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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居群塔里木沙拐枣(CalligonumroborowskiiA.Los.)果实形态变异研究

古丽努尔 ·沙比尔哈孜　潘伯荣＊　尹林克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吐鲁番沙漠植物园 ,乌鲁木齐　830011)

摘　要　应用方差分析 、聚类分析 、主成分分析 、相关性分析等方法 , 对塔里木盆地分布的塔里木沙拐枣(Calligonum

roborowskiiA.Los.)5个居群的果实形态进行了形态差异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果实长度 、果实宽度 、果实长宽 /果实宽度

比 、刺毛长度 、两肋间距 、两刺间距 、取刺毛后的瘦果长度 、瘦果宽度 、瘦果长度 /瘦果宽度比与每果肋数等 10个果实性状在不

同居群间具有极显著差异;主成分分析显示两刺间距 , 两肋间距 ,刺毛长度等 3个性状是造成各居群果实表型差异的主要指

标;根据果实形态地理距离比较近的居群聚为一大支;相关性分析显示果实长度与果实宽度, 海拔与刺毛长度极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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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phologicalVariationsinFruitAmongPopulationof
CalligonumroborowskiiA.L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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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levenmorphologicalattributesoffruitamongfivepopulationsofCalligonumroborowskiiA.Los.from

TarimbasinofXinjiang, Chinawerecomparedbystatisticalanalysisinthepresentstudy.OnewayANOVA
showedthattherearesignificantdifferencein10 morphologicaltraitsamongpopulations;Thefivepopulations

wereincorporatedintotwotypesaccordingtotheresultsofclusteringanalysis(Euclideandistance).Theprinci-

palcomponentanalysisresultindicatedthatthedistanceofthebetweenbristles, thedistanceofthebetweenribs
andlengthofbristlewerethemainreasonsleadingtothemorphologicalvariationsamongpopulations.Thecorre-

lationanalysisshowedthatlengthofseedhadaverysignificantcorrelationwithdiameterofseedandaltitudehad

averysignificantcorrelationwithlengthofbristles.
Keywords　CalligonumroborowskiiA.Los., population, morphologyoffruit, variations

　　灌木塔里木沙拐枣(CalligonumroborowskiA.

Los.)属蓼科(Polygonaceae)沙拐枣属(Calligonum

L.),亦称南疆沙拐枣和昆仑沙拐枣 ,该种的分类

地位确定最早 ,主产塔里木盆地 ,文献记载甘肃西

部也有分布 ,生于洪积扇沙砾质荒漠 、砾质荒漠中

的沙滩上及冲积平原和干河谷
[ 1 ～ 3]

,也是荒漠植被
的主要建群种之一

[ 4, 5]
。塔里木沙拐枣除用于防

风固沙以外 ,还有饲草 、薪材 、观赏 、提取鞣料等多

种用途
[ 6, 7]
。

沙拐枣属植物的果实特征是分类的主要依据 ,

但它们的特征变异性较大 ,在不同的种之间常平行

显现
[ 8, 9]
,往往形成复杂的多型现象 ,致使定种较

为混乱。通过野外实地调查发现 ,塔里木盆地分布

的塔里木沙拐种下分化很剧烈 ,即导致塔里木沙拐

枣个体性状变异的多样 ,尤其是果实性状的变异更

丰富剧烈。目前关于塔里木沙拐枣果实形态变异

研究只涉及到同一个居群的单株内与单株间果实

性状的变异
[ 10]
。但至今为止 ,国内外尚未见到针

对塔里木沙拐枣不同居群之间果实变异的定量研

究报道。为此 ,本文通过对分布于塔里木盆地农二

师 29团 、和硕曲惠东 、库米什 、三岔口和于田东等

5个塔里木沙拐枣居群的 11个果实性状的测定和



分析 ,试图从居群水平定量分析长期处于不同生境

中的塔里木沙拐枣在果实形态方面以何种变化方

式来适应环境 ,为准确把握沙拐枣果实分类特征和

沙拐枣属植物种质资源的进一步收集 、评价 、保存

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野外调查与取样

根据塔里木沙拐枣的地理分布情况 ,于 2005

年 6 ～ 7月在塔里木盆地选择了 5个样地。样地的

设置以体现不同海拔高度 ,无人为干扰为原则 。每

个样地选择 10个植株 ,在每个单株采集成熟果实

放袋中 ,带回实验室阴干 。各居群的地理位置如表

1。凭证标本现存在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标本馆 (XJBI)和吐鲁番沙漠植物园标本室

