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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氨酸对烟草幼苗生长及生理特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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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研究茶氨酸对烟草幼苗生长及生理特性的影响，以云烟 87 为材料，进行水培试验，对不同茶氨
酸浓度（0、0.5、1 和 5 mmol·L-1）处理下烟草幼苗的生长特征及部分生化指标进行测定。结果表明，茶氨酸会使
烟草幼苗根长变短，地上部分、地下部分干重和鲜重、根冠比以及叶绿素含量明显降低；可溶性蛋白、脯氨酸和还
原型谷胱甘肽（GSH）含量升高；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过氧化物酶（POD）活性升高，过氧化氢酶(CAT)活
性降低，抗氧化酶系统失衡导致 H2O2 在烟草幼苗体内累积引起膜脂氧化造成损伤，丙二醛（MDA）含量及相对电
导率相应的升高进一步说明了上述结论。由此可见，外源施加茶氨酸会使烟草幼苗体内抗氧化系统失衡致使膜脂氧
化引发氧化损伤从而抑制其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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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theanine on the growth and physiological indexes of tobacco seedl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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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lucidate the influence of theanine on the growth and related physiological indexes of
tobacco seedlings, Yunyan 87 was used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theanine (0, 0.5, 1 and 5
mmol/L) on the growth characteristics and related physiological indexes of tobacco seedlings under the hydroponic cultivation condition. As results, theanin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the root length, root dry and fresh weight,
shoot dry and fresh weight, root-shoot ratio, and chlorophyll content; however, it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content of soluble protein, proline, and GSH. The increase of SOD and POD activities and the decrease of CAT activity caused the unbalance of antioxidant enzyme systems, which ultimately led to the accumulation of H2O2 in tobacco seedlings, causeing lipid membrane damage. Furthermore, the increase of the relative conductivity and
MDA content verified this conclusion. These results showed that application of exogenous theanine could make
the antioxidant enzyme system imbalance and cause oxidation reactions. Therefore, we concluded that theanine
might inhibit the growth of tobacco seedlings by disturbing the equilibrium of the antioxidant system.
Key words: tobacco；theanine；physiology and biochemistry characteristics；antioxidant system
茶氨酸（Theanine）是茶科植物中一种独特的
非蛋白氨基酸，最早由 Sakato 于 1950 年从绿茶中
分离出来[1]。茶叶中茶氨酸含量一般占茶叶干重的
1%~2%，占游离氨基酸总量的 40%~70%，近年来，
因为其重要的药理功能和生理活性，已经成为天然
产物开发利用的研究热点[2]，许多研究表明茶氨酸
对人体有抗肿瘤、镇静神经、放松，降血压，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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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能力等功效[3-5]，对帕金森氏症、老年性痴呆、
