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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草莓 斈旛斻旇灡 果实成熟调控

以及采后难以保鲜一直是草莓生产暍运输及销售过

程中的一个难题棳制约了草莓产业的规模化暍产业

化和商品化暎由于草莓果实柔软多汁棳缺乏坚硬的

保护性外皮且草莓的成熟期短棳成熟过程中品质转

化快棳加上其外果皮极薄棳在采收及运输过程中易

受到伤害而腐烂棳使草莓果实采后品质的迅速下

降暎虽然近年来果树育种工作者培育出了一些硬肉

型草莓品种棳但是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

题暎草莓果实是典型的非呼吸跃变型椲棻椵棳到目前为

止棳仍没有发现棻个像乙烯在跃变型果实成熟中起

着重要作用的调控物质椲棽棴棾椵暎斄斅斄 作为一种在植

物生命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激素棳非跃变型果实

的成熟是否由脱落酸 棬斸斺旙斻旈旙旈斻斸斻旈斾棳斄斅斄棭启动棳
斄斅斄是否对非跃变型果实的成熟有促进作用棳这

些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成为植物生理学家和园艺学家

关注的热点之一暎
本研究以暜法兰地暞草莓为试材棳研究了草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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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生长发育过程中 斄斅斄 含量暍 基因表达

量的变化以及外源 斄斅斄暍斘斈斍斄暍乙烯利处理对果

实发育后期离体果实后熟衰老进程的影响棳为深入

阐明 斄斅斄 在草莓果实成熟中的作用提供理论依

据棳为草莓生产暍保鲜暍贮运及销售提供技术支持暎
棻暋材料与方法

棻灡棻暋试验材料

试验于棽棸棻棸年棻棽月至棽棸棻棻年棿月在福建省农

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进行暎供试植物材料为草莓品

种暜法兰地暞暎根据草莓果实发育规律每间隔 暙椃斾
采样棻次棳取生长健壮暍整齐一致的一级果实棳采样时

间为上午椄暶棸棸暙棻棸暶棸棸暎采收时测量果实 大直

径暍长度和单果质量棳液氮速冻后棴椄棸曟保存备用暎
棻灡棽暋斄斅斄暍斘斈斍斄 和乙烯利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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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成棿组棳每组棽棸个果实棳分别用棻棸棸毺旐旓旍暏斕棴棻

斄斅斄暍棸毺旐旓旍暏斕棴棻 斘斈斍斄 棬旑旓旘斾旈旇旟斾旘旓旂旛斸旈斸旘斿旚旈斻
斸斻旈斾棳去甲二氢愈创木酸棳斘斆斉斈酶的特异阻断剂棳
斈斖斢斚溶解棭暍棻棸棸毺旐旓旍暏斕棴棻乙烯利和清水 棬对
照棭浸泡 旐旈旑棳之后每间隔棾旇喷洒棻次棳共喷

洒棾次暎棽棸曟贮藏棳处理后棾斾取样棳用于 斄斅斄
含量测定和斠斘斄提取暎
棻灡棾暋草莓斄斅斄的提取和测定方法

参考 斖斸旔斿旍旍旈椲棿椵暍斔斿旍斿旑等椲椵暍彭运生椲椂椵的方法棳
测定 斄斅斄含量棳略有改动暎准确称取新鲜样品棳在
弱光下加液氮研磨至粉末状棳加棽棸旐斕椄棸棩的甲醇

再次研磨后放入棿曟冰箱浸提棻椂暙棻椄旇棳真空抽滤

收集滤液棳残渣反复浸提棾次棳每次加椄棸棩甲醇棾棸
旐斕浸提棾暙 旇棳收集并合并滤液暎滤液过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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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相并用 棻 旐旓旍暏斕棴棻的醋酸调节水相 旔斎 值至

