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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地区木棉种质资源调查与保存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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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院对攀枝花地区木棉种质资源进行了调查和保存袁结果发现袁木棉在攀枝花地区普遍分布袁花色深红尧红尧橙
黄尧黄袁以红色和橙黄色最为常见曰选出优树 猿员 株袁采用播种育苗的方法对优树材料进行了保存袁为品种选择尧遗传

改良提供基础种质材料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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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木棉渊月燥皂遭葬曾 皂葬造葬遭葬则蚤糟怎皂冤隶属于木棉科木棉

属袁又名红棉尧英雄树尧斑芝树尧攀枝花等袁主要分布

在热带及亚热带地区袁在中国广东尧福建尧海南尧云
南尧四川尧广西等地广为栽培袁现为广州市和攀枝花

市市花遥 木棉为高大落叶乔木袁垂直分布范围以海

拔员 源园园 皂 以下为主袁极少数地区可达员 苑园园 皂袁是一

种不耐寒的树种遥 木棉通常树冠高大袁枝繁叶茂袁其
花极具观赏价值袁所以在城市绿化中袁木棉树是适宜

地区首选的树种之一遥 此外袁在以干尧热为显著特点

的干热河谷袁木棉也是当地群落的优势种或常见种袁
反映其对环境变化有较强的适应性袁对干热河谷地

区的生态恢复建设有很大的意义遥 木棉本身也有很

高的药用价值袁有着很好的祛湿效果曰其果实内的棉

纤维可用作填充物填充在枕头尧救生圈等物品中曰经
过榨取提取的木棉种籽油有着极高的经济价值袁不
仅可以用于食品袁也可以作为工业产品和生活用品

的原材料等遥 由此看来袁木棉是一种集观赏价值尧生
态价值尧经济价值于一身的优良物种遥



目前袁有关木棉的研究报道主要集中在生物学

特性和繁育技术研究咱员暂 尧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研

究咱圆袁猿暂 尧木棉居群的遗传多样性研究咱源袁缘暂 尧海南岛内

的资源调查和分类咱远暂 尧云南省内的资源和产业调

查咱苑暂 尧广州市内种质资源调查及其评价咱愿暂 等袁尚无

对攀枝花地区木棉优异种质资源收集保存的报道遥
攀枝花地区是我国西南资源野金三角冶地区的

核心区域袁素有野植物王国冶尧野生物基因库冶之称袁是
木棉在四川省的分布中心遥 另一方面袁复杂的地形

条件和干热河谷气候特征使该区生态系统易退化袁
水土流失尧地质灾害等问题突出袁生态环境先天脆

弱遥 本研究以攀枝花地区为主要研究区域袁对攀枝

花地区木棉植物资源进行调查和保存研究袁以期为

攀枝花地区的园林绿化和干热河谷植被恢复提供优

良的种苗资源遥

员摇 攀枝花地区概况

攀枝花地区位于四川省西南部尧地处川滇交界

处袁北纬 圆远毅园缘忆 耀 圆苑毅圆员忆袁东经 员园员毅园愿忆 耀 员园圆毅员缘忆袁总
面积约苑 源源园郾 猿怨 噪皂圆袁下辖 猿 区两县渊东区尧西区尧仁
和区尧米易县尧盐边县冤遥 属于南亚热带亚湿润气

