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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关于蓼科 (Po lygonaceae) 沙拐枣属 (Ca llig onum L. ) 的分类, 各分类学家存在着不同的见解, 并受到越

来越多的分类学家的关注. 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 沙拐枣属系统分类学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本文从经

典分类学的角度, 对沙拐枣属在形态学、细胞学、孢粉学、进化关系等方面进行总结和论述, 并提出了研究中所存

在的科学问题, 并针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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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 r tradit ional classificat ion of Callig onum L. of Po lygonaceae, taxonom ists ho ld differen t ideas.

W ith the developm en t of study, the classificat ion of Callig onum L. acqu ires som e p rogress in all k inds of

aspects. It becom es a focus in classificat ion of desert p lan ts. T he developm en tal h isto ry of classificat ion on

Callig onum L is discussed in th is art icle. M o rpho logy, cyto taxonom y, po llen mo rpho logy, and system

evo lu t ionary on p rogress of Callig onum L are summ arized and analyzed. Som e scien t ific p rob lem s on

classificat ion of Callig onum L. are given and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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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蓼科 (Po lygonaceae)沙拐枣属植物为灌木、小灌木, 是荒漠中广泛分布的旱生植物, 主要分布于亚洲、

欧洲南部和非洲北部, 是中亚和亚洲中部荒漠植被的重要建群植物之一. 沙拐枣属植物所组成的群落, 是

亚、非干旱地区典型的灌木荒漠. 本属还是干旱荒漠植物区系中的一个古老的属, 其中大多是优良固沙植

物, 在荒漠化防治中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并有饲用和观赏价值. 新疆是该属的主要分布区, 有四个组 22

种, 10 个特有种.

1　蓼科沙拐枣属 (Ca lligonum L. )植物的分类系统

1. 1　沙拐枣属植物分类系统在国内外的争议及形态分类学的研究进展

沙拐枣属植物种群的鉴定, 经典分类主要依据其果实的外部形态特征, 即根据果实形态及其附属物的

差异. 前苏联学者И. Ф. , усаев[ 1 ]认为沙拐枣属分为 4 派: 泡果沙拐枣派 [Ca llip hy sa (F isch et M ey)

Bo rszcz ]; 头状沙拐枣派 (M edu sa So sk L A lexandr) ; 翅果沙拐枣派[P tero Coccu s (Pa ll. ) Bo rszcz ]; 刺果

沙拐枣派 (Calligonum ). 泡果沙拐枣派, 只有一个种; 泡果沙拐枣[Ca llip hy sa (F isch et M ey) L itv. ], 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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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两个亚种: 原亚种和新亚种[C. junceum ssp ludm ilae ]. 头状沙拐枣派 (M edu sa) 可分为两个亚派 (窄沟

亚派和原模式亚派) , 共13 个种: 窄沟亚派 (A ngu st isu lca ta So sk. ) 6 种: 阿西尔沙拐枣 (C. az el M aire)、光

皮沙拐枣 (C. ca lvescens M aire) (A zel So sk. 组)、沙拐枣[C. m ong olicum T u rcz. (M ongo lica So sk. 组) ]、

精河沙拐枣 (C. ebinu ricum Ivanova ex So sk. )、灰皮沙拐枣[C. triste L itv (T rist ia So sk. 组) ]、小果沙拐

枣 [C. m icroca rp um Bo rszcz. (m icrocarpa So sk. 组) ]; 原模式亚派 7 种: 绵毛沙拐枣 (C. eriop od ium

Bunge)、获尔斯沙拐枣 (C. d ielsianum H ao )、红果沙拐枣[C. rubescens M attei (R ubescen t ia So sk. 组) ]、

乔木状沙拐枣[C. a rborescens L itv. (A rbo resen t ia So sk. 组) ]、软刺沙拐枣 (C. m u rex Bunge)、尼特宛诺

