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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果枸子的分类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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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果枸子 (6咖r眦曲 删  桃 Messe1)是枸子属 (Cotone．azter)中观赏价值尤为显著的 

种类。 自本世纪 3o年代发表以来 ，基于这一分布于中国 一喜马拉雅地区，形态在该无融合生 

殖属中相对稳定的类群出现了 1个系 (Se,ies Compieui Klotz)、5个种 7个名称 (其 中3个为同 

种加饲但根据不 同模式即 C．凹印 Con~ ；C consp／cu~ №哪I蛐d；C．彻印 桃 № 哪I蛐d旺 

Ia0lz；C d∞啪 ．旺 ReM．；C 榭 (1(10tz)Iaotz；C 柏她 la啦 ；C 岍 ‰砸 日0tz) 

和 3个 变 种 (C． p， 皿咐 var．删嘟p Me．el C．删叫 删 var． 甜m Klotz|C．∞m w 

var．d啪 Ru略 )的名称 ，实为 枷 中困种 的划分过细而导致混乱 的一个典型。本文 

在对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和 中科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馆藏大果枸子标本 33号共 63份 、 

有关名称的模式 7号共 9份和大量栽培植物的观察研究基础上 ，结合实验分类学研究结果对 

其进行了分类学修订。最终确认它们均属 6咖，le∞河 lⅢ Me．el的同物异名而全部进行 了 

归并。 

美t词 蔷薇科，枸子属，大果拘子，分类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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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Id 0b解rv蜘 of mang Hvi1lg plBIIt8 cultivated considering the叮 cal evide ，a 删 c 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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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essel a8 a蛸 ult． 

Key w0rds ttosaeeae． Cotor~ ster． C eor,spieuus．1h j c revision 

枸子属 (Co ， r)是蔷薇科内因具有无融合生殖特性而导致分类上十分困难 的植 

物类群。除无融合生殖外，种间杂交和突变也是造成这一困难的主要原因 (Klotz，1982) 

Cotone~er中大量的种类具有重要的观赏经济价值 ，100多年来它在世界园林中广为栽培 ， 

但 由于存在分类上的困难 ，属下的次级划分十分混乱，至今尚未见世界性的专著问世。 

中国是世界 Coto~ ter的重要分布中心 ，全属三分之二以上的种均产于我国，尤其是 

小叶单花类群 (即中国植物志中的单花组 Sect．Unifie~Yn，主要分布于中国 一喜马拉雅地 

区)，绝大部分种均 产于中国。目前 中国和西方学者对该属所持种的概念差别较大 ，在中 

国植物志中，种的概念范围大，认为全属约 9。种 ，中国产 54种 (俞德俊等，1974)，但 

西方学者种的概念很小，目前属下正式发表的名称超过 428个，西方所认可的种近 280个 

(Phip~ “ a／， 1990； Klot~， 1957， 1963a， 1963b， 1964， 1966a， 1968， 1972a． 1972b， 

1979，1982；Flinck and Hylmo，1966)，其 中有相当多的种是 以栽培植物或为数不多的腊叶 

标本命名的。由于属内无融合生殖现象广泛存在 (H elmqvist，1962)，植物在个体发育过 

程中出现的变异能得到稳定的遗传，以栽培植物或少量干标本大量发表新种势必造成分种 

的混乱 ，从而产生大量的多余名称 实质上，种内个体间的差异或变异在自然界 中普遍存 

在，并形成连续变异的系列，种的稳定性和一致性是相对的，在 “时间”和 “空间”作用 

影响下变异是普遍的和绝对的，加之种间 自然杂交的影响 ，从而导致物种的生物多样性 

(闵天禄，1998)。 

大果枸子 (Co ， n咖r consp／cu~ Messe1)是 Sect．Unitl~ Yn中观赏价值特别突出的种 

类 ，自本世纪 3o年代发表以来 ，基于这一分布于中国 一喜马拉雅地区，且形态在本属相 

对稳定的物种出现 了 1个系 (Series)、5个种 7个名称 (其 中 3个是不同作者用同一加词 

的结果)和 3个变种名 ，是 cD ， 中因种的划分过细而导致混乱的一个典型。本文在 

对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和中科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馆藏大果枸子 33号共 63份、有关名 

称的模式 7号共 9份标本和大量栽培植物观察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实验分类学研究结果对 

