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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源8'-炔基脱落酸对高羊茅抗旱性的影响
龚定芳，孙 杰*，赵萍萍，胡 忆
（中南民族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湖北武汉

430074）

摘要：本实验以高羊茅作为供试材料，研究了干旱胁迫下（25%PEG-6000）施加外源脱落酸（ABA）类似物
8'-炔基脱落酸（8′-（C2H）ABA）后，对高羊茅抗旱性的影响。通过对高羊茅生长、相对电导率（REC）、
相对含水率（RWC）、丙二醛含量（MDA）、超氧阴离子（O2—）、光合性能、抗氧化酶活性、渗透调节物质
等的测定，初步探讨了8′-（C2H）ABA作用于高羊茅耐干旱胁迫的效应。结果表明：喷施8′-（C2H）ABA 和
ABA均促进了干旱胁迫下高羊茅的生长，提高了叶片叶绿素含量以及RWC，同时也提高了高羊茅叶片中超氧物
歧化酶（SOD）活性以及可溶性蛋白等渗透调节物质的含量，降低了REC及MDA、O2—含量，有效缓解了干旱胁
迫对高羊茅植株造成的伤害。由此可见，喷施外源8′-（C2H）ABA诱导的防御信号可以通过调控体内酶活性
降低MDA及O2—含量，提高RWC和叶绿素含量，有效缓解干旱造成的损伤，以增强高羊茅抗旱能力，且与ABA的
效果类似，可作为ABA的替代物进行研究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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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用高羊茅为植物材料，通过PEG模拟干旱

苗移入250mL锥形瓶（10株/瓶）中，采用PEG6000

胁迫的方法：探究了叶面喷施8'-（C2H）ABA对25%

模拟干旱胁迫，进行试验处理，即进行以下4个实

PEG胁迫下高羊茅生长、相对电导率、丙二醛含量、

验处理，具体如下：CK（1/2Hoagland营养液）、DS

光合性能、抗氧化酶活性、渗透调节物质等的影响，

（25%PEG+1/2Hoagland营养液）、DS+ABA（20 mg/

初步探讨了8'-（C2H）ABA作用于高羊茅耐干旱胁迫

L ABA+25%PEG+1/2Hoagland营养液）、DS+8'-ABA

的效应，对比分析了8'-（C2H）ABA 和ABA对高羊茅

（20 mg/L 8'-（C 2H）ABA +25%PEG+1/2Hoagland

抗干旱能力的差异性，旨在为8'-（C2H）ABA在植物

营养液），每个处理 4个重复。ABA及其类似物8'-

抗干旱上的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C2H）ABA喷洒处理以叶片湿润而不滴水为限，且

1

在开始进行干旱胁迫的当晚进行。处理7天后分别测

1.1

材料与方法

定高羊茅叶片的叶绿素含量，相对含水率，相对电

实验材料
实验选用高羊茅为实验对象，种植于实验室温

导率，丙二醛（MDA），超氧阴离子（O2—），可溶

室内，备实验用，温室最高/最低温度为24/20℃，

性蛋白质，可溶性糖，主要抗氧化酶（SOD、POD、

光照时长为12 h/d。所施加的脱落酸（ABA，纯度为

CAT）等相关指标。

95%）购于上海源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ABA类似物

1.3

（8'-（C2H）ABA，纯度为95%）购于武汉艾布斯生
-1

项目测定方法
高羊茅叶片中叶绿素含量采用手持式叶绿素荧

物科技有限公司，所用浓度皆为20 mg·L ；施加方

光仪SPAD-502进行测定，相对电导率（REC）采

式皆为叶面喷洒，且在夜间进行。

用电导仪法测定，相对含水率（RWC）和超氧阴

1.2

离子（O 2 — ）的测定参照聂坚等方法进行。丙二醛

实验设计
选用生长良好、长势基本一致的40天龄高羊茅

幼苗，移至含有1/2 Hoagland溶液的锥形瓶中，并将
其置于温室培养7天。待幼苗恢复正常生长，将幼

（MDA）含量采用硫代巴比妥酸法（TBA）法测定，
参照李合生等的方法进行测定。
蛋白质及其各抗氧化酶活性的前处理提取方法
相同，方法过程：称取0.2～0.3g新鲜植物叶片，加入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科研基本业务费专项基金资助项目
（CZY16011）。
作者简介：龚定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ABA类似物强
化植物修复的研究。
通讯作者：孙杰，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水处理。

