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柽柳科系统学研究中一些问题探讨 

张道远 
(中国科学院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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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多方面研究结果，对柽柳科系统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包括科的系统位置、属的 

划分及分化进行了探讨，认为：柽柳科和瓣鳞花科 (Frankenaceae)构成姊妹类群 ，同属于石 

竹目或石竹亚纲；基于形态和分子证据，认为红砂属归人琵琶柴属、山柽柳属独立成属更为 

合理，但山柽柳属是否为杂交属尚需进一步研究。柽柳科包括红砂族 (仅包括琵琶柴属)和 

柽柳族 (包括柽柳属、山柽柳属、水柏枝属)，柽柳属联结红砂族和柽柳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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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 on Some Systematical Problems of Tamaricac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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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paper， some systematical problems，including the classification，differentiation，and 

systema t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genera of Tamaricaceae，are discussed．Tamaricaceae，together with the 

family Frankenaceae as sister group，is positioned in the CaryophyHales or Caryophyllidae of the Angio— 

spermae．Based on morphological and molecular evidences，we give support to include Hololachna within 

the genus Reaumuria，and the establishment ofthe genus Myrtama Ovcz．＆ Kinz．Tamaricaceae is com— 

posed of two tribes：Trib．Reatmmrieae Niedenzu and Trib．Tamariceae Niedenzu(including Tamar／x， 

Myrtama and肼y兀加 )，with the genus Tamar／x as evolutionary intermediate． 

Key words：Tamaricaceae；Systema tics； Myrtama；Trib．Reaumurieae；Trib．Tamariceae 

柽柳科 (Tamaricaceae)是一类起源古老的木本植物类群 (中国科学院新疆综合考察 

队，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主编，1978)，主要分布于旧大陆草原和荒漠地区 (张鹏云和 

张耀甲，1990)。该科植物多数种抗旱、耐盐、耐高温，是干旱、半干旱地区防风、固沙 

造林和水土保持的优良树种。除具有显著的生态学意义外，柽柳科作为古地中海区旱生植 

物区系的代表类群 (吴征镒 ，1979)，对该科系统演化进行研究，可能会对环境演变及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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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植物区系的形成提供新的佐证。 

长期以来，该科的分类系统较为混乱，包括 3～5属 100余种 (张鹏云和张耀甲， 

1990：Ovczhinnik0v and Kinzikaeva，1977；Qaiser and Ali，1978；Gaskin等，2003)。《中国植 

物志》根据 Maximowicz(1889)的意见，将柽柳科划分为两族 3属：红砂族 Trib．Reaumu— 

rieae Niedenzu(将红砂属 Hololachna并人琵琶柴属Reaumuria L．)及柽柳族 Trib．Tamariceae 

Niedenzu(包含柽柳属 Tamarix L．和水柏枝属 Myricaria Desv．)。我国的柽柳属植物种类丰 

富 (18种 2个变种)，且特有种多、分布广泛、变异复杂，是柽柳属植物的次级起源中心 

和分布中心 (刘铭庭，1995)；同时，以青藏高原为主体的喜马拉雅及其邻近地区是水柏 

枝属的发生和分布的中心，集中了世界 13种中的 10种，且特有种多，占本属的46％ (张 

鹏云和张耀甲，1984)。前期工作中，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相关项目的资助下，项目组 

对柽柳科进行了包括形态学 (表征形态、孢粉学、解剖学、分支分类)(翟诗虹等，1983； 

张元明等，1998，2001；张道远等，2003 a，b；张道远，2004)、分子系统学 (张道远等， 

2000；Gaskin等，2004；华丽等，2004)和植物地理学 (张道远等，2003a)在内的系统研 

究。随着研究的不断开展，我们强烈意识到柽柳科系统学研究中尚有一些问题有待于综合 

多方面证据进行综合分析。本文即在前期研究工作基础之上，综合大量文献资料，对柽柳 

科系统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包括科的系统位置、科内属的划分及分化进行综合探讨。 

