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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院以浙江省内 猿苑 份金枣柿和 猿 份农家柿品种为材料袁利用 杂杂砸 分子标记技术袁结合表型性状和果实营养成分指

标袁分析不同产地金枣柿遗传多样性遥 结果表明院金枣柿枝尧叶尧芽等表型性状具有丰富的形态多样性袁员源 个表型性

状的变异系数为 苑郾 圆猿豫 圆猿郾 缘源豫 袁其中萼片长与柿蒂长变异系数 大袁果形指数尧叶形指数变异系数 小曰果实营

养成分在单株间的变异丰富袁变异系数为 怨郾 缘愿豫 远远郾 圆员豫 袁平均变异系数为 猿苑郾 愿怨豫 袁变异程度高于表型性状曰圆员
对 杂杂砸 多态性引物可从 源园 份材料中扩增出 猿愿员 个 阅晕粤 位点袁平均多态性位点百分率为 怨圆郾 愿怨豫 袁哉孕郧酝粤 聚类分析

显示袁所选 杂杂砸 标记能将供试材料完全区分开袁在遗传相似系数 园郾 苑源 时将 源园 个试验单株分为 猿 类袁主坐标分析所

得结果与聚类分析基本一致遥 该研究结果为金枣柿种质资源的科学利用提供了依据遥
关键词院金枣柿曰表型性状曰杂杂砸曰遗传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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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葬则蚤葬遭造藻 糟燥藻枣枣蚤糟蚤藻灶贼 葬遭燥怎贼 员源 责澡藻灶燥贼赠责蚤糟 糟澡葬则葬糟贼藻则泽 则葬灶早藻凿 枣则燥皂 苑郾 圆猿豫 贼燥 圆猿郾 缘源豫 援 栽澡藻 增葬则蚤葬遭造藻 糟燥藻枣枣蚤糟蚤藻灶贼 燥枣 泽藻责葬造
造藻灶早贼澡 葬灶凿 责藻则泽蚤皂皂燥灶 糟葬造赠曾 造藻灶早贼澡 憎藻则藻 贼澡藻 造葬则早藻泽贼援 栽澡藻 枣则怎蚤贼 泽澡葬责藻 蚤灶凿藻曾 葬灶凿 造藻葬枣 蚤灶凿藻曾 澡葬凿 贼澡藻 造藻葬泽贼 增葬则蚤葬贼蚤燥灶援 栽澡藻
枣则怎蚤贼 灶怎贼则蚤藻灶贼 糟燥灶贼藻灶贼泽 则葬灶早藻凿 枣则燥皂 怨郾 缘愿豫 渊泽燥造怎遭造藻 泽燥造蚤凿 糟燥灶贼藻灶贼冤 贼燥 远远郾 圆员豫 渊贼葬灶灶蚤灶 糟燥灶贼藻灶贼冤援 栽憎藻灶贼赠鄄燥灶藻 责则蚤皂藻则泽
憎藻则藻 怎泽藻凿 贼燥 葬皂责造蚤枣赠 猿愿员 杂杂砸 造燥糟葬造 蚤灶 源园 贼藻泽贼 皂葬贼藻则蚤葬造泽袁 憎蚤贼澡 葬灶 葬增藻则葬早藻 责燥造赠皂燥则责澡蚤泽皂 则葬贼藻 燥枣 怨圆郾 愿怨豫 援 栽澡藻 糟造怎泽贼藻则 葬鄄
灶葬造赠泽蚤泽 糟燥灶凿怎糟贼藻凿 遭赠 哉孕郧酝粤 泽澡燥憎藻凿 贼澡葬贼 贼澡藻 皂葬贼藻则蚤葬造泽 贼藻泽贼藻凿 糟燥怎造凿 遭藻 凿蚤泽贼蚤灶早怎蚤泽澡藻凿 葬灶凿 凿蚤增蚤凿藻凿 蚤灶贼燥 贼澡则藻藻 皂葬躁燥则
早则燥怎责泽 葬贼 贼澡藻 早藻灶藻贼蚤糟 泽蚤皂蚤造葬则蚤贼赠 糟燥藻枣枣蚤糟蚤藻灶贼 燥枣 园郾 苑源袁 憎澡蚤糟澡 憎葬泽 泽蚤皂蚤造葬则 贼燥 贼澡藻 则藻造葬贼蚤燥灶泽澡蚤责 燥枣 孕悦燥粤 葬灶葬造赠泽蚤泽援
运藻赠 憎燥则凿泽院 允蚤灶扎葬燥泽澡蚤 责藻则泽蚤皂皂燥灶曰 责澡藻灶燥贼赠责蚤糟 糟澡葬则葬糟贼藻则曰 杂杂砸曰 早藻灶藻贼蚤糟 凿蚤增藻则泽蚤贼赠

金枣柿渊阅蚤燥泽责赠则燥泽 泽责责援 冤是柿科渊耘遭藻灶葬糟藻葬藻冤柿

属渊阅蚤燥泽责赠则燥泽 蕴援 冤落叶或常绿乔木或灌木咱员暂 袁果实成

熟时呈金黄色袁外形酷似枣袁故名野金枣柿冶袁又名串

柿尧柿枣遥 金枣柿是浙江省地方特色乡土树种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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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园园 余年栽培历史袁目前处于野生或半野生状态遥
金枣柿果实富含维生素 悦袁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袁是
理想的保健食品咱圆暂 遥

