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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棕榈藤资源及发展策略

王慷林，普迎冬，许建初

（中国科学院 昆明植物研究所，云南 昆明 23101/）

摘要：云南省具有丰富的棕榈藤种质资源，棕榈藤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木材植物，不仅在全球生物

多样性保护、经济贡献和生态重建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与当地居民有着密切的联系，

为各少数民族创造了财富。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森林资源减少，环境条件退化，棕榈藤资源

日益减少，特别是有些优良棕榈藤种类处于濒危状态。因此，优良棕榈藤的引入、繁殖和栽培，

不仅将满足棕榈藤发展的需要，而且亦将扩大良种藤的遗传基因库，为未来棕榈藤资源的进一步

开发利用打下坚实的基础。论文基于云南棕榈藤资源发展的要求，对棕榈藤资源现状、利用、发

展潜力和策略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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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棕榈藤生产具有重要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棕榈藤作为编织各种高档家具和各种工艺品的重

要原料，是棕榈藤产区群众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源和经济收入的一个来源，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

和发展前景。有些种类的果实可供食用，茎尖 （藤笋）含有丰富的矿物质、氨基酸和维生素，是一种很好

的森林蔬菜。西部大开发和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实施，以及云南建立绿色经济强省和林业发展 “十五”计划

的 “竹藤产业基地”战略规划，给棕榈藤等非木材林产品的开发利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在大面积采

伐迹地、次生林和退耕还林林地中发展棕榈藤产业，对提高棕榈藤产区群众收入，增加退耕还林地多目标

的经营体系，实施产业结构调整，建立云南绿色经济强省及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物种资源的保存均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

- 云南棕榈藤分布特点

棕榈藤 （$9::9;）属棕榈科 （<9=>9?）省藤亚科 （,9=9>@AB?9?）省藤族 （,9=9>?9?）植物。全世界共

有棕榈藤 -7 属约 .11 种，属旧世界热带分布植物种群，天然分布于东半球的热带地区及邻近区域，其中

亚洲分布有 -1 属，约 711C/11 种，大洋州北部有 - 属 D 种，西非热带地区有 / 属 E-、0F。中国是棕榈藤分布

较为丰富的地区，计 7 属 /0 种 02 变种，其中省藤属 （!"#"$%&）7. 种、02 变种，黄藤属 （’"($)*)+),&）

- 种，钩叶藤属 （-#(./).)$0"）/ 种 E7、/F。由于中国东南和西南具有的优良自然地理和特殊气候条件，形成

了以海南岛和云南南部为中心的东南部和西南部两大棕榈藤分布区，东南区包括华南诸省 （区）及台湾，

西南分布区包括云、贵、藏三省 （区）及广西西南部局部区域。

据最新研究成果 E3F，云南天然分布有棕榈藤植物 78 种和变种，占中国种类的 3.573G，包括省藤属 72
种及变种和钩叶藤属 7 种，主要分布于云南南部、西南部和东南部的热带和亚热带常绿和半常绿森林地

区。此外，已成功引种栽培优良棕榈藤 0 属 （省藤属和黄藤属）。基于棕榈藤生态习性的要求，在云南，

大部分种类分布于海拔 0/1 > 的次生林至海拔 - D11 > 的山地苔藓常绿阔叶林中，显现一定的分布规律。

（-）低中海拔分布型：即分布范围基本低于海拔 - 111 > 的地区，包括直立省藤（!1 (+(./%& H9I5 (+(./%&）、

滇缅省藤 （!1 (+(./%& H9I1 20+$"*0.%&）、 长 鞭 藤 （!1 3#"4(##%$ H9I1 3#"4(##%$）、 黑 鳞 秕 藤 （!1 3#"4(##%$ H9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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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藤（*+ ,%,&-.(") #$%+ ,%,&-.(")）、粗壮省藤（*+ ,%,&-.(") #$%+ #/0").")）、中穗省藤（*+ 12&.3&4
’&-.5") #$%+ 6(7%/).&’53)）、勐捧省藤（*+ $%6%-&2%) #$%+ !&)’%’"2&.")）、大藤（*+ 8&%2/-,）、麻鸡藤 （*+ 6"2.%-(#$%)
#$%+ 6(-,2&(-)%)）、椭圆果省藤（*+ ,"#"0& #$%+ (22%1)/%7(")）、长 果 宽 刺 藤 （*+ 12&.3&’&-.5") #$%+ 2/-,%’&#1")）和

