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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柽柳属 16种植物当年生小枝 比较解剖及其生态意义 

张道远 ，谭敦炎 ，张 娟 ，潘伯荣 
(1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1；中国科学院吐鲁番沙漠植物园， 

新疆 吐鲁番 838008；2新疆农业大学林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52) 

摘要 ：对国产柽柳属 (Tamar／x L．)16种植物的比较研究表 明：其当年生小枝在表皮是否具 

毛、皮层细胞的形态结构、维管束排列方式 、髓部所 占面积大小及 内含物等结构性状上存在 

种间差异。根据这些差异及 SPSS软件分析 ，并结合分布生境 ，将 国产柽柳属植物分为三大 

类。类型 I当年生小枝 的表皮不具毛或乳状突，皮层外侧细胞具叶绿体 ，髓 仅 占 总 面积 的 

116 113弱，多分布在风沙土生境 (多花柽柳及 白花柽柳除外 )属强度抗旱型种类 ；类型 Ⅱ 

当年生小枝的表皮不具毛及乳状突，皮层外侧细胞不具叶绿体，髓占总面积 113—112弱，多 

分布在沙砾质土或轻度盐渍化土生境 (甘肃柽柳除外)，属中度抗旱、耐盐碱型种类；类型 

Ⅲ当年生小枝的表皮具毛或乳状突，皮层外侧细胞不具叶绿体 ，细胞排列致密 ，髓仅 占总面 

积的 116 113弱，多分布在强盐渍化土生境 ，属强度耐盐型种类。对 国产柽柳属所有种类 当 

年生小枝结构的生态适应性进行 了分析 ，认为不同生态类型植物的当年生小枝已形成 了与特 

定生境相适应的解剖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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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mar／x from China with Reference to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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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嘲 ：The young branches anatomical diversity ofthe genus Tamar／x(16 species)from China is de— 

SClq
_13ed．The following characters are different between species： the presence of epidemud hairs，the 

num]3er and shape of cortex ceils，vascular bundle types， the presence of tannin or amylose in the pith 

and the proportion of pith areas oil the trBa~verse section． By aI1aly ng these characte~ using SPSS， 16 

species of Tamar／x a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All the species in group I，including T．tak一 

／amakanens／s， T．grac／／／s， T．androsowii and T．sachensis， Occur in soil environment with d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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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 table，and have such structures as chloroplast e】【i Ilg in outer cortex cells， pith a麟 covering 1／6 

— 1／3 total proportion．All the species in group 1I，including T．nz6 姗 ， T．hohenacker／， T． 

mosmkna， T．ar~-,zaho／des， T．chinens／s and T．austromongo／／ca，grow in gravel soil or slightly salty soil 

with moderate 8hallow water table。and have following character~，i．e． chloroplast existing or non-exist— 

illg，pith a嗍 covering 1／3—1／2 total proportion．All the species in group nl，including T．h／sp／da， 

T．1q~ostachys， T．／axa， T．e／ongata， T．karelinii and T．gansuensis， often appear in heavily saline 

soil with 8hallow water table，and have such characters 0,8 epidermal hairs or papilla existent，chloroplast 

non-existent． pith aneas covering 1／6—1／3 total proportion and tannin or amylose existent．Based on ana。 

tomical results and their habitats．we discussed the adaptation of 16 species of Tomat／x L．from Claim to 

∞0= cal environment and comidel~l that the branches have formed unique structures to suit for their en。 

vironment． 

Key words： TamarL~；Young branches；Comparative anatomy； Ecol0gical adap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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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有 90余种，中国产 18种 2变种 ，分布于新疆 、青海、甘肃、宁 

夏、内蒙古等西北省区 (张鹏云和张耀甲，1979)。国内外不少学者曾对该属植物的解剖 

结构进行过研究 ，如 Tholmon(1967，1969，1975，1985)、Campbell(1964)、Shimony(1968)、 

Bosabalidis(1985)、 sel(1991)及 Storey(1994)对泌盐腺 ，翟诗虹 (1983)、Gupta(1984) 

