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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壳山核桃种内嫁接亲和性分析
陈

岗 1，王红红 2，李剑威 2，徐健华 3，王正加 2*

(1. 桐庐县林业技术推广中心，桐庐 311500；2. 浙江农林大学亚热带森林培育国家重点实验室，临安 311300；
3. 桐庐县森林和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总站，桐庐 311500)
摘 要：为了解薄壳山核桃种内嫁接的亲和性，设置以绍兴 1 号为砧木，分别以绍兴 1 号、64 号、35 号、马
汉和威斯顿为接穗的组合 1，以绍兴 1 号为接穗，分别以 64 号、35 号、马汉和威斯顿为砧木的组合 2，进行嫁接
后的萌芽率、成活率等生长指标，光响应曲线和荧光参数等生理指标的测定和分析。结果表明：35 号/绍兴 1 号成
活率最高，达到 77.85%；在新梢生长量、地茎等生长指标上嫁接组合中生长最快的是 35 号/绍兴 1 号和绍兴 1 号/35
号，地茎分别达到 13.348 mm 和 13.379 mm。在光合特性参数上，Tr 和 Pn 与 PAR 呈正相关，在 PAR 超过 800 µmol·m-2·s-1
时，绍兴 1 号/35 号和绍兴 1 号/威斯顿明显高于其他组合，最高分别达到 14.232 和 14.351 μmol·m-2·s-1，绍兴 1 号/35 号、
绍兴 1 号/威斯顿和 35 号/绍兴 1 号的 LSP 显著高于其他砧穗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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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aspecific graft affinity analysis of pe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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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periments with different combinations of rootstocks and scions were conducted to understand
the affinity of intra-species grafting of pecans. For the first combination, Shaoxing 1# was used as the rootstock,
and Shaoxing 1#, 64# and 35#, Mahan and Western were used as the scion, respectively. For the second combination, Shaoxing 1# was used as the scion, while Shaoxing 64 #and 35#, Mahan and Western were used as the rootstock, respectively. The growth indexes, such as germination rate and survival rate, as well as the physiological
indexes, such as light response curve and fluorescence parameters, were measured and analyzed after grafting.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urvival rate of Shaoxing 35#/Shaoxing 1#, rootstock/scion combination, was the
highest, with 77.85% survival rate. On the growth indexes of new shoots and stem diameter, the fastest growth
among grafting combinations were Shaoxing 35/Shaoxing 1 and Shaoxing 1/Shaoxing 35. The stem diameter of
combinations mentioned early reached 13.348 mm and 13.379 mm, respectively. In terms of photosynthetic characteristic, Tr and Pn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AR. When PAR exceeded 800 µmol·m-2·s-1, Shaoxing 1#/
Shaoxing 35# and Shaoxing 1#/Western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other grafting combinations, with 14.232
and 14.351 μmol·m-2·s-1, respectively. The LSP values of Shaoxing 1#/Shaoxing 35#, Shaoxing 1#/Western and
Shaoxing 35#/Shaoxing 1 #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other combinations.
Key words: Carya illinoensis; growth index; light response curve; chlorophyll fluorescence parameter
薄 壳 山 核 桃 [Carya illinoensis (Wangenh.) K.
Koch] 又 名 美 国 山 核 桃 、 长 山 核 桃 ， 胡 桃 科

