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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噶尔无叶豆的开花物候与生殖特征 

马文宝 ，2 施 翔 张道远 尹林克 
(1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绿洲生态与荒漠环境重点实验室，鸟鲁木齐 83001 1) 

(2南京林业大学林业资源与环境学院，南京 210037) 

摘 要 为了研究沙漠稀有植物准噶尔无叶~(Eremosparton songoricum)的开花物候特征及其对生殖成功的影响， 

2005和2006年连续两年对其自然种群的开花物候和开花过程中的花部表型变化进行了观察，并运用相对开花振 

幅、开花强度和开花同步性等开花物候指数研究了开花物候特征。结果表明：准噶尔无叶豆在5月下旬至6月中下 

旬开花，其种群、个体、花序和单花的花期分别历时26--29 d、8-10 d、5-7 d和2-3 d。单花开花进程依其形态和 

散粉特征可分为散粉前期、散粉初期、散粉盛期和凋谢期4个时期。其个体水平的开花物候进程(开花振幅 曲线) 

呈渐进式单峰曲线，具有很高的开花同步指数，表现出一种集中开花的模式。开花物候指数与座果数之间的相关 

分析结果表明，始花日期与花期持续时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而与开花数和座果数存在正相关关系；花期持续时间 

与开花数和座果数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准噶尔无叶豆个体开花物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遗传因子决定的，而开 

花物候在年度间的变异，可能是由于荒漠气候的差异(主要是水分和温度的差异)所引起的。作为沙漠窄域分布特 

有种，准噶尔无叶豆在环境和人为干扰的双重选择压力下，为了吸引更多的传粉者访问而达到生殖成功，形成了 

大量集中开花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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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ms Flowering phenology is considered as an important fitI1ess factor because it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reproductive success．Our aim is to investigate the flowering phenology of Eremosparton 

songoricum，the 3rd Class national protected dwarf shrub with a fragmented distribution in Gurrban． 

tuggut Desert of Xinjiang．China．to better understand its reproductive features． 

M ethods W e marked and observed 30 E．songoricum individuals with similar heights and crown di 

ameters in the wild population of Cainan Oil Station in Gurrbantuggut Desert from 2005 to 2006．We 

observed the flowering course of each individual and inflorescence including the first flowering date． 

duration，mean flowering amplitude(flowers plant- ·d- and last flowering date and then calculated 

relative flowering intensity and synchrony indices．W e also analyzed relationships between first flow 

ering date，median da te，duration，last flowering date，flowering amplitude and flowering synchrony，the 

correlation matrix betw een first flowering date an d duration，flower number and fruit set． 

Importantfindings The flowering span ofthe population，individual，inflorescence and single flow— 

ering was approximately 26—29，8一l 0，5～7 and 2-3 d，respectively．None of the phenology index levels 

betw een 2005 and 2006 were distinctive．The synchrony index was 0．829．The relative flowering inten 

sity showed one major peak from l0％to 30％and the skewn ess was 1．24．According to flower mot- 

phology and dehiscence，the typical single flowering process for a flower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peri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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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s：pre．dehiscence，initial dehiscence，full dehiscence and withering．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among 

the first flowering date，duration，flower number and fruit number shows that 1)there iS negative corre— 

lation between first flowering date and duration an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to flower number and fruit 

num ber，2)dur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to flower number and fruit number and 3) 

there iS sign 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 een flower num ber and fruit number．Individuals with more 

flowers show a longer dur ation and more fruit than these with fewer flowers．As a rare plant in China’S 

desert zone，E songoricum exhibits a so—called“mass—flowering”pattern，which may be regarded as an 

adaptive strategy to ensure its reproductive success． 

Key words Eremosparton songoricum，flowering phenology，relative flowering intensity，flowering syn— 

chrony，fruit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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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花物候 是植 物重 要 的生活 史特 征之 一 

(Ollerton& Lack，1992)，也是植物生殖生态学研 

究 的一 个重 要 内容(Whitehead，1983；Willson， 

1983；Lovett&Lovett，l988)，可表现在群落、科、 

属、种、种群、个体、花序和单花等多个水平上，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植物的开花式样与遗传及环 

