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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木犀属植物叶脉形态及其分类学意义
许炳强１，夏念和１，王少平１，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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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广州５１０６５０；２．华南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广州５１０６４２）

摘要：观察了中国木犀属植物４组１９种叶脉形态。主要分析本犀属植物叶片脉序走向，脉序为环结曲行或半
直行羽状脉。二级脉急转曲行或半直行，叶脉分支一般为４级，少数５级。盲脉１～２次分支，少数３次或不分
支。仅棒树叶缘末级脉汇合成边脉。部分叶缘具齿，叶缘齿性状不稳定，因其内主脉不同而在本属种问表现出
一个连续的变异过程。圆锥花序组与李榄属和木犀揽属从叶片脉序特征方面表现出较近的亲缘关系。四个组
的叶脉形态在演化上关系上与花粉形态表现相一致。编写了叶片脉序特征分种检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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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犀属（Ｏｓｖｍｎｔｈｕｓ）植物全世界约３１种，主要分

生物学（Ｗａｌｌａｎｄｅｒ，２０００）也有部分报道。植物脉序特

布于亚洲东南和美洲。葡萄牙植物学家Ｊ．Ｌｏｕｒｅｉｒｏ

征稳定，对植物分类有重要意义（Ｈｉｃｋｅｙ，１９７３，１９７９｝

于１７９０年建立该属，１９５８年Ｇｒｅｅｎ对该属进行了系

Ｈｉｃｋｅｙ等，１９７５；Ｒｏｔｈ－ｎｅｂｅｌｓｉｃｋ等，２００１）。同时叶脉

统整理，并在属下分成４个组。我国是木犀属的分布

形态可作为科间、属间及种间的分类依据，尤其体现

中心，产２６种２变种（向其柏等，２００４）。木犀属自建

在种的鉴定方面（Ｍｅｌｖｉｌｌｅ，１９７６；喻诚鸿等，１９８６｝Ｙｕ

立后，从多方面得到了研究，如细胞分类学、孢粉学

等，１９９１）。关于中国木犀属的叶脉研究，曾报道过２

（张金谈，１９８２；ｗｏｄｅｈｏｕｓｅ，１９３５；许炳强，２００５），分子

种（Ｙｕ等，１９９１），本文详细报道中国木犀属１９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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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叶片脉序特征并讨论其分类学意义。以期为该属

ｅｒａｓｐｅｄｏｄｒｏｍＯｕｓ）羽状脉；一级脉（ｐｒｉｍａｒｙ ｖｅｉｎｓ）直向

植物系统演化和分类研究提供资料。

行走或稍弯曲行走；相对粗细一般为中等（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偶有粗（ｓｔｏｕｔ）或纤细（ｗｅａｋ）；二级脉（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１材料和方法

ｖｅｉｎｓ）急转曲行或半直行，多数两侧对称，每侧５～１２
条，个别多达１６条，叶基每侧具纤细二级脉ｌ～２条

均取自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标本馆（ＩＢＳＣ）馆

或无，少数二级脉不对称，一侧较少排列较稀，另一侧

藏腊叶标本叶片，所观察叶片为第二年枝条上的成熟

较多排列较密，叶尖具细小二级脉环１～５或无；二级

叶片，每个种取来自３～５个不同地方标本上的成熟

问脉（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ｖｅｉｎｓ）常见或少见，达二级脉环

叶片２枚，通过观察，取脉序特征稳定且具有代表性

或不达，分支或不分支｝三级脉（ｔｅｒｔｉａｒｙ ｖｅｉｎｓ）多为贯

的一份标卒，共四组１９种。材料来源和名称见表１。

串型与结网型（ｐｅｒｃｕｒｒｅｍ

ａｎｄ

ｒｅｔｔｃｕｌａｔｅ）并存，少数为

叶片用水浸泡并煮沸１０～２０ ｍｉｎ，使之软化并排

贯串型或向轴分支型（ａｄｍｅｄｉａｌ）；四级脉与四级脉、三

除其内空气，然后用１０％～２０“ＮａＯＨ水溶液（７０～

级脉或五级脉构成完善或不完善，偶不完全的或不完

８０℃）浸泡３０～６０ ｍｉｎ，使叶肉组织、表皮与叶脉离

全闭合的网眼（ａｒｅｏｌｅｓ），网眼多数具盲脉（ｖｅｉｎｌｅｔｓ），

析，然后置于盛有水的表面皿内，用毛笔轻轻刷去表

少数盲脉缺，盲脉１～２次分支少数３次或不分支，叶

皮和叶肉组织得到叶脉标本并用流水冲洗６～８ ｈ，然

缘具三级脉环，少数无或具四级脉环；具齿或不具齿；

后用ｌｏ蹦过氧化氢水溶液漂白１２～２４ ｈ，直至标本呈

除梅树一种外均无边脉（ｆｉｍｂｒｉａｉ

乳白色。标本水洗后再用０．５“的甲基绿染色３０

２．２各种叶片脉序特征

ｍｉｎ（其中山桂花，离瓣木犀未染色），漂洗、吸干、压
平，照相。描述术语主要参考喻诚鸿等（１９８６）。
表１叶片材料来源
Ｔａｂｌｅ ｌ
物种Ｓ／：，ｅｅ＇ｉｅｓ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采集地Ｉｍｅａｌｉｔｙ凭证标本Ｖｏｕｃｈｅｒ

