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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木花粉发育过程中形态结构的变化研究
马开骠， 唐

亮， 崔佳雯 ∗

（ 扬州大学 园艺与植物保护学院， 江苏 扬州 ２２５００９ ）

摘

要： 该研究以扬州地区成年杉木为材料，采用半薄切片法以及扫描电镜和透射电镜观察法，对杉木花粉

发育过程进行了观察。 结果表明：杉木的造孢细胞形成于 １０ 月，持续至翌年的 １ 月底至 ２ 月初。 造孢细胞位
于小孢子囊最里面，呈多边形，数量多且彼此排列紧密；细胞壁很薄，细胞核较大，内含丰富的细胞器和脂类物
质。 造孢细胞发育成熟后彼此分离形成小孢子母细胞。 小孢子母细胞的减数分裂开始于 ２ 月下旬，经两次减
数分裂，先后形成二分染色体和四分染色体。 小孢子从四分体释放后，体积迅速增大，发育形成花粉，这个过
程中，伴随着明显的营养物质变化。 杉木成熟花粉壁由薄壁区和厚壁区两部分组成，薄壁区中央有一个乳头
状突起，突起上有一萌发孔。 成熟花粉外壁着生了许多瘤状颗粒。 该研究结果为杉木生殖发育、有性繁殖以
及系统演化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
关键词： 杉木， 花粉， 小孢子， 造孢细胞， 散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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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开骠等： 杉木花粉发育过程中形态结构的变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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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ｈｅ ｗａｌｌ ｏｆ ｍａｔｕｒｅ ｐｏｌｌｅｎ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ｄ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ｉｎ⁃ｗａｌｌｅｄ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ｉｃｋ⁃ｗａｌｌｅｄ ａｒｅａ．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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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ｅ， ｐｏｌｌｅｎ， ｍｉｃｒｏｓｐｏｒｅ， ｓｐｏｒｏｇｅｎｏｕｓ ｃｅｌｌｓ， ｐｏｌｌｅｎ ｒｅｌｅａｓｅ

杉木（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在传统分类上

区（３２° ２４′ Ｎ， １１９° ２５′ Ｅ） 内，杉木生长发育良好。

（ Ｔａｘ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由于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已将杉科并

同一株杉木连续取样，采集的小孢子叶球用戊二醛

属 于 裸 子 植 物 门 （ Ｇｙｍｎｏｓｐｅｒｍａｅ ） 杉 科
入广义柏科（ Ｃｕｐｒｅｓｓａｃｅａｅ） ，所以杉木现属于柏科的

于 １０ 月小孢子叶球出现至第 ２ 年 ４ 月散粉期间，对
和 ＦＡＡ 固定液固定后置于 ４ ℃ 冰箱中保存。

杉木 亚 科 （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ｈｉｏｉｄｅａｅ ） 杉 木 属 （ Ｃｕｎｎｉｎｇ⁃

１．２ 方法

（于永福， １９９５） 。 杉木是我国长江以南地区最主要

叶球浸入戊二醛固定液中固定后置于 ４ ℃ 冰箱中保

ｈａｍｉａ） （ Ｍａ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 该属仅有 １ 种 １ 变种
的造林用材树种之一。 目前，全国杉木人工林面积
为 ９１１ × １０ ４ ｈｍ ２ ， 占 全 国 和 世 界 人 工 林 总 面 积 的

１．２．１ 半薄切片观察法

将定期取样的杉木小孢子

存。 样品取出后，用磷酸缓冲液清洗 ３ 次各 １５ ｍｉｎ，
之后 进 行 梯 度 乙 醇 （ ３０％、 ５０％、 ７０％、 ８０％、 ９０％、

１８％和 ５％（ 万晓华， ２０１３） 。 因此，杉木在我国造林

１００％） 脱水处理各 １５ ｍｉｎ，乙醇与丙酮 ２ ∶ １、１ ∶ １、

花粉又称为小孢子，是种子植物特有的结构。

次 １５ ｍｉｎ，脱水处理后用 ｓｐｕｒｒ 树脂浸透包埋。 包埋

树种中占有重要地位。

由于裸子植物大都是风媒传粉（ 王莉等， ２０１５） ，裸
子植物花粉生长发育与形态结构，与传粉、受精等
有性生殖密切相关（ Ｌ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 杉木花粉形
态及花 粉 管 生 长 形 态 已 有 相 关 报 道， 如 席 以 珍
（１９８６） 和傅远志（ １９９４） 发现杉木花粉粒的形状属
球形或近球形，萌发孔形状多样，花粉壁较薄。 张
卓文（２００３） 测定了杉木各无性系花粉大小、花粉萌