境 因 子 的 关 系 (Augspurger， 1983；Pickering， 

1995)。一些研究表明，开花物候不仅与植物类群 

的系统发生(常为属内)及遗传特性有关(Kochmer 

&Handel，1986；Ollerton&Diaz，1999)。而且与环 

境条件(如纬度 、海拔 、光照、温度和湿度等)有 

密切的联系(Rathcke&Lacey，1985)。植物个体或 

种群 的开花物候(Flowering phenology)可用一系 

列参数(如开花数、开花时间和开花持续时间等) 

来量化(Augspurger，1983；Pickering，1995)。开花 

物候还被认为是许多有花植物种群的很重要的适 

合度 因子(Rathcke& Lacey，1985；Ollerton & 

Lack，1998；Abe，2001；肖宜安等，2004)，对生殖 

成 功 有 重 要 的影 响 (Rathcke& Lacey。1985； 

Primack，1 987)。 

准噶尔无叶豆(Eremosparton songoricum)系 

豆科的一种小半灌木，是中亚荒漠特有种，分布 

区和生态幅狭窄，在我国仅片段化分布于新疆古 

尔班通古特沙漠局部区域(陈昌笃等，1983；张立 

运和海鹰，2002)，为国家三级保护植物和稀有种 

(尹林克等，2006)。该种多分布在流动或半固定沙 

丘的迎风坡中下部和风蚀谷地的侧坡地段，是典 

型的兼性克隆植物，既能开花结实进行有性繁殖， 

又能通过水平根茎进行无性克隆繁殖 。但该种的 

结实率较低(12％～16％)，胚珠败育率高(>80％)， 

健康种子数少，种子萌发率低，种子转化为幼苗 

的能力低(陆雪莹等，2007；马文宝等，2007)，有 

性繁殖过程存在着薄弱环节，使得无性克隆繁殖 

在维护种群稳定及扩散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近半个世纪 以来，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油田开发、 

农垦开荒和筑路修渠等人为干扰强烈地影响了准 

噶尔无叶豆种群，使得现存种群面积减少并呈片 

段化分布，小种群趋势增加，种群之间日益隔绝， 

存在因基 因交流障碍而导致的显著遗传分化(陆 

雪莹等，2007)。因此，有必要从物种繁育特性、 

克隆种群动态、生活史策略和遗传分化特征等多 

个方面开展研究，加深对该物种的认识并积极开 

展有效的保护。本文重点对准噶尔无叶豆自然种 

群花部形态的变化及开花物候进行 了研究，并运 

用开花振幅、开花强度和开花同步性等开花物候 

指数分析 了开花物候特征，以探讨开花物候特征 

对其生殖成功的影响，为深入理解其独特的生殖 

特性和生态适应提供背景资料，并为该物种的生 

物多样性保护提供科学资料。 

1 观测地点生境概况 

所观测的准噶尔无叶豆 自然分布种群位于新 

疆 古尔班 通古特 沙漠腹 地 的彩 南油 田作业区 

(88。24．67’E，44。58．1l’N，海拔667 m)，样地内 

的优 势种是 准噶尔无 叶豆 、沙 蒿 rtemisia 

arenaria)和羽毛三芒草(Aristida pennata)，伴生 

种主要有对节~1](Horanowia ulicina)、倒披针叶虫 

实 (Corispermum lehmannianum)、 沙 蓬 (Agrio． 

phyllum squarrosum)、 白杆 沙 拐枣 fCalligonum 

leucocladum)和 白梭梭(Haloxylon persicum)等。古 

尔班通古特沙漠年平均气温为6～10℃，7月平均 

气温为24~27℃，极端最高气温高达40℃以上， 

≥l0℃的活动年积温可达3 000～3 500℃：空气 

相对湿度平均为50％～60％；冬春有雨雪，年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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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普遍不超过150 mm，沙漠腹地年降水量仅有 