研究人员先后进行了金枣柿生物学特性调

查咱圆暂 袁发现其形态与其它柿属植物具有较大差异曰郭
大龙尧 匀怎尧 阅怎 等咱猿 原 缘暂 利用 陨砸粤孕尧 杂砸粤孕尧 砸耘酝粤孕尧
杂杂粤孕尧糟责阅晕粤 孕悦砸鄄砸耘蕴孕 不同分子标记技术研究金

枣柿的分类地位袁取得一定进展遥 胡燕咱远暂从形态学尧
染色体倍性和 则阅晕粤 的 陨栽杂 区方面分析确立金枣柿

的分类地位袁进一步完善柿属植物的系统发育研究袁
同时都认为金枣柿应该是柿属植物中的一个新种袁
若不作为新种袁至少是国内外首次报道的柿渊阅援 运葬鄄
噪蚤 栽澡怎灶遭援 冤种下的一个二倍体变种咱苑暂 遥 赵献民等咱愿暂

从数量分类上对 缘 个金枣柿系列进行 匝 聚类袁也佐

证了金枣柿可能是柿属植物另外一个新种的推测遥
李根有等将其定名为浙江光叶柿 渊阅蚤燥泽责赠则燥泽 扎澡藻鄄
躁蚤葬灶早早藻灶泽蚤泽 郧援 再援 蕴蚤袁 在援 匀援 悦澡藻灶 驭 孕援 蕴援 悦澡蚤怎冤 咱怨暂 遥
但目前对金枣柿作为一新种的佐证不十分充足袁对
种内的变异也未见报道袁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金枣柿

地方乡土品种推广尧开发和利用遥
前人对金枣柿在柿属植物中的分类地位研究侧

重于不同物种间的亲缘关系分析袁偏向于将金枣柿作

为一个新种咱员园暂 遥 目前除浙江外袁未见有金枣柿分布

的报道袁本试验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袁全面调查了浙

江省金枣柿种质资源袁利用 杂杂砸 分子标记并结合表型

性状和果实营养成分指标研究金枣柿不同产地单株

间的遗传多样性袁以期进一步阐明乡土树种金枣柿的

遗传变异情况袁为其分类和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遥
员摇 材料与方法

员援 员摇 资源调查及指标测定

采取与群众座谈访问尧实地调查测定的方式在

浙江省各地区进行金枣柿资源调查袁所调查的金枣

柿树龄在 远园 员缘园 葬 以上袁其中编号 员 猿苑 为金枣

柿单株袁编号 猿愿 源园 为农家柿品种渊表 员冤遥 从树冠

外围中上部东尧南尧西尧北 源 个不同方向随机采集 猿园
个以上成熟果实尧员 年生枝条袁在枝条中部采集典型

成熟叶片 猿园 片以上遥 带回室内测定叶片长尧叶片

宽尧叶柄长尧叶柄粗尧果实纵径尧果实横径尧果柄长尧萼
片长尧萼片宽尧柿蒂长尧柿蒂宽尧单果质量等形态指

标遥 按照叶柿种质资源描述规范和数据标准曳 咱员员暂 和
叶植物新品种特异性尧一致性尧稳定性测试指南院
柿曳 咱员圆暂的方法和标准袁目测法观察枝尧叶尧芽等 圆远 个

