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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是实施国家教育部“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立项《植物生产类人才培养方

案的研究与实践》的重要内容和成果。

内容包括：绪论、创造变异（植物有性杂交技术与创造变异的新技术）、鉴定变异（植物经济性状、品质性状、

抗逆性、染色体倍性及分子生物学鉴定技术）及选择与利用变异（植物育种方案的设计、实施与选择技术、植物

良种繁育技术以及植物品种鉴别与种子质量监控技术等），共三篇，９章，６９个实验。

本书是为植物科学与技术专业编写的系列教材之一，也可作为农学、园艺、植物遗传育种、种子科学与工程、

生物技术及其他相关专业研究生、教师、科研人员的参考书或教材。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植物育种学实验／陈学森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

社，２００４．１０

ＩＳＢＮ ７－０４－０１５４３１－５

Ⅰ．植．．． Ⅱ．陈．．． Ⅲ．植物育种 －实验 －高等

学校 －教材 Ⅳ．Ｓ３３－３３

中国版本图书馆 ＣＩＰ数据核字（２００４）第 ０９２１５９号

策划编辑 李光跃 责任编辑 张晓晶 封面设计 张 楠 责任绘图 尹文军

版式设计 范晓红 责任校对 王效珍 责任印制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购书热线 ０１０－６４０５４５８８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４号 免费咨询 ８００－８１０－０５９８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１１ 网 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ｅｐ．ｅｄｕ．ｃｎ

总 机 ０１０－５８５８１０００ 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ｅｐ．ｃｏｍ．ｃｎ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开 本 ７８７×１０９２ １／１６ 版 次 ２００４年６月 第１版

印 张 １５．７５ 印 次 ２００４年６月 第１次印刷

字 数 ３８００００ 定 价 １８．５０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１５４３１－００

    
    

    
    

    
 

    
    

    
    

    
 



序

为了加快对传统农业学科的改造，培养适应农业现代化发展需要的高科技农业人才，教育部

在“九五”期间设立了“面向 ２１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重大研究项目，将《植物生产类

（农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研究》列为研究重点，旨在推动拓宽传统农学专业人才培养口径的

理论研究，为发展植物生产类宽口径专业奠定理论基础。“十五”期间，教育部又将《植物生产类

人才培养方案的研究与实践》列为“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重大教育研究项目。该项目

不仅要对整个植物生产类人才培养方案的理论研究进行充实和完善，而且要按照新人才培养方

案培养学生。山东农业大学承担了这一重大项目。为了使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在调查研究、组

织国内知名教育专家论证的基础上，经教育部批准在山东农业大学试办了我国第一个植物科学

与技术本科专业。

主干专业课程的设置是专业培养口径宽窄的重要体现，是专业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之一。我

国高等农业院校传统的植物生产类专业一般包括农学、园艺和植物保护三个专业，部分学校还包

括草业、林学。为了适应农业产业化的需要，我们将“植物生产学”、“植物育种学”和“植物保护

学”三门课程列为植物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主干专业课程。三门课程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形

成该专业的专业课程体系。在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农林医药处和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支持和关心

下，与上述课程配套的三本教材作为“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重大教研项目成果，已于

２００３年正式出版。

为了强化学生实践技能、动手能力、创新精神和创新素质的培养，山东农业大学植物科学与

技术专业建设领导小组组织有关专家对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了修订，决定将“植物生产

学”、“植物育种学”和“植物保护学”三门课程的实验单独设立实验课程，纳入教学计划，增加实

验教学的学时和比重。同时提出，要把改革实验内容与实验方法结合起来，减少验证性实验项

目，增加综合性实验和设计性实验内容，构建具有专业特色的实践教学体系。２００３年底，高等教

育出版社生命科学分社的林金安社长、吴雪梅高级策划在来山东农业大学调研专业建设、课程建

设和教学改革时，同意我们编写《植物生产学实验》、《植物育种学实验》和《植物保护学实验》的

设想。植物科学与技术专业建设领导小组，组织农学、园艺、植保等学科的专业人员，在总结了该

专业实验课教学经验的基础上，借鉴相关专业实验内容和方法，进行了认真编写和多次修改。在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农林医药处和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支持和关心下，三本实验教材也作为“新世

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重大教研项目的配套教材，列入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计划。应当说

这三本实验教材的构思、编写、出版和应用，只是一个新的尝试，还未经过充分的实践检验，再加

上编者水平有限，错误和不足在所难免，恳请关心该专业建设的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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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科学与技术专业是新专业，教材建设是该专业的基本建设。三门专业课程及其配套的

实验教材能及时出版，得到了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植物科学与技术专业建设领导小组

２００４年３月

    
    

    
    

    
 



前 言

《植物育种学实验》是为植物科学与技术等专业编写的系列教材之一。按照宽专业、厚基

础、重应用的教育改革方向，在引导学生全面掌握植物育种基本原理和新技术的基础上，着力培

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动手能力以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配合《植物育种学》教材，我们组

织编写了《植物育种学实验》，作为实施国家教育部“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本科教育教

学改革立项重大项目《植物生产类人才培养方案的研究与实践》的重要内容之一。本书具有如

下突出特色：

１．系统性

纵观植物育种的全过程，植物育种学即是研究如何创造变异、发现变异、鉴定变异、选择变异

及利用变异。《植物育种学实验》作为《植物育种学》的配套教材，兼顾辅助性和独立性，自成体

系。全书分上、中、下三篇，上篇为创造变异，中篇为鉴定变异，下篇为选择及利用变异，共 ９章

６９个实验。因此，《植物育种学实验》具有较强的系统性与完整性。需要说明的是，中篇是关于

植物育种材料的鉴定、评价技术，所鉴定的材料，有些是作为新品系、新品种而用于生产，有些是

作为进一步育种的种质材料。因此，中篇也就包含植物种质资源的鉴定与评价。

２．注重学生创新意识及创新能力的培养

以往的大田作物、果树作物、蔬菜作物、茶叶作物及观赏植物等育种实验指导注重知识传授，

一方面，绝大多数实验课的实验内容、操作步骤等编得过细，讲求统一步调，学生按部就班操作，

方法步骤相同，实验结果一致，难以充分发挥学生灵活思维的能动性和创造性，造成过分依赖实

验指导书的被动局面；另一方面，实验教学内容体系上，演示性、验证性、模拟性实验占绝大多数，

而综合性、设计性和研究性实验占的比例很少。为此本实验教材在适当提高综合性、设计性和研

究性实验的比例，淘汰一些落后的演示性、验证性和模拟性实验的同时，力求做到精练与详细相

结合，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相结合。有些实验，例如 ＲＡＰＤ分析、ＳＳＲ分析及植物品质性状鉴定

技术等，应尽可能详细介绍，起到工具书的作用，具有实用性和参考性；有些实验，特别是综合性、

设计性和研究性实验，如植物抗性鉴定等，力求简明扼要，在阐述基本原理或基本方法的基础上，

引导学生主动思维；同一实验，不同的学生可以设计不同的实验方案，采用不同的实验材料，取得

不同的实验结果。在提高学生实验操作能力的基础上，重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及综合运用知

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３．突出高、新、合的编写原则

当今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特别是学科的相互渗透与交叉，新的边缘学科不断产生，植物育种

的手段也不断改进。本教材尽可能介绍创造变异、鉴定变异及选择变异的最新技术和方法，起点

    
    

    
    

    
 



ⅱ 前 言

高，内容新；在打破草本与木本、一年生与多年生之界限，实现实质性融合的同时，兼顾不同植物

的特点及个性。

本书由山东农业大学农学院及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教师组成编写小组，在对教材的总体

框架、编写思路、章节安排及内容体系等进行认真研讨、规划的基础上，提出了具体的编写要求，

并进行了编写任务分工：陈学森负责编写绪论和第五、六章，高荣岐负责编写第四、九章，杨建平

负责编写第一、八章，胡延吉负责编写第二、七章，李常保负责编写第三章，另外，田纪春、尹燕枰、

李宪彬、陈晓流、陈美霞、刘凤珍、冯宝春、孙丽萍及潘敏等参与了部分实验的编写工作。由陈学

森、高荣岐、杨建平、胡延吉及李常保负责全书的修改和统稿。本书是在参考了不同专业的育种

学实验指导以及国内外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编写人员多年的教学和科研经验编写而成，是集

体智慧的结晶。

本书的编写得到了山东农业大学领导、教务处、农学院、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的高度重视和

支持，组织专家对编写大纲及内容体系进行论证，提出编写原则及要求；对初稿进行多次讨论，提

出修改意见。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农林医药处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对本书的立项、编写及出版给予

了大力支持和精心指导，提出了很好的建设性意见，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

本实验教材是为植物科学与技术专业编写的系列教材之一，也可作为农学、园艺、植物遗传

育种、种子科学与工程、生物技术及其他相关专业研究生、教师、科研人员的参考书或教材。本书

是我国第一部将大田作物、果树作物、蔬菜作物、茶叶作物及观赏植物融为一书的植物育种学实

验教材，覆盖面广，涉及学科多，技术发展快，编写难度较大，虽经编著者共同努力，但由于水平所

限，时间又较仓促，书中讹误及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恳切期望使用本教材的师生及读者不吝赐教，

提出宝贵意见，以便修订。

编者

２００４年 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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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１

绪 论

一、实验教学与大学生的素质培养

针对我国高等学校在人才培养上存在的问题，１９９９年 ６月 １３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提高国

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

有纪律”的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同时又指出：高等教育要重

视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普遍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上述

原则指明了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方向。实验室是培养面向 ２１世纪高科技人才的重要基地，是实

施素质教育，将人才、知识、科技资源引导到经济建设主战场上去的重要场所。实验教学是实现

创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教学环节，它对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动手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学生在实验室环境里，可以感受、理解知识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

实现知识由感性到理性的转变，养成科学精神和创新思维的良好习惯。

二、实验教学与理论（课堂）教学的关系

高等学校教学主要分为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两部分。理论教学又称为课堂教学，以教材

（包括教科书和电子教材等）为媒体，教师课堂讲授为主要形式，学生通过听课、思考、讨论、练习

来接受理论知识。理论教学传授给学生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学生科学的形象思维和抽象

思维能力，是学生获得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主要来源。有许多知识，只有通过教师系统的讲

授，学生才容易理解，才能达到对知识深刻理解和牢固掌握。因此，理论教学在高校教学中占有

极其重要的地位。而实验教学是以实验室、实验站等为主要场所，在教师指导下，以学生操作仪

器，观察现象，记录数据等为主要教学形式。通过实验能丰富、活跃学生的科学思想，加深对课堂

所学知识的理解，培养学生对客观世界的观察、分析能力和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以及

刻苦钻研、坚忍不拔的工作作风。

理论教学是实验教学的前提，动手能力是建立在明确的概念与理论知识基础之上的，若缺乏

理论的支持，学生的实践活动必然变得盲目，无法分析、解决实验中出现的问题。实验是理论的

来源，实验先于理论，成功的新实验往往是新兴学科的生长点，为科技的发展开辟新的研究领域。

脱离实验学理论，学生将难以理解理论知识的内涵。大量的事实证明，在实验中应用过的理论知

识，学生理解得比较透彻，记得比较牢固，也能在需要时予以灵活应用。

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不是主从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是两个相互独立、相互依存、相互

促进和相互发展的教学体系。理论教学固然重要，而实验教学相对理论教学更具有直观性、时间

性、综合性与创新性，实验教学是实现素质教育和创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教学环节，培养学生

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造就创新人才，只有在实验室、试验基地动手、动脑才可能实现。过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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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合格人才的理解在认识上有所偏差，片面地强调理论课程教育的重要性，把理论课程教育的

好坏当成是培养合格人才的主要标准，只注重抓好理论教学的质量，而对实验教学的作用重视不

够，造成理论教学与社会实际脱节，学生动手能力和创新意识不强，许多学生毕业后很难适应社

会需求。

三、转变观念，建立植物育种实验教学的软件及硬件新体系

课程改革是教学改革的关键，实验、实践教学的改革是课程改革的难点，在所有课程中，尤以

专业课实验教学亟须改革。在淡化专业，专业课理论教学时数大幅度减少的今天，如何通过专业

课实验、实践教学的改革来提高专业课的教学质量已成为高校专业课教师关注的热点之一。

注重实验教学观念的更新是深化实验教学改革，提高实验教学质量的先决条件。大学生综

合素质教育就是要改变偏重知识传授，轻视能力培养的现行教育模式。因此，实验教学改革的基

本目标就是要促使课堂理论教学为重，实验教学为辅向课堂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并重转变。植

物育种学实验是植物科学与技术专业骨干课程之一，转变观念，建立植物育种实验教学的软件及

硬件新体系是实现这一转变，全面提高实验教学质量的根本保证。

（一）建立全新的植物实验教学的软件体系

１．要有明确的指导思想

全新的植物育种实验教学体系必须建立在教育思想、教育观念转变的基础上。事实上，在植

物科学研究中，几乎所有的新发现都要依靠实验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讲，植物科学是一种实验性

的科学。对人才培养来讲，必须充分重视实验教学工作。因为实验是学生认识生物世界的基础，

是知识创新的源头，任何科学创意都来源于科学实验。传统的对实验教学的认识，认为它只是教

学的一个环节，是理论知识的验证和理论学习的补充。全新的植物育种实验教学体系必须建立

在两个全新的认识上，一是实验教学与理论教学既是两个独立的环节，又是相互密切联系的整

体，要树立实践第一的思想，实践检验理论，把创新人才的培养放在实践第一的基础上；二是教学

实验的安排要以学生为主体，以有利于全面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启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和意

识，培养创新进取的科学精神为宗旨安排教学实验的形式与内容。

２．提高实验教学人员素质

实验室不仅是学生接触实践、认识世界的场所，更应成为科学研究、新技术推广的基地，因

此，实验技术人员担负着传授知识和培养能力的双重任务，其作用在于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启迪学生的思维。其个人素质、道德水平、敬业精神、治学态度及文明举止等对学生影响很大，高

素质的实验教学人员对学生的素质提高起到引导、示范和保证作用。因此，要提高实验教学质

量，适应高素质人才培养，必须有一支素质高，能力强，有一定钻研精神的实验教学教师和实验技

术人员队伍作保证。

３．调整植物育种实验教学内容体系

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杨振宁教授从东、西方文化传统的区别出发，比较了中、美的教学方法后

指出：中国传统教学方法重演绎、推理，按部就班，学生严谨认真，基础扎实，但缺少创新意识；而

美国的教学方法重归纳、分析和渗透、综合，是一种“体会式”的学习方法，其效果是学生独立思

考能力和创造能力强，易于较快地进入科学发展前沿，但根基不够扎实。那么我们的教育就要使

中、西方的两种教育思想和方法相互取长补短，创造出有利于培养高质量创新人才的教育体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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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

高等教育教学过程中的一个基本矛盾就是学习与发现的矛盾，大学教育从以传习已知为主

过渡到以发现未知为主。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基础扎实，知识面宽，具有创新能力的高质

量人才，而“培养质量”和“人才价值”的关键在于创新。要实现这一培养目标，实验教学内容的

更新是关键。因此，本植物育种学实验教材，适当提高了综合性、设计性和研究性实验的比例，同

时淘汰了一些落后的演示性、验证性和模拟性实验。在教学计划中，独立设置课程，这样有利于

实验教学的改革，保证实验教学的质量。

４．改进实验教学方法

传统的实验教学不仅告诉学生实验项目，还有详细的实验原理、使用仪器、测试方法、实验步

骤乃至数据记录表格等等，实际上是告诉了学生进行实验的全过程，学生只需要按指定的过程一

步一步去操作，而用不着再去查资料、思考和创新。这种“抱着走”的教学模式使得教师不曾讲

过的东西学生就不会；该注意的地方教师不指出来，学生自己就不会考虑到，就有可能出错。其

实，实践性教学的主要目的是为学生提供一种条件，让他们在正确的指导下通过自身的实践努力

来提高能力，提高素质。因此，改革这种“抱着走”的实验教学模式，势在必行。下面推荐几种教

学方法，可在植物育种实验的教学实践中选择应用。

① 自主式教学法

自主式教学法，就是实验的全过程要求由学生独立完成的教学方法，包括确定实验目的，制

定实验方案，安排实验步骤以及设备的调试和实验报告的编写等。这样有利于学生动手、动脑及

创造性的发挥。首先应有一本好的实验指导书。如实验指导书应重点介绍实验的原因及实验仪

器、设备的构造及使用方法、注意事项，提供实验仪器的原始资料、参数范围等指标，提出实验的

要求及实验应达到的目标。具体实验方案的确定，如何达到实验要求及怎样达到实验目标则留

给学生自己思考，让学生自己设计实验方案，亲自参与整个实验过程。

② 导学式教学法

所谓导学式教学法，就是通过启发诱导，激发学生主动积极去学习的方式。在实验课的教学

中如果教师偏重于讲授，从原理到方法，乃至实验步骤讲得一清二楚，过于详细，就会使学生只是

被动地接受，不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应以略讲为主并重点介绍实验仪器及使用方法

等。教师要引导学生动脑筋，在实验中观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辅导实验过程中对学生提出

的问题尽量不直接回答，应多以启发诱导方式，促使学生自己想出答案。

③ 有效地利用多媒体教学

随着计算机多媒体技术的普及，ＣＡＩ课件已广泛应用于课堂理论的教学中。在实验教学

中，多媒体教学可形象地充实实验教学中的不足，特别是可缓解植物育种实验教学的时间、空间

矛盾。植物育种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专业课程，但田间实践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资金

和场地，需要专门准备教学试验地，有时仅仅为了一两个教学环节，要提前几个月播种，还需专人

管理。例如小麦的杂交技术实验，小麦的生育期在 ２５０天以上，需要提前 ７个月播种，来年 ５月

才能开花。而一个品种的开花期仅仅几天时间，教学计划、节假日休息等都要服从生物时钟的安

排，一旦遇到连阴雨天气，错过季节，就不能补救。例如，玉米、棉花的花期正是学生的暑假期间，

教学实践的时间安排更加困难，而利用多媒体技术，把作物的杂交技术搬进教室，采用生动形象

的动画、声音和图像，模拟现实，可以多次重复，不受场地和气候条件的限制，为学生掌握实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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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技能，起到重要作用。

④ 置换角色法

置换角色法，就是在实验课中，由学生通过阅读有关文献资料，写出预习报告，确定实验方

案，并由学生来讲授的方式。此方法尤其适合综合性、设计性、创新性实验。由于每个学生考虑

问题的角度都有所不同，因而设计的实验方案就会有所不同，通过学生自己进行方案设计，从中

选有所创新、比较典型的方案由学生自己来讲，既锻炼了学生，又使学生真正参与到实验课当中，

使学生真正成为主体。同时又使学生具有一种成就感，就更增加了学生爱上实验课的热情，从而

就更加激发了学生的创新思维，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５．建立考评学生专业技能与素质的量化考核体系

专业课程的学习成绩与教学效果难以评定是一个多年未决的问题。与其他课程一样，以往

的作物育种学、果树育种学、蔬菜育种学及园艺育种学等课程的实验教学的考核评分也一直存在

很大的随意性，没有一套完整、规范的考核评分体系，不能反映学生掌握理论知识的程度与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授课教学效果，难以有效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此，植物育种实验

课的考核，应根据实验教学的内容及性质而采用不同的考核办法，即一般性的室内实验可尝试根

据参加实验课的次数及实验报告来评定成绩，研究性实验可根据撰写实验方案和现场操作来评

分，田间的调查与参观则根据调查报告评分。

（二）优化实验教学环境，建立植物育种实验教学的硬件体系

为了创造有利于学生创新能力发展的教学环境和条件，应加强实验条件、实验环境、实验设

施的建设，优化实验教学环境，加大资金投入，建立包括实验室、资源圃及育种圃等在内的植物育

种实验教学硬件体系。进而提高实验教学质量，拓宽学生获取知识的渠道，促进学生个性发展。

１．实验室

根据实验内容，植物育种实验室分为常规实验室和特色实验室。常规实验室主要用于验证

理论教学及基本操作技能训练等。实验室内除了备全实验教学所需的仪器设备外，还应制作教

学标本及教学录像片等直观教具。特色实验室主要用于特色技能和创新技能培养，主要包括植

物组织培养室、品质分析实验室、分子育种实验室、染色体工程实验室及种子科学实验室等特色

实验室。

２．资源圃

搜集主要栽培植物的种、亚种（变种）及品种类型建立种质资源圃，一方面为植物品种的识

别与鉴别等实验提供试材，另一方面也为有性杂交试验提供试验场所和杂交亲本。

３．育种圃

育种圃是植物育种材料（杂交材料、诱变材料、细胞融合材料及转基因材料等）种植鉴定与

选择的场所，同时也是研究性实验的教学基地。高教理论研究表明，学生本科后期正处于从有指

导的自学向独立的创造性学习的过渡阶段，而开展研究性实验，参加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使教

学内容与科研相结合，可以使学生接受到更为实际的科学研究的训练，从而提高其科研、生产实

践能力，它符合大学生的心智发展水平与高等教育规律。

    
    

    
    

    
 



实验１ 自花授粉植物有性杂交技术 ５

上篇 创 造 变 异

第一章 植物有性杂交技术

实验１ 自花授粉植物有性杂交技术

自花授粉有两种含义，对于有性繁殖植物，是指雌蕊接受同一花朵的花粉；对于营养繁殖的

果树等作物，是指同一品种（基因型）内的相互授粉。在自然条件下，以自花授粉为主的植物称

为自花授粉植物，又称自交植物。自花授粉植物必然是兼有雄蕊和雌蕊的完全花；而且雄雌蕊基

本上同时成熟；不存在自交不亲和等特点；在花器结构上具有某些特点使自花授粉在整个传粉过

程中占主导地位，其自然异交率一般在 ５％以下，大体上可以分为花粉隔离型和花药包围型。

１．花粉隔离型

有些是整个花冠形成一个隔离空间，使外部花粉不能接触花柱，如小麦、燕麦、冰草等；有些

是部分花冠，如豌豆、豇豆等豆类蔬菜由两片龙骨瓣合生形成一个隔离空间，不仅使外部花粉难

以进入，而且可以使花粉受到保护，不易被昆虫吞食和被雨水淋湿。

２．花药包围型

指花柱受到裂药雄蕊群的包围，如番茄等的花柱由若干枚雄蕊合生的花药筒紧紧地围裹在

中间，在授粉受精前难以接触外来花粉。

自花授粉植物群体由许多遗传组成纯合的个体组成，即使个别植株或个别花朵偶然发生天

然杂交，也会因连续几代的自花授粉，而使其后代的遗传组成很快趋于纯合。而且自花授粉植物

具有自交不退化或退化缓慢的特点，自花授粉方式是在长期的自然选择作用下产生和保留下来

的，具有对物种的生存和繁衍有利的特性。

不同科、属的自花授粉植物的有性杂交技术也是不尽相同的，但是，目前在育种上人工去雄

杂交还是一个重要手段。为了提高杂交的结实率，应注意掌握和改进杂交技术，本实验以番茄的

杂交技术为例来说明自花授粉植物的有性杂交技术。

一、试材及用具

１．试材

供杂交用的亲本材料为番茄，同时也可根据实验安排，准备小麦、葡萄、大豆、芸豆及豇豆等。

２．用具

镊子、授粉器、放大镜、指形管（或小玻璃瓶）、干燥器、培养皿、剪刀、７５％酒精棉球、纸袋、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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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及铅笔等。

二、方法步骤

（一）选择亲本并套袋

１．株选

作杂交亲本的种株，无论是父本还是母本，都应具有该品种的典型性，生长健壮，无病虫危

害，选好后进行统一编号并套袋，以防昆虫等传递非目的性花粉。

２．蕾选（小麦是穗选）

番茄品种多样，有无限生长型与有限生长型之分，而无限生长型在整枝上多留单杆，有限生

长型则留 ２～４杆。这样选择的花序也有所不同：有限生长型最好选 ２～３穗上的花蕾，每花序选

留 ２～３个；而无限生长型，则选 ２～４穗上的花蕾，每穗留 ２～４个花蕾，其余的及已开放的，全部

去除。

（二）人工去雄

番茄是雌雄同花，其正常的花药通常联合成筒状，其花药的开裂方式是由花药先端向内纵

裂，散出的花粉触及柱头而自交授粉，因此杂交去雄必须于蕾期进行。去雄时的花蕾应选择：花

冠微露，色泽为绿中泛黄（小麦是在发育时期以全穗抽出，穗基部距旗叶叶耳 １．６ｃｍ左右，穗中

部花药呈绿带微黄为宜。选好穗，然后要整穗：用剪刀将穗两端发育较差的小穗剪掉，只留中部

１０～１２个小穗，每一个小穗只保留基部两朵小花。葡萄、豆类多为闭花自交，被认为是最严格的

自花授粉植物，要选择花冠由绿转淡绿，第二天要开放的花蕾为好）。去雄的最佳方法是：先用

左手的大拇指和食指夹住花柄基部，然后用右手持镊子伸到花药筒的基部，夹住后轻轻上提，技

术熟练时，可一次将花药筒全部取出。注意一定要把花药去除干净，并且不要损伤柱头。操作完

成后，挂上纸牌，填好品种名称、株号、去雄日期及操作人等，然后套上纸袋。

（三）花粉采集与贮备

通常于晴天早晨露干后，在选定的父本植物上选取当天盛开的花，用镊子将花药筒取出，放

入干燥器内干燥，２～４ｈ后，将花药取出放在培养皿中，压碎后将花粉过筛装入指形管（或小玻

璃瓶）中备用。一般花粉在干燥、冷凉、黑暗的条件下保存寿命较长。用电动采粉器取粉时，一

定要在天气晴朗时进行，以防因花器潮湿不利取粉。如果父本的花期晚，则需要进行催花，即将

花枝采回室内插瓶，使其在温暖的条件下提前开花，然后取其花粉备用。

（四）授粉

通常在去雄的 １～３ｄ内，选择晴朗无风、早晨露干时进行授粉结实率最高。授粉时，动作要

轻，用授粉器黏取少量花粉轻擦柱头即可。如果一株上有几个花序留蕾杂交时，可按从下而上的

自然位置循序授粉，以防遗漏，为提高结实率，也可重复授粉一次，可由上而下进行。操作完毕，

在挂好的标牌上，填好父本名称及授粉次数、具体时间等，然后套好纸袋。在授粉后的 ８～１０ｄ

检查结实情况，并按下表填写有关事项。

注意：所有杂交工作一定注意操作用具的消毒及杀死遗留花粉，即每换一个杂交组合，均要

消毒一次，避免混交。

（五）授粉后的管理

杂交后的最初几天要检查纸袋，如脱落、破碎则可能发生了意外的杂交，这些杂交花就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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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应重新补做杂交。一周左右，花瓣开始凋谢，幼果渐渐长大时，就可以除去纸袋，以便幼果得

到充分发育，同时要防止风、鸟以及病虫的危害。果实达到生理成熟后及时采收，检查结实率。

三、作业思考题

１．交回得到的目的性杂交果实。并将所得结果填于表 １－１，以实习小组为单位汇总结果，

并分析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或教训，提出你的改进意见和建议。

表１－１

杂交组合 去雄日期 去雄花数 授粉日期 授粉花数 结实数 结实率 备注

２．在自花授粉植物的杂交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有哪些？为什么？

（杨建平）

实验２ 异花授粉植物有性杂交技术

异花授粉也有两种含义，对于有性繁殖植物，是指在自然状态条件下雌蕊通过接受其他花朵

的花粉受精繁殖后代；对于营养繁殖的果树等作物，是指不同品种（基因型）间的相互授粉。在

自然条件下，以异花授粉为主的植物称为异花授粉植物，又称异交植物。异花授粉植物的群体是

来源不同、遗传性不同的两性细胞结合而产生异质结合子所繁衍的后代。自花授粉植物和常异

花授粉植物限于雌雄同花类型，而且限于被子植物少数几个科、属的草本植物。异花授粉则普遍

发生于高等植物所有的科。多数异花授粉植物不耐自交，自交会导致生活力显著衰退。但是雌

雄异株和雌雄异花同株类型主要靠性别分化保证其异花授粉，未发现有特殊的自交不亲和机制。

异花授粉植物在花器结构方面有着复杂的多样性，以多种方式适应异花授粉的需要。如开

放传粉，雌雄蕊异熟有利于异花授粉；风媒花产生大量小、轻而易于飞扬的花粉，雌蕊具有外露表

面大而便于捕捉飘浮花粉的柱头；虫媒花具有对昆虫等传粉动物吸引力很强的艳丽色泽、浓郁而

特异的气味、发达的花冠和蜜腺；自交不亲和机制以及上述两个或更多特性的联合机制等。

因不同科、属的异花授粉植物具有不同的花器结构，所以在进行去雄授粉之前必须了解这些

不同之处。十字花科蔬菜是目前品种最多，栽培面积最为广泛的蔬菜，并为典型的异花授粉植

物，因此本实验以甘蓝为主来说明异花授粉植物的有性杂交技术。

甘蓝开花习性：花序为总状，主茎先抽薹，然后抽出一次枝，一次枝上又抽出二次枝……花的

开花次序是先主茎，后一次侧枝、二次侧枝……整株的花是由上而下开放，而每一花序的花则是

由下而上开放。早期开放的花会因温度低，授粉不良而结实率低，高次分枝（二次以后的各分

枝）顶端的一部分花因营养不良而结实率低，且结的种子也不饱满，这些部位的花蕾均不宜选作

杂交用。

实验目的是通过实验操作，掌握苹果、梨等果树植物、十字花科蔬菜、葫芦科蔬菜、百合科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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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菠菜及玉米等异花授粉植物的有性杂交技术，了解异花授粉植物不同的花器结构和开花动

态，根据结果探讨不同杂交组合的结实情况，获得目的性杂交种子以丰富育种的原始材料。

一、试材及用具

１．试材

供杂交用的亲本材料。可根据实验要求准备试材，如苹果、梨、玉米、大白菜、甘蓝、黄瓜、西

瓜、韭菜、大葱及菠菜等。

２．用具

镊子、授粉器、放大镜、指形管（或小玻璃瓶）、干燥器、培养皿、花粉筛、剪刀、７５％酒精棉球、

纸袋、纸牌及铅笔等。

二、方法步骤

（一）亲本的株选

由于十字花科蔬菜为异花授粉植物，品种内株间的差异较大，所以在选择亲本时一定要选择

具有本品种典型性，生长健壮，无病虫害的植株，选定后要统一编号，父、母本要套袋隔离。

（二）花序选择及整枝疏花

一般自然生长的种株分枝较多，作杂交亲本时，为保证营养和种子的饱满，要适当整理植株，

去除过多无效的高次分枝，杂交用花序选主茎和一次侧枝上的为佳。每花序留 １５个左右的饱满

花蕾，去除已经开放或多余的幼小花蕾。

（三）去雄套袋

选开花前 １～２ｄ的花蕾，此时的花冠微露出淡绿色花瓣，但尚未开放（阶段划分称为黄蕾

期），用镊子轻轻挑开花萼和花冠，再用镊子把全部雄蕊（四强两弱）除净。如果杂交组合为正反

交，可将去雄时取下的花药置于指形管（或小玻璃瓶）中保存。操作时不要损坏柱头，尽量减少

对花冠的破坏，以使柱头仍处在一个适宜的环境之中。十字花科蔬菜的去雄时间一般应在

６∶００—８∶００和 １６∶００—１８∶００，因为这时温度低，花器失水少，也有利于伤口的愈合。操作完毕

后，要套纸袋，以防昆虫等传粉。

苹果、梨、桃、杏及李等果树植物，可采用连被去雄法，即用去雄器或手指甲将部分萼筒、雄蕊

及花瓣一次去掉，授粉后不用套袋，显著地提高了杂交效率，可在有限的授粉时间内，获得尽可能

多的杂交种子。

（四）花粉采集与贮备

去除父本的套袋，选当天盛开的花朵，取回室内，将花药取下，集中于培养皿中，放入干燥器

中干燥 ２～４ｈ，再取出用花粉筛分离，将筛出的花粉盛入指形管（或小玻璃瓶）中备用。一般花

粉在干燥、冷凉、黑暗的条件下保存寿命较长。如果父本的花期晚，则需进行催花，对果树植物如

苹果、梨等可以将花枝采回室内插瓶（称为切枝水培），使其在温暖的条件下提前开花，然后按照

上述方法取其花粉备用。

（五）授粉

去除母本纸袋，去雄 １～２ｄ后的花（即当天盛开的花）用授粉器黏取少量父本花粉轻擦其柱

头即可，为保证结实率，可重复授粉。授粉的时间在 ８∶００—１１∶００和 １５∶００—１７∶００为佳。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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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毕后，挂上纸牌，注明父、母本名称、株号、去雄日期、授粉日期、授粉次数及授粉（去雄）人等字

样，套上纸袋。

（六）授粉后的管理

杂交后的最初几天要检查纸袋，如脱落、破碎则可能发生了意外的杂交，这些杂交花就无效

了，应重新补做杂交。一周左右，花瓣开始凋谢，幼果渐渐长大时，就可以除去纸袋，以便幼果充

分发育，同时要防止风、鸟以及病虫的危害。果实达到生理成熟后及时采收，检查结实率。

注意事项：

１．如果不同的杂交组合是在不同的隔离区内进行的，则应该分别穿用专用的工作服，以防

止人为传粉。

２．杂交工具在每做完一个杂交组合后要用 ７５％酒精棉球消毒，杀死残留花粉。

三、作业思考题

１．交回得到的目的性杂交种子或果实。并将所得结果填于表 １－２，以实验小组为单位汇总

结果，并分析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或教训，提出你的改进意见和建议。

表１－２

杂交组合 去雄日期 去雄花数 授粉日期 授粉花数 结实数 结实率 备注

２．异花授粉植物的杂交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有哪些？为什么？

３．异花授粉植物的自然异交率一般在 ５０％以上，主要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杨建平）

实验３ 常异花授粉植物有性杂交技术

常异花授粉植物以自花授粉占优势，是指那些有自花授粉习性，但是花器结构不太严密，从

而发生部分异花授粉的植物，通常以自然异交率 ５％以上作为常异花授粉植物的下限，范围在

５％ ～５０％，因此和自花授粉植物一样，连续自交后代的生活力衰退不明显。本实验以棉花为例

来说明常异花授粉植物的有性杂交技术。

首先了解一下棉花的花器结构（蚕豆的花器结构与大豆相似，辣椒的花器结构与番茄相

似）：棉花的花为单生两性花，每朵花由苞叶（３片）、花萼（５片）、花冠（５片花瓣）、雄蕊和雌蕊 ５

个部分组成。

１．苞叶

在花的外层有 ３片苞叶，呈三角形。苞叶上部有锯齿形缺刻，基部有联合的（如中棉），也有

分离的（如陆地棉）。陆地棉苞叶基部外侧有 ３个蜜腺。苞叶有保护作用，并能制造养分，供棉

铃发育需要，所以杂交时尽量不要伤害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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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花萼

由 ５个联合的萼片组成波浪形的一圈，围着花冠，合成花萼。花萼在苞叶里面，所以色较浅。

在萼片基部两片苞叶交接处，通常有蜜腺，所以萼片上一般也有 ３个蜜腺。

３．花冠

由 ５个花瓣组成，花瓣为倒三角形，其颜色和大小因棉种而异。海岛棉最大，陆地棉次之，亚

洲棉和非洲棉最小。陆地棉的花为乳白色，海岛棉为鲜黄色，亚洲棉为白色、黄色或乳白色。

４．雄蕊

由花药和花丝组成，花丝基部联合成管状，称雄蕊管。雄蕊管与花基部连接，像管子一样套

在雌蕊的花柱外面。雄蕊有 ６０～９０个或更多肾形花药，花药在开花前后或开花的同时开裂，内

有花粉粒 １００～２００粒，花粉粒呈圆球形，黄色或白色，表面有许多突起。

５．雌蕊

位于花的中央，为雄蕊管所包围，由柱头、花柱和子房 ３部分组成。子房卵圆形，是棉花的果

实———棉铃的雏形。子房一般 ３～５室或更多，每室有 ７～１１个胚珠，受精后发育成种子。一般

每室顶尖只着生一个胚珠，其余则成对排列，所以各室的胚珠数通常都成单数。子房上部有柱头

和花柱。花柱较细，上有油腺，柱头突起的表面呈茸毛状，这是一层单细胞的毛，能黏着花粉。棉

花柱头不分泌黏液，为干柱头。

其次了解一下棉花的开花习性：棉花的花蕾包裹在苞叶内，在自然情况下，棉花现蕾后 ２５ｄ

左右即开花。开花前４～５ｄ，花冠伸长得很快，在开花前一天上午，花冠急剧伸长，顶部露出苞叶

之外，同时花冠变为乳黄色。可利用这一指标作为去雄时间的标志。棉花开花顺序就整个植株

讲是由下而上，由内向外，开花的纵向间隔一般 ２～４ｄ，横向间隔 ５～８ｄ。在植株上部和果枝的

外围果节，开花间隔天数较多，这主要是因为后期温度降低的缘故。

一般棉株全天都能开花，但以 ８∶００—１０∶００开花最多，花粉生活力以 １０∶００—１４∶００最强。

当日 １５∶００—１６∶００以后，花冠渐渐萎缩，开始由乳白色或乳黄色变为微红色，第二天变为红色，

第三天变为紫红色，而后渐渐凋谢脱落。开花后花粉生活力一般只能保持数小时，柱头的生活力

也只能保持一天左右，所以，开花当天上午进行杂交授粉最好。

棉花开花的同时（或稍有迟早），雄、雌蕊器官已经成熟，９∶００—１０∶００花瓣展开，同时花药开

裂，花丝伸长，散出花粉。落到柱头上的花粉，经过 １ｈ左右即开始萌发长出花粉管，伸入柱头，

通过花柱，经 ８ｈ左右到达子房，后经珠孔进入胚珠。整个受精过程的完成，约在开花后

２０～２４ｈ左右。

实验目的是通过实验操作，掌握茄子、辣椒等蔬菜作物，以及棉花等常异花授粉植物的有性

杂交技术，了解常异花授粉植物的花器结构和开花动态，根据结果探讨不同杂交组合的结实情

况，获得目的性杂交种子以丰富育种的原始材料。

一、试材及用具

１．试材

供杂交用的亲本材料可按任课教师要求准备，如棉花、茄子、蚕豆及辣椒等。

２．用具

镊子、授粉器、放大镜、指形管（或小玻璃瓶）、干燥器、培养皿、花粉筛、剪刀、７５％酒精棉球、

    
    

    
    

    
 



实验３ 常异花授粉植物有性杂交技术 １１

纸袋、纸牌及铅笔等。

二、方法步骤

（一）选择杂交亲本

杂交之前，根据已经确定的杂交组合，选择该品种典型的，生长健壮，发育正常的优良单株加

以标记作为杂交亲本，套袋并编号。

（二）母本去雄

在开花前一天１６∶００—１８∶００，从植株下端数起，选第５～１０果枝、靠近主茎的第 １～２节位并

且第 ２天将要开花的花朵（花冠乳黄或乳白色，顶端已露出苞叶）进行去雄，常用的方法如下：

１．手术去雄

用剪刀将花剪去 １／３，或纵向剪裂，用镊子将全部花药取出来，为了防止有残留花粉，最好用

洗瓶喷清水，冲洗干净，然后套袋隔离。

２．徒手去雄

用手拨开苞叶，自花冠基部用拇指和食指将花冠和雄蕊管一起全部剥除，露出雌蕊，注意不

要触到柱头和子房，不要用指甲碰破花药，如果不小心碰破花药，应立即用酒精擦拭手指，以杀死

花粉，然后套上纸袋，纸袋要高出柱头 １ｃｍ左右，以防损伤柱头。

去雄完毕后，在去雄花朵的花柄上，挂上纸牌，写明母本名称、去雄日期以及去雄人等。

（三）父本隔离

在母本去雄的同时，将父本株第 ２天将要开放的花朵花冠顶部用 １２ｃｍ长的白线扎起来，或

套袋隔离，以保持父本花粉的纯性。

（四）授粉

母本去雄后次日 ９∶００—１１∶００进行授粉最好，此时花粉与柱头的生活力均较强。

授粉的方法是：

１．将已经进行隔离的父本花摘下，将花冠剥开，露出花药，同时取下母本所套的纸袋，然后

将父本的花粉轻轻授予母本柱头（即将父本的花粉轻轻涂到母本的柱头上）。

２．为了节省花粉，也可先用镊子将花药取下，放在玻璃器皿内，再用毛笔蘸取花粉轻轻授在

母本柱头上，此法比较安全，省花粉，不影响产量，但是较慢。

授粉完毕后，再套上纸袋，并在纸牌上加注父本名称和授粉日期，然后在笔记本上做相关记

录。

（五）管理及收获

有杂交铃的果枝，最好打心，少留花铃，以减少杂交铃的脱落，并在授粉后的 ７～１０ｄ打开套

袋检查一下结实情况。收获时按照杂交组合分别存放，以便统计分析。

三、作业思考题

１．通过上述实验简述常异花授粉植物有性杂交技术和自花授粉植物、异花授粉植物的有性

杂交技术的不同之处，并解释原因。

２．据上述实验中介绍的方法步骤进行杂交后，按照收获情况，填写表 １－３，并分析一下得到

此结果的原因，并提出一定的建议和意见。

    
    

    
    

    
 



１２ 第一章 植物有性杂交技术

表１－３

去雄方法 徒手去雄 手术去雄 备 注

杂交组合

去雄日期

去雄花数

授粉日期

授粉花数

结铃数

杂交成功率

３．常异花授粉植物有性杂交过程中，所要注意的事项有哪些？为什么？

（潘敏）

实验４ 营养繁殖植物有性杂交技术

无性繁殖是指不经过两性细胞受精过程而繁殖后代的方式。无性繁殖可分为两大类：营养

体繁殖和无融合生殖。

营养体繁殖是指利用植物营养器官的再生能力，使其长成新的植物体。如利用植株的根、

茎、叶等及其变态部分块根、块茎、球茎、鳞茎、芽眼及枝条等，采用分根、扦插、压条及嫁接等方法

繁殖后代。利用营养体繁殖后代的植物主要有：甘薯、马铃薯、甘蔗以及许多果树、花卉植物等。

无性繁殖植物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进行有性繁殖，并存在自花授粉和异花授粉的区别。如马铃

薯是典型的自花授粉植物，甘薯则为典型的异花授粉植物。无融合生殖是指植物的雌雄配子未

发生核融合过程而形成种子以繁衍后代的方式。主要包括单倍配子体无融合生殖、二倍配子体

无融合生殖和不定胚 ３种类型。本实验以甘薯为例来说明无性繁殖植物的有性杂交技术。

甘薯属喜温、短日照植物，绝大多数品种在我国北方不能开花结实，通常需要用重复法或蒙

导法处理亲本材料才能顺利地进行杂交工作。另外，甘薯还存在自交和杂交不亲和现象，品种之

间还存在若干不亲和群。在组配亲本时，要注意双亲应属不同群别。

甘薯为聚伞花序，每朵花由 ５个花瓣联合，呈漏斗形，雌雄同花，柱头二裂，上有乳状突起，子

房上位，２～４室。雄蕊 ５枚，长短不齐，围绕雌蕊着生于花冠基部。花药淡黄色，纵裂二室，花粉

球形，黄白色，表面有许多凸起，带黏性。

甘薯在气温不太高的季节开花，花期较长，在我国北方一般出现两个开花高峰，６月中至 ７

月初，８月中至 ９月初。但以第 ２个高峰为杂交主要时期，现蕾开花多，结实率高。甘薯每天的

开花时间是５∶００—１１∶００，以６∶００—１１∶００授粉结实率高。每朵花从现蕾至花冠脱落，约经４８ｈ，

花冠午后凋萎，次日早脱落。甘薯单株开花顺序是先从茎蔓基部花序开始，逐渐向顶部花序开

放，每个花序的开放顺序是先中央主轴花开放，然后两侧枝花蕾交互开放。

实验目的是通过实际观察和操作，了解无性繁殖植物的开花结实习性，并初步掌握其有

性杂交技术，根据结果探讨不同杂交组合的结实情况，获得目的性杂交种子以丰富育种的原

    
    

    
    

    
 



实验４ 营养繁殖植物有性杂交技术 １３

始材料。

一、试材及用具

１．试材

供杂交用的亲本材料由任课教师按课程需要选择，如甘薯（地瓜）、马铃薯、生姜、大蒜及石

榴等。

２．用具

镊子、回形针、授粉器、放大镜、指形管（或小玻璃瓶）、干燥器、培养皿、花粉筛、剪刀、７５％酒

精棉球、纸袋、纸牌及铅笔等。

二、方法步骤

（一）隔离

为防止昆虫传粉，杂交前和授粉后要对亲本花朵进行隔离。每天 １７∶００开始用回形针夹住

花冠顶部，授粉后仍需继续隔离。

（二）采粉

杂交前先取下父本花朵上的回形针，用嘴吹开花冠，用镊子取出花药放于培养皿中，注明父

本名称，以备授粉，或取下父本花朵，边取花粉边授粉。花粉要避免阳光直射，防止降低生活力，

更换杂交材料时，需要对授粉工具酒精消毒，防止混交。

（三）去雄

甘薯杂交时，母本去雄与否，应根据杂交目的和母本自交结实情况灵活掌握，除进行不亲和

群测定以及遗传研究时需要严格进行去雄操作外，一般杂交育种可对自交不亲和及育性很低的

材料不去雄。去雄时最合适的时间是在开花前一天 １７∶００后进行：选次日要开的花朵，用镊子从

一侧划一条纵缝，用食指压迫花冠顶部的裂口张开，将镊子伸入取出全部雄蕊，然后套上纸袋予

以隔离。

（四）授粉

授粉一般在 ５∶００—１１∶００进行，授粉前先取下母本花朵上的隔离回形针，用嘴吹开花朵，再

用镊子将采集的父本花药夹住，将花粉涂于柱头上。一个花药可涂 ３～５朵花。授粉后将花冠折

叠，用回形针夹住或用手捏合，黏住花冠顶部，仍继续保持隔离，并在杂交花梗上挂上一小纸牌，

写上杂交组合、日期等。

（五）授粉后的管理

杂交后的最初几天要检查纸袋，如脱落、破碎则可能发生了意外的杂交，这些杂交花就无效

了，应重新补做杂交。一周左右，花瓣开始凋谢，幼果渐渐长大时，就可以除去纸袋，以便幼果

得到充分发育，同时要防止风、鸟以及病虫的危害。果实达到生理成熟后及时采收，检查结

实率。

三、作业思考题

１．交回得到的目的性杂交种子或果实。并将所得结果填于表 １－４，以实习小组为单位汇总

结果，并分析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或教训，提出你的改进意见和建议。

    
    

    
    

    
 



１４ 第一章 植物有性杂交技术

表１－４

杂交组合 去雄日期 去雄花数 授粉日期 授粉花数 结实数 结实率 备注

２．无性繁殖植物的杂交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有哪些？为什么？

３．无性繁殖植物和有性繁殖植物在杂交过程中的异同点有哪些？

（潘敏）

实验５ 植物不育性的观察与鉴定技术

雄性不育是指在两性花植物中雄蕊败育的现象。有些雄性不育现象是可以遗传的，采用一

定的方法可育成稳定遗传的雄性不育系。雄性不育系在杂交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我们都知

道，杂种优势普遍存在，但很多植物由于单花结籽量少，获得杂交种子很难，从而使杂交种子生产

成本太高而难以在生产中应用，利用雄性不育系配制杂交种是简化制种的有效手段，可以降低杂

交种子生产成本，提高杂种率，扩大杂种优势的利用范围。雄性不育的遗传类型可以分成下列 ３

种：细胞质雄性不育类型、细胞核雄性不育类型和核质互作雄性不育类型。

无论植物的不育性是哪种类型，它们都会在一定的组织中表现出来，有些时候不育株还会影

响到内源激素的变化等。十字花科、伞形科、百合科及茄科等蔬菜作物中，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

雄性不育现象。由于遗传机制、植株营养状况、温度高低及病毒侵染与否等的不同，雄蕊退化大

概可分成以下几种类型：

（一）花药退化型

一般表现为花冠较小，雄蕊的花药退化成线状或花瓣状，颜色浅而无花粉。

（二）花粉不育型

这一类花冠、花药接近正常，往往呈现亮药现象或褐药现象，花药中无花粉或有少量无效花

粉，镜检时，有时会发现少量干瘪、畸形以及特大花粉粒等，大多数是无生活力的花药。

（三）花药不开裂型

这类不育型虽然能形成正常花粉，但由于花药不开裂不能正常散粉，花粉往往由于过熟而

死亡。

（四）长柱型功能不育

这一类型花柱特长，往往花蕾期柱头外露，虽然能够形成正常的花粉，但散落不到柱头上去。

（五）嵌合型不育

在同一植株上，有的花序或花是可育的，而有的花序或花则是不育的，在一朵花中有可育花

药，也有不育花药。

上述 ５种雄性不育型中以（一）、（二）两种类型为佳 ，利用较为方便，稳定可靠。除了上述 ５

种雄性不育型外，还有其他类型，如环境敏感型雄性不育。根据上述不同雄性不育类型识别、鉴

    
    

    
    

    
 



实验５ 植物不育性的观察与鉴定技术 １５

定和选择雄性不育株，是对雄性不育材料鉴定和选择的主要方法。但是，对花粉不育型通常不能

用肉眼直接进行鉴定，需要用显微镜镜检，通常把过大、过小或畸形花粉作为无生活力花粉计算，

统计不育率。这种镜检方法只能作为相对的直观判断，要作出准确的判断还得进行人工授粉直

接测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分子生物学的运用越来越广泛，植物不育性的观察和鉴定，也可

借助分子生物学的手段进行，从而可以从基因水平上了解不育性的机制。

实验目的是学习识别、鉴定雄性不育株的方法，并了解不同植物不育性的表现类型，通过本

实验操作，学会利用不同的实验方法来鉴定植物的不育性，自行设计测交筛选保持系的方法。

下面就以萝卜为例来说明观察和鉴定不育株的几种方法。

一、试材及用具

１．试材

供观察和鉴定用的材料，包括大白菜、甘蓝、萝卜及辣椒等雄性不育材料的开花种株。

２．用具

显微镜、镊子、凹载玻片、指形管、培养皿、离心机及电泳槽等。

３．试剂

醋酸洋红、正丙酸洋红、缓冲液、饱和酚、凝胶以及电泳缓冲液、０．７％琼脂糖、溴化乙啶、氯

仿、冷乙醇、纳瓦兴液、艾氏苏木精、二甲苯、石蜡、戊二醛、高锰酸钾溶液、双蒸水、ＭｇＣｌ２、ＤＮＡ

酶、蛋白酶及标准蛋白等。

二、方法步骤

（一）细胞形态学观察

在开花期取植株主茎顶端整个总状花序，按发育时期选取不同蕾长（分别为 １～２ｍｍ、

３ｍｍ、４ｍｍ、５ｍｍ、６ｍｍ和 ７～８ｍｍ）的花蕾，剥出花药，经镜检确定小孢子发生的 ５个时期：四

分体时期、单核早期、单核晚期、二胞花粉期和三核花粉期。

光学显微镜观察：花药用纳瓦兴液固定，流水冲洗，梯度酒精脱水至 ７０％酒精时，转入稀释

的艾氏苏木精中整体染色，再经梯度酒精脱水，二甲苯透明，石蜡包埋，连续切片，其切片厚度为

５～７μｍ。ＯｌｙｍｐｕｓＢＨ２型显微镜观察并拍照。

扫描电镜观察：从花瓣即将张开的花蕾中取出花药并立即放入 ２．５％戊二醛（０．０５ｍｏｌ／Ｌ，ｐＨ

７．２）中固定，磷酸缓冲液冲洗后换入１％高锰酸钾溶液内再固定 ３０ｍｉｎ；双蒸水冲洗，梯度酒精脱

水；临界点干燥后剥开药室，ＬＢ－３型喷镀仪喷薄层黄金，Ｓ－５２０型扫描电镜观察，拍照记录。

萝卜雄性不育系花药和小孢子发生的细胞形态学观察：

１．小孢子败育

不育系中小孢子母细胞减数分裂时的某些不同步现象与其保持系基本相同。由四分体初释

出的早期单核小孢子与保持系也无可见差异。但当单核小孢子的细胞质内出现小液泡时，这些

小孢子即呈现败育现象，如细胞质浅染，外粉壁停止发育而显得较薄，整个小孢子小于保持系相

应时期的小孢子。单核晚期的小孢子败育更趋明显：细胞质稀薄并收缩；细胞核染色也变淡，甚

至在有的细胞核内只见到深染的核仁；小孢子形状不规则且大小不等。以后，小孢子的内含物愈

益减少，小孢子彼此黏连，在进入雄配子体发育之前就已逐渐解体成为空壳或仅留下少量残余

    
    

    
    

    
 



１６ 第一章 植物有性杂交技术

物，并被高度液泡化的膨大绒毡层细胞挤到药室腔中央，最后与解体的绒毡层细胞黏成团块，终

至消失，开花期的花药内均未见花粉粒。

２．绒毡层异常

花药发育中药室的绒毡层细胞异常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其细胞质内早在四分体时期即有液

泡出现，胞质淡染；进入单核小孢子时期，绒毡层细胞内液泡化更加明显，整个细胞迅速膨大且凸

向药室腔，细胞径向壁渐模糊；相当于单核小孢子晚期时，绒毡层细胞中的液泡继续扩大，细胞也

异常肥大，常在原位彼此黏接，把败育小孢子群围在药室中央。以后，这种畸形的绒毡层和败育

小孢子消失，或在药室内残留极少量的解体物。这时的花药壁也都皱缩。

（二）外部形态鉴定（花器形态以及花粉生活力观察）

在田间观察、鉴定指定作物的雄性不育株，观察记载不同不育类型，并将其不育类型加以区

分。将花药可能有花粉的不育株的花，采集起来装入指形管，在管外标签上注明株号、雄性不育

类型，带回室内。把不同类型雄性不育花的花药用镊子取下来，放到凹载玻片的凹处或平载玻片

中央，滴上一滴醋酸洋红或正丙酸洋红，用镊子尖把花药捣碎，除去药壳及花丝等，然后放到显微

镜下镜检，观察花粉形态、大小以及着色深浅等。一般瘦小干瘪、过大或畸形的花粉为无生活力

或生活力弱的花粉，着色深者生活力较强，不着色者无生活力，着色浅者为生活力较弱的花粉。

但是特大花粉往往着色较深，但不能正常发芽，也归于无生活力花粉之内。

（三）分子鉴定法（叶绿体 ＤＮＡ的限制性内切酶分析）

１．配制试剂

配制缓冲液 Ａ、Ｂ、Ｃ、ＴＥ溶液、饱和酚、凝胶以及电泳缓冲液、０．７％琼脂糖、溴化乙啶，其中

缓冲液 Ａ

ＥＤＴＡ－Ｎａ２０．００３ｍｏｌ／Ｌ，β－巯基乙醇 ０．００１ｍｏｌ／Ｌ，Ｔｒｉｓ－ＨＣｌ０．０５ｍｏｌ／Ｌ，牛血清蛋白

０．０５％，ｐＨ８．０。

缓冲液 Ｂ

Ｔｒｉｓ－ＨＣｌ０．０５ｍｏｌ／Ｌ，ＥＤＴＡ－Ｎａ２ ０．０２ｍｏｌ／Ｌ，ｐＨ８．０。

缓冲液 Ｃ

Ｔｒｉｓ－ＨＣｌ０．１ｍｏｌ／Ｌ，ＥＤＴＡ－Ｎａ２０．０５ｍｏｌ／Ｌ，ＮａＣｌ１ｍｏｌ／Ｌ，ＳＤＳ２％，ｐＨ８．５。

缓冲液 ＴＥ

Ｔｒｉｓ－ＨＣｌ１０ｍｍｏｌ／Ｌ，ＥＤＴＡ－Ｎａ２１ｍｍｏｌ／Ｌ，ｐＨ８．０。

２．样品提取

３００ｇ叶片，加 ３倍体积缓冲液 Ａ，匀浆，过滤，１５００ｒ／ｍｉｎ４℃下离心 １０ｍｉｎ，叶绿体沉淀用

缓冲液 Ａ洗两次，最后悬浮于 ２０ｍＬ缓冲液 Ａ中，加 ＭｇＣｌ２ 至 ０．０１ｍｏｌ／Ｌ，ＤＮＡ酶 ５０μｇ／ｍＬ，

４℃保温 １ｈ，加 １５０ｍＬ缓冲液 Ｂ，加胰蛋白酶 （终质量浓度 ０．６ｍｇ／ｍＬ），水浴 ６０ｍｉｎ，

１５００ｒ／ｍｉｎ４℃下离心 １５ｍｉｎ，并上清液，沉淀用缓冲液 Ｂ反复洗 ３次，最后把叶绿体悬浮于

１５ｍＬ缓冲液 Ｃ中，３７℃水浴２０ｍｉｎ，加等体积（１５ｍＬ）饱和酚 －氯仿异戊醇（体积比２４∶２４∶１），

抽提 ２０ｍｉｎ，１２０００ｒ／ｍｉｎ４℃下离心 １５ｍｉｎ，提取水相，反复提取两次。加两倍体积的冷乙醇于

－２０℃冰箱中过夜。１５００ｒ／ｍｉｎ４℃下离心１０ｍｉｎ，再加 ７０％冷乙醇洗两次，经低温真空冷冻

干燥，溶于 ＴＥ缓冲液中于 ４℃下保存备用。

３．限制性核酸内切酶消化

    
    

    
    

    
 



实验６ 植物自交不亲和性测定技术 １７

限制性核酸内切酶消化，ＥｃｏＲⅠ，ＢａｍＨⅠ。

４．电泳

用 ０．７％琼脂糖凝胶作单向垂直板电泳，稳压 ３０Ｖ，１５～２０ｈ，在 ０．５μｇ／ｇ溴化乙啶中染色

３０ｍｉｎ，在 ６０ｎｍ紫外灯下观察并拍照。标准蛋白为 Ｐｈａｍａｃｉａ公司产品。ＥｃｏＲⅠ和 ＢａｍＨⅠ为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生化试剂厂产品。

叶绿体 ＤＮＡ用 ＥｃｏＲⅠ消化后的电泳图式：用 ＥｃｏＲⅠ消化萝卜雄性不育系 ４０１Ａ与 ４０１Ｂ

（保持系）的 ｃｔＤＮＡ内切酶切割的片段，从单向 Ａｇａｒｏｓｅ凝胶电泳分离的 ｃｔＤＮＡ限制性片段可以

看出，用 ＥｃｏＲＩ消化 ｃｔＤＮＡ，不育系可以分离出相对分子质量不同的 １３个片段，保持系可以分离

出相对分子质量不同的 １５个片段。不育系与保持系的 ｃｔＤＮＡ相比较，不育系缺 Ｅ２ 和 Ｅ４ 片段，

而且保持系的 Ｅ５，Ｅ７，Ｅ１６片段比不育系要宽，从 ｃｔＤＮＡ的单向 ＡＧＥ图式上，只能分辨出相对分子

质量不同的片段，不能说明 ＤＮＡ的顺序和碱基排列的差异。把环状 ｃｔＤＮＡ分子从特异位点切

开，分割成相对分子质量不同的一些片段，这些片段之间的差异，也可反映不育系与保持系的

ｃｔＤＮＡ基因结构的某些差异。

三、作业思考题

１．利用哪几种方法可以鉴定植物的不育性？比较它们的异同点。

２．本实验所列举的方法之外，还有其他的什么方法可以鉴定植物的不育性？

３．植物不育性分成哪些类型？试举例说明。

４．你认为雄性不育性状为什么有如此多的多样性？

５．对核质型雄性不育（ＭＳ）和胞核质型雄性不育（ＣＭＳ）如何根据花器形态性状和群体雄性

不育株率等加以区分？

（杨建平）

实验６ 植物自交不亲和性测定技术

自交不亲和性在白菜、甘蓝等十字花科蔬菜中是普遍存在的，其遗传机制也较相似。自交不

亲和株正开放花的柱头上，如果授予同株或同系统的花粉时，柱头就被激发产生胼胝质等物质，

阻碍花粉发芽和花粉管发育，故不能正常受精结实，不结籽或结少量种子；而授予别的品种或系

统的花粉时，则柱头不会被激发产生这类物质，故能正常受精结实。可是，在花蕾柱头上，即使授

予同株或同系统的花粉也不会被激发这种反应，因此可通过蕾期人工控制自交获得自交不亲和

系的种子。

胼胝质是 β－１，３－葡聚糖，通常分布于高等植物的筛管、新形成的细胞壁、花粉粒以及花粉

管中，将其用苯胺蓝染色后，在紫外光激发下，可发出黄至黄绿色的荧光。因此，把授粉后经苯胺

蓝染色的子房放到荧光显微镜下观察，可看到花粉在柱头上萌发，花粉管发育的状态，以及胼胝

质在柱头表面的沉积状况等，进而判断花粉与柱头是否亲和。

实验目的是学习花期人工控制自交，测定选择自交不亲和系和蕾期自交繁殖自交不亲和系

的方法，掌握用荧光显微镜检测植物自交不亲和性的技术，通过本实验加深对自交不亲和系选育

过程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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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试材及用具

１．试材

白菜、甘蓝及萝卜等十字花科花期的种株。

２．用具

荧光显微镜、广口瓶（２０～５０ｍＬ）、载玻片、盖玻片、镊子、铅笔、纸牌、纸袋、细铁丝、细竹竿

及脱脂棉等。

３．试剂

甲醛、冰醋酸、无水酒精、普通酒精、磷酸钾、苯胺蓝、氢氧化钠、甘油及蒸馏水等。

二、方法步骤

（一）人工自交测定法

１．每人选 ３～５株发育健壮已开花的种株，每株上选 ３～４个花序。将其上已开的花和角果

摘除，然后套上隔离纸袋，把袋口用细铁丝扎紧防止昆虫进入，于植株旁插一细竹竿，用绳把纸袋

绑到细竹竿上保持固定，防止花序被风吹断，并在竹竿上挂一纸牌作标记。

２．２～３ｄ以后，当每个花序上有 １０朵左右花开放时，解除纸袋，在已开的花和蕾之间绑一

条线作为区分标记，同时在每个花序上选择 １０个左右大蕾，把其余的小蕾用镊子去掉，并用镊子

把花蕾顶端的花被去掉一部分使柱头露出，切勿伤害柱头。再用镊子摘取本株隔离袋内已开花

的花药，把花粉同时抹到已开的花和破蕾的柱头上，进行人工花期和蕾期自交。授粉完毕，于每

个花序下面挂上纸牌，注明花期自交花数、蕾期自交蕾数、授粉者姓名和授粉日期。最后用纸袋

按原来的套袋隔离方法进行套袋隔离。

３．授粉２～３ｄ后要及时提袋，防止花序于袋内顶弯或折断。在暴风雨后，要及时检查，如发

现被风吹雨打破裂的隔离袋要及时修补或更换，被风吹倒了的植株要轻轻扶起来加以重新固定，

切防折断。

４．在授粉后 ７～１０ｄ花瓣脱落之后，可将隔离袋摘除，去掉多余花枝及后来陆续抽出的花

枝，确保花序的发育。以后除按一般种株管理之外，应特别注意防止蚜虫、霜霉病等病、虫害。

５．当角果变黄后，可把角果带花枝剪下装入纸袋，拿到室内风干考种（表 １－５）。

表１－５ 考种调查记载表

株号 花序号
花期授粉 蕾期授粉

授粉花数 结果数 种子粒数 授粉蕾数 结果数 种子粒数

１

１

２

３

４

２

１

２

３

４

    
    

    
    

    
 



实验７ 植物花粉生活力测定技术 １９

（二）荧光鉴定法

１．预先配制几种试剂

（１）ＦＡＡ固定液

将 ４０％甲醛、８０％酒精和冰醋酸，按 １∶８∶１的比例配制而成。

（２）卡诺固定液

用 ３份无水酒精和一份冰醋酸配制而成。

（３）０．３ｍｏｌ／Ｌ磷酸钾水溶液

称取 ７１ｇ磷酸钾，用蒸馏水定容至１０００ｍＬ。

（４）０．１％苯胺蓝溶液

称取 ０．１ｇ水溶性苯胺蓝，用 ０．３ｍｏｌ／Ｌ磷酸钾水溶液定容至 １００ｍＬ。

（５）８ｍｏｌ／Ｌ氢氧化钠溶液

称取 ３２ｇ氢氧化钠，用蒸馏水定容至１００ｍＬ。

２．取样、固定和保存

解开人工控制自交授粉 ６～１２ｈ的花枝上的纸袋，摘取子房，于花柱基部切下花柱，将花期

授粉和蕾期授粉的花柱分别固定于 ＦＡＡ固定液或卡诺固定液中，２４ｈ后，转移到 ７０％酒精溶液

中保存。在瓶上注明株号、花期授粉还是蕾期授粉处理以及实验者姓名。

３．透明和软化

将上述固定材料用水冲洗后，转移到指形管中，用 ８ｍｏｌ／Ｌ氢氧化钠浸泡 ８～２４ｈ。

４．染色

把软化后的试材用自来水多次换水浸泡 １ｈ以上，除去大部分氢氧化钠之后，转移到 ０．１％

苯胺蓝染液中染色 ４ｈ左右。

５．观察

用镊子挑取一枚染色后的花柱，放在载玻片上，用滤纸吸出染液，滴上一滴甘油，盖上盖玻

片，轻轻敲压盖玻片，使花柱展开。然后把载玻片放到荧光显微镜下，观察记载每株柱头胼胝质

沉积状况，花粉萌发及花粉管生长状态。

三、作业思考题

１．按照上表中的数据资料，统计每株的亲和指数，即亲和指数 ＝每株结子粒数／每株自交花

数，并将资料进行合理分析。

２．根据花期自交和蕾期自交柱头胼胝质沉积情况以及花粉管生长状况，判断取样株自交亲

和与否，绘出亲和株和不亲和株花粉发芽以及生长状态图。

３．本实验采用的第一种方法中，有哪些技术环节是可以变化的？

４．花期人工控制自交测定自交不亲和性产生误差的原因有哪些？

（杨建平）

实验７ 植物花粉生活力测定技术

在育种工作中，有时需要将花粉保存一段时间。虽然人们已经知道，花粉保存以温度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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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５℃），空气湿度稍干（不能太干），黑暗条件下为宜，但是各种不同植物花粉寿命长短相差

悬殊，这一是由花粉本身的特征决定的，二是由贮藏条件决定的。一般来说，禾谷类作物花粉的

寿命较短，自花授粉植物花粉的寿命尤其短，如小麦在花药开裂后 ３０ｍｉｎ，花粉即由鲜黄色变为

深黄色，此时已有大量花粉丧失活力。在许多特殊条件下，花粉生活力的测定显得很重要，如：

１．外地采集来的花粉或杂交时父本花期早于母本时都要将花粉进行短暂贮藏。

２．自交或远缘杂交时，为了分析结实率或不结实原因时。

３．为了鉴定雄性不育系时。

４．了解某些杂交技术时，如测定花粉的刺激等作用，测定受精选择性等。

要根据各种植物花粉的特点，采取适当的保存方法。花粉生活力的测定方法很多，其中发芽

试验手续较复杂，设备要求较高，需时也较长。为了简易而迅速地测定花粉生活力，也常采用化

学染色的方法，但是此法也有缺点，染上色的花粉不一定都具有生活力，因为染上色的花粉中也

包括了那些生活力弱不能正常发芽的花粉，所以一般常用而且较为可靠的方法仍然是花粉发芽

实验。若要求不严格，对新采集的花粉还有一个较简便的鉴定方法———形态鉴定法。

本实验目的是学习花粉生活力测定的方法，进而研究花粉寿命长短与环境条件的关系，以探

求保存花粉的合适方法。

一、试材及用具

１．试材

几种植物的不同处理花粉，如小麦、玉米、大白菜、黄瓜、杏及苹果等。

２．用具

显微镜、载玻片、盖玻片、双凹载玻片、玻璃棒、擦镜纸、吸水纸、标签纸及铅笔等。

３．试剂

配制好的缓冲液、联苯胺液、过氧化氢液、ＴＴＣ粉、蔗糖及琼脂等。

二、方法步骤

（一）直接检验法

每个实验小组选定同品种种株去雄。注意：选用的花蕾最好是花前 １～２ｄ，且发育正常，饱

满。每天去雄 ２０个花蕾，然后套袋隔离，连续 ５ｄ，共 １００朵花。这一实验要和花粉贮藏实验相

配合，即花粉贮藏的当天开始去雄。授粉时，每去雄一次，分别授以两种不同贮藏条件下的花粉

（各 １０朵），连续 ５ｄ，就使得贮藏期分别为当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的花粉授到了

去雄后的花蕾上。实验时，一定要挂牌标好品种、花粉贮藏期、贮藏条件、株号、授粉日期及授粉

人。等最后一个处理完后 １０ｄ，检验结实率和结籽率。将得到的结果写入实验报告。

（二）染色鉴定法（ＴＴＣ法）

ＴＴＣ即 ２，３，５－三苯基四唑氯化物。主要原理在于检验花粉呼吸过程中脱氢酶的活性。具

有生活力的花粉的脱氢酶，在催化去氢的过程中，把氢转移到其他物质上去，使用 ＴＴＣ与催化过

程中产生的氢结合成红色化合物，从而使具有生活力的花粉变为红色。

１．先配制下列溶液

（１）磷酸缓冲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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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１００ｍＬ的蒸馏水中，溶解 ０．８３２ｇ磷酸氢二钠和 ０．２７３ｇ磷酸二氢钾，调整 ｐＨ为 ７．１７。

（２）ＴＴＣ溶液

称取 ０．０２～０．０５ｇ（不同植物所用的量是不同的）ＴＴＣ溶解在 １０ｍＬ的磷酸缓冲液中，溶液

配好后装入棕色滴瓶内，置入暗处，因氯化三苯基四唑有毒，操作时要注意安全。

２．操作步骤

（１）取少量花粉放在载玻片上，并在花粉上滴上 １～２滴配制液，用玻璃棒混合后盖上盖

玻片。

（２）将载玻片置于恒温箱中（３５～４０℃）约 １５～２０ｍｉｎ。

（３）在显微镜（１０×１０）下观察：凡具有生活力的花粉呈红色，部分丧失生活力的呈淡红色，

无色的是死的和不育的花粉粒。

３．观察和测定结果

每片观察 ３个视野，并统计具有生活力花粉的百分率，填入表 １－６。

（三）发芽测定法（培养基培养法）

１．培养基的配制

常用的花粉发芽培养基有液体和固体两种。以前者最为简便，本实验选用前者。其有效

成分主要有：蔗糖、硼酸、柠檬酸及赤霉素等。不同的植物所用的蔗糖培养液的浓度是不同

的，配制３％ ～３０％的蔗糖培养液：在１００ｍＬ水中，加糖 ３～３０ｇ，加热溶解后，再加０．１％硼酸

数滴。

２．制片

取双凹载玻片，滴 ２滴培养液于槽中，用解剖针挑少许花粉均匀撒于培养液的表面（注意不

必搅拌，以防花粉混于液体中因缺少空气而影响发芽，又因花粉深浅不一而在显微镜检查时因光

线折射而不易观察）。处理好后，放于一下部添有少量蒸馏水，内有两根玻璃棒的培养皿中（注

意不要使水没过载玻片），放到恒温为 ２５℃左右的恒温箱中或室内 ２ｈ。

３．镜检

将放置 ２ｈ后的载玻片取出，放在显微镜下观察 ３个视野，统计总花粉数与发芽的花粉数，

然后计算比例，填入下面的表格中。

（四）形态鉴定法

对于新采集的花粉来说，还有一个更为简便的鉴定方法———形态鉴定法。将花粉用解剖针

播于一般载玻片上，然后直接放到显微镜下观察，根据形态特征，判断花粉的生活力状况。一般

来说，畸形、皱缩、小型化等均为无生活力花粉，而有光泽，饱满，具有本品种花粉典型特征等性状

的均为有生活力花粉。将观察的结果统计一下填写下表格。

三、作业思考题

１．测定花粉生活力的意义有哪些？

２．分析在实验中出现的问题，并找出原因所在。

３．将 ３种方法的结果分别记载于表中，并比较结果是否一致，如不一致，分析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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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６

供试品种 花粉收集日期 测定日期

具有生活力的花粉

第一视野 第二视野 第三视野 备注

染色鉴定法

发芽测定法

形态鉴定法

（潘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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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创造植物变异的新技术

实验８ 植物组织培养技术

植物组织培养（ｐｌａｎｔｔｉｓｓｕｅｃｕｌｔｕｒｅ）是指在无菌条件下，将离体的植物器官（根、茎、叶、花等）、

组织（如形成层、花药组织、胚乳、皮层等）、细胞（体细胞和生殖细胞），以及原生质体，培养在人工

配制的培养基上，给予适当的培养条件，使其长成完整的植株。植物组织培养的过程可概括为：

外植体
脱分化

愈伤组织
再分化

根、茎、叶等器官

或

胚状体

完整植株

茎尖、胚及子房等器官做外植体可不经脱分化直接形成试管苗。

植物组织培养技术是生物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生产实践及基因工程、遗传转化等研究中

有重要应用前景。植物脱毒及离体快繁，花药培养与单倍体育种，幼胚培养与试管受精，抗性突

变体的筛选与体细胞无性系变异，植物产品的工厂化生产等方面的研究和应用，均必须借助植物

组织培养技术的基本程序和方法。

通过本实验，要求同学掌握植物组织培养操作技术，了解外植体脱分化及再生的过程，理解

植物细胞全能性。

一、试材及用具

１．试材

花生、烟草、苹果、大白菜及玉米等。

２．实验室

准备室、接种室及培养室等。

３．用具

高压灭菌锅（器）、光照培养箱、振荡培养箱、天平、酸度计、超净工作台、镊子、手术刀、接种

针、细菌过滤器、记号笔、三角瓶、培养瓶、培养皿、量筒及容量瓶等。

二、方法步骤

（一）培养基的制备

１．母液的配制

在植物组织培养中，不同的植物，不同的器官和组织，不同的研究目的，使用不同的培养基。

培养基千差万别，按其性质和含量来分主要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① 无机营养，包括大量元素和微量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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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有机物质。

③ 铁盐。

④ 糖类。

⑤ 天然复合物。

⑥ 激素。

⑦ 琼脂（固体培养基）。

⑧ 其他添加物。

在培养基的配制中，对各成分，常先按其需用量扩大一定倍数，配制成母液（表 ２－１）。

表２－１ ＭＳ培养基母液配制

类别 成分 规定量／ｍｇ 称取量／ｍｇ 母液体积／ｍＬ 扩大倍数 配１Ｌ培养基的吸取量／ｍＬ

大量元素

ＫＮＯ３

ＮＨ４ＮＯ３

ＭｇＳＯ４·７Ｈ２Ｏ

ＫＨ２ＰＯ４

ＣａＣｌ２·２Ｈ２Ｏ

１９００

１６５０

３７０

１７０

４４０

１９０００

１６５００

３７００

１７００

４４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 １００

微量元素

ＭｎＳＯ４·４Ｈ２Ｏ

ＺｎＳＯ４·７Ｈ２Ｏ

Ｈ３ＢＯ３

ＫＩ

Ｎａ２ＭｏＯ４·２Ｈ２Ｏ

ＣｕＳＯ４·５Ｈ２Ｏ

ＣｏＣｌ２·６Ｈ２Ｏ

２２．３０

８．６

６．２

０．８３

０．２５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５

２２３０

８６０

６２０

８３

２５

２．５

２．５

１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０

铁盐
ＥＤＴＡ－Ｎａ２

ＦｅＳＯ４·７Ｈ２Ｏ

３７．２５

２７．８５

３７２５

２７８５
１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０

有机物质

甘氨酸

盐酸硫胺素

盐酸吡哆素

烟酸

肌醇

２．０

０．４

０．５

０．５

１００

１００

２０

２５

２５

５０００

５００ １００ １０

配制母液时应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１）配制大量元素母液时，为了避免产生沉淀，各种化学物质必须充分溶解后才能混合，同

时混合时要注意先后顺序，把钙离子（Ｃａ２＋）、锰离子（Ｍｎ２＋）、钡离子（Ｂａ２＋）和硫酸根（ＳＯ２－

４ ）、

磷酸根（ＰＯ
３－

４ ）错开，以免形成硫酸钙、磷酸钙等沉淀，并且各种成分要慢慢混合，边混合边搅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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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各类激素用量极微，其母液一般配制成 ０．１～１ｍｇ／ｍＬ。有些激素不溶于水，需经加热

或用少量稀酸、稀碱及 ９５％酒精溶解后再加水定容。常用激素类的溶解方法如下：

① 萘乙酸（ＮＡＡ）

先用热水或少量 ９５％酒精溶解。

② 吲哚丁酸（ＩＢＡ）

先用少量 ９５％酒精溶解后加水，如溶解不完全则加热。

③ 激动素（ＫＴ或 ＫＩＮ）

要先溶于 １ｍｏｌ／Ｌ盐酸。

④ ６－苄基腺嘌呤（６－ＢＡ）

要先溶于 １ｍｏｌ／Ｌ盐酸。

⑤ 玉米素（ＺＴ或 ＺＥＡ）

先溶于 ９５％酒精，再加热水。

⑥ ２，４－Ｄ

需用 １ｍｏｌ／ＬＮａＯＨ溶解再定容。

２．培养基的配制、分装及灭菌

根据培养基的成分及用量，吸取各种母液，称取蔗糖（一般用量 ３％），加水至所需体积，待蔗

糖全部溶解后，用 １ｍｏｌ／Ｌ的 ＮａＯＨ或 ＨＣｌ调酸碱度至 ｐＨ５．８，加入琼脂粉（一般 ６．５～８ｇ／Ｌ），

加热使琼脂完全熔化，蒸馏水补齐溶液体积，分装在三角瓶或培养瓶中，高压灭菌。不耐高温的

培养基成分，需过滤灭菌。

（二）外植体取材、消毒及接种

１．取材与消毒

自大田取材或温室取材时应选取无病，无虫，生长健康的外植体。外植体表面消毒的一般程

序为：外植体→自来水多次漂洗→消毒剂处理→无菌水反复冲洗→无菌滤纸吸干。常用消毒剂

的种类、使用质量浓度及消毒时间等见表 ２－２。

表２－２ 常用消毒剂的使用及效果

消毒剂 使用质量浓度 消除难易 消毒时间／ｍｉｎ 灭菌效果

次氯酸钠 ２％ 易 ５～３０ 很好

次氯酸 ９％ ～１０％ 易 ５～３０ 很好

漂白粉 饱和溶液 易 ５～３０ 很好

升汞 ０．１％ ～１％ 较难 ２～１０ 最好

酒精 ７０％ ～７５％ 易 ０．２～２ 好

过氧化氢 １０％ ～１２％ 最易 ５～１５ 好

溴水 １％ ～２％ 易 ２～１０ 很好

硝酸银 １％ 较难 ５～３０ 好

抗生素 ４～５０ｍｏｌ／Ｌ 中等 ３０～６０ 较好

（引自潘瑞炽，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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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无菌操作

（１）接种室消毒

超净工作台面用 ７０％酒精拭擦，打开紫外灯照射 ２０ｍｉｎ，进行无菌室及超净工作台杀菌。

（２）材料的接种

操作人员接种前必须剪除指甲，并用肥皂水洗手，用 ７０％酒精拭擦。接种时最好戴口罩，必

须在近火焰处打开培养容器的瓶口，并使瓶倾斜（瓶口低，瓶底高），以免空气中的微生物落入

瓶内。

（三）无菌培养与观察

接种后将材料放入培养室或培养箱内培养，温度一般为（２５±２）℃，光照 １０～１６ｈ，光强

１０００～２０００ｌｘ，有的材料需要暗培养。定期观察，继代培养（或转接培养）。

三、植物组织培养程序实例

（一）花生胚小叶片的离体培养

１．培养基成分

供试培养基成分见表 ２－３。

表２－３ 供试培养基成分

培 养 基 成 分

ＭＳ ＭＳ无机盐 ＋ＭＳ有机物 ＋３０％蔗糖 ＋０．８％琼脂 ｐＨ５．８

不定芽诱导培养基 ＭＳ＋４ｍｇ／ＬＢＡ＋１ｍｇ／ＬＮＡＡ

不定芽伸长培养基 ＭＳ＋１ｍｇ／ＬＢＡ＋０．５ｍｇ／ＬＫＩＮ＋２ｍｇ／ＬＩＡＡ

不定根诱导培养基 ＭＳ＋０．２ｍｇ／ＬＮＡＡ

胚性愈伤诱导培养基 ＭＳ＋１０ｍｇ／Ｌ２，４－Ｄ

２．外植体的取材、接种及培养

剥取花生种子完整的成熟胚，７０％酒精消毒 １ｍｉｎ，０．１％升汞消毒 １５ｍｉｎ，无菌水洗４次，每

次 ５ｍｉｎ，用无菌水泡 １６～１８ｈ。将浸泡的胚在无菌条件下切取小叶片，分别接种在不定芽诱导

培养基和胚性愈伤诱导培养基（成分见表 ２－３）上，培养 ２０ｄ观察外植体在两种培养基上形成

芽丛及愈伤的形态，统计诱导率。

３．获得花生试管苗

（１）器官发生途径

胚小叶片诱导的丛生芽转接入不定芽伸长培养基中诱导芽伸长。再生芽长至 ２～３ｃｍ时，

转入不定根诱导培养基中诱导生根，获得再生植株。

（２）胚胎发生途径

胚小叶片诱导的胚性愈伤转接入 ＭＳ培养基诱导胚状体发育，获得再生植株。

（二）苹果茎尖培养

１．春季剪取 ５ｃｍ左右新梢茎尖，消毒后切取茎尖或带芽的茎段，接种在 ＭＳ＋２ｍｇ／ＬＢＡ的

培养基上培养诱导芽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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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把伸长的芽切段接种到 ＭＳ＋１ｍｇ／ＬＢＡ＋０．５ｍｇ／ＬＫＩＮ＋２ｍｇ／ＬＩＡＡ的培养基上培养，

