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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系统综述有关高等植物辐射敏感性研究的文献报道，归纳

出了植物辐射敏感性研究的一般结论:不同种类的植物之间、同种植
物的不同品种之间以及同一植物的不同组织、器官之间的辐射敏感
性均存在明显差异;引起植物种问辐射敏感性差异的内在原因主要
有细胞核体积、染色体体积、DNA 含量、内生保护剂，而品种间的辐

射敏感性差异与 DNA 损伤的自身修复力和一些生物分子的化学基
因(如蛋白质分子的琉基-SH 等)有关;水分、氧气、温度以及辐射保

护剂和敏化剂是影响植物辐射敏感性的几个重要的外界因素。多靶
模型和 Chadwich-Leenhouts 模型是两个较为理想的定量描述植物辐
射敏感性的数学模型，但后者具有更明确的生物学意义。

·由中国原 F 健农学舍供铺.

THE RADIOSENSITIVITY OF HIGHER PLANTS
(Jn Chinese)

Feng Zh ijie
(I NSTITUTE FOR APPLICATION OF ATOMIC

ENERGY ,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 BEllING , CHINA)

ABSTRACT
The general views on radiosensitivity of higher plants have been induced from
published references. The radiosensitivity varies with species , varieties and organs
or tissues. The main factors of determining the radiosensitivity in different s阳出 ies
are nucleus volume. chromωorne volume. DNA content and endogenous com阳unds. The self-repair ability of DNA damage and chemical group of biological
molecules , such as-SH thiohydroxy of proteins , are main factors to determine the
radiosensitivity in different varieties. The moisture , oxygen , temperature radic•
sensitizer and protector are im阳rtant external factors for radiosensitivity. Both the
multiple target model and Chadwick-Leenhouts model are ideal mathematical models for describing the radiosensitivity of higher plants and the latter has more clear
significance in b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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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的辐射敏感性在放射植物学和植物辐射诱变育种工作中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
意义，国内#惮者对此做了大量研究.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令人满意的进展，如对不同种

类植物辐射敏感性表现、不同品种之间、不同组织器官之间辐射敏感性差异以及影响植街
辐射敏惑性的各种因素等都有了明确的认识.但仍有一些问题.如辐射敏感性差异的机制
等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本文对高等植物辐射敏感性有夫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了综合评述，在考查了大量研究
文献的基础上，作出了一般1.:e言论.

l

不同种类植物的辐射敏感性
早在本世纪初，人们就注意到不同种类植物的辐射敏感性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K o-

ernike (I 904. ]905)发现.不论是用 X 射线还是用 γ 射线辐照，十字花科植物较耐辐射，禾

本科植绚次之，豆科植吻对辐射较为敏感.这是关于不同种类植惕辐射敏感性的最经典的
研究.之后.Johnson 对 50 个科中的 100 多种植物的辐射敏感性作了比较川.0\皿
afsson 研

究了若干种农作物的辐射敏感性∞，S阳m四及主主同时代的放射生物学家在50 和 60 年代
对植物的辐射敏感性作了系统的研究[叫.他们对王米
(7..00榈树、大花延龄草(TT毗m

gralUlifkmlm) 、岩生景天仙'edlll1l TupifTagum) 等 ]6 个植物种的辐射敏感性作了比较研究，

发现对辐射最敏感的植物种是大花延龄草，其山响仅o. ]5C/幅，最迟钝的植物种为岩生
景天.其山m都高达 ]9.35C/kg. 二者相羞 125 倍之多[气臼borne 和 Lunden(6]采用LDso指

标.对 ]2 个植物种的辐射敏感性的研究取得了与抽
rrow 等一致的结果.并且指出.如果

在控制水分等条件下.一-个植物种的辐射敏感性是个常数.许多其他研究结果也与
S~r
row ;~字的结果一致，大多支持他们的观点， Al- Rubeai[7]通过对两个野生和两载培种的菜豆
(f知叩巾心的辐射敏感性的研究.不仅观察到不同种间的差异.而且还发现野生种较栽培

种耐辐射.
从染色体倍性水平研究不同种类植物的辐射敏感性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Smith(句f

