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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深变化对刺苦草冬芽形成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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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弄清水深的变化对苦草冬芽形成的影响情况，在苦草的生长季节和繁殖体形成季节变化水位，
设计实验研究苦草如何以无性繁殖的方式应对水位胁迫变化． 研究结果表明： 在刺苦草生长期内，冬芽母
体大小和水位变化都显著影响冬芽的形成． 在生长期内刺苦草形成的冬芽数量少，水位越低，形成的冬芽
数量越少且更小，形成的冬芽平均数量为 12 ～ 28 个； 在刺苦草繁殖期内，水位胁迫会加速刺苦草营养的
转化，形成更多的冬芽，显著高于在生长期水位波动时的冬芽数，且不受冬芽母体大小的影响，此阶段形
成的冬芽平均数量为 45 ～ 83 个． 这些结论说明在植物生长季节维持相对稳定的水位生境有利于植物种
群的延续，繁殖期水位的波动有利于水生植物无性繁殖体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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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况，从而充分认清沉水植物刺苦草 （ V． spinulosa） 的
这种无性繁殖方式对环境适应的策略 ．

刺苦草 （ Vallisneria spinulosa） 是长江中下游地

1

区浅水湖泊沉水植被的优势物种之一，冬芽 （ winter
bud） 是苦草属 （ Vallisneria） 植物特化的一种无性繁
殖器官，在生长繁殖季节时期由匍匐茎末端膨大形
成，来年可发育形成一个新的植株，在苦草繁殖生活
［1-4］

史中占据重要地位

，这是其种群延续和扩散的

重要方式． 在众多江河湖泊自然生境或人为破坏的
生境中，刺苦草冬芽的存在是有效地保证物种在水
生生态系统中迅速恢复的重要策略，时刻影响着水
体中刺苦草的种群动态和规模． 鄱阳湖年水位变化
较大，明显属于一个季节性涨水湖泊，水深的变化无
［5］

1． 1

材料与方法
实验设计

于 2006 年 3 月 10 日从鄱阳湖自然保护区的蚌
湖（ E 116°00'，N 29°11'） 随机采集刺苦草冬芽 1 000
粒，
用湿沙保存带回中科院武汉植物园，挑选整齐完
好的冬芽作为实验材料，将它们分为小型冬芽 （ 长度
为（ 1． 58 ± 0． 24） cm，干质量为（ 0. 33 ± 0． 08） g） 、中型
冬芽 （ 长 度 为 （ 2． 61 ± 0． 21） cm，干 质 量 为 （ 0． 62 ±
0． 16） g） 、
大型冬芽 （ 长度为 （ 3． 50 ± 0． 28） cm，干质
3 月 24 日
量为（ 1． 01 ± 0． 25） g） 各 90 粒进行实验，

，结合湖泊的水位高程，水深变化明显地影响

将挑选好的冬芽分别种植在盛有 10 cm 厚粘土的塑
料盆（ 顶部直径为 27 cm、底部直径为 22 cm、高为
14 cm） 中，每盆 1 粒，共有 270 盆，并插上标签，标明

了刺苦草的生活策略． 冬芽的形成可能响应生境的
变化有所不同，那么水深的自然变化是在生长期还

冬芽的型号，
分别以小型、
中型、
大型冬芽各 10 盆为 1
组，
分别以不同冬芽型号放在 3 个水池（ 1 m × 1 m ×

疑会改变刺苦草的分布情况

，野外调查结果也发

现： 蚌湖、象湖和大湖池的刺苦草冬芽分布有差异
［6-7］

性

是在繁殖期对冬芽的形成影响大呢 ？ 无法在野外调
查研究中得到求证，因此，有必要通过室内实验模拟
水深的变化研究其对刺苦草冬芽的形成的影响情

1 m ） 中，
共用实验水池 27 个，
盛满水进行培养．
1． 2

样品处理
2006 年 9 月 12 日，在大型、中型、小型冬芽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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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实验种群各 3 个水池中取样，调查每盆形成的
冬芽数量，测量每个冬芽的长度，并分别编号装袋，