ｖｅｉｎ）。

（１）厚边木犀０．ｍａｒｇｉｎａｔｕｓ（图版Ⅱ；１，２０）。环
结曲行羽状脉。一级脉直向行走，相对粗细为中等，
占叶宽约１．６％；叶身二级脉急转曲行，每侧５～７条，
以５５。～６５。从主脉开出，叶身二级脉相互间距较远，
排列均匀，平均为８．７ ｍｍ（最大１０．２ ｍｍ），叶尖处２
对二级脉向基曲行；叶基每侧具纤细二级脉１条，分
别约以５０。角从主脉开出；叶尖不具细小二级脉环；二
级脉环规则，以钝角（１００。～１２５。）与上面二级脉网结；
二级间脉复合型，少见；三级脉不规则网状；四级脉与
四级脉，三级脉构成不完全闭合的网眼，网眼盲脉不
分支，或１次分支；叶缘具三级脉环，叶缘末级脉结
环；具齿者，齿内主脉为三级脉。
（２）牛矢果０．ｍａｔｓｕｍｕｒａｎｕｓ（图版Ⅱ；２，２１）。
环结曲行羽状脉。一级脉直向行走，中等粗，占叶宽
约１．７％；叶身二级脉急转曲行，每侧６～８条，叭
４５。～６０。扶主脉开出，相互闻距较远，排列均匀，平
均为９．８ｍｍ（最大１３．５ ｍｍ）；叶基每侧具纤细二
级脉１条，分别约以６０。角从主脉开出；叶尖具细小
二级脉环每侧１～２个ｉ二级脉环规则，以宽锐角
（５０。～７５。）与上面二级脉网结ｉ二级间脉复合型，少
见；三级脉部分游离，少数不规则网状；四级脉与四
级脉、三级脉构成不完善的网眼；盲脉１～２次分支，

２结果和分析

少数３次分支；叶缘不具三级脉环，叶缘末级脉结
环，具齿者，齿内主脉为三级脉。

２．１叶脉形态特征
环结曲行（ｂｒｏｃｈｉｄｏｄｒｏｍｏｕｓ）或半直行（ｓｅｍ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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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小叶月桂ｏ．ｍｉｎｏｒ（图版Ⅱ：３，２２）。环结
曲行羽状脉。一级脉直向行走，纤细，占叶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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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二级脉急转曲行，每侧６～８条，以５５。～６５。

