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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青藏高原植物 区系是第三纪古地 中海退却 ，青藏高原成陆以后开始发展 演变而来的。化 

石资料表明，在早第三纪时青藏高原具有同特提斯早第三纪喜暖的樟叶林一致的植物区系；在第三 

纪中期以后 由于古地 中海气候逐步旱化而逐步消失；在横断山及喜马拉雅和 东亚其 它地 区得以保 

存和发展。新第三纪以后由于古地 中海气候变得干旱 ，原暖湿植物区系逐步被现代旱生的地 中海 

植物区系所取代。一些代表类群 ：黄花木属、沙冬青属、Anagyris、钩毛草属、无心菜属 、铁 筷子属，绿 

绒蒿属 ，芒苞草科 ，马桑属、高山栎组、沙棘属等类群分布 区和地理分布格局的形成，说 明了这些旱 

生的地中海成分随着青藏高原的隆升进一步分化形成了中亚成分、地中海一西亚一 中亚成分、旧世 

界温带成分、北温带成分、中国喜马拉雅成分等，并形成 了一些间断、残遗和特有的分布现 象。因 

此，古地中海植物 区系是现代青藏高原植物区系的一个重要源头。通过分析也进一步论证 了第三 

纪早期沿古地中海东西迁移路线和在此路线分别同热带亚洲、非洲和 南美洲进行的南北迁移可能 

是青藏高原同欧洲、北美、南半球等间断分布格局形成的一条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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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前 言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最大、最高也是最年轻的高 

原。在 60 Ma BP的晚白垩纪 ，其大部分还是在古地 

中海中或是滨海盆地，由于受古特提斯海洋性气候 

的影响，为热带一亚热带气候。随着古地中海 的进 

一 步退却 ，晚白垩纪一早第三纪海水已退至拉萨以 

南 ，并且全部退 出了东部边缘的横断山地区。在早 

第三纪滇西北 ，川西南横断山区的核心地带最初的 

高原已开始形 成⋯ 。从此后这些地 区再 也没受到 

过海侵的影响【2J。此时也应是喜马拉雅及横断山 

区植物区系的真正开始。由于当时正处于古特提斯 

海的东岸，因此当时的区系同古特提斯海植物 区系 

应该是基本一致的。但随着第三纪以来的气候旱化 

和逐步变凉以及喜马拉雅的隆升 ，这些最初的植物区 

系发生了相应的演变，今天青藏高原的植物区系组成 

和概貌仍可反映出古地中海植物区系蜕变的烙印。 

1 青藏高原形成初期的植物 区系特征 

晚白垩纪一始新世时的特提斯区系是一个喜湿 

热的常绿乔灌木为特征 的亚热带类型，即特提斯晚 

白垩植物群 或称为北特提斯植物区系 】，当时特 

征植被是以常绿的樟科和壳斗科为主的照叶林 J。 

此时的区系特征包括 了以樟科 (Cinnamomum， 一 

seG，Neolitsea，Persea，Laurus)，壳斗科(Castanopsis， 

Q rc ，Cyclobalanopsis，Lithocarpus)较为丰富的类 

群 ，另 外棕 榈科 植 物 (如 Trachycarpus，Livistonia， 

Chamaerops，Saba1)也是这一 区系 的特征【3J。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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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许多现在东亚亚热带和热带 山地 的常见类群 ， 

