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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冠果 Xanthoceras sorbifolia�Bunge属无患子

科文冠果属植物 [1-2]，为我国北方特有的珍贵木本

油料树种。甘肃是文冠果的自然分布区之一，也是

国家林业局全国生物质能源林基地建设示范省份之

甘肃省文冠果优良单株的选择及其性状特征

柴春山，戚建莉，薛    睿，蔡国军，莫保儒，王三英，芦    娟
（甘肃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甘肃  兰州  730020）

摘  要：为给甘肃省文冠果优良品种的选育奠定基础，同时为给甘肃省生物质能源林建设提供优良繁育材料，针

对甘肃省文冠果生物质能源林发展迅速而优良繁育材料非常缺乏的问题，于 2010—2012 年，采用群众荐优和实

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该省庆阳、定西和白银等市的文冠果野生种群和人工种群进行了优良单株的选择研究。

经过初选、复选和决选，最终选出了产量高或观赏价值高、果实品质好、抗病虫能力强的文冠果优良单株 16 株，

其中能源利用性优良单株 14 株，占入选优良单株总数的 87.50%，观赏性优良单株 2 株，占入选优良单株总数的

12.50%。选出的优良单株其总体特征表现为：花色，以红色花型为主，此类单株占优良单株总数的 62.50%；新

梢和花轴，以红色、无毛型为主，此类单株占入选优良单株总数的 93.75%；果实，以中、小果型为主，此类单

株占优良单株总数的 8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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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e individual selection and its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in 
Xanthoceras sorbifolia in Gans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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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nsu�Academy�of�Forestry�Science�and�Technology,�Lanzhou�730020,�Gansu,�China)

Abstract: In�order� to� lay�a�foundation�for�selecting�and�breeding�of� improved�varieties� in�Xanthoceras sorbifolia in 

Gansu�Province�and�supply�fine�breeding�materials� for�biomass�energy�forest�construction� in�Gansu�Province,� fine�

individual�selection�of�artificial�population�and�wild�population�of X. sorbifolia was�conducted�in�2010-2012�at�Qingyang,�

Dingxi�and�Baiyin,�aimed�to�sloving�the�problem�of�rapid�development�of�biomass�energy�X. sorbifolia forest�and�lack�

of�superior�breeding�materials,�by�adoping� the�method�of�combining� the�masses’� recommendation�and�on-the-spot�

investigation.�Through�primary�selection,�multiple�selection�and�decisive�selection,�16�fine�individuals�of X. sorbifolia 

were�selected,�and�they�had�high�yield�or�high�ornamental�value,�superior�fruit�quality,�strong�pest�and�disease�resistance.�

Among�them,�14�individuals�could�be�used�as�energy�plants�and�2�individuals�as�ornamental�plants,�and�they�accounted�

for�87.50%�and�12.50%�of�selected�fine�individuals�respectively.�On�the�whole,�morphological�characteristics�of�selected�

individuals�behaved�as:�red�was�of�dominant�flower�color,�accounting�for�62.50%�of�all�selected�fine�individuals;�red�

glabrous�twig�and�rachis�were�of�the�dominant�type,�accounting�for�93.75%�of�all�selected�fine�individuals;�middle�and�

small�fruits�were�of�the�dominant�type,�accounting�for�81.25%�of�all�selected�fine�individuals.�
Keywords: Xanthoceras sorbifolia;�fine�individual;�morphological�characteristics;�Gansu�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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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 2008 年国家林业局林油一体化油料能源林

