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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水仙碱处理诱导银灰杨 2n 花粉与杂种三倍体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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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为创制银灰杨杂种三倍体新种质，研究完善银灰杨三倍体育种技术体系，筛选生长迅速、抗逆性强的银灰杨
新品种。【方法】本研究以银灰杨、河北杨以及银腺杨为试验材料，在优化秋水仙碱诱导银灰杨花粉染色体加倍技术条件
的基础上，开展了秋水仙碱注射处理对 2n 花粉粒表面结构的影响以及杂交创制杂种三倍体的研究。【结果】减数分裂时
期、注射次数、减数分裂时期与注射次数的交互效应均对 2n 花粉诱导率具有极显著影响。利用 0.5% 的秋水仙碱溶液对
发育至粗线期的花粉母细胞进行 11 次注射处理是秋水仙碱诱导银灰杨花粉染色体加倍的最佳处理组合，2n 花粉平均诱
导率最高可达（30.27 ± 8.69）%。与天然 2n 花粉粒相比，秋水仙碱诱导型 2n 花粉粒表面结构出现了明显的裂沟，说明秋
水仙碱注射处理对 2n 花粉花粉壁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选取含有一定 2n 花粉比例的花粉，分别与河北杨、银腺杨雌配
子进行授粉杂交，共收获杂种苗木 4 955 株，检测出三倍体 5 株，其中，2 株三倍体来源于河北杨 × 银灰杨的杂交组合；另
3 株三倍体来源于银腺杨 × 银灰杨的杂交组合。【结论】秋水仙碱能高效诱导银灰杨花粉染色体加倍并获得 2n 花粉，但
是注射会影响 2n 花粉花粉壁的形成，使得 2n 花粉粒表面结构产生裂沟。秋水仙碱诱导的 2n 花粉可以用于授粉杂交，成
功获得杂种多倍体植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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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Improving the technical system of triploid breeding to generate new triploid
germplasm can serve for developing new varieties with fast growing and higher resistance in P. canescens.
[Method] Based on the optimization of technical conditions for inducing pollen chromosome doubling,
effects of colchicine on induced 2n pollen of surface structure and triploid production by crossing induced 2n
pollen were conducted by taking P. canescens, P. hopeiensis and P. alba × P. glandulosa as experimental
materials. [Resul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meiotic stages, injection times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eiotic stage and injection time had highly significant effects on frequency of colchicine-induced 2n pollen.
The optimum treatment combination to induce pollen chromosome doubling was to inject 11 times with
0.5% colchicine solution when pollen mother cells were at pachytene. The highest mean frequenc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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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chicine-induced 2n pollen was (30.27 ± 8.69)%. Compared with natural 2n pollen, some narrow furrows
on the surface of the colchicine-indued 2n pollen were observed, suggesting that colchicine did, to some
extent, affect the formation of cell wall of induced 2n pollen. 4 955 hybrid offsprings were obtained by
crossing induced 2n pollen with female gametes of P. hopeiensis and P. alba × P. glandulosa, and five real
triploids were detected by flow cytometric analysis and somatic chromosome counting. Among the five
triploids, two triploids were derived from the cross combination between P. hopeiensis and P. canescens,
and three triploids were derived from the cross combination between P. alba × P. glandulosa and P.
canescens. [Conclusion] Colchicine could not only induce pollen chromosome doubling to produce 2n
pollen but also affect the formation of cell wall of colchicine-induced 2n pollen and resulted in narrow
furrows on ectexine structure in P. canescens. Hybrid polyploid offsprings were successfully obtained by
crossing colchicine-induced 2n pollen.
Key words: Populus canescens; colchicine; induction of 2n pollen; surface structure of 2n pollen; triploid