表型描述性状遥
表 员摇 源园 份柿种质材料的名称及采集地

编号 名称 采集地点 编号 名称 采集地点

员 金优 圆 号 浙江永康 圆员 金优 猿远 号 浙江永康

圆 金优 猿 号 浙江永康 圆圆 金优 圆远 号 浙江永康

猿 金优 缘 号 浙江永康 圆猿 金优 猿猿 号 浙江永康

源 磐安 愿 号 浙江磐安 圆源 金优 猿缘 号 浙江永康

缘 磐安 怨 号 浙江磐安 圆缘 金优 怨 号 浙江永康

远 庆元 缘 号 浙江庆元 圆远 金优 猿圆 号 浙江永康

苑 缙云 猿 号 浙江缙云 圆苑 金优 猿源 号 浙江永康

愿 缙云 远 号 浙江缙云 圆愿 永嘉 苑 号 浙江永嘉

怨 遂昌 圆 号 浙江遂昌 圆怨 永嘉 愿 号 浙江永嘉

员园 松阳 猿 号 浙江松阳 猿园 庆元 苑 号 浙江庆元

员员 松阳 远 号 浙江松阳 猿员 庆元 愿 号 浙江庆元

员圆 金优 圆圆 号 浙江永康 猿圆 丽水 员 号 浙江丽水

员猿 金优 员怨 号 浙江永康 猿猿 丽水 圆 号 浙江丽水

员源 金优 圆缘 号 浙江永康 猿源 丽水 猿 号 浙江丽水

员缘 金优 员愿 号 浙江永康 猿缘 丽水 源 号 浙江丽水

员远 金优 员园 号 浙江永康 猿远 丽松 圆 号 浙江丽水

员苑 金优 圆园 号 浙江永康 猿苑 永康 猿 号 浙江永康

员愿 金优 员源 号 浙江永康 猿愿 永康 缘粤 浙江永康

员怨 金优 员缘 号 浙江永康 猿怨 永康 缘月 浙江永康

圆园 金优 猿员 号 浙江永康 源园 松阳鸡蛋柿 浙江松阳

员援 圆摇 营养成分测定

取 愿 员园 个金枣柿果实袁剔除种子和去皮后袁
只取除髓质外的中间果肉部分袁匀浆后袁立即进行维

生素 悦 测定袁以防止氧化降解遥 采用同样的方法取

员园 圆园 个果实进行匀浆袁并于 原 圆园益冰箱保存袁用
于可溶性糖尧可溶性单宁尧粗纤维尧粗蛋白尧含水量及

钙尧钾营养指标的测定遥 在果实去皮尧匀浆取样前袁
用糖度计测定可溶性固形物含量遥 各指标测定参照

赵献民咱员猿暂的方法遥
员援 猿摇 阅晕粤 提取及引物分析

提取 阅晕粤 所用叶片来自中国林科院亚热带林

业研究所富阳柿资源圃嫁接而成的柿种质幼苗遥 采

集新鲜幼嫩健康叶片袁存于冰盒中袁当天带回实验

室袁将叶片用纯净水冲洗干净袁液氮处理后袁置于

原 苑园益冰箱中备用遥
参考 阅燥赠造藻 等咱员源暂的方法提取柿总基因组 阅晕粤遥

本试验从已公布的柿 早藻灶燥皂蚤糟鄄杂杂砸 引物中咱猿袁 员缘 原 员远暂筛
选出 圆员 对多态性较高的引物袁进行后续样品的 杂杂砸
单株变异分析遥 引物由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合成遥 在 粤月陨 灾藻则蚤贼蚤 梯度 孕悦砸 仪上进行

孕悦砸 扩增遥 反应体系为院模板 阅晕粤渊缘园 灶早窑滋蕴 原员 冤
圆 滋蕴袁栽葬择 酶渊天根生化科技有限公司冤为 园郾 缘 哉袁员园
伊 栽葬择 月怎枣枣藻则渊含 酝早圆 垣 冤 圆郾 园 滋蕴袁凿晕栽孕渊圆郾 缘 皂皂燥造窑
蕴 原员 冤 圆 滋蕴袁各 园郾 缘 滋蕴 的双向引物 渊员园园 责皂燥造 窑
滋蕴 原员冤袁加 凿凿匀圆韵 补至 圆园 滋蕴遥 反应程序为院怨源益 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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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性猿 皂蚤灶曰怨源益 变性 猿园 泽袁复性 猿园 泽袁退火温度为 缘园
缘苑益渊详见表 缘冤袁苑圆益延伸 员 皂蚤灶袁猿园 个循环曰苑圆益