示范基地建设工作启动以来，甘肃的文冠果人工林

面积迅速增加，在短短的 5年时间（2008—2012年）

里，甘肃省新建文冠果原料林 2.18 万 hm2，栽培范

围涉及近 8 个市区 [3]。目前，甘肃省部分市区仍

在发展文冠果，能源林面积还在不断扩大。但是，

目前文冠果在发展中存在很多问题，优良品种缺

乏便是其中之一。目前的育苗和造林还处在有种

就采、有苗就栽的粗放状态中，所造林分类型混

杂，良莠不齐，质量差、产量低、病虫危害严重，

直接影响着能源林建设的质量和未来林分的产量。

为了满足文冠果生物质能源林产业化发展对其优

良种质材料的大量需求，急需开展优良品种选育

的研究。而文冠果在同一种群中或同一分布区内

的个体差异非常大，无论表型性状还是病虫害抑

或产量，均具有显著的差异 [4]。为此，近年来有

不少学者开展过文冠果优树选择的研究 [5-10]，但这

些研究多以文冠果产量和果实性状为选择指标，

很少考虑与病虫害密切相关的枝条性状和经济性

状等指标。鉴于此，本研究围绕文冠果综合选优

的目标，对甘肃省分布的文冠果野生种群和人工

种群中文冠果的花、枝、叶、果等器官的综合性

状进行了系统观测，依据综合性状开展了优良单

株的选择研究，以期为文冠果品种选育和生物质

能源林优质化培育提供优良的繁育材料。

1    材料与方法

1.1    选优目标

本次选育目标主要为优质、高产、抗逆性强

的文冠果能源利用性优良单株，兼顾选择花色独

特、观赏价值高、抗病虫能力强的观赏性优良单株。

1.2    选优标准

1.2.1    初选标准

能源利用性优良单株的初选标准为：树龄在

8 年以上；树势健壮，长势旺盛；结果枝粗壮，坐

果序率高；挂果多，果实饱满；抗性强，无病虫

害或病虫危害程度很轻。

观赏性优良单株的初选标准为：树龄在 8 年

以上；树势健壮，长势旺盛；花色美观，花序繁茂；

抗性强，无病虫害或病虫危害程度很轻。

1.2.2    复选标准

能源利用性优良单株的复选标准为：果大皮

薄，平均单果出种数≥ 15 粒，出籽率≥ 35%；籽

粒饱满，平均单果种子出仁率≥ 50%；出油率高，

平均出油率≥ 56%。

1.2.3    决选标准

能源利用性优良单株的决选标准为：结实能力

强，连续 3 年结果且稳产丰产；产量高，平均单株

产量在 0.5 kg 以上；抗性强，连续 3 年无病虫危害

或病虫危害程度很轻。

观赏性优良单株的决选标准为：连续 3 年开

花且花序较多；抗性强，连续 3 年无病虫害或病

虫危害程度很轻。

1.3    选优方法

于 2010—2012 年，在甘肃省的庆阳、定西和

白银等文冠果集中自然分布区和人工栽培区，采

用群众荐优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按照不同

阶段的选优标准依次进行初选、复选和决选。初

选采用目测法，在花期和果期分别进行外业调查，

主要调查指标包括生长量、树形、长势、病虫害

和花、果、叶、枝的颜色、数量、分布情况和结

果量等，并根据生长状况、抗性、树形等指标进

行初步的评定，从中筛选出初选优树，并挂牌编

号。然后，采集初选优树的花序、枝叶、果实样品，

对其性状指标进行室内测定 [11-13]。再根据初选优

树外业调查资料和室内测定结果，经综合分析筛

选出复选优树。最后，对复选优树至少 3 年连续

开展年度重复产量的调查和抗逆性（抗病虫害能

力）的观测，进行优良单株的决选。

2     结果与分析

2.1     优良单株的基本情况

经过初选、复选和决选最终共选出了产量高

或观赏价值高、果实品质好、抗病虫能力强的文

冠果优良单株 16 株，其分别为 DX4、DX11、
DX19、DX30、DX38、DX39、DX51、DX74、
JY66、JY79、JY84、JY86、JY88、JY92、QY39、
QY66，其中 JY66 与 QY39 这 2 株均为观赏性优良

单株，其余 14 株均为能源利用性优良单株。其中，

定西选出的优良单株 8 株，均为能源利用性优良单

株；靖远选出的优良单株 6 株，其中的 5 株均为能

源利用性优良单株，剩余的 1株为观赏性优良单株；

庆阳选出的优良单株 2 株，1 株为能源利用性优良

单株，1 株为观赏性优良单株。选出的所有优良单

株，除庆阳的 2 株为野生植株外，其余均为人工栽

培单株。人工栽培单株优树入选率高而野生单株优

树入选率低，这与野生群体生境差、结实率低有关。

由于文冠果萌蘖能力强，受人为破坏后多呈灌木状，

所以入选的优良单株中有 87.50% 为灌木。

2.2    优良单株的总体特征

选出的优良单株的总体特征是，能源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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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良单株较多，观赏性优良单株较少；花色以红

