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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堇科二新种
王文采
（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系统与进化植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 １０００９３ ）

摘

要： 该文描述了紫堇科二新种：（１）自云南省发现的紫堇科紫堇属一新种，宽鳞紫堇。 此新种与波密紫堇相

近似，与后者的区别在于本新种的根状茎鳞片半透明，具三条脉，茎无叶，外花瓣无鸡冠状突起，雄蕊束具 ２ 花
药，花丝条形，无脉，子房宽条形。 （２）自黑龙江省发现的紫堇科紫堇属一新种，鹤岗延胡索。 此种与新疆元胡相
似，但本种叶的小叶多在顶端，具 １ ～ ５ 牙齿，花序苞片有 ３ ～ ５ 小裂片，上花瓣及其瓣片和距均较小，蜜腺呈狭卵
球形，弯曲，顶端尖锐而与新疆元胡相区别。
关键词： 紫堇科， 紫堇属， 新种， 中国
中图分类号： Ｑ９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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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说明： 本刊 ２０１６ 年出版的 ３６ 卷增刊 １（庆祝王文采院士 ９０ 华诞专刊） 中发表了王文采编著的“鹤岗延胡索，黑龙江紫堇科一新
种”一文，为了便于国内外数据库收录，现又在本期中正式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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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宽鳞紫堇 Ａ． 结果茎； Ｂ． 结果植株； Ｃ． Ｂ 图的下部（放大）； Ｄ． 鳞片； Ｅ． 花； Ｆ． 下花瓣； Ｇ． 内花瓣； Ｈ． 雄蕊束； Ｉ． 雌蕊．
Ｆｉｇ． １ Ｃｏｒｙｄａｌｉｓ ｌａｔｉｌｅｐｉｄｏｔａ Ａ． Ｆｒｕｉｔｉｎｇ ｓｔｅｍ； Ｂ． Ｆｒｕｉｔｉｎｇ ｐｌａｎｔ； Ｃ． Ｌｏｗｅｒ ｐａｒｔ ｏｆ Ｂ； Ｄ． Ｓｃａｌｅ；
Ｅ． Ｆｌｏｗｅｒ； Ｆ． Ｌｏｗｅｒ ｐｅｔａｌ； Ｇ． Ｉｎｎｅｒ ｐｅｔａｌ； Ｈ． Ｓｔａｍｅｎ ｂｕｎｄｅｌｅ； Ｉ． Ｐｉｓｔｉｌ．

Ｏｂｈｅｒｂａｓ ｐｅｒｅｎｎｅｓ ｐａｒｖａｓ ｇｌａｂｒａｓ， ｒｈｉｚｏｍａ ｂｒｅｖｅ

ａｐｉｃｅ ｓｑｕａｍｉｓ ａｌｉｑｕｏｔ ｐｒａｅｄｉｔｕｍ， ｆｏｌｉａ ｔｅｒｎａｔａ， ｂｒａｃｔｅａｓ

ｐｌｅｒｕｍｑｕｅ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ｏ －ｌｉｎｅａｒｅ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ｓ， ｐｅｔａｌａ ｃａｅｒｕｌｅａ，
ｐｅｔａｌｉ ｓｕｐｅｒｎｉ ｃａｌｃａｒ ｔｕｂｕｌａｒｅ ｌｉｍｂｏ ｓｕｂａｅｑｕｉｌｏｎｇｕ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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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采： 紫堇科二新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ｏｖａ ｈａｅｃ ｅｓｔ ａｆｆｉｎｉｓ Ｃ． ｐｓｅｕｄｏａｄｏｘａｅ Ｃ． Ｙ． Ｗｕ ＆

ｌｏｎｇ； ｏｖａｒｙ ｇｒｅｅｎ， ｂｒｏａｄｌｙ ｌｉｎｅａｒ， ｃａ． ３． ２ × ０． ７ ｍｍ；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ｉｔｅｒ ｔｒｉｎｅｒｖｉｂｕｓ， ｃａｕｌｅ ｆｏｌｉｉｓ ｃａｒｅｎｔｅ， ｐｅｔａｌｉｓ

