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镉毒害下植物氧化胁迫发生及其信号
调控机制的研究进展
张然然

张

鹏

都韶婷

∗

（ 浙江工商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杭州 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 土壤重金属污染引发了一系列严峻的环境问题．其中，镉（ Ｃｄ） 是生物毒性最强的重
金属元素之一．活性氧（ ＲＯＳ） 过量积累引起的氧化胁迫，是 Ｃｄ 毒害植物的主要原因之一．本文
围绕 Ｃｄ 胁迫引起的 ＲＯＳ 积累及清除过程，重点阐述介导上述过程的一些信号调控物质包括
一氧化氮（ ＮＯ） 、钙（ Ｃａ） 、植物激素如生长素（ ＩＡＡ） 和脱落酸（ ＡＢＡ） 等及有丝分裂原活化蛋白
激酶（ ＭＡＰＫｓ） 的变化及其在缓解 Ｃｄ 诱导的氧化胁迫中的作用，以期为今后植物抗 Ｃｄ 胁迫
生理生化机制的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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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２０ 世纪初发现 Ｃｄ 以来，Ｃｄ 被广泛应用于电

镀工业、化工业、电子业和核工业等领域，相当数量
的 Ｃｄ 通过废气、废水和废渣排入环境

［１］

．２０１４ 年我

国环境保护部和国土资源部联合发布的《 全国土壤
污染状况调查公报》

［２］

显示，我国耕地 Ｃｄ 污染物点

位超标率已达 ７．０％． 近 １０ 年来的文献资料也表明
我国耕地 Ｃｄ 污染形势严峻

［３］

．环境介质中一定浓度

的 Ｃｄ（ μｍｏｌ·Ｌ 或 ｍｇ·ｋｇ 数量级） 即可快速作用
－１

－１

于植 物 细 胞 内 的 氧 化 还 原 系 统 ［４］ ， 诱 导 活 性 氧

本文由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ＬＹ１４Ｃ１３０００１，Ｒ１３Ｃ１３０００１） 和浙
江省教育厅项目 （ Ｙ２０１４３２１４６） 资助 Ｔｈｉｓ ｗｏｒｋ ｗａ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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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１３Ｃ１３０００１）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Ｙ２０１４３２１４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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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ＲＯＳ） 过量积累，使植物体内抗氧化系统紊乱，引发
氧化胁迫损伤（ 如膜脂过氧化、蛋白质氧化、酶抑制
和核酸破坏等） ．ＲＯＳ 过量积累甚至可引起细胞程序

性死亡（ ＰＣＤ） ．因此，Ｃｄ 胁迫诱导的 ＲＯＳ 过量积累，
成为 Ｃｄ 毒害植物的主要原因之一．为应对 Ｃｄ 胁迫，
植物细胞可通过一些信号物质调动适当的生理生化
反应，以清除 ＲＯＳ，提高植物的耐受性． 本文将围绕
Ｃｄ 胁迫引起的 ＲＯＳ 积累及清除过程 ［５－９］ ，重点阐述
该过 程 中 一 些 信 号 调 控 物 质 包 括 一 氧 化 氮
（ ＮＯ） ［１０－１１］ 、 钙 （ Ｃａ ２＋ ） ［１２－１３］ 和 植 物 激 素 如 生 长 素
（ ＩＡＡ） ［１４］ 和脱落酸（ ＡＢＡ） ［７］ 等及有丝分裂原活化
蛋白激酶（ ＭＡＰＫｓ） ［１５］ 的变化，及其在缓解 Ｃｄ 诱导
的氧化胁迫中的作用，以期为今后植物 Ｃｄ 胁迫生
理生化机制的研究提供参考．

９８２

１

应

用

生

－
·

ＲＯＳ 包括单线态氧（ １ Ｏ ２ ） 、超氧阴离子（ Ｏ ２ ） 、

羟基自由基（ ·ＯＨ） 、过氧化氢（ Ｈ ２ Ｏ ２ ） 及氢过氧自
由基（ ＨＯ ２ ） 等

［１６］

．近年来有关 Ｃｄ 胁迫引起 ＲＯＳ 积
－
·

累的研究中，主要围绕 Ｈ ２ Ｏ ２ 、Ｏ ２ 和·ＯＨ 展开 ［７，１７］ ．

笔者对近 １０ 年有关 Ｃｄ 胁迫引起 ＲＯＳ 积累及相关
成果进行了归纳，详见表 １．尽管处理浓度（３０ ～ ５０００

μｍｏｌ·Ｌ －１ ） 和处理时间（３０ ｍｉｎ ～ １５ ｄ） 有所不同，但
Ｃｄ 胁迫均引起如豌豆（ Ｐｉｓｕｍ ｓａｔｉｖｕｍ）、水稻（ Ｏｒｙｚａ
ｓａｔｉｖａ）、拟南芥（ Ａｒａｂｉｄｏｐｓｉｓ ｔｈａｌｉａｎａ） 等多种植物体
内 ＲＯＳ 的积累 ［１８］ ．

１ ２

２７ 卷

报

物酶（ ＰＯＸ） 、抗坏血酸过氧化物酶（ ＡＰＸ） 和谷胱甘

Ｃｄ 胁迫引起 ＲＯＳ 积累
－
·

学

超氧化物歧化酶（ ＳＯＤ） 、过氧化氢酶（ ＣＡＴ） 、过氧化

Ｃｄ 胁迫下 ＲＯＳ 的积累及清除

１ １

态

肽过氧化物酶（ ＧＰＸ） 等 ［２９］ ．Ｃｄ 胁迫时，ＳＯＤ 先将 Ｃｄ
－

胁迫下由 ＮＡＤＰＨ 向氧分子转移电子生成的 Ｏ ２· 歧
化为 Ｈ ２ Ｏ ２ ，然后再由 ＡＰＸ、ＧＰＸ、ＰＯＸ 和 ＣＡＴ 等直
接催化 Ｈ ２ Ｏ ２ 生成 Ｏ ２ 和 Ｈ ２ Ｏ 来控制不同亚细胞中
ＲＯＳ 的 积 累， 以 应 对 Ｃｄ 胁 迫 引 起 的 氧 化 损
伤 ［５，２２，２５］ ．在不同植物种类如拟南芥 ［２２］ 、豌豆 ［６］ 、油
菜 （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ｊｕｎｃｅａ ） ［２６］ 、 金 银 花 （ Ｌｏｎｉｃｅｒａ ｊａｐｏｎｉ⁃

ｃａ） ［３０］ 中均发现 Ｃｄ 胁迫下一些抗氧化酶的活性增
加．也有研究发现，Ｃｄ 胁迫下植株内一些抗氧化酶
活性降低 ［３１］ ．引起上述差异的原因，可能与 Ｃｄ 处理
时间、处理浓度及植物品种均有较大关联． 总之，Ｃｄ

ＲＯＳ 的清除

为应对 Ｃｄ 胁迫诱导的 ＲＯＳ 积累，植物在长期

进化过程中形成一套完善的防御系统以维持细胞内

氧化还原状态的平衡．研究发现，ＲＯＳ 的清除主要包
括非酶促和酶促两种机制．其中，非酶促清除机制主

要依赖于抗坏血酸（ ＡＳＣ） 、谷胱甘肽（ ＧＳＨ） 、类黄酮
和生物碱等还原性物质

［２８］

；酶促清除机制则依赖于

胁迫下 ＲＯＳ 的清除过程对于提高植物抗 Ｃｄ 胁迫十
分重要．围绕 Ｃｄ 胁迫下 ＲＯＳ 的发生及清除的相关
研究指 出， 该 过 程 伴 随 着 多 个 信 号 物 质 （ 主 要 为

