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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线粒体呼吸状态是指当线粒体中呼吸底物及ADP以不同浓度存在时线粒体的呼吸速率, 它是用来研究线粒体功能的

重要指标。本文结合我们的研究经验, 详细阐述了线粒体呼吸状态的研究方法, 介绍了该方法在分析线粒体电子传递链功

能和氧化磷酸化活性中的应用, 此外概述了线粒体呼吸状态的测定和分析方法在植物生理生态研究中的具体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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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tochondrial respiration state is the respiratory rate in the presence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respiratory substrate and ADP, and it is widely used to study mitochondrial function. In this study, the 
quantitative research of the mitochondrial respiration state was introduced, and the analysis of mitochondrial 
electron transport and oxidative phosphorylation activity were summarized in detail.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tudy in mitochondrial respiration state in plant biology was also introduced. 
Key words: mitochondrial; respiration state; oxidative phosphorylation; respiration control; ratio of P/O; stress

线粒体是细胞物质代谢和能量代谢的枢纽 
(Rhoads和Subbaiah 2007; Sweetlove和Fait 2007), 
同时也是逆境胁迫的主要攻击位点之一(Jones 
2000; Lam等2001), 在生物和非生物逆境胁迫条件

下, 细胞线粒体正常功能的维持对生物抵抗逆境

能力的大小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线粒体呼吸过

程中, 呼吸电子传递伴随着跨线粒体膜质子梯度

的形成, ATP合酶利用这一跨膜质子梯度合成ATP, 
在正常细胞中, 线粒体的电子与质子传递是与氧

化磷酸化相偶联的, 因此ADP的供应会影响到呼

吸电子传递的速率。在通常情况下, 呼吸电子传

递的底物如琥珀酸、NADH是充足的, ADP的供应

往往作为限制因素, 从而调节整个呼吸过程(Pacelli
等2011)。为了精确地研究这种基于ADP的呼吸控

制, Chance和Williams (1956)根据呼吸底物以及

ADP不同存在情况下的线粒体呼吸速率, 提出呼

吸状态(又称状态呼吸, respiration state)的概念, 状
态I呼吸(内源呼吸)是指在没有添加任何呼吸底物

及ADP情况下线粒体的呼吸速率; 加入ADP之后

的呼吸速率称为状态II呼吸; 在呼吸底物和ADP都
存在时的呼吸速率称为状态III呼吸(也称为最大呼

吸); ADP被消耗殆尽但呼吸底物仍然剩余时的呼吸

速率称为状态IV呼吸(也称为剩余呼吸)。由于在完

整的生物细胞内, 线粒体呼吸受到细胞内其它物质

代谢以及能量代谢的影响, 直接测定细胞的呼吸不

能精确地反映线粒体的功能, 因此建立一种能够相

对精确测定线粒体内各种状态呼吸的方法至关重

要。目前国际上利用氧电极研究动物线粒体状态

呼吸已经成为研究线粒体功能的热点(Pacelli等
2011; Hüttemann等2012), 而状态呼吸在我国特别

是在植物科学研究中的应用还非常有限。

在Chance和Williams (1956)提出的呼吸状态

测定过程中, 反应体系内ADP存在与否决定了呼

吸状态III和状态IV。在测定过程中, ADP逐渐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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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因此不容易确定ADP消耗殆尽的准确时间, 实
际操作中状态III和状态IV呼吸很难准确区分。为

了提高测定可操作性, 我们在Chance和Williams 
(1956)的理论基础上, 提出了一种精确测定呼吸状

态的改进方法。本文概括论述了植物线粒体的提

取方法、改进后的呼吸状态的测定方法及其在植

物科学研究中的应用, 为线粒体功能的研究方法

在植物科学研究中的普及和应用提供参考。

1  研究方法

1.1  植物细胞线粒体的提取

本文以烟草(Nicotiana tabacum Linn) BY-2悬
浮细胞为试验材料说明植物细胞线粒体的提取与

测定方法。取鲜重为7~8 g BY-2细胞, 加入10 mL
提取液[0.4 mol·L-1

甘露醇、1 mmol·L-1 EGTA、10 
mmol·L-1 Tris-HCl (pH 7.4)、0.1% BSA和1% PVP-40
其中, BSA和PVP-40要现用现加], 用低温冷冻过的

