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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烟草品种响应 TMV 病程和 SA 涂抹中 ABA 的时空变化
顾厚武 1，何宽信 1，刘再强 1，徐庆凯 1，郭家明 2，陈学平 2*
(1. 江西省烟草公司，南昌 330025；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烟草与健康研究中心，合肥 230052)
摘 要：以筛选出的抗性资源 HZNH 和 Xanthi-nc 为抗性材料，以品种 K358 为感病材料，建立烟草对 TMV
的抗感实验系统。研究它们在 SAR（systemic acquired resistance）过程中响应 TMV 病程中信号分子的时空变化。
利用抗体检测 SAR 过程中烟草内源 ABA 含量变化，发现接种 TMV 能够诱导烟草内源抗病品种 Xanthi-nc 具有较
高的内源 ABA 含量，并在处理后能够大幅度上升；抗病品种 HZNH 具有较高的内源 ABA 含量，在处理后上升幅
度不大；感病品种 K358 内源 ABA 含量较低，在处理后上升幅度介于 2 个抗病品种之间。
关键词：TMV 抗性；内源 ABA 含量；烟草品种
中图分类号：S572; Q94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52X (2015)04−0583−03

Temporal and spatial variations of endogenous hormone ABA
in three tobacco varieties challenged with T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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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wo resistant varieties (Xanthi-nc and HZNH) and one susceptible variety (K358) were used to
study SAR mechanism of tobacco in response to TMV and SA. After inoculated with TMV, the endogenous ABA
content increased in all varieties, but a remarkable difference between resistance and sensitive varieties was observed. ABA content in Xanthi-nc variety had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AR, showing a sharply increase than that
of TMV-sensitive K358 variety. ABA content in HZNH was also high, but the increase range was smalled compared with in Xanthi-nc variety. ABA content in K358 was low, but an obvious increase after induction was still
observed and the degree of increase was between the two resistant varieties, suggesting that hormone (ABA)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for S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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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具有一整套细胞学机制去保护自己抵御病
原菌的侵袭。在许多情况下寄主识别病原菌产物从
而激活过敏反应（hypersensitive response, HR）
。过敏
反应是具有一系列特征的抗性反应，如局部细胞死
亡、产生超氧离子和过氧化氢、葡聚糖沉积、细胞
壁增强、次生代谢产物和对微生物具有抗性活性的
蛋白质的合成[1-3]。HR 在表型上存在着差异，从单细
胞 HR 到扩散型坏死区域，其主要作用是有效地限制
病原菌在宿主体内的繁殖、定居及扩散。与这种局
部反应相关的是，经过几天到 1 周时间被侵染的植

物产生新的抗性，从而对病原菌的再次侵染甚至其
他病菌的感染均具有很强的抗性。这种抗性水平可
以扩散到整个植株，通常称为系统获得性抗性
(systemic acquired resistance, SAR)[4-6]。在实现 SAR
过程中，水杨酸（SA）
、茉莉酸（JA）
、乙烯（CH4）
、
过氧化氢（H2O2）和 ABA 等信号分子的转导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不同的作物涉及到不同的信号分子，
烟草对 TMV 系统获得抗病性中的信号分子主要是
水杨酸和过氧化氢，ABA 也参与其中。虽然已经有
一些研究报道了这些信号分子的作用[7]，但其时空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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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以及品种间的差异性未见报道。本研究采用特异
抗体对病程过程中 ABA 进行测定，并分析品种间的
差异性，以期探索 ABA 等在系统获得抗病性信号转
导过程中的时空表达机理。

1

材料与方法

供试材料
信号转导部分参试品种为具有系统获得抗病性
特性的品种 Xanthi-nc 和 HZNH，感病品种 K358。
1.2 试验方法
1.2.1 样品处理 将上述品种采用常规方法育苗，
烟苗长到 8 叶左右移栽到盆钵中，常规种植，当烟
苗正常生长到 12 叶左右时，在烟株的第 5 叶上接种
TMV，进行 10 mmol·L-1 SA 涂抹和 PBS 涂抹。每
品种各处理 8 株，3 次重复。然后分别于处理后 2、
4、6、8、12 和 24 h 取各处理叶和同侧上部叶 0.5 g
左右剪碎放置在小瓶中，加 5 mL 甲醇并封口，置
于零下 20℃中保存待测。
1.2.2 测定方法 ABA 的测定见参考文献[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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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叶片组织中的内源激素 ABA 含量大量上升，在
12 h 后上升到其对照含量的 3.0 倍；在接种 24 h 后
上升为对照的 1.9 倍，ABA 含量继续维持在较高的
水平上（图 5）。尽管该品种 ABA 含量的上升幅度
介于本实验 2 个抗性品种之间，但其绝对含量则低
于抗病品种。

1.1

2

图 1

TMV 接种对烟草品种 Xanthi-nc 下部接种叶、上部
叶片中 ABA 含量的影响
Figure 1 The changes of ABA in the inoculated and the upside
leaves of tobacco after infected with TMV