70-100 mm；而蒸发量却高达2 000 mm以上，是 

降水量的20-30倍。干旱少雨，温差大，蒸发强烈， 

因此该地区属于典型的温带内陆荒漠气候区(张 

立运和陈昌笃，2002)。 

2 研究方法 

2．1 开花物候 

参 照Dafni等(2005)的方法，分别于2005和 

2006年对准噶尔无叶豆的开花物候从群体、个体、 

花序和单花4个水平上进行了观察。 

2．1．1 群体、个体和花序水平 

在 自然分布的种群内，标记人为影响小、大 

小基本一致的30株个体，并在样株上随机标记一 

个花序，记录花序和植株上每天开花的数量。花 

序和个体水平的开花物候参数以所标记的全部花 

序和个体的平均值计算。观察和统计的开花参数 

主要有始花日期(First flowering date)、开花高峰 

日期(Peak flowering date)、持续时间(Duration)和 

终花日期(Last flowering date)。花序和个体的始花 

日期为第一朵花在花序和个体上开花的日期，花 

序和个体开花数大于或等于50％时为开花高峰日 

期，无花开放时为终花 日期；群体水平(以样地为 

标准)以25％的个体开花时视为始花 日期，50％的 

个 体达到开花高峰时视为群体开花 高峰 日期， 

95％的植株开花结束时视为群体终花 日期。 

根据植株每天开花的数量计算植株的平均开 

花振幅(Mean flowering amplitude)、单位时间开花 

数(用花数·株～·(rI 表示)、相对开花强度和开花同 

步性(又叫同步指数，Synchrony index，Si)。 

植株每年的相对开花强度(Relative flowering in— 

tensity)等于该植株在开花高峰日期的日产花数 

与该种群中植株在开花高峰日期的日产单株最大 

花数之~L(Herrera，1986)。开花强度是花分布频度 

相对地位比较的一种表达方式(Herrera，1986)。开 

花 强 度 的 偏 斜 度 g： 3／ 2引 ( 2=E(x- ) ／n， 

m3=∑(．卜 ) )(杜荣骞，2003)。 

式中， 为每个植株的开花强度， 为植株平 

均开花强度， 为观测植株个数。 

用同步指数 检测开花同步性高低，具体方 

法根据文献(Mclntosh，2002)，并稍作调整： 

拱 

其中，es表示个体f 花期重叠时间(d)，
． 
表示个 

体i开花的总时间(d)， 表示样地中个体总数。 

的变异范围为0～1：0表示种群内个体花期无重叠， 

1则表示完全重叠(肖宜安等，2004)。 

始花 日期的统计参考Pickering(1995)的方 

法。在本研究中，2005年以5月25日为第一天(计为 

1)，5月26日为第二天(计为2)；2006年以5月29日 

为第一天(计为1)，5月3O日为第二天(计为2)，依 

此类推。 

2．1．2 单花水平和花部表型变化 

观察并记录花蕾迅速膨大至凋谢 的持续时 

间，从花开放的当天，每隔2～3 h观察1次，记录 

花朵开放、花瓣伸展、花药裂开、花丝伸长、花 

气味开始出现的时间和持续时间：花朵的形状、 

大小、颜色及其时空动态：柱头与花药的位置。 

2．2 始花时间、花期持续时间、开花数与座果 

数的关系 

为了分析个体的开花参数与座果数之间的相 

关关系，2006年在开花后每天观察记录所标记个 

体开花的始花日期、花期持续时间、开花数及其 

随后 发育成 的幼果数 目，并用双 因素相 关性 

fBivariate correlation)进行分析。用SPSS 12．0统计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3 结 果 

3．1 开花物候 

3．1．1 种群、个体和花序水平开花物候 

准噶尔无叶豆每年开花1次，花期为5月下旬 

至6月中下旬，其种群、个体和花序水平的开花物 

候特征见表1。各水平的开花物候参数在年度间相 

差不明显，就个体水平而言，2005年的始花日期 

要~L2006年的早，开花的持续时间长，终花日期 

晚。 

在种群中，开花物候进程(开花振幅曲线)在 

年度间基本相同，均呈单峰曲线(表1，图1)，开花 

比例均逐渐上升至高峰，然后缓慢下降。2006年 

在第五天开花量达到高峰，比2005年的早一天。 

准噶尔无叶豆个体开花的始花日期、开花高 

峰日期、花期持续时间、终花 日期、相对开花强 

度和花期同步指数的变化规律参见图2。个体始花 

日期 ：2．89，P>0．05)、开花高峰日期 =0．61， 

P>0．05)、相对开花强度(F=1．20，P>0．05)、花 

期同步指数 =0．32，P>0．05)在年度间差异不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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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055fl2006年准噶尔无叶豆种群、个体和花序水平的开花物候 
Table 1 Phenology of Eremosparton songoricum at the level of the populmion，individual and inflorescence 

