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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多年来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的体会 ,参考了国内外有关文献资料 ,从解剖

构造入 手 ,以果皮的来源和果实成熟时果皮的形态为基础 ,对被子植物 30种果实类

型的划分作了探讨 ,对部分教科书中某些不完整或易被误解的概念作了补充和更正。

文末还列出了果实分类检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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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子植物果实类型的划分是植物学研究的基础之一。但在实际工作中 ,某些被子植物类群

的果实应称什么类型 ,常常会感到困难 ,这不仅是对初入植物学研究大门的广大学生 ,可能也

包括少数已有一定经历的学者。对于果实的分类 ,近代和现代的植物学工作者做了不少的系统

研究 [1～ 8 ]。 在他们的果实分类系统中 ,对大多数的果实 ,特别是典型类型的果实的划分和定义

基本上是一致的 ,但是对一些非典型类型的果实的划分就多少有些差异 ,甚至是完全不

同
[9～ 14 ]

。然而也正是这些非典型类型的果实 ,使果实类型的概念产生模糊和混乱 ,以至于使某

些作者在植物志或研究文章中把某些类群的果实称为“核果状”、“浆果状”、“坚果状” ,给人以

模棱两可的名称 ,或者避而不谈果实类型 ,只说果是怎样怎样。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

根据我们在多年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的解剖和观察 ,对被子植物果实类型的划分和概念作一

些补充和更正。

1　划分果实类型的依据

1. 1　果实的来源

a.组成果实是一朵花的雌蕊群还是一个花序的多朵花 ; b.组成一朵花的雌蕊群的心皮数 ,

如是多心皮的 ,则要明确这些心皮是离生还是合生 ; c.有无雌蕊以外的成分 ,如花托、花被筒、

花被、雄蕊等参与发育成果。



1. 2　果皮在果熟时的形态

a.水分含量: 多汁液的还是干燥的 ; b.质地:肉质、纤维质、薄膜质、皮纸质、软骨质、骨质 ,

是松软还是坚硬 ; c.厚薄 ; d.是否开裂 ,如开裂是以什么方式开裂 ; e.果皮通常有外、中、内 3

层 ,特别要分清每一层的形态特征。

2　定义与讨论

2. 1　根据组成果实的雌蕊数目划分

单果 ( simple f ruit ):由 1朵花的 1个雌蕊 (单雌蕊或合生心皮雌蕊 )发育成的果实 ,如大

豆、桃、苹果、小麦、西瓜。

聚合果 ( agg regata f rui t): 由 1朵花的若干离生心皮共同发育成的果实 ,如玉兰、八角、草

莓。

聚花果 ( co llectiv e f rui t):由 1个花序的多朵花连同花序轴共同发育成的果实。如桑椹、无

花果、菠萝、枫香。 有人将桑科榕属的隐头花序发育的聚花果称为隐花果 ,在此暂不另划分。

2. 2　根据果实是否单纯由子房发育划分

真果 ( t rue f rui t ):果实单纯由子房及其内含的胚珠发育 ,如桃、葡萄、花生。

假果 ( false f ruit ):果实除子房及其内含的胚珠外 ,还有花托、花筒、雄蕊等参与发育 ,如苹

果、西瓜、石榴、板栗、向日葵。

2. 3　根据果实在成熟时的果皮形态划分

2. 3. 1　干果 ( dry frui t ): 果实成熟时 ,果皮干燥 ,如大豆、泡桐、板栗、玉米。这类果实的果皮是

薄壁细胞和厚壁细胞间隔排列所致 ,通常可分以下两大类。

2. 3. 1. 1　裂果 ( dehiscent f ruit ):果实成熟时 ,果皮干燥而开裂。 常见的有以下几种类型。
艹
骨
艹
突果 ( follicle):由单心皮或离生心皮上位子房发育 ,成熟时仅沿一条缝线 (背缝线或腹