如 花 椒 (Zanthoxylum)、杨 梅 (Myrica)、糙 叶 树 

(Aphananthe)、八 角 枫 (Alangium)、橄 榄 (Canari- 

um)、刺葵 (Phoenix)、飞龙掌血 (Toddalia)、吴茱萸 

(Euodia)、柃木 (Eurya)、木藜芦 (Leucothoe)、鼠刺 

( n)、泡花树(Meliosma)、水东哥 (Saurauia)、灰木 

(Symplocos)、三 棱 栎 (Trigonobalanus)、常 山 (Di- 

chroa)、白颜树(Gironniera)、清香桂 (Sarcococca)、八 

角(1Uicium)、木莲 (Manglietia)、水椰子(Nypa)、荛 

花 (Wiskstroemia)、单 室茱萸 (Mastixia)、五列木 

(Pentaphylax)等 】。当时 的特提斯亚热带植物 区 

系主要生活在特提斯沿岸及其岛屿，并且越过南欧 

进入西南亚 ，进一步向东扩展至中国西南部 J。Ta． 

khtajan 】则认为在古新世时特提斯亚热带区系的北 

界在东部仍可达中国北部及 日本。 

在中国晚白垩纪和早第三纪可划分为两大植物 

区，即北方和南方植物区 引，大致范围也同 Takhta— 

jan[3 所划分的北方第三纪被子植物群 和特提斯第 

三纪植物群的界限相当。北方植物区的主要组成基 

本同亚洲东北部的区系组成一致 ，植被 主要是喜湿 

的，并且是北方温带植被向南方亚热带植被过渡的 

类型 ．1引；主要类型为暖性针叶林、落叶阔叶林和常 

绿阔叶林等共同组成的暖性针阔叶混交林u ；而 

南方植物区则较为复杂，东南至西北表现出干热的 

植物区系特征，主要为干旱的稀疏草原(Savana)植 

被 J，稀疏 草 原植 被 的南 方则 为湿 热 的植 被类 

型 J。青藏高原大部分地 区位于南方 的植物 区湿 

热的范围中，由于处于特提斯海的滨海地带 ，陆地较 

小，水域仍很宽阔。当时特提斯海并未完全关闭，甚 

至欧洲同亚洲还被 Turgai海峡隔开 ，特提斯海还通 

过 Turgai海峡同北冰洋相连 引̈。其气候炎热，植被 

主要是喜热的阔叶林 ，属特提斯第三纪植物群 或 

北热带植物群 引̈。因此 ，青藏高原当时的植物区系 

也是特提斯晚白垩植物 区系的一部分 引̈。这从在 

西藏第三纪早期的一些化石记录可看出。在早第三 

纪时西藏西部的葛尔 门士，秋乌和柳 区和化石记录 

有  ̈引：木兰科 木兰类 (Magnolia)；樟 科类木姜子 

(Litseaphyllum)、拟樟类 (Laruophyllum)；壳斗科石 

栎类 (Lithocarpus)；番荔枝科番荔枝 Annona)；芸香 

科吴茱萸 (Euvodia)；无患子科无 患子 (Sapindus)、 

韶子类(Nephelium)；桑科榕属(Ficus)；清风藤科泡 

花树属 (Meliosma)；杨梅科杨梅 (Myri~a)；忍冬科荚 

蓬类 (Virburnum)；胡桃科胡桃 (Juglans)；豆科鸡血 

藤 (Milletia)、类 云实 (Caesalpinites)；鼠李科 鼠李 

(Rhamnus)；桃 金娘科 类桉 叶植 物 (Eucalyptophyl— 

