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柽柳科 (Tamaricaceae)植物的研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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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柽柳科(Tamaricaceae)是一个古老的科，起源于第三纪，包括亚洲中部在内的“古地 

中海 沿岸地区。该科植物主要为旱生植物 。其 中大多数种是 防风、固沙造林和水土保持的优 

良树种 ，对改造 沙漠和改善气候条件具有重要的生态意义。同时 ，该科植物在荒漠地区还具有 

广泛的经济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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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history of the family Tam aricac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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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lants of the family Tamaricaceae，a family with long history，have oc— 

curred in ancient M editerranean region since Tertiary．M ost of them are drought—tolerant 

plants，which are suitable to be used as wind—preventing，forest—m aking and soil—holding 

plants．Ecologically，they are plants of great importance in reforming of desert and im— 

proving of climate condition in arid zone．In addition，plants of the family also have tom— 

prehensive economic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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桎柳科(Tamaricaceae)植物为灌术、半灌木或乔术。全世界有 4属，约有 120余种 ，主 

要分布于旧大陆草原和荒漠地区[】]。多生于荒漠或半荒漠地区的盐土或低湿沙 区。中国有 

4属近 4O种 ，约占世界种类的 33 。多数种是 优良的防风固沙植物，同时有些种是优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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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树种，具有广泛的经济用途 。～ 。尤其柽柳属植物是荒漠地区最主要的燃料
、 肥 

