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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火棘是一种常绿灌木或乔木,在盘州市分布广泛。由于火棘树的侧枝有刺,造林成活后不宜招受
人蓄破坏，保存、成林率高，在石漠化治理过程中生态效益极其明显，可以作为修复当地生态状况的
理想树种。另外，火棘不仅可以采摘果实,加工成各类食品及饮品,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尤其在近些年,
随着盘州市石漠化治理工程的大规模开展，应充分利用火棘的以上特点，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切实围绕
火棘做文章,加快盘州市石漠化治理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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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盘州市土壤石漠化情况概述

温 为 16.7 ℃ , 年 平 均 降 水 量 为 1180.3

多达27科223种果树品种,适宜栽种的

热带及亚热带区域长期在湿润的气

mm。东临普安县,西临云南宣威、富源,

果品种类有：苹果、荔枝、葡萄、龙

候条件下,加之人类活动频繁,使得地表

南与兴义为界,北部连接水城县。盘州市

眼、橙子、核桃、草莓、棕榈、猕猴

各类植物遭到了大范围破坏,造成水土

总面积为4057km²,总人口为118万,人口

桃等,适宜栽种的林木类种类 有：木

流失现象严重,最终导致地下基岩成为

密度为290人/km²,人口密度接近于全国

棉、红豆杉、山苍子、乌柏树、毛竹、

地表。长期的水土流失,必然会产生土地

平均水平的2倍。共设置有37个行政乡镇,

油桐等,适宜栽种的中药材种类有：黄

退化的现象,此种状况以岩溶地区表现

少数民族众多,主要包括彝族、苗族等。

柏、灵芝、天麻、半夏、石斛、桔梗、

最为明显。贵州省的岩溶地貌极为复杂,

盘州市境内山地面积广阔,并且大部分

何首乌、五倍子、吴萸、黄精、胆草、

岩溶外露面积为全省占全省总面积的

开发价值较小,造成人均土地面积严重

扇蕨、党参等。

61.92%,是世界范围内石漠化最严重的

不足,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

区域之一。盘州市的喀斯特地形达到了

2.3盘州市气候及植被情况概述

3 火棘树特性简介
3.1火棘的生物学状况

盘州市为亚热带气候,地势高低起

火棘为一种蔷薇科常绿灌木或乔

伏,海拔相对高差达到了2130m,年平均

木,最高可长至4m,主要人工繁殖方法

2 盘州市状况概述

气温在13.5℃,年平均降水量为1390mm,

为压条、扦插。火棘树在夏季开花,秋

2.1贵州省生物资源简介

良好的气候条件适宜各类动植物生长,

季结果,果实遍体通红,挂枝时间极长,

贵州省拥有丰富的生物资源,其中

具有极为丰富的林业资源。

可作为庭院观赏植物,并且适合栽种

2640km²,占全市总面积的65%,石漠化面
积为1226km²,为全国之最。

野生植物达到了3800余种。可作为药用

盘州市林业资源主要由破碎地带性

于道路两旁,火棘树能够有效抑制扬

的植物种类约为3700余种,占全国草药

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和落叶阔叶混交林组

尘,吸收二氧化硫,起到净化空气、美

品种的80%。另外还拥有工业类植物600

成,植被分布主要受到气候及地形等因

化环境的作用。果实、根、叶皆可入

余种,如油脂植物、纤维类植物等。可供

素影响,以云南松类植物分布最为广泛。

药,火棘叶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将叶

食用的植物类别为500余种,以蛋白质、

由于前些年森林资源破坏严重,造成大

片捣烂,可治疗疮疡肿毒。

油脂、淀粉类植物为主。可应用于绿化

量的原生植物消失,现今全市范围内的

火棘的根具有清热凉血的作用,女

环保的园林类植物为200余种,可供牧业

森林资源以落叶阔叶混交林为主,并且

性有月经不调等疾病时可以用火棘的根

的植物种类为2500余种。

具有一定的灌木类植物树种,如杨梅、杜

来进行治疗。另一方面,火棘的根还可以

2.2盘州市基础状况概述

鹃等。在海拔为1900~2400m的区域,分布

治疗肝炎、跌打损伤、筋骨疼痛等疾病,

盘州市为贵州省六盘水市下辖县级

着较多的的滇栲、山茶、石栎等植物,

如果有吐血、便血等症状,也可以用火棘

市,位于东经104°18′~104°58′与北

在海拔在2400m以上的高原山地区域,主

的根入药来进行治疗。火棘的叶子有清

纬25°19′~26°18′之间。属于云南高

要植物种类为高山灌丛。盘州市自然环

热解毒的功用,内服可以清热解毒,外敷

原及黔中高原,广西丘陵及黔西北高原

境优越,山区林木种类繁多,从省园艺研

还可以治疗疮疡肿毒。

的过渡区域,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

究所的调查结果可见,贵州省共计拥有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火棘树的侧枝有刺,嫩枝长有较多
37

农业科学

Agricultural Science

第 3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78 /（中图刊号）：650GL004

5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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