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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植物区系中的特有性及其起源和分化 

吴征镒，孙 航 ，周浙昆，彭 华，李德铢 
(巾闻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云南 昆明 650204) 

摘要：对中国植物区系巾的 239个特有属，分属 67个科，进行了分析研究，列出了这些特 

有属在种子植物各个科的分布，现代地理分布范围。结果表明含特有属在 l0个以上的有 5 

个科即：Gesneriaceae，Composiiae，Labiau~e，Cruiciferae，Umbelliferae；其中以Gc~neriaceae居榜 

首 (27属)，Compositae位居第二 (20属)，Labiatae有 l2属，居第三。含 2属的科有 l5个， 

含 1属的科有 30个；其中 Ginkgaceae，Davidiaceae，Eucommiaceae，Acanthochlamydaceae组成了 

中国植物区系最具古老性、特有性和代表性的 4个单型科。在此基础上，从特有属在被子植 

物八纲系统各个纲的分布特点，以及在各个科组成和系统关系及已有地质、化石历史和系统 

学，形态，分子证据论述了这些特有属的起源、系统关系及在植物地理上的关系。在裸子植 

物中，特有属最为丰富，几乎皆是地质历史上北极 一第三纪成分的残遗，起源时间较早，可 

追溯到白垩纪或更早。被子植物中，中国特有属存在于八纲被子植物的所有纲中，几乎在现 

代被子植物各个演化阶段均有古老残遗的特有类群存在，同时也不乏新特有类群尤其是在演 

化的高级阶段的类群。从起源上看，被子植物的古特有属主要发生于晚白垩纪和早第三纪， 

地质历史上大都占有广阔的分布区；新特有属多发生在新第三纪以后。其源头主要是北极第 

三纪、古热带第三纪 (冈瓦纳第三纪)和古地中海第三纪的奇妙结合，不少类群是就地起源 

的；特有性是在第三纪中晚期以后北半球气候变迁 ，迁移途径 (如北大西洋陆桥和白令陆 

桥)中断后形成的，这一时期是我国特有属形成发展的起始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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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3he pal~l"analyzd  239 endemic genera in 67 families in the flora of seed plants in China
．
31a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are five families containing iEg)m than ten endemic genera， i
．e．， Gesneri~  

(27，number of endemic genera in China，saHle thereafter)，Composite(加)，Labiatae(12)，Cruciferae 

t 基金项}{：吴征镒允生2001彳{ l厶南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资 (KIB-WU．2001-0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40330201)，中国科学院创新方向项目 (KSCX2．1-09)，国家973项目 (2003CB415103) 

通讯作者：Author for correspondence．E—mail：hsun@mail．kib．ac．cn 

收稿 日期：2005—07—20 

作者简介：吴征镒 (19l6-)男，中国科学院院士，主要从事植物分类学和植物区系地理学研究。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578 云 南 植 物 研 究 27卷 

(11)，and Umbelliferac (10)，15 families with two endemic genera，and other 30 families with only ore 

endemic genus． Four monotypic families， i．e．， Gi,~％,oaeeae，Davidiaceae， Eueommiaceae and Acan— 

thc~hlamydaccae．are the most ancient，relic and characteristic in the flora of seed plants in China．Based 

on integrative data 0f systematics，fossils histories，morphological and mo lecular evidence of these genera， 

their origination，evolution and relationships were discussed．In gynmosperms，all endemic genera ale rel— 

ics 0f tI1e Arctic—Tertiary flora，having earlier evolutionary history，and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Cretaceous 

or to the Jurassic and eveD earlier． In angiosperms．the endemic genera are mostly relic， and are repre— 

sented in aU lineages in our Eight-Class System of classification of angiosperms，and ende n can be found 

in almost every evolutionary stage ofextant angiospernts．The relic genera onee occupied huge areas in North 

Hemisphere in theTertiary orthelateCretaceo~．while neo-endemismwasmostly originatedinthe lateTer— 

tiary．They eanle from Arctic—Tertiary．Paleo-tropical—Tertiary and Tethys—Tertiary florisitic elements and the 

blend of the three elements，with many genera of autochthonous origination．The endemi sm was formed 

when sortie dispersal route such as the North Atlantic Land Sriage ．and the Bering Briage became discontin— 

UOUS during the Tertiary，as well as the climate change and glaciation in the late Tertiary and the Qnate~ 一 

ry．Themfore，the late Tertiary is the starting point of extant endemism of the flora of China ． 

Key words：Chinese flora；Endemism；Origin；Evolution 

在我们建立的植物科属分布区类型的系统中 (吴征镒，1991，吴征镒等，20O3)，中国特 

有分布型即 15型 (表 1)，共有 239属，它们分隶于 67科中。其分布范围一般在国界以内， 

但有少数属越出国界，达到邻国边界，这是在 自然植物区与不同国家内行政区不相吻合的结 

果，是不可避免的。大多数跨界的，已在 13—1，13—2，14SJ，14SH和7—1，7—2，7—3， 

7 4各型中见到。有些学者或把它们归为半特有属，那么中国特有、半特有将超过 400属。 

此处未采用这一处理方法，只是采用比较严格的一种。但在讨论中有时涉及到某些半特有科 

属 (包括准特有)。 

表 1 中国种子植物特有属分布区类型 

Table I The areal—types of endemic genera ofthe Chinese．seed pl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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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裸子植物的特有属的特征及其进化 

在中国种子植物区系巾，首先应该加以分析的是裸子植物，我们认为现代裸子植物是 

被子植物的姊妹群，而不是后者起源于前者。尽管被子植物起源稍晚，目前最早的化石发 

现于晚侏罗纪 (Sun等，l998，2002)，但从被子植物演化发展的规模上看，不应晚于三叠 

纪，并且在现代转占植物界，以及以它为主导的现代陆地生态系统。除去不少已经灭绝的 

化石类型以外，我们将现代裸子植物分为4亚门5纲9目 l7科。其中银杏亚门银杏纲仅 

见于中国，而很可能是种子蕨的现存代表。 

银杏纲 Ginkgoopsida虽然经历了从二叠纪到现在的漫长岁月，但没有分化出其他 目， 

科级也只有两科，即已绝灭的更古老一些的 Trichopityaceae(可追溯到早二叠纪)和现存 1 

种的银杏科 Ginkgoaceae，该科最早化石是在一亿八千万年前的早侏罗世 (Zhou，2003； 

Zhou and Sheng，2003)。所以它是一个二型纲 (bitypic class)。 

同苏铁纲比，虽二者大致同龄，同具蕨类型的游动精子，但银杏比苏铁在外型和一般 

解剖特征上更近于其他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所以我们认为它是种子植物演化主干上的盲 

枝。而苏铁则虽也是从主 F分化，但显然是旁出的一个盲枝，因而将它放在苏铁纲的前 

而。银杏 Ginkgo biloba这一树种尽管是一个林奈属林奈种，但在讨论到中国种子植物区系 

的起源和分化时还不得不大_f5特书。这是因为近期在中国发现它的最老个体植株，在山东莒 

县浮来山，历代相传，两T多年前春秋时代齐、鲁会盟曾在该树下举行，想见当时已被认为 

足 “神木”。该株胸径达 4 m，估计树龄在 3 000年以上。它也是周志炎 (2003)从中国和 

世界的古植物学研究中，推导银杏和其他 (约6种)的系统发育树，并指出银杏这一种有 

可能是原产于中国的。因此，莒县现存植株和居群，似可作为旁证和活证。银杏在华东浙 

江天日山保护区300～l 100 m的沟谷中，现尚见野生居群至少是回归到大自然的半野生植 

株 ，是和柳杉属 Cryptomer／a(14S,I型)，杉属 Cunninghamia (7—4型)，金钱松属 Pseudola— 

fix(华东、华中单型特有)，榧属 Torreya (9型间断)，蓝果树属 Nyssa(9型间断)，枫香 

属 Liquidambar(8(9)型，4种，中国2种，近东至欧洲 1种，北美 1种)，木姜子属 一 

sea(3(5)型间断)等白垩 一老第三纪延续下来的古老成分为伍，与山东山旺区系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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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中生混交林的。 

银杏在中国的文献记载虽然只从唐代开始，在段成式的 《酉阳杂俎》中，对这一树种 

的丛生而怀中孢子的现象有所描述，想来他是从四川酉、秀、黔、彭这一带的 “水杉区 

系”(Hu，1980)中，见到过野生植株。它当时广泛出现在华中类型的森林中，往后向应 

海也在黔东北见到此种现象，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银杏专家 Peter Tredici博士实地对黔 

东北野生银杏进行了考察，确信为野生的银杏群落 (孙航同Peter Tredici私人通信)。我国 

自古以来银杏便广为栽培和利用，在道教和佛教寺观和孔夫子文庙中常多古代栽培或开山 

时保留下来的古树，迄今在滇东北的保护林中也往往见到古老的大根盘 (孙必兴告知)， 

似乎应该是滇东北经黔东北至华北 (东北)至华中，华东是它的原产地。它在现代中国植 

物区系中4个特有单型科的首位，而莒县的植株无疑是中国原产的 “世界爷”，是比北美 

加州所产 Sequciodendron giganteum年龄可能还要古老的物种的个体。 

苏铁门亦仅存苏铁纲 Cyeadopsida，但 Boweniaceae，Stangeriaceae和 Zamiaceae 3个稍大 

科不见于中国，中国也没有特有属。狭义的苏铁科仅苏铁 (Cycas)1属，主要分布于旧世 

界热带和亚热带地区。该属 目前分为三亚属即：苏铁亚属 (主要分布于中国和中南半岛)， 

拳叶苏铁亚属 (主要分布于中南半岛至印度)，刺叶苏铁亚属 (主要分布于澳大利亚及其 

附近岛屿)，世界有 86种，中国有 22～25种 (或至少 l6种)，且有较原始的林下种类 

“ 咖  ”。 (Wang，1996，2001；Delaubenfels and Adema，1998)，关于苏铁的起源时间， 

我国学者朱家槽等有较深入的研究，朱家槽、杜贤铭 (1981)在山西太原二叠世地层发现 

了中国始苏铁 (Prirm~cas chinensis)，其掌状深裂的大孢子叶与现代苏铁属十分相似，从 

而将苏铁起源的时间推到了二叠纪。朱家槽等 (1994)又进一步发现了苏铁小孢子叶球古 

生铁花 (Cycadostrobilus paleozoicus)，证明了我国华北地区早在古生代二叠纪就有苏铁的生 

长。最近，胡雨帆等 (Hu等，1999)根据采 自甘肃石炭世苏铁类大孢子叶化石，推论苏 

铁类植物很可能起源于我国西北地区。管中天 (1996)并认为在古生代华北地区是苏铁类 

植物的分布中心，但在中生代则移向西南地区。由于西南地区自古生代以来地质环境和气 

候条件一直相对较稳定，可为苏铁植物的进一步发生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此外，较为丰 

