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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柽柳属植物的分支分类研究 

张道远 ‘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新疆 乌鲁木齐 83OOl1；中国科学院吐鲁番沙漠植物园。 

新疆 吐鲁番 838008) 

摘要：选取生长习性、植物形态、解剖结构、花粉特征以及种子微形态特征等共66个性状， 

采用简约法对国产柽柳属l6种植物及外类群红砂 Hololachne songarica进行分支分析，并用靴 

带检验法 (Bootstrap)计算内部分支的支持率。分支图表明，国产柽柳属植物分为4个分支， 

分别属于Baum(1978)所划分的组 I及组II中不同的系，从一个侧面说明基于经典分类所划 

分的组是比较自然的，同意Baum的属下分类系统。同时，基于分支分类结果并结合分子证 

据，对国产柽柳属属间亲缘关系及有争议种的分类学地位进行了探讨，认为甘蒙柽柳是独立 

于中国柽柳的种，多花柽柳是独立于多枝柽柳的种，盐地柽柳是刚毛柽柳的变种，而叶抱茎 

呈鞘状的沙生柽柳和莎车柽柳系统学关系很近，是较为原始的一类柽柳。 

关键词：柽柳属；分支分析；分类 

中图分类号：Q 9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3—2700(2004)03—027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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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硼 ：Based Off 66 characters of plant growth habits，external morphology，anatomical structure， 

pollen morphology and seed morphology，a cladistic analysis of 16 species of Tamar／x L．from Claim w8s 

carried out using maxinluln parsimony method by PAUP 4．Ob with Hololachane∞ngn 口as an outgmup． 

Some stable relationships among species were indicated ．16 species of Tamar／x were divided into four cla- 

des and belonged to relevant Series of Sect I．Tamarix and Sect II．Oligadenia classified by Baum 

(1978)．So it is well supported to Baum’s infrageneric system．In addition．based on cladistic results 

and combined with mo lecular evidence，the taxonomical status of some knotty species were discussed and 

got results that T．austromongolica and T．hohenackeri were taxonomic species． T．karelinii w8s a varia． 

tion of T．h／sp／da．Furthermore， T．tak／amakens／s and T．sachuensis，two endemic species from China， 

formed a well supported clade and diversified earlier than other species．indicating tamarisk with leaves 

vaginate w8s more origin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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柽柳属 (Tamar／x L．)植物起源古老，灌木或小半灌木，多分布于古地中海沿岸的干 

旱、半干旱地区 (Baum，1978)。由于柽柳属植物具抗旱、耐盐碱、耐水湿、耐沙埋及耐 

贫瘠的特性，在干旱、半干旱地区始终保持着其优势种和建群种的地位。在系统演化研究 

中，柽柳属至今尚未有一个完善的属内系统，Gorschkova(1949)认为世界柽柳属9o余种， 

分为2个亚属2个组 15个系；Baum (1978)将柽柳属种数定为54个，归并为3组9系； 

中国的张鹏云和张耀甲 (1990)对中国柽柳属植物进行系统研究，将种数定为 18种 1个 

变种，包括5个新种，然而，未涉及属下分类。柽柳属植物极易发生种间杂交 (Baum， 

1978)，且缺少清楚而明显的形态学性状 (Boisser，1867)，导致个别种的确立及种间关系 

存有较大争议。我国是柽柳属植物的次级起源中心和分布中心 (刘铭庭，1995)，柽柳种 

类多、属下不同等级的代表种多，在完成国产柽柳属解剖学、孢粉学、细胞学、种子微观 

形态等几个方面性状的研究之后，有必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进行分支分析，试图为柽柳 

