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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报道了采自我国海南岛的淡水硅藻 ４ 个分类单位ꎬ 分别为: 姐妹肋缝藻( Ｆｒｕｓｔｕｌｉａ ｓｏｒｏｒ Ｇｒａｅｆｆ ＆ Ｋｏ￣

ｃｉｏｌｅｋ) 、 盘状交叉藻钝圆变种( Ｄｅｃｕｓｓｉｐｈｙｃｕｓ ｐｌａｃｅｎｔａ ｖａｒ. ｏｂｔｕｓｕｓ ( Ｍｅｉｓｔｅｒ) Ｇｕｉｒｙ ＆ Ｇａｎｄｈｉ) 、 扭曲棒杆藻
( Ｒｈｏｐａｌｏｄｉａ ｃｏｎｔｏｒｔａ Ｈｕｓｔｅｄｔ) 、 光明肋缝藻( Ｆｒｕｓｔｕｌｉａ ｓｐｌｅｎｄｉｄａ Ｈｕｓｔｅｄｔ) ꎬ 其中ꎬ 前 ３ 个为中国新记录ꎮ 除姐
妹肋缝藻外ꎬ 其余 ３ 个因报道年代较早ꎬ 缺乏电镜资料ꎮ 本研究利用光学显微镜( ＬＭ) 及扫描电镜( ＳＥＭ) 对这些
种类进行了观察ꎬ 对其形态特征和生境特点进行了详细描述ꎬ 补充了这些种类的形态学及地理分布信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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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是我国第二大岛屿ꎬ 全岛处于热带ꎬ 属
热带季风气候ꎬ 温暖多雨

[１]

ꎮ 岛屿中部高山隆起ꎬ

具有国家级森林公园 ７ 座ꎬ 淡水资源丰富ꎬ 生境类
型多样ꎮ 海南岛分布有我国典型的热带雨林生态系
统ꎬ 主要分布在五指山、 尖峰岭、 吊罗山、 霸王岭
等林区

[２]

ꎮ 五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海南岛

中部ꎬ 是我国热带地区面积最大的热带原始森林之

一ꎬ 是万泉河、 昌化江的发源地和分水岭ꎬ 因其地
理环境特殊及多样ꎬ 拥有复杂多样的植物群落类
型ꎬ 是海南岛热带雨林的重要组成部分 [２] ꎬ 也是
中国生态系统多样性、 生物种类多样性、 生物基因
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ꎬ 在中国和全球多样性保护
中具有重大价值 [３] ꎮ

本实验室在对海南岛淡水硅藻生物多样性进行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１０￣０６ꎬ 退修日期: ２０１９￣１０￣２２ꎮ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３１６７０２０１ꎬ ３１８７０１８７ꎬ ３１９７０２１３) ꎮ
Ｔｈｉｓ ｗｏｒｋ ｗａ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ｇｒａ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３１６７０２０１ꎬ ３１８７０１８７ꎬ ３１９７０２１３) .
作者简介: 张梵(１９９５－) ꎬ 女ꎬ 硕士研究生ꎬ 研究方向为植物学( Ｅ￣ｍａｉｌ: ｓｅｈｕｎｅｏｌ＠１６３ｃｏｍ) ꎮ
∗ 通讯作者(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ｆｏｒ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Ｅ￣ｍａｉｌ: ｙａｎｌｉｕｈｒｂ＠ 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ꎬ ｆａｎｙａｗ＠１６３ｃｏｍ) ꎮ

© Plant Science Journal http://www.plantscience.cn

第３期

研究的过程中ꎬ 已报道了淡水硅藻 ３ 个新分类单
位

[４ꎬ ５]

３０９

张 梵等: 海南岛淡水硅藻中国新记录

、 中国新记录 １６ 个分类单位

[６ꎬ ７]

ꎮ 本研究

略小ꎮ
生境: 山上流下的溪水ꎬ 石壁附生ꎮ

报道了采自海南岛五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淡水

标本号: ＴＨＨＮ２０１４０４３

硅藻中国新记录 ３ 个分类单位ꎬ 并对同一标本中观

国内分布: 海南五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ꎮ

察到的光明肋缝藻( Ｆｒｕｓｔｕｌｉａ ｓｐｌｅｎｄｉｄａ Ｈｕｓｔｅｄｔ)
２ ２

的分类学特征做了进一步研究ꎮ

１

材料与方法

国外分布: 美国( 南卡罗来纳州萨凡纳河) ꎮ
盘状交叉藻钝圆变种( 新拟ꎬ 图版Ⅱ)

Ｄｅｃｕｓｓｉｐｈｙｃｕｓ ｐｌａｃｅｎｔａ ｖａｒ. ｏｂｔｕｓｕｓ ( Ｍｅｉｓ￣

ｔｅｒ) Ｇｕｉｒｙ ＆ Ｇａｎｄｈｉ ２０１９ꎬ ｐ. １.

