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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山药不同生长发育阶段主要内源激素含量的变化规律，以及不同山药品种形态指标与５种

内源激素的相关性，为进一步研究山药生长发育的生理机制和指导山药的高产优质栽培奠定基础。【方法】以毕

克齐山药和河北安平白山药７个不同生长发育时期块茎为材料，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分别测定了脱落酸

（ＡＢＡ）、赤霉素 （ＧＡ３）、生长素 （ＩＡＡ）、茉莉酸 （ＪＡ）、玉米素 （ＺＲ）等５种内源激素含量，并分析不同生长

期内源激素含量的动态变化，以及山药形态指标与内源激素的相关性。【结果】在两个山药品种块茎膨大的生长

发育过程中，内源激素ＩＡＡ和ＡＢＡ含量总体呈逐渐上升的趋势；内源激素ＺＲ和ＧＡ３ 含量有变化，但比较稳

定；内源激素ＪＡ含量，两个品种均呈下降趋势，尤其是河北安平白山药的ＪＡ含量与形态指标呈极显著的负相

关，说明ＪＡ明显抑制了河北安平白山药块茎的周长增加、重量增加及伸长生长；内源激素ＩＡＡ和ＪＡ在不同生

长期的含量水平高低，两个品种表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结论】内源激素ＡＢＡ、ＧＡ３、ＩＡＡ可促进２个山药品

种块茎生长发育，其中ＡＢＡ、ＩＡＡ对毕克齐山药块茎伸长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而内源激素ＺＲ、ＪＡ可促进河北

安平白山药的块茎形成及初期块茎周长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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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研究意义】山药犇犻狅狊犮狅狉犲犪狅狆狆狅狊犻狋犲Ｔｈｕｎｂ．的

产品器官为块茎，肉质细腻，味道鲜美，是一种具

有良好市场前景和产业开发潜力的药食同源的经济

作物［１］。山药经多年栽培驯化，已经形成了适应不

同土壤和气候特点的栽培品种［２］。山药块茎生长期

的生理生化过程复杂，且其与内源激素的动态变化

密切相关。因此，研究山药块茎膨大过程的形态指

标与内源激素的变化及其相关关系，明确不同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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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山药块茎生长的调控效应，可为山药栽培生理研

