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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株型可影响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及其机械化生产程度，而分枝是植物株型性状之一。分枝形成发育受多种因素影响，
近年来人们对植物分枝发育的分子调控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本文综述了植物分枝发育有关环境、植物激素和基因调控领域
的最新研究进展，同时探讨了植物分枝性相关研究在蔬菜育种上的应用，旨在为相关蔬菜作物分枝调控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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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枝是植物株型形态建成的重要农艺性状之

对植物分枝具有重要影响。研究表明，高强光可通

一。分枝可影响作物产量，同时分枝状况也会影响

过促进越桔侧芽生长从而促进分枝（Kawamura &

作物的栽培密度和营养分配。较多的分枝会导致通

Takeda，2002）
。低光量子通量密度会减少拟南芥

风不良，极易使作物发生病害造成减产。此外，分

2011）
分枝
（Su et al.，
。红光与远红光的比率降低时，

枝也是观赏植物一个重要的株型性状，分枝的生长

分枝抑制因子 BRANCHED 1（BRC1）表达升高从

状态可影响观赏植物的造景效果。近些年，分枝逐

而导致拟南芥分枝减少（Ballare，1999；Franklin &

渐成为育种家们较为关注的作物地上部性状之一。

Whitelam，2005；Gonzalez-Grandio et al.，2013）
。

植物分枝一般分为二叉分枝、假二叉分枝、

光合面积减少可促进分枝抑制基因 TB1 的表达进

合轴分枝、单轴分枝和分蘖等。单轴分枝的主要代

。
而 减 少 玉 米 的 分 蘖（Kebrom & Mullet，2015）

表植物有拟南芥和黄瓜等；合轴分枝的主要代表植

超过一定范围的光密度，会导致番茄中抑制分枝

物是番茄；分蘖的主要代表植物为大多数禾本科植

的 激 素 独 脚 金 内 酯（strigolactones，SLs） 含 量

物，例如小麦和水稻；假二叉分枝的主要代表作物

增 加 和 SLs 合 成 基 因 CAROTENOID CLEAVAGE

有茄子；而辣椒一般属于二叉分枝或者三叉分枝

DIOXYGENASE 7（CCD7） 的 表 达 升 高， 从 而 抑

（巩鹏涛和李迪，2005）
。

制 番 茄 分 枝（Koltai et al.，2011）
。 此 外， 亮 / 暗

1 植物分枝的环境调控

（7 h/7 h）过渡频率的增加会抑制拟南芥腋芽的发
育从而减少分枝（Jouve et al.，1998a，1998b）
。温

植物的分枝受光照、温度、营养状态等环境

度也是影响分枝的重要因素之一，低温会诱导月

因素的影响（Snowden & Napoli，2003）
，其中光照

季中的 SLs 信号基因 MORE AXILLARY GROWTH 1
（RwMAX1）的表达，促使其在茎节形成梯度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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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侧枝的萌发率（Djennane et al.，2014）
。低温
也会促进 SLs 受体基因 DWARF 14（D14）的转录
从而抑制水稻的分蘖（Chen et al.，2018）
。营养状
态也可调控植物的分枝发育。研究表明，糖类的
输入和输出对桃树腋芽的萌发有重要作用（Karine
et al.，2004）
。豌豆茎尖通过限制转移到腋芽的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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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来 限 制 腋 芽 的 生 长（Michael et al.，2014）
。缺

