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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开展茄子小孢子培养技术研究，为茄子单倍体育种在生产实践上应用提供技术支持。【方法】以6个

不同基因型茄子栽培品种为试材进行小孢子培养，探究基因型、花药预处理、花药壁组织及供体植株生长环境对茄子

小孢子培养的影响。【结果】6个茄子栽培品种均能诱导出愈伤组织，但诱导频率差异明显，其中，37号和128号品种的

小孢子愈伤组织诱导频率极显著高于其他品种（P＜0.01，下同）；6个茄子品种中仅37号品种能形成再生植株，其中5

株为单倍体植株，8株为双单倍体植株。茄子小孢子培养必需进行高温（36 ℃）热激处理，最佳处理时间6 d；低温

（4 ℃）预处理不能启动茄子小孢子脱分化形成愈伤组织，但能极大促进愈伤组织形成；花药预处理以低温（4 ℃）处理

6 d+高温（36 ℃）处理6 d的效果最佳，愈伤组织的诱导频率达60.0个/花药；花药壁组织与小孢子共培养能促进愈伤组

织形成，最佳处理时间8~12 d。供体植株在露地环境条件下小孢子愈伤组织诱导频率极显著高于温室环境条件。【结

论】对露地环境条件下种植的37号和128号茄子的花药进行低温（4 ℃）处理6 d+高温（36 ℃）处理6 d，可获得最佳的

小孢子愈伤组织诱导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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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In this study, the technology of microspore culture of eggplant was studied to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application of haploid breeding of eggplant.【Method】Six eggplant varieties with various genotypes were
used as experimental materials to conduct microspore culture. The effects of factors such as genotype，anther pretreatment，
anther wall tissue and donor plant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on microspore culture were studied.【Result】Callus could be
induced from the six cultivated varieties. But callus induction frequency was very different. Callus induction frequencies
of varieties No.37 and No.128 were extremely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other varieties（P<0.01，the same as be-
low）. Regenerated plants were obtained from variety No.37 only，with five haploid plants and eight double haploid plants.
High temperature（36 ℃）heat shock treatment was essential to microspore culture of eggplant, the best treatment time was
6 d. Low temperature pretreatment（4 ℃）could not induct callus through dedifferentiation of microspores，but it could
greatly improve callus induction frequency. Anther pretreatment with low temperature（4 ℃）for 6 d plus high temperature
（36 ℃）treatment for 6 d had the optimal effects，and callus induction frequency was 60.0 callus/anther. Co-cultivation of
microspores with anther wall tissue improved callus induction frequency，and the best treatment time was 8-12 d. Callus in-
duction frequency of donor plants in field condition was extremely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greenhouse conditions.
【Conclusion】Low temperature（4 ℃）for 6 d+high temperature（36 ℃）for 6 d in field condition on anther of eggplant
varieties No.37 and No.128 can achieve the best microspore callus inductio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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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茄子（Solanum melongena L.）是重

