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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耐淹性之研究

王慶裕＊ 朱德民＊＊

一、別高

台灣位於亞熱帶地區，年雨量達1500 ～ 2000m血，由於雨量分配不均，多集

中於夏季，使得部份作物栽培地區發生淹水。夫多數旱作在淹水下常造成生長抑

制與減產。過去幾年來，從本省鼓勵稻田轉作雜糧之後，玉米栽培面積逐年增加

。至民國八十年已增至七萬三千公頃左右 L' o 然而主米栽培地區及期間亦遭逢淹

水傷害，導致部份產量受損。從農藝學而言，要求提高玉米耐淹l生可以從育種方

式改進， i旦從事育種工作之前必須對於耐淹生理反應及機制有所了解，才能有助

於正確而有效地完成育種目標。本文謹將近年來有關玉米耐淹性之研究作一介紹

，並佐以其它作物之耐淹機制配合說明，以期對於玉米耐淹行為有較清晰之7解

。

二、玉米之淹水傷害

玉米植株無論生長在田間或溫室環境，若遭遇一段時間的連續淹水（自ooding

or waterlogging），尤其三夫以上的淹水，常常造成生長抑制與誠產。研究發現王

米植株以3～5葉期對於淹水最為敏感。淹水三天以上會明顯減產，而減產的主因

則是每穗粒數減少141 。同時也發現淹水明顯地抑制光合產物供源潛勢（source

potential）與積儲潛勢（sink potential) 1 1 114 '1 5 1 。進一步從氮素代謝方面研究，發現淹水

降低根部月及收氮素的能力，同時有大量氮素累積在根吉日，無法向地上部莖葉輸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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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固立中興大學畫中在間部學報〉

，以致莖葉氯素含量誠少、葉片黃化141 。此外，淹水使地上部及根部之N 、 p 、 K

、 Ca 、 Mg濃度均減少15啊。另一方面，研究玉米在淹水下之碳素代謝，蠶現以玉

米台農351號為材料於四軍期（V4 stage）淹水五天，結果嚴重地抑制生長、減少葉

面積與葉綠素含量，以及葉片黃化。同時發現淹水三天後， PEPCase活性顯著降

低，尤其第五天時降至40%左右151 0 陳等131在大豆中曾有發現頭似立結果，氏等

指出大豆在開花期淹7.kt主單葉co2交換速亭、葉片傳導度(leaf conductance）、光合

酵素活性、葉綠素、可溶性蛋白質等均受抑制。國外的研究報告1161指出淹水會造

成植株葉片體粉累積，可能是根部代謝活性下降，引起篩管轉運受阻所致。在十

字花科作物 Brassica rapa L中亦發現淹水促使葉片內之可溶性碳水化合物與體粉

增加，尤其對淹水散感之品種，於淹水12小時值可溶性碳水化合物含量即改變，

在24小時後體粉濃度亦顯著增加191 。然而HurI).g and Kao(16）卻有不同之試驗結果

，氏等琵現茄草在眼部淹7.k下，其葉片蛋白質、葉綠素及草綠體內體粉含量均下

降，且其下降與amylase activ均增加有關。由於不同作物在淹水下葉片體粉累積現

象並不一致，因此淹水下之碳素代謝變化是否隨著作物種類而異，地上部興地下

部間碳素代謝之互動關係及其輿耐淹性間的關係如何，目前並無詳細報告，也缺

少一完整觀念。

三、玉米耐淹性之可能機制

玉米在淹水下宮發生儷害，但品種土問仍具有差異。換言立，玉米品種聞之

耐淹性有不同的表現。玉米對於耐淹性之可能攝制，可分別從三方面子以說明：

1.形態與解剖上的耐淹攝制

玉米植株在淹7.k狀態下，主根生長受到明顯抑制，但促進不定根（adventitious

roots）形成 o Grinieva et al. 1131指出淹水促使玉米莖基部生出不定棍，同時減少總根

長。淹水也同時增加不定根與玉米莖基部的呼晚作用，此種不定根較主根具有較

高的生理活性，有助於提高主米耐淹性，屬於形態上適應性之反應。淹水下不定

根在解剖上具有通氣組織（arenchyrr叫，此種通氣組織受cellulase作用所致。 Grinieva

and Bragina ﹝121指出，玉米在淹水第一天起不定根之cellulase活性開始上升，於 6 ～

8 天之後達到最高。此期間通氣組織發育及孔臨度（porosi可）均明顯增多，且木質

部、初生皮層及韌皮部立總體積增加。一般認為這些氣室（gas space）形成，為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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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在淹水下的一種適應性反應，可以提供根部較多的氧氣以免缺氧。玉米根部在