夫沙拐枣[C. litv inov ii Do rb (R ecu rva ta So sk. 组) ]、头状沙拐枣[C. cap u t—m ed usa Sch renk (C. ap u t—

m ed usa Sock 组) ]. 翅果派 (P tero Coccu s) 有 5 种: 白皮沙拐枣 [C. leucoclad um (Sch renk ) Bunge)

(L eucoclada So sk. 组) ]、无叶沙拐枣[C. ap hy llum (Pa ll) Guerke) ]、红皮沙拐枣[C. rubicund um Bunge

(A phylla So sk. 组) ]、彭氏沙拐枣 (C. bung ei Bo iss. )、四翅沙拐枣 [C. f etrap terum Jaub et Spach

(T etrap tera So sk. 组) ]. 刺果沙拐枣派 (Calligonum ) 有 8 种: 刚毛沙拐枣 (C. setosum L itv. (SetoaSo sk.

组)、圣多沙拐枣 (C. san toanum Ko rov. )、长毛沙拐枣 (C. crin itum Bo iss. )、多节沙拐枣[C. p oly g onoid es

L. (Com o sa So sk. 组) ]、东疆沙拐枣 (C. K lem en tz ii L o sin sk. )、皱纹沙拐枣 (C. crisp un Bunge)、巴库沙

拐枣 (C. bakuense L itv. )、翅刺沙拐枣[C. acan thop terum Bo rszcz. (A can thop tera So sk. 组) ]. 这与目前

分类学家对该属的划分不同.

目前植物分类学家认为该属分为泡果组 [ Sect. Calliphysa (F isch. et M ey. ) Endl. Gen. ]、翅果组

[ Sect. P terococcu s (Pa ll. ) Endl. Gen. ]、基翅组[Sect. Calligonum 2Sect. p terygobasis Bo rszcz. ]和刺果组

[Sect. M edu sa So sk. et A lexandr. ]. 以果实形态为分类依据所得结果, 国内外分类学家有着不同的见解.

H. B. 0 aвлoв[ 2 ]记载了世界沙拐枣属植物共117 种. М. М. Набиев[ 3 ]将其合并为45 种. Ю. Д. Cocкoв[ 4～ 6 ]把翅

果组的沙拐枣合并为4 种、刺果组的沙拐枣归并为13 种、基翅组合并为8 种, 经此归并, 该属保留为36 种、

11 变种. С. К. Черепанов[ 7 ]认为前苏联的沙拐枣有28 种及7 变种, 确认中国分布有泡果组的泡果沙拐枣 (C.

ca llip hy sa Bunge. ) , 翅果组的无叶沙拐枣、红果沙拐枣和淡枝沙拐枣 (C. leucoclad um ( Sch renk )

Bunge. ) , 基翅组的心形沙拐枣 (C. cord a tum Ko rovin. ex Pavlov. ) 和粗糙沙拐枣 (C. squa rrosum N.

Pavlov. ) , 并将密刺沙拐枣 (C. d ensum E. Bo rszcow. )和褐色沙拐枣 (C. colubrinum E. Bo rszcow. )归入杂

交种×C. m acroca rp um Bo rszcz. 之中. 毛祖美和潘伯荣[ 8 ]同意Ю. Д. Cocкoв对翅果组的合并, 确认基翅组

中密刺沙拐枣和褐色沙拐枣为独立种, 但对刺果组的处理提出异议, 认为有 18 种, 该属应为 35 种、11 变

种, 隶属 4 个组, 中国有 24 种[包括文献记载但未见标本的 (C. m acroca rp um Bo rszcz. ). 毛祖美[ 9 ]在《新疆

植物志》中指出, 中国沙拐枣属有 25 种, 其中新疆最多, 有 22 种, 且包括了刘女英心在[ 10 ]《中国沙漠植物志》

中发表的若羌沙拐枣 (C. juoch iangen se L iou f. sp. nov. ). 毛祖美[ 11 ]在《中国植物志》中确定的中国沙拐

枣属有 23 种, 新疆约占了 4ö5, 但未提到刘女英心发表的若羌沙拐枣. 包伯坚和A Iisa E. Grabovskaya2
Bo rodina [ 12 ]在《F lo ra of Ch ina》中所确定的中国沙拐枣属植物仍是 23 种, 同毛祖美[ 11 ]的观点, 仅将泡果沙

拐枣的学名改为最早的定名 (C. junceum (F isch. et M ey. ) L itv. ) , 并补入13 种植物染色体的数目, 包括

奇台 (东疆)沙拐枣 (C. k lem en tz ii L o sin ska ja. )和沙拐枣出现异倍体的两种结果, 其它未作任何修订.

