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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量山种子植物的区系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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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 f 7 。 D 

摘要 在较为完善的分类学处理后所得的包含 207科， 1026属，2540种植物的名录基础上，本 

文初步报道了地处滇中南的无量山的种子植物区系组成的初步结果，井在山体各海拔段进行了属 

的分布区类型每一类分布的详尽统计，得出了热带和韫带两大基本成分在无量山达到平衡 (各占 

5O％)的海拔点，称之为 区系平衡点。该点从历史角度看可以反映无量山种子植物区系成分随 

自然历史变迁所发生的演变，从现实看表明了该地植物区系的过渡性质，同时，寓意着我国亚热 

带地区客观存在着一条区系平衡线，井且，该点还是热带成分的一个重要性限制点I另一方面可 

以作为植物引种和选择 引种驯化锻炼基地的一个参考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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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LoRlSTIC EOUILIBRIUM P0lNT 0F SEED PLANTS lN 

M T．W ULIANGSHAN 

PEN G Hi]a 

{Herbarilan oy Kunming Instilute ofBotany．Chinese Academy 0r Sciences．Kunming 650204) 

Abstract Based onthe checklist of seed plants(comprising 2540 speciesin1026 genera，207fami- 

lies)gained after a careful taxonomical treatment of all the materials，the paper has reported the 

initial results ofthe composition ofthe flora ofseed plants in M t．W uliangshan which is located in 

the south—central part ofYunnan province，and has made exhaustive statistics ofthe distributions 

of an the genera with different areal types at major height a．s 1．The height a S_1．at which the two 

basic floristic elements．the temperate and the tropica1．maintain their equilibrium(each has so％ 

of the tota1)is called floristic equilibrium point(FE P)．From a historical point of view，the point 

probably~eflects the development ofthe floristic elements ofseed plants in M t W uliangshan with 

the change of natural history；from the other point of view，it maybe indicates the transitional 

character of this flora and it suggests that there in fact is a floristic equilibrium line in the 

subtropical areas in China M oreover，it is all importan t limit to the tropica l elements On the oth- 

cr hand．it may be regarded as a USCful reference index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plants and deciding 

the physically training base for acclimat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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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量 山 自然地理特点 

地理位置 

无量山处于云南中南部 为横断 山云岭余脉点苍 山南出支脉帚状山系两大分 支的西支，与东支 山脉 哀 

牢山平行排列，为一对姊妹山 山脉走势西北 东南向 山脉南伸至景东落水洞至黄草岭一带后，峰峦迭起。 

形成了数座 3000 m 以 的山峰。山体高峻陡峭．巍然壮观。土峰猫头山，海拔 3306 m_与澜沧江坷答相对 

高差达 246~,m，为云南 中南部最高的山峰 

本文t要以狭义的无量山为研究对象．即主要位于景东彝族 自治县境内的一段，即中段——山脊部分 

向东至川河(把边江上蝣)．两止于谰沧江边．约当东经 100 25 至 100。53 ．北纬 24。0 至 24。45 ( 

图 1) 南北垒长约 85 km．东西宽约 33 km 面积约 2800 km 。 ． 

地质地貌 

无量 山地史上是康滇古陆和谟西 地槽的衔接地带．早在 中生代印支运动和燕 山运动后成陆 ，早 于第三 

纪时期形成高原雏形。新近的研究(李恒，1994)叉表 明．该区域系掸邦 马来亚板块楔人欧亚扳块 的边缘部 

分。第三纪早始新世或稍晚．印度板块对欧亚大陆的碰撞和俯冲，使后者整体抬升，其接缝线邻近地区受之 

影响尤甚．巨大的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出现，古地中海消失 同样，无量山地区也受到达一历史事件的 