研钵在冰浴中研磨细胞, 将研磨后的细胞在2 500×g
下离心10 min, 弃沉淀。取上清液再于18 000×g离
心12 min, 弃上清, 沉淀用洗涤介质(同提取液)洗涤

2次, 并再在10 000×g下离心5 min, 去上清液, 将沉

淀放在甘露醇缓冲液 [0 .4  mol ·L -1
甘露醇、10 

mmol·L-1 Tris-HCl (pH 7.4)和1 mmol·L-1 EGTA]中
悬浮, 即获得线粒体粗提液(Millar等2001)。用甘

露醇缓冲液调整线粒体悬浮液的浓度, 用Bradford 
(1976)的方法测定线粒体悬浮液的蛋白质浓度, 得
到含有10 mg·mL-1

蛋白质浓度的线粒体制备液。

用该浓度的线粒体进行线粒体呼吸状态的测定。

线粒体的提取过程要在1 h内完成, 提取后的线粒

体粗提液要在冰浴中保存。植物叶片线粒体的提

取方法与植物细胞线粒体提取方法类似, 具体方

法参考Martino和Pallotta (2011)和Lee等(2008)。
1.2  线粒体呼吸状态的测定

1.2.1  传统方法  利用Oxytherm或Oxygraph氧电极

(Hansatech, 英国)测定线粒体的呼吸状态。通常所

有的呼吸速率值均于25 ℃恒温条件下测定, 由于

研究目的不同, 可以根据具体需要选择在不同温

度下测定。用Oxytherm测定呼吸时, 反应室的温度

可由Oxytherm系统本身的半导体控温装置控制。

用Oxygraph氧电极测定时, 反应室的温度需用外

接的超级恒温水浴控制。

在Williams的传统方法中, 呼吸状态的测定步

骤如图1-A所示。

(1)将1.5~2 mL的线粒体反应液(75 mmol·L-1

蔗糖、225 mmol ·L -1
甘露醇、0.05 mmol ·L -1 

EGTA、5 mmol·L-1 KCl、5 mmol·L-1 KH2PO4和10 
mmol·L-1 HCl)注入反应室, 启动电磁搅拌器, 待温

度平衡后(3~5 min)开始记录。

(2)向样品室加入0.2 mL线粒体制备液(使反

应体系内蛋白质终浓度大约为1 mg·mL-1), 此时记

录仪上氧气浓度开始下降(图1-A中的I阶段), 这是

线粒体状态I呼吸, 这时线粒体以线粒体中有限的

呼吸底物为原料进行的呼吸, 也称为内源呼吸。

(3)待氧信号下降斜率稳定后, 向反应室加入

适量ADP溶液 (使反应液中ADP的终浓度为1 
mmol·L-1), 待氧信号下降斜率稳定后的耗氧速率

即为状态II呼吸。

(4)此时向反应室加入适量的呼吸底物, 加入

呼吸底物的种类由研究目的决定。由于植物线粒

图1  线粒体呼吸状态测定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determination of the respiration states of the mitochondria
A: 传统方法; B: 改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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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有多条电子传递途径: 以NADH为底物时, 电子

