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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雷霉素在番茄幼苗中的吸收与转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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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明确春雷霉素在植物体内的吸收传导特性，向番茄幼苗根部或叶部施药，采用高效液相色
谱串联质谱法分别测定了春雷霉素在根、茎、叶中的积累量；其次探究了能量抑制剂二硝基苯酚
（DNP）、羰基氰化物间氯苯腙（CCCP）、单糖转运蛋白竞争性底物（根皮苷、D-葡萄糖）和在不同pH
及温度处理下番茄幼苗对春雷霉素的吸收影响。 结果表明，150 mg /L春雷霉素处理番茄幼苗根部3 h
后，在根部和茎部检测到的春雷霉素含量分别为172.57、12.71 μg/L，6 h后药剂可到达植株叶部；
500 mg /L春雷霉素浸施幼苗中部叶片24 h后，在根、茎上部叶均能检测到目标药剂；不同浓度的能
量抑制剂和单糖转运蛋白竞争底物对春雷霉素的吸收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吸收对温度和pH较敏
感。综上所述，在番茄体内，单糖转运蛋白协助主动运输春雷霉素，且具有双向传导特性。该研究为
后期双向输导型农药的开发和田间科学合理施药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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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 Underlying Absorption and Transportation of Kasugamycin in Tomato Seedl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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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absorption and conduction property of kasugamycin in plants, the kasugamycin was

applied to the roots or leaves of tomato seedlings. The accumulations of kasugamycin in roots, stems and leaves were

determined by HPLC-MS/MS. Furthermore, the energy inhibitors dinitrophenol (DNP), carbonyl cyanide meta-chloro-

phenylhydrazone (CCCP), monosaccharide transport protein competitive substrate(phlorizin, D-glucose), and changes in

absorption under different pH and temperature treatments were explor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fter treatment with 150

mg/L kasugamycin on the roots of tomato seedlings for 3 h, the contents of kasugamycin in the roots and stems were

172.57 and 12.71 μg/L, respectively, followed by reaching the leaves of the plants after 6 h. After spraying 500 mg/L

kasugamycin on the middle leaves of the seedlings for 24 h, the target agentia could be detected in the roots and upper

leaves of the stems.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energy inhibitors and competitive substrates had significant inhibitory

effects on the absorption of kasugamycin in tomato seedlings, and absorption of kasugamycin were sensitive to temperature

and pH. In summary, monosaccharide transport proteinhad property of bidirctional conduction in tomato seedlings and

assisted an active transport process for kasugamycin. The study provided a basis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pesticides

bidirectional transport and scientific and rational application of pesticides in the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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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分为内吸性农药和非内吸性农药。对于具
有内吸性的农药而言，农药分子进入植物细胞有主
动运输和被动运输。通常研究认为农药以被动扩散
的方式进入植物细胞，而关于蚕豆叶原生质体吸收
草甘膦的试验结果证明，植物对草甘膦的吸收是被
磷酸盐转运蛋白介导[1]。春雷霉素（图1），又称春日
霉素，其结构由二碳侧链、春雷胺和D-肌糖三部分
组成[2]。该类抗生素是一种农用、医用抗生素，其能
抑制氨酰-tRNA结合mRNA-核糖体蛋白复合体，阻
止蛋白质翻译的起始，抑制菌丝生长和造成细胞颗
粒化，从而使得病原菌凋亡[3]。春雷霉素自研发以
来，由于其高效低毒的特性，在亚洲和南美洲被广
泛应用于农业，对稻瘟病、番茄叶霉病、马铃薯环腐
病、黄瓜和西瓜细菌性角斑病等具有很好的防效[4]，
在农业病害防治中具有很大的应用价值。目前关于
春雷霉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作用机制[5]、田间防效[6]、
残留[7]等方面，而对于春雷霉素在植株体内的内吸
传导特性和转运机制研究较少。

农药的主动吸收及韧皮部输导对防治作物根
部和维管束病害、刺吸式口器害虫等有较大优势。
前人研究发现，草甘膦以主动方式跨膜运输并进入
韧皮部向根部输导，使其表现出优良特性[8]。因此，
探明农药分子在作物体内吸收机理与传导特性具
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番茄幼苗为研究对象，通过
叶面和根部浸药，采用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探
究了春雷霉素在植物体内的吸收与传导方式，以期
揭示该药剂的传导特性与吸收机理，为后期该药剂
研发设计靶向输导型农药分子提供依据，以及为田
间科学合理施药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仪器与试剂
Agilent 1290高效液相色谱仪、Agilent 6470质谱

