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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文描述了自云南东南部发现的荨麻科楼梯草属一新种，南溪楼梯草（Ｅｌａｔｏｓｔｅｍａ ｎａｎｘｉｅｎｓｅ）。 此新种

与田林楼梯草（Ｅ． ｔｉａｎｌｉｎｅｎｓｅ）相似，但其叶具三出脉，边缘具浅圆齿或小钝齿，雄总苞苞片较少，８ 枚，排成一

层，背面有 １～３ 条纵肋，只 １ 枚在顶端具角状突起而与后者相区别。 此外，此新种与盘托楼梯草系的广布种盘

托楼梯草（Ｅ． ｄｉｓｓｅｃｔｕｍ）的区别在于其茎被糙伏毛，叶呈椭圆形，具三出脉，雄头状花序的花序梗较短，雄总苞

苞片较少，呈宽卵形或横长方形，背面有 １～３ 条纵肋，雄小苞片有缘毛。
关键词： 荨麻科， 楼梯草属， 新种， 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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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ｐｉｔｕｌａ ａｎｄ ｐｉｓｔｉｌｌａｔｅ ｆｌｏｗｅｒｓ ｕｎｋｎｏｗｎ．

云南 （Ｙｕｎｎａｎ）： 河口县，南溪镇，马革，白沙

河 （Ｈｅｋｏｕ Ｃｏｕｎｔｙ， Ｎａｎｘｉ Ｔｏｗｎ， Ｍａｇｅ， Ｂａｉｓｈａ Ｒｉｖ⁃
ｅｒ）， ａｌｔ． ３８８ ｍ，河边雨林里路边 （ ａｔ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ｉｎ
ｒａｉ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ｎｅａｒ ｒｉｖｅｒ）， ２０１０⁃０８⁃０１，吴增源 （ Ｚｅｎｇ
Ｙ． Ｗｕ） １０１７１ （ ，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 ＰＥ）。

南溪楼梯草的雄头状花序的花序梗比花序托

稍长，雄花序托宽长方形，与具上述特征的田林楼

梯草（Ｅｌａｔｏｓｔｅｍａ ｔｉａｎｌｉｎｅｎｓｅ Ｗ． Ｔ． Ｗａｎｇ）相似。 两者

的区别在于南溪楼梯草的叶在边缘具浅圆齿或小

钝齿，具三出脉，雄总苞苞片数目较少，８ 枚，排成一

层，只 １ 枚在顶端具角状突起；而田林楼梯草的叶在

边缘具尖牙齿，具半离基三出脉，雄总苞苞片数目

较多，约 ２０ 枚，排成二层，外层 ６ 枚均在顶端具角状

突起。 南溪楼梯草与骤尖楼梯草组盘托楼梯草系

（ｓｅｃｔ． Ｅｌａｔｏｓｔｅｍａ ｓｅｒ． Ｄｉｓｓｅｃｔａ Ｗ． Ｔ． Ｗａｎｇ）中的广布

种盘托楼梯草系（Ｅ． ｄｉｓｓｅｃｔｕｍ Ｗｅｄｄ．）的区别在于南

溪楼梯草的茎被短糙伏毛，叶呈椭圆形，具三出脉，
下面基出脉上被短糙伏毛，雄头状花序的花序梗较

短，长 １～１．８ ｃｍ，雄总苞苞片较少，８ 枚，宽卵形或横

长方形，背面具 １～３ 条纵肋，雄小苞片上部被缘毛；
而盘托楼梯草的茎无毛，叶斜长圆形，具半离基三

出脉，无毛，雄头状花序的花序梗多较长，长 １．５ ～ ８
ｃｍ，雄总苞苞片常较多，呈条形或狭披针形，无肋，
雄小苞片无毛（王文采，２０１４）。

致谢　 深切感谢孙英宝先生为本文绘图。

参考文献：

ＷＡＮＧ ＷＴ， ２０１４． Ｅｌａｔｏｓｔｅｍａ （Ｕｒｔｉｃａｃｅａ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
Ｑｉｎｇｄａｏ： Ｑｉｎｇｄａｏ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王文采， ２０１４． 中国
楼梯草属植物 ［Ｍ］． 青岛：青岛出版社．］

６９２ 广　 西　 植　 物 ３９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