lure)；棕 榈 科 蒲 葵 (Livistonia)、似 萨 巴 榈 属 

(Sabalites)以及竹芋科格 叶 ( ium)等；这些化 

石记录表明当时的西藏是典型热带或亚热带气候 ； 

区系组成同欧洲特提斯晚白垩植物区系是一致 的。 

并且该植物群中也混生有桉叶类 的硬叶旱生种类 ， 

也同当时欧洲特提斯旱生的硬叶常绿阔叶林形成以 

前始新世中期混生有旱生硬叶树种 的照叶林相似。 

直到晚第三纪上新世后期至第四系初 (更新世 )在 

意大利仍然生长有许多目前仅限于东喜马拉雅和东 

亚其他地区分布 的特征属 ，如滇桐 (Craigia)、折柄 

茶(Hartia)、猕猴桃 (Actinidia)、泡桐 (Paulownia)、 

三尖杉 (Cephalotaxus)、柳杉(Cryptomeria)等  ̈，反 

映出了这些地区植物区系同古特提斯植物区系的整 

体性。老第三纪后期 由于气候的变凉和旱化 ，古特 

提斯湿热的植物区系逐步被旱生的硬叶常绿阔叶林 

取代 ，其 中的大部分成分，如 Castanopsis、Saurauia、 

Syntplocos、Trigonobalanus、Alangium、IUicium、Mangli- 

etia、Pentaphylax、Eurya等 完 全 从今 天 的 欧 洲 消 

失 J。而在喜马拉雅南麓、东亚其它 区域、热带亚 

洲等地区得以保留和发展。因此，现代最有代表性 

的特提斯早第三纪植物 区系是在东南亚，特别是 日 

本以及中国混交的中生森林带并 向南延伸至马来西 

亚热带的常绿森林范围里 J。今天 的青藏高原南 

麓，由于西南季风的影响仍发育热带和亚热带森林 

植被  ̈驯 ；在横断山植物 区系组成上也有 20％左 

右的热带成分 川，主要分布在其南麓及部分河谷 

地区。它们其中许多特征科属(如壳斗科、樟科)．无 

疑是特提斯晚白垩植物群的后裔 ，这 当然同第三纪 

欧洲气候变迁以前同东亚及东南亚植物区系的形成 

的一体性 发展密切相关。这些特提斯 晚白垩植 

物群现已在欧洲地中海地 区完全消失，但却在东亚 

得到了保存和发展。许多类群在东亚和中南半岛形 

成了现代分化中心，如壳斗科、木兰科、山茶科等类 

群。这其中分化较为突出的可以从樟科的木姜子属 

和山胡椒属的演化为例。这两属植物早在第三纪早 

期就在欧洲地中海地区发现，但现在已在欧洲消失， 

却在横断山及其邻近地区获得了进一步的分化和发 

展，并且是山地常绿阔叶林或针阔混交林的常见成 

分之一。在系统演化上它们有许多共同之处 ，横断 

山及邻近地区有着丰富的种类 ，既有原始种类也有 

进化类群，既有常绿也有落叶，两属并且所有的落叶 

类群关 系密切，被认为是姊妹群 】，并在系统上 

平行演化发展 J，形成现代分化 中心。很显然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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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植物起源于古特提斯海周围的热带地区【2引。这 