及魏岩 (1999)对叶的结构，Fahn(1958)、Whalen(1987)、马瑞君 (1994)对茎的次生结构 

进行过研究，l~Iurty(1954)根据雄蕊脉 (迹)及维管结构支持 了 T．ericoides是柽柳属最近 

祖先种的观点，黄振英 (1997)曾对柽柳属 3个种的幼茎 (当年生小枝)结构及其对沙漠 

环境的适应进行了探讨。但未见对柽柳属植物当年生小枝结构进行系统研究的报道。柽柳 

有两种枝条，一种是木质化的长枝 ，一种是 自木质化生长枝上发出的当年生绿色营养小 

枝。本文以国产柽柳属为研究对象，对当年生小枝的解剖结构进行了比较观察 ，旨在探讨 

这些结构对生态环境的适应意义。 

1 材料和方法 

实验所用的国产柽柳属 16种植物均采 自中国科学院吐鲁番沙漠植物园 (表 1)。该园的气候条件为： 

表 1 观察种类及凭证标本 

Table1 Observed species andthe VOtl~：her 

种名 采集人 凭证标本 种名 采集人 凭证标本 

s[Elecic8 name Collector Voucher species name Collector Voucher 

山川柽柳 T．arco．aho／des zhaIl|5 Daoyuan 20016001 中国柽柳 T．dTinens／s 丑Ia Daoyuan 200l6OO9 

异花柽柳 T．grad2／s zhaIl|5Daoyuan 20016002 甘蒙柽柳 T．austromongo／／ca zhaIl|5 Daoyuan 200l60lO 

紫杆柽柳 T．androsow／／ zhaIl|5Daoyuan 20016003 长穗柽柳 T．elo,,go~ zhaIl|5 Oaoy~  200l60ll 

多枝柽柳 T．ramos／ss／ma zhaIl|5Daoyuan 20016004 短穗柽柳 T．／axa zh鹕 Oaoy~  20016012 

刚毛柽柳 T．h 也 zhangDaoyuan 20016005 细穗柽柳 T．／,eptosta~ys zhang Daoyuan 200l60l3 

短毛柽柳 T．kard／n／／ zhaIl|5 Daoyuan 20016006 多花柽柳 T．hoh,mad~ zhaIl|5 Oaoy~  200l60l4 

莎车柽柳 T．sadmens／s zhaIl|5 Daoyuan 20016007 白花柽柳 T．a／,b／fionum zhaIlg Da0yuall 200l60l5 

甘肃柽柳 T．,~ kmdms／s z}Ia Daoyuan 20016008 沙生柽柳 T．tak／amakane~／s z} Daoyuan 20016016 

所有种类均采 自于中国科学院吐鲁番沙漠植物园，标本馆藏于中国科学院吐鲁番沙漠植物园标本馆 (TEBG)。 

All 0bs唧 ed fll3~cies舡e collectedfrom Turpan Eremophytes Botanic G ， the Chinese Acade~ny ofSoiree， and depo6ited in her- 

h 'rurpanB ∞曲 es BotanicGtI~tEIrl，the CAS(TE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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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平均气温 13．9℃ ，极端气温分别为 47．6℃和 一28．6℃；年平均 日照数 为 3 049．5 h；年平 均降水量 为 

