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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簪属植物育种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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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玉簪是优良的耐荫地被植物，在园林景观中广泛应用，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本文从国内外资源与育种概况

两个方面对玉簪属植物育种进展进行了综述，重点介绍了引种选育、实生选种、杂交育种、多倍体育种、辐射育种

及分子育种的国内外发展概况，并对我国玉簪属植物育种方向进行了展望，以期加快我国玉簪属植物育种进程，培

育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玉簪属植物新种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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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f Breeding Ho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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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sta is an excellent shade-tolerant ground cover plant, which is widely used in landscape and has a broad
development prospect. In this paper, we reviewed the progress in the breeding of Hosta from the aspects of resources and
breeding at home and abroad, introduced the development of introduction breeding, seedling selection, hybridization
breeding, polyploid breeding, radiation breeding and molecular breeding, prospected the breeding direction of Hosta in
order to accelerate the breeding process of Hosta in China and cultivate more new germplasm varieties of Hosta with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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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簪属（Hosta）植物为百合科（Liliaceae）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性喜荫，耐寒，忌阳光直射，

起源于中国、韩国、日本和俄罗斯远东等东北亚的温带与亚热带地区，是城市园林景观中重要的花

叶共赏耐荫地被植物[1]。基于其优良的观赏价值与极强的抗逆性，目前已广泛栽植于世界各地，尤

以美国、加拿大及欧洲等国家规模最大、数量最多[2]。按照 Schmid的分类方法可将玉簪属植物分为

3个亚属 10个组，共 43种，其中原产中国的仅有 4种[3]。在长期的栽培选育进程中，玉簪属品种不

断增加，至 2015年已有国际登录品种 5731个，进入 21 世纪以每年约 205个的数量递增[4,5]，但这

些品种多为外国育种专家培育，属于国内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种极少[2,3]，基于此，本文就玉簪属植物

的育种进展进行归纳，旨在为加快我国玉簪属植物新品种培育提供参考。

1 国内外资源与概况

1.1 国内资源与概况

玉簪属植物性耐寒、耐荫，适应性极强，全国各地均可栽培，以吉林、辽宁、陕西、江苏、安

徽、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四川和广东等地资源最为丰富，玉簪属植物栽培品种较多。根据 Schmid
[3]对玉簪属的分类，我国原产玉簪共 4种，分别为玉簪（Hosta plantaginea）、紫萼（H. ventricosa）、

东北玉簪（H. ensata）、白粉玉簪（H. albofarinosa），其中以玉簪、紫萼分布最广，全国各地均有

栽培；东北玉簪（包含卵叶玉簪和安图玉簪两个变种）主要分布在吉林、辽宁等东北地区，极耐寒；

白粉玉簪分布范围较窄，以安徽省为主，外部形态与紫萼相似，区别在于全株披白粉，叶背最甚[2.6]。

依据地理分布与生态习性的差异，我国玉簪属又可分为中东部地区的玉簪亚属（Subgenus Hosta）和

收稿日期: 2018-09-30 修回日期: 2018-10-24
基金项目: 山东省农业良种工程(2017LZN027)
作者简介: 乔 谦(1993-),男,硕士,主要从事园艺品种资源选育与栽培研究. E-mail:1226694758@qq.com
*通迅作者:Author for correspondence. E-mail:sdwjy3000@163.com



·736· 山东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 50卷

东北地区的紫萼亚属（Subgenus Bryocles）。我国作为玉簪属的分布起源中心，最早栽植可追溯到汉

代或唐代，但在如此之长的栽培历史中，除重瓣品种外，无论野生植物或栽培品种在我国并未见多

样性，遗传性状过于稳定使得物种多样性不足。总的来看，国内玉簪属植物分布范围虽广但资源相

对匮乏。

1.2 国外资源与概况

国外对于玉簪属植物的研究主要以日本、欧洲、北美等地区为主，美国玉簪协会（American Hosta
Society）及国际登录注册的园艺栽培品种超过 5000个。在 20世纪末，玉簪类成为世界第一销量的

草本花卉[7,8]。日本是玉簪属的重要起源地之一，被誉为玉簪的多样性中心[9]，以日本群岛为主的日

本玉簪亚属（Subgenus Giboshi）是玉簪属原种的重要组成部分，植物遗传资源丰富，具有代表性的

花叶玉簪（H. undulata）、狭叶玉簪（H. lancifolia）、圆叶玉簪（H. sieboldiana）、高丛玉簪（H. fortunel）
等均原产日本[10,11]。18世纪，欧洲一些国家开始从中国、日本引种玉簪属植物，在法国、英国引起

