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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利用收集的蝴蝶兰种质资源开展香型多花蝴蝶兰的杂交选育，观察后代群体主要目标性

状表现，获得符合目标性状要求的香型多花蝴蝶兰优良单株。【方法】以 15 个蝴蝶兰品种为亲本开展蝴蝶兰
常规杂交，对杂交后代进行性状调查分析，并与亲本进行比较。【结果】配对的 15 个杂交组合中编号 16161
（PL608×PL321）和编号 16162（390×PL321）两对组合成功，在 2016 年获得成熟蒴果，其他 13 对杂交组合
均没有获得蒴果或成熟蒴果。亲本性状最相近的 16161 栽培杂交后代群体 200 株，平地空调催花 174 株，该杂
交组合后代数量多、开花株多、株叶型整齐、生长势强，完全遗传了母本的香味；花朵数量均遗传母本特性，
接近母本，多于父本；花色、唇色整体上为父母本花色的调和色，有深浅梯度变化；斑点分布规律同母本，未
出现亲本花色之外的花色，符合基本遗传规律。部分杂交后代生长发育指标优于双亲，选育出有香味、花朵数
量多、花色鲜亮、开花株形态好的优良单株 6 株。16162 栽培杂交后代群体 21 株，通过平地空调催花 12 株，杂
交后代均没有遗传亲本的香味，花朵数量多遗传自父本，未选育出香型多花优良单株。【结论】两个亲本相近
的香型蝴蝶兰通过杂交，可选育出符合目标性状的香型多花蝴蝶兰优良单株。但由于蝴蝶兰香味遗传背景及机
制复杂，在亲本均有香味的情况下，后代不一定能遗传亲本的香味。试验中两个香型蝴蝶兰 PL608、PL321 可为
今后香型多花蝴蝶兰杂交选育亲本选配提供参考。
关键词：蝴蝶兰；成熟蒴果；杂交后代；香味遗传；花朵数量；性状比较；优良单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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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bridization and Breeding of Superior Individuals of
Phalaenopsis with Fragrance and Multiple Flowers
WEI Xiaolian, HONG Shengbiao, ZHANG Jiaxia, ZENG Baodang,
ZHANG Xiushan, GUO Yingduo, JIANG Xiuna, TANG Kai
（Shantou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Shantou 51504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he germplasm resources of Phalaenopsis were collected to carry out the hybrid breeding of
Phalaenopsis with fragrance and multiple flowers, to observe the performance of main target traits in progeny population, and
to obtain superior individuals that meet the target traits.【Method】Conventional hybridization of Phalaenopsis was carried
out with 15 Phalaenopsis species as parents, the traits of hybrid progeny were investigated and analyzed, and the relative
traits were compared with those of parents.【Result】Among the 15 hybrid combinations, two combinations No. 16161
（PL608×PL321）and No.16162（390×PL321）were successful in achieving mature capsules in 2016, while none of the
other 13 combinations achieved either a capsule or a mature capsule. The 16161 with closest traits to parents cultivated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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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brid progeny populations, and promoted the flowering of 174 hybrid progeny in plain areas with air conditioning. This hybrid
combination had a large number of offspring, with many flowering plants, neat plant and leaf types, strong growth potential,
and inherited the fragrance of the female parent completely. The number of flowers inherit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emale
parent, which is close to the female parent, and more than that of the male parent; The colors of the flowers and the lips are the
harmonious colors of the parents’, and there were gradient changes in shade and light colors. The pattern of spot distribution
was the same as that of the female parent, and the flower color other than that of the parents did not appear, which wa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asic genetic law.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indexes of some hybrid progeny w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parents. Six superior individuals with fragrance, multiple flowers, bright colors and good shape of flowering plants were selected
and bred. The 16162 cultivated 21 hybrid progeny populations, and promoted the flowering of 12 hybrid progeny in plain areas
with air conditioning. The fragrance of parents was inherited by the hybrid offspring, the number of flowers was inherited from
the father and no superior individual with fragrance and multiple flowers was selected.【Conclusion】Through the hybridization
of two fragrant Phalaenopsis with similar parents, some excellent individual plants of Phalaenopsis with fragrance and multiple
flowers can be selected and bred. However, due to the complex genetic background and mechanism of Phalaenopsis fragrance,
the offspring may not inherit the fragrance even though the parents have fragrance. Two fragrant parents PL608, PL321 in the
experiment can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selection of parents of Phalaenopsis with fragrance and multiple flowers hybrid
breeding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Phalaenopsis; mature capsule; hybrid offspring; heredity of fragrance; the number of flowers; character
comparison; superior individual

