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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倒伏是影响作物品种选育和产业化推广的重要限制因子ꎬ 会使作物籽粒与秸秆的产量和品质显著降低且

易引发病虫害ꎬ 不利于机械化收割使作物经济效益显著降低ꎮ 株高、 茎秆强度、 壁厚、 分蘖数、 分蘖夹角等性
状同作物茎秆抗倒伏特性密切相关ꎮ 倒伏主要分为为根倒伏和茎倒伏ꎬ 茎倒伏与茎秆特性相关ꎬ 其中株高与分
蘖数分别受赤霉素信号转导和独脚金内酯信号转导的调控ꎻ 根部各性状主要受生长素、 乙烯以及细胞分裂素等
激素信号转导的调节ꎮ 本文对植物抗倒伏相关性状与抗倒伏的关系以及各重要性状相关信号转导途径方面的研
究进行综述ꎬ 并对基于激素信号转导途径的作物抗倒伏性状改良和分子育种今后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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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ｄｇｉｎ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ｒｏｐꎻ Ｌｏｄｇｉｎ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ꎻ Ｓｉｇ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ｄｕｃｔｉｏｎꎻ Ｇｉｂｂｅｒｅｌｌｉｎꎻ Ｓｔｒｉｇｏｌａｃｔｏｎｅ
作物倒伏已成为品种选育及产业化推广进程中

性及刚性ꎬ 进而增强植株抗倒伏性ꎮ

的重要限制因素之一ꎮ 倒伏现象是生产中作物面临

根系是作物获取水分和养分及支撑地上部生长

的一个共性问题ꎮ 根据倒伏发生部位ꎬ 将倒伏划分

的重要器官ꎬ 是影响作物根倒伏特性的重要组织部

为茎秆倒伏和根系倒伏两大类

[１]

ꎮ 作物秸秆可用

于工业造纸 [２] 、 牲畜饲料 [３] 、 生物质能源等ꎬ 具

有一定经济价值ꎮ 茎秆倒伏影响作物籽粒和秸秆的
产量、 品质及商品性ꎮ 生产上倒伏现象会使作物的
经济产量下降 [４－６] 、 秸秆和籽粒品质 [７ꎬ ８] 下降并不

位ꎮ 作物根系角度 [２７] 、 空间布局 [１４] 、 垂直拔根阻

力 [２８] 、 根数 [２９] 是同其根系倒伏密切相关的性状ꎮ
根系 组 分 分 析 结 果 表 明ꎬ 蔗 糖 含 量 [３０] 、 硅 含

量 [３１] 、 碳水化合物 [３２] 等是影响作物根倒伏的重要

理化因子ꎮ 此外ꎬ 作物叶夹角与穗部性状也影响抗

适宜机械化收割ꎮ 人工收割又加大农业投入ꎬ 增大

倒伏性ꎬ 上部叶片直立、 下部叶片扁平有利于作物

农民负担ꎬ 降低农民经济效益ꎮ 此外ꎬ 近年来随着

冠层合理分配光能ꎬ 促进结构性碳水化合物的累积

我国经济水平的大力提升及消费升级ꎬ 彩色籽粒(黑
色、 紫色等)作物凭借其富含花青素、 多酚等营养保
健作用而受到市场及消费者的欢迎ꎮ 然而相较于普
通作物ꎬ 彩色作物茎秆弹性小、 根系欠发达易引发
大面积倒伏ꎮ 植株倒伏易诱发病害及虫害ꎬ 使种子
染菌ꎬ 不利于种子产业的良性发展ꎮ 因此ꎬ 明确作
物抗倒伏相关性状的信号转导进程和调控机制ꎬ 有

和机械强度的增强ꎬ 改善作物抗倒伏性 [３３] ꎬ 该性

状主要受到植物激素的调节ꎬ 如赤霉素、 油菜素甾
醇和生长素等 [３４] ꎻ 而穗部性状包括穗长和穗重均

与作物抗倒伏性负相关 [３５] ꎮ

２
２ １

抗倒伏性状相关信号转导途径
赤霉素信号转导对作物株高的调控作用

助于为实现作物籽粒与秸秆的优质、 高产以及大规

ＤＥＬＬＡ 蛋白家族是赤霉素( Ｇｉｂｂｅｒｅｌｌｉｎｓꎬ ＧＡ)

模机械化采收ꎬ 对开展抗倒伏作物的品种选育意义

信号途径中的负调控因子ꎬ 可抑制 ＧＡ 途径的基因

重大ꎮ 本文对植物抗倒伏相关性状与抗倒伏的关系

表达从而抑制植物生长ꎬ 而这种抑制作用可以被

以及各重要性状相关信号转导途径方面的研究进行
综述ꎬ 并对基于激素信号转导途径的作物抗倒伏性

ＳＬＲ１( Ｓｌｅｎｄｅｒ Ｒｉｃｅ１ ) 是 一 个 ＤＥＬＬＡ 蛋 白ꎬ 而

ＧＩＤ１( Ｇｉｂｂｅｒｅｌｌｉｎ Ｉｎ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Ｄｗａｒｆ１) 是 ＧＡ 受体

状改良和分子育种今后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ꎮ

１

ＧＡ 解 除 ( 图 １ ) ꎮ 在 水 稻 ( Ｏｒｙｚａ ｓａｔｉｖａ Ｌ.) 中ꎬ

蛋白ꎮ ＧＡ 信号途径启动后ꎬ 活性 ＧＡ 结合 ＧＩＤ１ꎬ

作物抗倒伏相关性状研究

促使 ＧＩＤ１ 与 ＳＬＲ１ 互作ꎮ ＧＩＤ１￣ＳＬＲ１ 复合体可以

作物中对抗倒伏方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茎秆与

被一个 Ｆ￣ｂｏｘ 蛋白 ＧＩＤ２ 识别并结合ꎬ 导致 ＳＬＲ１

根系特性方面ꎬ 而在叶片及穗部方面的报道较少ꎮ

被泛素化而被降解ꎮ ＧＩＤ１ 和 ＧＩＤ２ 均为 ＧＡ 信号途

茎秆特性是决定作物抗倒伏性的一个最重要性状ꎬ

径的正调控因子ꎬ 它们任何一个丧失功能都会导致

茎秆的形态结构和生理特征与抗倒伏性密切相关ꎮ

ＧＡ 信号反应迟钝使水稻产生矮化表型ꎬ 而 ＳＬＲ１ 功

作物 株 高
[１４]

[９－１１]

、 茎秆壁厚

[１２]

[１３ꎬ １５－１６]

、 茎粗

、 分蘖数

[１３]
[１７]

、 节间干

能缺失突变体 ｓｌｒ１ 表现出茎节伸长和株高增加ꎮ

等性状均

赤霉素( ＧＡ) 系统调控植物的株高ꎮ 通过多步

与作物抗倒伏性相关ꎬ 降低株高ꎬ 增强茎秆壁厚、

复杂途径合成后ꎬ 活性赤霉素被胞内受体 ＧＩＤ１ 感

直径和干重ꎬ 使茎秆机械强度增加ꎬ 从而具有更强

知ꎬ 进而指导生长抑制蛋白的 ＤＥＬＬＡ 的降解ꎮ ５０

的抗倒伏性ꎮ 茎秆组分的分析结果表明木质素含

多年前ꎬ 在小麦( Ｔｒｉｔｉｃｕｍ ａｅｓｔｉｖｕｍ Ｌ.) 中引入获得

重

量

以及茎秆强度

[１８－２０]