富的苏铁和种子蕨化石的记录 (徐仁等，1979)为此提供了古植物学的证据。从苏铁属的 

现代地理分布 卜分析，根据王定跃 (Wang，2001)的研究，虽然现代苏铁属的二大分布中 

心在中国西南和澳大利亚及其邻近岛屿，但我国西南地区至中南半岛地区是该属原始类群 

苏铁亚属的集中分布区域，同时也包含了不同进化水平的3个亚属的类群，因此，我国的 

西南地区很可能是现代苏铁的发源地。 

松柏哑门有二纲，松柏纲含 6科，我国缺南洋杉科 (Araueariaeeae)，贝壳杉科 (Ag— 

athidaceae)，金松科 (Sciadopityaceae)3科。尽管金松科见于日本中部至南部，不达我国。 

但它比中国出现的柏、杉、松 3科为古老。 

柏科 (Cupressaceae)是从三叠纪到早侏罗纪起源和分化的两温带分布大科。在 l8～ 

20属中，北温带分布即有 l3属，而我国有其 11，东亚 一北美分布型 2个，北温带分布型 

3个，东亚分布型 4个。故而科的分布型用复合表示，应为南北温带广布，即8—4(9， 

14)型。其起源应该认为是在泛古大陆时，古北大陆东部 (E．Laurasia)，是逐渐向古南 

大陆西部扩散的。我国该科虽然没有一个特有属，却有 2个准特有属，1是翠柏属 (Ca／o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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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drus)，从缅、越分布到滇黔桂和云南高原、海南、台湾，台湾或为 1变种，因形态和分 

布星散而显然古老，属 7—3型。近来分子系统学证据表明该属同北美西部特有的 Heyderia 

decurrens(Li，1953)聚在一起 (Gadk等，2000)，进而归并人翠柏属 (Calocedrus)中。因 

此，该属也视为东亚 一北美间断分布。另 1属即福建柏属 Fokienia，属 7—4型，国外仅分 

布到越南北方、老挝、泰国，是清代还存在的 “茫茫树海”中的主要成员之一，国内则见 

于福建、浙江、云南等地而且星散，从白垩纪晚期到渐新世以前，在我国新疆 、吉林都有 

化石记录 (周浙昆和 Arata Momohara，2005)，在北美加拿大古新世也有化石出现 (Mclver 

等，1990；Mclver，1992)；这些有限的化石记录表明该属有着古老的起源历史，在晚白垩 

纪到中新世以前曾广布于北半球 (周浙昆和 Arata Momohara，2005)。 

杉科 (Taxodiaceae)虽仪是世界有 9(一10)属 12(一16)种的小科，其所有的属的分布 

区皆非常狭小，除 1属分布于南半球外，余均分布在北半球，均为残遗分布 (Li，1978)。 

中国有4个单、二型属，共5(一6)种，即水杉属 (Metasequoia)，水松属 (Glyptostroleus)，杉属 

(Cunninghamia)，秃杉属 (台湾杉属)(Taiwania)。后两个虽然也可算准特有，秃杉 (Taiwania 

／zo )到邻近的缅甸北部。杉属 (Cunninghamia)则越北、老、柬均有分布，但后二处 

实系引种。4属中水杉 、水松无疑属古特有，前者且是 “水杉区系”(Hu，1980)的表征。 

从细胞学研究结果看，杉属和秃杉属二属可能系新特有，核型属于 liB(李林初，1989)。 

现代水松 (Glyptostrobus)是东亚的第三纪广布的水松种群的残遗种 (Florin．1963)， 

通常认为它在杉科中介于北美分布的落羽杉和东亚分布的柳杉间的类群 (LJiu等，1983； 

于永福，1995)，虽然 Gadek等 (2000)从形态学并结合分子系统学的研究，认为水松应 

置于柏科中，建议柏科和杉科合并，从近期的分子系统学的研究也支持这样的的归并 

(Kusumi等，2000)。但水杉属、水松属，落羽杉属和柳杉属问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水杉属住地史上也有着广泛的分布 (Chaney，1951)，在东亚的残遗无疑均归结于晚 

第 纪的气候变冷以及第四纪冰期的作用。水杉同北美红杉属 (5叼Ⅱo )，巨杉属 (Se— 

quoiadendom)关系最为密切；它们可能是水松属和北美分布的落羽杉属的祖先类群，水松 

属同落羽杉属的关系密切，二者在早期的胚胎发育非常相似，同柳杉属构成了一进化关系 

密切的姐妹群 (Kusumi等，2000)。此外，从起源时问上看，杉科化石最早出现于中侏罗 

世地层，白垩纪几乎所有的类型都出现，并且已广布北半球。但自始新世以后，特别是在 

晚第三纪和更新世后便相继灭绝 (Li等，2003)。杉科的外类群如 Voltziaceae的许多类群 

则出现在晚二叠纪至早侏罗世 (Florin，1963)，因此，杉科植物起源的时间可追溯到晚三 

叠世至早侏罗世 (于永福，1999)。 

从化石记录看 (Florin，1963)，水松属和杉属、水杉属的化石历史非常相似，秃杉的 

化石较少。杉属有 1变种在川西南安宁河谷。而秃杉属有 1变种或有 2种，1种间断分布 

于华中和横断山区南段至缅甸北部，另 1种极相近而是属模式，孤立于台湾，老树在台湾 

视为神树。它们的分布格局显然提示台湾从大陆分离可能在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后期。本 

科中除中国特有、准特有 4属外，东亚还出现柳杉属 (Cryptomer／a)，含 2种，1种在中 

国，1种在 日本。它们如与北美西部的红杉属 ( )，巨杉属 (Seq~oiadendron)，北美 

(东南、西南至中美)的落羽杉属 (Taxodium)和孤立于大洋洲塔斯马尼亚的 Athrotaxis合 

在一起看，本科在 (三叠纪至)晚白垩纪的分化和分布的轨迹显然是在第一次泛古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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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起源于古北大陆东部 (尤其是中国东北和 日本)，然后扩散至古南大陆东部的情景， 

其在澳大利亚本土东部绝火，乃由于该陆块的飘移而旱化后才形成隔离。 

松科 (Pinaceae)是松柏纲中大科，是从晚侏罗纪到白垩纪，即第一次泛古大陆的后 

期才崛起的，显然较柏科和杉科都年轻。主要分布在北温带。松科植物 (包括化石材料) 

的分布基本上限于北半球，因此，松科植物起源于劳亚古陆是可以肯定的 (李楠，1999)。 

F10rin(1963)则推测松科起源于东亚。在世界上 l2～l3属 200～220种中，我国有 l0属 

95种，属达5／6，而种几近半数。其中有 3个特有属，即金钱松属 (Pseudolarix)，银杉属 

(Cathaya)和长苞铁杉属 (Nothotsuga)，3个属都是单型属。尽管中生代以前，远溯到侏 

罗纪至三叠纪，松科可能在当时曾是比较庞大的类群，但中生代后已大部分绝灭，代之而 

起的是白垩纪至老第三纪起源和分化的近代松科各属。 

银杉属 (Cathaya)的发现，和水杉差不多，也是一个轰动一时的活化石。在地史上， 

该属在晚白垩纪时，住东亚和北美就有分布，后来在早第三纪时可能是经北大西洋陆桥传 

播到欧洲，在德国 (Eschweiler)，东西伯利亚 (阿尔丹河谷)等地中新世地层中均有化石 

报道 (Ferguson，1967；Florin，1963)。在新生代时银杉已广布于东亚，欧洲和北美 (Lju 

and Basinger，2000)。晚第 纪气候变冷以及第四纪冰期显然是导致银杉消亡的因素，北 

美最后的化石记录是在中新世晚期，欧洲是在上新世，中国特有的银杉属植物地史上广布 

于亚洲种群的残遗 (Liu and Basinger，2000)。银杉可能是在落叶松亚科 (Laricoideae)中接 

近黄杉属 (Pseudotsuga)(9型分布)的一个大部分已在冰期中绝灭的类型，在我国仅存于 

川、黔 、湘、桂少数残仔的原始常绿阔叶林中，分散而孤立，已属濒危。 

长苞铁杉属 (Nothotsuga)是胡先辅最先分出，后才由C．N．Page发表的，无疑是铁 

杉属 (Tsuga)的近亲，它仅残留分布在南岭的西部的常绿阔叶林中，但可能与北美的 

Hesperopeuce相对应。 

金钱松属 (Pseudolarix)为中国特有的单型属。零星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各省温暖地区， 

