是红花

木莲 (M灡insignis)的异名,滇西钻地风 (Schizo灢
phragmahsitaoanum )是维西钻地风 (S灡crassum
var灡hsitaoanum )的基名;二是中文名称的变化,
如富宁槭 (Acerpaihengii)改为富宁枫,蜿枝嘉

赐树 (Caseariaflexuosa)改为云南脚骨脆,但原

拉丁名未变;三是原拉丁名拼写错误,如西畴琼楠

的拉丁名本是Beilschmiediasichourensis,原名录上

却拼写成了Beilschniediasichourensis;四是错误鉴

定,如毛果杜英 (Elaeocarpusrugosus)却被

错误鉴定为突尖杜英 (E灡apiculatus);五是裸

名,如贡山木莲 (M灡kungshanensis)和富宁

小蘖 (Berberisfooningensis)。目前所有的植

物名录库和文献中都无富宁小蘖记录,根据地名

推测 其 可 能 是 麻 栗 坡 小 檗 (B灡malipoensis)。
有修订的植物结果见表1:

表1暋保护植物名录修订结果

Table1暋Revisionresultsofprotectedwildplants

等级

Grade
原拉丁名

Latinnameonlist

原中文名

Chinesename
onlist

修订后拉丁名

RevisedLatinname

修订后中文名

RevisedChinese
name

修订说明

Revisenote

3 Acerlongicarpum 长翅槭 Acerlaurinum 十蕊枫 异名

3 Acerpaihengii 富宁槭 Acerpaihengii 富宁枫 中名变化

3
Acertonkinensessp灡
liquidambarifolium

枫叶槭 Acertonkinense 粗柄枫 异名

3 Aesculuslantsangensis 澜沧七叶树 Aesculusassamica 长柄七叶树 异名

3 Amoorayunnanensis 云南崖摩 Aglaialawii 望谟崖摩 异名

3 Aristolochiagentilis 高贵马兜铃 Aristolochiagentilis 优贵马兜铃 中名变化

3 Aristolochiayunnanensis. 云南马兜铃 Aristolochiagriffithii 西藏马兜铃 异名

3 Barringtoniapendula 垂穗金刀木 Barringtoniafusicarpa 云南玉蕊 错误鉴定

3 Beilschniediasichourensis 西畴琼楠 Beilschmiediasichourensis 西畴琼楠 拉丁拼写

3 Bennettodendronsubracemosum 富宁本勒木 Bennettiodendronleprosipes 山桂花 异名

3 Berberisfooningensis 富宁小蘖 裸名

3 Biophytumsessile 无柄感应草 Biophytumumbraculum 无柄感应草 异名

3 Bombaxinsigne 长果木棉 Bombaxinsignevar灡tenebrosum 长果木棉 异名

3 Buteamonosperma 紫锚 Buteamonosperma 紫矿 中名变化

3 Caryatonkinensis 东京山核桃 Caryatonkinensis 越南山核桃 中名变化

3 Caryodaphnopsislatifolia 宽叶檬果樟 Caryodaphnopsistonkinensis 檬果樟 异名

3 Caseariayunnanensis 云南嘉赐树 Caseariaflexuosa 云南脚骨脆 异名

3 Caseariaflexuosa 蜿枝嘉赐树 Caseariaflexuosa 云南脚骨脆 中名变化

2 Castanopsisrufotomentosa 红毛栲 Castanopsisrufotomentosa 红壳锥 中名变化

2 Prunuscerasoides 苦樱桃 Cerasuscerasoides 高盆樱桃 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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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等级

Grade
原拉丁名

Latinnameonlist

原中文名

Chinesename
onlist

修订后拉丁名

RevisedLatinname

修订后中文名

RevisedChinese
name

修订说明

Revisenote

3 Cercisyunnanensis 云南紫荆 Cercisglabra 湖北紫荆 异名

2 Ponciruspolyandra 富民枳 Citrus暳polytrifolia 富民枳 异名

3 Citrushongheensis 红河橙 Citruscavaleriei 宜昌橙 异名

2 Cladrastisdelavayi 鸡足香槐 Cladrastisdelavayi 小花香槐 中名变化

3 Combretumyuankiangense 元江风车子 Combretumgriffithiivar灡
griffithii

西南风车子
(原变种)

