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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a Botani{~l Yummnica 

柽柳科柽柳属 的植物地理研究 

张道远，潘伯荣，尹林克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吐鲁番沙漠植物园，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1) 

摘要：柽柳属是典型的旧世界温带分布属。对柽柳属 3组 68种的分布进行了分析，发现本 

属 3个频度分布中心依次为伊朗一吐兰区的西亚亚区 (3o种／3组，其中特有种 13种)，中亚 

亚区 (20种／2组，其中特有种 6种)和地中海区 (12种／3组，其中特有种 6种)。由于伊朗 

一 吐兰地区的西亚亚区存在本属最多的组与种、特有种多且可以见到柽柳属系统发育系列， 

因而认为该亚区是现存本属植物的现代分布中心和分化中心。地中海地区包含的组、种数仅 

次于伊朗一吐兰区，并且特有种为6种，带有新特有种的性质，全是系统发育上相对年轻、 

进步的类型，被认为是本属的一个次级分布中心，另一个次级分布中心在中亚亚区，尤其是 

中国西北干旱地区。根据柽柳属植物的现代地理分布、化石资料及地质历史资料，推测柽柳 

属起源于古地中海热带成分盛行的早第三纪始新世 ，具有起源古老的性质，并且随着晚第三 

纪古地中海的退缩 、气候逐渐干旱而得到进一步发展 ，产生许多新的以温带成分为主适应旱 

生环境的现代柽柳属种类。柽柳属起源之后，首先繁衍、散布到以伊朗为中心的现代分布中 

心，其后以伊朗为廊道向西、向东扩散，在地中海沿岸、东非、阿拉伯半岛、非洲西南部及 

亚洲 中部的荒漠地区得到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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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h耐 ： Tamar／x L．is 8 genus with the distribution pattem of Old World Temperate．The distribution 

paltern8 of3 rec0伊lized sections coveting 68 species in Tamar／x are arla ，and the result shower that 

the three centers offrequency distribution sessed with diffesent quantifies of species： the W ．Asia sub 

region ofIrano-Turanian Region(30spp．／3sects．，including 13 endemic species)，the C．Asia subre- 

on ofIrano-Turanian on(20spp．／2sects．，mchding 6 endemic species)，theMeditenane~Region 

(12spp．／3sects．，including 6 endemic species)．In the light of the fact that most taxa iIdud the 

primitive and advanced ones，and the most taxa including the primitive and advanced ones in Tamar／x OC． 

cur intheW ．Asia．TheW ．Asia subregion ofmight bethe center ofdiversity and distribution ofthe 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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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8．AstheMediterraneaRegion and C．Asia Subregion 0f慨 jgist secondtothat 0fW．Asia subregion 

in number of sections and species， and many endemic species also a1)peared in these~ ion8 ，they慨  

considered as the sec0Ildary centers of distribution and speciafion 0f the genus．Based on av．ilahle fossil 

record ofthe genus andthe historical data ofgeology，we speculatethat Tamanx had already existed duIirlg 

Eocene when the land Inas8es on the L．~th sides 0f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Sea(the Tethys)weIe popu- 

lated by the xerothermic floral elements，by the sea retreat and clililate$tom dry afterwards，the species ， 

dominated by temperate zone flora and adap[ive to add environment，developed greatly．When the genus 

was generated，tlley invaded to Iran plateau and migrated to the east and westjn8t take Iran as a corridor， 

and took a further development in the ad d zone 0fW ． Africa，S．W ．Africa ，AIl~ arl peninsula and C． 

Asia．In a word，the l~treat ofthe Tethys，uplif1 0f Himalayan Mts．and alteration of glacier has pl y an 

iIIlpo胁 t role in the formation 0f modem distribution pattem 0fthe genus Tamar／x L． 

Key wOnk： Tamar~ L．；Origin；Evolution；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柽柳属 Tama~ L．隶属于柽柳科，是林奈于 1753年建立的。柽柳属是柽柳科中分布 

最广，种类最多的属，具有雄蕊多数为 5数，花丝分离，花药外向，花柱明显，常具花 

盘，种子芒柱从基部起被毛等共同特征，是一个 自然类群。但本属植物由于变异幅度大， 

且种间极易发生杂交，致使本属成为有花植物中分类最为混乱的属之一，曾出现200余个 

种名 (Baum，19r78)。正如 Boisser(1867)所说的 “柽柳属的分类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因 