西起,F,IJ JI，万县东达浙东，南起湖南衡阳，北至苏南 (应俊生，1989)，华东、华中许多 

山区均可见到，且能成小片群落。地史上有广泛的分布。美国中部和西部、欧洲、亚洲中 

部 、我国东北及 日本均在第三纪 的不 同时期发现过该属化石 (Faqon，1990；Florin， 

1963)。根据化石资料推测，该属可能起源于白垩纪中晚期，第三纪时曾发展成为北半球 

中高纬度广 属 (李楠，1999)。在北美和亚洲中部，该属似乎出现后不久便消失了，而在 

欧洲及日本一直保存到更新世第一次冰期降临 (Farjon，1990)。同银杉相似，金钱松也是东 

亚第三纪种群的残遗分布 (Lepage and Basinger，1995)。银杉属、金钱松属和长苞铁杉属这 3 

个都显然是古特有属。另外，7—4型 3～5种的油杉 (Kete／eer／a)，可算准特有。从渐新世 

钊上、中新f}I=广泛分布于北半球，上新世日本也有化石记录，中新世末该属植物在北美消 

失，欧洲则一直保存到更新世早期 (Axelrod 1986，1976；Miller，1975；FIorin，1963)。 

在紫杉纲 (Taxopsida)中，现存罗汉松目 (Podocarpales)和三尖杉目 (Cephalotaxales) 

二目。后者含三尖杉科 (Cephalotaxaceae)，仅 1属j尖杉属 9种。如若包括穗花杉属 

(Amentotaxus)则为2属 l2种，我国即有 8种，故虽为东业型 (14型)分布，而分布中心 

实在中国本土。三尖杉在东亚 一北美的中新世、上新世都有化石，欧洲甚至到中侏罗世。 

分子系统学研究表明 (Cheng等，2000)三尖杉科同红豆杉科为单系，且为姐妹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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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花杉属应为红豆杉科的成员；且在二科分异后各属的演化时间大约6～8百万年，较短 

的分异时间也较好的解释了二科问一些属的分类学混乱。罗汉松目中，我国独缺 Phylloela— 

daceae，此科主产东马来，北可达菲律宾的吕宋岛北部 (N．Luzon)，但并不到台湾，西至 

加里曼丹和马来西亚，东达新几内亚，南与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间断。 

紫杉目 (Taxales)中仅有紫杉科 (Taxaceae)，单科。世界上有 5属 (包括穗花杉属 

Ame凡totO3fll~)，我国即有 4属，而南半球 (大洋洲的新喀里多尼亚)仅 1属 1种。此科我国 

有榧属 (Torreya)(9—1型分布)。榧属有着非常早的化石历史，最早是在侏罗世西南欧洲 

的地层中，在北美的最早记录在下白垩世地层中 (Florin，1963)；在东亚则最早记录是在 

渐新世 (Li，1995)。由于晚第三纪气候变冷以及第四纪冰期的作用，很多植物类群从欧 

洲消失 (Tiffiney，1985)，这其中也包括了榧属 (Torreya)。李建华等 (Li等，2001a)的分 

子系统学研究表明该属的 ITS的分异较小，现代东亚和北美的榧属植物种类均较年轻。因 

此，现代榧属很可能是在东亚和北美后期活化后发展出来的古老的新类群。 

穗花杉属 (Amentotaxus)(7—4型)，而白豆杉属 Pseudotaxus却为特有单型属，近期的 

分子系统学研究表明 (汪小伞和舒艳群，2000；Cheng等，2000)，白豆杉属同红豆杉属的 

关系最为接近为姐妹群或为现代红豆杉的基部类群，同样穗花杉属同榧属 (Torreya)为姐 

妹群。白豆杉属星散分布于华东、华中的常绿阔叶林带中 (最近在云南东南部也有发现 

(李乡旺和樊国盛，1997))，显然是一个孑遗类型，是否也是活化石，尚需化石支持。7— 

4型的穗花杉实为准特有，其分布中心在华中。结合这二属姐妹群的进化，穗花杉有可能 

是在晚第三纪及第四纪冰期北半球气候剧烈变迁，同现代榧属一起，从古老的榧属祖先中 

分化出来的另一古老的新类群。白豆杉属的进化可能同红豆杉的进化也有关系，李建华等 

(Li等，2001b)的分子系统学研究指出，现代北温带分布的红豆杉源出于较近的共同祖 

先；囚此，白 杉属很可能是从红豆杉的远祖早期分化，在华中一带残存的孑遗类群。至 

于新喀里多尼亚的南洋红豆杉属 (Austrotaxus)，Cheng等 (2000)分子系统学研究表明该 

成员属红豆杉科，并且是红豆杉和白豆杉属基部的类群；但 Bobrov等 (2004)近期对南洋 

红豆杉属 (Austrotaxus)的种子形态学和解剖学的综合研究表明该属无论是同红豆杉科还 

是同罗汉松科关系皆较远，支持将该属作为一独立的科，并且系统位置界于红豆杉科同罗 

汉松科之间。叮能南洋红豆杉属的系统位置还需更多的证据支持才可定论。但无论怎样可 

以认为新喀里多尼亚 (N．Caledonia)和斐济 (riji)可能是北太平洋扩张后的古北大陆板 

块碎片，于南太平洋扩张期继续飘流到西南太平洋的证据。 

至于买麻藤亚门仅有单纲，即买麻藤纲 (Gnetopsida)。在其 3单型目中，我国有 2／3， 

而无特有属，但缺百岁兰科 (Welwitschiaceae)。古老的麻黄科 (Ephedraceae)为单属，8— 

5型，其分布无疑与第一次泛古大陆上，东亚和南美西部的3型有关，后成 8—5型，其近 

代分布中心显然分别在北温带和南美西部，我国 14种中仅 2特有种。买麻藤科 (Gnetace— 

ae)虽泛热带分布，但其实仍以热带东南亚和南美为中心，我国无特有属，但种级分化则 

在印度 一马亚区，以马来亚区占绝大多数的 23种中，我国有 9种，其中却有6种特有。 

总之，从以上分析看来，中国作为东亚的核心，称之为裸子植物现存的大本营是可当 

之无愧的。4亚门5纲 17科中，仅科级就出现 1 1科，占 1 1／17，特别拥有 1个独亚门单纲 

特有单型的银杏，而真正成为世界上或许现存最古而特有的 “世界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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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被子植物特有属的特点与分化 

2．1 被子植物八纲系统中特有属的分布 

在我们建立的被子植物八纲系统中 (吴征镒等，2002)，15型分布属分布于所有的纲中： 

第一纲：木兰纲 MAGNOLIOSIDA，我国的特有属存在于 2个亚纲中，即木兰亚纲有木 

兰科 (Magnoliaceae)，5属分别是华盖木属 (Manglietiastrum)，落叶木莲属 (Sinomanglietia)， 

拟单性木兰属 (Parakmerkz)，焕镛木属 (Woonyoungia)，观光木属 (Tsoongiodendron)，这些 

属虽多有争议，但至少应是亚属级，且多为古特有，虽然尚无化石记录。番荔枝亚纲有番 

荔枝科 (Annonaceae)仅 1属，蕉木属 (Chieniodendron)，为海南热带雨林特有。 

第二纲：樟纲 LAUROPSIDA，我国特有属在 2个亚纲中，即樟亚纲有樟科 (Laurace． 

ae)，1属，即华檫木属 (Sinosassafras)。蜡梅亚纲全有，有蜡梅科 (Calycanthaceae)，2属， 

夏蜡梅属 (Sinocalycanthus)和蜡梅属 (Chin~nanthus)，前者无疑是孑遗的华东特有，后者 

则在华东、华中略有分化。 

第三纲：胡椒纲 PIPEROPSIDA，所有2个亚纲都有中国特有属，马兜铃亚纲的马兜铃 

科 (Aristolochiaceae)，1属，马蹄香属 (Samma)，是明显的古特有属，孑遗在秦岭至华中 

的西部；胡椒亚纲的 _二自草科 (Saururaceae)，1属即裸蒴属 (Gymnotheca)，二相近种仅见 

于华中至滇东南。梁汉兴 (1995)认为裸蒴属 (Gymnotheca)与假莲花属关系较近，可能 

源出于匍匐茎的祖先；但最近的分子系统学研究表明该属同东亚北美间断分布的三白草属 

(Saurus)互为姐妹群关系 (Meng等，2003)。因此该属很可能是第三纪以后在华中一带分 

化形成的特有类群。 

第四纲：石竹纲 CARYOPHYLLOPSIDA，3个亚纲中有 2个亚纲包含有中国特有属，石 

竹亚纲有藜科 (Chenopodiaceae)，2原始属为始滨藜 (单性滨藜)属 Archiatriplex和苞藜属 

(Baolia)，石竹科 (Cmyophyllaceae)有 2特有属，假卷耳属 (Pseudocerastium)限于华东， 

金铁锁属 (Psammosilene)则为云南高原和藏东南间断；蓼亚纲有蓼科 (Polygonaceae)，2 

特有属，即华北特有的翼蓼属 P~roxygonum和仅见于雅鲁藏布江河谷的翅果蓼属 ( ． 

rapteropyrum)，整个第四纲共有 6个特有属。 

第五纲：百合纲 LILIOPSIDA，有 l0个亚纲中的 4个亚纲，在所谓传统的单子叶中即 

有 合亚纲的铃兰科 (Convallariaceae)，2特有属，异黄精属 (Heteropolygonatum)，白穗花 

属 (Speiranttu~)，前者町能是新特有，而后者则系限于华东的古特有属。吊兰科 (Antheri． 

caceae)有 1特有属，即鹭鸶兰属 (Diuranthera)，为云南高原和横断山区的特有类群，或 

从泛热带的吊兰属 (Chlorphylium)衍生。也有高度适应腐生的植物腐蛛草科 Corsiaceae， 

类腐蛛草属 Carsiopsis为单种特有属，出现于南岭西端的原生林中，与该科的另 2属构成 

古老的太平洋间断 (Wu and Chen，2004)。兰科 (Orchidaceae)有 1 1特有属。凡此似可说 

明我国百合亚纲中的特有属种是在该纲全进化过程形成的。不但如此，在仪大量出现于新热 

带的风梨 纲 (Bromeliidae)，我国在横断山区中较高海拔处，却还残留的古植被类型，并出 

现一个单属特有科，即芒苞草科 (Acanthochlamydaceae) (高宝莼，1998；Kao and Kubitzki， 

1998，Wu and Chen，2OO4)或芒苞草科亚科 (Wu，1988；Antonio Salatino，2001)。该科是和 

遍及南美、非洲，个别属达到阿拉伯半岛的古南大陆特有科——翡若翠科 Velloziaceae极其 

相近的，近来的分子系统学研究表明该科是芒苞草科或芒苞草科亚科的姐妹群，芒苞草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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翡若翠科的基部类群 (Beknke等，200O)。而和其他科属则异常孤立，这一个单属特有科中 

