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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柽柳科 3属 6种植物营养枝的解剖观察 

张道远 ，张 娟 ，谭敦炎 ，潘伯荣 

(1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吐鲁番沙漠植物园，乌鲁木齐 83001 1；2新疆农业大学林学院 ，乌鲁木齐 830052) 

摘 要 ：对 国产柽柳科 3属 6种植物(琵琶柴、沙生柽柳、山川柽柳 、多枝柽柳 、刚毛柽柳 、疏 花水柏枝)营养枝解剖 

结构的比较研究表明：其当年生营养枝在表皮是否具毛、皮层细胞的形态结构 、维管柬排列方式 、形成层 的发生、髓 

部面积及 内含物等性状上存在差异，并根据这些差异列 出了分属检索表。所选 6种植物生态型各不相 同，其中琵琶 

柴为地带性超旱生小半灌木 ，柽柳为非地带性 的潜水性旱 、中生灌木 ，疏花水柏枝为湿 、中生灌木。通过 比较这 6种 

植物的解剖结构，发现随着生境由湿生向旱生变化，营养枝解剖结构也发生 了相应 的变化，并与生境形成 了良好 的 

适 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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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tomical observation of young branches of 6 species 

of Tamaricaceae from China 

ZHANG Dao—yuan ，ZHANG Juan ，TAN Dun—yan ，PAN Bo—rong 

(1TurpanDesert PlantGarden，XinjiangInstitute ofEcology andGeography，ChineseAcademyof Sciences，Urumqi 830011，Chi 

na；2 Forestry College of Xiniiang Agriculture University，Urumqi 830052，China) 

Abstract：The young branches anatomical diversity of 6 species(Reaumuria soogorica，TamaHx taklamaka— 

nensis，T．arceuthoides，T．ramosissima，T．hispida，MyricaHa laxiflora)from three genera of Tamaricaceae 

from China iS described．Results show that the presence of epidermal hairs。the num ber and shape of cortex 

cells，the arrangement of vascular bundles and the proportion of pith areas on the transverse section are dif— 

ferent among genera．Based on these anatomical characters，a key to identification of three genera is listed． 

Ecotypes of 6 species are quite different，in which，Reaumuria soongorica is super drought—tolerance type， 

four species from Tamarix are moderate drought—tolerance type and Myricaria laxiflo?-a is mesic type．Ac— 

cordingly，the anatomi cal characters of 6 species are different and have formed unique structures to adapt e— 

cological environment．Furthermore，with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hanged from moisture to drought， 

anatomical structures of young branches are also changed to adapt environment
．  

Key words：Tamaricaceae；anatomi cal observation；young branches；TamaHx L．；R．soongorica； laxiflora 

柽柳科(Tamaricaceae)在我国分布有 3属 ：琵 

琶柴属(ReaumuHa L．)、柽柳属(TamaHx L．)及水 

柏 枝属(Myricaria Desv)Ë，多分布于西部地 区，其 

中琵琶柴属植物在荒漠、荒漠草原及干草原中占有 

显著地位，成为该地带性植被中的主要建群种或共 

建种 ；柽柳属植物具抗旱、抗盐、耐高温等特性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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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漠地 区盐渍化沙地上 良好的固沙造林树种[3 ；水 

