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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 对牡丹花期调控的影响
刘 娜 1,秦安臣 1*,陈 雪 1,韩雅飞 1,马军彦 2
1. 河北农业大学园林与旅游学院, 河北 保定 071000
2. 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西柏坡镇人民政府, 河北 石家庄 050000
摘 要: 本文通过西柏坡牡丹(Paeonia suffruticosa Andr.)花期调控试验，研究了 5 个牡丹品种对 B9 及其与 PP333 混合试
剂处理的畸形响应状况，为降低牡丹畸形花率和提升观赏率提供参考。结果表明：
（1）对‘洛阳红’不同时期开始喷施
1×104 mg/L 的 B9，畸形花径明显增大 0 cm~2.10 cm，总花期缩短 0 d~2 d，其它因素变化不规律，小风铃期开始喷施
1×104 mg/L 的 B 9 畸形花率最低，成花率最高，畸形花期最短；对‘紫蓝魁’不同时期开始喷施 1×104 mg/L 的 B9 未生成
畸形花，总花期明显缩短 2.33 d~12.33 d，成花率变化不规律，但风铃期开始喷施 1×104 mg/L 的 B9 成花率最高，对
照组总花期最长。（2）对‘岛锦’喷施不同浓度的 B9 未生成畸形花，成花率明显升高 23.14%~46.14%，总花期明显延
长 1 d~2.70 d，喷施 1×104 mg/L 的 B9 成花率最高，总花期最长；对‘玫瑰紫’喷施不同浓度的 B9，仅喷施 5000 mg/L
的 B9 试验成功且有畸形花生成，但畸形花率较低，成花率较高。(3)对‘洛阳红’从立蕾期开始每天喷施不同浓度的 B9，
喷施 200 mg/L 的 B9 未生成畸形花，喷施 100 mg/L 和 150 mg/L 的 B9 畸形花率明显升高 2.02%~20.37%，畸形花单花
寿命明显缩短 3.83 d~4.50 d，畸形花径明显减小 0.62 cm~2.75 cm，总花期延长 0.20 d~1.20 d，畸形花期缩短 3 d，每
天喷施 200 mg/L 的 B9 未生成畸形花，成花率较高。(4)对‘洛阳春’喷施 B9 和 PP333 配比为 480:320 和 280:420 的混合
试剂，成花率明显下降 17.38%~26.10%，仅喷施 B9 和 PP333 比例为 2:3 的混合试剂有畸形花生成，且成花率最低，对
照组未生成畸形花，成花率最高，总花期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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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Regulation of B9 to the Abnormal Flower of Paeonia
suffruticosa Andr.
LIU Na1, QIN An-chen1, CHEN Xue1, HAN Ya-fei1, MA Jun-yan2
1. College of Gardens and Tourism/Agricultural University of Hebei, Baoding 071000, China
2. The People's Government of Xibaipo Town of Pingshan County of Shijiazhuang City in Hebei Province, Shijiazhuang 0500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carried out a research on condition of response to B 9 and the concentration of B 9 and PP333 of Paeonia
suffruticosa Andr. varieties through experiment of tree peony florescence control in Xi Baipo. So it could provide references
for lowering abnormal floral rate and the increase of viewing rate. The results showed: (1)The abnormal flower diameter
could be evidently increased 0 cm~2.10 cm and the total florescence could be shorted 0 d~2 d when 1×10 4 mg/L B 9 was
sprayed to ‘Luoyanghong’ in different stages, which had distinctive effect on other factors, the effect was best when 1×10 4
mg/L B9 was sprayed from small-wind bell starting stage, its abnormal floral rate was lowest, floral initial rate was highest
and the abnormal florescence was shortest. The abnormal flower could not generate and the total florescence could evidently
be shorted 2.33 d~12.33 d when 1×10 4 mg/L B9 was sprayed to‘Zilankui’ from different starting stages, which had distinctive
effect on floral initial rate, but the floral initial rate was highest when 1×10 4 mg/L B9 was sprayed from wind bell starting
stage, the total florescence of CK was longest. (2) The abnormal flower could not generate, the floral initial rate could
evidently be elevated 23.14%~46.14% and the total florescence could be evidently extended 1 d~2.70 d when B9 in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was sprayed to ‘Daojin’. The effect was best when 1×10 4 mg/L B 9 was sprayed, its floral initial rate was
highest and the total florescence was longest. The test was successful and generate abnormal flower only when B9 in 5000
mg/L was sprayed to ‘Meiguizi’, but it could evidently lower abnormal floral rate and elevate floral initial rate, the effect was
better. (3) The abnormal flower could not generate when 200 mg/L B 9 was sprayed to ‘Luoyanghong’ daily from setting up
starting stage, which could evidently increase abnormal floral rate 2.02 %~20.37 %, shorten the abnormal spend floral life
3.83 d~4.50 d and the abnormal flower diameter 0.62 cm~2.75 cm, extend the total florescence 0.20 d~1.20 d, and shorten
the abnormal florescence 3 d. The effect was best when 200 mg/L B 9 was sprayed daily, it could not generate abnor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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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wer and elevate floral initial rate. (4) The floral initial rate could be evidently reduced 17.38%~26.10% when B9 and PP333
with concentration ratio of 480:320 and 280:420 was sprayed to ‘Luoyangchun’. Only could generate the abnormal flower
and the floral initial rate was lowest when B9 and PP333 with concentration ratio of 2:3 was sprayed. The effect was best with
CK, it could not generate the abnormal flower and could evidently elevate floral initial rate and extend the total florescence.
Keywords: Paeonia suffruticosa Andr.; B9; florescence regulation

