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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桉树用途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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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林业局桉树研究开发中心, 广东 湛江 524022)

摘要：桉树产业的快速发展，使桉树的用途在我国越来越受到重视。作为世界三大速生树种之一，它为我国带来
巨大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且拥有十分广阔的发展前景。本文从桉树木材利用，桉树副产品及化工
用途、桉树的园林观赏价值以及桉树的生态防护价值四方面综合归纳桉树的主要用途，为日后发展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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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scussion on Utilization of Eucalyptus in China
ZHENG Jia-qi, CHEN Shao-xiong
(China Eucalypt Research Centre, Zhanjiang 524022,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With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Eucalyptus plantation industry in China, utilisation of Eucalyptus
products has been gain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Recognised worldwide as one of the three fastest
growing plantation tree species, Eucalyptus have brought great economic, ecological and social benefits to
China to date. Even so, the eucalypt plantation industry and associated processing industries are still seen by
many to have substantial further potential for development and expansion. This paper summarises and
reviews the four main types of Eucalyptus utilization; and these include: timber utilisation, by-products and
chemical utilization, ornamental and amenity plantings, and ecological protective functions.
Key words:Eucalyptus; forest product utilization; development

桉树(Eucalyptus)是世界三大速生树种之一，以

界人均水平的 1/4, 而国内市场对木材等林产品的

其生长快、适应性强、用途广泛等特点被引种到世

需求量却逐年攀升，随着我国天然林资源保护政策

界 90 多个国家，是原产国澳大利亚的―国树‖。我国

的实施，木材供需缺口将越来越大[2]。在这种形势

最早于 1890 年引进桉树，
并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在

下，桉树作为木材的用途逐渐凸显出来。桉树是世

中国热带，南亚热带大规模种植。经过 20 余年的迅

界上极有价值的硬木资源之一，某些木材产品以最

猛发展，至 2014 年底，全国桉树人工林面积已达

重、最坚硬和最耐久而著称。我国的桉树木材生产

2

[1]

450 万 hm ，
桉树年产业链总产值超过 3 000 亿元 。

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初，主要用于制浆造纸、人造

在我国引种桉树的 100 多年来，桉树的众多用途已

板和实木建筑及家具。

被逐渐发现并利用，其带来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

1.1 桉树作为纸浆原料

和社会效益让它成为了中国南方的代表性速生树
种。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阐述桉树的用途。

随着桉树引种栽培技术不断成熟，桉树人工林
无论是在规模、质量、或是在地域气候限制、病虫
害控制等方面都在不断发展。桉树生长快，容易加

1

桉树木材利用

工，其纤维平均长度为 0.75 ~1.3 mm，密度适中，
得浆率高，是制浆造纸的好原料，这也是为何我国

根据第八次(2009—2013)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
果，我国森林覆盖率 21.63%，人均森林面积仅为世

江淮地区的小纸浆厂大量关闭，而华南一带大型木
浆基地和木浆厂快速兴起的原因。20 世纪 8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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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近 10 个科研单位和企业进行了多种桉树造纸