为缺少清楚而明显的形态学性状”。分类学名称的混乱对本属地理区系分析增加了困难，又 

由于缺乏可靠的化石记录资料，对该属的起源、散布、地理分布都还无全面、系统的文章， 

仅在Baum的专著中简单涉及柽柳的起源及散布。本文只是针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Bunge(1852)首次发表了世界柽柳属的分类学专著，将种确定为51种，其中21种为 

首次记录。Niedenzu主编的 《柽柳属的分类检索表》于 1895年出版，书中记载了 67种柽 

柳，该卷再版时，作者将柽柳属增加到 78种。随后的近百余年中，柽柳属不断产生新种。 

1978年，Baum通过或订为异名，或降为变种，或为误定的处理，将 200余种柽柳定为 54 

种，并分为 3组 9系，在很大程度上澄清了柽柳属分类混乱、种数不清的现状。然而， 

Baum的工作是建立在大量查阅腊叶标本的基础上，对缺乏资料的地区，如中国、蒙古、 

巴基斯坦。研究较少。随着 Qaiser(1981)对巴基斯坦柽柳属的研究及中国、蒙古等地区 

植物志的面世，目前本属的分类群为9系，68种，7变种。 

1 属 的分布 

柽柳属间断分布于欧、亚、非三洲，属于旧世界温带分布类型 (图 1)。绝大多数种 

类分布在亚洲 (西亚和中亚)，有些种分布在现代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及东北非，仅少数种 

分布在西南非洲。欧洲分布主要集中在地中海北岸的三个半岛，其北界在约北纬 50~的法 

国北部；亚洲分布区多集中在伊朗一吐兰区的西亚及中亚亚区，其北缘可达北纬 60~，南 

缘可达北纬 12o左右，如 T．er／co／des Rottl可分布到印度的焦坦尔，东部可达 日本及朝鲜； 

非洲分布区仅在北非、东非及非洲西南的部分地区，最南端可达南纬约 32。的南非。大西 

洋群岛如亚速尔、马德拉、加纳利及佛得角也有柽柳的分布。但澳洲、大洋洲和美洲未见 

到柽柳分布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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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柽柳属的分布区 

Fig． 1 C,~ hic distribution of Tamar／x L 

2 柽柳属的分类系统及分布式样 

为探讨本属的起源、演化及区系地理 ，有必要首先探讨一下本属的形态性状演化趋势 

及分类系统。本文采纳 Baum (1978)的系统 ，又增加了巴基斯坦、伊朗、前苏联、中国 

及蒙古的类群共 l4种，至此，本属共 3组 9系68种7变种 (表 1)。 

表 1 柽柳一在世界各区的分布 

Table 1 Floristic an娜 of Tanmr／x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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柽柳属一些性状的演化趋势 ： 

Batun(1978)认为柽柳属植物的雄蕊含有丰富的分类学信息，并画出了演化关系图 

(图 2)。 

TRIPLOS1_E oNY 

】c，l吐 porllolIrloloskmony 

DIPLoSTEMoNY 

inc1．porlioldiOlostanony 

图 2 柽柳属植物雄蕊进化趋势。字母 a—e表示对萼雄蕊及其退化过程 (B棚一，1978) 

Fig-2 Evolutionary treats in the珊1dr0∞i眦 0f Tamar／x L．The letter口to e denote the田nd-epal0Il8 stm,nerm 

and their呵 t一0 (Rmm，1978) 

由图 2可知 ，柽柳属具有如下的演化趋势 ： 

雄蕊 10数 (稀 11～15数)一雄蕊 4，5数； 

雄蕊三轮 (triplostemony)、部分三轮一两轮 (diplostemony)、部分两轮一单轮 (hap． 

，l 《 U ∞ _ Q _ ∞ 委 I(1T熙Id6 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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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stemony)； 

