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 南 植 物 研 究 2005，27(2)：125—133 

Acta Botanica Yunnanica 

滇中小百草岭种子植物区系的初步研究 

王利松，孔冬瑞，马海英，彭 华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云南 昆明 650204) 

摘要：小百草岭具有野生种子植物 141科、576属、1 406种。区系统计分析表明：(1)科级 

组成中，热带性质的科有55科，占总科数的56．12％，具较强的热带性质；属级组成中，温 

带性质的属有293属，占总属数的56．35％，表现出较强的温带性质，从科到属的区系成分 

变化表明：古热带起源的区系在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及滇中高原形成过程中，区系成分逐渐分 

化发展，在亚热带山地相应的海拔地段保留了相应的喜热成分，又分化出适应亚热带山地的 

喜温成分，从而使其区系的整体外貌呈现出热、温带成分的共存发展，是亚热带山地植物区 

系的一个基本特征；(2)区系成分新老兼备，既有第三纪古老孑遗的类群，也有新近分化衍 

生的类群，众多的中国特有分布型 (种)中，表现出与周边地区较为广泛的地理联系，而与 

横断山地区共有的成分占据了明显优势，揭示了两地间紧密的区系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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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stuar Oil Floristics of Spermatophyte from 

Mt．Xiaobaicaoling，Central Yunnan，China 

WANG Li—Song，KONG Dong—ltui，NA Hal—Ying，PENG Hua 

( M姗  诎}ofBoo,any，Ol／nese Academy ofSc／,mces，l(1lnming 65O2O4，~1aina) 

A ：11 Mt．Xiaobaieaoling is located at 1We part of Central Yunnan Plateau(26~2 16”一26~12 

N and 100。56 24 —101。13 1 E)．It is about 520 km2 in area witll a．n altitute ra】fl ed from 3 647 m to 1 

2oOm．It belongs to the subtropical eliiilate zone．a．n imporlant factor contributed to diversified flora and 

relatively conl~nuous vegetation types．The seed plam flora is made up of 1406 species，which belong to 

576 genera and 141 families．Based On．the distribution pattenls on．the levels of family，genus and spe— 

ties．there aretwomain conclusions asfollows：(1)There are 55families，accountedfor56．12％oftotal 

families(excluding the worldwide one8)，floristicaUy are tropical one，that shows a relative higher tropical 

floristic c0rIrlec 0n On．the familylevel；but 011 genus level，there are 293 genera。accountedfor56．35％ of 

total genera(excluding worldwide one8)flofistically are temperate one，that shows a relative higher temper- 

ale floristic eolln~ on．There is a trar,sition when compare the families’comp~tion of floristic elements 

with genus’one in tropical and temperate percentage，it clearly indicated that this flora is paleo-tropical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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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whereas accompanied with the uplifting of Hima]aya and Yunnan Plateau，the floristic elements di- 

verged according to its different temperature and w'~er favor，this evolutionary process has been deeply en- 

graved on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elevation，that is，the tropical and temperate floristic elements inhabit 

on corresponding elevation zone．Itis atypical characteristic of sub~ iealmountainflora．(2)Thetaxa of 

older one andthe younger oneW-el~allintermingledinthisflora，depend on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spe- 

ties(endemic to China)，it is show that this flora geo~phically has a broader connection with neighbor- 

hood region，but the species c．om／／lon to Mt．Xiaobaicaoling and Mt．Hengduan ale clearly predominate， 

that is show a close floris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above two regions． 

Key words：Mt．baicaoling；Yunnan Province；Seed plants；~ytogeography；Flora 

小百草岭地处云南滇中高原西北部，北纬26~2 16”～26。12 8 ，东经100~56 24"～101。 

13 18”，面积约520 kmz，境内最高海拔3 647 m，最低海拔1 200 m，垂直高差大，亚热带 

和温带交融的山地立体气候孕育了丰富的物种资源，形成了山地垂直带上相对完整的植被 

类型 (王利松和彭华，2004)。 

1 种子植物区系总体组成及分析 

经初步调查统计，小百草岭共有野生种子植物141科576属1 4O6种 (表1)，分别占 

中国种子植物科、属、种数目 (李锡文，1996；Qian and Richlefs，1999；王荷生，2ooo) 