传递经复合体I、复合体III和复合体IV; 以琥珀酸

为底物, 电子传递经复合体II、复合体III和复合体

IV; 以α-酮戊二酸为底物, 电子传递经复合体I、复

合体III和复合体IV, 因此在测定过程中根据研究目

的不同, 选择合适的呼吸底物用于状态呼吸的测

定。呼吸底物可以是终浓度为10 mmol·L-1
的α-酮

戊二酸, 可以是终浓度为5 mmol·L-1
的琥珀酸, 也可

以是终浓度为1 mmol·L-1
的NADH。由于实验材料

不同, 线粒体对于不同呼吸底物的利用效率不同, 
因此呼吸底物浓度需根据实验材料进行调整, 直
至呼吸速率不再随呼吸底物浓度增加而增加。在

这种既有ADP又有呼吸底物存在时的耗氧速率即

为状态III呼吸, 也称为最大呼吸。

(5)随着呼吸的进行, 反应室内ADP逐渐被消

耗, 氧气信号下降的斜率逐渐减小, 当氧气信号下

降斜率再次稳定后, 即进入状态IV呼吸, 这种当

ADP被耗尽后, 只有呼吸底物存在时的呼吸也称

为剩余呼吸。

1.2.2  改进方法  在Williams的呼吸状态测定方法

中, 由于反应室内ADP的量随着呼吸进行逐渐减

少, 氧气信号下降的斜率也随之逐渐减小, 很难准

确地确定ADP被消耗殆尽的时刻, 因此状态III呼
吸和状态IV呼吸很难准确区分, 并且此测定过程

耗时长, 导致反应室内氧气含量消耗较大影响到

后期的呼吸速率。因此, 我们在Williams的理论基

础上, 改进了传统的线粒体呼吸状态测定方法, 该
方法不仅能够精确测定状态III呼吸和状态IV呼吸, 
还简化了测定步骤、增加了实验可操作性。具体

测定步骤如下(图1-B)。
(1)将1.5~2 mL的线粒体反应液(75 mmol·L-1

蔗糖、225 mmol ·L -1
甘露醇、0.05 mmol ·L -1 

EGTA、5 mmol·L-1 KCl、5 mmol·L-1 KH2PO4和10 
mmol·L-1 HCl)注入反应室, 启动电磁搅拌器, 待温

度平衡后(3~5 min)开始记录。

(2)向样品室加入0.2 mL线粒体制备液(使反

应体系内蛋白质终浓度大约为1 mg·mL-1), 此时记

录仪上氧气浓度开始下降(图1-B中的I阶段), 此时

线粒体以线粒体中有限的呼吸底物为原料进行呼

吸即为Williams呼吸状态理论中的状态I呼吸也称

为内源呼吸。

(3)待氧气信号下降的斜率稳定后, 向反应室

中加入适量的呼吸底物, 加入呼吸底物的种类和

浓度参见上面1.2.1节中步骤(4)。这种只有呼吸底

物没有ADP存在时的耗氧速率即为Williams呼吸

状态理论中的状态IV呼吸。

(4)待状态IV呼吸稳定后, 再加入适量的ADP, 
使反应液中的ADP的终浓度为1 mmol·L-1, 此时氧

气浓度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 氧气信号的下降斜率

较状态I和状态IV都大, 这时的耗氧速率代表了在足

够底物和ADP存在下的线粒体呼吸速率, 为Williams
呼吸状态理论中的状态III呼吸, 即最大呼吸。

为了获得较长时间稳定的状态III呼吸, 以便

进行后续实验, 如研究外加各种呼吸抑制剂对于

线粒体呼吸的影响等, 在步骤(4)中需加入过量的

ADP (使反应液中的ADP的终浓度为1 mmol·L-1)。
准确获得线粒体状态III和状态IV呼吸后, 通过计

算呼吸控制率可以反映线粒体电子传递和氧化磷

酸化的偶联程度。呼吸控制率(respiration control 
ratio, RCR)为状态III (呼吸底物与ADP都充足时)
呼吸速率与状态IV (只有呼吸底物存在时)呼吸速

率的比值。当RCR大于1时, 表示二者偶联程度高, 
线粒体呼吸正常, 并且RCR数值越大, 电子传递与

氧化磷酸化偶联程度越高。RCR数值越接近于1, 
电子传递和氧化磷酸化偶联程度越低, 当该比值

等于1时, 则表示线粒体内膜跨膜质子梯度的形成

受阻, 电子传递与氧化磷酸化已经完全解偶联, 这
表明线粒体失去了磷酸化的能力不再产生ATP (程
丹丹等2011)。
1.2.3  两种方法的差异  本文提出的状态呼吸的测

