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平台科技资源开放共享目录1 

序号 名称 学名 资源范围 
保存

份数 
用途 重点资源单位 共享材料类型 

1. 林木 

1.1 乔木树种 

1 桉属 Eucalyptus 

赤桉、柠檬桉、尾叶桉、

蓝桉、直杆桉、细叶桉、、

邓恩桉、史密斯桉、巨

桉、粗皮桉、大花序桉 

3909 材用、造纸、桉油 
中国林科院资源昆虫所、国家林业局桉树中心、中国林科院

热林所、云南楚雄林科所、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种子、苗木、

花粉 

2 柏木属 Cupressus 柏木、干香柏 256 材用 湖北省林木种苗站、中国林科院资源昆虫所 苗木、种子 

3 槟榔属 Areca 阔叶槟榔、三药槟榔等 8 食用、药用 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苗木 

4 伯乐树属 
Bretschneider

a  
伯乐树 20 生态、观赏 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植株 

5 糙叶树属 Aphananthe 糙叶树 10 观赏、药用 湖北省林木种苗站 

苗木 
6 侧柏属 Platycladus 侧柏 240 

生态、观赏、园林绿

化 

湖北省林木种苗站、北京市西山试验林场、十三陵林场、北京

市种苗站、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林果所、中国林科院沙林中心 

7 梣属 Fraxinus  
水曲柳、白蜡、京绿白

蜡 
251 

材用、观赏 

黑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所、林口县林业局青山林场、北京市

西山试验林场、北京市种苗站、北京市园林科学研究所、湖

北京山虎爪山林场 

种子、苗木、

接穗 

8 檫木属 Sassafras 檫木 42 中国林科院亚林中心等 苗木、种子 

9 稠李属 Padus 
短柄稠李、绢毛粗梗稠

李、紫叶稠李 
40 

材用、观赏、园林绿

化 
湖北省林木种苗站、北京市植物园 苗木 

10 臭椿属 Ailanthus 臭椿 156 材用、食用 湖北省林木种苗站、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苗木、种子 

11 刺槐属 Robinia 刺槐 486 材用、生态、观赏 
湖北省林木种苗站、山东省林木种苗站、北京市西山试验林

场、北京市种苗站 
种子、苗木、 

12 刺葵属 Phoenix 
海枣、台湾海枣、野生

海枣等 
3 

观赏、园林绿化、药

用 
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苗木 

 
    注：1. 目录更新时间至 2012 年 9 月。 



 

 

 

序号 名称 学名 资源范围 
保存

份数 
用途 重点资源单位 共享材料类型 

13 刺楸属 Kalopanax 毛叶刺楸、刺楸 10 药用、生态、观赏 湖北省林木种苗站、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苗木、植株 

14 翠柏属 Calocedrus 翠柏 110 材用 中国林科院资源昆虫所 种子 

15 顶果树属 Acrocarpus 顶果木 15 材用、观赏 中国林科院热林中心 
苗木 

16 冬青属 Ilex 冬青、枸骨 21 材用、药用 湖北省大悟等 

17 杜仲属 Eucommia 杜仲 60 生态、观赏 八达岭林场、北京市西山试验林场、北京市种苗站 苗木 

18 椴属 Tilia 
糯米椴、椴树、鄂椴、

紫椴、蒙椴 
78 材用、化工 

湖北广水、湖北省十堰、湖北省鹤峰、黑龙江省林业科学研

究所、林口县林业局青山林场、八达岭林场 
种子、苗木 

29 鹅掌楸属 Liriodendron 鹅掌楸、北美鹅掌楸 134 材用、观赏 
中国林科院亚林中心、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湖北省林木