及其单 体 组 分

[２１－２３]

、 纤维素含量

[２４－２６]

是

影响作物茎秆抗倒伏特性的理化因子ꎬ 茎秆中木质
素、 纤维素等结构物质的积累ꎬ 能有效增强茎秆弹

功能的 ＤＥＬＬＡ 突变和水稻中赤霉素生物合成基因
的突变均产生了株高更矮的表型 [３９ꎬ ４０] ꎮ 育种家们
利用这些“ 矮化基因” 来使作物株高变矮ꎬ 避免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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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霉素信号转导途径对作物抗倒伏特性的调控模型 ( 改自宋松泉等 [３６] 、 Ｘｕ 等 [３７] 和 Ｄａｖｉｅｒｅ 等 [３８] 的文献)
Ｆｉｇ １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ｇｉｂｂｅｒｅｌｌｉｎ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ｏｎ ｃｒｏｐ ｌｏｄｇｉｎ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ｆｒｏｍ Ｓ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３６] ꎬ Ｘｕ ｅｔ ａｌ. [３７] ꎬ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ｅｒｅ ｅｔ ａｌ. [３８] )

使用化肥ꎬ 植物不受限制生长带来的倒伏和产量损
失 [４１] ꎮ 核 ＤＥＬＬＡ 蛋白可以抑制 ＧＡ 的反应ꎮ ＧＡ

可以结合到可溶性 ＧＩＤ１ 受体上然后增加了后者与
ＤＥＬＬＡ 的亲和力ꎬ 从而导致 ＧＩＤ１￣ＧＡ￣ＤＥＬＬＡ 复
合物的形成ꎮ 这种复合物的形成有助于 ＤＥＬＬＡ 与
ＳＣＦ ( ＳＫＰ１￣ ＣＵＬＬＩＮ１￣Ｆ￣ｂｏｘ) Ｅ３ 泛素连接酶复合

物相互作用ꎬ 从而使 ＤＥＬＬＡ 蛋白泛素化并最终被
２６Ｓ 蛋白酶体降解ꎮ ＤＥＬＬＡ 降解释放了与 ＤＥＬＬＡ

提升 [４３] ꎮ

作物 株 高 矮 化 也 受 到 第 二 信 使 环 鸟 苷 酸

( ｃＧＭＰ) 受体环鸟苷酸依赖性蛋白激酶( ＰＫＧ) 的
调控ꎮ 水稻 ＰＫＧ 双活性通过调节 ＧＡ 信号相关的
ＧＡＭＹＢ 转录 因 子 的 可 逆 磷 酸 化ꎬ 从 而 精 确 调 控
ＧＡＭＹＢ 的 核 质 分 布ꎬ 通 过 ＮＯ￣ｃＧＭＰ￣ＰＫＧ￣
ＧＡＭＹＢ 信号级联响应 ＧＡ 参与调节植株节间伸长

过程 [４４] ꎮ ＧＡＲＵ( ＧＡ 受体 ＲＩＮＧ Ｅ３ 泛素连接酶)

结合的转录因子ꎬ 并导致转录的重编码和 ＧＡ 响应

可介导泛素依赖的 ＧＩＤ１ 降解ꎬ 且植物 ＴＡＧＫ２ Ｔｙｒ

的激活ꎮ

激酶是染料木黄酮的靶标ꎬ 并通过磷酸化 ＧＡＲＵ

小麦中编码 ＤＥＬＬＡ 蛋白的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ｈｅｉｇｈｔ￣１

( Ｒｈｔ￣１) 基因的同源基因突变会不同程度抑制 ＧＡ
信号

[４２]

ꎮ ＤＥＬＬＡ 蛋白积累实现植株半矮化、 耐高

肥和抗倒伏的高产目标ꎮ ＧＲＦ４ 是 ＧＡ 信号传递途

径的一个关键元件ꎬ 能与 ＤＥＬＬＡ 蛋白互作ꎮ 赤霉
素通过促进 ＤＥＬＬＡ 蛋白降解ꎬ 增强 ＧＲＦ４ 转录激
活活性ꎬ 实现植物叶片光合碳固定能力和根系氮吸

的 Ｔｙｒ３２１ 以 抑 制 ＧＡＲＵ 与 ＧＩＤ１Ａ 的 相 互 作 用ꎬ
以 促 进 ＧＡ 信 号 转 导 进 程ꎮ 染 料 木 黄 酮 可 诱 导

ＧＩＤ１ 降解和 ＤＥＬＬＡ 积累ꎬ 抑制 ＧＡ 信号 [４５] ꎮ

作物半矮化机制是由生长抑制基因介导ꎬ 例如

小麦中 的 Ｒｈｔ (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ｈｅｉｇｈｔ) 与 水 稻 中 的 ｓｄ１

( ｓｅｍｉ￣ｄｗａｒｆ１) ꎮ 相关研究表明ꎬ 水稻 ＧＡ２０ＯＸ２

氧化酶( ＧＡ ２０￣ｏｘｉｄａｓｅ ２ꎬ ＧＡ２０ＯＸ２) 编码基因

收能力的协同调控ꎬ 从而维持植物碳￣氮代谢平衡ꎮ

ＧＡ２０ＯＸ２ 就是 ｓｄ１ 突变体对应的基因ꎬ 该基因的

高水平积累 ＧＲＦ４ 蛋白能协同提高作物的光合作用

功能丧失导致 ＧＡ 合成途径中 ＧＡ５３ 向 ＧＡ２０ 转变

和氮肥利用效率ꎬ 但并不改变“ 绿色革命” 的半矮

受阻 [４６] ꎬ 或是使有活性的 ＧＡ２０、 ＧＡ９、 ＧＡ１ 分

化优 良 性 状ꎬ 从 而 实 现 作 物 抗 倒 伏 性 的 进 一 步
别在水稻 ＧＡ２ＯＸ２ 氧化酶编码基因 ＳＢＩ 的作用下
© Plant Science Journal http://www.plantscienc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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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为非 活 性 的 ＧＡ２９、 ＧＡ５１ 和 ＧＡ８ [４７] ꎬ 最 终

ＯｓＩＰＡ１ 参与 独 脚 金 内 酯 信 号 途 径ꎬ 编 码 一 个 含

使活性 ＧＡ 减少或是通 过 使 ＧＡ 失 活 从 而 控 制 茎

有 ＳＢＰ￣ｂｏｘ 结构 域 的 转 录 因 子ꎬ 是 Ｄ５３ 下 游 的

基部节间的伸长ꎬ 产生植株半矮化表型而呈现较

转录因子ꎬ 并直接受到 Ｄ５３ 的调控ꎬ 其功能缺失

强抗倒伏特性ꎮ 外源喷施 ＧＡ 可加速植物衰老进
程使倒伏 风 险 增 大ꎬ ＲＧＬ１ 蛋 白 是 ＧＡ 信 号 转 导

突变体表现出分蘖数增多的表型 [５４] ꎮ 研究表明ꎬ
ＳＭＸＬ６ꎬ７ꎬ８(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ＯＲ ＯＦ ＭＯＲＥ ＡＸＩＬＬＡＲＹ

