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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植物园已有百余年发展历史，其大规模建设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以中国科学院为龙头开始了

现代植物园建设。迄今，我国植物园总数达 162 家，已步入快速建设和稳步发展阶段。我国植物园为中国植
物科学研究、资源利用、多样性保护及环境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已发展成为国际植物园体系的中坚力量和
发展主流。为应对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不利影响，植物园将扮演更为重要的社会角色。中国植物园应及时
调整发展战略，以提升植物保护、科学研究、环境教育和资源利用等基本功能为前提，从国家层面强化植物
园体系的整体协同发展，加强关键地区植物保护，促进“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为可持续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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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园是指拥有活植物收集区，并对收集区内

等全球重大挑战，我国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

的植物进行记录管理，使之可用于科学研究、保

一体”总体布局，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原

护、展示和教育的机构。经过近 500 年的发展，植

则。中国植物园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力军，是野

物园已成为开展植物多样性研究、物种保育、环境

生战略性植物资源保护的主体。通过加强我国植物

教育及资源利用的重要基地[1]。根据国际植物园协会

园体系的整体协同与合作，为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

（ IABG ）数据统计，全球现有植物园约 2 119 个，

提供了重要支撑，为世界植物园发展和植物多样性

目前共保育了各类植物至少 105 634 种，约占全球植

保护事业提供了“中国样板”。本文对中国植物园

物总数的 30% ，并保护了超过 40% 的已知受威胁物

现状进行评述，并提出了未来中国植物园需要关注

种[2]。面对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重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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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植物园（ 1954 年）和昆明植物园（ 1955 年）

1 中国植物园发展现状

的恢复重建。 1980 — 1994 年建立了深圳市仙湖植物

1.1 发展历程

园（ 1983 年）和华西亚高山植物园（ 1986 年）。

中国园林具有上千年的历史，但现代植物园的建

立是西方科学在中国传播之后形成的。 20 世纪初，

目前，中国科学院管理植物园（含与地方政府共

岳树木园等。据中国植物园联盟调查统计，我国现在

管）15 个，总面积为 68 319.7 公顷，占全国植物园总

共有各种类型植物园（树木园） 162 个（图 1 ），主

面积的 67%。其中，自然植被面积 59 488.2 公顷，占

要行政隶属管理单位有科技部门（含中国科学院）、

全国植物园自然植被面积的 78.1% ；植物专类园区面

教育部门、住房与城乡建设部门、林业部门、园林部

积 730 公顷，占全国植物园专类园区面积的 13.5% ；

门、农业部门、医药部门，并且我国香港、澳门、台

植物保育区/苗圃面积达 125.6 公顷，占全国植物园植

湾地区（以下简称“港澳台”）也建有多个植物园；

物保育区及苗圃面积的 12.4% 。中国科学院植物园已

这些植物园覆盖了我国主要气候区，分布于边缘热

建立了较大规模的人才队伍和较为完善的迁地保护

带地区（ 32 个）、亚热带地区（ 68 个）和温带地区

设施，其中组培微繁设施面积已达 11 527 平方米，占

（ 62 个） [3]。就现阶段而言，企业开发管理的植物园

全国植物园组培微繁设施面积的 31.4% ；种子库面积

呈增长趋势。不同隶属关系的植物园其功能和定位不

达 7 690 平方米，占全国植物园种子库面积的 64.3%。

同，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科学研究、园林园艺及环境

中国科学院植物园以开展植物资源调查、引种驯化及

教育等方面的侧重点亦有所不同。

其科学研究和资源应用、环境教育、园林园艺为主要

1934 年，我国建设了首个科学植物园——庐山植

任务，已成为中国现代植物园的核心和我国植物园建

物园。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中国科学院在植物园

设的引领者，并逐步发展成为国际植物园的重要力

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50—1964 年先后启动建立

量。

研究所（1956年，现“华南植物园”）、植物研究所

武汉植物园（ 1956 年）、桂林植物园（ 1958 年）

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科学院率先统筹院内资源，组

和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1959 年），并开展了南京

织成立中国科学院植物园工作委员会，注重在我国
不同生态区域部署植物园（图 2 ），加强植物园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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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植物园虽然建设起步较晚，但始终以科技创

新驱动经济发展和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为使命。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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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阶段性成果与贡献

北京植物园（1956 年）、鼎湖山树木园（1956 年）、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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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辰山植物园（2010 年）（图 2）。

