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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园林专家过去所作的探索

• 1、已有的探索

• 在2004-2007年期间，某园林科学研究所在成都进行了一项“彩叶植物新品种
的引种选择及应用研究“。他们共引种试验了22种彩叶植物，其中有乔木，灌

木和草本。最后他们得到的结果是：可以有限制条件推广应用的乔木有：美丽
红千层（Callistemon formosus），千层金( Melaleuca bracpeata cv. 
Revolution Gold )，北美红枫( Acer rubrum )，野漆（ Rhus sylvestris ），
黄金槐( Sorphora japonica cv. Huangjin )，红叶椿( Ailanthus altissima 
cv.Hongye )，北美枫香( Liquidambar styraciflua )，擦木( Sassafras 
tzumu )；灌木及草本有：金叶六道木( Abilia grandiflora )，金叶连翘
( Forsythia koreanna cv. Suaon Gold )，金森女贞( Liquustrum japonicum
cv. Howardii )，金叶接骨木( Sambucus canadensis cv.Aurea )，花叶络石
( Trachelospermum jasminoides )，红叶石楠( Fortinia x fraseri )，红叶苋
( Iresine herbstii ”Acuminata”)，花叶柳( Salix integra cv.Hakuro Nishiki )，
日本红枫( Acer palmatum cv. Beni mako )。限制使用的彩叶树种有：北美红
橡树( Quercus rubra )，连香树( Cerciviphyllum japonicum )，山麻杆
( Alchornea davidii)，金叶小檗( Berberis rhumbergii cv.Aurea )。上述结果

表明，这些引种的彩叶植物虽然大部分表现良好，但是还没有能够完全无保留
推广的彩叶树种。真正的红叶树种仍然没有找到。











中科院成都生物所的试验

• 在2003-2005年期间，我们曾经从川西高原
引种了色木槭( Acer mono )，华西花楸
( Sorbus wilsoniana )，四川黄栌
( Cotinus szechuanensis )在成都试种，
经过3年的观察，这些树种生长都很正常，
但到了秋季这些树种的叶子都不变红，而
是逐渐枯黄脱落。因此，把一些在髙海拔、
温带气候条件下生长的红叶植物引种到低
海拔、亚热带气候条件下的地区，基本上
没有成功。













红叶黄连木的筛选

• 发现在中低海拨的生态环境中，也就是在
常绿与落叶阔叶混交林里，红叶植物的生
物多样性十分丰富。经过多年的观察和选
择，从黄连木（Pistacia chinensis）的众
多居群中筛选出一个变异的类型，具有典
型的红叶特征。特别是，当这一类型的后
代被引种到低海拔的成都平原后，它仍然
保留了秋季树叶变红的特征，而且红色十
分鲜艳。这一特性在试验观察的五年中都
能重复呈现，性状十分稳定。

























红叶黄连木的红叶特征

• 红叶黄连木在其原产地的红叶期大约是在11月上
旬至12月上旬。前后持续约1个月左右。引种到
成都平原后，其物侯期有显著变化。萌芽期提早
约1个月，红叶期推迟约半个月。5年观察的结果
是，红叶生成期在11月中旬至12月中旬。由绿叶
变红叶的气温指标非常稳定，也就是连续五日平
均温度在10度以下时，叶片由绿转暗红再转大红。
这一过程大约要7-10天。换句话说，当成都的气
候学上的冬季来临時，就是红叶黄连木的转红开
始期。



• 四川省林业厅森林旅游中心“红叶指数评定小组
“根据《四川省红叶指数发布管理办法》，将红
叶指数分为III级，“I级(★)代表叶子变色率为10-
35 %之间，处于叶片发黄状态”。“II级(★★)代
表叶片变色率为35-60 %之间，处于红黄与橙红
之间，适宜观赏”。“III级(★★★)代表叶片变色
率为60-95 %之间，全部是深红或紫红色，是观
赏红叶的最佳时期”。根据这种评级方法，我们
对红叶黄连木的红叶观赏期进行了记录。几年的
观察证明，在成都地区，它的最佳观赏期(★★★)
是在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即有10-15天左右的
时间。



