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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野生百合数量分类研究
荣立苹，雷家军
（沈阳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沈阳１１０１６）

摘要：对中国东北地区６种３变种３０份野生百合的２３个形态性状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东北地区野生百合种质
资源的主要数量性状均有明显差异，其中花柱长和叶宽的变异系数较大，分别为５９．４９％和５４．０３％。基于形态性状，把３０份
野生百合聚类并划分为两大类：第１类为茎粗壮、花朵较大的种类，包括卷丹和毛百合；第２类为花朵相对较小的种类，包括有
斑百合、大花百合、细叶百合、垂花百合、大花卷丹、东北百合和朝鲜百合。通过主成分分析，前４个主成分代表了形态分化的
８２．５１％，即叶长和宽、外轮花辨宽、内轮花瓣长和宽、花蕾长、花柱长、花药长８个性状是其形态分化的主要指标。
关键词：野生百合；形态特征；聚类分析；主成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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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合是百合科（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百合属（Ｌｉｌｉｕｍ）多年

些报道Ｈ。】，但针对东北地区野生百合种质资源主

生鳞茎植物，全世界约有１００余种，中国原产约５５

要数量性状变异研究较少。本文以东北地区的６种

种，其中３６种为特有种，是百合的自然分布中心之

３变种共３０份野生百合为试材，对其重要数量性状

一…。野生百合资源是百合育种的基础，因此，野

进行聚类分析和主成分分析，以期为我国野生百合

生百合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越来越受到重视。近年

的分类、亲缘关系和杂交利用提供一定依据。

来，虽然分子标记已经广泛应用于百合种质资源的
鉴定和分类研究¨一』，但由于形态标记具有简单直
观的特点，至今仍是种质资源研究中最基本的方法

１材料与方法
１．１供试材料

和途径。关于野生百合资源形态学性状研究已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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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

１１卷

收集，试验材料共６个种和３个变种，包括卷丹、有

茎颜色：绿（１）、紫红（２）；茎有无珠芽：无（０）、有

有斑百合、大花百合、细叶百合、毛百合、垂花百合、

（１）；茎有无棱：无（０）、有（１）；叶形：卵形（１）、宽披

大花卷丹、东北百合、朝鲜百合的３０份试材（表１），

针（２）、细披针（３）、线形（４）；花型：反卷（１）、钟形

栽植保存于沈阳农业大学园艺学院花卉试验基地，

（２）；花被颜色：橙黄（１）、橙（２）、橙红（３）、紫（４）；

露地低畦栽培，株行距２５ｅｒａ

花被斑点：无（Ｏ）、有（Ｉ）。

ｘ

３０ｅｒａ。

表１试验材料及来源
Ｔａｂｌｅ １

１．４数据计算与统计处理
调查结果的基本统计分析主要依据马育华”３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Ｌｉｌｉｕｍ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ｕ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的方法进行。基本数据处理采用Ｅｘｃｅｌ软件，主成
分和聚类分析采用ＤＰＳ软件。在聚类分析过程中，
种质间距离为欧氏距离，聚类方法采用离差平方
和法。

２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东北地区野生百合主要数量性状差异及聚类
分析
对３０份野生百合资源的１６个主要形态性状

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东北地区野生百合种质
资源的主要数量性状有明显差异（表２）。各形态
性状的变异系数除了叶长的相对较小（为
１９．７４％）外，其他性状的变异系数都大于２０％，其
中花柱长和叶宽的变异系数较大，分别为５９．４９％
和５４．０３％。
表２东北地区野生百合主要数量性状差异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ａｓｔ

１．２数量性状测定
调查盛花期植株的表型性状：株高、茎粗、叶
长、叶宽、花径、花蕾长、外轮花瓣长和宽、内轮花
瓣长和宽、单株花数、花梗长、子房长、花柱长、花
药长、花丝长。除茎粗和花药长用游标卡尺测量
外，其他性状均用卷尺测量，随机测量１０个植株，
求其平均值。
１．３质量性状调查
将下列质量性状作如下编码，以便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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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ＤＰＳ数据统计软件，将３０份野生百合种