料和饲料来源 。此外，还可作染料香料和人药 。琵琶柴属植物也是草原上重要的牧草 ，秋 

季为羊和骆驼所食 ，其枝果亦能人药【 

1 柽柳科植物检索性状 

灌木、半灌木或乔木 叶小，多呈鳞片状，互生，无托叶，通常元叶柄 ，多具泌盐腺体。花 

通常集成总状花序或圆锥花序，稀单生，通常两性，整齐；花萼 4～5深裂，宿存；花瓣 4～ 

5，分离，花后脱落或有时宿存 ；下位花盘常肥厚，蜜腺状；雌蕊 d、5或多数，常分离，着生在 

花盘上，稀基部结合成束 ，或联合到基部成筒，花药两室，纵裂；雌蕊 1．有 2～5心皮构成， 

子房上位，1室，侧膜胎座 ，稀具隔，或基部胎座 ；种子多数，全面被毛或在顶端具 芒柱 ，芒 

柱从基部或从一半开始被柔毛；有或元 内胚乳 ，胚直牛【 。 

2 柽柳科植物的分类历史及研究现状 

2 l 历史回顾 

Linnaeus在他的《植物志属》(1 737)和《植物志种》(1753)2书中，最初建立了 2个属： 

柽柳属(Tamarix)和琵琶柴属(Reaumuria)，并首先记载了产于欧洲(德国)的 1种水柏枝 

置于柽柳属 内，即Tamarix germanica L．。他订的柽柳属中包括了后来的水柏枝属(Myri． 

cdⅢ )口j
。 1825年 Desvaux正式地建立了水柏枝属(Myricaria Desv．)，从柽柳属中分出了 

水柏枝属的一些种，并命名 了 1个新种 ：Myricaria g“ 。Ⅲ Desv，。此后的 80几年问 

(1839～1 921)，国内外许多学者纷纷发表新种和修订前人已发表的种。同时亦出现了一些 

混乱，如有学者认为 Myricaria germanica分布于中国[1 ，但据张鹏云等考证，该种在 中国 

没有分布 ，而产于我国的 过去文献上多记载为 Myricaria germanica的 1种水柏枝应为 

l~lyricaria panicu[ata E 
。 有些种的某些性状是其长期生括在干旱条件下的一种适应性表 

型特征，很不稳定 ，不能作为划分新种 的依据，如关于 Myricaria germanica与 Myricaria 

alopecuroides 2种之间的关 系问题所出现的混乱，就是 由苞片形态这一不稳定性状所造 

成的口 。又如 Myricaria elegans的分类地位一直存有争议 ，曾被归人柽柳属或水柏枝属。 

Qaiser(1978)和 Ovcz与Kinz均认为该种应当从水柏枝属中分 出而另立一属。根据《国际 

植物命名法规》优先律原则，Tamaricaria为多余 的名称，因此应该采用 Myrtama作为属 

名。Crins(1989)认为，Tamar~'caria为 Myrtama的异名，将其并人山柽柳属 Myrtama Oyez 

＆ Kinz．f．~23。 

自法国人 Desvaux于 1 825年建立柽柳科以来 ，一直对属的建立和有些种的归属问题 

上存有争议。柽柳属被认为是有花植物最混乱的属之一口]，在分类成立上亦存在许多混乱 

之处 。由于该属植物极易天然杂交，且许多外部性状十分相似 ，出现了一些种名和产区的 

误订。如，认为中国柽柳在塔克拉玛于荒漠中有分布就属于误订 。另外 ，该属植物 同种异 

名现象也时有发生口]。 

这一方面，对柽柳属的研究是最为深人的。如 Willdenow(1816)的《柽柳属综览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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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学者 Rassanov F H 在他的《中亚的柽柳》(1 949)这本专著中全 面阐述 了关于中亚柽 

柳属的形态、分类、杂交种、生态特征、生物学特征、物候学 、地理分布、古地理学
、 种的发 生 

和种系发生方面的内容 ，这是 一本相对 比较早期的柽柳属的系统研究著作： 。其它的著 

作，如《苏联乔灌木》(1 958)、《乌兹别克植物志》(1 959)也涉及到柽柳属植物的分类 此 

外 ，国外一些植物志，比如《西部热带非洲植物志》、《伊拉克植物志》等都涉及到 了柽柳属 

的分类 。。值得一提的是 Zohery和他的学生 Baum 在柽柳属研究方面做出了很卓越的贡 

献。发表 r关于柽柳花粉形态与柽柳分类之间关 系的专著《花粉形态与柽柳属的分类关 

系》，文章以花粉形态为依据，探讨了柽柳的种问关系 ]。1 978年，Baum 出版了在柽柳研 

究中至今都 占很高地位的《柽柳属植物》，这是一本关于柽柳属植物花粉、分类、系统学、进 

化、迁移、世界分布等多方面的著作，他对柽柳的研究无疑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但遗憾的 