１ ∶ ２ 混合液脱水处理各 １５ ｍｉｎ，纯丙酮脱水处理一
后的样品修样后，用 ＵＬＴＲＡＣＵＴ Ｅ 型超薄切片机切
片，切片后用甲苯胺蓝染色后置于 ＬＥＩＣＡ ＤＭＬＳ２ 型
光学显微镜下观察并拍照。
１．２．２ 扫描电镜观察法

定期取样的小孢子叶球用

ＦＡＡ 固定液固定，置于 ４ ℃ 冰箱中保存。 冰箱中保

存。 样品取出后，用磷酸缓冲液清洗 ３ 次各 １５ ｍｉｎ，
梯度乙醇（３０％、５０％、７０％、８０％、９０％、９５％、１００％）

发、花粉生活力以及花粉培养基等。 徐进等（ ２００７）

脱水处理各 １５ ｍｉｎ，乙醇与丙酮 １ ∶ １ 混合液脱水处

多价体、染色体桥、滞后染色体、不均等分离、微核

与乙酸异 戊 酯 １ ∶ １、 １ ∶ ２ 混 合 液 脱 水 处 理 各 １５

观察了杉木花粉母细胞在减数分裂时期单价体和
等异常细胞学行为。 还有研究报道了杉木的花粉
管中存在循环微丝束、微管的分布方式（ 甘国峰等，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 尽管前人已对杉木花粉粒的形态和
结构进行了一些研究，但花粉在整个发育过程中的

形态结构变化，以及适应传粉特征目前尚不清楚，
而这些是 研 究 杉 木 授 粉 和 有 性 生 殖 的 重 要 基 础。
因此，本研究从细胞学角度，研究观察了杉木造孢
细胞的超微结构、小孢子发生过程、花粉发育过程
中营养物质变化以及成熟花粉的形态特征，为进一
步研究杉木传粉生殖生物学提供基础资料。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试验所用杉木取自江苏省扬州市瘦西湖风景

理一次 １５ ｍｉｎ，纯丙酮脱水处理两次各 １５ ｍｉｎ，丙酮
ｍｉｎ，纯乙酸异戊酯脱水处理一次 ３０ ｍｉｎ。 脱水后在
ＨＣＰ⁃２ 型临界点干燥仪上干燥，然后在 ＳＣＤ５００ 型
离子溅射喷镀仪上喷金，最后将样品置于 Ｓ⁃４８００ 型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下扫描并拍照。
１．２．３ 透射电镜观察法

将样品用戊二醛固定，经过

ＰＢＳ 冲洗、锇酸后固定、ＰＢＳ 冲洗、乙醇脱水、树脂包
埋等步骤后， 用 Ｌｅｉｃａ ＥＭ ＵＣ６ 型超薄切片机切成

１００ ｎｍ 的薄片，铜网捞片、烤片，醋酸铀和佐滕氏铅
混合液双重染色，在 ＣＭ１００ 型投射电子显微镜下观
察并拍照。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小孢子形成的解剖结构观察

