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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四川地形地貌多样，可春、秋、冬三季种植马铃薯； 

马铃薯上市时间长，经济效益好，形成周年生产和供

应模式。 

平坝丘陵区 

盆周山区 

西南和西北高原、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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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类型 冬作马铃薯 春作马铃薯 秋作马铃薯 

种植区 
平坝丘陵区 

海拔200-800 m 

山区、高原 

海拔1000-3500 m 

平坝浅丘区 

海拔200-500 m 

播种时间 12月-1月 2月-5月 8月-10月 

收获时间 4月-5月 
山区6月-8月 

高原8月-10月 
12月-2月 

除6-7月没有马铃薯播种，其余月份均有播种； 

除11月、3月没有马铃薯收获，其余月份均有收获。 

马铃薯周年生产和供应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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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坝州阿坝县种薯基地播种 

海拔：约3200m 
时间：2019年4月27日 

绵阳市北川县白坭乡材料基地 

海拔：1200m 
时间：2019年5月10日 

绵阳市游仙区秋薯示范基地播种 

海拔：412m 
时间：2020年9月24日 

一、研究背景 

甘孜道孚县八美镇材料基地收获 

海拔：3400m 
时间：2020年9月19日 

绵阳市盐亭县高渠镇旭升农场收获 

海拔：402m 
时间：2020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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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生长环境影响块茎品质 

      干物质 

       淀粉 

       还原糖 

       蛋白质 

       花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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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彩色马铃薯除具备普通马铃薯的所有营养成分外，还
富含类黄酮化合物花青素，具有抗氧化作用。 

彩薯价格高于普通薯，是集营养与健康于一身的理想
食物，具有广阔的产业化发展前景。 

四川不同产区的生态条件差异明显，同一彩薯品种在
不同生态环境下的薯肉花青素含量差异问题突出。 

探寻造成块茎花青素含量差异的

关键因素，挖掘关键基因，将为

培育优质广适的彩薯品种和选择

适宜的种植环境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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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高海拔地区或高纬度地区种植的紫马铃薯花青素积累

要高于低海拔地区或低纬度地区。一般高海拔地区的

光照强，因此认为光照能促进紫马铃薯合成花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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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问题发现 

绵阳市游仙区松垭镇 ，海拔420m 

2018年春季 2020年春季 2018年秋季 

同一地点，不同季节 

2019年春季 

同一季节，不同海拔 

道孚3400m 北川1200m 

M16-3-4 

16-37-12 

道孚3400m 北川1200m 游仙420m秋季 

秋季的花青素合成明显
高于春季 

四川平坝地区秋季的光
热资源弱于春季 

光到底在薯肉花青素合成
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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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问题发现 

配制多个彩薯杂交组合 

× 

♀ ♂ 

16-6群体 

♂ ♀ 

× 

× 

♀ ♂ 

18-21群体 

× 

♂ 

18-20群体 18-9群体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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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问题发现 

单粒实生种子繁成单瓶试管苗，诱导试管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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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问题发现 

分别在春季和秋季的大棚基质中种植各材料的试
管薯，对比后代块茎薯肉的花青素变化 。 

季节 春季 秋季 

光照强度 强 弱且寡日照 

光周期 长日照 短日照 

温度 气温逐渐升高，温差小 气温逐淅下降，棚内昼夜温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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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问题发现 

2020年 

春季 

2019年 

秋季 

16B-6-1 18-21-33 18-21-4 18-9-6 18-20-27 18-20-23 

1、花青素合成对低温的依赖程度有明显的基因型差异，

这为培育广适性彩薯品种奠定理论依据； 

2、红色花青素合成对低温的依赖程度相对于紫色花青素

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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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问题发现 

光照与块茎花青素合成的关系分析 

是否作为信号影响薯肉花
青素合成？与低温相比谁
相对更重要？ 

作为合成碳源的
能量来源 

作为信号，由叶片
感知并向块茎传递 

合成花青素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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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问题发现 

低海拔（低纬度）地区与高海拔（高纬度）地
区除了光照的差异，温度（温差）也非常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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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试验设计 

检测不同海拔和季节生长的块茎花青素含量 

1、材料：黑美人、M10-2-5（紫）、M16-9-22（紫） 、

M16-3-4（红）、M16-37-12（红） 的原原种 

2、种植地点：甘孜道孚海拔3400m（5月-9月）、绵阳北

川海拔1200m（1月-7月）、绵阳游仙海拔420m（12月-

5月）、绵阳游仙海拔420m秋作（9月-12月） 

3、栽培方式：单垄双行 

4、指标测试：pH示差法测定薯肉花青素含量，薯块去皮

后，用直径5mm打孔器横向打孔，切成1mm厚薄片，

混合后称取2g测定，3次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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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试验设计 

选择可控性更强的试管薯模式，研究温度对块茎合成
花青素的影响 

    1、材料：黑美人、M16B-6-1试验苗 

    2、方法：试管苗生长30 d后统一加入诱薯液50mL /瓶，每处理8-9瓶
，每瓶20苗。 

    诱薯液：MS+2mg/L6-BA+6mg/LB9+140mg/L SA+8%蔗糖+活性碳
0.5 g/L。 

    3、试验设计 

    对照：常规诱薯方法即加诱薯液后放入24℃培养箱中黑暗培养； 

    处理1：持续低温，即加诱薯液后放入12℃黑暗培养； 

    处理2：低温刺激，即4 ℃ 2 h，12℃ 3 h，18℃ 3 h，24℃ 4 h，24℃ 

4 h，18℃ 3h，12℃ 3h，4℃ 2h，循环，黑暗培养。 

加入诱薯液60d后测定试管薯产量、结薯数和薯肉花青素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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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果分析 

