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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吐鲁番沙漠植物园，实践了沙拐枣属植物随机到种质资源保护的植物园科学引种模

式，取得了持续性和丰富的基础理论和成果，形成了地域代表种的引种、基础研究和推广为

一体的植物园价值体系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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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Turpan Eremophyte Botanical Garden, the scientific introduction model of the
Calligonum has been lived up from the random model to the protected germplasm model, which
also supplied continuous and rich basic theories and achievements, and has formed a value system
of a geographical representative genus in modern Botanical Garden, including its introduction,
basic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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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过吐鲁番沙漠植物园的人都会发现，在近 100 hm2面积的园区里，见到最

多的植物是沙拐枣（Calligonum spp.）（图 1）。沙拐枣的确是吐鲁番沙漠植物园

的骨干植物，它们不仅是吐鲁番沙漠植物园创建与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

还是干旱荒漠区生态建设的重要贡献者。沙拐枣属植物一直伴随着吐鲁番沙漠植

物园的成长和发展，可以说，沙拐枣属植物就是吐鲁番沙漠植物园的镇园之宝。



蓼科沙拐枣属的植物是干旱区（半干旱区）沙漠和戈壁上广泛分布的旱生或

超旱生植物，是中亚和亚洲中部荒漠植被的重要建群植物之一，在亚洲、欧洲南

部和非洲北部均有分布[1]。该属植物种类较多，在荒漠生态系统中的地位重要，

许多种类又是优良的防沙固沙灌木，在沙漠治理中应用前景广阔 。沙拐枣属植

物种的鉴定，主要是根据果实外部的形态特征，其形态特征多样。根据果实的形

态特征属下分成 4个组[1-2]：泡果组、翅果组、基翅组和刺果组。（图 2）。

一、新疆第一个植物园的诞生--吐鲁番沙漠植物园

吐鲁番是著名的“风库”，植物园地处原吐鲁番县的红旗公社（现称“恰特

喀勒乡”）西缘的90000亩（6000 hm2）风蚀、流沙地（图3）[3]。植树造林、防风

治沙、改善生产环境，成了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急迫需求。

图 1 植物园大面积的沙拐枣固沙景观

Fig 1. Calligonum L.species in the TE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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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沙拐枣属 4个组植物的果实形态差异

Fig 2. The fruits morphology of four groups of Calligonum L.



在降水稀缺的吐鲁番地区，利用冬季坎儿井常年流淌的农闲水，对沙荒地进

行一次性灌溉。经过引种试验，仅依靠冬季一次性灌溉，最终筛选出适应性较好

的植物有艾比湖沙拐枣、头状沙拐枣、乔木状沙拐枣和泡果沙拐枣。

这些早期试验种植沙拐枣已成为成年植株，阻挡、固定了流沙，形成小沙山，

成为吐鲁番沙漠植物园的一个参观景点（图 4）。

在吐鲁番极其艰苦恶劣的条件下，经过近几年的努力，克服重重困难，从一

次次失败中获得科学经验，终于为这片不毛之地增添了新绿（图 5）。也为吐鲁

番地区利用冬季农闲水一次性冬灌大面积营造沙拐枣固沙林提供了科学依据和

方法，这也为吐鲁番沙漠植物园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三、沙拐枣属植物的引种

图 3 原吐鲁番县红旗公社西缘的流沙地和风蚀地

Fig 3. The sands and wind erosion sites of the western edge of the Red Flag Commune in