成不完全闭台的网眼，盲脉不分支，或１次分支；叶缘

从主脉开出，叶身二级脉排列不均匀，中部较宽，约

具三级脉环，叶缘末级脉结环；不具齿。

为１ｌ ｍｍ，叶基和叶尖较窄约为５ ｍｍ；叶基每侧具

（７）梅树ｏ．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ｓ（图版Ⅱ：２７；图版Ⅲ：

纤细二级脉２条，分别以５０。和５５。角从主脉开出；叶

７，２８）。环结曲行或半直行羽状脉。一级脉直向行

尖具细小二级脉环每侧３～４个；二级脉环规则，以

走，中等粗，占叶宽约１．８％；叶身二级脉急转曲行，

直角或近直角（８０。～１１５。）与上面二级脉网结；＝级

每侧６～８条，以４５。～９０。从主脉开出，夹角变异较

间脉复合型，少见；三级脉贯串型与网状型并存；四

大，与主脉的夹角上部的较中部及下部的为钝，叶尖

级脉与四级脉、三级脉构成不完全闭合的网眼，盲脉

处夹角为近直角，叶尖处３对二级脉向基曲行；叶身

多数不分支，少数１次分支；叶缘具三级脉环，叶缘

二级脉排列不均匀，二级脉相互间距平均为７．６

末级脉结环，不具齿。

ｒａｍ（最大１０ ｒａｍ）；叶基每侧具纤细二级脉１条，分

（４】红柄术犀ｎ ａｒｍａｔｕｓ（图版Ⅱ：４，２３，２４）。环

别约以３０。角从主脉开出；叶尖具细小二级脉环每

结曲行或半直行羽状脉。一级脉直向行走，中等粗，

侧ｌ～２个，二级脉环不规则，以近直角（７０。～１００。）

占叶宽约ｌ＿３％；二级脉急转曲行，每侧８～１０条，以

与上面二级脉网结；无二级间脉｝三级脉多向轴分

７０。～８５。从主脉开出，叶身二级脉排列均匀，相互间距

枝；四级脉与四级脉、三级脉构成不完善的网眼，盲

平均为８．１ ｍｍ（最大１０ ｒａｍ）；叶基每侧具纤细二级

脉１～２次分支；叶缘具三级脉环，叶缘末级脉汇合

脉１条，分别约以９０。角从主脉开出；叶尖具细小二级

成边脉；具齿者，齿内主脉二级脉。

脉环每侧１～２个；二级脉环规则，以直角或近直角

（８）蒙自桂花０．ｈｅｎｒｙｉ（图版Ⅲ：８，２９）。环结曲

（８０。～１ｌｏ。）与上面二级脉网结；二级间脉复合型，常

行羽状脉。一级脉弯曲行走，纤细，占叶宽约ｌ＿ｌ％；

见；三级脉贯串型；四级脉与四级脉、三级脉构成不完

叶身二级脉急转曲行，每侧５～７条，以３０。～９０。从主

善的网眼，盲脉ｌ～２次分支；叶缘具三级脉环，叶缘

脉开出，与主脉的夹角变异较大，上部的及下部的较

末级脉结环；具齿者，齿内主脉为二级脉。
（５】宁波木犀０．ｃｏｏｐｅｄ（图版Ⅲ：５；图版Ⅱ：２５）。

中部为钝，叶尖处夹角为近直角；叶身二级脉排列不
均匀，相互间距平均为７．５ ｍｍ（最大１２．３ ｎｕｎ）；二级

环结曲行羽状脉。一级脉直向行走，中等粗，占叶宽

脉环较规则，以近直角或钝角（８０。～１１０。）与上面二级

约１．３％；叶身二级脉急转曲行，每侧６～８条，以６０。

脉网结；叶基每侧具纤细二级脉２条，分别以７０。和

～９０。从主脉开出，夹角变异较大，与主脉的夹角上部

８５。角从主脉开出；叶尖具细小二级脉环每侧５～７

及下部较中部的为钝，近叶尖处央角为直角；叶身二

个，二级阃脉复合型，常见；三级脉贯串型与网状型并

级脉排列不均匀，相互间距平均为５．４ ｍｍ（最大８．２

存；四级脉与四级脉、三级脉构成不完善的网眼，盲脉

ｍｍ）一侧比另一侧密；叶基每侧具纤细二级脉ｌ条，

盲脉不分支，或１次分支；叶缘具三级脉环，叶缘末级

分别约以６５。角从主脉开出；叶尖具细小＝级脉环每

脉结环；具齿者，齿内主脉为三级脉。

侧ｌ～２个；二级脉环规则，以近直角或钝角（８０。～

（９）野桂花０．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图版ｍ：３０；图版Ⅳ：

１２５。）与上面二级脉网结；二级间脉复合型，少见；三

９）。环结曲行或半直行羽状脉。一级脉直向行走，粗

级脉贯串型与网状型并存；四级脉与四级脉、三级脉

壮，占叶宽约２．６％；叶身二级脉急转曲行，每侧１２～

构成不完善的网眼，盲脉１～２次分支；叶缘具三级脉

１６条，以４０。～７０？６Ｌ主脉开出，夹角变异较大，与主脉

环，叶缘束级脉结环；不具齿。

的夹角上部的及中部的较下部的为锐，叶基处夹角为

（６）狭叶木犀ｏ．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ｕｓ（图版Ⅲ：６；图版Ⅱ：

近直角；叶身二级脉一侧较少排列较稀，另一侧较多

２６）。环结曲行羽状脉。一级脉弯曲行走，中等粗，占

排列较密，相互间距平均为７．５

ｍ（最大１１．４

ｍｍ）‘

叶宽约１．５％；叶身二级脉急转曲行，每侧５～７条；以

叶基每侧具纤细二级脉１条，分别以约９０。角从主脉

４０。～５５。从主脉开出，叶身二级脉排列均匀较宽，二级

开出；叶尖具细／ｂ－级脉环每侧１～３个；二级脉环规

脉相互间距平均为１１．５ ｒ１１Ｉｌｌ（最大１４ ｍｍ）叶基每侧

则，以钝角（１ｌＯ。～１２５。）与上面二级脉网结；＝级间脉

具纤细二级脉１条，分别约以２５。角从主脉开出；叶尖

复合型，常见；三级脉贯串型；四级脉与四级脉、三级

具细小二级脉环每侧２～３个；二级脉环规则，以直角

脉构成不完善的网眼，盲脉不分支，或ｉ次分支；叶缘

或钝角（９０。～１１０。）与上面二级脉网结；二级问脉复合

具三级脉环，叶缘末级脉结环；具齿者，齿内主脉为二

型，常见；三级脉贯串型；四级脉与四级脉、三级脉构

级脉或三级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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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Ｉ
ｐｌａｔｅＩ