柏枝属主要生长在西藏及其邻近地区，以喜马拉雅 

为分布中心[ 。有关该科植物的解剖结构研究国内 

外均有过报道，如 ThomonEs]、WaiseL6]和 Storey_7j 

等 人 对 柽柳 属 泌 盐 腺、Ramadan_8 对 Reaumuria 

hirtella泌 盐 腺 的 研 究；翟 诗 虹E 、Gupta[1o]及 魏 

岩Ex- 对柽柳科的叶解剖结构的研究~Fahn[1 、马瑞 

君Ë]、黄 振英Ë 对柽柳 属植物茎 次生结构、崔大 

方Ez]对琵琶柴属植物茎次生结构的研究。这些研究 

虽然从不同角度对柽柳属植物的分类、解剖等方面 

进行了探讨 ，但至今 尚未见对该科 3属植物营养枝 

解剖结构的比较研究。基于此，我们比较观察了国产 

3属 18种植物的营养枝解剖结构，重点比较 3个属 

6个代表种的营养枝解剖结构异同，旨在探讨 3属 

营养枝结构对环境的适应 ，并为 3属的分类提供一 

些解剖学证据。有关柽柳属 16个种的营养枝 比较解 

剖学及其分类与生态学研究将另文报道。 

1 材料和方法 

采用国产柽柳科 3属 6种植物(表 1)，材料于 

2001年 6月采 自中国科学院吐鲁番沙漠植物园 吐 

鲁番沙漠植物园的气候条件：年平均气温 13．9℃， 

极端气温分别为 47．6℃和一28．6~C，年平均 日照数 

为 3 049．5 h；年平均降水量为 16．4 rnlTl，年平均蒸 

发量为 3 000 iTlrn，相对湿度 4O 。为了避免取样误 

差 ，于 2001年 6月对每种选取 3个个体，采集不同 

高度(110 cm、130 cm、160 cm)、同一生长方向的当 

年生小枝各 1个进行 比较研究 。琵琶柴和柽柳属 4 

种植物采 自柽柳专类 园，疏花水柏枝采 自植物园温 

室，为 3年生扦插苗的当年生营养枝。材料用 FAA 

固定，用 7O 酒精 ：纯甘油 一1：1的混合液软化 

24 h。石蜡切片法制片，切片 厚 8～12 m，番红一固 

绿双重染色，加拿大树胶封固。离析材料 ：将材料截 

成 约 5 mm 的 小 段，沿 直 径 一 剖 为二 ，用 5 的 

NaOH离析 48 h，番红染色装片。分别用 FeC[。和 

PAS反应检测单宁及多糖类物质。Olympus BH一2 

显微镜下观察并照相。所测数据均为显微镜下用测 

微尺测定的 2O个数据的平均值 。标本馆藏于中国科 

学院吐鲁番沙漠植物园标本室。 

表 1 观察种类及凭证标本 

Table 1 Observed species and the voucher 

2 观察结果 

2．1 外部形态特征 

柽柳科当年生营养小枝圆柱形 ，直径 0．4～2．0 

mm，表面光滑(刚毛柽柳除外)，呈浅绿色、白色或 

粉紫色；营养枝上的叶棒状(琵琶柴属)、鳞片状(柽 

柳属)或条形至阔卵状披针形 (Tk柏枝属)，无叶柄， 

螺旋状排列。 

2．2 属的解剖特征 

通过对上述供试材料的比较观察，我们发现 同 

种植物不同高度的当年生小枝在表皮是否具毛、皮 

层外侧细胞形状及排列、是否具叶绿体、维管组织排 

列方式、横切面上髓部所 占总面积的大小及内含物 

等方面性状表现稳定 ，而直径、角质层厚度、导管数 

目、皮层细胞大小等一些数量性状却随供试材料 的 

不同而有所变化。因而 ，重点选择一些较为稳定的结 

构性状作为分属(或种间比较)的基础。 

2．2．1 琵琶柴属营养枝解剖结构 以琵琶柴(R． 

soongorica(Pa11)Maxim．)为例。当年生绿色营养 

枝横切面呈圆形。表皮细胞一层 ，横切面呈不规则三 

角形或矩圆形 ，排列紧密，具表皮毛及乳状突，具加 

厚的角质层 ，气孔不明显。皮层由4～6层细胞组成， 

细胞等大，壁薄，排列疏松，无叶绿体，无内含物 ，已 

近剥落状态。皮层 内部为2～4层细胞构成的厚壁细 

胞层，细胞排列疏松、间隙大 ，呈环状分布于维管组 

织外侧。厚壁细胞层的内侧、韧皮部的外侧有一圈由 

3～4层细胞组成的细胞质浓、排列致密、着色极浅 

的木栓形成层，在某些部位 尚可见到正在分裂的木 

栓形成层细胞。维管组织外韧型，韧皮部与木质部连 

接成一个完整的环包围髓部。韧皮部由 6～8层细胞 

组成，细胞体积小，排列紧密、含单宁物质 ；木质部发 

达，主要 由导管组成 ，导管呈径向排列。导管分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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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差别不大，长度在 78．1～182 m 之 间，直径在 