通过影响 IAA 的信号转导进而促进番茄侧枝生长

糖导致了小麦 tin 突变体的少分蘖表型（Kebrom

（Chaabouni et al.，2009；Deng et al.，2012）
。

et al.，2012）
。异麦芽酮糖可以促进芽的萌发从

2.2 细胞分裂素

而促进分枝，蔗糖、果糖、帕拉金糖和果胶都能

细胞分裂素（cytokinin，CTK）可通过促进细

促进离体培养的玫瑰侧芽在光照下的萌发（Rabot

胞分裂来活化侧芽，促进植物分枝。直接对植物

et al.，2012）
。磷和氮通过影响植物激素的合成及

侧芽喷施 CTK 可抑制顶端优势使侧芽生长。研究

运输来调控拟南芥侧枝的生长发育（Evers et al.，

发现，拟南芥 sho、hoc 等多分枝突变体中的 CTK

2011）
。缺磷通过抑制菊花腋芽的伸长来减少分枝

含量较高，说明 CTK 正调控植物分枝（Catterou

。研究表明，
长度，使其株型紧凑（郗琳，2015）

et al.，2002；Zubko et al.，2002）
。对拟南芥基部施

。
氮肥对水稻的分蘖有促进作用（Li et al.，2016）

加 CTK 可减弱顶端优势，促进侧芽生长（Chatfield

低氮处理可降低拟南芥中多分枝双突变体 brc1-2/

et al.，2000）
。CTK 还可以促进 AM 的起始和侧芽

brc2-1 的分枝数量（Madeleine et al.，2017）
。

的形成，拟南芥 supershoot（sps）多分枝突变体中

2 植物分枝的激素调控

由于 CTK 水平增加导致莲座叶和茎生叶的叶腋形
成多个 AM，增加分枝的数量，同时也可以促进侧

植物激素是打破侧芽休眠和分枝持续生长必不

。CTK 合成酶
枝的伸长（Tantikanjana et al.，2001）

可少的因素。外界环境的改变可使植物激素发生相

关 键 基 因 ISOPRENYLTRANSFERASE（IPT） 高 表

应的变化，促使植物体内激素达到动态平衡，进而

达可促进 CTK 对侧芽的活化作用，进而促进拟南

激发调控植物分枝基因的表达。

芥的分枝（Guo & Gan，2011）
。

2.1 生长素

2.3 独脚金内酯

最早发现作用于植物分枝的激素是生长素

SLs 的出现为研究植物腋芽的生长发育机制

（auxin，IAA）
。提高植物体内 IAA 水平后，侧枝

提 供 了 一 种 新 的 思 路（Rameau，2010）
。有研究

数目会明显降低（Hall & Hillman，1975；Morris，

表明，SLs 可以作为一种长距离信号物质抑制侧

1977；Greg et al.，1991；Romano et al.，1993）。

芽的生长发育，并且作为一种嫁接转移物质调控

研究表明，黄瓜茎尖中 IAA 不能独立抑制腋芽的

TCP 家族的分枝抑制转录因子 BRC1、TEOSINTE

生长，需要与其他抑制腋芽生长的物质共同作用

BRANCHED 1（TB1）
、FINE CULM 1（FC1） 的

（徐庆华 等，2011）
。对去除颖花的水稻喷施 IAA

表达，从而抑制侧芽伸长（Antonio et al.，2007；

后，水稻分蘖伸长受到抑制（Arite et al.，2007）
。

Shinohara et al.，2017）
。SLs 可通过下调豌豆腋芽

研究发现，IAA 含量处于最低值是腋生分生组织

内 的 CTK 水 平 来 抑 制 侧 芽 生 长（Victoria et al.，

（AM） 起 始 的 关 键（Gallavotti，2013）
。IAA 合

2008）
。研究发现，SLs 可抑制打顶豌豆的侧枝伸

成 途 径（ 丙 酮 酸 途 径 ） 中 2 个 重 要 基 因 YUCCA

长从而抑制植物分枝（Dun et al.，2009）
。在拟南

（YUC） 和 TRYPTOPHAN AMINOTRANSFERASE

芥中 SLs 可通过减少 IAA 输出载体蛋白 PIN 的数

OF ARABIDOPSIS 1（TAA1）的突变体合成 IAA 的

量来降低 IAA 极性运输的能力，从而抑制侧枝生

能力不强，导致顶端优势受到抑制进而促进拟南芥

长（Ongaro & Leyser，2007）
。随着对 SLs 的研究

分枝（Cheng et al.，2006）
。玉米 YUC 的同源基因

越来越深入，从生物合成到激素运输再到信号转

SPI1 功能缺失会导致 AM 起始和侧部器官发育发

导，SLs 调控植物分枝的机理也越来越清晰。SLs

生缺陷，从而减少分枝（Phillips et al.，2011）
。黄

受 体 复 合 物 D14-MAX2 的 底 物 D53-like-SMXLs

瓜在驯化过程中侧枝抑制基因 CsBRC1 的表达量逐

和 BES1 相 互 作 用， 抑 制 BRC1 的 表 达， 从 而 促

渐增高，在侧枝中直接抑制 IAA 输出基因 CsPIN3

。SLs 的 信 号 通
进 拟 南 芥 分 枝（Hu et al.，2020）

的活性，导致侧枝中 IAA 过量积累，从而抑制黄

路中有 3 个抑制因子，分别是 SMXL6、SMXL7、

瓜侧枝的生长发育（Shen et al.，2019）
。IAA 信号

SMXL8，研究发现在没有 SLs 的情况下 SMXL6 +

转导关键基因 IAA3、IAA5、IAA15 的突变或缺失

TPL 蛋白可直接与 SMXL6、SMXL7、SMXL8 的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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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子结合并抑制其表达来增加 SLs 的含量，从而抑

