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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明黄瓜种子胎萌发生的生理生化特性及相关基因的表达模式，为揭示双子叶蔬菜类作物的胎萌

发生机制提供理论依据。【方法】以黄瓜高代自交系Cs10A（易胎萌）和M-1（不胎萌）为试验材料，分别在授粉后30、35、

40、45和50 d进行取样，统计黄瓜种子胎萌率，测定并分析种子中可溶性糖、脂肪酸、主要植物激素［脱落酸（ABA）和

赤霉素（GA3）］含量及胎萌相关基因的表达模式。【结果】Cs10A种子在授粉后40 d发生胎萌，胎萌率为4.2%；在授粉后

45和50 d Cs10A种子胎萌率极显著高于M-1（P<0.01，下同），分别为28.4%和71.1%。M-1授粉后30~50 d均未出现胎

萌现象。授粉后30~50 d，Cs10A种子内可溶性糖含量呈先增加后降低的变化趋势，尤其在授粉后35~45 d显著（P<

0.05，下同）或极显著高于M-1种子，而M-1种子可溶性糖含量呈增加─降低─增加的变化趋势。授粉后30~50 d，

Cs10A种子脂肪酸含量呈先降低后增加的变化趋势，而M-1种子脂肪酸含量变化不明显，仅后期稍有增加，且在授粉

后40 d时二者的脂肪酸含量非常接近，其他时间均存在极显著差异。授粉后50 d，Cs10A种子和囊衣中的ABA含量

均极显著低于M-1；Cs10A种子和囊衣中的GA3含量均低于M-1，其中Cs10A囊衣中的GA3含量极显著低于M-1，但其

种子中的GA3含量与M-1无显著差异（P>0.05）；Cs10A种子中的GA3含量高于囊衣。Cs10A种子中ABA/GA3比值低于

M-1种子。授粉后30~50 d，Cs10A种子中CsVp1、CsVp5和CsVp10基因的表达量均极显著低于M-1，其中，对于CsVp1

和CsVp5基因表达模式而言，Cs10A与M-1恰好相反，但CsVp10基因在二者中的表达模式相同。【结论】种子发育成熟

至发生胎萌前，种子中可溶性糖含量较高、ABA含量和ABA/GA3比值较低易导致种子发生胎萌，且种子中脂肪酸可

转化成可溶性糖为种子胎萌的发生提供能源物质；囊衣中高含量ABA可有效抑制黄瓜种子胎萌的发生。此外，易胎

萌黄瓜品种通过抑制与ABA合成及其敏感性相关的胎萌基因表达，从而降低ABA含量及对ABA的敏感性，最终导致

胎萌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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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is paper found out the physi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related gene expres-
sion patterns of vivipary in cucumber（Cucumis sativus L.），with a view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vealing the mechanism
of the occurrence of vivipary of dicotyledonous vegetable crops.【Method】Taking cucumber high generation inbred lines
Cs10A（easy vivipary）and M-1（uneasy vivipary）as materials，samples were taken at 30，35，40，45 and 50 d after pollina-
tion，and the viviparous germination rate of cucumber seeds was counted. This paper compared and analyzed the content
of soluble sugar，fatty acid，main plant hormones［abscisic acid（ABA）and gibberellin（GA3）］and related gene expres-
sions of cucumber after different pollination days.【Result】Vivipary of Cs10A seeds occurred around 40 d after pollina-
tion，with a viviparous germination rate of 4.2%. The viviparous germination rates of Cs10A seeds were extremely higher
than those of M-1 seeds at 45 and 50 d after pollination（P<0.01，the same below），which were 28.4% and 71.1%，resp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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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黄瓜（Cucumis sativus L.）为葫芦科