10．34～18．3 tim 之间，为单穿孔的网纹、梯纹或螺 

纹导管，且以网纹导管居多。形成层不明显。髓横切 

面呈圆形 ，中央为大型薄壁细胞，无内含物 ，占总面 

积的 1／6～ 1／5(图版 I，1)。 

2．2．2 柽柳属解剖结构 所有供试材料营养枝的 

横切面呈椭圆形或圆形 ，由表皮、皮层、维管柱三部 

分组成。 

表皮细胞一层 ，由表皮细胞及气孔组成。表皮细 

胞横切面圆形或扁圆形，外切向壁角质化 ，有些种的 

表皮光滑，如沙生柽柳 、山JII柽柳及多枝柽柳(图版 

I，3～5)；有些种的表皮具毛及乳状突，如刚毛柽柳 

(图版 I，6)。所有种的气孔都具气孔窝及孔下室。 

皮层 由5～10层细胞组成，明显分为两部分。靠 

近表皮的 1～3层皮层细胞按形态和结构可分为两 

类 ，一类是细胞呈圆柱形 ，排列成栅栏状 ，具叶绿体， 

细胞间隙明显，具同化功能，如沙生柽柳(图版 I， 

3)；另一类是细胞圆形，不具叶绿体，排列致密，如山 

川柽柳、多枝柽柳及刚毛柽柳(图版 I，4～6)。在其 

内侧为 3～6层薄壁细胞，细胞较大，排列紧密，细胞 

间隙小。个别种(如山川柽柳)皮层外侧的 1～2层细 

胞已形成木栓形成层(图版 I，4)。 

维管柱 由维管组织及髓构成 。维管组织外韧型， 

其韧皮部有初生和次生之分 ，初生韧皮部由厚壁细 

胞和薄壁细胞两类细胞组成，厚壁细胞排列紧密，通 

常成群，构成厚壁组织 ，厚壁组织之间为 2～3层薄 

壁细胞，排列相对疏松。次生韧皮部由8～12层细胞 

组成，细胞体积小 ，排列极为紧密，所 占比例小，有些 

种如山川柽柳及多枝柽柳含单宁物质。木质部较韧 

皮部发达，主要 由导管组成，属单穿孔的网纹、梯纹 

或螺纹导管 ，以网纹导管居多。木纤维直径小，壁厚， 

细胞两端尖 ，长度较导管分子短。木薄壁细胞多数位 

于导管周围，属傍管型。维管组织排列有两种方式 ： 

①彼此连接成一个完整的环，其木质部中的导管呈 

径 向排列，如沙生柽柳、山川I柽柳及多枝柽柳(图版 

I，3～5)；②维管组织彼此分离 ，排列呈环状，数 目 

为 8个，在其木质部 中导管成群分布 ，如刚毛柽柳 

(图版 I，6)。 

髓部横切面呈不规则多角形。中央为大型薄壁 

细胞，占总面积的 1／6~1／2。刚毛柽柳髓部具单宁 

物质(图版 I，6)；沙生柽柳髓薄壁细胞中具粘液物 

质(图版 I，3)。 

2．2．3 水柏枝属植 物解剖结构 以疏花水柏枝 

( laxiflora(Franch)Zhang P Y et Zhang Y J) 