获得丛生芽。

３．切取约 ２ｃｍ长的芽，浸入 １００ｍｇ／ＬＩＢＡ液体培养基中 １５～３０ｍｉｎ，接种在 １／２ＭＳ（蔗糖

２０ｇ／Ｌ）的培养基中，培养 ２０ｄ获得生根试管苗。

４．生根苗移出，砂培 ２～３周，移入土壤中生长。

（三）大白菜侧芽培养

切取 ２～４ｍｍ长的腋芽，７０％酒精表面消毒，１０％漂白粉消毒 ２０～３０ｍｉｎ，接种于 ＭＳ＋

５ｍｇ／ＬＢＡ＋２ｍｇ／ＬＩＡＡ的培养基中培养，侧芽伸长后转入 ＭＳ＋１ｍｇ／ＬＢＡ＋２ｍｇ／ＬＮＡＡ的培

养基中诱导生根，形成试管苗。

（四）玉米花药培养

１．选取花粉处于单核期较多的雄穗，剥去苞叶，雄穗用 ２０％次氯酸钙表面消毒约 ５ｍｉｎ，用

无菌水冲洗 ３～４次。

２．无菌条件下取单个小穗，剥出花药接种在 ＭＳ＋２ｍｇ／Ｌ２，４－Ｄ＋０．５ｍｇ／ＬＺＥＡ的培养

基上，暗培养，诱导花粉愈伤组织。

３．愈伤组织长至 ２～３ｍｍ时，移到分化培养基 ＭＳ＋１．５ｍｇ／ＬＫＩＮ＋０．５ｍｇ／ＬＩＡＡ，诱导形

成再生植株。

四、作业思考题

１．简述植物组织培养操作应注意的问题。

２．根据自己的实验统计外植体的污染率、诱导脱分化率和植株再生率。

（刘凤珍）

实验９ 植物原生质体培养技术

植物原生质体是除去细胞壁的裸露植物细胞，植物原生质体的培养可应用于外源基因转移，

体细胞杂交，无性系变异及突变体筛选等研究，是进行植物遗传改良的有效途径之一。

植物原生质体培养获得再生植株的过程可分以下 ４个环节：

１．原生质体的分离和纯化

植物的幼嫩叶片、子叶、下胚轴、未成熟果肉、花粉四分体、培养的愈伤组织和悬浮培养细胞

均可作为分离原生质体的材料来源。分离原生质体有两种基本方法：机械分离及酶解法分离。

酶解法分离最常用，植物细胞壁主要由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果胶质组成，因而常使用纤维素酶、半

纤维素酶和果胶酶进行水解除去细胞壁。材料经过一段时间的酶解后，酶解混合液通过 ３０～８０

μｍ的滤网过滤，除去未降解的组织和细胞，滤液低速离心（５０～１００ｒ／ｍｉｎ，５ｍｉｎ）将完整的原生

质体沉积在离心管底部，再用原生质体洗液或液体培养基重复洗涤数次，即可获得较纯净的原生

质体。如果原生质体不纯，还必须用浮力密度悬浮法纯化。将 ０．３～０．６ｍｏｌ／Ｌ蔗糖加在试管底

部，再缓缓注入原生质体悬浮液，避免两种溶液混合，低速离心。完整原生质体浮力密度较低，可

以悬浮在两层液体的界面处，形成一条带状。吸取该层溶液并洗涤数次，即可获得纯化的原生

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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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原生质体培养

获得有生活力的原生质体后，在适合其生长发育的培养条件下，原生质体可重新产生细胞壁

并进行细胞分裂。培养方法对于原生质体的生长和分裂至关重要，不同植物的原生质体一般适

应于不同的培养方法。一般认为，对于容易分裂的植物原生质体采用液体浅层和液体浅层 －固

体双层培养系统即可获得较好的结果；而对于难以分裂的植物原生质体，采用琼脂糖包埋、液体

浅层 －固体双层及看护培养系统较好。

３．原生质体愈伤组织的形成和发育

原生质体培养一段时间后必须及时添加降低了渗透压的培养基，否则形成的细胞团和小愈

伤组织无法继续发育。待小愈伤组织长至 １ｍｍ左右时及时转移到固体培养基上，固体培养基

的组分与愈伤组织培养基相同。

４．原生质体植株的再生

当原生质体再生的愈伤组织达到 １～５ｍｍ时，将其转移到分化培养基上，诱导器官分化或

胚状体的形成，获得再生植株。

实验要求同学掌握植物原生质体分离和培养的基本方法，了解原生质体培养获得再生植株

的过程。

一、试材及用具

１．试材

柑橘、烟草幼苗叶片及水稻种子。

２．用具

超净工作台、离心机、显微镜、灭菌锅、细菌过滤器和 ０．４５μｍ滤膜、不锈钢网筛及配套小烧

杯、解剖刀、尖头镊子、培养瓶、培养皿及吸水纸等。

二、方法步骤

（一）烟草叶肉细胞原生质体的培养

１．试剂的配制

（１）酶液

２％纤维素酶，０．０５％果胶酶，０．５ｍｏｌ／Ｌ甘露醇，１０ｍｍｏｌ／ＬＣａＣｌ２·２Ｈ２Ｏ，０．７ｍｍｏｌ／Ｌ

ＫＨ２ＰＯ４，ｐＨ５．７。

（２）培养基

① ＮＴ培养基

每升培养基含各种成分的质量（ｍｇ）如下：ＮＨ４ＮＯ３（８２５），ＫＮＯ３（９５０），ＣａＣｌ２·２Ｈ２Ｏ（２２０），

ＭｇＳＯ４·７Ｈ２Ｏ（１２３３），ＫＨ２ＰＯ４（６８０），ＥＤＴＡ－Ｎａ２（３７．３），ＦｅＳＯ４·７Ｈ２Ｏ（２７．８），Ｈ３ＢＯ３（６．２），

ＭｎＳＯ４·４Ｈ２Ｏ（２２．３），ＺｎＳＯ４·７Ｈ２Ｏ（８．６），ＫＩ（０．８３），Ｎａ２ＭｏＯ４·２Ｈ２Ｏ（０．２５），ＣｕＳＯ４·５Ｈ２Ｏ

（０．０２５），ＣｏＳＯ４·７Ｈ２Ｏ（０．０３０），蔗糖（１００００），肌醇（１００），盐酸硫胺素（１），Ｄ－甘露醇

（０．７ｍｏｌ／Ｌ），ｐＨ５．８。

② 分化培养基

ＮＴ＋１ｍｇ／ＬＢ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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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生根培养基

ＭＳ＋０．２ｍｇ／ＬＮＡＡ。

２．原生质体的分离纯化

（１）取充分展开的叶片，用自来水冲洗干净。

（２）０．１％升汞浸泡 １０ｍｉｎ，无菌水漂洗４～５次。

（３）将叶片放入大培养皿中，用镊子撕去叶片下表皮，切成 ３～５ｍｍ见方的小块。以 １∶１０

（ｍ／Ｖ）的比例浸入 ＮＴ培养基中，２８℃黑暗处理３ｈ，进行质壁分离处理。

（４）质壁分离的材料，以１∶１０（ｍ／Ｖ）的比例与酶液混合，２８℃黑暗处理 ３～４ｈ。

（５）酶解液经 ８０～１００目滤网过滤，５００ｒ／ｍｉｎ离心 ５ｍｉｎ，收集原生质体。原生质体重新悬

浮在 ＮＴ培养基中，于上述离心条件下洗 ３次，获得纯净的原生质体。

３．原生质体的培养与植株再生

（１）经过纯化的原生质体以 １×１０５ 个／ｍＬ的密度悬浮于 ＮＴ培养基中，在直径为 ６ｃｍ的培

养皿中加入 ４ｍＬ原生质体悬浮液，２８℃培养。

（２）弱光（３００ｌｘ）培养 ３ｄ以后改为 １５００ｌｘ光照培养。

（３）培养 ２周后向培养皿中添加 １～１．５ｍＬ无甘露醇的 ＮＴ培养基。

（４）再培养 ２周后，将再生的愈伤组织转移到分化培养基上，诱导再生芽。

（５）再生芽转移到生根培养基上培养，形成完整的再生植株。

（二）水稻愈伤组织原生质体培养

１．试剂的配制

（１）ＣＰＷ盐

每升含 ＫＨ２ＰＯ４２７．２ｍｇ，ＫＮＯ３１０１．０ｍｇ，ＣａＣｌ２·２Ｈ２Ｏ１４８０．０ｍｇ，ＭｇＳＯ４·７Ｈ２Ｏ２４６．０ｍｇ，

ＫＩ０．１６ｍｇ，ＣｕＳＯ４·５Ｈ２Ｏ０．０２５ｍｇ，ｐＨ５．８。

（２）ＣＰＷ－９Ｍ

ＣＰＷ盐 ＋９％甘露醇。

（３）ＣＰＷ－２１Ｓ

ＣＰＷ盐 ＋２１％蔗糖。

（４）酶液

纤维素酶 １％，果胶酶 Ｍａｃｅｒｏｚｙｅ０．２５％，ＣＰＷ９ｍｏｌ／Ｌ。

（５）培养基

① Ｎ６培养基

每升培养基含各种组分的质量（ｍｇ）：ＫＮＯ３（２８３０），（ＮＨ４）２ＳＯ４（４６３），ＫＨ２ＰＯ４（４００），

ＭｇＳＯ４·７Ｈ２Ｏ（１８５），ＣａＣｌ２·２Ｈ２Ｏ（１６６），ＦｅＳＯ４·７Ｈ２Ｏ（２７．８５），ＥＤＴＡ－Ｎａ２（３７．２５），ＭｎＳＯ４·

４Ｈ２Ｏ（４．４），ＺｎＳＯ４·７Ｈ２Ｏ（１．５），Ｈ３ＢＯ３（１．６），ＫＩ（０．８），甘氨酸（２．０），盐酸硫胺素（１．０），盐酸

吡哆醇（０．５），烟酸（０．５），蔗糖（５００００），ｐＨ５．８。

② 愈伤培养基

Ｎ６＋２ｍｇ／Ｌ２，４－Ｄ＋１．０ｇ／Ｌ酪蛋白水解物。

③ 分化培养基

Ｎ６＋５μｇ／ＬＮＡＡ＋２ｍｇ／Ｌ苯氨基嘌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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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生根培养基

１／２ＭＳ＋０．１ｍｇ／ＬＩＢＡ。

⑤ ＫＰＲ培养基

每升培养基含各种成分的质量（ｍｇ）：ＮＨ４ＮＯ３（６００），ＫＮＯ３（１９００），ＣａＣｌ２·２Ｈ２Ｏ（６００），

ＭｇＳＯ４·７Ｈ２Ｏ（３００），ＫＨ２ＰＯ４ （１７０），ＫＣｌ（３００），Ｓｅｑｕｅｓｔｒｅｎｅ３３０Ｆｅ（复合铁 盐，２８），Ｈ３ＢＯ３

（３．００），ＭｎＳＯ４·４Ｈ２Ｏ（１０．００），ＺｎＳＯ４·７Ｈ２Ｏ（２．０），Ｎａ２ＭｏＯ４·２Ｈ２Ｏ（０．２５），ＣｕＳＯ４·５Ｈ２Ｏ

（０．０２５），ＣｏＣｌ２·６Ｈ２Ｏ（０．０２５），葡萄糖（６８４００），蔗糖（２５０），果糖（１２５），核糖（１２５），木糖

（１２５），甘露糖（１２５），鼠李糖（１２５），纤维二糖（１２５），山梨醇（１２５），甘露醇（１２５），丙酮酸钠

（５），柠檬酸（１０），苹果酸（１０），延胡索酸（１０），肌醇（１００），烟酸（１），盐酸吡哆醇（１），盐酸硫胺

素（１０），Ｄ－泛酸钙（０．５），叶酸（０．２），对氨基苯甲酸（０．０１），生物素（０．００５），氯化胆碱（０．５），

核黄素（０．１），抗坏血酸（１），维生素 Ａ（０．００５），维生素 Ｄ３（０．００５），维生素 Ｂ１２（０．０１），水解酪蛋

白（１２５），椰子汁（１０ｍＬ／Ｌ），ｐＨ５．７。

２．水稻成熟胚愈伤组织诱导

（１）水稻成熟种子去皮，洗净，表面消毒，接种在愈伤诱导培养基（１／２ＭＳ＋２ｍｇ／Ｌ２，４－Ｄ）

上。胚部分不能接触培养基。

（２）２６℃，暗培养。

３．悬浮细胞系的建立

（１）选取 ２５～５０块较小的胚性愈伤块（小于 ５ｍｍ），接入 １０ｍＬＮ６培养基中，２６℃，

１００ｒ／ｍｉｎ振荡暗培养。每周换 ３次培养基。

（２）培养 ２～３周后，选取分散相较好的细胞块继代培养，每周 ２次。

（３）培养 ２～３个月后，建立起悬浮细胞系。良好悬浮细胞系的特点：

① 细胞总体积每周增加 １倍。

② 细胞呈乳白色，无分化特征。

③ 细胞块细小，分散度高（直径小于 １ｍｍ）。

４．原生质体的分离与纯化

（１）取 １～１．５ｇ除去培养液的悬浮细胞，放入 １０ｃｍ培养皿中，加入 １０～１５ｍＬ酶液，石蜡

膜封口，２５℃，黑暗，２０ｒ／ｍｉｎ振荡酶解 ４ｈ。

（２）２００目滤网过滤，５００ｒ／ｍｉｎ离心 ５ｍｉｎ，收集原生质体。

（３）ＣＰＷ－９Ｍ离心洗涤两次，原生质体沉淀重新悬浮在 ２ｍＬＣＰＷ－９Ｍ中。

（４）在１０ｍＬ离心管中加入８ｍＬＣＰＷ－２１Ｓ，再在此液面上缓缓加入上述２ｍＬ原生质体悬

液，６００ｒ／ｍｉｎ离心 ５ｍｉｎ。

（５）小心吸出溶液界面间的原生质体，用 ＣＰＷ －９Ｍ离心洗涤一次，用 ＫＰＲ培养基洗涤一

次，得到纯净的原生质体。

５．原生质体培养

（１）纯化的原生质体悬浮于 ＫＰＲ培养基中，接种密度为 ５×１０
４
个／ｍＬ，２５℃，暗培养。

（２）培养 ２～３周后，将生成的小愈伤转移到愈伤生长的固体培养基上，培养。

（３）待愈伤长至 １．５～２ｍｍ时，转入分化培养基中，诱导不定芽。

（４）不定芽长至 ２～３ｃｍ时，从基部切下插入生根培养基，获得再生植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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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柑橘原生质体培养

１．胚性愈伤组织的诱导

取花后 ２～６周的珠心组织，接种在 ＭＴ（Ｍｕｒａｓｈｉｇｅ和 Ｔｕｃｋｅｒ，１９６９）附加５００ｍｇ／Ｌ麦芽浸出物

的培养基上，诱导愈伤组织。愈伤组织转入新鲜培养基后２０ｄ，取新长出的部分进行原生质体分离。

２．原生质体的分离

取约０．８ｇ胚性愈伤组织置于 １０ｍＬ酶液中。酶液组成为０．３％果胶酶 ＋０．３％纤维素酶 ＋０．１

ｍｏｌ／Ｌ蔗糖 ＋０．５６ｍｏｌ／Ｌ甘露醇 ＋ＭＴ大量元素 ＋０．５ｍｍｏｌ／ＬＭＥＳ，ｐＨ５．７，２８℃黑暗中酶解 １６ｈ。

３．原生质体纯化

酶解液经 ３０μｍ孔径的筛网过滤，去掉碎片，１００ｇ离心 ６ｍｉｎ，回收原生质体沉淀，沉淀用

原生质体培养基 ＭＴ＋０．６５ｍｏｌ／Ｌ蔗糖洗涤 ２次，用培养基悬浮至 ５×１０４ ～１×１０５ 个原生质

体／ｍＬ备用。

４．原生质体的培养

在直径为 ６ｃｍ的培养皿中，加入 １．５～２．０ｍＬ悬浮好的原生质体，石蜡带封口，于 ２８℃培

养。培养 ２周左右，原生质体再生细胞分裂形成小细胞团时，加入 ４～５滴 新鲜培养基

（０．４５ｍｏｌ／Ｌ蔗糖），降低渗透压约 ２０％，随后再降 ２次。培养 １个月左右，细胞团分裂到肉眼可

见大时，转入三角瓶中悬浮培养（１００ｒ／ｍｉｎ）。细胞团形成球形胚状体时，培养基中加入 ５ｍｇ／Ｌ

硫酸腺嘌呤，使胚状体转绿和进一步分化。子叶期胚状体转入加有 ３ｍｇ／Ｌ赤霉素的 ＭＴ固体培

养基中，胚状体萌发成为完整植株。

三、作业思考题

１．比较植物原生质体培养与一般组织和器官离体培养的异同。

２．简述植物原生质体培养获得再生植株的主要步骤。

（刘凤珍）

实验１０ 植物辐射诱变技术

辐射育种就是利用各种物理射线（如 γ射线、Ｘ射线、β粒子、中子、质子、紫外线和激光）照

射植物的种子、花粉、子房、合子、营养器官等，使其遗传物质发生变异，再经过筛选优良的变异而

培育优良品种的方法。辐射育种不仅能扩大变异范围，提高性状突变频率，而且具有变异稳定

快，育种年限短的特点。辐射处理有助于打破有利基因与不利基因的连锁，实现基因的重新组

合；辐射也可改变植物育性，促进远缘杂交的成功。因此，辐射育种也常与杂交育种、远缘杂交育

种、杂种优势利用等途径相结合，提高育种效率。

实验目的是通过观察，初步了解和掌握植物辐射育种方法、特点和效果。

一、试材及用具

１．试材

相关植物材料。

２．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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钴（
６０
Ｃｏ）源等设施、辐射育种试验地、田间种植计划书、米尺、铅笔及记录本等。

二、内容说明

出于射线来源、设备条件和安全等因素的考虑，目前辐射育种常应用强 γ射线进行照射，

以
６０
Ｃｏ辐射源最为常用。这类实验室的放射源被封闭在一定的容器中，工作人员并不直接接触

放射源而是利用放射源发出的 γ射线进行工作，所以实验室的设计主要着眼于外照射的防护

上。要严格实验技术操作规程，保证实验人员和工作人员健康和安全。

辐射诱变材料的选择包括选择亲本和选用哪种器官或组织用于辐射处理。由于辐射诱变大

多是单个基因位点的突变，因此它最适于改变植物品种的个别缺陷（如晚熟，感染某种病害等），

而不致损害或改变该品种的其他特性。通常选择在当地适应性强，具有优良的综合性状，但有一

二个缺点的品种或有希望，有苗头的高世代品系，通过诱变和选择以获得缺点有改进的优良新品

种。供试材料的品种类型可以是自交植物或常异交植物的纯系品种，无性繁殖植物的营养系品

种，也可以是异交植物杂交种品种的自交系亲本等。常用于辐射诱变的植物材料有以下类型。

１．干种子

干种子是辐射育种最常用的处理材料，它运输、处理方便，并适于大量处理。

２．萌动种子

萌动种子对辐射处理的敏感性比干种子强。种子萌动时，各个胚细胞第一次分裂步调比较

一致，可以在诱发突变最有效的细胞分裂时期处理，提高诱变效率。

３．绿色植株

可将植物种植或移栽到设有照射装置的场所（如钴植物园）进行辐射处理。如采用盆栽将

更为方便，能有效掌握辐射剂量，可在不同生育阶段照射，也可多次间歇性照射。

４．营养器官

无性繁殖植物在辐射诱变时多以营养器官或营养器官的一部分进行处理，其优点是一旦发

生了有益突变，即可用营养繁殖将其固定下来，育成新的突变系。诱变材料类型因植物种类而

异，如大田作物地瓜的块根，蔬菜作物中的山药块根、马铃薯块茎、蒜鳞茎，观赏植物中莲花根茎、

君子兰鳞茎，多种果树的扦插枝条、嫁接接穗等。无性繁殖植物的诱发变异常以突变嵌合体的形

式表现出来，可采用重复营养繁殖法、组织培养法等分离筛选出优良的同型突变体。

５．花粉、子房

花粉照射后，授以特定母本的柱头产生杂种后代，并对后代进行多代自交分离，选出符合要

求的变异类型。同理也可以进行雌性器官的子房照射，辐射处理子房不仅能诱发卵细胞突变，而

且可以诱发孤雌生殖。子房照射前先进行人工去雄，辐射后授以正常花粉。照射花粉、卵细胞的

最大优点是不产生嵌合体。

６．其他

用于诱变处理的试验材料还有幼茎、幼叶、胚状体、胚、愈伤组织、游离单细胞及原生质体等。

试材经辐射处理后再进行培养基接种培养获得突变再生株。辐射诱变与离体培养技术相结合的

育种方法日益受到重视，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避免或限制突变嵌合体的形成。如照射单

倍体细胞诱发的突变，不论是显性突变还是隐性突变都能在细胞水平或个体水平上表现出来，突

变的单倍体经人工或自然加倍即可得到二倍体纯系，有利于突变体的选择，并能加速育种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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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育种 Ｍ１ 代由于生理损伤和存在嵌合体等原因，一般不进行选株，但对杂种 Ｆ２ 代或单倍

体的群体进行诱变处理时，Ｍ１ 代就会出现性状分离，也可以进行选择；Ｍ２ 代是诱变处理后性状

分离最大的世代，可遗传的变异一般都能表现出来，因此，在生育期内应进行仔细的观察和比较，

力求发现和选拔出综合性状好，具有经济价值的突变体；在 Ｍ３ 和 Ｍ４ 代，要选择优良稳定的株

系，淘汰综合性状不好的株系，对仍有分离的株系继续进行优良单株的选择，直至性状稳定为止。

一般从 Ｍ３ 代开始，对已稳定的株系就可提升参加下年度的品系产量比较试验。

三、方法步骤

在教师或有关技术人员讲解和引导下，进行以下观察、分析。

（一）参观钴源和利用 γ射线辐射处理种子的方法

教师介绍钴源设施并演示钴源辐射操作系统。

取禾谷类植物（如小麦）干种子１０份，分别以 １万伦琴、１．５万伦琴、２万伦琴、２．５万伦琴和

３万伦琴的剂量照射，每种剂量重复处理两次。

（二）观察

观察各辐射诱变世代（Ｍ１ ～Ｍ５）的种植方式、密度、群体大小和对照品种行（区）的设置情况。

（三）观察并分析辐射后代的表现

以小麦纯系品种干种子辐射后代为例。

１．Ｍ１ 代辐射效应

（１）致死效应

包括发芽率、出苗率及成株率等方面的变异。

（２）生理效应

包括分蘖力、生长势、株高、叶色、育性、结实率及成熟期等方面的变异。

（３）形态异常效应

包括叶序混乱、旗叶和穗下节间扭曲、双穗、畸形穗等方面的变异。

以上变异多属于因辐射而造成的生理性损伤，一般是不能够遗传的。有些 Ｍ１ 植株因部分

组织或器官发生变异而表现为嵌合体。诱发的突变大多数为隐性突变，在 Ｍ１ 代一般不能显露，

但显性突变的性状能够表现。如果辐射处理单倍体（花粉、卵细胞或单倍体植株），不论是隐性

突变还是显性突变，Ｍ１ 代植株均可表现出来。

２．观察 Ｍ２ 代性状的分离特点及辐射损伤的恢复情况

Ｍ２ 代是突变显现最多的世代。有大突变和微突变，绝大多数突变是不利的（如常见的叶绿

素突变），同时也可能出现早熟、矮秆、抗病、抗逆及优质等有益突变。

３．观察 Ｍ３ 代和 Ｍ４ 代

观察被改良的性状和其他有益突变性状的稳定情况。

（四）观察微突变

观察微突变在各世代的表现及随世代增加的积累情况。

（五）比较效果

观察比较不同辐射诱变因素（
６０
Ｃｏγ射线、激光、快中子等）、不同剂量的处理效果。

    
    

    
    

    
 



３４ 第二章 创造植物变异的新技术

四、作业思考题

１．概括总结某一植物辐射育种程序中各世代的种植方式、表现特点和主要工作内容。

２．根据辐射后代材料的遗传变异特点，你认为进行植物辐射育种时应注意什么问题？

３．辐射后代与品种间杂交的后代在表现特点上有哪些不同？分析说明其原因。

（李宪彬）

实验１１ 植物化学诱变技术

化学诱变育种是人工利用化学诱变剂诱发植物发生突变，再通过多世代对突变体进行鉴定

和选择，直接或间接地培育成植物新品种的方法。与物理诱变相比，化学诱变具有成本低，使用

方便，诱变作用专一性强，对处理材料损伤轻等特点，是一种迅速发展的育种途径。

实验目的是通过本实验操作，初步掌握化学诱变处理方法，并对化学诱变生理损伤效应、诱

变后代性状变异等进行分析鉴定。

一、试材及用具

１．试材

玉米自交系种子。

２．用具

镊子、培养皿、滤纸、烧杯、三角瓶、量筒及发芽箱等。

３．试剂

磷酸二氢钠、磷酸氢二钠、甲基磺酸乙酯及蒸馏水等。

二、内容说明

烷化剂是诱发栽培植物突变最重要的一类化学诱变剂，包括烷基磺酸盐、烷基硫酸盐、亚硝

基烷基化合物、环氧乙烷和次乙亚胺类、芥子气类等。烷化剂都带有一个或多个活泼烷基，对生

物系统的作用重点是 ＤＮＡ和 ＲＮＡ，与 ＤＮＡ反应时，烷基置换碱基多个位置上的氢原子，被称为

烷化作用。已确定烷化作用最容易在鸟嘌呤碱基 Ｎ７ 位置上发生，反应先形成不稳定的膦酸酯，

从而发生两种遗传效应：胸腺嘧啶与烷化的鸟嘌呤配对，代替胞嘧啶，发生转换型的突变；由于鸟

嘌呤的 Ｎ７ 位置烷基活化，糖苷键断裂造成脱嘌呤，脱去鸟嘌呤的 ＤＮＡ分子在进一步复制时，原

来鸟嘌呤的位置成了一个空位，其互补位置上的碱基就不受严格的配对限制，４种碱基都有机会

进入，从而造成转换、颠换等。此外，还可能发生糖 －磷酸骨架断裂，造成染色体缺失。代表性烷

化剂如甲基磺酸乙酯（ＥＭＳ）诱变效应可用“两高一广”来评价，即频率高，效率高和范围广。与

其他诱变剂相比，ＥＭＳ诱变后产生的突变频率高，尤其是显性突变频率高，易于突变体的筛选，

目前已成为在植物诱变育种中应用最广泛，效果最好的一种化学诱变剂。

另一类化学诱变剂具有与 ＤＮＡ碱基类似的结构，如 ５－溴尿嘧啶（５－ＢＵ）、５－溴脱氧尿嘧

啶核苷（５－ＢＵｄＲ）、２－氨基嘌呤（ＡＰ）及马来酰肼（ＭＨ）。这些碱基类似物的作用机制与烷化

剂明显不同，它们因化学结构上与４种 ＤＮＡ碱基（Ａ，Ｃ，Ｇ，Ｔ）的一种相似，可以在 ＤＮＡ复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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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冒充正常碱基掺入到复制后的 ＤＮＡ链中，进而导致碱基配对差错，引起点突变。由于这类诱

变剂引发的生物学效应与辐射诱变相似，因此又被称为“拟辐射物质”。

报道的其他药剂类型很多，如叠氮化钠（ＮａＮ３）、平阳霉素（ＰＹＭ）、羟胺（ＮＨ２ＯＨ）、重氮甲

烷、秋水仙素、双氧水（Ｈ２Ｏ２）及丝裂霉素 Ｃ等物质，均能影响 ＤＮＡ合成和分解的有序性，导致染

色体畸变和基因突变。

绝大多数化学诱变剂都有极强烈的毒性，或易燃易爆。如烷化剂中大部分属于致癌物质，芥

子气易造成皮肤溃烂，乙烯亚胺有强烈的腐蚀作用而且易燃，亚硝基甲基脲易爆炸等。因此操作

时必须注意安全，避免药剂触及皮肤，误入口内或熏蒸的气体进入呼吸道。同时，要妥善处理残

液，避免造成污染。

不同化学诱变剂处理的适用条件、方法、效果等不尽相同，本实验练习甲基磺酸乙酯（ＥＭＳ）

处理玉米或其他植物种子的实验方法。

三、方法步骤

（一）药剂配制

诱变处理时通常先将药剂配制成一定浓度的溶液。甲基磺酸乙酯在水中很不稳定，水解后

发生变性，产生不具诱变作用的酸性有毒化合物，从而会显著提高植物的生理损伤，降低 Ｍ１ 植

株存活率。因此，配制好的药剂不宜贮存，诱变时应使用新配制的溶液。使用一定 ｐＨ的磷酸缓

冲液，可显著提高诱变剂在溶液中的稳定性，缓冲液的磷酸盐浓度一般不应超过 ０．１ｍｏｌ／Ｌ。

１．０．０１ｍｏｌ／ＬｐＨ７磷酸缓冲液配制

Ａ液（０．０１ｍｏｌ／Ｌ磷酸二氢钠）

取 １．３８ｇＮａＨ２ＰＯ４·Ｈ２Ｏ，定容至 １０００ｍＬ；

Ｂ液（０．０１ｍｏｌ／Ｌ磷酸氢二钠）

取 ２．６８３ｇＮａ２ＨＰＯ４·７Ｈ２Ｏ或 ３．５８５ｇＮａ２ＨＰＯ４·１２Ｈ２Ｏ，定容至 １０００ｍＬ；

取 Ａ液３９０ｍＬ，Ｂ液 ６１０ｍＬ，即得 １０００ｍＬ０．０１ｍｏｌ／Ｌ磷酸缓冲液（ｐＨ７）。

２．不同浓度 ＥＭＳ溶液配制

ＥＭＳ为无色液体，根据其相对密度（纯净时 ｄ＝１．２０３）分别配制 ０．１％、０．２％、０．３％、

０．４％、０．５％质量浓度的水溶液。配制时用 ０．０１ｍｏｌ／Ｌ磷酸缓冲液（ｐＨ７）稀释定容，充分混匀，

低温（０～１０℃）避光放置待用。

（二）试材预处理

用化学诱变剂处理前，玉米干种子经粒选后用蒸馏水预浸 １２ｈ（２０℃），从种子中析出萌芽

抑制物和游离代谢物等水溶性物质，使细胞代谢活跃，提高种子对诱变剂的敏感性。浸泡还可提

高细胞膜透性，加快种子对诱变剂的吸收速度。实践证明，当细胞处于 ＤＮＡ合成期（Ｓ）时，对诱

变剂最敏感。所以，浸泡时间的长短取决于材料到达 Ｓ期所需的时间，可通过采用同一种诱变剂

处理不同浸泡时间的种子的方法来确定。一般诱变剂处理应在 Ｓ期稍前阶段进行。

（三）药剂处理

用吸水纸吸去种子表面水分，分为 ６个处理，即分别浸入 ０（对照，浸入不含 ＥＭＳ的磷酸缓

冲液中）、０．１％、０．２％、０．３％、０．４％、０．５％质量浓度 ＥＭＳ溶液中，处理时间 ８ｈ。每个处理 ５０

粒，种子与药液的比例为 １粒／ｍＬ，重复 ３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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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对诱变剂 ＥＭＳ的水解速度有很大影响，在低温下诱变剂能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从而能

与被处理材料发生作用。但另一方面，当温度增高时，可提高诱变剂在材料体内的反应速度和作

用能力。因此，适宜的处理方式应先在低温（０～１０℃）下把种子浸泡于诱变剂中足够的时间

（如 ４ｈ），使诱变剂进入胚细胞中，然后转移至室温或更高温度（小于 ４０℃）下进行处理，以提高

诱变剂的反应速度。

（四）药剂处理后的漂洗、播种

经药剂处理后的材料必须用清水进行反复冲洗使药剂残留量尽可能地降低，以中止药剂处

理作用，避免增加生理损伤。一般流水冲洗约需 １ｈ甚至更长时间。经漂洗后的材料应立即播

种，有些不能立即播种而需暂时贮藏的种子，应贮藏在 ０℃左右的低温条件下。

（五）考察诱变早期世代（Ｍ１、Ｍ２代）的生理损伤和突变率

Ｍ１ 代单粒播种，套袋自交，单穗分别收获，Ｍ２ 代种成穗行。以出苗率、成活率、畸变率反

映植株生理损伤程度，畸变率即 Ｍ１ 或 Ｍ２ 代具有畸变性状植株的比例，畸变性状可选择易于

鉴别的质量性状，主要包括雄穗畸变如雄性不育，雄花结实，雄穗无分枝，无雄穗等，叶形畸变

如叶片皱缩变厚不能伸展，叶色畸变如叶片上有黄色、白色条纹或黄色斑块等。Ｍ２ 代性状突

变率以突变穗行百分率计，将出现一个至多个突变个体或全部为突变个体的穗行定为突变

穗行。

四、作业思考题

１．甲基磺酸乙酯化学诱变剂的作用机制是什么？为提高诱变效果，在应用中应注意哪些问

题？

２．将实验结果分别填入表 ２－４和表 ２－５。从“减少生理损伤，提高突变频率”角度分析确

定甲基磺酸乙酯处理玉米自交系种子的适宜质量浓度。

表 ２－４ 甲基磺酸乙酯不同质量浓度对 Ｍ１、Ｍ２ 代出苗率、成活率、畸变率的影响

世代 处理质量浓度／％ 出苗率 成活率 畸变率

Ｍ１代

ＣＫ

０．１

０．２

０．３

０．４

０．５

Ｍ２代

ＣＫ

０．１

０．２

０．３

０．４

０．５

    
    

    
    

    
 



实验 １１ 植物化学诱变技术 ３７

表２－５ Ｍ２ 代主要性状突变频率

性状 处理质量浓度／％ 性状变异范围 正突变／％ 负突变／％

株高／ｃｍ

ＣＫ

０．１

０．２

０．３

０．４

０．５

穗位高／ｃｍ

ＣＫ

０．１

０．２

０．３

０．４

０．５

穗位叶长／ｃｍ

ＣＫ

０．１

０．２

０．３

０．４

０．５

穗位叶宽／ｃｍ

ＣＫ

０．１

０．２

０．３

０．４

０．５

穗行数

ＣＫ

０．１

０．２

０．３

０．４

０．５

千粒重／ｇ

ＣＫ

０．１

０．２

０．３

０．４

０．５

（李宪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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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１２ 植物多倍体诱导与鉴定技术

通常植物细胞染色体自然加倍的频率是很低的，很难满足多倍体育种的要求。所以必须利

用染色体人工加倍的方法诱导获得植物多倍体。

实验目的是练习用秋水仙素人工诱导植物多倍体的几种方法，掌握间接和直接鉴定多倍体

的技术。

一、试材及用具

１．试材

小麦（２ｎ＝６Ｘ）、小黑麦（２ｎ＝８Ｘ）、玉米（２ｎ＝２Ｘ，２ｎ＝４Ｘ）、西瓜（２ｎ＝２Ｘ，２ｎ＝３Ｘ，２ｎ＝４Ｘ）

及大蒜（２ｎ＝２Ｘ，２ｎ＝４Ｘ）等根尖压片标本。

２．用具

带测微尺显微镜、刀片、镊子、培养皿、烧杯、载玻片、盖玻片、纱布、酒精灯、量筒及发芽箱等。

３．试剂

秋水仙素、二甲基亚砜、酒精、浓盐酸、醋酸洋红染色液、升汞及蒸馏水等。

二、内容说明

染色体人工加倍的方法一般是利用物理因素或化学因素处理。物理因素包括温度剧变，机

械创伤，电离或非电离射线照射，离心等。这些因素虽能诱导染色体加倍，但频率较低，其中物理

射线诱导染色体加倍的同时也易引起基因突变，应用效果不够理想。诱导植物多倍体常用的化

学因素有秋水仙素、萘嵌戊烷、吲哚乙酸、三氯乙醛、一氧化二氮（Ｎ２Ｏ）和富民农等。但到目前为

止，应用最广泛，最有效的方法是利用秋水仙素处理。秋水仙素（Ｃ２２Ｈ２５Ｏ６Ｎ）是从百合科植物秋

水仙（Ｃｏｌｃｈｉｃｕｍａｕｔｕｍｎａｌｅ）器官和种子中提取的一种植物碱，一般呈淡黄色粉末（高纯度时无

色），晶体针状，易溶于冷水、酒精、乙醚、氯仿或甲醛，在热水中反而不易溶解。

秋水仙素与正在分裂的细胞接触后，能抑制细胞微管的聚合，使纺锤丝的形成受到抑制或不

能形成，染色体不能排列在赤道板上。由此使细胞停顿在分裂中期，染色体虽能复制，但不能分

向两极，造成染色体数目加倍而成多倍体。在一定时期内，经冲洗后的细胞仍可恢复常态，继续

分裂，只是细胞核内的染色体数目已经加倍，成为多倍性的细胞，在遗传上很少发生其他不利的

变异。有时在处理初期的植株上出现茎、叶的短期变态，但以后除与多倍性相应的性状变异外，

变态均能自行消失。较之其他化学因素，应用秋水仙素的优势还在于它适于处理的植物的器官

或组织的类型多，对于干燥的种子、正在分裂的幼芽或根茎组织，以及花芽、花粉粒和卵细胞等，

都能发生作用。

依据秋水仙素诱导植物多倍体的原理和经验，总结以下几个技术原则供实验时参考：

１．秋水仙素分子通过水溶液或其他制剂可以渗透到植物组织内部，促使分生组织内部发生

变化。但是处理休眠组织常不能发生应有的作用，诱导效果差。

２．不同植物、同一植物的不同器官或组织、不同生育阶段对秋水仙素的反应不同，有的敏

感，有的迟钝。如幼根、较嫩茎反应敏感，处理幼根较易造成药害。在诱导多倍体时，应选取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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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宜的浓度（范围），如果浓度太大，就会引起植物死亡；浓度太小，往往又不致发生应有的作用。

３．对植物器官、组织或细胞处理的时间长短，一般取决于细胞的分裂周期。对分裂快的组

织细胞，处理时间宜短，溶液浓度宜低；反之，处理时间可长些，溶液浓度宜高。而且，对同一材料

而言，在一定有效浓度范围内，处理浓度愈高，时间则愈短，浓度高而处理时间短的，其效果往往

好于浓度低而处理时间长的。

４．处理时应针对植物材料的特点，提供和保持有利于细胞分裂的最适宜的外界条件。其中

温度条件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在一定范围内，较高的温度诱导成功的可能性较大。

综合上述，须根据具体情况把握处理的浓度、处理温度和持续时间，因此，在处理前最好先做

几组不同浓度和持续时间的预备实验。

５．实验操作谨慎细心，注意安全防护，避免或减轻环境污染。秋水仙素属剧毒药品，在操作

使用时要严格注意安全，既不要让它的粉末在空中飞扬，以免误入呼吸道，也不可与眼、口、鼻、皮

肤等接触，避免发生危险。

利用秋水仙素进行染色体加倍时，一般将其配成一定浓度的水溶液、酒精溶液或甘油溶液，

也可配制成羊毛脂膏、凡士林或琼脂等制剂。处理使用方法有浸渍法、滴液法等多种。

三、方法步骤

（一）秋水仙素制剂的配制

１．水溶液

可将秋水仙素直接溶于冷水中或先以少量酒精为溶媒，然后再加冷蒸馏水，先配成 １％的高

质量分数母液，用时再根据需要将母液稀释至所需浓度。配制母液的目的是为了便于存放和节

约使用，母液或已稀释的溶液放于棕色瓶中，并盖紧以减少与空气的接触，置于暗处。处理时也

要避免强光照射，以免改变药性，降低药效。使用过的溶液经过滤仍可应用，但浓度已改变。秋水

仙素水溶液在０．０１％ ～１％的质量分数范围内使用都有效果，常用质量分数范围为０．０２％ ～０．５％。

二甲基亚砜（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ｓｕｌｐｈｏｘｉｄｅ，ＤＭＳＯ）是一种有效的载体剂，能促进秋水仙素渗透到植物

组织中，一般采用质量浓度为 １％ ～３％的二甲基亚砜与一定浓度的秋水仙素混合制成水溶液来

应用，可增强染色体加倍的诱导效果。

２．羊毛脂软膏

可将秋水仙素粉末（如为结晶，须先研成细粉末）直接加入精制羊毛脂（为淡黄色软膏，熔点

４０℃，不溶于水）中并搅拌均匀，也可把一定量的精制羊毛脂放入小研钵中，然后将质量分数为

０．０１％ ～０．０５％（按所需浓度配制）的秋水仙素溶液少量徐徐地加入并充分混合。

３．混合乳剂

可取硬脂酸 １．５ｇ，羊毛脂 ８ｇ，１，４－氧氮陆圜（Ｃ４Ｈ９ＯＮ）０．５３ｍＬ，加水 ２０ｍＬ，并加热融化

配成乳酪状态。然后在用时加入秋水仙素溶液，兑水稀释至需要浓度。还可用甘油 ７．５ｍＬ，水

２．５ｍＬ，１０％Ｓａｎｔｏｍｅｒｓｅ（湿润剂）６～８滴配成混合液，用时加入秋水仙素溶液并稀释至最终浓

度。

（二）利用秋水仙素加倍染色体

１．浸渍法

处理种子、插条、接穗、禾本科幼苗及双子叶植物幼苗的茎端生长点可用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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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的种子常用干种子进行直接处理。如麦类可将干种子先放在 ０．１％升汞溶液中消毒

１０ｍｉｎ，接着（不必用水冲洗）放入 ０．１％秋水仙素溶液中浸种 ２４ｈ，用清水冲洗数次（最好用流

水冲洗干净）后，一部分播种于土壤中使其发芽，另一部分种子用于直接观察根尖染色体数目。

棉花种子则先用浓硫酸浸渍脱绒，冲洗后放入 ０．１％ ～０．１５％秋水仙素溶液中浸种 １６ｈ，仍以清

水冲洗后播种。除处理干种子外，也可将植物种子浸入水中使其萌动，再注入一定浓度的秋水仙

素溶液，加盖避光，置于发芽箱保持适宜发芽温度（一般 ２０～２５℃），处理时间数小时至 ３天。

处理中适当遮盖，不使种子见光并保持其湿润，每天加入适量的稀释一倍或原浓度的秋水仙素溶

液，但不要淹没种子。处理后用清水冲洗数次，然后播于土壤或砂培。

种子处理的缺点在于秋水仙素处理后根部易受药害，阻碍以后的根系发育，尤其在处理双子

叶植物幼苗时药害较为严重，而只处理茎生长点可以避免这一点。处理双子叶植物幼苗时，可将

嫩茎生长点处割裂一小口，倒置或横插于盛有药剂的器皿中，让茎端的生长点浸入 ０．０３％ ～

０．０５％秋水仙素溶液中，棉花处理时间 ２４ｈ左右。对于禾谷类植物，也可采用类似的方法，在玉

米、高粱等作物幼苗长出 ３～５片真叶，麦类、水稻 ２～３个分蘖时，将幼苗挖出，根部用清水冲洗

后以湿布遮盖以免干燥。用小刀在茎生长点处切一深至 ２～３个叶鞘的伤口，如幼苗有几个较大

的分蘖，在每一分蘖上均需切一伤口，以增加秋水仙素溶液与茎生长点的接触机会。将幼苗倒

置，使茎尖浸入 ０．０３％ ～０．０５％秋水仙素溶液中处理 ３～４ｄ（水稻 ８～１４ｄ），处理时室温不超过

２０℃。处理苗株的容器要放在室内光线不太强烈的地方，并在容器上标出溶液的水平面，以便每

天加注秋水仙素溶液补充蒸腾和蒸发散失的水分，尽量保持其浓度不变。处理完毕，将幼苗取出

用清水冲洗数次，栽植于盆钵中，浇足水分，保持室内温度不超过 １０℃，让幼苗缓慢恢复生机。

对于小麦、黑麦等作物也可将冲洗干净的整个根系浸入秋水仙素水溶液中处理２～５ｄ，最后用水

冲洗后移栽。

对于用根繁殖或用插条繁殖的植物，可将幼根分生组织或幼嫩枝条浸入秋水仙素溶液处理

１～２ｄ，再用清水充分冲洗。大蒜、百合等以鳞茎繁殖的植物，只将其根部接触药液，于 ２５℃条

件下培养 ３～５ｄ，当幼根长 ０．５～１ｃｍ时取材固定，压片镜检，相应幼株栽植于土壤。

２．滴液法

对长大的草本植物或木本植物的顶芽、腋芽生长点的处理多采用此法。常用的秋水仙素水

溶液质量分数是 ０．１％ ～０．４％，每日滴一至数次，反复处理数日，使溶液透过表皮渗入组织。为

避免处理液损失，可用小片脱脂棉包裹幼芽，将药液滴在脱脂棉上，这种方法能够在较长时间内

保持脱脂棉湿润，有利于药液向分生组织渗入。滴液法能避免或减轻药剂对根系和茎叶的影响，

一般不致引起处理植株的死亡，而且还可随时观察处理过程中的反应情况，及时决定增加或减少

处理次数和处理浓度。

３．涂抹法

把配好的羊毛脂软膏用小毛刷均匀涂布在幼苗或枝条顶端，根据需要可反复涂抹数次。适

当遮盖处理部位，以减少蒸发并避免雨水冲刷。

４．注射法

对于小麦等小粒禾谷类植物适于此法。用注射器把秋水仙素水溶液注射到幼株分蘖的生长

点上方，诱使生长点细胞染色体加倍。

５．喷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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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喷雾器将配制好的秋水仙素乳剂喷到要处理的顶芽、腋芽或其他部位。每日数次，连续数

日，喷时及喷后须注意遮蔽日光（如考虑在室内进行），避免药剂很快蒸发散失。如果乳剂中有

甘油，应在处理后几小时或一日内把甘油冲洗掉。

６．药剂 －培养基法

把稀释的秋水仙素水溶液（如 ０．０１％）加入琼脂培养基中，把幼胚在培养基上培养 ２～４ｄ，

然后把萌动胚用清水漂洗干净，再移植到不含秋水仙素的培养基上继续培养成幼苗，最后移栽至

土壤中。这种方法最适合处理远缘杂交后因胚乳不发育或发育不良由种子剥离下的幼胚。实施

胚抢救的同时，通过秋水仙素诱导幼胚萌动过程中的幼芽和幼根细胞染色体加倍。

（三）植物多倍体的鉴定

需要对秋水仙素处理后的植物材料进行鉴定，才能明确植物染色体加倍是否成功。植物多

倍体的间接鉴定是根据植物的育性、形态特征等进行初步的间接判定，鉴定方法视鉴定对象是异

源多倍体还是同源多倍体略有不同。异源多倍体一般较易鉴定，加倍当代植株的全部或部分花

药即可正常散粉结实，育性得到恢复，所以检查处理材料的育性变化是鉴定异源多倍体的可靠标

志。如处理成功的小黑麦杂种第一代，其一部分小穗在开花时就会出现饱满的花药并散出花粉，

表现部分可育性。此类植株的种子下年长成的植株几乎都是加倍了的异源六倍体或异源八倍体

小黑麦。同源多倍体在植株形态上多呈巨大型，可通过观察叶片是否变肥厚，叶形有无变化，气

孔、保卫细胞及花粉粒是否变大，茎是否变粗等进行鉴定。一般最明显的变化是花器和种子显著

变大，但结实率往往下降。如果出现这类植株，可初步判断为染色体加倍成功。连续 ２～３代的

鉴定是必要的，如植株形态、花器大小、生育期等的确与原始供体大不相同，所结种子明显增大，

更有把握判定已加倍成功。

当然，最可靠还是直接鉴定的结果。直接鉴定就是检查花粉母细胞或根尖细胞内染色体数

目。凡染色体数比原始数目增加一倍的即为多倍体。染色体标本制片方法多采用常规压片法

（参见实验 ４５）。

四、作业思考题

１．简述利用秋水仙素诱导植物多倍体的原理和方法，领会并补充利用秋水仙素诱导植物多

倍体的技术原则。

２．自己实际操作并利用实验提供标本，测定并记录植物多倍体鉴定结果（表 ２－６）。

表２－６ 植物多倍体鉴定记载表

植物类型 染色体倍性
保卫细胞大小

长／μｍ 宽／μｍ
气孔数 ／（个 ／ｍｍ２） 染色体数目

玉米
二倍体

四倍体

大蒜
二倍体

四倍体

西瓜
二倍体

四倍体

（李宪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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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１３ 根癌农杆菌介导的植物基因转化技术

根癌农杆菌（Ａｇｒ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ｔｕｍｅｆａｃｉｅｎｓ）是一种能诱发植物产生肿瘤的细菌，根癌农杆菌中诱

导植物产生肿瘤的质粒（ｔｕｍｏｒｉｎｄｕｃｉｎｇｐｌａｓｍｉｄ），简称为 Ｔｉ质粒。野生型农杆菌的 Ｔｉ质粒，含有

两个与致瘤有关的区域：一个是 Ｔ－ＤＮＡ区（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ｅｄＤＮＡｒｅｇｉｏｎ），含致瘤基因；另一个是毒性

区（ｖｉｒｕｌｅｎｃｅｒｅｇｉｏｎ），在 Ｔ－ＤＮＡ的切割、转移与整合过程中起作用。用于植物基因转化的农杆

菌 Ｔｉ质粒载体系统的构建，是将野生 Ｔｉ质粒中的致瘤基因删除，并在 Ｔ－ＤＮＡ区域内插入适当

的选择标记和多克隆位点。图 ２－１是植物表达载体 ｐＢＩ１２１的 ＤＮＡ图谱，以 ＣａＭＶ３５Ｓ启动子

驱动的新霉素磷酸转移酶基因 ＮＰＴ－Ⅱ为卡那霉素抗性选择标记基因，以 β－葡萄糖苷酸酶

（β－ｇｌｕｃｕｒｏｎｉｄａｓｅ，ＧＵＳ）基因为报告基因，经 ｐＢＩ１２１转化获得的转基因细胞、组织或植株，具有

抗卡那霉素的特性，经组织化学染色呈蓝色。

图 ２－１ Ｔｉ质粒载体 ｐＢＩ１２１图谱

实验目的是掌握根癌农杆菌侵染植物获取转基因材料的方法，理解农杆菌介导途径进行基

因转化的机制，了解转基因植物筛选的方法。

一、试材及用具

１．试材

烟草无菌苗、农杆菌 ＬＢＡ４４０４及质粒 ｐＢＩ１２１。

２．用具

超净工作台、高压灭菌锅、小型离心机、光照培养箱或培养室及恒温摇床等。

二、方法步骤

（一）试剂的配制

１．ＹＥＢ培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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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肉膏（５ｇ／Ｌ），酵母抽提物（１ｇ／Ｌ），蛋白胨（５ｇ／Ｌ），蔗糖（５ｇ／Ｌ），ＭｇＳＯ４（２ｍｍｏｌ／Ｌ），

ｐＨ７．２。固体培养基含琼脂 １５ｇ／Ｌ。

２．烟草分化培养基

ＭＳ＋２ｍｇ／Ｌ６－ＢＡ ＋０．５ｍｇ／ＬＩＡＡ。

３．烟草生根培养基

ＭＳ＋０．５ｍｇ／ＬＩＡＡ。

４．卡那霉素（ＫＡＮ）母液

１００ｍｇ／ｍＬ，过滤除菌，分装，－２０℃保存。

５．羧苄青霉素（ＣＢ）母液

５０ｍｇ／ｍＬ，过滤除菌，分装，－２０℃保存。

６．链霉素（ＳＭ）母液

１００ｍｇ／ｍＬ，过滤除菌，－２０℃保存。

７．Ｘ－ｇｌｕｃ（５－溴 －４－氯 －３－吲哚 －β－葡萄糖醛酸苷）溶液（１ｍＬ）

称取０．５ｍｇＸ－ｇｌｕｃ，加入 １～２滴 Ｎ，Ｎ－二甲酰胺（ＤＭＦＡ）使之完全溶解，再加入 ９８０μＬ

磷酸缓冲液（０．１ｍｏｌ／Ｌ，ｐＨ７．０）、１０μＬ铁氰化钾（５ｍｍｏｌ／Ｌ）、１０μＬ亚铁氰化钾（５ｍｍｏｌ／Ｌ），搅

拌混匀后加入 １μＬＴｒｉｔｏｎＸ－１００。Ｘ－ｇｌｕｃ溶液应现用现配。

（二）农杆菌培养

１．挑取携带植物表达载体质粒的农杆菌单菌落，接种在 ２０ｍＬ含 １００ｍｇ／ＬＳＭ和 ５０ｍｇ／Ｌ

ＫＡＮ的 ＹＥＢ液体培养基中，２８℃，１８０ｒ／ｍｉｎ振荡培养过夜。

２．活化过夜的农杆菌按１∶５０的比例接种在相同的 ＹＥＢ液体培养基中，继续培养至对数生长期。

３．５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５ｍｉｎ，收集菌体，用１／２ＭＳ液体培养基悬浮至ＯＤ６００ ＝０．２～０．５，准备感染用。

（三）外植体的浸染及共培养

１．取烟草无菌叶片，切成 ４～６ｍｍ的叶盘（或用打孔器制取），叶盘外植体浸入农杆菌菌液

中，感染 １０～２０ｍｉｎ，取出外植体用无菌滤纸吸去附着的菌液。

２．将浸染过的外植体接种在烟草分化培养基上，暗培养 ２ｄ。

（四）选择培养

将共培养的外植体转移到含５００ｍｇ／ＬＣＢ和１００ｍｇ／ＬＫＡＮ的烟草分化培养基上，２５℃，光

照培养。

（五）继代培养

每隔 ２～３周继代一次，并逐渐降低 ＣＢ的浓度至２００ｍｇ／Ｌ。

（六）生根培养

待培养筛选的抗性芽长至 １～１．５ｃｍ时，切下并转入含有 ２００ｍｇ／ＬＣＢ和 ７５ｍｇ／ＬＫＡＮ的

烟草生根培养基上诱导生根，获得具有卡那霉素抗性的转基因植株。

（七）转基因植株的 ＧＵＳ基因检测

１．从具有卡那霉素抗性的烟草植株上，剪取幼嫩叶片，放入 ０．２５ｍＬ的小离心管中，加入适

量的 Ｘ－ｇｌｕｃ溶液，叶片全部浸泡在染液中，盖好盖子防止挥发。

２．３７℃保温，染色 ２ｈ可看到蓝色，染色过夜。

３．依次用 ７０％、８０％、９０％和 １００％的乙醇脱色，直至绿色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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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观察转基因植株叶片与未转化植株叶片的颜色。

三、作业思考题

１．简述农杆菌介导途径进行基因转化的机制及操作步骤。

２．根据实验结果，分析影响基因转化效率的因素。

（刘凤珍）

实验１４ 植物航天诱变技术

植物航天育种是利用卫星、飞船等返回式航天器将植物的种子、植株、组织、器官等搭载到宇

宙空间，在距离地球 ２０～４０ｋｍ强辐射、微重力等太空诱变因子作用下，促进生长点分裂细胞内

的基因重组，使其发生遗传性状变异，利用有益变异选育出植物新品种的育种技术。与物理诱变

相比，虽然其性状突变的不定向性依然存在，但能完全避免环境污染，且研究成本低，育种成效

快。航天育种具有突变频率高，突变谱广，有益可遗传变异多，育种周期短等特点，是选育高产、

优质、早熟、抗病植物新品种和有特色种质资源的新途径，是 ２１世纪前景诱人的农业高新技术。

本实验以飞船搭载水稻纯系品种的干种子为试材，观察航天育种程序，初步了解和掌握航天

育种方法，对航天育种早代材料的性状变异进行分析鉴定。

一、试材及用具

１．试材

航天搭载处理后的植物种子。

２．用具

水稻或其他植物航天育种试验地、田间种植计划书、米尺、铅笔及记录本等，烧杯、镊子、细

砂、蒸馏水、标签纸、发芽盒、发芽箱及温度计等。

二、内容说明

空间条件能引发许多植物性状的遗传变异，空间的诸多因子影响植物的生存、生长、发育、衰老

等，高真空、微重力、强辐射、超净环境、高能粒子辐射、宇宙射线、强紫外线照射和交变磁场等都可

能引起植物染色体的损伤及对损伤后的恢复产生影响，最终导致染色体畸变和基因突变。虽然目

前尚未完全搞清楚引起这些变异的确切原因，但一般认为空间环境引起的遗传变异可能是多因素

的综合诱变，其中的宇宙辐射和微重力为主要因素，二者间具协同作用，或至少是双重的作用。

宇宙辐射是引起植物诱变的重要因素。卫星和飞船飞行的空间存在着各种质子、电子、中

子、α粒子、高空重离子等高能粒子以及 Ｘ射线、γ射线、紫外线和其他宇宙射线，它们作用于飞

行器中的生物，是有效的变异源。如当植物种子被空间高能重粒子击中后，种子细胞中会发生多

重染色体畸变，而且高能重粒子击中的部位不同，畸变发生程度亦不同。以根尖分生组织和胚性

细胞被击中时畸变发生频率最高。也有研究表明生物膜尤其是核膜是射线作用的靶子。ＤＮＡ

被击中后的断裂或其他损伤能引起细胞的一系列修复活动，若损伤未被修复或修复错误，将最终

引起植物自身染色体产生缺失、突变、重组及易位等，从而在植株水平上表现为生理性损伤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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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的可遗传性变异。

在近地高空条件下，微重力对植物的向性、生理代谢、激素分布、Ｃａ２＋分布和细胞结构等均有

明显影响；同时微重力也是产生变异的重要原因之一，微重力能够使细胞分裂紊乱，染色体浓缩，

核小体数目减少和染色体畸变等。也有人认为，微重力对空间植物材料引起的诱变作用是通过

提高植物对诱变因素的敏感性实现的，微重力将阻碍或抑制 ＤＮＡ的修复，加剧染色体 ＤＮＡ损伤

和变异的发生。

随着基因组研究的深入和发展，最近中科院遗传所专家发现了新的诱变机制———转座子说。

研究认为，太空环境使染色体上潜伏的转座子激活，活化的转座子通过移位、插入和丢失等，导致

基因的变异和染色体畸变。基因组序列测定表明，在植物中存在大量转座子序列和逆转座子序

列，太空环境激活了这些转座子，致使搭载植物发生变异。这一新的发现进一步丰富了航天诱变

育种机制的研究内容。

进行航天育种时应考虑以适于搭载的植物干种子、无性繁殖植物的块茎、块根等为试验材

料，目前一般选择那些正在推广利用的综合性状好，而仅有个别缺点的植物品种或自交系的种子

作为搭载对象。当然，与其他育种途径相结合，航天育种更能发挥其优势，如与杂交育种相结合

时可搭载优良杂交组合的早期世代的种子（Ｆ０，Ｆ１，Ｆ２ 等），将有利于增加优良性状基因重组的机

会，提高多目标性状重组体选择的效率。

三、方法步骤

（一）航天育种程序观察

由任课教师或育种科研人员结合育种科研田试验材料，系统讲解航天育种各世代的种植、表

现、工作内容、收获等工作环节。

１．ＳＰ１ 代

以飞船搭载植物纯系品种的干种子为例，按不同材料顺序点播或稀条播，同时播种未处理的

原品种作对照。由于太空辐射等造成的生理性损伤，ＳＰ１ 代常表现出苗率低，生长势差，发育滞

缓，植株变矮，畸形、不育甚至在生长发育期间夭亡等现象。由于搭载植物类型及处理条件（如

气球低空搭载）的不同，也可能出现与以上相反的情况。这些性状变异不论优劣，多数并不遗

传，其中的可遗传的突变又与生理损伤交织在一起，难以区分。因此，除对个别符合育种目标要

求的显性突变进行选择外，一般不进行选择。ＳＰ１ 代的收获方式有单穗收获、单株收获和以处理

为单位的混合收获等，其中单株收获方式较为常见。

２．ＳＰ２ 代

根据 ＳＰ１ 的收获方式相应种成 ＳＰ２ 世代，以单株收获方式收获的，ＳＰ２ 代分株种植成株系

（株行），同时播种未经处理的原品种和当地推广品种作对照。为使植株个体性状充分表现，宜

稀植点播，以利于调查计算性状突变频率，并有利于优良变异的选择。ＳＰ２ 代是突变显现最多的

世代，也是选择的关键世代。对于发生性状分离的株系，则从中选出有经济价值的突变株留种。

一些单（寡）基因隐性突变性状在 ＳＰ２ 世代即可显现，要仔细观察鉴定。

３．ＳＰ３ 及以后世代

ＳＰ２ 世代当选的单株在 ＳＰ３ 代仍种成株系，种植密度与生产大田相当，宜采用条播方式播

种，每隔一定的行数种植当地推广品种为对照。在 ＳＰ３ 代要对各个株系进行评定，淘汰性状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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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株系。对综合性状优良且表现稳定的株系，可混收其中性状表现相似的优良单株，升级为品系

参加下年的品种比较试验；对性状分离的优良株系，仍需继续从中选择优良单株，待以后世代性

状稳定后再升级参加产量比较试验。ＳＰ４ 及以后世代材料的处理与 ＳＰ３ 相似。航天育种性状变

异稳定快，一般至 ＳＰ４，ＳＰ５ 世代即可结束分离世代的选择。

（二）调查太空环境对ＳＰ１代的生理影响和ＳＰ２代恢复的情况

１．常规种子发芽试验

分别随机数取经太空搭载的某水稻品种的稻粒 ＳＰ１ 代（即刚刚搭载过的稻粒）、ＳＰ２ 代（ＳＰ１

代收获的稻粒）、ＣＫ（未进行航天处理的对照）各 １００粒，重复３次。３０℃温水浸种 ２４ｈ后，均匀

放置于发芽盒的砂床上。发芽盒需预先制备，将 ０．６ｍｍ粒径的细砂冲洗后放入瓷盘内，于

１２０～１４０℃烘箱内烘 ３～４ｈ，取出冷凉后，加适量蒸馏水拌匀（以手压砂不出现水膜为度），然后

将湿砂放入发芽盒，砂厚度２～３ｃｍ，摊平。种子放置于砂床后，其上再盖１ｃｍ左右的湿砂，以保

持湿度。将发芽盒放置于 ２５℃发芽箱进行种子发芽，其间每天检查发芽箱温度并适量补充水

分，３ｄ后统计发芽势，第七天调查发芽率。

２．田间生长发育观察试验

同年分小区播种，种植同一水稻品种 ＳＰ１ 代、ＳＰ２ 代、ＣＫ（未进行航天处理的对照）的植株，

每小区不少于 １００株，重复 ３次。以出苗率、成活率、株高、成熟期等反映植株生理损伤程度。

（三）调查 ＳＰ２代性状的变异

分组调查 ＳＰ２ 代主要育种目标性状变异的分离情况，并以未经搭载处理的原品种作对照。

可选取调查的性状包括产量、抗倒性、抗病性、生育期等。

当 ＳＰ２ 代按株系种植时，某性状突变频率以该性状发生突变的株系数占 ＳＰ２ 种植总株系数

的百分数表示；ＳＰ２ 代混合种植时，某性状突变频率则以该性状发生突变的株数占 ＳＰ２ 种植总株

数的百分数表示。

四、作业思考题

１．航天育种有何特点？较之其他育种途径，它有哪些方面的优势？

２．航天育种如何与其他育种途径相结合，提高育种效率？

３．将实验结果填入表２－７和表２－８。分析在水稻或其他植物育种中哪些育种目标性状较

适宜采用航天育种方法进行改良。

表 ２－７ 太空搭载对种子发芽和植株生长发育性状的影响

材料名称 世代 发芽势／％ 发芽率／％ 出苗率／％ 成活率 ／％ 株高／ｃｍ 成熟期／ｄ

ＳＰ１

ＳＰ２

ＣＫ

ＳＰ１

ＳＰ２

ＣＫ

ＳＰ１

ＳＰ２

Ｃ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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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８ ＳＰ２代主要性状突变频率

材料名称 处理

单株穗数 主茎穗粒数 千粒重

表型

值／个

变异

系数／％

突变

频率／％

表型

值／粒

变异系

数／％

突变频

率／％

表型

值／ｇ

变异系

数／％

突变频

率／％

ＳＰ２

ＣＫ

ＳＰ２

ＣＫ

ＳＰ２

ＣＫ

ＳＰ２

ＣＫ

（李宪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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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 鉴 定 变 异

第三章 植物经济性状鉴定技术

实验１５ 植物杂种优势测定技术

杂种优势是生物界的一种普遍现象，是指两个遗传性状不同的亲本杂交所产生的杂种在某

些性状或综合性状方面优于其亲本的现象。关于亲本经济性状在杂交一代（Ｆ１）中的遗传表现，

已有多年的研究历史，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很多。研究亲本经济性状在杂交一代（Ｆ１）的遗传表

现，对杂交玉米的亲本选配具有重要的作用。它不但可以有计划、准确地组配出强优势的杂交

种，而且对丰富育种理论也有重要意义。

杂种优势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常表现在以下 ４个方面。

（１）营养方面

苗势旺，植株生长势强，营养体增大，绿色光合期长等。

（２）生殖和生长方面

生殖器官增大，结实性增强，果实及子粒产量提高等。

（３）品质性状方面

有效成分含量高，产品外观品质好及整齐度高等。

（４）生理功能方面

适应性强，抗病虫性提高，对环境抵抗能力强，光合能力提高等。

本实验（以玉米为材料）使同学进一步理解和明确杂种优势的含义，掌握利用优势指数测定

杂种优势的方法，初步了解杂种一代（Ｆ１）与亲本间经济性状的遗传表现，以便在组配杂交种时

有预见性地选择亲本。

一、试材及用具

１．试材

玉米杂交种及其亲本自交系若干。

２．用具

钢卷尺、米尺、天平、卡尺及铅笔等。

二、方法步骤

本实验以玉米为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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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确定测定公式

在当前玉米育种中应用较多的是遗传力估算法和杂种优势指数测定法。优势指数测定法比

较简便，是当前测定玉米杂种一代与亲本自交系间重要经济性状遗传表现常用的一种方法。

优势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优势指数（１）＝
Ｆ１ －

１
２
（Ｐ１ ＋Ｐ２）

１
２
（Ｐ１ ＋Ｐ２）

×１００％

优势指数（２）＝
Ｆ１ －ＰＥＸ

ＰＥＸ

×１００％

式中：Ｆ１———代表杂种一代某性状的平均值

Ｐ１、Ｐ２———分别代表两亲本某性状的平均值

ＰＥＸ———代表某性状数值最大的亲本的此性状平均值

（二）实验分组，确定材料

根据各实验班情况，划分实验小组，一般每组 ３～５人。每个实验小组确定 １～２杂交组合：

Ｐ１ ×Ｐ２→Ｆ１。

（三）选株测定指标

对于每一个杂交组合，在各自的 Ｐ１、Ｐ２ 和 Ｆ１ 中各选取有代表性的植株 ５～１０株，分别测定

如下指标：株高，果位高，双穗率，果穗同位叶长，果穗同位叶宽，雄穗分枝数，茎粗，果穗长，穗行

数，行粒数，穗粒重，出籽率，千粒重，轴粗等。

（四）计算杂种优势

根据杂种优势测定公式，计算各杂交组合的优势指数。

三、作业思考题

１．将计算测定各项的优势指数填于表 ３－１。

２．根据你的计算分析结果，你认为选配杂交组合时，怎样搭配两个亲本的穗行数和行粒数，

可使得杂种一代产量高？

表３－１ 玉米杂交种（Ｆ１）经济性状优势指数测定

类型
株
高

穗
位
高

叶
长

叶
宽

双
穗
率

雄
穗
分
枝

数

抽
雄
期

吐
丝
期

茎
粗

叶
数

全

生
育
期

苞

叶
长
度

穗
粗

穗
长

穗
行
数

行
粒
数

穗
粒
数

千
粒
数

轴
粗

出
籽
率

穗
型

秃
顶
率

Ｐ１

Ｆ１

Ｐ２

优势指数

优势指数

（Ｘ）

（李常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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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１６ 植物杂种后代性状遗传分析

植物杂交育种，就是利用具有不同遗传特点的亲本相互杂交，通过基因重组，将不同亲本的

优良基因，综合于杂种后代之中，并通过人工培育和定向选择，选育出新的优良品种。

杂种后代性状遗传变异特点不同，而且杂种后代各个性状的遗传表现也非常复杂。同一性

状在不同年份、不同地点、不同杂交组合中表现不同；不同性状在同一组合、同一世代表现也不相

同。因此，各个性状在不同世代选择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差别很大。育种工作者只有了解和掌握

杂种后代的遗传动态及特点，才能善于利用各经济性状在不同世代的遗传变异规律，为亲本选配

和杂种后代的有效选择提供科学依据。

实验目的是通过观察分析，了解植物杂种后代若干品质和数量性状的遗传趋势以及杂

种不同世代遗传变异的特点，从而提高对杂种后代选择的预见性，克服盲目性，增强选择

效果。

一、试材及用具

１．试材

小麦（水稻、豇豆等）杂交育种田杂种后代（Ｆ１ ～Ｆ５）。

２．用具

田间种植计划书、米尺、钢卷尺、小刀、铅笔、记录本、天平及数粒板等。

二、方法步骤

本实验以小麦为例，分田间与室内分别进行。每个实验小组进行以下观察分析：

１．根据性状特点选择合适的父、母本，组配相应杂交组合。对不同杂交组合分别自交传代，

田间种植父、母本以及不同世代材料（Ｆ１ ～Ｆ５）。

２．按指定的一些杂交组合，观察 Ｆ１ 及亲本的性状表现，分析若干品质和数量性状的遗传规

律。

３．观察 Ｆ１ 代植株间同一性状遗传变异的一致性，区分正交与反交，单交与复交 Ｆ１ 间性状

的变异有无差别。

４．观察 Ｆ２ 代的性状分离现象，不同组合、不同性状分离的范围、类型和数目，Ｆ２ 代及以后不

同世代分离程度及其稳定速度的差异，不同亲本、不同组合、不同杂交方式以及不同性状的稳定

速度有无差异等。

５．各实验小组可酌情确定一些性状进行观察分析。观察分析的有关品质和数量性状大体

包括：株高，茎色，蜡粉有无，叶色，叶耳色，叶相，叶长，叶宽，穗型，穗色，茸毛有无，穗长，小穗数，

小穗密度，穗粒数，单株有效穗数，芒有无，芒长，子粒质地，粒色，千粒重，腹沟深浅，早熟性，抗病

性，落黄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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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业思考题

１．根据同一组合 Ｆ１，Ｆ２ 及相应亲本材料的田间调查和室内考种结果，计算几个主要数量性

状的广义遗传力。

２．小麦性状哪些是品质性状，哪些是数量性状，各性状在不同世代遗传变异特点是

什么？

３．根据小麦性状遗传和不同世代遗传变异特点的观测结果，你认为在杂种后代选择时应注

意什么问题？

４．对某一特定性状，请自己设计一个实验方案，分析该性状的遗传特点。

（李常保）

实验１７ 植物配合力测定技术

１９４２年，Ｓｐｒａｇｕｅ和 Ｔａｔｕｍ在玉米杂交育种的研究中首次提出了配合力的概念。配合力指亲

本（自交系或品种）某个数量性状对其杂种一代相应性状表现值影响能力的大小。配合力受多

种基因效应支配，可以表示任何数量性状，但目前常指经济性状，一般主要指产量高低，通常用杂

种一代所表现的产量水平来表示，表现高产的为高配合力自交系或品种，表现低产的为低配合力

自交系或品种。配合力的本质是亲本所含有的对产量性状有利基因数目的多少和基因间互作能

力大小的总和。

配合力是自交系的一种重要内在属性，只有配合力高的自交系间组配才能产生强优势的杂

交种。因此，一个优良的自交系必须同时具备优良的农艺性状和较高的配合力。配合力不是由

自交系本身的性状表现出来的，而是通过由自交系组配的杂交种的产量估算出来的。因此，配合

力测定是自交系选育过程中一个独立而不可缺少的重要程序。

根据亲本评价的需要，可将配合力分为一般配合力（ＧＣＡ）和特殊配合力（ＳＣＡ）。一般配合

力是指某个亲本品种与其他若干品种杂交后，杂种后代在某个性状上的平均表现。一般配合力

是由基因的加性效应决定的，是可遗传的部分，其高低是由亲本所含有利基因位点的多少决定

的。特殊配合力是指两个特定亲本所组配的杂交种的某个性状的表现。特殊配合力是由基因的

非加性效应决定的，是不可遗传的部分。

由此可见，选育高配合力的自交系是组配强优势组合的基础。必须在一般配合力高的基础

上再选择高的特殊配合力，才能获得最优良的杂交组合。

实验目的是通过本实验进一步加深对植物配合力概念的理解，认识植物配合力在植物杂交

育种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掌握植物配合力测定的方法和技术。

一、试材及用具

１．试材

若干玉米自交系，相应测交种。

２．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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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卷尺、小型脱粒机、天平、计算器、铅笔及记录本等。

二、方法步骤

（一）测验种的选用

不同被测系与同一测验种杂交后，其测交种在产量上和其他数量性状上表现出的差异，即为

这些被测系间配合力的差异。所以，测验种选用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配合力测定的准确性。

常用的测验种一般为两种类型，一类是遗传基础复杂的群体，如品种、杂交种、综合

群体等，与被测系杂交所形成的测交种相当于若干杂交种的混合物，因此测出的结果为

一般配合力；另一类是基因型纯合的自交系，测交种即为单交种，测出的配合力为特殊配

合力。

测验种本身的配合力高低以及测验种与被测系间的亲缘关系，也是影响测交结果准确性的

重要因素。在测定一般配合力时，测验种的配合力应为中等水平，过高或太低都会掩盖被测系之

间的差异；在测定特殊配合力时，测验种的配合力应为最高，以便选择出强优势的组合直接用于

生产。不论测定哪种配合力，测验种都必须与被测系具有较远的亲缘关系，以防影响测定结果的

可靠性。

利用多个自交系作测验种，分别与每个被测系测交，可同时测定自交系的一般配合力和特殊

配合力。在育种实践中常采用该方式。

（二）测定配合力的时期

自交系配合力的测定可在表型选择的不同世代进行，一般分为早代测定（Ｓ１ ～Ｓ２），晚代测定

（Ｓ５ ～Ｓ６）和中代测定（Ｓ３ ～Ｓ４）。中代测定配合力可与表型选择同步进行。目前，国内外多数育

种单位都在中代测定自交系的配合力。

（三）配合力测定的方法

常用的配合力测定方法有：顶交法、骨干系法和双列杂交法。

１．顶交法

选用一个遗传基础广泛的品种群体作测验种测定被测系的配合力。此法测定一般配合力。

具体做法：利用综合杂交种或普通品种作测验种，被测系作母本，采用多株混合花粉授粉，或

设置隔离区采用“一父多母”方式配制测交种。根据测交种产量结果计算出各被测系的一般配

合力。

顶交法较为简便，适合在早代测定大量穗行的一般配合力。在晚代被测系数目较多时也可

采用。

２．骨干系法

利用几个优良的自交系或骨干系作测验种与一系列被测系测交，以便同时测定被测系的一

般配合力和特殊配合力。该法主要优点是可以测用结合，在测定配合力的同时，选择强优势组合

直接用于生产，简化育种程序，促进新杂交组合的选育和利用。当前，国内外多数育种者经常采

用该法。

具体做法：选用 ４～６个优良自交系作为测验种。当被测系数目较少时，以测验种作为共同

的母本或父本，进行人工套袋杂交；当被测系数目较多时，以被测系作母本，以测验种分别作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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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在若干个隔离区内配制测交种。根据测交种产量比较结果，可计算出每个被测系的一般配合

力和各组合的特殊配合力。

３．双列杂交法

该法可同时测定一般配合力和特殊配合力。将被测系互为测验种，彼此间相互成对杂交，然

后进行测交种比较试验，根据产量结果计算出每个被测系的一般配合力和各组合的特殊配合力。

例如有 ｎ个被测系，则可配成 ｎ（ｎ－１）个正反交组合。

该法手续较复杂，工作量较大，被测系数目较多时难以实施。

（四）配合力测定

本实验以玉米自交系为材料，采用骨干系法，在中代进行玉米自交系配合力的测定。具体步

骤如下：

１．测验种的选择

选用生产上常用的 ４～６个优良自交系作测验种。

２．待测系的确定

根据育种目的，确定所要测定配合力的自交系。

３．测交种的获得

在隔离区间，进行测验种和待测系的测交，获得相应测交种。

４．测交种的产量测定

田间种植各测交种，测定其产量。

５．配合力的测定

根据测交种产量比较结果，计算出每个被测系的一般配合力和各组合的特殊配合力。

三、作业思考题

１．根据测交种的产量结果，统计计算被测系的一般配合力和各组合的特殊配合力。

２．在植物育种工作中，你认为配合力测定有什么价值？

３．你认为配合力测定与植物杂种优势利用有什么关系？

（李常保）

实验１８ 植物单株选择技术

通过各种途径进行植物育种和良种繁育，都要进行一系列的选择工作。选择包括组合选择，

单株选择，品系选择等许多环节，而单株选择是基础。单株选择包括田间选择和室内考种选择两

部分内容，本实验主要学习田间单株选择，室内考种选择部分请参考实验 ２２。

单株选择是植物育种和良种繁育的关键技术环节，熟练掌握单株选择的标准和方法是进行

育种和良种繁育的一项基本功。选择单株的标准因育种目标、育种途径和选择世代的不同而有

所差异。杂交育种中的单株选择，要根据育种目标、亲本材料特性和后代分离情况综合考虑，选

择综合了双亲优良性状的单株。系统育种的单株选择，根据育种目标和选株的基本材料确定具

体的选择标准。良种繁育时，单株选择要根据原品种的典型性、丰产性、优质性综合考虑，三性

兼顾。

    
    

    
    

    
 



实验 １８ 植物单株选择技术 ５５

在杂交育种的不同分离世代，选择的性状和标准也应有所侧重。在早期分离世代，重点对质

量性状、少数基因控制的遗传力高的性状进行选择，选择标准要严一些，如株型、叶形、抗虫性、抗

病性及纤维强度等；对多基因控制的数量性状，如多数的产量性状，要求要适当放宽，到高世代再

重点选择。

在杂交育种工作中，常采用系谱法对杂种后代进行单株选择。单株选择一般从杂种分离世

代开始，一直延续到选出优良的品系。但早代的选择更为重要，选株的重点是在 Ｆ２ 和 Ｆ３ 代。在

Ｆ２ 代首先按照育种目标评选出优良的杂交组合，作为选择优良单株的重点；其他非重点组合，如

有优良单株也应选出。在 Ｆ３ 代，应首先评选出优良的系统，然后再从中选择优良的单株；Ｆ３ 的

其他系统如有优良单株，同样也应选出。

至 Ｆ４ 代及更高的世代，除对不稳定株系内的优良单株继续进行选择以外，选择的重点已转

为优良品系的评定与选拔。如 Ｆ３ 的个别当选系统，性状优良而又整齐一致时，也可将整个系统

内的植株混收成为一个品系。

本实验以小麦为材料，通过实际操作，学习和掌握植物杂种后代田间单株选择的标准和方

法。

一、试材及用具

１．试材

小麦育种试验田的杂种后代（Ｆ２ ～Ｆ７）材料。

２．用具

田间种植计划书、纸牌、米尺、钢卷尺、计数器、铅笔及记录本等。

二、方法步骤

本实验以小麦为材料，对杂种后代进行田间单株选择。

对于杂种后代进行的单株选择可分为田间选择和室内考种两个过程，其中以田间选择为主，

室内考种为辅。田间选择主要应在苗期、抽穗至成熟等几个阶段进行。

苗期主要针对幼苗生长健壮情况，分蘖力强弱、幼苗习性、越冬性等进行选择。所选单株可

用红绳或挂牌标记。选择时间一般在 １２月中、下旬至返青以前。

小麦抽穗以后，很多性状都表现出来，所以从抽穗至成熟是选择的关键时期。在此阶段，要

根据育种目标，在苗期选择的基础上，对株高，穗子大小，穗部结构好坏，株型等性状进行全面评

选，并对抗病性、抗逆性进行调查鉴定。

收获前，在前期评选的基础上，结合成熟早晚及熟相等进行田间最后一次决选。同时，也要

注意选留一些综合性状并不太好，但具有某些独特优良性状的特殊材料，以用作今后育种的

亲本。

选中的单株按组合分别收获，当选株系混收为品系，带回室内考种。最后根据田间表现优

劣，结合室内考种结果，对当选单株进行综合评定，以决定其取舍。

表 ３－２针对不同对象的评定和选择给出了供考虑的性状，是基于实践经验列出的，仅供

参考。

    
    

    
    

    
 



５６ 第三章 植物经济性状鉴定技术

表３－２ 冬小麦各世代选择对象及选择时可考虑的性状

世 代

性 状

Ｆ１ Ｆ２ Ｆ３ Ｆ４及以后世代

评选

组合

评选

组合

选择

单株

评选

系统

系统内

选单株

评选

系统群

评选

系统

系统内

选单株

返青迟早 ∨ ∨ ∨ ∨ ∨ ∨ ∨

抽穗期 ∨ ∨ ∨ ∨ ∨ ∨ ∨

越冬性 ∨ ∨ ∨ ∨ ∨ ∨ ∨

抗病性 ∨ ∨ ∨ ∨ ∨ ∨ ∨ ∨

株高 ∨ ∨ ∨ ∨ ∨ ∨ ∨ ∨

穗长 ∨ ∨ ∨ ∨ ∨ ∨

总小穗数 ∨ ∨ ∨ ∨ ∨ ∨

千粒重 ∨ ∨ ∨ ∨ ∨ ∨

单株穗数 ∨ ∨ ∨ ∨

穗粒数 ∨ ∨ ∨ ∨

单株粒重 ∨ ∨ ∨ ∨

品质（测定） ∨ ∨ ∨

注：１．“∨”为评定和选择时，供考虑的性状。

２．“性状”栏中数量或质量，在早期世代可目测估计，不一定实际计量。

１．本次实验安排在性状表现最为集中的乳熟期进行。

２．在小麦育种试验田教师介绍实验设计和田间区划，讲解实验内容和要求。以实验小组为

单位，划分试验地段分工进行。在 Ｆ２ 及其以后的分离世代，根据育种目标，选择特别优良的单

株。要求首先依组合、株系群、株系的顺序进行群体评选，然后在优良的株系内选择优良的单株。

行端或缺苗断垄处，应提高选株的标准。所选单株挂纸牌作为标记。

３．在教师的指导下，以实验大组为单位，对上述初选的特别优良的单株进行复评排队，以确

定入选单株的重要程度及名次。

４．实验过程中注意以下事项：

（１）种植选种材料的地力应当均匀，管理一致。

（２）选株避免在边行、行头进行。

（３）选株时要紧扣育种目标，并参照对照进行。

（４）田间选择时，根据不同世代、不同性状，掌握选择的重点。

三、作业思考题

１．以实验小组为单位，按表 ３－３格式进行登记。

２．对杂种低世代和高世代的单株选择，应如何掌握选择的标准？

３．在高产育种评选单株时，你认为应怎样考虑综合性状的主次？

    
    

    
    

    
 



