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业科学研究　２０１９，３２（６）：１４４ １５０
Ｆｏｒｅｓ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ＯＩ：１０．１３２７５／ｊ．ｃｎｋｉ．ｌｙｋｘｙｊ．２０１９．０６．０１９

馥郁滇丁香‘香妃’成花过程的

主要内源物质变化特点

万友名，马　宏，刘雄芳，张　序，安　静，刘秀贤，李正红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源昆虫研究所，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２２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４１３　　修回日期：２０１９０８１４
基金项目：中国林科院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项目（ＣＡＦＹＢＢ２０１７ＭＢ０１４）；云南省科技厅重点研发项目（２０１８ＢＢ０１２）；云

南省技术创新人才培养对象（２０１６ＨＢ００７）；国家林业局林业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面上项目（２０１４０４７０５）
 通讯作者：李正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野生花卉资源收集、保存与利用．Ｅｍａｉｌ：ＬＺＨ４９４９＠１６３．ｃｏｍ

摘要：［目的］研究‘香妃’成花过程中主要内源物质的变化特点，为人工调控花期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选取了

非诱导光周期下营养生长期（Ｓ１）以及诱导光周期下未分化期（Ｓ２）、总苞原基分化期（Ｓ３）、花序原基分化期
（Ｓ４）、小花原基分化期（Ｓ５）５个时期的顶芽，分别测定可溶性糖、可溶性蛋白、生长素（ＩＡＡ）、玉米素（ＺＴ）、脱落
酸（ＡＢＡ）、赤霉素（ＧＡ３）的含量，并且以非诱导光周期为对照，分析诱导光周期下各种内源物质在成花过程中的

作用。［结果］ＧＡ３因含量极低，在５个时期中都未能检测出；可溶性糖、ＺＴ的含量以及可溶性糖／可溶性蛋白比

值在非诱导光周期的营养生长期均达最高，并且随发育进程的推进逐渐降低；可溶性蛋白的含量在营养生长期

处于中等水平，未分化期、花序原基分化期达最高，总苞原基分化期、小花原基分化期达最低；ＩＡＡ含量在非诱导
光周期的营养生长期达最高，虽在诱导光周期的花序原基分化期有所回升，但其水平仍低于营养生长期；ＡＢＡ
含量以及ＡＢＡ／ＺＴ在非诱导光周期的营养生长期达最低，随发育进程的推进持续升高，并在小花原基分化期降
低；ＡＢＡ／ＩＡＡ随发育进程推进持续升高；ＺＴ／ＩＡＡ在总苞原基分花期之前急剧升高，之后，又急剧下降并维持在
低于营养生长期的水平之下。［结论］相对于非诱导光周期，‘香妃’在诱导光周期下内源ＡＢＡ、ＡＢＡ／ＩＡＡ、ＡＢＡ／
ＺＴ维持在较高水平，以及可溶性糖、ＩＡＡ、ＺＴ、可溶性糖／可溶性蛋白维持在较低水平有利于成花；ＺＴ／ＩＡＡ维持在
较高水平有利于成花的生理分化，而维持在较低水平则有利于成花的形态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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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馥郁滇丁香‘香妃’（Ｌｕｃｕｌｉａｇｒａｔｉｓｓｉｍａ‘Ｘｉａｎｇ
ｆｅｉ’）属于茜草科（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常绿灌木或乔木，花期
８—１２月，属于典型的短日照植物［１］。由于花色粉

