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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净山种子植物区系特征及植物地理学意义
巫仁霞， 熊康宁 ∗， 容

丽

（ 贵州师范大学 喀斯特研究院， 贵阳 ５５０００１ ）

摘

要： 梵净山为地处云贵高原向湘西丘陵过渡斜坡区，是武陵山脉的最高主峰，面积约为 ７７ ５１４ ｈｍ２ 。 该研

究针对当地野生种子植物区系的问题，主要通过对种子植物科属种水平的地理成分、区系古老性、区系过渡性
等区系特征进行了统计和分析。 结果表明：（ １） 该区物种丰富、地理成分复杂，共有野生种子植物 １６３ 科 ８４３
属 ２ ５８４ 种，中国特有种 １ ０１０ 种（ 含梵净山特有种 ４６ 种） ，其中属的热带、温带地理成分比例相当，热带成分

略占优势。 （２） 该区植物起源古老，保存有梵净山特有裸子植物梵净山冷杉、长苞铁杉、粗榧、水青树、伯乐树、
领春木等大量古老树种。 （３） 该区与临近区系交汇、渗透现象明显、过渡性质突出，经初步确定以梵净山为典
型分布边界点的植物共有 １２０ 科 １９７ 属 ２８８ 种，分别有 １０３ 种、６２ 种、８７ 种、３６ 种以梵净山地区为分布的北
界、南界、东界和西界，即梵净山更多的阻碍了热带、亚热带植物的北迁和中国—喜马拉雅成分的东扩。 （４） 该
区常绿树种与落叶树种并茂发育，热带成分与温带成分竞争激烈。 因此，梵净山在中国植物区系甚至东亚植
物区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梵净山， 种子植物区系特征， 植物交汇， 植物地理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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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净山世界自然遗产提名地（ 简称梵净山） 地
处贵州省东北部，是武陵山脉的主峰，在自然地理
上处于热带、亚热带生物区系向温带生物区系的一
个生态交错区（ 陈功锡等，２００１；蓝开敏和杨传东，

１９９０） 。 三叠纪晚期，梵净山岩体因太平洋板块对
亚洲大陆的斜向俯冲而出陆，南方热带和古南大陆

区系 成 分 移 入 梵 净 山 （ 杨 明 德， １９８６； 黄 威 廉 等，

１９８８） ，后经燕山运动、喜马拉雅运动等多次地质运
动及气候变化，物种也不停的迁移与兴亡及地方种
的形成与演化，且该区处于东亚成分由西向东方向

迁移的重要通道（ 武陵山走廊） 中南部（ 陈功锡等，

２００１） ，其生物区系既保留了古南大陆性质，又受近
代喜马拉雅区系的影响，令其在植被地理和生物地
理上十分重要，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和热点
（ “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 总报组，１９９４；环
境保护部，２０１１） 。

有关梵净山地区的植物区系方面的研究仅见

带，总 面 积 为 ７７ ５１４ ｈｍ ２ ， 提 名 地 面 积 为 ４０ ２７５

ｈｍ ２ ，缓冲区面积为 ３７ ２３９ ｈｍ ２ 。 山体高耸，南北纵
长，呈 ＮＮＥ 走向，山体垂直高差逾 ２ ０００ ｍ，最高峰

凤凰山 ２ ５７０ ｍ。 梵净山山体高大，地形组合多样，
气象变化复杂，共同成就了本区植物物种的丰富性

与区系成分的复杂性。 梵净山处于中国西南地区，
属亚热带季风山地气候，受来自太平洋的东南季风
和来自印度洋的西南季风的共同作用，气候成分及
其组合变化复杂，是典型的气候冲突区域，为气候
交汇地带。 梵净山从每年 ４ 月中旬开始受西南季风
控制，直至 ７ 月中旬始受东南季风作用，而秋冬季节
又被蒙古高压的寒流影响，且冬季的梵净山处于云
贵准静止锋的北侧，春、秋两季往往处于准静止锋
的锋面附近（ 梵净山科学考察团，１９８６） ，其气候成
分复杂多变且冲突剧烈。 这种在时空上稳定的动
态交替变化的气候为梵净山的植被发育与群落演
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根据吴征镒等（ ２０１１） 对中国植物区系的分区