牡丹(Paeonia suffruticosa Andr.)自然花期在 4 月中下旬，单花寿命一般为 3 d~5 d 或 7 d～10 d，
群体花期为 20 d~30 d。牡丹花期短暂集中，为使牡丹在节日庆典时开放，研究牡丹花期调控技术和
开花生理较常见。B9 作为一种植物生长延缓剂对菊花、水仙花、一串红、百合等观赏植物的营养生
长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1-5]，其中高浓度 B9 可延迟一串红、菊花和水仙花的花期；B9 可以有效地控
制幼龄桃树的营养生长且促进成花和座果[6] ；余小春研究认为不同品种间有差异，秋季对牡丹施用
不同浓度的 B9 能延长花期 1 d～2 d，延迟萌芽 2 d[7]；此外有研究表明 B9 不会抑制牡丹的生长 [8]；
但弓德强和李高锋都发现 B9 能明显抑制新枝生长，且对花径影响不显著，弓德强发现在小风铃期施
用 B9 可以延长花期 9 d，但对花径影响不显著[9] ；李高锋发现春施浓度为 200 mg/L 的 B9 显著延长了
花期 8.50 d，同时还发现春施 B9 和 PP333 复合制剂（2:3 或 3:2）除可延迟、延长了花期外还能提高
成花率[10]；已在矮牵牛、野百合、番红花等观赏植物上混合使用的植物生长调节剂可明显提高观赏
价值和商品价值[11]；PP333 有推迟花期的作用[12,13]。
前人对牡丹施用 B9 及 B9 和 PP333 的混合物调控花期均有明显效果，但目前为止对露地牡丹的花
期调控研究还很少，值得进一步深化。本研究发现，对露地牡丹施用外源试剂后不同种牡丹受不同
浓度的 B9 影响会生成不同的畸形花，但目前对畸形牡丹的类型、形态、颜色等还未形成特定的判别
标准和评价体系，一般认为，畸形花又称为“鬼花”，包括毛刺型（小花密生毛刺）和龙爪型(先端开
裂若龙爪等)，都是由花器生育异常造成的，形成的原因主要是在育苗期间温度过低，骤高骤低，干
湿不当，氮肥过足，以及有害气体等影响花芽正常分化而形成的，在棚室保护地及反季节或露地栽
培的牡丹，有时出现畸形花即为“鬼花”。
本研究发现受 B9 影响露地栽培牡丹的畸形化与普通“鬼花”不同，可分为以下情况：
（1）无花瓣
生成，雌雄蕊均无瓣化，雌蕊少于正常花数，雄蕊排列不整齐或缺失；（2）花器极小花瓣数较少且
外展或无花瓣，花径不足 10 cm，且雌蕊瓣化为少数极长柱状花瓣；（3）好像两朵及多朵花并连在
一起，雌蕊瓣化程度高，呈爪状，雄蕊排列不整齐；
（4）雌蕊异常发达且雄蕊稀疏矮小排列不规则，
雄蕊少数瓣化、花瓣颜色变浅，无其它花瓣生成；（5）顶端生长优势减弱，随着茎部紧缩开裂，除
落花落蕾外，有时花序先端出现叶片和枝条。
目前，国内外有关外源试剂处理对牡丹畸形化的影响及畸形花的性状研究较少。本研究定量控
制 B9 的喷施时期和浓度，目的在于探讨不同时期喷施 B9、喷施不同浓度 B9 和 B9、PP333 混合物对牡
丹畸形化的影响，科学合理的确定畸形花率最低时最适合喷施 B9 的时期、浓度和品种，达到最大限
度延长正常花花期的目的。