1 柽柳科在被子植物中的系统学位置 

柽柳科在被子植物中的系统位置存在较多争议。曾有学者认为柽柳科起源古老，代表 

了古老的被子植物起源类型，应与榆科 (Ulmaceae)，杨柳科 (Salicaceae)及大风子科 

(Flacouriaceae)一起置于整个被子植物系统树的基部 (Croizat，1960)。另有一些学者将其 

归为伞形目 (Rutiflorae) (Caruel，1881)、藤黄 目 (Guttiferales) (Crins，1989)、侧膜胎座 

目 (Parietales)(Crins，1989)或堇菜目 (Voilales)(Cronquist，1988；Thome，1992)。最近 

的研究中，侧膜胎座 日各科被重新分置，柽柳科连同瓣鳞花科 (Fmnkenaceae)被放置于 
一 个新建的目——柽柳目 (Tamaricales) (Takhtajan，1997)，该观点得到吴征镒等 (2003) 

的认同，并认为柽柳日紧跟在杨柳 目的后面，柽柳科可能起源于或／和刺篱木科 (Flacou卜 

tiaceae)共同祖先，但它更适应于草原、荒漠环境，而且显然起源于稍后起的古地中海 

区 。 

近20年来，分子技术也用于柽柳科系统位置研究中，并得到如下结论：a．柽柳科隶 

属于石竹目Caryophyllales。APG小组 (1998，2003)将柽柳科放置于石竹目，认为瓣鳞花 

科是柽柳科的姊妹类群，并且与 Droseraceae，Plumbag'naceae和 Polygonaceae等科较为近缘； 

b．柽柳科隶属于石竹亚纲 Caryophyllidae。Fay等 (1997)，Lled6等 (1998)及 Nandi等 

(1998)基于叶绿体 rbcL序列，Meimberg(2000)基于 matK序列认为柽柳科隶属于石竹亚 

纲，并与瓣鳞花科构成姊妹类群 (图 1)。此外，Cu6noud等 (2002)利用 18S rDNA，rbcL， 

atpB和 matK联合序列也支持柽柳科隶属于石竹亚纲。 

可见，基于 DNA序列性状对柽柳科进行系统学研究所得结论与基于经典形态性状所 

得的结论不尽吻合。基于 DNA序列性状，尽管所采用序列片段不同，却得到了相同或相 

似的结果，即柽柳科与瓣鳞花科的关系密切，同属于石竹目或石竹亚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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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石竹亚纲各科系统学关系的简单图示。a，b，c为基于 rbcL序列构建的树 (a．Fay et al，1997；b．Lledo et ol 

1998；C．Nandi et al，1998)；d为基于 marK序列构建的树 (Meimberg，2000) 

Fig．1 Sketch map of systematic relatioship between Tamarieaceae and other families in Caryophyllidae 

2 柽柳科的分化和系统关系 

柽柳科属的划分存在较多争议。不同学者根据不同证据，将柽柳科划分为3～5属 (表 1)。 

表 1 柽柳科内分类学等级划分不同观点的比较 

Table 1 Different opinions on the genus level division of Tamaricaceae 

由上表可见，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红砂属是否成立?山柽柳属是否成立? 

2．1 红砂属的确立与否 

Ehrenberg于 1827年建立了红砂属，并指出红砂属植物子房 2～4室，2～4个狭尖之柱 

头，雄蕊 8～10个，不同于琵琶柴属植物子房 5室，5个丝状柱头，雄蕊 5～多数。Takhtajan 

(199r7)根据红砂花数少 (7～10)而花柱数多 (7～10)，以及其他细微特征，如叶形、花大小、 

蒴果形状等，同意将 Ho／o／achna分出独立成属。而更多学者不同意成立红砂属，将红砂属视为 

琵琶柴属的异名 (Schiman—Czeika，1964；Mabbedy，1993，Gaskin，2003；吴征镒等，2003)。 

Gaskin等 (2004)通过对 nrDNA 18S和 cpDNA rbcL序列联合数据的系统分析，构建了 

唯一最简约系统树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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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基于核核糖体 DNAI8S和叶绿体 DNA rbcL序列构建的严格一致性最简约系统树，步长=417，CI=0．719 

RI=0．895。分枝上的数字代表靴带支持率，分枝下的数字代表分枝的长度 (Gaskin等，2OO4) 

Fig．2 Strict consensus clad。 from the combined l8S nrDNA and rbcL cpDNA data set．Represents one of four most 

parsimonious t ，417 steps in length，RI=0．895．With the uninformative characters excluded ，CI=0．719． 

