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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文描述了自云南东南部发现的荨麻科楼梯草属一新种，南溪楼梯草（ Ｅｌａｔｏｓｔｅｍａ ｎａｎｘｉｅｎｓｅ） 。 此新种

与田林楼梯草（ Ｅ． ｔｉａｎｌｉｎｅｎｓｅ） 相似，但其叶具三出脉，边缘具浅圆齿或小钝齿，雄总苞苞片较少，８ 枚，排成一
层，背面有 １ ～ ３ 条纵肋，只 １ 枚在顶端具角状突起而与后者相区别。 此外，此新种与盘托楼梯草系的广布种盘
托楼梯草（ Ｅ． ｄｉｓｓｅｃｔｕｍ） 的区别在于其茎被糙伏毛，叶呈椭圆形，具三出脉，雄头状花序的花序梗较短，雄总苞
苞片较少，呈宽卵形或横长方形，背面有 １ ～ ３ 条纵肋，雄小苞片有缘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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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ｈｅｒｂｓ． Ｓｔｅｍ ｃａ． ２５ ｃｍ ｔａｌｌ， ｂｅｌｏｗ ｃａ． ２．５

稍长，雄花序托宽长方形，与具上述特征的田林楼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ｅ； ｂｌａｄｅｓ ｐａｐｅｒｙ， ｏｂｌｉｑｕｅｌｙ ｅｌｌｉｐｔｉｃ， １１ － １３．５ ×

的区别在于南溪楼梯草的叶在边缘具浅圆齿或小

ｍｍ ｉｎ ｄｉａｍ．， ｓｔｒｉｇｉｌｌｏｓｅ， ｓｉｍｐｌｅ， ｃａ． ６⁃ｌｅａｖｅｄ． Ｌｅａｖｅｓ
４．２－ ５． ８ ｃｍ， ａｐｅｘ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ｅ， ｂａｓｅ ｏｂｌｉｑｕｅｌｙ ａｎｄ

ｂｒｏａｄｌｙ

ｃｕｎｅａｔｅ，

ｍａｒｇｉｎ

ｃｒｅｎａｔｅ

ｏｒ

ｏｂｔｕｓｅｌｙ

ｄｅｎｔｉｃｕａｌｔ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ａｄａｘｉａｌｌｙ ｇｌａｂｒｏｕｓ， ａｂａｘｉａｌｌｙ ｏｎ
ｂａｓａｌ ｎｅｒｖｅｓ ｓｔｒｉｇｉｌｌｏｓｅ； ｎ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ｔｒｉｎｅｒｖｅｄ， ｗｉｔｈ ｂａｓａｌ

ｎｅｒｖｅｓ ａｄａｘｉａｌｌｙ ｆｌａｔ ａｎｄ ａｂａｘｉａｌｌｙ ｓｌｉｇｈｔｌｙ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ａｎｄ ｗｉｔｈ ｔｗｏ ｐａｉｒｓ ｏｆ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ｎｅｒｖｅｓ； ｃｙｓｏｌｉｔｈｓ ｎｕｍｅｒ⁃

ｏｕｓ， ｄｅｎｓｅ， ｂａｃｉｌｌｉｆｏｒｍ， ０．２５－０．５ ｍｍ ｌｏｎｇ； ｐｅｔｉｏｌｅｓ １－
３ ｍｍ ｌｏｎｇ； ｓｔｉｐｕｌｅｓ ｐａｐｅｒｙ， ｂｒｏａｄｌｙ ｔｏ ｎａｒｒｏｗｌｙ ｔｒｉａｎ⁃

ｇｕｌａｒ， ４－４．２ × １．２ － ２．２ ｍｍ， ｇｌａｂｒｏｕｓ， ａｔ ａｐｅｘ ａｃｕｔｅ，
ｇｒｅｅｎｉｓｈ ａｎｄ ｗｉｔｈ ｗｈｉｔｉｓｈ ｍａｒｇｉｎｓ． Ｓｔａｍｉｎａｔｅ ｃａｐｉｔｕｌａ