国产沙拐枣属的特有种, 先后发表纪录的有 17 种, 仅刺果组就有 16 种. A. С. Лозинa2Лозинckaя[ 13 ]发

表的戈壁沙拐枣[C. gob icum (Bunge ex M eisner) L o sin ska ja ]、甘肃沙拐枣 (C. ch inense L o sin ska ja. )、河

西沙拐枣 (C. p otan in ii A. L o s. )、小沙拐枣 (C. p um ilum L o sin ska ja. )、塔里木沙拐枣 (C. roborow sk ii

L o sin ska ja. )、阿拉善沙拐枣 (C. a lashan icum L o sin ska ja. L zv. )、柴达木沙拐枣 (C. z a id am ense

L o sin ska ja. )、青海沙拐枣 (C. koz lov i A. L o s in Bu ll. )、普氏沙拐枣 (C. p otan in ii A. L o s. )和基翅组的奇

台沙拐枣 10 种以外, 还包括 Ivanova ex So skov [ 14 ]发表的精河沙拐枣 (C. ebi2nu ricum N. A. Ivanovaex

So skov. )新种, 刘女英心[ 10 ]发表的若羌沙拐枣 1 新种, 毛祖美[ 15 ]发表的三列沙拐枣 (C. trif a rium Z. M .

M ao)、英吉沙沙拐枣 (C. keng isa ricum Z. M. M ao)、库尔勒沙拐枣 (C. korlaense Z. M. M ao) 和吉木乃

沙拐枣 (C. jem ina icum Z. M. M ao. ) 4 新种, 及潘伯荣、沈观冕[ 16 ]公布的新纪录种- 塔克拉玛干沙拐枣 (C.

tak lim akanensis). Ю. Д. CΟскΟв[ 6 ]将刺果组的戈壁沙拐枣、甘肃沙拐枣、小沙拐枣、塔里木沙拐枣、阿拉善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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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枣和柴达木沙拐枣进行了归并. 毛祖美认为狭域分布的我国特有种是12 种, 普氏沙拐枣未见标本, 蒙古

沙拐枣为半特有种, 将青海沙拐枣并入柴达木沙拐枣, 河西沙拐枣并入沙拐枣, 保留了Ю. Д. CΟскΟв合并的

7 个种. 刘女英心[ 10 ]在《中国沙漠植物志》和黄荣福[ 17 ]在《青海植物志》中均认为全球约 80 种, 中国有 18 种, 2

变种. 刘女英心认为刺果组国产特有种为10 种, 青海沙拐枣和河西沙拐枣均为独立种, 未包括毛祖美发表的

4 个新种. 黄荣福、周新民、杜庆[ 18 ]等认为青海沙拐枣为独立种, 沙拐枣在青海有分布 (与毛祖美和刘女英心

看法不同). 吴征镒[ 19 ]在分析中国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中, 也认为全球沙拐枣属有 80 种, 而国产的种

类多于20 种.

1. 2　沙拐枣属的孢粉学研究

花粉形态作为分类的依据已经被各分类学家们所认可, 因为植物的孢子花粉最富有保守性, 外界条件

对其形态影响较小, 因此花粉的形态比较稳定, 是植物分类的一个重要性状[ 20, 21 ] , 因此花粉形态作为种间

区别的依据是具有合理性的.

