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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针对濒危植物居群的遗传多样性、 生殖适合度、 基因流、 近交和远交衰退等遗传学问题在居群恢复

过程中的应用进行了探讨ꎮ 濒危植物居群的回归重建ꎬ 既面临遗传多样性的迅速丧失、 近交衰退等遗传风险ꎬ
还因回归引种地存在较多近缘种而带来远交衰退的风险ꎬ 最终导致遗传适应性降低ꎬ 生境适应性变窄ꎬ 繁殖和
竞争能力减弱ꎮ 为提高濒危物种保护的质量和效率ꎬ 在构建回归居群时ꎬ 应分批次从同一来源居群的不同母株
采集材料ꎬ 确保种源的遗传纯正性和遗传组成的多样性ꎬ 还应使回归居群尽可能远离近缘广布种ꎮ 另外ꎬ 还需
要对回归种群进行持续的监测和管理才能保证回归引种的成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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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为的干扰和破坏ꎬ 导致植物居群生境片
断化和栖息地的丧失ꎬ 加速了物种的濒危甚至灭
绝ꎮ 据估计ꎬ 全世界约有 ５０％的植物受到灭绝的
威胁

[１]

ꎮ 我国 ３４ ４５０ 种高等植物中ꎬ 约有 １１％已

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威胁

[２]

ꎮ 如不采取有效的保

护措施ꎬ 许多物种很快就会从地球上消失ꎮ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和 远 交 衰 退 ( Ｏｕｔ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ｄｅｐｒｅｓ￣

ｓｉｏｎ) 等遗传学问题在居群恢复过程中的应用进行
了探讨ꎬ 以期为濒危物种回归引种和居群恢复的实
践提供参考ꎮ

１

恢复居群的遗传多样性

濒危物种需要在人类的帮助下才能得到有效的

遗传多样性是物种适应环境变化和抵御病虫害

保护和恢复ꎮ 传统的保护方法通常有两种ꎬ 即就地

的前提条件ꎬ 遗传多样性水平决定了物种长期的生

保护和迁地保护ꎮ 但在实践工作中ꎬ 保护生物学家

存能力和进化潜力 [１８] ꎮ 研究表明ꎬ 某些情况下遗

ｔｉｏｎ) 和物种恢复(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在生物多样性

ｎｅｓｓ) ꎬ 甚至导致 物 种 的 直 接 灭 绝 [１９] ꎮ 因 此ꎬ 维

们逐渐 认 识 到 濒 危 物 种 的 回 归 引 种 ( Ｒ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

保护中的重要性 [３ꎬ４] ꎮ 回归自然是野生植物种群重

建的重要途径ꎬ 也是迁地保护与就地保护的桥梁ꎬ
该方法可以有效地对极小种群野生植物进行拯救和
保护

[２ꎬ５]

ꎮ 随着物种濒危程度的加剧ꎬ 许多分布在

传多样 性 的 丧 失 将 立 即 降 低 物 种 的 适 合 度 ( Ｆｉｔ￣

持物种的遗传多样性水平是回归引种的一个重要目
标 [７ꎬ２０] ꎮ 测定恢复居群的遗传多样性水平可以作为
评价回归引种是否成功的一个辅助指标ꎬ 可为居群
的遗 传 学 管 理 提 供 科 学 依 据ꎮ Ｈｅｌｅｎｕｒｍ 和 Ｐａｒ￣

自然保护区以外的濒危植物未能受到有效的保护ꎬ

ｓｏｎ [２１] 比 较 了 一 种 湿 地 濒 危 植 物 Ｃｏｒｄｙｌａｎｔｈｕｓ

而植物园的迁地保护不仅受空间限制ꎬ 还存在潜在

ｍａｒｉｔｉｍｕｓ Ｎｕｔｔ. ｅｘ Ｂｅｎｔｈ. 的 ４ 个 自 然 居 群 与 １２

的遗传风险

[６]

ꎮ 相比之下ꎬ 回归引种具有重建种

个 １９９１ 年和 １８ 个 １９９２ 年的恢复居群之间的遗传

群数量多、 规模大的特点ꎬ 能有效保护物种的遗传

多样性ꎬ 结果发现尽管恢复居群在 ２１ 个等位酶位

多样性ꎬ 并有望通过生态系统的自我维持能力形成

点上的遗传多样性水平低于自然居群ꎬ 但在连续 ２

可持续的种群
的有益补充

[８]