（Juglandaceae）山核桃属（Carya Nutt）落叶乔木，
是世界上重要的经济干果树种[1-2]。薄壳山核桃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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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保健食品，其果仁营养丰富，平均含油率高达
72%（不饱和脂肪酸占 97%），蛋白质占 11%，碳水
化合物占 13%，含有 N、P、K、Ca 和 Mg 等矿质
营养元素。此外，由于薄壳山核桃的高含油率，它
也是重要的高产油料植物[1, 3-4]。我国引种薄壳山核
桃已有 100 多年的历史，由于早期引进的多为实生
苗，存在规模化扩繁技术落后等问题，薄壳山核桃
至今良种化程度不高[5-6]。嫁接繁殖中砧穗的亲和力
是嫁接成活的基础，亲和一般表现为嫁接砧穗完全
愈合生长为共生体，能长期正常生长、结实，而不
亲和一般表现为嫁接砧穗间无胞间连丝形成和愈伤
组织沟通，接穗无法正常生长或死亡[7]。刁永强等[8]
通过嫁接亲和力试验得到‘蜜脆’品种的嫁接成活率
最高；叶开玉等[9]以中华猕猴桃进行种内嫁接发现
种内不同品种间嫁接亲和性不同，‘红阳’猕猴桃嫁
接成活率最高。本试验拟通过对 5 个品种的薄壳山
核桃进行不同组合的嫁接试验，比较其成活率以及
生长特性，来探寻亲和力强的薄壳山核桃砧穗组合，
为加速推进薄壳山核桃良种化进程提供技术支撑。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概况
本试验于浙江农林大学东湖校区苗圃试验基地
中进行。试验基地位于东经 118°51′至 119°52′，北
纬 29°56′至 30°23′，海拔约 50 m，地处中亚热带季
风气候区的北缘，四季分明，温暖湿润，雨量充沛，
光照充足。
1.2 试验材料及处理
以生产上常用作培育砧木的绍兴 1 号（1#）为本
试验砧木，分别以绍兴 1 号（1#）
、64 号（64#）
、35
#
号（35 ）
、马汉（Mahan）和威斯顿（Western）为接
穗；以绍兴 1 号（1#）为接穗，分别以绍兴 64 号（64#）
、
#
35 号（35 ）
、马汉（Mahan）和威斯顿（Western）
为砧木。共 9 个处理，每个处理 3 个重复，每个重
复 30 株，其中 64 号和 35 号由建德莲花薄壳山核桃
基地提供。砧木种子于 2013 年播种，2015 年春选择
地径 0.8 cm 以上（1.0 ～1.2 cm 最为理想）的砧木，
随机区组的试验设计移栽到嫁接苗圃里。选择生长
健壮、芽眼饱满的未萌动枝条作为接穗，采后进行
蜡封处理，4 ℃冷藏保存备用。待砧木第 1 片叶子全
展开时（2015 年 4 月 23 日）进行切接。采用统一的
施肥、 除草、中耕等田间管理措施。5 月中下旬嫁
接苗叶片完全展开，11 月下旬叶片基本凋落。
1.3 测定指标及方法
1.3.1 生长指标测定 于 5 月中旬统计嫁接后的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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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萌芽情况，并计算嫁接苗萌芽率；于 11 月上旬统
计嫁接苗成活率、采用直尺测量新梢生长量和采用
游标卡尺测量新梢粗度。每个处理测定 30 株，重复
3 次。
1.3.2 生理指标测定 每个处理挑选 3 株大小一
致、生长健康的嫁接苗，待叶片完全展开，对中部
叶龄基本一致的叶片（叶片均无遮阴且受光方向相
同）挂牌标记，测定其光合特性参数、叶绿素荧光
参数和相对叶绿素含量。
（1）光合特性参数的测定。于 8 月上旬的晴天，
时间上午 8:30 到 11:30，使用 LI-6400 便携式光合
作用系统便携式光合测量系统（美国 LI-COR 公司）
来测定叶片的光合参数，所用光源是 LI-6400 红蓝
LED 光 源 ， 测 定 过 程 中 保 持 CO2 浓 度 在 400
μmol·mol-1 左右，叶温为 25～27 ℃，相对湿度（RH）
为 50%～60%，气体流量（flow）为 500 μmol·s-1，
光合有效辐射（PAR）设定值依次为 0、20、50、
80、100、150、200、250、300、400、600、800、1
000、
1 200 和 1 600 μmol·m-2·s-1，等测量值稳定 4 min
后开始记录，并重复 3 次。使用光合助手计算出最
大净光合速率（Amax）、表观量子效率（AQY）、光补
偿点（LCP）、饱和光强（LSP）和暗呼吸速率（Rd）
。
（2）叶绿素荧光参数的测定。于 8 月上旬的晴
天上午，用叶夹使叶片暗适应 20 min 后，使用便携
式调制叶绿素荧光仪 PAM-2500（德国 WALZ 公司）
对叶片进行活体测定，将光适应 5 min 的叶片，暴
露于连续光量子能量密度梯度（0、1、30、100、197、
362、618、980、1 385 和 2 014 μmol·m-2·s-1）下，
每个光强 20 s，测定非 PSII 原初光能转化效率
Fv/Fm、相对电子传递速率 ETR 等荧光参数。
（3）相对叶绿素含量的测定。用便携式叶绿素
含量测定仪 SPAD-502（日本 MINOLTA 公司）测定，
在具有相同叶位的叶子中部进行测定，5 次重复，
在测量时避开叶脉。
1.4 数据及图像处理
采用 MS Excel 2016 进行数据处理，采用 SPSS
17.0 分析软件中的 Duncan’s 新复极差法进行显著性
差异分析，P＜0.05 认为具有显著性差异，均用均
值±标准差（X±SD）表示。所有图片均采用 Sigmaplot
12.5 进行作图。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砧穗组合对嫁接萌发率和成活率的影响
由表 1 可知，以 1#为砧木时，以 64#、Western
为接穗的苗木之间萌发率和成活率较高，在成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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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显著高于 1#/Mahan（54.45%）
；在以 64#、35#、
Mahan 和 Western 为砧木，以 1#为接穗的组合中，
64#/1# 和 35#/1# 的萌发率和成活率较高，显著高于