红、芳香，花期长，是一种具有较高观赏价值的多年

生木本花卉［２］。据资料记载，该种野生种群在国内

分布于云南西部、西南部和西藏墨脱，生于海拔８００
２４００ｍ处的山地林或灌丛中；在国外，分布于印

度东北部、尼泊尔、不丹、缅甸、泰国、越南等地［３］。

本项目组经过数年系统调查，目前仅在云南找到１
个野生种群，数量不足百株，其它有记录的分布区已

找不到其踪影，因此，该物种在中国已濒临灭绝。目

前，本项目组已从野生种群的突变单株中选育出１
个优良无性系，并以‘香妃’为名登记注册为新

品种［４］。

植物成花是复杂的形态建成过程，不仅受外界

环境因子的影响，还受到体内各种内源物质的调

控［５］。可溶性糖除了可作为营养物质被植物直接利

用外，还可作为信号物质参与调节植物成花，如蔗

糖、葡萄糖及６磷酸海藻糖等［６］。可溶性蛋白是花

器官形态建成的物质基础，主要包括结构蛋白和酶

蛋白［７］。结构蛋白可满足花器官的基本结构建成需

要，而一些酶蛋白在成花途径中参与调控成花相关

基因的表达进而调控成花［８］。内源激素在植物成花

过程中也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且其作用在多年生

果树中远胜于同化物的作用［９］。许多研究认为，在

多年生木本植物成花过程中，脱落酸和细胞分裂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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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促进作用［１０－１１］，赤霉素起抑制作用［１２－１４］。然而，

目前有关本属植物内源物质调控成花的研究尚未见

报道。

本研究以‘香妃’的主枝顶芽为材料，测定成花

过程中不同发育时期的可溶性糖、可溶性蛋白及内

源激素含量，旨在通过掌握‘香妃’成花过程中主要

内源物质的变化特点，揭示其调控成花的作用，进而

为人工化学调控花期提供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试验材料的繁殖在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源昆

虫研究所滇中高原试验站进行。该试验基地位于云

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和平镇境内，地理位置

处于１０２°１２′Ｅ，２５°１３′Ｎ，平均海拔１８２６ｍ，年平均
气温１５．５℃，年平均降水量９００ １０００ｍｍ，年相对
湿度６６％。试验材料于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５日从馥郁
滇丁香‘香妃’植株上采集具２个茎节且带有顶芽的
枝条进行扦插；生根的苗木移植至花盆并置于温室

中培养；为防止短日照对幼苗的诱导，当幼苗新长出

２ ３个茎节时，去除所有植株的顶端分生组织，并
置于非诱导光周期（于２２：００—２：００高压钠灯暗中
断补光）中培养；同时，为考虑分生个体发育年龄对

成花产生的影响，在自然环境中放置部分植株设为

对照；当对照植株开始出现花芽分化时，开始进行诱

导光周期（光照／黑暗为１０ｈ／１４ｈ）处理。
１．２　方法

当自然环境中的部分对照植株开始出现花芽分

化时，将非诱导光周期中培养的植株移入诱导光周

期中进行诱导处理。然后，根据万友名等［１］在‘香

妃’成花过程中的形态学观察方法，选取非诱导光周

期下营养生长期（Ｓ１）以及诱导光周期下未分化期
（Ｓ２）、总苞原基分化期（Ｓ３）、花序原基分化期（Ｓ４）
和小花原基分化期（Ｓ５）５个发育时期。每个时期重
复３次取样，每次随机选取１０株植株，每株植株上
取健壮枝顶芽２个，剥去顶端附带的幼嫩叶片，共２０
个芽。样品在上午９：００—１１：３０采集，并液氮速冻
后－８０℃保存备用。所有样品测定指标包括可溶性
糖、可溶性蛋白、生长素（ＩＡＡ）、玉米素（ＺＴ）、脱落酸
（ＡＢＡ）、赤霉素（ＧＡ３）的含量。

可溶性蛋白测定参照王学奎［１５］的方法，略有改

动。精确称取３００ｍｇ的芽置于研钵中并加入２ｍＬ
蒸馏水，研磨，匀浆，移入离心管，６ｍＬ水再次冲洗

研钵，洗液合并到同一离心管，静置提取０．５ １ｈ，
４０００ｒ·ｍｉｎ－１离心２０ｍｉｎ，取上清液至１０ｍＬ容量
瓶中并定容，即为待测液。取０．１ｍＬ待测液，加入
０．９ｍＬ水和５ｍＬ考马斯亮蓝 Ｇ２５０试剂，混匀，静
置２ｍｉｎ，５９５ｎｍ下测定吸光值并计算出蛋白质的
含量。

