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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相关背景



（Myers et al., 2000）



白春礼在版纳植物园会见老挝科技部

部长 双方就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达
成共识

使命+机遇

版纳植物园陈进主任率团访问老挝科
技部



   以中老跨边界地区的关键生物类群，包括：鸟、兽、木

本植物、兰科植物、隐花植物等为重点，系统开展跨边界生

物多样性本底调查和遥感影像分析，完成中老跨边界主要生

物类群的物种编目，评估中老跨边界各重要生物类群受威胁

状况，并系统规划中老跨边界生物廊道建设方案。

   通过本项目的研究，形成一批理论成果与保护实践方案，

成为引领东南亚地区合作开展跨边界生物多样性研究与保护

的示范，为中老两国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提供基础

数据，为建设绿色一带一路提供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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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课题一：中老跨边界地区生物多样性研究；负责人：谭运洪

        通过中老跨边界区域主要生物类群（鸟类、兽类、木本植物、兰科植物、蕨

类植物、苔藓植物和地衣）的多样性本底调查，对各生物类群进行编目；系统搜集

该区域的地理、气候、人类活动强度等环境变量数据，分析该区域生物多样性的分

布格局及其维持机制。

子课题二：中老跨边界地区重要生物类群的现状分析；

负责人：宋亮、刘强

        根据野外调查资料和IUCN标准，对该区域主要动植物类群进行受威胁状况评

估；同时，结合遥感、生物多样性调查和气候等数据，开展生境片段化现状评估及

其对生物多样性和关键动植物类群影响的研究。

子课题三：中老跨边界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理论与实践；负责人：权锐昌

       结合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和生境质量评估，推动中老跨境生物廊道的规划和建

设工作；通过开设相关培训班、联合科考、招收老方研究生等方式，加强对生物多

样性保护领域相关人才的培养；开展保护区法律知识和跨界联合保护理论和策略的

宣传，提高公众的生态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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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ang Namtha

Nam Ha 
National Bio-Diversity Park



Oudomxay

Phou Hin Phee National Bio-Diversity Park



Phongsali

Phou Dean Din National 
Bio-Diversity Park

Phouthaleng 
Protected Areas



安装64台红外相机，收集分子材料150多份，包括：野猪（Sus scrofa）、赤麂
（Muntiacus muntjak）、白颊长臂猿（Nomascus leucogenys）、小鼷鹿和水鹿（Rusa 
unicolor）等濒危物种

兽类



鸟类

           此次共调查30个鸟类样
点，记录到53种鸟类，并对
一些地表覆盖类别类型进行
了记录，为今后的遥感影像
解译提供基础。



鱼类

采集鱼类7批，共计约300号标
本

多样性：主要包括有鱼丹属
（Danio）、小鲃属
（Puntius）、吻孔鲃属
（Poropuntius）、白甲鱼属
（Onychostoma）、舟齿鱼属
（Scanphiodonichthys）、墨头
鱼属（Garra）、裸吻鱼属 
(Psilorhynchus)、南鳅属
（Schistura）、翅条鳅
（Pteronemacheilus），原缨
口鳅属（Vanmanenia）、纹胸
鮡属（Glyptothorax）、胡子
鲶属（Clarias），鳢属
（ Channa ）等，多数标本尚
未鉴定到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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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新纪录

泰国栖林兰 Drymoda siamensis

血果藤属 Haematocarpus

梳唇砂仁 Amomum thysanochililum 景洪哥纳香 Goniothalamus cheliensis

鼠皮树属 Rhamnoneuron 缅甸凤仙花  Impatiens aureliana 方片砂仁 Amomum quadratolaminare

版纳柿 Diospyros xishuangbannaensis 泽苔草 Caldesia parnassifolia 滇紫金牛 Ardisia yunnanensis

多香木属 Polyosma

………



疑似新种

琼楠属 Beilschmiedia sp. nov. 榕属 Ficus sp. nov. 暗罗属 Polyalthia sp. nov.

萝藦科 Asclepiadaceae 栀子属 Gardenia sp. nov.