色花型为主，新梢和花枝以红色、无毛型为主，

果实以中、小果型为主（见表 1）。选出的能源

利用性优良单株有 14 株，占入选优良单株总数的

87.50%；观赏性优良单株 2 株，占入选优良单株

总数的 12.50%；选出的红色花型单株有 10 株，占

入选优良单株总数的 62.50%；选出的新梢与花枝

为红色、无毛型的单株有 15 株，占入选优良单株

总数的 93.75%；选出的中、小果型单株有 13 株，

占入选优良单株总数的 81.25% 。
选出的 2 株观赏性优良单株，其花色独特，

自然界分布极少，观赏价值高。其中，从靖远选

出的观赏性优良单株为纯米黄色和玫红色花朵生

于同一花序的两色花型植株，其花色独特、艳丽

迷人，为人工栽培植株，自然分布中尚未发现有

此类花型的植株；从庆阳选出的观赏性优良单株

为纯白色花型的野生植株，其花朵比普通白色花

型的花朵大、其花色更洁白纯正，野生群体和人

工栽培群体中均极少见。

选出的 14 株能源利用性优良单株，结实能

力强，产量高，抗性强。其中，红色花型 10 株，

两色花型 4 株，分别占优良单株总数的 68.75%、

25%；新梢和花枝为红色、无毛的单株各达 13 株，

占入选优良单株总数的 81.25%，而新梢和花枝为

绿色和被毛的单株均只有 1 株，占优良单株总数

的 6%；果实为中、小果型的单株 11 株，大果型

3 株，分别占优良单株总数的 68.75% 和 18.75%，

特大果型和特小果型的单株均未入选优良单株，

这可能与自然分布中的文冠果其果实以中、小果

型的分布居多有关，也与特大果型和特小果型的

出种数少和出籽率低有关；而中、小果型的出种数、

出籽率和出仁率及出油率均相对较高，所以入选

率也较高。同时说明，文冠果花型红色、新梢和

花枝不被绒毛且颜色为红色的单株，其结实能力

强、产量高且抗性强。

2.3    优良单株的具体特征

所选 16 株优良单株的具体特征分别见表 1 和

表 2。

表 1     文冠果优良单株生长地的基本情况和优良单株的性状特征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growing sites of fine X. sorbifolia individuals and its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优株编号
Fine 

individual�No.

