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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接提高园艺作物耐热性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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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农业大学园艺林学学院，园艺植物生物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农业部华中都市农业重点实验室，武汉 430070)
摘 要：嫁接作为一门悠久而新兴的无性繁殖技术，广泛应用于园艺作物的繁殖、新品种选育以及品种改良等方
面。重点介绍嫁接技术提高园艺作物耐热性的应用研究，并综述了植物通过嫁接提高耐热性机理方面的最新进展。植
株嫁接能显著提高根系活力，提升接穗叶片的光合速率和酶活性，调节体内不同部位内源激素含量，并通过水平基因
转移（HGT）和 RNA 长距离运输对基因表达进行可遗传修饰。同时还对研究中仍需解决的问题和嫁接技术发展前景
进行讨论。大力开展嫁接提高园艺作物的耐热性，并深入研究嫁接提高植物耐热性的机理，对促进园艺作物的栽培与
育种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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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progress on improving the heat resistance of horticultural crops by grafting
HE Yanhong，QI Wenquan，ZHANG Chunling，WANG Nihui，BAO Manzhu
(Key Laboratory of Horticultural Plant Biology, Ministry of Education/Key Laboratory of Urban Agriculture in Central China,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College of Horticulture and Forestry Sciences,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0)

Abstract: As a long and emerging asexual reproduction technology, grafting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propagation, new cultivar breeding and quality improvement of horticultural crops. This article focused on the application of
grafting technology to improve the heat resistance of horticultural crops and reviewed the latest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mechanism of improving heat resistance by grafting. After grafting, the root activity, photosynthetic rate and enzyme activity of the leaves were enhanced obviously. The contents of endogenous hormones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plant were changed significantly. Horizontal gene transfer (HGT) and RNA long distance transport were happened to
modify gene express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problems that still need to be solved and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 of
grafting technology were also discussed. Popularizing grafting technology and studying the mechanism of enhancing
plant heat resistance by grafting will greatly promote the cultivation and breeding of horticultural crops.
Key words: grafting; heat resistance; root activity; photosynthesis; enzyme activity; endogenous hormone;
horizontal gene transfer; RNA long distance transport
20 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工业化发展，地球温室
效应加剧，气温不断攀升，对园艺作物的生长发育
和栽培管理极为不利。高温不仅会降低果蔬的产量
与品质，还会影响花卉的观赏品质，特别是喜冷凉
的园艺植物，高温胁迫对其生长发育、花期和观赏
性状都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高温影响植物外部
形态，不利于叶片和根系生长，导致叶片枯萎且易
发叶斑病、褐斑病，以及植株早衰等。植物在长期
高温下还会限制其生殖生长，植物花期缩短，致使

花期内能量积累不足，花器官发育不完全，花粉管
的延伸降低，中短花柱比例增加，影响花粉发育和
授粉受精，导致大量落花落果，或产生形成畸形果
等现象[1]。高温影响植物体内生理生化过程，降低
根系活性，减缓植物的水分代谢和矿质吸收；地上
部分蒸腾作用加剧，导致植物的蒸腾失水量大于其
吸水量，自由水和束缚水的比值降低，严重破坏了
水分平衡；高温导致植物体内活性氧大量积累，影
响光合作用，高温还会改变膜透性和膜脂过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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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一系列有害物质，不利于植物生长[2-3]。但是人
们长期实践发现，嫁接能够增强植物对生物胁迫和
非生物胁迫的抗性，有效促进园艺植物生长发育，
提高产品品质[4]。
嫁接是具有两三千年历史的悠久而又新兴的育
种技术，在园艺作物生产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主要
用于提高作物产量、降低疾病易感性和提升农业发
展的可持续性等。首先选取 2 种亲缘关系较近的植
物，然后将一种植物嫁接到另一种植物的适当部位
上，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新植株，其中接上去的部
分称为接穗，承载接穗的部分称为砧木。嫁接嵌合
体中砧木凭借强大的根系吸收地下水分和矿质营养
并通过维管束源源不断的运输到地上部分供接穗发
育，接穗又进行光合作用产生同化产物向地下部分
运输供砧木生长。所以嫁接植株相比于自根苗具有
很多优良特性，原因可能是受砧穗互作影响，植株
嫁接后其生长发育和生理生化特性都有所改变[5]。
这种无性繁殖方式结合了砧木和接穗的优良性状，
广泛应用于改善作物品质和提高生产力，诱发变异
和繁殖。
嫁接技术受到重视，园艺作物通过嫁接提高其
耐热性的研究也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热点，大力开展
嫁接提高园艺作物的耐热性，并深入研究嫁接提高
植物耐热性的机理，对促进园艺作物的栽培与育种
具有重要意义。

