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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林木无性系育种策略的思考
康向阳
(林木分子设计育种高精尖创新中心，林木育种国家工程实验室，城乡生态环境北京实验室，
北京林业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北京 100083)

摘要:林木无性系育种随着森林工业的兴起而诞生并取得快速发展，在世界林业产业中占具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其始终
围绕高产、优质的育种目标，通过选择和利用天然群体或人工创制的育种后代群体中遗传增益最为突出的个体，经无性
繁殖实现规模生产并适时采收，以满足社会对木材、果实、药物等林产品的巨大需求。由于受树体高大、多为异花授粉，
性成熟较晚，生长周期和测试时间长且占地多等限制，决定大多数林木必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选择与作物不同的育种策
略。现代生物科学和育种技术进步为突破基于传统交配设计杂交育种的遗传改良策略提供了可能。基于种间杂交或异
花授粉树种的种内杂交育种时，可采取在毛白杨中成功应用的综合 SSR 遗传距离和优良单株父本鉴定构建育种亲本群
体，并与配子染色体加倍选育三倍体相结合的育种策略，即首先通过 SSR 分子标记分析林木种质资源库亲本遗传距离，
同时采用 SSR 分子标记对种质资源库自由授粉半同胞家系优株进行父本鉴定，在此基础上通过亲本遗传距离以及半同
胞家系优株父本鉴定双重筛选构建育种亲本群体，进而利用高配合力育种亲本开展基于有性多倍化的多倍体育种，并通
过无性繁殖实现倍性优势和杂交优势最大限度的利用，经济而高效地推进林木无性系育种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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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about clonal breeding strategy of forest trees
Kang Xiangyang
(Beijing Advanced Innovation Center for Tree Breeding by Molecular Design, National Engineering Laboratory for Tree
Breeding, Beijing Laboratory of Urban and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llege of Biological Sciences
and Biotechnology,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ise of forest industry, clonal breeding of forest trees was born and developed rapidly. I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forest industry all over the world. Focused on the breeding objective of highyield and high-quality, some individuals with high genetic gain were selected out from natural populations or
artificially generated breeding offspring to meet the huge demand of society for forest products such as
timber, dried fruits and medicines, after they were produced in a large scale and timely harvested. Compared
with crops, it was necessary that different breeding strategies for forest trees were conducted owing to the
limits of tree height, cross-pollination, late sexual maturity, long growth cycle, long testing period and large
land occupation. Advances in modern biological sciences and breeding technologies make it possible to
break through the genetic improvement strategy of cross breeding based on traditional mating designs. When
cross breeding was conduced in interspecific hybrids or intraspecific hybrids in cross-pollinated tree species,
a breeding strategy, combined gamete chromosome doubling for triploid production with construc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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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eding parental group by screening SSR genetic distance and paternity identity of superior individual,
could be adopted, which has been successfully applied in Populus tomentosa. In this strategy, genetic
distance among parents in the germplasm bank was firstly estimated using SSR markers. Meanwhile, the
paternal origin of superior half-sib individuals derived from the free-pollinated offspring in the germplasm
bank was determined by SSR. Then, the breeding parental group would be constructed according to SSR
genetic distance and paternity identity of superior individual in half-sib families. Parents with high
combining ability were used to produce polyploid by sexual polyploidization. Therefore, the maximal
utilization of ploidy vigor and heterosis would be achieved, and the process of forest clonal breeding would
be also economically and efficiently promoted.
Key words: forest trees; clonal breeding; breeding strategy; breeding parental population; triploid breeding

无性系育种（Clonal breeding）是指从天然群体

等果树种子繁殖易产生变异，不宜于品种保纯，如有

或人工杂交、诱变群体中选择优良个体，通过无性繁

“梨有十许子，唯二子生梨，余皆生杜”的认识。因

殖成无性系，再经无性系测定，选育出优良无性系并

此，梨、柿（Diospyros kaki）为等宜采用“插梨”嫁接繁

应用于生产的过程。通过无性系育种可获得目标性

殖，而石榴（Punica granatum）、桑（Morus spp.）等多

状表现突出的林木新品种，是利用群体中遗传增益

采取压条繁殖。甚至还描述了梨树嫁接“用根蒂小

最为显著的个体而不是群体平均值，与种子繁殖相

枝，树形可喜，五年方结子；鸠脚老技，三年既结子，

比具有明显的优势：综合利用加性与非加性遗传效

而树丑”的无性繁殖成熟和位置效应问题。朴素的良

应，遗传增益高；优良无性系造林性状整齐一致，利

种繁育思想在人类的栽培实践中一代代传承下来，

于株行距安排等集约栽培、管理，可大幅度提高林产

并始终以品质和产量为选育目标，不断通过嫁接、压

品产量；采用无性系品种生产的木材等林产品性状

条等方法固定和繁殖所发现的自然变异类型、芽变

稳定一致，利于森林工业产品加工工艺的调配等

及实生选种品种。前人的智慧成果在我们今天仍然

。

[1−4]