４ ｐａｐｉｌｌａｅ． Ｙｏｕｎｇ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ｂｒｏａｄｌｙ ｌｉｎｅａｒ， ｃａ． ６ × １． ２

ｄｕａｂｕｓ ｐｒａｅｄｉｔｏ， ｆｉｌａｍｅｎｔｏ ｌｉｎｅａｒｉ ｅｔ ｎｅｒｖｉｓ ｃａｒｅｎｔｅ，

云南（ Ｙｕｎｎａｎ）： 德 钦 县， 永 中 村 （ Ｄｅｑｉｎ Ｘｉａｎ，

Ｈ． Ｃｈｕａｎｇ， ａ ｑｕａ ｒｈｉｚｏｍａｔｉｓ ｓｑｕａｍｉｓ ｓｅｍｉ⁃ｈｙａｌｉｎｉｓ ｅｔ

ｅｘｔｅｒｎｉｓ ｄｏｒｓｏ ｈａｕｄ ｃｒｉｓｔａｔｉｓ， ｆａｓｃｉｃｕｌｏ ｓｔａｍｉｎｅｏ ａｎｔｈｅｒｓ

ｓｔｙｌｅ ２．６ ｍｍ ｌｏｎｇ； ｓｔｉｇｍａ ｌｕｎｕｌａｔｅ， ｃａ． １ ｍｍ ｂｒｏａｄ， ｗｉｔｈ
ｍｍ， ｗｉｔｈ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 ｓｔｙｌｅ ｃａ． ３．５ ｍｍ ｌｏｎｇ．

ｏｖａｒｉｏ ｌａｔｅ ｌｉｎｅａｒｉ ｐｒａｅｃｌａ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ｔ． Ｉｎ Ｃ． ｐｓｅｕｄｏａｄｏｘａ，

Ｙｏｎｇｚｈｏｎｇ Ｃｕｎ）， ａｌｔ． ４ １５０ － ４ ４００ ｍ，灌丛草甸 （ ｏｎ

ｃａｒｅｎｔｅｓ， ｃａｕｌｉｓ ｐｌｅｒｕｍｑｕｅ １⁃ｆｏｌｉａｔｕｓ， ｐｅｔａｌａ ｅｘｔｅｒｎａ

横断 山 队 （ Ｈｅｎｇｄｕ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Ｅｘｐｅｄ． ｆｒｏｍ Ｉｎｓｔ． ｏｆ

ｒｈｉｚｏｍａｔｉｓ ｓｑｕａｍａｅ

ｈａｕｄ

ｓｅｍｉ⁃ｈｙａｌｉｎａｅ

ｅｔ

ｎｅｒｖｉｓ

ｄｏｒｓｏ ｃｒｉｓｔａｔａ， ｆａｓｃｉｃｕｌｕｓ ｓｔａｍｉｎｅｕｓ ａｎｔｈｅｒｉｓ ｔｒｉｂｕｓ ｐｒａｅｄｉ⁃

ｔｕｓ， ｆｉｌａｍｅｎｔｕｍ ａｎｇｕｓｔｅ ｏｖａｔｕｍ ｅｔ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ｉｔｅｒ

ｓｃｒｕｂ⁃ｍｅａｄｏｗ），１９８１⁃０８⁃２４，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Ｂｏｔａｎｙ， ＣＡＳ） ３５５７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 ＰＥ）。

本种为多年生无毛小草本植物， 根状茎很短，

ｔｒｉｎｅｒｖｅ， ｅｔ ｏｖａｒｉｕｍ ｏｖａｔｕｍ ｅｓｔ．

在顶端具数枚鳞片，叶为三出复叶，花序苞片多呈

ｓｈｏｒｔ， ｉｎｃｏｎｓｐｉｃｕｏｕｓ， ｗｉｔｈ ｃａ． ６ ｔｅｒｅｔｅ ｆｉｂｒｏｕｓ ｒｏｏｔｓ ０．６－

与上花瓣瓣片近等长，因此与也具有上述诸特征的

Ｓｍａｌｌ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ｇｌａｂｒｏｕｓ ｈｅｒｂｓ． Ｒｈｉｚｏｍｅ ｖｅｒｙ