1

嫁接提高园艺作物耐热性的应用

植物嫁接技术主要有芽接、枝接和根接 3 种，
园艺作物嫁接历史悠久，我国西汉时期《氾胜之书》
就 记 载 过 人 工 瓠 瓜 [Lagenaria siceraria (Molina)
Standl. var. depressa (Ser.) Hara]嫁接；北魏时期著名
农学家贾思勰将梨（Pyrus spp.）嫁接到不同品种的
砧木上，结出不同风味的果实；宋元时代，我国的
花卉嫁接技术风靡一时。但是直到 20 世纪初蔬菜的
现代商业化嫁接才逐渐兴起，最初目的是为了解决
西瓜（Citrullus lanatus）设施栽培生长的连作障碍问
题。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我国嫁接技术发展非常缓
慢，基本没有大规模使用的案例，直到 80 年代后，
嫁接技术才获得了重生，在我国大范围应用起来。
目前园艺作物中商业嫁接应用比较多的主要有柑橘
（Citrus reticulata Blanco.）、苹果（Malus pumila
Mill.）
、芒果（Mangifera indica）
、葡萄（Vitis vinifera）
、
桃（Amygdalus persica）、核桃（Juglans regia）、李
子（Prunus salicina Lindl.）
、梨、柿（Diospyros kaki）
、
杏（Armeniaca vulgaris Lam.）和木瓜[Chaenome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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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ensis (Thouin) Koehne] 等 果 树 ， 西 瓜 、 甜 瓜
（Cucumis melo ）、黄瓜（Cucumis sativus ）、南瓜
[Cucurbita moschata (Duch. ex Lam.) Duch.]、苦瓜
（Momordica charantia）
、西葫芦（Cucurbita pepo ）
、
番茄（Lycopersicon esculentum Mill.）
、茄子（solanum
melongena）和胡椒（Piper nigrum ）等蔬菜以及月
季 （ Rosa hybrida ）、 菊 花 [Dendranthema morifolium(Ramat.) Tzvel.]、烟草（Nicotiana tabacum ）
和九重葛（Bougainvillea spectabilis）等观赏植物[4-6]。
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高温胁迫严重制约
园艺作物的生产，造成产量减少和品质降低。嫁接
技术可以有效的提高园艺作物的耐热性[7]。如将西
瓜嫁接于葫芦[Lagenaria siceraria （Molina）Standl.]
后，西瓜的耐热性显著提高，解决了西瓜夏季育苗
的问题[8]。以粘毛茄为砧木的嫁接番茄叶片中游离
脯氨酸含量比番茄自根苗高 1.67 倍，以北农茄为砧
木的嫁接番茄叶片中蛋白质含量增加 48.24%，同时
体内过氧化物酶（POD）和抗坏血酸过氧化物酶
（APX）活性明显提升，番茄的抗热能力显著增
强[9]。高温胁迫下，辣椒（Capsicum annuum）嫁接
苗相比于自根苗其体内蛋白质含量迅速上升，与耐
热性相关的蛋白质脯氨酸积累量较大，对高温的忍
耐力显著上升[10]。高温胁迫下，菊花嫁接苗叶片中
叶绿素含量、根系的活性、抗氧化酶的平均活性均