大钩叶藤（92(’./’/6%& &))&6%’&）等。

（&）中高海拔分布型：主要指那些分布海拔较高，分布海拔达 ! ’’’(! )’’ * 的棕榈藤，包括高地省藤

（*+ -&60&#%(-)%) #$%+ &21%-")）、勐龙省藤（*+ -&60&#%(-)%) #$%+ 6(-,2/-,(-)%)）、版纳省藤（*+ -&60&#%(-)%) #$%+
:%)5"&-,0&--&(-)%)）、盈江省藤（*+ -&60&#%(-)%) #$%+ 3%-,;%&-,(-)%)）、倒卵果省藤（*+ /0/$/%7(")）、狭叶省藤（*+
/:3’&#1") #$%+ &-,").%!/2%")）、云南省藤（*+ 3"--&-(-)%) #$%+ 3"--&-(-)%)）、密花省藤（*+ 3"--&-(-)%) #$%+ 7(-)%4
!2/#")）、屏 边 省 藤 （*+ 3"--&-(-)%) #$%+ %-.(#6(7%")）、勐 海 省 藤 （*+ %-(#6%) #$%+ 6(-,5&%(-)%)）、高 地 钩 叶 藤

（92(’./’/6%& 5%6&2&3&-&）等 ；无 量 山 省 藤 （*&2&6") 8"2%&-,)5&-(-)%)）和 球 果 省 藤 （*+ 8"2%&-,)5&-(-)%) #$%+
)15&(#/’&#1")）可分布至海拔 & ,’’* 的地区。

云 南 棕 榈 藤 种 质 资 源 丰 富 ，某 些 种 类 分 布 范 围 较 广 ，如 小 省 藤 （*&2&6") ,#&’%2%)）、滇 南 省 藤 （*+ 5(-4
#3&-")）、杖藤（*+ #5&07/’2&7")）和钩叶藤（92(’./’/6%& <(##&-&）等，但大部分种类显现狭窄分布特性，资源量

稀少；如直立省藤仅发现于盈江县；盈江省藤分布于盈江和沧源县，粗壮省藤仅见于勐腊县瑶区的次生林中；

泽生藤（*+ 1&2").#%)）、长穗省藤（*+ 1&2").#%) #$%+ 2/-,%).&’53)）、中穗省藤、弓弦藤（*+ #5&07/’2&7") #$%+ ,2/0"4
2/)")）和麻鸡藤仅见于勐腊县；长鞭藤和大钩叶藤分布于勐腊县和马关县；大藤仅在勐腊县瑶区和象明有分

布；倒卵果省藤仅分布于景洪市；勐海省藤仅分布于勐海县布朗山；皱鞘省藤（*+ #",/)")）仅分布于富宁县；

无量山省藤和球果省藤亦仅分布于景东县 -./01。

& 棕榈藤研究现状

!"# 物种多样性
中国棕榈藤的研究始于 !)02 年，主要是一些外国学者在中国广东、海南、广西和云南等省区发现了

一些棕榈藤 （主要是省藤属）新种 -"(!31。&’ 世纪 .’ 年代/ 中国学者记载了中国棕榈藤的分类学资料4 陈嵘在

《中国树木分类学》 -!,1 中简单记载了 , 种棕榈藤， 但由于资料所限，3’(,’ 年代已发表的棕榈藤资料并

未收录于该书中。全面系统开展对中国棕榈藤的分类研究，始于 &’ 世纪 "’ 年代中期。随着中国植物志和

各地方志的编写，中国棕榈藤分类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高等植物图鉴》第五册 -!.1和 《海南

植物志》第 , 卷 -!01的出版，记载了发表于三四十年代分布于中国的棕榈藤种类；张庆思 -!"1和 56$7-!)1等对分

布于台湾的棕榈藤进行了描述，虽然某些方面仍存在一定的不足。

"’ 年代中期以后，全面系统地对棕榈藤标本进行收集、资料整理和研究工作得到极大的加强。特别

是分布于中国种类众多的省藤属的分类研究，获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卫兆芬 -!21报道了分布于中国的省藤属

3& 种及变种，其中某些种或变种后被修订或重新组合 -&’1。裴盛基等 -&’1发表了棕榈藤 & 属 &2 个新种、变种

和新分布群，其中有 , 个新种、!, 个新变种、! 个新等级、& 个新组合和 ) 个新分布种及变种。裴盛基等 -31记

载了分布于中国的棕榈藤植物 3 属 32 种 &’ 变种，为中国棕榈藤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8$9:-01对分布于

云南的省藤属植物进行了进一步研究，记录了分布于云南的省藤属植物 !, 种 !. 变种，并对分布特性进行

了探讨。此后，陈三阳等 -.1在一系列考察后，增加了分布于云南的省藤属 ! 个新种、0 个新变种和 3 个新分

布种，并记载了在云南新分布点的棕榈藤 & 属 !, 个种及变种，使云南棕榈藤多样性增加至 & 属 32 种及变

种。

!"! 物种资源的保存
广东、海南、广西和云南先后进行了棕榈藤种质资源基因库建设的工作。中国林科院热带林业研究所

在广州和海南尖峰岭建立的棕榈藤收集园，共收集国内外棕榈藤 3 属 ,2 种 0 变种，成功地保存了 3 属 30
种 . 变种，其中省藤属 3’ 种 . 变种，黄藤属 . 种，钩叶藤属 ! 种，保存率达 ",+.;-&!1。在云南，最早开

