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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日处理诱导西双版纳黄瓜开花试验
薄凯亮，陈龙正，钱春桃，张淑霞，陈劲枫
ｆ作物遗传与种质创新国家重点实验室·南京农业大学园艺学院

南京２１００９５）

摘要：西双版纳黄瓜是分布于我国两双版纳地区的一群独特的黄瓜资源，由于其光周期敏感的特点，育种应
用较为困难。本试验采取８ ｈ／１６ ｈ的短Ｅｔ照条件，研究了短日处理０、１０、２０、３０、４０ ｄ对西双版纳黄瓜开花的影响。

结果表明，短日处理有显著的促雌效应，第ｌ雌花节位提早，雌花数增多，并且随着短日处理天数的增加该效应愈
强。检测分析表明短日处理诱导出的雌、雄配子均活力正常，可用于育种研究。
关键词：西双版纳黄瓜；短日处理；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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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瓜（Ｃｕｃｕｍｉｓ

ｓａｔｉｖｕｓ

Ｌ．）的遗传基础较为狭窄．

１．２试验方法

ＲＦＬＰ显示的多样性仅为３％。９％【ｌ】．这已经成为制

２００９年３月２２日将西双版纳黄瓜种子温汤浸

约黄瓜育种发展的瓶颈。西双版纳黄瓜是中国特有

种３ ｈ后．放入２６℃恒温培养箱催芽。待芽长约

的半野生黄瓜变种．它与栽培黄瓜的遗传距离最远．

０．５

与野生黄瓜次之．在育种研究中引入西双版纳黄瓜

土．待幼苗第ｌ片真叶完全展开后将其定植于田间

对于拓宽黄瓜的遗传背景有着重要作用。西双版纳

并开始光周期处理。

黄瓜的正常发育要求严格的短日照．所以在其原产

ａｍ时．将其播种于穴盘。３月２８日黄瓜幼苗出

预备试验发现８

ｈ／１６

ｈ的短日处理诱导西双版

地以外的区域种植时很难开花．这极大限制了西双

纳黄瓜的开花效果最佳．因此本试验选择８

版纳黄瓜在育种实践中的应用。本试验首次进行了

的短日照条件（每天１６：００至次日８：００进行人工遮

短日处理诱导西双版纳黄瓜成花研究．在一定程度

光），设计了５个处理：（１）短日处理西双版纳黄瓜

上揭示了西双版纳黄瓜对光周期的反应．同时也为西

１０

双版纳黄瓜在育种上的广泛应用奠定了重要基础。

西双版纳黄瓜３０ ｄ；（４）短日处理西双版纳黄瓜４０

１材料与方法
１．１材料
西双版纳黄瓜由陈劲枫教授于２００５年采自我
国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

ｈ／１６ ｈ

ｄ；（２）短日处理西双版纳黄瓜２０ ｄ；（３）短日处理

ｄ；（５）自然光照处理西双版纳黄瓜４０ ｄ（对照）。每
个处理均选择长势一致的１０棵植株。试验在南京
农业大学园艺试验站进行。植株生长期间．均采用
正常管理措施．并从短日处理开始之日起每天逐株
调查雄花、雌花发生情况。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０４—１３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３０９７２００７）：江苏省科技基础设施建设计划（ＢＭ２００８００８）
作者简介：薄凯亮．男，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蔬菜遗传育种与生物技术。电子信箱：ｋａｉｌｉａｎｇｂｏ＠ｙａｈｏｏ．ｔｏｍ．ｃａ
通讯作者：陈劲枫，男，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蔬菜遗传育种与生物技术。电话：０２５－８４３９６２７９；电子信箱：ｊｆｃｈｅｎ＠ｎｊａｕ．ｅｄｕ．ｃ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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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短日处理对西双版纳黄瓜诱导雌、雄配子活力

