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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出花瓶插过程中乙烯代谢特征及其调控效应
卢子豪 1，陈冠群 1，申瑞雪 2，申晓辉 1*
(1. 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上海 201100；2. 上海上房园艺有限公司，上海 201114)
摘 要：为了探究六出花瓶插过程中乙烯代谢特征及其调控效应，为六出花切花保鲜剂的研发提供理论依据，
以花苞期的六出花切花为供试材料，在基础瓶插液( 1 %蔗糖 + 200 mg·L-1 8-羟基喹啉)中分别加入 20 mg·L-1 乙烯利
(ETH)、4 mg·L-1 纳米银(NS)、75 mg·L-1 水杨酸(SA)和 10 mg·L-1 精胺(SP)配制瓶插液处理六出花切花，分析瓶插过
程中切花形态、生理和基因表达 3 个层面的指标变化。结果表明：
（1）含有乙烯利的瓶插液处理显著缩短了六出花
切花瓶插寿命，含有纳米银、水杨酸、精胺的瓶插液处理均能延长六出花切花瓶插寿命，其中以含有 4 mg·L-1 纳米
银的瓶插液处理效果最佳，延长了瓶插期 2 d。
（2）含有乙烯利的瓶插液处理显著加速了花枝鲜样质量和花瓣可溶
性糖、可溶性蛋白含量的降低，增加了花瓣丙二醛含量和相对电导率，显著提高了花瓣乙烯代谢水平。含有纳米银、
水杨酸、精胺的瓶插液处理六出花切花均不同程度地延缓了花枝鲜样质量和花瓣可溶性糖、可溶性蛋白含量的降低，
抑制了丙二醛含量和相对电导率的升高，降低了乙烯代谢水平。
（3）含有乙烯利的瓶插液处理增加了开花各时期乙
烯合成及信号转导关键基因（AlACO、AlACS、AlCTR1、AlERS1 和 AlEIN3）的表达量；纳米银、水杨酸和精胺均
能不同程度地抑制乙烯合成及信号转导关键基因的表达。研究结果显示六出花为乙烯末期上升型花卉，外源施加乙
烯抑制剂可以延缓六出花切花衰老，提高瓶插品质，其中以 4 mg·L-1 的纳米银效果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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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ethylene metabolism and regulatory effect
of Alstroemeria hybrida cut flowers during vasing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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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thylene metabolism and regulatory effect of Alstroemeria hybrida cut flowers during vasing life was studied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A.
hybrida cut flowers preservative. Cut flowers of A. hybrida in bud period were treated by adding 20 mg·L-1 ethephon
(ETH), 4 mg·L-1 nano-silver (NS), 75 mg·L-1 salicylic acid (SA) and 10 mg·L-1 spermine (SP), respectively into
basic vase solution (1% sucrose + 200 mg·L-1 8-hydroxyquinoline), and the morphological, physiological and gene
expression changes of cut flowers during vase period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1) Ethephon vase
treatment significantly shortened the vase life of A. hybrida flowers. Treatments with nano-silver, salicylic acid and
spermidine could extend the vase life of A. hybrida cut flowers. The treatment with 4 mg·L-1 nano-silver had the best
effect, and the vase life extended for two days. (2) The treatment with ethephon significantly accelerated the decrease
of fresh quality of flower branches, soluble sugar and soluble protein contents of petals, increased MDA content and