是：在柽柳种的分布方面，极少涉及到我国新疆的塔里木盆地一 一个拥有较多种和特有 

种的柽柳分布区。我国近代著作 中，对柽柳属有较详细记载的是周汉藩的《河北 习见树木 

图说》(1934)和陈嵘的《中国树木分类学 》(1 953)D] 解放后，对柽柳属作系统研究 的首先 

是张学忠，于 1 962年记载了 10种柽柳，并发表了1新种 ]。另外张鹏云、刘铭庭等对新疆 

柽柳属的植物也作了系统的采集和研究 ，并发表了若干新种。 

现在．大多数作者仍将本科分为 4属，即红砂属(Holola~hne Ehrb．)、水柏枝属(~lyri 

∞rid Desv．)、柽柳属(Tamariz Li．an．)、琵琶柴属(Rea“"l ria Lkmx．)。国内外许多学者如 

Enrh(1827)、Qaiser M(1978)、Baum B R(1978)、席以珍(1 988)和张鹏云等(1 984)分别将 

柽 柳 属植物 划分 为 3～5个 属 不等 “ ” J。张鹏 云等 (1 990)根 据 Maximowicz C】 

(1889)的意见，仍将红砂属(Hololachne Ehrb．)并人琵琶 柴属(Reaumuria Linn．)，将全 

世界柽柳科植物合并为 3属 ]，《中国沙漠植物志》也作了同样的处理_1 。 

琵琶柴属(Reaumuria Linn．)全世界共 12种，主要分布于亚洲大陆、南欧和北非。’]。 

我国产 4种 2变种 ，在我国西北高原、内蒙高原和东北平原的荒漠、荒漠草原及草原 中占 

有显著地位 ，成为该地带植被中的主要建群种 、共建种和主要伴生种。琵琶柴属植物均生 

活在荒漠中 随着水热条件 的变化 ，不同种类 的分布各有差异 ]。 

⋯柽柳属(Tamaricaria Qaiser et Ali)为单种属，产于西藏西北部及新疆西南部 。印 

度、巴基斯坦和前苏联也有分布 。 

水柏枝属(Myricari Desv．)全世界约 13种，分布于北温带欧亚两洲，是欧亚温带高 

山属 ，主要分布于我国西藏及其邻近地区． 喜玛拉雅为分布 中心，拥有较多的特有种，占 

乖属的 46 ]。我国约 1O种 1变种 ，主要分布于西北及西南地区_]]， 西藏种类最多 ，有 

7种 ，其它依次为青海、甘肃、云南、陕西、宁夏等_1 

柽柳属(Tam riz Linn、)全世界约 90余种，主要产于 旧大陆的温带及亚热带的荒漠、 

半荒漠及草原地带 分布于欧洲的西部 ，地 中海沿岸、东北非、中亚、小亚、西亚、南亚、亚洲 

中部 ，最后到达亚洲的东部 。沿盐碱化河岸滩地到森林地带，间断分布于南非西海岸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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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分布在西经 10。到东经145。．北半球北纬 50。到 20。，南半球南纬 55。到 12。(非洲)
。 我 国 

