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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霉素和钙离子浸种
对小麦种子萌发及淀粉酶活力的影响

胡晓倩，牛耀虎
(黄山学院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安徽，黄山245041)

摘要：钙离子(Ca2+)、赤霉素(GA，)以及它们的混合液在同等环境不同浓度条件下浸种小麦种子，萌发

时比较对小麦种子的吸水、发芽率、0【一淀粉酶及总淀粉酶活力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在浸种6h后，GA3的

单独溶液、GA3和Ca2+复合液对种子吸水有促进作用。而Ca2+的单独溶液则抑制吸水。但是在浸种12h、24h

后，不同试剂处理对小麦萌发时的吸水作用没有明显差异。10mmol／L的Ca2十溶液比其它浓度的Ca2+溶液对

d一粉酶活力的提高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3umol／L GA，溶液对Ot一淀粉酶活力的提高也有较强的促进作用。

以10mmol／L的C矿和3umol／L GA，浓度的混合液对Ot一粉酶活力提高的促进作用最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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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不仅营养价值很高。所含碳水化合物约占

75％，蛋白质约占10％，是补充热量和植物蛋白的重

要来源，而且也是供入治病的药物，可以养心，益

肾，和血，健脾，所以许多的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对小

麦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探讨对小麦质量的提升、

产量的提高及应用的推广。【1】大量研究∞目表明：赤霉

素GA。能打破种子休眠，提高种子体内IAA的含

量，诱导Q一粉酶活力，加速胚乳中淀粉水解，促进种

子发芽。Ca2+不但是植物生长发育所需要的大量营

养元素，而且还能提高钙调蛋白CaM含量，增强种

子活力。禾科植物在种子萌发期间，淀粉酶会水解

胚乳中的贮藏物质。为种子萌发提供能量和底物。

其中Ot一淀粉酶是一种严格地受激素调控的酶，对赤

霉素调控Ⅸ一淀粉酶的研究是当今植物激素研究领

域的热点之～，但是对于其与钙离子共同浸种小麦

种子后，对小麦种子萌发时淀粉酶活力的影响研究

较少涉及。本实验采用适宜浓度的赤霉素和钙离子

及其复合溶液浸种处理小麦种子，初步探讨钙离子

和赤霉素共同浸种对小麦萌发及淀粉酶活力的影

响，同时本实验把生物化学课程实验中的“小麦萌

发前后淀粉酶活力的比较实验”由基础验证性实验

提升为设计性实验。

2材料和方法

2．1材料和试剂

2．1．1材料

黄山市种子站提供的“白麦”品种优质小麦种子。

2．1．2试剂

GA，(上海国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CaCI。(上海

试验试剂有限公司)、淀粉(上海生化研究所)、柠檬

酸(中国医药集团上海化学试剂分公司)、柠檬酸钠

(中国医药集团上海化学试剂分公司)、3，5一二硝基

水杨酸(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氢氧化钠

(宜兴市化学试剂三厂)、酒石酸钾钠(临安化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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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麦芽糖(上海生化研究所)。均为分析纯。