TE
高水平的 GA 可以激活 APC/C （E3 泛素连接酶

制拟南芥分枝。同时，SMXL6 还可以与未知的转

复合物）
， 促 进 AM 的 MONOCULM 1（MOC1）

录因子形成复合物，这些转录因子有望识别并结合

降解，从而抑制水稻分蘖（Lin et al.，2020）
。高

BRC1、TCP1 或 PAP1 的启动子，从而抑制它们的

浓度 ABA 会抑制拟南芥侧芽的萌发从而抑制分枝

转录来促进拟南芥分枝（Wang et al.，2020）
。

（Pei et al.，1998）
。BRs 信号通路调控基因 BZR1

2.4 其他激素

会 抑 制 拟 南 芥 AM 起 始 关 键 基 因 CUP-SHAPED

研 究 发 现， 赤 霉 素（gibberellin，GA）
、

COTYLEDON（CUC） 的 表 达， 从 而 抑 制 AM 启

脱 落 酸（abscisic acid，ABA） 和 油 菜 素 内 酯

始，抑制分枝（Gendron et al.，2012）
。为获得影响

（brassinosteroids，BRs） 都 可 以 调 节 植 物 分 枝。

植物分枝的激素类型，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总结

水稻 TILLER ENHANCER（TE）基因可抑制分蘖，

（表 1）
。

表 1 影响植物分枝的激素类型
激素

影响部位

作用方式

物种

IAA

侧芽起始和伸长发育

负调控

拟南芥（Romano et al.，1993）
，番茄（刘丛丛，2017）
，玉米（徐
，黄瓜（徐庆华 等，2011）
念闯，2015）

CTK

侧芽起始和伸长发育

正调控

拟南芥（Chatfield et al.，2000），番茄（刘丛丛，2017）
，玉米（徐念闯，2015）
，黄瓜（徐
庆华 等，2011）

SLs

侧芽伸长发育

负调控

拟南芥（梁越洋，2016）
，番茄（孙倩，2020）
，黄瓜（彭若楠，2020）
，油菜（粟盛颖 等，
2020）
，水稻（Lin et al.，2020）

GA

侧芽起始

负调控

，黄瓜（彭若楠，2020）
，番茄（张慧，2019）
水稻（Lin et al.，2020）

ABA

侧芽起始

负调控

西瓜（杨永岗 等，2020）
，水稻（Pei et al.，1998）

BRs

侧芽起始

负调控

拟南芥（Gendron et al.，2012）
，番茄（张慧，2019）

3 植物分枝的基因调控

et al.，2008；宋玉光 等，2016）
，CUC3 在拟南芥
AM 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Hibara et al.，2006）
。

