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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祁连山东段地区葱属植物资源调查与引种栽培试验
李靖辉 1，陵军成 2
（1.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祁连自然保护站，甘肃 天祝 733203；2. 甘肃省天祝县林业工作站，甘肃 天祝 733299）

摘要：为保护葱属 Allium 植物资源和丰富葱属植物栽培种类，2017 年 6—10 月，调查了甘肃祁连山东段葱属植物资
源种类和利用现状，2018 年 4 月—2019 年 10 月，进行了引种栽培试验。结果表明：甘肃祁连山东段地区共有葱属
植物 9 种，分别为天蓝韭 A. cyaneum、高山韭 A. sikkimense、唐古韭 A. tanguticum、镰叶韭 A. carolinianum、野黄韭
A. rude、青甘韭 A. przewalskianum、碱韭 A. polyrhizum、蒙古韭 A. mongolicum、金头韭 A. herderianum，分布海拔为
2 000 ~ 4 500 m，其中高山韭、唐古韭和野黄韭为潮湿性生境种类，天蓝韭、镰叶韭、青甘韭、碱韭、蒙古韭和金头
韭为干旱性生境种类；葱属植物的经济价值主要是食用、药用和观赏；利用现状是以采挖野生资源为主，人工栽培
为辅。人工引种栽培后，9 个种类的种子发芽率为 68.41% ~ 95.73%，嫩叶折合产量为 7 922.55 ~ 13 538.40 kg·hm-2，
鲜葱花折合产量为 2 732.25 ~ 4 746.00 kg·hm-2，9 个葱属植物的种子发芽率、嫩叶和鲜葱花折合产量多数种类之间
达到显著差异（P＜0.05）或极显著差异（P＜0.01）。9 个葱属植物在生产中均具有一定的栽培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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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Introduction and Cultivation of Allium Resources in the Eastern Qilian
Mountain in Gansu
LI Jing-hui1，LING Jun-cheng2
（1. Qilian Station of Gansu Qilianshan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Center, Tianzhu Gansu 733203; 2. Forestry Work
Station of Tianzhu County, Tianzhu Gansu 733299）

Abstract: During June and October 2017, investigation was carried out on Allium resources and their current utilization in the eastern Qilian
Mountain in Gansu province. From April 2018 to October 2019, introduction and of obtained species of Allium was conducted.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re were 9 species in the investigated area, namely A. cyaneum, A. sikkimense, A. tanguticum, A. carolinianum, A. rude, A. przewalskianum, A.
polyrhizum, A. mongolicum, A. herderianum. They were distributed at altitude of 2 000-4 500 m, A. sikkimense, A. tanguticum and A. rude was at
humid habitat, and A. cyaneum, A. carolinianum, A. przewalskianum, A. polyrhizum, A. mongolicum and A. herderianum liked dry habitat. The
economic value of Allium in investigated area was edible, medicinal and ornamental by mainly harvesting wild resources and cultivating. Introduction
experiment demonstrated that seed germination rate of nine species was 68.41%-95.73%, the yield of fresh leaf was 7 922.55-13 538.40 kg/ha, and
the yield of fresh flower was 2 732.25-4 746.00 kg/ha. The experiment showed that seed germination rate, fresh leaf and flower yield

had extreme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9 Allium species (P＜0.05) or significant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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葱属 Allium 是百合科 Liliaceae 多年生草本植物，在甘肃省祁连山东段地区自然分布很广，种类较多，是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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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植被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产实践中，葱属植物作为野菜食用、中药材防病治病和观赏植物
陶冶人们的情操已有悠久的历史[1]。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健康的关注，绿色和有机蔬菜受到人们的青睐，
来自大自然的野菜纯天然无污染，是绿色和有机蔬菜的重要来源之一，从而助长了对野生资源的采挖，这种采挖
利用的盲目性、无序性和强度很大。葱属植物也不例外，有些种类数量急剧减少，甚至在局部地区灭绝。保护葱
属植物资源的有效途径就是通过人工引种栽培，提高栽培面积和供应量，从而减少对野生资源的采挖量，最终使
这一珍品佳肴走进千家万户。这种保护模式已在野韭 A. ramosum[2]、茖葱 A. victorialis[3]和苣荬菜 Sonchus arvensis[4]
等野菜上取得显著成效。本研究结合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植物资源调查，研究了葱属植物的资源分布、经济
价值和利用现状，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了引种栽培试验，以期为这一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提供参考资料。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概况
资源调查地点为祁连山东段地区，分布在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境内，地理坐标为 102°07′ ~ 103°46′ E，