杨树（Populus spp.）、桉树（Eucalyptus spp.）等用材林

享用的成百上千种味美、高产的桃（Prunus persica）、

以及一些经济林树种遗传改良的巨大成就证明，无

苹果（Malus domestica）、梨、枣、核桃（Juglans regia）

性系育种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等果树和经济林农家品种中得到完美体现。就经济

。

[1−7]

随着现代分子生物学、基因组学及计算生物学

林树种良种选育而言，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世界各

的发展，使得大规模挖掘控制林木复杂性状的基因

国才开始进行系统杂交育种研究，选育出一批产量

信息成为可能，为通过分子标记辅助选择和分子设

更高、品质更优的优良品种并应用于生产[7]。而从经

计育种实现林木复杂性状遗传改良创造了条件。而

济林树种的繁殖方法看，即使在组织培养技术日渐

不定根发生和调控机制、组织培养和体胚诱导等理

成熟的今天，枣、板栗（Castanea spp.）、核桃、油茶

论和技术进步，也使得更多树种优良基因型能够通

（Camellia spp.）等利用花、果及种子的树种依然通过

过大规模无性繁殖进入生产。此时，如何借助现代

短枝接穗嫁接繁殖，以保证其早日开花结果；橡胶

生物学基础理论和技术方法，制定更为科学、高效的

树（Hevea brasiliensis）、杜仲（Eucommia ulmoides）、

林木无性系育种策略，从而更为显著地提高林木育

漆 树 （ Toxicodendron verniciflum） 等 利 用 营 养 器 官

种效率和效果，有必要引起我们重视和更为深入的

及其代谢产物的树种则注重利用幼化的穗条嫁接

思考。

或扦插繁殖，以减缓过早开花结实对树木生长的

1 林木无性系育种的起源及发展

影响。
当人类社会进入 19 世纪后，随着蒸汽机、电动

早在 2 000 多年前我国已经采取压条、扦插方法

机等发明和投入使用，车船、桥梁、电杆、枕木、坑木、

进行杨树和柳树（Salix spp.）等树木繁殖。公元前

发电、造纸等行业发展导致木材需求剧增，并带动了

200 年的战国时期的著作《战国策》中已有“杨横之即

人工林发展。此时，用材树种无性系选育及其造林

生，侧之即生，折而树之又生”的记载。而无性系育

开始引起关注。1892 年，国际林业研究组织联盟

种也很早就在果树和经济林树种中得到应用。北魏

（IUFRO）成立。国际林联第一次会议上就讨论制定

末年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记载了果树和经济林树

了主要造林树种国际种源试验计划，并于 1907 年组

种品种可源于实生选种，如枣（Ziziphus jujuba）“常选

织了第一次欧洲赤松（Pinus sylvestris）国际种源试

好味者，留栽之”。当时人们已经知道梨（Pyrus spp.）

验[5]。研究证明不同种源在木材蓄积、材质以及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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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等方面的显著遗传变异，同时也注意到种源内个

的欧美杨 107（P. × euramericana ‘Neva’）、108（P. ×

体间同样存在差异。因此，Larson 认为在适宜种源

euramericana ‘Guariento’）等品种 [13]。体胚诱导与超

区选择优良单株营建种子园是最佳方案[8]。1912 年，

低温保存技术突破则为针叶树等一些难以扦插繁殖

Henry 在英国进行了杨树种间杂交，并选育出速生、

树种无性系育种带来了希望。即通过采取配合力最

适应性强的格氏杨（P. generosa） 。此后，以速生、

优家系一批未成熟种子胚为外植体分别进行胚性愈

优质为目标，杨树、柳树、栎树（Quercus spp.）、云杉

伤诱导，将每个基因型胚性愈伤一部分超低温保存，

（ Picea spp.） 、 榆 树 （ Ulmus spp.） 、 落 叶 松 （ Larix

一部分诱导体细胞胚再生植株用于无性系田间测

spp.）、松树（Pinus spp.）等均进行了大规模的优树选

定，再选择其中表现优良的基因型进行无性系生产

择和杂交试验，选育出一大批优良单株

。但限

等 [20]。目前，已经成功实现采用生物反应器技术对

于无性繁殖技术问题，大多数树种并没有将选育出

辐射松（Pinus radiata）、欧洲云杉（P. abies）、黑云杉

的优良单株通过规模无性繁殖应用于生产，因此，这

（ P. mariana） 等 林 木 优 良 基 因 型 进 行 大 规 模 体 胚

时只有杨树、柳树等少数树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

繁殖[5−6,20]。

[9]