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对海南岛五指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淡水硅藻进行标本采集ꎮ 本研究中使用的标本

Ｂａｓｉｏｎｙｍ: Ｎａｖｉｃｕｌａ ｐｌａｃｅｎｔａ ｖａｒ. ｏｂｔｕｓａ Ｍｅｉｓ￣
ｔｅｒꎻ Ｈｕｓｔｅｄｔ １９３７ꎬ ｐ. ２１６ꎻ ｐｌ. １６ꎬ ｆｉｇ. ４.

分别采自路边水泡和有溪水流下的石壁ꎬ 标本详细

壳面等极ꎬ 椭圆形至卵形ꎬ 两末端不延长ꎬ 钝

生境信息见表 １ꎮ 将野外采集的标本直接用 ４％的

圆形ꎻ 长 ３０２ ~ ４５９ μｍ、 宽 １４３ ~ １６９ μｍꎮ 壳

福尔马林固定ꎬ 带回实验室使用硝酸进行处理ꎮ 待

缝直ꎬ 中轴区窄线形ꎬ 中央区膨大ꎬ 呈圆形近椭圆

样品变为白色或淡黄色沉淀后用蒸馏水反复清洗ꎬ

形ꎮ 点纹在壳面中部较明显ꎬ １０ μｍ 内有横线纹

直至上清液呈中性ꎬ 弃上清ꎬ 使用 ７５％的酒精保

１６ ~２１ 条ꎮ

存沉 淀ꎮ 使 用 Ｎａｐｈｒａｘ 胶 制 作 永 久 装 片ꎮ 使 用

扫描电镜下观察ꎬ 外壳面观ꎬ 壳缝直ꎬ 两端隙

Ｏｌｙｍｐｕｓ ＢＸ５１ 型 显 微 镜 进 行 光 镜 观 察ꎬ 使 用

均呈钩状弯曲ꎬ 弯向壳面相反方向ꎻ 近缝端两末端

Ｏｌｙｍｐｕｓ ＤＰ７１ 型显微摄影数码相机拍照( 科罗拉

膨大呈小圆形ꎮ 点纹圆形ꎬ 壳面中部点纹略大ꎬ 靠

多大学博尔德校区) ꎻ 使用日立 Ｓ￣４８００ 型场发射

近壳缘点纹明显变小ꎮ

电镜( 哈尔滨师范大学) 进行扫描电镜观察ꎮ 照片均

生境: 山上流下的溪水ꎬ 石壁附生ꎮ

保存于计算机中ꎬ 使用 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 ７０ 软件对照片

标本号: ＴＨＨＮ２０１４０４３

进行处理并制作图版ꎮ 物种鉴定参考文献[８－１３]ꎮ

国内分布: 海南五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ꎮ

２

形态描述

２ １

２ ３

国外分布: 越南( 西贡河) ꎮ

扭曲棒杆藻( 新拟ꎬ 图版Ⅲ)

Ｒｈｏｐａｌｏｄｉａ ｃｏｎｔｏｒｔａ Ｈｕｓｔｅｄｔꎬ Ａｒｃｈｉｖ ｆüｒ

姐妹肋缝藻( 新拟ꎬ 图版Ⅰ)
Ｆｒｕｓｔｕｌｉａ ｓｏｒｏｒ Ｇｒａｅｆｆ ＆ Ｋｏｃｉｏｌｅｋ ２０１１ꎬ

ｐ. ５４ꎬ ｆｉｇｓ. ７１ －７７.

Ｈｙｄ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ｅ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ꎬ １９３８ꎬ １５: ４６０ꎬ ｐｌ.
３９ꎬ ｆｉｇ. ２６ꎬ ２７ꎻ Ｓｉｍｏｎｓｅｎ １９８７ꎬ ｐ. ５３６ꎬ ｆｉｇｓ

壳面 线 形 披 针 形ꎬ 中 部 较 宽ꎬ 向 两 末 端 渐

３５２: １ －４.