1
1.1

材料与方法
试验地概况

西柏坡牡丹园坐落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森林公园内，地貌属低山丘陵区，海拔高度在 500
m~679 m 之间。土壤以轻壤褐土为主，土壤疏松，通透性强，肥力较高，最大冻土深度为 60 cm。
全年日照时数平均为 2738 h，年平均温度 12.60 ℃，年平均降水量 550 mm，地下水较丰富且水质好。
气候属暖温带半湿润半干旱季风型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历年平均无霜期 185 d。牡丹园始建于
1997 年，牡丹品种多引进于河南洛阳和山东菏泽共计上百余品种 3 万余株。
1.2

试验材料

试验所选牡丹均为西柏坡牡丹园生长势相对一致、长势中等的的露地栽培牡丹，株龄均为 3~5
年 ，因 单 个 试验 品 种 要求 数 量 较多 和 露地 条 件 的限 制 ， 因此 所 选 品种 为 ‘紫 蓝魁 ’（ Paeo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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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ffruticosa‘Lanzikui’ ）、 ‘ 岛 锦 ’ （ Paeonia suffruticosa‘Daojin’ ）、 ‘ 玫 瑰 紫 ’ （ Paeonia
suffruticosa‘Meiguizi’ ）、 ‘ 洛 阳 红 ’ （ Paeonia suffruticosa‘Luoyanghogn’ ）、 ‘ 洛 阳 春 ’ （ Paeonia
suffruticosa‘Luoyangchun’）。试验器材包括量筒、电子天平、喷壶、水桶等。所用植物生长调节剂为
B9（可溶性粉剂）和 PP333（可湿性粉剂）。B9 是四川国光农化有限公司生产的每袋 10 g 的 50%可溶
性粉剂；PP333 是江苏剑牌农药化工有限公司生产的 40 g 装可湿性粉剂。
1.3

试验方法

采用正交设计的方法，各处理分别固定选 60 株，每株选 3 朵花，记录各处理的畸形花率、成花
率、畸形花单花寿命、畸形花径、总花期、畸形花期等，并进行照相(表 1)。
表 1 牡丹对 B9 处理的畸形响应设计
Table 1 The design of Peony’s abnormal response to B9 treatments
处理
品种
Treatments
Varieties
对照
处理 A
处理 B
处理 C
处理 D
CK
Treatment A
Treatment B
Treatment C
Treatment D
在立蕾期、小风铃期、大风在小风铃期、大风铃期、 在大风铃期、圆桃期
圆桃期 1 次喷施
洛阳红紫蓝魁
铃期、圆桃期共 4 次喷施 圆桃期共 3 次喷施 1×10 4 共 2 次喷施 1×10 4
4
1×10
mg/L 的 B 9
1×10 4 mg/L 的 B9
mg/L 的 B 9
mg/L 的 B 9
在立蕾期、小风铃
在立蕾期、小风铃期、大风 在立蕾期、小风铃期、大
期、大风铃期、圆桃
玫瑰紫岛锦
铃 期 、 圆 桃 期 分 别 喷 施 风铃期、圆桃期分别喷施
期分别喷施 2×10 4
4
5 000 mg/L 的 B 9
1×10 mg/L 的 B9
mg/L 的 B 9
不喷施
立蕾期开始至圆桃
立蕾期开始至圆桃期结束 立蕾期开始至圆桃期结束
洛阳红
期结束每天喷施 200
每天喷施 100 mg/L 的 B9 每天喷施 150 mg/L 的 B9
mg/L 的 B 9
在立蕾期、小风铃期、大风在立蕾期、小风铃期、大
铃期、圆桃期分别喷施 B9 风铃期、圆桃期分别喷施
洛阳春
与 PP333 配比为 3:2（480 B9 与 PP333 配比为 2:3（280
mg/L B9+320 mg/L PP333） mg/L B9+420 mg/L PP333）
的混合试剂
的混合试剂