披针状条形，全缘，花瓣蓝色，上花瓣之距呈桶状，

２．５ ｃｍ ｌｏｎｇ， ０．２ ｍｍ ｉｎ ｄｉａｍ．， ａｎｄ ｏｎ ａｐｅｘ ｗｉｔｈ ｃａ． ４

波密 紫 堇 （ Ｃｏｒｙｄａｌｉｓ ｐｓｅｕｄｏａｄｏｘａ Ｃ． Ｙ． Ｗｕ ＆ Ｈ．

ｔｉｃ， ６．８ × ４ ｍｍ，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ｌｙ ｔｒｉｎｅｒｖｅｄ， ａｐｅｘ ｓｈｏｒｔｌｙ

本种的根状茎鳞片半透明，具 ３ 条纵脉，茎无叶，外

ｓｃａｌｅｓ ａｎｄ ２ ｂｕｌｂｉｌｓ； ｓｃａｌｅｓ ｓｅｍｉ⁃ｈｙａｌｉｎｅ， ｏｒｂｉｃｕｌａｒ⁃ｅｌｌｉｐ⁃

ａｎｄ ｔｈｉｃｋｌｙ ａｐｉｃｕｌａｔｅ， ｍａｒｇｉｎ ｅｎｔｉｒｅ； ｂｕｌｂｉｌｓ ｗｈｉｔｅ，
ｂｒｏａｄｌｙ ｏｖｏｉｄ， ｃａ． ３ × ２ ｍｍ， ｓｍｏｏｔｈ， ａｐｅｘ ｃａｕｄａｔｅ⁃ｃｕｓ⁃

Ｃｈｕａｎｇ） 在亲缘关系上相接近，与后者的区别在于
花瓣背面无鸡冠状突起，雄蕊束具 ２ 枚花药，花丝呈
条形，无脉，子房呈宽条形。 在波密紫堇，根状茎鳞

ｐｉｄａｔｅ． Ｂａｓａｌ ｌｅａｆ ｐｏｓｓｉｂｌｙ ｓｉｎｇｕｌａｒ， ｔｅｒｎａｔｅ， ｌｏｎｇ（？） ｐｅｔ⁃

片不半透明，无脉，茎多具 １ 叶，外花瓣背面具鸡冠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ｌｅａｆｌｅｔ ｓｈｏｒｔｌｙ ｐｅｔｉｏｌｕａｌａｔｅ， ｓｕｂｆｌａｂｅｌｌａｔｅ， ｃａ． ４ ×

条纵脉，子房呈狭卵形 （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 。

ｉｏｌａｔｅ； ｂｌａｄｅ ｐａｐｅｒｙ， ｂｒｏａｄｌｙ ｏｖａｔｅ， ｃａ． ６ × ７． ５ ｍｍ，
６．５ ｍｍ， ３⁃ｐａｒ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ｌｏｂｅｓ ｎａｒｒｏｗｌｙ ｏｂｏｖａｔｅ，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ｌｅａｆｌｅｔｓ ｓｅｓｓｉｌｅ， ｏｂｌｉｑｕｅｌｙ ｂｒｏａｄｌｙ ｏｂｏｖａｔｅ， ｕｎｅｑｕａｌｌｙ ２⁃

