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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巨峰’葡萄为试材, 研究了根域限制对果实可溶性糖积累的影响, 并采用透射电镜技术对发育过程中果实韧皮部及

其周围薄壁细胞的超微结构进行了系统观察。结果表明: 根域限制可以提高‘巨峰’葡萄果实中可溶性糖含量, 糖分积累主

要发生在第2次快速生长期; 根域限制增加了筛管和伴胞、筛管伴胞复合体和薄壁细胞之间的胞间连丝密度; 根域限制下

筛管体积变小, 但伴胞体积增大, 而且伴胞中的细胞质浓密, 线粒体、内质网、囊胞等细胞器丰富; 在果实的第2次快速生

长期, 根域限制和对照细胞均表现出衰老降解的特点, 但根域限制伴胞中仍存在完整线粒体, 筛管伴胞复合体和周围薄壁

细胞中发现大量的小囊胞, 根域限制下小囊胞数目高于对照。以上结果表明根域限制改变了‘巨峰’果实周缘维管束韧皮部

细胞的超微结构, 这些改变有利于光合产物在果实中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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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域限制作为果树栽培中一项新技术, 是利

用物理或生态的方式将果树根系控制在一定的容

积内 ,  通过控制根系生长来调节地上部和地下

部、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过程的一种栽培方式(王
世平等2002)。迄今的研究表明, 根域限制条件下

葡萄的根系处于干旱胁迫状态, 从而引发整个植

株水分亏缺(Zainudin 2006; Wang等2001), 因而葡

萄叶片净光合速率低, 光合“午休”现象重, 树体的

干物质积累总量较少, 但干物质分配到果实中的

比例高, 故而其果实品质好, 经济学产量高(谢周等

2012; 朱丽娜等2004; Wang等2001), 这暗示根域限

制改变了葡萄植株光合产物的运转和分配。

葡萄果实维管束系统是物质传输通道, 由木

质部和韧皮部组成, 木质部是传输水分和矿质元

素的主要通道, 韧皮部是光合产物运输的主要通

道。光合产物从源器官(叶片)输送到库器官(果实)
有两条途径, 即共质体途径和质外体途径。已有

的研究表明, 进入葡萄果实成熟期后, 光合产物从

叶片到果实的运转由共质体运输转变为质外体途

径(Zhang等2006), 因此韧皮部糖卸载是成熟期葡

萄果实积累糖的主要途径(Coombe和McCarthy 
2000)。植物叶片光合作用产生的碳同化物, 从叶

片运输到果实库中要经历源叶中的韧皮部装载、

韧皮部的长距离运输、在果实库中的韧皮部卸

出、韧皮部卸出后的短途运输及向贮藏细胞中的

区隔化积累过程, 从而在果肉中得到积累。韧皮

部的卸载在光合同化物的分配上起重要的作用

(Fisher和Oparka 1996)。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根

域限制下果树碳水化合物代谢方面, 即代谢链的

上游(光合效能及其同化物的装载)研究较多(娄玉

穗等2013; 谢周等2012; 李洪艳和王世平2012; 谢
兆森等2011), 而根域限制对韧皮部糖卸载及其超

微结构有怎样的影响, 尚不清楚。

本试验以‘巨峰’葡萄为试材, 研究果实发育过

程中糖分积累规律, 并应用透射电镜技术对不同

生长期葡萄果实韧皮部进行系统观察, 旨在从细

胞学角度探讨根域限制影响葡萄糖分积累或者果

实韧皮部糖卸载的机理。

材料与方法

1  材料

试验在山东省果树研究所天平湖基地进行, 
在2014年预试验的基础上, 2015年进行重复试验并

取样测定。该地区属于温带大陆性半湿润季风气

候, 雨热同季。年平均气温13°C, 年降水量688.3 
mm, 年日照时数2 536.2 h, 年无霜期195 d。试验

园土壤为壤土, 排灌条件良好, 园区管理水平较

好。供试葡萄品种为4年生‘巨峰’ (Vitis vinifera 
L.×Vitis labrasca L. cv. ‘Kyoho’), 株行距1 m×2.5 m, 
南北行向, 生长结果正常。