2．2方法

2．2．1试剂处理

配制以下试剂：l去离子水(对照)；2．浓度分

别为2umol／L、3umol／L、4umol／L的GA3溶液；3．浓度

分别为5mm01]L、10mmol／L、15mmol／L、20mmol／L的

CaCl2溶液——七a2+溶液：4．复合液分别为3umol／

LGA3+5mmo】／I￡aCl2溶液、3umol／LGA3+1 0mmol／

LCaCl2溶液、3umol／LGA3+15mmol／LCaCl2溶液、

10mmo眦aCl2+2umol／LGA3溶液、10mlnoⅣICaCl2 4-

4umol／LGA3溶液。

表1不同试剂处理种子的浓度梯度设置

衷反梯度 l 2 3 4 5

①去鼻子米

③_舒膏子 5mmol／L lOmmol／L 15mmol／L 20mmol／L

②G^3 2umol／L 3umolR,4umol／L

紫～笺，羲瑟，篡^，蓉
2．2．2种子处理

从供试种子中选取大小、形状、色泽一致的小麦

种子，每组处理选取种子50粒，每组处理重复3次。

2．2．3实验方法

1．种子吸水实验：分别将挑选出的小麦种子放

在不同的处理液中浸种，在种子吸水6h、12h、24h

时测定种子增重(ms／g种子干重)。

2．种子活力测定：当小麦种子萌发后芽长到

lcm左右时。以淀粉酶活力为测定指标进行活力测

定。植物中有n一淀粉酶和B一淀粉酶且各具特性，如

13一淀粉酶不耐热．在高温下易钝化，而Ot一淀粉酶不

耐酸，在pH3．6以下则发生钝化。通常提取液中同

时有两种淀粉酶存在。测定时可钝化其中之一，即

可测出另一种酶的活性。淀粉酶能将贮藏的淀粉水

解成麦芽糖，生成的麦芽糖可用DNS法来测定，嗍

即麦芽糖能将3，5一二硝基水杨酸还原生成3一氨

基一5一硝基水杨酸的显色基团，在一定范围内其颜

色的深浅与糖的浓度成正比。故而可求出麦芽糖的

含量。以单位重量样品在一定时间内生成麦芽糖的

量来表示酶的活力。

俚一淀粉酶总活性【麦芽糖(mg)／(g·min)】．(A-A3x

样品稀释总体积(m1)／样品重(曲·V·t，他+p)一淀粉酶

总活性【麦芽糖(mg)／(S·min)l=(B—B，)×样品稀释总体

积Only样品重(曲·V·t。其中A、B分别为实验条件

下样品的光吸收值，A7、B7分别为实验条件下对照

的光吸收值。

2．2．4测量指标

在种子吸水6h、12h、24h时分别测定种子吸水

增重，48小时后测发芽率，萌发后测Ot一淀粉酶及总

淀粉酶活力。

3结果分析

3．1不同试剂处理对种子吸胀增重、发芽率的影响

3．1。1 不同试剂处理对种子吸胀增重的影响

在种子吸水6h、12h、24h时分别测定种子的含

水量(mS／S种子干重)，结果见表2。在种子吸水6h

的初始阶段，不同试剂处理的吸水量与对照组相比

差异显著。在种子吸水12h、24h阶段。不同试剂处

襄2不同试剂处理对种子吸胀增重、发芽率的影响

处理方法———————型!兰堕塑坠墨{≠』与亳芋±五百丽

理的吸水量与对照组相比没有明显差异，即12h后

吸水趋于饱和平稳状态．这与阎娥、乔有明191实验的

两燕麦品种都在24h时吸水趋于饱和平稳状态有

所差异，而与陈士林、卫秀英、赵新亮110l对玉米种子

的实验结果相似，可能与实验的季节室温是否有利

于种子的萌发有关。

在种子吸水6h的初始阶段不同浓度GA，处理

的小麦种子的吸水量显著高于对照组．且以3umol／

LGA3处理的吸水量最高，但在种子吸水12h、24h

时，经GA，处理的小麦种子的吸水量与对照组没有

显著差别，说明GA，对小麦种子萌发初期的吸水作

用有一定的促进效应。

在种子吸水6h的初始阶段，不同浓度CaCl2处

理的小麦种子的吸水量显著低于对照组，说明在小

麦种子萌发的初期，CaCl：对种子的吸水过程有一定

的抑制作用，且处理试剂的CaCl2浓度越高对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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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阶段的吸水作用抑制得更明显。但在种子吸水

