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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文献追溯以及在世界各大植物数据库中搜索安息香属（犛狋狔狉犪狓）植物的相关信息，确定了该属在中

国的种类数量，总结了该属各个种的形态特征和自然地理分布状况。结果表明：１）能确定的最新记载的安息香

属植物应有３１种，以小乔木居多，花基本为白色，总状或圆锥花序，花芳香的植物只有８种，花期基本都在春、夏

季（３—６月），果期在夏、秋、冬季（５—１２月）；２）在我国除了１种分布至辽宁，大多数主产于长江流域以南各省

区，尤其是中南、西南部分布较多；３）超高海拔上没有分布，一半以上的物种适宜生长在低、中海拔的山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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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香属（犛狋狔狉犪狓Ｌｉｎｎ．）是安息香科（Ｓｔｙｒａｃａｃｅａｅ）的乔木或灌木，产于东亚。因其树干受到外部伤

害后会流出树脂样物质而得名，具有重要的药用、观赏和经济价值［１］。该属全世界约有１３０种，主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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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亚洲东部至马来西亚和北美洲的东南部（墨西哥至安第斯山），只有１种分布于欧洲地中海周围
［２］。该

属为现存该科种类最多，分布最广，性状分化最强烈的一群［３］，所以国外对该属分类学的研究较多［４８］，而

国内对该属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新种的记录［２，９１２］、种群分布［１３１５］、种质资源及园林应用［１６１７］、部分植物的

组培［１８２０］、生理［１，２１２４］及化学成分［２５２６］的研究，但目前未有人从大数据的角度对该属的形态特征及地理

分布现状进行归纳总结。

１　材料与方法

安息香属植物在中国分布的种类、形态特征、分布位置等信息通过查阅文献，搜索世界各大植物标本

馆、各大植物数据库及公开发表的相关文献中所提供的数据获取，通过仔细核对其中的描述，确定本属在

中国的种类数量，记录各种的形态特征、分布位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中国安息香属植物种类的数量