些热带 、亚热带成分 ，或者在这些河谷及山坡植被中 

自第三纪以来就存在 ，或是近代又沿南北河谷向北 

延伸 的结果。 

2 古地 中海旱生植物区系在青藏高原 

的分化和发展 

渐新世以后特提斯气候逐步变凉和旱化 ，古地 

中海植物区系在后来的演化 中，古代热带成分逐渐 

丧失，代替它们的，一方面有由热带类型产生的、典 

型的地中海种 ；另一方面有扩大了生长地域及增大 

了数量的温带植物 区系成分 。到了第三纪末 ，古地 

中海的植物区系基本上已经有 了它现代的面貌 。 

在西欧地区中新世孢粉分析表明温带的植物成分的 

种类比早第三纪明显增多 ，并且开始出现了具有旱 

生结构现代 的地中海成分，如拟冬青栎等现代硬叶 

栎类以及木樨榄属(Olea)、清香木属(Pistacia)等类 

群[2引。原来 中生的常绿阔叶林及喜湿 的成分逐步 

消失，古特提斯海喜暖湿 的常绿阔叶林逐步被旱生 

的硬叶常绿阔叶林所取代 J。并逐步向旱生的现 

代地中海区系发展。到了晚上新世后，冬湿夏旱的 

地中海式气候特征已完全形成 ，现代旱生的地中海 

区系也随之形成 。‘。相同的变化也发生在青藏高 

原，从第三纪以来横断山区古环境和化石的记录可 

以看出晚渐新世以后横断山腹地丽江和理塘的化石 

区系组成是 以旱 生硬 叶的种 类为代表 ，如旱梅属 

(Palibinia)、类桉叶类植物(EucalyptophyUum)、榉木 

属 (Zelkora)等 ̈ ，表现为硬叶和具有旱生结构的类 

群逐步占优势，也反应了当时横断 山地 区的气候环 

境的旱化 ，并 向现代地中海旱生植物区系演变 引̈。 

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青藏高原植物区系同古地中海 

区系演变发展的一致性。 

新第三纪 以来 ，随着气候 的进一步旱化以及青 

藏高原的剧烈隆升 ，原来 的古地中海成分发生了分 

化 ，一部分形成了中亚植物区系 ；一部分则 占据着地 

中海、西亚至中亚广大地域形成了现代地 中海植物 

区系成分；也有一部分则演变成 旧世界温带 的主体 

成分和北温带成分；也有部分适应在高 山形成了中 

国一喜马拉雅成分等。正如吴征镒等 分析指 出 

中国种子植物分布类型中，旧世界温带分布 ，地 中 

海、西亚至中亚以及中亚分布等主要起源于古地中 

海沿岸。这些成分在青藏高原腹地还广为分布，明 

显是古地中海沿岸保留下来 的遗迹。如中亚至喜马 

拉雅分布 的藏荠 (Hedinia)、藏芥 (Phaeonychium)、 

固沙草(Orinus)；青藏高原 至地中海分布 的膀胱豆 

(Colutea)、鹰嘴豆(Cicer)、熏倒牛(Biebersteinia)、独 

尾草(Eremurus)、刺头菊(Cousinia)等。在南部至东 

南部不少的古地中海成分分化出了特有的高山类群 

和中国一喜马拉雅成分。汤彦承等 指 出特提斯 

第三纪植物群是东亚被子植物区系的一重要源头 ， 
一 些中国一喜马拉雅成分的特征属，如刺参属(Ac— 

anthocalyx)、双盾木属 (Dipeha)、蓟叶参属(Cryptoth— 

ladia)等都是古地中海退却和喜马拉雅隆升后在横 

断山及青藏高原保存并分化发展起来 的后裔 。此 

外 ，也有一些年轻 的成分是源于古地 中海成分 的祖 

先 ，如独一味属 (Lamiophlomis)是随着喜马拉雅 山 

脉隆升为陆地 ，适应高山荒漠从以地中海近东为分 

布中心 的糙苏 属 (Phlomis)中衍 生 出来 的年轻类 

群 ．3 ；事实上许多唇形科的中国一喜马拉雅特征 

属 ，如钩萼草属 (Notochaete)、绵参属 (Eriophyton)、 

扭连钱属(Phyllophyton)等归根结底都是在青藏高 

原隆升过程中分化形成的。下面从一些青藏高原特 

征类群的演变和间断分布格局的形成可进一步论证 

和说明。 

2．1 古地中海区系的特征类群在青藏高原的分化 

2．1．1 黄华族黄花木属、沙冬青属、Anagyris现代 

分布格局的形成 

黄华族植物共 6属 ，分布于北温带 ，是一个古地 

中海起源 的小族 J。其 中黄花木属 (Piptanthus)、 

沙冬青属(Ammopiptanthus)、Anagyris是反映古地 中 

海成分在青藏高原隆升后分化发展的典型代表。黄 

花木属 ，2～3种【3̈ ，分布于喜马拉雅至横断山和秦 

岭一带 引，是典型的中国—喜马拉雅成分；沙冬青 

属 ，2种 ，分布于新疆 、甘肃、宁夏、内蒙以及相邻 的 

中亚地区，是中亚荒漠唯一的常绿成分，是典型的中 

亚成分；Anagyris主要分布于非洲北部、西亚西部和 

欧洲南部 ，是地中海马基群落的特征成分 】。形态 

学和分子系统学 (论文在写作 中)的研究均表 明沙 

冬青属是该族原始 的类群 ，也是古地中海植物区系 

适应于中亚干旱环境 的古老 的残遗。黄花木属和 

Anngy 关系较为密切 J，它显然是其祖先在青藏 

高原隆升以后 ，适应于季风气候所分化出的年青 的 

后裔。而 Anagyris则是在干旱 的地 中海气候下 ，其 

祖先在现代地中海地区适应 的产物。这 3个属的现 

代地理分布格局 ，清晰地表 明了古地中海成分的在 

高原隆起后的分化过程(图 1)。 

2．1．2 沙棘属的分化 

沙棘属是一个旧世界温带分布的小属，约 7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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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亚种。全部的种类均分布在青藏高原；仅沙棘 

(Hippophae rhamnoides)的一些亚种一直分布到欧 

图 1 黄花木属 (1)。沙冬青属 (2)和 AnaKyris 

(3)的地理分布 柚] 