延伸 缘 皂蚤灶袁源益保存遥 扩增产物经 远豫 变性聚丙烯

酰胺凝胶电泳尧固定尧银染尧显影袁胶片用数码相机拍

照保存以供分析遥
统计各描述性状在总试验数中所占比例袁用

杂孕杂杂 员愿郾 园 软件分析表型性状和营养成分指标遥 对

电泳条带结果采用野园 辕 员冶系统记录谱带袁在相同迁

移率位置上袁有带记为野员冶袁无带记为野园冶袁生成野园冶
和野员冶组成的原始矩阵遥 利用 晕栽杂再杂鄄责糟 圆郾 员园藻 软件

进行聚类分析和主坐标分析遥
圆摇 结果与分析

圆援 员摇 金枣柿分布情况

金枣柿具有较强的适应性袁对土壤要求不严袁喜
温暖气候遥 浙江省地处亚热带地区袁在此次调查中

发现袁金枣柿在浙江省 猿 个地区 苑 个县渊市冤都有分

布袁与当地柿品种混生袁处于野生或半野生状态遥 其

中以永康尧松阳尧缙云三地分布 多和集中袁每县

渊市冤树龄 员园园 葬 左右的金枣柿大树有 员园园 多株袁树
高 怨 员源 皂袁树冠 苑 员园 皂袁盛产期株产量可达

圆园园 猿园园 噪早 以上袁员园园 年生的老树株产量仍在

员园园 噪早以上遥 永嘉尧庆元尧遂昌尧磐安等地有零星分

布遥 作为浙江省的特有种袁目前在永康已建立了

员猿郾 猿 澡皂圆 金枣柿人工栽培示范基地遥
圆援 圆摇 金枣柿表型多样性分析

圆援 圆援 员摇 主要描述性状形态多样性摇 金枣柿果实在

果皮网纹尧果实纵沟尧果顶十字沟尧果实缢痕尧果肩皱

褶尧柿蒂形状尧心室数尧髓形状尧心皮数尧蒂隙尧果顶裂

果尧果顶同心圆裂痕尧萼片形状这些细微稳定性状上

没有区别袁而仅在果顶形状尧蒂部花纹及柿蒂凹凸上

有细微的差别遥
从表 圆 中金枣柿枝尧叶尧芽等描述性状可以看

出袁浙江省内金枣柿单株间具有丰富的形态多样性遥
金枣柿单株除叶尖扭曲与否和皮孔大小两个描述性

状表现单一外袁其余 圆源 个描述性状呈现丰富的多样

性袁如金枣柿叶片形状有 苑 种袁主要以长椭圆形尧阔
椭圆形尧梭形为主袁占 愿缘郾 愿豫 袁其它叶形阔卵形尧长
卵形尧披针形尧椭圆形所占比例仅为 员源郾 圆豫 遥

金枣柿在形态上具有独特的性状袁易与其它柿

属物种区分开来袁其叶片光滑袁枝条褐色袁皮孔小遥
由表 圆 可以看出袁金枣柿枝条以 猿 种不同梯度的褐

色呈现袁褐色尧暗赤褐色尧黑褐色所占比例分别为

苑苑郾 愿豫 尧员员郾 员豫 尧员员郾 员豫 遥 叶片中肋边毛少或无的达

愿愿郾 怨豫 袁叶尖扭曲的达 员园园豫 袁叶基部形状楔形尧窄楔

形尧心形占 苑员郾 源豫 袁而圆形仅占 圆愿郾 远豫 遥 芽大小中

等袁芽尖几乎不裸露在外袁不裸露度达 怨远郾 猿豫 遥
表 圆摇 金枣柿主要描述性状多样性观察

描述性状 多样性特征

枝条皮色 褐色渊苑苑援 愿豫 冤尧暗赤褐色渊员员援 员豫 冤尧黑褐色渊员员援 员豫 冤
皮孔密度 疏渊员员援 圆豫 冤尧中渊源源援 源豫 冤尧密渊源源援 源豫 冤
皮孔明显度 不明显渊员员援 员豫 冤尧较明显渊源园郾 苑豫 冤尧明显渊源愿援 圆豫 冤
皮孔数量 少渊员员援 圆豫 冤尧中渊源源援 源豫 冤尧多渊源源援 源豫 冤
皮孔大小 小渊员园园豫 冤
皮孔外形 长椭圆渊缘苑援 苑豫 冤尧椭圆渊猿愿援 缘豫 冤尧圆形渊猿援 愿豫 冤
皮孔平凸 平渊员缘援 源豫 冤尧微凸渊愿源援 远豫 冤
芽正面形状 等边三角形渊猿援 苑豫 冤尧长三角形渊怨圆援 远豫 冤尧短三角渊猿援 苑豫 冤
芽侧面形状 短三角形渊猿援 苑豫 冤尧长三角形渊猿援 苑豫 冤尧圆锥形渊怨圆援 远豫 冤
芽侧棱线有无 无渊苑苑援 愿豫 冤尧有渊圆圆援 圆豫 冤
芽大小 极小渊猿援 愿豫 冤尧中渊怨圆援 源豫 冤尧极大渊猿援 愿豫 冤
芽尖裸露度 微露渊猿援 苑豫 冤尧不露渊怨远援 猿豫 冤
芽角大小 中渊猿苑援 园豫 冤尧大渊缘缘援 远豫 冤尧极大渊苑援 源豫 冤
叶枕高低 低渊苑苑援 愿豫 冤尧中渊员源援 愿豫 冤尧高渊苑援 源豫 冤
叶痕形状 盾形渊员源援 愿豫 冤尧半月形渊愿缘援 圆豫 冤
叶痕大小 小渊愿愿援 怨豫 冤尧中渊员员援 员豫 冤
叶痕凹凸 微凹渊猿援 苑豫 冤尧平渊怨圆援 远豫 冤尧微凸渊猿援 苑豫 冤
叶痕朝向 斜上渊远猿援 园豫 冤尧平渊圆怨援 远豫 冤尧向上渊苑援 源豫 冤
维管束痕迹 扁圆形渊怨远援 猿豫 冤尧椭圆形渊猿援 苑豫 冤
叶片形状 长椭圆形渊源圆援 怨豫 冤尧阔椭圆形渊员苑援 怨豫 冤尧梭形渊圆缘豫 冤尧阔卵形渊猿援 缘豫 冤尧长卵形渊猿援 远豫 冤尧披针形渊猿援 缘豫 冤尧椭圆形渊猿援 远豫 冤
叶顶端形状 尖渊愿怨援 猿豫 冤尧钝尖渊员园郾 苑豫 冤
叶尖头长短 长渊猿苑援 园豫 冤尧中渊缘缘援 远豫 冤尧短渊苑援 源豫 冤
叶尖扭曲与否 扭曲渊员园园豫 冤
叶基部形状 楔形渊远源援 圆豫 冤尧心形渊猿援 远豫 冤尧圆形渊圆愿援 远豫 冤尧窄楔形渊猿援 远豫 冤
叶肋边毛多少 中渊员员援 员豫 冤尧少或无渊愿愿援 怨豫 冤
叶背网脉明显度 较明显渊猿援 远豫 冤尧明显渊怨远援 源豫 冤

摇 摇 注院括号内的数字表示描述性状各多样性特征所占百分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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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援 圆援 圆摇 单株间表型性状变异摇 金枣柿单株间表型