据记载，安息香属在中国的分布有３３种
［３］，在西南地区的分布就有２５种（含变种）

［１５］。本文根据最

新的安息香属植物的记录［１３１４］和世界各大植物标本馆最新信息查询的结果，确定了犛狋狔狉犪狓犮狅狀犳狌狊狌狊与

犛狋狔狉犪狓狆犺犻犾犪犱犲犾狆犺狅犻犱犲狊为同一种，犛狋狔狉犪狓犮狅狀犳狌狊狌狊是被接受名（ａｃｃｅｐｔｅｄｎａｍｅ）
［１５］。犛狋狔狉犪狓狏犲犻狋犮犺犻狅

狉狌犿 与犛狋狔狉犪狓狅犱狅狉犪狋犻狊狊犻犿狌狊 为同一种，犛狋狔狉犪狓狏犲犻狋犮犺犻狅狉狌犿 是犛狋狔狉犪狓狅犱狅狉犪狋犻狊狊犻犿狌狊 的异名（ｓｙｎｏ

ｎｙｍ）
［１６］，而其他的变种由于性状的原始描述有一定的分歧性，在此忽略不计，故目前从形态学意义上来

确定安息香属植物在中国共有３１种（表１）。

２．２　中国安息香属植物的主要形态特征

把所查到的数据信息进行汇总，得到结果如表１所示。我国安息香属３１个种均为木本，台湾安息香、

楚雄安息香、小叶安息香、婺源安息香为灌木，其次为兼有灌木或小乔木性状的植物，共１０种，具体为银叶

安息香、灰叶安息香、白花龙、大花野茉莉、野茉莉、玉玲花、瓦山安息香、皱叶安息香、裂叶安息香、浙江安

息香，其余１７种的性状均为小乔木，最粗的胸径可达４０ｃｍ。

该属２９种植物的花色为白色，只有玉玲花、粉花安息香两种植物不但有白色的花朵，还会出现粉红色

的花朵。大果安息香、婺源安息香、浙江安息香这３种为单朵花或双朵花生于叶腋，巴山安息香可为单朵

花也可为花序，其余的２７种均为总状或圆锥花序顶生或腋生，花朵在３～１０朵。

该属中３０种植物的花期基本都在春夏季（３—６月），果期在夏秋、冬季（５—１２月），只有１种植物———

喙果安息香的花期在秋冬季（９—１２月），果期在春、夏季（３—５月）。

该属中有８种植物的花具有芳香，具体为中华安息香、赛山梅、白花龙、墨泡、大果安息香、玉玲花、芬

芳安息香、浙江安息香。

表１　中国安息香属３１个种的主要形态特征

序号 学名 中文名 形态特征

１ 犛．犪犵狉犲狊狋犻狊 喙果安息香 乔木，高１５ｍ，胸径２０ｃｍ。总状花序顶生有花５～１０余朵，下部有１～２花

腋生，长６～１２ｃｍ；花白色，花期９—１２月，果期３—５月。

２ 犛．犪狉犵犲狀狋犻犳狅犾犻狌狊 银叶安息香 乔木，高５～１５ｍ，胸径约４０ｃｍ。总状花序顶生或腋生，长１．２～１．６ｃｍ，有

花３～９朵；花白色，花期４—５月，果期８—９月。

３ 犛．犫犪狊犺犪狀犲狀狊犻狊 巴山安息香 乔木，高３～７（～１２）ｍ，胸径１６ｃｍ。总状花序顶生，长２～４．５ｃｍ，具花

４～８朵或有１～４朵花生于叶腋；花淡白色，长１．２～１．４ｃｍ。花期５—

６月，果期７—８月。

４ 犛．犫犲狀狕狅犻狀狅犻犱犲狊 滇南安息香 乔木，高８～１２ｍ，胸径１０～１２ｃｍ。圆锥或总状花序（据记载），长２．５～

５．０ｃｍ；花白色，长１．０～１．２ｃｍ；花期５—６月，果期１０月。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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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序号 学名 中文名 形态特征

