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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reopsis tinctoria has rich germplasm resources and has high nutritional and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In recent years, with its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its cultivation area is more
and more extensive. However, as a kind of alpine wild plant with a certain genuineness, the environment suitable for the growth of Coreopsis tinctoria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other plants. In this
paper, the changes of the growth status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active substances of Coreopsis
tinctoria under different temperature, humidity, salt concentration, altitude, planting density and
fertilization conditions were reviewed. This will lay a foundation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Coreopsis tincto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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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菊种质资源丰富，具有较高的营养成分及药理作用。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其进一步的开发利用，其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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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地区越来越广泛。但作为具有一定道地性的高寒野生型植物，适宜雪菊生长的环境与其他植物有所不
同，本文综述了雪菊在不同的温度、湿度、盐浓度、海拔高度、种植密度、施肥条件下生长状况及活性
物质积累的变化，为雪菊在保持优良品质条件下的进一步扩大种植范围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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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雪菊(Coreopsis tinctoria)是菊科(Compositae)金鸡菊属(Coreopsis)草本植物，学名蛇目菊、双色金鸡菊，
维吾尔语“古丽恰尔”，在昆仑山一带又称清三高花，在我国广泛分布于新疆和田及 3000 m 海拔的昆山
山麓一带，生长环境温度较低、降水稀少、光照充足，属于高寒野生型植物。雪菊具有多种生物活性和
较高的营养价值，富含芳香类、醇类、萜类、黄酮类、皂苷类、烯类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成分，具有调
节血糖、降血压血脂、清热解毒、活血化瘀、抑制肿瘤、抗衰老、抑菌消炎、保肝利胆等作用[1]-[6]，是
新疆目前唯一与雪莲齐名的植物[7]，现逐渐作为茶饮和保健品普及开来。市场上对雪菊的需求量日益剧
增，推动了雪菊在引种栽培方面的研究。

2. 雪菊种质资源
雪菊，是一年或多年生草本植物，茎直立，叶对生，花序较大。我国常见的金鸡菊属植物有 7 种：
大花金鸡菊(Coreopsis grandiflora)、剑叶金鸡菊(Coreopsis lanceolata)、雪菊(Coreopsis tinctoria)、金鸡菊
(Coreopsis tinctoria Nutt)、大叶金鸡菊(Coreopsis major Watt)、三叶金鸡菊(Coreopsis tripteris)和轮叶金鸡
菊(Coreopsis verticillata) [8]。
这些品种多从北美引种，在中国各地常栽培，是一种侵占性非常强的草本植物，生命力和繁殖力较
强，对土壤条件几乎没有任何要求[9]。可用于高速公路绿化，有固土护坡作用；从中提取的色素可作为
食品添加剂，有益人身健康；从其中提取的活性成分有抑制植物病原菌、清热解毒、降脂降压、活血化
瘀等作用[10] [11] [12]。其中以雪菊价值最高，生长耐寒耐旱[13]，含有黄酮、挥发油、多糖、氨基酸等
多种化学成分，其中蛋白质、糖类和总黄酮含量明显高于其他菊类[14]，其活性成分的含量普遍高于市售
菊花[15]，营养价值也明显高于金鸡菊属的其他植物。

3. 雪菊的栽培现状
由于雪菊在医疗保健和美容养颜方面的价值，因此发展空间广阔。目前，新疆的皮山县、沙湾县，
内蒙古自治区的三股泉村、呼和马场，四川省的松潘县等地区，拥有大规模的昆仑山雪菊种植项目，利
用土地规模化的优势，提供了就业机会，增加了就业率，并借此给当地居民开辟了一条金灿灿的致富之路。

4. 不同因素对雪菊引种的影响
4.1. 环境条件对雪菊种子萌发、生长及品质的影响
环境条件对雪菊种子萌发、生长及品质的影响主要包括：光照、温度、湿度及盐浓度。植物主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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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光合作用对光能吸收和转化，植物光合色素受体感知光谱变化，引发植物如光合色素合成、开花等生
理和形态结构的变化。雪菊的生长与光照无明显关系，是光不敏感植物。温度通过影响植物的酶的活力
及生长素的分布而影响植物的生长。朱军等关于温度对雪菊种子萌发影响的研究表明，雪菊种子萌发的
温度范围在 10℃~35℃，在恒温条件下 20℃~25℃较好，变温条件下则在 15℃~25℃条件下好，温度低于
10℃和高于 3℃时，雪菊萌发率较低[16]，秦勇等[17] [18]做了类似实验，两者结果无明显差异，说明雪
菊适宜温凉的气候条件。水分是植物各种生理活动的必要条件也是细胞扩张的动力，水分缺乏会使植物
生长矮小。水分对雪菊种子萌发的影响体现在浸种时间和环境的相对湿度上，随着浸种时间的延长，雪
菊种子的发芽率先升高后降低，浸种 4 小时左右雪菊发芽率最高[17] [19]，不浸种的条件下，雪菊在相对
湿度为 20%~100%均可萌发，具有耐旱性，且随着相对湿度的增加，雪菊种子发芽率、活力指数、干重
等先升高后降低，其中最适萌发的相对湿度为 65%~75% [16]；干旱条件对雪菊萌发的影响可以用不同浓
度的 PEG 来模拟，作为一种渗透调节剂，随着 PEG 浓度的增加，雪菊种子的各种生理指标呈现先增加
后降低的趋势，表明轻度干旱有利于雪菊种子的萌发及活性物质的积累，当将雪菊种子的 PEG 胁迫解除
后，种子在适宜的水分条件下仍能萌发生长，这使得适宜雪菊的生长范围扩大[20]。
盐浓度的不同对雪菊种子萌发、生长及品质方面有明显影响。盐分胁迫主要通过盐离子的离子胁迫
和脱水作用影响植物的生长，质量分数为 0.3%的盐浓度对雪菊种子萌发有促进作用，高于此浓度随着盐
浓度的增加，雪菊种子的发芽率、发芽势等各种指标有所降低，雪菊耐盐最高质量分数为 3.83% [21]。
不同种类盐浓度对雪菊种子抑制作用的强度不同，叶尔根·夏依木拉提等人用 NaCl、Na2SO4、Na2CO3
以不同比例配制成混合盐，与 NaCl 和 Na2SO4 比较其不同浓度对雪菊种子萌发的影响，结果表明：同种
浓度下混合盐对雪菊种子萌发抑制作用最强，其次是 NaCl，最后是 Na2SO4，并且在一定的盐浓度范围
内，解除盐胁迫雪菊种子仍能正常萌发生长[22]；古宁宁等人将 NaCl、Na2SO4、KCl、K2SO4、NaHCO3、
Na2CO3 以不同比例混合，以不同浓度处理雪菊种子，结果表明：低浓度混合盐对雪菊生长无明显影响，
浓度为 100 mmol/L 的混合盐对雪菊品质影响较小，并且可以增加雪菊中黄酮和茶多酚的积累，高浓度的
混合盐会显著降低雪菊中糖类、绿原酸、氨基酸、黄酮类和酚类化合物等有效成分的积累[23]；叶尔根∙
夏依木拉提也发现不同种类及浓度的盐处理雪菊幼苗对其生长的影响表现在：随着盐浓度的增加，雪菊
幼苗的株高、地上部分干鲜重等生长指标均受盐胁迫的影响而下降，幼苗叶片中的可溶性糖、可溶性蛋
白、脯氨酸(Pro)和丙二醛(MDA)含量增加，而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和过氧化物酶(POD)的活性呈现先上
升后下降趋势[19]。综上所述，一定范围的盐浓度有促进种子萌发的作用，雪菊种子对高浓度盐胁迫具有
很强的萌发耐受力[21]，为扩大雪菊适宜栽种地区(例如盐碱地)提供了理论依据。