实验 １９ 植物丰产性测定技术 ５７

４．不同的生育时期，评选的重点性状是什么？

表 ３－３ 小麦育种材料田间评定登记表

地点 班级 小组 姓名

杂交组合 当选单株行号 选株数量 主要特点 备注

（李常保）

实验１９ 植物丰产性测定技术

在植物育种过程中，为了选育高产品种（系），就需要比较测定植物单株或品（株）系的丰产

性。通常情况是，所选育品（株）系相对稳定时，不同品（株）系种植成小区，进行产量比较鉴定试

验，也就是进行丰产性比较。不同类型的植物其丰产性构成因素也各不相同。

禾谷类作物（如玉米、小麦）的丰产性构成因素为：

小区产量（ｋｇ／ｈｍ２）＝单位面积株数 ×单株果穗数 ×每穗粒数 ×千粒重（ｋｇ）／１０００

经济农作物（如棉花）的丰产性构成因素为：

小区籽棉产量（ｋｇ／ｈｍ２）＝单位面积株数 ×单株铃数 ×单铃重（ｇ）／１０００

小区皮棉产量（ｋｇ／ｈｍ
２
）＝单位面积株数 ×单株铃数 ×单铃重（ｇ）×衣分／１０００

蔬菜作物（如番茄、黄瓜及辣椒）的丰产性构成因素为：

小区产量（ｋｇ／ｈｍ
２
）＝单位面积株数 ×单株果数 ×单果重（ｇ）／１０００

进行植物丰产性比较测定，是为了将高产的品（株）系选育出来。本实验以玉米为材料，了

解植物丰产性测定的原理，掌握植物田间调查和产量测定的原则、标准和方法，以有利于植物优

良品种（系）的选育和推广。

一、试材及用具

１．试材

小麦、玉米、棉花等农作物或番茄、辣椒、黄瓜等蔬菜作物的育种田。

２．用具

钢卷尺、皮卷尺、卡尺、天平、计算器及记录本等。

二、方法步骤

本实验主要是以玉米为例，借以了解整个禾谷类作物品种（系）的丰产性测定技术。可在乳

熟末期进行初测，在蜡熟末期进行实测。

（一）设点

根据植物品（株）系种植小区的大小和分布，采用合适的方法选点。选点的数目要酌情而

定。不管点多点少，所取样本一定要有较大代表性，要求分布均匀。一般情况下选取 ３～５个点。

    
    

    
    

    
 



５８ 第三章 植物经济性状鉴定技术

（二）取样

每点选取 ２０～３０株，调查空株率、折断株率、双穗株率和单株果穗等。

（三）丰产性指标的测定

根据行、株距，计算小区株数，根据所选取的单株，调查子粒行数及每行子粒数，计算单穗粒

数，将果穗晒干、脱粒，称其果穗重、子粒重及千粒重，并求出果实产籽率等。

（四）根据以上调查结果，计算小区产量

小区产量（ｋｇ／ｈｍ２）＝
单位面积株数 ×单株果穗数 ×每穗粒数 ×千粒重（ｋｇ）

１０００

附：记载项目标准与方法

１．双穗率（％）

单株双穗（指结实 １０粒以上的果穗）植株占全样品植株的百分数。

２．空株率（％）

不结实果穗或有穗但结实不足 １０粒的植株占全样品植株的百分数。

３．秃顶度（％）

秃顶长度占果穗长度的百分数。

４．粒行数

果穗中部子粒的行数。

５．穗粒数

单穗子粒的总数。

６．果穗重（ｇ）

风干果穗的重量。

７．穗粒重（ｇ）

果穗上全部子粒风干重。

８．产籽率 ＝穗粒重（ｇ）
果穗重（ｇ）

×１００％

９．千粒重（ｇ）

自脱粒风干的种子中随机取出 １０００粒称重，要精确到 ０．１ｇ。重复两次，如两次相差超过

允许的 ３％ ～５％就需再做一次，取两次相近重量的平均。

三、作业思考题

１．植物丰产性测定在育种中有何作用和意义？

２．针对不同植物类型，如何确定植物丰产性构成因素？

３．在丰产性测定中，发生误差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应如何改进或避免？

（李常保）

实验２０ 果树丰产性鉴定技术

果树的产量是主要的经济生物学性状，而这一重要性状的表现是基因型和环境因素相互作

    
    

    
    

    
 



实验 ２０ 果树丰产性鉴定技术 ５９

用的结果。果树产量的鉴定，必须在环境因素一致的前提下，才能反映遗传型的差异。

果树产量鉴定通常需 ４～５年连续测定单株的平均产量，再计算单位面积的产量。组成单株

产量的因素对不同种类的果树来说，其侧重的性状是有一定差别的。

浆果类（葡萄）单株产量 ＝结果枝数 ×结果枝的平均果穗数 ×果穗的平均重量

仁果类（苹果、梨）单株产量 ＝结果枝数 ×结果枝的平均着果数 ×单果平均重量

柑橘类单株产量的鉴定又要区分种类。宽皮柑橘类是以正常果枝及退化果枝着果数统计，

而橙、柚类的单株产量是以有叶顶果枝、无叶顶果枝、有叶花序果枝及无叶花序果枝分别统计着

果率。

果树丰产性还可用结果系数来表示。结果系数是反映果树结果习性的综合指标，是构成产

量最为重要的若干因素的乘积。以板栗为例：

板栗的结果系数 ＝（果枝数／ｍ
３
）×（栗苞数／果枝）×（栗数／栗苞）×单果重

统计各类果树产量时还须注意采前有经济价值的落果数，要分别计算在单株产量中。了解

果树产量构成因素，鉴定果树产量，对于果树有性杂交育种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本实验旨在掌握果树产量组成的因素，比较分析品种、类型间产量组成因素的差异，并学习

和掌握果树丰产性因素的鉴定方法。

一、试材及用具

１．试材

葡萄、梨、桃、柑橘及苹果等代表品种的成年树。

２．用具

钢卷尺、卡尺、天平、瓷盆、记载板、调查表及铅笔。

二、方法步骤

本次实验以葡萄为例，介绍单株产量鉴定的方法，仁果类、柑橘类及核果类等果树单株产量

鉴定参照表 ３－４，表 ３－５，表 ３－６。

表 ３－４ 仁果类（苹果、梨）品种单株产量因素调查表

品
种

株
号

总
结
果
枝
数

结果枝类型 各类果枝平均果数

长果枝 中果枝 短果枝 果台枝 长果枝 中果枝 短果枝 果台枝

数
量

占
总
果
枝
／％

数
量

占
总
果
枝
／％

数
量

占
总
果
枝
／％

数
量

占
总
果
枝
／％

总
果
数

平
均
每
枝
果
数

总
果
数

平
均
每
枝
果
数

总
果
数

平
均
每
枝
果
数

总
果
数

平
均
每
枝
果
数

总
果
数

单
果
平
均
重
量
／ｇ

单
株
平
均
产
量
／ｋ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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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５ 柑橘类品种单株产量因素调查表

品
种

株
号

总
结
果
枝
数

总
果
数

有叶顶果枝 有叶花序果枝 无叶花序果枝 无叶顶果枝

果
枝
数

占
总
果
枝
／％

着
果
数

占
总
果
数
／％

果
枝
数

占
总
果
枝
／％

着
果
数

占
总
果
数
／％

果
枝
数

占
总
果
枝
／％

着
果
数

占
总
果
数
／％

果
枝
数

占
总
果
枝
／％

着
果
数

占
总
果
数
／％

备
注

表 ３－６ 核果类（桃、李、梅）品种单株产量因素调查表

品
种

株
号

总
结
果
枝
数

各类型结果枝数量 各类果枝平均果数

长
果
枝

中
果
枝

短
果
枝

花
束
状
果
枝

针
刺
状
果
枝

长
果
枝

中
果
枝

短
果
枝

花
束
状
果
枝

针
刺
状
果
枝

总
果
数

单
果
平
均
重
量
／ｇ

单
株
平
均
产
量
／ｋｇ

（一）调查时间

当葡萄新梢长达１５ｃｍ左右，已能辨别出结果枝与发育枝，并能数清结果枝上果穗数时进行。

（二）调查方法

自葡萄架上左边第一个一年生蔓开始，按次序向右推进，调查到最右边的一个一年生蔓为止

（从多年生蔓上隐芽萌发出的蔓不计算在内）。每个一年生蔓均自其基部第一节（具有明显的节

与芽）开始，按顺序向上调查，直到最顶端的节位。把每一节位的发枝情况，结果蔓上的果穗数，

用一定符号记载在葡萄品种产量鉴定表内。每品种调查 ５株，最后计算各品种产量因素的各个

数值，并比较其丰产性，将调查数值填入表 ３－７。

表 ３－７ 葡萄品种单株产量因素调查表

品
种

株
号

芽
眼
总
数

发芽情况 结果枝数

数
量

占
芽
眼
／％

一
个
果
穗
枝
数

二
个
果
穗
枝
数

三
个
果
穗
枝
数

多
个
果
穗
枝
数

结
果
枝
数
占

发
芽
枝
数
／％

果
穗
总
数

结
果
枝
平
均
果
穗
数

平
均
果
穗
重
量
／ｇ

单
株
产
量
／ｋｇ

注：无效芽用符号 Ｘ，发育枝用符号 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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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果计算

产量因素可用以下指标表示：

１．发枝率 ＝
发枝总数
芽眼总数

×１００％

２．结果枝率 ＝
结果枝总数
发枝总数

×１００％

３．结果枝平均果穗数 ＝
果穗总数

结果枝总数

４．果穗平均重量 ＝
果穗总重
果穗总数

５．单株产量 ＝结果枝数 ×结果枝平均果穗数 ×果穗平均重量

三、作业思考题

１．根据葡萄产量因素，调查统计品种的各项数值，比较不同品种的丰产性及其决定产量的

重要因素。

２．根据调查过的品种，试选配一个丰产性强的有性杂交亲本组合，并说明你想用的丰产因

素是哪个？

（李常保）

实验２１ 棉花纤维品质测定技术

棉花属于纤维类经济作物。棉花品质取决于棉花纤维的品质。棉花纤维品质的测定对于指

导棉花育种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棉花纤维品质的指标主要有纤维长度、纤维强度、纤维细度和纤

维成熟度等。棉花纤维品质测定的仪器种类较多而且更新换代较快，在此，每项品质指标的测定

只选一种比较快速、准确、简便的仪器予以介绍。

实验目的是通过本实验的操作，了解并初步掌握当前测定棉花纤维主要品质指标（长度、强

度、细度、成熟度）的基本方法，并根据测定结果评价棉属、种间及陆地棉品种间纤维品质的优

劣。

一、试材及用具

１．试材

中棉、非洲棉、海岛棉各 １个品种的棉样，陆地棉 ３个有代表性品种的棉纤维。

２．用具

Ｙ１４６型光电长度仪、卜氏束纤维强力仪、纤维中段切断器、扭力天平、Ｙ１４７型偏光成熟度

仪、清花机、限制性绒板、１号夹子、镊子、梳子黑绒板、挑针及载玻片等。

二、方法步骤

在本实验中，根据所提供的棉花试样，各实验小组测定棉花的纤维长度、强度、细度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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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度。

（一）纤维长度的测定———光电长度仪法

１．适用范围

光电长度仪法适用于从原棉中取出纤维的长度测定，也适用于从棉卷、棉条等半制品中取出

纤维的长度测定。长度范围 ２５～３１ｍｍ。

２．测试原理与仪器结构

（１）测试原理

实验试样经手扯稍加整理后，均匀地挂在特制的梳子上，通过两把梳子彼此反复梳理，使梳

子上的纤维分布均匀，伸直平行。然后将梳子安置到仪器的试样架上，线光源垂直扫描棉束截

面，光线透过纤维束，透射光束经导光板会聚到硒光电池上，转换为光电流。梳子连续向上移动，

被光线扫描的纤维束截面积逐渐减小，透射光强度逐渐增大，光电流也随之增大，待梳子扫描到

一定高度，光电流达到某一定值时，梳子上升的高度（ｙ）与棉纤维手扯长度（Ｌ）呈极显著正相关

（ｙ＝０．７９３２Ｌ－０．４５０９，ｒ＝０．９７２１
＊ ＊

），由此可以测得棉纤维的长度。这种光电法测得的相当于

手扯长度的棉纤维的长度称为光电长度。

（２）仪器结构

Ｙ１４６型棉纤维光电长度仪内部结构主要有光源、光路与电路、梳子升降架等 ３部分，操作简

便易行，测试速度快，１０ｍｉｎ内可测 ３个结果。

３．实验步骤

（１）制样

从实验样品中取出约 ３５０ｍｇ的棉纤维，稍加整理后，将全部棉纤维均匀地挂在一把梳子上。

以另一把梳子梳理前一把梳子上的纤维，从须丛的梢部到根部，逐渐深入，平行梳理，用力适当，

避免拉断纤维。如此反复梳理，直到两把梳子上梳挂的纤维量大致相等，纤维平直、均匀。

（２）仪器准备

实验前仪器至少预热 ２０ｍｉｎ，使仪器达到稳定状态，并按说明书校验仪器。

（３）测试

① 翻上日光灯架，将两把梳取纤维的梳子按左右标志分别安放在梳子架上，用小毛刷自上

而下分别将两把梳子上的试验须丛压平，刷直，并刷去纤维梢部明显游离的纤维。

② 翻下日光灯架，此时电表指针应指在表盘左边的红绿蓝“品”字形区域的某处，记住该处

位置。如果指在该区域之外，即表明纤维数量过多或过少，则应取下梳子，去掉纤维，重新按上述

方法梳取试样，以保证结果准确。

③ 逆时针转动手轮，实验试样逐渐上升，通过光路的试验须丛由厚逐渐变薄，电表指针随之

向右偏移，当指针指在表盘右边的红绿蓝“品”字形区域的相应位置时，停止转动手轮。此时即

可从长度刻度盘上直接读出该实验试样的光电长度，单位是 ｍｍ。

④ 翻上日光灯架，取下梳子，随即再翻下日光灯架（以保证光电池始终工作在稳定状态），然

后顺时针转动手轮，降下梳架，使长度刻度盘上的起始红线与红色指针重合。

（４）实验次数

每份实验样品制备 ３个实验试样，３次实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棉样的光电长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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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纤维断裂比强度的测定———卜氏束纤维强力仪法

束纤维断裂比强度的测定分零隔距和 ３．２ｍｍ隔距两种方式，前者用于贸易，后者用于纺

织、科研部门。

１．测定原理与仪器结构

（１）测试原理

卜氏束纤维强力仪是根据力矩平衡原理设计的，滑锤移动的距离与纤维束负荷成正比。在

卜氏束纤维强力仪秤杆右方安装夹着一束纤维的卜氏试样夹持器，卜氏试样夹持器上下竖立，上

半部与秤杆右臂连接。当右端闸刀抬起，秤杆左端下坠，滑锤即沿倾斜秤杆向左方移动，秤杆右

端翘起，提拉卜氏试样夹持器上部。当滑锤移动加压到一定程度时，卜氏试样夹持器中的纤维束

即被拉断。纤维束拉伸至断时所受的断裂负荷，可从卜氏束纤维强力仪上直接读出，而纤维束的

长度已确定，所以只要再测出拉伸纤维束的质量，便可计算出纤维束的断裂比强度。

（２）仪器结构

卜氏束纤维强力仪比较简单，由卜氏试样夹持器、夹持器台钳及折断器 ３部分组成。

２．样品准备

从实验样品中随机取出棉样，例如 １６小撮，通过不断地合并对分将它们混合，制成一份棉

束。梳理棉束的一端，然后倒过来再梳理另一端。每份棉束至少要足够制备 ６个实验试样。将

每份棉束纵向分成 ６个小束。每个小束在密梳上梳理 ２～３次，以除去游离纤维、短纤维、棉结和

杂质。对零隔距以及 ３．２ｍｍ隔距实验，应分别梳去 １５ｍｍ及以下和 ２０ｍｍ及以下的纤维。试

样的宽度要保持在 ６ｍｍ左右。

３．卜氏束纤维强力仪的调整

将一块薄金属片放在卜氏试样夹持器中以防止移动和分离。把卜氏试样夹持器装入仪器的

规定位置，调节卜氏束纤维强力仪底板上的调节螺丝，以校正滑锤轨道上的水平仪的水准，使卜

氏束纤维强力仪达到规定的水平条件（轨道角度近似 １．５°）。校准后滑锤应能在一秒内从 ２５Ｎ

刻度滑行到 ９０Ｎ刻度。

４．测定

左手将折断器秤杆尾端稍稍抬起，右手将已夹有试样的夹持器放入前端的咬口内，然后左手

轻轻放下秤杆。右手将秤杆右端的重锤闸刀轻轻抬起以释放滑锤，纤维断裂时滑锤即落下停止。

从杆式刻度上读出读数，精确到 ０．５Ｎ。如果观察到的断裂负荷小于 ４５Ｎ，则舍去该试样，重新

实验。

打开夹头，用镊子取出断裂的纤维并测定它们的重量，精确到 ０．０１ｍｇ。

５．结果计算

零隔距实验时： Ｐｔ＝（Ｆｒ×１．１８）／ｍ

３．２ｍｍ隔距实验时： Ｐｔ＝（Ｆｒ×１．５０）／ｍ

式中： ｔ———断裂比强度，ｃＮ／ｔｅｘ

Ｆｒ———断裂负荷，Ｎ

ｍ———棉束重量，ｍｇ

计算结果精确到 １位小数。６次测定结果的平均值用修正系数校正后的结果代表该试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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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裂比强度：Ｔ＝Ｋ·Ｐｔ

６．注意事项

（１）本测定应在标准温度、湿度［（２０±２）℃，６５％ ±３％］条件下进行，以防环境条件影响

测试结果。

（２）每日测定前必须用校正棉样测试，求出修正系数 Ｋ。

修正系数 Ｋ＝校准棉样标准值／校准棉样观测值

（三）棉纤维成熟度的测定———偏光仪法

目前生产的 Ｙ１４７型偏光成熟度仪有两种，即普通型和电脑型。本实验仅介绍 Ｙ１４７型棉纤

维偏光成熟度电脑检测仪的使用方法，这也是目前正在推广使用的仪器。

１．测试原理

从试验棉条中取出适 量的纤维，经整理，梳去一定长度以下的短纤 维，制成宽 度为

２５～３２ｍｍ的平行棉束，向着载玻片长边垂直方向将棉束放入载玻片与盖玻片之间。由于棉纤

维具有双折射性质，平行光束经起偏振片，透过棉纤维和检偏振片后，射在硒光电池上，转换为电

讯号。由于透过检偏振片的光强度与棉纤维的成熟度系数、成熟度比及成熟纤维百分率均呈正

相关，因此通过一定的数学模型转换，可求棉纤维的成熟系数、成熟度比及成熟纤维百分率。

２．制片（直角拨取法）

（１）将试验棉条平放在工作台上，用一号夹子将棉条一端游离纤维拨去，使纤维基本平齐；

夹出棉片（纤维数量在 ５５～６５根之间）用梳子梳去棉片中游离纤维，再用一号夹子夹住，离齐端

１８ｍｍ（长绒棉 ２０ｍｍ），梳去 １８ｍｍ或 ２０ｍｍ以下短纤维，并使纤维平直均匀。

（２）将梳理棉片放在载玻片上，轻盖上另一载玻片，用小夹子夹紧，剪去露出载玻片两侧的

纤维后待测。每试样做 ３片。

３．测试

开启电源开关，按复位键（ＲＥＳＥＴ），显示“Ｙ－１４７”后显示“Ｙ”，表示主机已经进入监控状

态。预热 １．５ｈ左右，待机内热平衡后即可测试棉样校正片。校正片测试值在允许误差范围内

方可正常使用。其具体步骤如下：

（１）将夹有空白载玻片的试夹插入试样插口。

（２）将拨杆后移（衰减片推入光路），按满度键（ＦＲ），旋转电位器旋钮使显示器显示“１００”。

（３）拔出空白载玻片，将棉样试夹插入试样插口，按纤维数量键（ＩＡ），显示器显示纤维数

量值。

（４）将拨杆前移，按偏光读数键（ＩＰ），显示器显示偏光读数值。

（５）按成熟系数键（ＫＺ），显示器显示成熟系数。如试样纤维数量超过规定，显示器显示

“ＥＥ”，需要重新制片。

（６）按成熟度比键（Ｍ）、成熟纤维百分率键（ＰＭ），显示器即显示成熟度比、成熟纤维百分

数值。

（７）同一棉样连续测 ３次后，按成熟系数均值键（ＫＺ）得成熟系数均值，按成熟度比均值键

（Ｍ）得成熟度比均值，按成熟纤维百分率均值键（ＰＭ）得成熟纤维百分率均值。如测试不足 ３次

或超过 ３次，按均值键均显示“ＥＲＲＯＲ”，即操作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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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测试长绒棉时，应在按满度键（ＦＲ）前，按长绒棉成熟系数键（ＬＫＺ），显示器显示“Ｌ”，即主

机进入长绒棉测试状态。每试样测试３次后，按长绒棉成熟系数均值键（ＬＫＺ）得其成熟系数均值。

（９）操作顺序

细绒棉：ＲＥＳＥＴ→ＦＲ→ＩＡ→ＩＰ→ＫＺ→Ｍ→ＰＭ ３次后 ＫＺ→Ｍ→ＰＭ

长绒棉：ＲＥＳＥＴ→ＬＫＺ→ＦＲ→ＩＡ→ＩＰ→ＬＫＺ ３次后 ＬＫＺ

（四）棉纤维细度的测定———中段称重法

１．测试原理

从试验棉条的纵向取出适量纤维，手扯整理成一端整齐的棉束，宽约 ５～６ｍｍ，用 １０ｍｍ纤

维中段切断器将棉束切成 ３段，称出中段重量，记数纤维根数，从而计算出纤维线密度的平均值。

２．测试步骤

（１）整理棉束

实验样品先用手扯整理几遍，使纤维成为比较平直，一端整齐，宽约 ５～６ｍｍ的棉束。再根

据棉花的种类，细绒棉梳去 １６ｍｍ及以下的短纤维，长绒棉梳去 ２０ｍｍ及以下的短纤维。

（２）切断

将中段切断器夹板抬起，使上下夹分开，然后将梳理好的棉束平放在中段切断器上下夹板中

间且与切刀垂直。细绒棉的棉束，整齐端露出夹板外 ５ｍｍ；长绒棉的棉束，露出夹板外 ７ｍｍ。

棉束放于下夹板时，双手握持棉束两端，使纤维平行伸直，合上夹板，切断全部纤维。

（３）称重，记数根数

用扭力天平称取棉束中段的重量，精确到 ０．０２ｍｇ。然后在显微镜下数其纤维根数。每试

验棉条测定两次，取平均值。

（４）结果计算

Ｔｔ＝［ｍ１／（Ｌ×ｎ）］×１０６

式中： ｔ———线密度，ｍｔｅｘ

ｍ１———棉束中段纤维重量，ｍｇ

Ｌ———切断纤维长度，Ｌ＝１０ｍｍ

Ｎ———纤维根数

三、作业思考题

１．熟悉并掌握棉纤维主要品质指标的测试方法。

２．将实验结果填入表 ３－８，求出测试材料的平均纤维长度、强度、细度与成熟度。

３．根据实验结果，简要评判一下材料间的纤维品质优劣与品质指标组合的合理性。

表３－８ 棉花纤维品质测定结果表

样品 纤维长度／ｍｍ
纤维强度／（ｃＮ·ｔｅｘ－１）

零隔距 ３．２ｍｍ隔距
纤维成熟度 纤维细度 ／ｍｔｅｘ 备注

（李常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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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２２ 作物室内考种

培育一个新品种，在用各种不同途径创造了许多材料后，必须通过田间和室内的鉴定和选

择，才能评选出确实优良的材料。先根据丰产性、早熟性、抗病性和抗逆性对单株、株系、品系进

行田间选择，再经室内考种鉴定相关经济性状，综合考虑，最后决选。

在田间选择的基础上，进行经济性状的鉴定，是对植物育种和良种繁育材料进行综合分析决

定取舍的依据。本实验要求熟悉植物室内考种的基本项目和标准，掌握考种的一般技术方法，认

识室内考种的重要性。

一、试材及用具

１．试材

棉花、水稻、小麦及玉米等样品若干。

２．用具

天平、小型轧花机、小钢尺、小梳子、大头针、黑绒板、考种表及铅笔等。

二、方法步骤

本实验以棉花为材料进行。

（一）单铃重

即每铃籽棉重量。单铃重受环境条件及结铃早晚影响很大，因此应以一定数量的棉铃作为

一个样本来测定其平均数，如果进行单株选择，则以单株全部棉铃为样本；对于株行或品系，应以

吐絮盛期中部果枝棉铃 ３０～５０个为样本。

（二）衣分

衣分是指一定重量的籽棉轧花后，所得皮棉占籽棉重量的百分数。对于品种或高代品系，通

常随机取 ２００～５００ｇ籽棉轧花测小样衣分，最好将小区的全部籽棉轧花测大样衣分；对于早期

品系，一般只测小样衣分；对于单株，以所收全部籽棉为样本。衣分 ＝皮棉重量／籽棉重量 ×

１００％

（三）纤维长度

纤维长度是棉花品质的一项重要指标，与纺纱工艺及成纱质量关系十分密切，也是棉花贸易

中决定价格的重要因素。室内考种纤维长度的测定一般采用籽棉分梳法。具体操作如下：

１．取有代表性的棉瓤 １０～５０个，每棉瓤取中部一粒籽棉。具体取样数因材料而异，单株材

料取 １０～２０粒，株行材料取 ２０～３０粒，品种、品系材料取 ５０粒。

２．以棉籽脊为中线，用手或大头针将纤维向两边分开。随即用梳子从种脊开始慢慢向两边

梳，把纤维完全梳直，至全部纤维平行为止，梳时尽量减少纤维断落。

３．梳好后，用两手拉紧纤维，平直地放在黑绒板上（棉籽尖端向下），并把两端不整齐的游离

纤维剔去，以同样方法将各粒籽棉梳好后贴好。

４．然后用尺棱在纤维近梢刚好不露黑绒板处垂直纤维横截一个痕迹，用钢尺量两截痕间的

距离，以毫米表示。将量得的数除以 ２，即得每粒籽棉纤维的分梳长度，各样品测得数值的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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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即为样品纤维分梳长度。

（四）长度整齐度

纺织工业不仅要求纤维长，而且要求长度整齐，以减少废花。品种不同纤维整齐度不同，品

种纯度越高，纤维整齐度也越高。育种上表示纤维整齐度常用变异系数（ＣＶ）和纤维整齐度

（％）来表示。

１．变异系数

纤维长度标准差占平均长度的百分比。

变异系数（ＣＶ）＝Ｓ／珋ｘ×１００％

式中：珋ｘ———各粒籽棉的平均纤维长度

Ｓ———各粒籽棉纤维长度的标准差

变异系数越大，表示纤维越不整齐，一般小于 ５％为整齐，５％ ～７％为中等，大于 ７％为不整

齐。

２．纤维整齐度（％）

是指纤维平均长度加减 ２ｍｍ范围内的籽棉粒数占考察籽棉总粒数的百分数。

纤维整齐度（％）＝平均纤维长度 ±２ｍｍ范围内的籽棉粒数／考察籽棉总粒数 ×１００％

纤维整齐度一般以大于 ９０％为整齐，小于 ８０％为不整齐，８０％ ～９０％为中等。

（五）籽指和衣指

从籽棉样品中取籽棉 １００粒（每个棉瓤中部取一粒），轧出皮棉称重，重复 ２～３次，取平均

值以克表示，即得衣指；从轧花后的棉籽中随机取 １００粒称重，重复 ２～３次，取平均值以克表示，

即得籽指。

陆地棉的籽指一般在 ９～１２ｇ左右，育种中一般选择籽指１０ｇ左右，籽指偏大，则种子饱满，

生活力强，但往往衣分偏低；籽指偏小，则衣分较高，但种子小，饱满度差，顶土出苗力差。

（六）不孕籽率

随机取棉瓤，数 ３００～５００粒棉籽（含不孕籽），求不孕籽占总棉籽数的百分数，即为不孕

籽率。

（七）种子考察

棉花种子的形态、短绒颜色和分布等均因种和品种而异，考察种子也可以了解品种（系）的

纯度。每样品取 ５０粒棉籽，作为考察样本。以本材料大多数为准，根据鉴定结果计算出杂籽百

分率。

１．籽形

分卵圆形、短圆形、圆锥形等。

２．短绒颜色

分灰籽、绿籽、褐籽、大白籽等。

３．短绒分布

分光籽、端毛籽、毛籽 ３种。

三、作业思考题

１．将棉花室内考种结果填入表 ３－９，对所鉴定材料作出简要评价。

    
    

    
    

    
 



６８ 第三章 植物经济性状鉴定技术

表３－９

材料 铃重／ｇ衣分／％ 籽指／ｇ 衣指 ／ｇ 绒长／ｍｍ 纤维整齐度／％ 不孕籽率／％ 杂籽率／％ 备注

２．在植物育种工作中，室内考种鉴定的重要性和发展趋势如何？

（李常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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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植物品质性状鉴定技术

实验２３ 植物种子物理性状测定

植物种子的物理性状是种子在成熟、加工或贮藏过程中，由于其内在或外表的变化所表现出

来的多种物理性状，包括种子的千粒重、容重、密度、角质率、硬度、种子堆密度与孔隙度、种子的

散落性等，它们或者与种子的营养品质、播种品质有关，或者与加工品质、贮藏特性有关。学习、

掌握这些性状的测定方法并在选育品种及种子生产中及时、准确地进行所需项目的测定，有利于

育种者对品种优良性状的把握及种子的安全贮藏。

Ⅰ 种子千粒重和容重的测定

种子千粒重与种子的饱满度、充实程度、颗粒大小、均匀度密切相关，是子粒产量构成的三大

要素之一，是测产验收、质量评定的必测指标。容重主要与种子的形状、大小、化学成分、组织的

致密度等密切相关，是粮食特别是禾谷类作物种子的重要品质指标。

一、试材及用具

１．试材

中、小粒植物干种子。

２．用具

小刮板、数种板或数粒仪、镊子、样品盘、天平（感量 ０．１ｇ，０．０１ｇ）、分样器及容重器等。

二、方法步骤

（一）千粒重测定

１．样品处理

将待测种子除去杂质和其他植物种子，或采用净度测定（参见实验 ６５）后的净种子，混匀。

２．数样

用电子数粒仪、真空数粒仪、数种板、小刮板或镊子等随机数粒。在应用小刮板或镊子人工

数取种子时，每次数 ５粒，１００粒 １小堆，５或 １０小堆再合并为 １大堆，以免发生错误。利用数种

板可提高工作效率，但须注意数种板上的孔眼形状、大小是否合适，防止出现多取大粒或小粒的

偏差。应用数粒仪数种速度快，节省时间，但要验证其性能和精确度后才能使用。中、小粒种子

每份 １０００粒，大粒种子每份 ５００粒，特大粒每份 １００粒，极小粒种子可称取每份 １０ｇ进行计数

再换算。每试样要求至少重复两次。

３．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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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数好的种子，大粒于感量０．１ｇ的天平上称重，小粒于感量 ０．０１ｇ的天平上称重，计数，大

粒种要换算成千粒重。

４．结果计算

国家规定种子千粒重测定结果采用两份试样平均值表示，两份试样间允许差距为≤５％，超

过时，应测第三份试样，取差距小而且在允许差距范围内的两份试样平均值作为测定结果。计算

公式如下：

差距 ＝
第一试样重量 －第二试样重量

试样平均重量
×１００％

５．国家标准水分种子千粒重的计算

通常测定的多为自然干燥的种子，不同来源尤其不同地区的种子水分不同，不便于千粒重水

平上的比较。因此，必要时需将实测种子千粒重换算成规定水分下的千粒重。换算时可按国家

颁发的种子分级标准所规定的水分来折算，折算公式如下：

标准水分种子千粒重（ｇ）＝实测千粒重 ×
１－实测水分（％）
１－规定水分（％）

（二）种子容重测定

１．将试样除去大型及细小杂质，并通过分样器 ３次，使之充分混合。

２．将容重器箱打开，熟悉其中的构件及摆放位置，包括容器筒、带开关的漏斗筒、空筒、粗秤

杆、细秤杆、游砣、调节螺丝、容器座、排气砣、插片、平衡指板、支柱及天平支架等。

３．安装校正天平，即将放有排气砣的容器筒挂于横梁吊环上，将大、小游砣移到“０”点处，调

节平衡。

４．将容器筒安在箱盖上的容器座上，插片插入插口内，排气砣置于插片上，然后将空筒套在

容器筒上。

５．将种子倒入漏斗筒内，再套在空筒上，打开开关，使种子流入空筒内。

６．左手握住容器筒，右手迅速将插片抽出，这时排气砣落到容器筒底部，将里面空气排出，

种子均匀落入容器筒内，然后将插片迅速而稳定地插入插口。

７．取下漏斗筒，再将空筒连同容器筒从容器座上取下，用手指捺住插片，倒出多余种子，然

后取下空筒，并倒出残留在插片上的少量种子，取出插片。

８．将容器筒挂在天平上称重，精确度为 ０．５ｇ，重复两次，重复间允许差距为 ５ｇ，如果超出，

测第三重复，选择符合允许差距的两个重复的平均值作为测定结果。

注意：

１．试样除去大型杂质时可用直径 ６ｍｍ的圆孔筛筛理，除去其他杂质可按净度测定时规定

的筛层筛理。

２．种子倒入漏斗筒时，漏斗筒底部的开关必须关闭，种子漏毕应随手关闭开关。

３．种子落入容器筒后，在插片未插入前，仪器不能有任何震动。

三、作业思考题

１．写出实验报告，主要内容包括实验意义、测定程序、结果计算及换算公式。

２．讨论种子千粒重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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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分析种子容重差异的主要原因。

Ⅱ 种子的散落性、孔隙度和密度的测定

种子的散落性是判断种子贮藏安危，计算仓壁侧压力及清选分级的重要依据，用静止角和自

流角作具体指标，一般种子圆形、光滑、含水量低、含杂少，其静止角和自流角小，表明种子散落性

好。种子堆孔隙度的大小关系到贮藏的难易程度，与种子的形状、表面性状、含水量、含杂情况密

切相关。种子的密度则反映种子的成分组成、组织的致密程度，与种子加工、处理密切相关。

一、试材及用具

１．试材

小麦、玉米、大豆、水稻、油菜及蓖麻等植物种子。

２．用具

玻璃缸、小漏斗、大漏斗、量筒（５０ｍＬ，１００ｍＬ）、量角器、特制量角器、长木板、玻璃板、比重

瓶（２５ｍＬ，５０ｍＬ）及天平（感量０．００１ｇ）等。

３．试剂

酒精或水、二甲苯。

二、方法步骤

（一）静止角的测定

１．玻璃缸测量法

（１）将种子倒入正方形透明玻璃缸中，达容积的１／３为宜，并摊平放在桌面上。

（２）慢慢将玻璃缸横倒，使缸内种子成一斜面，用量角器量其斜面与水平面所成夹角。

（３）重复 ２～３次，求其平均值，此角即为该批种子的静止角。

２．特制量角器测量法

（１）将大漏斗固定在１ｍ高的试管架上，使种子通过漏斗自由地落于平面形成一个种子堆。

（２）将特制量角器的底边放于种堆斜面上，特制量角器垂线所指示的角度，即为该种子的静

止角。

（二）自流角的测定

１．取 １０ｇ种子置于长方形木板（或玻璃板）一端摊平。

２．将木板（或玻璃板）有种子的一端慢慢抬起，当种子沿木板（或玻璃板）开始滚动时，量木

板（或玻璃板）和水平面所成的夹角∠１。

３．将木板（或玻璃板）继续抬起，当绝大多数种子滚落完时，再量木板和水平面所成的夹角

∠２。

４．重复 ２～３次，分别求其∠１，∠２的平均值，两角的幅度即∠１～∠２，为该种子在木板（或

玻璃板）上的自流角。

（三）种子堆密度与孔隙度的测定

１．将 ５０ｇ左右的小麦（或其他）种子，倒入有精细刻度的 １００ｍＬ量筒中，并使种面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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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观看种子在量筒内的体积（Ｖ１）。

２．取另一个有精细刻度的 ５０ｍＬ量筒，倒入 ４０ｍＬ酒精。

３．将量筒内的酒精，慢慢地倒入盛种子的量筒，至液面与种面相平为止，并计算倒入酒精的

体积（Ｖ２）。则：

孔隙度 ＝
Ｖ２

Ｖ１

×１００％

密度 ＝１００％ －孔隙度

（四）密度的测定

１．量筒测量法

（１）将酒精倒入有精细刻度的 １００ｍＬ量筒中达 ５０ｍＬ左右（Ｖ１）。

（２）准确称取 ３０ｇ左右的小麦（或其他）净种子（ｍ），倒入有酒精的量筒内，并迅速观看酒

精的体积（Ｖ２）。则：

种子的绝对体积 Ｖ＝Ｖ２ －Ｖ１

种子的密度 ＝
ｍ
Ｖ

２．比重瓶测量法

（１）准确称取小麦（或其他）净种子 ３～５ｇ（ｍ１）。

（２）将二甲苯装入 ５０ｍＬ的比重瓶中，盖上瓶塞，使二甲苯达到标线，并用吸水纸吸干溢在

瓶外的二甲苯，并准确称重（ｍ２）。

（３）倒出少部分的二甲苯，将已称好的样品（ｍ１）放入比重瓶中，再加入二甲苯，盖好瓶塞，

使二甲苯达到标准线，再用吸水纸吸干溢在瓶外的二甲苯，并准确称重（ｍ３）。则：

种子的密度 ＝
ｍ１

ｍ２ ＋ｍ１ －ｍ３

·Ｇ

式中：Ｇ———二甲苯的相对密度，在 １５℃时为 ０．８６３

三、作业思考题

１．写出每一项测定的实验报告。

２．分析影响种子散落性的因素。

３．讨论种子堆孔隙度与密度的关系及在贮藏中的应用。

４．讨论种子量筒法和比重瓶法两种测定法的优缺点及适宜范围。

Ⅲ 种子角质率和硬度测定

角质率和硬度是种子特别是禾谷类种子营养品质和加工品质的重要指标，是品质育种的目

标项目，在品种选择和良种繁育中常进行此项目的测定。

一、试材及用具

１．试材

小麦、大麦、燕麦、黑麦及水稻等禾谷类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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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用具

刀片或切断器、镊子、表面皿或培养皿、放大镜、子粒透视器（图 ４－１）、硬度计及种子盒等。

图４－１ 子粒透视器

１．毛玻璃；２．电源开关；３．灯泡；４．反射镜

二、方法步骤

（一）角质率测定

１．将待测样品去除不完整粒、不成熟粒，然后随机数取 １００粒种子。

２．将数好的子粒放在垫有白纸的玻璃板上，先进行外观鉴别，根据子粒角质（蜡质、玻璃质）

胚乳和粉质胚乳所占比例分出角质粒、半角质粒和粉质粒。

３．外观鉴别常不精确，要进一步用刀片或切断器于样品子粒最宽处横切，去掉一半，留下一

半用感官或放大镜检视其断面，根据下列标准分成 ３组：

（１）角质粒

包括全角质和角质≥３／４者。

（２）半角质粒

包括角质和粉质各占 １／２左右者。

（３）粉质粒

包括全粉质粒和角质≤１／４者。

４．鉴别还可用透视器法进行，其方法是：将样品置于透视器的毛玻璃上，接通电源，调节反

射镜使光线反射到毛玻璃上的试样，亦按以上标准分出角质粒、半角质粒和粉质粒。

５．结果计算，分别统计 ３组粒数，按下式计算角质率：

角质率 ＝
角质粒数 ＋半角质粒数 ×１／２

试样总粒数
×１００％

每样品至少重复两次，求其平均数。

种子角质率测定亦可采用称量法，即称取一定量种子（１０～４０ｇ），将角质、半角质和粉质粒

分别称重，以下式计算：

种子角质率 ＝
角质粒重量 ＋半角质粒重量 ×１／２

供试种子重量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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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种子硬度测定

１．随机数取 １０粒完整种子，两次重复。

２．将单粒种子置于硬度计的样品台上。

３．下压压柄，台面上升，使种粒与刀刃接触，继续下压，直至切断种面。

４．记下测力计上的数值（ｋｇ）。

５．按动复位按钮，使硬度计复位。

６．连续测定 １０粒种子作为 １个重复，求其平均数，再测第二个重复。最后以两次重复的平

均数（ｋｇ／粒）作为该种子硬度。

图４－２ ＬＹＸ携带式粮食硬度计

１．测力计；２．刀刃铡头；３．样品台；４．支架；５．复位按钮；６．压柄

种子硬度测定若要求高精度，可选用 ＳＫＣＳ４１００型单粒谷物特性测定仪测定。

三、作业思考题

１．测定几个小麦、水稻或玉米品种的角质率和硬度，并计算其结果。

２．试述角质率、硬度与谷物种子品质的关系。

３．影响种子角质率、硬度的因素有哪些？

（高荣岐）

实验２４ 植物蛋白质含量的测定（半微量凯氏定氮法）

蛋白质广泛存在于动、植物体中。测定蛋白质的方法很多，一般是根据蛋白质的理化特性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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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定量测定。在粮油食品品质分析中应用最普遍的是凯氏定氮法。近几年凯氏定氮法不断得

到改进，微量法和半微量法代替了常量法，仪器分析代替了手工操作，并逐步向仪器自动化方向

发展。常用的仪器有：瑞典 Ｔｅｃａｔｏｒ公司生产的 Ｋｊｅｌｄｈａｌｓｙｓｔｅｍ凯氏定氮仪，美国 Ｔｒｅｂｏｒ公司生产

的 Ｔｒｅｂｏｒ７０和 ８０蛋白质分析仪器等。

本实验旨在使学生掌握植物蛋白质含量测定的原理，学会半微量凯氏定氮法测定植物粗蛋

白的操作步骤和结果分析，为今后科学研究打下基础。

一、试材及用具

１．试材

粮油种子和植物材料。

２．用具

５０ｍＬ凯氏烧瓶、１０００ｍＬ圆底烧瓶、１００ｍＬ锥形瓶、微量滴定管（５ｍＬ，刻度 ０．０１ｍＬ）、

５０ｍＬ容量瓶、５ｍＬ移液管及凯氏蒸馏装置等。

３．试剂

（１）浓硫酸 ＋过氧化氢 ＋水混合液（２∶３∶１）

在 １００ｍＬ水中缓慢加入浓硫酸 ２００ｍＬ，冷却后加入 ３０％过氧化氢 ３００ｍＬ，混匀备用。此

液于阴凉处可保存一个月。

（２）混合催化剂

１０ｇ硫酸铜（ＣｕＳＯ４·５Ｈ２Ｏ），１００ｇ硫酸钾，０．２ｇ硒粉，在研钵中研细，通过孔径 ０．４５ｍｍ

筛。混匀后备用。

（３）４０ｇ／１００ｍＬ氢氧化钠溶液。

（４）２％硼酸溶液。

（５）０．０１ｍｏｌ／ｍＬＨＣｌ溶液。

（６）甲基红乙醇溶液

称取 ０．１ｇ甲基红置于研钵中，加入少许 ９５％乙醇，研磨溶解后加入 ７５ｍＬ９５％乙醇。

（７）次甲基蓝乙醇溶液

０．１ｇ次甲基蓝溶于 ８０ｍＬ９５％乙醇中。

临用时将（６）和（７）两液按 ２∶１比例混合即成。在酸域呈紫红色，ｐＨ５．５时无色，在碱域呈

绿色。

二、原理

生物材料与浓硫酸共热时，硫酸分解为 ＳＯ２，Ｈ２Ｏ和［Ｏ］，有机物氧化为 ＣＯ２ 和 Ｈ２Ｏ，而有机

物中氮转化为 ＮＨ３，并进一步生成（ＮＨ４）２ＳＯ４。为加快有机物的分解，在消化时通常加入多种催

化剂，如硫酸铜、硫酸钾和硒粉等。消化完成后，加入过量的浓 ＮａＯＨ，将 ＮＨ＋

４ 转变成 ＮＨ３，通过

蒸馏把 ＮＨ３ 导入过量的硼酸溶液中，再用标准盐酸滴定，直到硼酸溶液恢复原来的氢离子浓度。

根据滴定消耗的标准盐酸的量，计算总氮量。凯氏定氮法测定的含氮量乘以蛋白质系数，即为蛋

白质含量。因不同来源的蛋白质含氮量不同，蛋白质系数也有差异。如麦类、豆类蛋白质系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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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０，水稻为 ５．９５，高粱为 ５．８３，其他谷物为６．２５，乳制品为 ６．３８，花生为 ５．４６，肉与肉制品为

６．２５，芝麻、向日葵为 ５．３０。

三、方法步骤

（一）消化

用长条光滑硫酸纸称取试样 ０．２～０．３ｇ，精确到０．０００１ｇ（约含粗蛋白质１０～３０ｍｇ），直接

送入凯氏烧瓶底部，加混合催化剂 １ｇ，同时加入浓硫酸混合液 ３～５ｍＬ，稍加振摇（最好过夜）。

消化时，将凯氏烧瓶斜置于电炉上。开始时用低温加热，切勿使瓶中泡沫超过瓶肚的 ２／３，待泡

沫减少和烟雾变白后再提高温度保持微沸，在此过程中可加入少量过氧化氢溶液，以促进消化过

程。直至消化液呈浅蓝绿色的透明状时，再继续加热沸腾 １０ｍｉｎ，取出消化液冷却至室温后，将

消化液移入 ５０ｍＬ容量瓶中，并用少量蒸馏水将凯氏烧瓶冲洗 ３～４次，洗涤液一并移入容量瓶

中，加水稀释至刻度，混匀备用。

（二）蒸馏

凯氏蒸馏装置如下图 ４－３所示。它是由蒸气发生器、反应瓶及冷凝管等组成。按照图进行

安装和蒸馏、吸收。在蒸气发生器大烧瓶８（容量 １０００ｍＬ）内加入蒸馏水 ４００ｍＬ和少量碎玻璃

片，加 ５滴混合指示剂，加几滴酸液，使溶液呈紫红色，盖紧瓶盖，连接回流管 ４、蒸馏瓶 １、冷凝器

２并检查有无漏气。量取 ３０ｍＬ２％硼酸溶液，注入三角瓶（１００ｍＬ）中，作为承接器，加混合指示

剂 １～２滴（溶液呈灰紫色），置于冷凝器２下面，使管尖端插入硼酸溶液１ｃｍ深处，用 ５ｍＬ移液

管吸取 ５ｍＬ（Ｖ）稀释的消化液，由漏斗 ５注入蒸馏瓶 １内，再倒入蒸馏水 １０ｍＬ冲洗漏斗 ５。接

着量取 ４０ｇ／１００ｍＬＮａＯＨ溶液２ｍＬ，由漏斗５注入蒸馏瓶１内，再用２～５ｍＬ水冲洗漏斗５，旋

紧活塞，此时蒸馏瓶 １内溶液总体积应不超过容积的一半。

图 ４－３ 凯氏蒸馏装置

１．蒸馏瓶；２．冷凝器；３．承接器（三角瓶）；４．回流管；５．加液漏斗；６．回流管端簧夹；７．烧瓶处簧夹；８．蒸气发生器（大烧瓶）

打开电炉加热烧瓶 ８，打开烧瓶处簧夹 ７，关闭回流管下端活塞 ６，使沸腾蒸气通过回流管 ４

进入蒸馏瓶 １，再由蒸馏瓶 １经冷凝器 ２流入三角瓶 ３，待三角瓶 ３内的溶液呈绿色时，开始记录

时间，经 ２～３ｍｉｎ后，将三角瓶 ３放低，使冷凝器管 ２下端离开液面，继续蒸馏 １ｍｉｎ，然后用少

量蒸馏水冲洗冷凝器管 ２下端，蒸馏即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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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馏结束后，旋紧烧瓶处簧夹 ７，断绝蒸气，这时由于回流管 ４内蒸气气压立即降低，所以蒸

馏瓶 １内的液体全部吸入回流管 ４内，然后打开漏斗 ５下簧夹，注入蒸馏水 ４０～５０ｍＬ于蒸馏瓶

１内，关闭漏斗 ５下簧夹，打开烧瓶处簧夹 ７，通入蒸气加热洗涤蒸馏瓶 １，再断绝蒸气，使洗涤回

流至回流管 ４中，打开回流管端簧夹 ６，将回流管 ４中废液弃去，再关闭此簧夹 ４，为下次蒸馏做

好准备。

（三）滴定

用 ０．０１ｍｏｌ／ＬＨＣｌ标准溶液滴定三角瓶 ３中的吸收液至出现淡紫红色时为止。记录所耗

标准盐酸的体积。

空白实验除不加试样外，消化、蒸馏、滴定操作与样品相同。

（四）结果计算

粗蛋白质的干基质量分数按下面公式计算：

Ｗ＝（Ｖ１ －Ｖ０）ｃ×１４×Ｐ×（５０／Ｖ）×
１

ｍ×（１－Ｍ）
×１００％

式中：Ｗ ——粗蛋白质干基质量分数，％

Ｖ ———蒸馏时所用消化液体积，ｍＬ

Ｖ１ ———实验消耗标准盐酸溶液的体积，ｍＬ

Ｖ０ ———空白实验消耗标准盐酸溶液的体积，ｍＬ

ｃ ———ＨＣｌ标准溶液的浓度，ｍｏｌ／Ｌ

ｍ ———试样重量，ｍｇ

１４———氮的相对原子质量

Ｐ ———蛋白质系数

Ｍ ———试样水分含量，％

双试验结果允许差：粗蛋白质质量分数在 １５％以下时，不超过 ０．２％；粗蛋白质质量

分数在 １５．１％以上时，不超过 ０．４％。求其平均数，即为测定结果，测定结果取小数点后

１位。

四、作业思考题

１．什么是蛋白质系数？为什么不同来源的蛋白质系数有差异？

２．简述半微量凯氏定氮法测定粗蛋白质含量的原理和方法步骤。

（田纪春）

实验２５ 植物氨基酸总量的测定（茚三酮显色法）

氨基酸是一类含有氨基和羧基的有机化合物，是蛋白质的基本构成单位，也是蛋白质水解的

最终产物。氨基酸的测定方法很多，根据测定的目的（定性或定量）、对象（氨基酸总量、游离氨

基酸总量、个别氨基酸含量）和取材（谷物种子或植物茎、叶）的不同，可采用不同的测定方法。

近几年，随着分析仪器的发展，一些重点实验室已采用了一系列微量、高效的分离方法，如液相色

谱和氨基酸自动分析仪等方法，这些方法可快速、准确地分析氨基酸总量和 ２０种氨基酸的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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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

本实验目的旨在使学生了解植物材料中氨基酸含量的各种测定方法，熟悉测试原理，掌握茚

三酮显色法测定植物材料中游离氨基酸的测定步骤和结果分析。

一、试材及用具

１．试材

植物新鲜组织或谷物粉样。

２．用具

７２２型分光光度计、０．００１ｇ感量天平、水浴锅、三角瓶、漏斗若干、研钵、容量瓶、试管及移液

管等。

３．试剂

（１）水合茚三酮试剂

称取 ０．６ｇ再结晶的茚三酮置于烧杯中，加入 １５ｍＬ正丙醇，搅拌使其溶解。再加入 ３０ｍＬ

正丁醇及 ６０ｍＬ乙二醇，最后加入 ９ｍＬｐＨ５．４的乙酸 －乙酸钠缓冲液，混匀，贮于棕色瓶中，置

４℃下保存备用，１０ｄ内有效。

（２）乙酸 －乙酸钠缓冲液（ｐＨ５．４）

称取乙酸钠 ５４．４ｇ，加入 １００ｍＬ无氨蒸馏水，在电炉上加热至沸，使体积蒸发至 ６０ｍＬ左

右。冷却后转入 １００ｍＬ容量瓶中，加 ３０ｍＬ冰醋酸，再用无氨蒸馏水稀释至 １００ｍＬ。

（３）标准氨基酸

称取８０℃下烘干的亮氨酸４６．８ｍｇ，溶于少量 １０％异丙醇中，用１０％异丙醇定容至１００ｍＬ。

取此液 ５ｍＬ，用蒸馏水稀释至５０ｍＬ，即为５μｇ／ｍＬ的氨基酸标准液。

（４）０．１％抗坏血酸

称取 ５０ｍｇ抗坏血酸，溶于 ５０ｍＬ无氨蒸馏水中，随配随用。

（５）１０％乙酸。

（６）６０％乙醇。

二、原理

植物材料和谷物粉样的游离氨基酸含量是一个重要的代谢指标，一般实验中常用茚三酮显

色法进行测定，其原理是在供热条件下，氨基酸与茚三酮的反应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氨基酸被氧

化形成 ＣＯ２、ＮＨ３ 和醛，茚三酮被还原成还原型茚三酮；第二步：所形成的还原型茚三酮与另一个

茚三酮分子和氨缩合生成茚二酮炔 －茚二酮胺（ＤＹＤＡ）。该产物显示蓝紫色，称为 Ｒｕｈｅｍａｎｓ

紫。其吸收峰在 ５７０ｎｍ，而且在一定范围内吸光度与氨基酸浓度成正比。

三、方法步骤

（一）制作标准曲线

取 ６支 ２０ｍＬ刻度试管，按表 ４－１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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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１ 制作游离氨基酸标准曲线各试剂量及操作程序

试剂
管 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标准氨基酸体积 ／ｍＬ ０ ０．２ ０．４ ０．６ ０．８ １．０

无氨蒸馏水体积 ／ｍＬ ２．０ １．８ １．６ １．４ １．２ １．０

水合茚三酮体积 ／ｍＬ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抗坏血酸体积／ｍＬ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每管含氮量／μｇ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加完试剂后混匀，盖上大小合适的玻璃球，置 ８０℃水中加热１５ｍｉｎ，取出后用冷水迅速冷却

并不时摇动，使加热时形成的红色被空气逐渐氧化而褪去，进而呈现蓝紫色时，用 ６０％乙醇定容

至 ２０ｍＬ。混匀后用内径 １ｃｍ比色杯中在 ５７０ｎｍ波长下测定吸光度，绘制标准曲线。

（二）样品制备

取新鲜植物样品，洗净，擦干并剪碎，混匀后，迅速称取 ０．５～１．０ｇ，于研钵中加入５ｍＬ１０％

乙酸，研磨均匀后，先用 ５０ｍＬ蒸馏水稀释混匀，再用干滤纸过滤到 １００ｍＬ容量瓶中，反复冲洗

残渣，最后定容至 １００ｍＬ备用。若用谷物粉样，则称取 ５．０～５０．０ｇ（按样品含游离氨基酸不同

而确定），加入 １０ｍＬ乙酸，太稠时可适当加蒸馏水，其步骤同新鲜植物样品。

（三）样品测定

吸取样品滤液 １．０ｍＬ，放入 ２０ｍＬ干燥试管中，加无氨蒸馏水１．０ｍＬ，其他步骤与制作标准

曲线相同。根据样品吸光度在标准曲线上查得含氮量。

（四）计算结果

按下式计算样品中氨基态氮的含量：

１００ｇ样品中氨基态氮含量（μｇ）＝
Ｃ×ＶＴ

ＶＳ ×ｍ
×１００

式中： ——从标准曲线上查得的氨基态氮含量，μｇ

ＶＴ———样品稀释总体积，ｍＬ

ＶＳ———测定时样品体积，ｍＬ

ｍ———样品重，ｇ

四、作业思考题

１．本实验中为什么要使用抗坏血酸，其作用是什么？

２．若测定植物材料中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需要增加哪些步骤？

３．茚三酮显色法可以测定的是哪种类型的氨基酸？该方法的优、缺点是什么？

（田纪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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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２６ 植物淀粉含量及组分测定

淀粉是植物的主要贮藏物质，主要存在于植物的种子、块根、块茎及球茎等组织中。淀粉是

由葡萄糖构成的多糖聚合体，其葡萄糖残基以 α－１，４糖苷键构成直链状的直链淀粉，或以 α－

１，４糖苷键构成直链主干，由 α－１，６糖苷键构成分支的支链淀粉。不同植物类型或品种所含的

淀粉，因其直链和支链淀粉的构成比例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性质、用途。植物组织中，一般直链淀

粉占 １０％ ～２５％，支链淀粉占７５％ ～９０％。

淀粉不仅是人类主要的营养来源，而且是重要的工业原料。测定植物中淀粉的含量和组分，

对于鉴定农产品的品质和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本实验的目的在于使学生掌握植物组织淀粉含量和组分测定的原理和技术。

Ⅰ 旋光法测定淀粉含量

一、试材及用具

１．试材

各种植物种子、果实或块根、块茎等。

２．用具

粉碎机、离心机、电子天平、旋光仪、三角瓶、分样筛（１００目）、布氏漏斗、抽滤瓶及真空泵、离

心管及小电炉等。

３．试剂

（１）氯化汞乙醇溶液

将 １ｇＨｇＣｌ２ 溶解于 １００ｍＬ水和９００ｍＬ９５％乙醇中。

（２）８０％乙醇。

（３）９５％乙醇。

（４）醋酸氯化钙溶液

溶 ＣａＣｌ２·２Ｈ２Ｏ５５０ｇ于 ７６０ｍＬ蒸馏水中，溶解后，调节成在 ２０℃时的相对密度为 １．３０，

用冰醋酸调节 ｐＨ为２．３０，再调相对密度至１．３０，必要时，可用布氏漏斗或玻璃滤器抽滤，以使溶

液清澈透明。

（５）３０％硫酸锌溶液

称取 ＺｎＳＯ４·７Ｈ２Ｏ３０ｇ溶于蒸馏水中，稀释到 １００ｍＬ，混匀。

（６）１５％亚铁氰化钾溶液

称取 Ｋ４Ｆｅ（ＣＮ）６·３Ｈ２Ｏ１５ｇ溶于蒸馏水中，稀释到 １００ｍＬ，混匀。

二、原理

酸性氯化钙溶液与磨细的含淀粉样品共煮，可使淀粉轻度水解，同时钙离子与淀粉分子上的

羟基络合，这就使得淀粉分子充分地分散到溶液中，成为淀粉溶液。

淀粉分子具有不对称碳原子，因而具有旋光性，可以利用旋光仪测定淀粉溶胶的旋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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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旋光度的大小与淀粉的浓度成正比，据此可以求出淀粉含量。

溶提淀粉溶胶所用的酸性氯化钙溶液的 ｐＨ必须保持２．３０，相对密度须为１．３０，加热时间的

长短也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因为只有在这些条件下，各种不同来源的淀粉溶液的比旋度（α）才

都是 ２０３°，恒定不变。

样品中其他旋光性物质（如糖分）须预先除去。

三、方法步骤

（一）样品准备

１．称取样品

将样品风干，研磨，通过 １００目筛，精确称取约 ２．５ｇ样品细粉（要求含淀粉约 ２ｇ，请参考表

４－２），置于离心管内。

表４－２ 主要粮蔬作物食用部分淀粉质量分数

作物名称 淀粉质量分数（干重）／％ 作物名称 淀粉质量分数（干重）／％

稻谷 ７５～８０ 豌豆 ２０～４８

小麦 ４９～７０ 大豆 ２～９

玉米 ５８～８３ 马铃薯 １０～２３（鲜重）

大麦 ４４～６８ 甘薯 ２９（鲜重）

２．脱脂

加乙醚数毫升到离心管内，用细玻棒充分搅拌，然后离心。倾出上清液并收集以备回收乙

醚。重复脱脂数次，以去除大部分油脂、色素等（因油脂的存在会使以后淀粉溶液过滤困难）。

大多数谷物样品含脂肪较少，可免去这个脱脂手段。

３．抑制酶活性

加含有氯化汞的乙醇溶液 １０ｍＬ到离心管内，充分搅拌，然后离心，倾去上清液，得到残余

物。

４．脱糖

加 ８０％乙醇 １０ｍＬ到离心管中，充分搅拌以洗涤残余物（每次都用同一玻棒），离心，倾去上

清液。重复洗涤数次以去除可溶性糖分。

（二）溶提淀粉

１．加醋酸氯化钙溶液

先用醋酸氯化钙溶液约 １０ｍＬ加到离心管中，搅拌后全部倾入 ２５０ｍＬ三角瓶内，再用醋酸

氯化钙溶液 ５０ｍＬ分数次洗涤离心管，洗涤液并入三角瓶内，搅拌玻棒也转移到三角瓶内。

２．煮沸溶解

先用蜡笔标记液面高度，再直接置于加有石棉网的小电炉上，在 ４～５ｍｉｎ内迅速煮沸，保持

沸腾 １５～１７ｍｉｎ，立即将三角瓶取下，置流水中冷却。

注意：

（１）煮沸过程中要不时搅拌，勿令其烧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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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要调节温度，勿使泡沫涌出瓶外。

（３）常用玻棒将瓶侧的细粒擦下，并加水保持液面高度。

（三）沉淀杂质和定容

１．加沉淀剂

将三角瓶内的水解液转入 １００ｍＬ容量瓶中，用醋酸氯化钙溶液充分洗涤三角瓶，并入容量

瓶内，加３０％ＺｎＳＯ４１ｍＬ混合后，再加 １５％Ｋ４Ｆｅ（ＣＮ）６ １ｍＬ，用水稀释至接近刻度时，加９５％乙

醇 １滴以破坏泡沫，然后稀释到刻度，充分混合，静置，以使蛋白质充分沉淀。

２．滤清

用布氏漏斗（加一层滤纸）吸气过滤。先倾溶液约 １０ｍＬ于此滤纸上，使其完全湿润，让溶

液流干，弃去滤液，再倾溶液进行过滤，用干燥的容器接收此滤液，收集约 ５０ｍＬ，即可供测定之

用。

（四）测定旋光度

用旋光测定管装满滤液，小心地按照旋光仪使用说明，进行旋光度的测定。

（五）结果计算

淀粉质量分数 ＝
α×Ｎ

［α］２０

Ｄ ×Ｌ×ｍ（１－Ｋ）
×１００％

式中：α———用钠光观测到的旋光度

［α］
２０
Ｄ ———淀粉的比旋度，在这种方法条件下为 ２０３°

Ｌ ——旋光管长度，ｃｍ

ｍ———样品重量，ｇ

Ｋ———样品水分含量，％

Ｎ———稀释倍数

也可以不用上列公式计算，改用工作曲线来求淀粉含量，这样准确度高些。

Ⅱ 碘比色法测定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含量

一、试材及用具

１．试材

各种植物种子、果实，干燥、粉碎，过 ４０目筛。

２．用具

离心机、冰箱、分光光度计、水浴锅、三角瓶（１００ｍＬ）、容量瓶（１００ｍＬ）、分液漏斗及移液管

（１ｍＬ、２ｍＬ、１０ｍＬ）等。

３．试剂

（１）６ｍｏｌ／Ｌ盐酸。

（２）质量浓度为 ２％、１０％氢氧化钠。

（３）碘试剂

称取 ０．２ｇ碘和２ｇ碘化钾于研钵中干研，然后用蒸馏水溶解并稀释至 １００ｍＬ。

（４）无水乙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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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丁醇。

（６）异戊醇。

二、原理

样品中的直链淀粉与碘作用生成纯蓝色络合物，而支链淀粉与碘作用则生成紫红色物质，二

者皆具有特定的吸收峰。不同比例的直链和支链淀粉与碘作用，可生成由纯蓝到紫红的一系列

颜色。若使两种淀粉含量之和保持不变，配制成不同比例的混合液，则此液中直链淀粉和支链淀

粉的质量与消光度成比例。以此液质量分数为横坐标，消光度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线，再将试样

测得的消光度对照此标准曲线，即可计算出试样中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的质量分数。

三、方法步骤

（一）直链淀粉与支链淀粉的提取与分离

１．称取粉碎试样 １０ｇ，加 ５ｍＬ无水乙醇和少量蒸馏水，先使试样湿润，然后加入 ４００ｍＬ

２％氢氧化钠溶液，置 ８５℃水浴中分散 ３０ｍｉｎ（用玻棒不断搅拌），趁热放入离心管中，以 ４０００

ｒ／ｍｉｎ离心 １５ｍｉｎ。去掉未分散物，再以 ６ｍｏｌ／Ｌ盐酸中和，加入 ５０ｍＬ丁醇和 ５０ｍＬ异戊醇，继

续在 ８５℃水浴中加热 ３０ｍｉｎ。

２．待试样冷至室温，放入 ０～５℃冰箱中冷却 ２４ｈ，然后离心 ２０ｍｉｎ。收集上层液于分液漏

斗中，即为提取的支链淀粉。

３．将离心沉淀物用蒸馏水洗两次，每次以与上同一速度离心 ２０ｍｉｎ。然后将沉淀溶于

２００ｍＬ被丁醇饱和的热蒸馏水溶液中，冷至室温，放入 ０～５℃冰箱中冷却 ２４ｈ，再离心 ２０ｍｉｎ。

沉淀物先用蒸馏水洗涤两次，再用乙醇洗两次，每次都以相同速度离心２０ｍｉｎ。将沉淀物放入真

空干燥器中干燥，称重，即得直链淀粉。

４．收集在分液漏斗中的溶液，静置后形成 ３层，上层为醇层，中层为泡沫层，下层为乳胶层。

取下层乳胶液，按体积加入 ５倍量的无水乙醇，支链淀粉立即从液中析出。用无水乙醇洗涤两

次，放入真空干燥器中干燥，称重，得到支链淀粉。

（二）标准曲线的绘制

１．精确称取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各 ０．１０００ｇ，分别置于 １００ｍＬ容量瓶中，各加入 １ｍＬ无

水乙醇、１０ｍＬ蒸馏水，待样品湿润后，再加入 ２ｍＬ１０％氢氧化钠溶液，在８５℃水浴中分散至溶

液清亮为止。取出容量瓶，用蒸馏水定容至刻度。

２．按表 ４－３所示比例，精确吸取直链淀粉（甲）和支链淀粉（乙）于 １００ｍＬ容量瓶中，分别

加入 ４０ｍＬ蒸馏水，用 ６ｍｏｌ／Ｌ盐酸调节 ｐＨ至 ３左右，再加入 ２ｍＬ碘试剂，用蒸馏水定容至

１００ｍＬ。

表４－３ 标准曲线的绘制

混合液编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甲液／ｍＬ １．００ ０．８０ ０．６０ ０．４０ ０．２０ ０

乙液／ｍＬ ０ ０．２０ ０．４０ ０．６０ ０．８０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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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在波长 ６１０ｎｍ处，用 １ｃｍ比色皿测定各混合液消光度，绘制标准曲线。

（三）试样的制备与测定

１．先取 １份粉碎试样，用旋光法（或其他方法）测定淀粉含量。然后称取同一试样 ｍｍｇ（使

其中含干态淀粉 １００ｍｇ）于 １００ｍＬ容量瓶中，加入 １ｍＬ无水乙醇、１０ｍＬ蒸馏水、２ｍＬ１０％氢

氧化钠溶液，混匀后置 ８５℃水浴中分散至溶液清亮。冷却后用蒸馏水定容。

２．吸取样品液 １．００ｍＬ，加 ４０ｍＬ蒸馏水，然后按绘制标准曲线的方法进行操作，测出样品

液的消光度。

３．将测得的样品液消光度对照标准曲线，即可计算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质量分数。

（四）结果计算

直链淀粉质量分数（干基）＝
Ａ×１００

ｍ×（１－水分含量）
×１００％

支链淀粉质量分数（干基）＝
Ｂ×１００

ｍ×（１－水分含量）
×１００％

式中：ｍ———试样重量，ｍｇ

Ａ———从标准曲线上查得直链淀粉量，ｍｇ

Ｂ———从标准曲线上查得支链淀粉量，ｍｇ

若有待测样品为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纯品，则方法中直链淀粉与支链淀粉的提取与分离可

以省略。

淀粉测定的方法很多，可依据实验条件选择适宜的测定方法。

四、作业思考题

１．写出样品测定的主要程序。

２．旋光法测定淀粉含量操作中应注意什么？

３．直链、支链淀粉含量与谷类品质的关系如何？

（高荣岐）

实验２７ 植物脂肪含量的测定（索氏提取法）

油脂是一大类天然有机化合物，是人类食物的三大营养成分之一。测定脂质物质大多数采

用低沸点有机溶剂萃取的方法。常用的溶剂有乙醚、石油醚、氯仿 －甲醇等，其中乙醚溶解脂肪

的能力强。因此，本实验选用无水乙醚作提取剂。用乙醚等有机溶剂浸提的物质除脂肪外，还有

游离脂肪酸、磷脂、蜡、色素及脂溶性维生素等类似脂肪的物质，称为粗脂肪。有些样品的部分脂

肪与矿物质、蛋白质和糖类结合，乙醚等溶剂不能破坏其结合键。为了能浸提出这部分脂肪，浸

提前需酸水解。高脂肪含量的样品还需要预浸提。样品经酸水解后用石油醚和乙醇的混合物提

取，可得到游离及结合脂肪总量，即全脂肪。本实验只进行粗脂肪的测定。

一、试材及用具

１．试材

    
    

    
    

    
 



实验 ２７ 植物脂肪含量的测定（索氏提取法） ８５

洁净的禾谷类粮食和豆类（花生除外）试样 ３０～５０ｇ，磨碎后通过直径 １．０ｍｍ圆孔筛装入

广口瓶内备用。

２．用具

分析天平（感量 ０．０００１ｇ）、电热恒温箱、电热恒温水浴锅、粉碎机、研钵、备有变色硅胶的干

燥器、滤纸筒、索氏抽提器一套（各部件必须洗净，用 １０５℃温度烘干，其中抽提瓶烘至恒重）、广

口瓶、脱脂棉、脱脂线及脱脂细砂等。

３．试剂

无水乙醚（ＡＲ）。

二、方法步骤

（一）试样处理

从备用的样品中，用烘盒称取 ２～５ｇ试样，在 １０５℃温度下烘 ３０ｍｉｎ，趁热倒入研钵中，加

入约 ２ｇ脱脂细砂一同研磨。将试样和细砂研到出油状后，干净地转入滤纸筒内（筒底塞一层脱

脂棉，并在１０５℃温度下烘３０ｍｉｎ），用脱脂棉蘸少量乙醚揩净研钵上的试样和脂肪，并入滤纸筒

内，最后再用脱脂棉塞入上部，压住试样。

（二）抽提与烘干

将抽提器安装妥当，然后将装有试样的滤纸筒置于抽提筒内，同时注入乙醚至虹吸管高度以

上，待乙醚流净后，再加入乙醚至虹吸管高度的 ２／３处。用一小块脱脂棉轻轻地塞入冷凝管上

口，打开冷凝管进水管，开始加热抽提。加热的温度以每分钟回流的乙醚在 １２０～１５０滴，每小时

回流 ７次以上为宜。抽提的时间须视试样含油量而定，一般在 ８ｈ以上，抽提至抽提管内的乙醚

用玻璃片检查（点滴试验）无油迹为止。

抽净脂肪后，用长柄镊子取出滤纸筒，再加热使乙醚回流 ２次，然后回收乙醚，取下冷凝管和

抽提筒，加热除尽抽提瓶中残余的乙醚，用脱脂棉蘸乙醚揩净抽提瓶外部，然后将抽提瓶在

１０５℃温度下先烘 ９０ｍｉｎ，再烘 ２０ｍｉｎ，烘至恒重为止（前后两次重量差在 ０．０００２ｇ以内即视为

恒重），抽提瓶增加的重量即为粗脂肪的重量。

（三）结果计算

粗脂肪湿基质量分数、干基质量分数和标准水分下质量分数分别按公式（１），（２）和（３）计算：

粗脂肪质量分数（湿基）＝
ｍ１

ｍ
×１００％ （１）………………………………………………………

粗脂肪质量分数（干基）＝
ｍ１

ｍ（１－Ｍ）
×１００％ （２）……………………………………………

粗脂肪质量分数（标准水分下）＝
ｍ１（１－Ｍ标 ）
ｍ（１－Ｍ）

×１００％ （３）…………………………………

式中：ｍ１ ———粗脂肪重量，ｇ

ｍ ———试样重量，ｇ

Ｍ ———试样水分含量，％

Ｍ标 ———试样标准水分、标准杂质之和，％

双试验结果允许差：粮食、油料不超过 ０．４％，大豆不超过 ０．２％。求其平均数，即为测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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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测定结果取小数点后 １位。

注：如无现成的滤纸筒，可取长 ２８ｃｍ，宽 １７ｃｍ的滤纸，用直径 ２ｃｍ的试管，沿滤纸长方向

卷成筒形，抽出试管至纸筒高的一半处，压平抽空部分，折过来，使之紧靠试管外层，用脱脂线系

住，下部的折角向上折，压成圆形底部，抽出试管，即成直径 ２．０ｃｍ，高 ７．５ｃｍ的滤纸筒。

测定试样中的脂质含量，过去普遍采用以乙醚为溶剂的索氏提取法，这种方法至今仍被认为

是测定多种生物样品脂质含量的代表性方法。近年来，用 ＨＰＬＣ（高效液相色谱）和 ＮＩＲ（近红外

仪）等仪器测定谷物脂肪和脂肪酸含量的方法已经成熟。高效液相色谱分析法是经典柱色谱分

析法，首先将脂肪用碱水解，得到组成脂肪的各种脂肪酸的混合物，再用 ＨＰＬＣ仪将这种混合物

分离成一个个单一种类的脂肪酸，然后逐一进行定量测定。ＮＩＲ法是根据脂质特殊的近红外吸

收光谱（“身份”带），建立的测定脂质物质的一种方法。ＨＰＬＣ，ＮＩＲ和自动脂肪检测仪法具有分

离性能好，速度快，灵敏度高，结果准确，操作自动化的突出优点。

三、作业思考题

１．什么是粗脂肪和全脂肪？测定全脂肪时需要增加的预处理步骤是什么？

２．不同植物材料、不同脂质物质测定方法是否一样？

（田纪春）

实验２８ 植物可溶性糖含量的测定

可溶性糖包括葡萄糖、果糖、蔗糖，是植物品质的重要构成性状之一，尤其是以果实为目的产

品的果树作物，可溶性糖与酸的含量及其配比是影响果实风味品质的重要因素。对于鲜食品种，

一般来讲，高糖中酸，风味浓，品质优；低糖中酸，风味淡，品质差。因此，可溶性糖的定量研究对

果树的品质育种具有重要意义。

一、试材及用具

１．试材

新鲜或冷冻的植物材料。

２．用具

高速组织捣碎机、电热恒温水浴锅、１０００Ｗ调温电炉以及 ２００ｍＬ、２５０ｍＬ容量瓶、２５０ｍＬ

锥形瓶及 ５０ｍＬ碱式滴定管等。

３．试剂

主要包括费林试剂及亚甲基蓝溶液。

二、原理

主要原理：在加热条件下，用还原糖溶液滴定一定量的费林试剂，还原糖将费林试剂中的二价铜

还原为一价铜，以亚甲基蓝为指示剂，稍过量的还原糖立即使蓝色的氧化型亚甲基蓝还原为无色的还

原型亚甲基蓝。通过实验，学习并掌握用费林试剂滴定法测定可溶性糖的原理和方法。

    
    

    
    

    
 



实验２８ 植物可溶性糖含量的测定 ８７

三、方法步骤

（一）试剂配制

１．费林试剂甲

称取硫酸铜（ＣｕＳＯ４·５Ｈ２Ｏ，分析纯）３４．６ｇ溶于水中，稀释至５００ｍＬ，过滤，贮于棕色瓶内。

２．费林试剂乙

称取氢氧化钠 ５０ｇ和酒石酸钠钾（ＫＮａＣ４Ｏ６Ｈ４·４Ｈ２Ｏ，分析纯）１３８ｇ溶于水中，稀释至

５００ｍＬ，用石棉垫漏斗抽滤。

３．转化糖标准溶液

称取 ９．５ｇ蔗糖（分析纯），用水溶解后转入 １０００ｍＬ容量瓶中，加入 ６ｍｏｌ／ＬＨＣｌ（分析纯）

１０ｍＬ，加水至１００ｍＬ。在２０～２５℃下放置３ｄ或在２５℃保温２４ｈ，然后用水定容（此为酸化的

１％转化糖液，可保存 ３～４个月）。测定时，取 １％转化糖液 ２５．００ｍＬ放入 ２５０ｍＬ容量瓶中，加

入甲基红指示剂一滴，用 １ｍｏｌ／ＬＮａＯＨ溶液中和后用水定容，即为 １ｍｇ／ｍＬ转化糖标准溶液。

４．亚甲基蓝溶液

称取 ０．５ｇ亚甲基蓝（分析纯）溶于 １０ｍＬ水中。

５．乙酸锌溶液

称取 ２１．９ｇ乙酸锌［Ｚｎ（ＯＡｃ）２·２Ｈ２Ｏ，分析纯］溶于水中，加冰乙酸３ｍＬ稀释至 １００ｍＬ。

６．亚铁氰化钾溶液

称取 １０．６ｇ亚铁氰化钾［Ｋ４Ｆｅ（ＣＮ）６·３Ｈ２Ｏ，分析纯］溶于水，稀释至 １００ｍＬ。

（二）样品提取液制备

取待测样品适量，洗净，用不锈钢刀将可食部分切成适当小块，充分混匀后，按四分法取样。称

取１００ｇ鲜样加入等质量的水，放入组织捣碎机中捣成 １∶１匀浆，有些材料匀浆比例可适当调整，多

汁果蔬类可直接捣浆。称取匀浆 ２５．０ｇ或 ５０．０ｇ（相当于样品１２．５ｇ或２５．０ｇ）放入１５０ｍＬ烧杯

中，含有机酸较多的材料加０．５～２．０ｇ粉状 ＣａＣＯ３ 调至中性（广泛试纸检试）。用水将样液全部转

入２５０ｍＬ容量瓶中，并调整体积约为２００ｍＬ。置（８０±２）℃水浴保温３０ｍｉｎ，期间摇动数次，取出

后加入乙酸锌溶液及亚铁氰化钾溶液各 ２～５ｍＬ，冷却至室温后，用水定容，过滤备用。

取已经制备的待测液 １００ｍＬ于 ２００ｍＬ容量瓶中，加 ６ｍｏｌ／ＬＨＣｌ１０ｍＬ。在（８０±２）℃水

浴加热 １０ｍｉｎ，放入冷水槽中冷却后，加甲基红指示剂 ２滴用 ６ｍｏｌ／Ｌ及 １ｍｏｌ／ＬＮａＯＨ溶液中

和，用水定容。

（三）可溶性总糖测定

１．费林试剂的标定

取费林试剂甲、乙各 ５．００ｍＬ或在测定前先等体积混合后取 １０．００ｍＬ混合液于 ２５０ｍＬ锥

形瓶中，放入玻璃珠 ４～５粒，先加入比预测（预测见 ２）仅少 ０．５ｍＬ的 １ｍｇ／ｍＬ转化糖标准液。

将此混合液置 １０００Ｗ电炉上加热，使其在 ２ｍｉｎ左右沸腾，准确煮沸 ２ｍｉｎ，此时不离开电炉，

立即加入 ０．５％亚甲基蓝指示剂 ２～３滴，并继续以每滴 ４～５ｓ的滴速滴加标准糖液，直至二价

铜离子完全被还原生成砖红色氧化亚铜沉淀，溶液蓝色褪尽为终点。用准确滴定标准糖液的体

积 Ｖ１（ｍＬ），乘以标准糖液质量浓度（ｍｇ／ｍＬ），即得 １０ｍＬ费林试剂所相当的糖的质量（ｍｇ）。

２．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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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费林试剂甲、乙各５．００ｍＬ或１０．００ｍＬ混合液于２５０ｍＬ锥形瓶中，由滴定管加入待测糖

液约 １５ｍＬ，在电炉上加热至沸腾，约沸腾 １５ｓ后迅速滴加待测糖液，至呈现极轻微的蓝色为止，

此时加入 ０．５％亚甲基蓝指示剂 ２～３滴，继续滴加待测糖液，直至溶液蓝色褪尽为止，记下待测

糖液的用量 Ｖ２（ｍＬ）。

３．准确测定

取费林试剂甲、乙各 ５．００ｍＬ或 １０．００ｍＬ混合液加入锥形瓶中，由滴定管加入比预测仅少

０．５ｍＬ的待测糖液，并补加 Ｖ１ －Ｖ２ 的水（标准费林试剂所消耗的标准糖液体积 Ｖ１ 减去预测消

耗的待测糖液体积 Ｖ２，即为应补加水的体积），使其与标定费林试剂时的反应体积一致。以下按

费林试剂标定同样操作，继续滴至终点。前后沸腾时间须在 ３ｍｉｎ左右。待测糖液消耗量应控

制在 １５～５０ｍＬ范围内，不能大于标定费林试剂所用标准糖液体积 Ｖ１，否则应增减称样量重新

制备待测液。同法平行操作 ３次，取平均值。

（四）结果计算

可溶性总糖质量分数（以转化糖计）＝（Ｇ／Ｖ）×（Ａ／ｍ）×（２５０／１０００）×１００％

式中：ｍ———样品质量，ｇ

Ｇ———１０ｍＬ费林试剂相当的转化糖，ｍｇ

Ｖ———准确滴定时所用待测液的体积，ｍＬ

Ａ———稀释倍数

２５０———定容体积，ｍＬ

１０００———由毫克换算为克

四、作业思考题

１．为什么整个滴定过程必须使溶液处于沸腾状态？

２．滴定时样品溶液预测有何作用？

３．滴定过程中影响测定结果的主要操作因素是什么？

（陈美霞）

实验２９ 植物可滴定酸的测定

植物可滴定酸度是植物品质的重要构成性状之一，尤其是以果实为目的产品的果树作物，可

滴定酸与糖一样，是影响果实风味品质的重要因素。对于鲜食品种，一般来讲，高糖中酸，风味

浓，品质优；对于加工品种，则要求高糖高酸。因此，可滴定酸的定量研究对果树的品质育种具有

重要意义。

一、试材及用具

１．试材

新鲜或冷冻的植物材料。

２．用具

高速组织捣碎机（１００００～１２０００ｒ／ｍｉｎ）、电子天平（感量 ０．０１ｇ）、电热恒温水浴锅、５０ｍＬ

    
    

    
    

    
 