兰科

共调查到48属118种，其中

南塔省有70种，乌多姆赛有

33种，丰沙里省有64种。采

集分子材料200份左右 。其

中主要的属有石斛属

（Dendrobium）、石豆兰属

（Bulbophyllum）、毛兰属

（Eria）、贝母兰属

（Coelogyne）

目前老挝新记录种2种



老挝新记录种钳唇兰Erythrodes blumei



老挝新记录种滇南翻唇兰Hataeria rubebs



苔藓

Ø 属：主要包括树平藓属（
Homaliodendron）、鞭苔属
(Bazznia)、羽藓属(Thuidium)、羽
苔属(Plagiochila)、细鳞苔属
(Lejeunea)、耳平藓属
(Calyptothecium)、小金发藓属
(Pogonatum)、蔓藓属(Meteorium)
、曲尾藓属(Dicranum)、光萼苔
属(Porella)、白发藓属
(Leucobryum)、牛毛藓属
(Ditrichum)、锦藓属
(Sematophyllum)、八齿藓属
(Octoblepharum)、泥炭藓属
(Sphagnum)、凤尾藓属(Fissidens)
、丝带藓属(Floribundaria)、 匐灯
藓属(Plagiomnium)、平藓属
(Neckera)等20余属；另有一些标
本尚未鉴定到属

Ø 标本总数:267份

Ø 物种数：约100种



Ø 标本总数:143份

Ø 主要包括猫耳衣属（Leptogium）、松萝属（
Usnea）、亚铃孢属（Heterodermia）、文字衣
属（Graphis）、大叶梅属（Parmotrema）、双
岐根属（Hypotrachyna）、斑叶属（Cetrelia）
、瓦衣属（Coccocarpia）、肾岛衣属（
Nephromopsis）、肾盘衣属（Nephroma）、鸡
皮衣属（Pertusaria）、假杯点衣属（
Pseudocyphellaria）、树花属（Ramalina）、黄
髓梅属（Myelochroa）、石蕊属（Cladonia）
、胶衣属（Collema）、条衣属（Everniastrum
）、褐鳞叶衣属（Fuscopannaria）、赤星衣属
（Haematomma）、蜈蚣衣属（Physcia）、星
衣属（Sarcographa）、牛皮叶属（Sticta）、
乳嘴衣属（Trypethelium）等20余属；另有22份
标本尚未鉴定到属

Ø 物种数：80余种

地衣



访查

   在一些村庄和市场也进行了访查，为评估
当地生物多样性受威胁状况收集基础数据



Ø 13名科考队员+3名老方代表

Ø 24天

Ø 3913公里

Ø 老挝北部三省

Ø Nam Ha、Phou Hin Phee、

Phouthaleng、Phou Dean Din等

多个保护区和国家公园

Ø 采集动植物标本超过1000号

Ø 引种143号

Ø 记录400个物种

Ø 安装64台红外相机



易武保护区通过60多台红外相机记录到多种珍稀或濒危动物：
成群的豺（Cuon alpinus）、成对的小鼷鹿（Tragulus kanchil）、云猫
（Pardofelis marmorata）、金猫（Catopuma temminckii）等

金猫

豺云猫

小鼷鹿 北 豚尾猴





叉喙兰 Uncifera acuminata 长蒴苣苔属 Didymocarpus石豆兰属  Bulbophyllum  sp.

多穗兰 Polystachya concreta 横蒴苣苔　Beccarinda tonkinensis琴叶球兰 Hoya pandurata





Ø 超过20名科考队员

Ø 平均超过20天

Ø 西双版纳勐腊、尚勇

和易武保护区

Ø 采集重要动植物标本

122号

Ø 记录2000多个物种

Ø 安装114台红外相机



访问老挝科技部：

落实大样地建设、生
物多样性保护、人才
培养



2018年度重点将推进以下几个方面合作内容：

Ø 中老跨境生物多样性保护

Ø 合作开展科普教育及人才培养

Ø 合作共建监测样地及生态定位站

Ø 继续完善前期已经开展的合作内容



Ø 中老跨边界生物多样性调查

Ø 中老跨边境生物多样性保护行
动计划

Ø 中老跨边界生物多样
性保护培训班

Ø 中老交流年会



基于鹿科（Cervidae）
动物的DNA条形码分析
发现，我们采自老挝北
部（L003）、西双版纳
（NBH001、NBH010）
和缅甸北部（M127）
的水鹿聚为一支，其中
来自老挝北部和西双版
纳地区的样本形成一个
亚支，来自缅甸北部的
样本单独形成一个亚支，
说明水鹿不同居群之间
具有明显的遗传地理结
构