3 ml预冷的50 mmol/L且含有1 mmol/L EDTA和2% PVP
的磷酸缓冲液（pH 7.4），在冰浴条件下研磨至匀
浆，转至离心管中，再用2ml清洗研钵并倒入离心管
中，在4℃条件下8 000 r/min离心10 min，取上清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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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测定蛋白质含量、SOD、POD、CAT酶的活性。
蛋白质含量的测定采用考马斯亮蓝G-250法，
参照李合生等的测定方法进行。采用试剂盒（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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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叶片水分的散失，保持叶片较高的相对含水量，维
持其生理生化的正常运转，从而增强其抗旱能力。
2.2

建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对样品中抗氧化酶（SOD、

高羊茅叶绿素含量的变化

80

POD、CAT）活性进行分析测定，具体操作按照说明
书进行。
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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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60

a

a

a
л UPLQ ᗳ PLQˈਆк⏢⭘ᶕ⍻ᇊ㳻ⲭ䍘ਜ਼䟿ǃ62'ǃ32'ǃ&$7 䞦Ⲵ⍫ᙗǄ
b
80
Excel2010进行数据处理，图表中数据为平均值
㳻ⲭ䍘ਜ਼䟿Ⲵ⍻ᇊ䟷⭘㘳傜ᯟӞ㬍 * ⌅ˈ৲➗ᵾਸ⭏ㅹⲴ⍻ᇊᯩ⌅䘋㹼Ǆ䟷⭘䈅ࡲ
±标准差，SPSS20.0进行误差分析，利用Origin9.0软
40
ⴂ ইӜᔪᡀ⭏⢙ᢰᵟᴹ䲀ޜਨ
ሩṧ૱ѝᣇ≗ॆ䞦˄62'ǃ32'ǃ&$7˅⍫ᙗ䘋㹼࠶᷀⍻ᇊˈ
ާփ᤹➗䈤᰾Җ䘋㹼Ǆ
件进行作图。
60
a
a
a
1.4 㓎㋌⡢䍤 2 结果与分析
b
20
([FHO 䘋㹼ᮠᦞ༴⨶ˈമ㺘ѝᮠᦞѪᒣ൷٬fḷ߶ᐞˈ6366 䘋㹼䈟ᐞ࠶᷀ˈ࡙
2.1 高羊茅生长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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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羊茅遭受干旱胁迫后展现出不同的生长状
2 丱㛺ᵬⅤ㛮
0
2.1 樶仨剣䑽擝⣦ߥ
况，未受干旱处理的高羊茅生长正常，当遭受干旱胁
CK
DS
DS+ABA
DS+8ƍ-ABA
20
儈㖺㤵䚝ਇᒢᰡ㛱䘛ਾኅ⧠ࠪн਼Ⲵ⭏䮯⣦ߥˈ
ᵚਇᒢᰡ༴⨶Ⲵ儈㖺㤵⭏䮯↓ᑨˈ
ᖃ䚝
Treatment
迫后，生长受阻变慢，植株矮小且叶片随着干旱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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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四种处理对高羊茅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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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草植株生长情况好于DS组。结果说明，8'-（C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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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C2H）ABA和ABA处理对干旱胁迫下高羊茅
ABA和ABA能够一定程度地提高高羊茅的耐旱性。
Treatment$%$ ઼ '6ˇ$%$ ༴⨶о '6 ൷ᨀ儈Ҷਦ
˓ཙਾˈ儈㖺㤵ਦ㔯㍐ਜ਼䟿᰾ᱮл䱽ˈ㘼
'6ˇ˔
a

RWC˄%˅

80

b

c

60

40

20

0

CK

图1

DS

DS+ABA


叶绿素含量的影响如图2所示。干旱处理７天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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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处理对高羊茅叶片相对含水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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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水量有所下降，而8'-（C2H）ABA和ABA则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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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四种处理对高羊茅叶片中MDA含量的影响
下降速度，使高羊茅的相对含水量高于干旱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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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ABA处理使高羊茅体内的O 2—含量明显降低，较