参数

自由度

然后在干燥箱中 （ 80 ℃ ） 烘至恒质量，称出干质量．
然后在 9 月 12 日对大型、中型、小型冬芽形成的实

冬芽个数 /
（ 个·m － 2 ）

289

验种群各 3 个水池分别进行 3 个水位处理 （ 0 cm 水
50 cm水深、
100 cm 水深） ，模拟刺苦草生长期水
深、

冬芽长度 /
cm

2448

位波动对冬芽形成的影响； 1 个月后将这批样本取
10 月 13 日对剩下的 9 个水池分别进
出； 方法如上，
行 3 个水位处理（ 同上） ，模拟刺苦草繁殖期水位波
动对冬芽形成的影响，样品处理同上．
1． 3

数据处理

数据分析前进行方差齐性检验，对于方差不齐
的变量进行数据转换［lg（ x + 1） ］． 不同型号的冬芽
在生长期与繁殖期形成的生物量、冬芽数量和冬芽
长度采用二元协方差分析检验 （ Bivariate analysis of
covariance test） 法检验在不同水位处理下的差异有
无统计学意义，各处理间的多重比较同上． 所有数据
分析用 SPSS11． 0 统计软件 （ SPSS，Inc，Chicago，IL，
USA） 实现．

2． 1

续表 1

2． 2

变异来源
冬芽种类
2． 847 ns

处理

交互作用

15． 764 ＊＊＊ 251． 175 ＊＊＊

28． 26 ＊＊＊ 31． 445 ＊＊＊ 23． 844 ＊＊＊

繁殖期水位变化对刺苦草冬芽形成的影响

刺苦草在繁殖期内水位变化是另一种模式 （ 见
表 1） ． 首先，水位胁迫会加速刺苦草营养的转化 ，形
成更多的冬芽，此时繁殖季节形成的冬芽平均数量
为 45 ～ 83 个，显著高于在生长期水位波动时的冬芽
数； 虽然水位变化显著影响冬芽的形成数量和生物
量，但是冬芽形成的数量和生物量不受母体冬芽大
小的影响； 而冬芽长度却不仅受水位胁迫而且受冬
芽母体不同的影响，变化表现没有规律性（ 见图 1） ．

讨论

3

刺苦草冬芽是一种特化的无性繁殖器官，对于
刺苦草种群度过不适宜生长季节和生境具有重要生
态意义． 这种无性繁殖方式保证了刺苦草大量繁殖

研究结果

2

2013 年

生长期水位变化对刺苦草冬芽形成的影响

和适应所定居的环境，最大限度地保存个体，提高物
种的延续能力．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植物在生长的过

刺苦草在生长期内，冬芽的形成不仅受冬芽母
体大小的显著影响，而且受在生长期内水位变化的

程中如果环境条件发生波动或者生长出现季节性变
化时，植物可以响应环境的变化，形成特化的无性繁

显著影响（ 见表 1） ． 在生长期内形成的冬芽数量少，
形成的冬芽平均数量为 12 ～ 28 个，在水位变化过程

殖器官 来 度 过 生 长 的 不 利 时 期

中，无论是冬芽形成的个数还是生物量 （ 干质量 ） 都
受到水位胁迫而减少； 而冬芽长度此时不受水位胁
迫的影响，所表现出的差异主要是由冬芽母体不同
而引起的（ 见图 1） ．
表1