缺氧下形成的通氣組織主要係皮層破壞（cortex breakdown﹔ lysigenous）產生充氣空腔

(gas-filled lacunae）所致，其位置約在距根尖 3 ～ 4cm之皮層組織（ιf. 27）。此種解剖

上之適應性，通常需要主藍天的時間，且焉不可逆之反應。

2.代謝上之耐淹攝制

玉米植株適應淹水之另一策略即是代謝上立適應性，此種反應較為快速，通

常在數小時內即有反應產生，且為可逆性之暨化。基本上玉米植株在淹水下是處

於一種低氧（hypo血）草無氧（anoxia）的惜現下。 VanToai et al. 131＇以五種玉米自交系

、及五種雜交種為材料，分別以不同濃度的氧氣處理，結果發現耐淹品種之耐淹

性可能與逆境下是否能產生及保存代謝能量有關。在水稻的例子中，由於地上部

真有旺盛的發酵代謝，而能蘊續進行扭曲，s cycle ，如此可以維持A白的合成，而

且有耐淹性:101 0 

根據學者指出，主米植株在淹水下傷害死亡的原因，包括個胞質酷化（可to

plasmic acidosis），意即在淹水下液胞內H＋滲漏（vacuoJar H+ leakage）而造成細胞質

酷化，z91 o Robe吐s 12 

程，而械少耐淹時間。

造成細胞質酷化的另一個可能原因是lactate（乳酷）累積。玉米根尖在無氧下

，細胞質初期之酷化現象，可以用乳酸累積作部份之解釋位。一較而言，在無氧

環揖下細胞內的pyruvate不再進入TCA cycle ，而以無氧H乎跟方式經由alcohol dehy

drogenase (ADH）作用，產生少許能量：＆. ethanol ，或是經由lactate del仙旬開ase ( 

LDH）作用產生lactate o 根揖Davies Robert's hypo由esis ' lactate具酷性，常造成細胞

質酷化及分生組織細胞死亡12日）。因此， Roberts et al. 1291認爵無氧下ADH立作用可以

揖少產生lactate 、防止酸化，並且產生能量維持生存，亦即酒精蠶酵具有正面故

果。然而究竟玉米植揖根部在缺氧下是否可能發生乳酸累積所引起之細胞質酷化

現象？ Hoffman et al. 1141以大要根尖為材料在現，在低氧下不但LDH is。可mes含量

增加，活性也增加。但並無 lactate 累積造成細胞質酷化的現象。氏等甚至認為

LDH可能扮潰適應性的角色，可以防止酒精謹酵所引起之酒精毒害。

有關ADH之酒精發酵過程是否有利耐淹性攝制，在1966～ 1971年間之早期研

究指出，植物的耐淹性乃是決定於該植物是否能避免產生ethanol ’故經由降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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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H活性或改行其他路徑生成lactate 、血也t~等，均可避免ethanol造成毒害（toxic

