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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授粉是植物生活史周期中的一个重要过程．茄科植物属于湿柱头，实心花柱．成功授粉起始于花粉粘

附在成熟的柱头表面，接着水合、萌发，花粉管穿过柱头后沿着花柱传导组织细胞间隙朝着胚囊的方向生长，经
过助细胞后释放精子完成双受精．在这个过程中，花粉外壁决定因子与花粉管生长通道中的各种成分相互作

用，激活花粉管细胞内部的一系列生理生化反应．存在于烟草柱头、花柱传导组织细胞、子房和助细胞中的各种

分泌物对于花粉细胞粘附、花粉管生长营养供给、信号传导、方向引导具有重要作用；另外，某些花粉决定因子

与雌蕊成分的相互作用也可能导致自交不亲和与杂交不亲和．文章总结了烟草授粉后花粉与雌蕊相互作用涉

及的物质及机理，这些物质主要包括蛋白质、多糖、脂类、激素、酶类和黄酮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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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草（Ｎｉｃｏｔｉａｎａ）属于茄科（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ｅ）植物，
目前已知的超过 ６６ 个种，分属于普通烟（ Ｔａｂａ⁃
ｃｕｍ）、黄花烟（Ｒｕｓｔｉｃａ）和碧冬烟（Ｐｅｔｕｎｉｏｉｄｅｓ）３ 个

亚属的 １４ 个组中．全世界普遍种植的普通烟草（Ｎ．
ｔａｂａｃｕｍ）和在亚洲西部、前苏联种植的黄花烟草

（Ｎ．ｒｕｓｔｉｃａ）为栽培种，其余为野生种．目前，烟草生

产上推广使用的品种遗传基础狭窄，而烟草野生种

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形成了适应于不同生态环境

的性状，特别是对不同病、虫等的高抗性、特殊的香

气品质等，是烟草改良的天然基因库［１］ ．然而，种间

遗传背景差异严重阻碍了杂交育种进程，很多野生

烟草种与栽培烟杂交不亲和（ ｃｒｏｓｓ－ｉｎ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
ｔｙ），包括受精前及受精后杂交不亲和，其中受精前

不亲和涉及花粉与雌蕊的复杂互作，不亲和可能在

花粉与柱头、花柱和子房互作的任一环节发生，而
发生在不同部位杂交不亲和的调控机制不同．另
外，植物为了保持高度的杂合性，在进化过程中形

成了自交不亲和（ｓｅｌｆ－ｉｎ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机制，以阻碍

自花授粉，烟草为配子体自交不亲和（ ｇａｍｅｔｏｐｈｙｔｅ
ｓｅｌｆ ｉｎ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不亲和一般发生在花柱中［２］ ．

系统地整理烟草授粉后花粉与雌蕊相互作用

的成分与其可能的调控机制，对研究烟草种间杂交

不亲和调控机制有重要意义，可更好的指导育种实

践．目前，有许多关于花粉雌蕊相互作用分子调控

机制的文献综述，但关于茄科植物烟草的报道多是

零散的针对某些物质的研究论文．本文系统的总结

了烟草花粉粘附在柱头表面，水合、萌发、花粉管在

柱头、花柱中生长并进入胚珠到达胚囊的整个过程

中，花粉和雌蕊的相互作用机理及涉及到的分子与

物质，这些物质由配子体或孢子体分泌；某些花粉

与雌蕊成分相互作用后引导花粉管朝着子房的方

向正常生长，而某些成分相互作用后引发不亲和反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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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花粉与柱头互作

