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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色素 c(Cyt c)诱导烟草悬浮细胞(BY-2)凋亡
王庆华  邓文君  李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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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用不同浓度细胞色素 c(Cyt c)诱导继代时间不同的烟草悬浮细胞 48 h 后观察形态学特征的结果表明，继代培养 10
和 13 d 的细胞均在 10 mmol·L-1 Cyt c 时出现最高的细胞凋亡率，而继代5 d 的细胞在Cyt c 浓度为12.5 mmol·L-1 时细胞凋亡
的诱导率仍表现上升趋势；DNA 电泳检测结果显示凋亡处理的细胞中 DNA 呈现较明显的 DNA 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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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tochrome c Inducing Apoptosis of Tobacco Suspension Cell Line (B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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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bacco suspension cell line(BY-2) of different ages were treated 48 h by the cytochrome c (Cyt c)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the highest cell apoptosis rates when the
suspension culture cells for 10-d and 13-d were treated with 10 mmol·L-1 Cyt c. The frequency of cell apoptosis
from suspension culture for 5-d and treated with 12.5 mmol·L-1 of Cyt c still increase. The DNA ladder of
apoptosis cell was very cl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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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死亡作为生物体的一种常见现象，一般

可分为两种类型：细胞坏死(necrosis)和细胞程序

性死亡(programmed cell death，PCD)。前者是

细胞在遭受极度刺激引起的细胞死亡，以原生质

膜的破裂为特征，造成内含物的炎性泄露，是一

种病理性的非正常死亡[1]; 后者是细胞的一种“主

动性”的生理性死亡行为，受基因控制，表现

为细胞染色质凝集并边缘化、细胞浓缩、凋亡小

体产生及 D N A 片段化等。由于片段化而形成的

DNA 梯度被认为是后一种死亡的典型特征。表现

这些形态学特征的死亡又可称作细胞凋亡。

人们在研究动物细胞凋亡的过程中发现Bcl-2

蛋白具有抑制细胞凋亡作用，并且其抑制作用就

是通过抑制细胞色素c(cytochrome c，Cyt c)从

线粒体上释放来实现的[2]。Cyt c存在于线粒体膜

上，释放后会与Caspase 9 等因子结合，进而激

活Caspase 3而促使细胞发生凋亡。

植物细胞凋亡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已有的

实验表明，细胞凋亡在植物机体的组织发育、器

官分化、筛管形成以及抗病反应等过程中均有作

用[2]。人们曾试图采用多种方法进行细胞凋亡的

诱导及检测研究，但总的来讲效果不够理想[3～5]。

本文用不同浓度Cyt c对烟草悬浮细胞进行凋亡诱

导，观察其对植物细胞凋亡的作用，并寻找导致

细胞凋亡效果较好的Cyt c 浓度。

材料与方法

采用的烟草(Nicotiana tabacum)细胞株系取自

中国农业大学。烟草悬浮细胞在改良的 MS 液体

培养基(内含MS基本培养基,  KH2PO4 200 mg·L-1，

2,4-D 1 mL·L-1，Gly 1.8 mg·L-1，VB1  0.6 mg·L-1，

pH 5.8)中继代培养，每7 d继代1次，110 r·min-

1 摇床振荡，25℃下悬浮培养。

Cyt c 处理悬浮细胞时将Cyt c 稀释至 100

mmol·L-1，置 4℃冰箱中避光保存。根据预实验，

试验组药物浓度分别为6、8、10、12.5 mmol·L-1，

用以分别处理同时继代后生长5、10、13 d 的细

胞。正对照组取正常生长的细胞，负对照组将正

常的悬浮细胞在观察前采用加热至沸腾后再煮30

min 的方法使其坏死。

形态学观察时，取诱导 48 h 后正、负对照

组和试验组细胞悬液涂片，分别用改良苯酚品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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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30 min。在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形态并对试验