945

Mahan/1#和 Western/1#，其中，35#/1#成活率最高，
达到 77.85%，Mahan 为砧木或接穗和 1#的组合嫁接
苗生活力差，萌发率和成活率均较低。

表 1 不同砧穗组合嫁接萌芽率和成活率
Table 1 Budding rate and survival rate in grafted seedlings from different rootstock/scion combinations
砧木/接穗
嫁接株数
萌发株数
萌发率/%
成活株数
成活率/%
Rootstock/Scion
Grafting number
Budding number
Budding rate
Survival number
Survival rate
1#/1#
90
74
82.25 ± 1.43ab
56
62.31 ± 4.52cd
#
#
abc
1 /64
90
68
75.88 ± 5.60
60
66.78 ± 4.07bc
1#/35#
90
61
68.38 ± 9.61bc
45
50.00 ± 1.91e
#
bc
1 /Mahan
90
59
65.68 ± 4.25
49
54.45 ± 2.21de
#
a
1 /Western
90
79
88.78 ± 7.84
68
75.63 ± 2.61ab
#
#
ab
64 /1
45
36
81.33 ± 10.19
33
73.51 ± 4.35ab
#
#
a
35 /1
45
39
87.92 ± 9.31
35
77.85 ± 2.61a
Mahan/1#
45
27
60.00 ± 0.00c
25
55.57 ± 2.23de
#
bc
Western/1
45
30
66.67 ± 0.00
25
55.57 ± 2.23de
注：表中字母是 Duncan’s 新复极差法显著性分析，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 < 0.05）。下同。
Note: The letters in the table are the significance analysis with Duncan’s new complex range method.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 < 0.05). The same below.

注：图内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显著（P<0.05）。下同。
Note: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 the figure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P < 0.05）. The same below.
图 1 不同砧穗组合嫁接苗的生长情况
Figure 1 The growth condition in different rootstock/scion combinations

Figure 2

2.2

图 2 不同砧穗组合嫁接苗的光强-光合指标曲线
Curves of light intensity-photosynthetic indexes in grafted seedlings from different rootstock/scion combinations

不同砧穗组合对嫁接新梢生长量和接穗粗度
的影响
如图 1 所示，在新梢平均生长量上看，1#/64#和

1#/35#显著高于 1#/Mahan 和 Mahan/1#，其中，1#/64#
最高（39.957 cm）
，是 1#/Mahan 的 2.04 倍；1#/35#
和 35#/1#的地茎最粗，分别为 13.348 mm 和 13.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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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显著大于 Mahan/1#（9.135 mm）
；新梢粗在 35#
为砧木或接穗和 1#的组合中较粗，而 Mahan/1#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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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表明嫁接组合中生长最快的是 35#为砧木或接
穗和 1#的组合，而 Mahan/1#的生长最慢。

