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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稀濒危半红树植物莲叶桐的研究进展
方赞山，钟才荣，吕晓波，程成
（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海南省红树林研究院，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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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珍稀濒危植物的生存潜力、维持机制及致濒因素是保护生物学研究的热点之一。莲叶桐 Hernandia
nymphaeifolia 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目前仅在我国台湾、海南有极少分布，是优良的园林绿化树种，具有极高的
观赏价值、生态价值和药用价值。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红树林湿地保护与修复的背景下，开展莲叶桐的资源现
状、保护与利用研究，可为该植物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利用提供参考。在查阅文献的基础上，对莲叶桐的地理分布
特征、形态学、生态适应性、化学成分、繁殖技术、保护及应用研究等方面进行综述，并提出了开展莲叶桐资源
分布现状调查、种群结构与动态预测研究、繁殖生态学研究、保护与野外回归研究、潜在的药用价值和观赏价值
研究的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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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dvances of Hernandia nymphaeifolia
FANG Zan-shan，ZHONG Cai-rong，LV Xiao-bo，CHENG Cheng
（Hainan Academy of Forestry / Hainan Academy of Mangrove, Haikou 571100, China）

Abstract: Presentations were made on researches on Hernandia nymphaeifolia in terms of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morphology, ecological
adaptations, chemical composition, propagation techniques, conservation, and application. Propositions were put forwarded such as investigation on
resources distribution,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dynamic prediction, propagation ecology, conservation and back to nature, potential medicinal and
ornamental value.
Key words: endangered semi-mangrov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Hernandia nymphaeifolia; resource status; con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Hainan
Island

随着滨海湿地不断地开发利用，环境条件变化和人为活动的过度干扰，导致一些物种种群数量急剧减少，
直至走向衰亡。对珍稀濒危植物的生存潜力、维持机制及受威胁的因素分析，已成为保护生物学研究的热点
之一[1]。当今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领域重点关注濒危物种资源现状、生存环境、致濒机制及种群重建手段，探
讨物种灭绝的可预防性[2]。
在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双重影响的背景下，
世界上已知的 30 多万种高等植物中，
已有 2 万种处于不同程度的濒危状态[3]，其中，我国天然分布的红树植物中有近一半的种类处于不同程度的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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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状态，红树林生态系统正面临着严峻的生物多样性丧失问题[4-5]。
莲叶桐 Hernandia nymphaeifolia 为莲叶桐科 Hernandiaceae 莲叶桐属 Hernandia 常绿乔木，属半红树植物，
具有喜光、耐盐碱、耐干旱、生长快等特点，分布于热带砂质海岸疏林中，我国台湾省南部、海南省文昌至三
亚一带有少量分布[6]。由于种群基数小、人为干扰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该种在我国的野生植株不超过 300 株，
目前已濒临灭绝[7-9]，现已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10]。莲叶桐的果实、叶片和整株植株均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
是海岸生态修复和园林绿化的优良树种之一；此外，莲叶桐还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含有木脂素和生物碱类等
多种药化成分[11]，对癌症、肿瘤、心血管疾病等有非常好的疗效[12]，具有极大开发应用潜力。
本文在文献查阅的基础上，结合近年来的调查数据，对莲叶桐的地理分布资料进行梳理，从地理分布特征、
形态学、生态适应性、化学成分、繁殖技术、保护及应用研究等方面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剖析该物种的研究
现状及其应用价值，旨在为莲叶桐的保护和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1 莲叶桐的地理分布特征
莲叶桐分布于亚洲东南部、美洲中部、非洲西部[13]。在我国，从水平分布的纬度来看，莲叶桐分布于北回
归线以南，属热带性植物[14-16]。野生种群主要分布于台湾岛南部高雄、台东绿岛（火烧岛）、恒春半岛及兰屿
（红头屿）[17]；海南岛东部琼海潭门草塘村、博鳌下灶坡村[7]；文昌东郊椰林、南兴村、宝峙村以及南部三亚
田独（今吉阳区）、亚龙湾公路尾端（军用码头内）、蜈支洲岛等地[18-22]。此外，在南沙太平岛也有少量分布[23-24]。
近年来，研究者们分别在海南东寨港国家级红树林保护区[7]、海南清澜港省级自然保护区、海口市桂林洋经济
开发区[25]、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枫木实验林场等地开展了引种工作，但成活率都不高，长势较弱。莲叶桐常
与椰子 Cocos nucifera、榄仁树 Terminalia catappa、红厚壳 Calophyllum inophyllum、黄槿 Hibiscus tiliaceus、木
麻黄 Casuarina equisetifolia、银毛树 Tournefortia argentea 等共同构成沿海阔叶混交防护林带，林下灌草种类较
少，以海芋 Alocasia odora 等阴生草本为主。