高羊茅叶片中丙二醛含量的变化
由图3可知，干旱胁迫下，高羊茅叶片中丙二醛

DS分别降低了14.7%、19.8%（P＜0.05）。结果说

（MDA）的含量明显增加，DS较CK增加了2.2倍，而

明，ABA 和8'-（C2H）ABA处理降低了干旱条件下高

DS+8'-ABA和DS+ABA处理则明显降低了高羊茅叶片

羊茅体内过量积累的O2—，缓解了干旱对高羊茅带来

中MDA的含量，且较DS分别降低了40.6%、53.1%（P

的氧化损伤，从而进一步说明ABA 和8'-（C2H）ABA

＜0.05）。以上结果表明干旱处理使高羊茅发生氧

能够提高高羊茅的抗旱能力。

化胁迫，造成氧化损伤，导致MDA含量增加，但8'-

2.5

（C2H）ABA和ABA处理可以降低氧化损伤的程度使

高羊茅叶片中渗透调节物质的变化
可溶性糖、可溶性蛋白质是植物体内重要的三

MDA含量降低，从而使高羊茅抗干旱能力增强。

种渗透调节物质，植物体内渗透调节物质的积累是

在干旱胁迫的环境中，植物细胞会积累大量的

植物响应干旱胁迫最常见的反应之一，植物对干旱

活性氧，导致植物细胞发生膜脂过氧化，MDA是膜脂

的重要生理适应方式就是渗透调节。干旱处理和8'-

过氧化的产物之一，其含量的多少可以反映植物遭受

（C2H）ABA处理对高羊茅叶片中渗透调节物质可溶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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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糖和可溶性蛋白质的影响如图5、6所示。
伤害的程度。在本实验中，高羊茅在干旱胁迫的作用
0'$ ਜ਼䟿䱽վˈӾ㘼֯儈㖺㤵ᣇᒢᰡ㜭࣋ᕪǄ
下，其体内MDA水平呈上升的趋势，这说明了干旱
൘ᒢᰡ㛱䘛Ⲵ⧟ຳѝˈἽ⢙㓶㜎Պ〟㍟བྷ䟿Ⲵ⍫ᙗ≗ˈሬ㠤Ἵ⢙㓶㜎ਁ⭏㟌㜲䗷≗ॆˈ
2.0
胁迫对高羊茅的细胞膜造成了一定的伤害；但经8'0'$ ᱟ㟌㜲䗷≗ॆⲴӗ⢙ѻаˈަਜ਼䟿Ⲵཊቁਟԕ৽᱐Ἵ⢙䚝ਇՔᇣⲴ〻ᓖǄ൘ᵜᇎ傼ѝˈ
（C2H）ABA和ABA处理后，MDA水平整体上升的趋
儈㖺㤵൘ᒢᰡ㛱䘛Ⲵ⭘лˈ
ަփ 0'$ ≤ᒣкॷⲴ䎻࣯ˈ䘉䈤᰾Ҷᒢᰡ㛱䘛ሩ儈㖺㤵Ⲵ
1.6
઼ $%$ ༴⨶ਾˈ0'$ ≤ᒣᮤփкॷⲴ䎻࣯䱽վˈ
㓶㜎㟌䙐ᡀҶаᇊⲴՔᇣ˗
ն㓿   &+ 2$%$
势降低，说明了8'-（C
H）ABA和ABA能够缓解干旱
a
ab
$%$ ઼ $%$ 㜭ཏ㕃䀓ᒢᰡሩ儈㖺㤵ⲴՔᇣ〻ᓖˈ֯ަᣇᰡ㜭࣋ᕪǄ
䈤᰾Ҷ   &+ 对高羊茅的伤害程度，使其抗旱能力增强。
b
1.2
2.4 樶仨剣⍔䆥ᶋ峣㮅斒䤙⪮⎉愭䗢⌶≴