银灰杨（Populus canescens）是我国新疆额尔齐

种的花粉染色体加倍研究，并获得 20.0% ~ 88.0%

斯河流域的重要建群树种，其具有树干通直，耐干

的 2n 花粉。但由于树种特性各异，因此影响 2n 花

旱，耐盐碱，抗病虫害，根孽能力强等优良特性，是西

粉诱导的关键技术环节，如秋水仙碱浓度、有效时

部地区生态防护林建设的理想树种 。多数学者认

期、持续处理时间以及注射次数等亦不相同。因此，

为，银灰杨是银白杨（P. alba）与山杨（P. davidiana）

针对某一具体树种而言，开展秋水仙碱人工诱导

的天然杂种，其种内遗传多样性丰富，杂交可配性

2n 花粉技术条件优化研究显得很有必要。为完善银

好，具有巨大的遗传改良潜能 。李天权等 以毛新

灰杨三倍体育种技术体系，本文就优化秋水仙碱诱

杨（P. tomentosa × P. bolleana）为母本，银灰杨为父

导银灰杨花粉染色体加倍技术条件、秋水仙碱对诱

本，开展了正反杂交育种研究，选育出 6 个毛新杨 ×

导型 2n 花粉表面结构的影响、银灰杨杂种三倍体创

银灰杨的杂种无性系。田菊等 对毛新杨 × 银灰杨

制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为选育银灰杨三倍

杂种雄株无性系的减数分裂染色体异常行为、花粉

体新品种，推动林木三倍体育种理论和技术进步奠

形态以及花粉败育情况进行了系统观察。有关银灰

定了重要基础。

杨三倍体育种研究的报道甚少。田梦迪等[5] 开展了

1 材料与方法

[1]

[2]

[3]

[4]

高温处理诱导银灰杨花粉染色体加倍研究，并获得
了 42 株三倍体。但这 42 株三倍体均来源于 SDR

1.1

试验材料

型 2n 花 粉 与 单 倍 性 雌 配 子 杂 交 。 由 于 SDR 型

本研究所选用的银灰杨雄花枝采自于新疆阿勒

2n 配子传递亲本的杂合度大约为 FDR 型 2n 配子的

泰 市 哈 巴 河 天 然 林 中 的 优 良 单 株 ， 河 北 杨 （ P.

一半，致使其在育种中的利用价值相对较低

。因

hopeiensis）雌花枝采自于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种苗

此，利用物理或化学诱变剂处理正在分裂的性母细

站，银腺杨（P. alba × P. glandulosa）雌花枝采自于山

胞，获得利用价值高的 FDR 型 2n 配子，可能是银灰

东省聊城市冠县苗圃。

杨三倍体育种必由之路。

1.2

[6]

[7−8]

秋水仙碱作为一种重要的纺锤体微管蛋白抑制
剂，可通过抑制细胞分裂中期纺锤体的形成，使复制

1.2.1

研究方法
秋水仙碱诱导银灰杨花粉染色体加倍的技术

条件优化

后的染色体不发生分离而被保留在同一细胞内，从

将银灰杨雄花枝分批次水培于北京林业大学温

而形成多倍体细胞。如果秋水仙碱作用于性母细胞

室（10 ~ 20 ℃）。每隔 2 h，随机采集 2 ~ 3 个花芽，经

第一次减数分裂的中期纺锤体，则可导致 FDR 型

卡诺固定液固定后，利用醋酸洋红压片法观察花芽

2n 配子的产生。到目前为止，秋水仙碱已成功应用

减数分裂进程。当观察到大部分花粉母细胞进入细

于诱导林木大孢子、胚囊、合子以及体细胞染色体加

线期、粗线期、双线期、终变期以及中期 I 时，使用浓

倍选育多倍体的育种实践，获得了数以百计的杨树

度为 0.5% 的秋水仙碱溶液对花芽分别进行 0、3、5、

（Populus spp.）

、

7、9 和 11 次注射处理，每次用针管注射 1 mL 秋水

、 尾 叶 桉 （ Eucalyptus

仙碱溶液至有水珠溢出花芽表面，每次注射时间间

等林木三倍体与四倍体新种质。秋水

隔 2 h，并对各处理组合进行编号记录。处理结束

、刺槐（Robinia pseudoacacia）

[9−15]

杜 仲 （ Eucommia ulmoides）
urophylla）

[18]

仙碱也用于诱导杨树

[17]

、杜仲

[19−20]

[16]

[21]

以及桉树

[22]

等树

后，银灰杨雄花枝继续水培于温室至花药完全开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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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散粉，分别收集不同处理组合的花粉，保存于干燥

