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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阻抗式流式細胞儀分析花椰菜小孢子
發育階段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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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花椰菜、單核晚期、雙核早期、小孢子培養

摘要：選擇適當發育階段的小孢子作為培養材料是小孢子培養成功的關鍵因素，
但現行方法對小孢子發育階段的判別有效率不足的問題。本研究以電阻抗式流式
細胞儀 (impedance flow cytometry, IFC)檢測花椰菜商業 F1 雜交種 2.5-6.5 mm 大小
花蕾內之小孢子，以每 0.5 mm 間距為分級，調查不同大小花蕾內小孢子發育過程
的變化，並用相同材料進行螢光染色以顯微鏡觀察，調查不同分級花蕾中小孢子
發育的階段，並合併兩者之結果建立小孢子發育階段與 IFC 分析圖型的相關性，
再由此建立花椰菜小孢子發育過程細胞族群變化趨勢的模擬圖。研究結果顯示 IFC
以 2 及 12 MHz 兩種電頻波檢測由小而大的花蕾，可以判別不同發育階段之小孢
子細胞族群，依照鏡檢結果'慶農 H-37 '及'農友極早生'皆於分級 3.5-4.5 mm 花蕾具
有較高含量之單核晚期到雙核早期發育階段小孢子，依 IFC 分析之比例亦顯示
stage Ⅲ- stage Ⅳ有較高比例小孢子於單核晚期到雙核早期階段，與鏡檢之結果相
符。未來可利用 IFC 快速分析且準確的判別具適合培養之小孢子發育階段的花蕾
尺寸，並可分析小孢子族群的細胞活性，進而提高小孢子培養技術的效率。

前

言

花椰菜 (Brassica oleracea var. botrytis)別名椰菜花或白花菜，英名為 cauliflower，是十
字花科蕓苔屬中的重要作物，並於臺灣蔬菜生產中佔有一席之地。此外，臺灣花椰菜種苗
產業培育出許多優良的花椰菜品種，除廣受臺灣農民喜愛外，更大量外銷至中國大陸與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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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亞國家，在國際上具有相當之競爭力 (丁和郭，2016)。
蕓苔屬蔬菜的育種目標除了提升產量外，也著重於整齊度、外觀、對逆境的抗性及耐
儲運特性的提高 (謝等，2011)。一代雜交種 (F1)因能穩定維持品種的特性而受到農民青睞，
是目前花椰菜種苗生產的主流，但生產 F1 種子必須先育成純系親本，一般經由多代自交
耗時 6 到 8 年方能育成，然而十字花科蕓苔屬作物普遍具有自交不親合性以及自交弱勢等
障礙，故純系之育成需耗費更多的人力與時間，不利於新品種的快速推出。近年來國內逐
步建立花椰菜小孢子培養技術，得以快速育成生產 F1 之純系親本，在縮短育種時間方面
已具有初步的成果 (夏等，2017)。
蕓苔屬作物小孢子培養的研究顯示小孢子的胚分化率會受供體植物本身狀況、栽培環
境及小孢子培養過程中各種條件的影響，其中被視為關鍵的影響因子如植株的基因型、小
孢子的發育階段、逆境處理誘導胚分化及培養基的配方等，並且多數研究中皆認同小孢子
發育階段在單核晚期至雙核早期之間是誘導胚分化的最佳時機，有助於提高小孢子培養的
成功率 (Shmykova et al., 2016; Silva, 2012)。小孢子發育時期的精確判斷需藉助螢光染色
後於螢光顯微鏡下觀察細胞核的變化，實務上會以花蕾大小作為分級，再以顯微鏡觀察各
分級花蕾內之不同發育階段小孢子的比例，從中選取適當之花蕾尺寸進行小孢子培養
(Custers, 2003; Winarto and da Silva, 2011)，小孢子不同發育階段的調查方式會因操作者的
專業度而有所差異，在調查數量方面也會因人力無法加快的限制而只能觀察少量樣品，因
此小孢子發育階段之調查，在實務上有必要尋求更有效率的調查方法。
流式細胞儀是近代生物科學研究細胞之利器，具有以單一細胞為單位快速且大量偵測
細胞的功能，是提升小孢子發育階段判別效率的有效工具 (Robinson, 2004; Takahira et al.,
2011)。近年研發之電阻抗式流式細胞儀 (impendence flow cytometer, IFC)，將細胞置於特
定電解液中，利用流體經過晶片通道的同時通以不同頻率的交流電，再將細胞大小、細胞
膜 電 位的 變化 及細 胞內部 離 子濃 度的 不同 所產生 之 電阻 信號 加以 收集轉 換 並分 析
(Cheung et al., 2010)。IFC 可用於不同發育階段小孢子的辨識、花粉活性判讀以及花粉萌
芽率的預測等，但實際利用 IFC 於監測小孢子發育階段的研究仍屈指可數 (Heidmann et
al., 2016)。
本研究以臺灣花椰菜 F1 商業品種為材料，利用顯微鏡觀察及 IFC 檢測花椰菜不同大
小花蕾內的小孢子發育之情形，建立顯微鏡觀察數據與 IFC 分析圖形的關聯性，未來可利
用 IFC 快速分析的特性，提升小孢子發育階段的判別率，進而提高小孢子培養的成功率。