２结果与分析

的影响

短日处理对西双版纳黄瓜始花节位的影响

２．１

试验研究

薄凯亮等：短Ｅｌ处理诱导西双版纳黄瓜开花试验

试验中作为对照的西双版纳黄瓜可以发生正常

表１结果显示．短日处理显著提早了西双版纳

的雄配子．将其授于经短Ｅｔ处理诱导出的雌配子上．

黄瓜第ｌ雄花和第１雌花的发生节位。短日处理

果实发育正常，并且得到了成熟的果实（图１）和饱

ｄ后，西双版纳黄瓜第ｌ雄花发生节位

满的种子（图２）。同时，将短日处理诱导出的雄配子

分别为６．３、５．４、６．５、６．０节，它们之间不存在极显著

授于短日处理诱导出的雌配子上．结果其表现与前

差异．可见短日处理天数对第ｌ雄花发生节位没有

者一致．并且上述２种配组方式在果实发育．成熟果

明显影响：而第１雌花的发生节位随着短Ｅｔ处理天

实形状，果肉颜色，以及种子的饱满程度、色泽、数量

数的增加分别为２６．５、１９．０、１７．２、１４．３节，说明西双

等方面均与其在西双版纳当地栽培表现相近。可见

１０、２０、３０、４０

版纳黄瓜第１雌花节位是随着短日处理天数的增加

短日处理诱导出的西双版纳黄瓜雌、雄配子活力均

而逐渐提早的。并且短日处理１０ ｄ便有雌花发生．

正常．可用于育种实践。

至于更短的处理天数能否促进雌花分化还有待于进
一步研究。
表１

不同短日处理与对照西双版纳黄瓜
第１雄花和第ｌ雌花节位比较

处理

第１雄花

第１雌花

分布节位平均节住

分布节位平均节位

图１

西双版纳黄瓜的昊实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署（ａ－－－Ｏ．０５），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差
异极显著（ｏｔ－－＇Ｏ．０１），表２同；“一”表示没有雌花发生。

２．２短日处理对西双版纳黄瓜成花数量的影响
表２结果显示．西双版纳黄瓜雌花数量随着短
日处理天数的延长而逐渐增多．不经过短日处理的
西双版纳黄瓜则没有雌花发生．但是短日处理对西
双版纳黄瓜的雌花发生数量没有明显影响．短日处
理１０、２０、３０、４０ ｄ后所得到的雄花数分别为３１．Ｏ、
４１．Ｏ、２８．３、３３．３朵，它们之间均存在极显著差异，可
见不同的短Ｅｔ处理天数对雄花的发生数量存在着较
为明显的影响：而随着短Ｅｔ处理天数的增加分别得
到了１．Ｏ、１．５、１．７、２．８朵雌花，说明短Ｅｔ处理４０ ｄ得
到的雌花数较多．是诱导西双版纳黄瓜成花的理想

图２西双版纳黄瓜的种子

３讨论
关于西双版纳黄瓜的光周期反应．本试验进行

条件．至于更长的短日处理天数对雌花发生数量的

了初步研究。在南京地区利用８

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得了西双版纳黄瓜活力正常的雌、雄配子，这就打破

ｈ／１６

ｈ短日处理获

表２不同短日处理与对照西双版纳

了其正常生长发育所受到的区域性限制．可使西双

黄瓜雄、雌花数比较

版纳黄瓜更加广泛地用于育种研究。同时．短Ｅｔ处
理对于西双版纳黄瓜的雌花发生是必须的．而且随
着短日处理天数的增加．第ｌ雌花节位提早．雌花数
增多．可见西双版纳黄瓜对短日处理的效应是可以
累积的。这与关佩聪ｆ２Ｊ报道的有棱丝瓜在短Ｅｔ照条
件下雌花发生提早．汪俏梅等【３Ｊ研究表明短Ｅｔ照处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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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瓜叶色突变体遗传及连锁的分子标记研究
王

全，陈正武，邢嘉佳，杜胜利，张桂华
（天津科润黄瓜研究所天津３００１９２）

摘要：利用叶色正常（绿色）与叶色突变（黄色）黄瓜材料为亲本，配制正反交杂交一代（Ｆ，）、回交一代（ＢＣ。）及
Ｆ２代分离群体。以此为试材。对黄瓜叶色突变的遗传规律进行研究。同时利用分子标记技术筛选与叶色突变基因紧
密连锁的分子标记。对Ｆ。、ＢＣ．及Ｆ：后代中绿叶植株与黄叶植株比例进行统计。结果表明：叶片绿色对黄色为完全显
性．叶片黄色由ｌ对隐性基因控制。利用ＡＦＬＰ技术和ＢＳＡ方法．筛选到ｌ对引物组合在绿叶和黄叶亲本与绿叶和
黄叶池间同时表现多态性。绿叶亲本和绿叶池在大约２００ ｂｐ处有ｌ条特异条带，而黄叶亲本和黄叶池无带。Ｆ２代验
证发现鉴定结果符合率高达１００％。
关键词：黄瓜；叶色突变体；遗传规律；ＡＦＬ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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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色突变是高等植物的一种常见性状突变．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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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诱发、理化诱变及组织培养中，均可诱发叶色突

重要的理论意义。它是研究植物光合作用、光形态

变．这种由于体内叶绿素缺乏引起的叶色突变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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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使植株发育提早．并促进雌性发育等结果是一致

诱导出的雌、雄配子具有正常活力，可直接应用于育

的。另外．试验中发现雌花和雄花对短１３处理的反

种实践。

应存在差异，这可能与雌花、雄花本身所固有的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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