传导神经功能紊乱等有预防作用[6]，同时，也有研
究表明茶氨酸溴香酰胺作为茶氨酸的衍生物，可以
显著地抑制肺癌细胞生长从而发挥抗肿瘤作用[7]，
因此，茶氨酸的保健功能成为了广泛研究的课题。
在动物体内，有实验表明在非生物胁迫存在的情况
下，茶氨酸可以通过调节热休克蛋白来提高线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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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胁迫下生存的寿命[8]，并且能调节氧化应激的作
用和抗氧化系统的状态来缓解氯化铝对老鼠大脑后
部的毒害作用[9]。
目前茶氨酸作为一种外源物质在植物方面的研
究尚未见报道。为此，本研究以水培烟草幼苗为材
料，通过茶氨酸的处理，从烟草幼苗生长量及生理
生化指标参数等角度，初步探讨了不同浓度茶氨酸
对烟草生长及生理生化特性影响，以期为茶氨酸对
烟草乃至其他植物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供试材料
云烟 87 烟草种子，由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提供。
1.2 处理方法
将烟草种子点播于霍格兰士营养液润湿蛭石表
面，待发芽后长至 3、4 叶真叶期，取长势一致的幼
苗置于含不同浓度茶氨酸 0.5、1 和 5 mmol·L-1 的霍
格兰士营养液中进行培养并作为处理组，以不加茶
氨酸（0 mmol·L-1）的作为对照组，每个处理重复 3
次，处理 7 d 后，测定幼苗生长量及生理生化指标。
1.3 测定方法
1.3.1 幼苗生长量测定 调查烟苗长势并测量其地
上部分、地下部分干重和鲜重，同时计算根冠比。
幼苗根长：从烟草根尖端出到根基部的距离。
根鲜重和冠鲜重：将烟草叶片表面及根部擦拭
干净并擦去多余水分，称重。
根干重和冠干重：取烟草幼苗，105℃杀青 15
min，70~80℃下烘干 48 h 至恒重，待冷却后测定地
上部分和根的干物质重量。
根冠比：植物地下部分与地上部分的干重比值。
1.3.2 各项生理指标测定 可溶性蛋白含量测定采
用考马斯亮蓝 G-250 染色法[10]。
幼苗叶绿素含量测定采用浸提法，取 0.20 g 新
鲜叶片剪碎置于试管中，加入 0.5 mL 纯丙酮和 15
mL 80%丙酮，室温避光浸提过夜，叶组织全部变白
时，用 80%丙酮定容至 25 mL，摇匀，提取液分别
在 645 nm、663 nm 和 652 nm 下比色，测定 OD 值。
叶片相对电导率的测定采用 Lutts 等[11]的方法
并按实际情况略作修改，取 1 g 新鲜叶，蒸馏水洗
净表面 2 次后置于 25 mL 蒸馏水的烧杯中浸泡 24 h，
测定电导率(L1)，测定完后将烧杯进行沸水浴 30
min，取出冷却，补充蒸馏水到原来位置，测定电
导率（L2）。相对电导率（%）=L1/L2×100%
游离脯氨酸含量采用茚三酮试剂法，取新鲜叶
片约 0.10 g，剪碎后放入装有 5 mL 3%磺基水杨酸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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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的试管中，沸水浴 10 min，取出冷却至室温后
取上清液 2 mL（对照为 2 mL 双蒸水）加 2 mL 冰
醋酸和 3 mL 2.5%酸性茚三酮显色液，沸水浴 40
min，冷却后加入 5 mL 甲苯萃取，静置分层后在 520
nm 波长下测吸光光度值。脯氨酸标准曲线绘制参照
Michael 等[12]的方法。
MDA 含量测定采用硫代巴比妥酸法[10]并稍作
修改，取 0.20 g 新鲜叶片，加入 2 mL 10% TCA 和
少量石英砂，
研磨至匀浆，
12000 r·min-1 离心 10 min。
取上清液 2 mL（对照为 2 mL 10% TCA），加入 2 mL
0.6% TBA 溶液，混匀后于沸水中反应 15 min，迅
速冷却后离心，取上清液分别于 523 nm、600 nm
和 450 nm 测吸光度值。
酶液提取：取新鲜叶片约 0.20 g，置于预冷研
钵中，加入 2 mL pH 7.0 50 mmol·L-1 磷酸缓冲液（含
0.1 mmol·L-1 EDTANa2，1% PVP）和少量石英砂，
冰上快速研磨，12000 r·min-1 离心 15 min，取上清
酶液 4℃冷藏备用。
SOD 酶活性的测定参照 Bellamkonda 等[13]的方
法，略作修改。将 1.5 mL pH 7.8 50 mmol·L-1 磷酸缓
冲液中加入 0.3 mL 130 mmol·L-1 甲硫氨酸溶液、0.3
mL 750 μmol·L-1 NBT、0.3 mL 100 μmol·L-1 EDTANa2、0.5 mL 蒸馏水、0.3 mL 20 μmol·L-1 核黄素，
最后加入 0.1 mL 酶液（2 只对照管加入 0.1 mL pH
7.0 50 mmol·L-1 磷酸缓冲液），混匀后，其中一只对
照管遮光，置于日光灯下反应 30 min, 测定 560 nm
波长的吸光度值。
过氧化物酶( POD) 参照 Bellamkonda 等[13]的
方法稍作修改。 0.7 mL pH 5.5 50 mmol·L-1 磷酸缓
冲液（含 0.1 mmol·L-1 EDTANa2），加入 1 mL 2%
H2O2 和 1 mL 0.05 mmol·L-1 愈创木酚，混合后加入
0.3 mL 酶液（空白用 0.3 mL 缓冲液替换），37℃水
浴 15 min，测定 470 nm 波长的吸光度值。
CAT、H2O2 测定采用南京建成生物试剂公司
CAT、H2O2 试剂盒测定。
1.3 数据处理
所得数据用 Origin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
析，试验数据表示平均值±偏差，采用单因素方差
分析，置信区间 P<0.05。