流式细胞仪进行倍性检测。

的离心管中，放置于 4 ℃ 冰箱中储存备用。
1.2.2 2n 花粉发生频率的统计

121

经流式细胞仪检测初步确定为三倍体植株后，
进一步利用染色体压片法进行染色体计数，以确认

用镊子夹取少量不同处理组合的花粉，均匀地

其倍性水平。染色体计数的具体操作步骤为：采集取

洒至滴有醋酸洋红的载玻片上制作临时涂片，并在

待检测植株的茎尖组织，投入对二氯苯饱和溶液中

Olympus BX-51 光学显微镜下随机选取 5 个视野观

预处理 2 ~ 3 h 后，再转入卡诺固定液中，于 4 ℃ 冰

察和拍照，进一步利用 Image J 软件测量花粉粒直

箱中固定 24 h。将固定后的茎尖材料用蒸馏水冲洗

径。以对照组花粉粒平均直径的 1.28 倍作为判别

2 ~ 3 次，每次 10 min。用滤纸吸干材料表面水分后，

2n 花粉的标准

，统计每个视野中总花粉粒数与

置于浓盐酸中解离 25 min，再用蒸馏水洗涤 2 次（每

2n 花粉粒的数量，计算出不同处理组合的 2n 花粉发

次 10 min），转入浓度为 45% 的乙酸中软化待用。取

生频率。试验重复 3 次，每次重复测量 200 ~ 300 个

少量软化后的茎尖材料置于在载玻片上，滴加 1 滴

花粉粒。

改良的卡宝品红染色液，用镊子夹碎后进行压片，并

[23]

P=

n
× 100%
N

式中：P 为 2n 花粉发生频率，n 为 2n 花粉数目，N 为

利用 Olympus BX 51 光学显微镜进行染色体观察和
照相。

观察花粉粒总数。
1.2.3 花粉粒表面结构的观察

取两块经无水乙醇清洁后的圆形电极板，在每
一个圆形电极板上粘上约 1 cm3 见方的 3 块导电胶

数据分析

1.2.6

将 2n 花粉频率等百分比数据经倒数转换后，利
用 SPSS 统计软件（18.0 版本）进行方差分析与多重
比较。

并做好标记，分别夹取少量对照组和粗线期注射 5、

2 结果与分析

11 次的花粉洒在每一块双面胶上，用解剖针均匀推

2.1

开后在离子溅射仪上进行喷金处理。随后，打开 S-

优化

秋水仙碱诱导银灰杨产生 2n 花粉的技术条件

3400 型日立扫描电子显微镜，对电子枪和样品室充

银灰杨雄花芽经 0.5% 的秋水仙碱注射处理后，

气后放入样品，合上仓门并抽真空。当显示工作距

部分花芽因受秋水仙碱的毒性作用而提早脱落或干

离为 10 mm 后，对每个处理组合进行观察并对花粉

枯死亡，未收集到花粉。存活的花芽于温室中继续

粒的形态与外壁纹饰进行拍照。

水培至花药成熟开裂后，均收集到了一定量的花

1.2.4 授粉杂交与播种育苗

粉。花粉经 2% 的醋酸洋红染色后，在光学显微镜下

待水培于温室的河北杨雌花芽与银腺杨雌花芽

进行花粉粒镜检，可观察到大部分花粉粒被染成深

柱头开裂进入可授期后，利用毛笔分别蘸取不同处

红色，且着色比较均匀，表明该花粉粒具有较好的生

理组合的银灰杨花粉，均匀地涂抹至柱头进行授粉

活力。但是，不论是对照组还是处理组，均有少量着

杂交。授粉后的河北杨雌花枝与银腺杨雌花枝继续

色浅的败育花粉粒存在（图 1）。通过花粉粒形态比

水培于温室至蒴果成熟开裂，套袋收集种子。

较可以发现，银灰杨对照组花粉中存在低频率的天

将草炭土∶蛭石∶珍珠岩以 3∶1∶1 的比例（体积

然 2n 花粉（图 1a），其发生频率为（2.08 ± 0.40）%。

比）混合均匀后，装至 50 孔规格的穴盘中（54 cm ×
28 cm × 10 cm）。用自来水将基质浇透后，将种子点

a

b

播于穴盘，每孔点播 1 ~ 2 粒种子，然后再覆盖一薄
层基质。播种结束后，将穴盘置于 60 cm × 40 cm 规
格的托盘内，并用插签做好标记，置于温室中萌发和
生长。
1.2.5 杂交子代倍性检测

