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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每次去
都与它擦肩而过

2015年7月碰巧赶上了
花期，花穗的不同，让科研
人员发现了这个新物种

胡椒属物种家族新添一名成
员——尖峰岭胡椒。我们的生活
或许会因这一“调味剂”而另有一
番滋味。

近日，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专家在国际植物分类学期刊
《PHYTOTAXA》上发表了有关
尖峰岭胡椒这一新物种的文章。
2015年7月，中国热带农业科学
院香料饮料研究所（以下简称“热
科院香饮所”）的胡椒资源育种研
究团队在海南乐东黎族自治县尖
峰岭自然保护区展开野外考察，
首次发现该物种。

新物种的发现，使得人们对
地球物种的多样性有新的认识。
而对科研人员而言，发现胡椒属
新物种是件“可遇不可求”的事，
胡椒属物种很多，不同物种之间
的差别极其细微，这给发现新物
种带来诸多难度。

我国胡椒主要分布在海南、
云南及广东等热区，种植面积近
40万亩，是我国热区农户的主要
经济来源之一，而海南胡椒占我
国胡椒总量的90%以上。

尖峰岭胡椒这一胡椒属新物
种的发现，不仅丰富了物种资源，
也让海南胡椒又一次引发热议：
胡椒产业发展链条上究竟包含多
少“科技因子”，科技研发又能给
产业发展提供怎样的支撑？

“我们在海南发现了胡椒属的一
个新物种，分布在乐东黎族自治县尖峰
岭自然保护区海拔500米至800米处，
根据地名，我们命名它叫尖峰岭胡椒。”
热科院香饮所副所长郝朝运博士说，这
是一件让团队兴奋的事，有的人研究一
辈子都有可能发现不了新物种。

尖峰岭胡椒一经发现，世界胡椒属
物种进一步丰富，我国国产胡椒属从60
种增加为61种，其中海南共有12种。

“因为胡椒属物种很多，不同物种
之间的差距极其细微。能发现尖峰岭
胡椒，挺幸运的。”郝朝运说，为了搜集
胡椒资源，他们曾多次前往尖峰岭自
然保护区进行野外考察，“现在想来，
我们每一次去都与它擦肩而过，如若
不是2015年7月那次碰巧赶上了花
期，我们或许还发现不了。”

“要在胡椒属不同物种间找不同，
关键在于花和果。当时，我们发现尖
峰岭胡椒的花穗与其他物种不同，这
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直觉告诉我们，
它不一样。”郝朝运说，肉眼看上去，当
雄蕊成熟后，它的花丝脱落，花序轴就
成了“光杆司令”，这与其他物种的花
穗不尽相同。

在之后的两年研究时间里，该胡
椒资源育种研究团队研究成果印证了
他们的猜想。通过反复仔细研究、对
比它的形态特征后发现：肉眼看上去，
尖峰岭胡椒虽与变叶胡椒形态相近，
但花穗、叶柄、种子、花序轴等部位特
征却不尽相同。据核糖体ITS片段显
示，它与亲缘关系最近的粗梗胡椒也
有明显不同——这是一个新的物种！

尖峰岭胡椒的花穗有5厘米左右
长，花朵长约2毫米，需要用体式显微
镜放大五至六倍才能看清。

尖峰岭胡椒有很强的依附力，它
既可以攀爬在岩石上，变成硕大的一
丛，也可以攀附在十多米高的树干上，
直冲云霄。单看形态，尖峰岭胡椒与
其他物种并无不同，不过在专业的团
队眼中，它的叶柄、它的花穗、它的苞
片、它的种子等都“暗藏玄机”。

从发现尖峰岭胡椒的两年多
来，该胡椒资源育种研究团队一直
没有停下对它的研究。“一项科学研
究并非一朝一夕能完成，它将花费
的时间和精力是无法预估的。我们
目前进行的是对尖峰岭胡椒的形态
特征研究，其生物学特性还无法得
出具体答案。”郝朝运说。