风靡，一时成为园艺界的新宠，大量的野生种源源不断地流入欧洲；1839年，玉簪属植物开始由欧

洲及日本传入美国，最初仅作为普通的地被植物，随着美国玉簪协会（AHS）的成立，不断进行推

广、普及与引种，使得美国成为了玉簪属植物的栽培中心，70年代末由Mark Zilis等建立的玉簪工

厂化育苗为玉簪的栽培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技术和商业保障，80年代达到顶峰，成为美国农业部耐寒

区重要观赏地被；在美国的影响下，1981年英国成立玉簪萱草协会（BHHS），并成为了玉簪国际

登录地区代表，进一步推动了玉簪属的推广应用与品种培育进程[12]。历经数千年的培育，尤其是引

种到欧洲国家后的 200年间，培育出的玉簪属植物品种、类型十分丰富，目前已形成蓝、绿、金黄、

黄、镶边、花叶等几大观叶色系的品种群，直立形、圆穹形、匍匐形品种群，大型、中型、小型、

微型品种群，早花、中花、晚花、迟花品种群，管状、钟形、蜘蛛形、喇叭形、漏斗形、重瓣型品

种群，成为世界性的观赏地被植物，广泛应用于玉簪专类园、岩石园、林缘地被、花镜、家庭庭院，

并常作为盆栽观赏[13]。

2 育种方法

2.1 引种选育

目前，我国对于玉簪属植物的引种栽培仍处于发展阶段，引种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北京植物

园，共收集玉簪属品种资源 554个，包含 22个种和 3个变种，园艺品种 539个，保存种和品种资源

均居国内之首[13]；上海植物园在玉簪属植物引种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从国内外累计收集 700余份

种质资源[12]；中国林科院林业研究所从荷兰引种玉簪品种 86个[14]；上海市园林科研所、东北林业大

学、吉林农业大学园艺系、沈阳市园林科学院、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等单位也都在玉簪属植物引种

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同时在引种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着品种间抗性的评价与选育，江浩从中国林科院

引进的 86个玉簪品种中筛选出 11种观赏性状优良且适合北京地区生长的品种[14]；胡岷桐等[15]对吉

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引种的 16种国外新品种进行抗性综合性评价，结果表明‘Big Daddy’，‘金鹰’，‘小
黄金叶’，‘翠鸟’在抗萎蔫、抗蜘蛛害、抗灼烧方面表现良好；王文静[16]对引自荷兰的 5个玉簪品种

进行综合评价认为‘Albomarginata’玉簪最优；莫健彬[12]对上海植物园引进并保留的玉簪属种质资源

进行了应用分类与耐热品种筛选；韩雪对沈阳园林科研引进的 6个玉簪品种进行抗旱性评价，试验

结果表明最能忍受干旱的褶皱玉簪可达 45 d[17]；施爱萍等[18]对 4个玉簪品种的耐阴性进行评价，探

索了不同遮阴情况的玉簪光合特性；许怡玲等 [19]对 11 个玉簪属种质的抗寒性比较结果表明 H.
christamas、H. iindependence和 H. sieboldiana抗寒性较强，适宜在北方寒冷地区种植；李博[20]对 5
种玉簪的耐水淹性进行研究，探索玉簪的抗水湿能力。另外在组培繁殖方面也有了长足进步，上海