Turpan

图 4 植物园的参观景点之一

Fig 4. One of attractions of the TEBG
图 5 不毛之地增添了新绿、固定了流沙

Fig 5. New green and fixed quicksand in the
barren land



二、沙拐枣属植物的引种

第一批引种是在 1971年，引进的是艾比湖沙拐枣，通过直播种植试验成功

后，第二批于 1972年从中国科学院沙坡头沙漠研究站引进了头状沙拐枣和乔木

状沙拐枣。

第三次大量引种是在 1977年秋季，引回在河西走廊沙漠分布的蒙古沙拐枣、

甘肃沙拐枣、戈壁沙拐枣等。结合植物园建设，采取专属引种的方法，广泛引进

各种沙拐枣，有小沙拐枣、塔里木沙拐枣、无叶沙拐枣、密刺沙拐枣、东疆沙拐

枣、蒙古沙拐枣、库尔勒沙拐枣、英吉莎沙拐枣、柴达木沙拐枣、若羌沙拐枣、

阿拉善沙拐枣、塔克拉玛干沙拐枣、粗糙沙拐枣、褐色沙拐枣、重齿沙拐枣、吉

木乃沙拐枣等。

自 2005至 2007年，依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支持，开展多次野外引种

考察，行程约 2万千米。本次考察范围广阔，东临内蒙古自治区的二连浩特，西

至北疆地区的精河地区，北起新疆阿勒泰地区 185 团，南到南疆的若羌地区，

共涉及中国的七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巴丹吉林沙漠、

腾格里沙漠、柴达木沙漠、库木塔格沙漠和乌兰布和沙漠。调查 20 多个居群，

40 多个样方，采集植物标本 1970 份，单株沙拐枣果实 400 多号。2011至 2013

年依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支持，行程逾 1万千米，分别对分布在新疆南、

北，东疆等地的沙拐枣属植物进行补充考察。

在上述工作基础上，建立了“沙拐枣属植物种质资源圃”，收集沙拐枣刺果

组种质资源 636 株；国外沙拐枣属植物种质资源近 90株，有从利比亚撒哈拉沙

漠引回阿尔塔沙拐枣，从乌兹别克斯坦喀孜勒库姆和费尔干纳谷地沙漠采集了泡

果沙拐枣、小果沙拐枣、绵毛沙拐枣、乔木沙拐枣、密刺沙拐枣等 10多个种的

果实，涉及 7个野外居群 21个样方的 85株沙拐枣属植物。目前，种质资源圃内

共收集国内外近 115 个野外居群沙拐枣。并对所有不同居群、不同个体采集的

标本和果实，建立了腊叶标本库和果实标本库。

从 1971年开始引种沙拐枣属植物一直到现在，可以骄傲地说，吐鲁番沙漠

植物园是我国迁地保护沙拐枣植物资源最多的植物园，在全球范围可能也是第一。

三、沙拐枣属植物的研究



沙拐枣属植物的研究是从应用到基础研究，从植物引种驯化逐步深入到植物

分类学和保护生物学的方向。

沙拐枣属植物前期研究主要针对其种苗学和造林学，先后就“沙拐枣造林治

沙”、“ 沙拐枣特性与栽培技术”、“ 沙拐枣扦插育苗”等方向发表论文。从 1976

年开始，吐鲁番沙漠植物园走上以“科研促建园” 的发展模式。先后完成多项研

究课题，取得了重大成果，获得多次奖励。主要研究内容涉及：①种子特性；②

茎枝繁育特性；③种子(插条)育苗技术；④直播和扦插造林技术；⑤固沙效益与

防护效益；⑥生态效益；⑦经济效益（饲用、薪柴价值）；⑧虫害防治等方面。

自 1986、2004年分别获得两项国家自然基金资助后，陆续又争取到科技部、

基金委和中国科学院的相关项目 7个，对沙拐枣研究逐步涉及到：①生理生态；

②形态解剖；③细胞学[4]；④经典分类[5][6]；⑤系统进化；⑥植物化学；⑦生态

地理；⑧群落结构；⑨谱系地理学； ⑩繁殖生物学[7-8]；⑪分子生物学；⑫群落

建园理论与实践；⑬田间种质圃建设[9]； ⑭数据库建设等。累计在国内外针对

沙拐枣属植物研究发表论文近 50篇，培养博士和硕士研究生 10名，获发明专利

1项，计算机软件登记 2项。

四、 沙拐枣属植物的推广应用

沙拐枣属植物是具有多种经济利用价值的资源植物。开花盛期花朵累累，香

气宜人，既是蜜源植物，也是香料植物，还有一定的药用价值[10]。

沙拐枣属植物的丛枝茂密翠绿，株型各异，尤为美观的是形态不同的各种果

实，是美化环境的极好材料。幼果期果实形态美丽，色彩鲜艳，观赏价值极高。

沙拐属植物最重要的应用价值是防风固沙、耐干旱、抗风蚀、适沙埋的特性，

不仅在荒漠生态系统中起到建群种作用，也是干旱区生态恢复与重建的优良灌木。

植物园对沙拐枣植物资源引种驯化和繁育的最终目是为了异地保护和开发

利用。沙拐枣属植物的推广应用最早是在吐鲁番地区，20世纪 70年代中期，就