relative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of petals, and significantly improved ethylene metabolism of petals. The vase treatment containing silver, salicylic acid and spermine delayed the decrease of fresh quality of flower branches, soluble
sugar and soluble protein contents of flower petals, inhibited the increase of MDA content and relative conductivity,
and significantly reduced ethylene metabolism. (3) Vase treatment with ethephon increased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keygenes for ethylene synthesis and signal transduction (AlACO, AlACS, AlCTR1, AlERS1 and AlEIN3) in 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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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wering stage, while silver, salicylic acid and spermine could inhibit the expression of the key genes in ethylene
synthesis and signal transduc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A. hybrida cut flowers is ethylene sensitive with rising
ethylene at the end of the stage. The exogenous application of ethylene inhibitor can delay the senescence of A. hybrida cut flowers and improve the vase flower quality, among which, 4 mg·L-1 nano silver has the best effect.
Key words: Alstroemeria hybrid; cut flower; ethylene metabolism; gene expression
六出花(Alstroemeria hybrida)又名智利百合、秘鲁
百合，为六出花科六出花属植物。原产智利、秘鲁和
巴西等地，现在我国广州、北京、上海、昆明已有一
定规模的引种栽培，是重要的鲜切花和盆栽花卉[1]。
六出花对乙烯非常敏感，乙烯诱导显著缩短了六出花
的瓶插寿命，降低其观赏价值[2]。因此，探究六出花
瓶插过程中乙烯代谢特征及其调控效应，对延长六
出花切花瓶插寿命和提高瓶插品质具有重要意义。
乙烯是影响植物器官形成、发育、成熟和衰老的
重要激素[3]。根据乙烯对植物的作用可以把花卉分为
乙烯敏感型和乙烯不敏感型。高俊平等[4]根据月季不
同品种乙烯释放特点分为乙烯跃变型、末期上升型和
乙烯不敏感型。乙烯严格调控乙烯敏感型花卉的衰老
进程。1-氨基环丙烷-1-羧酸(ACC)、ACC 合成酶(ACS)
和 ACC 氧化酶(ACO)分别是乙烯合成的前体物质和
乙烯代谢的关键酶[5]。ACS 催化 S-腺苷甲硫氨酸
（SAM）形成 ACC，ACO 则将 ACC 直接氧化形
成乙烯。在拟南芥乙烯受体中，ERS1 是乙烯信号
转导的负调控因子。 CTR1 属于 Raf 蛋白激酶家族，
位于乙烯受体下游，对乙烯反应起负调控作用[6] 。
EIN3 是乙烯反应的正调控因子，不同植物间其
mRNA 水平受乙烯调模式不同[7]。
外源乙烯处理可以促进乙烯敏感型切花开放和
衰老，缩短瓶插寿命[7-10]。通过施用抑制乙烯受体和
生物合成的外源物质可以延缓乙烯敏感型切花采后
衰老[11]。王依等[12]采用 20 mg·L-1 的纳米银预处理牡
丹切花，使乙烯释放峰值降幅达 40.9%，降低了 ACC
含量和 ACS 活性，提高了可溶性蛋白含量，延长了
瓶插寿命 40.7 h。Lee 等[13]研究发现精胺延缓了香石
竹切花的衰老，降低了花瓣中乙烯生成、内源 ACC
含量以及 ACS 和 ACO 活性。朱璇等[14]以 0.01 g·L-1
水杨酸处理新疆杏，有效抑制了杏果实冷藏期间
ACO 和 ACS 的活性，明显降低了杏果实 ACC 含量
和乙烯生成量。Naing 等[15]发现纳米银通过抑制乙烯
生物合成基因 ACS1 和 ACO1 转录水平，显著降低了
康乃馨花瓣乙烯的产生，从而显著延长了切花寿命。
基于前期研究，推测乙烯是影响六出花衰老的
重要诱因。但六出花的乙烯代谢类型及乙烯诱导六
出花衰老的机制还鲜有报道。基于此，作者通过外
源施加乙烯利和不同种类的乙烯抑制剂，观察瓶插