缝线 )开裂 ,如玉兰、八角的小果。

荚果 ( legume):由单心皮上位子房发育 ,成熟时 2条缝线均开裂 ,如大豆、红豆树。荚果只

出现在豆科中。通常认为豆科的全部果实均为荚果 ,尽管有些种类成熟时并不开裂 ,如花生、胡

枝子 ,有些种类甚至是果皮肉质 ,如槐树、胡豆莲 ,也称荚果。 有的荚果在种子之间 1条或 2条

缝线缢缩 ,成熟时在缢缩部分逐节横裂脱落 ,称节荚。

蒴果 ( capsule):由 2个或 2个以上合生心皮上位或下位子房发育 ,成熟时果皮干燥而以

各种方式开裂的果实。常见的开裂方式有: 室背开裂 ,如油茶、棉花、百合 ;室间开裂 ,如烟草、芝

麻、乌桕 ;室轴开裂 ,如杜鹃、牵牛 ;盖裂 ,如车前、马齿苋 ;孔裂 ,如罂粟、丽春花 ;齿裂 ,如女娄

菜、堇叶报春。

参萼蒴果 (calycocapsule):特指由子房下位而由萼筒参与发育形成的蒴果 ,如兰科各种、

桔梗科部分种的果实。 在大多数教科书中仅统称蒴果。

分果 ( schizocarp): 由多心皮的上位或下位合生子房发育 ,在果实发育过程中 ,与中轴胎座

的中轴分离成与心皮数目相等的分果瓣 ,如苘麻、锦葵、花葵等。

角果 ( siliqual):由两心皮合生的上位子房发育 ,两腹缝线间形成假隔膜 ,将子房室分隔成

2部分 ,成熟时果皮干燥开裂的果实。是十字花科特有的果实。其子房原为侧膜胎座 ,在两腹缝

线内侧形成一硬脊围绕着子房 ,称为胎座框。从胎座框向内生长形成隔膜 ,将子房分成 2室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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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由心皮将子房隔为 2室的中轴胎座不同。根据果熟时果的长宽比例不同 ,角果通常分为 2

类:

长角果 ( silique):角果的长是宽的 1倍以上 ,即长大于宽 ,如油菜、甘蓝、萝卜。

短角果 ( silicle): 角果的宽大于长或长宽近相等 ,如荠菜、独行菜。

2. 3. 1. 2　闭果 ( indehiscent f rui t ):果实成熟时 ,果皮干燥而不开裂者。 有以下几种类型。

瘦果 (achene): 由离生心皮或合生心皮的上位或下位子房发育 ,内含 1枚种子 ,果皮干燥 ,

紧包种子而不开裂 ,果皮与种皮可分离但较难 ,如毛茛属、铁线莲属、蓼属各种的果实。

参萼瘦果 ( cypsela):特指由子房下位、萼筒参与发育形成的瘦果 ,如菊科、七子花属的果

实。在不少教科书中不将其另外列出。

颖果 ( cay opsis):由合生心皮的上位子房发育 ,内含 1枚种子 ,果皮干燥不开裂 ,与种皮愈

合而不能分离 ,如禾本科的多数种类的果实。

胞果 ( ut ricle):由合生心的上位子房发育 ,内含 1枚种子 ,果皮干燥 ,薄而膨胀 ,疏松地包

被种子而极易与种子分离 ,如藜、甜菜。

翅果 ( samara):由合生心皮上位子房发育 ,内含 1枚种子 ,果皮干燥而不开裂 ,在发育过程

中 ,果皮 (子房壁 )延伸发育成翅 ,如榆属、槭属、白蜡树属、臭椿的果实。

坚果 ( nut):由单心皮或合生心皮上位或下位子房发育 ,通常含 1枚种子 ,果皮干燥、坚韧

而不开裂 ,常有总苞或苞片包围 ,如壳斗科、榛科的果实。在不少教科书中疏忽了由单心皮上位

子房发育形成的坚果 ,如莲属、莼属的坚果。

具翅坚果 ( pteronut):一种特殊的坚果 ,特指在果实发育过程中 ,小苞片中下部与子房壁

愈合而形成翅 ,如枫杨、青钱柳的果实。此类果实常被误称为翅果。主要区别在于其翅是由中

下部与子房壁愈合的小苞片发育 ,而翅果的翅是单纯由子房壁发育形成。

小坚果 ( nut let ):这是概念争议较大的一类果实。从小果的概念看 ,应该是组成聚合果或

聚花果的每一子房 (在聚合果中应是离生心皮雌蕊形成的子房 ,在聚花果中是每一密集花的子

房 )发育形成的坚果 ,如莲属的聚合果 (莲蓬 )是多数离生心皮雌蕊嵌生在凹陷的花托中 (只有

基部与花托结合 )连同花托共同发育形成的 ,其每一个坚果严格地说应称为小坚果。化香的果

序是一个聚花果 ,其每一花的子房发育成的果实是小坚果 ,因其花中的 2枚小苞片中部以下与

子房愈合成翅 ,完整地说应是具翅小坚果。在习惯上都把唇形科、紫草科、马鞭草科等部分属的

果实称为小坚果。 因此小坚果的概念应加上如下的内容:由合生心皮的上位或下位子房发育 ,

在果实发育过程中子房分裂或部分分裂形成多于心皮数目 (通常是心皮数的 2倍 ) ,而每一部

分具有 1枚种子的坚硬小果。 在此强调了“分裂形成多于心皮数目”是为了与双悬果 (见下 2

条 )相区别。 有人将小坚果定义为“果实似种子的小型坚果” [14 ] ,这是值得商榷的。首先“似种

子”就不明确 ,种子植物的种子大小、形态、质地各色各样 ,似种子 ,似什么种子 ,似多大的种子 ,

似怎么样的种子? 其次“小型坚果” ,多大的为小型? 果实的类型如果以大小来划分就会混乱 ,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概念是不可取的。也许正因为有上述的概念 ,以致于很多学者将莎草科的果