途径中转录抑制蛋白之一ꎬ 其与 ＷＲＫＹ４５ 在细胞

ＧＲＯＷＴＨ２￣ ＬＩＫＥ ６ꎬ７ꎬ８) 是具有转录因子和抑制

核内相互作用形成复合物ꎬ 从而抑制 ＷＲＫＹ４５ 的

蛋白双重功能的新型抑制蛋白ꎮ 该蛋白能直接作用

转录

[４８]

ꎮ

于 ＤＮＡ 并负调控自身编码基因转录ꎻ 同时发挥转

综上所述ꎬ ＧＡ 信号转导在调节株高过程中发

录抑制蛋白的作用ꎬ 通过招募转录因子并抑制转录

挥重 要 作 用ꎬ 其 主 要 由 Ｆ￣ｂｏｘ 蛋 白、 ＧＡ 受 体

因子的转录活性ꎬ 阻遏独脚金内酯早期响应基因的

ＧＩＤ１、 ＤＥＬＬＡ 蛋白和 ＤＥＬＬＡ 调控的靶因子组成ꎬ
ＧＡ 信号转导途径主要通过阻断 ＤＥＬＬＡ 介导的生

转录ꎬ 调控分枝伸长等发育过程 [５５] ( 图 ２) ꎮ

ＳＬ 介 导 的 作 物 分 枝 调 控 主 要 依 赖 抑 制 蛋 白

长抑制来促进生长ꎮ 当 ＧＡ 受体蛋白丧失功能时ꎬ

Ｄ５３ 和 Ｆ￣ｂｏｘ 蛋白 Ｄ３ꎬ ＳＬ 与受体 Ｄ１４ 以及 Ｄ３ 互

ＤＥＬＬＡ 蛋白累积ꎬ 植株生长受阻而矮化ꎬ 在生物

相作用ꎬ 增加其复合物与 Ｄ５３ 的亲和性ꎬ 使 Ｄ５３

量不变情况下ꎬ 植株重心降低ꎬ 茎秆支撑能力和根

泛素化之后被 ２６Ｓ 蛋白酶体降解ꎬ 解除 Ｄ５３ 对 ＳＬ

系锚固能力增强ꎬ 表现出较强的抗倒伏性ꎮ

信号转导途径的抑制作用ꎬ 此时其下游基因正常表

２ ２

达ꎬ 作物表现为正常分枝ꎮ 作物上部空间分布优

独脚金内酯信号转导对作物茎秆抗倒伏特性

的调控作用

化ꎬ 株型紧凑ꎬ 抗倒伏性相应增强ꎮ

作物分枝通常被称为分蘖ꎬ 为其株型发育的主
要决定因素ꎬ 其主要受独脚金内酯信号通路分子调

２ ３

生长素和乙烯信号转导对作物根系抗倒伏相

关性状的调控作用

控机制调控ꎮ 分蘖夹角体现作物空间分布情况ꎬ 若

根系生长发育、 结构和理化特性同作物根系倒

分蘖夹角过大ꎬ 植株呈匍匐状生长ꎬ 抗倒伏能力

伏密切相关ꎮ 维管组织是由形成层、 木质部和韧皮

差ꎻ 分蘖夹角适当减小ꎬ 植株茎秆直立ꎬ 抗倒伏能

部组成ꎬ 为植物生长提供水分和营养物质ꎬ 并提供

力增强ꎬ 有利于作物高产稳产ꎮ 分蘖数增多使作物

机械支撑作用以增强根系的抗倒伏特性ꎮ

群体密度增大ꎬ 并使个体间竞争加剧ꎬ 促使茎秆变
细变轻ꎬ 茎秆支撑能力下降ꎬ 易引发作物倒伏ꎮ
Ｄ５３( ＤＷＡＲＦ ５３) 基因 负 调 控 独 脚 金 内 酯 信
号转导ꎬ Ｄ５３ 可能与转录抑制因子 ＴＰＲ 形成复合
物ꎬ 协同抑制独脚金内酯信号通路下游靶基因的

作物根系抗倒伏相关性状受多种植物激素的调

控ꎬ 如生长素( ＩＡＡ) 、 细胞分裂素( ＣＴＫ) 、 乙烯等
植物激 素ꎮ 生 长 素 信 号 主 要 通 过 ＭＰ、 ＡＲＦ７ 和
ＡＲＦ１９ 转录因子传导ꎬ 并促进维管形成层干细胞

的组织者中 ＨＤ￣ＺＩＰ Ⅲ基因ꎬ 最终导致维管形成层

表达ꎬ 从而抑制该信号通路( 图 ２) ꎮ 独脚金内酯

基因 ＰＸＹ 和 ＷＯＸ４ 的表达ꎬ 由此表明生长素信号

ＭＡＸ２( ＭＯＲＥ ＡＸＩＬＬＡＲＹ ＧＲＯＷＴＨ２) 以及抑制蛋

以影响其抗倒伏特性 [５７] ꎮ 水稻中 ＲＩＮＧ ｆｉｎｇｅｒ Ｅ３

诱导 受 体 Ｄ１４ ( ＤＷＡＲＦ １４) 与 Ｆ￣ｂｏｘ 蛋 白 Ｄ３ /

白 Ｄ５３ / ＳＭＸＬ６ꎬ７ꎬ８ 形成复合物ꎬ 启动信号转导ꎬ
引发 Ｄ５３ / ＳＭＸＬ６ꎬ７ꎬ８ 泛素化ꎬ 使其被蛋白酶体途
径降解

[４９]

ꎮ Ｄ５３ 蛋白降解致使转录因子去抑制化ꎬ

解除其对下游基因的转录抑制ꎬ 精确地调控侧芽数
目

[５０]

ꎮ

转导分子调控机制参与拟南芥根系维管组织的形成
泛素连接酶 ＳＯＲ１( Ｓｏｉｌ￣ｓｕｒｆａｃｅ ｒｏｏｔｉｎｇ １) ꎬ 可通
过调节 Ａｕｘ / ＩＡＡ 蛋白质的稳定性来控制根特异性
的乙烯响 应 ( 图 ３) ꎮ ＳＯＲ１ 可与 ＯｓＩＡＡ２６ 和 Ｏｓ￣

ＩＡＡ９ 相互作用ꎬ 调节辅助 ＩＡＡ 蛋白来促进根系生
长的稳定性ꎬ ＯｓＩＡＡ２６ 和 ＯｓＩＡＡ９ 分别是非典型和

作用于独脚金内酯( Ｓｔｒｉｇｏｌａｃｔｏｎｅｓꎬ ＳＬ) 下游

典型的 Ａｕｘ / ＩＡＡ 蛋白ꎮ ＳＯＲ１ 靶向 ＯｓＩＡＡ２６ 并以

的一些调控基因和转录因子ꎬ 抑制水稻侧芽生长ꎬ

泛素 / ２６Ｓ 蛋白酶体途径将其降解ꎬ 而 ＯｓＩＡＡ９ 通

负调控水稻分蘖数

[５１ꎬ ５２]

