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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氨酸诱导烟草抵御低钾胁迫的研究
刘炎红 1，单丹丹 2，刘

松 2，尤本武 2，郭家明 2，陈学平 2*

(1. 安徽省烟草公司烟叶处，合肥 230022；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烟草与健康研究中心，合肥 230026)
摘 要：通过施用茶氨酸来减轻低钾胁迫对烟草幼苗的毒害，并从抗氧化系统、钾离子含量及相关基因来探讨
其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在低钾胁迫下，0.1 和 0.2 mmol·L-1 茶氨酸均能促进烟苗根长、鲜重及叶绿素含量的显著
增加；外源茶氨酸预处理不仅能显著提高低钾胁迫下烟草幼苗脯氨酸、谷胱甘肽（GSH）含量，还能增强烟草幼苗
抗坏血酸还原酶（APX）、过氧化物酶（POD）和过氧化氢酶（CAT）活性，降低过氧化氢（H2O2）和丙二醛（MDA）
含量。此外，茶氨酸还能促进烟草幼苗对钾离子的吸收。半定量 PCR 结果表明，茶氨酸预处理可以诱导低钾胁迫
下烟草幼苗 NtLKS1、NtKC 和 NtKT1 上调。综上，茶氨酸缓解烟草幼苗低钾胁迫是通过激发植物体抗氧化系统、
促进钾离子的吸收及相关基因上调的综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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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ive role of theanine on tobacco seedlings under low potassium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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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obacco and Health Research Center,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Hefei 230051)

Abstract: To study the role of theanine in protecting tobacco seedlings against low potassium stress, the
antioxidant system, the potassium content and the transcription of potassium uptake-related genes of tobacco
seedlings were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both 0.1 and 0.2 mmol·L-1 theanine could effectively improve root length, fresh weight and the chlorophyll content of tobacco under low potassium stress. Meanwhile,
physiological-biochemical indices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anine enhanced the contents of glutathione (GSH),
proline as well as the activities of antioxidant enzymes, such as ascorbate peroxidase (APX), peroxidase (POD)
and catalase (CAT), but theanine lowered the content of malondialdehyde (MDA) and the hydrogen peroxide
(H2O2) level than that under low potassium stress alone. Moreover, theanin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potassium content under low potassium stress. Furthermore, semi-quantitative RT-PCR (Reverse transcription-PCR)
analysis demonstrated that the transcript levels of NtLKS1, NtKCand NtKT1 were up-regulated by theanine
treatment under low potassium stress, while NtHAK1 displayed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 low potassium-untreated and treated groups. Taken together, it could be concluded that theanine is beneficial to relieving
low potassium stress on tobacco seedlings, which is comprehensive consequence of stimulating antioxidant
system, increasing the content of potassium and up-regulating the expression of NtLKS1, NtKC and NtKT1.
Key words: theanine; low potassium stress; tobacco
钾是植物生长发育所必需的大量元素之一，在
植物蛋白质合成，光合作用，渗透调节，气孔运动
等重要的生理活动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1-2]。烟
草是喜钾植物，钾充足时， 生长期烟草幼苗叶面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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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落黄好，烘烤后色泽佳，烟叶品质较好，油分
足，香气好，吃味醇和[3]。此外，汪波等[4]研究表
明，钾能降低烟叶燃烧时的温度，从而减少了烟气
中 CO 及其他有害物质的含量，提高烟草制品的安

2015-11-18
安徽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科技项目“基于氯化血红素的高效生长调节剂的研制”
（0920140421003）资助。
刘炎红，农艺师。E-mail：liuyanhong@sian.cn
陈学平，博士，教授。E-mail：chenxp08@ustc.edu.cn

43 卷 2 期

刘炎红等: 茶氨酸诱导烟草抵御低钾胁迫的研究

全性。然而在低钾胁迫下，大多数植物会出现叶缘
焦枯，生长缓慢，细胞组织出现斑块坏死，甚至引
起细胞死亡[5]。
茶氨酸(Theanine，N-乙基-γ-L-谷氨酰胺)是茶科
植物一种丰富的非蛋白氨基酸。许多研究表明，茶
氨酸具有抗肿瘤[6]、降血压[7]、抗肥胖[8]及改善免疫
系统[9]等的多重功效。然而关于茶氨酸作为外源物
质诱导植物抵御低钾胁迫的研究目前尚未见报道。
本文以云烟 87 为试验材料，研究不同浓度茶氨酸对
低钾胁迫下烟草生长调节的机制，测定了烟草钾含
量，抗氧化物质含量，抗氧化酶活性及钾吸收相关