2 莲叶桐研究进展
2.1 形态学研究
莲叶桐单叶互生，盾状，叶柄几乎与叶片等长。花单性同株，聚伞花序，腋生，两侧为雄花，中央为雌花，
基部具杯状总苞[26]；其花粉近球形，无萌发孔，外壁分层不明显，纹饰为刺圆锥形[27]。根部木栓细胞常具较薄
的细胞壁，偶见由多层栓内层构成的次生皮层；茎的皮层和根类似，具有致密的薄壁组织，胞间隙极少，不具
纵向通气道，分泌细胞的细胞壁具有显著网纹增厚[28]；通过观察叶片解剖横切面发现[29]，上表皮细胞外具较厚
角质层和较大的细胞空隙，栅栏组织细胞呈山峰状排列，较稀疏，海绵组织排列规则且疏松，气孔位于下表皮，
下陷，有较大孔下室，这些都有利于红树植物适应滩涂中缺氧的环境，提高植物体的通气能力[30]。此外，莲叶
桐果实特化出中空的结构，膨大的肉质总苞包被黑色坚硬种子 1 粒，具肋状凸起，直径 3 ~ 4 cm，有利于其种
子贮藏，并随海水远距离漂流传播[31]。
2.2 生态适应性研究
莲叶桐分布区气候温暖潮湿，土壤类型多为沙土，土层较厚，其野生种群分布于距离海岸线 300 m 以内、
郁闭度 0.6 ~ 0.9 的海岸林中。作为滨海地区阳性树种，莲叶桐在 5 月份的净光合速率、蒸腾速率最高[32]，说明
该种在夏季生长旺盛。莲叶桐对季节性干旱、高温、高盐碱、土地贫瘠和间歇性水淹等恶劣环境有着良好的生
理生态适应性[12,33]，这得益于植株体内具有较高的抗氧化酶（SOD、APX、CAT、POD 和 GR）活性，通过上
调抗氧化酶活性，以降低逆境胁迫对植株的膜脂过氧化，减少电解质外渗，达到提高抗逆性的效果[34]。此外，
莲叶桐还在幼枝、多年生枝和成熟叶片中积累了较高的盐分，用来进行渗透调节，从而使自身的水势比外界土
壤更低[35]。莲叶桐对重金属元素有较好的适应能力和转移能力，尤其是 Zn 和 Cu 在莲叶桐根、茎、叶中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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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较高，分析认为这两种元素为该物种生长所需元素 [36]，而土壤中 N、P、K 含量对莲叶桐的生长无显著影
响 [11]。可见，莲叶桐幼苗的成活率和苗期生长受环境变化的影响较大，但土壤肥力对幼苗生长影响较小。
2.3 植物化学成分研究
2.3.1 化学成分提取 生物碱属于碱性有机化合物，大多存在于植物体内，是中草药中重要的有效成分之一[13]。
目前，从植物中寻找高效、低毒的抗肿瘤活性成分，已成为国内外天然药物化学研究领域的热点[37]。莲叶桐的
树枝、树皮、叶片、种子和果实等多个部位富含生物碱等医药效用的化学成分。近年来，多位研究人员在莲叶
桐中提取了木脂素、阿朴菲、甾体类和苄基异喹啉生物碱等多种药用化学成分。Chen 等[38]和 Ng 等[39]选取莲叶
桐的干燥树皮进行打粉处理，采用冷甲醇提取法分离出异喹啉生物碱和木聚糖；吴银生[40]采用相似的方法，从
莲叶桐的种子中分离得到两种木脂素类成分，分别为新发现的莲叶桐木脂素和 1,2,3,4-去氢脱氧鬼臼脂素。刘梨
萍[13]对莲叶桐乙醇提取物的石油醚和乙酸乙酯萃取部分进行了研究，从中分离得到了 6β-羟基-胆甾-4-烯-3-酮
等 6 个单体化合物，均为首次从莲叶桐树枝中分离得到。Aimaiti[41]从莲叶桐的果实中提取到了 7 种新的丁醇和
2 种木脂素，这些化合物在此前的研究中还未曾分离到。此外，还有 13 种化合物，其中多种化合物对肿瘤细胞
表现出显著的活性。
2.3.2