[７]

ꎬ 因此回归引种可作为就地保护

ꎮ 目前ꎬ 如何对濒危物种进行回归

引种和居群重建( Ｒ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已成为生态恢复
中普遍考虑的内容 [４ꎬ９] ꎮ 然而ꎬ 濒危物种的回归引
种是一项非常困难而复杂的工程

[１０ꎬ１１]

ꎬ 多数回归

年的时间里ꎬ 稀有等位基因并没有在恢复居群中丢
失ꎬ 说 明 该 物 种 的 恢 复 获 得 了 初 步 成 功ꎮ Ｒｏ￣
ｂｉｃｈａｕｘ 等 [２２] 对 夏 威 夷 濒 危 植 物 银 剑 草 ( Ａｒｇｒｏ￣

ｘｉｐｈｉｕｍ ｓａｎｄｗｉｃｅｎｓｅ ＤＣ.) 的一个异地重建居群
进行了遗传多样性评估ꎬ 该居群在 １９７３ 年时仅有

引种失败的关键原因是对濒危物种的生物学特性和

２ 棵植株ꎬ ２０ 年后发展到 ４５０ 棵ꎬ 因此从个体数

濒危机制ꎬ 尤其是遗传学背景缺乏足够的了解ꎬ 且

量的角度而言该居群得到了恢复ꎬ 但该居群的遗传

在实际操作中又缺乏引种后有效的监测和管理

[１２]

ꎮ

保护濒危物种的最终目标是要尽可能地保护物种的
进化潜力及其持续的自我更新能力

[１３]

ꎬ 这要求除

了对濒危植物的致濒原因开展大量的理论和实践工
作外

多样性水平只有自然居群的 ２７％ꎮ 可见ꎬ 在恢复
居群的构建过程中ꎬ 取样可能缺乏代表性ꎮ 为克服
恢复居群遗传多样性降低可能带来的遗传学风险ꎬ
需要采取两方面的措施ꎬ 一方面是移植新的个体到

ꎬ 也需要对影响恢复居群生存的遗传学因

该居群ꎻ 另一方面是在花期从自然居群采集适量花

本文 针 对 濒 危 植 物 恢 复 居 群 的 遗 传 多 样 性

研究证实ꎬ 这些措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２２] ꎮ Ｚｕｃ￣

[１４]

素进行充分考量

[１５－１７]

ꎮ

(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生 殖 适 合 度 (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ｆｉｔｎｅｓｓ) 、 基因流 ( Ｇｅｎｅ ｆｌｏｗ) 、 近交 ( Ｉｎ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粉并通过人工授粉的方式增加恢复居群的结实量ꎮ
ｃｈｉ 等 [２３] 研究发现ꎬ 在恢复地重建的居群具有与自
然残遗居群相当的遗传多样性水平ꎬ 且未表现出较

４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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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平的近交ꎬ 提示在高度破碎化的生境中ꎬ 通过
主动恢复重建居群的遗传多样性是可行的ꎮ 另外ꎬ
恢复居群的大小和遗传多样性的关系也逐渐受到关
注ꎬ 如 ＭｃＧｌａｕｇｈｌｉｎ 等

[２４]

采用 ＩＳＳＲ 方法研究了濒

危 植 物 ( Ａｂｒｏｎｉａ ｕｍｂｅｌｌａｔａ ｓｕｂｓｐ. Ｂｒｅｖｉｆｌｏｒａ

(Ｓｔａｎｄｌ.) Ｍｕｎｚ) ４ 个恢复居群的大小与遗传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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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缘种之间的基因流即种间杂交ꎬ 具有极大的遗传
风险(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ｒｉｓｋｓ) ꎬ 主要表现为杂交衰退、 遗传
同化(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或 遗 传 没 化 (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ｓｗａｍｐｉｎｇ) 以及基因渐渗( Ｉｎｔ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ꎮ 种间杂

