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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柽柳科植物花粉形态特征聚类分析 

张 元 明 

(【{I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乌鲁木齐 830011) 

摘 要 ：在观察了中国柽柳科(Tamaricaceae)4属 27种植物花粉形态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聚类分析。观察结果表 

明：该科植物花粉为i沟类型，尢三拟孔沟类型，形态及外壁雕纹属问差异明显。花粉特征聚类分析结果表明，中国 

柽柳科植物花粉大致划分为明显的 i组，所包含的种(某 种除外)分别隶属于柽柳科的 4属 ：琵琶柴属(Reau 

，，㈨‘i'a Linn．)、水柏枝属 (Myr“ I'd Desv．)、山柽柳 属(Myrtama Ovcz 8．Kinz．)和柽柳 属(7’alllgJrl'X Linn．)，而有争 

议的山柽柳属虽同柽柳属聚在一起 ，但也较 早地分 成为独立的一支，结合种子形态及分子生物学证据，支持将秀 

丽山柽柳从水柏枝属中分出而另立新属，为传统分类学将该科划分为 4属提供了依据。聚类分析进一步将水柏枝 

属植物花粉和柽柳属植物花粉分别分为 2种类型，而琵琶柴属植物花粉类除个别种体积存在差异外 ，其纹饰类型 

较为单一，仅划分为 1种类型。柽柳属植物花粉聚类分析结果与该属植物花盘类型的划分结果基本一致，融生花盘 

类型植物的花粉则任两组中均有出现，可能是间生花盘和假顶生花盘类型问的过渡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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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ster analysis on pollen morphology of the Tamaricaceae from China 

ZHANG Yuan—ming 

(Xinjiang Institute()f Ecology and Geograph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Urumqi 830011，China) 

Abstract：Pollen morphology of 27 species and 4 genera of the Tamaricaceae from China has been observed 

under light microscope and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All the pollen grains in Tamaricaceae are of 3一 

colpate type and no 3-colporate type was observed．The present article has discussed the palynological data 

mainly in relation to the classification and the systematic position of the genera within the family Tamari— 

caceae．Based on cluster analysis，the pollen morphology of this family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corresponding to Reaumuria，Myrtama，Tamarix and Myricaria respectively．Although the genus Myrtama 

was grouped within group III along with rI'amari,T，its early division from Tamarix indicated that it has dis— 

tinct difference from 7 amarix，which also supported by proofs both from seed morphology and molecular 

data．These results were thought to be additional evidences supporting four genera in Tamaricaceae．Addi— 

tionally，the pollen morphology of Reaumuria and Tamafix could be grouped into further tWO types respec— 

tively． 

Key words：Tamaricaceae；pollen morphology；taxonomy；cluster analysis 

引 言 

柽柳科(Tamaricaceae)是一个古老的科，起源 

于第三纪包括亚洲中部在内的“古地中海”沿岸地 

区： 。该科为世界分布，目前已知 3～5属约 120 

种： 。中国是柽柳科植物的重要分布区，拥有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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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 ，而且特有种也较多 ，主要产于我 国西北 ，西南 

