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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非专业人士提供一系列指南简报

本简报由

David Gill,
Georgina Magin
和Victoria Price
编辑成册 

世界上有超过9000种树木面临灭绝的威胁。在有如

此多的树木种类面临威胁的情况下，迫切的需要我

们来提高受威胁树木野外种群的保护行动水平。

树木保护行动通常都涉及到很多种类的技术问题，

从树木种类的鉴定（满足评估、监测和保护野生种

群的需求）到种子收集，繁育以及种植移栽（帮助

小种群的数量恢复）都有涉及。

尽管这些技术已经有许多的植物保护机构或其他树

木保护组织掌握，例如植物园及保护NGO团体等都

具有相关技术，但是向更广泛的保护群体分享和传

播这些专业技术的需求是与日俱增的。

特别是对于那些已经参与到一个地点（如保护区）的保

护，却仍然没有掌握在当地开展濒危树木保护所需的技

能和行动的人来说，为他们提供基本的树木保护技术指

南，是他们的需求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为了满足这种需求，全球树木保护行动制作了一系列的

基本树木保护指南简报，涉及到一些相关的树木就地保

护的关键技术，并且这些技术主要是针对非专业人员。

我们希望这些简报对希望开展濒危树木保护行动的保护

人员来说，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

版权申明本简报所发表文字、图片等版权归全球树木保护行动2013所有。如需转载请与FFI中国联系。

全球树木保护行动GTC由野生动植物保护国际FFI与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BGCI共同发起，
呼吁全世界关注濒危树种，并积极采取保护行动。 本简报由FFI编写，用于全球树木保护行动的指导材料。

GTC全球官网：www.globaltrees.org
FFI全球官网：www.fauna-flora.org
FFI中国项目：www.ffichina.org
更多信息请联系：plant@ffi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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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列技术指南的适用者

本系列简版所涵盖的指南类型

 

 如何在一定区域对受威胁树种开展调查

  

  如何收集植物鉴定所需的信息

  

  如何制定受威胁树种监测计划

   

2

1
简报

2
简报

3
简报

本系列指南的适用者是那些已经有一些树木保护工作经验，希望进一步学习一些受威胁树种保护专业技术的个人

或者机构。特别是，我们希望这些技术指南简报可以提供给直接参与某一地区树木保护、管理以及恢复行动的人

员，例如保护区工作人员，非政府组织NGO从业人员以及社区自发成立的机构和研究机构等。

本系列简报包含了9章互相关联的主题，描述了一些研究、监测、恢复濒危树木野外种群所需要掌握的主要专业技

术。下面我们将简要的总结每个章节的技术指南简报的主要内容。所有这些简报都可以在我们的网站

www.globaltrees.org/resources/免费下载。

GTC全球官网：www.globaltrees.org
FFI全球官网：www.fauna-flora.org
FFI中国项目：www.ffichina.org
更多信息请联系：plant@ffichina.org

保护和监测一个树种，首先要了解该物种种群所在的位置以及其现存

的个体数量。然而，那些面临灭绝的树种通常非常稀有、罕见且生长

在人类难以到达的地方。本章简报为如何在一定区域内开展特定树种

调查，提供了基本的技术指南，包括如何确定其种群位置、分布和种

群数量。

只有正确地鉴别出物种，对树种保护来说是真正有效的保护策略。然

而如果你的团队缺乏有关植物鉴定的训练或经验，物种鉴定则会成为

巨大的挑战。一个方法是将所观察到的树木特征信息和材料发给植物

分类学家进行鉴定。本章简报为植物鉴定都应收集什么信息以及如何

描述这些信息提供指南。

监测应当作为所有保护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监测可以测量出项目区

内濒危树种的种群数量或生长状态的变化情况，并跟踪其面临的威胁

以及评估其保护管理方法是否有效。然而如果没有详细的监测计划，

监测工作将会变得即费时又耗力，并且难以持续开展。本章简报为如

何提出一个基本的监测计划提供技术指南，并介绍两个简短的案例，

说明如何在野外保护项目中开展受威胁树种的监测计划。

The Global Trees Campaign is a partnership between:

前言

本简报的适用者

 
 

  D. A. Keith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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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黎晓亚/FFI