药理活性研究

莲叶桐植株体内富含多种生物碱类、木脂素类等化合物，具有抗病毒、抗肿瘤、镇痛、

抗炎、抑菌、抗血栓、抗凝等活性，在临床上拥有广阔的应用前景[42]。研究证实，S-莲叶桐碱和 S-N-甲基莲叶
桐碱对非白血性白血病细胞株 P388、人口腔表皮癌细胞株 KB16、肺癌细胞株 A549 以及结肠癌细胞株 HT-29
具有显著的细胞毒作用[43]。Gu[44]从莲叶桐的提取物中分离得到的木脂素对小鼠表皮样 JB6 细胞转化显示出较强
的抑制活性，印证了木脂素的化学防癌作用。刘梨萍[13]分离出的 6 个单体化合物中，有 3 种对人体乳腺肿瘤具
有很强的抗肿瘤活性。可见，莲叶桐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然而目前相关的研究报道和应用还比较少，应结合
更多的研究手段和临床试验，加强对其化学成分的提取、鉴定和应用。
2.4 繁殖技术研究
2.4.1

种子育苗研究

解除种子休眠是提高种子发芽率的关键。目前，打破种子休眠的方法可分为两类，即天

然破眠和人工破眠。天然破眠有多种方法，但在实际生产生活中一般使用人工破眠的方法，包括物理法、化学
法等[45]。莲叶桐种皮坚硬，种子育苗多采用化学法。研究发现，将种子用高锰酸钾溶液消毒后，采用 100 mg ·L -1
NAA（萘乙酸）或 GA3（赤霉素）进行浸泡 2 h 处理，可以显著提高莲叶桐种子的发芽率（分别提高 58.3%和
64.3%）和缩短发芽时间（分别提早 36 d 和 21 d）[25]；而用盐度为 4‰ ~ 6‰的海水浸泡后置于含有广谱杀菌剂
的浸泡液中，在遮光、通风条件下浸泡 10 d 后，取出种子，去除种皮并用清水清洗，可使发芽率提高至 67% ~
68%[46]。此方法不仅简单且发芽率高，可见，浸泡时间延长对莲叶桐的发芽率提高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栽培
基质选用海泥∶细沙体积比为 1∶1 的配比用于播种和育苗效果最佳，其苗木成活率比单独选用海泥或细沙高
约 2 倍[47]。
2.4.2

扦插育苗研究

扦插育苗作为植物无性繁殖的主要方式，具有简单易行、管理方便、出苗整齐、育苗速

度快等特点，被广泛应用于种苗生产中。对于自然更新困难、种群数量较少的珍稀濒危植物而言，扦插育苗无
疑是最高效、快捷的方法之一[48]。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根机理和促进生根技术方面[48-52]。冯剑选取生长旺盛、
无病虫害的莲叶桐枝条作为插穗，开展植物生长调节剂种类、浓度以及栽培基质的正交试验，结果表明，采用
NAA 和 IBA 进行处理，扦插苗的生根率明显优于 ABT1 处理，浓度均以 200 ml· L-1 最佳。莲叶桐天然种群多生
长于沙土或沙壤土中，因此，基质配置应综合考虑土壤的通气性和持水性。以红壤土∶河沙（体积）比例为 1∶
1 作为扦插育苗基质，成活率可达到 85%以上[24]。
2.5 保护与应用研究
莲叶桐在我国已濒临灭绝，但一直以来人们对莲叶桐的关注度、保护力度和研究投入都远远不够，直
至 2021 年才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10]。目前，国内外关于莲叶桐的保护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
李佳文[6]等通过测序莲叶桐的叶绿体全基因组，研究其系统进化和遗传多样性。在应用方面，研究主要集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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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防护林带和园林绿化方面的应用。为了提高海防林的抗风性能、林分生物量、蓄积量和生长量，改善土壤
环境，增强沿海防护林带的生态效益，选取莲叶桐、木麻黄、黄槿、榄仁树和红厚壳等海南乡土树种构建海岸
阔叶混交林[53]。就经验而言，莲叶桐冠幅较宽，叶面积指数较大，抗风性能可能会因此受到影响，但莲叶桐为
中密度木材，应力传播速度低[54]，反而表现出了较强的抗风性。琼海赤土村和排园村、文昌南兴村等滨海地区
莲叶桐种群的生长状况也可佐证这一点。