交是 许 多 植 物 导 致 濒 危 或 灭 绝 的 重 要 原 因 [２５] ꎮ
Ｗｏｌｆ 等 [２８] 研究发现ꎬ 种间杂交对濒危物种的遗传

性间的关系ꎬ 结果发现遗传多样性水平与居群大小

威胁作用最快ꎬ 稀有物种通常不足 ５ 代就会灭绝ꎮ

显著相关ꎬ 表明保证足够的居群大小对于维持该物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ꎬ 至少有 １９％的稀有植物存在

种居群的遗传多样性十分必要ꎬ 同时还估测如果要
使恢复居群保持自然居群 ９０％的遗传多样性ꎬ 需
使恢复居群的个体数达到 １０００ 株ꎮ

杂交的风险 [２９] ꎮ 稀有种还可能被邻近常见种的花
粉污染ꎬ 导致后代不育或种间界限不清 [３０] ꎮ 卡特
琳娜红木( Ｃｅｒｃｏｃａｒｐｕｓ ｔｒａｓｋｉａｅ Ｅａｓｔｗ.) 仅存在于

上述研究结果均建立在已重建几年甚至几十年

美国加州 Ｓａｎｔａ Ｃａｔａｌｉｎａ 岛上ꎬ 现存的 １１ 个成年

的居群上ꎬ 濒危植物居群的恢复ꎬ 需要在居群重建

个体中ꎬ 有 ５ 株是该种与其同属近缘种( Ｃ. ｂｅｔｕ￣

前对所要定植的个体进行遗传学分析ꎬ 并在此基础

ｌｏｉｄｅｓ Ｎｕｔｔ. ｖａｒ. ｂｌａｎｃｈｅａｅ Ｃ. Ｋ. Ｓｃｈｎｅｉｄ.) 所产

上构建一个遗传结构相对合理的居群ꎬ 尽可能避免

生的 杂 种ꎬ 可 见 种 间 杂 交 已 经 对 该 物 种 造 成 威

因遗传背景不清给重建居群带来的遗传学风险ꎮ

２

来灭绝风险ꎬ 而生殖隔离( 如空间隔离) 将降低灭

恢复居群的基因流及其遗传后果

绝风险ꎮ 当生殖隔离解除时ꎬ 灭绝风险会提高ꎬ 可

恢复居群的基因流有两方面的内容ꎬ 一是种内
基因流ꎬ 包括恢复居群间的基因流和恢复居群与自
然居群之间的基因流ꎻ 二是种间基因流ꎬ 即恢复物
种与近缘属、 种之间的基因流ꎮ
基因流研究一直是保护生物学研究的重要内
容ꎮ 研究表明ꎬ 维持种内恢复居群间一定水平的基
因流十分必要

[１７ꎬ２５ꎬ２６]

ꎬ 因为这样既可以增加子代

的遗传多样性ꎬ 提高居群适合度ꎬ 又可减轻因居群

较小 导 致 的 近 交 衰 退 ( Ｉｎ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 ꎬ
但前提是各恢复居群间没有强烈的遗传分化( Ｇｅ￣

ｎｅｔｉｃ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ꎬ 否 则 可 能 会 导 致 远 交 衰 退
( Ｏｕｔ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１７]

ꎮ 陈芳清等

胁 [３１] ꎮ 由杂交导致的遗传没化将会给濒危物种带

[７]

对濒

危植物疏花水柏 枝 ( Ｍｙｒｉｃａｒｉａ ｌａｘｉｆｌｏｒａ ( Ｆｒａｎｃｈ.)

见生殖隔离对于降低物种灭绝的风险十分重要 [３２] ꎮ
因此ꎬ 在构建回归居群时ꎬ 应将其与同属交配亲合
的近缘种进行隔离ꎬ 以减少种间基因交流带来的遗
传风险 [３３] ꎮ 具体到濒危植物回归实践ꎬ 就是使回
归居群尽可能远离其近缘广布种ꎬ 以避免因广布种
基因渗入而产生的遗传没化效应导致濒危物种的灭
绝ꎮ 然而ꎬ 目前有关濒危植物回归引种后与近缘属
种杂交的具体研究尚未见报道ꎮ

