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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葱花芽分化过程及形态特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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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辽宁沈阳 110161）
摘 要：为了明确大葱（Allium fistulosum L. var. giganteum Makino）花芽分化过程及形态特征变化，以易抽薹品种辽葱 5 号
和耐抽薹品种天光一本为试验材料，苗期进行人工低温春化、抽薹开花处理，利用体式解剖镜观察大葱花芽分化过程及形态
特征变化，并对花芽分化时期进行划分。结果表明：2 个不同抽薹性大葱品种的花芽分化过程及形态特征变化基本一致，均
可分为诱导感应期、花芽分化初期、花序原基和花原基分化期、花器官分化期 4 个时期。大葱茎尖营养生长锥转变为中央凸
起的环状体时，植株从营养生长转变为生殖生长，可作为大葱花芽分化初始的标志；总苞原基闭合或即将闭合可作为花序原
基和花原基分化期开始的标志；当花茎伸长至 5～10 mm 时，花序轴上部每个三角形的花原基顶点处形成 1 个扁圆形的外层
花被片原基和被其包裹的球形外层雄蕊原基，标志着花器官分化开始启动，当总苞开裂后顶端 30% 小花开放时花器官分化
进入末期。辽葱 5 号和天光一本在诱导感应期持续时间差异较大，分别为 20 d 和 35 d，花芽分化初期、花序原基和花原基
分化期、花器官分化期持续时间相近，分别为 10、15 d 和 30 d。
关键词：大葱；花芽分化；形态特征

葱（Allium fistulosum L. var. giganteum

蕊 等，2006；刘芳 等，2013）
、大白菜（惠麦侠 等，

Makino）是典型的绿体春化型蔬菜作物，营养体

2003）
、甜瓜（郝敬虹 等，2007）
、萝卜（张慧蓉

大小适宜，满足一定时间低温条件才能通过春化继

等，2010）等，多数采用石蜡切片法、电镜扫描法

而抽薹开花（张启沛 等，2008）
。其开花条件的特

进行形态解剖观察，将花芽分化过程分为 4～6 个

殊性，给大葱育种研究和栽培生产造成诸多障碍。

时期，并对花芽分化初始的形态特征进行详细描

在育种中，大葱资源种株收获后需经过冬储低温春

述。而葱属蔬菜作物相关研究较少，有报道的只

化，第 2 年才能抽薹开花获得种子，严重延缓了育

有大蒜（Kamenetsky & Rabinnowitch，2001；吴泽

种进度（王国华 等，2012）
；在生产中，如品种选

秀 等，2019）和洋葱（Jones & Emsweller，1936；

择不当，苗期遭遇低温，先期抽薹会严重降低大葱

Kamenetsky，1997；Lakshmi et al.，2017）
，鲜见大

品质（任志伟 等，2009）
。明确大葱花芽分化过程

葱花芽分化过程及形态特征的研究报道。本试验以

及形态特征，系统开展大葱抽薹开花机理和调控机

不同抽薹性大葱品种为试材，采用徒手解剖法并借

制研究是有效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基础。

助体式解剖镜对大葱花芽分化过程进行观察和拍

大

目前，关于植物花芽分化过程及形态学研究的

照，详细描述了各分化时期的形态特征及变化，旨

报道较多，如草莓（李荣飞 等，2020）
、百合（郭

在为深入开展大葱抽薹开花机理研究及大葱育种、
栽培实践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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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试验选用 2 个不同抽薹性大葱品种，易抽薹品
种辽葱 5 号，种子来源于辽宁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
究所；耐抽薹品种天光一本，种子来源于日本武藏
野株式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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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期、花器官分化期。