产 18种1变种，约占世界种类的2o ，仅次于伊朗(35)种．居世界第二位【 。主要分布于 

西北、内蒙古及华北+尤其在薪疆广为分布 

2．2 柽柳科植物的系统与演化研究 

柽柳科是一个古老的科 ，起源于第三纪．包括亚}I}『中部在内的“古地中海”沿岸地区， 

现分布于欧、亚、非三柳 

从水柏枝属植物的分布来看，我国以青藏高原为主体的喜马拉雅及其邻近地区集中 

了本属大多数的种类 ，而且特有种也较多+占本属的 46 ，这些都有力地证 明了喜马拉雅 

是水柏枝属的发生和分布 的中心[1 7一。对柽柳属植物这方面的研究较早始于 1949年，前苏 

联学者 n)H Pychobg认为 ：小型叶、总状花序、五雄蕊、闭合花瓣、花冠宿存对柽柳属植物 

来说是出现 比较晚的性状-- 。关于柽柳 的起源与迁徙现已基本清楚 ，其作为第三纪起源 

种+发生于古地中海地区+其最早的种——Tam日r ericoides发生于印度一吐兰盆地东南 

部，该地区拥用许多原始 的种，可认为是桎柳属植物主要的发生 中心，其次生发生 中心位 

于地 中海东部(埃及一 巴勒斯坦一土耳其)地区。“。塔里木盆地拥用柽柳属植物种类达 14 

种．特有种成分高(如：Tamariz taklamakanensis、T．Tarimensis)，古植物地理的研究结果 

及塔里术盆地柽柳 向东扩展的半封闭盆地性质 ，都表明塔里木盆地可能是古地 中海入侵 

后残留下来 的一支独立发生的桎柳属植物的次生发生中心或扩展中心【I 。 

2．3 形态解剖学研究 

本科植物多生在干旱或半干旱荒漠地区，许多作者试图从其形态解剖学特征来研究 

它们对环境的适应性。结果发现柽柳科植物叶表皮具有许多抗旱特征 ，如角质层加厚 气 

孔下陷形成气孔室等【”]。我国已知的 4种琵琶柴属植物 的形态特征也是长期适应于 当地 

生态环境的结果 ，其形态特征和地理分布反映了各个种所处的生态环境 ]。如准嚼尔琵琶 

柴属中亚东部成分 ，植株低矮+分布疏稀+高度～般 20~40 cm，肉质叶，棍棒状，密生。其 

叶角质层厚 达 s．3 m，在 29种 中、旱、沙生、盐 生、超旱生植 物 中．仅次于沙冬青(Am 

mopipt“ th“ Ⅲ。ngolie“ )而居 第二 位【 而我们 知 道 角质 层 的加 厚 能 限制 蒸腾 失 

水 n～ 。且本属植物气孔数较少．且下陷很深，形成气孔室 。这些特点都是琵琶柴属植 

物适应干旱的重要结果特征。 

柽柳属植物均具抱茎叶，不同的种类叶抱茎程度不同，这可能是长期适应干旱环境的 

结果。其营养枝上的抱茎叶被认为是适应沙漠或荒漠干旱生境下的一种早生催器官口 。 

除此 以外，高淑兰等(1992)还对柽柳属 的个别种(短穗柽柳 Tatnarix laxa)的花内蜜腺作 

了解剖学研究，对其形态结构特点，发育过程中细胞组织内部变化规律进行了探讨0 。魏 

岩等通过叶解剖特征探讨了中国柽柳科植物的某些分类关系呻 。 

2．4 植物化学及细胞学研究 

在这方面，对柽柳属植物的研究较为深入。目前从干燥嫩枝中分离出的化合物有 1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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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许多化合物(如树脂、槲皮黄酮等)具有明显的药用价值 ] 琵琶柴属植物枝 、果亦含 

多种有药用价值的化合物 ：。此外，程争鸣等从植物 内含化合物的角度对柽柳科的柽柳属 

和水柏枝属植物进行了化学分类 ]。 

20世纪初叶就认识到，同一个种的所有个体．其每个细胞的染色体数一般是恒定的， 

而且除了以倍数形式在某一数 目基础上简 单加倍外 ，亲缘关系越密切的种类，其染色体数 

越可能相同，亲缘关系疏远的种类则越可能不同。这种相对保守性使得染色体数 目成为一 

个重要的极有用的分类学特征 。柽柳属植物染色体的研究起步较晚 ，1986年 以前为空 

白。翟诗虹等于 1986年对其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国产 13种柽柳属植物染色体数目均 