３

恢复居群的生殖适合度
居群的遗传多样性水平和基因流状况直接影响

居群的生殖适合度ꎬ 进而影响物种的生存ꎬ 因此生
殖适合度是居群生存现状和潜力的直接反映ꎮ 早期

Ｐ. Ｙ. Ｚｈａｎｇ ＆ Ｙ. Ｊ. Ｚｈａｎｇ) 重建居群进行了深入

濒危物种恢复的研究侧重于关注回归引种时的取样

研究ꎬ 认为该居群在恢复与重建过程中面临的主要

策略、 地点选择、 群落设计和物种是否能开花结

问题是如何增强隔离居群间的基因交流ꎬ 促进种子
的扩散与萌发ꎮ 恢复居群与邻近同一物种自然居群
的杂交可能会导致复杂的遗传学后果ꎬ Ｙｏｕｎｇ 和
Ｍｕｒｒａｙ

[２７]

实ꎬ 而忽略了恢复居群生殖适合度的研究 [３４] ꎮ 适
合度 是 物 种 在 自 身 的 生 态 幅 (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ｍｐｌｉ￣

ｔｕｄｅ) 内适应生境的程度ꎬ 它是物种在进化过程中

采用等位酶和染色体检测的方法对濒危

传递遗传物质的能力ꎬ 表现为存活能力和繁殖能力

Ｍｕｅｌｌ. ￣Ｂｕｔｔｏｎ Ｗｒｉｎｋｌｅｗｏｒｔ) 进 行 了 研 究ꎬ 发 现 其

濒危物种生殖适合度的研究无疑是保护生物学家关

植 物 草 地 雏 菊 ( Ｒｕｔｉｄｏｓｉｓ ｌｅｐｔｏｒｒｈｙｎｃｈｏｉｄｅｓ Ｆ.

恢复居群( 染色体数 ２ｎ ＝ ２２) 与同种邻近的自然居
群( 染色体数 ２ｎ ＝ ４４) 发生了杂交并产生不育的三
倍体后代ꎬ 产生严重的遗传学后果ꎮ 濒危物种与其

对物种生存和繁衍后代所作的贡献 [３５] ꎬ 因此ꎬ 对
注的重点 [３６ꎬ３７] ꎮ 尽管已对濒危植物自然居群的生
殖适合度开展了相关研究 [１４] ꎬ 但有关恢复居群生
殖适合度的研究则非常有限ꎮ Ｍｏｒｇａｎ [３８] 的研究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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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５

较了濒危植物草地雏菊 ５ 个已恢复 ５ ~ １０ 年的居

经过 ３ 年的回归引种实验ꎬ 结果表明ꎬ 对自然居群

群和 ２ 个自然居群的生殖适合度( 以结实量、 发芽

中遗传组成不同的后代的适合度进行评估是必要

率和幼苗生长量为指标) ꎬ 结果发现 ５ 个恢复居群

的ꎮ 尽管自花授粉和异花授粉后代的遗传分化程度

的结实量与自然居群没有区别ꎬ 而发芽率和幼苗生

尚不明确ꎬ 但在实验条件下ꎬ 近交后代在萌发特

长量等指标甚至高于自然居群ꎮ 这一结果提示恢复

性、 生物量、 结实性方面的表现与远交后代相比存

居群具有较强的自我更新潜力ꎮ 进一步的研究显
示ꎬ 虽然恢复居群的大小( < ３００ 株) 远低于自然居
群( > ８５０ 株) ꎬ 但生殖适合度却没有下降ꎬ 这可能

在较大差异 [４０] ꎮ 因此ꎬ 进行濒危植物居群回归重
建的实验设计及实施的过程中ꎬ 应尽可能采用来自

同一居群中不同母株种子繁殖的后代作为居群重建

是由于恢复居群的个体密度远高于自然居群ꎮ 对于

的材料ꎬ 以避免因遗传组成相似导致近交衰退的发

自交不亲和的物种来说ꎬ 较高的个体密度增加了传

生ꎮ

粉的有效性ꎬ 这一结论对于有类似繁育系统的濒危

４ ２

植物居群的恢复极具指导价值ꎮ 然而ꎬ Ｋｅｐｈａｒｔ

[３４]

远交衰退
不同物种( 通常是近缘种) 间或居群间存在较

的研 究 表 明ꎬ 在 蝇 子 草 属 ( Ｓｉｌｅｎｅ ) 濒 危 植 物 Ｓ.