的唯一代表芒苞草 (A．bracteat0)的存在，表明芒苞草科或芒苞草亚科或翡若翠科有着古 

地中海起源的背景，其分布格局的形成可能是通过 Davis迁移途径进行的 (Davis等， 

2002；孙航和李志敏，2003)，既说明中国的青藏高原虽然是在第三纪及以后才从古地中 

海中隆起，但横断山区及其深陷沟谷却保存古地中海上居民的残留生境 (或日避难所)。 

在另一个从百合亚纲共同主干上早期就已分化的姜亚纲 (Zingiberidae)，则既在显然 

原始的芭蕉科 (Musaceae)中，存在另一个可能也是古南大陆起源的地涌金莲属 (Musel— 

la)，也有姜科 (Zingibemceae)中的 l～2个特有属。最显著的表征却是禾本亚纲 (Poidae) 

中禾本科 (Gramineae)的 l0个中国特有属中，就有 7个属于竹亚科 (Bambusoideae)，这 

一 比例 7／10无疑说明竹亚科的分化既是在禾草这一演化大支中最早，也无疑说明百合纲 

和其他纲一样，是在地球历史的某一时期，只有三叠纪至侏罗纪那一阶段的泛古大陆 (即 

我们主张在与被子植物起源和迅速分化的大爆发、大幅射)时就已现端倪 ，除此之外，似 

没有其它更合理的解释。 

在 “真双子叶类 eudicots”中，可以首先看到我们处理为第六纲，即毛茛纲 Ranlulcu— 

lopsida。它们中不但有本纲中显然最原始，心皮还未缝合的木通科 Lardizabalaceae，其中我 

国有2个特有单型属，串果藤属 Sinoj~anchetia是一个独立的演化盲枝，但却经过 7—4型的 

半特有科大血藤科 Sargentodoxaceae，和第三亚纲即八角亚纲 (属于木兰纲)有着遥远的演 

化线索，而古木通属 Archakebia则是该科内承先启后的成员，可能形成于南美在太平洋扩 

张中脱离泛古大陆后，形成南美特有演化支Lardizabaleae的时期同时分化。毛茛亚纲中，在 

毛茛科 (Ranunculaceae)，共 4属，其中既有像独叶草属 (Kingdonia)那样的具有两歧状叶脉 

的原始盲枝。也有象罂粟莲花属 Anemoclema或毛茛莲花属 Metanemone那样的属问中间类型， 

而可看出演化路线；还有演化程度颇高的尾囊草属 Urophysa。该亚纲的星叶草科 (Circaeast— 

el'ac~zqe)是一单种科，以青藏高原外围为主要分布，也分布到东喜马拉雅地区和中亚东南 

部，为准特有。Oxelman and Lid6n(1995)分子系统学研究表明该科同上述特有类群独叶草 

属 (Kingdonia)为姐妹群，同属一科。很显然二者的形成同第三纪青藏高原的隆起密切相 

关，虽保留有原始的脉序但本身却是极简化的新生类群 (Wu and Chen，2004)。 

罂粟亚纲 (Papaveridae)中的罂粟科 (Papavemceae)也有一个特有属血水草属 (Eome— 

COI1)，它在科中处于较原始的位置，并显示是和北美加拿大分布的 (Sanguinar／a)为早期 

分化而形成隔离和对应。 

第七纲：金缕梅纲 HAMAMELIDOPSIDA，金缕梅科是处于 “双子叶”基部的，它是金 

缕梅亚纲的主干，和该 纲中的绝大多数科都是白垩纪 一老第三纪常见或处于优势的古老 

成分，该科的5个亚科都分布到中国本土，其中就有 4个单、寡型属是我国特有，散布在 

从太行山到海南岛的广大各类森林中。其中牛鼻栓属 (Fortu 0ria)和山白树属 (Sinowil— 

sonia)两个单型属在北美第 纪地层中都有非常接近的化石。近来的研究揭示二属问关系 

密切 (Endress，1989)，近期李建华等 (Li等，1999 a，b)分子系统学研究也表明牛鼻栓 

属 (Fortunearia)同东亚分布 (华南至越南)的秀柱花属在一分支巢中为姐妹群；山白树 

属 (Sinowilsonia)则同中美洲及墨西哥分布的 Molinadendron互为姐妹群，呈对应问断分 

布；这两对姐妹群关系密切，为姐妹群关系。这也表明牛鼻栓属和山白树属有着共同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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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背景，很可能都是占老的北极 一第三纪成分在东亚残存的后裔。牛鼻栓属的蒴果和种子 

在欧洲 ZwishenmitteIn的中新世 (Gregor，1978)和在 13本上新世均有发现 (郑勉，1984)， 

说明它曾分布于北半球更北 的欧洲地区，由于冰川的影响而退却 (张志耘和路安民， 

1999)。另单型属银缕梅属 (Shaniodendron)，仅限于大别山东坡和天目山北部，为华东单 

型狭域分布 (Wu and Chen，2004)，化石在第三纪中新世我国山东山旺有记录 (邓懋彬等， 

1992)；同北美特有的Fothergilla关系较近，呈对应关系。IJi等 (1997)的DNA分析认为同 

西亚分布的Parrotia关系较近，在中新世才分道扬镳的。此外，同古地中海成分的另一单 

型属 Parrotiopsis相近，三者间相近的关系也被分子系统学的证据所支持 (1Ji等，1999 a， 

b)。马蹄荷属 Exbucklandia虽为7—1型分布，实属准特有，其化石在古新世、晚渐新世、 

中新世美国俄罗冈和爱达荷和我国新疆的阿勒泰 (Smiley，1985；Lakhan0al，1958)和云 

南 (中新世)。另 1个 7—1型的蕈树属 (altingia)则在美国白垩纪已有相近属化石出现 

(Zhou等，2001)；纵观金缕梅科的化石历史，在晚白垩纪就有化石出现 (Friis and Crane， 

1989；Zhou等，2001)，并且在欧亚和北美有着广大而连续的分布区；在北半球有着较长 

的进化历史。而东亚尤其是中国无论是过去还是现代多是该科的多样化中心。加之还有 

“柔荑花序类 (amentiflome)”的两个小科 (即属级分化较少)的桦木科 Betulaceae和胡桃科 

Juglandaceae中各有一个中国特有属。桦木科的虎榛子属 (Ostryopsis)共 2种，分布于川西 

南和滇西北至川北，及辽宁西部和内蒙古 (陈之端，1999)；从分子系统学的证据上看该 

属同北温带分布，且具有较早化石历史 (早第三纪)的铁木属 (Ostrya)和鹅耳枥属 

(Carpinus)分支 (clade)互为姐妹群 (Chen等，1999)。虽虎榛子属 目前尚无化石记录， 

但 Manchester and Chen(1998)北美怀俄明州古新世发现了同该属非常相似的一新化石属 

Cranea；由此可以推测虎榛子属可能也是老第三纪的残遗，可能有着一个第三纪古地中海 

北岸的起源历史 (wu and Chen，2004)。胡桃科的青钱柳属 (Cyclocarya)是中国特有的单 

型活化石；系统学研究进一步证实该属同化香属为姐妹群关系 (Manos and Stone，2001)。 

化石最早记录见于北美，上新世在欧洲出现，现仅存于中国 (Machenster，1999)，可能同 

虎榛子属等第三纪残遗的类群有着共同的发生背景。 

至于在八纲系统中最发达的一大支，作为 “真双子叶类”的骨干的第八纲蔷薇纲 Ros— 

opsida，自然拥有本分布型中的其他科属，大部分可在科中按属数多少的次序再行详述。 

此处只就另外两个中国特有单属单型科说几句。珙桐科 Davidiaceae含有形态上极其孤立的 

珙桐属 (1种，Davidia involucrata，1变种 D．involucrate v{lr．vilmoriniana)，同珙桐最接近的 

化石最早出现在北美及东亚北部的古新世地层中 (Steven等，1999)，因此该科的起源和 

散布很可能同白令陆桥有关系。 

另一个则是重要中药之一，长期系统位置未定的杜仲科 (Eucommiaceae)的杜仲 

(Eucommia ulmoides)，现为单种科，但在地质历史上至少有 22种 (Guo，2000)；其花果构 

造特征简单而特异，化石最早发现于华东古新世地层，在中新世时曾广布于北半球；郭双 

兴 (Guo，2000)研究支持该科最早起源于华东，始新世后逐步扩展到北半球，并可能是 

通过白令海峡迁移到北美。珙桐科和杜仲科现都归于以东亚，特别是中国为大本营的山茱 

萸亚纲 Comidae。该亚纲中，我国有 80％的单寡型科，其中不乏许多白垩一老第三纪的活 

化石，上述二属也是其中之二。这两科虽说是古北大陆的居民，但和前述的芒苞草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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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都是现代中国大陆上最具古老性和特有性的四大特有科 (银杏科，芒苞草科，珙桐 

