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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马拉雅东部雅鲁藏布江大峡弯河谷地区 

植物区系的特点及来源 

孙 航 周浙 昆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昆明 650204) &’ s、 

摘要 喜马拉雅东部雅鲁藏布江大峡弯河谷地区植物区系多样性的组成十分丰富，共有种子植物 

180科，643属， 1410种。井有明显的热带向温带过渡的特点，是热带和温带植物区系的两大区 

系结。它是第三纪以后才发展起来的年轻区系，归根结蒂是鲧出于古老的东亚植物区系和印度马 

来植物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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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lract The flora of the big bend gorge(below d．2500 m)is very rich．which comprises ca．1410 

species of seed plants in 643 genera，180 families．The floristics of the ∞gion has obvious 

transitional charactem between tropical and temperate，and it is a knot of tropical and temperate 

flora． In the origin， it m ainly originated from the Eastern Asia， which developed into 

Sino—himalayan elements in Hengduan M rs or S．W ．China after tertiary，and the tropical Asia 

(Indo—malayan1． 

Key words Yalutsangpu river，Himalayas，Florisfics，Origin 

自然概况 

喜马拉雅东部雅鲁藏布江大峡弯地区位于西藏东南部墨脱县境内，地处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碰撞的齄 

台线的东端 (彭补拙，1984)郑锡澜等，1978；彭补拙等，1993)。大约在北纬 29。9 ～29。51 ，东 

经 94。52 ～96。5 问，其西面及西北面是东喜马拉雅的末梢和著名的南迦巴瓦峰 (7782 m)，东北面 

是岗 日嘎布山脉，北面背靠青藏高原藏东峡谷，南面则是米什米什山地，雅鲁藏布江流经此地突然急转南 

下 形成 了著名 的 大转 弯及 世界 上最 瀑的 大峡谷 ，墨 脱则正 地 处雅 鲁藏布 江 腹地， 其河 谷 地区则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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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 600N 2500 m 之间，因此本文研究 范围实际上是墨脱热带亚热带地区。 由于青藏高原的隆起，使 南 

亚西南季风加强，喜马拉雅向南突出的弧形 山脉存在，迫使西南季风绕高原东侧北上，而近南北向的雅鲁 

藏布江深切谷地，别成为西南季风}凸布拉马 普特拉河一雅鲁藏布而上输送水汽与能量的天然通道 (杨逸 

畴，1994)，以至低谷热带 是北 可沿循河谷 伸展到北纬 29。附近。北有高原和 高山屏障，寒潮难以南侵。 

谈地区降水充沛，气候炎热湿润，海拔 l1 30 m 的墨脱，年平均降雨量 2202 6 mm，降水年变化呈双峰 

型，干燥度小于 1。总的说粜，这里属藏东南亚热带 山地湿润气候区 (林振耀等， 1984，1993)。 

植物区系 

经调查分析统计，喜马拉雅东部西藏墨脱雅鲁藏布江大蛱弯河谷地区或热带亚热带地区，也即在海拔 

2500 m为上限的亚热带 山地常绿和半常绿 阔叶林带 (李渤生，1984，1985，1993)以下，共有种子植物 

180科，646属，1410种及变种。其 中裸 子植物 有 6科 9属， 10种。被子植物 中，种数超过 10个的科 

(大 小范围儿吴征镒等 ，1983；吴征镒， 1991；并参考 Willis，1988；侯宽昭， 1982~程树志等，1985； 

倪志诚等，1992)共 38个 (表 1)。 

科的区系组成特点 

在科的组成特征 中，除 了毛茛科、杜鹃花科、蔷蕞科、报春花科等 3O科为典型的以温带分布为主的 

科外，其余均为热带、亚热带分布的科 而其 中限于热带分布或以热带分布为主的科有 肉豆蔻科、梧桐 

科、藤黄科等约 50科，该区正处于这其 中大部分热带科的北缘。另外，还包括 了东亚分布的特征科如领 

春术科，水青树科，九子母科，青荚叶科 OA山荣黄科中分出)，鞘柄术科，旌节花科，十萼花科以及裸 

子植物的三尖杉科等。该地区位于上 述特征科分布的西侧边缘。表 1可看出 38个含 10种以上的科 中， 

共包括__r 405属，占总数的 63％，996种占总数的 71％，是该地区植物区系的主要组成科。此外，还有 

一 些科虽然它们拥有的种类较少，但却是本地区森林植被的建群种或优势种，在其森林景观构成中起 丁重 

要的作用。如拌术科 的尼泊尔 桤术 (A1nus nepatensis)，蒙 自桦 (Betuta alnoides)}盘缕梅 科的 阿丁枫 

(Attingia exeelsa)， 马蹄 荷 (Exbucklandia populnea)； 使 君 子 科 (Combretaceae) 及 千 屈 菜 科 

(Lythraceae)的千果榄仁 (Terminalia myHocarpa)及小果紫葳 (Lagerslroemia minuticarpa)，它们都是 

该区低山半常绿雨林和常绿阔叶林的优势建群种和伴生树种。这些科在植物区系中同样占有重要位置。因 

此从科的组成上可看出该地区不仅拥 有古老的东亚植物区系所 固有的特征，而且典型的热带科属的存在也 

充分显示了该地区植物区系还具有印度一马来热带性质和渊缘。 

裹 1 雅鲁蕾布江大峡弯河答地区种子檀物古 10种以上的科 (属 ／种) 

TabIe 1 The families~enus／species)containing mOl'~than 10 species in the big bend gorge ofYalutzangpu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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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属的区系组成特征 

雅鲁藏布江大峡弯河谷或热带亚热带地区共有 646个属，其 中世界分布 47个 。除 47个世界属以 

外，热带分布属有 358个，占 58％，温带分布属 241个 占 40％ (表 2)。 

在热带分布的属中卫以泛热带分布和热带亚洲分布为最多，分别为 116属和 113属，充分显示 了本 

区植物区系深刻的热带渊源和与印度马来植物区系的密切关系 (悦志诚等，1992)。并且该地区也是大部 

分典型的热带分布的北部边缘或北限，这除 了历史的原因外，还同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及气候条件有关。其 

热带性质是 同其南边的印度古陆及 中南半 岛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区系的性质所决定的，并且是印度、中南半 