要的茄科蔬菜作物，但生产中易受青枯病和黄萎病

等病虫危害，导致产量和品质降低。选育抗性品种

是提高茄子产量和质量的有效方法（范适，2003），通

过花药培养及小孢子培养快速获得双单倍体目标材

料，能加速茄子育种进程（范适等，2014）。小孢子培

养具有能排除花药壁组织干扰、诱导效率高等优点，

在纯化亲本、突变体筛选及遗传研究等方面得到广

泛应用。小孢子培养在烟草属（Kyo and Harada，

1985）及芸苔属（顾祥昆等，2013；张振超等，2013）的

一些品种上已取得较理想效果，但有关其他作物小

孢子的培养却很难实现。因此，开展茄子小孢子培

养技术研究，对促进茄子单倍体育种在生产实践上

应用具有重要意义。【前人研究进展】北京市农业科

学院蔬菜研究所单倍体组（1978）、刘独臣等（2008）

通过茄子花药培养已成功获得单倍体植株。顾淑荣

（1979）的研究结果证实，茄子的小孢子培养始于

1979年，且获得了愈伤组织。Miyoshi（1996）采用游

离小孢子培养方法成功获得了茄子再生植株。佟曦

然等（2007）对茄子游离花粉培养发育过程进行较详

细的形态细胞学观察，结果发现小孢子进行均等分

裂和营养细胞分裂均能形成胚状体或愈伤组织。宋

彦平等（2007）研究表明，单核靠边期小孢子是诱导

愈伤组织发生的最佳时期，对花药进行低温和高温

结合处理有利于小孢子存活，能促进小孢子脱分化，

但愈伤组织诱导频率很低。李华等（2008）研究发

现，对花药进行高温热激处理会导致小孢子体积膨

大，活力提高。【本研究切入点】目前，国内外虽已开

展茄子小孢子培养技术研究，但小孢子愈伤组织的

诱导频率不高，难以从愈伤组织再分化获得完整植

株。【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分析影响基因型、花药预处

理、花药壁组织及供体植株生长环境等对茄子小孢

子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旨在完善茄子小孢子培养

技术体系，为茄子单倍体育种在生产实践上应用提

供技术支持。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供试栽培茄子品种29号、30号、35号、36号、37号

和128号均由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茄子

课题组提供。2014年3月育苗，4月底定植于中国农

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蔬菜基地露地大田。

1. 2 小孢子发育时期细胞学观察

参照李保庆（1995）的方法使用醋酸洋红染色剂

常规制片法进行小孢子发育时期细胞学观察。用改

良的卡诺固定液（95%乙醇∶冰醋酸∶氯仿=6∶3∶1）固

定花蕾24 h，然后置于70%酒精中保存。观察时，将

花药置于载玻片上，加少量醋酸洋红染色剂，从中部

切开花药，使花粉散出，加盖玻片，在显微镜下观察

并拍照。

1. 3 花药预处理方法

在前期试验基础上，选取37号和128号为试材，

挑选盛花期处于单核中晚期的花蕾进行表面灭菌后

剥出花药，接种于花药预处理培养基。低温（4 ℃）

和高温（36 ℃）预处理均设0、2、4、6和8 d各5个时间；

变温预处理设低温（4 ℃）处理2、4、6和8 d后再高温

（36 ℃）处理2、4、6和8 d。

花药预处理培养基为MS+0.2 mg/L 2,4-D+0.5

mg/L ZT+0.6%琼脂+2.0%蔗糖；培养条件为黑暗，白

天温度为（27±1）℃、夜晚温度为（22±1）℃。

1. 4 小孢子培养方法

挑选黄绿色、膨大的花药，从中部切开，接种于

诱导培养基中；每个培养皿（直径6 cm）加诱导培养

基5 mL、接种8个中部切开的花药，石蜡膜封口，7 d

后去掉药壁残渣。置于黑暗、温度为27 ℃环境中培

养10 d后转入光照培养，光照时间为14 h/d，光强为

2000 lx，培养5 d后，每培养皿加5 mL稀释培养基，直

至愈伤组织形成。

诱导培养基为KM+0.2 mg/L 2,4-D+0.5 mg/L

ZT+1.0 mg/L NAA+7.5%葡萄糖，稀释培养基为KM+

0.1 mg/L 2,4-D+2.0 mg/L 6-BA+7.5%葡萄糖。

1. 5 花药壁组织与小孢子共培养

选取37号和128号为试材，设0、4、8和12 d等4个

共培养处理时间，对比不同共培养时间下愈伤组织

的形成情况，探讨花药壁组织与小孢子共培养对茄

子小孢子培养的影响。

1. 6 供体植株生长环境

选取37号和128号为试材，分温室和露地2个生

长环境进行常规栽培管理。温室：2014年1月播种，2

月下旬定植；露地：2014年3月播种，4月定植。对比

不同生长环境下供体植株诱导愈伤组织的状况，探

讨供体植株生长环境对茄子小孢子培养的影响。

1. 7 植株再生及再生植株的倍性鉴定

将愈伤颗粒转移至含2.0%蔗糖、2.0 mg/L ZT、

0.1 mg/L IAA和7.0 g/L琼脂的MS再生培养基上，获

得不定芽，将不定芽移至含2.0%蔗糖、0.1 mg/L IAA

和7.0 g/L琼脂的MS生根培养基上，待获得完整根系

后进行驯化、移栽。再生植株用PAS全自动流式细

胞仪进行染色体倍性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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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统计分析

各处理愈伤组织诱导频率以“个/花药”表示，采

用SPSS 20.0进行统计分析，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进行组间差异显著性比较。