待幼苗生长至 10 cm 左右时，首先进行流式细
胞仪检测，确定所有杂交子代幼苗的倍性水平。具
体操作步骤：采取 0.5 g 左右新鲜的幼嫩叶片，放置
于培养皿中，加入 1 mL 的细胞核裂解液 [24]，用刀片
切碎叶片后经滤网过滤，弃杂质，加入 5 μg/mL 的
DAPI 染色液 50 μL，染色 5 min 后，使用 Quanta SC

20 μm

20 μm

a. 对照组中的天然 2n 花粉（箭头）；b. 秋水仙碱诱导 2n 型花粉（箭
头）。标尺 = 20 μm。a, natural 2n pollen in control group (arrow); b,
colchicine-induced 2n pollen in treatments (arrow). Bar = 20 μm.
图 1 银灰杨天然 2n 花粉（a）与秋水仙碱诱导型 2n 花粉（b）
Fig. 1 Natural 2n pollen (a) and colchicine-induced
2n pollen (b) in Populus canesc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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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3次 3 injections
注射5次 5 injections
注射7次 7 injections
注射9次 9 injections
注射11次 11 injections

秋水仙碱各处理组合的花粉中，均观察到一定
2n 花粉诱导率
Induction rate of 2n pollen/%

频率的 2n 花粉（图 1b）。由图 2 所示，不同处理组合
之间 2n 花粉诱导率存在明显差异，其中以粗线期注
射 11 次的诱导效果最好，平均 2n 花粉诱导率达到
（30.27 ± 8.69）%；中期Ⅰ注射 3 次的诱导效果最差，
平均 2n 花粉诱导率为（2.75 ± 0.43）%。不同处理组
合 2n 花粉诱导率的差异显著性分析结果表明，减数
分裂时期、注射次数以及减数分裂时期与注射次数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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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的交互效应均对银灰杨 2n 花粉的诱导率具有极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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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线期
粗线期
双线期 终变期
中期Ⅰ
Leptotene Pachytene Diplotene Diakinesis MetaphaseⅠ
减数分裂时期 Meiotic stage

著影响（表 1）。减数分裂时期和注射次数的多重性

图 2 不同处理组合的银灰杨 2n 花粉诱导率

比较结果显示（表 2），粗线期的 2n 花粉诱导率显著

Fig. 2 Induction rates of colchicine-induced 2n pollen in P. canescens

高 于 细 线 期 ， 双 线 期 以 及 中 期Ⅰ ； 秋 水 仙 碱 注 射

under different treatments

11 次的 2n 花粉诱导率显著高于其他注射次数。因

表面结构均无明显差异，其表面颗粒状纹饰分布均

此，当花粉母细胞发育至粗线期时，利用 0.5% 的秋

匀，且无明显裂痕。低倍镜下对照组（图 3j）、粗线期

水仙碱进行 11 次注射是诱导银灰杨花粉染色体加

注射 5 次（图 3k）以及粗线期注射 11 次（图 3l）处理

倍获得 2n 花粉的最优处理组合。

组合的 2n 花粉粒表面纹饰亦无明显变化，但随着镜

2.2 秋水仙碱处理对银灰杨花粉粒表面结构的影响

头倍数的提高，花粉粒表面纹饰逐渐清晰。与天然

银灰杨对照组、粗线期注射 5 次以及粗线期注

2n 花粉粒（图 3m）相比，粗线期注射 5 次（图 3n）以

射 11 次所获得花粉的电镜扫描结果如图 3 所示。从

及粗线期注射 11 次（图 3o）处理组合的 2n 花粉粒表

图 3 可以看出，无论是对照组还是处理组，银灰杨花

面颗粒分布不均匀，出现裂痕，且具有明显的裂沟。

粉粒表面均存在许多凹陷，并非呈圆球型。此外，对

这说明秋水仙碱处理可导致银灰杨诱导型 2n 花粉

照组（图 3a）、粗线期注射 5 次（图 3b）以及粗线期注

粒表面结构发生变化。

射 11 次（图 3c）处理组合的花粉中均可观察到 2n 花

2.3

粉的存在。不论是在低倍镜下还是在高倍镜下，对

制三倍体

银灰杨 2n 花粉与银腺杨、河北杨雌配子杂交创

照组（图 3d、g）、粗线期注射 5 次（图 3e、h）以及粗线

选 取 花 粉 产 量 大 且 含 有 一 定 比 例 2n 花 粉 的

期注射 11 次（图 3f、i）处理组合中的单倍性花粉粒

12 个处理组合，分别与河北杨、银腺杨雌株进行授

表1
Tab. 1

不同处理组合银灰杨 2n 花粉诱导率的方差分析

Variance analysis on induction rates of colchicine-induced 2n pollen in P. canescens under different treatments
变异来源 Source of variation