科，杜仲科)之二。 

2．2 特有属在被子植物各科的分布特点和进化 

以上从中国特有即 15型各科在裸子植物 5纲和被子植物八纲系统中的作用作了分析， 

下面再从各科所含特有属的多少 (即科的大小)来分析。 

总计 239特有属 中，占苣苔科 (Gesneriaceae)含 27个特有属 (李振宇和王印政， 

2004)(包括 2004年新增 2个属)为最多，尽管其中可能有围绕 Chirita的卫星属，无论如 

何它是中国植物区系中的一大特征，但绝非是偶然现象。它所以如此存在的原因可能有三 

方面：第一方面，从科下分化看，苦苣苔科是在新旧大陆上一分为二，但又以尖舌苣苔族 

(K1ugieae)相连系的，苦苣苔亚科以印度 一马来为分布和多样化中心 (李振宇，1999)。 

第一群理应是本科最近祖型的类群，它可能不但近于该演化支祖型，也是在唇形亚纲 

("Iamiidae)中的一大演化支玄参目 (Scrophulariales)的基干分枝之一。它们具有或许属于 

返祖现象的侧膜胎座这一共同特征。玄参科 (Scrophulariaceae)无疑是从这里分道扬镳的， 

而不是本科从玄参科演化到高级。当它们在萌芽期和幼年期时堪称一对血肉相连的孪生 

子，但大自然为玄参科选择了更多样化的环境，而苦苣苔科独留森林带内的石生环境内发 

展。这无疑是白垩一老第三纪长期发展的结果，是历史环境造成的，很可能是古老的。第 

二方面是中国森林从东北向西南的走向，和其中大面积的石灰岩露头 (尤其在滇、黔、桂 

的亚热带林下)，这是近代生态环境的原因。由于这一个石灰岩带从滇、黔、桂一直延伸 

到中南半岛和西马来，而热带石灰岩区系研究又从来不足，目前认为我国特有属在未来或 

许可以在中南半岛甚至西马来找到新分布点。第三方面则是由于五千年或更多时间的对森 

林带的破坏，造成残留小生境的孤立，而促进了特有化的进程，和这一过程并行的却还有 

人类对这一类群的认识更加深入，这是人为影响的因素。总之，东亚和东南亚这个本科分 

布中心之一大致是和中南美的多样化分布中心既区别而又相联系，在石灰岩林下环境中的 

分化看来是贯串在全科演化过程之中的。特别由于四数苣苔属 Bournea，幅花苣苔属 一 

anuu~haris和世纬苣苔属 Tengia等原始类型的不断发现。Tiffney(1985)指出现代中国至日 

本混交的中生森林带向南延伸到马来西亚常绿森林是具有代表性的早第三纪植物区系。因 

此，这些类群很可能是特提斯第三纪植物群 ( htajan，1969)或北热带植物群 (Wolfe， 

1975)或北特提斯植物区系 (Kubitzki and Krutzsch，1996)森林成分的后裔。而使我们可 

以推导出：东亚，特别是中国，乃是本科的起源中心，并从而带动了孪生子脐带的另一端 
— — 玄参科主干起源问题。 

第二大科是菊科 (Compositae)，属于菊亚纲 (Asteridae)的发展顶极。值得注意的是 

20特有属虽然分散在许多骨干大族 (尤其是 Cynarieae，Cichorieae和 Senecioneae)，但本科 

中相对最原始的大丁草族 (Mutisieae)也有两特有属即华北特有的蚂蚱腿子属 Myripnois， 

和在本族中可能处于最原始位置的栌菊木属 (Nouel／a)，它是云南高原和其中深陷的金沙 

江、红河河谷的固有居民，是木本，全缘叶而具单顶头状花序的古老类型。两属都是单型 

特有。近期彭玉兰等 (2002)报道了栌菊木属的染色体为 6倍体，可能是为适应环境而多 

倍化占老后裔；很可能是古地中海退却以后在金沙江一带残遗并分化形成的。该族以南美 

的分布为集中 (林有润，1993；吴征镒等，2003)，但原始类群又残存于此，并都显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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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远的南美大陆有其亲属。可能同上述的芒苞草科有着相似的起源背景，并可能是经过沿 

古地中海——劳亚古陆东西迁移，又通过非洲，南美洲南北迁移的 Davis迁移途径进行扩 

散的 (Davis等，2002)。 

第三大科应是唇形科 (Labiatae)(=I舢 iaceae)，中国特有共 12属。心叶石蚕属 

(Cardioteucris)具莸属 (Caryopteris)的一般外貌，虽然 Wagstaff等 (1998)分子系统学研 

究却表明莸属 (Caryopteris)是石蚕亚科 (Teucrioideae)的成员，且该亚科处于唇形科后出 

的分支上。但从花冠、萼筒、萼齿和果实结构来看，两属是绝对不同的，我们只能提出唇 

形目 (Lamiales)和莸属现在所在的马鞭草目Verbenales看来极可能出于同一主干，较早分 

道扬镳。莸属所在的马鞭草目中有着比较高层次的发展，某些特征和唇形 目的石蚕亚科 

(Teucrioideae)有平行发展的趋势。不能如 w．W．Smith的表征鉴定，或 Cantino(1992) 

的分支分析，将心叶石蚕属重新并入莸属 (Caryopteris)，从而混淆了两科两目的界限。 

在本科中还有属于 Teucrioideae的动蕊花属 (Kinostemon)，相邻 的筋骨草亚科 (Ai— 

ugoideae)中的全唇花属 (Holocheila)以及可能是香茶菜亚科 (Plectranthoideae)的祖型异 

野芝麻属 (Heterolamium)。Prasioideae的毛药花属 (Bostrychanthera)以及韫珍花亚科的唯 
一 代表保亭花属 (Wencheng／a)等单寡型属。这一情况进一步证明唇形科在古地中海沿岸 

分化和发展开始后，随着中亚的干旱喜马拉雅的隆升，在东亚尤其是中国迅速分化 (Wu 

and Li，1982)。 

十字花科 Crucifeme(：Brassicaceae)，在中国的特有属有 l1个属。该科在北半球有着 

丰富的属种，尤其是绕地中海，以及西南亚和中亚地区包括了大量的有代表性的属种，在 

中国一喜马拉雅地区的高山地区也有着十分丰富的特有属 (Hegde，1976)；是另一个以古 

地中海区域为分化中心的大科；其中不少单寡型属是陆续在青藏高原和横断山区高山找到 

的类型，大多数是近期发现，直到 2004年还有香格里拉荠属 ， 单型属被发现 

(AJ—Shehl~z等，2004)。这似乎说明古地中海中陆续隆起的高山高原乃是该科的一个小的 

次生分化中心，尽管本科代表一个演化枝 (从山柑科 (Capparaceae)起始的演化枝)，作 

为该支的顶极，可能起源于东北亚和美洲西部的环太平洋地区。多种属阴山荠属 (Yins— 

hania)却代表着另一个可能是从 7—4型 (越南至中国)的中生森林居民，最北可达到内 

蒙的阴山和新疆东部，而以长江以南察隅以东分化最甚。 

含有 ll属，且同唇形科同样，近代分化和分布中心在地中海至中亚广大地区的还有 

伞形科 (Umbellifeme)，这些全为单、寡型属 (半数是单型)。其中虽然没 著原始的 

属，但无疑都是孤立分化的，若和9型和 l4型分布的同科中的属联系起来，该科仍然是 

在亚美古陆上起源和早期分化的。同样有 ll属的还有兰科，已在前文述及。禾本科有 l0 

属，也已述及，均不赘述。 

蔷薇科 (Rosaceae)是蔷薇纲原始主干之一，也是北温带具有表征性的大科。但本身 

属数不多，中国特有也只有 7属，且其中还有两属的处理意见不一。然而，这 7属散在传 

统的三个亚科，在中国东北、内蒙、华北、华东、云南高原、横断山区也都有单型 (或二 

型属)代表属出现。无疑反映本科是较早起源于东亚。至于绣线菊亚科 (Spimeoideae)和 

蔷薇亚科 (Rosoideae)的代表却又可以在 14型 (东亚分布)中找到同样是单型属的代表。 

雄辩地说明只有在亚美古陆这一块古老的土地上才可能是本科的发祥地，而且本科演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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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过程也在它上面 “演出”，这才残留了这些古特有属。 

科中出现6个中国特有属的还有一个玄参科 (Scroph,dariaceae)，它是玄参目的主干，已如 

前述。特有属都是单、二型属。其中呆白菜属 (T,'／aenophora)出现于长江三峡阴崖上，和华北 

的地黄属 (Rehmann／a)相近，二者都和苦苣苔科的共同主干上的相近属很接近该科。藏草属 

(X／zang／a)则是独龙江以西与上缅、藏东南相连系的自然区的特产，也可列为准特有。 

有 5个中国特有属的科是萝蘑科 (Asclepiadaceae)。这 5属中仅有秦岭藤分布最广 

(秦岭以南的广大亚热带)，其余 4属都是单型，其中海南独出现 1属。 

含有 5个中国特有属的还有木兰科 (Magnoliaceae)和野牡丹科 (Melastomataceae)，木 

兰科见前。野牡丹科在中国种子植物区系中占有较显著的位置，这是和本科在中国也有 

180多种的多样性分不开的，它是中国广大亚热带植物区中独具特色的一方面，是和欧、 

亚、美各个温带国家迥然不相同的，并显然和南美的丰富多样的本科区系遥相呼应。值得 

注意的是这 5属中也有颇为原始的长穗花属 (Styrophyton)，这一单型属仅分布于滇东南。 

而棱果花属 (Barthea)则出现在华东、华中的南部。这显然暗示本科虽是桃金娘亚纲演 

化的高级阶段，但仍然起源东亚和南美尚有联系的早期。 

分化和分布中心在古地中海区的紫草科 (Bo嘲 n一 )中有 4个中国特有属。该科可 

能是在第一次泛古大陆期间起源于古北大陆和古南大陆东部，在地中海周边得到了进一步 

的分化，在泛古大洋沿海发生 (吴征镒等，2003)。在这 4个属中，车前紫草属 (Sino- 

jolu~tonia)和皿果草属 (Omphalotrigonotis)都处于较原始的位置。盾果草属 (Thyrocarpus) 

