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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者于2018年4月至2019年4月,采用样线样方调查、拍照和标本鉴定的方法,对秦岭南坡洋县境
内的野生绞股蓝和乌蔹莓进行调查。从生境、形态特征、组织结构等方面对两者进行了详细观察,比较,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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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iation and comparison of Gynostemma pentaphyllum and Blackberry
Guangmin Qi Xiaojian Du Xionghui Guo
Shaanxi Changqing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Administration
[Abstract] The author was from April 2018 to April 2019,the author investigated the wild Gynostemma
pentaphyllum and Blackberry berries in Yangxian County, the southern slope of Qinling Mountains, using the
methods of sample survey, photographing and specimen identification. The two have been observed, compared
and recorded in detail from the aspects of habitat,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Keywords] Gynostemma pentaphyllum; Blackberry; wild;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tendrils; bird-toed
compound leaves; yellow-green flor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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