仪、ST16R冷冻离心机，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
公司；XW-80A涡旋混合器，上海精科实业有限公
司；CPA225D电子天平，德国赛多利斯股份公司。
春雷霉素原药（纯度98%）、D-葡萄糖、根皮苷

（纯度98%），阿拉丁试剂有限公司；氰化羰基间氯苯
腙（CCCP，纯度98%）、N-丙基乙二胺（纯度98%），天

津希恩思生化科技有限公司；二硝基苯酚（DNP，纯
度98%），麦卡希试剂有限公司。以上均为市售国产
分析纯产品。超纯水，美国密立波公司。
1.2 试验方法
1.2.1 番茄培养方法及样品前处理
精选适量饱满的种子，于30℃条件下用无菌水

浸种催芽24 h，然后将种子均匀撒播在土壤表面，覆
土，用喷壶洒水浸湿土壤。室内培养条件为室温
（25±2）℃，用加湿器使室内湿度保持在85%左右，
于光照、黑暗分别处理16、8 h。以培养3叶番茄幼苗
为供试材料。称取2.00 g匀质化的番茄样品（精确
到0.01 g）于10 mL离心管中，加入4 mL提取溶液
（V甲醇∶V水为9∶1），涡旋振荡提取2～3 min；加入1 g
氯化钠，涡旋振荡1 min，于4 000 r/min下离心5 min；
取1 mL上清液至2 mL离心管中，加入30 mg N-丙
基乙二胺（PSA），涡旋振荡30 s，于12 000 r/min下离
心5 min；取上层净化液1 mL，过0.22 μm有机滤
膜，待用HPLC-MS/MS检测。
1.2.2 春雷霉素向顶传导试验

用超纯水稀释春雷霉素，使制剂质量浓度分别
为50、100、150 mg/L，用5 mL药剂对每株番茄进行
根部灌根施药，每个处理重复3次，以超纯水处理为
对照，于相同条件温室培养。在施药后3、6、12、24、
32、48 h，整株取样，取样时将根部和茎叶部分开，于
-20℃保存，备用。
1.2.3 春雷霉素向基传导试验

用超纯水稀释，使制剂质量浓度分别为500、
1 000、1 500 mg/L，将番茄第2张叶片（共3张叶片，浸
药叶片即为中部叶片）浸于配制好的药液中，除去
浸药叶，上下各有一片叶可取。用清水处理的番茄
为对照，于相同条件下温室培养。在喷药后6、12、
24、48、72 h整株取样，取样时将根部和茎叶部分开，
称重并记录，于-20℃保存，备用。
1.2.4 不同影响因子对番茄吸收春雷霉素的影响
（1）用柠檬酸和氢氧化钾将春雷霉素药液pH值

分别调至4、5、6、7、8、9，将番茄根部浸于不同pH值
的春雷霉素药液中；（2）分别在24℃与4℃下将番茄
根部浸于药液并分别于6、12、24 h取样；（3）将番茄
根部分别浸入含有 0.15、0.30、0.50 mmol/L的
CCCP和0.5、1.0、1.5 mmol/L的DNP溶液中培养1 h，
随后转移至春雷霉素药液中培养后取样；（4）将
n春雷霉素∶nD-葡萄糖=1∶20、1∶200和1∶300，以及将
n春雷霉素∶n根皮苷喷=1∶10、1∶20和1∶30的配制药液
分别用于番茄幼苗浸根培养，取样。以上处理药液
最终浓度为150 mg/L、pH值为5（pH处理组除外），在

图 1 春雷霉素化学结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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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浓度的春雷霉素在番茄幼苗中的吸收和分布

温室培养（温度处理组除外）24 h后取番茄幼苗茎部。
1.3 检测条件
液相条件：流速为0.35 mL/min；柱温为30℃，进

样量为5 μL；流动相A为0.1%的甲酸水（75%）；流动
相B为乙腈（25%）；ZORBAX HILIC Plus色谱柱（3.0
mm×50 mm，1.8 μm）。质谱电喷雾离子源（ESI）；正
离子扫描；喷雾电压（IS＋）为5 500 V；电喷雾离子源
温度（TEM）为320℃；雾化气流量为310.275 kPa；碰
撞室入口电压（EP）为 150 V；碰撞室出口电压
（CXP）为85 V；定量离子对为380.3/200.3（m/z）；定
性离子对为380.3/112.1（m/z）。
1.4 标准曲线及添加回收试验