１３．阿脒术犀｝１４．显脉术犀Ｉ １５，术犀ｆ １６．石山桂花＃１８，山桂花Ｉ １９．双瓣木犀．

１５．ＱⅢｌｆｍ∽（ｂ”１

１６．Ｑ

ｃｍ）｝１４．０．ｈａｉｎａｖｅｎｓｉｓ（ｂａｒ＝１．２ ｅｒａ）ｌ

ｆｏｒｄｉｉ（Ｉｘａｒ＝Ｏ．８ ｃｍ）Ｉ １８．Ｑ ｄｅｌａｖａｒＭ（ｂｏｒ＝Ｏ，６ ｅｒａ）｝１９．ｎ

１５．Ｑｆｒａｇｒａｎ￥（ｂａｒ＝１．２∞）

ｄｌｄｙｍｏｐｅｃａｌｕｓ（ｂａｒ＝ｌ神．

（１０）短丝术尾０．ｓｅｒｒｕ／ｃｔｕｓ（图版Ⅲ；３ｌ，３２｝图版

与网状型并存；四级脉与四级脉、三级脉或五级脉构成

Ⅳ：１０）。环结曲行或半直行羽状脉。一级脉直向行

不完善的网眼，盲脉不分支，或１次分支；叶缘具三级

走，中等粗，占叶宽约１．４％；叶身二级脉急转曲行，每

脉环，叶缘末级脉结环；不具齿。

侧７～８条，以６５。～７５。从主脉开出，叶身二级脉相互

（１２】锐叶木犀０．１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ｕｓ（图版Ⅲ：３４；图版Ⅳ：

间距平均为７．５ ＴｒｌＩｎ（最大１２．４ ｍｍ）；叶基每侧具纤

１２）。环结曲行羽状脉。一级脉直向行走，中等粗，占

细二级脉２条，分别以约４０６和５０。角从主脉开出；叶尖

叶宽约１．４％；叶身二级脉急转曲行，每侧６～８条，以

具细小二级脉环每侧２～３个；二级脉环不规则，以宽

５０９～８０ｉ扶主脉开出。叶身二级脉不均匀，相互间距平

锐角（６５６～８５。）与上面二级脉网结；二级间脉复合型，

均为５．５ ｍｍ（最大７ ｍｍ）；叶基不具纤细二级脉ｉ叶尖

常见；三级脉贯串型与网状型并存；四级脉与四级脉、

具细小二级脉环每侧６～８个；二级脉环规则，以钝角

三级脉或五级脉构成完善的网眼，盲脉不分支，或１次

（１２０。～１５０。）与上面二级脉网结；不具二级问脉；三级

分支；叶缘具三级脉环，叶缘末级脉结环；具齿者，齿内

脉多向轴分枝；四级脉与四级脉、三级脉构成不完善的

主脉为二级脉或三级脉。

网眼。盲脉不分支，或１次分支；叶缘具三级脉环，叶缘

（１１）细脉术犀ｏ．ｇｒａｃｉｌｉｎｅｒｖｉｓ（图版Ⅲ：３３；图版

末级脉结环；具齿者，齿内主脉为三级脉。

１Ｖ：１１）。环结曲行羽状脉。一级脉稍弯曲行走，中等

（１３】网脉木犀０．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ｕｓ（图版Ｉ：１３；图版Ⅳ：

粗，占叶宽约１．６％；叶身二级脉急转曲行，每侧７～９

３６）。环结曲行羽状脉。一级脉稍弯曲行走，纤细，占

条，以４５。～８５。从主脉开出，叶身二级脉相互间距平均

叶宽约１．２％；叶身二级咏急转曲行，每侧５～７条，以

为６．５ ｍｍ（最大８．３ ｎｌＩｌｌ）；叶基每侧具纤细二级脉１

６０。～７５７从主脉开出，叶身二级脉相互间距均匀，平均

条，分别以约４５。角从主脉开出；叶尖具细ｄｘ－级脉环

为５．４ ｍｍ（最大７．３ ｒａｍ）；叶基不具纤细二级脉，一侧

每侧３～４个；二级脉环规则，以宽锐角（６０。～８５。）与上

１条二级脉向基曲行；叶尖具细小二级脉环每侧３～４

面＝级脉网结；二级间脉复合型，常见；三级脉贯串型

个；二级脉环不规则，以直角或钝角（９０。～１０５０）与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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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脉网结；二级间脉复合型，常见；三级脉贯串型；四

脉不分支，或１次分支；叶缘具三级脉环和四级脉环，

级脉与四级脉、三级脉或五级脉构成不完善的网眼，盲

叶缘末级脉结环；具齿者，齿内主脉为三级脉。

圈版Ⅱ１．２０．厚边术犀；２．２１．牛先果Ｉ ３，２２．小叶月桂；４，２３，２４．红柄术犀；２５，宁渡术犀｝２６．狭叶木犀；２７．棒树
ＰｌａｔｅⅡｌ，２０．Ｑｍｏｒｇｉｎａｆｕ｜（ｂａｒ＝ｌ