【研究意义】蝴蝶兰（Phalaenopsis）是一种
兰科蝴蝶兰属的单茎附生兰，由于花姿优美、高
贵典雅、花朵色泽鲜艳，有“洋兰皇后”之美誉［1］。
蝴蝶兰属是兰科植物中观赏价值最高、商品化最
好的一个属，目前已培育了近 20 万个蝴蝶兰杂交
品种［2］。但是大多数蝴蝶兰没有芳香［3］，因此，
育成具有香味、多花的蝴蝶兰新品种，将大大提
高蝴蝶兰观赏价值和经济价值。【前人研究进展】
2000—2020 年国内报道育成蝴蝶兰新品种 37 个，
其中 34 个为没有香味的蝴蝶兰，包括多丽蝴蝶
兰［4］、滴彩［5］、宫粉［6］、汕农金凤［7］、汕农
凤凰［8］、郑农红玉［9］等；有香味的蝴蝶兰 3 个，
分别为山东省青州市花卉产业管理局和青州市科
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育成的云门香［10］、郑州市
花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育成的天香 L04［11］以及汕
头市农业科学研究所育成的汕农香妃。我国台湾
对香味蝴蝶兰品种的育种已有部分成果，近年来
报道的香味蝴蝶兰有花莲 1 号粉苹果［12］ 等。香
味是植物长期进化的产物，增加香味是未来蝴蝶
兰育种的重要目标之一［2］。目前国内对植物花香
代谢和基因工程研究较多［13-16］，花香基因工程
研究引起科研工作者的兴趣［17-18］，但植物花香
基因工程改良有难度［17］。蝴蝶兰育种中最常用
也是最重要的方法是杂交育种［19］。利用常规杂交，
研究其 F1 代性状的分离情况，可为 F1 代定向选择、
提高育种效率提供依据［20］，为蝴蝶兰育种亲本

选配和新品种选育提供理论依据［21］。香味蝴蝶
兰品种大部分花朵数少、性状遗传力差［22］。多
花蝴蝶兰是指植株成熟（具 4~6 片叶）后花梗易
分枝、小花且多花的一类蝴蝶兰，花朵直径大小
为 3.0~7.5 cm，株型小，花朵排列紧凑［23］。上述
国内选育的 37 个蝴蝶兰新品种中，多花蝴蝶兰有
3 个，分别为中科院华南植物园等单位选育的多
花小红花蝴蝶兰红绒［24］、广东省农业科学院环
境园艺研究所选育的中花多花型紫红花蝴蝶兰红
珍珠［25］和中花多花型紫红线条花蝴蝶兰红霞［26］，
这 3 个多花蝴蝶兰均无香味。关于多花蝴蝶兰选
育的研究，国内还有报道蝴蝶兰小飞象自交后代
主要性状分离研究［27］。香味蝴蝶兰与大花品种
杂交的后代大多数无生育能力，而与小花品种的
杂交后代育性好［17］。汕头市农业科学研究所自
1998 年底开始致力于蝴蝶兰等兰花品种资源的收
集、保存和开发利用，是广东省内乃至大陆地区
最早开始蝴蝶兰杂交育种的单位之一。2003 年自
主育成蝴蝶兰新品种汕农香妃，该品种为白底细
红喷点大花型，在盛花期晴天白天能释放清香，
之后陆续引入各类香型、多花蝴蝶兰种质资源开
展杂交育种探索。【本研究切入点】当前我国香
型多花蝴蝶兰育种基础研究较为薄弱，原生种种
质资源有限，亲本杂交亲和性研究有待提高。本
研究以有香味、花朵数量多、花色佳、开花株形
态佳的蝴蝶兰为育种目标，利用汕头市农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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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蝴蝶兰选育种课题组引进的种质资源进行
杂交配对 15 个组合，其中 2 个组合配对成功，选
育出 6 个符合目标性状的优良单株。【拟解决的
关键问题】通过对参试杂交组合杂交亲和性情况
的分析，为香型多花蝴蝶兰杂交育种提供参考，
为培育新品种提供新的素材；同时，在栽培过程
中了解优良单株开花特性，为后期品系栽培、品
种推广提供参考。

