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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自然干旱及复水对通关藤抗旱能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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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通关藤为材料，设计 4 个实验处理组，分析通关藤在干旱胁迫及复水后抗旱生理指标的变化，为通
关藤的仿野生栽培提供理论指导。结果表明，脯氨酸及可溶性糖含量随着胁迫程度的加剧，呈“先升高后降低”的
变化趋势，2 个指标均在第 8 天时达到最大值，各胁迫处理的含量均显著高于对照；MDA 含量呈“先升高后降低
再升高”的趋势，胁迫第 8～12 天时 MDA 含量显著低于对照；SOD 和 POD 在整个胁迫期内活性均显著高于对照，
复水后其活性有所降低，但仍高于对照。上述变化结果表明，干旱胁迫 8～12 d 达到通关藤抗旱高峰，随后抗旱能
力下降，胁迫解除后自身修复能力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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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drought stress and rewatering on drought tolerance of Marsdenia tenaciss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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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direction for cultivation of M. tenacissima in an imitating wild condition, four experimental treatment groups were designed to analyze physiological changes under different degrees of
drought stress and rewatering.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proline and soluble sugar contents quickly increased to the
peak 8 days after the drought treatment and then decreased along with an increase of the drought stress. The contents
of proline and soluble sugar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during the stress period. The MDA
content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from the 8th to 12th days after treatment. SOD and POD enzymes showed a higher activity during the drought stress period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The MDA content showed
a pattern of increase-decrease-increase. All physiological stresses were relieved after rewatering. It is deduced that M.
tenacissima could tolerate drought and has a strong ability to recover from drought stress.
Key words: Marsdenia tenacissima; natural drought; rewatering; drought tolerance
通关藤(Marsdenia tenacissima（Roxb.）Wight et
Arn)属萝藦科(Asclepiadaceae)牛奶菜属(Marsdenia）
落叶攀援藤本，分布云南、贵州、福建、台湾等
地[1]。具有消炎、止咳、平喘、抗癌等功效[2]，是
“消癌平片”、“消癌平注射液”等的原材料[3]，市
场需求量逐年增加。在利益的驱动下，野生资源遭
到严重的破坏，资源蕴藏量迅猛减少。为保护野生
资源及满足市场需求，进行人工种植或仿野生栽培
收稿日期:
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
* 通信作者:

势在必行。通关藤是一种较适宜山地栽培的药用植
物，但水分是山地栽培的主要限制因子。到目前为
止，关于通关藤水分胁迫方面的研究尚未见报道。
因此，本研究对通关藤在干旱胁迫及复水后保护酶
活性及渗透调节物质含量的变化进行研究，分析各
生理指标的变化规律，探讨通关藤的抗旱特征，为
通关藤的仿野生栽培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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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试验材料
2013 年 5 月 9 日播种于蒙自市水田乡，选取生
长健壮、长势一致的通关藤幼苗为供试材料（由云
南圣和植物药业公司提供），2013 年 10 月 1 日移栽
到花盆中，盆的规格为 30 cm（径）×35 cm（高）
的塑料盆，每盆装土 7.5 kg，每株一盆，每周用含 3‰
复合肥浇灌植物，定期松土等正常管理，放置于红
河学院温室内。
1.2 试验方法
1.2.1 试验设计 将培养材料随机分成 4 组，每组
20 盆，第 1 组为正常水分管理，为对照组；第 2 组
为持续干旱胁迫处理，为干旱组；第 3 组为自然干
旱胁迫第 9 天后开始正常浇水，为复水 I 组；第 4
组为自然干旱胁迫第 12 天后开始正常浇水，为复
水 II 组。2013 年 12 月 24 开始控水前 1 d 灌水至盆
内土壤水分饱和，2013 年 12 月 24 日进行土壤自然
干旱胁迫处理，每隔 3 d 取样 1 次，每个处理重复 3
次。共胁迫处理 16 d。
1.2.2 测定方法 脯氨酸（Pro）含量测定采用茚三
酮显色法[5]；可溶性糖含量测定采用蒽酮法[5]；丙
二醛（MDA）含量测定采用硫代巴比妥酸（TBA）
显色法[4]；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含量测定采用
氮蓝四唑（NBT)光化还原法[4]；过氧化物酶（POD）
含量测定采用愈创木酚法[5]。
1.2.3 数据处理 采用 Excel 2007 进行数据整理与
制图，方差分析采用 DPS2.0 软件进行随机区组设
计单因素试验统计 LSD 法，采用 SPSS13.0 软件对
5 个生理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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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再升高”的趋势，胁迫第 8 天时可溶性糖含量
最高，复水 I 组和复水 II 组 2 个处理组可溶性糖的
含量几乎恢复到对照组水平，各处理间达显著性差
异（P＜0.05）。

图 1 干旱与复水过程中脯氨酸含量的变化
Figure 1 The change of proline content during drought and
rewatering

图 2 干旱与复水过程中可溶性糖含量的变化
Figure 2 The change of soluble sugar content during drought
and rewatering

结果与分析

土壤自然干旱及复水对通关藤渗透调节物质
含量的影响
脯氨酸及可溶性糖等是植物的重要渗透调节物
质，当植物在逆境条件下，植物体内的脯氨酸和可
溶性糖就会积累，提高植物细胞液浓度，保证植物
在低水势下正常生长。从图 1 可以看出，通关藤在
整个水分胁迫期脯氨酸含量与对照间均成显著性差
异（P＜0.05），在胁迫第 8 天时脯氨酸含量积累到
最大值，达到 30.74 μg·g-1，是对照的 3.4 倍，8 d 后
脯氨酸含量迅速降低，但均高于对照。复水 I 组和
复水 II 组脯氨酸含量均高于对照，各处理组间达显
著性差异（P＜0.05）。从图 2 可以看出，通关藤中
可溶性糖的含量随着胁迫时间的延长呈“先升高后
2.1