一年生蔓生或攀援草本植物，其优质种子是高效生

产栽培的重要保证。但在黄瓜制种过程中，种子发

育成熟后不经脱水干燥直接在母体植株上萌发（采

前发芽或胎萌）而导致制种产量及质量降低，极大影

响黄瓜优质品种的推广（曹明明等，2016）。因此，研

究影响黄瓜胎萌发生的生理生化特性及相关基因的

表达变化，对揭示双子叶蔬菜类作物胎萌的发生机

制具有重要意义。【前人研究进展】禾本科谷类作物

如玉米（Zea mays L.）（Maluf et al.，1997）、小麦

（Triticum aestivum L.）（杨燕等，2007）和水稻（Ory-

za sativa L.）（高永峰等，2010）等存在采前发芽现

象，又称为穗萌；葫芦科、茄科等瓜果类作物如黄瓜

（曹明明等，2016）、番茄（Solanum lycopersicum）（王

旭，2016）和甜瓜（C. melo L.）（刘文君等，2017）等则

存在胎萌现象。高温、高湿及化学物质是导致胎萌

或穗萌发生的主要因素，发生期间遗传物质和植物

激素发挥着重要作用（张会杰等，2018）。大量研究

表明，大部分作物胎萌或穗萌突变体均与脱落酸

（ABA）敏感性或生物合成有关（Fang and Chu，2008），

如玉米Viviparous（Vp）基因的突变体vp1（Mccarty et

al.，1991）、vp14（Schwartz et al.，1997b）、vp5（Hable

et al.，1998）、vp7（Singh et al.，2003）、vp10 / vp13

（Porch et al.，2006）和vp15（Suzuki et al.，2006），拟

南芥（Arabidopsis thaliana）的aba1、aba2和aba3突变

体（Schwartz et al.，1997a），水稻的phs1~phs4突变体

（Fang et al.，2008；Fang and Chu，2008）。胎萌现象

在黄瓜制种过程中普遍存在，且不同品种的胎萌性

状差异明显，如授粉后34 d，品种S6腔内种子发生胎

萌，但品种P1未出现胎萌；授粉45 d后，品种S6胎萌

率仅为30%，而品种P1胎萌率高达80%以上（庞金安

等，2002；曹明明等，2016）。经研究证实，黄瓜胎萌

发生受环境因素影响较小，主要受遗传基因的影响，

且其遗传模式符合D-1模型（庞金安等，2002；曹明明

等，2018）。【本研究切入点】目前，关于黄瓜胎萌发生

机制的相关研究主要是简单分析影响黄瓜胎萌发生

的因素及其遗传模式，而针对胎萌生理生化特性、分

子机制等方面研究鲜有报道。【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以易胎萌黄瓜品种Cs10A和不胎萌品种M-1为研究

对象，比较种子中可溶性糖和脂肪酸含量的动态变

化及种子和囊衣（包裹种子的胶原物质）中ABA、赤

霉素（GA）等主要植物激素水平，并结合同源胎萌相

关基因Vp1、Vp5和Vp10的差异表达分析，揭示黄瓜

胎萌发生的生理生化及分子机制，为深入探究双子

叶蔬菜类作物的胎萌发生机制提供理论依据。

tively. M-1 had no vivipary phenomenonat 30 and 50 d after pollination. The soluble sugars content of Cs10A seeds genera-
lly showed a trend of rising first and then decreasing in 30-50 d after pollination. The soluble sugars of Cs10A seeds in
35-45 d after pollination were significantly（P<0.05，the same below）or extremely higher than seeds of M-1. The soluble
sugar content in M - 1 seeds showed an increasing-decreasing-increasing trend. The fatty acid content of Cs10A seeds
showed a trend of falling first and then rising in 30-50 dafter pollination，while M-1 did not change much in the whole pro-
cess，and showed a slow upward trend in the later period. At 40 d after pollination，the fatty acid content of seeds in both
species were very close，and there were extreme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t other times. At 50 d after pollination，the con-
tent of ABA of seeds and capsules in Cs10A were extremely lower than M-1. The GA3 content in seeds and capsules of
Cs10A were lower than M-1，and the GA3 content in capsules of Cs10A was extremely lower than M-1，but the GA3 con-
tent in its seeds 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M-1（P>0.05）. The GA3 content in seeds of Cs10A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apsule. The ratio of ABA/GA3 in seeds of Cs10A was lower than M-1.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the vivipary-
related genes CsVp1，CsVp5 and CsVp10 of seeds in Cs10A were extremely lower than those in M-1 in 30-50 d after polli-
nation. Among them，the gene expression patterns of CsVp1 and CsVp5 in Cs10A and M-1 were exactly the opposite，but
the gene expression patterns of CsVp10 in both were the same.【Conclusion】This study shows that the higher content of
soluble sugar，lower content of ABA and lower ABA/GA3 value in seeds during seed mature and before vivipary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occurrence of seed vivipary. And the fatty acids in seeds can be converted into soluble sugars to provide
energy for the occurrence of vivipary. The high content of ABA in the capsule can effectively suppress the occurrence of
vivipary. Moreover，the cucumber with easy vivipary can reduce the content and sensitivity of ABA by inhibiting the
expression of viviparous germination genes related to the synthesis and sensitivity of ABA，which leads to the occurrence
of vivipary eventually.