引起当地各县林业部门的重视，组织基层领导和农民到吐鲁番沙漠植物来参观、

学习，还有近 50个单位先后引种累计近百次。

吐鲁番沙漠植物园先后向新疆各地和西北有关的风沙灾害地区提供的沙拐

枣苗木或插条达上百万株（根），种子数十吨，为沙拐枣属植物的推广应用做出



了很大贡献，充分发挥了植物园开发植物资源的作用。一个植物园能给应用单位

一次提供 1000 kg的植物种子，这可能也是少有的。

诸多单位在实施防风固沙、沙漠化防治等生态建设项目中，引种沙拐枣属等

植物后取得了显著效果，有些项目还荣获奖励表彰，如：“莫索湾沙漠化防治措

施研究” 1988年获新疆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策勒流沙治理试验研究”1989年获自

治区科技进步二等奖，1990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1995年 6月 17日，在

第一个“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球土地退化和荒漠

化控制成功业绩奖”；“ 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绿洲过渡带生态环境区综合治理

技术及试验示范研究” 1996年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三等奖和国家“八五”攻关

科技成就奖；“塔中油田生物防沙绿化示范工程技术” 2000年获新疆科技进步

二等奖；“石西油田沙漠绿化示范” 2002年获新疆科技进步三等奖；“塔里木沙

漠公路综合防护关键技术开发与应用”2004年获新疆科技进步二等奖等。上述

说明，沙拐枣属植物推广应用所产生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非常显

著的。

更可喜的是，沙拐枣属植物不再局限于它们的应用价值，现在已经形成了“沙

拐枣文化”，成为干旱区良好环境的代表，也为吐鲁番沙漠植物园增加了更新一

个层次的内容。

五、 展望

“引种、研究和推广应用”三步曲的工作方式为吐鲁番沙漠植物园获得诸多科

研成果奠定了基础，而且，植物园先后承担的诸多课题及其获得的成果都同沙拐

枣有着密切关系。

干旱荒漠区的自然生境多样，沙拐枣属植物在长期适应恶劣条件的过程中，

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具潜在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的物种（含变种）与遗传基因，

包括能够适应生物和非生物逆境（抗病虫、抗寒、抗旱、抗高温、抗风沙、抗贫

瘠、抗盐碱等）与观赏性强的表型基因和速生基因等，可为干旱区受损生态系统

恢复、城市生态园林系统建设和乡土植物资源产业化提供丰富的种质资源。

吐鲁番沙漠植物园对沙拐枣属植物的引种与研究工作并未结束，目前已收集



国产沙拐枣属植物的全部，并结合大面积固沙造林的工作，建立了沙拐枣防风固

沙的示范样板区和推广应用的展示区；结合国家科技部的专项支持建立了“沙拐

枣属植物种质资源圃”和“沙拐枣属植物科技信息平台网页”；有效地提升吐鲁

番沙漠植物园在专类植物研究方面的科技创新能力。但是，待研究的问题还有很

多，以不同居群为代表建立的种质资源圃有待充实与完善；对已采腊叶标本和种

子标本的整理及其信息数字化、标准化；“沙拐枣网页”已设计的相关内容（各个

数据库）有待充实完善，并实现英文网页建设和共享服务等。

将来将开展全球沙拐枣属的研究，在国产沙拐枣属植物种质资源迁地保护的

基础之上，逐步将引种区域从中亚拓展到西亚、欧洲南部和非洲北部的自然分布

区，广泛收集世界分布的所有沙拐枣属种类及其丰富的变异类群，增加吐鲁番沙

漠植物园沙拐枣专类园区的遗传多样性，建立以不同居群为代表的田间种质资源

圃；建成突出荒漠植被特点的群落样地，适度引入其他伴生的灌木和多年生草本

植物，增加园景建设内容和专类园的内涵。争取成为世界上保存沙拐枣属植物物

种最丰富的种质资源库和研究中心，为沙拐枣属植物的分类和系统演化研究、多

样性保护研究和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提供更多、更新的理论依据与植物种质资源储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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