36°31′ ~ 37°55′ N，其面积与天祝县行政管辖面积 100%重合，该地位于祁连山北麓，东西最宽处为 142.6 km，
南北最长处为 158.4 km，面积为 7 149 km2，海拔为 2 000 ~ 4 500 m，年均气温为－16 ~ 35℃，年降水量为 265 ~
632 mm，其中 60%的降水量分布在 6—9 月，雨热同季，无霜期为 90 ~ 145 d，≥10℃的积温为 500 ~ 900℃，
为 40 ~ 70 d，年均日照时数为 2 500 ~ 2 700 h。调查地南高北低、西高东低，南边是高山峡谷，森林资源丰富；
中间是浅山区，地势平缓，草原资源丰富；北边濒临大漠，是绿洲和荒漠区。试验地农、林、牧交错分布，多
样的地形、地貌、气候孕育了丰富的植物资源。
引种栽培地点为乌鞘岭林场黑沟苗圃，位于天祝藏族自治县安远镇黑沟河谷地带，地理坐标为 102°21′E，
37°15′N。属大陆性高原季风气候，光照充足，海拔为 2 452 m，相对无霜期为 90 ~ 145 d，年均日照时数为 2 700
h，年均降水量为 400 mm，年均气温为 2.8℃，最热月 7 月的平均气温为 11.4℃，极端高温为 35℃，最冷月 1
月的平均气温为－6.2℃，极端低温为－15℃。土壤为砂壤土。
1.2

试验方法

1.2.1 资源调查

2017 年 6—10 月，在资源调查地点调查葱属植物资源。调查方法主要是野外踏查。采集标本

后与植物彩色图谱等文献[5-6]进行比对鉴定，并记录不同种类的分布海拔和生境条件，采集种子备用。
1.2.2 经济价值与利用现状调查

查清其经济价值，
2017 年 6—10 月，
对调查确认的葱属植物查阅相关资料[5-6]，

并走访周边居民和农贸市场，对其利用现状进行走访调查。
1.2.3 引种栽培试验

2018 年 4 月，将采集的葱属植物种子在引种栽培地进行引种栽培试验，不同葱属种子参

照葱属栽培种大葱 A. fistulosum var. giganteam 栽培技术进行播种栽培。播种时先将苗圃地浇足水，7 天后待地
表变干泛白时深翻土壤，敲碎土块耙平地面，沿南北方向开行距 25 cm，深 3 cm 浅沟，沿沟底按株距 5 cm 点播
种子，播种量为 80 粒·m-2，播种完成后覆土掩埋浅沟，等待种子发芽。种子发芽后及时浇水、追肥、除草。
不同葱属植物种子播种小区面积均为 6 m2，随机区组，重复 3 次。播种后 40 d 时统计发芽种子数量。种子
破土出苗视为发芽，计算发芽率（%）：发芽率（%）=（发芽种子数量÷播种数量）×100。
2019 年 3 月下旬鳞茎发芽后，每隔 1 月采收 1 次嫩叶，6 月上旬开花后，陆续采收葱花，称取每次采收的
嫩叶鲜质量和葱花鲜质量，2019 年 10 月底，最后一次采收完成后统计采收的嫩叶和葱花鲜总质量，计算折合
产量（kg·hm-2）：折合产量（kg·hm-2）=（每小区采收的嫩叶或葱花总质量×10 000 m2）÷小区面积 6 m2。
所有测定数据取平均值。
1.3

数据分析
利用 Excel 2003 和 DPS 9.05 软件对试验数据进行 Duncan’s 新复极差多重比较，分析各葱属植物发芽率和

产量指标的差异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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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葱属植物资源调查
祁连山东段地区葱属植物资源调查结果见表 1。
Table 1
种名

天蓝韭 A. cyaneum
高山韭 A. sikkimense
唐古韭 A. tanguticum
镰叶韭 A. carolinianum
野黄韭 A. rude
青甘韭 A. przewalskianum
碱韭 A. polyrhizum
蒙古韭 A. mongolicum
金头韭 A. herderianum

