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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要 

项目名称：国家战略性热带植物资源收集利用的理论与实践 

项目背景： 

战略植物资源收集、储备和利用 

我园建设保护型植物园的定位 

植物园三大基本职责之一 

零灭绝物种保护 



——立足于我园建设保护型植物园的定位和国家重要战略植物资源收集的目标，主要

依托园林园艺部已有的物种收集基础和科研力量，专注于几个代表性植物类群，继续

开展物种的系统收集、迁地保护和人工繁育，形成一些植物类群系统收集和研究保护

范例 

——以部分研究基础较好的类群为突破，从物种收集数量、种群大小、遗传多样性和

系统发育角度，开展宏观和分子水平上的保护生物学工作；在此基础上，逐步评估这

些类群已有物种收集和迁地保护的成效，建立一套可以量化评估保育有效性的方法体

系，探索物种迁地保护的理论基础和实践体系，从而尽快提升相应植物专类园的科学

内涵，以实际工作践行我园保护型植物园建设的理念 

——利用现有的物种收集，开展优良植物资源（药用、观赏）的评价、挖掘和利用 



          二、课题设置及项目的运行管理机制 

子课题1：珍稀濒危植物和重要热带种质资源的收集和保育 

子课题2：珍稀濒危蕨类植物的保护生物学研究 

子课题3：野生兰科植物的系统收集和人工繁殖 

子课题4：特色类群的资源收集、评价和发掘利用 



二、课题设置 

指挥长：刘红梅 

副指挥长：待定 

项目统筹和协调：施济普博士、Sven Landrein博士 

兼职秘书：郗厚诚 

子课题1负责人：申健勇 

子课题2负责人：刘红梅 

子课题3负责人：王晓静 

子课题4负责人：蔡传涛 

 

共计37名人员（园林园艺部24人，其他研究组13人） 



项目的运行管理机制 

项目运行管理由指挥长总协调，园林园艺部部长和科研副部长
协助统筹和管理，设项目秘书1名，各个课题组自主开展工作的
工作机制，指挥长每半年组织总课题的进度协调专题会议，每
年由指挥长代表整个项目组向园学术委员会和园办公会提交工
作进展报告 

每个子课题由3-5名人员组成，包括课题负责人1名、主要技术
骨干1-2名，研究生2-3人，具体人才配置由各个子课题把握。课
题负责人负责整个课题的总体设计、执行、组织和管理，并负
责向项目总指挥长汇报和总结。经费的设置根据每个子课题承
担的任务数量、研究难易程度、研究消耗和预期产出，合理分
配项目经费 



          三、阶段性进展及自我评价 

2017.9 

项目申请、
答辩和立
项 

2017.10 

项目书
修改立
项、经
费到位 

2017.12 

举行项目
启动会 

2018.4 

第一次项目
半年汇报 



          三、阶段性进展及自我评价 

项目的总体进展：根据项目的总体设计和计划，目前项目进展顺利，

工作均按照项目书的年度计划稳步扎实推进，基本完成年度考核指

标任务 

 

具体工作进展包括：累计新增植物引种600余号，其中珍稀濒危物种30余种，组培

和孢子繁殖蕨类植物16种，其中珍稀濒危蕨类6种；无菌扩繁兰科植物21种，其中

2种已萌发，7种已生根，3种已进入炼苗期，成功分离铁皮石斛有效菌株1个；收

集药用和香料植物约10种，其中3种已提取精油进行抗炎性评价，已成功获得王莲

诱变体（多倍体）及热带睡莲的杂交个体。投稿和发表学术论文6篇，争取横向课

题经费1项，获得“云岭青年学者”1人次，招收和培养各类研究生9名，参加学术

交流和讲座培训各1次，参与兰花展览2次 



2017-2018年 

年度考核指标 

年度考核指标完成情况 目标完成情况 

野外资源调查和物种收集，

新增引种150种 

新增植物引种600余种号，其中珍稀濒危物种30余种 
年度指标已完成 √ 

完成部分类群的引种和繁殖

体收集、人工扩繁和资源评

价体系建设 

1. 组培和孢子繁殖蕨类植物16种，其中珍稀濒危蕨类6种； 

2. 无菌扩繁兰科植物21种，其中2种已萌发，7种已生根，3种已

进入炼苗期，成功分离铁皮石斛有效菌株1个； 

3. 收集药用和香料植物约10种，其中3种已提取精油进行抗炎性

评价； 

4. 已成功获得王莲诱变体（多倍体）及热带睡莲的杂交个体。 

年度指标已完成√ 

 （注：由于人工扩繁平

均需要2-3年，因此兰科

植物的部分扩繁工作为

前期积累） 

 

