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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漠区几种克隆植物生长构型的初步研究 

张道远 ， 王红玲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吐鲁番沙漠植物园，新疆 吐鲁番 838008) 

摘 要：对中国科学院吐鲁番沙漠植物园的克隆植物进行调查，分析其克隆繁殖方式，并对 3种草本克隆植物(粗 

毛甘草、花花柴、芦苇)在于旱环境下的生长构型进行了初步研究。此外，依据荒漠区克隆植物资源现状及克隆植 

物生态学发展进程，对未来开展荒漠克隆植物研究提出3点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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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隆植物”(clonal plants)是指在自然生境条 

件下，能通过营养繁殖产生与其“母性”个体在基因 

上完全一致的新个体的植物⋯。克隆植物通过克 

隆生长实现其形态学和生理学个体(分株 ramets)数 

量的增加，从而实现克隆植物的遗传学个体(基株 

genet)对相当大生境面积的占据，同时，提高种间竞 

争的种群数量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不利因素 

对种群形成生态危机的抵御能力。此外，在干旱环 

境中，克隆植物产生新个体较由种子萌发形成新个 

体的条件宽松，易于从一种景观斑块侵入到另一个 

相邻的景观斑块中。因此，植物克隆行为具有重要 

的生态适应意义。在植物界有一大类植物均属于克 

隆植物，如高等植物中几乎所有的苔藓植物，大部分 

的蕨类植物和许多被子植物。克隆植物几乎是所有 

生态系统类型的组成成分，在许多陆地生态系统和 

水生生态系统中都处于优势地位⋯1。在广袤的荒 

漠中，由于受环境因子，如水分、养分、风沙等因素影 

响，使荒漠植物无性繁殖的能力逐渐突现，并成为一 

定区域内扩展和繁殖的主要方式，深刻地影响着荒 

漠植物群落及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物种多样性及养 

分循环等生理生态过程。 

自 1985年 Amy G．Salzman在 Science上发表 

克隆植物生境选择的文章以来，克隆植物的研究一 

直是植物生态学的热点，取得了突飞猛进 的发 

展【2】。然而，基于种种原因，对荒漠克隆植物生长 

习性和克隆结构的研究报道较少，仅涉及到个别种 

及较小 的研究 领域，包 括生 理整合及 资 源分 

配[3--7】、生长 格局及形 态 可塑性[8～l 2】、群 落动 

态[13--16~、与生物多样性的关系[17】及克隆结构及性 

比例分配[~8-22)等问题。以新疆为代表的西北干旱 

与半干旱地区分布着大量形态各异的克隆植物，以 

各自不同的方式适应着严酷的生境，并以其生理整 

合(physiological integration)及觅食行为(foraging 

behavior)塑造着、影响着、改变着所处群落及生态系 

统的外貌、功能及稳定性。因此，很有必要对极端干 

旱环境下的荒漠克隆植物进行研究。本文仅对吐鲁 

番沙漠植物园(以下简称植物园)中的几种荒漠克隆 

植物的生长构型进行初步调查，并依据荒漠区克隆 

植物资源现状及克隆植物生态学发展进程，提出了 

未来开展荒漠克隆植物研究的几点构想，旨在促进 

荒漠区克隆植物研究的蓬勃发展，同时，为退化生态 

系统的恢复与重建提供指导。 

1 研究区概况 

本项研究在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吐鲁番沙漠植物园内进行。园址座落在吐鲁番盆地 

的一片风蚀流沙地上，占地 34 hm2。年平均气温 

13．9℃，极端气温为 47．6℃和一28．6℃；年平均 

日照时数 3 049．5 h；年平均降水量为 16．4 rnnl，年 

平均蒸发量 3 000 mm；相对湿度 40％。植物园已 

成功引种 500余种荒漠植物，其中不乏克隆植物。 

2 研究方法 

于2004年5月，对植物园中可能的克隆植物进 

行挖坑、移土、露根，对木本植物找到明显的克隆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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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沙拐枣根出条型克隆方式见图 1； 2．三芒草丛生型克隆方式见图2。 

