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8 卷第 4 期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2007 年 10 月

Joum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VoL28 , No.4
Oc t. 2007

海南岛石灰岩地区藏类植物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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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野外实地调查发现海南岛石灰岩地区共有葳类植物 181 种，隶属于 37 科 70 属-根据这些孩类植物资源

的主要用途和生态习性等特点，归纳为 4 种类型，即药用鼓类植物、观赏厥类植物、食用藏类植物和石灰岩地区指
示藏类植物.介绍了其资源、状况，并提出相应的开发利用与保护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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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181 species of pteridophytes detected in limestone regions on Hainan island , which
belong to 70 genera and 37 families according to the taxonomic system of Ching Ren-chang in 1978. According to the main uses and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teridophytes in limestone regions on Hainan
island , they can be classified into 4 types , viz. medicinal pteridophytes , omamental pteridophytes , edible pteridophytes and indicator pteridophytes of limestone regions. lntroduction and suggestions of exploitation , utilizta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these pteridophytes are given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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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石灰岩地区蕴藏着丰富的植物资源.根
据作者野外调查和资料记载，该地区共有野生维管
才宣物 1 409 种，隶属于 179 科 711 属.这些植物资源

是当地农民的基本生活资料，也是他们经济收入的

应的开发利用与保护建议，以便为该地区植物资源
的合理利用与保护提供参考依据.

1

自然地理条件

主要来源.然而，一些有重要经济价值的野生植物由

海南岛石灰岩地区主要集中分布于该岛西部及

于长期被大量砍伐、采挖，其种群数量急剧减少.由

南部，现已发现 6 个县(市)有石灰岩分布，包括信

于很多藏类植物的生长环境较为特殊，石灰岩生境

州、白沙、昌江、东方、保亭、三亚等县市，总面积约

遭到破坏后，原来生长的藏类植物也将随之受到严

400 km • 海南岛石灰岩地区地处热带北缘，属于我

重威胁，甚至消失本文通过调查研究海南岛石灰岩

国典型的干温交替的热带季风气候区由于其紧接

地区藏类植物种类、分布、生态习性以及被利用现状

东亚大陆南缘，受大陆气候的影响，因此具有明显的

等，对该地区藏类植物资源进行分类介绍，并提出相

大陆性岛屿气候特点-年平均气温 24. 1 - 25. 1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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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平均阵水量为 1 646.9 mm ，阵水年际变化较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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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藏属 (3 种)以及石韦属 (3 种) ，这些藏类植物中有

一部分是传统的中药材，长期以来被广泛应用于治

研究方法

疗疾病，并有一定的疗效 [4.7]

于 2002-2005 年，分不同的季节到海南岛石灰

3. 1. 2

观赏葳类植物

很多藏类植物由于其奇特

岩地区进行植物标本采集，从不同的海拔、坡向、生

的叶形、优雅的树形而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其中一

境等选取采集路线，尽可能采全标本，做到所列名录

些已被开发应用于公园、庭院绿化以及室内家居装

均有凭证标本.在野外标本采集、室内鉴定的基础

饰.现在我国园林绿化植物多采用的是外来乔木、灌

上，划分并分析海南岛石灰岩地区藏类植物资源的

木和草本，草本中所用的藏类植物较少.一些种类如

类型和特征等.

普通铁线葳 Adiantum edgf1ωf町、江南星藏、彬、楞 Psi-

3

lotum nudum 等已进行规模化生产，且仍有很多野生

结果与讨论

3.1

藏类植物资源、具有很大的开发利用潜力，它们是宝-

海南岛石灰岩地区藏类植物资源的分类

贵的自然财富.已经被开发应用于市场且见于海南

根据实地调查统计，海南岛石灰岩地区共有藏

岛石灰岩地区的观赏藏类植物有 42 种，占总种数的

类植物 181 种，按照秦仁昌 (1978) 系统隶属于 37 科

23.2% ，含种类较多的科有金星藏科 (4 种)、水龙骨

70 属，科、属、种分别占海南省藏类植物总数 55 科

科 (4 种)、凤尾藏科 (3 种)、铁角藏科 (3 种)以及卷

135 属 466 种 [2] 的 67.3% 、 5 1. 9% 、 38.8%. 依据海

柏科 (σ3 种).具体种类有松叶藏 Ps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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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1

药用展类植物

海南岛药用植物约有 2500

种，占其维管植物总数的 112 以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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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ιη1 crenatum 、新月藏 Pronephrium gymnop-

地区共有药用藏类植物 69 种，占总种数的 38.1% .

teπd~斤。阳、大羽铁角康、长叶铁角藏、巢藏、下延叉葳

分布广泛，含种类较多的科有卷柏科(1 1 种，即二形

Tectariα decurrens 、三叉藏 T.

卷柏 Selαginella biformis 、布郎卷柏 S. brau町、薄叶卷

Bolbitis heteroclitα 、肾藏 Nephrolepis auriculata 、星廉、

柏 S. delicatula 、深绿卷柏 S. doederlei町、异穗卷柏

伏石藏、贴生石韦、石韦、制藏 Drynariα foπunei 以及

S. heterostαchys 、充州卷柏 S. involvens 、江南卷柏 S.

崖姜 Pseudodrynaria coronans 等.其中很多种类同时

moellendo伊z 、单子卷柏 s.