的41．84％，17．74％和5．27％。裸子植物3科6属8种，被子植物138科571属1 4O2种， 

其中双子叶植物119科446属1 181种，单子叶植物19科105属217种。从科的大小排序来看 

(表2)，100种以上的仅有菊科 (Compositae)1科；含50～100种的有蔷薇科 (R0saceae)、蝶 

形花科 (Papilionaceae)、禾本科 (Gramineae)、唇形科 (t,~biatae)和毛莨科 (Ranuneulaceae) 

5科；含20～50种的有兰科 ( 出daceae)、玄参科 (Smphulariaeeae)、莎草科 (Cyperaeeae)、 

报春花科 ( 肿ll acIeae)、伞形科 (Umbelliferae)、茜草科 (1tubiaeeae)、忍冬科 (Caprifoliaee— 

ae)、百合科 (出acIeae)、木犀科 (Oleaeeae)、蓼科 (Polygonaeeae)和荨麻科 (urticaceae) 

12科。以上 17科共含282属730种，分别占本地区科、属、种的12．57％，48．96％和 

51．92％。含11～20种的有石竹科 (Caryophyllae~)、龙胆科 (Genti~maeeae)和杜鹃花科 

(蹦cacIeae)等22科；含6～10种的有凤仙花科 (Ba】saIIlinaceae)、景天科 (Crassulaeeae)、 

鼠李科 (Rh锄naceae)等25科；含2～5种的有葱科 (AⅡiaceae)、山茱萸科 (Comaee~)、 

表I 小百草岭种子植物区系组成 

Table1 The印唧皿at0phyteflora 0fMt．)(i舯baican I】g 

松科 (Pillaceae)等48科，含1种的有紫茉莉科 (Nycta罢衄lceae)和安息香科 (stylI tceae) 

等29科。本地区种子植物科、属、种的配比约为1：4：10，而地处滇西北的玉龙雪山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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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5(杨亲二，1987)，地处滇中南的无量山约为1：5：12(彭华，1997a)，这种区系数 

量构成中 “科多种少”的特点反映了其相对古老和保守的性质 (Szafer，1964)。 

表2 小百草岭种子植物区系科的大小排序 

Table2 3]ae an-angement ofthefamiliesin 8equenl2~from tit．Xi~,baieaoling 

2 科的数量组成及地理成分分析 

从／J、百草岭141科所属的分布区类型 (李锡文，1996；吴征镒等，2OO3)来看 (表3)， 

既有世界性广布的大科，也有以温带和热带地区分布为主的较大科。除去世界性分布的 

43科外，科级水平上温带性质的科有43科，占43．88％；热带性质的科有 55科，占 

56．12％，表现出较强的热带性质。从区系整体特征和发生背景来说，无疑反映了小百草 

岭地区区系的起源有着较强的古热带渊源。除了在科的整体水平上的数量特征外，本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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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具有三尖杉科 (Cephalotaxaceae)、水青树科 (Tetracentraceae)、旌节花科 (Stachyurace— 

