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农业大学学报, 2017, 44(6): 1139-1143
Journal of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DOI] 10.13610/j.cnki.1672-352x.20171214.035 网络出版时间：2017/12/14 14:42:00
[URL]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4.1162.S.20171214.1442.070.html

3 种外源植物生长调节剂对干旱胁迫下烟草生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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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 K326 品种烤烟为试验材料，采用盆栽试验研究干旱胁迫下烤烟生长与生理状况，以及喷施水杨酸、
甜菜碱和氯化胆碱对烤烟抗氧化代谢影响。结果表明，干旱胁迫抑制烤烟正常生长，烟株矮小，有效叶片数目少，茎
干瘦弱，叶长变短及叶宽变窄。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可以缓解干旱胁迫症状，喷施氯化胆碱能有效增加株高、最大叶
长、有效叶片数，提高烟株干重、丙二醛（MDA）含量、脯氨酸含量及超氧化物歧化酶酶（SOD）活性；喷施甜菜
碱对过氧化氢酶（CAT）活性有较好调节效应；喷施水杨酸能显著提高过氧化物酶（POD）活性，提高烤烟茎围和最
大叶宽。综上所述，植物生长调节剂能提高烟株耐旱性，增强烟株对干旱环境适应性，其中以喷施氯化胆碱效果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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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three exogenous plant growth regulators on tobacco physiology under drought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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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ffects of salicylic acid, glycine betaine and choline chloride on the antioxidant metabolism of
flue-cured tobacco were studied using a pot experiment. The growth and physiological indexes of flue-cured tobacco cultivar K326 under drought stress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drought stress inhibited the normal
growth as the tobacco plants were shorter, the number of effective leaves were lessen, the stem was thinner, and
the leaf length became shorter and the leaf width became narrower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Spraying plant
growth regulators could relieve the drought stress symptoms. For example, spraying choline chloride effectively
increased the dry weight, MDA content, free proline content, SOD activity and it also effectively increased the
plant height, the maximum leaf length and effective leaf number. Glycine betaine had a good regulatory effect on
CAT activity. Spraying salicylic acid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POD activity, raised stem thickness and maximum
leaf width. In summary, plant growth regulators can improve the drought tolerance of tobacco plants, and enhance
the adaptability of tobacco plants to drought environment and choline chloride showed the best effect.
Key words: flue-cured; drought stress; salicylic acid; glycine betaine; choline chloride
烟草是中国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只有在适宜
的温光水气候条件下，才能满足其正常生长。在烟