大遗传分化时发生杂交ꎬ 常会给居群带来 ３ 个方面

ｄｏｕｇｌａｓｉｉ ｖａｒ. ｏｒａｒｉａ 恢复居群中ꎬ 高密度居群的个

的危害ꎬ 即由远交衰退导致居群后代适合度降低ꎻ

体存活率明显低于低密度居群ꎬ 这可能是由于物种

由遗传同化造成的小居群遗传特异性丧失ꎻ 以及由

密度较高使得个体间竞争加剧ꎬ 进而导致死亡率的

杂种优势或渐渗杂交导致的有害物种( 居群) 获得

增加ꎬ 然而高密度居群的开花结果量仍高于低密度
居群ꎮ Ｋｅｐｈａｒｔ [３４] 的研究连续 ３ 年比较了物种 Ｓ.
ｄｏｕｇｌａｓｉｉ ｖａｒ. ｏｒａｒｉａ 恢复居群自交、 人工杂交和天
然授粉 ３ 种不同传粉方式所得后代的生殖适合度ꎬ

某些优良性状ꎬ 从而造成生态危害 [４１] ꎮ

远交衰退常会在 ２ 个居群具有较大遗传差异时

发生 [４２] ꎮ Ｍｏｎｔａｌｖｏ 和 Ｅｌｌｓｔｒａｎｄ [４３] 对 Ｌｏｔｕｓ ｓｃｏｐａ￣

ｒｉｕｓ Ｎｕｔｔ. ６ 个居群进行研究ꎬ 结果表明不同居群

结果表明杂交后代的成活率和开花率明显高于其它

的杂交后代中均存在远交衰退ꎮ 但是ꎬ 究竟居群间

２ 种传粉方式ꎬ 表明恢复居群中存在近交衰退ꎮ 濒

存在多大遗传差异时才会导致远交衰退ꎬ 目前尚无

危植物居群恢复的目的不仅是使最初的建群个体

法得出结论ꎬ 还需要结合后代的适合度ꎬ 如结实

( Ｆｏｕｎｄｅｒ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得以存活ꎬ 更重要的是使其
能产生后代并融入正常的居群生态学过程

４

[１５ꎬ３９]

ꎮ

率、 种子发芽率、 幼苗存活率、 生长量等多个指标
进行综合考查ꎮ 有时远交衰退并不会在 Ｆ１ 代立即
表现出来ꎬ 反而表现为杂种优势ꎬ 而在 Ｆ２ 代或以

近交衰退和远交衰退
濒危植物居群恢复过程中ꎬ 既要克服因取样误

后的几代中表现出来 [４３ꎬ４４] ꎬ 而出现这种情况时则
危害更大ꎬ 由于 Ｆ１ 代的杂种优势可直接对亲本的

差导致的近交衰退ꎬ 同时也要防止盲目取样导致的

生存造成威胁ꎬ 甚至会取代亲本ꎬ 杂交后代的衰退

远交衰退ꎬ 这要求取样时对亲本的遗传背景具有足

现象将会导致该居群的绝灭ꎮ

够的了解ꎮ
４ １

因此ꎬ 为避免远交衰退的发生ꎬ 在进行濒危植

近交衰退

物回归引种和居群重建时ꎬ 应尽量避免将来自不同

开展育种工作时ꎬ 通常选择少数优良母树的种

居群或遗传组成差异较大的不同亚居群的个体混植

子作为育种材料ꎬ 该方法培育出来的后代亲缘关系

在一起ꎬ 同时重建居群应尽可能远离其广布近缘种

较近ꎬ 若将这些植物个体作为物种恢复的材料ꎬ 近

的分布中心或有较大遗传分化的其它居群ꎮ 对于增

交则无法避免ꎮ 近交给物种带来的危害主要表现为

强型回归ꎬ 种子源或繁殖体必须来自其自然种群ꎬ

后代杂合度降低、 居群生存力和生殖能力的下降ꎮ
但不同物种近交衰退现象表现出较大的差异ꎮ 有关
美国俄 勒 冈 州 狭 域 分 布 的 蝇 子 草 属 特 有 植 物 Ｓ.