材 料 與 方 法
一、供驗植株
(一)植物材料
花椰菜 F1 種子分別為購自於農友種苗公司 (Known-You Seed Co., Kaohsiung,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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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農友極早生'及慶農種苗公司 (Ching Long Seed Co., Ltd., Tainan, Taiwan)的'慶農 H-37'。
(二)植物栽培
將種子播種於 60 格育苗穴盤中，使用之介質配方為泥炭土 (荷蘭 BVB 泥炭培養土 3
號 )：珍珠石：蛭石 = 4 ：2 ：1 (v：v：v)；種子發芽 2 wk 後，施用一次 1 g L-1 施力優
(N：P2O5：K2O = 20：20：20)液肥；種子發芽 4 wk 後定植於 5 吋盆中，使用之介質配方
為泥炭土 (荷蘭 BVB 泥炭培養土 3 號 )：珍珠石= 4：1。育苗階段置於溫度為 22-29℃且
濕度介於 50-60%之密閉溫室 (農業試驗所，霧峰)，待植株花芽分化後，移置於日/夜溫為
20/15℃、光照 16 h、光照強度 98.2 μmol m-2 s-1 的走入式生長箱 (Hsin Chien Xiang CO., Ltd)
內栽培至開花。定植後的生長期間每週澆水 2 次，並施用 1 次 1 g L-1 施力優液肥，每盆施
用量約 200-300 mL，花芽分化後改用 1 g L-1 花寶 3 號 (N：P2O5：K2O = 10：30：20)液肥，
施用量同育苗階段之用量。
二、試驗材料
不同大小之花蕾於上午 10 點前剪取自走入式生長箱內之開花株，花蕾以保冷劑維持
低溫狀態運送及保存，將花蕾依照長度分級，分為 2.5-3.0、3.0-3.5、3.5-4.0、4.0-4.5、4.55.0、5.0-5.5、5.5-6.0 及 6.0-6.5 mm 等共 8 級。
三、試驗方法
(一)以顯微鏡檢測小孢子發育階段
將不同分級長度之新鮮花蕾數個浸泡於 Carnoy’s fluid 固定液 [95%乙醇:冰醋酸 = 3：
1(v/v)]中，置於 4℃至少 4 小時後使用。另取不同長度之花蕾 3-5 個置於微量離心管中，
以 ddH2O 清洗去固定液，移除洗液後重新加入 700 µL ddH2O 並以電動棒攪拌，將混合液
體以 30 µm 的篩網過濾。取 20 µL 的小孢子濾液置於載玻片上，加入 130 µL 4,6-diamidino2-phenylindole (DAPI)螢光染劑 (5 mg/mL)後蓋上蓋玻片，於常溫暗室中靜置 20-30 min，
在螢光顯微鏡 (ZEISS Axioskop 2 plus, Germany)下以 400×放大倍率觀察各分級花蕾內小
孢子之細胞外型，並參照 Pechan 和 Keller (1988)對小孢子發育階段定義之核形及核數，分
為四分子期、單核早中期、單核晚期、雙核早期、雙核中晚期與三核期。每一分級花蕾統
計約 100 個小孢子的發育階段，三重複並計算其百分比例。
(二)以電阻抗式流式細胞儀檢測不同大小花蕾內小孢子之發育階段
取不同分級長度之新鮮花蕾 3-6 個，加入 500 μL AF3 電解液 (Amphasys, Switzerland)
以電動棒攪拌後，再添加 500 μL AF3 電解液，以 30 μm 篩網過濾兩次。將含有小孢子之
濾液混合均勻，吸取 300 μL 置於 1.5 mL 微量試管內，將微量試管以 100℃ 加熱 10 min
作為死亡小孢子的對照材料；另一部分之小孢子濾液以電阻抗式流式細胞儀 AmphaZ30
(Amphasys, Switzerland)檢測，使用 80 μm 孔徑晶片，電波頻率設定為 2 MHz 和 12 MHz、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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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果