ꎮ 如水稻 ＯｓＴＢ１ 等位基因

ＳＣＭ３ ( ＳＴＲＯＮＧ ＣＵＬＭ３) ꎬ 其可以减少分蘖数ꎬ

过抑制 ＳＯＲ１ 的 Ｅ３ 泛 素 连 接 酶 活 性ꎬ 从 而 保 护
ＯｓＩＡＡ２６ 蛋白免于被降解ꎮ 生长素通过促进 ＳＣＦ￣

但使 茎 秆 强 度 增 强ꎬ 从 而 增 强 抗 倒 伏 特 性 ꎮ
ＴＩＲ１ / ＡＦＢ２ 介导的与 ＳＯＲ１ 协助的 ＯｓＩＡＡ９ 蛋白质
© Plant Science Journal http://www.plantscienc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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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ＰＲ: 转录辅抑制因子家族蛋白ꎻ ＳＭＸＬ６ꎬ７ꎬ８: 腋生分生组织发育抑制基因 ２ 类似物ꎻ ＭＡＸ２: 腋生分生组织增多发育
基因ꎻ ＢＲＣ１: 分枝基因ꎻ ＴＦｓ: 转录因子ꎮ
ＴＰＲ: ＴＯＰＬＥＳＳ￣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ꎻ ＳＭＸＬ６ꎬ７ꎬ８: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ＯＲ ＯＦ ＭＯＲＥ ＡＸＩＬＬＡＲＹ ＧＲＯＷＴＨ２￣ＬＩＫＥ ６ / ７ / ８ꎻ ＭＡＸ２:
ＭＯＲＥ ＡＸＩＬＬＡＲＹ ＧＲＯＷＴＨ ２ꎻ ＢＲＣ１: ＢＲＡＮＣＨＥＤ１ꎻ ＴＦｓ: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ꎻ ＳＣＦ: ＳＫＰ１￣ＣＵＬＬＩＮ１￣Ｆ￣ｂｏｘ.

Ｆｉｇ ２

图 ２ 独脚金内酯信号转导途径对作物抗倒伏特性的调控模型 ( 改自 Ｔａｎｇ 等 [５６] 的文献)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ｓｔｒｉｇｏｌａｃｔｏｎｅ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ｏｎ ｃｒｏｐ ｌｏｄｇｉｎ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５６] )

ＲＢＸ１: ＲＩＮＧ－Ｈ２ 锌指蛋白ꎻ ＴＩＲ１ / ＡＦＢ２: ＴＩＲ１ / ＡＦＢ２ 蛋白ꎻ ＡＳＫ１: 拟南芥 Ｓ 期同系物激酶蛋白ꎻ ＡＲＥ: 生长素响应
元件ꎻ ＡＲＦ: 生长素响应因子ꎮ
ＲＢＸ１: ＲＩＮＧ￣Ｈ２ ｆｉｎｇｅｒ ｐｒｏｔｅｉｎꎻ ＴＩＲ１ / ＡＦＢ２: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１ / ＡＵＸＩＮ￣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Ｆ￣ＢＯＸ２ ｐｒｏ￣
ｔｅｉｎꎻ ＣＵＬ１: ＣＵＬＬＩＮ １ ｐｒｏｔｅｉｎꎻ ＡＳＫ１: ＡＲＡＢＩＤＯＰＳＩＳ ＳＫＰ１ ＨＯＭＯＬＯＧ１ ｐｒｏｔｅｉｎꎻ ＡＲＥ: Ａｕｘｉ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ꎻ
ＡＲＦ: Ａｕｘ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ｆａｃｔｏｒ.

图 ３ 生长素介导的乙烯反应机制对作物抗倒伏特性的调控模型 ( 改自 Ｃｈｅｎ 等 [５８] 的文献)
Ｆｉｇ 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ａｕｘｉｎ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ｏｎ ｃｒｏｐ ｌｏｄｇｉｎ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ｆｒｏｍ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５８] )

的去稳定ꎬ 从而促进 ＳＯＲ１ 依赖的 ＯｓＩＡＡ２６ 的降
解

[５８]

ꎬ 植物激素乙烯与生长素协同调控植物根的

生长发育ꎮ 水稻中 ＯｓＮＡＣ２ 可以直接结合在 ＩＡＡ

的启动子上ꎬ 还可以结合 ＩＡＡ 和细胞分裂素ꎮ 可
以作为生长素和细胞分裂素信号ꎬ 结合在 ＩＡＡ 失

活相关 基 因 ( ＧＨ３６ 和 ＧＨ３８) 和 信 号 相 关 基 因
( ＯｓＡＲＦ２５) 和 氧 化 酶 基 因 ( ＯｓＣＫＸ４) 的 启 动 子

上ꎬ 影响 ＣＲＬ 和 ＣＤＫ 表达的上游调节子ꎬ 负调控
根分生组织发育ꎬ 调控水稻根长ꎬ 影响根系抗倒伏
特性 [５９]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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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素介导乙烯反应的信号转导主要依赖植物

到单一途径的控制ꎬ 还可能受到两个或两个以上信

的 Ｅ３ 泛素连接酶 ＳＯＲ１ꎮ 当植物体内缺乏乙烯或

号转导途径的调控ꎬ 如植物根系的生长发育受到多

生长 素 的 情 况 下ꎬ ＯｓＩＡＡ９ 与 ＳＯＲ１ 结 合 抑 制 其

种激素的共同作用ꎬ 但多种激素途径之间如何互相

Ｅ３ 连接酶活性ꎬ 间接稳定 ＯｓＩＡＡ２６ 蛋白ꎻ 当植物

协调作用以及各激素受体蛋白认知等方面仍需进一

正常 合 成 乙 烯 或 者 生 长 素 时ꎬ ＯｓＩＡＡ９ 被 降 解ꎬ

步研究ꎮ 此外ꎬ 在信号转导途径中ꎬ 除激素作为第

ＳＯＲ１ 促 进 ＯｓＩＡＡ２６ 蛋 白 的 降 解ꎮ 该 模 块 位 于

一信使 之 外ꎬ 也 存 在 ｃＧＭＰ 等 第 二 信 使 的 参 与ꎬ

ＴＩＲ１ / ＡＦＢ２￣Ａｕｘｉｎ￣ＯｓＩＡＡ９ 信号下游ꎬ 特异调控水

但目前相关研究报道较少ꎮ 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ꎬ

稻根部的乙烯反应ꎮ 根系伸长且粗壮时ꎬ 根系锚固

植物中大量信号转导调控机理已被阐明ꎬ 相信随着

能力增强ꎬ 作物根倒伏风险降低ꎮ

科学技术手段的丰富和科研工作的推进ꎬ 后续有关

２ ４

作物抗倒伏相关性状及其信号转导调控机理的研究

多种信号转导途径对抗倒伏相关性状的调控

作用

会更加深入ꎬ 同时也为作物抗倒伏性状的遗传改良
作物倒伏是多个性状综合作用的结果ꎬ 因而在

多个性状间涉及多个信号转导途径的网络调控过
程ꎬ 如作物株高和分蘖主要受 ＧＡ 和 ＳＬ 信号转导
调控ꎮ 此外ꎬ 单一性状可能受多个信号转导途径的

提供机理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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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ｙ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ｅ ＤＰ ａｎｄ 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ｎｉｔｙ ｉｎ ｒｉｃｅ[ Ｊ] . Ｐｌａｎｔ

ｌｏｄｇｉｎｇ[ Ｊ] . Ｅｕｐｈｙｔｉｃａꎬ ２０１５ꎬ ２０３(２) : ３７５－３８３.