岛植物区系沿雅鲁藏布河备镆状分布的结果。 

温带分布属 中则以北温带和东亚分布为突出，分别为 92属和 72属，选 由于该地区地处东亚植物区 

系的西侧边缘以及青藏高原南缘，受以上区系的影响较裸的缘故。此外，东亚北美成分与旧世界温带成分 

占有相当的比例，这 与该地区地史上 曾是古地中海，并且同第四纪冰期对整个北半球的影响很裸有关。 

该区属在分布上有温带属和热带属犬牙交错的现象。因此属的分布类型也表明墨脱雅鲁藏布江热带亚 

热带阿谷地区是热带植物区系向温带植物匿系过渡及交汇的一个特殊的场所，是热、温两大植物区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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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2 雅鲁藏布江大峡弯河谷地区种子植物属分布 区类型 

Tabie 2 The arealtype ofthe目曲 usinthebig bend gorgeofYaluts~ngpufiver 

种的区系组成特征 

雅鲁藏布江大峡弯河各地区共有种子植物 1404种 (包括少数变种 )，根据这 1404种的现代地理分布 

范围，将之划分为 12个分布类型和 10变型 (表 3)。 

襄 3 雅鲁奠布江大峡弯河谷地区种子擅物分布 区类型 

Tabi~3 The arealtypeofthe spociesofsccdplantsinth eb bend gorgeofYalutsangpuf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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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3 

从种的分析上可以 看出，墨脱雅鲁藏布江河谷地区植物区系在种级水平上，热带成分共有 566种， 

占 40％ 温带成分共 693种，占 49．2％，是一个 温带 (至亚热带)成分 占优势，兼有较强热带性的一个 

区系类型。热带成分 中，热带亚堋分布型是主体成分，共 496种， 占垒部热带成分的 87．6％}在温带成 

分 中，则 中国一喜马拉雅分布型为核心，共计 604种，占温带成分总数的 86．8％。二者构成墨脱热带亚热 

带植物 区系的主体 (二：者共计 1l 80种， 占总数的 83 7％)。除此 之外，本 区特有成分也较 高，共 127 

种， 占9 01％，这无疑表明本区还是一些种类成分分化较剧烈的地区。 

植物 区系的起源 

事实上，从上述区系成分分析，并追溯本区种子植物区系的历史，可以看出它们主要有三重起源，一 

部分是来 自干古老的东亚植物区系成分 (包括 了中国一喜马 拉雅成分)， 一部分来 自于南方的热带成分 

(主要是印度 马来成分)．最后一部分则是上述 二种成分在这里汇合后 发展起来的成分，也即喜马拉雅成 

分 (包括奉区的特有成分)。下面便从古植物及现代种属植物地理等方面来加以论述。 

古植物学上 的证据 

起源于东亚 从地史上看，在第三纪以前，西藏东南部地区还被古地中海的海水覆盖着，困此该地区 

的区系是相对年轻的，并无古老的特征 (吴鲁夫，仲崇倍译 1963)。这从到 目前为止，整个藏南地区未发 

现第三纪以前的植物化石，但在始新世时在西藏南部及东部却有大量的植物化石出现便得到说明。困此从 

当时的古气候环境上看，西藏南部及东部 (包 括本地区)的现代植物区系历史应是从第三纪以后尤其是始 

新世以后才逐步发展起来的。 

虽雅鲁藏布江大峡 弯地区至今尚无任何化石记载，但在雅鲁藏布江的源头门士以及 中游附近的昂仁、 

日喀则，南木林等出现了不少始新世以后的被子植物化石 ，这些化石种类主要属杨柳科，胡桃科，桑科， 

樟科，豆科，桃金娘科，连香树科，五加科，鼠李科，忍冬科等 (陶君容 1981；耿国仓等， 1982；李浩 

敏等。 1976~郭双兴， 1986)。而其中桃盒娘辩的桉属 (Eucalyptus)的分布尤为广_匿，其范围 自西藏西 

部的fJ-t：经萨噶 、仁布达四川西部的理塘，占据着古地中海退却后广阔的干旱海盆，虽它们是否为按属植 

物 尚有争议『GUO(1 993)将之处理为 ~,lyrtophyllum桃金娘的 一个式样属。 印度西北部古新世 地层中也有此 

类化石发现，但 Prasad(1993)却肯定是桉属植物】．但至少可以肯定这是代表着当时古地中海气候特征的硬 

叶植被种类。由此可以推论 当时这一带地区的区系特征是带有浓郁的地中海特征，并混人有东亚植物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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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的一个植物区系。 

}b于稚鲁藏布江水系早在青减高原强烈隆起以前就 已存在 (杨畴逸，1994) 因此这一区系应该是当 

时雅鲁藏布江流域的代表医系。此期也是古老的东亚植物区系在古地中海西退后向西扩张，逐步取代古地 

中海植物区系的时代，许多落叶埘种如胡桃科、杨柳科等渗入现代地中海区的植物区系也便是从此期开始 

的 (昊鲁夫，仲崇信译 1963)。始新世 中期以后，印度孜大陆 与亚洲大 陆连为一体 (Raven等，1974)， 

导致古地中海的退却和季风气候的形成以及后期导致的喜马拉稚造 山运动，使得当时广泛分布的地 中海 

古东亚植物 区系混合的植物 区系 面貌发生了改观。这在中新世 一渐新世以后 (耿 国仓等， 1982；陶君容 

1981，I993)西藏南木林芒乡发现有以 高山栎 (Quercus)为主伴 有柳 (Satix)，绣线菊 (Spiraea spp) 

