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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荞麦收集系株型相关性状遗传变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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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金荞麦（Fagopyrum cymosum）为供试材料，对 211 份金荞麦收集系的 4 个株型相关性状（株高、
主茎粗、主茎节数和主茎分枝数）进行了评价，并对其进行了相关性分析、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结果显示：4
个株型相关性状的变异系数为 11.90% ~ 19.05%。 相关分析表明，株高与主茎粗（0.389**）、主茎节数（0.278**）、
主茎分枝数（0.427**）呈极显著正相关，主茎粗与主茎节数（0.521**）、主茎分枝数（0.326**）呈极显著正相关，
主茎节数与主茎分枝数（0.563**）呈极显著正相关。主成分分析将 4 个株型相关性状综合为 3 个主成分，前 3 个
主成分累计贡献率达 91.82%。系统聚类分析表明，211 份金荞麦收集系可划分为 7 类，其中 C1（包括 29 份供试材
料）的株型相关性状较好，主要表现为：株高较高（152.85 ± 5.04）cm、主茎较粗（6.13 ± 0.70）mm、主茎节数
最多（14.28 ± 1.50）以及主茎分枝数较多（11.31 ± 1.41)，可作为优异的金荞麦种质资源进一步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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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tic variation analysis of plant architecture-related tra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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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 211 golden buckwheat (Fagopyrum cymosum) accessions were used as experimental
materials to evaluate four plant architecture-related traits, including plant height, stem diameter, number of main
stem nodes and number of main stem branches, and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and cluster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The result showed that coefficient variation of the four tested traits ranged
from 11.90% to 19.05%.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plant height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the stem diameter (0.389**), number of main stem nodes (0.278**), and number of main stem branches
(0.427**). The stem diameter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the number of main stem nodes (0.521**)
and the number of main stem branches (0.326**). The number of the main stem nodes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the number of main stem branches (0.563**). PCA analysis divided the four traits into three principal
components, which accounted for 91.82% of the total variation among the golden buckwheat accessions. The
cluster analysis classified the 211 golden buckwheat accessions into seven distinct categories, among which, C1,
including 29 accessions, had superior plant height（152.85 cm ± 5.04 cm）, thicker stem diameter（6.13 mm ± 0.70
mm）, the most number of stem nodes（14.28 ± 1.50）and more main stem branches（11.31 ± 1.41) as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six categories. Therefore, accessions in C1 can be used as excellent golden buckwheat genetic resources for further exploitation and ut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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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荞麦（Fagopyrum cymosum）属于蓼科荞麦
属，是一种多年生的草本植物。与其他的谷物相比，
金荞麦赖氨酸的含量很高，氨基酸评分为 100，具
有极高的生物学价值[1]。同时，金荞麦是一种高黄
酮类的重要作物，它的营养价值丰富并且具有多种
重要的临床及保健价值[2]，例如，控制炎症反应[3]、
降低痛感[4]、抗氧化[5]等。近年来，随着经济条件
的提高，人们的保健意识逐渐增强，荞麦等杂粮作
物受到人们的重视和欢迎，开展金荞麦相关研究具
有重要意义。
株型对作物产量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6]，培育
株型优良的幼苗是实现早熟丰产的重要保证[7]。植
株的产量与一些性状有关，比如大豆产量受一些与
产量负相关的性状影响，如株高、重心高度和倒伏
性等，植株倒伏对大豆产量有很大影响，影响程度
甚至超过了其他产量相关的性状[8]。白志刚[9]明确
了作物株型对光能分布及群体光能利用效率的影响
规律，为优化棉花的株型结构，构建高光效群体提
供了理论依据。据报道，影响株型结构的性状主要
包括株高、主茎粗、主茎节数和主茎分枝数等[10-11]。
合理的株高是作物高产的基础，较高的株高可以获
得更多的阳光，积累更多的营养，光合产物较多，
产量更高[12]。袁志华等[13]发现水稻的根系性状、茎
秆与抗倒伏能力呈线性相关。茎秆和株高密切相关，
而株高增加又利于产量形成，但植株过高易引起水
稻倒伏，导致水稻产量急剧下降[11]。孙旭初[14]提出
加大茎秆的粗度和单位茎长干重有利于提高水稻的
抗倒伏能力。对于大豆，选择茎秆粗壮、株型收敛
的抗倒伏品系，是进行高产育种的有效途径[15]。多
效唑处理对骨红朱砂梅的枝条长度有显著的抑制作
用，对茎粗有显著的增粗作用，因此可以从一定程
度上控制株型[16]。但美中不足的是许多优良品种植
株细长，影响品质及观赏性[17]。Donald[18]认为，农
作物个体具有最小竞争强度的理想株型，不仅能够
充分利用自身的有限环境，而且不侵占相邻植株的
空间环境。
近年来，国内外的研究集中于金荞麦茎叶的开
发利用，金荞麦在临床上的治疗功效，如抗氧化、
消炎杀菌、抗肿瘤等方面的作用[19-21]，以及金荞麦
活性成分的提取与研究[22]，对株型相关性状的研究
较少。史吟欣等[10]提出光照对金荞麦株型和营养品
质有一定的影响，在半阴条件下，金荞麦的株型松