Ｈｉｒａｎｏ Ｋꎬ Ｏｋｕｎｏ Ａꎬ Ｈｏｂｏ Ｔꎬ Ｏｒｄｏｎｉｏ Ｒꎬ Ｓｈｉｎｏｚａｋｉ Ｙꎬ

ｅｔ ａｌ.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ｉｆｆ ｃｕｌｍ ｔｒａｉｔ ｏｆ ｒｉｃｅ ｓｍｏｓ１ ｍｕｔａｎｔ ｆｏｒ

[ ２５]

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 ＤＪꎬ Ｊｕｌｉａｓ Ｍꎬ Ｌｅｅ ＳＹꎬ Ｃｏｏｋ ＤＤ. Ｍａｉｚｅ ｓｔａｌｋ

２６１－２６７.

ｌｏｄｇｉｎｇ: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ｓｔａｌｋ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Ｊ] .
Ｃｒｏｐ Ｓｃｉꎬ ２０１７ꎬ ５７(２) : ９２６－９３４.

ｃｉｎｅ ｍａｘ ( Ｌ.) Ｍｅｒｒ.) [ Ｊ] . Ｆｉｅｌｄ Ｃｒｏｐｓ Ｒｅｓꎬ ２０１６ꎬ １９６:

[２６]

[ ２７]

Ｘｕ ＣＬꎬ Ｇａｏ ＹＢꎬ Ｔｉａｎ ＢＪꎬ Ｒｅｎ ＪＨꎬ Ｍｅｎｇ ＱＦꎬ Ｗａｎｇ Ｐ.

[ ２８]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ＤＡＨꎬ ａ ｎｏｖｅｌ ｐｌａ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ꎬ ｏｎ ｍｅ￣

２０１７ꎬ ２００: ７１－７９.

[１９]

[３１]

[３２]

２０１７ꎬ ７: ４１８０５.
[２０]

Ｗａｎｇ Ｃꎬ Ｒｕａｎ ＲＷꎬ Ｙｕａｎ ＸＨꎬ Ｈｕ Ｄꎬ Ｙａｎｇ Ｈ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ｌｉｇ￣

[２２]

ｂｕｃｋｗｈｅａｔ[ Ｊ] . Ｐｌａｎｔ Ｐｒｏｄ Ｓｃｉꎬ ２０１５ꎬ １８(２) : ２１８－２２７.

Ｈｕ Ｄꎬ Ｌｉｕ ＸＢꎬ Ｓｈｅ ＨＺꎬ Ｇａｏ Ｚꎬ Ｒｕａｎ ＲＷ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ｌｉｇｎｉｎ

Ｗｅｉ ＬＪꎬ Ｊｉａｎ ＨＪꎬ Ｌｕ Ｋꎬ Ｙｉｎ ＮＷꎬ Ｗａｎｇ Ｊꎬ ｅｔ ａｌ.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ｏ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ｏｆ ｌｉｇｎｉｎ￣ａｎｄ ｌｏｄｇｉｎｇ￣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ｒａｉｔｓ ｉｎ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ｎａｐｕｓ[ Ｊ] . Ｔｈｅｏｒ Ａｐｐｌ Ｇｅｎｅｔꎬ ２０１７ꎬ １３０
(９) : １９６１－１９７３.

２０１７ꎬ ４０(８) : １１１１－１１２４.

Ｆｅｄｅｎｋｏ ＪＲꎬ Ｅｒｉｃｋｓｏｎ ＪＥꎬ Ｓｉｎｇｈ ＭＰ. Ｒｏｏｔ ｌｏｄｇｉｎｇ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ｗｅｅｔ ｓｏｒ￣
Ｘｕｅ Ｊꎬ Ｑｉ ＢＱꎬ Ｍａ ＢＹꎬ Ｌｉ ＢＸꎬ Ｇｏｕ 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ｌｔｅｒｅｄ ｌｅａｆ
ａｎｇｌｅ ｏｎ ｍａｉｚｅ ｓｔａｌｋ ｌｏｄｇｉｎ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 Ｊ ] . Ｃｒｏｐ Ｓｃｉꎬ

２０２０: １－１５.
[３４]

Ｌｉ ＨＣꎬ Ｗａｎｇ ＬＪꎬ Ｌｉｕ ＭＳꎬ Ｄｏｎｇ ＺＢꎬ Ｌｉ ＱＦꎬ ｅｔ ａｌ. Ｍａｉｚｅ
ｐｌａｎｔ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ｉ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ｅｔｈｙｌｅｎｅ ｂｉ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ｇｅｎｅ ＺｍＡＣＳ７ [ Ｊ] . Ｐｌａｎｔ Ｐｈｙｓｉｏｌꎬ ２０２０ꎬ １８３( ３) : １１８４－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ｇｅｎｅｓ ａｎｄ ｌｏｄｇｉｎ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Ｆａｇｏｐｙ￣
ｒｕｍ ｅｓｃｕｌｅｎｔｕｍ[ Ｊ] . Ｂｉｏｌ Ｐｌａｎｔꎬ ２０１７ꎬ ６１(１) : １３８－１４６.

Ｄｏｒａｉｒａｊ Ｄꎬ Ｉｓｍａｉｌ ＭＲꎬ Ｓｉｎｎｉａｈ ＵＲꎬ Ｋａｒ Ｂａｎ 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ｉｌｉｃｏｎ 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ꎬ ｙｉｅｌｄꎬ ａｎｄ ｌｏｄｇｉｎ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ｇｈｕｍ[ Ｊ] . Ｉｎｄ Ｃｒｏｐｓ Ｐｒｏｄꎬ ２０１５ꎬ ７４: ９３３－９３８.
[ ３３]

ｎｉｎ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ｕｌｍ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ｌｏｄｇｉｎ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 ２１]

Ｐｌａｎｔ Ｂｉｏｌꎬ ２０１８ꎬ １８(１) : １－１２.

ＭＲ２１９ꎬ ａ ｌｏｗｌａｎｄ ｒｉｃｅ ｏｆ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 Ｊ ] . Ｊ Ｐｌａｎｔ Ｎｕｔｒꎬ

Ｚｈｅｎｇ ＭＪꎬ Ｃｈｅｎ Ｊꎬ Ｓｈｉ ＹＨꎬ Ｌｉ ＹＸꎬ Ｙｉｎ ＹＰꎬ ｅｔ ａｌ. Ｍａｎｉｐｕ￣

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ｌｏｄｇｉｎ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ｗｈｅａｔ [ Ｊ ] . Ｓｃｉ Ｒｅｐꎬ

Ｍｉｚｕｎｏ Ｈꎬ Ｋａｓｕｇａ Ｓꎬ Ｋａｗａｈｉｇａｓｈｉ Ｈ. Ｒｏｏｔ ｌｏｄｇｉｎｇ ｉｓ ａ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ｔｈａ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ｇｅｎ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ｓｕ￣
ｃｒｏｓｅ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ｒｇｈｕｍ [ Ｊ] . ＢＭＣ

ｌｅｎｔｕｍ Ｍ.) [ Ｊ] . Ｆｉｅｌｄ Ｃｒｏｐｓ Ｒｅｓꎬ ２０１５ꎬ １８０: ４６－５３.

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ｇｎｉｎ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ｂｙ ｐｌａｎｔ ｄｅｎｓ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ｌａ￣

Ｙａｎｇ Ｇꎬ Ｚｈａｎｇ ＨＪꎬ Ｓｏｎｇ ＳＨꎬ Ｗａｎｇ ＨＢꎬ Ａｏ Ｘꎬ Ｘｉｅ Ｆ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ｎ ｓｏｍｅ ｒｏｏｔ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ｒａｉｔｓ ｏｆ ｓｕｐｅｒ￣ｈｉｇｈ￣
１８１.