16．4衄 ，年平均蒸发量为 3 000mm；相对湿度4o％。由于不同种类及同种植物不同个体的当年生小枝在 

不同方向和不同高度可能存在结构差异 ，为了避免取样误差 ，我们于 2001年 6月对每种选取 3个个体 ， 

每个个体采集不同高度 (110 cm、130 cm、160 cm)、同一生长方向的当年生小枝各 1个进行 比较研究。材 

料用 FAA固定，用 70％酒精 ：纯甘油 =1：1的混合液软化材料 24 h。石蜡切片法制片，切片厚 8—12 pan， 

番红 一固绿双重染色，加拿大树胶封固。离析材料 ：将材料截成约 5 n'Lffl的小段 ，沿直径一剖为二 ，用 

5％的 NaOH离析 48 h。番红染色装 片。单宁及多糖类物质分别用 l3及 PAS反应进行检测 。Olympus 

BH-2显微镜下观察并照相 。所测数据均为显微镜下用测微尺测定的 20个数据 的平均值 。 

2 观察结果 

2．1 外部形态特征 

柽柳属当年生营养小枝圆柱形 ，直径 0．4～2．0 min，表面光滑，呈浅绿色、白色或粉 

紫色；小枝上的叶退化呈鳞片状，无叶柄，抱茎或半抱茎 ，螺旋状排列。 

2．2 解剖特征 

通过对上述供试材料的比较观察 ，我们发现同种植物不同高度的当年生小枝在表皮是 

否具毛、皮层外侧细胞形状及排列、是否具叶绿体 、维管束排列方式、横切面上髓部所占 

总面积的大小及内含物等方面性状表现稳定，但种问存有差异。而直径、角质层厚度、导 

管数目等一些数量性状却随供试材料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因而，本文重点选择了一些较为 

稳定的结构性状作为研究的基础。 

所有供试材料当年生小枝的横切面呈椭圆形或圆形，由表皮、皮层、维管柱三部分组成。 

表皮为一层细胞 ，由表皮细胞及气孔组成。表皮细胞横切面呈圆形或扁圆形，外切向 

壁角质化，有些种的表皮光滑 ，如沙生柽柳、紫杆柽柳、莎车柽柳 、异花柽柳 、山川柽 

柳、多枝柽柳、多花柽柳、白花柽柳、甘蒙柽柳、中国柽柳、甘肃柽柳 (图版 I：1～9； 

图版 Ⅱ：1，5)；而另外一些种的表皮上具毛及乳状突，如短穗柽柳 、刚毛柽柳、短毛柽 

柳、长穗柽柳及细穗柽柳 (图版 Ⅱ：2～4，6，7)。所有种的气孔都具气孔窝及孔下室。 

皮层由5～10层细胞组成 ，明显分为两部分。靠近表皮的 2～4层皮层细胞按形态和结 

构可分为以下 4类 ，①细胞呈长柱形，排列成栅栏状 ，具叶绿体，细胞间隙明显 ，如沙生柽 

柳、紫杆柽柳、莎车柽柳、异花柽柳 (图版I．1～4)；②细胞呈长柱形，排列成栅栏状 ，具 

叶绿体，但细胞排列紧密，细胞间隙小，如多花柽柳 (图版I：7)；③细胞圆形，具叶绿体， 

细胞排列疏松 ，细胞间隙大，如白花柽柳 (图版I：8)，或细胞排列紧密，细胞间隙小，如 

短穗柽柳 (图版Ⅱ：2)；④细胞圆形，不具叶绿体，排列致密 ，如山川柽柳、多枝柽柳、甘 

蒙柽柳、中国柽柳、刚毛柽柳、短毛柽柳、甘肃柽柳、长穗柽柳、及细穗柽柳 (图版I：5， 

6，9；图版Ⅱ：1，3～7)。在其内侧为3～6层薄壁细胞，细胞较大，排列紧密 ，细胞间隙小。 

维管柱由维管束、髓及髓射线三部分构成。维管束为外韧型，其韧皮部有初生和次生 

之分，初生韧皮部由厚壁细胞和薄壁细胞两类细胞组成 ，厚壁细胞排列紧密 ，通常成群 ， 

构成厚壁组织 ，厚壁组织之间为 2～3层薄壁细胞 ，排列相对疏松。次生韧皮部 由 8～12 

层细胞组成 ，细胞体积小，排列极为紧密，所 占比例小 ，有些种，如异花柽柳、山川柽柳、 

多枝柽柳、甘蒙柽柳、中国柽柳、及甘肃柽柳含单宁物质 (图版I．4，5，6，9；图版Ⅱ：1， 

5)。木质部较韧皮部发达 ，主要由导管组成，其导管分子度长为 62．1～115 tan，直径为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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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_an，属单穿孔的网纹、梯纹或螺纹导管，以网纹导管居多。木纤维直径小 ，壁厚， 

