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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豆插条生根过程中内源激素含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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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绿豆插条离体后其 IAA 含量出现一个峰值，乙烯利处理的 IAA 峰值出现在第 6 小时，未经乙烯利处理的出现在第
12 小时，与插条生根峰出现时间相符。乙烯利处理与否的插条生根过程中，内源 GA3 含量在 0～30 h 内呈下降趋势，随
后略微上升；内源 ABA 含量先升后降；细胞分裂素 ZT 和 ZR 含量在总体上是下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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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IAA content peaks of cuttings treated with ethephon and the control of
mung bean were occurred after treatment for 6 and 12 h respectively and consistent with the peaking of
adventitious rooting. GA3 content of treated cuttings and the control decreased during 0-30 h, then increased
slightly, ABA level went up firstly and then down, and ZT and ZR contents of ethephon-treated cuttings and the
control decreased all a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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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插条不定根形成过程中内源激素含量变化
是人们关心的问题。Berthon和 Maldiney[1]报道，
在不定根形成的早期无 IAA 峰出现，IAA 含量缓
慢下降[1]; 内源GA3和ABA在生根过程中变化的报
道还不多，有些报道表明生根过程中 ABA 含量先
上升，后下降[2]; 薄层培养的莴苣不定根形成过程
中玉米素(ZT)+ 玉米素核苷(ZR)含量一直缓慢下
降[3]。Pan 等[4]报道绿豆插条生根过程中乙烯释放
量分别在第6、24和 48小时出现3个峰，峰值依
次递减，但他们对于绿豆插条生根过程其它植物
激素含量的变化未作测定。总之，插条不定根形
成过程中的激素含量是有变化的。我们在前文中
曾报道乙烯利促进绿豆插条生根，最适浓度为
5×10-5 mol·L-1；此种作用随绿豆插条生根的时间进
程而异[4]。为了探究其中的生理基础，本文测定
了5×10-5 mol·L-1 乙烯利处理与否的绿豆下胚轴插
条生根过程中的内源生长素 I A A、G A 3、A B A、
Z T 和 Z R 含量变化。

材料与方法

实验材料为绿豆(Phaseolus radiatus)。 标准
IAA、GA 3、ABA、ZR 和 ZT 均为 Sigma 公司产

品，色谱洗脱液为 H P L C 级，其它为国产分析

纯 。
绿豆培养方法见文献 4。绿豆插条用 5×10-5

mol·L-1 的乙烯利处理24 h后，改用蒸馏水处理5 d，
每天更换蒸馏水；以蒸馏水处理 6 d 的为对照。
插条离体后每隔 6 h 取材制样。

参照文献 5 ~ 7 的方法提取植物激素，除用
Sep-Pak C18 小柱纯化样品外，其它步骤与之相
同。制得的样品测定前用孔径为0.45 mm 滤膜过滤。

测定 IAA、GA3 和 ABA 的仪器为 BECKMAN
S Y S T E M  G O L D 液相色谱仪。洗脱液为水∶乙
醇∶乙酸 =60∶35∶5，流速为 0.5 mL·min-1；
检测波长为 254 nm。用外标法定性，峰面积法
定量，测定重复 3 次。测定 ZT 和 ZR 时的洗脱液
为甲醇和双蒸水，色谱柱为 ODS C18 反相柱，规
格为5 mm×4.6 mm×250 mm。梯度洗脱，0~4 min
时双蒸水为 100%；4~6 min 时，甲醇变为 40%；
10~13 min 时，甲醇升为 60%；20~25 min 时，



植物生理学通讯  第 40卷 第 6期，2004年 12月2

甲醇变为 80%；30~35 min 时甲醇变为 100%。
流速为1.0 mL·min-1。检测波长为254 nm。用外
标法定性，峰面积法定量，测定重复 3 次。

结果与讨论

1  内源IAA含量的变化
从图 1 可知，在绿豆插条不定根形成过程

中，生根区的 IAA 含量出现一高峰，未经乙烯利
处理的IAA高峰出现在第12小时，经乙烯利处理
的在第6小时出现; IAA高峰出现时间与插条生根
高峰时间恰好一致[4]; 随后IAA含量下降而维持在
较低水平，甚至低于起始水平。在诱导期0~12 h
内 IAA 含量急剧上升，显示这段时间内生根区中
IAA 含量高有利于启动不定根原基细胞分裂，导
致根原基膨大, 至于乙烯利处理的IAA峰值比不作
乙烯利处理的高，是否是乙烯影响了 IAA 的合成
与代谢, 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Blakesley等[8]的研究表明山茱萸(Cornus)插条
内源 IAA 水平在生根的早期有一个峰值，而后含
量下降，认为这一峰值与根原基启动有关，插条
生根区早期内源IAA含量升高主要是因为顶端IAA
的极性运输以及插条基部过氧化物酶(peroxidase,
POD)活性降低；酸性 POD 的活性在生根过程中
24 h 后一直升高[8]。IAA 氧化酶(IAA oxidase,
IA Ao x)在生根过程中的变化趋势与 POD 的相
似[8~11]。IAAox活性在12 h即开始迅速上升[11]。本
文结果是未经乙烯利处理的插条中 IAA 的含量在
12 h 出现峰值，随后迅速下降，这应该是 IAAox