如何在一定区域对受威胁树种开展调查

   确定受威胁物种的
种群现状，是对该物种
开展保护所需的最基本
信息。

保护和监测一个树种，首先要了解该物种种群所在的位置以及其现存的个体数量。然而，那些面临灭绝的树种通常非常稀有、罕见且生长在人类难以到达的地方。本简报为如何在一定区域内开展特定树种调查，提供了基本的技术指南，包括如何确定其种群位置、分布和种群数量。

对特定树种开展保护的组织或机构（非政府组织、林业部门、保护区管理部门等）的工作人员。不要求其经过专业培训，但需掌握开展调查所必须的基本技能（详情见第3页 ）。

本简报由
Steven Brewer
执笔完成

版权申明本简报所发表文字、图片等版权归全球树木保护行动2013所有。如需转载请与FFI中国联系。

全球树木保护行动GTC由野生动植物保护国际FFI与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BGCI共同发起，

呼吁全世界关注濒危树种，并积极采取保护行动。

本简报由FFI编写，用于全球树木保护行动的指导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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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另有说明，所有的照片都由Steven Brewer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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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omas Hardy,  Under the Greenwood Tree

 

本简报由
Steven Brewer
执笔完成

 

拍摄：Gail Stott/亚哈奇自然保护基金会（Ya’axché Conservation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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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报 如何收集植物鉴定所需的信息

   对于居住在大森林里
的居民而言，几乎每一
个树种都能发出独特的
声响，亦如其特征。

版权申明本简报所发表文字、图片等版权归全球树木保护行动2014所有。如需转载请与FFI中国联系。

全球树木保护行动GTC由野生动植物保护国际FFI与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BGCI共同发起，

呼吁全世界关注濒危树种，并积极采取保护行动。

本简报由FFI编写，用于全球树木保护行动的指导材料。
GTC全球官网：www.globaltrees.orgFFI全球官网：www.fauna-flora.orgFFI中国项目：www.ffichina.org更多信息请联系：plant@ffichina.org

只有首先正确地鉴别出物种，才能对某一或多个指定树种开展真正有效的保护策略。然而如果你的团队缺乏有关植物鉴定的训练或经验，物种鉴定则会成为巨大的挑战。另一个方法是将所观察到的树木特征信息发给植物分类学家，可以晚些得到鉴定结果。本简报为植物鉴定都应收集什么信息以及如何描述这些信息提供指南。

本简报旨在为非专业人士，且对植物鉴定经验有限，需
开展特殊物种保护工作的人员提供指导。本指南主要针
对树木，但其基本原理也可以用于其它类型植物的鉴定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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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简报的适用者

  
  

 

 
A. Newton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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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资源冷杉”的种群数量。拍摄: 林吴颖/FFI

如何制定受威胁树种监测计划

简报

  监测是任何一项
保护项目的关键
组成部分。

本简报由
Dave Gill和
Jenny Daltry
团队执笔完成 

对某一特定树种开展就地保护的组织（如：非政府组织、林业部门、保护区管理机构、高校）或个人（包括学生）。本简报特别适用于需要在野外栖息地开展树种监测，但缺乏经验的非专业人士。

监测应当作为任何保护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监测可以测量出项目区内受威胁树种的种群数量或生长状态的变化情况，并跟踪其面临的威胁以及评估其保护管理方法是否有效。然而如果没有详细的监测计划，监测工作将会变得即费时又耗力，并且难以持续开展。本简报为如何提出一个基本的监测计划提供技术指南，并例举两个简短的案例，说明如何在野外保护项目中开展受威胁树种的监测计划。

版权申明本简报所发表文字、图片等版权归全球树木保护行动2013所有。如需转载请与FFI中国联系。

全球树木保护行动GTC由野生动植物保护国际FFI与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BGCI共同发起，

呼吁全世界关注濒危树种，并积极采取保护行动。

本简报由FFI编写，用于全球树木保护行动的指导材料。
GTC全球官网：www.globaltrees.orgFFI全球官网：www.fauna-flora.orgFFI中国项目：www.ffichina.org更多信息请联系：plant@ffichina.org



 如何设计和管理简易树木苗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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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子贮藏及播种前的预处理

  

 

 
 

 

  如何育种及培育幼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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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威胁树种保护基本指南

