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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山龙眼科花粉形态及外壁超微结构的研究 

韦仲新 徐廷志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 究所，昆明 650204) &啄 
摘要 对国产山龙眼科的山龙眼属 Heticia Lour．，假山龙眼属 Heticiops~s s1eum．，及弓1种的银桦属 

Grevittea R．Br．共 13种的花粉形态进行了光镜及电镜的观察研究。着重比较了花粉表面的纹饰 

特征及花粉壁的结构层次和各层的厚度及其比例。山龙眼属的花粉具粗糙一颗粒状纹饰，外壁较 

薄，仅 卜一1 2．um，其中复盖层 0．3--0．4#m，柱状层 0 1}__0．2．um，基层 0 5--0．6#m。假山龙眼 

属的花粉具网状纹饰，外壁厚达 2．5—3帅 ，为前一属外壁厚度的 2倍多。其中复盏层 0．5-- 

0．7#m，柱状层及基层分别为 0 8--1．um及 1—1 5．um，均比山龙眼属的厚得多。孢粉学上支持 

SleumerH．的观点，将原隶属于山龙眼属的具此特征的一些种独立出来建立假山龙眼属．假山龙 

眼属的花粉形态及外壁超微结构特征与分类系统上疏远的，被 Johnson置于山龙眼科不同亚科 

的 Sphatmium属和 Carnarvonia属的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表现在具有网状的外壁纹饰，厚的外壁 

层及基层。由此作者认为，似乎有必要进一步对该科相关属的花粉作深人的对比研究，并吸收其 

它学科的资料，以便对它们的亲缘关系问题作出合理的处理或重新考虑其系统安排．银桦属的花 

粉与 山龙眼属及假山龙眼属的差异较大 

关键嘎 垄 型 孽坚弄假山龙眼属 

P0LLEN M 0RPH0L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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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AND W LL ULTRASTRUCTURE 

0F PR0TEACEAE IN CHINA 

W EI Zhong—Xin， XU Ting-Z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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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etr~zt This paper examined pollen grains of Helicia Lour．，Heliciopsis Sleum and Grevitlea R． 

Br．with LM ，SEM and TEM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exine sculpture and the thickness of va- 

riOilswal1layers ofHeliciopsis，onthe one hand ，arc difierentfrom these ofHetic ．thefo iTner 

with reticulate sculpture and thicker wall layers(rectum 0．5-- 0 7pm，eolumellae 0．8一 I．um，foot 

layer 1-- l_5．um，the total exine 2．5— 3 m)’the latter wi th seabrate-gran ulate sculpture an d thin- 

net wall layers(te~tum 0}_0．4 m，columellae 0 15--0．2 gin,foot layer 0，5---0 6#m，the total 

exine only卜一1 2帅 )j and on the other hand are similar to those of Sphalmium and Carnarvonia， 

bOth ofwhich also have reticulate sculpture an d thicker wall layers．Palynology supports Sleumer s 

view to separate Heticiopsia from Heticia Heticiopsis，sphatmium an d Carnarvonia are rem otely re· 

lated  in Johnson s system，but because of their similarity of pollen morphology including exilse 

soulpyure an d the thickness of vddous wall layers，it soL=Ins necessary to reconsider their 

phylogenetic relationships by further study of other related genera， especially thos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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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villeoideae ofProteaceaeand at the same time incorporation otherdata on various subjects． 

Key words Proteaceae；Hetk'ia；Heliciopsis；Grevillea；Pollen morphology~Ultrastructure 