实验 ２９ 植物可滴定酸的测定 ８９

移液管、１００ｍＬ、６０ｍＬ烧杯、２５０ｍＬ容量瓶、７ｃｍ漏斗、２５０ｍＬ锥形瓶、５０ｍＬ碱式滴定管等玻

璃仪器及 １２．５ｃｍ快速滤纸等。

３．试剂

０．１ｍｏｌ／Ｌ氢氧化钠标准溶液、酚酞指示剂（１０ｇ／Ｌ的 ９５％乙醇溶液）等。

二、原理

主要原理：试样浸出液以酚酞为指示剂，用 ０．１ｍｏｌ／Ｌ氢氧化钠标准溶液滴定。本实验用水应

是不含二氧化碳的或中性蒸馏水，可在使用前将蒸馏水煮沸，放冷，或加入酚酞指示剂用 ０．１ｍｏｌ／Ｌ

氢氧化钠溶液中和至出现微红色。有些果蔬样液滴定至接近终点时出现黄褐色，这时可加入样液

体积的 １～２倍热水稀释，加入酚酞指示剂 ０．５～１ｍＬ，再继续滴定，使酚酞变色易于观察。

实验目的是通过实验，学习并掌握用指示剂滴定法测定样品可滴定酸的原理和方法。

三、方法步骤

（一）样品提取液制备

剔除试样的非可食部分（冷冻制品预先在加盖的容器中解冻），用四分法分取可食部分切碎

混匀，称取 ２５０ｇ，准确至０．１ｇ，放入高速组织捣碎机内，加入等量水，捣碎１～２ｍｉｎ。每２ｇ匀浆

折算为 １ｇ试样，称取匀浆５０～１００ｇ，准确至 ０．１ｇ，用 １００ｍＬ水洗入 ２５０ｍＬ容量瓶中，置７５～

８０℃水浴上加热 ３０ｍｉｎ，期间摇动数次，取出冷却，加水至刻度，摇匀过滤。

（二）测定

根据预测酸度，用移液管吸取５０ｍＬ或１００ｍＬ样液，加入酚酞指示剂 ５～１０滴，用氢氧化钠

标准溶液滴定，至出现微红色且 ３０ｓ内不褪色为终点，记下所消耗的体积。

（三）结果计算

１．试样的可滴定酸度以每 １００ｇ或 １００ｍＬ中氢离子物质的量（ｍｍｏｌ）表示，按下式计算：

可滴定酸度［ｍｍｏｌ／１００ｇ（ｍＬ）］＝［（ｃ×Ｖ１）／Ｖ０］×［２５０／ｍ（Ｖ）］×１００

式中：———氢氧化钠标准溶液物质的量浓度

Ｖ１———滴定时所消耗的氢氧化钠标准溶液体积，ｍＬ

Ｖ０———吸取滴定用的样液体积，ｍＬ

ｍ（Ｖ）———试样重量，ｇ或体积，ｍＬ

２５０———试样浸提后定容体积，ｍＬ

２．试样的可滴定酸度以某种酸的质量分数或体积分数表示，按下式计算：

可滴定酸度 ＝［（ｃ×Ｖ１ ×ｋ）／Ｖ０］×［２５０／ｍ（Ｖ）］×１００％

式中：ｋ———换算为某种酸的质量（ｇ）的系数，见表４－４

其余符号同上式

表４－４ 几种酸的换算系数（ｋ）

酸的名称 换算系数（ｋ） 习惯用以表示的果蔬制品

苹果酸 ０．０６７ 仁果类、核果类水果

结晶柠檬酸（一个结晶水） ０．０７０ 柑橘类、浆果类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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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酸的名称 换算系数（ｋ） 习惯用以表示的果蔬制品

酒石酸 ０．０７５ 葡萄

草酸 ０．０４５ 菠菜

乳酸 ０．０９０ 盐渍、发酵制品

乙酸 ０．０６０ 醋渍制品

四、作业思考题

１．为何本实验所用的蒸馏水应不含二氧化碳？应如何操作？

２．在可滴定酸含量测定过程中，应注意哪些问题？

（陈美霞）

实验３０ 植物维生素 Ｃ含量的测定

维生素 Ｃ又称抗坏血酸，是果实中重要组成成分，人体缺乏它就会患坏血病。但人体中不

能合成维生素 Ｃ，所需要的维生素 Ｃ，必须从植物产品中获取。因此，植物产品维生素 Ｃ含量的

测定是植物产品品质，特别是果蔬产品品质的重要指标。

一、试材及用具

１．试材

鲜草莓、鲜枣或干枣。

２．用具

恒温箱、紫外 －可见分光光度计、高速组织捣碎机、烘箱以及移液管、烧杯及容量瓶等玻璃器

皿。

３．试剂

（１）４．５ｍｏｌ／ＬＨ２ＳＯ４

将 ２５０ｍＬＨ２ＳＯ４（相对密度 １．８４）加入 ７００ｍＬ水中，冷却后再用水稀释至 １０００ｍＬ。

（２）８５％ Ｈ２ＳＯ４

将 ９００ｍＬＨ２ＳＯ４（相对密度 １．８４）加入 １００ｍＬ水中。

（３）２％２，４－二硝基苯肼溶液

将 ２，４－二硝基苯肼 ２ｇ溶解于１００ｍＬ４．５ｍｏｌ／ＬＨ２ＳＯ４ 内，过滤。不用时存于冰箱内，每

次用前必须过滤。

（４）２％草酸溶液

将 ２０ｇ草酸溶解于 ７００ｍＬ水中，稀释至 １０００ｍＬ。

（５）１％草酸溶液

稀释 ５００ｍＬ２％草酸溶液到 １０００ｍＬ。

（６）１％硫脲溶液

将 ５ｇ硫脲溶解于 ５００ｍＬ１％草酸溶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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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硫脲溶液

将 １０ｇ硫脲溶解于 ５００ｍＬ１％草酸溶液中。

（８）１ｍｏｌ／ＬＨＣｌ

取 １００ｍＬＨＣｌ（１２ｍｏｌ／Ｌ）加入水中，并稀释至 １２００ｍＬ。

（９）抗坏血酸标准溶液

将 １００ｍｇ纯抗坏血酸溶解于 １００ｍＬ１％草酸中，配成 １ｍＬ相当于１ｍｇ抗坏血酸的溶液。

（１０）活性炭

将 １００ｇ活性炭加到７５０ｍＬ１ｍｏｌ／Ｌ盐酸中，回流１～２ｈ，过滤，用水洗数次，至滤液中无铁

离子（Ｆｅ
３＋

）为止，然后置于 １１０℃烘箱中烘干。

（１１）检验铁离子方法

利用普鲁士蓝反应。取上述滤出液数滴，加入 １ｍＬ２％亚铁氰化钾与 １％ＨＣｌ等量混合液

中，如有铁离子则产生蓝色沉淀。

二、原理

总抗坏血酸包括还原型、氧化型和结合型，样品中还原型抗坏血酸经活性炭氧化为氧化型抗

坏血酸，再与 ２，４－二硝基苯肼作用生成红色脎，根据脎在硫酸溶液中的含量与总抗坏血酸的含

量成正比，进行比色定量。实验全过程中应避光。

实验目的是学习并掌握用比色法测定维生素 Ｃ的原理和方法。

三、方法步骤

（一）样品的制备

１．鲜样制备

称 １００ｇ鲜样和 １００ｇ２％草酸溶液，倒入高速组织捣碎机中打成匀浆，取１０～４０ｇ匀浆（含

１～２ｇ抗坏血酸）倒入 １００ｍＬ容量瓶内，用 １％草酸溶液稀释至刻度，混匀。

２．干样制备

称 １～４ｇ干样（含 １～２ｇ抗坏血酸）放入研钵内，加入 １％草酸溶液磨成匀浆，倒入 １００ｍＬ

容量瓶内，用 １％草酸溶液稀释至刻度，混匀。

３．过滤

将 １或 ２液过滤，滤液备用。不易过滤的样品可离心除去沉淀，取上清液备用。

（二）氧化处理

取 ２５ｍＬ上述滤液，加入 ２ｇ活性炭，振摇 １ｍｉｎ，过滤，弃去最初数毫升滤液。取 １０ｍＬ经

氧化的提取液，加入 １０ｍＬ２％硫脲溶液，混匀。

（三）呈色反应

１．于 ３支试管中各加入 ４ｍＬ上述溶液。１支试管作为空白，在其余试管中加入１．０ｍＬ２％

２，４－二硝基苯肼溶液，将所有试管放入（３７±０．５）℃恒温箱或水浴中，保温 ３ｈ后取出，除空白

管外，将所有试管放入冰水中。空白管取出后使其冷到室温，然后加入 １．０ｍＬ２％ ２，４－二硝基

苯肼溶液，在室温中放置 １０～１５ｍｉｎ后放入冰水内。

２．８５％硫酸处理：当试管放入冰水后，向每一试管中慢慢滴加入 ５ｍＬ８５％硫酸，需边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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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摇动试管。将试管从冰水中取出在室温放置 ３０ｍｉｎ后测定光密度值。

（四）测定

用 １ｃｍ比色杯，以空白液调零点，于 ５００ｎｍ波长处测 ＯＤ值。

（五）标准曲线绘制

１．加 ２ｇ活性炭于５０ｍＬ抗坏血酸标准溶液中，摇动 １ｍｉｎ，过滤。

２．取 １０ｍＬ滤液放入 ５００ｍＬ容量瓶中，加５．０ｇ硫脲，用 １％草酸溶液稀释至刻度（抗坏血

酸质量浓度 ２０μｇ／ｍＬ）。

３．取５ｍＬ，１０ｍＬ，２０ｍＬ，２５ｍＬ，４０ｍＬ，５０ｍＬ，６０ｍＬ稀释液，分别放入 ７个１００ｍＬ容量瓶

中，用 １％ 硫脲溶液稀释至刻度，使最后稀释液中抗坏血酸的质量浓度分别为 １μｇ／ｍＬ，

２μｇ／ｍＬ，４μｇ／ｍＬ，５μｇ／ｍＬ，８μｇ／ｍＬ，１０μｇ／ｍＬ，１２μｇ／ｍＬ。

４．按样品测定步骤形成脎并比色测定。

５．以 ＯＤ值为纵坐标，以抗坏血酸质量浓度（μｇ／ｍＬ）为横坐标绘制标准曲线。

（六）结果计算

抗坏血酸的含量（ｍｇ／１００ｇ）＝（Ｃ×Ｖ／ｍ）×Ｆ×（１００／１０００）

式中：———由标准曲线查得或由回归方程算得样品氧化液中总抗坏血酸的质量浓度，μｇ／ｍＬ

Ｖ———试样用 １％草酸溶液定容的体积，ｍＬ

Ｆ———样品氧化处理过程中的稀释倍数

ｍ———试样质量，ｇ

四、作业思考题

１．哪些物质中含有较多的维生素 Ｃ？

２．简述维生素 Ｃ的生理作用。

（陈美霞）

实验３１ 植物维生素 Ａ的提取和含量测定

维生素 Ａ是一种人体重要的微营养素，影响正常的视觉功能、生长发育、铁代谢等。但人自

身不能合成维生素 Ａ，所需维生素 Ａ必须从植物食品中获取。因此，植物产品中，特别是果蔬中

的维生素 Ａ的含量，是产品质量的重要指标。

一、试材及用具

１．试材

胡萝卜。

２．用具

分光光度计、索氏抽提器、电热恒温水浴锅、高速组织打浆机以及刻度吸管（１ｍＬ，２ｍＬ，５

ｍＬ，１０ｍＬ）、球形冷凝器（磨口，３００ｍｍ）及分液漏斗（２５０ｍｍ）等。

３．试剂

无水乙醇（ＡＲ）、乙醚（ＡＲ）、氯仿（ＡＲ）、２０％ ～２５％三氯化锑、标准维生素 Ａ、酚酞、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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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ＯＨ、浓氨水（２５％ ～２８％，ＡＲ）、无水硫酸钠（ＡＲ）、焦性没食子酸（ＡＲ）及乙酸酐等。

二、原理

维生素 Ａ是脂溶性维生素，在氯仿溶液中可与三氯化锑生成不稳定的蓝色，称为 Ｃａｒｒ－

Ｐｒｉｃｅ反应。蓝色溶液在 ６２０ｎｍ处有一吸收高峰。蓝色的深浅程度与维生素 Ａ的含量成正比。

利用比色法可测知样品维生素 Ａ含量。由于所生成的蓝色物质不稳定，因而必须在 ６ｓ内比色

完毕。

三氯化锑遇微量水分即可形成氯氧化锑（ＳｂＯＣｌ），不再与维生素 Ａ起反应，因此本实验中所

使用的仪器及试剂必须绝对干燥。为了吸收可能混入反应液中的微量水分，可向反应液中加

１～２滴醋酸酐。维生素 Ａ极易被阳光破坏，实验中应避免强光照射。三氯化锑腐蚀性强，不得

用手直接接触。用过的器皿先用稀盐酸浸泡后再清洗。

本实验学习和掌握维生素 Ａ的提取和定量测定方法。

三、方法步骤

（一）试剂的配制与纯化

１．无水乙醇（ＡＲ）

需经脱醛处理。取 ２ｇＡｇＮＯ３ 溶于少量蒸馏水中，４ｇＮａＯＨ溶于温乙醇中，将二者倾于 １Ｌ

乙醇中，摇匀，静置 １～２ｄ，取上层乙醇蒸馏。最初 ５０ｍＬ馏分弃去，收集的馏分应做含醛检查：

取 ２ｍＬ氧化银氨溶液（加浓氨水于质量浓度５０％ ＡｇＮＯ３ 中，直至沉淀全部溶解；加数滴质量浓

度 １０％ ＮａＯＨ，如果还有沉淀，应再加氨水使其溶解），加几滴蒸出的乙醇，摇匀，加少量 １０％

ＮａＯＨ，加热，如没有银沉淀表示没有醛，否则将发生银镜反应。

２．乙醚（ＡＲ）

不得含有过氧化物，以免维生素 Ａ被破坏。过氧化物检验方法：取５ｍＬ乙醚，加 １ｍＬ５０％

ＫＩ，振荡 １ｍｉｎ，如水层呈黄色或加１滴淀粉后显蓝色，则证明乙醚中含过氧化物，必须重新蒸馏，

直至无过氧化物。具体处理方法是：将乙醚放入分液漏斗，先以 １／５乙醚量的稀 ＫＯＨ溶液洗涤

２～３次，以除去乙醇；然后用盐酸酸化，加入 １／５乙醚量的 ＦｅＳＯ４ 或 Ｎａ２ＳＯ３ 溶液，振摇，静置，分

层后弃去下层水溶液，以除去过氧化物；最后用水洗至中性，用无水 ＣａＣｌ２ 或无水 Ｎａ２ＳＯ４ 脱水，

并进行重蒸馏。

３．氯仿（ＡＲ）

氯仿分解产物可破坏维生素 Ａ，检查的方法是：在试管中加少量氯仿和水，振荡，加几滴

ＡｇＮＯ３溶液，如水层出现白色沉淀，说明氯仿中有分解产物。这时，可在分液漏斗中加水洗涤氯

仿数次，再加无水硫酸钠脱水蒸馏。

４．２０％ ～２５％三氯化锑

用减量法称取 ２０～２５ｇ干燥的三氯化锑，溶于 １００ｍＬ氯仿中，加少许无水硫酸钠，贮存于

棕色瓶中，盖严，尽量避免有吸收水分的机会。

５．标准维生素 Ａ

取维生素 Ａ乙酸酯（ＢＣ）０．１１５ｇ，溶于 １００ｍＬ氯仿中。此液为 １ｍｇ／ｍＬ维生素 Ａ贮备液，

使用时将其稀释为 １μｇ／ｍＬ维生素 Ａ的操作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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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酚酞

１ｇ酚酞溶于 １００ｍＬ９５％ 乙醇中。

（二）样品处理

取捣碎的胡萝卜 ５～１０ｇ加水４０ｍＬ，搅匀，移入分液漏斗中，加浓氨水５ｍＬ，乙醇３０ｍＬ摇匀。

然后用乙醚抽提，每次用量为 ４０ｍＬ，共抽提 ３次。收集乙醚层，醚层用水（每次 １００ｍＬ）洗涤，共 ３

次。将 ３次水层合并，用 ３０ｍＬ乙醚抽提一次。合并所有的醚层，于索氏抽提器中除去乙醚。

（三）皂化

向除尽乙醚的瓶中加 ３０ｍＬ８０％ 的氢氧化钾及 ４０ｍＬ无水乙醇，０．８ｇ焦性没食子酸，

（８３±１℃）水浴上皂化约 ３０ｍｉｎ。皂化时间因样品而异。检查是否皂化完全，可向皂化瓶内加

少量水，振摇，如有混浊现象，表示皂化不完全，应继续加热回流；反之，则表示皂化已完全。

（四）提取

将皂化液转入分液漏斗中，加 ５０ｍＬ水，用 ４０ｍＬ乙醚分 ３次提取皂化液。合并乙醚提取

液，并用蒸馏水（每次 １００ｍＬ）洗涤醚层至水呈中性，弃去水层。醚层定容到一定体积，并用无水

硫酸钠除去水分后进行测定。

（五）除去溶剂

取一定量（２～５ｍＬ）醚提取液，在真空下除去乙醚，残渣立即加入 ５ｍＬ氯仿，并转入刻度具

塞试管定容至 １０ｍＬ。此液供比色测定用。

（六）样品的测定

取 １ｍＬ样品的氯仿液放入内径为 １ｃｍ的比色杯中，加 １滴醋酸酐，另取 １ｍＬ氯仿放入内

径为 １ｃｍ的比色杯中，加 １滴醋酸酐作空白对照液。先在空白液比色杯中加 ３ｍＬ三氯化锑氯

仿液，用细玻璃棒迅速搅拌均匀，立即置分光光度计中，６２０ｎｍ处调整分光光度计零点，然后在

样品比色杯内加入 ３ｍＬ三氯化锑氯仿液，用细玻璃棒搅拌均匀，立即放入分光光度计中读取吸

光度。按样品的吸光度从标准曲线上查出维生素 Ａ含量。

（七）标准曲线的绘制

取维生素 Ａ标准液０ｍＬ，１．０ｍＬ，２．０ｍＬ，３．０ｍＬ，４．０ｍＬ，５．０ｍＬ，按照步骤（六）所述，测

出各吸光度，以维生素 Ａ含量为横坐标，吸光度为纵坐标，绘制出标准曲线。

（八）结果计算

维生素 Ａ含量（ｍｇ／１００ｇ样品）＝
Ｃ×Ｆ×Ｖ
ｍ×１０００

×１００

式中：Ｃ———从标准曲线上查得的维生素 Ａ含量，μｇ／ｍＬ

Ｆ———样品稀释倍数

ｍ———样品质量，ｇ

Ｖ———试样用氯仿定容的体积，ｍＬ

四、作业思考题

１．维生素 Ａ在提取过程中应注意什么问题？

２．根据当地的试材情况，设计一种植物产品的维生素 Ａ含量测定方案。

（陈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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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３２ 植物维生素 Ｅ含量测定

维生素 Ｅ对人体有抗衰老、防肿瘤等效应，测定维生素 Ｅ的方法有荧光法、分光光度法及液

相色谱法等。维生素 Ｅ的正己烷溶液用 ＥＸ２９７ｎｍ波长激发，产生 ＥＸ３２７ｎｍ波长荧光。在一定

浓度范围内，荧光强度与维生素 Ｅ浓度呈线性关系。

本实验学习荧光法测定维生素 Ｅ的含量。

一、试材及用具

１．试材

茶叶磨碎试样。

２．用具

荧光分光光度计、索氏脂肪抽提器及减压浓缩装置等。

３．试剂

（１）９５％乙醇

１０００ｍＬ加 ４ｇ高锰酸钾、２ｇ氢氧化钾于蒸馏瓶中，８０℃水浴上熏蒸。

（２）６０％氢氧化钾乙醇液。

（３）正己烷。

（４）乙醚。

（５）无水硫酸钠。

（６）聚乙烯吡咯烷酮。

（７）硫酸。

（８）６％乙醇液。

（９）维生素 Ｅ标准液（ｍｇ／ｍＬ）

称取 ０．１０００ｇ标准维生素 Ｅ（９９％纯度）用正己烷溶解并定容至 １００ｍＬ，根据需要可将维

生素 Ｅ标准液稀释成所需浓度，用时现配。

二、方法步骤

（一）提取液制备

１．浸提及皂化

磨碎茶样，过 ６０目筛，称取 ０．３０ｇ，放入洗净的索氏瓶，加 ２０ｍＬ６％乙醇液、５ｍＬ６０％氢氧

化钾乙醇液，摇匀 ３０ｓ，在 ７０℃水浴上加热 １０ｍｉｎ，流水下快速冷却皂化液。

２．萃取

上述皂化液加 ４０ｍＬ蒸馏水、４０ｍＬ乙醚，萃取皂化物，摇匀静置 ２０～３０ｍｉｎ，离心 ５ｍｉｎ

（２０００ｒ／ｍｉｎ），下层再加 ４０ｍＬ乙醚萃取。合并乙醚层于分液漏斗中，加等量水洗乙醚层 ２～３

次至乙醚层呈中性。过无水硫酸钠柱，以除去水分。

３．浓缩

减压浓缩乙醚萃取液（绝氧），加正己烷溶解浓缩物并定容至 １０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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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纯化

取正己烷溶液３ｍＬ，加０．２ｍＬ８０％ 硫酸，摇匀３～５ｓ，排除类胡萝卜素、维生素 Ｃ干扰。加

２ｍｇ聚乙烯吡咯烷酮，摇 ３０ｓ后离心（２０００ｒ／ｍｉｎ，１０ｍｉｎ），排除多酚类物质的干扰。离心后上

层液为供试液。

（二）荧光定性定量测定

迅速取供试液 １．５ｍＬ加入 １ｃｍ石英荧光测量池。若维生素 Ｅ浓度过大，需稀释。仪器测

试条件：激发波长（ＥＸ）２９５ｎｍ，发射波长（Ｅｍ）３２７ｎｍ，激发通带 ５．０ｎｍ，发射通带 ５．０ｎｍ，扫描

速度 ６０ｎｍ／ｍｉｎ。测样品荧光强度，以试剂作空白。

（三）标准曲线制作

以正己烷为溶剂，将维生素 Ｅ标液稀释成质量浓度 ２μｇ／ｍＬ，４μｇ／ｍＬ，６μｇ／ｍＬ，８μｇ／ｍＬ，

１０μｇ／ｍＬ，１２μｇ／ｍＬ系列，在 ＥＸ ３２７ｎｍ条件下测其荧光强度。以扣除正己烷荧光强度后的荧

光强度为纵坐标，维生素 Ｅ质量浓度为横坐标，作出标准曲线图。得回归方程：ｙ＝０．１６２ｘ＋

０．０５５，ｒ＝０．９９９６。回归方程随仪器灵敏度不同有变。

（四）结果计算

茶样维生素 Ｅ含量（ｍｇ／１００ｇ）＝ｎ×Ｙ／ｍ

式中：———稀释倍数

ｍ———样品干重，ｇ

Ｙ———标准曲线查得的质量浓度，μｇ／ｍＬ

三、作业思考题

１．维生素 Ｅ对人体有何生理作用？

２．在维生素 Ｅ测定过程当中，应注意哪些问题？

（陈美霞）

实验３３ 植物芳香物质的提取分离及测定

芳香物质是具挥发性的、能够产生一定气味的含香物质的总称，它是构成和影响果品鲜食、

加工质量的主要因素。到目前为止，已从杏果实中鉴定出 １００多种芳香物质。芳香物质分析一

般要经过芳香物质的提取、纯化、浓缩、气相色谱分离并配合质谱定性定量。为了得到较全面的

分析，往往需要同时使用几种提取方法。

加热果汁，使之在 １００℃以下沸腾，产生二次蒸气，夹带芳香物质从果汁中分离出来，然后用

有机溶剂从中回收挥发性物质，挥发性物质在溶剂相和蒸馏液之间的分配系数不同，通过溶剂的

选择，排除那些不重要或干扰分析的化合物，有选择性地提取芳香物质。同时蒸馏萃取法是蒸馏

提取和溶剂提取的合并，同时加热果汁和溶剂，两种蒸气混在一起后完成萃取工作。它吸收了二

者的优点，并且只需少量的溶剂就可有效地提取大量样品中的挥发性成分。经提取、纯化、浓缩

的精油，采用气相色谱 －质谱 －计算机联用技术进行分离鉴定。通过检索谱图库，并结合标准质

谱图，确认化学成分，运用峰面积归一化法或内标法，求得各化学成分的含量。

本实验以杏果实为试材，学习芳香物质的提取分离及测定方法。

    
    

    
    

    
 



实验３３ 植物芳香物质的提取分离及测定 ９７

一、试材及用具

１．试材

杏果实。

２．用具

气相色谱 －质谱 －计算机联用仪（Ａｇｉｌｅｎｔ６８９０Ｎ－５９７３Ｎ型）、同时蒸馏萃取装置（ＳＤＥ）、电

热恒温水浴锅及套式恒温加热装置等。

３．试剂

正己烷、无水硫酸钠（ＡＲ）及 ３－壬酮等。

二、方法步骤

（一）果实芳香物质的提取

采用同时蒸馏萃取法，装置见图 ４－４。Ａ瓶中装有样品和蒸馏水，Ｂ瓶中装有正己烷或其他

有机溶剂，两部分加热后，各自的蒸气在装置的顶部混合，并通过冷凝管冷却，在 ＥＦ段分层，有

机层从 Ｄ端返回 Ｂ瓶，水层从 Ｃ端返回 Ａ瓶，这样便完成了整个萃取过程。如此连续进行，使样

品中的挥发性有机物萃取浓缩。

称取杏果肉 ５００ｇ，打浆后置于 ３Ｌ圆底烧瓶中，加入内标物 ３－壬酮（最终浓度为 ０．７

μｇ／ｇ），加入 １Ｌ蒸馏水；于 ２５０ｍＬ圆底烧瓶中加正己烷 ６０ｍＬ。将 ＳＤＥ装置安装好，用套式恒

温器加热，保持微沸状态，连续蒸馏萃取 ３ｈ。正己烷萃取液中加无水硫酸钠 ５ｇ，脱水干燥一昼

夜，过滤。滤液浓缩至 ０．２～０．４ｍＬ，得到芳香物质浓缩液。待气相色谱 －质谱测定。

图 ４－４ 同时蒸馏萃取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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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气相色谱 －质谱测定

１．气相色谱条件

色谱柱：ＨＰ－５弹性石英毛细管柱 ２５ｍ×０．２５ｍｍ×０．１μｍ，柱温 ４０℃以 ２℃／ｍｉｎ速度升

温至 ２５０℃，保持 ４０ｍｉｎ，气化室温度 ２７０℃，进样量 ０．２μＬ，载气 Ｈｅ流量 １ｍＬ／ｍｉｎ，分流比

１００∶１。

２．质谱条件

ＧＣ－ＭＳ接口温度 ２８０℃，ＥＩ离子源，离子源温度 ２３０℃，电子能量 ７０ｅＶ，质量范围 ２９～

６００Ａｍｕ。

（三）芳香物质的定性与定量

１．定性分析

芳香物质组分分离大多数采用气相色谱法，不同组分形成其各自的色谱峰，按照色谱峰的保

留值来定性。芳香物质成分的鉴定可用红外光谱、紫外光谱、毛细管色 －质谱联用、核磁共振等

方法。目前最广泛的是采用色 －质谱联用法。

取芳香物质提取物 ０．２μＬ，用气相色谱 －质谱 －计算机联用仪进行分析鉴定。通过

Ｇ１７０１ＣＡ化学工作站数据处理系统，检索 Ｎｉｓｔ９８／Ｗｉｌｅｙ图谱，再结合有关文献进行人工谱图解

析，确认芳香物质的各个化学成分。

２．定量分析

（１）归一化法

应用归一化法时，必须将样品的全部组分馏出，并都能产生相应信号。计算公式为：

Ｐｉ＝ｍｉ／ｍ×１００％ ＝Ａｉｆ′ｉ／（Ａ１ｆ′１ ＋Ａ２ｆ′２ ＋… ＋Ａｎｆ′ｎ）×１００％

式中：Ｐｉ———ｉ组分的质量分数

ｍｉ———被测组分 ｉ的质量

ｍ ———被测物试样的总质量

Ａｉ ———ｉ组分峰面积

ｆ′ｉ ———相对校正因子

相对校正因子 ｆ′ｉ，即为物质 ｉ和标准物质 Ｓ的绝对校正因子（ｆｉ／ｆｓ）之比，其定义是：被测物质

单位峰面积所相当物质的量是标准物质单位峰面积相当物质的量的几倍。ｆ′ｉ可由文献中查得，

也可以测得，测定方法：先准确称量标准物质和被测物，然后混合均匀进样，测出它们的峰面积，

按下式计算：

ｆ′ｉ＝ｆｉ／ｆｓ＝（ｍｉ／Ａｉ）／（ｍＳ／Ａｓ）

通过 Ｇ１７０１ＣＡ化学工作站数据处理系统，按面积归一化法进行定量分析，求得各化学成分

在挥发油中的质量分数。

（２）内标法

将各标准纯品配制成系列浓度梯度，加 ３－壬酮 １．０μＬ做内标，用正己烷定容至 １０ｍＬ，然

后以各标准纯品与内标的峰面积之比值对相应标准物质的含量作标准曲线。根据标准纯品各自

的标准曲线，按以下公式计算实际试样中芳香物质含量：

芳香物质含量（μｇ／ｇ）＝
Ｃ×Ｖ ×１０

３

Ｍ×Ｌ

    
    

    
    

    
 



实验３４ 茶叶茶多酚类物质的测定 ９９

式中： ——从标准曲线上查得的含量，μｇ

Ｖ———芳香物质体积，ｍＬ

Ｍ———试样量，ｇ

Ｌ———进样量，μＬ

三、作业思考题

１．试测定比较不同类型杏果实芳香物质成分及含量的差异。

２．试述杏果实芳香物质含量测定步骤。

（陈美霞）

实验３４ 茶叶茶多酚类物质的测定

茶多酚是茶叶中的重要品质组成，含量多少与品种、栽培条件、加工方法有关，必须掌握其测

定方法。酒石酸铁比色法，方法简便、快速，重现性好，容易掌握，已列为国家标准方法。

在一定的 ｐＨ条件下，酒石酸铁与茶多酚类物质形成蓝紫色或红紫色的络合物，在波长

５４０ｎｍ处比色，在适当的浓度范围内，茶多酚的量与呈色的深浅程度成正比，可用分光光度法定

量。

本实验学习用酒石酸铁比色法测定茶多酚类物质的方法。

一、试材及用具

１．试材

茶叶磨碎试样。

２．用具

分光光度计、实验室常规玻璃仪器（三角瓶、漏斗、容量瓶、移液管及量筒等）。

３．试剂

（１）酒石酸铁溶液

称取硫酸亚铁（ＦｅＳＯ４·７Ｈ２Ｏ）１ｇ与酒石酸钾钠（ＫＮａＣ４Ｈ４Ｏ６·４Ｈ２Ｏ）５ｇ，加水溶解稀释至

１Ｌ。该溶液可稳定 １０ｄ。

（２）ｐＨ７．５的磷酸缓冲液

先配制以下两种溶液：

ａ．１／１５ｍｏｌ／Ｌ的磷酸氢二钠溶液

称取 １１．８７６ｇ的 Ｎａ２ＨＰＯ４·２Ｈ２Ｏ，加水溶解，稀释至 １Ｌ（若用无结晶水的需称取 ９．４７ｇ，

若用含 １２个结晶水的需称取 ２３．８７２ｇ，其余操作相同）。

ｂ．１／１５ｍｏｌ／Ｌ磷酸二氢钾溶液

称取经 １１０℃烘箱烘 ２ｈ后的 ＫＨ２ＰＯ４９．０７８ｇ，加水定容至１Ｌ。

取 ａ液 ８５ｍＬ和 ｂ液 １５ｍＬ混合后，即为 ｐＨ７．５的缓冲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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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法步骤

（一）配制标准溶液

称取茶多酚纯品 ０．２５００ｇ，加水溶解定容至 ２５０ｍＬ，混匀，即为每毫升含 １ｍｇ茶多酚的标

准溶液。

（二）绘制标准曲线

分别称取标准溶液 ０．０ｍＬ，０．５ｍＬ，１．０ｍＬ，１．５ｍＬ，２．０ｍＬ于一组 ２５ｍＬ棕色容量瓶中，

各加水至 ５ｍＬ，再加酒石酸铁溶液 ５ｍＬ，加缓冲液至刻度，混匀后用１０ｍｍ比色皿，以空白试剂

作参比，于波长 ５４０ｎｍ处测定吸光度，绘制出标准曲线。

（三）茶汤制备

准确称取磨碎试样 ３ｇ，加 ４５０ｍＬ沸水，在沸水浴中浸提 ４５ｍｉｎ，每隔 １０ｍｉｎ摇瓶一次，过

滤。洗涤残渣，滤液合并于 ５００ｍＬ容量瓶中，加水定容至刻度，摇匀。

（四）测定

准确吸取茶汤 １ｍＬ，注入２５ｍＬ容量瓶中，加水４ｍＬ，酒石酸铁溶液５ｍＬ，用缓冲液定容至

刻度，混匀。用 １０ｍｍ比色皿，以空白试剂作参比，于波长 ５４０ｎｍ处测吸光度，从标准曲线查得

溶液含茶多酚的质量。

（五）结果计算

茶多酚含量 ＝
Ｃ×Ｌ１

Ｍ×ｍ×Ｌ２ ×１０３ ×１００％

或茶多酚含量 ＝
Ｅ×３．９１３
１０００

×
Ｌ１

Ｍ×ｍ×Ｌ２

×１００％

式中：Ｃ———从标准曲线查得测试液中茶多酚的质量，ｍｇ

Ｅ———测试液测得的吸光度

３．９１３———当吸光度等于 １．０时，每毫升试液中茶多酚的质量，ｍｇ

Ｍ ——试样量，ｇ

ｍ———试样干物率，％

Ｌ１ ———总试液量，ｍＬ

Ｌ２ ———所取试液量，ｍＬ

三、作业思考题

１．根据测定结果比较两个品种茶叶的茶多酚含量的差异。说明差异的原因并鉴定其品质

的好坏。

２．用此法测定茶多酚含量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陈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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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３５ 植物抗虫性鉴定

植物害虫是造成农业减产的重要因素之一，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全世界每年因病虫害使

谷物减产 ２０％ ～３０％，仅美国每年因虫害造成的皮棉损失就达１２％ ～１４％，经济损失达 ４５亿美

元。传统的杀虫剂主要是一些天然或合成的化学药品，它们在短期内虽然能起到杀灭害虫保护

农作物的作用，但长期使用会使毒性在植物体内积累，危害人类及其他动物健康，同时还能导致

害虫对杀虫剂产生抗性，从而降低其药效，因此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已禁止对农作物使用化学杀虫

剂，而致力于生物杀虫剂的研究，并取得了重大进展。使用生物杀虫剂可以克服化学杀虫剂的许

多弊端，但许多用作生物杀虫剂的物质在自然界并不是大量存在的，通常情况下只是作为一些次

生代谢物存在，这使得生物杀虫剂的造价昂贵。采用基因工程等育种技术培育抗虫植物品种，是

所有害虫防治策略中最经济有效的办法。它不仅对植物具有连续保护作用，而且只对目标害虫

起作用，而对非危害生物无影响，所表达的抗虫物质仅存在于植物体内，不存在环境污染问题。

因此，可以减少使用农药次数，降低生产费用，减轻环境污染和产品残毒，保持害虫与捕食天敌之

间的自然平衡，把大田、果园、菜园及花园虫害减少到最低限度，具有重要意义。

本实验主要学习棉花蚜虫及棉花红铃虫抗性鉴定的方法及步骤。

一、内容说明

抗虫性鉴定（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ｓｅｃｔ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是对植物品种、品系或种质对特定害虫抵抗能力

作出正确评价，是抗虫育种的重要基础工作。抗虫性鉴定的具体做法因植物、害虫而异。目前应

用比较多的有如下几种：

１．田间自然鉴定法

在虫口密度较大的地区和年份采用，即依靠自然界发生的害虫群体鉴定不同种质材料的抗

性程度。在鉴定期间，不喷施化学农药。

２．田间接种虫源，增加危害压力法

在虫口发生较少的地区和年份采取，补充接种一定数量的虫源，以增加害虫对作物的危害压

力，强化种质材料间的抗虫性差异。田间接种法，只适合于在植物种质材料范围较小，害虫飞翔

能力较弱的情况下进行，要特别注意接种后对周围其他非鉴定作物的影响，接种的方法、数量、时

间主要根据种质材料和害虫的不同种类分别进行。

３．温室接种法

在温室条件下，将饲养的害虫接种到待鉴定植物，经过一定时间观察，从中筛选出抗虫性强

的种质材料。因害虫及寄主种类不同，其饲养方法、接种方法和饲养器皿亦有不同。如 Ｋｎｉｇｈ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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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１９６２）所进行的苹果棉蚜鉴定方法，是将至少长有两片真叶的盆栽实生苗在温室进行筛选，从春

季开始一直继续到整个夏季。在温室内易感虫的寄主植株上培养棉蚜蛹，或从已感虫的果园植株

收集棉蚜的蛹。每次接种可用毛刷把至少１２个蛹刷在单个实生苗上，棉蚜群体在一些实生苗上不

能成活时，需要在两年期间内，重新接种１０次以上，如果仍然不能成活，即可分离出抗蚜虫的品系。

４．网室鉴定法

在田间建造的网室内种植被鉴定的种质材料，并接种一定数量的害虫，可将害虫控制在一定危

害范围内。此法较为可靠，但成本高。

二、方法步骤

Ⅰ 棉花蚜虫抗性鉴定

主要根据我国棉花种质资源抗虫鉴定协作组（１９８６）公布的抗棉蚜统一鉴定方法，略有改动。

（一）鉴定公式

利用田间自然虫源，通过调查被害分级，最后以蚜害指数与对照品种相比较，评定不同材料

对苗蚜和伏蚜的抗性程度。

（二）田间设计

选棉病发生较轻的田块，小区种植，不设重复。每小区 ６行，行长 ８ｍ，行距 ０．７～０．８ｍ，株

距 ２６ｃｍ，共 １８０株，小区面积 ３３．６ｍ
２
左右。对照选非洲棉 Ｅ－４０（抗性对照）和岱字 ６１（感性

对照），每 ２０个材料种植一组对照。于当地适期播种，棉种不作任何防蚜药剂处理。其他栽培

管理同一般大田，不增加任何特殊措施。

（三）调查时间与取样方法

在苗蚜发生期于三叶期、五叶期（发生高峰期）和七叶期分别进行三次调查；在伏蚜发生期，

感性对照品种岱字 ６１的卷叶株率达 ５０％时（伏蚜高峰期）进行第一次调查，７ｄ后进行第二次调

查。在第二次苗蚜调查后，随即用久效磷等农药防治一次蚜虫。

每小区取中间 ４行，每行随机查 ５０株，苗蚜期的前两次调查以全株受害最重叶片、苗蚜期的

第三次调查及伏蚜期的两次调查均以棉株顶部 ５片叶中受害最重之叶片为标准叶，依据被害分

级标准统计各级株数。

（四）分级标准与计算

级别 分级标准

１ 无蚜虫，叶片平展

３ 有蚜虫，叶片无受害

５ 有蚜虫，受害最重叶片皱缩或微卷

７ 有蚜虫，受害最重叶片卷曲达半圆或半圆以上，呈瓢形

９ 有蚜虫，受害最重叶片完全卷曲，呈球形

蚜害指数 ＝
（各级株数 ×级别）

５０×４
×１００％

（五）抗性评定

将苗蚜期前两次调查蚜害指数的平均值、苗蚜期第三次调查的蚜害指数以及伏蚜期两次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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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的蚜害指数的平均值分别和对照品种相比较，评定出各品种对苗蚜、伏蚜以及苗期受害后恢复

能力的抗性级别。

评定标准如下：

级别 分级标准

高抗（ＨＲ） 蚜害指数低于抗性对照的 １０％以上（不含 １０％）

抗（Ｒ） 蚜害指数变动在抗性对照的 ±１０％之间（含 １０％）

中（Ｍ） 蚜害指数大于抗性对照的 １０％而小于感性对照的 １０％（不含 １０％）

感（Ｓ） 蚜害指数变动在感性对照的 ±１０％之间（含 １０％）

高感（ＨＳ） 蚜害指数大于感性对照的 １０％以上（不含 １０％）

（六）复测

对第一次鉴定中苗蚜期两个抗性级别都达到抗或高抗的品种进行苗蚜期抗性的进一步鉴定；

对于伏蚜抗或高抗的品种进行伏蚜期的进一步鉴定，鉴定方法设 ３次重复，随机排列，其他同前述。

Ⅱ 棉花红铃虫抗性鉴定

我国棉花品种资源鉴定协作组拟定的抗红铃虫统一鉴定方法即在罩笼条件下接蛾、蛹以鉴

定棉花对红铃虫的抗性。其方案如下。

（一）鉴定方法

采用罩笼接虫法，通过青铃取样调查，以单铃活虫数依照现行防治指标评定其抗性程度。

（二）田间设计

供试材料在罩笼内单行种植，每行 ２５株，行距 ８０ｃｍ，株距２６ｃｍ，不设重复。

（三）供试虫源及接虫量

收集当年虫害花中幼虫，在室内化蛹，羽化后，置于交配罐内，每罐内放入成虫５～１０对（♀
♂

各半），以 １０％蜂蜜水为其补充营养。接虫前让其自由交配 ３ｄ。于自然条件下的二代红铃虫发

蛾始期，在罩笼内接虫，接虫密度 ５０对／１００ｍ２。

（四）调查方法

进行再次抽样考查，第一次于接虫后 ２０～２５ｄ内在各品种上取铃龄相近的青铃 ５０个（每株

２桃），第二次在品种上取铃龄相近的笑口棉桃 ５０个（每株 ２桃），检查并计算各供试品种的单铃

幼虫活虫数。

（五）分级标准

棉花的抗红铃虫性采用 ５级分级。因鉴定方法、抗性指标不同，分级标准尚不一致。棉花品

种资源鉴定协作组以单（青）铃活虫数为指标的分级标准为：

抗虫级别 二代红铃虫（头／铃） 三代红铃虫（头／铃）

高抗（ＨＲ） ≤０．１ ≤０．３

抗（Ｒ） ＞０．１≤０．３ ＞０．３≤０．５

中抗（ＭＲ） ＞０．３≤０．５ ＞０．５≤０．７

感（Ｓ） ＞０．５≤０．７ ＞０．７≤０．９

高感（ＨＳ） ＞０．７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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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抗性评定

华中农业大学以种子子害率进行棉花抗性分级的标准是：将鉴定品系的子害率与对照品系

的子害率进行比较，其计算公式为：

鉴定品种（系）子害率比 ＣＫ±％ ＝
鉴定品种（系）子害率 －对照子害率

对照子害率
×１００％

抗性分级指标如下：

抗虫级别 鉴定材料子害率比对照

高抗（ＨＲ） 减少 ４１％以上

抗（Ｒ） 减少 ２０．１％ ～４０．９％

中抗（ＭＲ） 减少 ０．１％ ～２０．０％

感（Ｓ） 提高 ０．０％ ～２０．０％

高感（ＨＳ） 提高 ２０．１％以上

吴正彬（１９９４）对上述两种分级标准进行研究后指出，以单铃活虫数为鉴定指标对不同材料

的抗性进行评价，田间鉴定与罩笼鉴定结果不一致，不同地点田间鉴定结果亦不一致。而以子害

率作为鉴定标准，不同实验结果吻合度好，结果较准确、可靠。现国内外的抗红铃虫育种中基本

采用子害率作为抗性指标。

室内生物学测定需较完善的设备，成本高，一般在抗虫育种中应用较少，此处不加介绍。

三、作业思考题

１．植物抗虫性鉴定的基本方法有哪些？

２．棉花蚜虫及棉花红铃虫抗性鉴定过程中，分别应注意哪些问题？

３．根据上述棉花蚜虫及棉花红铃虫抗性鉴定的方法以及当地的虫害情况，请设计一种植物

害虫的抗性鉴定方案。

（陈学森）

实验３６ 植物真菌病害抗性鉴定

真菌病害是作物产量损失的主要原因之一，作物病害的 ８０％由病原真菌所引起。迄今，对

作物真菌病害的控制，一是选育并采用抗性品种，二是使用化学杀菌剂，三是采取预防措施，如轮

作、避免受侵染土壤和带病原植物材料的传播等。然而，化学杀菌剂成本较高，且最终导致病原

菌的抗药性，其残毒还引起环境污染等问题。综合采用有性杂交及现代生物技术选育并推广抗

病品种，这是所有病害防治策略中最经济有效的方法。特别是重组 ＤＮＡ技术的创立和发展，已

可将动物、植物、微生物的基因相互转移，突破了物种之间难以杂交的天然屏障，开辟了植物育种

的新途径。近年来，一些科学家致力于利用基因工程方法，如基因转移技术，培育抗真菌病害的

作物品种。该领域的研究，有的已取得显著的成果，有的出现很好的苗头，具有诱人的应用前景。

本实验重点学习小麦条锈病接种和鉴定的方法。小麦条锈病的接种方法很多，有涂抹法、喷

粉法、喷雾法及注射法等。又因接种鉴定的时期不同，分为幼苗鉴定和成株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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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试材及用具

１．试材

小麦盆栽幼苗及菌种。

２．用具

接种针、毛玻璃、小喷雾器、喷粉器、滴瓶、保湿桶、铅笔、指形管、酒精、塑料薄膜（或玻璃）、

滑石粉及注射器等。

二、内容说明

抗病性鉴定（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ｓｅａｓ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是抗病育种的重要基础，从抗原筛选、后代选

择、直到品种推广的全过程都离不开抗病性鉴定。狭义的抗病性鉴定是评价寄主品种、品系或种

质对特定病害抵抗或感染程度，广义的抗病性鉴定还应包括病原物的致病性评价。鉴定方法包

括自然鉴定、接种鉴定、田间成株鉴定、室内苗期鉴定、离体鉴定及间接鉴定等，在实际工作中则

需根据植物、病害种类，目的要求和设备条件而定。下面分别介绍如下：

１．田间自然鉴定

自然发病条件下的田间鉴定是鉴定抗病性的最基本方法，尤其是在各种病害的常发区，进行

多年、多点的联合鉴定是一种有效方法。它能对育种材料或品种的抗性进行最全面、严格的考

验。田间鉴定的方法因植物种类而异，大田作物的田间鉴定一般要进行人工接种，接种方法又因

病菌而异。对棉花黄萎病等土传病害，除在重病地设立自然病圃外，在非病地设立人工病圃时，

必须将事先培养的菌种，在播种或施肥时一起施入，以诱发病害。对于小麦锈病、玉米大斑病及

稻瘟病等气传病害，可分别用涂抹、喷雾，及注射等方法进行接种，以使具有抗接触、抗侵入等抗

病机制的品种也得以发病。

病圃的设置与利用是进行抗病性鉴定的基本条件，没有重而均匀的发病条件就难以对植物

品种资源的抗病性作出可靠的鉴定。按照病圃发生病害种类的不同，病圃可分为单一病圃和多

种病害混生病圃。单一病圃的优点是可以避免多种病害的干扰，有利于鉴定不同品种资源对不

同病害的抗病性，同时也是选育单抗品种的必要条件；而多种病害混生病圃的优点是可在较短的

时间内选育或鉴定出具兼抗或多抗性的材料。

对树体大，多年生的果树及观赏植物进行田间鉴定，可将待鉴定的材料按一定的株行距定植

于大田，全年不使用任何杀菌药，并于发病盛期，每份材料调查 １００～３００个果实或叶片的发病程

度，计算病情指数。它的优点是能较全面准确地反应被鉴定材料的抗病性，结果可靠性较强，操

作方便。缺点是占用较多的土地，费用较高。贺普超等（１９９５）、Ｈ．Ｋｅｍｐ等（１９９９）及 Ｖ．

Ｏｇｎｊａｎｏｖ等（１９９９）分别采用上述方法对葡萄及苹果的抗病性进行了研究。

２．温室或田间接种鉴定

这种方法是将病原菌孢子或病毒直接接种到温室或田间植株的叶片、果实或根上，它适合对

所有植物进行抗病性鉴定。由于抗病现象是寄主、病原物及环境条件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因

此，这种鉴定结果也能真实地反映被鉴定材料的抗病性，可靠性强。

接种鉴定的技术规程包括育苗、接种体的制备（病菌的分离、保存与孢子诱发）及接种 ３个

环节，接种的方法有点滴法、喷雾法、浸根法、摩擦法及注射法等，叶片及果实接种，适宜选用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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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或喷雾法，而对于土传病害，如黄瓜枯萎病可采用孢子悬浮液浸根法进行接种。接种材料的发

育程度及接种孢子浓度（选择压）等因素都会影响鉴定的效果，因此这些因素要通过试验，以便

确定最佳方案。

３．离体接种鉴定

从植物植株上取下子叶、叶片或果实进行离体接种鉴定，可鉴定那些以组织、细胞或分子水

平的抗病机制为主的病害，如马铃薯晚疫病、小麦白粉病及烟草黑胫病等。离体鉴定具有操作简

便，鉴定结果可靠等优点，可同时分别鉴定同一材料对不同病原菌的抗性，而不影响幼苗正常生

长发育和开花结实。

鉴定方法不仅因植物、病菌种类而异，而且抗病性分级标准也因作物、病原菌的种类不同而

存在很大的差别，例如白菜霜霉病的病情分级标准是：

级别 分级标准

０ 无病

１ 接种叶片上有稀疏的褐色斑点，不扩展

３ 叶片上有较多的病斑，多数凹陷，无霉层

５ 叶片病斑向四处扩展，叶背生少量的霉层

７ 病斑扩展面积达 １／２～２／３，有较多的霉层

９ 病斑扩展达 ２／３以上，有大量霉层

而葡萄白粉病（田间自然鉴定）的病情分级标准是：

级别 分级标准

０ 全果穗无病粒

１ 果穗上感病果粒在 １０％以下

３ 果穗上感病果粒在 １０％ ～２５％

５ 果穗上感病果粒在 ２５％ ～５０％

７ 果穗上感病果粒在 ５０％ ～７５％

９ 果穗上感病果粒在 ７５％以上

病情指数 ＝
［病级株（叶、果等）数 ×该级代表数值］

调查总株（叶、果等）数 ×发病最高一级代表数值
×１００

病情指数反应了病害的普遍率和严重程度，指数越大，说明病情越严重，寄主的抗病性越差；

指数越小，说明病情越轻，寄主的抗病性越强。

根据病情指数，可将植物对一些病害的抗病性进行分类，其中白菜霜霉病等病害适用下列

标准：

抗病级别 分级标准

免疫（Ｉ） 病情指数 ０

高抗（ＨＲ） 病情指数 ０．０１～１５．００

抗病（Ｒ） 病情指数 １５．００～３５．００

中抗（ＭＲ） 病情指数 ３５．００～５５．００

感病（Ｓ） 病情指数 ５５．００～７５．００

高感（ＨＳ） 病情指数 ７５．００～１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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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锈病流行地区广，产量损失大，一般减产 ２５％ ～７５％，在某些地区，小麦锈病甚至是限

制小麦生产的主要因素。选育和栽培抗锈品种是防治小麦锈病危害的最根本有效措施。因此，

在小麦育种过程中，必须了解和掌握抗锈性鉴定的方法。

小麦锈病有条锈、叶锈和秆锈 ３种，由于地区间生态条件的差异，锈病发生的种类不同，而且

危害的程度也各异。我国北方冬小麦区以条锈病为主，叶锈病、秆锈病次之；春麦区则以秆锈病

为主。锈病的发生受到小麦材料的抗病能力、病原物的致病力和发病环境的影响，因此锈病在自

然条件下，并非每年每地均严重发生。在进行抗病育种中，除在发病的麦田进行直接鉴定外，有

时还必须在人工接种环境下，进行诱发鉴定。

三、方法步骤

（一）锈病病菌接种

１．幼苗接种

一般在温室内进行，于麦苗第一片叶子长达 ４～５ｃｍ时接种，等充分发病后再进行鉴定，这

种方法的好处是可在较短的时间内测定大量材料对锈病的抗病性，便于鉴定不同小麦品种对不

同锈病生理小种的抗病性，能防止当地未发现而外地已存在的新的生理小种向外传播。幼苗鉴

定的接种方法有以下几种：

（１）涂抹法

此法主要在繁殖少量菌种或接种少量鉴定材料时应用。在接种鉴定前 １０ｄ左右，将待鉴定

的小麦品种的种子，播种于直径为 ８～１０ｃｍ左右的小花盆内。每盆播种 ２～３个品种，其中一个

品种为易感病的诱发品种，以用作对照。各品种要相互隔开，插上木签，注明品种名称及播种日

期等。在开始接种前，先从用以繁殖锈病孢子的麦苗上，采集病菌孢子放置于小指形管中（注明

菌种生理小种号及采集日期），然后从指形管中取出少许锈菌孢子放在洁净的毛玻璃上，用滴管

加入少量水，用接种针将锈菌孢子与水拌匀备用。另外用洁净的手指蘸清水或 ０．１％吐温

（ｔｗｅｅｎ）水溶液将麦苗的叶片摩擦数次，去掉叶片表面的蜡质和茸毛，以利于菌液吸附于叶面上。

用消毒过的接种针蘸上调制好的孢子液，涂抹于麦叶表面进行接种。一般将条、叶锈的孢子接种

于叶片的正面，而秆锈菌则接种于叶片背面为好。然后记录并在木签上注明接种日期及所用菌

种。接种后把麦苗随即放入保湿桶中（即用一铁皮桶，其内盛水，保持 ９９％ ～１００％湿度），再用

喷雾器喷降水雾，令麦苗和保湿桶的内壁黏满雾滴。喷雾不能过量，以防冲掉已接种的锈病孢

子。喷雾后，马上盖严塑料薄膜或玻璃，把保湿桶放置在适宜的温度条件下。经 ２４ｈ左右，再将

麦苗取出，移至阳光充分的温室内，约经两周后麦苗即可发病，此时即可鉴定品种的抗病力。

麦苗接种后，保湿阶段要求的最适温度，条锈为 ９～１３℃，叶锈为 １５～２０℃，秆锈为 １８～

２２℃。自保湿桶中取出放入温室后平均温度最好分别控制在 １６～１８℃（条锈），１８～２２℃（叶

锈），２１～２４℃（秆锈）。光照时间每天应不少于 １２ｈ，冬季光照不足，需每天增加一定时间的人

工辅助光照。上述的温度和光照掌握的好坏是发病充分与否的关键。

在分别接种不同生理小种进行鉴定时，接种用的一切用具都要先行消毒，防止可能发生的污

染影响鉴定结果。

（２）喷粉法

小喷粉器经消毒、干燥后，加入适量的干燥滑石粉，再加入少量新采集的锈病孢子，混合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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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用（滑石粉与孢子的比例约为 ２０∶１～３０∶１）。接种用的锈病孢子应事先去除混在其中的杂质，

以防喷粉时造成喷粉器堵塞。开始接种前，先将已去除叶片蜡质的盆栽麦苗，放入保湿桶内，用

喷雾器在麦苗上均匀喷上雾滴，随即用喷粉器将上述稀释的孢子粉均匀地喷洒到每盆麦苗的叶

片上，再用喷雾器喷雾，使麦苗和保湿桶内壁都黏上水滴，掌握水滴不下滴为度。最后盖上塑料

薄膜，保湿阶段和以后各项操作及注意事项同前述。

（３）喷雾法

用小型喷雾器将制备好的新鲜孢子悬浮液（在喷雾器内，加入要接种的锈菌孢子，先用少量

清水湿润后，搅成糊状，再加入足量的水至淡橘黄色即可）喷在叶片已去蜡质的麦苗上，接种后

将麦苗放于保湿桶内保湿，以后的操作及注意事项同前述。

喷粉法及喷雾法适于对大量材料的接种鉴定。

２．成株接种

成株接种多在田间进行，其方法是在待鉴定抗病力的品种或育种材料的四周播种高度感

染锈病的品种作为锈病鉴定的诱发行。为了造成发病的环境，以得到可靠的鉴定结果，常需

要在诱发行上每隔一定距离的麦苗上进行人工接种，以造成锈病的发病中心。用于接种的锈

病孢子应是当地流行的优势小种，可以是一个小种，也可以是几个优势小种孢子混合。接种

的方法如下：

（１）喷粉法

接种前，用手蘸清水将叶片拂擦数下，以去掉叶片蜡质，然后用喷雾器喷上雾滴，用喷粉器将

由滑石粉稀释好的孢子粉喷于麦苗上，再用喷雾器喷上水雾，随即用小花盆或塑料薄膜覆盖保

湿，历时 ２４ｈ揭开。此法多用于麦苗起身前后。

（２）注射法

此法多用于麦苗有一定生长高度的拔节期。接种前，应配制好孢子悬浮液，配制方法同前，

于显微镜 ４００×视野中平均有 １０～２０个锈菌孢子数为适宜浓度。一般在诱发行上每隔 １ｍ左

右选取 ３～５个单茎分别注射接种。其方法是用注射器将孢子悬浮液从小麦心叶与其下的展开

叶叶鞘相接处以下约 １ｃｍ处注射，针头宜向下倾斜刺入，但不要刺穿，挤压少量悬浮液，以见到

心叶处冒出水珠为度。孢子一般悬浮于液面，所以孢子悬浮液必须随用随搅拌或振荡。田间接

种注射最好在阴天的傍晚进行。如天气干旱，接种后在接种点上浇水 １～２次，也可以在接种前

或接种后适当灌水，以提高田间湿度，利于锈菌孢子萌发、侵染和发病。

除上述两种方法以外，还可以用喷雾法，即将配成的孢子悬浮液喷在诱发行上进行接种。接

种后为了有利于锈病孢子萌发、侵染，也要进行保湿。

接种后，约两周后即可发病。但成株的抗病性鉴定一般在小麦乳熟期以后，锈病发展到高峰

时进行，每个品种逐个进行调查记载。

（二）抗锈性鉴定

１．幼苗鉴定

衡量小麦品种对锈病的抗病和发病程度，常用到反应型（感染型）、严重度和普遍率 ３个指

标。幼苗期鉴定一般考察其反应型。反应型是指植株受病菌侵染后的保卫性反应，可以用过敏

性坏死的有无强弱，孢子堆能否形成，孢子堆的大小、多少等来判断。小麦品种对条锈菌的反应

型可分为 ６级，分级标准如表 ５－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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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１ 小麦锈病抗性分级标准

级别 抗性程度 品种病情反应

０ 免疫型 叶片全绿，无病害症状

１ 近免疫型 叶片上有点滴枯死斑和失绿反应，但无孢子堆

３ 高度抵抗型 叶片孢子堆很小且很少，孢子堆周围有褪绿枯死斑

５ 中度抵抗型 叶片上孢子堆小或中等，较分散，周围组织有枯死和失绿反应

７ 中度感染型 叶片上孢子堆中等大小至很大，数量较多，周围组织无枯死反应，但有失绿现象

９ 高度感染型 叶片普遍出现大孢子堆，孢子堆甚至联合形成宽而粗的条纹，叶片既无枯死反应也

无失绿现象

２．成株鉴定

（１）反应型

同幼苗鉴定。

（２）严重度

即病叶上着生孢子堆部分占整个叶片面积的百分率，用于表示病害发生的严重程度。从理

论上讲，应将小区内的每一叶片都进行统计而后取平均值。但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因人力不足，

而仅采用目测估计法，总体上目测评定叶片的发病情况，估计出发病的严重程度（严重率）。目

前严重率分级标准尚不统一，但多数采用以下 ７级分级标准：

级别 孢子堆占叶面积的百分率（严重率）

０ 无孢子堆

１ 孢子堆占叶面积 ＜５％

２ 孢子堆占叶面积 ５％ ～１０％

３ 孢子堆占叶面积 １１％ ～２５％

４ 孢子堆占叶面积 ２６％ ～４０％

５ 孢子堆占叶面积 ４１％ ～６５％

６ 孢子堆占叶面积 ＞６５％

然后计算严重度，计算公式如下：

严重度 ＝
（各病级叶片数 ×各相应病级严重率）

调查病叶叶片总数
×１００

（３）普遍率

指病害发生的普遍程度，即发病叶片数占调查总叶片数的百分率。

普遍率 ＝发病叶片数／调查叶片总数 ×１００％

在实际工作中，一般也采用目测估计法进行观测。要求较精确鉴定时，可根据被鉴定材料小

区面积的大小，随机选取 ３０～６０叶进行观察记载。

四、作业思考题

１．植物真菌病害抗性鉴定的基本方法有哪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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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配制条锈病孢子悬浮液，并用各种方法接种。试比较不同接种方法的鉴定效果。

３．小麦条锈病发病的有利条件有哪些？在抗病性鉴定时应如何保证这些条件？锈菌接种

时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干扰实验结果？

（陈学森）

实验３７ 植物细菌病害抗性鉴定

植物病原细菌是引起植物病害的主要病原生物之一，虽然不及真菌病害种类多和危害大，但

有些细菌病害是生产上的重要问题，如水稻白叶枯病，多种作物的青枯病、根癌病（冠癭病），大

白菜软腐病及猕猴桃溃疡病等。用化学方法防治细菌病害大多效果不很理想，而且污染环境。

因此，抗病品种的选育及利用就成为防治细菌病害的重点。通过传统育种也能选育抗病品种，但

不能利用亲缘关系较远的抗性资源，而且利用野生抗源很难获得抗病优质高产的作物品种（因

抗性常常和不良农艺性状相连锁）。近年来，由于植物转基因技术的不断改进以及对植物和病

原物相互作用的深入了解，使利用基因工程技术选育抗病品种成为一条有效的途径。

抗病性鉴定是抗病育种的重要基础。本实验重点学习目前普遍采用的几种植物细菌病害抗

性鉴定的方法及其步骤。

Ⅰ 大田病圃法

利用自然病原，对田间发病情况进行调查，根据病情指数等确定植物品种对特定细菌病害的

抵抗能力（抗病性）。例如，孙升（１９９９）对辽宁果树所国家李杏种质资源圃保存的 ４００余个李品

种对细菌性穿孔病抗性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品种间差异甚大，并发现了一些免疫或极低感病

品种，为李栽培和抗病育种提供了种质。现将调查方法及分级标准介绍如下：

（一）枝条

每份种质资源调查 １～３年生的枝条 １０个，测量枝条长度，调查病斑数，计算每米枝条平均

病斑数，并划分感病级别（见表 ５－２）。

（二）果实

每品种从树的不同部位随机调查 ２００～４００个果，计算病果率，并对果实的感病性进行分级

（见表 ５－２）。

（三）叶片

从每个品种各株树的不同部位随机采叶 ５００～６００片，于室内混匀后，分级记数调查 ２００～

３００片叶，记载标准如下：

级别 分级标准

１ 叶片无病斑

３ 每叶病斑 １～５个

５ 每叶病斑 ６～１０个

７ 每叶病斑 １１～１５个

９ 每叶病斑 １６个以上

根据上述分级计算病情指数，并根据病情指数，将品种的感病性分为 ６级（见表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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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２ 李细菌性穿孔病抗性分级标准

级别 枝条病斑数／（块／ｍ） 病果率／％ 叶片病情指数

免疫（０） ０ ０ ０

极低感（１） ０．１～３．９ ０．１～１．９ ０．１～１４．９

低感（３） ４．０～７．９ ２．０～３．９ １５．０～２４．９

中感（５） ８．０～１１．９ ４．０～５．９ ２５．０～３４．９

高感（７） １２．０～１５．９ ６．０～７．９ ３５．０～４４．９

极高感（９） ≥１６ ≥８ ≥４５

黄琼等（２０００）同样采用大田病圃法，对 １５８份蚕豆品种（系）对蚕豆细菌性茎疫病抗性进行

了鉴定。其做法是，在云南省历年蚕豆茎疫病发生严重的宾川设置病圃，实行统一供种，按统一

方案种植，并于蚕豆苗期及结荚期进行两次茎疫病调查，发病率按田间植株枯死率计算，分级标

准如下：

级别 分级标准

免疫（Ｉ） 发病率 ０～１％

高抗（ＨＲ） １％ ＜发病率≤５％

抗（Ｒ） ５％ ＜发病率≤１０％

感（Ｓ） １０％ ＜发病率≤２０％

高感（ＨＳ） 发病率 ＞２０％

Ⅱ 大田或网室接种法

一、试材及用具

超净工作台、光照培养箱、高压灭菌锅、接种针、毛玻璃、小喷雾器、喷粉器、滴瓶、保湿桶、铅

笔、指形管、酒精、塑料薄膜（或玻璃）、滑石粉及注射器等。

二、方法步骤

将分离的菌株接种到大田、网室或温室的植物材料上，根据发病情况鉴定植物品种、品系或

种质的抗病性。具体方法及步骤如下：

（一）植物材料的准备

将待鉴定的植物品种或种质播种在大田、网室或温室内，以备接种。

（二）菌株的分离与接种

从病叶分离菌株，冻干保存，接种前将供试菌株移植在 ＮＡ斜面上，并稀释到一定的浓度，接

种用菌悬液浓度一般为 ３×１０８ｃｆｕ／ｍＬ。接种的时间与方法因植物、病害而异，例如，番茄细菌性

斑点病可在四叶期喷雾接种，而水稻细菌性条斑病在孕穗期采用针刺接种法效果最佳。

（三）病情记载及分级标准

接种后 ７～１５ｄ调查发病情况，记载病级。病情分级标准不仅因植物、病害而异，即使同一

植物的同一病害，采用不同的接种方法，自然就有不同的发病状态，评价其病情的标准也就不同。

例如番茄细菌性斑点病抗性鉴定的分级标准是（赵廷昌等，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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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分级标准

１ 无病斑

３ 病斑 １～１０个／株

５ 病斑 １１～２０个／株

７ 病斑 ２１～４０个／株

９ 病斑大于 ４０个／株

水稻细菌性条斑病针刺接种病情的分级标准是（许志刚等，１９９４）：

级别 分级标准

０级 高抗（ＨＲ） 刺孔干枯，孔周围无病变组织

１级 抗（Ｒ） 刺孔边绿有病变组织，长度在 ５ｍｍ以内

３级 中抗（ＭＲ） 病斑长度在 ６～１０ｍｍ之间，无菌脓泌出

５级 中感（ＭＳ） 病斑长度在 １１～２０ｍｍ之间，有菌脓可见

７级 感（Ｓ） 病斑长度在 ２１～３０ｍｍ之间，菌脓多

９级 高感（ＨＳ） 病斑长度 ＞３０ｍｍ，菌脓很多

三、作业思考题

１．大田病圃法与网室接种法有何区别？

２．在利用接种法进行植物细菌病害抗性鉴定过程中，应注意哪些问题？

（陈学森）

实验３８ 植物病毒病害抗性鉴定

植物病毒是导致粮、菜、果、花卉产量下降，品质变劣的重要原因之一。自 １８９２年俄国

Ｉｗａｎｏｗｓｋｙ发现烟草花叶病毒以来，已被正式命名的植物病毒 ７８９种，并明确病毒只含有一种类

型的核酸，即核糖核酸（ＲＮＡ）或脱氧核糖核酸（ＤＮＡ），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后发现了只含有小相对分

子质量 ＲＮＡ，不含蛋白质，侵染活性很高的类病毒 ２５种，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后发现了含有线状病毒

基因组 ＲＮＡ和与类病毒相似的环状 ＲＮＡ的拟病毒 ４０种。

植物病毒种类多，繁殖速率快，传播途径广，并且缺少有效防治的药剂和措施。因此，植物病

毒病一旦流行，危害之重，已超过真菌、细菌病害。因此，加强植物病毒研究，减轻植物病毒危害，

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实验重点学习目前普遍采用的几种植物病毒病害检测及抗性鉴定的方法及步骤。

一、试材及用具

１．试材

发病的植物组织及家兔等。

２．用具

高速冰冻离心机及离心管等。

３．试剂

相对分子质量为 ６０００的聚乙二醇（ＰＥＧ－６０００）及氯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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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法步骤

（一）病毒检测

可用于植物病毒检测的方法主要有生物学测定、血清学检测、电镜检测、免疫电镜以及酶联免

疫吸附反应（ＥＬＩＳＡ）、免疫 ＰＣＲ等分子生物学方法，其中血清学检测是快速、准确、灵敏度高、成本

低的病毒检测方法，可用于实际检测工作中去，本实验重点介绍，其他方法可查阅有关文献资料。

利用血清学技术进行病毒检测，主要依据血清学反应（免疫学反应），即抗原与抗体之间发

生的各种作用。抗原指的是能诱导产生抗体的一类物质，它可以是病毒、细菌、真菌、植物菌原体

等微生物，也可以是酶类、ＤＮＡ、ＲＮＡ、类脂、多糖等有机化合物，甚至还可以是叶片、枝条等各类

组织。抗体是指由抗原注射到动物体内诱导产生的、并能与抗原在体外进行特异性反应的一类

物质，主要是一些免疫球蛋白。含有抗体的血清通常称为抗血清。抗原能与由其诱导产生的抗

体发生凝集、沉淀等反应，利用病原物中特异性强的抗原与相应的抗体反应，就能实现对病原物

（病毒）的检测、鉴定。目前国际上已制备出 ２００余种重要植物病毒抗血清。我国农业部植检所

为满足植物病毒检疫的研究需要，先后制备出 ３０余种植物病毒抗血清。利用血清学技术检测

病毒，主要包括如下 ３个环节。

１．病毒抗原的分离与纯化

利用高速冰冻离心机等设备以及聚乙二醇（ＰＥＧ）、氯仿等化学药品，从冰冻的病组织中分

离、纯化病毒抗原。其操作步骤如图 ５－１所示。

图５－１ 病毒抗原的分离与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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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病毒抗血清的制备

病毒抗血清的制备主要包括试验动物选择、抗原注射、血样采集以及抗血清的收集与保存等

过程，可用图 ５－２表示：

图５－２ 病毒抗血清的制备与保存

３．血清学反应

将抗血清及抗原进行一系列稀释后，采用试管沉淀、小试管环状沉淀、玻片凝集、免疫双扩

散、免疫电泳及荧光抗体等方法进行血清学反应，从而实现对病毒的检测与鉴定。

（二）病毒病抗性鉴定

病毒检测的对象是病原物（病毒），是对病毒定性（病毒的有无及其种类）与定量的分析鉴

定，而抗性鉴定的对象是寄主，即植物品种或种质对特定病毒的抵抗能力。目前植物病毒病抗性

鉴定所采用的方法，大都为大田病圃法。例如，刘琴等（２００２）对 １１０个小麦引进品种在自然病

圃区进行了对小麦黄花叶病的抗性鉴定。主要做法是，每个品种分别播种，设置对照与重复，于

病害发生期调查发病率。所采用的病情分级标准是：

级别 分级标准

１ 抗（Ｒ） 发病率 ０～９．９％

２ 中抗（ＭＲ） 发病率 １０％ ～１９．９％

３ 中感（ＭＳ） 发病率 ２０％ ～３９．９％

４ 感（Ｓ） 发病率≥４０％

三、作业思考题

１．植物病毒检测有哪几种方法？各有何优缺点？

２．何为抗原？抗体？抗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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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血清学技术检测植物病毒，主要包括哪几个步骤？

（陈学森）

实验３９ 植物抗倒伏性鉴定

作物的倒伏对产量和品质、机械化收获等均有很大影响，在农业生产技术日益普及和农业生

产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提高作物品种的抗倒伏性尤为重要。

引起倒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适当的栽培方法（如施用氮肥过多，种植密度过大，不适宜

灌溉）和不良的气候条件（如大风、大雨等）都容易引起倒伏，但这些都是影响倒伏的外因，而品

种的抗倒伏性是决定倒伏的内因。所以，预防农作物倒伏，不仅要采用恰当的栽培方法，更为重

要的是选育抗倒伏的品种 。

作物的倒伏可分为茎倒伏和根倒伏。小麦主要是茎倒伏。鉴定倒伏的方法有直接鉴定和间

接鉴定两类。

本实验学习并掌握小麦倒伏性鉴定的方法 ，并对几个品种进行抗倒伏性评定。

一、试材及用具

１．试材

小麦育种试验地及几个小麦品种植株样本。

２．用具

米尺、天平、剪刀及游标卡尺等。

二、方法步骤

（一）田间直接鉴定

１．鉴定时间

灌浆至成熟期间是小麦常见的因遇风雨或肥水管理不当而发生倒伏的时期。一般在小麦发

生倒伏的当天或第二天进行鉴定，５～１０ｄ后再观察记载一次，以确定倒伏后恢复直立的能力。

２．程度的鉴定

在田间鉴定时，用目测估计的方法，也可自制大的量角器进行测定，评定倒伏程度。以倒伏

植株与直立植株所成角度，将倒伏程度分为 ４级，即：

级别 分级标准

０ 不倒伏

１ 轻微倒伏，植株倾斜 １５°以内

２ 中等倒伏，植株倾斜 １５°～４５°

３ 倒伏严重 ，植株倾斜 ４５°以上

在鉴定倒伏程度的同时 ，还要目测记载倒伏面积或倒伏面积占整个小区面积的百分数，对

倒伏面积少但倒伏程度严重者，应调查其发生倒伏的原因是否是由于局部土地低洼或局部地区

曾有旋风等特殊情况；否则，这种倒伏面积小而倒伏程度严重者，往往不比倒伏面积大而倒伏程

度轻的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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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室内间接鉴定

１．材料来源

将在田间进行过抗倒伏鉴定的材料取样，分别编号，带回室内作为鉴定材料。

２．鉴定方法

（１）化学性质的鉴定

测定矿质、木质素、灰分、纤维素，及氮、磷、钾的含量等。

（２）植物组织性状的测定

观察维管束的多少及排列方式、茎壁厚度等 。

（３）形态性状的鉴定

测定植株高度、基部节间长度和直径等。

（４）机械性状的鉴定

测定抗折断力、基部茎秆单位长度质量等。

三、作业思考题

１．你所鉴定的材料中，哪个材料抗倒伏？为什么？

２．鉴定时所考虑的各类性状与抗倒伏性的关系如何？为什么？

（陈学森）

实验４０ 植物抗寒性鉴定

我国植物种类繁多，分布区域广，在晚秋和早春时期发生的冻害和冷害两种低温危害，常常

给越冬作物和果木造成严重伤害。冻害由０℃以下低温造成，冷害由 ０℃以上低温引起，冷害对

植物的伤害程度，除取决于低温外，还取决于低温维持时间的长短。植物抗寒性的强弱决定其生

长季节，因此，蔬菜作物利用抗寒品种，可以将露地栽培提前，提早供应市场；而选育抗寒性强的

果树品种，不仅是寒带果树育种者的主攻方向，而且也是温带甚至热带果树育种者重要育种目标

之一。

本实验重点学习实验室间接鉴定果树抗寒性的方法和步骤。

一、试材及用具

１．试材

植物枝条或花朵，将采回的枝条剪成 ４０ｃｍ左右的长度，用自来水冲洗数遍（洗掉泥土、灰

尘、虫卵），再用蒸馏水冲洗 ３次，然后用吸水纸吸干水分，最后将枝条末端进行蜡封。将每个品

种蜡封后的枝条分成相等的 ６份，其中 １份作为对照，其余每份作为一个低温处理，放于冰箱中

（０～４℃）保存备用。每次处理时，各取参试品种的 １份枝条放于超低温冰箱或程控冰箱内进行

低温处理，处理温度梯度为：ＣＫ（０℃），－２０℃，－２５℃，－３０℃，－３５℃，－４０℃。降温速度

为 ４℃／ｈ，达到目的处理温度后维持 １２ｈ，然后逐步升温，升温速度亦为 ４℃／ｈ。花朵的处理温

度梯度为：ＣＫ（０℃），－１℃，－３℃，－５℃，－６℃，－７℃，－８℃。

２．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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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箱、发芽箱、培养皿、标牌、电导仪、具塞刻度试管（２０ｍＬ）、恒温水浴锅、温度计、玻璃棒、

天平、研钵、石英砂、高速台式离心机、分光光度计、微量进样器、荧光灯（４０００ｌｘ）、容量瓶

（２５０ｍＬ、２５ｍＬ）、聚丙烯酰胺凝胶垂直板电泳槽、刻度吸管（１０ｍＬ、５ｍＬ）及离心管、透光照相仪

等。

二、内容说明

植物的抗寒性鉴定可分为田间鉴定和实验室间接鉴定两种方法。

１．田间鉴定

田间自然鉴定就是在冻害发生期（早春及晚秋）对受冻的田间植株一定器官、组织以一定的

标准进行评价、比较，然后根据冻害情况评价抗寒性。

陈学森等（２００１）对山东省春季“倒春寒”发生后，受害的核果类果树的花器官的抗寒性进行

了调查，选出了当地花期抗寒性较强的红荷包、红丰等杏品种，证明种间的抗寒力大小顺序是：桃

＞杏 ＞李 ＞大樱桃。

赵玉田（１９９３）对不同生态型玉米的抗寒性进行了田间鉴定，测定的项目包括 ３个抗冷

指标：

相对出苗率（ＲＥＲ）：

ＲＥＲ＝第一期出苗率
第二期出苗率

×１００％

出苗指数（ＥＩ）：

ＥＩ＝ 某日出苗数 ×播后天数
出苗总数（３０ｄ）

幼苗干物重（ＳＤＷ），取地上部三叶期１０株幼苗，烘至恒重。

３个抗冷特性以总指数值（ＴＩＶ）表示，即占各自等级顺序之和。其值反应了低温下种子出苗

生长和干物质积累能力。

田间鉴定能最直接地反映不同品种在同一条件下的抗寒性差异。该法直接、简单，可进行大

范围、大群体的评价，但受地域、品种数量的限制，只能比较少数几个同一地段的品种之间的抗寒

力差异，不能对它们的抗寒能力进行量化。

２．实验室间接鉴定

实验室间接鉴定，就是根据作物某些生理生化指标及物理指标间接推断供试材料的抗寒性。

（１）物理指标

Ｌｙｏｎｓ和 Ｒａｉｓｏｎ（１９７０）证明低温发生时，植物生物膜首先发生膜脂的物相变化，膜的外形和

厚度发生变化，膜上产生龟裂，因而膜的透性增大，电解质大量外渗。抗寒性强的品种细胞膜透

性增大程度轻，抗寒性弱的品种与之相反。因此，测量电解质外渗量变化可以比较植物的抗寒

性。在黑穗醋栗、梨、猕猴桃（ＳｈａｏｌｉＬｕ，１９９０）等许多种果树的不同器官，如花、枝、叶等都有相似

结论。另外，通过电导率值配以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方程，可以求出半致死温度，确定植物的临界致死温度。

鉴定抗寒性时常用差示温度分析来测量深过冷。以 ＤＴＡ法测定，一般植物在零下几度即散

热结冰，称为高温散热（ＨＴＥ）。经过低温锻炼的抗寒木本植物，在连续降温过程中，可见到有多

次散热，第一次在零下几度，主要是细胞外结冰，最后一次散热可达 －４５～－２０℃的低温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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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低温散热（ＬＴＥ）。在低温散热前一刹那的温度，即深过冷温度，用 ＬＴＥ温度表示。深过冷低

温散热时，可出现细胞内结冰而使组织死亡。日本京都大学 Ｓ．Ｋ．Ｋａｎｇ（１９９８）等对苹果、桃、梨、

柿子和葡萄 ５种落叶果树通过温度分析测定了两种散热 ＨＴＥ和 ＬＴＥ，发现柿子与葡萄仅有

ＬＴＥ，所有树种的低温散热温度与花芽的半致死温度一致。

（２）生理生化指标

主要包括超氧化物歧化酶（ＳＯＤ）、过氧化氢酶（ＣＡＴ）、过氧化物酶（ＰＯＤ）活性测定及同工

酶分析、丙二醛（ＭＤＡ）及可溶性糖含量等方法。

三、方法步骤

（一）质膜透性测定———电导法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在低温伤害尤其冷害中，膜系统常常是最先受到伤害的部位，寒害能使脂

膜受损伤，透性加大，细胞内离子（主要是钾离子）外渗量增多，电导率加大。因此，可以用电导仪测

定溶液的电导率，求算电解质渗出率（或称伤害率）。伤害率愈高则愈不抗寒，反之则愈抗寒。

１．电解质渗出率的测定

取处理和对照样品各 ０．５ｇ，放入试管中，加 １０ｍＬ去离子水，置 ２５℃下 １０ｈ。用玻璃棒搅

拌均匀，然后用电导仪测电导率值分别为 Ｔ１ 和 Ｃ１。再将试管放入沸水中 １０ｍｉｎ，待其冷却至

２５℃时，测得处理和对照的电导率值为 Ｔ２ 和 Ｃ２，按下式计算电解质渗出率和伤害度：

电解质渗出率 ＝
浸泡液电导率值
煮沸后电导率值

×１００％

伤害度 ＝
处理电导率值 Ｔ１ －对照电导率值 Ｃ１

处理煮沸后电导率值 Ｔ２ －对照煮沸后电导率值 Ｃ２

×１００％

２．绝对电解质渗出量的测定

有时为了求得电解质的绝对渗出量，需要用分析纯的 ＫＣｌ配成不同浓度的标准液（０．０１～

１０ｍｍｏｌ／Ｌ），在 ２５℃下测定其电导率值，并绘制电导率（μＳ／ｃｍ）－质量浓度（ｍｇ／ｍＬ）标准曲

线。由标准曲线查知样品的外渗电导率值相当于 ＫＣｌ的质量浓度，再折算每克材料的绝对外渗

量（ｍｇ／ｇ），即

绝对电解质渗出量（ｍｇ／ｇ）＝（Ａ×Ｂ）／Ｗ

式中：Ａ———根据样品电导率值，从标准曲线中查出的与 ＫＣｌ相当质量浓度，ｍｇ／ｍＬ

Ｂ———浸泡液的体积，ｍＬ

Ｗ———样品鲜重，ｇ

３．注意事项

（１）在电导测定中一般应用去离子水，若制备困难可用普通蒸馏水代替，但要在测定中设一

空白试管，测定样品时要同时测定其空白电导值，按下式计算相对电导度：

相对电导度 ＝
Ｓ１ －空白电导值
Ｓ２ －空白电导值

（２）ＣＯ２ 在水中的溶解度较高，在测定电导时要防止高 ＣＯ２ 气源和口中呼出的 ＣＯ２ 进入试

管，以免影响结果的稳定性。

（３）温度对溶液电导影响很大，故 Ｓ１ 与 Ｓ２ 必须在相同温度下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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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超氧化物歧化酶（ＳＯＤ）测定