过程中六出花形态的变化，测定相关生理生化指标、
乙烯代谢和乙烯合成及信号转导相关基因的表达，
探究六出花乙烯代谢类型和乙烯诱导六出花衰老的
机制，以期为乙烯抑制剂作为六出花切花保鲜剂提
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于上海虹桥花卉市场购买花枝新鲜且均为花苞
期的六出花切花，立即运至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
进行试验。
1.2 方法
1.2.1 不同瓶插液处理切花 参照黄海泉等[16]的方
法。首先利用去离子水配制基础瓶插液（1%蔗糖 +
；再分别向
200 mg·L-1 8-羟基喹啉，记为对照组 CK）
、75 mg·L-1 水杨酸
其中加入 4 mg·L-1 纳米银（NS）
（SA）
、
10 mg·L-1 精胺
（SP）
和 20 mg·L-1 乙烯利
（ETH，
阳性对照）配制成 5 个处理的瓶插液（表 1）
。
表 1 含有不同成分的六出花切花瓶插液
Different ingredients of A. hybrida cut flower vase
solutions
处理
成分及浓度

Table 1

CK
ETH
NS
SA
SP

1%蔗糖
1%蔗糖
1%蔗糖
1%蔗糖
1%蔗糖

+ 200 mg·L-1 8-羟基喹啉
+ 200 mg·L-1 8-羟基喹啉+20 mg·L-1 ETH
+ 200 mg·L-1 8-羟基喹啉+4 mg·L-1 NS
+ 200 mg·L-1 8-羟基喹啉+75 mg·L-1 SA
+ 200 mg·L-1 8-羟基喹啉+10 mg·L-1 SP

将花枝置于去离子水中重新剪切长度为 30
cm，随机分为 5 组，每组 15 枝，置于不同处理的
瓶插液中瓶插；每瓶加液量 500 mL，试验重复 3
次，每次重复 5 枝，每 3 d 更换 1 次瓶插液。
瓶插条件：室内温度 22 ~ 25 ℃，相对湿度
50% ~ 60%，光照周期为 12 h，室内散射光外加日光
灯补光。按照张辉秀等[17]的划分标准将六出花瓶插期
花朵开放至衰老进程中形态变化划分为花苞期（Ⅰ
级）
：花苞显红色，花被片还未张开；初开期（Ⅱ级）
：
花被片还未完全张开；盛开期（Ⅲ级）
：花被片完全
张开；初萎期（Ⅳ级）
：花被片褪色、萎蔫（图 1）
。
1.2.2 花朵萎蔫率和瓶插寿命 每天记录六出花花
枝上小花开放情况，以花枝上 50%小花进入盛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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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为最佳观赏期，以 50%的小花进入萎蔫期记为六
出花切花瓶插寿命的终止[18]，并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萎蔫率：
萎篶率/%= 达到初萎期的小花数量 × 100%
花枝上小花总数

1.2.3 花枝鲜样质量变化率测定 每天用吸水纸吸
干花枝底部的水分，用天平称量并记录花枝鲜样质
量，以计算花枝鲜样质量变化率：
鲜样质量变化率/%=
测定日鲜样质量 — 初始鲜样质量
× 100%
初始鲜样质量

1.2.4 花瓣可溶性糖和可溶性蛋白含量测定 利用
蒽酮比色法和考马斯亮蓝法分别测定六出花花瓣可

Figure 1

Table 2
基因
Actin
AlACS
AlACO
AlCTR1
AlERS1
AlEI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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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性糖和可溶性蛋白含量，试剂盒均购置于上海生
工股份有限公司。
1.2.5 花瓣相对电导率和丙二醛（MDA）含量的测
定 参考高俊凤[19]的电导法测定花瓣相对电导率；
用比色法测定丙二醛含量，试剂盒购置于上海生工
股份有限公司。
1.2.6 花瓣乙烯代谢相关指标测定 乙烯释放速率
测定采用气相色谱法，参考王依等[12]的气相色谱法。
1–氨基环丙烷–1–羧酸 （ACC）含量测定、ACC 合
成酶（ACS）和 ACC 氧化酶（ACO）活性测定均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试剂盒均购置于上海酶联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

图 1 六出花切花瓶插期花朵开花阶段划分
Division of flowering stages of A. hybrida during vase period