用超纯水溶解纯度98%的春雷霉素，配制成质
量浓度为10 mg/L的母液，再用超纯水稀释成浓度分
别为0.001 0、0.062 5、0.125 0、0.250 0、0.500 0 μg/L
系列标准工作液，按1.3条件测定标准曲线。空白番
茄样品中加入一定量春雷霉素标准工作溶液，使其
添加水平分别为0.05、0.10、0.50 mg/kg，3次重复试
验。按1.2.1方法进行样品前处理，按1.3条件测定，计
算番茄各部位添加回收率和相对标准偏差。
1.5 数据处理
所有实验进行多次验证统计结果，每组处理番

茄数为10株，重复3次。使用DPS 10.0，Duncan法对试
验获得的数据结果进行差异显著性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方法的线性关系、精密度和准确度
由图2可知，目标检测物保留时间为0.620 min。

标准曲线线性回归方程为y=1.125 9x＋5.699 9，相关
系数为0.994 1。由表1可知，在0.05、0.10、0.50 mg/kg添
加水平下，春雷霉素在番茄样品中的平均回收率为
89%～96%，相对标准偏差（RSD）为1.00%～3.00%，
均低于10.00%。按信噪比为3（S/N=3）计算检出限，
可得春雷霉素检出限为0.003 μg/L。结果表明，建立
的方法线性关系良好，精密度和准确度较高，适用
于番茄样品中春雷霉素的检测。

2.2 根部施用春雷霉素在番茄植株中的吸
收和传导
如图3所示，分别用50、100、150 mg/L春雷霉素

处理番茄6 h后，在根部和茎部均能检测到春雷霉素。
用药剂处理24 h后，3组不同浓度处理的叶片中检测
到目标药剂含量分别为3.91、9.16、38.46 μg/L。根部
的春雷霉素含量在3～24 h内呈上升趋势，24～48 h
内处于平衡状态，可能因为在该时间段内根部吸收
的药剂迅速向茎部和叶部输送。处理48 h后，药剂在
根部的累积达到最大量；50、100 mg/L处理组中，茎
部的春雷霉素含量在3～48 h内差异不显著，但用
150 mg/L处理后，茎部的春雷霉素含量呈显著上升
趋势；高浓度处理组叶部中春雷霉素的积累量上升
较快，且在24～48 h内也趋于稳定。研究结果表明，
春雷霉素通过番茄幼苗根部吸收后向上传导，并在
植株各个部位累积。

（a）春雷霉素标准品色谱峰 （b）番茄根部色谱峰

（c）番茄茎部色谱峰 （d）番茄叶片色谱峰

图 2 春雷霉素在番茄各部位色谱图

基质 添加水平/(mg·kg-1) 平均回收率/% RSD/%

根
0.05 92.00 3.00
0.10 91.00 2.00
0.50 94.00 2.20

茎
0.05 93.00 1.90
0.10 95.00 1.50
0.50 96.00 2.80

叶
0.05 91.00 2.00
0.10 89.00 1.30
0.50 91.00 1.00

表 1 春雷霉素在番茄各部位的添加回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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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叶部施用春雷霉素在番茄植株中的吸
收和传导
由表2可知，将幼苗中部叶片用不同质量浓度药

液浸泡6 h后，在中部叶片均能检测到目标药剂，其
含量分别为11.09、25.99、40.81 μg/L，说明春雷霉素
在番茄叶片上具有良好的吸收特性。6～12 h在幼苗

上部和下部叶片均未检测到目标药剂，12 h后能检
测到微量的春雷霉素，可能是药剂被叶片吸收后大
部分都累积在番茄叶片的各个细胞及组织中，或是
向下运输。药剂处理12 h后均可在茎部及根部检测
到目标药剂，其中用1 500 mg/L处理叶片72 h后，春
雷霉素在根部的累计含量可高达21.03 μg/L。

植株部位 处理剂量/(mg·L-1)
春雷霉素含量/(μg·L-1)

6 h 12 h 24 h 48 h 72 h

中部叶片
500 11.09±0.98 8.65±1.67 12.00±3.12 5.1±0.23 9.22±2.04
1 000 25.99±1.56 30.84±0.62 21.35±0.09 18.9±3.70 10.41±2.21
1 500 40.81±4.00 35.00±2.71 24.00±1.35 20.00±0.08 19.00±0.61

上部叶片
500 ＜0.03 ＜0.03 ＜0.03 ＜0.03 8.74±0.28
1 000 ＜0.03 ＜0.03 6.01±0.05 6.35±0.07 10.00±0.13
1 500 ＜0.03 ＜0.03 13.3±1.04 15.02±3.30 15.80±0.07