一、不同大小花蕾中小孢子的發育階段分布
以螢光顯微鏡觀察花椰菜'慶農 H-37'各分級花蕾內不同發育階段小孢子之比例分布，
如表 1 所示。其中於 2.5-5.5 mm 共 6 個花蕾分級中皆具有位於單核晚期或雙核早期的小
孢子，此 2 個發育階段合計比例最低者為 5.0-5.5 mm 花蕾的 15.4%，最高者為 3.5-4.0 和
4.0-4.5 mm 花蕾，分別含有 97.6%及 95.3%；4.5-6.0 mm 花蕾內小孢子發育階段以雙核中
晚期為主，比例可達 95.5%；6.0-6.5 mm 花蕾中之雙核中晚期比例下降至 74.9%，但三核
期比例則漸增至 25.1%。

表 1. 花椰菜'慶農 H-37'不同大小花蕾以 DAPI 螢光染色調查不同發育階段小孢子所佔之
百分比。
Table 1. Percentage of different microspore developmental stages in various sizes of flower buds
of cauliflower 'Chinglong H-37' investigated by using DAPI staining.
Microspore developmental stage (%)
Bud size
(mm)

Uninucleate
Tetrad

Early- and
middle-

z

Binucleate

Late-

Early-

Middle- and Tri-nucleate
late-

2.5-3.0

-z

36.4 ± 6.9

41.7 ± 6.3

22.0 ± 8.8

-

-

3.0-3.5

-

25.6 ± 15.7

48.3 ± 6.4

26.1 ± 14.1

-

-

3.5-4.0

-

-

27.2 ± 10.3

70.4 ± 5.5

2.3 ± 3.0

-

4.0-4.5

-

-

23.6 ± 4.8

71.7 ± 6.5

4.7 ± 2.5

-

4.5-5.0

-

-

-

38.1 ± 18.5

61.8 ± 29.8

-

5.0-5.5

-

-

-

15.4 ± 10.6

84.6 ± 11.0

-

5.5-6.0

-

-

-

-

95.5 ± 15.5

4.5 ± 2.5

6.0-6.5

-

-

-

-

74.9 ± 26.5

25.1 ± 15.7

- not detected

花椰菜'農友極早生'於 2.5-6.0 mm 共 7 個花蕾分級中，皆含有位於單核晚期或雙核早
期的小孢子，此 2 個發育階段合計比例最低者為 5.5-6.0 mm 的 0.3%，而於 3.5-4.0 和 4.05.0 mm 分級花蕾中分別含有 94.8%及 84.5%比例較高；於 4.5-6.0 mm 花蕾中則含有較高
比例的雙核中晚期小孢子，比例介於 75.5-90.8%；長度大於 5.0 mm 之花蕾會開始出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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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期小孢子；雖然 6.0-6.5 mm 花蕾仍以雙核中晚期為主 (83.3%)，但三核期小孢子比例已
增至 16.7% (表 2)。