有兰科植物、药用种子植物、蕨类植物（ 张玉武等，

２０１０；廖雯和左经会，２００８；邓莉兰和杨传东，１９９１） ，

系统，梵净山属于东亚植物区—中国—日本森林植

而梵净山保存有大面积的原始森林植被，且由于其

物亚区—华中地区—川、鄂、湘亚地区，处于热带区

特别的生物地理位置，其植物区系在学术上十分重

系向温带区系的过渡区，尤其是北东方向延伸的武

要，但研究仍是空白。 本文拟通过对梵净山的植物

陵山系不仅是中国华南热带南亚热带植物区系向

区系研究，为深入探讨该区的植物区系地理和为其

西南、华中及华东北亚热带和暖温带扩散的桥梁和

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提供参考。

１

通道（ 陈功锡等，２００１） ，也是西部中国—喜马拉雅
森林植物 分 布 区 向 华 东、 华 中 植 物 区 系 扩 散 的 屏

区域与位置

障，是中国植物南北过渡和东西渐渗的交汇地带。

梵净山，位于贵州省东部江口县、印江土家族

２

苗族自治县、松桃苗族自治县交界，地处中国云贵
高原东部边缘向湘西低山丘陵过渡的山原斜坡地

研究方法
根据梵净山的具体情况，选择 １８ 个样地的 １７２

１３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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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样方进行植物物种调查，调查面积共 １７ ８９０ ｍ ，

扩展的“ 避难所” （ 蓝开敏和杨传东，１９９０） ，还是中

方单元内进行每木调查。 同时用手持气象仪、ＧＰＳ、

“ 缓冲区” ，成为典型的植物区系交汇地带、地理成

２

记录样地内所有维管束植物物种，并在每个乔木样
海拔表、坡度计、郁闭度测定仪等实测样方的地理
坐标、海拔、坡度、坡向、郁闭度等环境因子，并目测
坡位和坡形。 结合中国植物志（ １９９０） 、中国种子植

国—喜马拉雅成分与中国—日本成分东西渗透的
分复杂。

３．３ 植物区系过渡性质突出
梵净山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复杂多变的气候

物区系地理（２０１１） 、贵州植物志（ １９８２） 、梵净山研

环境，成为众多分属于不同区系的植物的分布交汇

查结果进行校正及植物区系的相关统计和分析。

（１９９０）、中国种子植物区系地理（２０１１）、贵州植物志

３

王文采（１９９２ａ；１９９２ｂ）、中国木本植物分布图集（方精

究（１９９０） 、梵净山科考集（ １９８６） 等相关资料，对调

植物区系特征

区。 根据梵净山野生种子植物名录，结合中国植物志
（１９８２）、梵净山研究（１９９０）、梵净山科考集（１９８６）、
云等，２００９）、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常见草本种子

３．１ 植物区系地理成分古老
川、鄂、湘亚地区因鹅掌楸属、金钱槭属、水青树
属等孑遗植物的广泛分布，说明该区起源古老，冷杉

植物图鉴（２００９），经分析、统计得出以梵净山为分布
边界的植物共 １２０ 科 １９７ 属 ２８８ 种（表 １）。

通过表 １ 可知，在南北交汇中，以梵净山为分布

属等植物的残留反映了第四纪冰期和间冰期的交替

北界的植物种类如滑叶润楠、闽粤蚊母树等，数量

对该区植物的迁移和分化产生过重大影响（ 吴征镒

远大于以其作为分布南界的植物种类如五味子、拟

等，２０１１）。 处于该区的梵净山，分布有鹅掌楸属、金

木香等，即梵净山作为热带、亚热带植物—温带植

钱槭属、水青树属等孑遗植物充分表现出其起源的古

物的南北过渡区，更多的阻碍了热带、亚热带植物

老性，而梵净山丰富的伯乐树属、领春木属、连香树

的北迁；在东西过渡时，以其为分布东界的植物种

属、三尖杉属、杜仲属、珙桐属等东亚特有属有表现出

类如细齿樱桃、毛曼青冈等较丰富，明显大于以其

其物种的多样性，且梵净山地方特有裸子植物梵净山

为分布西 界 的 植 物 种 类 如 天 目 玉 兰、 厚 皮 香 八 角

冷杉的残存及其海拔分布范围的变化也表达出梵净

等，即梵净山作为喜马拉雅—日本东亚成分东西过

山曾受第四纪冰期的影响（李晓笑，２０１１），表明梵净

渡的中部地区，更多的阻碍了中国—喜马拉雅成分

山植物成分古老、物种丰富。

的东扩。

３．２ 植物区系地理成分复杂

对交汇植物进行深入分析可知，樟科、蔷薇科、

梵净山植被物种丰富、类型多样，植物区系过

杜鹃花科、豆科、小檗科植物较多，且上述植物的同

渡性质显著，植物区系地理成分复杂。 根据吴征镒

属植物出现在不同分布边界的频率也较高，如樟科

（１９９１） 关于中国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及划分
原则，将中国种子植物划分为 １５ 个分布区类型，梵
净山种子植物属的地理成分包括了除中亚成分以
外的其他 １４ 个分布类型，分布型最多的为热带成
分，约占总数的一半，其中又以泛热带分布和热带
亚洲分布占优势；北方温带成分约占三分之一，且
以北温带分布占绝对优势；其次为东亚成分和中国
特有成分。 若将北方温带成分、古地中海成分和东