展棕榈藤物种资源保存工作的是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先后收集棕榈藤植物 3 属 &! 种 2 变种，

现保存 !. 种 ) 变种，绝大部分种类表现良好的适应性，为种质资源的保存和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1。

目前，开远市热带珍稀竹藤园正在加紧建设中，它对棕榈藤物种资源的保存将具有一定的意义。

!"$ 生态生物学研究
中国林科院热带林业研究所对中国棕榈藤种群资源、引种驯化、繁殖栽培和经营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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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主要集中于白藤和黄藤的藤丛结构、群落和苗木生长），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而云南在此方面

的研究几乎是空白。

!"# 繁殖栽培技术
中国林科院热带林业研究所重点对白藤和黄藤栽培技术、幼林施肥、组织培养和人工林经济效益等进

行了详细的研究 "#&’#(%。在云南，自 #) 世纪 () 年代以来，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和西双版纳热带植物

园在承担省、地和国际项目中，先后在西双版纳、思茅、红河、德宏等少数民族山区开始示范性的发展种

植，但均局限于小面积的社区发展 "!%。此外，昆明植物所开展了利用生物技术 （组培手段）进行良种藤快

速繁殖技术的研究和室内 （试管）保存种质技术的工作，取得初步成功 "#*、$)%，但都限于利用种胚进行培养，

而利用茎尖培养的快速繁殖技术仍未解决。

$ 云南棕榈藤资源面临的问题

随着经济的发展，加工业对原料的需求增大，特别是大面积经济作物 （如香蕉、橡胶、菠萝和其它热

带果树）的种植，造成云南棕榈藤资源面临枯竭的危险，特别是某些品质优良的棕榈藤种类，资源消耗和

种质资源流失更快。目前，云南棕榈藤资源面临的主要问题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生境的破坏，过度采伐和管理不力，导致资源量越来越少、种群数量降低。林地利用的改变 （橡

胶、香蕉、咖啡和其他经济作物的种植）和不合理的 “刀耕火种”轮歇方式 （人口增加，轮歇时间缩短），

造成天然森林大面积锐减，使棕榈藤生栖繁殖的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大量优良棕榈藤种质资源已难觅到，

