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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是世界第四大粮食作物，成为中国继水稻、小麦和玉米之后的第四大粮食作物。马铃薯

产量高，有较强的适应性，淀粉含量高，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和脂肪含量低等特点。 

如何调控马铃薯块茎萌发，是当前马铃薯产业中急需解决的问

题。 

马铃薯薯块茎的水分含量较高（约80％）与水稻、小麦和玉米

等粮食作物种子相比马铃薯的贮藏时间相对较短，因为马铃薯

块茎在休眠停止后萌发（室温下放置30至150天之间）。如果种

植季节比种子萌发的时间晚得多，则由于块茎的过早老化会降

低产量。 

马铃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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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贮藏期间，仍是活的有机体，发芽会导

致芽眼周围产生大量龙葵素，可能引起

不同程度中毒。 

品质 

• 发芽会导致淀粉含量降低，营养物质损失。 

•马铃薯水分含量高，发芽水分蒸腾，块茎萎缩

。 

经济损失 

◆商品薯：发芽失去经济价值，特别是鲜食

类块茎。 

◆种薯：休眠期过长，出苗时间长；休眠期

过短，芽过长易折断且老化薯块产量低。 

调控马铃薯块茎萌芽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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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马铃薯抑芽技术 
物理技术 

低温：减弱生物体的新陈代谢、降低很多生化反应速率 

           适宜低温抑制块茎呼吸速率和水分蒸腾，从而抑制发芽 

           低温贮藏会造成还原糖的增加而降低块茎的加工品质 

辐射：辐射处理，薯块生长点和生长素的合成遭到破坏 

            经过10000C／kg 60 Co的辐射，在18个月内可以保证不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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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抑制剂：有氯苯胺灵(CIPC)、萘乙酸甲酯(MENA)、青鲜素(MH)等 

CIPC处理后的马铃薯能贮藏大约7个月，抑芽率可以达到96.01％～97.52％，但食品上农药残留超标。 

CIPC处理后马铃薯不可再次发芽。 

天然的挥发性物质：乙烯、挥发性单萜、乙醇、香芹酮等 

在23℃条件下，用1.065μL/L的香芹酮处理马铃薯种薯，在6个月以内，马铃薯种薯可以不发芽（

Sorce，1997） 

马铃薯抑芽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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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脑的结构特征 

    樟脑是世界上最早被使用的天然有机化学成分之一，樟脑分子具有

两个手性中心，由于其桥环的固定作用，实际上樟脑主要存在着一对光

学对映体，由樟脑的结构可以知道，樟脑是二环系的单萜类物质。 

樟脑概述 

樟脑作为抑芽剂的机理研究 

  樟脑丸挥发出的物质中含有与块茎 

β -抑制剂结构式相似的物质，能起到

同样的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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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品种概述 

● 中国从荷兰引进，为鲜食，出口的马铃薯优良

品种。株高57cm左右，生育期60d左右。生育

期短、品质优、产量潜力大、稳产性好、生产

周期短、成本低。 

费乌瑞它 蓉芋紫 

● 黑龙江的“黑土豆”与凉山州的“乌洋芋”杂交组

合。再经紫外线诱变照射、系统选育而成。早熟紫

色鲜食品种。块茎含有丰富的花青素和硒元素，拥

有很好的抗氧化活性，延迟衰老，而且有助于抵御

各样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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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品种概述 

● 中国从美国，中晚熟品种的代表，生育期约

90D～120D。主要用于马铃薯加工处理，特别

在油炸马铃薯制品中被大范围推广及使用。 

大西洋 丽薯1号 

● 红皮土豆。生育期大致在105～120 d，属于

晚熟品种。丽薯l号的休眠期比较长，所以

具有较好的耐贮藏能力。丽薯l号的口感更

面、更糯，属于最适合做土豆泥的马铃薯品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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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蛋白质组学研究与进展 

马铃薯块茎中含有500到1200个蛋

白质点，这些蛋白质主要参与块

茎发育如：细胞分裂途径、能量

代谢途径以及防御途径。（

Lehesranta，2005） 

在离体培养条件下，马铃薯块茎

发育的四个时期中，有219个差

异蛋白质点被成功鉴定到并分成

了9类。（Yu，2012） 

当马铃薯块茎休眠打破后，防御相

关的蛋白抑制剂蛋白表达水平上调

。（Campbell，2008） 

在马铃薯休眠打破中鉴定到93个差

异蛋白，一些与糖分酶有关，一些

与细胞组成有关。（Delaplace，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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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收获的马铃薯愈伤化15D 

未处理 

未处理 

樟脑处理 

樟脑处理 抑芽处理 恢复处理 

0.2kg/m3 

每隔5D观察一次，未处理马铃薯发芽 
并平均芽长达到0.2cm后 
进行恢复处理和抑芽处理 

处理2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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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乌瑞它 60D 

对照组马铃
薯平均芽长
达到0.2cm

后进行观察
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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蓉芋紫 35D 

对照组马铃薯
平均芽长达到
0.2cm后进行
观察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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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 5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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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薯1号 100D 

2019年中国马铃薯大会专题报告



结果：对照组（未处理）马铃薯，发芽数量较多，芽长达到2 mm以上。而樟脑处理下块茎中发芽数量少，部分块茎
的芽变黑坏死；樟脑处理下马铃薯芽相较于对照芽组长明显缩短。通过SPSS分析，樟脑处理与对照的芽长均存在显
著差异，说明樟脑具有抑芽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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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乌瑞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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蓉芋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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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薯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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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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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恢复处理后，马铃薯块茎均能100%恢复发芽，抑制作用被解除，侧芽重新生长。相较于恢复组，四个品种马铃
薯在抑芽处理下，马铃薯块茎芽点数量少，芽长短，通过SPSS分析，恢复处理与抑芽处理的费乌瑞它与丽薯1号芽长
均存在显著差异，而蓉芋紫与大西洋不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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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指标测定结果 