候袁具有夏季长尧温度日变化大袁四季不分明袁降雨少

而集中袁日照多袁太阳辐射强袁气候垂直差异显著等

特征遥 年平均气温在 员怨益 耀 圆员益之间袁 冷月的月

平均气温在 员园益以上袁 热月的月平均气温在 圆远益
左右遥 年总降水量 苑远园 皂皂 耀员 圆园园 皂皂遥

圆摇 材料与方法

圆援 员摇 调查地区与方法

通过查阅资料和实地走访袁确定调查区域集中

在攀枝花西南部地区袁重点调查木棉分布比较集中

的东区尧西区尧仁和区袁盐边县和米易县的西南部遥
在 圆园员远 年 圆 月 耀猿 月袁对自然分布和人工栽培的木

棉资源进行全面踏查和观测遥 通过参考前人评价体

系袁主要以花色尧花径尧着花密度尧 佳观赏期尧开花

时间尧花显示程度尧株型尧抗逆性和生长性状作为选

优指标袁制定优树入选标准遥
圆援 圆摇 选优标准制定和优树选择

本研究评价系统侧重于攀枝花地区木棉种质资

源的观赏应用价值袁综合分析此次的调查材料袁优树

选择标准确定为院花瓣颜色纯正鲜艳曰花径逸员缘 糟皂曰
花朵覆盖或近覆盖冠幅曰 佳观赏期 缘园 凿 左右曰早

于或晚于 怨园豫的植株开花曰完全落叶袁花全部露出袁
引人注目曰株型紧凑且无偏冠曰抗逆性强曰生长势好遥

根据制定的优树选择标准袁在攀枝花范围内进

行选优遥 中选的优树按各县区统一编号袁挂上铝牌袁
并在铝牌上打上优树编号遥
圆援 猿摇 种质资源收集和保存

圆援 猿援 员摇 种质资源收集

在果实成熟期对入选的优树进行果实渊种子冤
采集遥 在木棉果实呈灰黑色且没有开裂时采集袁选
择树木中上部树冠外围尧生长健壮尧无病虫害尧健康

饱满的果实袁注意剔除劣果袁每株优树采集 猿园园 耀
源园园 粒果实袁用布袋子装好袁挂上标签袁标注好优树

编号尧采集地点和时间遥
圆援 猿援 圆摇 种质资源保存

木棉种子播种前用 园郾 员译高锰酸钾溶液进行种

子消毒袁然后用清水冲洗干净袁晾干后播种遥
选择排水良好尧土层深厚尧土质疏松尧结构良好尧

保水力强的微酸性沙壤土作播种地遥 播种前细致整

地袁然后做畦袁畦高约 圆园 糟皂袁畦面宽约 员园园 糟皂袁畦距

约 源园 糟皂袁畦面要整平袁用 园郾 缘译高锰酸钾溶液对土

壤进行消毒遥 播种采用条点播法袁在苗床上每隔 猿园
糟皂 开 员 条播种沟袁深 猿 糟皂 耀 源 糟皂袁把种子点播在沟

内袁粒距 员园 糟皂袁覆土 员 糟皂袁然后淋足水袁出芽前每天

淋水 员 次袁保持土壤湿润遥

猿摇 结果与分析

猿援 员摇 木棉的基本性状

木棉树干通直袁大树的基部常有发达的板根袁幼
树基部和老枝条有短粗的圆锥状皮刺曰在攀枝花地

区花期 圆 月 耀猿 月袁先花后叶袁花大如碗袁花色深红尧
红尧橙黄尧黄袁以红色和橙黄色 为常见袁其次为深

红袁橙黄色 少见袁在调查范围内仅发现 猿 株曰果期

缘 月袁蒴果长椭圆形袁有 缘 裂片袁裂片木质袁成熟时纵

列袁露出丝状的棉絮袁种子埋于棉絮之中遥
猿援 圆摇 攀枝花地区木棉的分布特点

木棉在攀枝花地区普遍分布遥 自然野生的木棉

多间断分布于路边尧桥头尧河边尧房前屋后和田间地

头遥 这些野生的木棉植株一般比较高大袁胸径在 源园
糟皂 耀愿园 糟皂 之间袁稀见胸径在 员园园 糟皂 耀 员员园 糟皂 之间

的曰在雅砻江边阳坡的山地上有木棉野生居群的不

连续分布袁但居群整体长势不好袁植株胸径为 圆园 糟皂
耀猿园 糟皂袁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安宁河流域遥 人工栽