12h、24h时，经不同浓度CaCI：处理的小麦种子的吸

水量与对照组的没有显著差别，说明随浸种时间的

延长，CaCl：对小麦种子吸水的抑制作用得到缓解，

说明CaCI：处理小麦种子，在种子萌发的初始阶段

有比较明显的抑制吸水的效应，但随着时间的延长

这种抑制作用将逐渐消失。

在种子吸水6h的初始阶段，不同浓度GA。和

CaCI：组合的复合液处理的小麦种子的吸水量还是

显著低于对照组，说明Ca2+在复合液中对种子吸水

仍有较强的抑制作用，且随复合溶液中Ca2+含量的

增加，其抑制种子吸水的效应增强。但经不同浓度

GAs和CaCl：组合的复合液处理的小麦种子的吸水

量已比不同浓度CaCl2处理的小麦种子的吸水量

高，说明GA3对CaCl2抑制小麦种子的吸水具有减

缓作用。但在种子吸水12h、24h时，经不同浓度GA，

和CaCl：组合的复合液处理的小麦种子的吸水量与

对照组没有显著差别。

3．1．2不同试剂处理对小麦种子发芽率的影响

从表2中可以看出：不同试剂处理小麦种子。

几乎不影响小麦种子的发芽率。这是由于小麦种子

有较强的生命力，在正常条件下发芽率较高。

3．2不同试剂处理对小麦种子萌发时淀粉酶活性

的影响

3．2．1绘制麦芽糖的标准曲线

取7支干净的具塞刻度试管，编号，按表3加

入试剂，摇匀后置于沸水浴中煮沸5min，取出后流

水冷却，加蒸馏水定容至20ml。以1号管作为空白

调零点，在540nm波长下比色测定。所得结果见表

4。然后以麦芽糖含量为横坐标，吸光度值为纵坐

标，绘制标准曲线(图1)。

裹3制作麦芽糖标准曲线配方表

麦踅糖亨量0 0．2 o．4 0．8 1．2 1．6 2．0
‘mg)

A 0 0．15 0．25 O．59 1．1 1．45 1．75

3．2．2测定酶活力

取6支干净的具塞刻度试管，编号，按表5进

行加样。

表5酶活力的测定方法表

操作项目 竺兰
I一1 1-2 I-3 II-1 II-2 II-3

淀粉酶原液(rnI)

钝化B一淀粉酶

淀粉酶稀释液(f曲

DNS试荆删)
预保温

40f℃1％淀粉溶液(n吐)

保温

DNS试荆(Inl)

1．O 1．O 1．0 0 0 0

王700(2水浴中15rain．取出后在流水中冷却

O O O 1．O 1．O 1．O

2．O 0 0 2．0 0 0

406C恒温水浴保温lOmin

1．O 1．O 1．0 1．0 1．0 1．0

400C恒温水浴准确保温5rain

0 2．O 2．O O 2．0 2．O

摇匀后置于水浴中煮沸5min。取出后流水冷

却，加蒸馏水定容至20ml，摇匀在540nm波长下比

色，记下吸光度值，从麦芽糖标准曲线中查出麦芽

糖含量，用以表示淀粉酶活性。实验结果见表6。

壅垒堕适塑篁墨

处理方法 。茹气躺

棠

地
警

，漕———一一” 。

辩7一

对照 2um01／L 3u=01／L 4u=01／L

G^浓度

图2 GA对酶活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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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中，一■一表示总淀粉酶活性，～●一

