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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不同蔗糖浓度诱蜂剂对罗汉果花器官和坐果的影响，为科学配制罗汉果诱蜂剂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测定罗汉果花瓣、花药、柱头和不同浓度蔗糖液的水势；向蔗糖与饮用水重量比为50%、40%、30%、20%、10%

和0（CK）的溶液中加入组分相同的仿花香味成分制成罗汉果诱蜂剂，在罗汉果盛花期无雨天气的早晨，分别喷施其

雄花和雌花，观察记录雄花花药和雌花柱头出现黑斑、雄花花瓣和雌花花瓣出现萎蔫的时间；对喷施诱蜂剂后的罗汉

果雌花进行人工点花授粉，统计坐果率及夭折和畸形果率，筛选适宜的罗汉果诱蜂剂蔗糖浓度。【结果】罗汉果各花器

官水势排序为雌花瓣>柱头>雄花瓣>花药；喷施30%~50%罗汉果诱蜂剂的罗汉果花药首现黑斑时间比CK组提前

7.17~10.58 h，柱头首现黑斑时间比CK组提前29.17~33.50 h；以40%~50%罗汉果诱蜂剂处理柱头后，其坐果率为

73.3%~80.0%，夭折和畸形果率为16.7%~27.3%；以10%~20%罗汉果诱蜂剂处理柱头后，坐果率达100.0%，夭折和畸

形果率为0。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罗汉果诱蜂剂中蔗糖浓度与花药和柱头现黑斑时间、雄花瓣和雌花瓣现萎蔫时间

及坐果率呈极显著负相关（P<0.01，下同），与夭折和畸形果率呈极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929、-0.917、-0.916、

-0.938、-0.902和0.900。【结论】配制罗汉果诱蜂剂的蔗糖浓度为10%~20%时可保障罗汉果花药和柱头安全，坐果率达

100.0%，且无夭折和畸形果发生，该浓度可供研发其他作物诱蜂剂或改进诱蜂剂的安全性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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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sucrose concentration in bee attractant on flower
organ and fruit setting of Siraitia grosvenor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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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In order to provide the basis for scientific preparation of bee attractant，the effects of sucrose
concentration in bee attractant on the flower organ and fruit setting of Siraitia grosvenorii was investigated.【Method】The
water potential in petal，anther and stigma of S. grosvenorii were measured，ingredients with imitation of flower fragrance
in the same components were added into the solutions with weight ratio of sucrose and drinking water being 50%，40%，
30%，20%，10% and 0（CK）. Then the bee attractant was made. In a morning without rain during full-bloom stage of S.
Grosvenorii ，the bee attractant was sprayed to the male flower and female flower，then the time when the black spot
showed up on the anther and female stigma and the time when they got wilted were observed and recorded. After spraying，
the female flower was pollinated by hand，the rate of fruit setting，rate of abortive fruits and deformed fruits were counted，
and the appropriate concentration of sucrose in bee attractant was selected.【Result】The water potential of each part of
flower organ ranked as female petal>stigma>male petal>anther. The bee attractant with 30%-50% concentration spraying
on anther could let the black spot show-up time become 7.17-10.58 h earlier than CK group，the first black spot on stigma
was 29.17-33.50 h earlier than CK group. Spraying bee attractant with 40%-50% concentration on stigma，the rate of fruit
setting was 73.3%-80.0%，the rate of abortive fruits and deformed fruits was 16.7%-27.3%. With 10%-20% concentration
bee attractant spraying on stigma，the rate of fruit setting reached 100%，the rate of death and deformity was 0. The result
of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extreme negative correlations（P<0.01，the same below）between sucrose concen-
tration in the bee attractant and the occurrence time of black spot on anther and stigma，the time when female and male petal
got wilted，the rate of fruit setting. And sucrose concentration had extreme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rate of abortive fruits
and deformed fruits. Their correlation coeficients were -0.929，-0.917，-0.916，-0.938，-0.902 and 0.900.【Conclusion】Bee
attractant with 10%-20% sucrose concentration can ensure the safety of anther and stigma of S. grosvenorii，the rate of
fruit setting can reach 100.0%，with zero rate of abortive fruits and deformed fruits. This concentration can provide referen-
ce for development of bee attractants for other crops ot improvment of the safety of bee attrac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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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罗汉果的花属雌、雄异株单性花，

