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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高梁茎秆不同节问糖分累积与相关酶活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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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进一步了解甜高粱茎秆糖分代谢的规律，剃用高效液相色谱等方法测定了考利、拉马达和ＭＮ．２７４７等３个甜
高粱品种成熟期６个节间果糖、葡萄糖和蔗糖含量以及中性转化酶（ＮＩ）、可溶性酸性转化酶（ＳＡＤ、蔗糖磷酸合成酶（ＳＰＳ）和
蔗糖合成酶（Ｓｓ）的酶活性，并对其变化规律和相关性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品种问，果糖、葡萄糖和蔗糖含量变化范围
较大，分别为２．３２—４．３４ｍｔｇ／ｇ、２．３０～４．１４ｍｓ／ｇ和３５．９２—９５．９２ｍｓ／ｇ。随着节问的变化，３个品种果糖和葡萄耱均呈现“Ｕ”
型变化趋势，而蔗糖无明显的变化规律，只是略有增高的趋势。３个品种成熟期茎秆中３１１、ＳＡ！、ＳＰＳ和ｓＳ酶活性普遍较低，随
着节间的提高均呈现降低的趋势。节间蔗糖舍量与ＳＡＩ酶活性呈显著负相关（Ｒ＝一０．７１，Ｐ＜０．０１），与ＮＩ、ＳＰＳ和Ｓｓ酶活性
无明显相关性。ＳＡＩ可能为甜高粱茎秆糖分代谢的关键调控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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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高粱为粒用高粱的一个变种，其茎秆富含糖

视‘２１。甜高粱茎秆中主要是蔗糖‘”，不同品种的糖

分，可用作糖浆、饲料和燃料乙醇的生产‘１１。近年

分含量差异明显…。在高等植物中，参与蔗糖代谢

来，其作为一种高效的能源作物而受到广泛重

相关的酶主要有可溶性酸性转化酶（ｓｏｌｕｂ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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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３

ｖｅｒｔａｓｅ，ＳＡＩ）、中性转化酶（ｎｅｕｔｒａｌ ｉｎｖｅｒｔａｓｅ，ＮＩ）、蔗

１．２．２酶的提取与酶活性的测定

糖磷酸合成酶（ｓｕｃｒｏｓｅ

ＮＩ、ＳＡＩ、ＳＰＳ和Ｓｓ酶活性的测定参照Ｚｈｕ等ｐ１的方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ｓｙｎｔｈａｓｅ，ＳＰＳ）和

酶的提取以及

蔗糖合成酶（ｓｕｃｒｏｓｅ ｓｙｎｔｈａｓｅ，ＳＳ）＂】。前人的研究

法。３次重复，每个重复保证为一个独立的样品。

表明，甜高粱茎秆蔗糖累积与ＳＡＩ和ＳＳ的关系密

１．１．３数据分析

切，蔗糖累积的起始和节间的伸长通常伴随着较

和糖分含量相关性分析。

低的ＳＡＩ和ＳＳ酶活性，但不同品种酶活性对甜高
粱茎秆的影响，结论并不完全一致［６－７］。本文以含
糖量差异较大的３个甜高粱品种为材料，研究了

利用ＳＡＳ８．０软件进行酶活性

２结果与分析
２．１糖分含量

甜高粱成熟期茎秆糖分累积以及相关酶活性的变

在考利、拉马达和ＭＮ一２７４７的茎秆中，蔗糖都是

化规律，为进一步研究甜高粱糖分代谢机理提供

主要的糖分，分别占总可溶性糖的９５．４％、８８．３％和

依据。

８４．２％，而己糖为４．６％、１１．７％和１５．８％。不同甜高
粱品种蔗糖含量差异明显（图１），考利最高可达

１材料与方法

９５．９ｍｇ／ｇ，拉马达为６４．２ｍｇ／ｇ，而ＭＮ·”４７只有

１．１材料

３５．９ｍｇ／ｇ。葡萄糖和果糖含量都较低，分别只有

供试甜高粱品种考利、拉马达和ＭＮ．２７４７均为
本课题组保存，２００７年５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