和华北也有分布，共有约 4属近 40种 。 

自法国人 Desvaux于 1825年建立本科以来 ，一 

直在属的确立和有些种的归属问题上存有争议 。 

Qaiser(1978)认为秀丽水柏枝 y7 7 ia elegans应 

当从水柏 枝属 中分 出而另立一 属 7’ z l'caria一。。 。 

Crins(1989)认为 7 amaricaria为 Myrtama的异名 ， 

将其并入山柽柳属 Myrtama()vcz Kinz．一 。本文 

中采用后者的处理，观察了中国柽柳科 4属，即琵琶 

柴属、柽柳属 、水柏枝属和山择柳属花粉形态特征 ， 

并对其进行聚类分析。 

有关柽柳科花粉形态方面的研究，其中对于柽 

柳 属 的研 究进行 地较早 和较 为 为深入 。Erdtman 

(1952)、Nair(1962)、Baum 等(1971)分别描述过部 

分柽柳属植物的花粉 ，表 明各种问花粉多少有一定 

的差别 。Baum 和 Bassett(1971)还以花粉形态 

为依据探讨 了柽柳属 的种问关系，并根据花粉形态 

的特征列出了分种检索表一 。Baum(1978)的分析认 

为，柽柳属花粉外壁具网状纹饰，其演化趋势是由粗 

网纹向细网纹的方向发展 。席以珍(1988)首次系 

统地用光学 微镜和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了分布在 

中国的柽柳科植物的花粉形态，并用透射电镜研究 

柽柳属代表种长穗柽柳(7、amari3 e／onIgata)花粉外 

壁的超微结构 ，认 为本科植物 的花粉具有三沟和三 

拟孔沟两种类型的萌发孔 。张元明(1 998，2001)对 

中国柽柳科植物 4属从花粉形态的角度分析讨论了 

柽柳科 的分类和系统学问题一“ 。除此 以外 ，王伏 

雄等(1995)在《中国植物花粉形态 》一书中记载了本 

科 6种植物的花粉形态(该书仍将柽柳科分为 4 

属)一 。张金谈 (1990)还将柽柳属两种植物作 为重 

要的蜜源植物收入《现代花粉应用研究》一书，简要 

描述 了其花粉形态特征 。本文在应用光学显微镜 

和扫描 电镜对柽柳科 4属 27种植 物的花粉形态特 

征观察的基础上 ，对花粉形态进行聚类分析，试图为 

该科植物分类学研究提供一定的依据。 

2 材料和方法 

研究材料多数采 自中国科学院新辐生态与地理 

研究所 (XJBI)、中 国科学院吐鲁番沙漠植物 园 

(TEBG)、新疆农业 大学林学院(XJAU)(原新疆八 

一 农学院 XJA IAC)、新疆大学生物系(XJU)、新疆 

师范大学生物系(XJNU)、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 

究所(I ZDI)、兰州大学生物系(I ZU)等所藏的腊叶 

标本 ，部分种采 自野外 。用于光学显微镜观察的材料 

经醋 酸酐分解法一 ]处理后 ，用甘 油胶封片观察 。每 

种测量花粉 20粒，取其平均值。用于电镜观察的材 

料经醋酸酐分解法处理后，再经酒精梯度离心。然后 

取样品滴于贴有双面胶纸 的样品 台上 ，喷金镀膜后 

在 Hitachi S 800型扫描 电镜下观察和照相 。 

_}丰j Statistica软件、以我国柽柳科 27种作为分 

类运算单位进行 Q一聚类分析。所选取的性状分两 

种 情 况：数 量 多 态 性 状 (quantitative multistate 

character)和定 性 多态 性状 (qualitative multistate 

character)。包 括：花粉长、宽、极 直径、网眼直径 、 

网脊宽、花粉沟宽、沟间距 、极轴 与赤道轴 比、花粉外 

壁厚度、是否为网状纹饰等。聚类分析的运算过程由 

计算机实现。 

3 实验结果 

3．1 柽柳科花粉科的特征 

花粉为球形、近球形、长球形或扁球形。极面观 

为三 裂圆形。极 轴长 12．44～29．7 m，赤道 轴长 

11．63～28．04 m，大小差异明显。萌发孔类型单 

一

，均 为三沟类型 ，无三拟孔沟类型 。沟明显 ，一般较 

长(某 种几达两极，甚至几乎汇合于极区)，末端钝 

或 尖 ，具 沟 膜 ，光 滑 或 具 颗 粒。沟 间距 为 5．8～ 

l3．63 m，沟界极区直径为 2．06～6．02 m。外壁两 

层，厚 度在 各属、种 间差异不 大，一般 为 1．5～2．0 

m，层次明显或模糊，内外层厚度几乎相等。光学显 

微镜 下观察，表面具网状纹饰或光滑。 

扫描 电镜下 。表面具细网状 、粗 网状或小穴状纹 

饰 ，网 眼多数规则 ，少数不规则 。个别种表面呈脑纹 

一

穴状纹饰(花粉形态照片见文献[12])。 

3．2 柽柳科花粉属的特征 

琵琶柴属 (Reaumuria I inn．)：花粉为长球形 ， 

极面观为j裂 圆形 。具三沟 ，沟长几达两极。外壁层 

次明显，结构为覆盖层一穿孔类型，呈较明显细网状 

纹饰，网眼为小穴或穿孔状。 

怪柳属(7 amari~I．inn．)：花粉为球形 、扁球形 

或椭球形，体积较小。具三沟，沟较宽。极面观为三 

裂圆形。外壁层次 明显或不明显 ，外壁结构为半覆盖 

层类型 ，呈 明显的网状纹饰 ，网眼规则 ，多数圆形或 

偶有多边形。 

山柽柳属(新拟)(Myrtama Ovcz&Kinz．)：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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柽柳属花粉为近球形或长球形 ，外壁结构 为半覆盖 