杜鹃 (Rhododendron)等化石，以及中新世晚期南木林宗 当所发现的阔叶杨 (Poputustatius)，似糙皮桦 

(Betuta parautitis)，大鹅耳枥 (Carpinusgrandis)，乌龙竿千盘榆 (Celt&wulongens~)．赫定榆 (Ulmus 

hedinii)， t LI楂 (Crataegus)， 叶栎 (Quercus spathutata)以及 多种高 山栎等化石已得以体现。并且此 

期云南西北部剑川、洱源、兰坪等地的植物化石 (尚君容 1986，1993；Guo，1993)也与之十分相似，均 

是以栎属 (Quercus)特别是高山栎类为主，伴生有多种落叶种类如桤木 (Atnus)，拌 (Berula)，鹅耳扬 

(Carpinus)，胡桃 (Jugtans)，榛 (Corytus)．槭 (Acer)，八角枫 (Atangium)等。表 明这时东亚植物区 

系成分已占到了主导地位。 

然而，就在此期，上述外围地区如米易，云南西部腾冲、梁河；临沧、沧源、景谷、开远等地的植物 

却同上述地区的不 同 (尚君容 ，1993；陶君容等， 1984，I 98I)，反映 了这些地区是潮湿的热带亚热带森 

林气候，其 代表种类 有栲属 (Ca~'tanopMs)，石栎 属 (Lithocarpus)， 黄杞 属 (Enge#mrdtia)，黄檀属 

(Datbergia)， 台 欢 属 (A izia)， 蒲 桃 属 (Syzygium)， 水 锦 树 属 (Wendlandia)， 黄 肉 楠 属 

(Actinodaf he)，新樟 属 (Neocinnamomum)， 山桂花属 (Osmanthus)，女贞属 (Ligustrum)，紫金牛属 

(Ardisia)，柃术属 (Eurya)，栎属 (Quercus)等。这其 中许多就是现代东喜马拉雅地区 (包括墨脱)热 

带亚热带 山地森林 中的主要成分。这些成分西迁进入印度珂萨姆则是在 } 新世后 (Lakhanpal，1970)。 

在以后漫长的地质年代中植物 区系的相互迁移分化，发展，以及第四纪冰期的影响，气候及地质变迁的作 

用，古老的东亚植物区系成分演变形成 了现在的中国一喜马拉雅成分。而原来的古地 中海成分则大部分消 

失，仅有部分如翅果蓼 (Paralrteropyrum)，水柏枝 (Myrwar~)等残存在本区高山和高原腹地发展演变 

至争。 

起 源于印度 马束 下面再看本区南侧印度次大陆的情况。印度次大陆在接触亚洲板块前一直是处于一 

个相对稳定的状态下，因此印度北部一直是湿谰的热带森林气候。在第三纪时印度北部以及与墨脱地区相 

邻的印度东北部 (阿萨姆 )便是一片热带雨林的景观，从化石资料上看 (Lakhanpal，1970；Prakash等， 

1974，1975)，当时 在 阿萨姆 地区 主 要有 龙脑香 属 (D懈erocarpus)，杜 英 属 (Etaeocarpus)， 漆 树科 

(Anacardiaceae)． 豆 科 (Fabaceae)， 使君 子科 (Combretaceae)，梧 桐科 (Sterculiaceae)，柿 树 科 

(Ebenaceae)，撒榄科 (Burseraceae)，无患子科 (Sapindaceae)和玉茂科 (Lecythidaceae)，这类化石 

的代表至争还在阿萨姆地区生活着。后来由于喜马拉雅山脉的隆起以及气候变迁的作用，印度西北部气候 

旱化，使得新 第三纪就已存在的热带雨林 在印度西北消失，而退 却到 了印度东北部喜马拉 雅南坡低地 

(Prasad，1993)。而墨脱 地区的热带成分实际上是喜 马拉雅 山南翼印度阿萨姆植物区系中热带成分沿布拉 

马普特拉一雅鲁藏布江河谷向北楔状分布的结果，同时也是喜马拉雅隆起后，原印度次于大陆北部热带成 

分被迫南撤而沿河谷低地所遗留下来的尾巴。因此，它们与印度东北部的植物区系有着共同的发生背景。 

对印度植物匠系的影响最瀑的要数发生在新第三纪以后，印度及东南亚陆 地相接所发生的印度经缅甸 

到 中南半岛， 马来 西亚的相 互迁移 (Croizat，1968；Schuster，1972)。Band等 (1986)．Prasad(1993)对印 

度，缅甸，马来西亚等岛屿第三纪 来的化石作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新第三纪 后 由于印度同古北大陆 

的相连导致了印度马来区系的大量迁移。现今在印度东北部和缅甸北部的龙脑香区系所表现出的特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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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示 了这是一个近期才起源的区系 (Ashton、1979)。 

此外，第兰纪以后 由东亚植物区系成分分化发展起来的 中国 喜马拉雅成分同时也}凸山脉南迁进入阿 

萨姆IU地，尤其是在第四纪冰期时，北方的中国 喜马拉雅成分又被迫大量南迁，而进 入阿萨姆以及缅甸 

北部 ．选 也便是现代 阿萨姆地 区及缅甸北 部混杂有丰 富 中的 中国一喜 马拉雅成分 的主 要原 因。Ward 

(1945)在研究缅甸北部植物地理时便明确指出，在依洛瓦底江等峡谷被切割以前，东喜马拉雅地区， 中国 

西部和缅甸北部间植物种类的相互迁移的道路是敞开的，但在冰后期依洛瓦底高地被切割以及萨尔温江、 

湄公河乃至金沙江峡谷的形成，使得缅甸北部东西间的迁移被切断，但南北迁移的通道仍然是无阻的，因 

此马来西亚成分沿河谷北上以及中国喜马拉雅成分册山脊南 卜一直持续至夸。这样便形成了现争的印度东 

北部 (阿萨姆)以及缅甸北部在低海拔地带是以印度马来成分为主．而 中高海拔地带则 中国喜 马拉雅成分 

为突出，并且古老的东亚成分比较丰富的植物区系概貌。 

本区属印度板块的北缘部分，同时也是与欧亚板块碰撞的突出部分，因此在喜马拉雅山抬升到一定高 

度以前发育的应是与印度北缘相同或相似的热带森林 虽然本区的热带森林现代仅残存于海拔 1000 nl以 

下狭小的地段上。但在海拔 1400 m 的布裙湖残存的植被 上看，在地史上发育的是典型的热带雨林。后随 

喜马拉雅 山俸隆升和雅鲁藏布江切割等作用，使本区的热带森林保留在其 下方海拔 1000 m 以下的地段 

上。另一方面，新第三纪以后喜马拉雅及青藏高原的强烈隆升，原来的热带森林向南退却，新发展起来的 

中国喜马拉雅成分随之南侵，尤其是第四纪冰期，这样的迁 移作用则更为突出。虽然冰后期，气候转暖， 

南方的种类又向北扩张，但终因巨大的喜马拉雅及青藏高原的阻挡，而不得不在喜马拉雅 山脚止步，而本 

区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一方面保存 了一部分原来热带的成分，另一方面在冰后期植物北迁时，又沿江扩 