表 2 六出花乙烯合成及信号转导的关键基因引物
Primers for key genes in ethylene synthesis and signal transduction of A. hybrida flowers
引物 (5′ - 3′)
退火温度 Tm /℃
F: GACTGGTACAAGGGTCCCAC
56.3
R: CCAACATTGTCACCAGGGAG
58.2
F: GTCCGACGACAAGTTCACCAC
60.0
R: AGCGACCTCAAGTCCATCCAG
61.4
F: CTGAAAGACGATGAGTGGGTGG
61.8
R: GGTTATAGAAGGAGGCGAGGGAC
62.6
F: TTTGATAGGTAATCCAGGCTTCTT
59.0
R: ATGGGTCTGTAGCATCTGTTTGA
59.0
F: GGAGGTCACTAATCTGATAACG
53.6
R: ACTAACTCCGCAACCCGTAT
54.6
F: AAGTTCTAATCCCATCAATCTCAC
56.5
R: GAATAGGAAGCGGTTCGTTC
56.7

1.2.7 六出花乙烯合成及信号转导基因相对表达量
检测 根据 NCBI 中已上传的六出花转录组数据和
已登录的同源物种序列，筛选六出花乙烯合成及转
导的同源基因 AlACS、AlACO、AlCTR1、AlERS1 和
AlEIN3 序列，并通过 Primer 5.0 软件设计实时荧光
定量 PCR (real-time quantitative PCR)特异性引物
（表 2）
。六出花花瓣的 RNA 提取参考 TaKaRa 公
司的 RNA 提取试剂盒说明书进行，反转录参考
TaKaRa PrimeScript™ RT Master Mix (Perfect Real
Time)的使用说明，将得到的 cDNA 作为模板，参考

TaKaRa 公司的 SYBR ®Prime Script™RT-PCR Kit
Ⅱ试剂盒的使用说明，用 ２-ΔΔCt 法测定各处理在六
出花 4 个开花时期花瓣中基因相对表达量。反应条
件和内参基因参照 Hirai 等[20]的方法，每个反应重
复 3 次。
1.2.8 数据处理及统计分析 采用 Microsoft Office
2016 进行原始数据整理，IBM SPSS STATISTICS 21
软件进行方差分析、相关性分析及差异显著性检验
(P < 0.05)；并用 Origin 2018 软件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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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不同瓶插液处理对六出花切花花朵萎蔫率及
瓶插寿命的影响
花瓣凋落和失水萎蔫是六出花花朵衰老的重要
形态特征。图 2 和图 3 显示，ETH 处理组从第 3 天
开始就有花朵萎蔫，且随瓶插时间延长而迅速升高，
第 9 天时，ETH 组萎蔫率达到 100%，同时期花朵
萎蔫率均显著高于 CK 和其他处理组（P< 0.05）
；第
12 天时，NS、SA 和 SP 处理组花朵萎蔫率为 43.3%、
83.3%和 46.6%，均显著低于 CK 组（P < 0.05）
。因
此，ETH 处理加速了六出花切花花朵的萎蔫，NS、
SA 和 SP 处理则延缓了花朵的萎蔫。
表 3 显示不同处理对六出花切花瓶插寿命的影
响。ETH 处理组的瓶插寿命为 6.4 d，较 CK 显著缩
短了 4.2 d（P < 0.05），但其余 3 个处理组的瓶插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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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均高于 CK 组，其中 NS 处理组的效果最好，到
达最佳观赏期的时间比 CK 组推迟 1.4 d，瓶插寿命
延长了 2 d 且差异显著（P < 0.05）；其次为 SP 和
SA 处理组，瓶插寿命分别较 CK 提高了 1.6 d 和 0.4
d，但后者差异不显著。ETH 处理显著缩短了瓶插
寿命；NS、SA 和 SP 处理均延长了瓶插寿命。

图 3 六出花切花瓶插过程中花朵萎蔫率变化
Figure 3 Changes of wilting rate of A. hybrida cut flowers
during vase period

CK：基础瓶插液对照；EHT：乙烯利处理组；NS：纳米银处理组；SA：水杨酸处理组；SP：精胺处理组。下同。
图 2 六出花切花瓶插过程中的花枝形态变化
Figure 2 The morphological changes of A. hybrida cut flowers during vase period