已处于热带边缘，可能源于7—4型，已归入该型中，属于准特有。 

从蔷薇亚纲 (Rosidae)的起始科虎耳草科 (Saxifragaceae s．sir．)来看，该科的4个单 

型属也是深可注意的，它们表现为从东北到西南 (滇黔桂)的古代森林居住地的固有成分。 

这里正是该科的起源地，其中大叶子属 (Ast／／bo／des)代表该科原始族 Astilbeae的原始类型， 

而且该族或许和蔷薇科原始类型绣线菊亚科 (Spiraeoideae)的类叶升麻属 (Arancus)正是一 

对孪生姊妹。槭叶草属 (Mukdenia)和独根草属 (Oreshrophe)则是同科的孪生姊妹，一在东 

北的沈阳附近 (直到朝鲜边境)，一在北京附近到太行山两地分居，都是该科中较原始类群。 

最后一属变豆菜叶属 (Saniculophyllum)，则是晚近发现的分布限在滇东南和桂西北。 

在前已述及的金缕梅科、毛茛科以外，科内含4特有属的还有无患子科 (Saoindaceae)． 

它是芸香亚纲 (Rutidae)的原始主干之一。科中不乏单、寡型属，我国特有4属中3／4是单 

型。栾树属 (Koelreuteria)含4种，是我国低海拔森林的表征之一，从华北、华东、华中， 

东到台湾，西到云南高原。极奇特的是台湾种乃有近亲变种，出现在斐济。这一远距离间断 

表明斐济可能是在南太平洋扩张中从古北大陆漂离出去，在该岛存在木兰科的近亲 Degenefi— 

aceae是其旁证。新喀里多呢亚显然也有这样的历史。至于单型特有的文冠果属 (Xamh~ 

cero~$)出现于内蒙、甘、青和华北，居于本科最北分布。伞花树属 (Eurycorymbus)遍在台湾 

和长江以南的亚热带森林中，而对掌树属 (Handeliodendron)却局限于黔、桂的石灰岩林内。 

其分布都显然提示它们是白垩一老第三纪的广大热带、亚热带森林中的孑遗分子。 

在科内含有3个中国特有属的计有 6个，即山茶科 (111eaceae)，五加科 (Amliaceae)． 

安息香科 (Styraceae)，忍冬科 (Caprifoliaceae)，茜草科 (Rubiaceae)和爵床科 (Acanthace— 

ae)。现分别讨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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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茶科 (rl1}1eaceae)作为五桠果亚纲 (Dillenidae)的主干，是在东亚，尤其是中国南 

部的亚热带森林起着重要作用的成员。该科除了广义山茶属 (Camellia)有着不少孤立分 

化的支系，石笔木属 (Tutcher／a)作为华南特有的 6(一20)种属或有人并人核果茶属 

(Pyrenaria)外 (杨世雄和闵天禄，1995)，在山茶亚科还有相近于木荷属 (Schima)的园 

籽荷属 (Apterosperma)残存于华南。而在厚皮香亚科 (Temstroemioideae)或厚皮香科 

Ternstroemiaceae) (Prince and Parks，2001)，则有鸡血木属 (Euryodendron)，两者都是单 

型，且都是濒危物种。 

五加科作为山茱萸亚纲 (Comidae)的成员，虽是该亚纲发展的高级阶段，但本身却 

也是比较古老和原始的。分子系统学的研究支持该科热带或亚热带起源尤其是在古热带 

(华南 、东南亚至太平洋岛屿)(wen，2001)。特有 3个单型属中，华参属 (Sinopanax)为 

台湾山区特有，该属同新热带分布的 Oreopanax互为姐妹群 (wen等，2001)，似为早第三 

纪古特提斯残遗。湖南参属 (Hunaniopanax)虽有人主张并人羽叶参属 (Pentapanax)，但 

单叶似也较原始，为湖南特有。通脱木 (Tetrapanax)则是遍布江南、岭北的，具有特殊 

外貌的一员。最近文军利用形态学和分子证据建立了 Metapanax一新属 (wen and Frodin， 

2001)，该属由分布于贵州和云南的Metapanax delavayi(=Nothopanax delavayi或Pseudopanax 

delavayi)和湖北、贵州 、四川、云南以及越南北部分布的 M．davidii 2种构成，可为准特 

有。我国华南、西南及热带亚洲分布的大参属 (Macropanax)为 Metapanax属的基部类群 

(姐妹群)(wen等，2001)，因此，Metapanax可能是在西南及邻近地区从大参属的祖先类 

群分化出来的新的准特有类群。 

安息香科 (Styraceae)是主要分布于东亚，与南美对应的古老科。全科 l2属，在我国 

就有 ll属，而其中3个特有属，即有2个单型。秤锤树属 (Sinojackia)为 2(-4)种，在 

长江南岸星散出现，长果安息香属 (Changiostyrax)的分布区 (湘西北)则处于两种分布 

隔离的秤锤树的分布区之间，这是颇耐人寻味的。陀罗果属 (Melliodendron)出现于滇东 

南以东的江南、岭南，是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原始林)的表征成分之一。此外，本科还有 

7—2型属 1个，7—3型属 3个，7—4型属 1个，加 1个9型和 1个 l4sJ型属，余 l属却是 

南美特有。安息香科的化石历史同古地中海有着密切的关系，该科一些限于北美，中国或 

东亚的类群如木瓜红 (Rehderoderwlron)，银钟花 (Halesia)等在第三纪时就出现在欧洲地 

中海沿岸 (Tralau，1965；Mai，1983，Manchester，1999)，Fritsch等 (2001)分子系统学研 

究发现亚洲的银钟花属 (Halesia)同北美的银钟花属 (Halesia)不为单系，亚洲的银钟花 

属 (Halesia)与东亚分布木瓜红 (Rehderoderwlron)处于同一分支上，说明二者问有着不同 

的进化历史；它们显然都是第三纪古地中海森林成分；安息香科其他各属的分布范围都不 

超过安息香属的分布区，黄淑美 (1999)认为该科的系统演化与安息香属的分布有密切联 

系。Fritsch(1996，2001)在对安息香属的等位酶和分子系统学研究的证据支持该属为古 

地中海起源，进一步 Fritsch等 (2001)分子证据指出该科为欧亚大陆起源，支持化石证据 

提出的欧洲起源的假说。当然是否欧洲起源尚待更多证明。因此，我国现存的 3个特有 

属，可能是早第三纪特提斯森林成分的后裔。 

忍冬科 (Caprifoliaceae)中2个单型属，即七子花属 (Heptacodium)和猬实属 (Kolk— 

witzia)，前者星散分布于华东 (浙)、华中 (鄂)，后者间断于华北和华东。分子证据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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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子花属 (Heptacodium)是鬼吹箫属 (Lycesteria)，忍冬属 (Lonicera)，毛核木属 (Sym- 

phoric0rtms)和莛子藤属 (Triosteum)分支的姐妹群 (Pyck and Smets，2000)；该属的细胞 

学特征 (2n：28)在忍冬科 中较为独特，也建议独立为一族 Heptacodieae(Zhang等， 

2002)。而双盾木属 (D ha)虽有相近的化石植物，但近代它却稍广布于横断山区的亚 

高山针叶林林缘，并略有分化。这个相对原始的科中，既有9型，9—1型以及8(9)型的 

代表，也一样有 14型、14SJ型、14SH型的分化，而在冰期以后还分化出 8—1型的单型 

冰后属，即北极花 (Linnaea)。 

茜草科是以热带为主的广布大科，在我国除去剔除了过去认为是中国特有的香果树属 

(Emmenopterys)和绣球茜属 (Dunnia)两个属，以及近于半特有的一些属，以后还有 3个 

单型特有属，即桂海木属 (Guihaiothamnus)，丁茜属 (Trailliaedoxa)和蒋英木属 (Ts／ang一 

／a)，分占广西石灰岩、金沙江干暖河谷和港粤沿海 3个特殊生境，表明这一大科在中国 

发展分化的踪迹。 

爵床科 (Acanthaceae)是唇形纲中较玄参科更为特化而繁难的大科，其科下系统特别 

是紫云菜族 (Stroliantheae)和爵床族 (Justicieae)，都有大属小属两种概念的分属系统，本科 

中现暂有台湾特有单型属 1个，即银脉爵床属 (~ anthus)，台湾达琉球，二至三型属即 

赤嵌马蓝属 (Parachampionella)，而南一笼鸡属 (Paragutzlaffia)则在华中至云南高原分布。 

含2个中国特有属的科有 Adoxaceae，Calycanthaceae，Campanulaceae，Caryophyllaceae， 

Chenopodiaceae， Convallariaceae， Crassulaceae， Euphorbiaceae， Gentianaceae， Lardizabalaceae， 