有些良种如麻鸡藤仅见于局部地区，难以采到种子进行新的繁殖，种质资源处于濒危地步。藤条价格年年

上扬 （从 #) 世纪 () 年代的几百元 , -，上升到 #))) 年的 & )))’. ))) 元 , -），促使人们肆意砍伐，造成优

良棕榈藤种类 （如麻鸡藤、小省藤等）在自然分布区内的种群数量越来越少。在棕榈藤采伐中，往往砍伐

易采集的靠地部分，而大部分藤茎仍留于树上，一方面藤茎有效利用率减低，另一方面造成资源的破坏性

收获。而且，目前林业管理部门对棕榈藤采伐没有限制条款，大量、无序砍伐，使棕榈藤资源越来越少。

（#/投资回报时间稍长，人工发展偏少。比起其他经济植物（如茶叶、竹类、香蕉、咖啡和热带水果），棕榈

藤的投资收益年限较长（小径藤 0’. 年，大径藤 +#’+& 年，种子育苗亦需大约 + 年时间），群众投资积极性不

高。而且适合棕榈藤发展的地区经济水平多相对滞后，国家的资金主要用于解决贫困地区温饱问题，人工棕

榈藤发展处于小面积试验的状况。

（$）棕榈藤种子成熟期长、保存期短，在自然条件下，不利于自我繁殖。棕榈藤果肉多汁易受动物吞

食和蚂蚁等危害，干旱使种子很快失去生命力，潮湿使种子霉烂，处在森林下层，光照不足影响种苗生长

发育，因此，自然发展能力差。

（!）野生资源利用的不均衡性。对品质优良的棕榈藤，由于其品质优良而被大量采伐，如麻鸡藤、小

省藤和大藤等，经多年开发利用，加之其分布区局限，资源量极小，处于濒危状况。某些种类品质优良，

由于棕榈藤产区群众有长期栽培的习惯，且特别注意培育，则种群数量相对较大，如云南省藤、版纳省藤

和高地钩叶藤等。值得注意的是，某些品质较差而分布较为狭窄的棕榈藤，如屏边省藤及某些一次开花结

实的种类，如大钩叶藤和钩叶藤等，其藤茎质量差，虽很少利用，但难于自然更新，现亦处于濒危状况。

（&）产业不良竞争。新商品的开发可促进资源的发展利用，但目前棕榈藤果作为食用果品的开发方式，

将对现主要依赖于种子繁殖的棕榈藤产业非常不利。往往是棕榈藤的果实尚未成熟，即有人大量收购未成

熟果实作为加工产业的生产原料，更加剧了棕榈藤种子收购极其困难的局面。

! 云南棕榈藤发展策略

云南棕榈藤资源面临种源不足，可供发展的优良种类资源稀少以及育苗栽培技术相对落后的状况。针

对这种状况，主要的发展策略应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加强棕榈藤良种繁育的力度。!对云南优良的棕榈藤种类 （如云南省藤、版纳省藤、盈江省藤、小

省藤和麻鸡藤等）的繁殖生长特性和规律，现仍知之甚少，需加强良种驯化工作；"选择引进适合于云南

山地不同地区、海拔和气候等条件的优良品种，丰富本地棕榈藤藤种资源、扩大棕榈藤基因库，发挥棕榈

藤资源的多种效益；#消化、吸收先进的育苗繁殖技术，试验出适合于云南自然、社会条件的经济、高效

的育苗繁殖技术；$建议在云南不同自然地理区域 （如西双版纳、德宏和红河州等）各建一个种苗基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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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苗圃和母本园），满足未来棕榈藤区域发展的需要。

（#）支持栽培技术和栽培模式的研究。棕榈藤是林间间群植物，在天然林和保护区周边次生林区发展

棕榈藤，既可满足棕榈藤生长的需求，且可提高低价值次生林的生产力水平，改善周边地区群众收益，应

加以提倡；同时，自然保护区周边缓冲带和退耕还林地域建立替代性农林复合经营体系是解决自然保护

区、退耕还林地和周边社区经济发展存在矛盾的有效措施，棕榈藤可作为重要的栽培物种而发展，考虑的

模式包括：!珍贵树种 （如柚木等） $ 棕榈藤 $ 短期作物 （如蔬菜、豆类）；"珍贵速生树种 $ 棕榈藤 $
森林蔬菜或药用植物。

（%）鼓励棕榈藤种植。主要以云南棕榈藤产区发展为主，逐步推广。云南适宜棕榈藤发展的地区包括

西双版纳、德宏、临沧、思茅四地州各县及红河州除泸西、弥勒外的县市，文山州的富宁、麻栗坡、马

关，保山地区的昌宁、施甸、龙陵等。从气候类型上，宜选择热带潮湿、湿润、半湿润区和南亚热带潮

湿、湿润区。从海拔范围看，宜在中低海拔 （! &’’ ( 以下）的次生林下或人工林下种植。

（)）投资和管理方式。!由林业部门负责，组建棕榈藤发展管理办公室，在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综合协

调，将棕榈藤发展项目列入国家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和扶贫项目中，使棕榈藤发展成为政府发展项

目的一部分；同时与科研单位协作，建立一定面积的棕榈藤苗圃和种质园，提供大面积发展需要的苗木和

技术；"在适宜地区的国际援助和社区发展项目中，将棕榈藤的种植作为备选项目；项目提供必要的资金

进行技术培训和部分育苗材料的购买，农户连片种植，分户管理；#鼓励私人投资发展棕榈藤种植，由私

有企业投资，农户参与，政府部门划定一定的次生林地，在税收、土地利用、采伐和经营管理等方面给予

政策优惠；$加工，目前，云南棕榈藤加工除昆明市民族藤器厂加工稍好外，其它地州藤器加工基本是小

作坊式，存在资源浪费、加工技术低下等问题，此外，藤条的采收、储藏和运输等方面存在对藤条的损

坏，应加强采收、储藏、运输和加工技术的研究和引进。云南棕榈藤制品种类单一，价值较低，也是棕榈

藤产业发展缓慢的一个原因，引进单叶省藤 （!" #$%&’$($)*’$+#，* 年结果，结实量大）发展藤果食品，引

进纤细省藤 （!" ,-.+$#）发展藤笋生产等将具有一定的发展潜力；%谁种谁有，完善乡规民约，保护集体

藤林和私人藤园的利益。

（*）政策优惠。!在集体林、国有次生林和保护区缓冲区划定一定的区域，实行统一规划，以分户种植管

理或集体种植管理的方式经营，国家的林权没有改变，只是将国有林中属于非木材林产品的棕榈藤经营权交

给村社集体管理；"从扶贫贷款、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工程及其它发展项目中提供一定的资金，采取无息或

低息贷款的方式，对种植棕榈藤的社区和个人采取一定的鼓励政策，如在投产初期 * 年内免征林产税等，以

促进棕榈藤种植业的发展；同时对收购和加工棕榈藤的部门征收一定的育林基金，用于棕榈藤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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