种苗站 

20 肥皂荚属 Gymnocladus 肥皂荚 83 药用 湖北省林木种苗站 苗木 

21 枫香属 Liquidambar 缺萼枫香、枫香 575 
材用、药用、园林绿

化、观赏、生态 

中国林科院林业所、湖北省林木种苗站、四川省林业科学研

究院、中国林科院亚林中心 
苗木、种子 

22 枫杨属 Pterocarya 
枫杨、云南枫杨、枝江

枫杨 
30 

材用 

湖北省林木种苗站 苗木 

23 格木属 
Erythrophleu

m 
格木 180 中国林科院热林所、中国林科院热林中心 种子、苗木 

24 珙桐属 Davidia 珙桐、光叶珙桐 52 湖北省林木种苗站 苗木 

25 构属 Broussonetia 构树 75 纤维原料、生态 中国林科院资源昆虫所 种子 

26 含笑属 Michelia 

火力楠、香梓楠、灰岩

含笑、灰毛含笑、大叶

含笑等 

10 材用、绿化 中国林科院热林中心、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苗木 

27 合果木属 Paramichelia 合果木 109 材用 云南勐腊林科所 种子、苗木 

28 合欢属 Albizia 山合欢、滇合欢 166 观赏、生态 中国林科院资源昆虫所 种子、种苗 

29 红豆属 Ormosia 
苍叶红豆、花榈木、红

豆树 
54 

材用、园林绿化、观

赏、药用 
湖北省林木种苗站、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苗木 

30 红厚壳属 Calophyllum 红厚壳 200 材用、生态、油用 中国热科院椰子研究所 种子、苗木 

31 厚皮香属 Ternstroemia 厚皮香 40 工业用油 中国林科院亚林中心 种子 



 

 

 

序号 名称 学名 资源范围 
保存

份数 
用途 重点资源单位 共享材料类型 

32 胡桃属 Juglans 

核桃楸、麻核桃以及香玲、

辽核、丰辉等品种、核桃、

鲁光、京香 1 号、华艺 1

号、京艺 1 号等品种 

1829 
材用、观赏、食用、

生态 

黑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所、林口县林业局青山林场、四川省

林业科学研究院、八达岭林场、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林业果树

研究所、山东省林木种苗站等 

苗木、接穗、

植株 

33 桦木属 Betula 
光皮桦、红桦、白桦、

西南桦、黑桦 
1205 材用、观赏、生态 

湖北省林木种苗站、黑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所、林口县林业

局青山林场、中国林科院热林所、中国林科院热林中心、中

国林科院资源昆虫所、八达岭林场 

种子、苗木 

34 槐属 Sophora  国槐无性系、品种 59 生态、观赏 山东省林木种苗站、北京市种苗站 苗木、接穗 

35 黄檗属 
Phellodendro

n 
黄菠萝 231 材用、观赏 

黑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所、林口县林业局青山林场、北京市

种苗站 

苗木 36 黄连木属 Pistacia 黄连木 16 观赏、材用、其他 北京市西山试验林场、北京市种苗站 

37 黄栌属 Cotinus  黄栌 4 生态、观赏 
十三陵林场苗圃、八达岭林场、北京市西山试验林场、北京

市种苗站 

38 黄檀属 Dalbergia 
黄檀、降香黄檀（黄花

梨）、钝叶黄檀、黑黄檀 
423 

材用、紫胶虫寄主、

珍贵用材 

湖北省林木种苗站、中国林科院热林所、中国林科院资源昆

虫所、中国林科院热林中心 
种子、苗木 

49 黄杨属 Buxus 小叶黄杨 4 观赏、药用 湖北省林木种苗站 

苗木 40 金合欢属 Acacia 

黒荆、银荆、金合欢、

大叶相思、马占相思、

苏门答腊金合欢 

95 材用、观赏、生态 云南楚雄林科所、中国林科院资源昆虫所 

41 榉属 Zelkova 光叶榉、榉树 16 材用、药用 湖北省兴山、湖北省罗田等 

42 栲属 Castanopsis  

刺栲、钩栲、鳞苞栲、

甜槠栲、苦槠、栲、红

椎 

277 
药用、材用、观赏、

食用 

中国林科院资源昆虫所、湖北省林木种苗站、中国林科院亚

林中心 
苗木、种子 

43 壳菜果属 Mytilaria  壳菜果（米老排） 150 材用、观赏 中国林科院热林所、中国林科院热林中心 种子、苗木 

44 梾木属 Cornus 灯台树 40 观赏 湖北省林木种苗站 苗木 

45 榄仁树属 Terminalia 海南榄仁（鸡占） 12 材用 中国林科院热林中心 种子 

46 冷杉属 Abies 梵净山冷杉、冷杉 31 观赏、生态、材用 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种子、穗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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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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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 重点资源单位 共享材料类型 

