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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对２个回归样地内８个不同种源厚朴幼苗生长适应性进行评价，为厚朴野生资源回归保护提供科
学依据。［方法］观测幼苗生长性状指标，并运用主成分分析和灰色关联分析评价其回归适应性。［结果］表明：

（１）厚朴回归苗木与理想种关联度为０．７９４７；（２）１号回归样地（浙江磐安）和２号回归样地（浙江遂昌）与理想
种关联度分别为０．７７４１和０．８１５４；（３）８个回归种源与理想种关联度由高到低分别为：浙江遂昌＞浙江磐安＞
浙江安吉＞福建光泽＞杂交幼苗＞江西庐山＞福建建宁＞江西铜鼓种源。［结论］厚朴野外回归幼苗总体长势
良好，适应性较好，不同种源、同一种源在不同回归样地内生长差异较大，回归幼苗来源和回归地可能是影响其

回归保护的关键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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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朴（Ｈｏｕｐｏａ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Ｒｅｈｄ．ｅｔＷｉｌｓ．）为木兰
科（Ｍａｇｎｏｌｉａｃｅａｅ）厚朴属（ＨｏｕｐｏａＮ．Ｈ．Ｘｉａ＆Ｃ．
Ｙ．Ｗｕ）［１］落叶乔木，是我国特有国家二级保护濒危
药用植物。其树皮、根皮、叶、花、种子和芽均可入

药，主要药用成分为厚朴酚、和厚朴酚以及 β桉叶
油醇等，具有消痰、下气除满等功效，在临床医学上

得到广泛应用［２－５］，具有极大的经济价值和开发前

景。但近年来过度砍伐采挖，导致厚朴野生资源逐

渐减少，目前仅在我国少数省份零星分布［６］。资源

的过度开发、生境恶化以及气候的变化，导致不少珍

稀濒危植物面临灭绝的风险［７］，加强厚朴野生资源

保护已刻不容缓。

植物回归是指在迁地保护的基础上，通过人工

繁殖将植物引入到其原来分布的自然或半自然的生

境中，以建立具有足够遗传资源来适应进化改变、可

自然维持和更新的新种群［８］。野外回归是濒危物种

种群重建的重要途径，是连接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

的桥梁［９］，其保护效果超出了单纯的就地保护和单

一的物种保护。国内外已展开大量植物回归研究，

但成功的案例并不多，药用植物则更少［１０－１２］。野外

回归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它需要在充分了解物种

的生长发育特性和濒危机理的基础上，以群落和生

态系统为背景，以濒危物种的生物学、生态学特征和

濒危机制为依据，选择或改造回归地的生态环境，运

用生态学原理和技术来构建一个可以稳定发展的种

群［１３－１４］。本研究在已开展的厚朴生境及资源调查、

濒危原因及遗传结构分析［１５－１６］的基础上，通过迁移

不同种源厚朴幼苗建立回归种群，并运用主成分分

析和灰色关联分析法对回归厚朴幼苗进行适应性评

价，以期为厚朴资源野外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回归样地设有两个：１号回归样地位于浙江省

金华市磐安县园塘林场内，１２０°３５′Ｅ，２９°０２′Ｎ，海
拔高度８９０ｍ；年均温１５．５℃，年无霜期２２８ｄ，年降
水量１５００ｍｍ，空气相对湿度７７％，年均日照时数
约１７１４ｈ，属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土壤为黄壤，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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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弱酸性，土质疏松，有机质含量高，利于植物生长。

主 要 植 被 有：杉 木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Ｌａｍｂ．）Ｈｏｏｋ）、马尾松（ＰｉｎｕｓｍａｓｓｏｎｉａｎａＬａｍｂ．）、
柳杉（ＣｒｙｐｔｏｍｅｒｉａｆｏｒｔｕｎｅＨｏｏｉｂｒ．ｅｘ．Ｏｔｔｏ＆ Ｄｉ
ｅｔｒｉｃｈ）、毛竹 （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ａｃｈｙｓｅｄｕｌｉｓ（Ｃａｒｒｉèｒｅ）Ｊ．
Ｈｏｕｚ．）、南方红豆杉（Ｔａｘｕ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Ｐｉｌｇｅｒ）Ｒｅｈｄ．
ｖａｒ．ｍａｉｒｅｉ（ＬｅｍｅｅｅｔＬｅｖｌ．）ＣｈｅｎｇｅｔＬ．Ｋ．Ｆｕ）、猕
猴桃（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ａＣ．Ｆ．Ｌｉａｎｇ）、榧树（Ｔｏｒ
ｒｅｙａｇｒａｎｄｉｓＦｏｒｔｕｎｅｅｘＬｉｎｄｌ．）、榉树（Ｚｅｌｋｏｖａｓｅｒｒａｔａ
（Ｔｈｕｎｂ．）Ｍａｋｉｎｏ）、香果树（Ｅｍ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ｙｓｈｅｎｒｙｉ
Ｏｌｉｖ．）、七子花（ＨｅｐｔａｃｏｄｉｕｍｍｉｃｏｎｉｏｉｄｅｓＲｅｈｄｅｒ）、马
醉木（Ｐｉｅｒｉｓ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Ｔｈｕｎｂ．）Ｄ．ＤｏｎｅｘＧ．Ｄｏｎ）、
杜鹃 花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ｓｉｍｓｉｉＰｌａｎｃｈ．）、斑 叶 兰
（ＧｏｏｄｙｅｒａｓｃｈｌｅｃｈｔｅｎｄａｌｉａｎａＲｃｈｂ．ｆ．）、绶草（Ｓｐｉｒａｎ
ｔｈｅｓ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Ｐｅｒｓ．）Ａｍｅｓ）等。
２号回归样地位于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桂洋林