可溶性总糖测定参照王学奎［１５］的方法，略有改

动。精确称取３００ｍｇ的芽置于研钵中并加入２ｍＬ
蒸馏水，研磨，匀浆，移入２５ｍＬ试管中，加入５ １０
ｍＬ蒸馏水，封口，２次沸水浴提取３０ｍｉｎ，反复冲洗
试管及残渣，洗液过滤后移入２５ｍＬ容量瓶中定容
为待测液。取０．５ｍＬ待测液，加入１．５ｍＬ水、０．５
ｍＬ蒽酮乙酸乙酯试剂和５ｍＬ浓硫酸，混匀，沸水浴
静置１ｍｉｎ，在６３０ｎｍ下测定吸光值并计算出可溶
性糖的含量。

内源激素测定由南京卡文思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完成。具体方法为：样品液氮研磨后，准确称取１ｇ，
加入１０ｍＬ异丙醇／盐酸缓冲液，４℃震荡３０ｍｉｎ，再
加入２０ｍＬ二氯甲烷，４℃震荡３０ｍｉｎ，４℃，１３０００ｒ
·ｍｉｎ－１离心５ｍｉｎ，取下层有机相，避光，氮气吹干
有机相，４００μＬ甲醇（０．１％甲酸）溶解，０．２２μｍ滤
膜过滤，滤液采用安捷伦１２９０高效液相色谱仪串联
ＡＢ公司 Ｑｔｒａｐ６５００质谱仪检测（ＨＰＬＣＭＳ／ＭＳＱ
ＴＲＡＰ）。液相条件为，色谱柱：ｐｏｒｏｓｈｅｌｌ１２０ＳＢＣ１８
（２．１×１５０，２．７μｍ）；柱温：３０℃；流动相：Ａ∶Ｂ＝（甲
醇／０．１％甲酸）∶（水／０．１％甲酸）；洗脱梯度：０ １
ｍｉｎ（Ａ＝２０％），１ ９ｍｉｎ（Ａ＝８０％），９ １０ｍｉｎ（Ａ
＝８０％），１０ １０．１ｍｉｎ（Ａ＝２０％），１０．１ １５ｍｉｎ
（Ａ＝２０％）；进样体积：２μＬ。质谱条件为，气帘气：
１５ｐｓｉ；雾化气压力：６５ｐｓｉ；辅助气压力：７０ｐｓｉ；雾化
温度：４００℃；喷雾电压：４５００ｖ。
１．３　数据处理

采用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进行数据处理，ＳＰＳＳ
１６．０软件进行方差分析和Ｄｕｎｃａｎ多重比较。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成花过程中内源物质含量的变化

在各发育时期，除 ＧＡ３因含量低于 ０．１ｎｇ·

ｍＬ－１（仪器的最小定量限值）以下未能检出外，其余
几种内源物质的含量变化见图１。

可溶性糖含量在非诱导光周期的营养生长期

（Ｓ１）达到最高，随后在诱导光周期的未分化期（Ｓ２）
开始下降，在总苞原基分化期（Ｓ３）和花序原基分化

５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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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Ｓ４）持续下降，并且二者的含量水平相当，最后，
在小花原基分化期（Ｓ５）降至最低含量水平。说明
‘香妃’在成花过程中，可溶性糖的含量维持在较低

水平。

可溶性蛋白含量在非诱导光周期的营养生长期

（Ｓ１）处于中等水平。在诱导光周期的未分化期
（Ｓ２）和花序原基分化期（Ｓ４）达到最高，且二者间差
异不显著；而在总苞原基分化期（Ｓ３）和小花原基分
化期（Ｓ５）降至最低，且二者间差异不显著。说明
‘香妃’在成花过程中，不同发育时期对可溶性蛋白

的需求量不同。

ＩＡＡ含量在非诱导光周期的营养生长期（Ｓ１）达
到最高，随后在诱导光周期的未分化期（Ｓ２）急剧下
降，并在总苞原基分化期（Ｓ３）持续降至最低；之后，
在花序原基分化期（Ｓ４）又升高，并在小花原基分化
期（Ｓ５）又再次降低。说明‘香妃’在成花过程中，
ＩＡＡ含量维持在较低水平，期间虽出现升高，但其水
平仍低于非诱导光周期的水平。