二倍体、四倍体和六倍体小麦和燕麦，二倍体和四倍体大麦以及玉米、黑麦等不同倍性的
植物的辆射敏感性;研究表明，染色体倍性水平高的植物种较耐辐射.而倍性水平低的植物
种对辐射较为敏感。 Yammagala &真同守圳、 Miller 等[IOJ 、 Ukai[II] 等的研究亦得到与主述一
致的结论。然而. Mortimer[12j 在对不同倍性的酵母菌(比如仰Tamgces (l!Tl!Ii.~iae ) 研究中观察

到以下结果 z 工{古体较单倍体耐辅身仁但跑过四倍体水平时.真耐辐射性叉开始下降。造成
与上述结论相悖的原因可能是由于酵母菌 (s. ceTel'i<晒)等低等生物与高等植物本质上

的差别所致.低等生物的辐射敏感性不属本文讨论的范畴.关于不同种类植物和不同倍
性水平植物的辐射敏感性的研究报道很多，结论大多一敖.
植物辐射敏感性差异不仅表现在不同植物种间，即使遗传上相近的同一个种内的不
同品种之间也存在着差异.品种辐射敏感性也是辐射育种家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因为它
与辐射~:.~效果有着密切的联系[1.1] ， Smith 肯定了三个一位小麦( TTitlCll7fl ffl<R，刷刷棚)品

种辐射敏感性的不同。".之后，品种辐射敏感性的研究在大麦、水稻 J、麦、碗豆、大豆、花
生等作物均有报道.篇中 .Ukai 等根据畸变细胞率和幼苗高度损伤程度将供试的 27 个大
豆品种的精射敏感性分为敏感型和丑钝型两类(I S] ;Sorianol'6] 和 Inoue ll1 ] J目苗高半致矮1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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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H民.>俨别把水韬和大麦的品种辐射敏感性分为敏感型、中间型和迟钝型三类 3 冯志杰

等应用 F四y 骤类分析方法，把苗高损伤，存活率和籽粒产量等多种辐射敏感性生物学指

标综合在一起.对普通小麦和大麦品种辐射敏感性研究发现.大麦、小麦品种辐射敏感性
可分为极敏感型、敏感型、中间型、迟钝型和被迫钝型五类t矶时.同时还在小麦上发现.辐
射突变品种较耐辐射.地方品种次之.杂交重组品种对辐射较为敏感. Conger 采用 y 射线

和中子辐照.对王米自交系及莫杂种的辐射敏感性研究表明.自交系间辐射敏感性差异可
达 2 倍 z 杂种特别是双吏种比较耐辐射{I飞这与其杂种优势有关.

不同器官、组织的辐射敏感性

2

同→植棉的不同组织或器官的辐射敏感性的差异是植物辐射敏感性的另一个重要方
面.许多研究表明.植物的根对辐射比时敏感.林音宰20]对菊花不同器官辐射敏感性的研

究发现.各器官辐射敏感性差异十分显著，最大相差 20 倍左右，辐射敏感性强弱依次为叶
>茎>愈伤组织>丛生芽>生根小苗>抒插枝条>种子.臼ttel('口以小麦为材料所作的研
究表明.如果将胚芽峭的辐射敏感性作为I.则叶子的辐射敏感性为 6.根的辐射敏感性则

高达 16....18. 不同器官的辐射敏感性差异还表现在生殖器官与营养器官之间.研究表明，
植物的生殖器官较营养器官敏感.这与其细胞的分化程度有关en].
至于不同组织之间的辐射敏感性差异.一般来说，分生组织的辐射敏感性大于较老的
组织的辐射敏感性.这是由于分生组织的生理活动处于校活跃状态.特别是作为靶分子的
DNA 处于复制等代谢过程.受射线辐照后易于产生各种辐射损伤.另一方面.植物组织或

细胞的辐射敏感性与真分化程度密切相关.一般认为.营养组织或细胞的辐射敏感性与真
分化程度成反比.分化程度愈低.对辐射愈敏感【2月.
在细胞方面 .5血和 Swanson 对紫鸭町革的研究表明，小袍子母细胞对辐射最为敏