Papilionaceae，Polygonaceae，Rutaceae，Solanaceae，Zingiberaceae(1(一2)属)，共 l5科，是 

比较 多 的。除 其 中 的 Calycanthaceae，Caryophyllaceae，Chenopodiaceae，Convallariaceae， 

Iardizabalaceae，Polygonaceae，Zingiberaceae等 7科，已在其分别所属的纲、亚纲中提到， 

或有较详细的讨论外，尚有 8科按亚纲逐一讨论如下： 

大戟科 (Eupharbiaceae)作为锦葵亚纲 (Malvidae)花部简化、心皮数减少的一个顶 

极，主要分布于热带、亚热带，在中国的多样性仅属中等水平。方鼎木属 (Archileptopus) 

较叶下珠亚科 (Phyllanthoideae)中较原始的雀舌木属 (t~ptop )更原始，是广西石灰岩 

特有。而地构叶属 (Speranshia)则呈华北、华中和滇南 (西双版纳)若断若续的三型分 

化，两者可能是古特有属。 

其次要提到景天科 (Crassulaceae)，它在蔷薇亚纲 (Rosidae)中，在起始科扯根菜科 

(Penthomceae)之后，和虎耳草科作为孪生子而诞生。在中国的秦岭和横断山区各分化出 

孔岩草属 ( )和继叶景天属 (Ohbaea)，前者二型，后者单型，似都起源于其相近 

属，而仅在山区分布。 

芸香亚纲 (Rutidae)中豆科 (Papilionaceae)本是世界性大科，在 4个特大科居其一， 

但在中国的特有性并不高，仅有 2个中国特有属，其原因可能由于该科植物适应性较广， 

各属分布也较广，另一方面则由于在 7—2，7—3，7—4，13—1，13—2，14SH，14SJ等型 

中含有不少半特有属 (或连准特有属)的缘故。严格限在国境内的仅有怒江和澜沧江上游 

河谷特有的原始族槐族 (Sophoreae)中的冬麻豆属 (Salweenia)，很可能也是古地中海残 

遗下来的成分，和在南非开普森林和印度南部间断分布的 (Calpumia)寡种属有亲缘关 

系，是孑遗面孤立分布的类型，和前述芒苞草属异曲同工，也在昌都附近形成单优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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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亚纲的芸香科 (Rutaceae)中，也出现 2个 中国特有属。臭节草 (裸芸香)属 

(Psilopega凡啪 )仅单型见于华中，北达三峡，显然出于本科原始主干。另 1属则为柑橘亚 

科 (Citroideae)中的原始类型，即枳属 (Poncirus)，1种广布于淮南至岭北，另一极相近 

种则近来才在云南高原的富民县发现。若是连系到其他类型的准特有属来看，芸香亚纲 

Rutidae这一大支无疑是在太平洋扩张中起源和分化。 

值得注目的是对于【lIj茱萸亚纲 (Comidae)，荚 目 (Vibumales)演化系列高层次的五 

福花科 (Adoxaceae)，近期的分子系统学研究表明该科同忍冬科的接骨木属 (,．~／mbuc／ts) 

为姐妹群 (刘建全等，2000；Eriksson and Donoghue，1997)；五福花科原来只是一个单型 

科，并一向认为是北温带连续分布区的代表，然而上世纪下半期却在远东和中国本土陆续 

发现了五福花属 (Adoxa)的另一个种，和在该科中比它更原始或更演化的各 1个单型属， 

即四福花属 (Tetr~ )和华福花属 ( )。从而明确了本科实源于东亚亚热带山区 

亚高山针叶林缘，五福花 (Adoxa moschatellina)只是一个在冰后期随环北区泰加林分布区 

的扩大而扩大分布到全北区的一个冰后种 (梁汉兴和吴征镒，1999)。至于泰加林也只是 

我国横断山区区系十分丰富和复杂的亚高山针叶林，经过贫瘠化的环北区变型而已。 

作为菊亚纲 Asteridae原始科的桔梗 目 (Campanulales)的桔梗科 (Campanulaceae)除 

l4sJ型的单型属桔梗属 (Platycodon)，和 14SI-I型的细钟花属 (Leptocod~n)这 2个较为原 

始的单型至二型属外 (洪德元，1999)，该科在我国也有刺萼参属 (Echi~ n)和同钟花属 

(Homoct~n)，前者单型，仅分布于秦岭南坡的秦巴山地；后者有单种及变种仅见于云南高 

原 (广义含贵州西部，四川西南部)，但和北美加洲的另一单型属有较密切的亲缘关系。 

最后将分析到唇形亚纲 (Laniidae)，在此亚纲中木樨 目 (Oleales)演化的高层次龙胆 

科 (Gentianaceae)中也有两个中国特有属，即匙叶草属 (Latouchea)，它是沿南岭，从滇 

东南到闽南的山地居民，形态较为原始，而幅花属 (Lomatogoniopsis)则显然是青藏高原 

隆起后特化形成，是一个新特有属。 

作为花部两侧对称的玄参目等先行的茄目 (Solanales)，茄科是一个明显在新世界尤其 

南半球后期大分化的主干。但在前期分化中，东亚也颇有特色。因此我国该科也有两个特 

有属 (Lu and Zhang，1986)，其中天蓬子属 (Atropanthe)仅见于华中，是中国喜马拉雅特 

有的山莨菪属 (Anisodus)，东亚 一地中海间断分布的赛莨菪属 (Scopolia)类群早期分化的 

孑遗，是一个古特有单型。而另一个同祖干的马尿泡属 (Przewalskia)近期的研究表明它 

是现代天蓬子 (Atropanthe)，山莨菪属 (Anisodus)，赛莨菪属 (Scopolia)，颠茄属 (Atro— 

pa)，茄参属 (Mandragora)等类群分支中的最基部类群 (Hoare and Knapp，1997；Tu等， 

2005)，无疑是古地中海成分在青藏高原隆起后的残遗特化类群。 

被子植物科内仅含 1个中国特有属的有 Acanthochlamydaceae，Acel'ac~3．e，Actinidiaceae． 

Annonaceae， An~eficaceae， Apocynaceae， Aristolochiaceae， Betulaceae， Celastraceae， Corsiace— 

ae， Cucurbi．taceae， Davidi~eae， Diapensiaceae， Eucommiaceae， Flacourtiaceae， Hydrocotylaceae， 

Juglandaceae，Lauraceae，Monotmpaceae，Musaceae，Nyssaceae，Olacaceae，Opiliaceae，Papaver— 

a~q．e，Podostemaceae， Primulaceae，Saurumceae， Sauvagesiaceae， Tapisciaceae，Ulmaceae，Viti— 

caceae，Zygophyllaceae等共 30个科，其中 Acanthochlamydaceae，Annonaceae，AnLhericaceae． 

Afistolochiaceae， Betulaceae， Corsiaceae， Juglandaceae， Lauraceae， Musaceae， Papaverac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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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urura 等 l1科分别在其有关纲和亚纲中提到外，还有蔷薇纲中 l9个科尚未论及。 