５ 犛．犮犪犾狏犲狊犮犲狀狊 灰叶安息香 灌木或小乔木，高５～１５ｍ，胸径达１５ｃｍ。总状或圆锥花序，顶生或腋生，

长３．５～９ｃｍ；花白色，长１～１．５ｃｍ。花期５—６月，果期７—８月。

６ 犛．犮犺犻狀犲狀狊犻狊 中华安息香 乔木，高１０～２０ｍ，胸径２０～３４ｃｍ。圆锥或总状花序，顶生或腋生，长１～

１２ｃｍ；花白色，芳香，长１．２～１．５ｃｍ。花期４—５月，果期９—１１月。

７ 犛．犮犺狉狔狊狅犮犪狉狆狌狊 黄果安息香 乔木，高７～２０ｍ。花序腋生，有花３～５朵；花期３—４月，果期７月。

８ 犛．犮狅狀犳狌狊狌狊 赛山梅 乔木，高２～８ｍ，胸径达１２ｃｍ。总状花序顶生，有花３～８朵，下部常有２～

３花聚生叶腋，长４～１０ｃｍ；花白色，有香味。花期４—６月，果期９—１１月。

９ 犛．犱犪狊狔犪狀狋犺狌狊 垂珠花 乔木，高３～２０ｍ，胸径达２４ｃｍ。圆锥或总状花序顶生或腋生，具多花，长

４～８ｃｍ，下部常２至多花聚生叶腋；花白色，长０．９～１．６ｃｍ；花期３—５月，

果期９—１２月。

１０ 犛．犳犪犫犲狉犻 白花龙 灌木或小乔木，高１～３ｍ。总状花序顶生，有花３～５朵，下部常单花腋生，

长３～４ｃｍ；花白色，芳香，长１．２～１．５（～２）ｃｍ；花期４—６月，果期８—

１０月。

１１ 犛．犳狅狉犿狅狊犪狀狌狊 台湾安息香 灌木，高２～３ｍ。总状花序顶生，有花３～５朵，下部常单花腋生，长２．５～

４ｃｍ；花白色，长１．２～１．４ｃｍ；花期３—４月，果期５—６月。

１２ 犛．犵狉犪狀犱犻犳犾狅狉狌狊 大花野茉莉 灌木或小乔木。高４～７ｍ，胸径约３０ｃｍ。总状花序顶生，有花３～９朵，长

３～４ｃｍ，有时１～２花生于下部叶腋；花白色，长１．５～２．５（～３）ｃｍ；花期

４—６月，果期８—１０月。

１３ 犛．犺犪犻狀犪狀犲狀狊犻狊 厚叶安息香 乔木，高８～１０ｍ。总状花序生于小枝下部叶腋，长３～４ｃｍ，有花２至数

朵；花白色，长１．３～１．６ｃｍ；花期３—４月，果期８—１０月。

１４ 犛．犺犲犿狊犾犲狔犪狀狌狊 老鸹铃 乔木，５～１２ｍ。胸径１２ｃｍ。总状花序顶生，８～１０花，９～１５ｃｍ，通常基部

２或３分枝。花白色，长１．８～２．７ｃｍ。花期５—６月，果期７—９月。

１５ 犛．犺狌犪狀狌狊 墨泡 乔木，高６～１５ｍ。总状花序顶生或腋生，花序长６～１５ｃｍ，基部有时２～３

分枝；花白色，芳香，长１３～１８ｍｍ；花期５—６月，果期９—１０月。

１６ 犛．犼犪狆狅狀犻犮狌狊 野茉莉 灌木或小乔木，高４～８（～１０）ｍ。总状花序顶生，有花５～８朵，长５～８ｃｍ；

有时下部的花生于叶腋；花白色，长２～２．８（～３）ｃｍ，花期４—７月，果期９—