ity) (c.f. 27）。一且產生ethanol之後，耐淹性的植物可能將ethanol快速釋出體外，或

經由蒸散流轉移出根部，均可避免毒害。而不耐淹植物則有ethanol累積造成毒害

。然而事實上ethanol累積之量是否足以造成毒害的問題仍有爭議（c.f.27）。在胡蘿蔔

細胞中發現當ethanol由無氧下重回有氧下時，可能產生acetaldehyde代謝物，而產

生毒性i251 。換言之，酒精累積之毒害現象也可能間接地由其他相關代謝物引起。

近年來Liu et al. ;331指出對淹水敏感之玉米品種Huangzaosi在淹水下，其根部之

malic enzyme及ADH活性均較耐淹之品種Su80-1為高。此外， Khosravi and Ander

son1201指出玉米種子在淹水下之活力（viability）與ethanol生成．量呈負相關。耐淹之玉

米品系DE811可調節糖解作用（glycolysis) 1 f吏產生ethanol的量達最少。而不耐淹之

品系M017則無法調節糖解作用，結果產生大量的ethanol ﹔氏等認為限制ethanol

產生可能是耐低氧環境立關鍵因子。 Daugherty and Musgrave 191以十字花科作物為

材料，也發現不耐淹品種在淹水後18及48小時，其ADH及PDC活性分別超過耐淹

品種。換言之，由pyruvate轉變為acetaldel玲也進而形成ethanol之路徑，不利於此十

字花科作物之耐淹性。然而， VanToai et al.13日早期研究指出，玉米種子對淹水之

敏感度與PDC及ADH無關﹔此外， Lemke-Kyes and Sachs1221及Roberts et al.13ll也認為

玉米在無氧逆境下的耐淹性與ADH活性無關。因此， ADH活性以及產生 ethanol

之路徑，究竟是否有利於耐淹性攝制，似乎有待確認。事實上在探討酒精發酵與

乳酸發酵在耐淹上所扮演的角色時，也同時考慮ADH 、 ~DH等酵素均具有雙向作

用的能力。根據作者最近分析發現，主米在淹水下根部ADH之雙向活性均有提高

現象，唯淹水下並不改變ADH雙向反應之比例，仍以產生酒精為主要立反應。

迄目前為止，在探討玉米耐淹性之研究，有關代謝上的適應機制多偏重於無

氧呼吸路徑產生的影響，而且以旭H 、 LDH 活性之研究居多。但回顧 1980 年

Sachs等人1321立研究，可以發現玉米初生根在缺氧下第一個小時內即停止好氧性蛋

白質合成，而且新合成一類多腔耽（polypeptides）之分子量近似33kD 。在缺氧下第

二個小時， 其他一些多腔歐開始合成 ， 稱為無氫多腔太（anaerobic polypeptides; 

ANPs）。在無氧下五小時後， AiWs約佔70%以上的總蛋白質合成量 ，包括約20種

左右的AN血 ，其中ADH多垃吠是主要的必啦。氏等同時證明在缺氧下初期之反

應，乃是抑制好氧蛋白質之轉譯作用，並推測參與之缺氧性基因作用可能也是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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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的一種適應性反應。雖然Sachs et al. 1泊位玉米淹水下撞得近20種的ANPs ，然

而其中僅對ADH之作用較為清楚，至於其他的組叩5 ，但括Adh基因產物，均未

能鑑定出其功能。此佳陸續發現這些ANPs中至少有8種為糖解作用及酒精發酵作

用中之酵素，且以ADH f-D pyruvate de且rbo月岫e(PDC) 為多。至目前為止，這些

必叩s向包括aldolase 、 Glc-P-isomerase 、 PDC 、 glyceraldehyde『3-dehydrogenase 、 eno

lase 及 phosphoglycerate mutase等蛋白質，且其功能分別學手糟解作用、葡萄梧代

謝草鞋醇反應（c.f 26）。

在缺氧下玉米幼苗初生根內有關sucrose 勾引thase 、 PDC 、 Adhl'&Adh2之之轉

錯產物（transcript）均會增加。其中 Adhl mRi..'lA在缺氧 5 ～ 10小時佳會增加2日～ 50

倍的含量（c.f. 6）。 Andrews et al. 16）以玉米為材料，接現幼苗要然置於無氧下時，在

根尖、根軸及地上部之AdhlmRNA含量與ADH活性均明顯增加。由於Adhl.之比

1副主大於A晶晶守 10倍，故試驗中所測得的ADH活性大部分係代表Adh埠專譯立蛋

白質產物活性。在氏等之試驗中觀察得知，根尖在連續無氧下其反應不同於其他

組織，其Adhl含量與ADH活性於 6 小時內達到最大，之後ADH活性推持固定。

在無氧下12～ 18小時之間，轉譯作用產物之含量大量下降，根生也逐漸死亡。然

而根軸及地上部較成熟組織的細胞，其m間A吉量及ADH活性均維持或增加直到

24蔑48小時。因此在探討耐淹性時根系的整體表現或許更具意義。

3.離層酸與玉米耐淹性

作物為了城輕淹水所引起的傷書，除7培育出耐淹性品種外，是否可能配古

栽培管理方式以增加或誘導其耐淹性？特別是施用一些植物生長調節劑（plant

growth regula s）以增加耐淹＇［＇生 o 許多報告指出ABA(abs血ic acid）在植物適應逆壇

上扮潰相當重要的角色，例如蕃茄及大賽在乾旱逆墳下謹小時內木質部汁液（

可！em sap）及葉片中ABA濃度揖高80倍之多.s :3t ＇淹水也便說豆葉片ABA增加監倍話

。但淹水下ABA增加究竟扮讀何種角色？ Castonguay et al. 17 以盲青為材料可發現

淹水顯著減少乾物質生產主要是根部生長快速降低所致﹔在此試驗中草現葉都游

離ABA含量增加，伴隨著激粉大量累積以及葉片傳導度使速下降，因也氏等語為

ABA可能跟少碳水化合物轉運至根部致有體粉累積現象。雖然ABA在血的中扮潰

負面角色，不利於乾物質轉運，但 Hwang and VanToai iw曾將玉米幼古以 lOOmM

ABA前處理（pretreatment）再淹水處理，可增加存活率達87%左右（無A.BA前虛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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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為 8%左右），可有放提高淹水下之存活率。其後VanToai\3世進一步研究ABA