试验分两组: 根域限制和对照。根域限制处

理栽植于地面下铺垫塑料薄膜、中间留20 cm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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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的定植沟内, 定植沟长30 m、宽1 m、深0.8 m, 
内填混合均匀的土肥混合物(壤土:农家肥=6:1)作
为栽培基质。以种植于相同基质相同容积不铺塑

料薄膜的土坑内植株为对照。每个处理选定9株
长势基本一致的植株, 采用统一的管理措施。每3
株树为一个重复, 共3次重复。开花前5~7 d, 为使

每个处理每平米叶面积的负载量相同, 修剪掉多

余花穗 ,  并将试验树的每个果穗的长度调整至

9~10 cm, 坐果后每穗果保留约50个果粒。

2  方法

2.1  葡萄果实横径的测定

根域限制和对照植株各选取10粒大小均匀的

果粒, 于花后20 d开始每隔3 d用游标卡尺测量果实

横径。

2.2  葡萄果实糖含量的测定

花后20 d第一次采样, 以后每隔10 d采样一次, 
分别从根域限制和对照植株选取30粒发育正常的

果粒, 立即带回实验室, 用液氮迅速冷冻, 分装成

袋, 置于–70°C超低温冰箱中保存备用。

可溶性糖的测定方法: 取果肉加液氮研磨后

混匀称取2 g, 用5 mL 80%乙醇研碎, 于75°C下浸提

10 min, 4 000 r·min-1 离心10 min, 收集上清液, 再
用10 mL 80%乙醇分2次清洗残渣, 取上清液。重

复提取3次, 合并上清液, 定容至25 mL, 摇匀后取2 
mL于烘箱中蒸干, 取残渣用1 mL重蒸水溶解后待

用, 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测定。色谱条件: 色谱柱为

YMC-pack polyamine II (250 mm×4.6 mm), 填料直

径为5 μm, 柱温30°C。流动相为乙腈:水=75:30 
(V:V), 流速为0.8 mL·min-1。进样量: 10 μL。岛津

RID-10A示差折光检测器测定。

2.3  葡萄果实韧皮部超微结构观察

分别在‘巨峰’发育的第1次快速生长期、生长

滞后期和第2次快速生长期进行采样。用手术刀

片从果粒中部将周缘维管束连同果肉部分切成

2~3 mm的小薄切片, 用3,5-戊二醛初固定的样品再

用1%锇酸二次固定, 然后乙醇梯度脱水、Epon812
树脂浸透、包埋、LKB超薄切片机切片, 后经醋

酸双氧釉、柠檬酸铅双重染色, JEM-1200EX透射

电镜观察、拍照。

胞间连丝密度测定: 取包埋好的材料做5次连

续系列切片, 每一次连续系列切片和上一次连续

系列切片之间大约相距20 μm, 每次系列切片随机

捞取6条样品带, 分别放在附有Formvar膜的100目
的铜网上。然后分别取4个含各类细胞的视野, 统
计下筛管与伴胞、筛管伴胞复合体与韧皮部薄壁

细胞、韧皮部薄壁细胞之间细胞界面的胞间连丝

密度。统计结果以横切面细胞界面平均长度上的

胞间连丝数目(个·μm-1)为单位, 带分支的胞间连丝

按照1个计算。

2.4  数据分析

试验设计和室内分析至少重复3次, 用Micro-
soft Excel 2003进行数据处理及作图。

实验结果

1  根域限制对‘巨峰’葡萄果实横径的影响

从图1可以看出‘巨峰’葡萄果实横径生长分3
个阶段, 20~35 d和53~80 d分别为横径快速生长期, 
35~53 d横径增长缓慢, 趋于停滞, 即在果实发育过