究提供数据支持，并对科学指导山药的人工栽培，

从而获得更高产量和效益均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

现实意义。【前人研究进展】山药的收获器官为地下

块茎，块茎的生长发育过程非常复杂，这一过程受

许多相关因素的影响，如光周期、温度、植物激素、

不同品种等等［３－７］。植物激素的调控发生在植物生

长发育的不同阶段，包括初始胚胎发生、种子萌发

和植物生长发育、营养物质的运输、果实成熟、植

物衰老等过程［８］。已知的植物激素，常见的有脱落

酸（ａｂｓｃｉｓｉｃａｃｉｄ，ＡＢＡ）、生长素（ｉｎｄｏｌｅａｃｅｔｉｃａｃｉｄ，

ＩＡＡ）、赤霉素类（ｇｉｂｂｅｒｅｌｌｉｎ，ＧＡ）、乙烯（ｅｔｈｙｌｅｎｅ，

ＥＴＨ）、细胞分裂素（ｃｙｔｏｋｉｎｉｎ，ＣＴＫ）等５种，其中植

物体内的细胞分裂素有玉米素 （ＺＲ）、异戊烯基腺

嘌呤 （ＩＰ）等；近年来的研究还发现有茉莉酸

（ｊａｓｍｏｎｉｃａｃｉｄ，ＪＡ）和水杨酸 （ｓａｌｉｃｙｌｉｃａｃｉｄ，ＳＡ）

等。除了上述７种植物激素外，植物体内的次生代

谢产物也可以发挥与激素相同的作用［９］。植物激素

在植物的生长和发育过程中起着重要的调控作用。

植物激素的调控过程比较复杂，一种植物激素可以

调控植物生长发育的多个过程，并且在植物生长发

育的不同阶段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而同一个植物的

生长发育过程又由多种植物激素共同调控，不同的

植物激素对植物的生长发育起促进或拮抗作用。总

之，植物的生长发育全过程是在多种植物激素的协

同作用下完成的［１０－１１］。块茎的形态建成是一个复杂

的生理过程，受遗传、环境等因素共同调控，其中

激素调控发挥重要作用［１２－１３］。前人研究发现，茉莉

酸类化合物对马铃薯、薯蓣、菊芋的块茎，甘薯的

块根形成等生长发育过程具有重要作用［１４－１５］；赤霉

素能够促进植物细胞的伸长生长［１０］；细胞分裂素可

使细胞体积扩大，从而使组织扩大增粗［１６］。 【本研

究切入点】到目前为止，关于与山药块茎膨大相关

的内源激素如ＡＢＡ、ＧＡ３、ＩＡＡ、ＪＡ和ＺＲ的研究

报道较少，因此有必要对这些内源激素进行研究，

以便深入了解山药块茎生长发育过程中植物激素的

作用。【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本研究分别对２个不同

类型的山药品种的７个生长发育时期的块茎进行５

种内源激素含量的测定与分析，以期阐明植物激素

与块茎生长的关系，为提升山药品质，提高山药产

量提供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供试材料种植于呼和浩特市内蒙古农业大学种

质资源圃，北纬４０°２９′２８．０１″，东经１１１°４７′７．６９″，

土壤质地为砂壤土，地势平坦，灌溉方便。试验采

用双行种植，大行距７０ｃｍ，小行距 （沟内两列山

药的行距）５０ｃｍ，株距３０ｃｍ，沟深４０ｃｍ，沟宽

２０ｃｍ。２０１７年４月种植，同年１０月收获。试验

材料选择山药块茎性状差异明显的两个品种，一个

是 当 地 栽 培 品 种，为 细 长 型 的 毕 克 齐 山 药

犇．狅狆狆狅狊犻狋犲Ｔｈｕｎｂ．；另一个是短粗型的河北安平

白山药犇．狅狆狆狅狊犻狋犲Ｔｈｕｎｂ．。

１２　试验方法

参照文献 ［２］和 ［１７］的试验方法并加以改

进和补充。自２０１７年７月１５日开始取样至１０月

１５日收获，分７个时间点取样 （即在种植后１０５～

１９５ｄ中，间隔１５ｄ取样１次）。本试验将两个山

药品种的块茎发育期分为７个不同时期，分别为：

块茎膨大始期 （种植后９０～１０５ｄ）、块茎膨大初期

（种植后１０５～１２０ｄ）、气生块茎期 （种植后１２０～

１３５ｄ）、块茎膨大中期 （种植后１３５～１５０ｄ）、块

茎膨大盛期 （种植后１５０～１６５ｄ）、块茎膨大后期

（种植后１６５～１８０ｄ）和成熟收获期 （种植后１８０

～１９５ｄ）。分别于每个生长发育时期的最后一天取

２个山药品种的块茎，每个品种、每个时期取３株

作为生物学重复。取样时，将挖出的块茎放入自封

袋中，迅速放入装有生物冰袋的取样箱中，以保持

新鲜。带回实验室后，用清水洗净、擦干，用卷尺

测量其长度、粗度，并称重。取１０ｇ样品置于

７０℃烘箱烘干后称量干物质的重量。

每个品种取１ｇ块茎，分别称取３次重复样，

用锡纸包好后立即放入液氮中速冻，再放入－８０℃

冰箱中保存，以备后续检测激素之用。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样品中ＡＢＡ、ＧＡ３、

ＩＡＡ、ＪＡ和ＺＲ的含量，每个样品３次重复。本

试验使用的试剂盒由中国农业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

学院提供。

样品处理：称取１ｇ样品，加入４ｍＬ的８０％

甲醇溶液 （含二叔丁基对甲苯酚１ｍｍｏｌ·Ｌ－１）匀

浆，在４℃下提取８ｈ，在４０００ｒ·ｍｉｎ－１下离心

１０ｍｉｎ，取上清液进行沉淀，然后用８０％甲醇重

复提取２次，合并上清液，过ＳｅｐＰａｃｋＣ１８柱纯

化，氮气吹干，ＰＢＳＴＧ溶解定容至２ｍＬ，用于酶

联免疫吸附法测定。在ＢＩＯＲＡＤＭｏｄｅ５５０ （美国

伯乐）酶联免疫仪上在波长４９０ｎｍ处读数。

每克鲜重的含量：

激素含量／（ｐｍｏｌ·ｇ
－１）＝［样孔激素含量×提

取液体体积×（犞１／犞２）×（１／５０）］／鲜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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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犞１ 为溶解体积；犞２ 为吹干后加入的甲

