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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寄生属 (Phacellaria)植物隶属檀香科

(Santalaceae), 是自然界中一类特殊的营双重寄
生生活的植物, 多寄生于桑寄生科(Loranthaceae)

植物上, 仅见个别种偶然寄生于檀香科的寄生藤
属(Dendrotrophe)植物上(陶德定 , 1986; 谭沛祥 , 
1988)。该属植物共有8个种, 仅分布于我国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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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重寄生属(Phacellaria)植物共有8个种, 其地理分布主要局限于东南亚和我国华南和西南地区的亚热带和热
带山地森林中 , 其中我国分布有6个种。重寄生属植物的寄主仅局限于桑寄生科 (Loranthaceae)和檀香科
(Santalaceae)寄生藤属(Dendrotrophe)的植物。作者在查阅国内主要标本馆的馆藏标本、野外调查并结合已有研究
报道的基础上, 详细分析了我国重寄生属植物目前的生存现状, 认为它们已经处于渐危或濒危的境地。造成重寄
生属植物渐危或濒危的主要因素是森林过度砍伐导致的重寄生植物寄主种群密度的降低; 与重寄生植物种子传
播者啄花鸟类的生境片断化和数量的减少等也有密切的关系。重寄生属植物与其寄主、种子传播者啄花鸟类和生

境中的其他生物形成了复杂的关系, 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 有必要对重寄生属植物进行保护。提
出了保护重寄生属植物的生境、保护啄花鸟类和加强其生物学特性研究等保护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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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eight species in the genus Phacellaria, six of which are distributed in tropical and sub-
tropical mountain areas of South and Southwest China. The species belonging to this genus are obligate 
holoparasites on the plants of Loranthaceae and Dendrotrophe (Santalaceae). Based on previously collected 
specimens, documents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we found that Phacellaria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vul-
nerable, and is well on its way to becoming endangered in the near future. The main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growing vulnerability of Phacellaria species are: (1) deforestation resulting in a dramatic decline in the 
population density of the hosts of Phacellaria, and (2) the decrease in number of Dicaeum spp., the small 
birds who disperse seeds of Phacellaria, due to habitat loss and capture for the pet trade. We suggest two so-
lutions to this dilemma. The first is to recover the previously damaged ecosystems of Phacellaria and Di-
caeum spp., and the second is to enhance research on the biological characters of Phacellaria spe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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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东南亚地区, 其中我国分布有6个种。由于其分
布的局限性 , 对这一特殊寄生植物的研究较少 , 
还存在很多未知点。我们通过采集标本和查阅资

料却发现, 在我国该属植物的大部分种已经处于
渐危或濒危的状态。本文试图从重寄生属植物的

研究进展、分布现状及原因以及保护对策等方面

作一探讨, 以期对重寄生属寄生植物的保护与研
究提供一些依据。 

1  研究概况 

迄今为止, 对于重寄生属植物的研究主要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系统分类 

1880年 , 英国人Bentham根据采自印度和缅
甸的两种重寄生属植物标本——硬序重寄生
(Phacellaria rigidula)和扁序重寄生(P. compressa)
创立了重寄生属, 其中硬序重寄生为该属的属名
模式。随后, 植物学者又陆续命名了P. wattii、粗
序 重 寄 生 (P. caulescens) 、 长 序 重 寄 生 (P. 
tonkinensis)、重寄生(P. fargesii)、P. ferruginea和
P. malayana等6个种。后来, Danser(1939)对该属进
行了整理 , 归并了P. compressa、P. wattii 和P. 
ferruginea, 保留了P. compressa, 又发表了另一新
种P. gracilis。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 陶德定(1987)
在整理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重寄生属植物

的标本时又发表了一个新种——聚果重寄生(P. 
glomerata)。至此重寄生属共有8个种。 

Kuijt(1968)在讨论檀香目各科之间关系时提
出, 铁青树科(Olacaceae)是檀香目中最原始的科, 
它 是 桑 寄 生 科 、 Myzodendraceae 、 Eremole- 
pidaceae、檀香科和槲寄生科(Viscaceae)的共同祖
先 。 其 中 桑 寄 生 科 、 Myzodendraceae 、
Eremolepidaceae和檀香科等4个科与铁青树科有
直接联系, 而槲寄生科则通过檀香科的重寄生属
与铁青树科联系, 因此槲寄生科是檀香目中最高
级的类群。刘兰芳和丘华兴(1993)在研究桑寄生
科45个分类群的花粉形态及部分檀香科植物花粉
形态时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 
1.2  重寄生属植物及其寄主的分布 