ＡＢＡ含量在非诱导光周期的营养生长期（Ｓ１）
为最低，随后，在诱导光周期的未分化期（Ｓ２）、总苞
原基分化期（Ｓ３）依次缓慢升高，在花序原基分化期
（Ｓ４）急剧升高；之后，在小花原基分化期（Ｓ５）又急
剧降低，但其水平仍高于总苞原基分化期（Ｓ３）。说
明‘香妃’在成花过程中，ＡＢＡ含量维持在较高
水平。

ＺＴ含量在非诱导光周期的营养生长期（Ｓ１）达
到最高，随后，在诱导光周期的未分化期（Ｓ２）、总苞
原基分化期（Ｓ３）、花序原基分化期（Ｓ４）及小花原基
分化期（Ｓ５）依次缓慢降低。说明‘香妃’在成花过
程中，ＺＴ含量维持在较低水平。
２．２　成花过程中内源物质比值的变化

馥郁滇丁香‘香妃’成花过程中内源物质比值

的变化见图２。
可溶性糖与可溶性蛋白的比值在非诱导光周期

的营养生长期（Ｓ１）达到最高，在诱导光周期的未分
化期（Ｓ２）开始急剧下降，之后，在总苞原基分化期
（Ｓ３）略有回升后，又再在花序原基分化期（Ｓ４）和小
花原基分花期（Ｓ５）依次缓慢降低。说明‘香妃’在
成花过程中，可溶性糖与可溶性蛋白的比值维持在

较低水平。

ＡＢＡ／ＩＡＡ在非诱导光周期的营养生长期（Ｓ１）
为最低，随后，在诱导光周期的未分化期（Ｓ２）、总苞
原基分化期（Ｓ３）、花序原基分化期（Ｓ４）依次急剧升

图１　馥郁滇丁香‘香妃’成花过程中
内源物质含量变化

Ｆｉｇ．１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ｄｕｒｉｎｇ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Ｌ．ｇｒａｔｉｓｓｉｍａ‘Ｘｉａｎｇｆｅ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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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馥郁滇丁香‘香妃’成花过程中
内源物质比值变化

Ｆｉｇ．２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ｒａｔｉｏｓ
ｄｕｒｉｎｇ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Ｌ．ｇｒａｔｉｓｓｉｍａ‘Ｘｉａｎｇｆｅｉ’

高，在小花原基分化期（Ｓ５）变为缓慢升高。说明
‘香妃’在成花过程中，ＡＢＡ／ＩＡＡ维持在较高水平。

ＡＢＡ／ＺＴ在非诱导光周期的营养生长期（Ｓ１）为
最低，随后，在诱导光周期的未分化期（Ｓ２）、总苞原
基分化期（Ｓ３）依次缓慢升高，在花序原基分化期
（Ｓ４）急剧升高，之后，在小花原基分化期（Ｓ５）略有
降低。说明‘香妃’在成花过程中，ＡＢＡ／ＺＴ维持在
较高水平。

ＺＴ／ＩＡＡ在诱导光周期的总苞原基分花期（Ｓ３）
之前急剧升高，之后，急剧下降并维持在低于非诱导

光周期的营养生长期水平之下。说明 ＺＴ／ＩＡＡ在
‘香妃’成花的生理分化期较高，而在形态分化期则

较低。

３　讨论
３．１　内源物质在成花过程中的作用
３．１．１　可溶性糖在成花过程中的作用　植物的成
花不仅直接与糖含量相关，而且还受糖运输流的调

节［１６］。研究表明，大量蔗糖在菠萝（Ａｎａｎａｓｃｏｍｏｓｕｓ
（Ｌｉｎｎ．）Ｍｅｒｒ．）、金光菊（ＲｕｄｂｅｃｋｉａｌａｃｉｎｉａｔａＬ．）的
茎尖积累能促进成花［８］；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植物在