棽灡 暙棽灡椄棳用等体积的乙酸乙酯萃取棾次棳收集酯

相棳蒸干棳用色谱纯甲醇定溶至棻旐斕棳过棸灡棽棽毺旐 的

微孔滤膜棳用日本日立 斕灢棽棸棸棸高效液相色谱仪分

析暎进样量为棻棸毺斕棳色谱柱为 斝旇斿旑旓旐斿旑斿旞斕旛旑斸
斆棻椄反相柱 棬 毺旐棳棽棸旐旐暳棿灡椂旐旐棭棳流动相

为甲醇暶乙腈暶磷酸缓冲液 棬旔斎棾灡 棭棳梯度洗

脱椈流速为棻旐斕暏旐旈旑棴棻椈柱温为棾 曟椈检测波

长椇棽椂棸旑旐暎棾次重复棳以标样出峰时间和峰高叠

加定性棳外标法峰面积定量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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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椇椆 曟预变性棻棸旐旈旑椈椆 曟变性棻 旙棳椂棸曟退火棻
旐旈旑棳共棿棸个循环暎反应结束后分析荧光值变化曲

线和融解曲线暎每个反应做棾个重复棳旚值取平均

值棳采用棽棴殼殼斆斣算法分析试验结果暎
棽暋结果与分析

棽灡棻暋草莓果实的生长发育

法兰地草莓从开花到果实成熟大约棿 斾棳果型

呈圆锥形棬图棻棭棳果实长度比果实 大直径略大棳两
者增长速度呈相同趋势棳表现为斢型曲线棬图棽棭暎

图棻暋草莓果实发育和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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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棽暋草莓果实长度和最大直径变化

斊旈旂灡棽暋斆旇斸旑旂斿旙旈旑旀旘旛旈旚斾旈旐斿旑旙旈旓旑旙旓旀旙旚旘斸旝斺斿旘旘旈斿旙斾旛旘旈旑旂
旘斿旔旈旑旈旑旂

果实质量增加也表现为斢型曲线 棬图棾棭棳盛

花后椃暙棽棻斾为果实第栺较快生长期棳单果质量增

棸棾棾 福建农业学报 第棽椃卷



加较快棳果实平均生长速度达棸灡棾棸旂暏斾棴棻暎盛花后

棽棻暙棽椄斾果实生长缓慢棳单果质量增加速度放缓暎
盛花后棽椄暙棾 斾为果实第栻迅速生长期棳单果重

增加 快棳果实平均生长速度达棻灡棿椆旂暏斾棴棻棳单

果鲜重达到成熟果的椃棿灡椄椃棩棳盛花后棾 暙棿棸斾果

实生长变缓棳棿棸斾果实体积和质量变化不大暎

图棾暋草莓单果质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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棽灡棽暋草莓果实成熟过程中斄斅斄含量的变化