Fig．1 The distribution of脚  (1)，Ammopiptanthus 

【2)and AnaKyris(3) 圳 

洲和我国西北和华北地区，几乎涵盖了本属 的全部 

分布区 J。不难看出该属 同许 多旧世界温带属一 

样有着古地中海起源的背景 引。最近 Sun等 的 

分子系统学研究表明分布于青藏高原腹地的西藏沙 

棘(且 tibetana)是该属的基部类群；其余的种类如 

皿 聊啪 c口 口，H salicifolia等则同沙棘(皿 rham． 

肿 )复合群 (各 亚种)形成姊妹群 。在地理分布 

上最广的是沙棘复合群 ，其扩展至了旧世界温带地 

区，并在欧洲和西亚分化出了 3个地理亚种 ：且 ． 

amnoides ssp．fluviatilis．且 rhamnoides ssp．carpatica 

和 且 rhamnoides ssp．∞ 口；在中亚分化出了 皿 

rhamnoides ssp．turkestanica；在蒙古分化出了 且 ． 

amnoides ssp．mongolica；在青藏高 原分化 出了 皿 

rhamnoides ssp．yunnanensis等地理亚种。看得 出沙 

棘属植物是在青藏高原隆起以后，在寒化和旱化的 

环境中获得了新的发展 ，在青藏高原形成了现代分 

布中心。 

2．1．3 硬 叶栎类 的起 源和演化 

硬叶常绿阔叶林是青藏高原最有代表性的森林 

植被 ，由栎类属硬叶的高 山栎类植物组成。它可能 

是古地中海植被 的直接衍生物 】。在青藏高原南 

麓至东南缘广泛的分布 ，是其森林生态系统主要组 

成成分之一。青藏高原东南缘的横断山区是高山栎 

类的分布中心，共有 1 1种之多。该地区几乎集中分 

布了全部的高山栎的种类 】，除少数种分布区可抵 

西喜马拉雅和日本外，其他大部分种类仅 占据着非 

常狭小的分布范围。硬叶栎类在渐新世时在地中海 

地区广泛出现 ，这也表明了硬叶栎类起源地是古特 

提斯海地区或马得雷一特提斯区 J。如许多地中 

海地 区 硬 叶 栎 类 的早 期 类 型 如 古 冬 青 栎 (Q． 

praeilex)，Q．mediterranea(现代种 ：Q．coccifer~)，Q． 

palaeocerris(现代种：Q．cerris)等 o Axelrod 和 

Takhtajan 指出硬叶的乔灌木在古新世早期就 已形 

成 ，到了近渐新世时很多种已同现代类群相似，在中 

新世中期时大部分种类已难 以同现存类群 区别 了。 

从硬叶栎类出现的化石时间上看硬叶栎类是从栎属 

植物 中较 早分化 出来 的类群 ，这也得 到 了 Manos 

等 分子系统学的支持。 

Mai-5】指出，冬青栎 等现代地 中海成分属于渐 

新世混生的中生植被 区系，地中海现代的旱生植被 

源于第三纪时的樟叶林 (Laurelophyl1)，其进化 和发 

展明显受气候和环境的控制。旱生结构无疑成了这 

类植物在新生代 以后适应气候旱化 ，得 以充分发展 

的重要因素 J，并在新生代干旱气候 的影响下得到 

了充分的发展。化石资料表 明[471高山栎在中新世 

以前混生于常绿阔叶林中，在群落中不占优势，中新 

世以后才逐步繁荣起来。古孢粉研究也表明在晚中 

新世以前 ，青藏高原和横断山区已是以栎类孢粉为 

特征的组合。柏J。至今在云南中部及南部(以及泰国 

北部 )的常绿阔叶林 中还混生有高 山栎 ，这也是其 

起源背景的佐证。同上述两地区相 比，横断 山区的 

高山栎化石出现最晚。其最早的记录是中新世在西 

藏的南木林及云南开远 的小龙潭，高山栎真正的繁 

荣则是在上新世晚期 】。有趣的是中北美及现代 

地中海地区的硬叶常绿阔叶林均主要分布冬湿夏干 

的地 中海气候区，而只有高 山栎类分布于季风气候 

区。并且形成的复表皮可能更能适应由于海拔升高 

所随之改变的生态环境 ，如寒化、强紫外线、生理干 

旱的环境等 ，在东喜马拉雅和横断山区西南季风影 

响下的陡峻山地和河谷形成新的适应并迅速分化发 

展 。现生的高山栎以 2 400～3 60O m最为丰 

富 ，这可能是由于海拔过低不利与其它喜湿热的 

阔叶树种的竞争 ，太高或较低的温度和生理干旱也 

不利于其种系的分化。李进等 对川滇高山栎 (Q． 

~quifolioides)遗传多样性的研究表 明在水湿条件最为 

丰富的24OO一3 300 m地段上其遗传多样性最高，过 

低或过高其遗传多样性则降低印证了这一点。 

青藏高原硬叶常绿阔叶林 的形成 ，同地中海地 

区硬叶常绿阔叶林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共同的背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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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条件 ，它们都是在特提斯早第三纪常绿阔叶林 