ae)、青荚叶科 (Helwingiaceae)、双参科 ( p t acex：q．e)5个东亚特有科 (吴征镒和武素 

功，1996)。其中水青树科为典型的第三纪孑遗植物，目前仅存1属1种，即水青树 ( 一 

racentron sinensis)，被誉为现存被子植物的活化石 (Takht~jall，1969)，现仅分布于我国的中 

部和西南山地、尼泊尔、缅甸北部和越南。这些系统演化上古老孑遗或关键类群的存在说 

明本地区的区系的演化有着相当古老的历史。除此之外，很多古老的木本植物，如壳斗科 

(Fagaceae)、樟科 (Lauraceae)、山茶科 (Theaceae)等在本地区都有一定数量的代表，从 

植被发生的角度来看，本地区大面积常绿林群落景观的形成也有着古老的历史。 

表3 小百草岭种子植物科的分布区类型 

Table 3 The family Areal～types of seed plants in Mt．Xiaobaicaoling 

3 属的数量组成及地理成分分析 

本地区576属种子植物中，含1O种以上的较大属有l9属 (表4)，共计220种，占本 

地区总属数的15．65％。这些属中除7属为世界性广布属外，热带属仅有拔葜属 (Smi— 

lax)、槐蓝属 (1ndigofera)和风仙花属 (Impatiens)3属，它们均为分布达亚热带乃至温带 

的泛热带大属；温带属有 9属，它们常为北温带地区广布的大属，如杜鹃花属 

(Rhododendron)、小檗属 (Berberis)、报春花属 (Primula)、荚莲属 (Viburnum)、槭属 

(Acer)、翠雀属 (Delphinium)等。从这些大属的分布型构成中明显表现出较强的温带性 

质。这些北温带类型在小百草岭地区的繁荣发展，与两方面的因素有关，一方面，亚热带 

山地上部的自然地理条件为它们的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如这里分布于海拔2 800～3 500 

m的杜鹃灌丛和海拔2 900～3 200 m的小檗灌丛成为该地区较为显著的植被景观；在另一 

方面，历史上气候带分化而导致的区系成分大规模迁移和隔离分化也深刻影响了本地区的 

区系外貌。如分布于此的十字花科 (Cruciferae)的广义山蓊菜属 (Eutrema，s．1at．)，该属 

15种 (Mabbedey，199r7)，间断分布于北极、欧洲、中亚和东亚及美国西南部，呈典型的 

北极一高山间断分布式样。在小百草岭有山药菜 (Eutrema"znn伽明 )1种代表，可以说 

是目前本属已知的最南的分布点。这种间断分布格局的形成明显是由于第四纪冰期、间冰 

期的交替，致使大量的区系成分从古高纬度向古、中低纬度渗入到现今的亚热带山地而得 

以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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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小百草岭种子植物含10种以上较大属的排序 

Table4 蚍 ofthe bigger genera(,~r,prising IT／OI'~ 

than 10 species)fromMt．Xiaobaieaoling 

表5 

Table 5 

小百草岭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 

The genericAreal-types of seed plantsin 

Mt．Xiaobaicaoling 

根据吴征镒 (1991)对中国种子植物属分布区类型的划分，本地区576属野生种子植 

物归属15个分布区类型 (表5)。占显著地位的是北温带分布型、泛热带分布型、东亚分布 

型、热带亚洲分布型4大成分。北温带分布型的代表如：冷杉属 (Abies)、槭属、小檗属、 

柴胡属 (Bupleumm)、翠雀属、忍冬属 (Lonicear)、马先蒿属 (Ped2azlaria)、委陵菜属 (P。一 

)、杜鹃花属、荚蓬属等；泛热带分布型的如：秋海棠属 (Begonia)、虾脊兰属 

( ， )、薯蓣属 (1)ioacoFea)、冬青属 (1lex)、素馨属 (Jasmimun)、冷水花属 (Pilea) 