Bootstrap percentages are above branches and decay values below(Gaskin et al， 2004) 

由该系统树可见，琵琶柴属 3种植物形成单系类群，而红砂 (Reaumuria soogarica)与 

琵琶柴属构成姐妹群关系，共同形成一单系分支，并得到 93％的靴带支持率。此外，琵 

琶柴属植物种间的遗传距离为0．002～0．017，红砂与琵琶柴属不同种间的遗传距离 0．021 
～ 0．022，两者较为接近。Gaskin等 (2004)依据红砂位于琵琶柴属单系类群之外，以及独 

特的形态特征，支持成立红砂属。而笔者以为，红砂与琵琶柴属植物形成单系分支并得到 

高的支持率，说明两者关系很近，将红砂属归并人琵琶柴属更为合理。 

2．2 山柽柳属的成立与否及系统学位置 

秀丽水柏枝 (Myricaria elegans Royle)的归属及系统位置已争论了近半个世纪。秀丽 

水柏枝主要分布于我国西藏西南部的阿里地区、新疆西南部 (叶城)以及毗邻的印度、巴 

基斯坦及克什米尔地区，生于海拔 3 000～4 300 ITI的河岸、湖边砂砾及河滩 (张鹏云和张 

耀甲，1984)。由于该种同时具有水柏枝属和柽柳属的形态特征，其系统学位置争议颇多。 

自1835年Royle命名秀丽水柏枝后，Baum于 1978年将该种移人柽柳属内并更名为拉达克柽柳 

(Tamar／x ladachensis Baum)，Ovczinnikov和Kinzikaeva(1977)将其新建立一属：山柽柳属 (Myr- 

tama Ovcz．&Kinz．)，Qaiser和 i(1978)也基于该种建立一新属：Tamar／car／a Qai~r&Ali，根 

据国际植物命名法规，Tamar／car／a实为 Myrtama的异名，但由学名组成可看出，山柽柳属 Myr- 

tama(或异名 Tamar／car／a)与柽柳属 (Tamar／x)和水柏枝属 ( n砌 )有密切关系，似乎是 

两者的杂交属。该观点得到吴征镒等 (2(IB)的认同，认为该属由柽柳属和水柏枝属杂交形成， 

0 0lJ I．七 卜 0 一c )1c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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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建立的属为杂交属 (×Myrtama=× mn 唧 ，称为 “水柏柽”)。张元明等 (1998)根据 

