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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源 NO 对渗透胁迫下茶树种子萌发的影响
蒋家月 ，何俊忠，江昌俊，李叶云，胡国策，符

姿

(茶树生物学与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安徽农业大学茶与食品科技学院，合肥 230036)
摘 要：为探讨 NO 对渗透胁迫下茶树(Camellia sinensis (L.) O.Kuntze)种子萌发的影响，用 20%PEG6000 模拟
干旱处理，分别添加 0、20、50、100、200 和 300 μmol·L-1 硝普钠（SNP，NO 外源供体）。结果表明，外源 NO 能
显著促进渗透胁迫下茶树种子的萌发，且呈现一定的浓度效应，在 NO 供体 SNP 浓度为 100 μmol·L-1 时效果最佳。
随着外源 SNP 浓度的增加，茶树种子的萌发及生长受到了抑制，种子的发芽率、发芽指数、根长和活力指数均呈
降低的趋势。进一步研究表明 100 μmol·L-1 的 SNP 能促进 SOD、POD、CAT、APX、GR 和 GPX 等抗氧化酶活性
的提高，降低 MDA 含量及相对电导率。推测添加外源 NO 后，抗氧化酶活性提高，降低了茶树种子的氧化损伤，
从而缓解了渗透胁迫对茶树种子萌发的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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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exogenous nitric oxide on seed germination of Camellia sinensis (L.)
O.Kuntze under osmotic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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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exogenous nitric oxide (NO) on seed germination of (Camellia
sinensis (L.) O.Kuntze) under osmotic stress, the seeds of tea plants were treated with 20% PEG6000 and SNP at
0, 20, 50,100, 200 and 300 μmol· L-1, separatel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exogenous nitric oxide could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germination of tea seeds under osmotic stress, and the optimal concentration was 100
μmol· L-1. With increasing SNP concentration, the seed germination and seedling growth were suppressed;
meanwhile, the seed germination rate, germination index, root length and vigor index were decreased. A further
study suggested that 100 μmol· L-1 SNP could promote enzyme activities of SOD, POD, CAT, APX, GR and GPX,
and it also reduced the MDA concentration and relative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under osmotic stress. Th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NO could alleviate oxidative damages of tea seeds by increasing the activities of antioxidant enzymes; therefore, NO ma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alleviation of osmotic stress in tea seeds.
Key words: nitric oxide; tea(Camellia sinensis (L.) O.Kuntze); osmotic stress; germination; sodium nitroprussiate
干旱及半干旱地区约占世界土地总面积的 1/3，
极大地限制了全球农业的发展[1]。我国人均水资源
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1/4，水资源短缺是我国农业现
阶段面临的巨大问题，由干旱所引起的减产远超于
其他自然气候因素所造成的损失[2-3]。茶树(Camellia
sinensis (L.) O.Kuntze)的种子属于顽拗型种子，在其

贮藏过程中具有不耐脱水的特性[4]，且水分也是影
响茶树种子萌发的重要因素[5]。近年来茶园面积不
断增加，种植区域也不断在向北方发展。在种子繁
殖中，茶籽播种至幼苗出土期间，经常面临着降雨
量少及土壤含水量低等干旱情况，导致种子萌发率
低，幼苗长势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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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是一种高度扩散性的小分子物质，具有调
节气孔关闭、促进侧根生长、缓解生物胁迫和促进
种子萌发等生物学功能[6-8]。近年来研究表明，NO
对植物在渗透胁迫、重金属胁迫、温度胁迫及光胁
迫等非生物胁迫下均有显著的缓解氧化性损伤的作
用[9-14]。
本试验以茶树种子为材料，用 20%PEG 处理模
拟干旱条件，探讨渗透胁迫下外源 NO 对茶树种子
萌发的影响，对解决我国茶园建设中所面临的干旱
问题具有一定的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供试种子为采自安徽农业大学农业园的龙井
43（Camellia sinensis cv. Longjing 43）。选取大小均
一、健康饱满的种子去壳后用 1%NaClO 消毒 10
min，然后用纯水清洗 6 遍，再以纯水浸泡 24 h。
播种在垫有双层滤纸，直径为 15 cm 的培养皿中，
每个培养皿中放入 30 粒种子，3 次重复。为探究不
同浓度硝普钠(SNP，为 NO 的外源供体）对渗透胁
迫下茶树种子萌发的影响，分别进行如下处理：1）
CK ： 纯 水 ； 2 ） PEG ： 20%PEG6000( 渗 透 压 为
–0.5 MPa) ； 3 ） PEG+20S ： 20%PEG6000 含
20 μmol·L-1SNP；4）PEG+50S：20%PEG6000 含
50 μmol·L-1SNP；5）PEG+100S：20%PEG6000 含
100 μmol·L-1SNP；6）PEG+200S：20%PEG6000 含
200 μmol·L-1SNP；7）PEG+300S：20%PEG6000 含
300 μmol·L-1SNP。将培养皿置于恒温光照培养箱
中，持续处理 6 d 后进行为期 10 d 的恢复生长。
以 NaNO2（亚硝酸钠，为 SNP 分解副产物，
100 μmol·L-1SNP 约能产生 1 μmol·L-1NaNO2 ）、
cPTIO（为 NO 的特异清除剂）、K4Fe(CN)6（亚铁
氰化钾，为 SNP 的类似物处理），以证明添加 SNP
对渗透胁迫下茶树种子的作用是其分解产生 NO 所
引起的。处理见表 1。

