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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及分类问题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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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燕麦属（Ａｒｅｎａ Ｌ．）植物中有５个栽培种即普通栽培燕麦（Ａ．ｓａｔｉｖａ Ｌ．）、埃塞俄比亚燕麦（Ａ．ａｂｙｓｓｉｎｉｃａ Ｈｏｃｈｓｔ．）、地
中海燕麦（Ａ．ｂｙｚａｎｔｉｎａ Ｋｏｃｈ）、砂燕麦（Ａ．ｍ／ｇｏｓａ Ｓｃｈｒｅｂ．）和大粒裸燕麦叉称莜麦（Ａ．ｎｕｄａ Ｌ．），其中大粒裸燕麦的子粒不带稃

皮为裸燕麦，其他物种均带稃皮为皮燕麦。国际上主要种植皮燕麦，而我国主要种植大粒裸燕麦，由此不难看出，大粒裸燕麦
在世界燕麦中占有特殊的地位。然而，关于大粒裸燕麦的起源和分类地位问题，迄今学者们的意见仍不尽相同。本文通过参
阅有关文献和研究实践，对这两个问题进行探讨，认为大粒裸燕麦起源于我国山西和内蒙古一带，在植物学分类上应为一个
独立的物种即Ａ．ｎｕｄａ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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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种２１个。栽培种分别是二倍体种砂燕麦（Ａ．ｓｔｒｉ—

称莜麦，与其他４个种的最大差别是子粒不带稃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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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称其为大粒裸燕麦？这是因为在燕麦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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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还有一个二倍体裸粒燕麦种（Ａ．ｎｕｄｉｂｒｅｖｉｓ Ｖａｖ．），
但它是野生种，子粒比大粒裸燕麦小很多，因此将两
者相对应地称为大粒裸燕麦和小粒裸燕麦。
当今，世界上其他国家主要种植普通栽培燕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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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国主要种植大粒裸燕麦。大粒裸燕麦在我国燕

的内蒙古地区，内蒙古地区特别是大青山（阴山）南

麦主产区的华北地区称之为莜麦，西北地区称玉麦，

麓的大粒裸燕麦分布广泛，品种多样性丰富。国内

东北地区称铃当麦，西南地区称燕麦。由于我国长

外燕麦遗传学和育种学专家分别用普通栽培燕麦和

期种植大粒裸燕麦，因此收集和保存的燕麦资源中

野红燕麦（Ａ．ｓ把一班）与大粒裸燕麦杂交均获得成

大多数为大粒裸燕麦。据统计，在编入全国燕麦种

功，并且杂交后代自交结实，表明它们之间的亲缘关

质资源目录内，原产我国的２１８７份资源中，大粒裸

系很近，佐证了裸燕麦由普通栽培燕麦突变产

燕麦为１９０１份，占８６．９％。这在世界燕麦种质资

生Ｈ击Ｊ。徐微等…对我国大粒裸燕麦的分子遗传

源中称得上是独树一帜，是裸燕麦育种的重要材料

多样性研究表明，内蒙古裸燕麦材料与欧洲裸燕

来源。

麦材料遗传关系密切，有力地支持了瓦维洛夫、

然而，关于大粒裸燕麦的起源和分类地位问题，
特别是分类地位问题，迄今学者们的意见仍不尽相
同。本文就这两个问题，根据有关文献和自己的研
究实践加以探讨。

Ｓｔａｎｔｏｎ等人关于裸燕麦起源中国，由此引入欧洲
的说法。
国内外都有证据表明，大粒裸燕麦起源于中国，
但是具体起源于中国什么地方不是特别明确。近年
来，随着燕麦种质资源的收集、保存和深入研究，涉

１大粒裸燕麦的起源问题

及到了裸燕麦起源地问题。刘旭等¨·研究了我国

关于燕麦的起源地，著名植物学家瓦维洛夫

裸燕麦地方品种的地理分布富集地区，发现大粒裸

（Ｈ．Ｈ．ＢａｎＨｎｏＢ）…认为，“不同的燕麦种染色体数

燕麦主要分布在山西和内蒙古靠近山西的地带（图

目不同，有各自的发源地，燕麦的产生与二粒小麦及

１），从而认定山西是大粒裸燕麦的起源中心。徐微

大麦的单独地理群有关。随着古代二粒小麦栽培向

等＂１研究表明，内蒙古和山西裸燕麦资源遗传多样

北推移，和古代二粒小麦一起带来的杂草燕麦排挤

性最丰富。据此，本文初步认为山西和内蒙古靠近

了二粒小麦，成为了独立的作物。育种家在寻找燕

山西一带为大粒裸燕麦多样性富集中心和起源地。

麦新类型、新基因时，应该特别注意古代二粒栽培小
麦的发源地，它是栽培燕麦最大的和原始的多样性

２大粒裸燕麦分类地位问题

。

基因的保存地。”