F

P

df

MS

减数分裂时期 Meiotic stage

4

251.696

4.801**

0.009

注射次数 Injection time

4

652.650

12.449**

0.000

减数分裂时期 × 注射次数 Meiotic stage × injection time

16

52.427

3.006**

0.002

误差 Error

50

17.444

注：** 代表差异极显著（P < 0.01）。Note: ** represents high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 < 0.01).

表2

不同减数分裂时期和不同注射次数银灰杨 2n 花粉诱导率的多重比较

Tab. 2
减数分裂时期
Meiotic stage

Multiple comparisons in induction rates of 2n pollen under different
meiotic stages and different injection times in P. canescens

平均2n花粉诱导率
Average induction rate of 2n pollen/%

注射次数
Injection time

平均2n花粉诱导率
Average induction rate of 2n pollen/%

细线期 Leptotene

7.57 ± 2.51b

3

4.83 ± 1.72d

粗线期 Pachytene

13.54 ± 10.30a

5

6.03 ± 1.70cd

双线期 Diplotene

7.84 ± 2.921b

7

7.94 ± 2.28bc

终变期 Diakinesis

10.77 ± 5.23ab

9

11.18 ± 3.51b

7.42 ± 5.39b

11

17.17 ± 8.94a

中期Ⅰ MetaphaseⅠ

注：不同小写字母代表差异显著（P < 0.05）。Note: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represen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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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仪检测的准确性，本研究首先采用两株子代苗
混合制样检测策略，若测试结果出现两个峰值（图 4a），
则重新单独检测，共筛选出 5 株疑似三倍体植株

e

d

f

（图 4b）。进一步利用体细胞染色体计数法对 5 株疑
似三倍体植株进行镜检确认，对照二倍体植株的染
色体数目为 38 条（2n = 2x = 38）（图 4c），三倍体植

g

h

i

株的染色体数目为 57 条（2n = 3x = 57）（图 4d），说
明 5 株疑似三倍体植株均为真正的三倍体。其中，
2 株三倍体来源于河北杨 × 银灰杨的杂交组合，另
外 3 株三倍体来源于银腺杨 × 银灰杨的杂交组合。

k

j

l

对照组杂交子代未检测出三倍体，说明天然 2n 花粉
未参与受精过程。
由表 3 还可以看出，不同比例的 2n 花粉与河北

m

n

o

杨 、 银 腺 杨 雌 株 授 粉 后 ， 三 倍 体 得 率 介 于 0% ~
16.67% 之间变动，平均三倍体得率仅为 2.35%。与
参与授粉的 2n 花粉频率相比，所有杂交组合的三倍
体 得 率 均 远 低 于 2n 花 粉 频 率 ， 说 明 授 粉 过 程 中

