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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截、拉枝、刻芽对苹果枝条不同部位芽激素含
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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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进一步了解修剪反应的生理基础，以‘富士’苹果（Malus × domestica Borkh.）3 年生幼

树为试材，在萌芽期研究不同修剪方式（短截、拉枝、刻芽、环刻）对 1 年生枝条不同部位芽中内源激
素含量的影响。结果表明，未处理对照幼苗下部芽中生长素（IAA）和脱落酸（ABA）含量显著高于上部
芽，玉米素核苷（ZR）和赤霉素（GA3）含量明显低于上部芽。与对照相比，短截处理降低了枝条中部
和下部芽中 IAA 和 ABA 的含量，相反，拉枝处理显著增加了枝条中部和下部芽中 IAA 和 ABA 的含量。
另外，短截处理虽然提高了枝条中部和下部芽中 GA3 和 ZR 含量，但未能改变枝条中部和下部芽中自身
存在的含量分布梯度，而拉枝完全改变了枝条不同部位芽中自身存在的含量分布梯度。刻芽和环刻后芽
体组织中 GA3、ZR、IAA 等生长促进激素含量明显提高，而生长抑制激素 ABA 含量下降，刻芽打破了芽
体中原有激素之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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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Cutting Back，Branch-bending and Bud-notching Treatments on
Endogenous Hormones in the Buds of Fuji Ap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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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understand the physiology of pruning responses，we studied the effects of various
pruning methods（cutting back，branch-bending，bud-notching and girdling）on the endogenous hormones
of young Fuji apple（Malus × domestica Borkh.）buds. Results showed that endogenous hormones in buds
at the different positions of the branche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uds at the basal parts of the branch
contained higher IAA and ABA content，and cytokinins and gibberellin content in the buds at the distal
parts of the bran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basal parts.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cutting back
treatment decreased IAA and ABA content in the buds at the middle and proximal parts of the branch.
Contrary to cutting back，branch-bending increased IAA and ABA content. In addition，cutting back
treatment increased GA3，ZR contents in the buds at the middle and basal parts of the branch，but fail to
change the intrinsic distribution gradient of hormone in the different parts of the branch. Branch-be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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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other hand，totally changed the intrinsic distribution gradient of hormone in the different parts of the
branch. Bud-cutting treatment broke the original balance between endogenous hormones in the buds，
growth promoting hormones such as IAA，GA3，ZR increased significantly，and the growth inhibiting
hormone ABA levels decreased.
Key words：apple；cutting back；branch-bending；bud-notching；endogenous hormones；pruning
苹果顶端优势很明显，主要是上部芽长出枝条，下部芽的萌发受上部枝条组织的抑制。生产上
利用短截、拉枝、刻芽、抹顶或环剥等措施消除上部组织对下部侧芽的抑制，促进侧芽的萌芽成枝，
分散旺枝的发枝势力，减少发长、中枝数量，提高短枝、叶丛枝的数量和质量，从而达到促进花芽
形成的目的（Wareing & Nasr，1961；Zieslin & Halevy，1976；温吉华 等，2002；韩明玉 等，2008）。
春季萌芽前或萌芽过程中内源细胞分裂素含量增加（Young，1989；Tromp & Ovaa，1990；Cutting et
al.，1991），苹果枝条上部导管液、木质部以及韧皮部（包括芽）的 CTK 含量明显高于枝条下部（Cook
et al.，2001a，2001b）
。细胞分裂素处理可以解除过冬枝条侧芽萌芽的阻碍（Shaltout & Unrath，1983）。
因此果树的不同修剪反应可能是由于修剪改变了芽体内源激素的平衡从而改变碳、氮营养代谢的结
果。但前人关于果树修剪的反应研究尚不够深入。
本研究中主要测定了富士苹果不同方式修剪后芽体萌发过程中内源激素的变化，以期为今后的
苹果修剪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于 2011 年在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市海淀区上庄试验站进行。试材为 2009 年春季定植的‘富