47 梨属 Pyrus 杜梨、白梨 6 观赏、药用 湖北省林木种苗站、八达岭林场 苗木 

48 栎属 Quercus 

巴东栎、刺叶栎、短柄

枹栎、槲栎、锐齿槲栎、

匙叶栎、栓皮栎、小叶

栎、岩栎、麻栎、白栎 

51 材用、生态、观赏 
湖北省林木种苗站、平谷栓皮栎采种基地、北京市西山试验

林场、北京市种苗站 
苗木、种子 

49 栗属 Castanea 板栗、茅栗、锥栗 425 
生态、食用、果实、

药用 

湖北省林木种苗站，中国林科院资源昆虫所，徐州市林业技

术指导站，山东林木种苗站，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林业果树研

究所、综合所、怀柔板栗站 

苗木、穗条 

50 楝属 Melia 川楝、印楝、苦楝 641 
材用、工业原料、药

用 

中国林科院资源昆虫所、中国林科院亚林中心、徐州市林业

技术指导站 
种子、苗木 

51 柳安属 Parashorea 擎天树 15 材用 中国林科院热林中心 
苗木 

52 柳杉属 Cryptomeria 中国柳杉、日本柳杉 64 材用、绿化观赏 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53 柳属 Salix 

柳树、包括该属白柳、

垂柳、旱柳、钻天柳、

沙柳、腺柳等树种及杂

交 无 性 系 、 金 丝 垂 柳

J1011 

2434 
材用、观赏、生态、

造纸、工艺编织 

湖北省林木种苗站、山东省林木种苗站、江苏省林业科学研

究院、中国林科院热林中心 
苗木、插穗 

54 栾树属 Koelreuteria 栾树 2 观赏、材用 北京市西山试验林场、北京市种苗站 苗木 

55 落叶松属 Larix  

兴安落叶松、日本落叶

松、长白落叶松、杂种

落叶松、华北落叶松 

1552 材用、生态、观赏 
黑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所、林口县林业局青山林场、八达岭

林场 

种子、苗木、

接穗、花粉 

56 木瓜属 Chaenomeles 木瓜 2 药用、食用、观赏 湖北省林木种苗站 苗木 

57 木荷属 Schima 木荷 100 生态 中国林科院亚林中心 种子、苗木 

58 木莲属 Manglietia 粗梗木莲、大叶木莲等 13 园林绿化、观赏 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苗木 
59 木麻黄属 Casuarina 

细枝木麻黄、短枝木麻

黄、粗枝木麻黄 
350 生态、材用 中国林科院热林所 

60 木棉属 Gossampinus 攀枝花 31 观赏、生态 四川攀枝花市林科所 种子、穗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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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

份数 
用途 重点资源单位 共享材料类型 

61 南酸枣属 
Choerospondi

as 
南酸枣 6 药用、生态、观赏 湖北省林木种苗站、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苗木、植株 

62 楠属 Phoebe 

白楠、光枝楠、山楠、

细叶桢楠、桢楠、紫楠、

闽楠、楠木 

208 材用、观赏 
湖北省林木种苗站、中国林科院热林所、四川省林业科学研

究院 
种子、苗木 

63 
拟 单 性 木

兰属 
Parakmeria 

乐东拟单性木兰、峨眉拟

单、云南拟单性木兰等 
17 观赏、材用、绿化 中国林科院亚林所、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穗条、苗木 

64 女贞属 Ligustrum 女贞 66 白蜡虫寄主 中国林科院资源昆虫所 种子 

65 泡花树属 Meliosma 珂楠树 5 材用 湖北省林木种苗站 

苗木 

66 苹果属 Malus 
花红、金蕾 1 号、金蕾

2 号等 
5 食用 湖北省林木种苗站、中国农业大学 

67 蒲葵属 Livistona 
蒲葵、圆叶蒲葵、高山

蒲葵等 
5 

园林绿化、药用、观

赏 
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68 朴属 Celtis 黄果朴、西川朴、紫弹朴 12 生态、材用 
湖北省林木种苗站 

69 七叶树属 Aesculus 七叶树 4 观赏 

70 桤木属 Alnus 
尼泊尔桤木、四川桤木、

桤木 
353 生态、观赏、材用 

中国林科院资源昆虫所、中国林科院亚林中心、四川省林业

科学研究院 
种子、苗木 

71 槭树属 Acer 

三角槭、秀丽槭、飞蛾

槭、青榨槭、元宝枫、

艳红、丽红 

24 观赏、材用、生态 
湖北省林木种苗站、北京市种苗站、北京市园林科学研究所、

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苗木 

72 青冈属 
Cyclobalanop

sis 

赤皮青冈、大叶青冈、

多脉青冈、褐叶青冈、

黄毛青冈、细叶青冈 

18 材用、观赏 湖北省林木种苗站 

73 青檀属 Pteroceltis 青檀 31 材用、化工、生态 湖北省林木种苗站、十三陵林场、北京市种苗站 

74 任豆属 Zenia 任木 52 紫胶虫寄主 中国林科院资源昆虫所 种子 

75 榕属 Ficus 聚果榕、无花果 80 
紫胶虫寄主、食用、

果品加工、饮料 
中国林科院资源昆虫所、新疆喀什市林业局 种子、植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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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润楠属 Machilus 