[5,6,9−13]

无性系育种，其中以杨树成果最为显著，包括得到大

1935 年，Nilsson 在瑞典发现了一株叶片巨大、

面积应用的著名的欧美杨天然杂交品种加拿大

生长迅速的巨型三倍体欧洲山杨（P. tremula），由此

杨、欧美杨（P. canadensis）与卡罗林杨（P. deltoides

成为林木多倍体育种的开端 [21]。1937 年，Blakeslee、

var. angulata）杂交品种 I-214 杨（P. × canadensis ‘I-

Avery 证实秋水仙碱在诱导植物染色体加倍方面具

，以及小叶杨（P. simonii）与美洲黑杨（P.

有巨大的效果，进一步推动了世界多倍体诱导研

214’）

[12−13]

deltoides）杂交品种群众杨（P. popularis ‘35-44’）等 。
[14]

究。受三倍体欧洲山杨以及作物、果树多倍体育种

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胶合板、纤维板、木浆造

成果的鼓舞，20 世纪 50—70 年代，林木多倍体育种

纸等世界森林工业发展及其木材供给要求的提高，

长期居于研究热点，并在杨树、桦木（Betula spp.）、刺

加之现代生物学的进步，以及组织培养、体胚诱导、

槐、桑树、橡胶树等树种中获得一系列三倍体和四倍

全光喷雾育苗等技术快速发展，无性系育种开始提

体，但其中只有桑树四倍体、刺槐以及欧美山杨杂种

出并寄予了更高的期望。在 1973—1983 年的 10 余

三倍体等多倍体品种得到生产应用[22−26]。进入 20 世

年间，国际林联（IUFRO）等连续召开 6 次涉及无性

纪 80 年代后，鉴于多数林木多倍体育种效果欠佳，

繁殖专题的国际会议，讨论林木无性繁殖技术方法

以及基因工程育种的兴起，相关研究日渐稀少。直

以及无性系品种利用等问题，推动了以森林工业用

到进入 90 年代，朱之悌等利用天然 2n 花粉与毛新

材培育为目标的无性系育种乃至无性系林业的发

杨（P. tomentosa × P. bolleana）回交成功选育出一批

展

。此时，重要用材树种均开展了基因资源收集

速生、质优的三倍体毛白杨新品种[15,27] 之后，又重新

保存以及地理变异研究，杂交育种也由直接根据表

引起人们对多倍体育种的关注。此后，经对生产中

型选择亲本逐步进入基于配合力分析选择杂交亲本

应用的一些林木品种染色体检查发现，我国广泛

组合的阶段，并在桉树、杨树、刺槐、榆树等树种中选

栽 培 的 著 名 杨 树 品 种 ‘I-214 ’ ‘ 中 林 46 ’ （ P. ×

育出一批速生、质优的优良无性系

。其中，以

euramericana ‘Zhonglin-46 ’ ） 、 ‘ 沙 兰 杨 ’ （ P. ×

意大利杨树研究所欧美杨远缘杂交育种研究最为系

canadensis ‘Sacrau 79 ’ ） 、 ‘ 武 黑 1 号 ’ （ P. ×

统，取得的成就也最为突出。自 1981 年起，他们基

euramericana ‘Wuhei-1 ’ ） 、 ‘ 辽 河 杨 ’ （ P. ×

于多年杨树远缘杂交育种经验，参考农作物杂交育

liaohenica）、‘廊坊 3 号’（P. × langfangensis-3）、‘银中

种成果，制定并实施了以轮回选择为核心的杨树遗

杨’（P. alba × P. berolinensis） [28−29]，以及云南省大规

传改良策略，即在广泛收集欧洲黑杨（P. nigra）和美

模栽培的橡胶树品种‘云研 77-2’（Hevea brasiliensis

洲黑杨基因资源的基础上，通过种间杂交和配合力

‘Yunyan 77-2’）、‘云研 77-4’（H. brasiliensis ‘Yunyan

测定，为当前生产培育新品种；同时进行种内控制授

77-4’）等实际都是三倍体[30]。这些三倍体杨树、橡胶

粉和配合力测定，丰富种质资源库，为下一代育种培

树品种都源于天然未减数配子杂交。表明基于有性

育优良亲本等

。这一育种策略将亲本改良置于