士’苹果（Malus × domestica Borkh.），砧木为八棱海棠，株行距 0.8 m × 1.25 m。常规管理，土壤肥
力中等。
1.2

短截和拉枝处理
于 2011 年 2 月 15 日在同一株树上选位置相同、长势和角度一致（垂直）、长为 90 ~ 100 cm 的

1 年生枝条 3 枝，其中 1 枝短截 1/2；1 枝拉枝成水平（90°）；1 枝不短截不拉枝（即垂直）为对照
（图 1）。每个处理重复 3 次，每个重复 10 个枝条，共 30 株树。
于 2011 年 4 月 12 日取枝条上部、中部和下部 3 个部位的芽。上部芽为枝条顶端向下 10 cm 内，
中部芽为枝条 1/2 处向下 10 cm 内，下部芽为从枝条基部向上 10 cm 内的萌发芽。采集的芽在室内
4 ~ 10 ℃条件下剥掉外层鳞片，切下芽体称质量，用 80% 甲醇浸泡，–4 ℃温度下保存备用。
1.3

刻芽处理
春季在芽体膨大前（2011 年 4 月 8 日）选位置相同、长势一致、长度约为 90 ~ 100 cm 的 1 年

生枝条进行刻芽处理（图 1）。设置 3 个处理：单刻芽；环刻；不刻芽（对照）。每个处理重复 3 次，
每个重复 10 个枝条。单刻芽时用芽接刀在每个芽体上方 5 mm 处横切一刀，深达木质部，长度为枝
条周长的 1/3，从枝条下部第 5 个芽开始往上每个芽刻一刀，连续刻到第 15 个芽。环刻则是在 1
年生枝段上从下部第 5 个芽开始往上每 5 个芽（即第 5、10、15 节）环刻一圈，每一枝条共环刻 3
道。
处理后 7 d 采集所有刻过的芽和环刻处理第 1 道与第 3 道环刻处之间所有萌发的芽，对照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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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采集与单刻芽部位所对应部位的芽（第 5 ~ 15 节位），放入液氮罐带回实验室，在室内 4 ~ 10 ℃
条件下剥掉外层鳞片，切下芽体称质量，用 80%甲醇浸泡，–4 ℃保存备用。

图1
Fig. 1

1.4

苹果 1 年生枝条的处理及取样部位（节位）示意图

Diagrammatic representation of shoot manipulations and sampling

短截、拉枝、刻芽修剪后枝条的成枝情况观察
短截、拉枝、刻芽处理方法同上，每处理 15 个枝条。萌芽后观察不同处理萌芽率，新梢停止

生长后定枝观察成枝率、枝组类型（短枝 < 5 cm，中枝 5 ~ 20 cm，长枝 > 20 cm）等形态指标。单
刻芽处理调查刻芽区段全部芽的萌芽成枝率、枝组类型，环刻处理调查第 1 道和第 3 道环刻处之间
芽的萌芽成枝率，枝组类型，对照枝条则调查与单刻芽部位所对应的部位芽（第 5 ~ 15 节位）的相
关指标。每一处理在小区内随机抽取 15 个枝条，取平均值。
1.5

内源激素的测定
上述各样品中内源激素赤霉素（GA3）、脱落酸（ABA）、生长素（IAA）和玉米素核苷（ZR）

的含量测定采用间接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何钟佩，1993），ELISA 试剂盒由中国农业大学提供。
1.6

数据分析
所有数据采用新复极差法进行统计分析，软件为 Excel 2010 和 SPSS 16.0。

2

结果与分析

2.1

短截、拉枝、刻芽处理对成枝的影响
以萌芽率（枝条上萌发的芽占总芽数的百分率）表示枝条上芽的萌发能力，以芽抽生长枝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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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长枝占总萌芽数的百分率）称为成枝力。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不同处理的萌芽率、成枝率差异显著。对照萌芽率最高，其次为拉枝处理，
短截处理萌芽率最低。拉枝处理和短截处理成枝力高于对照。抽生长枝的比率以短截为最高，拉枝
最低。抽生中短枝的比率以拉枝为最高，短截处理最低。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不同刻芽处理之间萌芽率差异不显著。从发枝类型上看，单刻芽和对照以
形成短枝为主，环刻以形成长枝为主。刻芽显著提高了芽的成枝力和长枝的比率。