实统称为“小坚果” [1, 3, 15～ 16 ] ,我们认为应于纠正 ,应称为瘦果 [ 1, 16]。

双悬果 ( cremoca rp):一种特殊的小坚果 ,为伞形科所特有 ,由 2个心皮的合生下位子房发

育 ,发育中分离成悬垂于中轴上的两部分 ,每一部分称悬果瓣 ,如伞形科多数种类的果实。

2. 3. 2　肉果 ( sarcocarp): 果皮厚而肉质或纤维质 (至少有一层果皮如此 )的果实。在肉果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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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种类在果熟时果皮开裂 ,如木通、杏、油桐、山核桃等。有人主张再划分一些亚型 ,我们认为再

划分亚型会导致重复和混乱 ,因而不主张再分。 肉果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浆果 ( berry ): 由合生心皮上位或下位子房发育 ,中、内果皮均肉质 ,具多枚或 1枚种子 ,如

蕃茄、柿、葡萄、石榴、木通、伊拉克枣。在许多文献中将“种子多数”作为浆果的特征 ,而忽略了

像伊拉克枣一类具有 1枚种子的情况
[15 ]
。

柑果 ( hesperidium ): 一种特殊的浆果。由合生心皮的上位子房发育 ,外果皮厚而软 ,具芳

香油腺体 ,中果皮具白色的海绵组织和丰富的维管束 (桔络 ) ,内果皮膜质 ,缝合成多囊 ,内壁具

棱状肉质腺毛 ,如橘、柚、橙、枸橘。

瓠果 ( pepo , peponida or pepondium ):一种特殊的浆果。 由合生心皮下位子房并有花托参

与发育 ,花托与外果皮愈合在一起 ,形成厚实的假外果皮 ,中、内果皮肉质化 ,侧膜胎座发达 ,通

常具有多数种子。 瓠果是葫芦科特有 ,如西瓜、南瓜、丝瓜。有时每果仅 1枚种子 ,如佛手瓜。

梨果 ( pome):由合生心皮下位子房并有花托参与发育 ,果肉的大部分为花托的皮层和髓

部 ,外、中果皮肉质 ,通常只占小部分 ,内果皮软骨质或皮纸质 ,中轴胎座 ,每室含数种子 ,如苹

果、梨、枇杷。

核果 (drupe o r stone f rui t ):由单心皮或合生心皮上位或下位子房发育 ,外果皮通常薄 (在

下位子房由于花托的参与发育而形成厚的外果皮 ) ,中果皮肉或纤维质 ,内果皮骨质 ,坚硬 ,内

含 1室 1种子或数室数种子 ,如桃、李、杜英、杨梅、橄榄、菱角、椰子。

分核果 ( schizodrupe): 一种由合生心皮子房发育的特殊核果 ,它与通常所指的 1室 1种子

的核果的不同之处在于内含数枚相互分离而具有骨质内果皮的小核 ,如冬青、构骨、糖棕
[15 ]
。

有人将山楂属果实亦归入此类 ,应该是合理的 ,但习惯上称为梨果 ,在此暂不改动。

此外 ,在棕榈科省藤亚科 (鳞果亚科 )中有不少人将其果实称为鳞果 [ 15] ,其果皮的鳞片是

由子房壁上的鳞状附属物发育形成的。本文不打算将其另分一类果实 ,只根据其果皮的形态归

入相应的果实类型中。

3　果实分类检索表

1　整个果实由多个雌蕊共同发育形成。

　 2　整个果实由 1朵花的多数离生心皮雌蕊连同花托共同发育形成 聚合果…………………

　 2　整个果实由 1个花序的多数密集花的雌蕊连同花序轴共同发育形成 聚花果……………

1　整个果实由 1朵花的 1个雌蕊 (单雌蕊或合生心皮复雌蕊 )发育形成 单果…………………

　 3　果实成熟时 ,果皮干燥 干果…………………………………………………………………

　　 4　果实成熟时 ,果皮开裂 裂果………………………………………………………………

　　　 5　果实由单雌蕊发育形成。

　　　　 6　成熟果实仅 1条缝线开裂 (背缝线或腹缝线 ) 艹
骨
艹
突果……………………………

　　　　 6　成熟果实 2条缝线均开裂 荚果………………………………………………………

　　　 5　果实由合生心皮复雌蕊发育形成。

　　　　 7　果实由 2心皮合生雌蕊发育形成 ,子房上位 ,侧膜胎座 ,两腹缝线形成胎座框并向

内延伸形成假隔膜 角果………………………………………………………………

　　　　　 8　果实的长度大于宽度 长角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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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果实长宽近相等或长度小于宽度 短角果…………………………………………