已普遍采用桉木作为电线杆、铁路枕木和桥梁。由

的研究，其中广西柳江造纸厂完成了柠檬桉制凸板

于其良好的耐腐耐磨性，桉木亦被作为上等的车船

印刷纸的中试，雷州林业局在牡丹江木材厂和造纸

材，用于制造车轮和船身，例如蓝桉(E.globulus)对

厂完成了雷林 1 号桉制铜版纸的中试。试验表明，

凿船蛆的抵抗力就极强，用它建的码头使用期限可

我国栽培的一些桉树，无论白度还是强度均可制造

达 50 a 之久[4]。

高中档文化用纸[5]。柠檬桉(Corymbia citriodora)和

桉树还是非常好的家具用材，如维多利亚桉的

尾叶桉(E.urophylla)都是较好的纸浆制造原料，华南

色泽纹理具有天然均匀、淡雅、柔和的特点 [6]，且

地区目前较大的以桉树木为原料的纸浆和造纸基地

木纹紧密、切面光滑，这些优势都为其成为上等的

主要有湛江晨鸣浆纸有限公司，年产木浆 100 万 t，

家具装饰材加分。在桉树的原产地澳大利亚，其知

造纸 150 万 t；广西斯道拉恩索林业有限公司 2016

名建筑如国会大厦、悉尼歌剧院等内部用的木材都

年开始运营的林浆纸一体化工厂，年产规模预计为

是桉树加工而成的。在我国，桉树大径材也被广泛

90 万 t 浆和 90 万 t 高档纸板；以及金光集团 APP

用于制作旋切板、木质家具和地台板等，桉木在锯

旗下的海南金海浆纸业有限公司，年产 100 万 t 化

材及家具装饰领域产生的经济效益是同等数量的纸

学漂白硫酸盐桉木浆，年造纸量超过 70 万 t。

浆材产生经济效益的数倍。

1.2 桉树作为人造板材料

桉树木材除了以上提及的主要用途外，还在生

桉树木材是三板(中纤板、刨花板、胶合板)重

活的各个领域发挥其作用。如在农业方面，可作为

要原料，
我国桉木纤维板于 1981 年在广东进入商业

工农具用材锄、锹、斧、锤等工具的手柄；在制造

性生产，由于桉树木材质地坚硬，常被用于生产中

业方面，可作为体育器材，乐器、箱架、围栅、火

密度纤维板和硬质纤维板。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柴等的原料。在澳大利亚桉树基本可以取代其他常

多家纤维板厂逐渐落户华南地区，其中颇具代表性

规木材，而在我国，它也为我国的建筑、工矿、轻

的有粤海(湛江)中密度纤维板有限公司，它是一家

工、交通、电信各行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利用桉树木材生产中密度纤维板的人造板企业，自
1997 年投产以来实现年产量 95 000 ~ 100 000 m3 ,

2 桉树副产品及化工用途

年消耗桉树木材 85 000 ~ 90 000 绝干吨，约占耗所
在地域 150 km 集体半径的桉树木材年产量的 10%

2.1 桉树精油

左右。桉树木材由于材质细致，色泽美观，还被用

桉树油通常是将桉树枝叶通过蒸馏法萃取而

于加工刨花板和胶合板，如香港嘉汉木业集团公司

得，我国桉树精油的发展始于 1958 年，在 20 世纪

在肇庆高要建立了年生产 10 万 m3 的刨花板厂[4]。

60 年代开始大量生产[5]，可分为医药精油，工业精

正是由于桉树可作为优质的纸浆和人造板材料，容

油和香料精油，
其中在医药方面的应用是最主要的。

易加工，且污染小，越来越多大型纸厂往林浆纸板

我国是世界精油市场的主要成员，20 世纪 70 年代

一体化经营方向发展，提高了经济效益的同时提升

占市场年销售量的 70％，供外贸出口经过提纯的桉

产业规模和竞争力。

油年约 1 000 t ；仅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就年均

1.3 桉树木材在实木建筑及家具制造业的用途

产粗桉叶油近 2 000 t，年产值达 6 000 多万元[3]。

相较于桉树作为纸浆材和薪碳材的短轮伐期

桉叶油的主要成分为香茅醛、香茅醇、桉叶醇、桉

和矮林作业，长轮伐期(10 ~ 15 a)的桉木林主要用于

油醇等物质，蓝桉、史密斯桉(E.smithii)、柠檬桉、

生产矿柱材、枕木、锯材和家具制造。桉树通直坚

窿缘桉均是产油率较高的树种。

实、厚重耐用，国营雷州林业局在 20 世纪 60 年代

桉树精油通常具有良好的抑菌杀菌作用，如蓝

就开始大量用窿缘桉(E.exserta)和柠檬桉生产矿柱

桉油具有消炎镇痛的作用，能抗结核杆菌；1,8-桉

材、农用材和建筑材，在桉树栽培较多的南方地区，

叶油素可治疗流感、感冒、细菌性痢疾、肠炎及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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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感染[8]；桉叶油还经常作为肥皂、除臭剂、香水