草旺长期是需水关键时期，耗水量最大。干旱是中
国最为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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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发展，干旱具有发生频率高、分布面积广、持
续时间长以及危害性大等特点[1]。在全国种烟大省云
南烟区经常发生干旱情况，韩元元等[2]统计分析得出
在 1954—2012 年间，昆明和澜沧发生干旱的次数
较多，均为 19 次；腾冲、临沧和蒙自分别在春季、
夏季和秋季发生干旱频率较大。因此增强烟草的抗
旱能力已成为烤烟生产中重点关注的环节。植物在
一定程度上可调节自身来抵御不良环境，国内外广
泛研究表明渗透调节[3-4]和抗氧化系统[5-6]是植物重
要的抗旱生理机制，喷施外源物质是调节植物抗逆
性的有效措施。外施甜菜碱（glycine betaine， GB）
能被烟株吸收并积累[7]，在逆境情况下，喷施甜菜碱
能降低细胞渗透势，保护和维持生物大分子结构的
完整性，甜菜碱及其诱导产生的脯氨酸，能提高干
旱胁迫下叶片的抗氧化能力，减轻过氧化损伤，保
护细胞结构[8-10]。外施氯化胆碱（choline chloride，
CC）可在小麦幼苗体内转变成磷脂酰胆碱和甜菜碱，
前者是构成生物膜的重要成分，能提高逆境下细胞
膜流动性[11]。众多研究表明 CC 有改善作物多种生理
活动，促进幼苗生长，增强光合能力，提高品质等
作用[12-13]。水杨酸（salicylic acid，SA）是植物体内
普遍存在的酚类化合物[14]，调控干旱胁迫下植物抗
氧化代谢[15]。
研究发现 SA 可诱导多种植物体内 H2O2
积累而诱导发生防卫反应，抵抗病毒、真菌及细菌
性病害，同时在种子萌发、矿质元素吸收和运输、
气孔和光合速率以及渗透调节、减轻连作障碍以及
改善营养与品质[16-19]等方面起着重要的生理功能。
目前 3 种植物生长调节剂广泛用于农林生产上，
外施 GB [20-22]、CC[23]和 SA[24-25]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
植物胁迫逆境，但有关这 3 种植物生长调节剂在烤
烟抗旱性方面的研究还鲜见报道。因此本试验拟采
用一定浓度的甜菜碱、氯化胆碱和水杨酸喷施旺长
期烟株叶面，从烟株生长、酶活性各方面对烟草抗
旱抗逆性进行研究探讨，以期为提高烟草抗旱抗逆
能力、改善烟叶品质提供基础数据和技术支持。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供试品种为 K326，由湖南农业大学烟草研究
院提供。
1.2 方法
试验 2016 年在湖南农业大学烟草研究院试验基
地进行。6 月上旬进行漂浮育苗，1 个月后选取生长
状态良好，长势一致的 4 叶 1 心幼苗移栽至直径 27
cm，高 24 cm 的塑料盆中。每盆用土 6.5 kg 红壤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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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料配比按氮:磷:钾=1:1:3，氮肥和钾肥 70%为基肥，
30%为追肥，磷肥在装盆时一次性施入，经计算分别
称取复合肥（纯氮 15%；P2O 56%；K2O 20%）35 g、
钙镁磷肥（P2O5≥16%）28 g、硫酸钾（K2O≥50%）
17.5 g 基肥，与土壤充分搅拌混匀装盆，每盆定植 1
株，移至防雨大棚内预培养。7 月 29 日后分 3 次补
施追肥，并铺盖一层土，此期间正常浇水。8 月 27
日烟株进入旺长期，开始干旱处理，经自然干旱和
称重法来控制干旱，干旱程度通过使用土壤水分测
定仪测量土壤相对含水量（土壤相对含水量＝土壤
含水量/土壤饱和含水量×100%）来确定，对照组土
壤含水量保持在（75±5）%，干旱处理组土壤含水量
保持在（55±5）%。每个处理设置 10 盆，共 80 盆，
试验处理与编号如表 1 所示，T1～T4 处理为干旱胁
迫处理组；T5～T8 处理为水分正常处理组。在前期
研究中，进行了干旱胁迫下水杨酸、甜菜碱和氯化
胆碱 3 种植物生长调节剂多个浓度的筛选试验，水
杨酸、甜菜碱和氯化胆碱分别在 2 mmol·L-1 、20
mmol·L-1 和 2.5 mmol·L-1 浓度下试验效果最好。
因此，
在烟株开始控水后第 1 天、达到干旱水平后的第 1
天、第 2 天和第 3 天分别选择这 3 个植物生长调节
剂进行喷施处理，喷施时间为傍晚 18：00。试剂用
量为每盆 25 mL，对照用等量清水，均匀喷施于烟叶
正反面。在喷施处理后第 10 天每个处理挖取 5 株烤
烟，取自顶端以下第 3～5 位完全展开叶，分别测定
丙二醛含量、游离脯氨酸含量、SOD、CAT 和 POD
活性。

编号
No.
T1
T2
T3
T4
T5
T6
T7
T8

表 1 试验处理和编号
Table 1 The test treatment and numbering
土壤水分/%
植物生长调节剂/ mmol·L-1
Plant growth regulators
Soil moisture
55±5
清水
55±5
水杨酸 2
55±5
甜菜碱 20
55±5
氯化胆碱 2.5
75±5
清水
75±5
水杨酸 2
75±5
甜菜碱 20
75±5
氯化胆碱 2.5

1.3 测定项目和方法
丙二醛（MDA）选用硫代巴比妥酸法测定[26]；
超氧化物歧化酶（SOD）依据 SOD 抑制氯化硝基四
氮唑蓝（NBT）在光下的还原作用来确定酶活力大
小[26]；游离脯氨酸（Proline）采用酸性茚三酮显色
法测定[27]；过氧化氢酶（CAT）采用碘量法测定[28]；
过氧化物酶（POD）采用愈创木酚还原法测定[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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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数据统计与分析
用 Excel2003 绘制图表和 SPSS22.0 对数据进行
处理和统计分析，以 Duncan’s 新复级法比较不同
处理间的差异性。