显著高于扦插苗，表明菊花嫁接苗的耐热性显著高
于扦插苗 [11] 。砧木可以增强接穗对热胁迫的耐受
性，面对不断变化的气候条件，嫁接为改善和扩大
园艺作物种植提供了技术支持。
1.1 嫁接提高植物根系活力
根系活力是表征植物根系的量，是反映植物生
长状况的重要指标，植物根系活力越高，地下部分
活动越旺盛，就能源源不断地从土壤中吸收水分和
矿质元素供应地上部分生长。高温处理下菊花嫁接
苗的根系活力始终高于扦插苗，嫁接苗表现出更强
的耐热性[11]。董灵迪等[12]发现高温下番茄嫁接苗根
系活性均有所提高，吸收水分和养分的能力增强，
植株生长旺盛，表现为“根深叶茂”。并且土壤微生
物生物量高低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植株抗逆性强
弱，其与植物根系的活跃程度有关，嫁接苗根系比
扦插苗发达，所以土壤中微生物生物量碳、氮值较
高，进而提升土壤酶活性，植株抗逆性增强[13]。
嫁接不但有利于提高植物根系活力，增强根系
对水分、营养的吸收同化，而且能有效改善同化产
物在体内的运输和分配，促进植物生长，从而提高
植物的抗逆能力。嫁接苗根系发育比自根苗好，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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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冠比大、根系活跃、吸收能力强，能有效提高对
灌溉水的吸收效率[6]。根系的导水力可以通过改变
对芽的供水量来调节植物生长，但是对于砧木通过
影响其活力调节植物生长的作用仍然存在争议。此
外砧木能介导植株对营养元素的摄取、易位和同化，
从而提高营养元素的使用效率。嫁接能提高甜瓜对
氮素的吸收与利用，甜瓜嫁接后，植株的氮素累积
量较自根苗增加 5.2%，氮素向果实的转移量比自根
苗提高 20.9%[14]。Mestre 等[15]发现嫁接于 12 种李
属砧木上的大顶油桃（Prunus persica var.nctarina）
叶片中营养元素含量存在显著差异。虽然已知不同
砧木对植物水分和养分的吸收效应不同，但是热胁
迫对其根系活性、水分和养分吸收的影响机制还知
之甚少，需要今后做进一步研究。
1.2 嫁接提高植物光合作用
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固定太阳能，产生同化产物，
供植物生长发育，植物一系列生命活动的正常进行
也都离不开光合作用，所以光合作用是植物赖以茁
壮生长的基石。植物无论是处于自然条件还是胁迫
条件下，通过嫁接都可以显著提升其光合能力，其
内在原因可能是与嫁接使植株叶绿素含量、气孔导
度和 RuBP 羧化酶活性等维持在较高水平有关。如选
用“高根卫士”和“部野丁”2 个品种为砧木，甜椒
“赤峰特选”为接穗，嫁接有利于促进甜椒幼苗叶
片的气孔开放和气体交换速率，显著提高甜椒幼苗
的光合速率，即使在胁迫环境中，嫁接苗也具有较
强的光合能力，相比于扦插苗更能适应逆境[16]。
嫁接还会影响植株 CO2 的补偿点和饱和点，有
效减缓体内叶绿素降解，维持叶绿素含量以及电子
传递量子效率的稳定，这是保持植株较强光合作用
能力的基础，源源不断地为其生命活动提供所需能
量[17]。通过较稳定的光合作用不断产生有机物和大
量中间产物，维持植物正常生命活动，保持生长势，
提高植物耐热性。
1.3 嫁接提高植物酶活性
高温胁迫导致膜脂过氧化，期间不断产生对植
物体有毒有害的物质，嫁接苗通过体内积累大量的
过氧化氢酶（CAT）、超氧化物歧化酶（SOD）以及
POD 等保护酶，在一定范围内减少损伤，相应提高