影响植物分枝除了环境因素和植物激素外，还

研 究 发 现，CUC2 和 CUC3 直 接 与 DA1（ 其 肽 酶

有遗传因子。植物的分枝主要是由 AM 起始，发育

底物 UBP15 可抑制 AM 起始）启动子结合并激活

成腋芽，再由腋芽发育成侧枝。所以其内在调控基

其 表 达， 形 成 CUC2/CUC3-DA1-UBP15 调 控 模

因分为 3 种：一是侧芽起始发育调控基因；二是侧

块 来 控 制 拟 南 芥 AM 的 启 动（Li et al.，2020）
。

芽伸长发育调控基因；三是侧芽起始和伸长发育协

LATERAL SUPPRESOR（LAS） 属 于 GRAS 转 录 因

同调控基因。

子家族，促进 AM 形成，正调控拟南芥分枝（Greb

3.1 侧芽起始发育调控基因

et al.，2003）
。MOC1 和 LS 分别是 LAS 在水稻和番

植物侧芽的起始主要受到基因的调控。EXCES

茄中的同源基因，正调控 AM 起始（Groot et al.，

SIVE BRANCHES1（EXB1）属于 WRKY 转录因子

1994；Li et al.，2003）
。研究表明，在 AM 的启动

家族，可促进 AM 的启动，产生较多的侧芽来促进

和 建 立 过 程 中，LAS 和 MOC1 在 拟 南 芥 SHOOT-

拟南芥分枝（于延冲，2011；Guo et al.，2015）
。

MERISTEMLESS（STM）的上游起作用（Matsuoka

REGULATORS OF AXILLARY MERISTEMS1-3

et al.，1993；Long et al.，1996；Li et al.，2003；

（RAX1-3）属于 MYB 转录因子家族，正调控拟南

Liang et al.，2014）
。REVOLUTA（REV）属于 HD-

芥分枝（Muller et al.，2006）
。EXB1 在 RAXs 的上

ZIP 转录因子家族，作用于拟南芥 AM 起始（Talbert

游，正调控 RAXs 的转录促进 AM 起始，从而促进

et al.，1995）
。REV 可上调 SAM 基因表达来启动拟

拟南芥分枝（于延冲，2011；Guo et al.，2015）
。

南 芥 AM（Otsuga et al.，2001）
。STM 属 于 KNOX

番茄中 Blind 基因是 RAX 的同源基因，参与 AM 起

转 录 因 子 家 族， 通 过 调 控 AM 细 胞 的 分 化 来 促

始（Schmitz et al.，2002）
。NAC 转录因子 CUC 参

进 拟 南 芥 AM 形 成（Williams & Fletcher，2005；

与拟南芥 AM 启动（Stirnberg et al.，1999；Raman

Scofield & Murray，2006）
。WUSCHEL（WUS）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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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通过维持干细胞的活性和调控下游基因促进腋

变 体 中 都 会 产 生 较 少 的 AM 和 分 蘖（ 张 彩 霞，

芽 原 基 形 成；CLAVATA1-3（CLV1-3） 基 因 主 要

2014）
。玉米中的 BARREN STALK1（Ba1）基因和

功能是促进拟南芥 AM 细胞分化，STM 蛋白结合

拟 南 芥 中 REGULATOR OF AXILLARY MERISTEM

在 CLV 启动子上，上调其表达，同时受到 WUS 的

FORMATION（ROX） 基 因 为 LAX1 的 同 源 基 因，

调控从而影响拟南芥腋芽原基形成（李亚栋 等，

通过编码蛋白调节分蘖或分枝（Gallavotti et al.，

2009； 周 超，2015）
。LAX PANICLE1（LAX1） 和

2004；Yang et al.，2012）
。为获得影响侧芽起始发

LAX PANICLE2（LAX2） 均 属 于 bHLH 转 录 因

育调控基因的类型，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总结

子 家 族， 调 控 AM 形 成， 在 水 稻 lax1 和 lax2 突

（表 2）
。

表 2 侧芽起始发育调控基因
基因

功能

作用方式 物种

EXB1

编码 WRKY 转录因子

正调控

拟南芥（于延冲，2011）

RAXs、Blind

编码 MYB 转录因子

正调控

拟南芥（Muller et al.，2006）
，番茄（Schmitz et al.，2002）

CUC、BnaCUC

编码 NAC 转录因子

正调控

拟南芥（Hibara et al，2006；Raman et al，2008）
，甘蓝型
油菜（徐硕，2018）

LAS、MOC1、LS、TaMOC1 编码 GRAS 转录因子

正调控

拟南芥（Greb et al.，2003）
，水稻（Li et al.，2003）
，番茄
（Groot et al.，1994）
，小麦（涂田莉，2017）

REV

正调控

拟南芥（Otsuga et al.，2001）

STM、BnaSTM、Knotted-1、编码 KNOX 转录因子
OSHs

正调控

拟 南 芥（Williams & Fletcher，2005；Scofield & Murray，
2006）
，甘蓝型油菜（徐硕，2018）
，玉米（Smith et al.，
1992）
，水稻（Sentoku et al.，2000）