异名

3 Combretumauriculatum 耳叶风车子 Combretumwallichii 石风车子 异名

2 Dendrobenthamiagigantea 大四照花 Cornushongkongensissubsp灡
gigantea

大型四照花 异名

3 Dendrobenthamiatonkinensis 越南四照花 Cornushongkongensissubsp灡
tonkinensis

东京四照花 异名

3 Cryptoaryadensiflora 丛花厚壳桂 Cryptocaryadensiflora 丛花厚壳桂 拉丁拼写

1 Cymbidiumlianpanvar灡susin 云南素心兰 Cymbidiumtortisepalumvar灡
tortisepalum

莲瓣兰
(原变种)

异名

2 Cypripedium margaritaceum 兰花双叶草 Cypripedium margaritaceum 斑叶杓兰 中名变化

3 Daphniphyllumyunnanense 大叶虎皮楠 Daphniphyllum majus 大叶虎皮楠 异名

3 Dysosmavietchii 川八角莲 Dysosmadelavayi 川八角莲 异名

3 Elaeocarpusborealiyunnanensis 滇北杜英 Elaeocarpuslacunosus 多沟杜英 异名

3 Elaeocarpusapiculatus 突尖杜英 Elaeocarpusrugosus 毛果杜英 错误鉴定

3 Eriosolenacomposita 毛管花 Eriosolenacomposita 毛花瑞香 中名变化

3 Erycibeferruginea 锈毛丁公藤 Erycibeexpansa 锈毛丁公藤 异名

3 Eustigmalenticellatum 屏边秀柱花 Eustigmalenticellatum 云南秀柱花 中名变化

3 Glycyrrhizayunnanensis 滇甘草 Glycyrrhizayunnanensis 云南甘草 中名变化

2 Heliciopsisterminalis 假山龙眼 Heliciopsisterminalis 痄腮树 中名变化

2 Hopeajianshu 毽树 Hopeachinensis 狭叶坡垒 异名

3 Hymenodictyonflaccidum 网膜籽 Hymenodictyonflaccidum 土连翘 中名变化

2 Kadsurainterior 全缘五味子 Kadsuraheteroclita 异形南五味字 异名

2 Lagorosolenhispidum 细筒苣苔 Lagarosolenhispidus 细筒苣苔 拉丁拼写

3 M灡wangii 南木莲 Lirianthehenryi 大叶木兰 异名

2 Magnoliaodoratissima 馨香木兰 Liriantheodoratissima 馨香木兰 异名

3 Lithocarpusfordianus 密脉石栎 Lithocarpusfordianus 密脉柯 中名变化

3 Lyoniacompta 美花米饭树 Lyoniacompta 秀丽珍珠花 中名变化

3 Lysidicerhodostegia 龙眼参 Lysidicerhodostegia 仪花 中名变化

3 Machiluslongipedicellata 长梗润楠 Machilusduthiei 长梗润楠 错误鉴定

3 Machiluspingii 润楠 Machilusnanmu 润楠 异名

3 Machilustenuipila 细毛润楠 Machilustenuipilis 细毛润楠 拉丁拼写

3 Mahoniasalweenensis 怒江十大功劳 Mahonianapaulensis 尼泊尔十大功劳 异名

2 Pocciloneuronyunnanense 格脉树 Mammeayunnanensis 格脉树 拉丁拼写

3
Mandragoracaulescensssp灡
purpurascens

曼陀茄 Mandragoracaulescens 茄参 异名

3 M灡tenuipes 细柄木莲 Manglietiaconifera 桂南木莲 异名

3 Manglietiakungshanensis 贡山木莲 裸名

3 Manglietiashangpanensis 福贡木兰 Manglietiainsignis 红花木莲 异名

3 M灡yunnanensis. 滇木莲 Manglietiainsignis 红花木莲 异名

2 Manglietiahebecarpa 毛果木莲 Manglietiaventii 毛果木莲 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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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等级

