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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短毛柽柳的分类学地位一直是柽柳属中争论的焦点之一。由于所持划分依据不同，认为短毛柽柳为刚毛 

柽柳杂种 、变种或一独立的种。本文系统回顾 了短毛柽柳 的研究历史，对前人所做的有关 刚毛柽柳和短毛柽柳 形 

态学、解剖学、孢粉学、植物化学及分子生物学的研究结果进行 了分析，并查 阅了大量的标本，认为短毛柽柳是刚毛 

柽柳的一个变种，是 从刚 毛柽柳进 化到 另一个 极端 种的 中间过 渡阶段，同意 Baum 的意见，将 其 学名 恢复 为 

Tamarix hispida ray karelinii(Bge)Ba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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柽柳属(Tamari ．I )隶属于柽柳科，世界分布 

90余种【l】。 自该属建立以来，由于缺少明显而准确 

的分类依据，且种间极易发生杂交而形成复杂的多 

型现象，致使该属成为有花植物 中分类最为混乱的 

属之一【2】。本文仅就柽柳属 中争议 较多 的一个问 

题—— 短毛柽柳的分类学地位进行探讨。 

短毛柽柳(Tamal·ix karelinii Bge．)是 Bunge C3】 

于 1852年发现并命名的。Gorschkova【4】在《苏联植 

物志>中将短毛柽柳视为杂种，其两亲本分别为刚毛 

柽 柳 (丁．hispida Willd．)及 多 枝 柽 柳 (丁． 

ramosissima Ledeb．)。Baum 【5】将其归为刚毛柽柳 

的一变种，命 名为 Tamarix hispida var．karelinii 

(Bge)Baum．，并认为短毛柽柳花部小、花序窄、花萼 

具不规则锯齿，花盘更加膜质化，是从刚毛柽柳进化 

到另一个极端种的中间过渡 阶段。而 Qaiser[61认 

为短毛柽柳和刚毛柽柳有 明显区别，前者几乎无毛 

或仅具乳状突，花萼具规则锯齿，花盘膜质；而后者 

通体具毛，花萼具不规则细齿，花盘 肉质，因而 同意 

Bunge短毛柽柳为一独立种的意见，恢复其学名为 

Tamarix karelinii Bge．。<中国植物志>⋯ 中，也将 

其视为一单独的分类学种。那么，短毛柽柳 的分类 

学位置到底如何呢?是刚毛柽柳的杂种、变种．还是 
一

个 自然的分类学种?我国学者很早也注意到了这 

个分类学争端问题，并用各种研究方法对短毛柽柳 

的分类学地位进行了探讨。 

形态描述 ：<中国植物志>【̈、<中国沙漠植 物 

志>[71、<柽柳属植物研究及其大规模推广应用>【8】 

等书对刚毛柽柳和短毛柽柳的形态进行 了详细描 

述。此外，笔者查阅了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 

研究所标本馆、新疆师范大学标本馆、新疆农业大学 

标本馆及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吐鲁番沙漠 

植物园标本馆的馆藏标本，并结合野外实地考察，记 

录了两者的形态特征。 

刚毛柽柳：灌木或小乔木状，高 1．5～4(6)m，老 

枝树皮红棕色或浅黄灰色，幼枝淡红或赭灰色，全体 

密被单细胞短直毛。木质化生长枝的叶卵状披针形 

或狭披针形，渐尖，基部宽而钝圆，背面向外隆起。具 

明显耳，抱茎达一半，具短尖头，向内弯；绿色营养枝 

上的 叶阔 心状 卵 形 至 阔 卵状 披 针 形，长 1．8～ 

3．2mm，宽 1．2～2．2 mm，渐尖，具短尖头，内弯，背 

面向外隆起，基部具耳，半抱茎。总状花序长 5～7 

(15)cm，宽 5～6mm，夏秋生当年生枝顶，密集成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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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大型圆锥花序，着花较稀疏，1cm有花 8朵。苞片 