Key words：cucumber；seed vivipary；soluble sugars；fatty acids；ABA；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vivipary re-
lated g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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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供试黄瓜品种包括高代自交系Cs10A（易胎萌）

和M-1（不胎萌），由湖南省蔬菜研究所陈惠明老师

惠赠提供。主要试剂：正己烷和甲醇均为高效液相

色谱（HPLC）级，购自德国默克公司；DNA Marker、

2×Easy Taq® PCR SuperMix、TransZol Up Plus RNA

试剂盒和反转录试剂盒购自北京全式金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2×SYBR Green qPCR Master Mix试剂盒购

自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其他生化试剂均

购自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主要设备

仪器：G6400系列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三重四极杆

质谱仪（Agilent，美国）、GCMS-TQ8040气相色谱质

谱联用仪（Shimadzu，日本）、凝胶成像系统（Protein-

Simple，美国）、CFX96/CFX Connect/384定量PCR仪

（Bio-Rad，美国）和多功能酶标仪（Tecan，瑞士）。

1. 2 试验方法

1. 2. 1 种植及样品采集 黄瓜种植于湖南农业大

学温室大棚，按常规栽培进行田间管理。每个品种

均在授粉后第30 d开始取样，每隔5 d采集9个大小

一致的种瓜，共5次。每次采集的样品随机分成3

份，将种子和囊衣用液氮处理后，-80 ℃保存备用。

1. 2. 2 胎萌率测定 待种子成熟后（约开花授粉

后30 d）连续进行剖瓜观察，每隔5 d统计1次胎萌

率，计算公式：

胎萌率（%）=胎萌种子数/种子总数×100

1. 2. 3 可溶性糖和脂肪酸含量测定 取开花授粉

后30、35、40、45和50 d的种子，每组重复3次，其可溶

性糖含量通过蒽酮比色法进行测定；采用植物激素

与生长发育湖南省重点实验室建立的气相色谱法检

测脂肪酸含量：将研磨的种子用浸提液（甲醇∶浓硫

酸=95∶1，v/v）进行63 ℃过夜处理，加入正己烷溶

液，充分摇匀，离心后取上清液备用，利用GCMS-

TQ8040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进行测定，进样量为

1 μL，分流进样，进样口温度为240 ℃。

1. 2. 4 ABA和GA3含量测定 采用植物激素与生

长发育湖南省重点实验室建立的液相色谱—质谱联

用法（LC-MS/MS）测定ABA和GA3含量：取开花授粉

后50 d的种子和囊衣，每组重复3次，加入液氮迅速

研磨至粉末状，用80%甲醇于4 ℃下浸提过夜，重复

浸提1次后合并上清液，真空浓缩干燥后备用，利用

G6400系列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三重四极杆质谱仪

进行测定，流动相成分为甲酸和乙腈溶液，进样量为

10 μL，柱温40 ℃，走样时间26 min。

1. 2. 5 实时荧光定量PCR 从NCBI数据库下载玉

米胎萌基因Vp1、Vp5和Vp10序列，并进行同源搜索，

最终获得黄瓜同源基因CsVp1（LOC101214226）、

CsVp5（LOC101210522）和CsVp10（LOC101214811），

利用Primer 5.0设计实时荧光定量PCR扩增引物，如

表1所示。取开花授粉后30、35、40、45和50 d的种

子，利用RNA提取试剂盒提取其总RNA。经多功能

酶标仪检测RNA浓度后，使用反转录试剂盒反转录

合成cDNA，以其为模板，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检

测CsVp1、CsVp5和CsVp10基因的表达情况，以黄瓜

