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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鹃花属马银花亚属一些种类染色体数 目报道 

高连明，张长芹，李德铢 ，吴 丁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云南 昆明 6502．04) 

摘要：对杜鹃花属马银花亚属中的马银花组和长蕊杜鹃组 7种 1变种的染色体数 目进行了观 

察，其中6种 1变种的染色体数 目为首次报道，仅薄叶马银花 (鼢0d l @toth,~a Balf． 

f．&Forrest)的染色体数目以前有过报道。细胞学研究结果表明，马银花亚属所观察种类的 

染色体数 目相同，均为2n=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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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omosome Numbers of Some Species of Rhododeodron， 

subgen．Aza／eastrum 

GAO Lian—Ming，ZHANG Chang-Qin，LI De—Zhu ，WIJ Ding 

(硒m lnsthute ofBotany，Chinese Academy ofSc／ences， lnn1ing 650204，China) 

Abst8ct：Chromosome counts for 7 species and one variety are investigated from section Aza／eastntm and 

section Chon／astrum of~ ndron，subgen．Aza／eastngn．The chromosome numbers of six species and 

one variety are reported for the first time。and one species(P,／mdodendron 啪 Balf．f．& For— 

rest)was published ehl,omosome counts previously．All the species studied here have a uniform somatic 

number of 2n=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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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银花亚属 (subgen．Aza／eastrum Planch．)是杜鹃花属 (~ ndron L．)中花序侧 

生，不被鳞片的一个类群，全世界约有 28种 ，主要分布在我国长江以南各省区，向北可 

达陕西省南部，向南经中南半岛达马来半岛，中国西南和华南地区是马银花亚属的两个现 

代分布中心 (Philipson and Philipson，1986；Chamberlain等，1996；高连明，2oo2)。自马银 

花亚属建立以来，其系统范畴和系统位置一直存在争议。Sleumer(1949，1980)根据常绿 

或落叶、雄蕊数目、花萼大小和种子形态等特征，将马银花亚属分为 4组，即马银花组 

(sect．Azaleastrum)、长蕊杜鹃组 (sect．Chordastrum)、纯白杜鹃组 (sect．Candidastrum)和异 

蕊杜鹃组 (sect．Mumeazalea)。Philipson(1980)，Philipson and Philipson(1986)将 Sleumer系 

-基金项目：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和科技部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工作项目 (2004DKA30430) 

-- 通讯作者：Authorfor correnspondence 

收稿日期 ：2O05一Ol一06，2O05—04—05接受发表 

作者简介：高连明 (1972一)男，博士，主要从事植物系统与发育和保护生物学研究。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434 云 南 植 物 研 究 27卷 

统中的两个单型组，即产北美的纯白杜鹃组和产日本的异蕊杜鹃组提升为亚属。在 Chain— 

berlain等 (1996)最新的系统中，沿用了马银花亚属只包括马银花组和长蕊杜鹃组两个组 

的观点。最近的分子系统学研究结果表明，马银花亚属不是一单系类群，其系统位置仍没 

有确定 (Kurashige等，2001；Gao等，2002)，因此马银花亚属的系统学还有待进一步研 

究。 

染色体数 目和形态与物种的进化直接相关，并广泛应用于种下、种问、属间，甚至科 

级分类单位的系统学研究 (Stebbins，1971；洪德元，1990)。杜鹃花属的细胞学研究虽有 

过大量报道，但马银花亚属的细胞学研究较少，至今仅有异蕊杜鹃组的异蕊杜鹃、纯白杜 

鹃组的纯白杜鹃和马银花组的薄叶马银花 3个种有过染色体数 目的报道 (Ammal等， 

1950)，而长蕊杜鹃组的细胞学研究至今仍是空白。本研究 旨在通过对马银花亚属 2组 7 

种 1变种的细胞学研究，为杜鹃花属的系统学研究提供细胞学证据。 

1 材料与方法 

实验材料包括马银花组2种，长蕊杜鹃组5种 1变种。香缅树及其变种光叶香缅树采自云南屏边大 

围山，并栽培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园内，其余种类为昆明植物园栽培，原产地信息及凭证标本见表 1。 

凭证标本存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标本馆 (KUN)。 

表 1 材料来源和与凭证标本 

Table 1 The onsin and voucher specimens of observed materials 

取新鲜材料的根尖，用 0．1302 rnol／L的 8一羟基喹啉于室温下预处理4～5 h(置于暗处)，卡诺氏固定 

液 (即3：1的95％乙醇：冰乙酸混合液)于冰水中固定0．5～1 h，转移到70％酒精和蒸馏水中，各自约为 

30min，然后用 1 mol／LHCI于60±1℃下解离5～10min，水洗后用卡宝品红染色，镜检观察，常规压片法 

制片，选取有良好分裂中期相的细胞进行显微照相并制作永久装片。每种分别选择5～10个分裂相较好 

的中期染色体进行计数。染色体的长度按李懋学和张敦方 (1991)的方法测量。 

2 结果与讨论 

对马银花亚属7种 1变种染色体数目进行了观察和计数，所观察种类均为二倍体，体 

细胞中期染色体数目为2n=26，染色体基数为X=13，与杜鹃花属其它亚属的染色体基数 

相同。马银花亚属中期染色体的形态变化不大，主要为具中部着丝点或亚中部着丝点的染 

色体，染色体形态在种间没有明显的差异，与杜鹃花属其它种类的染色体形态特征比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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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图1)。马银花亚属的染色体较小，多数为小染色体，染色体的长度变化范围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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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杜鹃花属马银花亚属6种杜鹃花的中期染色体形态，标尺长度均为 2lan． 一重叠的染色体 

Fig． 1 Photomicrographs of chromosome at metaphase in six species of R}Ⅻ如幽 subgen．~ trttm，scale bars equal 2jⅡn 

— overlapping chromosomes 

A．R．vialii；B．R．mackenzianum；C．R． w吡0￡ ；D．R．stomiltellln；E．R．ttacherae；F．R．tll1~herae VaT．glabrifolium 

表2 马银花亚属染色体数目及大小 

Table 2 Chl'onlosolne numbers and size of励_加 n．subgen．~ trum 

杜鹃花属虽然在地理分布和形态特征方面均表现出丰富的多样性，但染色体基数非常 

稳定，除叶状苞亚属 x=12外，均为 X=13。在倍性方面，杜鹃花属中多倍化现象在有鳞 

杜鹃花中非常普遍，约占有鳞杜鹃花种类的三分之一，倍性从三倍体 (2n=39)至十二倍 

体 (2n=156)均有，且在相同种内存在不同的倍性 (Atkinson等，2000)。有鳞杜鹃花的 

多倍化现象仅发现于喜马拉雅地区，并与海拔高度相关，海拔越高，多倍化现象越明显 

(Ammal，1950；Atkinson等，2000)。从现有资料和所观察的马银花亚属的细胞学结果来 

看，马银花亚属的4个组均为二倍体，没有发现多倍体，染色体基数均为X=13；马银花 

．Ir．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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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属的中期染色体多为小染色体，种间差异不明显。无论是染色体的倍性和基数，还是中 

期染色体的大小，在马银花亚属内部都是比较稳定的。 

致谢 在细胞学实验方面得到顾志建研究员指导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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