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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据 _柯关模式和l盘地标本的研究，结 ☆野外调查 、叶表皮微形志观察结果 刘小叶拘 孑 

( m ， I wan ex IAn~U．)进 行 了．分荚 学 修订 、将 分 届 3系 (Series P lmlhen 

Klotz：Serie Alpigeni和 Series Marginati KJmz 的 t5个名称 妇并作小叶枸子的旧物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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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xonomic Revision of Cotoneastermicrophyllus (Rosac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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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bait， fifieen specific narne belonging to throe series【Se ries Pn~ptm+bens Klotz；Series AlpJgeni aflt1 

Series Mat~mti Klotz)，fife r．duced t。be 10nyrns of( ，fI  ̂ Wall ex IAn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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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1f1n 

小叶枸子 (Cotoneaster microph)ttus w 1．exⅡnd1．)是枸子届特产中陌 一喜 马批雅．变 

异性最强，分类 上最为困难的类群之 ：经统计 ．在此种基础上先后出现的有荚名莉：多达 

】9个 、有关该群植物的分类 ，中国学者主张采用太种概念 (俞德浚等，1974)．『fI『曲方则 
一

脉相承地坚持使用小种观点 (Klotz，1957，1963a，】963b，1982：FtiI1k＆ HvinI{)．1966； 

Phip~ 等 ，1990) 

德国 Jena大学的该属研究者 G Klotz博士将 与堆种有关的 7个名称组合成小叶采 一 

ties A1pigeni Klotz，相关名称 C．㈣l̂ 。 被该作者置八匍匐系 Series P u『订bens Kit)tz，而 

另一相关名称 C．schleehterutali Klotz被置 r混杂的系 如 i％ Mat~nati KJotz中 (KJmt，1963a， 

1963b)，这样的划分得到 r随后的多数该 属研究者的认同 (Fhnk＆HYlint，，1966：Phipps 

等 ，1990)。而本文作者在检视大 量产地标本时察觉如此众多 的名称难以分开，它 很可 

能是该无融合生碴类群的种下变异 俞德浚教授等人在中国植物志中尽管已采用 r太种概 

念进行分类处理 ，却依然从理论上列举 了该种下4个变利暗g名称，而其实际鉴定标本时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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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定名到 变种 尚有 一些 名称中 植 物志 未提 投 ．． 

上述研究状况显示，前人关于小叶枸子这 ·无融合生殖类群的分类处理还存往比较大 

的混乱，柏必要作深八的研究订正 扫 继大果枸 于 (Colongaster conspk,uus Messet)的分类 

学修订后 (周丽华，吴征镒 ，1999)．作者在野外调查的基础J一，根据有关模式 7号 l2份 

和产地标本 167号374份的观察研究 ，结合叶表皮微 形态特舐．对与小叶枸子有关的 系 

列 称做 J 进 一步研究 ，现将我们的息 眈表述于下 

小叶枸子 (经济植 物手腮 ) 

Cotoneastermicrophyllus Wal1．ex Lind1．in Bot Reg．13：t． 】114． 1 827：H(,oker f．，F1 

Brlt．I11d 2：387．1878；Baker in R [tot．11：49．1896；Sehneid．in Ill ttandb．Laub h1 lzk 

l：760．1906．s．str；Rehd ，Man．Trees Shmbs 2．ed 357．1940；Hui"ilNawa in Acla Phytok~Lx 

GeoBot．13：232 1943； Rehd ， Bibliog． Cult．Trees Shrubs．238． 1949；Bean．Trees Shmbs 

Brit 7．ed．1：520．1950；Yu jn B【Jl】．Brit．Mus Rot．1：134 1954 s．str．；Klotz in W i Z． 

U11iv．H81]e Math．6：963 1957 s．str．＆ in ibid 12 (10)：779．1963；Hara．F1 E．Hima1．】】9 

1966；1．c．2：50 1971；Anon．in lco13．(1om1．Sin 2：】99 f．2128．1972；Yu et Lu 'n FIOra 

Reip．Pop．Sin．vo[．36： 】58 1974 P P．：C Y Wu et al，lndex Florae Yuii1-1 473．1984；h ＆ 