多倍体化的三倍体育种实现了杂交优势和倍性优势

杂交育种的优先地位，改变了长期以来每次育种都

的综合利用，是提高林木无性系育种遗传增益的有

从零开始，育种程序仅包括随机选择的亲本杂交和

效途径。

F1 无性系选优的做法，提高了杂交无性系育种的系

2 毛白杨无性系育种研究进展

[1−4]

[1−8,12−19]

[12−13]

统性以及育种效率和效果。据此培育出适合不同栽
培目标的优良无性系，包括在我国大面积推广应用

毛白杨（P. tomentosa）是我国特有的乡土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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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两千多年的栽培历史[16]。《齐民要术》已有“斫取

株 1 号’和‘北林雄株 2 号’。李云等报道采用秋水仙

白杨枝，大如指、长三尺者，屈著垅中，以土压上，令

碱和高温处理水培 1 ~ 5 d 的毛新杨等雌花芽，再授

两头出土，向上直竖”的毛白杨压条繁殖记载。其生

以正常花粉获得了三倍体植株 [42]。Li 等利用白杨

长迅速、材质优良、树干通直挺拔、冠形优美，用途广

雌、雄花芽发育进程的时序性相关，以雄配子发育进

泛，是能快速提供木材的树种，也是能快速形成遮阳

程为参照，相对准确地解决了大孢子染色体加倍的

的优良城乡绿化树种。“新年鸟声千种啭，二月杨花

有效处理时期即时判别的技术方法问题；并进一步

满路飞（北周·庾信）”。从诗人的佳句中，我们仿佛能

采用雄配子发育进程为参照适时加倍处理，获得了

够看到当年古都长安种植的一株株高大挺拔的毛白

高达 16.7% 的三倍体诱导得率 [43]，使白杨大孢子染

杨，浓荫蔽日，彰显古都的庄严气象。

色体加倍诱导三倍体技术趋于实用化。康向阳等发

1946 年，叶培忠首次开展了毛白杨杂交试验

。

[31]

现对授粉后一定时间的雌花序施加秋水仙碱处理诱

而大规模无性系育种则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在

导胚囊染色体加倍获得白杨三倍体的新途径, 最高

国家科技攻关课题支持下，朱之悌等针对毛白杨造

处理组合三倍体得率高达 57.1%[44]。同时还应用于

林前期生长缓慢、无性繁殖困难等问题开展研究，创

青杨和响叶杨（P. adenopoda）等杨树配子染色体加

造性地采取分部位取样、分部位保存的技术路线，收

倍，三倍体的率达到 40% ~ 80%[45−49]。有性多倍化选

集分布于 100 万 km2 区域内的毛白杨优树 1 047 株，

育三倍体主要来源于 FDR 型、SDR 及 PMR 型 2n 配

建立了优树根萌苗档案库和花枝标本园（即种质资

子 3 条途径，其中青杨由这 3 条途径获得的 2n 配子

源库）；在 10 省采用根段人工促萌获得的幼化材料

分别传递亲本杂合性 74.8%、39.6%、35.9%[50]。而从

建成了含 500 个无性系的测定林，保存了遗传基础

其生长表现看，FDR 型 2n 配子来源的三倍体杂种后

日益缩小的毛白杨优树资源，并成功地选育出一系

代 群 体 生 长 性 状 平 均 值 最 大 ， 但 SDR 及 PMR 型

列雄株行道树和短周期胶合板材、建筑材新品

2n 配子来源的三倍体杂种后代群体中也有表现特别

种

。同时，将组培分步培养的思路运用于大田苗

突出的基因型 [51]。其原因在于 SDR 及 PMR 型 2n

圃育苗之中，通过采穗圃、砧木圃、繁殖圃、根繁圃

配子传递亲本杂合性来源于同源重组，而转录本丰

等 4 圃配套，解决了毛白杨无性繁殖材料幼化、复壮

度越高的区域同源重组发生的频率越高[52]。从理论

以及规模扩繁的世界性技术难题，使繁殖系数剧增，

和技术层面为基于多倍体育种的毛白杨林木遗传改

3 年可从 1 株扩繁到 100 万株，实现良种与良法配

良奠定了基础。

[15,32]