其进行了分类学修订。 

Cot~ er o眦Isl clms(Messe1)Messel in Join ．ttov．Hor1．Soc．L0nd．59：303．1934，—— 

C．，n f var．co~ uus Messel in Card．Chll011．Set．3．94： 299．1933； Yu in 

Bul1．Brit．Mus．Bot．1： 136．1954；Yu et Lu in Flora Reip．Pop．Sin．36： 160．1974．Holotypus： 

鼬n 0nWard nO．64O0 (BN‘}．non．vidi．) ．—— C．cD咖  Comberin(洲 ．Chron．Set．3．99： 

388．1936，descr．in aIl ．Holotyl~s：Nit． oil Ward nO．64O0(E，als0 isotypus of C．compicuus 

Messel， 11013．vidi) ．—— C．co，娜 蹦 Marcruand in Kew Hand— llst Trees Slmd~， ed．4， 

踟 ．1934．nolrr1．el in Bull_Kew 1937： 199．1937 就 in Gard．Chll0n．Ser．3： 101： 119．1937 defer．in 

an~liea．elin Bot．M职．161：t．9554．1939；ttehd．in B i喂 ．cult．trees Bhnlb言250．1949；Flinck＆ 

Hvlmo in Bot．Not．119： 461．1966． Holoty~s： ~nglon Wa1d 13．O．6400 (K， also isotypus of 

C．cor~ uus Messe1．I1OPI vldi) ．—— C．consp／c~ Marqu~d eX Klotz in Wiss．Zeits．Univ．Haue 

6：953．1957 et in ibid．12：782．1963； Phipps et al in Can．Journ．Bot．68：212．1990．Typ ： 

仙鬻 ， ～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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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ta cult ，1 ．W ．P．Russell” Bur~q．LI of plant lndust~ United States Dept of Agric．W ashington， 

1936” (K，13011 di) ．—— C．con~picuus ．decora Russell in Proc．Bio1．Soe Wash．5l： 

l84．1938；Steam i13 Journ．Roy．HOI L．Soc．Lond．64：243 1939；； K1otz in Wiss Zeits．Lniv．Halle 

Ma山．6： 953．1957 syn．nOV． Holotypus： ssmc as above， ．'vlarquand eX K1otz?— — C．deeora 

Holt．eX Rehd．i13 Malr1．Trees Shrubs 2．ed．357．1940．S~~TI．nOV．— — C．conspieuus var．ttO,rOJ．S K1olz in 

W ．蹦 ts．Mart．一Lnth．Univ刚 le 6：981．1957：K slⅫ 1n I-l~db．Laulageh．2．ed．356．(1960) 
“

ilarlu$”
．syn．n ．Holotypus：PLallt cult．in Hort．Bot．Pekinense~1 ．Meusel 17．Ⅶ ．1956 (HAL，non 

vidi)；F．Kil n ward no．19304 (Para：BM， di) ．——c．眦nw (Klotz) K1otz in 

Wi88．蹦 ts．Mart． 一 Luth．Univ．Ha1le 12： 783．1963： Phipps et al in Can．Journ．Bot．68： 

22l】．1990．syn．IlOV．— — C．pemaaJatus Klotz iII WjsS．Zeits．Mart — Luth Univ．Halle l2． 

782．1963；Phipps et al in Can．Joum．Bot．68：22l1．1990．syn．nOV．Holotypus：Plant cult．“Co— 

toneo~tet"m／crophy／／us W矗l1．var．consp／cua Marquand vat nov．COllii Comber．N~Tnam Hardcro~s Sus— 

SeX，4．X．1933”(K，~ridi)；Ludlow，Sherriff＆Taylor 130．5344 (Para：BM，PE，vidi) ．—— 

C．ph,,iflo,'．s Klolz in w1s8．Zeits．Univ．Halle 12：781．1963；Ytl et工|1 in Flora Reip．Pop Sin．36： 

1631974-．in nc,la sub．C． 嘟 ；Klotz~Phipl~et a1．in Can．Journ．Bot．68：2211．1990．sya．UffV 