表1
Table 1

短截和拉枝处理对枝条萌芽发枝特性的影响

Pruning responses of cutting back and branch-bending treatments

处理

萌芽率/%

成枝力/%

短枝率/%

中枝率/%

长枝率/%

Treatment

Germination rate

Branch rate

Short branch rate

Medium branch rate

Long branch rate

对照 Control

95.2 a

29.7 b

18.2 b

21.9 a

59.6 b

拉枝 Bending

89.1 b

51.7 a

28.5 a

23.1 a

48.4 b

短截 Cutting back

71.3 c

41.6 a

2.2 c

13.7 b

83.3 a

注：同一列数据后字母为新复极差多重比较的差异显著性，小写字母表示 P < 0.05 显著水平。
Note：Values followed by the same letter a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ccording to Duncan’s multiple range test at P < 0.05.

表 2
Table 2

不同刻芽处理对枝条萌芽发枝特性的影响
Pruning responses of bud-notching treatment

处理

萌芽率/%

成枝力/%

短枝率/%

中枝率/%

长枝率/%

Treatment

Germination rate

Branch rate

Short branch rate

Medium branch rate

Long branch rate

90.4 a

15.9 b

66.7 a

59.1 a

0c

单刻 Notching

100.0 a

79.4 a

61.6 a

15.2 b

24.3 b

环刻 Girdling

92.3 a

83.9 a

37.7 b

19.3 b

48.5 a

对照 Control

注：同一列数据后字母为新复极差多重比较的差异显著性，小写字母表示 P < 0.05 显著水平。
Note：Values followed by the same letter a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ccording to Duncan’s multiple range test at P < 0.05.

2.2

短截和拉枝对枝条不同部位芽的内源激素含量的影响
由表 3 可以看出，对照枝条不同部位芽的内激素含量呈现一定的变化规律：枝条上部芽 ZR 和

GA3 含量显著高于中部和下部芽，从上往下逐渐减小，而下部芽中 IAA 和 ABA 含量显著高于枝条
中部和上部芽。IAA 对腋芽的生长起抑制作用，而 ZR 促进侧芽的生长。因此下部芽中高含量的 IAA
和 ABA 可能抑制侧芽的生长使其处于休眠状态，反之上部芽中高含量的 GA3 和 ZR 有利于芽生长
促使其萌发成枝。枝条不同部位芽的萌发成枝特性与激素含量状态相吻合。
与对照相比，短截处理显著提高了枝条中部和下部萌发芽中 ZR 和 GA3，降低了下部芽中 IAA
和 ABA 含量。但短截对枝条不同部位芽中自身存在的激素梯度没有显著影响，即短截未能改变枝
条不同部位芽中自身存在的激素分布的梯度强度（表 3）。另外，短截后剪口下部芽中 GA3/ABA 和
（IAA + GA3 + ZR）/ABA 明显提高（表 4）。说明，短截改变了剪口下芽中原有的激素平衡，从而
促进剪口下芽的萌发成枝。
相反，拉枝明显降低上部芽中 ZR 和 GA3 含量，增加上部芽中 IAA 和 ABA 含量。拉枝后，中、
下部芽中 ZR、GA3 以及 IAA 含量显著提高（表 3）。与对照相比，拉枝后中、下部芽（IAA + GA3 +
ZR）/ABA 显著提高，枝条不同部位激素平衡发生了很大变化（表 4）。拉枝完全改变了枝条不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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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芽内自身存在的激素分布的梯度强度。说明拉枝能削弱顶端优势，通过改变 IAA 的极性运输，提
高从根部运输过来的 ZR 和 GA3 含量从而解除了侧芽的休眠，提高了下部芽的萌芽成枝率，缓和新
梢生长势，增加短枝数量。

