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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腺虫菊 (p懈 n神 e／neran晌lium)是提取天然除虫 菊酯的原料 ，植物体 的各个部位均有 

除虫菊酯分布 ，最主要存在于头状花序 (简称 花头)的子房 中．随着花蕾的孕育、开花直至 

种子 (瘦果)成熟 ，子房壁导管 的油腺 也同时经历 了发生、发展和分泌物转化的过程。直接 

反映在开花期的不 同阶段所采摘 的花头内菊酯含量 的变化 十分显著 ，为了进一步认识 除虫菊 

开花期小花开放程度与菊酯含量变化的内在规律，把腺虫薷开花期 (从孕蕾盛期到瘦果成熟 ) 

划分成 8个阶段 。通过样品测定 ．了解开花期花头 中菊酯含量的变化 状况和头状 花序 发育过 

程 中小花子房的增长 与干物质积累之间的关系 ．表明头状花序 的小花开放至第 4至第 5阶段 ， 

即花头上管状小花开放初盛期至盛期时采摘 ，是获得最高生物 产量和 菊酯 含量的最适宜采摘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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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虫菊 (即 ẑmm c 扣liura Trey．)在昆明地区引种栽 培研究 已持续多年，解决 

了种子快速培育和丰产栽培技术 及在 良种选育方面取得较大成功。近年来采用组培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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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对已选育出的优 良品种进行快繁和种质保存取得进展 (陈宗莲等 ，1998)，然而对除 

虫菊开花期花头中子房导管油腺分泌物——菊酯的生成、发展动态变化与开花期小花开放 

的程度以及花头干物质积累之间的相互关系，缺乏第一手资料 。国外栽培除虫菊的历史 比 

较悠久 文献资料中有报道 ，但 尚未见国内有关研究机构对 除虫菊的开花特性及适时采摘 

方面相应的研究报道 1996～1997年利用本课题组的有利条件 ，从 已定植的无性系植株 中 

选择两个无性系作试验材料，进行此项研究 ，其目的是为确定昆明地区除虫菊花头的适宜 

采摘期。通过试验充分说明，运用正确的技术措施 ，是获得最佳经济效益的有效保证。 

1 材料和方法 

1996～1997年 3～6月，在本课题组除虫菊留种区内，选择植株生长健壮、孕蕾整齐 

和开花期 比较接 近的 A、B两个无性系为主试品种。每个品种提供 的采样植株 为 lO株 ， 

同时进行开花期特性的观测。试验样品的采集是依据头状花序从孕蕾盛期到瘦果成熟期不 

同发育阶段的特点 ，划分成 8个采样期 (表 1)，实际操作时严格按照表 1．所示花头发育 

的阶段特征进行采样 (表 2)。由于品种间的差异 ，两个品种的实际采样时问不完全一致， 

但采样时所依据的标准是相 同的，例如第一次采样必须是在该品种植株的多数花蕾直径达 

到 8 r一 时，第三次采样必须是舌状花平展和花盘上第一轮管状小花开放时。为了保证样 

品晾晒后的干重不少于 10 g，每个品种所采摘花头的数量是一致的。第一次至第四次采摘 

花头数均为 120个，第五次至第 八次 由于花头中干物质积累显著增加 ，采样数量减为 60 

个花头。每次采样后装入纱网袋中晾晒，并及时记录品种编号 、日期 、采样数量、鲜重和 

干重，干燥后样品分别装入小袋置于冰箱中避光 、低温保存 ，为使本试验取得 比较准确的 

结果 ，除了把握好采样期外，其后的干燥 、储存、粉碎 、抽提的方式和溶剂的种类和批号 

等尽可能保持一致。经抽提后取得的粗提物 ．再通过气相色谱仪 (GC)测定每一个样品 

中的除虫菊酯含量。待测定的粗提物在 GC分析前 ，先将每一个样品提取物经减压回收溶 

寰 1 障虫菊头状花序不同发育阶段的捌分丑其特征 

Table 1 The divlsi,m and dmⅡH 咄 description of p dmlm Ⅱ heads in different stag~ 0f develoDxletlt 