Holotypus： S0 一 Tibet． Prov．Konbo， Lusha， Tsanpo Valley 95(?0 ft． “low spreading bush” 

leg． dlOW，Sherriff＆Taylor 17．VI．1938．rio．4855 (H0l0：BM，vidi；Iso，A，vidi)． 

地理分布 

西藏东南部 、云南西北部和四JIl西北部．普遍生长于多石山坡地 、灌木丛中，海拔 2 

4OO一2700 m。 

Yunnan (云南 )：L~iiang(丽 江)，Qiu 1]ing—yun(邱炳 云 )，54012(n．x l PF)， 

52013 (fr．X 2，KI )，52019 (fr X 2，KUN)，5加3l(fr．x 2，KL'N)，5z1071(f1．x 1，PE)， 

54072(n．x2，KUN)，Zhou Li—hua(周丽华 )，202 (fr．x 2，KUN)，203 (f1．x 2，KUN)， 

204(fr．＆f1．x2，KUN)．Siehuan (四JI1)：Maoxlan，Li~all(茂县 ，理县)，He Zhu，Zhou 

Zhi—lin(何铸，周子林)，14197a(fr．x 1，PE)．xiz蚰2(西藏)：Bomi(波密)，Xizang 

Exped．(西藏队)，75，(fr．x1，PE)，Qjn小 一XizangE．1,eO．(青藏队)，73—93(f1．＆fr．x 

4，KUN＆PE)，76—7687(t1．x 2，PE)，wu Zheng—vi(吴征镒 )，5592(fr．x 2，KUN)， 

5633(fr．x 2，KUN)，Ztumg Yong—tian，Lang Kai—yong(张永 田，郎楷永)，432(fr．x 2， 

PE)，802(fir．X 2，PE)，Ying Jun—sheng，Hong De—yuan(应俊生 ，洪德元)，0152(f1．X 

3，PE)，Ni Zhi—cheng et 81(倪志诚等)，1345(fr．x 2，PE)；Chayu (察隅)，QinOlai— 

Xizang Exped．(青藏队)：73—265(f1．x 4，“ N＆PE)，Ni Zhi—cheng et 81(倪志诚等)， 

0847(fi-．x 2，PE)；Milin(米林)，Ni Zhi—cheng et 81(倪志诚等)，1790 (fr．X 2，PE)； 

JUong(吉隆)，Xizang Chinese Medeine Survey(西藏中草药普查队)，475(fr．x 1，PE)； 

Y (易贡)，Ying Jun—shertg，Hong De—yaan(应俊生 ，洪德元)，0516(fT．x 4，PE)； 

Gum (固屯)，Zhong 1]u—q；u(钟补求)，6177(fir．x 2，PE)；Tsarong(察瓦龙)，Qingh~ 
一 XizangExoea．(青藏队)66430(fr．x 3，KUN，PE．~Thisisthe only number of speciemen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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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yrene in all the materials examined)；Long~axian(隆子县)，Qinghai—Xizang E印ed．(青藏 

队)：750462(f1．x 3，KuN，PE)；Linzld (林芝)，China—Japa~Exped．(中 日考察队)， 

T28(f1．x 1)，Xizang Chinese Medcine Survey(西藏 中草 药普查 队)，3527(fr．x 1，PE)， 

3046(fr x1，PE)，3459(fr．X1，PE)，3497(f1．x 1，PE)；Xizang，Zhong Bu—qiu(钟补 

求 )，64O3(f1．x2，PE)；SO—lnbet，Pmv．Konbo，Lusha，TsanpoValley 9500ft．“1 spread． 

ing bush”leg，Ludlow，Sherriff＆ Ta)qor 17．VI 1938．nO．4855(Holo，BM；lso，A)，Lu dIOW， 

She／Tiff＆ Taylor no 5344 (Para：BM)，SO一 ，Rima 500Oft，F．Killgdon W丑rd no．19304 

(PaPa：BM)，SO —Tibet，Pray．Konbe，L~sha，Tsanpo Valley 9500 ．“low spreading bush” 

leg．Ludlow，Sherriff＆ 诅or 17．VI．1938．I10．4855 (Holo，BM；lso，A)；Cuh ：Plant cult． 

“Cotoneaster trdcrophyllus W丑l1．v ．eonspicua Marquand var．nov．COFII．Comber．Nymans Hardcross 

Sussex．4 X 1933”(K) 

讨论 

大果枸子 (C．conspictots Messe1)是 1933年由 Messel首先发表的，开始时置小叶枸子 

下作为变种，1934年提升为种，发表时附有简要的英文特征辑要：“Cotonea~termicrophyUus 

Vfll"conspicua K．W．6400．一 e varietyismuchm rerobustthanthe species and，j iflgfmm the 

vigorous sprays which were shown． it makes very
,
sho~T， e1州 growmg bush．the fruits are large， 