高羊茅叶片中超氧阴离子含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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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处理对高羊茅叶片中可溶性蛋白质含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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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标准偏差）
⭡മ  ਟ⸕ˈ༴⨶  ཙਾˈ'6 ༴⨶䱽վҶ儈㖺㤵ਦ⡷ѝ㳻ⲭ䍘ਜ਼䟿ˈ㘼 '6˔ $%$
由图5可知，处理7天后，DS处理降低了高羊茅
'6$%$ ༴⨶൷㜭ᨀ儈㳻ⲭ䍘Ⲵਜ਼䟿ԕ૽ᓄᒢᰡ㛱䘛ˈаᇊ〻ᓖᨀ儈ަᣇᰡ㜭࣋Ǆ䘉䈤᰾
叶片中蛋白质含量，而DS+8'-ABA和DS+ABA处理
ᇊ⎃ᓖⲴཆⓀ $%$઼   &+ $%$ ൷㜭ᨀ儈⑇䘿䈳㢲⢙䍘㳻ⲭ䍘Ⲵਜ਼䟿ˈ㔤ᤱփ⑇䘿
均能提高蛋白质的含量以响应干旱胁迫，一定程度
DS+ABA ᴹࣙҾ㓶㜎ᡆ㓴㓷੨≤ˈӾ㘼䘋а↕ᨀ儈ަᣇᰡ㜭࣋Ǆ
DS+8ƍ-ABA
Treatment
提高其抗旱能力。这说明一定浓度的外源ABA 和8'-

图4 四种处理对高羊茅叶片中超氧阴离子含量的影响
（C2H）ABA均能提高渗透调节物质蛋白质的含量，
200
മ ഋ༴⨶ሩ儈㖺㤵ਦ⡷ѝ䎵≗䱤ᆀਜ਼䟿Ⲵᖡ૽˄ᒣ൷٬fḷ߶ٿᐞ˅
（平均值±标准偏差）
维持体内渗透压，有助于细胞或组织吸水，从而进一
Ἵ⢙↓ᑨ⭏⨶ԓ䉒䗷〻ѝՊӗ⭏㠚⭡สˈ㘼Ἵ⢙ᵜ䓛Ⲵᣇ≗ॆ㌫㔏㜭৺ᰦⲴ䲔㠚⭡ส

植物正常生理代谢过程中会产生自由基，而植
ü

步提高其抗旱能力。

Soluble sugar˄umol/g FW˅

ԕ؍ᤱަ൘փⲴሩっᇊˈ儈㖺㤵ਦ⡷ѝ䎵≗䱤ᆀ˄2 ˅ਜ਼䟿Ⲵਈॆྲമ
a
160  ᡰ⽪Ǆ↓
ü
物本身的抗氧化系统能及时地清除自由基以保持其在
由图6可知，DS处理的高羊茅叶片中可溶性糖的
ᑨ⭏䮯ᶑԦлˈ儈㖺㤵փᆈ൘аᇊਜ਼䟿Ⲵ
2 ˗ᖃᒢᰡ༴⨶  ཙਾˈ儈㖺㤵փⲴᣇ≗ॆ
ü
—
$%$ ઼
㌫㔏ᰐ⌅䲔ᦹ䗷䟿〟㍟Ⲵ
2 ˈ'6 ༴⨶֯ަ࣐Ҷ ˄3˅˗'6ˇ˔
体内的相对稳定，高羊茅叶片中超氧阴离子（O
含量增加，较CK增加了36.1%（P＜0.05）。DS+8'b '6
2 ）
b
120
ü
ਜ਼䟿᰾ᱮ䱽վˈ䖳
'6
࠶࡛䱽վҶ
ǃ˄3
˅Ǆ
ˇ$%$ ༴⨶֯儈㖺㤵փⲴ
2