程中有两次快速生长期, 两次快速生长期之间还

有一个生长滞后期。第1次快速生长期和生长滞

后期, 根域限制栽培果实的横径低于对照的果实

横径, 而果实发育第2次快速生长期根域限制栽培

的葡萄果实横径生长超过了对照。

2  根域限制对‘巨峰’葡萄果实中糖分积累的影响

葡萄糖、果糖和蔗糖是葡萄果实中含量最多

的3种可溶性糖, 其中葡萄糖和果糖含量在‘巨峰’
葡萄中所占比例相当, 蔗糖含量相对较少(图2)。
果实中葡萄糖、果糖和总糖含量变化呈相同的趋

图1  根域限制对‘巨峰’葡萄果实横径的影响

Fig.1  Effects of root restriction on fruit diameter of grape 
‘Kyo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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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均是前期增长慢, 后期增长快, 在果实发育的

第2次快速生长期持续增加, 尤其是第2次快速生

长期开始时葡萄糖和果糖的含量增加了3~4倍, 接
近成熟时增长趋于平缓, 至完全成熟时根域限制

单糖和总糖的含量都高于对照, 对照处理中的葡萄

糖和果糖的峰值分别为58.02和58.10 mg·g-1 (FW), 
而根域限制处理下葡萄果实中葡萄糖和果糖的峰

值分别为72.12和72.41 mg·g-1 (FW) , 葡萄果实中

的葡萄糖和果糖含量的比值始终保持在1:1左右。

在果实的第1次快速生长期和生长滞后期, 未检测

到蔗糖的存在, 在果实发育的第2次快速生长期, 
蔗糖含量仅以痕量存在。因此葡萄果实中的糖分

含量主要由葡萄糖和果糖决定。从图2可以看出

根域限制提高了葡萄果实中3种可溶性糖和总糖

的含量。

3  根域限制对‘巨峰’葡萄果实周缘维管束韧皮部

超微结构的影响

3.1  筛管伴胞复合体和周围薄壁细胞超微结构

葡萄果实发育的第1次快速生长期, 韧皮部开

始形成, 在韧皮部微管细胞中可以看到正在发育

的筛管伴胞复合体; 伴胞细胞质致密, 染色较深, 

其中富含线粒体、质体、内质网等细胞器, 细胞

核较大, 几乎占据了细胞的整个空间; 根域限制下

筛管伴胞复合体与对照差异明显, 根域限制下筛

管细胞较对照小, 但伴胞要比对照伴胞大(图3-A、

B); 在筛管伴胞复合体的周围存在大量的韧皮部

薄壁细胞, 其胞质较伴胞稀薄, 染色较浅, 薄壁细

胞一般大于临近的伴胞, 液化程度不等, 有的内部

液泡较小, 有的形成中央大液泡。根域限制与对

照薄壁细胞大小差别不大, 但根域限制下薄壁细

胞的胞质更加浓密, 可以观察到更多的线粒体(图
3-C、D)。

在果实生长滞后期可以观察到成熟的韧皮部

细胞结构, 在成熟的伴胞中可以看到完整的细胞

器和浓密的细胞质(图4-A、B); 根域限制下伴胞中

含有比对照较多的线粒体, 形状呈圆形, 內嵴发达

(图4-D、E)。细胞中布满大量小液泡, 并能观察到

液泡裂变与融合(图4-E), 这说明细胞内的结构物

质经历着活跃的周转和合成代谢; 此期开始能观

察到根域限制和对照的有些细胞发生轻微的质膜

内陷(图4-C、D), 使得壁膜界面积增大, 促进胞间

物质的运输。

图2  根域限制对‘巨峰’果肉中葡萄糖、果糖、蔗糖和总糖含量的影响

Fig.2  Effects of root restriction on contents of glucose, fructose, sucrose and total sugar in the flesh of grape ‘Kyo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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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第1次快速生长期根域限制和对照果实周缘维管束韧皮部超微结构

Fig.3  Ultrastructure of the phloem in the dorsal vascular bundle and its surrounding parechymatous cells during the first rapid 
growth phase of the grape berry 