ＮＯ、Ｃａ ２＋ 、植物激素及 ＭＡＰＫｓ） 的改变 ［７，１０，１５］ ． 那么，
这些信号物质在 ＲＯＳ 的生成或清除中发挥了何种
作用？ 近 １０ 年来的研究给了我们更多的依据，让我
们能进一步阐述这些物质在调控Ｃｄ诱导的氧化胁

表 １ 不同植株中 Ｃｄ 诱导的 ＲＯＳ 积累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ｄ⁃ｉｎｄｕｃｅｄ 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ｏｘｙｇｅ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 ＲＯＳ）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植物
Ｐｌａｎｔ
烟草（ 细胞悬液）
Ｎｉｃｏｔｉａｎａ ｔａｂａｃｕｍ
（ ｃｅｌｌ 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
豌豆
Ｐ． ｓａｔｉｖｕｍ
苜蓿
Ｍｅｄｉｃａｇｏ ｓａｔｉｖａ
拟南芥
Ａ． ｔｈａｌｉａｎａ
水稻
Ｏ． ｓａｔｉｖａ

黄羽扇豆
Ｌｕｐｉｎｕｓ ｌｕｔｅｕｓ
大豆
Ｇｌｙｃｉｎｅ ｍａｘ

油菜（ 根部）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ｊｕｎｃｅａ （ ｒｏｏｔｓ）

黄瓜（ 细胞）
Ｃｕｃｕｍｉｓ ｓａｔｉｖｕｓ （ ｃｅｌｌｓ）

Ｃｄ 浓度
Ｃｄ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 μｍｏｌ·Ｌ －１ ）

处理时间
Ｔｉｍｅ ｏ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５０

１５ ｄ

３０

２４ ｈ

３０００

１００
５０

１００

１００，１５０
５０００

１００，２００，４００

８ｈ

４８ ｈ
４８ ｈ
１５ ｈ
１４ ｄ
２４ ｈ
１ｈ

１００

１３ ｄ

８９

２４ ｈ

１００

３０ ｍｉｎ

４０

６ｄ

５０

９６ ｈ

１０００

０ ～ １６８ ｈ

试验现象及结论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

ＮＡＤＰＨ 氧化酶导致 Ｈ２ Ｏ ２ 累积；线粒体 Ｏ ２· 含量增加；伴随细
胞死亡、脂肪酸氢过氧化物积累；Ｃａ ２＋ 介导的信号传导和蛋白
质磷酸化调控 ＮＡＤＰＨ 氧化酶活性
－

Ｏ ２· 和 Ｈ２ Ｏ ２ 含量增加；过氧化物酶和 ＮＡＤＰＨ 氧化酶被激活
细胞死亡与 ＮＯ 和 Ｈ２ Ｏ ２ 的产生有关
氧化应激和细胞死亡增加

根部 ＲＯＳ 和 Ｈ２ Ｏ ２ 含量增加

－

１ ｈ 内 ＳＯＤ 酶活性增加 １６０％；Ｏ ２· 和 Ｈ２ Ｏ ２ 含量增加
高水平的 ＮＯ 和 Ｈ２ Ｏ ２ 促使 ＰＣＤ

Ｈ２ Ｏ ２ 的积累依赖于 ＮＡＤＰＨ 氧化酶和三磷酸磷脂酰肌醇
－

ＭＡＰＫ 酶活性受 ＯＨ·和 ＲＯＳ（ Ｏ ２· 或 Ｈ２ Ｏ ２ ） ＲＯＳ 积累的调控；
ＮＡＤＰＨ 氧化酶和 Ｃａ 依赖蛋白激酶（ ＣＤＰＫｓ） 活性受 Ｃａ ２＋ 调控
Ｈ２ Ｏ ２ 积累并修饰生长素信号通路以及细胞周期性基因表达，
如生长素的分布 （ ＤＲ５⁃ＧＵＳ） 、合成 （ ＯｓＹＵＣｓ） 、运 输 （ ＯｓＰＩＮｓ）
及生长素响应（ ＯｓＡＲＦｓ ／ ＯｓＩＡＡｓ） 基因的表达
－

－

Ｈ２ Ｏ ２ 和 Ｏ ２· 含量增加；ＰＣＤ 与 Ｏ ２· 和 Ｈ２ Ｏ ２ 的产生有关

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５］
［６－７］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８］

［２３］
［２４］
［９］
［２５］

在质膜中 Ｃｄ 抑制 Ｏ ２· 的产 生， 这种抑制可 由 Ｃａ ２＋ 和 Ｍｇ ２＋ 逆

［１７］

ＮＯ 和 Ｈ２ Ｏ ２ 含量增加引起抗氧化反应

［１０］

－

转；在线 粒 体 中 Ｃｄ 诱 导
Ｈ２ Ｏ ２ 产生

－
Ｏ ２·

和 Ｈ２ Ｏ ２ 的 产 生； Ｃｄ 诱 导 根 部

Ｈ２ Ｏ ２ 含量增加 １．２７ 倍；ＭＤＡ 含量增加 ５９．３％；植物生长受抑
制
初始 ６ ｈ Ｃｄ 处理后 ＲＮＳ 和 ＲＯＳ 总量显著增加

［２６］
［２７］

３期

酸盐） 再次证明了上述结论 ［４０］ ． 但也有研究提出了

迫的作用．
２

９８３

张然然等： 镉毒害下植物氧化胁迫发生及其信号调控机制的研究进展

不同的结论，如 Ｘｕ 等 ［２１］ 发现 ＮＲ 抑制剂钨酸盐也

适量 ＮＯ 缓解 ＲＯＳ 积累

２ １

能抑制 Ｃｄ 胁迫下植物根系 ＮＯ 的积累．虽然上述研

Ｃｄ 胁迫引起 ＮＯ 含量变化

ＮＯ 是一种广泛存在于生物体内的信号分子，

参与调控植物体内的生理生化过程，如种子萌发、植
株生长发育、叶片和果实衰老、细胞凋亡以及一系列

生物与非生物逆境胁迫反应 ［３２］ ． 近年来 Ｃｄ 胁迫下
植物体内 ＮＯ 含量变化的报道所示（ 表 ２） ，虽然不
同植物品种间存在一些差异，但一般情况下短期 Ｃｄ

胁迫均导致了 ＮＯ 含量上升，随处理时间的延长 ＮＯ
含量可能下降．

２ ２

Ｃｄ 胁迫下 ＮＯ 的来源

众所周知，植物体内 ＮＯ 产生的主要来源为一

氧化氮合成酶（ ＮＯＳ） 和硝酸还原酶（ ＮＲ） ．因此，Ｃｄ

究出现了不同的结果，但笔者更倾向于前者的结论，
即 ＮＯＳ 在 Ｃｄ 诱导的 ＮＯ 产生中更为重要．原因是钨
酸盐作为 ＮＲ 的抑制剂，对植物其他生理过程也存
在伤害 ［４２］ ，因而利用 ＮＲ 突变体的试验结论更为可
靠．此外，还有研究发现 Ｃｄ 可通过影响 ＮＯＳ 的磷酸
化来改变 ＮＯ 的产生 ［４３］ ，那么是否也会影响 ＮＲ 的
磷酸化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其他有关 Ｃｄ 胁迫下 ＮＯ