无法实现自花授粉。自然状况下第一传粉天使蜜蜂

从不主动光顾罗汉果花朵，野生罗汉果自然结果极

少，其自然繁殖主要靠秋后大量藤蔓落地膨大形成

许多小块茎，春天萌芽成新个体。人工栽培罗汉果

必须进行人工点花授粉，否则无收成。罗汉果花期

处于盛夏，其花粉萌发率在高温下显著下降（李锋

等，2003），需在午前完成授粉工作，午后授粉的坐果

率显著降低。我国罗汉果大多种植于坡度较大的高

山地区，人工点花授粉投入劳力多，成本高，而限制

了罗汉果种植业的可持续发展。市售蜜蜂引诱剂主

要含香味和甜味两类成分，其中香味成分因作物不

同而异，甜味成分多为蔗糖，能提高蜜蜂对作物的

访花频率和访花数量，最终提高坐果率（钟灼均 和罗

岳雄，2000；高秀花，2010；郭成俊和申晋山，2016；周

阳等，2016），但目前未见应用罗汉果诱蜂剂的研究

报道。因此，参照市售蜜蜂引诱剂组分配制罗汉果

诱蜂剂，探讨其蔗糖浓度对罗汉果花器官和坐果的

影响，对科学配制罗汉果诱蜂剂具有重要意义。【前

人研究进展】罗汉果种植业具有独特的地域性，全世

界约90%的罗汉果集中在广西桂林地区及其相邻地

区种植。罗汉果是闻名于世的药食兼用特产，但属

于“小作物”，目前仅见郭丽霞等（2015）配制罗汉果

花粉悬浮液进行雌花人工喷雾授粉的报道。已有研

究表明，蜜蜂对多种粮食作物、油料作物、果树、蔬菜

和牧草等授粉具有较好的增产提质作用（安建东和

陈文锋，2011），2006~2008年通过蜜蜂辅助授粉的36

种主要作物，年均给我国农业生产贡献3042.2亿元，

相当于我国农业总产值的12.30%（刘朋飞等，2011）；

诱导蜜蜂访花采粉，可显著提高芒果花序的坐果率

（杨秀武，2003），提高大豆的受粉效率（葛凤晨等，

2012），提高杏树坐果率（张新华，2013）；蜜蜂授粉的

甜瓜坐果率达100.0%，且畸形果率低于9.26%，其果

实品质与采用人工授粉的果实品质相当（丁桔和马

二磊，2016）；蜜蜂授粉还可改善草莓果实品质（杨洁

和范武波，2017）。我国依赖蜜蜂授粉作物的种植面

积年均增长14.71%，其中水果和大田瓜果的增幅达

33.62%和36.75%（孙翠清和赵芝俊，2016），设施作

物对蜂类授粉的依赖和需求日渐增加（马卫华和李

立新，2017）。此外，通过蜜蜂实现异花授粉，对丰富

植物的遗传物质基础、提高其适应能力和抗逆性具

有不可代替的作用（逯彦果，2017）。【本研究切入点】

蔗糖是诱蜂剂的重要成分及其水势的主导因素，诱

蜂剂中糖含量的高低与作物花器官的生理安全关系

密切。由于罗汉果花朵结构特殊，常用的蜜蜂引诱

剂是否适用于罗汉果花器官，尤其是对花器官的花

药与柱头部分是否安全有效，至今未见研究报道。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在测定罗汉果雄花花瓣、花药

（含花粉囊和≤3 mm的花丝）和雌花花瓣、柱头（含柱

头和≤3 mm的花柱）水势的基础上，配制不同蔗糖浓

度诱蜂剂处理罗汉果雌、雄花，分析其雄花花药和雌

花柱头出现黑斑、雄花花瓣和雌花花瓣出现萎蔫的

时间，统计其坐果情况，筛选适宜的罗汉果诱蜂剂蔗

糖浓度，为科学配制罗汉果诱蜂剂提供参考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试验于2016和2017年在广西大学农科教学与

