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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柄扁桃渊粤皂赠早凿葬造怎泽 责藻凿怎灶糟怎造葬贼葬 孕葬造造援 冤属蔷薇

科袁桃属袁扁桃亚属袁有柄组落叶灌木袁又名野樱桃尧
毛樱桃等袁在我国主要分布于内蒙古中部和陕西北

部的山坡或沙地咱员 原 圆暂 袁具有抗寒咱猿暂 尧抗旱咱源暂 尧耐盐和

耐贫瘠咱缘暂等特性遥 长柄扁桃种仁富含油脂和蛋白袁
种仁 含 油 率 达 缘缘豫 咱远暂 以 上袁 蛋 白 质 达 员缘豫
猿园豫 咱苑暂 遥 油以油酸和亚油酸为主袁脂溶性维生素含

量丰富咱愿暂 袁维生素 耘 含量高咱怨暂 袁抗氧化性能好袁耐储

藏遥 另外袁种壳可加工活性炭咱员园暂 袁因此袁长柄扁桃具

有广泛的经济效益咱员员暂 和开发价值遥 长柄扁桃遗传

资源丰富咱员暂 袁包括天然居群和实生类型等群体袁这些

群体记录着野生长柄扁桃遗传演化进程遥 本文利用

长柄扁桃种质资源袁通过对长柄扁桃相对稳定的遗

传性状要要要坚果表型性状开展研究袁摸清长柄扁桃

野生种质资源的主要经济性状袁探讨长柄扁桃坚果

性状间的相关性和遗传特点袁为发掘长柄扁桃特异

种质和杂交育种材料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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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摇 材料与方法

员郾 员摇 试验材料

依据长柄扁桃的自然分布袁分别在陕西榆林和

内蒙古巴彦淖尔尧固阳尧锡林浩特尧苏尼特右旗等长

柄扁桃自然分布区共设 员园 个采样点渊表 员冤袁其中袁
陕西榆林采样点 猿 和内蒙古锡林浩特采样点为人工

实生林遥 于长柄扁桃坚果成熟季节渊圆园员猿 年 苑 月 缘
日开始冤采集坚果袁以单株采集的果实为 员 个样本袁

参照金燕等咱员猿暂 遗传多样性的取样策略袁大样本 猿园
个以上袁小样本 员园 个以上渊大小样本采集覆盖面积

超过 缘园 澡皂圆冤袁样品采集间距大于 员园 皂袁共采集 猿猿圆
个样本遥 样本按随机取样原则袁于植株不同方位

渊东尧西尧南尧北 源 个方位冤的树冠中部随机采集不少

于 猿园 个果实袁将每株果实分别包装尧标号袁带回实验

室进一步脱去青皮尧刷净袁自然风干至恒质量遥 员园
个采样点采集株数及采集点的海拔和经纬度信息见

表 员遥
表 员摇 长柄扁桃样本来源及野生资源信息

样品编号 采样地点 采集株数 辕 株 海拔 辕 皂 经度渊耘冤 纬度渊晕冤
晕酝郧再员 内蒙古固阳采样点 员 猿缘 员 愿园园 员员园毅圆远忆圆缘郾 园怨义 源园毅缘圆忆圆苑郾 源缘义
晕酝郧再圆 内蒙古固阳采样点 圆 员愿 员 源圆园 员员园毅园缘忆猿苑郾 猿缘义 源园毅源缘忆园远郾 远远义
晕酝郧再猿 内蒙古固阳采样点 猿 员缘 员 苑园园 员员园毅圆员忆源圆郾 员苑义 源园毅缘愿忆员苑郾 苑愿义
晕酝郧再源 内蒙古固阳采样点 源 猿源 员 源缘园 员员园毅员圆忆员缘郾 圆园义 源园毅缘园忆源愿郾 园源义
晕酝月再晕 内蒙古巴彦淖尔 猿苑 员 怨园园 员园怨毅圆圆忆园缘郾 园园义 源园毅源源忆圆猿郾 苑园义
杂载再蕴员 陕西榆林采样点 员 远愿 员 圆愿园 员园怨毅员圆忆猿源郾 愿园义 猿愿毅圆远忆缘怨郾 园园义
杂载再蕴圆 陕西榆林采样点 圆 愿园 员 圆远园 员园怨毅缘圆忆员缘郾 愿远义 猿愿毅缘员忆圆愿郾 圆源义
杂载再蕴猿 陕西榆林采样点 猿 员远 员 圆远园 员园怨毅缘员忆缘愿郾 园园义 猿愿毅缘猿忆员员郾 猿园义
载蕴匀栽 内蒙古锡林浩特 员苑 员 园园园 员员远毅园苑忆圆员郾 园园义 源猿毅缘苑忆员园郾 苑园义
杂晕栽再匝 内蒙古苏尼特右旗 员圆 员 圆园园 员员圆毅猿员忆园远郾 圆园义 源圆毅猿猿忆缘圆郾 园园义