属系统发育重建提供新的佐证，同时对有争议种的分类学地位进行力所能及的探讨。 

1 研究方法 

1．1 外类群的选择 

严格的分支方法，在分析和确定性状及性状状态是祖征还是衍征时，经常所采用的最重要的 (甚至 

是唯一的)方法是外类群比较 (桑涛和徐炳声，1996)。在本研究中，我们以同一科中的红砂 ttoldadme 

songarica为外类群 。红砂是起源于第三纪的木本植物 (侯学煜，1987)，具有花大且单生，种子大，具 

内胚乳等古老的性状，起源早于柽柳属，因而以红砂为外类群进行柽柳属内性状状态的分析是合情合理 

的。 

1．2 性状及性状状态的分析 

用于分支分析的性状的选取原则是：尽可能多地选取状态性状和有明显间断性变异的数量性状。根 

据性状选取原则，选取了形态学、解剖学、花粉形态学、种子微形态学共4个方面的66个性状，其中25 

个为多态性状，59个为有信息性状，只有7个为无信息的性状。形态学性状的确定是根据笔者野外考察 

和中国科学院吐鲁番沙漠植物园柽柳专类园定点观测，以及标本馆标本查阅对上述性状进行校正，个别 

性状参考了 《中国植物志》第52卷2分册 (张鹏云和张耀甲，1990)。解剖学性状参考翟诗虹等 (1983)、 

张道远等 (2003)，花粉和种子形态特征参考席以珍 (1988)、张元明等 (2001)的研究结果。用于分支 

分析的性状和性状状态的说明见附录 1，编码性状的数据矩阵见附录2。附录 1中所有性状均为无序性 

状，因为许多性状的进化关系尚不能完全确定，将所有性状定位无序性状是在不能肯定性状状态间关系 

时的一种较为保守的处理方法。无序性状中，任何两个状态间的距离是相等的，例如0—1和0—2以至 

0—3间的距离均为1。代表性状状态的数字没有进化的含义，即0并不比1更原始。 

1．3 运算方法 

对数据矩阵的分支分析使用PAUP4．0b完成。采用Heuristic方法进行搜索最简约树，所有性状均为不 

作加权处理。使用靴带检验法 (Bootstrap)进行 1000次重复运算，以评价分支图的可信度。同时采用了 

NJ(Neighloer-Joining)法和UPG~A方法进行搜索。作为外类群的 H．songari~也包含在数据矩阵中，并在 

运算中被定义为外类群。 

*本文作者坚持用ttotdadme songarica作为红砂种名，而不同意池】【iⅢ cz(1aS9)将红砂属ttotdadme并人琵琶柴 

属 mH 的意见。因为据作者待发表的分子生物学资料，证明ttotdadme是独立于品∞ “ 的一个好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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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根据最大简约法分析，对数据矩阵用竭力法搜索得到一个多数原则一致性最简约树 

(miority—rule consensus tree)。一致树 (图1)步长为263，一致性指数 CI=0．3916，保持性 

指数 RI=O．4595，非同源性指数HI=O．6084。Bootstrap检验的概率值标在分支上方，分支 

下方标注了各步的最大分支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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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用 Heuristic搜寻方法对数据矩阵进行最简约分析得到的唯一的多数原则一致性最简约树。分支上括号内的 

数字为靴带分析得到的 bootstrap值，分支下方数字为最大步长值。 

． 1 sinde majority—rule tree of Chinese Tamar／x L．with heuristic method．Bootstrap values 

show above the branches and maximum le．sth steps show below the branches． 

采用距离矩阵法的原理，经 PAUP4．0b分析，对 66个性状均不加权，得到的 NJ树 

(图2：I)，其树长=262，一致性指数 CI=0．3931，保持性指数 RI=0．4628。得到的UPG． 

MA表征树 (图2：II)，其树长 =269，一致性指数 CI=0．3829，保持性指数 RI=0．4392， 

非同源性指数HI=0．6171。 

尽管从数据分析中得到的最简约树 cI和RI值较低，但 17个种的分类群在分支图中 

基本都得到了较理想的分辨，也就是说类群的范围和亲缘关系得到了较好的解决。而采用 

数据矩阵得出的NJ树和采用算术平均连续连锁聚类构建的表征树拓扑结构与最简约树基 

本相同，除了白花柽柳 (T．albiflorum)(刘铭庭，1994)系统位置有所变化。因此，本文 

将主要以多数原则一致性最简约树为依据进行柽柳属内系统发育关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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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用PAUP4．Ob软件对数据矩阵进行NJ分析所得到的最简约系统树 (I)；用Ut~MA法分析所得到的表征树 (Ⅱ)。 