2 结果与分析

2. 1 茄子小孢子培养过程的形态学观察

2. 1. 1 小孢子发育时期的细胞学观察 为确定茄

子花蕾长度与小孢子发育时期的对应关系，对不同

长度花蕾进行醋酸洋红染色并进行细胞学观察，结

果见图1。将不同长度花蕾分为9.2~9.9、10.0~11.1和

11.2 mm以上三类（图1-A），分别对应茄子小孢子的

四分体时期、单核中晚期和成熟期。

四分体时期（图1-B）小孢子母细胞经减数分裂

成4个连在一起的细胞，呈四裂状、四面体状和四分

状3种形式。单核中晚期（图1-C）小孢子的外部形态

呈圆形，细胞核在细胞的中央或靠近边缘处。成熟

期（图1-D）细胞体积变大，外部形态呈近圆形至椭圆

形，极面观呈三裂圆形，有3条萌发孔，细胞表面可见

颗粒状外壁纹饰。茄子小孢子培养最适宜的时期为

单核中晚期，此时茄子花蕾长度为10.0~11.1 mm。

2. 1. 2 愈伤组织形成过程的细胞学观察 用倒置

显微镜观察小孢子培养过程中小孢子各发育时期的

形态。花药经变温预处理后，小孢子出现明显膨大，

直径可增大3倍（图2-A）；3 d后观察到小孢子的第一

次分裂，多数为均等分裂（图2-B）；7 d后可观察到多

细胞团（图2-C）；20 d后有愈伤组织出现（图2-D），愈

伤组织呈黄绿色、圆球形，直径约1.0 mm。

2. 2 茄子基因型对愈伤组织形成的影响

由表1可知，6个茄子品种均能形成愈伤组织。

其中，37号品种的愈伤组织诱导频率最高，达61.1

个/花药，极显著高于其他品种（P<0.01，下同），且最

早出现愈伤组织，第10 d即有愈伤组织形成；其次为

128号品种，愈伤组织诱导频率为46.9个/花药，极显

著高于除37号品种外的其他品种；愈伤组织诱导频

率最低的为35号品种，仅7.1个/花药，极显著低于除

36号品种外的其他品种，且最晚出现愈伤组织，第

26 d才有愈伤组织形成。说明不同基因型的茄子小

孢子愈伤组织诱导频率差异明显，以37号和128号品

种小孢子愈伤组织发生能力较强。

图 1 茄子小孢子发育时期的细胞学观察结果
Fig.1 Cytological observation during microspore development period in eggplant

A：不同长度花蕾；B：四分体时期；C：单核中晚期；D：成熟期
A：Flower buds of different lengths；B：Tetrad period；C：Middle-late singlenucleus period；D：Mature period

A B

C D

范适等：茄子小孢子培养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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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花药预处理对愈伤组织形成的影响

