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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农业野生植物资源概述

第一节：农业野生植物资源的概念和种类

一、基本概念和术语

1、野生植物：指在自然界长期生存但未经人工栽培的

所有植物，包括藻类、菌类、地衣、苔藓、蕨类和种

子植物。国家法律规定要保护的野生植物，则是指天

然生长的珍贵植物和具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文化

价值的濒危、稀有植物。根据其保护程度的不同，可

分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2、农业野生植物：指所有与农业生产和人

类生活有直接关系的野生植物。农业野生

植物不但包括可以直接利用的野生植物，

如用于采摘野生果实食用、工业原料、药

用等野生植物，还包括与作物（栽培植物）

有关的野生近缘植物，如野生稻、野生大

豆、小麦野生近缘植物等。



野生稻



野生大豆



野生小麦



3、农业野生植物资源：农业野生植物资源是

指所有与农业生产和人类生活相关的野生植

物的种类、居群和特性的多样性。农业野生

植物资源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包

括了物种多样性、遗传多样性、生态多样性

和景观多样性。



4、资源植物：指对人类具有某种开发利用价

值的植物，如食用、药用、材用、芳香、油

料以及工业用植物。资源植物为人类的生存

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来源，具有能够自

然更新和人为繁殖的再生性特点，但受到自

然环境和气候条件变化的制约。



5、濒危物种：指所有由于物种自身的原因或

受到人类活动或自然灾害的影响而有灭绝危

险的野生动植物物种。从管理的角度，濒危

物种可以分为绝对性和相对性两类。

http://baike.baidu.com/view/9983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45269.htm


