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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本变种与原变种的主要区别在于：茎及羽片较狭小，即：带鞘茎粗 / 0 1 ,$，裸茎粗 2 0 234 ,$；羽
片长 /4 0 14（ 0 45）,$，宽 /34（ 0 136）,$；果实较大，长 27 $$，直径 21 $$，鳞片中央有沟槽。
!"##$#（云南）：8*)9-# （勐 腊）， /5523232， #-.% 755 0 645 $，热 带 森 林 中， :% ;% <=*)， >% ?%
@#)9 *. ;% A% B(（陈三阳、王慷林、普迎冬）2C174（=+-+.DE(&，>FG）； #-.% H55 0 655 $，267437324， :%
;% <=*) *. <% ;(（陈三阳、余彩） 2C/61；26653H32I， J% J#)（韩骅） 1H 0 1I；26653H324 0 2I， :% ;%
<=*) I7I，I77，I76。
%

长果宽刺藤

（新变种）

!"#"$%& ’#"()"*"+(,%& @#KL% *M N*,,% O#K% #-+./*"0’%& :% ;% <=*) *. >% ?% @#)9 O#K% )+O%
P O#K% !"#$%#&#’$() "$EK"$"& K*,*!". QK(,.( $#R+K* *. -+)9"+K*， .*K*."(&,(-+S+L-+)9+（/3I ,$ -+)9+，234 ,$ !"S
#$% ）% # * 3 +),-#.- N*,,% &’(#$"& QK(,.( -+)9".(!")#-".*K /2S&*K"#."& K*,*!".%
本变种与原变种的主要区别在于：果实较大而长，呈柱状长圆形（长 /3I ,$，直径 234 ,$）；也与
*#"#/01 +),-#.- N*,,% 的果实相似 但后者果实鳞片为 /2 纵列而不同。
!"##$#（云南）：B")9L"#)（屏边）， T"(’"#)D# JD!K+E+U*K :.#."+)（九千崖水电站），石灰岩山常绿阔叶
林中， #-.% I15 0 I45 $， /55532237， :% ;% <=*) *. >% ?% @#)9 （陈 三 阳、王 慷 林） 2C14I （ =+-+.DE(&，
>FG）。
&

皱鞘省藤

（新拟）

!"#"$%& 0%.-&%& N*,,% ") J++V% Q% W-% NK".% X)!% H：CC1 % 276/， ") Y*,% :(KO% X)!% I：/51 % 265/ *.
") P))% Y+D% N+.% Z#K!% <#-,% 22（2）：2I4 % .% 1H % 2657； T% AK#)&Q% ") 8#)% +Q Y#..#)& +Q .=* 8#-#D B*)%
/26 % 26I6；Y"!-*D ") W-% 8#-% B*)% 4：47 % 26/4；W(K.#!+ ") Z#K!*)[& N(--% :")9#E% 24 % 264H %
本种为我国分布新记录。
!"##$#（云南）：W()")9（富宁）， N#)-()（板伦），2671343/4，陈三阳、童绍全（ :% ;% <=*) *. :% \%
]+)9）276HC。（JX]N<）
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的东加里曼丹、苏门答腊有分布。

棕榈藤在云南的新分布点
’

大钩叶藤 1#2*(-*-$/" "&&"$/*" ZK"QQ% ：马关县古林箐（ 8#9(#)， Z(-")’")9），陈三阳、王慷林（ :%

（>FG）
;% <=*) *. >% ?% @#)9）2C1H/。
(

高地钩叶藤 1#2*(-*-$/" ,/$"#")"+" ZK"QQ% ：沧源县勐角乡（ <#)9D(#)， 8*)9R"#+），陈三阳、王慷

林、普迎冬（ :% ;% <=*)， >% ?% @#)9 *. ;% A% B(） 2C1H1；西盟县勐梭镇（ ^"$*)9， 8*)9&(+），陈三
阳、王慷林、普迎冬 2C1I5；孟连县勐马镇（ 8*)9-"#)，8*)9$#），陈三阳、王慷林、普迎冬 2C1I2；澜沧
县勐朗镇（?#),#)9，8*)9-#)9），陈三阳、王慷林、普迎冬 2C1I4；勐海县巴达乡（ 8*)9=#"， N#!#），陈三
阳、王慷林、普迎冬 2C1IH。
（>FG）
)

钩叶藤 1#2*(-*-$/" 3200"+" N*,,% ：勐腊县磨憨镇（ 8*)9-#， 8+=#)），陈三阳、王慷林、普迎冬

2C17H；河口县瑶山（J*V+(，;#+&=#)），税玉民等 227C/。（>FG）
*

长鞭藤 !"#"$%& 4#".2##%$ ZK"QQ% ：马关县古林箐（ 8#9(#)， Z(-")’")9），陈三阳、王慷林 2C1H2。

（>FG）
+

版纳省藤 !"#"$%& +"$5"0/2+&/& N*,,% O#K% 6/&,%"+.5"++"2+&/& :% T% B*" *. :% ;% <=*)：勐海县西

定乡（8*)9=#"，^"!")9），陈三阳、王慷林、普迎冬 2C1I7，2C1I6。（>FG）
,

盈江省藤 !"#"$%& +"$5"0/2+&/& N*,,% O#K% )/+.7/"+.2+&/& :% T% B*" *. :% ;% <=*)：沧源县单甲乡

（ <#)9D(#)，A#)R"#），陈三阳、王慷林、普迎冬 2C1HI。
（>FG）
%

泽生藤 !"#"$%& ’"#%&(0/& ZK"QQ：沧源县安也村，陈三阳、王慷林、普迎冬 2C1H7；元阳小新街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