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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花兜兰，柬埔寨兰科一新种!
刘仲健! ，陈心启"
（! 深圳市梧桐山苗圃总场，广东 深圳

#!$!!%；"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系统与进化植物学

开放研究实验室，北京

!&&&’(）

!"#$%&#’(%)*+ +",-"./$*+ ， ! "#$ %&#’(#) *+ ,-’.(/!’#!#
+-*0 1!02*/(!
)*+ ,-./01234/! ， 5678 93/015-3"
（! !"#$%"#$ &’() *+(,$-."/$ 0+1.#1’#.，9-:/;-:/ #!$!!%，5-3/4；" 2/3,1/(,1) ,4 !).(#5/(’6 < 78,9+(’,$/1) :,(/$)，
;$.(’(+(# ,4 :,(/$)，&"’$#.# <6/=#5) ,4 !6’#$6#.，=:3>3/0 !&&&’(，5-3/4）

3#4 $*-/)： >/?"’,?#=’9+5 5/61/$("+5 ；8:? @A:B3:@；54CD.E34
关键词：大花兜兰；新种；柬埔寨
中图分类号：F ’%’

文献标识码：G

文章编号：&"#( H "I&&
（"&&"）
&J H &I!" H &(

本文所描述的兰科新种大花兜兰（ >/?"’,?#=’9+5 5/61/$("+5 ,K 2K )3L :M 9K 5K 5-:/）是采自柬埔寨东
部靠近越南边界的。据采集者说此种植物很久以前已被发现并送到国外去了，此次系再次被采集到的。
根据该植物的形态特征，显然是属于兜兰组（ 9:BMK N4A-3.A:E3OLC）的，与紫毛兜兰（ >/?"’,?#=’9+5
8’99,.+5（)3/EOK ）9M:3/）有某种亲缘关系，但巨大而密生斑点的中萼片非常美丽，似乎可以在一些杂交品
种，如 >/?"’,?#=’9+5 5-PQ@.@M.C 与 >/?"’,?#=’9+5 R3/@M./ 5-LPB-3O 中看到，但在全属的野生种中却很难找
到。或许正如一些行家所说，这是许多杂交品种的亲本，一个未曾发表而丢失的亲本。目前该植物已被
种植于深圳市梧桐山苗圃总场兰园温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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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花兜兰：! " 带花植株；# " 中萼片，背面观；$ " 中萼片，正面观；% " 合萼片，正面观；& " 花瓣，正面观；
’ " 唇瓣，侧面观；( " 退化雄蕊，正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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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4)%2（东部），/$ 4%*’&!* ($’)(&28（无详细地点），-AAB,BB,A=，C? D? E&" -BBB=（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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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状茎短。叶（- L ）; L > 枚，二列，狭矩圆状舌形，长 -= L >- ’.，宽（> L ） 9 L = ’.，上面深绿
色，背面绿色且在靠近基部处呈紫褐色，先端近急尖并稍 - 裂，基部对摺成柄。花葶近直立，连同具单
花的花序长约 ;- ’.；花序柄长 -> ’.，绿色，有紫红色细斑点，被白色短柔毛，基部具 B 枚鞘；鞘绿色，
长 + ’.，对摺；花苞片椭圆形，长 9,1 ’.，宽 >,- ’.，对摺，绿色，有淡紫红色小斑点，背面近基部被
白色短柔毛；花梗与子房长 =,- ’.，绿色，具浅紫红色小斑点，被白色短柔毛；花直径约 BB ’.；中萼片
近圆形，长 +,- ’.，宽 +,1 ’.，背面白色，在近顶端处具有浅紫红色晕，近基部有浅绿色晕，腹面带白
的浅紫色，但边缘白色，近基部处浅绿色，具浅紫红色斑点，背面近基部及沿中脉被白色短柔毛，边缘
具缘毛；合萼片椭圆形，长约 + ’.，宽 9 ’.，浅绿色，有浅紫红色斑点，背面近基部与顶端多少被白色
短柔毛；花瓣近狭倒卵状匙形，长 +,1 ’.，上部宽 ;,; ’.，浅绿黄色并具紫褐色晕，先端近截形且有不
明显的小齿，近顶端边缘具细缘毛，背面近基部与顶端多少被浅紫褐色短柔毛，腹面近基部具浅紫色长
硬毛；唇瓣盔状囊形，连同柄状基部长约 = ’.；囊长 > ’.，宽 ; ’.，浅紫褐色，边缘浅绿黄色，近直立
的耳部边缘多少具紫色短柔毛；退化雄蕊宽倒卵形，长宽各约 - ’.，浅黄色，先端近截形，上表面被紫
褐色短柔毛，中央具 B 个浅绿黄色脐状胼胝体。
本新种略似紫毛兜兰（ !"#$%&#’(%)*+ ,%))&-*+），但叶较大，长 -= L >- ’.，宽（> L ）9 L = ’.，花序柄
被白色短柔毛，中萼片宽 +,1 ’.，具密集的紫红色斑点，背面近基部处与中脉被白色短柔毛，易于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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