散，叶面积较大，叶片可接受到更多的光照，这种
条件下金荞麦的粗蛋白、干物质和粗灰分的含量高，
而粗脂肪含量低。由此可见，金荞麦株型的差异可
影响其产量和品质，开展金荞麦株型调查和评价对
于筛选金荞麦优异资源具有重要意义。课题组前期
从贵州、云南、湖南等多个省份收集了 211 份金荞
麦收集系，本研究通过对 211 份金荞麦收集系的株
高、主茎粗、主茎节数和主茎分枝数等 4 个株型相
关性状进行评价，分析这些性状之间的相关性，筛
选出合理株型的金荞麦种质资源，以期为金荞麦优
异株型育种提供理论指导。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211 份金荞麦收集系根茎材料与前期报道文献
相同[23]，由贵州师范大学荞麦产业技术研究中心金
荞麦资源圃提供，具体的采集信息和来源信息等见
本课题组前期王璐瑗等[23]等发表的文章。其中分别
有 79、16、10、5 和 2 份种质资源来源于贵州省、
云南省、湖南省、四川省及西藏自治区。
1.2 方法
1.2.1 金荞麦的种植 试验材料种植于贵州师范大
学荞麦产业技术研究中心百宜基地，剪取长 15～20
cm、带 2～3 个节、健壮的金荞麦枝条，进行扦插
繁殖，扦插间距约为 10 cm，插条深度约为枝条长
度的 2/3，同时保持土壤湿润，同天内完成。约 2
个星期后统计成活率，并对未达到 90％的金荞麦收
集系进行补插[24]。
1.2.2 金荞麦株型相关性状的测定 在开花期调查
4 个株型相关性状，即株高、主茎粗、主茎节数和
主茎分枝数，每个收集系调查 3 个单株。调查标准
为：株高是指从茎基部至最长茎枝顶端的距离；主
茎粗是指植株第一个节和第二个节之间中部的直
径；主茎节数是指主茎自地表起至顶端的总节数；
主茎分枝数是指植株主茎着生的一级分枝数[23-24]。
1.2.3 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和分析方法参考文献
[25]进行，用 SPSS 22.0 软件对 4 个株型相关性状的
平均值、标准差等统计量、正态分布、相关关系以
及 主 成 分 进 行 分 析 。 使 用 R4.1.0 统 计 软 件
（https://www. R-project.org/）
的 hclust 函数完成 211
份收集系各个株型相关性状基于欧氏距离的相似性
矩阵构建和基于离差平方和法（Ward.D2）的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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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分析

2.1

金荞麦收集系株型相关性状的变异分析
测量和分析 211 份金荞麦收集系的株型相关性
状（包括株高、主茎粗、主茎节数和主茎分枝数）
的数据，结果见表 1。株高的平均值为 123.15 cm，
变异系数为 18.59%，
变异范围为 67.66 ~ 197.67 cm；
主茎粗的平均值为 5.70 mm，变异系数为 19.05%，
变异范围为 3.08 ~ 8.64 mm；主茎节数的平均值为

