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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a Botaniea Yunnanica 

滇东南兰科无柱兰属一新种及其生物地理学意义 

陈文红 ，税玉民r，郎楷永 
(1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云南 昆明 650204；2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北京 100093) 

摘要：报道了云南东南部的兰科新种——文山无柱兰 (A．atosagr,~wenshanense W．H．Chen， 

Y．M．Shui＆K．Y．IJaIIg)，并与本属其他种 的分布特点作 了比较 ，根据 本种 分布的特 殊 

性 ，阐述了其独特的生物地理学意义。并附有该属在世界的地理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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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Species of Am／tost／gma(Orchidaceae)from SE Yunnan 

and Its Biogeographical Implication 

CHEN Wen—Hong ， SHUI Yu—Min ， LANG Kai—Yong2 

(1 咖 lnst／aae ofBotany，ChineseAcademy of&iences，Kunn~~ 650204，C}firm； 

2 lnstiaae ofBotany，ChineseA∞如 of&iences，SeijiI1g 100093，China) 

Ah蛐嘣 ：A,,atoago~ wens／maenae。a new species of Orchidaceae from SE Yunnan is described and il— 

lustrated，a compaxision of this new species with other members in this genus is made，and its significance 

is also discussed．Besides，a distribution map of the genus in the world is prodded． 

Key WOrdS．*New species；A．atongoma乱 ，l 玎 ：Biogeographic implication；SE Yunnan 

云南东南部的红河流域中段有 4座海拔约 3 000 In的山峰 ，与云南最低海拔约 76 In的红河河谷形成 

了近3 000In的垂直高差，每一个山峰都是一个比较孤立的植物分布盲点。这4座山峰分别是文山薄竹山 

(2 997m)、元阳白岩子山 (2 993m)、金平五台山 (3 000m)和金平西隆山 (3 074m)，再加上毗邻越南北 

部的黄连山 (3 142 m)，在中越边境的热带山地上就突立着高耸的5座山峰。在这些山顶上既生长着一 

些与滇西北相同的种类，如双齿冬青 (／／ex b／dens C．Y．Wu ex Y．R．Ⅱ)，光叶偏瓣花 [ qP 

serratum(Deils)Dells]，橙花开口箭 (Campylandra al￡rnn n∞ Baker)等等，又有在本地山顶特化的种类， 

如文山对叶兰 (／／stera yunnanens／s S．C． en)，厚叶杜鹃 (RhgK／Ddet~ort sinofolconeri Bal1．f．)和黄 连山 

冷杉 (A 
． 
那 咖 Q．P．XAang，L．K．Fu et N．Ⅱ)等。这表明了这些孤立的山峰上植物与滇西北 

近缘种的联系和分化，以及植物地理学上的亲缘性。现在，文山无柱兰的发现又进一步地说明这一现象。 

文山无柱兰 新种 图 1 

Amaosagma．．I切舔 矾础 W ．H．Chen，Y．M．Shui＆ K．Y．bIlg，sp．nOV．，Fi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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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ba terrestris． 19．0—20．5 cm aha．Tubera 2 oblonga，ca．4cm longa， 1．3— 1．5 cm diam．Cauli8 glahelr， 

basi 1-Olr 2-viganata．prope basim bifofiatus．Folia subopposita，carnosula，oblonga-oblaneeolata，6—6．5(3m longa， 

1．O-1．6 tin lata，integra，apice acuta，basi in petiolos cam viganis amplexieaulibus decurrentil~ 1．5—3．0cm lon- 

gos angustata． Ptllcemtls 6—9-florus， 1．5—2．5 cm longus，peduneulo 13—19 cm ]ongo； pedieenUS cum ovario ca． 

O．8 cm ]ongus；bracteae ovato-lanceolatae ovariis 3 Olr 4-plo breviores，1．5—2．5 mm ]ongae； sepa1．3，oblongo-lan- 

ceolata，idintermedium apiee olxusum，eft,．3mm longum，ca．2mm latum，ealateralia oblique obovata，ca．4mm 

longa， ca．2．5 mm lata；petala oblique ovata，ca．3 mm longa，ca．2 mm lata；labdlo ovato，4．5—5 mm longo， 

1．4-1．5 mm lato，infra nledium lamellis 2 longitudinibus 1．3—1．5 mm ]ongis instructo，supra nledium 3-1obato，lobo 

eentrali lanceolato ca．1．8 mm longo，ca．O．6 mm lato，apiee ObtU．．QO， lobis lateralibus ovati8，ca．1．4 mm longis， 

O．5一O．6 mm latis，caleari 8ub ob0so，ca． 1．3 mm diam． 

Yl咖 (云南 )：Wemhan County(文 山县)，Laohuilong(老 回龙乡 )，on top ofthe Baozhushan Mountain 