套，为毛白杨优良品种推广奠定了技术基础

。进

此前，限于毛白杨母本育性差的缘故，育种多为

而采用毛白杨雄株产生的 2n 花粉与毛新杨回交，实

以毛白杨为父本进行种间杂交或回交，其种内杂交

现染色体部分替换和染色体加倍，获得了一批速生、

一直未取得突破。那么，如何充分利用毛白杨种质

优质的三倍体毛白杨新品种

。与普通毛白杨相

资源库中丰富的基因资源？由于我们已经知道毛白

比，三倍体新品种材积生长提高 1 倍以上，纤维长度

杨种群中存在天然三倍体 [35]，首先对毛白杨种质资

长 52.4%，木质素含量低 17.9%，α-纤维素含量提高

源库内优树无性系进行倍性鉴定，从中检出 28 个天

53.2%，实现了多目标性状综合改良 。

然三倍体，其中雌性三倍体 24 个，剔除了严重败育

[15,33]

[15,27]

[15]

毛白杨种群中的大多数雄株可自然产生一定比
率的 2n 花粉

的三倍体可能被选做杂交母本的影响[53]。进而采集

。但因 2n 花粉发生比率较低，且受

种质资源库内 43 个毛白杨二倍体雌株半同胞种子

环境影响大，育种利用较为困难。如何提高毛白杨

播种育苗，证明不同雌株无性系间存在育性差异，可

多倍体的诱导率？张志毅等开展施加理化处理诱导

选出育性及一般配合力较高的杂交母本[54]。在此基

白杨花粉染色体加倍研究，最高获得 95% 的 2n 花

础上，参考 El-Kassaby 等提出的通过分子标记对来

粉

。康向阳等首先在掌握小孢子母细胞减数分裂

源已知的人工林半同胞优株父本鉴定实现谱系重建

规律的基础上，明确了施加秋水仙碱和高温处理诱

的 BWB（breeding wothout breeding）育种策略 [55]，在

导白杨花粉染色体加倍的有效处理时期，适时处理

完成毛白杨种质资源库 SSR 多态引物库和指纹图谱

最高可获得 80% 以上的 2n 花粉

；证明 2n 花粉

库构建 [56] 的基础上，对保留下来的 6 065 株毛白杨

萌发相对迟缓而导致的受精竞争能力差，是利用

半同胞子代进行生长等性状综合评价，从中筛选

2n 花粉授粉杂交选育三倍体得率低的根本原因

；

出 77 株 优 良 单 株 ； 利 用 筛 选 出 的 14 对 高 多 态 性

提出利用花粉倍性对辐射敏感性差异增进 2n 花粉

SSR 引物对 77 个优良单株进行父本鉴定，为 59 个

在受精过程中参与竞争机率的方法，成功地获得了

优良单株鉴定出唯一父本，包括 49 个杂交亲本组

一批杂种三倍体 [41]。并从中选出国家良种‘北林雄

合，含 17 个母本、29 个父本[57]。此时，自由授粉免去

[34−36]

[37]

[38−39]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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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人工杂交工作量；每个半同胞家系的杂交父本理