Table 1

13.62，变异系数为 11.90%，变异范围为 9 ~ 18；主
茎分枝数的平均值为 10.10，变异系数为 16.02%，
变异范围为 5 ~ 14。从变异系数上看，金荞麦收集
系 4 个株型相关性状变异系数的大小为：主茎粗＞
株高＞主茎分枝数＞主茎节数，说明主茎粗这一性
状的变异最大，主茎节数这一性状较其他性状更为
稳定。对 211 份金荞麦收集系的正态分布分析（图
1）显示，株高、主茎粗、主茎节数和主茎分枝数 4
个株型相关性状的偏度与峰度的绝对值均小于 0.5，
呈近似正态分布。

表 1 211 份金荞麦收集系的 4 个株型相关性状分析
Analysis of four plant architecture-related traits in 211 golden buckwheat accessions

性状

平均值

标准差

变异范围

变异系数/%

偏度

峰度

株高

123.15 cm

22.89

67.66 ~ 197.67 cm

18.59

0.30

0.42

主茎粗

5.70 mm

1.09

3.08 ~ 8.64 mm

19.05

0.32

-0.41

主茎节数

13.62 个

1.62

9 ~ 18

11.90

0.06

-0.05

主茎分枝数

10.10 个

1.62

5 ~ 14

16.02

-0.10

0.22

Figure 1

图 1 211 份金荞麦收集系 4 个株型相关性状的频率分布
Frequency of four plant architecture-related traits in 211 golden buckwheat accessions

2.2 金荞麦收集系株型相关性状的相关性分析
对 211 份金荞麦收集系的 4 个株型相关性状进
行简单相关性分析（表 2）显示：株高与主茎粗
（0.389**）、主茎节数（0.278**）和主茎分枝数

（0.427**）呈极显著正相关，株高与主茎分枝数的
相关性最高；主茎粗与株高（0.389**）、主茎节数
（0.521**）和主茎分枝数（0.326**）呈极显著正相
关，主茎粗与主茎节数的相关性最高；主茎节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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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高（0.278**）、主茎粗（0.521**）、主茎分枝数
（0.563**）呈极显著正相关，主茎节数与主茎分枝
数的相关性最高；主茎分枝数与株高（0.427**）、
主茎粗（0.326**）和主茎节数（0.563**）呈极显著
正相关，主茎分枝数与主茎节数的相关性最高。在
这 4 个株型相关性状中，主茎节数与主茎分枝数的
相关性最高，其次是主茎粗与主茎节数，株高与主
茎节数的相关性最低。
2.3 金荞麦收集系株型相关性状的主成分分析
对 211 份金荞麦收集系的 4 个株型相关性状进
行主成分分析（表 3）
，按累积方差贡献率大于 85%
的原则，提取出 3 个主成分，这 3 个主成分的方差
贡献率 α1、α2 和 α3 分别为 56.465%、18.471%和
16.884%，累计贡献率为 91.820%。将株高、主茎粗、
主茎节数、主茎分枝数等 4 个性状分别设为 XⅠ、
XⅡ、XⅢ和 XⅣ，根据各指标的特征值及与之相对应
的特征向量，可得到 3 个主成分与原 4 项指标的线
Table 2
性状

学

学

2022 年

报

性组合如下：
F1 = 0.447XⅠ＋0.494XⅡ + 0.535XⅢ + 0.519XⅣ
F2 = 0.832XⅠ﹣0.157XⅡ﹣0.531XⅢ﹣0.020XⅣ
F3 = 0.064XⅠ＋0.740XⅡ﹣0.094XⅢ﹣0.663XⅣ
把上述选定的 3 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 α1、α2
和 α3 当成权数，再进行归一化处理，计算主成分综
合模型：
F = (α1F1+α2F2+α3F3)/(α1+α2+α3)
即 F = 0.615 0 F1+0.201 2 F2+0.183 9 F3
在以上基础上，计算 211 份金荞麦收集系 4 个
株型相关性状的综合得分。其中，金酮 1 号、金酸
1 号、A1-1-1~10、A1-2-1~2、A1-4-1~2、A2-1-1、
A2-2-1~5、A2-3-1~3、A2-4-1 和 A2-5-1~2 共 10 个
株系的综合得分最高，B13-14、B13-6、B13-8、B13-9、
B13-10、B13-12、B13-13、B13-15、金荞 1 号和金
荞 2 号 10 个收集系的综合得分最低。