表 2. 花椰菜'農友極早生'不同大小花蕾以 DAPI 螢光染色調查不同發育階段小孢子所佔
之百分比。
Table 2. Percentage of different microspore developmental stages in various sizes of flower buds
of cauliflower 'Know-you Farmers extra early' investigated by using DAPI staining.
Microspore developmental stage (%)
Bud size
(mm)

Uninucleate
Tetrad

Early- and
middle-

z

Binucleate

Late-

Early-

Middle- and Tri-nucleate
late-

2.5-3.0

z

-

71.6 ± 1.5

23.2 ± 7.2

5.3 ± 1.4

-

-

3.0-3.5

-

24.3 ± 8.7

69.5 ± 9.0

6.2 ± 1.4

-

-

3.5-4.0

-

2.3 ± 0.8

59.8 ± 6.1

35.0 ± 3.6

2.9 ± 3.5

-

4.0-4.5

-

-

27.8 ± 15.9

56.7 ± 6.4

15.5 ± 18.3

-

4.5-5.0

-

-

-

24.5 ± 15.6

75.5 ± 18.1

-

5.0-5.5

-

-

-

9.0 ± 2.3

89.0 ± 8.0

2.0 ± 1.5

5.5-6.0

-

-

-

0.3 ± 0.4

90.8 ± 1.5

8.9 ± 0.8

6.0-6.5

-

-

-

-

83.3 ± 3.2

16.7 ± 6.6

- not detected

二、以 IFC 分析不同大小花蕾內小孢子之發育階段
使用與上述顯微鏡鏡檢相同來源及分級之花蕾作為 IFC 分析材料，並分別以 2 和 12
MHz 兩種電頻波進行檢測 (圖 2-圖 3)。為了區別樣品中不具活性或死亡之小孢子族群，
在預備試驗中將 2 個花椰菜品種的新鮮小孢子懸浮液以 100℃加熱 10 min，使小孢子喪失
活性後再以 IFC 進行檢測，可成功顯示出死亡小孢子的族群位置 (圖 1 右欄)；同時將兩
栽培種未經 100℃處理之新鮮小孢子懸浮液以 IFC 進行檢測，結果如圖 1 左欄所示，再從
中將右欄所示不具活性或死亡細胞的族群劃分出來 (圖 1. A 及 B 之縱向黑線)，黑線右側
所呈現之細胞族群代表具有活性之細胞 (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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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利用 IFC 以 12 MHz 電頻波檢測活性與死亡花粉族群之分析圖型。新鮮花粉 (左)與
經 100℃加熱處理 10 min 之無活性花粉 (右)。(A) '慶農 H-37'；(B) '農友極早生'。
Fig. 1. Identification of viable and dead pollen population using IFC performed at 12MHz. Fresh
pollon (left) and pollen inactivated at 100℃ for 10 min (right). Cauliflower cultivars
'Chinglong H-37' (A) and 'Know-you Farmer extra early'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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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椰菜'慶農H-37'在2.5-3.0 mm花蕾 (stage Ⅰ)的小孢子發育階段，以DAPI螢光染劑對
細胞核染色，並以光學及螢光顯微鏡觀察細胞外型和記錄小孢子的發育階段，結果顯示
此分級花蕾中主要為單核早中期和單核晚期的小孢子 (表1與圖2-stage Ⅰ之DAPI)；利用
IFC以2 MHz及12 MHz進行檢測的結果顯示，除圖型最左側喪失活性族群外，並在2 MHz
分析有一與之並排且細胞分布緊密族群出現於橫軸為相位角 (phase angle)的中間位置
(160°-180°)，此族群被認為是單核早中期之細胞，同時還有相位角向右邊延伸及向上偏移