通过在野外搭建苗圃，种植幼苗从而恢复种群数量，是受威胁树种保

护工作中常用的策略。一个好的苗圃可以保护树木幼苗，并为其提供

最适合的生存和生长条件。如果设计合理，即便是一个非常简易的苗

圃，只要通过合理的设计，提供适合的空间和设施，也可以出产既定

数量、规格和质量的树苗。本章简报就以下两个方面提供了指南：（a）

如何设计和建立简易苗圃；（b）如何规划、管理和运营苗圃（灌溉、

除草、记录树苗存活率和生长量）。

构建受威胁树木种子库或种植受威胁树木的前提是了解该物种的种子

采集方法，在何时、何处、以何种方式收集野生树种的种子。缺乏计

划的采集或是以错误的方式收集种子，都可能会导致采集到的种子质

量不高，甚至可能会进一步破坏已经面临灭绝威胁树种的种群。本章

简报为如何安全和可持续的采集高质量的稀少或受威胁树木的种子提

供技术指导，从而帮助受威胁树木野外保护工作的开展。

良好的种质资源是受威胁树种发芽、生长和存活的首要因素。野

外收集种子后，还需采取一些措施，防止种子的生活力下降，包

括：去除果皮、测定生活力、贮藏种子及萌发前的预处理等工作。

本章简报为保护受威胁的树种，高效利用已收集到的种子提供基

本指南。

种子萌发与幼苗生长受一系列环境因素影响，包括：光照，水分，

温度，以及氧气和二氧化碳的可利用率等。虽然对不同物种的环

境因素管理存在一定区别，但对大多数树种来说可遵循一些基本

规律。本章简报为树木育种、幼苗培育和种群恢复提供基本的技

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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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申明本简报所发表文字、图片等版权归全球树木保护行动2013所有。如需转载请与FFI中国联系。

全球树木保护行动GTC由野生动植物保护国际FFI与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BGCI共同发起，

呼吁全世界关注濒危树种，并积极采取保护行动。

本简报由FFI编写，用于全球树木保护行动的指导材料。
GTC全球官网：www.globaltrees.orgFFI全球官网：www.fauna-flora.orgFFI中国项目：www.ffichina.org更多信息请联系：plant@ffichina.org

如何设计和管理简易树木苗圃

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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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全合理的苗圃实
践是任何植物项目成
功的基础。

本简报适用于园艺经验有限但需要承担树种保育工作的人。

一个好的苗圃可以保护树木幼苗，并为其提供最适合的生存和生长条件。如果设计合理，即便是一个非常简易的苗圃，只要通过合理的设计，提供适合的空间和设施，也可以出产既定数量、规格和质量的树苗。本简报就以下两个方面提供了指南：（a）如何设计和建立简易苗圃；（b）如何规划、管理和运营苗圃（灌溉、除草、记录树苗存活率和生长量）。

本简报由
Gail Stott 和
Dave Gill
团队执笔完成 

1.  Sociedade Chauá是一个致力于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NGO组织，

总部设在巴西巴拉那州。http://www.chaua.org.br/

  
  

 Nogueira & Medeiros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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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Sociedade Chaud/巴西红眉亚马逊鹦鹉协会

如何收集受威胁树种的种子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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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威胁树种的恢复与
保护需要优质的树苗，而
获得优质树苗的关键在于
收集到高质量的种子。

本简报由

Pablo Hoffmann，
Santiago Velazco
及Chauz
团队执笔完成

前言

构建濒危或受威胁树木种子库或种植受威胁树木的前提是了解该物种的种子采集方法，在何时、何处、以何种方式收集野生树种的种子。缺乏计划的采集或是以错误的方式收集种子，都可能会导致采集到的种子质量不高，甚至可能会进一步破坏已经面临灭绝威胁树种的种群。本简报为如何安全采集高质量的稀少或受威胁树木的种子提供技术指导，从而帮助受威胁树木野外保护工作的开展。

本简报的适用者

自然保护组织或机构（非政府组织、林业部门、保护
地区管理部门、植物园等）的工作人员或其他开展受
威胁树种的相关人士都可以参考本指南。虽然种子采
集不要求经过专业培训，但我们建议很有必要首先掌握非受威胁树种的种子采集技术后，再尝试采集受威胁树种种子。

版权申明本简报所发表文字、图片等版权归全球树木保护行动2013所有。如需转载请与FFI中国联系。

全球树木保护行动GTC由野生动植物保护国际FFI与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BGCI共同发起，