市园林科研所和上海市植物园、东北林业大学等科研单位对引进国外的玉簪新品种进行立体快繁技

术研究，探索并建立了玉簪组培生产技术[15,21-23]，可大量生产用于园林、园艺中。引种选育丰富了

国内玉簪属植物多样性，提供了大量优质种质资源，加速了品种培育进程。



第 5期 乔 谦等:玉簪属植物育种研究进展 ·737·

2.2 实生选种

自然界存在着天然的变异，野生种与栽培种均会产生一定的群体差异与株间差异，正是这些差

异带给了我们筛选优质品种的原始材料，在人类未进行有目的杂交育种之前，所有的品种都是通过

实生选种的形式选育出来[24]。玉簪属野生资源种类较多，且不存在生殖隔离，普遍存在着自然杂交，

形成具有不同观赏特性与抗性的群体或单株，在自然选择与人为选择下，一些优势基因不断强化，

逐步演化为人类需求的种类，玉簪属多数品种就是在栽培过程中通过建立优良无性系得来，在上世

纪 80 年代中科院植物园就从白花玉簪中选育出高度瓣化优良单株，90年代又从朝鲜玉簪中筛选出

抗逆性强的白花突变个体植株，并不断培育成新品种[25]；同时，玉簪属植物具有较强的易变性，品

种演化进程中存在着大量的自然芽变与人工诱导芽变，花叶紫萼就是由紫萼的自然芽变选育而来[26]；

Williams在高雅园叶玉簪品种（H. sieboldiana‘Elengans’）的栽培过程中发现一株金叶芽变，采用无

性繁殖保留特异性状，进而培育成金叶经典品种，并在金叶的基础上以杂交育种的方法培育出著名

品种‘Beatrice’；而‘Sugar and Cream’则是由‘Honeybell’组培芽变产生的品种[12]。目前，实生选种与芽

变选种仍然是玉簪属植物育种中的重要方法，正是不断通过发现与选择来获得优质种质资源，应用

于后续的杂交选育工作。

2.3 杂交育种

玉簪雌雄同株，多为二倍体（2n=60,12大，48小），大多数种及品种之间不存在生殖隔离，杂

交较为容易，是培育玉簪属新品种的主要育种方法。国外玉簪属品种大多通过杂交育种而来，例如，

Grullemans培育的白花品种‘Royal Standard’，Krossa培育的蓝灰叶品种‘Krossa Regal’，Savory 培育

的小型花叶品种‘Golen Tiare’，Seaver 培育的花叶品种‘Sea Dream’，Benedict培育的‘Crested Surf’，
日本专家培育的著名品种‘Tokudama，Arends培育的‘Elengans’，Williams培育的 ’Beatrice’品种，Bob
和 Arlene Savory培育的‘Golden Tiara’与‘Lemon Lime’品种，Seaver 培育的海蓝玉簪系列“Sea series”，
Smith 培育出的“Tardiana”天蓝色系列品种[12]，Aden 培育的‘Love Pat’、‘Sum and Substance’、‘Blue
Angel’等品种[25]；国内一些育种专家也通过杂交形式获得了一些新品种，赵连杰等[27]以白花玉簪(H.
plantaginea)和狭叶玉簪(H. lanciforlia)为父母本互交获得 F1 代杂种香花紫玉簪，刘东焕等[13]以北京

植物园引进的众多玉簪属品种培育出观赏效果好的品种‘白玉’、‘舞女’、‘红斑’、‘秀丽’，抗强光品种

‘得意高’。同时，部分玉簪品种也表现出杂交不结实现象，如 H. undulata和 H. lancifolia及其园艺杂

种，Akemin 和 Kanazawa[28,29]研究认为原因在于出现了许多不育花粉粒，由于花粉粒减数分裂时染

色体组发生异常，导致雌雄不育，相关研究人员采取细胞融合技术已有效解决了此问题。杂交育种

为玉簪属新品种培育的重要方法，虽然周期长，从播种到开花最低需 3年，但最为有效，通过杂交

方法与实生选种的形式培育植株高大、花色艳美、明快，花序紧密，花期不同，具有香味以及抗性

的品种是玉簪属育种的重要目标。

2.4 倍性育种

目前玉簪属植物倍性育种研究未见报道，仅在一些文献中查找到玉簪属植物中存在着三倍体

（2n=90）、四倍体（2n=120）以及一些多种非整倍体形态（2n=52-59），如四倍体 H. ventricosa 及

相关世系[12]，此类品种属于孤雌生殖，难以产生杂种后代，同时，一些学者认为 H. ventricosa的产

生可能是一些三倍体杂交产生的；而关于玉簪属单倍体未见报道。因此，有关玉簪属植物倍性育种

的研究还需要继续开拓。

2.5 辐射育种

辐射诱变已广泛应用到林木、果树、花卉等新品种选育工作中，可使基因突变或染色体结构发

生变化，产生异于原材料的新特征[30]。对玉簪辐射会导致其遗传物质发生改变，从而引发某个芽发

生变化，使得后代在形态、叶色、花色、抗性等方面产生多样的变化，在日本存在着许多玉簪芽变

个体，Aden认为这与原子弹爆炸所留下的核辐射有一定的关系[31]，并从芽变群体中筛选出一些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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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好的个体培育成新品种，然而国内就辐射对于玉簪属植物的诱变影响研究较少，李黎等[32]曾采用
60Co-γ射线对紫萼组培苗进行辐射，认为紫萼玉簪组培苗的半致死剂量为 5Gy，但就辐射能否有效培

育出理想的新品种没有深入探讨，因此，辐射对于玉簪属植物的影响以及新品种的形成还需更深入

的研究。

2.6 分子育种

在玉簪属植物中已经开展了一些分子育种工作，现已采用分子育种技术培育出一些抗蜗牛和蛞

蝓品种，适应全光照环境的，花大，芳香等新优品种[31]。同时，也做了一些与分子育种相关的基础

性研究，Maekawa 和 Kaneko[33]就染色体核型进行了研究；Zonneveld 等[34]就染色体 DNA含量进行

了分析；Chung等[35-37]对种群内基因流转特性进行了分析；Mehraj 等[38]从 trnG-trnS 区域的 cpDNA
推断日本四国岛上玉簪属种群结构和多样性变化；日本学者 Yasul在斑叶玉簪的杂交中发现孟德尔