种子及花粉形态特征支持成立山柽柳属。而国内的张鹏云和张耀甲 (1984)、汤彦承 

(1986)、席以珍 (1988)从形态学、孢粉学角度仍赞同将秀丽水柏枝置于水柏枝属内，但 

认为该种的确存在不少中间性状，可能是柽柳属和水柏枝属进化上的联系环节。 

由Gaski 等 (2004)基于多基因片段联合序列构建的系统树可见 (图 2)，水柏枝属 3 

种植物形成单系类群，秀丽水柏枝与水柏枝属构成姐妹群关系，共同形成一单系分支，并 

得到98％高的靴带支持率。然而秀丽水柏枝与水柏枝属植物问的遗传距离 (O．012～ 

0．013)远大于水柏枝属植物种间遗传距离 (O．001～O．002)，因此，Gaskin等 (2004)支 

持成立山柽柳属；华丽等 (2004)对柽柳科 21种代表植物的 DNA ITS序列进行分析，并 

基于秀丽水柏枝与水柏枝属植物问遗传距离为 O．0076～O．011，小于属内种间变异范围 

O．012～0．102而不同意成立山柽柳属。在华丽等 (2004)数据基础之上，作者又补充了 

M．口lopec“roides的 ITS数据 ，并对分子数据和形态数据进行联合分析 (有关形态性状的选取 

1-．hispida 

chinensis 

elongata 

leptostachys 

ramos『Ssima 

M．bracteata 

M．alopecuroides 

M  laxiflora 

M．elegans 

开．soongarica 

图3 基于 ITS序列构建的柽柳科系统树。分枝上数字分别 

靴带支持率和贝叶斯推论得到的后验概率值。红砂为外类群 

Fig．3 q'ne,~3rlle topoiogical phylogenetic tree of Tamaricaceae 

based on ITS sequences．The nund)ers above branches indicate 

bootstrap values and posterior probabilities generated by Bayesian 

Inference fr tl1od，respectively 

与柽柳属植物聚为一支，并得到 67％的支持率。 

于柽柳属和水柏枝属的形态和分子变异。 

和数据矩阵见后续文章报道)。通过 DNA 

ITS序列分析，发现柽柳科属内不同种间 

序列特征 (如序列长度、G+C含量)及 

种间遗传距离等极其相似，秀丽水柏枝 

序列长度、G+C含量介于两属之间，与 

水柏枝属不同种问遗传距离为 O．051～ 

0．056，大于水柏枝属种间 0．015～0．025 

的遗传变异范围，与柽柳属种间遗传距 

离为 0．204～0．216，远大于柽柳属种间 

遗传变异 0．015～0．028的范畴。此外， 

由基于 DNA ITS序列构建的系统树可见 

(图3)，柽柳属植物构成一单系分支，另 
一 个为秀丽水柏枝 一水柏枝属类群分支， 

并得到 100％的靴带支持率；而由形态性 

状构建的系统树中 (图 4)，秀丽水柏枝 

可见，秀丽水柏枝的确存在着许多不同 

那么，基于秀丽水柏枝而建立的山柽柳属是否成立呢? 

从形态上看，柽柳属雄蕊 4～14(常 4～5)，花丝分离，水柏枝属雄蕊 1O数，花丝中 

部以上结合成单体雄蕊，而秀丽水柏枝雄蕊 1O数，花丝分离或仅基部结合；柽柳属雌蕊具 

短花柱，水柏枝属雌蕊花柱无柄，而秀丽水柏枝具短的柱头。此外，柽柳属植物种子顶端和 

芒柱被毛，水柏枝属植物仅芒柱一半以上被毛，而秀丽水柏枝种子基部 (仅0．4nlln)以上被 

毛，说明从形态上，秀丽水柏枝表现出明显的由柽柳属向水柏枝属进化过程中的 “过渡性” 

性状。此外，从孢粉角度看，柽柳属花粉外壁具网状纹饰，网眼为圆形，多数规则，水柏枝 

属植物的花粉外壁具穴状纹饰或小疣状突起，而秀丽水柏枝为粗网状纹饰且网眼为不规则多 

角形 (张元明等，2001)；从植物化学角度看，秀丽水柏枝具有一种不知名的氨基酸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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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由形态学性状构建的柽柳科最简约系统树。靴带支持率 

标于分支』 ，形态特征由方十#表示，黑色方柱表示同源性状， 

无色方柱表示1F同源状；件状序列标于方柱上方，性状特性标 

于方柱下方。红砂为外类群 

Fig．4 Sirl e ntrst parsin'~mous tree for the Tamarieaeeae based 013 mot- 

phologica]characters tIl R．s Ⅱ̂ m as the desi~ ted outo~Jp．Multi- 

state characterstreated as unordered．Lengthis 26 steps．with CI=0．962， 

RI=0．969．Bootstrap v',：dues a in<floated at base of each clade．The dis- 

tri|xation of n~)rphd( characters is shown with boxes．Character Burn- 

bets areindicated aboveboxes"andf 'harriers slares indicated belowboxes 

却不具有在柽柳属中普遍存在的鞣花 

酸，及在水柏枝属中普遍存在的 an— 

thocyanadin(Qaiser and Ali，1978)。说 

明秀丽水柏枝亦存在许多独特性状。 

基于秀丽水柏枝的确存在许多不 

同于柽柳属和水柏枝树的形态及分子 

性状，我们初步认为：将秀丽水柏枝 

独立成属，即建立山柽柳属，似乎更为 

合理。但秀丽水柏枝具有明显的 “过渡 

性”形态性状，难怪吴征镒等 (2O03) 

认为该属为杂交属。有关秀丽水柏枝杂 

交起源及山柽柳属是否为杂交属，尚需 

结合更多的形态证据及其他分子标记 

技术，进行更深入的综合分析。 

2．3 柽柳科的分化及系统学关系 

由上所述，综合各方面证据，我 

们认为柽柳科包含 4属：琵琶柴属 

(Reaumuria)、柽柳属 (Tamarix)、山 

柽 柳 属 (Myrtama)及 水 柏 枝 属 

(Myricaria)。其中，琵琶柴属植物聚为一支，组成红砂族 (图2)，而后 3属形成单系分支 

(图 2)，同属于柽柳族。那么，柽柳科的分化及属间系统演化关系如何? 