1.4

数据分析

分别用 MP200B 电子天平称量不同浓度 B9 的质量并按试验设计要求在西柏坡牡丹园选定试验品
种，4 月初前后开始喷药。在花朵盛花期用卷尺测量株高（将植株拉直，茎盘处到最长叶尖的距离），
用游标卡尺测量花径（茎基部的最大直径）。
采用 DPS6.55 和 Excel 软件对所测数据统计分析，用平均值和标准误表示测定结果，分别对各
处理的畸形花率、成花率、总花期、畸形花期等指标进行分析，并用 Duncan 法对测定数据多重比较。

2
2.1

结果与分析
‘洛阳红’、‘紫蓝魁’对不同时期开始喷施相同浓度 B9 的畸形响应分析

由表 2 可以看出，随开始喷药时期的延迟，畸形花率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大风铃期开始喷
药显著较对照组高 42.31%，小风铃期开始喷药畸形花率最低；成花率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小风
铃期开始喷药成花率较对照组 16.94 %，均无显著变化；畸形花单花寿命圆桃期开始喷药较对照组延
长 0.50 d，其它时期均比对照组缩短 1 d，处理间无显著性差异；畸形花径呈上升趋势，较对照组大
0.75 cm～2.10 cm，小风铃期开始喷药畸形花径最低，但与对照组相同；除圆桃期总花期和对照组相
同外，其它时期较对照组缩短 1 d～2 d；立蕾期和圆桃期开始喷施药物畸形花期较对照组延长 2 d、
0.50 d，风铃期较对照组均缩短 1 d，处理间无显著性差异。
综上可知，对‘洛阳红’不同时期开始喷施 1×10 4 mg/L 的 B9，综合效果均不明显；但畸形花率降
低时能升高成花率、弱化畸形花性状的最适宜喷施大浓度 B9 的时期为小风铃期；其它时期开始喷施
1×10 4 mg/L 的 B9 对延长总花期、降低畸形花率效果均不明显，大风铃期和圆桃期开始喷药效果均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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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说明较晚时期开始喷施高浓度的 B9 增大了畸形花产生的比率且强化了畸形性状。
表 2 ‘洛阳红’对 B9 处理的畸形响应状况
Table 2 The situation of Luoyanghong’s abnormal response to B9 treatments
处理时期
畸形花率（%）
成花率（%） 单花寿命(d) 花径（cm）
总花期（d）
畸形花期（d）
Treatment Abnormal floral rate Floral initial rate Spend life Flower diameter Total florescence Abnormal florescence
CK

7.69±0.03

32.50±0.02

8.00±0.12

3.00±0.10

11.00±0.05

8.00±0.01

A

7.41±0.02

43.55±0.03

7.00±0.10

B

4.54±0.01

49.44±0.01

7.00±0.11

3.75±1.10

9.00±0.07

10.00±0.02

3.00±0.10

10.00±0.02

7.00±0.05

C

50.00±0.02**

14.29±0.05

7.00±0.13

D

12.50±0.01

25.40±0.03

8.50±0.10

3.80±1.50

9.33±0.05

7.00±0.01

5.10±6.00

11.00±0.06

8.50±0.08

备注:**表示与对照差异在 1%水平上显著。
Note: **Means difference from control at 1 % level respectively.

