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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是我国第二大天然檬胶基地，到２００７年底

谍地类同“１。为了较好地控制胶园的水土流失、培肥

植腔面积４０万ｈｍｌ．其中开剖面积１７万ｈｍ。。植胶

土壤，促进橡胶的生长发育和橡胶生产的可持续发

多年后腔园土壤肥力旱明显下降趋势，退化严重；近

展．胶园覆盖至关重要。胶周覆盖是指橡腔园中橡胶

２０年来西双版纳腔同土壤养分舍最明显Ｆ降．有机质

树行问种植覆盖作物，“达到覆盖地而，保持水土、培

下降幅度为ｎ

肥土壤、促进腔树生长、提高脸树产量和节约管理用

２５～１

２５个百分点，全氨下降ｎ０２３～
２ｍｇ／虹，速效钾下

丁的目的”。而脏园间种一般经济作物或非豆科绿

降３０—６９ｍｇ／ｋｇ．ｐＨ值提高ｎ１一ｎ ７…。大部分开割

肥晷易导致橡胶和问种作物之间的水分、养丹和光照

胺园林下植被缺乏，水土流失严重。研究表明，有一

的争夺，过度消耗土壤养分．加剧土壤退化。豆科绿

定盖度的贴地面灌术和草本植物覆盖可有效防止土

肥覆盖投资少、见效快．能有救保持水土、富晕养分、

壤侵蚀，而乔术林即使有一定的盖度．还须与Ｆ术或

改善腔斟生态环境，“及充分利用林下资源、促进农

地被物配合方能正常发挥作用，否则其防蚀般果与

林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一，。

ｎ

０３３个百分点，速救磷下降１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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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蜘遗传女嚣学报

橡胶树是多年生高大阔叶乔术．常规种植下５
年左右树冠基本郁蔽，睬冬季短暂的落叶外，其余时

况等谰青。
１．２分类鉴定

间（开割到更新２０多年）枝叶繁茂．胶同内荫蔽度

标本的分类、鉴定由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

大，光照严重不足．一般绿肥无法继续正常生

植物同标本馆完成。

长”…。目前，关于云南省地方蟹豫、作物种匝的研

ｌ

３评债方式

究已有较多报道４’，但国内外关于云南林用绿肥

｛田查时绿肥出现的频度、十体数量和分布状况，

方面的研究较少。本文通过系统调查云南开割腔园

用多摩级（少见、常见、多）和分布形式（零星分散

现有豆科绿肥种质资源的种类、地理丹相，生物学特

式、集群小片式、单优群落式）表示。绿肥耐荫性则

性、生境状况和根瘤情况等，以厦开展绿肥资源现状

根据绿肥所分布的生境、胶圊荫蔽度ｍ及绿肥的生

与结瘤特征评价，旨在全面了解云南腔同耐荫豆科

活力，定性划分为强、中、弱３个等级，根瘤大小随

绿肥种质资振现状促进野生绿肥资源前保护和合

机选取５株绿肥．每株选取３十中等大小根瘤．测量

理开发利用，同时将为开割胶日乃至成林后荫蔽度

其最长，最短处，然后求平均值。

大的＾工经济林小的地面覆盖提供优良耐荫绿肥种
质资源．为建立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并荤的高优生

２云南开割胶园豆科绿肥资源现状
评价

态胶园提供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持。

通过对云南开割腔同生态系统豆科绿肥的广泛

１资源调查

谓查发现，开割胶回林下空间利用卑徂低，大多数腔

Ｉ．１方法

园均任其生长杂草，几乎无人工绿肥覆盏，自然植

采用访戗和踏勘相结合的方法。在云南西双版

被中豆科绿肥种娄、数量很少。共采集豆科绿肥

纳、普洱、红河、德宏，临治等主要植腔医的开割胶园

标本１０２份，分类鉴定结果为２２属４２种，其中含

中．选取绿肥种质资游丰寓、有代表性的生产从和种

羞草业科】种、云宴Ⅱ科，种、蝶形花亚科３８种

植场。Ｔ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开展豆科绿肥种类、数量、地

（表１），云南开割腔眉豆科缘肥资源现状呈现如

理分布、生物学特性、生话力、生境状况以厦根瘤情

下特点。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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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肥，其中包括１３个单种属．占总属的近６０％：５个