从该科植物花的形态特征来看，琵琶柴属植物花单生于侧枝上或生于缩短的小枝上， 

少数集成稀疏的总状花序。柽柳属、山柽柳属和水柏枝属植物的花集成总状花序或圆锥花 

序，而非单生。一般而言，花单生较形成复杂花序原始。另外，琵琶柴属植物种子具内胚 

乳，而柽柳属、山柽柳属和水柏枝属植物的种子不具胚乳，而具胚乳的种子较缺乏胚乳的 

种子原始。此外，种子表皮毛着生类型演化趋势为：种子全面被毛一种子顶端和芒柱被毛 

一 仅芒柱被毛 (张元明等，1998)，而琵琶柴属植物种子全面被毛，柽柳属植物种子中部 

以上或顶端被毛，而I【J柽柳属和水柏枝属植物仅芒柱被毛。说明琵琶柴属较为原始，而柽 

柳属、山柽柳属、水柏枝属较为进化。 

从区系的发生与形成来看，红砂及琵琶柴属于白垩纪、老第三纪孑遗的特有植物 (侯 

学煜，1987)，可以设想在第三纪前期和白垩纪，在古地中海存在时，可能存在过一个相 

当长的干热时期，红砂及琵琶柴群落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形成的 (雍世鹏，1990)，这 

些充分说明其发生的古老性。而柽柳属起源于老第三纪古热带成分盛行的始新式，并且在 

第四纪得到充分的发展 (张道远 ，2004)。另外，山柽柳属 、水柏枝属植物为温带高山属， 

我国以青藏高原为主体的喜马拉雅及其邻近地区集中了2属大多数的种类，且特有种多， 

证明喜马拉雅是山柽柳属和水柏枝属发生和分布的中心 (张鹏云和张耀甲，1984)，而青 

藏高原的隆起始于第四纪中新世至上新世 (李克让，1992)。所以，山柽柳属、水柏枝属 

的发生可能相对是比较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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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多方面证据，对柽柳科系统演化形成如下一些认识 ： 

(1)柽柳科和瓣鳞花科构成姊妹类群，同属于石竹目或石竹亚纲。 

(2)同意红砂族和柽柳族两族的分类学处理意见，红砂族包括琵琶柴属 (将红砂属归 

并入琵琶柴属)，柽柳族包括柽柳属、山柽柳属和水柏枝属。并且认为红砂族较为古老， 

柽柳族较为进化，由红砂族演化出柽柳族。 

(3)柽柳属联结红砂族和柽柳族。国外曾有学者对大果柽柳 (Tamarix macroearpa)的 

种子发育作过观察 (Baum，1978)，发现在其种子发育的早期阶段，种子近一半被表皮毛 

所覆盖，与琵琶柴属植物的种子十分相似。随着种子的不断成熟，表皮毛逐渐移向种子顶 

端。结合该种的个体发育过程以及柽柳科植物种子被卺情况，我们推断柽柳科植物种子在 

系统发育的早期阶段是令面被毛或部分被毛的。而柽柳属植物种子表皮毛着生方式不尽相 

同，存在许多过渡类型，如异花柽柳、刚毛柽柳等种表皮毛着生在种子表面较大区域内， 

种子顶端不缢缩，芒柱较短，与琵琶柴属植物在某种程度上相似；而多枝柽柳、细穗柽柳 

等种，表皮毛只着生在种子顶端很小的区域内，数量多，芒柱较长，与山柽柳属、水柏枝 

属植物在某种程度上十分相似 (张元明等，1998)。柽柳属植物种子的表皮毛着生方式表 

现出明显的过渡类型，从着生在种子表面较大区域向仅着生在种子顶端转化，属内进化趋 

势明显，因而推断柽柳属是进化上联系琵琶柴属、山柽柳属和水柏枝属的中间环节。 

(4)初步同意成立山柽柳属的观点。有关山柽柳属是否为杂交属尚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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