性状变异系数在 苑郾 圆猿豫 圆猿郾 缘源豫 之间渊表 猿冤遥 除

果形指数和叶形指数外袁其它表型性状变异系数均

大于或接近 员园豫 遥 果形指数尧叶形指数变异系数

小袁两者都低于 员园豫 袁说明金枣柿果实形状较单一遥
萼片长与柿蒂长变异系数 大袁约为 圆源豫 遥 叶片长

与叶片宽的变异系数几乎相等袁为 员远豫 左右遥 果实

横径与果实纵径变异系数也相差不大袁接近 员园豫 袁

说明虽然两两间的变异程度没有什么差别袁但果实

的变异程度要小于叶片的变异程度遥 萼片长尧柿蒂

长的变异系数都分别略高于萼片宽尧柿蒂宽的变异

系数遥 鲜果质量大小平均为 圆远郾 源怨 依 源郾 愿缘 早袁 小

为 员猿郾 苑缘 早袁 大为 猿源郾 怨圆 早袁极差为 圆员郾 员愿 早袁单株之

间鲜果质量大小变异较大袁变异系数为 员愿郾 猿员豫 遥
表型性状分析结果说明金枣柿在叶片和果实上的变

异较为丰富遥
表 猿摇 金枣柿单株间表型性状变异分析

数量性状 均值 极小值 极大值 极差 标准差 变异系数 辕 豫
单果质量 辕 早 圆远援 源怨 员猿援 苑缘 猿源援 怨圆 圆员援 员愿 源援 愿缘 员愿援 猿员
果实横径 辕 皂皂 猿员援 员苑 圆圆援 苑园 猿苑援 园怨 员源援 猿怨 猿援 园愿 怨援 愿愿
果实纵径 辕 皂皂 源缘援 苑愿 猿缘援 源缘 缘猿援 园园 员苑援 缘缘 源援 猿愿 怨援 缘苑
果形指数 员援 源愿 员援 员苑 员援 苑圆 园郾 缘缘 园郾 员猿 愿援 苑愿
果柄长 辕 皂皂 远援 怨源 缘援 园愿 怨援 员源 源援 园远 员援 圆源 员苑援 愿苑
萼片长 辕 皂皂 员园郾 猿源 苑援 圆员 员源援 缘缘 苑援 猿源 圆援 源圆 圆猿援 源园
萼片宽 辕 皂皂 员员援 愿远 愿援 远猿 员源援 圆怨 缘援 远远 圆援 园苑 员苑援 源缘
柿蒂长 辕 皂皂 员源援 苑园 愿援 园远 员怨援 员源 员员援 园愿 猿援 源远 圆猿援 缘源
柿蒂宽 辕 皂皂 员源援 缘猿 员园郾 愿源 员苑援 园远 远援 圆圆 圆援 员怨 员缘援 园苑
叶片长 辕 糟皂 员圆援 猿远 怨援 苑远 圆园郾 圆愿 员园郾 缘圆 员援 怨猿 员缘援 远员
叶片宽 辕 糟皂 苑援 缘源 缘援 源员 员员援 愿圆 远援 源员 员援 圆缘 员远援 缘愿
叶形指数 员援 远远 员援 源愿 员援 怨缘 园郾 源苑 园郾 员圆 苑援 圆猿
叶柄长 辕 皂皂 员猿援 缘圆 愿援 源怨 员怨援 圆 员园郾 苑员 圆援 园猿 员缘援 园员
叶柄粗 辕 皂皂 员援 怨园 员援 园远 圆援 圆圆 员援 员远 园郾 猿圆 员远援 愿源

圆援 圆援 猿摇 单株间果实营养成分变异摇 金枣柿单株间

果实可溶性单宁含量尧含水量尧维生素 悦 含量的变异

系数较大袁分别为 远远郾 圆员豫 尧远圆郾 远园豫 和 缘苑郾 员苑豫 渊表
源冤袁含水量的极差 大遥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尧钙含