A: 对照果实周缘维管束横切超微结构, 筛管体积大, 而伴胞较小; B: 根域限制果实周缘维管束横切超微结构, 筛管体积小, 而伴胞较

大; C: 对照果实韧皮部薄壁细胞; D: 根域限制果实韧皮部薄壁细胞; E: 对照果实伴胞和薄壁细胞之间的胞间连丝及线粒体; F: 根域限制伴

胞之间的胞间连丝和线粒体。SE: 筛管; CC: 伴胞; PP: 薄壁细胞; PD: 胞间连丝; M: 线粒体; P: 质体; V: 液泡; VE: 囊胞; RER: 内质网; 箭头

示胞间连丝; 下图同。

在果实发育的第2次快速生长期, 根域限制和

对照下葡萄果实的筛管和伴胞结构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 表现出衰老降解的总体特征。伴胞细胞质

稀薄, 细胞壁和细胞器开始降解, 部分伴胞已完全

溶解, 对照能观察到线粒体, 但线粒体边缘模糊, 
开始溶解, 但并非所有的原生质结构成员都经历

着解体、衰老以至消失的过程, 根域限制下可观

察到完整的线粒体和内质网(图5-C、D); 根域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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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生长滞后期根域限制和对照果实周缘维管束韧皮部超微结构

Fig.4  Ultrastructure of the phloem in the dorsal vascular bundle and its surrounding parechymatous cells during the slow growth 
phase of the grape berry

A: 对照果实成熟的筛管伴胞复合体超微结构; B: 根域限制下成熟的筛管伴胞复合体超微结构; C: 对照果实筛管与伴胞之间的胞间连

丝; D: 根域限制下果实伴胞之间的胞间连丝; E: 根域限制下果实丰富的线粒体。

下和对照的筛管和伴胞、薄壁细胞中都可以观察

到大量的小囊胞分布在细胞膜附近, 其中根域限

制下小囊胞的数量比对照多(图5-E~G); 此期还可

观察到薄壁细胞的衰老和分解(图5-A、B), 对照和

根域限制下薄壁细胞细胞壁完整性被打破, 细胞

壁和细胞器降解, 溶解成一些絮状残体, 分布在筛

管伴胞复合体周围, 这可能和果实的软化有关。

3.2  胞间连丝

在对照和根域限制处理果实的整个发育期, 
在筛管和伴胞、筛管伴胞复合体和韧皮部薄壁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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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第2次快速生长期根域限制和对照果实周缘维管束韧皮部超微结构

Fig.5  Ultrastructure of the phloem in the dorsal vascular bundle and its surrounding parechymatous cells during the second rapid 
growth phase of the grape berry