1

表 2 15 个杂交组合的亲本及杂交时间
Table 2 Parents and date of hybridization of
15 hybrid combinations
杂交组合
Hybrid combination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采用 15 个蝴蝶兰品种 11 cm 开花株作为亲本
进行常规杂交，具体情况见表 1。
表 1 用于杂交的蝴蝶兰亲本类型及其花色
Table 1 Types of Phalaenopsis parents used for
hybridization and their flower patterns
品种
Variety

香型
多花型 Type with
Type with fragrance multiple flowers

花色
Color of flower

绿精灵

非香型

小花多花型

浅黄绿

390

香型

中花多花型

桔红

2363

香型

小花多花型

白底紫色边

08106-2

非香型

中花非多花型

粉红

WO5001

非香型

小花多花型

紫红

铁铺引小花

香型

小花多花型

红

巨星

非香型

中花非多花型

白底细小红喷点

宝龙引原生 F1

香型

小花非多花型

黄底红斑

PL608

香型

小花多花型

深鲜黄带红喷点

樱桃番茄

香型

小花多花型

桔红色

289

香型

中花非多花型

黄

JB2126

非香型

小花非多花型

红

PL321

香型

小花非多花型

黄

PL658

香型

小花非多花型

白底红喷点

2542 黑红宝石

非香型

中花非多花型

黑红

1.2

试验方法

试验于 2015—2019 年在汕头市农业科学研
究所种质资源与杂交育种圃进行。试验期间进行
常规的水肥管理。分别于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 月、
2017 年 1 月选择供试品种健康开花株进行杂交配
对，杂交配对数分别为 4 对、10 对、1 对，共 15
对（表 2）。杂交选用亲本新开放花朵进行人工
授粉，每个组合授粉 1 朵花，授粉后观察不同组
合子房膨大情况以及是否发育成成熟蒴果。待蒴
果成熟后采收，在当年 5—6 月通过无菌播种与
培养获得杂交后代瓶苗。瓶苗于第 2 年 3 月上旬
出瓶种植，按照常规方法栽培管理。第 3 年 8 月

母本
Female parent

父本
Male parent

杂交日期
Date of hybridization

15016

385

289

2015-01-28

15020

390

樱桃番茄

2015-02-16

15022

2363

绿精灵

2015-02-16

15030

08106-2

2363

2015-02-16

16108

W05001

PL608

2016-01-23

16110

铁铺引小花

JB2126

2016-01-23

16111

巨星

PL608

2016-01-23

16116

宝龙引原生 F1 PL608

2016-01-23

16117

绿精灵

2016-01-23

宝龙引原生 F1

16118

宝龙引原生 F1 樱桃番茄

2016-01-23

16119

PL608

2016-01-23

樱桃番茄

16120

樱桃番茄

WO5001

2016-01-23

16161

PL608

PL321

2016-01-29

16162

390

PL321

2016-01-29

17118

PL658

2542

2017-01-20

中旬进行平地空调催花，第 4 年 1 月上旬获得 11
cm 开花株。观察杂交后代群体表现，在杂交后代
群体中选择具有目标性状的优良单株开花株，编
号并观测记录相关性状，与亲本进行比较。观测
性状包括主要目标性状（花朵香味、花朵总数、
花色）和开花株形态性状（叶长、叶宽、花梗数、
花梗长、花序长、侧枝总数、花朵横径、花朵纵径、
花朵间距）。其中，花朵香味以嗅觉为准；叶片
观测在开花植株的最长叶上进行；花梗长测量对
象为单枝或多支花梗中最大花梗；对于花部性状
的观测，在花序上有 50% 的花已开之时，选择最
近开花的最大花并在其花色没有褪去之前对相关
性状进行观测；花色的观测部位为其内侧面［28］。