为 2n一24，除 了刚毛柽柳 (Tamaria~hispida)国外有 过报道外，其余 l2种均 为首次报 

道0 。 目前尚未见到其它 2属植物染色体研究方面的报道， 

2．s 生理学研究 

按照谢尼阔夫的划分 ，柽柳属少浆液植物口。l，具有很高的渗透压，低的水势0 ]，能 

够有效地从含水量少的土壤中吸取水分。另外 ，已知柽柳属植物枝叶含大量的单宁类物 

质[I s]，我们知道叶片薄壁细胞中含大量的单宁类物质．可能与抗旱性有关 。此外，在超 

致死水分胁迫条件下，柽柳的气生器官(枝叶)也可以吸收水分 。 

刘家琼等(1982)对 25种 中、旱生、超旱生植物的水分生理特征进行 了比较研究．结果 

发现准噶尔琵琶柴的水势最低，束缚水／自由水 比值最高，保水力极强，表现出对严酷生境 

的高度适应 。许新文、潘伯荣等(1994)通过水培实验对 7种柽柳的耐盐性进行了比较 

研究 ，结果表明不同种类的柽柳其耐盐性也不相同，在供试材料中甘肃柽柳和长穗柽柳耐 

盐 性最好，而多花柽柳 、山川I柽 柳、多 枝柽挪 的耐盐性最差 ，但 只要盐分含 量 不超过 

7．0 g／L，这 7种柽柳均可作为防护林树种 。蒋进(1992)通过对 12种柽柳的水分生理 

指标和形态指标的研究 ，分别采用极点分析法(PO)和主分量分析法(PCA)进行植物抗旱 

性 能的排序分析 ，得 知沙生柽柳 (Tamarix taklamaleanensis)的抗 旱性最强 而短毛柽柳 

(，，d nfix kareli il)最 弱 ]。在种子萌 发方 面，国 内外 学者也作 了一些工 作。Waisel 

(1960，1 961)、Ware(1949)和 Wilgus(1962)等人的研究表明：柽柳属植物用种子繁殖需要 

特殊 的条件 ，受到极其严格的限制，如种子寿命短，有的只有 1～2个月；种子储存 困难；种 

子发芽需较高的温度等0 。除此以外 ，张孝仁等(1 993)对柽柳属各种的耐盐性进行了 

比较实验 ；黄培佑 (1987)研究 了低温对细穗柽~(Tamarix leptostachys)种子萌发及幼 

苗存活的影响 ]；尹林 克等(1991)就高浓度 NaC1溶液对 3种柽柳插条的伤害作用进行 

过深人探讨0 。 

2．6 生态学研究 

在生态学方 面，国内外对柽柳属植物个体生态学(其 中主要是水分、盐分等生态园子 

对柽柳属植物种 的发生、发展、生长)进行了研究 。比如 ，Ware(1941)在对俄克拉荷马中心 

的南加拿大河 流低阶地植被的研究 中指出：柽柳在低阶地上有较高的发生 ；Karim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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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旱生植物对土壤条件的适应性比较研究中指出：T．n larop 能够较好地适 应水涝和 

盐 生环境。Karim(1979)发现柽柳对积 水及盐的双重作用 具有最好 的适应性 ；Irvine 

(]979)发现洪水引起柽柳发生 ，而且如果洪水经常泛滥，柽柳的密度大 为增加 ；沙霍夫 

(1958)认 为，柽 柳 属 中有 喜 盐 种 ，比如 刚 毛柽 柳 (Tatlzar[z hispida)、异 花 柽 柳 ( ． 

gracilis)在未盐渍化的栽培性 良好 的灌溉土上发育得都极弱，并且往往都衰亡，也就是说 

这些植物具有一定的盐效应 。Baum(1978)指出：尽管柽柳很大程度上受土壤因素的限 

制，但对于许多种，其分布的决定因子是温度 ，例如 ，T．ⅡphytlⅡ、T． ilotica、T． ∞ 等 ，在 

其它生态条件适应的情况下 ，还需要高的温度，这些种的地理分布也毫无疑问的表明了它 

们对温度的要求口 。 

在柽柳生境研究方面 张学忠(1962)对西北 1o种柽柳的生态特征、分布生境做了一 

些研究 ]。黄培佑(1983，1984，1 988，1990)对柽柳幼苗的发生、生境进行 广泛而细致的 

探讨与研究。他认为 ；柽柳种群空问分布的现象，主要取决于幼体侵移发生及幼苗期生存 

条件能否满足 ；在荒漠的非河岸区，生长季偶发大雨引起暂时性积水，在土层结构和种 

源的适当配合下，有可能引起柽柳的 自然发生过程_4 ；在干旱区 自然分布的柽柳属植物 

对立地承条件形成一种动态适应关系，需要在以水条件为主导的异质生境中完成其生命 

活动过程。即柽柳幼苗侵移阶段对过湿或积水条件的需求，是定居过程的必要条件，但其 

成株却可 忍受极端干旱环境 ] 国内《新疆植被及其利用》(综考队)【‘ 、王荷生(1964) 