冬芽种类和水深处理对刺苦草冬芽形成的影响
的二元协方差分析的 F 值和自由度比较

参数

自由度

变异来源
冬芽种类

处理

交互作用

生长期
冬芽生物量 /
（ g·m － 2 ）

289

22． 242 ＊＊＊ 11． 074 ＊＊＊ 20． 805 ＊＊

冬芽个数 /
（ 个·m － 2 ）

289

13． 291 ＊＊＊ 8． 658 ＊＊＊ 64． 691 ＊＊＊

冬芽长度 /
cm

2448

81． 75 ＊＊＊

3． 370 ns

3． 191 ns

． C． Raunkiaer

［11-12］

在评价许多无性繁殖方式时，认为无性繁殖
的选择优势利于芽体在不适宜的生境中生存 ，强调
等

特殊的选择作用对无性繁殖的影响． 本文通过对刺
苦草生长期和繁殖期水深的变化模拟发现 ： 水位在
2 个时期发生波动都影响冬芽的形成，并且生长期
的水位波动影响作用更大． 这主要是在生长期内刺
苦草的营养生长旺盛，植物光合作用合成的大量同
化物质更多地保证植物进行营养生长，形成大量的
分株占领空间和扩展种群，此时，水深变动，甚至于
零水深环境，迫使刺苦草将合成不多的同化物质用
于无性繁殖体的形成，自然形成的冬芽数量在生长
期内受水深变化影响作用大些； 同时不同大小的冬
芽又表现不一样，大型冬芽贮藏了丰富的营养，保证
了刺苦草幼苗的旺盛生长，而小型冬芽无法做到这
一点，形成的幼苗先天不足，自然在同期内合成的同
化物质更少，一旦遇到水深变化的胁迫环境，形成的

繁殖期
冬芽生物量 /
（ g·m － 2 ）

［8-10］

289

2． 92 ns

8． 727 ＊＊＊ 65． 482 ＊＊＊

冬芽数量自然极少． 而在繁殖期内水深发生变化，刺
苦草植株形成了大量的无性分株 ，贮藏了大量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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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水位处理和冬芽类型在生长期和繁殖期的形成冬芽数量（ a） （ d） 、冬芽生物量（ b） （ e） 、冬芽长度（ c） （ f）
注： 1： 0 cm 水深； 2： 50 cm 水深； 3： 100 cm 水深； A： 小型冬芽； B： 中型冬芽； C： 大型冬芽．

量和物质，当受到水深变化的胁迫时，刺苦草会通过
分株间的生理整合传递同化物质用于冬芽的合成 ，

殖期水位的波动有利于水生植物无性繁殖体的形
成，为湖泊科学管理提供了理论依据 ．

形成大量的冬芽维持种群的延续． 而此时不同大小
的冬芽除了冬芽长度没有差异外，形成的冬芽的生

4

物量和数量仍有统计学意义上差异，这可能与种内
竞争有关，大型冬芽幼苗期生长旺盛，形成了大量的
分株，占领了大量的空间，而小型冬芽先天苗期不
足，后期自然在生长空间上受到种内竞争的限制 ，形
成的分株数少，贮藏的能量和物质也少而影响冬芽
的形成． 当然也不排除不同大小的冬芽自生就有遗
传性状的差异的原因．
综上所述，在刺苦草生长期内维护生境的相对
稳定对维护种群的发展相当重要，而繁殖期即使有
一些扰动、生境条件的改变 （ 低温、水位变化等 ） ，此
时刺苦草的冬芽形成量已经有一定的数量 ，环境的
变化不会对种群的延续和发展造成致命的打击 ． 这
些结论说明在湖泊管理中在植物生长季节时期内维
持相对稳定的水位生境有利于植物种群的延续 ，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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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Water Level Fluctuation on the Winter Bud Formation of
Submerged Macrophyte Vallisneria spinulosa
YUAN Long-yi1 ，LI Shou-cun2 ，LI Wei3
（ 1． College of Gardening and Horticulture，Yangtze University，Jingzhou Hubei 434025，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Poyang Lake Wetland and Watershed Research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Nanchang Jiangxi 330022，China；
3． Laboratory of Aquatic Plant Biology，Wuhan Botanical Garden，CAS，Wuhan Hubei 430074，China）

Abstract： To clarify out the effects of water depth change on the winter bud formation of submerged macrophyte Vallisneria spinulosa，the research is undertaken to reveal how the submerged macrophyte Vallisneria spinulosa deal with
the stress of water-level fluctuation by the asexual reproduction mode both in the growing season and in the
breedting season． The results showed the winter bud formation in Vallisneria spinulosa was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water level fluctuation and mother body of winter buds in the growing season，and was much less in the number and
weight of Vallisneria spinulosa． It was measured that the average number of winter bud changed in the range from 12
to 28． The stress of water level fluctuation in the breeding season accelerated transformation of nutrition of V． spinulosa to produce more winter buds． The study revealed that the number of winter buds was significantly more in the
breeding season than in the growing season and the average number of winter bud changed in the range from 45 to
83 in this season． Those conclusions has proved that water levels remained relatively stable to be in favour for the
growth of V． spinulosa during the growing season，while water level fluctuation was positive for the winter buds of V．
spinulosa in breeding season．
Key words： Vallisneria spinulosa； water depth stress； asexual reproduction； winter bud； lak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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