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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种山茶属植物的减数分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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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观察了9种山茶属植物的花粉母细胞在减数分裂过程中的染色体配对行为。云南元江 

的怒江山茶和云南腾冲沙坝开白花的云南山茶在中期1分别出现单价体 二价体和多价体，它们 

的少数细胞在后期 I或后期 II出现滞后染色体，表现出一定杂合性；其余的金花茶．凹脉金花 

茶．西南红山茶．白毛红山茶以及昆明金殿和云南保山河口的怒江山茶是二倍体，在中期 I形成 

I 5个二价体，云南野山茶 攸县油茶和云南腾冲云华开红花的云南Jl_茶是六倍体，在中期 1只 

形成 45个二价体，都很纯合，可作为原始育种材料．其中的六倍体可能是异源六倍体．根据本 

文和前人的研究认为：云南腾冲一带是云南山茶的原始分布中心，为加速对这一植物的开发和利 

用，宜在该地建立云南山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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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rUDY 0F M EIOSIS 0F 9 SPECIES IN GENUS CAM ELLIA 

XIAO Tiao-Jiang， GU Zhi-Jian， XIA Li—F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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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meiosis of 9 species in genus Camellia were studied ．C．chrysantha C 

impressinervis C pitardii vat pitardii，C albovilosa and two pop ulation of C．saluenensis from 

Jindian of Kunming and Hekou of Baoshan，Yunnan formed l5 bivalents at metaphase h C 

pimrdii vat yunnanica．c yuhsienensis and five red -flowered  populations of C reticulata from 

Yunhua of Tengchong formed 45 bivalents at metaphase I．All of these species or po pulations 

mentioned above were pure，and might be used  as the appropriate materials for purpose ofbreed- 

ing by crossing．However，C
． saluenens~from Yuanjiang,Yunnan and the white-flowered C． 

retk'ulata from Shaba ofTengchong formed  various valents at metaphase I，ofwhich a few cells of 

them showed  lagging chromosomes at telophacs I，telophase II or anaphase II，indicating that 

som e struetureal mutation of chromosomes had possibly occured in these cells．In addition ，ac- 

cording to the results reported  previously by oth er authors and presented in th is paper，it was sug- 

gested that a natural conservatory region of C．reticulata should be established in Tengohong of 

Ytmnan because Tengchong might be the original distribution center of C．reticulata 

Key words Camellia：M eiosis；Chro mosome 

茶花是中国十大名花之一，登记的品种多达 60'30余个，但其中的 70％以上是从同一个种内选育 

出的 “ ，已满足不了人们对茶花的需求。现在国际茶花育种的方向已从单一的种内杂交转移到种问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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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间杂交育种上 ，育种的主攻目标是要尽快培育出开黄花或兰紫色花，有香味 花型好，树型适合庭 

院布置且适应性好的品种 。 

开黄花的金花茶、有香味的攸县油茶 花型大而艳丽的云南山茶及抗寒性好的怒江山茶等是理想的 

杂交亲本，已越来越多地引起各国茶花育种家的重视，他们在广泛收集这些材料的同时，也加紧了对这些 

材料的基础研究。有关减数分裂的资料对了解种的起源、纯台度和指导杂交育种是十分必要的，但迄今 

为止，只有少数几种山茶属植物有减数分裂的报道 H ，国内尚未见有这方面的研究报道。为此，本文按 

张宏达的分类系统 “ ，对 9种山茶属植物的花粉母细胞在减数分裂过程中的染色体配对行为进行了研究， 

以其为今后的杂交育种提供一些基础资料。 

一

、 材料与方法 

材料来源见表 1，凭证标本存 昆明植物所植物园． 

裹 l 材料柬薄丑■号 

Table1 Clo11~identification and collectionlocalityforeach。peci ofCamettiaincludedinthis study 

种 名 编 号 产 地 

Taxon Clone number Loc ality 

怒 江山茶 

C．saluensis Stapfex Bean 

金花茶 C．chrysantha(Hu)Tuyama 

凹脉金花茶 

C impressinervisChang et SY Liang 

白毛红山茶 C albo losaHa 

西南红山茶 

C pitardii vat．pitardii Cohen Stuart 

云南山茶 

C reticulata Lind1．r simplex 

云南野山茶 

C pitardii vat yunllanica Semly 

位县油茶 C yuhgienensis Hu 

8909I6 

891O】1 

891012 

85—59 

90-01 

891014 

89—9l 

89 5I(红花) 

899252(红花) 

899253(白花) 

899254(红花) 

899255(红花) 

899256(红花) 