狭ꎬ 末端略呈 圆 形ꎻ 长 ３９４ ~４９５ μｍ、 宽 ８７ ~

壳面延纵轴扭曲ꎬ 弓形棒状ꎬ 具有明显的背

９６ μｍꎮ 中 轴 区 线 形ꎬ 中 央 区 略 膨 大 近 椭 圆 形ꎮ

腹之分ꎬ 背缘弧 形ꎬ 中 部 略 膨 大ꎬ 壳缝位于背缘

横线纹近平行排列ꎮ

隆起的龙骨上ꎬ 腹部近平直ꎬ 向两端逐渐变狭ꎬ 呈

扫描电镜下观察ꎬ 外壳面观ꎬ 壳缝直ꎬ 远缝端

尖圆钩状弯向腹侧ꎻ 长 ６２４ ~６９１ μｍ、 宽 １７２ ~

直线形ꎬ 近缝端呈“ Ｌ” 形弯曲ꎬ 两端隙弯向壳面同

２２１ μｍꎮ 横肋纹近辐射状排列ꎬ １０ μｍ 内有 ７ ~８

侧ꎮ 横线纹由圆形至长圆形的点纹组成ꎬ １０ μｍ 内

条ꎻ 横线纹在 １０ μｍ 内有 １５ ~１７ 条ꎻ 在两条肋纹

有横线纹 ３２ ~３５ 条ꎮ 壳面两末端点纹较壳面点纹

之间有横线纹 ２ ~４ 条ꎮ

Ｔａｂｌｅ １

表 １ 标本采集信息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ｕ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标本号
Ｓａｍｐｌｅ ｎｏ.

采集地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生境
Ｈａｂｉｔａｔ

经纬度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

海拔( ｍ)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ｐＨ

水温( ℃)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电导率( μｓ / 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ＨＨＮ２０１４０２１

海南五指山

路边水泡

１８°５２′１７.４″Ｎꎬ
１０９°３９′１４.６″Ｅ

５７１

７.７

２７

６０

ＴＨＨＮ２０１４０４３

海南五指山

有溪水流下的石壁附生

１８°４５′１３″Ｎꎬ
１０９°３７′５０.７″Ｅ

４７０

７.４６

２６.７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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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电镜下观察ꎬ 管壳缝位于背侧边缘的龙骨
上ꎬ 龙骨表面没有窝孔纹分布ꎬ 形成一条纵向的空
白区域ꎮ 端隙短钩状ꎬ 弯向壳面腹缘ꎮ 壳面上的横
线纹由单排形状不规则的小裂纹组成ꎮ

(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Ｌａｎｇｅ￣Ｂｅｒｔａｌｏｔ ＆ Ｍｅｔｚｅｌｔｉｎ ｅｍｅｎｄ Ｅｄ￣

ｌｕｎｄ ｅｔ ａｌ. [１０] ) 最初是舟形藻属( Ｎａｖｉｃｕｌａ Ｂｏｒｙ) 的

一 个 亚 属ꎬ Ｌａｎｇｅ￣Ｂｅｒｔａｌｏｔ [１１] 将 其 独 立 为 属ꎬ
Ｅｌｕｎｄ 等 [１０] 通过大量的形态学观察ꎬ 对该属种类

标本号: ＴＨＨＮ２０１４０２１

的壳面及色素体形态进行了重新描述和分类归属ꎮ

国内分布: 海南五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ꎮ

主要鉴别特征为: 细胞单生ꎬ 每个细胞具 ２ 个色素

( 夏威夷欧胡岛) ꎮ

光明肋缝藻( 图版Ⅳ)

ｐ. ４６８ꎬ ｆｉｇｓ ３１２: ９ －１２.

体桥上ꎻ 壳面宽椭圆形至线形ꎬ 末端宽叶或呈喙
６０° ~８０°ꎬ 两端隙由壳面底末端的硅质增厚覆盖ꎬ
且弯向相反方向ꎮ 根据壳面形态及色素体特征ꎬ 应

壳面等极ꎬ 两侧平行ꎬ 靠近末端缢缩呈楔形ꎬ
末端钝圆ꎻ 长 ３２１ ~ ３６８ μｍ、 宽 ９８ ~ １０７ μｍꎮ
壳缝直ꎬ 中轴区窄线形ꎬ 中央区略膨大ꎬ 长椭圆
扫描电镜下观察ꎬ 外壳面观ꎬ 近缝端、 远缝端
末端均呈直线形ꎬ 两末端均具近蝴蝶结形凹陷ꎮ 点
纹小圆形ꎬ 较稀疏ꎬ 成纵列排列ꎮ 壳面中部点纹略
大ꎬ 靠近壳缘及中轴区两侧点纹略小ꎮ
生境: 山上流下的溪水ꎬ 石壁附生ꎮ
标本号: ＴＨＨＮ２０１４０４３
国内分布: 湖南索溪峪