WUS、OsWUS

编码 WUS 转录因子

正调控

，水稻（黄玉兰，2015）
拟南芥（周超，2015）

CLV

编码植物受体激酶

正调控

拟南芥（李亚栋 等，2009；周超，2015）

AXR1

生长素信号转导相关基因

负调控

拟南芥（Lincoln et al.，1990）

ROX、LAX1、Ba1

IAA 运输载体，编码 bHLH 转录因子

正调控

，玉米
，水稻（张彩霞，2014）
拟南芥（Yang et al.，2012）
（Gallavotti et al.，2004）

编码 HD-ZIP 转录因子

3.2 侧芽伸长发育调控基因

1999）
。PINOID（PID） 基 因 负 调 控 IAA 信 号 转

BRC1、TB1、FC1 分别是拟南芥、玉米、水稻

导， 可 以 促 进 拟 南 芥 分 枝（Michniewicz et al.，

中的同源基因，都是 TCP 转录因子家族的成员，

2007）
。AtMYB2 基因负调控 CTK 含量，从而抑制

抑制分枝、分蘖的生长。通过 QTL 定位发现，玉

。BUD2 基 因 参
拟 南 芥 分 枝（Guo & Gan，2011）

米的 TB1 基因造成了玉米和多分蘖 Teosinte 玉米之

与多胺的形成，bud2 突变体会导致拟南芥分枝增

间的结构差异（Wang et al.，1999；Hubbard et al.，

加（Cui et al.，2010）
。D27 基 因 参 与 水 稻 中 SLs

2002）
。TB1 主 要 在 AM 中 表 达， 以 协 调 玉 米 芽

合 成 来 抑 制 分 枝（Lin et al.，2009）
。MAX1 基 因

的 生 长（Finlayson，2007）
。FC1 在 AM 和 SAM

编 码 细 胞 色 素 P450， 作 用 于 MAX3、MAX4 的 下

基部均有表达，通过促进芽休眠来抑制水稻分蘖

游，是 SLs 信号转导的关键基因，抑制拟南芥分枝

（Takeda et al.，2003）
。拟南芥的 BRC1 基因在腋

（Booker et al.，2005）
。水稻中 D3 基因与拟南芥

芽中表达，抑制腋芽伸长发育，是多个调控途径的

中 MAX2 基因同源，是 SLs 调控基因中的重要基

。黄瓜分枝抑制基
下游基因（Antonio et al.，2007）

因，在 MAX1、MAX3、MAX4 下游起作用，可抑制

因 CsBRC1 可以和生长素极性运输基因 CsPIN3 协

分 枝（Zou et al.，2005，2006；Hu et al.，2020）
。

同调控黄瓜分枝（Shen et al.，2019）
。CYP831 基因

水稻中 HTD1 基因与拟南芥中 MAX3 基因同源，与

属于细胞色素 P450 家族，通过减少 IAA 含量，抑

D17 为等位基因，是编码 SLs 合成酶的关键基因，

。
制顶端优势促进拟南芥分枝（Bak et al.，2001）

； 水 稻 中 D10
抑 制 分 枝（Zou et al.，2005，2006）

在拟南芥中，AXR1 基因是 IAA 反应基因，可抑制

基因与 MAX4 基因同源，参与 SLs 的生物合成，抑

腋芽的生长（Lincoln et al.，1990；Stirnberg et al.，

制分枝（Zou et al.，2006；Wang & Li，2011）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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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中 3 个等位基因 D14、D88、HTD2 在 SLs 信号

调控分蘖抑制基因 GT1 和 LaBa1/An-2 的表达，并

转导中发挥作用，是水稻分蘖的负调控因子（Arite

与转录辅阻遏蛋白 TOPLESS 互作，从而促进分蘖

et al.，2007，2009；Brady et al. 2007；Zhou et al.，

（Studer et al.，2011；Zhang et al.，2019）
。为获得

2013）
。而 D53 是 SLs 信号转导中的抑制子，正调

影响侧芽伸长发育调控基因的类型，对相关研究文

控水稻分枝（Jiang et al.，2014）
。玉米 TIN1 可负

献进行了总结（表 3）
。

表 3 侧芽伸长发育调控基因
基因

功能

作用方式 物种

BRC1、FC1、TB1、CsBRC1、
SlBRC1

编码 TCP 转录因子

负调控

拟南芥（Antonio et al.，2007）
，水稻（Takeda et al.，2003）
，玉米
Hubbard et al.，2002）
（Wang et al.，1999；
，黄瓜（Shen et al.，2019）
，
番茄（Mar et al.，2011）

