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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地区文冠果开花坐果性状１）

敖妍
（省部共建森林培育与保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林业大学），北京，１０００８３）

　 　 摘　 要　 以赤峰市翁牛特旗、阿鲁科尔沁旗坤都、阿鲁科尔沁旗东山地区文冠果林分为材料，调查其开花坐果
性状特点。 结果发现：赤峰市文冠果坐果数和坐果率的变异系数（分别为 １３４．０４％、７８．８７％）均非常大，可孕花数
的变异系数最小（１６．９７％）。 文冠果群体平均坐果率 ４．３５％。 ３ 个地区的开花坐果性状差异显著。 可孕花数、坐果
数、坐果率、花朵密度都是翁旗最高，花序长则是东山的最长。 由产量性状与开花坐果性状之间的相关性发现，可
孕花数、坐果数、坐果率均与果实和种子产量呈极显著正相关。 花序长分别与种子和果实产量、种子和果实横纵
径、每果种子数呈极显著正相关。 花朵密度与果实产量、果实横纵径呈极显著负相关，与种子产量呈显著负相关。
对种子产量起决定性作用的由大到小依次为坐果数、坐果率、花序长、可孕花数、花朵密度。 可孕花数与芽萌动期
呈显著负相关、与展叶期呈极显著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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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冠果（Ｘａｎｔｈｏｃｅｒａｓ ｓｏｒｂｉｆｏｌｉａ Ｂｕｎｇｅ）种仁含油

率 ５０％～６５％，籽油适合生产生物柴油，是我国北方

重要的生物质能源树种，已被列入《全国林业生物

质能源发展规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 ［１－４］。 研究发

现，文冠果为总状花序，花序长 １０～２０ ｃｍ，一般有花

朵 １０～４０ 个，单瓣花有花瓣 ５ 个，少数有 ６～７ 个，重
瓣花花瓣数则为 ２５ 个左右。 花性分为可孕花和不

孕花。 可孕花雌蕊发育正常，雄蕊退化，花药不散

粉；不孕花则是雌蕊退化败育，而雄蕊发育正常，产
生和散布花粉。 文冠果一般 ２ 年生枝顶芽多为可孕

花，侧芽多为不孕花，可孕花数量远少于不孕花［５］。
由于可孕花少、不孕花多，开花多、坐果少等因

素导致的种子低产是目前生产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文冠果常被认为是“千花一果”，有关其开花坐果特