展到 了比其它喜马拉雅热带更北的地区。 

图 1薄片青周(I)和侏江栎{2)的分布 

Fig 1 Distribution area of CyclobalanopMs lamellosa(】)and Cyclobalanopsis kiukiangens~(2) 

1 

现代种属植物地理上的证据 

由东亚向本区的迁移式样 从本区现代植物区系的组成和种属间系统美系上看，也无窑置疑地表 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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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植物区系是本地区植物区系的主要来源。这从下面一些重要特征类群的分析便可看出。 

壳斗科 (Fagaceae)植物是墨脱热带亚热带森林群落的主要建群种和优势种，本 区有 4属，29种， 

是整个东喜马拉雅地区 中种类最丰富的地区，西藏壳斗科的种类绝大多数分布在本地区，且有 5个是特有 

种。 

圈 2通麦栎的分布 

Fig 2 distribution arcaofQ lanata 

青 冈属 (Cyclobalanopsis)共 有 8个 

种，是本区森林的重要建群种或伴生种，其 

中 比 较 典 型 的 代 表 是 俅 江 栎 (C 

kiukiangens~)，西藏 青 冈(c．kiukiangensis 

vat． xizangensis)， 薄 片 青 冈 ( C 

如mellosa)，这些是构成本区特征植被亚热 

带 中山半 常绿阔叶林的建群种。 从系统上 

看 ，青 冈 属 与栎 属 (口uercus)关 系最 密 

切，并曾被归为一属。在二者 中青冈属是比 

较 原始的类群，其地史分布和现代分布都限 

于东亚 (周浙 昆， 1992， 1993a)，该属 的 

现代地理分布中心则在中南半岛华南及云南 

南部的范围内。这很可能是古北大陆南部起 

源的类群。本地区青冈的种类则可能是在第 

四 纪 本 属 向 西 扩 散 的 结 果 (周 浙 昆 ， 

1993b)。如 分布于 东喜 马拉雅及横 断山区 

的曼青冈 (c．oxvodon)(尼泊尔至川西高原边缘)，它是 c．forgesii向西分布的替代种 (虽二者已被一些 

作者归并，但二者 间极端密切的关系也足以反映其向西分化的特征)。再如作为该区大量分布的特征植被 

半常绿阔叶林的建群种，休江栎 (C kiukiangensis)与薄片青冈 (C lamellosa)，至今 尚在云南南部 (绿 

春)及西南部 (无量 山有零星分布)(图 1)。类似的分布格局还见于本区亚热带山地森林的另一建群种通 

麦栎 (口uercuslanata)，该种广泛分布于喜马拉雅至横断山西侧，并且是这些地区山地常绿阍叶林的重要 

建群种之 一，现在云 南东南部 (麻栗坡老君 山)和泰国北部 (清迈) 同样有零星分布 (困 2)(周 浙昆 

等， 1995)。结合这些属大部分种类均分布在中南半岛及云南，华南地区，以及在上新世以前，印度板块 

的地层 中无此类化石的发现分析表明，这些种很可能是在云南南部或中南半岛北部起源后扩展到该区的 ， 

并且 由于喜马拉雅 山脉以及横断 山脉的抬升，西南季风充沛的水湿条件在这些范围 中受到上述山体的阻 

挡，而形成特殊的生境。再加上冰期及冰后期植物南北及上下迁移，植被及生态系统的改变．使得这些种 

在其起源附近大部分灭绝，仅在局部山地残存下来，而大部分则在喜马拉雅南坡以及高黎贡山西坡西南季 

风 的 迎 风 面 上 得 到 充 分 的 发 展 的 结 果 。 进 一 步 分 析 本 区 生 长 的 栲 属 (Castanopsis)和 石 栎 属 

(Lkhocarpus)等重要成分，不难看出它们也有类似的迁移形成过程。 

樟科 (Lauraceae)是本区热带及亚热带森林的重要组成成分，并且种类鞍 多，有 65种，这其 中又以 

山胡椒属 (Lindera)，木姜子属 (L~sea)的种类为最多。这 2属在属内存在 着平行演化的现象 (李锡 

文， 1979， 1985)，其原 始类型均 为具腋生 生长的花 枝，可 能是在第三 纪初， 在同一地起 源 (李捷 ， 

1992)，祖先可能是樟族植物 (崔鸿滨，1987)，云南西北部 山区存在有这两属不少原始类型和常绿至落 

叶演他系列，这就提示着那里可能是它们的起源地。而本区这些类群无论是从系统上还是从现代分布格局 

上看表明它们是第三纪以后西移过来的。 

桦木科(Betulaceae)虽在本区种属较少 (3属，3种)但在森林植被 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在此范围 

中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奠过于尼泊尔桤术 (Alnus nepa&ns~)。东亚是该属的现 代分布 中心，井且可能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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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于东亚的亚热带 山区，起源后向东西方向散布 (陈之端， 1994)。尼拍尔桤木在本区的个体数量，生 

长状况，群落特点均表明墨脱地区是它的集 中地，报有 可能 它就是在本区及邻近地区，由本种祖先发生后 

向西部传播 形成的 桦木属 (Betula)在本 仅 】种，印蒙 自桦 (Betula alnoides)；它分布在云南西南， 

南部，海南．越南，西藏墨脱印度东北部，缅甸北部及东喜马拉雅地区。它属 于东亚特有的西桦组，也是 

属 中较原始的组，且仅有此种分布在热带地区 在墨脱它在低 山半常绿雨林 中是优势的伴生种。很可能是 

在古地中海退却时，该类植物 }凸其退却路线向欧洲迁移时 (陈之端，1994)在古地 中海 南岸湿热地段上 

发展形成的。 

木兰科 (Magnoliaceae)在本区有 6属，即长蕊木兰属 (Alcimandra)，木兰属 (Magnolia)，含笑属 

(Michelia)，木莲属 (~'Iang／ietia)，拟单性木兰属 (Parakmeria)，盖 裂木属 (Talauma)，虽 陈宝粱等 

(Cheng等， 】993)将 Aclimandra．Parakmeria．Talauma归人 Magnolia。但不论观点怎样，都可以反映出 

它们间的亲缘关系，从系统上看 (刘玉壶， 1984)木兰属是它们 中最原始的类群。该科有 6属分布干本 

区，种类不 多，仅 8种，但却是本地区森林的一重要组成成分，甚至是建群 种。如南亚含笑 (Michelm 

doltsopa) 