定方法与Williams早期建立的呼吸状态测定方法

的不同之处在于本方法省去了只有ADP存在而没

有底物时的呼吸(Williams呼吸状态理论中的状态

II), 但早期Williams定义的状态II呼吸在实际研究

中很少被提及和应用。本文改进的状态呼吸测定

方法能够准确地测定状态III和状态IV呼吸, 本方

法更具可操作性, 经我们多次测试, 利用传统方法

测定的RCR为1.44±0.46, 利用改进的方法测定的

RCR为1.37±0.16, 这表明改进后的方法与传统的

测定结果能够很好的吻合, 但是用传统方法测定

的RCR, 其平均值的标准误较大。由于传统方法

在测定状态IV时需要根据经验来判断ATP消耗殆

尽的时间, 因此每次状态IV的测定值都不尽相同, 
由表1可以看出, 传统方法测定的状态IV呼吸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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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的标准误(SE)为0.8, 显著高于改进方法测

定平均值的SE (0.29), 而且一个有经验的研究者使

用传统方法完成一次完整的状态呼吸测定需要大

约30 min的时间, 而使用改进方法只需要大约18 
min的时间(表1)。
1.3  线粒体呼吸中P/O比的测定

线粒体呼吸的磷氧比(P/O比)是指一对电子通

过呼吸电子传递链最终传至1/2 O2并将ADP和无

机磷转化成ATP的分子数, 即为DATP/DO, 因为每

生成一分子的ATP需要消耗一分子的ADP, 因此P/
O比也可用DADP/DO表示。P/O比的测定方法与

状态呼吸测定步骤相同。状态IV呼吸测定完毕后, 
记录样品室中反应液的氧气浓度, 根据反应室中

反应液的体积可以计算出此时反应室中的氧气含

量。随后进入步骤(4), 加入少量的ADP (终浓度为

100 nmol·L-1)。加入ADP后, 线粒体呼吸速率被极

大地促进, 此时的呼吸速率为最大呼吸。待氧电

极记录的耗氧斜率逐渐减小至稳定时, 再次记录

样品室中反应液的氧气浓度, 计算出此时反应室

中的氧气含量。根据步骤(4)反应前后反应室中的

氧气含量, 可以计算出整个步骤(4)的耗氧总量(此
时算出的是O2分子数目),  最后将步骤(4)加入ADP
的量(分子数目)除以步骤(4)的耗氧总量(换算成O
原子数目)即得到被测线粒体的P/O比。 