如图棿所示棳草莓果实整个长发育过程中棳从

盛花后椃暙棿 斾棳果实内源 斄斅斄 含量出现棽个高

峰棳在花后棾 斾之前棳果实 斄斅斄持续上升棳在花

后棾 斾 棬果实开始转色棭达到一个高峰棳在花后

棿棸斾斄斅斄 有所下降棳在棿 斾 棬果实完熟期棭中

斄斅斄含量达 高峰棳说明 斄斅斄 与果实着色和完

熟衰老有关暎斄斅斄生物合成关键酶基因

荧光定量斝斆斠分析表明棳 基因的表达量

与 斄斅斄含量表现出相同变化趋势 棬图 棭暎

图棿暋草莓果实不同发育阶段的 斄斅斄含量变化

斊旈旂灡棿暋斄斅斄斻旓旑旚斿旑旚旓旀旙旚旘斸旝斺斿旘旘旈斿旙斸旚旀旘旛旈旚斾斿旜斿旍旓旔旐斿旑旚斸旑斾
旘旈旔斿旑旈旑旂旙旚斸旂斿旙

棽灡棾暋斄斅斄暍斘斈斍斄 和乙烯利处理对草莓果实成熟

的影响

花后棿棸斾 棬八成熟棭草莓果实采后外源 斄斅斄
和乙烯利处理提高了果实内源 斄斅斄 含量棳斄斅斄
处理效果高于乙烯利处理棳斘斈斍斄 处理则明显抑

制了内源 斄斅斄 的生物合成 棬图椂棭暎在相同条件

图 暋 在草莓果实不同发育阶段的表达量

斊旈旂灡 暋斉旞旔旘斿旙旙旈旓旑旓旀 旂斿旑斿旈旑旙旚旘斸旝斺斿旘旘旈斿旙斸旚旀旘旛旈旚
斾斿旜斿旍旓旔旐斿旑旚斸旑斾旘旈旔斿旑旈旑旂旙旚斸旂斿旙

下棳喷施外源 斄斅斄 和 斘斈斍斄 分别促进和延缓草

莓果实的后熟软化棳喷施乙烯利表现不明显暎
从图椃中可以看出棳外源 斄斅斄 和乙烯利能增

强基因 在果实中表达棳斄斅斄 处理效果

显著高于乙烯利处理棳斘斈斍斄 抑制 斘斆斉斈酶的活

性棳从而影响基因 在果实中的表达暎

图椂暋斄斅斄暍斘斈斍斄和乙烯利处理对离体果实内源 斄斅斄
含量的影响

斊旈旂灡椂暋斉旀旀斿斻旚旓旀斿旞旓旂斿旑旓旛旙斄斅斄棳斘斈斍斄斸旑斾斿旚旇斿旔旇旓旑
旚旘斿斸旚旐斿旑旚旓旑斄斅斄斻旓旑旚斿旑旚旓旀斾斿旚斸斻旇斿斾旙旚旘斸旝斺斿旘旘旈斿旙

图椃暋斄斅斄暍斘斈斍斄和乙烯利处理对 基因在

草莓果实中表达量的影响

斊旈旂灡椃暋斉旀旀斿斻旚旓旀斿旞旓旂斿旑旓旛旙斄斅斄棳斘斈斍斄斸旑斾斿旚旇斿旔旇旓旑
旚旘斿斸旚旐斿旑旚旓旑 斿旞旔旘斿旙旙旈旓旑旈旑旙旚旘斸旝斺斿旘旘旈斿旙

棾暋讨暋论

多年来的研究表明棳斄斅斄 对非乙烯跃变型果

棻棾棾第棿期 朱海生等椇斄斅斄 对草莓果实成熟和软化的调节



实的成熟可能起关键作用椲椃棴椄椵暎许多研究椲椆棴棻棻椵认为

斄斅斄的积累在葡萄成熟和衰老中可能起关键作用暎
在鲜枣研究中张有林等椲棻棽椵提出 斄斅斄 是导致枣变软

衰老的主要因素之一暎吴洁芳等椲棻棾椵认为西葫芦果

实的成熟主要和 斄斅斄 调控有关棳而乙烯对果实成

熟的贡献很小暎任杰等椲棻棿椵发现乙烯可能并不参与

甜樱桃果实的成熟进程或不起主要作用棳而 斄斅斄
可能启动并参与了甜樱桃果实的成熟暎

以往研究表明棳在草莓果实成熟中 斄斅斄 可能

起着 主 导 作 用棳而 乙 烯 的 变 化 是 次 生 现 象椲棻 椵暎
斄斅斄可能在草莓果实成熟过程中起作用椲棻椂椵暎椆灢顺

式灢环氧类胡萝卜素双加氧酶 棬斘斆斉斈棭是高等植

物 斄斅斄生物合成途径的关键酶棳 基因表达

水平 的 高 低 直 接 影 响 内 源 斄斅斄 含 量 的 变 化棳
斘斆斉斈限速酶地位及其快速响应模式棳使其成为提

高 斄斅斄 信号水平的关键调控位点椲棻椃椵暎本研究发

现棳 基因的表达量与 斄斅斄 含量及草莓

果实成熟密切相关棳在转色期即果实由白色向红色

转变时期棳 基因的表达与 斄斅斄 含量出

现第棻个高峰棳可能与果实成熟着色有关棳在果实

完熟期棳 基因的表达与 斄斅斄 含量出现

第棽个高峰棳可能和草莓果实成熟有关暎斘斈斍斄
为 斘斆斉斈酶的特异阻断剂棳外施 斘斈斍斄 能抑制

基因的表达及 斄斅斄 的积累棳能延缓草

莓果实的成熟和后熟软化棳外施 斄斅斄 则表现出相

反效果棳而喷施乙烯利表现不明显棳推测 斄斅斄 在

草莓果实成熟和后熟软化中可能起着的重要作用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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