2

结果与分析

茶氨酸对烟草幼苗生长的影响
经过不同浓度茶氨酸处理，烟草幼苗各项形态
指标表现出显著差异。从图 1A 可以看出，与对照
组相比，随着茶氨酸浓度增大，烟苗长势变弱，出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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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黄叶，同时，从图 1B 及表 1 中根长的数据可以
看出,烟草幼苗根长随着茶氨酸浓度增大而变短，表
现出茶氨酸对烟草根的生长有抑制作用。植物体干
物质重量反应的是植株生长的健壮程度，如表 1 所
示，茶氨酸处理后的烟苗与对照组的地上部分冠干
重和冠鲜重相比均降低，地下部分根鲜重及根干重

Table 1
茶氨酸浓度
/mmol·L-1
Theanine
content

根长/cm
Root
length

0

16.27

也比对照组低，均呈现明显差异。对照组根冠比高
于茶氨酸处理的烟苗，0.5 mmol·L-1 茶氨酸及 1
mmol·L-1 茶氨酸处理后烟苗的根冠比与对照组无明
显差异，茶氨酸为 5 mmol·L-1 时根冠比差异显著。
结合烟草表型及数据可以得出茶氨酸影响了烟草幼
苗的生长。

表 1 茶氨酸对烟草幼苗生长的影响
Effect of theanine on the growth of tobacco seedlings

地上部 Aboveground part
冠鲜重/g
冠干重/g
Crown fresh
Crown dry
weight
weight
a
3.395±0.508
0.242±0.049a
b

0.188±0.033a

2.183±0.156

1

10.67

1.895±0.187b

0.196±0.017b

0.542±0.164b

0.040±0.013ab

0.199±0.047a

7.73

c

bc

c

c

0.115±0.014b

0.160±0.020

0.216±0.023

0.034±0.008

0.212±0.016a

b

10.97

1.381±0.134

0.532±0.108

b

根冠比
Root-shoot
ratio

0.5
5

0.179±0.008

b

地下部 Underground part
根鲜重/g
根干重/g
Root fresh
Root dry
weight
weight
a
0.905±0.166
0.052±0.014a

0.018±0.003

注：茶氨酸浓度 0 mmol·L-1 为对照组，茶氨酸浓度 0.5、1 和 5 mmol·L-1 为处理组。同列不同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显著
（P<0.05）。
Note: Control group: 0 mmol·L-1 of theanine; treatment group: 0.5,1 and 5 mmol·L-1 of theanine, respectively. The different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indica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the 0.05 level.

图 1 茶氨酸对烟草幼苗生长表型（A）及根长（B）影响
Figure 1 Effects of theanine on phenotype (A) and root length
(B) of tobacco seedlings

茶氨酸对烟草幼苗可溶性蛋白含量的影响
可溶性蛋白是植物所有蛋白质组分中最活跃的
一部分，包括各种酶源、酶分子和代谢调节物，其
含量的多少不仅反映植株氮素代谢水平，而且与植
物体代谢和衰老有密切的关系[14-15]。亲水性较强的
2.2