重寄生属植物的分布主要局限于中国的南部

和东南亚地区, 且分布区比较连续: 北起32°N的
重庆城口, 南到位于3°N左右的马来群岛的雪兰

莪州 , 西起印度东部 , 东至我国福建的南靖 , 包
括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缅甸、老

挝、柬埔寨、越南、印度(东部)等国以及我国的
海南、云南、西藏、广西、广东、福建、贵州、

四川、重庆、湖北等省区 , 分布在海拔约为
900–2300 m的亚热带和热带山地森林中, 具体分
布情况见表1。 

重寄生属植物的直接寄主有十几种(表1), 除
扁序重寄生偶尔会寄生在檀香科的多脉寄生藤

(Dendrotrophe polyneura)上之外 , 其余的寄主均
为桑寄生科植物。我们通过广泛查阅资料, 翻阅
中国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昆明植物所以及中

国科学研究院华南植物园等标本馆内的重寄生属

植物及其寄主标本, 发现这些桑寄生科植物分别
属于鞘花属(Macrosolen)、钝果寄生属(Taxillus)、
梨 果 寄 生 属 (Scurrula) 、 离 瓣 寄 生 属

(Helixanthera)、五蕊寄生属(Dendrophthoe)、栗寄
生属 (Korthalsella)和桑寄生属 (Loranthus), 其中
以钝果寄生属植物作为寄主的种类最多。在这些

桑寄生科寄主植物中 , 除栗寄生属(Korthalsella)
有一部分分布在非洲和澳大利亚外, 其余寄主植
物主要分布于我国南部以及东南亚和南亚的热带

与亚热带地区。 
重寄生属植物的间接寄主种类更多, 主要为

壳斗科 (Fagaceae)、樟科 (Lauraceae)、山茶科
(Theaceae)、蔷薇科(Rosaceae)等经济树木。重寄
生属植物与其直接寄主(桑寄生科植物)和间接寄
主的关系如图1。 
1.3  种子的传播 

和一些桑寄生植物相似, 重寄生属植物如硬
序重寄生(游铭佩等, 1987; 郑兴峰, 2001)和长序
重寄生(赵修谦, 1997)等的果实也是通过鸟来传
播种子的。 

重寄生属植物的成熟果实较小, 呈卵球形或
长卵球形, 长5–8 mm, 粗2–3 mm, 果皮由革质的
外果皮、肉质的中果皮(果肉)和坚硬的内果皮(果
核)构成。外果皮多为米黄色, 有些则因为日晒而
变成鲜红色 , 鲜艳的外果皮可以吸引鸟类来啄
食; 内果皮由石细胞构成 , 质地坚硬 , 鸟类吞食
后无法消化, 因此其中包裹的种子不会受到损
伤。在中果皮和内果皮交界处有一层粘性很强的

物质, 可以使果核从鸟体内排出后牢牢粘在寄主 



264 生 物 多 样 性  Biodiversity Science 第 13卷 

  

表1  重寄生属植物的种类、分布、直接寄主与间接寄主 
Table 1  Species, distribution，direct and indirect host plants of the genus Phacellaria 

种名 
Species 

分布 
Distribution 

直接寄主 
Direct host plants 

间接寄主
*
 

Indirect host plants* 
粗序重寄生
P.caulescens 

云南勐腊、景洪、西畴、大理、腾冲; 缅甸 
In China: Mengla, Jinghong, Xichou, Dali 
and Tengchong in Yunnan 
In South East Asia: Burma 