量尧钾含量尧粗蛋白含量的变异系数相对较小袁分别

为 怨郾 缘愿豫 尧圆源郾 怨缘豫 尧圆远郾 圆怨豫 和 猿员郾 猿苑豫 曰粗蛋白含

量和钾含量的变异系数相差不大袁但钙含量的极差

小遥 说明不同产地金枣柿果实的可溶性单宁含

量尧含水量尧维生素 悦 含量差异很大袁而可溶性固形

物含量尧钙含量尧钾含量尧粗蛋白含量差异较小遥
表 源摇 金枣柿单株间果实营养成分变异分析

营养成分 均值 极小值 极大值 极差 标准差 变异系数 辕 豫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辕 豫 圆远援 缘猿 员愿援 圆园 圆怨援 员园 员园郾 怨园 圆援 缘源 怨援 缘愿
可溶性糖含量 辕 豫 猿员援 猿园 员圆援 愿远 源愿援 园园 猿缘援 员源 员猿援 源缘 源圆援 怨苑
可溶性单宁含量 辕 渊皂早窑早 原员 冤 员园郾 缘员 圆援 猿愿 圆猿援 愿猿 圆员援 源缘 远援 怨远 远远援 圆员
含水量 辕 豫 猿猿援 怨猿 员愿援 员猿 远愿援 源员 缘园郾 圆愿 圆员援 圆源 远圆援 远园
维生素 悦 含量 辕 渊皂早窑早 原员 冤 园郾 员源 园郾 园圆 园郾 圆缘 园郾 圆猿 园郾 园愿 缘苑援 员苑
粗纤维含量 辕 渊皂早窑早 原员 冤 员愿援 猿源 苑援 愿圆 圆缘援 园园 员苑援 员愿 远援 员远 猿猿援 远员
粗蛋白含量 辕 渊皂早窑早 原员 冤 苑援 圆员 圆援 怨怨 怨援 圆远 远援 圆苑 圆援 圆远 猿员援 猿苑
钙含量 辕 渊皂早窑早 原员 冤 园郾 员远 园郾 园缘 园郾 圆猿 园郾 员愿 园郾 园源 圆源援 怨缘
钾含量 辕 渊皂早窑早 原员 冤 员援 怨苑 员援 源园 猿援 园苑 员援 远苑 园郾 缘圆 圆远援 圆怨

圆援 猿摇 柿种质 杂杂砸 多样性分析

圆援 猿援 员摇 杂杂砸 特定引物扩增结果摇 圆员 对特异引物对

源园 份供试柿种质材料共扩增出 猿愿员 条谱带袁引物多

态性位点百分率从 远怨郾 圆猿豫 至 员园园郾 园园豫 不等袁平均

多态性位点百分率为 怨圆郾 愿怨豫 渊表 缘冤遥 多数金枣柿

单株间表现多态性袁不同引物扩增位点数不同袁其中

扩增位点数 多的引物为 阅运酝孕苑 辕 阅匝圆园源远员愿袁为 圆愿
个袁多态性位点数为 圆缘 个曰位点数 少的是引物

皂阅孕员远 辕 耘云缘远苑源园怨袁共 苑 个袁多态性位点仅为 缘 个袁平
均每对引物可扩增 员苑 个多态性位点遥 图 员 为引物

阅运酝孕员猿 辕 阅匝圆圆圆源苑怨 对供试柿种质材料进行 孕悦砸 扩

增的电泳图谱遥

愿圆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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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缘摇 圆员 对 杂杂砸 引物扩增结果

引物名 辕 郧藻灶月葬灶噪 编号 退火温度 辕 益 总位点数 多态性位点数 多态性位点百分率 辕 豫
阅运酝孕员 辕 阅匝圆园源远园远 缘远 员猿 怨 远怨援 圆猿
阅运酝孕源 辕 阅匝圆园源远园缘 缘远 圆园 员怨 怨缘援 园园
阅运酝孕缘 辕 阅匝圆园源远园缘 缘远 员员 员园 怨园郾 怨员
阅运酝孕苑 辕 阅匝圆园源远员愿 缘远 圆愿 圆缘 愿怨援 圆怨
阅运酝孕愿 辕 阅匝圆园源远员愿 缘远 圆圆 圆圆 员园园郾 园园
阅运酝孕员猿 辕 阅匝圆圆圆源苑怨 缘远 圆圆 员怨 愿远援 猿远
阅运酝孕员缘 辕 阅匝圆圆圆源愿员 缘园 员怨 员苑 愿怨援 源苑
阅运酝孕员苑 辕 阅匝圆圆圆源愿猿 缘远 员远 员源 愿苑援 缘园
阅运酝孕员愿 辕 阅匝圆圆圆源愿源 缘园 圆圆 圆圆 员园园郾 园园
皂阅孕员猿 辕 耘云缘远苑源园远 缘远 圆园 圆园 员园园郾 园园
皂阅孕园愿 辕 耘云缘远苑源园猿 缘远 员远 员源 愿苑援 缘园
皂阅孕员远 辕 耘云缘远苑源园怨 缘缘 苑 缘 苑员援 源猿
皂阅孕员苑 辕 耘云缘远苑源员园 缘远 员怨 员愿 怨源援 苑源
皂阅孕员愿 辕 耘云缘远苑源员员 缘远 员缘 员源 怨猿援 猿猿
皂阅孕圆园 辕 耘云缘远苑源员猿 缘苑 员猿 员猿 员园园郾 园园
皂阅孕圆员 辕 耘云缘远苑源员源 缘远 员缘 员缘 员园园郾 园园
泽泽则阅运猿园 辕 阅匝园怨苑源怨愿 缘远 圆源 圆猿 怨缘援 愿猿
泽泽则阅运猿远 辕 阅匝园怨苑缘园源 缘远 怨 怨 员园园郾 园园
泽泽则阅运员员 辕 阅匝园怨苑源苑怨 缘远 圆猿 圆猿 员园园郾 园园
泽泽则阅运圆远 辕 阅匝园怨苑源怨源 缘源 圆苑 圆苑 员园园郾 园园
阅孕员 辕 粤月园苑猿园园怨 缘远 圆园 圆园 员园园郾 园园
总计 辕平均数 猿愿员 猿缘愿 怨圆援 愿怨