和 POD 活性在 12 h 后上升的结果。乙烯利处理
的插条中 IAA 峰出现早，可能是因为外源乙烯影
响了 IAA 合成的有关酶活性。
2  内源GA3含量的变化

经乙烯利处理的绿豆插条中内源 GA3 含量在

0~24 h 内下降，下降速度也大；随后开始呈缓
慢上升态势，第60小时接近处理前的水平(图2)。
从绿豆下胚轴插条生根来看，生根期间低水平
GA3 有利于不定根的生长。在第24 小时后 GA3 含
量略微上升，可能与不定根原基形成后生长而突
出表皮有关。生根早期植物生长延缓剂促进绿豆
插条生根[12]，而它们是抑制内源 GA3 合成的，这
从另一方面证明生根早期低水平GA3有利于绿豆插
条生根。

3  ABA含量的变化
无论乙烯利处理与否的绿豆插条中，内源

ABA含量在插条离体后0~60 h内有一个先升后降
的变化过程，下降速度较快；在第 6 小时有一个
小峰，在 54~60 h 略微上升(图 3)。

A B A 与 G A 3 合成有共同的前体——甲羟戊
酸，内源 GA3 含量减少，ABA 合成的前体就有保
障。因此，ABA 含量在 0~6 h 内上升可能是 GA3

含量下降的结果。另外，ABA 合成受伤害诱导，
可能是插条切离母体后短时间内促进 ABA 合成之
果。Maldiney等也认为后期低水平的ABA有利于生
根[2]。
4  内源ZT含量的变化

在绿豆插条切离母体后的0~18 h内，内源ZT
含量下降，下降速度是乙烯利处理的大些；第24

图1  绿豆插条中内源IAA 含量变化

Fig.1  Change in endogenous IAA content in mung bean cuttings

图2  绿豆插条中内源GA3 含量变化

Fig.2  Change in endogenous GA3 content in mung bean cuttings

图3  绿豆插条中内源ABA 含量变化

Fig.3  Change in endogenous ABA content in mung bean cut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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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含量略微上升，随后下降至很低水平(图 4)。
乙烯利处理的插条ZT下降速度快可能是因为释放
的乙烯能促进ZT 转化为 O-糖苷形式[13]。未经乙
烯利处理的和处理的插条中ZT含量在0~18 h内都
下降，有利于维持高 IAA/CTK 比值，利于不定
根的形成[3]。插条离体后的 18~24 h 内，一般是
根原基细胞开始分裂时期，ZT 含量高，因而细
胞分裂得以顺利进行。同样，插条生根组织中细
胞分裂素氧化酶的活动也可能会影响ZT水平，但
外源乙烯是否会影响绿豆插条中ZT的氧化分解值
得研究。

5  内源ZR含量的变化
内源 ZR 含量在生根过程中基本上呈下降趋

势，乙烯利处理的下降速度大些。有报道认为，
乙烯可加快结合型的细胞分裂素降解[14]，还能催
化ZR 转化为腺嘌呤[13]。ZR 是玉米素核苷结合形
式，因此，乙烯处理的绿豆插条内源 ZR 含量下
降速度大于未经乙烯处理的。在18~24 h内 ZR含
量上升，可能与 Z R 促进细胞分裂有关。

Bollmark等[15]发现，豌豆插条内源iPA的含
量在生根早期上升，到最后比 ZR 含量还高，说
明 iPA 可能参与不定根的形成过程。牡丹插条离
体后15 d根原基已形成, iP含量达到最大值；而

9RiP[N6-(D2-isopentenyl)adenosine]含量在根形成的
诱导期，第3 天达到峰值[16]。这些说明，插条生
根过程中各种细胞分裂素水平的变化规律是不同的。

总之, 根据本文结果推论，5×10-5 mol·L-1乙
烯利影响绿豆插条生根区内源激素的含量变化可能

是其促进生根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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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绿豆插条中内源ZT含量变化

Fig.4  Change in endogenous ZT content in mung bean cuttings

图 5  绿豆插条中内源ZR含量变化
Fig.5  Change in endogenous ZR content in mung bean cutting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