超氧化物歧化酶（ＳＯＤ）是一种清除超氧阴离子自由基的酶，普遍存在于植物体内。本实验

依据超氧化物歧化酶抑制氮蓝四唑（ＮＢＴ）在光下的还原作用来确定酶活性大小。在有可氧化物

质存在时，核黄素可被光还原，被还原的核黄素在有氧条件下极易再氧化而产生超氧阴离子自由

基，超氧阴离子自由基可将氮蓝四唑氧化为蓝色的甲腒，后者在 ５６０ｎｍ处有最大吸收。而 ＳＯＤ

可清除超氧阴离子自由基，从而抑制了甲腒的形成。于是，光还原反应后，反应液蓝色愈深说明

酶活性愈低，反之，酶活性愈高。据此可以计算出酶活性大小。

１．试剂配制

（１）０．０５ｍｏｌ／Ｌ磷酸缓冲液（ｐＨ７．８）。

（２）１３０ｍｍｏｌ／Ｌ甲硫氨酸（Ｍｅｔ）溶液

称 １．９３９９ｇＭｅｔ，用磷酸缓冲液定容至 １００ｍＬ。

（３）７５０μｍｏｌ／Ｌ氮蓝四唑（ＮＢＴ）溶液

称取 ０．０６１３３ｇＮＢＴ，用磷酸缓冲液定容至 １００ｍＬ，避光保存。

（４）１００μｍｏｌ／ＬＥＤＴＡ－Ｎａ２ 溶液

称取 ０．０３７２１ｇＥＤＴＡ－Ｎａ２，用磷酸缓冲液定容至 １０００ｍＬ。

（５）２０μｍｏｌ／Ｌ核黄素溶液

称取 ０．００７５３ｇ核黄素，定容至 １０００ｍＬ，避光保存。

２．酶液提取

称取处理和对照样品各 ０．５ｇ，加入 ５ｍＬ磷酸缓冲液，冰浴研磨提取，然后 １５０００ｒ／ｍｉｎ离

心 １０ｍｉｎ，所提上清液为酶液。

３．显色反应

３ｍＬ反应液为０．０５ｍｏｌ／Ｌ磷酸缓冲液 １．５ｍＬ，７５０μｍｏｌ／ＬＮＢＴ溶液、１３０ｍｍｏｌ／Ｌ甲硫氨酸

（ＭＥＴ）溶液、１００μｍｏｌ／Ｌ乙二胺四乙酸二钠（ＥＤＴＡ－Ｎａ２）液、２０μｍｏｌ／Ｌ核黄素各 ０．３ｍＬ，蒸馏

水 ０．２５ｍＬ和 ０．０５ｍＬ酶提取液（对照管加蒸馏水）。混匀后将 １支对照管置暗处，其他各管于

４０００ｌｘ日光灯下反应 ２０ｍｉｎ（要求各管受光情况一致，温度高时间缩短，温度低时间延长）。

４．ＳＯＤ活性测定与计算

反应结束后，以不照光的对照管做空白，分别测定其他各管的光吸收，已知 ＳＯＤ活性单位以

抑制 ＮＢＴ光化还原的 ５０％为一个酶活性单位来表示，按下式计算 ＳＯＤ活性。

ＳＯＤ总活性 ＝
（ＡＣＫ －ＡＥ）×Ｖ

ＡＣＫ ×
１
２

×ｍ×Ｖｔ

ＳＯＤ比活力 ＝
ＳＯＤ总活性

蛋白质质量分数

式中： ＯＤ总活性以每克样品鲜重的酶活性单位表示

比活力单位以酶单位／ｍｇ蛋白表示

ＡＣＫ———照光对照管的光吸收值

ＡＥ———样品管的光吸收值

Ｖ———样液总体积，ｃｍ３

    
    

    
    

    
 



１２０ 第五章 植物抗性鉴定技术

Ｖｔ———测定时样品用量，ｃｍ
３

ｍ———样品质量，ｇ

蛋白质质量分数单位为：ｍｇ蛋白／ｇ样品质量。

研究表明，当遭受低温胁迫时，ＳＯＤ活性会下降，下降的百分率与品种抗冷性呈负相关，故

能反应品种间抗冷能力的高低。

（三）过氧化氢酶（ＣＡＴ）活性的测定

低温胁迫下，细胞内易产生 Ｈ２Ｏ２ 破坏膜系统的稳定，而过氧化氢酶（ＣＡＴ）能把 Ｈ２Ｏ２ 分解

为 Ｈ２Ｏ和 Ｏ２，从而清除 Ｈ２Ｏ２，维护膜的稳定性。研究表明，抗寒性强的品种有较高的过氧化氢

酶活性，且随温度下降，抗寒性强的品种的过氧化氢酶活性下降幅度小，与抗寒性呈显著性相关。

ＣＡＴ酶活性大小可用一定时间内分解的 Ｈ２Ｏ２ 量来表示。在反应系统中加入一定量（反应

过量）的 Ｈ２Ｏ２ 溶液，经酶促反应后，用标准高锰酸钾溶液（在酸性条件下）滴定多余的 Ｈ２Ｏ２，即

可求出被 ＣＡＴ分解的 Ｈ２Ｏ２ 量：

５Ｈ２Ｏ２ ＋２ＫＭｎＯ４ ＋４Ｈ２ＳＯ４ ５Ｏ２ ＋２ＫＨＳＯ４ ＋８Ｈ２Ｏ＋２ＭｎＳＯ４

１．试剂配制

（１）１０％Ｈ２ＳＯ４。

（２）０．２ｍｏｌ／Ｌ磷酸缓冲液（ｐＨ７．８）。

（３）０．１ｍｏｌ／Ｌ高锰酸钾标准液

称取 ＫＭｎＯ４（ＡＲ）１５．８ｇ，用新煮沸冷却蒸馏水配制成 １０００ｍＬ，用 ０．１ｍｏｌ／Ｌ草酸标定。

（４）０．１ｍｏｌ／ＬＨ２Ｏ２

取 ３０％Ｈ２Ｏ２ 溶液 ５．６８ｍＬ，稀释至 １０００ｍＬ，用标准 ０．１ｍｏｌ／ＬＫＭｎＯ４ 溶液在酸性条件下

标定。

２．酶液提取

取剪碎的样品 ２．５ｇ加入磷酸缓冲液（ｐＨ７．８）少量，研磨成匀浆，转移到 ２５ｍＬ容量瓶中，

将研钵冲洗干净，冲洗液转至容量瓶中，并用同一缓冲液定容，４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 １０ｍｉｎ，上清液

为酶粗提液。

３．酶液滴定

取 ５０ｍＬ三角瓶 ４个（两个测定，两个对照），测定加入酶液 ２ｍＬ，对照为煮死酶液２．５ｍＬ；

再加入 ２．５ｍＬ０．１ｍｏｌ／ＬＨ２Ｏ２，同时计算时间，于 ３０℃恒温水浴中反应 １０ｍｉｎ，立即加入 １０％

Ｈ２ＳＯ４ ２．５ｍＬ。然后用 ０．１ｍｏｌ／ＬＫＭｎＯ４ 滴定，至出现粉红色（３０ｍｉｎ内不消失）为终点。

４．结果计算

酶活性用每克鲜重样品在 １０ｍｉｎ内分解 Ｈ２Ｏ２ 的质量（ｍｇ）表示。

酶活性（ｍｇＨ２Ｏ２／ｇＦＷ）＝
（Ａ－Ｂ）×

Ｖ
ａ

×１．７

ｍ

式中：Ａ———对照 ＫＭｎＯ４ 滴定体积，ｍＬ

Ｂ———酶反应后 ＫＭｎＯ４ 滴定体积，ｍＬ

Ｖ———酶提取液总量，ｍＬ

ａ———反应所用酶液量，ｍＬ

    
    

    
    

    
 



实验 ４０ 植物抗寒性鉴定 １２１

ｍ———样品质量，ｇ

１．７———１ｍＬ０．１ｍｏｌ／ＬＫＭｎＯ４ 相当于 １．７ｍｇＨ２Ｏ２

５．注意事项

所用 ＫＭｎＯ４ 溶液及 Ｈ２Ｏ２ 溶液使用前要经过标定，０．１ｍｏｌ／ＬＨ２Ｏ２ 要新配制。

（四）过氧化物酶（ＰＯＤ）活性测定及同工酶分析

１．过氧化物酶（ＰＯＤ）活性测定

在过氧化物酶催化下，过氧化氢分解成水和活性氧，活性氧能氧化联苯胺产生一种蓝色的化

学物质，该蓝色化合物在波长 ５８０ｎｍ处有一最大吸收峰。蓝色物质的生成速率（ｄｘ／ｄｔ）与反应

系统中过氧化氢分解速率呈正相关。因此，用分光光度计测出蓝色物质光密度的变化（单位时

间内反应液中光密度的变化），可以表示过氧化物酶的活性。

（１）试剂配制

① ０．１ｍｏｌ／ＬｐＨ８．５Ｔｒｉｓ－ＨＣｌ缓冲液

称取 １．２１１ｇＴｒｉｓ－ＨＣｌ溶于 ８０ｍＬ蒸馏水中，加 ３６．５％ＨＣｌ０．４２ｍＬ，用 ＮａＯＨ调 ｐＨ至

８．５，定容至 １００ｍＬ。

② ０．１ｍｏｌ／Ｌ过氧化氢

１ｍＬ３０％的过氧化氢稀释到 １００ｍＬ。

③ ０．００５ｍｏｌ／Ｌ联苯胺醋酸 －醋酸钠缓冲液

在 ２００ｍＬ容量瓶中，先加入 ２／３的蒸馏水及 ２．３ｍＬ冰乙酸和 １８４ｍｇ联苯胺。在 ５０～

６０℃水浴中加热溶解，然后加入 ５．４５ｇ无水醋酸钠。待完全溶解后，冷却，加水定容至刻度线。

（２）酶液提取

将样品剪碎，称取 １ｇ，加入酶提取液（０．１ｍｏｌ／ＬｐＨ８．５Ｔｒｉｓ－ＨＣｌ缓冲液）５ｍＬ和少量石英

砂，在研钵中磨碎。然后再次加入 ５ｍＬ酶提取液稀释。转入离心管在 １５００ｒ／ｍｉｎ的速度下离

心 １５ｍｉｎ。取上清液贮于冰箱中待用。

（３）酶活性测定

测定前，将酶液稀释３００～５００倍。吸１ｍＬ酶液，加入 ２ｍＬ联苯胺醋酸 －醋酸钠缓冲剂，在

２８～３２℃水浴中保温 ３～５ｍｉｎ。测定时，加入 １ｍＬ０．１ｍｏｌ／Ｌ过氧化氢，立即摇匀，并转入比色

皿中，用分光光度计在波长 ５８０ｎｍ下测定光密度的变化。从加入过氧化氢起计时，每 １５ｓ读数

一次。

（４）酶活性的计算

过氧化氢与酶液接触后，立即产生蓝色物质，分光光度计上光密度读数不断上升，但随反应

时间延长，光密度变化速率减小。在开始反应的 ４５～６０ｓ之内，光密度呈直线上升。取第 １５～

４５ｓ之间的光密度变化，按下式计算样品中过氧化物酶活性：

Ｅ＝ΔＯＤ１５～４５×２×总稀释倍数
１０００

式中：Ｅ———酶活性，△ＯＤ·ｍｇ－１ ＦＷ·ｍｉｎ－１

研究表明，抗寒性强的品种 ＰＯＤ活性高于抗寒性弱的品种，且随温度下降变化幅度较缓。

２．过氧化物酶（ＰＯＤ）同工酶分析

用聚丙烯酰胺凝胶垂直板电泳技术分离 ＰＯＤ同工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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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贮液的配制

① ３０％Ａｃｒ－０．８％Ｂｉｓ贮液

称取 ３０ｇＡｃｒ和０．８ｇＢｉｓ，用 ５０ｍＬ重蒸水加热溶解，将溶液用定性滤纸过滤到 １００ｍＬ容

量瓶内，定容后盛于棕色瓶中，于 ０～４℃冰箱中保存。

② １ｍｏｌ／ＬＴｒｉｓ－ＨＣｌ缓冲液（ｐＨ８．８）

称取 １２１．１４ｇＴｒｉｓ用重蒸水溶解后倒入１０００ｍＬ容量瓶中，用浓盐酸调 ｐＨ至 ８．８，最终加

水定容至 １０００ｍＬ，然后用滤纸过滤，盛于棕色瓶中，放入 ０～４℃冰箱中保存。

③ １ｍｏｌ／ＬＴｒｉｓ－ＨＣｌ缓冲液（ｐＨ６．８）

称 １２．１１４ｇＴｒｉｓ用重蒸水溶解后倒入 １００ｍＬ容量瓶中，用浓盐酸调 ｐＨ至６．８，最终加水定

容至 １００ｍＬ，然后用滤纸过滤，盛于棕色瓶中，放入 ０～４℃冰箱中保存。

④ 电极缓冲液

称取 １４１．１ｇ甘氨酸和 ３０ｇＴｒｉｓ用重蒸水加热溶解后倒入 １０００ｍＬ容量瓶中，加水定容至

１０００ｍＬ。用时稀释 ２０倍，调 ｐＨ至 ８．３。

⑤ １％过硫酸铵溶液

称 ０．５ｇ过硫酸铵溶于５０ｍＬ重蒸水中，放入 ０～４℃冰箱中，可保存一周。

⑥ 溴酚蓝溶液

称 ０．２ｇ溴酚蓝溶于１００ｍＬ重蒸水中，配成 ０．２％溶液。

（２）凝胶板的制备

① 分离胶的制备

分离胶质量浓度多为 ７％，按照表 ５－３进行配制。先用刻度吸管准确地吸取 ３０％Ａｃｒ－

０．８％Ｂｉｓ和 １ｍｏｌ／ＬＴｒｉｓ－ＨＣｌ（ｐＨ８．８）于抽滤瓶中，用电动吸引器抽气减压，除去溶液中气泡，

抽气毕，再加入 １％过硫酸铵溶液和 ＴＥＭＥＤ，摇匀后，小心地将凝胶加入凝胶板模具内，上面加

一水层，在 ２５～３０℃的温度下进行聚胶，约 １ｈ。

表 ５－３ 分离胶的配制

贮 液

不同配量及凝胶质量浓度所需贮液／ｍＬ

２０ｍＬ ３０ｍＬ

５％ ７％ １０％ ５％ ７％ １０％

３０％Ａｃｒ－０．８％Ｂｉｓ ３．２ ４．５ ６．５ ４．９ ６．８ ９．７

１ｍｏｌ／ＬＴｒｉｓ－ＨＣｌｐＨ８．８ １６．３ １５．０ １３．０ ２４．３ ２２．４ １９．５

１％过硫酸铵 ０．５ ０．５ ０．５ ０．８ ０．８ ０．８

ＴＥＭＥＤ（为 μＬ） ２０ ２０ ２０ ４０ ４０ ４０

ＴＥＭＥＤ（四甲基乙二胺）也可用 ＤＭＰＮ（二甲氨基丙腈）或 ＴＥＯＡ（三乙醇胺）替代。

② 隔层胶的配制

按表 ５－４进行隔层胶的配制，用刻度吸管准确吸取 ３０％Ａｃｒ－０．８％Ｂｉｓ和 １ｍｏｌ／ＬＴｒｉｓ－

ＨＣｌ（ｐＨ６．８）于抽滤瓶中，用电动吸引器抽气减压，与此同时，吸去分离胶上层的水层，抽气毕，加

入 １％过硫酸铵溶液和 ＴＥＭＥＤ，立即灌注隔层胶（凝胶板需要迅速加入篦子），其中加一水层，约

１ｈ可聚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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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４ 隔层胶的配制

贮 液

不同配量及凝胶浓度所需贮液／ｍＬ

１０ｍＬ ２０ｍＬ
３％ ４％ ３％ ４％

３０％Ａｃｒ－０．８％Ｂｉｓ １．０ １．３ ２．０ ２．６
１ｍｏｌ／ＬＴｒｉｓ－ＨＣｌｐＨ６．８ １．０ １．３ ２．０ ２．６

重蒸水 ７．７ ７．１ １５．４ １４．２
１％过硫酸铵 ０．３ ０．３ ０．６ ０．６

ＴＥＭＥＤ（为 μＬ） １５ １５ ３０ ３０

ＴＥＭＥＤ（四甲基乙二胺）也可用 ＤＭＰＮ（二甲氨基丙腈）或 ＴＥＯＡ（三乙醇胺）替代。

（３）加样

装置好垂直板电泳槽，用 １％热琼脂封好缝隙。

每克鲜样加 ３．０ｍＬ０．１ｍｏｌ／Ｌ的磷酸缓冲液（ｐＨ７．０），研磨，用纱布粗过滤，滤液离心：

４０００ｒ／ｍｉｎ，（０±２）℃，取上清液作供试酶液。

用 １０Ｖ／ｃｍ预电泳 ３ｍｉｎ后，用微量进样器吸取样品液，每管分别加入 ５０μＬ。

（４）电泳

加样毕，注电极缓冲液入上、下电泳槽，在上槽中加入一滴溴酚蓝。接通电源，上槽为负极，

下槽为正极。调节电流为 ２ｍＡ／ｃｍ（２ｍＡ／管），在冰箱内进行。待溴酚蓝迁移至下端约 ０．５～

１ｃｍ处停止电泳，约 ２ｈ。

（５）染色

将脱下的凝胶，用去离子水冲洗凝胶板后，放入长方形白瓷盘中染色。

① 染色贮液配制

Ａ．０．２ｍｏｌ／Ｌ醋酸钠溶液

称 ２．８ｇ醋酸钠溶于１００ｍＬ重蒸水中。

Ｂ．５ｍｍｏｌ／Ｌ硫酸锰溶液

称取 ０．１６８ｇ硫酸锰，溶于 ２００ｍＬ重蒸水中。

Ｃ．联苯胺溶液

称 ０．５ｇ联苯胺，溶于 １０％冰醋酸２５０ｍＬ中。

Ｄ．愈创木酚溶液

称 １．３５ｇ愈创木酚，溶于 ２５０ｍＬ１０％醋酸中。

以上 ４种溶液放冰箱中长期备用。

Ｅ．０．１２％Ｈ２Ｏ２

凝胶洗出后才加。随配随用。

② 染色配比

Ａ∶Ｂ∶Ｃ∶Ｄ∶Ｅ＝２０∶２∶５∶８∶５

③ 染色

将配好的染色液倒入白瓷盘内凝胶板上，３７℃保温 ３０ｍｉｎ，酶带呈紫红色。取出漂洗后，

７％醋酸中保存。

过氧化物酶同工酶显色 ２～３ｄ更为清楚，在暗室用透光照相的方法效果较好。也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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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０ｎｍ波长下用光密度计扫描定量。

（６）同工酶带相对迁移率计算

Ｒｆ＝
酶带迁移距离

溴酚蓝迁移距离

研究表明，过氧化物同工酶与植物抗寒性的关系极为密切，抗寒性强的品种的同工酶带一般

比抗寒性弱的品种多 １～３条，且随着温度下降变化缓慢。

（五）丙二醛含量的测定

正常情况下，由于植物体内活性氧的产生与清除处于平衡状态，不会导致植物伤害。但在低

温胁迫环境下，植物器官往往发生膜脂过氧化作用，丙二醛（ＭＤＡ）是膜脂过氧化的最终分解产

物，常用作测定膜脂过氧化的指标。

丙二醛在酸性和高温度条件下，可以与硫代巴比妥酸（ＴＢＡ）反应生成红棕色的三甲川（３，

５，５－三甲恶唑 －２，４－二酮），其最大吸收波长在５３２ｎｍ。但是测定植物组织中 ＭＤＡ时常受多

种物质的干扰，其中最主要的是可溶性糖，糖与 ＴＢＡ显色反应产物的最大吸收波长在 ４５０ｎｍ，

５３２ｎｍ处也有吸收。植物遭受低温胁迫时可溶性糖增加，因此测定植物组织中 ＭＤＡ－ＴＢＡ反应

物质含量时一定要排除可溶性糖的干扰。低浓度的铁离子能够显著增加 ＴＢＡ与蔗糖或 ＭＤＡ显

色反应物在 ５３２ｎｍ和 ４５０ｎｍ处的消光度值，所以在蔗糖、ＭＤＡ与 ＴＢＡ显色反应中需一定量的

铁离子，通常植物组织中铁离子的含量为 １００～３００μｇ／ｇＤＷ，根据植物样品量和提取液的体积，

加入 Ｆｅ
３＋

的终浓度为 ０．５μｍｏｌ／Ｌ。

１．直线回归法

ＭＤＡ与 ＴＢＡ显色反应产物在 ４５０ｎｍ波长下的消光度值为零。不同浓度的蔗糖（０～

２５ｍｍｏｌ／Ｌ）与 ＴＢＡ显色反应产物在 ４５０ｎｍ的消光度值与 ５３２ｎｍ和 ６００ｎｍ处的消光度值之差

呈正相关，配制一系列浓度的蔗糖与 ＴＢＡ显色反应后，测定上述 ３个波长的消光度值，求其直线

方程，可求算糖分与 ＴＢＡ显色反应产物在 ５３２ｎｍ处的消光度值。ＵＶ－１２０型紫外可见分光光

度计的直线方程为：

Ｙ５３２ ＝－０．００１９８＋０．０８８Ｄ４５０ ①…………………………………………………………………

２．双组分分光光度计法

据朗伯 －比尔定律：Ｄ＝ｋＣＬ，当液层厚度为 １ｃｍ时，ｋ＝Ｄ／Ｃ，ｋ称为该物质的比吸收系数。

当某一溶液中有数种吸光物质时，某一波长下的消光度值等于此混合液在该波长下各显色物质

的消光度之和。

已知蔗糖与 ＴＢＡ显色反应产物在 ４５０ｎｍ和 ５３２ｎｍ波长下的比吸收系数分别为 ８５．４０，

７．４０。ＭＤＡ与 ＴＢＡ显色反应产物在 ４５０ｎｍ波长下无吸收，故该波长的比吸收系数为 ０，５３２ｎｍ

波长下的比吸收系数为 １５５，根据双组分分光光度计法建立方程组，求解方程得计算公式：

Ｃ１（μｍｏｌ／Ｌ）＝１１．７１Ｄ４５０ ②………………………………………………………………………

Ｃ２（μｍｏｌ／Ｌ）＝６．４５（Ｄ５３２ －Ｄ６００）－０．５６Ｄ４５０ ③…………………………………………………

式中：Ｃ１———可溶性糖的浓度

Ｃ２———ＭＤＡ的浓度

Ｄ４５０，Ｄ５３２，Ｄ６００———４５０ｎｍ，５３２ｎｍ和 ６００ｎｍ波长下的消光度值

０．６％硫代巴比妥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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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取硫代巴比妥酸，先加少量氢氧化钠（１ｍｏｌ／Ｌ）溶解，再用１０％的三氯乙酸定容。

① ＭＤＡ的提取

称取样品 １ｇ，加入 ２ｍＬ１０％ＴＣＡ和少量石英砂，研磨至匀浆，再加 ８ｍＬＴＣＡ进一步研磨，

匀浆在 ４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 １０ｍｉｎ，上清液为样品提取液。

② 显色反应和测定

吸取离心的上清液 ２ｍＬ（对照加 ２ｍＬ蒸馏水），加入 ２ｍＬ０．６％ＴＢＡ溶液，混匀物于沸水浴

上反应 １５ｍｉｎ，迅速冷却后再离心。取上清液测定 ５３２ｎｍ，６００ｎｍ和 ４５０ｎｍ波长下的消光度。

③ 计算含量

Ａ．直线方程法

按公式①求出样品糖分与 ＴＢＡ显色反应产物在 ５３２ｎｍ处的消光度值 Ｙ５３２，用实测 ５３２ｎｍ

的消光度值减去６００ｎｍ非特异吸收的消光度值再减去 Ｙ５３２，其差值为测定样品中 ＭＤＡ－ＴＢＡ反

应产物在 ５３２ｎｍ的消光度值。按 ＭＤＡ－ＴＢＡ反应产物在 ５３２ｎｍ处的毫摩尔消光系数为 １５５

换算求出提取液中 ＭＤＡ浓度。

Ｂ．双组分分光光度计法

按公式③可直接求得样品提取液中 ＭＤＡ的浓度。

用上述任一方法求得 ＭＤＡ的浓度，根据样品的质量计算测定样品中 ＭＤＡ的含量：

ＭＤＡ含量（μｍｏｌ／ｇＦＷ）＝ＭＤＡ浓度（μｍｏｌ／Ｌ）×提取液体积（ｍＬ）
样品鲜重（ｇ）×１０３

ＭＤＡ含量变化与植物的抗寒性呈负相关，如果某一品种 ＭＤＡ含量在低温时剧增出现得早，

说明抗寒性较差；反之，抗寒性就强。

（六）可溶性糖含量的测定

可溶性糖一方面是原生质代谢可直接利用的原料，另一方面又增加了原生质的浓度，使冰点

降低，又可缓冲细胞质过度脱水，保护细胞质胶体不致遇冷凝固，减少细胞内失水和结冰，因而可

提高植株的抗寒性。

糖在浓硫酸作用下，可经脱水反应生成糠醛或羟甲基糠醛，生成的产物可与蒽酮反应生成蓝

绿色糠醛衍生物，在一定范围内，颜色的深浅与糖的含量成正比，故可用于糖的定量。糖类脱水

后与蒽酮反应生成的有色物质在可见光区的吸收峰为 ６３０ｎｍ，故在此波长下进行比色。

１．试剂配制

蒽酮乙酸乙酯试剂

取分析纯蒽酮 １ｇ，溶于 ５０ｍＬ乙酸乙酯中，贮于棕色瓶中，在黑暗中可保存数星期，如有结

晶析出，可微热溶解。

２．标准曲线的制作

取 ２０ｍＬ刻度试管 １１支，从 ０～１０分别编号，按表 ５－５加入溶液和水。

表５－５ 标准曲线的制作

管号 ０ １，２ ３，４ ５，６ ７，８ ９，１０

１００ｍｇ／Ｌ蔗糖液 ／ｍＬ ０ ０．２ ０．４ ０．６ ０．８ １．０

水／ｍＬ ２．０ １．８ １．６ １．４ １．２ １．０

蔗糖量／μｇ ０ ２０ ４０ ６０ ８０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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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按顺序分别向试管中加入０．５ｍＬ蒽酮乙酸乙酯试剂和 ５ｍＬ浓硫酸，充分振荡，立即将

试管放入沸水浴中，各试管均准确保温 １ｍｉｎ，取出后自然冷却至室温，以空白作参比，在 ６３０ｎｍ

波长下测其光密度，以光密度为纵坐标，以糖含量为横坐标，绘制标准曲线，并求出标准线性方

程。

３．可溶性糖的提取

将样品剪碎混匀，称取 ０．１０～０．３０ｇ，分成 ３份。分别放入 ３支刻度试管中，加入 ５～１０ｍＬ

蒸馏水，塑料薄膜封口，于沸水中提取 ３０ｍｉｎ（提取 ２次），提取液过滤入 ２５ｍＬ容量瓶，反复冲

洗试管及残渣，定容至刻度。

４．显色测定

吸取 ０．５ｍＬ样品液于 ２０ｍＬ刻度试管中（重复 ２次），加蒸馏水 １．５ｍＬ，同制作标准曲线的

步骤，按顺序分别加入蒽酮、浓硫酸溶液，显色并测定光密度。由标准线性方程求出糖的含量，按

下式计算样品中糖的质量分数：

可溶性糖质量分数 ＝
Ｃ×

Ｖ
ａ

×ｎ

ｍ×１０６

式中：Ｃ———标准方程求得糖量，μｇ

ａ———吸取样品液体积，ｍＬ

Ｖ———提取液量，ｍＬ

ｎ———稀释倍数

ｍ———组织重量，ｇ

５．注意事项

该法的特点是几乎可以测定所有的糖类，不但可以测定戊糖与己糖，而且可以测所有寡糖类

和多糖类，其中包括淀粉、纤维素等（因为反应液中的浓硫酸可以把多糖水解成单糖而发生反

应），所以用蒽酮法测出的糖类含量，实际上是溶液中全部可溶性糖类总量。在没有必要细致划

分各种糖类的情况下，用蒽酮法可以一次测出总量，省去许多麻烦，因此，有特殊的应用价值，但

在测定水溶性糖类时，则应注意切勿将样品的未溶解残渣加入反应液中，不然会因为细胞壁中的

纤维、半纤维素等与蒽酮试剂发生反应而增加测定误差。此外，不同的糖类与蒽酮试剂的显色深

度不同，果糖显色最深，葡萄糖次之，半乳糖、甘露糖较浅，五碳糖显色更浅，故测定糖的混合物

时，常因不同糖类的比例不同造成误差，但测定单一糖类时，则可避免此种误差。

四、作业思考题

１．鉴定植物抗寒性的方法有哪些？各有何优缺点？

２．干扰可溶性糖测定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如何避免？

３．过氧化氢酶与哪些生化过程有关？

４．在进行超氧化物歧化酶（ＳＯＤ）活力的测定时，为什么设照光和黑暗两个对照管？影响该

实验准确性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应如何克服？

（冯宝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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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４１ 植物抗旱性鉴定

水分亏缺是一种最普遍的影响植物生产力的环境胁迫，尽管蔬菜作物一般都在水源充足的

地区栽培，但是通常蔬菜需水量大，而且几乎整个生育期对水分的要求都比较多；而果树大多栽

培于丘陵、山地，更易受到水分亏缺的影响。因此，深入研究植物的抗旱性，进行抗旱育种显得特

别重要。

抗旱育种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拥有抗性资源的多少和深入研究的程度，因此，种质资

源的抗旱性鉴定、评价与筛选是抗旱育种的关键环节，受到世界各国育种工作者的重视。进行抗

旱性鉴定所采用的方法很多，主要包括田间直接鉴定法、干旱棚法、人工气候室法、盆栽法及室内

模拟干旱条件法等。这些方法各有优缺点，适用于不同时期、不同目的抗旱性鉴定与研究。

本实验将以抗旱性存在差异的普通小麦品种为试材介绍植物抗旱性鉴定的主要方法和

步骤。

一、试材及用具

１．试材

小麦幼苗。

２．用具

发芽箱、滤纸、培养皿、打孔器、天平、干燥器、电导仪、２０ｍＬ具塞刻度试管、双面刀片、恒温

水浴锅、温度计、玻璃棒、研钵、过滤漏斗、容量瓶（５０ｍＬ）、移液管（２ｍＬ，５ｍＬ，１０ｍＬ）、高速台式

离心机、分光光度计、微量进样器、荧光灯（反应试管处光照强度为 ４０００ｌｘ）、刻度吸管及 Ｇ３ 垂

熔玻璃漏斗等。

二、方法步骤

（一）田间直接鉴定

当土壤干旱来临时，尤其在小麦孕穗至灌浆阶段发生干旱时，植株因失水而逐渐萎蔫，叶片

变黄并干枯。在午后日照最强，温度最高的高峰过后，根据小麦叶片萎蔫程度分 ５级记载。级数

越小，抗旱性越强。

级别 分级标准

１ 无受害症状

２ 小部分叶片萎缩，并失去应有光泽，有较少的叶片卷成针状

３ 大部分叶片萎缩，并有较多的叶片卷成针状

４ 叶片卷缩严重，颜色显著深于该品种的正常颜色，下部叶片开始变黄

５ 茎叶明显萎缩，下部叶片变黄至变枯

以上是根据凋萎程度定性鉴定品种的抗旱性，也可以把各品种分别种植于旱地（胁迫）和水

地（非胁迫），测定旱地小区产量和水地小区产量，以下列公式定量评定品种的抗旱性。

抗旱系数（ＤＣ）＝
胁迫下的平均产量（ＹＤ）
非胁迫下的平均产量（Ｙ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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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旱指数（ＤＩ）＝抗旱系数（ＤＣ）×
旱地产量（ＹＤ）

所有品种 ＹＤ 的平均值

品种的抗旱系数或抗旱指数越大，其抗旱性越强。

（二）发芽试验鉴定

该方法是在室内人工模拟干旱条件，进行小麦芽期抗旱性鉴定。

１．将供试种子置于 ０．１％氯化汞溶液中，灭菌消毒 １０～１５ｍｉｎ。

２．在直径 １０ｃｍ培养皿内放 ４张定性滤纸，加入 １５％ＰＥＧ（聚乙二醇）溶液 ６ｍＬ或 １７．６％

蔗糖溶液 ３０ｍＬ，每皿 １个品种，均匀整齐摆放健康子粒 ３０粒，重复 ３～４次。

３．将培养皿放入发芽箱内，２５℃发芽 ７ｄ。

４．分别在萌发后第三天和第七天，测定种子的发芽势和发芽率，评定品种的抗旱性。也可

以同时测定芽鞘长度、根长等，以反映品种的抗旱性强弱。

（三）离体叶片持水力测定

具体测定步骤如下：

１．用万分之一电子天平称量小麦旗叶 ５～１０片（或取幼苗展开顶叶若干片，分别称其鲜

重），并对每份样品进行编号，重复 ３～４次。

２．将称过鲜重的叶片放入 ２５～３０℃的干燥器中，在黑暗条件下干燥 ２～６ｈ，再称量失水后

叶片的重量。

３．计算每份样品的失水率

失水率 ＝
鲜重 －失水后重量

鲜重
×１００％

计算出每一供试品种叶片的平均失水率，并进行比较。一般抗旱性强的品种叶片持水力高

于抗旱性差的品种。

（四）游离脯氨酸含量的测定

用磺基水杨酸提取植物体内的脯氨酸，不仅大大减小了其他氨基酸的干扰，快速、操作简便，

而且不受样品状态（干或鲜样）限制。酸性条件下，脯氨酸与茚三酮反应生成稳定的红色缩合

物，用甲苯萃取后，此缩合物在波长 ５２０ｎｍ处有一最大吸收峰。脯氨酸浓度的高低在一定范围

内与其消光度成正比。

２．５％酸性茚三酮显色液

冰乙酸和 ６ｍｏｌ／Ｌ磷酸以 ３∶２体积比混合，作为溶剂进行配制，茚三酮于 ７０℃下加热溶

解，冷却后置棕色试剂瓶中，４℃下保存备用，两天内稳定。

１．绘制脯氨酸标准曲线

（１）称取 １０ｍｇ脯氨酸，蒸馏水溶解后定容至 １００ｍＬ，其质量浓度为 １００μｇ／ｍＬ。

（２）取上述母液 ０．０ｍＬ，０．５ｍＬ，１．２５ｍＬ，２．５ｍＬ，５．０ｍＬ，７．５ｍＬ，１０．０ｍＬ分别放入 ７个

５０ｍＬ容量瓶中，再分别加入蒸馏水定容至 ５０ｍＬ，配成 ０．０μｇ／ｍＬ，１．０μｇ／ｍＬ，２．５μｇ／ｍＬ，

５．０μｇ／ｍＬ，１０．０μｇ／ｍＬ，１５．０μｇ／ｍＬ，２０．０μｇ／ｍＬ的系列溶液。

（３）分别取上述溶液各 ２ｍＬ，加入已编号的 ７个试管中，再分别加入 ２ｍＬ冰醋酸、４ｍＬ酸

性茚三酮试剂和 ２ｍＬ磺基水杨酸溶液。

（４）摇匀后，用玻璃盖上试管口，在沸水浴中反应 ２ｈ。

（５）将试管取出，冷却至室温，然后向各试管中加入 ４ｍＬ甲苯，手工充分振荡后，静置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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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ｍｉｎ，红色反应产物被萃取到甲苯层。

（６）用滴管吸取红色的甲苯萃取液于比色皿中，在分光光度计５２０ｎｍ波长处测定吸光度。

（７）以脯氨酸含量为横坐标，吸光度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线。

２．游离脯氨酸的提取

称取 ０．３ｇ叶片鲜样（来自经干旱处理和对照的不同材料），剪碎后放入具塞试管中，加

５ｍＬ３％磺基水杨酸溶液，加塞后在沸水浴中提取 １０ｍｉｎ，过滤液待测。

３．游离脯氨酸的测定

取提取液 ２ｍＬ于具塞试管中，加入 ２ｍＬ蒸馏水、２ｍＬ冰醋酸和 ４ｍＬ酸性茚三酮试剂，摇

匀后在沸水浴中加热显色 ２ｈ，取出后冷却至室温，加入 ４ｍＬ甲苯，充分摇匀以萃取红色产物。

静置约 １０ｍｉｎ，吸取甲苯层，于分光光度计 ５２０ｎｍ波长处测定吸光度。

４．计算样品中的脯氨酸含量

脯氨酸含量（μｇ／ｇ）＝
Ｃ×

Ｖ
Ａ

ｍ

或

脯氨酸含量 ＝
Ｃ×

Ｖ
Ａ

ｍ
×１０

－６
×１００％

式中：Ｃ———由标准溶液查得脯氨酸质量，μｇ

Ｖ———提取液总体积，ｍＬ

Ａ———测定液总体积，ｍＬ

ｍ———样品重量，ｇ

对许多植物的研究表明，在水分胁迫时，出现游离脯氨酸的大量积累，所以很多研究者主张

可将脯氨酸积累的数量作为植物抗旱性的指标。但是，也有些研究表明，各种植物（包括小麦）

品种在水分胁迫时，脯氨酸的积累有很大差异，有些抗旱品种在轻度干旱胁迫时脯氨酸含量并不

增加，而一些不抗旱品种，器官组织内部水势下降快，游离脯氨酸积累也快。因此，用脯氨酸积累

作为抗旱鉴定指标时，应结合其他抗旱鉴定指标一起评价。

（五）甜菜碱含量的测定

甜菜碱最早在旱生植物宁枸杞中发现，已知有 １２种，目前研究最多的是甘氨酸甜菜碱

（Ｇｌｙｃｉｎｅｂｅｔａｉｎｅ），简称甜菜碱，它广泛存在于开花植物的各器官。甜菜碱在细胞内的积累可提

高细胞的渗透调节能力，稳定细胞内大分子蛋白质与生物膜的结构和功能，还可保护细胞内许多

重要代谢活动所需酶类的活性。作为一种非毒性的渗透调节剂，甜菜碱在植物抗逆生理中起着

非常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甜菜碱的积累水平与植物抗胁迫能力成正比。

１．溶液配制

① 雷氏盐溶液

精密称取 １．５ｇ雷氏盐，加水至 １００ｍＬ，用盐酸调 ｐＨ为 １，室温搅拌４５ｍｉｎ，须在用前配制。

② 甜菜碱提取液

甲醇 ∶氯仿 ∶水 ＝１２∶５∶３（Ｖ／Ｖ／Ｖ）。

③ 甜菜碱标准液

精密称取甜菜碱 １００ｍｇ，用蒸馏水移入 １００ｍＬ容量瓶中，待完全溶解后稀释至刻度，即得

    
    

    
    

    
 



１３０ 第五章 植物抗性鉴定技术

质量浓度为 １ｍｇ／ｍＬ的标准液。

２．标准曲线绘制

将标准液按每毫升含 ０．２ｍｇ，０．４ｍｇ，０．６ｍｇ，０．８ｍｇ，１．０ｍｇ配制溶液，吸取以上溶液各

３．０ｍＬ，水浴放置 ３ｈ，用 Ｇ３ 垂熔玻璃漏斗过滤，３×３ｍＬ乙醚洗沉淀，待乙醚挥干，用 ３×

５ｍＬ７０％丙酮溶液洗沉淀并转移至 ２５ｍＬ容量瓶中，用 ７０％丙酮溶液补充至刻度，用 ７０％丙酮

溶液作空白，在 ５２５ｎｍ处测其吸光度。

３．甜菜碱的提取

称取 １ｇ左右小麦叶片（来自经干旱处理和对照的不同材料），加入１０ｍＬ甜菜碱提取液，研

磨，研磨液于温水浴中保持 １０ｍｉｎ，冷却后于 ２０℃离心 １０ｍｉｍ，收集上层水相，下层氯仿相再加

入 １０ｍＬ提取液［甲醇 ∶氯仿 ∶水 ＝１２∶５∶３（Ｖ／Ｖ／Ｖ）］；再离心，取上层水相，下层加入

４ｍＬ５０％甲醇，离心，然后将上层水相合并，调 ｐＨ５～７，７０℃蒸干，再用 ５ｍＬ水溶解。

４．甜菜碱的测定

吸取待测液 ３．０ｍＬ，水浴放置 １０ｍｉｎ，取出，滴加 ５ｍＬ雷氏盐溶液，冷水浴放置 ３ｈ，用 Ｇ３

垂熔玻璃漏斗过滤，乙醚洗沉淀，待乙醚挥干，用 ７０％丙酮溶液溶解沉淀并转移至 ２５ｍＬ容量瓶

中，用 ７０％丙酮溶液补充至刻度。７０％丙酮溶液作空白，在 ５２５ｎｍ处测其吸光度，由标准曲线

中查出甜菜碱的含量。

植物体内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丙二醛含量及植物组织浸泡的电导率等生理、生化指标也可

作为抗旱鉴定评价指标，具体测定方法见本教程的实验 ４０，在此不再详述。

三、作业思考题

１．分析比较植物抗旱性鉴定的各种方法的有效性，你认为鉴定植物抗旱性时应注意什么问题？

２．在进行游离脯氨酸含量的测定时，若改变萃取剂，则比色应做哪些改变？如何选择最适

波长？如何选择最佳萃取剂？

（冯宝春）

实验４２ 植物抗盐性鉴定

盐害是植物在含水溶性盐类较多的土壤上栽培，而造成的生长不良，产量下降，甚至死亡，是

造成作物产量降低的主要环境因素之一。长期以来，土壤盐渍化对植物生产有着极为严重的影

响，关于如何提高植物的抗盐性，增加在盐胁迫下作物的产量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植物的抗盐鉴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它不仅受到外界条件（如盐渍类型、生态环境、农

艺耕作措施等）的制约，而且不同植物、不同品种、不同生育阶段的抗盐能力也不一样。从国内

外的情况看，大体存在两类鉴定方法。第一类鉴定方法为直接鉴定法，可分为田间试验法、萌发

试验法和盆栽试验法；第二类方法为间接鉴定法（也称生理鉴定法），主要包括膜透性的测定（电

导法）、ＭＤＡ（丙二醛）含量测定、可溶性糖含量测定及甜菜碱含量测定等。

本实验主要学习小麦抗盐性鉴定的方法与步骤。

一、试材及用具

１．试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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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幼苗及种子。

２．用具

培养皿、花盆、电导仪、２０ｍＬ具塞刻度试管、恒温水浴锅、玻璃棒、天平、离心机、研钵、可见

分光光度计、刻度吸管（１０ｍＬ，５ｍＬ）、离心管、容量瓶（２５ｍＬ）、加液器及 Ｇ３ 垂熔玻璃漏斗等。

二、方法步骤

（一）田间试验法

选取供试材料在适当程度的盐碱地上进行栽培试验，根据植株的生长状况及产量表现评定

其耐盐性。

（二）萌发试验法

萌发试验法，即根据种子萌发和幼苗发育的表现来鉴定植物的耐盐性。

取培养皿，下垫两层滤纸，每皿 １００粒种子，加 １０ｍＬ培养液（培养液 ＮａＣｌ含量梯度依次为

０．０ｇ／Ｌ，３．０ｇ／Ｌ，６．０ｇ／Ｌ，９．０ｇ／Ｌ，１２．０ｇ／Ｌ，１５．０ｇ／Ｌ）。设 ３个重复，每隔 １２ｈ计数发芽种子数，

计算发芽率及平均发芽时间，７ｄ后的发芽率记为最终发芽率，按下式计算平均发芽时间：

平均发芽时间 ＝
（ｎ×ｔ）

ｎ

式中：ｎ———１２ｈ内发芽种子数

ｔ———从开始培养到发芽所需时间

在培养 ２５ｄ后，每培养皿随机选取 ３０株，计数正常幼苗的比率，同时，测定幼苗的根数、根

长和苗高。

（三）盆栽试验法

试验设置 ４个盐度处理，ＮａＣｌ含量梯度依次为：０．０ｍｍｏｌ／Ｌ，５０ｍｍｏｌ／Ｌ，１５０ｍｍｏｌ／Ｌ，

２００ｍｍｏｌ／Ｌ，将不同配比试验土装入直径 ３０ｃｍ的花盆内备用。将供试试材移入，每个处理重复

１０株。试验时，保持土壤含水量为饱和持水量的 ７５％，盐害 ４０ｄ后调查植株的盐害表现。按以

下分级标准对处理单株进行调查：

级别 分级标准

１ 植株生长受抑制不明显，个别叶片叶缘出现浅褐色斑

２ 植株生长受抑制较轻，３０％以下叶片出现褐斑

３ 部分植株生长受抑制，５０％叶片失绿

４ 植株生长受抑制，生长基本停止，大多数叶片失绿

５ 植株生长完全停止，大多数叶片枯死

按下式计算盐害指数：

盐害指数 ＝
（受害级次 ×每级株数）

５（最高级次）×调查株数
×１００％

根据细胞膜透性、丙二醛、可溶性糖及甜菜碱含量等指标也可鉴定植物的抗盐性，具体测定

方法见本教程的实验 ４０，实验 ４１，在此不再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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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业思考题

１．鉴定植物抗盐性的方法有哪些？请举例说明。

２．参照小麦抗盐性鉴定的方法和步骤，以当地一种主要作物为试材设计一个抗盐性鉴定

方案。

（冯宝春）

实验４３ 植物抗涝性鉴定

水涝胁迫是由于土壤中水分过剩，造成土壤中的空气不足而引起植物生长发育障碍的现象，

是我国多雨、土壤排水不良地区影响小麦等旱地作物产量的主要原因之一。

水涝胁迫主要限制植物光合作用与有氧呼吸，而促进无氧呼吸，产生乙醇等有毒中间产物，从

而使植物发生某些适应性变化，如促进叶片衰老、脱落，茎直径增加，通气组织形成，产生不定根等，

其本质是淹水引起生长素和乙烯相互作用，引起植物体各部分生长变化。生理代谢的变化也是植

物适应淹水胁迫的一个重要方式，研究表明，涝渍降低植物体内超氧化物歧化酶和过氧化氢酶活

性，削弱植物抵御自由基伤害的能力，抗涝性不同的植物根系乙醇脱氢酶（ＡＤＨ）活性、叶片硝酸还

原酶（ＮＲ）活性和细胞相对质膜透性等指标在涝渍胁迫下差异显著，可作为抗涝性评价指标。

由于植物抗涝机制的复杂性，用单个生理指标评价抗涝性有明显的局限性，因此必须综合分

析植物形态结构、生长、生理代谢各指标之间的关系，才能科学评价植物的抗涝性强弱，为建立抗

涝性品种筛选的指标体系和进一步的植物抗涝性育种提供科学依据。

植物抗涝性鉴定方法主要有两种：

１．场圃鉴定法

就是将供试材料和对照品种分别种植于人为涝害处理的试验区和土壤湿度正常而其他条件

基本相同的对照区，两区各设两次重复，通过对比观察各材料与对照品种有关性状的差异，使供

试材料的抗涝性差异得到比较准确的鉴定。

２．盆钵鉴定法

就是将各供试材料的种子或苗木分成两份，一份在正常条件下盆栽，另一份则种植于底部钻

孔的装土盆钵内，到关键的生育期将盆钵浸于盛水的水箱内，以分别鉴定对涝害的反应。

本实验以玉米为试材，着重介绍乙醇脱氢酶、硝酸还原酶活性的测定方法及步骤，与抗涝性

有关的其他生理指标如超氧化物歧化酶、过氧化氢酶活性及质膜透性的具体测定方法见本教程

的实验 ４０，在此不再详述。

一、试材及用具

１．试材

盆栽玉米，淹水处理时间为二叶一心期，水层保持 ２ｃｍ左右，持续 ３ｄ，取初生根测定。

２．用具

花盆、天平、研钵、离心机、微量进样器、荧光灯、试管、三角瓶、酸式滴定管、容量瓶（２５ｍＬ，

５０ｍＬ，１００ｍＬ）、不连续双层直板凝胶电泳、电泳仪、２０ｍＬ注射器筒、恒温水浴锅、刻度试管、移

液管（５ｍＬ，２ｍＬ，１ｍＬ）、分光光度计、冰箱、电导仪及打孔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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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法步骤

（一）乙醇脱氢酶（ＡＤＨ）活性测定

土壤渍水之所以危害植物是渍水造成的缺氧环境使植物根系和地上部的有氧呼吸受到抑制

和无氧呼吸得到加强所致。作为植物对渍水（或缺氧）胁迫的一种反应，常显示其体内乙醇脱氢

酶（ＡＤＨ）活性的显著上升，同时其同工酶谱也会发生明显变化。因此，ＡＤＨ活性及同工酶的变

化可作为植物遭受渍水胁迫的一种生理指标。

１．乙醇脱氢酶活性的测定

（１）样品制备

准确称取 ２ｇ受渍水处理的幼苗根系于研钵中，加入５ｍＬ预冷的提取缓冲液［５０ｍｍｏｌ／Ｌ磷

酸缓冲液，ｐＨ７．５，５ｍｍｏｌ／ＬＭｇＣｌ２，１ｍｍｏｌ／Ｌ苯甲基磺酰氟（ＰＭＳＦ）］，于冰浴中研磨，匀浆后用 ４

层纱布过滤，滤液于 ４℃下以 １５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 ２０ｍｉｎ，取上清液用于酶活性测定。

（２）酶活性测定

酶反应液含 ２．８５ｍＬ酶活性缓冲液（１５ｍＬ１．０ｍｏｌ／ＬＴｒｉｓ，ｐＨ８．０，３ｍＬ０．０１ｍｏｌ／ＬＮＡＤ＋，

８２ｍＬ蒸馏水）和 １００μＬ酶液，混匀后加入 ３０μＬ９５％乙醇启动反应，于 ３４０ｎｍ处测定 ＯＤ变

化，以每分钟 ΔＡ３４０增加 ０．００１为一个酶活性单位（Ｕ），酶活性用 Ｕ／ｍｇ蛋白表示。

２．ＡＤＨ同工酶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

（１）酶液制备

称取一定量的根，加入 ２～４倍体积的样品提取液（含 ５０ｍｍｏｌ／ＬＴｒｉｓ－ＨＣｌ，ｐＨ６．８，５％巯基

乙醇，１５％甘油和 １ｍｍｏｌ／ＬＰＭＳＦ）于冰浴中进行研磨，匀浆后用 ４层纱布过滤，滤液于 ４℃下以

１５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２０ｍｉｎ，取上清液用于电泳分析。

（２）装电泳槽

装置好垂直板电泳槽，用 １％热琼脂封好缝隙。

（３）制胶板

分离胶和浓缩胶的组成见表 ５－６。按配方比例混合分离胶中除过硫酸铵和 ＴＥＭＥＤ以外的

各种贮备液，混匀后用真空泵抽去抑制聚合的氧气，最后加入催化剂过硫酸铵和 ＴＥＭＥＤ，混匀后

立即将凝胶液沿胶模子的一块玻璃板内壁缓缓注入玻璃槽中，注胶过程中需防止气泡产生，胶液

加到离玻璃板顶部约 ３ｃｍ处，将电泳槽垂直放置，立即用注射器小心注入蒸馏水，使胶表面覆盖

３～４ｍｍ水层，静置 １ｈ聚合，然后去水层，吸干。用同法制备浓缩胶，在加入过硫酸铵和

ＴＥＭＥＤ后立即将胶液注入上述制备好的分离胶上，胶液加至胶室的顶部，插入梳子，静放聚合。

胶聚合后，小心取出梳子，向样品槽内加入电极缓冲液。

表５－６ 分离胶和浓缩胶的组成

贮备液 分离母胶
分离胶

缓冲液

浓缩

母胶

浓缩

胶缓冲液

４８％

甘油
蒸馏水

１０％

过硫酸铵
ＴＥＭＥＤ 总体积

７％分离胶 ２．３０ｍＬ ２．５０ｍＬ — — ２．５０ｍＬ ２．７０ｍＬ ３０μＬ ２５μＬ １０ｍＬ

５％浓缩胶 — — ０．６６ｍＬ １．０ｍＬ １．０ｍＬ １．２８ｍＬ ５０μＬ ２０μＬ ４ｍＬ

① 分离母胶

２５ｍＬ含 ７．５ｇ丙烯酰胺和 Ｎ，Ｎ′－甲叉丙烯酰胺（Ｂｉｓ）０．１２８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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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浓缩母胶

１０ｍＬ含 ３ｇ丙烯酰胺和 ０．０４２ｇＢｉｓ。

③ 分离胶缓冲液

Ｔｒｉｓ－ＨＣｌ１．５ｍｏｌ／Ｌ，ｐＨ８．７。

④ 浓缩胶缓冲液

Ｔｒｉｓ－ＨＣｌ０．５ｍｏｌ／Ｌ，ｐＨ６．８。

⑤ 电极缓冲液

Ｔｒｉｓ－ＨＣｌ１０ｍｍｏｌ／Ｌ，甘氨酸 ７７ｍｍｏｌ／Ｌ，ｐＨ８．３。

⑥ １０％过硫酸铵。

⑦ ４８％甘油。

⑧ ＴＥＭＥＤ。

（４）加样与电泳

每点点样 １５～２０μＬ（蛋白含量１０～２０μｇ）于电泳槽内加电极缓冲液，加１～２滴０．００５％溴

汾蓝。电泳开始 １ｈ为７ｍＡ，以后为 １５ｍＡ，电泳温度最好控制在 ４℃左右（置冰箱内）。

（５）显色

将电泳后的胶取下放在染色液［含 ３．７５ｍＬ１ｍｏｌ／ＬＴｒｉｓ－ＨＣｌ，ｐＨ８．０，１．３５ｍＬ９５％乙醇，

１５μＬ１４４μｍｏｌ／Ｌ氮蓝四唑（ＮＢＴ），３０ｍｇ酚嗪二甲酯硫酸盐（ＰＭＳ），２３．９ｍｇＮＡＤ
＋
，用蒸馏水

定容至 １５０ｍＬ］中，于黑暗下反应 ３０ｍｉｎ，至酶带颜色显示至理想强度，ＡＤＨ酶带呈棕褐色，取

出已显色的胶，用蒸馏水漂洗，放在 ７％醋酸中于黑暗下贮存。

（二）硝酸还原酶（ＮＲ）活性测定

硝酸还原酶（ＮＲ）是植物氮素同化的关键酶，它催化植物体内的硝酸盐还原为亚硝酸盐：

ＮＯ－

３ ＋ＮＡＤＨ＋Ｈ＋
ＮＲ

ＮＯ－

２ ＋ＮＡＤ＋ ＋Ｈ２Ｏ

产生的亚硝酸盐与对 －氨基苯磺酸（或对 －氨基苯磺酰胺）及 α－萘胺（或萘基乙烯二胺）

在酸性条件下定量生成红色偶氮化合物，在 ５４０ｎｍ波长下有最大吸收峰，可用分光光度法测定。

硝酸还原酶活性可由产生的亚硝态氮的量表示。一般以 μｇＮ·ｇ
－１

ＦＷ·ｈ
－１
为单位。ＮＲ的测

定可分为活体法和离体法。活体法步骤简单，适合快速、多组测定；离体法复杂，但重复性较好。

１．活体法

（１）试剂配制

① 亚硝酸钠标准液

称取分析纯 ＮａＮＯ２ ０．１０００ｇ，水溶后定容至 １００ｍＬ，吸取 ５ｍＬ用水稀释定容至 １０００ｍＬ，

即为每 ｍＬ含 ＮａＮＯ２ ５μｇ（亚硝态氮近似 １μｇ／ｍＬ）的标准液。

② ０．１ｍｏｌ／ＬｐＨ７．５的磷酸缓冲液

Ｋ２ＨＰＯ４１９．２４ｇ，ＫＨ２ＰＯ４２．２ｇ，加水溶解后定容至 １０００ｍＬ。

③ １％（ｍ／Ｖ）对 －氨基苯磺酸溶液

称取 １．０ｇ加入２５ｍＬ浓 ＨＣｌ中，用蒸馏水定容至 １００ｍＬ。

④ ０．２％（ｍ／Ｖ）α－萘胺溶液

称取 ０．２ｇα－萘胺溶于２５ｍＬ冰醋酸中，用蒸馏水定容至 １００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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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３０％三氯乙酸溶液

７５．０ｇ三氯乙酸水溶后定容 ２５０ｍＬ。

⑥ ＫＮＯ３（０．１ｍｏｌ／Ｌ）、异丙醇（１％，Ｖ／Ｖ）、磷酸缓冲液（０．１ｍｏｌ／Ｌ）混合液

称 ３．０３ｇＫＮＯ３ 溶于 ３００ｍＬ０．１ｍｏｌ／Ｌ的磷酸缓冲液中，再加 ３ｍＬ异丙醇混匀。

（２）标准曲线制作

取 ７支洁净烘干的 １５ｍＬ刻度试管按表 ５－７顺序加试剂，即配成０～２．０μｇ的系列标准亚

硝态氮溶液。摇匀后在 ３０℃保温箱或恒温水浴中保温３０ｍｉｎ，然后，在５４０ｎｍ波长下比色。以

亚硝态氮（μｇ）为横坐标，光密度值为纵坐标绘标准曲线或建立回归方程。

表５－７ 标准曲线的制作

试剂／ｍＬ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亚硝酸钠标准液 ０ ０．２ ０．４ ０．８ １．２ １．６ ２．０
蒸馏水 ２．０ １．８ １．６ １．２ ０．８ ０．４ ０

１％对 －氨基苯磺酸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０．２％α－萘胺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每管含 ＮＯ－
２ 质量／μｇ ０ ０．２ ０．４ ０．８ １．２ １．６ ２．０

（３）取样

将材料洗净，用蒸馏水冲洗，滤纸吸干。称取样品 ３份，每份 ０．５～１．０ｇ，放入试管并编号。

（４）反应

向各试管加入 ＫＮＯ３、异丙醇、磷酸缓冲液混合液 ９ｍＬ，其中一管立即加１．０ｍＬ三氯乙酸混

匀作对照。然后将所有试管置真空干燥器中接真空泵抽气，反复几次直至叶片沉在管底。将各

试管置 ３０℃下于黑暗处保温 ３０ｍｉｎ，分别向处理管加 １．０ｍＬ三氯乙酸，摇匀终止酶活性。

（５）比色

将各试管静置 ２ｍｉｎ，吸取上清液 ２ｍＬ加入另一组试管，以对照管做参比，按标准曲线做法

进行显色测定，并计算酶活性。

酶活性（μｇＮ·ｇ－１ ＦＷ·ｈ－１）＝

查标值（μｇ）
取样量（ｍＬ）

×反应液总量（ｍＬ）

样品质量（ｇ）×时间（ｈ）

２．离体法

（１）试剂配制

① ０．１ｍｏｌ／ＬｐＨ７．５的磷酸缓冲液。

② ０．１ｍｏｌ／ＬＫＮＯ３ 磷酸缓冲液。

③ １％（ｍ／Ｖ）对 －氨基苯磺酸溶液。

④ ０．２％（ｍ／Ｖ）α－萘胺溶液。

上述溶液配法同活体法。

⑤ ＮＡＤＨ２ 溶液

称取 ２．０ｍｇＮＡＤＨ２ 溶于 １ｍＬ０．１ｍｏｌ／Ｌ的磷酸缓冲液中（冰箱贮存可用 １星期）。

⑥ 提取缓冲液（２５ｍｍｏｌ／Ｌ的磷酸缓冲液、５ｍｍｏｌ／Ｌ半胱氨酸、５ｍｍｏｌ／ＬＥＤＴＡ－Ｎａ２ 混合液）

取 ２５０ｍＬ０．１ｍｏｌ／Ｌ磷酸缓冲液，加半胱氨酸 ０．６１ｇ，ＥＤＴＡ－Ｎａ２ １．８６ｇ，溶解后用 ＫＯＨ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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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调 ｐＨ至 ７．５，定容至 １０００ｍＬ。

（２）酶液制备

取材料 ２ｇ，洗净剪碎，放在研钵中置低温冰箱冷冻 ３０ｍｉｎ。取出在冰浴中加少量石英砂和

提取缓冲液（玉米、小麦分别按每克鲜重 １ｍＬ和 ２ｍＬ分两次加入）。研磨为匀浆，低温离心

５ｍｉｎ（４０００ｒ／ｍｉｎ）。上清液即为粗酶提取液。上述操作尽量在冰浴中进行。

（３）测定与计算

取０．４ｍＬ粗酶提取液，１．２ｍＬ０．１ｍｏｌ／ＬＫＮＯ３ 磷酸缓冲液，０．４ｍＬＮＡＤＨ２ 溶液加入备好的

刻度试管中混匀，在３０℃下保温３０ｍｉｎ，对照不加 ＮＡＤＨ２，以０．４ｍＬ蒸馏水代替。保温后立即加

１ｍＬ对 －氨基苯磺酸溶液终止反应，加 １ｍＬα－萘胺溶液，显色 ２０ｍｉｎ，在台式离心机上离心

１０ｍｉｎ，上清液在分光光度计上测波长５４０ｎｍ处光密度。标准曲线制作和结果计算同活体法。

（４）注意事项

① 硝酸盐还原过程应在黑暗中进行，以防止亚硝酸盐还原为氨。加异丙醇可增加组织对

ＮＯ
－

３ 和 ＮＯ
－

２ 的透性，厌氧条件可防止氧竞争还原吡啶核苷酸。

② 取样前材料应照光３ｈ以上，大田取样在上午９∶００后为宜，阴雨天不宜取样。取样部位

应尽量一致。

③ 配好的 ＫＮＯ３ 磷酸缓冲液应密闭低温保存，否则易滋生微生物将 ＮＯ－

３ 还原，使对照吸光

值偏高。

④ 从显色到比色时间要一致，过短或过长对颜色都有影响。

三、作业思考题

１．鉴定植物抗涝性的方法有哪些？

２．测定硝酸还原酶活性的材料取样前为什么需要一定时间的光照？

３．在进行硝酸还原酶活性测定时，活体法和离体法测定中影响实验结果的最大因素各是什

么？应如何注意？

（冯宝春）

实验４４ 植物耐热性鉴定

干热风和夏秋高温是影响植物生长的常见逆境因子，严重制约了小麦、蔬菜等作物的生产，

影响了它们的产量和品质。因此，植物耐热性研究和耐热性育种备受研究工作者关注。对此，我

国科技工作者已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对热胁迫下作物的生育、生理及生化变化做了较多的研

究，并探索出了一些针对不同作物进行耐热性鉴定的方法。

植物的耐热性鉴定分为田间自然鉴定和室内鉴定两种。鉴定指标可分为形态指标和生理生

化指标，例如萝卜叶的外部形态是其品种耐热性鉴定的重要指标，而高温结球性是耐热性大白菜

生产的先决条件，对于食用果荚、种子的蔬菜作物来说，高温下配子体能保持正常的授粉受精能

力，是确定其具有较强抗性的一个重要指标。

本实验主要学习白菜耐热性鉴定的方法和步骤。

    
    

    
    

    
 



实验 ４４ 植物耐热性鉴定 １３７

一、试材及用具

１．试材

白菜幼苗。

２．用具

电子天平、离心机、研钵、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１０ｍＬ刻度吸管、１０ｍＬ离心管、电导仪、

２０ｍＬ具塞刻度试管、恒温水浴锅、温度计、玻璃棒、试管、过滤漏斗、容量瓶（５０ｍＬ）及移液管

（２ｍＬ，５ｍＬ）等。

二、方法步骤

（一）白菜结球期田间高温试验鉴定

按小区面积为５ｍ
２
，株、行距均为５０ｃｍ，每小区种植 ２０株，随机区组排列，３次重复，将白菜

播种于塑料日光温室中，苗期培养温度为２５℃左右，根据气温情况调节放风量，以维持室内适宜

的高温环境。试验期间观察结球状况。

（二）室内鉴定

１．试材处理

选取整齐一致的白菜幼苗置于生长箱内进行高温处理，温度设定为：３０℃，３１℃，３２℃，

３３℃，３４℃，３６℃，３８℃，４０℃，光照强度为 １００００ｌｘ左右，光周期为 １４ｈ／１０ｈ（昼／夜）。对照

处理的温度为 ２５℃，处理后植株的恢复温度亦为 ２５℃。

２．热害症状调查

在处理后的第 ０，２，４，６，８，１０，１２天及恢复后的第 ２，４天调查热害症状，计算热害指数。热

害症状分级如下：

级别 分级标准

０ 植株生长正常，没有热害出现

１ 植株新叶叶缘轻度反卷

２ 新叶轻度皱缩，叶缘反卷

３ 叶片中度皱缩，叶片反卷

４ 叶片严重皱缩反卷，叶片呈细条状

热害指数按下式计算：

热害指数 ＝
 各株级数

最高级数 ×总株数
×１００

另外，亦可根据丙二醛、游离脯氨酸含量及质膜透性等生理、生化指标评价植物的耐热性，具

体测定方法见本教程实验 ４０，实验 ４１，在此不再详述。

三、作业思考题

鉴定植物耐热性的方法都有哪些？试举例说明。

（冯宝春）

    
    

    
    

    
 



第六章 植物倍性及分子生物学鉴定技术

实验４５ 植物多倍体鉴定技术

多倍体广泛分布于植物界，如普通小麦是异源六倍体，棉花是四倍体，栽培草莓是八倍体等，

多倍体产生途径除自然发生外，化学药剂诱导是很有效的途径。不管以何种方式产生，检测、鉴

定多倍体都显得很重要和迫切。

鉴定多倍体，可采用间接和直接的方法。间接方法包括形态学和细胞学的观察，直接法是直

接检测试材染色体的数目。一般来讲，多倍体植物在形态学和细胞学上的特征表现为：气孔、花

器、花粉粒、种子、果实甚至叶片等明显变大，单位面积叶片上的气孔数目减少而密度降低等。考

虑到染色体观察、记数较为繁琐，首先对试材从形态学和细胞学上来初步判断是否为多倍体，然

后再对初步断定为多倍体的试材观察、记录染色体数目是否真正地发生了倍性的变异，从而最终

确定是否为多倍体。

芽变选种是无性繁殖植物育种的一种有效途径，芽变材料多以嵌合体的形式存在，特别是多

倍体芽变。通过检测梢端分生组织 ＬⅠ，ＬⅡ，ＬⅢ３层细胞的细胞、细胞核及核仁的大小，可以鉴

定芽变材料倍性嵌合体的类型。

本实验学习多倍体鉴定的基本方法。

一、试材及用具

１．试材

玉米、小麦、棉花、草莓、番茄及苹果等。

２．用具

显微镜、剪刀、培养皿、载玻片、盖玻片、吸水纸、镊子、纱布、酒精灯、物镜测微尺及目镜测微

尺等。

３．试剂

（１）卡诺氏固定液

冰醋酸 １份，加纯（或 ９５％）酒精 ３份，混匀，现用现配。

（２）醋酸纤维素液

称取 １０ｇ醋酸纤维素，加入到１００ｍＬ的丙酮溶液中，用玻棒搅拌数分钟至醋酸纤维素全部

溶解。

（３）醋酸洋红染色剂

取 ４５ｍＬ冰醋酸，加入 ５５ｍＬ蒸馏水，加热至沸腾，慢慢加入 ２ｇ洋红，煮沸约 ５ｍｉｎ，冷却后

加入 ２％ 硫酸亚铁。过滤，贮于棕色瓶中。

    
    

    
    

    
 



实验 ４５ 植物多倍体鉴定技术 １３９

（４）解离液

铬酸 ２ｇ，浓硫酸 ８ｍＬ，浓硝酸 ３ｍＬ，蒸馏水 ８９ｍＬ，充分混匀。

二、方法步骤

（一）间接方法

１．形态学观察

观察试材的形态学特征，例如叶片、果实、种子、花器等是否有较明显的增大现象，如果肉眼

就能观察到明显的增大现象，说明试材很有可能是多倍体。不论形态上是否存在明显变异，还需

观察、检测细胞学上的变化。

２．细胞学观察

（１）检测气孔大小和密度

对叶背无茸毛的材料，可直接观察。取叶片用卡诺氏固定液固定，撕取叶片下表皮置载玻

片上，滴上 １～２滴醋酸洋红染色剂染色 １～２ｍｉｎ，盖上盖玻片，用吸水纸吸去多余的染液，在显

微镜下观察记录气孔保卫细胞长度、宽度和气孔的密度。

对叶背有茸毛的材料，用印膜法观察。选取生长健壮叶片，于叶背中部（避开叶脉）涂上一层

均匀醋酸纤维素液，约 ５ｍｉｎ后形成一层薄膜，用镊子揭下薄膜，就除掉了叶背的茸毛。然后再

往叶背涂一层醋酸纤维素液，注意要涂匀，在室内晾 ３～５ｍｉｎ，用镊子取下薄膜，置于载玻片上，

加蒸馏水或醋酸洋红染色剂 １～２滴，盖上盖玻片，在显微镜下观察气孔的大小和密度。

对叶背茸毛多的材料，用解离液法观察。先用醋酸纤维素液去掉茸毛，然后把叶片剪成小块

放入解离液中浸泡，直至表皮边缘与叶肉脱离翘起，放入清水中漂洗，揭下表皮，置于载玻片上，

用醋酸洋红染色，盖上盖玻片，镜检。

把临时制片放在低倍镜下找到气孔后，换用高倍镜，用目镜测微尺测量保卫细胞大小，求 ３０

个气孔大小的平均值。然后统计计算每个视野中气孔的数目，移动载玻片，换另外的视野，进行

１０次记数，用物镜测微尺测量视野的直径，计算出每个视野的面积，求出单位叶面积上的气孔的

数目，即为气孔的密度。

（２）四分体

取始花期花蕾（小孢子母细胞减数分裂末期———四分体花粉粒）放到卡诺氏固定液中固定

２ｄ，更换到７０％ 酒精中保存。用解剖针从花蕾中挑出花药置于载玻片上，滴一滴醋酸洋红染色

剂，并将花药横向切断，从一端向切口处轻轻挤压花药，使花粉母细胞从切口处逸出，然后用镊子

除尽花药壁等杂物。盖上盖玻片，用吸水纸吸去多余染液，镜检，测定 ３０个四分体直径，求出平

均值。如果四分体的直径增大，并伴有异常分体出现，则很可能是多倍体。

注意，取适当时期的花蕾，是观察四分体的关键，不同植物取材的时期不同。如玉米在大喇

叭口期，此时花序先端小穗颖长 ４ｍｍ左右，花药长 ２３ｍｍ，每分枝中上部小穗发育最早；小麦在

旗叶与下一叶片的叶耳距约 ２～３ｃｍ时取材较好；棉花现蕾后即进入减数分裂期，由于其花序分

节着生，常按花蕾的长度取材，如陆地棉整个花蕾长 ３～５ｍｍ时取材较好；玫瑰香葡萄花序 ９ｃｍ

左右，花序上展叶 ３～４片时取样较适宜，此外，葡萄还可以以每一花蕾的花冠长度与花萼和花托

长度之比在 １／１～２／１之间作为衡量减数分裂时期的外观指标。取材一般在上午 ９∶００—１０∶００，

于固定液中固定。

    
    

    
    

    
 



１４０ 第六章 植物倍性及分子生物学鉴定技术

（３）测定花粉粒大小

取试材的花粉粒，先在固定液中固定，再在显微镜下观察花粉粒大小及萌发孔数量。如果花

粉粒明显增大或大小不均一，花粉粒上萌发孔数量增加，说明很可能发生了多倍性的变异。

（４）梢端切片

把试材的梢端分生组织做成石蜡切片，镜检，测定各层（ＬⅠ，ＬⅡ，ＬⅢ）的细胞、细胞核及核

仁大小。如果某层的细胞、细胞核、核仁变大，说明该层发生了多倍性的变异。如陈学森等

（１９９１）发现，同质体的多倍体，如苹果的三倍体品种陆奥、世界一、北斗等通过杂交育成的品种

为同质体，在 ３个组织发生层的细胞中，细胞、细胞核及核仁大小 ３个指标没有显著性差异；但与

二倍体的亲本比较，三倍体品种梢端 ３层的细胞、细胞核及核仁明显增大。对芽变来源的材料，

如果梢端 ３层细胞的某一层的细胞、细胞核及核仁明显增大，很可能该层细胞所衍生的组织将发

生多倍性的变异。

（二）直接方法

对于采用间接方法初步断定为多倍体的材料，还应鉴定其染色体数目是否增多，以提供最直

接的证据。可以用从田间挖取刚刚长出的幼嫩根尖或室内培养的根尖，具体方法如下：

１．预处理

剪取根尖在上午 １０∶００左右为好。为了获得更多的中期分裂相，同时使染色体相对缩短，

便于染色体分散和记数，可对根尖进行冰冻预处理，即将根尖浸泡在蒸馏水中，置 ４℃冰箱中冰

冻 ２４ｈ，这种方法对染色体无破坏作用，且染色体缩短均匀，效果良好。

２．固定

处理后的根尖用蒸馏水冲洗两次后，转移到 ７０％酒精冰醋酸（３∶１）的固定液中，在 ４～

１５℃固定 ２０～２４ｈ，再用 ７０％酒精冲洗两次转入７０％酒精中保存。

３．解离

把根尖用蒸馏水冲洗两次，放入先在 ６０℃水浴中预热的 １ｍｏｌ／Ｌ盐酸中，６０℃恒温处理

１０～１５ｍｉｎ，当根尖透明呈黄色时取出；然后把根尖置于 ２．５％果胶酶和 ２．５％纤维素酶等量混

合液（ｐＨ５～５．５）中，在室温 １８～２８℃条件下处理 ２～３ｈ；再将根尖置 ５ｍｏｌ／Ｌ盐酸中处理 ５～

１０ｍｉｎ。

４．后低渗

把根尖放在蒸馏水中冲洗 ２～３次（约 １０ｍｉｎ），一定要冲洗干净，否则影响染色，冲洗后的

根尖保存在 ７０％酒精中备用。

５．染色与压片

取一根尖在吸水纸上吸去多余的溶液，然后放在干净的载玻片中央，用刀片把分生组织切

下，将其切成薄片，越薄越好，滴 １滴醋酸洋红染色液，盖上盖玻片，一手固定盖玻片，另一手用镊

子尖或解剖针柄轻敲盖玻片，使材料溃散均匀，继续轻敲，使材料呈云雾状即可。

６．镜检

压好的片子先在低倍镜下镜检，再用高倍镜镜检，检查、记录有丝分裂中期的染色体的数目。

三、作业思考题

１．简述多倍体鉴定方法的原理。

    
    

    
    

    
 



实验 ４６ 植物基因组 ＤＮＡ及总 ＲＮＡ提取技术 １４１

２．如何用检测染色体数目的方法来鉴定多倍体？

３．通过实验，比较气孔的大小和密度、花粉粒的大小与植物倍性的关系。

（陈晓流）

实验４６ 植物基因组 ＤＮＡ及总 ＲＮＡ提取技术

幼嫩组织的细胞处于旺盛的分裂阶段，细胞核较大而细胞质较少，核酸浓度高，且内含物少，

次生代谢产物少，蛋白质及多糖类物质相对较少，在 ＳＤＳ或 ＣＴＡＢ物质存在时，经机械研磨，使

细胞破裂并释放出内含物，提取的 ＤＮＡ、ＲＮＡ的产量高，纯度好。

提取 ＤＮＡ所用的提取液、吸头、离心管等需要高压灭菌以灭活 ＤＮａｓｅ。ＲＮａｓｅ存在于所有的

生物中，并且耐沸腾、蒸煮，所以在提取 ＲＮＡ的过程中要防止 ＲＮＡ酶污染，用具如吸头、离心管、

水、药品等都要经 ＲＮａｓｅ的抑制剂 ＤＥＰＣ处理，即每 １００ｍＬ溶液中加入 ０．１～０．２ｍＬＤＥＰＣ溶

液，３７℃过夜，然后高压灭菌２０ｍｉｎ以灭活 ＤＥＰＣ。由于 ＲＮＡ容易降解，所有的提取步骤都在冰

浴中进行。

ＤＮＡ（ＲＮＡ）定量分析可用紫外光谱分析，原理是 ＤＮＡ（ＲＮＡ）分子在 ２６０ｎｍ处有特异的紫

外吸收峰，且吸收强度与 ＤＮＡ（ＲＮＡ）的浓度成正比。此外，还可通过琼脂糖凝胶电泳上显示的

ＤＮＡ（ＲＮＡ）带的亮度来分析，因为 ＥＢ作为一种荧光染料，能插入 ＤＮＡ（ＲＮＡ）的碱基对平面之

间而结合于其上，在紫外光的激发下产生荧光，ＤＮＡ（ＲＮＡ）分子上 ＥＢ的量与 ＤＮＡ分子的长度和

数量成正比。在电泳时加入已知浓度的 ＤＮＡ（ＲＮＡ）Ｍａｒｋｅｒ作为 ＤＮＡ（ＲＮＡ）相对分子质量及浓度

的参考，样品 ＤＮＡ（ＲＮＡ）的荧光强度就可以大致表示 ＤＮＡ（ＲＮＡ）量的多少。这种方法的优点是简

便易行，可结合琼脂糖凝胶电泳分析 ＤＮＡ（ＲＮＡ）样品的完整性来进行，缺点是不太准确。

本实验介绍植物 ＤＮＡ、ＲＮＡ提取及检测的方法步骤。

一、试材及用具

１．试材

植物幼嫩组织（如幼叶、花器、幼根）。

２．用具

离心机、离心管、紫外分光光度计、微量移液器、吸头、吸水纸、水浴锅、冰箱、研钵、液氮罐、电

子天平、ｐＨ计、高压灭菌锅、一次性手套和口罩、电泳仪及电泳槽等。

３．试剂

（１）提取 ＤＮＡ缓冲液（ＣＴＡＢ法）

２％ ＣＴＡＢ（ｍ／Ｖ），１００ｍｍｏｌ／ＬＴｒｉｓ－ＨＣｌｐＨ８．０，２０ｍｍｏｌ／ＬＥＤＴＡｐＨ８．０，１．４ｍｏｌ／Ｌ

ＮａＣｌ，２％ ＰＶＰ（灭菌后加入２％ ＰＶＰ，使之充分溶解）。在研磨叶片前加入１％（Ｖ／Ｖ）β－巯基乙

醇。

（２）ＣＴＡＢ提取 ＲＮＡ缓冲液

２％ ＣＴＡＢ（ｍ／Ｖ），２％ ＰＶＰ（ｍ／Ｖ），２５ｍｍｏｌ／ＬＥＤＴＡ，１００ｍｍｏｌ／ＬＴｒｉｓ－ＨＣｌｐＨ ８．０，

２．０ｍｏｌ／ＬＮａＣｌ，０．５ｇ／ＬＳｐｅｒｍｉｄｉｎｅ（亚精胺）。灭菌后加入 ２％（Ｖ／Ｖ）β－巯基乙醇。

（３）ＳＳＴＥｂｕｆｆ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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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ｍｏｌ／ＬＮａＣｌ，０．５％ＳＤＳ，１０ｍｍｏｌ／ＬＴｒｉｓ－ＣｌｐＨ８．０，１ｍｍｏｌ／ＬＥＤＴＡ。

（４）ＴＥ（ｐＨ８．０）

称取 １．２１１ｇＴｒｉｓ，０．３７２ｇＥＤＴＡ－Ｎａ２，先用 ８００ｍＬ蒸馏水加热搅拌溶解，用盐酸调

ｐＨ８．０，再用蒸馏水定容至 １０００ｍＬ。高压灭菌 ２０ｍｉｎ。

（５）氯仿／异戊醇（２４∶１，Ｖ／Ｖ）

将氯仿和异戊醇按体积 ２４∶１的比例混匀，置棕色瓶中，４℃保存。

（６）酚 ∶氯仿 ∶异戊醇（２５∶２４∶１）

按饱和酚、氯仿、异戊醇体积比为 ２５∶２４∶１比例混匀，置棕色瓶中，４℃保存。

（７）５×ＲＮＡ电泳缓冲液的配制

依次加入以下成分：１０．４６ｇＭＯＰＳ，１．７ｇ乙酸钠，０．９３ｇＥＤＴＡ，调 ｐＨ７．０，定容到 ５００ｍＬ。

（８）ＲＮＡ加样缓冲液

１ｍｍｏｌ／ＬＥＤＴＡｐＨ８．０，０．２５％ 溴酚蓝，０．２５％二甲苯青，５０％甘油，高压灭菌。

二、方法步骤

（一）植物基因组 ＤＮＡ提取

１．提取 ＤＮＡ

在提取过程中用到的吸头、研钵、提取缓冲液等先高压灭菌２０ｍｉｎ，取出后待用，按照下述步

骤提取基因组 ＤＮＡ。

（１）在 ６５℃水浴中预热 ＣＴＡＢ提取液。

（２）在液氮中研磨 ２～３ｇ新鲜或 －２０℃冷冻的样品材料。注意，要研成很细的粉末，动作

要快。

（３）迅速加入 ＣＴＡＢ提取液，混匀，倒入离心管中，６５℃水浴 ３０ｍｉｎ。其间不断轻轻摇动离

心管。

（４）加入 ５ｍｏｌ／Ｌ的乙酸钾充分混匀，在冰浴中放置 ３０ｍｉｎ，４℃ １２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 ５ｍｉｎ，

吸上清。

注意，对于幼嫩叶片此步可以省略，对成熟的老叶片需采用。

（５）加入等体积的氯仿／异戊醇，混匀，放置１０ｍｉｎ，１２０００ｒ／ｍｉｎ常温离心１０ｍｉｎ。

（６）吸上清到新离心管中，用氯仿／异戊醇重复抽提一次。

（７）吸上清到新离心管中，加入 ２．５倍体积的无水乙醇，混匀，－２０℃放置 １０～３０ｍｉｎ沉淀

ＤＮＡ。

（８）１００００ｒ／ｍｉｎ常温离心 １０ｍｉｎ。

（９）倒掉乙醇，用 ４００μＬ７０％乙醇洗沉淀，然后用 ４００μＬ１００％乙醇洗沉淀，吹干后用

２００～５００μＬＴＥ溶解 ＤＮＡ。

（１０）溶解后的 ＤＮＡ再用氯仿／异戊醇抽提一遍。

（１１）吸上清到新离心管中，加入 ２．５倍体积的无水乙醇，混匀，－２０℃放置 １０～３０ｍｉｎ，沉

淀 ＤＮＡ。

（１２）离心，弃上清，７０％乙醇洗沉淀，再用 １００％乙醇洗沉淀，吹干后，用 ２００μＬＴＥ溶解

ＤＮＡ。用紫外分光光度计测定浓度后，按要求的质量浓度（如 ２００μｇ／μＬ）再向 ＤＮＡ溶液中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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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量 ＴＥ。在 －２０℃冰箱中可长期保存。

注意，提取的 ＤＮＡ的质量好坏由它的长度和纯度决定。轻轻操作 ＤＮＡ溶液和快速冷冻植

物组织对减轻机械剪切力和核酸酶切割非常重要，不能振荡，不能使用太细口的吸头，也不能吸

得太快。多糖、蛋白质及木本植物中的酚类物质是植物 ＤＮＡ抽提中的主要污染物，提取材料要

尽量使用幼嫩叶片。如果试材较老，多糖含量高，在提取缓冲液中应提高 β－巯基乙醇的用量，

且在用氯仿／异戊醇抽提之前先用酚 ∶氯仿 ∶异戊醇抽提一遍，这样去除蛋白较为彻底。所得

ＤＮＡ应为无色或灰白色，若呈褐色则有多酚类物质污染；对多糖含量高的材料，提取液中 ＣＴＡＢ

的浓度可增至 ３％或更高。

２．琼脂糖电泳检测 ＤＮＡ

制作 １％的琼脂糖凝胶，吸取提取的 ＤＮＡ溶液 ５μＬ，电泳检测，具体方法见实验 ４７。用

λＤＮＡ做相对分子质量大小的 Ｍａｒｋｅｒ，如果带型不弥散，在与 Ｍａｒｋｅｒ２０ｋｂ的带的相应位置出现

整齐明亮的条带，说明基因组 ＤＮＡ完整，没有降解。

（二）植物总 ＲＮＡ提取

１．提取 ＲＮＡ

（１）６５℃水浴中预热 １５ｍＬＣＴＡＢ提取液。

（２）液氮中研磨 ２～３ｇ新鲜或 －７０℃冷冻的材料。

（３）转移样品至有 ＣＴＡＢ提取液的离心管中，立即激烈涡旋 ３０ｓ，短时放回 ６５℃水浴中

（４～５ｍｉｎ）。

（４）加入等体积的氯仿／异戊醇并涡旋混合，１００００ｒ／ｍｉｎ常温离心 １５ｍｉｎ。

（５）将上清转移至一新离心管，重复抽提一次。

（６）将上清转移至一新离心管中，加入 ８ｍｏｌ／ＬＬｉＣｌ，使 ＬｉＣｌ的终浓度为 ２ｍｏｌ／Ｌ，即加入

１／３体积的 ＬｉＣｌ，４℃下沉淀过夜（最多 １６ｈ）。

（７）４℃离心 １ｈ（全速），弃上清，用 ５００μＬ７０％乙醇洗沉淀，然后用 ５００μＬ１００％ 乙醇洗

沉淀。

（８）用５００μＬＳＳＴＥ溶解沉淀，转移至１．５ｍＬ离心管中，加入等体积的氯仿／异戊醇抽提一

次。

（９）加入 ２×体积的无水乙醇，在 －７０℃沉淀 ３０ｍｉｎ或 －２０℃沉淀 ２ｈ。

（１０）４℃离心 ２０ｍｉｎ沉淀 ＲＮＡ（全速）。

（１１）先用 ４００μＬ７０％乙醇洗沉淀，然后用 ４００μＬ１００％乙醇洗沉淀，吹干后用 ６５μＬ

ＤＥＰＣ水溶解 ＲＮＡ。

２．用 ＤＮａｓｅ处理提取的 ＲＮＡ

（１）用 ６５μＬＤＥＰＣ水溶解 ＲＮＡ沉淀。

（２）加入 ０×ＤＮａｓｅａｓｓａｙｂｕｆｆｅｒ ．５μＬ

ＲＮａｓ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 １．０μＬ

ＤＮａｓｅⅠ １．５μＬ

（３）３７℃水浴 ２０ｍｉｎ。

（４）调整样品体积至 ２５０μＬ（加入 １７５μＬＤＥＰＣ水）。

（５）加入 １／１０体积 ３ｍｏｌ／ＬＮａＡｃ（ｐＨ５．２），即 ２５μＬ，颠倒管子或涡旋混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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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加入 ２×体积冷的无水乙醇，混匀后，在 －２０℃贮存 ３０ｍｉｎ。

