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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报道了采自中国广西和越南北部地区细鳞苔属新记录种———柏氏细鳞苔［Ｌｅｊｅｕｎｅａ　ｐａｔｅｒｓｏｎｉｉ（Ｓｔｅｐｈ．）

Ｓｔｅｐｈ．］。该种的主要特征为侧叶顶端圆形或钝形，叶边缘具圆齿；腹叶小，远生，宽为茎的１～２倍；叶细胞角质层

平滑，三角体不明显或中等大，中部球状加厚缺。该研究对柏氏细鳞苔与其相似种进行了细致的比较讨论，并对柏

氏细鳞苔原有的地理分布信息进行了更正，重新确认了该种的地理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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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 鳞 苔 科 （Ｌｅｊｅｕｎｅａｃｅａｅ）是 苔 类 植 物 门
（Ｍａｒｃｈａｎｔｉｏｐｈｙｔａ）中最大的科，是苔类植物中种类
较多、分类十分困难的一个类群［１］。细鳞苔属（Ｌｅ－
ｊｅｕｎｅａ）隶属于细鳞苔科，是细鳞苔科的模式属。目
前全世界报道的细鳞苔属植物有近４００种［２］，是细
鳞苔科中仅次于疣鳞苔属（Ｃｏｌｏｌｅｊｅｕｎｅａ）的第二大
属。该属植物主要分布在热带及亚热带地区，温带
地区也有少量分布。中国是细鳞苔属植物分布较为

丰富的地区之一，目前已报道有４３种［３－４］，越南分布
２２种［５］。笔者在对中国和越南的细鳞苔属植物进
行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了一种在形态上与中国和越
南现有报道的细鳞苔属植物有明显区别的植物，经
文献资料和模式标本的核查，确认其为中国和越南
苔类植物新记录种———柏氏细鳞苔（新拟）［Ｌｅｊｅｕ－
ｎｅａ　ｐａｔｅｒｓｏｎｉｉ（Ｓｔｅｐｈ．）Ｓｔｅｐｈ．］。现整理报道，以
期为未完成的中国苔藓志增加新资料。



１　柏氏细鳞苔 （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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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体绿色，干时淡黄色。假根少，无色、透明，
簇生于腹叶基部，假根盘缺。茎横切面近圆形，包括

７个表皮细胞和６～１１个内部细胞，无中轴分化，直
径０．７５～１．００ｍｍ。植物体长约８～１３ｍｍ，带叶

宽０．６０～０．９０ｍｍ；不规则分枝，分枝细鳞苔型。
叶覆瓦状排列或毗邻，背瓣卵形，长０．４０～０．６０
ｍｍ，宽０．３０～０．４５ｍｍ，表面平展，顶端圆形或钝
形，稍内弯，边缘具圆齿。叶边缘细胞方形，１３～２３
×１０～２０μｍ，中部细胞六边形，２５～４８×２０～３３

μｍ，基部细胞相似于中部细胞，３５～５０×２５～３３

μｍ，细胞壁薄，角质层平滑，三角体不明显或中等
大，中部球状加厚缺。油体未见。油胞和假肋缺。
腹瓣小，卵形，长约为背瓣的１／４～２／５，鼓起，近轴
边缘略内卷，顶端斜截形，中齿单细胞，角齿不明显，
透明疣位于中齿基部的近轴侧，脊拱起。腹叶远生，
近圆形，长０．１０～０．１３ｍｍ，宽０．１０～０．１７ｍｍ，宽
略大于长，宽为茎的１～２倍，顶端２裂达１／２深，裂
瓣边缘具明显或不明显的圆齿，基部与茎连接部分
呈浅弧形。雄穗未见。雌器苞常生于侧短枝上，具

１个新生枝，新生枝叶发生顺序细鳞苔型。雌苞叶
背瓣长椭圆形，长约０．４５ｍｍ，宽约０．２５ｍｍ，顶端
圆形或钝圆形，边缘具明显或不明显的圆齿；雌苞叶
腹瓣长椭圆形，长为雌苞叶背瓣的２／３，顶端钝形或
截形，脊长为雌苞叶腹瓣的１／２～１／３；雌苞腹叶长椭