基因名称
Name of gene
NtKC

基因的表达量，以期为烟草低钾胁迫调控提供一定
的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仪器与试剂
烟草品种“云烟 87”来自于安徽农业科学院，
RNA 提取试剂盒（RNA prep Pure Plant Kit）购于北
京天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反转录试剂盒（Prime
Script RT Master Mix Perfect Real Time ） 购 于
TaKaRa（大连）公司。
1.1

表 1 基因引物序列
Table 1 Gene sequence of primers
上游序列(5’→3’)
Upstream sequence
ACCCTGTTGTTGATGCTTTG

下游序列(5’→3’)
Downstream sequence
CAATGCCAGAGCCACTTTC

NtHAK1

AACACTATGGGACGCATCG

NtKT1

TCGTTGTCTACACTGCCTGG

ATTGGCGTAAAGGTTTCGG

NtLKS1

GATGATGATTATGATGGCGG

CTCAAAGATGGTGTCAACTCG

1.2 方法
1.2.1 生长条件和处理 培养基条件：正常培养基
中钾离子浓度为 5 mmol·L-1，低钾培养基中钾离子
浓度为 20 μmol·L-1，低钾培养基配方参考 Rebecca
的方法[10]，每种处理均重复 3 组。灭菌种子均匀点
播在培养基中，9 d 后取生长一致的烟草幼苗移栽含
茶氨酸（0.1 和 0.2 mmol·L-1）的低钾 MS 培养基中
为茶氨酸预处理组，未添加茶氨酸的为低钾胁迫组，
烟草幼苗移栽在正常培养基上作为自然生长组，温
度（28 ± 2）℃，恒温培养 21 d，光照 16 h·d-1。
1.2.2 生理生化指标的测定 酶液提取：取新鲜叶
片约 0.2 g，在预先冷冻的研钵中加入 2 mL 50
mmol·L-1 pH=7.0 的缓冲液（含有 1% PVP，0.1%
Na2-EDTA），迅速研磨至匀浆，再加入 3 mL 缓冲
液，16000 rad·s-1（请换算为 r·min-1）高速冷冻离心
机 4℃离心 20 min，上清液即为待测酶液。
叶绿素含量测定采用浸提法[11] ，脯氨酸含量
测定采用茚三酮试剂法[12]；丙二醛（MDA）含量测
定采用硫代巴比妥酸法[13]。蛋白质含量测定参考考
马斯亮蓝法[14]，POD 测定参照 Bellamkonda 采用愈
创木酚法[15]，SOD 活力测定参照 Bewley 的氮蓝四
唑（NBT）法[16]，APX 活力的测定参照 Nakano 和
Asada 的方法[17]，GSH、H2O2 和 CAT 参照南京建成
生物试剂公司相应的测试试剂盒。
1.2.3 钾离子含量测定 将低钾胁迫处理 21 d 的烟
草幼苗用去离子水冲洗 3 遍，滤纸吸干水分后置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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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ACGGGTAGACAACAAACG

105℃的烘箱杀青 15 min，再 70℃烘干至恒重。研
磨成粉，送至安徽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采用连续流动分析法测定钾离子含量。
1.2.4 半定量 RT-PCR 叶片总 RNA 提取参照北京
天根公司植物总 RNA 提取试剂盒说明书，RNA 反
转录参照 TaKaRa 反转录试剂盒说明书，内参基因
为 β-tubulin（U91564），目的基因 NtKC、NtHAK1、
NtKT1 和 NtLKS1，目的基因引物序列参考表 1。
1.2.5 数据统计分析 实验数据表示为平均值 ±
标准偏差，数据分析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置信区
间 P<0.05，统计分析软件使用 origin 9.1。

2

结果与分析

茶氨酸对低钾胁迫下烟草幼苗生长的影响
与自然生长组相比，低钾胁迫下烟草幼苗的生
长明显受到抑制（图 1A），鲜重质量减小（图 1B）
，
根长缩短（图 1C），叶绿素含量降低（图 1D）
。而
经茶氨酸预处理的烟草幼苗的根长、鲜重均显著增
加。由图 1B 和图 1C 可知，施加 0.1、0.2 mmol·L-1
茶氨酸处理组烟草幼苗鲜重比低钾胁迫组分别提高
15.60%和 22.49%，根长分别增加 29.42%和 42.86%,
叶绿素含量分别提高了 2.94%和 18.05%。研究表明，
茶氨酸预处理可以促进低钾胁迫下烟草幼苗鲜重增
加、根长伸长；同时提高叶绿素含量，改善光合作
用，从而缓解低钾胁迫对烟草幼苗生长的抑制作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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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部分图示中“fresh”表示自然生长组、“0 mmol·L-1”表示低钾胁迫组、“0.1 与 0.2 mmol·L-1”表示茶氨酸预处理组
in this table, “fresh” means nature growth group, “0 mmol·L-1” means low-potassium, and “0.1 and 0.2 mmol·L-1” means
theanine- pretreatment group
图 1 低钾胁迫下茶氨酸对烟草幼苗长势（A）、鲜重（B）、根长（C）及叶绿素（D）的影响
Figure 1 Effect of theanine on seedlings’ growth (A), fresh weight (B), root length (C) and chlorophyll (D) of tobacco seedlings
under low potassium stress