深刻影响．第四纪以来高原强烈抬升．河流急剧下切，夷平面被侵蚀，逐渐形成 了夸 日的剥蚀高中山地貌形 

态。 

云南地处 洲三大 自然地理区域(南亚季风热带区域、东亚季风热带区域及青藏高原区域)的结合部位， 

而无量 山义处于这三大 自然地理区域的分界线附近。在云南地貌区划 中，无量 山属横断 山系切割山地峡谷 

区，横断山南端 中山峡符亚区 在孟南北高南低阶梯状地势中处于中间拱}层。地理位置特殊。条件错综复 

杂。 

表 l 景末、镇沅气候要素襄 

Table I Themain climadcelementsintheCounties，Jingdong nndZhenyuan 

表 2 背娃娃山临时气候观测结果 

Table 2 Results of the temporary observation of the 

climate jn M t Beiwawnshan 

气候水文 

无量 山属我国西部型季风气候 区，主要受 

印度洋西南季风和西风南支急流季节性交替的 

影 响。具鲜 明的南亚 季风气候的特点，干湿季 

明显，四季不分明：兼具低纬高原 气候特点，太 

阳辐射强烈，热量丰富，年温差小，日温差大。 

两坡水平地带的气候可以景东县城(海拔 1162 

m．1956~1982年资料)为代表，井参照镇沅 县 

城(海拔 l247 m，l972 I982年资料)．属南亚热带气候类型(表 1)。 

目前．尚无山体上部的气候资料。云南大学生物系 1959年在背娃娃山(观测点海拔 l 800m)观测到的 

一 组数据结果． 作参考之用(表 2) 由 4月束和 5月初的平均温度与坝区相比．每上升 100m 温度下降 

0 68℃ 相对湿度增加 i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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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无量 山地区示意图及主要采集点 

Fig 1 The sketch。fM t W ultangshan aEtdmainl~oalit‘e。。f pecl e g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388 云 南 植 物 研 究 18卷 

山地与河谷间鞍大的相对 高差致使气候 出现明显的垂直分异。东坡海拔 l1o0～1800m为南亚热带气 

候；海拔 1800--2200m 为 中亚热带气候 至北亚热带气候；海拔 22oO～2900m 为暖温性气候：2900--3306m 

为寒温性气候。西坡海拔 1200m 以下为干热河谷气候；海拔 1200--1900／l'i为南亚热带 气候：海拔 1900-- 

2300 m 为 中亚热带至北亚热带 气候：海拔 2300 3000 m 为暖温性气候；海拔 3000 m 至山顶为寒温性气 

候。无量LU在云南气候区划上处于 中亚热带和南亚热带 的过渡地带。就东西坡而言，东坡接近南亚热带气 

候，而西坡接近于中亚热带 气候 水平地带的分界在安定附近。 

无量山东西两侧有山地型河流 2O余条分别与川河和澜抢江交汇组成羽状水系。河湾 中有很多人迹罕 

至的河谷绝壁，其中保存了季风常绿阔叶林的不少树种，使人们得以依稀可辨地认识这类森林存在的痕迹 

也为我们进行区系分析提供 了宝贵的依据；另外这些阿湾 中较高海拔处存在不少优越的小生境供热带成分 

生存，表现出局部范围的岛状分布式样。 

土壤概况 

无量 山土壤的水平分异表现在安定以北为云南松．半湿润常绿 阔叶林红壤带；安定以南为思茅松、季 

风常绿阔叶林赤红壤带，呈现交错过檀特征。但 2200 m以上的湿性常绿阔叶林及其周围．上下山地的土 

壤主要体现 出垂直分异。东坡 山麓思茅松及季 风常绿阔叶林下为赤红壤，并杂有紫色土；山俸 中部思茅 

松，云南松及半湿润常绿阔叶林下为红壤，也间杂有紫色土；山体中上部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下为黄棕壤， 