[１４]

隶属胸隔藻目( Ｍａｔｏｇｌｏｉａｌｅｓ) 、 胸隔藻科 ( Ｍａｓｔｏ￣

ｇｌｏｉａｃｅａｅ) ꎬ 该科中还包括胸隔藻属 ( Ｍａｓｔｏｇｌｏｉａ
Ｔｈｗａｉｔｅｓ ｉｎ Ｓｍｉｔｈ) 和 Ａｎｅｕｍａｓｔｕｓ Ｍａｎｎ ＆ Ｓｔｉｃｋｌｅ
ｉｎ Ｒｏｕｎｄ ｅｔ ａｌ.ꎮ

形ꎮ 横线纹在光镜下不清晰ꎮ

级自然保护区ꎮ

体ꎬ 分别与壳面两末端相对ꎬ 一个蛋白核位于色素
状ꎮ 壳面平ꎬ 点纹交互排列ꎬ 相互之间的夹角呈

Ｆｒｕｓｔｕｌｉａ ｓｐｌｅｎｄｉｄａ Ｈｕｓｔｅｄｔꎻ Ｓｉｍｏｎｓｅｎ １９８７ꎬ

ꎻ 海南五指山国家

国外分布: 印度尼西亚( 苏门答腊岛) ꎮ

３

Ｇｕｉｒｙ ＆ Ｇａｎｄｈｉ ) 隶 属 的 交 叉 藻 属 ( Ｄｅｃｕｓｓａｔａ

生境: 路边水泡ꎮ

国外分布: 印度尼西亚( 苏门答腊岛) ꎻ 美国

２ ４

第 ３８ 卷

讨论
海南岛江河湖泊众多ꎬ 生境类型丰富ꎮ 此次在

该区域发现的姐妹肋缝藻( Ｆｒｕｓｔｕｌｉａ ｓｏｒｏｒ Ｇｒａｅｆｆ ＆
Ｋｏｃｉｏｌｅｋ) ꎬ 与 Ｇｒａｅｆｆ 和 Ｋｏｃｉｏｌｅｋ

[８]

报道的几个种

类都 隶 属 于 Ｆｒｕｓｔｕｌｉａ ｗｅｉｎｈｏｌｄｉｉ Ｈｕｓｔｅｄｔ ｅｍｅｎｄ

２０１９ 年ꎬ Ｇｕｉｒｙ 和 Ｇｈａｎｄｉ [１２] 依据国际植物命

名法 规 (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ｃｏｄｅꎬ Ｔｕｒｌａｎｄ 等 ２０１８ ) [１４] :
“ 除非是在 １９１２ 年 １ 月之前发表的属名ꎻ 否则在

发表时ꎬ 属名不能同描述其形态的拉丁技术用语相
同” ( ‘ Ｔｈｅ ｎａｍｅ ｏｆ ａ ｇｅｎｕｓ ｍａｙ ｎｏｔ ｃｏｉｎｃｉｄｅ ｗｉｔｈ
ａ Ｌａｔｉｎ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ｔｅｒｍ ｉｎ ｕｓｅ ｉｎ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ａｔ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ｕｎｌｅｓｓ ｉｔ ｗａ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ｅｆｏｒｅ

１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９１２ ...’ ) ꎬ 因此将该属的拉丁学名 Ｄｅ￣

ｃｕｓｓｔａｔａ 改为 Ｄｅｃｕｓｓｉｐｈｙｃｕｓ Ｇｕｉｒｙ ＆ Ｇａｎｄｈｉꎬ 并
对该属下各种类进行了重新组合ꎬ 分别改为 Ｄｅ￣
ｃｕｓｓｉｐｈｙｃｕｓ ｐｌａｃｅｎｔａ ( Ｅｈｒｅｎｂｅｒｇ) Ｇｕｉｒｙ ＆ Ｇａｎ￣

ｄｈｉ、 Ｄｅｃｕｓｓｉｐｈｙｃｕｓ ｐｌａｃｅｎｔａ ｖａｒ. ｏｂｔｕｓｕｓ ( Ｆ.

