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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属（ 杨柳科）五个 59I’(J KLMN 的植物名称后选模式指定

孙# 茜:，! # 林# 祁:!

（:) 系统与进化植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北京# :%%%;O）

（!)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

摘# 要# 由于 59I’(J KLMN 在 :;OP 年《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植物学）第 G 卷第 : 期“中国柳属增

志”一文中对 ! 新种、! 新变种和 : 新变型植物名称发表时引证了 ! 号或 ! 号以上的标本，但没指

定主模式。根据《国际植物命名法规》规则 <) :、;) $、;) ;、;) :% 和辅则 ;3) :、;3) !、;3) O、;3) $ 的

精神，对这些名称作出后选模式指定。

关键词# 杨柳科；柳属；后选模式

!"#$%$&’()(#*$(%+ %) ,(-" ./0%1) 2345’6 7*8"6 (+ !"#$% !(++9（:*1(#*#"*"）

6,* Q@?A:，! # -0* Q@:!

（:) 6R?RS TSU -?D’M?R’MU ’J 6UFRS>?R@E ?AI .V’(9R@’A?MU +’R?AU，0AFR@R9RS ’J +’R?AU，RWS 4W@ASFS 3E?IS>U ’J 6E@SAESF，+S@X@AY# :%%%;O）

（!) KM?I9?RS ,A@VSMF@RU ’J 4W@ASFS 3E?IS>U ’J 6E@SAESF，+S@X@AY# :%%%$;）

;<6$4*#$# -SER’RUZSF J’M R[’ FZSE@SF，R[’ V?M@SR@SF ?AI ’AS J’M> ’J RWS YSA9F !"#$% -@AA)（6?(@E?ES?S）

?MS WSMS ISF@YA?RSI 9AISM 3MR@E(S <) :，;) $，;) ; ?AI ;) :%，?AI 5SE’>>SAI?R@’A ;3) :，;3) !，;3) O
?AI ;3) $ ’J RWS 6R) -’9@F 4’IS（KMS9RSM \ ?() ，!%%%），DSE?9FS R[’ ’M >’MS E’((SER@’AF [SMS E@RSI，

D9R @AI@E?RSI A’ W’(’RUZS @A RWS ZM’R’(’Y9S [M@RRSA DU 59I’(J KLMN @A RWS RWSF@F，“3II@R?>SAR? ?I 6?(@E’=
(’Y@?> 6@A@E?>”JM’> +9((SR@A ’J RWS 2?A ]S>’M@?( 0AFR@R9RS ’J +@’(’YU（+’R?AU），:;OP，G（:）：: H !G)
="& >%406# 6?(@E?ES?S；!"#$% -@AA) ；(SER’RUZS

# # 受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植物标本室（ ^ 中国

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 _.，本文注）胡先骕先生

之邀，59I’(J KLMN 先生对汪发缵、俞德浚和蔡希陶

先生们于 :;O% ‘ :;O! 年间采自中国四川省和云南

省的杨柳科（6?(@E?ES?S）柳属（!"#$% -@AA) ）植物标

本进行了研究，于 :;OP 年在《 静生生物调查所汇

报》（植物学）第 G 卷第 : 期上发表了论文“中国柳

属增志”［:］，在该文中共发表新种 " 个、新变种 $
个和新变型 O 个，并在保存于该馆的标本上打印了

59I’(J KLMN 先生的命名标签和盖有模式标本章。

根据《国际植物命名法规》［!］辅则 ;3) $ 的精神，

59I’(J KLMN 先生所研究的重要标本（ 含主模式）是

保存在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植物标本室。

我们在对中国柳属植物进行研究时，查阅了

59I’(J KLMN 先生研究的上述标本，发现其中有 ! 新

种、! 新变种和 : 新变型在发表时引证了 !（ 采集）

号或 ! 号以上的标本，但没指定主模式。根据《 国

际植物命名法规》规则 ;) $，这些标本为合模式。

按照《 国际植物命名法规》规则 <) :、;) ; 和 ;) :%
的要求，应对这些名称作出后选模式指定。

后人［O］对 59I’(J KLMN 先生的这 P 个名称有的

作了归并，有的仍认为是好种，但都没指定后选模

式。为节省篇幅，不论该名称是正确名称抑或是异

名，本文只对 59I’(J KLMN 先生的这 P 个名称作出



后选模式指定，而不列出其它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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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2：@A$%’" B$CA.’%：DE’%A5$2%（ F G.H
I$’%J>’%），’/6" ! 9<K 3，!:;K L K< L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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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7.%6>HBC’/2 /7C’/$6> %76 V%7E%，$% !:;9，

B$CA.’% PW?2S" 9U!!（5>%6>?2，OP！）"
!"#$% &"&’#()$*" #" &’(" +,-*./")$*" )" *+(, 发

表时，作者引证了 0" =" M’%J 9KN8< 和 B$CA.’%
PW?2S" 9U!! 两号标本，但没指定主模式。

查阅这两号标本，发现 B$CA.’% PW?2S" 9U!!
号仅一份，而 0" =" M’%J 9KN8< 号有四份，其中一

份标本（ F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条形码号

KKK9;U;U）上盖有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植物标本室

章，贴有“=>?.5”标签和 ).S7/X *+(, 的新变种命名

标签，还打印有“A7/76>?2”标志，且该份标本的枝、叶

和果序保存完好，符合于原始描述，根据《国际植物

命名法规》规则 :" !K，以及辅则 :Y" !、:Y" 9 和 :Y" ;
的精神，故选取 0" =" M’%J 9KN8<（ F OP Q2(R" -’(
@7S2 T7" KKK9;U;U）号标本作为后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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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1(2" B2232% &’(" *()*(#(1 )"
*+(, 发 表 时，作 者 引 证 了 0" =" M’%J99UK; 和

