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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桃种质资源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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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是核桃的主要起源和分布地区之一袁其种质资源丰富袁包括大量野生尧农家实生种质材料及栽培种类
型袁栽培产量及面积位于世界前列遥 本文主要从核桃的地理分布尧结果习性尧生物学尧遗传多样性及基因定位等方面阐
述了我国核桃种质资源的研究现状袁以为其开发利用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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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on Germplasm Resources of Walnu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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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is one of the main origin and distribution areas of walnut, its germplasm resources are rich, including a
large number of wild and farm germplasm materials and cultivation types. Its cultivation yield and area are leading in the world.In
this paper, the research status of walnut germplasm resources in China was expounded from the aspects of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fruit bearing habit, biology, genetic diversity and gene localization,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its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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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桃别名胡桃袁为胡桃科胡桃属乔木袁属温带树
种袁居世界四大干果渊核桃尧扁桃尧腰果尧榛子冤之首[1]遥

核桃是重要的木本油料树种袁有较高的经济和药用价

hopeiensis Hu冤和铁核桃渊Juglans Sigillata Dode冤[4]遥 遗传
多样性是生命进化和适应的基础袁也与物种的生命力
和育种能力密切相关[5-6]遥 物种内遗传多样性越丰富袁

值袁核桃种仁营养丰富袁含有多种植物脂肪尧蛋白质以

物种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越强遥 遗传变异是生物进

及钙尧铁尧钾等矿物元素和维生素袁是优质的传统食

化的核心主动力袁因而遗传多样性及进化规律是生物

品 遥 全世界核桃属渊Juglans冤植物约有 23 个种袁其中
[2]

中国是核桃属植物的起源和分布中心之一袁栽培核桃
已有 2000 多年历史袁是世界上核桃栽培面积和产量最

多样性和遗传进化发育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遥 遗传多
样性是每一个有机体所固有的袁是长期适应和进化的
产物[7]遥 遗传多样性的研究袁有助于了解种质的多样

大的国家[3]袁种质资源丰富遥 原产中国的有 5 个种袁即核

性尧品种的遗传背景尧遗传结构和遗传关系袁为育种材

核 桃 楸 渊Juglans mandshurica Max.冤尧 麻 核 桃 渊Juglans

方案和育种策略袁为区域间引种驯化提供指导[8]遥

桃渊Juglans regia L.冤尧野核桃渊Juglans cathayensis Dode冤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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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选择提供信息袁还可以帮助人们制定合理的开发

1 核桃种质资源分类方法研究
1.1 生态起源法

核桃在我国分布范围广泛袁且高差相差大遥 从云
南勐腊县到新疆博乐市袁从新疆塔什库尔干东至辽宁
丹东均有分布遥 种伟[9]通过核桃的树体结构尧生物特性
及其生长环境和区域社会经济条件袁将核桃分布区分
为黄河中下游尧西北片区尧西南片区和南方丘陵 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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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遥奚声珂[10]提出了地理生态型分类法袁将我国核桃

越丰富袁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越强袁分布范围越大袁适

划分成 4 个品类院淤新疆核桃遥 新疆核桃主要分布于

应新环境的能力越强[18]遥

天山南麓与昆仑山北麓袁在境内呈不连续分布袁各产

2.1 形态学研究

地之间常有千里戈壁相隔袁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尧各具

形态分类是研究物种遗传多样性最古老尧运用频

特色的实生种群袁主要有早实核桃尧和田大果核桃尧穗

率最高的的方法之一袁表型性状是物种肉眼可见的形

状核桃曰于华北山地核桃遥 主要产地在华北山麓等地

态特征袁形态标记可以直观检测到袁是植物多样性和

带袁核桃产量较高袁分布广泛袁连续分布袁基因交流频

系统进化方向研究的重要内容[19]遥 由于表型和基因型

繁袁其中表现较好的几种资源有大薄皮核桃尧龙眼核

之间存在复杂的中间联系袁如基因表达尧调控尧个体发

桃尧露仁核桃曰盂秦巴山地核桃遥 主要分布在秦岭山脊

生等袁利用形态学方法检测遗传变异的关键是根据表

以南山地和大巴山区袁主要生长特点是生长快尧树势

型差异反映基因型的差异[20]遥 表型性状有 2 种类型院一

旺尧叶片大尧结果多曰榆西藏高地核桃遥 主要分布在雅

是符合孟德尔遗传规律的单基因性状袁 如品质性状尧

鲁藏布江流域沿岸袁其主要性状表现为坚果大尧壳薄尧

罕见突变等曰二是由多基因决定的数量性状袁如大多

坚果出油率高 遥

数形态性状和生活史性状[21]遥 核桃的叶尧坚果等性状可

[11]

1.2 结果枝枝型法

以稳定遗传给下一代袁是研究植物遗传变异的重要材

[12]