等的论著和文章中均涉及到柽柳的生境与分布 。李护群(1 991)以土壤把柽柳群落划分 

为盐土型、壤土型、风沙土型 3太类- 。杨维康(1996)也就柽柳类群生境类型的划分提出 

过 自己的观点 ，毛祖美 (1959)对新疆柽柳属植物的生态、地擅物学以及经济利用方面 

进 行 了研 究口j。 

黄培佑(1988)等对新疆准噶尔盆地中部琵琶柴荒漠某些种的群落特征 (包括土壤成 

分、群落概况等)进行了初步研究 。在这方面崔大方(1988)也做过研究 ，并对中国琵琶 

柴属植物的分类、分布 、生态和形态解剖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 

2．7 分子生物学研究 

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兴起和不断发展 ，国内外已有许多应用分子生物学来研究植 

物分类与系统学问题的文献。但柽柳科这方面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张道远等采用 

PCR直接测序的方法，对中国柽柳科 3属10种代表植物的ITS序列进行了比较研究。由 

iYs片段序列资料所反映的柽柳科不同类群问的系统学关系与形态学及孢粉学资料结果 

相吻合。同时，ITS序列分析表明]t4yricaria elegans可能是起源于柽柳属与水柏枝属 2个 

属的杂交后代 。 

3 种 子形态 特征 的研究 

种子在植物学上属于繁殖器官 ，它和植物繁衍后代有着密切的关系。在 1926年，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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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isky曾评论过种子内部形态和种皮结构在种子鉴定 中的价值(Gunn，1972)，但 由于这 

种方法需要专门的仪器和技术，致使它在种了鉴定上应用的不是很广泛。也有些学者认为 

种子的外部、内部结构等许多特征虽然在分类上可能是有用的．但似乎无助于追溯系统演 

化的趋势 。 

对柽柳属植物种子形态特征的研究，目前国内外只确少数报道。Baum在其著作~The 

Genus Tamarix}(柽柳属)中，简单论述了柽柳属植物种子 的某 些形态特征 ，同时也涉及 

到 了水柏枝属和琵琶柴属的种子 ，但都很有限，有关种子微形态 (种皮亚显微结构)很少见 

报道。Qa[ser(1987)曾讨论 巴基斯坦柽柳科植物种子形态 ．同样未涉及种皮亚显微结 

构 ，而且缺乏许多 中国的种类 国内学者就本科柽柳属植物种子的外部形态、发芽率及种 

子保存做过少量研究嘲。所以 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于深入进行 。张元明等(1998)对中国 

干旱 区柽柳科植物种子形态及种皮表面亚显微结构进行 了观察 ，并根据种子表皮着生的 

类型并结台 外部形态特征将该科植物种子表皮毛分为 I型和 I型表皮毛，认为表皮毛 

的演化趋势是 由 r型表皮毛向 型表皮毛转化。 

4 花粉形态的研究 

孢粉学(Palynology)是利用花粉的特征 姒鉴定植物种类 、演化关系和植物的地理分 

布 的～ 门学科 。利用孢粉的形态特征不仅可以解决植物分类 巾存在 的一些疑难问题 (如 

种、属排列位置，新科、新属、新种是否成立)，而且在大量积累孢粉学资料的基础上，还可 

以探讨植物各分类群的演化和相互关 ] 

有关柽柳科植物花粉形态方面的研究，对于柽柳属的研究进行的较为深人 。Erdtman 

(1952)、Nair(1962)、Baum及其合作者(1967、1 970、1971)等描述过部分柽柳属植物的花 

粉 表明各种问花粉显著不同，并根据花粉形态的特征，成功地列 出了分种检索表 ’“ 。 

Baum(1 970)的分析认为，本属花粉外壁网状纹饰的演化趋势是 由粗网纹向细网纹的方向 

发展 ，即网眼太 的种类在植物种的演化树上处于 比较低的位置【“ 。席以珍根据这一点，将 

柽柳属植物分为 3组 ，即太网眼、中网眼和小网眼 她还首次系统她用光学显微镜和扫 

描 电子显微镜观察 了分布在中国的 3O种柽柳科植物的花粉形态 ，并用透射 电镜研究了柽 

柳属代表种长穗柽柳(Tamariz elongata)花粉外壁的超微结构0 。但她未能就其系统学 

意义及属问、种阅的亲缘关系作出讨论，故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待深A。张元明从花粉形态 

的角度分析讨论了柽柳科的分类和系统学问韪嘞 。除此以外 ，《中国植物花粉形态》一书 

中记载 了本科 6种植物的花粉形态，该书仍将柽柳科分为 4属 。张金谈等还将柽柳属 2 

种植物作为重要的蜜源植物收入《现代花粉应用研究》一书，简要描述了其花粉形态特 

征 。除柽柳属外，本科其它属植物的花粉形态还 }J分缺乏。因此柽柳科植物花粉形态的 

研究仍需全面、系统的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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