Gu in Nora Xizang 2：568． 1986 P． P ：Phipps et a1．in Can J．Bot．68：2l12 1990 TYW ： 

Nepal， C-~,sain Than Wal】ich Nr 662(Holo，K)． 一 C．microph~tlus var gtacialis Hook 

f N Bfit．ind．2：387．1878；Yu in Bull Brit Mus Bot．1：135 1954 ＆ in171or,d Reip．Po口． 

Sin 36：161 1974． Fype：Tempemte tlinmlaya，alt．8—14000 ft from Kashmir to Bhotan (I1． 

v )．— — C．congestus Bakerin Ref Bot．1 tab 51 1869：Bea1]．Trees Shmbs Brlt．7 ed 1． 

512．1950；Rehdel"in Man．Trees．Shrubs 2．耐 ．357．194．0；Klotz in W iss．Z．Uni ．}“ 】e Math 

6：953．1957；in ibid 12：780．1963；Phipps et al in Can．J．B0I 68：2211．1990．T)T,e： 

Sikkim．reg．1etup et alp．9—141300 n 】eg．J．D Hooder 1845(Holo，K)．—— C．microphyt— 

vat．nivafi~Klotz in ss．Zeits Univ．Helle 12 (1O)：780 1963．Type：Nepal orientlais，” 

Aru11 Valley，Thugam．E of Chyamtang，12500 fi．oi3 Foeks amongst shrubs”leg Staintoi1 21 V
．  

1956，13o．381(BM，It．v．) ——一C．imergrifolius(Roxb．)日 in Wiss．Zeits．Mart — 

L儿th．Univ．Halle．12：779．1963；Phipps el al in Can J．}tot．68：221 1 1990．Basinym． 

Crataegus integrifolia Roxburgh，F1．Ind 2：509(1832) ：walli出 11o．662B (Ho]o，K) 

— —

C．th)mifolia Bgtker in Saundexs，RenJg Bot．1：t．50 1869：Hook．f．，171．Brit．I11d 2： 

387 1878．—— C．mlr'roph．yl~ voy．th~miMia(Baker)Koehne，Dendm1 227 1893：Sehneid 

Ⅱ1．Hmldb Iaubh．1：760．1906．—— C．buxifolius f．coehleauts Franch．，P1．Delay． 224 

1890．；C．， 蛳  v,cqx．coohleatus(Franch．)Rehd．＆ Wils．，Sarg．Pl Wils．】：176 

1912．quaod．Wibon 2189 (A)，Forrest 28686 (BM．PE)．；C col?hieatus(Frm,ch )K10tz iI】 

Wiss．Zeits．Univ．Ha1le 6：952．1957．1 ：quaod．","unnan，in monte Koua—la—po (瓜拉 

坡)，pmpe Hokin，alt．3000m．Leg．Delavay 27．V．1884(Holo，P)．—— C．6 而llius；rite 

melanoticha Franch．，PI．Delavay 224．1889 ； C．microphyt&s Wal】．f 如 肿 fFraneh．1 

H ． 一M ．，Symb Sin．VII：459．1929 syn nOV．T)1~e Hee—chan—men．Hokin in lapidosis；6 

dec．1884．Delavav，3742(Holo，P，n Y)．—— C．e妇W Klotz in W ss．Zeits Mart．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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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 Univ．I{aIle．12：781．1963；Phipps el al in Ca『1．j．Bot．68： 2211．1990 一 一Ty ： 

YunnaI1．Lan — ping Hsien 2800 m，“ in thicket”，I喀 H
．
T T 26． IJx．1933，n0 56142 

(I-]0lo，A；lso KUN，PE) —— C nHrophylt,us Wal1．ex Lind1．f fbreat咖tins K1otz in ss．z 

Martin—luther—Univ Halle，Math Naturwiss Reihe 6：982 1957．—— C．1inearifdi~ LKlotzj 