产生途径如亚硝酸盐 ＮＯ 还原酶（ Ｎｉ⁃ＮＯＲ） 和黄嘌
呤氧化酶（ ＸＯ） 催化等酶促反应及非酶促反应至今
尚未见报道．

２ ３

ＮＯ 对 ＲＯＳ 清除的双重作用

许多研究证实，低浓度外源性 ＮＯ 可缓解 Ｃｄ 引

胁迫下有关 ＮＯ 来源的研究也重点关注了上述两个

起的氧化胁迫，减少对植物的毒害 ［１８］ ．如 Ｃｄ 胁迫下

芥在 ＮＯＳ 抑制剂（ Ｌ⁃ＮＡＭＥ） 的作用下，ＮＯ 含量与

ａｅｓｔｉｖｕｍ） 幼苗 ２４ ｈ 后可显著降低 Ｃｄ 诱导的脂质过

酶学过程．研究发现，２００ μｍｏｌ·Ｌ －１ Ｃｄ 胁迫下，拟南
对照相比减少 ７４％，而两个 ＮＲ 突变体 ｎｉａ１ 和 ｎｉａ２

的 ＮＯ 产生并没有受到抑制，说明在这种特定的生
理背景下，ＮＲ 不是 ＮＯ 产生的来源 ［３８］ ． 也有研究利

用另一种 ＮＯＳ 抑制剂（ Ｌ⁃ＮＭＭＡ） 及 ＮＲ 抑制剂（ 钨

用 ２００ μｍｏｌ·Ｌ －１ ＮＯ 供体（ ＳＮＰ） 处理小麦（ Ｔｒｉｔｉｃｕｍ

氧化， 减少 Ｈ ２ Ｏ ２ 积累及根系电解质渗漏 ［４４］ ． 关于
ＮＯ 缓解 Ｃｄ 胁迫下植物氧化损伤可能性机制主要
有：１） 外源 ＮＯ 可改变 ＲＯＳ 清除酶的活性及非酶促
抗 氧化系统 ［２２，４５］ ． 如Ｃｄ胁迫下，ＳＮＰ 能显著上调三

表 ２ Ｃｄ 胁迫下植物体内 ＮＯ 含量的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２ ＮＯ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ｄ ｓｔｒｅｓｓｅｄ⁃ｐｌａｎｔｓ
植物
Ｐｌａｎｔ

Ｃｄ 浓度
Ｃｄ ｃｏｎｎ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 μｍｏｌ·Ｌ －１ ）

处理时间
Ｔｉｍｅ ｏ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试验现象及结论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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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０

２ ～ １２ ｈ

ＮＯ 含量 增 至 １５． ５ μｍｏｌ · Ｌ －１ ， 而 加 入 ５００ μｍｏｌ · Ｌ －１
Ｌ⁃ＮＭＭＡ后 ＮＯ 含量减少 ３５％
ＮＯ 显著增加，并伴随着 ＰＣＤ 的发生

Ｔｒｉｔｉｃｕｍ ａｅｓｔｉｖｕｍ （ ｒｏｏｔｓ）

１０

１００

３ｈ

幼苗根部呼吸量下降 ４２％，而 ＮＯ 产量增长 ７３％

［３５］

４０

６ ～ ７２ ｈ

６ ｈ ＮＯ 含量最大达到顶峰

［１０］

７ｈ

根部 ＮＯ 含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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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 根部）
大豆

Ｇ． ｍａｘ
拟南芥
Ａ． ｔｈａｌｉａｎａ
黄羽扇豆（ 根部）
Ｌ． ｌｕｔｅｕｓ （ ｒｏｏｔｓ）
大麦（ 根尖）
Ｈｏｒｄｅｕｍ ｖｕｌｇａｒｅ （ ｒｏｏｔ ｔｉｐｓ）
荠菜（ 根部）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ｊｕｎｃｅａ （ ｒｏｏｔｓ）
水稻（ 根部）
Ｏ． ｓａｔｉｖａ （ ｒｏｏｔｓ）
苜蓿（ 根部）
Ｍｅｄｉｃａｇｏ ｔｒｕｎｃａｔｕｌａ （ ｒｏｏｔｓ）
豌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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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２００
５０

１５０
８９

５ｄ

７２ ｈ
９６ ｈ
４８ ｈ
２４ ｈ

根部 ＮＯ 含量显著增加；根系生长受抑制
－

ＮＯ 含量增加；外源 ＮＯ 降低细胞中 Ｏ ２· 和 Ｈ２ Ｏ ２ 含量

［３４］
［３６］
［３７］

叶片中 ＮＯ 含量增加

［３８］

根部 ＮＯ 含量显著增加

［２５］

ＮＯ 含量比对照组高出 ４ 倍

［８］

１０００

２４ ｈ

根部 ＮＯ 的产生使根系伸长量减少 ４０％

［３９］

２５

２４ ～ ９６ ｈ

２４ ｈ 后根部 ＮＯ 含量显著增加

［２６］

１００

２４ ｈ

根部 ＮＯ 含量降低；外源 ＮＯ 增加耐 Ｃｄ 性

［４０］

５０

４８ ｈ

［２１］

１００

４８ ｈ

根部 ＮＯ 含量降低；根长减少至 ５７％；外源 ＮＯ 的应用有助
于幼苗生长并降低了 Ｃｄ 积累
ＮＯ 含量增加引起 ＰＣＤ

５０

１５ ｄ

根部、叶片 ＮＯ 含量下降

１４ ｄ

叶片 ＮＯ 含量下降

［１９］
［４１］

［６－７］

９８４

应

用

生

态

学

２７ 卷

报

叶草（ Ｔｒｉｆｏｌｉｕｍ ｒｅｐｅｎｓ） 叶片 ＣＡＴ、 ＡＰＸ、 ＧＲ 和 ＳＯＤ

３

ＧＳＨ 的含量 ［４５］ ；２） ＮＯ 作为一种有效的 ＲＯＳ 清除

３ １

根离子（ ＯＮＯＯ ） ． ＯＮＯＯ 进一步与 Ｈ ２ Ｏ ２ 反应生成

（ 表 ３） ．如 ５０ μｍｏｌ·Ｌ －１ ＣｄＣｌ ２ 处理 ２４ ｈ 后豌豆叶片

３） 活性氮（ ＲＮＳ） 的间接作用． 最近有研究用荧光染

μｍｏｌ·Ｌ －１ ＣｄＣｌ ２ 处理 １５ ｄ 后豌豆叶片中 Ｃａ 含量减

的活 性 ［１３］ ； 增 加 向 日 葵 （ Ｈｅｌｉａｎｔｈｕｓ ａｎｎｕｕｓ ） 叶 片
－
·

剂，可与 ＲＯＳ（ 如 Ｏ ２ ） 直接作用形成过氧化亚硝酸
－

－

ＮＯ ２ － 和 Ｏ ２ ，从而减轻 ＲＯＳ 介导的细胞氧化损伤 ［４６］ ；
料观察到 Ｃｄ 胁迫下活性氮（ ＲＮＳ） 含量的增加 ［４７］ ．

ＲＮＳ 包括 ＮＯ 自由基（ ＮＯ·） 、硝酰基（ ＮＯ － ） 、亚硝
离子（ ＮＯ ＋ ） 、过氧亚硝基阴离子（ ＯＮＯＯ － ） 、亚硝基
硫醇（ ＳＮＯ） 及高氮氧化物等 ［４８］ ． 有研究发现，Ｃｄ 处
理黄羽扇豆（ Ｌｕｐｉｎｕｓ ｌｕｔｅｕｓ） 根部 ２４ ｈ 后，在根的分

化和伸长区会产生 ＯＮＯＯ ．ＯＮＯＯ 是重要的翻译后
－

－

修饰物质， 可 使 蛋 白 发 生 Ｓ⁃亚 硝 基 化
Ｇａｌｉｓｔｅｏ 等

［４９］

［２５，４８］

． Ｏｒｔｅｇａ⁃

已证实 Ｓ⁃亚硝基化过氧化氢酶和过氧

化物酶中的乙醇酸氧化酶均能调节 Ｈ ２ Ｏ ２ 的水平．因
此，ＲＮＳ 也可间接地影响 ＲＯＳ 的含量；４） 外源性 ＮＯ

还能促进离子的吸收 ［３１］ ，或与其他物质（ 如 Ｈ ２ Ｓ） 相

Ｃａ 缓解 Ｃｄ 诱导的氧化胁迫
Ｃｄ 胁迫诱导 Ｃａ 含量变化

许多研究发现，Ｃｄ 胁迫下植物体 Ｃａ 含量减少

和根 中 的 Ｃａ 含 量 分 别 减 少 近 ５７％ 和 ３５％ ［１２］ ；５０
少 ２７％ ［７］ ；２００ μｍｏｌ·Ｌ －１ Ｃｄ 处理 １０ ｄ 后蚕豆（ Ｖｉｃｉａ
ｆａｂａ） Ｃａ 含量也显著减少 ［５２］ ． 但也有研究发现，１００

