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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文描述了自安徽发现的毛茛科毛茛属一新种，怀宁毛茛（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ｕｓ ｈａｉｎｉｎｇｅｎｓｉｓ） 。 此新种与猫

爪草（ Ｒ． ｔｅｒｎａｔｕｓ） 在亲缘关系上甚为相近，两者的区别在于怀宁毛茛植株具丝形，有块根的匍匐茎，具三出
复叶的基生叶的二侧生小叶分裂成二不等大的小叶，心皮的花柱比子房稍短或与子房等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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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ｖａ ｅｓｔ ａｒｃｔｅ ａｆｆｉｎｉｓ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ｕｓ ｔｅｒｎａｔｏ Ｔｈｕｎｂ．， ａ ｑｕ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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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怀宁毛茛
Ｆｉｇ． １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ｕｓ ｈｕａｉｎｉｎｇｅｎｓｉｓ

ｔｅｒｎａｔｏｒｕｍ ｆｏｌｉｏｌａ 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ａ ｈａｕｄ ｅｔｉａｍ ｉｎ ｆｏｌｉｏｌａ ｄｕｏ

ｄｉｖｉｓａ， ｅｔ ｃａｒｐｅｌｌｏｒｕｍ ｓｔｙｌｉ ｏｖａｒｉｉｓ ｃａ． ５⁃ｐｌｏ ｂｒｅｖｉｏｒｅｓ

ｓｕｎｔ．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ｈｅｒｂ， ｗｉｔｈ ２－４ ｏｂｃｏｎｉｃ ｒｏｏｔ ｔｕｂｅｒｓ ０．５ －

２９０

广

西

１ ｃｍ ｌｏｎｇ． Ｓｔｏｌｏｎｓ ｆｉｌｉｆｏｒｍ，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ｏｄｅｓ ０．８ － ３ ｃｍ

植

３９ 卷

物

安 徽 （ Ａｎｈｕｉ ）： 怀 宁 县， 石 镜 镇， 邓 林 村

ｌｏｎｇ， ｃａ． ０．１ ｍｍ ｉｎ ｄｉａｍ．， ｇｌａｂｒｏｕｓ， ａｎｄ ｏｎ ｎｏｄｅｓ ｗｉｔｈ

（ Ｈｕａｉｎ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Ｓｈｉｊｉｎｇ Ｔｏｗｎ， Ｄｅｎｇｌｉｎ Ｖｉｌｌａｇｅ ），

ｔａｌｌ， ｇｌａｂｒｏｕｓ， ｂｒａｎｃｈｅｄ， ｒａｒｅｌｙ ｓｉｍｐｌｅ， ｆｅｗ⁃ｌｅａｖｅｄ．

植物 成 片 生 长 （ ｈｅｒｂｓ ｉｎ ｃｌｕｍｐｓ ｇｒｏｗｉｎｇ）， 花 黄 色

１－２ ｔｕｂｅｒｓ ０．４ － ０．６ ｃｍ ｌｏｎｇ． Ｓｔｅｍｓ １ － ２， １５ － ２５ ｃｍ

Ｂａｓａｌ ｌｅａｖｅｓ ｃａ． ６， ｌｏｎｇ ｐｅｔｉｏｌａｔｅ， ｓｉｍｐｌｅ ａｎｄ ｔｅｒｎａｔｅ，

ａｌｔ． ８５ ｍ，山坡疏林（ ｉｎ ｓｐａｒｓｅ ｆｏｒｅｓｔ ｏｎ ｓｌｏｐｅ）， 草本
（ｆｌｓ． ｙｅｌｌｏｗ ）， ２０１５⁃０３⁃２９， 王 德 群 Ｄ． Ｑ． Ｗａｎｇ ）

ｇｌａｂｒｏｕｓ； ｂｌａｄｅｓ ｏｆ ｓｉｍｐｌｅ ｌｅａｖｅｓ ｔｈｉｎｌｙ ｐａｐｅｒｙ， ｐｅｎｔａｇ⁃

１５０３２９０３２ （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 ＰＥ； ｉｓｏｔｙｐｅ， ＡＣＭ ）； 同 地