表3
Table 3

短截和拉枝对枝条不同部位芽中内源激素含量的影响

Influence of cutting back and branch-bending on the endogenous hormone contents in
buds at the different parts of the shoot

IAA/
(ng · g-1 FW)

处理
Treatment 上部
Distal

GA3/
(ng · g-1 FW)

ZR/
(ng · g-1 FW)

中部
Middle

基部
Proximal

上部
Distal

中部
Middle

基部
Proximal

上部
Distal

中部
Middle

ABA/
(ng · g-1 FW)
基部
Proximal

对照
Control

77.3 b

75.3 b

93.3 b

11.2a

8.4 b

7.3 b

13.9 a

10.9 c

9.6 c

短截
Cutting
back

–

69.4 c

78.2 c

–

9.9 a

9.1 a

–

13.7 a

10.9 b

105.2 a

103.3 a

8.4 b

8.3 b

9.3 a

10.4 b

11.5 b

12.3 a

拉枝
Bending

100.6 a

上部
Distal

中部
Middle

基部
Proximal

95.3 b

124.3 a

149.59 a

–

102.6 b

112.29 b

120.4 a

114.5 ab 111.65 b

注：同一列数据后字母为新复极差多重比较的差异显著性，小写字母表示 P < 0.05 显著水平。
Note：Values followed by the same letter a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ccording to Duncan’s multiple range test at P < 0.05.

表4
Table 4

短截和拉枝对枝条不同部位芽激素平衡的影响

Effects of cutting back and branch-bending on the balance of endogenous hormone in buds

处理
Treatment

（IAA + GA3 + ZR）/ABA
上部 Distal

中部 Middle

下部 Proximal

上部 Distal

中部 Middle

对照 Control

1.07 a

0.76 c

0.74 b

0.12 a

0.07 b

0.05 b

拉枝 Bending

–

0.91 b

0.88 ab

–

0.10 a

0.08 a

短截 Cutting back

1.01 a

1.09 a

1.14 a

0.07 b

0.07 b

0.08 a

GA3/ABA
下部 Proximal

注：同一列数据后字母为新复极差多重比较的差异显著性，小写字母表示 P < 0.05 显著水平。
Note：Values followed by the same letter a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ccording to Duncan’s multiple range test at P < 0.05.

总的来说，短截和拉枝显著提高了枝条中、下部芽中 GA3 和 ZR 含量，但提高幅度有差异，短
截处理对枝条中部（剪口下部）芽中 GA3 和 ZR 含量的提高幅度较高，而拉枝处理对枝条下部芽中
GA3 和 ZR 含量的提高幅度较高（表 3）。
另外，短截和拉枝改变了芽中不同激素的比例，GA3/ABA 和（IAA + GA3 + ZR）/ABA 明显提
高（表 4）。
2.3

刻芽对芽体中内源激素含量的影响
从表 4 可以看出，刻芽显著提高了芽中 IAA 和 GA3 含量，降低了 ZR 和 ABA 的含量。单刻芽

对芽中 IAA 和 GA3 的提高幅度明显高于环刻芽，环刻对芽中 ZR 的降低幅度明显高于单刻芽。两种
刻芽方式 ABA 的降低幅度没有差异。
另外，刻芽改变了芽中不同激素的比例（表 5），GA3/ABA 和（IAA + GA3 + ZR）/ABA 明显提
高，不同处理间有极显著差异，以单刻芽为最高，为对照的两倍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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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刻芽处理的芽内源激素含量比较

Endogenous hormone contents in buds of different Bud-notching treatment

处理

IAA/

GA3/

ZR/

ABA/

Treatment

(ng · g-1 FW)

(ng · g-1 FW)

(ng · g-1 FW)

(ng · g-1 FW)

对照 Control

40 卷

GA3/ABA

(IAA + GA3 + ZR)/
ABA

92.89 c

8.17 c

12.08 a

120.26 a

0.07 c

0.94 c

单刻 Notching

110.06 a

10.75 a

10.90 b

69.03 b

0.16 a

1.91 a

环刻 Girdling

96.39 b

9.38 b

10.42 c

68.12 b

0.14 b

1.71 b

注：同一列数据后字母为新复极差多重比较的差异显著性，小写字母表示 P < 0.05 显著水平。
Note：Values followed by the same letter a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ccording to Duncan’s multiple range test at P < 0.05.