邱国玉[ 22 ]对沙拐枣的花粉形态用电子探针进行观察, 得出沙拐枣花粉形态为: 等极、辐射对称、长球

形、三沟型萌发器官、穴状纹饰. 各种的差异表现在大小、极轴ö赤道、穴状纹饰密度等方面. 葛学军[ 23 ]对我

国沙拐枣属 18 种植物的花粉形态进行了光镜和扫描电镜观察. 结果表明, 沙拐枣属花粉在形状、大小、孔

位置及数量、外壁纹饰等方面都十分相似, 均为中等大小, 3 孔沟, 穴状纹饰, 认为沙拐枣属的花粉非常相

似, 难以作为属内分类的依据. 张玉兰、王开发[ 24 ]; 张玉龙、席以珍[ 25 ]对中国沙拐枣属植物花粉形态通过电

镜扫描进行研究, 认为花粉表面纹饰略有差异.

1. 3　沙拐枣属的细胞学研究

染色体是细胞中明显的结构单位, 是主要遗传物质的载体. 染色体的大小在同一个物种内, 以分裂中

期测定比较稳定. 其厚度或直径, 在物种之间的变化比较小[ 26 ]. 因其在同一个物种内相对较稳定, 故可以

作为物种分类的依据. 目前利用细胞分类学方面, 多采用染色体的核型分析或带型分析[ 27 ] , 而沙拐枣属植

物在核型和带型分析方面尚属空白, 在某些种染色体基数上还存在分歧.

前苏联学者曾发表有关该属细胞分类方面的论文[ 3, 4 ]其中 6 种我国有分布. E. M. BалΟвии、Ю. Д.

СΟскΟв[ 28 ]曾对沙拐枣属的染色体进行研究. 我国学者毛祖美[ 29 ] , 王常贵、杨戈[ 30 ]; 王常贵, 管绍淳[ 31 ] , 通过

对新疆 18 种沙拐枣的染色体地理分布及特点进行研究, 结果表明新疆准噶尔盆地的奇台县是二倍体、多

倍体和异倍体混杂分布区. 此外, 安守芹[ 32 ]等也曾做过红皮沙拐枣的核型分析. 关于沙拐枣染色体倍型方

面仍存在分歧, 安守芹认为红皮沙拐枣基数为 2n, 而王常贵、毛祖美认为是 4n, 王常贵等对刺果组物种的

染色体进行研究, 结果表明各物种的染色体基数、核型有一定的变化.

1. 4　沙拐枣属的生化分类研究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应用, 70 年代普及的同功酶电泳技术揭示的多态性, 要比生物学家原先扩大得

多. 现在这种技术已成为探讨物种分化 (微观进化)和种间关系的有力手段, 也是揭示物种遗传多样性的主

要手段之一[ 33 ]. 属内种的多倍体, 可能是某些种的同源多倍体或异源多倍体. 关于同属物种之间关系的确

定, 采用染色体的分带技术、同工酶或者RA PD 等分子生物学的手段才能解决. 陶玲、任王君[ 34 ]利用RA PD

技术对沙拐枣属的DNA 进行提取并探讨了属内物种间的亲缘关系及进化关系, 研究结果与传统分类基本

相似. 陶玲、任王君[ 35 ]在对蒙古沙拐枣种群形态和同功酶变异的比较研究中, 对5 个种群的形态学指标, 采用

方差分析 (M ANOVA )、主成分分析 (PCA ) 和聚类分析, 结果表明, 种群间的形态差异性显著, 其中植株高

度、种子刺毛长度和种子重量指标差异性显著. 此外, 陶玲、任王君[ 36 ]还采用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技术. 对沙

拐枣属19 个种的3 种酶: 过氧化物酶 (PER )、酯酶 (EST )、酸性磷酸酶 (A CP)的同功酶进行了测定分析. 结

果表明3 种酶的同工酶在19 个沙拐枣种间表现出明显差异性, 通过对酶谱特征进行数量化分级, 根据种间

欧氏距离, 应用类平均法 (U PGM A )对 l9 个沙拐枣种进行系统聚类, 所得结论与现在经典分类对该属的划

分有一定的差异.