场内，１１９°０８′Ｅ，２８°２１′Ｎ，海拔高度１１００ｍ；年均
温１２．３℃，夏季最高温３０．２℃，冬季最低温－１２．５
℃，年降水量２４００ｍｍ，平均相对湿度８０％，年日照
时数１５１５．５ｈ，属于典型的中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
候。土壤为红壤，主要植被有：黄山松（Ｐ．ｔａｉｗａｎｅｎ
ｓｉｓＨａｙａｔａ）、杉木、日本柳杉（Ｃ．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Ｔｈｕｎｂ．ｅｘ
Ｌ．ｆ．）Ｄ．Ｄｏｎ）、枫香树（Ｌｉｑｕｉｄａｍｂａｒ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
Ｈａｎｃｅ）、麻栎树（ＱｕｅｒｃｕｓａｃｕｔｉｓｓｉｍａＣａｒｒｕｔｈ．）、甜槠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ｅｙｒｅｉ（Ｃｈａｍｐ．ｅｘＢｅｎｔｈ．）Ｔｕｔｃｈｅｒ）、木
荷（ＳｃｈｉｍａｓｕｐｅｒｂａＧａｒｄｎ．ｅｔＣｈａｍｐ．）、深山含笑
（ＭｉｃｈｅｌｉａｍａｕｄｉａｅＤｕｎｎ）、马鞍树（Ｍａａｃｋｉａｈｕｐｅｈｅｎｓ
ｉｓＴａｋｅｄａ）、花榈木（ＯｒｍｏｓｉａｈｅｎｒｙｉＰｒａｉｎ）、香椿
（Ｔｏｏｎ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Ｊｕｓｓ．）Ｍ．Ｒｏｅｍ．）等。
１．２　回归材料

由于迁地栽培的种群会随着时空隔离而导致较

高的遗传分化和遗传多样性减少，生境破碎化会导

致常住种种群减少和增加居群间隔离，进而导致减

少迁移和基因流，而地方种群能通过形态可塑性和

适应性遗传分化的方式来适应环境及其变化［１７］，本

课题组前期对全国野生厚朴遗传多样性进行研究，

发现西部、中部和东部３个野生厚朴分布区之间遗
传差异较大（论文待发表），遗传距离过大会产生杂

交隔离现象，因此本研究中厚朴回归材料在前期研

究基础上从东部分布区选取。

回归材料由３部分组成：（１）异地幼苗：浙江、江
西和福建３个省份５个种源（浙江安吉、福建建宁、
福建光泽、江西庐山、江西铜鼓）野生植株所产种子

培育的１年生幼苗；（２）杂交幼苗：通过人工杂交
（浙江遂昌×江西分宜）所产种子培育的１年生幼
苗；（３）本地幼苗：回归样地内（浙江遂昌、浙江磐
安）本地野外萌发１年生幼苗。不同种源地地理位
置及气候因子见表１。

表１　回归厚朴种源地理位置及生态因子
Ｔａｂｌｅ１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ｃｏｌｏｇｙ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ｏｒｔｈｅｒ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ｏｆＨ．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ｓ