总样本 猿猿圆

员郾 圆摇 测量内容和方法

坚果采收后袁经脱青皮尧刷净后用于经济性状的

测定遥 参考 叶扁桃种质资源描述规范和数据标

准曳 咱员源暂进行坚果表型指标的调查遥 用游标卡尺测量

坚果纵径尧横径尧侧径及核壳厚度 渊精确至 园郾 园员
糟皂冤袁用 员 辕 造园园 电子天平测坚果质量尧核仁质量袁每株

树测量 猿园 个坚果遥 果形指数尧出仁率等的计算公

式为院
纵横径比渊果形指数冤 越坚果纵经 辕坚果横径

纵侧径比 越坚果纵经 辕 坚果侧径

侧横径比 越坚果侧经 辕 坚果横径

出仁率 越核仁质量 辕坚果质量 伊员园园豫 遥
员郾 猿摇 数据处理

数据录入和统计分析及图表制作采用 耘曾糟藻造
圆园园苑 和 杂孕杂杂员猿郾 园 统计等软件咱员缘暂 遥
圆摇 结果与分析

圆郾 员摇 采样点间果实形态变异

对陕西和内蒙古的 愿 个野生采样点和 圆 个实生

采样点采集的坚果样品测定结果表明院各居群坚果

表型均差异极显著渊表 圆冤袁供试群体各性状的变异

系数为 苑郾 园缘豫 圆远郾 员怨豫 袁表现出了不同的变异 渊表

猿冤袁其中袁坚果质量的变异系数 大渊圆远郾 员怨豫 冤袁核
仁质量渊圆圆郾 怨园豫 冤和核壳厚度渊圆园郾 缘圆豫 冤的变异系

数次之袁坚果的侧径渊怨郾 愿员豫 冤及侧横径比的变异系
表 圆摇 不同采样点间坚果性状的方差分析

性状指标 群体 自由度 均方值 云 值

坚果纵径
采样点间 怨 员圆援 缘缘员摇 愿援 猿怨苑鄢鄢
采样点内 猿猿圆 员援 源怨缘

坚果横径
采样点间 怨 怨援 源圆缘 员远援 远园苑鄢鄢
采样点内 猿猿圆 园援 缘远愿

坚果侧径
采样点间 怨 苑援 怨愿远 圆圆援 园远圆鄢鄢
采样点内 猿猿圆 园援 猿远圆

纵横径比
采样点间 怨 园援 猿缘远 员缘援 猿猿远鄢鄢
采样点内 猿猿圆 园援 园圆猿

纵侧径比
采样点间 怨 园援 远猿圆 员愿援 员圆源鄢鄢
采样点内 猿猿圆 园援 园猿缘

侧横径比
采样点间 怨 园援 园员愿 员远援 怨远缘鄢鄢
采样点内 猿猿圆 园援 园园员

坚果质量
采样点间 怨 园援 园苑员 苑援 怨愿苑鄢鄢
采样点内 猿猿圆 园援 园园怨

核仁质量
采样点间 怨 园援 园园缘 员员援 苑苑怨鄢鄢
采样点内 猿猿圆 园援 园园园

核壳厚度
采样点间 怨 园援 苑源怨 员圆援 圆圆怨鄢鄢
采样点内 猿猿圆 园援 园远员

出仁率
采样点间 怨 员缘远援 猿远苑 愿援 圆缘怨鄢鄢
采样点内 猿猿圆 员愿援 怨猿猿

摇 摇 注院鄢为差异显著袁鄢鄢为差异极显著遥

缘缘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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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小渊苑郾 园缘豫 冤 袁说明坚果侧径和侧横径比是较稳

定的植物学性状袁而坚果的质量可能由数量性状基

因控制袁变异程度较高遥
坚果的大小和出仁率是坚果类经济树种的重要

选育性状袁对 猿猿圆 株长柄扁桃坚果表型性状测定渊表
猿冤结果表明院各株系坚果的大小与出仁率存在广泛

的遗传变异袁坚果质量变幅为 园郾 员愿 园郾 愿员 早袁均值

为 园郾 猿怨 早袁变异系数为 圆远郾 员怨豫 曰核仁质量变幅为

园郾 园源 园郾 员怨 早袁均值为 园郾 员员 早袁变异系数为 圆圆郾 怨园豫 曰
核壳厚度变幅为 园郾 苑源 圆郾 苑圆 皂皂袁均值为 员郾 猿苑 皂皂袁
变异系数为 圆园郾 缘圆豫 曰出仁率变异系数达 员苑郾 园苑豫 袁
变幅为 员源郾 员园豫 源园郾 怨远豫 遥 长柄扁桃坚果大小和