in 2005 and 2006 

丑 

开花天数 Days of flowering(d) 

图l 准噶尔无叶豆个体的开花振幅曲线(2005和2006年) 
Fig．1 Flowering amplitudes curves of Eremosparton songoricum 

individual plant in 2005 and 2006 

著。但终花日期 =19．8l，P<0．001)和花期长度 

= 22．71，P<0．001)在年度间差异极显著。准噶 

尔无叶豆平均花期同步指数为0．829，表现出一种 

大量、集中的开花式样。 

图3显示，准噶尔无叶豆个体开花强度有一 

个主要分布范围10％～30％，其分布频度的偏斜率 

为1．24。 

3．1．2 单花水平物候 ． 

准噶尔无叶豆花序上的花一般是 由底部向上 

顺次开放的；单花从花蕾开始迅速膨大到花朵凋 

谢历时2～3 d。单花花期依其形态和散粉时间可分 

为4个时期，即：散粉前期、散粉初期、散粉盛期 

和凋谢期(表2)。在开花过程中，花丝和花柱都有 

伸长，但其生长速度不同，位置存在动态变化。在 

散粉前期，花柱高于花丝，但花丝生长速度要快 

于花柱；在散粉初期，花丝和花柱近于等长，9枚 

合生(9)雄蕊中的4个先伸长、散出花粉，花粉将柱 

头紧紧包围；在散粉盛期，花丝和花柱都有弯曲， 

柱头高于(占20％)、近等于(占15％)或低于花药(占 

65％)，9枚合生(9)雄蕊中的剩余5枚雄蕊散粉；在 

凋谢期，花丝停止弯曲生长，而柱头继续向前弯 

曲生长，并最终高于花丝，离生的1枚雄蕊开裂散 

粉 。 

野外观测发现，花的败育情况比较普遍，特 

别是在遇到沙漠天气变化时(大风降温)，许多未 

开放的花蕾会掉落；大量旗瓣微开或盛开的花朵 

也纷纷凋谢 。 

3．2 物候指数与座果数的相关性分析 

准噶尔无叶豆的始花 日期、花期持续时间、 

开花数、座果率之间的相关分析结果(表3)显示： 

始花日期与花期持续时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而与 

开花数和座果数存在正相关关系；花期持续时间 

与开花数和座果数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开花数 

与座果数存在极显著正相关关系。这些关系表明， 

开花数多的个体比开花数少的个体花期更长、座 

果数更多；花期持续时间长的个体比花期持续时 

间短的个体座果数多。 

4 讨 论 

4．1 开花物候与生态适应 

在2005和2006年连续两年的研究中，准噶尔 

无叶豆个体水平的开花物候进程(开花振幅曲线) 

表现出较高的相似性，都呈单峰曲线模式，有一个 

开花高峰期，且有很高的开花同步指数0．829，表 

现出一种“集中开花模式(Mass．flowering pattern)” 

或“总巢式开花模式 fCornucopia．flowering pat． 

tern)”(Herrera，1986)。这种开花模式在很多种植 

物中都存在(Herrera，1986)，也是温带植物的常见 

开花模式。据报道，新疆受西风气流的控制，沙 

(％一 ∞矗 矗0A0．I∞|0_【 0 0 矗00．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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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准噶尔无叶豆个体始花日期(·)、开花高峰日期(V)、终花日期(o)和花期持续时间变化(2005和2006年) 

Fig．2 Variations of the first flowering date(·)，peak flowering date(V)，last flowering date(O)and duration for Eremosparton 
songoricum individuals in 2005 and 2006 