表示(It一淀粉酶活力。

1．由表6和图2所示，GA3处理小麦种子后测

得的小麦淀粉酶活力是高于对照组的，并且当GA。

浓度在0—3umol／L范围内时种子的淀粉酶活力也是

逐渐升高的，但当超过3umoUL浓度时酶活力则会

出现下降趋势，3umol／L时GA，对种子的Q一淀粉酶

和总酶活性最高分别是1．45mg／g·min和2．90m∥g·

min。比钙离子处理后的小麦淀粉酶活力要强。这表

明GA，单独处理小麦种子时，能促进小麦种子萌发

时淀粉酶的活力，且以3umol／L的GA3处理小麦种

子后萌发时淀粉酶的活力最高。

2。

穴
趣1．
嚣

0．

巷芦爹≯≯
C82+浓度

围3 Ca2+对酶活力的影响

2．由表6和图3所示，Ca2+处理小麦种子后测得

的小麦淀粉酶活力是高于对照组的．而且从5—

10mmol／L的浓度范围，种子的淀粉酶活力逐渐升

高，即麦芽糖含量渐高。10mmol／LCaCl：处理种子时，

种子活力指数最高，Ot一淀粉酶和总酶活性分别为

1．42mg／g·min和2．67mg／g·rain。Ca2+浓度超过

10mmol／L随浓度增加，酶活力指数则逐渐降低。这

个结果表明10mmol／LCaCl2处理小麦种子时其在萌

发时的淀粉酶活力最强。

圈4 C矿和GA复合液对酶活力的影响

3．由表6及图4可以看出，当Ca2+和GA，溶液

的复合液处理小麦种子，对小麦种子淀粉酶活力的

提高作用不仅明显高于对照组，还高于两者单独作

用的效果，并且当复合液浓度为10mmol／L CaCIz和

3umol／LGA，组合时的处理效果最佳，即小麦种子萌

发时淀粉酶的活力最强，Q一淀粉酶和总酶活性最

高。分别是1．75mg／g·min和3．55mg／g·rain，明显高于

其他任何一组处理所得的淀粉酶活性值，由此，Ca2+

和GA，复合液处理小麦种子能促进小麦种子萌发

时的淀粉酶活力。而且两者之间有一定的正协同作

用。

3小结与讨论

实验结果显示Ca2+，GA3以及Ca2+和GA3复合

液处理小麦种子。对小麦种子的萌发都有一定的影

响，GA3单独处理及Ca2+和GA3复合液处理对小麦

种子的萌发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而Ca2+在种子

吸水的起始阶段具有抑制作用．后来抑制作用消

失。但对小麦种子萌发时淀粉酶活性有一定的促进

作用。另外，Ca2+和GA，复合液处理效果明显高于

GA，单独处理或Ca2+单独处理的作用，表明Ca2+和

GA，对小麦种子萌发有相互加成的促进作用。经过

适当的试剂处理后，小麦种子的萌发活力更强，利

于种子的后续生长，在农业上能起到较好的生产及

经济效果。

淀粉酶几乎存在于所有植物中，其水解淀粉为

麦芽糖、葡萄糖。是植物萌发时物质和能量的主要

来源，其中以禾谷类种子的淀粉酶活性最强，但(It一、

B一淀粉酶的活性因植物的种类、生长发育时期、环

境等不同而有所变化，本实验中测得的小麦种子的

(It一淀粉酶、总淀粉酶活力比阎娥、乔有明实验测得

的两燕麦品种的d一淀粉酶、总淀粉酶活力的最大值

略低。因此，对淀粉酶活力的调控研究，可为促进种

子的萌发、种子发芽后的生长及达到最佳的生长状

态奠定基础，这是科研工作者长期努力的方向和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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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Gibberellin and Calcium Ion Soaking on Wheat Seeds Germination and

Amylase Activity
Hu Xiaoqian，Niu Yaohu

(School of Life Science and Environment Science，Huangshan University，Huangshan245041，China)
Abstract：This experiment has studied the calcium,GA3 and their mixture when soaking wheat

seeds under the same environment but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condition．Their effects佣the suction of

wheat seed germination rate，the activity of ot-amylase and total amylase when the wheat seeds germinate

ale compared．The results show that：GA3 and the mixture of GA3 and Ca2+can promote the suction of

wheat seeds while Ca2+inhibits it after six hours．But there is no si；叫ficant difference when the seeds

ale soaked in the three solutions mentioned above after 12h or 24h：The calcium solution of 10mmol／L

and the GA3 solution of 3umol／L call better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activity of仅一amylase than

other concentrations of calcium solution and GA3 solution respectively；The mixture of the calcium solution

of 10 mmol／L and 3 umol／L GA3 concentration．however,is the most effective i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activity of or-amylase．