2
2.1

结果与分析
杂交成功组合与杂交后代培育情况

2015—2017 年 共 配 对 杂 交 组 合 15 对，
仅 编 号 16161（PL608×PL321） 和 编 号 16162
（390×PL321）两对组合杂交成功，在 2016 年
获得成熟蒴果，其他 13 对杂交组合均没有获得蒴
果或成熟蒴果。
通过组培无菌播种，编号 16161 于 2017 年 3
月栽培杂交后代群体 200 株，栽培过程中淘汰 26
株弱苗；2018 年 8 月中旬通过平地空调催花 174
株，2019 年 1 月 获 得 健 康 开 花 株 174 株。 编 号
16162 于 2017 年 3 月栽培杂交后代群体 21 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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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过程中淘汰 9 株弱苗；2018 年 8 月中旬通过
平地空调催花 12 株，2019 年 1 月获得健康开花
株 12 株。
2.2 杂交后代群体主要目标性状表现与花芽发育
特性
2.2.1 主要目标性状表现 编号 16161 杂交组合
后代数量多、开花株多、株叶型整齐、生长势强。
其母本 PL608、父本 PL321 有香味，两者杂交后
代 100% 有香味，说明杂交后代整体上遗传了亲
本的香味，但香味有浓淡梯度变化。杂交后代花
朵数量多遗传母本特性，接近母本，多于父本 ，
多花后代占比 65%。其母本 PL608 大花瓣颜色为
深鲜黄色带细红斑点，父本 PL321 大花瓣为纯黄
色，两者唇色相近，杂交后代 85% 为黄色带细红
斑点、10% 为桔黄色带细红斑点、5% 为黄色无
斑点。表明杂交后代的花色、唇色整体上为父母
本花色的调和色，花色唇色深浅有梯度变化，与
亲本花色相同的极少数，斑点分布规律同母本，
未出现明显差异的花色分离或突变类型。该杂交
组合后代出现了符合目标性状的优良单株。
编号 16162 杂交组合后代数量少、开花株少、
株叶型偏小、生长势较弱。其母本 390 有浓郁香
味，父本 PL321 有香味，两者杂交后代均没有香
味，表明杂交后代整体没有遗传亲本的香味。杂
交后代花朵数量多遗传父本特性，接近父本，少
于母本，多花后代占比 20%。其母本 390 大花瓣
颜色为桔红色带细红斑，父本 PL321 大花瓣为纯
黄色，两者杂交后代 90% 为黄花带细红斑、10%
位桔红色带细红斑，唇色整体上为父母本唇色的
调和色。该杂交组合后代没有出现符合目标性状
的优良单株。
2.2.2 花芽发育特性 在温室大棚空调平地催花
环境，在空调设置日温 26℃、夜温 17℃条件下，
编号 16161 杂交组合后代群体在生殖生长期的花
芽发育特性与目前市场上大多数蝴蝶兰不同，在
温室大棚平地空调催花中易出现花芽转变为叶芽
的现象，亲本 PL321 也有相同特性，花序发育初
期需要较充足凉温，应注意做好花序发育前期的
环境调控。同时，我们也发现编号 16161 杂交组
合后代群体具有较好的耐寒性。通过调整空调温
度设置等，成功获得开花株。
2.3 优良单株与亲本主要目标性状的比较
根 据 育 种 目 标， 在 杂 交 组 合 16161 后 代 群

体开花株里挑选出符合目标性状的优良单株 6
株， 分 别 编 号 为 16161-1、16161-2、16161-3、
16161-4、16161-5、16161-6， 并 与 亲 本 进 行 性
状比较，结果见表 3、表 4。
2.3.1 优良单株花朵香味 表 3 显示，优良单株
全部遗传了双亲的香味，香味浓淡略有不同。
2.3.2 优良单株花朵数量 从表 3 可以看出，6
个优良单株的花朵总数都高于父本 PL321 花朵总
数（7 朵），最低为 14 朵，最高为 21 朵。其中
16161-1 花朵总数为 14 朵，低于母本 PL608 花朵
总 数 17.65%；16161-2、16161-3、16161-5 花 朵
总数一致，为 21 朵，高于母本 PL608 花朵总数
23.53%；16161-4、16161-6 花朵总数总数一致，
为 19 朵，高于母本 PL608 花朵总数 11.76%，整
体优于父母本。
2.3.3 优良单株花色 由表 3 可知，6 个优良单
株整体上花色为父母本花色的调和色，色泽明亮
鲜艳，16161-1 为纯鲜黄色，其他优良单株遗传
了母本花色中的细红斑点。
表 3 优良单株与亲本主要目标性状比较
Table 3 Comparison of main target traits between superior
individual plants and their parents
优良单株
Superior
individual