铁格林下为棕壤；山体上部亚高山杜鹃灌丛草甸下为亚高山草甸土。西坡千热河答稀树灌木草丛下为爆红 

壤：以上基本上与东坡别无二致。 

植被概况 

无量 山地理位置特殊，山体高峻 绝对及相对海拔都较高，因而气候．土壤等 自然环境条件复杂多样， 

读地也相应地出现与各种综合条件相适应的植被类型。 

植被的水平分布上，暖热性的季风常绿阔叶林及与之在分布和演替上密切相关的思茅松(Pinuskesf阳 

vat／at gbianensis)林．从景谷．镇沅一线}f}把边江河各向北楔入，直达北部的安定附近。滇中高原暖性的半 

湿润常绿阔叶林和与之同样在分布和演替上紧密联系的云南松(Pin~ yTmnanensis)林，则沿季风常绿阔叶林 

和思茅松林的上缘楔人山地中部的垂直带上。 

无量山植被的水平地带性变化远投有垂直 高度的分异来得显著。 Ca坝 区向上随着海拔的升 高，气候、 

土壤发生 明显的分异，植被也j殪之呈现出明显的垂直分带。从 山脚至山顶各主要植被类型有季风常绿阔叶 

林 (或与之在分布和演替上密切相关的思茅辁林)，海拔 1300--1800 (1900)rll，由小果拷 (Castanopsis 

“州 )、截果石栎 (Lgthocarpus truncarus)、茶梨 (Annes&a)~agrans)等为 优势I半湿润常绿阔叶林 (或 

与之在 分布和 演替上密切 相关的云 南松林 )，海拔 (1750)1900--2200(2500)m， 由元 江栲 

(Castanopsis orthacanthus)、银木荷 (Schtrna argentea)、黄毛青冈 (Cycloba／anopMs de／ava蜘等占优势J 

中 山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 海 拔 2200 2750(2900) m， 其 优 势 种 (或 标 志 种 ) 主 要 有 壶 斗 石 栎 

(Lithocarpus echinc} or~s)、硬斗 石 栎 (Lithoearpus hanceO、 腾 冲栲 (Castanopsis wattii)、 木果石 栎 

(Lithocarpus xylocarpus)、 薄 片 青 闭 (Cycloba／anopsis／ametlosa)、 银 木荷 、 红 花 木 莲 (Mangtietia 

insignis)等 ，形成各种 不同的 优势组台J 近山顶苔 藓矮林 ，海拔 (2700)2800--3000 m，绵毛 房杜鹃 

(Rhododendron l南cetum)、 泡泡叶杜 鹃 (Rhododendron edgeworth神、 多脉 菌芋 (SMmmia taureo／a vat
．  

multinerv 等 为 优 势 ； 山 顶杜 鹃 灌 丛 ，海 拔 3000 m 以 上， 优 势 灌 木 有 锈 叶杜 鹃 (Rh。如 dro 

sidero砷yt／am)、苍山越桔 (Vaccinium delavayi)、地檀香 (Gauttkeria forrest∞等。特昌 值得一提的是，云 

南常绿阔叶林的 s大亚类中有 4类，即热带性最强的季风常绿阏叶林，落叶成分和温带成分最多的半湿润 

常绿阔叶林以及垂直带上最具特征性的 中山湿性常绿阀叶林和 山顶苔藓矮林在此依次 由低刊高出现
、 表现 

出明显的垂 直带谱。但因为受局部地形条件的限制及人类活动的影响，而使植被分布出现参差错藩的景象， 

但总的植被的垂 占分布还是可以如上加以概括的，属我国西部半湿润亚热带南部的山地垂直带谱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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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量 山种子植物区系的组成及特点 

植物科、属、种的区系统计概况 

迄夸为止．景东无量山计有种子植物 207科，1024属，2534种(不包括极其丰富的种下等级，表 5)， 占 

同类 植物垒 国总科 数的 61 42％．总属数 的 32．08％，总种数的 9 36％：云南总科 数的 86．25％，总 属数的 

51．71％，总种数的 19 42％。其 中裸子植物 6科．10属，1 6种，占该类植物垒国总科数的 60．00％，总属数的 

24．39％及总种数的 8．29％：云南总科数的 60．00％．总属数的 32．26％，总种数的 20．78％。被子植物 201科 

1016属．2524种．占此类植物全国总科数的 61 47％，总属数的 32 18％及总种数的 10 36％；云南总科数的 

87．39％．总属数的 52．02％．总种数的 19 42％C~。 由此可见，本地区是云南高原种类较为丰富的地区。 

表 3 无■山种子檀橱科、属，种统计丑与全国和云南的比较 

TaNe 3 A comparison ofnumbers offamilies，genera and species of seed plantsin M tW uliangshanwith Yunnan 

and whole China 

表 4 无■山种子檀物较大辩 的大小顺序排列 

Table 4 Ranking ofthe larger families of seed plants in M t W uliangshanbased on numbers of species 

50~99种的科(6科) 

兰 科 Orchidaceae(46：98)， 蔷薇科 RDsaceae(29：79)； 唇形科 Labiatae【39：78)； 

茜草科 Rubiaceae(26：58)： 大裁科 Eu血orbiaceae(27：57)： 玄 参 科 Scropho lariacaee(20：53) 

40～49种的科(6科) 

百台科 Liliaceae(18：49)， 荨麻科 Urt Jcaceae(16：49)； 壳斗科 Fagaceae{5：46)； 

樟 科 Lauraceae(12：44)： 桑 科 Moraceae{6：42)： 杜鹃花科 Erieaceae(6：40) 