层类型 ，呈明显网状纹饰 ，网眼较大 ，不规则。 

水柏枝属(Myri~’aria Desv．)：花粉为圆球形 、近 

圆球形、长球形或扁球形，体积较大。具三沟，无三拟 

孔沟类型。沟浅 ，一般较宽 ，具沟膜。极面观为三裂 

圆形。外壁结构为次生覆盖层一小穿孔类型，呈不明 

显穴状纹饰 ，稀为脑纹一穴状纹饰。 

3．3 聚类分析结果 

以 我 国柽 柳 科 27种 作 为 分 类 运 算 单 位 

(OTU)，测量得 出了 l0个花 粉特 征变量 的原始数 

据 (表 1)，进行 了 Q一聚类分析。选取的性状分两种 

情况：数量多态性状和定性多态性状。聚类分析的运 

算过程由计算机实现，运算所得结果见图 1。 

表 l 柽柳科植物花粉形态 Q一聚类分析特征变量原始数据表 

Table l Primary data for Q—cluster analysis on pollen morphology of Tamaricaceae 

注：定性多态性状中：2表示具粗网状纹饰(网眼直径大于0．3 m)；1表示具极细网状纹饰(网眼直径小于0．2 m)；0表示不具网状纹饰
。  

Note：In(tualitatiVe characteristics：number 2 means the wide reticulate exine (> 0
． 3 m)．number 1 means the extremely fine reticulate exine(<0．2“m)，and 

number 0 means none reticulate exine，respectivel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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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柽柳科植物花粉 Q一聚类分析树系图 

Fig．1 Dendrogram of Q—cluster anaIysis of Tamaricaceae from China 

4 分析与讨论 

4．1 柽柳科花粉形态特征的分析 

席以珍(1988)认为柽柳科植物花粉具三沟和三 

拟孔沟两种类型。根据本实验的观察结果 ，我们认 

为：花粉为三沟类型，无三拟孔沟类型，形态及外壁 

雕纹属间差异明显，属内各种(除水柏枝属个别种 

外)形态特征趋于一致。琵琶柴属花粉为长球形，外 

壁结构为覆盖层 穿孔类型，具细网状纹饰，网眼为 

小穴或穿孔状。柽柳属花粉为长球形或圆球形，外壁 

结构为半覆盖层类型。呈明显的网状纹饰，网眼规 

则 ，圆形(多数)或多边形。山柽柳属花粉为近球形或 

长球形，外壁结构为半覆盖层类型，呈明显网状纹 

饰，网眼较大，不规则，为多边形。水柏枝属花粉为圆 

球形 ，外壁结构为次生覆盖层一小穿孔类型 ，呈不明 

显穴状雕纹 ，稀为脑纹一穴状纹饰 。 

4．2 花粉特征 Q一聚类分析 

根据 Q分析树系图(图 1)，可将中国柽柳科植 

物大致划分为：组 I{P ，P。 }，组 Ⅱ{P 。，P ，P。 ， 

P P 2j，P 2。，P̈ ，P8}，组 Ⅲ{P2{，P。，P P P⋯ P 

P6，P 4，P P 3，P ，P⋯P2，P⋯ Pj，P P1}。这三大类 

所包含的种 (某些种除外)分别隶属于柽柳科 的 3个 

属 ：琵琶柴属、水柏枝属和柽柳属 ，说明这 3个属基 

本上是 比较 自然的分类群。而有争议的山柽柳属虽 

同柽柳属聚在一起，但也较早地分出成为独立的一 

支。 

L 

L2 

组 I包括 2个种：琵琶柴属 的黄花琵琶柴和五 

柱琵琶柴。而准噶尔琵琶柴的花粉虽然其形态特征 

与表面纹饰均与琵琶柴属其它种类十分相似，外壁 

结构均为覆盖层 穿孔类型。呈明显穴状，但花粉体 

积明显小于本属其它种 ，外壁纹饰 的大小存在一定 

差异，因此被聚类在了组 Ⅱ当中。组 Ⅱ几乎包括了水 

柏枝属所有的种。在聚类图上，此大类又分为2个类 

型：类型 A包括：宽苞水柏枝、匍匐水柏枝、三春水 

柏枝、具鳞水柏枝；类型 B包括：宽叶水柏枝、心叶 

水柏 枝、异花柽柳和准噶 尔琵 琶柴 ，故类型 B表现 

的较为混乱。聚类结果还表明，秀丽山柽柳(Myrta— 

ma elegans)与水柏枝属其它种类的关 系较远 ，这与 

其花粉外壁具明显的粗网状纹饰而不同于其它种是 

相一致的 ，在某种程度上接近柽柳属植物。 

本文认为秀丽山柽柳应从水柏枝属中分出，但 

又不应归入柽柳属，理由如下：秀丽山柽柳花粉外壁 

结构为半覆盖层类型，表面呈 明显的粗网状纹饰 ，沟 

深裂 ，长几达两极等特征明显区别于水柏枝属其它 

种，而在某种程度上与柽柳属的花粉形态较为相近。 

但又以其花粉网眼形状极不规则、沟长几达两极、极 

区直径很小以及沟缘网眼变小至不明显、体积远大 

于柽柳属各种等特征而区别于柽柳属[1 。同时，该 

种 与 分布 于欧洲 的 Myricaria germanica(Bobrov， 

1967)的花粉外壁也显著不同一 ]。从形态学资料看 ， 

秀丽山柽柳花丝分离，基部不联合，种子顶端芒柱全 

面被毛，具大型披针形叶等特征亦明显有别于水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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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属的其它种类， 不同于该科其它各属 ” 。张道 