点的研究多关注于花型与花性、花发育、传粉和受

精、落花落果机理方面［６－７］。 在集中分布区林分中，
其开花结实特点究竟如何？ 这些特点是否受到分布

区的气候因子的影响？ 对产量等经济性状的影响程

度如何？ 赤峰市是我国文冠果集中分布区，本研究

中通过对赤峰市不同分布区文冠果植株开花坐果性

状的调查，对可孕花数、坐果率、花朵密度、果实种子

产量性状等进行分析，找出开花坐果性状与果实、种
子特点以及产量性状之间的关系，对种子产量的影

响程度，以及开花坐果性状与物候期的关系，为生产

上采取合理措施提高可孕花比例、坐果率和种子产

量提供依据。

１　 研究区概况

在内蒙古赤峰市的翁牛特旗（ＷＱ）、阿鲁科尔

沁旗坤都（ＫＤ）、阿鲁科尔沁旗东山（ＤＳ）等地区对



已经进入结实盛期的文冠果林分进行观测。 各地的 主要地理和气候因子见表 １。
表 １　 各地地理及气候因子

地点 经度 纬度
海拔 ／

ｍ
年均

温 ／ ℃
１ 月份均

温 ／ ℃
７ 月份均

温 ／ ℃
绝对最

高温 ／ ℃
绝对最

低温 ／ ℃
年日照

时间 ／ ｈ
≥１０ ℃年

积温 ／ ℃
年降水

量 ／ ｍｍ
年蒸发

量 ／ ｍｍ
无霜

期 ／ ｄ
ＷＱ １１９°００′Ｅ ４２°５７′Ｎ ６２３ ５．８ －１２．５ ２２．５ ３９．８ －３３．８ ２ ９２３ ２ ６４０ ３２０ ２ ２３５ １３０
ＫＤ １１９°１８′Ｅ ４４°１３′Ｎ ５５０ ５．５ －１１．５ ２２．９ ４０．６ －４２．０ ２ ９００ ２ ８００ ３４０ ２ ０７５ １２０
ＤＳ １２０°０３′Ｅ ４３°０１′Ｎ ４２０ ５．５ －１１．０ ２１．０ ４２．０ －３０．０ ３ ０５０ ２ ８００ ３５０ ２ ０６７ １５０

２　 材料与方法

于 ２０１３ 年对各地区文冠果开花、结实习性、物
候期等进行观察。 在林分中设置标准地，标准地面

积为 ３０ ｍ×３０ ｍ，进行每木检测。 于花期对每个挂

牌单株从东南西北 ４ 方向均选择 ３ 个花序，挂牌编

号。 花期观测每个花序的可孕花数、不孕花数、花序

长度，于采收时观测记录每个花序的坐果数。 果实

成熟后，对观测的单株单独采收，去果皮后，种子阴

干称质量，并记录单株种子产量。 对观测单株同时

记录物候期，每 ３～ ５ ｄ 观测 １ 次。 主要观测的物候

期包括芽萌动期、展叶期、初花期、盛花期、末花期、
果速生期、果成熟期、落果期、落叶期。

坐果率和花朵密度计算公式如下：坐果率＝ （坐
果数 ／可孕花数） ×１００％；花朵密度（朵·ｃｍ－１）＝ 花

朵数 ／花序长。 进行物候期数据分析时，以 １ 月 １ 日

为基准（０），将物候期换算成距离 １ 月 １ 日的天数

进行分析［８］。 利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０ 和 ＳＰＳＳ 软

件进行数据分析。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各地区文冠果群体开花坐果性状变异

调查地区文冠果开花坐果性状的变异情况见表

２。 坐果数和坐果率的变异系数均非常大，分别为

１３４．０４％和 ７８．８７％。 可孕花数的变异系数最小，为
１６．９７％。 赤峰地区文冠果群体平均坐果率 ４．３５％，
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差别悬殊，选择的空间很大。

表 ２　 文冠果开花坐果性状变异情况

指　 标
可孕花

数 ／ 朵
坐果

数 ／ 个
坐果

率 ／ ％
花序

长 ／ ｃｍ

花朵密度 ／

朵·ｃｍ－１

均值 １７．７１ ０．８３ ４．３５ １６．３２ １．８６
标准差 ３．０１ １．１１ ３．４３ ２．９８ ０．３８
最大值 ２７．７３ ２１．５７ ２２．７３ ２５．４０ ３．７１
最小值 ７．８０ ０ ０ ８．５０ ０．９８
极差 １９．９３ ２１．５７ ２２．７３ １６．９０ ２．７３
变异系数 ／ ％ １６．９７ １３４．０４ ７８．８７ １８．２８ ２０．４９

　 　 为进一步研究翁旗、坤都和东山 ３ 个地区文冠

果的开花坐果性状差异性，进行了方差分析和多重

比较（表 ３）。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除了坐果率为显

著差异以外，其余都达到极显著差异水平。 可孕花

数、坐果数、坐果率、花朵密度都是翁旗最高，花序长

则是东山的文冠果最长。
表 ３　 翁旗、坤都和东山文冠果开花坐果性状方差分析与多

重比较

地区
可孕花

数 ／ 朵
坐果

数 ／ 个
坐果

率 ／ ％
花序

长 ／ ｃｍ

花朵密度 ／

朵·ｃｍ－１

ＷＱ １８．０８０ｂ　 ０．９６０ｂ　 ５．２２０ｂ　 １５．７５０ａ　 １．９６０ｂ　
ＫＤ １７．０９０ａ ０．６９０ａｂ ４．０１０ａｂ １６．８６０ｂ １．７５０ａ
ＤＳ １７．３５０ａｂ ０．４９０ａ ２．８７０ａ １７．８６０ｃ １．６７０ａ
Ｆ 值 ５．８７５∗∗ ６．０８６∗∗ ４．０１１∗ １６．６９８∗∗ ６．９１８∗∗

