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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说明： 风毛菊属 （Ｓａｕｓｓｕｒｅａ ＤＣ．） 植物在亚洲温带高寒地区分布的多样性最丰富， 该属到目前为止在
全世界约有 ４６０ 种， 主要分布在亚洲、 欧洲的中东部和北部、 美洲及澳大利亚等地区， 其中 １８９ 种为中国
的特有种。 风毛菊属根据其适应高寒旱地区的外部形态， 如密被绒毛、 莲座状苞叶、 簇生习性和根木质
化等特性分为雪兔子亚属 （ｓｕｂｇｅｎ． Ｅｒｉｏｃｏｒｙｎｅ）、 雪莲亚属 （ｓｕｂｇｅｎ． Ａｍｐｈｉｌａｅｎａ）、 附片亚属 （ｓｕｂｇｅｎ． Ｔｈｅ⁃
ｏｄｏｒｅａ）、 齿冠亚属 （ｓｕｂｇｅｎ． Ｆｌｏｒｏｖｉａ） 与风毛菊亚属 （ｓｕｂｇｅｎ． Ｓａｕｓｓｕｒｅａ）。 在我国已知的约有 ３００ 种主要
分布在我国西南和西北的青藏高原、 横断山脉和喜马拉雅山等高海拔、 高纬度地区， 这里也是我国风毛
菊属的 “现代分布中心”。 在甘肃省共有 ５７ 种１ 变种， 占全国总数的 ２２％， 主要有两个主要分布区域： 一
个是甘南藏族自治州， 大部分在海拔３ ０００ ｍ 以上， 往往在高寒草甸、 流石滩、 林下形成建群种或优势
种； 另一个分布丰富区域为青藏高原北缘的甘肃省祁连山地， 与其他的耐寒耐旱植物构成垫状植被。
照片示： 部分代表性风毛菊属植物。 １． 水母雪兔子； ２． 长毛风毛菊； ３． 重齿风毛菊； ４． 禾叶风毛菊； ５． 星状雪兔子； ６． 羌塘雪
兔子； ７． 西藏风毛菊； ８． 唐古特雪莲。 （ 相关内容详见本期正文 １５９ ～ １６８ 页杨亚军等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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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Ｓ． ｇｒａｍｉｎｅａ； ５． Ｓ． ｓｔｅｌｌａ； ６． Ｓ． ｗｅｌｌｂｙｉ； ７． Ｓ． ｔｉｂｅｔｉｃａ； ８． Ｓ． ｔａｎｇｕｔｉｃａ． （ Ｆｏｒ ｄｅｔａｉｌｓ， ｐｌｅａｓｅ ｓｅｅ ｔｈｅ ｔｅｘｔ ｂｙ ＹＡＮＧ
Ｙａｊｕｎ ｅｔ ａｌ ｏｎ ｐａｇｅ １５９－１６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