鞘花 Macrosolen cochin-
chinensis 

枫香 1、油桐 2、杉木属 3和壳斗科 4、山

茶科 5、桑科 6的一些植物 

广寄生 Taxillus chinensis 桑 7、印度橡胶树 8、榕 9、桃 10、李 11、

龙眼 12、荔枝 13、阳桃 14、油茶 15、 油
桐 2、木棉 16、马尾松 17、水松 18 

扁序重寄生
P.compressa 

云南普洱、景洪、勐海、漾濞, 广西乐业, 西藏
墨脱。缅甸、泰国、越南 
In China: Puer, Jinghong, Menghai, Yangbi in 
Yunnan; Leye in Guangxi; Motuo in Tibet 
In South East Asia: Burma, Tailand, Vietnam 

多脉寄生藤 Dendrotrophe 
polyneura 

壳斗科 4 

锈毛钝果寄生 Taxillus 
levinei 

油茶 15、樟树 19、板栗 20 重寄生 
P. fargesii 

四川乐山、城口, 湖北咸丰, 贵州, 广西, 福
建龙岩、南靖、连城 
In China: Leshan, Chengkou in Sichuan; 
Xianfeng in Hubei; Guizhou; Guangxi; 
Longyan, Nanjing, Liancheng in Fujian 

四川钝果寄生 
T. sutchuenensis 

桑 7、梨 21、李 11、梅 22、油茶 15、厚皮

香 23、漆树 24、核桃 25、栎属 26、柯属 27、

水青冈属 28、桦属 29、榛属 30 

P. gracilis 越南 Vietnam 红花寄生 Scurrula 
parasitica 

柚 31、桔 32、柠檬 33、黄皮 34、桃 10、梨 21、

云南油杉 35、干香柏 36、山茶科 5、榆科 37、

大戟科 38、夹竹桃科 39、无患子科 40 
P. malayana 马来半岛 In South East Asia: Malay Peninsula 五蕊寄生 Dendrophthoe 

pentandra 
乌榄 41、白榄 42、油桐 2、芒果 43、黄皮 34、

木棉 16、榕 9 

栗寄生 Korthalsella 
japonica 

壳斗科 4、山茶科 5、樟科 44、桃金娘科 45、

山矾科 46和木犀科 47的一些植物 
显脉松寄生 
Taxillus caloreas var. 
fargesii 

云南油杉 35、云南松 48和云杉属 49植物

小红花寄生 Scurrula 
parasitica var. graciliflora 

桃 10、梨 21、杏 50、石榴 51、普洱茶 52、

锥栗 53、松属 54植物 
滇藏钝果寄生 Taxillus 
thibetensis 

梨 21、李 11、柿 55、板栗 20和栎属 26植

物 
木兰寄生 T. limprichtii 乐昌含笑 56、枫香 1、红花檵木 57、 油

桐 2、梧桐 58、板栗 20、樟树 19、锥栗 53、

香叶树 59 

硬序重寄生
P. rigidula 

广西大苗山, 云南通海、勐腊、景洪、德钦、西
畴、绿春, 四川峨眉, 广东; 缅甸、印度 
In China: Damiaoshan in Guangxi; Tonghai, 
Mengla, Jinghong, Deqin, Xichou, Luchun in 
Yunnan; Emei in Sichuan; Guangdong 
In South East Asia: Burma, India 
 

双花鞘花 Macrosolen 
bibracteolatus 

樟属 60、山茶属 61、五月茶属 62、山矾

属 63植物 
聚果重寄生
P. glomerata 

云南景东 Jingdong, Yunnan 椆树桑寄生 Loranthus 
delavayi 

壳斗科 4 植物，稀见于云南油杉 35、  
梨 21 

离瓣寄生 Helixanthera 
parasitica 

木荷 64、油桐 2、苦楝 65及锥属 66、柯属 27、

樟属 60、榕属 67植物 
广寄生 Taxillus chinensis 桑 7、印度橡胶树 8、榕 9、桃 10、李 11、

龙眼 12、荔枝 13、阳桃 14、油茶 15、油

桐 2、木棉 16、马尾松 17、水松 18 
锈毛钝果寄生 T. levinei 油茶 15、樟树 19、板栗 20 

椆树桑寄生 Loranthus 
delavayi 

壳斗科 4 植物，稀见于云南油杉 3 5、

梨 2 1  
双花鞘花 Macrosolen 
bibracteolatus 

樟属 60、山茶属 61、五月茶属 62、山矾

属 63植物 

长序重寄生
P. tonkinen-
sis 

广东封开、连山, 海南崖州(今三亚), 云南曲
靖、金平、屏边, 福建龙岩、上杭、南靖, 越南
In China: Fengkai, Lianshan in Guangdong; 
Sanya in Hainan; Qujing, Jinping, Pingbian in 
Yunnan; Longyan, Shanghang, Nanjing in 
Fujian 
In South East Asia: Vietnam 