K1【)n in wjss．Zeits．Friedrich—Schille~Univ．Jem ．Mat．Naturwiss．，27(1)：20．1979；Phipps 

et al in Can．J 13o1．68：22l1．1990．syn．NOV Type：Pl~lta in Hortt~Bot．anieo Halensis culta； 

leg．G．K1otz 5 6 1956(1~o]o．JE，ii．r．)．—— schkechtendali KIotz in Wiss．Zeits．M ． 

一 Luth Univ．Halle，12：776．1963 s'tn．nOV．T)q~e：S—Tibet． Choling (三 爱 曲林 j 

Char Chu．3150 m．1eg．Ludlow＆Sherriff 27．IX 1936，no．2709(Holo．BM) 

西藏：亚东，青藏队 74—2174(1i-．，PE)，74—2650(fr．，KUN＆ PE)．74—2725(fr． 

)，青藏补点组 750051(n．，KUN＆PE)；波密，青藏队 73—1364( ．．KUN＆PE)，应俊 

生和洪德元 Ol19，1087(fr．，PE)；聂拉术，青藏队 5852(n．，KUN＆ PE)，中 日队 T253， 

51，r444，T563(f1．，PE)，张永 田和朗楷永 3570，3820，3928(f1．，PE)，西藏 中草药队 

1637【fr．，PE)；定结 ，青藏 队 5582(fr．，KUN＆PE)；米林 ，青藏队 74—4672(fr．，KUN＆ 

P} )，青藏补点组 751391(f1．，KUN＆PE)；林芝 ，张永田和朗楷永 1147(fr，PE)，青藏队 

7650ffr．．KUN)；吉隆，西藏中草药队 64，71(n．，PE)，75西藏队 3(fr．，PE)，倪志成等 

2045，2154，2379(fr．，PE)，姜恕和赵从 播 281(fr．，PE)，青藏队 6972(fr．，KUN＆ PE)； 

}达，南京大学 45(f1．，PE)；察隅，F Ludlow＆G Sherriff 1576(fr．，PE)：鹿马岭 ，钟补 

求 5546，(fr，，PE)；隆子县，青藏补点组 750462(f1．，PE)；拉萨，青藏 队 74—3628(Ir．， 

KUN)，青藏补点缀 750009(fl ，PE)，青藏补点组 74—3628(fl ，PE)；朗县 ，青藏补 点组 

750778(fI．，KUN＆PE)；错那，吴征镒等 75—982(fr，PE)，青藏补点组 751976 cn．．KUTq 

＆PE)；Jigong(吉公)，吴征镒等 7298【fr．，KUN)．云南 ：贡山，冯国楣 24689(fr，KL_N)； 

镇康。俞德浚 16952(FI．．KUN＆ PE)；中甸 ，俞 德浚 11833，12056(fl ，KUN＆ PE)． 

13618。13907(fr．，KUN&PE)，张鹏 74033(fr．，PE)，中甸队 1064(fr．，KUN＆PE)，3425 

(f1．，KUN)，南水北调队 954(n ， )，951l(fr．，PE)，吴征镒 4249(f1．．KUN)，周丽华 

97007(fr．＆ f1．．K【 )，97009(f1．，KUN)，97039，97045，97046，97047( ．，KUN)；维 西 ， 

j．启无 68343，67753(fr，KUN＆PE)，俞德浚 8797(f1．，KUN＆ PE)，冯国楣 4587(n．， 

眦 )，蔡希陶 59661(fr，KUN＆PE)，冯国楣 4587(f1 ．PE)，汤宗孝 944(fr．，PE)；德钦． 

俞德菠 848o，848l，9249，9492(f1．，PE)，9896)，10499(fr．，PE)，10605，10638【fr．，PE)， 

10071(仔．，KUN)；丽 江 ，王 启无 70935(n．，PE)．70597(n．，KUN)，70660(n．，KUN＆ 

PE)，71354(fr．，KUN)，俞德浚 5032(fr．，P1三)，6328(n．，KUN)，7119(fr．，KUN)，848l 