其实这并不是该胡椒资源育种
研究团队第一次发现胡椒属新物
种，此前他们在万宁凤凰山发现了
盾叶胡椒。

一个新物种拥有独特的生物学
特性，保护它就是在保护生物多样
性。

郝朝运说，发现尖峰岭胡椒物

种，最显而易见的意义在于其科学
价值，丰富了物种多样性。其次，则
是其利用价值。

按 照 国 际 植 物 保 护 联 盟
（IUCN）的物种濒危等级的评价标
准，尖峰岭胡椒被评估为极危种，亟
待开展更多的调查和保护研究。

郝朝运说，接下来他们将从生

物学特征对尖峰岭胡椒展开研究，
在研究它药用价值的同时判断其是
否可以作为育种材料，并尝试开发
其园艺价值，竭尽全力保护、研究和
利用好这一新物种，为海南乃至全
国胡椒产业作出新的贡献，“至于它
到底有什么样的利用价值，目前我
们无法回答。”

人们常说，一粒种子可以改变
世界。种质资源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它是一个产业发展的基石。

郝朝运总说，发现新物种是幸
运的。但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这份
幸运的背后来自专业的累积，如果
不是他们十分深入地研究胡椒，那

么不同物种间细微的差别很可能
一次次从野外考察中被忽略。

物种不是品种。目前全海南有
12个胡椒属物种，有很多种质资源，
许多已经生长在万宁兴隆热带植物
园的一片苗圃内。这片苗圃就是全
国首个胡椒种质资源圃，是郝朝运

和其团队成员耗时7年创建的。
7年前，郝朝运刚刚入职热科

院香饮所，他发现，研究所内共有
20多份胡椒种质，而想要做好胡椒
育种工作，做好产业研究，这些材
料远远不够。针对我国胡椒种质
资源数量偏少的问题，他想要在海

南建立国内首个胡椒种质圃。
7年间，郝朝运团队从各地收

集了胡椒品种72个种、200余份，
探明了我国资源现状及地理区系
特征，不仅使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
胡椒资源保存国，也为我国胡椒新
品种培育奠定了材料基础。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当下，海南的胡
椒加工企业数量不多、规模小、技术不够成
熟，胡椒精深加工产业亟待加强。

“作为科研人员，我们有责任将海南胡
椒产业发展壮大。为此，我们也不断寻求与
企业合作，推广更多科技成果转化，用新技
术为胡椒产业加码加力。”谷风林说，同时我
们进行自我转化，搭载万宁热带兴隆植物园
的旅游市场，依托研究所支持成立的公司展
销产品，将胡椒产品投放市场，时刻关注它
的市场接受度和认可度。

“目前国内胡椒部分仍要依赖进口，市
场很有前景。”谷风林说，对海南而言，我们
打造海南胡椒的地域性品牌，打造“海南胡
椒香味足、辣味浓、品质优”的品质；对企业
而言，要整合资源打造企业特有品牌，不断
加深市场印象，与国际市场竞争，提高海南
胡椒美誉度。 （本报海口12月21日讯）

胡椒产业链条上的科技支撑

“胡椒巧克力？原来胡椒还可
以这样吃！”在今年的中国（海南）国
际热带农产品冬季交易会上，新奇
的胡椒巧克力引来众多市民关注。

这款胡椒巧克力来自醇香黑
巧克力和黑胡椒粉的奇妙组合，是
胡椒产品上的一个创新。“这是我
们和海南海垦胡椒产业股份有限
公司合作推出的一款胡椒产品，我

们提供加工技术支持。”热科院香
饮所产品加工研究室主任谷风林
告诉记者。

说起胡椒产品，在万宁兴隆热
带植物园可以看个遍，那里还有青
胡椒、青胡椒酱、胡椒调味油、胡椒
调味酱、胡椒汁等10余种系列产
品，以科研成果展示+旅游市场的
方式，进入消费者视野、登上消费

者餐桌、调味消费者生活。
胡椒鲜果要怎样变成五花八

门的产品？一般胡椒的加工分为
黑胡椒和白胡椒两种。“目前海南
市面上常见的加工方式是浸泡褪
皮工艺，将果穗放入流水中浸泡
数天，直至果肉果皮腐烂，继而进
行洗涤、干燥、装袋。”谷风林介绍
说，传统的浸泡褪皮工艺有污染