2019 年 4 月 10 日将 2 个大葱品种播种于本所

2.1 诱导感应期

试验基地连栋温室，5 月 16 日（葱苗 3 叶期）筛

低温春化处理前期，大葱植株感应低温短日照

选大小一致的壮苗移栽至营养钵（直径 13 cm，高

条件，体内春化物质开始积累，但外部形态未见明

12 cm）
，营养土配方为土、有机质和草炭（体积比

显变化，植株生长缓慢，茎尖分生组织始终保持叶

4∶1∶2）
，每个营养钵移栽 5 株，田间正常管理。

芽分化状态。营养生长锥呈马蹄形凸起，高出的半

6 月 20 日（葱苗 5 叶期）
，将营养钵移至人工

圆弧形部分是叶原基，中间较平的部分是茎尖分生

气候箱（型号：Panasonic MLR-352H-PC）进行低

组织（图 1-A）
。随着叶原基发育伸长，茎尖分生

温春化处理，根据前期筛选试验结果，适宜低温

组织膨大凸起（图 1-B）
，逐渐被外侧发育较快的

春化的环境条件设定为：光照强度 6 000 lx，光照

叶原基所包裹，呈类似心形或半圆形（图 1-C）
，

周期昼 10 h/ 夜 14 h；温度昼 8 ℃ / 夜 5 ℃，湿度

最后被完全遮挡。被包裹的营养生长锥开始新一轮

65%。每 7 d 浇水 1 次（根据土壤水分情况调整）
，

叶原基分化，新叶原基出现的位置在先形成的上一

隔次叶面喷施 0.2% 的磷酸二氢钾溶液。在低温春

级叶片对面。随着营养生长锥不断分化及叶片生长

化处理过程中每 5 d 取样 1 次，每次每个品种 20

发育，老叶、新叶相继对向从假茎的出叶孔露出。

株。将植株洗净吸干水分后小心剥离外层叶片，肉

观察发现，辽葱 5 号、天光一本诱导感应期分别为

眼无法看清时，置于 Olympus-SZX7 双目体式解剖

20 d 和 35 d。

镜下用解剖刀（比解剖针更容易控制）继续剥离，

2.2 花芽分化初期

观察每个品种植株茎尖生长点的分化状态并拍照记

随着低温春化处理时间延长，2 个品种外部形

录，直至茎尖组织无法再次分离。当取样植株全部

态出现明显差异。辽葱 5 号植株老叶逐渐变黄萎

转为生殖生长后（总苞完全闭合）
，将这个品种全

蔫，假茎增粗且基部明显膨大，而天光一本植株新

部放入另一个人工气候箱（型号同上）进行常温抽

老叶片保持绿色正常生长，假茎增粗但未见基部膨

薹处理。根据前期筛选试验结果，适宜抽薹的环境

大。在低温处理 20 d 左右，辽葱 5 号茎尖分生组

条件设定为：光照强度 10 000 lx，光照周期昼 14

织膨大隆起，呈半球状，其下半部被 1 层膜状组织

h/ 夜 10 h，温度昼 25 ℃ / 夜 18 ℃，湿度 65%。每

结构包裹（图 1-D）
。将上一级叶原基剥掉，可见

5 d 浇水 1 次（根据土壤水分情况调整）
，隔次施水

中央半球形凸起的环状体（图 1-E）
，外环即为总

溶性高钾复合肥（N-P-K 为 20-10-30 + TE）
。取样

苞包片原基，此时，植株茎尖分生组织从营养生长

时间和处理方法同上，小心将总苞外部叶片去除，

转变为生殖生长，标志着大葱形态上的花芽分化已

在 Olympus-SZX7 双目体式解剖镜下用解剖刀剥离

经开始。辽葱 5 号、天光一本花芽分化初期持续的

总苞包片，观察花序、花原基、花器官的分化形态

时间都在 10 d 左右，且 2 个品种花芽分化初始形