项目Ｉｔｅｍ
种源

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ｓ
Ｅ Ｎ

海拔高度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ｍ

年均温

Ａｎｎｕａ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年降水量

Ａｎｎｕ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ｍｍ

年均日照时数

Ａｎｎｕａｌ
Ｓｕｎｓｈｉｎｅ／ｈ

年无霜期

Ｆｏｒｅｓｔｆｒｅｅｄａｙｓ
ｐｅｒｙｅａｒ／ｄ

引种地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回归地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ｆｏｒｒ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ＪＪＮ １１７°２′ ２６°３１′ ３７３ １６．８ １８２２ １５９５ ２４３
ＺＪＡＪ １１９°３６′３０°２６′ ８９５ １５．５ １３４４ ２００９ ２２６
ＪＸＬＳ １１５°９７′２９°４１′ １２８０ １６．１ １９１７ １３３０ ２５３
ＪＸＴＧ １１４°３７′２８°５３′ １２０８ １６．２ １７７３ １４９７ ２６５
ＦＪＧＺ １１７°３４′２７°５４′ ３２５ １７．５ １８７８ １９５２ ２７１
ＺＪＳＣ １１９°０８′２８°２１′ １１００ １２．３ ２４００ １５１６ ２１９
ＺＪＰＡ １２０°３５′２９°０２′ ８９０ １５．５ １５００ １７１４ ２２８

　　注：种源编号，ＦＪＪＮ：福建建宁；ＺＪＡＪ：浙江安吉；ＪＸＬＳ：江西庐山；ＪＸＴＧ：江西铜鼓；ＦＪＧＺ：福建光泽；ＺＪＰＡ：浙江磐安；ＺＪＳＣ：浙江遂昌。下同。
Ｎｏｔｅ：ＦＪＪＮ：ＦｕｊｉａｎＪｉａｎｎｉｎｇ；ＺＪＡＪ：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Ａｎｊｉ；ＪＸＬＳ：ＪｉａｎｇｘｉＬｕｓａｎ；ＪＸＴＧ：ＪｉａｎｇｘｉＴｏｎｇｇｕ；ＦＪＧＺ：ＦｕｊｉａｎＧｕａｎｇｚｅ；ＺＪＰＡ：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Ｐａｎａｎ；

ＺＪＳＣ：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Ｓｉｃｈａ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ｂｅｌｏｗ．

１．３　研究方法
于２０１６年３月份将１年生幼苗分别迁移至浙

江磐安园塘林场和浙江遂昌桂洋林场，每株挂牌，建

立两个奠基种群。１号奠基种群建于浙江磐安县园
塘林场，其中厚朴幼苗种源组成为：浙江磐安本地幼

苗，福建建宁、浙江安吉、江西庐山、江西铜鼓、福建

光泽种源幼苗和杂交幼苗。２号奠基种群建于浙江

遂昌桂洋林场，其中厚朴幼苗种源组成为：浙江遂昌

本地幼苗，福建建宁、浙江安吉、江西庐山、江西铜

鼓、福建光泽种源幼苗和杂交幼苗。移植方式：从各

种源地分别移植３０株由野生厚朴种子播种培育的
幼苗，苗高２０ｃｍ左右，地径５ｍｍ左右，在回归样地
内各种源之间进行随机交叉种植，行间距为２．５ｍ
×２．５ｍ，种植后每株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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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苗木出圃移植根系损伤较多，需要一定恢复

期，当年生长量受到一定影响，从２０１７年４月开始
每月对回归样地内幼苗的生长情况、病虫害和留存

率进行调查；并在１１月初，厚朴叶片凋落之前在每
个种源内随机各挖取４株幼苗，带回实验室，测量其
苗高、地径、叶长、叶宽、叶面积、叶柄长、叶脉对数、

侧根数和主根长；用 ＳＰＡＤ５０２ＰＬＵＳ便携式叶绿素
测定仪（日本柯尼卡美能达公司）测定叶片叶绿素

指数和叶片氮指数；分根、茎、叶称其鲜质量后放入

８０℃烘箱烘干，称量根、茎、叶干质量；根据以下公式
计算总叶面积、比叶质量和叶形指数。

单株总叶面积＝叶片数×叶面积
比叶质量（ＳＬＷ）＝叶干质量／单株总叶面积
叶形指数（Ｌ／Ｗ）＝叶长／叶宽

１．４　适应性评价
由于厚朴为大乔木，生命周期长，３ａ内无法开

花和结果，因此根据回归样地内厚朴幼苗生长适应

性情况，确定厚朴幼苗回归早期适应性评价指标及

其数量化的评价标准，包括病虫危害率、存活率和生

长势（表２），其中病虫危害率＝有病虫害的叶片数／
总叶片数 ×１００％；存活率 ＝存活植株数／回归植株
数×１００％；生长势分５个等级，分别为强壮、较好、
中等、一般和较差，其中强壮指生长旺盛，有明显的