出仁率丰富的变异袁有利于遗传育种的选择遥
坚果三径渊纵径尧横径尧侧径冤及其比值渊表 猿冤可

以反应坚果的大小和形状袁长柄扁桃 员园 个居群中袁
三径中的纵径 长袁变幅也 大 渊苑郾 源源 员缘郾 园猿
皂皂冤袁变异系数为 员员郾 缘苑豫 曰侧径和横径的平均值分

别为 苑郾 远缘尧 愿郾 苑圆 皂皂袁 变异系数分别为 怨郾 愿员豫 尧
员园郾 圆愿豫 曰纵横径比尧纵侧径比及侧横径比的变异系

数分别为 员猿郾 源远豫 尧员源郾 苑苑豫 和 苑郾 园缘豫 袁平均值分别

为 员郾 猿猿尧员郾 缘圆 和 园郾 愿愿袁其中袁纵横径比又称坚果指

数袁其值大于 员郾 猿袁说明长柄扁桃坚果偏瘦长型遥
表 猿摇 长柄扁桃种质资源数量性状基本统计

性状指标 大值 小值 均值 标准差 极差 变异系数 辕 豫
坚果纵径 辕 皂皂 员缘援 园猿 苑援 源源 员员援 缘圆 员援 猿猿 苑援 缘怨 员员援 缘苑
坚果横径 辕 皂皂 员员援 源圆 远援 缘苑 愿援 苑圆 园援 怨园 源援 愿缘 员园援 圆愿
坚果侧径 辕 皂皂 怨援 苑怨 缘援 苑缘 苑援 远缘 园援 苑缘 源援 园源 怨援 愿员

纵横径比 圆援 园园 园援 怨怨 员援 猿猿 园援 员愿 员援 园员 员猿援 源远
纵侧径比 圆援 圆源 员援 园源 员援 缘圆 园援 圆圆 员援 圆园 员源援 苑苑
侧横径比 园援 怨怨 园援 苑怨 园援 愿愿 园援 园圆 园援 圆园 苑援 园缘

坚果质量 辕 早 园援 愿员 园援 员愿 园援 猿怨 园援 员园 园援 远猿 圆远援 员怨
核仁质量 辕 早 园援 员怨 园援 园源 园援 员员 园援 园圆 园援 员缘 圆圆援 怨园

核壳厚度 辕 皂皂 圆援 苑圆 园援 苑源 员援 猿苑 园援 圆愿 员援 怨愿 圆园援 缘圆
出仁率 辕 豫 源园援 怨远 员源援 员园 圆苑援 愿怨 源援 苑远 圆远援 愿远 员苑援 园苑