醇体积。

５种激素的测定均参照文献 ［４－７］和 ［１８］

的方法进行。

１３　数据处理

本试验采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６软件计算各

个指标含量３次重复的平均值，并制图。对激素含

量的平均值制作变化趋势图。用ＳＰＳＳ２５．０统计学

软件进行独立样本狋检验、相关性分析及方差分析

（ＡＮＯＶＡ），采用Ｄｕｎｃａｎ′ｓ法检测差异显著性 （犪

＝０．０５，犪＝０．０１）。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山药品种块茎形态指标

毕克齐山药和河北安平白山药在外部形态上存

在着明显差异，每次取样时都测量了二者的块茎长

度、周长、干重和鲜重，在成熟收获时，二者的形

态指标有明显差异：毕克齐山药的块茎长度、块茎

周长、块茎干重和块茎鲜重分别为：７８．０ｃｍ、

１４．０ｃｍ、１４．６１ｇ和３３４．２１ｇ，河北安平白山药

的块茎长度、块茎周长、块茎干重和块茎鲜重分别

为：４０．０ｃｍ、２２．５ｃｍ、１６．９ｇ和４３２．１ｇ。

２２　山药块茎生长期内源激素含量的变化

由图１可知，毕克齐山药和河北安平白山药的

ＡＢＡ 含量在块茎膨大初期均显著下降 （犘＜

０．０５）；块茎膨大初期末至块茎膨大后期的 ＡＢＡ

含量有波动，但变化不太大；从块茎膨大后期至成

熟收获期快速上升，与前几期相比差异达显著水平

（犘＜０．０５）。其中，毕克齐山药在成熟收获期的

ＡＢＡ含量明显高于河北安平白山药，且变化更大。

图１　ＡＢＡ在山药不同生长期含量的变化

犉犻犵．１　犆犺犪狀犵犲狊狅狀犃犅犃犪狋狏犪狉犻狅狌狊犵狉狅狑狋犺狊狋犪犵犲狊狅犳狔犪犿狊

由图２可知，毕克齐山药和河北安平白山药的

ＧＡ３ 含量除个别几个时期外，总体变化不大。毕

克齐山药在块茎膨大盛期快速下降 （犘＜０．０５），

在成熟收获期又迅速上升 （犘＜０．０５）；河北安平

白山药的 ＧＡ３ 含量在块茎膨大初期迅速下降 （犘

＜０．０５），在气生块茎期又显著上升 （犘＜０．０５），

从气生块茎期末至成熟收获期有波动但变化不大。

图２　ＧＡ３ 在山药不同生长期含量的变化

犉犻犵．２　犆犺犪狀犵犲狊狅狀犌犃３犪狋狏犪狉犻狅狌狊犵狉狅狑狋犺狊狋犪犵犲狊狅犳狔犪犿狊

由图３可知，毕克齐山药和河北安平白山药的

ＩＡＡ含量变化趋势基本相似，整体表现为上升趋

势，但在成熟收获期呈较明显的剪刀差状。其中毕

克齐山药的ＩＡＡ含量在整个块茎膨大初期显著下

降 （犘＜０．０５）；块茎膨大初期末至块茎膨大中期

虽缓慢上升，但差异显著 （犘＜０．０５）；块茎膨大

中期末至块茎膨大盛期虽缓慢下降，但差异显著

（犘＜０．０５）；在成熟收获期又快速上升 （犘＜

０．０５）。河北安平白山药的ＩＡＡ含量在整个块茎膨

大初期显著上升 （犘＜０．０５），在气生块茎期显著

下降 （犘＜０．０５），从气生块茎期末至块茎膨大盛

期末显著上升 （犘＜０．０５），在成熟收获期又快速

下降 （犘＜０．０５）。在成熟收获期ＩＡＡ含量的变化

最大，且两品种的变化趋势相反。

图３　ＩＡＡ在山药不同生长期含量的变化

犉犻犵．３　犆犺犪狀犵犲狊狅狀犐犃犃犪狋狏犪狉犻狅狌狊犵狉狅狑狋犺狊狋犪犵犲狊狅犳狔犪犿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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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４可知，毕克齐山药和河北安平白山药的

ＪＡ含量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其中毕克齐山药的ＪＡ

含量在块茎膨大初期快速上升 （犘＜０．０５），在气

生块茎期快速下降 （犘＜０．０５），在块茎膨大盛期

又显著下降 （犘＜０．０５）。河北安平白山药的ＪＡ含

量在块茎膨大始期末至整个块茎膨大中期呈缓慢下

降趋势 （犘＜０．０５），块茎膨大中期末至成熟收获

期ＪＡ含量无明显变化。

由图５可知，毕克齐山药的ＺＲ含量在块茎膨

图４　ＪＡ在山药不同生长期含量的变化

犉犻犵．４　犆犺犪狀犵犲狊狅狀犑犃犪狋狏犪狉犻狅狌狊犵狉狅狑狋犺狊狋犪犵犲狊狅犳狔犪犿狊

大初期和气生块茎期显著上升 （犘＜０．０５），

在块茎膨大中期和块茎膨大盛期显著下降 （犘＜

０．０５），之后又显著上升 （犘＜０．０５）。河北安平白

山药的ＺＲ含量在整个块茎生长发育时期波动变化

更大，其中在块茎膨大初期快速上升 （犘＜０．０５），

在气生块茎期快速下降 （犘＜０．０５），在块茎膨大

中期显著上升 （犘＜０．０５），块茎膨大中期末至块

茎膨大后期缓慢上升但变化不大，在成熟收获期又

显著下降 （犘＜０．０５）。

图５　ＺＲ在山药不同生长期含量的变化

犉犻犵．５　犆犺犪狀犵犲狊狅狀犣犚犪狋狏犪狉犻狅狌狊犵狉狅狑狋犺狊狋犪犵犲狊狅犳狔犪犿狊

表１　不同山药品种在相同生长发育时期５种内源激素的差异

犜犪犫犾犲１　犞犪狉犻犪狋犻狅狀狊狅狀５犲狀犱狅犵犲狀狅狌狊犺狅狉犿狅狀犲狊犻狀犇．狅狆狆狅狊犻狋犲犪狋犪狊犪犿犲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狊狋犪犵犲

生长期

Ｇｒｏｗｔｈｐｅｒｉｏｄ

　　品种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ＡＢＡ／

（ｎｇ·ｇ－１）
ＧＡ３／

（ｎｇ·ｇ－１）
ＩＡＡ／

（ｎｇ·ｇ－１）
ＪＡ／

（ｎｇ·ｇ－１）
ＺＲ／

（ｎｇ·ｇ－１）

块茎膨大始期

Ｉｎｉｔｉａｌ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ｔｕｂｅｒ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河北安平白山药 Ｈｅｂｅｉａｎｐｉｎｇｂａｉｙａｍ ３９．７０±１．８９ｂＢ ５．４６±０．３５ａＡ ３２．０９±１．８８ｂＡ ２４．７０±０．５６ａＡ ７．０６±０．２９ａＡ

毕克齐山药Ｂｉｋｅｑｉｙａｍ ５５．８３±３．１３ａＡ ５．３３±０．２２ａＡ ３５．９４±０．９０ａＡ １９．９２±０．４８ｂＢ ５．８０±０．３７ｂＡ

块茎膨大初期

Ｔｈｅ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ｏｆｔｕｂｅｒ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河北安平白山药 Ｈｅｂｅｉａｎｐｉｎｇｂａｉｙａｍ ３２．７８±１．５３ｂＢ ４．３９±０．１０ｂＡ ４０．５２±０．９７ａＡ ２０．３５±０．１２ｂＢ １０．８６±０．５３ａＡ

毕克齐山药Ｂｉｋｅｑｉｙａｍ ３９．２１±１．０７ａＡ ５．８６±０．３９ａＡ ２７．４４±０．６０ｂＢ ３７．９７±１．９３ａＡ ６．５３±０．２３ｂＢ

气生块茎期

Ａｉｒｔｕｂｅｒｓｔａｇｅ

河北安平白山药 Ｈｅｂｅｉａｎｐｉｎｇｂａｉｙａｍ ３８．０１±１．７８ａＡ ５．１２±０．２３ａＡ ２７．９０±１．１１ｂＡ １７．６４±０．２８ｂＢ ５．７７±０．２３ｂＢ