Ｍｅｉｓｔｅｒ ) Ｇｕｉｒｙ ＆ Ｇａｎｄｈｉ 和 Ｄｅｃｕｓｓｉｐｈｙｃｕｓ

ｈｅｘａｇｏｎｕｓ ( Ｔｏｒｋａ) Ｇｕｉｒｙ ＆ Ｇａｎｄｈｉꎮ 本研究对盘
状交叉藻钝圆变种( Ｄｅｃｕｓｓｉｐｈｙｃｕｓ ｐｌａｃｅｎｔａ ｖａｒ.

Ｗａｌｌａｃｅ 复合类群ꎬ 该类群还包括 Ｆ. ｎｅｏｍｕｎｄａｎａ

ｏｂｔｕｓｕｓ) 的形态特征进行了电镜观察并补充了形

Ｌａｎｇｅ￣Ｂｅｒｔａｌｏｔ ＆ Ｒｕｍｒｉｃｈ 和 Ｆ. ｓｉｍｉｌｉｓ Ｈｕｓｔｅｄｔ 等

态描述ꎬ 结果可为其分类学及生物地理学研究提供

种类ꎮ 这些种类的共同特征是: 近缝端端隙弯向壳

基础数据ꎮ

育不完全ꎮ 该类群的形态结构特征与肋缝藻属的模

我国首次记录于湖南索溪峪 [１５] ꎬ « 中国淡水藻志»

面同一侧( 腹缘) ꎻ 内壳面壳缝两侧的硅质肋纹发
式种类相比具有较明显的差异ꎮ 与相似种类比较ꎬ
Ｆ. ｎｅｏｍｕｎｄａｎａ 的线纹密度较低ꎬ 且壳面两侧近

光明肋缝藻 ( Ｆｒｕｓｔｕｌｉａ ｓｐｌｅｎｄｉｄａ Ｈｕｓｔｅｄｔ) 在

( 第 １４ 卷) [１６] 也收录了该种类ꎬ 但这些研究中均
未给出该种类的光镜及电镜照片ꎮ 本研究于海南五

平行ꎬ 而 Ｆ. ｃａｐｉｔａｔａ Ｇｒａｅｆｆ ＆ Ｋｏｃｉｏｌｅｋ 的末端呈

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发现了该种类ꎬ 并对其形

头状或近头状ꎮ

态特征进行了详细观察并补充了形态描述ꎬ 结果可

海南岛区域发现的盘状交叉藻钝圆变种( Ｄｅ￣

ｃｕｓｓｉｐｈｙｃｕｓ ｐｌａｃｅｎｔａ ｖａｒ. ｏｂｔｕｓｕｓ ( Ｍｅｉｓｔｅｒ )

为该种 类 的 分 类 学 及 生 物 地 理 学 研 究 提 供 基 础
数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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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ａｎｄ Ｈａｗａｉｉ [ Ｊ ] . Ｐ Ａｃａｄ Ｎａｔ Ｓｃｉ Ｐｈｉｌａꎬ ２０１１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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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妍ꎬ Ｋｏｃｉｏｌｅｋ ＪＰꎬ 王全喜ꎬ 范亚文. 海南岛淡水单壳缝类

ｔｉｏｎ ｏｆ “ Ｄｅｃｕｓｓａｔａ” ( Ｒ. Ｍ.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Ｌａｎｇｅ￣Ｂｅｒｔａｌｏｔ ( Ｍａｓ￣

硅藻 的 分 类 学 研 究 [ Ｊ] . 水 生 生 物 学 报ꎬ ２０１６ꎬ ４０ ( ６ ) :

９４: １－２.

Ｌｉｕ Ｙꎬ Ｋｏｃｉｏｌｅｋ ＪＰꎬ Ｗａｎｇ ＱＸꎬ Ｆａｎ ＹＷ. Ｎｅｗｌｙ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ｏｆ

ｔｏｇｌｏｉａｃｅａｅꎬ Ｂａｃｉｌｌａｒｉｏｐｈｙｔａ) [ Ｊ] . Ｎｏｔｕｌａｅ Ａｌｇａｒｕｍꎬ ２０１９ꎬ

[１３]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ｍｏｎｏｒａｐｈｉｄ ｄｉａｔｏｍ ｆｒｏｍ Ｈａｉｎ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ꎬ 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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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７７.