萌芽，植株挺拔；较好指生长较旺盛，有萌芽，植株挺

拔；中等指生长良好，能见到新芽，植株较为挺拔；一

般指生长一般，无新芽，植株轻度弯曲；较差指生长

较差，无新芽，植株弯曲［１８］。

表２　厚朴回归幼苗早期适应性评价标准
Ｔａｂｌｅ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ｆｏｒｔｈｅｒ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ｏｆＨ．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评价等级

Ｒａｎｋｏｆ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病虫危害率

Ｐｅｓｔｓａｎｄ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ｒａｔｅ／％

存活率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ｒａｔｅ／％

生长势

Ｇｒｏｗｔｈ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５ ０ １００ 强壮

４ ２０ ８０ 较好

３ ４０ ６０ 中等

２ ６０ ４０ 一般

１ ８０ ２０ 较差

０ １００ ０ 死亡

１．５　数据分析
应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３和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对数据进行统

计和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和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对厚

朴回归幼苗进行生长适应性评价［１９］，分析方法如下：

主成分分析：根据方差分析结果，选择差异性显

著的性状进行主成分分析，特征值大于１的判定为

主成分，根据主成分得分系数计算各种源主成分得

分，用Ｆｉ（ｉ＝１，２，３，……）表示主成分，Ｔｉ（ｉ＝１，２，
３，……）表示各主成分贡献率，则主成分得分计算公
式如下：

Ｆ１ ＝Ｙ１１Ｘ１＋Ｙ１２Ｘ２＋Ｙ１３Ｘ３＋… ＋Ｙ１ｊＸｊ
Ｆ２ ＝Ｙ２１Ｘ１＋Ｙ２２Ｘ２＋Ｙ２３Ｘ３＋… ＋Ｙ２ｊＸｊ
Ｆ３ ＝Ｙ３１Ｘ１＋Ｙ３２Ｘ２＋Ｙ３３Ｘ３＋… ＋Ｙ３ｊＸｊ

……

Ｆｉ＝Ｙｉ１Ｘ１＋Ｙｉ２Ｘ２＋Ｙｉ３Ｘ３＋… ＋ＹｉｊＸｊ
Ｆ＝Ｔ１Ｆ１＋Ｔ２Ｆ２＋Ｔ３Ｆ３＋… ＋ＴｉＦｉ

　　其中，Ｘ１～Ｘｊ为各性状原始数据标准化后的值；
Ｘ１ｊ～Ｙｉｊ表示各主成分在各性状上的得分系数。

灰色关联分析：以每个回归样地内７个不同种
源（将杂交幼苗视为１个种源），２１０株厚朴幼苗作
为１个灰色系统，每一株幼苗作为系统中１个元素，
对性状的量化值标准化和无纲量化处理后，以各性

状评价值５作为理想种，计算不同种源综合性状与
理想值的关联度，关联度越大，说明与理想种越接

近，适应性越好。关联度计算公式如下：

εｉ（ｋ）＝
ｍｉｎ
ｉ
ｍｉｎ
ｋ ｘ０（ｋ）－ｘｉ（ｋ）＋ρ

ｍａｘ
ｉ
ｍａｘ
ｋ ｘ０（ｋ）－ｘｉ（ｋ）

ｘ０（ｋ）－ｘｉ（ｋ）＋ρ
ｍａｘ
ｉ
ｍａｘ
ｋ
｜ｘ０（ｋ）－ｘｉ（ｋ）｜

（１）

Ｒｉ＝
１
ｎ∑

ｎ

ｋ＝１
εｉ（ｋ） （２）

　　式（１）中，ｘｉ为各调查性状构成的数列ｘｉ（ｉ＝１，
２，３，……，３０）即种源编号；理想种各性状构成的数
列为ｘ０，性状指数为 ｋ（ｋ＝１～５）；ρ为分辨系数，取
值范围是０～１，本试验ρ＝０．５。

式（２）中，ｎ为调查指标数量（ｎ＝３），各性状权
重相等。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回归样地内厚朴种源幼苗生长情况
２．１．１　苗高　由图１和图２可知，２０１７年４月份，
各种源苗高差异不大；１１月份各种源幼苗苗高差异
增大，１号样地内幼苗最高为浙江磐安种源（１５２．９５
ｃｍ），最低为福建建宁种源（８３．４８ｃｍ）；各种源苗高
年增长量表现为浙江磐安＞杂交幼苗＞江西铜鼓＞
福建光泽＞浙江安吉 ＞福建建宁 ＞江西庐山，浙江
磐安与江西庐山种源苗高年增长量相差３９．２ｃｍ，且
浙江磐安种源与其它种源之间均表现出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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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０．０５）；２号回归样地内，幼苗最高为浙江遂昌
种源（１３５．５５ｃｍ），最低为福建建宁种源（７８．４３
ｃｍ）；各种源苗高年增长量表现为浙江遂昌 ＞浙江
安吉＞杂交幼苗＞江西铜鼓＞福建建宁＞福建光泽
＞江西庐山，浙江遂昌与江西庐山苗高年增长量相
差３５．６８ｃｍ，浙江遂昌、江西庐山和福建光泽种源与
其它种源苗高年增长量差异显著（Ｐ＞０．０５）。总体
而言，１号回归样地内各种源幼苗苗高年增长量比２
号回归样地略高。