圆郾 圆摇 采样点内果实形态变异

通过对 员园 个居群 猿猿圆 份单株坚果表型变异规

律的分析表明院各居群坚果表型表现出不同的变异

特点袁为长柄扁桃新品种的选育提供了丰富的资源遥
坚果纵径变异系数为 远郾 源员豫 员圆郾 园圆豫 渊表 源冤袁

内蒙古固阳采样点 源 的变异 大袁内蒙古采样点 猿
的次之袁苏尼特右旗的 小袁极差 大的是内蒙古固

阳采样点 源袁 大值是 小值的 员郾 苑 倍遥 坚果横径变

异系数为 缘郾 苑员豫 员圆郾 愿源豫 袁苏尼特右旗的变异

大袁内蒙古固阳采样点 源 的次之袁内蒙古锡林浩特的

小袁极差 大的是内蒙古固阳采样点 源袁 大值是

小值的 员郾 苑 倍遥 坚果侧径的变异与横径的类似袁
变异系数为 源郾 远缘豫 员圆郾 员园豫 袁苏尼特右旗的变异

大袁内蒙古固阳采样点 源 的次之袁内蒙古锡林浩特

的 小袁极差 大的采样点是陕西榆林采样点 圆袁
大值是 小值的 员郾 远 倍遥 坚果纵横径比和纵侧径比

的变异系数分别为 愿郾 园远豫 员猿郾 怨源豫 和 怨郾 园苑豫
员缘郾 缘缘豫 袁内蒙古固阳采样点 猿 的坚果纵横径比和纵

侧径比变异皆 大袁陕西榆林采样点 圆 的皆次之袁内
蒙古固阳采样点 员 的均 小袁而坚果纵横径比极差

大的是陕西榆林采样点 员袁 大值是 小值的 员郾 苑
倍袁纵侧径比 大的是陕西榆林采样点 圆袁 大值是

小值的 员郾 苑 倍遥 侧横径比变异较小袁变异范围

圆郾 园源豫 源郾 猿员豫 袁内蒙古固阳采样点 员 的变异 大袁
陕西榆林采样点 猿 的次之袁内蒙古锡林浩特的 小袁
极差 大的是陕西榆林采样点 员袁 大值是 小值

的 员郾 员愿 倍遥
圆郾 猿摇 坚果表型的相关性分析

对坚果的 员园 个表型性状的相关性进行分析袁结
果渊表 缘冤表明院各性状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关系袁
坚果三径中袁横径和侧径极显著性正相关袁相关系数

高为 园郾 怨园源曰果形指数纵横径比与纵侧径比极显

著性正相关袁相关系数达 园郾 怨缘缘曰坚果质量与坚果横

径和坚果侧径呈极显著正相关袁相关系数分别为

园郾 愿远苑 和 园郾 苑愿愿袁核壳厚度尧核仁质量与横径尧纵径及

坚果质量极显著正相关曰出仁率仅与侧横径比及核

仁质量极显著正相关袁相关系数分别为 园郾 圆园怨 和

园郾 员怨员袁而与核壳厚度尧坚果纵径以及坚果质量等呈

极显著负相关袁相关系数分别为 原 园郾 源缘缘尧 原 园郾 源圆愿
和 原园郾 源源源遥

核仁质量与坚果质量呈极显著正相关袁且相关

系数 高袁而与坚果纵横径比呈极显著负相关袁说明

坚果质量越大核仁质量越大袁果形指数渊纵横径比冤
越大核仁质量越小曰坚果质量与横径呈极显著正相

关袁且相关系数 高袁而与出仁率呈极显著负相关袁
说明横径越大坚果越重袁而出仁率有变小的趋势袁这
与坚果质量和核壳厚度显著正相关有关曰出仁率是

坚果选育的一项重要指标袁出仁率与侧横径比尧核仁

质量呈极显著正相关袁而与核壳厚度等呈极显著的

负相关性袁表明侧径大横径小的种质出仁率越高袁果
仁越大出仁率越高袁核壳厚度等高的出仁率越低遥

远缘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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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源摇 不同采样点坚果形态指标的均值尧极值尧多重比较和变异系数

性状
指标

项目
内蒙古固阳

采样点 员 采样点 圆 采样点 猿 采样点 源
内蒙古

巴彦淖尔

陕西榆林

采样点 员 采样点 圆 采样点 猿
内蒙古

锡林浩特
内蒙古

苏尼特右旗

坚
果
纵
径

坚
果
横
径

坚
果
侧
径

纵
横
径
比

纵
侧
径
比

侧
横
径
比

坚
果
质
量

核
仁
质
量

核
壳
厚
度

出
仁
率

大值 辕 皂皂 员猿郾 源愿 员源郾 员员 员源郾 圆猿 员圆郾 愿缘 员缘郾 园猿 员源郾 愿圆 员源郾 远远 员源郾 源远 员圆郾 猿苑 员员郾 苑苑
小值 辕 皂皂 怨郾 愿圆 愿郾 远缘 怨郾 愿源 苑郾 源源 怨郾 怨怨 怨郾 远圆 愿郾 怨怨 员园郾 员愿 愿郾 怨愿 怨郾 源员

均值 辕 皂皂 员员郾 愿猿遭糟 员园郾 怨远 葬遭糟 员员郾 圆苑 葬遭糟 员园郾 圆远葬 员圆郾 员圆 遭糟 员员郾 怨圆 遭糟 员员郾 缘苑 葬遭糟 员圆郾 猿员糟 员园郾 苑猿 葬遭 员园郾 怨园 葬遭糟
标准差 辕 皂皂 园郾 愿猿 员郾 圆苑 员郾 猿圆 员郾 圆猿 员郾 圆愿 员郾 圆苑 员郾 猿源 员郾 圆源 员郾 园怨 园郾 苑园
变异系数 辕 豫 苑郾 园员 员员郾 缘怨 员员郾 苑缘 员圆郾 园圆 员园郾 缘缘 员园郾 远猿 员员郾 缘怨 员园郾 员园 员园郾 员猿 远郾 源员