μｍｏｌ·Ｌ －１ ＣｄＣｌ ２ 处理 １４ ｄ 后三叶草地上部 Ｃａ 含量
增加约 １４０％ ［１３］ ．相关研究机理可归纳为 ３ 点：１） Ｃｄ

可与 Ｃａ 竞争结合位点，使 Ｃａ 含量下降 ［５３］ ；２） Ｃｄ 可
增加 Ｃａ 转运蛋白 （ 如质膜中的 Ｃａ ２＋ ⁃ＡＴＰａｓｅ） 的活
性以驱动根细胞内的 Ｃａ 进入外根细胞，使 Ｃａ 含量
下降 ［１３］ ；３） 基于 ＮＡＤＰＨ 氧化酶，Ｃｄ 活化磷酸肌醇
信号传导途径，促使 Ｃａ ２＋ 存储器中 Ｃａ ２＋ 的释放，引起
细胞 质 内 Ｃａ ２＋ 水 平 增 加， 从 而 触 发 Ｃａ 信 号 的 传
导 ［５，１５，５４］ ．

互作用，一起缓解 Ｃｄ 诱导的 ＲＯＳ 积累 ［５０］ ．

３ ２

生长，而高浓度的外源 ＮＯ 并不能缓解 Ｃｄ 的毒害．

Ｃａ 介导的信号传导和蛋白质磷酸化可调控 ＮＡＤＰＨ

μｍｏｌ·Ｌ ＳＮＰ，仅在前者作用下莴苣（ Ｌａｃｔｕｃａ ｓａｔｉ⁃

的主要来源之一 ［５，７，２３］ ；２） Ｏ ２· 作为 ＲＯＳ 的重要组成

值得注意的是，低浓度的外源 ＮＯ 可促进植物

如 １００ μｍｏｌ · Ｌ Ｃｄ 胁 迫 下 分 别 施 加 ２５０ 和 ５００
－１

－１

－
·

ｖａ） 根 部 ＭＤＡ、 Ｈ ２ Ｏ ２ 和 Ｏ ２ 含 量 减 少 ［５１］ ． １００
μｍｏｌ·Ｌ

－１

Ｃｄ 胁 迫 下 分 别 施 加 １００、 ２００ 和 ４００

μｍｏｌ·Ｌ －１ ＳＮＰ 后发现，１００ μｍｏｌ · Ｌ －１ ＳＮＰ 处理下
三叶草地上部 Ｈ ２ Ｏ ２ 和 ＭＤＡ 含量最低，对缓解 Ｃｄ

胁迫最有效 ［１３］ ．甚至 Ｃｄ 胁迫下拟南芥细胞中 ＮＯ 的
过量积累会触发 ＰＣＤ ［２５］ ．因此，在 Ｃｄ 胁迫下应用外
源 ＮＯ 时应考虑到它的双重作用．

Ｃａ 缓解 ＲＯＳ 积累

１） ＲＯＳ 的积累是 Ｃａ 介导的过程． 初步依据是

氧化酶的活性，而质膜 ＮＡＤＰＨ 氧化酶恰好是 Ｈ ２ Ｏ ２
－

部分，其来源也和 Ｃａ ２＋ 有关． 有研究用 １ ｍｍｏｌ·Ｌ －１
－

Ｃａ ２＋ 通道抑制剂（ ＬａＣｌ ３ ） 处理豌豆根部，发现 Ｏ ２· 的
产生受到抑制 ［５］ ，说明细胞内 Ｃａ ２＋ 的变化将影响 Ｃｄ
－

诱导的 Ｏ ２· 积累；３） 抗氧化酶也是 Ｃａ 影响 ＲＯＳ 积
累的主要因素之一． 如 Ｃｄ 胁迫下水稻在缺 Ｃａ 与正

常 Ｃａ 条件 下 对 比 发 现， 缺 钙 条 件 下 叶 片 内 ＳＯＤ、
ＣＡＴ 、 ＡＰＸ 和 ＧＲ 活 性 升 高 ， ＡＳＡ 和 ＧＳＨ 活 性 下

表 ３ 不同 Ｃｄ 处理条件下植株体内 Ｃａ 含量的变化及外源 Ｃａ 的作用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ｄ ｏｎ Ｃａ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ｏｇｅｎｏｕｓ Ｃａ
植物
Ｐｌａｎｔ
豌豆

Ｃｄ 浓度
Ｃｄ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 μｍｏｌ·Ｌ －１ ）

Ｐ． ｓａｔｉｖｕｍ
大豆 Ｇ． ｍａｘ
三叶草 Ｔ． ｒｅｐｅｎｓ
洋甘菊
Ｍ． ｃｈａｍｏｍｉｌｌａ
蚕豆 Ｖｉｃｉａ ｆａｂａ
甘蓝
Ｂ． ｎａｐｕｓ
烟草（ 细胞悬液）
Ｎ． ｔａｂａｃｕｍ （ ｃｅｌｌ 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
扁豆
Ｌ． ｃｕｌｉｎａｒｉｓ

５０

１００

处理时间
Ｔｉｍｅ ｏ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２４ ｈ
１５ ｄ
４ｄ

１００

１４ ｄ

２００

１０ ｄ

３０００

８ｈ

４０

１４ ｄ

１８０
５００

７ｄ
７ｄ

试验现象及结论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叶片和根 Ｃａ 含量分别减少近 ５７％和 ３５％

［１２］

Ｃｄ 与 Ｃａ 竞争吸收

［１７］

５ ｍｍｏｌ·Ｌ －１ 外源 Ｃａ 增加地上部和根部生物量；植株内 Ｃｄ
含量、ＭＤＡ 和酚类物质减少
Ｃａ 含量减少；外源 Ｃａ 和 Ｋ 协同缓解 Ｃｄ 毒害

［５５］

叶片 Ｃａ 含量减少 ２７％并降低 Ｃａ ／ ＣａＭ 介导的 ＮＯＳ 活性
地上部 Ｃａ 含量增加约 １４０％，根部 Ｃａ 含量降低约 ６０％

２ ｍｍｏｌ·Ｌ －１ 外源 Ｃａ 缓解 Ｃｄ 毒害，植株生物量和叶绿素
含量增加
５ ｍｍｏｌ·Ｌ －１ 外源 Ｃａ 可抑制 Ｃｄ 胁迫引起的 Ｈ２ Ｏ ２ 积累
５ ｍｍｏｌ·Ｌ －１ 外源 Ｃａ 使扁豆地上部和根系 Ｃｄ 含量分别降
低 ２ 和 １．５ 倍；抗氧化酶活性增高；Ｈ２ Ｏ ２ 和 ＭＤＡ 含量降低