由表 3 可以看出，随开始喷药时期的延迟，各处理和对照组均无畸形花生成，圆桃期开始喷药
成花率较对照组显著下降 85.48%，其它处理较对照组高 2.77%~9.52%，虽无显著性差异，但风铃期
开始喷药成花率均达到 100%；总花期呈下降趋势，较对照组缩短 2.33%~3.33%。
综上可知，对‘紫蓝魁’不同时期开始喷施 1×104 mg/L 的 B9 畸形花率均为 0，成花率呈上升趋势，
但总花期均未得到延长；在畸形花率最低时，可明显提升成花率和弱化畸形花性状的最适宜喷施 B9
的时期是风铃期。
表 3 ‘紫蓝魁’对 B9 处理的畸形响应状况
Table 3 The situation of Zilankui’s abnormal response to B9 treatments
处理
畸形花率（%） 成花率（%） 单花寿命(d) 花径（cm）
总花期（d）
畸形花期(d)
Treatment Abnormal floral rate Floral initial rate Life of a strain Flower diameter Total florescence Abnormal florescence
CK

0.00±0.00

90.48±0.02

0.00±0.00

0.00±0.00

12.33±0.02

0.00±0.00

A

0.00±0.00

93.25±0.01

0.00±0.00

0.00±0.00

9.20±0.05

0.00±0.00

B

0.00±0.00

100.00±0.03*

0.00±0.00

0.00±0.00

9.67±0.01

0.00±0.00

C

0.00±0.00

100.00±0.02*

0.00±0.00

0.00±0.00

10.00±0.07

0.00±0.00

D

0.00±0.00

5.00±0.06

0.00±0.00

0.00±0.00

9.00±0.03

0.00±0.00

注:*表示与对照差异在 5 %水平上显著。
Note: *Means difference from control at 5 % level respectively.

2.2

‘岛锦’、‘玫瑰紫’对相同时期喷施不同浓度 B9 的畸形响应分析

由表 4 可以看出，随喷药浓度的增加，各处理和对照组均未生成畸形花，成花率呈上升趋势，
较对照组升高 29.14%~46.14%，喷施 1×104 mg/L B9 较对照组明显升高 46.14%；总花期也呈上升趋
势，较对照组延长 1 d~2.70 d，1×104 mg/L B9 较对照组明显长 2.70 d。
综上可知，对‘岛锦’喷施不同浓度的 B9 均无畸形花产生，成花率和总花期均呈上升趋势；在畸
形花率最低时，可明显升高成花率，延长总花期和弱化畸形花性状的喷施浓度为，1×104 mg/L 的 B9。
表 4 ‘岛锦’对 B9 处理的畸形响应状况
Table 4 The situation of Daojin’s abnormal response to B9 treatments
处理
畸形花率(%)
成花率(%)
单花寿命(d)
花径(cm)
总花期(d)
畸形花期(d)
Treatment Abnormal floral rate Floral initial rate Life of a strain Flower diameter Total florescence Abnormal florescence
CK

0.00±0.00

43.33±0.01

0.00±0.00

0.00±0.00

A
B
C

8.00±0.05

0.00±0.00

0.00±0.00

72.64±0.02

0.00±0.00

0.00±0.00

89.47±0.03*

0.00±0.00

0.00±0.00

9.00±0.08

0.00±0.00

0.00±0.00

10.70±0.03*

0.00±0.00

0.00±0.00

66.47±0.05

0.00±0.00

0.00±0.00

9.20±0.04

0.00±0.00

注:*分别表示与对照差异在 5 %水平上显著。
Note: *Means difference from control at 5 % level respectively.

由表 5 可以看出，随喷药浓度的增加，仅喷施 5000 mg/L B9 生成畸形花；成花率较对照组升高
10.25%~15.51%，喷施 1×104 mg/L B9 成花率较对照组高 15.51%，效果最好；总花期呈上升趋势，较
对照组延长 0.33 d~1 d，无显著性差异。
综上可知，对‘玫瑰紫’喷施不同浓度的 B9，成花率可明显升高，总花期延长不显著；但畸形花
率最低时，可明显升高成花率和延长总花期的为喷施 1×104 mg/L 的 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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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玫瑰紫’对 B9 处理的畸形响应状况
Table 5 The situation of Meiguizi’s abnormal response to B9 treatments
处理
畸形花率（%） 成花率（%） 单花寿命（d） 花径（cm）
总花期（d）
畸形花期（d）
Treatment Abnormal floral rate Floral initial rate Life of a strain Flower diameter Total florescence Abnormal florescence
CK
0.00±0.00
50.00±0.01
0.00±0.00
0.00±0.00
10.00±0.05
0.00±0.00
A
2.63±0.03
72.64±0.05
0.00±0.00
0.00±0.00
10.33±0.04
11.00±0.05
B
0.00±0.00
75.51±0.02
0.00±0.00
0.00±0.00
10.50±0.08
0.00±0.00
C
0.00±0.00
60.25±0.03
0.00±0.00
0.00±0.00
10.40±0.02
0.00±0.00