Grade
原拉丁名

Latinnameonlist

原中文名

Chinesename
onlist

修订后拉丁名

RevisedLatinname

修订后中文名

RevisedChinese
name

修订说明

Revisenote

3 Melhaniahamiltoniana 梅兰 Melhaniahamiltoniana 梅蓝 中名变化

3 Melodinusyunnanensis 云南山橙 Melodinusyunnanensis 雷打果 中名变化

2 Merrilliopanaxchinensis 常春木 Merrilliopanaxlisteri 常春木 异名

3 M灡aenea 铜色含笑 Micheliafoveolata 金叶含笑 异名

3 M灡kisopa 明桂 Micheliakisopa 西藏含笑 异名

3 Micheliamagnifica 壮丽含笑 Michelialacei 壮丽含笑 异名

3 Micheliapachycarpa 厚果含笑 Michelialacei 壮丽含笑 异名

3 Miliusasinensis 中华密榴木 Miliusasinensis 中华野独活 中名变化

3 Millettiapachycarpa 冲天子 Millettiapachycarpa 厚果崖豆藤 中名变化

3 Podocarpuswallichiana 肉托竹柏 Nageiawallichiana 肉托竹柏 异名

2 Natsiatopsisthunbergiaefolia 麻核藤 Natsiatopsisthunbergiifolia 麻核藤 拉丁拼写

3 Kydiajujubifolia 枣叶刺果麻 Nayariophytonzizyphifolium 枣叶槿 异名

3
Hymenopogonparasiticumvar灡
longiflorus

石丁香 Neohymenopogonparasiticus 石丁香 异名

2 Neuropeltisracemosa 木本盾苞藤 Neuropeltisracemosa 盾苞藤 中名变化

1 Nothophoebecavaleriei 西南赛樟 Nothaphoebecavaleriei 赛楠
拉丁拼写/
中名变化

2 Nymphacatetragona 茈碧莲 Nymphaeatetragona 睡莲
拉丁拼写/
中名变化

2 Nyssashweliensis 滇西紫树 Nyssashweliensis 瑞丽蓝果树 中名变化

3 Osmanthuscorymbosus 平顶桂花
Osmanthusmarginatusvar灡
marginatus

厚边木犀
(原变种) 异名

3 Parisviolacea 花叶重楼 Parismairei 毛重楼 异名

2 Phalaenopsiswilsonii 蝶兰 Phalaenopsiswilsonii 华西蝴蝶兰 中名变化

3
Phellodendronchinensisvar灡
glabriusculum

光叶滇黄皮 Phellodendronchinensevar灡
glabriusculum

秃叶黄檗 中名变化

2
Phellodendronchinensevar灡
yunnanense

滇黄皮树 Phellodendronchinensevar灡
glabriusculum

秃叶黄檗 异名

3 Pinusgriffithii 乔松 Pinuswallichiana 乔松 异名

3 PterocaryadelavayiFranchet 云南枫杨
Pterocaryamacropteravar灡
delavayi

云南枫杨 异名

2 Sinopyrenariayunnanensis 滇核果茶 Pyrenariadiospyricarpa 叶萼核果茶 异名

3 Tutcheriaspectabilis 石笔木 Pyrenariaspectabilisvar灡
spectabilis

大果核果茶
(原变种)

异名

3 Quisqualiscaudata 小花使君子 Quisqualisconferta 小花使君子 异名

3 Rauvolfiayunnanensis 云南萝芙木 Rauvolfiaverticillata 萝芙木 异名

Rehderodendronconostylum 屏边木瓜红 裸名

Rehderodendronmicrocarpum 小果木瓜红 裸名

3 Chaydaiarubrinervis 红脉苞叶木 Rhamnellarubrinervis 苞叶木 异名

2 Rhamnoneuronrubriflorum 鼠皮树 Rhamnoneuronbalansae 鼠皮树 异名

3 Rhodoleiahenryi 滇南红花荷 Rhodoleiahenryi 小脉红花荷 中名变化

3 Anotadensiflora 密花无耳兰 Rhynchostylisgigantea 海南钻喙兰 异名

3 Saracagriffithiana 缅无忧花 Saracagriffithiana 云南无忧花 中名变化

2 Saussureaeriocephala 雪兔子 Saussureaeriocephala 棉头风毛菊 中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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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等级