含量的变化如图4所示。正常生长条件下，高羊茅体
ABA和DS+ABA处理使干旱条件下高羊茅叶片中可溶
ü
2 ˈ㕃䀓Ҷ
㔃᷌䈤᰾ˈ$%$઼   &+ $%$ ༴⨶䱽վҶᒢᰡᶑԦл儈㖺㤵փ䗷䟿〟㍟Ⲵ
c
内存在一定含量的O 2—；当干旱处理7天后，高羊茅
性糖的含量均降低，较DS分别降低了21.2%、45.4%
80
㜭ཏᨀ儈儈㖺㤵Ⲵᣇᰡ
ᒢᰡሩ儈㖺㤵ᑖᶕⲴ≗ॆᦏՔˈӾ㘼䘋а↕䈤᰾ $%$઼   &+ $%$
—
体内的抗氧化系统无法清除掉过量积累的O 2 ，DS
（P＜0.05），且DS+8'-ABA处理低于CK。实验结果
㜭࣋Ǆ
处理使其增加了43.5%（P＜0.05）；DS+8'-ABA和
表明，虽然8'-（C2H）ABA和ABA处理均降低了干旱
2.5 樶仨剣⍔䆥ᶋ㵵彭孡几䇇岆䗢⌶≴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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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㢲Ǆᒢᰡ༴⨶઼   &+ $%$ ༴⨶ሩ儈㖺㤵ਦ⡷ѝ⑇䘿䈳㢲⢙䍘ਟⓦᙗ㌆઼ਟⓦᙗ㳻ⲭ䍘Ⲵ
CK
DS
DS+ABA
DS+8ƍ-ABA
ᖡ૽ྲമ ǃ ᡰ⽪Ǆ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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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8'-（C2H）ABA和ABA处理过的高羊茅植物进行测

200

Soluble sugar˄umol/g FW˅

定发现，经过外源8'-（C2H）ABA和ABA处理过的高
a

160

120

羊茅植物相比未经处理的高羊茅，均能明显降低相对

b

电导率，说明外源8'-（C2H）ABA与ABA一样，能够

b

有效地增强高羊茅植物在干旱胁迫下的抗旱能力。
光合作用是植物生长发育的主要物质能量来

c

80

源，植物要进行光合作用，叶绿素是必不可少的，其
含量的高低严重影响着光合作用的效率，对植物光合

40

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叶绿素含量能在一定程度上反应
0

图6

CK

DS

DS+ABA

DS+8ƍ-ABA

植株光合能力的强弱，而光合作用的强弱会直接影响

Treatment

植株生物量积累的多少。MDA 含量的高低反映了细

四种处理对高羊茅叶片中可溶性糖含量的影响


胞膜脂过氧化的强弱和脂膜破坏程度，而抗氧化酶活

（平均值±标准偏差）
മ ഋ༴⨶ሩ儈㖺㤵ਦ⡷ѝਟⓦᙗ㌆ਜ਼䟿Ⲵᖡ૽˄ᒣ൷٬fḷ߶ٿᐞ˅
性的高低是细胞抗逆能力的强弱指标之一。植物体
⭡മ  ਟ⸕ˈ'6 ༴⨶Ⲵ儈㖺㤵ਦ⡷ѝਟⓦᙗ㌆Ⲵਜ਼䟿࣐ˈ䖳 &. ࣐Ҷ 
˄3˅
Ǆ
内清除
ROS的SOD、POD
和 CAT这三种酶能够防御
'6˔ $%$ ઼ '6$%$
༴⨶֯ᒢᰡᶑԦл儈㖺㤵ਦ⡷ѝਟⓦᙗ㌆Ⲵਜ਼䟿൷䱽վˈ䖳
'6
࠶࡛
条件下可溶性糖的含量，但DS+8'-ABA和DS+ABA处
活性氧自由基对细胞膜的伤害，抑制膜脂过氧化。本
䱽վҶ ǃ˄3˅ˈф '6˔ $%$ ༴⨶վҾ &.Ǆᇎ傼㔃᷌㺘᰾ˈ㲭❦   &+ $%$
理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还需进一步研究。
研究中，在干旱条件下，8'-（C2H）ABA与ABA处理
઼ $%$ ༴⨶൷䱽վҶᒢᰡᶑԦлਟⓦᙗ㌆Ⲵਜ਼䟿ˈն '6˔ $%$ ઼ '6$%$ ༴⨶ѻ䰤ᆈ൘᰾
3
讨论
后的高羊茅叶绿素含量增加，使光合能力增强，长势
ᱮᐞᔲˈ䘈䴰䘋а⹄ウǄ
干旱胁迫作为一种非生物胁迫，影响着植物生
3 嬆嬘
更佳，生物量得以增加；同时高羊茅植株细胞内抗氧
ᒢᰡ㛱䘛Ѫа䶎⭏⢙㛱䘛ˈ
ᖡ૽⵰Ἵ⢙⭏⨶ԓ䉒Ⲵњᯩ䶒Ǆ
ᒢᰡަ䈡ሬⲴॆᆖؑ
理代谢的各个方面。干旱其诱导的化学信号中，ABA