或樟叶林 的退却和环境变迁后脱颖而出发展起来 

的。但硬叶栎类的发展时也正是 印度板块同欧亚板 

块相撞 ，特提斯海 的退却，喜 马拉雅剧烈 隆升 的时 

代。因此 ，它在青藏高原的发展分化可能不是对在 

夏干冬湿的现代地中海气候的产物；而是对喜马拉 

雅及横断山的隆升后形成的高山环境的适应。高山 

栎类硬叶常绿阔叶林 的发展暗示，现代地 中海旱生 

区系形成后，随着喜马拉雅和横断山的进一步隆升， 

原旱生的植物区系一部分转向适应高山寒化及生理 

旱化的环境，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分化 ，而成为高 

山植物区系或中国喜马拉雅成分的一个重要来源。 

2．2 青藏高原一些 间断分布格局 (古地中海第三 

纪间断)的形成 

青藏高原隆升和中亚地区的进一步干旱以及全 

球气候的变化，使得古地中海广 阔的植物区系变得 

支离破碎。这些破碎的区系在各 自的地域中或者灭 

绝或者是获得新的发展或者是残遗至今 ，形成 了青 

藏高原第三纪古地中海间断。下面的一些类群便是 

对此间断分布的进一步说明。 

2．2．1 地 中海一青藏高原间断的形成 

铁筷子属 (HeUeborus)是一个 旧世界温带间断 

的类群(图 2)，共有 l5～l7种，除 1种分布在青藏 

高原东缘至山西一带外，其余全分布在欧洲和地中 

海 地 区。该 属 现 有 6个 组 即 Sect． Syncarpus， 

Griphopus，Helleborus，Chenopus，Dicarpon and Helle- 

borastrum “o其中 Sect．Syncarpus，Griphopus，Hef— 

leborus，Chenopus在系统上较孤立 ，是较为古老的类 

群 ，全部分布在地 中海地 区。而 Sect．Dicarpon和 

Helleborastrum则是关 系较密切也是 较为进化 的类 

群，Sect．Helleborastrum种类最多，约 11～12种 ，且 

种间变异较大，看得出是正处于分化中的年轻类群 ， 

也全部分布在地 中海地 区。Sect．Dicarpon仅一种 

即 日．thibetanus分布于横断山至秦岭和 山西一带， 

这显然是一个地中海起源的类群。从系统上看我国 

分布的铁筷子(H thibetanus)是现存所有 Sect．Hel- 

leborastrum的基部类群 ，并得到了分子系统学 的 

支持 (图2)。H．thibetanus显然是特提斯第三纪 

的孑遗成员 ，说 明在早第三 纪时铁筷子 属 (Helle— 

borus)在古地 中海有着连续的分布，其间断的形成 

是 中新世喜马拉雅的隆升古地 中海退却的缘故，这 

也为分子生物学的证据所印证 引。 

绿绒蒿属(Meconopsis)植物也是横断 山和喜马 

拉雅同地中海间断的另一类群 ，但恰好同 Helleborus 

的分布格局相反(图 2)。全属共 49种 ，1种产于西 

欧，生活在潮湿的阴蔽的落叶林下或溪边 ，显然也是 

图 2 铁筷子属的间断分布和绿绒蒿属 的间断分布 

Fig．2 The disjunction ofHellebours and Meconopsis in Euroasia 

1。铁筷子属【 】；2．绿绒蒿属【 】 

1。／／e／／．eborus f 】：2
．

Mecono／~／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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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纪的孑遗成员；其余的48种则全分布在青藏高 