ｃｎＯ｝２．２１ ｎ Ｔｎａｌ￥ｕｍｕｒａｎｕｓ（ｂａｒ＝１口ｎ）Ｉ

３，２２．Ｑ和聊ｒ（ｂａｒ＝Ｏ．８

４，勰，２ｔｎ甜Ｔ耐ｗ（ｂａｒ露ｌｃｍ）；２５．Ｑ ｃｏ（｜ｐｅｒｌ；２６．ｏ口Ｈ研删ｆⅡｊ；２７，ｎ

ｃｍ）‘

ｈｅｔｅｍｐｈｙｌｌｕＪ．

（１４）显脉木犀０＿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ｌｓ（图版Ｉ：１４；图版Ⅳ：

均为５．８ ｍｍ（最大１１ ｍｍ）；叶基不具纤细二级脉；叶

３８）。环结曲行羽状脉。一级脉弯曲行走，纤细，占叶

尖具细小二级脉环每侧２～３个；二级脉环不规则，夹

宽约１．１％；叶身二级脉急转曲行，每侧６～８条。以

角变异大，以６５。～１２０。与上面二级脉网结；二级间脉

４５。～９０。从主脉开出，叶身二级脉相互间距不均匀，平

复合型，常见；三级脉贯串型；四级脉与四级脉、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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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版ｎｌ

２７卷

５．宁渡木犀；６．狭叶术犀；７，勰格树Ｉ ８，２９．蒙自桂花；３０野桂花｝３１，３２短丝木犀｛３３．细脉木犀；３４锐叶木犀Ｆ ３５．石山桂花。

３吼ｎ，㈣西，３ｌ，３２．ｎ

ＰｌａｔｅⅢ５．Ｑ ｃ。ｏｐｅｒ／（ｂａｒ＝ｌ印１）÷６．Ｑ口ｆｆＰ＂∽ｆ甜（ｂａｒ＝Ｏ．８∞）ｌ ７，２８，Ｑ
ｓｅｒｒｕｌａｔｕｓｌ

３３．Ｑｇｒａｃｉｌｉｎｅｍ，ｉｓｌ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ｓ；８，２９

ｏ＾唧ｒｙｉ（ｈａｒ＝ｌ口ｎ）ｆ

３４．ｎ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ｕｓ；３５．Ｑｆｏｒｄｉｉ

脉或五级脉构成完善的网眼，盲脉不分支，或１次分

条，以６５。～９０。从主脉开出，上部的比下部的为钝，叶

支；叶缘具三级脉环和四级脉环，叶缘末级脉结环；

身二级脉相互间距不均匀，平均为８．２ ｍｍ（最大１４．５

不具齿。

ｍｍ）；叶基每侧具纤细二级脉１条，分别以约４５６角从

【１５）木犀ｏ．ｆｒａｇｒａｎｓ（图版Ｉ：１５；图版Ⅳ：４０）。

主脉开出；叶尖具细小二级脉环每侧３～５个；＝级脉

环结曲行羽状脉。一级脉直向行走，中等粗，占叶宽

环规则，必宽锐角或直角（７５。～９０。）与上面二级脉网

约１．６％；叶身具粗的二级脉，急转曲行，每侧５～７

结；二级间脉简单型，常见；三级脉贯串型与网状型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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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３

存；四级脉与四级脉、三级脉或五级脉构成完善的网

（１６）石山桂花ｏ＿ｆｏｒｄｉｉ（图版Ｉ：１６；图版Ⅲ：３５）·

眼，盲脉不分支，或１次分支；叶缘具三级脉环和四级

环结曲行羽状脉。一级脉直向行走，纤细，占叶宽约

脉环，叶缘末级脉结环；具齿者，齿内主脉为三级脉。０．７％；叶身二级脉急转曲行，每侧４～６条，以５５。～

圉版ＩＶ

９．野桂花；ｌｏ短丝木犀｝１１．细脉术犀；１２．锐叫木厚｝３６．网脉木犀｝３７，４２．香花术犀＃３８显脉木犀

ＰｌａｔｅⅣ９．ｏ

ｙｕｎｎａｎｅ月ｓｉｓ（ｂａｒ＝Ｉ廿ｎ）Ｆ１０．ｏ蚓讹纰（ｂａｒ＝Ｉ．５

１２．ｏ．１ａｒｃｅｏｉⅡ缸，（ｂａｒ＝Ｏ．６廿ｎ），３６ ｄ

ｒｅＩｉｃｕｌａｔｕ￥３７，４２

ｅｒａ）１１１．ｏｇｒａｃｉｌｉｎｅｒ＇嘶（ｂａｒ＝１．２ ｃｍ）ｆ
ｏ ｓｕａｖｉｓ；３８．ａ 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ｌｓ．

７５４从主脉开出，叶身二级脉相互间距不均匀，平均为

每侧１个；二级脉环规则，以钝角（１０５。～１２０。）与上面

ｒａｍ（最大９．１ ｒａｍ）；叶基每侧具纤细二级脉１

二级脉网结；二级间脉复合型，少见；三级脉贯串型与

条，分别以约４５。角从主脉开出；叶尖具细小二级脉环

网状型并存；四级脉与四级脉、三级脉构成不完善的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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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眼，盲脉不分支，或１次分支；叶缘具三级脉环，叶