化酶活性显著增强，明显抑制了细胞内ROS含量的积

是主要的化学信号，通常在植物根部合成，并运输到

累，防止膜脂过氧化，使得细胞中MDA的含量下降，

叶片中调节气孔关闭，或在叶片中快速生物合成并

从而减轻了细胞膜脂过氧化损伤程度，这些变化使高

对气孔关闭做出反应。ABA介导气孔关闭并消除胁迫

羊茅能更好地适应干旱环境，该结果与前人的研究结

条件的限制，以调节植物生长和发育。ABA能通过多

果相一致。将8'-（C 2H）ABA与ABA对比发现，8'-

种途径来完成对植物抗逆性的调节作用，如提高植物

（C2H）ABA与ABA效果一致，同样能够增强高羊茅

体内渗透物质的含量和酶活性，或者直接调节相关抗

适应干旱能力。

旱基因表达等，但无论是哪种途径都表明ABA可以作

4

结论

为一种防御信号提高植物的抗逆性。ABA在植物应对

本实验研究了在干旱胁迫的条件下，通过PEG

干旱、寒害、盐害等胁迫环境时起着重要的作用。大

模拟干旱胁迫的方法，外源施加一定浓度的8'-

量研究表明，施加一定的外源物质（如脱落酸、水杨

（C2H）ABA和ABA对高羊茅抗旱能力的影响。在干

酸、茉莉酸甲酯等）可增强植物对氮、磷、钾等营养

旱胁迫下，通过叶面喷施8'-（C2H）ABA能够提高高

元素的吸收，以促进植物正常生长发育，缓解干旱对

羊茅叶片中过氧化物酶（POD）、超氧化物歧化酶

植物造成的伤害。

（SOD）的活性、增加可溶性蛋白质含量、降低丙二

相对电导率是反映植物抗逆能力的一个重要生

醛（MDA）和超氧阴离子（O2—）含量以及降低相对

理指标，当处于干旱等逆境环境时，植物细胞膜会受

电导率、提高叶片相对含水率和叶绿素含量等，明确

到一定程度的损害，使植物体内的细胞膜透性发生变

外源8'-（C2H）ABA提高高羊茅抗旱性的生理机制，

化，细胞质外渗，从而使电解质的浓度也不断增加，

为减轻干旱对高羊茅的危害、增强高羊茅的耐旱性提

导致相对电导率呈向上的趋势。目前，研究植物的抗

供理论依据。通过与ABA进行对比发现，8'-（C2H）

逆能力比较常用的一种生理指标就是相对电导率，其

ABA稳定性好、生产成本低，且具有与ABA在增强高

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植物抵御干旱胁迫的能力。

羊茅抗旱性方面相似的效果，能够在植物抗干旱方面

本试验中，在干旱胁迫下，对经过外源浓度为20mg/L

（下转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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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栽培的相关信息。
3.6

发挥带头作用

2021年第3期
蔬菜种植产业已成为我国基础产业之一，在国

民经济中具有较高地位，且关系到广大人民的生活质

提高新型产品或技术的可信度，必须让广大群

量，为全面深化改革，运用科学技术带动基础产业发

众感受到实效，在开展推广工作时，应发挥龙头种植

展，提升蔬菜产量与质量，必须重视蔬菜栽培管理技

基地或菜农个体的带头作用，与其开展合作，在部分

术的推广工作，采取多样化措施构建完善的体系，吸

田地中率先引入科学的蔬菜栽培管理技术，观察实

引更多群众了解和尝试新事物，并使他们获得收入上

效，有条件的还可尝试构建现代化农场、智能农业基

的提升。

地等，证实所采用的措施确实可以提升蔬菜产量和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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