Fig．2 NJ tree(I)and UPGMA tree(II)of Chinese Tamar／x L．analysised by PAUP4．0b． 

3 讨论 

3．1 柽柳属下系统的划分 

柽柳属属下等级的划分是一个悬而末解的问题。Ehrenberg(1827)将柽柳属划分为两亚 

属：寡雄蕊亚属 Oligadenia和多雄蕊亚属 Polyadenia。Bunge(1852)将柽柳属分为5组： 

Aestivales，Leptostachys，Vemales，Anisandrae和 Pleiandraeo Gorschkova(1949)在编著 《苏 

联植物志》时，将柽柳属分为两个亚属：Eutamarix(类似于寡雄蕊亚属)和Trichatmls(类 

似于多雄蕊亚属)，并将 Eutamarix亚属分为夏季花序组 (Vemales)和春季花序组 (Aesti— 

vales)两组。Baum (1978)对世界柽柳属植物进行系统修订，将种数定为 54种，并在其 

《柽柳属》专著中，根据花和花序大小、雄蕊数目及花盘情况将柽柳属植物分为3组： 

Sect．Tamarix(柽柳组)，Sect．Oligadenia(寡雄蕊组)和Sect．Polyadenia(多雄蕊组)。而 

其他地区和国家柽柳属植物志中未涉及到属下系统的分类。中国的张鹏云和张耀甲 

(199o)对中国柽柳属研究作出重大贡献，将国产柽柳属种数定为 18种 1个变种，包括5 

个新种，但未涉及属下系统。 

本文分支分析获得稳定的4个分支，分支I包括多花柽柳 (T．hohenackeri)，多枝柽柳 

(T．ramosissima)，中国柽柳 (T．chinensis)，甘蒙柽柳 (T．austromongolica)及密花柽柳 

(T．arceuthoides)5种，得到16％这样一个微弱的置信支持，该分支再与刚毛柽柳 ( ．̂ 一 

p／da)一盐地柽柳 (T．karelinii)一细穗柽柳 (T．teptostachys)分支联合 (分支Ⅱ)，构成一 

个单系类群，并得到38％的置信支持率。另一个单系类群是由5种植物，长穗柽柳 (T．el— 

ongata)，短穗柽柳 (T．1axa)，紫杆柽柳 (T．androssowii)，甘肃柽柳 (T。gansuens／s)及异 

花柽柳 (T。grac／／／s)所构成的 (分支 III)，并与前一个单系类群构成姊妹类群关系。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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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两种生活于流沙生境的叶几乎全抱茎的种类沙生柽柳 (T．tak／amakanens／s)和莎车柽 