小红花寄生 Scurrula 
parasitica var.  
graciliflora

桃 10、梨 21、杏 50、石榴 51、普洱茶 52、

锥栗 53、松属 54植物 

* 1, Liquidambar formosana;  2, Vernicia fordii;  3, Cunninghamia;  4, Fagaceae;  5, Theaceae;  6, Moraceae;  7, Morus alba;  8, 
Ficus elestica;  9, F. microcarpa; 10, Prunus persica;  11, P. salicina;  12, Dimocarpus longan;  13, Litchi chinensis;  14, Averrhoa 
carambola;  15, Camellia oleifera;  16, Bombax malabaricum;  17, Pinus massoniana;  18, Glyptostrobus pensilis;  19, Cinnamomum 
camphora;  20, Castanea mollissima;  21, Pyrus spp.;  22, Prunus mume;  23, Ternstroemia gymnanthera;  24, Toxicodendron ver-
niciflum;  25, Juglans regia;  26, Quercus;  27, Lithocarpus;  28, Fagus;  29, Betula;  30, Corylus;  31, Citrus grandis;  32, C. 
reticulata;  33, C. limon;  34, Clausena lansium;  35, Keteleeria evelyniana;  36, Cupressus duclouxiana;  37, Ulmaceae;  38, 
Euphorbiaceae;  39, Apocynaceae;  40, Sapindaceae;  41, Canarium pimela;  42, C. album;  43, Mangifera indica;  44, Lauraceae;  
45, Myrtaceae;  46, Symplocaceae;  47, Oleaceae;  48, Pinus yunnanensis;  49, Picea;  50, Prunus armeniaca;  51, Punica granatum;  
52, Camellia sinensis var. assamica;  53, Castanopsis henryi;  54, Pinus;  55, Diospyros kaki;  56, Michelia chapensis;  57, Loropeta-
lum chinense var. rubrum;  58, Firmiana platanifolia;  59, Lindera communis;  60, Cinnamomum;  61, Camellia;  62, Antidesma;  63,  
Symplocos;  64, Schima superba;  65, Melia azedarach;  66, Castanopsis;  67, Fi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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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条上, 在条件合适的情况下获得新生的机会。
重寄生属果实的所有这些特点都是对其重寄生生

活以及靠鸟类传播其种子生活的适应。 
我们通过多次观察发现: 传播硬序重寄生果

实的鸟为啄花鸟类(Dicaeum spp.), 这些鸟具有体
型小、体重轻、喙和爪长而尖锐、胃小壁薄、消

化力弱等特点, 这些特点与硬序重寄生的果实结
构相适应, 因此啄花鸟与硬序重寄生之间存在协
同进化的关系。啄花鸟类主要分布于印度次大陆、

中南半岛、太平洋诸岛屿以及我国的南部(郑光
美, 2002), 这与重寄生属植物及其寄主桑寄生科
植物的分布范围基本一致, 也从另一方面说明重
寄生属植物、其寄主桑寄生科植物以及其种子传

播者啄花鸟类之间存在着协同进化关系。 

2  重寄生植物在我国的分布现状及其渐
危或濒危原因  

2.1  在我国的分布现状 
我们对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昆明

植物研究所标本馆和中国科学研究院华南植物园

标本馆的重寄生属植物标本进行了查阅, 发现这           

些标本均为20世纪所采 , 多数标本采集时间较
早。三个标本馆重寄生属植物标本情况如下:  