A: 对照果实筛管伴胞复合体及薄壁细胞超微结构; B: 根域限制果实筛管伴胞复合体及薄壁细胞超微结构; C: 对照果实伴胞内的线粒

体开始分解, 胞间连丝堵塞; D: 根域限制下果实线粒体完整, 胞间连丝堵塞; E: 对照果实筛管内的小囊胞较少; F: 根域限制果实筛管内有

大量的小囊胞; G、H: 根域限制下果实伴胞内的小囊胞。



植物生理学报1552

胞、以及韧皮部薄壁细胞之间都可以观察到胞间

连丝存在(图3-E、F, 图4-D)。葡萄果实发育滞后

期, 筛管和伴胞、筛管伴胞复合体和韧皮部薄壁

细胞、以及韧皮部薄壁细胞之间的胞间连丝比第

1次快速生长期增加, 第2次快速生长期果实胞间

连丝密度和生长滞后期相比降低。果实的整个发

育期, 根域限制处理果实的筛管和伴胞, 筛管伴胞

复合体和薄壁细胞之间的胞间连丝的数量始终高

于对照, 薄壁细胞间的胞间连丝数量除第1次快速

生长期对照稍大外, 从生长滞后期开始, 根域限制

的胞间连丝数量大于对照 (图6)。在果实发育的第

2次快速生长期, 筛管伴胞复合体和周围薄壁细胞

间的胞间连丝可观察到多数被深色物质堵塞(图
5-C、D), 这表明该时期出现了筛管伴胞复合体和

周围韧皮部薄壁细胞之间胞间连丝的共质体隔离

现象。

讨　　论

以往的研究表明在葡萄盛花期和果实转色期, 
尽管植株水分供应充足, 但是根域限制植株根域

土壤水势仍会迅速下降, 而对照处理的土壤水势

稳定。这说明根域限制处理植株生长过程中经常

伴随水分胁迫的发生, 从而影响了植株的生理生

化反应。本研究通过测定‘巨峰’葡萄果实横径发

现, 根域限制促进果实横径的增加, 这与谢兆森等

(2011)的研究结果类似。有关根域限制对果实大

小的研究很多, 但未有一致性结果(谢周等2012; 王

世平等2001)。根域限制对果实大小的影响因不同

树种和品种稍有不同, 这可能与果实膨大期水分

胁迫的程度有关, 具体原因尚需进一步研究。

葡萄果实所积累糖分种类、含量及比例是决

定果实品质和商品价值的重要因素。本试验结果

表明, 葡萄的生长发育过程中以积累葡萄糖和果

糖为主, 蔗糖含量很低, 根域限制提高了葡萄的含

糖量, 这与谢周等(2012)、谢兆森等(2011)、卢彩

玉等(2011)在‘宝满’、‘峰后’、‘巨玫瑰’葡萄上的

研究结果一致。对照和根域限制糖分积累及糖含

量差异主要发生在果实的第2次快速生长期, 因此

了解此期韧皮部的超微结构及糖卸载途径对于葡

萄果实糖分积累有着重要意义。

糖到达果实韧皮部的筛管伴胞复合体后经由

两条细胞学途径进入库细胞: 一条为共质体途径, 
即糖通过筛管伴胞复合体与周围薄壁细胞间的胞

间连丝运输到库细胞; 另一条为质外体途径, 即糖

从筛管伴胞复合体卸载到质外体空间, 然后通过

库细胞质膜上的载体或质子泵进入库细胞; 同时

葡萄在果实发育的不同时期卸载途径也有区别, 
存在两种途径的转变, 有研究报道葡萄果实在转

色后韧皮部卸载途径由共质体转为质外体途径

(Zhang等2006; Lalonde等2003)。本次试验观察到, 
果实发育的第1次快速生长期和滞后期发现大量

胞间连丝, 证实了葡萄果实中周缘维管束筛管伴

胞复合体与周围薄壁细胞存在共质体连接, 这两

个时期糖以共质体卸载为主。我们也发现在果实

成熟期开始, 胞间连丝被深色电子物质堵塞, 可以

判断筛管伴胞复合体与周围薄壁组织之间出现共

质体隔离。由于此期筛管伴胞复合体与周围薄壁

组织之间出现共质体隔离, 因此, 果实中韧皮部卸

载途径应主要采取通过跨膜运输的质外体卸载途

径为主。虽然根域限制和对照相比卸载途径未发

生改变, 但根域限制处理筛管和伴胞、筛管伴胞

复合体以及韧皮部周围薄壁细胞之间的胞间连丝

密度比对照大, 对于共质体途径, 胞间连丝密度决

定了共质体运输的速率, 这说明根域限制下葡萄

果实进行共质体运输的潜力增加。

根域限制虽然未改变光合产物的卸载途径, 
但却明显影响或改变葡萄果实发育过程中果实韧

皮部组织的超微结构。根域限制下伴胞体积增大, 

图6  根域限制和对照处理果实不同发育期细胞间胞间连丝

密度

Fig.6  The plasmodesmal density between different cells 
during growth of the grape berry

SE/CC: 筛管和伴胞的胞间连丝; SE(CC)/PP: 筛管伴胞复合体与

薄壁细胞之间的胞间连丝; PP/PP: 薄壁细胞相互之间的胞间连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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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伴胞中细胞质浓密, 线粒体、内质网、囊泡