１１月。

１７ 犛．犾犻犿狆狉犻犮犺狋犻犻 楚雄安息香 灌木，高１～２．５ｍ。总状花序顶生，有花３～６朵，长３～４ｃｍ；花白色，芳

香，长约１５ｍｍ；花期３—４月，果期８—１０月。

１８ 犛．犿犪犮狉犪狀狋犺狌狊 禄春安息香 乔木，高约７ｍ。总状花序顶生，有花３～４朵，长４～６ｃｍ；花白色，长１．２～

２．５ｃｍ；花期４—６月，果期８—１０月。

１９ 犛．犿犪犮狉狅犮犪狉狆狌狊 大果安息香 乔木，高６～９ｍ，胸径达２８ｃｍ。花单生于叶腋，先叶开放，花白色，芳香，长

达３．３ｃｍ，花冠５～７裂；花期５—６月，果期９—１０月。

２０ 犛．狅犫犪狊狊犻犪 玉玲花 乔木或灌木，高可达１４ｍ。总状花序顶生或腋生，长６～１５ｃｍ，有花１０～

２０余朵；花白色或粉红色，芳香，长１．５～２ｃｍ；花期５—７月，果期８—９月。

２１ 犛．狅犱狅狉犪狋犻狊狊犻犿狌狊 芬芳安息香 乔木，高４～１０ｍ，直径达２０ｃｍ。总状或圆锥花序，顶生，长５～８ｃｍ，下部

的花常生于叶腋；花白色，芳香，长１．２～１．５ｃｍ；花期３—４月，果期６—

９月。

２２ 犛．狆犲狉犽犻狀狊犻犪犲 瓦山安息香 灌木或小乔木，高２～６（～１０ｍ），胸径约２５ｃｍ。总状花序顶生，有花３～

４朵；花序长４～６ｃｍ；花白色，长约２ｃｍ；花期３—４月，果期７—８月。

２３ 犛．狉狅狊犲狌狊 粉花安息香 乔木，高４～８ｍ，胸径约８ｃｍ。总状花序顶生，有花２～３（～４）朵，下部花常

腋生，长３～５ｃｍ；花白色或粉红色，长１．５～２．５ｃｍ；花期７—９月，果期９—

１２月。

２４ 犛．狉狌犵狅狊狌狊 皱叶安息香 灌木或小乔木，高１．５～６ｍ，胸径达１８ｃｍ。总状花序顶生，有花３～６朵，

长５～６ｃｍ；花白色，长约１．６ｃｍ；花期５—６月，果期９—１１月。

２５ 犛．狊犲狉狉狌犾犪狋狌狊 齿叶安息香 乔木，高４～１２ｍ，胸径９～２５ｍ。总状或圆锥花序顶生，多花，下部常有

１～４花聚生叶腋，长３～１０ｃｍ；花白色，长１～１．３ｃｍ；花期３—５月，果期

７—９月。　

２６ 犛．狊狌犫犲狉犻犳狅犾犻狌狊 栓叶安息香 乔木，高４～２０ｍ，胸径达４０ｃｍ。总状花序或圆锥花序，顶生或腋生，长６～

１２ｃｍ；花白色，长１．０～１．５ｃｍ；花期３—５月，果期９—１１月。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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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序号 学名 中文名 形态特征