并拍照记录；当花被片闭合后，用解剖刀拨开花被

态特征基本一致。

片，观察雄蕊、心皮和雌蕊分化形态并拍照记录，

2.3 花序原基和花原基分化期

直至每个品种植株总苞开放，小花成熟。

此阶段 2 个品种植株外部形态与上个时期的

以低温处理开始作为第 1 个时期的初始日期。

末期相近，植株缓慢生长。环状生殖生长锥基部直

以后每个时期以取样 20 株中 60% 达到这个分化时

径增加，位于外侧的环状总苞包片发育快于内侧，

期的初始形态时，定为这个分化时期的初始日期，

慢慢包裹生殖分生组织，形成倾斜的总苞包片愈合

下一时期的前一天为这个分化时期的结束日期。

面，在总苞基部可见平坦的肥厚组织，为花茎侧芽
叶原基（图 1-F）
。总苞包片逐渐愈合，外观颜色

2 结果与分析

加深变绿，同时基部开始伸长抬高（图 1-G、H）
，

供试 2 个不同抽薹性大葱品种的花芽分化过程

花茎形成，在花茎基部可见花茎侧芽的叶原基分化

及解剖形态特征变化基本一致，
均可分为 4 个时期：

成形（图 1-I）
。在总苞包片闭合过程中，包片内

诱导感应期、花芽分化初期、花序原基和花原基分

部生殖生长锥逐渐分化隆起，形成圆锥形的花序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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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当总苞包片闭合且花茎伸长至 2～3 mm 时，

序原基先分化，然后花序原基和花原基同时分化，

花序原基表面分生出多个膜泡状凸起的小花原基

2 个时期存在部分重叠，归为 1 个时期比较适宜，

（图 1-J）
，然后花序原基和花原基同时分化，圆锥

为了统一标准，可将总苞原基闭合或即将闭合作为

形的花序原基体积逐渐增加，其表面的花原基数量

这一分化时期的开始。辽葱 5 号和天光一本花序原

也逐渐增多，布满整个花序（图 1-K）
。此阶段花

基和花原基分化期持续时间都在 15 d 左右，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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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大葱花芽分化过程的形态解剖特征变化
A～C，诱导感应期；D～E，花芽分化初期；F～K，花序原基和花原基分化期；L～P，花器官分化期。VM，营养分生组织；LP，叶原
基；VGC，营养生长锥；RGC，生殖生长锥；RM，生殖分生组织；IB，总苞包片；FS，花茎；FP，花原基；TP，花被原基；SP，雄蕊原基；
CP，心皮原基；An，花药；PP，雌蕊原基；Pi，雌蕊；Cp，心皮。彩色图版见《中国蔬菜》网站：www.cnve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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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耐抽薹品种天光一本持续的时间略长。