木 兰 属 (Magnolia) 和 盖 裂木 属 (Talauma) 都 是 热 带亚 洲 至 热带 美堋 分 布 的 类群 。木 兰 属 

(Magnolia)在本区仅 2种，即 Magnoliaglobosa M roslrata它们均分布干东喜马拉雅及措断山区的中高 

山地带，本属则可能起源于云南，广西，广东这一地区 (刘玉壶， 1984)，达两种可能是在本兰属向西迁 

移时在这些地区分化形成，井保留于此的类群。同样，含笑属 (Michelia)及木莲属 (Manglietia)，长蕊 

木兰属，拟单性木兰属，盖裂木很可能是由古老的木兰属发生后迁移至本区的。长蕊本兰属，拟单性木兰 

属，盖裂木很可能是 由古老的本兰属发生后迁移至本区的。 长蕊木兰 (Alcimandra calhcartil)，拟单性木 

兰 (Parakmeda nitida)至夸尚残存在云南东南部和越南 北部等地，便是一很好的例证。而盖裂木属则趋 

向于热带分布，并在其向西迁移时在喜马拉雅热带地区分化形成了盖裂木 (72 ho由osniD。 

槭榭科 (Aceraceae)也是本区热带亚热带的 重要组成分 之一， 本区 1 3种，其 中有 4种 即小果槭 

(Acer oligacarlntm)，巨蛾槭 ( macropterum)，墨脱槭 ( metuoenMs)，纸叶槭 ( pluridens)为本地 

区特有， 由此可反映出本地区是槭属植物分化剧烈 的地区。徐廷志 (1983)研究指出，横断 山区连同我 

国华中，特别是湖北，湖南和四川东部是槭属植物的摇篮。并且还指出分布于措断 山区西侧的种类大多是 

属 中较进化的类群。横断山区是槭属植物向西迁移的通道，也是该属摇篮地的西缘，年轻的喜马拉雅山脉 

的槭属植物 区系成分是古老措断山槭属植物向西渗透的结果。这从锡金槭 (A sikkimemls)，纤齿锡金槭 

( ． vat．serruttum)和其相关种 Acerdavidii间的替代分布，印能反映出来。 

挑叶珊瑚属 (Aucuba)共 3种，本 区 1种，印喜马拉雅挑叶珊瑚 (Aucuba)。从细胞学特征上看，从 

东喜马拉雅分布到台湾的类群，即 ( ．himataica)和 ( chinensis)均是 2倍体 (2n=24)，4倍体则出 

现在 日本 ( ．1aponica var boreal~)(Kurosawa 1971；Hara，1972a，b)， 由此也可反映出其迁移路线及起 

源地，本种 显然是在喜 马拉雅 地区分化形成 的。类似的分布式样还见于青黄叶属 (Hetwingia)(Hara 

等，1975) 中 (图 3)。 

金叶子属 (Craibiodendron)共 6种，其 中柳叶金叶子 (c．henryi)是本区海拔 I200--2200m 常绿阔 

叶林中的优势小乔木或灌木之一。云南东南部是本属的现代分布中心。而柳叶金叶子 (c．henryi)是云南 

金叶子 (c．yunnanens~)的近缘种 (徐廷志，1993)，并且可能是从云南金叶子或共同祖先向西分布和分 

化的结果 (围 4)。 

柳属 (Satix)在本区有 8种 ，但在包括本区高海拔地区的东喜马拉雅及横断 山的种类尤为丰富。这 

些地区很可能是青藏高原隆升过程 中柳属植物的次生发育中心 (赵士洞，1987)，而柳属在东亚北纬 20-- 

40。地区则可能是 柳属植物的发源地 (方振富， 1987)。在本区分布的 8种 中，它们均有较高的海拔跨 

度，很显然它们是东喜马拉雅及横断山地区就地分化形成后向低海拔亚热带扩敞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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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青葵 科的分布 (仿 Hara等．1975) 

Fig 3 DLstribution area ofHelwingJaceae(AccordingtoHara e／a／．1975) 

Helwingia himalaica；2．H omeiensis；3 H chinens~；4．H ponica：5 H japonica vaf parr扣 lia； 

6 H ponica ssp liukiuensi~；7 H japonica ssp．for ∞口 

j垒『4云南台叶子(1)和抑叶盒叶子(2)的分布 (仿棘廷志，1993) 

F g 4 DistribtttLo~aIeaofCraib~odendranyunnanenMs(I)andC henryil2)cAccordingtoT．z Xu，t993) 

另外，在本区亚热带山地还生长有东亚的一些 古老的特征科如水青树 (Tetracentron sinense)，领春 

木 (Euptelea础 ioxperma)，十萼花 (Dipentodon sinicus)等。 前者西界达尼泊尔，后者 (包括领 春未 ) 

西界达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 (圈 5)。路安民等 (1993)的研究表明东亚植物区南部和印度支那区北部是 

这些类群可能的起源地。它们在本区的分布显然是在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发生后 由东亚 传人这些地区的。这 

些类群的存在并不反映这些地区植物区系的古老性，仅仅表明印度板堍同亚洲板块相接后 ，由于靠古老的 

东亚医，是古老的东亚成分向西传播的结果。 

由印度 马来向本区迁移式样 本地区现代植物区系的另一主要来源，则是经 中南半岛和印度东北部向 

北迁移的印度马来成分。现代本区热带森林中的一些优势种如千果榄仁 (Terminalia myriocarpa)，尼泊 

尔天料未 (HomaHum nepalensis)， 马蛋果 (Gynocardia odoata)， 阿丁枫 (Altingia exce~a)，假斜叶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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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c“ s曲“／atⅡ)等 印度 一马来成分的存在便是很好的例证。此外，从下列一些代表类群的分析也可得到 

说 明。 

圈 5东 特有科的分布 (仿李恒．1994) 

Fig 5 Distribution area ofendemic families to E Asia(According to H Li．1994) 