大值 辕 皂皂 员园郾 苑苑 员园郾 愿缘 员园郾 圆远 员员郾 源圆 员员郾 猿远 怨郾 苑远 员园郾 猿缘 怨郾 怨远 员园郾 园远 怨郾 猿源
小值 辕 皂皂 苑郾 缘怨 苑郾 苑愿 愿郾 圆源 远郾 苑愿 愿郾 园怨 远郾 远苑 远郾 愿园 苑郾 源源 愿郾 圆猿 远郾 缘苑

均值 辕 皂皂 怨郾 猿圆糟凿 愿郾 怨源葬遭糟凿 愿郾 怨怨遭糟凿 愿郾 远园葬遭糟 怨郾 远远凿 愿郾 员源葬遭 愿郾 源缘葬遭糟 愿郾 苑猿葬遭糟凿 怨郾 员员糟凿 愿郾 园圆葬
标准差 辕 皂皂 园郾 远愿 园郾 苑园 园郾 苑员 园郾 怨园 园郾 愿苑 园郾 苑园 园郾 苑猿 园郾 苑猿 园郾 缘圆 员郾 园猿
变异系数 辕 豫 苑郾 圆源 苑郾 愿愿 苑郾 愿缘 员园郾 源圆 愿郾 怨苑 愿郾 缘苑 愿郾 缘怨 愿郾 猿愿 缘郾 苑员 员圆郾 愿源

大值 辕 皂皂 怨郾 员愿 愿郾 苑缘 怨郾 圆园 怨郾 苑怨 怨郾 猿苑 愿郾 愿源 怨郾 圆圆 愿郾 源愿 愿郾 苑猿 愿郾 圆远
小值 辕 皂皂 远郾 苑怨 远郾 愿园 苑郾 圆缘 远郾 猿远 远郾 怨缘 缘郾 愿源 缘郾 苑缘 远郾 缘苑 苑郾 源猿 缘郾 怨圆

均值 辕 皂皂 愿郾 圆愿凿 苑郾 怨员遭糟凿 愿郾 员园糟凿 苑郾 怨苑糟凿 愿郾 圆怨凿 苑郾 员愿葬遭 苑郾 圆猿葬遭 苑郾 源远葬遭糟 愿郾 园园糟凿 苑郾 员员葬
标准差 辕 皂皂 园郾 缘缘 园郾 缘源 园郾 缘苑 园郾 苑圆 园郾 远园 园郾 缘愿 园郾 远员 园郾 缘猿 园郾 猿苑 园郾 愿远
变异系数 辕 豫 远郾 远缘 远郾 苑怨 远郾 怨愿 怨郾 园缘 苑郾 圆愿 愿郾 园愿 愿郾 源愿 苑郾 园远 源郾 远缘 员圆郾 员园

大值 员郾 源怨 员郾 缘圆 员郾 远苑 员郾 源缘 员郾 苑源 圆郾 园园 员郾 愿圆 员郾 苑苑 员郾 猿远 员郾 远怨
小值 员郾 员圆 园郾 怨怨 员郾 园远 员郾 园园 员郾 园愿 员郾 员远 员郾 园怨 员郾 圆圆 员郾 园源 员郾 圆园

均值 员郾 圆苑葬遭糟 员郾 圆猿葬遭 员郾 圆远葬遭糟 员郾 圆园葬遭 员郾 圆远葬遭糟 员郾 源苑凿 员郾 猿愿遭糟凿 员郾 源员糟凿 员郾 员愿葬 员郾 猿苑遭糟凿
标准差 园郾 员园 园郾 员圆 园郾 员愿 园郾 员圆 园郾 员缘 园郾 员愿 园郾 员苑 园郾 员远 园郾 员员 园郾 员缘
变异系数 辕 豫 愿郾 园远 怨郾 愿源 员猿郾 怨源 怨郾 愿远 员员郾 远缘 员员郾 怨怨 员圆郾 源员 员员郾 员圆 怨郾 源缘 员园郾 愿园

大值 员郾 苑怨 员郾 愿员 员郾 怨圆 员郾 缘愿 圆郾 园源 圆郾 圆源 圆郾 员远 圆郾 园猿 员郾 缘愿 员郾 愿猿
小值 员郾 圆员 员郾 员猿 员郾 员苑 员郾 园源 员郾 圆猿 员郾 猿圆 员郾 圆圆 员郾 猿怨 员郾 员怨 员郾 猿圆