生长地点
Growth�site

经度
Longitude

纬度
Latitude

海拔
Altitude�

/m

生长环境
Habitat

株型
Plant 
type

株高
Height�

/m

冠幅
Crown�

width /m

枝条被毛
Shoot
�fuzz

叶子疏密
Leaf

 density

DX4 定西巉口林场 104°31′316″ 35°44′719″ 1841 路边 灌木 2.10 2.16 无毛 中等

DX11 定西巉口林场 104°31′316″ 35°44′723″ 1801 路边 灌木 2.85 2.05 无毛 密

DX19 定西巉口林场 104°31′328″ 35°44′780″ 1838 地埂 灌木 1.60 1.70 无毛 中等

DX30 定西巉口林场 104°31′218″ 35°44′773″ 1836 路边 灌木 2.74 2.50 无毛 中等

DX38 定西巉口林场 104°31′589″ 35°44′541″ 1804 人工片林 灌木 1.80 3.50 无毛 较密

DX39 定西巉口林场 104°31′512″ 35°44′562″ 1805 人工片林 灌木 2.67 2.05 无毛 密

DX51 定西巉口林场 104°31′586″ 35°44′545″ 1806 人工片林 灌木 2.83 4.15 无毛 较密

DX74 定西巉口林场 104°31′597″ 35°44′838″ 1807 人工片林 灌木 2.80 2.15 无毛 密

JY66 靖远县唐寺社 104°37′868″ 36°24′96″ 2026 退耕林 乔木 2.05 1.11 无毛 密

JY79 靖远县唐寺社 104°37′890″ 36°24′80″ 2031 退耕林 灌木 2.10 2.32 有毛 较密

JY84 靖远县唐寺社 104°37′875″ 36°24′44″ 2033 退耕林 乔木 1.95 2.14 无毛 较密

JY86 靖远县唐寺社 104°37′860″ 36°24′18″ 2032 退耕林 灌木 1.70 2.35 无毛 较密

JY88 靖远县唐寺社 104°37′862″ 36°24′125″ 2036 退耕林 灌木 2.50 2.20 无毛 中等

JY92 靖远县唐寺社 104°37′799″ 36°24′31″ 2022 退耕林 灌木 2.20 2.05 无毛 较密

QY39 大山门林场 108°18′124″ 35°51′847″ 1194 地埂 灌木 2.60 1.60 无毛 较密

QY66 大山门桌子岭 108°17′596″ 35°58′841″ 1449 野生林 乔木 6.20 5.60 无毛 较密

优株编号
Fine 

individual�No.

新梢颜色
Shoot�color

树体花色
Flower�
color

花轴颜色
Rachis 
color

花梗颜色
Pedicel 
color

花序疏密
Inflorescence�

density

花朵疏密
Flower�
density

果实形状
Fruit�
shape

果实大小
Fruit�size

心室数
Locule�
number

DX4 朱红 红色 深红 绿色 稠密 中等 球形 中果型 三心室

DX11 朱红 红色 深红 淡红 稀疏 稠密 椭球形 中小型 三心室

DX19 朱红 两色偏白 淡红 淡红 中等 稠密 近球形 中果型 三心室

DX30 淡红 两色偏白 淡红 绿色 中等 中等 长桃形 中果型 三心室

DX38 朱红 两色偏红 深红 淡红 稠密 中等 近球形 中果型 三心室

DX39 朱红 红色 深红 淡红 中等 稠密 长桃形 大果型 三、四室

DX51 朱红 红色 深红 淡红 稀疏 稠密 近球形 中果型 三心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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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Table 1 (continuation)

优株编号
Fine�individual�

No.

新梢颜色
Shoot�color

树体花色
Flower�color

花轴颜色
Rachis�color

花梗颜色
Pedicel�color

花序疏密
Inflorescence�

density

花朵疏密
Flower�
density

果实形状
Fruit�shape

果实大小
Fruit�size

心室数
Locule�
number

DX74 朱红 红色 深红 绿色 稠密 稠密 椭球形 中小型 三心室

JY66 朱红 红黄两色 红色 淡红 中等 较密 近球形 中小型 三心室

JY79 褐红 红色 红色 淡红 较密 密 短桃形 中果型 三心室

JY84 朱红 红色 红色 红色 密 密 近球形 中果型 三、四室

JY86 朱红 红色 红色 红色 密 密 近球形 中果型 三、四室

JY88 朱红 红白两色 绿色 绿色 稀疏 较密 长桃形 大果型 三心室

JY92 朱红 红色 红色 淡红 密 密 长桃形 大果型 三心室

QY39 绿色 白色 绿色 绿色 较密 密 短桃形 中果型 三心室

QY66 朱红 红色 红色 红色 密 密 近球形 中果型 三心室

表 2    文冠果优良单株各选优指标及形态性状特征的观测结果
Table 2    Selection indexes of fine X. sorbifolia individuals and its observation results of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优株编号
Fine�individual�No.