2.2

不同瓶插液处理对六出花切花瓶插期花枝鲜
样质量的影响
六出花花枝在瓶插过程中由于前期（0 ~ 3 d）
迅速吸水，其花枝鲜样质量呈现快速升高，在第 3
天均达到最高值，其中 ETH 处理组最大鲜样质量变

化率为 4.33%，显著低于 CK 组（P < 0.05）
，3 个处
理 组 鲜 样 质 量 变 化 率 分 别 为 7.02% 、 6.18% 和
6.15%，均显著（P < 0.05）高于 CK 组；瓶插中后
期（4 ~ 11 d）由于小花萎蔫、失水导致鲜样质量变
化率出现下降趋势，但各处理组鲜样质量变化率到

49 卷 5 期

达 0 值的时间不同，其中 ETH 组在 4 ~ 5 d，较 CK
组提前 2 ~ 3 d；而 NS、SP 和 SA 分别推迟至瓶插

处理
CK
ETH
NS
SA
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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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至第 10 天，显著延缓了鲜样质量变化率的下
降速率和切花衰老（图 4）
。

表 3 不同瓶插液对六出花切花瓶插寿命的影响
Table 3 Influences of different bottle solutions on vase life of A. hybrida cut flowers
瓶插至最佳观赏期时间/d
最佳观赏期持续时间/d
b
4.0±0.4
6.6±0.4 b
b
3.2±0.2
3.2±0.4 c
a
5.4±0.2
7.2±0.4 ab
b
3.8±0.2
7.2±0.6 ab
4.0±0.2 b
8.2±0.5 a

瓶插寿命/d
10.6±0.5 c
6.4±0.2 d
12.6±0.4 a
11.0±0.4 bc
12.2±0.5 ab

注：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处理间存在显著差异（P < 0.05）
。下同。

2.4

Figure 4

2.3

图 4 六出花瓶插期花枝鲜样质量变化率
Change rates of fresh quality of flower branch during
vase period

不同瓶插液处理对六出花切花瓶插期花瓣可
溶性糖和可溶性蛋白含量的影响
在瓶插过程中，六出花花瓣可溶性糖含量随着
瓶插天数的增加而呈逐渐下降趋势（图 5（a）
）
。其
中，CK、ETH、SA 和 SP 组在第 0 至第 3 天时下
降速度较快，后期下降速率逐渐放缓。NS 组在 0 ~
6 d 下降速率较缓，6 ~ 9 d 下降速率突然增大；第 3
天时，
ETH 组较 CK 组可溶性糖含量降低了 16.09%，
显著加速了可溶性糖的下降（P < 0.05）
；而 NS、SA
和 SP 相较 CK 组分别提高了 38.89%、7.53%和
16.46%，均显著延缓了可溶性糖含量的下降（P <
0.05）
；当瓶插时间延长至第 6 和第 9 天时，各处理
间差异仍显著（P < 0.05）
。
除 ETH 处理外，瓶插过程中六出花花瓣的可溶
性蛋白质含量呈现先增加、后下降的趋势（图 5（b）
）
。
在整个瓶插期内，ETH 组较 CK 组显著降低了可溶
性蛋白质含量（P < 0.05）
；NS、SP 处理组较 CK 组
可溶性蛋白质含量均显著增加（P < 0.05）
；SA 组与
CK 组差异不显著。ETH 处理降低花瓣可溶性蛋白
质含量，其余各处理组均能提高花瓣可溶性蛋白质
含量。