Actin为内参基因（AB010922.1）。反应体系10.0 µL：

2 × ChamQ Universal SYBR qPCR Master Mix 5.0

µL，10 µmol/L上、下游引物各0.2 µL，cDNA模板0.4

µL，用ddH2O补足至10.0 µL。每个基因重复3次。

扩增程序：95 ℃预变性30 s；95 ℃ 5 s，60 ℃ 30 s，

进行45个循环。采用2-ΔΔCt方法计算各目的基因的相

对表达量。

1. 3 统计分析

试验数据采用Excel 2010进行整理统计，以

GraphPad Prism 6制图，采用SPSS 18.0进行显著性

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黄瓜种子胎萌表型的差异比较结果

由图1可知，授粉后30~50 d，Cs10A种子在果实

内明显萌发，M-1种子在果实内则未萌发。由图2可

知，Cs10A种子在授粉后40 d发生胎萌，胎萌率为

4.2%；随着授粉后天数的增加，Cs10A种子胎萌现象

逐渐明显，在授粉后45和50 d其胎萌率极显著高于

M-1（P<0.01，下同），在授粉后45 d发生胎萌的种子

胚根明显伸长，胎萌率达28.4%；授粉后50 d胎萌率

急剧升高，达71.1%，此时大部分种子长出须根，且子

叶转绿。M-1授粉后30~50 d均未出现胎萌现象。

2. 2 黄瓜种子可溶性糖和脂肪酸含量的动态变化

由图3-A可知，授粉后30~50 d，Cs10A种子可溶

基因 Gene
CsVp1

CsVp5

CsVp10

Actin

引物序列 Primer sequence
F：5'-TCTCATTCGGGTGACGCCT-3'

R：5'-GAGCAACCTTTTACTTTTAGACCCA-3'
F：5'-GCTTCAATGTGTCCTCACGC-3'
R：5'-GAAAGGGATCTTTGCCGGGT-3'

F：5'-TATCCAAAAACATTAGCAGTCAGGT-3'
R：5'-CAACAACACTGACCCCTCCTAA-3'

F：5'-AGTGGACGTACCACTGGTATCGTGC-3'
R：5'-CTTTGCAGTCTCGAGTTCTTGTTCG-3'

表 1 实时荧光定量PCR扩增引物
Table 1 Primer of real-time fluorescence quantitative PCR
ampl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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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糖含量呈先增加后降低的变化趋势，尤其在授粉

后35~45 d其显著（P<0.05，下同）或极显著高于M-1

种子，分别是M-1种子的1.07、1.14和1.19倍，但授粉

后50 d低于M-1种子，未达显著水平（P>0.05，下同）。

M-1种子可溶性糖含量呈增加─降低─增加的变化

趋势，授粉后50 d明显增加。由图3-B可知，授粉后

30~50 d，Cs10A种子脂肪酸含量呈先降低后增加的

变化趋势，而M-1种子脂肪酸含量变化不明显，仅后

期稍有增加，且在授粉后40 d时Cs10A与M-1的种子

脂肪酸含量非常接近，其他时间均存在极显著差异。

由此可见，易胎萌种子脂肪酸含量与可溶性糖含量

的变化趋势相反；易胎萌种子可溶性糖含量较不胎

萌种子高，且种子发育成熟至发生胎萌前易胎萌种

子的脂肪酸含量较不胎萌种子高，但发生胎萌后易

胎萌种子中的脂肪酸转化为可溶性糖从而导致其含

量下降。

2. 3 黄瓜种子和囊衣中ABA及GA3含量的动态变化

由图4-A可知，授粉后50 d，Cs10A种子和囊衣

中的ABA含量均极显著低于M-1，Cs10A和M-1囊衣

中的ABA含量分别是其种子的1.46和3.17倍。由图

4-B可知，Cs10A种子和囊衣中的GA3含量均低于M-

1，其中Cs10A囊衣中的GA3含量极显著低于M-1，但

其种子中的GA3含量与M-1无显著差异；Cs10A种子

中的GA3含量是囊衣中GA3含量的1.44倍。对授粉

后50 d黄瓜种子中的ABA/GA3比值进行比较，结果

图 1 授粉后30~50 d不同黄瓜品种种瓜纵切图（标尺为5 cm）
Fig.1 Longitudinal section of cucumber from 30 d to 50 d after pollination（ruler size was 5 cm）