建润楠、利川润楠、刨

花润楠、绒毛润楠、小

果润楠、宜昌润楠 

15 材用 湖北省林木种苗站 

苗木 77 箬棕属 Sabal 
小箬棕、巨箬棕、箬棕

等 
6 观赏、行道树 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78 桑属 Morus 蒙桑、桑 6 药用、化工 湖北省林木种苗站 

79 
山茶属（油

用） 
Camellia 油茶、红花油茶 382 食用、油料 

中国林科院亚林中心、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中国林科院

资源昆虫所、湖北省林木种苗站 

80 山桐子属 Idesia 山桐子 43 
材用、园林观赏、油

料 
中国林科院亚林中心、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种子、苗木 

81 山楂属 Crataegus 山楂、野山楂 14 食用、药用 湖北省林木种苗站 苗木 

82 杉木属 
Cunninghami

a 
杉木 10110 材用 湖北省林木种苗站、湖南省林业科学院、中国林科院亚林中心 种子、苗木 

83 石栎属 Lithocarpus 
绵石栎、枇杷叶石栎、

包果石栎、多穗石栎 
17 材用、化工 湖北省林木种苗站 苗木 

84 石榴属 Punica 石榴 5 食用、果品加工、饮料 新疆喀什市林业局 植株 

85 石楠属 Photinia 椤木石楠、石楠 11 观赏、药用 湖北省林木种苗站 苗木 

86 柿属 Diospyros 浙江柿、柿子、柿 280 
生态、观赏、材用、

食用 

中国林科院亚林所、湖北谷城、山东省林木种苗站、浙江省

林业科学研究院林研所 

穗条、苗木、

种子、植株 

87 水青冈属 Fagus 
亮叶水青冈、米心水青

冈、水青冈 
6 

材用 湖北省林木种苗站 苗木 

88 水杉属 Metasequoia 水杉 35 

89 松属 Pinus 

油松、乔松、黑松、云

南松、思茅松、红松、

樟子松、马尾松、白皮

松、赤松、大别山五针

松等 

13066 

材用、观赏、造纸、

生态、轻、重工业原

料 

湖北省林木种苗站、黑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所、林口县林业

局青山林场、湖南省林业科学院、中国林科院资源昆虫所、

中国林科院亚林中心、山东省林木种苗站、四川省林业科学

研究院、北京市种苗站、浙江淳安县新安江开发总公司姥山

林场 

种子、苗木、

接穗、花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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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松属（国外

松） 
Pinus 

杂交松、加勒比松、湿

地松、火炬松、湿加松、

火加松 

1650 
材用、造纸、松脂、

脂用 

广东江门大沙林场、广东江门狮山林场、广东湛江市良种场、

广东江门市林科所、广西合浦林科所、广西合浦林科所、中

国林科院亚林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国营长乐林场 

种子、穗条、

苗木 

91 酸豆属 Tamarindus 酸角 85 果实、生态 中国林科院资源昆虫所 种子、穗条 

92 台湾杉属 Taiwania 秃杉 79 生态、材用 
湖北省林木种苗站、中国林科院亚林中心、四川省林业科学

研究院 
种子、苗木 

93 桃属 Amygdalus 
桃、望春、早露蟠桃、

锦春等 
20 食用、观赏 

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林研所、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农业综合

发展研究所、果树研究所、中国农业大学 
植株、苗木 

94 天料木属 Homalium 母生 41 材用 中国林科院热林中心 种子 

95 卫矛属 Euonymus 明开夜合、北海道黄杨 2 生态、观赏 十三陵林场苗圃、八达岭林场 
苗木 

96 乌桕属 Sapium 乌桕 170 化工、观赏、药用 湖北长阳、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97 无患子属 Sapindus 无患子 220 
观赏、工业用油、生