鹅掌柴属 (s Pf&ra)本区有 6种， 主要生于亚热带 山地林 中 关于它的起源 和散 布，Bernard J 

(1979)做过研 究， 认为在 中南半 岛集 中分布 了该属垒 部的 3个亚 属 (SubgenHeptapleurum，Subgen 

f4galma．Subgen Schef,qera)及所 有花柱分 化特征 +是其 最可能 的起 源地。 该属在 中南半 岛起源后 ， 

Subgen Heptapleurum和 Subgen．Agatma向北迁移进入欧亚大陆 (圈 6)j而 Subgen Schefflera则向南扩 

张到菲 济，新西 兰和美 洲等地。 在横断 l和东喜 马拉 雅地区 Subgen，Heptapteurum，Subgen．Agatma． 

Subgen．Schefflera得到 了发展，分化形成丁许多种系，如本区分布的几种鹅掌柴便属其 中之列。 

罗伞属 (Brassaiopsis)也是在本区热带和亚热带 山地森林中的常见成分。其中罗伞 (Brassaiopsis 

glomerulata)分布范围从尼泊尔，墨脱热区经云南，四川，贵州及广西，广东， 中南半岛一直达印度尼西 

亚，并且是在印度一马来地区起源的 (Li，1944)，其变种狭叶罗伞 ( ．glomerulata VaF angu~埔tia)别分 

布在本匡海拔 1700~2100m的 山地常绿阈叶林 中，显然是罗伞 (Brassaiopsisgtomerulata)向高海拔地带 

扩展时 形成的替代类群 ，单叶 罗伞 ( ．simptic lia)则 是低 山阿谷热 区常见的特有种，可能同云南东 

南、贵 州、广西等地部分 分布的以单叶为主偶有 2～3分裂叶 的锈叶罗伞 ( feruginea)有一定亲缘关 

系。 

围涎树属 (Abarema)约 30种 (Kostermans，1954，1966)，虽然该属大小范 围备家不 一，如 Nielsen 

(1979，1981)．但本属及相关类群如 Arehidendron属在热带亚洲 至热带大洋洲尤其是新几内亚间有一个现 

代分布 中心随着向北遥步减少，而到达本区及东喜马拉雅仅剩一种即围涎树 (Abarema ctypeacia)并且是 

本属在亚洲分布的最西及最北线 (圈 7：2)。 

天南星科 (Araceae)本区共 10属，28种，是常见的草本和附生攀援成分，李恒 (1986)认为是起 

源于热带亚洲，它们是第三纪以后印度一马来传播时到达本区的。其 中天南星属 (Ar~aema)植物在本匡 

的种类较多，这是由于喜马拉雅及横断山区的形成，复杂多样的环境条件，使得本属植物得到了充分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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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而形成 本属的次生分布 中心 (61种．有 57种为这些地区特有)(李恒，1980)，本区的这些种类便是该 

次生分布中心 向西扩张的结果。 

图 6鹅掌柴属的起源厦迁移路线 (仿 L Bernardi．1979) 

Fig 6 The origin and dispersal of Schefflera(According to L Bernardi．1979) 

图 7闭美蘸属和厝涎树的舟布 

Fig 7 Distribution of M astersia and Abarema ctypearia 

过 山龙属 (Rhaphi& ora)是本 区热带 和 

亚热带山地森林 中的优势层闻植物。全属共 60 

种，除 2种分布到 热带 非洲外 (Croat，1979)， 

其泉均分布东南亚，印度，斯里兰卡和尼泊尔。 

热带 亚洲是其现代分布 中心。奉 区所产的 6种 

中，除独 龙崖 角藤 (Rh．dutongensis)限 于墨脱 

和云南西北部独龙江外，其余都分布到 中南半岛 

(包括云 南南部)及喜马拉雅，它们显然是在这 

一 带分化形成的，并同非洲有着一定的联系。 

四角果属 (Carlemannia)是东喜马拉雅热 ． 

带 至西马来 西亚热 带山地 分布属，共 3～4种 ， 

间断分布于东喜马拉雅，阿萨姆，中南半岛和苏 

门答腊。墨脱地区 1种也是 中国仅有的一种印四 - 

角果 (Cartemannia tetragona)见 于海拔 800m 

以下的热带低山半常绿雨林下或次生杂本林 下。 

其分布范围从印度尼西亚经云南一直扩散到喜马 

拉雅，再向西则被本属的另一种 Caremenniagr~f#hff(缅甸北部，喀西山，不丹至尼泊尔分布)所替 

代。这显然是第三纪以后印度马来成分北迁而达本区的。 

兰科 (Orchidaceae)是墨脱热带亚热带植物区系中的一个重要成分，同时也是本区拥有种数最多的 

一 个科。垒科 在本区有 49属 120种。在 区系来源上它主要 来源 于印度马来和东亚 (郎楷 永， 1980)。 

如：耳唇兰属 (Otochilus)共 4种，本区 2种即耳唇兰 (0．tancitabius)和狭叶耳唇兰 (0 fuscus)二者 

皆是海拔 2000 m (～1500 rn)以上林中或林 F常见的附生植物，本属的现代分布区严格限于 中南半 岛及 

喜马拉雅 山一带，李恒 (1994)认为这是第三纪来源千古南大陆的热措 属。根可能是通过 中南半岛向印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2期 孙 航等：喜马拉雅东部雅鲁藏布江大峡弯河谷地区植物区系的特点及来源 197 

度及喜马拉 雅而传向本区的。石斛属 (Dendrobium)也是本区森林 中优 势的层间植物，本区种类不 多， 

仅 6种，但却是林 中个体数量较 多的附生成分。本属在印度东北部阿萨姆喀西山拥有较 丰富的种类 (62 

种 )(Rao，1974)，在本区分布的 6种 中．除肿节石斛 (D pendulum)分布于本区及云南西南部，印度没 

有记录外，其余均分布到阿萨姆的喀西 山，这些典型的印度马来成分很可能是经 中南半 岛和喜马拉雅山脉 

南侧阿萨姆沿布托马普特拉河一雅鲁藏布江迁移到本区的 (郎揩永， 1980)，经此路线 向本区及喜 马拉雅 

其它地 区迁移的类群还 有隔距兰属 (Cleisostoma)3种，指甲兰属 (Aerides)，钗子股属 ( isia)1种 ， 

万带兰属 (Vanda)1种，槌柱兰属 (Malleota)1种，匙唇兰属 (Schoenorchis)1种等。 

除此之外，本区的兰科植物还有另一条重要的迁移路线，即从东亚或横断山地区沿喜马拉雅 西迁达本 

区的。如：合柱兰属 (Diplomeris)，舌唇兰属 (Platanthera)，独蒜兰属 (Pleione)等。 郎楷永 (1980) 