等细胞器丰富, 和对照相比, 根域限制细胞内有更

旺盛的物质代谢和运转, 根域限制下韧皮部更丰

富的胞间连丝为这些细胞间的物质交换提供了便

利的条件; 第2次快速生长期根域限制伴胞和薄壁

细胞胞质内有丰富的线粒体, 而且线粒体和内质

网同对照相比结构更加完整, 这保证了果肉细胞

在第2次快速生长时期果实糖分快速积累和成熟

需要; 在果实整个发育期筛分子腔内存在类似囊

胞的结构, 囊胞运输是质外体卸载途径所采用的

一种重要方式, 张大鹏等(1997)认为小囊胞可能在

果实的物质代谢和细胞内外物质、信息交换上具

有重要意义, 从质外体或者从邻近细胞运来的溶

质或大分子物质, 在内质网或胞质中经过一系列

转化与分配后被包装在囊胞中, 并以这种集装的

方式运到液泡中贮藏(张大鹏等1997; Oparka和Pri-
or 1988)。葡萄果实中的囊胞运输对于果实内同化

物卸出、卸出后运输和向靶细胞中的再装载, 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域限制果实中筛管、伴胞

和薄壁细胞液胞中积聚的小囊胞数量比对照多, 
由此可以推测根域限制处理促进果实中糖分积累

与果实筛管伴胞复合体和薄壁细胞中集聚了大量

的小囊胞有一定的关系。

在果实的成熟过程中, 适度的干旱胁迫会延

迟新梢生长, 但果实中的糖分积累增加。因此适

度的干旱胁迫有利于光合产物朝果实和多年生器

官运输, 但是干旱胁迫加剧会抑制光合产物在库

器官中的积累。虽然根域限制作为一种物理胁迫, 
显著影响了韧皮部的超微结构, 但是这种胁迫的

程度并没有对韧皮部功能造成伤害, 反而促进了

韧皮部中糖分在果实中的运输。总之, 根域限制

改变了‘巨峰’果实周缘维管束韧皮部细胞的超微

结构, 这些改变有利于光合产物在果实中的积累, 
这也从细胞学角度回答了根域限制是如何促进葡

萄果实糖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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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root restriction on soluble sugar contents and ultrastructure of phlo-
em tissues in ‘Kyoho’ grape berry
LI Xiu-Jie1, HAN Zhen1, LI Chen1, XIE Zhao-Sen2, WANG Shi-Ping3, LI Bo1,*

1Shangdong Institute of Pomology, Tai’an, Shandong 271000, China; 2College of Horticul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huangdao, Hebei 066004, China; 3School of Agriculture and Biology,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Abstract: Effect of root restriction on sugar accumulation of the ‘Kyoho’ grape berry was studied. The ultra-
structure of phloem and its surrounding parenchyma cells in the developing grape berry produced under root re-
striction or without (control) was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d through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root restriction can increase the content of soluble sugars in grape berries and sugar accu-
mulation mainly occurring in the second rapid growth phase of the grape berry. Root restriction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plasmodesmata between sieve elements (SE) and companion cells (CC) and the plasmodesmata den-
sity between the SE/CC complex and phloem parenchyma cells. Sieve elements in fruit produced under root re-
striction were smaller than those from the control treatment, but companion cells were bigger. Meanwhile there 
was denser cytoplasm in the companion cells produced under root restriction having more abundant mitochon-
dria, endoplasmic reticulum, and vesicles than in control fruit. During the second rapid growth phase of the 
grape berry, all cells produced under root restriction or without presented an obvious process of senescence and 
degeneration, but the mitochondria of berry under root restriction remained intact and numerous. Lots of vesi-
cles under root restriction or without were observed, and the vesicles of berry under root restriction became 
denser than in the control treatment. Thes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root restriction changed the ultrastructure 
of phloem and its surrounding parenchyma cells, which explained the photosynthate accumulation in the ‘Kyo-
ho’ grape berry observed under root restriction.
Key words: grape berry; root restriction; soluble sugar content; phloem; ultra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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