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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踏查法对广东增城南香山森林公园植物资源、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南香山共有维营植物 123 科 321 属
461 种，包括族类植物 17 科 20 属 24 种、裸子植物 3 科 2 属 4 种、被子植物 103 科 299 属 433 种-其中野生维管植物

115 科 277 属咽。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和珍稀濒危植物 5 种，属于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植物有 3 科 3 属 3 种，
属于珍稀濒危植物的有 3 科 3 属 3 种，既是珍稀濒危植物又是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只有土沉香 Aquilaria si旧时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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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total of 461 species and varieties of vascular plants belonging to 321 genera , 123 families
were found in Nanxiangshan , of which , 24 were fem species falling into 20 genera , 17 families , 4 町m
nospem species belonging to 2 genera , 3 families , and 433 angiosperm species belonging to 299 genera ,
103 families. 400 species were wild vascular plants belonging to 277 genera , 155 families. 5 species

were national key protected wild plants and endangered plants. 3 species were national key protected
plants belonging to 3 genera , 3 families. 3 species were endangered plants belonging to 3 genera , 3 families.

Aquilariα smenes臼 was

both endangered plants and national key protected pl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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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香山森林公园(简称南香山)现已成为增城市

它位于珠江三角洲的东北部，东界惠州，南邻东莞，

批建的 13 个森林公园之一，建成后将成为广州市近

西接广州，北壤从化，北回归线横贯北部，北纬

郊市民重要的休闲活动区域.境内有田园、果园等景

23.18 0 ，东经 113.49 0 ，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均气

观.本次应用踏查法开展了南香山本底植物资源调

温 20 -22 "c ，年均降雨量 1 869 mm ，适宜于热带、亚

查，以深入了解境内的自然环境和生态资源情况，从

热带作物生长，是著名的荔枝之乡、鱼米之乡.南香

而为南香山的有效规划建设及建成后的生态效益评

山占地约 2 ∞o hm ，主峰南香山(古称南樵山)海拔

价提供科学依据.

433.2 m ，与南海西樵山、博罗东樵山(罗津山)鼎足

1

2

而立，合称"广东三樵突起在东江下游的平原上.

调查地概况

增城作为广州东翼的"绿饰既是广东省的文 2
明和卫生城市，也是该省的林业生态城市，全市森林
覆盖率达 48% ，是珠江三角洲大工业圈中的绿洲.

调查方法
于 2006 年 10 月，对南香山进行踏查，并采集、

鉴定标本和记录所有境内的维管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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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维管植物共有 115 科 277 属 400 种.从习性上看，

结果与分析

3

乔灌木有 193 种，草本有 188 种，攀援、缠绕或匍匍
型植物有 80 种，包括无根藤 Cωsytha 卢liform臼和寄

植物区系特点

3.1

57

根据文献[ 1-2 J 和本文调查结果(表 1 )显示，南

生藤 Dendrotrophe 斤utescens 等寄生性藤本.在 123 科

香山共有维管植物 123 科 321 属 461 种(含 61 种栽

中，植物种类在 10 种以上的科有 9 个，大都为世界

培种) ，包括藏类植物 17 科 20 属 24 种、裸子植物 3

分布科和热带亚热带分布科(表 2) .

科 2 属 4 种、被子植物 103 科 299 属 433 种.其中野
表1

Tab. 1

南香山维管植物科、属、种数及生活型

The varieties and life-form of vascular

plan臼 in

Nanxiangshan Forest Park

科数

属数

种数

乔木

灌木

草本

藤本

no. of families

no. of genera

no. of species

arbor

shrub

herb

liana

藏类植物 pteridophytes

17

20

24

。

。

21

3

裸子植物 gymnosperms

3

2

4

3

。

O

1

90

243

353

117

68

分类群

taxa

双子叶植物 dicots
单子叶植物 mon∞ots
合计 total
表2

Tab.2

13

56

80

4

123

321

461

124

南香山植物种类 10 种以上的科及其地理分布类型

The distribution type of the families of seed plant

表3

Tab.3

属数

Iamily name

种数

分布类型

no. of genera

no. of s严Cles

distrihuLion type

5

10

热带、亚热带分布

棒科Lauracea

69

69

7

188

80

南香山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和珍稀濒危植物
R且re

and endangered plant as well as national key

protected plant species in Nanxiangshan Forest Park

which contains more lhan 10 endemic species
科名

69

91

种名

specles name
金毛狗 Cibotium

barometz
camphora

棒树 Cinnamomum

科名

保护级别

fiunily name

protection level

蚌壳藏科

II 级 [3]

棒科

II 级 [3]

瑞香科

II 级 [3]& 皿级 [5 -6]

桑科

皿级 [5-6]

茜草科

E 级 [5 -6]

14

23

世界分布

6

10

世界分布

11

16

世界分布

3

11

热带、亚热带分布

茜草科 Rubiaceae

10

16

热带、亚热带分布

菊科 Composi Lae

19

25

世界分布，主产温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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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就科 Euphorbiaceae
蔷薇科 Ro阻ceae
蝶形花科 Papilionaceae
桑科 Moraceae

莎草科 Cyperaceae
禾本科 Graminae

土沉香 Aqui1aria sinens白

自桂木 An町arpω hypargyreus
巴斡天 Mo巾da

officinalis

R比
ωmπ山 Cω
o阳
mm
阳
π
z

sebife
如rπ
rum 和一点红等;理血药有阵真香 Acro叮chia pe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及珍稀颜危植物

3.2

dunculata 和杜鹊 Rhododendron sirr山z 等;止血药有白

根据文献 [3-8J 和本次调查结果(表 3) 显示，南

茅 Imperata cylindrica 和艾 Artemisia argyi 等.其他民

香山共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和珍稀濒危植物 5

间常用草药或凉荼有梅叶冬青 llex asprella , X鸟矢藤

种，其中属于国家 II 级重点保护的野生植物有 3 科 3

Paederia scandens 和草珊珊 Sαrcandra glabra 等.