１０ 月中旬， 造孢细胞已经形成，此时造孢细胞

１３４４

广

西

植

３７ 卷

物

排列紧密，细胞壁薄（ 图版 Ｉ： Ａ） 。 １１ 月中旬，造孢

粉较均匀的散布在小孢子囊中，每个成熟花粉的直

他造孢细胞的发育提供空间和营养成分 （ 图版 Ｉ：

成，分别为处于上部的薄壁区和处于下部的厚壁区

细胞细胞核明显，少部分造孢细胞开始瓦解，为其

径约为 ２０ μｍ （ 图版Ⅱ： Ｋ） 。 花粉壁由两部分组

Ｂ） 。 随后，造孢细胞彼此分离，形成游离状的小孢

（ 图版Ⅱ： Ｌ， Ｍ） 。 薄壁区中央常有一突起，突起物

Ｉ： Ｃ） 。 小孢子母细胞形成之后，２ 月下旬，细胞的

的区域（ 图版Ⅱ： Ｎ， Ｏ） 。 此外，花粉外壁着生了许

体（ 图版 Ｉ： Ｄ） 和四分染色体，新形成的四分体小孢

状纹饰（ 图版Ⅱ： Ｐ） 。

个小 孢 子 呈 三 角 状， 细 胞 内 细 胞 器 丰 富 （ 图 版 Ｉ：

３

子母细胞，小孢子母细胞具有较大的细胞核（ 图版
减数分裂开始，经过两次减数分裂，形成二分染色
子呈四角型，此时小孢子还未从四分体中释放，每
Ｅ） 。 从四分体释放后，小孢子体积迅速增大，细胞
壁增厚，细胞质有明显的液泡化现象（ 图版 Ｉ： Ｆ） 。

２．２ 小孢子形成的超微结构观察

顶端有一个小孔，即为萌发孔，为以后花粉管长出
多小颗粒瘤状突起，数目及密集程度不等，为颗粒

讨论
造孢细胞是由孢原细胞有丝分裂后形成的一

类具有分生能力的细胞。 前人研究表明，杉木的造

杉木的造孢细胞形成于 １０ 月，结束于第二年的

孢组织具有一般分生组织的特征，但核仁呈不规则

１ 月底至 ２ 月初，持续近 ４ 个月。 造孢细胞形成后，

分枝状，细胞呈多角形；小孢子母细胞之间具胞间

位于小孢子囊的中部，细胞数量多，呈多边形，彼此

隙，细胞质膜和细胞壁之间有胼胝质，核仁呈不规

排列紧密（ 图版 Ｉ： Ｇ⁃Ｈ） 。 造孢细胞的细胞核较大，

则块状，细胞呈圆形（ 蒋恕和黄金生， １９８８） 。 在本

Ｉ） 。 同时，造孢细胞的细胞壁较薄（ 图版 Ｉ： Ｊ） ，内含

阶段，第一阶段为 １０ 月中旬或者更早，持续至翌年

孢细胞处于活跃分裂中，可观察到一些细胞具有两

细胞的超微结构观察发现：其数量多，细胞呈多边

是细胞内的主要部分，核仁中染色质浓缩（ 图版 Ｉ：
有丰富的细胞器和脂类物质（ 图版 Ｉ： Ｋ） 。 此外，造

研究中，扬州地区杉木花粉的发育过程可分为四个
的 ２ 月，此时是造孢细胞的形成阶段。 通过对造孢

个核仁（ 图版 Ｉ： Ｌ） 。 造孢细胞发育成熟形成小孢

形，彼此排列紧密，细胞壁很薄。 第二阶段为 ２ 月上

孢子 内 含 有 高 尔 基 体、 线 粒 体 等 细 胞 器 （ 图 版 Ｉ：

造孢细胞的细胞核明显变大，表明染色体正在核内

被挤至细胞边缘（ 图版 Ｉ： Ｎ） 。 小孢子发育后期，细

阶段为 ２ 月下旬至 ３ 月上旬，造孢细胞经过冬季休

２．３ 花粉发育过程中营养物质的积累

成小孢子。 通过对造孢细胞减数分裂过程的半薄

子母细胞，小孢子母细胞减数分裂形成小孢子。 小

中旬，此时是造孢细胞减数分裂间期，我们观察到

Ｍ） 。 小孢子液泡化时期，中央形成大液泡，细胞核

复制准备减数分裂，其中含有丰富的细胞器。 第三

胞壁增厚，壁外形成许多乌氏体（ 图版 Ｉ： Ｏ） 。

眠发育成熟，春季解除休眠后进入减数分裂期，形

杉木花粉发育过程中，有明显的营养物质变化

切片观察，也发现杉木的四分体排列方式大多为四

规律。 １ 月底，在花粉细胞中可观察到仅有少量的

角型的排列方式，这一结果与徐进等（ ２００７） 的研究

孢子不断发育，细胞内的淀粉粒数量逐渐增多，细

洲赤松（ Ｐｉｎｕｓ ｓｙｌｖｅｓｔｒｉｓ） 、欧洲云杉（ Ｐｉｃｅａ ａｂｉｅｓ） 、白

淀粉粒，细胞核较大（ 图版Ⅱ： Ａ， Ｇ） 。 ２ 月上旬，小
胞排列相对集中（ 图版Ⅱ： Ｂ， Ｈ） 。 ２ 月中旬，淀粉

结果相似。 杉木造孢细胞的减数分裂过程与如欧
云杉（ Ｐ． ｇｌａｕｃａ） 和油杉（ Ｋｅｔｅｌｅｅｒｉａ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 的造孢