ｐａｒｔｅｄ． Ｓｃａｐｅｓ ｃａ． ２， ６－８．５ ｃｍ ｔａｌｌ， ０．５－１ ｍｍ ｉｎ ｄｉａｍ．，
ｓｉｍｐｌｅ． Ｒａｃｅｍｅ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１ － ２．５ ｃｍ ｌｏｎｇ， ｄｅｎｓｅｌｙ ３⁃８⁃
ｆｌｏｗｅｒｅｄ； ｂｒａｃｔｓ ｓｅｓｓｉｌｅ，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ｍｏｓｔ ｏｎｅ ｎｅａｒｌｙ ｔｏ ｂａｓｅ

状突起，雄蕊束具 ３ 枚花药，花丝呈狭卵形，并具 ３
鹤岗延胡索

图２

Ｃｏｒｙｄａｌｉｓ ｈｅｇ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Ｗ． Ｔ． Ｗａｎｇ， ｓｐ． ｎｏｖ．

Ｆｉｇ． ２．

（ｓｅｃｔ． Ｃｏｒｙｄａｌｉｓ）

Ｏｂ ｐｌａｎｔａｍ ｔｕｂｅｒｅ ｇｌｏｂｏｓｏ ｐｒａｅｄｉｔａｍ， ｃａｕｌｅｍ ｓｕｐｒａ

２⁃ｐａｒｔｅｄ ｏｒ ｕｎｄｉｖｉｄｅｄ， ｏｔｈｅｒｓ ａｌｌ ｕｎｄｉｖｉｄｅｄ， ｌｉｎｅａｒ ｏｒ ｌａｎ⁃

ｂａｓｉｎ ｆｏｌｉｏ ｓｑｕａｍｉｆｏｒｍｉ ｕｎｉｃｏ ｐｒａｅｄｉｔｕｍ， ｆｏｌｉａ ｂｉｔｅｒｎａｔａ，

ｍｍ， ｍａｒｇｉｎ ｅｎｔｉｒｅ； ｐｅｄｉｃｅｌｓ ｓｌｅｎｄｅｒ， ６ － １０ ｍｍ ｌｏｎｇ．

ｈａｅｃ ｅｓｔ ｓｉｍｉｌｉｓ Ｃ． ｇｌａｕｃｅｓｃｅｎｔｉ Ｒｅｇｅｌ， ａ ｑｕａ ｆｏｌｉｏｌｉｓ

ｃｅｏｌａｔｅ⁃ｌｉｎｅａｒ， ｒａｒｅｌｙ ｌｏｎｇ ｅｌｌｉｐｔｉｃ， ６ － １０ × ０．２ － １ （ － ３）

Ｆｌｏｗｅｒ： Ｓｅｐａｌｓ ｃａｄｕｃｏｕｓ， ｕｎｋｎｏｗｎ． Ｐｅｔａｌｓ ｂｌｕｅ， ｎｏｔ

ｃｒｅｓｔｅｄ， ｍａｒｇｉｎ ｅｎｔｉｒｅ； ｕｐｐｅｒ ｐｅｔａｌ ｃａ． １１ ｍｍ 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ｌｉｍｂ ｎａｖｉｃｕｌａｒ⁃ｏｖａｔｅ， ６．５ × ２．６ ｍｍ， ａｔ ａｐｅｘ ａｃｕｔｅ， ａｎｄ
ｗｉｔｈ ｓｐｕｒ ｔｕｂｕｌａｒ， ６．２ × １．２ ｍｍ； ｌｏｗｅｒ ｐｅｔａｌ ｕｎｒｅｇｕｌａｒｌｙ

ｏｂｌｏｎｇ， ｃａ． ８ × ２ ｍｍ， ａｔ ｂｏｔｈ ｅｎｄｓ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ｅ； ｉｎｎｅｒ
ｐｅｔａｌｓ ｗｉｔｈ ｌｉｍｂ ｅｌｌｉｐｔｉｃ， ｃａ． ３．６ × １．８ ｍｍ， ｂｅｌｏｗ ｔｈｅ