组细胞进行凋亡计数，随机选取 5 个视野，统计

总细胞数和凋亡细胞数(以细胞核染色质出现明显

的边缘化凝集为标志)，计算凋亡率(%)=(凋亡细

胞数/总细胞数)×100%。最后在普通光镜下照相。

琼脂糖凝胶电泳参照Mitter和Lam[6]的方法进

行。分别收集12.5 mmol·L-1 Cyt c作用48 h的细

胞和正、负对照组细胞，采用 C T A B 法提取

DNA，在 1% 琼脂糖凝胶上电泳 1 h，电压 50 V，

紫外灯下观察并照相。

实验结果

1  形态学变化

不同浓度的Cyt c处理BY-2细胞48 h后，显

微镜下均可见细胞染色质明显聚集在核膜边缘、

形成凋亡小体(图 1-b、d)。正对照组 BY-2 细胞

胞质透明，核圆形且周围有许多颗粒状物质分

布，细胞多聚集成团(图1-a)。负对照组细胞胞质

内均匀分布着碎末状物质，细胞分散均匀，不成

团状(图 1-c)。

2  不同浓度Cyt c诱导下的细胞凋亡率

从表1可见，对于处于某一生理状态下的BY-2

细胞而言，Cyt c 的浓度越高，凋亡率越高，但

有一个最大值，即在此最大值范围内，凋亡率随

Cyt c 浓度的升高而增长，超过此最大值，细胞

即开始部分坏死，凋亡率下降。

3  不同细胞生理状态对诱导细胞凋亡的影响

由表1可知，继代培养10、13 d 的 BY-2 细

胞的最大凋亡率出现在Cyt c为 10 mmol·L-1 的时

候，而培养5 d的细胞在Cyt c 12.5 mmol·L-1时的

图1  不同处理的BY-2细胞的形态变化
Fig.1  The shapes of BY-2 cell on different treatments

a. 正常对照组细胞；b、d. 分别为10和12.5 mmol·L-1的Cyt c处理继代5 d的细胞, 多呈凋亡形态；c. 加热至沸腾30 min后

的坏死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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凋亡率仍保持上升状态。这说明细胞的生理状态

直接影响着细胞对药物的抵抗能力。也就是说，

由于培养时间较长的细胞生命活动不如培养时间较

短的细胞旺盛，有些衰老，对药物的抵抗能力

弱，因此认为在Cyt c 12.5 mmol·L-1 情况下以用

培养5 d 的细胞调亡效果最好，可导致较高的凋

亡率并可减少对细胞的损伤。

4  琼脂糖凝胶电泳图谱变化

取正、负对照组和经12.5 mmol·L-1 Cyt c处

理48 h的继代培养5 d的细胞，分别提取总DNA。

然后以1%的琼脂糖凝胶电泳， 在紫外投射仪观察

的结果显示：正常组 D N A 呈 1 条带，负对照组

的DNA呈弥散状，而经12.5 mmol·L-1 Cyt c 处理

的细胞DNA 则出现较明显的DNA 梯度。这进一步

证明Cyt c 确实可以诱导部分细胞发生调亡(图2)。

讨　　论

植物细胞凋亡是植物生命的自然属性，这个

过程受基因调控。细胞死亡后形成有利于自身发

展的结构，例如导管细胞死亡、筛管细胞原生质

的自溶，形成了有利于体内物质运输的输导组

织；叶片老化死亡是从外界环境获得信息后依次

回收营养再利用，使植株个体生育获益。因此，

了解植物细胞凋亡过程，对粮食生产及贮藏技术

改良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7]。

本文证明体外添加Cyt c对BY-2细胞有明显

的诱导凋亡作用，初步表明 Cyt c 在植物细胞凋

亡过程中可能起作用。继代时间较长的细胞可能

由于自身生命力较弱， 10 mmol·L-1 Cyt c处理的凋

亡率最高，12.5 mmol·L-1 Cyt c处理的细胞则出

现明显的坏死现象；而继代时间较短的细胞由于

生命力旺盛，所以在一定程度上Cyt c浓度越高，

凋亡率也越高。琼脂糖凝胶电泳图谱中，12 . 5

mmol·L-1 Cyt c 处理的细胞 DNA 出现 DNA 梯度，

进一步证实Cyt c处理后发生的是细胞凋亡现象。

Cyt c是电子传递链的组成部分，定位于线粒

体内外膜间，是真核细胞内不可缺少的重要因

子。本文结果显示，用改良苯酚品红染色观察到

凋亡细胞的细胞核中染色质凝集、趋边化、产生

凋亡小体等，并在DNA 电泳图谱中形成较明显的

DNA 梯度。我们以前曾用H2O2诱导细胞凋亡[8]，就

同步性来说，其效果似不如Cyt c，说明二者诱发

细胞凋亡的机制可能不同。但本文只是用外源Cyt

c诱导植物细胞凋亡，至于发生凋亡时细胞中内源

Cyt c水平变化如何并不清楚，植物细胞通过Cyt c

介导的凋亡机制与动物细胞因Cyt c外渗而导致的细

胞凋亡机制是否一致，还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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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不同处理的细胞DNA 电泳图谱

Fig.2  DNA electrophoretic band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1. 正常细胞；2. 坏死细胞；3、4. 12.5 mmol·L-1  Cyt c

处理继代 5 d 的细胞。

表1  Cyt c诱导下的细胞凋亡率

Table 1  Frequency of cell apoptosis induced by Cyt c

                                                                                              %

Cyt c浓度 /mmol·L-1
              Cyt c 诱导时间/d

                           5             10              13

  6   5.30 39.81 24.02

  8   6.39 42.81 43.88

10 26.12 48.29 56.25

12.5 57.19 46.49 45.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