对瓣雄蕊 (antepetalous stamens)存在一丢失或退化为花盘的一部分； 

间生花盘 (hololophic)一假顶生花盘 (paralophic)一融生花盘 (synlophic)； 

雄蕊下位着生 (hypodisca1)一下位、周位着生 (hypo—peridisca1)一周位着生 (per— 

idisca1)； 

总体来说 ，原始的柽柳种类是雄蕊多数、两轮 ，内轮对瓣 ，外轮对萼。通过花丝的丢 

失、退化或融合 ，发展为进化的仅有对萼雄蕊的单轮雄蕊。 

其他一些演化趋势：雌雄异株一雌雄同株；花5数一花4，5数混生一花4数；花瓣大 

一花瓣小；宽花序一窄花序；果后花瓣宿存一脱落；叶基抱茎，具鞘或呈鞘状一叶基狭； 

种子大一种子小 ；淡生种类一盐生种类。 

世界柽柳属分类系统 i 

2．1 柽柳组 (Sect．Tamar／x) 

本组植物花 5数，偶见4数，混生，花小，花瓣 1～2．25 mln长，花序窄，3～5 mln， 

对萼雄蕊 5数，单轮，无两轮或三轮的情况出现。包含 3系，其中系3的植物叶抱茎呈鞘 

状 ，是本组中最为原始的种类 ，且 T．dioica和 T．usneoides是柽柳属中唯一的雌雄同株的 

植物，显示出了原始的特性。本组分布范围广，从大西洋群岛到亚洲中心的塔里木盆地， 

从印度到伊朗经阿拉伯半岛到北部非洲，间断分布于东非、中非及西南非洲，基本上与柽 

柳属植物的分布区相吻合，只是没有东亚分布的种类 (图3)。共 3系 35种，其中地中海 

区3系5种2特有种；撒哈拉 一阿拉伯区 1系4种 3特有种；西亚 3系 14种3特有种；中 

亚3系 12种 5特有种；苏丹 一赞比亚区 3系9种 7特有种；卡鲁 一纳米布区 1系 1特有 

种；印度区2系2种；东亚区 1系 1种；印度支那区 1特有种 (表 1)。从上述资料统计 

看 ，伊朗一吐兰区包括 3系 19种 ，占本组总种数 的 54．3％，特有种数 8种 ，占 l1．8％， 

从伊朗吐兰区向四周分布的总数逐渐减少。因此，伊朗一吐兰区既是本组的多样化中心， 

也是分布中心。此外，属于系3的植物多分布于伊朗热带荒漠及巴基斯坦和印度西北，间 

断分布于非洲的安卡拉及南部非洲，以古热带区系的苏丹一赞比亚区系成分为主。 

2．2 寡雄蕊组 (Sect．Dz ) 

本组植物花序较宽，为5～12 mln，或花序窄 (具四数花的种类)，仅为 3～5 mm；花 

瓣长度不一。花4数，4、5数或5数，雄蕊4～5数，单轮，部分双轮，其中4～5对萼雄 

蕊稍长，0～4对瓣雄蕊稍短，花盘具蜜腺状裂片。本组植物具有从花瓣5数一花瓣4数的 

进化趋势，其中 T．grac／／／s和T．gansuens／s具有花 4、5数混生的情况，可能是进化上的一 

个过渡阶段。此外，系6植物具有花小、花序窄的特征，是由花大、花序宽的系 5植物进 

化而来 (Baum，1978)。分布于现代地中海沿岸及中亚地区，东亚也有个别种的分布，但 

中非及西南非洲未见分布 (图 3)。共 4系 22种 5变种。西亚区 4系 12种 7特有种 ；中亚 

区3系 8种 1特有种；地中海区2系6种4特有种；东亚区2种 1特有种；幸运岛区 1种； 

撒哈拉一阿拉伯区 1特有种 (表 1)。西亚亚区是该组中种类及特有种类分布最多的地区。 

2．3 多雄蕊组 (Sect．Polyadenia) 