为例。营养枝的横切面圆形。表皮细胞一层，扁圆柱 

形 ，光滑 ，无表皮毛或乳状突 ，无加厚角质层 ，气孔不 

明显。皮层细胞 7～9层，无叶绿体，其中最外侧 3层 

细胞为皮层细胞形成的木栓形成层 ，内侧约 6层为 

薄壁细胞，圆形，近等大 ，排列疏松，内含丰 富的糖 

类。维管组织外韧型。韧皮部有初生和次生之分 ，初 

生韧皮部 由厚壁细胞和薄壁细胞两类细胞组成 ，厚 

壁细胞排列紧密 ，通常成群 ，构成厚壁组织 ，厚壁组 

织之间为 2～3层薄壁细胞，排列较紧密。木质部不 

发达 ，主要 由导管组成 ，导管分子 6～8个聚成一组， 

共 8组，沿髓成群分布。导管分子大小差别不大，长 

度在 104～156 m 之间，直径在 5．3～10．6 m 之 

间，为单穿孔的网纹、梯纹或螺纹导管，且以网纹导 

管居多。导管周围至韧皮部为木薄壁细胞 ，排列致 

密，含粘液物质。髓横切面呈圆形 ，中央为大型薄壁 

细胞，内含丰富的糖类。髓部占总面积 的 1／3～1／2 

(图版 I，2)。 

3 讨 论 

3．1 解剖结构异同及其分类学意义 

选取琵琶柴、疏花水柏枝、柽柳属 中沙生柽柳、 

刚毛柽柳、山川I柽柳及多枝柽柳 6个种为代表种 ，比 

较 3属解剖结构的异同(表 2)。 

由表 2可看出，柽柳科 3属营养枝形态解剖结 

构有很多共同点，如表皮细胞 1层 ，多具加厚的角质 

层；皮层细胞多层；有厚壁细胞；外韧维管束 ，韧皮部 

不发达，木质部较韧皮部发达，为单穿孔的网纹、梯 

纹或螺纹导管 ，以网纹导管居多 ；形成层不明显 。但 

属间尚有很多性状差别很大 ，如：表皮是否具毛及乳 

状突，气孔器的多少；皮层层数、是否具叶绿体、皮层 

细胞的排列情况及外、内侧细胞的形态；木栓形成层 

的发生；韧皮部层数、排列及内含物 ；木质部排列及 

导管分子大小；髓部横切面形状、所 占面积、内含物。 

此外，本研究选取了柽柳属中的 4个代表种 ，分别代 

表 了强度抗旱型(沙生柽柳)、强度耐盐型 (刚毛柽 

柳)及中度抗旱、耐盐型(山川I柽柳、多枝柽柳)[引，而 

4个种却具独特的解剖结构特征(图版 I，3～6)。由 

此可见，柽柳科植物营养枝解剖结构可为柽柳科植 

物的分类，无论是属问比较还是属内种的划分，提供 

了多性状的、可行的划分依据 ，为柽柳科植物分类从 

比较解剖学角度提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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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柽柳科 3属营养枝解剖结构异 同 

Table 2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 of anatomical structure of young branches of three genus in Tamaricaceae from China 