表 1 葱属植物的分布海拔、生境条件、经济价值和利用现状
Altitude and habitat of distribution of Allium in the eastern Qilian Mountain

分布海拔和生境条件
海拔 2 000 ~ 2 900 m 山地阳坡草原
海拔 3 000 m 山坡、草地、林缘或灌丛下
海拔 2 000 ~ 3 000 m 山坡草地
海拔 3 000 m 砾石山坡、向阳的林下和草地
海拔 3 000 m 草甸或潮湿山坡
海拔 2 000 ~ 4 000 m 阳坡草地、沟滩
海拔 2 000 ~ 2 500 m 干旱山坡、滩地
海拔 2 000 ~ 2 800 m 荒漠
海拔 2 900 ~ 3 900 m 向阳山坡或干草原

经济价值
食用、观赏
食用、药用、观赏
食用、观赏
食用、观赏
食用、观赏
食用、观赏
食用、观赏
食用、药用、观赏
食用、观赏

利用现状
以采挖野生资源为主、人工栽培为辅
以采挖野生资源为主、人工栽培为辅
以采挖野生资源为主、人工栽培为辅
以采挖野生资源为主、人工栽培为辅
以采挖野生资源为主、人工栽培为辅
以采挖野生资源为主、人工栽培为辅
以采挖野生资源为主、人工栽培为辅
以采挖野生资源为主、人工栽培为辅
以采挖野生资源为主、人工栽培为辅

由表 1 结果表明，祁连山东段地区分布的野生葱属植物共有 9 种，为天蓝韭、高山韭、唐古韭、镰叶韭、
野黄韭、青甘韭、碱韭、蒙古韭、金头韭，分别出现在不同海拔高度和生境中。按分布海拔区域范围可分为大
尺度、中尺度和小尺度。青甘韭分布在海拔 2 000 ~ 4 000 m，分布海拔落差达 2 000 m，属大尺度海拔分布种类；
天蓝韭、唐古韭、碱韭、蒙古韭和金头韭的分布海拔分别为 2 000 ~ 2 900 m、2 000 ~ 3 000 m、2 000 ~ 2 500 m、
2 000 ~ 2 800 m 和 2 900 ~ 3 900 m，分布海拔落差分别在 500 ~ 1 000 m 之间变动，属中尺度海拔分布种类；而
高山韭、镰叶韭和野黄韭的分布海拔均在 3 000 m 左右，分布海拔落差较小，约为 100 m，属小尺度海拔分布种
类。按生长地土壤含水量可分为潮湿性生境种类和干旱性生境种类。高山韭、唐古韭和野黄韭分别生长在潮湿
的山坡、草地或灌丛下，属潮湿性生境种类；而天蓝韭、镰叶韭、青甘韭、碱韭、蒙古韭和金头韭分别生长在
阳坡草原、砾石山坡、干旱山坡、干旱沟滩、干旱滩地或荒漠，属干旱性生境种类。
2.2

经济价值与利用现状调查
祁连山东段地区葱属植物资源经济价值与利用现状调查结果见表 1。
由表 1 表明，祁连山东段地区葱属植物的经济价值主要是食用、药用和观赏，利用现状是以采挖野生资源