［７］

［１３］
［５２］
［５６］
［５］
［５７］

３期

张然然等： 镉毒害下植物氧化胁迫发生及其信号调控机制的研究进展

９８５

降 ［５８］ ；Ｔａｌｕｋｄａｒ ［５７］ 发现，Ｃｄ 胁迫下应用外源 Ｃａ 将

为，在非 Ｃｄ 胁迫下，Ｃａ ２＋ 是 ＮＯ 的下游信号，ＮＯ 通

发现，与无 Ｃａ 处理相比，在 Ｃｄ 胁

Ｃａ ２ ＋ 释放．另一方面，Ｌｉａｏ 等 ［６５］ 发现，ＣａＭ 抑制剂可

减少扁 豆 （ Ｌｅｎｓ ｃｕｌｉｎａｒｉｓ） 体 内 Ｈ ２ Ｏ ２ 和 ＭＤＡ 的 含
量；Ｆａｒｚａｄｆａｒ 等

［５５］

迫时外源 Ｃａ 的应用可降低 Ｃｄ 对洋甘菊（ Ｍａｔｒｉｃａｒｉａ

ｃｈａｍｏｍｉｌｌａ） 根部和地上部 ＳＯＤ、ＣＡＴ 和 ＰＯＸ 的影
响．并且 ＣａＣｌ ２ 的浓度增加时 Ｈ ２ Ｏ ２ 和 ＭＤＡ 含量随
之下降． 上述现象均说明，Ｃａ 的应用有利于缓解由
Ｃｄ 胁迫引起的氧化胁迫．４） Ｃａ 可通过结合蛋白（ 主

过介 导 ｃＡＤＰＲ 和 ｃＧＭＰ 依 赖 的 途 径 诱 导 细 胞 内
阻止 ＮＯ 诱导的不定根的产生，Ｃａ ２＋ 可能作为 ＣａＭ
的上游信号分子参与 ＮＯ 和 Ｈ ２ Ｏ ２ 诱导的生根过程．

因此，Ｃｄ 胁迫下 Ｃａ 与 ＮＯ 在参与调控 ＲＯＳ 的积累
与清除过程中的关系也可能是相互的，仍待进一步
证实．

要有钙 调 素 ＣａＭ、 钙 依 赖 型 蛋 白 激 酶 ＣＤＰＫ 以 及

４

胞过程 ［５９］ ．其中，ＣａＭ 在 Ｃｄ 诱导的氧化应激信号级

４ １

加入 ２ μｍｏｌ · Ｌ

Ｗ７ （ ＣａＭ 抑 制 剂） 可 抑 制 烟 草

的生长素（ ＩＡＡ） 、脱落酸（ ＡＢＡ） 、水杨酸（ ＳＡ） 、茉莉

． 综上所述，Ｃａ 可部分缓解 Ｃｄ 诱导的

些研究结果进行了归纳，详见表 ４． 大多情况下，Ｃｄ

Ｃａ ２＋ ⁃ＡＴＰａｓｅ） 产生相应的 Ｃａ 信号，从而介导多种细
联系统中起到重要作用，如 ３ ｍｍｏｌ·Ｌ Ｃｄ 胁迫下
－１

－１

（ Ｎｉｃｏｔｉａｎａ ｔａｂａｃｕｍ） 细 胞 内 氧 化 酶 的 活 化 并 降 低
Ｈ ２ Ｏ ２ 含量

［５］

ＲＯＳ 过量积累问题．

３ ３

外源 Ｃａ 缓解 Ｃｄ 氧化胁迫
２＋

为提高植物耐 Ｃｄ 性，近年来有关外源 Ｃａ 应用

的研究逐步增多（ 表 ３） ． Ｗａｎ 等

［５６］

发现，适量外源

Ｃａ 可增加甘蓝型油菜（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ｎａｐｕｓ） 细胞膜的稳
定性，使植株生物量和叶绿素含量增加，缓解 Ｃｄ 的
毒害作用；Ｓｉｄｄｉｑｕｉ 等 ［５２］ 认为，Ｃａ 的合理利用可增

加抗氧化酶的活性，从而缓解 Ｃｄ 胁迫的影响；另外
三叶 草
ｖｕｍ）

［６０］

［６１］

、豌豆

和洋甘菊

［１４］

［５５］

、扁豆

［５８］

、 大 蒜 （ Ａｌｌｉｕｍ ｓａｔｉ⁃

等植株受到 Ｃｄ 胁迫时，施加外

源 Ｃａ 均 可 改 善 植 物 的 抗 氧 化 系 统， 减 轻 脂 质 过
氧化．

事实上，在长期进化过程中植物也产生了一系

列与 Ｃａ 有关的非氧化胁迫途径的耐 Ｃｄ 机制：１） Ｃｄ

胁迫下烟草的一种解毒方式是通过叶片毛状体分泌
包含有 Ｃｄ 和 Ｃａ 的晶体

［６２］

；２） Ｃａ 可通过增强植物

络合素合成酶基因 ＬｓＰＣＳＩ 的表达，从而提高植物络
合素的合成以缓解 Ｃｄ 的毒害

［６３］

；３） 在质膜附近，

Ｃａ 通过降低细胞表面的电负性并与 Ｃｄ ２＋ 的离子内
２＋

流竞争，以缓解 Ｃｄ 的毒性 ［５６］ ．

３ ４

Ｃｄ 胁迫下 Ｃａ 与 ＮＯ 的关系

首先，Ｃａ 能影响 Ｃｄ 胁迫下植物 ＮＯ 含量． 如在

Ｃｄ 胁迫豌豆幼苗的营养液中加入 Ｃａ，将改变叶片
ＮＯＳ 活性，导致 ＮＯ 含量显著增加，并伴随 ＲＯＳ 的
减少

［７］

．其次，Ｃｄ 胁迫下 ＮＯ 也将影响植物体内 Ｃａ

的含量．Ｘｕ 等

［２１］

发现，Ｃｄ 胁迫 ４８ ｈ 后苜蓿（ Ｍｅｄｉｃａ⁃

ｇｏ ｔｒｕｎｃａｔｕｌａ） 体内 Ｃａ 含量减少了 ７４．８％，而 ＳＮＰ 处
理后苜蓿体内 Ｃａ 含量增加了 １５０％，并伴随 ＧＳＨ 含
量的增加和 Ｈ ２ Ｏ ２ 含量的减少． Ｇａｒｃｉａ⁃Ｍａｔａ 等 ［６４］ 认

植物激素在缓解 Ｃｄ 氧化胁迫中的作用
Ｃｄ 胁迫引起植物激素含量变化

研究显示，Ｃｄ 胁迫下植物激素，如关注度较高

酸（ ＪＡ） 和乙烯（ ＥＴ） ） ，均会发生显著变化．笔者将这
胁迫可引起植物体内 ＩＡＡ 含量的下降，及 ＡＢＡ、ＳＡ、
ＥＴ 和 ＪＡ 含量的增加．

４ ２

植物激素缓解 Ｃｄ 诱导的氧化胁迫

４ ２ １ ＩＡＡ

Ｔａｍａｓ 等 ［１４］ 通过 ＩＡＡ 抑制剂对氯苯氧

异丁酸（ ＰＣＩＢ） 证实了 ＩＡＡ 能有效缓解 Ｃｄ 引起的
Ｈ ２ Ｏ ２ 积累问题． 另外，Ｂｏｃ̌ｏｖá 等 ［７５］ 也指出 ＰＣＩＢ 的

应用将降低短期内由 Ｃｄ 或 ＩＡＡ 诱导的谷胱甘肽⁃Ｓ⁃
转移酶（ ＧＳＴ） 的活性，说明 ＩＡＡ 信号通路可能参与
解毒酶的活化．这说明 ＩＡＡ 可改善植物的抗氧化胁
迫状况．由此可见，外源 ＩＡＡ 的应用可缓解 Ｃｄ 诱导
的氧化应激反应 ［６６］ ．