柳 (T．sachuens／s)也聚为一支 (分支 IV)，并通过白花柽柳而与前构成姊妹类群的两个单 

系类群相联系。经分析，我们发现，分支 I的植物除具有花较小，雄蕊5数，单轮对萼的 

特点外，尚有植株不被毛及乳状突，叶基狭细的特点，属于 Baum分类系统组 I中的系 1 

(Series C,allicae)；分支Ⅱ的3种植物具有植株被毛或突起，叶不抱茎呈鞘状的特性，属于 

组 I中的系2(Series Leptostachyae)；分支 Ⅳ的植物具有植株不被毛及乳状突，叶抱茎呈鞘 

状的特点，属于组 I中的系3(Series Vaginantes)。分支III由5种植物组成，具有花4数、 

4、5数或 5数，雄蕊4 5数，单轮、部分双轮，其中4—5对萼雄蕊长，0—4对瓣雄蕊 

短。花盘具蜜腺状裂片等特征，属于Baum (1978)所划分的组 II。其中异花柽柳和短穗柽 

柳具有春季花序的苞片小于花梗的特性，属于系4(Series／_axae)；长穗柽柳具有苞片长 

于花梗及花萼，花瓣卵形，长大于2 lain的特性，属于系 5(Series Anisandrae)；紫杆柽柳 

具有苞片长于花梗，花瓣长小于2 nlIn的特性，属于系6(Series Arbusculae)；而甘肃柽柳 

是我国特有种，根据其苞片长于花梗及花萼，花瓣卵形，长大于2 inn的特性，应属于组 

Ⅱ系5。由分支分类所得到的系统发育关系与 Baum用经典分类所划分的属下等级关系有 

很好的吻合，从一个侧面说明基于经典分类所划分的组是比较自然的，同意 Baum的属下 

分类系统。同时也说明国产柽柳属植物具有丰富的属下不同等级的代表植物，对国产柽柳 

属进行属下等级的划分是可行的。 

3．2 属下分类群间的亲缘关系 

分支图解对有些种类的划分也有些启示作用。如图1所示，数据经过分析得到4个小 

的姊妹类群分支，它们是：多枝柽柳 (T．ramosissima)一多花柽柳 (T．hohenackeri)，中国 

柽柳 (T．chinensis)一甘蒙柽柳 (T．austromongolica)，刚毛柽柳 (T．̂ )一盐地柽柳 

(T．karelinii)和沙生柽柳 (T．taklamakanensis)一莎车柽柳 (T．sachuensis)，说明这4对类 

群的亲缘关系较为紧密。 

多花柽柳是形态上与多枝柽柳很接近的种，Baum (1964)曾认为多花柽柳是多枝柽柳 

的春季花序。分支图上，两者聚为一支，而基于分子数据分析两者相距较远 (华丽等， 

2oo4)，出现了两种构树方法所得结果不和谐的局面。甘蒙柽柳被认为是中国柽柳的异名 

(Baum，1978)或独立的种 (张鹏云和张耀甲，1990)。在分支图上，甘蒙柽柳一中国柽柳聚 

为一支并具有高的置信支持率 (63％)，但分子结果同样出现两者相距较远且遗传距离大于 

种一种之间范围的现象 (华丽等，2004)。经分析，我们发现多枝柽柳和多花柽柳都生于河 

漫滩、河谷阶地及淤积平原轻度盐渍化的土壤上，多花柽柳常作为多枝柽柳的伴生种出 

现；而中国柽柳和甘蒙柽柳均生于黄河滩地及黄灌区的半荒漠草原和华北地区，生存环境 

很相似。相似的生境产生趋同进化或平行演化，导致许多形态特征趋于一致，引起错误地 

确定性状状态的同源性 (homology)，进而造成系统发育分析时聚为一支，在重建系统发育 

过程中产生错误的现象 (桑涛和徐炳声，1996)。而此时，分子性状具有能直接反映分类 

群基因型的特点，是重建系统发育的较理想的性状。因此，综合分支结果及分子性状，我 

们更倾向于同意多花柽柳是独立于多枝柽柳的种，甘蒙柽柳是独立于中国柽柳的种。 

另一分支由刚毛柽柳一盐地柽柳组成。盐地柽柳的分类学地位一直以来争议颇多，被 

认为是刚毛柽柳的杂种 (Gorsehkova，1949)、变种 (Baum，1978)或独立的种 (张鹏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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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甲，1990；Qaiser，1981)。在本文分支图中，两者作为一个姐妹群获得了很高的支持 

(53％)，而分子数据排除了盐地柽柳为杂种的可能，且两者的相对遗传距离为0．7％ (张 

道远等，2OOO)，远小于被子植物中物种的 ITS变异度 1．2％～10．2％的范围 (向建英等， 

2OO2)，同意盐地柽柳为刚毛柽柳一变种的意见。这种处理也得到了分支分析的支持。 

生活在塔克拉玛干流动沙漠中的我国特有种一沙生柽柳和莎车柽柳，也构成了紧密的 

分支，并且得到87％的高支持率。这与两者形态特征相似、分布生境相似的客观情况相 

吻合。此外，具有花大、叶抱茎呈鞘状的两个种组成最原始的分支首先从柽柳属中分出， 

说明两者起源较早，这与Baum (1978)认为 “具鞘的一类柽柳较为原始”的观点相一致。 

附录 1 性状及性状编码 

Appendix 1 characters and character coding 

1．植株生活型：小半灌木 (0)；灌木 (1)；大灌木或小乔木 (2) 
2．小枝是否下垂：无小枝 (0)；不下垂 (1)；下垂 (2) 
3．花序：无花序 (0)；春花序 (1)；春、夏花序都有 (2)；夏花序 (3) 
4．花序类型：无花序 (0)；总状花序 (1)；总状花序、圆锥花序都有 (2)；圆锥花序 (3) 
5．花序长：<5 cm(0)；5～7 cm(1)；7 em(2) 