　 　 注：∗∗表示在 ０．０１ 水平差异显著，∗表示在 ０．０５ 水平差异显

著；同列不同字母代表差异显著。

３．２　 文冠果开花坐果性状与产量性状的相关性

由产量性状与开花坐果性状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可见（表 ４），可孕花数、坐果数、坐果率均与果实和

种子产量呈极显著正相关；总状花序的花序长与种

子和果实产量、种子和果实横纵径、每果种子数都呈

极显著正相关，说明花序越长，结实就越多，产量就

越高，空间充足的情况下，种子和果实就越大，相应

的每果种子数也越多；花朵密度分别与果实产量、果
实横纵径呈极显著负相关，与种子产量呈显著负相

关，花朵密度越大，由于空间限制，果实就越小，产量

越低，对应种子产量就越低。
表 ４　 开花坐果性状与产量性状相关分析

相关因子 可孕花数 坐果数 坐果率 花序长 花朵密度

种子产量 ０．２３５∗∗ ０．１３３∗∗ ０．１３７∗∗ ０．２３８∗∗ －０．０９４∗

种子纵径 ０．０９６∗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７ ０．１８１∗∗ －０．０７１
种子横径 ０．０６９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３ ０．１６６∗∗ －０．０８３
果实产量 ０．２３５∗∗ ０．１４６∗∗ ０．１３３∗∗ ０．２５５∗∗ －０．１２６∗∗

果实纵径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６ ０ ０．３５２∗∗ －０．２０６∗∗

果实横径 ０．０３９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１ ０．２５４∗∗ －０．１３２∗∗

每果种子数 ０．１１８∗∗ ０．０２９ ０．０３０ ０．１３９∗∗ －０．０７６

　 　 注：∗∗表示在 ０．０１ 水平显著相关；∗表示在 ０．０５ 水平显著相

关。

３．３　 文冠果种子产量与开花坐果性状的通径分析

相关系数是表明各性状间的相关程度，而通径

系数是说明相关性状的因果关系及各性状对产量提

高的相对重要性大小［９］。 为了确定各性状对产量

的直接和间接影响程度，明确各性状对种子产量的

重要程度，对各性状进行了通径分析。
通径分析说明（表 ５），对种子产量起决定性作

用的由大到小依次为坐果数、坐果率、花序长、可孕

花数、花朵密度。 调查的 ６ 个性状中，坐果数对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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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的贡献最大。 其坐果数的直接效应为 １．８９３，即
坐果数每增加 １ 个标准单位，可使产量增加 １．８９３
个标准单位。 这与前面相关分析中坐果数与种子产

量呈极显著正相关是一致的。 而且可见，坐果数主

要是通过花朵密度的增加而实现种子产量的增加。
花序长每增加 １ 个标准单位，可使产量增加 ０．２９８
个标准单位，而且主要是通过坐果率的增加实现种

子产量的增加。
表 ５　 种子产量与开花坐果性状的通径分析

性状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可孕花数 坐果数 坐果率 花序长 花朵密度
决定系数

可孕花数 －０．２８２ ０．０５７ ０．１８２ ０．１２３ ０．０３３ ０．０８０
坐果数 １．８９３ －０．００８ －１．７４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 ３．５８３
坐果率 －１．７７１ ０．０２９ １．８６８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１ ３．１３６
花序长 ０．２９８ －０．１１６ －０．０３４ ０．１３１ －０．０４０ ０．０８９
花朵密度 ０．０７０ －０．１３２ ０．０９８ ０．０１９ －０．１７１ ０．００５