１．１　 花粉粘附在柱头表面　 烟草柱头由 ３ 部分构

成：乳突细胞形成的表皮层，分泌细胞形成的传导

组织和周围的薄壁组织细胞层［３］ ．植物成功授粉起

始于花粉粘附在柱头表面，烟草雌蕊成熟后柱头分

泌细胞分泌大量物质到柱头乳突细胞表面，这些分

泌物有较大的粘性，花粉成功粘附在柱头上主要依

赖于分泌液的表面张力，因此没有种间的特异

性［４－５］ ．
１．２　 花粉的水合、萌发和生长 　 花粉粘附于柱头

表面后，要成功地萌发及生长依赖于花粉粒的水

合，柱头分泌物对花粉水合具有重要作用，当花粉

粒落到柱头乳突的顶端、分泌液水平之上时不能发

生水合作用［６］ ．柱头分泌液由疏水性的油脂类构

成，分泌液之下有结晶状态的水，疏水的分泌液和

亲水的水层环境对于花粉的萌发至关重要．结晶水

是花粉水合过程中水分的直接来源，结晶扫描电镜

技术表明花粉粒与柱头相互作用的地方结晶水逐

渐消失［７－９］ ．疏水的分泌液具有多重作用：一方面，
它对花粉和柱头表面的水分流失有阻碍作用，在柱

头表面建立了水分梯度，使得花粉萌发并朝着水分

较高的柱头表面生长，同时确保分泌液中的水分含

量不过高从而避免花粉管的不定向生长［１０－１４］；另
外，分泌液中的长链甘油脂肪酸酯能够刺激花粉的

水合作用，Ｗｏｌｔｅｒｓ －Ａｒｔｓ 等的实验表明对于切除柱

头的雌蕊，不饱和甘油三酯能恢复花粉在花柱中的

水合萌发并使其穿过花柱生长［７，１０］ ．在这个过程

中，花粉粒细胞膜上的水孔蛋白扮演了重要角色，
它调节水分从柱头表面流向花粉［９，１５］ ．

在烟草的柱头分泌组织中还表达一种富含半

胱氨酸偏酸性的 １２ ｋｕ 蛋白 ＳＴＩＧ１，该蛋白在柱头

分泌组织开始分化时表达，稳定性高，在成熟柱头

分泌液中仍能提取到该蛋白．Ｖｅｒｈｏｅｖｅｎ 等研究认

为 ＳＴＩＧ１ 的主要作用在于控制分泌物如脂类的释

放及确定其被分泌到柱头细胞表面的时间，也可能

在柱头分泌细胞的分化过程中发挥作用［１６］；
Ｃｈｅｕｎｇ 研究表明，矮牵牛花黄酮缺失突变体的花

粉不能在柱头上萌发，添加外源黄酮类物质山奈酚

可以使花粉在柱头上萌发，这说明存在于柱头和花

粉中的山奈酚可能在花粉萌发过程中发挥了作用
［１７－１８］；在烟草中，脂质转移蛋白－ＬＴＰ 具有延展蛋

白的活性，它可能在促进花粉管壁松弛，加快花粉

管生长过程中起作用［７］；Ｇｒｏｏｔ 等的实验表明，在普

通烟草花粉细胞表面特异表达 ＮＴＰ３０３ 蛋白，该基

因及其家族基因的沉默将影响花粉管体外生长并

导致雄性不育，因此该蛋白在花粉萌发及花粉管生

长中具有重要作用 ［１９］ ．
也有研究认为，花粉管最初的生长主要受到花

粉内部因子的调控，而在长出花粉粒以后则更多的

受到雌蕊分泌物的调控［１７－１８］ ．Ｓｔｅｐｈｅｎｓｏｎ 等的研究

表明，属于二核的烟草花粉，在柱头上萌发生长后

８～１２ ｈ 发生有丝分裂，分裂前为自养生长（ ａｕｔｏ⁃
ｔｒｏｐｈ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分裂后为异养生长（ ｈｅｔｅｒｏｔｒｏｐｈ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其中分裂前并不是严格的自养生长，花粉

的萌发生长依赖于柱头提供水分、离子和糖类；乙
烯在促进花粉管自养生长中也发挥了作用．该阶段

的自养生长指的是花粉管萌发生长更多的依赖于

花粉本身存贮的代谢物，有丝分裂后的异养生长则

更多的依赖于花粉携带遗传信息的表达［２０］ ．
１．３　 柱头与花粉互作过程中引发不亲和的成分　
Ｋｏｉｗａｉ 等研究了 ５１ 个烟草品种中的 ω－氢脂肪酸

和普通脂肪酸的含量和分布，结果表明在自交亲和

的烟草品种中，柱头分泌液中 Ｃ１８ ∶ ｌ－ω－ＯＨ 的含

量较 Ｃ１８ ∶ ２－ω－ＯＨ 多，与之相对应，分泌液中普

通脂肪酸 Ｃ１８ ∶ １（油酸）的含量比 Ｃ１８ ∶ ２（亚油

酸）多；相反的是，在自交不亲和烟草种 Ｎ． ａｌａｔａ、
Ｎ． ｆｏｒｇｅｔｉａｎａ、Ｎ． ｂｏｎａｒｉｅｎｓｉｓ 和 Ｎ． ｌａｎｇｓｄｏｒｆｉｉ 中，油
酸和亚油酸的含量与自交亲和品种中的含量相反，
这些脂肪酸的品种差异性分布表明它们可能与自