根据国际自然资源保护联盟的规定，物种濒危划分为8个
等级：

1、灭绝：如果1个生物分类单元的最后一个个体已经死亡，

列为灭绝。

2、野生灭绝：如果1个生物分类单元的个体仅生活在人工

栽培和人工圈养状态下，列为野生灭绝。

3、极危：野外状态下1个生物分类单元灭绝概率很高时，

列为极危。

4、濒危：1个生物分类单元，虽未达到极危，但在可预见

的不久将来，其野生状态下灭绝的概率高，列为濒危。

物种濒危等级



5、易危：1个生物分类单元虽未达到极危或濒危的标

准，但在未来一段时间中其在野生状态下灭绝的概

率较高，列为易危。

6、低危：一个生物分类单元，经评估不符合列为极危、

濒危或易危任一等级的标准，列为低危。

7、数据不足：对于1个生物分类单元，若无足够的资

料对其灭绝风险进行直接或间接的评估时，可列为

数据不足。

8、未评估：未应用有关IUCN濒危物种标准评估的分类

单元列为未评估。



二、农业野生植物的种类及其数量

 中国农业野生植物有10000种以上，分为4大类22个

类群。

 食用植物：粮、油、糖、果、菜、饮料；牧草、饲

料，共4300种。

 原料植物：纤维、橡胶、树胶、芳香油、工业油、

鞣质、色素、寄主、编织、共约3400种。

 药用植物：医药、兽药、土农药，共5700种。

 环保植物：观赏、环保指示、固沙防污、固氮，共

约660种。



世界和中国已知的和估计的植物物种数（括号中为我国的濒危种数）

世界已 中国已 中国占世界已
知

世界估

知种数 知种数 种数的百分比
%

计种数

病 毒 5000 400 8 130 000

藻 类 40 000 5 000 12.5 60 000

菌物（真菌、粘菌及卵
菌）

69 000 8 000 11.6 1 500 000

苔藓植
物

23 000 2 200（28）

高

等 蕨类植
物

12 000 26 000
（80）

植 裸子植
物

750 200（75）

物 被子植
物

250 000 25 000
（826）

合 计 285 750 30 000
（1009）

10.5 300 000



第二节：农业野生植物的重要性

农业野生植物与栽培植物的关系

·※野生植物→栽培作物

※栽培植物与野生植物的
区别，在于是否经过人
工的驯化和栽培。



消耗使用价值：

不用于买卖，也

不记入GDP，但是

一旦失去将造成许

多人生活质量下降，

甚至无法维持。
在世界许多地区，柴火仍然是人们主
要的燃料来源。



生产使用价值

是赋予那些从野外收获、且在国
内或国际市场上出售的产品的一
种直接价值。

一些看似不重要的自然产品，是
很多重要加工产品的起点。

野生鼠李树皮，100万美元 松弛剂，75亿美元

工业加工



优异基因丰富：高产、
优质、抗病虫、抗逆境、雄
性不育、氮磷高效

抗 病

高 产

耐 寒

固 沙



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提升农业可持续发展

野生资源

生态安全 粮食安全

培育新品种优异基因

农民增收

•利用潜力大

http://icgr.caas.net.cn/
http://icgr.caas.net.cn/
http://www.56960.com/news/185/1555.asp
http://www.56960.com/news/185/1555.asp
http://www.cs-agric.com.cn/yqqy/fudi.htm
http://www.cs-agric.com.cn/yqqy/fudi.htm
http://www.sgseed.com/pro2.htm
http://www.sgseed.com/pro2.htm
http://61.177.235.197/yuwen/yw4/htm/yw04sz3.htm
http://61.177.235.197/yuwen/yw4/htm/yw04sz3.htm
http://news.sohu.com/52/84/news215088452.shtml
http://news.sohu.com/52/84/news215088452.shtml
http://nongye.kaiping.gov.cn/sdgm.htm
http://nongye.kaiping.gov.cn/sdgm.htm
http://news.sina.com.cn/c/2003-11-17/14472151651.shtml
http://news.sina.com.cn/c/2003-11-17/14472151651.shtml
http://www.xy315.com/lscz/2.asp
http://www.xy315.com/lscz/2.asp
http://www.tzdaily.com.cn/2001/11/12/7.htm
http://www.tzdaily.com.cn/2001/11/12/7.htm


重要性实例

杂交稻“野败”不育系

；北京小黑豆；

中华猕猴桃；



一个物种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脉!!

一个基因关乎一个民族的兴衰!!!



第三节：中国农业野生植物资源现状

一、中国农业野生植物的丰富性

◆我国有高等植物3万余种，仅次于巴西和马来西亚，

居世界第三位。

◆我国又是世界上农业野生植物资源最丰富的国家

之一，约有农业野生植物10000种，包括粮食作物、

油料作物、蔬菜、果树等野生近缘种。

◆我国也是世界上栽培作物的重要起源中心之一，

拥 有大量的作物地方及野生近缘种材料。



 1920~1940年间，苏联瓦维洛夫考察队跨亚、

欧、非、美洲60多个国家，180次，搜集了25万

余份植物材料

于1935年发表了《育种的理论基础》一书，提出

栽培植物起源中心学说，并首次绘制了栽培植物起

源中心图

● 瓦维洛夫的起源中心学说





作物起源的八大中心：

1.中国中心：中国中西部山区及相邻的低地。

谷、黍、荞麦、高粱、大豆

2.印度中心：缅甸、印度东部、马莱西亚群岛、菲律
宾、印度支那。

水稻、甘蔗、亚洲棉

3.中亚细亚中心：印度西北部、阿富汗、前苏联的塔
吉克、乌兹别克、天山西部

普通小麦、草棉

4.近东中心：土耳其、伊朗的西北部、外高加索、土
库曼等。

一粒小麦、二粒小麦、苜蓿



5.地中海中心：地中海沿岸的南欧和北非地区。

甜菜、黑麦

6.阿比西尼亚中心：以埃塞俄比亚高原为中心。

小麦、大麦

7.墨西哥南部和中美中心。

玉米、菜豆、甘薯、陆地棉

8.南美中心：秘鲁、厄瓜多尔、玻利维亚、智利、巴
西、巴拉圭等。

烟草、马铃薯、花生、海岛棉



二、中国利用农业野生植物的历史与现状

衣着原料：兽皮和树皮 麻类植物和蚕丝 棉

纤维

以药用植物为主的药物专著 ：《神农本草经》

杂交稻的成功选育和利用

生产新材料、新药品、新食物、新能源



三、中国农业野生植物被破坏和流失情况

破坏加重





发菜危机



肉苁蓉危机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资金和资源方面的差距

●发达国家大肆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

●通过开发自主知识产权获取高额利润

 例：野生大豆事件，兰花与猕猴桃资源的流失

 例：我国资源引进输出比例(1:10)

