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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脚金内酯合成路径及抗逆性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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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独脚金内酯渊strigolactone袁SL冤是一类萜内酯袁来源于类胡萝卜素生物合成途径袁是通过一系列的酶促反应合成的遥但关于独脚
金内酯的生物合成路径尚未研究透彻袁目前已经了解到 D27 蛋白尧CCD7 蛋白尧CCD8 蛋白尧P450 蛋白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遥
现已从豌豆尧水稻尧矮牵牛尧拟南芥等多分枝突变体中克隆得到多个与 SL 合成尧传导途径相关的基因遥其中袁D27尧CCD7 和 CCD8 是独脚金
内酯合成途径的上游基因袁经过双加氧和脱氢袁最后在 MA X1 的作用下生成了 5-脱氧独脚金醇遥独脚金内酯是一类新型激素袁能够诱导根
寄生植物种子萌发并且加快丛枝真菌出现分枝袁有着阻碍植物分枝生长的作用袁从而抵御各种胁迫袁对植物的生长具有重要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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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f Synthetic Pathway and Stress Resistance of Strigolac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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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rigolactone渊SL冤is a kind of terpenoid lactone袁which is derived from carotenoid biosynthetic pathway袁and is synthesized by a series of
enzymatic reactions.However袁the SL biosynthesis pathway has not been thoroughly studied袁it has been known that D27袁CCD7袁CCD8 and P450
protein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is process.Nowadays袁some genes related to SL biosynthesis and signaling pathways were cloned from high-tillering
mutants from different plant species such as pea袁rice袁petunia and A rabidopsis.D27袁CCD7 and CCD8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upstream pathway袁after
double oxygenation and dehydrogenation袁5 -deoxystrigol is formed under the action of MA X1.As a new type of plant hormone袁SL can induce seed
germination of root parasitism plants袁stimulate hyphal branching in arbuscular mycorrhizal fungi渊AMF冤and inhibit plant branching袁having an ability to
resist different kinds of stresses袁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growth of pl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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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激素是植物自身代谢产生的一类有机物质袁在极低
浓度下对植物的生命活动起调控作用袁参与种子休眠尧萌发尧
营养生长和分化至生殖尧成熟和衰老等一系列生长发育过
程曰植物激素还会作为信号分子感受外在环境变化袁从而调

径合成遥编码同 源蛋白 CCD7 的 MA X3/RMS5/DAD3/D17/

HTD1尧编码同源蛋白 CCD8 的 MA X4/RMS1/DA D1/D10尧编
码细胞色素 P450 单加氧酶的 MAX1 以及编码 茁-胡萝卜素
异构酶的 D27[4]等基因参与独脚金内酯合成遥几种植物的遗

节自身生长状况来抵御不良环境遥随着植物生理学的发展袁

传数据表明袁该种物质是胡萝卜素裂解过程中的产物遥目

除五大类传统植物激素外袁越来越多的生长物质被证明定义

前已经明确有 3 个酶参与到这一过程中袁即胡萝卜素 裂 解

为新型植物激素遥2008 年袁Gomez-Roldan 等 和 Umehara 等
[1]

[2]

将独脚金内酯渊strigolactone袁SL冤确定为一类新的植物激素遥
独脚金内酯渊SL冤是一些天然的独脚金醇类化合物和人
工合成类似物的总称袁最初是在分析由棉花根部分泌的一种

刺激恶性寄生杂草要要
要独脚金渊Striga spp.冤种子萌发的信号
物质时发现袁因而被称为独脚金内酯 遥独脚金内酯广泛存
[3]