（７）４℃离心 ２０ｍｉｎ，沉淀 ＲＮＡ（全速）。

（８）用 ７０％乙醇洗沉淀，然后用无水乙醇洗沉淀。

（９）吹干后，用５０μＬＤＥＰＣ水溶解 ＲＮＡ。置 －７０℃冰箱中保存。

３．电泳检测 ＲＮＡ

（１）配制 １．２％的琼脂糖凝胶（２０ｍＬ）

称取琼脂糖 ０．２４ｇ，加 ＤＥＰＣ处理的 ｄｄＨ２Ｏ１２．０４ｍＬ，５×ＲＮＡ电泳缓冲液 ４ｍＬ，电炉加热

融化琼脂糖，冷却至 ５５℃，加入甲醛 １．９６ｍＬ，冷却后倒胶。

（２）ＲＮＡ电泳

取去离子甲酰胺 １０μＬ，甲醛 １．５μＬ，１０×ＲＮＡＢｕｆｆｅｒ２μＬ，ＲＮＡ（２～４μｇ，＜１０μＬ）混合

液，６５℃加热 １５ｍｉｎ，迅速在冰浴中冷却片刻，然后加入３μＬＲＮＡ加样缓冲液和０．５μＬＥＢ，上

样电泳。电泳 Ｂｕｆｆｅｒ为 １×ＲＮＡｂｕｆｆｅｒ。

出现的电泳条带有两条，是两条最大的核糖体 ＲＮＡ（ｒＲＮＡ）分子，即 １８Ｓ和２８ＳｒＲＮＡ，较小

的 ＲＮＡ也很丰富但看不到，因为太小，跑出了凝胶的边界。多数细胞中的信使 ＲＮＡ（ｍＲＮＡ）经

ＥＢ染色后不足以形成可见的带。只要 １８Ｓ和 ２８ＳｒＲＮＡ带亮，且 ２８ＳｒＲＮＡ带的亮度大约为

１８ＳｒＲＮＡ的两倍，就说明提取的 ＲＮＡ没有发生降解，纯度好。

ＲＮＡ提取有其他多种方法，整个流程下来所用时间不同，如专门的试剂盒 Ｔｒｉｚｏｌ可在 １．５ｈ

内完成 ＲＮＡ的提取工作，但得率较低，适合草本类植物；木本类植物用 ＣＴＡＢ法提取 ＲＮＡ可在

１．５ｄ内完成，但得率高，此法可获得大量的 ＲＮＡ用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杂交、基因克隆等工作。

（三）提取的 ＤＮＡ（ＲＮＡ）的浓度检测

１．取少量待测 ＤＮＡ（ＲＮＡ）样品，用 ＴＥ或蒸馏水稀释 ５０倍（或 １００倍）。

２．用 ＴＥ或蒸馏水做空白，在 ２６０ｎｍ、２８０ｎｍ、３１０ｎｍ处调节紫外分光光度计的读数至零。

３．加入待测 ＤＮＡ（ＲＮＡ）样品在上述 ３个波长处读取 ＯＤ值。

４．纯 ＤＮＡ样品的 ＯＤ２６０／ＯＤ２８０大约为１．８，高于１．８可能有 ＲＮＡ污染，低于１．８有蛋白质污

染；纯 ＲＮＡ样品的 ＯＤ２６０／ＯＤ２８０大约为 ２．０。

５．根据 ＯＤ值计算 ＤＮＡ（ＲＮＡ）浓度或纯度。

［ＳＳＤＮＡ］＝３３×（ＯＤ２６０ －ＯＤ３１０）×稀释倍数

［ｄＳＤＮＡ］＝５０×（ＯＤ２６０ －ＯＤ３１０）×稀释倍数

［ＳＳＲＮＡ］＝４０×（ＯＤ２６０ －ＯＤ３１０）×稀释倍数

三、作业思考题

１．提取 ＤＮＡ、ＲＮＡ之前为什么要先进行高压灭菌？

２．提取 ＤＮＡ、ＲＮＡ的步骤主要有哪些？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３．如何检测、评价提取的 ＤＮＡ、ＲＮＡ的质量？

４．如何确定提取的 ＤＮＡ、ＲＮＡ的浓度？

（陈晓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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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４７ 植物 ＲＡＰＤ分析技术

ＲＡＰＤ（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Ａ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ｃＤＮＡ）意为随机扩增多态性 ＤＮＡ，是利用 ＰＣＲ技术

进行随机扩增，把扩增的 ＤＮＡ片段进行琼脂糖凝胶电泳，根据 ＤＮＡ条带的多态性来反映模板

ＤＮＡ序列上的多态性。ＲＡＰＤ同 ＡＦＬＰ、ＳＳＲ等分子标记一样都基于 ＰＣＲ扩增，只是 ＲＡＰＤ分析

只需要一个引物，其引物长度一般为 １０个核甘酸，其序列是随机的，不同核甘酸序列的引物均有

商品出售。

单引物扩增是通过一个引物在两条 ＤＮＡ互补链上的随机配对来完成。基因组 ＤＮＡ的差异

使引物与模板的结合位点及这些位点之间的距离不同，使 ＰＣＲ扩增后的片段大小表现出多态

性。在基因组 ＤＮＡ分子内可能存在或长或短被间隔开的颠倒重复序列，如果这些序列与引物能

碱基配对，则在两条单链上就会出现该引物的结合位点，结合位点的数量取决于这种重复序列的

多少。不同 ＤＮＡ分子中这种颠倒重复序列间隔的长短不同，扩增条带的大小就不同，即表现出

多态性。

１０碱基引物理论上有 ４
１０
种组合，不同引物检测的模板序列不同，用足够多的引物可覆盖基

因组全序列，检测位点多，可以在完全不知道分子生物学背景的情况下对基因组进行分析，是研

究植物系谱关系、起源与进化、遗传多样性及分子标记辅助育种的简单易行的方法；此外，外源基

因转化后，转基因植株与非转基因植株相比，外源基因插入的部位导致基因组 ＤＮＡ序列不同或

重排，当引物适宜时，扩增条带的长短就会不同，ＲＡＰＤ技术可以检测出对照植株和转化植株

ＰＣＲ产物带型的区别。

由于随机引物短，与模板结合的退火温度低，易出现碱基错配，因此在实验中要严格操作程

序及条件，使 ＲＡＰＤ分析的结果较为稳定。因 ＲＡＰＤ技术费用较低，方便易行，模板 ＤＮＡ用量

少，不需要同位素，安全性好，继 ＲＦＬＰ之后得到广泛应用；且操作上比 ＡＦＬＰ、ＳＳＲ等分子标记较

为简便易行，因此，多数种类的栽培植物在资源多样性、分子标记等方面都有大量 ＲＡＰＤ的研究

报道。

本实验目的是学习 ＲＡＰＤ技术的原理，掌握 ＲＡＰＤ的操作及分析方法。

一、试材及用具

１．试材

植物基因组 ＤＮＡ。

２．用具

ＰＣＲ仪、１μＬ，１０μＬ，２０μＬ，１００μＬ微量移液器及吸管、ＰＣＲ管（２００μＬ或 ５００μＬ）及管架、

１．５ｍＬ离心管及管架、离心机、记号笔、磁力搅拌器、高压灭菌锅、电泳仪、电泳槽、电炉、三角瓶、

紫外透射仪及凝胶成像系统。

３．试剂

（１）１０核苷随机引物。

（２）ｄＮＴＰ。

（３）琼脂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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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耐热 ＤＮＡ聚合酶（ＴａｑＤＮＡ聚合酶）

与酶一起的还有两种药品，分别是

① １０×ＰＣＲＢｕｆｆｅｒ

５００ｍｍｏｌ／ＬＫＣｌ，ｐＨ９．０的 １００ｍｍｏｌ／ＬＴｒｉｓ－ＨＣｌ，１．０％ＴｒｉｔｏｎＸ－１００。

②２５ｍｍｏｌ／ＬＭｇＣｌ２。

（５）１０ｍｇ／ｍＬ的溴化乙锭（ＥＢ）贮存液

在１００ｍＬ蒸馏水中加入１ｇＥＢ，在磁力搅拌器上搅拌数小时，使其完全溶解，转至棕色瓶中

避光 ４℃保存。ＥＢ是强诱变剂，称量时要戴手套和口罩。一旦接触了 ＥＢ，立即用大量水冲洗。

（６）１×ＴＡＥ电泳缓冲液

５０×ＴＡＥ浓缩贮存液含 Ｔｒｉｓ碱２４２ｇ，冰醋酸 ５７．１ｍＬ，ｐＨ８．０的０．５ｍｏｌ／ＬＥＤＴＡ１００ｍＬ，

加 ６００ｍＬ蒸馏水，在磁力搅拌器上搅拌，最后加蒸馏水定容至 １０００ｍＬ。

（７）６×凝胶加样缓冲液

０．２５％溴酚蓝，０．２５％二甲苯青 ＦＦ，４０％（ｍ／Ｖ）蔗糖水溶液，４℃保存。

二、方法步骤

（一）高压灭菌

把所用的吸头、ＰＣＲ管、离心管等用具在高压灭菌锅中 １２１℃（约 １．１ｋｇ／ｃｍ２）高压灭菌

３０ｍｉｎ。

（二）ＰＣＲ反应物的混合

所用反应体系为：２５μＬ反应体系中，１０×ＰＣＲＢｕｆｆｅｒ２．５μＬ，２．０ｍｍｏｌ／ＬＭｇＣｌ２，０．２ｍｍｏｌ／Ｌ

ｄＮＴＰ，各引物０．１μｍｏｌ／Ｌ，ＴａｑＤＮＡ酶 １．５Ｕ，各品种 ＤＮＡ模板浓度为 ２０～５０ｎｇ，加重蒸水

（ｄｄＨ２Ｏ）补充到 ２５μＬ。

按照该反应体系，先在 １．５ｍＬ离心管中冰浴混合除模板以外的各成分，充分混匀，稍离心，

分装到各 ＰＣＲ管中，然后把各品种的 ＤＮＡ模板分别加入到各管中，盖严管盖，在管外壁上做好

标记，稍离心，放入 ＰＣＲ仪中。

（三）ＰＣＲ扩增

１．ＰＣＲ反应

ＰＣＲ反应在 ＤＮＡ扩增仪中进行，所用程序为，９４℃预变性 ４ｍｉｎ，９４℃变性 ３０ｓ，３６℃退火

３０ｓ，７２℃２ｍｉｎ，４４个循环后 ７２℃延伸 １０ｍｉｎ。反应结束后，取出管子，置 ４℃冰箱中保存。

２．注意问题

在进行大量扩增前需对该物种确定扩增的优化体系，尤其是没有文献报道过的植物种类，如

Ｍｇ２＋适宜的浓度，ＴａｑＤＮＡ酶的用量，退火温度等，各因子设计出梯度，通过检测扩增带的稳定性

和亮度来确定优化的反应体系。

（四）琼脂糖电泳检测扩增产物

１．制胶

根据 ＰＣＲ反应管的数量和电泳槽的大小估算琼脂糖胶的体积，称 １．６％ ～２．０％的琼脂糖溶

解于 １×ＴＡＥ电泳缓冲液中，在电炉上加热使琼脂糖充分溶解，待溶液温度降到 ６０℃，加入 ＥＢ，

    
    

    
    

    
 



实验４７ 植物 ＲＡＰＤ分析技术 １４７

使 ＥＢ的终质量浓度为 １μｇ／ｍＬ，摇匀，倒入带有梳子的胶床中，避免产生气泡，室温下约 ３０ｍｉｎ

胶自然凝固。

２．点样

取出扩增 ＤＮＡ的管子，取 ７μＬ扩增产物与２μＬ加样缓冲液混合；轻轻拔出琼脂糖胶上的

梳子，把琼脂糖胶放入电泳槽中，倒入 １×ＴＡＥ电泳缓冲液使液面高出胶面约 １ｃｍ；移液器插上

１０μＬ吸管吸入 ＤＮＡ样品后，尖端插入加样孔底部，缓慢把 ＤＮＡ样品加入到加样孔中。

３．电泳

加样完毕后，正确连接电泳槽和电源，黑线连阴极，红线连阳极，打开电源，正确设定电压及

时间，时间的选择取决于胶的长度和电压大小。一般用不高于 ５Ｖ／ｃｍ的电压，电泳约 ２ｈ，待溴

酚蓝离胶边约 １～１．５ｃｍ时停止电泳。

４．检测和照相

小心取出凝胶，置于紫外透射仪上，紫外灯下检测扩增片段的有无及分离情况，在凝胶成像

仪上照相，图片保存于计算机中，待统计分析。

５．注意问题

（１）两电极间电压不应超过 ５Ｖ／ｃｍ，电压越高，迁移越快，但分离效果相对较差。

（２）扩增带如果不是细亮清晰而呈形状模糊或条带粗或相连，可能是 ＤＮＡ加样量太多或电

压过高或琼脂糖浓度偏低等，在重新电泳时应做适当的调整。

（五）ＲＡＰＤ条带分析

１．条带分析

把 ＲＡＰＤ每个反应重复两次。以两次重复中稳定出现的亮带作为统计对象，有电泳带记为

１，无电泳带记为 ０，录入计算机 Ｅｘｃｅｌ表格中。利用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软件，采用 ＵＰＧＭＡ方法（非加权

类平均法：Ｕｎ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ＰａｉｒＧｒｏｕｐＭｅｔｈｏｄｕｓｉｎｇ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ｒｉｃＡｖｅｒａｇｅｓ）对所用品种或材料进行聚类

分析。Ｓ为两样品间的遗传相似度，Ｄ为遗传距离，Ｓ＝２ＮＸＹ ／（ＮＸ ＋ＮＹ），Ｄ＝１－Ｓ，ＮＸＹ为两个样

品共有的 ＲＡＰＤ标记数，ＮＸ、ＮＹ 分别为 Ｘ样品和 Ｙ样品分别具有的 ＲＡＰＤ标记数。

２．注意问题

对电泳结果的判读同 ＰＣＲ条件是否优化及引物数量是否足够等一样，会影响 ＲＡＰＤ结果的

可信度。对电泳结果的判读主要是一些弱带的取舍问题，弱带取舍主要看其重复出现的几率，可

进行重复实验；也可在难取舍的弱带位置上出现的电泳条带都不统计，这样可能丢失了一些多态

性信息位点，对研究材料的系谱关系等影响不大，但当研究分子标记或构建基因连锁图谱时就不

可取。

三、作业思考题

１．ＲＡＰＤ分析的基本原理是什么？主要有哪些应用？

２．对于一种植物材料，进行 ＲＡＰＤ分析的主要步骤有哪些？

（陈晓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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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４８ 植物 ＡＦＬＰ分析技术

ＡＦＬＰ（ａ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ｌｅｎｇｔｈ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意为扩增的限制性内切酶片段长度多态性，是

通过限制性内切酶片段的长度不同检测 ＤＮＡ多态性的一种分子标记技术。植物基因组 ＤＮＡ经

限制性内切酶双酶切后，形成相对分子质量大小不等的随机限制性片段，这些片段与人工接头连

接形成带接头的特异片段，作为 ＰＣＲ扩增的模板。通过 ＰＣＲ反应来扩增酶切片段，把扩增的酶

切片段通过变性的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来检测多态性（即扩增片段的长度和数量的差异）。

ＡＦＬＰ的基本反应程序主要包括模板 ＤＮＡ制备，酶切片段扩增及凝胶电泳分析３个步骤。

（一）模板 ＤＮＡ制备

先制备高相对分子质量基因组 ＤＮＡ，纯度要高，避免降解。然后用两种限制性内切酶酶切，

通常一种酶的识别位点是 ６个碱基如 ＥｃｏＲⅠ，另一种是 ４个碱基如 ＭＳｅⅠ。用这两种内切酶共

同酶切可产生较小的酶切片段，酶切一定要彻底。酶切完成后，加热令限制性内切酶失活，再把

酶切片段连接到特定的接头（ａｄａｐｔｅｒ）上，形成扩增反应的模板。接头是一种人工合成的双链

ＤＮＡ，长度一般为 １４～１８ｂｐ，由核心序列和内切酶位点特异序列两部分组成。ＥｃｏＲⅠ酶切结果

可靠，价格便宜，ＭＳｅⅠ酶切产生较小且稳定的酶切片段，在 ＡＦＬＰ试剂盒中就用了 ＥｃｏＲⅠ接头

和 ＭＳｅⅠ接头。这两种接头核苷酸顺序为：

ＥｃｏＲⅠ接头 ＭＳｅⅠ接头

５＇-ＣＴＣＧＴＡＧＡＣＴＧＣＧＴＡＣＣ ５＇-ＧＡＣＧ ＴＧＡＧＴＣＣＴＧＡＧ

ＣＴＧＡＣＧＣＡＴＧＧＴＴＡＡ－５＇ ＴＡＣＴＣＡＧＧＡＣＴＣ-５＇

（二）酶切片段的扩增（ＰＣＲ）

１．扩增反应的模板

酶切片段连接的接头及相邻的酶切位点的核酸顺序成为以后 ＰＣＲ扩增时引物结合的位点。

ＡＦＬＰ引物在 ３＇末端有 １～３个选择性核苷酸，酶切片段结合位点中能够与引物上的选择性核苷

酸配对的，就被识别并用作模板，被选择性地扩增出来。

２．扩增反应的引物

ＡＦＬＰ引物是一种人工合成的单链寡核苷酸，长度一般为 １８～２０ｂｐ，由核心顺序（ＣＯＲＥ）、

内切酶位点特异顺序（ＥＮＺ）和选择性核苷酸顺序（ＥＸＴ）３部分组成。下面是 ＥｃｏＲⅠ引物和 ＭＳｅ

Ⅰ引物各部分的组成，Ｎ代表 ４个核苷酸中的任意 １个。

ＣＯＲＥ ＥＮＺ ＥＸＴ

ＥｃｏＲⅠ引物 ５＇-ＧＡＣＴＧＣＧＴＡＣＣ ＡＡＴＴＣ ＮＮＮ-３＇

ＭＳｅⅠ引物 ５＇-ＧＡＴＧＡＧＴＣＣＴＧＡＧ ＴＡＡ ＮＮＮ-３＇

在 ＡＦＬＰ引物中，３＇末端上选择性核苷酸数目的多少决定了 ＡＦＬＰ扩增产物的多少，植物上

一般含有 ２或 ３个选择性核苷酸顺序，用 ＋２或 ＋３表示。可根据基因组 ＤＮＡ的大小确定引物

末端所需的选择性核苷酸数目，如 ２＋２或 ２＋３或 ３＋３，使每个泳道中的扩增条带的数目在 ５０

个左右，可在 ２０～１００间波动，通过 ＰＣＲ反应扩增这些酶切片段，产物主要在 １ｋｂ以下，范围大

约是 １００～１１００ｂｐ，作为 ＡＦＬＰ的扩增模板。

    
    

    
    

    
 



实验 ４８ 植物 ＡＦＬＰ分析技术 １４９

一般大于 １０
８
ｂｐ的基因组 ＤＮＡ可用 ３＋３引物组合，１０

５
～１０

８
ｂｐ的基因组 ＤＮＡ可用 ２＋３

引物组合。在 ＡＦＬＰ试剂盒 ｋｉｔⅠ内，ＥｃｏＲⅠ和 ＭＳｅⅠ ＋３的引物，有 ８种 ＥｃｏＲⅠ引物和 ８种

ＭＳｅⅠ引物，可组成 ６４种扩增组合。对于不同的植物基因组 ＤＮＡ来说，不同的引物组合扩增的

效果不同，需筛选适宜的引物组合。拟南芥、水稻、洋葱等使用了 ２＋３的引物组合，在使用 ３＋３

引物组合中，以玉米和番茄为例，ＡＦＬＰ选择性扩增所用引物组合见表 ６－１。由于（ＡＴ）ｎ 在高等

植物中重复频率较高，公司对高等植物所推荐的选择性引物中多以 Ａ、Ｔ碱基为主。随着 ＡＦＬＰ

的应用，会有更多的接头和引物被商品化出售。

表６－１ 玉米、番茄 ＡＦＬＰ选择性扩增所用引物组合参考表

Ｍ－ＣＡＡ Ｍ－ＣＡＣ Ｍ－ＣＡＧ Ｍ－ＣＡＴ Ｍ－ＣＴＡ Ｍ－ＣＴＣ Ｍ－ＣＴＧ Ｍ－ＣＴＴ

Ｅ－ＡＡＣ 番茄 番茄 番茄、玉米 番茄 番茄、玉米 番茄、玉米 番茄、玉米 番茄、玉米

Ｅ－ＡＡＧ 番茄、玉米 番茄 番茄 玉米 番茄 番茄

Ｅ－ＡＣＡ 番茄 番茄、玉米 番茄 番茄、玉米 番茄、玉米 玉米 番茄、玉米 番茄、玉米

Ｅ－ＡＣＣ 番茄 番茄 番茄 番茄 番茄 番茄 番茄 番茄

Ｅ－ＡＣＧ 玉米 番茄 番茄 番茄

Ｅ－ＡＣＴ 番茄、玉米 番茄 玉米 番茄、玉米 番茄、玉米 番茄、玉米 番茄 番茄

Ｅ－ＡＧＣ 番茄 玉米 番茄、玉米 番茄、玉米 番茄

Ｅ－ＡＧＧ 番茄 玉米 番茄、玉米 玉米 番茄、玉米 番茄

３．扩增反应的条件

酶切片段需经过两次 ＰＣＲ扩增，使扩增结果更清楚，重复性好。第一次扩增称为预扩增

（ｐｒｅ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所用引物只含有 １个选择性核苷酸，结果是大量扩增产物在凝胶中形成连续

的一片，ＰＣＲ所用程序为，９４℃预变性 ４ｍｉｎ，９４℃ ３０ｓ，５６℃ ６０ｓ，７２℃ ６０ｓ，２０～３０个循环后

７２℃延伸 ５ｍｉｎ。预 扩增反 应产 物稀 释后 用做 第二 次扩 增反 应 （选 择性 扩增，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的模板，此次扩增中所用引物中的选择性核苷酸数目的多少是决定扩增产物多少

的主要因素，而选择性核苷酸中 Ｇ和 Ｃ的含量对扩增产物数目也有很大影响，Ｇ和 Ｃ的含量越

高，扩增产物数目越少。

选择性扩增反应采用递降温度梯度 ＰＣＲ（ｔｏｕｃｈｄｏｗｎＰＣＲ），ＰＣＲ开始于高温复性（一般为

６５℃），以后复性温度逐渐降低，一直降到复性效果最佳的温度（一般为５６℃），然后保持在这个

温度下，完成其余的 ＰＣＲ循环周期。

（三）扩增产物的凝胶电泳分析

选择性扩增结果一般不用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因为琼脂糖凝胶上几个到几十个碱基的

ＤＮＡ片段分离不开。而 ＡＦＬＰ扩增的是酶切片段，这些片段有些相差不大，可能从几个到几十个

碱基，一般用 ５％ ～６％的变性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可非常有效地分离扩增片段，形成 ＤＮＡ指

纹，经过银染后可进行观察、拍照和分析。

总之，ＡＦＬＰ需要极少量的 ＤＮＡ材料，不需预先知道 ＤＮＡ的序列信息，实验结果可靠且稳

定，可用于分子标记、基因定位和作图、连锁图谱的建立等研究。本实验介绍 ＡＦＬＰ分析技术的

原理、方法、操作及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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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试材及用具

１．试材

高质量的基因组 ＤＮＡ。

２．用具

ＰＣＲ仪、１μＬ、１０μＬ、２０μＬ、１００μＬ微量移液器及吸管、ＰＣＲ管（２００μＬ或５００μＬ）及管架、

１．５ｍＬ离心管及管架、离心机、记号笔、冰箱、托盘、磁力搅拌器、高压灭菌锅、电泳仪、垂直电泳

槽、电炉、三角瓶、紫外透射仪及凝胶成像系统。

３．试剂

（１）引物。

（２）ｄＮＴＰ。

（３）琼脂糖。

（４）ＴａｑＤＮＡ聚合酶。

（５）内切酶（ＥｃｏＲⅠ和 ＭＳｅⅠ）。

（６）５×ＴＢＥｂｕｆｆｅｒ１０００ｍＬ

Ｔｒｉｓ碱 ５４ｇ，２７．５ｇ硼酸，２０ｍＬｐＨ８．０的０．５ｍｏｌ／ＬＥＤＴＡ。

（７）４０％丙烯酰胺贮存液

称取丙烯酰胺 ３８ｇ，２ｇＮ，Ｎ＇－亚甲基双丙烯酰胺，加蒸馏水至 １００ｍＬ，室温避光保存。丙

烯酰胺具强烈的神经毒性，可经皮肤吸收，称量时要戴手套和面具，一般聚合后的聚丙烯酰胺无

毒，但考虑到其中可能有少量没聚合的丙烯酰胺，仍需小心处理。

（８）１０％过硫酸铵

０．４ｇ过硫酸铵加 ４ｍＬ蒸馏水，在 ４℃可保存数周。

（９）６×凝胶加样缓冲液

见实验 ４７。

（１０）ＴＥＭＥＤ（Ｎ，Ｎ，Ｎ＇，Ｎ＇－四甲基乙二胺）

液体，使丙烯酰胺单体聚合成长链。

（１１）固定／终止液

冰醋酸 １５０ｍＬ，蒸馏水 １３５０ｍＬ。

（１２）显影液（使用前 ５ｈ配制）

２Ｌ蒸馏水中加入 ６０ｇＮａ２ＣＯ３，冷却至 ４℃。使用前５ｍｉｎ加入 ３７％甲醛 ３ｍＬ，１０ｍｇ／ｍＬ

Ｎａ２Ｓ２Ｏ３４００μＬ。

（１３）染色液（使用前 １０ｍｉｎ配制）

２Ｌ水中加入 ２ｇＡｇＮＯ３和 ３７％甲醛 ３ｍＬ，混合后即可使用。

二、方法步骤

（一）ＡＦＬＰ体系

１．基因组 ＤＮＡ酶切

酶切、连接反应按照公司出售的 ＡＦＬＰ试剂盒说明来进行，如在 ０．５ｍＬ微量离心管中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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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ＤＮＡ（２００ｎｇ／μＬ） １．０μＬ

５×Ｂｕｆｆｅｒ ２．５μＬ

ＥｃｏＲⅠ／ＭＳｅⅠ （１．２５Ｕ／μＬ） １．０μＬ

ｄｄＨ２Ｏ ８．０μＬ

Ｔｏｔａｌｖｏｌｕｍｅ １２．５μＬ

充分混匀，３７℃温浴过夜。酶切后的 ＤＮＡ样品置于 ７０℃保温 １５ｍｉｎ，以灭活酶，然后置于

冰上迅速冷却。

２．人工接头的连接

酶切反应液 １２．５μＬ

ａｄａｐｔｅｒ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１２．０μＬ

Ｔ４ ＤＮＡｌｉｇａｓｅ（１Ｕ／μＬ） ０．５μＬ

Ｔｏｔａｌｖｏｌｕｍｅ ２５μＬ

充分混匀，２０℃保温 ６ｈ。

３．预扩增

用 ０．１×ＴＥ将连接产物稀释 １０～５０倍 （具体的稀释倍数因物种不同及基因组 ＤＮＡ浓度

不同来确定，可设一些倍数的梯度来实验，确定适宜的稀释倍数），作为预扩增的模板。预扩增

体系为：

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ＤＮＡ ５．０μＬ

１０×ＰＣＲＢｕｆｆｅｒ ２．０μＬ

ＭｇＣｌ２（２５ｍｍｏｌ／Ｌ） １．２μＬ

ｄＮＴＰ（２．５ｍｍｏｌ／Ｌ） １．６μＬ

ｐｒｉｍｅｒＥ＋Ｏ（５０ｎｇ／μＬ） ０．６μＬ

ｐｒｉｍｅｒＭ＋Ｃ（５０ｎｇ／μＬ） ０．６μＬ

ＴａｑＤＮＡ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５Ｕ／μＬ） ０．２μＬ

ｄｄＨ２Ｏ ８．８μＬ

Ｔｏｔａｌｖｏｌｕｍｅ ２０μＬ

混匀后在 ＰＴＣ－１００型热循环仪上按如下 ＰＣＲ条件扩增：

Ｓｔｅｐ１ ９４℃ ２ｍｉｎ

Ｓｔｅｐ２ ９４℃ ３０ｓ

Ｓｔｅｐ３ ５６℃ ３０ｓ

Ｓｔｅｐ４ ７２℃ ６０ｓ

Ｓｔｅｐ５ ７２℃ ５ｍｉｎ

３３～３５个循环

预扩增结束后取 ５μＬ预扩增产物在 １．５％琼脂糖凝胶电泳中检测结果。然后，取 ５μＬ预

扩增产物加 ９５μＬ０．１×ＴＥ作为选择性扩增的模板。

４．选择性扩增

采用的反应体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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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ＤＮＡ ２．０μＬ

１０×ＰＣＲＢｕｆｆｅｒ ２．５μＬ

ＭｇＣｌ２（２５ｍｍｏｌ／Ｌ） ２．０μＬ

ｄＮＴＰ（２．５ｍｍｏｌ／Ｌ） ２．０μＬ

ＥｃｏＲⅠ ｐｒｉｍｅｒ（５０ｎｇ／μＬ） １．０μＬ

ＭＳｅⅠ ｐｒｉｍｅｒ（５０ｎｇ／μＬ） １．０μＬ

ＴａｑＤＮＡ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５Ｕ／μＬ） ０．２５μＬ

ｄｄＨ２Ｏ １４．２５μＬ

Ｔｏｔａｌｖｏｌｕｍｅ ２５μＬ

将反应液混匀后，按如下 ＰＣＲ程序扩增：

Ｓｔｅｐ１ ９４℃ ｍｉｎ

Ｓｔｅｐ２ ９４℃ ３０ｓ

Ｓｔｅｐ３ ６５℃每循环降低 ０．７℃ ５６℃ ３０ｓ １２个循环

Ｓｔｅｐ４ ７２℃ ０ｓ

Ｓｔｅｐ５ ９４℃ ３０ｓ

Ｓｔｅｐ６ ５６℃ ３０ｓ

Ｓｔｅｐ７ ７２℃ ６０ｓ

Ｓｔｅｐ８ ７２℃ ５ｍｉｎ

２３个循环

（二）ＡＦＬＰ结果检测（变性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

１．凝胶的制备及电泳

（１）玻璃板处理

用去污剂和清水将玻璃板洗涤干净，并用去离子水冲洗，最后用 ９５％乙醇擦拭、干燥；取

０．４ｍｍ的边条，置于左右两侧，将短板压于其上，用夹子固定，插好梳子，准备灌胶。

（２）制备凝胶

配置 １００ｍＬ６％的变性聚丙烯酰胺凝胶：加入 ４０％丙烯酰胺 １５ｍＬ，尿素 ４２ｇ，５×ＴＢＥ

２０．０ｍＬ，１０％过硫酸铵 ０．４５ｍＬ，０．１ｍＬＴＥＭＥＤ，用蒸馏水定容到１００ｍＬ，充分混匀。

（３）灌胶

用注射器吸取上述溶液，排除针管内的空气，将注射器嘴插入两块玻璃板的空隙处，把溶液

注入其中，避免产生气泡。把玻璃板斜靠在试管架上，可减少泄露和凝胶的变形。立即插入梳

子，避免梳齿下产生气泡。让丙烯酰胺于室温下聚合 １ｈ。聚合好的凝胶可在使用前贮放 １～

２ｄ，需用１×ＴＢＥ浸湿的纸巾包住梳子及凝胶顶端，再用保鲜膜包好，贮于 ４℃。

（４）预电泳

胶聚合以后，将玻璃板安装在电泳仪上，电泳槽中加入足量的 １×ＴＢＥ缓冲液。小心移去

梳子，用蒸馏水清洗加样孔，８０Ｗ恒功率预电泳 ３０ｍｉｎ，以去除气泡。

（５）点样

把 ＤＮＡ样品与适量 ６×凝胶加样缓冲液混合，９５℃变性 ５ｍｉｎ，立即置于冰上冷却待用，每

    
    

    
    

    
 



实验 ４８ 植物 ＡＦＬＰ分析技术 １５３

个加样孔加 ３～５μＬ样品 ＤＮＡ。

（６）电泳

７０Ｗ恒功率电泳，溴酚蓝至胶的 ３／４处时，终止电泳。

２．银染检测

（１）固定（脱色）

在托盘 １中加入 １．５Ｌ固定／终止液，将有胶的玻璃板放入托盘中，轻摇直到胶全部脱色；也

可将胶在溶液中浸泡过夜（不摇动）。将溶液回收待用。

（２）洗胶

在托盘 ２中用 １．５Ｌ蒸馏水洗凝胶 ３次，每次 ３ｍｉｎ。在将玻板取出时，让玻板竖直滴干水

１０～２０ｓ。

（３）染色

在托盘 ３内加入 １．５Ｌ染色液，将胶板放入托盘中轻摇 ３０ｍｉｎ。

（４）洗胶

将胶浸入托盘 ２中，快速摇晃数秒，拿出，滴干水，立即将胶置于配制好的显色液中。注意，

从将胶置于水中到将其放入显色液中，时间不超过 ５～１０ｓ。

（５）显影

轻摇显色液，直至胶上所有的条带都出现。

（６）定影（终止显色）

将回收的固定／终止液倒入显色液中，反应 ２～３ｍｉｎ。

（７）洗胶

将胶板用蒸馏水洗 ２次，每次 ２ｍｉｎ。

（８）干胶

室温下自然干燥。

３．条带观察和记录

把胶板拍照，也可干燥后永久保存。

（三）数据处理

通过观察扩增结果，可以选出各种植物材料多态性较高的引物组合，确定分离群体某些基因

的分子标记，计算试材间的遗传相似系数，进行聚类分析以研究亲缘关系等。具体方法为：采用

Ｍａｐｍａｋｅｒ／Ｅｘｐ３．０软件对分子标记与目标性状进行连锁分析并绘制连锁群，利用 Ｋｏｓａｍｂｉ函数

将重组率转化为遗传距离（Ｃｅｎｔｉｍｏｒｇａｎ，ｃＭ）。遗传相似系数（ｇｅｎｅｔｉｃ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ＧＳ）按公式 ＧＳ

＝ｍ／（ｍ＋ｎ）计算，ｍ表示基因型间共有带数目，ｎ表示基因型间差异带数目。遗传距离

（ｇｅｎｅｔｉｃ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ＧＤ）为：ＧＤ＝１－ＧＳ。聚类分析按 ＵＰＧＭＡ方法。

三、作业思考题

１．什么是 ＡＦＬＰ？原理是什么？

２．检测 ＡＦＬＰ扩增结果为什么用变性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

３．对给定的植物材料，进行 ＡＦＬＰ分析的主要步骤有哪些？

（陈晓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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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４９ 植物 ＳＳＲ分析技术

ＳＳＲ（ｓｉｍｐｌ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ｒｅｐｅａｔ，ＳＳＲｓ）称为简单重复顺序即微卫星 ＤＮＡ标记，是以 １～６个 ｂｐ

为重复单位，最常见的是 １～４个 ｂｐ，以串联形式重复 １０～６０次，它们普遍存在和随机分布于大

多数真核生物的基因组中，重复的数量呈现高频率的变异，在高等植物 ＤＮＡ中大约 ５０ｋｂ中就

有一个微卫星存在，如小麦上出现了（ＡＧ）ｎ，（ＡＣ）ｎ，（ＴＣＴ）ｎ，（ＴＴＧ）ｎ 等，每 ２１２ｋｂ含有一个

（ＡＧ）ｎ，每 ２９２ｋｂ含有一个（ＡＣ）ｎ，三核苷酸重复（ＴＣＴ）ｎ，（ＴＴＧ）ｎ 大约是二核苷酸（ＡＧ）ｎ，

（ＡＣ）ｎ 重复的 １／１０。基序重复数的不同就形成了 ＳＳＲ座位的长度多态性。ＳＳＲ形成原因是，微

卫星在高等植物中一般位于基因组的非编码区，其位点上的碱基错配和突变极少影响生物个体

的生存和繁殖力，基序越长变异也越丰富，ＳＳＲ的多态性主要依赖于基序重复次数的变异。

在微卫星两侧一般是相对保守的单拷贝序列，检测 ＳＳＲ标记的关键在于设计一对特异的

ＰＣＲ引物。获得引物的途径有：从数据库或已发表的相关文献中查寻，使用亲缘关系比较接近

的其他物种的引物，根据微卫星两侧保守的单拷贝序列寻找特异保守区而自行设计。目前，在大

豆、玉米、小麦、水稻、葡萄、苹果、桃、甜樱桃、云杉、杨树及枥树等许多物种上从基因组文库和数

据库中获得了 ＳＳＲ引物序列。一般的引物长度为 １８～３０ｂｐ，扩增产物即 ＳＳＲ的多态性片段长

度为 ８０～３００ｂｐ。

ＳＳＲ标记以 ＰＣＲ为基础，位点多态性高，操作简便，在植物遗传作图、种质资源保存利用评

价、系谱分析、基因定位和分子辅助育种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

ＡＦＬＰ标记与 ＳＳＲ标记的比较：ＡＦＬＰ多态性检测效率高，其多态性是酶切片段 ＤＮＡ序列的

变异，用少量引物组合能检测到大量的多态性位点，这些位点可能随机分布于多条染色体上，能

覆盖整个基因组，但不能获得相关位点在遗传图谱上的位置信息；方法复杂，成本高。而 ＳＳＲ分

析需要用多对引物分别做 ＰＣＲ，多态性检测效率不如 ＡＦＬＰ高，但 ＳＳＲ的多态性信息量高，即可

在多个等位基因间显示差异，因为 ＳＳＲ两侧的保守顺序在等位基因间多相同，是位点特异的分

子标记，这些位点固定于基因组中的某些染色体上，例如在小麦上仅用位于 Ｄ染色体组上的 ＳＳＲ

引物分析小麦品种的遗传多样性，就能够将全部参试品种区分开来；而且，其中 １Ｄ和 ４Ｄ染色体

上的遗传多样性最小，２Ｄ染色体上的遗传多样性最高。大部分 ＳＳＲ位点在基因组中已定位到

染色体上，而 ＡＦＬＰ标记尚未定位，如果能进一步将 ＡＦＬＰ位点定位于 ＳＳＲ连锁图上，将有助于

ＡＦＬＰ的更为广泛的应用。

本实验介绍 ＳＳＲ分析技术的原理和操作等方法步骤。

一、试材及用具

试材、药品、试剂、用具等与 ＡＦＬＰ分析所需的基本相同，参见实验 ４８，只是不再需要内切酶。

根据实验植物的类型，首先需要从相关文献中查出该种植物或与其近缘的种类已经发表的 ＳＳＲ

引物的核苷酸序列。选择其中的一部分，让商业公司按照序列来合成引物，如果这部分引物扩增

条带的多态性不好，还需要再选择合成其他序列的引物，以选出扩增条带多态性高的引物作为该

物种的 ＳＳＲ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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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法步骤

（一）建立 ＳＳＲ反应体系

把设计好的引物加入 １ｍＬｄｄＨ２Ｏ，计算出引物的浓度，由一对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可以确定

该对引物的退火温度（公司在提供引物的同时，也提示给用户每种引物的退火温度）。ＰＣＲ体系

中加入的各成分的体积数会因模板 ＤＮＡ的浓度和引物浓度的不同而不同，一般在 ２５μＬ体系

中，模板为 ５０ｎｇ，引物终浓度为 ０．２～０．４μｍｏｌ／Ｌ。不同的试材还需要建立最佳的反应体系。

下面是一种反应体系的例子。

ｄｄＨ２Ｏ ９．６５μＬ

１０×ＰＣＲＢｕｆｆｅｒ ２．５μＬ

ＭｇＣｌ２（２５ｍｍｏｌ／Ｌ） ２．０μＬ

ｄＮＴＰ（２．５ｍｍｏｌ／Ｌ） ２．０μＬ

引物 １（２０ｎｇ／μＬ） ３．３μＬ

引物 ２（２０ｎｇ／μＬ） ３．３μＬ

ＴａｑＤＮＡ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５Ｕ／μＬ） ０．２５μＬ

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ＤＮＡ（５０ｎｇ） ２．０μＬ

Ｔｏｔａｌｖｏｌｕｍｅ ２５μＬ

（二）ＰＣＲ反应程序

９４℃预变性 ４ｍｉｎ；再按９４℃ １ｍｉｎ，退火（如５６℃）１ｍｉｎ，７２℃ ２ｍｉｎ，３３个循环，７２℃延

伸 ５ｍｉｎ。４℃保存。注意，退火温度因不同的引物组合而不同，在用不同的引物组合进行扩增

时，都要根据该引物组合来设定反应程序的最佳退火温度。

（三）扩增产物的检测、照相

ＳＳＲ扩增产物检测、照相方法同 ＡＦＬＰ一样，需要跑 ５％ ～６％变性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具

体操作方法同 ＡＦＬＰ分析一样，见实验 ４８。考虑到做变性聚丙烯酰胺凝胶的复杂性，可以首先在

３％ ～４％ 琼脂糖凝胶上检测扩增产物的有无，如果有扩增带且大小不易区分，再跑变性聚丙烯

酰胺凝胶电泳以区分扩增带的大小。

（四）数据处理与分析

数据记录、遗传相似系数分析和聚类分析的方法同 ＡＦＬＰ标记分析一样，见实验 ４８。

三、作业思考题

１．什么是 ＳＳＲ？原理是什么？

２．如何检测 ＳＳＲ扩增结果？

３．对给定的植物材料，进行 ＳＳＲ分析的主要步骤有哪些？

４．ＳＳＲ标记和 ＡＦＬＰ标记有什么不同之处？

（陈晓流）

    
    

    
    

    
 



下篇 选择与利用变异

第七章 植物育种方案的设计、实施与选择技术

实验５０ 植物育种计划的制定

植物育种的过程即是设计和实施育种方案的过程，而制定科学合理、可操作性强的育种计划

是植物育种工作的关键性环节。在进行任何植物的育种工作之前，都要根据已定的育种任务和

要求，结合本单位的具体条件，拟定出切实可行的育种计划。育种计划是育种工作的基本蓝图和

具体实施指南，只有制定出合理可行的计划，整个育种工作才能方向明确，技术路线合理，措施得

力，从而保证育种任务的圆满完成。育种计划的内容，应包括育种工作的全部过程和说明，即从

育种目标和要求、田间设计和实施、选择和收获、世代间的连续和工作要点，直到新品种的育成和

鉴定试验为止的所有过程，都要尽可能地具体一些，使育种工作能够按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而

且也便于检查，可以保证育种任务的完成和育种目标的实现。

本实验使学生初步掌握制定植物育种计划的方法，从而对植物育种的基本过程有一个概括

的了解和把握。

一、方法步骤

（一）设定育种计划的名称

育种计划的名称要简明扼要，并能表达出育种工作的基本任务和目标，如“优质耐旱小麦新

品种的选育”。

（二）确定育种目标

育种目标是育种工作的依据，可以决定育种工作的成败。要在对当地条件、品种现状进行调

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当前国民经济和农业生产的实际，兼顾今后的发展，制定出科学合理的育

种目标。育种目标的内容一定要具体，且有主有次，切忌泛泛一般化，要将育种目标落实到具体

的性状指标上。

（三）选择种质资源

要根据育种目标，选择确定具有所要求的优异性状的种质资源。要明确种质资源的来源、表

现特点、目标性状的遗传规律和不同资源间的亲缘关系。要注意尽量拓宽种质资源的遗传基础。

（四）选用育种途径

明确采用什么样的育种途径。首先根据不同繁殖方式植物的遗传特点，确定选育的品种类

    
    

    
    

    
 



１５８ 第七章 植物育种方案的设计、实施与选择技术

型，然后再进一步选择适宜的育种方法。如选育自花授粉植物的纯系品种，可根据具体情况，选

用品种间杂交育种，远缘杂交，回交育种，诱变育种等方法，或采用常规育种技术和生物技术等高

新技术相结合的育种途径。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确定具体的技术路线。以杂交育种为例，要选

用恰当的亲本，配置合理的杂交组合，是单交还是复交，各个亲本杂交的先后次序也都要认真推

敲、优化。

（五）试验的具体实施方案

１．试验地的设计及材料种植

说明采用的育种途径，规划好种质资源材料区、杂种后代选择区、品系鉴定比较试验区等育

种试验区。根据育种任务和不同性质材料的数量，规划好各区的面积、排列以及不同材料群体的

规模。另外，确定不同世代材料的株距、行距、排列方式及播种方法。

２．田间管理

写明试验地的地势、土壤类型和肥力。制定出具体的间苗、定苗、中耕除草、防治病虫害、水

肥管理及其他相应的管理措施。

３．田间观察记载及室内考种项目

根据育种任务和植物种类不同，以及人力的多少，其观察记载项目和考种项目也不同，但一

定要抓住主要项目，重点突出。一般说来，要在植物生长的全生育期中，根据不同生育阶段和不

同性状的表现特点，分期进行观察记载。如小麦育种，要分别在出苗期、越冬期、返青期、起身拔

节期、抽穗期、灌浆期、成熟时等分期观察，要明确各个时期观察的性状和标准。另外，要特别注

意在育种的主要目标性状表现最明显的时期进行重点调查记载。

４．选择和收获

选择优良变异是育种的一个重要工作环节，也是育种者的一个基本功。要根据具体的育种

目标、植物的繁殖方式、杂交方式以及性状的遗传特点等因素，制定出具体的选择方案。如在杂

交时，要选择典型、无病、生长健壮的植株作为杂交亲本；杂种第一代（Ｆ１）主要是评选组合，选择

杂优大，性状互补好的 Ｆ１ 代组合收获；Ｆ２ 代重点是选择优良的个体；Ｆ３ 代以后主要以选株系为

主。要制定出具体的选择时期、选择的性状标准、选株（或株系）的数量。要根据不同的育种要

求和实际情况，确定收获的方法，如 Ｆ１ 代是以组合为单位混收，还是单株收获。另外，还要根据

具体情况，采用不同的对杂种后代的处理方法，如系谱法、混合法、单籽传法等。

（六）特殊育种措施

说明为了实现育种目标和任务，需要采取的一些特殊的育种措施。例如抗病育种需要采用

人工诱发鉴定时，说明采用的菌种、接种的时间和方法，是否需要特设鉴定圃。为了加快育种进

程，可采用加代措施，说明是采用异地加代还是本地加代及加代的设施和技术方法等。

（七）编写育种计划书

在做好以上各步工作的基础上，编写出完整的植物育种计划书，以作为育种工作的指导。计

划书的编写一定要经过广泛调研、充分讨论和论证。育种工作要以育种计划为依据，一般情况

下，不要随意更改，经常变动，否则就失去了制定育种计划的意义，增加了育种工作的随意性和盲

目性，或者反映出制定的育种计划质量不够高。另一方面，根据育种工作进展的实际情况以及条

件等因素的变化，适时地对育种计划作适当的修改完善也是允许和必要的。关键是要处理好二

者的关系并适度把握。

    
    

    
    

    
 



实验５１ 植物育种试验田的规划与种植 １５９

二、作业思考题

１．以杂交育种为例，结合本校的研究课题，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制定一份完整的育种计划

书。

２．制定植物育种计划有什么重要意义？应重点考虑哪些因素？

（胡延吉）

实验５１ 植物育种试验田的规划与种植

育种工作从研究种质资源开始到新品种选育成功，是一个由各个工作环节组成的连续的过

程，而育种试验田则是实现育种任务的最基本的条件和依托，育种试验田中各个试验区是不同育

种环节的具体实施和体现。植物育种田间试验计划书的编制、田间规划和播种，是每年度不可缺

少的基本工作，也是承上启下确保育种工作顺利连续进行的基础。由于育种程序年限长，环节

多，内容繁杂，各个育种阶段的材料的特点及其在育种过程中的目的要求不同，相对于育种试验

田各试验区的要求和规划也不尽相同。因此，植物育种试验田的规划和种植必须遵循一定的方

法步骤和严格的操作规程，从而保证试验质量，使育种工作有计划地顺利进行，圆满地实现育种

目标和任务。

本实验通过参加植物育种各试验区的播前准备和播种工作，使学生熟悉和掌握植物育种试

验田各试验区的规划及播种的技术。

一、试材及用具

１．试材

植物（小麦、玉米、棉花或其他作物）育种试验的播种材料。

２．用具

木牌、皮尺、木尺、细绳、锤子、划行器及开沟锄等。

二、方法步骤

（一）编制田间试验计划书

编写田间试验计划书是落实植物育种计划的重要工作环节，有助于育种方案的具体实施，并

且利于试验资料的归类存档。田间试验计划书应装订成册，并一式两份，一本存档，另一本用于

田间试验的执行。田间试验计划书应妥善保存，严防丢失，以免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田间计划

书通常包含的主要内容如下：

１．试验计划的基本情况：包括试验名称、目的要求、试验地概况（地点、面积、地形、土质、肥

力及前茬作物等）、各个试验区情况（试验区名称、试验区起止号、试验区面积、形状、排列方式及

重复次数等）、走道的宽度、水渠的设置和保护行的设置等。

２．绘制田间区划示意图（表 ７－１，以小麦育种试验田为例）。

３．试验材料田间种植计划表（表 ７－２，表 ７－３，表７－４）。

    
    

    
    

    
 



１６０ 第七章 植物育种方案的设计、实施与选择技术

（二）试验区规划

在田间区划时，根据地形走势确定各个试验区的位置。可先量出整个试验地一边的总长度，

并在两端钉上木桩（或木牌）作为标记，拉上细绳并固定作为标定整个试验区的基本线。然后，

以其中一个木桩为起点，沿试验地另一边拉一条与基本线垂直的线。应用“勾股”定理，用皮尺

量出 ３ｍ、４ｍ、５ｍ长的 ３个线段做一直角三角形，把 ３ｍ的一段放在基线上，４ｍ的一段放到试

验田的总宽度上，用 ５ｍ长的一段作斜边，这样长、宽两线就互相垂直了。采用同样的方法确定

其他的直角，并把另一边的总长和总宽画出，这样就把整个试验田的位置定好了。

各试验区的分区和试验小区的划分是按试验设计进行的。在两条总长线上，按设计方案量

出小区长、渠道和走道宽度并钉好木牌，就已把重复和走道划出。在总宽线上分别量出小区宽

度，边量边插上木牌做好标记。用划行器在畦面上划行，即完成了田间区划工作。

（三）各试验区的种子准备

各试验区的种子准备因不同试验区而要求不同。以自花授粉作物小麦为例简要说明如下：

１．原始材料区

种植从国内外搜集来的原始材料和杂交用的亲本。每个材料播种 ２～３行。对每一材料挑

选典型、饱满的种子，并数取或称取每行种子数量或质量装入一个纸袋内。纸袋上用铅笔写明材

料名称、去年行号、粒数等，按顺序排在种子盒内，然后每隔 ９袋或 １９袋插入一袋标准品种，统一

编行号，用回形针或橡皮筋将每 １０或 ２０个种子袋夹在一起。

２．选种圃

Ｆ１ 代按杂交组合顺序排列，依杂交所得种子多少，每一组合种 １～３行不等。在每个单交组

合前插种父、母本各一行或在组合的两侧分别插种父母本。

Ｆ２ 代以杂交组合为单位排列种植。在单交组合前插种父、母本各一行，各杂交组合种植的

行数因杂交方式、是否重点组合及其他因素而不相同。

Ｆ３ 代以及以后各代，播种上代当选的单株。每世代按组合顺序种植，排完一个组合，再排另

一个组合。每个单株的后代种成一个株行，一般 ３～４行区。

选种圃各世代材料，均按照相应播种规格要求数取或称量每行的种子，完成种子分装后，仍

每隔 ９袋或 １９袋插入一袋标准品种，并统一编号，以备登记填写田间试验计划书。

（四）播种

种子播种前，还应预先做好木牌，在其上端用毛笔写上行号或区号，一般每隔 ９或 １９行写一

木牌。用手工播种时，须按田间种植计划书，将已编好号的种子袋分发排列在相应各试验区的播

种行内，并检查种子袋上的编号与行号或试验小区号是否一致。如无错误，即可开沟播种。开沟

时要深浅一致，行长达到规定长度。播种后覆土、荡平，适当镇压。播完一行后，把种子袋放在该

行的另一端，待收集空袋时，再查对一次纸袋编号与行号是否一致。如发现错播、漏播应及时记

录在记载本上，以备在田间种植计划书上更正、注明。每一试验区最好在一天内播完，每一个重

复必须在同一天播完。原始材料一般采用条播，选种圃采用单粒点播，高代材料也可以稀条播。

最后在每畦两头播 ３～５行保护行。

若为机播时，可根据情况，预先用种子盒分装种子，或预先调节播量，然后播种。要注意防止

重播、漏播、并行、串行等。

    
    

    
    

    
 



实验５１ 植物育种试验田的规划与种植 １６１

三、作业思考题

１．组织学生参加育种试验田的区划和播种工作，检查他们区划和播种的质量。实习结束

后，根据操作情况，按表 ７－１～７－４所列项目进行总结。

２．种子准备和田间区划、播种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表 ７－１ 育种试验（小麦）田间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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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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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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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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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比
试

—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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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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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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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沟

繁

殖

←

原

材

始

料

→ ← Ｆ２ 间 代 十 一 畦 →

繁

殖

水 沟

保

护

← Ｆ３ 代 六 畦 → ← 走
Ｆ４

代

四

畦
→ ← Ｆ５

代

以

上

共

六

畦

保

护

水 沟

区 → ← 中 间 材 料 → 道 ← 性 状 遗 传 研 究 → 区

品 系 繁 殖 保 护 区

表７－２ 原始材料和中间材料种植计划表

材料来源 材料名称 去年行号 今年行号 记载项目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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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３ 选种圃种植计划表

去年行号

（含株号）
今年行号

种子来源

或杂交组合

去年鉴定

结果摘要
记载项目 备 注

表７－４ 品系鉴定圃和品系比较圃种植计划表

品系名称

或代号

种子来源

或杂交组合

去年行号

或区号

今年区号

（年份 －区组号 －小区号）
记载项目

（胡延吉）

实验５２ 植物育种程序观察

根据繁殖方式的不同，可将植物分为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两大类。在植物进行有性繁殖时，

又可分为自花授粉、异花授粉和常异花授粉等类型。植物繁殖方式与采用的育种途径及相应的

育种程序间有密切的关系。常规杂交育种和杂种优势利用均适用于有性繁殖植物。一般说来，

品种间杂交育种是自花授粉和常异花授粉植物的主要育种途径之一，杂种优势利用是异花授粉

植物品种选育的主要方式，而营养系杂交育种则适用于绝大多数果树、花木和球根类花卉，以及

进行无性繁殖的蔬菜、大田和各种经济作物如甘薯、甘蔗、咖啡和三叶橡胶等。上述育种途径具

有各自不同的工作环节和育种程序，现分别予以介绍，可根据具体情况，安排学生进行观察实习。

本实验使学生初步掌握不同繁殖方式的植物的基本育种程序，了解各个试验圃的田间设计

和工作内容，学会相关的育种操作技术。

一、试材及用具

植物育种试验地、制种田、试验计划书及田间种植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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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法步骤

Ⅰ 自花授粉和常异花授粉植物杂交育种程序

杂交育种工作的全过程包括几个连续的选育阶段，并形成与之相应的工作程序和几个试验

圃。现简介如下：

（一）原始材料圃和亲本圃

原始材料圃种植从国内外搜集来的原始材料，按类型归类种植。亲本圃种植从原始材料圃

中选出的有可能作为亲本利用的材料以及在育种工作中积累的一些基本亲本材料。原始材料和

亲本材料顺序排列，每一材料播种一个小区（２～５行），可点播或稀条播。其主要任务是对种植

的材料进行鉴定、研究，选择亲本进行杂交。

（二）选种圃

种植杂种及其分离世代材料的地段称为选种圃，有时也将种植 Ｆ１、Ｆ２ 的地段称为杂种圃。

采用系谱法时，在选种圃内连续选单株，直到选出优良品系为止。

１．杂种第一代（Ｆ１）

按组合顺序排列，单粒点播，并相应播种亲本，每隔 ９或 １９行种一行对照品种。Ｆ１ 代性状

整齐一致，一般不选株，只淘汰过差的组合和假杂种。一般按组合混收、脱粒。

２．杂种第二代（Ｆ２）或复交一代

按组合顺序播种，单粒点播。在各组合前种植亲本和在适当位置种对照品种。Ｆ２ 代是性状

分离最大的世代。要按育种目标在优良组合内多选单株，一般组合内少选单株，淘汰组合内不选

单株，所选单株单收、单脱。

３．杂种第三代（Ｆ３）

上代每个当选单株的种子播种一个小区（３～５行），单粒点播，成为一个株系。每隔一定行

数均匀设置对照品种。Ｆ３ 代一般仍有分离，主要工作内容是选拔优良株系中的优良单株，按单

株收获、脱粒、保存。

４．杂种第四代（Ｆ４）及以后世代

种植方法与第三代相同。来自同一 Ｆ３ 株系的 Ｆ４ 各株系（系统）称为株系群。Ｆ４ 主要工作

是首先评选优良株系群，从中选拔优良株系，再从优良株系中选优良单株。从 Ｆ４ 开始，已出现为

数不多的性状较为整齐一致的株系。对优良一致的株系可混收，改称为品系。

（三）品系鉴定圃

种植由选种圃入选的优良品系和上一年鉴定圃留级保留的材料。其任务是对各品系进行初

步产量比较试验以及对性状的优劣作进一步的观察鉴定。一般采用顺序排列法。每隔 ４或 ９个

小区设 １个对照小区。重复 ２～３次或不设重复。一般每小区种植 ３～６行，种植密度及田间管

理接近大田生产条件。试验一般进行 １～２年。

（四）品种比较试验圃

种植鉴定圃升级或上年品种比较试验圃留级的品系。在较大面积上对其产量、品质及其他

性状进行更为全面和严格的鉴定比较，从中最后确定一至几个优良品种（系）送交区域试验。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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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比较试验参试材料数目较少，通常 １０～１５个。采用随机区组设计，重复 ４～６次，小区面积较

大，如小麦小区面积为 ２０～４０ｍ２。试验地耕作、播种、管理等作业力求接近大田生产条件。各

参试品种（系）一般均试验 ２年以上。

Ⅱ 异花授粉植物杂种优势利用的育种程序

该类植物杂交种的选育大体可分为以下几方面内容（以玉米为例）：

（一）自交系的选育

１．基本材料的种植与选株自交

品种、各类杂交种、人工创造和引进的材料和类型都可作为分离自交系的基本材料。将其分

区种植在基本材料圃内，在基本材料抽雄后开花前选优良的基本株（Ｓ０）套袋自交。用适宜大小

的防水纸（如羊皮纸袋）分别套住雌雄花序，开花散粉前进行人工授粉自交。收获后再进行穗部

观察，淘汰病穗劣穗。中选果穗分别脱粒、编号、保存。

２．Ｓ１ 的自交与选择

将上年每个自交株分别种成穗行（Ｓ１）。Ｓ１ 代明显地出现性状分离和生活力严重衰退现象。

在严格选择的基础上大量淘汰不符合育种目标要求的穗行，在优良穗行中继续选株自交。Ｓ１ 大

约淘汰穗行数的 １／２～２／３。在每个中选穗行内选留 ５～８个果穗自交。

３．Ｓ２ 的选择

上年选择的 Ｓ１ 自交果穗仍以果穗为单位相邻种植，生长出来的植株为 Ｓ２ 植株。同一基本

株的不同 Ｓ２ 穗行，互为姊妹行。Ｓ２ 的性状仍在继续分离，生活力也仍在继续下降。要继续从优

良穗行中选择优良植株套袋自交。每一中选穗行，一般初选自交果穗 ８～１０个，经过以后各个阶

段的严格选择最后保留 ３～５个果穗即可。

４．Ｓ３ 及以后各代的选择

基本与 Ｓ２ 代相同，在优良穗行中连续选择优株自交，直至性状稳定成为性状整齐一致的自

交系为止。自交代数越高，选择标准越严格，每个穗行选择自交的果穗则越少（１～２个果穗即

可）。

（二）自交系配合力测定

测定自交系配合力是组配强优势杂交种的必不可少的工作环节。测定自交系配合力的方法

很多，通常采用以下方法：

１．一父多母隔离区测定法

把各个被测系顺序种植在一个隔离区内，每隔一定行数种 １～２行共同测验种作父本（共同

测验种一般选用一个遗传基础广泛的品种群体）。在被测自交系抽雄后开花前彻底去雄，用测

验种的花粉给它们自然授粉，分别产生多个测交种。第二年通过测交种产量比较，可得出各个被

测自交系的配合力。

２．多系测交法

利用几个优良自交系或骨干系作测验种，与一系列被测系测交，又称骨干系法。将上述材料

种于一个测交区内，根据计划，用各个骨干系分别与一系列被测系套袋杂交，组成一系列单交组

合，下代进行测交种比较试验，可计算出每个被测系的一般配合力和各组合的特殊配合力。例如

有 ４个骨干系，１００个被测系，则可获得４００个测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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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杂交组合的比较选择

根据杂交种组配的原则组配成的杂交种还必须进行一系列的田间比较试验，才能最后确定

其优劣。玉米杂交种的鉴定比较，一般进行以下 ３个步骤：

１．初配组合鉴定

初配组合数量多，每个组合的种子少，因此小区面积较小，一般 １～２行，每行 ２０～３０株，每

隔 ４或 ９个小区设一对照区，重复 １～２次。从中选出少数优良组合升入初选组合比较试验。初

配组合鉴定一般只进行 １年。

２．初选杂交组合产量比较试验

参加试验的组合数一般不超过 ２０个。试验设计一般为 ４～６行区，每行 ２０～４０株，重复

２～４次。主要根据产量和综合性状的表现，从中选择 １～２个最好的杂交组合参加区域试验、生

产试验和栽培试验。比较试验一般进行 ２年。

３．区域试验、生产试验和栽培试验

内容与要求与其他作物基本相同，不再叙述。

Ⅲ 营养系杂交育种程序

营养系杂交育种实质上是有性杂交和无性繁殖相结合的一种育种途径，既可以利用基因重

组，又可以固定杂种优势。以甘薯为例，将其育种程序简介如下：

（一）甘薯诱导开花和杂交技术

参阅实验 ４或其他相关实验指导书。

（二）实生苗的播种和管理

１．种子处理及催芽

甘薯种子种皮坚韧，不易透气吸水，播前应进行种子处理，常用的处理方法是硫酸浸种。将

种子按杂交组合分别放于发芽皿中，倒入浓硫酸少许以能没住种子和种子粘上硫酸为度。搅拌

均匀，经 １ｈ左右，倒掉硫酸，反复用清水冲洗干净，然后进行 ２５℃定温催芽（约半天）。待种子

膨胀或露现小芽尖时即可播种。

２．种子播种与管理

种子要争取早播。可采用温室或苗床加盖薄膜的保温育苗方法。按组合分行单粒点播，行

距１０～１３ｃｍ，株距 ３～６ｃｍ，播后覆盖疏松细碎营养土１．５ｃｍ，保持床温 ２５～３０℃，经常保持床

面湿润，促进苗芽早出快发。注意水、肥松土管理，防治虫害，拔除畸形苗、劣苗和杂草。待苗龄

５～６片真叶时，打顶尖去分枝，以利多剪苗。

（三）实生苗株（系）选择

实生苗株（系）（即营养系）选择是育种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将苗圃中实生苗按组合分类选

苗栽插于春薯初选区。每行 １０株，栽前剪去主根，按需要设亲本、对照区。于夏秋薯栽插时，从

实生苗春薯初选区选株编号，剪秧栽插于夏秋薯株系选择区。每株各剪 ５～１０根栽插一行进行

株系比较。收获时，以夏秋薯为主，参照春薯初选区进行选系、选株。

实生苗的选择，一般在春薯初选区栽植前、薯株栽插时和收获期分 ３次进行。收获期选择是

关键，着重调查入选株（系）主要性状、熟食品质、产量、烘干率、抗病性和结薯习性等。田间入选

率一般在 ５％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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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品系产量、适应性等鉴定试验

１．鉴定区（圃）

针对供试材料的多少，分别采用顺序排列法或多次重复法。每区 ３行，重复 ２至 ３次，小区

面积 １５ｍ２ 左右。全面鉴定特征、特性。根据育种目标，生育期间进行挖根调查，鉴定块根增长

动态。另外，酌情进行抗逆性、抗病性、贮藏性、品质等有关性状的直接或综合鉴定。选出的品系

进一步参加品种比较试验。

２．品种比较及区域试验

与其他作物基本相同，不再细述。

三、作业思考题

１．选择一种或几种不同繁殖方式植物的育种试验田，带领学生按不同育种阶段的试验区进

行观察和学习。每个学生整理出实习报告，说明育种各个试验区的田间设计、种植方法和主要工

作内容等。

２．试比较不同繁殖方式的植物育种程序的特点。

（胡延吉）

实验５３ 有性繁殖植物杂种后代选择

有性杂种于杂种二代（Ｆ２）开始基因分离，对一些单基因或寡基因控制的质量性状的选择从

Ｆ２ 代就开始了，经过若干世代个体和群体鉴定、选择和淘汰，把分散在不同亲本上的优良基因集

中到若干个个体或小群体内，把入选的优良个体或小群体加以繁殖，再经过一系列鉴定、选择和

淘汰就育成了新的植物定型品种。在整个选育过程中，由于不同种类的植物的开花结果习性、繁

殖方式、性状遗传特点和目标性状要求等不同，对杂种不同世代的人工控制授粉、留种方式、群体

大小、选择指数、选择标准等也应该是不同的。由于采用的选择方法不同，对杂交后各个世代的

处理方法差别较大。

实验目的是观察有性繁殖植物杂交后各世代的性状表现，学习对杂交后不同世代的处理技

术，系统地了解系谱法选育方法的技术要点。

本实验以甘蓝为例来进行详细的说明。

一、试材及用具

１．试材

有性繁殖植物的杂交种的各世代材料（Ｆ１，Ｆ２，Ｆ３，…），自花授粉植物可选小麦、番茄、葡萄

等，异花授粉植物可选玉米、大白菜及杏等，常异花授粉植物可选茄子、棉花等。

２．用具

隔离纸袋、棉线、纸牌、镊子、放大镜、显微镜、竹牌、钢卷尺、７０％酒精及铅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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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法步骤

每实验组 ３～５个人，按下列程序进行。

（一）准备种子

将亲代（Ｐ）、Ｆ１、Ｆ２ 以及以后各代的种子在实验室整理、编号、登记准备好。

（二）育苗

把上述种子分别在苗床中按组合、世代、株系播种在营养钵中进行育苗，分别按系统的编号

插上标牌。注意苗期肥、水和病、虫害防治管理，也可直接播种于事先规划好的试验区。

（三）田间实验的规划设计

按各组合、世代、株系的种子量或育苗数规划好试验地即 Ｆ１ 代区、Ｆ２ 代区、Ｆ３ 代区等。

１．杂种一代（Ｆ１）区

按杂交组合分别播种、栽植，两旁为父、母本。如果亲本为自花授粉作物或是自交系，一般以

获得 Ｆ２ 代足够播种量为依据确定栽种株数，一般 ５～１０株；如果亲本是异花授粉作物或是品种，

则栽种 ３０～６０株。父、母本的栽种应按实验地的面积、小区设计等而定，一般栽种 ５株左右。

２．杂种二代（Ｆ２）区

按 Ｆ１ 组合和组合内株系编号分别播种、栽植，可按 Ｘ＝２．５×４
ｎ
这一公式去计算栽种株数，Ｘ

为出现 １株纯合理想株应栽种的杂种二代株数，２．５为机率常数，ｎ为控制目标性状的基因对数。

这种计算对亲本遗传规律不清的试材是不能办到的，有时可用目标性状数代替基因对数（ｎ），一

般栽种 １０００～２０００株。每隔 １０个小区设 １个标准品种为对照，栽种株数为 ３０株左右。

３．杂种三代（Ｆ３）区

将 Ｆ２ 单株系（系统）分别栽种 １个小区，每小区栽种 ３０～１００株，每隔 ５～１０个小区设 １个

标准品种对照区。

４．杂种四代（Ｆ４）区

将 Ｆ３ 代选出的系统群、系统、系统内选出的株系分别栽种各自的小区，栽种株数为 ３０～１００

株，每隔 ５～１０个小区设 １个标准品种对照区，有时可设 ２次重复。杂种四代以后的世代同杂种

四代相似，可将小区面积适当增大些。

（四）杂种后代的选择及处理

这项工作应该安排在实验课后，利用课外时间进行。

１．杂种一代（Ｆ１）

（１）自花授粉植物或自交系间异花授粉的 Ｆ１ 代，性状基本一致，除了淘汰不良组合外，一般

不进行组合内株选，只在组合内淘汰伪杂种和性状表现特别差的植株，按组合留种。在性状观察

记载方面，通常只记载性状显隐关系和杂种优势情况，不作详细记载。

（２）异花授粉植物或复合杂交，性状一般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分离，除了淘汰不良组合外，

在入选组合内选择若干优良单株，人工控制自交，分株系留种。在观察记载方面，除了观察、记载

重要性状显隐关系和杂种优势外，还应注意性状分离情况，有时还要进行一些分析、统计研究。

２．杂种二代（Ｆ２）

Ｆ２ 是性状强烈分离的世代，同一组合内株间差异很大，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性状。因此，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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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组合间比较，淘汰一部分重要性状表现平均值低，又没有突出优良单株的组合，再在中选的组

合中进行单株选择。选择时力求准确适当，选择标准不要过严，主要针对质量性状和遗传力高的

性状（如抗病性、植株生长习性、成熟期、产品器官的形态和色泽等）进行单株选择，应多入选一

些较优良的单株，通常优良组合的入选株数约占本组合群体总数的 ５％ ～１０％左右，次优组合的

入选率可少些。当选单株挂上标牌作好标记，对异花授粉蔬菜要分株人工控制自交。成熟时按

组合分株收获，分别脱粒，种子分株装袋，编号保存，下次按组合分株播种。

在观察、鉴定、记载方面，主要对重要经济性状进行观察、鉴定，调查其分离情况及变异幅度，

并尽量使调查标准数量化，以便于统计分析。

３．杂种三代（Ｆ３）

无论自花授粉还是异花授粉的蔬菜作物，都是从 Ｆ２ 代选留下来的单株系。杂种三代的性

状，一般仍有分离，有些可能多数性状符合要求，但仍有一些性状尚未达到目标。因此，Ｆ３ 代的

选择，以单株选择为主，性状稳定下来的就进行株系比较选择。Ｆ３ 代是开始对产量等遗传力低

的数量性状进行系统间（株系）比较选择的世代，从 Ｆ３ 代开始要重视系统间优劣的比较，按主要

经济性状和整齐性选择优良系统，再在当选系统内针对仍在分离的性状选择单株。应多入选一

些系统，每一系统入选株数可少些，为 ６～１０株。如在 Ｆ３ 中发现有优良的、比较整齐一致的系

统，对自花授粉作物（菜豆、豇豆）可在去劣后混合采种，下代升级鉴定，对异花授粉作物则在去

劣后进行人工控制的系统内株间授粉，然后混合留种。

在观察、鉴定时，应主要注意系统间性状优劣的鉴定和系统内一致性的鉴定。

４．杂种四代及以后各代

Ｆ４ 代首先比较系统群的优劣，从优良系统群中选择优良系统，再从优良系统中选择优良单

株。此代的选择任务是株系选择和单株选择并用。对优良稳定的系统群去劣混合采种，下代升

级鉴定。在优良稳定的系统群中各姐妹系如表现一致，可按系统群去劣混收，下代升级鉴定。Ｆ４

升级鉴定的系统内如出现特别优良的单株可单选下一代播种成单系，继续选择提高。Ｆ４ 以后各

代主要是进行系统间的比较和选择，选出优良一致的系统后混合留种，进行升级鉴定。Ｆ４ 以后

表现性状仍不稳定的材料，需继续进行单株选择，直至选出整齐一致的系统。不过，杂种到了第

四代，如果还没有优良单株分离出来，以后就不大可能出现好的单株，这样的组合和系统应该予

以淘汰。

５．讨论及执行

每小组按教师分配的具体任务，讨论杂种后代的选择和处理实施方案，经教师批准后，按批

准方案执行。

三、作业思考题

１．每人绘制 １份田间栽种平面图。

２．每组制定 １份《杂种后代选择和处理实施方案》，包括性状鉴定，株选、系选标准，入选株

的授粉处理和种子成熟后室内考种等。

３．每人写 １份各代植株性状遗传变异观察报告。

４．杂种后代选择的理论根据是什么？

５．自花授粉植物和异花授粉植物的后代选择、鉴定和人工控制授粉方式有什么不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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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种后代选择效果的途径有哪些？

（孙丽萍）

实验５４ 植物芽变选种技术

芽变是体细胞突变的一种，突变发生在芽的分生组织体细胞中，当芽萌发长成枝条时，在性

状上表现出与原类型不同，即为芽变。芽变是遗传物质的突变，它的表现多种多样，极其复杂。

因此，要开展芽变选种，提高芽变选种工作的水平。区别一个变异体是芽变还是彷徨变异（又称

饰变）的最可靠方法是采用无性繁殖将变异体进行移植，然后将移植体与变异体和对照三者进

行比较鉴定。但是由于无性系内的变异是极其普遍的，无论单株间、枝间还是果间都有差异，而

这种差异的极大部分都属于彷徨变异，所以首先应当对变异体进行观察，通过分析变异性状与环

境的相关关系，从而把其大量的显而易见的彷徨变异予以淘汰，只把个别突出的很可能与环境无

直接关系的变异进行移植鉴定。

实验目的是了解怎样通过分析变异，区别芽变和彷徨变异，观察不同的植物所具有芽变的不

同表现形式，了解芽变的细胞学和遗传学基础。

一、试材及用具

１．试材

枝变或株变 １～３个。

２．用具

片尺、皮尺及叶膜板或分格松。

二、方法步骤

芽变选种分二级进行。第一级是从生产园内选择初选优系，包括枝变、单株变异；第二级是

对初选优系的无性繁殖后代的比较筛选，包括复选和决选两个阶段。

（一）调查访问

调查访问变异体的苗木来源、砧木种类、已否繁殖和繁殖以后的表现，变异性状在历年中有

何突出的变化，施用过何种激素和有无采取过特殊的措施以及立地条件有何特殊。

（二）对变异体进行观察与分析

１．对株变要注意和其他树株做对比分析，看是否存在连续性变异，同类变异是一株还是多

株。

２．对枝变要注意观察是一个枝还是几个枝，是否为嵌合体。

３．对产量的变异要解析产量构成因素。

４．对数量性状的变异要注意观察是否同时存在着品质性状的变异。

５．注意有无劣变性状。

６．分析变异有以下 ５条依据：

（１）变异性状的性质

品质性状一般不会因环境条件的影响表现为饰变，所以只要是典型的品质性状发生改变，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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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皮无色与有色、片红与条红、有毛与无毛、果实香味的有无、花粉育性的彻底改变等，一般即

可判定这些变异是芽变。

（２）变异体的范围

变异体包括枝变、单株变及多株变 ３种情况。如果是多株变异，立地条件不同，可排除环境

的影响；砧木不同，可排除砧木的影响。如果是一个单株变异，则有 ３种可能，或为芽变，或为饰

变，或为实生变异。对于枝变，要观察它是否为嵌合体，如果变异是一个扇形嵌合体，即可肯定为

芽变。

（３）变异的方向

凡是饰变都与环境条件的变化相一致，而芽变则常常看不出与环境条件有明显关系。

（４）变异性状的稳定性

饰变既然是一般环境因素在表型上的反映，只有当这一环境条件存在时，表型才能表现这种

变异；条件不存在时，变异就会消失。所以，通过了解变异性状在历年的表现，结合分析其环境因

素的变化，就能对变异作出正确的分析判断。

（５）变异性状的变异程度

环境条件造成的饰变，不会是漫无边际的，而应当是在某一基因型的反映规范之内，如果超

出这一范围，就不可能是饰变。当然，这不能理解成饰变的变异程度总是小于芽变，而是既要从

变异程度上进行比较，又要结合环境条件及其他性状全面分析，综合判断，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三）复选

包括两部分工作，一方面是对变异的准确鉴定，即对经过观察与分析仍无法确定为芽变或饰

变的变异，要在高接鉴定鉴定圃及选种圃继续进行鉴定；另一方面的工作就是对优良的芽变品系

进行品种比较试验和区域性栽培试验。

（四）决选

通过初选以后，就要进行决选，参加决选的品系，应由选种单位提供下列完整材料和实物。

１．该品系的选种历史、评价和发展前途的综合报告。

２．该品系在选种圃及品种比较试验圃内连续不少于 ３年的果树学与农业生物学的完整的

鉴定数据。

３．该品系在不同自然区内的生产试验结果和有关鉴定意见。

４．该品系及对照的新鲜果实，数量 不少于 ２５ｋｇ。

上述资料、数据和实物，经审查鉴定后，各方面确认某一品系在生产上有前途，可由选种单位

予以命名，作为新品种向生产上推荐，在发表 新品种时，应提供该品种的详细说明书。

三、作业思考题

针对所观察的变异体的具体特点，确定观察项目并与对照进行对比观察，初步论断变异体是

芽变还是彷徨变异，并提出处理意见。

（孙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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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５５ 无性繁殖植物杂种后代选择

无性繁殖植物杂交育种可通过有性杂交综合亲本的优良性状，用无性繁殖保持品种的同型

杂合，同时利用亲本的加性和非加性遗传效应。无性繁殖植物的性状遗传特点，决定了其杂种后

代的选择方法与有性繁殖植物的选择方法存在着差异。由于亲本在遗传上杂合程度大，无论哪

一代杂种后代都会产生复杂多样的分离，这就决定了杂交育种一般都采取强度较大的一次单株

选择法。有些无性繁殖的木本植物幼年期长，从播种到开花结果一般需要 ３～１０年以上，决定了

选择必须分阶段进行早期选择。最后的优株以营养系进行后代鉴定。

无性繁殖植物杂种后代的选择程序是先使供选材料开花结籽，用这些种子种植一个实生选

种圃，如果供选材料只是一个品种或是一个杂交组合则可以不分区。从实生选种圃内选择若干

优良植株，分别收获它们的无性繁殖器官，编号成为一个无性株系。下一代（即营养系第一代）

每一营养株系播种一小区进行比较鉴定，以后的工作程序和一次单株选择法相同。由于无性繁

殖器官繁殖时无需隔离以防止杂交，也没有自交生活力退化问题，因而通常都是用单株选择法以

提高效果，而不用混合选择法。用有性后代单株选择法选育新品种时，通常只进行一次有性繁

殖，因为经过一代有性繁殖已能产生大量变异供选择，一般没有必要费工费时进行两次以上有性

繁殖。另一方面，通过一次有性过程所产生的变异，如果符合要求就可以通过无性繁殖在后代固

定下来，无需进行自交纯化。

实验目的是观察无性繁殖植物杂种后代实生苗的性状表现，学习掌握无性繁殖植物杂种后

代的选择方法。

一、试材及用具

１．试材

马铃薯（甘薯、甘蔗、咖啡、葡萄、菊花及山茶等）杂种后代实生苗材料及营养系各世代材料。

２．用具

纸牌及线绳等标记物。

二、方法步骤

（一）多年生木本无性繁殖植物杂种后代的选择

１．种子阶段的选择

不同的植物种子形态差别很大，一般选择充实饱满，生活力高的种子。有些种类的种子特征

与将来成株性状有一定的相关性，要根据育种目标性状选择相应的种子。

２．苗期阶段的选择

选择的内容通常包含苗期营养器官生长发育习性、对各种胁迫因素的抗耐性以及和花、果等

经济性状相关的苗期性状等，统称为早期选择。通过早期选择淘汰不良的或希望较小的类型，减

少育种圃中供选择的杂种数量，可使育种者把注意力集中到希望更大的类型，提高育种效率。早

期选择的效果决定于苗期性状与成株性状的相关程度和育种者的经验和鉴别能力。从近年来的

发展趋势看，苗期阶段的选择普遍侧重于抗病性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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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成年阶段的选择