均值 员郾 源猿葬遭糟凿 员郾 猿怨葬遭糟 员郾 源园葬遭糟 员郾 圆怨 葬 员郾 源苑葬遭糟凿藻 员郾 远苑藻 员郾 远员糟凿藻 员郾 远远凿藻 员郾 猿源葬遭 员郾 缘缘遭糟凿藻
标准差 园郾 员猿 园郾 员缘 园郾 圆圆 园郾 员猿 园郾 员愿 园郾 圆员 园郾 圆圆 园郾 员怨 园郾 员猿 园郾 员远
变异系数 辕 豫 怨郾 园苑 员园郾 苑远 员缘郾 缘缘 员园郾 猿圆 员圆郾 猿愿 员圆郾 源源 员猿郾 苑员 员员郾 缘圆 怨郾 苑源 员园郾 园愿

大值 园郾 怨远 园郾 怨源 园郾 怨远 园郾 怨怨 园郾 怨猿 园郾 怨源 园郾 怨猿 园郾 怨员 园郾 怨员 园郾 怨缘
小值 园郾 愿员 园郾 愿员 园郾 愿缘 园郾 愿远 园郾 苑怨 园郾 苑怨 园郾 苑怨 园郾 愿园 园郾 愿缘 园郾 愿源

均值 园郾 愿怨葬遭 园郾 愿怨葬遭 园郾 怨园遭糟 园郾 怨猿糟 园郾 愿远葬 园郾 愿愿葬遭 园郾 愿远葬 园郾 愿远葬 园郾 愿愿葬遭 园郾 愿怨葬遭
标准差 园郾 园源 园郾 园猿 园郾 园猿 园郾 园猿 园郾 园猿 园郾 园猿 园郾 园猿 园郾 园猿 园郾 园圆 园郾 园猿
变异系数 辕 豫 源郾 猿员 猿郾 源远 猿郾 苑愿 猿郾 猿源 猿郾 怨愿 猿郾 源园 猿郾 苑园 猿郾 怨怨 圆郾 园源 猿郾 远园

大值 辕 早 园郾 远圆 园郾 缘园 园郾 远源 园郾 苑员 园郾 愿员 园郾 苑圆 园郾 远怨 园郾 缘源 园郾 缘园 园郾 源源
小值 辕 早 园郾 圆怨 园郾 圆源 园郾 圆苑 园郾 员怨 园郾 猿员 园郾 圆园 园郾 圆员 园郾 圆苑 园郾 猿员 园郾 员愿

均值 辕 早 园郾 源源遭糟 园郾 猿怨葬遭糟 园郾 源圆葬遭糟 园郾 猿愿葬遭糟 园郾 源怨糟 园郾 猿缘葬遭 园郾 猿苑葬遭 园郾 源园葬遭糟 园郾 源园葬遭糟 园郾 猿圆葬
标准差 辕 早 园郾 园苑 园郾 园怨 园郾 员园 园郾 员员 园郾 员圆 园郾 园怨 园郾 园怨 园郾 园怨 园郾 园远 园郾 园怨
变异系数 辕 豫 员远郾 圆苑 圆圆郾 猿远 圆源郾 源苑 圆怨郾 愿源 圆猿郾 远员 圆远郾 远源 圆缘郾 员愿 圆员郾 远怨 员源郾 怨苑 圆苑郾 远苑

大值 辕 早 园郾 员源 园郾 员源 园郾 员缘 园郾 员怨 园郾 员愿 园郾 员远 园郾 员苑 园郾 员远 园郾 员缘 园郾 员猿
小值 辕 早 园郾 园苑 园郾 园愿 园郾 员园 园郾 园苑 园郾 园苑 园郾 园缘 园郾 园源 园郾 园怨 园郾 员园 园郾 园缘

均值 辕 早 园郾 员员葬遭 园郾 员员葬遭 园郾 员圆葬遭 园郾 员圆葬遭 园郾 员猿糟 园郾 园怨葬 园郾 员园葬遭 园郾 员员葬遭 园郾 员圆葬遭 园郾 园怨葬
标准差 辕 早 园郾 园圆 园郾 园圆 园郾 园圆 园郾 园猿 园郾 园圆 园郾 园圆 园郾 园圆 园郾 园圆 园郾 园圆 园郾 园圆
变异系数 辕 豫 员缘郾 员愿 员远郾 猿圆 员源郾 猿愿 圆猿郾 员远 员愿郾 苑猿 圆源郾 源员 圆员郾 源缘 员苑郾 怨远 员圆郾 远怨 圆源郾 怨苑