态、化工 
中国林科院亚林中心、中国林科院亚林所 

种子、苗木、

穗条 

98 吴茱萸属 Euodia 楝叶吴茱萸 6 材用 中国林科院热林中心 种子 

99 香椿属 Toona 香椿、毛春椿棒、红椿 296 材用、食用、生态 
湖北省林木种苗站、中国林科院亚林所、中国林科院资源昆

虫所、中国林科院亚林中心 

苗木、穗条、

种子 

100 香果树属 
Emmenoptery

s  
香果树 30 生态、观赏 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植株 

101 杏属 Armeniaca 
杏、山杏、京早红、西

农 25 等 
7 食用、生态 

延庆种苗站、八达岭林场、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林业果树研究

所、新疆喀什地区林业局 
苗木 

102 悬铃木属 Platanus  二球悬铃木 3 材用 湖北省林木种苗站 

103 杨梅属 Myrica 乌杨梅、杨梅 3 食用 湖北省林木种苗站、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104 杨属 Populus 

齿叶山杨、山杨、杨树、

黑杨、毛白杨、小叶杨、

大叶杨、毛果小叶杨、响

叶杨、红叶杨、南方四季

杨、丹红杨、欧美杨 107 

4904 
材用、造纸、生态、

行道树、纤维 

湖北省林木种苗站、黑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所、林口县林业

局青山林场、湖南省林业科学院、中国林科院亚林中心、山

东省林木种苗站、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十三陵林场苗圃 

种子、苗木、

穗条、花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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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椰子属 Cocos 
散尾南椰、美丽直椰子

等 
3 

食用、药用、园林绿

化 
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苗木 

106 叶下珠属 Phyllanthus 余甘子 202 果用、生态 中国林科院资源昆虫所 穗条 

107 银鹊树属 Tapiscia  银鹊树 15 生态、观赏 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植株 

108 银杏属 Ginkgo 银杏 402 
食用、材用、观赏、

生态、药用 

湖北省林木种苗站、徐州市林业技术指导站、山东省林木种

苗站、浙江省临安市林业科学研究所 

苗木、接穗、

植株 

109 樱属 Cerasus 甜樱桃 26 食用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林业果树研究所、山东省林木种苗站 苗木 

110 油楠属 Sindora 油楠 61 材用、观赏、油用 中国林科院热林所 种子、苗木 

111 油桐属 Vernicia  油桐 287 化工、材用、油料 湖北省林木种苗站、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苗木 

112 柚木属 Tectona 柚木 860 珍贵材用 
中国林科院资源昆虫所、中国林科院热林所、中国林科院热

林中心 
种子、苗木 

113 鱼尾葵属 Caryota 短穗鱼尾葵、长穗葵等 3 
观赏、街道绿化、边

材可做工艺品 
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苗木 

114 榆属 Ulmus 

大果榆、白榆、榔榆、

大叶榆、兴山榆、榆树、

春榆、垂枝榆 

339 材用、生态、观赏 
湖北省林木种苗站、山东省林木种苗站、八达岭林场、中国

林科院沙林中心 

种子、苗木、

接穗 

115 圆柏属 Sabina  
蓝塔桧、金花桧、绒团

桧、峰桧 
4 观赏、园林绿化 十三陵林场、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林果所 苗木 

116 云杉属 Picea 
大果青扦、红皮云杉、

鱼鳞云杉 
529 材用、观赏 

湖北省林木种苗站、黑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所、林口县林业

局青山林场 
种子、苗木 

117 云实属 Caesalpinia 塔拉 74 工业原料 中国林科院资源昆虫所 种子、穗条 

118 枣属 Zizyphus   

红螺脆枣、长辛店白枣、

北京马牙枣优系、北京

大老虎眼酸枣、红枣 

40 
食用、果品加工、饮

料、生态 
北京市种苗站、新疆喀什地区泽普县 苗木、植株 

119 皂荚属 Gleditsia  山皂荚、皂荚、滇皂荚 230 生态 中国林科院林业所、中国林科院亚林中心、湖北省林木种苗站 
苗木 

120 柞木属 Xylosma 柞木 9 材用 湖北省林木种苗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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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樟属 Cinnamomum 
川桂、樟树、黄樟、少