本组是柽柳属中分化最早 ，最原始的组 ，具有一系列的近祖性状 ，如总状花序宽 6～ 

10 mln，花大，花瓣长 2．5～7 mln，雄蕊 6～15(多数 10)，为两轮 (T．er／co／des，T．鲫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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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s，T．dub／a，T．komarov／i，T．stricta)，部分两 轮 (T．raacrocar~ ，T．salina， T．scl— 

renensis)及部分三轮 (T．aucheriana，T．to'cnocarpa)。其中，系 9植物种间进化关系很难确 

定 (Baum，1978)，且均分布于特定的区域，表现出了一定的残遗种特点。而 T．er／co／des具 

有清楚的两轮雄蕊 ，其中对萼雄蕊 5数 ，较长 ，为花盘下位着生 ；对瓣雄蕊 5个 ，较短 ， 

花盘周位着生，可能为最古老的种或与柽柳祖先最近缘的种。这一假设得到解剖学证据的 

支持，表现在具有 1O个雄蕊脉 (迹)，维管结构直达苞片等 (Murty，1954)。分布范围较 

小，见于非洲北部 、西奈半岛及以伊朗为中心的西亚亚区，此外 ，印度东南部及孟加拉也 

有个别种的分布 (图 3)。共 2系 11种 2变种，其中西亚区 2系 4种 3特有种 ；苏丹 一赞 

比亚区 1系 3特有种 ；撒哈拉 一阿拉伯区 2系 3种2特有种；地中海区 1种；印度区 1种 ， 

印度支那区 1种 (表 1)。由上述分析可知 ，伊朗 一吐兰区的西亚亚区分布有4种，占本属 

总数的 36．4％，是该组的多样化中心及分布中心。 

柽柳属植物主要分布在地中海区及中亚地区的温带，基本上属于温带植物区系性质 ， 

但尚有个别种延伸到亚洲一非洲热带山地，因而柽柳属是一个旧世界温带分布类型的属， 

这与吴征镒 (1991)的观点相一致。此外，柽柳属分布的特有现象明显，有许多种仅分布 

于印 度 (T．／nd／c~t， T．benga／ens／s， T．er／co／des)、 巴 基 斯 坦 (T．ba／uch／stan／ca， T．pa— 

kistanica，T．kermanensis，T．alii， T．sultanica)或 中 国 的 西 北 干 旱 区 (T．sachuensis， 

T．takalmakensis，T． 讹 ，T．扔 洳 )。 

图 3 柽柳属各组的分布区：I．柽柳组 ，Ⅱ．寡雄蕊组 ，Ⅲ．多雄蕊组 

ris．3 Geognrphical distribution ofthet~ction$of Tama~ ．I．Sect．Tama~ ；lI．Sect．Oligadmia；m．Sect、Pc如 

3 种的地理分布 

全世界柽柳属植物共计3组 9系68种 7变种，我们统计分析时将变种包括在种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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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区内。参照 Takhtajan(1986)的世界植物区系分区，本属植物属于 2个植物区，即泛北 

极植物区和古热带植物区，分属于4个植物亚区，l~P：lt方植物亚区 (东亚植物地区)、特 

地斯植物亚区 (幸运岛植物地区、地中海植物地区、撒哈拉一阿拉伯植物地区及伊朗一吐 

兰植物地区)、非洲植物亚区 (苏丹 一赞比亚植物地区、卡鲁 一纳米布植物地区)、印度一 

马来西亚植物亚区 (印度植物地区及印度支那植物地区)。 

3．1 各区种数比较 

按照各区种数的多少排列是：伊朗一吐兰区的西亚亚区30种，中亚亚区2o种，地中 

海区 l2种，苏丹一赞比亚区 l2种，撒哈拉 一阿拉伯区 8种，东亚植物区3种，印度区 3 

种，幸运岛 3种，印度支那区2种，卡鲁一纳米布区 1种。可见，伊朗一吐兰区的西亚亚 

区组、系和种数都居第一位，而且遥遥领先，是该属植物的分布中心。 

裹 2 中国柽柳一檀鞠的地理分布 

Table 2 C,eogtaphical distribution of Tamar／x L_in China 

长穗柽柳 T． r 扛 + + + + + 

短穗柽柳 T．／aza + + + + + 

紫杆柽柳 T．aadroso~ + + + 

异花柽柳 T． + + + + + 

甘肃柽柳 r．gaamms／s + + + + 

莎车柽柳 T．aa／mau／s 0 
沙生柽柳 T．=a／danu=／tm~ 0 

无叶柽柳 T．qp 池 0 

IA3．天山地区 瓢∞ shall R ∞；IB4b．东内蒙古草原亚区 E№ Mongol steppe subregion；llC5b．准噶尔亚区 S0n a日lbre- 