毕克齐山药Ｂｉｋｅｑｉｙａｍ ３２．７０±０．８０ｂＡ ５．５９±０．３６ａＡ ３１．６０±１．２２ａＡ ２０．７８±０．４６ａＡ ７．９５±０．１６ａＡ

块茎膨大中期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ｔｕｂｅｒ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河北安平白山药 Ｈｅｂｅｉａｎｐｉｎｇｂａｉｙａｍ ３４．３０±０．９７ｂＡ ５．５６±０．２６ａＡ ３３．７８±０．９５ｂＢ １１．７０±０．３８ｂＢ ６．６６±０．２５ａＡ

毕克齐山药Ｂｉｋｅｑｉｙａｍ ３８．５１８±１．７６ａＡ ５．９９±０．３０ａＡ ３９．２８±１．２４ａＡ ２０．８３±０．７３ａＡ ７．１５±０．２６ａＡ

块茎膨大盛期

Ｔｈｅｖｉｇｏｒｏｕｓｐｅｒｉｏｄｏｆ

ｔｕｂｅｒ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河北安平白山药 Ｈｅｂｅｉａｎｐｉｎｇｂａｉｙａｍ ３０．０６±２．２０ｂＢ ５．０８±０．２４ａＡ ３６．１９±１．１６ａＡ １１．２５±０．５７ａＡ ７．１０±０．４４ａＡ

毕克齐山药 ４３．７１±２．２７ａＡ ３．８７±０．０９ｂＢ ３６．０７±１．３０ａＡ １０．８１±０．２５ａＡ ５．６８±０．３５ｂＡ

块茎膨大后期

Ｔｈｅｌａｔｅｒｐｅｒｉｏｄｏｆ

ｔｕｂｅｒ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河北安平白山药 Ｈｅｂｅｉａｎｐｉｎｇｂａｉｙａｍ ５４．９８±３．４８ａＡ ４．９７±０．２６ａＡ ５５．７６±２．９３ａＡ １０．８５±０．１７ｂＢ ７．５０±０．３４ａＡ

毕克齐山药Ｂｉｋｅｑｉｙａｍ ４３．２０±１．４７ｂＡ ４．０３±０．１２ｂＡ ３５．４０±０．９６ｂＢ １５．９０±０．５３ａＡ ６．４９±０．４８ｂＡ

成熟收获期

Ｍａｔｕｒｅｈａｒｖｅｓｔ

ｐｅｒｉｏｄ

河北安平白山药 Ｈｅｂｅｉａｎｐｉｎｇｂａｉｙａｍ ７０．９５±４．１３ｂＢ ５．０３±０．３０ｂＡ ４１．０２±１．９４ｂＢ １２．２０±０．５１ａＡ ５．８１±０．２６ｂＢ

毕克齐山药Ｂｉｋｅｑｉｙａｍ １００．３３±７．５３ａＡ ５．７６±０．２８ａＡ ６８．２３±１．２４ａＡ １２．４２±０．５３ａＡ ７．４２±０．１１ａＡ

注：表中数据后无相同小写字母者表示在犘＜０．０５水平上差异显著；无相同大写字母者表示在犘＜０．０１水平上差异极显著。

Ｎｏｔｅ：Ｄａｔａ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ｔ犘＜０．０５；ｄａｔａ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ａｐｉｔａｌ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ｔ犘＜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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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不同山药品种各生长期内源激素含量的比较