山龙眼科 Proteaceae共 1300多种，主产大洋洲和非洲南部 亚洲 及南美洲也有分布。通常分为两个 

亚 科， 约 60多 个 属。Johnson后 来增 加 了 3个新 亚科 ， 因而现 有 5十 亚科 。 即：Proteoideae， 

Persoonioideae。 Sphalmioideae． Carnarvonioideae和 Grevilleoideae．属也增至 75个 ⋯ 我国有 山 

龙眼属 Helicia及假山龙眼属 Heliciopsis 引种的有银桦属 Grevillea和澳洲坚果属 Macademia。这 4个 

属在 Johnson的系统中均置于银桦亚科 Grevilleoideae 山龙眼屑约 90种，分布于亚洲及大洋}}lf 据 

中国植物志记载，我 国有 1 8种，2变种，分布于我 国西南至东南各省区 c2 假山龙眼属植物原隶属于 

JIJ龙 眼属 1955年 Sleumer以马来假 山龙眼 Heliciopsis velutina (Prain)Sleum．为模 式种建立 了该属 ， 

认为它具有山龙眼属 (花药无柄)及澳{}l{坚果属 (胚珠直生，下垂)的特征，但不同的是雌雄异株，果 

虚分化明显以及花粉壁表面为网状纹饰。因此应独自成为一l届 目 。这一主张得到大多数学者的支持 

该属现约有 l0种，局限于亚{}l{南部及东南部 我国有3种，产于云南、广东 广西和海南等省 

山龙 眼科花粉形 态的研究国内外均有过不少的报道 ” 但多数研究仅限于光学显微镜的简单观 

察 ：在国外则只对少数属种作过扫描 电镜及透射 电镜的研究 。本文首次报道 中国产 山龙 眼属 

和假山龙眼属以及引种的银桦属花粉超微结构的研究，对其花粉形态．纹饰特征以及外壁各层的厚度作了 

详 细 的比较 ，并从孢 粉学角度 ，初步 探讨 了这 3个属 的属问关 系 与此 同时，还对 假山龙眼属 和 

sphalmi“ 属以及 Carnar~onia属的花粉形态及其外壁的超檄结掏作了比较，讨论了它们问的系统发育 

关系 ‘ 

材料与方法 

花粉均采自昆明植物研究所标本室(KuN)。光镜及扫描和透射电镜材料的处理 切片的制作、染色 

及观测等均与作者过去采用的方法相同 “ 。 

结 果 

山龙眼属 Helieia Lour 

花粉粒辐射对称，扁球形，近等极，一极面稍 起．另一面稍内凹。太小 13～23×20---28#m。极面观 

圆三角形至钝三角形，边直或稍凸。具 3孔，角孔 外壁表面在电镜下为粗糙颗粒状至皱颗粒状纹饰。外 

壁由复盖层 柱状层、基层及发育较差且不莲续 (多限于萌发孔下方及附近)的外壁内层 (endexine) 

组成。复盖层及基层稍厚，柱状层较薄。外壁 内层在多数部位是不存在或仅呈松散而不连续的细颗粒状 

结构，而在萌发孔下方及两旁则呈厚而近似悔绵状组织 

本屑共观察 lO种，现分述如下： 

1。镰叶山龙眼 Helidafakate 图版 I：1 

花粉辐射对称，扁球形，近等极 极面观 三角形 太小 (12 8— 15．3) 14．3×22 (20．4—24 2)邶d。边 

直或稍凸或凹，形状和大小多变。角孔半。电镜下外壁为粗糙颗粒状纹饰 本种未做超微结构研究。 

2．长柄山龙眼 H。longipctiolata 图版 I：2。5—6． 1O— l 1 

花粉辐射对称。扁球形，近等极。大小为 (13．5—16 8)15．3×24．2(21—26．5) 1a极面观圆三角 

形，边稍凸。角孔平。外壁粗糙颗粒状纹饰。复盖层稍厚，约 0 m，柱状层较薄，约 0 15#m．基层较 

厚， 0 5—0 6#m，萌发孔旁外壁内层发达，呈海绵状结构，其它部位则很不发达。复盖层+柱状层与基 

层之比为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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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_潞西山龙眼 H．tsaii 阿版 I：3—4，7—9 