9K8N: 两号标本，但没指定主模式。

查阅这两号标本，发现 0" =" M’%J 99UK; 号

标本有二份，而 0" =" M’%J 9K8N: 号标本有三份，

在 0" =" M’%J 9K8N: 号标本中的 ! 份标本（ F 中

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条形码号 KKK9;:K!）

上，附有曾用于解剖的碎片小包一袋，贴有 ).S7/X
*+(, 的新变种命名标签，打印有“A7/76>?2”标志，且

该份标本的枝、叶和果序保存完好，符合于原始描

述，根据《国际植物命名法规》规则 :" !K，以及辅则

:Y" !、:Y" 9 和 :Y" ; 的 精 神，选 取 0" =" M’%J
9K8N:（OP Q2(R" -’( @7S2 T7" KKK9;:K!）号标本

作为后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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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 发表时，作者引证了 0"
=" M’%J 9K:;Z、9K::8 和 9!K9U 三号标本，但没指

定主模式。

查阅这三号标本，发现 0" =" M’%J 9K::8 和

9!K9U 号标本各一份，而 0" =" M’%J 9K:;Z 号标本

有四份，其中一份标本（ F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标本馆条形码号 KKN9!K!;）上盖有北平静生生物

调查所植物标本室章（ 其它三份标本上则为中国

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室章），贴有 ).S7/X *+(, 的

新种命名标签，且此份标本的枝、叶和果序保存完

好，符合于原始描述，根据《国际植物命名法规》规

则 :" !K，以及辅则 :Y" !、:Y" 9 和 :Y" ; 的精神，选

取 0" =" M’%J 9K:;Z（ OP Q2(R" -’( @7S2 T7"
KKN9!K!;）号标本作为后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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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作者引证了 0" =" M’%J 9K:89 和 =" ="
\. N8U 两号标本，但没指定主模式。

查阅这两号标本，发现 0" =" M’%J 9K:89 号

标本有一份，而 =" =" \. N8U 号标本有二份，其中

一份标本（ F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条形

码号 KK8;NNKZ）上盖有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植物

标本室章（ 另一份标本上则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

究所标本室章），贴有 ).S7/X *+(, 手写新变型命名

标签，且此份标本的枝、叶和果序保存完好，符合于

!:;Z 期 孙茜等：柳属（杨柳科）五个 ).S7/X *+(, 的植物名称后选模式指定

! 由于 OP 标本馆条形码号是唯一号，故在后选模式指定时将

其注明，以避免复份（S.?/$C’62）出现。



原始描述，根据《国际植物命名法规》规则 !" #$，以

及辅则 !%" #、!%" & 和 !%" ’ 的精神，故选取 (" ("
)* +,-（./ 0123" 452 6781 97" $$,’++$:）号标

本作为后选模式。

;" !"#$% &’(")*+,-.’() <" =>2? @A 4*BB" C5A"
D1E" FAGH" 4@7B" ，47H" ,（#）：:" #!’;" (IJ1：6K@L
A5" M@NK*5A：D57O*AP（ Q R@57S@A），5BH" ’ +$$ E，

#!’$ T $, T $;，C" (" U5AP &#&’-（ B1NH7HIJ1，./
0123" 452 6781 97" $$$&’-,$，81G@PA5H18 K121，

./！；@G7B1NH7HIJ1G，./！）；HK1 G5E1 B7N5B@HI，5BH"
’ $$$ T ’ ’$$ E，#!’$ T $, T #&，C" (" U5AP &#&+’

（GIAHIJ1，./！）"
!"#$% &’(")*+,-.’() <" =>2? 发表时，作者引证

了 C" (" U5AP &#&’- 和 &#&+’ 两号标本，但没指

定主模式。

查阅这两号标本，发现 C" (" U5AP &#&+’ 号

标本有一份，而 C" (" U5AP &#&’- 号标本有四份，

其中一份标本（ Q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

条形码号 $$$&’-,$）上盖有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

植物标本室章（ 其它三份标本上则为中国科学院

植物研究所标本室章），贴有 <*87BV =>2? 的新种命

名标签，且此份标本的枝、叶和花序保存完好，符合

于原始描述，根据《国际植物命名法规》规则 !" #$，

以及辅则 !%" #、!%" & 和 !%" ’ 的精神，故选取 C"
(" U5AP &#&’- （ ./ 0123" 452 6781 97"
$$$&’-,$）号标本作为后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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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订阅《 植物研究》

《植物研究》创刊于 #!;! 年，是由东北林业大学主办，科学出版社出版，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植物学综

合性学术期刊。现已成为植物科学研究发表论文的主要学术性刊物之一，为中国自然科学核心期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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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国期刊网》、《万方数据库网》和台湾中文电子期刊服务———思博网（6/.M）。《植物研究》所发表的

新分类群，已被英国皇家植物园出版的《邱园索引》（ FA81\ O1]1AG@G）收录，在植物学界享有很高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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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学、生理生态学、分子生态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等原始性论文和具有创新性论文。

主要读者对象：从事植物学研究的科研人员以及相关方面的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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