以避免远交衰退带来物种适合度下降的风险 [４５] ꎮ

５

结语

ｄｏｕｇｌａｓｉｉ ｖａｒ. ｏｒａｒｉａ 恢复居群的近交衰退研究发

物种在回归重建初期ꎬ 将面临遗传多样性迅速

现ꎬ 该物种近交后代和远交后代移植后的第 １ 年ꎬ

丧失ꎬ 近交衰退等遗传风险ꎬ 而且还会因回归引种

在生存力和生殖特性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３４ꎬ４０]

ꎮ

地存在众多近缘种而带来远交衰退的风险ꎬ 最终导

４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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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０－２３７.

致遗传适应性降低ꎬ 生境适应性变窄ꎬ 繁殖能力和

Ｒｅｎ Ｈꎬ Ｊｉａｎ ＳＧꎬ Ｌｉｕ ＨＸꎬ Ｚｈａｎｇ ＱＭꎬ Ｌｕ ＨＦ.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竞争力减弱ꎬ 因此ꎬ 回归重建过程中生殖适合度和

ｔｈｅ ｒ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ｒｅ ａｎｄ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

生态适应性的维持程度是物种恢复成功与否的重要
因素 [４６－４８] ꎮ

庐山植物园自 ２０１３ 年开始在官山国家自然保

[６]

护区对濒危植物长柄双花木( Ｄｉｓａｎｔｈｕｓ ｃｅｒｃｉｄｉｆｏｌｉ￣
ｕｓ Ｍａｘｉｍ.

ｓｕｂｓｐ.

ｌｏｎｇｉｐｅｓ

( Ｈ Ｔ Ｃｈａｎｇ )

Ｋ Ｙ Ｐａｎ) 实施居群恢复和重建ꎮ 计划每隔 ３ 年分

ｃｉｅｓ[ Ｊ] . Ｓｃｉｅｎｔｉａ Ｓｉｎｉｃａ Ｖｉｔａｅꎬ ２０１４ꎬ ４４(３) : ２３０－２３７.

康明ꎬ 叶其刚ꎬ 黄宏文. 植物迁地保护中的遗传风险[ Ｊ] . 遗
传ꎬ ２００５ꎬ ２７(１) : １６０－１６６.

Ｋａｎｇ Ｍꎬ Ｙｅ ＱＧꎬ Ｈｕａｎｇ ＨＷ.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ｒｉｓｋｓ ｉｎ ｐｌａｎｔ ｅｘ ｓｉｔｕ
[ ７]

５ 批次从官山自然居群( 个体数不足 ３００ 株) 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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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花水柏枝的回归引种和种群重建[ Ｊ] . 生态学报ꎬ ２００５ꎬ

２５(７) : １８１１－１８１７.

同母树上采集一批种子进行幼苗繁殖ꎬ 随机选取粗

Ｃｈｅｎ ＦＱꎬ Ｘｉｅ ＺＱꎬ Ｘｉｏｎｇ ＧＭꎬ Ｌｉｕ ＹＭꎬ Ｙａｎｇ ＨＹ. Ｒｅｉｎｔｒｏ￣

壮的幼苗作为回归引种和居群重建的材料ꎬ 对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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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居群进行增强型回归引种ꎬ 并在距原居群 ３ ｋ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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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ｅａꎬ Ｃｈｉｎａ [ Ｊ] .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ꎬ ２００５ꎬ ２５ ( ７ ) :

处的相似生境中进行居群重建ꎮ 通过分批次从同一
源居群采集植物材料ꎬ 确保种源的遗传纯正性和遗
传组成的多样性ꎬ 既可避免因遗传基础狭窄而带来

１８１１－ １８１７.
[ ８]

的近交衰退风险ꎬ 也可避免因遗传混杂而导致的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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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衰退风险ꎬ 同时每年对回归和重建居群进行回访
调查、 监测和管理ꎬ 确保重建成功ꎬ 该计划目前尚
在实施中ꎮ

[ ９]

总之ꎬ 在植物回归自然的居群重建过程中ꎬ 如
何通过科学的管理尽可能保持其遗传的纯正性和足
够的遗传基础ꎬ 最大限度地维持居群适合度ꎬ 避免

[１０]

对于提高物种保护的质量或效率有重要意义

ꎮ

成功建立回归种群后ꎬ 还需要进行持续的监测、 维
护和管理才是保证回归成功的关键 [５０]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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