IIIO／'~abundant and of bright red color Shown by Lt．一 ．L．R．Messel( ．Mr．J．Comber)，Ny— 

inai1s，~ussex．”(Gard．Chron．，1933)；“Cotoneaster conspi~ua．A．M．October10，1933．FromLt． 

一 Co1．L．C．R．Messe1． O．B．E．， Handcmss．A 13ew species collected by Kingdon Ward． 

(No．64OO) ．It is a veO,ornamental shnlb of erect habit，and appears to grow freely．The sl21tall， 

bright g 衄 leaves resember those of C．microphll~ ， but the abundant fruits are lal~ r and of a 

brighter scarlet col ’(J0ur．Rov．Hort．Soe．，1934)．由于上述两文献以英文分别发表于 1933 

和 1934，在 1935年之前，根据国际植物命名法规第 36条 (36．1)，应属于有效发表和合 

格发表。而 Marqnand在其 1939年附有简单拉丁描述的文献 中认为 Cotoneazter m／cwphytl~ 

VttI"．consp／cua Messel和 C．cortsptL--uus Messel这两个名称为半裸名 (nomen subnudum)，从而另 

发表基于同一模式的名称 C．consp／cuw Marqnand，因此，Marquand的名称只是一个多余的 

晚出同名。同样 ，C．conspicuu~Comber也是一个多余的晚出同名 

该种的小叶单花，花瓣白色平展，叶片、萼筒无厚绒毛覆被 ，小核 2等特征显示出它 

与小叶枸子 (Cotoneaster眺 ，op̂m  Wal1． Ⅱn dI．)的亲缘关系。但二者的习性 明显存在 

差别，小叶枸子紧贴地面匍生，分枝紧密，果小 (直径 5～6 lil~n)；而大果枸子为近直立 

的灌木 ，分枝开展，果大 (直径 8—10 mm)。同时，细胞学研究表明，太果枸子为二倍体 

(图 1：1)，而小叶枸于是四倍体 (图 1：2)，故我们支持将它视为种级的类群 ，而不主张 

将其作为小叶枸子下的变种来处理。 

Kingdon ward 1924年于藏东南采集模式标本时曾描述该植物的生态习性 为：“in open 

sunny situations among rocks，dc．，in the moderately d珂 re西∞s，”where growing” 

either prostrate OYI rocks or erect upto 3～4 ．high．”(Marqnand，1939)．从 KinsdonWard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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鬻 ， 毒 ·l’·～ 
圈 I I．大果拘子的染色体数 月；2 小叶枸子的染色体数目 

Fig 1 1 Chrur~  C
． ∞ l Messe1．2n=34． x 2410． Cytological voucher ⋯ Zhou Li— 

hna1埘  啪  iang，Yu皿arI； 2．al一 一 蚪 of c 。舶 5D 。．2n：4x=6a x 2410． c ol~,gical 

voucher speci~ n．zl 15一hua Ⅲn ujLmg．Ymumn 

的采集记录可以看出、该种下的同一居群中，生态习性存在变化 ，既有直立又有平展或 

“匍匐”的类型。从昆明植物园栽培的植物来看，植株高可达 2～3 m，但基部 的分枝常 

“匍匐”或平展 ，并且从园内繁育的数干小植株 (均来源于同一母株)来看，它们也既有 

直立又有平展或 “匍匐”的外形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大果枸子的 “匍匐”同小叶枸子的 

匍匐是有差异的，它只是主干略为平卧，更近于平展，而非小叶枸子那样紧贴地面生长)。 

上述现象可见 ，直立或 “匍匐”均为种内的正常变异 尽管我们未见到该模式标本，但从 

文献 (Marquand，1939；Klotz，1963)可知，RusseH在 1938年又根据匍匐的特性定 了一个 

变种 C．∞啦 u v&r．decom R~c,sell，显然，这个变种名也是多余的。G．Klotz(1963)还将 

具直立和匍匐习性的标本截然分开 ，并 以 W．P．Russell“Bureau of plant Industry United States 

DeD1．ofAs,it．Washington，1936”Planta cult．，in Herb．Hort．Bot．Kewense col~ atur．为模式发 

表名称 C． 印 u“s Marquand ex Klotz代表具匍 匐性状者，但此 名系根据不 同模式而用 

Marquand这一作者，由 Klotz代为发表，故为晚出同名而不合法；他又以标本 Plant euh． 

“Cotoneaster microphyllus W al1．var．co．solcua Marquan d v&r．IROV．com．Comber。 Nwnans Hardcross 