和 Lakshmi 等（2017）采用电镜扫描法对洋葱花芽

2.4 花器官分化期

分化的形态特征进行观察，将总苞包片闭合后，茎

当人工气候箱设置为大葱适宜生长条件后，辽

尖分生组织明显变大，外围出现凸起，分化出外围

葱 5 号植株老叶逐渐脱落，新叶迅速生长，叶色深

花原基，并在中央形成多个分化中心，形成伞状花

绿且粗壮，天光一本叶片生长速度加快，老叶蜡粉

序作为花芽分化开始的标志。吴泽秀等（2019）采

增多。去除外层叶片，肉眼见花茎伸长至 3～5 mm

用电镜扫描法和荧光体式显微镜解剖法进行观察，

时，体式解剖镜下轻轻剥离总苞包片，可见花原基

将大蒜总苞包片闭合后，营养生长锥转变为基部加

表面中央出现凹陷，扁平加宽，呈明显的三角形，

宽、表面有沟槽的花序雏形作为花芽分化开始的标

当花茎伸长至 5～10 mm 时，花序轴上部每个花原

志。本试验采用徒手解剖法并借助体式解剖镜观察

基三角形的顶点处按一定规律先后形成 1 个扁圆形

发现，大葱茎尖营养生长锥转变为中央凸起的环状

的外层花被片原基和被其包裹的球形外层雄蕊原基

体时，总苞包片原基已经形成，标志着生殖生长已

（图 1-L）
，标志花器官分化开始启动。在单个三

经开始，而且特征明显，易于辨认，可以作为大葱

角形花原基的上部边缘，先分化第 1 个外层花被和

花芽分化的初始形态标志。

雄蕊，第 2、3 个外层花被和雄蕊逆时针方向发育，

3.2 大葱花芽分化过程

而内层花被和雄蕊晚于外层发育且呈反向的顺时针

通常花芽分化的过程大体可以分为 5 个分化

方向，通常在第 1 和第 2 个外层花被和雄蕊之间先

时期：诱导感应期、花芽分化初始期、花器官分

分化出第 1 个内层花被和雄蕊，第 2 和第 3 个内层

化期、花器官发育期和开花期（
（Nard & Hertogh，

花被和雄蕊则按顺时针方向相继出现在 3 个外层花

1993）
。不同学者对花芽分化时期的划分有很大区

被和雄蕊的间隔处（图 1-L）
。当外层、内层花被

Kamenetsky（1997）
别。Jones & Emsweller（1936）
、

和雄蕊成形之后，花原基中央处出现隆起，心皮原

将洋葱花芽分化分为花序分化期和花的发育两个

基开始分化（图 1-M）
。总苞露出叶孔前，由于花

阶段，对花芽分化时期的划分过于笼统。宁云芬等

序轴上部的花原基分化较早，花被片先闭合形成小

（2008）将百合花芽分化过程分为 5 个阶段：未分

花雏形，
而下部小花的花被和雄蕊刚刚开始分化（图

化期、花芽分化初期、花序原基和小花原基分化

1-N）
。总苞露出叶孔后，花茎生长抬高，随着总

期、
花器官分化期和花序形成期。吴泽秀等（2019）

苞内部小花的花被合拢及雄蕊发育，心皮逐渐成形

将大蒜花芽分化过程划分为 4 个时期：未分化期、

并在中间分化出雌蕊原基（图 1-O）
，总苞开裂后，

总苞和花序原基分化期、小花原基分化期（包括小

可见上部未开放的小花，内部雄蕊、雌蕊伸长，花

花原基、苞片和珠蒜原基分化）以及花器官原基分

器官即将成熟（图 1-P）
。由于花序轴上部花原基

化期（包括花被片、雄蕊和雌蕊原基分化）
，这些

分化较早，最先开花，当顶端 30% 小花开放时花

研究对不同蔬菜作物的花芽分化过程进行了细致划

器官分化进入末期。花器官分化期时间较长，需要

分，并将分化重叠的时期进行了归类，相对科学合

30 d 左右的时间，供试 2 个品种在这一时期的持续

理。本试验参照上述作物花芽分化时期划分方法，

时间相差不大。

根据大葱花芽分化关键时期的解剖形态特征，将大
葱花芽分化过程划分为 4 个时期：诱导感应期、花

3 讨论与结论

芽分化初期、花序原基和花原基分化期、花器官分

3.1 大葱花芽分化的初始形态特征

化期。同时详细描述了每个时期植株表观形态、茎

花芽分化是指植物茎尖分生组织由营养生长

尖解剖形态的特征和变化，并统一界定了每个时期

分化产生叶片转变为生殖生长形成花序、花器官的

起始的标志性形态特征，可为进一步开展大葱春

过程（Bäurle & Dean，2006）
，不同植物的花芽分

化、抽薹开花等相关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化过程和形态特征变化也可能存在很大差别（张军

3.3

莉 等，2020）
。相比较而言，大葱花芽分化的初始

差异

形态特征与洋葱和大蒜相似。Kamenetsky（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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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天光一本的花芽分化过程及形态特征变化基本一
致。但易抽薹品种辽葱 5 号在低温处理 20 d 达到
花芽分化初期，比耐抽薹品种天光一本早 15 d 左
右，而花芽分化初期、花序原基和花原基分化期、
花器官分化期持续时间相近，说明大葱抽薹性主要
取决于花芽分化时间早晚，且耐抽薹大葱品种花芽
分化所需的条件更苛刻。任志伟（2010）
、董殷鑫
（2016）的研究表明，不同抽薹性大葱花芽分化的
早晚与苗龄大小、低温要求及持续时间有关。也有
研究表明洋葱的抽薹开花除与品种、植株大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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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 Changes in Floral Bud Differentiation Process of
Welsh Onion
YANG Guodong，LI Na，JIA Junxiang，Tian Yun，JIANG Xintao，CUI Lianwei*