细胞两端尖，长度较导管分子短。木薄壁细胞多数位于导管周围，属傍管型。维管束排列有 

两种方式：I维管束彼此连接，成一个完整的环，其木质部中的导管呈径向排列，如沙生柽 

柳、紫杆柽柳、莎车柽柳 、山川柽柳 、多枝柽柳 、甘蒙柽柳 、中国柽柳及甘肃柽柳 (图版 

工：1，2，3，5，6，9；图版 11：1，5)；II维管束彼此分离 ，排列呈环状 ，数 目为 8个 ， 

在其木质部中导管成群分布，如异花柽柳、多花柽柳、白花柽柳 、短穗柽柳、刚毛柽柳 、 

短毛柽柳、长穗柽柳及细穗柽柳 (图版 工：4，7，8；图版 11：2，3，4，6，7)。 

髓部横切面呈不规则多角形 ，中央为大型薄壁细胞 ，占总面积的 1／6～1／2。刚毛柽柳 

及短毛柽柳髓薄壁细胞中有染成深紫色的单宁物质 (图版 Ⅱ：3，4)；细穗柽柳的髓薄壁 

细胞中有染成红紫色颗粒状的多糖类物质 (图版 Ⅱ：7)；另有一些种髓薄壁细胞中具粘液 

物质，如沙生柽柳、甘肃柽柳 (图版 工：1；图版 Ⅱ：5)。 

2．3 小枝解剖结构的种间比较及聚类分析 

16种柽柳属植物当年生小枝的基本结构相同，但各部分组成成分的特征有一定差别。 

按 0，1性状 ，将 16种柽柳属植物的主要解剖特征列于表 2，并根据表 2数据 ，用 SPSS 10 

分析软件进行欧氏距离聚类分析，结果见图 1。 

表2 16种柽柳属植物当年生小枝解剖学特征的种间比较 

Table 2 Anatomical characters of young branches 0f16 species of Tamar／x L． 

注释： I．表皮具毛或乳状突 (0表示无 ，l表示有)；II．气孔密度及孔下室 (1表示气孔密度大 ，孔下室大；0表 

示气孔密度小 ，孔下室小)；m．皮层外侧细胞具叶绿体 (0表示无 ，l表示有)；lV．皮层外侧细胞形状 (0为圆形， 

l为长柱形)；V．皮层外侧细胞排列 (0为致密，l为疏松)；VI．皮层细胞特性 (0表示皮层内、外侧细胞近等大，l 

表示细胞大小差别大 )；Ⅶ．维管束排列方式 (0表示维管束 8个呈环状排列，l表示成一个完整的环)。Ⅷ．韧皮部具 

单宁物质 (0表示无，l表示有)；IX．髓部大小 (0表示髓部面积，总面积 <1／3，l表示髓部面积，总面积 >1／3)；X． 

髓部是否具内含物 (0表示无，l表示有)； Note：I． nIe pres∞ce ofepidermal hairs orpapilla(0I【mIls nouexistent，l 

I姗 existent)；II．Stoma(0 I姗 stomatie nest is small，l I姗 big)；m．The presence 0f chloroplast(0I姗 nonexistent，l 

I姗 existent)；IV．The 0fouter cortex cells(0I姗 rounded，lI姗 celumniform)；V．Theform 0foutea"cerlJ~cells(0 

I姗 dense，0I姗 loose)；V1．The size of cortexceils(0I姗 the size 0foutercells andinner cellsis a1】f∞st sarne，lI姗 quite 

diffetmt)；Ⅶ．The array of Vgsollfl~bundles (0I piled upinto8 groups，l I not piled up)；Ⅷ．The presence 0ftanninin 

phlo~,=(0II aIls nonexistent。lII aIls existent)；IX．The proportion ofpith areas(0II aIls pith areas coverlessthan1／3 0ftotal areas； 

l m舳 蚴 than 1／3)；X．The presence 0finclusion in pith(0 m哪 nonexistent，l m娜 exis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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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当年生小枝解剖结构的 l6种柽柳属植物 spss欧氏距离聚类图 