基于柽柳科营养枝解剖结构列出了分属检索表 

如下 ： 

1．表皮具毛及乳状突；木栓形成层起源于初生韧皮部薄 

壁细胞 ⋯⋯⋯⋯⋯⋯⋯⋯ 琵琶柴属 Reaumuria I ． 

1．表皮具或不具毛及乳状突；木栓形成层起源于皮层薄 

壁细胞 

2．髓横切面呈不规则多角形 ；导管有宽窄两种类型， 

或呈径向排列 ，或成群分布 ⋯⋯⋯⋯⋯⋯⋯⋯⋯ 
⋯ ⋯ ⋯ ⋯ ⋯ ⋯ ⋯ ⋯ ⋯ ⋯ 柽柳属 Tamarfx I ． 

2．髓横切面呈圆形 ；导管分子近等大，成群分布⋯⋯ 
⋯ ⋯ ⋯ ⋯ ⋯ ⋯ ⋯ ⋯ ⋯ ⋯ ⋯ ⋯ 水柏枝属 Myricaria Desv 

崔大方L2]发现琵琶柴皮层薄壁细胞达 15层 ，含 

叶绿体。但本研究中未见琵琶柴皮层中具叶绿体，可 

能是因为皮层已呈剥落状态，细胞已不完整所致。此 

外 ，崔大方认为木栓形成层发生在韧皮部与皮层问， 

起源于初生韧皮部 ，观察结果与本研究相吻合 。 

疏花水柏枝系水柏枝属中 1种多年生灌木，是 

三峡建坝以后唯一 1种将全部被淹没的三峡特有植 

物种，现仅在秭归、巴东、巫山三县长江岸边有天然 

分布_l引，是国家级保护植物[ ]。对疏花水柏枝的研 

究较少，本研究将为该种植物的基础研究及保护积 

累基础资料 。 

3．2 营养枝结构对环境的适应 

琵琶柴(红砂)为超旱生植物小半灌木，适应于 

温 带酷 热、干旱、风大 及太阳辐射强 ，年降雨量在 

100~250 mm 的生境条件[2]。琵琶柴属植物的木栓 

形成层发生于初生韧皮部的薄壁组织是与其干旱的 

环境分不开的。许多旱生、盐生植物，如藜科植物中 

假木贼 (Anabasis spp．)、梭 梭(Haloxylon spp．)和‘ 

Arthrocnemum glaucum，由于在夏季形成从韧皮部 

薄壁组织发生的周皮，结果有光合作用的皮层从成 

熟的茎 中脱落 ，这是一种适应特性【1 。琵琶柴也具 

有从韧皮部薄壁组织发生的木栓形成层 ，只是取样 

时间较早，周皮还未形成，有关光合作用的皮层也未 

从成熟茎中脱落 ，但已具有了脱落的趋势 ，这是琵琶 

柴属植物长期适应干旱环境的结果。此外 ，琵琶柴木 

质部发达，有利于水分快速、有效地运输 。 

柽柳为潜水性旱、中生植物，以地下水作为主要 

的水源供给。本研究选取的 4种柽柳分别代表 了强 

度抗旱型(沙生柽柳)、强度耐盐型(刚毛柽JOP)及 中 

度抗旱、耐盐型(山川柽柳 、多枝柽柳)，每种柽柳都 

已形成了独特的结构以适应生存环境 ，具体表现如 

下 ：沙生柽柳分布在沙漠腹地和沙丘边缘，地下水位 

深 ，面I艋的主要矛盾是干旱缺水 ，因而通过增厚角质 

层、气孔器深陷、增大孔下室、增加皮层数、产生叶绿 

体、减小髓部面积等方式来 抑制蒸腾 、防止水分散 

发_l。 ，减少光线辐射[H]，防止干旱及其他伤害 o] 

及提高光合作用效率L2̈。多枝柽柳和山川柽柳为中 

度抗旱、耐盐类型，主要分布在山地及山前砾石戈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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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湖河岸边 ，自然条件为地下水位较深，土壤轻度盐 

渍化，在生活周期内有水分或至少有季节性水分供 

应 ，因而其营养枝不具叶绿体，皮层内、外侧细胞近 

等大，不具强度抗旱种类的“旱生结构”特征。强度耐 

盐种刚毛柽柳通常分布在河流两岸一、二级阶地及 

河 间低地，自然条件为地下水埋藏浅、土壤通体湿 

润、盐渍化严重 ，因而其营养枝选择了产生发达的毛 

圾 乳状突的方式来增大排盐效率，维持其在盐土生 

境中生存。因为发达的表皮毛加重了水分的丧失，增 

大了排盐的效率，这与 ShieldsE ]认为植物体表面发 

达的毛状体是水分散失的征兆的观点相一致。 

疏花水柏枝分布的三峡库区汛期较早并持续时 

间长 ，疏花水柏枝在汛期被洪水淹没长达 6～9个 

月[2引。由于生境中不缺水，疏花水柏枝营养枝无典 

型“旱生结构”特点，如表皮无加厚角质层；皮层无叶 

绿体，气孔不明显；韧皮部、木质部不发达；髓部宽 。 

但疏花水柏枝由三峡地区引种至中国科学院吐鲁番 

沙漠植物园温室，生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水分减 

少，蒸发变强，受到 了水分的胁迫。因而取材于吐鲁 

生境 
Habitat 

解剖 结构 
(Anatomical structure) 