Grade
原拉丁名

Latinnameonlist

原中文名

Chinesename
onlist

修订后拉丁名

RevisedLatinname

修订后中文名

RevisedChinese
name

修订说明

Revisenote

3 Schizophragmahsitaoanum 滇西钻地风 Schizophragmacrassumvar灡
hsitaoanum

维西钻地风 基名

3 Semecarpusmicrocarpa 小果肉托果 Semecarpusmicrocarpus 小果肉托果 拉丁拼写

3 Sloanearotundifolia 圆叶猴欢喜 Sloaneasterculiaceavar灡
sterculiacea

贡山猴欢喜
(原变种)

异名

2 Teonongiatonkinensis 米杨噎 Streblustonkinensis 米扬 异名

2 Strychnosyunnanensis 云南马钱 Strychnosnitida 毛柱马钱 异名

Styraxmacrospermus 大籽野茉莉 裸名

2 Taxusyunnanensis 云南红豆杉 Taxuswallichianavar灡
wallichiana

须弥红豆杉
(原变种)

异名

3
Tsugachinensisvar灡
tchekiangensis

南方铁杉
Tsugachinensisvar灡
chinensis

铁杉 (原变种) 异名

2 Vandacoerulea 大花万带兰 Vandacoerulea 大花万代兰 中名变化

暋 《云南省保护植物名录》中 214 种植物,

109种拉丁名和中文名都无变化,有修订的105
种占总数的51%,其中60种植物是异名和基

名,占28%;28种中文名字有变化,占13%;

9种原拉丁名拼写错误,占4%;3种是错误鉴

定,占1%;5种是裸名,占3% (图1)。

图1暋修订结果及其占名录总数的比例

Fig灡1暋Revisionresultanditspercentage

3暋讨论

3灡1暋保护植物名录和红色植物名录区别

保护植物名录和红色植物名录目的都是保护

生物多样性,但二者也有所区别。红色植物名录

是依据一定的等级和标准进行植物种群灭绝风险

评估后编制的植物等级名单,其中濒危等级名单

称濒危名录。保护植物名录是依据植物灭绝风险

和科研、经济等社会价值,综合人力、财力、物

力以及当时技术手段等制定具有一定法律效力的

优先保护植物名单。濒危植物名录不能单独决定

保护资源的分配,也不能直接决定保护优先权和

保护地建立 (Possingham,2002)。红色名录多

是学术机构管理,是一种供政府决策和满足公众

兴趣的科研产出。保护名录多是政府颁布,并有

法律效力的强制名单。保护植物名录和红色植物

名录在管理机构、产生程序、效力等方面互为补

充,都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工具。

3灡2暋保护植物名录修订标准和机制

保护植物名录和林政执法、科学研究以及公

众参与自然资源管理等活动关系如此密切,而名

录上植物种群可能因保护措施得力与否而出现濒

危加剧或减轻,同时植物保护手段越来越先进,
世界范围内植物志信息交流也不断加强,社会经

济发展也对植物保护工作不断提出新的要求,所

以应该建立一个保护植物名录修订机制。
这个修订机制至少包括管理委员会和植物名

录登录标准。管理委员会负责对名录的解释、名

录修订程序的启动和组织、名录在执法中的技术

支持等。什么条件的植物可以上保护名录,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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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的植物应该从保护名录上去掉,应该有一个

相对明确和数量化的标准和指标。有了这个标准

和指标,保护植物名录的增加和减少就有依据可

循,从而减少对专家意见的过度依靠。
云南省保护植物名录标准和指标可以借鉴

《IUCN红色名录等级和标准》的数量化评估体

系 (IUCN,2001)。植物濒危评估等级和标准由

定性向 定 量 是 发 展 趋 势 (成 克 武 和 臧 润 国,

2004)。《IUCN红色名录等级和标准》是建立最

早、相 对 成 熟 和 比 较 公 认 的 数 量 评 估 体 系

(GrammontandCuaron,2006;Rodrigues等,

2006;Miller等,2007),尽管它是全球和国家水

平上的红色名录体系。

3灡3暋省级名录和国家级名录的关系

云南有国家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114种 (李
玉媛等,2003)。《云南省保护植物名录》和 《国
家保护植物名录》颁布时间前后相隔10年,《国
家保护植物名录》吸收了部分 《云南省保护植物

名录》,二者在列植物有所重复。其实二者应是

互补关系, 《国家保护植物名录》中有的植物,
《云南省保护植物名录》不再列入,《云南省保护

植物名录》应主要关注对本省社会经济发展具有

支撑作用和可能因此受到破坏的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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