中国通过西学引进始建一批现代意义的植物园，如熊

了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树木园（1955 年）、华南植物

20

自 1995 年以来建立了秦岭国家植物园（2001 年）和上

4

教育部门 住房与城乡 林业部门 园林部门 农业部门 医药部门 科技部门 港澳台 企业/其他
建设部门

图 1 中国植物园（树木园）隶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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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也为中国植物园的共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2013 年，中国科学院联合国家林业局（现“国家林业

和草原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共同启动建设中国
植物园联盟 ①； 2017 年 2 月，环境保护部（现“生态

中国植物园现状及未来发展策略

1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1959年）
2 华南植物园（1956年）
3 武汉植物园（1956年）
4 鼎湖山树木园（1956年）
5 昆明植物园（1955年）
6 华西亚高山植物园（1986年）
7 北京植物园（1956年）
8 沈阳树木园（1955年）
9 吐鲁番沙漠植物园（1976年）
10 深圳仙湖植物园（1983年）
11 桂林植物园（1958年）
12 庐山植物园（1934年）
13 上海辰山植物园（2010年）
14 南京中山植物园（1929年）
15 秦岭国家植物园（2001年）

图 2 中国科学院植物园分布

环境部”）作为联盟协调小组成员参与指导中国植物

中国植物园联盟成立以来，在全国范围内重点实

园联盟工作。中国植物园联盟现有 118 家植物园成员

施“本土植物全覆盖保护计划”，通过持续开展野

单位，旨在促进植物园科学发展和规范建设，更好地

外调查，每年动态更新各地区本土植物受威胁等级

服务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中国

变化数据；综合应用保护生物学工具箱中的各种工

植物园已经开创并摸索形成适合我国国情发展的植物

具，如迁地保护、就地保护、建立保护小区、野外回

园事业，并在世界植物园占有一席之地。

归、科普教育等方式，推进我国本土植物的清查与

1.2.1 强调协同创新，服务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整体

保护。据统计，我国 162 个植物园迁地保育维管植物

目标

约有 396 科、3 633 属、23 340 种（含种下等级），其

为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植物园作为中国生物

中我国本土植物为 288 科、 2 911 属、约 20 000 种，

多样性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致力于探索我国本土

分别占我国本土高等植物科的 91% 、属的 86% 、物

植物物种保护的方法和有效途径。1956 年，在中国科

种数的 60%；迁地保育濒危及受威胁植物的数量

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前身）等

约 1 500 种，约为我国记载的濒危及受威胁植物物种数

积极倡导下，中国科学院根据《1956—1967 年全国科

量的 39%[4]；建立了 1 195 个植物专类园区[3]，对我国

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会同中共广东省委、省林业厅

本土植物多样性保护发挥了积极作用。

把原属国营高要林场的 17 325 亩鼎湖山林场单独划出，

同时，依托活植物收集专类园区开展的科学研究

率先在广东鼎湖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从此

成果不断涌现，尤其在植物生理学与生态学、遗传改

拉开了中国自然保护区建设事业的序幕。

良与品种培育、植物资源评价、植物多样性保育研究

① www.cub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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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 2011 — 2018 年，中国科学院植物园出版专

1.2.2 立足国家战略，注重植物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国民经济发展

著 235 卷（册），在国际刊物发表科学论文 7 320 篇
（图 3 ），约占同时期世界植物园发表论文数量的一

植物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不仅是

半。中国植物园还积极参与“中国迁地保护植物大数

我国战略储备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生物多样性保护

据平台”项目。目前已建设完成“植物园机构信息数

和可持续利用的源头资源。我国植物园不仅有责任收

据库”，初步建成“中国植物园联盟植物信息管理平

集和保存好这些资源材料，更要对其进行合理开发

台（ PIMS ）”并在 40 个植物园推广使用。此外，搭

利用以满足国民经济发展（表 1 ）。我国植物园一直

建、共享“本土植物全覆盖保护数据”等，为掌握战

在不断创新，探索出了种质资源研究、新品种创制、

略植物资源的储备情况、针对性地指导我国本土植物

基因资源挖掘与产业化结合发展的新思路，为提高社

保护和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提供数据支撑和服务。

会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及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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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中国科学院植物园 2011—2018 年专著、专利及 SCI 论
文产出量
表1