阶段划分 发育阶段 特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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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后 ，所得浸膏定量移入 100 rnI_的容量瓶中，并加人 2 rnI_已配制好的 DBP内标溶液 ，以 

有机溶剂定容至刻度 ，将配制好的溶液连同标准品一起送至 GC测试室，根据测定后取得 

的图谱计算出各样品中除虫菊酯的含量。含量的定量计算为内标法 ，首先在标准样品的图 

谱中计算 FactorI和 FactorlI，再根据各样品的 GC图谱所示的除虫菊酯 I类和 Ⅱ类的峰面 

积 ，计算出各样品中除虫菊酯 l和 Ⅱ类的含量％。本文试验结果部分所列表格中所示样品 

中除虫菊酯的总含量 ％=除虫菊酯 l类的含量％ +除虫菊酯 II类的含量％。 

表 2 花头不 同发育阶段的采样 El期 

Table 2 The harvest dm 0ftheⅡ一 headsfrom 一 at development q 

注：按表 1所示开花期不同阶段螂丹持征采样 

2 试验 结果 

2．1 花头各不同发育阶段除虫菊酯含量的变化 

从孕蕾期开始 ，对 A，B两个品种根据 已划分的 8个采样期采集样 品，并进行菊酯含 

量的测定 ，从表 3可以清楚了解孕蕾盛期到瘦果成熟 ，花头中菊酯含量的变化 (表 3)。 

表 3 花头不同发育阶段的菊膏含量 

Table 3 Cont~ts 0f the total py~ethfns 0f the n～ heads du the d~elclz,'nent stage 

采 样 期 

菊 酯含 量 ％ 

A号 样 品 0．69 

B号 样 品 0 58 

2 1 29 1．3l 1 34 1．13 0．96 0 77 

【7 1 88 1．93 2 Dl 1 2 I．18 0 96 

往 ：采 样期 编号 同表 1 

从表 3可了解两个样品分析结果，开花期不同发育阶段采收的除虫菊，其菊酯含量的 

差别十分显著，品种问菊酯的含量存在一定差异，这是品种本身的遗传性状所决定的，但 

是这两个品种在不同采样期间菊酯含量的变化和菊酯 含量的长 消曲线基本一致 (表 4)。 

在第 1～4阶段花头中菊酯含量一直呈上升趋势 ，至第 5阶段达到最高值 (以 100％计 )， 

进入第 6阶段后菊酯含量则向相反方向发展 ，呈逐渐下降的状态，至瘦果采收时花头中的 

菊酯含量平均比第 5阶段约下降了48．5％，与花头上小花开放状态密切相关 ，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裹 4 不同采摘期花头中尊蕾含量的长消变化 

Tab le 4 (h Ⅱ 8 in pyrethrine。呲 哪 diffe~,ent harvea~t n 

2．2 花头发育过程中子房、花头直径与干物质 

干物质是指花头采摘晾晒后的干重 (干花含水量≤5％计)，是衡量除虫菊经济性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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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适宜采收期的重要技术指标之一，花头发育过程中花头上小花的开放与子房的发育正 