交不亲和过程有关［２１－２２］ ．与上述研究结果不同的

是，本课题组前期研究表明，自交亲和烟草种 Ｎ．
ｓｔｏｃｋｔｏｎｉｉ２ 类 ω－氢脂肪酸或普通脂肪酸的含量规

律和自交不亲和种相似，而栽培烟草作为母本与

Ｎ． ｓｔｏｃｋｔｏｎｉｉ 杂交授粉后，表现为柱头杂交不亲和，
该组合杂交不亲和的调控和 Ｃ１８ ∶ ｌ ／ Ｃ１８ ∶ ２ 的含

量差异是否有关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一些柱头分泌液中的物质在亲和品种与不亲

和品种中表达量不同，这些物质的功能可能与单向

授粉不亲和即 ＳＩ×ＳＣ 规律有关［２３－２５］ ．ＮＡＳＴＥＰ 蛋白

与 Ｋｕｎｉｔｚ 族蛋白酶抑制剂有很高的序列同源性，
该蛋白只在自交不亲和烟草种如 Ｎ． ａｌａｔａ、Ｎ． ｆｏｒ⁃
ｇｅｔｉａｎａ 和 Ｎ． ｂｏｎａｒｉｅｎｓｉｓ 等柱头中大量表达，而在

花柱中低水平表达；授粉以前 ＮＡＳＴＥＰ 位于柱头乳

突细胞的液泡中，授粉后柱头细胞发生巨大的变

化，如液泡破裂，其中 ＮＡＳＴＥＰ 和叶绿体伴随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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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的穿孔被释放到柱头细胞外基质中，被释放出来

ＮＡＳＴＥＰ 和其它物质与花粉发生识别作用，推测其

可能是降解位于花粉管中的某些柱头分泌蛋白，从
而引发不亲和反应 ［２６］ ．

２　 花粉管和花柱互作

２．１　 花粉管在花柱中生长　 关于烟草花粉管在花

柱中正常生长的条件有很多种理论，现在普遍认为

化学因素和物理因素对于花粉管正常生长都是很

重要的．一方面，花柱传导组织梭形细胞形成的细

胞间隙为花粉管的定向生长提供了有利条件［２２］；
另一方面，柱头、花柱和子房分泌物在花粉管生长

和方向引导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现阶段，很多学者

致力于分离鉴定这些成分，取得了许多成就．在烟

草中， 研究得比较多的是阿拉伯半乳糖蛋白

（ＡＧＰ），阿拉伯半乳糖蛋白是一个富含羟脯氨酸

糖蛋白家族，相对分子质量在 ６０～３００ ｋｕ 间［２７］，其
中包括 ＴＴＳ、ＮａＴＴＳ、ＧａＲＳＧＰＧ、ＰＥＬＰＩＩＩ 和 １２０ ｋＤａ
等［２８－３１］ ．ＴＴＳ 即引导组织特异蛋白，它在花柱中花