感.小*I子次之.根尖分生细胞较耐辐射出 e 卵母细胞与花粉虽然均为生殖细胞.但前者

对辐射更为敏感，

在细胞内.不同细胞器之间也存在辐射敏感性差异.细胞核辐射敏感性高于真他细胞
器的辐射敏感性，这是由于靶分子 DNA 布在于细胞核.是射线击中的..目标'巾，] .在细胞
器中.细胞接与辐射敏感性高度相关[>-'.2IJ 的事实又返过来证明了 DNA 是辐射的靶分子

的理论.
一些学者还对植物不同生育时期的辐射敏感性作了研究.Da叫es[") 用 10....20 Gy的 y
射线照射 ·1....6 叶的小麦和大麦，发现该剂量可使 4-6 叶龄的小麦或大麦致死.但用相同
的剂量在晚些时期照射，二者均可存活下来。Petry 发现，许多植物种子在吸胀过程中.其

辐射敏感性提高.开始萌发时的辐射敏感性则更高.Schwarz 的研究表明，发了芽的种子的

辐射敏感性比千种子高 30 倍‘这些研究均表明.不同生育时期或不同生理状态的植物辐
射敏感性存在差异.

此外，不同的生物学指标对辐射的反应也是不同的.例如，在相同的条件下，大麦、小
麦的山叫半致死剂量λ HDso( 菌高半致矮剂量〉相 YDSO( 使籽桂产量下降 50%的剂量〉具

布下述关系: YD;o<LDso<HD，o. 即籽粒产量对辐射最敏感，存活率次之，苗高较前二者迟
钝t 口 .l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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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辐射敏感性差异的内在原因
关于造成不同植物辐射敏EE性差异的内在原因，许多学者作了探索和研究，并提出了

各种假说.这些假说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

3.1

锥体租或染色体体现学说
协now 等基于放射生鞠学中的把理论和他们的研究结果，认为剖起植物辐射敏感性

差异的内在原因是由于间期细胞核体租(l
NV)和提色体体积(ICV)不同所致g 来色体体权
与核体积愈大，该植鞠种对辐射就愈敏感
H叫.这一理论被R咄lpb[>7·叫巫臼院b 雪JC2t1

人在裸子植物上得到证实.其他一些学者亦在不同植物上得出一致的结论.核体积或染
色体体积学说是建立在辐射生物学的程理论基础上的.而局副
ein 证明 .DNA 分子是辐射

的直接靶分子.因此，核体织和集色体体织学说很快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但是，该理论只
能解辑造·成植物仲之间辐射敏感性差异的原因.而对遗传上非常相近的同一植物内不同
品种之间的辐射敏感性差异则难以用该理论来解帮.因为同→种内的不同品种的核体积

或染色体体积的差异很小.
DNA 含量隔基组成及DNA 损伤修复能力

3.2

DNA 是辐射的靶分子.这一观点早已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因此.放射生物学家在探索
造成榄吻辐射敏感性差异的原因时.常常注意到对
DNA 含量、DNA 的醺基组成等待性的
研究，
加rrow 等问]对病毒、细菌和高等榄树以及Ka
tayama 等【盯1 对高等植物的研究表明

[)l'I;A 含量高的生物对辐射敏感.而DNA 含量{匠的吻种对辐射较为迟钝。同核体积或染色
体 t.f'fH学说特.DNA 含量学说也只能解郭分类地位差异较大时的情形{如仲间或属间
的辐射敏感性差异〉。无论是核体积或染色体体积.还是
D NA 含量，它们都不是造成品种
辐射敏感性差异的内在原因
CW].

值得注意的是.植物细胞DNA 的碱基组成与其辐射敏感性有密切关系
.OC 含量比率
愈高，植物对辐射愈敏感[>2] .但也有人握出相反的观点.即认为AT 含量比率愈高，对辐射
愈敏感:n]o 由此可见.DNA 喊基组成与辐射敏感性尚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J马志杰等通过研究不同辐射敏感性的小麦品种在射线辐照后
D NA 损伤修复能力发
现.迟钝品种的DNA 辐射损伤的自身修复能力高于敏感的品种.因而较耐辐身仁并依此提

出造成同一植物钟内不同品种辐射敏感性差异的主要原因是
D NA 修复能力差异所
敛川。 Ina田等【17]认为由遗传结构控制的辐射损伤修复能力的不同是引起品种辐射敏感

性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
还有人认为.植物品种辐射敏感性是由基因控制的.Uk刨根据对大亘品种辐射敏感
性研究认为，大亘品种辐射敏感性是由一对基因Kg-唱控制的【闷，因
ixt 在豌亘上也得到类
似的结果【3.]. Rubeai 和Godward 则认为菜亘品种辐射敏感性属世量性状遗传，是由微放
多基因与主效基因共同控制的问.