的2個族群，推測平行向右延伸者為單核晚期的小孢子族群，而向上偏移之族群為雙核早
期，在12 MHz亦有相似之分析圖 (圖2- stage Ⅰ之IFC)。在3.0-3.5 mm花蕾 (stage Ⅱ)的小孢
子發育階段，鏡檢結果比例最高者為單核晚期 (表1與圖2- stage Ⅱ之DAPI)，IFC在2 MHz
及12 MHz分析的圖與stage Ⅰ相較，其向右邊延伸的族群分布更為均勻 (圖2-Ⅰ和Ⅱ之IFC)；
在3.5-4.0 mm (stage Ⅲ)及4.0-4.5 mm (stage Ⅳ)花蕾的小孢子發育階段，鏡檢結果兩者皆
以雙核早期佔有最高之比例(表1與圖2- stage Ⅲ和stage Ⅳ之DAPI)，此階段之細胞外型有
明顯變大 (圖2- stage Ⅲ和stage Ⅳ之Optics)，stage Ⅲ及stage Ⅳ之分析圖於2 MHz及12
MHz皆顯示有振幅一高一低的兩個族群，差別在於stage Ⅲ的兩族群偏向相位角右側，推
測振幅低者為單核晚期，振幅高者為雙核早期之族群，而stage Ⅳ在2 MHz分析圖中相位
角中間位置 (160°-180°)有一向上發展之族群其細胞密度漸高，推測為雙核中晚期 (圖2stage Ⅲ和stage Ⅳ之IFC)；在4.5-5.0 mm (stage Ⅴ)和5.0-5.5 mm (stage Ⅵ)花蕾的小孢子發
育階段，鏡檢結果皆以雙核中晚期為主 (表1與圖2- stage Ⅴ和stage Ⅵ之DAPI)，IFC以2
MHz及12 MHz分析的圖型，顯示有兩個族群皆於相位角相同的位置，但振幅呈現高低差
異，推測在stage Ⅴ圖中振幅較低者為雙核早期，及振幅較高者為雙核中晚期族群 (圖2stage Ⅴ和stage Ⅵ之IFC)。在5.5-6.0 mm (stage Ⅶ)和6.0-6.5 mm (stage Ⅷ)花蕾的小孢子
發育階段依鏡檢結果主要為雙核中晚期，並可見少數的三核期 (表1與圖2- stage Ⅶ和
stage Ⅷ之DAPI)，在IFC於2 MHz及12 MHz的分析圖中，2個電頻波所分析的圖皆顯示存
活之細胞振幅皆持續向上提升，其中振幅較低的雙核中晚期細胞族群更為集中，故推測
振幅在較高處者為三核期之細胞族群 (圖2- stage Ⅶ和stage Ⅷ之IFC)。
同樣以IFC分析花椰菜'農友極早生'不同大小花蕾內小孢子之發育階段，stage Ⅰ鏡檢結
果為單核早中期 (表2與圖3- stage Ⅰ之DAPI)，IFC於2 MHz及12 MHz分析圖中皆具2個族
群，其一證實為死亡細胞族群位於左側，另一個位置偏右的族群推測為單核早中期的細
胞族群 (圖3- stage Ⅰ之IFC)；stage Ⅱ和stage Ⅲ花蕾內的小孢子發育階段，鏡檢結果主要為
單核晚期(表2與圖3- stage Ⅱ和stage Ⅲ之DAPI)，IFC於2 MHz及12 MHz分析圖單核早中期
之細胞族群朝向相位角朝右邊擴散成為單核晚期，其中以12 MHz有較廣之相位角延伸的
族群分布 (圖3- stage Ⅱ和stage Ⅲ之IFC)；stage Ⅳ鏡檢結果主要為雙核早期 (表2與圖3stage Ⅳ之DAPI)，其IFC以2 MHz及12 MHz分析圖型與stage Ⅲ相似，但位於相位角中間
位置 (160°-180°或210°-240°)之雙核早期族群較為密集，此外，在2 MHz分析圖中雙核早
期之族群相較於stage Ⅲ亦有向上發展之趨勢，推測為雙核中晚期細胞族群之分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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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stage Ⅲ和stage Ⅳ之IFC)；在stage Ⅴ、stage Ⅵ及stage Ⅶ鏡檢結果皆為雙核中晚期
為主(圖 3- stage Ⅴ到stage Ⅶ之DAPI)，並且在細胞外型上體積也隨著花蕾發育而變大
(圖3 stage Ⅴ到stage Ⅶ之Optics)，在IFC以2及12 MHz分析之圖型皆相似，位於相位角中
間位置的細胞族群逐漸向上提升之趨勢，並以2 MHz有較明顯的振幅變化，位於較低振幅
位置 (0.7-1.0)之雙核中晚期的細胞族群細胞訊號逐漸密集 (圖3- stage Ⅴ到stage Ⅶ之
IFC)；在stage Ⅷ其鏡檢結果主要為雙核中晚期，但亦有部分之三核期 (表2與圖3- stage
Ⅷ之DAPI)，在IFC於2 MHz分析之圖型可明顯在相位角中間位置 (160°-180°)有振幅一
高及一低之細胞族群，較低振幅 (0.7-1.0)為雙核中晚期之族群，族群細胞訊號呈現高度
密集的淺藍色，相較於stage Ⅶ有向上發展之現象，另一於振幅較高且傾向左側發展之細
胞族群則為三核期 (圖3- stage Ⅶ和stage Ⅷ之IFC)。