原和喜马拉雅地区及邻近地区。该属较为原始的锥 

花绿绒蒿系 Ser．Cambricae，除 Meconopsis cambricae 
一 种孤立地分布在爱尔兰、西南英格兰和法国西部 

及西班牙北部外 ，其余各种主要分布在喜马拉雅，尤 

以尼泊尔为多。除此之外的各系均分布在 中国西南 

部至喜马拉雅地区。该属较为原始的椭果绿绒蒿系 

Ser．Chelidonifoliae分布于横断山区东部的四川中部 

至陕西南部及湖北西部。其余各类群均分布在横断 

山区及 青 藏 高 原，形 成 了本 属 的一 次 生 发 生 中 

心 。虽然一些分子生物学的证据表 明绿绒蒿属 

可能不是一个单系的类群 ，原始的椭果绿绒蒿系 

Ser． C~lidon@liae被 认 为 是 罂 粟 亚 科 (Papve— 

roideae)的基部类群 ，其余 的绿绒蒿成员同欧亚大陆 

分布的 Roemeria和 Papaver同在一分支巢 中。但西 

欧分布的 cambrica仍然是 同亚洲 的其他 Meco— 

nopsis的关系最近 ，并且其生境同椭果绿绒蒿系 Set． 

Chelidonifoliae十分相似。在地史上曾经是广布劳亚 

古陆湿润区域 ，同样是古地中海 的起源。间断分布 

格局则明显是晚第三纪地中海气候变干以及第 四纪 

喜马拉雅剧烈隆升后形成的 。 

另一个喜马拉雅剧烈隆升隔离分化的例子则是 

限于西藏中部分布的翅果蓼属(Parapteropyrum)，其 

近缘属(Pteropyrum)间断的分布于伊拉克至巴基斯 

坦 _1引，这 2个古地中海残遗的成分 ，显然是在古地 

中海退却，尤其是喜马拉雅隆升以后隔离分化的结 

果。 

2．2．2 青藏高原的洲际间断的形成 

无心菜属 (Arenar／a)分布于北温带，地 中海是 

其现代分布中心和多样化 中心 ，分布有欧亚大陆所 

有的亚属约 117种 ，并且拥有该属在系统演化 的各 

个阶段 ，因此该 属被认 为是地 中海起 源 的属 ]。 

Arenaria在青藏高原尤其是横断山区有着十分丰富 

的种类 ，拥有除地中海地区和南美 4个狭域分布的 

亚属外的所有 6个亚属和 31％ 的种，是该属的次生 

发展中心 。青藏高原的隆升，古地中海退却，气 

候的干旱 ，Arenaria在地中海地区得以充分发展。形 

成了现代的分布中心，其 区系具有古老性质。本属 

在其早期 的演化扩散中，一些原始 的类群也沿古地 

中海进入非洲和美洲。在青藏高原尤其是东缘的横 

断山区，原古地 中海沿岸 的无心菜在水湿条件优越 

的西南季风气候条件下得到的充分的演化发展 ，形 

成 了次生的分布 中心，因此其 区系组成是年轻 的。 

在本属中雪灵芝亚属 (Subgen．Eremogoneastrum)间 

断分布于青藏高原和北美落基 山，是典型的古地 中 

海第三纪残遗间断的代表 ；该亚属约 22种 ，其 中 l8 

种集中分布于青藏高原和中亚，而另有 4个种则分 

布于北美西部 的内华达 山和落基山地区；可 以推想 

它们在第三纪或更早的时间是沿古地中海分布，占 

有着广大 的分布区。第三纪 以后由于气候 的变迁 ， 

北大西洋进一步扩张特别是古地中海退却 ，尤其是 

中亚地区的干旱，青藏高原隆起使得雪灵芝亚属种 

类从广大 的分布区中消亡 ，而分别残留在古地中海 

的东西两头，进而形成今天这样 的分布格局。相似 

的分布还见于茜草科植物钩毛草属 (Kelloggia)(图 

3)。本属共 2种 ，一种 chinensis限于喜马拉雅及 

横断山。另一种 K galeoides则分布在美国西部 。 

马桑属 (Coriaria)是一个典型的星散 间断分布 

的类群。但在北半球的间断分布却反映 了地 中海同 

青藏高原地区有着密切的关系。马桑属在北半球间 

断分布在地中海 、喜马拉雅及横断山和 日本、台湾地 

区及菲律宾。Yokoyama等 副利用叶绿体 DNA rbcL 

和 matK基因对马桑属(Cor／ar／a)进行 了分子地理学 

的研究 ，发现地 中海分布的 C myrtifolia，同喜马拉 

雅及横断山分布 的 c．terminalis及 C．nepalensis关 

系最为密切 ，分支图上聚在一个分支巢中，而东亚的 

间断(喜马拉雅一 日本及 台湾地区、菲律宾 )C．ter- 

minalis及 C nepalensis同 C japonica和 C interme- 

dia之间的关系反而相对较远 ，二者不在一个分支巢 

中，而是姊妹群的关系。由此也看出了喜马拉雅和 

横断山在植物区系上同古地中海的渊源 ，其间断分 

布无疑 应归 结为 新 生代气 候 的干 旱 和冰 期 的影 

响 。马桑属曾被认为是冈瓦纳起源的 ¨，最近 

Yokoyama等 的分子 系统学研究表 明马桑属基部 

的类群 皆分布于北半球 ，可能是在北半球起源 的。 

现代分布格局可能是特提斯第三纪或更早时期隔离 

分化或迁移 的结果 ；最近 Davis等 在分析金虎尾 

科的生物地理时，结合古植物资料和系统学及分子 

系统学提出了早第三纪时，沿劳亚古陆热带森林带 

(实际是晚白垩—早第三纪古特提斯暖湿植物森林 

带)东西相互存在有一条迁移路线。在北美和欧亚 

大陆间新旧大陆通过格陵兰进行交流 ，沿此路线 

植物类群可分别在非洲、印度一马来 和南美洲相互 

迁移(图 4) ；现代许 多洲际间断则可能是早期沿 

此路线迁移形成的。马桑属植物的洲际间断分布可 

能就是这样形成的。 

相似地青藏高原同南美和南非 的间断分布 Vel一 

／oz／aceae现代地理分布格局的形成也可能是这样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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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雪灵芝亚属 (无心菜属 ；竖线条 )和钩毛草属 (黑色部分 )的间断分布 川 

Fig．3 Disjunction of Subgen．Eremogoneastrum (Arenaria；Vertical lines)and Kelloggia(back spot) -” 