3.3

细胞履假说

有人认为.辆射对细胞鹏系统，包括细胞内鹏、核膜、线粒体膜、叶绿体膜、榕酶体膜等
引起的损伤.可导致细胞膜的选择透性改变或被破坏.细胞间的协质交换或转移发生紊
乱.从而造成细胞代谢不平衡.最终导致细胞死亡。B目cq 和 Alexander 用细菌所做的实验

5

表明.辐射使酶从亚细胞癫控释Me是由辐射对膜的损伤引起的(H]. 在高等植物方面.
Hayashi 驴!]报道. I' 射线照射可以改变乌铃薯细胞醺的透性，使细胞内的电解质大量渗
出.因此，不同生物种细胞腹结构上的差异也可能是造成辐射敏感性差异的原因之一.但

对于高等植物这方面的报道尚少.上述霞说需要得到更多的直接实验证据的支持.

3. t

化学基团恒诞
生物体中某些化学基因与其辐射敏感性也有密切的关系.在这些k学基团中品基(

SH) 便是一?典型的例子.Ba呵[31.J7]用动物细胞和细菌为材料所傲的研赏丧明，琉基(

SH) 含量愈高，就@耐辐射.琉基(-SH)具有辐射保妒作用.与琉基(-臼〉相类似，二幢幢(
S-S-)也有辐射保护作用 .tt氨酸和半脱氨酸的辐射保护作用就是由于真二疏键(-S-S- )和
魂基 (-SH)等基团的缘故.尽管目前尚未见到对高等植物体内的琉基(-SH)或二襄键(-S

5-)与其辐射敏感性关系的研究报道.但利用眈氨酸、半就氨酸作外保护剂晴轻植物辐射

损伤的研究报道很多.

3.5 内生代激物与辐射敏感性的关系
人们很早就注意到十字花科对辐射具有较高的耐性.以后的研究证明.十字花科植街
对辐射的耐性与英体内含有丰富的升子碱有关.顾瑞琦二
"j报道了从油菜籽中锺取的芥子
碱纯品能减轻X 射线对麦芽生伏的咽制作用.除芥子碱外，脱落酸
( ABA)和乙烯等生理
活性物质均有辐射保护作用[抽
J飞 Ox来户A 曾根据植物体内A隘的含量把若干种植物分

为耐辐射型、中间型和敏感型三类.

4 影响辐射敏感性的外界因素
许多环境因素.如水分、氧气等均对植物辐射敏感性有显著的影响
4.1

水分

在照射植物种子时.莫水分含量是影响辐射敏感性的重要因素之一.并且也是在实践
中容易控制的一个因素.大量的研究表明.水分对辐射敏感性的影响曲线因为一马鞍形曲
线，具有两个临界点.也就是说.较高和较低的含水量均可提高植物的辐射敏感性问 -421.

).:~JJ、麦、水稻、四季萝卡等作韧的两?临界值分别为 12%左右相 18%左右.泊革则为
5% 左右和 8% 左右。钳子含水量在:l喝i1、l临界值之间时 .tt辐射敏感性最小.含水量低于 F

限或高于上限时.辐射敏感性增强.当然.两个临界值不仅因植物种类不同而异，而且在同

'种内的不同品种亦有差异.水分对辐射敏感性的影响饥制分为两个方面 :0) 在较低含
水量时表现为氧糟效应[.3...] ， up 种子内水分相对~少时，氧气含量增加，从而导致辐射损

伤糟大 ;(2)高含水量的增敏作用则是由于水分的精加提高了种子的生理活性.易受射线

照!·t损伤。
4.2

氯气

氧气对辐射效应的作用主要是精加辐射损伤，提高辐射敏感性. Ehrenberg 和 Gωtafs
son 等很早就庄意到氧分压对辐射敏感性的影响[.飞 AI阳和 Howard·Flanden[41]首先提出

了描述氧影响辐射敏晴性的数学模型

8=mLOEi+K ♀
[~T千古"

式中 8 是氧浓度为[Oz]时的敏感性， Sft 为无氧(如在纯 N 2 中〉时的敏感性 ， III 为氧增率

(Oxygen Er由ancemenl Rat剧 .K 为常数.这一数学懊型的建立为辐射敏惑性氧糟放应的定
量研究提供了方便.他们在后擎的研究中发现.氧增加辐射效应是通过与电离的坦分子结
合而实现的.这些电离的把分子在无氧条件下可以恢复正常的功能.

