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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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rt-day Treatments Induce Flowering of Xishuangbanna Cucumber

BO Kai-liang，CHEN Long-zheng，QIAN Chun-tao，ZHANG Shu-xia，CHEN Jin-feng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Crop Genetics and Germplasm Enhancement，College of Horticulture，Nanjing Agricultural Un&ersity，

Nanjing，Jiangshu．210095，China)

Abstract：Xishuangbanna cucumber(Cucum／s sativus L．var．xishuangbannesis Qi et Yuan)is a group of unique cucumber

germplasm located in Xishuangbanna region．Due to its sensitivity to day length for flowering，it has been not easy to Use it

in breeding．This experiment was carried out to study the effect of short-day treatments(8 h／16 h for 0，10，20，30，40 days)

on flowering of Xishuangbanna cucumber．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hort-day treatments significantly promoted female rio—

wers．The first node of female flower was lower，and the number of female flowers increased with increase of short-day

treatment time．Both the male and female flowers induced by short-day treatment had normal v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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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瓜(Cucumis sativus L．)的遗传基础较为狭窄．

RFLP显示的多样性仅为3％。9％【l】．这已经成为制

约黄瓜育种发展的瓶颈。西双版纳黄瓜是中国特有

的半野生黄瓜变种．它与栽培黄瓜的遗传距离最远．

与野生黄瓜次之．在育种研究中引入西双版纳黄瓜

对于拓宽黄瓜的遗传背景有着重要作用。西双版纳

黄瓜的正常发育要求严格的短日照．所以在其原产

地以外的区域种植时很难开花．这极大限制了西双

版纳黄瓜在育种实践中的应用。本试验首次进行了

短日处理诱导西双版纳黄瓜成花研究．在一定程度

上揭示了西双版纳黄瓜对光周期的反应．同时也为西

双版纳黄瓜在育种上的广泛应用奠定了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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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试验方法

2009年3月22日将西双版纳黄瓜种子温汤浸

种3 h后．放入26℃恒温培养箱催芽。待芽长约

0．5 am时．将其播种于穴盘。3月28日黄瓜幼苗出

土．待幼苗第l片真叶完全展开后将其定植于田间

并开始光周期处理。

预备试验发现8 h／16 h的短日处理诱导西双版

纳黄瓜的开花效果最佳．因此本试验选择8 h／16 h

的短日照条件(每天16：00至次日8：00进行人工遮

光)，设计了5个处理：(1)短日处理西双版纳黄瓜

10 d；(2)短日处理西双版纳黄瓜20 d；(3)短日处理

西双版纳黄瓜30 d；(4)短日处理西双版纳黄瓜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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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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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果与分析

2．1 短日处理对西双版纳黄瓜始花节位的影响

表1结果显示．短日处理显著提早了西双版纳

黄瓜第l雄花和第1雌花的发生节位。短日处理

10、20、30、40 d后，西双版纳黄瓜第l雄花发生节位

分别为6．3、5．4、6．5、6．0节，它们之间不存在极显著

差异．可见短日处理天数对第l雄花发生节位没有

明显影响：而第1雌花的发生节位随着短Et处理天

数的增加分别为26．5、19．0、17．2、14．3节，说明西双

版纳黄瓜第1雌花节位是随着短日处理天数的增加

而逐渐提早的。并且短日处理10 d便有雌花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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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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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件．至于更长的短日处理天数对雌花发生数量的

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表2不同短日处理与对照西双版纳

黄瓜雄、雌花数比较

2．3短日处理对西双版纳黄瓜诱导雌、雄配子活力

的影响

试验中作为对照的西双版纳黄瓜可以发生正常

的雄配子．将其授于经短Et处理诱导出的雌配子上．

果实发育正常，并且得到了成熟的果实(图1)和饱

满的种子(图2)。同时，将短日处理诱导出的雄配子

授于短日处理诱导出的雌配子上．结果其表现与前

者一致．并且上述2种配组方式在果实发育．成熟果

实形状，果肉颜色，以及种子的饱满程度、色泽、数量

等方面均与其在西双版纳当地栽培表现相近。可见

短日处理诱导出的西双版纳黄瓜雌、雄配子活力均

正常．可用于育种实践。

图1 西双版纳黄瓜的昊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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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初步研究。在南京地区利用8 h／16 h短日处理获

得了西双版纳黄瓜活力正常的雌、雄配子，这就打破

了其正常生长发育所受到的区域性限制．可使西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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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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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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heritance of Leaf Color Mutant and Molecular Marker Linked to

Leaf Color Gene in Cucumber

WANG Quan，CHEN Zheng-wu，XING jia-jia，DU Sheng-li，ZHANG Gui-hua

(Tianjin Kenel Cucumber Research Institute，Tianjin，300192，China)

Abstract：Normal green leaf color and ayeHow leaf color mutant were used as parents to created Fl，BCl，and F2 populations

to study the inheritance of yeUow leaf color mutant and the molecular marker hnked to the mutant gene．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yeHow leaf mutant is conferred by a recessive gene，and normal green leaf color is completely dominant to yeUow leaf

color．A polymorphie AFLP marker w幽found between the green and yeUow leaf bulks．The green leaf parent and the green

leaf bulk had a approximately 200 bp fragment，and no fragment WaS amplified from the yeHow leaf parent and the yeHow leaf

bulk．The marker WaS confirmed to be 100％accurate by F2 individuals．

Key words：Cucumber；kaf color mutant；Inheritance；AFLP

叶色突变是高等植物的一种常见性状突变．自

然诱发、理化诱变及组织培养中，均可诱发叶色突

变．这种由于体内叶绿素缺乏引起的叶色突变几乎

所有的作物都可产生【11。对叶色突变进行研究具有

重要的理论意义。它是研究植物光合作用、光形态

建成、激素生理以及抗病机制等一系列生理代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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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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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