还指 出，分布于藏东和藏东南包括本区的兰科植物显示出很大程度的分化和发展，这在墨脱雅鲁藏布江大 

峡弯地区的表现尤为突出，这些均表明了墨脱地区及至整个藏东南地区兰科 植物的分化程度，并且是衍生 

性质的。主要来源是我国云南和四川山地以及经阿萨姆分布的印度马来成 分。 

由于印度板块同非洲在地史上的原因，在奉医的热带成分中，有些可能是在非洲起源后，在印度马来 

地区得到了发展和保存而迁移至本区的。如盘舍欢属 (Acacia)，猪展豆属 (CrotⅡlar )等。 

喜 马扭雅成分 (包括特有成分)的来源和 成 喜马拉雅成分是本区的重要组成成分，这其 中包括 了 

较高比例的本地区特 有成 分 (127种，占 9％)。它们的产生和来源 自然是东亚成分 (包括 中国喜马拉雅 

成分)及印度马来成分等在此交汇，演变形成的。下列几个类群的形成式样便是很好的说明。 

八角莲属 (Dysosma)共 7种，大部分 (5种)分布于云南高原至华 中一带，本区 1种即西藏八角莲 

(D tsayuettsis)，并且是本区海拔 2000 m以上亚热带山地半常绿阔叶林及云南铁杉林和墨脱冷杉林下常 

见的草本成分。由于本属大部分集中在西南厦华中 (图 8)，且包括了属中较原始的类群川八角莲 (D． 

veitchii)及外类群桃儿七属 (Sinopodophyllum)，因此云贵高原一带被认为是八角莲属的发展 中心 (应俊 

生， 1979)。李林初 (1986)根据染色体核型的研究进一步认为华 中地区是八角莲属，挑儿七属等的遗传 

变异和起源中心。因此西藏八角莲根显然是从这一中心从西分化出来的成分。 

图 8八角莲属各种的分布 (仿李恒、1994) 

Fig+8 Distribution a a ofDysosma species(According to H Li．199 41 

1 Dt versipellis；2．D auranlicauti$；3 D pteiamha；4．D esayuensis；5 D majorensis；6．D 聊  7 D．vefi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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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灯 檠属 (Ro由ersia)是一个典型的东证分布属，共 5种。本区 】种印滇西鬼灯 檠 (JR aecsrut~otia 

vat henrw~)分布在 2000 m以上 山地。分布于尼泊尔和锡盘的喜马拉雅 鬼灯檠 (JR nepatensis)是本属 

分布最西的一种，同时也是最进化的一种 (Akiyama等，1990；潘锦堂， 1994)。潘锦堂 (1994)指 出鬼 

灯檠属是新第三纪以前 日本和朝鲜一带起源后在横断山区获得 了充分的发展而成为现代分布及分化中心， 

其散布路线是自朝鲜， H本经秦岭至大巴山，并通过横断山区而进入本区及东喜马拉雅的 (图 9)。 

4r 7＼ 

图 9鬼灯檠属的起源和迁移路线 (仿潘锦堂．199 4】 

Fig 9 The origin and dispersal ofRo由ers／a[According to J T．Pan，199 4】 

R podophylla；2 R aesculifolia；3 ．aesculifolia val-henricii；4 R pinnata；5 R pinnata val-str~gosa． 

6．R sambuc~tota；7 R 口m6 c帕 I／a vat estrigosa；8．R nepalensis 

闭荚藤属 (Mastersia)共 2种，喜马拉雅热带地区 1种闭荚藤 ( ．assamica)，Clayton等 (1975) ’ 

将之归人那加喀西 (Naga—Khasia)特有成分类型中，但其属却是 典型的印度 一马来成分 ，其另一种 

rkeri则分布于苏拉威西 (图 7：1)。它们的迁移和散布可能是发生在冰期时代 (Wclzen等，1984)。 

藏台欢 (Atbizia sherr~fii)，小果紫崴 (Lagerstroemiamimutricarpa)，藏瓜 (1ndofevittea khasiana) 

和秀丽兜兰 (Pa砷iopedihum venusrum)等热带喜马拉雅成分的分布格局 (图 10，1 1)表明它们根本上是 

印度一马来成分在喜马拉雅地区分化的结果。 

本区较高的特有成分比例无疑表明这里是擅物种系分化鞍强烈的地区之一。在这些特有成分中大部分 

是新特有的类群，它们 中大部分在本区和邻近地区都能找到相关类群或有些是处于其属的分布 中心的范匿 

或边缘。 

壳斗科在本区所拥有的 5个特有种中，垒都有相关类群在墨脱地区或其外围地区，如西藏石栎 (￡ 

xizangensis)同拟西藏石栎 (￡ pseudoxizangensis)是一对既有明显种 间区别又有密切亲缘关系的类群， 

它们同时出现在本区．并且在外围也有相关类群的存在。无疑暗示这些类群都是新近才分化发生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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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藏合欢和藏瓜的分布 

Fig．10 Distribution&pga ofAlbizia sherr磷“andIndofe~illeakhasinan 

图 I 1秀丽兜兰和小果紫蕞的分布 

Fig．Il Distribution area ofP口 iopedilum v删 “矗‘‘ andLagerstroemiamlnuticar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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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科木姜子属在本区有 8个特有种，这些特有种相互间关系比较密切或在外围存在相关 的种，如少花 

术姜 子 ( b~ora) 与 阿萨 姆等 地分布 的阿萨姆 木姜 子 ( assamica)十分 相近 ，渤生 木姜 子 (L 

tiboshengff)与云南木姜子 (￡yunnanens~)十分密切。山胡椒属本区有 4个特有种，与术姜子的情况比 

较相近，如纤枝钓樟 (Linderagracilis)与本区及云南西北部分布的黄脉钓樟 (￡flavinervia)等在发生 

上可能有直接的联系，并且这 2属在其外围地区的云南西北部有原始至进化等一系列种类，很可能就是在 

这些地区起源的 (李锡文，1985,李捷 1992)。本区也就处于其起源地附近，因此墨脱的这些特有成分显 

然是新第三纪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后在本区分化而成的新特有成分。 

树萝 属 (Agapetes)是以东喜马拉雅 (尼泊尔，不丹，镉金，西藏南部及东南部)，印度阿萨姆， ‘ 

中国西南部，缅甸北部等为分布中心的类群 (黄素华，1984)，本属在墨脱地区共 16种，集中了该属垒 

邮的多样化特征，本区连同其邻近地区很可能就是本属重要的分化中心，并拥有 6个特有种。 

水东哥属 (Saurauia)本区有3个特有种，但选些类群均有相关类群存在车区或外围地区，如糙毛水 

东哥 (Sauraufa hirsutus)与东喜马拉雅 (包括本区)及云南东南部分布的蜡质水东哥 ( armata)有较 

近的关系，很可能二者间有密切的缘源美系。 

囤 l2铁破锣属的舟布 

Fig．12 Distribution【aTea of BeeMa 

1舟叶铁破铮佃 deltophylla)；2．铁破锣( ．calthaefotia) 