植物的耐热性，保护植物[11]。范双喜和王绍辉[9]发
现高温胁迫下，番茄嫁接苗的抗氧化酶活性显著高
于扦插苗，并且体内游离脯氨酸和可溶性蛋白质含
量也维持在较高水平，大大降低体内活性氧的含量，
这些蛋白是提高植物耐热性的基础。高温处理下嫁
接辣椒叶片中 POD 活性增加，且增幅高达 5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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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接番茄叶片中 POD 活性和 SOD 活性比自根苗叶
片高 1.16～1.21 倍，这有助于植物减少损伤，增强
对高温胁迫的适应性[10]。同时在黄瓜、茄子、甜瓜
以及菊花的大量研究中亦发现，逆境条件下嫁接植
株一方面降低活性氧的产生速率，另一方面增强
SOD、POD 和 CAT 等抗氧化酶的活性，以及增加
体内乙酰水杨酸（ASA）和谷胱甘肽（GSH）等抗
氧化物质的含量，有效减缓活性氧在植物体内积累，
提高嫁接幼苗的抗逆性[18-20]。
1.4 嫁接对植物激素的影响
植物激素调节是砧木控制接穗生长的重要机
制，这主要与嫁接后叶片中细胞分裂素（CKs）、脱
落酸（ABA）、生长素（IAA）以及赤霉素（GA）
含量变化有关。虽然植物激素调节是砧木控制接穗
生长的重要机制，但嫁接引起接穗的生理变化是由
于根激素输出导致还是砧木或接穗的局部变化引起
的，这一过程仍然是不确定的[21-22]。
嫁接可以延缓叶片衰老，从而提高生产力，这
与 CKs 密切相关，植株嫁接后通过提高 CKs 从根
系到芽的运输，改善植物光合作用促进生长。将早
衰系棉花（Gossypium spp.）植株嫁接到晚衰系棉花
上，与早衰系自体嫁接植株相比叶片 CKs 的含量有
所提高，同时叶绿素和可溶性蛋白质含量均有所增
加，光合速率提高 1.5～1.8 倍，延缓了叶片衰老[23]。
番茄嫁接后叶片中 CKs 和 K+浓度升高（20％），表
明嫁接提高植物芽内 CKs 的含量，以维持番茄在逆
境条件下正常生长，从而有效延缓叶片衰老[24]。
ABA 信号对嫁接植株生长和适应逆境有重要
作用，高温胁迫下 ABA 可在细胞中大量累积，ABA
浓度升高可以促进气孔关闭，同时启动相关抗逆性
基因表达来应对逆境[25]。研究嫁接对西瓜植株不同
部位内源激素含量的影响，发现在胁迫条件下，自
根嫁接苗和砧木嫁接苗 ABA 含量在根系、砧木和
接穗的茎中均大幅下降，在叶片中则显著增加。以
上结果说明嫁接显著改变了体内不同部位 ABA 的
含量，从而提高抗逆能力[26]。研究盐胁迫下黄瓜嫁
接苗和自根苗中叶片、根系及伤流液中 ABA、GA
和 IAA 的含量变化，实验表明随着胁迫时间的延长，
自根植株体内 ABA 含量开始下降，然而嫁接植株
体内 ABA 含量仍然保持上升，因此嫁接苗积累
ABA 更为迅速。此外黄瓜嫁接苗叶片、根系和伤流
液中 ABA/GA 值和 IAA 含量在整个胁迫期间均显
著高于黄瓜自根苗，而 GA 含量显著低于自根苗，
嫁接植株生长良好，表明嫁接植株体内较高的
ABA、ABA/GA 值及 IAA 含量和较低的 GA 含量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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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植株的抗逆性。并且嫁接苗能较快的感知胁迫，
并通过信号转导快速启动一系列相关抗逆基因的表
达来应答胁迫，提高植株对逆境的适应性[27]。