表 2 211 份金荞麦收集系 4 个株型相关性状的相关性分析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four plant architecture-related traits in 211 golden buckwheat accessions
株高
主茎粗
主茎节数
主茎分枝数

株高

1

主茎粗

0.389**

1

主茎节数

0.278**

0.521**

1

主茎分枝数

0.427**

0.326**

0.563**

1

注：*表示在 0.05 水平上显著相关，**表示在 0.01 水平上极显著相关。下同。

Table 3

表 3 211 份金荞麦收集系 4 个株型相关性状的主成分分析
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 of four plant architecture-related traits in 211 golden buckwheat accessions

性状

特征向量
第 1 主成分

第 2 主成分

株高

0.447

0.832

第 3 主成分
0.064

主茎粗

0.494

-0.157

0.740

主茎节数

0.535

-0.531

-0.094

主茎分枝数

0.519

-0.020

-0.663

2.4 金荞麦收集系株型相关性状的聚类分析
通过对 211 份金荞麦收集系的株型相关性状进
行聚类分析（图 2）显示，样品被分为 7 类，即 C1、
C2、C3、C4、C5、C6 和 C7。其中，C1 包含 29
个株系，占总数的 13.74％，PCA 综合得分为 1.55
分，显著高于其他类群，其中有 23 份来自贵州省，
这一类群表现为：株高较高（152.85 cm）、主茎较
粗（6.13 mm）
、主茎节数较多（14.28）以及主茎分
枝数较多（11.31）
。C2 包含 31 个株系，占总数的
14.69％，PCA 综合得分为 0.72 分，其中有 13 份来
自云南省，12 份来自贵州省，这一类群表现为：株

高中高（137.10 cm）、主茎较粗（5.69 mm）、主茎
节数较多（13.48）以及主茎分枝数最多（13.48）。
C3 包含 32 个株系，占总数的 15.17％，PCA 综合
得分为 0.32 分，其中有 13 份来自贵州省，10 份来
自湖南省，这一类群表现为：株高中低（114.03 cm）、
主茎较粗（5.47 mm）、主茎节数较多（13.98）以及
主茎分枝数较多（10.6）
。C4 包含 50 个株系，占总
数的 23.70％，其 PCA 综合得分为﹣0.13 分，这一
类群表现为：株高较低（99.90 cm）、主茎较粗(5.47
mm)、主茎节数较多（13.22）以及主茎分枝数中等
（9.4）
。C5 包含 53 个株系，占总数的 25.12%，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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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一个类群，其 PCA 综合得分为﹣0.79 分，这
一类群表现为：株高中等（125.16 cm）、主茎较粗
(5.71 mm)、主茎节数较多（13.53）以及主茎分枝数
中等（9.89）
；C6 包含 8 个株系，占总数的 3.79%，
其 PCA 综合得分为﹣1.55 分，这一类群表现为：株
高最高(178.88 cm)、主茎最粗(7.60 mm)、主茎节数
最多（15.21）以及主茎分枝数较多（11）
。C7 包含 8
个株系，占总数的 3.79%，其 PCA 综合得分为﹣2.06

Figure 2
Table 4
类群
C1
C2
C3
C4
C5
C6
C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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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这一类群表现为：株高最低(74.25 cm)、主茎最
细(4.57 mm)、主茎节数最少（11.75）以及主茎分枝
数最少（7.58）
。在这 7 个类群中，C6 的株高和主
茎粗均显著大于其他类群，C1 和 C6 的主茎节数显
著大于其他类群，C2 的主茎分枝数显著大于其他类
群。根据主成分分析的综合得分，计算各类群综合
得分的平均分，结果显示 C1 的综合得分（1.55 分）
显著大于其他类群（表 4）
。