a. 对照组花粉粒形态；b. 粗线期注射 5 次花粉粒形态；c. 粗线期注
射 11 次花粉粒形态；d. 对照组单倍性花粉粒表面结构；e. 粗线期注
射 5 次花粉粒表面结构；f. 粗线期注射 11 次花粉粒表面结构；g. 对
照组单倍性花粉粒表面沉积；h. 粗线期注射 5 次花粉粒表面沉积；i.
粗线期注射 11 次花粉粒表面沉积；j. 天然 2n 花粉粒表面结构；k.
粗线期注射 5 次 2n 花粉粒表面结构；l. 粗线期注射 11 次 2n 花粉
粒表面结构；m. 天然 2n 花粉粒表面沉积；n. 粗线期注射 5 次 2n 花
粉粒表面沉积；o. 粗线期注射 11 次 2n 花粉粒表面沉积。标尺 =
100 μm（a ~ c），10 μm（d ~ f），20 μm（j ~ l），5 μm（g ~ i；m ~ o）。a,
morphology of pollen grains in control group; b, morphology of pollen
grains derived from the treatment with 5 injections at pachytene; c,
morphology of pollen grains derived from the treatment with 11
injections at pachytene; d, ectexine structure of haploid pollen grains in
control group; e, ectexine structure of haploid pollen grains derived
from the treatment with 5 injections at pachytene; f, ectexine structure
of haploid pollen grains derived from the treatment with 11 injections
at pachytene; g, ectexine deposition of haploid pollen grains in control
group; h, ectexine deposition of haploid pollen grains derived from the
treatment with 5 injections at pachytene; i, ectexine deposition of
haploid pollen grains derived from the treatment with 11 injections at
pachytene; j, ectexine structure of natural 2n pollen grains; k, ectexine
structure of 2n pollen grains derived from the treatment with 5
injections at pachytene; l, ectexine structure of natural 2n pollen grains
derived from the treatment with 11 injections at pachytene; m, ectexine
deposition of natural 2n pollen grains; n, ectexine deposition of 2n
pollen grains derived from the treatment with 5 injections at pachytene;
o, ectexine deposition of 2n pollen grains derived from the treatment
with 11 injections at pachytene; scale bar = 100 μm (a−c), 10 μm (d−f),
20 μm (j−l), 5 μm (g−i; m−o).
图3
Fig. 3

银灰杨单倍性花粉粒与 2n 花粉粒表面结构的电镜观察
Scanning electron micrographs of haploid pollen grains

2n 花粉与单倍性花粉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且 2n 花
粉的授粉竞争能力明显差于单倍性花粉。

3 讨

论

自秋水仙碱被发现具有诱导植物细胞染色体加
倍的功效以来，已广泛用于诱导植物花粉染色体加
倍选育三倍体的育种实践[25]。当人工利用秋水仙碱
诱导花粉母细胞染色体加倍获得 2n 花粉时，花粉母
细胞减数分裂时期，秋水仙碱浓度以及注射次数等
因素成为决定 2n 花粉能否成功诱导的关键 [26]。因
此，针对特定处理对象，筛选适宜的秋水仙碱浓度、
处理方式及关键时期进行有效处理，是诱导获得高
比例 2n 花粉的重要参数。康向阳 [27] 对秋水仙碱诱
导毛新杨花粉染色体加倍的有效处理时期开展了研
究，发现当花粉母细胞减数分裂由细线末期到终变
期之前，利用 0.5% 的秋水仙碱进行 3 ~ 5 次注射处
理，2n 花粉诱导率最高，可达 88%。李开隆等 [28] 以
大青杨为材料，开展 2n 花粉人工诱导试验时发现，
当雄花枝水培 4 d 时，利用浓度为 0.3% 的秋水仙碱
进行注射处理为最优技术组合，2n 花粉诱导率为
10.9%。李赟等 [29] 筛选出秋水仙碱诱导银白杨花粉
染色体加倍的最佳处理组合是：当花粉母细胞发育
至细线末期到粗线期时，利用 0.5% 的秋水仙碱进
行 7 次注射处理，其最高 2n 花粉比例可达 82.33%。

and 2n pollen grains in P. canescens

据赵鑫闻等 [30] 报道，采用浓度为 0.5% 的秋水仙碱

粉杂交，共收获种子 6 741 粒，成苗 4 955 株（表 3）。

于粗线期进行注射处理是诱导美洲黑杨产生 2n 花

其中，245 粒种子来源于河北杨与银灰杨杂交组合，

粉的适宜技术条件，2n 花粉的诱导为 35.5%。由此

成苗 76 株；6 496 粒种子来源于河北杨与银灰杨杂

可见，不同树种诱导 2n 花粉适宜技术条件组合亦不

交组合，成苗 4 879 株。为了减少工作量，提高流式

尽相同。即使在诱导技术条件优化的前提下，不同

北

124

表3
Tab. 3
序号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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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灰杨秋水仙碱诱导型 2n 花粉与河北杨、银腺杨雌配子杂交创制三倍体

Crossing colchicine-induced 2n pollen in P. canescens with female gametes in P. hopeiensis and
P. alba × P. glandulosa to produce triploids

母本
Female parent

2n花粉比率
种子数
成苗数
三倍体数
Frequency of 2n pollen/% Number of seeds Number of seedlings Number of triploids

