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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猕猴桃属（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植物全世界有 ６６ 种，约有 １１８ 个种下分类单位（也有新的划分方法将其划分

为 ５４ 种 ２１ 变种），其中大部分为中国特有。 在猕猴桃杂交育种中，不同倍性之间选配不当会出现杂交失

败、后代不育等现象，因此倍性鉴定是猕猴桃常规育种亲本选择的前提条件之一。 但到目前为止，不少猕猴

桃种或亚种的染色体倍性研究并不十分清楚，因而限制了这些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利用。 该研究针对广西植

物研究所猕猴桃种质资源圃收集的目前倍性尚不明确的白萼、白花柱果、二色花、临桂、卵圆叶、桃花、宛田、
长果、融水和五瓣猕猴桃等 １０ 个种类的猕猴桃，使用酸解法制备染色体标本，通过显微镜观察确定其倍性。
这 １０ 个种类大多为广西特有，其中蕴藏着独特的优良园艺性状，具有很高的生产和开发价值。 该研究结果

表明这 １０ 个种类猕猴桃的染色体倍性均为二倍体（２ｎ＝ ２ｘ ＝ ５８）。 该研究结果进一步丰富了猕猴桃种质资

源多样性数据库，为这些猕猴桃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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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猕猴桃属（ 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植物全世界共有 ６６ 个

种，约 １１８ 个种下分类单位（变种、变型） （黄宏文

等，２０００），也有最近的文献将其划分为 ５４ 个种

（Ｌ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其中绝大部分为中国特有。 猕猴

桃种质资源具有丰富的多样性，是进行品种改良

和新品种选育的基础。 目前世界上大部分的猕猴

桃品种主要通过“中华”、“美味”类猕猴桃选育而

来，遗传背景比较单一，制约了诸多性状的进一步

改良，例如“中华”、“美味”类猕猴桃普遍高感溃

疡病，通过实生选育或种内杂交获得抗性种质十

分困难。 而其它猕猴桃种类很多具有优良的溃疡

病抗性，通过种间杂交的方式获得溃疡病抗性品

种成为一种有效手段。 而进行猕猴桃种间杂交，
首先必须明确各个杂交亲本的染色体倍性，以减

少杂交育种的盲目性。 黄宏文等（２０００）对猕猴桃

属的染色体倍性多样性进行了较充分的综述和研

究，但其中研究比较清楚的只有 ４６ 个种或亚种，
仍有很大一部分猕猴桃种或亚种的染色体倍性

未知。
目前，针对猕猴桃属各种或亚种的染色体倍

性研究进展相对缓慢，主要是大部分研究单位缺

少相应的种质资源或收集的资源比较分散，无法

进行系统研究。 广西植物研究所自 １９８０ 年开始

猕猴桃的分类学研究和野生种质资源的调查、收
集和保存，并与武汉植物园等单位进行合作和交

流，目前已建立了华南地区最大的猕猴桃野生种

质资源圃，收集保存了 ７０ 多个种（包括变种），其
中原产于广西的种类（变种）３８ 个，具有丰富的遗

传多样性。 本研究充分发挥资源优势，针对倍性

未知的 １０ 个猕猴桃种（变种）进行染色体制片和

观察，确定其倍性，以进一步丰富猕猴桃种质资源

多样性数据库和为这些遗传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奠定基础。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本研究使用的材料均采集于广西壮族自治区