粒逐渐趋于成熟，体积进一步增大，周围出现液泡

细胞经减数分裂形成四分体的过程相似（ 李国平和

化现象，细胞数量显著增加（ 图版Ⅱ： Ｃ， Ｉ） 。 ２ 月下

黄群策， ２００６） ，都是经过冬季休眠而后在春季解除

Ⅱ： Ｄ， Ｊ） 。 ３ 月上旬，花粉细胞内部分淀粉粒解体，

阶段是杉木花粉发育成熟的过程。 整个花粉发育

旬，花粉细胞内的淀粉粒最明显，细胞壁增厚（ 图版

休眠后进行减数分裂。 第四阶段为 ３ 月中下旬，此

数目开始变少（ 图版Ⅱ： Ｅ） 。 ３ 月中下旬，花粉发育

过程中，营养物质特别是淀粉的积累呈现先增加后

２．４ 成熟花粉的形态特征

分裂提供物质基础，所积累的淀粉在减数分裂过程

成熟，细胞内的淀粉粒数目明显减少（ 图版Ⅱ： Ｆ） 。

３ 月中旬，杉木的花粉发育成熟，扁圆球形的花

减少的趋势。 淀粉的积累是为花粉母细胞的减数
中大部分被花粉粒迅速转化、吸收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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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１０ 月中旬，造孢细胞排列紧密，细胞核不明显； Ｂ． １１ 月中旬，造孢细胞有明显的细胞核；
Ｃ． １ 月下旬至 ２ 月上旬，呈游离状的小孢子母细胞； Ｄ． 减数分裂形成的二分体小孢子； Ｅ． 减数分裂形成未分开的四分体小孢子； Ｆ． 从四分体释放后的小孢
子呈松散结构，细胞核大，质浓； Ｇ⁃Ｈ． 造孢细胞； Ｉ． 造孢细胞的分枝状核仁； Ｊ． 造孢细胞间的细胞壁； Ｋ． 造孢细胞内的细胞器和脂类物质； Ｌ． 造孢细胞正
处于活跃的细胞分裂； Ｍ． 小孢子内的细胞器； Ｎ． 小孢子液泡化时期； Ｏ． 小孢子发育后期。 ＳＣ． 造孢细胞； Ｎ． 细胞核； ＭＭＣ． 小孢子母细胞； ＤＹ． 二分染色
体； Ｔｅ． 四分染色体； Ｖａ． 液泡； Ｍｓ． 小孢子； Ｎｕ． 核仁； Ｗ． 细胞壁； Ｖｅ． 小泡； Ｌ． 脂类； Ｍ． 线粒体； Ｄｉ． 高尔基体； Ｕ． 乌氏体。 比例尺： Ａ⁃Ｆ ＝ ３０ μｍ；
Ｇ ＝ ５０ μｍ； Ｈ ＝ ５ μｍ； Ｉ⁃Ｌ ＝ ２ μｍ； Ｍ＝ １００ ｎｍ； Ｎ＝ ５ μｍ； Ｏ ＝ ０．５ μｍ。