刘君慧 认为袁核桃不同枝型与其产量有一定的
关系袁可分为短枝型尧长枝型尧粗枝型遥 其中院短枝型袁

料袁具有很大的开发利用价值[22]遥 王晓芹等[23]对新疆核

桃的外观指标进行了分析袁确定新文 185 核桃的种子

树体矮小袁侧枝多而短袁腋花芽结果比例高曰长枝型袁

坚果具有良好的综合性状袁是值得选育作为亲本的核

树体较大袁生长势旺盛袁侧枝多而细长袁一年生侧枝多

桃品种遥 邓凤彬等[24]对新疆 34 个野生核桃果实的表型

在 30 cm 以上曰粗枝型袁侧枝粗壮袁树冠稀疏袁发枝力

性状进行了评价袁得出新疆野生核桃种质之间差异显

低袁节间短遥 可在枝型选择的基础上袁再按结果期尧品

著且表型性状遗传多样性较为丰富的结论遥

质尧抗病等要求优选袁从而逐步培育出结实早尧产量

2.2 胚胎学研究

高尧品质好尧抗病性强的新品种遥

核桃具有无融合生殖能力袁利用无融合胚建立核

1.3 荧光特性法

桃的离体再生体系袁 在栽培和育种方面具有重要意

根据生育特性袁可将核桃分为早实品种和晚实品
种 2 类袁每一类又分为纸皮尧薄皮尧厚皮 3 个类群遥 早

实品种播种后 2~3 年结果袁少数当年有花曰晚实品

义遥 常董董[25]尧张智英[26]尧邹朋波[27]观察了不同核桃品种
渊系冤的无融合生殖率袁研究了适宜的外植体灭菌方法

和褐化控制方法袁筛选了诱导核桃胚萌发以及核桃茎

种大多 6~10 年甚至 15 年才结果 遥 张芸丽 以3 个

段培养的培养基和培养条件遥 李永涛[28]以核桃品种香

出院早实品种的光合能力高于晚实品种袁且对光抑制

过程袁对其胚营养积累过程中脂肪尧蛋白质尧糖含量的

反应较为敏感袁光合机构自我保护能力较强遥 此外袁与

变化及空间分布特点进行了组织化学分析遥 姜思佳[29]

早实品种相比袁晚实品种的 LSP 增加了 6.71%袁LCP 减

对胡桃楸体胚的发生体系及胚性细胞悬浮培养体系

[13]

[14]

早实核桃品种和 3 个晚实核桃品种为试材袁 研究得

少了 2.58%袁 表明晚实品种对强光的利用能力以及对

玲为试验材料袁运用石蜡制片技术观察了其胚胎发育

的建立进行了深入研究袁寻找到了诱导胡桃楸胚性愈

环境的适应能力强于早实品种袁早实品种受到强光照

伤组织的最适条件遥

射时更易发生光抑制遥

2.3 解剖学研究

1.4 果实性状法

植物组织结构形态变化一方面是指植物生长发

根据坚果的经济性状袁可将核桃分为露仁尧绵核

育过程袁另一方面是指植物各组织对所处生态环境条

桃尧夹核桃尧穗状和隔年核桃等 5 个品系 遥 根据生育

件变异的适应能力袁植物组织结构的研究为植物的育

[15]

特性袁又分为早实品种和晚实品种 遥 余德浚 将实生
[16]

[15]

种尧抗旱尧抗病尧抗逆等领域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支持遥

农家核桃品种依核壳厚度分为厚壳尧露仁尧薄壳和纸壳

陈善波等[30]通过形态比较尧石蜡切片和电镜扫描等方

核桃 4 种类型袁将穗状核桃单列袁共划分为 5 个类型遥

法袁 比较了穗状核桃优良资源的雌花芽生长发育特

2 遗传多样性分析方法研究

遗传多样性是核心和基础袁一个物种的进化不仅
依赖其遗传多样性和物种的经济和生态价值袁还依赖
于其独特的基因构成[17]遥对于植物来说袁其遗传多样性
48

点袁对四川特异种质资源进行了挖掘遥 刘志红等[31]对胡
桃尧 野核桃和胡桃楸的木材微观结构进行了电镜观
察袁比较了 3 个树种木材微观解剖特征袁其微观结构

差异主要体现在孔材尧导管腔径尧壁厚尧管孔密度尧双

李 根等院中国核桃种质资源研究进展
列木射线高度等几个性状袁说明了胡桃楸和野核桃首

于区域内部袁占总变异的 88.48%袁同时说明了新疆地

先相聚袁亲缘关系较近遥

区的核桃较为特殊且基因交流较为封闭遥

2.4 孢粉学研究

3 展望

果树孢粉学主要研究果树花粉的形态结构及特

中国核桃资源丰富袁栽培历史久远袁资源类型多

征遥 花粉形态稳定性可用于探究不同物种或同属之间

样袁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不同遥 核桃的变异对核桃高效

的亲缘关系尧进化进程及演化规律袁在植物分类尧系统

育种尧优异基因筛选尧种质资源调查及优良种质开发

发育尧起源与演化等方面得到普遍应用 遥 花粉形态因
[32]

受基因控制袁其自身所具有的保守性使其难以受到外

利用等提供了保障袁可从形态学尧生物学和分子水平
方面探讨核桃不同地区不同资源的遗传多样性和亲

界环境条件的影响袁故遗传性基本稳定 遥 孢粉的特性

缘关系袁为今后核桃种质资源品质遗传及改良工作奠

能基本反映物种的遗传本质袁且分析方法简易袁故孢

定一定的研究基础遥

粉分析已在许多植物分类上得到广泛应用遥目前袁孢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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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析袁通过筛选出的 15 对具有多态性的 SRAP 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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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艺学
输在农产品流通环节的应用袁 借助物联网标识技术袁
最终形成涵盖生产尧加工尧流通尧销售全环节的服务体
系遥 政府部门应加大对智慧农业的扶持力度袁探索智
慧农业发展途径袁并组织高校院所袁解决生产实践中
存在的实际问题遥 同时袁可采取补贴的形式袁鼓励种植
户尧合作社及社会资本进行智慧农业生产袁加快实现
甘孜州农业信息化全覆盖袁加快甘孜州现代化农业发
展进程袁实现甘孜州地区农牧民持续增收袁促进藏区
社会安定团结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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