花粉辐射对称．扁球形，近等极。大 小为(1 3— 17 2jl 5．5×24．5(20．5—26 5) m。极面观 圆三角形，边 

稍凸，角孔平 外壁为粗糙颗粒状纹饰 复盖层厚 0 3—0．4#m，柱状层 0．1 5,urn，基层较厚，约 O 6urn， 

复盖层+柱状层与基层之比为 l：1 2。外壁内层在萌发扎两旁很发达，呈疏松的海绵状结构 (见图版 

I：8—9箭头处) 其它地方则未见到外壁内层 

4．西藏山龙眼 H．fibetensis 图版 m l一2，5，7—9 

花粉辐射对称，扁球形 ，近等极。大小为 (14— 17 9) 16 8×25 2(24 2—26 ) m。极面观钝三角 

形至圆三角形，边直或稍凸。角孔凹陷。外壁为粗糙颗粒状纹饰 复盖层 03—0． m，柱状层较薄，约 

为0 15pm，基层较厚．约 O 6#m。复盖层+柱状层与基层之比为 1 1．2。外壁内层仅在萌发孔旁较发育， 

其它地方不发育。 

5．焰序山龙眼 H．pyrrhobotrya 图版 Ⅱ：3 

花粉辐射对称，扁球形，近等极。大小为 (16 6—20．4) 18 1×25 2(23—26．8) n口极面观钝三角 

形，边直至稍凸，角孔稍凹。外壁为粗糙颗粒状纹饰 

6．广东山龙眼 H．kwangtungensis 图版 Ⅱ：4，6，10，l1 

花粉辐射对称．扁球形，近等极。大小为(1 5．3一l 7 9)16 6×26(25 5—27) n口极面观三角形，边直。 

角孔稍 凹。外壁为粗 糙颗 粒状纹饰 。外壁复盖层厚 o 3—0．35#m，柱状层 0．15一O 2．wn，基层 0．5m 

0．6 。复盖层+柱状层与基层之比为 1：】到 l：1 2。外壁内层仅在萌发孔两旁发育，呈疏松的海绵状．wn 

结构，而且与孔膜掺杂在一起，难 区分 (图版 11：10，1t箭头处)。 

7．网脉山龙眼 H．reticulata 图版Ⅲ：1—2，5—6．10一 l1 

花粉辐射对称，扁球形 近等极 大小为(15 3m 17 9)16 6×24(23—25 5) m。极面观从 圆三角形至锐 

三角形变化不一。边平或凸或凹。角孔平 外壁粗糙颗粒状纹饰。复盖层厚 0 35#m，柱状层 O 2urn，基 

层0 5—0 6urn．复盖层+柱状层与基层之比为 1：l。外壁内层仅在萌发孔两旁发育，其它地方不见发育( 

图版m：lO— l1箭头处) 

8．-'1、果山龙眼 H．COch．咖 hlnensis图版Ⅲ：3—4，7—9 

花粉辐射对称，扁球形，近等极。大小为(14—15．3)14．5×2l 4(20．4--23)pm。极面观圆三角形，边直或 

稍凸，角孔平。外壁为粗糙颗粒状纹饰至皱颗粒状纹饰。复盖层厚 0 3—0 4JlⅢ，柱状层 0．15#m，基层 O 5 

- - 0 6舢1．复盖层+柱状层与基层之比为 】 】到 1 1．2。外壁内层仅在萌发孔两旁发育，其它地方不见发 

育。 

9．深绿山龙眼 H．nilaglrica 图版Ⅳ：1 

花粉辐射对称，扁球形，近等极。大小 为(1 3．5一 l 7．9)16 3×24 7(23—25 5) m。极 面观三角形，边直 

或稍凹。角孔稍凹陷。外壁为粗糙颗粒状纹饰 颗粒较细。此种未作透射电镜观察。 

10．大山龙眼 H．grandis 图版Ⅳ；2，5—6 

花粉辐射对称．扁球形，近等极。大小 为(I 7．9— 23)19 4×28 6(25．s一30．6)pm。大小变化较大。极面 

观正兰角形 ，边平直。角孔平。外壁为粗糙颗粒状纹饰。复盖层厚 0 3一O 35#m，柱状层 0．15一O 2 m， 

基层 0．5—0缸rll。复盖层 +柱状层与基层之比为 1：1至 1：1．2。外壁内层在萌发孔两旁发育良好，难 

以与孔膜分开 (见图版Ⅳ：6箭头处)。 

假山龙眼属 Heliciopsis Sleum 

花粉粒 辐射对称，扁球形，等极或几乎等极 大小 33—46 5×46—63．5／．wa。极面观 正三角形 ，边稍 

凸。具 3孔，角萌发孔 外壁为网状纹饰，阿眼形状不一，常为多角形。网脊粗细较一致。外壁分为复 

盖层、柱状层、基层和极不发达的外壁内层 复盖层穿孔甚大，故切面上表现为半复盖；柱状层发达， 

其高度为复盖层厚度的 2倍左右；基层较厚，为复盖层的 1 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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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共观察 2种 