等；东亚分布型的如：兔儿风属 (Ainsliaea)、党参属 (C．odonopsis)、溲疏属 (Deutzia)、野 

丁香属 ( 砌 )等；热带亚洲分布型的如：山茶属 (Camellia)、独蒜兰属 (Pleione)、 

鸡矢藤属 (Paederia)等。除去世界性分布的56属外，热带性质的属 (分布型2—7)有227 

属，占43．65％，温带性质的属 (分布型8一xs)有293属，占56．35％，属级地理成分的数 

量结构表现出较强的温带性质。结合上述对科水平的分析，小百草岭种子植物区系从科级至 

属级热带性质向温带性质转变的趋势表明了区系演化的过程中，热带成分得到保存，而温带 

成分在亚热带山地气候条件找到适应的生存环境，两者共存发展的特点。例如兰科 (Orchi— 

daceae)这一泛热带分布为主的大科在本地区有2l属 (表6)，除去2个世界性分布的属外， 

温带属有 12个，占本地兰科总属数的63．16％，热带属有7个，占本地兰科总属数的 

36．84％。因而这一泛热带分布为主的大科在小百草岭是以温带类型为其主要代表。这种区 

系性质从科到属及热到温带成分的变化是被子植物辐射发展后，适应随之而来的全球气候 

暖、冷交替的必然结果。适应于不同水、热条件的低温性植物 (Microtherma1)、中温性植物 

(Mesotherma1)、高温性植物 (Megatherma1)分别栖居于亚热带山地的不同海拔地段，占据更 

有利的生态位，这是亚热带山地植物区系单元的一个基本特征 (李锡文和李捷，1993)。 

而各分类群对水、热条件需求不同直接体现在对相应海拔段的依赖，是亚热带山地植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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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单元在复杂的地质历史事件作用下，区系演化历史的反映，也正是亚热带山地植物区系 

单元山体垂直带上热、温带成分的海拔分界——区系平衡点的指示意义 (彭华，1996)。 

表6 小百草岭种子植物兰科属的分布类型 

Table 6 The generic Areal—typesin Orcidaceaefrom seed plants onMt．Xiaobaicaoling 

中文属名 含种数 分布区类型 中文属名 含种数 分布区类型 
Chinese TIaⅡle of genera No．of species Areal—types Chin~ TI of genera No．of species Areal—types 