培的木棉主要用作风景树和行道树袁在攀枝花市区袁

圆缘 摇 摇 四摇 川摇 林摇 业摇 科摇 技 猿愿 卷



作为区域文化和园林景观特色袁在园林中供孤植尧丛
植作风景树和列植作行道树袁在盐边县和米易县部

分乡镇公路两边列植做行道树袁这类木棉植株胸径

在 员园 糟皂 耀 猿园 糟皂 之间遥
猿援 猿摇 优树选择

本次筛选共选出优树 猿员 株渊参见表 员冤遥
表 员 攀枝花地区木棉入选优树

入选优树来源 入选优树株数 优树编号

东区 缘 阅匝员尧阅匝圆尧阅匝猿尧阅匝源尧阅匝缘
西区 远 载匝员尧载匝圆尧载匝猿尧载匝源尧载匝缘尧载匝远

仁和区 苑 砸匀匝员尧 砸匀匝圆尧 砸匀匝猿尧 砸匀匝源尧
砸匀匝缘尧砸匀匝远尧砸匀匝苑

米易县 远 酝再载员尧 酝再载圆尧 酝再载猿尧 酝再载源尧酝再载缘尧酝再载远
盐边县 苑 再月载员尧 再月载圆尧 再月载猿尧 再月载源尧再月载缘尧再月载远尧再月载苑

猿援 源摇 种质资源收集和保存

于 圆园员远 年 缘 月下旬采集果实袁果实采回后摊于

阳光下暴晒几天袁待蒴果开裂袁种子随棉絮而出时从

棉絮里取出种子袁种子千粒重约 猿缘援 愿园 早遥
在四川省林科院成都沙河堡基地进行实生苗培

育袁木棉种子播种后 源 凿 即萌发出土袁发芽率在 愿园豫
以上袁为使苗木有合理的生长空间袁在长出 圆 片以上

真叶时进行间苗袁间苗后及时淋水曰员缘 凿 后平均高

度为 猿 糟皂袁猿园 凿 后平均高度为 苑 糟皂遥

源摇 讨论

朱有佩等咱怨暂按花色将木棉分为深红花木棉尧红
花木棉尧桔红花木棉尧黄花木棉 源 个类型遥 王健等咱远暂

通过聚类分析将其划分为黄色和非黄色两类遥 本研

究将攀枝花木棉分为深红花木棉尧红花木棉尧橙黄花

木棉尧黄花木棉袁与朱有佩尧王健等的划分结果有所

不同遥 调查中发现袁木棉花色由深红到黄色是个渐

变的过程袁相邻的类型颜色差异难以掌握遥 我们从

园林应用的角度人为划分为 源 个类型袁是为了更好

的区分和应用遥 木棉幼树基部和老枝条有短粗的圆

锥状皮刺袁可能对幼儿造成威胁袁不宜种植在儿童经

常活动的区域袁必要时可加设围栏袁阻止儿童直接碰

触曰木棉果实成熟开裂后棉絮纷飞袁不但一定程度上

造成环境污染袁还有可能对具呼吸道疾病的人群有

不良影响袁园林设计中应注意不要在医院或是食堂

等地方种植袁尽量减少棉絮对人们生活的污染侵害遥
从城市角落尧田间地头尧山地瘠薄干旱土壤到雅

砻江边和安宁河流域的水湿地区袁都有木棉分布袁这
与王健等咱远暂的研究结果一致袁说明木棉对土壤环境

适应力较强遥 但野生区域的木棉以成年植株为主袁
幼年植株相当少见袁田间地头的田埂和路边沟边等

水分条件有保证的地方有幼苗和幼树出现袁这与赵

高卷等咱员园暂的研究结果相同遥
木棉果实成熟时呈灰黑色袁种子容易随棉毛四

处飘散袁应及时采收袁采回摊开暴晒后抖出种子遥 贮

藏过久会使发芽率下降甚至丧失发芽能力袁 好随

采随播咱员员暂 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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