酝院表示 远园园遭责 的 酝葬则噪藻则曰员 源园院分别为 源园 份柿种质材料编号袁下图同

图 员摇 引物 阅运酝孕员猿 辕 阅匝圆圆圆源苑怨 对供试柿种质材料扩增的电泳图谱

圆援 猿援 圆摇 哉孕郧酝粤 聚类分析摇 根据 孕粤郧耘 胶片图获得

由野园冶和野员冶组成的原始矩阵袁利用 晕栽杂再杂鄄责糟 圆郾 员园藻
软件进行 哉孕郧酝粤 聚类分析并生成聚类图渊图 圆冤遥
聚类图显示院供试柿种质材料两两间的遗传相似系

数变化范围为 园郾 猿缘 园郾 怨园 之间袁在遗传相似系数

为 园郾 苑源 时袁源园 份供试柿种质材料大致可划分为 猿 个

类群袁前两个分类类群主要为横跨浙江 猿 个地区的

金枣柿单株袁第 猿 类群为 猿 个农家柿品种遥
前两个类群的亲缘关系较近袁而与第 猿 类群农

家柿品种的亲缘关系相对较远遥 单株中金优 圆 号与

松阳鸡蛋柿遗传相似系数 小袁为 园郾 猿缘袁表明两单

株间的变异程度 大曰庆元 苑 号与庆元 愿 号的遗传

相似系数 大袁为 园郾 怨园袁表明两单株间的变异程度

小袁可能为同一个母株的实生后代遥
第一类群中袁包括了 圆 份来自永康的试验单株袁

分别为金优 圆 号和金优 猿 号遥 对其表型性状观察发

现袁两者在芽正面形状尧芽侧面形状尧叶痕朝向尧皮孔

密度上存在差异袁其它表型性状几乎完全相同遥
第二类群中袁共包括 猿缘 份试验单株袁这一类群

根据遗传相似系数又可细分为 缘 个亚类遥

怨圆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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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圆摇 源园 份供试柿种质材料的 哉孕郧酝粤 聚类分析结果

第一亚类包括两份单株袁为金优 缘 号和磐安 怨
号袁两者在表型上仅是皮孔外形有差别袁前者是长椭

圆形袁后者是圆形遥 第二亚类含永康 员源 个单株和磐

安 愿 号尧庆元 缘 号尧松阳 猿 号尧松阳 远 号尧缙云 猿 号尧
缙云 远 号尧遂昌 圆 号尧永嘉 愿 号尧永嘉 苑 号尧庆元 苑
号尧庆元 愿 号尧丽水 员 号尧丽水 圆 号共 圆苑 个单株遥 第

三亚类包括来自丽水的 猿 个单株袁丽水 源 号跟丽水 圆
号先聚在一起袁后再与丽水 猿 号聚在一起袁可见虽然

三者来自同一地区袁但是其间仍然存在细微的差别遥
第四亚类仅为永康 猿 号 员 个单株袁为无核单株袁果实

纵沟和果顶十字沟不明显袁果顶尖袁果脐平袁花柱遗

迹为粒状袁果肩有皱褶袁柿蒂方形袁柿蒂为断续环状

花纹袁柿蒂颜色为黄绿或褐绿色袁萼片短三角形袁平
展遥 第五亚类由金优 圆园 和金优 猿猿 两个单株构成遥
松阳 猿 号和永康 猿 号为目前已经确定的金枣柿袁分
别位于同一大类中的两个亚类遥

第三类群中袁由 猿 个农家柿品种构成袁分别为永

康 缘粤尧永康 缘月 和松阳鸡蛋柿袁其中永康 缘粤尧永康 缘月
聚类结果与表型观察结果相一致袁其农家名均为方

山柿袁由图 圆 可知袁两个单株在遗传相似系数为 园郾 愿员
时可各自聚为一类遥 对果实进行观察发现袁永康 缘粤
为果卵形袁果顶尖袁果顶纵截面形状钝尖袁心皮在果

内合缝呈抱蛋形的无核品种袁永康 缘月 为果圆形袁果
顶圆袁果顶纵截面形状平直袁心皮在果内合缝呈线形

的有核品种遥
圆援 猿援 猿摇 主坐标分析摇 主坐标分析是基于相应的遗

传相似系数进行的袁前 圆 个主坐标的方差贡献率分

别为 圆圆郾 圆豫 尧苑郾 圆豫 袁由供试柿种质材料的第 员尧圆 主

坐标二维图渊图 猿冤可知袁源园 个试验单株在水平坐标

轴上可分为 猿 类袁第玉类为来自永康的 圆 个金枣柿

品种袁第芋类由 猿 个柿品种构成袁剩下的 猿缘 个金枣

柿单株组成第域类遥

图 猿摇 源园 份供试柿种质材料主坐标分析散点图

通过比较图 圆尧图 猿 可以看出袁哉孕郧酝粤 聚类分

析和主坐标分析所得结果基本上一致袁但主坐标分

析能从不同方向尧不同层次更加直观地显示各单株

间的差异情况遥
猿摇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浙江省金枣柿分布情况进行走访调查袁
对 猿苑 份金枣柿种质材料进行枝尧叶尧芽等表型性状