采用独立样本狋检验分析方法，得到２个山药

品种块茎在不同的生长期５种内源激素含量的对比

结果 （表１）：内源激素ＡＢＡ含量，毕克齐山药在

块茎膨大始期 （犘＜０．０１）、块茎膨大初期 （犘＜

０．０１）、块茎膨大中期 （犘＜０．０５）、块茎膨大盛期

（犘＜０．０１）和成熟收获期 （犘＜０．０１）均显著高于

河北安平白山药，但在气生块茎期和块茎膨大后期

毕克齐山药的ＡＢＡ含量均显著低于河北安平白山

药 （犘＜０．０５）。内源激素ＧＡ３ 含量，毕克齐山药

在块茎膨大初期、气生块茎期、块茎膨大中期和成

熟收获期均高于河北安平白山药，且在块茎膨大初

期和成熟收获期差异达显著水平 （犘＜０．０５）；在

块茎膨大始期、块茎膨大盛期和块茎膨大后期毕克

齐山药的ＧＡ３ 含量均低于河北安平白山药，其中

块茎膨大盛期和块茎膨大后期差异分别达到极显著

（犘＜０．０１）和显著 （犘＜０．０５）水平。内源激素

ＩＡＡ含量，毕克齐山药在块茎膨大始期 （犘＜

０．０５）、气生块茎期 （犘＜０．０５）、块茎膨大中期

（犘＜０．０１）和成熟收获期 （犘＜０．０５）均显著高于

河北安平白山药，但在块茎膨大初期和块茎膨大后

期ＩＡＡ含量均极显著低于河北安平白山药 （犘＜

０．０１）。内源激素ＪＡ含量，毕克齐山药在块茎膨

大初期、气生块茎期、块茎膨大中期、块茎膨大后

期均极显著高于河北安平白山药 （犘＜０．０１），在

块茎膨大始期则极显著低于河北安平白山药 （犘＜

０．０１）。内源激素ＺＲ含量，毕克齐山药在气生块

茎期和成熟收获期均极显著高于河北安平白山药

（犘＜０．０１），而在块茎膨大始期 （犘＜０．０５）、块茎

膨大初期 （犘＜０．０１）、块茎膨大盛期 （犘＜０．０５）

和块茎膨大后期 （犘＜０．０５）均显著低于河北安平

白山药。

２４　不同山药品种形态指标与内源激素的相关性

由表２可知，河北安平白山药块茎的形态指标

分别与内源激素ＩＡＡ和ＡＢＡ含量均呈正相关，但

未达到著水平；与内源激素ＪＡ、ＺＲ和 ＧＡ３ 含量

呈总体负相关，其中内源激素ＪＡ 含量与块茎长

度、块茎干重和块茎鲜重呈极显著负相关 （犘＜

０．０１），相关系数分别为 －０．９５１、－０．９３７ 和

－０．８８９；内源ＪＡ含量与块茎周长呈显著负相关

（犘＜０．０５），相关系数为－０．８７４。

表２　河北安平白山药与５种内源激素的相关性

犜犪犫犾犲２　犆狅狉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犫犲狋狑犲犲狀狋狌犫犲狉犵狉狅狑狋犺犪狀犱５犲狀犱狅犵犲狀狅狌狊犺狅狉犿狅狀犲狊狅犳犎犲犫犲犻犪狀狆犻狀犵犫犪犻狔犪犿

　项目

　Ｐｒｏｇｅｃｔｓ

块茎长度

Ｔｕｂｅｒ

ｌｅｎｇｔｈ

块茎周长

Ｔｕｂｅｒ

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ｃｅ

块茎干重

Ｔｕｂｅｒｄｒｙ

ｗｅｉｇｈｔ

块茎鲜重

Ｔｕｂｅｒ

ｆｒｅｓｈｗｅｉｇｈｔ

ＪＡ ＩＡＡ ＺＲ ＧＡ３ ＡＢＡ

块茎长度 Ｔｕｂｅｒｌｅｎｇｔｈ ０．８９２ ０．９６１ ０．８６２ －０．９５１ ０．５８７ －０．２６９ －０．１０９ ０．３８９

块茎周长Ｔｕｂｅｒ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ｃｅ ０．８５２ ０．８９８ －０．８７４ ０．６４２ －０．０９２ －０．２７３ ０．５６１

块茎干重Ｔｕｂｅｒｄｒｙｗｅｉｇｈｔ ０．９２７ －０．９３７ ０．５０４ －０．４４７ －０．００６ ０．５０４

块茎鲜重Ｔｕｂｅｒｆｒｅｓｈｗｅｉｇｈｔ －０．８８９ ０．５９ －０．３８３ ０．０１３ ０．６７１

ＪＡ －０．４５ ０．３４ －０．０７２ －０．３１２

ＩＡＡ ０．３ －０．４１６ ０．５０２

ＺＲ －０．７２９ －０．３８９

ＧＡ３ －０．０４１

ＡＢＡ

注：表中数据上标表示在０．０１级别（双尾）相关极显著；表示在０．０５级别（双尾）相关显著。表３同。

Ｎｏｔ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ｔ犘＜０．０１；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ｔ犘＜０．０５．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ｔａｂｌｅ３．

　　由表３可知，毕克齐山药块茎的形态指标与内

源激素ＩＡＡ 含量均呈正相关，与内源激素ＪＡ、

ＧＡ３含量均呈负相关，与 ＡＢＡ 含量呈总体正相

关，与ＺＲ含量呈总体负相关。毕克齐山药块茎的

形态指标与５种内源激素含量的相关性均未达到显

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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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毕克齐山药与５种内源激素的相关性

犜犪犫犾犲３　犆狅狉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犫犲狋狑犲犲狀狋狌犫犲狉犵狉狅狑狋犺犪狀犱５犲狀犱狅犵犲狀狅狌狊犺狅狉犿狅狀犲狊狅犳犐狀狀犲狉犕狅狀犵狅犾犻犪犅犻犽犲狇犻狔犪犿

　项目

　Ｐｒｏｇｅｃｔｓ

块茎长度

Ｔｕｂｅｒ

ｌｅｎｇｔｈ

块茎周长

Ｔｕｂｅｒ

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ｃｅ

块茎干重

Ｔｕｂｅｒｄｒｙ

ｗｅｉｇｈｔ

块茎鲜重

Ｔｕｂｅｒ

ｆｒｅｓｈｗｅｉｇｈｔ

ＪＡ ＩＡＡ ＺＲ ＧＡ３ ＡＢＡ

块茎长度Ｔｕｂｅｒｌｅｎｇｔｈ ０．５５８ ０．６５３ ０．６３６ －０．３６４ ０．３２２ ０．１４５ －０．４３５ ０．１５５

块茎周长Ｔｕｂｅｒ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ｃｅ ０．８５４ ０．９８９ －０．４４６ ０．１３１ －０．２３７ －０．３８ －０．０５９