1. 5　沙拐枣属的系统发育及进化关系的研究

关于沙拐枣属植物的系统发育及进化关系的研究, 国内外学者做了许多的工作, A. C. Лозина2
ЛозинckaЯ[ 13 ]认为泡果组是该属中最为进化的类型; 前苏联И. Ф. , усаев[ 1 ]根据染色体数目 (2n= 18)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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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境特性来判断: 泡果沙拐枣应为是古老、稀少的物种之一, 故泡果沙拐枣派是最古老的. 头状沙拐枣派的

窄沟亚派的各种具有二倍体组的染色体, 故窄沟亚派可能起源于古老的泡果沙拐枣派; 原模式亚派有 2 种

是四倍体 (2n= 36) , 其中比较古老的应当是红果沙拐枣. 翅果派中, 二倍体白皮沙拐枣是本派的原始种之

一. 彭氏沙拐枣和跟它很近似的四翅沙拐枣具有共同的分布区, 它们属于本派的原始种类. 刺果派中年轻

的代表, 是头状沙拐枣派和翅果沙拐枣产生派间杂种, 这表明这些派在系统发生方面的密切关系. 在杂种

形成的过程中, 翅刺沙拐枣与白皮沙拐枣、无叶沙拐枣、软刺沙拐枣、头状沙拐枣等杂交. 毛祖美、杨戈、王

常贵[ 29 ] (1983) , 从解剖学和细胞核型上认为泡果组是该属中的原始类型, 基翅组比刺果组较原始, 刺果组

是最进化的类型.

关于沙拐枣属各派的系统发生联系, 前苏联的分类学家还有不同的观点, 一派学者认为, 泡果沙拐枣

是原始的, 它现存的种在果刺外面被有薄膜, 后从泡果沙拐枣派逐步产生头状沙拐枣派、刺果沙拐枣派和

翅果沙拐枣派的代表种, 即按照刺毛无薄膜→果实具翅→具刺毛→果实具翅无刺的方向发展. 另一些学者

认为, 本属进化方向是与之相反的, 是按翅果派→刺果派→头状派→泡果派的方向发展. 恩·阿·巴集涅

夫斯基则一直反对泡果沙拐枣派跟其他派的遗传学联系, 认为它是本属祖先类型的特殊分支. 上述的观点

完全是建立在果实形态特征上, 并未联系种的生境特性. 尤·朴·帕尔皮耶夫在比较充分的考虑种的生态

特性之后得出的结论是: 沙拐枣属有两个分别代表泡果沙拐枣派和翅果沙拐枣派的原始分支, 以后泡果派

产生了头状派的部分祖先, 而翅果派则产生了刺果派, 后者又产生了头状派的另一部分. 由此可见, 根据尤

·朴·帕尔皮耶夫的意见, 头状沙拐枣派是二系起源的[ 37 ].

毛祖美、潘伯荣[ 8 ]系统的探讨我国沙拐枣属植物分类与分布的同时, 结合地理分布确定了四个组的进

化关系, 认为刺果组最年轻. 邱国玉[ 22, 38 ]对沙拐枣的花粉形态用电子探针进行观察, 研究其进化关系, 则

认为翅果组比刺果组较进化, 并提出翅果组中物种的进化关系. 张佃民、毛祖美[ 39 ]通过新疆沙拐枣灌木荒

漠的调查, 认为各群系间的生态关系与其种系发生的先后有密切关系; 席以珍、张玉龙[ 25 ]依据电镜扫描花

粉的外壁纹饰结果进行分类和进化关系探讨, 根据花粉的外壁纹饰分成四组, 打破了传统分类四组的划分

的界限及组间的进化关系, 并根据外壁纹饰网眼得出进化关系是 (从前向后进化) : 网纹2穴状具圆形或近

圆形网眼→网纹2穴状具多角形网眼→网纹2穿孔→网纹2穿孔或小沟渠.