ｓｉｎｇｌｙ ａｘｉｌｌａｒｙ， ｐｅｄｕｎｃｕｌａｔｅ； ｐｅｄｕｎｃｌｅｓ １－１．８ ｃｍ ｌｏｎｇ，
ｇｌａｂｒｏｕｓ ｏｒ ｗｉｔｈ ａ ｆｅｗ ｓｈｏｒｔ ｈａｉｒｓ； ｒｅｃｅｐｔａｃｌｅｓ ｂｒｏａｄｌｙ

ｒｅｃｔａｎｇｕｌａｒ， ｏｂｓｃｕｒｅｌｙ ｂｉｌｏｂｕｌａｔｅ， ８ － １０ × ４ － ５．５ ｍｍ，
ｇｌａｂｒｏｕｓ； ｉｎｖｏｌｕｃｒａｌ ｂｒａｃｔｓ ８， １⁃ｓｅｒｉａｔｅ， ｍｅｍｂｒａｎｏｕｓ，
ｇｌａｂｒｏｕｓ， ｒａｒｅｌｙ ｏｎ ｒｉｂｅｓ ｗｉｔｈ ｓｐａｒｓｅ ｓｈｏｒｔ ｈａｉｒｓ， ２ ｏｐ⁃

ｐｏｓｉｔｅ ｂｒａｃｔｓ ｌａｒｇｅｒ， ｖｅｒｙ ｂｒｏａｄｌｙ ｏｖａｔｅ， ３ － ４ × ５ － ７
ｍｍ， ａｂａｘｉａｌｌｙ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ｌｙ ２ － ３⁃ｒｉｂｂ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ｂｒａｃｔ， ａｂａｘｉａｌｌｙ ３⁃ｒｉｂｂ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ｐｅｘ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ｒｉｂ

ｐｒｏｔｒｕｄｉｎｇ ｏｕｔ ｔｏ ｆｏｒｍ ａ ｈｏｒｎ⁃ｌｉｋ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ｃａ． ０．６ ｍｍ
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ｔｗｏ ｐａｉ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ｂｒａｃｔｓ 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ｌｙ ｒｅｃ⁃

ｔａｎｇｕｌａｒ， ３．２ × ４－５ ｍｍ， ａｌｌ ａｂａｘｉａｌｌｙ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ｌｙ １⁃
ｒｉｂｂｅｄ ａｎｄ ｎｏｔ ｃｏｒｎｉｃｕｌａｔｅ； ｂｒａｃｔｅｏｌｅｓ ｎｕｍｅｒｏｕｓ， ｖｅｒｙ

ｄｅｎｓｅ， ｍｅｍｂｒａｎｏｕｓ， ｗｈｉｔｅ， ｌｉｎｅａｒ， ｎａｒｒｏｗｌｙ ｌｉｎｅａｒ， ｏｒ

梯草（ Ｅｌａｔｏｓｔｅｍａ ｔｉａｎｌｉｎｅｎｓｅ Ｗ． Ｔ． Ｗａｎｇ） 相似。 两者
钝齿，具三出脉，雄总苞苞片数目较少，８ 枚，排成一
层，只 １ 枚在顶端具角状突起；而田林楼梯草的叶在
边缘具尖牙齿，具半离基三出脉，雄总苞苞片数目
较多，约 ２０ 枚，排成二层，外层 ６ 枚均在顶端具角状
突起。 南溪楼梯草与骤尖楼梯草组盘托楼梯草系
（ ｓｅｃｔ． Ｅｌａｔｏｓｔｅｍａ ｓｅｒ． Ｄｉｓｓｅｃｔａ Ｗ． Ｔ． Ｗａｎｇ） 中的广布
种盘托楼梯草系（ Ｅ． ｄｉｓｓｅｃｔｕｍ Ｗｅｄｄ．） 的区别在于南

溪楼梯草的茎被短糙伏毛，叶呈椭圆形，具三出脉，
下面基出脉上被短糙伏毛，雄头状花序的花序梗较
短，长 １ ～ １．８ ｃｍ，雄总苞苞片较少，８ 枚，宽卵形或横

长方形，背面具 １ ～ ３ 条纵肋，雄小苞片上部被缘毛；
而盘托楼梯草的茎无毛，叶斜长圆形，具半离基三
出脉，无毛，雄头状花序的花序梗多较长，长 １．５ ～ ８

ｃｍ，雄总苞苞片常较多，呈条形或狭披针形，无肋，
雄小苞片无毛（ 王文采，２０１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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