４ ２ ２ ＡＢＡ

在 Ｃｄ 胁迫下，耐 Ｃｄ 品种（ ＴＮＧ６７） 水

稻叶片和根部中 ＡＢＡ 含量逐渐增加，而 Ｃｄ 敏感品
种（ ＴＮ１） ＡＢＡ 含量变化不显著 ［６９］ ，证实 ＡＢＡ 在植
物耐 Ｃｄ 胁迫中发挥一定作用．ＡＢＡ 缓解 Ｃｄ 胁迫的
途径可能有以下几点：１） ＡＢＡ 通过调控抗氧化系统
缓解 Ｃｄ 胁 迫． 如 Ｌｉ 等 ［７６］ 发 现， Ｃｄ 胁 迫 降 低 绿 豆
（ Ｖｉｇｎａ ｒａｄｉａｔａ） ＧＳＨ 的水平． 但在 ＡＢＡ 预处理下可
恢复 ＧＳＨ 的水平，间接调控 Ｃｄ 胁迫下由 ＲＯＳ 积累
引起的氧化应激．２） ＡＢＡ 可通过调控植物螯合肽的
合成缓解 Ｃｄ 胁迫．近期 Ｓｔｒｏｉｓｋｉ 等 ［１１］ 研究发现，马
铃薯（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ｔｕｂｅｒｏｓｕｍ） 在 Ｃｄ 胁迫或 ＡＢＡ 单一处

理下均 能 增 强 根 部 螯 合 肽 合 成 酶 （ ＰＣＳ） 的 活 性、
ＳｔＰＣＳ１ 的转录水平、ＮＣＥＤ１ 及 ｂ⁃ＺＩＰ 基因的表达．

而 Ｃｄ 胁迫下加入 ＡＢＡ 抑制剂氟啶草酮（ Ｆｌｕ） 后，将
完全阻止了 Ｃｄ 对 ＳｔＰＣＳ１、ＮＣＥＤ１ 和 ＳｔｂＺＩＰ 基因的
转录并抑制 ＰＣＳ 活性的增加，说明 Ｃｄ 胁迫下 ＡＢＡ

参与了 ＰＣＳ 在马铃薯根部细胞的转导． 另外， Ｈａｙ⁃
ｗａｒｄ等 ［７７］ 也证实了ＡＢＡ可通过增加植物螯合肽的

９８６

应

用

生

态

学

２７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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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Ｃｄ 胁迫对内源性植物激素的影响及相关成果
Ｔａｂｌｅ 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ｄ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ｎ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ｈｏｒｍｏｎｅｓ
信号
Ｓｉｇｎａｌ
生长素
Ａｕｘｉｎ

脱落酸
Ａｂｓｃｉｓｉｃ ａｃｉｄ

水杨酸
Ｓａｌｉｃｙｌｉｃ
ａｃｉｄ

乙烯
Ｅｔｈｙｌｅｎｅ
茉莉酸
Ｊａｓｍｏｎｉｃ
ａｃｉｄ

植物
Ｐｌａｎｔ
大麦（ 根尖）
Ｈ． ｖｕｌｇａｒｅ （ ｒｏｏｔ ｔｉｐ）

Ｃｄ 浓度
Ｃｄ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 μｍｏｌ·Ｌ －１ ）
１０ ～ ６０
１００

马铃薯（ 根部）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ｔｕｂｅｒｏｓｕｍ（ ｒｏｏｔｓ）
水稻
Ｏ． ｓａｔｉｖａ

１００

玉米（ 叶片）
Ｚ． ｍａｙｓ （ ｌｅａｖｅｓ）
豌豆（ 根部）
Ｐ． ｓａｔｉｖｕｍ （ ｒｏｏｔｓ）
大豆（ 根部）
Ｇ． ｍａｘ （ ｒｏｏｔｓ）
豌豆（ 叶片）
Ｐ． ｓａｔｉｖｕｍ （ ｌｅａｖｅｓ）
红花菜豆（ 叶片）
Ｐｈａｓｅｏｌｕｓ ｃｏｃｃｉｎｅｕｓ （ ｌｅａｖｅｓ）
拟南芥（ 叶片）
Ａ． ｔｈａｌｉａｎａ （ ｌｅａｖｅｓ）
豌豆（ 叶片）
Ｐ． ｓａｔｉｖｕｍ （ ｌｅａｖｅｓ）

试验现象及结论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０－６ ｈ

ＩＡＡ 可缓解 Ｃｄ 对根系生长的抑制作用，降低
Ｈ２ Ｏ ２ 积累
根部 ＩＡＡ 含量降低至 ５３％

［１４］

５０

水稻
Ｏ． ｓａｔｉｖａ

小麦
Ｔ． ａｅｓｔｉｖｕｍ
蓖麻
Ｒｉｃｉｎｕ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

处理时间
Ｔｉｍｅ ｏ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７ｄ

１５ ｄ
５－４８ ｈ

５００

０－３ ｄ

－
Ｏ ２·

ＩＡＡ 和
可 能 介 导 ＯｓＰＩＤ、 ＯｓＰＩＮｓ、 ＯｓＡＲＦｓ
等基因表达调控
根部 ＡＢＡ 含量增加 ４ 倍

［６６］
［６７］
［６８］

耐 Ｃｄ 型（ ＴＮＧ６７） 水稻叶片和根部中 ＡＢＡ 含
量逐渐增加，而 Ｃｄ 敏感型（ ＴＮ１） 水稻在 Ｃｄ 胁
迫的前 ２ ｄ 叶片 ＡＢＡ 含量无变化；根部 ＡＢＡ
含量增加，且 ＴＮＧ６７ 水稻根部 ＡＢＡ 积累量比
ＴＮ１ 水稻高
ＡＢＡ 含量下降

［６９］

５００ μｍｏｌ·Ｌ －１ ＳＡ 预处理可减少其在 Ｃｄ 胁迫
下的生 物 量、 净 光 合 速 率、 气 孔 导 度 和 胞 间
ＣＯ ２ 浓度

［７１］

叶片 ＳＡ 含量增加 ５０％

［７２］

４００，１０００

３０ ｄ

［７０］

５０

１２ ｄ

１０，１５

１４ ｄ

５０

１５ ｄ

根部 ＳＡ 含量增加近 ２ 倍

［６］

２２２

２４ ｈ

根部 ＥＴ 含量增加近 ５ 倍

［７３］

５０

１４ ｄ

叶片 ＥＴ 含量增加 ２ 倍

［７］

１００

１－１４ ｈ

７ ～ １４ ｈ 时幼苗叶片 ＪＡ 含量显著增加

１００

７－１４ ｈ

７ ｈ 叶片 ＪＡ 含量显著增加

［７４］

５０

１４ ｄ

叶片甲基茉莉酸含量增加 ２ 倍

［７］

产生缓解 Ｃｄ 毒害作用．３） ＡＢＡ 也可通过气孔调节

影响 Ｃｄ 诱导的抗氧化酶如 ＳＯＤ、ＡＰＸ、ＣＡＴ 和 ＧＲ

综上所述，外源 ＡＢＡ 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可缓解

个抗氧化剂． 在许多植物如玉米（ Ｚｅａ ｍａｙｓ） ［７２］ 、豌

维持植物水分平衡，从而帮助植物适应 Ｃｄ 胁迫

［７８］

．

Ｃｄ 胁迫的不利影响． 但近期有研究发现，ＡＢＡ 仅在
低浓度条件下缓解 Ｃｄ 胁迫，而高浓度外源 ＡＢＡ 的
应用则会对植物产生毒害作用．如 Ｆａｎ 等

［７９］

研究发

现，Ｃｄ 胁迫下，０．５ μｍｏｌ·Ｌ ＡＢＡ 可显著增加拟南
－１

的活性 ［８３］ ．上述事例均表明 Ｃｄ 逆境时 ＳＡ 可能是一
豆 ［６］ 等中均发现，Ｃｄ 胁迫下外源 ＳＡ 可改变 ＲＯＳ 积
累和抗氧化酶系统的活性，缓解 Ｃｄ 胁迫带来的不
利影响．