相关 。 B号品种为例，根据已划分的标 准采样 ，每次取 l0个花头，用游标卡尺测量花 

头直径及小花子房的径与长 ，取平均值同时记录其鲜重及干重值。从这组统计数字中了解 

花头发育过程中，花头直径与子房的变化情况 (表 5)。 

表 5 花头发育各阶殷子房大小和干糟质重 

Table 5 Weightof driedflow~ laead~虮dthe of 0 developtnen1 a 

4．4 

3 72 

16 3 

凇 5 

4 4 

4 04 

l6．3 

286 7 

除虫菊酯主要存在于子房中，子房的发育不仅表现在子房长度的增长，而是与此同时 

子房壁导管的分泌组织——油腺也随着小花的开放而发生 、发展 花盘边缘的舌状花是先 

于管状小花开放 ，其子房发育也明显早于管状小花 ，第 2至第 3阶段是头状花序的快速增 

长期，同时也是子房生长发育的快速增 长期 ，直接反映在花头直径与干物质同步迅速增 

长，从外观上也可观察到小花由边缘 向中心依次开放 ，花盘由中心下凹、绿色 ，逐步发展 

为花盘中央凸起 ，此时子房 已趋发 育完全，表现 出花头直径增大 ，子房 由伸长向径 向增 

厚，管状小花的子房由2．54 nLrn×0．4mm，发展为 (3．4—3．6)nLrn× (0．8～1．0)mm，干 

物质的积累也相应增加 ，第 3阶段干物质的积累比第 1阶段增加 176％，至第 5阶段时干 

物质又比第 3阶段增加 44．6％，干物质积累与花头菊酯含量的增长同步进人一个新的高 

峰 ，成 为考虑适宜采收期的重要参考依据 (附表 6)。 

裹 6 昆明栽培障虫菊干轴质和菊醋含量 

Table 6 Pyrdh -content虮d ight 0f 甜 flow~hedas vmedin Jr i E 

注：(1)取 自 B号样品 (2)平均值为 朵 

2．3 与东非种植的除虫菊相比较 

东非的犬湖地 区是世界除虫菊 的主要产地肯尼 亚种植除虫菊的历史较 为悠久 ，自 

1928年引种至今已长达 3／4个世纪 。1971—1972年世界除虫菊干花的输 出量为21 780000 

kg ，有 95％来 自东非四国 (Glyrme，1973)，他们种植 除虫菊的规模 、技术和经验等是我 

· 引用文献 中原质量单位 为 I皿s．现改为 kg 

二 ㈣ 

㈣ 

胩帐 髓 
册好 
徘徘花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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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无法与之相比的。这里试以东非除虫菊开花期花头上小花开放 中的几个指标 (Clpme， 

1973)与昆明植物研究所的研究结果相 比较 (表 7j。不言而喻 ，东非 四国位于北 纬 0 5 

度 、东经 30—38度之间 ，而昆明的种植区位于北纬 25。、东经 102~41 ，两地的地理位置相 

距甚为遥远，但由于东非种植区多数位于海拔 7 000 9000 ft(相当于海拔 2 100～2700 m) 