茎尖大量积累蔗糖都能促进成花，如金鱼草（Ａｎｔｉｒ
ｒｈｉｎｕｍｍａｊｕｓＬ．），这可能与物种特异性有关［６］。杜

鹃红山茶（ＣａｍｅｌｌｉａａｚａｌｅａＷｅｉ）在成花的形态分化
开始时可溶性糖的含量达最高，此后逐渐降低，到花

瓣原基分花期达到最低，随后又有所回升［１７］；李

（ＰｒｕｎｕｓｓａｌｉｃｉｎａＬｉｎｄｌ．）在成花的生理分化期可溶性
糖含量达到最高，而一旦进入形态分化期就被大量

消耗降低［１８］。在本研究中，可溶性糖的含量在非诱

导光周期的营养生长期达最高，而在诱导光周期下，

随着发育进程的推进缓慢降低。因此，推断‘香妃’

在成花过程中，可溶性糖含量降低一方面可能是由

于作为营养物质被消耗所引起，另一方面可能是‘香

妃’的特异性所决定。一些研究发现，在糖类物质调

控植物成花的过程中，一些重要的糖代谢酶基因起

着重要的作用。如己糖激酶除了可以参与己糖磷酸

化提供能量外，还参与植物的糖信号感知和转

导［１９］。另外，己糖激酶还可介导葡萄糖信号诱导脱

落酸信号途径，形成一个糖ＡＢＡ级联途径调控形态
建成［２０］。β葡萄糖苷酶通过激活脱落酸、赤霉素、
生长素及细胞分裂素的活性改善植株的生长发育而

促进开花，如烟草 β葡萄糖苷酶过量表达的植株，
其生物量、株高及叶面积都较对照显著增加，并且开

花提早１个月［２１］。

３．１．２　可溶性蛋白在成花过程中的作用　可溶性
蛋白是花器官形成的主要结构物质，在成花过程中

的需求量大［７］。在本研究中，可溶性蛋白含量在非

诱导光周期的营养生长期处于中等水平；在诱导光

周期的未分化期、花序原基分化期达最高水平，说明

这两个时期在器官的形态建成上可能对蛋白的需求

量较少；在总苞原基、小花原基分化期达最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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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这两个时期在器官的形态建成上可能对蛋白的

需求量较大。

３．１．３　生长素在成花过程中的作用　生长素
（ＩＡＡ）对植物成花的作用，目前观点不一。有的认
为，ＩＡＡ抑制成花，如彭桂群等［２２］认为，ＩＡＡ是平阴
玫瑰（ＲｏｓａｒｕｇｏｓｅＴｈｕｎｂ．）成花的抑制剂；胡盼等［２３］

认为，ＩＡＡ能抑制青海云杉（ＰｉｃｅａｃｒａｓｓｉｆｏｌｉａＫｏｍ．）
成花；而有的观点则认为，ＩＡＡ在成花过程中起促进
作用，如牛辉陵等［９］认为，枣（ＺｉｚｉｐｈｕｓｊｕｊｕｂａＭｉｌｌ．）
在成花期间需要高水平的ＩＡＡ；然而，大多数学者认
为，高含量的 ＩＡＡ抑制成花，而低含量的 ＩＡＡ有利
于 成 花，如 在 勒 杜 鹃 （Ｂｏｕｇａｉｎｖｉｌｌｅａ ｇｌａｂｒａ
Ｃｈｏｉｓｙ．）［１２］、油桐 （Ｖｅｒｎｉｃｉａｆｏｒｄｉｉ（Ｈｅｍｓｌ．）Ａｉｒｙ
Ｓｈａｗ）［２４］、桂 花 （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ｆｒａｇｒａｎｓ（Ｔｈｕｎｂ．）
Ｌｏｕｒ．）［２５］等植物中，成花形态分化之前 ＩＡＡ含量维
持在较高的水平，而在成花形态分化期内则维持在