Fig．1 DE柑  of 16 species of Tamar／x L．according to young branches anatomical structure using Average Linkage 

3 讨论 

3．1 16种柽柳属植物当年生小枝解剖特征及其生境类型的划分 

杨维康 (199r7)根据水、盐两个环境因子对新疆 10种柽柳属植物的生境相似性进行 

了分析 ，其中，沙生柽柳与紫杆柽柳皆生长在流动沙地中，属窄域种的流沙生境型；山川 

柽柳仅分布在河流上游出山口的沙砾质河滩上和砾石戈壁溪水冲沟旁，土壤为沙砾质新积 

土，是个典型的窄域种；多花柽柳在河漫滩草甸土和固定风沙土生境中数量稍多，生存土壤 

多为盐化草甸土；短毛柽柳只分布在盐土和龟裂盐土上，是一个典型的盐地窄域种；刚毛柽 

柳、短穗柽柳、细穗柽柳和长穗柽柳常在盐渍化草甸土和重盐渍化土壤中生存 ，是典型的耐 

盐种；而多枝柽柳分布最广 ，可在多种生境中生存并形成建群种。并使用聚类分析从土壤类 

型学角度将新疆柽柳属植物初步确定出河谷河滩沙风沙土型、砾质新积土型、盐化草甸土 

型、典型盐土型和泛生境型 5个基质生态类群。刘铭庭 (1995)也对新疆柽柳属植物的分布 

及生境进行了调查 ，研究涉及杨维康 (1997)论文中未涉及的莎车柽柳 、异花柽柳、白花柽 

柳 、甘肃柽柳、中国柽柳及甘蒙柽柳。本文综合两位作者的研究 ，并结合野外调查 ，对中国 

柽柳属植物的分布及生境特点进行了归纳分析，认为可根据分布生境特点可将国产柽柳属植 

物分为三大类型：A：强度抗旱型，通常分布于沙漠腹地和沙丘边缘，生境属于地表组成物 

质为疏松的沙粒、地下水位深、土壤盐渍化程度轻的风沙土生态类型，包括沙生柽柳、紫杆 

柽柳、莎车柽柳等；B：中度抗旱、耐盐碱型，通常分布在山地及山前砾石戈壁或湖河岸边 、 

冲积、洪积扇扇缘及湖滨地带 ，生境属于地下水位较深、土壤轻度盐渍化、在生活周期内有 

水份或至少有季节性水分供应的沙砾质土或轻度盐渍化土生态类型，包括山川柽柳、多花柽 

柳、多枝柽柳、中国柽柳、甘蒙柽柳等；C：强度耐盐型，通常分布在河流两岸一、二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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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及河间低地 ，生境属于地下水埋深较浅、土壤通体湿润、盐渍化严重、地表常有盐结皮层 