[３０]

Ｗａｎｇ Ｃꎬ Ｈｕ Ｄꎬ Ｌｉｕ ＸＢꎬ Ｓｈｅ ＨＺꎬ Ｒｕａｎ ＲＷ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ｕｌｍ ｉｎ ｃｏｍｍｏｎ ｂｕｃｋｗｈｅａｔ ( Ｆａｇｏｐｙｒｕｍ ｅｓｃｕ￣

Ｂｉａｎ ＤＨꎬ Ｊｉａ ＧＰꎬ Ｃａｉ ＬＪꎬ Ｍａ ＺＹꎬ Ｅｎｅｊｉ ＡＥꎬ Ｃｕｉ Ｙ.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ｉｌｌａｇ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ｏｎ ｒｏｏ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ｒｏｏｔ ｌｏｄｇｉｎｇ

ｙｉｅｌｄｉｎｇ ｓｏｙｂｅａｎ[ Ｊ] . Ｓｏｙｂｅａｎ Ｓｃｉꎬ ２０１３ꎬ ３２ ( ２) : １７６ －

(２) : ｅ８６８７０.

ｏｆ ｕｎｉｃｏｎａｚｏｌｅ ｏｎ ｔｈｅ ｌｉｇｎｉｎ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ｌｏｄｇｉｎｇ ｒｅｓｉｓ￣

Ｌ.) [ Ｊ] . Ｊ Ａｇｒｉｃ Ｓｃｉꎬ ２０１２ꎬ ４(１２) : １８２－１８９.

９６.
[２９]

Ｏｋｕｎｏ Ａꎬ Ｈｉｒａｎｏ Ｋꎬ Ａｓａｎｏ Ｋꎬ Ｔａｋａｓｅ Ｗꎬ Ｍａｓｕｄａ Ｒꎬ

ｇｉｂｂｅｒｅｌｌ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 Ｊ ] . ＰＬｏＳ Ｏｎｅꎬ ２０１４ꎬ ９

Ｌｉｕ ＳＱꎬ Ｓｏｎｇ ＦＢꎬ Ｌｉｕ ＦＬꎬ Ｚｈｕ ＸＣꎬ Ｘｕ ＨＢ.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ｌａｎ￣

ｔｉｎｇ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ｎ ｒｏｏｔ ｌｏｄｇｉｎ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ｍａｉｚｅ[ Ｊ] . Ｆｉｅｌｄ Ｃｒｏｐｓ Ｒｅｓꎬ ２０１６ꎬ １８５: ８９－

Ｍｏｒｉｎａｋａ Ｙꎬ ｅｔ ａｌ. Ｎｅｗ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ｉｎｃｒｅ ａｓｉｎｇ ｒｉｃｅ ｌｏｄ￣
ｇｉｎ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ｙｉｅｌ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ｈｉｇｈ

Ｐｈｙｓｉｏｌ Ｐｌａｎｔꎬ ２０２０ꎬ ４２(３) : ３８－４９.

ｔｏ ｎｏｄａｌ ｒｏｏ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ｍａｉｚｅ ( Ｚｅａ ｍａｙｓ

Ｚｈｕ ＧＬꎬ Ｌｉ ＧＨꎬ Ｗａｎｇ ＤＰꎬ Ｙｕａｎ Ｓꎬ Ｗａｎｇ Ｆ.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ｄｇｉｎｇ￣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ｒａｉｔｓ ａ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ｒｉｃｅ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 ＰＬｏＳ Ｏｎｅꎬ ２０１６ꎬ １１(７) : ｅ０１６０１０４.

Ｄｏｒａｉｒａｊ Ｄꎬ Ｉｓｍａｉｌ ＭＲꎬ Ｓｉｎｎｉａｈ ＵＲꎬ Ｔａｎ ＫＢ. Ｓｉｌｉｃｏｎ ｍｅ￣
ｄｉａｔｅ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 ｔｒａｉｔｓꎬ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ｆｉｂ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Ｏｒｙｚａ ｓａｔｉｖａ [ Ｊ ] . Ａｃｔａ

Ｐｉñｅｒａ￣Ｃｈａｖｅｚ ＦＪꎬ Ｂｅｒｒｙ ＰＭꎬ Ｆｏｕｌｋｅｓ ＭＪꎬ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ｂ ＭＰ.

Ａｖｏｉｄｉｎｇ ｌｏｄｇｉｎｇ ｉｎ ｉｒｒｉｇａｔｅｄ ｓｐｒｉｎｇ ｗｈｅａｔ Ⅱ.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ｖａ￣

ｏｆ ｓｕｍｍｅｒ ｍａｉｚｅ ａｔ ｈｉｇｈ ｄｅｎｓｉｔｉｅｓ [ Ｊ] . Ｆｉｅｌｄ Ｃｒｏｐｓ Ｒｅｓꎬ

[１８]

Ｌｉｕ ＷＧꎬ Ｄｅｎｇ ＹＣꎬ Ｈｕｓｓａｉｎ Ｓꎬ Ｚｏｕ ＪＬꎬ Ｙｕａｎ Ｊꎬ ｅｔ ａｌ. 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ｅ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ｏｄｇｉｎｇ ｒｅ￣
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ｅｍ ｏｆ ｒｅｌａｙ ｉｎｔｅｒｃｒｏｐｐｅｄ ｓｏｙｂｅａｎ ( Ｇｌｙ￣

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ꎬ ｓｔａｌｋ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ｂｕｎｄｌｅｓ ａｎｄ ｇｒａｉｎ ｙｉｅｌｄ

[１７]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 Ｊꎬ ２０１７ꎬ １５(９) : １０９３－１１０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ｌｏｄｇｉｎ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Ｊ] . ＰＬｏＳ Ｏｎｅꎬ ２０１４ꎬ ９(７) :

Ｃｒｏｐｓ Ｒｅｓꎬ ２０１６ꎬ １９６: ６４－７４.

[１６]

Ｌｉ ＦＣꎬ Ｘｉｅ ＧＳꎬ Ｈｕａｎｇ ＪＦꎬ Ｚｈａｎｇ Ｒꎬ Ｌｉ Ｙꎬ ｅｔ ａｌ. ＯｓＣＥＳＡ

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ｅｄ￣ｓｉｔｅ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ｌａｒｇｅｌｙ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ｐｌａ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ｒｏｏ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 Ｊ ] . Ｆｉｅｌｄ

[１５]

Ｈｕ Ｚꎬ Ｚｈａｎｇ ＧＦꎬ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Ａꎬ Ｓａｍａｄ ＲＡꎬ Ｗａｎｇ ＹＭꎬ
ｅｔ ａｌ.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ｌｏｃｉ ｓｉｍｕｌｔａ ｎｅｏｕｓｌ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ｌｉｇｎｉｎ ｍｏｎｏ￣

ＣＵꎬ ｅｔ ａｌ. Ｇｅｎｏｍｅ￣ｗｉｄ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 ｌｏｄｇｉｎｇ

ｅ９６００９.
[１３]

第 ３９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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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９９.