(薄竹山山顶 )，alt．2 970 m，2001—08—24，with young fruit and ary flowers，herb，0．10 m tall，23。26 N， 

103。55 E，Y．M．Shui(税玉 民)8057(Holotype，KUN)；Jinping county(金平县)，Zhemi(者米乡)，back of 

Liangzi (梁子村)，on top ofXilongshan Mountain(西隆山山顶)，alt．2 920 m，in mossy dwarfforest，1999 

— 1O一22，with young fruits，Z．K．Zhou(周浙昆)，Y．Fei(费勇)，Y．i．Shui(税玉 民)，G．J． 

(张广杰 )，J．K．Yang(杨建昆)EXIS一0376(KUN)． 

地生草本 ，高 19—20．5 em；块茎长圆形 ，长约 4cm，直径 1．3—1．5 eln；茎无毛，基部具 1或 2枚叶 

鞘，近基部有 2枚叶；叶近对生，有点肉质，长圆状倒披针形，长 6—6．5 cm，宽 1～1．6 cm，全缘，先 

端急尖 ，基部收狭成 1．5—3．0cm的柄并延伸为抱茎的鞘 ；总状花序长 1．5—2．5 crn，具 6—9花 ，花序梗 

长 13—19 em；花梗连同子房长约 0．8 em；苞片卵状披针形，较子房短 3—4倍；萼片长圆状披针形，中 

萼片先端钝，长约3 mm，宽约2mm，侧萼片斜倒卵形，长约4mm，宽约2．5 mm；花瓣斜卵圆形，长约3 

mm，宽约2 mm；唇瓣卵形 ，长4．5—5 mm，宽 1．4—1．5 mm，中部以下正面具有2条长 1．3—1．5 mm的纵 

向褶片，中部以上 3裂，中裂片披针形，长约 1．8 mm，宽约 0．6 mm，先端钝，侧裂片卵形，长约 1．4 

mm，宽 0．5—0．6mm；距近球形 ，直径 1．3mm。本种体态与无柱兰 A．grac／／e(B1．)Schltr．十分相似 ，但 

距为近圆球状，而非纤细的圆筒状，唇瓣上面中部以下或近基部处具 2条明显的纵褶片，唇瓣的中裂片 

披针形 ，向先端渐狭 ，而颇易区别 。 

无柱兰属约有23种，主要分布于东亚 (Wu＆Wu，1996)，我国有 22种及 2变种，主要分布于西南山 

区，而四川、云南和西藏是本属的现代分布中心和分化中心 (郎楷永，1999)。其中，云南产 1O种及 2 

变种，有少数种类分布到辽宁、河北、陕西、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台湾、河南、湖北、湖 

南、广西 (东北部 )。 

无柱兰属的进化顺序被认为是花序由多花、少花 (花序轴短缩)至一朵花，一朵花的种是较为进化 

的种类。无柱兰 A．gmc如 (B1．)Schltr．为本属最原始的种类，也是本属唯一的广布种，分布于中国大部 

分地区，向东可分布至广西的东北部。文山无柱兰 比 A．．g僦如 (B1．)Schltr．稍进化一些 ，表现在其唇瓣 

上有2条纵的褶片，但总体来讲是较为原始的。文山无柱兰是本属分布最南端的种 (图2示)，且其分布 

地为两个孤零的小山头。文山无柱兰与 A．．gmc如 (B1．)Schhr．是一对地理替代种，文山无柱兰分布于热 

带地区的高山地段，而无柱兰广布于温带至亚热带的山地。这对本属的地理学分布有重要的意义。 

从图2可以看出，中国西南部的的横断山区为该属的现代分布中心，种类特别集中，达 18种之多； 

其次，无柱兰属种类向中国东北和东南以至台湾扩展，数量明显减少，但分布于东部至东南部一带的无 

柱兰却是最原始的种；再者，文山无柱兰是生长在滇东南近 3 000 Ill的高山上，与该属其他种形成较明 

显的隔离，其在该属的系统位置又较为原始。由上述 3点可初步推断，无柱兰属可能是在中国东部 (华 

南一带和云南东南部)的热带山地上起源的，随着青藏高原的隆起 (吴征镒，1987)，并伴随着全球气候 

的多次冷暖变化 (王荷生，1992)，在横断山区得到了强烈的分化，而文山无柱兰和无柱兰这些较原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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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很可能是在其发源地残存下来的类群。 

图 2 无柱兰属 (Am／tost／gma Schltr．)在世界的地理分布 

Fig．2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genus Amaoa~gma Schltr．in the W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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