量。各特征根大小代表各综合指标对总遗传方差贡

质资源的形态数据进行聚类（图１）。３０份材料被

献的大小，特征向量表示各性状对综合指标贡献的

聚为两大类，第１类包括２个种共１１份材料，为茎

大小。各项目的特征值、贡献率和累积贡献率见表

粗壮、花朵较大的种类，有卷丹和毛百合；第２类包

３。在所测定的２３个形态指标中，前４个主成分反

括４个种３个变种共１９份材料，主要是花朵相对较

映总信息量的８２．５１％，特征值的总和为１８．９７７７。

小的种类，有有斑百合、大花百合、细叶百合、垂花百

根据前４个主成分反应总信息量的８２．５ｌ％，列出

合、大花卷丹、东北百合和朝鲜百合。第２类又可分

了这４个特征值在相应主成分中每个指标的系数即

为两个亚类群，第１亚类包括了叶片相对较宽的种

特征向量（表３）。通过各形态指标在主成分中系数

类，有斑百合、大花百合、大花卷丹、东北百合和朝鲜

的大小，确定它们在形态分化中的作用大小和方向。

百合；第２亚类包括了叶片较窄的种类，有细叶百合

第１主成分中有４个指标：叶长、叶宽、外花瓣宽和

和垂花百合。通过聚类可以看出，除东北百合外，其

花药长。第２主成分中有２个指标：内花瓣长和子

他５个种和３个变种能很好地聚在一起，其中大花

房长。第３主成分中有１个指标：花蕾长。第４主

百合与有斑百合聚在一起，说明亲缘关系较近。此

成分中有１个指标：内花瓣宽。由此可见，花性状是

外，聚类结果显示，毛百合和卷丹聚在一起，表明亲

东北地区野生百合形态分化的主要指标。

缘关系较近；而垂花百合和细叶百合亲缘关系较近，
与毛百合、卷丹的亲缘关系较远；朝鲜百合与东北百

表３

东北地区野生百合形态性状主成分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合的亲缘关系较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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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距离Ｇｅｎｅｔｉｃ
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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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野生百台形态性状聚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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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ｓｅｄ

２．２

３４．４７

ｏｎ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东北地区野生百合形态分化主成分分析
形态性状是植物一切外部性状的综合，是植物

适应环境变异最直接的表现，是影响其生存的主要
因素之一。通过对３０个野生百合２３个性状的计

ｓｉｚ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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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标，与前人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吴祝华…１通过ＩＳＳＲ分子标记研究了部分百合

系统聚类是首先按样本距离定义类间距离，将

属植物的亲缘关系，结果表明卷丹和渥丹（有斑百

所有样本各自视为一类，然后重新计算类间距离，如

合）的亲缘关系较近。而本试验中发现卷丹与毛百

此反复进行，直到所有样本合并为一类。由于类与

合的亲缘关系较近，而与渥丹的亲缘关系较远，与前

类之间距离定义方法各异，因此产生了不同的系统

人研究有所差异，可能是由于本研究选用东北地区

聚类方法ｐ－。在这些方法中，由于离差平方和法的

的野生百合为试材，相对我国百合分布区域来说，范

聚类效果较好，应用比较广泛。因此本试验采用此

围比较狭窄，而且外部形态的多样性究竟有多大程

法进行系统聚类，较好地反映了居群和种间的遗传

度受基因影响还不清楚，尤其是一些数量性状很难

差异。聚类结果将３０份试材划分为两个类群，主要

摆脱环境饰变的影响¨２｜，因此还有待于从细胞学和

性状表现为花朵大小，也就是类群的划分与花径密

分子学水平等多角度对其作进一步全面的研究。同

切相关，与经典分类依据花被片是否反卷这一性状

时本文所涉及的外部形态指标有限，所能包含的信

将卷瓣组与钟花组分开有所差异¨引，这可能跟所选

息有限，对植物形态特征的表达还不完全充分，因

的形态指标不同有关。张克中等＂１通过ＲＡＰＤ技

此，若要对野生百合进行更为科学的分类，在以后的

术分析了中国野生百合的亲缘关系，聚类结果显示

研究中需要增加更多的形态学指标。

轮叶百合与其他百合明显分开，亲缘关系较远，而本
研究发现东北百合和朝鲜百合之间发生交叉现象，
主要原因是二者在株高、茎粗、叶长、花梗长、花瓣
宽、花柱、花药等有许多性状上都相似，其次是本试
验所选的形态指标中不包括叶序，这就使朝鲜百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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