2.3

‘洛阳红’对每天喷施不同浓度 B9 的畸形响应分析

由表 6 可以看出，处理 C 未生成畸形花，其它处理随喷药浓度的增加，畸形花率呈上升的趋势，
每天喷施 150 mg/L B9 明显上升 20.37%；每天喷施 100、200 mg/L B9 成花率分别较对照组高 12.40%、
12.09%，喷施 100 mg/L B9 成花率最高；畸形花单花寿命、畸形花径、畸形花期均呈下降趋势，且较
对照组差异显著，分别较对照组缩短 3.83 d 和 4.50 d、减小 2.75 cm 和 0.62 cm、均缩短 3 d，对照组
畸形化程度最高；总花期呈上升趋势，较对照组长 0.20 d~1.20 d，处理间无显著性差异。
综上可知，对‘洛阳红’每天喷施不同浓度的 B9，各处理总花期均延长，畸形性状均有弱化趋势；
畸形花率降低时可明显升高成花率、延长总花期和弱化畸形花性状的最适宜每天喷施 B9 的浓度为
200 mg/L；而每天喷施 100 mg/L 的 B9 畸形花率虽升高，但可明显升高成花率、延长总花期和弱化
畸形花性状。
表 6 ‘洛阳红’对 B9 处理的畸形响应状况
Table 6 The situation of Luoyanghong’s abnormal response to B9 treatments
处理
畸形花率(%)
成花率(%)
单花寿命(d)
花径(cm)
总花期(d)
畸形花期(d)
Treatment Abnormal floral rate Floral initial rate Life of a strain Flower diameter Total florescence Abnormal florescence
CK
1.15±0.06
60.08±0.03
13.00±0.10
6.00±3.40
10.10±0.02
13.00±0.05
A
3.17±0.05
72.48±0.01
8.50±0.50
3.25±1.50
11.30±0.03*
10.00±0.04
B
21.52±*0.01
45.02±0.05
9.17±1.30
5.38±1.20
11.30±0.05*
10.00±0.06
C
0.00±0.02
72.17±0.01
0.00±0.00
0.00±0.00
10.30±0.06
0.00±0.02
注:*表示与对照差异在 5 %水平上显著。
Note: *Means difference from control at 5 % level respectively.

2.4

‘洛阳春’对喷施不同比例 B9 和 PP333 混合试剂的畸形响应分析

由表 7 可以看出，对照组和配比为 3:2 的混合试剂均未生成畸形花。成花率呈下降趋势，较对
照组分别低 17.40%、26.10%，对照组成花率最高；总花期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分别较对照组短
1.30 d 和长 3.70 d。
综上可知，对‘洛阳春’喷施不同比例的 B9 和 PP333 的混合物，畸形花率最低时，成花率最高、无
畸形花性状的为对照组，B9 和 PP333 的混合药物处理对花朵无明显效果；喷施比例为 280:420 的混合
试剂总花期明显延长 3.70 d，但有畸形花生成。
表 7 ‘洛阳春’对混合试剂处理的畸形响应状况
Table 7 The situation of Luoyangchun’s abnormal response to mixed reagent treatments
处理
畸形花率(%)
成花率(%) 单花寿命(d)
花径(cm)
总花期(d)
畸形花期(d)
Treatment Abnormal floral rate Floral initial rate Life a strain Flower diameter Total florescence Abnormal florescence
CK
0.00±0.02
40.91±0.06
0.00±0.00
0.00±0.00
8.33±0.02
0.00±0.00
A
0.00±0.00
23.53±0.01*
0.00±0.00
0.00±0.00
7.00±0.03
0.00±0.00
B
12.50±0.03
14.81±0.02** 9.00±0.10
10.00±0.10
12.00±0.01
9.00±0.05
注:*,**分别表示与对照差异在 5%、1%水平上显著。
Note: *Means difference from control at 5 % level respectively.