3

讨论
内源激素 GA3、IAA、ZR 及 ABA 是与苹果树的萌芽成枝密切相关的激素。苹果芽内生长素的

含量增加到某种程度以上时，新梢的生长停止，进入自然休眠状态（Eggert，1953），苹果树在休眠
觉醒中芽内会发生一系列的生理生化变化，IAA 等生长促进激素增加。低浓度的 IAA 能够促进芽的
萌发，但高浓度 IAA 却不利于芽的萌发（潘瑞炽，2001）
，这可能是由于低浓度的 IAA 促进了根系
生长，使根系合成的细胞分裂素等促进萌芽的物质运送到地上部，间接促进了休眠解除，而高浓度
IAA 则由于其顶端优势作用，抑制了芽的萌发。
本试验结果表明，短截对剪口下部的刺激作用较强烈，即短截 1/2 处理剪口下几个芽的萌芽成
枝率显著提高，抽长枝比率明显高于其他处理。相应的，短截 1/2 处理提高了剪口下部芽 GA3 和 ZR
含量，降低了 IAA 和 ABA 含量，从而改变了原有的激素平衡，
（IAA + GA3 + ZR）/ABA 和 GA3/ABA
明显提高。GA3 对枝条的伸长有强烈的促进作用（Yang et al.，1996），而 ZR 可以促进细胞分裂，增
加细胞数量。剪口下芽中高含量的 ZR 和 GA3，低含量的 IAA 和 ABA 有利于芽的萌发，这可能是
这些芽抽出长枝的主要原因。短截对枝条中部芽中（剪口下部）GA3 和 ZR 含量的提高幅度较高，
但未能改变枝条中、下部芽中自身存在的激素的分布梯度，可能是由于短截强烈刺激了剪口下芽的
萌发使其重新表现出顶端优势，促进从根部运输来的养分向生长顶端运输，从而促进剪口下部新梢
的生长。
拉枝由于改变了枝条的角度，从而削弱了顶端优势，限制水路畅通而达到缓和树势的目的（刘
志坚，1994）。另外果树拉枝后，枝条内蒸腾液流呈单方向运输，且速度减慢。IAA、GA3 含量减少，
运输到叶片的氮素营养减少而碳水化合物输出量又相对减少（彭福田和姜远茂，2006）。本研究表明，
拉枝提高了枝条下部芽中 GA3 和 ZR 等生长促进性激素含量，改变了枝条不同部位芽中自身存在的
激素平衡和分布梯度，消除顶端优势对下部侧芽的抑制作用，从而解除下部侧芽的休眠，促使其萌
发成枝，缓和新梢生长势，增加中短枝数量，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郭素萍 等，2011）一致。相应
的发枝数量、抽生中短枝、叶丛枝的比率以拉枝处理为最高。拉枝后，本枝同化产物自留量多，外
运到主轴和根中的数量减少，有利于萌发成枝，这可能是导致拉枝处理发枝数量多，长出的新梢没
有表现出顶端优势，长势一致的原因。
刻芽是苹果幼树促萌增枝的技术措施，以往常在苹果幼树补充缺枝时使用。近年来，为了促进
苹果密植果园幼树期间短枝的形成及总枝量的增加，刻芽技术逐步被用于苹果辅养枝及骨干枝的促
萌增枝。牛自勉等（1998）研究表明，苹果幼树刻芽通过改变萌芽期间芽体组织中 GA3 和 ABA 的
含量及平衡发挥调节作用的。GA 含量水平的提高和 ABA 含量水平的降低，是苹果枝条萌芽率改变
的内在诱因。本试验刻芽处理后，芽体组织中 GA3 和 ABA 的含量及平衡变化与上述试验结果相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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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表 4）
。本研究中发现，与对照相比，刻芽区段芽的萌芽成枝率显著提高。从发枝类型上看，单
刻芽以形成短枝为主，环刻以形成长枝和超长枝为主。与短截相同，环刻对局部的（环刻下部）刺
激作用较强烈，而单刻芽只对被刻的芽起作用。这可能是由于环刻完全阻断 IAA 从茎尖向下移动，
削弱了顶端优势，而单刻芽没有完全阻断 IAA 的极性运输。因此可以认为，刻芽增枝的机理在于刻
芽处理使芽体组织内源激素的含量发生了变化，GA3、IAA 等生长促进激素含量明显提高，而生长
抑制激素 ABA 含量水平下降。一般认为，ZR 促进侧芽的生长，春季萌芽期芽体中 ZR 含量增加。
相反，本试验中发现，刻芽处理降低了芽中 ZR 含量。木质部运输中根源 ZR 随蒸腾液流先运输到
茎尖，再通过韧皮部运输向下移动至侧芽。单刻芽损伤了韧皮部、可能阻断了 ZR 的向下运输。环
刻处理完全阻断了韧皮部运输，因此环刻处理枝条芽中 ZR 含量最低。
综上所述，短截不能改变枝条不同部位激素的分布梯度，但能显著提高剪口下部芽中 GA3 和
ZR 含量。短截改变了剪口下芽中原有的激素平衡，从而促进剪口下部芽的萌发成枝。拉枝改变一
年生枝条不同部位芽中原有的激素平衡及分布梯度，从而削弱了顶端优势，促进枝条中下部芽的萌
芽成枝，分散幼枝生长势，抑制超长枝的形成，增加大量较有利用价值的中短枝。刻芽后，芽体中
不同种类激素之间的比例发生了变化，
（IAA + GA3 + ZR）/ABA 和 GA3/ABA 明显提高，打破了原
有激素之间的平衡，从而诱发和刺激了芽的萌芽成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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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讯