羊耳蒜属 ／Aoo~ 1 1 玉凤花属Habenar／a 5 8 

沼兰属Ma／ax／s 1 1 兜被兰属Neotakmthe 1 8 

虾脊兰属 Ca／anthe 4 2 红门兰属0 s 2 8 

兰属 Cymb~,,n 2 5 舌唇兰属 Plathanthera 1 8 

阔蕊兰属Per／sty／us 1 5 绶草属Spiro~  1 8—1 

鸟足兰属Satyr／um 2 6 角盘兰属 Heaninium 3 l0 

石斛属Dendrobhun 2 7 鸟巢兰属Neottia 1 10 

斑叶兰属 Goodyera 1 7 无柱兰属 f m 2 14 

独蒜兰属P／e／one 3 7—2 白芨属B／ett／／a 1 14 

头蕊兰属 C~lha／a／llhera 1 8 舌喙兰属HoT@／／／a 2 14 

火烧兰属Ep67ax~ 2 8 

例如，菊科单型属的栌菊木 (Nouelia )属该科较原始的帚菊木族 (Mutisine— 

ae)，据Kim等 (2002)最新分子系统学研究表明，它在该族的分支系统树中处于基部位 

置，为该族较原始的成员，现仅分布于中国云南、四川的金沙江干热河谷，在小百草岭分 

布于海拔 1 6(10 m以下的三岔河 (金沙江支流)河谷。因灌木状生活习性和花冠、雄蕊等形 

态上的特征，与分布于热带中南美洲干旱山地环境的其它本族成员有着紧密的关系 (Brem— 

er，1994)，明显是古南大陆的区系成分 (吴征镒和王荷生，1983)。另一如禾本科的镰稃草 

属 (Harpachne)，该属共2种，一种分布于热带非洲，另一种镰稃草 (H．harpachno／des)分 

布于中亚及我国云南高原至四川的金沙江河谷，明显也是古南大陆的热带成分 (吴征镒和 

王荷生，1983)。在小百草岭分布于海拔1 700 m以下的河谷地带。这两者可以归为河谷热 

带成分的典型代表。而如壳斗科的石栎属 (／Athocarpus)的多变石栎 (L．var／o／osus)、滇石 

栎 (L．如 )等在此构成优势 (王利松和彭华，2004)，它们在区系发生历史上的古 

环境背景 (周浙昆，2000)和生物学特征使它们常常居于亚热带山体的中高海拔，为中温 

性植物的典型代表。而那些典型的低温植物如梅花草 (Parnass／a)、报春 (Prbnu／a)、小檗 

(Berber／s)则成为高海拔地段草甸和灌丛景观的代表。 

除了属级组成上的这些整体性特征外，一些指示区系重要特征的属在本地区也有体 

现，例如那些在系统演化上古老或孤立的类群和新近分化衍生的类群在这里均有代表，前 

者如栌菊木属 (Nouelia)、茶条木属 (Delavaya)、牛筋条属 (Dichoto~ )，后者如鹭鸶 

兰属 (Diuranthera)和细柄芹属 (Harrysmithia)，后两属明显是随云南高原的抬升而特化的 

衍生类群。因而，作为联系滇中高原亚地区和横断山南断亚地区的纽带，小百草岭区系兼据 

云南高原区系相对古老的成分和横断山区系相对年青的成分，表现出区系成分新老兼备。 

4 种的数量组成及分析 

种是植物区系地理分析的最基本单元 (王荷生，1992)，尤其对一个具体植物区系 

(Local flora)而言，科、属等较高分类等级揭示的是较大地质历史时间断面上区系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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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展特征，可以得出较为一般性的结论。而种级水平的分析则能进一步揭示一个具体植 

物区系与周边地区的地理联系，即它的地理归属问题，同时也能避免仅由科、属分析对具 

体植物区系的一些错误结论 (汤彦承，2000)。 

表7 小百草岭种子植物种的分布区类型 

Table 7 TheAreal—types of species 0f seed plaIltsfromMt．Xiaogaieaoling 

在本地区 1406种野生种子植 

物中，其它类型所占比例较小，而 

热带亚洲、东亚和中国特有分布型 

比例较大，总计 1196种，占总数 

的89．29％ (不含世界分布)。而中 

国特有种 643种，占总种数的 

46．39％ (表 7)，构成种级组成的 

主体部分。然而，对一个具体区 

系，众多的中国特有种并不能指示 

其区系的具体特征，所以需要根据 

其集中分布所表现出的一定分布趋 

势，及其相关类群的地理分布对其 

作进一步的分布式样的归类，找寻 

其中对植物地理分析有启示的规律 

(彭华，1997b)。本文参考李锡文 

(1995)和彭华 (1997a)对云南高原地区和无量山区系的研究，并结合小百草岭中国特有 

种的具体情况做出如表8的亚型划分。 

表8 小百草岭种子植物中国特有种的分布亚型 

Table 8 The areal—subtypes 0fChin~ endemic 0f seed plants丘咖 Mt．)(ia0 ca0liJ1g 

分布亚型 种数 占本分布 分布亚型 种数 占本分布 

Ar 一 p∞ No．of species型的百分 Areal一 p∞ No．of叩 型的百分 

比 (％) 比 (％) 

15(1)小百草岭特有 (15) (2，33) a-10．云南非热区、藏 12 1．87 

15(2)与云南高原地区共有 (51) (7，93) a-11．云南非热区、川、黔 36 5．60 

8．滇中高原小区 35 5．44 a-12．云南非热区、川、藏 45 7．0o 

b．澜沧江红河中游小区 2 0．31 a-13．云南非热区、川、黔、藏 l6 2．49 

c．滇东南小区 1 0．16 a-14．云南热区 2 0．31 

d．滇中高原小区与澜沧江 5 0．78 a-15．云南热区及非热区 12 1．87 

红河中游小区 a-16．云南热区与西南地区 6 1．00 

e． 滇中高原小区与滇东南小区 4 0．62 b．南方片 I103) Il6．25) 