890917 

89一】l 

云南昆明叠殿 

云南保山河口 

云南元江羊岔街 

广西防城 

广西龙洲 

云南元江洼底 

云南昭通小草坝 

云南 冲云华 

云南 冲云华 

云南 冲抄甥 

云南 冲云华 

云南庸冲云华 

云南秘冲云华 

云南棘劝 

湖南攸县 

以上材料的花芽均在野外固定，为正确判断花芽的发育时期和加快花芽的固定速度，先将花芽剥开， 

去掉苞片和花瓣，如花药已变黄，表明小孢子母细胞已发育成花粉粒，应去掉；花药为白色且表面有光泽时 

即用卡诺 II(95％L醇 ：氯仿 ：冰醋酸=6：3：1)进行固定，制片前再换成卡诺 I(95％乙醇 ：冰醋酸= 

3：1)固定，稍后用 2％的醋酸地衣红染色压片、观察，选分散好的细胞拍照。 

分析采用Darlington 的标准，每种(或居群)至少统计 10个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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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 果 

观察结果见图 1，2和表 2。 

(1)终变期 I 云南元江的怒江山茶和腾冲沙坝开白花的云南山茶染色体配对不规别，有数量不等 

的单价体、二价体或多价体 (图 l：2)。其它种类或居群的染色体配对规则，二倍体形成 15个二价体， 

六倍体形成 45个二价体 (图 1：4，6，7)，图2：l，4，5)． 

图 l 山茶属植物的减数分裂 

(t，2】云南元江的怒江山茶在 中期 I和辫变期 1分别形成各种价体；{3)凹脉叠花荣在 中期 I形成 l5个二价体；t4，7)盒花 

茶在终变期 I和中期 I形成 15十二价体；(5．1】)白毛红山萧在终变期 I形成 15十二 价体；t6，8)西南红山茶在终变期 I 

和中期 I形成 l5个=价体；(O)元江的怒江山茶在后期Ⅱ出现{蒂后染色体；(10)西南红山茶在后期 I染色体均匀分向两 

极；(12)元江的馨江山茶在后期 I出现滞后染色体。 

Fig．1 M oiotJc chromosomesin PM C s ofCdmellia 

{1，2】C 跚／u删P 打 from Yuanjiang of Ytmnan，with various valeats at mctaphas~ I and diakinesis 【 C 

impre~sinervis with J5 hivaleaLs at metaphase I f4，7】c chrvsaml~a．vdtb I5 bivalents at metaphase I and diakinesis 

t5，I】)C．Ⅱ ovilosa．with l 5 bivalents at metaphase I and diakiaesis (6，8)C pitardiivar pitardii,w1tb l 5 bivalcats at 

metaphas~ I and diakinesis．(9)C saluenensia from Yuanjiang of Yunnan．with lasging chromosomes at anaphaseⅡ 

(10)C pitardii vat pitar枷．chromosomes equally di~dded at anaphase I (1 2】C saluenettsis from Yuanjiang of 

Yunnan．with lagging chromosomes at anaphase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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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花粉母细胞在减数分裂中期 I的愦体观寨 

Table 2 Chromosome pairing at metaphas~I in PM C's 

种名及居群编号 价 体 Configuration 花粉母细胞披 

细胞数 T
a 0n I tal Noof 

No．ofcells 
idenu巧cau0n V Ⅵ PMC s T Ⅱ Ⅲ Ⅳ 

C ~hrysantha 

C impressinerv~ 

C albovilosa 

C．pitardii yatr pitardii 

C refieu／ata 

89925l 

899252 

899254 

899255 

899256 

899253 

C pitardii vag yunnantca 

C yuhsienens~ 

45 

45 

2 2 

1 2 

1O 

1O 

0 

O 

5 

0 

0 

注：I=单价体；Ⅱ=二价体；Ⅲ=三价体．Ⅳ=四竹体；V=五竹体；Ⅵ=走竹体 

Configurations identified： l =univalent, Ⅱ = bivalent； Ⅲ = trivalent；IV =quadrivalent； V =quinquivalent；Ⅵ 

= sexivalent 

(2)中期 I云南元江的怒江山茶和腾冲沙坝开白花的云南山茶侧面观染色体排列不整齐 (图 1： 

1)，授面观多为二价体，有数目不等的单价体或多价体 (表 3)。其它种类或居群的侧面观染色体排列整 

齐，极面观二倍体具 15个二价体，六倍体具45个二价体 (图 l：3，5，7，8，表2)。 

(3)后期 I云南元江的怒江山茶和腾冲沙坝开白花的云南山茶有部分花粉母细胞染色体分离不规 

则，两极染色体数量不等，并出现滞后染色体 (图 1：12)，其它种类或居群的染色体分离规则 (图 1： 

10， 图 2：3)。 

5  0  0  O  0  O  O  O  O  O  

0  0 } 2 0  O  O  O  O  0  0  0  0  0  

” 帅 鸵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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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茶属植物的花粉母细胞减数分裂 