1．痄腮瓣 Heliciopsisterminalis 用版 V：3—I4，9一 l】 

2．假山龙眼 H．henryi 罔版V：l一2．7—8 

这两 个种的花粉，从其形状 、外壁纹饰及外壁屡扶的厚度等看 ，几乎没有羞异。只是大小上略有不 

同。假山龙眼花粉大小为 【33 2—45 9)38 8×52．3 (45 9—63 8)胛 ；痄腮树的为 (4O 8—46 5】43．6× 

6l 7 (59．9—63 8) m。本属的花粉彤志特征与外壁层次的厚度均与山龙眼属花粉有较大的差异。假山 

龙眼的花粉具有网状的外壁纹饰；其外壁各个层撒中，柱状层的厚度达0I8一l m，为复盖层厚度的 2倍 

左右 (而山龙眼属的花粉，其复盖层的厚度为柱状层的 2倍左右)。其基层也很厚，达 lpm以上，复盖 

层+柱状层与基层之比为 l：0．6 整个外壁的厚度选 2 5—3 m，为山龙眼属花粉外壁厚度 (】～】3 m) 

的2倍多。但外壁内层很不发育 

银桦属 GreviBea R Br 

本属仅观察了中国引种的银桦 G robusta 图版 ：3—I4，卜 I] 

花粉粒辐射对称．扁球形，近等极。一面凸出．另一 面平或稍凹。大小为(3＆_3—47 2)4】3×60．4(58 7— 

6l 2)wn。极面观为三角形，边稍『 角孔半或稍n 外壁皱疣状纹饰，皱脊或疣块间可见少量的小穿 

孔。外壁层可区分为薄而不完 连续的复盖层，厚薄不均，厚的可达 0．B#m，薄的仅 0 1 5—0 2 m，柱 

状层丹化不明显，发育极差，切 面上看小柱呈圆形的大颗粒，整个柱状层的厚度仅 0．15_ m，个别地方甚 

至可见复盖层几乎与基层直接相连 基层则发达而厚 (1一l m)，其厚度为复盖层与桂状层总和的 l 5 

到2．5倍 外壁内屠在萌发孔下方及两旁均较发达，晕海绵状灶片状 (翻版 ：11)，在其它地方也可见 

发育较差呈星散颗粒状分布的外壁内层 (固版n’：】0及 9的箭头处)。 

讨 论 

从所考查的山龙眼属(10种)和假山龙眼属(2种)花粉的形态特征看，其 同一属 内不同种类花粉的外部 

形态特征(如花粉的形状、萌发孔和外壁纹饰等)及外壁的层汰结构 (如复盖层 柱状层和基层的相对厚 

度及其比例)是很一致的，只是不同种类的花粉大小略有 同 尤其是外壁表面的纹饰特征及外壁各个 

层跌的厚度比例，同一属内不同种类几乎看不出什么差异．说明这两个属都是根自然的”类群 。 

假山龙眼属与山龙眼属相比，不论是花粉大小和纹饰特征还是外壁的超微结构 (如外壁的总厚度及 

各层次厚度比例)均有较大差异。如前者的花粉大小往往为后者花粉的2倍；其外壁为明显的粗网状纹 

饰．而山龙眼属的则为粗糙颗粒状纹饰；倦山龙眼属花粉的外壁厚达 2 5到 3#m，为山龙眼属花粉外壁厚 

(I-- I 2 m)的2倍多．而且前者有厚的柱状层c0 8—1 m)和基层(1一1．5 m)，后者则以薄的柱状层(仅 0 I 5 
- - 0． m)及薄的基层(O s—O．6 m)为其特征 但前者的外壁内层(endexine)却远不如后者发达，尤其在萌发 

孔及其附近的外壁内层，山龙眼属的厚而发进，呈疏松的海绵状结构(图版 I：9；Ⅱ：6．10，II；Ⅲ 10，11)，而 

假山龙鼹属的则很不发达 由此可见，孢粉学 支持 Sleumer把原隶属山龙眼的痄腮树等改隶新组合为假 

山龙眼属Heh'ciopsis 

另外，尽管假山龙眼属的花粉形态特征与山龙眼属的有很太差异．但却与 Johnson系统中关系较疏远， 

分别隶属于不同亚科的 5 halmium 属(SphMmioideae亚科)及 Carnarvonia属(Carnarvonioideae亚科) 