f．整个云南高原地区 4 0．62 b-1．华南 7 0．93 

15(3)与中国其它地区共有 (b77) (89．74) b-2．华中、华南 1 0．16 

a．西南片 (360) (55．99) b-3．华南、华东 一 一 

a-1．川 4o 6．22 b．4．西南、华中 23 3．58 

a-2．黔 4 0．62 b-5．西南、华南 44 6．84 

a-3．藏 5 0．78 b-6．西南、华东 3 0．47 

a-4．川、黔 10 1．56 b-7．西南、华中、华南 12 1．87 

a-5．川、藏 9 1．4o b-8．西南、华中、华东 7 1．09 

a-6．川、黔、藏 5 0．78 b-9．西南、华南、华东 一 一 

a．7．云南非热区 62 9．64 b-10．西南、华中、华南、华东 6 1．00 

a-8．云南非热区、川 73 11．35 c．南、北方片 (114) (17．73) 

a-9．云南非热区、黔 23 3．58 总计Total 64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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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在本地区的中国特有种的分布格局可以看出，小百草岭与云南高原地区共有的 

只有51种，占本分布型的7．93％，其中又以小百草岭与滇中高原小区共有的种占相对优 

势，有35种，占本分布型的5．44％，表明其作为滇中高原小区区系单元的特征。小百草 

岭与中国其它地区共有的种，有577种，占本分布型的89．74％，占据了同等级亚型中的 

显著地位。进一步细化这些小百草岭与中国其它地区共有的种，与中国西南地区共有的有 

360种，占本分布型的55．99％，与南方片共有的有103种，占本分布型的16．25％，与 

南、北方共有的有114种，占本分布型的17．73％。这其中又以15(3)a-1、15(3)a一7、 

15(3)a一8、15(3)a．11、15(3)a一12等5个分布类型较为突出，5者合计共有256种， 

占中国特有分布型的39．81％。以上5个分布类型的种主要分布于小百草岭及其周边的滇 

西北、川、藏等地，基本上属横断山地区，表明了小百草岭与横断山两地问区系的紧密关 

系。在这些小百草岭与横断山地区共有的种中有不少是随喜马拉雅的抬升而新近分化的衍 

生类群，如唇形科 (Labiatae)的葶花属 (Skapanthus)为横断山地区的新特有属 (李锡文 

和李捷，1993)，在小百草岭有茎叶子宫草 (S．oreophilus var．elongatus)为代表，另有如伞 

形科的小芹属 (Sinocarum)，该属目前所记录共有19种，分布于中国西南部 (云南、四 

川、西藏)、不丹、锡金、尼泊尔 (单人骅等，1980；Watson，1996)。它明显是随喜马拉 

雅抬升过程中就地特化而形成的衍生类群，为典型的中国一喜马拉雅分布成分。 

整体上看，这些众多的中国特有种显示了小百草岭种子植物区系有较为广泛的地理联 

系，这种联系的广泛性有其深刻的区系演化背景，也即白垩纪一第三纪期问，被子植物辐 

射式发展过程中，中国大部分地区处于热带一亚热带的古气候条件，而这种条件下水、热 

相对均匀分布的状况有利于古老类群的保留，而喜马拉雅抬升、云南高原的形成等地质事 

件引起的强烈造山运动又有利于新生类群的分化，因而中国广大的亚热带地区 (尤其是西 

南地区)是众多中国特有种集中分化的地区，这也是中国种子植物区系丰富多样的重要原 

因之一。 

5 小结 

根据上述对小百草岭种子植物区系统计分析的结果表明：小百草岭种子植物区系与周 

边地区地理联系较为广泛，与横断山地区联系相对紧密。区系成分新老兼备，既有系统演 

化上古老孑遗的类群，也有许多新近分化衍生的类群。热带成分和温带成分并存发展，各 

自占据相应的海拔地段，是亚热带山地植物区系的一个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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