图 2 授粉后30~50 d不同黄瓜品种种子胎萌率的变化趋势
Fig.2 Comparison of viviparous germination rates of cucum-

ber seeds from 30 d to 50 d after pollination
*和**分别表示Cs10A与M-1间差异显著（P<0.05）或极显著（P<
0.01）。图3~图5同
*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Cs10A and M-1（P<0.05）；
** represented extremely significant（P<0.01）. The same was applied in
Fig.3-Fig.5

图 3 授粉后30~50 d不同黄瓜品种种子可溶性糖（A）和脂肪酸（B）含量的变化趋势
Fig.3 Dynamic changes and differences of endogenous soluble sugar（A）and fatty acid content（B）of different cucumber seeds

from 30 d to 50 d after poll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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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C）发现Cs10A种子中的ABA/GA3比值明显低

于M-1。由此推测，黄瓜种子和囊衣中ABA含量及

种子中ABA/GA3比值越低则越易发生胎萌。

2. 4 黄瓜种子胎萌相关基因表达分析结果

为了从分子层面解析黄瓜种子胎萌的生理特

性，对Cs10A和M-1种子胎萌相关基因CsVp1、CsVp5

和 CsVp10进行表达分析，结果如图5所示。在授粉

后种子发育成熟至发生胎萌的整个过程（授粉后30~

50 d）中，Cs10A种子中CsVp1、CsVp5和CsVp10基因

的相对表达量均极显著低于M-1。不同的是，Cs10A

种子CsVp1基因相对表达量随授粉后天数的增加呈

逐渐降低趋势，而M-1种子CsVp1基因相对表达量整

体上呈升高趋势（除授粉后30 d外）。随着授粉后天

数的增加，Cs10A种子中CsVp5基因相对表达量呈先

升高后降低的变化趋势，而M-1种子中CsVp5基因相

对表达量呈先降低后升高的变化趋势。CsVp10基

因作为Cs10A和M-1种子的同源胎萌基因，在二者中

的相对表达量均随授粉后天数的增加而升高。由此

推测，易胎萌黄瓜种子通过抑制与ABA合成及其敏

感性有关的胎萌基因表达，从而降低ABA含量及对

ABA的敏感性，最终导致胎萌发生。

3 讨论

3. 1 黄瓜内源生理生化指标变化与胎萌发生的关系

可溶性糖是参与种子萌发代谢的主要物质，为

种子萌发和胚生长提供能量（孙建等，2020）。杨浚

等（1991）研究发现，在水稻种子发育过程中可溶性

糖含量越高，且维持时间越长，越易出现穗萌现象。

倪万潮等（2020）研究表明，籽粒内可溶性糖含量较

高时可促进种子萌发。本研究以黄瓜易胎萌品种

Cs10A和不胎萌品种M-1为试验材料，结果发现授粉

后30~45 d易胎萌品种Cs10A种子的可溶性糖含量

较不胎萌品种M-1高，说明可溶性糖作为能源物质，

其含量越高越易发生胎萌，而在授粉后50 d，Cs10A

种子中的可溶性糖含量明显下降，其原因可能是胎

图 4 授粉后50 d黄瓜种子和囊衣中ABA（A）、GA3（B）含量
及种子ABA/GA3比值（C）

Fig.4 ABA content（A），GA3 content（B）and ratio of ABA/GA3

（C）in cucumber seeds and capsules at 50 d after polli-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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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授粉30~50 d黄瓜种子胎萌相关基因的表达变化
Fig.5 The changes of vivipary-related genes expression of cu-

cumber seed from 30 d to 50 d after poll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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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消耗大量可溶性糖，种子的子叶舒展，叶片转绿，