3

讨 论

畸形花的产生与诸多因素息息相关，诸如幼苗期光照弱，幼苗徒长，使花芽分化和开花期延迟，
会增加畸形花率；另外，缺氮会延迟花芽分化，减少开花数量，尤其在开花盛期，氮、磷不足易产
生畸形花，此外，光照、水份、低温、营养也都有一定的影响；直接原因是开花时，对花器供给的
养分不足造成的，生产中在低温季节在大棚中定植过早尤其严重，牡丹畸形花的生成同样受以上因
素的的影响，但前人关于 B9 处理牡丹影响畸形花生成的研究机制较少，本研究根据试验状况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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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通过外源试剂的刺激延长牡丹花期、提升观赏率的基础上，关注如何降低牡丹畸形花率和弱
化畸形花性状是必要的。
由表 1、表 2 和表 3、表 4 分别可知，对‘洛阳红’、‘紫蓝魁’不同时期分别开始喷施 1000 mg/L
的 B9 和对‘岛锦’、‘玫瑰紫’分别喷施不同浓度的 B9 所生成的畸形花的比率、畸形花期、畸形花的花
型颜色等均不同，这与牡丹品种相关；对不同牡丹品种喷施不同浓度的 B9 所生成的畸形花性状等均
不同，这与喷施 B9 的时期和浓度等相关；因此，在施用药剂对露地牡丹进行花期调控时，应先做品
种试验，并筛选出适宜的处理时期和处理浓度后，方可大面积施用，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本研究还发现，对不同种牡丹不同时期喷施 1×104 mg/L 的 B9 和喷施不同浓度的 B9 有的花蕾未
绽放，说明只有在适当的时期开始喷施适当浓度的 B9 牡丹才能促成开花；喷施不同的外源试剂也会
使不同种类牡丹生成与“鬼花”不同花型、寿命和颜色等的畸形花：
（1）对‘洛阳红’、‘蓝紫魁’于不同时期喷施 1×104 mg/L 的 B9 生成的畸形花一般表型为无花瓣生
成，雌雄蕊均无瓣化，雌蕊少于正常花数，雄蕊排列不整齐或缺失，应是早期喷施 B9 浓度过高，抑
制了花朵的正常发育的结果；于风铃期和圆桃期喷施 1×104 mg/L 的 B9 生成的畸形花一般表型为花
器极小花瓣数较少且外展或无花瓣，花径不足 10 cm，且雌蕊瓣化为少数极长柱状花瓣，应是花朵
经过蕾期的正常发育，花瓣等花器得到进一步发育，因此，雌蕊瓣化，但在风铃期和圆桃期由于药
物影响抑制了花器的进一步发育。基于以上两种情况均应减小喷施 B9 的浓度。
（2）对‘岛锦’、‘玫瑰紫’分别喷施不同浓度的 B9 生成畸形花的比率均较低，且‘玫瑰紫’所生成
的畸形花是喷施较低浓度 B9 形成的，表型为花瓣排列很不整齐，一侧花瓣和雌蕊数复合增多，一侧
花瓣缺失，花瓣颜色较正常花浅且数量少，应是喷施的 B9 使得花朵吸收营养元素的分配不均，使一
侧花瓣缺失，同时喷施浓度过大，影响了花瓣的正常发育，而花瓣颜色浅应是氮肥和水分含量不足
造成的，应减小喷施浓度，追施氮肥和及时补充水分。
（3）对‘洛阳红’每天喷施小浓度 B9 生成的畸形花一种表型为好像两朵及多朵花并连在一起，雌
蕊瓣化程度高，呈爪状，雄蕊排列不整齐，B9 可使植株矮化、调节营养分配及促进结实增产等效果。
每天喷施低浓度的 B9 增加了花量，使花朵营养过剩，加之强光照、低夜温的影响，使心皮数目过多
引起的；另一种表型为雌蕊异常发达且雄蕊稀疏矮小排列不规则，雄蕊少数瓣化、花瓣颜色变浅，
无其它花瓣生成，应是每天喷施小浓度的 B9，使 B9 浓度累积过高超过了花朵的吸收量反而抑制了花
器的发育的结果。根据以上情况均应适当减小每天的喷施浓度或减少喷施频次，如可间隔一天到两
天喷施一次。
（4）对‘洛阳春’喷施 B9 和 PP333 的混合试剂生成的畸形花一般表现为：B9 和 PP333 的比例为 2:3
是表型为顶端生长优势减弱，随着茎部紧缩开裂，除落花落蕾外，有时花序先端出现叶片和枝条，
PP333 具有抑制茎杆伸长、促进植物分蘖、促进花芽分化等效果，每天喷施低浓度的 PP333 会使钾、
钙过剩，妨碍了硼的吸收，使硼素分配不到顶芽或花序，使这些部位生长点的生长素增多，刺激细
胞旺盛分裂，从而明显减弱花朵顶端生长优势，促进侧芽(分蘖)滋生，加之低温或高温干燥，导致花
序先端有时出现叶片和枝条，这是 PP333 比例过大的原因；B9 和 PP333 的比例为 3:2 是表型为好像两
朵及多朵花并连在一起，雌蕊瓣化程度高，呈爪状，雄蕊排列不整齐，这是 B9 比例过大的原因。因
此应在可允许的范围内，更加细化 B9 和 PP333 的配比，选择最适宜的比例。
牡丹畸形花的生成，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外因素不会单独起作用。外源试剂影响牡
丹生成畸形花，是试剂作用于牡丹的花瓣、雄雌蕊、花萼等外部器官而影响花朵内部营养元素的吸
收、水分的变化等的结果。畸形花的生成和具体试剂及其元素含量的关联机制有待进一步深化。