图 3 干旱与复水过程中 MDA 含量的变化
Figure 3 The change of MDA content during drought and
rewatering

土壤干旱及复水对通关藤膜脂过氧化及保护
酶活性的影响
2.2.1 土壤干旱及复水对通关藤 MDA 含量的影响
MDA 是植物在逆境下膜脂过氧化的产物之一，反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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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胁迫组的 POD 活性也显著高于对照组。

应植物受损程度。从图 3 可以看出，在干旱胁迫下，
MDA 含量呈现出“先升高后降低再升高”的趋势，
胁迫第 8 天～第 12 天时 MDA 含量较对照低，且
达到了显著性差异（P＜0.05），复水后 MDA 含量
迅速降低到了对照水平。说明通关藤自身修复能力
较强。

图 5 干旱与复水过程中 POD 活性的变化
Figure 5 The change of POD activity during drought and
rewatering

土壤干旱胁迫组、对照组间各生理指标的相关
性分析
从表 1 和表 2 可以看出，在对照组中，通关藤
中 MDA 含量与其他 4 个指标间均呈负相关关系，
在胁迫组中，MDA 含量与脯氨酸呈显著负相关关
系，与可溶性糖和 SOD 呈负相关关系，与 POD 呈
微正相关；在对照组及胁迫组中 SOD 活性与可溶性
糖含量间均成显著正相关关系，其他指标均为达显
著性相关关系。
2.3

图 4 干旱与复水过程中 SOD 活性的变化
Figure 4 The change of SOD activity during drought and
rewatering

2.2.2 土壤干旱及复水对通关藤 SOD 及 POD 活性的
影响 由图 4 和图 5 可以看出，通关藤在干旱胁迫
后，SOD 活性迅速增加，每个时期都与对照间成显
著性差异（P＜0.05），复水后 SOD 活性有所降低，
但仍高于对照。POD 活性变化趋势与 SOD 基本一
Table 1

表 1 胁迫组中 5 个生理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five physiological indexes under drought stress of M. tenacissima
MDA

MDA

POD

脯氨酸 Proline

可溶性多糖 Soluble polysaccharide

SOD

1

POD

0.004

1

脯氨酸 Proline

-0.949*

-0.230

1

-0.408

0.716

0.676

1

-0.142

0.792

0.447

0.961*

可溶性多糖
Soluble polysaccharide
SOD

1

注：“*”为 0.05 水平上的显著性差异。下同。Note:“*”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5 level (2-tailed). The same below.

Table 2

表 2 对照组中 5 个生理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five physiological indexes in control of M. tenacissima
MDA

MDA

3

POD

脯氨酸 Proline

可溶性多糖 Soluble polysaccharide

SOD

1

POD

-0.469

1

脯氨酸 Proline
可溶性多糖
Soluble polysaccharide
SOD

-0.321

0.016

1

-0.855

0.770

0.498

1

-0.793

0.748

0.597

0.990*

小结与讨论
植物在干旱胁迫下往往会诱发植物体内活性氧

1

的积累，导致膜脂过氧化，从而对植物造成伤害。
对活性氧的清除能力是决定植物抗逆性强弱的关键
因素 [6] ，SOD、POD 等酶是清除活性氧的重要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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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7]。在本研究中，通关藤在各个胁迫时间 SOD 及
POD 活性均显著高于对照，复水后，SOD 和 POD
活性均有所降低，说明通关藤具有较强的清除自由
基的能力。张文辉等[8]认为植物在受到逆境胁迫时
植物体内保护酶活性存在一个阈值，在阈值之内能
较好的清除活性氧，而超过阈值时，保护酶活性就
会下降，植物受到伤害。结合本研究结果来看，SOD
和 POD 2 个保护酶活性在整个胁迫期均呈上升趋
势，可能尚未达到酶活性阈值。MDA 含量呈现出
“先升高后降低再升高”的趋势，这与刘红云等[9]
的研究结果一致，在胁迫初期 MDA 含量升高，主
要原因是植物体内的保护酶系统尚未启动，随后
MDA 含量降低，且在胁迫 8～12 d 时 MDA 含量低
于对照，说明在此时间，抗氧化保护酶清除了植物
体内大量的自由基，从而降低了植物体内 MDA 的
含量，12 d 后 MDA 含量迅速增加，但复水后 MDA
含量降低到对照水平，说明通关藤自身修复能力较
强，具有一定的抗旱性。
植物在受到干旱胁迫时，会主动积累脯氨酸、
可溶性糖、可溶性蛋白等物质来降低渗透势，维持
细胞平衡，是植物的一种重要的抗旱生理机制[10]。
本研究结果表明，脯氨酸及可溶性糖含量均在胁迫
第 8 天积累达到最大值，说明通关藤干旱胁迫第 8
天时已启动了各个抗旱指标的应答机制。有相关研
究认为，植物在受到干旱胁迫时，脯氨酸及可溶性
糖含量间的积累存在补偿作用[11-12]，但从本研究结
果来看，并未存在着补偿作用，这可能与植物种类
相关。从各指标的相关性分析来看，MDA 和脯氨
酸可作为通关藤抗旱性评价指标。
本研究对土壤自然干旱胁迫下对通关藤 5 个抗
旱生理指标进行了分析，认为在干旱胁迫前 8 d 对
通关藤的生长影响较小，8 d 后通关藤的各个生理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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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复水后各个生理指标都
有明显的回落趋势，说明通关藤具有一定的抗旱性
及自身修复能力，若进行人工栽培时可半个月灌水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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