较低的水平。在本研究中，ＩＡＡ含量在非诱导光周
期下维持在较高水平，而在诱导光周期下各发育时

期均维持在较低水平，虽在一些时期有所回升，但仍

低于非诱导光周期下的水平。因此，高水平含量的

ＩＡＡ抑制‘香妃’成花，反之则有利于成花。
３．１．４　脱落酸在成花过程中的作用　脱落酸
（ＡＢＡ）对成花过程的作用，当前的观点不一致。罗
羽洧等［１３］认为，高含量的ＡＢＡ有利于无花果（Ｆｉｃｕｓ
ｃａｒｉｃａＬ．）成花；郭文丹等［２４］认为，油桐成花形态分

化前ＡＢＡ的含量相对较低，形态开始分化后，ＡＢＡ
的含量在前期上升、中期波动、末期上升的变化规

律。在本研究中，ＡＢＡ含量在非诱导光周期下达最
低，而在诱导光周期下的各发育时期均较高。说明

较高水平的 ＡＢＡ有利于‘香妃’的成花，这与枇杷
（Ｅｒｉｏｂｏｔｒｖ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Ｌｉｎｄｌ．）［１０］的研究结果一致。
３．１．５　细胞分裂素在成花中的作用　许多研究认
为，细胞分裂素（ＣＫ）在成花中起促进作用。在枇杷
成花诱导期和形态分化期相对较高的 ＺＴ水平有利
于成花［１０］；在罗汉果（ＳｉｒａｉｔｉａｇｒｏｓｖｅｎｏｒｉｉＳｗｉｎｇｌｅＣ．
Ｊｅｆｆｒｅｙ）中较高水平的玉米素核苷（ＺＲ）有利于成
花［１１］。然而，在桂花的成花过程中，ＺＲｓ含量在生
理分化期呈上升趋势并达到高峰，而在形态分化期

下降［２５］。在本研究中，玉米素（ＺＴ）含量在非诱导
光周期下达最高，而在诱导光周期下随发育进程推

进逐渐降低，说明较低水平的 ＺＴ含量有利于‘香
妃’成花，这与桂花基本一致。一些研究认为，细胞

分裂素通过参与成花过程中的重组和细胞编程调控

成花诱导［２６］，其水平与 ＳＯＣ１在成花诱导早期上调
表达密切相关［２７］。

３．１．６　赤霉素在成花中的作用　研究表明，赤霉素
（ＧＡｓ）对植物成花的作用因物种而异。在勒杜
鹃［１２］、无花果［１３］、光皮树（ＣｏｒｎｕｓｓｉｌｓｏｎｉａｎａＷａｎａｇ
ｅｒ）［１４］等木本植物中，ＧＡｓ对成花具抑制作用；而在
青花菜（ＢｒａｓｓｉｃａｏｌｅｒａｃｅａＬ．）［２８］、春石斛（Ｄｅｎｄｒｏｂｉ
ｕｍＰｒｅｔｔｙＲｉｂｂｏｎ）［２９］等草本植物中，ＧＡｓ对成花则
具促进作用。另外，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 ＧＡｓ对
植物的成花效应不同，如杜鹃（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ｓｉｍｓｉｉ
Ｐｌａｎｃｈ）较高水平的ＧＡ１、ＧＡ３和 ＧＡ２０有利于营养生
长，而较高水平的ＧＡ４、ＧＡ７和ＧＡ９有利于成花

［３０］。

在本研究中，非诱导和诱导光周期下的芽均未检测

到ＧＡ３，因此，在‘香妃’成花过程中，赤霉素是否产
生作用，以及何种类型的赤霉素产生作用，都还有待

进一步研究。赤霉素作为成花调控途径之一，在其

它植物中研究较多，其调控机理解析得较为清晰。

在赤霉素调控途径中，ＤＥＬＬＡ蛋白主要起阻遏作用
并抑制植物生长发育，而 ＧＡ促进植物生长发育是
通过降解ＤＥＬＬＡ蛋白，解除 ＤＥＬＬＡ蛋白的抑制作
用，进而产生赤霉素效应［３１］。研究发现，在拟南芥