科研基地进行。罗汉果品种为当前栽培最广的青皮

果，以其盛花期的花朵为试验材料。蔗糖为南宁糖

业公司生产，一级品。

1. 2 试验方法

1. 2. 1 蔗糖溶液水势计算 根据范特霍夫经验公

式 ψ=-icRT 计算蔗糖溶液水势。其中，ψ为水势，i为

解离系数，c为溶液浓度，R为气体常数，T为绝对温

度。计算前先将蔗糖百分浓度（M=342）换算成摩尔

浓度。

1. 2. 2 罗汉果花器官水势测定 在250 mL广口瓶

底部放一层含饱和水的脱脂棉球，上面覆盖3~5层70

目尼龙网，网以上空间放置被转移的花朵，盖盖保

湿；将Φ≤5 cm的洁净干燥去盖培养皿放在Φ≥7 cm

带盖培养皿中，两培养皿间放吸饱水的脱脂棉球。

在Φ≤5 cm培养皿中放入待测材料后，立即将Φ≥
7 cm培养皿盖盖保湿；早晨6：30将雄花15朵和雌花

15朵连同部分花柄一起摘下，分别装入2个保湿瓶带

回实验室；随机取3~5朵雄花，先用镊子夹住花丝摘

取花药一起放入保湿培养皿A，再摘取适量花瓣，剪

去基部和尖部留中间1/3，放入保湿培养皿B；照例取

3~5朵雌花，先用镊子夹住花柱摘取柱头（连带花柱）

放入保湿培养皿C，再摘取适量花瓣，剪去基部和尖

部留中间1/3，放入保湿培养皿D，备用。参照高俊凤

（2006）、韦善君等（2014）的方法进行各花器官水势

测定。每组3次重复，取平均值。

1. 2. 3 罗汉果花器官药害判别 黑斑是指在花药

（原色淡黄）与柱头（原色淡绿）上出现的不规则黑色

斑块，萎蔫泛指植物缺水时茎叶（花瓣是变态叶）萎

缩的现象，是用来判别植物受害最直观、简便的方

法。以花药和柱头首现黑斑、雄花和雌花花瓣出现

萎蔫时间判别不同蔗糖浓度诱蜂剂产生药害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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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本研究中不存在机械性伤害和化学毒素，水势