6．花序宽：>6inm (0)；4～6inm (1)；<4mi／1(2) 

7．花数：5数 (0)；4、5数混生 (1)；4数 (2) 
8．花序轴着生方式：单生 (0)；1～3个簇生 (1) 

9．花序是否具总花梗：无花序 (0)；不具 (1)；具 (2) 
10．苞片数目：3枚 (0)；1枚 (1) 
11．苞片性质：膜质 (0)；边缘膜质 (1)；草质 (2)；肉质 (3) 
12．苞片的形状：匙状 (0)；狭条状披针形 (1)；条状矩圆形 (2) 

13．苞片与花梗长：苞片长度≥花梗长度 (0)；苞片长度≤花梗长度 (1) 

14．苞片与花萼长：苞片长度≥花萼长度 (0)；苞片长度≤花萼长度 (1) 

15．花梗与花萼长：花梗长度≥花萼长度 (0)；花梗长度≤花萼长度 (1) 

16．花萼长度：<1 em(0)；=1 em(1)；>1 em(2) 
17．花萼是否具齿：无 (0)；是 (1) 

18．花萼与花瓣长：花萼长度≥1／2花瓣长度 (0)；花萼长度≤1／2花瓣长度 (1) 
19．花瓣形状：卵形、椭圆形 (0)；长圆状椭圆形至长圆状倒卵形 (1)；倒卵形 (2) 
20．花瓣颜色：粉白色 (0)；粉色到紫色 (1)；紫色 (2)；粉红色 (3) 
21．花瓣长度：3inm(0)；2～3inm(1)；<2lllm(2) 

22．花瓣张开与否：花瓣靠合或半张开 (0)；花瓣完全展开 (1)；花瓣反折 (2) 
23．果时花瓣脱落与否：花瓣宿存 (0)；花瓣部分脱落，部分宿存 (1)；花瓣脱落 (2) 
24．花在花序上的的排列：疏松 (0)；紧密 (1) 
25．1 em花序有花朵数：<6个 (0)；6～12个 (1)；>12个 (2) 
26．花盘类型：无花盘 (0)；间生花盘 (1)；假顶生花盘 (2)；融生花盘 (3) 

27．花丝着生方式：无花盘 (0)；下位着生 (1)；下位一周位着生 (2)；周位着生 (3) 
28．雄蕊数目：6～8数 (0)；4，5数混生 (1)；5数 (2)；4数 (3) 

29．雄蕊与花瓣长度：雄蕊与花瓣近等长或略长 (0)；雄蕊超出花瓣 1倍以上 (1) 
3o．花药是否具小突：不具 (0)；具 (1) 
31．花盘性质：无花盘 (0)；膜质 (1)；肉质 (2) 
32．花柱与子房长度之比：1／5(0)；1／3(1)；1／2(2) 

33．柱头形状：圆头状 (0)；棍棒状 (1) 

34．叶基形状：狭 (0)；阔 (1)；不变 (2) 

35．叶是否具尖头：不具 (0)；具 (1) 

36．叶抱茎程度：不抱茎至半抱茎 (0)；2／3抱茎至全抱茎 (1)；抱茎呈鞘状 (3) 
37．叶是否具耳：无 (0)；有 (1) 

38．叶边缘是否膜质：无 (0)；有 (1) 
39．叶基部：不下延 (0)；略下延 (1)；下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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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叶背面是否具隆起：无 (0)；有 (1) 
41．蒴果颜色：黄色、亮黄色或黄褐色 (0)；粉红色或紫红色 (1) 

42．蒴果长：<3．5miil(0)；3．5—4．5miil(1)；>4．5miil(2) 

43．蒴果果皮特点：草质 (0)；非草质 (1) 

44．蒴果高出花萼倍数：<4倍 (0)；>4倍 (1) 
45．植株是否具乳状突：无 (0)；有 (1) 

46．种子大小：粗大 (0)；较狭细 (1) 
47．种子颜色：黄色、黄褐色 (0)；紫黑色 (1) 