(TURP)。

在实验室每个单株的成熟果实中随机取 10

粒 ,用游标卡尺测量果长 、果宽 、刺毛长度 、两刺间

距 、两肋间距以及取毛后的瘦果长度与瘦果宽度 。

用放大镜或解剖镜观测记录沙拐枣果实的每果肋

数 、每肋刺行数。并根据果长 、果宽 、瘦果长度 、瘦

果宽度 ,分别计算出果实形状(果实形状 =果长 /

果宽)和瘦果形状(瘦果形状 =瘦果长度 /瘦果宽

度)
[ 11]
,分别单株列表登记。

表 1　塔里木沙拐枣居群采样地点概况

Table1　LocationsofthefiveC.roborowskiipopulations

种群编号
Codeof
population

采样地点
Samplinglocation

海拔高度
Altitude

生境类型及特点
Habitatcharacteristic

土壤盐分
Salinityinsoil
(g· kg-1)

土壤有机质
Organicmatterinsoil
(g· kg-1)

T1 农二师 29团 922.3 山前洪积扇粗砂地 0.768 3.133

T2 和硕曲惠东 1 105 国道附近砂砾质荒漠 0.650 2.303

T3 库米什 931.8 山破冲沟粗砂地 1.096 2.233

T4 三岔口 1 141 洪积冲沟细砂地 9.275 1.052

T5 于田东 1 648 洪积冲沟细砾地 7.525 1.505

表 2　沙拐枣果实形态性状及编码

Table2　Themorphologicalcharacteristicsoffruitandcode

形状指标
Morphologicalcharacteristics

单位
Unit

性状类型
Typeof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果实形状
Shapeofseed 数值性状 Numerical

果实长度
Lengthofseed

mm 数值性状 Numerical

果实宽度
Widthofseed

mm 数值性状 Numerical

每肋刺行数
Thebristlenumberperrib 数值性状 Numerical

刺毛长度
Lengthofbristle mm 数值性状 Numerical

两肋间距
Thedistancebetweenribs

mm 数值性状 Numerical

两刺间距
Thedistanceofbetweenbristles

mm 数值性状 Numerical

瘦果形状
Theshapeofachenes 数值性状 Numerical

瘦果长度
Thelengthofachenes mm 数值性状 Numerical

瘦果宽度
Diameterofachenes

mm 数值性状 Numerical

每果肋数
Numberofribs

数值性状 Numerical

1.2　数据处理

共选 11个果实数量性状(表 2)。同一个居群

的 10个单株果实性状的平均值为居群果实数量性

状均值 ,对所获得的数据用 EXCEL2007和 SPSS15

进行统计分析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F检验(One-

wayANOVA)测定果实性状指标在居群间形态差

异度 ,用主成分分析(PCA)确定哪些性状是造成塔

里木沙拐枣果实表型差异的主要因素 ,用欧氏距离

(Euclideandistance)进行聚类分析 ,采用相关指数

(Pearson)测定果实性状之间及果实性状与部分地

理因子(海拔 、纬度 、经度)间进行相关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方差分析

通过测量 ,发现塔里木沙拐枣居群间除了每肋

刺行数以外 ,其它 10个指标均有不同程度的变异 。

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F检验(One-wayANOVO)来判

别这 10个果实性状在居群间的差异程度 ,结果见

表 3。通过检验 ,发现除了每肋刺行数以外其它 10

个果实性状的居群间均差异极显著 ,通过 F-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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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可以看出 10个果实形态指标在居群间的差