粉管的粘合、花粉管引导及提供营养等方面具有重

要作用［３２］ ．从柱头端到子房端，花柱 ＴＴＳ 蛋白糖基

化水平增高，而糖基化梯度也在花柱中形成了一个

酸性梯度，这些梯度可能与花粉管的定向生长相

关，虽然这一功能尚存在疑点［３０］ ．
由于化学因素发挥引导作用的距离限制和浓

度要求，仅仅 ＴＴＳ 糖蛋白不可能有效地引导花粉

管定向生长．有学者认为花粉管定向生长可能不需

要花柱中某种成分连续的浓度梯度作为方向引导，
在不同的部位可以由不同的物质浓度梯度定位其

生长的方向．与之相吻合的是，近年来有报道表明

子房孢子体或者助细胞分泌物在花粉管定向生长

中发挥了作用，如吲哚乙酸（ ＩＡＡ）和 γ－氨基丁酸

（ＧＡＢＡ），ＩＡＡ 和 ＧＡＢＡ 可能在烟草子房中合成并

控制其在花柱中的浓度梯度，花柱靠近子房端的浓

度高于远子房端，从而引导花粉管朝着子房的方向

生长［３３－３５］ ．
另外，在花烟草也分离到了 ＴＴＳ 蛋白———

ＮａＴＴＳ，该蛋白的功能可能与普通烟草中的 ＴＴＳ 蛋

白类似［３６］ ． 然而，位于传递组织细胞内壁中的

ＧａＲＳＧＰＧ 与 ＴＴＳ 蛋白的多肽主链有 ９７％相同［３６］，
但在花粉管生长中不发生作用，可能更多的与划定

ＴＴＳ 组织细胞功能或者与花柱病菌侵染有关．ＰＥＬ⁃
ＰＩＩＩ 在普通烟草雌蕊中表达，除具有阿拉伯半乳糖

蛋白属性外，还具有延展蛋白的属性，该蛋白在授

粉前位于传导组织细胞间隙里，但是授粉后转移到

花粉管细胞内壁中，这表明 ＰＥＬＰＩＩＩ 可能与物质转

运有关．也有推测认为 ＰＥＬＰＩＩＩ 可能与限制胞外基

质润滑性有关，因为有实验表明在 ＰＥＬＰＩＩＩ 沉默突

变体中，胞间质形态由光滑变得颗粒化 ［３７－３８］ ．
另外，Ｍａｒｔｉｎｉｓ 等研究表明乙烯在花粉管生长

过程中可能发挥了作用，乙烯可以通过蛋白磷酸化

的信息传导途径影响 ｍＲＮＡｓ 的稳定性，其中可能

包括了合成 ＴＴＳ 糖蛋的 ｍＲＮＡ［３９］；Ｇｒａｙ 报道了烟

草中 ＮＴＳ１６ 受体激酶与花粉识别有关，并且乙烯

能够增加其表达量［３０］ ．
２．２　 与花粉管在花柱中不亲和生长相关的物质　
花柱中影响花粉管亲和性生长的物质，研究报道的

较多的是以 Ｓ－ａｌｌｅｌｅ 为基础的自交不亲和机制，多
数烟草品种的自交不亲和都受到 Ｓ－ａｌｌｅｌｅ 控制，而
Ｎｉｃｏｔｉａｎａ ｐｌｕｍｂａｇｉｎｉｆｏｌｉａ 缺乏 Ｓ－ａｌｌｅｌｅ 特异性不亲