30~39种的科(8科) 

苦苣苷科 Gesnefiaceae(18：38)： 五加科 Araliaceae(13：3 4】； 山茶科 Theaceae(8：3 4】； 

莎草科 Cyperaceae(1O：33)： 毛 茛 科 ~anuncu[ac(9：3 2】； 爵床科 Acanthaceae(21：3 1)； 

萝摩科 Asclepiadaceae(14：31)： 报春花科 Priraulaceae(3：31) 

‘￡示属教 种数 

无量山种子植物 区系科、属特点 

科的初步统计及分析 在本区种子植物科一级的组成 中，含 40种以上的大科和较大科的顺序依次为 

禾本科(1 50种)、菊科(149种)、蝶形花科(135种)、兰科(98种)、蔷薇科(78种)、唇形科(78种)、茜草科 

(58种)、大戟科(57种)、玄参科(53种)、百台科(49种)、荨麻科(49种)、壳斗科 (46种)、樟科(44种)、桑 

L42种)及杜鹃花科(40种)。前 4科为世界种子植物 中少数几个含有万种以上的特大科．在我国也是少数 

我国种子植物科、属最新数据束 自吴征镒(内部资料，1994一】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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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含有千种以上的特大科；另外的系我国含有 】0O～1000种的大科。这些特大科和大科在 无量山也获得 

了相 应的发展 ，成为 该地植物 区系组成 中的重要成 员。在 此出现较 多的科(30种以上 )还有苦苣 瞢科(38 

种)、五加科(34种)、山茶科(34种)、莎草科(33种)、毛蓖科(32种)、爵床科 (31种 )、萝毒科(31种)、报 

春花科(31种)等(表 6)，也是我国的大科，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以上 23个特大科和大科仅 占嚣东无量山总 