为最大的环境因素，以黑斑出现作为花药和柱头失

水受害的标志。

1. 2. 4 蔗糖浓度设计及诱蜂剂使用 根据罗汉果

花器官水势测定结果，参照李锋等（2003）、贾红林等

（2011）的方法，按蔗糖与饮用水重量比为50%、40%、

30%、20%、10%和0（CK）制成蔗糖溶液各250 mL，分

别装入6个矿泉水瓶中，再分别加入同种等量的仿花

香味成分，配成6种蔗糖浓度罗汉果诱蜂剂。选定罗

汉果雄花和雌花各72朵，随机分成6组，每组雄花和

雌花各12朵，每组3个重复，每个重复雄花和雌花各

4朵。在无雨天气，于早上7：00花朵完全开放后，用

手持喷雾器将6种诱蜂剂分别喷施于6组雄花和雌花

上，挂牌编号标记。定时观察记录每个花药和柱头

是否出现黑斑、首现黑斑及雄花和雌花花瓣出现萎

蔫的时间。

1. 2. 5 罗汉果花器官药害观察 自然条件下，罗

汉果雄花开放12 h后基本萎蔫并开始脱落，雌花开

放24~36 h后开始萎蔫。根据罗汉果开花习性及预

备试验的结果设置药害观察时间：喷施诱蜂剂后

10 min开始观察，上午10：00前每隔10~15 min观察

1次，10：00—12：00每隔30 min观察1次，此后约

每1 h观察1次，至23:00暂停观察，次日6:00开始继

续观察。取每组3个重复的平均值。记录时将分钟

（min）统一换算为小时（h）。

1. 2. 6 罗汉果坐果情况观察 按1.2.4的方法配制

6种蔗糖浓度诱蜂剂，分别喷施6组罗汉果雌花，每组

喷施30朵，挂牌编号。在喷施诱蜂剂后2 h内，分别

采用未经诱蜂剂处理的正常花粉对6组雌花进行

人工点花授粉，观察其子房膨大和有无畸形等情况，

70 d后统计各组坐果率及夭折和畸形果率。

坐果率（%）=坐果数/30×100

夭折和畸形果率（%）=夭折和畸形果数/坐果

数×100

1. 3 统计分析

试验数据采用Excel 2007进行整理，以SPSS

18.0进行相关性分析和单因素方差分析，以LSD和

Duncan’s进行多重比较。

2 结果与分析

2. 1 罗汉果花器官水势与不同浓度蔗糖液水势

对比

由表1可知，蔗糖液水势与其浓度呈负相关；

罗汉果花器官适应的蔗糖浓度小于23%，即要求ψ>

-1.658 MPa，各花器官的水势排序为雌花瓣>柱头>

雄花瓣>花药，说明蔗糖浓度高于23%时首先为害的

是花药；柱头的水势高于花药，可保证受粉后其上的

花粉不会因缺水而受害，有利于花粉管萌发；从花的

性别来看，雌花的水势总体上高于雄花，与自然条件

下雌花寿命明显长于雄花的表现一致；同一朵花

中，雄花瓣的水势高于花药，雌花瓣的水势高于柱

头，说明在遇到干旱逆境时花瓣可就近向花药或柱

头提供生理用水进行生理性保护，为其完成受精争

取更多时间。

表 1 不同浓度蔗糖液的水势与罗汉果花器官水势对比
Table 1 Comparison on water potential between different sucrose concentrations and flower organ of Siraitia grosvenorii

蔗糖浓度（%）Sucrose concentration
蔗糖液水势（MPa）Water potential of sucrose solution

花药水势（MPa）Water potential of anther
雄花瓣水势（MPa）Water potential of male petal
柱头水势（MPa）Water potential of stigma
雌花瓣水势（MPa）Water potential of female petal

0
0

10
-0.721

12
-0.865

-1.075

14
-1.009

-1.150

16
-1.153

18
-1.297

-1.370

20
-1.441

-1.601

23
-1.658

26
-1.874

30
-2.162

40
-2.883

50
-3.604

2. 2 不同蔗糖浓度诱蜂剂对罗汉果花器官的影响

由表2可知，蔗糖浓度越高，花药和柱头出现黑

斑的时间越早，雄花瓣和雌花瓣出现萎蔫的时间也

越早，即药害越严重；蔗糖浓度相同时，花药出现黑

斑时间比柱头早，雄花瓣出现萎蔫时间比雌花瓣早。

其中，喷施50%罗汉果诱蜂剂的花药和柱头首现黑

斑时间分别为1.42和2.50 h，均极显著早于10%~40%

罗汉果诱蜂剂处理和CK（P<0.01，下同），CK的花药

和柱头首现黑斑时间均最迟，且极显著迟于10%~

50%罗汉果诱蜂剂处理；喷施50%罗汉果诱峰剂的

雄花瓣和雌花瓣首现萎蔫时间分别为1.83和3.00 h，

均极显著早于10%~40%罗汉果诱蜂剂处理和CK，而

CK的雄花瓣和雌花瓣首现萎蔫时间均最迟，且极显

著迟于10%~50%罗汉果诱蜂剂处理。喷施30%~

50%罗汉果诱蜂剂的罗汉果花药首现黑斑时间比

CK组提前7.17~10.58 h，柱头首现黑斑时间比CK组

提前29.17~33.50 h，说明在蔗糖造成的低水势逆境

中，花药最容易受害，与表1中蔗糖浓度高于23%时

首先受害的是花药的结果一致，因此，配制和使用罗

汉果诱蜂剂选择蔗糖浓度时须优先考虑对花药的安

全性；在同一高蔗糖浓度（30%~50%）下，罗汉果花朵

主要构成部分的抗脱水（耐受）能力排序为雌花瓣>

周凤珏等：诱蜂剂中蔗糖浓度对罗汉果花器官和坐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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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头>雄花瓣>花药，说明罗汉果雌花的抗逆性总体