的木姜子属和小檗科的小檗属植物均分别出现在
以梵净山为分布北、南、东、西的四界，木姜子属的
云南木姜子以梵净山为分布北界，湖北木姜子以梵
净山为分布南界，毛红皮木姜子以梵净山为分布东
界，豹皮樟以梵净山为分布西界。
对交汇植物名录进行分布边界统计，结果见表

２。 由表 ２ 可知，以梵净山为单一分布边界的植物
中，仍是以其为分布北界的植物最多，然后依次为

亚成分共同并为温带性质，则梵净山种子植物属的

以其为南界、东界和西界，即温度是影响单界分布

温带性质成分与热带性质成分差距甚小，可谓两者

植物发展的主要因素，如杜英属的绢毛杜英、灰毛

相当；而在东亚成分类型中，中国—喜马拉雅分布

杜英等；而 通 过 对 比 以 梵 净 山 为 多 分 布 边 界 的 植

成分略多于中国—日本分布成分。 可见，梵净山既

物，发现以其为分布东界的植物（ 包括以其为分布

是热带植物北上延伸的栖息地，又是温带植物南下

北界和东界、 以其为分布南界和东界及以其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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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仁霞等： 梵净山种子植物区系特征及植物地理学意义
表 １ 梵净山交汇型种子植物数量统计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ｆｌｏｒｉｓｔｉｃ 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ｅｒｍａｔｏｐｈｙｔｅｓ ｉｎ Ｆａｎｊ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Ｔａｂｌｅ １

科 Ｃｌａｓｓ
分界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属 Ｇｅｎｕｓ
百分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 ％）

数量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百分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 ％）

数量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数量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百分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 ％）

北界
Ｎｏｒｔｈ

４１

３４．１７

７３

３７．０６

１０３

３５．７６

南界
Ｓｏｕｔｈ

２５

２０．８３

４１

２０．８１

６２

２１．５３

东界
Ｅａｓｔ

３１

２５．８３

５３

２６．９０

８７

３０．２１

西界
Ｗｅｓｔ

２３

１９．１７

３０

１５．２３

３６

１２．５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２０

１００

１９７

１００

２８８

１００

Ｔａｂｌｅ ２

表 ２ 梵净山交汇型种子植物分布边界统计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ｆｌｏｒｉｓｔｉｃ 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ｅｒｍａｔｏｐｈｙｔｅｓ ｉｎ Ｆａｎｊ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边界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单界分布
Ｏｎ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边界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二界分布
Ｔｗｏ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边界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三界分布
Ｔｈｒｅ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边界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四界分布
Ｆｏｕｒ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北界
Ｎｏｒｔｈ