中国科学院广西植物研究所猕猴桃种质资源圃。
其中临桂长果、桃花、融水、二色花、白萼、五瓣和

宛田猕猴桃为李瑞高等于 ２００３ 年报道的新种，而
卵圆叶和白花柱果猕猴桃为李瑞高等于 ２００２ 年

报道的新变种。
１．２ 染色体制片

于春季 ４ 月初上午 １０：００ 左右，取刚萌发的嫩

枝茎尖，使用锋利的解剖刀迅速剥去外面包裹的

绒毛和皮层，截取 ２ ｍｍ 左右的茎尖部分，迅速置

于 ０．１％的秋水仙素中，避光保存。 用秋水仙素处

理 ２．５ ～ ３．０ ｈ 后，用无菌水冲洗干净，使用卡诺固

定液（乙醇 ∶ 冰醋酸 ＝ ３ ∶ １）于 ４ ℃固定 ３０ ｍｉｎ 以

上。 去掉固定液，无菌水冲洗 ２ 遍，加入 １ ｍｏｌ·
Ｌ⁃１盐酸与 ４５％醋酸溶液 １ ∶ １ 的混合液，于 ６０ ℃
水浴锅中解离 ５ ｍｉｎ，解离后用无菌水冲洗 ３ 遍，
至于载玻片上，卡宝品红染色，压片，使用蔡司显

微镜 Ａｘｉｏ Ｉｍａｇｅｒ Ｍ２ 于 ４００ 倍下进行染色体观察

和计数。

２　 研究结果

这１０个种类的猕猴桃染色体倍性均为二倍

１２２２ 期 王发明等： 猕猴桃属十个种的染色体倍性鉴定



表 １　 １０ 个种类猕猴桃的染色体倍性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 ｐｌｏｉｄｙ ｏｆ ｔｅｎ ｓｐｅｉｃｅｓ ｏｆ 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

种 （亚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Ｓｕｂｓｐｅｃｉｅｓ）

采样地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ｉｔｅ

倍性
Ｐｌｏｉｄｙ

白萼 Ａ． ａｌｂｉｃａｌｙｘ 桂林，广西植物研究所 ＧＸＩＢ， Ｇｕｉｌｉｎ ２ｎ ＝ ２ｘ ＝ ５８

白花柱果 Ａ．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 桂林，广西植物研究所 ＧＸＩＢ， Ｇｕｉｌｉｎ ２ｎ ＝ ２ｘ ＝ ５８

二色花 Ａ． ｄｉｖｅｒｓｉｃｏｌｏｒａ 桂林，广西植物研究所 ＧＸＩＢ， Ｇｕｉｌｉｎ ２ｎ ＝ ２ｘ ＝ ５８

临桂 Ａ． ｌｉｎｇｕｉｅｎｓｉｓ 桂林，广西植物研究所 ＧＸＩＢ， Ｇｕｉｌｉｎ ２ｎ ＝ ２ｘ ＝ ５８

卵圆叶 Ａ．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ｏｖａｔｉｆｏｌｉａ 桂林，广西植物研究所 ＧＸＩＢ， Ｇｕｉｌｉｎ ２ｎ ＝ ２ｘ ＝ ５８

桃花 Ａ． ｐｅｒｓｉｃｉｎａ 桂林，广西植物研究所 ＧＸＩＢ， Ｇｕｉｌｉｎ ２ｎ ＝ ２ｘ ＝ ５８

宛田 Ａ． ｗａｎｔｉａｎｅｎｓｉｓ 桂林，广西植物研究所 ＧＸＩＢ， Ｇｕｉｌｉｎ ２ｎ ＝ ２ｘ ＝ ５８

长果 Ａ． ｌｏｎｇｉｃａｒｐａ 桂林，广西植物研究所 ＧＸＩＢ， Ｇｕｉｌｉｎ ２ｎ ＝ ２ｘ ＝ ５８

融水 Ａ． ｒｏｎｇｓｈｕｉｅｎｓｉｓ 桂林，广西植物研究所 ＧＸＩＢ， Ｇｕｉｌｉｎ ２ｎ ＝ ２ｘ ＝ ５８

五瓣 Ａ． ｐｅｎｔａｐｅｔａｌａ 桂林，广西植物研究所 ＧＸＩＢ， Ｇｕｉｌｉｎ ２ｎ ＝ ２ｘ ＝ ５８

注： １． 白萼； ２． 白花柱果； ３． 二色花； ４． 临桂； ５． 卵圆叶； ６． 桃花； ７． 宛田； ８． 长果； ９． 融水； １０． 五瓣猕猴桃。
Ｎｏｔｅ： １． Ａ． ａｌｂｉｃａｌｙｘ； ２． Ａ．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 ３． Ａ． ｄｉｖｅｒｓｉｃｏｌｏｒａ； ４． Ａ． ｌｉｎｇｕｉｅｎｓｉｓ； ５． Ａ．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ｏｖａｔｉｆｏｌｉａ；