发表植物新分类群1-2个 1. Salacia menglaensisa  勐腊五层龙（已接受） 

2. Aristolochia tongbiguanensis 铜壁关马兜铃（已收到审稿意见） 

年度指标已完成 √ 

发表研究论文3-5篇 已投稿和发表学术论文6篇 
年度指标已完成 √ 

逐步完善团队建设 1. 新增项目聘用人员1名（子课题2）； 

2. 接收外单位访问进修人员1名； 

3. 招收和培养研究生9名； 

4. 接收普洱学院实习生10余名，参与本课题项目的相关工作。 

年度指标已完成 √ 

 

项目年度考核指标完成情况一览表 



子课题1：珍稀濒危植物和重要热带种质资源的收集和保育 

野外调查6次，累计新增引种500余号，

其中包括珍稀濒危和特有20余种，包括

景东冬青（Ilex gintungensis）、普洱红

山茶（Camellia reticulata）、景东短檐

苣苔（Tremacron begoniifolium）、鄂

报春（Primula obconica）、大叶竹节树

（Carallia garciniaefolia）、角花胡颓子

（Elaeagnus gonyanthes） 

景东短檐苣苔 

角花胡颓子 



子课题1：珍稀濒危植物和重要热带种质资源的收集和保育 

2018.1 景洪勐宋 

2018.3 无量山、哀牢山 

伯乐树幼苗 



子课题1：珍稀濒危植物和重要热带种质资源的收集和保育 

完成撰写和投稿论文2篇 

 1) Jian-Yong Shen, Li-Chun Wan, Sven Landrein, Xing-Da 
Ma, Hou-Cheng Xi, Shu-Hong Zhang, Ji-Pu Shi. Salacia 
menglaensisa new species (Celastraceae) from China, 
Ann. Bot. Fennici, (under publication) 勐腊五层龙 
 
2) Qiang-Bang Gong, Hou-Cheng Xi, Xing-Da Ma, Zheng-
Hua Yang, Kuan-Weng He, Jian-Yong Shen. Aristolochia 
tongbiguanensis, a new species of Aristolochiaceae from 
Yunnan, China. Taiwania (submitted) 铜壁关马兜铃 



子课题1：珍稀濒危植物和重要热带种质资源的收集和保育 

Salacia menglaensisa Aristolochia tongbiguanensis 



子课题2：珍稀濒危蕨类植物的保护生物学研究 

开展野外考察引种2次，累计引种蕨类植物110余种，包括桫椤、

黑桫椤、水鳖蕨和亨利原始观音坐莲等珍稀濒危种类约10种 



子课题2：珍稀濒危蕨类植物的保护生物学研究 

开展蕨类植物孢子繁殖和组培共14种，包括珍稀濒特6种 

开展了珍稀濒危特有蕨类植物水鳖蕨的居群采样（已完成2个地点） 



子课题2：珍稀濒危蕨类植物的保护生物学研究 

争取到横向课题经费20万（中科院中-非联合研究中心） 

应邀为培训班授课1次 

1人获得“云岭青年学者”称号（刘红梅） 

组建团队 

招收硕士研究生1名 

发表SCI论文1篇 



子课题3：野生兰科植物的系统收集和人工繁殖 

完成兰科无菌扩繁21种（2种已萌发，7种生根，3种炼苗） 

园区定植兰花（凤蝶兰Papilionanthe teres）1种（200株） 

白旗兜兰生根期 玫瑰石斛炼苗期 



子课题3：野生兰科植物的系统收集和人工繁殖 

无菌扩繁： 

•对流苏金石斛Flickingeria fimbriata、美花石斛Dendrobium loddigesii、

叠鞘石斛Dendrobium denneanum、飘带兜兰、彩云兜兰

Paphiopedilum wardii、海南钻喙兰Rhynchostylis gigantea、秀丽兜兰

Paphiopedilum venustum等11种兰科植物进行无菌播种，其中流苏金石斛

、美花石斛已萌发并进行增殖； 

•白旗兜兰Paphiopedilum spicerianum、球花石斛

Dendrobium thyrsiflorum 、石斛Dendrobium nobile 、鼓槌石斛

Dendrobium chrysotoxum、白柱万代兰Vanda brunnea等7种兰科植物进

入生根阶段，数量共超过2000瓶； 

玫瑰石斛Dendrobium crepidatum、杓唇石斛Dendrobium moschatum

、球花石斛等三种进入可出瓶炼苗阶段，共计有260余瓶，5000丛  

http://www.efloras.org/florataxon.aspx?flora_id=2&taxon_id=242322708
http://www.efloras.org/florataxon.aspx?flora_id=2&taxon_id=242413927