可溶性蛋白能增强细胞的持水力从而提高植物的抗
寒性[16]。有研究表明，可溶性蛋白作为一种渗透调
节剂，高温胁迫下其在植物体的含量一方面反映了
植物细胞受伤害的程度，另一方面说明了植物通过
可溶性蛋白的累积来缓解逆境胁迫造成的伤害[17]，
因此，可溶性蛋白含量与植物抗逆性密切相关。
试验中测定不同茶氨酸浓度（0、0.5、1 和 5
mmol·L-1）处理下可溶性蛋白的含量，如图 2A 所示，
随着茶氨酸浓度增大，可溶性蛋白含量分别为 9.33、
16.16、17.35 和 17.73 mg·g-1，呈逐渐上升趋势，与
对照组相比，茶氨酸处理后可溶性蛋白含量分别升
高 73.20%、85.96%和 90.03%，呈显著差异。由此
可见，烟草幼苗可溶性蛋白含量的升高可能是烟草
幼苗响应茶氨酸胁迫的结果。
2.3 茶氨酸对烟草幼苗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叶绿素作为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重要色素,在
叶绿体中具有捕获光能并驱动电子转移到反应中心
的功能[18]，其含量多少直接影响叶片的光合能力，
因此叶绿素在植物的生长及农作物产量的形成中具
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试验中分别测定不同茶氨酸浓度（0、0.5、1
和 5 mmol·L-1）处理下叶绿素 a 和叶绿素 b 的含量。
从图 2B 可以看出，烟草幼苗经茶氨酸处理后，叶
绿素 a 含量分别为 9.68、9.04、9.33 和 5.86 mg·g-1，
比对照组分别降低 6.62%、3.65%和 39.47%，差异
显著，其中 5 mmol·L-1 茶氨酸处理后，叶绿素含量

安

286

徽

农

业

降低最明显。叶绿素 b 含量分别为 1.09、0.94、1.16
和 0.88 mg·g-1，0.5 和 5 mmol·L-1 茶氨酸处理后叶绿
素 b 与对照组相比分别降低 13.96%和 18.72%，呈
显著差异，1 mmol·L-1 茶氨酸处理后叶绿素 b 含量
比对照组升高 6.90%。叶绿素 a 与叶绿素 b 的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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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绿素总含量，经计算，叶绿素总含量为 10.77、
9.98、10.49 和 6.75 mg·g-1，与对照组相比均有不同
程度的下降，可见，茶氨酸可能影响烟草幼苗的光
合作用能力。

茶氨酸浓度 0 mmol·L-1 为对照组，茶氨酸浓度 0.5、1 和 5 mmol·L-1 为处理组。同列不同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显著（P<0.05）。
下同
Control group: 0 mmol·L-1 of theanine; treatment group: 0.5, 1 and 5 mmol·L-1 of theanine, respectively. The different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indica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the 0.05 level. The same below
图 2 茶氨酸对烟草幼苗可溶性蛋白（A）、叶绿素(B)、脯氨酸(C)及 GSH(D)含量的影响
Figure 2 Effects of theanine on the contents of soluble protein (A), chlorophyll (B), proline (C) and GSH (D) of tobacco seedlings

Figure 3

图 3 茶氨酸对烟草幼苗 MDA 含量（A）和相对电导率(B)的影响
Effects of theanine on the content of MDA (A) and the relative conductivity (B) of tobacco seedlings

茶氨酸对烟草叶片脯氨酸含量的影响
脯氨酸是植物体内最有效的渗透调节物质之
[19]
一 ，许多植物在受到逆境胁迫时都能积累高水平
的脯氨酸。植物的脯氨酸合成、累积及代谢是一个
受非生物胁迫和细胞内脯氨酸浓度调控的生理生化
过程，因此，脯氨酸的积累可能是植物受到胁迫的
2.4

一种信号[20]。有学者把植物在逆境胁迫条件下，脯
氨酸质量分数的变化作为抗胁迫性的重要生理指
标，但是有人认为脯氨酸积累只是胁迫的结果，与
抗胁迫性缺少相关性[21-22]。
从图 2C 可以看出，脯氨酸含量分别为 5.20、
30.9、19.08 和 380.90 μg·g-1，经过茶氨酸处理的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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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幼苗，脯氨酸含量均升高，茶氨酸浓度为 0.5
mmol·L-1 时，脯氨酸含量比对照组升高将近 5 倍，
茶氨酸浓度为 1 mmol·L-1 时，脯氨酸含量为对照组
的 2.7 倍，当茶氨酸浓度达到 5 mmol·L-1 时，脯氨
酸浓度急剧增高，此时，可能浓度过高的茶氨酸对
烟草幼苗形成胁迫，从而使得烟苗体内脯氨酸含量
升高，反映出烟草幼苗受到伤害的程度加重。
2.5 茶氨酸对烟草叶片还原型谷胱甘肽（GSH）含
量的影响
还原型谷胱甘肽（GSH）作为细胞内的一种抗
氧化剂，是植物体内非常重要的自由基清除剂，能