２．３０ｍｇ／ｇ、２．３２ｍｇ／ｇ和４．１４ｍｇ／ｇ、４．３４ｍｇ／ｇ以及
３．０３ｍｇ／ｇ、３．７０ｍｇ／ｇ。

科学研究所昌平试验基地播种，３次重复，３行区，行
长３ｍ，行距０．６ｍ，株距０．２５ｍ，小区面积５．４ｍ２。开
花后４０ｄ从中间行连续收获３株茎秆，收获时避免
高温和阳光照射，将收获材料的穗和叶片除去，将节
间按照从顶部到底部的顺序编号（１～Ｎ），根据编号
取１、３、５、７、９、１１节间，将其外皮去掉并用剪刀剪成
１０～１５ｃｍ的小段，放人液氮中，取回后放人一８０℃
冰箱保存。用于糖分和酶活性的测定。
１．２方法

１．２．１糖分提取与测定

图１

糖分提取参照陈俊伟

Ｆｉｇ．１

等¨ｏ的方法，并加以改进。在液氮中研磨样品，

甜爵粱整株茎秆糖分含量
Ｓｕｇａｒ

ｃｏｎｃｅａｔ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ｓｗｅｅｔ

取０．１—０．２９，加入２ｍｌ ８０％乙醇混匀，８０℃下浸

ｉｎ ｗｈｏｌｅ ｓｔａｌｋ

ｓｏｒｇｈｕｍ ｃｕｉｔｉｖａｒｓ

提２ｈ，１２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１０ｒａｉｎ，取上清１ｍｌ浓缩

３个品种不同节间葡萄糖和果糖差异较大，且

干燥，残渣用１ ｍｌ超纯水溶解，过滤后供色谱上

中部节间普遍较低。以拉马达为例，第１节间果

机用。

糖含量最高可达５．８ｍｇ／ｇ，而第５节间只有

蔗糖、葡萄糖和果糖含量均采用高效液相色谱

２．５ｍｇ／ｇ；第１１节问葡萄糖含量为６．２ｍｇ／ｇ，而第

法（ＨＰＬＣ）测定。采用日本岛津液相色谱仪，色谱

５节间只有２．１ｍｇ／ｇ。随着节问的变化，３个品种

柱为岛津ＣＬＣ．ＮＨ２柱，工作条件：柱温４０。Ｃ，流速

的果糖和葡萄糖含量均呈现“Ｕ”型变化趋势（图

１．０ｍｌ／ｍｉｎ。检测器为ＲＩＤ－１０Ａ示差折光检测器，流

２－Ａ、Ｂ）。

动相为乙腈：水＝７０：３０，每次进样体积为１００．１，

不同品种间，蔗糖含量差异明显，但在品种内蔗

Ｃｌａｓｓ．ｖｐ数据处理系统。根据样品峰高和各种糖的

糖含量的变化不是很大，随着节间的提高，考利和

标准曲线计算糖的含量。３次重复，每个重复保证

ＭＮ．２７４７略有增高的趋势，而拉马达则是先增高后

为一个独立的样品。整株茎秆的果糖、葡萄糖和蔗

降低（图２．Ｃ）。总糖含量累积规律与蔗糖含量基本

糖含量以６个节间的平均值计算。总糖含量以果

一致（图２．Ｄ）。不同节间葡萄糖和果糖含量存在明

糖、葡萄糖和蔗糖含量之和计算。已糖含量以果糖

显的相关性（图３，Ｒ＝０．８８，Ｐ＜０．０１）。

和葡萄糖之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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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甜高粱节间果糖、葡萄糖、蔗糖和总糖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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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ｃ）。ｓｓ酶性性在开始显著下降，而后又出现波动
起伏（图４．Ｄ）。
２．３糖分与酶活性相关性分析
３个品种不同节间的己糖含量与ＮＩ、ＳＡＩ、ＳＰＳ
和ＳＳ酶活性均无显著的相关性（图５．Ａ、Ｂ、Ｃ和
Ｄ），只有Ｓｓ酶活性略微有一点相关趋势。
３个品种不同节间的蔗糖含量与ＮＩ、ＳＰＳ酶活
性均无显著的相关性（图６一Ａ、Ｃ和Ｄ），与ＳＡＩ酶活
性则呈现显著的相关性（图６．Ｂ，片＝一０．７１，户＜
果糖Ｆｒｕｃｔｏｓｅ（ｍｇ／ｇ·ｆｗ）