ｎｅｃｔａｒｅｍ ｂｒｅｖｉｓｉｓｓｉｍｕｍ １ － １．５ ｍｍ ｌｏｎｇｕｍ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ｏｖａ
ｐｌｅｒｕｍｑｕｅ ａｐｉｃｅ １⁃５⁃ｄｅｎｔａｔｉｓ， ｒａｃｅｍｉ ｂｒａｃｔｅｉｓ ３⁃５⁃ｌｏｂｕｌａ⁃

ｔｉｓ， ｐｅｔａｌｏ ｓｕｐｅｒｏ ｍｉｎｏｒｅ １８ ｍｍ ｌｏｎｇｏ ｃｕｍ ｌｉｍｂｏ １１ ｍｍ
ｌｏｎｇｏ ｅｔ ｃａｌｃａｒｉ ７ ｍｍ ｌｏｎｇｏ， ｎｅｃｔａｒｅ ａｎｇｕｓｔｅ ｅｔ ｃｕｒｖａｔｅ
ｏｖｏｉｄｅｏ ａｐｉｃｅ ａｃｕ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ｔ． Ｉｎ Ｃ． ｇｌａｕｃｅｓｃｅｎｔｅ， ｆｏｌｉｏｌａ

ｐｌｅｒｕｍｑｕｅ ３⁃ｆｉｄａ ｖｅｌ ３⁃ｐａｒｔｉｔａ， ｒａｃｅｍｉ ｂｒａｃｔｅａｅ ｉｎｄｉｖｉｓａｅ，
ｐｅｔａｌｕｍ ｓｕｐｅｒｕｍ ｍａｊｕｓ ２０ － ５０ ｍｍ ｌｏｎｇｕｍ ｃｕｍ ｌｉｍｂｏ

ｍｉｄｄｌｅ ｏｆ ｌｏｗｅｒ ｍａｒｇｉｎ ｃｏｎ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ｄａｒｋ⁃ｂｌｕｅ ｏｎ ｕｐｐｅｒ

１０－１１ ｍｍ ｌｏｎｇｏ ｅｔ ｃａｌｃａｒｉ １０ － １４ ｍｍ ｌｏｎｇｏ， ｅｔ ｎｅｃｔａｒ

ｃｌａｗ ｃａ． １ ｍｍ ｌｏｎｇ． Ｓｔａｍｅｎ ｂｕｎｄｌｅ ｃａ． ４ ｍｍ ｌｏｎｇ； ｆｉｌａ⁃

Ｈｅｒｂｓ ｐｒｅｎｎｉａｌ， ｇｌａｂｒｏｕｓ， ｔｕｂｅｒ⁃ｂｅａｒｉｎｇ．Ｔｕｂｅｒ ｇｌｏ⁃

ｐａｒｔ， ａｂａｘｉａｌｌｙ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ｌｙ １⁃ｒｉｂｂｅｄ， ａｎｄ ｗｉｔｈ ｗｈｉｔｅ

ｆｉｌｉｏｆｏｒｍｅ ｒｅｃｔｕｍ ａｐｉｃｅ ｏｂｔｕｓｕｍ ｅｓｔ．

ｍｅｎｔ ｗｈｉｔｅ， ｌｉｎｅａｒ， ｃａ． ３ × ０．３ ｍｍ，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ｎｅｒｖｅｓ； ａｎ⁃

ｂｏｓｅ， ｃａ． １．８ ｃｍ ｉｎ ｄｉａｍ． Ｓｔｅｍ ｃａ． １２ ｃｍ ｔａｌｌ， ｂｅｌｏｗ

Ｎｅｃｔａｒ ｆｉｌｉｆｏｒｍ，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ｃａ． ３．５ ｍｍ ｌｏｎｇ． Ｐｉｓｔｉｌ ｃａ． ６ ｍｍ

ｌｅａｆ ａｎｄ ｔｈｒｅｅ ｔｒｕｅ ｌｅａｖｅｓ， ｆｒｏｍ ａｘｉｌ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ａｌｅ⁃ｌｉｋｅ ｌｅａｆ