离体的线粒体不能长时间浸泡在反应液中, 
而且反应杯中的氧气有限, 因此测定过程时间要

短, ADP的加入量不宜太多。

2  线粒体呼吸状态的意义及应用 
生物或非生物胁迫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植

物线粒体的功能(Borecký和Vercesi 2005; Trono等
2013; Fu等2010), 降低氧化磷酸化的效率。线粒体

呼吸状态能够动态地反映线粒体电子传递和氧化

磷酸化的偶联过程(Trono等2011)。通过对呼吸状

态的分析, 可以研究线粒体功能对于不同逆境胁

迫的响应, 进而分析线粒体功能与植物对逆境响

应之间的关系。

2.1  逆境胁迫对于不同呼吸底物电子传递的影响

在高等植物中, 线粒体呼吸底物可以源于种

类繁多的代谢过程产生的糖类和有机酸类, 如光

合作用合成的糖类, 有机酸代谢形成的丙酮酸、

苹果酸、柠檬酸、延胡索酸、琥珀酸、草酰乙

酸、α-酮戊二酸、以及糖酵解过程产生的丙酮

酸、乙醇、乳酸以及多种代谢过程中产生的乙酰

辅酶A等。根据呼吸底物进入电子传递链部位的

不同, 可将呼吸底物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从呼吸链

复合体I进入呼吸链的呼吸底物, 如NADH; 另一类

是从呼吸链复合体II进入呼吸链的呼吸底物, 如琥

珀酸等。不同的胁迫对植物线粒体呼吸电子传递

链的具体伤害位点也不同。通过分析加入不同的

呼吸底物时线粒体的呼吸状态, 可以了解胁迫对

线粒体电子传递链破坏的具体位置。孙学娟等

(2012)研究表明, 在正常烟草BY-2细胞线粒体中, 
加入复合体II的呼吸底物琥珀酸后, 状态III和状态

IV呼吸较状态I呼吸都显著增加, 但在CuCl2处理后

的烟草BY-2细胞的线粒体中加入琥珀酸后, 呼吸

耗氧速率较加入呼吸底物之前的耗氧速率并没有

增加。这表明CuCl2处理完全损坏了线粒体内基于

复合体II的电子传递链。而程丹丹等(2011)通过研

究复合体II呼吸底物对呼吸速率的影响, 表明赤星

病菌代谢产物可以部分抑制烟草BY-2细胞线粒体

复合体II的电子传递功能。Valenti等(2007)研究表

明, 烟草BY-2细胞经热胁迫后, 依赖于NADH的呼

表1  改进方法与传统方法测定BY-2细胞线粒体呼吸状态的对比

Table 1  Comparison of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respiration states of the mitochondria of BY-2 cells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method and the improved method

　
 状态

                                           改进方法                                                                                     传统方法

　     呼吸速率/nmol (O2)·mg-1 (蛋白)·min-1      所需时间/min   呼吸速率/nmol (O2)·mg-1 (蛋白)·min-1  所需时间/min

I 1.18±0.23 4.52±0.56 1.20±0.38 4.47±0.61
II  — — 1.57±0.22 5.98±0.75
III 4.66±0.38 6.34±0.53 4.83±0.42 9.42±2.85
IV 3.39±0.29 7.18±1.48 3.35±0.80 9.89±4.32

　　每个数据为3次独立测定的平均值±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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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受抑制程度较大, 而依赖于琥珀酸的呼吸受抑