观察袁其表现出丰富的形态多样性袁金枣柿具有有别

园猿圆



第 圆 期 熊春艳等院不同产地金枣柿遗传变异研究

于其它柿属物种的典型形态特征遥 金枣柿枝条褐

色曰皮孔细小袁分布中或密袁呈椭圆或长椭圆形袁微
凸曰成熟叶片主要为长椭圆形尧阔椭圆形尧梭形袁叶薄

革质袁两面光滑袁叶片中肋几乎无毛袁叶尖端扭曲袁基
部以楔形和圆形为主袁叶片略呈皱波状曰芽中等大

小袁正面呈长三角形袁侧面呈圆锥形袁芽尖几乎不裸

露在外遥 与胡燕咱远暂 尧杨勇等咱苑暂 对部分金枣柿形态观

察结果一致遥
广义的形态学标记以其简便尧快速尧直观的特点

早为人们所认识和接受咱员苑暂 袁邓立宝咱员愿暂 根据果实

大小将柿品种分为大果尧中果和小果类型袁赵献民咱愿暂

以单果质量进行数量性状分级袁单果质量小于 愿员 早
为小果型袁大于 员圆猿 早 为大果型袁介于两者之间为中

小果型遥 本试验中袁金枣柿果实外观上都很接近袁单
果质量 员猿郾 苑缘 猿源郾 怨圆 早袁平均单果质量 圆远郾 源怨 早袁属
于小果型遥

金枣柿果实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遥 金枣柿鲜果

中富含维生素 悦袁维生素 悦 含量为 园郾 员源 皂早窑早 原员袁其
含量是苹果渊酝葬造怎泽 凿燥皂藻泽贼蚤糟葬 月燥则噪澡援 冤的 源郾 远 倍尧桃
渊孕则怎灶怎泽 责藻则泽蚤糟葬 渊蕴援 冤 月葬贼泽糟澡援 冤的 源郾 缘 倍尧沙梨渊孕赠则怎泽
责赠则蚤枣燥造蚤葬 晕葬噪葬蚤冤的 缘郾 员愿 倍咱员怨 原 圆园暂 遥 金枣柿含有多种

矿质营养元素袁特别是钾尧钙含量丰富袁鲜果中钾元

素含量渊员郾 怨苑 皂早窑早 原员 冤高于苹果渊员郾 员怨 皂早窑早 原员 冤尧
桃 渊 员郾 远远 皂早 窑 早 原员 冤尧 火 龙 果 渊 匀赠造燥糟藻则藻怎泽 怎灶凿葬贼怎泽
渊匀葬憎援 冤 月则蚤贼贼援 藻贼 砸燥泽藻冤 渊员郾 苑源 皂早窑早 原员 冤袁钙元素含

量渊园郾 员远 皂早窑早 原员冤分别是苹果的 源 倍尧桃的 圆郾 远 倍尧
火龙果的 远郾 苑 倍咱圆员暂 遥

杂杂砸 分子标记已在葡萄渊灾蚤贼蚤泽 增蚤灶蚤枣藻则葬 蕴援 冤 咱圆圆暂 尧
苹果咱圆猿暂 尧沙梨咱圆源暂 等果树种质遗传多样性研究中广

泛使用袁且被证实较稳定和有效咱圆缘暂 遥 本试验聚类分

析结果表明袁不同产地金枣柿差异性较大袁遗传相似

系数相差较大袁一部分独立成群的品种较其它品种

表现出较大的利用潜力袁可针对性地进行保存利用遥
如来自永康的金优 圆 号尧金优 猿 号尧金优 缘 号尧金优

圆园 号尧金优 猿猿 号袁以及磐安 愿 号尧磐安 怨 号尧庆元 缘
号袁分别各自单独成群遥 它们在遗传相似系数为

园郾 源愿 时与柿栽培品种明显地区分开来袁其结果与郭

大龙和 匀怎尧阅怎 等咱猿 原 缘暂的研究大致一致遥
胡燕咱远暂对金枣柿两个单株 粤尧月 的花期进行观

察袁发现金枣柿属于雌雄异株袁雌株较多见袁结合其

果实无核或极少有核的情况袁认为其可能为单性结

实植物遥 作者在金枣柿表型调查中发现袁松阳尧永康

的金枣柿果实大部分没有种子袁只有个别树木部分

果实有种子袁且年份间种子有无不稳定曰而庆元尧永
嘉尧遂昌等地金枣柿大多含有种子袁每果种子数 员
愿 粒袁平均 猿 源 粒袁缙云的金枣柿部分有种子袁部分

无种子或种子发育过程中退化遥 永嘉 苑 号是一株生

长在房前屋后的孤立木袁在连续多年观察中果实种

子有无不一袁一些年份全株果实没有一粒种子遥 因

此袁本文调查分析认为袁金枣柿应是一个新种袁是一

个有种子的群体袁由种子自行繁衍后代遥 在松阳尧永
康等地袁金枣柿果实用于加工小柿饼尧柿干袁而带种

子的果实加工小柿饼影响其经济价值袁可能群众砍

伐了有种子的金枣柿类型袁将无核的类型保留下来

并通过嫁接方法繁殖后代袁导致大多数金枣柿没有

种子遥 而在庆元尧永嘉尧遂昌尧缙云等地袁金枣柿没有

得到开发利用袁人为干预相对较少袁从而有种子的单

株占多数遥 但金枣柿是否存在较多的雄花袁其种子

主要由自花授粉形成还是柿属其它物种参与授粉袁
是否存在无融合生殖现象袁还有待于进一步观测

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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