关于氧对辐射敏感性的作用机理.一艘认为有两个方面=一是氧可以消除原来可与损
伤分子相结合的热电于.这仲热电子可以通过与损伤分子结合得到修复
s 另一方面是氧司
与生物自由基反应形成自由基过氧化锦.而这种过氧化物是一种可引起生物有机体损伤
的有害锦质.这两种机制均阻断了损伤分子的修复过程，从而地加了辐射损伤程度，即提

高了辐射敏感性.也有人认为氧对辐射敏'性的作用是通过与氧敏感部位(Ox
ygen Sensilive Sile. 哑is)结合实现的(n.叫，但这种观点与上述解释并不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
似之处.

•

..3

温度

温度也是影响辐射敏感性的一?重要因素.多戴研究表明.温度对辐射敏感性的作用
表现为高温增敏作用En]和低温(特别是极低温}的辐射保护作用叭但副皿
aran 事叫所

获得的结果与此不同.他们测定在1l
0K 和 300 K 两个温度时烟草、芥菜和葡萄剪殷梗
【句ro.vt~v 刷叫例〉三种植物的种于产生的自由基.发现
110 K 时测得的自由基较在300

K 时所测得的自由基高2-2.5 倍.但是.极低温的辐射保护作用已被有关试验所证实.并
被用于辐射育种实践阳1.

..4

辐射敏化$J和辐射保妒荆
业已证明.咖啡因、眈氨酸、半胧氨酸、
ABA、乙烯等许多化学栩质均旦有辐射保护作

rn 可 --"O.~::.S飞而另一些比合物(如AK2123 等现II具有增触作用~~...5050j

关于敏化剂和保护

剧的地敏饥理和保护机理林念芸曾作了综述:匾.

除了以上提到的IL l'影响辐射敏感性的因素外.种子的年龄、照射后的贮藏等均对植

物的辐射敏感性有影响.

辐射敏感性定量研究的数学模型

5

辐射生物学家曾提出若于数学模型用于定量描述射线剂量与生明辆射损伤之间的关
系.数学慎到中的某些参敬直接反映了被牺照植物的辐射敏感性.这些数学院型曾在许
多研究中得到应用.

5. I

多靶多击模型
多靶多击慢型是很据辐射击中理论 (Hit theory) 租 e学说(Tar萨t theory) 发展起来的

仲描述辐射生物学放应的戴学模型.击中理论和把学说的中心思想是 z 生物体细胞内有
阱多把.当生物体被照射时.靶被辐射粒子击中后产生辐射损伤.所以靶的多少t 即靶数

目，)和靶的大小(即把体积〉与辐射敏感性有直接关系.恒的敷目愈多、体积愈大，愈容易被

唰射击中.因而辐射敏感性愈大.多靶多击模型的一假形式为 2
1=

1- ←俨于 L业)t】晴
、~

t! .

式中 s 为生物体经辆照后某一生物学指标损伤后剩余值与未照射时该生物学指标的预期
ffi之比(如存活r~院等)， ，.值即是把体 m. 官与剂量有着直接的关系.-民敷学意义为敏感性