（Institute of Vegetables，Liaoning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Shenyang 110161，Liaoning，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clarify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 in the floral bud differentiation process of Welsh
onion（Allium fistulosum L. var. giganteum Makino），this study took easy bolting variety‘Liaocong No.5’and
tolerant bolting variety‘Tianguangyiben’as test material；conducted artificial low-temperature vernalization
at seedling stage；observed the floral differentiation process and changes of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 in
green Welsh onion by anatomical lens；and divided the period of floral bud differentiation．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loral bud differentiation process and changes in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 of these 2 Welsh onion
varieties with different bolting ways were basically the same．They could be classified into 4 phases including
induction stage，initial stage of flower bud differentiation，inflorescence and flower primordium differentiation
stage，flower organ differentiation stage．Plant transformed from nutrional growth to reproductive growth
when vegetative growth cone turned into a central convex ring form，might being considered as the initial
sign of the floral bud differentiation of Welsh onion．The closure or impending closure of the involucral
bracts was considered as signs for beginning of the inflorescence and flower primordium differentiation
stage．When the flower stem extended to 5-10 mm，an oblate outer peripheral primordium and a spherical
outer stamen primordium formed at the apex of each triangle flower primordium on the upper part of the
inflorescence axis，marking the initiation of flower organ differentiation．Floral organ differentiation entered
into late stage when 30% top florets opened after involucral cracking．There were larger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induction durations of‘Liaocong No.5 ’and‘Tianguangyiben’，by 20 days and 35 days，respectively．The
duration of initial flower bud differentiation，inflorescence primordia and floral primordia differentiation，floral
organ differentiation were similar，being 10 days，15 days，and 30 days，respectively．
Keywords：Welsh onion；floral bud differentiation；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
· 信息 ·

浙江大学蔬菜研究所喻景权团队揭示油菜素内酯
信号在番茄顶端优势调控中的核心作用
2021 年 3 月 9 日，浙江大学喻景权教授团队在 PNAS 上在线发表了题为“Brassinosteroid signaling integrates multiple
pathways to release apical dominance in tomato”的研究论文，报道了番茄中油菜素内酯（BR）是解除顶端优势的关键信号，
其通过整合激素（生长素、独脚金内酯、赤霉素和细胞分裂素）和糖信号，促进侧芽活化和侧枝发生。
该研究发现，BR 通过其信号途径的关键转录因子 BRASSINAZOLE-RESISTANT1（BZR1）直接转录抑制侧芽中特异
性表达的 BRANCHED1（BRC1）基因，解除其对侧芽活化的抑制作用。顶芽去除能促进侧芽 BR 激素及 BZR1 蛋白的积累，
而 BR 合成基因缺失或 BR 受体基因沉默抑制顶端优势的解除。同样，抑制生长素或 SLs 合成以及外源 CK 或蔗糖处理在促
进侧枝发生的同时都能促进侧芽 BR 激素及 BZR1 蛋白的积累，而 BR 合成或 BZR1 缺失突变则抑制上述处理对侧枝发生的
促进作用。相反，增强赤霉素（GA）信号的 procera 突变体中 BR 信号和侧枝发生受到抑制。进一步研究发现，生长素、SL
和 GA 均抑制了 CK 合成，而蔗糖能促进 CK 合成。CK 信号途径的关键响应因子 RR10 参与 CK 诱导侧枝发生，并且 RR10
直接转录调控 BR 合成基因 DWF 表达进而促进侧芽中 BR 积累。
综上所述，BR 信号整合了控制侧枝发生的多种途径。侧芽中局部 BR 信号的调控是改善番茄株型的关键靶标，为减少
番茄整枝、促进轻简化栽培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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