[３５]

Ｙａｄａｖ Ｓꎬ Ｓｉｎｇｈ ＵＭꎬ Ｎａｉｋ ＳＭꎬ Ｖｅｎｋａｔｅｓｈｗａｒｌｕ Ｃꎬ Ｒａ￣
ｍａｙｙａ ＰＪꎬ ｅｔ ａｌ.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ｏｆ ＱＴＬ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ｌｏｄｇｉｎ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ｄｒｙ ｄｉｒｅｃｔ￣ｓｅｅｄｅｄ ｒｉｃｅ ( Ｏｒｙｚａ
ｓａｔｉｖａ Ｌ.) [ Ｊ] . Ｆｒｏｎｔ Ｐｌａｎｔ Ｓｃｉꎬ ２０１７ꎬ ８: １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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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ＳＣＦ Ｄ３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５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 ｓｔｒｉｇｏｌａｃ￣

宋松泉ꎬ 刘军ꎬ 黄荟ꎬ 伍贤进ꎬ 徐恒恒ꎬ 等. 赤霉素代谢与信
号转导及其调控种子 萌 发 与休眠的分子机制 [ Ｊ] . 中国科
学: 生命科学ꎬ ２０２０ꎬ ５０(６) : ５９９－６１５.

Ｓｏｎｇ ＳＱꎬ Ｌｉｕ Ｊꎬ Ｈｕａｎｇ Ｈꎬ Ｗｕ ＸＪꎬ Ｘｕ ＨＨꎬ ｅｔ ａｌ. Ｇｉｂｂｅ￣

[５０]

ｒｅｌｌｉｎ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ｔｓ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ｍｅｃｈａ￣
ｎｉｓｍ ｉ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ｓｅｅｄ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ｏｒｍａｎｃｙ [ Ｊ ] .
[３７]
[３８]

Ｓｃｉｅｎｔｉａ Ｓｉｎｉｃａ Ｖｉｔａｅꎬ ２０２０ꎬ ５０ (６) : ５９９－６１５.

[５１]

ｔｉｎｇ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ｈｏｒｍｏｎｅ ｓｉｇｎａｌｓ[ Ｊ] . Ｍｏｌ Ｐｌａｎｔꎬ ２０１５ꎬ ９(１) :

[５２]

[４０]

[４２]

[４４]

１１３５.

[５３]

ｇｅｎｅ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Ｊ] . Ｍｏｌ Ｐｌａｎｔꎬ ２０１５ꎬ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ｇｅｎｅ ｉｎ ｒｉｃｅ [ Ｊ ] . Ｎａｔｕｒｅꎬ ２００２ꎬ ４１６ ( ６８８２ ) :

８(２) : ３０３－３１４.

Ｅｓｈｅｄ Ｙꎬ Ｌｉｐｐｍａｎ ＺＢ.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ｃｈａｒｔ ａ

[５４]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２０１９ꎬ ３６６(６４６６) : ｅａａｘ００２５.

Ｐｅａｒｃｅ Ｓꎬ Ｓａｖｉｌｌｅ Ｒꎬ Ｖａｕｇｈａｎ ＳＰꎬ Ｃｈａｎｄｌｅｒ ＰＭꎬ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ＥＰꎬ ｅｔ ａｌ.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ｈｔ￣１ ｄｗａｒｆｉｎｇ
(４) : １８２０－１８３１.

Ｌｉ Ｓꎬ Ｔｉａｎ ＹＨꎬ Ｗｕ Ｋꎬ Ｙｅ ＹＦꎬ Ｙｕ ＪＰꎬ ｅｔ ａｌ. 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ｎｇ

[ ５５]

[５６]

ｐｌａ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ａｇｒｉ￣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Ｊ] . Ｎａｔｕｒｅꎬ ２０１８ꎬ ５６０(７７２０) : ５９５－６００.

Ｓｈｅｎ ＱＷꎬ Ｚｈａｎ ＸＱꎬ Ｙａｎｇ Ｐꎬ Ｌｉ Ｊꎬ Ｃｈｅｎ Ｊꎬ ｅｔ ａｌ. Ｄｕａｌ

[５７]

Ｎｅｍｏｔｏ Ｋꎬ Ｒａｍａｄａｎ Ａꎬ Ａｒｉｍｕｒａ ＧＩꎬ Ｉｍａｉ Ｋꎬ Ｔｏｍｉｉ Ｋꎬ

[５８]

ｌｉｇａｓｅ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ｇｉｂｂｅｒｅｌｌｉｎ ｓｉｇｎａｌｌｉｎｇ ｂｙ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 ＧＩＤ１
[４６]

Ｏｏｋａｗａ Ｔꎬ Ｈｏｂｏ Ｔꎬ Ｙａｎｏ Ｍꎬ Ｍｕｒａｔａ Ｋꎬ Ａｎｄｏ Ｔꎬ ｅｔ ａｌ.

[５９]

ＱＴＬ ｇｅｎｅ ｆｏｒ ｌｏｄｇｉｎ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ｙｉｅｌｄ[ Ｊ] . Ｎａｔ Ｃｏｍ￣
[４７]

Ｌｉｕ Ｃꎬ Ｚｈｅｎｇ Ｓꎬ Ｇｕｉ ＪＳꎬ Ｆｕ ＣＪꎬ Ｙｕ ＨＳꎬ ｅｔ ａｌ. Ｓｈｏｒｔｅｎｅｄ

[６０]

Ｃｈｅｎ ＬＧꎬ Ｘｉａｎｇ ＳＹꎬ Ｃｈｅｎ ＹＬꎬ Ｌｉ ＤＢꎬ Ｙｕ ＤＱ. Ａｒａｂｉｄｏｐ￣

ｓｉｓ ＷＲＫＹ４５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ＥＬＬＡ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ＲＧＬ１ ｔｏ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 ａｇｅ￣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 ｌｅａｆ ｓｅｎｅｓｃｅｎｃｅ[ Ｊ] . Ｍｏｌ

[４９]

Ｐｌａｎｔꎬ ２０１７ꎬ １０(９) : １１７４－１１８９.

Ｔａｎｇ ＪＹꎬ Ｃｈｕ ＣＣ. Ｓｔｒｉｇｏｌａｃｔｏｎｅ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ｒｅｐｒｅｓｓｏｒ ｐｒｏ￣

ｔｅｉｎｓ ａｒｅ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Ｊ] . Ｔｒｅｎｄｓ Ｐｌａｎｔ Ｓｃｉꎬ ２０２０ꎬ
２５(１０) : ９６０－９６３.

Ｓｍｅｔａｎａ Ｏꎬ Ｍäｋｉｌä Ｒꎬ Ｌｙｕ Ｍꎬ Ａｍｉｒｙｏｕｓｅｆｉ Ａꎬ Ｓáｎｃｈｅｚ

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 Ｆꎬ ｅｔ ａｌ. Ｈｉｇｈ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ａｕｘｉｎ ｓｉｇｎａｌｌｉｎｇ ｄｅｆｉｎｅ
ｔｕｒｅꎬ ２０１９ꎬ ５６５(７７４０) : ４８５－４８９.

Ｃｈｅｎ Ｈꎬ Ｍａ Ｂꎬ Ｚｈｏｕ Ｙꎬ Ｈｅ ＳＪꎬ Ｔａｎｇ ＳＹꎬ ｅｔ ａｌ. Ｅ３ ｕｂｉ￣

ｑｕｉｔｉｎ ｌｉｇａｓｅ ＳＯＲ１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 ｅｔｈｙｌｅｎ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ｉｎ ｒｉｃｅ ｒｏｏｔ
Ａｃａｄ Ｓｃｉ ＵＳＡꎬ ２０１８ꎬ １１５(１７) : ４５１３－４５１８.