双加氧酶尧类胡萝卜素裂解双加氧酶和细胞色素 P450 单加
氧酶[5]遥

虽然现阶段有关独脚金内酯的研究已取得了显著进

展袁克隆获得了上述位于独脚金内酯合成途径中的 8 个关
键基因袁并部分阐释了独脚金内酯的合成途径袁但独脚金内

酯的合成和信号传导途径尚不清晰袁已克隆的基因非常有

在于所有丛枝真菌宿主植物和寄生植物宿主的根系中袁涉

限遥本文综述了独脚金内酯合成途径及其已克隆的相关基

及被子植物尧裸子植物尧蕨类植物和苔藓植物遥独脚金内酯

因袁阐述其在植物生理抗性方面的作用袁并展望未来研究

具有抑制植物分枝尧刺激寄生杂草种子萌发和促进丛枝真

与发展空间遥

菌菌丝分枝的作用遥独脚金内酯是一类倍萜烯化合物袁分

1 独脚金内酯合成路径

子骨架含 4 个环袁是 1 个烯醇醚键将 1 个三环内酯和 1 个

目前袁普遍认为独脚金内酯是一类来源于类胡萝卜素

酌-丁烯羟酸内酯环接而成遥主要存在 5 种天然独脚金内酯袁

渊carotenoid冤的萜内酯袁已从多种植物根部分泌物中发现 [3]遥

Alectrol 和列当醇渊Orobanchol冤尧高粱内酯渊Sorgolactone冤曰人

和类异戊二烯途径抑制剂袁发现独脚金内酯来源于类胡萝卜

分别为独脚金醇渊Strigol冤尧5-脱氧独脚金醇渊5-deoxystrigol冤尧

工合成类似物有 GR24尧GR6 和 GR7 等遥独脚金内酯主要在
植物根部合成袁在茎和叶中也有少量分布袁通过 2 条独立的
途径进行合成院一是甲瓦龙酸途径袁在细胞质中进行袁以甲

瓦龙酸为前体袁合成甾体类和倍半萜化合物曰二是甲基赤藓
糖醇途径袁在质体中进行袁胡萝卜素尧单萜和二萜等由此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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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生物学家 Matusova 等[6]通过玉米的类胡萝卜素突变
素途径袁是以类胡萝卜素为前体袁经脱氧尧氧化等过程后生
成独脚金醇袁再由独脚金醇转化成具有生物活性的独脚金内
酯物质遥目前袁已从拟南芥尧水稻和豌豆等植物突变体中鉴
定分离出和独脚金内酯代谢相关的 4 个酶类袁分别为类胡萝
卜素异构酶 D27渊茁-carotenoid isomerase冤尧类胡萝卜素裂解双
加氧酶 7渊carotenoid cleavagedioxygenase 7袁CCD7冤尧类胡萝卜
素裂解双加氧酶 8渊carotenoid cleavagedioxygenase 8袁CCD8冤

以及细胞色素 P450 单加氧酶渊cytochrome P450 monooxy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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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e袁P450冤[7]遥合成的具体过程院D27 把 all-trans-茁-类胡萝卜

MA X3 基因及豌豆尧矮牵牛尧水稻中同源基因的序列分析发

9-cis-茁-类胡萝卜素转化为 9-cis-茁-apo-10忆-胡萝卜醛袁

分枝的机制[11]遥

素转化为 9-cis-茁-类胡萝卜素袁CCD7 起到裂解的作用袁将
CCD8 在该物质上结合了 3 个氧原子袁之后经过分子重新排
列袁产生了己内酯渊carlactone袁CL冤袁再经过 P450 等酶的作用

现袁MAX3 在单子叶和双子叶植物中具有保守的调控植物
1.2 MAX4/RMS1/DAD1/D10
在拟南芥尧豌豆尧矮牵牛和水稻中袁MA X4/RMS1/DA D1/

进一步反应袁最终形成独脚金内酯渊图 1冤 遥5原脱氧独脚金醇

D10 基因是编码 CCD8 的同源基因遥在大肠杆菌中表达拟南

其他独脚金内酯被认为都由此衍生袁在百脉根属植物中首

于 CCD7 下游曰同时袁CCD8 在叶绿体中能将由 CCD7 裂解生

[8]

是该类物质中结构最简单的袁也是首个拥有生物学活性的袁
次发现遥

芥 MA X3 和 MA X4 并研究其功能的试验中证明袁CCD8 作用

成的 C27 的 10忆-脱辅基 -茁 类胡萝卜醛 /酮再次裂解袁形成 C18
的 13-脱辅基-茁-类胡萝卜素和 C9 的二醛袁裂解产物其中
之一便是独脚金内酯合成过程的中间产物[10]遥