压抽取、蒸馏、干燥等化工过程后得到的高分子化

和个人卫生用品的原料。由于具有清凉香气，许多

合物，其主要成分就是鞣质。栲胶可用作合成桉工

牙膏和漱口水等牙齿保健产品中添加了桉叶油的成

业脱硫剂[11]、金属防腐和防锈剂[12]、石膏模型增强

分，且被作为食品添加剂在口香糖产品和止咳糖配

剂、匣体生产的添加剂、锅炉除垢离垢剂 [5]等，在

方中使用。不仅如此，桉树油还有很好的缓解疲劳、

胶黏剂合成工艺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除了化工用途，

镇静安神的作用，在脉搏和压力点使用桉树油按摩

在医学上鞣质还有杀菌，美容，抗衰老、降血压等

对身体健康很有益处，它也是少数可以直接用于皮

功效，在临床上多用于止血和防止外伤感染。

肤的精油之一。

以我国现有的人工林规模来看，我国桉树树皮

在植物和动物身上，桉树油同样发挥很好的防

的资源是巨大的，但很多加工企业把树皮压榨送去

治害虫及抑菌作用。如柠檬桉精油对小菜蛾、菜青

当燃料后，就把榨出的树皮汁(每年不低于 70 万 t[10])

虫有很强的拒食作用，对小菜蛾幼虫具有一定的胃

排进江河，使树皮汁中的单宁被极大地浪费了，如

毒及触杀作用；对萝卜蚜虫、赤拟谷盗有很好的趋

何有效回收利用以提高桉树树皮的经济效益是桉树

[9]

避作用 ；在宠物洗澡水中添加几滴精油可防治寄

产业链中值得深究的一环。再者，桉树有 800 多个

生虫和虱子等，为害虫防治开辟了新途径。

品种与 100 多个变种，我国已引进的桉树树种约 42

2.2 黄酮类化合物的提取

种[4]，不同树种或同一树种的不同部位，鞣质的含

黄酮类化合物在一般植物体内的形成，具有多

量是不同的，如何筛选出鞣质含量、纯度较高，经

种生物活性，极具药用价值。桉叶黄酮类化合物有

济价值高，种植面积广的树种作为原料是桉树次生

抗微生物活性，在医药上可作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辅

代谢物质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

[5]

助药，其有效成分还能促进作物生长和发育 。如

2.4 桉树其他副产品及用途

桉树叶中提取的芦丁，具有维持血管抵抗力、降低

2.4.1 桉树蜜

其通透性、减少脆性等作用，临床可用于防治脑溢

桉树是优良的蜜源植物，我国主要的桉树蜜源

血、高血压、视网膜出血、紫瘢和急性出血性肾炎；

是广东、
广西南部集中成片栽培的窿缘桉和柠檬桉，

还能对紫外线和 X 射线具有极强的吸收作用，可作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已能生产较大量的商业蜜，广东

为天然防晒剂。

雷州半岛还被成为―桉海蜜库‖[5]。桉树蜜有促进消

在农、林业上，桉叶黄酮类物质被作为植物生

化、提高免疫力、抗疲劳和改善睡眠等作用，是很

长促进剂，促进植株茎叶生长和新陈代谢，增强光

好的养生食材。

合作用，增加植株体内干物质积累，提高作物产量

2.4.2 桉树叶作为动物饲料和饲料添加剂

和品质；在多种蔬菜、农作物、果树、花卉等方面

桉树叶片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尤其是丰富的

中使用方便，增产效果明显，提高经济效益。但桉

胡萝卜素，鲜叶平均含 148 mg kg-1；其粗蛋白质、

树产业在桉叶黄酮类化合物的开发和提取方面投入

粗纤维和粗脂类与松、梨叶相当，因此可作一般能

的力度仍有待提高，可考虑在此方面加快开发，发

量饲料。经饲养动物实验，桉叶粉对猪有促进增重

展桉树资源利用。

和改善饲料利用率的良好效果[13]。有的树种叶片还

2.3 鞣质的提取与利用

具有甜味，如伞房桉，绵羊、牛和马都喜欢食用[3]。

鞣质，又称单宁，是桉树中含量较多的化合物

2.4.3 桉树木屑用于栽培食用菌

之一，树皮中的含量最高，树干、树叶、树根等部

桉树生长迅速，其木材疏松，有利于菌丝对基

位次之。由于其能与蛋白质结合形成不溶于水的沉

质的分解，接种后菌丝萌发、生长快，特别有利于

淀，即与兽皮中的蛋白质相结合，使皮成为致密、

生长周期较短的食用菌如：鲍鱼菇(Pleurotus spp.)、

柔韧、难于透水且不易腐败的革，因此称为鞣质。

茶 树 菇 (Agrocybe cylindracea) 、 木 耳 (Auricularia

桉树栲胶是以桉叶、小枝条、和树皮为原料经过加

auricula)等栽培。经过观察试验，桉树木屑与米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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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屑(对照)袋栽的鲍鱼菇、杏鲍菇、茶树菇在口感、