Key words：wheat seed；Gibberellin；calcium ions；soaking；germination；amylase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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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论文 牛风仙.王金栋.孙哲.邹仁峰.赵凤玲 不同低温和赤霉素浓度打破小麦种子休眠的效果初探 -种子科技

2009,27(7)
    在6～10℃温度和0.02%～0.08%浓度的赤霉素溶液处理小麦种子打破其休眠,结果表明,8℃温度条件是打破小麦种子休眠的最适温度:而不同浓度赤霉

素溶液打破小麦种子休眠的效果差异不显著.泰安市农科院自育小麦品种间的休眠期存在差别,泰山24和泰山223两个品种(系)的休眠期较短,发芽率较好

,容易通过低温和赤霉素处理打破休眠.

2.期刊论文 王磊.张彤.杨俊兴.吴冬秀.张岁岐 干旱条件下钙和赤霉素混合处理小麦种子对胚部抗氧化酶活性的影

响 -干旱地区农业研究2005,23(1)
    在20%PEG6000模拟干旱的条件下,用0.5%CaCl2、50 mg/L 赤霉素(GA)以及0.5%CaCl2+50 mg/L GA浸种,研究不同浸种处理对小麦种苗胚部抗氧化酶活

性的影响.结果发现,Ca+GA浸种处理的种子在生长过程中,尤其是在生长的第1天和第3天,其过氧化物酶(POD)、过氧化氢酶(CAT)、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的活性在各处理中最低,抗坏血酸-过氧化物酶(APX)和谷胱甘肽还原酶(GR)的活性也维持在很低水平.表明Ca+GA浸种使小麦胚部在干旱条件下保持

较低的氧化状态,有利于小麦萌动和出苗.

3.期刊论文 牛凤仙.郑希明.吴健.王金栋.孙哲.邹仁峰.赵凤玲 不同低温和赤霉素浓度打破小麦种子休眠效果初探

 -种子世界2009(8)
    用6～10℃温度和0.02%～0.08%浓度的赤霉素溶液处理小麦种子打破其休眠,结果表明,8℃条件是打破小麦种子休眠的最适温度,不同浓度赤霉素溶液

打破小麦种子休眠的效果差异不显著.泰安市农科院自育小麦品种间的休眠期存在差别,泰山24和泰山223两个品种的休眠期较短,发芽率较高,容易通过低

温和赤霉素处理打破休眠.

4.学位论文 张华 外源一氧化氮促进小麦种子萌发及其信号作用机制研究 2005
    首先本文在探察NO对渗透胁迫下小麦种子萌发过程中抗氧化代谢时发现，一氧化氮(NO)供体硝普钠(SNP)能显著诱导渗透胁迫下CAT、APX活力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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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脯氨酸含量积累，抑制LOX活性，降低H2O2与MDA的含量，从而提高渗透胁迫下小麦种子萌发过程中抗氧化能力，为种子的正常萌发提供一个良好的细

胞内环境。  　　有意思的是，在小麦种子正常萌发早期，SNP处理便可以显著诱导内源葡萄糖、果糖和蔗糖含量的上升；进一步采用各种糖和SNP，并

结合NO清除剂处理小麦种子，发现糖信号可能也介导了萌发早期小麦种子中淀粉酶的激活机制，且与NO之间存在  着对话(Cross-talk)现象。而且在正

常萌发条件下NO诱导切胚半粒小麦种子萌发早期(6h)的淀粉酶活力上升可能与GA3无直接相关。并对NO诱导小麦种子淀粉酶活力的可能信号作用机理及其

与GA、糖信号通路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进一步研究外源一氧化氮(NO)与赤霉素(GA)对小麦种子萌发早期(12h)淀粉酶调控的信号机制发现，在萌发