左端数值为相对开花强度，右端数值为花期同步指数 The values on the left side are relative flowering intensities and the ones on 
the right side are flowering synchrony indices 

漠腹地在4～6月风沙最 为强盛(王雪芹等，2003)， 

温度的突变是造成环境恶化、灾害增多的主要原 

因之一(魏文寿等，2003)。在这段时间内，准噶尔 

无叶豆采取过量开花的策略(单花期短)应对灾害 

性天气(沙风和温度突变)危害，这是长期进化过 

程中植物适应沙漠气候、抵抗不可预测的自然和 

人为干扰的一种生殖保障。 

相对开花强度被认为是植物花资源空间分布 

的一个指标(Buide et a1．，2002)，它可能会影响到 

植物花粉的运动模式(Dafni et a1．，2005)。多数植 

物具有较低的相对开花强度(Herrera，1986；Buide 

et a1．，2002)，也有表现出高、低两种开花强度分 

∞ 勰刀 加伯他仃侣佰¨竹 ”们9876543 ，0 

H呻口 lIH 厶、 

∞ 勰 加伯他仃侣 侣̈ ”们9876543 ，0 

H．∞j 州 lIH 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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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fore flowering 

初期 开花前半天 
Initial dehiscence Half day before 

flowering 

盛期 开花后半天 
Full dehiscence Half day after flow． 

ermg 

凋谢期Withering 开花后1X 
One day afterflow． 

erin~ 

紫红色 微有小 口至张开 
fuchsia Open a little 

红色 张开至与翼瓣垂直 
Red Open and perpen— 

dicular with wing 

petals 

淡紫色至白色 向下卷 曲 
Light purple to Curve downwards 

white 

1～4 

5～9 

l0 

表3 准噶尔无叶豆个体水平的始花日期、花期持续时间、开花数及座果数的相关分析(2006年) 
Table 3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the first flowering date，duration，flower number and 

fruit number of Eremosoarton soneoricum at an individual level in 2006 

：相关性显著(x2尾检验)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0．05 level(2-tailed) ”：相关性极显著(双尾检验)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0．0 l level r2-tailed) 

罟 
当 

壹 

30 

5 

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相对开花强度 Relative flowering intensi％y(％) 

图3 准噶尔无叶豆个体相对开花强度分布 
Fig．3 Frequency distributions of relative flowering intensity in 

Eremosparton songoricum individual plants 

异趋势的(肖宜安等，2004)。本研究发现，与大多 

数植物一样，准噶尔无叶豆具有较低的相对开花 

强度，分布频率集中在10％～30％之间(图3)。准噶 

尔无 叶豆 个 体开 花 强 度 的偏 斜 率 为 1．24，与 

Herrera f1986)对26种海岸边常绿有刺灌木(1．59) 

和Buide等(2002)对Silene acutifolia(1．45)的研究 

结果接近 。开花强度频率分布严重偏斜，表明在 

种群中具有相对开花强度高的植株。 

本研究结果显示：始花 日期早的植株比始花 

日期晚的植株具有更长的花期，而开花数多的植 

株比开花数少的植株具有更长的花期，这与许多 

研 究 结 果 相 吻 合 (Dieringer，1991；Kelly，1992； 

O’Neil，1997；Buide et a1．，2002；肖宜安等，2004； 

李新蓉等，2006)。 

准噶尔无叶豆终花 日期和花期长度尽管在年 

度间差异极显著，但是其始花日期、开花高峰 日 

期、相对开花强度和花期同步指数在年度间差异 

并不显著，且个体在年度间能够保持相近的开花 

物候进程(开花振幅曲线)。这些结果表明，植物个 

体开花物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遗传因子决定的 

(Zimmerman&Gross，1984)。而开花物候在年度 

间出现的变异，可能是由于年度间的荒漠气候多 

变所引起的。根据位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的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阜康生态研究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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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的气象资料，2005年4～6月，平均气温分别为 