在中国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 重寄
生属植物标本较少, 仅有11份。最早的为1930年
在四川毛山采集的扁序重寄生, 最新的为1974年
采自西藏墨脱的扁序重寄生, 多数标本采于20世
纪30年代和50年代。在昆明植物所标本馆, 重寄
生属植物标本较多, 为21份。最早的为1930年在
四川毛山采集的扁序重寄生(与中国科学研究院
植物所的最早重寄生标本为同号标本), 最新的
为1995年在云南绿春黄连山采到的硬序重寄生。
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的标本最多, 30年代和90
年代的标本次之。华南植物园标本馆重寄生属植

物标本情况数目最多 , 为23份。最早的标本为
1933年在云南普洱采的扁序重寄生 , 最近的为
1985年在广东连山采的长序重寄生, 20世纪70年
代和50年代采的标本最多。 

肖来云和普正和(1988)通过对云南西双版纳
州桑寄生科植物进行调查后发现: 桑寄生科植物
是一个阳性植物类群, 主要分布在道路两旁、河
流两岸、农田四周、村寨附近、林缘空地、撂荒

 

图1  重寄生属植物及其直接寄主和间
接寄主 

A: 显脉松寄生 (Taxillus caloreas var.
fargesii)寄 生 在 云 南 油 杉 (Keteleeria
evelyniana)上; B：硬序重寄生(Phacel-
laria rigidula)寄生在显脉松寄生上；C：
显脉松寄生的花枝；D：硬序重寄生的
果实` 
Fig.1 A diagram show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nts in the genus Phacellaria
and their direct and indirect host plants.
A, Taxillus caloreas var. fargesii (direct
host of Phacellaria) growing on Ketel-
eeria evelyniana (indirect host of Pha-
cellaria); B, Phacellaria rigidula grow-
ing on Taxillus caloreas var. fargesii; C,
Flowering branch of Taxillus caloreas
var. fargesii; D, Fruits of Phacellaria
rigid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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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及次生疏林, 这些地方光照充足, 有利于营半
寄生生活的桑寄生进行光合作用。我们的调查也

发现了类似的结果: 硬序重寄生及其寄主显脉松
寄生(Taxillus caloreas var. fargesii)和小红花寄生
(Scurrula parasitica var. graciliflora)也主要分布
在悬崖、路边、林缘空地以及次生疏林等的阳面

向光处。这样的分布特点除了有利于它们进行光

合作用外, 也利于被鸟发现并传播其种子。这或
许是硬序重寄生、寄主及鸟类间协同进化的又一

例证。 
由于重寄生属植物常丛生 , 植株高度只有

10–30 cm, 整个植株为嫩黄色 , 向阳面鲜红色 , 
因此在林区非常容易被发现。根据馆藏标本的记

载以及对有关专家的咨询和文献查阅, 我们先后
在海南的霸王岭和尖峰岭, 广东封开黑石顶自然
保护区, 云南思茅菜阳河自然保护区、通海和苍
山等地进行了野外调查, 期望在原标本采集地能
够采集到研究材料。但结果发现: 在海南霸王岭
和尖峰岭未采到任何重寄生属植物; 在黑石顶自
然保护区只采到1丛长序重寄生(华南植物园标本
馆有在黑石顶自然保护区不同时间、不同地点采

的3份长序重寄生标本和1份硬序重寄生标本 ); 
在漾濞苍山仅发现2丛扁序重寄生(昆明植物所标
本馆有2份、在苍山自然保护区不同时间不同地点
采的扁序重寄生标本和1份硬序重寄生标本); 在
菜阳河自然保护区只采到1丛濒临死亡的扁序重
寄生; 在云南通海采到少许硬序重寄生。 

通过查阅标本和野外调查, 我们发现目前在
国内重寄生属植物的分布区已经很难采到重寄生

属植物, 它们已经成为渐危乃至濒危植物。 
2.2  在我国渐危或濒危的原因  

重寄生属植物在我国渐危或濒危的原因有以

下几点:  
(1) 森林的砍伐。这是重寄生属植物渐危或

濒危的主要原因。重寄生属植物与其寄主桑寄生

科植物一样是喜光植物, 主要分布在林缘、河沟
边和路边, 其间接寄主又多为松科(Pinaceae)、壳
斗科、樟科、山茶科、桑科(Moraceae)、大戟科
(Euphorbiaceae)、蔷薇科和芸香科(Rutaceae)等经
济树木, 因此最容易被人们砍伐。 