第七届世界核桃大会纪要

第七届世界核桃大会于 2013 年 7 月 20 日至 7 月 23 日在山西省汾阳市顺利召开。本届大会由国际园艺学会、中
国园艺学会、吕梁市人民政府主办，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山西省汾阳市人民政府承办，山西省林业厅、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支持，中国国际科技会议中心协办。
大会的主题词是：健康、生态、绿色、共享；大会的目标是促进核桃产业发展，繁荣城市建设，造福人类。
中国园艺学会王有年副理事长代表中国园艺学会出席了开幕式。
大会参会代表 279 人，其中外宾注册代表 72 人，陪同人员 18 人，国内注册代表 207 人。大会收到论文摘要 105
篇，论文全文 51 篇，展示国内核桃资源 70 余个。大会重要活动包括：开幕式、技术参观、学术报告、城市观光，
欢迎晚宴、文艺表演、国际园艺学会会议等内容。
在 4 天的会期中，42 人做了专题报告，其中 2 人特邀报告重点介绍了霜害防控技术及阿根廷核桃种质资源。报
告内容涵盖了核桃研究的各个方面，包括：育种、种质、砧木、生物技术、土壤肥料、营养、病虫害、抗性等方面
的研究。
大会通过国际园艺学会组织的投票选举，大会召集人、山西省农业科学院国际合作处田建保处长当选国际园艺
学会核桃分会主席；国际园艺学会干果委员会主席 Dr Damiano Avanzato 给田建保研究员现场颁发特别贡献奖奖牌。
大会对第八届世界核桃大会承办国进行了投票表决，在智利和伊朗两个候选国中，智利赢得了 2017 年第八届世界核
桃大会的举办权。
本次大会不仅是一次世界核桃专家的学术盛会，更是国内外核桃企业的展示会，来自世界各地的 100 多家企业
布展，接待国内外参会参展人员 6.17 万人次，签约 69 亿元人民币。
本次大会圆满结束，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国际园艺学会干果委员会主席 Dr Damiano Avanzato 先生
评价：在他主持或参加的 40 多次国际学术论坛中，中国汾阳举办的第七届核桃大会是最成功的一届。
田建保 王国平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