科教的 1 1】1％，但它们所含的属敷和种敷则达到本地区总属敷的 57 84％，总种数的 55．92％。从这些科的 

世界分布来看。既有主要分布干温带和地中海区域的，也有主要分布干热带 区域的，从 而反映 出无量山种子 

植物区系成分的丰富。 

属的初步统计及分析 根据导师吴征镒院士多年对中国植物区系的研究成果和他的 《中国种子植物属 

的分布区类型 (1991)，现将无量 山种子植物 1026属进行分布区类型及其相应 变型的捌分，其结果如表 

5。从属的分布区类型来看，各粪热带成分(2～7项)为 614属，占本区总属敷的 64．22％(不包括世界属和较 

为确认的栽培或逸野属，下同)，居主导地位；而各粪温带成分(8～l4项)为 315属，占本 区总属敷的 32．95％： 

其 中的古地 中海和泛地中海成分仅有 3属，占本区总属敷的 0．31％，微乎其微：中国特有类型 27属、占本区 

总属敷 2 82％。以上各项数字及百分比显示了无量山与世界各地区的区系联系程度，而大粪的划分及统计 

则从一个方面表明了无量山种子植物区系的基本性质，即较明显的热带性：同时又含有比较丰富的温带成 

分。这两大粪基本成分十 分接近云南植物 区系的总体水平f热带成分 61．89％。温带成分 32．19％，(李锡文、 

1985)I。只是热带成分高出 2个百分点还多，这是易于理解的。无量 山地处滇 中南．主峰描头 山距北回归线 

仅约 0 7。，文玉一带之澜沧江河谷距约 0 38。，澜抢江阿谷通道如同热带楔人亚热带的触角，大量的热带 

成分溯江而上，在此 与温带成分交i[。其与热带区域的联系 自然就比云南整体的平均水平为 高。温带成分 

也略 高，这也不难理解，与滇西北横断山一脉相通的无量山，其与温带的区系交境也是十分 自然的。相反与 

古地中海区域的联系表现得更微弱，中亚分布类型为零。而中国特有的相对百分率也较低(云南 4．39％)，这 

一 方面因为表现面积有限，同时又毗邻东南亚三国，另一方面肯定还有其相应十分滦刻的历史地理原因 

无量山种子植物区系平衡点 

区系平新点的求涪 

如果就以上热带和温带两大基本成分在无量 山的垂直分布进行相应的定量研究，我们会发现一些有趣 

的现象。以属作为 区系性质研究分析的重点对象，鞍之 干科和 种的分析优 点已有较 多论述 (王荷生， 

1992；吴征镒等，1983；沙菲尔，1958)。 而较之干种，对于地处亚热带的 无量山来说， 由于很多种既分 

布于热带也分布干温带 (含亚热带)范围内或跨在热带和温带的分界线上，很难说清其是热带种或是温带 

种，因此处理起来十分困难}而属不存在这种问题，即使某属同时分布干热带和温带或跨于两者之间．但 

其有一个分布重心 (种敷多寡的倾斟)以及分布上质 (原始粪群分布于一侧)的问题，其热带性和温带性 

就相对易于确定。 因此，经过审慎考虑，本文仍然选择属作为选一动态研究的对象。此处， 无量山主要 

海拔点中热带与温带成分的相对百分比之和定为 lO0％，即： 

热带成分百分比+温 带成分百分比 =100％ 

统计基本 上立足于无量山丰富的标本资料，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每一个种的详尽记录卡片。皇 一属 

的分布上、下限通过其属下分子出现的最低海拔和最高海拔的取值确定，同时，选段高程差可视为其分布 

的垂直范围。如族耳环属(Abrem 有猴耳环 dypearia)--种出现于此，其分布的最低海拔为 1030 rri的 

漫湾沟箐中 (彭华，白渡 986)，最高海拔为 2100 m 的温 (邱炳云 52584)，刚 l030--2100 m 为该属在 

此的分布范围。为 了便于统计，也减少相应的统计量，以海拔点百位整数位为取值点 针对每一个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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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无量山种子植物属的分布 区类型 

Table 5 Distribution l~atterns ofgenera ofseed plants in M t W uliangshan 

的具体 分布 (不少为非整百位数)，则原则 卜采取四舍六人的方法，而对 于 5(多为 一个分子单独布点的 

情况)刚作为中值取其上、下整百位数海拔以作平均，同时，每进行各项处理均要考虑该种的整体分布格 

局。如七牛嚓属(Achryanthes)有七牛嚓“ aspera)分布于此，有海拔 1230 m 的北屯 (彭华 1709)和 2050 

m 的安召 (彭华 1 556)两份记录，即分布于 l230 2050 m之 ，取值则为 1200--2100 m。叉如短穗铁 

苋“catypha brachystachya)分布干东坡海拔 1450 m 的三家村 (李 鸣岗 0553)，其可作为该属的代表 (铁 

苋菜(Acatypha austratis)在此 有记录，但 未见标本 )，取 1400~1500 m 作为该属在 无量山的垂 直分布范 

围。如以所有 以 A字母为首的第二分 布区 类型 中的 I4个属和第八 分布区类型的 l4个属的垂直分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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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经取值处理后，即得表 6 

通过统计得表 7，可看出各主要海拔点段两大成分的具体属数及相应百分比。属的这两大区系成分在 

无量山随海拔的增高发生着较显著的变化．热带性质的属占热、温带属总数的百分比逐步减少，而温带属 

的相应比率却递增，此消被长。此处需要说明的是 ，目前尚无最高峰猫头山的标本记录，我们两次在西坡 

最佳登顶点公平～一带采集时，均 因大雨加之山体陡峭而未能如愿。如果我们把这些数据表现在座标上，把 

各点用线段连结，就可得到圈 2的一条变化曲线，它较直观地表明了这两大成 分的整个消长过程。在海拔 

2400 m 稍上处，两大区系成分 基本 相等，即 各 自分别 占 50％。 我们称该海 拔点为区 系平衡 点(Florlstic 

Equlibrium Point=FEP)。 

区系平衡点的意义 

对植物匠系时指示意jL 理论上讲．这个点也是个动态平衡点，由于自然历史条件，特别是以气温为主 

导因素的气候条件的历史性变迁，该点也会相应地变化。它的升降可以指示植物区系成分的 历史性变化。 

表6 无量山种子檀橱属的垂直分布一部分 

Table 6 A part of vertical distributions ofall the genera ofseed plants in M t W ulia~gshaa 

在晚 白垩纪 一老第三纪，包括无量 山在内的云南属 于古 地 中海低山阔叶林区，为 几乎不具赤杨 属 

、 桦属(Betuta)等 落叶树种的常绿 阔叶林， 到新 第三纪 演变刊混入一定 的落叶树种 (陶君容等， 

l992)。这反映了这样一十 自然历史事实：老第 三纪时．无量 山的这些邻近区域所处纬度带 可能比牵 日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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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洋环流依然产生影响，因此气温较高，环境湿润；到了第三纪中期(新新世)，气候依靠曩温暖湿润，但较之 

