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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6个中国新纪录种和1个中国新纪录亚种形态描述 
Appendix 1  Diagnosis of six newly recorded species and one newly recorded subspecies from China 2 

A 宝格达黄芪 Astragalus baitagensis 

多年生草本, 茎上升或直立, 有细棱, 被白色短毛, 上部较密并混有黑色毛。单数羽状复叶, 长2–6 cm, 小4 
叶7(9)–13(15)枚, 托叶分离, 三角形, 长1–2 mm, 密被白色, 混有黑色毛; 小叶圆状倒卵形、矩圆形或矩圆状倒

卵形, 长2–12 mm, 宽2–7 mm, 先端钝圆或微凹, 基部圆形或宽楔形, 上面疏被白色单毛或近无毛, 下面密被6 
白色单毛。总状花序具12–18小花, 排列较稀疏, 花序轴5–10 cm; 花小, 苞片锥形或披针状线形, 长约1–3(4) 

mm, 被短黑毛, 常混生短白毛; 花梗1–1.5 mm; 花萼钟形, 长约2.5–3(4) mm, 密被黑毛, 萼齿三角形, 约为萼8 
筒的1/6; 花冠淡紫色或淡粉红色, 5–7 mm, 旗瓣倒卵形, 长约8 mm, 宽约4 mm, 先端微缺, 中部以下渐狭, 瓣

柄不明显。荚果长(5)6–8 mm, 宽3–4 mm, 钝三角状卵形或三角状长圆形。花果期7–8月。 10 
B 灰滨藜 Atriplex pallida 

一年生草本, 高15–50 cm。茎直立或外倾, 光滑, 苍白色, 通常多分枝。叶片宽卵形、三角状卵形至宽披12 
针形, 长2–7 cm, 宽1–4 cm, 全缘或有少量圆齿, 先端急尖或短渐尖并有短尖头, 基部宽楔形至楔形, 绿色, 有

时两面均有粉而近于同色; 叶柄长1.5 cm以上。花簇生于叶腋, 并于茎和枝的上部集成间断的穗状花序, 花序14 
轴有密粉; 雄花花被5; 雌花的苞片果时菱形至矩圆状卵形, 被粉, 全缘或有齿, 下部的边缘合生, 靠基部的中

心部黄白色, 具浮凸脉, 缘部有绿色网脉, 具短柄。胞果扁, 近圆形; 果皮白色, 膜质, 与种子贴伏。种子直立, 16 
直径1.5 mm, 黄褐色至黑色。花果期7–9月。 

C 类球花藜 Blitum litwinowii  18 
一年生草本, 高2–10 cm。茎多由基部分枝, 分枝长到50 cm, 次生分枝很少, 无明显主茎, 匍匐, 老时淡黄

色, 嫩时浅绿色, 具条纹。基生叶的叶片三角形至三角状卵形, 长2–4 cm, 宽1–2 cm, 两面均为鲜绿色, 无粉或20 
稍有粉, 先端渐尖, 基部楔形、截形或戟形, 边缘具不整齐的牙齿, 近基部的牙齿稍下弯, 叶柄长是叶片2–5倍; 

茎生叶逐渐变小, 披针形或卵状戟形, 全缘或稀具齿, 小裂片和齿多数反折。花两性兼雌性, 密生于腋生短枝22 
上形成球状或桑葚状团伞花序; 花被3, 浅绿色, 果熟后变为多汁并呈红色。胞果扁卵球形, 果皮膜质透明, 与

种子贴生。种子直立, 约0.8–1.2 mm, 红褐色至黑色, 边缘钝或截形, 有光泽, 多数不开槽; 胚半环形。花期6–24 
7月, 果期8–9月。 

D 滨藜状藜 Chenopodium atripliciforme 26 
一年生草本, 高达70(120) cm。茎直立, 多分枝, 圆柱状或有钝棱, 具绿色色条, 有时带红色。叶片卵形至