子课题3：野生兰科植物的系统收集和人工繁殖 

就地种子萌发扩繁 
•利用就地种子萌发扩繁地生兰鹤顶兰Phaius tankervilleae约300
株，幼苗长势良好 



子课题3：野生兰科植物的系统收集和人工繁殖 

成功分离铁皮石斛有效菌株1株 

参加国际会议1次（邵士成博士） 



子课题3：野生兰科植物的系统收集和人工繁殖 

参与兰展2次（累计使用人工繁殖兰花近10种） 



子课题4：特色类群的资源收集、评价和发掘利用 

收集药用植物5种（鸡血藤、槲蕨、假鹊肾树、大黄藤、七叶一枝花） 

鸡血藤苗 

大黄藤种子及苗 



子课题4：特色类群的资源收集、评价和发掘利用 

2种药用植物高产栽培与规范化栽培技术探索（鸡血藤、假鹊肾树） 

鸡血藤栽培实验 假鹊肾树栽培实验 



子课题4：特色类群的资源收集、评价和发掘利用 

中药材“骨碎补”基源植物的分子鉴定及浅层测序（9种40份材料） 



子课题4：特色类群的资源收集、评价和发掘利用 

香料植物的收集及应用开发：已引种栽培4种香茅草，并种植1.5亩；提取3

种香料精油，抗炎评价正在进行中 

Jin-Feng Li , Kai-Long Ji , Xiao-Lin Zheng ,Yi-Dian Xiao , Dong-Hua Cao,Bai-Ting Fu , 
Chun-Fen Xiao , Peng Sun , Zong-Yi Zhang ,  Xiao-Nian Li , Hua-Bin Hu, Ping Zhang, 
You-Kai Xu*. Anti-inflammatory steroids from the leaves and twigs of Amoora 
ouangliensis. Journal of Natural Products (submitted, SCI Q1) 
 
李金凤，许又凯*. 望谟崖摩的化学成分研究. 《天然产物研究》（已投稿，CSCD） 

 



子课题4：特色类群的资源收集、评价和发掘利用 

水生植物的种质创新：王莲多倍体诱导；热带睡莲的杂交 

左侧：疑似多倍体；右侧：二倍体 芽点粗壮的变异种苗 



          四、阶段性科研产出 

发表研究论文 

1) Jian-Yong Shen, Li-Chun Wan, Sven Landrein, Xing-Da Ma, Hou-Cheng Xi, Shu-Hong Zhang, Ji-Pu 
Shi. Salacia menglaensisa new species (Celastraceae) from China, Ann Bot. Fennici (under 
publication) 

2) Qiang-Bang Gong, Hou-Cheng Xi, Xing-Da Ma, Zheng-Hua Yang, Kuan-Weng He, Jian-Yong Shen. 
Aristolochia tongbiguanensis, a new species of Aristolochiaceae from Yunnan, China. Taiwania 
(submitted) 

3) Jin-Feng Li , Kai-Long Ji , Xiao-Lin Zheng ,Yi-Dian Xiao , Dong-Hua Cao,Bai-Ting Fu , Chun-Fen 
Xiao , Peng Sun , Zong-Yi Zhang ,  Xiao-Nian Li , Hua-Bin Hu, Ping Zhang, You-Kai Xu*. Anti-
inflammatory steroids from the leaves and twigs of Amoora ouangliensis. Journal of Natural 
Products (submitted, SCI Q1) 

4) Hong-Mei Liu, Stephen R. Russell, Johannes Vogel, Harald Schneider*. Inferring the potential of 
plastid DNA based identification of derived ferns: a case study on the Asplenium trichomanes 
aggregate in Europe. Plant Systematics and Evolution (SCI, under publication) 

5) Shu Wang, Xi-Pin Chen, He-De Gong, Zhi-Quan Cai. Response of soil microbial abundance and 
diversity in Sacha inchi (Plukenetia volubilis L.) farms with different land-use histories in a tropical 
area of Southwestern China. Archives of Agronomy and Soil Science, 2018, 64(4): 588-596 (SCI) 

6) 李金凤，许又凯*. 望谟崖摩的化学成分研究. 《天然产物研究》（已投稿，CSCD） 



          五、人才队伍和研究生培养 

新增项目聘用人员1名（子课题2） 

1人次获得“云岭青年人才”称号 

接收外单位访问进修人员1名 

招收和培养各类研究生9名 

接收普洱学院实习生10余名，参与本课题项目的相关工作 



六、存在问题 

一）研究队伍断档：本项目的主要实施依托部门为园林园艺部，不论

是项目本身还是园林园艺部的研究队伍断档情况比较突出，课题缺乏

骨干青年研究人员，同时存在招聘困难，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项目的

顺利开展和实施 

二）部分子课题内容调整：由于子课题3部分人员的岗位调动，使现有

项目组成员在开展兰科植物野外调查和分类研究方向上显得力量薄弱

，故子课题3的兰科植物野外调查拟由子课题3变动到子课题1 



七、下一步工作计划 

继续按照项目书的年度研究计划，推进各个子课题的项目

研究，并拟加强各个子课题人员的交流合作，确保整个研

究项目保质保量推进 



八、经费情况 

2017年10月拨款75万元 

院拨经费226856，支出11342（管理费），执行度5%； 

园拨经费523144，支出：1）50000（劳务费）；2）20000（出版费），

执行度13.4% 

第一季度执行经费81342元，执行度11% 



感谢园领导的支持 

感谢园学术委员会的支持、帮助和指导 

感谢各子课题负责人和全体项目组成员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