首先在五桠果亚纲 (Dillenidae)中有辛木科 (Sauvagesiaceae)中的辛木属 (Sinia)， 

这一单型属属华南特有，分布于南岭中、西端南坡，首先由老一辈植物学家辛树帜发现， 

L．Diels发表。它实与南美的一些单型属早期 3型分化。刺篱木目 (Flacourtiales)的刺篱 

木科 (Flacou~iaceae)，有该科的原始类型单型属山拐枣属 (Poliothyrsis)，分布于华东至华 

中 (西达滇东北)，是亚热带中生混交林中的常见树种，且与相近的山羊角树属 (Card— 

e o)(二型属，7 4型分布)、栀子皮属 (1toa)(也是二型，l在华中至云南高原稀见，l 

在新儿内亚远距离间断出现)，组成该科的最原始族。在葫芦目 (Cucurbitales)也有最原始 

亚科 (Zanonioideae)，土贝母属 (Bolbostemma)这一个二型属。属中有 1种分布于华北 (达 

黄土高原)，其鳞茎是中 古代用代贝母的；而另 1种则在云南高原上的深陷河谷间断出现， 

如其它一些分布例证，是古金沙江被红河袭夺的见证。前一种或许也提示华北也有曾是古代 

稀树草原的环境。锦葵亚纲 Malvidae荨麻 目 (Urticales)中，愉科 (Ulmaceae)处于原始位 

置，属数不多，却有 1个中国特有单型，即青檀属 (Pteroceltis)，它的位置介于该科二个亚 

科之问，广布于华北直至滇黔桂的广大石灰岩森林中，形成优势，也是白垩一老第三纪以来 

的古特有属。石南亚纲 Ericidae的起始科猕猴桃科 Actinidiaceae，本身是一个东亚特有科，2 

属中就有一个藤山柳属 (Clematoclethra)，它仅产华中的四川I盆地周围的山区，极其多变， 

但经过数量分类，仅有 1种含4个亚种 (Tang and Xiang，1989)，说明此属还在分化发展中。 

同亚纲中还有水晶兰科 (Monotropaceae)。其中沙锡杖属 (Eremotropa)是一个分布于云南高 

原，且正在分化的小属。尽管有人将此科并入广义石南科，且将此属连同南水晶兰属 

(Cheilotheca)都归于广义的假水晶兰属 (Monotropastrum)，而使这一亚科在中国只剩 2属 4 

种，然而如此就和此科在北美西部有不少单寡种属的处理不相称，这是值得重新考虑的。石 

南亚纲在分化发展到北极高山分布的阶段时，岩梅科 (Diapensiaceae)还有一个中国特有的 

单型属藏岩梅属 (Berne~ia)出现于华中西部至横断山区南段。这是一个古特有属，与杉叶 

杜属 (Diplarche)这一二型属出现于中国一喜马拉雅区，大约是两个不同时期的分支。在本 

亚纲的发展最高层报春花科 (Pfimulaceae)中则是在点地梅属 (Androsace)属一支中，在我 

国青藏高原东北部至青海新疆边界演化出羽叶点地梅属 (Pornatosace)这一个新特有属。 

属于蔷薇 纲 (Rosidae)，与景天科和虎耳草科相近，而高度特化的川I苔草科 (Po— 

dostemaceae)也有 l属，川I藻属 (Terniopsis)在福建首先作本科在中国的代表被发现。现 

虽有人将它并入印度和泰、越问断出现的 Dahellia属，果然如此，正是说明我国华南热带 

是和印度、中南半岛血肉相连的历史事实。 

芸香亚 纲 (Rutidae)中作为其 中第一 目无患子 目的起始类 型，与 省沽油科 

(Staphyleaceae)伴生的瘿椒树科 (Tapisciaceae)仅有 2属，1个在中国的亚热带，另 1个在 

中南美，合作 3型分布科。瘿椒树属 (Tapiscia)现存仅有相近 l(一2)种，分布于长江以 

南，南岭以北的亚热带广大地区，并延至越北，是中生混交林的组成分子，其化石种子见 

于德国和 London Clay中，属始新世，有 5个种，加拿大古新世和北美的古新世，我国山 

东中新世也有 (陶君蓉，2000)。无疑从 (白垩 一)老第三纪延续至今。同亚纲的槭树科 

(Aceraceae)，在现有的2(一3)属中。我国即有 l特有属，它是金钱槭属 (Dipteronia)，该 

属仅含 2种，1种分布较广，从秦岭至华中西部，另 1种则与它间断，仅见于滇东南。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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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桃科的青钱柳属 (Cyclocarya)相似该属是第三纪残遗，其化石出现在北美古新世地层 

中 (McC1ain and Manchester，2001；Manchester and Tiffney，2001)认为该属的早期进化是在 

北美，无疑是古特有属。由于我国目前还未发现化石，Manchester and Tiffney的观点是否正 

确，还需我国古植物学工作的验证。此亚纲中还有 1个单型科伯乐树科 (Bretchneidera— 

ceae)，却分布比金钱槭更广，东到我国台湾省，南到老、泰边界内，只能列为7—2(15) 

型。其实，如果从自然区来说，该科 、该属都可归人准特有。 

在栊牛儿苗亚纲 (Geraniidae)中值得注意的是具有古老起源和分化历史的蒺藜科 zy— 

gophyllaceae，在中国境内也出现一个特有亚科，它的唯一成员是四合木属 (Tetraena)，单 

出现于内蒙古南部，鄂尔多斯高原，包括黄河南岸，这个十分孤立的灌木，和蔷薇科的 

单型属绵刺属 (Potaninia)，出现于同类群落，但后者分布到蒙古境内，而只是准特有。 

卫矛目 矛科 (Celastraceae)中也有一个单型中国特有属，即永瓣藤属 (Monimopetalum)， 

它仅见于华东 (安徽)，很町能是该科主干卫矛属 (Euonymus)和南蛇藤属 (Celastrus)共 

同祖干 的前驱。值得注意的是在该亚纲的热带大支铁青树科 (Olacaceae)，在我国桂、 

滇的石灰岩森林中出现 1个在科中较原始的蒜头果属 (Malania)，单型特有，而另一相近 

科山柚仔科 (Opiliaceae)则出现该科最原始的具有两性花的代表。甜菜树属 (Yurmanopil— 

ia)，它是云南高原南缘近热带线的森林成分，单型特有，极可能是鳞尾木属 (Lepionu— 

)，台湾山柚属 (Champereia)和 Melientha (越南北部)等 3、4个单型属的接近祖型的 

前驱 (吴征镒和李德铢，2000)。 

有着许多孑遗、孤立类型科属的山茱萸亚纲 (Comidae)的前驱科属中，极突出的现 

象足我国拥有 2个单型特有科，在形态上十分孤立的中国特有科珙桐科 (Davidiaceae)和 

杜仲科 (Eucommiaceae)，前文虽已提到，此处还应指出，前者是华中 (西部)到横断山区 

中生混交林的表征，后者仪见于华中，野生者由于不合理的开发已近绝迹，曾被比喻为和 

银杏一样，仪见于栽培，实际它曾是该区中生混交林的组成成分。另在东亚 一北美分布的 

蓝果树科 (Nyssaceae)中，除东亚 一北美问断 (9型)的蓝果树属 (Nyssa)外，中国的华 

中至云南高原地区还有另 1个多变的单型属喜树属 (Camptotheca)。在该亚纲中近代发展 

的高级阶段中，作为伞形科的前驱的天胡荽科 (Hydrocotylaceae)中，虽然该科原为 3型起 

源和分化，但东亚仅有少数代表，晚近细胞学证据 (彭峰和佘孟兰，1991)指明原在伞形 

科的马蹄芹属 (Dickinsia)实系天胡荽科的 Mulineae族的一个华中区单型代表，无疑是一 

古特有属。故我国应足该亚纲这一大支的起源地和早期分化中心。 

在唇形亚纲中还有在比较原始，但迅速以热带、亚热带为舞台特化和分化的夹竹桃目 

(A[~cynales)央竹桃科 (A[~cynaceae)中，其发展的高级阶段趋向子房下位，我国除 7a型 

即东亚的热带至马来半岛 (西马来)的思茅藤属 (Epigyn~m)外，在滇东南还有残留的可 

能稍为原始的富宁藤属 (Parepigynum)，这 2属均为单型。如果联系该科的近于祖型的水 

甘草属 (Amsonia) (东亚 一北美型，即 9型)和络石属 (Trachelospermum) (亦 9型)来 

看，该科表现了其演化的全过程。最后在和唇形目形成血肉相连的姊妹群马鞭草目 (ve卜 

benales)中，牡荆科 (Viticaceae)还有 1个中国特有单型属四棱草属 (Schnabelia)，它显 

然从莸属 (Caryopteris)特化形成，但它走的是和心叶石蚕属 (Cardioteucris)完全不同， 

趋向于无叶却有闭花授精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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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种子植物特有属的起源及发展 

从上述分析中中国种子植物特有属，分散在种子植物进化的各个阶段中，新老皆备， 

尤以占老残遗为突出，由此我们可以得出： 

3．1 中国是现存裸子植物的一大根据地，拥有众多的科属，尤其是大量的古老特有残遗 

属。这些残遗分布的特有类群，最早起源可追溯到古生代。地质历史上在北半球均占据了 

广大的分布区，尤以第 纪为繁茂；它们中大多数是北极 一第三纪成分，由于新第三纪以 

后气候变化以及第四纪冰期的作用，许多类群在欧洲消失，一些则在北美及东亚得以残存 

保留，尤其是中闰华中华东一带成了众多裸子植物占老类群的避难所和保存地，故而使我 

圈的华中华东成为了占特有中心。这些第三纪残遗的类群大部分在东亚，少部分在北美这 

两块大陆上分别演化，因此形成 r东亚北美众多古特有残遗对应分布的格局。 

3．2 中同大多数被子植物特有属古老和新牛并存，在地域分异较为明显。在区域上可分为 

中国东部中部、中国南部、巾国西部和中国北部4个主要分布区域或分布区变型 (郝日明， 

1997)；从分 iLx二形状和特点 l 看，在中国有邻接分布，包含分布，重叠分布，孤立分布和 

问断分布 (应俊生，1996)，从特有属分布的多度 }：看，顺序有三峡，滇黔桂，横断山南段， 

横断山巾段，秦岭，黄1】1一天目山，中条 一南太行，南内蒙 8个多度中心 (王荷生和张镱 

锂，1994)。从 划上看巾国一日本森林植物哑区多以古老残遗的特有属为特征，而中国 一 

喜马拉雅森林植物哑区又以新特有年轻的属居多 (wu and Wu，1996)。从系统上看中国特有 

属存 于八纲被子植物的所有纲中，几乎在现代被子植物各个演化阶段均有古老残遗的特有 

类群存在，I叫时小乏新特有尤其是在演化的高级阶段的类群如苦苣苔科，菊科以及唇形科 

等；I~]-IL美相比中国特有属在裸子植物以及被子植物系统近基部的类群有着更高的多样性， 

小仅是特有属就东亚北美共有属的特点上也有类似的表现 (Qian，22)01，2002)，由此也反映 

r中吲植物 系或东亚植物区系古老性和完整性。因此，中 特有科属的分化发展，也体现 

了被子植物演化的全过程，故它不仅是一个保存中心，也是一个起源和分化中心。 

3．3 中国特有属的起源是多源的，主要是北极第三纪、古热带第三纪 (冈瓦纳第三纪) 

和古地中海第一 纪的奇妙结合，许多类群是就地起源的。从发生的时问上看裸子植物的特 

有属发生的较 ，口丁追溯到广丁垩纪或更早，而被子植物的古特有属主要发生于晚白垩纪和早第 

二 纪，新特有属多发牛在新第i纪以后 (王荷生，1989)或上新世末到第四纪初 (Zhou，213O5)。 

特有属大多在地质历史上有在北半球有着广泛的分布，后由于一些植物迁移途径如北大西洋 

陆桥，Turgai Strait，门令陆桥等的消失 (Tiffney and Manchest，2001)，逐步形成问断，并在第三 

纪后期以及第四纪冰期的气候变迁中大部分类群在北半球其它地区消失，在中国和北美部分地 

区得以保存和分化，而这其中住中国保存 J’最多的占老残遗的类群。系统学，分子证据，地 

质历 和化仃证据都支持中围古老的特有属以及东亚北美间断的对应类群都是第三纪北半 

球广泛发育的温带森林区系成分的残遗，并且是在第三纪中晚期才形成的 (Wen．1999． 

2001)。因此，这一时期也我国特有属形成发展的起始标志，也是使它近代化的最后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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