 

薯肉花青素含量：海拔3400m>海拔420m秋作>海拔

1200m≥海拔420m，差异程度因基因型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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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果分析 

红肉材料中，M16-37-12的花青素含量最高达35.01mg/100gFW，

在平坝冬春季的含量最低，只有8.33mg/100gFW，而在秋季生长的

含量比春季的升高了8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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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为紫肉材料中，黑美人和M10-2-5的含量变幅相对M16-9-22

较小。三者在420m的花青素含量比在3400m的分别下降了

19.05%、14.38%、7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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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 12℃ 4℃~24 ℃ 

16B-6-1 

24 ℃ 12℃ 4℃~24 ℃ 

四、结果分析 

黑美人 

 

 

在全黑暗试管薯模式下，无论是长期低温处理还是短期低温

刺激，均能促进薯肉合成更多花青素，同时，材料间对低温的

敏感性存在差异。 

品种黑美人对低温刺激较敏感，常温下试管薯肉几乎无花青

素合成，低温和温差处理刺激薯肉的花青素合成，含量分别为

1.35mg/100gFW和2.57mg/100gF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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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 12℃ 4℃~24 ℃ 

16B-6-1 

24 ℃ 12℃ 4℃~24 ℃ 

四、结果分析 

黑美人 

 

材料16B-6-1在常温下形成的薯块仍能合成花青素，低温或温

差处理促进更多的花青素合成，含量分别升高88.65%和

227.84%，说明该材料花青素的合成受温度的影响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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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果分析 

持续的低温处理利于试管薯粒数的增加，黑美人和M16B-6-1单瓶结

薯数为23.50粒和37.52粒，分别比对照升高21.82%和35.80%。 

温差处理更利于试管薯的产量形成，两材料的单瓶薯块重量均在温

差处理下最高，分别是5.11g和8.75g均极显著高于对照。 

粒数（粒/瓶） 重量（g/瓶） 

黑美人 16B-6-1 黑美人 16B-6-1 

对照（24℃） 19.29 ± 1.70bB  27.43 ± 4.35bB 3.44 ± 0.58bB  6.43 ± 1.13bB   

处理1（12℃） 23.50 ± 4.11aA  37.25 ± 4.37aA  4.87 ± 0.46aA  6.96 ± 0.85bB  

处理2（4-24℃） 20.13 ± 1.55bAB  35.43 ± 5.74aA  5.11 ± 0.63aA  8.75 ± 0.80aA  

表1 温度对薯块形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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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同时进行了高糖处理（蔗糖浓度提升到12%）

和高钾处理（由20 mmol/L升到40mmol/L），在

22℃恒温下培养，但均没有显著促进试管薯肉合成

花青素。 

将全黑暗培养改为3000 lex光照处理后，除紫皮颜

色更深外，薯肉仍只有很少的花青素合成。即在试

管薯模式下，对于低温敏感材料，碳源、钾、光照

都不是影响块茎合成花青素的直接制约因素。 

四、结果分析 
2020年中国马铃薯大会专题报告



通过qRT-PCR检测与花青素合成和调控相关的基
因表达变化 

四、结果分析 

名称 引物 片段长度bp 

StActin-F GCTTCCCGATGGTCAAGTCA 
101 

StActin-R GGATTCCAGCTGCTTCCATTC 

StAN1-F CAACGATATGCAATGGTGGGC 
178 

StAN1-R CCAACCACCATCACCTTGTCC 

StMYBA1-F GACGATGGAGTTCAATGGTGG 
160 

StMYBA1-R GTCCTTGTTGCATGGAATTGC 

StDFR-F CCAAGGCAGAGGGAAGATTCA 
236 

StDFR-R CTGCTTCTGTCGGCAAGTCTC 

StANS-F GCACATTGGGGATACCATTGA 
254 

StANS-R GTTCAGCAGCAGCATCGTTAT 

StF3'5'H-F CTCCCTAGAGTATCGACCGAG 
253 

StF3'5'H-R CCACCATCACTATTCCCATCC 

StPAL-F GCTTTGCCAAGCTATCGACTT 
242 

StPAL-R CAACAAGGACTTGTCTCAGCT 

StF3H-F GGGCCGATGCTCAATTAATAT 
137 

StF3H-R ACCCTGTAAATGGCTTGAGA 

StCHS-F GATGAAATGAGAAAGGCCTCA 
126 

StCHS-R AGACACACTATGGAGCACA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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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黑美人的黄烷酮3’，5’-羟化
酶（ F3‘5’H ）、二氢类黄酮
还原酶（DFR）、花青素合
成酶（ANS）的编码基因表达
量在处理1和处理2中极显著高
于对照，其余酶的编码基因表
达量变化不显著。 

四、结果分析 

甲基化 

芍药素 

甲基化 

矮牵牛素 

甲基化 

锦葵素 

2020年中国马铃薯大会专题报告



四、结果分析 

1、低温刺激是马铃薯块茎花青素积累的关键因子； 

2、花青素合成受低温的影响程度有明显的基因型差

异，紫色花青素含量高的材料花青素合成的稳定性相

对更好，红色花青素合成对低温的依赖程度较高； 

结论 

本试验为选择合适的栽培环境和季节生产优质彩

薯以及培育广适性优良彩薯品种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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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拓展 

本研究发现低温刺激在块茎花青素合成中的促进作

用，证实低温能促进花青素合成关键酶黄烷酮3’，

5’-羟化酶、二氢类黄酮还原酶等的编码基因表达量

升高，但对响应低温刺激的上游调控因子以及这一

信号转导路径不清楚。 

后续研究将借助于转录组和代谢组研究，分析寻找

其中关键调控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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