异程度依次为:两刺间距 >刺毛长度 >果实长度 >

果实宽度 >瘦果宽度 >两肋间距 >瘦果长度 >果

实形状 >每果肋数 >瘦果形状 。

表 3　单因素方差分析 F检验

Table3　F-testofsinglefactorvarianceanalysis

形状指标
Characteristic F 显著性

Significance

果实形状
Shapeofseed 9.271 ＊＊

果实长度
Lengthofseed 14.583 ＊＊

果实宽度
Widthofseed 14.416 ＊＊

刺毛长度
Lengthofbristle

31.001 ＊＊

两肋间距
Thedistanceofthebetweenribs

13.613 ＊＊

两刺间距
Thedistanceofbetweenbristles

33.352 ＊＊

瘦果形状
Theshapeofachenes

4.528 ＊＊

瘦果长度
Thelengthofachenes 13.178 ＊＊

瘦果宽度
Diameterofachenes 14.386 ＊＊

每果肋数
Numberofribs 6.262 ＊＊

注:＊＊表示 a=0.01水平上差异极显著

Note:＊＊representssignificanceatthelevelofa=0.01

图 1　塔里木沙拐枣果实形态特征的聚类图

Fig.1　Theclusteringdendrogramoffruit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ofC.roborowskiiwithEuclideandistance

clustered

2.2　聚类分析

根据果实性状对塔里木沙拐枣 5个居群进行

聚类分析 ,结果如图 1。根据聚类结果 ,将 5个居

群分成两大支 ,第一分支包括 T2 、T3 、T1居群 ,这三

个居群果实较大 ,刺毛长 ,两肋间距与两刺间距长 ,

瘦果大的特点;而第二支包括 T4 、T5居群 ,这两个

居群果实较小 ,刺毛短 ,两肋间距与两刺间距短 ,瘦

果较小的特点。

2.3　主成分分析

通过以上方差分析表明 ,塔里木沙拐枣 10个

果实性状(除了每肋刺行数以外)在居群间存在差

异 ,为了探明造成这些差异的主要原因 ,我们对这

10个果实性状进行了主成分分析 ,结果见表 4和

表 5 。由表 4可知 ,前 3个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已

达到了 85.876%(>70%),所以这前 3个主成分

可以代替原始因子所代表的全部信息 。结合表 4

和表 5可知:第一主成分的特征值贡献率为

39.102%,对其作用最大的性状主要为两刺间距

(0.973), 其次为两肋间距 (0.835), 果实宽度

(0.780),瘦果宽度(0.728),果实长度(0.684)等;

第二主成分贡献率为 29.182%,对它作用最大的

性状为刺毛长度 (0.905%), 其次为瘦果形状

(0.821%),果实长度(0.599%)。

表 4　塔里木沙拐枣果实性状相关矩阵的特征值 、贡献率

和累计贡献率

Table4　Eigenvalue, contributionrateandaccumulative

contributionrateofC.roborowskiiamongpopulations

主成分序号
Code

特征值
Eigenvalue

贡献率
Contribution
rate(%)

累计贡献率
Accumulative

contributionrate(%)

1 3.910 39.102 39.102

2 2.918 29.182 68.284

3 1.759 17.592 85.876

4 1.412 14.124 100.000

5 3.89E-016 3.89E-015 10.000

6 2.94E-016 2.94E-15 100.000

7 6.84E-017 6.84E-016 100.000

8 2.15E-017 2.15E-016 100.000

9 -8.4E-017 -8.40E-016 100.000

10 -2.3E-016 -2.30-015 100.000

表 5　塔里木沙拐枣果实性状的主成分因子载荷矩阵

Table5　ComponentmatrixofC.roborowskiiamongpop-

ulations

性状

Characteristic

成分 Component

1 2 3

两刺间距 Thedistanceofbetweenbristles 0.973 -0.123 　 0.096

两肋间距 Thedistanceofthebetweenribs0.835 -0.522 -0.048

果实宽度 Widthofseed 0.780 0.516 -0.263

瘦果宽度 Diameterofachenes 0.728 -0.578 0.364

果实长度 Lengthofseed 0.684 0.599 -0.400

刺毛长度 Lengthofbristle 0.364 0.905 -0.122

瘦果形状 Theshapeofachenes -0.268 0.821 0.259

每果肋数 Numberofribs -0.208 0.341 0.867

瘦果长度 Thelengthofachenes 0.478 0.248 0.678

果实形状 Shapeofseed -0.429 -0.017 -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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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主成分贡献率为 17.592%,对它作用最大