三、利用IFC建立之小孢子發育階段的途徑模擬圖
利用顯微鏡鏡檢兩個花椰菜栽培種於不同大小花蕾中的小孢子發育階段的結果 (表1
與表2)與IFC以2 MHz及12 MHz分析所顯示的細胞族群位置進行關聯性連結 (圖2與圖3)，
經由Amphasoft 2.0軟體中的圈選工具，將上述'慶農H-37'及'農友極早生'的小孢子發育階段
在IFC分析圖型中加以圈選，6個區塊分別為死亡細胞、單核早中期、單核晚期、雙核早期、
雙核中晚期和三核期，建立小孢子發育過程之模擬圖 (圖4)，由於發育階段是一種連續性
的轉變，因此IFC分析圖型中不同族群的分布位置會有重疊的現象，故於模擬圖中也是如
此呈現，在模擬圖中以黃色線的行進方向代表小孢子經配子體發育途徑的變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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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花椰菜'慶農H-37'不同大小花蕾內的小孢子以螢光(DAPI)、光學顯微鏡(Optics)觀察，
以及利用IFC以2及12 MHz分析之圖型。各級花蕾之顯微鏡觀察照片以其最主要之
發育時期為代表(Ⅰ-Ⅷ)，(Ⅰ)單核期；(Ⅱ)單核晚期；(Ⅲ-Ⅳ)雙核早期；(Ⅴ-Ⅶ)雙核
中晚期；(Ⅷ) 雙核期及三核期；Black bar = 5 mm；White bars = 10 µm。
Fig. 2. Microspore developmental stages observed from various size of flower buds of
cauliflower 'Chinglong H-37' using fluorescence (DAPI stain), optical microspore, and
IFC analyzed at 2 and 12 MHz. Pictures other than IFC histogram were the images
representing the major developmental stage of microspore in each size of flower bud (ⅠⅧ), (Ⅰ) uni-nucleate, (Ⅱ) late-uninucleate, (Ⅲ-Ⅳ) early-binucleate, (Ⅴ-Ⅶ) middleand late-binucleate, (Ⅷ) binucleate and tri-nucleate. Black bar = 5 mm, White bars =
10 µ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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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花椰菜'農友極早生'不同大小花蕾內的小孢子以螢光(DAPI)、光學顯微鏡(Optics)觀
察，以及利用IFC以2及12 MHz分析之圖型。各級花蕾之顯微鏡觀察照片以其最主要
之發育時期為代表(Ⅰ-Ⅷ)，(Ⅰ)單核早中期；(Ⅱ)單核晚期；(Ⅲ-Ⅳ) 單核晚期及雙核早
期；(Ⅴ-Ⅶ)雙核中晚期；(Ⅷ)雙核期及三核期；Black bar = 5 mm；White bars = 10
µm。
Fig. 3. Microspore developmental stages observed from various size of flower buds of cauliflower
'Know-you Farmer extra early' using fluorescence (DAPI stain), optical microspore, and
IFC analyzed at 2 and 12 MHz. Pictures other than IFC histogram were the images
representing the major developmental stage of microspore in each size of flower bud (ⅠⅧ), (Ⅰ) early- and middle-uninucleate, (Ⅱ) late-uninucleate, (Ⅲ-Ⅳ) late-uninucleate and
early-binucleate, (Ⅴ-Ⅶ)middle- and late-binucleate, (Ⅷ) binucleate and tri-nucleate.
Black bar = 5 mm, White bars = 10 µm.