Sussex，4．X．1933”(Holobpus)和 Ludlow，Sherriff＆_ravl0r no．5344 (Parat?9us)为模式+发 

表另一新名称 C．permatatu*Klotz代表具直立性状者，而将更早的合法名称 ~)tortetlater mi． 

crophyllu*Yar．conspicua Messel和 C．conspicuns Messel作为其异名。因此，C．conspicuus Mar． 

quand K1otz是多余名称，而 C． m  Klotz不符合优先律，这两个名称均应予归并。 

G．Klotz 1957年根据标本 Meusel 17．VII．1956(Holo~Tus)和 F．KJn~don Ward ilO．19304 

(Para~T,us)发表 C．compicu~ Ⅷ· Mnw K1otz，1963年又将其提升为 C．IIfLrlUS K1otz，并指出 

除叶较小外，它和 C．conspicu~ 非常相似。从大量标本的观察来看，同一植株叶的大小有 

变化，花期的标本叶通常较小，果期标本叶较大，如 Zhou Li—hua 202这号采 白同一植株 

的标本同时具有花枝和果枝，花枝标本叶小，几乎完全等同于 C．n Ⅺ0tz，而果枝的标 

本则叶较大 ；同时 Wu Zheng—yi 5592(fr．)的叶在 同一标本上亦有大有小，仅根据叶的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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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这一特征发表新种依据不足，故将 C． Klotz也作为 C．c0 疵u Messel的异名予以 

合并 

G．Klotz 1963年根据 Ludlow，Sherriff＆Taylor 17．VI．1938．11o 4855标本发表 C．口h cr n 

Klot~，作者当时未指出它与哪个种相近而又有何不同，从其模式和同号模式来看 ，与大量 

的 C．c∞神 ms Messel标本相 比并无根本性 区别特征，现加以归并。 

作者感到遗憾的是未能见到有关模式 Ki~．ao,1 w且rd No．6400和 C．09／／81)／~／／／／8 Marquand 

ex Klotz的模式 Plaula cult．，leg．W．P．Russell“Bureau of plant Industry United States Dept．of A． 

c．Washington，1936”(K) 但由于该类群的分布区位于中国西藏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 

四川西北部，使我们有条件仔细观察产地的大量干标本和栽培活植物。且由文献 (Mar- 

quand，1939；Klotz，1963)可知，出现有关分类学问题的原因除命名学因素外，主要是 由 

于对性状的把握，尤其是其习性变异幅度的把握不一致而引发的。首先鉴于 C．consp~  

Messel，C consp／cut~Comber和 C．∞ Marquand依据的是同一模式，可以肯定它们是 

同物；其次是 Russel和 Klotz将习性直立和匍匐的标本截然分开而 出现名称 C．consp~uus 

Man：luand exKlotz，C．CO／K~g／Z／,／$Villi"．d Russell和 C．出∞m Hort． Rehd．，从大量标本和 

栽培植物观察及前述 Kingdon w且rd No．6400的采集记录看 ，直立和匍匐是种内的正常变异 ， 

由此产生 的新名称 应予 归并。因此 ，从我们所研究过的 C．pemuazaus Klotz这一名称的 

Holotypus：Plant cult．“Cotonet~ m ，‰ Wal1．V,RI"．oonspL--ua ~ mmnd va／-．r- ． n．Canber， 

Nymaus nsl'd~~os8 Sussex，4．X．1933”和 Paratypus：Ludlow，Sherriff＆Taylor no．5344，可以推 

断 C．consp／cut~即为具有相同特征的植物，故未见到前述两个模式虽较可惜 ，但未影响我 

们对有关问题所做的合理判断。 

至此，在我们观察的全部标本中，除产于Tsarong(=Tsa—wa—rong，察瓦龙)的标本 

QingI 一Xizang E， ed．(青藏队)66430(fr．x 3，KUN，PE)具有 3小核，其余所有标本为 

2小核外 ，其它性状均较为稳定 故本文作者认为 Cotoneaster consp~mzs Messel是一个 自然 

的种级类群，基于它出现的 1系，5种 7个名称 (3个重复)，3变种名作为 Cotoneaster 

sp~uus Messel的同物异名进行了归并。 

致谢 感谢英国自然博物馆 (BM)、英国皇家植物园标 本馆 (K)、美 国哈佛大学标本馆 (A)惠借 

有关研究的模式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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