(f1．，KUN)，】0499(fr．，KUN)，10638(fr，kq3N)，冯国楣 2148(fr．，PE)，20965(fr，KUN 

＆ PE)，21108(fr，KUN)，22392(f1．，KLN)，22800(fl ，KuN)，毛品一 146，228，324(fr．， 

KUN＆PE)，张敖罗和俞少文 100414(n．，KUN)，何鸿昌 20384，30413(f1．，KUN)，赵启光 

30170(fr ，KUN)，30413(n．，KUN)，昆爱 队 85～433(n．，KUN)，昆明工作 站 22234， 

22392(n．，KUN)，周 丽华 97083，97092，97l1O，97111(fr．，KUN)；兰坪，蔡希 陶 56142 

(fr．，KUN，PE)；剑J1 J，毛品一 244，(fr，KUN＆PE)．冯国楣 240(fr．，KUN＆PE)；鹤庆， 

秦仁昌 24134(tr．，KUN＆PE)；大理 ，刘慎谔 14575(fr．，KUN＆ PE)，14577(fr．．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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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 239 lfi．、PEj。21372(fr．，PE)，蔡希嘲 53036(rr．+KUN)，53836(fr．，PE)、秦仁吕 22757 

(n．．KUN)，25028( ，KUN＆PE)，53836(fr．，KUN)；漾濞 ，台江 队．4255(fr．，KUN J， 

中匈队 4l57，63—416̈ fr．，KUN)；大 姚 ，木本油料 组 65～OO66(fr，KUN)；禄 动 、木本油 

料组 65—13085(KUN)，张英伯 616(fr．，KUN)，毛品 一7I7，823(n ，KUN)、Ol87(fr、 

KUN)；会泽，滇东北组 303(fr．，KUN)，东川队 63一ll7【fr．，KUN)；Log．ign．，l林业部林 

型组 102l(f1．，PE)，蔡希陶 59661(n．．KUN＆PE)．Fotmest 28686，1930—1931 (n ，PE J， 

昆明工作站 717(n．，PE)，陈谋 2743，(fr．，KUN)，俞德浚，224(n．，KUN)，10605( ．1 

KUN)．12609t ，KUN)．四川：峨嵋IlJ，熊济华 ，张秀实和蒋兴麟 31568(fr．，PE)；本里 

JIl大 46495(fr．，PE)，_林业部林型组 Nm1．．1955，(fr．， )，俞憋浚 5408【n． KU、)，5518 

(n ，PE)，6328，7ll9 (11．，KUN＆PE)．7556(fr，PE)；康定 ，黄治平 ，罗正远．蒋卓 然 

777(n．，PE)，蒋兴麟 35924(n．，PE)，南水北调队 2865(n．，PE)：泸定 +蒋兴麟干u熊济华 

33544(fl ，PE)．胡文光 37823(Ⅱ．，PE)，胡文光 ＆何铸 1029l(日．，PE)；甘洛县 ，JIl经凉 

字 4428(fr．， )：大金 ，李馨 77754(f1．，PE)：雷渡 ．JIl经凉字 859(n．，PE)，管中天 

877l(n．，PE)；易宁，南水北调队 5785(fl ，PE)；天全 ，蒋兴麟和熊济华 34415(fl，J )； 

Mapienxian，汪发缵 22926(ff．，PE)；纹川，汪发缵 21166(fr，KUN＆ PE)：茂 县，何铸 

13464tt1．，l E)；雅江 ，南 f『【队 ，3209(n．，PE)；昭觉 ，汤宗孝 128(n．， )；金 阳 ．川经凉 

字 3165(f1．，PE)；马尔康 ，李馨和周继西 72720，72761(fr．，PE)；稻城，四川制备队 2409 

( ．KUN)；巫溪，彭维渌 0979(f1．，KUN)； ．ign．，赵 于孝 1731(fr．，KUN) 