∞；llC6a．喀什亚区 Kashi subteglon；llC6b．西南蒙古亚区 SW．M0n罾池 subregion；IIIB8．华北地区 N．China Region；II- 

IEI7．西藏、帕米尔 、昆仑地区 】(izmlg．P n＆x蛐】岫 Region；BIFI6．唐古特地区 Tangut R ∞；IVGI9．北部台湾地区 N． 

Taiwan ∞ ． 

* +表示有 ；国表示特有 ． 

3．2 各区特有种的比较 

由表 1可看出，西亚亚区特有种数最多，30个种中多达 l3个，占该区种数的43．3％。 

其次为苏丹 一赞比亚区，l2个种中 l0个特有种，占该区总数的83．3％。其余依次为中亚 

亚区6个特有种，地中海区6个特有种，撒哈拉一阿拉伯区6个特有种，卡鲁 一纳米布 1 

个特有种，印度支那区 1个特有种，东亚植物区 1个特有种，而印度植物区及幸运岛区无 

特有种。从特有种的系统地位和地理分布分析，苏丹 一赞比亚区种数不多，但特有种数多 

一一～～～一一一．善一一一 一 卿 种 柳柳柳柳柳柳柳柽柳柳柳柳 脂 柽柽柽柽柽柽柽木柽柽柽柽数种种 毛毛Ⅲ花穗塔枝里枝花蒙国种有有 刚短山白长金垂塔多多甘中总特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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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且属于系统发育上相对古老和原始的类型；地中海区的特有种却带有新特有种 