３．４　 文冠果开花坐果性状与物候期的相关分析

从开花坐果性状与物候期的相关分析结果（表
６）可见，各性状中，只有可孕花数与芽萌动期呈显

著负相关、与展叶期呈极显著负相关，即芽萌动和展

叶期越晚，可孕花数越少，生长季开始的越晚，说明

温度越低，越不利于可孕花的分化，即雌蕊的分化是

需要一定的有效温度积累的。 在一定温度范围内，
气温和雌蕊分化发育呈正相关，并且要积累到一定

的温度总和，才能完成其发育［１０］。 其他性状则与物

候期无显著相关性。
表 ６　 开花坐果性状与物候期的相关分析

相关因子 可孕花数 坐果数 坐果率 花序长 花朵密度

芽萌动期 －０．９９８∗ －０．８１５ －０．７６９ ０．７７５ －０．８９５
初花期 －０．９６５ －０．５８１ －０．５１７ ０．５２６ －０．７００
盛花期 －０．９６５ －０．５８１ －０．５１７ ０．５２６ －０．７００
末花期 －０．８９７ －０．４１７ －０．３４６ ０．３５６ －０．５５３
展叶期 －１．０００∗∗ －０．７８４ －０．７３４ ０．７４１ －０．８７１
果实速生期 －０．６４７ －０．７８４ －０．７３４ ０．７４１ －０．８７１
果实成熟期 －０．９６７ －０．７２４ －０．６６９ ０．６７７ －０．８２３
落果期 －０．９９５ －０．８３５ －０．７９０ ０．７９６ －０．９１０
落叶期 ０．８５４ ０．３３２ ０．２５９ －０．２６９ ０．４７５

　 　 注：∗∗表示在 ０．０１ 水平显著相关；∗表示在 ０．０５ 水平显著相

关。

４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赤峰市文冠果主要分布区的开花坐果性

状观测，发现翁旗、坤都和东山 ３ 个地区文冠果开花

坐果性状的变异较大，坐果数和坐果率的变异系数

均非常大，选择的空间很大。 可孕花数的变异系数

最小。 可孕花数、坐果数、坐果率、花朵密度都是翁

旗最高。 ３ 个地区开花坐果性状差异显著。
文冠果经常被称为“千花一果”，这种说法通常

是将可孕花与不孕花合并作为基数来概括其坐果

率，而不孕花本来就不具备结果的能力，不应该作为

总体基数的一部分。 因此“千花一果”的说法是不

准确的［１１］。 本研究发现，以可孕花为基数统计得出

赤峰地区文冠果群体平均坐果率 ４．３５％。 文冠果顶

芽多萌生可孕花、侧芽多萌发不孕花可能是顶端优

势导致养分优先供应顶芽所致，营养和激素的共同

作用形成了可孕花少、不孕花多的现象。
文冠果的坐果率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开花期

间的气候因素：低温、霜冻、大风、阴雨等。 另外，树
体营养供应和分配也是关键因素［１２］。 文冠果开花

与发芽、展叶、抽枝一系列生长过程同时进行，花芽

分化与果实生长同时进行，养料竞争异常激烈，营养

不良会影响花和果实的生长发育，导致坐果率降低。
因此，文冠果可以从树体管理、水分养分管理、化学

技术等方面采取措施，促进树体健旺、枝梢粗壮、顶
芽饱满，强化开花坐果的物质基础，进而提高坐果

率［１３－１４］。
通过研究产量性状与开花坐果性状之间的关系

可见，可孕花数、坐果数、坐果率均分别与果实和种

子产量呈极显著正相关。 花序长分别与种子和果实

产量、种子和果实横纵径、每果种子数都呈极显著正

相关。 花朵密度分别与果实产量、果实横纵径呈极

显著负相关，与种子产量呈显著负相关。 对种子产

量起决定性作用的由大到小依次为坐果数、坐果率、
花序长、可孕花数、花朵密度。 产量作为数量性状，
其值的高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内部遗传因素，
外部环境因素，而且是多因素联合作用的结果，这里

分析的相关性和影响程度只是就某一方面的单因素

分析，其作用并不是绝对的，还要考虑其他因素的影

响程度［１５－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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