和元件，与其它品种的不亲和机理不同［４０－４１］ ．花粉

Ｓ－ａｌｌｅｌｅ 产物属于一组 Ｆ－ｂｏｘ 蛋白（ＳＬＦｓ） ［２３］，能与

其它成分形成 ＳＣＦ 泛素复合体，花柱 Ｓ－ａｌｌｅｌｅ 产物

是 Ｓ－ＲＮａｓｅ，当雌蕊和花粉表达相同的 Ｓ－ａｌｌｅｌｅ 时

导致不亲和．Ｓ－ＲＮａｓｅ 可以不区分亲和性的进入花

粉管中，ＳＣＦ 泛素复合体可能通过不同的方式泛素

化 Ｓ－ＲＮａｓｅ，决定了 Ｓ－ＲＮａｓｅ 的不同命运，只有亲

和花柱中泛素化的 Ｓ－ＲＮａｓｅ 被降解，从而不能发

挥其“细胞毒素”的作用；也有学者认为亲和花柱

与不亲和花柱中的 Ｓ－ＲＮａｓｅ 与 ＳＣＦ 复合体的不同

位点发生作用，只有亲和花柱中的 Ｓ－ＲＮａｓｅ 与 ＳＣＦ
的激活位点结合后泛素化并被降解［４２］ ．但是，在烟

草中，Ｓ－ＲＮａｓｅ 与花粉管直接发生作用的证据并不

多，这个过程还需要其它的非 Ｓ－ＲＮａｓｅ 因子调节，
如 １２０ ｋＯａ、ＮａＴＴＳ 、ＧａＲＳＧＰＧ、ＮａＳＴＥＰ、ＮａＴｒｘｈ 和

ＨＴ－ｂ 等都可能在花粉管与 Ｓ－ＲＮａｓｅ 相互作用过

程中发挥了功能 ［４３－４４］ ．如研究报道指出硫氧还蛋

白 ＮａＴｒｘｈ 在自交不亲和的烟草品种中大量表达，
当其它花柱蛋白同时存在的情况下 ＮａＴｒｘｈ 偏好性

的选择 Ｓ －ＲＮａｓｅ 作为底物，它可能通过改变 Ｓ －
ＲＮａｓｅ 与 ＳＬＦ 的亲和性，或者是改变 Ｓ－ＲＮａｓｅ 的结

构从而影响其在花粉管液泡中的稳定性发挥作

用［４４－４５］；ＨＴ－Ｂ 是天冬酰胺富含蛋白，该蛋白在自

交亲和的样本中被降解［４０］，抑制该蛋白的表达可

克服自交不亲和；ＮａＳＴＥＰ 则可能在维持 ＨＴ－Ｂ 蛋

白的稳定性中发挥了作用；ＮａＰＣＣＰ 则可能参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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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花柱 Ｓ－ＲＮａｓｅ 蛋白在花粉管细胞膜中的运输和

降解［４２］ ．
在种间杂交过程中，母本或者父母本都为自交

不亲和种时，自交不亲和作用机制对杂交不亲和具

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研究报道得较多的是单向杂交

不亲和（ＳＩ ×ＳＣ）规律，即自交亲和种作为杂交母

本，其亲和性高于自交不亲和种作为母本的杂交组

合［２４］ ．ＳＩ×ＳＣ 规律表明以 Ｓ－ｌｏｃｕｓ 为基础的自交不

亲和机制在种间杂交不亲和过程中发挥了作用，但
在杂交不亲和与自交不亲和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机