率高等优点，桉树被誉为造林的―先锋树种‖、纸浆

色泽、外形、等级率以及烘干率等方面均无明显差

工业的―绿色黄金‖，不仅如此，桉树人工林在消灭

[14]

异

，因此，桉树林还是缓解菌林矛盾的有效途径。

荒山，减少水土流失，防风固沙，固碳释氧、改善
生态环境等方面也起了重大作用。

3

桉树的观赏价值及其在园林中的

解放前的雷州半岛十分荒凉，受风沙旱灾严
重，后来在绿化祖国的号召下，桉树用其顽强的生

应用

命力扎根这片土地，使森林覆盖率达到 20%以上，
为大地披上了绿衣，同时使雷州半岛的气候、湿度、

桉树树形美观，花朵艳丽，气味芬芳，是很好
的观赏树种，其中观赏价值较高的品种有 100 多种，
[17]

主要来自桉树属和伞房属

温度、蒸发量都发生了有利变化，还有效缓解减轻
了风害，充分发挥了森林的生态作用。其次，桉树

。观赏桉树的类型主要

具有很强的光合作用和净化大气环境的能力，以广

分为观干桉树、观花桉树及观叶桉树。观干桉树树

西为例，仅广西桉树人工林每年就可吸收二氧化碳

体高大，树干挺拔､通直，树姿优美，如巨桉

3 903.04 万 t, 释放氧气 2 849.46 万 t，提供负离子

(E.grandis)、柠檬桉、直干蓝桉(E.maidenii)，可用于

5.95 × 1025 个，吸收大气污染物 18.48 万 t[18]。再者，

行道树或庭院绿化，或栽植于某些主要的风景点作

桉树还是很重要的农田防护林和沿海防护林树种，

装饰木和用作草坪的孤立木以增加草地的深远感及

粤西垦区桉树防护林占总防护林面积的 90％，恰当

[16]

美观度

。观花桉树通常具有色彩鲜艳或形状独特

优美的花；桉树的花呈樱状，花丝有红、白、淡、

的桉树防护林营造技术措施使 30 多年来恳区的橡
胶林减少损失 2 000 多吨干胶[19]。

黄等多种颜色，
有囊盖且囊盖的形状达 10 种之多[15]，
花丝在花蕾囊盖脱落后显得格外漂亮，代表树种有

5

结语

红花桉和朱药桉，主要在公园、植物园或景区中以
大片树群的方式种植，是景区装饰的理想树种。观

我国引种桉树所取得的产业进步和发展令人

叶桉树主要特点是树冠匀称，分枝较低，枝叶浓密，

瞩目。从早期的作为“四旁”绿化树种，到初期的

叶色亮丽，如圆叶桉(E.pulverulenta)的叶呈卵圆形，

生态防护、矿柱材生产，再到改革开放后的制浆造

嫩绿色的圆叶螺旋状着生在枝条上，
十分典雅大方；

纸以及现在的多种用途，桉树产业越来越完善。在

灰桉叶形小，呈蓝灰色，叶附生在细长柔软的枝条

传统木材利用的基础上，桉树副产品及化工用途也

上，随风摇曳多姿，可用于城市街道绿化和郊外道

正在逐渐被关注，除了发展较好的桉树精油和桉树

路绿化。

蜜外，黄酮类化合物及鞣质的提取利用更具医学药

桉树引种我国 120 多年来，已被广泛应用于街

用和化工价值，这些珍贵的桉树次生代谢物质将是

道、公园、学校、路旁、河旁、庭院等地方的绿化

未来桉树产业重要的一环。还有桉树具有的观赏价

造林，只要将桉树的观赏特性与道路、建筑物等四

值及生态防护价值，也为桉树产业增添光彩。

周环境配合设计、彼此协调，就能表现出与众不同

虽然社会上依旧存在一些对桉树的偏见，以及

的南国风光。作为独特的观赏树种，它还具有香味

我国桉树的种植水平和开发利用力度仍需提高，但

以及能抗病抑菌，有利于行人的健康，是非常好的

在广大林业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下，相信桉树的利用

园林植物。

潜力会不断被挖掘，为我国生态、经济、社会作出
更大贡献，开创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4 桉树的生态防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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