鉴定方法应注意简便、明确。杂种刚进入开花结果阶段，最初 １～２年花、果经济性状不太稳

定，通常需要连续记载观察 ２～３年，才能作出比较客观的评价。对杂种作出综合评价，大体上可

以分为以下几类：

（１）优选类型

综合性状优良，符合育种目标要求，可提前繁殖，优先进入复选及多点试栽。

（２）候选类型

基本上符合育种目标的要求，个别性状不够理想，尚需进一步观察以决定取舍。

（３）留用资源类型

虽然综合性状不完全符合育种目标要求，但具有某些特殊可利用性状，可作为进一步育种的

资源。

（４）淘汰类型

综合性状不良，没有特殊利用价值，应予淘汰的类型。

４．营养系阶段的选择

育种圃中选出的优株通过无性繁殖成若干优系，以熟期相近的优良品种作对照，按品种比较

试验的要求作复选试验，同时安排区域试验或多点试栽。等营养系结果后，将连续 ３年比较试验

结果连同入选母株的多年鉴定调查资料报有关部门审定。

（二）草本无性繁殖植物杂种后代选择

草本无性繁殖植物杂交育种的选择程序和方法，与多年生木本无性繁殖植物基本相同，其不

同的特点就是实生苗世代选择期较短而营养系阶段的选择期较长。

（三）以马铃薯早熟育种杂种后代的选择为例

１．实生苗世代的一次单株选择

首先要熟悉实生苗世代和薯生无性世代在熟性方面的相关性及早熟性与其他营养器官性状

之间的相关性。通过育种工作者大量的调查研究，已经能在实生苗世代根据一系列性状的简单

鉴定，相当准确地选择在无性世代中表现早熟的株系，从而大大节省无性世代需要培育的杂种株

系。

（１）现蕾期较早，特别是植株较小的是早熟类型，但这一性状较易受环境影响，而与无性世

代的熟性表现不完全一致。

（２）比较植株中部叶片，第一对小叶大于第二对者为早熟株。

（３）叶脉较稀疏且叶脉不太明显者为早熟株。

（４）杂交种子在 １６ｈ长日照下播种育苗，子叶节发生匍匐茎早的为早熟株。

（５）实生苗 ５～６片真叶期，具有开展性顶叶者多为早熟株。

（６）匍匐茎较短而不分枝者多为早熟株。

最后根据地上部分枯黄的早晚和收获时薯块发育情况选择早熟株。为了提高实生苗世代的

选择效果，应在温室提前播种育苗，使实生苗移植到露地后的生长季节与薯生世代基本相似。

２．营养系鉴定

实生苗收获时，入选株分株编号装袋，其余杂种表现较好的每株选一大小相似的块茎，连同

入选株随即催芽秋播，对短休眠期及其中经济性状进行选择。第二年春季把实生世代入选的各

    
    

    
    

    
 



实验５６ 植物品种比较与区域试验 １７３

株系，和秋播第一无性世代入选的各株系一起分株系播种，进行株系间比较选择。在第二无性世

代内就可以对各重要经济性状基本上作出鉴定，并从中选出参加品种试验的优系。这一育种程

序和往年分在 ３年进行相比，既可加快育种过程，又可节省工作量和防止优系落选，而且秋季世

代的选择更符合生产中采用的二季作的情况。

三、作业思考题

１．每人写 １份无性繁殖植物杂交后代植株性状遗传变异观察报告。

２．无性繁殖植物和有性繁殖植物杂种后代的选择方法有什么差异？

（杨建平）

实验５６ 植物品种比较与区域试验

品种比较试验简称品比试验，是育种单位在一系列育种工作中最后的一个重要环节。它要

对所选育的品种作最后的全面评价，鉴定供试品种在当地的适应性和应用价值，选出显著优于对

照品种的优良新品种，以便进一步参加区域试验。区域试验是由有关部门组织的、在一定的自然

区域内的多点、多年的品种比较试验，以进一步鉴定新品种的主要特征、特性，确定其是否有推广

价值，为优良品种划定最适宜的推广地区，并确定各地区最适宜推广的主要优良品种和搭配品

种，同时研究新品种的适宜栽培技术，便于做到良种良法相结合。区域试验的试验方法，基本上

与品种比较试验相类似，但要密切结合各地的主要栽培条件进行。因此，本试验以学习品种比较

试验的方法为主。

本实验使得学生了解和初步掌握植物品种比较与区域试验的方法，学会品种比较试验结果

的统计分析。

一、试材及用具

植物品种比较与区试的试验田、田间观察记载资料、产量结果及室内考种资料、计算器或计

算机及各种统计表格等。

二、方法步骤

Ⅰ 品种比较试验

（一）品种比较试验材料的来源

主要是从鉴定圃选出的优良新品系和上年品比试验保留的品系，此外还包括外地新引进的

优良品种。品种比较试验参试材料数目不宜过多，通常 １０～１５个。

（二）田间设计和布置

１．试验区的面积和形状

一个品种种一个试验小区，小区面积较大，因植物种类和其他条件而异，小麦、水稻、大豆、花

生、马铃薯、甘薯及早熟棉花一般是 ２０～４０ｍ
２
，高秆作物则要相应加大，一般在 ３０～６０ｍ

２
范围

内。试验小区形状可分为长方形和方形两种，它们各有优缺点。一般说，长方形小区可以获得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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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精确性，这在试验田的土壤肥力不均匀时尤为明显。但长方形小区比方形小区易受边际效

应的影响。因此，可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小区的形状。如小区面积较大，试验田土壤肥力差异较

大，各供试品种相互影响不大，宜采用长方形小区。

２．重复次数

品比试验中每一个品种种几个试验小区就叫做几次重复。设置重复能减少试验地的土壤肥

力差异以及其他偶然因素对试验结果的影响，是增加试验精确性的有效方法。有了重复，就可以

了解和测定试验的误差大小，有利于对试验结果作出比较正确的评价。至于应该设几次重复，要

视具体情况而定。试验田条件好，土壤肥力差异较小，小区面积较大的，重复次数可少些；反之，

应多些。一般以 ３～５次为宜。

３．试验小区排列

一般采用随机区组设计。即先划分成几个区组，例如某一个试验共包含 ８个品种，重复 ４

次，那么这一试验就有 ４个区组，每一区组包含所有 ８个品种的各一个小区。区组内各个品种小

区的排列则是随机的，即每个品种都有同等的机会被放置在区组内的任何位置上，如图 ７－１所

示。

３ １ ７ ８ ６ ２ ４ ５

１ ３ ４ ５ ８ ７ ６ ２

２ ４ １ ６ ３ ５ ８ ７

５ ７ ８ ４ ２ ３ １ ６

Ⅰ

Ⅱ

Ⅲ

Ⅳ

图 ７－１ 随机排列

Ⅰ，Ⅱ，…为区组号码；１，２，３，…为处理代号

４．保护行的设置及其他

为了保证试验的安全和精确性，在每个区组的两旁、整个试验地的两端或四周，种植几行与

对照相同的品种，称为保护行。还要考虑试验田中走道的设置。一般在区组间的走道要宽些，小

区间往往不设置走道。试验田周围的保护行还应适当地设置出入走道。

（三）对试验的要求

１．试验田要有代表性，不论在气候、地形、土壤类型、土壤肥力和生产条件等方面，都要尽可

能地代表试验所服务的大田。尽可能要求地势平坦，形状整齐。土壤肥力要求均匀一致，尽量减

少试验误差。

２．试验地耕作方法、施肥水平、播种方式、种植密度及栽培管理技术接近或相同于大田条

件，并注意做到全田管理措施一致。

３．试验期间要严格系统地进行观察记载，结合成熟期的最后鉴定、产量结果和室内考种，对

参试材料作出当年的综合评价和处理意见。各参试品种一般均参加两年以上的品比试验。

    
    

    
    

    
 



实验５６ 植物品种比较与区域试验 １７５

Ⅱ 区 域 试 验

（一）参试品种的条件

申请参加区域试验的品种，必须经过连续两年以上的品种比较试验，性状稳定，增产效果显

著，或者具有某些特殊优良性状，如抗逆性、抗病性强，品质好，或在成熟期方面有利于轮作等。

（二）划分试验区，选择试验点

根据自然条件和耕作栽培条件划分成若干个不同的生态区，然后在各生态区内选择有代表

性的若干试验点承担区试。

（三）设置合适的对照品种

在自然栽培条件相近的各试验点，应以生产上大面积推广的优良品种作为共同对照。各试

验点根据需要，可加入当地一个当家品种作为第二对照。对照品种的种子应是原种或一级良种。

（四）试验方法

与品种比较试验基本相似，不再细述。但要做到不同试验点之间统一参试品种，统一供应种

子，统一田间设计，统计调查项目及观察记载标准，统一分析总结。区域试验一般进行 ２～３年。

Ⅲ 随机区组设计品比试验结果的方差分析

在品比试验中各小区产量的差异是受 ３个主要因素影响的，即品种本身的差异；每一重复存

在着的土壤肥力的差异；偶然的误差。随机排列设计的品比试验结果可以用方差分析法进行分

析，用方差来度量各种因素引起的变异，并通过该分析方法比较参试品种间差异是否显著。

如有 ｎ个处理［包括参试品种（系）和对照品种共 ｎ个］，重复 ｋ次，即试验小区总数 Ｎ＝ｎｋ，

则分析方法步骤如下：

（一）列出品比试验产量结果表（表７－５）

表７－５ 品种比较试验产量结果表

处理名称
小区产量／ｋｇ

区组Ⅰ 区组Ⅱ 区组Ⅲ 区组Ⅳ

处理和

（Ｔｉ）

品种（系）小

区平均产量／ｋｇ

ＣＫ

Ａ

Ｂ

Ｃ

Ｄ

Ｅ

区组和（Ｔｊ）

（二）平方和和自由度的分解

１．平方和的分解

矫正数（Ｃ）＝各小区产量总和的平方／全试验小区数 ＝（Ｘ）
２
／Ｎ

总平方和 ＝各小区产量平方的总和 －矫正数 ＝Ｘ２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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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组间平方和 ＝（各区组和平方的总和／每一区组内的处理数）－矫正数 ＝（Ｔｊ）
２
／ｎ－Ｃ

处理间平方和 ＝（各处理和平方的总和／每一处理所占的区组数）－矫正数 ＝（Ｔｉ）
２
／ｋ－Ｃ

误差平方和 ＝总平方和 －区组间平方和 －处理间平方和

２．自由度的分解

总自由度 ＝全试验小区数 －１＝ｎｋ－１

区组间自由度 ＝区组数 －１＝ｋ－１

处理间自由度 ＝处理数 －１＝ｎ－１

误差自由度 ＝总自由度 －区组间自由度 －处理间自由度 ＝（ｎ－１）（ｋ－１）

（三）方差分析和 Ｆ测验

区组间均方 ＝区组间平方和／区组间自由度

处理间均方 ＝处理间平方和／处理间自由度

误差均方 ＝误差平方和／误差自由度

区组间 Ｆ值 ＝区组间均方／误差均方

处理间 Ｆ值 ＝处理间均方／误差均方

将上述计算结果列成方差分析表（表 ７－６）。

表 ７－６ 品种比较试验产量方差分析表

变异来源
自由度
（ｄｆ）

平方和
（ＳＳ）

均方
（ＭＳ）

Ｆ值 Ｆ０．０５ Ｆ０．０１

区组间

处理间

误 差

总 和

如果计算所得 Ｆ值大于 Ｆ０．０５值（或 Ｆ０．０１值），说明处理间差异显著（或极显著），可进一步比

较参试品种间（包括与对照品种）的均数差异显著性。以 ｔ测验为例说明其方法。

１．列出产量差异分析表（表 ７－７）

表７－７ 品种比较试验产量的 ｔ测验分析表

品种
平均产量
／（ｋｇ／小区）

品种间均数的差及差异显著性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Ａ

Ｂ

ＣＫ

Ｅ

Ｄ

Ｃ

    
    

    
    

    
 



实验５６ 植物品种比较与区域试验 １７７

一般以小区平均产量从高到低的顺序，将参试品种名称填入表 ７－７中“品种”栏，第（２）直

行是对应的各品种的平均产量。第（３）直行是品种 Ａ的平均产量与其他 ５个品种平均产量的

差。第（４）直行是品种 Ｂ的平均产量与其他 ４个品种平均产量的差。依此类推。

２．计算小区平均产量差异显著最低标准

ＬＳＤ０．０５ ＝ｔ０．０５

ＭＳｅ
ｋ

×２

ＬＳＤ０．０１ ＝ｔ０．０１

ＭＳｅ
ｋ

×２

式中：ＬＳＤ０．０５和 ＬＳＤ０．０１———分别为在５％和 １％显著标准时的产量差异显著的最低标准

ＭＳｅ———误差均方，可由表 ７－６直接查得

ｔ０．０５和 ｔ０．０１———从 ｔ值表中查得，其自由度为（ｎ－１）（ｋ－１）

３．差异显著性比较

用差异显著最低标准衡量各品种两两之间产量平均数的差异显著性。若两个平均数之间的

差异 ＞ＬＳＤ０．０５，则表明差异显著，差异 ＞ＬＳＤ０．０１，则差异极显著，差异 ＜ＬＳＤ０．０５，则差异不显著。

用一个星号“＊”表示差异显著，两个星号“＊＊”表示差异极显著，并标于每个差值的右上角。

若两个均数之差不显著，则不标任何符号。

三、作业思考题

１．结合具体的品种比较试验，进行田间主要性状调查记载和测产，并对试验数据进行方差

分析和品种间产量差异显著性检验，写出试验总结报告。

２．哪些因素可影响品种比较及区域试验的精确性，在实际工作中应注意哪些问题？

（胡延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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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５７ 植物杂交种制种技术

杂种优势是生物界的普遍现象，目前已广泛用于各类农作物。杂种优势的利用必须解决以

下问题，诸如强优势组合，母本去雄，父本传粉和简单易行的制种技术。

植物杂交种制种是复杂的生产系统，主要包括确定种子田面积，设置隔离区，确定父母本间

种植行比，调节播期确保花期相遇，田间去杂，母本去雄，父本传粉，杂种种子收获及加工等。由

于各种植物的开花结实习性存在差异，所以在杂交制种的许多环节上处理方法也不同，突出表现

在去雄、授粉和隔离区的设置等几方面。

母本去雄向来是利用杂种优势的一大难关。除雌雄异株的植物外，其他植物在利用杂种优

势上，不管是单性花还是完全花，都必须解决杂交制种时母本的去雄问题。目前，母本去雄的方

法可归纳为 ３大类：人工去雄法、化学去雄法和生物去雄法。在本实验中只介绍人工去雄的杂交

制种方法，其他的去雄方法，将在以后的实验中分述。

在杂交制种中，当母本开花时，父本应该供应数量充分而且具有授粉能力的花粉。在有些情

况下，除天然授粉外，还要进行人工辅助授粉或放养蜜蜂。对于异交植物和常异交植物来说，由

于长期自然选择作用，花器结构和开花习性都是适于向外散粉的，而且花粉量多，寿命长。但自

交植物花粉量少，飞不远，有的甚至闭花受精，很不利于杂交制种。因此，自交植物在杂交制种确

定父本时，要缩小制种田母本和父本行比，增加父本行。

本实验目的是学习掌握植物杂交种制种技术，获得杂交种子。

一、试材及用具

１．试材

玉米、辣椒（或水稻、番茄及黄瓜等）父母本种子。

２．用具

整地用具、镊子、７０％酒精、脱脂棉、铅笔及纸牌等。

二、方法步骤

本实验以玉米和辣椒为例。

（一）玉米杂交制种技术

玉米为雌雄同株异花作物，雄蕊先熟，由于人工去雄杂交容易，玉米是农作物中最早利用杂

种优势的作物。玉米利用杂种优势而组配的杂交组合形式很多，目前，主要是利用单交种。下面

的实验是以单交组合，人工去雄为例的。

    
    

    
    

    
 



实验 ５７ 植物杂交种制种技术 １７９

１．选地播种

选地时要注意隔离。玉米花粉量极大，传播距离远，风媒授粉，是典型的异花授粉植物，很容

易接受杂交组合父本以外的花粉。因此，种子田的隔离是保证种子品质的重要环节之一。种田

采用空间隔离，隔离距离为 ３００ｍ。一般杂交种制种区隔离应在 ２００ｍ以上，自交系繁殖区要求

更严格些，隔离距离不少于 ４００ｍ。具体距离可根据风力大小、风向、地势等酌情而定。因为蜜

蜂也能传播玉米花粉，选择隔离距离要考虑蜂场的远近。除空间隔离外，也可用父本隔离，在制

种区周围多种植父本，父本种植宽度一般要求达到 ６０ｍ以上。在夏玉米和秋玉米地区，也可采

用春播制种进行时间隔离。双亲的播种日期要考虑到花期相遇。

２．调节父母本行比

制种田生产一代杂交种子，在父本花粉够用的情况下，尽可能增加母本行数。目前多采用

２∶８的父本与母本行比。具体的行比应视父本花粉量和当地情况而定，因素复杂，不能照搬。

３．调节花期相遇

玉米花粉量大，雌蕊保持接受花粉的时间较长。但由于玉米生殖器官发育特点和对高温干

旱十分敏感，玉米制种田有时也有父本花粉供应不上的情况。为了制种田花期相遇和供应充足

的花粉，常采取以下措施：

（１）调整播期

制种田要根据父、母本的生育期调整播种期，在正常年份，一般调整播种期就可达到花期相

遇，但在气候异常年份，则要注意花期预测，以便及早了解花期相遇情况。

（２）选择土壤肥沃地块作制种田

制种田应选择肥力较好，具备灌溉条件，旱涝保收的高产稳产地块，多施有机肥也是较好的

抗旱措施，这样可保证玉米正常生长发育，免受干旱的不良影响。

（３）利用栽培技术措施

这可促进或延长父、母本的花期，如对因生育迟缓，花期可能不遇的亲本，可用边追肥边灌水

的办法促进其早吐丝或抽雄，间苗或补苗时，在父本行适当留几株三类苗，也有延长供粉期的作

用。

４．去杂去劣

要抓住苗期、拔节后抽穗前和收获脱粒时机 ３次去杂。苗期去杂可结合间苗定苗进行，根据

苗色、叶鞘色和叶片宽窄来识别。拔节后抽穗前去杂，是根据株高、株型和叶片宽窄识别，特别注

意去掉那些高大的杂种植株。收获脱粒时，可根据果穗形状、粒型、粒色、轴色等特性，将杂穗去

掉。

５．母本去雄

母本去雄时要求拔除全部母本行的雄穗，使母本只接受父本行的花粉，达到杂交目的。母本

去雄必须做到及时、干净、彻底。及时是指母本雄穗在散粉前拔除，干净是指把母本雄穗整个拔

除，不留残枝，彻底是指把全区所有母本雄穗不漏拔除。这 ３项去雄指标，必须做到。

母本去雄一般是 ８∶００—１１∶００为宜。当植株雄穗主轴顶端抽出顶叶达 １／３高度时，是去雄

的最适时期。因为这时未散粉，雄穗颈基部脆嫩，易于将整个雄穗拔除。去雄过早，往往带残叶

过多，抑制生育，而且容易拔断分枝，使雄穗基部分枝折断在心叶内，去雄不干净。去雄过晚，雄

穗颈部硬化，不易拔除，还有散粉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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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雄要坚持每天上午逐垄拔一遍，不让母本有散粉的机会，尤其是开花盛期，要做到风雨不

误。去雄末期，全地块只剩下不到 １０％母本还没有抽雄时，就可以一次全部拔干净。去雄不要

漏下分枝，也不要损伤茎叶。拔下的雄穗随即带出田外，沤肥或做饲料，不可随地乱扔，免得花粉

飞散造成混杂。去雄全部结束后，隔 ２～３ｄ还要到制种地全面检查一遍，以免留下漏拔母本雄

穗。全田去雄工作一般要持续半月左右。

６．提高结实率

提高结实率的措施有以下几种：

（１）剪短母本雌穗苞叶

如果母本开花晚于父本，把母本雌穗苞叶的顶端剪去 ３ｃｍ左右，可使母本提前 ２～３ｄ吐

丝，提早去雄也有促进雌穗吐丝的作用。

（２）剪母本花柱

父本花粉晚于母本吐丝时，如时间长，造成母本花柱伸出过长下垂，则影响下部花柱授粉，可

把母本花柱剪短，留 １．５ｃｍ即可，有助于授粉结实。如果不剪，母本将会有半边穗不结实，影响

产量和品质。

（３）种植采粉区

在制种田边单设一小块采粉区，将父本分期播种，供人工辅助授粉用。

（４）变正交为反交

如果父本散粉过早（５～７ｄ），可将原来的父本改做母本（去雄），将原来的母本改做父本（不

去雄），使花期达到相遇。由于原来父、母本的行数是按比例种植的，父本行数少，将父本改做母

本后，制种田的产量要减低。因此，该法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用。

７．收获贮藏

玉米的种子大，胚也大，脂肪含量高，种子吸湿性强，脱水慢。因此，要求适时收获，以便使种

子在贮藏前有充分的时间干燥，使玉米种子在入库前含水量降至 １４％，达到安全贮藏。

一般来说，玉米达到完熟期为适宜的收获期，这时苞叶变黄松散，子粒变硬，并显现出本品种

固有的色泽。至于全株是否枯黄，则因亲本系而异。这时穗轴的水分高达 ５０％以上，种子含水

量达 ２２％ ～３０％，如果不及时干燥而贮藏，遇热会发霉变质，遇到温度过低，胚部受冻，会降低发

芽能力。玉米进入腊熟后期，果穗的干物质不再增加，主要是脱水干燥过程，当日平均气温降到

１４．５℃以下时，玉米即完全停止干物质的增加。玉米成熟期遇到 ３℃的低温完全停止生长，如

遇到 －３℃的寒冷气候，果穗中未充分成熟而含水量又高的子粒就会丧失发芽能力。因此，在北

方生育期短，秋季气温下降快的地区，当日温平均在１４℃左右时，玉米达到腊熟末期就该进行收

获，将玉米秆带穗砍倒后，在田间晾晒。

（二）辣椒杂交制种技术

辣椒为常异花授粉作物，因而杂种一代种子生产主要是人工杂交制种，同时辣椒为单株果数

和单果种子数较少的蔬菜，因而要提高种子产量和品质，首先必须提高选留部位的坐果率和单果

种子粒数，同时配合其他技术措施。

１．育苗定植

双亲播种期的确定要考虑当地的气候条件和双亲花期相遇，定植于简易塑料大棚内。父母

本的比例为 １∶２．５～１∶３，母本单株、父本双株定植。制种日期以安排在日均温 １８～２６℃，多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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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为好。

２．调节花期并进行防虫

培育好父、母本，调节好花期，并于开花前 １～２周连续喷 ２～３次 ８００倍敌百虫或 ４０００倍

２０％杀灭菊酯防钻心虫。

３．去杂除劣

杂交前，去除杂株、劣株及已开之花、果。选用 ２～４层的花授粉，结实率高，成熟期集中。为

使第一层的门椒落花，使 ２～３层同时开花，可以在门椒 ５０％ ～６０％开花时，浇一次大水，并施用

速效 Ｎ肥，２～３ｄ后则大量花落，未落的再行人工摘除。

４．去雄

去雄于开花前一天 １５∶００—１６∶００进行，为防止非目的性杂交，可将脱脂棉拉成薄片套在花

上，此法简单，不易掉，且通风透光，又可作为标记，授粉后 ３ｄ去除。去雄一般用镊子进行剥花

去雄，也可采用徒手去雄法，即用左手稳住蕾柄，右手指轻握花冠半周，脱去花冠，带出全部雄蕊。

也有报道辣椒可用化学去雄法。

５．授粉

授粉时间是，当气温 ２２～２４℃时，以 ７∶００—９∶００授粉最好，当白天气温高于 ３０℃，夜间温

度在 ２０～２５℃时，以下午授粉最好。授粉方法以重复授粉效果好，有人试验授 ２次比 １次结籽

数提高 ６４．１％。

６．留种

单株留种果数，大型果以留 ６～８个为宜，小型果可留 ３０个左右。

７．采收种子

辣椒在果实完全变红时立即取种，种子发芽率及千粒重最高，而在植株上过熟或再经后熟则

发芽率反而有下降的情况，因此，种果要及时采收。未完全老熟的褐紫色果实采收后，后熟至完

全变成红色时取种，种子发芽率及千粒重与在植株上老熟者相似，因此，当条件不利时，种果采收

期可适当提前，但需经后熟再取种。

三、作业思考题

１．每人按教师指定写出 １份植物的杂交制种实施方案。

２．在植物杂交制种的技术环节中，你认为哪几个环节是最重要的，这几个环节的注意事项

是什么？

（潘敏）

实验５８ 植物雄性不育系制种技术

两性花作物中，雄性器官表现退化、畸形或丧失功能的现象，称为“雄性不育”。雄性不育是

可以遗传的，通过一定的选育程序，可以育成不育性稳定的系统，称为“雄性不育系”。利用雄性

不育系配制一代杂交种，只要将不育系和可育的父本系种植在同一隔离区内，自由授粉或人工授

粉，从不育株上采收的种子就全部是杂交种。

利用雄性不育系作母本系生产一代杂交种，对发展杂种优势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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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扩大杂种优势的利用范围。第二，节省人力、物力，降低杂种种子的生产成本。第三，提高了

杂种种子的品质。

生产上利用雄性不育系制种，主要是利用两用系制种和利用质核（互作）不育系制种。所谓

“两用系”就是同一系统既作不育系，又作保持系用。由一对核基因控制的不育性，用不育株作

母本，杂合可育株作父本，从不育株上收获的种子播种后，群体内可育株和不育株约成 １∶１分离。

这样的系统在隔离区内繁殖，每代只播种不育株上的种子，就能保持稳定的 １∶１分离，故可以作

两用系用。利用两用系制种时按照一定的行比栽植两用系和父本系，但两用系的株距应缩小，使

栽植的株数约增加一倍，在初花期拔除两用系的可育株，以后从剩下的不育株上收获的种子就是

一代杂种。

利用质核（互作）雄性不育系的制种法，就是在不育系繁殖区内，栽植不育系和保持系，目的

是扩大繁殖不育系种子为制种区提供制种的母本；不育系繁殖区同时也是不育系和保持系的保

存繁殖区，即从不育系上所收获的种子除大量供播种下一年制种区之用外，少量供播种下一年不

育系繁殖区之用，而从保持系行上收获的种子仍为保持系，可供播种下一年不育系繁殖区内的保

持系之用。在制种区内栽植不育系和父本系，从不育系上收获的种子为一代杂种，从父本系行上

收获的种子仍为父本系，可供播种下一年制种区内父本行之用，故制种区同时也是父本系的繁殖

保存区。

本实验目的是了解不同的雄性不育类型在植物杂交制种中的利用情况，学习掌握利用雄性

不育系制种的技术，获得杂交种。

一、试材及用具

１．试材

小白菜（或向日葵、萝卜、油菜、水稻及高粱等）的雄性不育系及父本系。

２．用具

整地用具等。

二、方法步骤

本实验以利用雄性不育两用系的小白菜制种为例。利用质核（互作）雄性不育制杂交种，与

本实验的区别主要有两点：一是母本内没有可育株，二是亲本繁殖时，多了保持系的自繁。

（一）雄性不育两用系的繁育

１．雄性不育两用系原原种的繁育

由于花粉污染、基因突变或机械混杂等原因，用于杂交制种的雄性不育两用系，其不育株率

常出现下降的问题。为了防止雄性不育两用系不育株率的下降，应采取以下措施：播种雄性不育

两用系的种子，从苗期到产品器官形成期，应进行严格的选择，淘汰不抗病、经济性状不典型的植

株，保留抗病性好，综合经济性状优良的植株（可保留 ６０～１００株），留作种株。种株开花后，以

不育株为母本，可育株为父本，进行成对授粉，可以作 １０～２０对，其余的种株拔除。各不育株上

的种子分别采收。须注意，授粉前后要有严格的隔离条件，并严防授粉时花粉污染。将各不育株

上采收的种子分别留种、播种、初花期检查不育株率，将不育株率低于 ５０％的株系淘汰，余者进

行沙网内人工授粉，授粉结束后，拔除可育株。将各不育株上的种子混合采收，即可作为雄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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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两用系的原原种。

２．雄性不育两用系原种的繁育

利用两用系原原种扩大繁育原种。两用系制种田一般采用自然隔离，即与大白菜、菜薹、白

菜型油菜、芥菜及白菜类其他品种的采种田隔离距离应在 ２０００ｍ以上。两用系原原种播种后，

要加强田间管理，采种田株、行距可同一般采种田。种株开花后，要逐株进行育性检查，在不育株

主茎上拴绳或涂红漆做好标记，盛花期过后最好将可育株拔除。如果不拔除可育株，收获时须先

收不育株。这样，从不育株上收的种子即为雄性不育两用系的原种，可用其进行杂交制种，在可

育株上收的种子可用于榨油或作为一般种子栽培。

（二）杂种一代的杂交制种

１．选地

少量的杂交制种，可以在防虫网内进行，但必须采取人工辅助授粉或放蜂传粉。大量制种

时，种子田的选择要注意隔离要求。由于小白菜雄性不育株易接受外来花粉，所以制种田应杜绝

非父本花粉的传入。一般多采用距离隔离法，隔离距离应不少于 ２０００ｍ。

在我国南方地区，有的采取时间隔离法，即将小白菜杂交制种田双亲的播期与周围生产田中

的白菜、菜薹、大白菜等易与小白菜自然杂交的作物错开，达到错开花期的目的。播种期错开多

久，必须依照小白菜杂交制种田不同季节开花期的长短而定。但此法易受当年气候的影响，使花

期长短变化而难达到隔离的目的。

２．确定播种时间

播种要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和双亲的开花习性，确定双亲的播种时间，以求达到花期相遇。

３．双亲的行比与种植规格

杂交制种田父母本的种植比例，原则上是在不影响母本授粉结实的情况下，要尽量减少父本

的数量。例如，坡头 ×高脚黑叶和黑叶坡头 ×高脚黑叶两个杂交组合，因父本高脚黑叶的花粉量

较多，一般采用父∶母本为 １∶４或 １∶５的种植比例。

种植规格须根据亲本种株的特征特性和季节而定。一般是亲本种株高大的，其行距和株距

要大些，反之要小些。秋播要比冬播的行距大些。广东的小白菜杂交制种田，一般畦宽

１．６５～１．８ｍ，栽 ５行，父∶母本为 １∶４或栽 ６行，父∶母本为 １∶５。但是母本雄性不育两用系的株

距为 １２ｃｍ，父本的株距为 ２４ｃｍ。

４．调节花期相遇

杂交制种田，双亲花期能否相遇和一致，是确保种子品质和产量的重要环节。控制双亲花期

相遇，除在播种时考虑错开播期外，还可采取下述 ２条措施：

（１）花序整枝法

小白菜的花序属于无限花序类型，可以通过摘除主花茎的方法，延迟其开花期，使其与开花

期晚的亲本的花期相遇。在错开播期后，双亲花期仍未能相遇时，多对早开花的亲本实行摘除主

花茎，甚至摘除一次侧枝顶心的做法。

（２）春化处理法

小白菜属于种子春化型的作物，可将萌动的种子进行春化处理，使晚开花的亲本早开花，从

而使其双亲花期相遇。例如，根据父本高脚黑叶的开花期比母本坡头或黑叶坡头两用系迟 １５ｄ

左右开花的情况，可将父本高脚黑叶的种子提前浸种使其萌动后，放于冰箱中，在０～２℃下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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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５ｄ，然后再与母本同时播种和定植，也可使双亲花期相遇。当然，迟开花亲本春化处理时

间应根据其冬性强弱而定，经试验验证后，再大量应用。

５．花期处理

花期最好放蜂，使母本充分授粉，有利于提高种子产量。同时，要彻底拔除母本行中的有粉

株。因为母本雄性不育两用系中，一般有 ５０％的不育株和 ５０％的可育株，为确保制种田的结交

率，必须在刚开花时拔除母本行中的有粉株。具体做法是：当母本行刚有开花的种株时，即逐株

检查，拔除有粉株，并将不育株上已开的花摘去，或将开花的主花茎摘除，防止两用系母本发生系

内兄妹交。在制种田进入初花期后，要求每天 ９∶００前检查和拔除母本行中的有粉株 １次直至将

母本行中的全部有粉株拔完为止。不育株与可育株在花器构造上差异明显，易于识别。拔除母

本行中有粉株的工作，一般须持续 ９～１５ｄ才能完成。

６．种子收获

杂交制种田种子成熟后，应及时收获，防止落粒。父、母本种株必须严格分收，一般是先收母

本种株，其种子即为杂种一代。父本种株可晚收，其种子仍为父本种子。在晾晒、脱粒、清选、包

装种子时，应严格防止母本种株上的种子与父本种子发生机械混杂。种子晒干后入库贮藏。为

了更有效地防止制种田父、母本种株上的种子发生机械混杂，也可在盛花期过后，立即将父本行

种株拔除。

三、作业思考题

１．查阅资料，写出雄性不育系已在哪些植物的杂交制种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２．每人按教师指定写 １份利用雄性不育系制种的实施方案。

３．植物雄性不育系在选育、转育和繁殖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杨建平）

实验５９ 植物化学杀雄制种技术

化学去雄是利用某些化学药剂抑制或杀死母本上的雄花，以减少摘除雄花的麻烦，从而提高

工作效率，降低杂种种子的成本。虽然利用雄性不育性和自交不亲和性等遗传育种途径可以解

决制种问题，是经济、省工、行之有效的途径，但是，育成这类适合于做杂交亲本的系统有时并不

容易，因此，化学除雄作为制种时节省人工的一条途径，近些年来一直在不断的研究探索中。

目前，已报道过的主要除雄剂有：乙烯利、青鲜素、二氯乙酸、二氯丙酸钠（达拉朋）、三氯乙

酸、二氯异丁酸钠（ＦＷ４５０）、三碘苯甲酸（ＴＩＢＡ）、二氯苯氧乙酸（２，４－Ｄ）、核酸钠、萘乙酸、矮壮

素（ＣＣＣ）、ＤＰＸ３７７８（一种铵盐）等。

化学杀雄剂的使用方法一般都采用水溶液喷雾法，喷雾时期一般在花芽开始分化前，为了保

持较持久的效果，需要间隔适宜时日重复喷雾多次。利用化学药剂杀雄制种时，必须要求药剂具

有以下特性：处理母本后仅能杀伤雄蕊，使花粉不育，不影响雌蕊的正常生长发育，处理后不会引

起遗传性变异，处理方法简单，药剂要便宜，效果要稳定，对人、畜无害。

化学杀雄利用杂种优势的最大优点是方法简便易行，亲本来源广泛，组合选配自由，不需

“三系配套”，不受母本不良不育细胞质的影响，制种成本低，有很好的发展前景。但目前，广泛

    
    

    
    

    
 



实验 ６０ 植物自交不亲和系制种技术 １８５

应用于生产的并不是很多，许多药剂的使用方法、效果及残留问题都有待于试验。

本实验目的是掌握常用化学杀雄剂的使用方法及利用化学杀雄的制种技术，获得杂交种子。

一、试材及用具

１．试材

黄瓜或油菜、辣（甜）椒、小麦及水稻等的父、母本种子。

２．用具

整地用具、１００ｍｇ／Ｌ、１５０ｍｇ／Ｌ、２５０ｍｇ／Ｌ的乙烯利或其他杀雄剂及喷雾器等。

二、方法步骤

本实验以黄瓜化学去雄法制种为例。

黄瓜化学去雄制种，每年需设两个隔离区，即一个母本（系）繁殖区，一个杂交制种区。同时

繁殖父本品种（系），即在制种时由父本行中挑选符合要求的植株扎花人工授粉繁种，或自然授

粉选株留种。

（一）选地播种

制种地周围 １０００ｍ范围内不种植其他品种的黄瓜，播种时要考虑父、母本花期相遇。

（二）父、母本的种植比例

父、母本按 １∶２～１∶４行栽植。

（三）合理确定父、母本花期

为使双亲花期相遇，应使父本雄花先于雌花开放。

（四）化学杀雄处理

当母本苗的第一片真叶达 ２．５～３．０ｃｍ大时，喷浓度为 ２５０ｍｇ／Ｌ的乙烯利，３～４片真叶时

喷第二次（１５０ｍｇ／Ｌ），再过 ４～５ｄ喷第三次（１００ｍｇ／Ｌ）。必须注意喷乙烯利的浓度和时间，因

为浓度越高，则节间越短（植株矮化），畸形果越多，种子千粒重越低，也易落蕾。母本植株经处

理后，２０节以下发生的基本上是雌花，任其自然授粉杂交，种瓜成熟后采集的种子即为杂交

种子。

（五）实行人工辅助授粉和辅助去雄

授粉适期如遇连日阴雨，可进行人工辅助授粉；进入现蕾阶段后，经常检查并摘除母本植株

上出现的少量雄花。

三、作业思考题

１．每人按指定植物进行化学去雄处理，并写出实验报告。

２．利用化学去雄制种的优、缺点是什么？将来化学杀雄剂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杨建平）

实验６０ 植物自交不亲和系制种技术

通过连续自交选择，育成系内株间花期相互授粉结籽很少，甚至不结籽的系统，称为自交不

    
    

    
    

    
 



１８６ 第八章 植物良种繁育技术

亲和系。利用自交不亲和系作为亲本系进行杂交制种，可以获得近于 １００％的杂交率。自交不

亲和系的利用，使一些花器小，去雄困难的植物，特别是一些十字花科植物的杂种一代种子广泛

应用于生产。

利用自交不亲和系制种，首先要选育出自交不亲和系。一般采用单株连续自交、分离、选择

法，基本上与自交系的选育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增加了亲和指数的测定这一环节。亲和指数 ＝

花期人工授粉结籽数／单株花期人工授粉总花数。自交不亲和系育成后，要进行自交不亲和系的

繁育，以便扩大其群体用于杂交之用，这就需要找到自交不亲和性的克服方法。

利用自交不亲和系制种，双亲可以同时为自交不亲和系，也可以母本为自交不亲和系，父本

为自交系。在制种时，需要设立自交不亲和系（母本）繁殖、父本繁殖和杂交制种 ３个隔离区。

本实验目的是学习掌握植物自交不亲和性制种技术，获得杂交种。

一、试材及用具

１．试材

大白菜（或油菜、甘蓝、花椰菜及萝卜等）的自交不亲和系及自交系。

２．用具

镊子、纸袋、纸牌、回形针、铅笔、２％ ～３％ ＮａＣｌ水溶液 、鸡毛掸及整地用具等。

二、方法步骤

（一）自交不亲和系的繁殖

１．蕾期授粉

（１）剥蕾

把未开放的花蕾用镊子挑开（不必去雄），让柱头外露，即为剥蕾。方法是从花蕾的下部，选

取开花前 ２～４ｄ的花蕾进行剥蕾，每隔 ３ｄ左右再向上剥蕾一次。在田间剥蕾时，需预先套袋；

在网室剥蕾时，则可不必套袋。

（２）授粉

花蕾剥开后，摘取袋中本株当天开放的花朵，逐个授粉自交。花粉必须授到剥开的花蕾的柱

头上。

（３）作标记防混杂

剥蕾授粉后，应立即套袋，并在该剥蕾花序基部挂上纸牌作好标记，以免收获时混杂。

（４）及时摘下纸袋晒太阳

袋中剥蕾授粉花的花瓣脱落后，要及时取下纸袋，让角果见太阳正常发育。

（５）收获

要按照标记将剥蕾授粉的植株收获。利用隔离制种区母本行进行剥蕾授粉繁殖的自交不亲

和系，收获时必须把剥蕾株全部收尽，以免混杂，影响制种品质。

２．花期喷洒 ＮａＣｌ水溶液

开花后，用２％ ～３％的 ＮａＣｌ水溶液进行喷洒，每隔 １～２ｄ喷一次。用鸡毛掸进行人工辅助

授粉。经过实验证明，花期喷洒 ＮａＣｌ水溶液可以克服自交不亲和性。其原理是：ＮａＣｌ与雌蕊柱

头上的识别蛋白发生反应，产生蒙导作用，使得柱头与花粉的亲和力得以提高，进而提高花期系

    
    

    
    

    
 



实验 ６０ 植物自交不亲和系制种技术 １８７

内自交的种子产量。在喷洒 ＮａＣｌ溶液时，浓度不能过大，以 ２％ ～３％为宜。否则，高浓度的

ＮａＣｌ会使叶片和柱头失水，影响结实。一般以每隔１～２ｄ喷一次为宜。在利用大网棚进行采种

时，可于喷 ＮａＣｌ溶液后，放蜜蜂辅助授粉；在利用隔离区采种时，也可用鸡毛掸、海绵块进行人工

辅助授粉。人工辅助授粉动作宜轻，不损伤柱头，授粉力求均匀。

除上述两种方法外，也可以利用增加授粉期间环境中 ＣＯ２浓度，或用钢刷授粉和电助授粉来

繁殖自交不亲和系。

（二）父本的繁殖

在父本繁殖区，选留典型植株自交或姊妹交，作为下年父本繁殖区的原种，其余去杂去劣后，

作为下年制种区的父本种子。

（三）自交不亲和系杂种的制种

在杂种制种区中进行。

１．播种育苗

播种时期根据植物的最适定植期和苗龄确定。大白菜春季育苗采种的苗龄为 ６０～７０ｄ，以

幼苗长有 ６～７片叶定植为宜。各地定植适期以 １０ｃｍ地温稳定在５℃以上为宜，由此向前推算

６０～７０ｄ即为播种适期。另外，播期的确定还要保证制种田双亲花期相遇。利用自交不亲和系

制种，理想的花期相遇是父本、母本的初花期、终花期都一致。播种前，将苗床浇足底水，水渗后

点播，即在每个营养土块中央放一粒饱满的种子。播后覆土 １～１．５ｃｍ，盖严薄膜，傍晚加盖苫

子，白天上午揭开。播后要尽力提高苗床温度促进出苗，一般经 ８～１０ｄ苗可出齐。苗出齐后，

白天温度可控制在 １８～２２℃，不可超过２６℃，夜间温度以早晨揭苫时床温１～４℃为宜。

２．整地定植

（１）选地整地

确定制种地块时，首先要考虑到大白菜制种的空间隔离要求。大白菜不同品种间或大白菜

与白菜、芜菁、菜薹、白菜型油菜、甘蓝型油菜及芥菜型油菜等采种田，一般需隔离 ２０００ｍ以上。

在隔离区之间有树林、村庄、山峦等障碍物情况下，隔离也要在 １５００ｍ以上。此外，在隔离区内

栽培的春白菜之类的生产田，如有抽薹现象，应及时收获，否则，视隔离区不合格。

制种地块忌与十字花科蔬菜连作，最好选择 ２～３ａ未种十字花科蔬菜的地块安排制种。制

种地块确定后，除施足农家肥外，还要特别注意增施磷肥和钾肥。一般每亩（１ｈｍ
２
＝１５亩）施过

磷酸钙 ３０～４０ｋｇ，硫酸钾 １０ｋｇ。

（２）定植

在定植适期内，早定植比晚定植有利。在定植适期要注意收听天气预报，抓住寒流刚过的时

机定植。这样，当下一个寒流来临时，苗已长出新根，抗寒力已较强，不易遭受冻害。

（３）定植行比

若双亲为自交不亲和系和自交系，父、母本按 １∶１或 １∶２的行比相间种植，在母本上收种子。

如果双亲都是自交不亲和系，且正反交差异不显著，可以混合收获的，双亲行比应为 １∶１。正反

交差异显著的，则正交组合（较优组合）的母本行与另一亲本行的行比为 ２∶１。

（４）定植密度

定植密度应考虑到双亲生长势的强弱。高代自交不亲和系大多生长势较弱，每亩（１ｈｍ
２
＝

１５亩）定植４０００～５０００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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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田间管理

定植时秧苗已花芽分化，从定植到开花一般需要 ３０多天，定植后主要管理措施如下：

（１）浇水

浇足缓苗水后，主要是加强中耕，提高地温。一般在现蕾前不旱不浇水，当种株 ７５％以上抽

薹 １０ｃｍ左右时，可开始浇水，此后直到盛花期过后，要及时浇水，使土壤保持湿润状态，切忌干

旱。当花枝上部种子灌浆结束开始硬化时，要控制浇水，雨后要注意排涝。适当高温干燥有利于

种子成熟。

（２）追肥

在基肥比较充足的情况下，一般不需追肥。但对于土壤肥力较差的地块，种株抽薹开花后可

能会出现缺肥现象。如新叶表现黄化是缺氮迹象，应立即追施氮肥，一般亩施尿素 １０ｋｇ左右

（１ｈｍ
２
＝１５亩）。

（３）调整花期

为使双亲花期相遇，在播种日期上已做过相应安排。但由于年度间气候差异，双亲花期仍可

能出现偏差，因此，必要时可对抽薹过早的亲本行重摘心，通过重摘心延迟花期，促使下部侧枝萌

发，从而起到调整花期的作用。

（４）放养蜜蜂

在大面积集中制种时，传粉昆虫不足的问题十分突出。各地经验认为，一般每 １～２亩

１亩 ＝
１００００
１５

ｍ
２
地应放养一箱蜜蜂。同时，为保护昆虫传粉，制种田花期要避免使用杀虫剂，

应在花前搞好虫害防治。

（５）防治虫害

大白菜开花期间的主要害虫有蚜虫、菜青虫、小菜蛾等，而开花期又不便喷药，这就要求在开

花之前，针对上述害虫每隔 ５～６ｄ喷一次药，连续喷药 ３～４次。

在制种田进入终花期（始花后 ３０ｄ左右），７５％有效花序开花授粉已结束时，要及时撤走蜜

蜂。然后，随即喷药 ２～３次，严格控制虫害。否则，蚜虫、小菜蛾等可能在数天内造成惨重损失。

（６）收获

当种株半数角果变黄时，即可在清晨割收种株。利用自交不亲和系和自交系制种的，只收获

自交不亲和系上的种子。双亲都是自交不亲和系且正反交差异不显著的可混收，差异大的正反

交分别收获。在种株后熟、脱粒、清选、干燥、贮运过程是，切忌品种错乱和机械混杂。晴天晒种

不可在水泥地上摊薄曝晒，以免烫伤种胚。未晒干的种子不可装袋或大堆存放，以免种子发热丧

失发芽力。

三、作业思考题

１．练习自交不亲和性的克服方法，并写出实验报告。

２．每人按教师指定写出 １份利用自交不亲和性制种的实施方案。

３．优良自交不亲和系应该具备哪些条件？

４．自交不亲和系在选育、繁殖和制种的过程中的注意事项是什么？

（杨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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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６１ 无性繁殖植物良种繁育技术

无性繁殖植物，在其繁殖过程中，前代与后代的各个个体之间很相似（变异少），但有时也会

发生变异，特别是退化的植株，有时较多，如病毒侵染株。因此，为了保证无性繁殖植物品种纯正

的种性，在留种时也要进行严格选择。通常采用的选择法，有营养系单株（穴）选择法和营养系

混合选择法。这两种方法的选择程序与有性繁殖植物的单株选择法和混合选择法基本相同，差

别之处，只是每一代用以繁殖下一代的不是种子，而是无性繁殖器官，如块茎、鳞茎和球茎等。有

些植物在生产栽培中虽采用无性繁殖，但也能开花结籽，或经某种处理后，能开花结籽。对这类

植物，可利用它们的有性后代的分离变异，经过选择，获得优良植株，再经无性繁殖，使其优良性

状在后代固定下来。

无论采用哪种选择方法选择出来的种株，都应该将其尽快繁殖出足够数量的播种材料，扩大

鉴定群体，以便在生产上发挥作用。本实验只介绍马铃薯和黄花菜的繁殖方法，并练习几项实际

操作技术。其他无性繁作物的繁殖技术，让学生通过查阅资料和课外生产调查去掌握。

本实验目的是学习无性繁殖植物的营养系选择方法，掌握无性繁殖植物的留种技术，练习对

无性繁殖器官的分割、栽植前的处理等几项实际操作技术。

一、试材及用具

１．试材

马铃薯、黄花菜或大蒜、莲藕、甘薯、甘蔗、苎麻、菊花及月季等。

２．用具

钢卷尺、秤、整地工具、刀片、竹竿、塑料挂牌、记号笔及铅笔等。

二、方法步骤

（一）马铃薯的繁殖法

１．原种的繁殖

进行原种繁殖的种薯，可以利用脱毒苗进行培养繁殖，也可从无性系获得，具体做法是：

（１）单株选择

在马铃薯开花期选择生长势强，无退化表现，并具有品种典型性状的植株，一般预选 ５００～

１０００株，作好标志，生育后期到收获前复查一二次。如发现有病及早衰的植株，要随时拔除。将

高产、无病，具有典型薯形的单株，单收单藏。

（２）株行圃

每个中选单株种 ５～２０株作为一个株系，每 ５～１０个株系种一对照品种。生育期间进行多

次观察或结合指示植物、抗血清法鉴定，严格淘汰病毒株和低劣株行，选留优良高产株行。

（３）株系圃

将选留的株系进行鉴定比较，可采用对比法，重复二三次，小区面积 ０．０１亩 １亩 ＝
１００００
１５

ｍ
２
。

严格淘汰劣株系，入选高产，生长整齐一致，无退化症状的株系，混合后作下季原种圃的种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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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原种圃

在苗期、开花期及收获前要多次拔除病、杂、劣株，留下的即为原种。再扩大繁殖一次后，供

生产基地繁殖良种。

２．种薯的快速繁殖

（１）选地留种

在马铃薯收获时，选留种薯可单薯选或单株选。不管采用哪种方法，都要先进行地上部分选

择，即根据田间植株生长情况，选择生长势旺盛，无病虫害（尤其是无病毒病），且具有本品种特

征的优良植株作预选种株，并用竹竿或塑料牌加以标记。到收获时，再在已预选的优良单株中进

行块茎的选择。选择块茎的标准是：

①块茎大而整齐，色泽一致。

②匍匐茎短，结薯集中。

③薯块表面光滑，芽眼分布均匀而浅。

最后，对入选的优良单株和薯块分别编号，记载薯块数目，称其质量，再装入袋中贮藏。

（２）种薯处理

北方春播，为了促进发芽、芽齐、芽壮，可利用温室、阳畦条件，保持温度 ２０℃左右，进行催

芽。南方秋播，因种薯尚未解除休眠，要进行打破休眠的催芽处理，可用０．５ｍｇ／Ｌ左右赤霉素水

溶液把种薯切块浸１０ｍｉｎ，晾干后播种。当气温较高时易烂种，宜选择通风凉爽，排水良好，没有

阳光直射的地方做苗床，床温应保持在 ２０～２５℃为宜。

（３）切薯

苗床做好后，将种苗纵切 ４块或 ６块，如果薯块大，可按芽眼的多少再横切二三份，但必须保

证每个切块都有一个芽眼。横切时刀口要贴近芽眼，因为空气是通过切口进入薯块内部的。切

口离芽眼越近，越容易打破休眠，出芽越快而整齐。

（４）上床

薯块上床时，要均匀地摊成一层，尽量不使薯块重叠。薯块上床后，要随即盖上一层湿润的

沙土，厚约 ３～４ｃｍ，这叫单层催芽法，采用这种方法，可在幼苗出土，并长出绿叶后移栽。也可

采用多层催芽法，即一层薯块一层湿沙排放好，每层沙土厚约一指左右，可根据薯块数量和苗床

面积分成 ３至 ５层，最后一次盖湿沙土厚 ３～５ｃｍ，以防吹干。薯块一般 ５～６ｄ可抽生小芽，出

芽后即可栽种。

（二）黄花菜的繁殖法

黄花菜是百合科萱草属中能够形成肥嫩蓓蕾的宿根类多年生草本蔬菜，它的繁殖过程和方

法如下：

１．留种株的选择

留种株的选择标准是：

（１）植株健壮而紧凑，无病害，具有本品种典型性状。

（２）叶片短而肥厚，颜色较深。

（３）花薹粗壮，一般应有４～８个花枝。

（４）花蕾大，花瓣肥厚。

２．繁殖方法的大致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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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常用的无性繁殖方法有如下 ３种。

（１）分蔸法

这是生产上常采用的方法，可结合更新复壮进行。其方法是：在秋季中耕时，从每丛中选株

的一侧，连根挖去 １／３的老蔸，使其挖动的地方从短缩根状茎的茎节处发生新的分蘖，形成新苗，

把新苗进行分株繁殖；挖出来带有根的老蔸，可用剪刀分割成单株，将地上部分与根修剪整理后，

直接栽到新发展的黄花菜菜地里。

另外，还可以在需要更新复壮的老黄花菜地里，挖出全部老蔸，淘汰部分性状不好的单株，重

新翻土作畦，再将挖出的入选老蔸分成单株，选择健壮的作种苗栽植。在秋季栽植，当年即可长

出秋苗，第 ２年就能抽薹结花蕾。在春季萌芽前栽植，当年可长出春苗，但一般在第 ２年抽薹结

花蕾，第 ３～４年可获得一定的产量。

（２）切片繁殖

切片繁殖既可增加繁殖系数，又保持了营养繁殖的优点。其具体做法是，选择 ３年以上的黄

花菜的优良植株，将其整株挖出，割去叶片，把根剪短到 ５ｃｍ左右，然后进行纵切，每蔸可纵切成

２到 １０余片，但以每蔸切成２到 ４片为宜，由它长出的植株为最好。切片繁殖的适宜时期，一般

为立秋后半个月和第二年清明前后，适温为 ２０℃左右。切片要及时栽植，７～８ｄ后开始萌发。

为了防止伤口感染病菌，蔸在切片前可用 １∶１∶１００的波尔多液处理。为促使栽植后发生新根，可

用 １０ｍｇ／Ｌ的吲哚乙酸或５００倍的磷酸二氢钾溶液浸种 １２ｈ。

切片须在露地苗床中育苗，苗床的制备与一般蔬菜苗床制备相同。在苗床栽植的行距为

１０ｃｍ，株距为 ５～７ｃｍ，每亩 １亩 ＝
１００００
１５

ｍ２
可育 ８～１０万片。育苗时间长短与每蔸所切片

数有关，每蔸切２～４片的，需培育 ３０～５０ｄ。所切片数越多，长出幼苗越纤细，需培育时间越长。

（３）花薹腋芽繁殖

花薹腋芽繁殖是利用黄花菜花薹的分枝节上苞片中的腋芽进行繁殖。其具体做法是：选择

生长健壮，无病害，青绿色的黄花菜花薹，在其腋芽下部 １．５ｃｍ处用快刀斜切下，在上部离腋芽

２～３ｃｍ处用剪刀剪平，截下的短枝基部用 ２×１０－５的吲哚乙酸或萘乙酸浸 ２４ｈ，然后将浸过的

短枝插在苗床或营养钵中。插后几天，花薹短枝会逐渐干缩，但仍保持绿色，腋芽则逐渐伸长，并

长出新叶，地下部分则长出新根，经 ３０ｄ左右，能长出 ３～４片叶，形成一新的植株。第二年春季

可移栽大田，由于腋芽上一般有 １～３个小芽，因此，长出的幼苗往往分蘖丛生，可再进行分株

繁殖。

三、作业思考题

１．根据本地区无性繁殖植物现在种类及分布情况，通过查阅资料和调查了解，写出 １份 ２～

３种无性繁殖方法的报告。

２．无性繁殖个体间性状应该很相似，但在繁种田里常常看到植株个体间出现或大或小的性

状差异，特别是数量性状的差异更大些，是什么原因呢？

３．你认为防止无性繁殖植物种性退化的有效方法是什么？

４．你在对无性繁殖系进行选择时，遇到了什么难题，你打算怎样解决？

（潘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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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６２ 植物原种生产技术

原种指育种单位（个人）育成，经过审定合格的新品种与推广品种经过提纯复壮后均达到原

种质量标准的种子。原种一般应具备的标准是：

（１）性状典型、一致

即要求主要特征特性符合原品种的典型性状，株间整齐一致，纯度高。

（２）生长势、抗逆性强

与原来品种比较，由原种种子生长的植株，其生长势、抗逆性和生产力等方面不降低，或略有

提高。自交系原种的生长势和生产力要与原系相似，杂交亲本原种的配合力要保持原来水平或

略有提高。

（３）种子品质好

子粒发育好，成熟充分，饱满一致，发芽率高，净度也高。

原种生产是一项科学性和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必须有一套完整的生产、供种过程。原种生产

既是一个原种选择、鉴定和提高品质的过程，也是原种量的增殖过程，它在不同的生产阶段具有

不同的特点和要求，但同时又有一定的连续性。这就决定了原种要按一定的程序生产、供种。

原种的生产方法主要有改良混合选择法和单系选择法。自交、常异交和无性繁殖作物普遍

采用“单株（穗）选择，分系比较（一二次），混系繁殖”的二圃制或三圃制原种生产方法。其中，

只进行一次分系比较的称为二圃制原种生产方法。与二圃制不同的是，三圃制多个株系圃，多一

次分系比较，多一次后代鉴定，更有利于消除环境变异，确实选到遗传性优良的株系，再混系繁

殖，而且株系圃还能测产。单系选择法其基本程序是单株选择，分系比较，优系繁殖。与改良混

合选择法不同的是分系比较后，改良混合选择法将当选多个株系混合繁殖，而单系选择法只选最

好的一个系繁殖成原种，也称为“一株（穗）传”原种生产法。此法生产的原种数量少，还会引起

遗传漂变。

实验目的是学习掌握原种的生产程序和注意事项，掌握几种植物的原种生产方法。

一、试材及用具

１．试材

黄瓜、番茄、菠菜（或大白菜、水稻及玉米自交系等的种子）。

２．用具

整地用具、铅笔、纸牌、纸袋及称量用具等。

二、方法步骤

本实验以黄瓜、番茄和菠菜的原种生产为例。

（一）黄瓜原种的生产方法

黄瓜为雌雄同株的异花授粉作物，原种生产可采用单株选择，分系比较，系内混合授粉，混合

繁殖的方法。

１．选择单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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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选择

在原种田或纯度较高的种子田中进行。选择侧重以下两个方面：

① 植株

注意开花结果习性，第一雌花着生部位及植株分枝习性。

② 果实

注意瓜条形状、大小、色泽及其他特征。

选择分 ４次，第一次在雌花开放前进行初选，选择雌花节位低，瓜码密，具有原品种特性特征

的单株标记为授粉株；第二次在根瓜商品成熟期，选瓜把短，果实发育快，已行人工授粉的单果；

第三次在种瓜成熟期，根据种瓜色泽、网纹、瓜形及抗病性特征决选株果；第四次在拉秧期对决选

的已采种果的植株进行最后一次单株生产力、抗病性、抗热（寒）性的鉴定。

（２）授粉

将第一次初选单果的花进行人工授粉。

（３）收种

人工授粉的单果，经田间第二、三次两次选择，将决选果分别采收，分别编号，分别保存。

２．株行圃

每单果至少种植 ３０株，要有固定专人观察记载第一雌花节位、开花期植株分枝习性、叶色、

叶形、果实形状、大小、色泽、表面刺瘤及抗病性等。边观察，边鉴定，边淘汰。

３．株系圃

每个株行种子种植一个小区，用原种种子作对照，田间观察记载项目同株行圃，每个株系要

取一行计产，产量超过对照 ５％ ～３０％的为决选株系，其种子可混合保存作为下一年原种圃用

种。

４．原种圃

进一步鉴定，并扩大繁殖，在种瓜成熟期，根据本品种的性状选择一次，将选出的优良种瓜，

混合采种作原种繁殖用。

（二）番茄原种生产技术

番茄为自花授粉作物，也可采用单株选择，分系比较，混系繁殖法。

１．选择单株

选择具有典型特征特性的植株，注意丰产性、抗逆性、一致性，其单株来源也应在原种圃或纯

度较高的种子田中选择，决选株数每亩 １亩 ＝
１００００
１５

ｍ２
３０株（初选 ６０株），选择应侧重以下 ３

方面：

（１）类型（有限、无限）和分枝习性。

（２）注意花序类型、第一花序的着生部位、每个花序的间隔叶数。

（３）果实形状、大小、色泽、每穗果实数。

选择方法为分 ４次进行：

（１）第一次在苗期根据植株叶形、叶色。

（２）在田间根据植株叶形、花序、未熟果的果形进行选择。

（３）第三次在果实采收时，根据果形、果实大小选择，并对单果、纵横径、果肉厚薄、心室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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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实充实度进行鉴定。

（４）在拉秧期对单株生产力及抗性进行最后一次鉴定选择。

２．株行圃

鉴定当选单株后代，选出优良株行，得到用于株系圃的种子，观察记载株型、叶形、叶色、花序

类型、开花期、果实形状、大小、颜色及早期产量。

３．株系圃

每个株行的种子种植一小区，每 １０个株系设一对照，观察项目同株行圃，收获时要统计产

量，产量超过对照 １０％ ～３０％的为决选株系，当选各株系种子混合贮藏，作为下年原种圃播种

用，产量超过对照 ３０％以上的株系，留作下年单独繁殖，室内考种同上。

４．原种圃

合理适当稀植，保证高肥足水，田间去杂、去劣，混收。

（三）菠菜的原种生产技术

菠菜植株性型复杂，且为风媒传粉，为品种保纯和防止退化，搞好原种生产尤为重要。

１．单株选择及比较

选种田应于秋季播种，冬前培育壮苗，加强越冬管理，第二年返青后至种株收获前分期多次

进行选择。

单株选择的具体做法是：种株返青后，选越冬性好的植株作标记，在开花前鉴别性型，从中选

出雌雄同株异花和雌雄同花的两性株后，用硫酸纸或羊皮纸将中选株套好、固定，开花时人工单

株自交。终花后将纸袋摘除，并挂牌。为便于收获时查找和防止倒伏，在除袋时最好在中选植株

旁插杆。待种子成熟后各单株分别采收种子，秋季分别播种，每二年春季继续选株自交，至纯度

和株型符合要求后，系内混合留种。

２．株系比较

将优良株系秋播，第二年返青后进一步鉴定比较和选择淘汰。保留雌性株和雌雄同株比例

大，经济性状好的株系，在中选株系内再进一步淘汰杂株、劣株和绝对雄株。选择淘汰最好分 ３

次进行，第一次在种株返青后结合间苗拔除不符合要求的植株，保留越冬性好，植株生长健壮，叶

片大小和形状符合原品种性状的植株。第二次在抽薹开花前，拔除抽薹早，叶片小的绝对雄株，

保留长势旺，抽薹晚，叶片肥大的植株。第三次在雌株和两性株开花前，除保留一部分营养雄株

作授粉株外，把其余的雄株、劣株全部拔除，每平方米保留 １～２株营养雄株即可，种株成熟后采

收、脱粒。

菠菜在株系比较阶段，主要是采取上述的分期淘汰的方法进行比较鉴定和采种。因此，为了

能确切地选出优良株系，最好结合鉴定将株系内的植株数分次统计，如越冬前、返青后、抽薹后、

开花前、种株收获或脱粒时，保留株数比率大的，一般来说，是性状较好，绝对雄株少的株系。

３．原种比较

将决选株系混合的种子于秋季播种，第二年加强田间管理，严格去杂、去劣，并进一步鉴定其

典型性、一致性和丰产性，及时收获、脱粒，所得种子即为原种。

（四）原种生产注意事项

１．圃地的选择与隔离

原种生产的各圃都要选择旱涝保收，土壤肥力均匀一致，阳光充足，排灌方便，杂草少，禽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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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鸟雀为害少的田块。南方的老病田、低产田，北方的涝洼地、山坡地、风沙地和盐碱地不能作为

原种生产田。

原种生产要在隔离条件下进行，时间隔离只在一年多熟制地区有效，如在夏玉米地区可春播

生产原种，但在一季春玉米地区时间隔离就行不通。空间隔离最常用，最有效，隔离距离应视植

物种类而定。

２．栽培技术

优良品种的种性在一定栽培条件下才能表现出来，原种生产应实行良种良法。

３．种子收藏

要适时收获，贮藏时要严格控制种子含水量。

４．严防混杂和错乱

原种生产程序多，时间长，利用三系制种的植物种子种类更多，稍一不慎就会发生错乱和混

杂，例如，不育系繁殖和不育系制种的种子根本不能从外形上区分。故田间种植位置，室内的容

器、装具存放位置都要严格作出标记，甚至同时设两个标记。

５．三圃面积比例

这与单株选择、株行圃、株系圃当选比例，栽培管理，施肥水平，以及原种圃采取的繁殖措施

等密切相关，对品种典型性掌握准确，淘汰比例小，栽培管理和施肥水平高，繁殖倍数高，三圃面

积逐步加大的比例就大，反之就小。

三、作业思考题

１．按指定品种，将原种生产过程中单株选择时入选株编号，列表记载入选株的基本性状及

特点。

２．每人写出 １份指定植物原种生产的田间管理方案。

（杨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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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６３ 植物种和品种的鉴别

学习并掌握各植物不同生育期的形态特征，并依据这些特征准确地鉴别主要的粮、棉、油、蔬

菜、烟草、果树等作物种和品种，是做好植物科学工作的基础，对遗传育种工作更为重要。育种工

作者认识品种，有利于对品种优劣的判断，从而正确地选择和选配亲本，合理制定选种标准，准确

地鉴别变异；良种生产者认识品种，有利于种性保持和防止混杂退化，提高品种纯度。

本实验通过对主要作物种和品种鉴别的介绍并选择 １或几种植物进行观察、描述、记载，在

认识不同植物形态特征基础上学习种和品种鉴别的方法。

一、试材及用具

１．试材

小麦、水稻、玉米、大豆、棉花、烟草、大白菜及果树等植物主要种、变（亚）种和优良品种的植

株、果穗（果实）、种子等的样品或标本。

２．用具

直尺、镊子、刀片、培养皿、滤纸及放大镜等。

３．试剂

（１）５％ＮａＯＨ溶液。

（２）碘试剂

０．２ｇ＋２ｇＩＫ研磨后溶于 １００ｍＬ水中。

二、内容说明

Ⅰ 小 麦

（一）小麦种的鉴定

小麦种（ＴｒｔｉｃｕｍａｅｓｔｉｖｕｍＬ．）属于禾本科（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的禾亚科（Ａｇｒｏｓｔｉｄｏｉｄｅａｅ）早熟禾系

（Ｐｏａｔａｅ）小麦族（Ｔｒｉｔｉｃｉｎａｅ）小麦亚族（Ｔｒｉｔｉｃｉｎａｅ）小麦属（Ｔｒｉｔｉｃｕｍ）。关于小麦属内的分类，迄今

尚未形成完整统一的意见，先后采用了 ３种分类方法：

① 植物学分类

是根据形态特征，主要是穗部特征，分为二十多个种。

② 细胞学分类

是根据染色体的倍性，把小麦分为 ３个系统，即一粒系、二粒系和多粒系（见表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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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１ 主要小麦种的分类及学名

群
系 一粒系

（２ｎ＝１４）

二粒系

（２ｎ＝２８）

普通系

（２ｎ＝４２）

野生种
野生一粒小麦

Ｔ．ｂｏｅｏｔｉｃｕｍＢｏｉｓｓ

野生二粒小麦

Ｔ．ｄｉｃｏｃｃｏｉｄｅｓＫｏｒｎ

栽培的裸粒小麦

硬粒小麦

Ｔ．ｄｕｒｕｍＤｅｓｆ．

圆锥小麦

Ｔ．ｔｕｒｇｉｄｕｍＬ．

波兰小麦

Ｔ．ｐｏｌｏｎｉｃｕｍＬ．

波斯小麦

Ｔ．ｐｅｒｓｉｃｕｍＶａｖ．

普通小麦

Ｔ．ａｅｓｔｉｖｕｍＬ．

密穗小麦

Ｔ．ｃｏｍｐａｃｔｕｍ

印度圆粒小麦

Ｔ．ｓｐｈａｅｒｏｃｃｕｍＰｅｒｃ．

栽培的带壳小麦
一粒小麦

Ｔ．ｍｏｎｏｃｏｃｃｕｍＬ．

二粒小麦

Ｔ．ｄｉｃｏｃｃｕｍＳｃｈｕｍＳｃｈｕｂｌ．

提莫菲维小麦

Ｔ．ｔｉｍｏｐｈｅｅｖｉｉＺｈｕｋ．

斯卑尔脱小麦

Ｔ．ｓｐｅｌｔａＬ．

马卡小麦

Ｔ．ｍａｃｈａＤｅｋｅｔＭｅｎ．

③ 遗传学分类

根据染色体组的异同，分为 ５个种，即一粒小麦（二倍体）、圆锥小麦（四倍体）、提莫菲维小

麦（四倍体）、茹可夫斯基小麦（六倍体）和普通小麦（六倍体）。

以遗传学分类方法较为完善，其分类系统逐渐符合客观的遗传进化规律。但至今人们沿用

较多的是植物学分类体系，故本实验主要熟悉该分类方法（见表 ９－１）。

小麦种主要根据下列穗部特征进行分类：

１．穗轴脆韧性

① 穗轴易折断。

② 穗轴不易折断。

２．茎秆穗下节间充实情况

① 全部中空。

② 上部充实。

３．壳粒分离性

① 裸粒。

② 带壳。

４．护颖性状

（１）护颖性质

① 膜质（柔软）。

② 草质（普通）。

（２）护颖与外颖相比

① 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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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等长。

（３）护颖形状

龙骨突起情况，顶齿有无、长短等。

５．穗部形态

穗长与穗宽之比、穗正面与侧面之比、穗紧密或松散。

６．小穗

小穗着生于穗轴的角度、小穗结实数。

７．子粒

子粒形状、质地、丛毛等。

（二）普通小麦变种的鉴定

普通小麦的经济价值最高，分布范围最广，种植面积最大。我国种植的小麦，９６％以上都是

普通小麦，其品种类型丰富多样，是小麦品种资源的基础。根据金善宝先生的分类，我国普通小

麦分为通常类、圆颖多花类及拟密穗类，共有 １０１个变种（参见中国普通小麦主要变种分类检索

表）。普通小麦的变种分类一般根据芒的有无、穗色、颖壳茸毛的有无、粒色等 ４个性状，也有少

数变种还需用芒色来鉴定。

１．芒有无

无芒、有芒、曲芒。

２．芒色

芒色分为红色、白色和黑色。白色穗的芒通常也是白色，红色穗的芒通常也是红色，但在白、

红、黑色穗上有时也见到黑色的芒。

３．颖壳颜色

白色、红色、蓝灰色。

４．颖壳茸毛

无毛、有毛。

５．粒色

纯白色到淡黄色的为白色，玫瑰色、淡褐色及红褐色的为红色。若仍有怀疑，则将种子浸于

５％的氢氧化钠溶液中 １５～２０ｍｉｎ（或把种子放于开水中煮 １５～２０ｍｉｎ）。如此，白粒仍为白色

或淡黄色，而红粒则加深为红褐色。

（三）小麦品种的鉴定

小麦品种一般根据下列生物学特性和形态特征来鉴定。

１．生育期、冬春性、光温反应及幼苗生长习性等特性。

２．株高、株型，穗形、穗色、小穗密度，芒的有无及芒色，护颖形状及颖肩、颖嘴、颖脊，子粒大

小、形状、粒色、质地、腹沟、茸毛等特征。

表９－２ 小麦属主要种检索表

一、穗轴较易折断，带有小穗节片，子粒包于壳内，不易分离

（一）穗窄，每小穗一芒二花，一朵花结实，成熟时内颖纵裂为二，龙骨突起，护颖有侧齿 一粒小麦…………

（二）每小穗有二芒三花，二朵花结实，成熟时内颖不裂开

１．穗侧面较正面宽，折断时节片连于小穗下部，护颖顶端较圆，常有锐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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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穗较宽且长，密度中等，护颖有锐齿，龙骨突起，穗下茎秆常充实 二粒小麦………………………………

（２）穗宽而短，护颖龙骨不明显，有近等边三角形齿，直或向后曲 提莫菲维小麦……………………………

２．穗横切面圆或椭圆形，折断时节片在小穗腹面，护颖圆或披针

（１）穗疏长，横切面圆或方，护颖具短而钝的顶齿 斯卑尔脱小麦………………………………………………

（２）穗密，侧面较正面宽 ０．５～１．０倍，护颖具尖锐顶齿 马卡小麦……………………………………………

二、穗轴不易折断，壳粒易分离

（一）护颖膜质，与外颖等长，每小穗基部一花护颖为外颖的一半，穗下茎秆充实 波兰小麦…………………

（二）护颖草质，较外颖短，内颖稍短于外颖

１．护颖龙骨突起，直达基部，芒长于穗，平行或接近于平行，穗下茎秆充实

（１）穗密，正方形或侧面较宽，护颖比外颖稍短，粒长脊高，丛毛少，角质 硬粒小麦…………………………

（２）穗密或疏，正方形，护颖膨胀，较外颖短１／３，子粒近圆，大多为粉质 圆锥小麦…………………………

２．护颖龙骨突起，上部明显，中部成脉状，基部消失，有齿或无齿

（１）穗有长而软的芒，平行，护颖顶齿尖锐，长而细，或芒状，穗侧面平直，子粒长大 波斯小麦……………

（２）穗有芒或无芒，向外开展，护颖顶齿长，穗侧面平直，子粒大

① 穗短而密，长度不超过宽度 ３倍，子粒长度比例小，小穗与穗轴几乎成直角 密穗小麦……………………

② 穗长而疏，类型多，子粒粉质或角质 普通小麦………………………………………………………………

③ 穗较小，密生，子粒较小，呈圆球形 印度圆粒小麦…………………………………………………

Ⅱ 玉 米

玉米属内只有玉米（ＺｅａｍａｙｓＬ．）一个种，因此，玉米没有种间杂交。

根据玉米子粒上稃壳的有无、子粒形状、胚乳的性质与成分，玉米分为硬粒型、马齿型、半马

齿型、糯质型、粉质型、爆裂型、甜质型、甜粉型和有稃型 ９个类型（亚种）。这些亚种之间除了在

子粒性状上有显著的差异外，在植株性状上也有不同程度的差别，各自具有独特的优良种质，都

是玉米育种优良的原始材料。每个玉米育种工作者，必须熟悉掌握各个亚种的特点，才能有针对

性地加以利用（各个玉米亚种的特性特征见表 ９－３）。

表９－３ 玉米亚种检索表

（根据子粒性状和稃壳的有无）

１．子粒包在稃壳内 有稃型………………………………………………………………………………………

（ＺｅａｍａｙｓＬ．ｔｕｎｉｃａｔａＳｔｕｒｔ）

１．子粒外露无稃壳包住

２．子粒加热易爆裂，子粒小，果皮坚厚，全部为角质胚乳 爆裂型……………………………………………

（ＺｅａｍａｙｓＬ．ｅｖｅｒｔａＳｔｕｒｔ）

２．子粒爆裂性差或无爆裂性

３．子粒无角质胚乳，全为粉质胚乳，顶部不凹陷 粉质型…………………………………………………

（ＺｅａｍａｙｓＬ．ａｍｙｌａｃｅａＳｔｕｒｔ）

３．子粒有角质胚乳

４．干后皱缩，含糖量高

４１．子粒几乎全为角质透明胚乳 甜质型……………………………………………………………

（ＺｅａｍａｙｓＬ．ＳａｃｃｈａｒａｔａＳｔｕｒｔ）

４２．子粒上部为角质胚乳下部为粉质胚乳 甜粉型…………………………………………………

（ＺｅａｍａｙｓａｍｙｌｅｏＬ．ＳａｃｃｈａｒａｔａＳｔｕｒ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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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胚乳由 ７８％支链淀粉、２２％直链淀粉组成

５１．子粒周围为角质胚乳，中间至粒顶为粉质胚乳，干后顶部凹陷

马齿型………………………………………………………………………………………

（ＺｅａｍａｙｓＬ．ｉｎｄｅｎｔａｔａＳｔｕｒｔ）

５２．子粒四周及顶部为角质胚乳，中间有少量粉质胚乳，干后顶部不凹陷

硬粒型………………………………………………………………………………………

（ＺｅａｍａｙｓＬ．ｉｎｄｅｎｔａｔａＳｔｕｒｔ）

５３．胚乳全部为支链淀粉，角质与粉质的层次不分明，子粒呈不透明的蜡状

糯质型………………………………………………………………………………………

（ＺｅａｍａｙｓＬ．ｃｅｒａｔｉｎａｋｕｌｅｓｈ）

玉米的品种、杂交种和自交系的种类很多，每个都具有各自的特性特征。在这些特性特征

中，有些在遗传上比较稳定，有些则不稳定。因此，在识别品种、杂交种或自交系时，必须抓住各

个品种（杂交种、自交系）的几个特殊而又比较稳定的性状进行鉴定（参见实验 ６９）。

Ⅲ 水 稻

水稻的学名为 ＯｒｙｚａｓａｔｉｖａＬ．，属禾本科（Ｇｒａｍｉｎｅａ）稻属（Ｏｒｙｚａ）。

水稻品种分类的标准很多，但通常是根据少数特征特性来加以区别。一般水稻分类主要有

３种方法：

１．依据对生态条件的适应性分类

依据地理分布的差异，水稻分为粳亚种和籼亚种，粳亚种分布在高纬度的温带地区，籼亚种

分布于低纬度的热带、亚热带地区，它们之间杂交所得 Ｆ１ 结实率一般 ５０％以下。两亚种在血清

反应和碳酸反应上均有差异，在形态、生理及栽培特性上也不同。若依生长期长短及对日照反应

的不同，水稻又可分为单季稻、双季稻或早熟、中熟、晚熟等不同类型。水稻也可依对不同水分条

件的适应性分为水稻型和陆稻型。

２．依据米的淀粉性质不同分类

依据稻米中支链淀粉和直链淀粉的比例，分为黏和糯两个变种。

３．依据植物学和生物学特性分类

依据稻植株、叶、穗、谷粒、米粒的形状、大小、颜色等植物学特性和耐旱、耐寒、抗病、抗虫等

生物学特性，可将水稻分为多种类型。

表９－４ 中国栽培稻种检索表

亚种１：籼稻。粒形狭而扁平，颖毛短而少

群１．晚季稻：大田栽培时，通过光照阶段期间的日照在１４ｈ以下

型１．水稻：在水田栽培

变种１．黏稻：米黏性，米色透明 第一变种（品种：广东齐眉）…………………………………………………

变种２．糯稻：米糯性，米色乳白 第二变种（品种：广东小糯）…………………………………………………

型２．陆稻：在旱地栽培

变种１．黏稻：米黏性，米色透明 第三变种（品种：广东白米秋真仔）…………………………………………

变种２．糯稻：米糯性，米色乳白 第四变种（品种）………………………………………………………………

群２．早、中季稻：大田栽培时，通过光照阶段期间不受日照长短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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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１．水稻：在水田栽培

变种１．黏稻：米黏性，米色透明 第五变种（品种：江西南特号）………………………………………………

变种２．糯稻：米糯性，米色乳白 第六变种（品种：广东省细糯）………………………………………………

型２．陆稻：在旱地栽培

变种１．黏稻：米黏性，米色透明 第七变种（品种：广东坡禾）…………………………………………………

变种２．糯稻：米糯性，米色乳白 第八变种（品种：仁化陆稻）…………………………………………………

亚种２：粳稻。粒形宽而厚，颖毛长而密

群１．晚季稻：大田栽培时，通过光照阶段期间的日照时间在１４ｈ以下

型１．水稻：在水田栽培

变种１．黏稻：米黏性，米色透明 第九变种（品种：江苏老来青）………………………………………………

变种２．糯稻：米糯性，米色乳白 第十变种（品种：广东东圃糯）………………………………………………

型２．陆稻：在旱地栽培

变种１．黏稻：米黏性，米色透明 第十一变种（品种：广东山禾粳）……………………………………………

变种２．糯稻：米糯性，米色乳白 第十二变种（品种：广东兰糯）………………………………………………

群２．早、中季稻：大田栽培时，通过光照阶段期间不受日照长短的限制

型１．水稻：在水田栽培

变种１．黏稻：米黏性，米色透明 第十三变种（品种：江苏有芒早粳）…………………………………………

变种２．糯稻：米糯性，米色乳白 第十四变种（品种：广东红头糯）……………………………………………

型２．陆稻：在旱地栽培

变种１．黏稻：米黏性，米色透明 第十五变种（品种：辽宁安东陆稻）…………………………………………

变种２．糯稻：米糯性，米色乳白色 第十六变种（品种：广东英德大糯）………………………………………

注：上述分类根据丁颖主编《中国稻作学》上的方法

Ⅳ 大 豆

大豆属于豆科蝶形花亚科大豆属大豆亚属，一般认为，亚属内有两个种，即野生大豆（Ｇｌｙｃｉｎｅ

ｓｏｊａＳｉｅｂａｎｄＺｕｃｃ）和栽培大豆［Ｌｙｃｉｎｅｍａｘ（Ｌ．）Ｍｅｒｒｉｌｌ］。两个种都是二倍体（２ｎ＝４０）且亲缘

关系较近，互相杂交容易成功。

（一）关于大豆的分类，目前存在较多的看法，没有统一系统的分类方法。我国较广泛采用

的是按其单一的生态特点，将大豆分为若干个生态类型。

１．按生育期长短划分大豆生育期的长短，是由原产地生长季节的日照长短和温度高低所决

定的，原产于某一特定地区的不同大豆品种，其生育期是相对稳定的。因此，按照原产地生产上

播种期条件下的生育期天数，可将大豆分为：

（１）极早熟型

对短光照反应很微弱，多数原产于黑龙江克山以北地区。

（２）早熟型

对短光照反应较弱，多数原产于黑龙江克山以南及吉林北部地区。

（３）中熟型

对短光照反应较敏感，主要分布在吉林中部以南到淮河沿岸及陕南以北地区。

（４）晚熟型

对短光照反应敏感，原产于长江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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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极晚熟型

对短光照反应敏感，原产于长江以南诸省。

黄淮平原夏大豆主要有早熟型（生育期 １００ｄ以下）、中熟型（生育期 １０１～１１０ｄ）、晚熟型

（１１１～１２０ｄ）和极晚熟型（１２０ｄ以上）。

２．按种皮颜色的不同，可将大豆分为黄大豆、青大豆、褐大豆（茶豆）、黑大豆和双色大豆 ５

种类型。

３．按子粒大小，可将大豆分为小粒种、中粒种、大粒种和特大粒种 ４种类型。百粒重在 １２ｇ

以下的为小粒种，１２～１９．９ｇ的为中粒种，２０～２９．９ｇ为大粒种，３０ｇ以上为特大粒种。

这样按照生育期、种皮颜色及子粒大小可将大豆分成许多类型群，在此基础上，还应根据其

结荚习性、茸毛颜色和花色等性状进一步进行识别。

（二）大豆是一种“多型性”作物，种内的生态类型较多，同时，每一个生态类型中又包括若

干不同品种，对类型内品种间的识别主要是依据其结荚习性、花色、茸毛特性等性状。

１．株型

包括分枝数、分枝角度、株高、茎粗等。

２．生长习性

分直立、半蔓、蔓性 ３种，其中蔓性和半蔓性的分枝有缠绕现象。

３．结荚习性

分无限结荚、有限结荚和亚有限结荚。

４．花色

分紫、淡紫、白 ３种。

５．果荚

包括果荚颜色、大小、形状，茸毛的有无、颜色。

６．粒

粒形分圆、椭圆、扁椭圆等，粒色分黄豆、青豆、黑豆、褐豆、双色豆等，种皮上有无光泽。

７．脐色

分白、黄、红、褐、兰、黑等。

８．子叶

分黄色、绿色。

Ⅴ 棉 花

（一）四大栽培种的识别、鉴定：

棉花属于锦葵科（Ｍａｌｖａｃｅａｅ）的棉属（Ｇｏｓｓｙｐｉｕｍ）。根据近几年分类学家的意见，认为共有

３９个种，在我国和世界上先后为人们栽培利用过的有 ４个种，即陆地棉、海岛棉、亚洲棉和非洲

棉。其主要形态特征如下：

１．陆地棉（Ｇ．ｈｉｒｓｕｔｉｍＬ．２ｎ＝４Ｘ＝５２）

原产中美洲墨西哥一带高原地区。植株下部营养枝较少或没有，嫩枝嫩叶多被茸毛。叶大、

掌状、３～５裂，裂口为 １／２或更浅，裂片呈宽三角形，锐尖基部不收缩，裂口处稍有折叠。苞叶长

大于宽，心脏形，通常具有 ７～１２个长而尖的齿，齿长超过宽的 ３倍以上。花大，花冠开展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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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瓣乳白色，通常没有红斑。铃大，卵圆形或圆形，表面光滑，有不明显的油腺，４～５室，很少有 ３