０．０１），而与ＳＳ酶活性有一定的相关趋势，但没有

图３甜高粱节问果糖和葡萄糖含量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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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酶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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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虽然环境因素对茎秆含糖量有一定影响，但主

３个品种成熟期茎秆不同节间ＮＩ、ＳＡＩ、ＳＰＳ和

要受遗传因素影响，茎秆含糖量遗传率为０．７５¨驯或

ｓｓ酶活性都较低。对于ＮＩ酶活性，考利和ＭＮ．

者更高０．８７７—０．９２７［１¨。本研究中３个甜高粱品

２７４７随着节间的提高逐渐呈现先降低后增高又降

种整株茎秆糖分含量差异明显，考利和ＭＮ·２７４７的

低的趋势；而拉马达则呈现逐渐降低的趋势（图４．

蔗糖含量相差近３倍，可以认为基因型是决定糖分

Ａ）。ＳＡＩ酶活性除ＭＮ一２７４７外都呈现下降的趋势

含量的主要因素。Ｇｕｄｒｕｎ等¨１指出，播种后１１４ｄ

（图４．Ｂ）。ＳＰＳ酶活性不存在明显的变化规律（图

的Ｋｅｌｌｅｒ蔗糖最高可达６５０ｍｇ／ｇ·ｄｗ，而己糖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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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甜高粱节间酶活性与蔗糖含量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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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率川。在本研究中，成熟的甜高粱茎秆中糖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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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成熟的甜高粱茎秆中有较高的蔗糖／己糖比

作用。

率。目前，在植物中已知只有两种酶可以催化蔗糖

ＳＡ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调控酶，在许多植物中

的分解，转化酶（蔗糖＋Ｈ，０＿÷葡萄糖＋果糖）和蔗

ＳＡＩ都直接调控蔗糖的累积【９Ｊ“１７’。在甘蔗中，ＳＡＩ

糖合成酶（蔗糖＋ＵＤＰ＋一一果糖＋ＵＤＰＧ）¨“。本

酶活性与蔗糖含量具有明显的相关性（Ｒ＝一０．８４，Ｐ

研究表明，不同节间的葡萄糖和己糖存在明显的相

＜Ｏ．００２）ｐ１，在甜高梁中，只有较低的ＳＡＩ酶活性

关性（Ｒ＝０．８８），说明这两种糖极有可能是同时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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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研究表明，ＳＡＩ酶活性与蔗糖含量相关性并不明

粱茎秆中，大多数蔗糖的运输是完整的，没有经过分

显，在Ｒｉｏ品种中只有一０．５８…。本研究得到的数据

解和再合成的步骤，这与甘蔗的蔗糖累积方式不

表明ＳＡＩ与蔗糖含量相关系数达到一０．７１，其相关性

同¨“。如果存在蔗糖重新合成的步骤，在成熟期茎

高于ＮＩ、ＳＰＳ和ＳＳ。ＳＡＩ主要存在甜高粱茎秆韧皮部

秆中应该能检测到相当数量的己糖，然而本研究和

的液泡中，而蔗糖也存储在液泡中¨Ｊ，在成熟的高粱

先前的研究都表明成熟期茎秆己糖含量很低，这与

茎秆中，大多数的蔗糖是直接运输到茎秆中，没有经

Ｌｅｅ等¨叫的结论是基本一致的。

过分解和再合成的步骤¨“，这也说明蔗糖很可能是

在成熟甘蔗茎秆中，ＮＩ酶活性非常低并且与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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