克隆分株 

压条 

图 1 沙拐枣压条型克隆生长示意图 

Fig．1 Sketchofthelayeringsof clonalCalligonum leucocladu?~ 

线以上所示为地上部分，虚线以下所示为地下部分 

克隆分株 

图2 三芒草丛生型克隆生长示意图 

Fig．2 Sketch ofthe growth of clonalAHstida adscensionis 

线以上所示为地上部分，虚线以下所示为地下部分 

结构件，对草本植物找到克隆的基株及分株，最终对 

克隆植物进行确认。对几种草本克隆植物的如下指 

标进行了测定：生境、分株密度、分株高度、分株基 

茎、根茎长度、根茎直径、节间长。 

3 结果与讨论 

3．1 植物园中的克隆植物· 

对吐鲁番植物园现有的克隆植物进行初步调 

查，结果见表 1： 

在调查中发现，许多克隆植物，如顶羽菊、苦豆 

子及芦苇，在合适的生境条件下大范围扩张，形成了 

类似“杂草”的单一种群。如顶羽菊在温带荒漠植物 

标本园(植物园中一个专类园)分布面积大 (约 

300 m2)、密度高、蔓延速度快，而顶羽菊引种定植时 

却不足50株。可见，短短 30 a时间，借助克隆生长 

的优势，顶羽菊已大面积扩散，并严重危害植物园的 

物种多样性。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克隆植物广泛 

的整合性在占据空间的方式上有独特的优势，使其 

在母株作为后盾的情况下向新生境挺进，占据更大 

的生存空间，扩大种群。由于其母株在营养方面的 

供给，增强了入侵新领地的植株比非克隆植物有更 

强的征服恶劣生境的能力。 

植物园是植物迁地保护的中心，是植物的“避难 

所”。个别克隆植物的快速生长及蔓延严重威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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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物种的生存，降低生物多样性，这对以广泛收集 

物种多样性为目的植物园而言是有害的。必须采用 

合适而有效的措施，提高对顶羽菊等杂草的防治水 

平，把克隆生长所带来的危害降到最低程度。一般 

而言，对克隆型杂草采取断根、人工拔除等方法，同 

时可配合使用除草剂，但要注意除草剂不要影响其 

他植物的生长，而且只能使用不会残留的除草剂。 

可见，了解克隆植物特性，包括克隆类型、克隆 

生长构型及根(根茎)在土壤中的分布、植株扩散速 

率等，对植物园的有效管理及克隆植物的合理利用 

具有重要意义。 

3．2 几种草本克隆植物的生长构型 

3．2．1 粗毛甘草(念珠甘草)(Glycyrrhiza aspet'a 

Pal1．) 粗毛甘草为豆科多年生草本。在沙漠植物 

园标本 园内有一片纯 的粗毛甘草种群，面积约 

252 m2。调查时粗毛甘草正处于盛花期，自然高度约 

15～21 ClTI，平均为 18cm。随机设置一块 1 m x 1 m 

的样方，对其中的粗毛甘草克隆生长情况进行观察， 

发现粗毛甘草地下根茎能存活多年，其茎尖在距地 

面 10--20 cm的基质中开始水平生长，其后转而向 

上生长形成地上枝。地下水平根茎较软，外有树皮 

状鞘，易于脱落，具不明显的节，每一节上通常只有 
一 个侧芽，侧芽或者休眠，或者直接伸出地面形成地 

上枝，或者垂直扎向地下形成根，或者水平生长形成 

次级地下根茎。次级根茎与初级根茎生长方向的夹 

角常为 25。--40。被观察的基株高约 20 ClTI，有一主 

根，长、质地硬，半径为 0．7 carl；初级分株主要是从 

地下水平根茎的节间处长出，水平根茎的节间长度 

(间隔子长度)大约为 20 ClTI，节上有细弱的须根。 

分枝强度大，一个基株上共有 44～50个分株，其中 

初级分株 7个，其余均为次级分株(图3)。 

克隆分株 

节间 

水平根茎 

次 级 分 

次 级 根 

根 

图 3 粗毛甘草根茎型克隆生长示意图 

Fig．3 Sketchofthe growthof roots and sternsof 

clonal Glycyrrhiza aspera Pall 

线以上所示为地上部分．虚线以下所示为地下部分 

粗毛甘草水平根茎上的侧芽或形成地上枝、或 

形成地下根、或形成次级水平根茎的形态学分化现 

象，说明粗毛甘草对环境资源(光照、土壤养分、水分 

等)的不同水平发生形态可塑性反应，进而改变其克 

隆分株空间位置的分布格局。形态可塑性对于粗毛 

甘草的生存是有利的，即它在不同小生境中的不同 

分株形成有利于不同资源吸收的功能形态。比如， 

在植物园中，光照资源非常丰富，因而分株把更多的 

资源分配给地上器官(如叶子)，加强对光资源的捕 

获和同化，而把极少的资源分配给地下器官(如根)。 

这种现象称 为分株 的 “功 能分工”(Division of 

Labour)u J。此外，在 1 mX 1 m的调查样方内，粗毛 

甘草有44～50个分株，分株强度大、分枝多、节间 

短，表现出典型的“密集型”克隆生长构型。此种构 

型更多地表现为“侵占行为”，是一种对原地资源的 

有效利用策略。 

粗毛甘草最初引种定植到植物园的有49株，经 

过 30余年的繁殖与扩散，目前在甘草引种区已形成 

面积为375 m2的纯粗毛甘草种群，数量(包括分株) 