ｔｈｅｒｓ ２， ｙｅｌｌｏｗｉｓｈ， ｂｒｏａｄｌｙ ｏｂｌｏｎｇ， ｃａ． ０． ５ ｍｍ ｌｏｎｇ．

ｓｃａｌｅ⁃ｌｉｋｅ ｌｅａｆ ｄｏｗｎｗａｒｄｓ ｔｈｉｎｎ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ｏｎｅ ｓｃａｌｅ⁃ｌｉｋｅ

１０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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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鹤岗延胡索 Ａ． 植株全形； Ｂ． 苞片； Ｃ． 花； Ｄ． 上花瓣瓣片； Ｅ． 下花瓣； Ｆ． 内花瓣；
Ｇ． 雄蕊束； Ｈ． 蜜腺； Ｉ． 雌蕊。 （来自模式标本）

Ｆｉｇ． ２ Ｃｏｒｙｄａｌｉｓ ｈｅｇ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Ａ． Ｈａｂｉｔ； Ｂ． Ｂｒａｃｔ； Ｃ． Ｆｌｏｗｅｒ； Ｄ． Ｌｉｍｂ ｏｆ ｕｐｐｅｒ ｐｅｔａｌ； Ｅ． Ｌｏｗｅｒ ｐｅｔａｌ；
Ｆ． Ｉｎｎｅｒ ｐｅｔａｌｓ； Ｇ． Ｓｔａｍｅｎ ｂｕｎｄｌｅ； Ｈ． Ｎｅｃｔａｒｙ； Ｉ． Ｐｉｓｔｉｌ． （ｆｒｏｍ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

ｗｉｔｈ ｏｎｅ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ｂｒａｎｃｈ ｃａ． ８ ｃｍ ｌｏｎｇ． Ｓｃａｌｅ⁃ｌｉｋｅ ｌｅａｆ

ｌｏｎｇ ｏｒ ｓｈｏｒｔｌｙ ｐｅｔｉｏｌｕｌａｔｅ， ｒａｒｅｌｙ ｓｅｓｓｉｌｅ， ｏｂｏｖａｔｅ ｏｒ ｃｕ⁃

ａｃｕｔｅ， ｍａｒｇｉｎ ｅｎｔｉｒｅ． Ｌｅａｖｅｓ ｂｉ⁃ｂｅｒｎａｔｅ， ｐｅｔｉｏｌａｔｅ； ｂｌａｄｅ

ａｐｅｘ ｓｕｂｔｒｕｎｃａｔｅ ａｎｄ １⁃５⁃ｄｅｎｔａｔｅ， ｒａｒｅｌｙ ａｃｕｔｅ ａｎｄ

ｐａｐｅｒｙ， ｎａｒｒｏｗｌｙ ｏｖａｔｅ， ｃａ． ２ × ０．８５ ｃｍ， ａｐｅｘ ｓｌｉｇｈｔｌｙ
ｂｒｏａｄｌｙ ｒｈｏｍｂｉｃ ｉｎ ｏｕｔｌｉｎｅ， ３ － ６ × ３．２－ ４．５ ｃｍ； ｌｅａｆｌｅｔｓ

ｎｅａｔｅ⁃ｏｂｏｖａｔｅ， ｒａｒｅｌｙ ｅｌｌｉｐｔｉｃ， ０．６４ － ２．４ × ０．２５ － １．３ ｃｍ，
ｅｎｔｉｒｅ， ｂａｓｅ ｃｕｎｅ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ｐｅｔｉｏｌｕｌｅｓ ０．１ － １．８ ｃｍ ｌｏｎｇ；

９期

１０８７

王文采： 紫堇科二新种

ｐｅｔｉｏｌｅｓ １．２ － ２ ｃｍ ｌｏｎｇ． Ｒａｃｅｍｅｓ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ｔｈａｔ ｏｆ ｓｔｅｍ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ｎｋ） ， １９９５⁃０７⁃１５， 东 北 林 学 院 植 物 调 查 队