产西藏东南部 、云南西北部和四川西部至西北部 ．印度 、缅甸 不丹 、圯泊尔均有分 

布 普遍生于多石山地 、灌木丛中．海拔 2 560～411313 n 。 

讨论 

俞德浚教授等在 中 植物志 中爆管已采用了大种概念进行小I1t拘 F c．micr,,phytlus的 

分类 处理，却依 然从理论 上列举 了 ，mlcrophyUus种下 4个 变种的 名称 r俞 德渡等 

1974)，而其实际鉴定标本时极少定名到变种。本文作者也 曾试 图按中国植物志的安排将 

产地标本分为数个变种 ，结果不管是从形态上还是从地理 都很困难。故我们认为该种的 

形态特征明显呈现连续变异，分布 也是连续的 ，因此似无划分种下等级的必要 

西方目前普遍认可 的名称 C．c~ngestus，记载 产东喜马拉雅 (尼泊 尔、不丹和藏 自 

南j，俞德浚教授等赞同 J D．Hooker的作法，将其作 为小叶枸子的⋯个变种 。即无毛变 

种 C．microphyUus vstr．g~w／a／／s的异名 ，以下产地标本：青藏补点组 751976，青藏队 74— 

2650等，扶特征来看与 C．congest~ 的模式近似。它们脒茎局部生不定根及叶表面较光亮 

钋 ，与 C．microphyllus很难划断 ．何况作为一种铺地生长的植物 ，茎上有时出现不定根是 

正常的，故此将名称 c．congestus归并作 C．m／crophy／／us的异名；G．Klotz(1963)根据采 

自尼泊尔东部的标 本 Stainton 21．V．1956，I10．381发表名称 C．microphyll~ vat． it~dis 

Klotz，该名称亦 为俞德浚教授等 归并作小 叶枸 子无 毛变种 C．microphylh~vaF．gkwmt~ 

Hrr3k．的异 名 从 G．Klotz的记述看 ：Variet~s nostra a typo habito procun~entes．foliis subills 

subglabris，hypanthia dentibusque calycis primo subgtabris differt，原作者认 为该变种习性匍匐 ， 

而原种的习性亦为匍甸 ；其次是叶下表面近无毛 ，原变种也 正是如此 ；再就是萼片起初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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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毛 ，也与小叶枸子大同小异。故我们将其归并做 C．m&rophyltus的异名 ；此外 ，中国植 

