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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马尾松种子园研究进展
张国洲 1，谢维斌 2
(1. 贵阳学院生物与环境工程系，贵阳 550005；2. 都匀市林业局，都匀 558000)
摘 要：阐述了我国马尾松种子园的建园历程、生产能力、遗传多样性和生产管理，并提出了马尾松种子园以
后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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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davance of Masson pine seed orchard in China
ZHANG Guo-zhou1, XIE Wei-bi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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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uyun Forestry Bureau of Guizhou Province, Duyun 558000)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summarized the orchard establishment history, production capacity, genetic diversity, and management of seed orchard of masson pine in China, and then made a proposal of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seed orchard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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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不可或缺的一种自然
资源，林木则是构建森林资源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也是人类社会利用森林资源最重要的产品之一。马
尾松（Pinus manssoniana Lamb）系松科松属常
绿乔木，是我国松属中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一种
主要用材树种。马尾松寿命长，树势挺拔，苍劲雄
伟，是营造风景林、疗养林的好树种。马尾松在适
宜的立地条件下，生长迅速，有较强的耐瘠薄性和
宽泛的适应性，属难以替代的山地造林先锋树种。
马尾松的扩大繁殖方式主要是通过有性繁殖进行，
而人们大规模获取遗传改良的种子，主要是依靠马
尾松种子园建设来实现的[1]。加强马尾松良种化及
其扩繁能力的研究，对我国南方生态林建设乃至全
国的林业产业建设均有着重要的影响[2]。

1

马尾松种子园的建园历程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对马尾松只是着眼于自然
资源的利用，而对其种质资源保护与遗传改良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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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一直未得到重视，马尾松种子园的建设起步很晚。
1958 年，福建林学院俞新妥教授开始马尾松种源试
验。1972 年，全国召开了首次林木良种科研协会。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马尾松种子园建设被列入国
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马尾松遗传改良工作在我国
全面地、系统地展开[3-4]。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
国马尾松种子园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研究内
容主要涉及优树选择、育种园建设、无性系初级种
子园建立、子代测定林营建等[5]。目前，我国共选
出优树 5 500 多株，建立优树收集圃与育种园 100
hm2、无性系初级种子园 1 100 hm2，其中，马尾松
1.5 代无性系种子园 500 hm2，子代测定林近 1 000
hm2，并开始着手高世代无性系种子园建设[1]。
我国最早建立的良种基地之一的贵州黄平马尾
松初级种子园，经过 10 余年的子代测定和杂交组合
试验，从近 300 个优良无性系中，筛选出 49 个经遗
传测定的半同胞家系，21 个控制授粉的全同胞家
系，并以此为建园的遗传材料营建了 10 hm2 高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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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园。福建漳平“五一”国有林场马尾松种子园、
湖南城步林业科学研究所马尾松种子园等国家级的
重点林木良种基地，均经种子园多年的子代测定后
选择出大量的优质的遗传材料，建立了上千亩的高
世代种子园。贵州都匀市国有马鞍山林场根据贵州
黄平初级种子园子代测定材料，在贵州都匀马寨建
立了面积为 57.5 hm2 的马尾松 1.5 代种子园[6]，2008
年，着手营建马尾松高世代种子园。