的花粉很相类似。大小也近似(Carnarvonia睬外) 表现为具网状外壁纹饰。外壁层次 中的柱状层和基层 

均很厚，复盖层则较薄，外壁内层不发达等 “ (阁版vⅡ：l一6．ⅥI【：1～6以及表 】) 据Johnson⋯ 记载， 

st，halmium属为单种属，产于澳大利亚东北部 原置于 Persoonioideae亚科，但与该亚科在染色体数及果 

实．种子类型均不同 (它具鲁蠢果及带翅的种于)。虽然在木材解剖和具鲁羹果这方面与银桦亚科表现某 

些相似性，但其根本不同在于花单独生于花轴上，组成简 单的花序，而不象该亚科的花，成对生于花序 

轴上或呈假总状聚合花序 成对的种于也显得很独特：悬挂于由倒生胚珠近基部最初游离的珠柄经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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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聚合而成的假隔膜上 Johnson认为 hatmium 属很明显地是在产生银桦亚科的 演化线 近基部某 

处发生趋异演化而米 Carnarvonia属和 Sl，hatmium属一样，亦分 布于澳大利亚东北部，有 2个种。由 

它单 独建立 的亚科 Carnarvonioideae，必然也是 由前银桦类 (pre—Grevilleoids)早期分化而来。过去它 

被置于银桦亚科，但没有指定任何族的位置。其花序丧现出某种程度的聚合，形成松散的聚合花序 

(conflorescence)，但 尚未达到成对生花 (paired—flower1状态。其叶片显得很奇特而多样性：为掌状或 

部分羽状分裂 (一级或二级分裂) 这拌独特的叶形几乎来在其它任何植物遇到过。为此，Venkata曾把 

它作为银 桦亚科 最亲 近的成员 ，置 于异形 族澳洲坚 果族 Macademieae内。 而 Johnson别认 为它 与 

halraium 属一样孤立，因而从太的亚科分出来，并为它设立了一个亚科 CarnarvonJoideae⋯ 。问题是 

为什么这 3个分别属于不同亚科的属，其花粉形态特征会表现出如此大的相似性?是属于偶然的类同抑或 

是亲缘关系很密切的表现?仅从花粉形态特征考虑，这 3个属确实具有较为密切的亲缘关系，甚至可以考 

虑放在同一个大类群如亚科甚至同一族内．因为从已研究过的山龙眼科的花粉来看．只有这 3个属的花 

粉形态特征表现出如此大的相似性 况且它们所具有的花粉形态特征在山龙眼科其它属尚未遇到过．诚 

然，由于该科如此庞大，共 75个属，1300多种，而至今为止进行过花粉形态研究的仅有 l9属约 100 

种，只占该科属种的很少部分．特别是银桦亚科中作过花粉研究的仅有 Embothrieae族中的 8个属及本 

文的 3个属，共 11个属，只占该亚科 (40属)的 1／4强 可见很有必要对其它属，特别是与假山龙眼 

属同一族的其它属 (Virotia， Hicksbeachia， Athertonia及 Matagasia属)作进一步的研究，并综合其 

它学科的资料。只有这样，才能对假山龙眼属与 Sj，ha~ium及 Cartmrvonia属花粉形态的相似性作出合 

理的解释，并对它们的系统发育关系问题作出进一步的处理。 

银桦属 的花粉在纹饰特征、外壁层次的厚度及其 比例等也与前两属截然不同，说明它与山龙眼属及 

假山龙眼属的亲缘关系较疏远 孢粉学上支持把这 3个属置于银桦亚科不同的族。 

致谢 本研究过程中，美国西南路易斯安那大学电镜中心不仅提供仪器设备，而且给予技术上的指导和 

帮助 为此作者特别感榭 Peaacreta T博士和 Julie L 小姐。 

附录：凭证标本 

镰叶山龙眼 Helicia Icate毛品一 4．348，云南屏边； 

长柄山龙眼 longipetiotata武垒安 82I 6，云南文山； 

潞西山龙眼 ．tsaii，T T Yu I 6233，云南嵩明{ 

西藏山龙眼 tibetenMs青藏 队 74—5084，西藏墨脱； 

焰序 山龙眼 ．pyrrhobotrj'aC W Wang 77190 云南勐海； 

广东山龙眼 11．Kwangtungensis．卫兆芬 I 20514广东和平； 

网脉 山龙眼 1t．reticutata冯国楣 22970云南麻栗坡； 

小果 山龙眼 H．cochinchinemis高锡明 51644，海南三亚市； 