在黑石顶自然保护区, 长序重寄生的寄主为
锈毛钝果寄生 (Taxillus levinei)和椆树桑寄生

(Loranthus delavayi), 这两种桑寄生科植物主要
寄生在路边樟科、壳斗科和山茶科植物上, 因此寄
生在其上的长序重寄生也很常见。后来随着桑寄

生科植物的寄主被砍伐, 长序重寄生也随之消失。 
在通海, 硬序重寄生的寄主主要为显脉松寄

生 , 显脉松寄生的寄主之一云南油杉(Keteleeria 
evelyniana)为该地区山地次生林的优势树种。由
于这种松科植物材性好、耐腐蚀, 是该地区防洪
桩的首选材料。随着路边或开阔地带云南油杉的

急剧减少, 硬序重寄生也随之减少。 
(2) 直接寄主的死亡。直接寄主的死亡分自

然死亡与人为干扰导致的死亡两种。自然死亡是

指自然界中伴随寄生植物与寄主植物间寄生关系

消失的死亡。寄生植物与寄主植物之间不是互利

的, 寄生植物生长状况越好, 从其寄主植物中汲
取的营养也就越多, 当达到一定限度的时候, 寄
主植物死亡, 寄生植物也随之死亡。重寄生属植
物为了生存不断汲取其直接寄主桑寄生科植物和

寄生藤属植物的营养, 其直接寄主为了生存又汲
取各自寄主的营养, 当桑寄生植物和寄生藤属植
物的寄主死亡时, 重寄生植物也随之死亡。 

人为干扰是导致重寄生植物减少的另一个重

要原因。由于桑寄生科植物和寄生藤属植物多寄

生在果树、茶树和梁用材等经济林木上, 给人们
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 因而被列为林业有害生物, 
人们通过修砍、喷药等措施清除它们, 这也是漾
濞这个核桃之乡的重寄生属植物数量减少的原因

之一。此外, 大多数的桑寄生科植物可作中草药, 
这也导致了桑寄生科植物的数量减少, 进而也导
致了重寄生植物的减少。 

(3) 重寄生属植物种子的传播者啄花鸟数量
在不断减少。传播重寄生植物种子的啄花鸟体型

较小, 仅能近距离飞翔, 导致了重寄生属植物呈
斑块状分布。例如云南通海, 最近的直线距离仅
有800 m左右的两座山上, 尽管优势植物均为云
南油杉, 其林缘均寄生着硬序重寄生的直接寄主
显脉松寄生和小红花寄生, 但其中一座山上有较
多硬序重寄生分布, 另一座山上却没有发现一株硬
序重寄生。这可能是因为林木的砍伐使啄花鸟的生

境片断化, 从而影响了重寄生属植物种子的传播。 
另外, 啄花鸟毛色艳丽, 除了喜欢吃桑寄生

等植物的果实外, 也啄食花蜜和小虫, 比较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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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养, 因此经常被人们捕捉作为观赏鸟。此外, 农
药的使用也是啄花鸟减少的因素之一。啄花鸟生

境的破坏和啄花鸟数量的减少影响了重寄生属植

物种群的扩大与分布。 

3  重寄生属植物的保护对策 

目前得到保护的物种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是
数量极少、分布范围极窄的濒危种; 二是具有重
要的经济、科研、文化价值的稀有种; 三是重要
作物的野生种群和有遗传价值的近缘种; 四是有
重要经济价值、因过度开发利用而急剧减少的种。 

迄今为止, 尽管还没有发现重寄生属植物有
重要的经济价值, 但作为自然界中的一个特殊类
群 , 它们在整个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却非常明显 : 
(1)它们的果实多而集中、果期长, 为啄花鸟类的
食物来源之一; (2)重寄生属植物对其直接寄主桑
寄生科植物和寄生藤属植物构成了威胁, 可以导
致其直接寄主死亡, 从而抑制了直接寄主对间接
寄主的危害, 对维护物种间动态平衡有着积极的
作用。因此, 在其整个生活史中, 重寄生属植物与
桑寄生科植物、寄生藤属植物、啄花鸟类、传粉