下部叶片
500 ＜0.03 ＜0.03 ＜0.03 ＜0.03 6.34±0.02
1 000 ＜0.03 ＜0.03 ＜0.03 10.83±2.12 19.08±0.05
1 500 ＜0.03 ＜0.03 ＜0.03 12.90±1.34 13.89±0.78

茎部
500 ＜0.03 ＜0.03 7.10±0.23 6.53±0.72 8.03±0.03
1 000 ＜0.03 15.67±0.09 16.00±0.34 15.07±0.30 17.08±1.09
1 500 ＜0.03 20.95±0.88 18.98±0.70 25.97±0.44 18.00±0.11

根部
500 ＜0.03 ＜0.03 ＜0.03 6.02±0.13 6.95±0.26
1 000 ＜0.03 5.59±0.30 6.06±0.08 6.49±0.03 7.14±0.05
1 500 ＜0.03 10.00±0.39 13.76±0.04 15.90±1.26 21.03±0.91

表 2 春雷霉素处理中部叶片后在番茄幼苗中的吸收和分布

图 4 pH 值对番茄吸收春雷霉素影响

检测时间/h
春雷霉素含量/(μg·L-1)

Q10值4℃ 24℃
6 13.00±1.01 31.32±2.80 2.40
12 21.78±0.99 49.97±1.33 2.29
24 25.90±2.47 81.46±5.62 3.14

表 3 不同温度条件下番茄幼苗茎部春雷霉素的吸收量

以上结果表明，春雷霉素在番茄体内既可通过
由木质部向上运输的质外体转运，也可由韧皮部向
下运输的共质体转运，具有双向运输的特性。
2.4 pH对番茄吸收春雷霉素的影响
由图4可知，春雷霉素吸收量随着碱性增强而

逐渐下降。pH值为5时，春雷霉素的最大吸收量为
83.07 μg/L，随着pH值的升高吸收量降低，逐步降低
至80.00、58.86、50.09、42.01 μg/L，特别是pH值为9时
直接下降到42.01 μg/L，与pH值为5时的吸收量相差
1.9倍，表明番茄吸收春雷霉素受酸碱性的影响。

2.5 温度对番茄吸收春雷霉素的影响
如表3所示，2种不同温度处理下，春雷霉素的吸

收量都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升高，且都是在24 h吸收量
最大，分别为25.90和81.46 μg/L。相关研究表明，Q10

值（24℃下的吸收量除以4℃下的吸收量）小于或大
于2.0可作为判断作物对农药的吸收与生物代谢是
否有直接的联系，还是属于被动物理过程的标准[9]。
本研究中Q10值均大于2.0，表明番茄幼苗对春雷霉素
的吸收属于主动运输。

2.6 能量抑制剂对番茄吸收春雷霉素的影响
DNP可抑制细胞产生能量；CCCP是一种解偶

联剂，会影响植物对化合物的吸收，能去除药物在
跨膜过程中的质子驱动力，这是判断吸收过程是否
需要能量的重要标准。由图5可知，加了0.50 mmol/L
的CCCP和DNP的处理与未加的空白对照相比，处
理24 h后，药剂吸收量由72 μg/L分别下降至28、25
μg/L，均受到显著抑制，抑制率分别达6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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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能量抑制剂（CCCP、DNP）对番茄吸收春雷霉素的影响（P＜0.01）

图 6 竞争性底物（D-葡萄糖、根皮苷）对番茄吸收春雷霉素的影响（P＜0.01）

张洪珍，等：春雷霉素在番茄幼苗中的吸收与转运机制

60.28%，说明番茄吸收春雷霉素需要能量。
2.7 竞争性底物对番茄吸收春雷霉素的影响

D-葡萄糖进入植物体细胞，必须有载体蛋白才
能完成运输。当药剂和D-葡萄糖同时存在时，药剂和
D-葡萄糖同时竞争共用载体而影响药剂的吸收。由
图6可知，加入D-葡萄糖后与空白对照相比，春雷霉
素吸收量受到了明显的抑制作用，从72 μg/L降低至

60、46、25 μg/L。随着D-葡萄糖配比量的升高，抑制效
果增强，抑制率分别为16.67%、36.11%、65.28%。加
入葡萄糖转运蛋白抑制剂根皮苷，春雷霉素吸收量
也受到了显著的抑制效果，分别降低至50、35、30
μg/L，抑制率分别为30.56%、51.39%、58.33%。随着
根皮苷浓度升高，抑制效果加强。上述结果表明，番
茄对春雷霉素的吸收可能有单糖转运蛋白的参与。