Figure 4

够抵抗活性氧等自由基对细胞造成的破坏，对抵抗
逆境胁迫有重要作用[23]。GSH 合成与代谢相关酶类
活性的提高，可以增加植物对各种环境胁迫的抵抗
能力。
由图 2D 可以看出，在不同浓度茶氨酸处理下，
GSH 含量分别为 939.84、
1030.71、1232.17 和 1007.15
-1
μmol·g ，变化为先上升后下降，但均高于对照组，
与对照组相比，GSH 含量分别升高 9.67%、23.72%
和 7.16%，呈显著差异，其中 1 mmol·L-1 茶氨酸处
理后 GSH 含量最高。由此可以看出，GSH 含量升
高是烟草机体响应茶氨酸胁迫的结果。

图 4 茶氨酸对烟草幼苗 SOD（A）、POD（B）、CAT（C）和 H2O2（D）的影响
Effect of theanine on activities of SOD (A), POD (B), CAT (C) and the content of H2O2 (D) of tobacco seedlings

茶氨酸对烟草叶片丙二醛（MDA）含量和相
对电导率的影响
丙二醛（MDA）和相对电导率都是反映细胞膜
伤害程度的重要指标。MDA 是脂肪酸氧化的最终
分解产物 [24] 和植物体受到活性氧毒害的表现，因
此，通常被用来表示细胞膜脂过氧化程度和植物衰
老及对逆境条件反应强弱的指标[25]。植物在受到逆
境胁迫或其他损伤的情况下细胞膜容易破裂，膜蛋
白受伤害因而使胞质的胞液外渗而使相对电导率增
大。细胞膜受到破坏的程度，可由电导率的变化反
映出来，相对电导率越低，细胞受到的伤害越小[26]。
由图 3A 可以看出，在不同浓度茶氨酸处理下，
MDA 含量分别为 2.10、2.95、3.02 和 3.89 μmol·g-1，
变化呈上升趋势，与对照组相比，MDA 含量分别
升高 40.48%、43.81%和 85.24%，呈显著差异。如
图 3B 所示，
叶片相对电导率分别为 8.67%、10.17%、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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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9%和 14.97%，呈上升趋势，与对照组烟苗相比
分别升高 17.30%、26.76%和 72.66%，差异呈显著
水平。结果表明，随着茶氨酸浓度增大，烟草幼苗
相对电导率和 MDA 的含量相应升高，可以得出茶
氨酸会使烟草幼苗细胞膜系统遭到破坏。
2.7 茶氨酸对抗氧化酶活性及 H2O2 含量的影响
正常情况下，植物体内有一套抗氧化系统负责
对活性氧的清除，维持着植物体内活性氧产生与清
除处于正常的平衡状态。超氧化物离子(O2-)、羟基
自由基(OH•)、过氧化氢(H2O2)、单线态氧气(1O2)
等都是活性氧中的强破坏性分子[27]，氧化性极强的
活性氧对细胞质膜的过氧化会引起膜系统损伤，过
氧化物酶（POD）与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过氧
化氢酶（CAT）相互协调配合，清除过剩的活性氧，
使植物体内的活性氧维持在正常动态平衡状态[28]。
SOD 通过催化两个 O2- 发生歧化反应生成 H2O2 和