4

结 论

由表 8 可以看出，畸形花率最低时可明显延长总花期、升高成花率和弱化畸形花性状效果最好
的为对‘岛锦’喷施不同浓度的 B9，畸形花率均为 0 时总花期平均延长 1.63 d,成花率平均升高 34.86%，
效果最好；对‘紫蓝魁’不同时期开始喷施 1×104 mg/L 的 B9 也未产生畸形花，成花率呈上升趋势，但
总花期均未得到延长。对‘紫蓝魁’喷施 1×104 mg/L 的 B9 和对‘岛锦’喷施不同浓度的 B9，畸形花率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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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0，可显著弱化畸形花性状和平均延长总花期 1.63 d；对‘洛阳红’喷施 1×104 mg/L 的 B9 可显著升
高成花率平均值 67%。
因此，畸形花率最低时最适合喷施 B9 的处理为对‘岛锦’喷施 5000、1×104、2×104 mg/L 的 B9，
最适宜喷施的时期因品种而不同。
牡丹对 B9 处理的畸形响应状况与牡丹品种、生长调节剂种类[14-22]、试剂浓度、试验地地形地势、
试验地当年气候等因素密切相关，具体的响应机制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表 8 牡丹对 B9 处理的平均变化值
Table 8 The average value of Peony’s response to B9 treatments
测定指标 Indicators
浓度(mg/L)
品种 畸形花率(%) 成花率(%)
单花寿命(d)
花径(cm)
总花期(d)
Concentration Varieties Abnormal Floral initial
Life of a strain Flower diameter Total florescence
floral rate
rate
洛阳红 10.92±0.05 67.00±0.02 -0.63±0.02
91.25±0.07
-1.17±0.04
10000
紫蓝魁 0.00±0.00 -15.92±0.01 0.00±0.03
0.00±0.00
-2.86±0.05
5000、10000、 岛 锦
0.00±0.00 34.86±0.06
0.00±0.05
0.00±0.00
1.63±0.01
20000
玫瑰紫 2.63±0.03 19.47±0.07 11.00±0.01
7.00±0.03
0.41±0.01
100、150、200 洛阳红 11.20±0.01 3.14±0.01
-4.17±0.04
-1.69±0.06
0.87±0.06
混合比为 480、
洛阳春 12.50±0.01 21.74±0.03
9.00±0.02
10.00±0.03
1.17±0.04
320 和 280、420

畸形花期(d)
Abnormal
florescence
12.50±0.02
0.00±0.00
0.00±0.00
11.00±0.02
-3.00±0.01
9.0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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