（ＡｒａｂｉｄｏｐｓｉｓｓｔｒａｉｎＬａｎｄｓｂｅｒｇ）中赤霉素通过正向调
控成花整合因子ＬＦＹ表达，进而促进成花［３２］。

３．２　内源物质平衡对成花的影响
植物成花的调控并不是由某种单一的内源物质

所决定，而是各种内源物质相互作用产生的综合结

果。各种营养物质（可溶性糖、蛋白质及核酸）的代

谢又由多种激素的平衡状态所调控［５］。

３．２．１　可溶性糖与可溶性蛋白比值对成花的影响
　成花的碳氮比理论认为，碳能促进开花结实，氮能
促进营养生长。然而，有研究者指出，成花的碳氮比

理论对大多数长日植物或中性植物较为适用，但对

短日植物则会出现矛盾现象。短日植物在短日照条

件下促进成花，其体内碳氮比值不一定高［１２］。在本

研究中，相对于非诱导光周期，诱导光周期下可溶性

糖／可溶性蛋白的值在成花的各时期均较低，因此，
‘香妃’成花不一定要求很高水平的碳水化合物，而

更重要的可能涉及碳水化合物的库源方向的交换，

也就是，花分生组织部位必须为调运碳水化合物

的库［１２］。

３．２．２　内源激素平衡对成花的影响　植物成花取
决于促花激素与抑花激素间的平衡。在四季花龙眼

（ＤｉｍｏｃａｒｐｕｓｌｏｎｇａｎＬｏｕｒ．）中，提高 ＺＲｓ／ＧＡ３、ＡＢ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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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Ａ３、ＺＲｓ／ＩＡＡ、ＡＢＡ／ＩＡＡ的比值有利于成花
［３３］。在

青海云杉中，ＺＲ／ＧＡｓ、ＺＲ／ＩＡＡ高比值有利于成花的
生理分化，但不是维持形态分化所必须的，而 ＡＢＡ／
ＧＡｓ、ＡＢＡ／ＩＡＡ高比值则是成花形态分化能够顺利
完成所必须的［２３］。本研究中，相对于非诱导光周

期，诱导光周期下，ＡＢＡ／ＩＡＡ、ＡＢＡ／ＺＴ升高有利于
成花，与上述几种植物的研究结果都一致；而 ＺＴ／
ＩＡＡ在生理分化期内（即总苞原基分化之前）升高
后，在形态分化期（总苞原基分化之后）维持在较低

水平，说明该比值升高有利于形态分化的启动，但不

利于形态分化的顺利完成，这与青海云杉的研究结

果一致。

４　结论
相对于非诱导光周期，‘香妃’在诱导光周期下

内源ＡＢＡ、ＡＢＡ／ＩＡＡ、ＡＢＡ／ＺＴ维持在较高水平，以
及可溶性糖、ＩＡＡ、ＺＴ、可溶性糖／可溶性蛋白维持在
较低水平有利于成花；ＺＴ／ＩＡＡ维持在较高水平有利
于成花的生理分化，而维持在较低水平则有利于成

花的形态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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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４７－２２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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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ＩＡＡ，ＡＢＡ，ＧＡ３，ＺＴ，ｓｏｌｕｂｌｅｓｕｇａｒａｎｄｓｏｌｕｂｌ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ｗｅｒ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ａｔｔｈｅ

ｆｉｖｅｓｔａｇ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ｆｏｒ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ｏｆＬ．ｇｒａｔｉｓｓｉｍａ‘Ｘｉａｎｇｆｅｉ’ｕｎｄｅｒｉｎｄｕｃｅｄｐｈｏ
ｔｏｐｅｒｉｏｄ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ｎｏｎｉｎｄｕｃｅｄｐｈｏｔｏｐｅｒｉｏｄ．［Ｒｅｓｕｌｔ］ＧＡ３ｗａｓｎｏｔ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ａｔｔｈｅｆｉ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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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ｒａｔｉｏｏｆＡＢＡ／ＩＡＡ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ｄｕｒｉｎｇ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ｈｅＺＴ／ＩＡＡｒａｔｉｏ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ｄｒａ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ｂ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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