近期有研究者基于 ＳＡ 突变体的研究发现，Ｃｄ

芥地上部和根部生物量，而 １ μｍｏｌ ·Ｌ ＡＢＡ 作用

胁迫下植株内源性 ＳＡ 过高也是不利的 ［１８］ ．如 Ｃｄ 胁

关外源 ＡＢＡ 实际施用的研究大多数仍停留在水培

活性高于 ＳＡ 缺乏突变体 （ ＮａｈＧ） ， 而 ＣＡＴ 活性和

－１

下拟南芥地上部和根部生物量则大大减少． 目前有
条件下，今后可考虑开展如叶片喷施等方法的土培
试验，以提高其实际应用前景．

４ ３ ３ ＳＡ

近年来研究发现，外源 ＳＡ 可缓解 Ｃｄ 诱

导的氧化应激 ［８０］ ．如 ＳＡ 预处理后小麦体内 ＭＤＡ 和
Ｈ ２ Ｏ ２ 含量下降 ［７０］ ；ＳＡ 可通过抑制 ＲＯＳ 的过量产生
来缓 解 Ｃｄ 诱 导 的 光 化 学 损 伤 和 自 噬 性 细 胞 死
亡 ［８１］ ；ＳＡ 可通过介导 ＮＡＤＰＨ 氧化酶产生的 Ｈ ２ Ｏ ２

以应对 Ｃｄ 胁迫引起的氧化应激 ［８２］ ；外源 ＳＡ 还可

迫下野生型拟南芥植株叶片中的 Ｈ ２ Ｏ ２ 积累量、ＳＯＤ

ＧＳＨ 含量则低于 ＮａｈＧ ［８０］ ． Ｔａｏ 等 ［８４］ 通过对拟南芥
（ ｗｔ） 、 ＳＡ 积 累 突 变 体 （ ｓｎｃ１ ） 和 ＳＡ 缺 失 突 变 体
（ ｎａｈＧ） 的研究发现，ＣｄＣｌ ２ 胁迫下，与 ｗｔ 相比，ｓｎｃ１

的生长受到抑制，而 ｎａｈＧ 体现出对 Ｃｄ 的耐受性．并
且 ｓｎｃ１ 植株中 Ｈ ２ Ｏ ２ 和 ＭＤＡ 含量高于 ｎａｈＧ，说明
较高浓度的内源 ＳＡ 可导致 Ｃｄ 诱导的植物生长发
育迟缓，而 ＳＡ 的缺乏则促进植物生长 ［１８］ ． 因此，ＳＡ

的作用方式可能取决于 ＳＡ 的浓度及植物对 Ｓ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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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性．

４ ３ ４ ＥＴ

基于乙烯抑制剂和乙烯突变体，研究者

证实 ＥＴ 在植物应对 Ｃｄ 胁迫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９８７

号的转导 ［９３］ ．

５

Ｃｄ 胁迫下 ＭＡＰＫ 的作用

如 Ｃｄ 胁迫下加入 ＥＴ 抑制剂硫代硫酸银（ ＳＴＳ） １ ｈ

５ １

后 Ｈ ２ Ｏ ２ 含量增加

可调控 Ｃｄ 诱导的氧化胁迫．然而，这些信号物质在

后洋葱（ Ａｌｌｉｕｍ ｃｅｐａ） 体内 Ｈ ２ Ｏ ２ 含量下降，但是 ５ ｈ
［８５］

；Ｍｏｎｔｅｉｒｏ 等

［８６］

通过野生型番

茄（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ｌｙｃｏｐｅｒｓｉｃｕｍ） 植株（ ＭＴ） 和乙烯不敏感
突变体（ Ｎｒ） 对比发现，Ｃｄ 诱导下两种植株在生长
参数、Ｃｄ 积累和脂质过氧化等方面有显著差异，即
Ｎｒ 植株的生物量下降、ＭＤＡ 及 Ｈ ２ Ｏ ２ 含量增加． 另

Ｃｄ 胁迫可激活 ＭＡＰＫ

上述研究表明，Ｃａ、ＮＯ 及植物激素等信号物质

调控 Ｃｄ 诱导的氧化胁迫过程中，离不开有丝分裂
原活化蛋白激酶 （ ＭＡＰＫ） 的作用． 研究证实，Ｃｄ 胁
迫可激活 ＭＡＰＫ．如 １００ ～ ４００ μｍｏｌ·Ｌ －１ Ｃｄ ２＋ 处理水
稻幼苗后 ＯｓＭＡＰＫ２ 和 ＯｓＭＳＲＭＫ２ 被激 活 ［９４］ ；１ ～

外，用 ＥＴ 生物合成抑制剂对荠菜预处理后发现，ＥＴ

３００ μｍｏｌ · Ｌ －１ Ｃｄ ２＋ 处 理 拟 南 芥 幼 苗 后 ＭＰＫ３ 和

缓解 Ｃｄ 胁迫，因此 ＥＴ 被认为可介导 ＧＳＨ 调控途径

平升高 ［９５］ ；５ μｍｏｌ·Ｌ －１ Ｃｄ ２＋ 处理后 ＭＰＫ６ 基因表达

可调节硫代谢 ［８７］ ．由于硫同化可促使 ＧＳＨ 的形成并
缓解 Ｃｄ 的毒害作用．在大豆（ Ｇｌｙｃｉｎｅ ｍａｘ） 中 ＥＴ 浓
度的增加不仅会诱导乙烯生物合成途径酶的基因编
码，还会诱导与多胺代谢相关蛋白的基因

［１５］

． 而多

胺可通过减少 Ｃｄ 胁迫下 ＲＯＳ 的积累及脂质过氧化
作用缓解 Ｃｄ 的毒害作用 ［８８］ ． 这可能是 Ｃｄ 胁迫下
ＥＴ 的解毒途径之一．

４ ３ ５ ＪＡ

一般而言，低浓度的 ＪＡ 可缓解 Ｃｄ 的毒

害作用．如 ２０ μｍｏｌ · Ｌ ＪＡ 预处理可有效改善 Ｃｄ
－１

ＭＰＫ６ 被激活，且随着 Ｃｄ 浓度的增加，其磷酸化水
及活性显著增加 ［９６］ ；大豆幼苗在 ２５ ｍｇ Ｌ －１ Ｃｄ 处理

３ ｈ 后根部 ＭＡＰＫＫ２ 含量增加 ５ 倍，６ ｈ 时 ＭＡＰＫＫ２

含量低于对照组，但 ２４ ｈ 时 ＭＡＰＫＫ２ 含量又高于对
照 ［７３］ ． 由 此 可 见， 不 同 浓 度 Ｃｄ 处 理 均 能 激 活
ＭＡＰＫｓ，且 Ｃｄ 胁迫时间不同会引起 ＭＡＰＫｓ 含量的
变化．