2

结果与分析

3 种外源生长调节剂对烟草生长的影响
由表 2 可知，干旱胁迫下的烟株矮小，有效叶
片数目少，茎干瘦弱，叶长变短及叶宽变窄。喷施
植物生长调节剂可缓解胁迫症状，T2、T3 和 T4 处
理烤烟生长均优于 T1 处理，从所测量烤烟农艺性
状指标整体来看，干旱胁迫下喷施氯化胆碱处理较
H2O 处理在干旱胁迫下提高株高、有效叶片数、茎
围、最大叶长和最大叶宽分别为：33.32%、21.65%、
12.12%、7.38%和 6.37%，喷施水杨酸提高茎围
14.24%，最大叶宽 6.52%，但从结果来看二者差异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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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显著，因此喷施氯化胆碱能有效改善烤烟农艺性
状。图 1 和图 2 表明，与正常水分处理组相比，干
旱胁迫处理下烤烟干重明显下降，地上部降低
41.61%（P＜0.01），地下部降低 62.40%（P＜0.01）
，
这表明烟株根部对水分很敏感。喷施水杨酸、甜菜
碱和氯化胆碱处理后烤烟地上部干重较 H2O 处理在
干旱胁迫下分别提高了 16.55%（P＜0.01）、2.08%
和 31.73%（P＜0.01），3 种外源植物生长调节剂处
理间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地下部分别提高 30.37%
（P＜0.01）
、14.95%（P＜0.01）和 36.92%（P＜0.01），
SA 与 GB 处理在 0.05 水平下差异显著，与 CC 处理
无差异。T5～T8 处理无差异。以上分析结果可以得
出在烟株受到干旱逆境下，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一
定程度上缓解干旱胁迫，其中以喷施氯化胆碱的处
理提高的干重最多，与其他 2 种植物生长调节剂处
理相比差异达到显著水平，效果最佳。

表 2 3 种外源生长调节剂对烤烟农艺性状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three exogenous plant growth regulators on flue-cured tobacco agronomic traits
编号
株高/cm
有效叶片数/片
茎围/cm
最大叶长/cm
最大叶宽/cm
No.
Plant height
Effective leaf number
Stem thickness
Maximum leaf length
Maximum leaf width
T1
28.33e
12.33d
3.30e
35.23e
19.93b
c
bc
cd
de
T2
37.17
14.00
3.77
36.00
21.23a
d
cd
de
d
T3
35.60
13.33
3.47
36.63
20.03b
T4
37.77c
15.00ab
3.70cd
37.83c
21.20a
b
ab
bc
c
T5
45.57
15.33
4.00
38.43
21.83a
ab
ab
ab
b
T6
46.50
15.33
4.13
39.43
22.37a
b
a
ab
a
T7
45.63
16.33
4.23
40.93
22.07a
a
a
a
b
T8
47.43
15.67
4.33
39.70
22.23a
注：数值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在 0.05 水平下差异显著。
Note: Values followed by different letters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reatments at the 0.05 level.

2.2 干旱胁迫下 3 种外源生长调节剂对烟叶叶片生
理指标的影响
2.2.1 对丙二醛含量的影响 图 3 显示在正常水分
处理下烟叶叶片丙二醛含量较低，干旱胁迫下烟叶
丙二醛含量极显著上升，喷施清水不能缓解干旱胁
迫对烟株的伤害，喷施生长调节剂可以极显著降低
丙二醛含量，外施 SA、GB 和 CC 分别降低 13.51%
（P＜0.01）
、17.31%（P＜0.01）和 20.94%（P＜0.01）。
喷施氯化胆碱所测得的丙二醛含量最低，但 3 种生
长调节剂施用效果之间差异不显著。
2.2.2 对游离脯氨酸含量的影响 图 4 表明干旱胁
迫处理组脯氨酸含量极显著高于水分正常处理组。
干旱胁迫条件下，喷施外源生长调节剂能极显著升
高烟叶脯氨酸含量，SA、GB 和 CC 较喷施清水处
理分别提高了 22.41%（P＜0.01）
，22.58%（P＜0.01）
，
41.39%（P＜0.01）。喷施 CC 所检测得到的脯氨酸
含量最高，极显著高于喷施 GB、SA 和 H2O 处理；