呼吁全世界关注濒危树种，并积极采取保护行动。

本简报由FFI编写，用于全球树木保护行动的指导材料。
GTC全球官网：www.globaltrees.orgFFI全球官网：www.fauna-flora.orgFFI中国项目：www.ffichina.org更多信息请联系：plant@ffi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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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粮农组织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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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edade Chauá是一个致力于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NGO组织，总

部设在巴西巴拉那州。http://chaua.org.br/

   种子的质量是决
定树木生长的关键
因素。

前言

对特定树种开展保护的组织或机构（非政府组织、林业部门、植物园和保护区管理部门等）的工作人员。不要求其经过专业培训，但需掌握第2页表格中的一些基本技能。

良好的种质资源是受威胁树种发芽、生长和存活的首要因素。野外收集种子后，还需采取一些措施，防止种子的生活力下降，包括：去除果皮、测定生活力、贮藏种子及萌发前的预处理等工作。本章为保护受威胁的树种，高效利用已收集到的种子提供基本指南。

版权申明本简报所发表文字、图片等版权归全球树木保护行动2013所有。如需转载请与FFI中国联系。

全球树木保护行动GTC由野生动植物保护国际FFI与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BGCI共同发起，

呼吁全世界关注濒危树种，并积极采取保护行动。

本简报由FFI编写，用于全球树木保护行动的指导材料。
GTC全球官网：www.globaltrees.orgFFI全球官网：www.fauna-flora.orgFFI中国项目：www.ffichina.org更多信息请联系：plant@ffichina.org

1.  Sociedade Chauá是一个致力于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NGO组织，

总部设在巴西巴拉那州。http://chaua.org.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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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育种及培育幼苗  

本简报由
 Pablo Hoffmann, 

Santiago Velazco 
和Chauá
团队执笔完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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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 Marian Lechner, Tubingen Universitat

   育种是树木生
命周期中的重要
环节。

版权申明本简报所发表文字、图片等版权归全球树木保护行动2013所有。如需转载请与FFI中国联系。

全球树木保护行动GTC由野生动植物保护国际FFI与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BGCI共同发起，

呼吁全世界关注濒危树种，并积极采取保护行动。

本简报由FFI编写，用于全球树木保护行动的指导材料。
GTC全球官网：www.globaltrees.orgFFI全球官网：www.fauna-flora.orgFFI中国项目：www.ffichina.org更多信息请联系：plant@ffichina.org

前言

种子萌发与幼苗生长受一系列环境因素影响，包括：光照，水分，温度，以及氧气和二氧化碳的可利用率等。虽然对不同物种的环境因素管理存在一定区别，但对大多数树种来说可遵循一些基本规律。本简报为树木育种、幼苗培育和种群恢复提供基本的技术指导。

本简报的适用者
本简报适用于园艺经验有限，但需要对受威胁树种开展保护和恢复工作的人士。这些人可以从未接受过专业培训，但需掌握工作团队应有的一些基本技能（详见第2页）。



4

  如何解决种子萌发问题

  

  如何在野外移栽和定植受威胁树种

  

本系列简报的未包含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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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威胁树种保护基本指南

版权申明本简报所发表文字、图片等版权归全球树木保护行动2013所有。如需转载请与FFI中国联系。

全球树木保护行动GTC由野生动植物保护国际FFI与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BGCI共同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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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种类的树木萌发和生长条件不同。如果你尝试种植特定种类的树

苗但却失败了，或者你并不了解如何种植它，该怎么办？你可以选择

开展一个非正式的试验，来检验是否某些因素可以促进或影响树种萌

发。本章简报为“如何开展这类试验并分析利用你收集到的数据”提

供基本指南。

在野外植树可以直接恢复受威胁树种的种群数量。但是，在天然栖

息地栽植树木需要在短期内做好周详的计划，并在中长期做好养护

和监测。本章简报提供植树前、植树时和植树后的相关步骤指南，

以增加受威胁树种的野生种群数量。

非常感谢每章简报的作者：Steven Brewer, Jenny Daltry, Gail Stott, Kirsty Shaw, Pablo MeloHoff-

mann, Santiago Jose Elias Velazco 以及Sociedade Chauá团队。

感谢Alex Summers, Aseng Tan, Daniel Luscombe, Gail Stott, Julie Hanta, Katie-Lee Brooks, Kate 