Figure 2

图 2 低钾胁迫下茶氨酸对烟草幼苗 MDA (A)和 H2O2 (B)含量的影响
Effect of theanine on the MDA (A) and H2O2 (B) contents of tobacco seedlings under low potassium stress

茶氨酸对低钾胁迫下烟草幼苗生理生化指标
的影响
2.2.1 MDA 和 H2O2 含量 MDA 是细胞膜脂质过氧化
的直接产物，是反映植物体遭受逆境胁迫的重要指
标[18]。由图 2A 可知，低钾胁迫条件下，烟草幼苗
MDA 含量大量增加。而经 0.1 和 0.2 mmol·L-1 茶氨
酸处理后烟草幼苗 MDA 含量比低钾胁迫组分别下
降了 21.98%、12.08%。同时，由图 2B 可知，低钾
胁迫组烟草幼苗 H2O2 含量显著增加，而经 0.1 和
0.2 mmol·L-1 茶氨酸处理后的烟草幼苗 H2O2 含量分
别降低了 1.82 %和 14.08 %（均具有显著性差异）。
以上结果表明，茶氨酸预处理可以减少低钾胁
迫下烟草幼苗体内 MDA 累积，降低 H2O2 含量，从
而减轻低钾胁迫产生的 ROS 对烟草幼苗氧化损伤。
2.2.2 GSH 和脯氨酸含量 GSH 是植物体重要的抗
氧化剂，参与清除 ROS 等自由基，阻止细胞膜遭受
2.2

氧化损伤，从而降低逆境胁迫对植物体的毒害[19]。
由图 3A 可知，低钾胁迫下，烟草幼苗 GSH 含量均
出现显著增加。经 0.1 和 0.2 mmol·L-1 茶氨酸处理后
的 烟 草 幼 苗 GSH 含 量 分 别 增 加 了 44.86% 和
19.68%。结果表明，茶氨酸预处理可以提高低钾胁
迫下烟草幼苗 GSH 含量，从而增强其抵御氧化胁
迫的能力。
逆境胁迫下，植物会通过积累脯氨酸来调节细
胞渗透压，以增加适应环境的能力[20]。由图 3B 可
知，低钾胁迫下，烟草幼苗体内脯氨酸含量升高，
这与王艺霖[21]、薛艳茹[22]研究结果相一致。经 0.1
和 0.2 mmol·L-1 茶氨酸处理后的烟草幼苗脯氨酸含
量比低钾胁迫组的分别提高 62.65%和 90.60%。结
果表明，茶氨酸可以通过诱导烟草幼苗脯氨酸大量
积累来调节渗透平衡，从而保护烟草幼苗细胞结构
和功能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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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低钾胁迫下茶氨酸对烟草幼苗 GSH（A）和脯氨酸（B）含量的影响
Effect of theanine on the GSH (A) and proline (B) contents of tobacco seedlings under low potassium stress

图 4 低钾胁迫下茶氨酸对烟草幼苗 SOD（A）、POD（B）、CAT（C）和 APX（D）活性的影响
Figure 4 Effect of theanine on the activities of SOD (A), POD (B), CAT (C) and APX (D) of tobacco seedlings under low potassium stress

图 5 低钾胁迫下茶氨酸对烟草幼苗钾离子含量的影响
Figure 5 Effect of theanine on the K+ content of tobacco seedlings under low potassium stress

茶氨酸对低钾胁迫下烟草幼苗抗氧化酶影响
逆境胁迫下，植物体抗氧化酶 SOD、POD、CAT
和 APX 参与清除过剩的 ROS，从而维持其自身氧
化分子的动态平衡[23]。其中，SOD 是唯一可以清除
O2·-的抗氧化酶[24]。由图 4A 可知，低钾胁迫下，烟
草幼苗 SOD 活性均显著升高。而 0.1 和 0.2 mmol·L-1
茶氨酸处理组烟草幼苗 SOD 活性比低钾胁迫组分
2.3