图 4 早第三纪劳亚古陆沿特提斯暖湿森林带迁移 

路线以及同冈瓦纳的迁移途径(自 Davis等修改 ) n 

Fig．4 M igration pathway along Tethys in Laurasia 

and between Laurasia and Gondwana in early 

Tertiary(based onDavis，et a1)[621 

移的结果。该科主要集中分布于南美和非洲 ，仅芒 

苞草属 (Acanthochlamys)一残遗单种属分布于四JII 

西部及西南部和西藏东南部的横断山区腹地 ，形成 

了独特的南北半球间断。是中国植物区系同非洲相 

联系的代表类群 J。芒苞草属主要生长在干暖河 

谷的向阳坡面上，在早春开花 ，夏季来临时即开始枯 

黄，保留着适应地 中海气候的生活习性。虽然在分 

类学的处理上也被处理为科 的等级 J，但 吴征 

镒 认为芒苞草属属 Velloziaceae科 ，得到了大多 

数学者的赞同 棚J。最近的分子系统学研究支持 

芒苞草属 (Acanthochlamys)是现存 Velloziaceae的基 

部类群 或是姐妹群 ’阳J。这无疑表明 Vello~iaceae 

是古地中海起源的；起源后沿劳亚东西和冈瓦纳南北 

相互迁移路线(图 5)；进入非洲和南美洲 ；其祖先类 

群由于古地中海地区气候变干大部分消失 ，仅芒苞草 
一 种残遗在青藏高原东缘横断山区的干暖河谷中。 

3 结 论 

第三纪以来古地中海的气候变迁，青藏高原的 

隆起引起了古地中海植物区系乃至全球植物分布格 

局的变化。晚白垩纪和早第三纪时，广阔的古地 中 

海沿岸发育着喜暖的北特提斯植物区系(湿热的常 

绿阔叶林 )。在始新世时 ，随着古地中海的逐步退 

却 ，非洲一阿拉伯一欧亚大陆的融合 ，气候进一步干 

旱，北特提斯植物区系逐步消失 ，而为适应旱生的植 

物区系所取代 ，进而演变成了现代地中海植物区系。 

随着中亚的进一步干旱 ，青藏高原的剧烈隆升，古地 

中海的环境发生了分异 ，相应地使旱生的古地中海 

— — — — — — — — — — — — — — — — 1 — — J — — —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第 6期 孙 航等 ：古地中海植物区系在青藏高原隆起后的演变和发展 859 

图 5 芒苞草科属 同 Velloziaceae的地理分布 

Fig．5 The distribution ofAcanthochlamys and Velloziaceae【n】 

植区系发生了分化 。青藏高原隆升也导致了季风环 

流体系逐步形成 1． 。季风 的形成带来充足 的水 

分条件进而使得始新世古地中海沿岸的北特提斯植 

物区系在东亚得以保存并进一步发展。许多类群在 

横断山区和东喜马拉雅复杂而优越的环境条件中得 

到了进一步发展甚至形成分化中心而成为了横断山 

区亚热带森林区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另一方 

面随着青藏高原环境和气候的分异 ，旱生的古地中 

海成分分别演化形成 了现代分布的中亚成分 ，地 中 

海一西亚一 中亚成分，旧世界温带成分 ，北温带成 

分，中国一喜马拉雅成分以及新衍生的和残遗的特有 

成分，也形成了现代一些类群的间断分布格局。因此 

特提斯第三纪暖湿森林植物区系，尤其是第三纪中晚 

期形成的现代旱生的古地中海植物区系是现今青藏 

高原的植物区系的一个重要源头。 

致谢：感谢吴征镒 院士长期以来对作者的指导 

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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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GHA1-TIBET PLATEAU UPLIFT AND ITS 

D ACT oN TETHYS FLoRA 

SUN Hang ，LI Zhi．min2 

(1．Kunming Institute ofBotany，the Chinese Academy ofSciences，Kunming 650204，China； 

2．Life Science School of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Kunming 650092，China) 

Abstract：The flora of Qinghai-Tibet Plateau started in late Cretaceous or early Tertiary．Paleobotanical data 

had showed that there were~l／ne or similar flora in Qinghai—Tibet Plateau to Tethyan Tertiary evergreen flora in that 

time．Along with the gradual climate change of the Tethys，which had become aridity since Neogene，the evergreen 

flora was gradually replaced by semiarid or arid flora ofthe Tethys an d only preserved an d developed in E Asian  and 

Indo—Malaya． Analysis of some representative groups：Piptanthus，Ammopiptanthus，An~gyris，Arenaria
，
Kellog— 

gia，Coriaria，Hippophae，Velloziaceae，Meconopsis，Helleborus and sclerophyllus oaks in Qinghai—Tibet Plateau。 

showed that the uplift of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caused the semiarid or arid flora of Tethys evolved to adapt to 

different environment an d differentiated into different elements。i．e． C Asian，Mediterranean —W  Asian  an d C Asi— 

an，the temperate ofOld World，North Temperate and Sino—Himalayas and others，as well as some disjunction。en． 

demic an d relic distribution．Furthermore，the an alysis also demonstrated the dispe rsal pathway of Tethys flora a- 

long Tethys to an d from east an d west，an d to from north an d south ，to Tropical Asia，Africa and South America in 

early tertiary，which was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causing modem disjunction between Qinghai—Tibet Plateau and 

Old W orld Temperate，as well as W  America，Africa，S America an d tropical Asia． 

Kew words：Tethys；Qinghai-Tibet plateau；Flora；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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