2

马尾松生殖生物学研究与种子园的生产
概况

马尾松种子园的生产水平是以其种子的优良品
质和良种的数量为标准。马尾松种子园母树生长和
结实受诸多因素影响，如遗传、立地条件、树龄、
［ ］
密度及经营管理等方面 7 。赖焕林等[8]研究表明，
［ ］
种子潜能与种子效率主要受遗传控制。王培蒂等 9
观察发现，马尾松有性生殖过程有两次明显的生长
节律。
开花结实能力是影响种子产量的最重要因
[5,10-12]
素
。陈友力[13]研究表明种子园雌雄球花产量
变异主要来源于年份、无性系、无性系与年份互作
等效应。王培蒂等[14-16]研究发现，雄雌球花在发育
的时间上有差异，但两者的花粉授受期是同步的。
廖明等[17] 研究发现，马尾松各无性系间的遗传着花
能力是有明显差异的并相对稳定。黄启强等[18]研究
发现，同一年份各无性系花期早晚有差别。方彦
等[19]研究表明，马尾松约 90%的雄药集中在树冠的
中下层，80%的雌花集中在中上层。王以珊等[20]研
究表明，雌花始花期较早的无性系种子产量较高，
授粉期间旬平均温度及旬积温较高、湿度较低、没
有倒春寒时对种子产量有利。赖焕林[21]研究表明，
无性系间和分株间的花期并不完全一致，但存在一
定程度的同步性。徐进等[22]研究表明，无性系间和
年度间的雌雄球花量差异极显著，且雌雄球花量在
年度间亦达显著相关。金国庆等[23]研究发现马尾松
无性系种子园在结实初期自交率较高，异交水平较
低。
正是由于马尾松有性生殖过程较长，极易受环
境不利因素影响，从而导致我国马尾松种子园产量
总体水平不高，良种供给严重不足，极大地制约了
林业产业效能和水平的提高。我国有些马尾松种子
园的产量较高，如广西贵港覃塘林场的马尾松种子
园单株平均产种 0.23 kg，但是多数种子园的产量较
低，产量徘徊在 7.5~30 kg·hm-2 之间，有些种子园
种子产量甚至不到 1.5 kg·hm-2，如贵州黄平马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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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种子园，在高产年份平均产量为 0.22 kg·hm-2，
低产年份平均为 0.02 kg·hm-2 [6]。

3

马尾松种子园的遗传多样性

遗传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林木良种选育的基础，因此，对马尾松遗传多样性
的研究成为研究重点[24-27]。马尾松种子园母树结实
能力具有很强的遗传特性，建设种子园的根本目的
就是对目的树种经人工选择，利用自然交配或人工
选择交配的方式，集约经营，培育出能满足植树造
林需要的、大量的遗传品质优良的林木种子[6]。马
尾松子代群体遗传结构与其亲代遗传结构密切相
关，且子代群体间变异极少[25]。杨模华等[28]研究表
明用 CTAB 法可有效地提取马尾松群体分子生物学
研究中的基因组 DNA。张薇等[29]研究表明，马尾松
实生种子园的变异主要来源于群体内，群体间分化
较小。
艾畅等[30]认为，马尾松遗传多样性将直接影响
到人工林的稳定性和适应性。万艾华等[31]研究表明
传统的以行政区划即按省份采集优树建立马尾松无
性系种子园的方法是科学的。李志辉等[32]研究表明
马尾松天然林群体内遗传多样性水平高，个体间基
因多样性变异大。万爱华等[33]研究表明遗传距离与
空间距离之间的相关不显著，而与纬度之间的相关
较显著。江瑞荣等[34]研究表明从马尾松优良种源区
中再选择优良单株是有效的。杨章旗[35]研究表明各
家系间存在着显著差异。季孔庶等[36-37]研究表明马
尾松林木半同胞家系间存在较为丰富的遗传变异，
具选育潜力。杜林峰[38]研究结果表明马尾松家系选
择要注重树高生长量指标。