的性状是每果肋数(0.867%)和瘦果长度(0.678%);

其余的主成分仅占总贡献率的 14.124%,对整体

的分析结果影响不大 。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知 ,第

一主成分中两刺间距与两肋间距负荷较大 ,都大于

80%以上 ,其中两刺间距的负荷最大(0.973)。在

第二主成分中分刺毛长度的负荷最大(0.905),达

到 90%以上可见这三个性状是造成塔里木沙拐枣

各居群果实表型差异的主要因素。

2.4　相关性分析

居群间有差异的 10个果实性状之间与果实性

状与 3个主要地理因子之间的 Pearson相关系数见

表 6。从表可以看出 , 10个果实性状指标(除了每

肋刺行数)间的 45个组合中 ,只有果实长度与果

实宽度之间呈极显著相关;两肋间距与两刺间距 、

瘦果宽度之间 ,两刺间距与瘦果宽度之间呈显著相

关。这说明代表果实和瘦果大小的不同指标之间

的生长发育都保持一定的一致性 。 3个主要地理

因子与各果实性状的相关关系表明 , 30个组合中 ,

26个组合不具有显著相关性 ,仅海拔与刺毛长度

之间呈极显著负相关性 ,纬度与果实长度 、果实宽

度 、刺毛长度之间呈显著相关 。可以看出刺毛长度

表现出明显的地理变异趋势 ,这说明刺毛长度则受

地理环境的影响较大 。

表 6　沙拐枣果实性状之间和果实性状与地理因子相关性

Table6　CorrelationcoefficientamongthefruitshapeindexesandC.coefficientbetweenmorphologicaltraitsandgeolog-

icalfactor

指标 Code 1 2 3 5 6 7 8 9 10 11

1 1 —

2 0.109 1

3 -0.167 0.944++ 1

5 -0.181 0.792 0.787 1

6 -0.146 0.190 0.246 -0.320 1

7 -0.319 0.492 0.537 0.123 0.878+ 1

8 0.382 0.356 0.148 0.646 -0.724 -0.415 1

9 0.080 0.348 0.152 0.264 0.261 0.538 0.365 1

10 -0.307 -0.008 0.035 -0.361 0.915+ 0.859+ -0.651 0.467 1

11 -0.661 -0.223 -0.165 0.259 -0.268 0.035 0.235 0.416 0.102 1

纬度 Latitude -0.292 0.887+ 0.914+ 0.932+ 0.041 0.470 0.393 0.379 -0.020 0.212

经度 Longitude 0.192 0.649 0.718 0.282 0.304 0.250 -0.189 -0.385 -0.091 -0.763

海拔 Altitude 0.487 -0.672 -0.752 -0.947++ 0.221 -0.236 -0.453 -0.243 0.196 -0.461

注:++p=0.01时相关性极显著(p<0.01);+p=0.05时相关性显著 (p<0.05)

Note:Correlationissignificantatthe0.01level;correlationissignificantatthe0.05level

3　讨论

(1)植物的形态特征是长期适应进化的结果 ,

通过个体水平的表型可塑性实现对异质环境的适

应
[ 13]
。一方面 ,表型可塑性对选择作用具有缓冲

效果 ,有利于遗传变异的保存 ,从而为进一步遗传

分化积累素材;另一方面 ,可塑性的遗传变异又为

其本身的进化提供了可能
[ 14]
。形态性状既具有变

异性又具有稳定性 ,受其本身遗传组成和所处生态

环境两方面的影响
[ 15, 16]