大粒裸燕麦在我国种植已有２０００多年的历史，

当今比较公认的燕麦起源学说是普通栽培燕

并且种植地区广，生态条件有异。因此，经长期的自

麦、地中海燕麦和砂燕麦起源地是地中海沿岸，埃塞

然选择和人工选择，产生了数以千计的品种，从而形

俄比亚燕麦起源于非洲，大粒裸燕麦起源地为中国。

成了丰富的遗传多样性。然而，关于大粒裸燕麦在

然而，学者们对大粒裸燕麦起源地的看法也不尽相

燕麦属中的分类地位问题，学者们意见不尽相同，归

同。瓦维洛夫曾指出，“裸粒六倍体燕麦形态特征

纳起来有以下几种：（！）Ａｖｅｎａ

（植物学变种）多样性最丰富的地方在中国，由此传

哦（Ｆｉｓｃｈ．ｅＸ

人欧洲”¨ｏ。还阐明，“在山区或岛屿的周边或隔离

ｖａｒ．ｎｕｄａ

区，经常发现极其有趣的作物原始隐性类型，这是自

Ｒｏｅｍ．ｅｔ Ｓｃｈｕｌｔ．［６

交或突变的结果。例如，中国从初生起源地引进并

ｎｏｔ）Ｒｏｄ．ｅｔ Ｓｏｌｄ．［２１；⑥与小粒裸燕麦（Ａ．ｎｕｄｉｂｒｅｖ妇

形成很多次生作物的特殊类型，这里聚蓄了世界上

Ｖａｖ．）合并为一个种旧Ｊ。我国科学家都将大粒裸燕

各式各样的裸粒大麦、裸粒黍、大粒裸燕麦（Ａ．ｎｕｄａ

麦作为一个独立的种Ａ．ｎｕｄａ Ｌ．或Ａ．ｃｈｉｎｅｎｓ括

Ｌ．）。这些隐性性状的分离与中国古代育种者久已

（Ｆｉｓｃｈ．ｅＸ

Ｒｏｅｍ．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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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的强烈选择有关”…。Ｓｔａｎｔｏｎ”１在《燕麦与燕

上述的分类中，将大粒裸燕麦与小粒裸燕麦合

麦改良》中称“大粒裸燕麦与欧洲栽培燕麦是有关

并成一个种的观点肯定是错误的，因为小粒裸燕麦

的，其特点是染色体数目相同，彼此间很容易杂交，

是二倍体野生种，大粒裸燕麦是六倍体栽培种，两者

通过同样的途径感染真菌，绝对来源于中国。”

之间杂交不结实，呈现种间隔离。另外，将大粒裸燕

）ＫｙｘｏＢｃＫＨ盘¨１在《育种的世界基因资源》中指出，

麦作为普通栽培燕麦的一个变种群或一个变种的主

“裸粒型燕麦是特有地理类型，是在中国和蒙古由

张是不妥的，这是因为分类学者对大粒裸燕麦种质

突变产生，它具有多花型（每小穗有５—７朵花）和

资源掌握的很少，尚未全面了解大粒裸燕麦的独特

大粒特性。”这里提到的蒙古包括了蒙古国和我国

性所致。正如Ｌｏｓｋｕｔｏｖ旧１所言，“可惜的是，由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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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知识欠缺，关于假设种Ａ．ｎｕｄａ Ｌ．的倍性水平及

种Ａ．ｓｔｒｉｇｏｓａ是Ａ．ｎｕｄａ的同名词，而且部分人将

分类地位仍有争论，大多非俄国的作者认为二倍体

Ａ．ｎｕｄａ称作Ａ．ｓａｔｉｖａ的植物学变种ｖａｒ．ｎｕｄａ。”

圈１裸燕麦种质资源地理分布示意图‘。１
Ｆｉｇ．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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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认为将大粒裸燕麦作为一个独立的种较

内外燕麦遗传育种家们对大粒裸燕麦与普通栽培燕

为恰当。众所周知，中国地域辽阔，气候多样，农业

麦杂交研究的结果表明，无论正交还是反交，杂种第

条件差异大，大粒裸燕麦在各地种植已久，经长期的

一代的皮、裸性均表现为混合型遗传，并不符合孟德

强烈地选择，形成了各自的品种特点，特别是在植物

尔遗传定律旧’１２１。上述这些事实非常有力地支持了

形态和农艺性状上表现出较大的差异¨１，并且在生

将大粒裸燕麦定为一个独立物种的主张。

态学和品质特征方面亦存在较大的不同，已构成了

关于大粒裸燕麦作为一个独立物种的学名有两

一个物种群¨…。大粒裸燕麦与普通栽培燕麦的最

种意见，第一种意见为Ａ．ｎｕｄａ Ｌ．，另一种意见为Ａ．

大不同是裸粒特性，此外两者在穗型、每小穗的小花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数、小花梗长度、小花梗状态、外稃质地、外稃形状、