遗传定律对玉簪属彩斑遗传并不适用，之后，Vaughn等证实玉簪的叶色彩斑属于细胞质遗传，是由

质体上的无核基因所控制[39]；但有些因素并非绝对的，如 Avent 等证实花叶玉簪的雌性不育可通过

选择适当的父本而出现改变，紫萼的孤雌生殖同样能通过合适的父本（蜘蛛花玉簪 H. yingeri）而改

变[12]。张丹丹等[40]以单、重瓣玉簪花为试材，对其花器官分化和花形态发育过程进行探究，为花瓣

形成的分子机制奠定了形态学基础；Liu 等[41]对开白色和紫色花玉簪的花色素进行定量分析，为玉

簪花色改良提供依据；龙茜等[42]采用 SSR 分子标记方法对 70份玉簪种质资源进行了遗传多样性分

析，为玉簪性状相关基因和优良等位变异基因的挖掘提供基础，为品种间鉴定提供了科学依据，有

利于玉簪属分子标记辅助育种与遗传改良工作的展开。分子育种势必会成为今后玉簪属育种的重要

方法，还需继续深入研究，按照育种目的培育更多优质新品种。

3 育种方向与展望

国内外专家在玉簪属植物育种工作上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获得了 5000多个园艺品

种，将玉簪属植物打造成为优良的园林地被观赏植物，成为广泛的栽培类型。结合国内外玉簪属植

物育种现状，认为还需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深入的研究：1）对众多玉簪属植物资源进行分类，解决

当前存在的同物异名或同名异物问题，理清野生种以及品种间遗传背景与亲缘关系，结合分子标记

技术对野生种以及品种建立指纹图谱，并应用到今后的新品种审定中；2）加强引种、选种力度，建

立种质资源库，从而为杂交育种提供优良亲本，为创制新种质提供基础；3）加大对国内野生种质资

源的开发与保护力度，如白粉玉簪、安图玉簪、卵叶玉簪，充分挖掘野生资源的优良基因；4）明确

育种目的，采用多种育种形式，朝着特大或特小型、芳香型、小白花型、红葶型、红柄型以及耐热

型、耐阳型、抗虫型、晚花型等品种发展，并因地制宜培育出适合我国南北方不同气候类型的观赏

新优品种；5）育种与栽培相结合，广泛开展实生选种与芽变选种，并加大玉簪属在辐射育种、多倍

体育种等方面的工作力度；6）深入开展玉簪属植物光合、花色、花香、花期、彩斑、抗性等相关分

子机理研究，采用分子辅助育种缩短育种年限，充分利用转基因技术、原生质体融合技术改良现有

品种，培育新奇特优类型。

参考文献

[1] 傅立国,陈潭清.中国高等植物 13卷[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2:91-92
[2] 李钱鱼.玉簪属(Hosts)植物的品种资源及其花叶嵌合体特性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04
[3] Schmid WG. The Genus Hosta: Giboshi Zoku[M]. Portland, Oregon: Timber Press, 1991:428
[4] 于 淼,于 洋,徐丽萍,等.玉簪属植物研究进展[J].北方园艺,2015(13):198-201
[5] American Hosta Society. 2013 Registrations[J]. The Hosta Journal, 2013,40:3-30
[6] 王德群.安徽玉替属一新种[J].广西植物,1989,9(4):297-298
[7] Grenfell D. The Gardener’s Guide to Growing Hostas[M]. 2nd ed. Portland Oregon: Timber Press, 1998:160
[8] Zilis MR. The Hosta Handbook[M]. Rochelle: Q & Z Nursery Inc, 2000:17-18



第 5期 乔 谦等:玉簪属植物育种研究进展 ·739·

[9] Fujita N. The genus Hosta (Liliaceae) in Japan[J]. Acta Phytotaxonomica et Geobotanica, 2012,10:14-43
[10] 李庆杰,赫玉芳,王 婵,等.玉簪属植物研究进展[J].安徽农业科学,2010,38(22):11826-11829
[11] Fujita N. Flooding tolerance of japanese Hosta in relation to habitat prefence[J]. Memoirs of the faculty of science,