[１４]

[ １５]

Ｃｈｉｎａ[ Ｊ] . Ｐｌａ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２０１８ꎬ ３６(１) : １７－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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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ｅｃｉｅｓꎬ Ｆ. ｃａｐｉｔａｔａꎬ Ｆ. ｌａｔｉｔａꎬ ａｎｄ Ｆ. ｓｏｒｏｒ ｆｒｏｍ Ｓｏｕｔｈ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Ｈｕｓｔｅｄｔ[Ｍ]. Ｂｅｒｌｉｎ ＆ 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 Ｊ. Ｃｒａｍｅｒꎬ １９８７:
Ｔｕｒｌａｎｄ ＮＪꎬ Ｗｉｅｒｓｅｍａ ＪＨꎬ Ｂａｒｒｉｅ ＦＲꎬ Ｇｒｅｕｔｅｒ Ｗꎬ Ｈａｗｋ￣
ｓｗｏｒｔｈ ＤＬꎬ Ｈｅｒｅｎｄｅｅｎ ＰＳꎬ ｅｔ 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ｄｅ ｏｆ Ｎ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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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Ｇｏｍｐｈｏｎｅｍａ ( Ｂａｃｉｌｌａｒｉｏｐｈｙｔａ ) ｆｒｏｍ Ｈａｉｎ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ꎬ

Ｓｉｍｏｎｓｅｎ Ｒ. Ａｔｌａｓ ａｎｄ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ａｔｏｍ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３９６－７７２.

付志鑫ꎬ 张稼俊ꎬ 刘妍ꎬ 范亚文. 海南岛异极藻属( 硅藻门)
Ｆｕ ＺＸꎬ Ｚｈａｎｇ ＪＪꎬ Ｌｉｕ Ｙꎬ Ｆａｎ ＹＷ. Ｎｅｗｌｙ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 ８]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ｃｕｓｓａｔａ (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Ｌａｎｇｅ￣Ｂｅｒｔａｌｏｔ ＆ Ｍｅｔ￣

Ｌｉｕ Ｙꎬ Ｋｏｃｉｏｌｅｋ ＪＰꎬ Ｗａｎｇ ＱＸꎬ Ｔａｎ Ｘꎬ Ｆａｎ ＹＷ. Ｔｗｏ ｎｅｗ

１２６６－１２７７.

[ ７]

Ｅｄｌｕｎｄ ＢＭꎬ Ｂｒａｎｔ ＡＬꎬ Ｌｅｖｋｏｖ Ｚꎬ Ｎａｋｏｖ Ｔ. Ａｎ ｅｍｅｎｄｅｄ

ｖａｌｖｅ ａｎｄ ｃｉｎｇｕｌｕｍ ｕｌｔ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Ｊ] . Ｄｉａｔｏｍ Ｒｅｓꎬ ２００６ꎬ

４４３.

[ ４]

１９３７ꎬ １５(２) : １８７－２９５.

ｚｅｌｔｉｎ ｔｈａｔ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ｐｒｏｔｏｐｌａｓ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ｓｅｒｖｅ[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７ꎬ ８( ４) : ４３６－
谢会斌ꎬ 林雄ꎬ 郑炜ꎬ 黄春. 海南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研究

ｇｅｎ üｂｅｒ ｄｉｅ Ｄｉａｔｏｍｅｅｎ￣Ｆｌｏｒａ ｖｏｎ Ｊａｖａꎬ Ｂａｌｉ ｕｎｄ Ｓｕｍａｔｒａ
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 [ Ｊ] . Ａｒｃｈｉｖ ｆüｒ Ｈｙｄ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ｅ (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ꎬ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ｌｏｐｅｓ ａｎｄ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ｕｚｈｉｓｈａ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

[ Ｊ] . 人与自然ꎬ ２０００(６) : ５６－５７.

Ｈｕｓｔｅｄｔ Ｆ.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ｓｃｈｅ ｕｎｄ öｋ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 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
ｎａｃｈ ｄｅｍ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ｄｅｒ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Ｌｉｍｎ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ｎ Ｓｕｎｄａ￣

自然保护区不同坡向和海拔的乔木群落物种分布格局[ Ｊ] .
热带生物学报ꎬ ２０１７ꎬ ８(４) : ４３６－４４３.

[ ３]

３１１

Ｃｏｄｅ) [ Ｍ] . Ｒｅｇｎｕｍ Ｖｅｇｅｔａｂｉｌｅꎬ ２０１８ꎬ １５９: １－２５３.