圖 4. 花椰菜利用 IFC 以 2(左)及 12 (右) MHz 分析之小孢子發育過程的模擬圖。黃色線
為配子體發育進行途徑。
Fig. 4. Simulation model of microspore developmental pathway of cauliflower using IFC
performed at 2 (left) and 12 (right) MHz. Yellow line represents the microspore
developmental pathway of gametogen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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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在十字花科作物的小孢子培養操作上，選取適當大小之花蕾其中含有較高比例適合
培養的小孢子發育階段，是小孢子培養於實務上經常使用的策略，但不同花椰菜栽培種
其相同大小花蕾內小孢子發育階段是否一致，以及如何提高小孢子發育階段的判別率，
是本研究中想要探討的問題。Winaro和da Silva (2011)使用印尼不同地區3個花椰菜栽培
種'Babat'、'Graung'及'Kemeh' 取4.4-4.7 mm花蕾並以0.1 mm為分級的間距，發現3個栽培
種皆於4.5-4.6 mm分級花蕾中含有最高比例介於單核晚期到雙核早期之小孢子，然而在
Bhatia等人(2016)則提出花椰菜早生種之4.0-4.5 mm花蕾與中晚生種4.5-5.0 mm之花蕾，
同樣含有最高比例單核晚期到雙核早期發育階段的小孢子，顯示早生種的花蕾會比中生
種小約0.5 mm。本研究中的供體植株花椰菜'慶農H-37'及'農友極早生'屬於極早生種，根
據顯微鏡調查，兩者皆於3.5-4.0 mm有高達95%的小孢子是介於單核晚期及雙核早期之
間(表1和表2)，與前人研究早生種的結果相較，極早生種的花蕾其培養適期又更小約0.5
mm，推測較早熟之品種其花蕾發育較快，因此花蕾在較小時即已達適當之小孢子發育階
段；另外，2個花椰菜栽培種其單核晚期與雙核早期比例高於50%之花蕾大小，在'慶農H37'為2.5-4.5 mm (表1)，而'農友極早生'則為3.0-4.5 mm (表2)，從中可知'慶農H-37'小孢子
的發育階段較'農友極早生'提前，且依鏡檢資料顯示，'慶農H-37'在小孢子發育階段有較
長的時間停留在單核晚期到雙核早期(stage Ⅰ到stage Ⅳ)，顯示基因型對於小孢子發育階
段具有關鍵影響力，不同栽培種若欲取得較高比例之最適小孢子的發育階段，宜以0.5
mm間距進行花蕾分級建立調查資料，有助精確判別小孢子的發育階段。
在本研究中嘗試以IFC分析不同花椰菜栽培種之小孢子發育階段並建立其發育過程
中細胞族群的變化趨勢。小孢子的發育階段可利用顯微鏡依據小孢子的細胞大小、外型
差異及細胞核型與核數變化作為判別依據，但實際操作的效率偏低 (Pechan and Keller,
1988)。Heidmann等人 (2016)以不同大小菸草花蕾利用鏡檢觀察和IFC分析加以相互對照，
並建立的IFC小孢子發育階段分析圖，與本研究以花椰菜花蕾利用IFC於2.5-5.0 mm及4.56.5 mm檢測的結果有相似之處(圖2和圖3)。其一為單核晚期到雙核早期的細胞族群於IFC
分析圖中皆顯示皆具有相位角向右發展之趨勢；其二為雙核晚期與三核期的細胞族群則
會有逐漸集中並趨向相位角左側往死亡或喪失活性之細胞族群靠近。 此一結果顯示IFC
於不同植物的小胞子發育階段的分析有其相似之處。
Heidmann等人 (2016)利用番茄、甜椒及小黃瓜的小孢子施以梯度高溫加熱處理並調
查其細胞存活率，結果顯示IFC判別細胞存活率的功能與人工判讀的結果具有高度相關
性。本研究中使用不同大小花蕾以IFC分別檢測其細胞存活率，2個花椰菜栽培種除了2.53.0 mm花蕾尺寸外，其餘花蕾之細胞存活率皆不低於50% (數據未顯示)，此結果與Schulze
and Pauls (1998)和Winarto and da Silva (2011)將新鮮花椰菜花蕾採收，並分離出小孢子後
調查其細胞存活率介於50%左右相似。本研究中以在IFC於12 MHz分析所示，小孢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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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育初期具有較高之活性，如'慶農H-37'之55.9%及'農友極早生'之60% (數據未顯示)，但
發育階段大於3.0 mm之小孢子存活率皆低於培養細胞總數的50%。
花椰菜不同大小花蕾內小孢子發育階段以IFC分析研究之相關的參考文獻相當少，
故為本研究的目標之一。目前所知為IFC廠商 (Amphasys)所提供的花粉相關研究資料，
分別為小麥、馬鈴薯及玉米經由鏡檢調查小孢子的發育階段，再與IFC分析，所建立之小
孢子發育過程的模擬圖 (Amphasys官方網站technical notes)。本研究亦利用IFC以2 MHz
及12 MHz分析花椰菜由小至大花蕾中小孢子細胞族群的變化，建立花椰菜之IFC小孢子
發育過程模擬圖，提供後續進行花椰菜小孢子培養時能有效選擇最適合之小孢子發育階
段。
整體而言，雖然 IFC 對於分析花蕾中小孢子發育階段之精準程度不及鏡檢觀察，但
在材料準備上與檢測效率上則較鏡檢操作簡易且省時，IFC 在 5 分鐘內可分析 30,000 個
小孢子，然而以人工鏡檢調查 5 分鐘還不到 300 個小孢子，且須熟練之技術人員及先行