品质指标�Quality�index 产量指标 Yield index 病虫害
Disease 
and pest

用途类型
Purpose�

type
出种数

Seed�number�/粒
出籽率

Seed�rate�/%
出仁率

Kernel�rate�/%
出油率

Oil�rate�/%
结果量

Fruit�number�/个
种产量

Seed yield /kg

DX4 16.47 37.73 54.71 60.86 38.67 0.67 很轻 能源树

DX11 18.25 43.24 51.17 62.54 82.67 1.35 极轻 能源树

DX19 15.13 41.32 50.35 60.15 31.00 0.54 很轻 能源树

DX30 17.50 37.03 60.01 61.48 32.00 0.52 极轻 能源树

DX38 15.63 35.43 55.57 56.92 74.33 0.96 极轻 能源树

DX39 20.38 37.77 57.83 60.63 28.33 0.52 很轻 能源树

DX51 15.88 38.81 52.88 57.88 99.67 1.19 极轻 能源树

DX74 16.25 41.02 52.79 60.40 95.33 1.12 极轻 能源树

JY66 极轻 观赏树

JY79 16.67 38.14 56.20 56.36 48.67 0.69 极轻 能源树

JY84 17.50 38.00 52.79 59.14 38.67 0.72 很轻 能源树

JY86 16.50 37.72 57.44 58.74 48.67 0.66 极轻 能源树

JY88 18.33 38.90 50.11 60.58 47.33 0.94 极轻 能源树

JY92 19.00 36.58 56.24 62.41 56.00 0.98 极轻 能源树

QY39 极轻 观赏树

QY66 19.33 36.14 48.03 60.29 64.33 1.03 很轻 能源树

优株编号
Fine�individual�No.

形态性状特征
Morphological�characteristics

DX4 花红色，新梢和花枝朱红无毛；果实球形，中果型，成熟晚；产量较高，抗病虫能力强

DX11 花红色，新梢花枝红色无毛；果实椭球形，中小果型，成熟早；结实能力强，产量极高，出籽和出油率高，抗性很强

DX19 花红、白两色偏白，新梢和花枝红色无毛；果实近球形，中果型；产量较高，抗病虫能力强

DX30 花红、白两色偏白，新梢和花枝淡红无毛；果实长桃形，中果型；产量较高，抗病虫能力强

DX38 花红、白两色偏红，新梢和花枝朱红无毛；果实近球形，中果型，成熟晚；产量高，抗病虫强

DX39 花红色，新梢和花枝朱红无毛；果实长桃形，大果型；产量较高，出籽率和出油率高，抗病虫强

DX51 花红色，新梢和花枝红色无毛；果实近球形，中果型；产量极高，抗病虫能力强

DX74 花红色，新梢和花枝朱红无毛；果实椭球形，中小果型，成熟早；结实能力强，产量极高，出籽率和出油率高，抗性强

JY66 花红、黄两色，纯米黄色和玫红色花朵同生，花冠筒状半开放型，花色艳丽，多为雄花，
很少结果，观赏价值高；自然分布极少；抗病虫能力强

JY79 花红色，新梢褐红花枝淡红均有毛；果实球状南瓜形，中果型；结实能力强，产量较高，出仁率高，抗病虫能力强

JY84 花红色，新梢和花枝红色无毛；果实近球形，中果型；结实能力强，产量高，抗病虫能力强

JY86 花红色，新梢和花枝红色无毛；果实近球形，中果型；产量较高，抗病虫能力强

JY88 花红、白两色，新梢朱红花枝绿色均无毛；果实长桃形，大果型；产量高，出仁率高，抗病虫能力强

JY92 花红色，新梢和花枝朱红无毛；果实长桃形，大果型；产量高，出仁率高，抗病虫能力强

QY39 花纯白色，花朵大，花色洁白美丽，多为雄花，观赏价值高；自然分布极少；新梢和花枝绿色无毛，抗病虫能力强

QY66 花红色，新梢和花枝红色无毛；果实近球形，中果型；产量高，抗病虫能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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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X4：栽培种，能源性单株，灌木。红色花型，