的山区，其气温及 自然环境等方面肯定与昆明有差异 ，因此东非除虫菊的年生长发育周期 

与昆明不同，例如，在东非除虫菊在一年中收获两次，两次开花高潮都出现于一年的两个 

雨季之后 ，花头采摘期在每年的 ll～12月和 2～3月 (Parlediet等 ，1971)，而昆明种植的 

除虫菊主要采摘期在 4月中旬至 5月初。然而植株上花蕾的发育和花头上小花开放过程， 

与子房发育和菊酯的生成、发展及其变化方面，即植株 自身的生长发育的 自然规律方面是 

基本一致的，表明除虫菊植株在开花期所需要 的基本生存条件是相同的。肯尼亚除虫菊开 

花期菊酯含量出现的高潮为第 4到第 5阶段 ，这与 昆明地区采样和测试的结果是相吻合 

的。东非地区开花期间气候相对湿润，因此开花末期后花头 中干物质积 累有较 显著 的增 

长 ，而昆明地区花头中干物质的增长是持续渐进的。不同种植区因自然环境的差别而表现 

出一些细微的差异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表 7)。 

表 7 肯尼亚与昆明除虫菊开花期情 况地较 

Table 7 Comparison between the Kmyan刊 Ku啦  t l during n ∞ 

注：KIB是昆明植物研究所 (K E Institute Botany)的缩写 

3 结果与讨论 

3．1 除虫菊植株可分为两个阶段，种苗移栽后营养生长期持续约 6个月，通过冬季 

低温期后进入生殖生长 ，抽苔 、孕蕾直至开花需 3个月左右。当花枝上层多数花蕾直径达 

8 mm并有少数舌状花冠直立时，标志着开花期的开始。由于现代化学加工工业的发展． 

对除虫菊的利用由全草转为主要利用花头，花头的适时采摘与干花质量密切相关，进一步 

认识除虫菊开花期小花开放程度与菊酯含量变化的内在规律 ，作为应用研究的目标 。样品 

的采摘完全是按照表 1中对头状花序不 同发育阶段的划分和特征进行的 ，不同品种 问花头 

发育持续天数略有差异 ，昆明地 区花期持续天数为 57～62 d。 

3．2 根据样 品菊酯含量的测定结果 ，了解花头中菊酯含量和花头发育与小花子房的 

发育程度相关。从孕蕾盛期开始进入第 2阶段后，花头和子房的发育加快 ，菊酯含量迅速 

上升至第 5阶段进入高峰。而至第 6阶段 ，由于花头上小花开放完毕 ，花头进入子房充实 

期 ，子房 中部分菊酯开始转化，出现菊酯含量％下降的趋势。从第 5阶段到第 6阶段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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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相隔 9～10 d，然而菊酯含量分别下降 15．7～40．3％，至第 8阶段瘦果成熟期菊酯含量 

又比第 5阶段时下降 50％以上 试验结果明确显示第 5阶段是花头 中菊酯含量的最高时 

期 ，也是干花质量关键性的转折阶段 以第 5阶段花头中菊酯含量为 100％，比较开花期 

各阶段菊酯含量的长消变化 (表 4)和干物质积累的状况 (表 6)，就能够比较容易地判断 

出适宜的采收期 ，是 第 5阶段为分界线 ，对适宜采摘期的抉择具有重要 的指导意义。 

3．3 从肯尼亚试验的结果 (Parlevliet等 ，1971)展示了开花期菊酯最高含量为第 4 5 

阶段 ，这与昆明地区测试结果一致 (表 7) 在肯尼亚除虫菊花营发育从花芽生长点到现 

蕾 (2—3mm)的持续时间，需 8．5～1O．5周 (约 60—70 d)，从现蕾到采摘期约需 11周。 

这与昆明地 区栽培除虫菊的生长发育规律基本相符，但是花头上小花发育的天数略比昆明 

提前 ，这是 由于 当地开花期的气温和空气湿度等 自然条件优于昆明，从而促进小花子房的 

发育 ，菊酯含量高峰的出现略早。肯尼亚种植 区花的采摘通常在舌状花平展后的 1．5周开 

始 (Parlevliet等 ，1971)。这正与昆明除虫菊开花第 4阶段相 同。参照非洲经验与本地区 

花头菊酯含量％和干物质积累状态来考虑 ，同时不同品种间小花发育的规律是一致的，因 

此确定头状花序进入第 4～5发育阶段时为适宜采收期 ，是符合客观规律的。 

3．4 通过本试验 了解和掌握除虫菊开花期的特性及菊酯含量变化的规律 以及两者之 

间的联系 ，在此基础上制定合理的栽培措施 ，是获得优质原料的保证 对一个专业加工天 

然菊酯的工厂来说 ，假如把生产原料质量的合格标准定为 1．0％，当原料中菊酯含量每提 

高 O．1％时 ，加工生产中不增加任何工业成本的情况下 ，困抽提得率的提高 ，工业产值可 

增加 l0％，相反原料质量的下降，就直接意味着菊酯产出的减少和工业成本的增加。从 

上述试验结果可 了解千花质量对菊酯加工业的影响，不仅与种植的品种有关而且与原料 

的采摘期能否适时直接相关 ，如果不能适时采摘就意味着菊酯得率的损失 除虫菊原料质 

量与加工工业之间的联系是十分紧密的，从这点可以理解国外企业在投产前乐意在科研方 

面进行投资的原因。 

通过研究掌握除虫菊在开花期中菊酯的发生、发展和干物质积累的规律 ，为制订新的 

技术措施提供客观依据，同时在规模化种植时对生产者提供技术培训和现场指导 ，通过农 

业生产环节提高干花质量 ，为加工工业提供优质原料 ，是直接有利于提高产品质量和增加 

工业产值的有效举措，从而形成由原料生产带动菊酯加工工业发展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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