Ø  采集动植物标本3000-
3500号

Ø 保存珍稀濒危物种种质
资源50-100号

Ø 发表新类群8-10种

Ø 发表论文10-15篇

Ø 为老挝培养硕/博士研究
生5-8名

3年预期成果

Ø  采集动植物标本1122号

Ø 引种143号

Ø 发现新记录种37个，疑
似新种8种

Ø 在投论文2篇

Ø 协助招收老挝硕/博士研
究生5名

半年完成情况



时间 事项

2017年

9月 项目答辩和立项√
10月 任务书的修改、经费拨款√
11-12月 开展勐腊、尚勇、易武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综合科学考察√
2018年

1-2月 与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就合作开展中老跨边境生物多样性

保护工作进行交流探讨√
3-4月 完成老挝北部三省老挝北部琅南塔、乌多姆赛丰沙里三省生物多样性综

合科学考察√
5-6月 整理采集标本，撰写论文

7月 启动老挝国家项目办公室，并开展常驻工作

8月 举办跨边界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培训班

9月 与管护局开展中老联合巡护

10-12月 开展老挝北部第二次生物多样性综合科学考察

稳步推进，初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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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别 职称 专业 所属课题组（部门） 角色 每年工
作(月)

人才称号

宋亮 男
副研究

员
生态学 恢复生态学

指挥长、子课题

二负责人
6

青促会会员、

西部学者A类

权锐昌 男 研究员 生态学 动物行为与环境变化 子课题三负责人 4

谭运洪 男
高级工

程师
植物学 植物多样性与保护 子课题一负责人 4

刘强 男
副研究

员
植物学 兰科植物保护 子课题二负责人 6 西部学者B类

李苏 男
副研究

员
生态学 恢复生态学 骨干成员 6 青促会会员

张明霞 女
助理研

究员
生态学 动物行为与环境变化 骨干成员 6

李国刚 男 博士后 生态学 动物行为与环境变化 骨干成员 6

李仁 男 工程师 植物学 东南亚中心 秘书 6



Ø协助招收老挝籍博士研究生2名，硕士

研究生3名

Ø联合培养中国籍博士研究生2名，硕士

研究生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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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经费使用情况

　经费来源用途
院财政专

项
（万元）

园匹配经
费

（万元）

总额
（万元）

经费总额 68.1 171.9 240

2017年至今收到 22.69 57.31 80

2017年至今支出 22.67 18.88 41.55 

2017年至今结余 0.02 38.43 38.45 

2017年至今
经费执行度

99.93% 3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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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存在问题

Ø 目前虽然已对中老跨边界地区开展了一些生物多样性调查工作，并
获得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但是，目前调查到的生境类型还很有限，
且调查时间缺乏连续性，为了保证调查数据的规范性和完整性，今
后还需采用标准的样线法或样方法在不同季节对各类开展系统的调
查、采样工作

Ø 由于考察过程中动物和植物在调查方法和生境选择方面都存在着差
异，若调查集中在一起难免会出现选址、人员配置等方面需求和意
见的不统一，从而影响工作效率。因此，在今后的工作中可以根据
类群的不同，分别组织野外考察小分队，以提高工作效率

Ø 老挝科技人员积极性和参与度有待提高；招生宣传需进一步加强

Ø 有合作协议是老挝科技部下的生物技术与生态研究所，但是需要科
考的区域分管的是林业部门和保护局。多方奔走联系，耗费时间和
财力，需考虑推动签订新的合作协议



6.2 下一步工作计划

Ø 2018年8月，中老跨边界生物多样性保护培训班

Ø 2018年11月、2019年4月和11月，中老跨边界老挝侧第
二、第三和第四次生物多样性考察

Ø 2018年5月-2020年12月，中老跨边界中国侧生物多样性
考察

Ø 2018年5月-2020年12月，在中老跨边界地区采集动植物
标本3000号，保存珍稀濒危物种种质资源50号，发表论
文10篇，为老挝培养青年科技人才或硕/博士研究生不
少于5名

Ø 2018年5-11月，协助东南亚中心完成老挝项目办公室建
设 



诚挚地感谢各位专家的聆听！
请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