的性质，全是系统发育上相对年轻、进步的类型；而伊朗 一吐兰区特有种数最多，多达 

19个，且既有相对古老和原始的类型，又有年轻、进步的类型。 

3．3 柽柳一在中国的分布 

中国柽柳属植物有2个组20种 1变种 (无组 3类型)，占柽柳属总种数的29．4％。中 

国柽柳属植物在全世界的分布中无论组和种都是较多的，因此研究柽柳属在中国的分布是 

很重要的。按照吴征镒 (1996)的区系分区的论述，依照种数的多少排列如下 (表 2)： 

喀什亚区 16种，西南蒙古亚区 14种，东内蒙古草原亚区 11种，准噶尔亚区9种，唐古 

特地区 9种，天山地区 5种，华北地区 2种，西藏、帕米尔、昆仑地区 1种 ，台湾地区 1 

种。由此可看出，柽柳属在中国的分布主要集中在喀什亚区和西南蒙古亚区，其次，东内 

蒙古草原亚区和唐古特地区分布也较多。此外，若按各省区排列，中国柽柳属植物大多数 

种类集中分布在西北各省区的荒漠和半荒漠区，其中以新疆、甘肃、内蒙古、青海和宁夏 

为最多，分别占全国总数的 80％ (16)、70％ (14)、60％ (12)、55％ (11)和 45％ (9)。 

从中国的西北部到东南部，形成种类多样性递减的趋势。 

4 讨论 

4．1 分布区中心 

本文分布中心的确定基于以下两条原则：①种类分布最多的地区，即多度中心；②类 

型 (组)分布最多的地区，即多样化中心。柽柳属在世界各分布区的组数、种数及其百分 

比依次是伊朗一吐兰区的西亚亚区3组 3o种 (特有种 l3种)，占总种数的44．1％；中亚 

亚 区2组 20种 (特有种 6种)，占29．4％；地中海区3组 12种 (特有种6种)，占17．6％； 

苏丹 一赞 比亚区 2组 12种 (特有种 10种 )，占 17．6％；撒哈拉 一阿拉伯 区 3组 8种 (特 

有种 6种)，占 11．7％。 

统计数字表明，伊朗一吐兰区的西亚亚区包含了3组 3o种，反映了该属的系统演化 

系列，即被认为最原始的多雄蕊种类，进化过渡阶段的 l～2轮雄蕊种类及最进化的单轮 

雄蕊种类，此外，特有种数多达 13个，且既有相对古老和原始的类型，又有年轻、进步 

的类型，表明西亚亚区是现存本属植物的现代分布中心及分化中心。中亚亚区，尤其是包 

括塔里木盆地及阿拉善 一内蒙古地区的中国西北地区，分布着柽柳属 2组 20余种，占该 

属总数的 29．4％，并且特有种数多 (5种 )。此外 ，具有从原始到进化不同阶段 的种类 ， 

如具鞘的原始种类 T． 2n聊 ne，ls ，T．~ ms／s，进化中间环节种类 T．ddnem／s，T．m． 

mm／~／nm，T． ，及进化程度高的融生花盘类 ．e／ongam， ．彻 啪 等，因此，认为 

中国西北地区为次级分布中心。地中海地区，包括伊比利亚半岛大部分，地中海北岸、东 

岸和岛屿，非洲北部地区，包含的组、种数仅次于伊朗一吐兰区，并且特有种为6种，带 

有新特有种的性质，全是系统发育上相对年轻、进步的类型，因此，认为该区是本属的另 
一 个次级分布中心。 

4．2 起源时间 

柽柳属最早的化石是 Kramd在埃及第三纪晚渐新世地层中发现的，随后，Boua~ 

(1951)在非洲索马里一带的第四纪地层发现了柽柳化石 死瑚 m朋。在小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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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亚发现了与 T．ramosissima非常相近的中新世柽柳化石 (Dovhnov，1969)，说明在第三纪 

中新世以前柽柳属植物已经产生。 

从本属植物的现代分布情况来看，柽柳只分布于地 中海至中亚地 区，间断分布于非 

洲，而北美洲、南美洲、澳大利亚无柽柳属植物分布。板块运动学说和古生物方面的资料 

均认为北美大陆和欧亚大陆联合，原属劳亚古陆 ；南美洲大陆、澳大利亚及南亚次大陆曾 

与非洲大陆联合 ，原属冈瓦纳古陆。到晚白垩纪，劳亚大陆已开始分裂成为北美和亚欧两 

大陆 ，冈瓦纳大陆分裂成南美、南极洲 一澳大利亚 、非洲和印度等 4个大陆。因此 ，柽柳 

属一定起源于 白垩纪之后 。澳洲大陆在晚侏罗纪脱离南美 一非洲 ，南美陆块也在白垩纪末 

或早第三纪离开非洲，而北美与欧洲大陆联成一片持续到6500万年前的第三纪 (约古新 

世)，随后，北美大陆才完全脱离欧洲大陆。北美与欧亚大陆长期的联系，在植物区系方 

面得到充分的反映，形成了许多欧亚大陆 一北美洲，甚至格陵兰间断分布的种，而北美洲 

未见到柽柳的天然分布 ，说明柽柳属的祖先应该是生活在北美与欧亚大陆的陆路交流结束 

之后。此外 ，印度陆块在白垩纪脱离冈瓦纳大陆之后往东北漂移，在始新世 (4500万年) 

与亚洲大陆碰撞缝合。而印度大陆具有最为古老的类群 T．eroides、T． 及古老具鞘的 

残遗种类 T．stricta。因而 ，柽柳属很可能起源于印度大陆和亚洲大陆碰撞之前的第三纪始 

新世 ，是在澳洲、南美洲与非洲大陆分离之后 ，在北美洲与欧亚大陆分离之后 ，在古地 中 

海热带植物盛行之时形成的，并在印度大陆与亚洲大陆缝合后，扩散到印度大陆。 

此外，我国学者在甘肃玉门及酒泉的第三纪地层中也发现了柽柳属的孢粉化石 (宋子 

琛，1958；王德昕和杨惠秋，1980)，在我国第四纪沉积物中，发现有大量 Tamar／x spp． 

的孢粉化石 (羊向东和王苏明，1994；孙湘君，1979)。刘瑛心 (1982)、潘晓玲 (1994) 