表 2 不同砧穗组合嫁接苗的光合生理参数
Photosynthetic physiological parameters in grafted seedlings from different rootstock/scion combinations
最大净光合速率/
表观量子效率/
光补偿点/
饱和光强/
暗呼吸速率/
砧木/接穗
-2
-1
-1
-2
-1
-2
-1
μmol·m ·s
mol·mol
μmol·m ·s
μmol·m ·s
μmol·m-2·s-1
Rootstock/Scion
Amax
AQY
LCP
LSP
Rd
1#/1#
17.072±1.616a
0.080±0.007b
35.369±2.084b
817.799±69.200bc
–2.321±0.531bc
Table 2

1#/64#

16.290±1.397a

0.082±0.005b

34.984±1.697b

788.792±64.636bc

–1.172±0.662a

#/35#

17.897±1.185a

0.149±0.027a

58.663±4.157a

167.374±29.765a

–2.430±0.116c

1#/Mahan

16.316±0.969a

0.074±0.006bc

21.013±0.003d

717.178±61.738c

–2.625±0.344cd

1#/Western

15.379±2.121a

0.096±0.008b

34.009±3.465b

077.560±125.048a

–2.700±0.450cd

64#/1#

12.777±1.503b

0.072±0.002bc

24.344±3.055cd

854.820±27.888b

–1.623±0.411ab

#/1#

12.361±1.616b

0.092±0.018b

34.019±2.006b

111.385±91.987a

–1.626±0.241ab

Mahan/1#

12.811±0.805b

0.074±0.008bc

14.325±2.517e

823.935±27.542bc

–2.983±0.144cd

Western/1#

10.842±1.153b

0.056±0.013c

28.008±3.456c

336.369±10.136d

–3.339±0.327cd

1

35

图 3 不同砧穗组合嫁接苗的相对叶绿素含量
Figure 3 Relative chlorophyll contents in grafted seedlings
from different rootstock/scion combinations

不同砧穗组合对嫁接苗叶片光合生理特征的
影响
2.3.1 不同砧穗组合对嫁接苗叶片光响应曲线的影
响 如图 2A 所示，净光合速率（Pn）随着 PAR 的
增强而升高，PAR 在 0～200 μmol·m-2·s-1 范围时，
Pn 在 9 个处理中没有显著地差异；在 PAR 超过 800
2.3

Figure 4

1
1
1

µmol·m-2·s-1 时，1#/35#和 1#/Western 明显高于其他
组合，最高分别达到 14.232 和 14.351 μmol·m-2·s-1，
而 Western/1#和 1#/Mahan 的 Pn 较低。图 2B 表明，
蒸腾速率（Tr）与 PAR 呈正相关，与 Pn 的变化趋势
基本一致。在 PAR 大于 600 µmol·m-2·s-1，1#/35#和
1#/Western 的 Tr 值始终保持最高，而 1#/Mahan 和
Western/1#均低于其他组合。说明不同砧穗组合在光
合作用上的差异，对嫁接苗的生长有较大影响。
2.3.2 不同砧穗组合对嫁接苗叶片光合生理参数的
影响 从表 2 可以看出 9 种嫁接苗在利用光能上的
差异。以 1#为砧木时，35#、64#、Mahan 和 Western
为接穗的嫁接苗 Amax 之间无显著差异，而以 35#、
64#、Mahan 和 Western 为砧木，1#为接穗的嫁接苗
的 Amax 之间无显著差异，但以 1#为砧木的嫁接苗的
Amax 显著高于以其他 4 种薄壳山核桃为砧木的嫁接
苗，为 1.20～1.65 倍。从 AQY 和 LCP 上看，1#/35#
的组合显著高于其他 8 种砧穗组合，分别达到 0.149
mol·mol-1 和 58.663 μmol·m-2·s-1，而 Mahan/1#最低。

图 4 不同砧穗组合嫁接苗叶片的 Fv/Fm 和 ETR 比较
The comparison of Fv/Fm and ETR in grafted seedlings from different rootstock/scion combi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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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1#/Western 和 35#/1#的 LSP 显著高于其他砧穗
组合，而 Western/1#最低。对于暗呼吸速率 Rd，以
64#、
35#为砧木或接穗和 1#的组合较 Mahan、Western
为砧木或接穗和 1#的组合更小。
2.4 不同嫁接砧穗组合对嫁接苗叶片相对叶绿素
含量的影响
从图 3 可知，1#/1#嫁接苗的相对叶绿素含量最
高（40.333 SPAD 单位），与 1#/35#、1#/64#、1# /Mahan
和 1#/Western 和 35#/1#的相对叶绿素含量无显著差
异。而 Mahan/1#的相对叶绿素含量最低，仅 33.450
SPAD 单位。
2.5 不同嫁接砧穗组合对嫁接苗叶片叶绿素荧光
参数的影响
如图 4A 所示，
35#/1#的组合 Fv/Fm 最高，
1#/Mahan
最低，
其他砧穗组合无显著差异。
由图 4B 可知，
1#/35#
嫁接苗的 ETR 最高，为 225.560 μmol·m-2·s-1，显著
高于 1#/Mahan 和 1#/Western，而其他砧穗组合无显
著差异。