１．植物体一段带雌枝；２、３．叶；４、５．雌苞叶；６～８．叶边缘细胞；９．叶中部细胞；１０．叶基部细胞；

１１、１３．腹叶；１２．腹瓣；１４．茎横切面

图１　柏氏细鳞苔（绘图标本：韦玉梅等２０１４１２０５－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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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形，长约０．４０ｍｍ，宽约０．２５ｍｍ，顶端２裂达１／

２～１／３深，裂瓣边缘具圆齿。蒴萼未见。无性繁殖
器官未见。

标本鉴定：中国：广西那坡县百都乡达省屯沟
谷，２３°１２′０４．１５″Ｎ，１０５°３２′４６．３８″Ｅ，海拔６７６ｍ，
韦 玉 梅 等 ２０１４１２０５－１１ （ＩＢＫ）；地 点 同 前，

２３°１２′０４．５４″Ｎ，１０５°３２′４４．７１″Ｅ，海拔６５７ｍ，韦
玉梅等２０１４１２０５－２３（ＩＢＫ）；越南：河江省（ＨＧｉ－
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Ｑｕ　ａ

？ｎ　Ｂ　ａ·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Ｔùｎｇ　Ｖｉ　Ｃｏｍ－
ｍｕｎｅ， Ｔｈｎｇ　Ｖｉｌｌａｇｅ），２３°０３′０１．２６″ Ｎ，

１０４°５２′０４．１２″Ｅ，海拔１　０９９ｍ，朱瑞良，韦玉梅等

２０１３１１０３－１１３（ＨＳＮＵ）。
生境：树基或岩面薄土生。
分布：印度尼西亚（爪哇），萨摩亚，斐济，新喀里

多尼亚，菲律宾［６］，马来西亚［７］，巴布亚新几内亚［８］，
密克罗尼西亚（加罗林群岛）［９］，塔希提岛［１０］，泰
国［１１］。中国和越南为首次记录。

２　讨　论

细鳞苔属植物形态被认为是最具多样化的一个
类群［１２］，因此，其属的界定一直存在争议。近年来，
随着分子系统学方法的普及和近期细鳞苔科主要类
群的深入研究，一些与细鳞苔属关系长期存在争论
的属被归并为细鳞苔属的异名，同时细鳞苔属与其
他近缘属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澄清［１３］。目前，细鳞
苔属已能从形态上通过下列特征获得很好的界
定［１４－１６］：植物体分枝细鳞苔型；茎横切面常具７个皮
部细胞和３个以上内部细胞；叶不具油胞；腹叶全缘
到深二裂；腹瓣顶部具１～２个齿，角齿常退化，透明
疣位于中齿基部的近轴侧；油体小，聚合型或均一
型；雌器苞新生枝叶发生顺序为细鳞苔型；细胞角质
层常具细疣。

２．１　柏氏细鳞苔与相近种的形态比较
中国和越南新分布的柏氏细鳞苔是典型的细鳞

苔属植物，其区别于其他细鳞苔属种类的主要特征
是：侧叶顶端圆形或钝形，叶边缘具圆齿；腹叶小，远
生，宽为茎的１～２倍；叶细胞角质层平滑，三角体不
明显或中等大，中部球状加厚缺。其中，叶边缘具有
明显的圆齿是柏氏细鳞苔的一个显著特征，而这样
的特征在细鳞苔属植物中并不多见。目前，亚洲及
大洋洲分布的细鳞苔属植物中已知的仅５种：Ｌｅｊｅ－
ｕｎｅａ　ａｌｂｅｓｃｅｎｓ（Ｓｔｅｐｈ．）Ｍｉｚｕｔ．、Ｌｅｊｅｕｎｅａ　ａｓｐｅｒｕｌａ
（Ｓｔｅｐｈ．）Ｍｉｚｕｔ．、Ｌｅｊｅｕｎｅａ　ｋｉｎａｂａｌｅｎｓｉｓ　Ｍｉｚｕｔ．、