花序长，新梢和花枝为朱红色、无毛，花序和复

叶均较长，且复叶叶轴有些反卷。果实为圆球形，

三心室，心皮缝线不明显，中果型，成熟晚。种

子较大，种仁出油率高。单株结实能力强，产量

较高，抗性（抗病虫能力）强。

DX11：栽培种，能源性单株，灌木。红色花型，

新梢和花枝朱红、无毛，花序短而挺直，枝叶繁茂，

复叶长。果实呈椭球形，三心室，心皮缝线不明显，

中等偏小果型，成熟早。结实能力强，产量极高，

单果出种数多，果实出籽率、种子出仁率和种仁

出油率均高，抗性很强。

DX19：栽培种，能源性单株，灌木。花为红、

白两色而偏白型，新梢和花枝红色无毛，花序较长，

复叶短且挺直。果实为近球形，三心室，心皮缝

线不明显，中果型。种子较大，产量较高，果实

出籽率高，抗性强。

DX30：栽培种，能源性单株，灌木。花为红、

白两色而偏白型，新梢和花枝淡红无毛，花序繁茂。

果实为长桃形，三心室，心皮缝线不明显，中果型。

种子出仁率和种仁出油率均高。产量较高，抗性强。

DX38：栽培种，能源性单株，灌木。花为红、

白两色而偏红型，新梢和花枝朱红无毛，花序和

复叶均很长，枝叶繁茂，且复叶叶轴有些反卷。

果实为近球形，三心室，心皮缝线较明显，中果

型，成熟晚。种子较大且出仁率高。结实能力强，

产量高，抗性很强。

DX39：栽培种，能源性单株，灌木。红色花

型，花朵大而密，新梢和花枝朱红无毛，花序和

新梢短而挺直。果实呈长桃形，三心室和四心室

同在，心皮缝线十分明显，大果型。果实出种数多，

种子出仁率和种仁出油率均高。单株结实能力强，

产量高，抗性强。

DX51：栽培种，能源性单株，灌木。红色花

型，新梢和花枝朱红无毛，花序短，枝叶繁茂，

复叶较长且叶轴有些反卷。果实为近球形，三心室，

心皮缝线不明显，中果型。产量高，抗性强。

DX74：栽培种，能源性单株，灌木。红色

花型，新梢和花枝朱红无毛，花序短而挺直，枝

叶繁茂，复叶长。果实呈椭球形，三心室，心皮

缝线不明显，中等偏小果型，成熟早。结实能力强，

产量极高，单果出种数多，果实出籽率、种子出

仁率和种仁出油率均高，抗性很强。

JY66：栽培种，观赏性单株，小乔木。花为红、

黄两色，纯米黄色和纯玫红色花朵生于同一花序

或不同花序，米黄色花朵主要分布在侧花序和顶

花序的上部，玫红色花朵主要分布在顶花序的中、

下部，花冠为筒状半开放型。枝叶繁茂，小叶叶

片大，黄绿色，新梢朱红无毛。花色艳丽，多为

雄花，很少结果，观赏价值高。在人工群体和野

生群体中的分布均极少，抗性强。

JY79：栽培种，能源性单株，灌木。红色花

型，新梢褐红、花枝淡红，均被茸毛，枝叶较繁茂，

复叶长而挺直，小叶大而绿。果实呈球状南瓜形，

三心室，心皮缝线非常明显，中果型。结实能力强，

产量高，出仁率高，抗性强。

JY84：栽培种，能源性单株，小乔木。红色

花型，新梢和花枝红色无毛，枝叶繁茂深绿。果

实近球形，三心室和四心室同在，心皮缝线非常

明显，中果型。结实能力强，产量高，抗性强。

JY86：栽培种，能源性单株，灌木。红色花型，

花序很长，花朵大，新梢和花枝红色无毛，枝叶

较繁茂，叶片黄绿色。果实近球形，三心室和四

心室同在，心皮缝线很不明显，中果型。种子出

仁率和产量均高，抗性强。

JY88：栽培种，能源性单株，灌木。花为红、

白两色，红色花朵和白色花朵生于同一花序，白

色花朵位于花序上部而红色花朵位于花序下部。

新梢朱红、花枝绿色，均无毛，枝叶较繁茂，小

叶呈条形似柳叶，淡黄绿色。果实长桃形，三心室，

心皮缝线很不明显，大果型。种子产量和种仁出

油率均高，抗性强。

JY92：栽培种，能源性单株，灌木。红色花

型，新梢和花枝朱红无毛，花序和复叶均较长，

叶色深绿。果实长桃形，三心室，心皮缝线较明显，

大果型。种子出仁率和种仁出油率均较高。单株

结实能力强，产量高，抗性强。

QY39：野生种，观赏性单株，小乔木。白色

花型，花朵大而密，新梢淡红、花枝绿色，均无毛，

花序和复叶均较长，花色洁白美丽，观赏价值高。

自然分布极少，抗性强。

QY66：野生种，能源性单株，乔木。红色花

型，新梢和花枝红色无毛，花序较短而复叶较长。

果实近球形，三心室，心皮缝线较明显，中果型。

结实能力强，产量高，种仁出油率高，抗性强。

3    结论与讨论

文冠果是我国生物质能源林发展的重点树种，

已被列入《全国林业生物质能源发展规划（2011—
2020 年）》。为了解决该树种目前存在的良种资

源缺乏的问题，自 2010 年开始，甘肃省林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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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开展了文冠果良种选育工作。通过 3 年的