狭三角状披针形，渐尖，全缘，长 1～2mm，几等于或 

略长于花萼；花梗短，长 0．5～0．8mm，比花萼短或 

近相等 ；花 5数，花萼 5深裂，长约为花瓣的 1／3，萼 

片卵圆形，绿色，长 1～1．2mm，宽 0．8～1mm，稍钝 

或近尖，边缘膜质半透明具细齿，特别在顶端齿更细 

密，外面两片急尖，背面有龙骨装隆起；花瓣 5，紫红 

色或鲜红色，通常倒卵形至长圆状椭 圆形，长 1．5～ 

2．2mm，宽 1～1．4mm，开张，上半部 向外反折，早 

落，花盘 5裂，渐变为扩展 的花丝的基部 (融生花 

盘)；雄蕊 5，对萼，伸出花冠之外，花丝基部宽，有蜜 

腺，花药心形，顶端钝，常具小尖头；子房上粗下细， 

长瓶状，花柱 3，长约为子房的 1／3，柱头极短。蒴果 

狭长锥形瓶状，长 5mm 以上，比花萼长近 5倍。种 

子紫黑色。花期 6～9月。 

短毛柽柳：大灌木或乔木状，高 2～4(7)m，杆粗 

壮，树皮紫褐色，一年生木质化枝灰紫色或淡红棕 

色；枝光滑，偶微具糙毛，具不明显的乳头状突起。 

木质化生长枝上的叶长 1．5～2．2mm，卵状披针形 

或狭披针形，渐尖，具短尖头，基部宽，微具耳或不具 

耳，微下延，背面有隆起 ；绿色营养枝上的叶卵状披 

针形，长 2mm，渐尖，具短尖头，内弯，背面 向外 隆 

起，不具耳，几半抱茎，基部钝，稍下延。总状花序长 

5～15c1TI，宽 3～4mm，生于当年生枝顶，集成开展的 

大型圆锥花序；苞片披针形，急尖成钻形，基部扩展， 

长 1．7～2mm，比花萼长；花梗长0．5～0．7mm，短于 

花萼；花 5数，萼片 5，近圆形，钝，边缘膜质半透明， 

具规则细具齿或近全缘，长达 0．75～1mm；花瓣倒 

卵状椭圆形，长约 1．5～2mm，比花萼长一倍多，钝， 

直出或靠合，深红色或紫红色，花后部分脱落；花盘 

小，薄膜质，5裂，裂片逐渐变为宽的花丝基部；雄蕊 

5，与花冠等长或伸出花冠之外，花药有短尖头；花柱 

3。蒴果 3～5mm，花期 7～9月。 

由上可见，两者植物的形态有许多相同之处，如 

都具毛，都只有夏季花序，叶片半抱茎、具耳，花后花 

瓣常脱落等。此外，两者都生长于河流两岸一、二级 

阶地、河间低地及湖滨地带【9】，生态位有所交叉，但 

两者形态特征也有多处不同。见下表： 

表 l 刚毛柽柳与短毛柽柳的形态学比较 

Fig·l The Comparision of morphological difference between T ．hispida and T ．karelinii 

结构特征：席 以珍(to】和魏岩[儿】根据<中国植物 

志=》两者均为独立种的划分意见，对柽柳抱茎叶的解 

剖结构进行了研究。从叶结构看，两者同属类型 II， 

叶片纵向抱茎为 30％～45％，栅栏组织位于远轴面， 

而海绵组织则出现在近轴面(to】。只是短毛柽柳叶横 

切面呈半环形，远轴面细胞与叶肉细胞等大，叶脉下 

具发达的纤维束，而刚毛柽柳横切面近三角形，栅栏 

组织细胞稍大于远轴面表皮细胞，纤维束不发达[儿】； 

冯缨u J观察了刚毛柽柳和短毛柽柳镜下器官特 

征，并进行了描述。 

笔者对刚毛柽柳和短毛柽柳的当年生绿色营养 

枝进行了解剖研究，结果表明两者表皮都具毛及乳状 

突，皮层形态及结构基本相同，且两者都具 内含物。 

区别在于短毛柽柳髓具染色浅的内含物，髓部面积 占 

总面积的 1／6～1／5；而刚毛柽柳髓具染色极深的内 

含物，髓部面积 占总面积的 1／3弱。此外，结合营养 

枝解剖结构性状变异，对国产柽柳属 16种植物进行 

SPSS聚类分析，发现刚毛柽柳和短毛柽柳聚为一支， 

且都属于强度耐盐型种类。为此，笔者更倾向于短毛 

柽柳为刚毛柽柳变种的分类学意见。 

植物化学：短毛柽柳 的叶部提取物 同 Mg+HCI 

和 Na2C03反应，结果与刚毛柽柳颜色完全相 同，说 

明他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统一性特征，反映了一定的 

亲缘关系；然而，从薄层层析后的荧光和显色结果看 

不出明显 的杂交特性．两者的关 系有待于进一步研 

究 l 3J。 

分子证据：在其他分类学证据不能统一观点的情 

况下，分子证据也许能够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基 

于此，笔者【l 】对柽柳属 6种植物的 DNA ITS序列进 

行了测定。结果表明，短毛柽柳的序列与刚毛柽柳的 

序列在长度、G+c含量上几乎无差别，两者的序列 

仅在 4个位点上不同，且短毛柽柳的所有碱基位点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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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单态位点，没有与刚毛柽柳碱基叠加的情况出现， 