Ｍａｏ ＣＪꎬ Ｈｅ ＪＭꎬ Ｌｉｕ ＬＮꎬ Ｄｅｎｇ ＱＭꎬ Ｙａｏ ＸＦꎬ ｅｔ ａｌ. Ｏｓ￣

ＮＡＣ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ｓ ａｕｘｉｎ ａｎｄ ｃｙｔｏｋｉｎｉｎ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ｔｏ ｍｏｄｕｌａｔｅ
(２) : ４２９－４４２.

Ｋｕｒｏｈａ Ｔꎬ Ｎａｇａｉ Ｋꎬ Ｇａｍｕｙａｏ Ｒꎬ Ｗａｎｇ ＤＲꎬ Ｆｕｒｕｔａ Ｔꎬ

ｅｔ ａｌ. 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ｇｉｂｂｅｒｅｌｌｉｎ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ｌｉｅｓ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１８１－１８６.

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ｔｏ ｌｏｄｇｉｎ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ｒｉｃｅ[ Ｊ] . Ｍｏｌ Ｐｌａｎｔꎬ ２０１８ꎬ
[４８]

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ｒｉｇｏｌａｃｔｏｎｅ ｓｉｇｎａｌｌｉｎｇ ｉｎ Ａｒａｂｉｄｏｐｓｉｓ
[ Ｊ] . Ｎａｔｕｒｅꎬ ２０２０ꎬ ５８３(７８１５) : ２７７－２８１.

ｒｉｃｅ ｔｏ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 ｆｌｏｏｄｉｎｇ[ Ｊ] .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２０１８ꎬ ３６１( ６３９８) :

ｂａｓ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ｏｄｅｓ ｅｎｃｏｄｅｓ ａ ｇｉｂｂｅｒｅｌｌｉｎ ２￣ｏｘｉｄａｓｅ ａｎｄ ｃｏｎ￣
１１(２) : ２８８－２９９.

Ｗａｎｇ Ｌꎬ Ｗａｎｇ Ｂꎬ Ｙｕ Ｈꎬ Ｇｕｏ ＨＹꎬ Ｌｉｎ Ｔꎬ ｅｔ ａｌ.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

ｒｉｃｅ ｒｏｏ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Ｊ] . Ｐｌａｎｔ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 Ｊꎬ ２０１９ꎬ １８

Ｎｅｗ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ｆｏｒ ｒｉｃ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ｕｓｉｎｇ ａ ｐｌｅｉｏｔｒｏｐｉｃ
ｍｕｎꎬ ２０１０ꎬ １(８) : １３２.

２０１７ꎬ ２７(９) : １１２８－１１１４１.

ｂｙ 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ｎｇ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ｕｘ / ＩＡＡ ｐｒｏｔｅｉｎ [ Ｊ] . Ｐｒｏｃ Ｎａｔｌ

ｅｔ ａｌ. Ｔｙｒｏｓｉｎｅ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ＡＲＵ Ｅ３ ｕｂｉｑｕｉｔｉｎ
ｄｅ 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Ｊ] . Ｎａｔ Ｃｏｍｍｕｎꎬ ２０１７ꎬ ８(１) : １００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ａ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ｒｅｐｒｅ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ｓｔｅｍ￣ｃｅｌ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ｃａｍｂｉｕｍ[ Ｊ] . Ｎａ￣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ｃＧＭＰ￣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ｋｉｎａｓ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２０１９ꎬ ３１(１２) : ３０７３－３０９１.

Ｓｏｎｇ ＸＧꎬ Ｌｕ ＺＦꎬ Ｙｕ Ｈꎬ Ｓｈａｏ ＧＮꎬ Ｘｉｏｎｇ ＪＳꎬ ｅｔ ａｌ. ＩＰＡ１

ｂｙ Ｄ５３ ｉｎ ｓｔｒｉｇｏｌａｃｔｏｎｅ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ｉｎ ｒｉｃｅ [ Ｊ ] . Ｃｅｌｌ Ｒｅｓꎬ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ｒ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ｏｆ ｏｌｄ ａｎｄ ｎｅｗ ｃｒｏｐｓ [ Ｊ] .

ｒｏｌｅｓ ｉｎ ｇｉｂｂｅｒｅｌｌｉｎ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ａｌ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Ｊ] . Ｐｌａｎｔ Ｃｅｌｌꎬ
[４５]

Ｙａｎｏ Ｋꎬ Ｏｏｋａｗａ Ｔꎬ Ａｙａ Ｋꎬ Ｏｃｈｉａｉ Ｙꎬ Ｈｉｒａｓａｗａ Ｔꎬ ｅｔ ａｌ.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ｎｏｖｅｌ ｌｏｄｇｉｎ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ＱＴＬ ｇｅｎｅ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ｓｔｒｉｇｏｌａｃｔｏｎｅ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ｙｒａｍｉｄ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ａ ＱＴＬ

Ｓａｓａｋｉ Ａꎬ Ａｓｈｉｋａｒｉ Ｍꎬ Ｕｅｇｕｃｈｉ￣Ｔａｎａｋａ Ｍꎬ Ｉｔｏｈ Ｈꎬ

ｇｅｎｅｓ ｉｎ ｈｅｘａｐｌｏｉｄ ｗｈｅａｔ [ Ｊ ] . Ｐｌａｎｔ Ｐｈｙｓｉｏｌꎬ ２０１１ꎬ １５７

[４３]

Ｍｉｎａｋｕｃｈｉ Ｋꎬ Ｋａｍｅｏｋａ Ｈꎬ Ｙａｓｕｎｏ Ｎꎬ Ｕｍｅｈａｒａ Ｍꎬ Ｌｕｏ
Ｌꎬ Ｋｏｂａｙａｓｈｉ Ｋꎬ ｅｔ ａｌ. ＦＩＮＥ ＣＵＬＭ１ ( ＦＣ１) ｗｏｒｋｓ ｄｏｗｎ￣

Ｎｉｓｈｉｍｕｒａ Ａꎬ ｅｔ ａｌ. Ｇｒｅｅ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 ｍｕｔａｎｔ ｇｉｂｂｅｒｅｌｌｉｎ￣
７０１－７０２.

[４１]

Ｇｕｏ ＳＹꎬ Ｘｕ ＹＹꎬ Ｌｉｕ ＨＨꎬ Ｍａｏ ＺＷꎬ Ｚｈａｎｇ Ｃ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ｓＭＡ￣ＤＳ５７ ａｎｄ ＯｓＴＢ１ ｍｏｄｕｌａｔｅｓ

ｂｕｄｓ ｉｎ ｒｉｃｅ[ Ｊ] . Ｐｌａｎｔ Ｃｅｌｌ Ｐｈｙｓｉｏｌꎬ ２０１０ꎬ ５１( ７) : １１２７－

Ｌｉ ＡＸꎬ Ｙａｎｇ ＷＬꎬ Ｇｕｏ ＸＬꎬ Ｌｉｕ ＤＣꎬ Ｓｕｎ ＪＺꎬ Ｚｈａｎｇ Ａ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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