上强于雄花，寿命更长，符合生物学普遍规律，与表1

的结果一致；不直接参与生殖过程的花瓣耐受力大

于直接参与生殖过程的花药和柱头，表明花瓣贮水

相对丰富，水势高于花药和柱头，花瓣可在需要时向

各自的花药或柱头输送水分，优先保证花粉和柱头

的生理用水，对罗汉果在水分胁迫逆境中进行有性

繁殖具有十分重要的生物学意义。

2. 3 不同蔗糖浓度诱蜂剂对罗汉果雌花坐果的

影响

由表3可知，高浓度（40%~50%）罗汉果诱蜂剂

喷施罗汉果雌花后，其坐果率仅73.3%~80.0%，夭折

和畸形果率达16.7%~27.3%，影响罗汉果的正常生

产收益；30%罗汉果诱蜂剂处理的罗汉果仅产生少

量夭折和畸形果，但雌花坐果率达100.0%，说明罗汉

果柱头能有效调节和适应30%蔗糖液的水势；10%~

20%罗汉果诱蜂剂处理柱头后，雌花的坐果率达

100.0%，且无夭折和畸形果产生，说明罗汉果诱蜂剂

中适宜的蔗糖浓度应较低，最佳为10%~20%。

蔗糖浓度（%）
Sucrose
concentration
50
40
30
20
10
0（CK）

人工点花数（朵）
Flower number of

artificial pollination（flower）
30
30
30
30
30
30

坐果数（个）
Number of fruit
setting（fruit）

22
24
30
30
30
30

坐果率（%）
Percentage of

fertile fruit
73.3
80.0

100.0
100.0
100.0
100.0

夭折和畸形果数（个）
Number of abortive and
deformed fruits（fruit）

6
4
1
0
0
0

夭折和畸形果率（%）
Percentage of premature
death and abnormal fruit

27.3
16.7
3.3
0
0
0

蔗糖浓度（%）
Sucrose concen-
tration
50
40
30
20
10
0（CK）

花药首现黑斑时间（h）
Time of the first black

spot on anther
1.42F
2.25E
4.83D
5.33C
6.33B

12.00A

雄花瓣首现萎蔫时间（h）
Time of the first wilting

of male petal
1.83F
2.50E
4.92D
5.83C
6.17B

12.00A

柱头首现黑斑时间（h）
Time of the first black

spot on stigma
2.50F
3.17E
6.83D
12.50C

>24.00B
>36.00A

雌花瓣首现萎蔫时间（h）
Time of the first wilting

of female petal
3.00F
3.50E

10.30D
15.00C

>24.00B
>36.00A

表 2 不同蔗糖浓度诱蜂剂对罗汉果花器官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bee attractant with different sucrose concentrations on flower organs of S. grosvenorii

表 3 不同蔗糖浓度诱蜂剂对罗汉果雌花座果的影响
Table 3 Effects of bee attractant with different sucrose concentrations on fruit setting of S. grosvenorii female flower