1.3 D27

D27 的具体功能至今还未有明确结论遥有些猜测认为袁

D27 可能在 CCD8 之后起作用袁产生移动的独脚金内酯前体

或中间产物[9]曰也有可能作为一种异构酶作用于 CCD7 之前袁
将反式 茁-类胡萝卜素转变成顺式 茁-类胡萝卜素[21]遥
1.4 MAX1

MA X1 是从拟南芥中克隆获得的编码细胞色素 P450

蛋白的基因袁在质体外将能够移动的前体或中间产物改变
成具活性的不同种类的独脚金内酯[20]遥MA X1 在 SL 合成途

径中的具体位置至今尚不清楚袁大致可以判断其位于 MA X3
和 MA X4 基因的下游遥遗传学证据表明袁拟南芥中一编码细
胞色素 P450渊CYP冤的基因 MA X1袁在独脚金内酯的合成途
径中起重要作用袁能将 CCD8 催化产生的中间产物转变为独
脚金内酯的前体要要
要己内酯渊carlactone袁CL冤[22]遥
2 独脚金内酯抗逆性研究进展

2.1 抗非生物胁迫

大量数据一致表明袁拟南芥 MA X2 突变体较 WT 植物蒸

发的水分更多袁表现出对干旱胁迫高度敏感袁SL 合成基因在

图 1 独脚金内酯的生物合成
科学家现已通过对蛋白对应基因突变体的探究袁从多种
[9]

植物中分离获得参与该物质合成过程的基因遥Lin 等 从水
稻中克隆到编码 D27 蛋白的基因 D27袁主要在维管细胞中表
达遥著名的生物学家 Booker 等[10]尧Zou 等[11]尧Morris 等[12]尧Dru-

mmond 等 尧Vogel 等 分别在豌豆尧水稻尧拟南芥尧矮牵牛
[13]

[14]

渊Petuniahybrida V ilm冤 以及马铃薯 渊Solanum tuberosum冤中得
到编码 CCD7 的同源基因 MA X3尧HTD1尧RMS5尧DA D3 以及
SlCCD7遥Sorefan 等 尧Arite 等 尧Snowden 等 尧Proust 等 分
[15]

[16]

[17]

[18]

别在豌豆尧水稻尧拟南芥尧矮牵牛以及小立碗藓渊Physcomit-

rella patens冤中得到了可以编码 CCD8 的同源基因 MA X4尧

D10尧RMS1尧DA D1 以及 Pp CCD8遥关于 P450 编码基因研究

报道的不多袁仅研究人员 Strinberg 等 尧Booker 等 在研究
[19]

[20]

中袁提取到拟南芥编码 P450 的遗传物质 MA X1遥上述遗传

这些应答中没有出现缺陷袁而 ABA尧干旱敏感尧渗透胁迫都
受 MA X2 限制[23]袁这说明 MA X2 在非生物胁迫中扮演着重
要角色遥Bu 等[24]研究表明袁拟南芥 MAX3 和 MA X4 突变体也

对干旱和盐胁迫敏感袁较 WT 植物表现出较高的叶气孔密度
和延迟 ABA 诱导气孔关闭遥

在自然界中袁植物通常能与微生物建立共生关系袁其中

最不可忽视的同时也最具有经济价值的是植物与丛枝真菌
形成的共生关系遥这种共生关系分布于世界各地袁大部分的
高等植物尧蕨类植物和苔藓植物均能形成这种共生关系遥专
性活体共生的真菌丛枝菌属球囊菌门渊Glomeromycota冤只有
在和植物共生的情况下袁才能够存活且进行繁殖遥该种真菌
能够穿过植物根的皮层位置袁共生在其体内袁再经过连续二
叉分枝形成丛枝状构造袁最终构建出和植物间的营养互换场
所曰与此同时袁菌丝能够起到帮助植物扩大根部营养吸收范