朱蕙忠ꎬ 陈嘉佑. 索溪峪的硅藻研究[ Ｍ] // 黎尚豪等. 湖南武

陵源自然保护区水生生物. 北京: 科学出版社ꎬ １９８９: ３８ －
６０.

[１６]

李家英ꎬ 齐雨藻. 中国淡水藻志: 第 １４ 卷: 硅藻门: 舟形藻
科( Ⅰ) [ Ｍ] . 北京: 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０: ２１－１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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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梵等: 图版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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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妹肋缝藻(１ ~ １３) ꎮ １ ~６: 光镜壳面照片ꎻ ７ ~９ 为外壳面观ꎬ ７: 壳面整体ꎻ ８ ~９: 壳面末端放大ꎬ 示端隙及点纹ꎻ １０ ~１３
为内壳面观ꎬ １０: 壳面整体ꎻ １１: 壳面中部放大ꎬ 示中央节及壳缝末端ꎻ １２ ~１３: 壳面末端放大ꎬ 示螺旋舌和点纹内壳面
开口ꎮ １ ~６ 为光镜照片ꎬ 标尺 ＝１０ μｍꎻ ７ ~１３ 为电镜照片ꎮ
Ｆｒｕｓｔｕｌｉａ ｓｏｒｏｒ Ｇｒａｅｆｆ ＆ Ｋｏｃｉｏｌｅｋ (１－１３) . １ －６: ＬＭ ｖａｌｖｅ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ꎻ ７ －９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ｖｉｅｗꎬ ７: Ｗｈｏｌｅ ｖａｌｖｅꎻ ８ －９:
Ｍａｇ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ｌｖｅ ｅｎｄｓꎬ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ｄｉｓｔａｌ ｒａｐｈｅ 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ａｒｅｏｌａｅꎻ １０－１３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ｖｉｅｗꎬ １０: Ｗｈｏｌｅ ｖａｌｖｅꎻ １１:
Ｍａｇ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ｌｖｅ ｃｅｎｔｅｒꎬ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ｎｏｄｕｌ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ｘｉｍａｌ ｒａｐｈｅ ｅｎｄｓꎻ １２ －１３: Ｍａｇ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ｌｖｅ ｅｎｄｓꎬ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ｈｅｌｉｃｔｏｇｌｏｓｓａ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ｏｐｅｎｉｎｇｓ ｏｆ ａｒｅｏｌａｅ. １－６: ＬＭ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ꎬ ｓｃａｌｅ ｂａｒ ＝ １０ μｍꎻ ７－１３: ＳＥＭ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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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梵等: 图版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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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状交叉藻钝圆变种(１４ ~ ２５) ꎮ １４ ~１８: 光镜壳面照片ꎻ １９ ~２１ 为外壳面观ꎬ １９: 壳面整体ꎻ ２０ ~２１: 壳面末端放大ꎬ 示
端隙及点纹ꎮ ２２ ~２５ 为内壳面观ꎻ ２２: 壳面整体ꎻ ２３ꎬ ２５: 壳面末端放大ꎬ 示端隙及点纹内壳面开口ꎻ ２４: 壳面中部放大ꎬ
示壳缝末端及胸骨ꎮ １４ ~１８ 为光镜照片ꎬ 标尺 ＝１０ μｍꎻ １９ ~２５ 为电镜照片ꎮ
Ｄｅｃｕｓｓｉｐｈｙｃｕｓ ｐｌａｃｅｎｔａ ｖａｒ. ｏｂｔｕｓｕｓ ( Ｍｅｉｓｔｅｒ) Ｇｕｉｒｙ ＆ Ｇａｎｄｈｉ (１４－２５) . １４－１８: ＬＭ ｖａｌｖｅ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ꎻ １９－２１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ｅｘ￣
ｔｅｒｎａｌ ｖｉｅｗꎬ １９: Ｗｈｏｌｅ ｖａｌｖｅꎻ ２０－２１: Ｍａｇ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ｌｖｅ ｅｎｄｓꎬ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ｄｉｓｔａｌ ｒａｐｈｅ 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ａｒｅｏｌａｅ. ２２－２５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ｖｉｅｗꎻ ２２: Ｗｈｏｌｅ ｖａｌｖｅꎻ ２３ꎬ ２５: Ｍａｇ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ｌｖｅ ｅｎｄｓꎬ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ｄｉｓｔａｌ ｒａｐｈｅ 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ａｒｅｏｌａｅꎻ ２４: Ｍａｇ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ｌｖｅ ｃｅｎｔｅｒꎬ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ｐｒｏｘｉｍａｌ ｒａｐｈｅ 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ｓｔｅｒｎｕｍ. １４－１８: ＬＭ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ꎬ ｓｃａｌｅ ｂａｒ ＝