３３ ／ ３５（ 属 ／ 种）
（ Ｇｅｎｕｓ ／ Ｓｐｅｃｉｅｓ）

北南
Ｎｏｒｔｈ ＆ Ｓｏｕｔｈ

２／ ５

北南东
Ｎｏｒｔｈ ＆ Ｓｏｕｔｈ ＆ Ｅａｓｔ

５ ／ ３２

北南东西
Ｎｏｒｔｈ ＆ Ｓｏｕｔｈ ＆ Ｅａｓｔ ＆ Ｗｅｓｔ

３ ／ １７

—

—

东界
Ｅａｓｔ

１４ ／ １９

北西
Ｎｏｒｔｈ ＆ Ｗｅｓｔ

北东西
Ｎｏｒｔｈ ＆ Ｅａｓｔ ＆ Ｗｅｓｔ

—

—

—

南界
Ｓｏｕｈｔ

西界
Ｗｅｓｔ

１９ ／ ２３

１２ ／ １２

北东
Ｎｏｒｔｈ ＆ Ｅａｓｔ

１８ ／ ２９

南东
Ｓｏｕｔｈ ＆ Ｅａｓｔ

９ ／ ２１

７／ ９

南西
Ｓｏｕｔｈ ＆ Ｗｅｓｔ

１／ １

北南西
Ｎｏｒｔｈ ＆ Ｓｏｕｔｈ ＆ Ｗｅｓｔ

２ ／ １６
３ ／ １４

—

—

南东西
Ｓｏｕｔｈ ＆ Ｅａｓｔ ＆ Ｗｅｓｔ

０

—

—

—

—

—

北界、南界和东界的植物） 明显多于其他分布边界

成分约占总数的六成，具有绝对优势，其中热带非

植物之和，即湿度是影响多界分布植物发展的主要

洲分布最多，占热带成分的四成，其次为泛热带分

因素，如花楸属的红毛花楸、四川花楸等。 综合来

布和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共占四成，然

看，梵净山在满足相对喜温喜湿植物生长的同时，

后依次是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旧世界热带

还阻碍了相对喜温且耐干植物的东扩。

分布和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北方温带成分约

波动的温度—湿度组合及变化为不同区系的

占总数的三成，其中以北温带分布为最，约占六成，

植物在梵净山交汇叠置提供了关键条件，而不同区

然后依次为东亚和北美间断分布、旧世界温带分布

系成分的交汇则构成了梵净山植物区系集合的复
杂性和冲突性。 根据梵净山植物属的交汇名录，结
合吴征镒（ １９９１） 关于中国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
型及划分原则，经分析统计得出表 ３。

由表 ３ 可知，梵净山种子植物属的交汇中，热带

和温带亚洲分布；东亚成分约占总数的 １ ／ １０，中国
特有成分仅 １ ／ １００。 特别的是在梵净山种子植物属
的交汇中没有地中海成分出现。 可见，属的热带成
分占据绝对优势，其次是温带成分，还有少量的东
亚成分和中国特有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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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梵净山交汇型种子植物属的区系成分
Ｆａｕｎａ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 ｏｆ ｆｌｏｒｉｓｔｉｃ 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ｅｒｍａｔｏｐｈｙｔｅｓ ｉｎ Ｆａｎｊ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分布型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

北界
Ｎｏｒｔｈ

南界
Ｓｏｕｔｈ

东界
Ｅａｓｔ

西界
Ｗｅｓｔ

世界分布
Ｗｏｒｌｄ

—

—

—

—

泛热带分布
Ｐａｎ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１５

１

７

２

２５

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ｓｉａ⁃Ａｍｅｒｉｃａ

６

４

６

２

１８

旧世界热带分布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ｏｆ Ｏｌｄ Ｗｏｒｌｄ

６

１

１

１

９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ｓｉａ⁃Ｏｃｅａｎｉａ

６

３

２

１

１２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ｓｉａ⁃Ａｆｒｉｃａ

２

—

２

１

５

热带非洲分布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ｆｒｉｃａ

２２

７

１２

５

４６

７

１１

１３

６

３７

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ｔｏ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 Ｉｎ⁃
ｔｅｒｒｕｐｔｅｄ ）

５

６

４

７

２２

—

１

１

—

２

温带亚洲分布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Ａｓｉａ
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分布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ａｎｄ Ｗｅｓｔ Ａｓｉａ

—

—

１

—

１

中国特有分布
Ｕｎｉｑｕｅ ｔｏ Ｃｈｉｎａ

北温带分布
Ｎｏｒｔ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旧世界温带分布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ｏｆ ｏｌｄ ｗｏｒｌｄ

东亚分布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合计（ 世界分布不列入统计）
Ｔｏｔａｌ （ ｅｘｃｅｐｔ ｗｏｒｌｄ）

Ｔａｂｌｅ ４

—

—

—

４

５

—
７３

灌木 Ｓｈｒｕｂ

—

—

４

５

１８

２

—

—

２

４１

５３

３０

１９７

成分类型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 ｔｙｐｅ

属数
Ｇｅｎｕｓ

百分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 ％）

世界广布
Ｗｏｒｌｄ

—

—

热带成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１１５

５８．３８

北方温带成分
Ｎｏｒｔ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６２

３１．４７

地中海成分
Ｏｌｄ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

—

东亚成分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１８

９．１４

２

１．０１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９７

１００

中国特有成分
Ｕｎｉｑｕｅ ｔｏ Ｃｈｉｎａ

表 ４ 梵净山交汇型种子植物属的生长型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 ｏｆ ｆｌｏｒｉｓｔｉｃ 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ｅｒｍａｔｏｐｈｙｔｅｓ ｉｎ Ｆａｎｊ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生活型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ｙｐｅ
乔木 Ｔｒｅｅ

合计
Ｔｏｔａｌ

常绿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落叶 Ｄｅｃｉｄｕｏｕｓ

藤本 Ｖｉｎｅ

竹类 Ｂａｍｂｏｏ
合计 Ｔｏｔａｌ

北界
Ｎｏｒｔｈ

南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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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热带与温带森林成分竞争激烈
为了更深入的研究梵净山种子植物交汇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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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梵净山种子植物属的交汇名录进行生活型统计
（ 表 ４） 。 表 ４ 显示，在梵净山交汇型种子植物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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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型比较中，乔木占据总数的一半，且常绿乔木