块茎干重Ｔｕｂｅｒｄｒｙｗｅｉｇｈｔ ０．８７６ －０．５３９ ０．１３ －０．３０９ －０．６６５ ０．０２８

块茎鲜重Ｔｕｂｅｒ

ｆｒｅｓｈｗｅｉｇｈｔ －０．５２５ ０．１９６ －０．２５６ －０．４６ ０．００８

ＪＡ －０．５４６ ０．０６９ ０．５３９ －０．４１２

ＩＡＡ ０．３０３ ０．１９３ ０．９４２

ＺＲ ０．５８８ ０．１１９

ＧＡ３ ０．１８１

ＡＢＡ

３　讨　论

３１　山药块茎不同生长期内源激素含量的变化

脱落酸 （ＡＢＡ）对营养生长有抑制作用，同

时ＡＢＡ含量的升高可使根茎迅速衰老，并促进储

藏物质积累［１８］。本研究中毕克齐山药和河北安平

白山药ＡＢＡ含量在块茎膨大初期呈下降趋势，块

茎膨大初期末至块茎膨大后期呈波动变化，但变化

不明显，在块茎膨大后期末至成熟收获期ＡＢＡ含

量快速上升，这表明在山药块茎生长迅速期 （初

期）有抑制营养生长作用的 ＡＢＡ表达水平降低，

且在块茎发育的中间阶段一直保持较低水平。在山

药生长发育的最后阶段，两个品种的ＡＢＡ含量均

有大幅上升，结合两个山药品种的形态特征，说明

ＡＢＡ的含量明显上升，促进了山药衰老、储藏物

质积累，从而促使毕克齐山药的块茎伸长生长，河

北安平白山药块茎周长增加。其中毕克齐山药在整

个成熟收获期ＡＢＡ的含量明显高于河北安平白山

药，说明毕克齐山药对于ＡＢＡ含量的变化更为敏

感。本研究结果与许超［１９］在莲藕的研究结果和薛

建平等［２０］在中药地黄上的研究结果类似。

赤霉素 （ＧＡ３）作用于根内皮层并控制分生组

织区的细胞分裂和伸长区的细胞伸长以调节根系生

长［２１］。本研究中毕克齐山药和河北安平白山药的

ＧＡ３ 含量除个别几个时期外，整个生长发育时期

变化不大，其含量在整个生长期保持一定水平，这

表明ＧＡ３ 促进了山药块茎的膨大及伸长生长。龙

雯虹等［６］研究表明，在不同的光照条件下，块根的

内源激素含量存在差异，说明光照对块根生长发育

产生影响。本研究中毕克齐山药的ＧＡ３ 含量由块

茎膨大中期末至块茎膨大盛期呈明显下降趋势，河

北安平白山药的ＧＡ３ 含量在块茎膨大初期快速下

降，这可能是由于激素本身较为敏感，受温度、光

照等环境因素影响较大，具体原因有待于进一步研

究。

生长素 （ＩＡＡ）具有极性运输的特性，即从形

态学上端向形态学下端运输，作用于细胞的扩大生

长，促进植物细胞的分化。本研究中，毕克齐山药

的ＩＡＡ含量除了在块茎膨大初期下降外，从块茎

膨大初期末一直到成熟收获期呈上升趋势，特别是

在块茎膨大后期末至成熟收获期上升趋势明显，说

明ＩＡＡ对毕克齐山药的块茎生长发育有促进作用，

尤其是在最后的成熟收获阶段，ＩＡＡ的促进作用

较为明显。河北安平白山药的ＩＡＡ含量除了在气

生块茎期和块茎膨大后期末至成熟收获期呈下降趋

势外，其他生长发育阶段均呈上升趋势，说明

ＩＡＡ促进了河北安平白山药的块茎发育。

茉莉酸类物质 （ＪＡ）对离体的马铃薯、薯蓣、

菊芋的块茎形成和甘薯的块根，以及大蒜、洋葱的

鳞茎形成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１４，２２］。薛建平等［２０］

在对试管地黄的不定根迅速膨大期内源激素含量的

研究发现，在试管地黄的迅速膨大时期，根中的

ＪＡ含量最高，说明ＪＡ参与了地黄离体块根的形

成。Ｋｉｙｏｓｈｉｔ等
［２３］和 ＫｅｌｅｎＭ 等

［２４］的研究发现，

ＪＡ对马铃薯块茎诱导具有较强的调控能力，马铃

薯植株的块茎化主要是由于细胞分裂、分化引起

的，ＪＡ诱导了马铃薯细胞的增殖。本研究中毕克

齐山药和河北安平白山药的ＪＡ含量在整个生长发

育时期总体表现出下降趋势，这说明在块茎开始膨

大时ＪＡ含量较高，用于细胞分裂，促进山药块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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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本研究与薛建平等［２０］、Ｋｉｙｏｓｈｉｔ等
［２３］和