ｂａｓｅ ｓｕｂｔｒｕｎｃａｔｅ， ３⁃ｌｏｂｅｄ ｔｏ ３⁃ｐａｒｔｅ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ｌｏｂｅ ３⁃

（Ｊ． Ｘｉｅ， Ｄ． Ｑ． Ｗａｎｇ ＆ Ｚ． Ｙａｎｇ） ２０１５０３００１２ （ ＰＥ，

ｏｎａｌ， ０．６ － １．２ × ０．７ － ２ ｃｍ， ａｔ ａｐｅｘ ｒｏｕｎｄｅｄ⁃ｏｂｔｕｓｅ， ａｔ

ｌｏｂｕｌａｔｅ ｏｒ ｕｎｄｉｖｉｄｅｄ，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ｌｏｂｅｓ ｌａｒｇｅｒ， ｕｎｅｑｕａｌｌｙ ２⁃
ｌｏｂｕｌａｔｅ，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ｆｅｗ⁃ｄｅｎｔｉｃｕｌａｔｅ； ｂｌａｄｅｓ ｏｆ ｔｅｒｎａｔｅ

ｌｅａｖｅｓ ｂｒａｏｄｌｙ ｒｈｏｍｂｉｃ， １．２ － ４．５ × ２．４ － ６．５ ｃｍ， ｌｅａｆｌｅｔｓ

（ｓａｍｅ ｌｏｃａｌｉｔｙ ）， ２０１５⁃０３⁃１０， 谢 晋， 王 德 群， 杨 俊

ＡＣＭ）； 同地，２０１５⁃０３⁃１９，杨俊，谢晋，肖雄（ Ｚ． Ｙａｎｇ，
Ｊ． Ｘｉｅ ＆ Ｘ． Ｘｉａｏ） ２０１５０３１０００４ （ＰＥ， ＡＣＭ）。

怀宁毛茛在亲缘关系上与猫爪草 （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ｕｓ

ｌｏｎｇ ｐｅｔｉｏｌｕｌａｔｅ （ｐｅｔｉｏｌｕｌｅｓ ０．３－３．２ ｃｍ ｌｏｎｇ）， ｅｉｔｈｅｒ ａｌｌ

ｔｅｒｎａｔｕｓ Ｔｈｕｎｂ．） 甚为相近。 两者具有共同的重要形

ｕｎｅｑｕａｌｌｙ ２⁃ｐａｒｔｅｄ ｏｒ ｅｖｅｎ ｓｔｒｏｎｇｌｙ ｕｎｅｑｕａｌｌｙ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ｔｏ

相似的 花 构 造， 一 同 隶 属 于 毛 茛 亚 属 猫 爪 草 组

ｐａｒｔｅｄ ｌｅａｆｌｅｔｓ； ｐｅｔｉｏｌｅｓ ５ － １３ ｃｍ ｌｏｎｇ， ａｔ ｂａｓｅ ｓｌｉｇｈｔｌｙ

（ Ｔａｍｕｒａ， １９９５） 。 怀宁毛茛与猫爪草的区别在于怀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ｔｏ ｂｌａｄｅｓ ｏｆ ｓｉｍｐｌｅ ｌｅａｖｅｓ， ｏｒ ｔｗｏ ｌａｂｅｒａｌ ｌｅａｆｌｅｔｓ

态特征，即都具块根，基生叶为单叶和三出复叶及

ｔｗｏ ｐｅｔｉｏｌｕｌａｔｅ ｕｎｄｉｖｉｄｅｄ ｏｒ ｕｎｅｑｕａｌｌｙ ２⁃ｌｏｂｅｄ ｔｏ ２⁃

（ ｓｕｂｇｅｎ．

ｄｉｌａｔｅｄ． Ｃａｕｌｉｎｅ ｌｅａｖｅｓ １－２， ｔｅｒｎａｔｅ， ｓｅｓｓｉｌｅ， １．６－４×２－

宁毛茛具丝形，有块根的匍匐茎，具三出复叶的基

５ ｃｍ； ｌｅａｆｌｅｔｓ ｐｅｔｉｏｌ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ｉｒ ｂｌａｄｅｓ ２－３⁃ｐａｒ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ｕｓ