别下降了 18.74%、22.62%。通常，POD 可以催化
有机过氧化物反应，同时还可以充当 H2O2 清除
剂[25]。由图 4B 可知，低钾胁迫下烟草幼苗 POD 活
性显著增加。而经 0.1 和 0.2 mmol·L-1 茶氨酸处理
组烟草幼苗 POD 活性比低钾胁迫组分别提高了
121.43%和 60.93%。由图 4C 可知，低钾胁迫下，
烟草幼苗 CAT 活性降低。而经 0.1 和 0.2 mmol·L-1
茶氨酸处理后 CAT 活性比低钾胁迫组分别升高
2.63%和 8.95%（具有显著性差异）。APX 也是植物
清除 H2O2 的关键酶，可以 AsA 为电子供体直接清
除 H2O2[26]。由图 4D 可知，经 0.1 和 0.2 mmol·L-1
茶氨酸处理后 APX 含量比低钾胁迫组分别提高
34.10%、55.84%。综上，尽管茶氨酸预处理组烟草
幼苗 SOD 活性有所下降，但 POD、CAT 和 APX 活
性均显著提高，共同参与清除过量的 ROS，降低
H2O2 含量，从而减轻低钾胁迫对烟草幼苗所造成的
氧化损伤。
2.4 茶氨酸对低钾胁迫下烟草幼苗钾离子含量影响
为了研究茶氨酸诱导烟草幼苗对低钾胁迫的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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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后烟草幼苗钾离子含量比低钾胁迫组分别提高了
26.42%和 16.45%。结果表明，茶氨酸可以提高低钾
胁迫下烟草幼苗钾离子含量，这可能是茶氨酸诱导
烟草抵御低钾胁迫的主要原因。

大

学

学

报

2016 年

表明，茶氨酸通过诱导 NtLKS1、NtKC 和 NtKT1 上
调来调节烟草幼苗对钾的吸收，从而增强烟草幼苗
抵抗低钾胁迫的能力。

3

结论

本研究发现，低钾胁迫使烟草幼苗生长受到抑
制，鲜重质量减小，根长缩短。叶绿体结构遭受破
坏，同时加剧烟草细胞脂质过氧化。然而，施加 0.1
和 0.2 mmol·L-1 茶氨酸均能有效改善以上不良生长
情况。一方面，茶氨酸诱导烟草幼苗提高 POD、CAT
和 APX 抗氧化酶活性、GSH 和脯氨酸含量，降低
MDA 和 H2O2 含量以减轻毒害；另一方面，茶氨酸
通过诱导 NtLKS1、NtKC、NtKT1 上调来调节烟草
幼苗对钾的吸收。综上所述，茶氨酸诱导烟草幼苗
抵御低钾胁迫是通过激发植物体抗氧化系统及上调
钾离子吸收基因表达的综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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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低钾胁迫下茶氨酸对烟草幼苗钾吸收相关基因表达
的影响
Figure 6 Effect of theanine on transcription of potassium
absorption related genes under low potassium
stress in tobacco seedlings

茶氨酸对低钾胁迫下烟草幼苗钾离子吸收相
关基因表达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研究茶氨酸对低钾胁迫烟草幼苗的
影响，本文研究了钾离子吸收相关基因 NtKC、
NtHAK1、NtKT1 和 NtLKS1 的表达量。HAK 属于
KUP/HAK/KT 家族的成员，是植物在低钾条件下
吸收钾素的主要运载体[27-28]。而 LKS1（对低钾敏
感）参与编码 CIPK23 蛋白激酶，CIPK23 可活化
NKT1 通道，在转录水平上调控钾离子吸收 [29] 。
NtKC、 NtKT1 均与钾吸收相关，其表达量的上调
有助于促进烟草幼苗对钾离子的吸收。经同源比对
后，拟南芥 AtKC，AtHAK5，AKT1，LKS1 在烟草
中分别为 NtKC、NtHAK1、NtKT1 和 NtLKS1。由图
6 可知，低钾胁迫下烟草幼苗 NtHAK1、NtKT1 表达
量与自然生长组的烟草幼苗相比几乎没有差异，然
而 NtLKS1 的表达量有所增加。茶氨酸处理后，NtKC
的表达量显著增加，NtKT1 的表达量略微有所上调，
NtLKS1 表达量在 0.2 mmol·L-1 茶氨酸处理后有所增
加，但 NtHAK1 的表达量几乎没有改变。以上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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