Hardwick, Kirsty Shaw, Maksim Kulikov, Pablo Melo Hoffmann, Robin Loveridge 以及Steven 

Brewer对本系列简报提出建议。

最后，感谢Dan Barrett对本系列简报进行排版设计，感谢Roger Ingle为本系列简报的最终印刷排版给予建议。

(本系列简报中文版由FFI中国植物保护项目团队编辑校对，感谢志愿者胡育骄、邓昭衡、戴燕婉等志愿者对简报

的翻译与校对。)

本系列简报并没有包含更多的一般性保护方法（例如保护区管理、社区参与式保护、环境教育等），这些

虽然与树木保护息息相关，但通常在其他的网络资源中都有很多很好的指南（如www.cbd . in t / t s /或
www.iucn.org/knowledge/tools/都可以查找），本系列简版不再详细说明。

本系列简报主要针对已经对一般性的保护方法比较熟悉的人，通过本系列技术指南可以提升树木保护所需的技

能方法和技术。

如果你有其他更多的树木保护相关技术主题建议，或对上述简报指南的反馈建议，可以通过FFI全球树木保护

行动网站globaltrees@fauna-flora.org与我们联系。

1.  SociedadeChauá是一个致力于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NGO组织，

总部设在巴西巴拉那州。http://chaua.org.br/

前言

本简报的适用者

 

 
  
 

Baskin and Baskin,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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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决种子萌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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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子的萌发信息有
助于你更好地理解植
物的繁育。

本简报适用于对稀有或濒危树种开展萌发、繁育和恢复工作的非专业人员。由于本章简报所描述的技术相对于其他章节指南的技术更为先进，建议你的团队在实施本章试验前，先开展一些园艺训练，并掌握一定的园艺经验。

不同种类的树木萌发和生长条件不同。如果你尝试种植
特定种类的树苗但却失败了，或者你并不了解如何种植
它，该怎么办？你可以选择开展一个非正式的试验，来
检验是否某些因素可以促进或影响树种萌发。本章为“
如可开展这类试验并分析利用你收集到的数据”提供基
本指南。

版权申明本简报所发表文字、图片等版权归全球树木保护行动2013所有。如需转载请与FFI中国联系。

全球树木保护行动GTC由野生动植物保护国际FFI与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BGCI共同发起，

呼吁全世界关注濒危树种，并积极采取保护行动。

本简报由FFI编写，用于全球树木保护行动的指导材料。
GTC全球官网：www.globaltrees.orgFFI全球官网：www.fauna-flora.orgFFI中国项目：www.ffichina.org更多信息请联系：plant@ffichina.org

本简报由
Santiago Velazco,
Pablo Hoffmann
和Chauá team
团队执笔完成 

前言

本简报的适用者

   
Wangari Maathai

 

拍摄：Hieu Nguyen/CPC

1 野生动植物保护国际FFI，2 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

如何在野外移栽和定植受威胁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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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人们所做的是很
微小的事，但却能带来
改变。而我所做的微小
工作就是种树。

1

2

本简报由

David Gill ,
和Kirsty Shaw
团队执笔完成 

版权申明本简报所发表文字、图片等版权归全球树木保护行动2013所有。如需转载请与FFI中国联系。

全球树木保护行动GTC由野生动植物保护国际FFI与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BGCI共同发起，

呼吁全世界关注濒危树种，并积极采取保护行动。

本简报由FFI编写，用于全球树木保护行动的指导材料。
GTC全球官网：www.globaltrees.orgFFI全球官网：www.fauna-flora.orgFFI中国项目：www.ffichina.org更多信息请联系：plant@ffichina.org

在野外植树可以直接恢复受威胁树种的种群数量。但是，在天然栖息地栽植树木需要在短期内做好周详的计划，并在中长期做好养护和监测。本简报旨在提供植树前、植树时和植树后的相关步骤，以增加受威胁树种的野生种群数量。

本简报适用于缺乏植树经验但需要承担受威胁树种保护和种群恢复工作的人。因此，本简报假设使用者及其团队已经拥有从事物种保护项目的相关知识和经验，但仍然期待获得设计、执行和监测树木种群恢复项目的的相关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