ｓｅｃｔ．

Ｔｕｂｅｒｉｆｅｒ

Ｔａｍｕｒａ ）

生叶的二侧生小叶常分裂成二不等大的小叶，心皮

ｌｏｂｅｓ ｏｂｌｉｑｕｅｌｙ ｎａｒｒｏｗｌｙ ｏｖａｔｅ ｏｒ ｓｕｂｌｉｎｅａｒ， ｆｅｗ⁃ｄｅｎｔａｔｅ

的花柱比子房稍短或与子房等长；而猫爪草无匍匐

ｎａｌ， ２ － ４⁃ｆｌｏｗｅｒｅｄ， ｇｌａｂｒｏｕｓ； ｂｒａｃｔｓ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ｔｏ ｃａｕｌｉｎｅ

小 叶， 心 皮 的 花 柱 比 子 房 短 约 ５ 倍 （ Ｗａｎｇ ＆

ｏｒ ｅｎｔｉｒｅ， ｇｌａｂｒｏｕｓ ｏｒ ｓｐａｒｓｅｌｙ ｃｉｌｉａｔｅ． Ｍｏｎｏｃｈａｓｉａ ｔｅｒｍｉ⁃

茎，具三出复叶的基生叶的二侧生小叶不再分裂成

ｌｅａｖｅｓ， ｂｕｔ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ｐｅｄｉｃｅｌｓ １ － ５ ｃｍ ｌｏｎｇ． Ｆｌｏｗｅｒｓ １ －

Ｇｉｌｂｅｒｔ， ２００１） 。

１．５ ｃｍ ｉｎ ｄｉａｍ．， ｇｌａｂｒｏｕｓ： Ｒｅｃｅｐｔａｃｌｅ ｇｌａｂｒｏｕｓ． Ｓｅｐａｌｓ

５， ｙｅｌｌｏｗｉｓｈ⁃ｇｒｅｅｎｉｓｈ， ｎａｒｒｏｗｌｙ ｅｌｌｉｐｔｉｃ， ３ － ３．４ × １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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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宝先生为本文绘图。

１ ６ ｍｍ， ａｔ ａｐｅｘ ｔｒｕｎｃａｔｅ， ｔｒｉｎｅｒｖｅｄ． Ｐｅｔａｌｓ ５， ｙｅｌｌｏｗ，

ｏｂｏｖａｔｅ ｏｒ ｂｒｏａｄｌｙ ｏｂｏｖａｔｅ， ５ － ７ × ３．５ － ５ ｍｍ， ａｔ ａｐｅｘ
ｒｏｕｎｄｅｄ， ａｂｏｖｅ ｂａｓｅ ｗｉｔｈ ａ ｍｉｎｕｔｅ ｎｅｃｔａｒｙ ｐｉｔ， ｃｌａｗ ｉｎ⁃

ｃｏｎｓｐｉｃｕｏｕｓ． Ｓｔａｍｅｎｓ ｃａ． ３０， ２ － ４ ｍｍ ｌｏｎｇ； ｆｉｌａｍｅｎｔｓ

ｆｉｌｉｆｏｒｍ， １－１．８ ｍｍ ｌｏｎｇ； ａｎｔｈｅｒｓ ｏｂｌｏｎｇ， １－２ ｍｍ

ｌｏｎｇ． Ｇｙｎｏｅｃｉｕｍ ｏｖｏｉｄ， ｃａ． ２．５ ｍｍ 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ｃａ． ２５
ｃａｒｐｅｌｓ； ｃａｒｐｅｌｓ １－１．５ ｍｍ ｌｏｎｇ； ｏｖａｒｉｅｓ ｎａｒｒｏｗｌｙ

ｏｖｏｉｄ． ０ ６－０ ９ ｍｍ ｌｏｎｇ； ｓｔｙｌｅｓ ｓｌｉｇｈｔｌｙ ｓｈｏｒ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ｏｒ
ａｓ ｌｏｎｇ ａｓ ｏｖａｒｉｅｓ， ｔｈｉｎｌｙ ｓｕｂｕｌａｔｅ， ０．３－０．８ ｍｍ ｌｏ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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