制不同．在以自交亲和植物为母本（如栽培烟草种）
的杂交不亲和机制中，Ｓ－ＲＮａｓｅ 介导的自交不亲和

机理对其指导性不强，而影响该类杂交不亲和过程

的关键基因、蛋白或其它生理生化因子鲜有报道，
且杂交不亲和的机制可能因父母本不同而有差异．
目前以自交亲和种为母本的种间杂交不亲和分子

机制研究滞后［１０］，也为开展相关研究带来了极大

困难．

３　 花粉管在胚珠中生长

在子房中，花粉管从花柱传导组织中穿出，在
子房胎座表面生长，研究表明烟草胎座表面为一层

分泌型组织，胎座表面珠孔处没有称为封闭器（ｏｂ⁃
ｔｕｒａｔｏｒ）的分泌性结构［４６］ ．亲和花粉管沿着胎座表

面生长，在有胚珠的地方转向，从珠孔进入胚珠并

通过助细胞形成的丝状器进入胚囊．子房孢子体组

织和助细胞分泌物种特异性的多肽，可能在花粉管

生长短距离信号引导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花粉

管生长方向引导、花粉管破裂和精细胞释放等过

程．在拟南芥（Ａｒａｂｉｄｏｐｓｉｓ）和夏堇（ Ｔｏｒｅｎｉａ ｆｏｕｒｎｉ⁃
ｅｒｉ） 中， 胚 珠 分 泌 一 个 富 含 半 胱 氨 酸 的 多 肽

ＬＵＲＥｓ，引导花粉管进入胚珠生长［４７－５０］ ．
在烟草中，花粉管到达助细胞之前一个助细胞

程序性死亡，之后花粉管停止生长、破裂并释放精

子．在这个过程中，许多胚珠细胞和助细胞分泌物

发挥了调节作用，但目前鉴定出的物质比较少，花
粉管在珠柄中和进入珠孔生长可能受到不同的物

质调控［５１］ ．在烟草中，研究得比较清楚的是钙离子

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胚珠的珠孔和助细胞的

丝状器是聚集钙离子最多的两个地方，推测珠孔中

聚集的高浓度钙离子吸引花粉管旋转 ９０°向珠孔

生长，而助细胞丝状器中聚集的高浓度钙离子则吸

引花粉管进入胚囊．助细胞与花粉管之间呈现出一

种相互作用的信号转导机制：助细胞丝状器中聚集

的高浓度钙离子引导花粉管进入胚囊，而即将到达

的花粉管又引起助细胞细胞程序死亡，很可能正是

在这种相互作用下，花粉管准确地进入发生细胞程

序死亡的助细胞中；然而仅仅钙离子并不足以发挥

调节作用，在胚柄、珠孔中还存在着大量分泌物，虽
然这些分泌物的成分和发挥的具体功能还不清楚，
但是它们对于花粉管在胚珠中正常生长是必须

的［５２］ ．目前，关于子房中控制花粉管不亲和生长的

物质与机制研究结果很少，尤其对于烟草属植物，
而对于植物控制一个胚珠只接受一根花粉管的机

制研究得也很少，这些机制的探索对于阐明植物的

受精过程机制都是极其重要的．

４　 结论和展望

烟草花粉－雌蕊互作涉及花粉在柱头上粘附、
水合、萌发、生长和在花柱传导组织细胞间隙中生

长，以及从花柱传导组织进入子房胎座表面生长、
进入胚珠到达胚囊，花粉管破裂并释放精核、营养

核，上述过程中花粉－雌蕊互作的调控机制不同，
体现了花粉－雌蕊互作调控的复杂性．目前研究的

主要热点是鉴定与授粉后花粉与雌蕊相互作用有

关的成分，难点是研究这些成分在体内发生作用的

机理，以及探索这些物质共同作用导致亲和反应或

不亲和过程的调控网络；另外，由于目前鉴定出的

花粉管受体很少，增加了研究花粉和雌蕊互作的难

度．对于植物受精过程研究的探索很多是在拟南芥

中进行的，而这个过程发生的机制具有种间特异

性，某些在模式植物中得出的结论在烟草中不一定

符合，这也为烟草花粉－雌蕊的互作研究带来困难．
通过整理烟草属植物花粉与雌蕊互作涉及的

各种物质成分，可以为继续探索烟草授粉受精过程

提供思路．而对于烟草的育种工作实践，应该先探

索清楚亲本自交亲和状况，选择自交亲和品种作为

杂交母本有利于成功授粉；另外应明确各杂交组合

不亲和发生的具体部位，针对性的研究各个部位不

亲和障碍发生的细胞、生化及遗传学调控机制．本
课题组构建了针对烟草雌雄蕊的单克隆抗体芯片

平台，为开展烟草属不同杂交组合，不同部位杂交

不亲和障碍的遗传调控机制，提供了便利工具．对
烟草花粉－雌蕊互作调控机制的研究，增加了对茄科

模式植物烟草生殖繁育过程的认识，对指导烟草属

植物种间杂交育种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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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杂交育种亲和性，加快烟草种间杂交育种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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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ｉｓｔｉ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Ｎｉｃｏｔｉａｎａ ｔａｂａｃｕｍ［ Ｊ］ ． Ａｎｎ Ｂｏｔ，
２０００，８５（Ｓ１）：２９⁃３７．

［１９］ 　 ＧＲＯＯＴ Ｐ，ＷＥＴＥＲＩＮＧＳ Ｋ，ＢＥＥＮ Ｍ．Ｓｉｌｅｎｃ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ｌｅ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ｇｅｎｅ ＮＴＰ３０３ ａｎｄ ｉｔｓ ｆａｍｉｌｙ ｍｅｍｂ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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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ＹＵ Ｇ Ｈ，ＳＵＮ Ｍ Ｘ．Ｄｅｃｉｐｈ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ｍｅｃｈａ⁃
ｎｉｓｍ ｏｆ ＧＡＢＡ ｉｎ ｔｏｂａｃｃｏ ｐｏｌｌｅｎ ｔｕｂ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ｇｕｉｄ⁃
ａｎｃｅ［Ｊ］ ．Ｐｌａｎｔ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２００７，２（５）：３９３．

［３５］ 　 ＹＵ Ｇ Ｈ，ＺＯＵ Ｊ，ＦＥＮＧ Ｊ， ｅｔ ａｌ． Ｅｘｏｇｅｎｏｕｓ γ － ａｍｉ⁃
ｎｏｂｕｔｙｒｉｃ ａｃｉｄ （ＧＡＢＡ）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ｐｏｌｌｅｎ ｔｕｂ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ｖｉａ
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ｎｇ ｐｕｔａｔｉｖｅ Ｃａ２＋ －ｐｅｒｍｅａｂｌｅ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ｃｈａｎ⁃
ｎｅｌｓ ａｎｄ ｉｓ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ｔｏ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ｇｌｕｔａｍａｔｅ
ｄｅｃａｒｂｏｘｙｌａｓｅ［ Ｊ］ ． Ｊ Ｅｘｐ Ｂｏｔ，２０１４，６５ （ １２）：３ ２３５⁃
３ ２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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