Ｌｅｊｅｕｎｅａ　ｍｉｃｒｏｌｏｂａ　Ｔａｙｌｏｒ和Ｌｅｊｅｕｎｅａ　ｕｍｂｉｌｉｃａｔａ

（Ｎｅｅｓ）Ｎｅｅｓ［１７－１９］。其中，Ｌ．ａｌｂｅｓｃｅｎｓ和Ｌ．ｋｉｎ－
ａｂａｌｅｎｓｉｓ具有大型的腹叶（宽可达茎的４倍以上），
且腹叶基部呈耳状等特征区别于柏氏细鳞苔；Ｌ．
ａｓｐｅｒｕｌａ和Ｌ．ｍｉｃｒｏｌｏｂａ侧叶顶端具锐尖或细尖
明显不同于柏氏细鳞苔；而典型的Ｌ．ｕｍｂｉｌｉｃａｔａ通
过腹叶和蒴萼的特征很容易与柏氏细鳞苔进行区
分，前者腹叶是茎宽的３～４倍，蒴萼平滑无脊，后者
腹叶是茎宽的１～２倍，蒴萼具有５个明显的脊［１８］。
但值得注意的是，Ｌ．ｕｍｂｉｌｉｃａｔａ的蒴萼并不是一个
稳定的特征，具脊的情况也是存在的［１９］，而且在植
物体发育不典型的情况下，腹叶有可能会变得很小，
极易与柏氏细鳞苔混淆，这种情况下，两者仍可以通
过以下特征很好地区分开来：Ｌ．ｕｍｂｉｌｉｃａｔａ的叶细
胞角质层具细疣，三角体明显，中等大，具中部球状
加厚，而柏氏细鳞苔叶细胞角质层平滑，三角体不明
显或中等大，中部球状加厚缺。柏氏细鳞苔是目前
中国报道的细鳞苔属植物中唯一一种侧叶边缘具有
明显圆齿特征的种类，可明显区别于中国其他细鳞
苔属植物。

２．２　柏氏细鳞苔的地理分布
柏氏细鳞苔最早报道于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

（Ｊａｖａ）上，随后在大洋洲各大岛屿及亚洲其他热带
地区陆续出现报道。１９８３年，Ｍｉｌｌｅｒ等曾对该种的
分布进行过详细统计［２０］，而随后的相关研究中对柏
氏细鳞苔的分布记录都是基于他们报道的数据，如
最近其新报道于泰国一文［１１］中所列出的分布记载。
事实上，在 Ｍｉｌｌｅｒ等对柏氏细鳞苔的分布记载中，
由 于 他 们 错 误 地 将 Ｔａｘｉｌｅｊｅｕｎｅａ　ｐａｔｅｒｓｏｎｉｉ
（Ｓｔｅｐｈ．）Ｅｉｆｒｉｇ（现为里拉细鳞苔Ｌｅｊｅｕｎｅａ　ｌｅｒａｔｉｉ
（Ｓｔｅｐｈ．）Ｍｉｚｕｔ．）等同于柏氏细鳞苔，从而混淆了
柏氏细鳞苔与里拉细鳞苔的分布数据［１０］。根据笔
者对相关文献资料的核实，发现在印度尼西亚的苏
门答腊 （Ｓｕｍａｔｒａ）、婆罗洲 （Ｂｏｒｎｅｏ）、苏拉威西
（Ｃｅｌｅｂｅｓ）地区［１７］以及瓦努阿图（Ｖａｎｕａｔｕ＝Ｎｅｗ
Ｈｅｂｒｉｄｅｓ）［２１］的分布记载均来源于对里拉细鳞苔的
记录，目前这些地区暂无柏氏细鳞苔的分布报道，因
此，笔者建议将上述地区从柏氏细鳞苔的分布区中
去除。基于此，本研究重新确认了柏氏细鳞苔的地
理分布（图２）。根据柏氏细鳞苔的地理分布，可见
该种广泛分布于热带亚洲及大洋洲地区，属于热带
亚洲分布类型［２２］，是一个明显的热带地区种类。而
广西中越边境地处中国热带北缘，是北热带和南亚
热带交汇处，越南北部与该地区毗邻，柏氏细鳞苔分
布区延伸至这些地方也实属情理之中。

５８１１期　　　　　　　　　　　　　　韦玉梅，等：中国和越南苔类植物新记录种———柏氏细鳞苔



图２　柏氏细鳞苔地理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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