在 0.01 水平下，喷施甜菜碱和水杨酸差异不显著，
但在 0.05 水平下差异达到显著水平。说明在干旱条
件下喷施外源植物生长调节剂可以提高烟株脯氨酸
含量，以喷施 CC 效果最好。
2.2.3 对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的影响 如图 5 所
示，在干旱胁迫下，烟叶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呈现
上升趋势。SOD 活性在干旱胁迫下喷施 CC 处理下
达到最高水平，喷施 SA、GB 和 CC 得到 SOD 活性
均高于喷施 H2O 处理，分别提高 34.70%、20.03%
和 38.91%，与 T5 处理相比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
但三者差异不显著。SOD 使生物自由基维持在一个
低水平上，防止干旱产生自由基的伤害。在干旱胁
迫下，虽然喷施这 3 种外源生长调节剂与 T1 处理
差异不明显，但依据图 5 可以看出，均提高了 SOD
活性，保护烟株免受干旱胁迫危害。
2.2.4 对过氧化氢酶活性的影响 由图 6 可见，在
干旱条件下，喷施 SA、GB 和 CC 能提高烟株 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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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较 T1 处理分别提高 21.06%、29.61%（P＜
0.05）和 18.04%，但 3 个处理间差异不显著。这表
明喷施外源植物生长调节剂能解除干旱胁迫对 CAT
活性的抑制，以喷施 GB 效果最佳。

柱上不同大小写字母表分别表示处理在 0.01 和 0.05 水
平有显著性差异。下同
Different capital and small letters above the bars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he treatments at 0.01 and 0.05
levels. The same below
图 1 外源生长调节剂对烟株地上部干重的影响
Figure 1 Effects of exogenous plant growth regulators on the
dry weight of overground part of tobacco pl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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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GB 和 CC 相比喷施 H20 处理分别提高 22.05%、
0.88%和 4.10%，3 个处理间没有差异，以喷施 SA
烟叶 POD 活性最高。这表明在干旱胁迫下喷施 SA
可以维持清除活性氧的能力，增强烟株抗逆性，起
到保护烟株的作用。

图 4 外源生长调节剂对烟草叶片脯氨酸含量的影响
Figure 4 Effects of exogenous plant growth regulators on the
content of free proline in tobacco leaves

图 5 外源生长调节剂对烟草叶片超氧化物歧化酶含量影响
Figure 5 Effects of exogenous plant growth regulators on
SOD activity in tobacco leaves
图 2 外源生长调节剂对烟株地下部干重的影响
Figure 2 Effects of exogenous plant growth regulators on the
dry weight of underground part of tobacco plants

图 6 外源生长调节剂对烟草叶片过氧化氢酶含量的影响
Figure 6 Effects of exogenous plant growth regulators on
CAT activity in tobacco leaves
图 3 外源生长调节剂对烟草叶片丙二醛含量的影响
Figure 3 Effects of exogenous plant growth regulators on the
content of MDA in tobacco leaves

2.2.5 对过氧化物酶活性的影响 从图 7 可以看出
干旱胁迫极显著降低烟株 POD 酶活性。在干旱胁迫
下，喷施 3 种植物生长调节剂能提高 POD 酶活性，

3

结论
·

植物体内 O2-、H2O2 和 OH 等活性氧自由基在
发生干旱时会大量产生，它们启动膜脂过氧化或膜
脂脱脂作用，破坏细胞膜结构，植物通过调节 SOD、
POD 和 CAT 3 种内源活性氧清除剂清除活性氧自由
基[30]。在干旱胁迫下，烟叶脯氨酸含量上升，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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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液浓度，降低细胞水势[31]，提高烟株自身耐旱
性。

[10]

[11]

[12]
[13]

图 7 外源生长调节剂对烟草叶片过氧化物酶含量的影响
Figure 7 Effects of exogenous plant growth regulators on
POD activity in tobacco leaves

[14]

[15]

本研究结果表明：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可以有
效缓解干旱胁迫对烤烟的危害，降低过氧化程度，
提高烤烟抗旱性；与喷施清水处理的烟株相比，改
善了农艺性状，增加干物质重，升高脯氨酸含量、
提高 SOD、CAT 和 POD 酶活性，降低丙二醛含量。
经对比研究，这 3 种植物生长调节剂中，以喷施氯
化胆碱的效果最好。因此，在生产中建议一是种植
抗旱烟草品种；二是在干旱情况下，特别是在烟株
旺长需水关键时期雨量不充足情况下，喷施氯化胆
碱缓解干旱胁迫。在生产实际中，需要根据不同烟
区气候环境和烟草品种调整具体的喷施时间和喷施
剂量。对烤烟多个品种抗旱能力综合评价及多种植
物生长调节剂混合喷施效果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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