花桂、香樟 
162 

观赏、材用、生态、

药用 

湖北省林木种苗站、中国林科院亚林中心、四川省林业科学

研究院 
种子、苗木 

122 柘树属 Cudrania 拓树 3 药用 湖北省林木种苗站 苗木 

123 梓属 Catalpa 楸树 184 材用、观赏、生态 
中国林科院亚林中心、山东省林木种苗站、湖北省林木种苗

站、密云白龙潭林场、北京市种苗站 

种子、苗木、

接穗 

124 棕榈属  Trachycarpus 
毛华盛顿棕榈、华盛顿

棕榈 
3 观赏、工艺品 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苗木 

125 钻天柳属 
Chosenia 

Nakai 
钻天柳 45 生态 黑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所 种子 

1.2 灌木树种 

126 霸王属 Zygophyllum 霸王 100 

生态 中国林科院沙林中心 种子 
127 白刺 Nitraria 

唐古特白刺、大白刺、

小果白刺 
200 

128 半日花属 
Helianthemu

m 
半日花 100 

129 薄皮木属 Leptodermis 薄皮木 50 生态、观赏 北京农学院园林学院 种子、苗木 

130 柽柳属 Tamarix 
包括多花柽柳、短毛柽

柳等 
150 生态 

中国林科院沙林中心 

插穗、种子 

131 甘草属 Glycyrrhiza 甘草、光甘草等 200 药用 根茎 

132 杠柳属 Periploca 杠柳 100 生态 苗木 

133 枸杞属 Lycium 

宁夏枸杞、中国枸杞、

新疆枸杞、柱筒枸杞、

截萼枸杞、云南枸杞、

黑果枸杞、黄果枸杞、

北方枸杞、红枝枸杞等 

700 食用、药用 宁夏农林科学院、中国林科院沙林中心 种子、苗木 

134 蒿属 Artemisia 白沙蒿、油蒿等 200 
生态 中国林科院沙林中心 种子 

135 红沙属 Reaumuria 红砂 100 

http://baike.baidu.com/view/3241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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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厚壳属 Ehretia 粗糠树 7 药用 湖北省当阳等 苗木 

137 胡颓子属 Elaeagnus 坚果沙枣，大果沙枣等 100 生态 

中国林科院沙林中心 

种子、苗木 

138 棘豆属 Oxytropis 二色棘豆、刺叶柄棘豆 100 生态、饲用 

种子 139 锦鸡儿属 Caragana 
柠条锦鸡儿、小叶锦鸡

儿等 
150 

生态 

140 蓼属 Polygonum 扁蓄、西伯利亚蓼 100 

141 麻疯树属 Jatropha 麻疯树、小桐子 713 
油料、药用、染料、

生物柴油原料 
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中国林科院资源昆虫所 种子、穗条 

142 木豆属 Cajanus 木豆 53 蛋白饲料、紫胶虫寄主 中国林科院资源昆虫所 种子 

143 木蓼属 Atraphaxis 沙木蓼、锐枝木蓼 

100 生态 中国林科院沙林中心 

种子、苗木 

144 沙冬青属 
Ammopiptant

hus 
小沙冬青、沙冬青等 种子 

145 沙拐枣属 Calligonum 
新疆沙拐枣、青海沙拐

枣等 
100 生态 

中国林科院沙林中心 
种子 

146 沙棘属 Hippophae 红霞沙棘、棕丘沙棘等 300 生态、食用 种子、插穗 

147 山楂属 Crataegus  山楂 6 
生态、观赏、食用、

果品加工、饮料 
山东省林木种苗站、新疆喀什地区喀什市林业局 植株 

148 水丝梨属 Sycopsis 垂枝水丝梨 1 观赏 湖北省林木种苗站 苗木 

149 四合木属 Teraena 四合木 100 

生态 中国林科院沙林中心 

种子 

150 梭梭属 Haloxylon 梭梭 200 种子、苗木 

151 桃属 Amygdalus 蒙古扁桃、柄扁桃等 200 种子 

152 委陵菜属 Potentilla 金露梅、银露梅等 300 生态、观赏 北京农学院园林学院、中国林科院沙林中心 种子、苗木 

153 卫矛属 Euonymus 小果卫矛 9 药用 湖北省林木种苗站 

苗木 
154 绣线菊属 Spiraea 

三裂绣线菊、‘金焰’绣

线菊、‘金山’绣线菊 
3 生态、观赏 八达岭林场、北京市植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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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樱属 Cerasus  

欧李（大欧李、农大钙

果 3、农大钙果 4、农

大钙果 4、京欧 1 号、

京欧 2 号）、紫叶矮樱 

6 
食用、药用、生态、

观赏 
北京市种苗站、北京市植物园 

156 圆柏属 Sabina   叉子圆柏（沙地柏） 100 生态、观赏 中国林科院沙林中心 

157 榛属 Corylus 川榛、毛榛、平榛 2 生态、食用 湖北省林木种苗站、八达岭林场 

资源服务单位：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 

资源服务方式：公益性共享、资源交易性共享、合作研究等共享方式 

 

（更多资源整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