等人认为柽柳属集中分布的塔里木盆地在第三纪就已形成荒漠植物区系，其中的沙生柽柳 

T．takhunakens／s是第三纪的残遗种。说明柽柳属在第三纪时已经存在，而在第四纪又得到 

进一步的发育。虽然最早的柽柳属化石出现在第三纪中新世，在始新世未见有化石资料记 

载，但由于柽柳属植物花粉与杨柳科植物的花粉很相似 (席以珍，1988)，而杨柳科早在 

晚白垩纪以前就已发生，且迅速传播，并在干旱带演化出适应干旱环境的类型 (丁托娅， 

1995)，因而不排除将柽柳属植物化石误订为杨柳科植物化石的可能性。结合柽柳属的现 

代分布、古气候及古地质资料，我们有理由相信柽柳属起源于早第三纪的始新世。 

4．3 起源地及散布 

究竟柽柳属的起源地在哪里，尚需作具体分析。柽柳属是典型的旧世界温带分布型 

属，并且以地中海至中亚为其分布中心，因而推测柽柳属是古地中海沿岸起源，而在古地 

中海面积逐渐缩小 ，亚洲广大中心地区逐渐旱化的过程中发生和发展的。另一方面，柽柳 

属较原始的多雄蕊组中许多种，如 T．er／co／des、T．salina、T．s 咖 及 T．sarenensis，仅分 

布于苏丹一赞比亚植物区的古热带域，一些古老的具鞘的植物，如 T．pn ，T．k— 

ermanensis，T．alii及T．sultanica，仅分布于隶属于苏丹 一赞比亚植物区的巴基斯坦东南部 

热带区 ，说明柽柳属处在温带、亚热带地段上发生和发展的，而且在种系发生上具有第三 

纪古热带起源的背景。结合第三纪气候变迁可知，古地中海植物区在早第三纪时，尤其是 

柽柳发生的始新世 ，热带成分 占很大比重 (王荷生，1992)，因而推断柽柳属起源于早第 

三纪古地中海沿岸的山谷中，由古地中海南岸为主的湿热植物区系发展而来，这与 C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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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st(1981)的观点相一致。此外 ，Vasilchenko&Vasileva(1976)也认为柽柳属起源于早 

第三纪古地中海的山谷中或突出水面的岛屿上。Baum根据柽柳属中最古老的类群 T．e— 

ricoides及具鞘系 (系 3)的 “祖先”T．dioica分布于印度 T．ben,galen,sis，与原始种类 ． 一 

oica近缘的种 ，局限分布于孟加拉 ，因此断言柽柳属植物起源于印度周围被称为 “印度 一 

吐兰中心”(Indo-Turanian Centre)的地区，而印度 一吐兰地区为起源中心。本文基于古气 

候 、古地质等方面的证据 ，坚持认为柽柳属是古地中海区系起源 ，而不是发生于印度的古 

南大陆起源，是由起源地扩散至印度大陆，但由于地中海的演变对印度陆块影响较小，未 

产生剧烈的环境变化 ，使得柽柳原始类群保 留至今。根据现代柽柳属地理分布可知，伊朗 

一 吐兰区的西亚亚区分布种数多，特有种多，古老类群相对也多，因而推断柽柳属起源于 

相当于西亚亚区东南部地区的古地中海沿岸山谷中 (图4，A)。 

柽柳种子的萌发必须借助湿润的土壤或随水漂流，一旦种子湿润，新鲜的种子将在 

24 h内萌发 ，而若散布后的种子几周内没有潮湿适宜的环境 ，种子将失去活力。此外，在 

最初的 1 4周 ，若土壤干旱超过一天 ，柽柳实生苗将死亡 (Shrader，1977)。说 明柽柳早 

期发育离不开潮湿的环境，暗示了柽柳起源是在潮湿温暖的环境中发生的，这与所推测的 

柽柳属起源于早第三纪温暖湿润的古地中海沿岸的结论相吻合 。 

由于柽柳属是古地中海起源的，因而，了解柽柳属植物的演化必须先了解古地中海的 ． 

发展及演变。在很长的时间，古地中海——特地斯海覆盖着包括伊朗在内的大块陆地 ，并 
一 直延伸到中亚及印度。柽柳属起源后，由于种子小而轻且被毛，借助于风或水很快在古 