新疆从第四纪以来即处于干旱气候环境之中, 是从湿润环境向干旱环境转变, 而且干旱化程度在不断

发展. 在柴窝堡盆地的地层中就存在沙拐枣的孢粉化石, 通过C14测定其源于第三纪或中新世, 并描述了精

河沙拐枣花粉化石的形态[ 40 ]. U irike H erzschuh, Pavel T arasov [ 41 ]等在祁连山与阿尔泰山之间的剖面中

发现沙拐枣的化石孢粉, 经测定是来自全新世. 沙拐枣属植物的分布于干旱地区的荒漠、戈壁、沙漠等环

境, 较为干旱这些生境条件与洪德元[ 42 ]物种起源的飞跃式起源理论大部分相一致. 从细胞学和遗传学的

角度, 高等植物中的多倍体一般是由二倍体变异产生的. 在地理分布上, 由于染色体组增加, 通常多倍体的

适应性好于二倍体, 其分布的面积也大一些, 并且可以在极端不利的生态条件下容易生存, 所以在不利于

二倍体生存的区域内往往会有多倍体的分布. 有些科在进化过程中有“染色体的基本数目有缩减的总趋

势”, 禾本科就是个例子, 并发现一些科如十字花科 (C ruciferae)、蓼科等有这种趋势[ 43 ]. 在遗传学角度上,

二倍体、多倍体、异倍体存在一定的进化关系, 具体问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2　展　望

　　通过以上的研究可以看出沙拐枣属植物分类系统学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思考.

通过野外调查和结合实验结果分析, 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探讨.

2. 1　本属植物的杂交

本属是干旱荒漠植物区系中的一个古老属. 鉴于该属植物存在天然杂交, 其果实的变异性很大, 在不

同的种之间常平行显现, 形成复杂的多型现象. 因此, 对确定某些种的成立与否及其归属存在不同的意见,

故导致在讨论该属植物种系发生与演化时, 产生了不同的结论[ 2 ] , 该属植物从117 种, 归并为36 种, 许多种

都按变种和杂交种处理.

沙拐枣植物天然杂交, 组与组间是否杂交, 组内是否杂交, 种与种间是否杂交, 关于这些问题只在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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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有报道[ 2 ]. 根据本课题组从2004～ 2006 三年的人工杂交实验的结果很不成功, 具体原因较多, 有待于进

一步的深入分析. 如果存在杂交, 从遗传学的角度考虑那么有些新种的发现, 可能值得怀疑. 究竟是哪两个

种的杂交种还是变种? 多倍体的产生是同源多倍体或异源多倍体? 这一系列的问题有待于深入研究.

2. 2　研究材料的选择和研究方法

据文献可知, 有的研究者没有说明所取得材料的方式, 是取得同一个植株还是不同植株? 取样的数量

是多少? 只交待材料来源, 所取材料是有性繁殖的生物种还是无性繁殖的生物种? 是天然的植株还是栽培

的植株?在植物分类上主张以自然居群为研究对象, 以上作者多采用栽培种为研究材料; 在作DNA 分析时

是选择线粒体还是选择叶绿体作材料, 试验结果可能都不尽相同[ 44 ]. 扦插的植株其染色体的倍数较为稳

定, 遗传多样性易丢失; 再者实验手段、方法、前期处理、条件等都可能造成染色体基数有所不同. 由此可见

材料的来源和研究方法的选择对结果的正确性是十分重要的.

综上所述, 要客观地检验各植物类群的归属是否合理, 为沙拐枣属植物的系统分类与进化研究提供新

的依据, 有必要采用新的方法, 从野外自然分布区, 在居群水平上进行较全面的调查, 通过大量采集标本对

果实形态统计分析, 并结合人工授粉杂交和人工栽培工作, 观察其生殖生态学和果实形态学特性, 同时开

展形态学、孢粉学、细胞学等领域相结合的研究技术, 才能更全面、更合理的, 更透彻的弄清该属存在的问

题, 提出合理的分类依据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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