图 2 211 份金荞麦收集系 4 个株型相关性状的聚类分析
Dendrogram of four plant architecture-related traits in 211 golden buckwheat accessions

表 4 211 份金荞麦收集系各类群株型相关性状的差异
Differences of four plant architecture-related traits of distinct categories in 211 golden buckwheat accessions

株系数（百分比）
29 (13.74%)
31(14.69%)
32(15.17%)
50(23.70%)
53(25.12%)
8(3.79%)
8(3.79%)

PCA 综合得分
1.55±0.50a
0.72±0.15b
0.32±0.11c
-0.13±0.17d
-0.79±0.27e
-1.55±0.12f
-2.06±0.37g

株高/cm
152.85±5.04b
137.10±3.08c
114.03±3.00e
99.90±5.46f
125.16±3.73d
178.88±11.83a
74.25±4.46g

讨论与结论

株型是植物特征的外在表现，是植物鉴定和分
类的重要依据之一[26]，受到遗传因素与环境条件的

主茎粗/mm
6.13±0.70b
5.69±0.77b
5.47±0.98b
5.47±1.19b
5.71±1.04b
7.60±0.79a
4.57±1.00c

主茎节数
14.28±1.50ab
13.48±1.43b
13.98±1.27b
13.22±1.54b
13.53±1.80b
15.21±1.08a
11.75±1.19c

主茎分枝数
11.31±1.41b
13.48±1.43a
10.60±1.51bc
9.40±1.69d
9.89±1.30cd
11.00±0.93b
7.58±0.96e