腔内种子已由种子萌发阶段进入到营养生长阶段。

脂肪在植物种子中具有储存能量、提高抗逆性及增

加膜流动性等功能。在种子萌发过程，脂肪先转化

形成脂肪酸，再转化成可溶性糖为种子萌发提供能

量（赵明等，2018）。本研究发现，易胎萌品种Cs10A

种子在发生胎萌前，其脂肪酸含量维持在较高水平，

且含量变化趋势与可溶性糖相反，说明胎萌黄瓜种

子脂肪酸被转化为可溶性糖，进而为胎萌提供充足

的营养物质和能量。因此，种子内高含量的可溶性

糖和脂肪酸是导致黄瓜种子胎萌的生理原因之一，

说明在筛选抗胎萌黄瓜品种过程中，种子内可溶性

糖和脂肪酸含量可作为选育指标之一。

3. 2 黄瓜种子、囊衣中ABA和GA3含量与胎萌发生

的关系

植物激素对植物的生长发育起着重要调节作

用。在众多植物激素中，ABA和GA3被认为是调节

种子休眠和萌发的主要植物激素（徐恒恒等，2014）。

本研究发现，易胎萌品种Cs10A种子中的ABA含量

及ABA/GA3比值均低于不胎萌品种M-1种子，与李

聪聪（2017）研究发现西葫芦出现胎萌现象与种子内

较低的ABA含量及ABA/GA3比值等密切相关的结

果相符。与单子叶谷类作物相比，双子叶瓠果、浆果

类作物果实肥厚多汁，种子处于湿润环境，如黄瓜和

番茄等种子被一层胶质黏膜（囊衣）所包裹，由于囊

衣中含有内源的发芽抑制物质，不易导致胎萌的发

生。王旭（2016）研究发现，番茄种子表面胶原物质

含有的ABA能抑制种子萌发。本研究中易胎萌品种

Cs10A囊衣中的ABA含量显著低于M-1，不胎萌品种

M-1囊衣中的ABA含量较高，从而抑制种子胎萌的

发生，与在番茄中的研究结果（王旭，2016）相似。本

研究还发现，Cs10A囊衣中的GA3含量低于M-1，推

测GA3含量不能促进种子胎萌，或低含量的GA3不能

抵消ABA的抑制作用而导致种子胎萌，具体原因有

待进一步探究。

3. 3 黄瓜种子胎萌相关基因表达与胎萌发生的关系

玉米vp1突变体是典型的ABA不敏感型突变

体，由于ABA信号不能往下游传递，因此该突变体几

乎不会发生休眠，而在脱离母体前就发生胎萌（Mc-

carty et al.，1991）。韦飞严等（2015）研究发现，易穗

萌水稻品种的OsVp1基因表达量较不穗萌水稻品种

高。在本研究中，随授粉后天数的增加，易胎萌品种

Cs10A种子中CsVp1基因相对表达量不断下调，但不

胎萌品种M-1种子中CsVp1基因相对表达量不断上

调，与韦飞严等（2015）的研究结果相似。玉米vp5突

变体则通过抑制八氢番茄红素脱氢酶合成来抑制

ABA合成，从而导致种子在母体植株上提前萌发

（Hable et al.，1998）；在玉米vp10突变体中ABA醛无

法氧化成ABA，而出现明显的胎萌现象（Porch et

al.，2006）。本研究还发现，随着授粉后天数的增加，

Cs10A种子中CsVp5和CsVp10基因相对表达量显著

低于M-1，说明易胎萌黄瓜通过抑制与ABA合成及

其敏感性有关的胎萌基因表达量，从而降低ABA含

量及对ABA的敏感性，最终导致胎萌发生。

目前，关于瓜果蔬菜类作物的胎萌现象研究较

少，开展黄瓜胎萌研究可为揭示双子叶蔬菜类作物

的胎萌发生机制提供理论依据。但本研究仅从生理

生化及相关基因的表达模式等方面对黄瓜胎萌进行

分析，今后应利用测序技术定位黄瓜胎萌基因，从而

分析黄瓜胎萌的分子遗传机制。此外，囊衣中是否

含有其他内源抑制胎萌物质尚待进一步研究。

4 结论

种子发育成熟至发生胎萌前，种子中可溶性糖

含量较高、ABA含量和ABA/GA3比值较低易导致种

子发生胎萌，且种子中脂肪酸可转化成可溶性糖为

种子胎萌的发生提供能源物质；囊衣中高含量的

ABA可有效抑制黄瓜种子胎萌的发生。此外，易胎

萌黄瓜品种通过抑制与ABA合成及其敏感性相关的

胎萌基因表达，从而降低ABA含量及对ABA的敏感

性，最终导致胎萌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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