云南开割胶园豆科绿肥只有４２种，耐荫性强的

２种属，占２２ ７％；３十盈以上种的属仅有４个．即

绿皑种类更少，仅１６种，占总种数的３８ Ｉ％。云南

葛唇和宿苞豆厨（３个种），猪屎豆属（５个种）和山

热区具有丰富的豆科植物资源，仅西双版纳Ｂ查明

蚂蝗属（６个种）．占总属的近１８ ２％。大多数属中

的豆科植物有１０３属ｊ４２种”“，而本调查中豆科仅

种类很少，以１种和少种属占优势＋属中种类２种及

占已蛐属、种的２１ ４％和１２ ３％。云南开割胶园林

以下的属占８Ｉ

下植＝漩烈禾本科、蕨类植物为主，豆科植物很少。

２．３生活型级居多

８％。

可能是由于开剖腔圃荫蔽度大，林下光照少；加上

以草本、藤本、亚灌木为主．灌木很少。所调

目前云南的大部分橡腔同均实行一年一砍或两

查剜的豆科绿肥包括１７种草本（含草本或亚灌

砍，郎每年的６—７月份或１１—１２月份对肢同自然

木），１２种藤本，６种亚灌朱（舍亚灌术或灌木）；草

植被人为砍除，臂草高度为１５—２０ｅｍ，容易造成调

本、藤奉、亚寝术占总调查种觳的８３ ３％。７种灌

查时忽略了长势弱、覆盖慢的绿肥种类；有的檬腔

木（台灌术或小乔术）．但占１６ ７％。这些特点与

农场前些年由于对环境保护重要性认阻不足，为

开割腔园部闭度大和现行的一年两缺林管方式分

减少林管用工曾施用除草剂，故使腔园内豆科绿

不开。

肥种类减少。

２．４绿肥分布广泛．无特殊地理分布种

２

２属中种类少

云南开割艘园生态系统分布有２２个属的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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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多数绿肥在整个植腔区都有分布，肯弛和多
见的绿肥有２５种，占总绿肥种娄的６０％左右。加

＃＊ｍ传女∞＃ｍ

假地豆、大叶拿身草、太叶山蚂蝗、华扁豆、刺毛黧巨

２．６多数处于自然野生状盎

等在整个植腔区随处可见。总体而言，云南开弃Ｉ腔

目前云南开割胶园豆科绿肥贷源基本未进行开

园生态系统中，阳坡较阴坡林下绿肥种类丰富，盖度

发利用。豆科植物用途广泛，不仅可作绿肥、饲料、

大；坡中和坡下豆科绿肥种类较坡上要丰富得

药材、木材、染料、蜜源植物等，而且也是可食用的高

多“。。民营胶同无论是绿肥种类还是盖度都比国

营养农作物，可为人类提供２２％的植物蛋白、３２％

营农场丰富，ｑＩ能是由于民营腔园对林下植被管理

的脂肪和油娄、７％的碳水化台物”“。所诩查研究

比国营农场较为粗放。

的绿肥．几乎都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用途，主要可作绿

５植株个体数量少

肥、饲料，具有药坩价值。开发潜力太的豆科绿肥有

ａ

绿肥太多为零星分散式，少数为集群小片式，难
于形成单优群落。调查结果表明，零星分散卉的豆
科绿肥有”种，占总调查种致的７３ ８％；有１０种
绿肥聚集生长．能形成集群小片式，即毛蔓豆、距瓣

毛蔓豆、距瓣豆、大叶山蚂蝗、假地豆、十一叶术蓝、
刺毛黧豆等。

３

云南开割胶园豆科绿肥根瘤特征

豆、大叶山蚂蝗，假地豆、大叶拿身草、三点盘、十一

与非豆科绿肥相比．豆科绿肥般具有根瘤，能

叶术蓝、葛、硬毛宿苞豆、华扁豆，主要为山蚂蝗届；

固定空气中游离的氮。增加土壤氮素营养．每年固氨

而只有村毛黧豆１种能形成单优群落，主要分布在

量占全球生物固氯量的６５％以上““。对云南腔囝

西烈版纳的东风农场，景洪农场，临沧的盂定农

豆科绿肥种类调查同时，剥查了１７种出现频次高、

场等地。

数量多的绿肥棍瘤情况，详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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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云实亚科的决明不结瘤和密花葛未见根瘤
外，其余豆科绿肥均能自然结瘤，结瘤率达８８

２％。

睬刺毛黧最、葛、三裂叶野葛、狸尾草结瘤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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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ｌａｎｈｔｉｏｎ嘲口ｓｋｍ

大多数豆科根瘤数量多；根瘤普遍较大，直径变幅为
ｌ一５ｍｍ，只有大叶山蚂蝗、大叶拿身草小于２ｍｍ．
直径犬于３ｍｍ的豆科绿肥种类有距瓣豆、稽屎豆、

２期

杨春霞等：云南胶园耐荫豆科绿肥资源调查与评价

１６ｌ

十一叶木蓝、三裂叶野葛，这可能与云南热区气温高

肥在云南胶园的适应性，评价绿肥覆盖的生态、经济

和降雨量多的生态环境有关。１“。根瘤形态以规则

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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