AtMYB2

编码 MYB 转录因子

负调控

拟南芥（Cui et al.，2010）

YUC、TaYUC10

IAA 合成相关基因，编

正调控

拟南芥（Cheng et al.，2006）
，小麦（郭庆东 等，2015）

码类黄素单加氧酶
CYP83B1

调 节 IAA 含 量， 编 码
细胞色素 P450

正调控

拟南芥（Bak et al.，2001）

PIN、CsPIN、ZmPIN

IAA 运输载体

负调控

，黄瓜（Shen et al.，2019）
，玉米（李
拟南芥（Okada et al.，1991）
文兰和孟昭东，2019）

PID、CsPID

IAA 运输载体

正调控

拟南芥（Michniewicz et al.，2007）
，黄瓜（郝宁，2019）

IPT、OsIPT、SlIPT4、CsIPT

CTK 合 成 相 关 基 因，
编码 IPT

正调控

拟南芥（Guo & Gan，2011）
，水稻（柯忻，2010）
、番茄（张勇，
2018）
、黄瓜（张停林 等，2013）

BUD2

参与多胺形成

负调控

拟南芥（Cui et al.，2010）

MAX2、D3、CsMAX2

SLs 合成基因

负调控

拟 南 芥（Stirnberg et al.，2002）
， 水 稻（Zou et al.，2005，2006；
Sun et al.，2019）
，黄瓜（任广悦，2020）

D27、MAX3、HTD1、D17、
MAX4、D10

SLs 合成相关基因

负调控

拟 南 芥（Booker et al.，2005；Arite et al.，2007）
， 水 稻（Zou
et al.，2005，2006；Lin et al.，2009；Wang & Li，2011；Sun
et al.，2019）

MAX1、D14、D88、HTD2

SLs 信号转导相关基因

负调控

， 水 稻（Arite et al.，2007，2009；
拟 南 芥（Booker et al.，2005）
Brady et al.，2007；Zhou et al.，2013）

D53

SLs 信号转导相关基因

正调控

水稻（Zhang et al.，2019）

3.3 侧芽起始和伸长发育协同调控基因

物成为种植业第一大产业。番茄和黄瓜等茄果类和

在 AM 起始和侧芽发育都起作用的基因是 SPS

瓜类蔬菜是我国设施栽培的主要蔬菜作物，且以搭

和 BUSHY（BUS）
，它们是同源基因，SPS 基因主

架栽培为主。由于分枝较多，在茄果类和瓜类蔬菜

要在叶腋处强烈表达，控制 IAA 的合成来调控拟

生产中需要频繁地进行整枝、打杈、吊蔓等耗费人

南芥分枝（Reintanz et al.，2001）
。拟南芥 sps 突变

工的操作，增加了人工成本；其次，分枝较多还容

体特征是在叶腋中形成的分生组织数量增加以及侧

易造成植株养分分配不均，易发生病害，从而降低

芽的停滞释放，导致侧芽大量繁殖，从而形成了可

了蔬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随着人工成本的逐渐增

重复的分枝（Tantikanjana et al.，2001）
。也有研究

加，培育具备理想株型（侧枝少或弱）
、适宜轻简

表明，SPS 基因通过加速 CTK 的氧化降解来降低

化栽培的茄果类和瓜类蔬菜品种是我国蔬菜产业亟

叶腋处的 CTK 的浓度，使得 AM 的起始和腋芽的

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在生产过程中，除了选择理想

发育都受到抑制，导致拟南芥分枝减少（Grbic &

株型品种之外，也可根据上述研究结果对茄果类和

Bleecker，2000；Tantikanjana et al.，2001）
。

瓜类蔬菜的分枝性进行调控。首先，可通过改变生

4 植物分枝性在蔬菜育种中的应用及
展望

长环境条件来调节植株分枝。例如，可在栽培环境

我国蔬菜产值约 2.2 万亿元，已经超过粮食作

二，可利用植物激素调节分枝。通过喷施 IAA、

中适当增加远红光、降低温度或增施氮肥来减少分
枝，也可通过减少钾肥和糖类物质来减少分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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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s、GA、ABA、BRs 等减少分枝，同时 CTK 抑
制剂处理亦可减少分枝。第三，利用已鉴定的植物
分枝调控基因开发分子标记，通过分子标记辅助育
种培育理想株型新品种。闫立英等（2015）通过分
子标记辅助选择技术等育种手段选育出了适合棚室