地中海沿岸扩散开来，向东一直延伸到印度，向南散布至非洲大陆，更有一支散布到西南 

非洲。这是柽柳属最早的迁移路线 ，多是有热带成分的种类。至中新世晚期 ，特地斯海从 

东部退缩，使得小亚细亚及中亚变得干旱，呈大陆状，变得易人侵，柽柳很快侵占了这一 

地区，并发生了进一步的物种进化 ，从具有热带成分性质的种类发展到适应旱生环境以温 

带成分为主的现代柽柳属种类。上新世温度的持续降低，导致热带植被进一步消退，更有 

利于旱生植物的发展 ，此时，柽柳进一步朝旱生、盐生方向发展 ，并以伊朗 一吐兰盆地为 

中心，向西、向东全面扩展，在地中海沿岸、东非、阿拉伯半岛、非洲西南部及亚洲中部 

的荒漠地区得到发展。随后，在冰期时代，古地中海区的旱生植被变得更为局限，仅存在 

于一些气候较温暖的 “避难所”。随着冰川的退却，柽柳重新侵占并扩展至整个伊朗一吐 

兰区，并分化出比较年轻的适应于近代荒漠气候 的类群 (PycaaoB，1949)。由上述分析可 

见 ，随着古地中海地质及气候变化，柽柳属也发生了相应的进化及扩散。在此过程中，伊 

朗一吐兰区不仅是柽柳属分布的中心，而且是植物从东向西或从西向东迁徙的廊道。 

柽柳属植物可能的迁徙路线如下：首先，原始的柽柳类群由起源地 (图 4，A)扩散到 

印度大陆，并随着古地中海的退缩，向伊朗方向侵移，即从最初的起源中心向西北方向至柽 

柳属植物的现代分布中心散布，随后 ，以伊朗为中心，一支向西至地中海地区，即次级分布 

中心扩散 (图4，B)，并向欧洲西部方向及西北非方向扩散，而另外一支则向南非、西南非 

迁徙；同时 ，由伊朗 一吐兰盆地向东，即中亚亚区及部分东亚地区，扩散 ，并以塔里木盆地 

为次级中心 (图 4，B’)继续向东，直至阿拉善、内蒙古、日本、朝鲜等地区 (图4)。 

4．4 现代分布式样的形成及其原因 

(1)大陆板块的漂移是柽柳属植物集中分布在与古地中海有紧密联系的亚、非、欧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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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柽柳晨曲起源中心及散布路线示意图 (A表示柽柳属的起源中心，B表示柽柳属的次级分布中心一地中海地区， 

B，表示柽柳属的另一个次级分布中心 一中亚亚区) 

Fig．4 The ons~d∞Ⅱ El mlgralory嘲舾 0f Tamatiz L．(A m tlle giIlal cel吐ef 0f Tamatiz L．， 

B El B I蛐 ∞c0 y conte~s 0f disuilmfi~ 0f Tamatiz L，Medi 啊嘲 R电i肌 El 

C．Asia subregi∞ 0fTrmo-Tunmim R ∞ re叩枷 vdy) 

洲局部地区，而不分布在美洲及澳洲的主要原因。印度板块对亚洲板块的碰撞及缝合对柽 

柳属现代格局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2)柽柳属植物是古地中海区系起源的属，其演化和古地中海的变迁有直接的关系。 

柽柳属起源的始新世，古地中海沿岸普遍温暖湿润，气候变化不大，柽柳属得以迅速传 

播，特别是印度周边和非洲南部至今气候一直无太大的变化，那里的柽柳属植物也就一直 

保存至今而没有演化出新的类群。到了中新世晚期，受印度陆块撞击亚洲大陆的影响，喜 

马拉雅地槽隆起，古地中海西退，气候更加干旱，柽柳向旱化、盐化方向发展。冰期中， 

很多原始种类由于不适应骤变的环境而死亡或消退，仅在受冰期影响小的个别地区，如东 

非、西南非、阿拉伯南部、巴基斯坦东南部、印度西北地区残存下来；随着冰期的消退， 

柽柳属又重新侵占整个西亚亚区及亚洲中部地区，并得以进一步的发育，形成了适应现代 

干旱荒漠环境的以温带成分为主的新格局。 

(3)柽柳属植物在传播过程中遇到的恶劣气候和环境迫使它不断地演化出能够适应环 

境的新类型，从而使自己得到发展。柽柳属中抗旱、抗盐等种类就是分别适应干旱和盐碱 

环境，并在这些特殊的环境中间断分布的例子。 

总体来说，柽柳属起源于古地中海沿岸地区，随着古地中海的海退、第三纪以来的构 

造运动及第四纪冰期和间冰期的影响，形成了现代柽柳属的分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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