共同作用。
3.1 金荞麦收集系株型相关性状的变异分析
变异系数是用来衡量数据中各观测值变异程度
的一个统计量，一个群体当中某一性状的变异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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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大，则说明此性状变异越丰富，越有利于筛选极
端株系，以达到选育目标[27]。本研究 4 个株型相关
性状中，主茎粗的变异系数最大，为 19.05%，变异
范围为 3.08 ~ 8.64 mm。说明主茎粗这一性状的变
异最大，可能对株型的影响较大，有更广泛的选择
范围，这为选育合理株型的金荞麦提供了有效的种
质资源。变异程度的大小可以间接地反映群体内表
型多样性的丰富程度[28]。各个性状的变异系数以主
茎粗最大，其次是株高，有利于进行进一步的育种
选择。其中，株高这一性状可以用来进一步研究植
株的抗倒伏能力[29]。主茎节数和主茎分枝数的变异
系数较小，说明这 2 种性状的变异较稳定[30]。
3.2 金荞麦收集系株型相关性状的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通过对 211 份金荞麦收集系的株型相关
性状（包括株高、主茎粗、主茎节数和主茎分枝数）
的简单相关性分析发现，一些性状之间存在极显著
相关性。其中，株高与主茎粗、主茎节数和主茎分
枝数呈极显著正相关，株高与主茎分枝数的相关性
最高，说明主茎分枝数对株高的影响最大；主茎粗
与株高、主茎节数和主茎分枝数呈极显著正相关，
主茎粗与主茎节数的相关性最高，说明主茎节数对
主茎粗的影响最大；主茎节数与株高、主茎粗和主
茎分枝数呈极显著正相关，主茎节数与主茎分枝数
的相关性最高，说明主茎分枝数对主茎节数的影响
最大；主茎分枝数与株高、主茎粗、主茎节数呈极
显著正相关，主茎分枝数与主茎节数的相关性最高，
说明主茎节数对主茎分枝数的影响最大。综上，主
茎分枝数对株高、主茎节数的影响最大，主茎节数
对主茎粗、主茎分枝数的影响最大。在这 4 个株型
相关性状中，主茎节数与主茎分枝数的相关性最高，
其次是主茎粗与主茎节数，株高与主茎节数的相关
性最低。说明主茎节数与主茎分枝数之间的影响最
大，对株型的影响可能最大。主茎节数越多，主茎
分枝数越多，株型松散。株型松散的金荞麦节数、
主茎分枝数较多，粗蛋白、粗灰分和干物质含量高，
粗脂肪含量低，叶片可以接受到更多的光照[10]。
3.3 金荞麦收集系株型相关性状的主成分分析
主成分分析的结果较直观，可把作物的多个性
状转化为少数的几个主成分，这几个主成分即可很
大程度地概括作物的信息[31]。本研究应用主成分分
析，按累积方差贡献率大于 85%的原则，提取出 3
个主成分，累计解释表型变异的 91.82%。211 份金
荞麦收集系综合得分排名前 10 位的依次是金酮 1
号、金酸 1 号、A1-1-1~10、A1-2-1~2、A1-4-1~2、
A2-1-1、A2-2-1~5、A2-3-1~3、A2-4-1 和 A2-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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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10 种收集系的株型相关性状优良，可以为优质株
型的金荞麦选育奠定基础。
3.4 金荞麦收集系株型相关性状的聚类分析
本研究基于 211 份金荞麦收集系的株型相关性
状对其进行聚类分析，结果样品被分为 7 类，即 C1、
C2、C3、C4、C5、C6 和 C7。其中 C6 的株高和主茎
粗均显著大于其他类群，C1 和 C6 的主茎节数显著大
于其他类群，C2 的主茎分枝数显著大于其他类群。
在主成分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计算各个类群的综合
得分，得分越高，即显示该类群株型相关性状越好。
结果显示，C1 的综合得分显著大于其他类群（1.55
分）
，其中有 23 份来自贵州省。说明 C1(包括 29 类供
试材料）的株型相关性状较好，主要表现为：株高较
高（152.85 ± 5.04）cm、主茎较粗（6.13 ± 0.70）mm、
主茎节数最多（14.28 ± 1.50）以及主茎分枝数较多
（11.31 ± 1.41)，可作为优异的金荞麦种质资源进一
步地开发利用。聚类分析结果为选育出适合不同价
值的金荞麦提供了优异的种质资源。这与邓蓉等[32]
的研究一致，显示其可应用于以后的选育工作，为
育种提供优异的种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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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农业大学在真菌多样性与生态系统稳定性之间的关系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稳定性之间的关系是当代生态学领域的重大科学问题之一。过去研究多关
注地上植物多样性在生态系统功能稳定性上的重要作用及其维持机制，而地下生物类群尤其是真菌多样性
与生态系统稳定性之间的关系仍然不够清晰。相较于土壤其他生物类群，真菌功能类群和生态策略更为多
样化，这些不同功能类群如腐生真菌，病原真菌和菌根真菌等在植物生产力维持、有机碳的积累和转化等
关键生态过程和功能上发挥着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在全球尺度上探讨真菌不同功能类群多样性
与生产力稳定性之间的关系对通过调节土壤生物多样性来维持未来生态系统功能稳定，降低全球气候变化
对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产生的消极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针对这一重要的科学问题，我校王清奎团队作为合作者，和其博士毕业研究生刘圣恩博士联合西班牙
塞维利亚自然资源和农业生物研究所、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等全球 15 个研究机构开展了三条独立
的全球尺度的土壤调查，包括森林，沙漠，草地等 10 种不同陆地生态系统，覆盖全球 673 个不同地点，
利用二代和三代测序定量了土壤真菌不同功能类群的多样性。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真菌多样性与
2001-2018 年间对应地点的植物生产力稳定性之间的联系。
结果显示，独立于植物，土壤真菌多样性在植物生产力稳定性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且这种作用与
真菌功能类群的生态策略密切相关，即土壤腐生真菌多样性越高的系统，植物生产力的稳定性越高，而植
物真菌病原体多样性越高的系统，植物生产力在时间尺度上越容易出现较大的波动，这一现象在全球草地
生态系统中尤为明显。在全球变暖更容易导致植物真菌病原体大爆发的背景下，该研究成果为预测未来气
候变化引起的真菌病原体的增长所导致的植物生产力的波动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