注：ＺＪ：杂交幼苗，下同．

Ｎｏｔｅ：ＺＪ：Ｈｙｂｉｒｄ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Ｔｈｅｓａｍｅｂｅｌｏｗ．

图１　１号样地内厚朴种源回归幼苗苗高生长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ｈｅｉｇｈｔ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ｔｈｅｒ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

ｏｆＨ．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ｓｉｎＮｏ．１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图３　１号样地内厚朴种源回归幼苗地径生长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ｂａｓａｌ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ｔｈｅｒ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ｏｆＨ．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ｓｉｎＮｏ．１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２．１．２　地径　由图３和图４可知，厚朴幼苗地径生
长在两个回归样地之间差异不大，但同一回归样地

内，不同种源间地径生长存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１号样地内地径年增长表现最优的是浙江安吉种源
（１３．４９ｍｍ），表现最差的是江西铜鼓种源（９．９３
ｍｍ），两者相差１．３６倍；２号回归样地内，地径年增
量最大的是杂交幼苗（１０．５８ｍｍ），最小的为福建建
宁种源（６．８４ｍｍ），两者相差１．５５倍。

图２　２号样地内厚朴种源回归幼苗苗高生长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ｈｅｉｇｈｔ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ｔｈｅｒ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ｏｆＨ．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ｓ
ｉｎＮｏ．２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图４　２号样地内厚朴种源回归幼苗地径生长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ｂａｓａｌ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ｔｈｅｒ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ｏｆＨ．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ｓｉｎＮｏ．２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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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不同回归厚朴种源间幼苗适应性评价
２．２．１　方差分析　将两个回归样地内同一种源厚
朴幼苗性状平均值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见表３。在
相同条件下，除侧根数、叶柄长和比叶质量之外，其

它性状均呈现显著或极显著差异，其中苗高、总生物

量、地上部分干质量、地下部分干质量和叶形指数表

现出极显著差异（Ｐ＜０．０１），地径、主根长、叶片数、
叶脉对数、单株叶面积、叶片氮指数和叶绿素指数均

呈现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表３　不同种源回归厚朴幼苗各性状的方差分析
Ｔａｂｌｅ３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ｔｒａｉｔｓｏｆＨ．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ｆｒｏ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ｓ

性状Ｔｒａｉｔ ＳＳ ｄｆ ＭＳ Ｆ Ｓｉｇ
苗高Ｈｅｉｇｈｔ ２０３０１．２１０ ７ ２９００．１７３ ３．８９３ ０．００２
地径Ｃａｌｌａｒ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２３５．８１８ ７ ３３．６８８ ２．３７３ ０．０３４
总生物量Ｂｉｏｍａｓｓ １３２５４．０７０ ７ １８９３．４３８ ５．５１８ ０．００２
地上部分干质量Ｄｒｙｗｅｉｇｈｔｏｆ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ｐａｒｔ ４３３４．３２８ ７ ６１９．３３３ ７．３２５ ０．００１
地下部分干质量Ｄｒｙｗｅｉｇｈｔｏｆ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ｐａｒｔ ７８７６．３８９ ７ １１２５．１９８ ６．１７４ ０．００１
侧根数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ｌａｔｅｒａｌｒｏｏｔ ４９．９０６ ７ ７．１２９ １．７０３ ０．１７９
主根长Ｍａｉｎｒｏｏｔｌｅｎｇｔｈ １７０５．８６ ７ ２４３．６９４ ２．８０９ ０．０４１
叶片数Ｎｕｍｂｅｒｌｅａｖｅｓ ５７４．０７１ ７ ８２．０１０ ２．９２８ ０．０１２
叶柄长Ｐｅｔｉｏｌｅ １８．６０２ ７ ２．６５７ ２．３２４ ０．０５８
叶脉对数Ｖｅｉｎｌｏｇａｒｉｔｈｍ １４４．１１７ ７ ２０．５８８ ３．２０７ ０．０１５
比叶质量Ｌｅａｆｍａｓｓ／ｌｅａｆａｒｅａｒａｔｉｏ １６４．８４５ ７ ２３．５４９ １．８１０ ０．１３２
叶形指数Ｌｅａｆｉｎｄｅｘ（Ｌ／Ｗ） ０．７５７ ７ ０．１０８ ７．６２８ ０．０００
单株叶面积Ｌｅａｆａｒｅａ／ｐｌａｎｔ ７９９３１３１１ ７ １１４１８７５９ ２．９２３ ０．０２３
叶片氮指数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ｉｎｄｅｘ １６１．９７４ ７ ２３．１３９ ２．７４３ ０．０３０
叶绿素指数Ｌｅａｆ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ｉｎｄｅｘ ３１７．１３０ ７ ４５．３０４ ２．８８５ ０．０２５