好，因为此学名是林奈最早命名的，并且在燕麦学术

外稃大小等性状均有明显区别¨¨（表１）。另外，国

界普遍采用的是该学名。

表１

Ｍｅｅｚｇ．。本研究认为利用Ａ．ｎｕｄａ Ｌ．比较

大粒裸燕麦与普通栽培燕麦穗部性状的差别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ｐａｎｉｃｌ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ｎｕｄａａｎｄ Ａ．ｓａｔｉｖａ

３讨论

萎蒌盍未鬻言笑曩篓翼霎量翥翠军主皇篡差

关于大粒裸燕麦的起源和分类地位问题，国内

原始中心在山西和内蒙古交界一带，从那里传播到

学者的意见是一致的，但与国外学者有一些差异。

欧洲及世界各地。一般认为，大粒裸燕麦是由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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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燕麦突变、经人工选择而来。但为何在中国产
生了突变、何时产生的突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进而
全面揭示大粒裸燕麦的起源进化途径。当前，国内
外学者在大粒裸燕麦的分类地位上存在较大分歧。
国外很多学者认为大粒裸燕麦只是普通栽培燕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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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讯｝
ｊ一．．．ｒ…～咿．。．．．．．．．Ｐ．．．．置

全国作物种质资源学术研讨会暨遗传资源分会
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的正式通知
各有关单位、专家及理事：

传资源学报》的撰稿要求，于２０１１年９月１０日前通过Ｅ—ｍａｉｌ发

为总结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工作近十年来取得的进

给刘根泉同志（１ｉｕｇｅｎｑｕａｎ＠ｃａ∞．ｎｅｔ．ｃｎ）或陈丽娟同志（ｃｈｅｎｌｉｊｕａｎ

展，推进“卜二五”规划实施．制定未来发展战略，中国农业科学

＠ｃａａｓ．ｎｅｔ．ｃｎ），并注明会议论文。大会将送有关专家审稿，优秀

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和中国农学会遗传资源分会决定于２０１ １年９

论文将陆续在《植物遗传资源学报》发表，并择机出版论文集。

月２６—２８日在陕西省两安市召开“全国作物种质资源学术研讨

三、会务事项

会暨遗传资源分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会议的主题为“作物

ｌ会议日程９月２５日报到，９月２６日上午开幕式；２６—

种质资源与农业町持续发展”，会议将邀请有关专家做大会主题

２８日学术报告会（含大会报告和口头报告）；大会期间召开遗传

报告。会议期间，进行中国农学会遗传资源分会换届选举，产生

资源分会会员代表大会及选举产生第六届理事会；召开《植物遗

第六届理事会。

传资源学报》编委会会议。

一、会议内容
ｌ

会议乇题为“作物种质资源与农业可持续发展”。分主题

请参会代表于参会之前将回执填好，用Ｅ－ｍａｉｌ或传真至联
系人。

为“种质资源的收集与保存”、“种质资源的鉴定评价”和“新基

２参会费用会务费５００元／人，学生代表３００元／人，大会

因发掘与种质创新”。邀请育种、基础研究和种质资源研究著名
专家做大会学术报告

统一安排住宿，会议期间食宿自理。若需要单间，请在回执备注

２

会议墙报，鼓励提交墙报，展示其科研进展

栏中注明。
３会议地点

西安阳光国际大酒店

陕西省西安市解放

３选举产生中国农学会遗传资源分会第六届理事会

路１７７号（东七路与东八路之间），距火车站３００米，距咸阳国际

４组成新一届ｔ植物遗传资源学报》编委会
二、论文征集

机场３０公里，专设机场大巴站，距市中心ｌ公里。

ｌ论文征集主题、范围
１．１作物种质资源与农业町持续发展
１．２种质资源的收集与保存
１．３种质资源的鉴定评价
１．４新基因发掘与种质创新

酒店电话：０２９－８７３５８８８８传真：０２９．８７３５８８９９

０２９—８７３５８９８９

４北京联系人及地址
１０００８１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１２号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

科学研究所
论文：刘根泉０１０—８２１０９４９４，１３６４１２８７３３５。传真：０１０－８２１０５７９６
陈丽娟０１０—８２１０５７９６，１３６８３２７２９３８

１．５种质资源的遗传多样性研究

会务：刘继华０１０－８２１０５７９５；１３９１０１１２４５９

１．６种质资源精准鉴定评价研究
１．７国外植物种质资源考察引进与利用

何娟娟０１０－８２１０５８１３；蛳＠ｍａｉｌ．ｃａａ￥．ｎｅｔ．ｃｎ
理事会：高卫东０１０—６２１５９９６２，１３９１００８４９２７

２截止时间

西安联系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吉万全１３３５９２１５４３９

即口起征集上述主题的研究论文，写作格式请参照《植物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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