２７ 犛．狊狌狆犪犻犻 裂叶安息香 乔木或灌木，高２～６ｍ，胸径约１０ｃｍ。总状花序顶生，有花２～３朵，长３～

４ｃｍ；花白色，长１．５～１．８ｃｍ；花期４—５月，果期６—９月。

２８ 犛．狋狅狀犽犻狀犲狀狊犻狊 越南安息香 乔木，高６～３０ｍ，胸径８～６０ｃｍ。圆锥花序，或渐缩小成总状花序，花序长

３～１０ｃｍ或更长；花白色，长１．２～２．５ｃｍ；花期４—６月，果期８—１０月。

２９ 犛．狑犻犾狊狅狀犻犻 小叶安息香 灌木，高１～２ｍ。总状花序顶生，有花３～５朵，长２～４ｃｍ；花白色，长１～

１．３ｃｍ；花期５—７月，果期８—１０月。

３０ 犛．狑狌狔狌犪狀犲狀狊犻狊 婺源安息香 灌木，高１．５～３ｍ。花白色，长１．３～１．５ｃｍ，单生于叶腋或２朵聚生于小

枝顶端，或３朵排成顶生的总状花序，长３～５ｃｍ；花期４月，果期８月。

３１ 犛．狕犺犲犼犻犪狀犵犲狀狊犻狊 浙江安息香 落叶灌木至小乔木，高２～７ｍ。花白色，下垂，具芳香，单生（偶双生）叶腋，

花冠直径３．６～５．５ｃｍ，６～８裂，花期４月中下旬，果期８—９月。

２．３　安息香属植物在中国的地理分布及分布特征

安息香属植物在我国除玉铃花分布到了东北南部的辽宁，其余的种类基本分布在长江流域以南各省

区，尤其是中南地区和西南地区。表２为我国安息香属３１个种地理分布的详细地区及其栖息地的概况。

表２　安息香属（犛狋狔狉犪狓）各植物分布地区及栖息地概况

序号 种名 学名 主要分布地区 栖息地概况

１ 喙果安息香 犛．犪犵狉犲狊狋犻狊 滇、粤、闽 海拔５０～７００ｍ密林中

２ 银叶安息香 犛．犪狉犵犲狀狋犻犳狅犾犻狌狊 桂南、滇南 海拔５００～１５００ｍ河谷密林中

３ 巴山安息香 犛．犫犪狊犺犪狀犲狀狊犻狊 陕南（镇坪县） 生于海拔１０００～１１９０ｍ的山坡杂木林中

４ 滇南安息香 犛．犫犲狀狕狅犻狀狅犻犱犲狊 滇南（西双版纳） 海拔７５０～１０００ｍ山谷湿润疏林中

５ 灰叶安息香 犛．犮犪犾狏犲狊犮犲狀狊 豫、鄂、赣、浙 海拔５００～１２００ｍ的山坡、河谷林中、或林缘灌丛中

６ 中华安息香 犛．犮犺犻狀犲狀狊犻狊 桂、滇 海拔３００～１２００ｍ密林中

７ 黄果安息香 犛．犮犺狉狔狊狅犮犪狉狆狌狊 滇 海拔１５００ｍ密林中

８ 赛山梅 犛．犮狅狀犳狌狊狌狊 川、黔、桂、湘、鄂、皖、苏 海拔１００～１７００ｍ密林中

９ 垂珠花 犛．犱犪狊狔犪狀狋犺狌狊 鲁、豫、皖、苏、浙、湘、黔 海拔１００～１７００ｍ的丘陵、山地、山坡及溪边杂木林中

１０ 白花龙 犛．犳犪犫犲狉犻 皖、鄂、苏、浙、湘、赣、台 海拔１００～６００ｍ低山区和丘陵地灌丛中

１１ 台湾安息香 犛．犳狅狉犿狅狊犪狀狌狊 皖、赣、湘、桂、闽、浙、台 海拔５００～１３００ｍ的丘陵地或山地灌木丛中

１２ 大花野茉莉 犛．犵狉犪狀犱犻犳犾狅狉狌狊 藏、滇、黔、桂、粤、台 海拔１０００～２１００ｍ疏林中

１３ 厚叶安息香 Ｓ．犺犪犻狀犪狀犲狀狊犻狊 粤、琼 海拔５００～１０００ｍ的杂木林中

１４ 老鸹铃 犛．犺犲犿狊犾犲狔犪狀狌狊 川南、黔、陕、鄂、湘、豫 海拔１０００～２０００ｍ的向阳坡、疏林中、林缘或灌木从中

１５ 墨泡 犛．犺狌犪狀狌狊 川 海拔１２００～２７００ｍ林中

１６ 野茉莉 犛．犼犪狆狅狀犻犮狌狊 滇、桂、粤 海拔４００～１８０４ｍ的林中

１７ 楚雄安息香 犛．犾犻犿狆狉犻犮犺狋犻犻 滇、川 海拔１７００～２４００ｍ干旱山坡的稀树草原上

１８ 禄春安息香 犛．犿犪犮狉犪狀狋犺狌狊 滇、桂 海拔２０００～２５００ｍ的山坡和山谷林中

１９ 大果安息香 犛．犿犪犮狉狅犮犪狉狆狌狊 湘、粤 海拔５００～８５０ｍ山谷密林中

２０ 玉玲花 犛．狅犫犪狊狊犻犪 辽、鲁、皖、浙、赣、鄂 海拔７００～１５００ｍ的林中

２１ 芬芳安息香 犛．狅犱狅狉犪狋犻狊狊犻犿狌狊 皖、鄂、苏、浙、湘、赣、闽 海拔６００～１６００ｍ的阴湿山谷、山坡疏林中

２２ 瓦山安息香 犛．狆犲狉犽犻狀狊犻犪犲 滇、川 海拔５００～２５００ｍ的山坡、湿润常绿阔叶林中

２３ 粉花安息香 犛．狉狅狊犲狌狊 藏、滇、川、鄂、黔、陕西南 海拔１０００～２３００ｍ疏林中

２４ 皱叶安息香 犛．狉狌犵狅狊狌狊 滇 海拔１０００～１５００ｍ林中