　　注：表示显著差异达０．０５水平；表示显著差异达０．０１水平。

Ｎｏｔｅ：ｍｅａｎ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ｔ０．０５ｌｅｖｅｌ；ｍｅａｎ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ｔ０．０１ｌｅｖｅｌ．

２．２．２　主成分分析　为筛选适合野外回归的厚朴
种源，根据方差分析的结果，选择差异显著的１０个
性状进行主成分分析，包括苗高、地径、总生物量、地

上部分干质量、地下部分干质量、叶形指数、叶片数、

单株叶面积、叶绿素指数和叶片氮指数。分析结果

见表４，其中特征值大于１的主成分共３个，累积贡
献率高达９１．４０８％，说明此３个主成分能够反映厚
朴幼苗各性状的绝大部分信息。其中第１主成分累
积贡献率为５５．３１３％，为主要综合因子，除叶片数、
叶绿素指数和叶片氮指数与其相关性较弱外，其它

７个性状均与其密切相关，苗高、地径、叶片数、单株
叶面积以及生物量均与第１主成分呈正相关，即幼
苗越高越粗，则生物量越大，说明厚朴幼苗生长性状

与生产力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线性相关。第２主成分
中特征值最高的为叶片数，其次为叶绿素指数和叶

片氮指数，第３主成分中特征值最高为叶形指数、叶
片氮指数和叶绿素指数，说明第２、３主成分主要体
现幼苗对光能的利用和营养的吸收能力。

根据主成分得分计算公式计算８个厚朴回归种
源主成分得分值，其中 Ｆ１为第１主成分得分值，Ｆ２
为第２主成分得分值，Ｆ３为第３主成分得分值，Ｆ表
示３个主成分得分值的平均值（表５），由得分排序

表４　不同种源间幼苗性状主成分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４　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Ｈ．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ｔｒａｉｔｓ

ｆｒｏ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ｓ

性状Ｔｒａｉｔ
主成分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１ ２ ３

单株叶面积Ｌｅａｆａｒｅａ／ｐｌａｎｔ ０．９１８ ０．２９２ ０．０９６
苗高Ｈｅｉｇｈｔ ０．８９９ ０．３７８ ０．０５１
地径Ｃａｌｌａｒ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０．９１８ －０．２３６ ０．２２１
总生物量Ｂｉｏｍａｓｓ ０．９６７ －０．１５０ ０．１７８
地上部分干质量

Ｄｒｙｗｅｉｇｈｔｏｆ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ｐａｒｔ
０．８１８ －０．３６８ ０．３８１

地下部分干质量

Ｄｒｙｗｅｉｇｈｔｏｆ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ｐａｒｔ
０．９５２ －０．０４２ －０．１６７

叶形指数Ｌｅａｆｉｎｄｅｘ（Ｌ／Ｗ） －０．２９９ －０．５２０ ０．６６８
叶片数Ｎｕｍｂｅｒｌｅａｖｅｓ ０．４４８ ０．８２３ －０．２３７
叶片氮指数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ｉｎｄｅｘ －０．２２６ ０．７０２ ０．５２７
叶绿素指数Ｌｅａｆ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ｉｎｄｅｘ －０．４３４ ０．６２２ ０．５４３
特征值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 ５．５３１ ２．２７１ １．３３９
累计贡献率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ｉｏｏｆ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５５．３１３ ７８．０２ ９１．４０８

可将８个回归种源分为两类，第１类 Ｆ≥０，包括浙
江磐安、浙江遂昌、浙江安吉种源和杂交幼苗；第２
类Ｆ≤０，包括福建光泽、江西铜鼓、江西庐山和福建
建宁种源。

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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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不同种源厚朴回归幼苗主成分得分值
Ｔａｂｌｅ５　Ｓｃｏｒ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ｉｎｄｅｘｏｆ
Ｈ．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ｔｒａｉｔｓｆｒｏ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ｓ