前期气温有所下降。 古气候和古生物学研究证实：在晚白垩纪时，我 国主要位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约 当 

5，--40 N 的位置。我国最北部亦是暖温带气候，由于太平洋扳块向西北运动和印度陆块向欧亚板块的靠 

近，从晚自垩纪 至第四纪，使我国向北移动 了大约 lO。～l3。。因为地理位置的北移及西部的抬升活动，一 

系列大山系在西部地区升起，气候 由暖遥新变得轼凉 (Hsu，1983)。选一时期的区系平衡点肯定也是相应地 

从较高新次下降，进入第四纪后台进一步降落，并随着冰期和间冰期的交替变化而相应地降升。这一推论 

可能会从夸后相关而详尽的古植物学研究资料的两大成分的相对比侧中找到证据。 

袁 7 无■山备主薹藩垃点段 *带，疆带一统计 

Table 7 The statistics oftropical／temperate generaatmain elec tion pionts 

虽然，区系平衡点的动态变化在现时是难以察觉的，但它毕竟能表明亚热带山地两大区系成分达到平 

衡的相应海拔高度。在无量山，区系平衡点超过水平基带海拔与山顶间中段(2100m)300m 左右。也表现出 

壤地植物匠系具有轼强的热带性质，但温带属比率占优势的海拔段也有较大比例，因而，表现出明显的匠系 

过渡性质。 

这样的区系平衡点在整个亚热带山地，或一定纬向跨度的平原区域 k座标刖相应为纬度变化)均存在， 

如果在我国一定 区域(特别热、温带属较为等量齐观的亚热带)的具体植物区系的研究 中，均认真细致地求 

取这样的平衡点，无疑可找到一些规律性的结论来。 

可以这样说，如把海拔高度变化与相应的纬度变化进行换算 (可能存在复杂的换算参数)，众多具体 

区系研究后台得到大范围的区系平衡线，亦即两大医系基本成分达到平衡的线性走势，选样的线性走势无 

疑与纬度 方向大致平行，并且与热带和温带的分界不相吻合。从无量山的具体情况似乎可推知，这样的线 

性走势可能是在热带属达到最大数日之后，遥新递减过程 中而与温带属达到平衡的。而且，在整个亚热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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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范围内基本上是热带 成分 占优 势。选一点从 如下研究可知，如桂西北天 峨植物 区系 中两 大成分为 

518／204(热带属 ／温带属，下同．转 BI自李 良千等，1993)，广西北部九万山为 481／275(李 良千等， 

】993)， 广 东 鼎瑚 山为 352／96 ， 湘 东 桃 源洞 为 306／251(刘 克 旺 等， 1991)， 闽西北 武 夷 山 为 

图 2 无量山种子植物晒大基本成分百舟 比髓海拔高度的变化 

Fig 2 The change of percentages of two basical elements of seed plants in M t W u]iangshan with corresponding 

change ofelevafion 

表 8海拔 1600~2900m热带属下捧比率 

Table 8 Thedecreasein percentages ofthetropicalgenera at I600-- 2900m a sl_inthisflora 

分 比 0 57 2 00 3．22 1 81 2 77 10 44 31 80 lO 36 39 31 30．48 I9．18 23．73 31 11 

(％) 

329／298(林有润等， 1981)，福建 中西部龙栖山为 263／212 (李 良千等，1994)。而 中亚热带 至少水平 

基带亦然，如滇中武定狮 山为 222／250 (郭勤峰， I988)， 川1南盘佛 山为 326／373(转 I白李 良千等， 

1993)，黔东北 梵净山为 268／289(Ying等、1991)，湘西北佼母溪为 155／172(刘念等，1994)，浙江盘 

华北 山为 I91／249 (郭永 良等，1993)。更偏北的亚热 带地 区刑难以预见，如期北神农架为 226／459 

(郑重， 1993)，湖北河南交界处的鸡公 山为 I 58／310(叶永忠等，1992)，如此悬殊的比例，可能较难出 

现两大成分的平衡。因此，这样一条平衡线很可能存在 于亚热带 中、南部地区。至于更具规律性的结论． 

还有待在更大范围内做更多的具体区系研究工作方可知其一二。本工作可视为在选方 面仅仅傲了个探索， 

∞华南植物所内部资料， I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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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在具体区系研究中针对热带和温带两太基本成分进行 了初步的动态研究。 自吴征镒教授的分布区类型 