不同瓶插液处理对瓶插期六出花花瓣相对电
导率和 MDA 含量的影响
六出花瓶插期间，各处理组花瓣相对电导率均
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图 6（a）
）
。与 CK 相比，ETH
处理显著提高了六出花花瓣相对电导率（P < 0.05）；
在瓶插期 6 d 时，NS、SP 和 SA 各处理组的相对电
导率分别降低了 25.12%、21.61%和 17.81%（P <
0.05）
。
MDA 是植物细胞膜脂过氧化反应的最终产物
之一，MDA 含量能够反映细胞膜完整性程度。由
图 6（b）可以看出，ETH 处理花瓣 MDA 含量持续
高于 CK（P < 0.05）
。CK 与各处理组的六出花花瓣
MDA 含量在插瓶过程中呈现先升高、后下降、再
升高的波状上升趋势，在第 3 天 和第 9 天出现 2
次峰值。在 6 d 时，NS、SP 和 SA 各处理组 MDA
含量分别比对照降低了 20.51%、15.38%和 12.56%
（P < 0.05）。由此表明，ETH 处理加剧了细胞膜脂
过氧化，加速了对细胞膜的破坏，而 NS、SP 和 SA
处理均有利于保持细胞膜的完整性。
2.5 不同瓶插液处理对瓶插期六出花花瓣乙烯代
谢的影响
图 7 显示了瓶插期六出花花瓣中的乙烯释放速
率、乙烯代谢中的两个关键酶活性及 ACC 含量变化。
乙烯释放速率呈现先下降、后逐渐升高的特征（图 7
（a）
）
。瓶插 6 d 时，ETH 处理组六出花花瓣乙烯释
放速率较 CK 增加了 107.82%（P < 0.05）
。瓶插 9 d
时，NS、SP 和 SA 处理组花瓣乙烯释放速率较对照
分别降低了 34.20%、38.08%和 24.47%（P < 0.05）
。
ACC 是乙烯合成前体物质，瓶插期间 CK 组呈
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波浪上升趋势，NS、SA
和 SP 处理组各时期含量均显著低于 CK 组，ETH
组各时期均显著高于 CK 组（图 7（b）
）
。瓶插 6 d
时，ETH 处理较对照增加了 9.26%（P < 0.05）
。NS、
SP 和 SA 处理组较对照减少了 26.29%、11.09%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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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9%，均显著抑制 ACC 含量的升高（P < 0.05）
。
ACS 是催化生成 ACC 的关键酶，ACS 活性与
ACC 含量直接相关。
瓶插期间 CK 组中 ACS 和 ACC
的变化趋势相同，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

Figure 5

Figure 6

Figur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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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趋势（图 7（c）
）
。瓶插 6 d 时，ETH 处理较 CK
组 ACS 活性增加 12.57 %（P < 0.05）
；NS、SP 和 SA
处理组较对照组的 ACS 活性降低了 30.69%、19.03%
和 8.95%，
均能显著抑制 ACS 的活性上升
（P < 0.05）
。

图 5 六出花切花瓶插期花瓣可溶性糖和可溶性蛋白含量的变化
Changes of soluble sugar and soluble protein contents in petals of A. hybrid cut flowers during vase period

图 6 六出花切花瓶插期花瓣相对电导率和 MDA 含量的变化
Changes of relative electrolyte leakage and MDA content in petals of A. hybrida cut flowers during vase period

图 7 六出花切花瓶插期花瓣乙烯释放速率、ACC 含量、ACS 和 ACO 活性的变化
Changes of ethylene production, ACC content, ACS and ACO activities of A. hybrida cut flowers during vase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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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六出花切花瓶插指标相关性分析
Table 4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A. hybrida cut vase life indexes
ACC
ACO
ACS
MDA
可溶蛋
可溶
相对电
含量
活性
活性
含量
糖含量
白含量
导率
0.204