4

马尾松种子园的营建与管理

嫁接是马尾松无性繁殖行之有效的好方法。马
尾松富含松脂，是无性繁殖比较困难的树种，因此
无性系种子园建立的关键环节是嫁接技术[34,39]。目
前，我国的马尾松种子园，均采用的是嫩枝髓心形
成层对接法[40-43]。种子园无性系配置，极大地影响
着种子园种子生产的遗传多样性，也影响种子园种
子的产量和质量。经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研究，马尾
松种子园一般在坡度大的地段采用系统错位配置方
式，而在较平缓的地块则采用分组随机配置，这有
利于提高种子产量[12]。
合理的郁闭度和密度是马尾松种子园高产稳产
的关键。整形修剪可以使母树形成合理的树形，调
节生长与结实的关系，克服结实大小年现象[44]。秦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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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峰等[12]认为马尾松主干剪顶有利于抑制树高、扩
大树干、提高结实。适时截除马尾松顶端生长枝
（梢），能有效地防止因树冠相互交接都闭而产生的
结实层果下高的提升与结实层的缩小[43]。陈敬德[46]
研究表明，疏伐后花量与结实量成倍增长，还能大
幅提高单株产籽量、出籽率和发芽率。李悦等[47]认
为去劣疏伐要分多次、分阶段进行。伍孝贤[48]认为
种子园疏伐强度要因地制宜，因为树冠与密度呈负
相关。
加强马尾松种子园的害虫防治是一项艰巨的任
务。马尾松种子园的主要害虫是松毛虫、松梢螟、
［ ］
松实小卷蛾等 49 。利用白僵菌、苏云杆菌、施放赤
眼蜂等生物防治方法，可防治松毛虫为害[50]。利用
氧化乐果和杀灭菊脂，以及高压杀虫电网与黑光灯
可有效地防治松梢螟、松实小卷蛾等害虫[12]。利用
化学方法和物理方法可有效地防治松梢螟、松实小
卷蛾、油松小卷蛾，且松实小卷蛾和油松球果小卷
蛾虫果率由 92.26%降至 4.17%，马尾松结实量明显
提高[51-52]。

5

结论与展望

小结
种子园建设涵盖了较为广泛的植物生殖生物学
理论和林业生产管理技术，是一个林业生产技术和
管理手段的综合性系统工程。因此，提高马尾松种
子园的生产水平和种子产量，也不是单独的某一项
技术措施就能够实现的，而是要综合考虑和筛选入
园繁殖材料，并从调查分析的产量制约因素入手，
根据马尾松种子园的入园材料的生殖生物学特性，
采取多途径的生产管理与技术措施，创造一切有利
于生殖生长的环境条件，才能充分挖掘和发挥入园
繁殖材料的生殖潜能，提高种子园的良种生产水平。
5.2 展望
加强马尾松种子园建设。我国种子园的规模和
产量，都远不能满足社会植树造林的需要。种子园
建设其目的有两个，一是为了获得遗传增益高的良
种，二是通过增产木材而转化的经济效益，且木材
［ ］
的增值是种子园收益的 360.5 倍 53 。目前，由于未
经选择的马尾松劣种充斥市场，因其价格为良种的
1/3，市场上出现了“劣种好销，良种难卖”现象。
为了保证种子园的正常运转以及马尾松的遗传品质
的提高，迫切要求政府主管部门对种子园给予资金
上的支持、制定良种保护价、整顿林木种子市场、
明确规定造林必须用良种等措施。
加强马尾松遗传多样性研究。遗传多样性主要
5.1

大

学

学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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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物种内的不同群体间以及种群内不同个体间的
遗传变异，它是物种进化的本质，也是人类社会生
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24]。良种的多样性决定了它的
适应性基础，制约形成林分的稳定与多种效益的发
挥。影响种子园及其子代遗传组成和遗传多样性的
因素主要有园亲本的来源、遗传品质、亲本数量、
［ ］
亲本的选择方法、选择强度等 25 。为了提高人们对
马尾松生物多样性的认识，为其分类与进化提供有
益资料，为其育种和遗传改良奠定基础，就必须继
续加强以下两个方面的研究：一是研究不同年份子
代多样性的情况，为种子园子代的推广和遗传改良
提供依据；二是开展马尾松 SSR 引物的开发工作，
从而获得高质量的扩增引物与更好的多态，为马尾
松的深入研究打下基础。
加强马尾松种子园的生产管理。影响种子园高
［ ］
产稳产因素无外乎是遗传与环境两个方面 5 。要改
善马尾松生长的外部环境，就必须做好以下几个方
面的工作：一是研究并掌握子代表现与结实情况、
开花习性、授粉情况与种子品质等；二是去劣疏伐，
对高产无性系而子代表现差的群体进行淘汰；三是
加强辅助授粉，做好花粉的采集、贮藏与运输工作；
四是加强土壤施肥，注重肥料中各元素的比例协调；
五是适时科学整形修剪，调整生长与结实的关系，
克服结实大小年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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