次分支；叶缘具三级脉环，叶缘末级脉结环；具齿，齿

缘末级脉结环；不具齿。

内主脉为三级脉。

（１７）香花术犀０．ＳｕｏＰ／ｓ（图版Ⅳ：３７，４Ｚ）。环结

（１８）山桂花ｏ．ｄｅｌａｖａｙｉ（图版Ｉ：１８；图版Ⅳ：３９）。

曲行羽状脉。一级脉直向行走，纤细，占叶宽约１．

环结曲行羽状脉。一级脉直向行走，中等粗，占叶宽

２％；叶身二级脉急转曲行，每侧６～８条，以５０。～７０。

约１．７％；叶身二级脉急转曲行，每侧３～５条，以５０。

从主脉开出，叶身二级脉相互间距不均匀，平均为３．８

～７０。从主脉开出，叶身二级脉相互间距不均匀，平均

ｍｍ（最大６．２ｍｒｓ）；叶基每侧具纤细二级脉ｉ条，分

为３．２ ｍｍ（最大５．４ ｍｍ）；叶基每侧具纤细二级脉１

别以约５５。角从主脉开出；叶尖具细小二级脉环每侧

条，分别以约４５。角从主脉开出；叶尖具细小二级脉环

１～２个；二级脉环规则，以直角或钝角（９０。～１５０。）与

每侧１～２个；二级脉环规则，以直角或钝角（９０。～

上面二级脉网结；二级间脉简单型，少见；三级脉多向

Ｉｉ０。）与上面二级脉网结；二级问脉简单型，少见；三

轴分枝，部分与二级脉或一级脉网结；四级脉与四级

级脉多向轴分枝；四级脉与四级脉、三级脉构成完全

脉、三级脉构成不完全闭合的网眼，盲脉不分支，或１

环，叶缘末级脉结环；具齿，齿内主脉为三级脉。

叶片脉序特征分种检索表
１．叶全绿。
２．叶尖具钝头，叶尖不具细小＝级脉环……………………………………………………………………１９．飘瓣木犀Ｑ ｄｉｄｙｍｏｐｅｔａｌｕｓＰ．ｓＧｒｅｅｎ
２．叶尖具尖＊，叶尖具细小二缓脉环。
３．一级脉直行．向顶逐渐变！扭。
４．二级眯不均匀。叶尖细小＝级脉环一对………………………………………………………………………１６．石山桂花ｎｆｏ，ｄｌｌ ＨｅｍｓＬ
４．二级脉均匀，叶尖细小二级脉环２～３对．
５二级脉自主脉以５５。～６５４开出……………………………………………………………………………３．小叶月桂ｎ卅抽ｄｒＲ＆Ｇｒｅｅｎ
５．二缎脉与主脉的夹角上部及下部较中部的为钝……………………………………………………………５．宁波木犀ｎ ｃｏｏｐｅｒ／Ｈｅｍｓｌ．
３．一级脉弯曲行走，叶柄较粗。
６．叶片鞍长，长宽比太于３，二级脉自主脉开出的角度小，为４０＂～ｓ ５．……………………………”６．决叶木犀ｎ
６．叶片较圆，长宽比小于２，二级脉自主脉开出的角度大，为６０４～９０４．
７．网眼发育完善，弧曲简单盲脉或一次分枝……………………………………………………１４．显脉术犀ｎ

ａｔｔ舢ｔｕｓｎＳ Ｇｒｅｅｎ

ｈａｌｎａｎｅｎ￥１ｓ

ＰｔＳ．Ｇｒｅｅｎ

７．网眼发育不完善，盲脉１～２敬分枝……………………………………………………１１．钿脉木犀ｎｇｒａｃｉｌｉｎ＊ｒｒｉｘＣｈｉａ ｅｘＲＬ Ｌｕ
１．叶全缘或有锯齿．
８．三级脉分支型向轴行走。
９．叶披针形，最宽处在中部以下，三缀脉多向轴分柱…………………………………………………………１２．锐叶木犀ｎｌａｎｅｅｏｌａｍｓ Ｈａｙａｔａ
９．叶椭圆形或饲卵形．最宽处在中部。
１０．具边脉…………………………………………………………………………………………７．梅树Ｑ ｈｅｔｅｒｏｐ时ＵＵｓ（Ｇ．Ｄｏｎ）Ｐ．＆Ｇｒｅｅｎ
１０不具边脉．

１１．齿尖简单型……………………………………………………………………………………”．香花木犀ｏ．Ｍ嘶Ｋｉｎｇ

ｅｘＣＲａａｒｌｃｃ

１１．齿失刺状型…………………………………………………………………………………………………１８．山桂花ｎ ｄｅｌａｍ—Ｆｒａｎｃｅ
８．三级脉多为贯申型或结网型或并行。