１０ μｍꎻ １９－２５: ＳＥＭ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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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梵等: 图版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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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曲棒杆藻(２６ ~ ３４) ꎮ ２６ ~２９: 光镜壳面照片ꎻ ３０ ~３４ 为外壳面观ꎬ ３０: 示壳面末端ꎻ ３１: 整个壳体ꎻ ３２: 壳体中部放大ꎻ
３３: 壳面末端放大ꎬ 示窝孔纹ꎻ ３４: 壳面末端放大ꎬ 示壳缝末端ꎮ ２６ ~２９ 为光镜照片ꎬ 标尺 ＝１０ μｍꎻ ３０ ~３４ 为电镜照片ꎮ
Ｒｈｏｐａｌｏｄｉａ ｃｏｎｔｏｒｔａ Ｈｕｓｔｅｄｔ (２６－３０) . ２６－２９: ＬＭ ｖａｌｖｅ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ꎻ ３０－３４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ｖｉｅｗꎬ ３０: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ｖａｌｖｅ ｅｎｄꎻ
３１: Ｗｈｏｌｅ ｆｒｕｓｔｕｌｅꎻ ３２: Ｍａｇ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ｏｆ ｆｒｕｓｔｕｌｅｓꎻ ３３: Ｍａｇ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ｌｖｅ ｅｎｄꎬ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ａｒｅｏｌａｅꎻ ３４: Ｍａｇｎｉｆｉ￣
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ｌｖｅ ｅｎｄꎬ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ｄｉｓｔａｌ ｒａｐｈｅ ｅｎｄ. ２６－２９: ＬＭ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ꎬ ｓｃａｌｅ ｂａｒ ＝ １０ μｍꎻ ３０－３４: ＳＥＭ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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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梵等: 图版 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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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肋缝藻(３５ ~ ４９) ꎮ ３５ ~４１: 光镜壳面照片ꎻ ４２ ~４５ 为外壳面观ꎬ ４２ ~４３: 壳面末端放大ꎬ 示端隙及点纹ꎻ ４４ ~４５: 壳
面中部放大ꎬ 示壳缝末端ꎮ ４６ ~ ４９ 为内壳面观ꎬ ４６: 整个壳面ꎻ ４７: 壳面中部放大ꎬ 示胸骨两侧隆起的脊及壳面末端ꎻ
４８ ~４９: 壳面末端放大ꎬ 示螺旋舌及点纹内壳面开口ꎮ ３５ ~４１ 为光镜照片ꎬ 标尺 ＝１０ μｍꎻ ４２ ~４９ 为电镜照片ꎮ
Ｆｒｕｓｔｕｌｉａ ｓｐｌｅｎｄｉｄａ Ｈｕｓｔｅｄｔ (３５－４９) . ３５－４１: ＬＭ ｖａｌｖｅ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ꎻ ４２－４５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ｖｉｅｗꎬ ４２－４３: Ｍａｇ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ｌｖｅ ｅｎｄｓꎬ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ｄｉｓｔａｌ ｒａｐｈｅ 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ａｒｅｏｌａｅꎻ ４４－４５: Ｍａｇ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ｌｖｅ ｃｅｎｔｅｒꎬ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ｐｒｏｘｉｍａｌ ｒａｐｈｅ ｅｎｄｓ.
４６－４９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ｖｉｅｗꎬ ４６: Ｗｈｏｌｅ ｖａｌｖｅꎻ ４７: Ｍａｇ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ｌｖｅ ｃｅｎｔｅｒꎬ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ｓｉｌｉｃａ ｒｉｄｇｅ ａｌｏｎｇ ｓｔｅｒｎｕｍꎬ ａｎｄ
ｐｒｏｘｉｍａｌ ｒａｐｈｅ ｅｎｄｓꎻ ４８－４９: Ｍａｇ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ｌｖｅ ｅｎｄｓꎬ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ｈｅｌｉｃｔｏｇｌｏｓｓａ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ａｒｅｏｌａｅ. ３５－４１:
ＬＭ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ꎬ ｓｃａｌｅ ｂａｒ ＝ １０ μｍꎻ ４２－４９: ＳＥＭ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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