科技部门

培育新品种
（个）
*

林业部门
园林部门
农业部门
医药部门

合计

锁。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通过调查得
出“云南在纬度 23 度以南的广大山区，只要海拔
在 1 500 米以下，都是无霜多雨地区，可试验种植巴西
橡胶树”的结论[5]，并实现了巴西橡胶树在中国的产业
化种植。这为我国获取橡胶这一重要物资发挥了关键
作用。多年来，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致力
于“环境友好型橡胶园”的研究，促进热带、亚热带
山地的农业技术水平和当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植物园（树木园）对植物资源发掘利用情况（2012—2014年）[3]
获授权新品种
（个）

园林观赏植物
（种次）

565

115

208

6 202

41

16

56

8

3

1

646

0

15

3

79

24

15

341

0

2

14

482

136

78

4 212

390

213

191

157

170

140

3 937

206

5

188

18

10

6

550

0

0

160

31

31

1

302

101

30

21

0

0

0

2

0

0

0

12

5

3

1 155

10

0

20

1 352

494

452

17 347

748

281

653

港澳台
企业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外对我国实行橡胶贸易封

申报新品种
（个）

教育部门

住房与建设部门

献。

*科技部门包含中国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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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开发
（个）

功能食品植物
（个）

果树
（种）

中国植物园现状及未来发展策略

12

猴桃资源调查、收集，目前共保存了 58 个品种资源

10

（含变种和变型），保育了 80 余个品种资源和万余杂
交后代，建设了世界上最大的猕猴桃种质基因库，已
经成为引领国内外猕猴桃科研与产业化的主导力量。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自 1962 年引种印度尼西亚
檀香以来，在檀香的胚胎发育以及运用生物技术研究
优质檀香品种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并已将檀香规
模化繁育及栽培技术转让国内外多家企业，极大推进

人数（百万）

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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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中国科学院植物园 2011—2018 年入园参观人数

了国际檀香产业的发展。

1.2.3 理论实践结合，加强顶层设计，推动中国植物

园环境教育事业发展
环境教育工作已经成为我国植物园的重要组成部

在成为贴合百姓生活、提升科学素养、服务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要科普基地。

1.2.4 开放合作，在国际舞台中扮演重要角色

分。我国植物园不断完善科普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搭

中国植物园加强与各国植物园、国际组织的合作

建科普平台和科普解说系统，寓教育于游览观赏之

并积极参与国际相关策略的制定，通过国际交流与合

中，使植物园逐渐成为公众休憩与科普教育的理想场

作，提升自身的国际影响力。中国科学院植物园通过

所。以中国科学院植物园为引领，我国植物园在带动

牵头建立“中-非联合研究中心” ②和“中国科学院东

开展面向中小学科学教育、冬夏令营和研学实践、环

南亚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 ③等，拓展我国在世界生

境教育研究，以及富有中国科学院科学特色的植物园

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的研究空间，促进“一带一路”绿

科学教育与环境教育活动中，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色发展；积极与植物园国际组织合作，并在其中扮演

（图 4）。

重要角色。例如：设立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BGCI）

同时，中国植物园还十分重视培养科普人才

中国办公室（广州）和国际植物园协会（ IABG ）秘

队伍。自 2013 年起，中国植物园联盟每年举办为

书处（广州）；积极承办世界植物园大会（武汉，

期 15 天的“环境教育研究与实践高级培训班”（中国

2007 年）、世界植物学大会（深圳，2017 年）等大型

植物园联盟“黄埔班”之一，另两个为“园林园艺与

国际会议，展现中国植物园的发展与成果。

景观建设培训班”“植物分类与鉴定培训班”）。至

2 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今，该培训班已经为全国各植物园及相关机构培养环
境教育人才 189 人次；中国植物园联盟还选派优秀学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中国植

员至国外植物园学习交流，由此拓宽了专业人员的国

物园作为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在城市发展、地方和

际化视野和合作渠道。通过深入挖掘植物科学与文化

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发挥愈加重要作用，是广大民

内涵，不断完善与优化科普教育活动，以及注重科学

众提高科学素养的重要场所。在国家及地方政府的积

传播的顶层设计和植物园间互动协作，我国植物园正

极推动下，以雄安国家植物园、昆明国家植物博物馆

② www.sinafrica.cas.cn.
③ www.seabri.cn.
院刊 1355

专题：战略生物资源的保护与利用

以及墨脱植物园为代表，生态文明建设使一大批新建

和非政府环境保护组织等各方面力量，在区域生物多

或在建植物园的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

样性保护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等发挥关键乃至领导作

时，作为开展生物资源有效保护的重要场所，中国植

用。

物园已经成为国家战略性植物种质资源的储备库，担
当着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的重要角色。