流失严重



兰花流失

硬叶兜兰

大雪兰

文山红柱兰

蕙兰

美花石斛



猕猴桃的流失

中华猕猴桃

新西兰 姬维果

Kiwifruit



四、农业野生植物被破坏和流失的原因分析

（1）垦荒、乱砍滥伐、养殖、修建道路、开采矿藏、

设立开发区和旅游点以及环境污染、生态恶化。

（2）法律法规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

（3）社会公众和部分领导的野生植物保护意识较淡薄。

（4）农业野生植物资源的本底不清，无法制定科学的

保护管理政策，主管部门、执法部门的业务素质亟待

提高。



五、中国已经采取的保护措施

▲ 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等法律

法规，出台了《农业野生植物保护管理办法》，初步

建立起了农业野生植物保护法律法规

▲ 2003年，农业部成立了野生植物管理办公室，大部分

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立了专门的农业野生植物管理

机构，从中央到省、市、县各级农业部门初步建立了

农业野生植物保护的组织管理体系，配备了专职人员。

▲ 区域性大规模普查：青藏高原、云贵高原、海南等



▲ 区域性调查收集：云南、西藏、海南、神农架、大巴

山、黔南桂西、三峡库区、“京九”沿线

▲ 专项调查收集：野生稻、野生大豆、牧草、饲草、果、

茶、桑等

▲ 结果：收集保存30000多份，建成了32个多年生植物

种质资源保存圃，共建成了100多个农业野生植物原

生境保护示范点等。



 国际性法律法规：生物多样性公约、国际环

境保护条约、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东南

亚及太平洋植物保护协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保

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

世界自然宪章、联合国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

纪议程、国际农业和粮食植物遗传资源条约等。

第二章：国内外农业野生植物保护的法律法规
和政策



发达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及其背景

◆ 美国： “濒危物种法案” 、成立了濒危物种委员会
的机构、 “专利法”

◆ 英国：“植物保护法规 ”

发展中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及其背景

◆巴西：“生物多样性和遗传资源保护暂行条例 ”
“巴西遗传资源获取法 ”

◆印度 ：“生物多样性法案 ” 、“植物品种保护
和农民权利法案” 、成立了国家生物多样性管理

局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差别及原

因分析

政策、法规差异较大

资源贫乏的西方发达国家高度重视各种生物资源的

搜集、保存和利用

发展中国家往往“重保护”、“轻利用”



– 《环境保护法》

– 《农业法》

– 《野生动物保护法》

– 《野生植物保护条例》

– 《自然保护区条例》

– 《濒危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条例》

– 《农业野生植物保护办法》

– 《农作物种质资源管理办法》

–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

国内法律法规



《野生植物保护条例》

特别强调：

（1）、国家对野生植物资源实行加强保护、积

极发展、合理利用的方针；

（2）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野生植物资源的

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采集野生植物或者

破坏其生长环境；

（3）外国人不得在中国境内采集或者收购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



(4)第十三条 建设项目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生长环境产生不利影

响的，建设单位提交的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必须对

此作出评价；环境保护部门在审批环境影响报告

书时，应当征求野生植物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5)第十七条 采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单

位和个人，必须按照采集证规定的种类、数量、

地点、期限和方法进行采集。

(6)第二十条 禁止出口未定名的或者新发现并

有重要价值的野生植物。



《农业野生植物保护办法》

第五条 农业部和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在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物种天然集中分布区域，划
定并建立国家级或省级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类
型自然保护区

 第十条 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生长地或周边
地区实施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在该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中对是否影响野生植物生存
环境作出专项评价。

第十一条 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及其生长环境
造成危害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并报当地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接受调查处理。



第十五条 申请采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应当
填写《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采集申请表》，并分
别按以下程序向有关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植物采集许可证》。