能期望无性系人工林，包括经过选择的遗传基础窄

论上可能包括基因库内的 300 余个产生花粉雄株，

化的实生人工林像天然林一样能够形成稳定的生态

43 个毛白杨半同胞家系可能包括成千上万个杂交组

系统，这是因为遗传基础过度窄化甚至为少数无性

合，提高优良杂种无性系选择的概率。然而，仅仅根

系的人工林个体竞争能力相似，不可能像天然林那

据半同胞优株父本鉴定组培杂交组合也可能会出现

样通过自然稀疏进行林分的自我调整，如不及时采

一定的误判，其原因在于优株在半同胞群体内的表

取施肥灌水或疏伐等抚育管理措施，随着树木生长

现会影响选择结果，如其性状表现高于群体平均值

必然会发生无性系人工林群体衰退 [58]。因此，林木

则会导致重建杂交组合特殊配合力高估；此外，受散

无性系育种的主攻目标自始至终就是高产和优质，

粉时间、花粉竞争力等因素影响，半同胞家系子代并

即利用林木无性系品种高产、优质的特性，在其适生

非完全随机交配的结果，通过父本鉴定组配的高配

区通过无性繁殖实现规模栽培，并适时采收满足社

合力杂交组合也不可能覆盖种质资源库内所有雌雄

会需求。

株交配组合。为此，进一步根据毛白杨全同胞子代

（2）提高林木无性系育种效率和效果的关键是

群体株高与地径特殊配合力与亲本间 SSR 遗传距离

育种亲本选配。作物育种取得的突出成就证明，通

存在显著正相关的研究结果，选择种质资源库内

过轮回选择和亲本选配可以有效聚合目标性状有利

18 株育性好、一般配合力高的雌株以及 68 株花粉量

基因。问题是林木树体高大、多为异花授粉，性成熟

大的雄株进行 SSR 遗传距离分析，按遗传距离高于

较晚，生长周期和测试时间长且占地多等，完成一代

群体平均值 2 倍标准差进行初选，从中筛选出 15 个

改良就需要相当长的时期和较大的投入，因此，林木

母本、12 个父本，预测其中可组配 52 个生长性状特

育种交配设计无论是试验规模，还是选择世代都是

殊配合力高的杂交组合；进而综合 SSR 遗传距离选

有限的。其中，完全谱系设计既可以估算一般配合

择以及优良单株父本鉴定结果，筛选出 14 个高特殊

力，也可以估算特殊配合力，但涉及亲本较多时很难

配合力杂交组合，包括母本 10 个，父本 4 个

。为

实施；而采取不完全谱系设计，尤其是自由授粉半同

验证育种亲本群体构建效果，从中选择 3 个母本、

胞子代测定虽然可以覆盖较多的亲本，但这种测定

4 个父本组配 5 个期望高特殊配合力杂交组合，并选

属于只能评价母本的单亲测定，不能估算特殊配合

择育性好且与这 3 个母本遗传距离小的父本组配

力。此时，无论采取何种交配设计，受随机选择、规

3 个对照杂交组合，子代株高、地径生长性状遗传变

模有限且异质性的亲本限制，都难以保证杂种优势

异分析结果表明，不同的母本与父本杂交对子代株

的充分利用。而现代生物科学和育种技术进步为突

高与地径的影响极显著；5 个目标杂交组合株高与地

破基于传统交配设计杂交育种的遗传改良策略提供

径都显著高于同一母本的对照杂交组合

。显然，

了可能。而从高度杂合且异花授粉的毛白杨育种亲

综合亲本 SSR 遗传距离以及半同胞子代优株 SSR

本群体构建结果看，采取综合 SSR 遗传距离选择以

父本鉴定结果，可以更为快速地实现杂交亲本组配

及优良单株父本鉴定双重筛选构建育种亲本群体的

和育种亲本群体构建，并有效保证重建全同胞群体

策略，可以快速而高效地筛选出高配合力育种亲本，

的可靠性，是一种经济、快速而高效的育种策略

最大限度地提高育种效率和效果。

[56]

[56]

（图 1）。

3 问题与建议

（3）在最佳杂交亲本选配的基础上开展多倍体
新品种选育，是林木无性系育种高效发展的最佳技
术路线。林木多倍体育综合杂交和倍性优势，可以

（1）从林木无性系育种的起源及发展看，无性系

通过一轮次的育种过程实现多目标性状综合改

育种一直是围绕木材和经济林产品的产量和品质而

良 [59]，获得生长提速、次生代谢产物增加、败育无籽

展开，并最终应用于林业生产。尤其是随着森林工

等特性的林木多倍体新品种。对于能够无性繁殖的

业的发展，从降低生产成本、保障自动化大规模生产

树种而言，可以不必担心多倍体育性差而导致繁殖

以及加工工艺要求等方面考虑，对保障木材等原材

困难的难题，而多年生习性又保证品种一旦育成就

料供应运距以及性状稳定性的要求也相对更高，无

可以长期持续利用等 [27]。需要注意的是，因植物生

论是从提高人工林产量方面，还是从原料品质保障

物学特性和育种目标存在差异，多倍体育种并不一

方面，无性系育种都与林产品加工业的发展要求相

定适用于所有林木；选择单细胞染色体加倍更有利

一致，可以说林木无性系育种就是因林产品加工业

于提高林木多倍体诱导效率；掌握染色体加倍的有

的兴起而诞生并取得快速发展的。此外，无性系品

效处理时期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亲本选配与杨树

种在其适生区域内可以兼具生态防护功能，但绝不

多倍体性状表现密切相关，在借鉴以往杂交育种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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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毛白杨无性系选育技术路线图

Fig. 1 Technology roadmap for clonal breeding of Populus tomentosa

验的基础上，采取综合 SSR 遗传距离选择、优良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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