CHINA VEGETABLES
育的研究〔硕士论文〕
．哈尔滨：哈尔滨师范大学．
任广悦．2020．黄瓜 SLs 信号转导基因 CsMAX2 的克隆及抗逆功
能验证〔硕士论文〕
．哈尔滨：哈尔滨师范大学．
宋玉光，马宗琪，邱念伟，董蔚．2016．拟南芥离体器官再生过程
52
中 CUC1 的 DNA 甲基化修饰状态分析．植物生理学报，
（6）
：
926-932．

省力化栽培且分枝性强的优质丰产旱黄瓜品种“绿

粟盛颖，罗为桂，徐明，袁凡，李鳞霞，徐锋，詹爽，苏益，萧浪

岛 7 号”
。第四，利用已克隆的植物分枝调控基因，

涛．2020．独脚金内酯对油菜分枝及生长发育的影响．分子

可以通过基因编辑技术获得不同分枝类型新种质。
Heidi（2017）对番茄 CLAVATA 基因进行编辑，获
得了有分枝且花果大小合适的番茄种质材料。在黄
瓜方面，中国农业大学张小兰教授团队克隆了调控
黄瓜分枝发育的关键基因 CsBRC1，由于中国的黄
瓜种植多倾向于选择侧枝数目少、长度短、萌发时
间晚的品种，因此可以利用 CsBRC1 基因信息，开
发分子标记，或者通过基因编辑技术鉴定、创制不
。随
同分枝类型黄瓜种质资源（Shen et al.，2019）
着人们对于植物分枝调控理解的不断深入，将会有
效解决茄果类和瓜类蔬菜生产中分枝较多的问题，

植物育种，18（20）
：6822-6827．
孙倩．2020．独脚金内酯调控番茄侧枝生长的功能研究〔硕士论
文〕
．杭州：浙江大学．
涂田莉．2017．小麦分蘖相关基因 TaMOC1 的分离及功能分析
〔硕士论文〕
．泰安：山东农业大学．
郗琳．2015．独脚金内酯在缺磷条件下影响菊花侧枝伸长的研究
〔博士论文〕
．北京：中国农业大学．
徐念闯．2015．玉米芽再生过程中茎端分生组织的形成及生长素
和细胞分裂素响应模式的研究〔硕士论文〕
．泰安：山东农业
大学．
徐庆华，李凤兰，金峰，胡宝忠．2011．IAA 和 ZR 对黄瓜分枝发
育的协同调控．北方园艺，
（9）
：1-4．
徐硕．2018．甘蓝型油菜多主茎突变体 dt 茎尖分生组织转录组和
蛋白质组学研究〔硕士论文〕
．镇江：江苏大学．

创新种质资源，并培育出符合育种目标的优质、高

闫立英，宋晓飞，李晓丽，孙成振，杨晴，冯志红，胡铁锋，王

产蔬菜新品种，有效解决蔬菜生产过程中用工难、

艳侠，赵丽娟，杨树宗，樊庆林，王贵英．2015．棚室用多

用工贵等难题，降低蔬菜生产成本，提高蔬菜生产

分枝免落秧省力化栽培优质丰产旱黄瓜品种‘绿岛 7 号’的

轻简化栽培程度。

//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
选 育． 中 国 科 技 成 果：https：
aspx?dbname = SNAD&filename = SNAD000001666010．
于延冲．2011．拟南芥转录因子 WRKY71 对花和分枝发育的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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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Plant Branchiness and Its Application in Vegetable Bree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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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ollege of Horticulture，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for Horticultural Crop Germpla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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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lant type can affect crop yield per unit area and its level of mechanized production．While，
branching is one of the major plant type characteristics．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branching are
affected by many factors．In recent years，in-depth 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 on the molecular regulation
mechanism of plant branching development．This paper reviewed the latest research progress made in the
fields of environment related to plant branching development，plant hormones and gene regulation domain．
At the same time，this paper also explored the application of plant branching correlational studies on vegetable
breeding，aiming at providing theoretical basis for studies on regulation of vegetable crops branching．
Keywords：branching；vegetable breeding；plant hormone；gene regulation；research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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