0.600*

0.580*

﹣0.275

1.000

0.841**

0.345

1.000

0.412
1.000

鲜重
变化率

花朵
萎篶率

﹣0.740**

0.703*

0.798**

﹣0.889**

0.188

0.727**

0.706*

0.035

0.340

﹣0.789**

﹣0.236

0.791**

0.875**

﹣0.396

0.538

﹣0.429

﹣0.419

0.678*

0.690*

﹣0.423

0.599*

1.000

﹣0.036

﹣0.759**

﹣0.751**

﹣0.015

可溶性蛋白含量

1.000

MDA 含量

﹣0.313
1.000

相对电导率

﹣0.436

﹣0.940**

0.772**

0.831**

﹣0.321
﹣0.611*

0.968**

﹣0.498

0.829**

1.000

﹣0.590*

0.818**

1.000

﹣0.745**

鲜重变化率

1.000

花朵萎篶率
注：* 表示显著性相关（P < 0.05）
。**表示极显著相关（P < 0.01)。

图 8 六出花花朵开放各时期乙烯合成（AlACS、AlACO）及转导基因（AlCTR1、AlERS1 和 AlEIN3）的表达特性分析
Figure 8 Analysis of expression characteristics of ethylene synthesis genes（AlACS, AlACO）and ethylene signal transduction genes
(AlCTR1, AlERS1 and AlEIN3) in different flowering stages of A. hybrida during vase period

ACO 氧化 ACC 生成乙烯，ACO 活性直接影响
乙烯的生成量。六出花瓶插期间，CK 组 ACO 活性
呈先下降、后上升趋势，与乙烯释放量的变化趋势
相一致（图 7（d）
）
。瓶插 6 d 时，ETH 处理较对照

ACO 活性增加了 15.79%（P < 0.05）
。NS、SP 和
SA 处理组较对照 ACO 活性降低了 22.10%、19.79%
和 12.63%（P < 0.05）
，说明 ETH 处理促进了六出
花花瓣乙烯代谢，加快了衰老进程；NS、SP 和 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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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均能抑制六出花花瓣乙烯代谢，减缓衰老进程。
2.6 六出花切花瓶插指标相关性分析
花朵萎蔫率是评价切花瓶插寿命的关键指标，
为进一步分析影响六出花花朵衰老的关键因素，将
花朵萎蔫率与各瓶插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表
4）表明，花朵萎蔫率与乙烯释放速率、MDA 含量、
相对电导率的 Pearson 相关性系数分别为 0.831、
0.829 和 0.818（P < 0.01）
。鲜样质量变化率与花朵
萎蔫率的 Pearson 相关性系数为﹣0.745（P < 0.01）
。
可溶性蛋白含量与花朵萎蔫率的 Pearson 相关性系
数为﹣0.611（P < 0.05）
。ACS 活性与花朵萎蔫率的
Pearson 相关性系数为 0.599（P < 0.05），表明乙烯
释放速率、相对电导率、MDA 含量和鲜重变化率
是影响六出花花朵衰老的关键因素，其中乙烯释放
速率与花朵萎蔫率相关性系数最大，是影响六出花
切花花朵衰老的最主要因素。
2.7 不同瓶插液处理对六出花花朵各开放时期乙
烯生物合成基因表达的影响
由图 8 可知，乙烯生物合成关键基因 AlACS
和 AlACO 在瓶插过程中，对照组（CK）的表达模
式与乙烯释放速率相一致，均呈总体先降低、后升
高的趋势。花朵开放Ⅳ时期，ETH 处理组 AlACS 基
因的表达量较 CK 组提高近 1 倍，
显著提高了 AlACS
基因的表达（P < 0.05）
，NS、SP 和 SA 处理组较
CK 组 AlACS 基因表达量均显著下调（P < 0.05）
；
ETH 处理组各时期 AlACO 的表达量较 CK 组均上调
表达，NS、SP 和 SA 处理组 AlACO 基因表达量较
CK 在开花Ⅲ、Ⅳ时期均显著下调（P < 0.05），可
见 ETH 处理促进了 AlACS 和 AlACO 的表达，加速
了衰老进程；NS、SP 和 SA 处理抑制了 AlACS 和
AlACO 的表达，延缓了切花的衰老。
2.8 不同瓶插液处理对六出花花朵各开放时期乙
烯信号转导基因表达的影响
对照组乙烯信号转导基因 AlCTR1 和 AlERS1 的
表达模式呈逐渐上升趋势，AlEIN3 基因表达量相对
稳定。乙烯利处理组显著诱导了 AlCTR1、AlERS1
和 AlEIN3 在开花Ⅱ时期的表达（P < 0.05）
。3 种乙
烯抑制剂处理组 AlCTR1、AlERS1 和 AlEIN3 的表达
量在花朵开放后期相较于对照组均有不同程度地下
调（图 8）
。
结合乙烯生物合成相关基因表达模式等结果可
知：在乙烯利诱导下，六出花乙烯合成及转导相关
基因反应活跃，加速了六出花切花开放和衰老。3
种乙烯抑制剂均能不同程度抑制乙烯合成及转导相
关基因的表达，延缓切花的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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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与结论