。植物很难处于生长发育

最适的环境条件 ,尤其是对于不同的个体而言 ,无

论是随着气候的变化 ,还是随着生长发育进程的群

落条件 ,总是要产生或大或小的差异
[ 17]
。本文单

因素方差分析 F检验的结果表明塔里木沙拐枣果

实形状 、果实长度 、果实宽度 、刺毛长度 、两肋间距 、

两刺间距 、瘦果形状 、瘦果长度 、瘦果宽度和每果肋

数等 10个果实性状在不同居群间都存在极显著差

异 ,而各果实性状居群间的变异程度不同;主成分

分析表明 ,两刺间距 ,两肋间距 ,刺毛长度等性状是

造成塔里木沙拐枣各居群果实表型差异的主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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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这说明这些果实性状容易受环境的影响 ,可塑

性大;这些果实表型特征的变化其原因是多样的 ,

其一是所处环境因子产生的 ,本研究所选的 5个居

群间各种生态因子的差异则导致了不同生态选择

压 ,使表现出了不同的果实性状特点 。这显示了塔

里木沙拐枣对不同的外界条件反映敏感 ,环境因子

的变化明显的反映在果实性状上 ,它表明了塔里木

沙拐枣对环境适应能力与生存力较强 。这可能是

塔里木沙拐枣在塔里木盆地广泛分布的原因。其

二 ,从分子而言 ,也可能导致了不同居群间基因的

变化 ,从而出现了形态上的变异 ,对其原因的探讨 ,

笔者将进一步从染色体 、等位酶和 DNA等水平上

进行详细的分析 。

塔里木沙拐枣果实每条果肋有刺两行 ,根据研

究发现塔里木沙拐枣果实每肋刺行数不论在单株

内 、单株间都不变
[ 10]
,本研究发现塔里木沙拐枣果

实每肋刺行数在不同居群间也保持稳定 ,这表明每

条果肋刺行数不容易受环境的影响 ,可塑性不大 ,

可能由本身的遗传因子所控制。这充分说明了每

条果肋有刺两行是塔里木沙拐枣的主要分类特征。

《FloraofChina》、《中国植物志 》、《新疆植物

志 》等中描述沙拐枣属植物每果有 4条果肋。但

本研究发现塔里木沙拐枣每果肋数在不同居群之

间存在变异 ,有 4肋和 5肋区分 。

(2)本文聚类分析结果表明 ,农二师 29团 、和

硕曲惠东和库米什的居群聚为一类 ,其果实较大 ,

刺毛长 ,两肋间距与两刺间距长 ,瘦果大的特点;而

三岔口与于田东的居群聚为一大类 ,其果实较小 ,

刺毛短 ,两肋间距与两刺间距短 ,瘦果较小的特点;

塔里木沙拐枣居群间表型特征的分化其原因是多

样的 ,其一是土壤立地条件产生 , 由于农二师 29

团 、和硕曲惠东和库米什的居群处于土壤盐分含量

比较低 ,而有机质含量比较高的粗砂和石砾土 ,因

此其果实大的趋势;而三岔口与于田东的居群处于

土壤盐分含量比较高 ,而有机质含量比较低的细砂

土 ,因此其果实缩小的特点 。其二 ,可能种内基因

的变化 ,从而出现了形态上的变化 ,塔里木沙拐枣

分子水平的遗传多样性究竟如何 ,对此我们将做进

一步研究。

(3)果实性状与地理因子之间的相关性 ,可

知 ,海拔与刺毛长度呈极显著负相关 ,纬度与果实

长度 、果实宽度 、刺毛长度呈显著正相关 。这说明

刺毛长度 、果实长度 、果实宽度等则受地理位置的

影响 ,在一定范围内可以上下波动 ,而其它果实性

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地理梯度变异趋势 。

(4)本研究所选的果实性状指标在以往常常

作为沙拐枣分类的重要标准 ,因此 ,我们以果实性

状划分沙拐枣的分类单元时 ,需要作详细的分析 。

另外在研究沙拐枣属分类时 ,除了应用传统的形态

学表型识别外 ,应用染色体结构和数目为特征的细

胞学标记 、具有组织 、发育和物种特异性的同工酶

识别 ,特别是 DNA分子标记识别 ,能检测出更加丰

富的遗传多样性 ,可清楚地了解到沙拐枣植物的亲

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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