刊出后，我国具体植物区系研究成果更多地得以刊出，方兴未艾 随着“中国种子植物研究”信息数据库逐 

步得以开发利用，这方面的成就可能会更加层出不穷，这样的区系平衡线性走势必将越来越清晰。 

热带属分布的规律性限制点 在无量山，从热、温带两大成分看，热带属向上突破平衡点的平均比率 

(27．26％)远远低于温带属向下突破平衡点的比率(95 05％)；向上分布抵达该平衡点并止于此的热带属占整 

个突破 该点的热带属总 数的 40．o0％，而向 下突破 该点并止于此的 温带属 仅有 6属 ，占整个突破属 的 

2 08％。这些分布达到平衡点并止于此的属可视为平衡点的临界属，因为它们最易受气候条件的影响而越 

过平衡点，使平衡打破，并在新的地段建立起新的平衡。以上 比率的悬殊，除无量山处于广义的温带范围 

(亚热带)因素之外，可能也表明温带属 向南拓展分布的总体 水平强于热带属 向北拓展分布的能力。这也 

符合植物地理的基本规律。因为， 引种的理论和实践上也可知，南种北移是影响到能否成活的问题，而 

北种南移就相应不那幺严重．仅仅是品质受到影响的问题，而温度是起作用的主导因素。 

寰 9 突破平衡点奔晡}属在高于平衡点的主要海拔点中的分布 区类型殛此率 

"Fable 9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s and percentages oftropicml genera going up thorough the FEP at major elevation 

points above the FEP 

衰 10 高于匠系平衡点各粪热带属下降百分比 

"Fablel0 ／'hedecTeasesin percentages ofevery kind oftropical generain allthe etevation sections abovetheFEP 

另外，热带属 在 1600 nl季风常绿阔叶林地段于总量上达刊最大后 (理论上讲，其下热带属似应 更 

多，这不符．可能与河谷底部有限的表现面积和采集频度有关)，随海拔增高逐步下降，至中山湿性常绿 

阔叶林极端上限 (2900 m)它们 下降的百分比示如表 8。从表中可知，总的趋势是下降百分比逐步 增大 

(1900~2000及 2000 2100 nl两段比前有所回落)，而在平衡点上下一定范围内，出现几个较大的下降峰 

值。在进人 中山湿性常绿 阔叶林后的 2200 m处， 出现一个大的陡降，而于 2400 2500 m 段，亦即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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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点存在处，别达到 降的最大值 39 3I。所以，厦系平衡点 (或区系平衡线)似乎也可视为热带属向 