ＫｅｌｅｎＭ等
［２４］的研究结果类似。

玉米素 （ＺＲ）作为细胞分裂素，主要存在于

正在进行细胞分裂的器官中并且促进细胞体积的扩

大。毕克齐山药和河北安平白山药的ＺＲ含量在整

个生长发育时期呈现波动变化，但二者的变化时期

不一样。其中毕克齐山药的ＺＲ含量在块茎膨大初

期和气生块茎期呈上升趋势，在气生块茎期末至块

茎膨大盛期呈下降趋势，在成熟收获期呈上升趋

势。河北安平白山药的ＺＲ含量在块茎膨大初期快

速上升，之后在气生块茎期快速下降，在气生块茎

期末至块茎膨大后期缓慢上升，在成熟收获期呈下

降趋势。这表明在山药块茎开始发育时，细胞分裂

旺盛，此时ＺＲ含量较高，山药块茎发育的中间阶

段和最后阶段，块茎发育开始趋于成熟，细胞分裂

不活跃，ＺＲ含量变化不大。

３２　不同山药品种同一生长期内源激素含量的差

异性

作物的生长和发育伴随着内源激素的协同变

化［２５］，内源激素的动态变化调控着块根的物质积

累［２６－２７］。本研究分析了５种内源激素在２个山药

品种块茎生长发育时期的变化，并分析２个山药品

种在相同生长期的内源激素含量的差异性。毕克齐

山药在块茎膨大始期、块茎膨大初期、块茎膨大中

期、块茎膨大盛期和成熟收获期的ＡＢＡ含量均显

著高于河北安平白山药，表明ＡＢＡ对毕克齐山药

的块茎伸长促进作用比较明显，对河北安平白山药

的块茎膨大促进作用相对较小。ＸｕＸ等
［２８］研究发

现，内源ＡＢＡ水平的持续小幅增加抑制了马铃薯

匍匐茎的生长，促进了块茎的形成，本研究结果与

其类似。

毕克齐山药的ＧＡ３ 含量在块茎膨大初期、气

生块茎期、块茎膨大中期和成熟收获期均高于河北

安平白山药，并且毕克齐山药的块茎长度长于河北

安平白山药，表明除块茎膨大始期、块茎膨大盛期

和块茎膨大后期外，较高水平的ＧＡ３ 对毕克齐山

药的块茎伸长生长促进作用比较明显。

ＩＡＡ既可以促进细胞扩大，又可以促进细胞

的原生量随细胞的体积扩大而增多［２９］，毕克齐山

药的ＩＡＡ含量在块茎膨大始期、气生块茎期、块

茎膨大中期和成熟收获期均显著高于河北安平白山

药，这表明ＩＡＡ对于毕克齐山药的块茎生长的促

进作用较强。

毕克齐山药的ＪＡ含量在块茎膨大初期、气生

块茎期、块茎膨大中期、块茎膨大后期显著高于河

北安平白山药，这说明较高浓度的ＪＡ含量可以促

进山药块茎的伸长生长。

河北安平白山药的ＺＲ含量在块茎膨大始期、

块茎膨大初期、块茎膨大盛期和块茎膨大后期均高

于毕克齐山药，并且由于河北安平白山药的周长大

于毕克齐山药，说明较高含量的ＺＲ对河北安平白

山药的块茎膨大促进作用比较明显，对毕克齐山药

的块茎膨大促进作用相对小。龙雯虹等［６］对山药珠

芽生长过程中激素的变化进行了研究，发现珠芽生

长过程中通过调控ＺＲ的含量，有可能调控光合产

物向珠芽的运输，从而调控珠芽的大小。ＭｅｌｉｓＲ

等［３０］认为，ＺＲ含量的高低与甘薯块根的形成以及

膨大表现为正相关关系。ＺＲ和二氢玉米素核苷是

细胞分裂素的主要成分，它影响甘薯块根形成和膨

大的原因是促进细胞分裂、抑制细胞伸长及促进细

胞扩展。本研究结果与以上研究结果相似。

３３　不同山药品种形态指标与内源激素的相关性

河北安平白山药和毕克齐山药的形态指标与其

内源激素ＩＡＡ和ＡＢＡ含量呈正相关，但均未达到

统计学显著水平。从总体生长趋势看 （图１和图

３），这２种激素含量均为上升趋势。

河北安平白山药和毕克齐山药的形态指标与内

源激素ＺＲ、ＧＡ３、ＪＡ含量总体呈负相关，其中内

源激素ＺＲ和ＧＡ３含量与山药块茎形态指标的相关

性均未达到显著水平。从生长趋势看 （图２和图

５）看，这两种激素含量变化不大。两个山药品种

形态指标与内源激素ＪＡ含量呈负相关，尤其是河

北安平白山药呈极显著或显著负相关，说明随着河

北安平白山药的块茎膨大，ＪＡ含量不断下降，这

与河北安平白山药的形态特征相符。

４　结　论

根据２个山药品种在不同生长期内源激素含量

的变化，以及这两个山药品种在相同生长期的内源

激素的狋检验分析，再结合形态指标与内源激素的

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内源激素 ＡＢＡ、ＧＡ３、

ＩＡＡ促进了２个山药品种块茎生长发育，其中

ＡＢＡ、ＩＡＡ对毕克齐山药块茎伸长的促进作用更

显著；而内源激素ＺＲ、ＪＡ在块茎膨大初期促进了

河北安平白山药的块茎形成及块茎周长的增加。内

源激素ＪＡ对河北安平白山药的块茎周长增加有较

明显的抑制作用，对其块茎伸长生长以及重量增加

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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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ｔｕｂｅｒ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ｓｏｆｙａｍｓ ［Ｄ］．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８．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８］张岩荣，董诚明，薛南南，等．不同等级山药种栽与其内源

激素 （ＩＡＡ、ＧＡ３）含量及蔗糖酶活性相关性研究 ［Ｊ］．中

国现代中药，２０１７，１９ （３）：３９３－３９７．

ＺＨＡＮＧＹＲ，ＤＯＮＧＣＭ，ＸＵＥＮＮ，ｅｔａｌ．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ａｄｅＹａｍ 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Ｈｏｒｍｏｎｅ（ＩＡＡ，ＧＡ３）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ｄＩｎｖｅｒｔａｓ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Ｊ］．

犕狅犱犲狉狀犆犺犻狀犲狊犲犕犲犱犻犮犻狀犲，２０１７，１９ （３）：３９３－３９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９］许超．莲藕膨大过程中生理生化变化的研究 ［Ｄ］．扬州：扬

州大学，２００２．

１９２第３期 敖兰吉亚等：山药块茎生长期５种内源激素含量变化对块茎膨大的影响



ＸＵ Ｃ．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ｏｆＬｏｔｕｓＲｏｏｔ［Ｄ］．ＹａｎｇＺｈｏｕ：Ｙａｎｇ

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２．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薛建平，葛德燕，张爱民，等．试管地黄的不定根膨大过程

中４种内源激素的消长 ［Ｊ］．作物学报，２００４，３０ （１０）：

１０５６－１０５９．

ＸＵＥＪＰ，ＧＥＤＹ，ＺＨＡＮＧＡ Ｍ，ｅｔａｌ．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

ｄｅｃｌｉｎｅｏｆｆｏｕｒ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ｈｏｒｍｏｎｅｓ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ａｄｖｅｎｔｉｔｉｏｕｓｒｏｏｔｓｗｅｌｌｉｎｇ ｏｆ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ｚｉｎｇｉｂｅｒｅｎｓｉｓ ［Ｊ］．