调查观测和选择研究，最终选出了产量高、结实

能力强、果实品质好、抗病虫能力强的能源利用

性优良单株 14 株，观赏价值高、抗病虫能力强的

园林绿化用优良单株 2 株。选出的优良单株具有

如下几个特点：以能源利用性优良单株为主，观

赏性优良单株为辅；其花色以红色花型为主，新

梢和花枝以红色、无毛型为主；果实以中、小果

型为主。这些优良单株的选出，为甘肃文冠果的

良种选育奠定了基础，填补了有关我国文冠果观

赏花型选育研究的空白。

早在 1974 年，内蒙古林学院就开始了文冠果

选优工作，结果表明，在文冠果群体中，有 1/3 
的丰产母树，1/3 的平产母树，有 1/3 的树不结实

或结实很少 [14]。1977 年，陕西省商县林业站对

文冠果的结果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也表明，在

同一栽培群体内，少部分单株几年从未结果（占

5.7%），大部分单株隔年结果或大小年现象明显（占

67.2%），一部分单株虽然每年结果但结果量极少

（占 21%），少部分单株每年结果且结果量较大

（占 5.7%）[15]。这与本研究调查观测的结果相似，

说明文冠果无论野生群体还是人工栽培群体，群体

内类型混杂，个体间变异较大，株间产量悬殊，但

在群体中却有一定数量的丰产性能好、抗性强的优

良单株，这使文冠果优良单株的选择成为可能。

1978 年，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的有关专家对

长期自然变异和选择而形成的群体作了大量的调

查，他们认为，文冠果单株结实量较高的是中型

果，其次是小型果，大型果的最差，而且这种差

异是显著的 [16]。2007 年，张萍等人 [8] 以产量、品

质、生长等性状为目标性状，在北京房山地区开

展了以生态能源林为目标的优良类型的选择研究，

结果表明，小球果型的综合性状最佳，是选优和

推广的优良类型，大球果型、圆柱果型的次之。

本研究结果（即选出的优良单株其果实以中、小

果型为主，特大果型和特小果型的入选率均为零）

与上述这些研究结果都是一致的，这也说明，中、

小型果实的单株结实率高、丰产性好，均为今后

文冠果选育的主要类型。

近年来，汪智军等人 [7] 根据文冠果可孕花比

例、结实性状、种子千粒质量和历年丰产性等性

状特点，对新疆的文冠果结果大树进行了优良高

产单株的筛选，并筛选出了 6 株文冠果优良高产

单株。王娅丽等人 [10] 以种子产量、果实出种率、

种子出仁率等指标为主要评价指标，对宁夏文冠

果优良单株的选育技术进行了研究，并选育出丰

产文冠果优良单株３株。敖妍 [5] 应用因子分析法，

对内蒙古 41 年生文冠果的种子产量、果实鲜质量、

结果数、百果质量、出籽率及种子含油率等指标

进行了调查、观测和分析，结果选择出了综合经

济性状优良的单株 37 株。

前人的这些选优研究，都是基于文冠果产量

和果实性状抑或经济性状指标选出的，没有考虑

与病虫害密切相关的枝叶性状，即没有考虑其抗

逆性（主要是抗病虫害的能力）。文冠果是一个

病虫害发生相对较多、较严重的树种，无论野生

群体还是人工群体都有相当数量的感病植株，而

且群体内个体间的差异显著，发生相对稳定，这

为文冠果抗性单株的筛选奠定了基础。戚建莉等

人 [12]、柴春山等人 [13] 研究发现，文冠果单株的结

果能力和丰产性在种群内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其

丰产性和植株的病虫害紧密相关，而病虫害与新

梢的被茸毛情况又密切相关，其中，新枝朱红无

毛的植株其病虫危害很轻或几乎无病虫害，而新

枝褐色有毛的植株其病虫危害非常严重，此特征

可作为文冠果植株初步选优的基础性评价指标。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对文冠果的早期研究者们也