ｌｏｎｇ， ｄｅｎｓｅｌｙ ４⁃ｆｌｏｗｅｒｅｄ； ｂｒａｃｔｓ ｃｕｎｅａｔｅ⁃ｏｂｏｖａｔｅ ｏｒ

ｔｙｐｅ， ＰＥ） 。

３．５ ｃｍ ｌｏｎｇ， ｄｅｎｓｅｌｙ ８⁃ｆｌｏｗｅｒｅｄ， ｔｈａｔ ｏｆ ｂｒａｎｃｈ １ ｃｍ
ｂｒｏａｄｌｙ ｒｈｏｍｂｉｃ， ６－１１ × ３－４．５ ｍｍ， ａｐｅｘ ｗｉｔｈ ３－５ ｎａｒ⁃

（ Ｐｌ． Ｅｘｐｅｄ． ｆｒｏｍ Ｎ．⁃Ｅ Ｆｏｒｅｓｔ． Ｉｎｓｔ．） ９５３１０２３ （ ｈｏｌｏ⁃

本种的植株具球形块茎，茎基部之上具一鳞片

ｒｏｗｌｙ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 ｏｒ ｌｉｎｅａｒ ｌｏｂｕｌｅｓ ｕｎｅｑｕａｌ ｉｎ ｓｉｚｅ；

状叶，蜜腺极短，长在 １ ～ １．５ ｍｍ 之间，因此与也具

ｕｎｋｎｏｗｎ． Ｐｅｔａｌｓ ｐｕｒｐｌｅ （？）， ｎｏｔ ｃｒｅｓｔｅｄ； ｕｐｐｅｒ ｐｅｔａｌ

Ｒｅｇｅｌ） 相似，与后者的区别在于本种叶的小叶多在

ｐｅｄｉｃｅｌｓ （２⁃） ４ － ７ ｍｍ ｌｏｎｇ． Ｆｌｏｗｅｒ： Ｓｅｐａｌｓ ｃａｄｕｃｏｕｓ，
ｃａ． １８ ｍｍ 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ｌｉｍｂ ｏｂｔｒａｐｅｚｉｆｏｒｍ， １１ × ５ ｍｍ， ａｔ

ａｐｅｘ ｓｕｂｔｒｕｎｃａｔｅ ａｎｄ ｒｅｔｕｓｅ， ａｎｄ ｓｐｕｒ ｔｕｂｕｌａｒ， ｃａ． ７ ｍｍ

有上述形 态 特 征 的 新 疆 元 胡 （ Ｃｏｒｙｄａｌｉｓ ｇｌａｕｃｅｓｃｅｎｓ

顶端具 １ ～ ５ 枚牙齿，花序苞片顶端有 ３ ～ ５ 枚小裂
片，上花瓣较小，长 １８ ｍｍ，其瓣片长 １１ ｍｍ，其距长

ｌｏｎｇ， １．８－２ ｍｍ ｉｎ ｄｉａｍ．，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ｌｏｗｅｒ ｐｅｔａｌ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ｔｏ

７ ｍｍ，蜜腺 狭 卵 球 形， 弯 曲， 顶 端 尖 锐。 在 新 疆 元

ｓａｃｃａｔｅ； ｉｎｎｅｒ ｐｅｔａｌｓ ｃａ． １１ ｍｍ 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ｌｉｍｂｓ ｃｏｈｅｒｅｎｔ

裂，上花 瓣 较 大， 长 ２０ ～ ２５ ｍｍ， 其 瓣 片 长 １０ ～ １１

ｃｌａｗｓ ｓｌｅｎｄｅｒ， ｃａ． ５ ｍｍ ｌｏｎｇ． Ｓｔａｍｅｎｓ ｗｉｔｈ ｆｉｌａｍｅｎｔｓ

征镒等，１９９９） 。

ｕｐｐｅｒ ｐｅｔａｌ ｂｏｔｈ ｉｎ ｓｈａｐｅ ａｎｄ ｓｉｚｅ， ａｂｏｖｅ ｂａｓｅ ｓｌｉｇｈｔｌｙ
ａｐｉｃａｌｌｙ， ｎａｒｒｏｗｌｙ ｅｌｌｉｐｔｉｃ⁃ｏｂｏｖａｔｅ， ６ × ２． ２ ｍｍ， ａｎｄ