3

讨论与结论

砧木与接穗的形成层经过细胞分裂、分化而愈
合在一起的过程对嫁接成活具有重要作用。砧穗间
的亲和性作为嫁接时考虑的首要因素，是由植物发
育过程中遗传、生理生化及生理机能协调程度等差
异决定的[10]。研究发现[11-12]，嫁接组合短期亲和性
可以用嫁接成活率来判断。本试验结果发现，35 号/
绍兴 1 号成活率最高，显著高于绍兴 1 号/马汉和马
汉/绍兴 1 号。说明 35 号为砧木时和绍兴 1 号亲和性
较好，而马汉和绍兴 1 号的组合亲和性较差。此外，
嫁接苗的生长情况是衡量一个砧木与接穗亲和力好
坏的重要指标。有研究表明[13-15]，不同砧木嫁接对
树体砧穗增粗率、新梢长等各项生长指标的影响不
同。绍兴 1 号/35 号嫁接苗的新稍生长量、地径和嫁
接粗显著高于其他砧穗组合，而绍兴 1 号/马汉最低，
与成活率的结果一致。这与杨朗生等[16]发现一致，
砧木嫁接苗的成活率较高，接穗粗度等生长指标也
较高。植物的光合作用与其生长有着密切的关系，
杨雨华[17]、刘凤栾[18]等发现不同品种间的植物光合
能力存在明显差异，所以光合相关参数可以用来研
究嫁接亲和性的指标。光合速率与 RuBP 羧化酶活性
密切相关[19]，该酶活性受光影响，强光下植物会发
生光抑制。试验中，所有砧穗组合 Pn 均随光照增加，
表明其光合能力较强，此外，以绍兴 1 号为砧木的
嫁接苗的 Amax 显著高于以其他 4 种薄壳山核桃为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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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的嫁接苗，光合能力更强。绍兴 1 号/35 号、绍兴
1 号/威斯顿和 35 号/绍兴 1 号 LSP 显著高于其他砧穗
组合，表明在强光下这些砧穗组合有更好的耐受性。
此外，弱光条件下的重要参数包括 AQY、Rd 和 LCP，
由于 Kok 效应[20-21]，即低于光补偿点时，光合作用
的量子效率值的突然变化导致量子效率值随光强的
增加而突然降低，绍兴 1 号/35 号的 AQY 较大，弱光
下的能量利用效率较高。光合作用中电子传递现象
能够更深层次地揭示植物光合作用的实质，为了更
好地反映植物“内在性”特点，叶绿素荧光参数的
测定十分重要[22]。Fv/Fm、ETR 均是评价逆境条件下
植物光合性能的重要指标[23-24]，研究发现[24-25]，Fv/Fm
和 ETR 在遭受胁迫后会显著下降。35 号/绍兴 1 号嫁
接苗的 Fv/Fm 最高，且显著高于绍兴 1 号/马汉，表
明 35 号/绍兴 1 号有较强的光合系统光能转换效率。
绍兴 1 号/35 号嫁接苗的 ETR 显著高于绍兴 1 号/马
汉和绍兴 1 号/威斯顿，电子传递速率快，光合作用
强，这也证明了 35 号与绍兴 1 号亲和性好。本研究
发现，以 35 号和绍兴 1 号亲和性最好，马汉和绍兴
1 号亲和性差。这表明存在着非本砧嫁接亲和性优于
本砧嫁接的现象，与“本砧嫁接的亲和性最高”相
悖，这与王瑞[26]、杨邵[27]等对油茶的研究结果一致，
但其原因还有待从分子生物学等方面进行深入的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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