环境、资源浪费、劳动力成本高、
微生物易超标等弊端。

为解决这一问题，热科院香
饮所升级加工技术，创新研发了
机械脱粒脱皮技术、清洁节能干
燥技术、高温灭霉护色技术、热处
理增色技术、风味保存护色技术、
鲜果直接利用技术等，用新技术
改变产品形式，提高产品附加值。

在海南建成全国首个胡椒种质资源圃

“海南种植胡椒历史长，科技
含量高。”在文昌种了多年胡椒的
李文海对胡椒产业了解颇多，他说
以前农户多是粗放种植，因为排
水、施肥不得当，再加上台风影响，
胡椒总要得胡椒瘟病，根、叶、花等

“器官”都会受损，影响产量。
李文海说，数十年来，正是有

了科研人员对胡椒的栽种、管理方
法以及病虫害防治的研究，技术不

断升级，现在胡椒瘟病发生频率才
越来越低。

热科院香饮所胡椒产业研究
中心主任杨建峰介绍，自1957年
香饮所成立后，就把胡椒作为重点
研究对象，并针对不同时期产业发
展的实际需求展开针对性研究。

“我们先后开展了胡椒瘟病、
细菌性叶斑病及根结线虫等影响
产业发展的主要病害研究，摸清了

其发生流行规律，总结出一套切实
可行的综合防控措施，有效控制其
发生流行，使得产业发展逐渐趋于
稳定。”杨建峰说。

紧接着，研究人员还在优良种
苗培育技术、应用落叶剂增产效
应、覆盖增产等高产高效配套栽培
技术等领域进行研究，逐步解决产
业化发展关键技术难题，建立我国
胡椒标准化生产技术体系，大幅度

提高了产量水平。
上世纪50年代，归国华侨将胡

椒带回海南种植。“当时大家只能借
鉴其他作物的种植经验，白胡椒亩
产仅为30公斤左右，远低于国际水
平。”杨建峰说，随着技术的不断革
新，目前海南白胡椒平均亩产可达
150多公斤，掌握标准化种植程度
较高的可达到200多公斤，我们在
试验中可以达到400公斤。”

科学种植“调”出好产量

送科技下乡，改变种植观念

“我们最期待中国热带农业
科学院的胡椒专家为我们讲课。”
李文海说，他们将胡椒丰产栽培
的一整套技术毫无保留地教授给
我们。

台风及风后持续降雨会给胡
椒带来严重影响。每到台风季，
这群胡椒专家就来到农户地里，
帮助胡椒种植户尽快恢复生产，
将损失降至最小。专家们常叮

嘱：“台风过后要及时到田里检
查，及时清理病死株，以防传染
……”久而久之，种植户也改变了
粗放管理的种植观念。

“种植技术是发展胡椒产业的

关键点，如果种、管不得当，那么种
植户的投入就很有可能打水漂。”
杨建峰希望海南的种植户不断提
高种植管理水平，标准化种植、科
学化管理，种出好产量。

加工技术升级，打造胡椒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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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附在岩石上的尖峰岭胡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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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峰岭胡椒

花穗长5厘米左右

花朵长约2毫米
需要用体式
显微镜放大五至
六倍才能看清

带着果穗的尖峰岭胡椒枝条。
（本版图片均由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香饮所提供）

尖峰岭胡椒已被评估为极危种
它的发现丰富了物种，是否有药用价值、育种价值等还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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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海南胡椒品牌

当雄蕊成熟后，花丝脱
落，花序轴就成了“光杆
司令”，这与其他物种的
花穗不尽相同（请比照
尖峰岭胡椒器官图E）

尖峰岭胡椒有很强的依附力，
它既可以攀爬在岩石上，变成
硕大的一丛，也可以攀附在十
多米高的树干上，直冲云霄

海南胡椒占我国胡椒总量九成以上，尖峰岭胡椒这一新物种的发现，让海南胡椒再次引发关注

解开尖峰岭胡椒的“密码”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通讯员 林红生 邬慧彧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通讯员 林红生 邬慧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