三倍体得率
Triploid production rate/%

1

30.27

38

6

1

16.67

2

20.36

33

9

1

11.11

16.70

64

21

0

0

15.11

31

16

0

0

5

11.03

52

20

0

0

6

10.53

27

4

0

0

7

9.05

912

610

2

0.33

8

8.76

1 027

864

1

0.12

6.22

704

563

0

0

5.79

975

623

0

0

5.46

1 217

964

0

0

12

4.34

694

552

0

0

对照 Control

2.08

967

703

0

0

6 741

4 955

5

3

河北杨
P. hopeiensis

4

9
银腺杨
P. alba × P.
glandulosa

10
11

总计 Total

1 500

细胞个数 Cell number

800

900
3X

600

300

0

b
3X

2X

1 200
细胞个数 Cell number

1 000

a

600

400

200

0

50

100

150
200
250
荧光强度
Fluorescence intensity (DAPI)

300

0

0

50

100

150
200
250
荧光强度
Fluorescence intensity (DAPI)

300

d

c

20 μm

20 μm

a. 二倍体与三倍体混样流式分析；b. 三倍体流式分析；c. 二倍体染色体数目；d. 三倍体染色体数目。a, flow cytometric analysis of the mixed
sample of diploid plant and triploid plant; b, flow cytometric analysis of the triploid plant; c, chromosome number of the diploid (2n = 2x = 38); d,
chromosome number of the tripliod (2n = 3x = 57).
图 4 秋水仙碱诱导银灰杨花粉染色体加倍子代倍性分析
Fig. 4 Ploidy analysis of the offsprings derived from pollen chromosome doubling induced by colch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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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种 2n 花粉诱导率也存在较大差异，可能与树种生

是秋水仙碱诱导银灰杨花粉染色体加倍的适宜处理

物学特性以及同一花序不同花药内花粉母细胞发育

组合，2n 花粉平均诱导率最高可达（30.27 ± 8.69）%。

不同步有关。本研究中，当银灰杨花粉母细胞发育

与天然 2n 花粉粒相比，秋水仙碱诱导型 2n 花粉粒

到粗线期时，利用 0.5% 的秋水仙碱注射 11 次，可获

表面结构出现了明显的裂沟，表明秋水仙碱注射处

得 30.27% 的 2n 花粉。由此可知，银灰杨花粉染色

理对 2n 花粉花粉壁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选取产量

体加倍有效处理时期与同派树种毛新杨

和银白

大且 2n 花粉比例高的花粉，分别与河北杨、银腺杨

相当，但 2n 花粉诱导率却低很多。究其原因，

雌株进行授粉杂交，共收获杂种苗木 4 955 株，检测

可能与以下两个方面密切相关。一是银灰杨同一花

出三倍体 5 株，其中，2 株三倍体来源于河北杨 × 银

芽不同花药内花粉母细胞减数进程同步性差 ；另一

灰杨的杂交组合；另 3 株三倍体来源于银腺杨 × 银

方面是当银灰杨花粉母细胞发育至粗线期前后时，

灰杨的杂交组合。本研究证实了秋水仙碱不但能诱

花序已露出约 1/2，缺乏芽鳞包被，注射的秋水仙碱

导银灰杨花粉染色体加倍获得 2n 花粉，还会影响

大部分溢出苞片而被蒸发，降低了秋水仙碱的处理

2n 花粉花粉壁的形成，使 2n 花粉粒表面结构产生

效果。

裂沟。

杨

[29]

[27]

[5]

高温是一种高效的物理诱变因素，已经广泛用
于植物 2n 花粉诱导

。有研究表明，利用 36 ℃

[20,31]

持续处理正在减数分裂的玫瑰花，不但可以诱导玫
瑰产生高频率的 2n 花粉，还会致使花粉粒表面结构
受损，花粉粒表面纹饰出现裂沟，从而导致花粉生活
力明显降低[31]。另据 Tian 等[20] 报道，对处于减数分
裂终变期的银灰杨雄花芽进行持续 6 h 的 38 ℃ 高
温处理，可以诱导银灰杨产生 56.3% 的 2n 花粉，导
致花粉产量明显下降，还会致使 2n 花粉表面出现明
显的裂沟，但不会显著地影响 2n 花粉的萌发率。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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