4.2. 海拔高度对雪菊生长发育及品质的影响
雪菊具有道地性，其品质与气候、海拔高度、栽种方式等有重要关系[24]。海拔高度不同，其土壤性
质、光照、温度、氧气浓度等均有差异，温度随海拔升高而降低。高海拔地区的植物常遭受极端低温、
干旱、强季风等不良环境因素的影响，在这样的自然选择下植物有较强的抗逆能力。海拔高度对雪菊的影
响主要表现在生长发育的时间及活性物质的积累上。高海拔比低海拔病害发生率低，产量高，植株粗壮，
开花期延后 5 d [25]。适宜的海拔(1300 m 左右)有利于雪菊黄酮类、绿原酸等活性物质的积累，高于或低于
1300 m，其含量均呈下降趋势。但其活性成分的种类与海拔无明显关系[15]，对比发现不同地区、海拔的雪
菊水提物均能有效地清除自由基，只是效果不同[26]，这为雪菊扩大种植地区并保持优良品质提供了保障。

4.3. 种植密度对雪菊生长发育、产量及品质的影响
合理的种植密度可以最大效率地利用地力、空间、热能和光能，不同的种植密度及处理方式使雪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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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及品质有差异，适宜的种植密度可以提高雪菊的产量及品质。种植密度大的植株产花量虽高，但花
朵较小，易受病虫危害，行距 50 cm × 44.5 cm 的条件下植株产量和品质均较高[25]。不同的栽培措施对
雪菊品质和产量均有明显影响，在江虹等人的实验中，种植密度 40 cm × 25 cm，不摘心，每天采收和 40
cm × 20 cm，摘心 2 次，每天采收，花的产量较高，而种植密度为 40 cm × 15 cm，不摘心，每天采收，
花的产量和品质均较高，且适宜大面积种植[27]。

4.4. 营养元素(肥料)对雪菊品质的影响
营养元素如钙、镁、硫、硼等有些作为植物细胞内许多物质的组成元素，适量的添加有增强细胞的
稳定性、成为某些酶的活化剂、调节胞内介质的生理调控、传递信息、消耗某些离子的毒害等作用。如
氧化钙的施用可以调节土壤酸碱性，消灭毒害，改善土壤物理结构。不同的肥料对雪菊生长和品质有不
同方面的影响：施磷可以促进雪菊的生长和花芽的分化，使花期提前，提高鲜花产量，使经济效益提高，
雪菊中的可溶性糖随着施磷量的增加而增加，但花朵中的总黄酮和茶多酚含量则因施磷的影响而降低；
施钾可加快总黄酮的积累；硫酸钾对雪菊总黄酮和绿原酸的合成有促进作用；氯化钙有助于雪菊增产；
硫酸镁能促进雪菊生长；喷施镁肥的雪菊生长及开花表现较好。根据雪菊中活性物质的含量变化，雪菊
生育期内磷肥施用量为 0.2~0.3 g/kg 较适宜，喷施叶面肥的雪菊适宜采摘时间为 8 月初至 8 月底[16] [27]
[28] [29]。综上，为提高品质，可根据不同需要对雪菊进行适宜浓度的施肥。

5. 展望
雪菊发展前景广阔，在医疗保健上具有降血压、降血脂、抗肿瘤、抗衰老等作用，使得其价格随着
市场需求量的增加而大大提高。环境对雪菊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种子萌发、植株生长的速度和活性物质的
积累上。其在一定范围内对湿度、盐浓度和海拔高度具有的较强适应性，使得适宜雪菊种植的范围扩大，
同时在不同环境条件下，在不同的发育时期可通过使用不同的肥料保持其优良品质并扩大药源，这不仅
可以满足人们的需求，也可以使农民的经济收益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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