物志认可的名称小叶枸子无毛变种 C．m&．rophyltua va]．glacidis Hook ．其模式产东喜 吗拉 

雅 ．我们虽未见，但从其所描述的特性来看，很可能是小叶枸子的异名 

C． 栅  f 同 C microphyllua的 {=要 差别 是 叶较 狭 窄 ． 且该 模 式 即 系 C mivro— 

phytlus的模式所在的浏 一张标本上单独划分出的 一个枝条 ，二者完全有可能采 自同 植 

株。但以往的研究者如 Roxborch和 Klotz认 为二者有较大差异而将其 分开，中国植物 毒将 

其作为小叶枸子细叶变种 C mk,rophyllus var．f̂Ⅵn lius的异名 在产地标 本观察 巾，c 

Y．Wtt 7298等特征近似 C．iraergrifolius的模式 ．叶很狭窄，但亦间有正常 叶而与 C．mi- 

crophyllus划不断 同时因 C．m&．rophyltua表现 出的活跃变异．我们认为 C．in~ergrijblius也 

是 C．micmph~tlns的异名 ： 

K10tz(1957)据栽培植物发表名称 C．microphy1．1th~f．1inearfolius KIotz，1979年又将其 

提升为种，此名称 中国植物志未提及：原作者认为它与 C．inX~rgrifoliua Klotz非常相似 ． 

叶狭窄但边缘反卷 ，且花果小 (f1．6～8 mm，fr．4—6 rrm)。尽管我们未见到泼名称的模 

式 ．但据原作者的描述分 析：Klotz也 曾描述 C．microphyllus的果直径 5～7 lrllii；而描述 

C．intergrifolins Klotz的花直径 7～9 n ．果 直径 6～10 111111；可见此三者之间无法分辨 同 

时 ．叶边反卷在 C．microphyltus中普遍发生．此类特征变异 足构成分种的依据一故将其 

作 为 C mirrophrllus的异名 

Baker(1869)根据栽培植物发表名称 C．th3mifotia Baker 早在 1978年 ．J D．HI Mr 

在 FI．Brit．Ind 2：387中对该种表示很大疑问，认为它与 C．microphyllus在很多方面有彳硅 

大相似，而 且两者习性相同，生长分布是在一起的；其后 ，Koehne于 1893年将它改录为 

C．microph~'Uua的变 种 C．microphylhhs Wal1．ex Lind1． ．th~w(Cblia (Baker)Koehne：再后 ， 

Klotz于 1963年认为它是 C iraegrifolius K】0tz的异名；J．D Hooker，K]olz等均未指出 废名 

称的模式。这就是人们认识该种的历 史 然而俞德浚教授等在 中国植物志中认可这个变 

种 ，并沿用文献描述其区别特征为 ：叶片较窄，长圆倒卵形 ，先端圆钝，基部楔形 ，叶边 

反卷；花 1～4朵，直径 5～7 m -；果球形 ，亮红色，直径约 5 TT】I『l 与前述 C．intergri一 

的情况类似，此类特征属于正常的种下 变异 ，似不能构成种 问差异。故本 文将 c 

th)~nifoiia和 C mirrophyllus VSff th3mifolia同时作为 C．microphyUua的异名进行 厂归并一 

C．bvxifol~ f．coehleatus Franch．是 189(1年根据云南鹤 庆的标本 Delavav 27．V．1884 

发表的名称 Rehd．＆ WilS．于 1912年进一步根据采 自四Jl『的材料 Wilson 2189和 Forfeit 

28686将其改隶为小叶枸子的变种 C．microphyltus vat．coch／eatus(Franch．)Rehd ＆Wils．， 

Klotz于 1957年将其提升为种 C．cochleams(Franch．)Klotz，并将其置于他认为有别于小叶 

枸子的另一系 Series Pmcumbentes Klotz中。而俞德浚教授在中国植物志中认 司其为小叶枸 

子下属变种的等级 上述名称 昕依据的模式我们均进行了仔细观察，并与大量产地标本进 

行 r对照。Franchet发表其名称时 ，他所依据 的是 一群混杂的标本，除 Yunnan．in Monte 

Koua—la—po．pmpe Hokin，ah．3O130 m．Leg．Delavav 27．V．1884外 ，尚有” in collubus ad 

eollum Hee—chart—maI1(id．)，inMonteTsmlg—chan，SUpI~t Tali，f1．2 Jun．1883(id．)；inla ． 

d0sis supra Mo—s0一vn，fr．7 Dec．1884(Delavay，no．1079)，其 中，最后一号是另 牛}c． 

ve／／eaus的模式 ，Klotz于 1957年 将 Yunnan，in Monte Koua—la—po，prope Hokin，alt．3000 r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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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g．Oelavav 27．V l884作为 c 。 瞰 (Frmlch)K]otz的选模式 从 Rehd．＆Wils．的 

w_Js0n 2189和 Fbmst 28686和该选模式束看，它与小叶枸子无明显差异。同时 ．叶表皮微 

形态显示 C．m H 与 C．miz．re~dD'llus具有完全一致的特征：叶上表面通 常光滑 ，偶尔 

具极稀疏的柔毛，细胞外突，壁角质化明显 (图版省略) 重要的是其叶下表皮结构相互 

问非常类似 ，下表皮较上表皮被毛密，表皮细胞的外壁无 一例外地出现膨犬突起的花束状 

结构 (图版 【：1，3)。而与被 otz认为属于同系的植物 C．ku：eitscAoviensL~t图版 I：5) 