物质除 MA X1 外袁其他的编码产物都在叶绿体中袁通过它们

围的作用袁帮助植物最大程度吸收养分袁包括无机磷尧氮和其

在质体内的协同作用袁可以催化 茁-类胡萝卜素的转化袁合成

他微量元素遥上述关系的出现袁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植物

独脚金内酯遥

抵抗各类生物胁迫和非生物胁迫的能力遥共生关系的建立起

1.1 MAX3/RMS5/DAD3/D17/HTD1

CCD7 是 SL 合成过程中发现的第 1 个关键酶遥在拟南

芥尧豌豆尧矮牵牛和水稻的研究中发现袁MA X3/RMS5/DA D3/

D17 基因为编码 CCD7 蛋白的同源基因遥通过对拟南芥中

始于植物和真菌间的信号交换遥真菌释放一种称为野真菌因
子冶的物质诱导植物根中相关基因表达袁为结合做好准备曰
植物的根释放一种野分枝因子冶的物质诱导菌丝分枝袁以增
加菌丝分枝量袁为与植物根系结合而努力遥目前袁分枝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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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被证实是独脚金内酯遥
在发生顶芽丧失的不利情况下袁植物有着分枝能力袁这
种能力可以有效减少损伤袁这是一种受遗传尧发育和环境等
多种因素调控的保护机制袁是植物为适应外部环境而产生遥最
新研究结果证实袁除细胞分裂素以及生长素外袁该物质或其
化合物也是一种能够抑制植物分枝的新型激素物质[25]遥
2.2

抗生物胁迫

通过研究反向遗传筛选 F-box 蛋白突变体袁显示出 MA X2

作为植物防御的一个组成部分袁有助于植物抵抗病原菌[26]遥

在非洲尧亚洲大陆的广大地区袁由于列当渊Orobanche spp.冤尧
独脚金渊Striga spp.冤等根寄生植物共生在番茄尧玉米尧烟草尧
高粱等重要经济作物上袁植物根部释放出的独脚金内酯会诱

导寄生种子萌发袁汲取农作物营养而导致农作物大规模减
产袁每年的损失高达 10 亿美元遥因此袁如果在农业生产过程

中袁在种植前就人为将该物质置于农田袁诱导寄生植物种子

野自身性萌发冶渊suicidal germination冤袁之后再进行种植袁可以
减少对农作物生长的不良影响[27]遥独脚金内酯物质作为一种
新型植物激素袁相关基因主要在植物的维管组织和输导组织
中表达遥独脚金内酯代谢相关基因的表达调控能改变植物
的生长发育趋势袁并有助于增强植物抗逆性遥作为激素应
用在农业生产领域袁独脚金内酯可以诱导植物根部丛枝真菌
的分枝尧增强植物抗逆性尧加快作物生长尧增加作物产量曰与
细胞分裂素和生长素彼此相互影响尧相互作用袁从而影响植
物的分枝情况遥如在果树方面袁可以通过抑制独脚金内酯的
合成袁调控植物分枝袁促进其开花结果袁提高产量遥
综上所述袁独脚金内酯的生物合成从 茁-胡萝卜素开始袁
到与受体结合袁再到信号的传递袁是一个精细而复杂的调控
网络袁过程中涉及多个酶的催化反应遥研究证明袁这些酶类
的同源基因在矮牵牛尧拟南芥尧水稻尧豌豆中均存在袁在独脚
金内酯合成途径中发挥着相同的作用袁也因品种类型的不同
而表现出不同的生长特性遥
独脚金内酯作为一种新型植物激素袁参与调控植物生长
发育和植物与微生物的相互作用袁相关基因的表达或抑制可
以有效地改变植株的根部生长及植株的营养状况袁有利于培
育各种抗胁迫渊如盐渍尧干旱尧低温等冤的作用新品种袁有着
比较广阔的发展前景以及相应的价值曰目前独脚金内酯已知
的作用有很多袁包括能够刺激种子萌发等袁其他生物学作用
也已经成为研究热点遥因此袁这种激素具有不可忽视的研究
意义遥
目前袁有关独脚金内酯合成和信号转导途径的研究还
处于初期阶段袁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袁如独脚金内酯途径
中还存在哪些关键基因尧各个基因的功能是什么尧不同的独
脚金内酯类化合物各是经过什么样的生成过程尧独脚金内酯
与其他植物激素渊特别是生长素和细胞分裂素冤有着怎样的
相互作用尧除已发现的作用外独脚金内酯对植物是否有其
他影响等问题遥因此袁对独脚金内酯开展深入而透彻地研究
非常必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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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丹院金边虎皮兰生长习性及水培生根方法
采用适宜浓度的 IBA 处理结合修剪与晾晒的方式进行金边
虎皮兰水培袁有效增加金边虎皮兰的生根数量并缩短生根
时间[4]遥