（2）强化植物园整体功能建设。目前，我国植物
园存在管理分散、功能不一、规模与能力差异大的问

近年来，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造成了显著影

题。通过建设“国家植物园体系标准与技术规范”等

响 [6]。为应对各种挑战，国际社会倡议发起“新保护

分类评价标准和技术规范，充分发挥优势植物园的引

行动”，通过创新方法以实现可持续发展。而自始至

领作用和示范效应，建立分工协作的物种保育、园林

终以生物多样性迁地保护、植物资源可持续利用以及

园艺和环境教育网络，打造国家植物园体系，将对提

公众科普教育为主要职能的植物园，将在其中扮演极

升我国植物园整体能力，应对生物多样性消失、气候

为重要的作用，成为地球上真正意义上的“诺亚方

变化等环境问题发挥更大作用，也为其他国家提供可

舟”。同时，面对植物保护的变革，植物园也需要重

供参考、借鉴的“中国方案”。

新思考自身在防止植物生态灭绝、发展创新方案使生

（3）推动关键地区植物保护统筹部署。在我国生

态系统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促进推进可持续的生产

物多样性丰富和热点地区，要建立就地和迁地保护体

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新使命。

系，采取更为灵活有效的保护策略，提升保护效率，

3 中国植物园未来发展策略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因此，根据我国的自然条
件、社会经济状况、自然资源以及主要保护对象分布

中国植物园目前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与不足，如：

特点等因素，综合考虑代表性的生态系统类型地区、

公园化倾向和同质化现象，植物园功能与科学研究结

特有程度、物种丰富性、珍稀濒危等级、科学研究价

合不紧密，植物园资源配置不合理，缺乏专业化人才

值、经济用途等多项因素的基础上，统筹把握我国植

队伍，缺乏关于迁地保护整合的技能、知识和规程，

物园整体布局，推动在尚未建立植物园的关键地区

以及植物园活植物收集和迁地保育管理系统不够完

（如青藏高原寒带和寒温带、热带或亚热带地区 [1,7]）

善 [1]。这些问题严重影响植物园功能的发挥。目前，

新建设一些植物园或异地收集保护基地。

中国植物园已经意识到打破区域壁垒、加强联网协同

（ 4 ）建立国家层面的国际合作协调机制。 “一

的重要性，通过调整优化使命定位，努力使中国植物

带一路”涉及地区贯穿亚欧非大陆，连接生物多样性

园成为地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的领导者和跨界合作的

保护热点地区，而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对这些地区的

平台与中心。

生物多样性构成严重威胁 [8]。作为“一带一路”倡议

（ 1 ）注重植物园的能力建设。 植物园保护、科

的发起国，中国的植物园有责任联合“一带一路”

研、科普和利用功能仍需要进一步提升，重点加强

沿线国家共同保护各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比如，通过

植物引种驯化信息系统建设，建设数字植物园。中国

建立植物园协调机构，在“一带一路”科学组织联盟

地理区域广泛，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且区域性分布明

（ ANSO ）下建设“一带一路”植物园联盟（ANSO-

显。各个植物园要根据生态环境、现有资源、人才储

BGU），鼓励重点地区建立国家植物园，振兴已有植

备、地区发展需求，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突出优势、

物园，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植物园能够在迁地

强调特色，积极联合所在地区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

保护、能力建设以及环境教育方面的共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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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botanical gardens have a history of more than 100 years, but large-scale construction began in the 1950s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botanical gardens led b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AS). Currently there are 162 gardens in China,
which have entered the stage of rapid construction and steady development. Chinese botanical gardens have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native plant conservation,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 China, and have become the
backbone and part of mainstream of international botanical garden community. To cope with negative effects of human disturbance
on ecosystem, botanical gardens will play a more important social role; thus, the Chinese botanical gardens should adjust their
developmental strategies to improve creational practices, national integrative development, to propose new initiatives in key areas and
to develop national botanical garden system, so as to meet the conservation goal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al goals and suppor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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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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