达近万余株。充分说明了粗毛甘草“密集型”克隆生 

长策略对新生境侵占的能力。 

3．2．2 花花柴(胖姑娘)(Karelinia caspica(Pal1．) 

Less) 花花柴为菊科花花柴属多年生草本植物。 

对采自植物园苗圃地路边的花花柴样本进行生长构 

型观察，发现花花柴的基株、分株区别不明显，有一 

明显的主根垂直扎向地下，其水平根茎呈链状，在距 

地面约 10 cm的基质中水平生长；具不明显的节，节 

上有细弱的须根；每一节上通常只有一个侧芽，有些 

侧芽处于休眠状态，有些侧芽向上生长形成地上枝。 

所调查的花花柴共有 6个分株，高约28--35 ClTI。平 

均高 30 ClTI，没有次级分株；水平根茎的节间长度差 

别较大，均在 6～30 cm(图4)。花花柴的生长构型 

相对简单，其资源分配几乎全部给了地上器官。 

图 4 花花柴根茎型克隆生长示意图 

Fig．4 Sketch of thegrowth of rootsand sternsof 

donal Karelinia caspica(Pau．) ss 

线以上所示为地上部分．虚线以下所示为地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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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芦苇 (PhragmitesAustralis(Car．)Trin ex 

Steud) 植物园中的芦苇主要分布在水井边、渠沟 

旁，是入侵到植物园中的杂草。调查时选取生长在 

流沙地上的一株芦苇进行观察。此株芦苇地下水平 

根茎全长达 4．3 rn，在距地面 20～30 cm的基质中 

生长，共有 15个初级分株，初级分株上还有复杂的 

二次、三次分株。具明显的节，节处侧芽或向上生长 

形成地上枝，或向下生长形成地下根，或向下生长后 

水平折回形成次级水平根茎，或仅生长长约 10~rn 

的须根(3～7个)。根据分株形态及数量的不同，可 

粗略 地 将 地 下 根 茎 分 为 3部 分：① 近 根 部 

(0～1．5 m)。其地上枝和地下根的分株都较多，地 

上枝分株 5个，均为绿色植株，高 45～70~rn，有的 

已开花；地下根分株5个，长度都达到了 1 rn以上； 

节问长平均为 7 cm，每节的须根数为 3～7个，长而 

细；根茎茎粗(周长)平均为 3 cm；②根茎中部(1．5 

～ 2．5 m)。中部只有 3个地上枝的分株，高约 1O～ 

12 C1TI，无地下分株；节间较长，为 13 cm，节上须根 

为 5～6个，较粗；地下根茎粗(周长)平均为 4 cm； 

③根茎末端(2．5～4．3 m)。末端只有 2个处于繁 

盛营养期的地上枝分株，高约 60~rn，节间长为 

16~rn，不定根为3～7个。地下根茎粗(周长)平均 

为3 cm(图 5)。 

水平 

根茎 

军萎 茎根部 

根 

图5 芦苇根茎型克隆生长示意图 

Fig．5 Sketchofthe growthof roots and sternsof 

clonal Phragmites communis 

线以上所示为地上部分。虚线以下所示为地下部分 

总的来看，芦苇地下根茎近根部的分株强度大， 

分株的次级分枝多，营养生长旺盛；根茎中部和末端 

的分株强度弱，分枝少。分株角度为45。～9O。，多为 

9O。(图 5)。 

可见，与粗毛甘草一样，芦苇对环境资源也发生 

了形态可塑性反应，它使芦苇克服了环境异质性的 

限制，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实现其迁移和扩张。这 

也是芦苇成为“杂草”难以根除的最根本原因。此 

外，芦苇既表现为侵占行为的“密集型”克隆构型(近 

根部部分)，也表现为逃避行为的“游击型”克隆构型 

(根茎中部及根茎末端)，这是芦苇最大限度利用资 

源、扩大种群的成功策略。 

4 荒漠区克隆植物研究展望 

荒漠区克隆植物的研究目前还很薄弱，立足于 

西北广袤的荒漠区，可开展如下荒漠区克隆植物研 

究。 

4．1 荒漠区克隆植物在群落和生态系统中的作用 

由于克隆植物在繁殖、生存等方面较非克隆植 

物具有很大优势，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尤其是干旱、半干旱地区的一些建群种，如胡杨、红 