６． Ａ． ｐｅｒｓｉｃｉｎａ； ７． Ａ． ｗａｎｔｉａｎｅｎｓｉｓ； ８． Ａ． ｌｏｎｇｉｃａｒｐａ； ９． Ａ． ｒｏｎｇｓｈｕｉｅｎｓｉｓ； １０． Ａ． ｐｅｎｔａｐｅｔａｌａ．

图 １　 １０ 个种类猕猴桃的染色体数目
Ｆｉｇ． １　 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ｔｅ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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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猕猴桃 １０ 个种类的叶片和果实基本性状（融水和五瓣暂缺果实图像）
Ｆｉｇ． ２　 Ｌｅａｖｅｓ ａｎｄ ｆｒｕｉｔ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

体，２ｎ ＝ ２ｘ ＝ ５８（表 １），其染色体数目详见图 １。

３　 讨论

猕猴桃染色体数目较多且形态较小，每条染

色体的平均长度 ０．６ ～ １．５ μｍ（Ｂｏｗｄｅｎ，１９４５；Ｍｃ⁃
ｎｅｉｌａｎｅ ＆ Ｃｏｎｓｉｄｉｎｅ，１９８９；Ｗａｔａｎａｂｅ ＆ Ｔａｋａｈａｓｈｉ，
１９８９），使得其染色体制片和进行核型分析相对困

难。 而且猕猴桃属于多年生雌雄异株果树，其基

因组杂合程度较高，在生产上或研究上一般通过

嫁接的方式进行繁殖或进行种质资源的异地迁移

保护，所以对其进行染色体制片观察无法选用常

用的效果较理想的根尖材料，只能使用接穗上的

组织。 使用茎尖分生组织进行猕猴桃染色体的制

片和倍性观察是一种常用的方法，然而选用的茎

尖最好是处于分生组织分裂较旺盛的阶段，所以

取样的季节和时间对制片效果都至关重要，本研

究通过多次取样比较，发现春季 ４ 月份气温上升

到 ２５ ℃左右时于白天上午 １０：００ ～ １１：００ 取样效

果相对较好，获得的中期分裂比例相对较多。
猕猴桃倍性变异较为广泛，从二倍体到八倍

体甚至非整倍体均有报道（黄宏文等，２０００；曾华

等，２００９），该研究报道的 １０ 个猕猴桃种类均为二

倍体，但不能排除在自然群体中可能存在其它倍

性的变型或变种，有待进一步考察和发现。 在猕

猴桃杂交育种中，不同倍性之间选配不当会造成

杂交失败、后代不育等后果（王圣梅等，１９９４），因
此倍性鉴定是猕猴桃常规育种亲本选择前提条件

３２２２ 期 王发明等： 猕猴桃属十个种的染色体倍性鉴定



之一。 该研究使用的材料大部分为广西植物研究

所收集保存的广西特有物种（其叶片和果实的基

本性状见图 ２），很多种类中蕴藏着独特的优良园

艺性状，具有很高的生产和开发价值，例如长果猕

猴桃因其独特的风味、高 Ｖｃ、易剥皮和其它多种优

异的园艺性状，目前已经选育成品种并已初步推

广（李洁维，２００７）。 而其它几个种也具有较高的

利用价值，如白萼和白花柱果的常绿性状，二色

花、临桂和卵圆叶对溃疡病的高抗性状等。 该研

究为利用这些猕猴桃种类进行种间杂交培育新品

种，或为其系统发育、细胞遗传以及其它方面的研

究提供了生物学资料，丰富了猕猴桃种质资源多

样性数据库，为进一步推动这些猕猴桃种类的合

理开发利用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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