叶绿素含量及株高测量在种植后85d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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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乌瑞它相关生理指标测定结果 
（

%
）

 

（
%
）

 

生理指标测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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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乌瑞它相关生理指标测定结果 

生理指标测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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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指标测定结果 

叶绿素含量及株高测量在种植后85d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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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薯1号相关生理指标测定结果 

生理指标测定结果 

2019年中国马铃薯大会专题报告



丽薯1号相关生理指标测定结果 

生理指标测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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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1、费乌瑞它品种马铃薯和丽薯1号品种马铃薯，在对照、樟脑处理
、抑芽处理及恢复处理下，叶绿素含量、株高、产量、还原糖及总
糖含量、可溶性蛋白含量通过SPSS分析后，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2、在进行樟脑抑芽处理后，并未影响马铃薯的块茎品质。 

生理指标测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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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脑对费乌瑞它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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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脑处理 

正常 

25 ℃黑暗中处理，30天-70天芽生长 2-10mm。 
樟脑抑制50天后，芽的顶部变黑，显示坏死，所有芽在70天后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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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 

樟脑处理 

正常 

正常25℃ 
正常4℃ 
樟脑处理25℃ 

天 

块
茎
重
量
（

%
）

 
在25℃条件下处理180 天,由于芽的生长和相关的养分消耗，块茎表
面皱缩，重量损失达22.78% 。在4 ℃条件下，块茎代谢活性较弱，
重量损失9.48%。对于樟脑处理的块茎没有观察到芽生长，表面没有
收缩现象，重量损失是25℃储存条件下的一半。 

2019年中国马铃薯大会专题报告



  

  
  

  

恢复处理2天 

恢复处理10天 

坏死芽组织上
重新长出萌发
新芽 

樟脑储藏110天后，取出樟脑放入通风处进行恢复处理。 

坏死芽组织上
新芽生长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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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芽长0.5mm 

正常芽组
织结构 

樟脑抑制后
芽中组织结

构 

D  缺乏顶端分生组
织的畸形芽 

B  芽长2mm C  导管 淀粉 

E  坏死芽细胞空泡化  F     导管破裂 
淀粉颗粒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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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蔗糖含量 
正常果糖含量 
樟脑处理蔗糖含量 
樟脑处理果糖含量 

蔗
糖
和
果
糖
含
量
（

m
g/

g 
D

W
）

 

处理时间（天） 

 
 
      储存后每15天测量 蔗糖和果糖含量。检测六个点，与0 d相比，对照组蔗糖和果糖含量在90天时
分别下降了41.19%和64.13%，而在樟脑抑制后，蔗糖和果糖含量波动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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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蛋白表达谱分析 

GO富集分析 

■费乌瑞它品种马铃薯发芽期块茎样品和樟脑

处理块茎样品相比，共有差异蛋白315个，

其中，有97个上调的差异蛋白，有218个下

调的差异蛋白。 

■GO富集分析，显著富集在“生物应激应答”

、“大核糖体亚基”和“丝氨酸型肽链内切

酶抑制剂活性”等功能term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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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蛋白表达谱分析 

KEGG Pathway富集的前10个功能代谢通路 

 

在KEGG Pathway富集分

析中，差异蛋白显著富集

在“核糖体”代谢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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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表达与蛋白质组相关性分析 

标题二 

费乌瑞它 
发芽期块茎和樟脑处理块茎不同DEPs表达水平分析 

结果：发芽期块茎和樟脑处理块茎，4个蛋白的表达水

平与基因表达水平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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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淀粉酶 

丙葡萄糖苷酶 

4-葡萄糖醛酸酯 

异淀粉酶异构体2，3 

果胶裂解酶 

聚半乳糖醛酸酶 

果胶酯酶 

细胞壁代谢 

 
过氧化物酶 
CYP77A6 
O-羟基丙酸铁酰转移酶 
蜡酯合酶 
 
 

角质层形成 

促进程序性死亡，这类似于对
病原体感染的抵抗力。 

致病相关蛋白STH-2  
I致病相关蛋白P2样前体 
Kirola-like 
创伤诱导蛋白 
WRKY转录因子75 
转录因子ATR 2 
WRKY转录因子20 

 

细胞周期蛋白D3 
细胞周期素A 
细胞周期素B 
细胞周期素依赖性激酶G-2 
B1型细胞周期素依赖性激酶 
Cyclin-A1-4异型 

芽生长 

赤霉素20-氧化酶 
甲基甾醇单加氧酶1-2 
乳甾醇氧化酶 
Delta 24-甾醇还原酶 
油菜素甾体-6-氧化酶2 
1-氨基环丙烷-1-羧酸合酶 
蛋白油菜素甾体不敏感1 
组氨酸 

Ga、Br、ETH生物合成与信号转导 

 
CYP86A4 
脂肪酸ω -羟基脱氢酶 
醛脱羧酶 
CYP96A15 
 

导管系统形成 

淀粉                               小分子糖 水解 

樟脑抑制激素合成和信号转导，影
响相关基因表达和蛋白质数量，特
别是赤霉素、芸苔素内酯和乙烯合
成，并促进细胞程序性死亡。 

樟脑处理抑制了参与细胞壁代谢基因

、角质层形成基因和导管系统形成基

因的表达使块茎细胞壁在贮藏期间保

持更好地完整性, 有效降低水分散失

和保持薯块硬度。  

樟脑处理抑制了参与细胞周期素A基因

、细胞周期素B基因、细胞周期素依赖

性激酶等抑制芽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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