图版Ⅰ 杉木小孢子形成过程解剖及超微结构

ＰｌａｔｅⅠ Ａｎａｔ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ｕｌｔ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ｓｐｏｒ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ｓｐｏ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Ａ． Ｉｎ ｍｉｄ⁃Ｏｃｔｏｂｅｒ， ｓｐｏｒｏｇｅｎｏｕｓ ｃｅｌｌｓ ｗｅｒ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ｄ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Ｂ． Ｉｎ ｍｉｄ⁃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ｔｈｅ ｓｐｏｒｏｇｅｎｏｕｓ ｃｅｌｌ ｈａｄ ａｎ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ｎｕｃｌｅｏｌｕｓ； Ｃ． Ｉｎ ｌａｔｅ Ｊａｎｕａｒｙ ｔｏ ｅａｒｌ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ｍｉｃｒｏｓｐｏｒｅ ｍｏｔｈｅｒ ｃｅｌｌｓ ｗｅｒ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ｄ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Ｄ． Ｄｙａｄ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ｍｅｉｏｓｉｓ； Ｅ． Ｔｅｔｒａｄ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ｍｅｉｏｓｉｓ； Ｆ．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ｓｐｏｒｅ ｒｅｌｅａｓ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ｅｔｒａｄ ｗｉｔｈ ａ ｌａｒｇｅ ｎｕｃｌｅｕｓ ａｎｄ ｔｈｉｃｋ ｃｙｔｏｐｌａｓｍ； Ｇ⁃Ｈ． Ｓｐｏｒｏｇｅｎｏｕｓ ｃｅｌｌ； Ｉ． Ｓｐｏｒｏｇｅｎｏｕｓ ｃｅｌｌ ｗｉｔｈ ａ ｂｒａｎｃｈｉｎｇ ｎｕｃｌｅｏｌｕｓ； Ｊ． Ｃｅｌｌ ｗａｌｌ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ｐｏｒｏｇｅｎｏｕｓ ｃｅｌｌｓ；
Ｋ．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ｅｌｌｅｓ ａｎｄ ｌｉｐｉｄｓ ｉｎ ｓｐｏｒｏｇｅｎｏｕｓ ｃｅｌｌｓ； Ｌ．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ｅ ｓｐｏｒｏｇｅｎｏｕｓ ｃｅｌｌｓ； Ｍ．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ｅｌｌｅｓ ｉｎ ｍｉｃｒｏｓｐｏｒｅ； Ｎ． Ｍｉｃｒｏｓｐｏｒｅ ｖａｃｕｏ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 Ｍｉｃｒｏｓｐｏｒｅｓ
ｉｎ ｌａｔ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 ＳＣ． Ｓｐｏｒｏｇｅｎｏｕｓ ｃｅｌｌ； Ｎ． Ｎｕｃｌｅｕｓ； ＭＭＣ． Ｍｉｃｒｏｓｐｏｒｅ ｍｏｔｈｅｒ ｃｅｌｌ； ＤＹ． Ｄｙａｄ； Ｔｅ． Ｔｅｔｒａｄ； Ｖａ． Ｖａｃｕｏｌｅ； Ｍｓ． Ｍｉｃｒｏｓｐｏｒｅ； Ｎｕ． ｎｕｃｌｅｏ⁃
ｌｕｓ； Ｗ． Ｗａｌｌ； Ｖｅ． Ｖｅｓｉｃｌｅ； Ｌ． Ｌｉｐｉｄ； Ｍ．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 Ｄｉ． Ｄｉｃｔｙｏｓｏｍｅ； Ｕ． Ｕｂｉｓｃｈ ｂｏｄｙ． Ｓｃａｌｅ ｂａｒｓ： Ａ⁃Ｆ ＝ ３０ μｍ； Ｇ ＝ ５０ μｍ； Ｈ ＝ ５ μｍ； Ｉ⁃Ｌ ＝ ２ μｍ； Ｍ ＝
１００ ｎｍ； Ｎ ＝ ５ μｍ； Ｏ ＝ ０．５ μ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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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木花粉发育过程及成熟花粉结构 Ａ． １ 月底花粉细胞； Ｂ． ２ 月上旬花粉细胞； Ｃ． ２ 月中旬花粉细胞； Ｄ． ２ 月
下旬花粉细胞； Ｅ． ３ 月上旬花粉细胞； Ｆ． ３ 月中下旬花粉细胞； Ｇ． １ 月底花粉细胞超微结构； Ｈ． ２ 月上旬花粉细胞超微结构； Ｉ． ２