毛蓖科铁破锣属 (Beesia)共 2种，即铁破锣 

(B．calthaefolia) 和 角 叶 铁 破 锣 (BeeMa 

dettophytta)，前者分布于 云南， 四川 ，贵州，湖 

南，湖北，甘肃和陕西南部等地，后者则为本区特 

有 (图 12)，并且是本区海拔 2000m 左右 山区常 

绿和半常绿阍叶林林下的常见成分，从二者所表现 

出的核型特征来看，角叶铁破锣更为特化，这很可 

能是 由铁破锣 (B calthaefotia)向西迁移在本区 

分化而来 (杨亲二等，1995) 

由上分析可以看出，本地区特有种大都是较年 

青并且在系统上相联系的类群，这些特有类群的存 

在，一方面说明了该区植物区系由于处于泛北极及古热带两太植物区的南缘和北缘，也即是东亚植物区系 

成分的南缘与印度马来等植物区系成分的北缘，植物医系的分化较强烈，新特有的类群较 多，并且还在不 

断地分化中 另一方面，也说明奉区的植物区系主要是新第三纪以后 (喜马拉雅遣山运动以后)才发展起 

来的年青区系。 

当然，在本地区仍有少数孑遗类型的成分得以保留，这些可能是新第三纪以前残留下来的成分。比较 

有代表性的有，暖地杓兰 (Cypripedium subtropicum)，该种披认为是连接杓兰与碗兰属间关系的残存类 

群 (陈心启等，1986) 此外，墨脱皂荚 (GleditsiamedogenMs)可能也是一残遗的类群 ，仅见于雅鲁藏 

布江大转弯滦处，甘代乡附近，东喜马拉雅及其邻近地区均无该属种类的分布，它孤立地分布于谚区，可 

能是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及第四纪冰期中在本区保留下来的残遗类型。 

综上分析，喜马拉雅东部雅鲁藏布江大峡弯河各地区种子植物区系是在印度板块与亚洲板块接触，古 

地中海消退和喜马拉雅山抬升后 ，主要 由古老的东亚植物区系，印度马来区系混合发展而来。新第三纪以 

后，古老的东亚植物区系成分在横断山区和我国西南地区演变产生了年轻的中国一喜马拉雅成分，而成了 

中国一喜马拉雅成分的重要发展中心 (吴征镒 1965， 1987I昊征镒等， 1957I应俊生等，1984}王荷生， 

1985， 1989~王文采，1992)。雅鲁藏布江大峡 弯地区则正处于这一中心的西缘和邻近地区，也则正处于 

这一中心起源的中国 喜马拉雅成分沿喜马拉雅山脉西迁 (至尼泊尔或西喜马拉雅地区)和南迁 (向阿萨 

姆更南地区)的通道上，甚至还处于某些类群分化 中心的地段。因而 中国 喜马拉雅成分无疑构成了墨脱 

地区除河谷热带成分以外主体植物区系成分。与此同时，南方的 阿萨姆及热带东喜马拉雅地区 白第三纪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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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便与中南半岛进行着畅通无阻的交渲，因此在本区低地同时也拥有丰富的印度马来成分， 自然也是顺理 

成章的。由于墨脱地区乃至整个东喜马拉雅山脚正处于热带北绿及青藏高原南缘，区系成分交 明显，分 

他剧烈。因此无论是来源于中国一喜马拉雅还是印度马来等成分都在这些地方 (包括本医)产生了较为丰 

富的特有类群，同时叉由于喜马拉雅隆升及第四纪冰期的作用少数残遣的类群在本区得以幸存，进而演变 

成 了夸天这样的植物区系概貌。 

结论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东喜马拉雅雅鲁藏布江大峡弯河备或热带亚热带地区在植物地理上有如下特 

点 

(1)从科、属、种的区系组成上看都有明显的热带向温带过菠的特点。是温带、热带两大成分交 

和各 自分布的边缘地带，许多类群在此分化剧烈，也是热带及温带的两大区系结。 

(2)本区植物区系同整个东喜马拉雅区系一样是一个年青衍生的区系，它是第三纪以来印度板块与 

欧亚扳块的碰撞，印度～马来迁移通道的形成，中国一喜马拉雅成分的产生和扩数，喜马拉雅及青藏高原 

的隆升以及第四纪冰期的影响等一系列事件作用下形成的产畅，归根结蒂是源出于古老的东亚植物区系和 

印度马来区系。 

致谢 本文得到导师吴征镒教授的悉心指导，本所俞宏确参加墨脱越冬考察。李德铁博士在英国帮助 

复印部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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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毛紫荆 (广西植物) 变型 

Cercis chinens~Bge． pubescensWeiinGuihaia， 3： 1 5．I983} 中国植物 志 39：145．1988-- C． 

pubescens S．Y Wang，河南植物志 2：287图 I 107．1988 syn I1OV． 

氍河南植物志 对 C．pubescens s Y Wang特征的描述，与短毛紫荆 C．chinensis Bge． ~bescens 

Wei的特征完垒相同，经检查标本，二者实为同物，应归并：我们也赞同卫兆芬作为紫荆 C．chinensls Bge的 

变型的处理意见。故 C．pubescens S Y．Wang应作为 C chinenslsBge pabesce~sWei的异名。 

Henan(河南)： Xixia(西峡)，Dongtaizhi(东 台子)，王遂义 65902；Leuanchuan【栾川)，Longyt~wan(龙 

褡湾)，采集人不详，无号。 

分布：江苏、浙江、安徽、湖北 、贵州、云南；河南为新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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