室的，种子上被有短绒和较细长的纤维。

２．海岛棉（Ｇ．ｂａｒｂａｄｅｎｓｅＬ．２ｎ＝４Ｘ＝５２）

原产南美洲，后传入北美洲的东南沿海岛屿种植，称海岛棉。植株下部有少数或较多的营养

枝。嫩枝及嫩叶从完全光滑到被有茸毛。叶片 ３～５裂，裂口长度约 ２／３，裂片长，渐尖，基部稍

有收缩，裂口处通常互相折叠。苞叶长宽近乎相等，心脏形，边缘有 １０～１５个锐尖长齿，齿的长

度超过宽的 ３倍以上。花冠长于苞叶，为硫磺色，基部有红斑，花冠开展度不大。铃较小，通常为

３室，有时也有 ４室的，基部宽而顶部尖，有时有较明显的铃肩，铃面粗糙，有明显的凹点及油腺。

纤维细长而有丝光。种子一般为光籽，有的有端毛（一端或两端均有）。

３．亚洲棉（Ｇ．ａｒｂｏｒｅｕｍＬ．２ｎ＝２Ｘ＝２６）

原产印度，后传入我国，又称中棉。植株下部营养枝较少或没有，嫩枝及嫩叶上被有或多或

少的茸毛。叶片 ５～７裂，叶片裂口长度为 １／３到 ４／５，在裂口处常附生有小裂片，裂片矛头形，

少数鸡脚叶品种呈柳条叶形，较尖，基部稍有收缩。苞叶紧围于蕾及铃的外部，略成三角形，长大

于宽，全缘，或近顶部有 ３～４个粗齿。花瓣黄色，花内基部常有红斑，个别品种也有红色或白色

花瓣的。铃圆锥形，下垂，铃面有很多凹点，在凹点内有明显的油腺。棉铃通常为 ３室，４室的很

少。种子外被有短绒及纤维，亦有只生纤维而没有短绒的。纤维粗而短。

４．非洲棉（Ｇ．ｈｅｒｂａｃｅｕｍＬ．２ｎ＝２Ｘ＝２６）

原产非洲，因植株较小，又称草棉。植株下部只有少数营养枝或没有营养枝。嫩枝及嫩叶被

有稀毛，光滑的很少。叶通常宽大于长，有 ３～５个（或至 ７个）裂片，裂口长 １／２或小于 １／２。裂

片卵形、微圆至圆形，仅在基部稍有收缩，裂口处没有附生裂片。苞叶心脏形或宽三角形，宽大于

长，边缘有 ６～８个宽三角形的锯齿，在蕾的基部向外反卷，亦有不反卷的，花瓣黄色，内有红斑。

铃极小，圆形，肩部明显，铃面光滑，或有极浅的凹点，３或 ４室，成熟时开裂很小。种子上着生纤

维及短绒，只生纤维而不生短绒的很少，纤维细而短。

（二）陆地棉不同类型品种系的观察

陆地棉是当前世界和我国主要的栽培种，又有各种类型品种系。有的有某些特殊性状，如红

叶、鸡脚叶、芽黄、无蜜腺、窄卷苞叶等，在育种上这些性状均可利用。棉花的不同品种（系）在形

态上也有很大差别，要识别和区分品种（系），主要可参考下列项目：

１．株型（株式）

根据果枝长短、强弱、紧凑和松散差异。如果按果枝和叶枝的长短与分布，棉花的株型可分为：

（１）塔型

上部果枝短，向下渐长，下部最长，叶枝少，为早熟丰产型。

（２）筒型

上、中、下 ３部果枝近于等长，叶枝少，成熟早，一般短果枝品种多属于此种形式。

（３）矮丛型

植株基部有多数强大的叶枝，高度与主茎相近，中部果枝也较少，此种株型晚熟，产量低，栽

培品种少见。

如果按果枝上果节的长短，棉花的株型可分为：

（１）有限果枝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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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个果节，果枝顶端着生几个棉铃。

（２）无限果枝型

具有数个较长的果节，按其节间长短可分为：

Ⅰ型（紧凑型）：果枝节间长 ２～５ｃｍ；

Ⅱ型（较紧凑型）：果枝节间长 ５～１０ｃｍ；

Ⅲ型（较松散型）：果枝节间长 １０～１５ｃｍ；

Ⅳ型（松散型）：果枝节间长 １５ｃｍ以上。

２．茎

（１）茎色

有青、红两种，红茎中有深紫红、红、浅红的差别。

（２）油腺

棉花茎上都散布着暗色或浓棕色的油腺，油腺形状及大小、多少随棉种和品种而异。

（３）茸毛

不同品种茸毛的多少和长短有差别。

３．叶片

（１）叶片大小

测量叶长及叶宽，通常用叶指数（即叶长／叶宽）来表示。

叶长：叶片基部至中裂片顶端的距离。

叶宽：中裂片两侧最大的两裂片顶端的距离。

取主茎上第四、五枝节上生长正常的叶片测量，每株两片，每个品种 １０株，共 ２０片，求平均。

（２）叶形

用文字描述。

裂缺较深：裂口深达叶长的 １／２以上者。

裂缺较浅：裂口不及叶长的 １／２者。

（注：裂缺深度系指中裂片之长减去叶基部至第一裂口之差距离；中裂片之宽指中裂片的最

大宽度。）

４．花和苞叶

花和苞叶的状况。

５．铃

铃的形状、大小和铃室数、开铃情况等。

６．种子和纤维

种子和纤维的状况也可作为区别品种的参考。

Ⅵ 甘 薯

甘薯又名红薯、地瓜、红苕、山芋等，学名 ＩｐｏｍｏｅａｂａｔａｔａｓＬａｎ．，英文名 ｓｗｅｅｔｐｏｔａｔｏ，属于旋花

科，为无性繁殖作物。在我国北方一般不能开花，故品种的鉴别较其他作物有些困难，主要是依

据品种的形态特征或生物学特性的某些差异进行。有些品种间的性状差异明显，比较容易区分，

而有的品种间仅在一、二个性状上表现不同（甚至不是主要性状）。因此，在品种鉴定时，往往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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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或某些性状具有鉴别的特殊意义。

甘薯品种的识别常需通过多次的鉴定分析。收获前多种农艺性状表现最为明显，是进行识

别的关键时期。甘薯品种鉴别分田间鉴定和室内鉴定两个阶段。田间鉴定要在早霜前，甘薯还

正常生长的时期进行，可根据不同品种叶部和茎部的特征、特性进行鉴定识别。收获后，在室内

着重考察块根性状和经济性状等。

（一）叶部性状

１．顶叶色

观察顶部 ２～３片未展开叶，分紫、褐、绿和绿叶紫边等颜色。

２．叶色

有浅绿、绿、浓绿、紫绿等色（以最长蔓顶叶下 １０节为准，下同）。

３．叶脉色

以反面的叶脉颜色为准。分深红或紫红、淡红或淡紫和绿色 ３种。叶脉色还存在全部脉、主

脉和部分主脉的差异。

４．叶基色

叶片基部的颜色。分紫、褐、红、绿等色。

５．叶柄色

大多数为浅绿色，有些品种叶柄基部或全部有花青素，一般分绿、绿带紫、紫等色。

６．叶形

分三角形、肾形、掌形、心脏形等，在这些基本叶形基础上还有带齿状的。此外，按叶缘又可

分为浅裂或深裂，单缺刻或多缺刻等。一般叶片裂口长度等于或超过主脉长度 １／２的为深裂，小

于 １／２的为浅裂。植株不同部位的叶形，往往略有差异，但以大多数的基本叶形为准时，还是可

以区别品种间差异的。

（二）茎部性状

１．株型

根据蔓叶在空间的分布，分蔓生、半直立和直立 ３种。

２．茎色

茎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光照等气象条件，但有些品种茎色变化较小，或与其他品种差异显

著，因此这个特征也可用于鉴别品种。茎色一般分为紫、淡紫、绿、绿带紫 ４种。

３．茎茸毛

除全茎有茸毛以外，尚有茎下部或上部有茸毛的，及完全无茸毛或只在节上有茸毛的品种。

茸毛的多少可以用多、中、少、无表示。

４．茎长

在地上部生长盛期测定最长的蔓。根据生长于同一条件下的蔓长，可分为长蔓型（春薯蔓

长 ２．５ｍ以上，夏薯蔓 ２ｍ以上）、中蔓型（春薯蔓长 １．５～２．５ｍ，夏薯蔓长 １～２ｍ）、短蔓型（春

薯蔓长 １．５ｍ以下，夏薯蔓长 １ｍ以下）。

５．节间长度

是品种鉴别的可靠特征，一般蔓长节间亦长，从 １０ｃｍ至 ２０ｃｍ不等。

６．茎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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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蔓顶叶下第１０节的茎粗，可分为粗蔓型（＞６ｍｍ）、中蔓型（４～６ｍｍ）、细蔓型（＜４ｍｍ）。

（三）块根性状

１．结薯部位

集中或不集中。

２．薯形

因土壤及营养条件不同而异，分规则和不规则两大类。规则类又分正纺锤形（最大直径∶长 ＝

１∶２～１∶４）、长纺锤形（最大直径∶长 ＜１∶４）、圆形（最大直径∶长 ＞１∶２）、球形（似球体）、筒形（顶部

下１ｃｍ处，径下分４等份，其 １／４，２／４，３／４处直径相等）。不规则类有坛状、块状、葫芦状等。

３．皮色

薯皮有白、黄、红紫等色，随土壤状况略有变化。

４．薯肉色

有白、黄、杏黄，橘红而带紫晕、紫斑等色，此性状稳定，是品种鉴别的主要特征。

Ⅶ 烟 草

烟草（ＶｉｃｏｔｉａｎａｔａｂａｃｕｍＬ．）英文名 ｔａｂａｃｃｏ，属于茄科（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ｅ）烟草属。烟草属内包括

６６个种，其中绝大多数种是野生种，只有红花烟草和黄花烟草两个栽培种。红花烟草是我国最

主要的栽培种，因此又称为普通烟草；黄花烟草栽培种植较少，仅在我国西北、东北部分省区栽培

的晒烟中有一小部分利用。红花烟草和黄花烟草均原产于中、南美洲，且均为异源四倍体，其染

色体组型是 ＳＳＴＴ，体细胞染色体数 ２ｎ＝４８。

（一）红花烟草（普通烟草）

是一年生草本植物，但在适宜条件下可以是多年生的，植株高大，株高一般为 １００～３００ｃｍ。

具腺毛，茎木质化，茎和主脉多呈绿色，有的呈乳白色。叶片大小相差悬殊，除香料烟较小外，一

般长 ３０～６０ｃｍ，宽 １５～３０ｃｍ，卵圆形至披针形，全缘或微波状叶缘，尖端卵状或尾状，叶基半包

茎而成侧翼状，多数无叶柄，但也有具柄的，全株叶片有十几片至几十片。花长 ３～５ｃｍ，具短

柄。花萼长圆形，裂片披针形。花冠漏斗状，外部具腺毛，喉部稍膨大，裂部颜色深于管部，除少

数呈白色外，多数为粉红色至深红色。蒴果卵圆形至近球形。种子形状不规则，粒小，千粒重一

般为 ５０～９０ｍｇ。

依据品种特性、栽培特点、调制方法及工业用途等，我国栽培的红花烟草又分为烤烟、晒烟、

晾烟、白肋烟、雪茄烟和香料烟。

（二）黄花烟草

为一年生或二至三年生草本植物，株高一般为 ３０～６０ｃｍ。叶片具柄，较红花烟草小而厚，叶色

较深，卵圆形或心脏形，叶片边缘整齐，尖端钝。花较短，一般长２．５ｃｍ左右，花序较紧密。花萼裂

片近三角形。花冠呈阔圆柱形，上部膨大，喉部收缩，裂片较短、圆形，花冠黄色或黄绿色。蒴果卵

圆形至近球形。种子大小为红花烟草的 ３倍左右，千粒重一般为２００～２５０ｍｇ。黄花烟为晒烟。

Ⅷ 白 菜

白菜属十字花科（Ｃｕｒｃｉｆｅｒａｅ）芸薹属（Ｂｒａｓｓｉｃａ），是我国，尤其北方地区重要的冬春蔬菜。白

菜又分大白菜（Ｂ．ｐｅｋｉｎｅｎｓｉｓＲｕｐｒ．）和小白菜（Ｂ．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Ｌ．）。小白菜不结球，又称青菜，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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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栽培较多，北方亦有种植。

大白菜依其是否结球及结球性状，分散叶、半结球、花心和结球 ４个变种，其中结球变种依结

球的形状又可分为卵圆型、平头型和直筒型。４个变种及其生态型是结球大白菜的基本类型，它

们相互杂交还产生了 ５种次级类型：

（１）平头直筒型。

（２）平头卵圆型。

（３）圆筒型。

（４）花心直筒型。

（５）花心卵圆型。

大白菜按种植季节又分为春、夏、秋、冬型，按球叶特点还可分为叶数型、叶重型、中间型，按

叶色分为青帮型、白帮型、青白帮型。

中国大白菜的栽培品种主要有：福山包头、胶县白菜、城阳青、唐王小根、旅大小根、冠县包

头、洛阳包头、天津青麻叶、翻心白、大青口、小青口等。栽培的杂种一代主要有：

（１）合抱类型的山东 ２，５号，鲁白 ３，４，７号，青杂 ５号，城杂 ５号，青杂中半等。

（２）叠抱类型的鲁白 １，５，６，８，１０号，山东 ４，７号，豫白 ３号，青杂 ３，４号，城青 ２号，郑杂 １

号，亚蔬 １号，双青 １５６，新丰 ２号，萼白 ４号等。

（３）拧抱类型的北京 ４，１０，８０，８８，９７，１００，１０６，新 １号，北京小杂 ５６，６５，晋杂 ３号，夏阳，青

半，缘言，农牛，碧玉，辽白 １号，青庆等。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大白菜品种鉴别最好的时期为结球期和结球收获期，鉴别性状主要为

结球与否、结球的形状、叶球包合类型。除此外，还可依据以下性状鉴别：

１．幼苗性状

包括子叶形状、大小、厚薄、颜色、茸毛多少、幼茎颜色等，真叶的形状、大小、叶缘、叶色、叶脉

色、茸毛等。

２．花的性状

包括花期、花的形状、大小，自交亲和指数等。

３．植株（终花期）性状

包括株高、分枝开张度、枝干硬度、分枝多少等。

４．角果性状

包括角果长短、粗细、成熟度、整齐度、疏密程度，果柄与茎的角度，裂荚性等。

５．种子性状

包括种皮颜色、种子大小、种皮上网纹状况、种子脐部状况等。

十字花科芸薹属的蔬菜作物如油菜、甘蓝、芥菜、花椰菜及萝卜等，均可按照以上所述（结球

性状除外）进行鉴别。

Ⅸ 果树品种的鉴别

对果树品种的描述和鉴别，就是对品种的树体、枝、芽、叶、花和果实等的形态特征进行观察、

记载和比较鉴别，以品种的形态特征用作鉴别品种和进行分类的依据。

果实是果树栽培的目的产品，是品种选育的主要对象。不同果实性状的多样化更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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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将果实作为鉴别品种差异的主要依据。

果树品种繁多，描述鉴定的项目和标准依树种而有所不同，主要包括：

（一）植株性状

如树形、树姿、树势、树干高度和粗度、分枝情况等。

（二）生物学特性

如生长与结果习性、物候期等。

（三）果实性状

１．外观

如果实形状、重量、色泽、整齐度等。

２．内质

如果肉色泽、肉质、汁液、风味、香气、可溶性固形物、含糖量、含酸量等。

３．贮藏性

果实贮藏性的好坏。

（四）抗逆性

对不良环境的抵抗能力。指抗寒、抗旱、抗涝、抗风、抗病虫能力等。

现以梨［英文名 ｐｅａｒ，属蔷薇科（Ｒｏｓａｃｅａｅ）梨属（Ｐｙｒｕｓ）］为例介绍如下（见表 ９－５）。

表 ９－５ 梨品种鉴别表

种类： 品种： 别名： 编号：

植株

概况

树龄： 树高 ｍ 冠径：东西 ｍ，南北 ｍ

树形：圆头 圆锥 ；树姿：直立 半开展 开展

干粗：距地面３０ｃｍ处的粗度 ｃｍ；干高：地面至第一分枝高度 ｃｍ

生
物
学
特
性

生长、结

果习性

１．中心领导枝生长情况：强、中、弱

２．骨干枝分枝角度：大、中、小

３．侧枝（ 年生）长度 ｃｍ

４．新梢：平均长度 ｃｍ；粗度 ｃｍ；节间平均长 ｃｍ

５．萌芽力： 成枝力：

６．开始结果年龄： 盛果期树龄：

７．果枝类型：长果枝占 ％，中果枝占 ％，短果枝占 ％，腋花芽占 ％

坐果部位的分布：上、中、下、内、外，落果程度：多、中、少

８．产量：高、中、低；单株平均产量（盛果期） ｋｇ，单株最高产量 ｋｇ

主要物

候期

１．萌芽期：（芽顶端鳞片松开、露出叶尖）

２．开花期：（全树有 ２５％ ～５０％的花开放）

３．成熟期：（全树有 ７５％的果实到达采收期）

４．落叶期：（全树有 ５０％的叶片脱落）

果
实
性
状

外观

１．果实大小：纵径 ｃｍ，横径 ｃｍ

２．果实重量：平均果重 ｇ，最大果重 ｇ

３．果实整齐度：差、较差、一般、较好、好

４．果实形状：圆形、卵圆形、圆锥形、长圆形、瓢形

５．果皮：① 底色：黄、绿、褐

② 彩色：无、有（占果面 ％）

    
    

    
    

    
 



实验 ６３ 植物种和品种的鉴别 ２０９

续表

果
实
性
状

外观

③ 厚度：厚、中、薄

④ 光滑度：光滑、一般、粗糙

⑤ 附着物：有锈斑、全面锈色、蜡质厚薄、果粉多少

６．果点：① 大小数量：大、中、小；多、中、少；显著、不显著

② 形态：圆形、不正形、点形、圆柱形；平或凸

③ 颜色：黄、锈色

④ 分布：近萼端多、近梗端多、果面散生

７．果梗：① 长度 ｃｍ；粗度：粗、中、细

② 基部有无肉质：有、无

③ 着生：直生、斜生

８．梗洼：① 深广度：狭小、浅窄、中等、浅广、深广

② 附着物：有锈、无锈；有沟纹、无沟纹

９．萼片：① 存落：宿存、残存、脱落

② 开闭：开张、半张展、闭萼

③ 大小：大、中、小

１０．萼洼：① 深广度：狭小、浅窄、中等、浅广、深广

② 附着物：有锈、无锈；有沟纹、无沟纹

１１．果心：① 大小：大、中、小

② 位置：近萼端、中位，近梗端

③ 形状：

内质

１．果肉色泽：乳白、黄白、淡绿

２．肉质：粗、细；脆、松、软、硬；石细胞：大小 多少

３．汁液：多、中、少

４．风味：甜、酸、甜酸适度、微酸、味淡；有无涩味：有、无

５．香气：无、微香、浓香

６．固形物 ％；含糖量 ％；含酸量 ％；维生素 Ｃ ｍｇ／１００ｇ鲜重

７．品质：差、较差、中、良、优

贮运性

抗逆性及

适应性

抗风力： ，抗旱性： ，抗涝性： ，抗寒性：

对自然条件和栽培管理的要求：

综合评价

三、方法步骤

（一）观察小麦或水稻的植株和穗粒，玉米 ９大类型的植株和果穗，或大豆、棉花、烟草、大白

菜、梨的植株、果实或种子，记录其主要特征，结合查对检索表，写出种、变（亚）种的名称及学名，

或所属类型、品种。

（二）若从植株、果穗、种子形态特征上难以确定时，小麦可将子粒浸入 ５％ＮａＯＨ溶液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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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ｍｉｎ，以观察子粒颜色，水稻、玉米等可将子粒横切浸入碘试剂中以确定糯与非糯。

（三）若是鉴别同一类型作物的栽培品种，常因品种间性状太过类似而难以确定，此时可将

种子解剖置解剖镜下观察形态结构的细小差异，如十字花科芸薹属种子的种皮网纹，烟草种皮上

的花纹等。若仍无法确定且又必须作出鉴定结果时，可进行 ＤＮＡ鉴定。

四、作业思考题

１．将鉴别性状及结果列表。

２．举例说明要识别一种植物的不同种和品种应着重掌握哪些特征？为什么？

３．如何才能较好地掌握植物鉴别技术？

（高荣岐）

实验６４ 植物品种田间纯度检验

植物品种纯度包括种子纯度和种苗纯度，是种子及种苗品质的重要指标，也是评定种苗等级

的主要依据。品种纯度检验又分田间检验和室内检验，而田间检验不仅可及时测知种子繁殖田

的品种纯度，而且可依据检验结果进行有效地控制。

田间检验以品种纯度为主，同时检验杂草、异作物、病虫感染率、生育情况等。

本实验旨在练习田间检验的方法，掌握田间检验的内容、依据、时期及田间取样方式，并顺便

了解制种田情况。

一、试材及用具

１．试材

小麦、玉米、棉花、白菜及向日葵等种子田或品种比较试验田。

２．用具

米尺、放大镜及镊子等。

二、依据

不同品种由于其遗传组成不同，生长发育的不同时期品种之间在植株性状、穗部性状、果实

性状等方面存在着差异，这些差异是进行田间纯度检验的依据。田间检验最好在性状表现最完

全、最明显的花期、成熟期进行，异花授粉作物在穗花期增加 １～２次，蔬菜作物在商品部位成熟

期增加 １次。在各类性状中，有的易受环境影响而发生变化，在利用这些性状时以单株为单位进

行分析比以单穗为单位要准确。因此，在田间检验时，尽量以单株为单位进行。

三、方法步骤

（一）了解情况

了解被检验品种的特征、特性、隔离区，以及制种技术等。品种的特征特性可结合品种比较

试验与其他品种加以区分。

    
    

    
    

    
 



实验６４ 植物品种田间纯度检验 ２１１

（二）品种真实性鉴定

根据了解的品种特性，与待检种子田进行比较，确定是否为待检品种。若是，实验继续进行。

（三）划区设点

同一品种、同一来源、同一繁殖世代、同一栽培条件的相连地块可划分为一个检验区，但一个

检验区的面积不能超过 ５００亩（１亩 ＝
１００００
１５

ｍ２）。在检验区内设点取样，各种作物设点的数目

和每点的株数规定见表 ９－６。

表 ９－６ 各种作物的取样点数和株（穗）数

作物种类 面积／亩 取样点数 每点最低株（穗）数

稻麦

粟黍（稷）

１０以下

１１～１００

１０１～２００

２０１～５００

５

８

１１

１５

５００

玉米、高粱

大豆、薯类

油菜、花生

棉花、黄麻、红麻

芝麻、亚麻

向日葵

１０以下

１１～１００

１０１～２００

２０１～５００

５

８

１１

１５
２００

蔬菜

５以下

６～１５

１５亩以上每增加

１０亩增加一点

５

９～１４
８０～１００

注：１．原种繁殖田和亲本繁殖田、杂交水稻制种田取样点数加倍。

２．１亩 ＝
１００００
１５

ｍ２。

（四）取样

大的方形或长方形地块可采用对角线布点取样，小的方形或长方形可采用梅花式布点，不规

则地块可采用棋盘式布点，对中耕作物可采用大垄取样法。点的分布应距地边 ５ｍ以上。

（五）检验

在取样点上逐株鉴定，将本品种、异品种、异作物、杂草及感染病虫株数分别记载。杂交制种

田还应记录父（母）本杂株数，母本散粉株数。并计算各种成分的百分率。

（六）填写检验结果单

在各检验时期，按以上步骤进行检验，将各点检验结果平均，填写检验结果单（１式 ３份），并

对制种田的质量提出建议和意见。检验结果单见表 ９－７，表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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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７ 品种检验结果单 字第 号

繁种单位

作 物 品 种

繁种面积 隔离情况

取样点数 取样总株（穗）数

田间

纯度

检验

异作物／％ 病虫感染／％

异品种／％ 品种纯度／％

杂草／％

田间检验结果

建议或意见

检验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检验员

表 ９－８ 杂交种检验结果单 字第 号

繁种单位

作 物 组 合

制种面积 隔离情况

取样点数 取样总株（穗）数

田间

检验

异作物／％ 病虫感染／％

父本散粉杂株／％ 母本散粉杂株／％

母本散粉株／％ 杂草／％

田间检验结果

建议或意见

检验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检验员

（七）结果计算

品种纯度 ＝
本品种株（穗）数

供检本作物总株（穗）数
×１００％

异品种比率 ＝
异品种株（穗）数

供检本作物总株（穗）数
×１００％

异作物比率 ＝
异作物株（穗）数

供检本作物总株（穗）数 ＋异作物株（穗）数
×１００％

杂草比率 ＝
杂草株（穗）数

供检本作物株（穗）数 ＋杂草株（穗）数
×１００％

病虫害感染率 ＝
感染病虫株（穗）数

供检本作物总株（穗）数
×１００％

母本散粉株比率 ＝
母本散粉株数

供检母本总株数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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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本散粉杂株比率 ＝父（母）本散粉杂株数
供检父（母）本株数

×１００％

四、作业思考题

１．简述田间检验程序并填写表 ９－６或表 ９－７。

２．如何通过植物品种田间检验对种子品质进行监控？

（高荣岐）

实验６５ 种子净度和其他植物种子数目的测定

净度测定的目的是通过对样品的分析，推断种子批的组成情况，为种子清选和质量分级提供

依据；同时分离出的净种子为检验其他项目提供样品。

实验目的是通过实验，学会种子净度和其他植物种子数目的测定方法，掌握种子净度分析标

准和结果计算与处理。

一、试材及用具

１．试材

农作物或蔬菜种子送验样品各 １份，小麦≥１０００ｇ，大葱≥５０ｇ，玉米≥１０００ｇ，白菜≥

１００ｇ。

２．用具

净度检验台、分样器、分样板、套筛、镊子、刮板、平底勺、样品盘、毛刷、碟子、电动筛选器、放

大镜或大视场仪及天平（感量 １ｇ，感量 ０．０１ｇ和 ０．００１ｇ）等。

二、依据

种子净度测定是根据标准将样品中的净种子、其他植物种子和杂质区分开，并计算各成分的

含量，依此确定种子的种用价值。我国目前采用的净度测定（快速法）标准规定，完整的种粒和

大于原来大小一半的破损种粒均可视为净种子。具体到作物，小麦净种子为颖果和大于原来大

小一半的破损颖果，葱净种子为完整的有种皮或无种皮的种子和超过原来大小一半有或无种皮

的种子。

关于种子净度测定标准，国际上有精确法和快速法两种。我国过去采用精确法为国家标准，

目前以快速法作为国家标准。本实验中涉及到的核对容许差距的方法及未涉及的不同作物种子

送验样品重量、试验样品重量、净种子标准等内容参见 ＧＢ／Ｔ３５４３．３—１９９５。

三、方法步骤

Ⅰ 种子净度分析

（一）称取送验样品

用一定感量的天平称取规定重量的送验样品，小麦 １０００ｇ、大葱 ５０ｇ（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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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检查重型混杂物

过筛或手拣挑出送验样品中的重型混杂物，称重（ｍ）后将其分为大型其他植物种子（ｍ１）和

重型杂质（ｍ２），并称重。

（三）分取试验样品

先将样品混匀，用分样器或分样板从送验样品中独立分取两份试样或两份半试样，若经过 １

次分样达不到试样规定重量，可经过 ２次或多次分样，以达到或接近试样规定最低重量。试样分

取后应根据其规定重量确定用哪种感量的天平称重，规定试样重量越小，所用天平的精密度越

高，例如小麦种子试样为 １２０ｇ，可用感量是 １／１００的天平，葱种子试样为 ５ｇ，可用感量是

１／１０００天平。

（四）试样的筛理与分析

试样分出称重后应经过筛理，以加快试样分析的速度。选用适当筛孔的两层筛子，要求大孔

筛筛孔略大于所分析的种子，小孔筛筛孔稍小于所分析的种子。筛理时先将小孔筛放在底盘上，

把大孔筛套在小孔筛上，倒入（半）试样，加盖后在筛选器上筛理 ２ｍｉｎ，筛后不要急于打开筛盖，

以免尘土飞扬。

试样筛理后，将留在各层的筛上物分别倒入样品盘内，根据标准挑拣出杂质和其他植物种子

分别放入小碟，净种子放入一容器。以同样的方法筛理分析第二份（半）试样。

（五）各种成分称重

将每份试样的净种子、其他植物种子、杂质分别称重。

（六）结果计算与处理

１．检查各成分的重量和与样品原重之差是否超过试样原重的 ５％。

２．计算净种子的百分率（Ｐ１），其他植物种子的百分率（ＯＳ１）及杂质的百分率（Ｉ１）

Ｐ１ ＝ 净种子重量
各成分重量之和

×１００％

ＯＳ１ ＝
其他植物种子重量
各成分重量之和

×１００％

Ｉ１ ＝
杂质重量

各成分重量之和
×１００％

若为全试样，各种成分的百分率计算到一位小数；若为半试样，各成分的百分率应计算到小

数点后两位。

以同样的方法处理第二份试样。

３．核对容许差距。

４．含重型杂物样品的最后计算：

Ｐ２ ＝Ｐ１ ×
Ｍ－ｍ
Ｍ

ＯＳ２ ＝ＯＳ１ ×
Ｍ－ｍ
Ｍ

＋
ｍ１

Ｍ
×１００％

Ｉ２ ＝Ｉ１ ×
Ｍ－ｍ
Ｍ

＋
ｍ２

Ｍ
×１００％

式中 Ｐ２、ＯＳ２、Ｉ２ 分别为最后净种子、其他植物种子和杂质的百分率。当分析的为两份（半）试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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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式中 Ｐ１、ＯＳ１、Ｉ１ 为其各自的平均值。

５．修正百分率，若原结果百分率取两位小数，可经四舍五入保留一位小数，各成分的百分率

相加应为１００．０％，如为 １００．１％或 ９９．９％，则在最大成分上减去超过之数或加上不足之数，如果

此修正值大于 ０．１％，则应检查计算上有无差错。

（七）填写种子净度分析结果记载表（表９－９）

净度分析的最后结果精确到一位小数，如果某成分的百分率低于 ０．０５％，则填报微量，如某

种成分的含量为零，则填报“０．０”。

表９－９ 种子净度分析结果记载表

送验样品 Ｍ＝ ｇ

重型混杂物 ｍ＝ ｇ
ｍ１＝ ｇ

ｍ２＝ ｇ

净种子
其他植
物种子

杂质 合计重量／ｇ
样品
原重／ｇ

重量差值
百分率

第一份
（半）试样

重量／ｇ
百分率／％

第二份
（半）试样

重量／ｇ
百分率／％

试样间百分率
差值

平均百分率

容许差距

Ⅱ 其他植物种子数目测定

（一）数取试样

按要求取试验样品，小麦 １０００ｇ，大葱 ５０ｇ，将其倒在检验桌上或样品盘内，逐粒进行观察，

找出所有其他植物种子或指定种的种子，并计出每个种的种子数。

（二）计算每千克样品中所含的其他植物种子数

其他植物种子含量（粒／ｋｇ）＝
其他植物种子粒数

试样重量（ｇ）
×１０００

（三）填写其他植物种子数目测定（表９－１０）和净度分析结果报告单（表 ９－１１）

表９－１０ 其他植物种子数目测定记载表

其他植物种子测定
其他植物种子种类和数目

名称 粒数 名称 粒数 名称 粒数 名称 粒数

试样重量／ｇ

净度（半）试样Ⅰ中

净度（半）试样Ⅱ中

剩余部分中

合计

其他植物种子含量／（粒·ｋｇ－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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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１１ 净度分析结果报告单

作物名称 样品编号

净种子百分率／％ 其他植物种子百分率 ／％ 杂质百分率／％

其他植物种子的种类及数目：

杂质的种类：

四、作业思考题

１．种子净度分析的必要性表现在哪些方面？

２．当送验样品含重型杂物时，为什么在分取试样或半试样前要先挑出重型杂物？为什么需

将 Ｐ１、ＯＳ１、Ｉ１ 换算成 Ｐ２、ＯＳ２、Ｉ２？

３．简述种子净度分析的步骤并将实验结果填入表 ９－９，表 ９－１０和表 ９－１１。

（尹燕枰）

实验６６ 植物种子含水量测定

种子含水量是影响种子寿命和安全贮藏的重要因素，是种子分级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此，在

种子收购、调运及贮藏期间都要测定种子水分，以保证种子的安全贮藏和运输。目前常用的植物

种子水分测定方法有国家标准法（电烘箱法）和电子仪器法。

本实验的目的在于掌握测定种子水分常用方法的原理、步骤及注意事项。

Ⅰ 标 准 法

一、试材及用具

１．试材

小麦、大豆和高水分玉米、花生种子。

２．用具

电烘箱、粉碎机、烘盒（直径为 ４．６ｃｍ，高度为 ２～２．５ｃｍ）、粗天平、感量 ０．００１ｇ天平、干燥

器、磨口瓶、牛角匙、毛刷、手套（纱线）、刀片及 ８～１０ｃｍ直径的烘盒。

二、原理

电烘箱通电后，电热丝放热，箱内温度升高，湿度降低，供试种子样品在高温低湿下，其内部

水分受热气化而蒸发，经过一定的时间，样品内的水分全部被蒸发出来。根据样品减轻的量即可

计算样品水分含量。

三、方法步骤

（一）低恒温烘干法

即（１０３±２）℃ ８ｈ烘干法。该法适用于油料作物种子和含易挥发性物质的种子水分测定。

如葱、花生、芸薹属、辣椒属、萝卜、芝麻、大豆、向日葵、茄子、棉属及亚麻。该法在 ＲＨ＜７０％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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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进行。

１．预热

调电烘箱温度至 １１０～１１５℃进行预热。

２．烘干烘盒

洗净烘盒，风干或揩干后放入烘箱内隔网上，盒盖套在盒子底部，距温度计水银球 ２～

２．５ｃｍ，关闭箱门。将箱内温度调至（１０３±２）℃烘 ０．５～１ｈ，取出盒子放入干燥器中，冷却至室

温，用感量 ０．００１ｇ天平称重，记下盒号与盒重，复烘 ０．５ｈ，至恒重。放入干燥器中备用。

３．制备样品

将密封（磨口瓶内）的送验样品（大豆种子）充分混匀，从中取出约 ３０ｇ，除去大型杂质和石

块、铁屑等，用粉碎机粉碎（粉碎前磨盘内和接样品盒均要清扫干净），立即装入密封的磨口瓶中

备用。大豆、菜豆、西瓜、巢菜种子样品细度要求为至少有 ５０％的磨碎成分通过 ４ｍｍ孔径的铜

丝筛，禾谷类种子样品细度要求为至少有 ５０％磨碎成分通过 ０．５ｍｍ孔径的铜丝筛而保留在

１．０ｍｍ孔径铜丝筛上的不超过 １０％。

４．称取试样

将磨碎的大豆种子样品在磨口瓶内混匀，取出样品置于预先烘至恒重的烘盒内，用感量

０．００１ｇ天平准确称取４．５００～５．０００ｇ，两次重复，分别记下盒号、盒重和样品重。

５．烘干试样

将盒内样品摊平，盒盖套在盒子底下，打开烘箱门，将盛有样品的烘盒迅速放入烘箱内，样品

盒距温度计水银球 ２～２．５ｃｍ，关闭箱门，在 ５～１０ｍｉｎ内将温度调至 １０３℃，开始计时，在

（１０３±２）℃下烘 ８ｈ。

６．冷却称重

烘至规定时间，即可打开烘箱，戴好手套，在箱内迅速盖好盒盖，将烘盒取出烘箱，并置干燥

器中冷却至室温（约 ２０～３０ｍｉｎ），用 ０．００１ｇ感量的天平称重。

７．计算水分含量（保留一位小数）

种子水分含量 ＝试样烘前重（ｇ）－试样烘后重（ｇ）
试样烘前重（ｇ）

×１００％

８．核对允许差距

两次重复水分测定结果的允许误差为 ０．２％，两次重复的差值在允许误差范围内，取两次重

复的平均值为测定结果；若两次重复的差值超过 ０．２％，则需重做两次重复，用以计算结果。

（二）高温烘干法

即１３０～１３３℃１ｈ烘干法。该法适合于测除油料和含有挥发性物质种子以外的所有植物种

子水分。如禾谷类、瓜类、甜菜、菠菜、石刁柏、芹菜、豌豆、菜豆、番茄、胡萝卜、烟草、苜蓿、巢菜及

草木樨等。此法不受空气相对湿度的限制。

１．预调烘箱温度 １４０～１４５℃。

２．试样为小麦种子。

３．与低恒温烘干法相同。

４．与低恒温烘干法相同。

５．烘干试样：将盛有样品的烘盒处理好后，迅速放入烘箱，待烘箱温度升至 １３０℃时开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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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１３０～１３３℃烘干１ｈ。

６．到时取出样品，冷却，称重，计算水分含量并核对允许差距（同低恒温烘干法）。

（三）高水分种子预先烘干法

１．称取样品

从水分超过 １８％的玉米种子或水分超过 １６％的花生种子送验样品中，用感量 ０．００１ｇ天平

称取（２５±０．０２）ｇ整粒种子，两次重复。

２．第一次烘干

将２５ｇ整粒玉米种子或花生种子放进８～１０ｃｍ直径的烘盒内。玉米种子在（１０３±２）℃的

烘箱内烘 ３０ｍｉｎ，花生种子 ７０℃烘 １ｈ。

３．称重

到达规定时间后取出，室内冷却后称重。

４．称取样品

将预烘过的两次重复的玉米种子分别磨碎，用感量 ０．００１ｇ天平准确称取样品 ４．５００～

５．０００ｇ，两次重复，花生种子磨碎或切片后称样。

５．第二次烘干

用低恒温烘干法或高温烘干法烘干称重（花生只能用低恒温烘干法）。

６．计算两次烘干后样品的水分含量

种子水分含量 ＝Ｓ１ ＋Ｓ２ －Ｓ１ ×Ｓ２

式中：１———第一次整粒种子烘后失去的水分，％

Ｓ２———第二次磨碎种子烘后失去的水分，％

若同一样品两次重复测定结果之间的差距不超过 ０．２％，其结果可用两次重复的平均数表

示，否则重做两次测定。

Ⅱ 电子仪器法

一、试材及用具

１．试材

小麦、玉米及大豆等种子。

２．用具

ＴＬ－４型电阻式水分测定仪和 ＰＭ８８８型电容式水分测定仪。

二、原理

电子法快速水分测定仪分为电阻式、电容式两大类。两种类型目前都有多种型号，使用方法

也不相同，但同一类型的仪器其基本原理是一致的。

１．电阻式水分测定仪

该仪器是根据种子水分在一定范围内含量越高则电阻越低这一关系设计的。种子样品在线

路中作为一个待测电阻，当含水量高时，电流较大，反之，电流较小。但水分含量与电阻或电流之

间并非直线关系，所以仪器读数盘是非均匀分割的。当含水量太低时，相当于断路；当含水量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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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时，相当于短路。所以水分含量超过一定范围，仪器就不能测出。

各种作物种子由于化学组成不同，含有相同水分时，电阻不完全一致，所以每种作物在仪器

上都有特定的刻度盘。

样品电阻的大小同时还受温度的影响。当水分含量一定时，温度升高则测定值偏大，反之，

偏小。一般仪器以 ２０℃为准，高于或低于 ２０℃时都要对读数值进行校正。

２．电容式水分测定仪

该仪器是根据样品水分与电容之间的关系而设计的。由于仪器的传感器两极板之间距离为

常数，作物种子量一定时，电容量（Ｃ）的变化实际上是由介电常数（ε）的变化引起的。样品水分

含量不同，ε发生变化，从而引起 Ｃ的变化，因此，通过测定传感器的电容量，就可间接测定样品

的水分。电容式水分测定仪一般都具有温度补偿装置，所以测定值不必校正。

三、方法步骤

（一）电阻式水分测定仪（ＴＬ－４型）

１．仪器调整

连接好卡钳与仪器，钳口不要与任何物体接触，将选择开关拨至欲测粮种位置，调节转换开

关，调至“校正”，旋转校正旋钮，使指针指满度。调节转换开关调至“满度”，旋转满度旋钮，使指

针指满度。调节转换开关调至“测量”，旋转零点旋钮，使指针指零点。再重复一次上述操作过

程，以保证测量精度。

２．测量

取混合均匀的小麦种子一平盘，将钳柄卡紧，在表盘上读出指针所示数值，重复测定两次。

３．校正

实际水分含量 ＝读数值 ＋０．１×（２０－实际温度）

４．核对误差

ＴＬ－４型水分测定仪两次重复最大允许误差为 ０．５％，如符合允许误差，则取两次测定结果

的平均值为该样品水分含量。

５．电阻式水分测定仪在使用时的注意事项

（１）长期搁置不用的仪器，在使用前应对照标准法进行标定。

（２）样品水分不得过高、过低，外表不得黏附水分。

（３）测定时所用样品不得过多或过少，以一平盘为准。

（二）电容式水分测定仪（ＰＭ８８８型）

１．测量植物种子种类与水分范围

该仪器能够测小麦、玉米、大麦、大豆、绿豆、谷子、高粱、油菜籽、红小豆、花生仁、精米和稻谷 １２

种作物种子的水分，测量范围较大，多数作物种子含水量在６％ ～３０％，小麦、玉米和大麦为 ６．０％ ～

４０％，花生仁为 ４．０％ ～１５．０％，精米为 ９．０％ ～２０．０％，稻谷为 ８．０％ ～３５．０％。水分在 ２０％以

内测量准确度为 ±０．５％。该仪器能自动测量试样重量，若三分钟不进行操作，电源自动切断。

２．使用操作如下

（１）按开关键接通电源。

（２）按选择键，每按一次，品种编号将增长一个数字，品种编号 １２以后是 １，品种编号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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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切断后将自动被贮存，再次接通电源时，将显示前次电源切断时的品种编号。

（３）将料斗套在样品杯上，装入样品，装满后，水平移动料斗，多余样品被刮掉，使样品正好

一杯。

（４）按测量键，小数点间隔闪亮（请注意：由于在此期间电子天平在调整零点，不要触摸或

振动仪器）。“Ｐｏｕｒ”间隔闪亮后，开始倒入样品。瞄准测量部的中心在 ５～６ｓ内迅速将样品连

续倒入，若中途停止，电子天平将认为投入已结束，而立刻计重，如再倒入样品，仪器将不能进行

正确测定。

“Ｐｏｕｒ”消失，小数点闪亮 ４次后，显示水分值与测量次数。若水分超出测量范围，高时显示

“ＦＦＦ”，低时显示“ＡＡＡ”。

（５）倒掉样品，此时水分值的显示不变，继续测量时，从步骤（３）将样品装入样品杯开始，重

新进行。

（６）按平均键，仪器将显示平均值与测量次数。按平均键后，再测定水分时，测量次数将从

１开始计算。

（７）测定完毕，关闭电源。

３．使用注意事项

（１）由于仪器内部装有电子天平，仪器应放置在无风无震动的水平面上使用。

（２）该仪器在 －５℃以下或 ５０℃以上无法使用，请升温或降温后再测定。

（３）样品温度与仪器温度应一致。

四、作业思考题

１．种子水分测定的必要性如何？

２．使用某种种子水分测定方法时应注意哪些事项才能得到准确的测定结果？

３．简述低恒温烘干法测定种子水分的步骤，计算样品含水量。

（尹燕枰）

实验６７ 植物种子发芽试验

种子发芽力的高低是决定种子品质的重要指标之一。在种子收购调运前、贮藏期间以及销

售和播前，必须进行发芽试验。因此，发芽试验在种子经营管理过程中作为一项重要的种子品质

监控技术而被采用，对种子经营、贮藏和利用的安全性乃至农业生产具有重要作用。为获得种子

发芽势和发芽率的正确结果，必须掌握标准发芽试验方法，严格操作。另外，为适应种子工作中

多种特殊情况的需要，也必须掌握几种常用的其他快速发芽试验方法。

Ⅰ 标准发芽试验

一、试材及用具

１．试材

小麦、玉米、棉花、西瓜及白菜等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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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用具

烧杯、镊子、滤纸、砂子、洗耳球、滴瓶、标签纸、胶水、发芽箱（有光照）、发芽盒及土壤筛

（０．０５ｍｍ，０．８ｍｍ孔径各一层）等。

二、依据

水分、温度和空气是种子萌发的必需条件，对某些作物的种子来说还需要光照或黑暗。不同

的作物由于长期系统发育的影响作用，其种子形成了各自的萌发特性，即萌发所需要的外界环境

条件各不相同。据此，在进行种子发芽试验时，必须根据作物种类、种粒大小、种子的化学成分以

及发芽床的保水供水性能等，选择适宜的发芽床，控制与供试种子相适应的发芽条件，以获得能

代表种子品质状况的发芽试验结果。

三、方法步骤

（一）准备

１．准备用具

将发芽箱、发芽盒和镊子等用具擦拭干净后备用。

２．制备发芽床

（１）纸床

取比发芽盒底面略小的四层滤纸置于发芽盒内，铺平，加水至饱和。

（２）砂床

取建筑用砂，用 ０．０５ｍｍ和 ０．８ｍｍ孔径的土壤筛过筛，将 ０．０５～０．８ｍｍ粒径的砂清水冲

洗后放入搪瓷盘内，置 １２０～１４０℃的烘箱内烘 ３～４ｈ，取出冷凉后，加水拌匀（砂的含水量为其

饱和含水量的 ６０％ ～８０％，用手压砂以不出现水膜为宜），将湿砂放于发芽盒内，摊平，砂子厚度

为 ３ｃｍ左右。

（二）数取试样

从净度测定后的净种子中随机数取玉米、棉花、西瓜种子各 ５０粒，８次重复，小麦、白菜各

１００粒，４次重复。

（三）置床

将小麦、白菜种子分别置于纸床上，每盒 １００粒，粒与粒之间均匀间隔一定的距离，小麦种胚

应朝上，置床完毕加盖。玉米、西瓜和棉花种子分别置于砂床上，每盒 ５０粒，保持粒距，玉米种胚

应朝上，用手指轻压种子使之与砂面平，其上盖 １ｃｍ左右厚的湿砂，加盖，以保持湿度。

（四）贴标签

在标签上注明样品号码、品种名称、产地、重复次数、置床日期等，并将其贴于发芽盒底盘的

侧面。

（五）入箱培养

将玉米、西瓜、棉花放于 ２５℃的发芽箱中，小麦、白菜放入 ２０℃的发芽箱中进行发芽。

（六）检查管理

在种子发芽试验期间需每天检查发芽箱内的温度和发芽床的水分。温度要求保持在规定温

度 ±１℃之间，可用滴管补给发芽床适量一致的水分，同时观察种子有无霉烂，当霉烂种子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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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时，应更换发芽床，但腐烂种子一定要除去并记载。

（七）观察记载

在发芽试验过程中，在计算发芽势和发芽率的规定日期各观察记载一次。

初次计数时可将符合发芽标准的正常幼苗（完整幼苗、有轻微缺陷的幼苗和次生感染的幼

苗）计数。末次计数时应将正常幼苗、不正常幼苗、新鲜不发芽种子、死种子、硬实，分别计数，

初、末次计数的时间玉米为４ｄ和７ｄ，小麦为４ｄ和８ｄ，白菜为５ｄ和７ｄ，棉花４ｄ和１２ｄ，西瓜

５ｄ和 １４ｄ，填写发芽试验结果记载表（表 ９－１２）

（八）结果计算与处理

种子发芽势 ＝发芽试验初期（规定日期内）正常幼苗数
供试种子粒数

×１００％

种子发芽率 ＝
发芽试验终期（规定日期内）正常幼苗数

供试种子粒数
×１００％

核对容许差距：当试验结果未超过容许差距（参见 ＧＢ／Ｔ３５４３．４—１９９５）时，可填报发芽试验

结果，否则，应重新做试验。

表９－１２ 种子发芽试验记载表 编号：

品种名称 发芽床

发芽温度 置床日期 年 月 日

记
载
日
期

记
载
天
数

重 复

Ⅰ Ⅱ Ⅲ Ⅳ

正 硬 新 不 死 正 硬 新 不 死 正 硬 新 不 死 正 硬 新 不 死

合 计

试验结果：正常幼苗 ％ 附加说明：

硬实种子 ％

新鲜未发芽种子 ％

不正常幼苗 ％

死种子 ％

合 计：

试验人：

Ⅱ 快速发芽试验

一、试材及用具

１．试材

小麦、玉米、大豆、棉花、花生、籼稻及粳稻种子。

２．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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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芽箱、发芽盒、烧杯、镊子、刀片、玻璃棒、垫板、标签、纱布及 ０．０５～０．８ｍｍ粒径的烘干消

毒砂子等。

３．试剂

浓硫酸。

二、原理

快速发芽试验是在短于标准发芽试验的时间内正确测定种子发芽力的方法。其基本原理

是，利用适当的高温和高湿条件或除去阻碍种子萌发的皮壳和部分果种皮，改善种子的通透性，

从而加速种子吸水和内部生理生化反应的进行，促进种子萌发。种子不同，采取的方法各异。

三、方法步骤

（一）禾谷类、豆类高温盖砂法

１．从净度测定后的净种子中随机数取试样 ２份，每份 １００粒，于 ３０℃的温水中浸种。水稻

２４ｈ，玉米 ３～６ｈ，麦类、豆类、花生均需 ４ｈ。

２．取消毒过的砂，加适量水拌匀后放入发芽盒内，铺平（同标准法），砂厚约 ２～３ｃｍ。

３．将水浸过的种子整齐地排在砂床上，并保持一定距离，玉米、小麦等种胚应朝上。轻压种

子使之与砂面平，其上盖一层湿纱布，再盖一层湿砂，稍加镇压。

４．粘贴标签（同标准法）。

５．放于适当的高温处发芽，具体温度因作物而异。例如：粳稻 ３２℃，籼稻、玉米 ３０～３５℃，

麦类、豆类 ２５～２８℃。经４８ｈ（粳稻 ７６ｈ），取出，提起纱布和砂，检查计算发芽率。

（二）切除玉米果柄并撕去胚部种皮法

１．取玉米净种子 ２００粒（分为 ２份）３０℃水浸 ３～４ｈ，到时取出玉米子粒，胚朝下放于垫板

上，用刀片切去玉米果柄，并撕去胚部种皮；也可用镊子镊去果柄，同时撕去胚部种皮。

２．将种子置于湿润的砂床上（同标准法）或毛巾上（同毛巾卷法），放入 ３０℃的发芽箱内，２

昼夜后，即可检查计算发芽率。

（三）水稻去颖法

１．取水稻种子 １００粒，重复 ４次，用出糙机除去颖壳，放于 ３０℃水中浸 ３～４ｈ。

２．到时取出米粒，置湿润的砂床上（同标准法）或毛巾上（同毛巾卷法），放入 ３０℃的发芽

箱中发芽。

３．检查发霉种子，取出洗涤后放回原处，腐烂种子应除去。

４．籼稻经 ２昼夜、粳稻经 ３昼夜后检查计算发芽率。

（四）棉花硫酸脱绒切割法

１．制备发芽床（同豆类、禾谷类高温盖砂法）。

２．从净度测定后的净种子中数取试样 ２份，每份 １００粒，置于烧杯中，加入适量浓硫酸，立

即用玻璃棒搅拌，待棉籽上的短绒脱去后，迅速用流水冲洗多次至无酸性为止。

３．将脱绒后的棉籽置于垫板上，在内脐附近斜切一小口，约为种长的 １／４。

４．将种子切口向下，平摆在砂床上，其上盖一层湿纱布，再盖一层湿砂。

５．粘贴标签（同标准法）。

    
    

    
    

    
 



２２４ 第九章 植物品种鉴别与种子质量监控技术

６．放入 ３５℃的发芽箱内发芽，４８ｈ后检查计算发芽率。

Ⅲ 其他发芽试验

一、试材及用具

１．试材

玉米、白菜及小麦种子。

２．用具

发芽箱、水浴箱、搪瓷盘、毛巾、筷子、电炉、铝锅、镊子、橡皮筋、纸牌、纱布、滤纸及木箱或浅

钵等。

二、方法步骤

（一）毛巾卷发芽试验

１．取毛巾两块，筷子两根，于沸水中煮沸消毒 ２０～３０ｍｉｎ，取出毛巾，沥去多余的水分，平铺

在干净的桌面上，中间放一根筷子。

２．从净度测定后的净种子中随机取玉米种子 ２份，各 １００粒，分别排在半块毛巾上，毛巾边

缘空 ２～３ｃｍ，种子间要留一定距离，种胚向上。

３．种子排好后，将另半块毛巾折过来，覆盖在排列好的种子上，以筷子为轴心，将毛巾卷成

柱状，两头用橡皮筋缚住，挂上标签。

４．入箱发芽，方法步骤如下：

（１）将毛巾卷倾斜放入有水的搪瓷盘中，让其自动吸水，挂标签的一头搁在盘缘上。放入

３０℃的发芽箱中发芽。

（２）也可将毛巾卷直接放在水浴箱（３０℃）内的支架上进行发芽。

５．到达规定日期，取出毛巾卷，将其打开，记录发芽种子数，并计算发芽率。

注：此法应注意区别折断幼苗和畸形苗，折断的幼苗应作为正常幼苗计算在发芽率内。

（二）纸卷发芽试验

１．取长方形滤纸两张，约 ２０×１５ｃｍ，与长度方向平行等距离折出 ４条痕，留边 ２～３ｃｍ，用

自来水湿润。

２．取白菜种子 １００粒，均匀排在一张滤纸的折痕处，每排 ２５粒，４排共 １００粒。再将另一张

湿润滤纸盖上。

３．将两层滤纸的上下部各折起 １～２ｃｍ，卷成柱状，用橡皮筋缚住，挂上标签，直立于 １ｃｍ

水深的水槽或烧杯内（４次重复）。

４．放于 ２０℃的条件下发芽。

５．第五天和第七天打开纸卷分别检查计算发芽势和发芽率。

（三）土壤发芽试验

该法是在标准发芽试验结果不良或有怀疑时采用，种子带有病菌或经药剂拌种后，以土壤发

芽试验为宜。其具体做法是：

１．在室外避风向阳处（夏季于阴凉处），圈定一块疏松土壤；若室外条件不适宜，可将疏松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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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的土壤过筛后装于浅钵或木箱内，并加水湿润。

２．取小麦种子 １００粒，重复 ４次，播入土中，覆土，但不镇压，经常喷水保持湿润。如用木箱

或浅钵播种的，可搬动木箱或浅钵于适宜的条件下，阴雨天气放在室内。

３．幼苗出土后，每天检查记载出苗种子数，到达规定日期（小麦 ８ｄ）后，扒开土壤，检查发芽

但未出土的种子数，加上已出土的种子数，计算种子发芽率。

三、作业思考题

１．发芽试验的必要性表现在哪些方面？

２．简述标准发芽试验的步骤及注意事项，将发芽试验结果填入表９－１３，据此对种子品质做

出评定。

表９－１３ 种子发芽试验结果记载表

种子来源与

发芽方法

作物或

品种
重复

置床

种子数

初期发芽

种子数

终期发

芽种子数

霉烂

种子数

发芽势

／％

发芽率

／％

备注

（尹燕枰）

实验６８ 植物种子生活力测定

种子生活力是指种子发芽的潜在能力或种胚具有的生命力。一般情况下，可用发芽试验的

方法了解种子有无生活力。但对于休眠种子或在短期内急需了解种子生活力时，可采用生物化

学法快速测定种子生活力，为正确评定种子品质提供依据。因此，本实验的目的在于掌握 ２，３，５－

氯化三苯基四氮唑法（简称四唑或 ＴＴＣ法）测定种子生活力的原理、步骤和鉴定标准。

一、试材及用具

１．试材

玉米、大豆及白菜等作物种子。

２．用具

恒温箱、大视场仪或放大镜、镊子、垫板、刀片、解剖针、５０ｍＬ、２００ｍＬ烧杯及酸度计或精密

ｐＨ试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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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试剂

０．１％和 １％的四唑溶液（ｐＨ应为 ６～７，若 ｐＨ不符合试验要求，则可用 ｐＨ７．０的磷酸氢二

钠 －磷酸二氢钾缓冲液配制）。配制好的 ＴＴＣ溶液应贮于棕色瓶中，避光保存。若溶液发红时，

便不能再用。

二、原理

凡有生活力的种子，其胚部活细胞在呼吸过程中都有氧化还原反应发生，而无生活力的种胚

则无此反应。当 ＴＴＣ溶液渗入种胚活细胞后，参与种胚活细胞的还原作用，并作为氢受体从脱

氢酶上接受氢而被还原成红色、稳定、不扩散、不溶于水的三苯基甲腎，使胚部呈现红色；而死种

子的种胚或种胚的某一部分无生活力时，则无此反应（反应式如下），即胚部不呈现红色。据此，

可鉴别种子生活力的有无及无生活力种子种胚死组织的部位。

为加快反应速度，在测定前需对种子进行预处理，包括预湿，暴露种胚等，不同作物种子预湿

的时间、方式、暴露种胚的方法各不相同（参见 ＧＢ／Ｔ３５４３．７—１９９５）。

三、方法步骤

（一）种子预处理

１．从净度测定后的净种子中随机数取玉米种子、大豆、白菜种子各 １００粒，２～４次重复，分

别置于 ２００ｍＬ烧杯中，玉米、白菜用 ３０℃水浸种 ３～４ｈ，大豆在湿纸巾上吸湿一夜，以软化种

皮，增强种胚的呼吸强度。

２．将预浸或预湿过的玉米种子，沿胚中部纵切，取半粒。大豆无需处理，白菜剥去种皮分别

置于 ５０ｍＬ的烧杯中。

（二）反应显色

玉米种子用 ０．１％ＴＴＣ溶液浸泡，大豆、白菜用 １．０％ＴＴＣ溶液浸泡，均以淹没种子为宜。然

后放入 ３５℃的恒温箱中，玉米需 ０．５～１ｈ，大豆 ３～４ｈ，白菜 ２～４ｈ。

（三）观察鉴定

到达规定时间，取出种子用清水冲洗后，用放大镜或大视场仪逐粒观察，根据胚部的显色情

况，鉴定种子生活力的有无。观察鉴定的标准是凡胚的主要构造和有关活的营养组织全部染成

有光泽的鲜红色，未染部分未超过允许不染色的最大面积，且组织状态正常的为有生活力的种

子。允许不染色的最大面积，玉米为盾片上下任一端三分之一不染色，胚根大部分不染色，但不

定根的原始体必须染色。大豆为胚根顶端或子叶顶端不染色。白菜为胚根顶端 １／３不染色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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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顶端有部分坏死。

（四）结果计算

对被测样品根据其胚部各部分的显色情况，对照标准，将有生活力的种子和无生活力的种子

分开，计算有生活力种子的百分率。核对重复间的最大容许差距，若超过容许差距，需重做。

四、作业思考题

１．在哪些情况下需进行种子生活力测定？

２．简述四唑法测定种子生活力的原理和步骤，并将实验结果填入表 ９－１４。注意哪些事项

才能准确测定玉米种子的生活力？

（尹燕枰）

表 ９－１４ 种子生活力测定记载表 编号：

品种 试样粒数 重复

预处理方法

试剂名称 试剂浓度

显色温度 反应时间

类型

重复
有生活力种子 无生活力种子

Ⅰ

Ⅱ

Ⅲ

Ⅳ

Ｘ

试验人： 测定日期： 年 月 日

实验６９ 植物种子室内纯度检验

种子纯度是种子品质分级的主要依据，它直接影响农业生产。因此，测定种子纯度是实现种

子品质监控，保证农业生产用种安全的重要手段。种子室内纯度测定方法很多，常用的有子粒形

态测定、幼苗形态测定、苯酚测定、过氧化物酶测定和蛋白质电泳测定。此外，随着分子生物技术

的发展和应用，ＰＣＲ、ＲＦＬＰ、ＡＦＬＰ等都可用于品种纯度的鉴定。

本实验的目的在于掌握常用的种子纯度测定方法的依据原理和步骤。

Ⅰ 子粒形态测定法

一、试材及用具

１．试材

小麦、玉米、大豆、水稻及油菜等作物种子。

２．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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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镜、测种尺及刀片等。

二、依据

由于品种的遗传基础不同，在子粒形态上常常有许多区别，这些形态的差异是进行品种纯度

测定的依据。下面介绍几种常见作物子粒形态测定时所依据的性状。

１．小麦

（１）粒色

从白色到红色，有的为紫色或黑色。

（２）粒形

有柱形、椭圆形、卵圆形等。

（３）胚

胚的大小、形状，胚尖是否突出。

（４）腹沟

宽窄、深浅。

（５）腹面

圆形、角状。

（６）横切面模式

不同品种有较大差异。

（７）质地

角质与粉质情况。

（８）茸毛

茸毛的多少、长短等。

２．玉米

（１）粒色

白色、红色、黄色、紫色等。

（２）粒形

马齿形、硬粒形、半马齿形，在果穗的不同部位粒形也有差异。

（３）粒质

粉质部分的大小。

（４）顶部

饱满与凹陷情况，粉质的有无及颜色的深浅。

（５）胚

胚的大小、形状。

（６）棱角

有的棱角明显，有的圆滑。

（７）稃色

红、白两类，红色的深浅有差异。

（８）花丝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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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明显，有的不明显。

３．水稻

（１）护颖色

黄、红、红褐、紫。

（２）粒形

长宽比、子粒长短。

（３）芒

芒色、芒的长短。

（４）稃壳

稃壳上斑点多少、大小、颜色。

（５）稃毛

多少、长短。

（６）米色

白色、红色、紫色。

（７）米质

心白大小，透明与否，糯与非糯。

（８）米香味

香与不香。

４．大豆

（１）粒色

黄色、绿色、黑色、褐色等各种颜色，每种颜色还有深浅之差。有时几种颜色并存。

（２）粒形

圆形、椭圆形等。

（３）脐

脐的形状、颜色、长宽比等。

（４）脐晕

脐周围颜色有无、深浅、大小。

（５）脐条

明显与否，脐条有无颜色、颜色深浅。

（６）子叶色

青色、黄色。

（７）横切面

形状分圆形和椭圆形，空心的有无，大小。

５．芸薹属

（１）粒色

灰白色到黑色多种。

（２）大小形状

有圆形、卵圆形和三角形等，种间有较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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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胚

胚根突起明显与否。

（４）粒表面

光滑与否，网纹有无、深浅、大小、形状等。

三、方法步骤

１．从样品中随机取种子 １００粒，４次重复。

２．按照子粒的形态特征逐粒鉴别，将本品种和异品种分开。

３．结果计算：

品种纯度 ＝
供检种子粒数 －异品种粒数

供检种子粒数
×１００％

Ⅱ 幼苗形态测定法

一、试材及用具

１．试材

玉米、大豆种子。

２．用具

同标准发芽试验

二、依据

不同品种在种苗阶段常常存在着差异。这些差异可在室内稳定的条件下得到充分表现从而

使不同品种得到区分。在进行幼苗测定时，不能依据单一性状，应对种苗的性状综合鉴定。

１．禾谷类种子幼苗

（１）芽鞘

颜色由绿到紫色，品种之间有差异。

（２）种子根

有的品种的中轴及近生根呈浅红色到深红色，有的不带色；根毛的多少长短等。

（３）叶

绿色的深浅，叶脉颜色，叶的宽窄，叶上茸毛的多少。

２．双子叶种子幼苗

（１）叶

真叶的形状，边缘的缺刻和皱缩，真叶颜色，子叶的形状（子叶出土型）。

（２）胚轴

胚轴的颜色由无色到紫色，胚轴上茸毛的多少及长短。

三、方法步骤

从样品中随机取种子 １００粒 ×４，按普通发芽试验要求，在光下发芽，长到一定大小后（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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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０ｄ），综合评价。

幼苗形态测定使用范围是有限的，有些品种根据幼苗形态不易区分。因此，在使用此方法时

应先将当地品种的幼苗形态做成标本，找出品种间性状的差异或制作检索表。

可以将子粒形态测定和幼苗形态测定二者结合起来，在子粒形态测定的基础上，将形态一致

的子粒进一步进行幼苗形态测定。

Ⅲ 苯酚测定法

一、试材及用具

１．试材

小麦及水稻种子。

２．用具

恒温箱、培养皿、１００ｍＬ烧杯及滤纸或吸水纸等。

３．试剂

１．０％苯酚、０．３％碳酸钠及 ０．０１％硫酸铜。

二、原理

在小麦及水稻种子的果种皮内含有多酚氧化酶及金属元素。苯酚在多酚氧化酶的催化下，

被氧化成黑褐色的对苯醌，金属元素在这一反应中起着触媒剂的作用。由于不同品种多酚氧化

酶的含量、活性不同，金属元素的多少也有差异，所以在一定条件下被染成的颜色也不同。

小麦子粒颜色可分成 ５级：不染色、浅褐色、褐色、深褐色、黑色。

水稻谷粒颜色可分成 ５级：不染色、淡茶褐色、茶褐色、黑褐色、黑色。

水稻米粒颜色可分成 ３级：不染色、淡茶褐色、褐色。

三、方法步骤

（一）标准法（ＧＢ／Ｔ３５４３．５—１９９５）

１．小麦

（１）从样品中随机取种子 １００粒 ４次重复，置烧杯中加自来水在室温下浸 １８～２４ｈ。

（２）倒去水，将种子均匀地放在铺有 １％苯酚湿润过的滤纸的培养皿中，腹沟朝下，并盖上

培养皿盖子。室温下经 ４ｈ观察染色结果，并计算种子纯度（％）。

２．水稻

（１）从样品中随机取种子 １００粒 ４次重复，置烧杯中加自来水浸 ６ｈ（谷粒或米粒）。

（２）倒去水，加入１％苯酚浸泡 １２ｈ。

（３）取出种子用清水冲洗，放在湿润的吸水纸上经一昼夜，观察染色结果，计算种子纯

度（％）。

（二）小麦快速法

１．从样品中随机取种子 １００粒 ４次重复，用 １％苯酚浸 １５ｍｉｎ。

２．取出放在铺有 １％苯酚湿润过的滤纸的培养皿中，腹沟朝下，并盖上贴有同样滤纸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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皿盖。

３．置 ３０～４０℃温箱内，染色 ０．５～１ｈ。观察染色结果，并计算种子纯度（％）。

某些小麦品种利用标准法染色后，颜色相同无法区别。可采用加速或延缓剂处理后，再染色

鉴定。对染色很深的种子，利用 ０．３％碳酸钠处理，以延缓反应；对染色很浅的种子，可利用

０．０１％硫酸铜处理，加速反应。具体方法：将种子用相应的试剂浸种 １８ｈ（室温），然后按标准法

步骤（２）进行测定。

Ⅳ 过氧化物酶测定法

一、试材及用具

１．试材

大豆种子。

２．用具

小打孔器及指形管等。

３．试剂

０．５％愈创木酚及 ０．１％过氧化氢。

二、原理

大豆种皮中含有过氧化物酶，可使 Ｈ２Ｏ２ 分解放出氧，将愈创木酚氧化成红棕色 ４－邻甲氧

基酚。不同品种过氧化物酶活性不同，过氧化物酶活性越高，氧化生成的红棕色 ４－邻甲氧基酚

越多，颜色越深，反之，颜色越浅。可据此区分品种。

三、方法步骤

１．从样品中随机取大豆种子 １００粒两次重复。逐粒用小打孔器取下两片大豆种皮，放入指

形管中，加入 １ｍＬ蒸馏水，３０℃浸提 １ｈ。

２．每个试管中加入 １０滴 ０．５％愈创木酚，１０ｍｉｎ后加入 １滴 ０．１％过氧化氢溶液。经 １～

５ｍｉｎ后，根据溶液颜色一致性，区别本品种和异品种，计算种子纯度（％）。

３．请注意以下事项：

（１）愈创木酚法属酶促反应，因此，所取大豆种皮量各粒应一致。如不用打孔器取样，剥下

种皮的破碎程度应一致。

（２）预先对当地品种进行测定，建立标准图谱，依此为对照。

Ⅴ 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测定法

一、试材及用具

１．试材

玉米、小麦或大麦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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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用具

电泳仪（稳压范围 ０～６００Ｖ，稳流范围 １～１００ｍＡ）、离心机（一次离心样品在 １２个以上）、

离心管（１．５ｍＬ）、离心管架、垂直板夹心式电泳槽、单粒磨、天平（感量 ０．１ｇ，０．００１ｇ）、试剂瓶

（１００ｍＬ，５００ｍＬ，１０００ｍＬ）、移液管（５ｍＬ，１０ｍＬ）、微量进样器（０～１００μＬ）、注射器（５ｍＬ）及

油灰刀等。

３．试剂（要求化学纯以上）

丙烯酰胺、Ｎ，Ｎ－亚甲基双丙烯酰胺 Ｂｉｓ、尿素、冰醋酸、过硫酸铵、四甲基乙二胺（ＴＥＭＥＤ）、

硫酸亚铁、考马斯亮蓝 Ｒ－２５０、无水乙醇、三氯乙酸、甲基绿、甘氨酸、过氧化氢、抗坏血酸、２－巯

基乙醇、２－氯乙醇、乳酸、乳酸钠、氯化钠、蔗糖及正丁醇等。

二、依据

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一般具有分子筛效应、电荷效应和浓缩效应。蛋白质在这些效应的作

用下得到良好的分离，通过显色，就可分析出蛋白质的组成。不同品种由于其遗传组成不同，种

子内所含的蛋白质种类有差异。这些差异可利用 ＰＡＧＥ技术加以鉴别，从而对品种的真实性和

纯度进行鉴定。

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ＰＡＧＥ）法是一种纯度测定新技术。该法测定结果准确、可靠，但技术

条件要求严格。作物种类不同，电泳的对象也不同。目前国际种子检验协会已颁布了小麦、大麦

品种纯度测定的醇溶蛋白电泳技术，农业部颁布了“玉米种子纯度盐溶蛋白电泳鉴定方法”标

准，山东省技术监督局发布了“玉米自交系及单交种真实性和品种纯度电泳鉴定方法”，其他作

物种子的 ＰＡＧＥ法也有许多报道。

三、方法步骤

（一）大小麦醇溶蛋白电泳

１．试剂配制

（１）蛋白质提取液

① 小麦醇溶蛋白提取液

０．０５ｇ甲基绿，溶于 ２５ｍＬ２－氯乙醇中，加蒸馏水至 １００ｍＬ。低温保存。

② 大麦醇溶蛋白提取液

０．０５ｇ甲基绿，溶于 ２０ｍＬ２－氯乙醇，加入１８ｇ尿素中，再加入１ｍＬ２－巯基乙醇，加蒸馏

水至 １００ｍＬ。低温保存。

（２）电极缓冲液

０．４ｇ甘氨酸加蒸馏水溶解，加 ４ｍＬ冰乙酸，加蒸馏水至 １０００ｍＬ。低温保存。

（３）凝胶缓冲液

１．０ｇ甘氨酸加蒸馏水溶解，加入 ２０ｍＬ冰乙酸，定容至 １０００ｍＬ。低温保存。

（４）０．６％过氧化氢

３０％Ｈ２Ｏ２２ｍＬ加蒸馏水定容至 １００ｍＬ。低温保存。

（５）染色液

０．２５ｇ考马斯亮蓝加 ２５ｍＬ无水乙醇溶解，加入 ５０ｇ三氯乙酸，加水至５００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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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凝胶液

丙烯酰胺 ２０ｇ，Ｎ，Ｎ－亚甲基双丙烯酰胺０．８ｇ，尿素１２ｇ，硫酸亚铁０．０１ｇ，抗坏血酸０．２ｇ，

用凝胶缓冲液溶解并定容至 ２００ｍＬ。低温保存。

２．样品提取

取小麦或大麦种子 １００粒（分为两组），用单粒磨逐粒磨碎，置 １．５ｍＬ离心管中，加入提取

液（小麦 ０．２ｍＬ、大麦 ０．３ｍＬ），充分摇动混合，在室温下提取 ２４ｈ以上。然后在 １８０００ｇ条件

下，离心 １５ｍｉｎ，上清液用于电泳。

３．凝胶的制备

（１）将橡胶框和玻璃板装好，固定在电泳槽上。从冰箱中取出凝胶溶液和过氧化氢溶液，吸

取 １０ｍＬ凝胶溶液，加 １滴 ０．６％过氧化氢，迅速摇匀，倒入封口，５～１０ｍｉｎ聚合封好。

（２）吸取 ４５ｍＬ凝胶溶液，加 ３滴 ０．６％过氧化氢，迅速摇匀，倒入凝胶板之间，马上插上样

品梳，让其在 ５～１０ｍｉｎ内聚合。

４．点样

小心地抽出样品梳。用注射器吸去样品槽中的水分。用微量进样器吸取 ２０μＬ样品加入样

品槽中。

５．电泳

将上下槽注入电极液，上槽接正极，下槽接负极。然后打开电源，逐渐增加到 ５００Ｖ，电泳甲

基绿移至前沿所需时间的 ２～２．５倍，一般 ６０～８０ｍｉｎ。

６．染色

将胶板取下在染色液中染色 １～２ｄ，后用清水冲洗，鉴定种子真实性和品种纯度（根据醇溶

蛋白谱带的组成及带型的一致性，区分本品种和异品种）。

（二）玉米种子贮藏蛋白电泳

１．试剂配制

（１）蛋白质提取液

１２ｍＬ冰醋酸，１８ｇ尿素，加蒸馏水溶解，再加 ４ｍＬＴＥＭＥＤ和 ０．０５ｇ甲基绿加蒸馏水至

１００ｍＬ，摇匀，低温保存。

（２）凝胶溶液

１０ｇ丙烯酰胺，１０ｇ尿素，０．２ｇＢｉｓ加蒸馏水溶解，加 ３ｍＬ冰醋酸，０．０２０ｇ硫酸亚铁，加蒸

馏水至 １００ｍＬ，摇匀，低温保存。

（３）催化剂溶液

３．５％过硫酸铵溶液，用前现配。

（４）电极液

１．５％冰醋酸溶液配 １０００ｍＬ。

（５）染色液

０．４ｇ考马斯亮蓝加 ２５ｍＬ无水乙醇溶解，加５０％ ～６０％三氯乙酸，加蒸馏水至 ５００ｍＬ。

２．样品提取

一般每样品测定设两重复，每重复 １００粒，共 ２００粒种子，如果测定真实性可用 １００粒。每

粒种子用单粒磨粉碎，置 １．５ｍＬ离心管内，按样品体积的 １∶１．５～１∶２加入提取液充分混匀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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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３０ｍｉｎ。然后在 ４０００ｒ／ｍｉｎ条件下离心 ３～４ｍｉｎ，取上清液备用。

３．凝胶制备

将橡胶框和玻璃板装好，然后固定在夹心式电冰槽上。取 １０ｍＬ左右凝胶溶液加一滴催化

剂溶液，摇匀迅速倒入电泳槽底部，５ｍｉｎ左右聚合封好底。

取 ３０ｍＬ左右凝胶溶液加 ２滴催化剂溶液，摇匀，迅速倒入玻璃板之间，并插入样品梳，让其

在 ２～３ｍｉｎ聚合。

４．点样

小心抽出样品梳，用注射器吸去样品槽中的水分，用微量进液器吸取 ３０～４０μＬ样品加入样

品槽中。

５．电泳

将电泳槽注入电极液，靠近短玻板处（点样品）接正极，长玻板处接负极。打开电源逐渐增

加到 ８５ｍＡ左右，稳流电泳 ８０～９０ｍｉｎ至甲基绿移出胶板下端。

６．染色

将胶板用油灰刀取下，置染色液中染色 １２ｈ左右。一般不需脱色，冲洗观察。

７．鉴定

根据蛋白谱带类型，鉴定玉米自交系及单交种的真实性并计算其纯度。

８．注意事项：

（１）子粒的大小对测定无影响，产地只要亲本遗传基础一致，蛋白质电泳谱带就一样，对带

型没有影响，象鼻虫等危害后，只要胚存在对纯度无影响，正、反交带型完全一样，萌芽后种子的

蛋白质谱带开始模糊，但带型仍基本一致。

（２）单交种 Ｆ１ 代的带型表现为双亲共显性，可用双亲提取液的混合液制备 Ｆ１ 代种子的标

准谱带。如熟悉待测品种的带型和互补带的位置，测定时不需加对照，否则，加标准样品作对照。

（三）玉米种子盐溶蛋白电泳

１．配制试剂

（１）电极缓冲液

称甘氨酸 ６．００ｇ，倒入２０００ｍＬ烧杯中，加入 １８００ｍＬ去离子水溶解，用 ２．０ｍＬ乳酸调至

ｐＨ３．３，再加去离子水定容至 ２０００ｍＬ，混匀。

（２）样品提取液

称取氯化钠 ５．８０ｇ，蔗糖 ２００．００ｇ，甲基绿 ０．１５ｇ，倒入 １０００ｍＬ烧杯中，加去离子水

８００ｍＬ溶解，加热至微沸，放至室温，用去离子水定容至 １０００ｍＬ。在 ４℃下保存。

（３）分离胶缓冲液

取 １．４３ｍＬ乳酸钠于１０００ｍＬ烧杯中，加去离子水 ９８０ｍＬ，用乳酸调至 ｐＨ３．０，再加去离子

水定容至 １０００ｍＬ，贮于棕色瓶中，在 ４℃下保存。

（４）分离胶溶液

称取丙烯酰胺１１２．５０ｇ，Ｎ，Ｎ′－亚甲基双丙烯酰胺 ３．７５ｇ，抗坏血酸０．２５ｇ，硫酸亚铁８．０ｍｇ，

用分离胶缓冲液溶解后定容至 １０００ｍＬ，过滤于棕色瓶中，在 ４℃下保存（不超过 １４ｄ）。

（５）浓缩胶缓冲液

取 ０．３０ｍＬ乳酸钠于 ２００ｍＬ烧杯中，加去离子水 ９０ｍＬ，用乳酸调至 ｐＨ５．２，再加去离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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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容至 １００ｍＬ，贮于棕色瓶中，在 ４℃下保存。

（６）浓缩胶溶液

称取丙烯酰胺 ６．００ｇ，Ｎ，Ｎ′－亚甲基双丙烯酰胺 １．００ｇ，抗坏血酸 ０．０３ｇ，硫酸亚铁

０．８ｍｇ，用浓缩胶缓冲液溶解后定容至 １００ｍＬ，过滤于棕色瓶中，在 ４℃下保存（不超过 ６ｄ）。

（７）３％的过氧化氢溶液

取 ３０％的过氧化氢 １ｍＬ，加 ９ｍＬ去离子水，贮于棕色瓶中，在 ４℃下保存。

（８）染色液

称取考马斯亮蓝 Ｒ－２５０２．００ｇ，在研钵中用 １００ｍＬ无水乙醇研磨溶解，过滤于棕色瓶中。

取 １０ｍＬ，加入到 ２００ｍＬ的 １０％（ｍ／Ｖ）三氯乙酸溶液中，混匀。

２．电泳操作

（１）样品制备

随机取玉米种子至少 １００粒，用单粒粉碎器粉碎，放入 １．５ｍＬ离心管中，用滴管加入与样品

体积相同的样品提取液，摇匀，放置 ５ｍｉｎ后，再摇一次，３０ｍｉｎ后，用离心机离心（５０００ｒ／ｍｉｎ）

１５ｍｉｎ，取上清液用于电泳。

（２）凝胶制备

① 装板与封底

将预先洗净晾干的玻璃板装入胶条中，然后把胶条固定在垂直板电泳槽内，保持水平，短板

向正极，拧紧螺栓。取适量分离胶溶液于烧杯中，用微量进样器加入适量 ３％的过氧化氢溶液

（一般每 ５ｍＬ分离胶溶液加２０μＬ３％过氧化氢溶液），迅速摇匀，并从长玻璃板外侧沿玻璃板

倒入，振动电泳槽 ３次，放平。

② 灌分离胶

底缝封住后，用滤纸条插入两玻璃板之间，吸去因聚合而析出的水，量取分离胶溶液适量，加

入 ３％过氧化氢溶液（一般每 １５ｍＬ分离胶溶液加 ３％过氧化氢 ２０μＬ）迅速摇匀，倾斜电泳槽，

将分离胶溶液倒入两玻璃板之间，高度距短玻璃板上沿 １．２ｃｍ，放平电泳槽并在实验台上振动 ３

次后，迅速加入适量的正丁醇封住胶面。待凝胶聚合后，吸出分离胶表面上的正丁醇，并用去离

子水冲洗胶面 ３次，用滤纸吸干。

③ 灌浓缩胶

量取浓缩胶溶液适量，加入 ３％过氧化氢溶液（一般每 １５ｍＬ分离胶溶液加 ３％过氧化氢

４０μＬ），迅速搅匀，倒入两玻璃板之间，马上插好样品梳，样品梳底部距分离胶顶部 ０．５ｃｍ。

（３）点样

浓缩胶聚合后，拔出样品梳并将样品槽清理干净，用微量进样器在每个样品槽中加入不同子

粒的样品上清液 １５μＬ，每点一粒后，都要用去离子水清洗进样器３次。

（４）电泳

加样完毕后，倒入电极缓冲液，上槽电极缓冲液面要高于短玻璃板，下槽电极缓冲液面要高

于铂金丝，将电源线正极接上槽，负极接下槽。接通电源，采用 ５００Ｖ稳压进行电泳，待甲基绿指

示剂下移至胶底部边缘时，关闭电源。

（５）卸板

倒出电极液，从电泳槽内取出玻板，卸下胶条，启开玻璃板，取出胶片，浸入染色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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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染色、洗板、鉴定

在 ３０℃恒温条件下染色 ２～４ｈ。取出胶片，用 ０．５％的不加酶洗衣粉水洗净。鉴定胶片上

电泳谱带的特征和一致性，计数供检样品粒数和非本品种粒数，并按下式计算本品种种子纯度。

本品种种子纯度 ＝
供检样品粒数 －非本品种粒数

供检样品粒数
×１００％

四、作业思考题

１．常用的植物种子纯度测定方法有哪些？

２．每种测定方法所依据的原理是什么？在具体操作中应注意哪些事项？

（尹燕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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