媒介以及其他生物形成了复杂的关系, 是生物多
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不加以保护, 在不久
的将来植物界中这一独特的属或许将在自然界中

消失。而一个物种的消失或许意味着多个物种的

不复存在。或许这也是目前地球上生物物种每年

以0.1％–1.1％的速率在急剧减少(World Conser-
vation Monitoring Centre, 1992)的原因之一。因此
我们觉得有必要制定一些保护措施对重寄生植物

加以保护。 
(1) 保护重寄生属植物的生境。与普通兼性

寄生植物相比, 营专性重寄生生活的重寄生属植
物的地理分布非常局限, 立地条件较差, 生活史
非常复杂且每一环节都较脆弱, 任何一个环节的
断裂都将威胁重寄生属植物的生存。滥砍滥伐等

导致的生境破坏, 不仅仅使重寄生属植物的生存
受到威胁, 还使其生境中的生物多样性遭到不可
挽回的破坏。 

(2) 保护啄花鸟, 建立生物走廊。除了我们观
察到的传播重寄生属果实外, 啄花鸟类还喜欢在
桑寄生科等寄生植物丛中跳跃, 啄食桑寄生植物
的果实、种子以及昆虫(肖来云等, 1994), 在西双

版纳, 王直军等(2000, 2002)观察到啄花鸟科的朱
背啄花鸟(D. cruentatum)有时也随机啄食南酸枣
(Choerospondias axillaris)和山黄麻(Trema orien-
talis)的果实。可见啄花鸟类是热带与亚热带森林
中对许多植物花粉和种子的传播非常有用的鸟

类。因此, 要加强人们对保护鸟类的法律认识和
科学认识, 对于捕捉啄花鸟做观赏鸟的现象, 应
该严厉制止; 教育村民选择对啄花鸟生境破坏小
的农药 , 以减少食物和水污染对啄花鸟的危害
性。因为生境的片断化影响了啄花鸟对重寄生植物

种子的传播, 故有目的地植树造林, 建立啄花鸟的
生物走廊, 将有利于扩大重寄生植物的种群数量。 

(3) 加强基础理论研究。重寄生植物不仅分
布区狭窄, 而且大多分布在边远山区, 有关重寄
生植物生物学特性的基础理论研究还非常薄弱。

作为自然界中一个独特的属, 在漫长的演化过程
中, 重寄生属植物为什么单单选择桑寄生科植物
作为寄主？在整个生活史中, 重寄生属植物的种
子在其寄主枝条上萌发的机制是什么？牵涉的信

号识别是什么？其传粉媒介是什么？果实传播过

程的细节是怎样的？ 
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 人们用分子生物

学手段陆续对一些寄生植物进行了研究, 以探讨
寄生植物的系统发生。有关檀香目内各科间的系

统发育问题至今没有解决。Nickrent和Malécot 
(2001)从檀香目的155个属中选取了54个属、58个
物种的核基因组的SSU rDNA和叶绿体rbcL序列
进行了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 铁青树科位于系统
树的基部 , 向上分别是桑寄生科、檀香科、
Eremolepidaceae和槲寄生科。这一结果与Kuijt 
(1968), Wiens 和 Barlow(1971), Bhatnagar 和
Johris(1983)对檀香目各科系统位置的处理都有
所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山柑科(Opiliaceae)、桑寄生科
和槲寄生科属于单系发生, 铁青树科和檀香科属
于并系发生。檀香科的Choretrum属和Dendrotr- 
ophe属与槲寄生科的关系更为密切。由于研究材
料的限制 , 重寄生属植物缺乏分子系统学的资
料。Nickrent等(2002)也认为, 重寄生植物分子系
统学资料的增加很有可能改变系统树的结构, 因
为这一类植物代表独立的进化事件。因此, 保护
重寄生植物对研究其系统发生具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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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测序的结果还发现一些寄生植物质体
基因组包括光合作用基因在内的大的缺失

(Wimpee et al., 1991)以及18S RNA基因序列中比
非寄生植物高达2.5倍的碱基置换率(Nickrent & 
Starr, 1994)等现象。在其他寄生植物中出现的基
因片断缺失现象和较高的碱基置换率现象在重寄

生属植物中是否也存在? 这些问题非常值得人们
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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