祟敬 .f(楼反映了楠 ~·t敏感性的一大 !j\; /)为辅照剂量， t = 1.2.·....·.11;11 沟'特定的使把
7

致死所嚣的击中次数.简称击中次数 ;111 为把数. Zimmeri:S7~ 曾用作固的方法可多把多击模

型进行了分析.真固形在_> 1 时为 S 型曲线-

5.2 单击多靶檀型
由于多I!多击慎型比较复杂，难以拟合.因而在实际应用中受到局限.奋人提出用单
击多把慎型来作近似描述.单击多畏惧型是多把多击模型在击中次敷
_=1 时的情形，即

s= 1 -

(l -r-'"沪

式中旬，、m、D 的章义与多靶多击模型中的意义相同.诙模型曾被应用于水事皿1 、大麦f 町、
和小麦[1:lJ等作物上.并用计算机拟合求得了这些作衡的一些品种的辐射敏恩佐参数 I' 和

m 值.
a.dw蛐-Lee曲阳也幢型

5.3

除了上述多靶慎型汁.α回wick-I-r苗KXJtsl:5I]根据射线对DNA 分于的作用，提出了下

面的剂量效应曲线模型

s = &p[ -

，(aD 十 po:)]

式中 s 同多靶筷型中的章义相同 ;aD+ β/1-为剂量 D 照射时平均每一细胞产生的 DNA 双
链断裂敢; ，为每-1、双链Dt'IiA 断裂造成的细胞死亡的慨率.实际应用中 p 往往不单烛
的算.而是求 ，a 和 ，p 两个值.二者均反映了辐射敏感性的大小.这一幢型在动物、微生物
辐射生街学中已得到广泛应用.在植鞠方面.冯志杰等(:111 和丘冠英两分别在大麦和水稻

t应用这一慎型，适合性很高.由于该模型是基于辐射Dt'IiA 分子的作用建主的.因此，与

多畏惧型相比具有更明确的生物学意义.

6

辐射敏感性的应用
植物辐射敏感性不仅是放射生物学中的重要理论课题.而且在辐射活变育种相放射

生态研究中具有重要实践意义.在植物辐射育种工作中.辐射育种家可以限据植物的辐射

敏感性，特别是根据作物品仲的辐射敏感性选择辐照材料.确定适宜的辐~(!剂量以达到提
高诱变效率的目的主冯志杰等口:以小麦为材料.研究了小麦品种辐射敏感性与诱变效率
的关系.发现在相同剂量处理条件下 .'OC~y 射线对敏感的小麦品种诱发产生的 M， ft质
蛙性状实变频率高.数量性状变异也大.因此认为'OC(r y 射线辐照敏感的品种可获得较好

的诱变效果.他们在大麦上也得到与此一致的结果川.由此他们建议.在植物辐射育仲实
践中选用敏感的品种.以便在后代中获得丰富的变异类型.增加选择机会.从而提高辐射
育种草率.

植吻辐射敏感性还应用于放射生在研究，以及监测放射性尘埃衰变(Radioactive fall
四t 邮ay) 对环堤的污簸程度相放射性对污染区域生物所造成的辐射损伤('<I，"] .选用对辐

射敏感的植物作为监精天然放射性元素矿区和因核反应堆事故泄漏造成的放射性情挠的

指示生物，可以提高1愤射性污挠的生物学监测的"灵敏度".另一方面.在放射性污集严
重的区域选挥种植耐辐射的植物可以较快地恢复这些区域的植被.改善生态环境.

7 结束语
通过上述讨论.我们对辐射敏感性有了比较系统的认识 z 不同种类的植物间的辐射敏

感性具有明显的差异，并且同一植物种内的不同品种的辐射敏感性也不同 E 同一植物的不

8

同器官、组织的辐射敏感性也有很大差异.细胞核体权、果色体体权、 DNA 含量以及某些
内(I:辐射保妒剂性代谢产棉(如芥子暖等}是造成植物种间辐射敏感性差异的内在原因.

而 D队iA 辐射损伤的自身修复力和植物体内生物分子的某些化学基因〈细囊基等〉是刮起

品仲间辐射敏感性差异的原因.水分、氧气、温度和某些化合精是影响植物辐射敏感性的
重要的外界因素.在辐射育种实践中.通过控制这些因素可以减轻辐射损伤.提高诱变效
率.寝射生鞠学中的多靶惧型和。因W融-Lee地lOUts 幌型为定量研究植物辐射敏感性提供
了数学方法. ~f植物辐射敏肇性的研究和认识有助于提高植掏辐射育种的效率.植锦辐

射敏感性不仅是辐射生物学中的重要理论研究课题.而且在辐射育种和放射生革研究以
及环堤保护方面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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