大值 辕 皂皂 员郾 愿猿 员郾 愿苑 员郾 怨远 员郾 怨猿 圆郾 苑圆 员郾 怨苑 员郾 苑苑 员郾 愿猿 圆郾 园猿 员郾 缘源
小值 辕 皂皂 员郾 园苑 园郾 怨源 员郾 园源 园郾 苑源 员郾 园猿 园郾 愿怨 园郾 苑苑 园郾 怨愿 员郾 圆猿 园郾 愿源

均值 辕 皂皂 员郾 源怨葬遭糟 员郾 源园葬遭糟 员郾 猿苑葬遭糟 员郾 圆苑葬遭 员郾 远远糟 员郾 圆源葬 员郾 猿员葬遭糟 员郾 猿员葬遭糟 员郾 远猿遭糟 员郾 圆源葬
标准差 辕 皂皂 园郾 员苑 园郾 圆苑 园郾 圆愿 园郾 猿员 园郾 猿苑 园郾 圆员 园郾 圆员 园郾 圆员 园郾 圆圆 园郾 圆员
变异系数 辕 豫 员员郾 远圆 员怨郾 缘远 圆园郾 圆圆 圆源郾 源源 圆圆郾 员圆 员远郾 怨圆 员缘郾 怨圆 员远郾 猿源 员猿郾 远源 员苑郾 圆园

大值 辕 豫 猿远郾 猿苑 猿苑郾 园缘 猿愿郾 愿圆 源园郾 怨远 猿圆郾 园苑 猿猿郾 缘怨 源园郾 圆猿 源园郾 源猿 猿远郾 缘圆 猿猿郾 猿圆
小值 辕 豫 员怨郾 园猿 圆园郾 苑缘 圆圆郾 圆远 圆员郾 源源 员苑郾 远愿 员源郾 员园 员缘郾 员源 圆圆郾 园远 圆猿郾 苑远 圆源郾 圆远

均值 辕 豫 圆缘郾 源员葬 圆愿郾 猿缘葬遭 猿园郾 猿员葬遭 猿员郾 远猿遭 圆远郾 圆员葬 圆缘郾 远缘葬 圆愿郾 源愿葬遭 圆怨郾 缘员葬遭 猿园郾 源园葬遭 圆愿郾 远远葬遭
标准差 辕 豫 猿郾 愿缘 缘郾 园猿 缘郾 圆愿 源郾 缘员 猿郾 源员 源郾 猿员 源郾 愿园 源郾 怨缘 猿郾 圆愿 圆郾 远苑
变异系数 辕 豫 员缘郾 员苑 员苑郾 苑猿 员苑郾 源圆 员源郾 圆苑 员猿郾 园圆 员远郾 苑怨 员远郾 愿缘 员远郾 苑苑 员园郾 苑愿 怨郾 猿园

摇 摇 注院表中同行相同字母为差异不显著袁不同字母为差异显著渊孕 约 园郾 园缘冤遥

苑缘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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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缘摇 长柄扁桃坚果性状间的相关分析

项目 坚果纵径 坚果横径 坚果侧径 纵横径比 纵侧径比 侧横径比 坚果质量 核仁质量 核壳厚度 出仁率

坚果横径 园郾 圆怨愿鄢鄢 园郾 员园圆 园郾 远缘缘鄢鄢 园郾 苑圆怨鄢鄢 原园郾 源远圆鄢鄢 园郾 缘源员鄢鄢 园郾 圆怨缘鄢鄢 园郾 圆怨怨鄢鄢 原园郾 源圆愿鄢鄢