12．8、19．8和24．9℃，月降水量分别为21．2、7．6 

和24 mm；而2006年同期的平均气温分别为13．2、 

18．7和25．6℃，月降水量分别为10．9、16．9和3．4 

ITlm，表现 出年度 问气象条件的差异，年度 间降 

水量 的差异尤为明显。此外，野外调查还发现， 

2005年观测点内的植物盖度要大于2006年观测点 

内的植物盖度(未发表资料)，这也间接反映出土 

壤水分条件的差异。因此，不同年度之间影响其 

开花的环境参数，尤其是沙漠中的关键环境因子 
— — 水分和温度存在差异，可能是导致开花物候 

年 度 间 差 异 的最 主 要 原 因 ，这 与 Rathcke和 

Laeey(1985)提 出的开花物候与环境条件有密切 

联系的结论相吻合。有关气候条件如何对其开花 

物候产生影响，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也发现，一场沙漠大风或剧烈的温度 

变化会导致很多花及花蕾脱落。因此，在准噶尔 

无叶豆开花传粉及座果这一时间短但很关键的时 

期内，如果发生连续数 日的灾害天气，那么必然 

会导致当年结实结籽量的急剧减少，进而对准噶 

尔无叶豆种群的更新产生影响。 

4．2 开花物候与生殖适合度 

开花物候对植物生殖成功具有一定的影响 

(Primack，1 987；Bishop& Schemske，1 998；Ollerton 

&Diaz，1999)。Augspurger(1983)认为，植物的开 

花数是决定其座果率的重要因子，在他观察的6 

种新热带灌木的开花物候中，有5种植物的个体 

开花数与座果率呈正相关。在濒危植物长柄双花 

木(Disanthus cercidifolius var．1ongip )中，始花 

日期与开花数及座果率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始 

花 日期早的比始花日期迟的座果率高，而开花数 

与座 果率表 现 出线性正 相关关 系(肖宜 安等， 

2004)。新疆沙冬青 mmopiptanthus nanus)和蒙古 

沙冬青 ．mongolicus)在花序水平上每天的开花 

数也与其座果数呈正相关关系(李新蓉等，2006)。 

我们通过对观测点内准噶尔无叶豆个体水平 

的花期持续时间、开花数与座果数的关系及相关 

分析发现：开花数和花期持续时间分别与座果数 

存 在 显 著 正 相 关 关系 ，此 结 果 与Augspurger 

(1983)和李新蓉等(2006)的研究结果一致。这些特 

点表明，对准噶尔无叶豆而言，开花数量大，有 

利于吸引更多的传粉者，从而增加了传粉者对每 

朵花的拜访及传粉机会；而花期持续时间长更有 

利于提高传粉者的最后传粉效果，从而提高座果 

的机会。 

准噶尔无叶豆具有“花多果少”的果实和种子 

产量格局。对145个花序1 396朵花的落花落果现 

象进行观察统计，发现结荚率达~1J74．50％，而落 

荚率高达84．03％。通过比较两株冠幅有明显差异 

的个体植株传粉昆虫的数量得知：随着植株花数 

的增加，单花的昆虫拜访率有所上升，而且结实 

率有所提高。这一结果初步验证了吸引传粉者假 

说，即植株产生较大的花展示是为了更多地吸引 

昆虫造访。由此可见，准噶尔无叶豆开花数量直 

接与传粉者的数量与传粉效率有关，传粉环节受 

阻，最终会导致结实率低下或结实困难。野外调 

查曾发现，一个准噶尔无叶豆小种群(88。15．84’E， 

44。37．94’N，面积小于10 m×10 m)的开花数及座 

果数都明显小于其它种群。究其原因，种群规模 

小、个体开花数量少，导致传粉者数量减少、活 

动强度降低，最终影响其生殖成功。沙漠中由于 

油田开发、农垦开荒和筑路修渠等人为干扰，切 

割或破坏了准噶尔无叶豆种群，使得现存种群面 

积减少并呈片段化分布，小种群趋势增加，种群 

间日益隔绝。因此，从开花物候特点及生殖成功 

的角度考虑，我们建议加强准噶尔无叶豆生境就 

地保护，减少人为干扰破坏，尽可能维持种群的 

大面积及较多的个体数量，以保持较多的开花数 

量，吸引较多的传粉昆虫，进而保障生殖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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