编号
Number
CK

表 1 试验设计
Table 1 Experiment design
处理
Treatment
纯水 Pure water

T1

20%PEG

T2

20%PEG+100 μmol·L-1SNP

T3

20%PEG+1 μmol·L-1NaNO2

T4

20%PEG+100 μmol·L-1K4Fe(CN)6

T5

20%PEG+100 μmol·L-1SNP+200 μmol·L-1cP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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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处理重复 3 次，处理期间每天更换处理液。
培养结束后材料立即用液氮冷冻并储存于−80℃冰
箱。
1.2 测定项目与方法
发芽率（Gr）=已发芽的种子数/种子总数；发
芽指数（Gi）= ∑（Gt/Dt）式中，Gt 为第ｔ日的发
芽种子个数，Dt 为相应的发芽日数。活力指数（Vi）
=发芽指数×平均根长。
丙二醛（MDA）含量测定采用硫代巴比妥酸
（TBA）比色法[15]；脯氨酸（Pro）含量测定采用茚
三酮显色法[16]；相对电导率用 STAETER 3100C 电
导率仪进行测定。可溶性糖采用蒽酮浓硫酸比色法。
超氧化物歧化酶（SOD）（EC 1.15.1.1）采用 NBT
显色法，于 560 nm 波长测定吸光值[17]。过氧化物
酶（POD）
（EC 1.11.1.7）测定采用愈创木酚法，于
470 nm 波长下测定 3 min 内吸光值变化[17]；过氧化
氢酶（CAT）
（EC 1.11.1.6）测定采用过氧化氢（H2O2）
紫外比色法[18]，测定 240 nm 波长下 3.5 min 内吸光
值变化；抗坏血酸过氧化物酶（APX）
（EC 1.6.4.2）
测定参照 Nakano 和 Asuda 的方法，测定 290 nm 波
长下 1 min 内的吸光值变化[19]；谷胱甘肽还原酶
（GR）
（EC 1.6.4.2）按照 Foyer 和 Halliwell 的方法，
340 nm 波长下测定 3.5 min 内吸光值变化[20]；谷胱
甘肽过氧化物酶（GPX）
（EC 1.11.1.9）按照黄爱缨
和吴珍龄的方法，用 DTNB 显色法于 422 nm 波长
测定吸光值[21]；可溶性蛋白采用考马斯亮蓝法。
1.3 统计分析
实验数据用 SPSS 软件进行方差分析，并且采
用 Duncan’s 新复极差法进行多重比较差异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浓度 SNP 处理对茶树种子萌发的影响
由表 2 可知，PEG 处理下，种子的发芽率、发
芽指数和活力指数及根长最低，分别为 81.11%、
4.35、2.88 和 0.75 cm，均显著低于纯水对照 CK，
说明种子萌发受到了抑制。随着 SNP 浓度的增加，
种子的发芽率、发芽指数和活力指数及根长均呈现
先增后降的趋势，并且在浓度 100 μmol·L-1 时达到
最大值， 分别比 PEG 处理增高 16.8%、86.7%、
228.8%和 45.3%。其中发芽率的增加最为明显，接
近对照组。
2.2 不同浓度 SNP 处理对茶树种子生理指标影响
2.2.1 丙二醛含量 MDA 是膜脂过氧化产物，是
反映植物遭受胁迫的重要指标。表 3 中，在 PEG 胁
迫下茶苗 MDA 含量比 CK 增长了 86.7%，差异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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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加入 20～300 μmol·L-1SNP，MDA 分别降低了
20.53%、36.31%、55.9%、45.78%和 25.98%。其中
100 μmol·L-1SNP 处理茶苗的 MDA 下降最为显著。
2.2.2 脯氨酸含量 脯氨酸是植物中重要的渗透调