的盐土生态类型，包括刚毛柽柳、短毛柽柳 、短穗柽柳 、细穗柽柳及长穗柽柳等。 

本研究基于当年生小枝解剖结构性状可将柽柳属植物划分为 3组 (图 1)：纽 包括沙生 

柽柳、莎车柽柳、紫杆柽柳、异花柽柳、多花柽柳及白花柽柳 6个种 (图版I：1 4，7，8)， 

典型特征为表皮不具毛或乳状突，皮层 6—10层 ，外侧细胞具叶绿体，长柱形或圆形 ，排列 

疏松 (多花柽柳及白花柽柳除9b)，气孔密度及孔下室大，髓仅 占总面积的 1／6 1／3弱 (多 

花柽柳及白花柽柳除外)；组Ⅱ包括甘蒙柽柳 、中国柽柳、密花柽柳 、多枝柽柳及甘肃柽柳 

(图版I：5，6，9；图版Ⅱ：1，5)，典型特征为表皮不具毛及乳状突，皮层外侧细胞不具叶绿 

体 ，髓占总面积 1／3—1／2弱，均具内含物；组 Ⅲ包括刚毛柽柳 、短毛柽柳、细穗柽柳、长 

穗柽柳及短穗柽柳 (图版Ⅱ：2，3，4，6，7)，典型特征为表皮具毛或乳状突，气孔密度及 

孔下室小，皮层 4 6层，皮层外侧细胞不具叶绿体 (短穗柽柳除外)，细胞排列致密。 

通过对基于解剖结构所划分的组及基于分布生境所划分类型进行比较 ，我们发现属于 

组 I的柽柳 ，除白花柽柳和多花柽柳外 ，均分布于沙漠腹地和沙丘边缘 ，是强度抗旱型种 

(A)；属于组 Ⅱ的柽柳 ，除甘肃柽柳外 ，均分布于沙砾质土或轻度盐渍化土 ，是中度抗 

旱、耐盐碱型种 (B)；属于组 III的植物多分布于盐渍化严重的盐土上，是强度耐盐型种 

(C)。具体如表 3所示。 

表 3 16种柽柳属植物当年生小枝解剖特征及其类型的划分 

Table 3 Three groups andits anatomical structures ofyoung branches of16 species of Tamar／x L．from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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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见 ，基于解剖结构所划分的组及基于分布生境所划分类型有很好吻合 ，说明 

当年生小枝已对所处环境形成了很好的适应 ，那么 ，多年生小枝对环境的生态适应是怎样 

的呢? 

3．2 当年生小枝的结构对环境的生态适应 

由表 3可见，属于组 I的种类都通过增厚角质层、气孔器深陷、增大孔下室、增加皮 

层数、产生叶绿体、减小髓部面积等策略来抑制蒸腾、防止水分散发 (刘家琼等，l987)， 

减少光线辐射 (黄振英等，1997)，防止干旱及其他伤害 (Fahn，l982)及提高光合作用 

效率 (李正理等，1981)，进而形成 了一系列抗干旱、高温、耐风蚀沙埋的特性 ，对风沙 

土生境形成了很好的生态适应。属于组 Ⅲ的种类多生长在盐土生境中，这些植物选择了产 

生发达的毛及乳状突的策略来增大排盐效率 ，进而维持其在盐土生境中生存。因为发达的 

表皮毛加重了水分的丧失 ，增大了排盐的效率，这与 Shields(1950)认为植物体表面发达 

的毛状体是水分散失的征兆的观点相一致。可见，该组植物对盐土生境已形成了很好的适 

应。而属于类型Ⅱ的种类 由于生长在沙砾质土或轻度盐渍化土生境 ，受到的干旱及盐碱胁 

迫较小，因而许多结构性状介于强度抗旱种类与强度耐盐种类之间，其中白花柽柳及多花 

柽柳皮层外侧细胞具叶绿体，皮层内侧细胞为大型贮水薄壁细胞 ，比其他 4种柽柳表现出 

较强的抗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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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 chloroplast；Eh． Epidermal hair； Pa． PapiHa； G．Glucide； Mt． Mechanical tissue； P
． Hth ；X． Xylem； Ph．Phloem； 

Sn． Stomatic nest；Sc． Stomatie chamber；T．Tannin； V． Vesse1． 

n眦 h Transverse section of young branches of Tamar／x L．from China． 1． T．taklamakanensis； 2． T．androssowii； 3． T．． 

sadmensis； 4． T．gracilis； 5． T．arceuthoides； 6． T．ramosissima； 7． T．hohenacke~； 8． T． 的％m‘m； 9． T．oust． 

romongolica(1，3，4，5，7，9×200；2×100；6，8×268)． 

№ teII：Transverse sectien of young branches of Tamarix L．from China． 1． T．ch／nens／s；2． T．／axa；3． T．h／sp／da；4． T．ka． 

rd／n／／；5．T．gansuens／s；6．T．e／ongata；7．T．卸 ；8．T． 叼z0 (shows vascular bLmdles piled upinto 8 groups)； 

9．T．ramos／ss／ma (shows vascular bundles not piled up butdistributed armmdinto a circle)．(1，3，4，5，7×200；2，6，8，9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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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道远等：图版 I ZHANG Dao—Yuan et al：Plate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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