花朵香味
Fragrance of
flowers

花朵总数
（朵 / 株）
Total number of
flowers
（flower/plant）

花色
Color of flower

PL608

有

17

PL321

有

6

深鲜黄色带细红喷点
纯黄

16161-1

有

14

纯黄

16161-2

有

21

黄色带轮状细红点

16161-3

有

21

黄色带轮状细红点

16161-4

有

19

黄色带轮状细红点

16161-5

有

21

黄色带轮状细红点

16161-6

有

19

黄色带浅红线条

2.3.4 优良单株开花株形态 从表 4 可以看出，
6 个优良单株最小花梗长 27.0 cm、最大花梗长
43.0 cm，高于父本 PL321 的 24.7 cm，大部分
略高于母本 PL608 的 31.5 cm。6 个优良单株中，
有 3 株花梗数量为 3 枝 / 株，1 株花梗数量为 2
枝 / 株，2 株花梗数量为 1 枝 / 株。侧枝总数大
部分为 1 个，同父本，少于母本。花朵间距都
高于父本 PL321 的 1.6 cm，大于或等于母本的
2.0 cm，最低为 2.0 cm、最高为 2.3 cm。叶长
最小值 14.0 cm、最大值 21.5 cm，大部分接近
母本；叶宽最小值 6.2 cm、最大值 7.7 cm，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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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优良单株与亲本开花株形态比较
Table 4 Comparison of the morphology of flowering plants between superior individual plants and their parents
花朵间距
叶长 叶宽
花纵径
花横径
侧枝总数（枝 / 株）
花序长
花梗长
花梗数（枝 / 株）
优良单株
Spacing
Leaf Leaf
Pedicel number Pedicle length Inflorescence Number of lateral branches Transverse diameter Longitudinal diameter
Superior
of flowers
length width
of flowers（cm）
of flowers（cm）
（branch/plant）
length（cm）
（cm）
（branch/plant）
individual
（cm）
（cm）（cm）
PL608