深绿 山龙眼 nilagirica绿春队47 I，云南绿春： 

大 山龙眼 H grandis绿春队 l685，云南元阳； 

痄腮树 Heliciopsis terminalis周弦 648，云南瑞丽{ 

假山龙眼 Heticiopsis地 r 中苏队 5831，云南勐养； 

银桦 Grevillesrobusta蔡国粱 l32，福建樟州。 

图版说明 Explanationof#ares 

田版 I 1 Helicia lccrta；2 Iongipetiolata；3— 4 H tsaii：5— 6 H longipetJolate．5×10．000，6×6660,7 

． x11．33(I；8 H tsaii x 2330．切面正好通过其中一个萌发孔{箭头 9为圈 8萌发孔处的局部放大，x 6660．示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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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膜内面薄而层片状的外壁内层(endexine)及萌发孔两侧海绵状外壁 内层(上方箭头)；10 H longipedoolata．×4000，切 

面虽然没有经过萌发孔，但其内表面仍可见到部分海绵状的外壁内层(箭头)；】l为图 】0的局部放大，×8000 

国 版 Ⅱ t一 2．Helieia tibetensis；3 H pyrrhobotrva；4 kwongtungeng~；5 H tibetensis．× 10000；6 

wangtungenMs．×2670，切面正好通过两个萌发孔．萌发孔内海绵状外壁内层非常明显(售 头)；7 dbetensis．×10000 

基层内有分离的薄层结构与海绵状结构掺杂一起；8 ttbetensis．×3330~9图 8的局部放大．×】0000．示绵状结l悔 

薄层结构组成的外壁内层．IO一 】l^kwangtungensis ×6670．萌发孔处外壁的局部放大，在图 10中，其海绵结构密布 ]： 

萌发孔内方，与薄层状结构混杂一起，其外方彤成 L宅 

图版Ⅲ I一 2 Helicia reticullata；卜  玎 cochlnchinenMs：5 +reticulata．x 8000，箭头示断断续续的细 颗粒状的 

外壁内层；6 ．reticulata．×2330，切面靠近萌发孔 箭头示外壁内层 ；7—9皿 cochinchlnensis 7×3330，8—9 ×8000 

箭头示海绵状与层片相互掺杂在一起的外壁内层：10 reticulata，×l0，000，箭头示萌发孔内面的海绵状外壁 内层 Il 

reticulata．×2，660，切面正好通垃一个萌发孔，孔前端为薄层状的结构，两侧为海绵状结构 

围版Jv 1．Helicia nitagirica；2 H grand~；3—4 Grevillea robusta,"5．H grandis．x10000，6 H grand~ ×1333o． 

箭头示海绵状结构的外壁内层；7--1】．Grevillea robusta．7 ×2660，示海绵状的外壁内层及层片状 的基层；8×1000，切 

面正好通过其中一个萌发孔 I 9 x 5330复盖层厚薄不均，多数地方都很薄，个别部位则由于疣状隆起而显得很厚{如箭头 

所示 柱状层发育杖差．呈I匝粒状结构；基层厚，为复盖层 的3到 4倍：10 x 1660．复盖层不莲续，稍呈渡浪形{箭头)Il 

×5330，复盖层厚薄不均，柱状层为粗颗|壁姑构，基层分离戚层片状，外壁内层海绵状悖 头)。 

围版 V 】—2 Heh'ciopsis henryl,"3—4 H terminalis；5—8．且 henryi；5×2330，6×2660，切面内面似乎属结构疏松 

的外壁内层(?)_7×2660，8×l330,9一 【] term#ta~is．9．×3330，10×】000，1】6670，基层及柱状层均根厚，基层内有 

租薄而分离的外壁内层(?)。 

注：在所有 的扫描电镜照片中，每幅图象最下方的刻度(5卿 )均代表上方花粉图的比例；下方局部放大图均放大 

5倍(图版Ⅳ中圈4除外，其局部放大图为放大 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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