宽卵形, 通常三浅裂, 长1.5–3 cm, 宽1–2.5 cm, 浅绿色, 无粉或稍有粉, 基部截形或宽楔形; 中裂片全缘或具28 
圆齿, 先端钝渐尖或急尖并有短尖头; 侧裂片位于叶片中部或稍下, 钝而全缘或具齿; 叶柄有时长于叶片或等

长, 细瘦; 茎上部叶卵形, 全缘。花数个簇生或稀单生, 再于小分枝上排列成短于叶的腋生圆锥状花序; 花被30 
裂片5或4, 卵形, 先端钝, 背面微具纵隆脊, 边缘膜质并带黄色, 果时部分合生。果皮膜质, 黄褐色, 与种子贴

生。种子横生, 双凸镜状, 直径(1.0)1.2–1.4 mm, 黑色, 种皮几乎平滑, 表面具放射状纹。花果期8–9月。 32 
E 神香草叶千屈菜 Lythrum hyssopifolia  

一年生草本, 高3–40 cm。茎直立, 单生或具分枝。叶对生或互生, 线形、披针形至卵圆形, 长10–25 mm, 34 
宽2–8 mm, 全缘。花单生叶腋处; 花辐射对称, 4–6基数; 萼筒花期圆锥形, 果期圆筒形, 长4–6 mm, 裂片4–6, 

附属体1–1.5 mm, 钻形, 约长于萼裂片的两倍; 花瓣4–6, 粉红色或淡紫色, 矩圆形或椭圆形, 基部楔形, 长2–36 
3 mm, 着生于萼筒上部; 雄蕊4–6, 藏于萼筒内。蒴果扁圆形, 完全包藏于宿存萼内, 1.5–2 mm。花期7月。 

F 扁果岩蓼 Polygonum cognatum subsp. chitralicum 38 
多年生草本。根粗壮, 木质化, 直径可达1.5 cm。茎平卧, 自基部多分枝, 高8–15 cm, 具纵棱, 沿棱具小突

起。叶椭圆形, 长1–2 cm, 宽5–13 mm, 顶端稍尖或圆钝, 基部狭楔形, 边缘全缘, 两面无毛, 下面中脉微突出, 40 
侧脉不明显; 叶柄长2–5 mm, 基部具关节; 托叶鞘薄膜质, 白色, 透明, 具褐色脉, 顶端2至数裂。花几遍生于

植株, 1–5朵, 生于叶腋; 苞片膜质, 顶端渐尖; 花梗长1–3 mm; 花被5裂, 开裂至中部, 花被片卵形, 绿色, 边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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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淡红色或白色, 长1.5–2 mm; 雄蕊8, 比花被短, 花丝基部扩展; 花柱2, 柱头头状。瘦果扁平, 卵形, 长2.5–3 

mm, 黑色, 有光泽, 包于宿存花被内。花期6–8月, 果期7–9月。 44 
G 土耳其针茅 Stipa turkestanica 

多年生草本, 高40–60 cm, 密丛生, 秆斜升或直立, 具2–4节; 基生叶长为秆的2/3–3/4, 叶鞘短于节, 粗糙46 
或被短柔毛; 叶片纵卷成针状, 外面被小刺毛, 叶舌膜质, 狭披针形, 长(2.6)4.5–8.2(11.5) mm, 先端芒状; 圆

锥花序裸露, 不被叶鞘包裹, 长约8–14 cm, 分枝较短, 着生1–2枚小穗; 颖尖披针形, 边缘膜质透明, 线段延伸48 
成丝状, 长(2.5)3.4–4.1(5.1) cm, 第二颖稍短于第一颖, 具5–9脉; 外稃长(9.5)10.8–12.1(13.5) mm, 背部具排列

成纵行的短毛, 顶端关节处光滑, 基盘锐尖, 长约2.5 mm, 密生细柔毛; 内稃与外稃近等长, 背部略具纵列短50 
柔毛, 不达顶部; 芒长(8.8)11.8–15.8(18.4) cm, 二回膝曲, 第一芒柱长2.2–3 cm, 扭转, 第二芒柱长1–2 cm, 芒

柱整体粗糙或光滑, 芒针长9–13 cm, 被长约5 mm的柔毛。花果期7–9月。 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