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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说明: 秋海棠 (Ｂｅｎｏｎｉａ) 是秋海棠科秋海棠属多年生草本植物ꎬ 喜温暖潮湿环境ꎬ 惧阳光直射ꎬ
2
3
主要分布在非洲、 中南美洲和亚洲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ꎮ 全世界有 １ ９００ 多种ꎬ 中国已知 ２０３ 种 (包括
1
亚种和变种)ꎬ 园艺品种 １５ ０００ 多个ꎮ 根据观赏特性ꎬ 秋海棠可分为观花类、 观叶类和花叶兼赏类ꎮ 其
4
5
中ꎬ 观叶类在叶形和叶色等方面的丰富程度ꎬ 与其他园艺植物相比很少见ꎮ 叶形变化多端ꎬ 有圆形、 偏
心形、 卵形、 盾形、 掌形等ꎬ 边缘波状、 齿裂、 缺裂、 掌裂、 不规则分裂等ꎻ 叶色丰富多彩ꎬ 有红色、
6
7
8
9
绿色、 白色、 紫色、 褐色等ꎬ 通常一片叶子有 ２ 种以上的颜色ꎬ 且具不规则斑点、 环带或斑纹等ꎮ 观叶
类秋海棠已成为宾馆厅堂、 居室窗台、 商厦橱窗、 休闲娱乐等场所的装饰性植物材料ꎮ
10
11
12
13
照片示: 部分代表性观叶类秋海棠ꎮ １. 螺旋形蟆叶秋海棠 ( 名称未知) ꎻ ２. 商业品种 ‘ 烟火’ ꎻ
３. 商业品种 ‘ 皮卡’ ꎻ ４. 野生种盾叶秋海棠ꎻ ５. 野生种变色秋海棠ꎻ ６. 商业品种 ‘ 尼罗河’ ꎻ ７. 野
生种毛叶秋海棠ꎻ ８. 商业品种 ‘ 非洲丛林’ ꎻ ９. 商业品种 ‘ 火焰’ ꎻ １０. 商业品种 ( 名称未知) ꎻ １１. 商业品种 ‘ 小兄弟’ ꎻ
１２. 野生种铺地秋海棠ꎻ １３. 商业品种 ‘ 黑武士’ ꎮ ( 相关内容详见本期正文 ８１２ ~ ８２０ 页杜文文等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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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ＦＵ Ｓｕｈｏｎｇꎬ ＬＥＩ Ｍｉｎｇꎬ ＺＨＡＮＧ Ｙｏｎｇｑｕｎꎬ ＳＨＩ Ｊｉｎｇꎬ ＨＡＯ Ｄｏｕｄｏｕ (８３１)

Ｒｅｖｉｅｗ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ｉｔ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ｍａｐ 
 ＧＵ Ｄａｎｄａｎꎬ ＬＩ Ｙａꎬ ＬＩＵ Ｍｅｉꎬ ＬＥＩ Ｈｕｉｚｈｕꎬ ＬＩＵ Ｙａｎｇ (８４３)

Ｃｏｖｅｒ ｉｍａｇｅｓ: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ｌｉａｇｅ Ｂｅｇｏｎｉａ. １. Ｂ. ｒｅｘ ｗｉｔｈ ｓｐｉｒａｌ ｌｅａｖｅｓ ( ｎａｍｅ ｕｎｋｏｗｎ)ꎻ
２.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ｖａｒｉｅｔｙ ‘ Ｆｉｒｅｗｏｒｋ’ꎻ ３.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ｖａｒｉｅｔｙ ‘ Ｏｅｙｍｐｉｃａ’ꎻ ４. Ｗｉｌ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Ｂ. ｐｅｌｔａｔｉｆｏｌｉａꎻ
５. Ｗｉｌ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Ｂ. ｖｅｒｓｉｃｏｌｏｒꎻ ６.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Ｎｉｌｅ’ꎻ ７. Ｗｉｌ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Ｂ. ｒｅｘꎻ ８.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Ｊｕｎｇｌｅ’ꎻ ９.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Ｉｎｃａ Ｆｌａｍｅ’ꎻ １０.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ｎａｍｅ ｕｎｋｏｗｎ)ꎻ １１. Ｃｏｍ￣
ｍｅｒｃｉａｌ ｖａｒｉｅｔｙ ‘ Ｌｉｔｔｌｅ Ｂｒｏｔｈｅｒ ’ꎻ １２. Ｗｉｌ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Ｂ. ｐｒｏｓｔｒａｔａꎻ １３.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ｖａｒｉｅｔｙ ‘ Ｂｌａｃｋ
Ｗａｒｒｉｏｒ’. (Ｆｏｒ ｄｅｔａｉｌꎬ ｐｌｅａｓｅ ｓｅｅ ｔｈｅ ｔｅｘｔ ｂｙ ＤＵ Ｗｅｎｗｅｎ ｅｔ ａｌ. ｏｎ ｐａｇｅ ８１２－８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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