　　　　 7　果实由 2枚或 2枚以上心皮合生雌蕊发育形成 ,子房上位或下位 ,果内无假隔膜。

　　　　　 9　果实成熟时以各种方式开裂 ,各心皮并不彼此分离而与中轴脱离。

　　　　　　 10　子房上位 蒴果…………………………………………………………………

　　　　　　 10　子房下位 参萼蒴果……………………………………………………………

　　　　　 9　果实成熟时各心皮彼此分离成与心皮数目相等的分果瓣 ,且与中轴脱离

　　　　　　 分果…………………………………………………………………………………

　　 4　果实成熟时 ,果皮不开裂 闭果……………………………………………………………

　　　 11　果皮薄 ,不坚硬。

　　　　 12　果皮不延伸发育成翅。

　　　　　 13　果皮与种皮完全愈合 ,不能分离 颖果……………………………………………

　　　　　 13　果皮与种皮不愈合 ,可以分离。

　　　　　　 14　果皮紧包种子 ,较难分离。

　　　　　　　 15　子房上位 ,单雌蕊或合生心皮复雌蕊发育形成 瘦果………………………

　　　　　　　 15　子房下位 ,合生心皮复雌蕊发育形成 参萼瘦果……………………………

　　　　　　 14　果皮薄而膨胀 ,蔬松地包围种子极易分离 胞果………………………………

　　　　 12　果皮延伸发育成翅 翅果……………………………………………………………

　　　 11　果皮通常较厚 ,坚硬。

　　　　 16　果皮无小苞片与之合生延伸形成的翅。

　　　　　 17　由离生或合成心皮上位或下位子房形成 ,通常每雌蕊仅 1枚胚珠发育 ,成熟过

程中子房不分裂 坚果……………………………………………………………

　　　　　 17　聚花果或聚合果中的小果为坚果或由合生心皮雌蕊上位子房发育形成 ,成熟

时分裂为数枚小果。

　　　　　　 18　聚花果或聚合果中的小果为坚果或为合生心皮子房发育成的单果成熟时分

裂成数枚小果 ,果皮坚硬 ,每小果 1种子 ,但决不形成 2枚相互分离而在中

轴上悬垂的小果 小坚果………………………………………………………

　　　　　　 18　成熟时分裂为 2枚相互分离而在中轴上悬垂的小坚果 ,每小果 1种子

双悬果…………………………………………………………………………

　　　　 16　果皮与小苞片合生延伸形成翅 具翅坚果…………………………………………

　 3　果实成熟时果皮肉质或纤维质 ,至少中果皮如此 肉果……………………………………

　　 19　中果皮、内果皮均肉质 ,种子多数或 1枚 浆果…………………………………………

　　　 20　果实由合生心皮上位子房发育 ,外果皮软而厚具油囊 ,中果皮疏松 ,内果皮薄膜质 ,

缝合成多数瓤囊 ,内壁着生多数肉质多浆的腺毛 柑果………………………………

　　　 20　果实由合生心皮下位子房及花托、萼筒共同参与发育 ,由花托和萼筒为主发育的外

果皮较厚而且较硬 ,子房 1室 ,侧膜胎座发达 瓠果…………………………………

　　 19　内果皮皮纸质、软骨质或骨质。

　　　　 21　果实由合生心皮下位子房及花托、萼筒参与发育形成 ,内果皮皮纸质或软骨质

梨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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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果实由单心皮或合生心皮上位或下位子房发育 ,内果皮骨质。

　　　　　 22　内果皮不分裂 ,即每果实仅具 1核 核果…………………………………………

　　　　　 22　内果皮分裂 ,即每果具 2至数枚分核 分核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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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 rding to understanding o f teaching and scienti fic reseach in long period and rel-

evant documents at home and abroad, the div ision of 30 kinds of f ruit fo rms of Angiospermae

is discussed on the basis of o rigin of perica rp and mo rphogenesis o f ma ture perica rp. Some in-

complete or easily misundersto od conceptional items in certain tex tbooks a re replenished and

cor rected. A key to classification of f rui t fo rms is arranged a t the end o f the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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