48．花期：4月一5月 (0)；5～8月 (1)；9—10月 (2) 

49．植株是否具毛：不具毛 (0)；具毛 (1) 

5o．叶薄壁组织含单宁物质：无 (0)；有 (1) 

51．叶气孔数：少 (0)；多 (1) 
52．花粉网眼纹饰分类：无网眼 (0)；粗网眼 (1)；中网眼 (2)；细网眼 (3) 
53．花粉网眼大小：网眼直径在0．5 以下 (0)；网眼直径在0．5 一0．7 之间 (1)；网眼直径在 

0．7／an以上 (2) 

54．营养枝表皮毛或乳状突：无 (0)；有 (1) 
55．营养枝皮层中是否具叶绿体：无 (0)；有 (1) 

56．营养枝皮层外侧细胞形状：圆形 (0)；长柱形 (1) 
57．营养枝皮层外侧细胞排列：致密 (0)；疏松 (1) 
58．皮层细胞特性：外、内皮层细胞近等大 (0)；外、内皮层细胞大小差别大 (1) 
59．气孔密度及孔下室：气孔密度小，孔下室小 (0)；气孔密度大，孔下室大 (1) 
60．营养枝横切面髓部大小：髓部面积／总面积 <1／3(0)；髓部面积／总面积>1／3(1) 

61．营养枝髓部具内含物：无 (1)；有 (1) 
62．营养枝微管束是否呈完整的环状分布：不是 (0)；是 (1) 
63．叶型：棒状 (0)；鳞片状 (1) 
64．花瓣内是否具附属物：是 (0)；无 (1) 

65．是否具内胚乳：是 (0)；无 (1) 

66．种子被毛情况：全面被毛 (0)；仅中上部被毛 (1) 

0oo00o00Ol1 l1 l1 l1 l122222222Z 33333333344 44444455555555556( 6666 

1234567890123456789o123456789o123456789o12姗 89ol23456789o123456 

T．elongata 

T．1axa 

T．androssowii 

T．gracilis 

T．gansuensis 

T．arceuthoides 

T．hohenackeri 

T．chinensis 

T．austromongolica 

T．ramosisslma 

T．his#& 
T．1eotostachys 

T．karelirdi 

T．taklamakanensis 

T．sachuensis 

T．al~itZorum 

H．songarica 

2l1 1202o2l1 10o0210ol122123330120o000101 10201010o00010100010100l1 l1 

l1 l10o2ol1 101 101 101 l12201233012100100l100100010o00Ol1 10000o0oOl1 l1 

2l1 1012121321 101 10= 20l1 13330121 101 l1 1200l1 1010aDo1300l1 l1 100l1 l1 1 

l122001011301101l1 l1122012310121100l102o02010101010120l1l111101l11 

1 1 l1 101O210200010001 101012210121O0101 日D21 1010C0∞ )0Oo0100l1 l1 ll 

21220200l1220l100l1 1212121321 l1200l100101 l100101O01 1 1oo000o1 l1 l1 1 1 

21221 10121020101 l1 l12001 1 l1200221010oo21 l1 1 101010001001 10101001 1 1 1 

22221001212101 l100 13 1 101 l1221o21 101O0101 101 101010o02200000ol1 l1 l1 1 

212201(，021310111012212011122002110101101l11101010101200000o1l11111 

21221200213 10100l1 l1200l1 1 121O2210101o2l1 l1 10101000120o0o101 l1 l1 1 1 

21332100113100l1112122211332012101001001121101l1l11221000101101111 

1 13322001 1210100l121202123321021 1010oo2l1 l1 l1 10100130l100101 101 l1 l 

2133220011310011012220l11332001l11101011l1l11101O01211000100101111 

2233 10001 1321 10： 300200232002101 12101002l1001 101 1300l1 1 1 101 l1 l1 1 

113310001132011101 120020o23201210112100o02l10o1101l120l1l110ol1l11 

l1220100l1 1 101 1200201 121 l132002101 1oo000ol1 10101001 100101 1 1 1001 1 1 1 

000077 00003 101 1200130： 20oC000ol1 0∞0002101O0101 100100101O01000O 

*“?”表示性状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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