也具有药用价值，如松叶康、金毛狗、彬、楞等.此外，

monospora 、黑顶卷柏 S.

subtriphylla 、长叶实藏

pictα 、垫状卷柏 S. pulvinata 、卷柏 S. tαmα巾anα) 、水

还有一些藏类植物尚未被广泛栽培利用，但也具有

龙骨科(1 0 种，即掌叶线藏 Colysis digitα阳、江南星藏

很高的观赏价值，如粉背葳 Aleuritopteris pseudofari-

Microsorum fortunei ， 羽裂星藏 M. insigne 、膜叶星藏

nosa 、半月形铁线葳 AdiaT山m philψ'P ense 、切边铁角藏

M.

membranaceum 、星藏 M.

punctαtum 、抱树莲

Asplenium exc山m 、镰叶铁角藏 A. 声lcatum 以及细辛

Dηmoglossum piloseloides 、伏石藏 Lemmαphyllum mi-

藏 Boniniella cardiophylla 等.

crophyllum ，~占生石韦 Pyrrosia adnascens 、石韦 P. lin-

3. 1. 3

gua 、中越石韦 P. ωnkinensis )、金星藏科 (6 种，即星

肴有着悠久的历史，如菜藏 Call飞pteris esculenta 和水

毛藏 Ampelopter白 proliferα 、渐尖毛藏 Cyclosorus acumi-

藏 Ceratopteris thalictroides 等在民间被人们食用由来

nat山、齿牙毛藏C. deπta川、华南毛藏 c. parasit比山、

已久 [8]

单叶新月藏 Pronephrium simplex 、三羽新月藏 P.

Pteridium aqu山num 、食藏 P. esculentum , 7j(藏、星毛

triphylla) 和铁角藏科 (5 种，即大羽铁角藏 Asplen山n

康、菜藏以及生于石灰岩山区水田边的田宇草 Mar-

neolaserpitiifolium ， 倒挂铁角藏 A. normα队长叶铁角

silea quadrifolia ， 这些藏类植物的食用部位主要是嫩

藏 A. prol归O咱αt归
u
凹
Lrrπ
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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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但还有一些藏类植物鲜叶含有有毒物质，对人畜

食用展类植物

我国民间以藏类植物为菜

海南岛石灰岩地区的食用藏类植物有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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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产生危害.以前还从康、金毛狗等葳类植物的根状

铁角藏属(忏
4 种 )λ、海金沙属 (σ3 种，即海南海金沙 L
句
，y

茎中提取淀粉或酿酒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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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有少量人工栽培外绝大多数处于野生状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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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αI川1) 、凤尾葳属(口3 种，即狭眼凤尾藏 Pteris bi-

此我们在植物保护的前提下，应该深入开展食用藏

aurita 、刺齿半边旗 P. d臼:par 、娱蛤草 P. vittata) 、毛

类植物资源的调查研究，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

食用藏类植物目前除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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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界有

恢复、石漠化治理提供了优良的选择植物;有些种类

些植物所能适应环境条件的范围比较小，只能适应

可用于提取药用化学成分-及新药开发 j 很多藏类植

一些特定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它们成为这类环境条

物也可以用于培育园艺栽培新品种;石灰岩地区的

件的指示植物，如有的植物只生长在钙质土上，而不

特有藏类植物及其指示植物对于研究该地区的植物

见于酸性土和盐碱土上，这类植物就是钙质土的指

区系地理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海南岛石灰岩地区藏

示植物 [10]

藏类植物的生活对外界环境条件的反应

类植物面临的直接威胁较少，间接的威胁主要来自

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它们相对更加容易成为指示该

人类过度干扰，如炸山采石、烧山开荒、盗砍槛伐以

地气候、地质、土壤等的指标 [11]

海南岛石灰岩地区

及采集药材等，造成藏类植物生存环境的恶化或完

钙质土的藏类指示植物有 8 种，即娱蛤草、毛轴碎米

全破坏，最终导致该地原有藏类植物的减少甚至消

葳 Cheilosoriα ch旧α阳、粉背康、鞭叶铁线葳 Adiar山m

失，这应当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并采取相应的

cαdαtum 、肿足藏、石生铁角藏 Asplenium s四化ola 、半

措施来保护该地区的植物资源，如加大资源保护的

边铁角葳 A.

宣传教育，不断完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并真正做

3. 1. 4

unilaterale 和贯众 Cyrtomium fortunei.

峡蛤草是我国暖温带、亚热带和热带气候区的钙质

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但最重要而且最有效的方式

土和石灰岩的指示植物[叫，在海南岛各地石灰岩均

还是改变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实现多种生产方式

有分布，主要生长在海拔 2∞ -600 m 的山脚和山坡

并存，以切实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并加强宣传教育

向阳处;鞭叶铁线葳常生长在石灰岩洞口或无直射

提高农民的环境保护意识.

阳光的石灰岩上，见于海南岛各地石灰岩;半边铁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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