上 (-IL)分布的规律性限制点 (线)。突破 2400m平衡点的热带属 中，以泛 带 和热带亚洲属所 占比倒最 

大．尽管在近山碗处相对比例下降。如果就占各自分布区类型的比率看．各种热带成分突破该平衡点的比 

率是较为接近 的 (介 下 f 2I 1 8％～33．33％l2阃)。而过 r平衡点， 其下降的比率币尽相同。刚过平衡 

点，每个类型 下降的比率都较高 (25 00％～47 30％J．町见，该点对各种热带分布类型都有较大的限制。 

每个分布区类型在 同的海拔段义有各自 同的下降频率 (表 10)．其 中较为显著的是过了中山湿性常绿 

阈叶林极端上限 的 2900 m后，泛热带属 F降 r 33 33％．以及旧热带属的 75 00％．热亚一热澳的 10o％， 

热亚 热非的 66 67％和热带亚洲的 53 85％ 降幅度。 

而 }：了 3000 m 的属几乎所剩无几，一共有 1 5个属。他们是：泛热带分布类型的卫矛属 (Euonymus． 

达 3tO0m)，冬青属 (／／ex．3000m)，榕属 (Ficus 3000m)，拔葜属 (Sinilax，3100m)，前面 3属为 可 

达我国温带地 的泛热带 较大属，后 一个较 偏南．分布 于长江以南；热亚一热美的柃属 (Eurya 3100 

m)，⋯柳属 (Clethra．3200m)和白珠属 (Gauhheria．3200m)，除柃属可选我国陕、豫、鲁外，后两属 

限于长¨流域搜其以南地区；旧热带的楼梯草属 (Elatostema，3100 m)，也是可选温带之类群I热亚一热 

非的常春藤属 (Hedera．3200m)，系分布选陕、甘者；热带亚洲属有树萝 属 (Agapetes．3100m)，寄生 

藤属 (Dendrotrophe．3100m)，由穗草属 (Sarcopvramis，3100m)．木荷属 (Schirna 3100m)，来江藤属 

(Brandisia，31 O0m)及竹根七属 (D~eporopsix，3100m)，这些属从纬度上说，均处于 长江流域以南，没 

有前几种 类型，尤其是泛热带属分布偏北，然 而却在 3000 m 以上的高海拔处有较大的比例 (40％)，说 

明地处亚热带毗邻永南 的无量山具有接纳较大比例热带亚洲属的特点。 

南来植物；：种及抗-J生韫蝽基地选择 的参考指标 如前所述．温度是限制植物分布的主导因素，理所 当 

然乜会影响植物的引种。在引进植物，特别是南部『 域的植物时，必须遵循气候相似性原则，引种地以温 

度为主导的气候条件特点应得到充分的 重视，这样0『种才有成功的可能性。很 多热带成分逾越区系平衡点 

是难以成活的．此点是引进热带成分的一个重要参考值．特别是对 一些狭域临界属的种系。 

同时应看到．温度虽然能限制和影响植物的分布伎引种，但这只是相对的，因为所有生物既有遗传性 

保守的 一面，义有变异性可颦的 一面。 当植物在生志允许范围内被引种到一个新的地区后，外界生态因子 

能逐渐动摇其保守的遗传性．逐步提高其后代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要把这两者很好地协调起来，成功地 

引种植物，选择好适宜植物抗性锻炼的地点是较为重要的一环。区系平衡点附近应得到较多的关洼。选一 

区域表现出对一些具有严格区系地理意义的热带性或温带性属种的兼容。如以热带属为倒，很多植物在无 

量山的区系平衡点上下一定范围里成为该种系在云南分布的水平或垂直极限的例证。如单羽火筒树 eea 

crispa)．以无量 山为云南境内的最北分布点， t要在东坡衷窑 (李鸣 岗 2394，2400 m)、董家坟、县城南 

有记录，以 “云南种子植物名录 中的极端上限 (云南一般分布范围为 480 1 500m)见于此。实果掏瓣 

花(G／yptopetalum sclerocarpum)新记录 于此(彭华 16I 8)． 它分布于云南南部，一般海拔为 900--1200 m， 

在无量山则分布 于临近平衡点的滴水管 2350m 的中I1『湿性常绿阔叶林 中。两者均系所在属 目前在云南的 

最北记录；在平衡点附近也 町找到币少温带 分子以此为分布下限。无疑，无量山地区是南北植物移动的美 

键区域。因此，无量山区系平衡点以下的适宜地段可选择作为对热带成分的一些较偏北分子引种和驯化的 

较理想基地。 

结 论 

无量 山种子植物区系种类丰富，1026属中的区系两 大基本成分——热带成分和温带成分于海拔 2400 

113处达到平衡 (各占 50％)。该海拔点是为区系平衡点。 

这是一个动态平衡点，它可以反映植物厦系成分随 自然历史变迁所发生的相应升降变化。在无量 山尽 

管热带属占据相当的优势，但温带属在平衡点之上相当范围内占有主导地位，因此，医系平衡点从数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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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客观地表明了无量 山种子植物区系一定的过渡性质。 

无量山种子擅物区系平衡点的存在，标志着我国热带属和温带属较为等量齐观的中、南亚热带地区有 

一 条区系平衡线的客观可能性．并为一系列具体区系研究成果所初步证实。 

无量山区系平衡点附近， 带成分疾肄，其 中．平衡点处有最大的下降值。这说明区系平衡点还是热 

带成分的一个较重要的规律性限制点，区系平衡点在植物 f种驯化方面，可作为部分热带成分引种的限制 

性参考点。同时，该点附近具有对热，温带成分较大的兼容性，因此可选作引种抗性锻炼的较理想基地。 

致谢 承蒙恩师吴征镒院士悉心指导，井得到本室多位教授的教诲和孙航，周浙昆，李德铼、雷立公 

诸位博士的帮助，白嫂先生协助第一次上无量 山进行野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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