2

嫁接提高园艺作物耐热性的机理

虽然从生理学的角度已经很好的解释了嫁接技
术的益处，但是目前还没有建立起砧木-接穗相互作
用并最终导致作物性状增强的分子机制的综合理论
体系。砧木生物学中长距离信号分子传导机制的研
究才刚刚起步，本综述从砧穗之间遗传物质水平基
因转移和 RNA 长距离运输 2 个方面浅谈嫁接提高
植物耐热性的机制[28]。
2.1 信号物质
植物信号传导途径通过多种层次和多种机制相
连接，逆境条件下 RNA 和蛋白均可作为信号分子
影响嫁接植株的基因表达。Kehr[29]在嫁接植株的韧
皮部中已经鉴定到许多 RNA，其中 miRNA 对几种
关键矿物营养元素 K、S、Cu 的系统调节起重要作
用。Li 等[30]在芸苔属嫁接植物的可遗传嵌合体中也
发现了特定 miRNA 表达的变化，植物幼年到成年
过渡是由 miR156 表达的显著下降引起的，植物通
过嫁接能有效减少其幼年期，体现了 miRNA 在嫁
接中的初级效应。Bhogale 等[31]最近研究发现通过
嫁接传递的 miR156 还能调节马铃薯（Solanum
tuberosum L.）结瘤。siRNA 是植物中可移动的沉默
信号，能够诱导相关基因沉默调节嫁接植株的基因
表 达 ， Molnar 等 [32] 发 现 拟 南 芥 （ Arabidopsis

Table 1

大

学

学

报

2018 年

thaliana）嫁接植株中特定 siRNA 能穿过嫁接结合
部位移动，对基因表达进行表观遗传修饰。此外在
拟南芥嫁接实验中，证明 FT 蛋白可以通过长距离
运输，从砧木转运到接穗中促进开花，这对研究嫁
接育种的机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33-35]。
2.2 运输途径
物质在植物体内运输可分为 2 种途径，分别为
通过胞间连丝转运的短距离运输和通过维管束转运
的长距离运输，它们相互联通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
运输通道，其中胞间连丝转运又是长距离运输的基
础和前提[36]。
最近对胞间连丝的研究有重大发现，这一植物
所特有的结构不仅仅运输低分子生长调节剂和营养
物质，还能选择性的通过一些大分子物质，比如对
植物生长发育起着关键作用的特殊的蛋白质（转录
因子）、RNA（mRNA 和小 RNA）和 DNA（质体
DNA），这对嫁接影响遗传信息交流的研究具有重
要意义[37-38]。某些信号物质还可以通过维管束从砧
木运输到接穗，在植物生长发育过程中随糖类物质
一起通过维管束运输的蛋白质和 RNA 具有重要的
调节作用[40] 。在南瓜和羽扇豆的韧皮部中发现了
miRNA 和 siRNA，同时实验证明这些小 RNA 具有
移动信号分子的特性[41]。韧皮部是植物体内物质运
输的主要通道，其汁液中含有大量的 RNA、蛋白质
等内源大分子物质，只有少量可作为信号分子进行
长距离运输，表 1 列出部分目前已在植物体内鉴定
到的进行系统运输的内源信号分子[32,34,41-46]。

表 1 植物体内可系统运输的遗传信号物质
Genetic signal substances that can be systematically transported in plants

蛋白质 Proteins
FLOWERING LOCUS T(FT)

RNA

SICyp1
PbMPB2C

PBKN1 mRNA
St BEL5 mRNA
AtTCTP2 mRNA
siRNAs, miRNAs
miR156, miR172
miR399

植物种类 Plant species
Arabidopsis thaliana
Lycopersicon esculentum Mill.
Pyrus spp
Solanum tuberosum L.
Arabidopsis thaliana
Cucurbita maxima
Solanum tuberosum L.
Arabidopsis thaliana，Nicotiana tabacum L.