差异很 』、。故我们将前述带有加词 “一-h[eatus”的三个名称归并作 c．r毗 v{ 的异 名。 

Klotz(1963)认为，C w klotz与 C mierophyllus非常相似 ，但习性直立与小叶枸 

子不同，此外枝、叶的被毛和叶形略有差异 俞德浚教授在中国植物志中已将此名称归并 

为 C．mic．rophyltu~的异名 ，但 未加以讨论。我们仔细研究 其主模式及 同号模式蔡希 陶 

56142发现，Klotz描述此种为直立灌木有误 从模式和产地的大量标本分析 ，其习性 为匍 

匐 虽然标本上植株的高度栏上记录为 8英尺，但据蔡希陶和俞德浚等早年所果的多 号具 

匍匐性状的标本记录看 ，在高度栏 记录的时常是该匍匐灌木在地面上平铺延伸的长度 同 

时从 陵号标本的生长特性看 ．它明显是具有匍甸 状 的，囡其叶的 E表面几乎全朝向一面 

(上面)，且其他具有相同特征的同地标本明显记录为匍甸。故我们能够断定该植物为匍甸 

而非直立灌木 从模式看，其叶的先端常具一尖头 ，但从多份有关标本 ：俞 德浚 12609， 

10605，224；青藏队 7650，74—3628：C．Y Wu 424q：Li—Hua Zhou 97046等来看，此特征 

不稳定。原作者指出的所有区别特征均为小叶枸 子种下的正常变异 ，难 以作为分种 的根 

据。其分布区与 C．m~；crophfllus的亦重叠，故我们赞 同将其并A C．microphfllus作为异名 

处理 ．同时 ，c．e 模式材料的叶表皮微形态结构显示 (图版 I：4)：表皮细胞的外壁 

完全同 C．,d~．rophyllus类似呈现膨大突起的花束状结构 因此 ．叶表皮微形态特征也 支持 

对该 名称 的归并 ， 

关于名称 c．mk,rophyllus Wal1．f．melanotk．ha c Fr．)H． 一M 和 C．6 而 ．v 

mehmotk'ha Franch．，中国植物志没 有交 代，G．Klolz也 来提及 它 的模 式 Hee—cIⅢ 一 

Filed，H~xtin in lapidosis；6 dec．1884 (Delavay，n 3742，P)我们未见到，但观察模式产地 

的标本未见到与原种有明显区别者，且从采 启大理的标本 Schneider 2800(Schneider定名为 

Cotoneaster rracrophfllus f．melanoticha【Fr．)H．一M)宋看，与 c．m~rophyHus无异．敝将 

其作为异名处理 

C．schleeh；etutati是 Klotz(1963)根据 Ludlow＆Sherriff采 自藏南的标本 (27 XI．1936， 

n0．2709)发表的 一个 名称 ，并将它放在一个混杂 的系 Serie~Mar~．ati Klotz中：而 中国植 

物志将其作为康巴枸子 c．妇 Klotz的存疑种。经观察其模式 ，察觉与 c．mb．roph~4lus 

似为同物，进 ·步观察该模式材料的叶表皮结构，特征 与 C．,~'rot,hfllus一致 (图版 I： 

2)．而与其同系的名称 C poluninii比较 却很不 同 (图版 I：6) 故在此将 C．schlechten． 

dali作为 C．mieroph~,tlus的异名进行归并。 

细胞学研究结果显示小叶枸子为 4倍体 (2n=68)。总体看来，它的变异幅度难以掌 

握 ，表现出强烈的无融台生殖特性。在E{前的情况下 ，我们对该种采取了较大范围的种概 

念 ，对一些难以划分的名称进行了归并 我们工作是很初步的，进一步深^的研究有待今 

后从栽培和实验分类学角度进行 ，希望这方面的工作能为解决该无融台生殖类群的分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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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提供可靠的证据 

致谢：本文承蒙 昆明植物研 究所李锡文教授审阅并提出宝贵意 见；中国科学 院植物研究所标本 唁 l ) 

提供查阅标本的方便。萸国 自然博物馆 l BM)、英国皇家植物园标 本馆 (K)、美国哈佛大学标 奉馆 lA) 

惠借有关研究的模式标本 。 

圈版说明 D 嘲d咖 of Hate 

叶下表皮扫描电镜结构 I．C m 【忡ucher speclemet~．Zkmuu—H 97007)；2 (、 恤 

如 (voucher speciemett．Llldlo~,＆Sherriff 2709)；3 C c删 mr (rmnch．)Klotz(voucher spex-ietnet~·DeJa~ayi 

784)：4 C．e n(voucher speeiemen．Tsai 56142)；5 c kue／t．~hov／era／s／,2otz(voucher (iem,,n w 

arc]eg 408)：6 C polunirdi(voucher )ec·em ，P~lurtln et al 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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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r I 

图版说叫：Figs．有关名称模式材料的叶下表皮扫描电镜结掏
： 

I_c_m oph)-l! 2
． e chlecht dali

， 3．C． 。 H (n．anc}1 l KI。tz 

4一C nrH KImz
， 5．e e 如c 。 ie is K】。担

． 6．C．p。l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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