Kyoto University, Series of Biology, 1978,7:45-57
[12] 莫健彬.玉簪属品种资源分类及耐热品种筛选[D].上海:上海交通大学,2008
[13] 刘东焕,赵世伟,王雪芹,等.玉簪的杂交育种[J].中国观赏园艺研究进展,2014:172-175
[14] 江 浩.玉簪引种驯化与耐荫性研究[D].北京: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2008
[15] 胡岷桐,王克凤,丁 言,等.4个新品种玉簪愈伤组织的诱导及组培扩繁研究[J].中国农学通报,2015,31(10):129-132
[16] 王文静.哈尔滨地区引种玉簪和落新妇品种的评价[D].哈尔滨:东北林业大学,2009
[17] 韩 雪.地被植物在哈尔滨的引种及应用试验的研究[D].哈尔滨:东北林业大学,2007
[18] 施爱萍,张金政,张启翔,等.不同遮荫水平下 4个玉簪品种的生长性状分析[J].植物研究,2004,24(4):486-490
[19] 许怡玲,遇文婧,周玉迁,等.低温胁迫对玉簪根系活力的影响[J].林业科技,2010,35(3):55-58
[20] 李 博.几种玉簪的水分胁迫耐受性研究[D].哈尔滨:东北林业大学,2008
[21] 关梦茜,董 然.玉簪属植物种质资源及其园林应用现状[J].北方园艺,2013(19):182-185
[22] 遇文婧,许怡玲,宋小双,等.我国引种玉簪（Hosta）研究进展[J].吉林农业,2011(3):228
[23] 高志慧,岳 桦.五种玉簪在哈尔滨生长发育特征的初步研究[J].北方园艺,2008(7):178-179
[24] 陈翔高,房伟民,陈发棣.梅花实生选种树性状衍变趋势初探[J].北京林业大学学报,2010,32(2):213-215
[25] 张金政,施爱萍,孙国峰,等.玉簪属植物研究进展[J].园艺学报,2004,31(4):549-554
[26] Pollock WIH. Tentricosa ‘Aureo-marginata’[J]. The American Hosta Society Bulletin, 1985,16:87-92
[27] 赵连杰,刘淑芳,李雪飞.香花紫玉替的培育简报[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2000,31(2):229
[28] Akemine T. Chromosome studies on Hosta I. The Chromosome Numbers in Various Species of Hosta[J]. Journal of the

Faculty of Science, Hokkaido Imperial University. Ser. 5, Botany, 1935,5(1):25-32
[29] AkemineT, KanazawaH.High frequency of chromosome breakage inH. undulate[J]. Kromosomo, 1975,100:3108-3117
[30] 王少平.辐射育种在园林植物育种中的应用[J].种子,2008,27(12):63-68
[31] Aden P. The hosta book[M].2nd ed. Portland Oregon: Timber Press, 1995:133
[32] 李 黎,曲彦婷,陈 菲.紫萼玉簪组培苗的辐射育种研究[J].林业科技,2014,39(5):7-8
[33] Maekawa F, Kaneko K. Evolution of Karyotype in Hosta [J]. J. Japanese Botany, 1968,43(5):132-140
[34] Zonneveld BJM, Iren F. Flow cytometric analysis of DNA content in Hosta reveals ploidy chimeras[J]. Euphytica,

2000,111(2):105-110
[35] Chung MG. Low levels of genetic diversity within populations of Hosta clausa (Liliaceae)[J]. Plant Species Biology,

1994,9(3):177-182
[36] Chung MG, Park KB. Spatial Genetie Strueture in populations of Hostaea Pitata and Hosta minor (Liliaeeae) [J]. Israel

Journal of Plant Science, 1998,46:181-187
[37] Chung MG. Genetic variation and population structure in Korean endemic species:III. Hosta minor (Liliaceae)[J].

Journal of plant research, 1994,107(4):377-383
[38] Mehraj H, Sharma S, Ohnishi K, et al. Study on inter-taxon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diversity variation of hosta

inferring from trnG-trnS regional cpDNA[J]. Annals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2017,62(2):211-220
[39] Vaughn KC, Wi1son KG. A dominant plastome mutation in Hosta[J]. Journal of Heredity, 1980,71(3):203-206
[40] 张丹丹,王 莹,荀志丽,等.单、重瓣玉簪花器官分化和花形态学比较研究[J].电子显微学报,2014,33(3):271-277
[41] Liu NN, Sun GF, Xu YJ, et al. Anthocyanins of the genus of Hosta and their impacts on tepal colors[J]. Scientia

Horticulturae, 2013,150:172-180
[42] 龙 茜,刘洪章,刘树英.玉簪种质资源遗传多样性 SSR分析[J].北方园艺,2013(17):100-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