为主、人工栽培为辅。葱属植物地上部分叶片纤维素含量低，质地柔嫩，其经济价值主要是作为蔬菜鲜食或腌
制成咸菜食用。半球形伞形花序因鲜嫩芳香，作调味的佐料，其经济价值是开花后采摘晾干制成粉末状食用。
地下部分鳞茎圆柱形，簇生，鳞茎外皮黑褐色，革质，老时纤维质近网状，其经济价值主要用作中药材入药，
很少食用。除了食用和药用价值外，葱属植物花色繁多，绚丽多姿，人们常将葱属植物移栽到自家花园或花盆
内种植，以供观赏。
可供鲜食和腌制咸菜的种类有天蓝韭、高山韭、唐古韭、镰叶韭、野黄韭、青甘韭、蒙古韭和金头韭。在
走访中人们将部分葱属植物嫩叶、嫩茎、鳞茎洗净后用开水烫一下，再加入食用油、食盐等佐料，即可做成夏
季凉菜食用，也可制成咸菜罐头冬季食用。所有葱属植物的葱花均可食用，干葱花主要用来调烫，当地有名的
美食就是油炝葱花烩面片。部分葱属植物入药后，具有开胃、消食、杀虫的作用[7-8]。可供药用的种类有高山韭
和蒙古韭。调查中所有葱属植物均可观赏。
由于葱属植物的多功能和多用途，其利用现状均以采挖野生资源为主，人工栽培为辅，而且人工栽培的葱
属植物也只是将野生植株移入花园或菜园栽培。葱属植物主要以种子繁殖，也可用鳞茎营养繁殖，但繁殖能力
有限。种子成熟后落入泥土中形成新的植株，花朵被采摘后，种子繁殖途径被阻断，种群数量难以扩大。嫩叶
被多次采集后，再生叶片的生长又消耗鳞茎中的大量养分，有机物质难以积累，鳞茎繁殖也受到影响[9]。调查
中发现被频繁采摘叶片和葱花的蒙古韭等种类的多度和盖度明显下降，在临近村庄的草原上已很难见到。
2.3

引种栽培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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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野生葱属植物种子引种栽培效果如表 2。由表 2 可知，9 种葱种的种子发芽率、嫩叶和鲜葱花折合产量
之间的差异较大，多数种类之间达到显著差异（P＜0.05）或极显著差异（P＜0.01）。
2.3.1 不同葱种的发芽率分析

在 9 种葱属植物中，天蓝韭种子的发芽率最高，达 95.73%，与其他 8 个种类之

间均达到显著（P＜0.05）或极显著差异（P＜
0.01）；碱韭种子的发芽率最低，为 68.41%，
与其他 8 个种类之间均达到极显著差异（P＜
0.01）；其他 7 个种类的种子发芽率在 68.41%
~ 95.73%之间，其中高山韭、唐古韭、野黄韭、
蒙古韭的种子发芽率均在 81.67% ~ 86.37%，种