湿 生 

番沙漠植物园的疏花水柏枝营养枝解剖结构中，无 

论是髓部还是皮层薄壁细胞，均 出现了大量的糖类 

代谢物 。据研究 ，糖类具有脱水保护功能，能够在水 

分 亏缺 时保护膜 系统及 其 它生物 大分 子免 受破 

坏[z 。笔者虽未作原产地疏花水柏枝的比较解剖学 

对照，但倾 向于糖类物质是在水分胁迫下的主动积 

累，是为了进一步防止水分亏缺。 

柽柳科 3属植物生态型各不相 同，疏花水柏枝 

为湿、中生灌木，柽柳为非地带性的潜水性旱、中生 

灌木，而琵琶柴为地带性超旱生小半灌木。通过对 3 

属营养枝解剖结构 的比较研究 ，发现随着生境 由湿 

生向旱生变化，营养枝解剖结构也发生了相应 的变 

化 ，具体表现在：表皮无加厚角质层一角质层薄一角 

质层厚；气孔不明显一气孔密度小，孔腔小一气孔密 

度大、孔腔大；皮层中无叶绿体一有或无叶绿体一有 

叶绿体；皮层与中柱 比率小一 比率大；木质部不发 

达，导管成群分布一木质部发达，导管呈径向排列 ； 

髓部宽一髓部窄。如图 1所示。 

中 生 旱 生 

图 1 柽柳科营养枝对旱生、中生及湿生生境的适应 

Fig．1 Sketch map of anato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young branches from Tamaricaceae adapted 

in different moisture habitat 

此外 ，随着干旱的加重，营养枝具有向同化枝发 

展的趋势。以柽柳属植物为例，经过解剖发现，越是 

干旱的种类 ，如沙生柽柳 ，其叶抱茎达 90 以上，其 

营养枝越近似于同化枝，一样具有叶绿体，具有光合 

作用的功能。而中度抗旱的种类，如山川柽柳和多枝 

柽柳 ，营养枝不含叶绿体 ，仅 由叶片行使光合作用。 

李正理曾指出：同化枝的形成是干旱条件下进化的 

顶峰 ̈ 。生活在极端干旱环境中的柽柳在适应环境 

变化的过程 中叶片退化，营养枝代替 叶进行光合作 

用，借此减少受光面积和水分散失抗御炎热和干旱 

的环境，这是在干旱条件下进一步特化的结果。 

参考文献： 

E13 张鹏云，张耀甲．柽柳科[A]．中国植物志(第 52卷)[C]．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142—175． 

[2] CUI D F(崔大方)．Study on the taxonomy，distribution，ecology and morphological anatomy of the genus Rea“ “ri口L
． in China[J]．Arid 

Zone Research(干旱区研究)，1988，50(2)：65--69(in Chinese)． 

[3] 刘铭庭．柽柳属植物综合利用研究及大面积推广应用[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5：284--289
．  

[4] ZHANG Y P(张鹏云)，ZHANG Y J(张耀甲)．A study on taxonomy of the genus Myricaria Desv
． in ChiI1a口]．Bulletin ofBotanical Re-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期 张道远，等 ：国产柽柳科 3属 6种植物营养枝的解剖观察 387 

E5] 

search(植物研究)，1984，4(2)：67--80(in Chinese)． 

Thomon W W ．The ultrastructure of plasmodesmata of the salt glands of Tamarix as revealed by transnfission and freeze—fracture elec 

tron microscopy[J]．Proto，1985，125：13--23． 

[63 WAISEL．The zlands of T．nphylla：a system for salt recreation or for carbon concentration[J]．Physio1．Planta，1991，82：506--510· 

r7] STOREY R，THOMPSON W W．An x—ray microanalysis study of the salt glands and intracellular calcium crystals of Tamarix[J]·Ann· 

of Bot．，1994，73(6)：307—313． 

r8] RAMADAN T．Ecophysiology of saIt excretion in the xero—halophytes Reaumuria hirtella[J]．New Phytologist，1998，139：273--281· 

r9] ZHA1 SH H(翟诗虹)，WANG CH G(王常贵)，GAO X Z(高信 曾)．Study on the leaf structure of Tamarix L．[J]．Acta Botanica Sinica 

(植物学报)，1983，25(6)：519—525(inChinese)． 

r1o] GUVI'A A K，MURTY Y S．The leaf epidermal structures in Tamaricaceae[J]．Soc．for Adv．of Bot．，1984，12(2)：200--201· 

r11] wEIY(魏 岩)，TIANDY(谭敦炎)，kSNLK(尹林克)．The discussions onthe anatomical structure ofleaf anditstaxonomic relatio“一 

shiD of Tamaricaceae in China[J]．Actn Bota ica Boreali—occidentalia Sinica(西北植物学报)，1999，19(1)：113--118(in Chinese)· 