安

288

徽

农

业

O2，使植物体内的 O2- 及时被清除。POD 能清除胁
迫因子诱导产生的活性氧，是活性氧胁迫下植物体
内有毒物质 H2O2 的重要清除剂。CAT 是抗氧化酶
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将细胞内的 H2O2 分解成
水，从而使细胞免于遭受 H2O2 的毒害[29]。
试验分别测定不同茶氨酸浓度（0、0.5、1 和 5
mmol·L-1）处理下 SOD、POD 和 CAT 的活性以及
H2O2 含量。如图 4A 所示，不同浓度茶氨酸处理后，
SOD 活性分别为 228.02、295.18、261.83 和 323.48
U·g-1，与对照组相比分别升高 29.45%、14.83%和
41.86%，呈显著差异。从图 4B 可看出，POD 活性
分别为 213.00、244.77、250.98 和 256.47 U·g-1·min-1，
呈上升趋势，与对照组相比，茶氨酸处理后的烟苗
POD 活性升高，和对照组相比分别升高 14.92%、
17.83%和 20.41%，并呈显著差异。然而经过不同浓
度茶氨酸处理后的 CAT 活性分别为 1.77、1.01、0.93
和 0.90 U·mg-1，呈逐渐下降趋势（见图 4C），与对
照组相比，CAT 活性分别降低 42.94%、47.46%和
49.15%，茶氨酸浓度增大，CAT 活性越低，并与对
照组呈显著差异。由图 4D 可知，经过不同浓度茶
氨酸处理后，H2O2 含量分别为 46.61、116.11、138.89
和 154.01 mmol·g-1，呈逐渐上升趋势，与对照组相
比分别升高 149.11%、197.98%和 230.42%，差异显
著。可以看出，经过茶氨酸处理，烟草幼苗体内抗
氧化酶活性发生变化，SOD 活性升高转化出更多
H2O2，POD 活性虽然上升，但由于 CAT 活性大幅
度降低，使烟草幼苗体内抗氧化系统无法维持原有
平衡，导致大量 H2O2 无法分解并在烟草幼苗体内累
积，致使烟草幼苗产生不同程度膜脂氧化，对幼苗
机体造成损伤。

3

讨论

本试验发现不同浓度茶氨酸的对烟草幼苗生长
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随着茶氨酸浓度的增
加，烟草幼苗地上部分及地下部分干鲜重、根冠比
呈下降趋势，根长变短，生长状况变差；处理后的
烟草幼苗可溶性蛋白质含量和脯氨酸以及 GSH 含
量升高，但是叶绿素含量降低，导致光合作用减弱，
光合效率降低，从而使得烟叶发黄，这也是茶氨酸
导致烟苗生长缓慢的原因。
随着茶氨酸浓度增大，烟草幼苗体内 SOD、
POD 酶活性升高，CAT 活性降低。SOD 将 O2-转化
为 H2O2 和 O2， POD 和 CAT 发挥作用将烟草体内
过多的 H2O2 清除从而降低活性氧的毒害作用，但是
由于茶氨酸处理后烟草幼苗体内抗氧化系统酶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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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变不能保持原有的正常水平，使得活性氧的产
生与清除之间的平衡被破坏，活性升高的 SOD 将
O2-转化为 H2O2 时，POD 和活性下降的 CAT 无法大
量累积的 H2O2 清除保持在正常水平，使得 H2O2 含
量上升，过量的 H2O2 累积在幼苗体内加剧了烟草幼
苗膜脂过氧化，使膜的结构和功能遭到破坏，引起
一系列生理生化代谢紊乱，导致伤害发生，对烟草
机体形成氧化损伤，作为渗透调节物质的可溶性蛋
白以及脯氨酸含量的升高正是茶氨酸对烟草机体氧
化损伤结果的体现。从 MDA 含量和相对电导率相
应升高也可以看出随着茶氨酸浓度增加烟草幼苗受
到伤害越严重，烟草幼苗因为氧化损伤从而使生长
受到抑制，生长状况变差。因此可得出一个结论：
茶氨酸通过破坏烟草幼苗体内的抗氧化系统抑制了
烟草幼苗的生长。
虽然茶氨酸对动物乃至人类的保健功能已经得
到广泛应用，但有关其对烟草乃至其他植物的影响
尚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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