结果与分析

不同处理对抗病烟草品种相关叶片中 ABA 含
量的影响
抗病烟草品种 Xanthi-nc 和 HZNH 在接种 TMV
后，被侵染部位叶片组织中的内源激素 ABA 含量
均大量上升（图 1 和图 3）。其中 Xanthi-nc ABA 含
量上升显著，12 h 后可达到对照含量的 4.3 倍以上
（图 1）
；而我国地方烟草资源 HZNH 内源 ABA 含
量要比 Xanthi-nc 低得多，但其在感染 12 h 后也有
较大的上升，12 h 后上升到其对照含量的 1.5 倍。
在接种 24 h 后，Xanthi-nc 中 ABA 含量上升为对照
的 2.1 倍，而 HZNH 仅上升为对照的 1.3 倍，两者
ABA 含量变化幅度存在明显的差异（图 1 和图 3）。
与接种叶相对应的上部叶片中 ABA 含量的变
化虽然都呈现持上升的趋势，但两者之间存在差异。
到接种 24 h 后，Xanthi-nc 中 ABA 含量上升为对照
的 1.6 倍，而 HZNH 仅为对照的 1.13 倍。
对于 SA 处理后的上部叶，Xanthi-nc 的 ABA
含量开始在较低的水平，随后呈现大幅度上升，而
HZNH 开始就处于较高的水平，随后小幅度上升（图
2 和图 4）。2 个烟草品种的对照叶片 ABA 含量均没
有出现较大的变化。
2.2 不同处理对感病品种 K358 叶片中 ABA 含量
的影响
感病烟草品种 K358 在接种 TMV 后，被侵染部
2.1

10 mmol·L-1 水 杨 酸 处 理 下 部 叶 片 后 烟 草 品 种
Xanthi-nc 上部叶片内源 ABA 含量的变化
Figure 2 The changes of ABA in the upper leaves of tobacco
variety Xanthi-nc after treatedthe lower leaves with
10 mmol·L-1 SA
图 2

图 3

接种 TMV 对烟草品种 HZNH 下部接种叶、上部叶
片中的 ABA 含量的影响
Figure 3 Effects of TMV on ABA content in the leaves inoculated with TMV and the upside leaves of tobacco
variety HZNH

SA 处理感病品种 K358 后，上部叶 ABA 含量
有较大幅度的上升（图 6），但其绝对含量也没有抗
病品种的高。与抗病品种 HZNH 的相似的是，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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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后 8 h 上部叶 ABA 含量达到高峰，12 h 有所下降，
24 h 又有所上升。

10 mmol·L-1 水杨酸处理下部叶片后烟草品种 HZNH
上部叶片内 ABA 含量的变化动态
Figure 4 Dynamic changes of ABA content in the upper
leaves of tobacco variety HZNH after treated the
lower leaves with 10 mmol·L-1 SA

图 4

图 5

TMV 接种对 K358 品种烟草下部接种叶、上部叶片
中的 ABA 含量的影响
Figure 5 The changes of ABA content in the leaves inoculated
with TMV and the upper leaves of tobacco variety K358

10 mmol·L-1 水杨酸处理下部叶片后烟草品种 K358
上部叶片内源 ABA 含量的变化动态
Figure 6 Dynamic change of ABA content in the upper leaves
of tobacco variety K358 after treated the lower
leaves with 10 mmol·L-1 SA
图 6

3

小结与讨论

用 2 个具有 SAR 特性的烟草品种（Xanthi-nc 和
HZNH）和一个感病品种（K358）为材料，研究它
们对 TMV 和 SA 响应的内源 ABA 的时空表达。结
果表明，抗病品种 Xanthi-nc 具有较高的内源 ABA
含量，并在处理后能够大幅度上升；抗病品种 HZNH
具有较高的内源 ABA 含量，
在处理后上升幅度不大；
感病品种 K358 内源 ABA 含量较低，在处理后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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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介于 2 个抗病品种之间。
Shirasu 等认为植物体内存在由 SA 和病原菌共
同控制的非特异性病原信号放大及防卫反应激活的
调控机制[8]。在本研究中也发现，比起感病品种中相
应的变化来，具有典型 SAR 性状的 Xanthi-nc 品种其
体内与抗病和逆境有关的 ABA 对 TMV 的响应要显
著而强烈得多，暗示抗性烟草品种对外界病原刺激
信号的响应更敏感，推测这可能是其表现 SAR 性状
的一个生理基础。然而，不同的遗传型间存在一些
差异。本研究中的黄花烟地方品种 HZNH 在 TMV
接种和涂抹 SA 处理后内源 ABA 变化幅度不仅小于
抗病品种 Xanthi-nc，而且小于感病品种 K358，但其
绝对含量较高。这或许意味着在生物体内复杂的生
理生化代谢中，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度，遗传
背景差异可能会影响着植物对病原菌和环境响应。
尽管 Xanthi-nc 和 HZNH 都具有 SAR 特性，但
在响应 TMV 和外源 SA 处理时表现出一定的差异，
包括病斑大小和数目[9]，内源 ABA 表达的时间和上
升幅度，相关酶活的变化及 PR 蛋白表达差异等[10]。
来自于烟属 2 个不同种本身在遗传背景上存在的差
异或许导致了与 SAR 相关性状的差异。这暗示植物
抗病性研究的结果与其相应材料的遗传背景密切相
关，有些结论或许不具有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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