犃犮狋犪犃犵狉狅狀狅犿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０４，３０ （１０）：１０５６－１０５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１］ＡＣＨＡＲＤ Ｐ， ＧＵＳＴＩ Ａ， ＣＨＥＭＩＮＡＮＴ Ｓ，ｅｔ ａｌ．

Ｇｉｂｂｅｒｅｌｌｉｎ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ｅｌｌ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ｉｎ

Ａｒａｂｉｄｏｐｓｉｓ［Ｊ］．犆狌狉狉犲狀狋犅犻狅犾狅犵狔，２００９，１９ （１４）：１１８８－

１１９３．

［２２］ＧＥＬ，ＹＯＮＧＪＷ Ｈ，ＴＡＮＳＮ，ｅ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ｏｍｅ

ｃｙｔｏｋｉｎｉｎｓｉｎｃｏｃｏｎｕｔ（犆狅犮狅狊狀狌犮犻犳犲狉犪Ｌ．）ｗａｔｅｒｂｙｍｉｃｅｌｌａｒ

ｅｌｅｃｔｒｏｋｉｎｅｔｉｃｃａｐｉｌｌａｒｙ ａｆｔｅｒ ｓｏｌｉｄｐｈａｓ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Ｊ］．

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犆犺狉狅犿犪狋狅犵狉犪狆犺狔 犃，２００４，１０４８ （１）：１１９－

１２６．

［２３］ＫＩＹＯＳＨＩＴ，ＫＡＩＥＮＦ，ＹＯＳＨＩＯＫ，ｅｔａｌ．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ｔａｔｏｃｅｌｌｓｉ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ｊａｓｍｏｎｉｃａｃｉｄ［Ｊ］．犘犾犪狀狋犛犮犻犲狀犮犲，

１９９４，１００ （１）：３－８．

［２４］ＫＥＬＥＮ Ｍ，ＤＥＭ ＩＲＡＬＡＹ Ｅ Ｃ，ＳＯＮＧＵＯ Ｓ Ｅ Ｎ．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ｂｓｃｉｓｉｃａｃｉｄ，ｉｎｄｏｌｅ３ａｃｅｔｉｃａｃｉｄ，ｇｉｂｂｅｒｅｌｌｉｃ

ａｃｉｄｉｎ９９Ｒ（犞犻狋犻狊犫犲狉犾犪狀犱犻犲狉犻×犞犻狋犻狊狉狌狆犲狊狋狉犻狊）ａｎｄｒｏｓｅｏｉｌ

（犚狅狊犪 犱犪犿犪狊犮犲狀犪 Ｍｉｌｌ．） ｂｙ ｒｅｖｅｒｓｅｄ ｐｈａｓｅ ｌｉｑｕｉｄ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Ｊ］．犜狌狉犽犑犆犺犲犿，２００４，２８：６０３－６１０．

［２５］吕长文．不同类型甘薯生理特性与淀粉代谢及产量调控研究

［Ｄ］．重庆：西南大学，２０１１．

ＬＵ Ｃ Ｗ．Ｓｔｕｄｙｏｎ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Ｓｔａｒｃｈ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ａｎｄＹｉｅｌ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ｙｐｅｓｏｆＳｗｅｅｔ

Ｐｏｔａｔｏ［Ｄ］．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６］段院生，杨莉．甘薯块根生长调控研究进展 ［Ｊ］．安徽农业

科学，２００８，３６ （２）：１４０３０－１４０３２，１４０８３．

ＤＵＡＮ Ｙ Ｓ，ＹＡＮＧ 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ｎｔｕｂｅｒｒｏｏｔ

ｇｒｏｗｔｈ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ｗｅｅｔｐｏｔａｔｏ ［Ｊ］．犃狀犺狌犻犃犵狉犻犮狌犾狋狌狉犪犾

犛犮犻犲狀犮犲狊，２００８，３６ （２）：１４０３０－１４０３２，１４０８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７］ＭＡＴＳＵＯ Ｔ，ＭＩＴＳＵＺＯＮＯ Ｈ．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

ｍａｊｏｒｆｒｅｅｃｙｔｏｋｉｎｉｎｓａｎｄｆｒｅｅａｂｓｃｉｓｉｃａｃｉｄ ｄｕｒｉｎｇｔｕｂ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Ｓｗｅｅｔｐｏｔａｔｏ ［Ｊ］．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犘犾犪狀狋犌狉狅狑狋犺

犚犲犵狌犾犪狋犻狅狀，１９８８，７：２４９－２５８．

［２８］ＸＵＸ，ｖａｎＬＡＭＩＮＥＲＥＮＡＡＭ，ＶＥＲＭＥＥＲＥ，ｅｔａｌ．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ｇｉｂｂｅｒｅｌｌｉｎ，ａｂｓｉｃｉｓｉｃ ａｃｉｄ，ａｎｄ ｓｕｃｒｏ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ｔａｔｏｔｕｂ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ｖｉｔｒｏ ［Ｊ］．犘犾犪狀狋

犘犺狔狊犻狅犾狅犵狔，１９９８，１１７ （２）：５７５－５８４．

［２９］潘瑞炽．植物生理 ［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１８

－２１．

ＰＡＮ Ｒ Ｚ． 犘犾犪狀狋 犘犺狔狊犻狅犾狅犵狔 ［Ｍ ］．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１：１８－２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０］ＭＥＬＩＳＲ．薯类作物的成块作用和激素 ［Ｊ］．国外农学杂粮

作物，１９８５ （２）：１９－２３．

ＭＥＬＩＳＲ．Ｂｌｏｃｋ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ｄＨｏｒｍｏｎｅｏｆＰｏｔａｔｏＣｒｏｐｓ［Ｊ］．

犉狅狉犲犻犵狀犃犵狉犻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犆狉狅狆狊，１９８５ （２）：１９－２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责任编辑：杨小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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