Table 2
处理
Treatment
CK

187

节物质，干旱胁迫下添加 SNP 能显著降低脯氨酸含
量，当 SNP 浓度为 100 μmol·L-1 时，脯氨酸含量为
31.83 μg·g-1 ，比对照组（PEG 处理）降低 31.80%，
差异显著（表 3）。

表 2 不同浓度 SNP 对渗透胁迫下茶树种子萌发的影响
Effects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SNP on the germination of tea seeds under osmotic stress
发芽率/%
发芽指数
活力指数
根长/cm
Germination rate
Germination index
Vigor index
Root length
94.94±2.28a
12.22±0.28a
20.65±3.24a
2.06±0.21a
81.11±9.62b

PEG
PEG+20S

86.38±5.12

PEG+50S

88.89±5.09ab
94.77±2.35

PEG+200S

89.84±3.10ab
85.00±2.36

4.98±0.82

2.88±0.52d

cd

8.12±0.09

b

5.46±0.41

0.79±0.05cd

6.43±0.92bc

0.97±0.04bc

9.47±0.54

6.12±1.27c

b

cd

0.75±0.01d

cd

3.83±0.50

6.55±0.32bc

a

PEG+100S
PEG+300S

4.35±1.04d

ab

b

1.09±0.10b

4.81±1.02cd

0.75±0.02cd

cd

0.77±0.06cd

4.80±0.21

注：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下同。
Note:Different letters mean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The same below.
表 3

渗透胁迫下不同 SNP 浓度对茶树种子丙二醛、脯氨
酸及相对电导率的影响
Table 3 Effects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with SNP on the
MDA, proline and relative conductive of tea seeds
under osmotic stress
MDA 含量
脯氨酸含量
相对电导率/%
处理
/μmol·g-1
/μg·g-1
Relative
Treatment
MDA content
Proline content
conductivity
CK
24.86±3.16 c
22.11±2.90 b
13.06±0.54 cd
PEG

24.40±3.55 a

46.67±3.74 a

30.63±2.99 a

b

a

25.52±2.54ab

PEG+20S

19.39±4.39

PEG+50S

15.54±0.87 bc
d

PEG+100S

10.76±0.59

PEG+200S

13.23±1.41 cd

PEG+300S

18.06±1.48

b

50.05±1.54

39.86±8.59 ab

24.91±0.87ab

bc

21.68±2.72 b

31.83±3.75

37.85±5.66 abc
39.08±8.88

ab

25.67±1.13 ab
29.96±5.46 a

2.2.3 相对电导率 相对电导率是衡量细胞膜透性
的重要指标之一。由表 3 可知，在 PEG 胁迫下添加
不同浓度 SNP，相对电导率随着 SNP 浓度增高呈现
先降低后升高的趋势，且当浓度为 100 μmol·L-1 时，
降幅最大，比 PEG 组降低 27.67%。
2.3 不同处理下茶树种子发芽率、丙二醛及相对电
导率的变化
2.3.1 不同处理下发芽率的变化 由表 4 可见，
PEG 处理下，茶树种子发芽率为 81.67%，比 CK 降
低了 13.5%，添加 SNP 后发芽率显著增至与 CK 同
一水平，比 PEG 处理增高 14.28%，而 NaNO2、
K4Fe(CN)6 以及 cPTIO 处理则比添加 SNP 分别降低
7.3%、5.4%和 6.1%。
2.3.2 不同处理下 MDA 含量的变化 由表 4 可知，

在 PEG 处理下 MDA 含量显著升高，幼苗的膜脂过
氧化程度显著高于对照组，而添加 SNP 组比 PEG
降低了 27.87%，与对照组在同一水平上。添加
NaNO2、K4Fe(CN)6 以及清除剂 cPTIO 组则与 PEG
胁迫处理没有显著差异。
表 4 不同处理下茶树种子发芽率、MDA 及相对电导率
Table 4 Effects on tea seeds germination, MDA and relative
conductive with different treatments
MDA 含量
相对电导率/%
处理
发芽率/%
-1
/μmol g
Relative
Treatment Germination rate
MDA content
conductive
CK
14.15±1.44 b
16.47±0.85 b
94.41±1.86 a
T1