3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采用浸根浸叶法，通过在番茄幼苗根部
和特定叶位施药，分别研究了春雷霉素在番茄幼苗
中的向顶和向基传导能力，以及番茄幼苗对春雷霉
素的吸收机理。结果表明，春雷霉素具有较好的内
吸性和传导能力，于番茄幼苗根部施药后，可被根
部快速吸收并向地上部分传导，6 h后即可到达植株
叶部；根部中春雷霉素含量在3～24 h内呈上升趋
势，24～48 h内处于平衡状态。通过用药剂质量浓度
分别为500、1 000、1 500 mg/L对幼苗中部叶片处理
24 h后，上部叶片、茎部和根部均能检测到微量的春
雷霉素，其中1 500 mg/L处理组在72 h后，春雷霉素
在根部的累计含量可高达21.03 μg/L，表明番茄叶片
吸收药剂后，药剂能向根部输导。综合以上皆说明

春雷霉素在番茄幼苗体内具有双向输导特性，即可
以向上输导至顶部叶片，也可以向下运输至根部。

Michelet等[10]证明了植物质膜ATPase活性存在
一个最适pH值，本试验中发现弱酸性和中性环境有
利于番茄幼苗对春雷霉素的吸收，在pH为5时吸收
量达到最大；在pH为9时吸收量最小。低温对春雷霉
素的吸收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与前人证明低温能抑
制黄瓜对硅、小麦对菲主动吸收[11]的结果一致。4℃
条件下的吸收量明显少于24℃条件下的吸收量，不
同时间段的Q10值均大于2，表明番茄幼苗对春雷霉
素的吸收属于主动吸收过程。DNP是一种能量抑制
剂，CCCP是一种解偶联剂[12]，二者可以作为判断植
株对某种化合物的吸收是否需要能量的标志[13-15]。
用CCCP、DNP处理后发现，春雷霉素吸收量受到显
著抑制，高浓度处理组抑制率分别可达6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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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政府发布了无人机操作程序标准
印度政府发布了一项操作程序标准（SOP），涉及无人机在农业、林业及非耕地中使用农药。该SOP涵盖了无人机注册、飞

行许可、人口密集区域的限制、保险和应急处理计划等方面，它还制定了一些关于无人机喷洒的法规。该规定要求无人机操作
人员只能在经批准的浓度和高度下使用经批准的杀虫剂和配方，并且施药区域必须由操作人员进行标记。此外，它指出，飞防
行动必须至少提前24 h通过向主管地方当局书面提交的文件通知公众。如果想进行无人机商业化运作，必须获得无人机操作
许可证。需要实施的预防措施包括校准喷雾系统以确保最佳喷嘴输出，标记拟议的处理区域，在无人机处理和非目标作物之
间建立缓冲区，以及确认处理区域附近存在水源等。此外，它还要求无人机操作人员在进行喷洒行动后7 d内，向印度中央杀
虫剂委员会和登记委员会（CIB&RC）提交喷雾监测数据。虽然印度无人机民用受一套严格的指导方针监管，但过去几年中，
随着国内农化工业敦促政府制定政策，大大推动了在农业中使用无人机。无人机在印度使用的标志性第一步是2020年，印度
有条件地允许部署无人机来应对前所未有的沙漠蝗虫（Schistocerca gregaria）的入侵。紧跟着，负责研究半干旱热带地区的国
际作物研究所获得了为期6个月的“有条件豁免”使用无人机进行农业研究，并且该国农业和农民福利部在2月份获得使用无
人机技术捕捉100个地区的稻田和麦田图像的许可。 （金兰译于《AGROW》）

60.28%。为进一步验证此吸收过程是否有载体蛋白
参与，采用单糖转运蛋白竞争性底物D-葡萄糖和根
皮苷进行处理，结果发现二者都对番茄幼苗吸收春
雷霉素产生了抑制作用，与前人证明根皮苷、D-葡
萄糖能抑制KPT2细胞对庆大霉素的吸收，且庆大
霉素在动物细胞内的吸收是由钠-葡萄糖转运体
SGLT2所介导的结果一致[16-17]，由此表明春雷霉素的
吸收可能受单糖转运蛋白介导。

综上所述，春雷霉素具有较好的内吸性，以及
具有能同时向顶和向基运输的特性。其吸收受低
温、能量抑制剂（CCCP、DNP）、pH、单糖转运蛋白竞
争性底物等因素的影响，说明该药剂的内吸传导是
由单糖转运蛋白介导的主动吸收的过程。所得研究
结果有助于双向输导型药剂的开发，以及为指导春
雷霉素田间科学合理用药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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