此外水平基因转移（HGT）被认为是真核生物
基因组进化的重要力量，植物既是 HGT 的供体也是
受体，其遗传信息的交流对象包括所有的原核生物
和真核生物。通过将基因库扩展到物种边界之外，
HGT 可以对基因和表型进行修饰，从而大大提高物
种适应性。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HGT 在密切关联
或至少偶尔发生细胞与细胞间接触（例如在共生或
寄生关系中）的生物之间普遍发生[46]。虽然长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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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HGT 仅仅常见于原核生物中，但是随着目前基
因组学研究的快速发展，涉及真核生物的 HGT 现象
正在被不断的揭示，之前人们大大低估了 HGT 对真
核生物基因组进化的贡献，植物细胞的细胞核、线
粒体和质体 3 个遗传区室都可以进行 HGT。2 种转
基因烟草株系的嫁接实验证实嫁接能引起叶绿体以
及核基因组遗传信息在接穗和砧木间的双向交流，
但是这种现象仅仅出现在嫁接结合处附近组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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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目前对于这些基因转移的机制尚不清楚，今后
还需对在某些嫁接情况下 DNA 的大片段或整个质体
基因组穿过嫁接结合部位做更深入的研究[5,46-48]。
2.3 作用机制
植物会通过 DNA 甲基化和组蛋白修饰等调控
途径影响相关抗逆基因表达来应对不利环境，近年
来学者研究认为嫁接很可能作为一种逆境诱导自身
进行调控以应对胁迫，从而产生变异表型[49-51]。维
管束中有大量可进行长距离运输的 RNA，其中
mRNA 通过韧皮部长距离运输到嫁接嵌合体其他部
位翻译，影响基因表达；此外还有一些非编码小
RNA，miRNA 和 siRNA 能够通过 RNAi 途径对基因
表达进行表观遗传修饰。小 RNA 的作用机制主要是
通过降解内源的同源 mRNA 进而沉默相应基因的表
达，还可以介导 DNA 甲基化促使特异基因沉默，进
而影响植物的育性、叶片形态以及植物对不同胁迫
的反应等，此外植物中异染色质沉默也与 DNA 的高
甲基化和组蛋白 H3 的特异性共价修饰有关[49,52-53]。
Stief 等[54]发现高温胁迫下拟南芥中 miR156 能抑制
SPL（SQUAMOSA promoter binding like）基因表达，
增强和延长热应激记忆，miR156 的高表达还可以促
进热应激反应基因的持续表达，提高植株耐热性，
这可能是植物维持在胁迫条件下获得的热稳定性的
原因。目前对于嫁接提高植物耐热性遗传机理的研
究较少，还需今后做更深入的研究。
表观遗传有别于孟德尔经典遗传，虽然研究起
步较晚，但是发展极为迅速，嫁接育种产生的遗传
变异机制主要就是表观遗传，作为研究嫁接机理的
重要方法，在揭示嫁接提高植株耐热性方面具有非
常重要的作用。随着科学研究地不断深入，人们更
进一步的认识了嫁接变异的产生、维持及遗传机制，
嫁接技术作为一种特殊的育种方法，在育种领域将
发挥更大的作用。

3

展望

嫁接作为一种特殊的育种技术，不但可以快速
繁殖后代，还可以提高园艺作物的品质和产量，这
一特性被广泛应用到园艺作物生产中。然而这种进
展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农民，园丁和植物学家的生
产实践。在刚刚过去的 20 年才有科学家研究了 R×S
（砧木×接穗）以及 R×S×E（砧木×接穗×环境）之
间相互作用的生理和分子机制，不仅揭示了嫁接的
原理，而且还开发了作物改良的新工具。
对嫁接提高植物耐热性的潜在生理机制的研究
很有限，目前仍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如：砧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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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穗嫁接后，为什么嫁接嵌合体的耐热性增强？其
主导因素是什么？此外，嫁接后重要的遗传物质—
核 DNA 转移的机制是什么？为什么有些 RNA 可进
行长距离运输？RNA 长距离运输的机制是什么？遗
传物质表达受到哪些因素影响等？目前国内外学者
聚焦于 RNA 长距离运输的机制研究上，如果发现了
RNA 长距离运输机制，则可用来定向改良不同园艺
作物品种的性状提高育种效率；此外通过转基因砧
木嫁接育种，将目的基因转入砧木，使其转录的
mRNA 通过韧皮部运输到接穗上翻译表达，既改良
了园艺作物品种性状，又免去人们对转基因食品的
担忧。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已经发现诸如
ONSEN 转座子插入和植物体内特有的 TAS 基因表
达能有效提高植物耐热性[55]，但这些机制能否通过
嫁接传递或诱导还是有待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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