２５ 齿叶安息香 犛．狊犲狉狉狌犾犪狋狌狊 藏、滇、桂、粤 海波５００～１７００ｍ疏林下或林缘潮湿地

２６ 栓叶安息香 犛．狊狌犫犲狉犻犳狅犾犻狌狊 长江流域以南各省区 海拔１００～３０００ｍ山地、丘陵地常绿阔叶林中

２７ 裂叶安息香 犛．狊狌狆犪犻犻 粤、湘 海拔３００～９００ｍ疏林下或林缘

２８ 越南安息香 犛．狋狅狀犽犻狀犲狀狊犻狊 滇、黔、桂、粤、闽、湘、赣 海拔１００～２０００ｍ的山坡或山谷、疏林中或林缘

２９ 小叶安息香 犛．狑犻犾狊狅狀犻犻 川 海拔１３００～１７００ｍ林中或灌丛中

３０ 婺源安息香 犛．狑狌狔狌犪狀犲狀狊犻狊 赣、皖 海拔５００ｍ以下山脚下阴湿处、水边或潮湿地

３１ 浙江安息香 犛．狕犺犲犼犻犪狀犵犲狀狊犻狊 浙 海拔１３０～２３０ｍ沟谷中常绿阔叶林中

２．４　海拔与安息香属植物的分布关系

表２显示安息香属植物中有４种分布在低海拔地区（１００～７５０ｍ），具体为喙果安息香、白花龙、婺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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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香、浙江安息香；３种（巴山安息香、滇南安息香、皱叶安息香）仅在中海拔（７５０～１５００ｍ）地区分布；２

种（楚雄安息香、禄春安息香）在高海拔（１５００～３５００ｍ）地区分布。

而同时较为广泛分布在低、中海拔（１００～１５００ｍ）的安息香属植物较多，有银叶安息香、灰叶安息香、

中华安息香、黄果安息香、台湾安息香、厚叶安息香、大果安息香、玉玲花、芬芳安息香、齿叶安息香、裂叶安

息香１１种。

大花野茉莉、老鸹铃、墨泡、小叶安息香、粉花安息香这５种植物同时分布在中、高海拔（７５０～３５００ｍ）的

地带。同时分布在低、中、高海拔（１００～３５００ｍ）的安息香属植物有６种，具体为：赛山梅、垂珠花、野茉

莉、栓叶安息香、瓦山安息香、越南安息香。在超高海拔地区（３５００ｍ以上）没有安息香属植物的分布。

可见，安息香属在超高海拔上没有分布，但在低、中、高海拔高度均有分布，一半以上的物种适宜生长

在低、中海拔的山地中。绝大多数的安息香属植物都分布在相对潮湿的密林或山沟中，只有老鸹铃、楚雄

安息香这两种植物喜欢阳光充足的生境。

３　结　语

１）我国的安息香属植物已确定的有３１种，均为木本，以小乔木居多。２）我国的安息香属植物的花色

基本为白色，只有两种植物会出现粉色的花；３种植物的花朵为单生或双生，２７种为总状或圆锥花序，１种

兼有单朵（双朵）或花序的特征；花芳香的植物只有８种；除了１种植物的花期在秋冬，果期在春天，其余的

花期都在３—６月，果期在５—１２月。３）我国一半以上的安息香属植物适宜生长在低、中海拔的相对潮湿

的密林或山沟中，只有老鸹铃、楚雄安息香这两种植物喜欢阳光充足的生境。玉铃花是本属种分布最北的

物种，可到辽宁，其余主要分布于长江流域以南各省区，最东的到台湾，可见该属植物具有一定的热带起源

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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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　语

本文采用ＰｒｏＥ软件对某型大功率ＬＥＤ灯具进行了建模仿真，运用流体仿真技术对其进行散热性能

评估，并依照分析结果合理设置试样灯具测试点，进行实际工况测试。测试结果表明，仿真分析接近实际，

该灯具ＬＥＤ芯片布局合理，散热器设计符合实际要求。可见，流体热仿真技术加入到新产品研发设计中，

可加快产品开发速度，减小产品试制成本，缩短产品设计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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