柳、沙拐枣、红砂等都或多或少存在克隆繁殖现象， 

因而，开展克隆植物在群落与生态系统中的作用研 

究具有重要意义。开展荒漠克隆植物对群落稳定性 

的控制、对物种多样性和养分、水分循环等生态过程 

作用的机制研究，为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提 

供理论依据。 

4．2 荒漠区克隆植物行为生态学研究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植物是“沉默”的，而实 

际上，植物间也有信号、物质、能量的传递，这主要表 

现在克隆植物的整合性及功能分工上。对荒漠植物 

开展行为生态学研究主要包括克隆可塑性(觅食行 

为)、克隆整合性(克隆内资源共享)、克隆分株间的 

功能分工、克隆分株异质性放置格局与环境异质性 

格局的关系等。在荒漠区，植物的逆境考验来 自多 

方面，包括水分、盐碱、高温、风蚀、低温、养分等，因 

此，开展不同逆境胁迫下克隆植物的行为生态学，对 

于深入理解荒漠植物的生存对策、荒漠植物物质、能 

量分配原则具有重要意义。 

4．3 荒漠区克隆植物遗传多样性研究 

多数克隆植物一方面具有克隆生长习性，另一 

方面具有有性繁殖方式。特殊的繁殖方式及扩散方 

式使人们疑惑：克隆植物性比例如何分配?基株、分 

株的遗传变异产生、维持和分布情况如何?克隆散 

布的有效距离有多远?要解决上述问题，只有通过 

分子生物学手段，从酶、激素、基因表达差异等方面 

开展研究，深入揭示自然种群基因型组成格局、可塑 

性的内部机理和克隆基株、分株之间遗传分布状况。 

这些问题的解决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荒漠克 

隆植物分布格局成因及扩散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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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Growth Pattern of Several Clonal 

in Desert Zones of Xi ian g 

zI-I G Dao-yuan， WANG Hong-ling 

(Turpan Eremoph3ces Botanical gardcFl，Xinjiang Institute ofEcologyand Geography， 

ChineseAcademy ofScicrl~e$，Urumqi 830011，China) 

Abstract： Many species of desert clonal plants grow in the arid an d semiarid regions in northwest China，they 

adapt the sever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ith their own ways，and affect and chan ge the appearances ，functions 

and stability of the local plant communities and ecosystems with their physiological integrations and foraging be— 

haviors．Therefore，it is quite necessary to research the desert clonal plan ts growing under the extremely arid en— 

vironment． In this paper，a primary investigation on the growth pattern of three species of clonal plan ts in Tur— 

pan Eremophytes Botan ical Garden，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is carried out．Turpan Eremophytes Botan i— 

cal Garden，34 hm in area，is located in a wind—eroded mobile—dune region in the Turpan Basin．where the an— 

nual，extremely maximum and extremely minimum temperatures are I3．9℃ 。47．6℃ and 一28．6℃ respec— 

tively，the annual sunshine time is 3 049．5 hours，the annual precipitation is 16．4 n】m only but the annual evap— 

oration is as high as 3 000 IYIITI．and the relatively humidity is about 40％ ．More than 500 species of desert 

plants have been introd uced an d plan ted in the garden，in which some of them are the clonal plan ts．The clonal 

propagat"．，”method s of several desert clonal plan t species are analyzed，and the growth patterns of 3 clonal herb 

species(Glycyrrhiza aspera Pal1．，Karelinia caspica and Phragmites communis)growing under arid environ— 

ment are preliminarily researched．Moreover，three conceptions for developing the studies on desert clonal plan ts 

are put forward based on the current status of desert clonal plan t resources an d the progress of ecolog y of clonal 

plan ts．It is suggested to further carry out the studies on the clonal plants growing  in desert regions from three 

aspects，i．e．，the rolas of the clonal plants growing in desert regions in the plant communities and ecosystems
， 

ecolog ical studies on the behaviors of the clonal plants growing in desert reg ions，and the studies on the genetic 

diversity of the clonal plan ts growing in desert regions． 

Key words： Clonal plants，clonal growth，desert Zone，Turpan，Xin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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