染色才能操作；另外 IFC 對小孢子細胞的判定方式係依據標準一致的參數設定，其結果
相較人為的調查更為客觀，且 IFC 除了分辨小孢子發育階段之外，並能從中得知小孢子
整體的細胞活性，有助於提升數據結果的準確度以及可信度。綜合來看，以 IFC 分析作
為判定小孢子發育階段之依據，其結果呈現之趨勢在同一物種內之各栽培種應相當類似，
但在不同種作物間可能差異較大，建議仍須先透過鏡檢調查配合 IFC 分析圖型建立兩者
之相關性後再加以利用。IFC 儀器分析具有大量且快速的特性，若妥善應用可作為細胞
發育階段與活性相關研究之利器，對目前小孢子培養技術效率的提升亦有相當之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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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Impendence Flow Cytometry in Microspore
Developmental Stages of Caulifl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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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Utilization of microspore at suitable developmental stage is a critical factor for successful
microspore culture. However, lack of efficiency in distinguishing microspore developmental
stages is a problem in current methods. In this study, flower buds of cauliflower F1 hybrids, with
a length between 2.5-6.5 mm were collected and grouped with a 0.5 mm interval, then their
microspores were subjected to impedance flow cytometry (IFC) analysis to investigate their
developmental stages. Meanwhile, microspores obtained with the same method were stained with
4,6-diamidino-2-phenyl-indole (DAPI) to verify the developmental stages under a microspore.
The microspore developmental stages verified by DAPI and the image models established by IFC
were analyzed and compared thereafter.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microspores at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stages derived from small to large cauliflower flower buds may be distinguished
with IFC at 2 and 12 MHz. In conclusion, the simulation model of microspore developmental
pathway in cauliflower were successfully established by using IFC performed at 2 and 12 MHz.
Furthermore, ' Chinglong H-37' and 'Know-you Farmer extra early' flower buds with sizes
between 3.5-4.5 mm were found to contain high percentage of microspores at developmental
stages between late-uninucleate and early-binucleate, and these two stages were corresponding to
stage Ⅲ and stage Ⅳ characterized by IFC analysis. In future, IFC may be applied to quickly
and accurately determine the suitable size of flower bud containing microspores at suitable
developmental stages for microspore culture, meanwhile detect the viability of microspore cell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microspor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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