属 3 种，分别占广东省自然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植

3.3.2

用材树种一类用材有红锥 Cα‘归nopsis hys-

物(37 科 50 属 65 种)的 8.11 %、 6% 和 4. 629毛;属于

tnx; 二类用材有华润楠 Machilus chine旧is 和石标

珍稀濒危植物的有 3 种，隶属于 3 科 3 属，占广东省

Lithocarpω glaber 等;三类用材有日本杜英 Elαeo

自然分布的珍稀濒危植物 75 种的 4% ;土沉香既是

carp山 jαpomc山、鼠剌 Itea chinensis 和山杜英 Elaeo

珍稀濒危植物又是国家重点保护植物.
经济植物资源

3.3

carp山 sylvestris 等.

3.3.3

纤维植物

纤维植物优势科有草麻科、榆科

据本次调查和文献 [9-12 J 可知，南香山有药用植

和桑科等，如构树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布渣叶 Mi

物 258 种，观赏植物 108 种，用材树种 54 种，纤维植物

crocos paniculata 、芝麻 Boehmeria nivea 、紫麻 Oreocnide

32 种，野生水果 20 种，油脂植物 25 种，饲料植物 29

frutescens 、白背叶 Mallot旧 α:pelta 、白揪 Mallotus panic-

种，辑料植物 33 种，芳香植物 26 种，淀粉植物 23 种-

3.3. 1

药用植物

园内药用植物丰富且功效多样，

ulat山、山黄麻 Trema to阳ntosa 和山芝麻 Helicteres an-

gustifolia 等.

野生水果植物

该类植物以酥猴桃科、葡萄

其中利水渗湿药有海金沙 Lygodium japon阳m 和车

3.3.4

前草 Plantago asiatica 等;抗癌药有蔬莫 Smilax china

科、柿科和蔷薇科等为主，比较常见的重要野生水果

和地稳 Melastoma dodecandrum 等 i 泻下药有直麻

植物有杨梅 Myricα rubra 、多花山竹子 Garcinia mul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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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ra 、桃金娘 Rhodomyrt山 tomenωsα 、罗浮柿 Diospyros

树、土沉香、白桂木和巴韩天) ，其中荷木 Schima su-

mornswna 、茅莓 Rubus parvifolius 、山荔枝 Dendro

perbα 、马占相思 Acac归 mangwm 、鸭脚木 Sch伊era oc-

benthamia hoπgkongens白、华南ð5~猴桃 Actinidia glauco-

tophylla 、假苹婆、潺搞树、马尾松 Pinωmωomana 、

phylla 和阔叶ð5~猴桃 Actinidia latifol町等.
油脂植物

湿地松 Pin山 elliottii 、华润楠等构成乔木层优势种 i

调查表明，山苍子 Litsea cubebα 、

灌木层则多以野牡丹 Melωtoma candidum 、米碎花

香叶树 Lindera commun挝、光叶山黄麻 Tremα cannabi

Eury，α chinensis 、桃金娘、龙船花 Ixora chi阴阳臼等为

m 、乌相、多花山竹子、大叶算盘子 Glochidion lα町凹'

主;草本植物常见的有草珊砌、狗脊康、淡竹叶 Lo

3.3.5

larium 等油脂植物在园内较常见.

3.3.6

饲料植物

大多数为禾本科和鸭町草科植

物，如弓果君主 Cyrtococcum patens 、虾钳菜 Altemαnthera
sessil臼、水竹叶 Murdαnma 呵uetra 、大苞鸭町草 Com

melina paludosa 等.

3.3.7

探料植物

常见的植物种类有石标、山杜

英、猴欢喜 Sloaneα slnens队降真香、山黄麻、朴树

Celtis sinens白、南酸枣 Choerospondias axillaris 和盐肤
木 Rhus chinensis 等.

3.3.8

芳香植物

比较重要的有棒树、阴香 Ci仇
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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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9

淀粉植物

淀粉植物主要有狗脊、金毛狗、

野葛 Pueraria lobata 、菠莫、木防己 Cocculus orb比ula
t山、红锥、网脉山龙眼 Helicia reticulata 、薛荔 F止出
pumila 和士在苓 Smilax glabra 等.

3.3.10

观赏植物

phatherum gracile 和芒 Miscαnthω smens叫藤本植物
多为茅莓和玉叶金花等.可见，南香山植物种类众
多，具多重经济价值，且形成一个少数濒危保护植物

种质资源天然保存库.该园也处于经济发达、交通便
利的广州市郊，为增城乃至广州居民提供了一个不
可多得的天然休想场所.所以，南香山森林公园的建

立和发展将有利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而且对
该区域植物物种的保护，对防风、保持水土、涵养水
源，尤其是对境内各水库的水源保护，以及改善环境
和提供生态旅游胜地等方面都起到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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