制较轻, 说明热胁迫能够破坏复合体I的活性。而

在盐胁迫水稻根部发生细胞程序性死亡(progra-
mmed cell death, PCD)初期, 依赖于NADH、琥珀

酸以及苹果酸的各种呼吸都被抑制, 这表明水稻

根部线粒体电子传递链的复合体I和II都受到破坏, 
电子传递链的功能受到严重的损伤(Chen等2009)。
2.2  逆境胁迫对于线粒体电子传递和氧化磷酸化

的影响

植物线粒体中存在两条呼吸途径, 即产生跨

膜质子梯度并偶联ATP合成的细胞色素(cytochrome 
oxidase, COX)呼吸途径和耗氧但不偶联ATP合成

的交替氧化酶(alternative oxidase, AOX)呼吸途

径。此外 ,  线粒体内膜上存在一种解偶联蛋白

(uncoupling protein, UCP)与ATP合成酶竞争H+
。

当植物遭受逆境胁迫后, 线粒体受损, 线粒体膜破

裂或线粒体的COX呼吸途径受损后会导致跨膜质

子梯度形成受阻, 或者AOX活性增加导致呼吸电

子传递链耗氧增加但不明显增加跨膜质子梯度

(Jacoby等2011), 以及UCP的活性增加导致用于推

动ATP合成的跨膜质子梯度减小(Jarmuszkiewicz
等2002, 2010; Ploszczyca等2011), 这些原因都会导

致电子传递与氧化磷酸化解偶联, 使线粒体氧化

磷酸化效率降低。

RCR为呼吸底物和ADP都充足时与只有呼吸

底物存在时的氧气消耗速率的比值, 反映了线粒

体内膜跨膜质子梯度产生ATP的能力。RCR表示

正常线粒体跨内膜质子梯度对电子传递的限制。

因为在正常细胞中跨线粒体内膜的质子梯度越高

对电子传递过程中质子向线粒体膜间质传输阻力

越大, 当加入ADP后, 由于电子传递和氧化磷酸化

相互偶联, 质子通过ATP合酶而进入线粒体内, 从
而减少了跨膜质子梯度对于电子传递的限制同时

伴随产生ATP。当线粒体受损, 导致电子传递与氧

化磷酸化解偶联, 这种限制就会减小甚至消失。P/
O比指当一对电子通过呼吸电子传递链传至1/2 O2

所产生的ATP的分子数。P/O的大小不仅与跨线粒

体内膜的质子梯度有关, 还与呼吸底物的电子进

入线粒体电子传递链的位点有关, 当电子由NADH
从复合体I传至O2时P/O的最大值为3, 当电子由

FADH2从琥珀酸-Q还原酶通过辅酶Q进入电子传

递时P/O的最大值为2。P/O比常用来反映线粒体

呼吸底物通过氧化磷酸化产生ATP的能力。但是, 
在实际测定过程中, 由于我们选定一种呼吸底物

进行测定, 排除了底物不同对P/O比数值的影响, 
因此, 在实验中P/O比也可反映线粒体电子传递用

于氧化磷酸化的效率。RCR和P/O比都能反映线

粒体电子传递与氧化磷酸化的偶联程度, 但是两

者的生物学意义不同, 因此在实际应用中, 研究者

应根据研究目的的不同, 选用不同的参数。

植物细胞线粒体的RCR常用以衡量线粒体电

子传递和氧化磷酸化偶联程度。赤星病菌代谢产

物处理烟草BY-2细胞1.5 h后, RCR=1.1, RCR比对

照细胞降低了27.3%, 表明赤星病菌代谢产物直接

破坏了烟草BY-2细胞线粒体的氧化磷酸化, 这在

赤星病菌引起烟草BY-2细胞程序化死亡过程中起

到了主要的作用(程丹丹等2011; Cheng等2011)。
而P/O比常用以反映线粒体电子传递用于氧化磷

酸化的效率。硬质小麦叶片线粒体内存在的一种

受ATP调控的K+
通道(PmitoKATP)可以减小线粒体

内膜膜电位从而影响跨膜质子梯度的形成以及

ATP的合成。Trono等(2011)研究表明, 与对照植株

相比, 当用KCl激活硬质小麦叶片的PmitoKATP后, 
小麦经轻度甘露醇胁迫后, P/O比不变。通常甘露

醇胁迫会导致ATP合成受阻, 呼吸电子传递进而受

到跨膜质子梯度的反馈抑制。但是当加入KCl激
活PmitoKATP后, 减小了线粒体内膜膜电位, 减少了

跨膜质子梯度对于电子传递的限制, 从而减轻了

甘露醇胁迫对线粒体氧化磷酸的影响。

3  展望

植物遭受的外界胁迫可能直接破坏线粒体呼

吸电子传递链的不同复合体从而使电子传递受阻, 
或者导致线粒体自身解偶联蛋白活性增加, 使植

物线粒体氧化磷酸化效率下降, 影响细胞的正常

能量代谢。通过测定线粒体状态呼吸, 我们可以

研究逆境胁迫对植物线粒体电子传递链的影响以

及对氧化磷酸化偶联程度和氧化磷酸化效率的影

响, 并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分析逆境伤害线粒

体电子传递链的具体位点。

随着呼吸状态理论的逐步完善和呼吸状态测

定方法的日渐成熟, 呼吸状态的研究将在植物生物

学研究中起重要的作用, 尤其在阐明逆境胁迫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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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能量代谢的影响过程中起重要的作用。本文

改进的呼吸状态的测定方法, 使呼吸状态的测定更

为简便、精确, 丰富了植物科学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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