１２．叶柄短，约为５胁以下．叶缘齿内主脉为二级脉………………………………………………………………４．缸柄丰厚Ｑ ａｒｍａｔｍＤｉａｌｓ
１２．叶柄长，约８～１５ ｒａｍ，叶缘齿主脉不为二级脉或不只为二缓脉。

１３．二级脉以钝角罔结．为１１０‘～１２５。．叶尖不具细小二级脉环………………………１．厚边木犀ｎ眦喇船ｆ蚶（Ｃｈａｍｐ．ｅｘ

Ｂｅｒｎｅ）Ｈｅｍｓ【

ｉ３．＝级脉以锐角或直角网结，为５５。～ｉ００。，叶尖具细小二级脉环ｉ～４对。

１４．主脉为＝级脉的叶缘齿与主脉为三级脉的叶缘齿并存…………………………………９．野桂诧ｎ埘眦ｎ州出（Ｆｒａｎｃｈ．）Ｐ．ＳＧｒｅｅｎ
１４．叶缘齿内主脉为三级脉。
１５具粗的二级脉．上部二级脉与主脉的兜角比下部的为钝…………………………………………１５．末犀ｎｆｒａｇｒａｎｓ（Ｔｈｕｎｂ．）Ｌｏｕｔ．
１５．具中等二级脉，二级脉自主脉开出的角度一致。
１６．叶身二级脉相互间距较近．平均为５．１ ｎｕｎ，自主脉开出的角度为４５‘～ｓ５。．
１７．叶基一侧１条二级脉向基曲行……………………………………………………………１３．陶脉木犀Ｑ ｒｅｔｉｃｕ／ａｔｕｓ Ｐ＇ｓＧｒｅｅｎ
１７．叶基二级脉不向基曲行…………………………………………………………………………８．蒙自桂花ｎ ｈｅｎ７ｙｌ Ｐ＿Ｓ．Ｇｒｅｅｎ
１６．叶身二级脉相互间距较远，平均为１１ ｍｍ，自主脉开出的角度为７０’～８５。。
１８．部分三级脉游离．少数不规则网状Ｉ叶缘不具三缓脉环……………………………………”２．牛矢果ｏｍａｔｓｕｍｕｒａ删ｓ Ｈａ妒ｔａ
１８．三级脉为贯串型与结阿型并存……………………………………………………………………ｌＯ．短丝木库ｎ

ｓｃｒｒａｌａｔｕｓ

Ｒｅｈｄ

（１９】双瓣木犀ｏ．ｄｉｄｙｍｏｐｅｔａｌｕｓ（图版Ｉ：１９；图版

细二级脉１条，分别以约６０。角从主脉开出；叶尖不具

Ⅳ：４１，４３）。环结曲行羽状脉。一级脉直向行走，中

细小二级脉环；二级脉环规则，以宽锐角（６５。～８０。）与

等粗，占叶宽约ｉ．４％ｆ叶身二级脉急转曲行，每侧６

上面二级脉网结；二级问脉简单型或复合型，常见；三

～８条，以５５。～７０。从主脉开出，叶身二级脉相互间距

级脉贯串型与网状型并存；四级脉与四级脉、三级脉

均匀，平均为７．４ｍｍ（最大８．７ｍｍ）；叶基每侧具纤

构成不完善的网眼，盲脉不分支，或１次分支；叶缘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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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脉环，叶缘柬级脉结环；不具齿。