因此，短毛柽柳不是一个杂交种。此外，我们在应用 

PAUP软件构建的唯一系统树上，两者聚为一支且得 

到了 83％的置信支持率，也说明两者的系统学关系 

很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两者的相对遗传距离仅为 

0．7％，远小于被子植物 中物种 的 ITS变异度 1．2％ 

～ 10．2％的范围【l5]。这有力地说明了短毛柽柳与刚 

毛柽柳不是种与种之间的关系，而是种下级的关系， 

也就是说短毛柽柳是刚毛柽柳的一个变种。 

让我们从系统演化的角度来重新考虑两者的关 

系。张元明【l 】认为柽柳属种子表皮毛着生方式表现 

出明显的过渡类型，从着生在种子表面较大区域向仅 

着生在种子顶端转化，属内进化趋势明显。刚毛柽柳 

种子表皮毛着生在种子顶端很大区域而短毛柽柳表 

皮毛仅着生在种子顶端很小区域，这似乎说明两者是 

从刚毛柽柳一短毛柽柳方 向进化；Baum【5 J认为柽柳 

属花粉外壁网状纹饰的演化趋势是 由粗网状纹饰向 

细网状纹饰的方向发展，即网眼大的种类在植物种的 

演化树上是处于 比较低 的位置。从孢粉形态看【 】， 

刚毛柽柳网眼多数 为 0．9um，网脊较宽，宽度 约0．5 

um，而短毛柽柳网眼直径多为 0．55um，网脊细窄。宽 

度为0．3um，也说明两者是从刚毛柽柳一短毛柽柳方 

向进化。短毛柽柳是刚毛柽柳向另一个极端进化种。 

即花器官减小、花粉纹饰网眼变细、种子仅在顶端着 

生表皮毛的较进化的种，进化过程中的中间过渡阶段 

似乎勿庸置疑，这与 Baum 的观点也相 同。只是由于 

进化程度不够深入，两者差别还未到种与种的差别． 

但从形态上、结构上及植化成分上已形成了有别于刚 

毛柽柳的特性，因而，视短毛柽柳为刚毛柽柳变种的 

处理较为合适。 

综上所述，根据形态观察、营养枝解剖结构及分 

子生物学研究结果，笔者同意 Baum视短毛柽柳为刚 

毛柽柳变种的分类学处理意见，恢复短毛柽柳的学名 

为 Tamarix hispida．var．karelinii(Bge)Ba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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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the taxonom ical status of Tamarix K arelinii Bge 

ZHANG Dao—yuan 一， CAO Tong 一， PAN 13o—rong 

(1 Institute ofAppliedEcology，ChineseAcademyof Science，Shenyang 110015，China； 2 XinjiangEcology and 

GeographyResearch Institute，CAS， Urumqi，830011，China；TurpanEremophytesBotanicalGarden，theCAS，838008 

3．Biology Department of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200234，China) 

Abstract： The taxonomical status of Tamarix karelinii Bge．presents knotty problems．Someone think T． 

karelinii Bge is a hybrid of T．hispida W illd and T ．ramosissima I．edeb，someo ne think it’S a variation of T ． 

hispida，and others consider it’S a natural species．In the paper，we review the research history，consult mass 

specimen and analyze all the results of morphology， anatomy，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of T ． 

karelinii Bge．After investigation，we put forward that T．karelinii Bge is a variation of T ．hispida and is in 

the transitional position from T．hispida to some extent．W e agree Baum ’S opinion and renew T ．karelinii Bge 

to T．hispida var karelinii(Bge)Baum． 

Key word： Tamarix karelinii Bge．variation． 

《中国西j匕气候由暖千向暖湿转型问题评估》出版 

由施雅风院士倡导，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大项目“西部生态环境演变规律与水土资源可持续利用研究” 

筹支持的<中国西北气候由暖干向暖湿转型问题评估>专著于2003年 3月由北京气象出版社出版。 

这部专著是由内地学、气候学、生物学和环境科学等诸多领域的30余位知名专家共同编写的，并请叶笃正、陶 

诗言、黄荣辉、吴国雄、刘昌明、陈志恺、安芷生、程国栋和陈宜喻等9位院士和国内11位来 自科学界与决策层的专 

家评审，在短短的 10个月里完成 12万字的书稿写作。全书共分：中国西北气候由暖干向暖湿转型问题的提出；转 

型的事实；转型的地区范围和可能原因；转型的前景预估与加强监测和适应变化建议5个部分。由施雅风主编。 

作者们从 自然、人文和社会等多学科入手，以2001年前正式发表的研究成果和 2002年的实地考察调查为依 

据，引用权威结论，可靠数据对近期有关气候环境变化事实、特征、原因与未来发展趋势开展 了深入讨论，进行 了综 

合评估和分析，用大量的事实证明从 1987年以来，我国西北地区，特别是在河西走廊以西的新疆天山地区，与前100 

年比较，确实存在气温继续上升，降水明显增加的趋势。用事实证明了气候由暖干向暖湿转换的过程。通过对某些 

大气物理(SCL)过程的分析，推测 了气候转型的原因，并通过模拟，预测 了未来 5O年的变湿趋势，即未来 50年西北 

气候，特别是新疆气候朝多雨雪方面发生变化。 

为此建议，在进一步加强对气候环境变化监测和研究的同时，要适应转型变化，趋利除弊，提高水资源利用水 

平，改善生态与环境。 

(王 亚俊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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