已发现了这一现象，他们将新枝有无茸毛作为划

分文冠果类型的一个重要性状指标，他们指出，

在单株结实量及其他经济性状等方面，无毛类型

多优于有毛类型，无毛类型是丰产类型，同时将

新梢颜色作为文冠果划分类型的另一个重要性状

指标，他们认为，新梢的颜色往往与新梢有无茸

毛密切相关 [16]。可见，文冠果新梢颜色与新梢有

无茸毛密切相关，而新梢有无茸毛与植株抗病虫

能力密切相关，而植株的抗病虫能力与植株单株

产量又密切相关，所以，新梢颜色和有无茸毛可

作为文冠果类型划分和优树选育的重要性状指标。

本研究在前人根据产量和经济性状选优的基础上，

同时重点考虑了与文冠果抗逆性（抗病虫害的能

力）密切相关的枝叶性状，选出的优良单株无论

是能源利用性的还是观赏性的，其新梢和花枝均

以红色、无毛型为主，都具有很强的抗病虫能力。

关于文冠果的花色和观赏价值的研究报道相

对较少，观赏性文冠果的选育研究也尚处在起步阶

段。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张鉴法 [17] 对文冠果不

同种类的花进行了观察，按花器发育程度和着生在

同一植物体上的情况不同，将其花划分为杂性花、

单性花（雌花）、“优势两性花”、大重瓣花和小

重瓣花 5 种，按花的颜色划分成白花、黄花 2 种。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余树勋 [18] 对河北、

辽宁、内蒙古多省区林场的文冠果花型进行了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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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并将文冠果花型分为单瓣枣红型、重瓣茉莉型、

重瓣桂花型、单瓣小花型和普通型共 5 个类型，其

调查结果表明，各林场中有 90% 以上的均属普通

文冠果花型，其中单瓣枣红型、重瓣茉莉型均有一

定的观赏价值。2012 年，李斌等人 [9] 对山东省临

沂市苗圃地生长优良株进行了田间调查筛选，共

选出白花型、红花型、黄花型、复色花型、香味

型 5 个观赏类型植株。2013—2015 年，张秀丽等

人 [19] 从花色、花期、花香等方面对八达岭国家森

林公园文冠果进行了优选，并将文冠果划分为金

红、白雪、泛阳 3 个花系、3 种花色和 6 个观赏类

型。这些研究结果都表明，文冠果的花色和形态

在自然界有着丰富的遗传基因，这为观赏性文冠

果的选育奠定了基础。

由于以上学者研究的文冠果群体有差异和他

们认识上的不同，其对文冠果花色和花型的划分

也不一致。我们在观察中发现，文冠果花的颜色

依花的发育时期的不同而逐渐变化。单株花朵初

开放时，花瓣白色，内侧基部淡黄色，随着开放

时间的延长，内侧基部淡黄色逐渐变淡或变为紫

红色，到开放盛期至末期时，基部淡黄色变淡的

花瓣其白色依然不变色，基部变紫红色的花瓣绝

大部分或整个花瓣变成紫红色。根据前人对文冠

果花色、花型的描述和划分，结合自己的调查结果，

并考虑文冠果花色渐变的特性，笔者认为，文冠

果花型的划分，从花色角度考虑，应以主要花期

花期盛的花色进行划分，这样可划分为红色花型、

白色花型、黄色花型和两色花型 4 种类型。从花瓣

的数量和重叠性考虑，文冠果花型可划分为单瓣型

和重瓣型。其中，单瓣型花瓣一般为 5 片，多为结

实型单株；重瓣型花瓣 15 ～ 30 片，全株不结果，

常称为“骡子树”[17-18]。本研究选出的优良单株全

为单瓣型，其花色以红色花型为主，在大量的调

查中未发现重瓣型，这与自然界以红色花型、单

瓣花较多而其它花色、重瓣花较少密不可分。选

出的两株观赏性单株分属典型的两色花型和白色

花型，在自然界的分布很少，两色花型的花色多彩、

艳丽，白色花型的花色雪白娇人，均具有很好的

观赏价值和选育价值。

优树选择仅仅是良种选育的开始。林木良种

的优选有初选、复选及决选，决选出的优树还需

在同一纬度不同地区进行区域试验 [20]，并进行扩

繁与推广，才能最终实现选育良种的商品化和产

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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