第二十一条 出口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或者进

出口中国参加的国际公约所限制进出口的野生植物，

应当填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进出口许可申请

表》，并经申请者所在地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签

署审核意见后，报农业部野生植物保护管理办公室

申请办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进出口许可审批

表》。



第二十二条 符合《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并经

农业部野生植物保护管理办公室批准进行野外考察

的外国人，应当在地方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有关人员

的陪同下，按照规定的时间、区域、路线、植物种

类进行考察。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规定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

物采集申请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采集许

可证》、《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进出口许可申请

表》和《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进出口许可审批表》

等文书格式，由农业部规定。有关表格由农业部野

生植物保护管理办公室统一监制。《出售、收购国

家重点保护二级野生植物申请表》等其他文书格式

由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



中国农业野生植物保护与利用的计划与规划

 1986年《中国自然保护纲要》

 1994年《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

 1996年《中国自然保护区发展规划纲要（1996-2010
年）》

 1998年《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

 2000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

 2007年《全国生物物种资源保护与利用规划纲要》

其他：《全国生态保护“十一五”规划》、《全国重
点生态功能保护区规划（2006-2020）》

 2010年：《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



中国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取得的成绩

根据《野生植物保护条例》，农业部主管林区外野
生植物的管理

 2002年，农业部制定并发布了《农业野生植物保护
办法》

 2001年和2003年，分别成立了农业野生植物保护领
导小组、农业部野生植物保护专家审定委员会、外
来入侵生物控制领导小组和管理办公室

发布《农业野生植物保护工作方案》、《甘草和麻
黄草采集管理办法》等相关政策

 1999年，国务院批准并公布了国家林业局和农业部
制定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



自2001年开始，农业部每年举办农业野生植物培

训班；制作农业野生植物电视专题片；广泛开展

农业野生植物宣传和普及活动

对列入《名录》的野生植物物种进行了系统调查

和重点收集，已收集各类农业野生植物资源3000

多份

至2007年底，已在全国24个省（市、自治区）建

成农业野生植物原生境保护点107个，包括26类野

生植物的40多个物种

加大了对外国人在中国境内采集或收购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植物的管理力度



第三章农业野生植物的保护技术与成就

第一节：异位保存

概念：离开野生植物的原有生存环境进行保存。

种质库：低温、干燥、密封；短、中、长期；2万份。

种质圃：遗传异质性较高的多年生野生植物，野生稻圃、

野生花生圃，小麦野生近缘植物圃，果、茶、桑、甘蔗、

水生蔬菜、麻类圃中也有许多野生种。

试管苗：无性繁殖的甘薯、马铃薯等；试管苗置5~

10ºC 保存。

超低温：顽拗型种子植物，如水生菱、茭白，可可，橡

胶，柑桔类，芒果，榴莲等；液态氮中（-196ºC）。





国家作物种质交换中期库



国家种质南宁野生稻圃



国家种质武昌野生花生圃：103份，25个种



多年生小麦野生近缘植物圃：2704份，225个种



国家种质徐州甘薯试管苗库：1003份，2个种