(1)红花云南山茶(899256)在终变期 I形成 45个：价悼；f2)红花云南山茶(899252)在后期 I染色体均匀分 向两极；(3)白 

花云南山茶(899253)在末期 Ⅱ出现滞后染色体 f 4】云南野山茶在终变期 I形成 45十二价体；(5)攸县袖茶在终变期 I形 

成 45十二价体：f6)白花云南山茶f899253)在后期Ⅱ出现滞后染色悼。 

Fig 2 Meiotic chromosom~ inPM C s ofCam ellia 

(1)Red-flowered C reticulam(899256)，with 45 bivalents at diakinesis f2)Red—noweted C．reticulata(899252)， 

chromosome equally divided at ariaphase I (3)White—flowered C relic~data【899253)-with lagging ChrOtll0801~ at 

telophaseⅡ (4)C pitardii var．yunnanica．with 45 bivalents at diakinesis(5)C yuhsienen~is．with 45 bivalents at 

diakinesis【6)White-flowered C rticulam(899253)，with lagging chromosomes at anaphaseⅡ 

(4)后期 II云南元江的怒江山茶和猎冲沙坝开白花的云南山茶有部分花粉母细胞染色体分离不规 

则，出现滞后染色体 (图 1：10，图2：6)。其它种类或居群的染色体分离规则。 

(5)末期 Ⅱ 云南元江的怒江山茶和腾冲沙坝开白花的云南山茶有部分花粉母细胞染色体分离不规 

则，出现滞后染色体 (图 2：3)。其它种类或居群的染色体分离规则。 

三、讨 论 

1．由图 1，2和表 2可见，陈云南元江的怒江山茶和猎冲沙坝开白花的骑冲红花油茶在减数分裂中期 

I形成各种价体，表现出一定杂台性外，其余的种类或居群在减数分裂中期 1只形成二价体，因而是纯台 

的，可作为原始育种材料。 

2上述纯台的二倍体和六倍体在中期 1分别只形成 15个和45个二价体，没有出现多价体，因此， 

将山茶属植物的染色体基数定为X=l 5是正确的，其中的六倍体可能是异源六倍体，即可能是含有多种 

山茶属植物的成分。那么，这就有助于解释 Savige r 7)和Hilsman 的 在山茶属植物的杂交育种中， 

最易获得成功的杂交在同一组内，特别是在低倍体与多倍体之间或在多倍体与多倍体之间 的观点。 

3云南元江的怒江山荼和腾冲沙坝开白花的云南 山茶的少数细胞，在减数分裂后期 I，后期 Ⅱ或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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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Ⅱ分别出现滞后染色体，表明在这些细胞中已发 生了染色体结构变异， (变异的原因尚待进一步研究， 

可能由外界环境诱发，也可能是由异花授粉引起的)它们形成的花粉将有部分是不育的，在选用这些材 

料做父本时最好先进行花粉败育率检测，纯合的采用无性繁殖保留，有染色体结构变异的也应注意从中 

选用一些优 良的突变性状。 

4．云南山茶属国家二级保护植物 ，在云南腾冲云华一带约 50km 的范围内，有大约 160万株野生 

的云南山茶呈连续或散生分布 (据夏泉生资料)，其中不泛高大古老的大树，因此，腾冲一直被认为是云 

南山茶的原始分布中心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除腾冲抄坝林场开白花的居群因自然变异而表现 

出杂合性外 (据调查白花居群是从红花居群中选育出的)，该种的其它 5个居群都很纯合，从而为上述观 

点提供了细胞学方面的证据。据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在该地建立云南山茶保护区并对其进行更深人的研 

究和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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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书 介 绍 

由郑光植教授编著的 《植物细胞培养及其次级代谢》一书由云南大学出版社于 1992年 11月正式出 

版。此书是结合由郑光植教授领导的实验室近二十年的工作经验以及在国内外著名学报所发表的散十篇 

论文中选编部分而成的论文集。主要包括植物培养细胞合成的生物碱、萜类及酚类等三大类次级代谢 

物，以及综述和摘要等五部分。具体内容包括：组织培养的建立，愈伤组织和细胞悬浮培养，提高生长 

和次级代谢物产率的代谢调控，代谢诱导及诱导子，生物转化、分化关系，单细胞克隆系的建立和优良 

细胞系的筛选，培养细胞的冰冻贮藏，次级代谢物的分离鉴定，以及为实现工业化生产所必须的细胞大量 

(发酵)培养和成本降低，综述了细胞培养技术及其前途和优越性，工业生产的可行性，实现工业生产的 

方法论，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需进一步研究的主要问题等等。全书共约 45万字。本书对植物 

学、植物生理生化及植物化学等学科的研究发展具有一定的意义，对国内外研究同行及大、中专学校与 

生物学有关的教师，学生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定价为每本 l2元 (含邮费)，需要者请直接经邮局汇款至 650204昆明市黑龙潭昆明植物研究所 

生理室甘烦远收，款到即寄书，并开报销发票，不需发票者每本可优惠至 lO元。汇单需写清楚收件人详 

细地址和邮政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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