3 金边虎皮兰水培生根方法
3.1 浸泡根部

与概括性遥
3.4 控制培养周期

金边虎皮兰水培生根具有一定的时间限制袁30 d 为合

理培养周期遥
4

结语

将已经过清洗并清除了侧根的金边虎皮兰根部放置到

金边虎皮兰为多年生草本植物袁叶片厚肥革质袁观赏价

由各种药剂配置好的溶液中浸泡一定时间袁合理控制浸泡时

值高袁可作为室内摆放绿植袁对净化室内空气具有较好的作

间袁避免造成植株根系损伤遥溶液的组成成分以及配置比例

用[6-7]遥长久以来金边虎皮兰培植方式均为分株法袁国内对

需符合相关标准袁白糖尧清水尧IBA尧NAA尧医用 B12 等成分的

其水培生根研究甚少曰但水培花卉是一种新型养花技术袁

浓度要合理控制袁浸泡时间也要严格按照标准袁方能确保水

绿色环保袁应用价值较高袁值得研究与推广[8]遥本文在分析金

培效果遥

边虎皮兰生长习性的基础上分析探讨了金边虎皮兰水培生

3.2

水培生根
准备干净的水培容器袁容器内装入深度为 5 cm 的清水袁

将金边虎皮兰根系浸泡其中袁并用定植篮固定植株袁确保 1/2

的根系浸泡于水中遥将室内温度控制在 21~23 益袁最低水温
不能低于 20 益[5]遥水培生根期间袁要周期性换水袁一般 3 d 换
水 1 次袁换水时要用清水清洗水培容器及金边虎皮兰根部曰

若出现烂根尧烂叶等袁应及时剪去袁避免影响其他根系及叶
片遥水培生根期间袁金边虎皮兰叶面对湿度的要求较高袁栽
培人员要每天向金边虎皮兰叶面喷水 1~2 次袁同时控制室
内湿度袁为金边虎皮兰提供一个温度尧湿度适宜的生长环

境袁能有效缩短金边虎皮兰水培生根时间袁提升水培生根成
功率遥
3.3 及时观察尧记录植株生根情况

每 2 d 记录 1 次植株生根数目和生根时间遥为确保工作

效率袁记录金边虎皮兰水培生根情况时要有选择性袁当根系
长度达到 1 cm 时开始记录袁以确保最终统计结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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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12冤院868.
[23] HA C V袁LEYVA-GONZALEZ M A袁OSAKABE Y袁et al.Positive regulatory role of strigolactone in plant responses to drought and salt stress[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袁2014袁111渊2冤院851-856.
[24] BU Q袁LV T袁SHEN H袁et al.Regulation of drought tolerance by the Fbox protein MAX2 in A rabidopsis [J].Plant Physiology袁2014袁164院424439.

根的方式方法以及影响因素袁最终得出 IBA渊吲哚丁酸冤浓
度尧晾晒时间尧修剪强度是影响金边虎皮兰水培生根效果

的主要因素袁采用适宜浓度的 IBA 处理结合合理的修剪与
晾晒处理进行金边虎皮兰水培袁可显著增加生根数量且缩短
生根时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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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遥同时袁向日葵也有着积极向上尧健康阳光的寓意袁所以

龟子尧盲蝽等袁可用 40%氧化乐果乳油 1 000 倍液进行喷杀遥

向日葵是太阳神的象征袁受到这种花祝福而诞生的人具有

连续 3~4 次即可遥切花向日葵虫害主要有红蜘蛛尧蚜虫尧金
2.7 采收保鲜

研究表明袁采收时间对瓶插切花向日葵的最终开放程
度尧花序直径大小影响较大遥采摘要适时袁采摘过早不能表
现出品种应有的特性袁采摘过晚植株保鲜期短袁具体可根据
上市所需情况而定袁通常花苞裂口且黄色花丝向外伸出后即
可进行采收遥选择枝长为 70~80 cm 的向日葵采收袁并进行

预处理遥采收包装时袁留顶部 1 片叶袁其余叶片摘除遥10 支捆
成 1 束袁用软纸包裹花头袁装箱上市遥切花向日葵在水中或
者保鲜剂中瓶插寿命为夏季 6~8 d袁冬季可达 10~12 d遥
3 用途

向日葵代表沉默的爱袁非常适合作为父亲节尧教师节的

也是毕业典礼和看望病人的绝佳选择[5]遥在古代的印加帝国袁
一颗如太阳般明朗尧快乐的心遥因此袁现代年轻人也将切花
向日葵运用到婚礼上作为手捧花和婚礼布置袁使婚礼现场充
满了阳光和欢快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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