坚果侧径 园郾 怨园源鄢鄢 原园郾 缘员怨鄢鄢 原园郾 猿愿圆鄢鄢 原园郾 猿园源鄢鄢 园郾 愿远苑鄢鄢 园郾 苑圆远鄢鄢 园郾 远怨怨鄢鄢 原园郾 猿圆远鄢鄢

纵横径比 原 园郾 远员苑鄢鄢 原园郾 缘怨怨鄢鄢 园郾 员圆怨鄢 园郾 苑愿愿鄢鄢 园郾 远怨愿鄢鄢 园郾 远园愿鄢鄢 原园郾 圆源苑鄢鄢

纵侧径比 园郾 怨缘缘鄢鄢 原园郾 员远怨鄢鄢 原园郾 员怨缘鄢鄢 原园郾 猿园怨鄢鄢 原园郾 圆远苑鄢鄢 原园郾 员猿圆鄢

侧横径比 原 园郾 源缘员鄢鄢 原园郾 员园源 原 园郾 圆源员鄢鄢 原园郾 员远怨鄢鄢 原园郾 员苑愿鄢鄢

坚果质量 原 园郾 圆源苑鄢鄢 原园郾 员圆远鄢 原 园郾 圆远员鄢鄢 园郾 圆园怨鄢鄢

核仁质量 园郾 苑远怨鄢鄢 园郾 苑猿源鄢鄢 原园郾 源源源鄢鄢

核壳厚度 园郾 源苑猿鄢鄢 园郾 员怨员鄢鄢

出仁率 原 园郾 源缘缘鄢鄢

摇 摇 注院表中野鄢冶表示 园郾 园缘 显著水平袁 野鄢鄢冶表示 园郾 园员 显著水平遥
圆郾 源摇 坚果表型的箱线图分析

野箱线图冶又称野框须图冶袁是由一组数据的 大

值尧 小值尧中位数和 圆 个四分位数 缘 个特征值绘制

而成袁箱线图可以直观明了反映现实数据的分布情

况遥 图中间是箱本体袁 表示每组变量 缘园豫的观测值

落在这一区域曰超过箱本体的值有奇异值和极值袁
奇异值用空心圆表示遥 图 员 较直观的反应各采样点

及总体样本的长柄扁桃坚果质量尧核壳厚度尧核仁质

量和出仁率的分布情况袁其中袁内蒙古巴彦淖尔

渊晕酝月再晕冤野生居群坚果质量和核壳厚度及核仁质

量的中位数都高于总体样本的中位数渊栽韵栽粤蕴冤袁而
出仁率的中位数却低于总体样本的曰相反袁内蒙古固

阳采样点 源渊晕酝郧再源冤野生居群坚果质量和核壳厚度

的中位数都低于总体样本的袁而核仁质量和出仁率

都高于总体样本的袁且核仁质量的离散程度也高于

其它采样点遥 由此说明袁内蒙古巴彦淖尔可以用于

选择大果尧大仁的品系袁而内蒙古固阳采样点 源 群体

的可选择性更强袁可以选择大仁尧薄壳尧出仁率高的

品系袁为长柄扁桃新品种的选育提供重要参考遥

图 员摇 不同采样点长柄扁桃坚果主要特征的箱线图渊采样点代号同表 员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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猿摇 结论与讨论

植物性状遗传多样性的研究是保护生物学及遗

传育种的重要基础袁加强野生植物居群遗传多样性

方面的研究对于种质资源的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具

有重要意义遥 植物性状遗传多样性的一个量化指标

就是性状的变异频率袁变异系数的大小作为种质的

固有特征袁反映种质差异的范围袁决定着资源选择方

面余地的高低咱员远暂 遥 长柄扁桃坚果表型呈现不同的

变异情况袁说明该群体的选择空间较大袁其中袁坚果

质量尧核仁质量及核壳厚度的变异系数较大袁在长柄

扁桃品种选育时袁这三项指标的选择空间也 大遥
本研究为长柄扁桃在坚果经济性状方面选育新

品种提供了一定的参考袁从出仁率这一与经济产量

直接相关咱员苑暂的指标来看袁长柄扁桃坚果越大果仁越

大袁果壳也越厚袁果壳厚度和坚果大小与出仁率均极

显著负相关曰长柄扁桃果形指数渊纵横径比冤普遍大

于 员郾 猿袁坚果偏瘦长型袁且果形指数增加袁核仁有变

小的趋势曰在选育长柄扁桃品种渊系冤时袁应根据具

体育种目标渊如大果型尧薄壳型等冤对坚果各经济指

标赋值权重袁并采用一定的筛选次序袁如在坚果仁质

量达到一定要求后袁选择出仁率高的品种渊系冤袁筛
选次序亦可相反遥 本文从坚果主要经济性状方面进

行了分析袁指出了育种材料的选择方向袁品种选育时

还应充分结合其它植物学性状渊生长势尧抗逆性咱员愿暂 冤
和经济学性状渊如产量冤进行综合评价分析遥

本研究发现袁人工栽培长柄扁桃在坚果经济性

状上的变异率显著小于野生扁桃袁人们对坚果某种

性状的偏爱袁不可避免的造成了某些基因型的损

失咱员怨暂 袁降低了种质资源的多样性遥 因此袁长柄扁桃

种质资源的保护和储备袁迫切需要对长柄扁桃野生

特异种质进行收集和进一步的性状评价袁才能为选

育优异的长柄扁桃新种质奠定种质基础袁进而推动

长柄扁桃产业大发展袁提升其在经济和生态上的价

值袁同时还可以保护日渐萎缩的长柄扁桃野生种质

资源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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