亚成分的东西渐渗时植物耐干性质明显；综上表明梵

所占比重略大于落叶乔木；其次为灌木植物，且以

净山在满足相对喜温喜湿植物生长的同时，还阻碍了

落叶灌木为主，常绿灌木属有 ２４ 个，占灌木总数的

３４．７８％；再次为藤本植物和竹类植物，两者之和不

相对喜温且耐干植物的东扩。
梵净山热带森林成分与温带森林成分冲突激

足 １５％。 以梵净山为分布北界的种子植物属中，乔

烈，是群落演替发展的重要研究场所。 以梵净山为

较落叶乔木（ ７．１１％） 丰富；其次为灌木（ １１． ６８％） ；

显，以梵净山为分布东界的类群也以乔木为主，但

富。 以梵净山为分布东界的种子植物属中，乔木占

分并向发展，热带成分与温带成分竞争激烈，是典

木占绝对优势（ ２０．８１％） ，其中常绿乔木（ １３． ７０％）

分布北界 的 类 群 以 乔 木 为 主， 且 常 绿 成 分 优 势 明

藤本（４．０６％） ；竹类（０．５１％） ，可知热带成分十分丰

落叶成分性质突出，可知梵净山常绿成分与落叶成

优势（９．１４％） ，其中落叶乔木（ ５．０８％） 较常绿乔木

型的热带—温带过渡区域。 梵净山为常绿与落叶

（２．５３％） ；竹类（ ０．５１％） 。 以梵净山为分布北界的

为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物种竞争与共存，群落演替

群以落叶乔木为主，可知热带成分与温带成分竞争

梵净山处于中亚热带中部，水热条件良好，地

激烈。 梵净山为常绿与落叶乔木的交叠、生存和竞

带性典型植被为常绿阔叶林，理论上常绿林占据绝

（ ４． ０６％） 丰 富； 其 次 为 灌 木 （ ５． ５８％） ； 藤 本

乔木的交叠、生存和竞争提供了重要栖息地，并成

类群以常绿乔木为主，而以梵净山为分布东界的类

发展的重要研究场所。

争提供了重要栖息地，并成为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
物种竞争与共存，群落演替发展的重要研究场所。

４

讨论与结论

对优势，但梵净山常绿林分布面积为 １６ ３０２ ｈｍ ２ ，落
叶林分布面积为 １６ ４６４ ｈｍ ２ ，其常绿成分与落叶成
分并茂发展，在 Ｕｄｖａｒｄｙ（ １９７５） 世界生物地理省分
区系统中也被划分在东方落叶林生物地理省，上述
种种有悖于中亚热带中部以常绿阔叶林为主要植

梵净山植物物种丰富、起源古老、植物区系地

被类型的地理事实。 可能的主要原因是梵净山一

理成分复杂。 梵净山广泛分布的鹅掌楸属、金钱槭

年四季受西南季风、东南季风、蒙古高压、云贵准静

属、水青树属等孑遗植物和伯乐树属、连香树属、三

止锋锋面作用，气候交汇频繁、冲突剧烈，加之山势

尖杉属等东亚特有古老属植物，以及梵净山特有裸

高大，地形组合丰富，为常绿成分和落叶成分共向

子植物梵净山冷杉的残存都反映出梵净山植物起

发展提供场所，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

源的古老性和丰富度。 其种子植物属的地理成分
类型，除中亚分布外的所有类型均有不同程度的分
布，其中热带成分最多，约占总数一半，北方温带成
分次之，东亚成分和中国特有成分再次之，其温性
成分与热性成分相当；在东亚成分类型中，中国—
喜马拉雅分布成分略多于中国—日本分布成分。
梵净山更多的阻碍了热带、亚热带植物的北迁和
中国—喜马拉雅成分的东扩。 梵净山既是热带植物
北上延伸的栖息地，又是温带植物南下扩展的“ 避难
所”，还是中国—喜马拉雅成分与中国—日本成分东
西渗透的“缓冲区”，成为典型的植物区系交汇地带，
具有明显的过渡特征。 以梵净山为单界分布的植物
中，分布北界的植物最多，即梵净山在热带、亚热带植
物—温带植物的南北过渡时植物热带、亚热带性质明
显；以梵净山为多界分布的植物中，分布东界的植物
远多于其它植物之和，即梵净山在喜马拉雅—日本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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