５ ２

ＭＡＰＫ 与 ＲＯＳ、ＮＯ、Ｃａ 和植物激素的关系

第一，Ｃｄ 胁迫下 ＲＯＳ 可作为 ＭＡＰＫｓ 的上游信

诱 导 的 氧 化 应 激， 使 硫 代 巴 比 妥 酸 反 应 物 质

号．证据：１） 拟南芥幼苗在 ＲＯＳ 清除剂（ 谷胱甘肽）

积累降低 ［８９］ ．有研究发现，Ｃｄ 胁迫下拟南芥在外源

水稻幼苗在·ＯＨ 清除剂（ 苯甲酸钠） 及 ＮＡＤＰＨ 氧

－
·

（ ＴＢＡＲＳ） 含量下降，ＧＳＨ 含量提高，Ｈ ２ Ｏ ２ 和 Ｏ ２ 的
ＪＡ 的作用下可增加 ＧＳＨ 的 ｍＲＮＡ 转录水平和 ＧＳＨ

基因（ 如 ｇｓｈ１、ｇｓｈ２ 和 ｇｒ１） 的合成，从而缓解 Ｃｄ 胁
迫的不利影响 ［９０］ ．也有报道指出，Ｃｄ 胁迫下高浓度
的 ＪＡ（１０

－４

ｍｏｌ·Ｌ ） 可导致植物体内脂氧合酶活
－１

性升高、脂质过氧化增加及 Ｈ ２ Ｏ ２ 积累 ［９１］ ． 相反地，
通过没食子酸丙酯阻断内源性 ＪＡ 的合成可降低 Ｃｄ

胁迫对植物光合系统的破坏． 因此，Ｃｄ 胁迫下外源
ＪＡ 的施用需考虑其浓度的影响．

４ ４

植物激素与 ＮＯ、Ｃａ 的关系

Ｃｄ 胁迫下 ＮＯ 可影响激素的含量． 如 Ｃｄ 胁迫

下 ＮＯ 清除剂可降低黄羽扇豆体内 ＳＡ 含量

［２５］

．植

物激素也可反作用于 ＮＯ，如对大豆幼苗的研究发
现，Ｃｄ 胁 迫 下 增 加 ＥＴ 将 诱 导 ＮＯ 主 要 产 生 途
径———ＮＲ 基因的表达

［７３］

；Ｃｄ 胁迫下， 拟南芥在 ５

μｍｏｌ·Ｌ －１ 赤霉素（ ＧＡ） 处理下将减少 ＮＯ 的积累，
并伴随 ＭＤＡ 含量的下降

［９２］

． 那么，Ｃｄ 胁迫下激素

是否可激活 Ｃａ 信号？ 有研究指出 ＡＢＡ 可通过激活
鞘氨醇磷酸酯的合成、Ｇ 蛋白、脂肪酶 Ｃ 和 ＩＰ３ 调节
细胞内 Ｃａ ２＋ ，Ｃａ ２＋ 波动可产生蛋白激酶和磷酸酶的
级联反应，使 ｂ⁃ＺＩＰ 等转录因子被激活，从而实现信

的处理下，ＭＡＰＫｓ 活性受到抑制 ［９７］ ； ２） Ｃｄ 胁迫下，
化酶抑制剂（ 碘二苯） 的作用下，根部 ＭＡＰＫｓ 的活
化程度降低 ［２４］ ．第二，Ｃｄ 胁迫下 ＮＯ 与 ＭＡＰＫｓ 之间
的作用可能是相互的．支持 ＮＯ 是 ＭＡＰＫｓ 上游信号
的证据来源于 Ｙｅ 等 ［９８］ ． 他们发现，Ｃｄ 胁迫下拟南
芥幼苗在 ＮＯ 淬灭剂 ｃＰＴＩＯ 处理后 ＭＡＰＫ 活性降
低．并且 Ｃｄ 胁迫下 ＮＯ 可通过促进 ＭＰＫ６ 介导的半
胱天冬酶⁃３ 蛋白酶的活化诱导拟南芥细胞的 ＰＣＤ．

然而在非 Ｃｄ 胁迫研究中，Ｗａｎｇ 等 ［９９］ 却证实 ＭＡＰＫ

在介导 Ｈ ２ Ｏ ２ 诱导的 ＮＯ 产 生 中 的 关 键 作 用． 说 明
ＮＯ 及 ＭＡＰＫ 在介导 Ｃｄ 诱导的氧化胁迫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如 Ｊｉｎ 等 ［９６］ 发现，与野生型相比，Ｃｄ 胁迫
下 ＭＰＫ６ 突变体 ＮＯ 含量明显减少，并伴随 ＭＤＡ 和
Ｈ ２ Ｏ ２ 含量降低，细胞膜完整性增强． 第三，非 Ｃｄ 胁
迫下，ＭＡＰＫ 级联系统、Ｃａ ２＋ ／ 钙调蛋白依赖的蛋白
激酶（ ＣＣａＭＫ） 的相互作用共同参与了 ＡＢＡ 信号的
响应．因而，Ｃｄ 胁迫下 Ｃａ 和 ＭＡＰＫｓ 可能存在直接
的信号传递，有待今后验证． 第四，许多植物激素被

发现与 ＭＡＰＫ 存在重要联系． 如 Ｚｈａｏ 等 ［１００］ 指出，
Ｃｄ 胁迫下水稻可通过 ＭＡＰＫｓ 调节 ＩＡＡ 和细胞周期
相关的基因从而调节水稻根系的生长， 体现了 Ｃｄ

９８８

应

用

生

态

学

报

２７ 卷

胁迫下 ＩＡＡ 可作为 ＭＡＰＫｓ 的下游信号参与信号的

用点的发现对于掌握这些信号物质的调控作用可能

能激活拟南芥和豌豆的 ＭＡＰＫ

用，今后可考虑实际应用性研究．

转导．但是，植物激素也能反作用于 ＭＡＰＫ． 如 ＡＢＡ
［１０１］

．因此，Ｃｄ 胁迫下

ＭＡＰＫ 与 Ｃａ、ＮＯ 及植物激素之间的调控极其复杂．

多数学者认为，上述信号物质激活的 ＭＡＰＫ 级联系

统可通过转录因子调控基因的表达（ 如 ＭＹＢ、ＨＳＦ、

ｂＺＩＰ 和 ＷＲＫＹ ＤＲＥＢ 家族） 使上述信号在短时间内
快速放大，从而促使植物对 Ｃｄ 诱导的氧化胁迫作
出应答 ［１０２］ ．

６

展

更重要；３） 鉴于植物激素对缓解 Ｃｄ 胁迫的重要作
参考文献
［１］

［２］

望

综上所述，植物耐 Ｃｄ 诱导的氧化胁迫机制是

一个复杂的生理生化调控过程．根据近年来有关 Ｃｄ

胁迫下信号响应机制的报道，对上文提及的几种信

号物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归纳，见图 １．一般情况下，
当植物发生 Ｃｄ 胁迫时，植物体内 ＲＯＳ 含量显著增

加，并伴随着 Ｃａ、ＮＯ 及植物激素含量的变化（ 表 １、

２、３ 和 ４） ．其中，ＮＯ 可与 ＲＯＳ 直接或间接地发生作
用，ＮＯ 也将影响植物体内 Ｃａ 的含量．反之，Ｃａ 也介
导了 ＲＯＳ 和 ＮＯ 的信号转导．另一方面，植物激素可
受 ＲＯＳ、ＮＯ 及 Ｃａ 的调控，反过来植物激素也可引
起上述物质的量变． 它们将激活植物体内的 ＭＡＰＫ
级联系统调控基因的表达，使植物在短时间内对 Ｃｄ
胁迫作出应答反应 ［２８］ ．

［３］

［４］

［５］

［６］

目前仅了解了上述信号物质在抗 Ｃｄ 氧化胁迫

中的基本作用，今后可从以下方面更全面地了解 Ｃｄ

胁迫下这些信号之间的网络作用机制：１） Ｃｄ 胁迫下

［７］

ＲＯＳ、ＮＯ、Ｃａ、植物激素和 ＭＡＰＫｓ 信号之间的上下
游关系仍需进一步完善；２） 信号分子提高植物抗 Ｃｄ

氧 化胁迫能力时大多表现出了双重作用，其关键作

［８］

［９］

［１０］

图 １
Ｃｄ 胁 迫 下 植 物 体 内 信 号 的 交 叉 作 用 途
径 ［６， １６， ２３－２４， ３７， ３９， ４４， ４６，５７， ６４， ７０， ９１－９２， ９６－９７， ９９－１００］
Ｆｉｇ． １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ｃｒｏｓｓ⁃ｔａｌｋ 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Ｃｄ ｓｔｒ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ｐｌａｎｔｓ ［６， １６， ２３－２４， ３７， ３９， ４４， ４６，５７， ６４， ７０， ９１－９２， ９６－９７， ９９－１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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