乙烯严格控制乙烯敏感型花卉的衰老进程。蔡
蕾等[9]对不同乙烯代谢类型的月季品种进行外源乙
烯处理，发现乙烯加速类似末期上升型的大部分切
花月季品种的开放和衰老，缩短了瓶插寿命。马男
等[21]使用外源乙烯处理月季切花品种‘Kardinal’
后，花瓣 ACC 含量和 ACO、ACS 活性都被显著诱
导升高，和乙烯生成量相一致。本研究结果表明，
六出花花朵在开放前期乙烯释放量较低，而在开放
末期其释放量达到峰值，推测六出花的乙烯代谢类
型为末期上升型。
外源乙烯能够诱导内源乙烯的释放，加速乙烯
敏感型切花的衰老[10]。乙烯抑制剂可以通过降低切
花对乙烯的敏感性和内源乙烯的生成，延缓切花衰
老[22]。本研究结果表明，含有乙烯利的瓶插液处理
六出花切花，显著提高了六出花花瓣的乙烯生成速
率、ACC 含量、ACS 和 ACO 活性，加速了花瓣可
溶性蛋白质和可溶性糖的降解，增加了花瓣相对电
导率和 MDA 的含量，促进了切花衰老；而含有乙
烯抑制剂纳米银、水杨酸、精胺的瓶插液处理六出
花切花，均不同程度地降低了六出花花瓣的乙烯生
成速率、ACC 含量、ACS 和 ACO 活性，增加了可
溶性蛋白质的含量，延迟了可溶性糖含量的降低和
花瓣相对电导率、MDA 含量的升高，从而延缓了
切花的衰老，其中以纳米银效果最佳。这与前人的
研究相一致[ 5, 12-13, 23]。由此可以判断六出花对乙烯
敏感。
乙烯的生物合成途径受 ACS 和 ACO 基因的
调控，其表达水平与乙烯的产量呈正相关[24]。基因
表达结果（图 8）进一步表明，六出花花朵在开放
前期，AlACS 和 AlACO 表达水平较低，而在开放末
期其表达量达到峰值，各处理对 AlACS 和 AlACO
表达量的诱导变化与乙烯生成量的变化规律相一
致，推测 AlACS 和 AlACO 是六出花切花对乙烯
响应模式的关键基因。在乙烯信号转导过程中，六
出花瓶插前期乙烯生物合成量低，信号转导基因表
达水平也较低；乙烯利处理能诱导基因 AlERS1、
AlCTR1 和 AlEIN3 在开花前期的表达，加速六出花
花瓣乙烯信号的传递，使切花花瓣中发生活跃的乙
烯反应，促进切花衰老。而 3 种乙烯抑制剂均能不
同程度地抑制六出花瓶插过程中乙烯信号转导基因
的表达，延缓了切花的衰老。
综上所述，六出花对乙烯敏感，其乙烯代谢类
型可能为末期上升型。外源乙烯利处理促进了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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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乙烯代谢和相关基因表达，加速切花衰老。纳米
银、精胺和水杨酸处理均能不同程度地抑制乙烯代
谢和后期基因表达，延缓切花衰老，提高六出花的
切花瓶插品质，其中以 4 mg·L-1 的纳米银处理效果
最佳。关于六出花不同切花品种乙烯代谢类型和衰
老机制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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