ｔｈｉｎｌｙ ｍｅｍｂｒａｎｏｕｓ，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ｅ⁃ｌｉｎｅａｒ． ｃａ． ８ × ０．８ ｍｍ，

胡，叶的小叶多为三中裂或三深裂，花序苞片不分
ｍｍ，其距长 １０ ～ １４ ｍｍ，蜜腺呈丝形，直，顶端钝（ 吴
致谢

深切感谢孙英宝先生为本文绘图。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ｌｙ １⁃ｎｅｒｖｅｄ ａｎｄ ａｎｔｈｅｒｓ ｙｅｌｌｏｗｉｓｈ， ｎａｒｒｏｗｌｙ

ｏｂｌｏｎｇ， ０．６－０．８ ｍｍ ｌｏｎｇ． Ｎｅｃｔａｒｙ ｂｌａｃｋ， ｎａｒｒｏｗｌｙ ｏｖｏｉｄ，
ｃａ． １．２ ｍｍ ｌｏｎｇ， ｓｌｉｇｈｔｌｙ ｃｕｒｖｅｄ， ａｔ ａｐｅｘ ａｃｕｔｅ． Ｐｉｓｔｉｌ ８－

９．５ ｍｍ ｌｏｎｇ； ｏｖａｒｙ ｇｒｅｅｎ， ｌｉｎｅａｒ， ５－５．５ × ０．５－０．７ ｍｍ；

ｓｔｙｌｅ ｃａ． ２．５ ｍｍ ｌｏｎｇ； ｓｔｉｇｍａ ｏｒｂｉｃｕｌａｒ， ｃａ． １．２ ｍｍ ｉｎ
ｄｉａｍ．， ｗｉｔｈ ８ ｄｅｎｓｅ ｙｅｌｌｏｗｉｓｈ ｓｕｂｇｌｏｂｏｓｅ ｔｕｂｅｒｃｌｅｓ． Ｃａｐ⁃
ｓｕｌｅ ｕｎｋｎｏｗｎ．

黑龙江 （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 鹤岗市，鹤北 （ Ｈｅｇａｎｇ

Ｓｈｉ， Ｈｅｂｅｉ） ，鹤北林业局，北影场，河岸草地 （ Ｈｅｂｅｉ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Ｂｕｒｅａｕ， Ｂｅｉｙｉｎｇｃｈａｎｇ， ｉｎ ｇｒａｓｓｙ ｐｌａｃｅ ｏｎ

参考文献：
ＺＨＡＮＧ ＭＬ， ＳＵ ＺＹ， ＭＬＩＤＥＮ， ２００８． Ｃｏｒｙｄａｌｉｓ ＤＣ． ［Ｍ］ ／ ／ ＷＵ
ＺＹ， ＲＡＶＥＮ ＰＨ．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Ｓｔ． Ｌｏｕｉｓ： Ｍｉｓｓｏｕｒｉ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Ｇａｒｄｅｎ Ｐｒｅｓｓ， ７： ２９５－４２８．
ＷＵ ＣＹ， ＣＨＵＡＮＧ Ｈ， ＳＵ ＺＹ， １９９９． Ｃｏｒｙｄａｌｉｓ ［ Ｍ］ ／ ／ Ｆｌｏｒａ
Ｒｅｉｐｕｂｌｉｃａｅ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ｓ Ｓｉｎｉｃａ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３２：
９６－４８１． ［吴征镒，庄璇，苏志云， １９９９． 紫堇属 ［ Ｍ］ ／ ／ 中
国植物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３２： ９６－４８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