16.6

7.1

1

31.5

12.0

3

6.0

6.2

2.0

PL321

22.0

7.3

1

24.7

6.7

0

6.0

5.0

1.6

16161-1

20.0

6.2

1

27.0

10.0

2

6.5

5.6

2.3

16161-2

16.0

6.5

3

27.5

7.5

1

6.1

5.5

2.3

16161-3

14.0

6.7

3

32.0

11.0

1

6.0

5.3

2.0

16161-4

15.0

7.7

2

43.0

12.5

1

6.2

5.6

2.0

16161-5

21.5

7.1

1

38.0

14.5

3

6.5

6.0

2.3

16161-6

18.0

7.3

3

34.0

11.0

1

7.5

7.1

2.0

部 分 接 近 父 母 本。 由 这 些 指 标 可 以 看 出，6 个
优良单株整体上遗传了母本的开花株形态。

3

讨论

朱根发［22］ 指出香味基因的主要来源是紫花
蝴蝶兰。叶志新等［29］ 指出具有香气的蝴蝶兰大
多属于蜡质花瓣，如以 P. venosa、P. amboinensis
为亲本育成的后代花朵虽小，但花朵数多，香气
浓郁且遗传性良好。俞继英等［30］ 以蝴蝶兰蜡质
黄花品种 P. Taipei Gold 为母本进行杂交育种有一
个突出问题是不育性障碍，
但采用蜡质黄花品种 P.
Sara Gold 为父本可培育出杂交后代群体。刘晓荣
等［31］ 以蝴蝶兰蜡质黄花品种 Phla. 20 与蜡质紫
红花品种 Phla. 462 杂交，培育出杂交后代群体。
本研究以蜡质黄花品种 PL321 为父本，分别与蜡
质黄花品种 PL608、蜡质桔花品种 390 杂交，均
能获得后代，其中 16161（PL608×PL321）亲本
性状最相近，获得后代数量多、生长势好，这与
前人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孔滢等［18］ 指出，花香化合物主要由植物花
瓣的表皮细胞和特殊分泌组织释放，释放过程受
到花发育和授粉状态、内源生物钟、环境条件等
影响。李艳华等［3］认为花香的本质问题较为复杂，
香味等挥发性物质的合成和释放还受到其调控模
式的影响。刘晓荣等［31］ 以蝴蝶兰蜡质黄花品种
Phla. 20 与蜡质紫红花品种 Phla. 462 杂交，杂交
后代 70% 遗传了母本的香味。本研究中 16161 杂
交后代 100% 遗传亲本的香味，香味有浓淡梯度
变化；16162 杂交后代均没有遗传亲本香味。说
明不同杂交组合香味遗传有明显差异。由于蝴蝶
兰遗传背景复杂，选育出一个香味蝴蝶兰品种需

要多个具有香味的原生种参与作复合杂交［22］，
因此不同杂交组合香味的遗传特性还有待深入
探索。
操君喜等［20］对蝴蝶兰 P42×P39 F1 代性状分
离进行研究，发现 F1 代的花朵数平均值高于双亲
或与双亲基本持平，呈现中亲优势。林兰［32］ 以
蝴蝶兰大红花品种超群火鸟 ×R4 杂交，F1 代主
枝花朵数少于母本、多于父本，呈现负向中亲优
势；超群火鸟 ×R4 杂交，F1 代主枝花朵数多于
母本和父本，呈现超亲优势。本研究中 16161 杂
交后代花朵数量多遗传母本特性，接近母本，多
于父本，多花后代占比 65%；16162 杂交后代花
朵数量多遗传父本特性，接近父本，少于母本。
结合前人研究，说明不同杂交组合花朵数量遗传
有差异。
郭文姣等［33］ 以蝴蝶兰大红花品种大辣椒和
0436 为亲本，杂交后代的花瓣主色出现更多样的
梯度变化，俞继英等［30］ 研究中，杂交后代花瓣
和唇瓣的颜色基本遗传双亲的特点。本研究试验
结果杂交后代花色、唇色整体上为父母本花色的
调和色，深浅有梯度变化，这与前人研究结果基
本一致。
肖佳佳［34］ 通过对芍药属杂交亲和性及杂种
败育研究指出，父本花粉的育性和杂交亲和性是
影响种子结实率的重要因素。本研究中 16161、
16162 两个组合父本相同而母本不同，获得后代
数量与生长势有明显差异，说明母本对后代数量
和生长势也有一定影响。在后续研究中，可以
PL321 为主要亲本，选择合适母本，配制多类型
杂交组合，筛选出更为丰富的香味多花蝴蝶兰优
良单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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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冬梅等［35］ 认为，蝴蝶兰花芽的发育仍需
较低温度，若将其置于高温下花芽将变成营养芽。
张雯［36］ 指出在蝴蝶兰组织培养花梗诱导丛生芽
过程中，适宜温度十分重要。较低温度有利于腋
芽转化为花芽，而较高温度则有利于腋芽转化为
营养芽。本试验中我们发现，16161 杂交组合后
代群体及亲本 PL321 的花芽发育特性相似，在花
芽发育前期需要做好环境温度调控，保持较充足
低温，否则花芽容易转变为叶芽，试验结果与前
人研究基本一致。

4

结论

本研究通过杂交配对，在杂交后代中筛选出
6 个香型多花优良单株，100% 有香味，花朵数为
14~21 朵，小黄花，颜色鲜亮，开花株形态好。
结果表明两个亲本相近的香型蝴蝶兰通过杂交，
可选育出符合目标性状的香型多花蝴蝶兰优良单
株。但由于蝴蝶兰香味遗传背景及机制复杂，在
亲本都有香味的情况下，后代可能没有香味。蝴
蝶兰 PL321、PL608 可为今后香型多花蝴蝶兰杂
交选育亲本选配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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