2. 3. 1 低温（4 ℃）预处理对愈伤组织形成的影响

对小孢子愈伤组织发生能力强的37号和128号品种

进行低温（4 ℃）预处理，结果发现各处理组（2、4、6

和8 d）的花药体积均未膨大，颜色未发生变化。将

其中的小孢子接种到液体诱导培养基上后，通过倒

置显微镜镜检，发现仅1%~2%小孢子膨大，绝大多

数小孢子未启动。培养40 d后，各处理均未形成愈

伤组织。

2. 3. 2 高温（36 ℃）预处理对愈伤组织形成的影响

从图3可看出，高温（36 ℃）预处理使愈伤组织诱导

频率极显著提高，以预处理6 d处理组的愈伤组织诱

导频率最高，37号和128号品种的愈伤组织诱导频率

分别为28.5和18.4个/花药，极显著高于同品种的其

他处理。说明高温（36 ℃）预处理6 d茄子小孢子愈

伤组织的发生能力最强。

观察发现，在小孢子培养过程中经高温（36 ℃）

预处理各处理组的花药体积均出现膨大，至6 d时，

花药体积增至最大，直径可达预处理前的2~3倍；花

药颜色由淡绿色转为黄绿色。在培养过程中通过显

微镜检查发现，高温（36 ℃）预处理2 d后小孢子膨大

率约10%，至6 d时，小孢子膨大率达50%。说明小孢

子启动导致花药体积膨大。

2. 3. 3 变温预处理对愈伤组织形成的影响 由表2

可知，小孢子接种到液体诱导培养基30 d后，各处理

均有愈伤组织形成，愈伤组织的诱导频率为11.2~

60.0个/花药，以低温（4 ℃）处理6 d+高温（36 ℃）处

理6 d的诱导频率最高，为60.0个/花药，极显著高于

其他处理；其次是低温（4 ℃）处理4 d+高温（36 ℃）

处理6 d，诱导频率为44.4个/花药，与低温（4 ℃）处理

8 d+高温（36 ℃）处理6 d的差异不显著（P>0.05，下

同），显著（P<0.05）或极显著高于除低温（4 ℃）处理

6 d+高温（36 ℃）处理6 d外的其他处理；低温（4 ℃）

处理2 d+高温（36 ℃）处理2 d的诱导频率最低，仅

11.2个/花药。因此，确定低温（4 ℃）处理6 d+高温

（36 ℃）处理6 d是诱导茄子小孢子脱分化的最佳预

处理组合。

2. 4 花药壁组织与小孢子共培养对愈伤组织形成

的影响

从图4可看出，花药壁组织与小孢子共培养能提

品种
Variety
29号 No.29
30号 No.30
35号 No.35
36号 No.36
37号 No.37
128号 No.128

诱导频率（个/花药）
Induction frequency（callus/anther）

33.2±4.5cC
27.0±4.3cC
7.1±1.1dD

11.1±2.0dD
61.1±8.3aA
46.9±6.6bB

图 2 茄子小孢子培养过程的细胞学观察结果
Fig.2 Cytological observation during microspore culturing in eggplant

A：膨大的小孢子；B：均等分裂；C：多细胞团；D：愈伤组织
A：Expanding microspore；B：Symmetric division；C：Multicellular mass；D：Callus

表 1 不同基因型茄子品种的愈伤组织形成情况
Table 1 Callus induction in eggplant varieties with different
genotypes

同列数据后不同大、小写字母分别表示差异极显著（P<0.01）和显著
（P<0.05）。表2同
Different upp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represented extreme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1），and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 The same
was applied in Table 2

图 3 高温（36 ℃）预处理对茄子愈伤组织形成的影响
Fig.3 Effects of high temperature（36 ℃）pretreatment on ca-

llus induction

同一品种不同大、小写字母分别表示差异极显著（P<0.01）和显著
（P<0.05）。图4和图5同
Different uppercase letters for the same variety represented extreme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1），and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represen-
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 The same was applied in Fig. 4
and Fi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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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小孢子愈伤组织的诱导频率，培养至第8 d时诱导