81.67±2.36 d

19.13±1.26 a

24.50±0.62 a

T2

93.33±5.77 ab

13.80±1.71 b

18.37±1.85 b

T3

86.51±0.27 cd

17.31±1.82 a

25.98±0.27 a

T4

88.33±2.36

abc

a

26.39±1.86 a

T5

87.66±1.73 bcd

19.85±1.94 a

24.22±2.36 a

17.67±0.99

2.3.3 不同处理下相对电导率的变化 在渗透胁迫
下相对电导率比对照组高 48.8%，在添加 SNP 后相
对电导率为 18.37%，与对照组在同一水平，表明组
织受损伤程度小于胁迫组；添加清除剂 cPTIO，相
对电导率与 PEG 处理在同一水平，比 SNP 处理低
31.85%（表 4）。
2.4 不同处理对渗透胁迫下抗氧化酶活性的影响
SOD、POD、CAT、APX、GR 和 GPX 均为生
物体内重要的抗氧化酶，可以有效地清除生物体内
产生的自由基，降低机体的氧化损伤。由图 1A 可
知在 PEG 胁迫下，SOD 活性显著降低，而添加 S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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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PEG 处理高 43.08%。NaNO2、K4Fe(CN)6 及 cPTIO
处理下，SOD 活性分别比 SNP 处理降低 17.67%、
31.12%、25.95%，且与 PEG 处理没有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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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D、CAT、APX、GR 和 GPX 活性变化与 SOD
相似（图 1B-F）。

图 1 不同处理下茶树种子 SOD、POD、CAT、APX、GR 和 GPX 活性的变化
Figure 1 Effects on the activities of SOD,POD,CAT,APX,GR and GPX with different treatments

3

讨论与结论

NO 是一种高度扩散性信号分子，对调节植物
气孔关闭、侧根生长和缓解非生物胁迫以及细胞程
序性凋亡具有显著的作用[22]。NO 缓解胁迫的作用
具有剂量效应，He 等研究发现低浓度的 NO 可促进
Cd 胁迫下水稻种子萌发，而高浓度的 NO 反而会起
抑制作用[23]。本研究中，渗透胁迫处理显著降低了
茶树种子发芽率，在添加不同浓度 SNP（NO 的外
源供体）后，种子的发芽率随着 SNP 浓度的增加表
现出先增高后降低的趋势，其中在 100 μmol·L-1 时，
种子的发芽率、发芽指数、活力指数及根长增加最
为显著，表明此浓度下，缓解渗透胁迫对种子萌发
抑制的效果最为显著。
渗透胁迫对植物造成氧化性损伤，正常情况下，
植物体内自由基的产生与清除处于平衡状态，遭到
氧化胁迫后，自由基的产生速率会显著增加，自由
基开始大量积累。过多积累的活性氧严重损害植物
细胞的膜系统[24]，细胞膜受到破坏使得膜透性增大，
从而引起电解质外渗并导致相对电导率升高[25]。本
试验中，在 PEG6000 处理下茶树种子的电导率、
MDA 显著增加，说明渗透胁迫下过量的 ROS 积累
损伤了种子的生物膜系统，种子的生长受到严重的
胁迫，而在添加 SNP 后，电导率和 MDA 含量下降

了，
说明外源 NO 能够缓解茶树种子因渗透胁迫而带
来的氧化损伤。
植物体内的抗氧化防御系统由抗氧化酶和抗氧
化物质共同组成，抗氧化酶包括过氧化物酶（POD）、
超氧化物岐化酶（SOD）、过氧化氢酶（CAT）、抗
坏血酸过氧化物酶（APX）、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GPX）和谷胱甘肽原酶（GR）等[22]，它们通过清
除氧化胁迫下产生的自由基或者降低自由基的产生
速率，协同抵抗活性氧对植物细胞的损伤。本实验
中，20%PEG 处理组抗氧化酶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
而添加了 SNP 后，抗氧化酶的活性均显著增加，可
能是由于外源 NO 提高了抗氧化酶基因的表达水
平，从而使酶活性得到提高，最终提高了茶树种子
的抗干旱胁迫能力。
本试验通过添加 NaNO2（SNP 分解的副产物）、
K4Fe(CN)6（SNP 类似物）及 cPTIO（NO 特异清除
剂）处理与 20%PEG 胁迫处理比较，发现没有显著
的差异，说明此试验中是由于 SNP 分解产生的一氧
化氮诱导了抗氧化酶活的提高，缓解了渗透胁迫对
茶树种子萌发的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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