月中旬花粉细胞超微结构； Ｊ． ２ 月下旬花粉细胞超微结构； Ｋ－Ｍ． 成熟的花粉细胞； Ｎ－Ｏ． 花粉细胞萌发孔； Ｐ． 花粉细胞外壁。
Ｐ． 花粉粒； Ｓ． 淀粉粒； Ｎ． 细胞核。 比例尺： Ａ－Ｆ ＝ ２０ μｍ； Ｇ－Ｊ ＝ ２ μｍ； Ｋ ＝ １００ μｍ； Ｌ ＝ ２０ μｍ； Ｍ－Ｏ ＝ １０ μｍ； Ｐ ＝ ５ μｍ。
ＰｌａｔｅⅡ Ｐｏｌｌ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ｕｌｔ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ｍａｔｕｒｅ ｐｏｌｌｅｎ ｉｎ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Ａ． Ｍｉｃｒｏｓｐｏｒｅ ｉｎ ｌａｔｅ
Ｊａｎｕａｒｙ； Ｂ． Ｍｉｃｒｏｓｐｏｒｅ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Ｃ． Ｍｉｃｒｏｓｐｏｒｅ ｉｎ ｍｉｄ⁃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Ｄ． Ｍｉｃｒｏｓｐｏｒｅ ｉｎ ｌａｔｅ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Ｅ． Ｍｉｃｒｏｓｐｏｒｅ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Ｍａｒｃｈ；
Ｆ． Ｍｉｃｒｏｓｐｏｒｅ ｉｎ ｌａｔｅ Ｍａｒｃｈ； Ｇ． Ｕｌｔ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ｓｐｏｒｅ ｉｎ ｌａｔｅ Ｊａｎｕａｒｙ； Ｈ． Ｕｌｔ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ｍｉｃｒｏｓｐｏｒｅ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Ｉ． Ｕｌｔ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ｓｐｏｒｅ ｉｎ ｍｉｄ⁃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Ｊ． Ｕｌｔ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ｓｐｏｒｅ ｉｎ ｌａｔｅ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Ｋ⁃Ｍ． Ｍａｔｕｒｅ ｍｉｃｒｏｓｐｏｒｅ； Ｎ⁃Ｏ． Ｇｅｒｍｉｎａｌ ａｐｅｒｔｕｒｅ ｉｎ ｍｉｃｒｏ⁃
ｓｐｏｒｅ； Ｐ．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ｓｐｏｒｅ． Ｐ． Ｐｏｌｌｅｎ； Ｓ． Ｓｔａｒｃｈ； Ｎ． Ｎｕｃｌｅｕｓ． Ｓｃａｌｅ ｂａｒｓ： Ａ－Ｆ ＝ ２０ μｍ； Ｇ－Ｊ ＝ ２ μｍ； Ｋ ＝ １００ μｍ； Ｌ ＝ ２０ μｍ； Ｍ－Ｏ ＝
１０ μｍ； Ｐ ＝ ５ μ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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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粉是杉木有性生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张卓文， ２００５） ，裸子植物通常是风媒传粉植物，其
花粉演化成了利于风媒传播的形态和结构特征（ Ｌ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张敏等， ２０１４； 王莉等， ２０１５） 。 针叶
树的花粉直径在 ２０ ～ １００ μｍ 之间，并且花粉的含水
量很低，通常在 ５％ ～ １０％ （ Ｏｗｅｎｓ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８） 。 贾
子瑞等（２０１４） 对云杉属 ２０ 个种的花粉结构用扫描
电镜进行 了 观 察， 发 现 花 粉 均 属 于 两 气 囊 松 科 花
粉，大小为 ８４．３３ ～ １１８．７９ μｍ。 张敏等（ ２０１４） 对 ５

种裸子植物花粉外壁进行了扫描电镜观察，发现杉
木的花粉粒近扁球形，花粉粒体积小，在花粉极面
有 １ 个稍微突出的乳头状突起，外壁有疏松的颗粒
状纹饰。 本研究中，杉木花粉呈扁圆球形，直径约
２０ μｍ，属于较小的花粉，表面具颗粒状纹饰，花粉

的轮廓线呈现波浪形，使得花粉的逸散更加容易。
虽然不具有气囊，但其进入空气中之后立即失水，
从而减轻了自身重量，有利于空气中漂浮。 另外花
粉薄壁区向下凹陷，使花粉形成空腔，从而增加了
其在空气中的浮力。 这些结果表明，杉木花粉的这
些特点体现了其适应风媒传粉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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