远等采用 PCR直接测序的方法，发现该种的ITS序 

列同柽柳属与水柏枝属的皆不同 一。故作者支持将 

秀丽山柽柳从水柏枝属中分出而另立新属。 

组 Ⅲ几 包含柽柳 属所有的种(除 秀丽山柽柳 

外)，并可依据 以往分类学工作者多把花盘的特征看 

作是柽柳属的一个重要的分类准据。张鹏云(1988) 

等认为除少数多型种外，花盘不失为一较稳定的分 

类性状一。。。并将花盘分为 3种构 ：问生花盘、假顶 

牛花盘和融生花盘。作者根据柽柳属Q～聚类分析和 

花盘构型，将其划分为两个类型，即类型 I和类 II 

(图 1)。前_者包括塔克拉玛丁柽柳、塔里木柽柳、长 

穗柽柳、短穗榉柳、刚毛柽柳、短毛柽柳、甘肃柽柳， 

其中除刚毛柽柳具融牛花盘外，其余种均具假顶生 

花盘；后者包括中国柽柳 、紫杆柽柳、山川柽柳 、甘蒙 

柽柳 、多枝柽柳、细穗择柳 、广1花柽柳、莎车柽柳和多 

花柽柳。其中除柽柳具融生花盘外，其余种均具问生 

花盘。从聚类结果分析 ，假顶生花 类型植物的划分 

与间生花盘类型植物的花粉能清晰地分成两组，而 

融生花盘类 植物的花粉则在两组中均有出现，可 

能是以上两种花盘类型问的过渡类型。而根据其网 

眼的类型将该属植物花粉划分为 3类，即：A．粗网 

眼类型(网眼直径大于网脊宽度)，包括：多花柽柳、 

多枝柽柳、白花柽柳、山川柽柳、异花柽柳、短穗柽 

柳、莎车柽柳、甘蒙柽柳、长穗柽柳；B．中网眼类型 

(网眼直径等于网脊宽度)，包括：甘肃柽柳、短毛柽 

柳 、中国柽柳 、刚毛柽柳 ；C．细网眼类型 (网眼直径 

小于网脊宽度)，包括：紫杆柽柳、塔克拉玛干柽柳、 

细穗柽柳。Baum等(1970，1971)认为该属植物花粉 

外 壁 网 眼 的 演 化 趋 势 足：粗 网 眼 向 细 网 眼 演 

化 。如果他们的观点正确 ，我们推测 A类型较 

为原始而C类型较为进化。同时，从聚类分析的结 

果看，多枝柽柳与多花柽柳、刚毛柽柳与短毛柽柳等 

分类地位有争议的种，其聚类关系较为疏远，支持将 

它们作为独立的种处理。 

5 结 语 

中国柽柳科植物花粉为三沟类型，无三拟孔沟 

类型，形态及外壁雕纹属间差异明显，属内各种(除 

水柏枝属个别种外)形态特征趋于一致。根据 Q分 

析树系图，可将中国柽柳科植物大致划分为三组，所 

包 含的种(某 种除外)分别隶属于柽柳科的 3个 

属 ：琵琶柴属 、水柏枝属和柽柳属 ，说 明这 3个属基 

本上是比较 自然的分类群 。而有争议的山柽柳属虽 

同柽柳属聚在一起 ，但也较早地分出成为独立的一 

支，结合种子形态及分子生物学证据 ，支持将秀丽山 

柽棚j从水柏枝属中分 出而另立新属。从聚类分析的 

结果看，多枝柽柳与多花柽柳、刚毛柽柳与短毛柽柳 

等分类地位有争议的种，其聚类关系较为疏远，支持 

将 它们作为独立的种处理。 

聚类分析将水柏枝属植物花粉和柽柳属植物花 

粉 分别分为 2种类型 ，而琵琶柴属植物花粉类 除个 

别种体积存在差异外，其纹饰类型较为单一，仅划分 

为 1种类型。柽柳属植物花粉聚类分析结果与该属 

植 物花盘类型的划分结果基本一致 ，融生花盘类型 

植 物的花粉则在两组中均有 出现 ，可能是问生花盘 

和假顶生花盘类型问的过渡类型。 

由文中分析可见，柽柳科植物花粉 Q一聚类分析 

的结果与经典分类学的结果基本上是一致的，是可 

信的，能为该科植物分类学研究提供一定的佐证。但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个别偏差说明，在作此类分析 

时，如能再结合诸如染色体、等位酶、DNA等各方面 

的资料和数据，将会得出更加客观的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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