早期(12h内)，α-淀粉酶和β-淀粉酶都不受GA所调控；而β-淀粉酶对NO存在着快速应答现象，但是，α-淀粉酶却没有这种应答关系。  结果还表明

，β-淀粉酶对NO的快速应答现象同样存在于其它物种，如大麦、大豆、水稻等种子的萌发早期，暗示了β-淀粉酶对NO的快速应答可能是种子萌发早期

的一个普遍机制。  　　采用β-淀粉酶活性大小存在差异的三个小麦品种研究发现，β-淀粉酶活性与种子的萌发速率呈正相关，同时也暗示了，在正

常条件下，高活性或高含量的β-淀粉酶可能是促进种子萌发的诱因之一。同时结合β-淀粉酶抑制剂的实验结果也表明，β-淀粉酶在小麦种子萌发过程

中起着重要作用。  　　研究小麦种子萌发早期NO诱导的β-淀粉酶同工酶的特性发现，萌发早期小麦种子中的β-淀粉酶最适pH为4.5-6.5，在pH3.0-

9.0范围内较稳定；最适温度为40℃，高于55℃时活力丧失，表现了其对热的不稳定性；进一步采用蛋白质合成抑制剂的实验结果表明，依赖于NO诱导的

β-淀粉酶同工酶在种子萌发早期(12h)不是从头合成的。

5.期刊论文 杨朝柱.赵乃轩.许敏.阎宗武.戴清堂 不同处理对解除小麦种子休眠效果的研究 -湖北农学院学报

2000,20(1)
    以发芽势、发芽率作指标,采用Griffing Ⅱ设计,研究了4因素共11种组合(包括对照)对解除两种不种皮色的小麦种子休眠的效果 .结果表明:1

μmol/L的GA3(赤霉素GA3) 效果较好,在所有组合中,以50 ℃的高温处理24 h后用1 μmol/L的GA3浸种12 h最好,能显著提高种子的发芽势和发芽率,在小

麦夏繁中有一定应用价值.

6.学位论文 赵慧 小麦及其相关物种中核糖核酸酶的表达及生理特征分析 1999
    RNase功能胶体系(RNase activity gel)是近年来研究植物RNase常用方法之一.利用该体系,可研究植物RNase的表达与生理特性.实验表明,不同植物

、同一植物的不同部位、不同发育时期及在不同外界因素影响下,RNase的含量、变化趋势都不同.因此,为系统、深入地了解RNase在小麦及其相关物种中

的情况,人们从几个方面进行研究,得到以下结论:1、在小麦RNase的定量、定性及热稳定性分析中,利用高效灵敏的RNase功能胶体系,发现中国春小麦叶

片蛋白质在3.6μg含量时在该功能胶体系中即可开始显示RNase活性.2、应用RNase功能胶体系,在小麦及其相关物种中发现一组小分子量核糖核酸酶

(RNase).3、发芽小麦种子中小分子量RNase的活性要求有胚的存在,在去胚小麦种子中,可因施加外源赤霉素而恢复小分子量RNase的表达.4、用能螯合细

胞内磷元素的化合物(半乳糖和甘油)外理小麦种子,使种子处于缺磷环境中,能诱导胚乳RNase表达种类的增加,但每种RNase表达强度下降.

7.会议论文 武雪萍.陆梅.冯文新.高志强 水分胁迫条件下不同拌种处理对小麦幼苗生长的影响 2004
    本文研究了不同浓度的CaCI<,2>、赤霉素(GA)和复合稀土3种化学药剂复配,拌种小麦在室内模拟水分胁迫条件下对小麦的发芽率、发芽势和幼苗形

态的差异.优选出最佳的复配组合为1.5﹪ CaCI<,2>+0.1﹪复合稀土,用该组合拌种既可以提高小麦种子在水分短缺情况下的发芽率和发芽势,同时有利于

苗期健壮生长.