2. 4 诱蜂剂中蔗糖浓度与罗汉果花器官耐受时间

及雌花坐果的相关性

由表4可知，诱蜂剂中蔗糖浓度与罗汉果花药

和柱头现黑斑时间、罗汉果雄花瓣和雌花瓣现萎

蔫时间均呈极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929、

-0.917、-0.916和-0.938），说明蔗糖浓度越高罗汉果

花朵耐受蔗糖液时间越短，反之，花朵耐受蔗糖液时

间越长，越有利于蜜蜂授粉；蔗糖液浓度与罗汉果坐

果率呈极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902），说明蔗糖

浓度越高，罗汉果的坐果率越低；蔗糖浓度与罗汉果

夭折和畸形果率呈极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

0.900），说明蔗糖浓度越高，罗汉果出现的夭折和畸

形果越多，显然是高蔗糖浓度引发柱头高程度受害

所致。这也进一步证实2.2中蔗糖浓度越高，花药、

柱头、雄花瓣和雌花瓣药害越严重和2.3中罗汉果诱

蜂剂的适宜蔗糖浓度应较低，最佳为10%~20%的研

究结果。

3 讨论

罗汉果产业已成为桂北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的

支柱产业之一，而传统的人工点花授粉技术面对农

村劳动力日益匮乏的现状，已成为制约罗汉果种植

业健康发展的主要因素，罗汉果种植者迫切需要新

的授粉技术，但目前少有专门的技术团队针对罗汉

果授粉技术进行研究。已有文献报道，蜜蜂授粉存

在问题是蜂量不够、自然授粉不足而影响作物产量，

通过诱蜂剂吸引增加参与授粉的蜜蜂数量即可提高

作物产量（钟灼均和罗岳雄，2000；高秀花，2010；郭

成俊和申晋山，2016；周阳等，2016），即使诱蜂剂无

效，也不会绝收。本研究的目标作物罗汉果从来没

有蜜蜂光顾，所使用的诱蜂剂无效或不安全就会绝

收，果农种植风险很大。因此，科学配制罗汉果诱蜂

剂势在必行。

以往对诱蜂剂的研究偏重于吸引蜜蜂种类和

同列数据后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P<0.01）
Different upp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represented extremely significand difference（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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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Index

蔗糖浓度（%）Sucrose concentration

花药现黑斑
时间（min）

Time of appearing
black spot
on anther
-0.929**

雄花瓣现萎蔫
时间（min）

Time of
appearing wilting

of male petal
-0.916**

柱头现黑斑
时间（min）

Time of
appearing black
spot on stigma

-0.917**

雌花瓣现萎蔫
时间（min）

Time of appearing
wilting of female

flower petal
-0.938**

坐果率（%）
Percentage of

fertile fruit

-0.902**

夭折和畸
形果率（%）

Percentage of
premature death

and abnormal fruit
0.900**

数量的效果，基本未涉及诱蜂剂对花器官的影响（孙

翠清和赵芝俊，2016；马卫华和李立新，2017）。花药

和柱头是真正参与授粉和受粉的花器官，是决定最

后有无收成的关键因素。花药和柱头非常娇嫩，极

易受外来物理和化学因素伤害，人工配制诱蜂剂时

应考虑保证其安全。诱蜂剂的主要成分蔗糖既是诱

蜂的重要成分，又是其水势的主导因素，一般植物组

织的正常水势ψ＞-1.00 MPa（李合生，2006）。在实

际生产中，一方面诱蜂剂中蔗糖含量低可能影响诱

蜂效果，另一方面蔗糖含量高水势降低，有可能引起

花药、柱头甚至花瓣脱水而受伤。本研究根据蔗糖

浓度与诱蜂剂水势的关系及其与花器官的水势平衡

状况，筛选出罗汉果诱蜂剂中的适宜蔗糖浓度为

10%~20%，有效地解决了诱蜂、确保花器官安全及

保障雌花安全坐果间的矛盾，为罗汉果蜜蜂授粉技

术的建立提供了参考数据，与贾红林等（2011）报道

罗汉果花粉萌发的适宜蔗糖浓度为15%、李峰等

（2003）报道20%蔗糖浓度最利于罗汉果花粉萌发的

研究结果基本吻合，强化了本研究结果的可行性。

本研究未对造访罗汉果花朵的蜜蜂数量变化情况进

行详细记录，有待下一步进行观察和分析。

不同种类蜜蜂对不同作物的花朵各有所爱，不

同作物的开花习性与花朵结构也互不相同，因而众

多异花授粉作物对诱蜂剂组成成分的要求存在差

异。本研究结果对研发其他作物诱蜂剂或改进诱蜂

剂的安全性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4 结论

蔗糖含量为40%~50%的罗汉果诱蜂剂易使罗

汉果花药和柱头受到显著伤害；蔗糖含量为30%的

罗汉果诱蜂剂可使坐果率达100.0%，但有少量畸形

果产生；蔗糖含量为10%~20%的罗汉果诱蜂剂可保

障花药和柱头安全，坐果率达100.0%，且无夭折和畸

形果产生。因此，10%~20%为配制罗汉果诱蜂剂的

适宜蔗糖浓度，该浓度也可供研发其他作物诱蜂剂

或改进诱蜂剂的安全性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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