种源

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ｓ
Ｆ１ Ｆ２ Ｆ３ Ｆ

排序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ＦＪＪＮ －６．４４ －１．９７ －１．０４ －４．１５ ８

ＺＪＡＪ ２．０４ －３．９１ －０．１１ ０．２３ ４

ＺＪ ３．５５ －０．３８ ２．９６ ２．２８ ３

ＪＸＬＳ －６．０８ ０．３６ ０．５６ －３．２１ ７

ＪＸＴＧ －３．１３ ０．５４ －０．２８ －１．６５ ６

ＦＪＧＺ －３．３６ ２．８９ －０．１４ －１．２２ ５

ＺＪＰＡ ８．７０ －０．３５ －１．４２ ４．５４ １

ＺＪＳＣ ４．７１ ２．８２ －０．５３ ３．１８ ２

根据主成分分析结果，在 １０个性状中选择苗
高、地径、生物量和单株叶面积４个指标对８个厚朴
回归种源进行系统聚类，应用欧氏距离类平均法聚

类的结果（图５）与主成分分析结果类似，可将回归
引种的８个厚朴种源分为３类，第１类为最适合回
归种源，即浙江遂昌、浙江磐安两个本地种源以及杂

交种子培育的杂交幼苗，第２类为适宜种源，包括江
西铜鼓、福建光泽和浙江安吉种源，第３类为一般种
源，包括福建建宁和江西庐山两个种源。

２．２．３　灰色关联分析　根据灰色关联分析法的原
则，关联度大的数列与理想种数列最为接近，因此，

图５　８个回归厚朴种源的系统聚类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ｃｌｕｓｔｅｒｄｅｎｄｒｏｇｒａｍｏｆｅｉｇｈｔ

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ｓｏｆＨ．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

关联度数值越接近于１，则适应性越高。由表６中关
联度排列可知，８个回归种源关联度由高到低依次
是：浙江遂昌＞浙江磐安 ＞浙江安吉 ＞福建光泽 ＞
杂交幼苗＞江西庐山 ＞福建建宁 ＞江西铜鼓种源。
总体厚朴回归幼苗关联度高达０．７９４７，说明厚朴回
归引种重新建立的种群已经获得了初步成功，其中

１号回归样地内关联度均值为０．７７４１，２号回归样
地内关联度均值为０．８１５４，说明厚朴幼苗在２号回
归样地内生长适应性更强，即浙江磐安回归样地与

浙江遂昌回归样地相比，浙江遂昌更适合厚朴种群

回归重建。

表６　回归厚朴幼苗适应性评价及其与理想种的关联度
Ｔａｂｌｅ６　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ｅｖａ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ｄｅｇｒｅ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ｉｄｅａｌ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Ｈ．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ｓｐｅｃｉｅｓ

项目Ｉｔｅｍ ＪＮ ＡＪ ＺＪ ＬＳ ＴＧ ＧＺ ＰＡ ＳＣ
理想种

Ｉｄｅａ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关联度均值

Ｍｅａｎｏｆ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ｄａｇｒｅｅ

１号样地
Ｎｏ．１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ｆｏｒ
ｒ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２号样地
Ｎｏ．２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ｆｏｒ
ｒ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病虫危害率Ｐｅｓｔｓａｎｄ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ｒａｔｅ ２．９９　 ３．１９　 ３．４４　 ３．２４　 ２．２７　 ３．１５　 ４．１１　 — ５．００ ０．７７４１
存活率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ｒａｔｅ ４．１２ ３．８２ ４．３１ ４．１６ ４．６７ ３．８３ ４．５０ — ５．００
生长势Ｇｒｏｗｔｈ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３．６３ ４．４９ ４．９２ ３．１７ ３．８７ ４．３１ ４．６２ — ５．００
关联度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ｄａｇｒｅｅ ０．７８９７０．７８９７０．７６７８０．７６５３０．６１７５０．７８９７０．８９８９ — １．００
病虫危害率Ｐｅｓｔｓａｎｄ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ｒａｔｅ ３．６８ ３．７２ ４．１２ ３．８１ ３．７１ ３．７９ — ３．９０　 ５．００ ０．８１５４
存活率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ｒａｔｅ ４．４６ ４．１７ ４．５０ ４．２５ ４．８３ ４．３３ — ４．１７　 ５．００
生长势Ｇｒｏｗｔｈ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１．５６ ３．３１ ３．５６ ３．３１ ２．０６ ３．３０ — ３．６４　 ５．００
关联度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ｄａｇｒｅｅ ０．６０３２０．８７９１０．８７０７０．８６９９０．６９８２０．８６１８ — ０．９２４４ １．００
关联度均值Ｍｅａｎｏｆ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ｄａｇｒｅｅ ０．６９６４０．８３５４０．８１９３０．８１７６０．６５７９０．８２５８０．８９８９０．９２４４ １．００ ０．７９４７
关联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ｒａｎｋ ７ ３ ５ ６ ８ ４ ２ １