红叶黄连木与普通黄连木的区别

• 不同的居群其形态、生物学特性、对环境
的适应性等差异很大。特别是它们的叶子
並不都能在秋季生成红色。例如，从河北、
河南、甘肃、四川、西藏等地采集了一些
黄连木标本和种子，进行了形态学比较，
发现它们的叶子、果实和种子在形状、大
小和颜色等方面都各不相同。由于我们的
目的是筛选红叶树种，所以把各地釆集的
种子都育了苗，进行栽培对比试验，发现
大部分居群的实生苗都不能生成我们期望
的红叶。只有一个居群在成都的气候条件
下生成了红叶，所以我们称它为变异的红
叶黄连木。













表3  红叶黄连木生长速率测量结果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树髙* 0.65米 1.82米 3.75米 4.50米 6.30米

胸径* 0.8厘米** 2.7厘米 3.5厘米 5.6厘米 8.3厘米

冠幅* 0.5x0.5米 0.9x0.8米 1.5x1.4米 2.5x2.5米 3.5x3.7米

* 两株树的平均值 ** 此处为地径





红叶黄连木的多种用途

1. 红叶黄连木生长比較快，一般20年左右胸径即
可达20-25厘米，高度达8-15米。此外它的树干
通直，纹理细致，可用來建筑房屋，做农具、傢
具、矿井支撑木等。
2. 红叶黄连木种子含油率为42.5％，可提取生物
柴油，因而可做为能源植物栽培。
3. 由于红叶黄连木兼有观赏、用材、能源等三大
功能，因此是一种多功能树种，从而可以用来攺
造低效林，並为农民增収致富做贡献。
4. 碳汇贡献。20年内每亩森林可吸收二氧化碳
13.6吨，每吨价6.5美元，每亩収益88.5美元
(601.8元)。如种2000亩,碳汇价值18万美元
(122.4万元)。



推广应用情况及条件和前景

• 1、推广应用情况

• 为了测试红叶黄连木的适应性和适应范围，
已经选了几个不同的生态环境进行比较试
验，以观察它的适应性，试验点的情况见
下表。



表4、红叶黄连木的区域比较试验

地点
诲拔高度 种植日期 植株数量 基本表现

成都双流正兴 480米 2007春 210株 生长正常，秋季叶红

成都市区 500米 2007春 15株 生长正常，秋季叶红

彭卅通济黄村 810米 2009春 4030株 生长正常，秋季叶红

都江堰龙池镇 850米 2009春 15株 生长正常，秋季叶红

重庆北碚歇马 270米 2007春 15株 生长正常，秋季叶红

西昌礼州 1400米 2008春 15株 生长正常，秋季叶红

阿坝州理县 2000米 2009春 15株 生长正常，秋季叶红

昆明西郊 1700米 2008春 15株 生长正常，秋季叶红























2、推广的前景及条件

• 根据对原产地及新引种成功的地区的气候
及生态环境条件进行综合分析，初步认为，
凡是年平均气温在10-18℃左右，冬季最低
温度不低于-8℃，11月中下旬日平均气温
在10℃以下；年降水量在800-1000毫米的
地区最适合红叶黄连木的生长。它对土壤
的要求也不髙，无论是平原冲积土还是山
地黄红壤，只要不积水，都可以种植红叶
黄连木。





专家评审结论
1、四川地区植物种类十分丰富，四季常綠，但缺
少变化，尤其缺乏彩叶植物，课题组从中高海拔
地区的黄连木中，选育出了够适应低海拔、低日
照、低温差气候条件的红叶品种，选育的技术路
线正确，方法科学，填补了四川丘陵和平原地区
红叶树种的空白。

2、经5年的多点栽培，该品种具有生长迅速，3-4
年生幼树可以成林，树体高大、红叶指数高、色
泽鲜艳、观赏性强、红叶期长，性状稳定。其色
彩浓艳程度超过目前已有的红叶植物品种，如鸡
爪槭，美国红枫等

3、红叶黄连木适应性广，推广应用前景广阔，可
在西南地区和长江流域类似生态区推广应用。。



通讯联系方式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吕荣森研究员

成都红叶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9号
电话/传真:028-85228930

手机:13608057075
Email:rongsenl@163.net



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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