７０５

李榄属（Ｌｉｎｏｃｉｅｒａ）和木犀榄属（Ｏｌｅａ）一样，也是圆
锥花序，其叶片脉序特征也与李榄属和木犀榄属的相

３讨论

似（Ｙｕ等，１９９１），如一级脉直向行走，二级间脉少见，
脉环不完善或不完全闭合，因而与李榄属和术犀榄属

中国木犀属植物叶片脉序特征比较一致，为环结

从叶片脉序特征方面也表现出较近的亲缘关系。

曲行或半直行羽状脉。一级脉直向行走或微弯曲行

生物演化由简单到复杂。脉序的复杂程度亦能

走；叶脉分支一般为四级，少数达五级；盲脉不分支或

指示性状的初生与次生、原始与进化状态（李浩敏，

１～２次分支，少数３次分支；叶缘具三级脉环，少数无

１９９８）。二级问脉常见，分支达二级脉环较二级间脉

或具四级脉环。各种叶片脉序特征基本相似，脉序特

少见，不分支或分支不达二级脉环复杂｝三级脉贯

征支持该属为一个较自然的类群。

串型与网状型并存较向轴分支或不规则网状复杂；

木犀具粗的二级脉，与其表现在叶片上面凹人，

四级脉与四级脉或三级脉或五级脉形成网眼较四级

下面凸出相一致。其它种各级叶脉相对粗细比例基

脉与四级脉或三级脉形成网眼复杂；脉环完善较不

本一致；厚边木犀叶尖处２对二级脉向基曲行，格树

完善或不完全闭合复杂；盲脉１～２次分支较一次分

叶尖处３对二级脉向基曲行；宁波木犀、狭叶木犀、细

支或不分支复杂；叶缘有齿较全缘复杂。以上六种

脉木犀三个种在宏观形态上很相似，但叶脉形态却相

性状的两个状态其前者较后者复杂，其功能更强，在

异，主要表现在宁波木犀一级脉直向行走ｉ二级间脉

演亿上应是处于次生和进化的地位。综合以上旰脉

复台型，少见，其它两种常见。狭叶木犀一级脉弯曲

性状，管花术犀组（ｓｅｃｔ．Ｓｉｐｈ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圆锥花序

行走；三级脉贯串型，其它两种三级脉贯串型与网状

组、离瓣术犀组（ｓｅｃｔ．Ｌｉｎｏｃｉｅｒｏｉｄｅｓ）叶脉结构复杂

型并存，因而三者在叶脉形态上易于区别。管花木犀

程度有增强的趋势，而木犀组（ｓｅｃｔ．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植

组的两种植物香花木犀和山桂花，它们的三级脉多向

物较多，叶脉形态变异包括了其它三个组的变异。

轴分枝，叶缘具齿，齿内主脉为三级脉，二级间脉少

四个组的叶脉形态在演化上关系上，与花粉形态表

见，此四特征在管花木犀组内表现一致。

现相一致（许炳强等，２００５）。

对于木犀属植物叶缘齿内主脉，红柄木犀、榕树
具齿者，齿内主脉为二级脉。短丝术犀、野桂花具齿

者，齿内主脉为二级脉或三级脉。其它种叶缘具齿

参考文献
喻诚鸿，陈泽滩．１９８６．华南木本双子叶植物叶的宏观结构资料

［ｑ／／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集刊，北京：科学出版社．

者，齿内主脉为三级脉，叶缘齿齿内主脉为二级脉者
在叶的宏观形态上表现为叶缘具硬而镜尖的刺状齿，

２：８３—９７
Ａｎｉｔａ

齿晟长可达１ ｃｍ；齿内主脉为二级脉或三级脉者叶缘
齿约３

ｒｍ；齿内主脉为三级脉者叶绿齿约１

ｍｍ，叶

Ｇ晰ｎ Ｐ Ｓ

檫树叶缘具齿者，其齿３～４对，刺状锐尖，长５～
９

Ｈｉｃｋｅｙ Ｌ

Ｈｉｃｋｅｙ Ｌ

角质膜增厚的环，其它种无此特征（许炳强等，２００７）。
因此，其花粉，叶脉，叶表皮形态有些特殊。其系统位
置是否合理，有待进一步研究。
圆锥花序组（ｓｅｃｔ．Ｌｅｉｏｌｅａ）三种植物花序类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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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ｊ

显的针晶，针晶排列戚环状和射线状，射线直至周围

１９５８．Ａ 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ｎｙ：ｖｅｆｆｅｔａｆｉｖｅｍｏｒｏｈｏｌ０２，ｙＥｊ］．ＡｎｎＮＩｉｓｓＢｏｔＣａｒｄ．６２：３８－－５８９

边脉。其花粉在三孔沟的沟间区中央的赤道面上相

炳强等，２００５）。成熟叶片表皮气孔外拱盖边缘具明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衅ｌｅａｖｅｓ［Ｊ］．ＡｍＪ Ｂ毗．６９：１７—３３

ｒＩＸｒｎ而易于与其它种相区别。其叶缘末级脉汇合成

问排列着三个圆孔，与本属其它种花粉形态相异（许

Ｍｏｓｂｒｏｇｇｅｒ，牡ａ１．２００１。

ｌｅａｆ ｖｅ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Ｊ］．ＮｏｔＲｏｙＢｏｔＣａｒｄＥｄｉｎｂ，２２（５）：４３５—５４２

和其过渡类型。表明这一特征在木犀属种间有一个
连续的变异过程，不能作为鉴别种的特征。

Ｕ５１，Ｖｏ取ｅｒ

［Ｊ］．ＡＭ Ｂｏｔｔ８７：５５３－－５６６

缘齿这一性状在木犀属中不稳定，具齿者同一个种有
全缘叶，也有具齿叶，同一株上同时有全缘叶、具齿叶

Ｒｏｔｈ－ｎｅｂｅｈ吐。瑾ｅｔｅｒ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Ｍ（李皓敏）．１９９８．Ｌｅａｆ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ａｍａｍｅｌｉｄａｃｅａｅ

类）［Ｊ］，Ａｃｔａ

５删ｕｌａｔｏ（金缕梅科（广义）的叶结构丑分

Ｐｈｙｔｏｔａｘ

Ｍｅｌｖｉｌｌｅ Ｒ １９７６．Ｔｈｅ

Ｓ，ｎ（植物分粪学报），２６（２）：９６一１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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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ｌｅａ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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