３　讨论
濒危物种回归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评价回归是

否成功最基本的指标即回归的植物是否能在回归地

内正常生长和发育，是否能产生具有生命力的种

子［２０］。由于厚朴是乔木，生命周期长，３ａ时间远未
达到开花结果的发育阶段，因此，本研究通过厚朴回

归幼苗苗期生长情况及适应性强弱来进行回归成功

与否的初步评估。

通过对不同回归样地内厚朴种源幼苗生长动态

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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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监测发现，厚朴幼苗苗高和地径生长情况良好，

生长最差的福建建宁种源其苗高年增长量也高达

７８．４３ｃｍ，地径年增长量达到６．８８ｍｍ，此生长变化
量与杨志玲等［２１］对厚朴不同种源苗期生长情况研

究结果相似，说明厚朴幼苗迁移到相同或相似生境

后能够正常生长和发育。

环境（海拔、水分和光照等）和基因型对厚朴的

苗高、地径等生长指标以及生物量指标都具有一定

影响，厚朴野生种质资源长期适应种源原产地的生

态环境产生地理变异［２２－２３］，因此，回归样地内不同

种源厚朴幼苗其苗高、地径和生物量等生长情况均

存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５），且同一种源厚朴幼苗在１
号回归样地和２号回归样地内病虫危害率、幼苗存
活率和苗高地径等生长情况不同。

厚朴种源间存在着丰富的遗传变异［２３］，且各同

种源厚朴幼苗原生地生境存在差异，其原生境反应

了植物类群及种类对生存条件的要求［２４］，但不同种

源厚朴其生态幅并不相同，因此对迁移地的环境适

应能力不同，所表现出的生长情况存在差异。

本研究利用主成分分析和灰色关联分析的结果

系统地反应了８个厚朴种源幼苗在２个样地内的回
归适应性。厚朴幼苗的回归适应性与理想种的关联

度均在０．６以上，其中适应性最高的浙江磐安种源
与适应性最差的福建建宁种源与理想种的关联度相

差０．３２１２，即不同厚朴幼苗回归适应性存在较大
差异。

主成分分析及系统聚类表明生长情况最好的为

本地种源，其次是杂交幼苗，最后为异地迁移种源。

灰色关联分析结果与之相似，适应性最好的为浙江

遂昌（０．９２４４）和浙江磐安（０．８９８９）种源，其次是
浙江安吉种源（０．８３５４），说明选取回归材料时应尽
量选择生长环境相同或相似的种源。回归幼苗平均

关联度为０．７９４７，说明此次厚朴野外回归幼苗野外
适应性良好。而２号回归样地关联度（０．８１５４）高
于１号回归样地（０．７７４１），即此次回归迁移的厚朴
幼苗更适应于浙江遂昌回归样地的生长环境，在此

回归地内适应性更强。

调查发现回归厚朴幼苗叶片病虫害情况较严

重，后期可以适当增加人工管理，物种回归后原则上

应该减少人为的干扰，但由于刚种植的幼苗生长势

和竞争能力弱，可适当通过护理植物的方式提高植

物克 服 各 种 限 制 和 逆 境 的 能 力，从 而 实 现

回归［２５－２７］。

４　结论
厚朴不同种源、同一种源在不同回归样地内其

适应性不同，各种源幼苗生长差异较大，８个厚朴回
归种源关联度由高到低依次是：浙江遂昌 ＞浙江磐
安＞浙江安吉＞福建光泽＞杂交幼苗＞江西庐山＞
福建建宁＞江西铜鼓种源。总体厚朴回归幼苗关联
度高达０．７９４７，其中１号回归样地内关联度均值为
０．７７４１，２号回归样地内关联度均值为０．８１５４，回
归种源和回归样地可能是影响厚朴回归保护的关键

因子。厚朴野外回归幼苗总体长势良好，适应性

较好。

厚朴回归试验获得了良好的开端，但濒危植物

回归是一项科学性强、持续时间很长的工程，后续课

题组还将开展回归种群的分布格局、消长规律、繁殖

机制等研究监测和生态恢复试验，直至厚朴在回归

地正常开花结果，成功繁育下一代。且多种源的种

苗会携带更多的遗传多样性，遗传多样性越高则对

不同环境的适应性能力越强，后期需不断补植更多

种源，从而增大回归成功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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