[12] FAHN A．Xylem structure and rhythem of development in trees and shrubs of the desert I．T．aphylls，T．jordanis var·negevensis'T· 

gallica var．marismortii[J]．Trop．Woods，1958，109：81—94． 

[13] MAR J(马瑞军)，WANGCHF(SE~春)，wUSHM(吴树明)．Secondaryxylem structure of stemand root ofTamarixL．inChina and 

its adaptation to environment[J]．Bulletin ofBotany(植物学通报)，1994，(Appendix)：3(inChinese)． 

[14] HUANG ZH Y(黄振英)，wU H(吴 鸿)，HU ZH H(胡正海)．The structure of 3O species of psammophytes and their adaptation to the 

sandy desert environment in Xinjiang[J]．Acta Phytoecologica Sinica( 物生态学报)，1997，21(6)；521--530(in Chinese)· 

r 15] XIONG G M(熊高明)，CHEN Y(陈 岩)．Stick reproduction of an unique species Myricaria laxiflora(Franch)P．Y．Zhang et Y．J． 

Zhanzfrom theThreeGorge areas[J]．BiodiversityScience(生物多样性)，1996，4(1)：25(inChinese)． 

[16] ZHENG ZH(郑 重)．The rare and endangered plants in Hubei Province[J]．Journal of Wuhan Botanical Ⅱrĉ(武汉植物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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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期刊方阵"介绍 

“中国期刊方阵”最早是由中央领导同志提 出的，在 2000年 12月 18日，国家新 闻出版总署署长石宗源署长在 全国报刊管 

理工作会议上做 出“改革进取 ，加强管理，创立品牌 ，推动我国报刊业的繁荣健康发展 ”的讲话上，对 中央领导同志提出的建设 

“中国期刊方阵”的问题 了详尽的解答 。石署长在文中指出 ，建设“中国期刊方 阵”就是要在期刊出版 中实施“精品战略”，创出 
一 批品牌期刊，使之成为中国期刊的“中坚”。这就要求期刊的总编、主编以及从业人员要增强政治意识、质量意识、品牌意识、 

市场意识、人才意识 ，迎接挑战，创立品牌 ，推动我国期刊走向世界 。 

关于“中国期刊方阵”新闻出版总署初步设想是建设一个 宝塔型的方阵，分为四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双效”期刊，就是 

以全国现有的 8 000多种期刊为基数，选取 1O ～15％社会效益、经济效益都好的重点期刊 ，大约 l 000种左右。这一部分是 

“中国期刊方阵”的基础 ，由新闻出版总署制定统一的标准 。第二个 层面是“双百”期刊，就是每两年一届流通动式评选的百种 

重点社科期刊和百种重点科技 。这一层面虽只有 200种 ，但在“中国期刊方阵”中是最充满活力的。第三个层面是“双奖”期刊， 

就是获得国家期刊奖和获得 国家期刊奖提名奖的期刊 ，每 3～4年评选一次，获奖期刊 100种左右。这一部分基本是大刊名刊， 

具有较强的 自我扩张能力 ，它们实际上 已经是国内的名牌期刊。第 四个层面是“双高”期刊 ，就是高知名度和高学术水平 的期 

刊。根据世界期刊协会和其它国际权威质量认证机构提供的信启．，我国有 i00种科技期刊被列为在国际科技界有影响的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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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版 I 

Plate I 

C．Chloroplast Eh．Epidermal hair G．Glucide M t．M echanical tissue P．Pith PA．Papilla Pc．Phellem cambium Ph·Phloem 

Sn．Stomatic nest Sc．Stomatic chamber T．Tannin material V．Vessel W C．W ater—storing cell X．Xylem 

Plate I Transverse section Fig．1．R．soongorica；Fig．2． laMflora；Fig．3．T．taklamakanensis；Fig．4 T．arceuthoides；Fig·5·T· 

ramosissima；Fig．6．T hispida(1，2，3，5，6×268，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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