频率达最高，37号和128号品种的愈伤组织诱导频率

分别为52.4和40.0个/花药，极显著高于未进行花药

壁组织共培养的处理组。当共培养时间延长至12 d

时，愈伤组织诱导频率开始下降，但与共培养8 d处

理组相比差异不显著。说明花药壁组织与小孢子共

培养的最佳时间为8~12 d。

2. 5 供体植株生长环境对愈伤组织形成的影响

从图5可看出，在露地环境条件下小孢子愈伤

组织诱导频率极显著高于温室环境条件，37号品种

的愈伤组织诱导频率为53.7个/花药，比温室环境条

件处理组高71.6%；128号品种的愈伤组织诱导频率

为47.4个/花药，比温室环境条件处理组高65.7%。观

察发现，在温室中生长的植株出现部分畸形果或无

籽果实，说明供体植株在自然环境下生长更好。

2. 6 植株再生及再生植株的倍性鉴定

将愈伤组织转移至再生培养基上进行培养，约

30 d出现绿色芽点，约65 d分化成不定芽（图6-A和

图6-B）及丛生芽（图6-C和图6-D）；将2~3 cm高的不

定芽从基部切除移至生根培养基，20 d后可形成不

定根，35 d后可形成完整的根系（图6-E和图6-F）；移

植后，90%以上的小植株能成活（图6-G）。

供试的6个茄子品种中，只有37号形成了13株

再生植株，再生植株经流式细胞仪检测，5株为单倍

体植株，8株为双单倍体植株。

3 讨论

供试的6个品种茄子均能诱导出愈伤组织，但

诱导频率差异明显，其中，37号和128号品种的小孢

子愈伤组织诱导频率显著高于其他品种；37号品种

可形成再生植株，29号和128号品种能分化不定芽，

但出现玻璃化现象，最终未能成苗。表明茄子基因

型差异对其小孢子培养影响较大。在烟草（Kyo

and Harada，1985）、芥菜（顾祥昆等，2013）、甘蓝（张

振超等，2013）等作物的研究中也出现相似的现象，

说明基因型差异普遍存在于小孢子培养中。

小孢子培养一般需对花蕾或花药进行预处理，

如营养饥饿（蔗糖饥饿和氮饥饿）、低温、高温（热

激）、射线及激光处理等，其目的是通过预处理使小

孢子偏离正常的配子体发育方向，启动小孢子脱分

化，进而形成胚状体或形成愈伤组织通过器官化途

径成苗。这些预处理中，以高温热激处理效果最

佳。高温热激预处理能促进细胞对称分裂，改变小

孢子发育方向（刘公社等，1995），是改变小孢子离体

发育方向的主要途径（李华等，2008）。经热激等处

理后的小孢子，在形态上改变了极性分布，细胞的生

低温（4 ℃）
处理时间（d）
Low temperature
（4 ℃）treatement time
2
2
2
2
4
4
4
4
6
6
6
6
8
8
8
8

2
4
6
8
2
4
6
8
2
4
6
8
2
4
6
8

高温（36 ℃）
处理时间（d）

High temperature
（36 ℃）treatement time

诱导频率（个/花药）
Induction
frequency

（callus/anther）
11.2±1.1hG

20.6±2.7fgEF
32.5±3.9cdC
22.3±2.8efDE
15.6±2.7ghFG
29.4±3.7deC
44.4±5.0bB

27.3±4.6eCD
17.5±2.0ghEF
31.8±3.7dC
60.0±7.5aA
30.1±3.3deC

18.3±2.3ghEF
33.5±3.3cdC
40.6±4.4bcB
31.7±3.5dC

表 2 变温预处理对37号茄子品种愈伤组织形成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varied temperature pretreatment on egg-
plant No.37 callus induction

图 5 供体植株生长环境对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Fig.5 Effects of donor plant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on cal-

lus induction

范适等：茄子小孢子培养技术研究

图 4 茄子花药壁组织与小孢子共培养对愈伤组织形成的
影响

Fig.4 Effects of co-cultivation of microspores with anther wall

tissue on callus in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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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状态也发生改变，从而引起小孢子分裂方式和发

育方向发生改变，使小孢子偏离正常的配子体发育

途径。Miyoshi（1996）、连勇等（2004）研究证实高温

热激处理对茄子游离小孢子培养的必需性，高温热

激处理会导致小孢子体积膨大，进而脱分化形成愈

伤组织。本研究结果表明，对茄子花药进行高温

（36 ℃）热激处理的最佳处理时间为6 d。仅对茄子

花药进行低温（4 ℃）预处理，小孢子体积未膨大，无

愈伤组织形成，原因可能是低温预处理不足以启动

茄子小孢子的脱分化。但花药在低温（4 ℃）预处理

一定时间后再进行高温（36 ℃）热激处理，能极大提

高小孢子愈伤组织的诱导频率。

花药壁组织在启动小孢子脱分化及形成愈伤组

织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甚至对不同物种离体花粉

雄核发育也有较大促进作用（谢园园等，2014）。花

药壁组织特别是某些由绒毡层起源的重要物质，在

花粉脱分化过程中具有吸收、储存和转化等代谢库

作用，同时有保护和调控作用，能促进小孢子脱分化

的启动并进一步形成愈伤组织（董艳荣和龚义勤，

2001）。本研究结果也表明，花药壁组织对启动小孢

子脱分化及形成愈伤组织过程有较大促进作用。

供体植株生长环境会影响花粉的发育状况，进

而影响植物小孢子培养（董艳荣和龚义勤，2001），生

长在温室中的植株其小孢子诱导率低于在自然环境

中生长的植株（Ercan et al.，2006）。本研究结果也

支持以上观点，生长在温室环境条件下的茄子其小

孢子愈伤组织诱导频率显著低于露地环境条件处理

组，观察还发现出现较多畸形果及无籽或不成熟的

茄子果实，证实温室中生长茄子植株的花粉发育质

量低于自然环境中生长茄子植株的花粉。其原因：

一是温室多使用玻璃、塑料薄膜等材料，对光有吸收

和反射作用，特别是尘埃等杂质在温室顶部积累较

多时，导致透光率降低，光质下降；二是温室昼夜温

差较小，未达到植物生长发育所需的温周期；三是温

室空气湿度大，作物易感病。

4 结论

茄子的基因型差异对其小孢子培养影响较大，

以37号和128号品种的小孢子愈伤组织诱导频率较

高；对露地环境条件下种植的37号和128号茄子品种

花药进行低温（4 ℃）处理6 d+高温（36 ℃）处理6 d，

可获得最佳的小孢子愈伤组织诱导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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