8.期刊论文 陈玉玲.李建华.CHEN Yu-ling.LI Jian-hua 黄腐酸和赤霉素对冬小麦种子萌发的影响 -河北师范大学

学报(自然科学版)2001,25(1)
    小麦种子萌发过程中，质膜相对透性、α-淀粉酶和过氧化物酶(POD)活性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FA、GA及二者混合处理均能促进小麦生长

，提高α-淀粉酶活性，降低质膜相对透性，FA及FA+GA还能使POD活性增加.FA、FA+GA在小麦种子萌发过程中都具有GA的类似效果.

9.学位论文 王磊 钙与赤霉素混合浸种增强小麦抗旱性的机理研究 2004
    干旱和半干旱区占中国国土总面积的47％~52.5％,干旱对农作物造成的损失在所有的非生物胁迫中占首位,仅次于生物胁迫病虫害造成的损失.化学

节水抗旱技术的研究和推广是一种防御干旱的有效措施.前人的研究发现用CaCl<,2>和GA混合处理种子的方法,起到了两者在生理和代谢上的互补和叠加

效应,可以更好地促进种子在干旱条件下的萌发和成苗.该实验以小麦(Triticum aestivum L.豫麦49)种子作为实验材料,分别用0.5％CaCl<,2>、50mg/L

GA、0.5％CaCl<,2>+50mg/L GA浸种,在20％PEG6000(渗透势为-0.59MPa)溶液模拟的干旱条件下进行萌发,通过药剂浸种对小麦胚和胚乳渗透调节物质、

抗氧化系统的影响来探讨CaCl2+GA混合处理种子提高抗旱性的机理,并为应用化学方法提高作物抗旱性提供理论依据.研究发现:0.5％CaCl2浸种对干旱条

件下小麦种子的萌发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CaCl2浸种在1-5天显著提高了胚中可溶性蛋白的含量,这些可溶性蛋白可作为渗透调节物质和干旱诱导蛋白

,可能与CaCl2浸种提高抗逆性有关;50mg/L GA浸种可以显著促进干旱逆境下小麦种子的萌发,GA浸种提高了胚中pro、可溶性蛋白的含量以及胚乳中pro、

可溶性糖含量,从而维持了干旱逆境下胚生长所需的膨压和能量;0.5％CaCl2+50mg/L GA浸种也可以显著促进小麦种子在干旱逆境下的萌发,并且在生长的

第9天显著提高了根/苗比,促进了地上部分的生长.Ca+GA浸种提高干旱逆境下小麦种苗的抗性和GA浸种提高抗性有着相似的生理基础,都是通过提高胚中

pro、可溶性蛋白的含量以及胚乳中pro、可溶性糖含量引起的;和对照、CaCl2浸种不同,GA浸种和Ca+GA浸种改变了胚部抗氧化酶对干旱的响应方式,降低

了胚部对干旱的敏感性.这种对干旱敏感性的降低,主要是通过维持胚生长所需的膨压和能量代谢水平来实现的;在萌发的第l、3天Ca+GA浸种使胚中抗氧

化系统保持在一个比对照、单独CaCl2浸种和单独GA浸种都低的水平,使小麦胚部在干旱逆境下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氧化状态,有利于小麦的萌动和出苗.

10.期刊论文 张华.沈文飚.徐朗莱 一氧化氮对渗透胁迫下小麦种子萌发及其活性氧代谢的影响 -植物学报

2003,45(8)
    一氧化氮供体硝普钠(Sodium nitroprusside,SNP)能明显地促进渗透胁迫下小麦(Triticum aestivum L.)种子萌发、胚根和胚芽伸长,提高萌发过程

中淀粉酶和内肽酶的活力,加速贮藏物质的降解;胁迫解除后,仍能使种子维持较高的活力.此外,SNP还能显著诱导渗透胁迫下CAT、APX活力的上升和脯氨

酸含量积累,抑制LOX活力,从而提高渗透胁迫下小麦种子萌发过程中抗氧化能力.进一步研究还发现,SNP诱导切胚半粒小麦种子萌发早期(6h)的淀粉酶活

力上升可能与GA3无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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