對於增加耐淹性立長期效果時，發現先前經ABA處理而再淹水後仍能存活之幼苗

移至田間，其生長與種子產量與未淹水之對照組相同，而且組A有助於快速恢復

正常。氏等並謂ABA前處理與淹水前處理對於玉米老化並無長期性的影響。

近年來ABA在耐淹性中所扮演的角色有一些其他說法。 Zhang and Zhang叫401 1﹔i

碗荳為材料，發現淹水之後地上部與根部之ABA含量增加8f膏，而氣孔傳導度（

stomata! conductance ）顯著下降，認為淹水下增加ABA主要是老葉凋萎所致，而

來自老葉的ABA可以保護年輕葉片防止凋萎。然而根據Soldatini et al叭的研究，

玉米幼苗在淹水下水份潛勢（ water potential ）或是其組成並未改變。若配合測定

其同化速率及細胞間coz濃度，可見淹水降低光合作用主要係非氣孔效應（ non

stomata! effects）所致。因此施用 ABA增加耐淹性推測與氣孔因子並無直接關係。

Hwang and VanToainsl認為以外加ABA方式增加玉米耐淹f生，可能促使玉米植株在

接受無氧逆境（anoxic stress）之前即先行提高的H活性﹔此外，氏等以蛋白質合成

抑制劑 cycloheximide證實ABA前處理也誘導一些新的蛋白質合成以參與玉米耐無

氧逆境。在VanToai (341試驗中，淹水前處理亦能提高部份耐淹性。其他研究者也

認為低氧前處理可使根尖頂端分生組織活力至少延長96小時，且增加A甘含量，

誘導ADH活性、刺激無氧呼吸作用及維持代謝能量供應（6）（［目。有關低氧前處理所

誘導之玉米根部耐淹性研究， Xia and Saglio 881指出未經前處理之根部一旦置於無

氧下則開始進行發酵反應，而有乳酸產生。約在10～ 15凶n遲滯期芝後，則不再

合成乳酸，而開始合成酒精。然而，經18小時低氧前處理之根尖一旦置入無氧下

，其酒精合成量立即達最大量，而乳酸僅維持少量，且60～ 80分鐘後幾乎完全停

止。在氏等之研究中，似乎低氧前處理可以促使根尖其挂在無氧下提早產生乳酸

，此種乳酸累積似乎有利於無氧狀況下促使酒精提早合成，而有利於耐淹性。

綜合前述研究推測可能ABA之預先處理或短暫的淹水前處理，可以誘導某些

特殊耐淹性（或其他逆境耐性）相關基因芝表現，而預先合成控制耐淹性之蛋白

質、甚至前處理直接活化已存在酵素之活性。此外，不同的發酵代謝路徑之間是

否有相互調節作用 ， 酒精發酵是否受到乳酸調節等均值得加以研究。

四、結 五
口

24AR 

玉米植株處於淹水狀況下，不論是低氧或無氧環境均會影響其生長，尤其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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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受害最為直接。為7適應淹水逆攪，可分別從形態、解剖及代謝上進行某一程

度的調節作用，以應付垣時間的逆境。回顧過去的研究，不定根的形成及通氣組

織乃是玉米適應淹水下在形態及解剖上之重要反暉，而在代謝上之抗性體制仍有

很多爭議。究竟乳酸發酵產生之乳酸是否造成玉米細胞質酸化？進行酒精發酵產

生之酒精是否會引起玉米細胞毒害？二種無氧呼啦達1更何者有利於耐淹性，仍有

待更多之研究。

有關玉米在淹水下之耐性，雖然有很多報告指出如何維持無氧呼恆、提供能

量、誠少細胞質酸化等，為重要的耐淹攝制。但迄今躊止，有關心H之酒精蠶

酵路徑及 LDH 之乳酸發酵路徑在耐淹性的表現上均有正反兩面的支持證接。甚

至VanToai et al. 13日指出在不同的玉米基因型、淹水溫度下，玉米種子的耐淹性與

無氧酵素（anaerobic e呵me）活性，如pyruvate dehydrogenase 、 ADH 、 LDH 、 h伍等

並無一致關係。而在玉米高架幼苗之根部中，亦挂現ADH 、 PDC與NADP-ME活

性輿缺氧下之耐性無關仰。因此未來在接計王米耐淹性方面，有關代謝上的適應

機制，仍有待更多的語據及更精確的分析拉術，同時考慮相關酵素反嘻立方向。

此外以根尖為材料所得到的結果，是否能配合根系（包括根尖、根軸、不定根）或

全株所具有之耐淹性反應，尤其在缺氧下根尖有其一定的生命週期l6i ，也是作物

生理學上要重視的問題。在植物生理研究上短暫（short-term）的代謝適應反應，是

否能應付長期（long-term）的淹＊－狀況，以及何者是真正有助於耐淹世之生理體制

，均必讀加以釐清，方能將主理研究有敢地應用於育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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