3 研究展望
莲叶桐作为海南岛滨海乡土树种，开发应用潜力极大，而作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保护力度亟待加强。目
前，关于莲叶桐的群落生态学、传粉生物学、保护生态学以及解剖学方面的报道还比较少，结合莲叶桐的研究
现状，对于莲叶桐的保护与利用，未来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研究工作：
（1）资源分布现状调查
目前，对于莲叶桐野生种群和人工种群分布的具体位置、个体数量、年龄结构、生境条件、群落物种组成
等信息掌握不够完整，且为十多年前的统计数据。近年来，随着滨海地区的土地开发利用，莲叶桐种群再次遭
到破坏。在今后的科研工作中，可进一步开展莲叶桐资源调查，详细掌握其种群的分布现状、种群结构、群落
特征等信息，建立基于 GIS 的物种信息数据库，为今后莲叶桐的保育与研究提供数据支撑。
（2）种群结构与动态预测研究
种群结构是植物种群的重要属性，反应种群个体在空间上的组成方式，包括径级结构、年龄结构和高度结
构等

[55-58]

。种群结构受生物因素（如种内、种间竞争、病虫害和人为干扰等）与非生物因素（如土壤理化性质、

气候、海拔和光照等）的综合影响，通过分析莲叶桐的种群结构有助于了解其种群的生存现状、生态特性和更
新策略，进而预测莲叶桐野生种群的动态发展过程及其潜在的生态学机制[59]。为揭示莲叶桐的致濒因素和制定
科学合理的保护措施提供参考。
（3）繁殖生态学研究
物种存在繁殖障碍是其导致其濒危的主要因素之一，关于莲叶桐的开花物候、繁殖系统和传粉生态学等方
面仍缺乏关注。海南岛莲叶桐野生种群仅琼海排园村和文昌南兴村等少数几个种群能正常开花结果外，其他种
群均表现为不开花或只开花不结果[7,12]。造成莲叶桐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可能与环境条件的复杂变化致使花粉
败育有关，抑或是植物的“大小年”对结果的影响等，今后的研究可结合形态解剖学等方面进行研究，以期提
高莲叶桐的开花率和座果率。
（4）保护与野外回归研究
加强种苗繁育研究，全面掌握莲叶桐的生物学特性和繁殖特性，加快人工培育步伐，得到种苗后，在适宜
生境开展回归种植，扩大种群数量，增强种群的稳定性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此外，对莲叶桐野外种群及其生境
加强保护，对受威胁林分制定抚育措施，如疏伐林内其他过密的树种，降低郁闭度，提高幼龄树的生存空间，
减小竞争压力，加强巡护和监测，降低人为干扰等非生物因素造成的影响。
（5）开发利用研究
在莲叶桐植株体内提取到多种药用价值极高的化合物，部分化合物的结构和抗肿瘤活性机制尚未明确，有
待进一步研究。莲叶桐自然分布于沿海防护林中，对海岸带防灾减灾，防风固沙，提高生态安全等方面具有积
极作用，并且莲叶桐也是极具热带本土特色的园林绿化树种，但受限于种苗数量，在生态修复和园林绿化中也
极少应用。因此，在今后的工作中应深入挖掘莲叶桐潜在的生态价值、药用价值和观赏价值，加大种苗培育力
度，合理推广应用，以期实现莲叶桐种群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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