国家种质克山马铃薯试管库：1001份，1个种



超 低 温 保 存



概念：在野生植物的原有生存环境中进行保存。

物理隔离方式：利用围墙、围栏等方式通过建立保

护点的保护方式

主流化方式：通过提高地方政府和农民的知识和意

识，从而达到保护野生植物目的的保护方式

第二节：原生境保护



物理隔离保护方式的应用

 保护点建设方式：围墙、围栏、植物篱笆

 保护点建设标准：《农业野生植物原生境保护点建

设技术规范》（2008）

 保护点管理：《农业野生植物原生境保护点管理技

术规范》和《农业野生植物原生境保护点监测预警

技术规范》

 保护点建设成效：已建成189个





围栏保护案例



围墙保护案例



植物篱笆保护案例



※ 物理隔离（SP1）存在的问题：

隔离可能使保护地内物种消长发生变化、需要长
期管理人员和经费、设施设备需要定期维护



主流化保护方式的应用

新疆乌鲁木齐县小麦
野生近缘植物保护区

宁夏盐池县小麦野生近
缘植物保护区

云南景洪县野
生稻保护区

海南省文昌县野
生稻保护区

广西昭平野生稻
保护区

河南桐柏县野生
大豆保护区

黑龙江巴彦县野生
大豆保护区

吉林省延边州龙井市
野生大豆保护区

GEF资助

在8个分布点开展与农业生产相结合方式的示范









土地开垦

滥砍乱伐

过度放牧

旅游开发

水源地被利用等

中国现有的法律法规不
健全，执法不严

农民缺乏保护知识和意
识

分布地多为贫穷偏远地
区，生存压力对现有资
源的依赖程度高

发展经济的方式少，资
金和技术匮乏

调研结果

国际国内缺乏可行的实践经验



实施战略

建立以消除威胁因素及其根源为导

向的激励机制，引导农民积极参与农业

野生植物保护的同时，提高农民的生产

生活水平，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可持续性。



激励机制设计的总体思路

¶ 以政策法规为先导，通过约束人的行为减少对作物野生近

缘植物及其栖息地的破坏

¶ 以生计替代为核心，切实帮助农牧民解决生计问题，降低

农牧民对作物野生近缘植物及其栖息地的依赖程度

¶ 以资金激励为后盾，引导农牧民逐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模

式，充分利用国家灵活的农村金融政策，持续发展家庭经济

¶ 以提高意识为纽带，通过精神和物质奖励鼓励农牧民主动

参与作物野生近缘植物的保护活动



¶ 有利于作物野生近缘植物保护

¶ 充分体现农牧民生存和发展的迫切需求

¶ 对改善农牧民生活条件和作物野生近缘植物保护均具有可

持续性

¶ 与现行扶贫、妇女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政策相结合

¶ 与各级政府正在执行的工程或项目相结合

¶ 因地制宜，每项激励措施应具有可操作性、可持续性和被

当地政府及农牧民认可

激励机制设计的基本原则



耕地面积大，但
由于缺水，耕作水
平极低，亩产不足
300斤。无灌溉设施，
人畜饮水困难

村民依赖扩大
草场放牧维持生计，
偷牧、抢牧现象时
有发生干旱严重，草场严重退化，

小麦野生近缘植物受到严重
威胁

保护点所在村基本情况

案例：宁夏盐池小麦野生近缘植物保护点激励机制

设计方案



目标物种面临的威胁因素及其根源

过度放牧为其主要威胁因素

农牧民没有圈养习惯

圈养缺乏饲料

种植饲料植物没有灌溉设施

地下水不适于人畜饮用

当地居民人均收入低，生活水平差，资金匮乏



当地居民的需求与迫切愿望

开挖机井和铺设灌溉设施，种植玉米等粮饲兼用植物

建设集雨设施，解决人畜饮水困难

修建暖圈，以便牲畜安全过冬

建设沼气池，满足燃料需求

购买种羊、农机具等



当地政府开展的相关活动

实施“三位一体（改厕、改厨、建沼气）”工程

集雨工程

暖圈建设工程

种畜补贴、农机补贴等民生工程

为农民提供小额信贷，鼓励农民发展庭院经济等



激励机制方案

小额信贷

水

灌溉 饮用

粮食饲料 庭院经济

绿化美化
圈养

沼气

厨房 厕所

暖圈 改厨改厕

三位一体



• 灌溉设施建设

具体任务：新打机井3眼；铺设300亩农田膜下滴灌

设施；更换变压器1台（160千瓦），新架设低压线路

2千米。

资金来源：GEF项目投入扶持，盐池县水利局、电
力局配套经费，农民投入劳动力。

效益分析：300亩玉米（按亩产1200斤计），能够
解决全村粮食问题；秸秆可以满足全村牲畜的饲料；
草场放牧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小麦野生近缘植物得到
有效保护













• 集雨工程

具体任务：每户修建150平方米集雨场和20立方米

水窖，共88套。

资金来源：GEF项目投入扶持，盐池县水利局配套
经费，农民投入劳动力。

效益分析：满足88户农民生活用水，改善生活条件；
节省88户农民每年水费约10万元，节约大量劳动力成
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