Table 2

表 2 葱属植物引种栽培效果
Introduction and cultivation of Allium
折合产量/（kg·hm-2）

种名

种子发芽率/%

天蓝韭

95.73±3.96aA

7 922.55±469.92hG

3 678.00±159.08dC

高山韭

83.51±4.09dB

9 914.10±404.05fE

2 732.25±140.53gF

嫩叶

鲜葱花

唐古韭

84.17±4.12dB

11 735.10±657.99cC

4 569.60±154.04aA

类之间差异不明显。9 种野生葱属植物引种栽

镰叶韭

92.45±4.53bcAB

10 801.65±505.62eD

4 746.00±167.42aA

培后，种子发芽率由高到低的排序为天蓝韭＞

野黄韭

86.37±4.23cdB

11 255.55±690.46dCD 3 379.65±172.22eD

青甘韭

74.68±3.65eC

13 538.40±598.49aA

3 871.05±142.46cC

碱韭

68.41±4.35fD

－

3 020.40±133.04fE

蒙古韭

81.67±4.00dB

12 901.80±574.03bB

3 932.10±139.34cC

金头韭

90.05±4.24cAB

9 214.20±550.88gF

4 295.70±157.59bB

镰叶韭＞金头韭＞野黄韭＞唐古韭＞高山韭＞
蒙古韭＞青甘韭＞碱韭。
2.3.2

不同葱种的嫩叶折合产量分析

由表 2

可看出，在 9 种野生葱属植物中，青甘韭的嫩
叶折合产量最高，为 13 538.40 kg·hm-2，与其

注：表中同列中不同小写和大写字母分别表示在 0.05 水平差异显著和 0.01
水平差异极显著，“－”表示此种嫩叶不宜食用，此值不存在。

他 8 个葱种之间均达到极显著差异（P＜0.01）；天蓝韭的嫩叶折合产量最低，为 7 922.55 kg·hm-2，与其他 8 个
葱种之间也均达到极显著差异（P＜0.01）；其他 7 个种类的嫩叶折合产量在 7 922.55 ~ 13 538.40 kg·hm-2 之间，
种类之间的差异也均达到极显著（P＜0.01）。不同野生葱属植物引种栽培后，嫩叶折合产量由高到低的排序为
青甘韭＞蒙古韭＞唐古韭＞野黄韭＞镰叶韭＞高山韭＞金头韭＞天蓝韭。
2.3.3 不同葱种的鲜葱花折合产量分析 由表 2 可知，在 9 种野生葱属植物中，镰叶韭的鲜葱花折合产量最高，
为 4 746.00 kg·hm-2，与唐古韭之间差异不显著，与其他 7 个葱种之间均达到极显著差异（P＜0.01）；高山韭的
鲜葱花折合产量最低，为 2 732.25 kg·hm-2，与其他 8 个葱种之间均达到极显著差异（P＜0.01）；其他 7 个种
（P＜0.01）。
类的鲜葱花折合产量在 2 732.25 ~ 4 746.00 kg·hm-2 之间，种类之间均达显著（P＜0.05）或极显著差异
9 种野生葱属植物引种栽培后，鲜葱花折合产量由高到低的排序为镰叶韭＞唐古韭＞金头韭＞蒙古韭＞青甘韭
＞天蓝韭＞野黄韭＞碱韭＞高山韭。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以上研究结果表明，祁连山东段地区共有葱属植物 9 种，其经济价值主要是食用、药用和观赏，利用现状

以采挖野生资源为主，人工栽培为辅。人工引种栽培后不同葱属种子的发芽率在 68.41% ~ 95.73%，嫩叶折合产
量在 7 922.55 ~ 13 538.40 kg·hm-2，鲜葱花折合产量在 2 732.25 ~ 4 746.00 kg·hm-2，9 个葱属植物的种子发芽率、
嫩叶和鲜葱花折合产量多数种类之间达到显著差异（P＜0.05）或极显著差异（P＜0.01）；9 个葱种在生产中均
具有一定的栽培潜力。
3.2

讨论
生产中栽培的蔬菜品种绝大部分来自野生资源。野生种质资源是人工引种、驯化栽培和繁育的资源库，也

是利用现代育种技术进行种质资源创新的宝贵材料。野生植物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对特定的生长环境形成诸多
适应机制，对生长环境具有一定的选择性[10]。本研究在葱属植物资源调查的基础上，参照大葱栽培技术进行引
种栽培，栽培后获得了一定的产量，但不同种类之间的种子发芽率、嫩叶和鲜葱花折合产量差异较大。这可能
受不同种类自身的生物学特性和生长环境（海拔、土壤、温度、光照等自然条件）的影响。同属不同种类蔬菜
栽培时，对栽培地的土壤、温度、光照和水分等条件都有细微的差别[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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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蔬菜生长在天然条件下，普遍品质高，但产量低，通过人工引种栽培后，虽然提高了产量，但也存在
品质降低的可能。李会合等[12-14]研究表明，在蔬菜人工栽培过程中，施肥、喷药等栽培措施都会影响蔬菜的品
质。为了进一步提高葱属植物引种栽培后的品质和产量，有待开展针对性栽培试验，对栽培条件进行逐一筛选，
以期筛选出具有专属性的优质高产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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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瑞安建立五大体系推进国土绿化
浙江省瑞安市自 2020 年起，通过构建高起点规划体系、高标准建设体系、高效能管理体系、高水平宣传体
系和高质量保障体系五大体系，有效推动全市国土绿化建设，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
瑞安制定的林长制实施方案中，明确加快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科学划定生态用地，结合全市依山面海、路
网发达的特点，实施山地、坡地、城市、乡村、通道、沿海“六大森林”建设，全域推进国土绿化美化，持续增
加森林和湿地碳汇，提升碳中和能力。
瑞安市在 2021 年实施了四大珍贵彩色森林项目建设，总面积 574 hm2，种植珍贵彩色树种 80 多万株。同时,
运用困难地造林技术、阔叶树种混交新技术、容器苗造林技术等各种新技术，推动了造林绿化建设转型发展。
为加快国土绿化信息化管理，全市还将绿化造林数据纳入森林资源动态监测和管理平台，开发了“智慧感知”
森林防护平台多跨应用场景。瑞安市“智慧感知”森林防护平台已被省林业局确定为林业数字化改革试点。
http://www.forestry.gov.cn/main/393/20211129/16363050397761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