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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酸雨对喜旱莲子草与莲子草生长及生理特性的影响
刘

姚 1，童兆羽 1，苏 尧 1，何孟莹 1， 陈天乐 2， 张

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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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探究外来入侵植物对酸雨环境的响应，以入侵植物喜旱莲子草（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
(Mart. )Griseb）和土著植物莲子草（A. sessilis (L.) DC）为研究对象，于室内开展盆栽控制试验，探究不同 pH 值（pH
2.5、pH 3.5、pH 4.5、pH 5.6 和 pH7.0）条件对植物形态指标、叶绿素含量、MDA 含量及抗氧化酶活性等的影响。
结果表明：
（1）与对照（pH 7.0）相比，喜旱莲子草的地上生物量、叶绿素 a、叶绿素 b 和总叶绿素含量在模拟酸
雨（pH≤3.5）处理下受到显著抑制，最大降幅分别达 25.4%、14.0%、7.8%和 11.8%；莲子草的株高、地上生物量、
叶绿素 a、叶绿素 b 和总叶绿素含量在模拟酸雨（pH≤5.6）处理下受到显著抑制，最大降幅分别达 25.2%、33.2%、
40.5%、31.3%和 39.1%。喜旱莲子草分枝数在模拟酸雨（pH 4.5、pH 5.6）处理下显著高于对照，莲子草的分枝数
未受模拟酸雨处理（pH≤5.6）的显著影响。
（2）在模拟酸雨（pH 2.5）处理下，喜旱莲子草的 MDA 含量显著增
加 28.4%，SOD、POD 和 CAT 活性显著下降 16.5%～23.5%；莲子草的 MDA 含量在模拟酸雨（pH≤4.5）处理下
显著增加 20.4%～29.8%，SOD 活性在模拟酸雨（pH≤3.5）处理下显著降低 15.9%～19.0%，POD 活性在模拟酸雨
（pH≤5.6）处理下显著降低 15.3%～28.4%，CAT 活性在模拟酸雨（pH≤4.5）处理下显著降低 16.1%～20.4%。由
此推断酸雨对喜旱莲子草的伤害阈值在 pH 2.5～3.5 之间，酸雨对莲子草的伤害阈值在 pH 4.5～5.6，入侵植物喜旱
莲子草对酸雨表现出更强的抗性。研究结果可以为研究酸雨条件下外来植物入侵机制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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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simulated acid rain on growth and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 (Mart.) Griseb and Alternanthera sessilis(L.)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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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sponse of alien invasive plants to acid rain environment, a pot control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indoors with the invasive plant 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 (Mart.) Griseb and the
indigenous plant Alternanthera sessilis (L.) DC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pH values (pH 2.5, pH 3.5, pH
4.5, pH 5.6 and pH 7.0) on plant morphological indicators, chlorophyll content, MDA content and antioxidant
enzyme activiti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pH 7.0), the aboveground biomass,
chlorophyll a, chlorophyll b and total chlorophyll content of A.philoxeroides were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under
simulated acid rain (pH≤3.5), with the maximum decreases of 25.4%, 14.0%, 7.8% and 11.8%, respectively;
the plant height, aboveground biomass, chlorophyll a, chlorophyll b and total chlorophyll content of A.sessilis
were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under simulated acid rain (pH≤5.6) treatment, with the maximum decreases of
25.2%, 33.2%, 40.5%, 31.3% and 39.1%, respectively; the number of branches of A.philoxeroides under simulated acid rain (pH 4.5, pH 5.6) treatment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The number of bran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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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A.sessilis was not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the simulated acid rain treatment (pH≤5.6). (2)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under the simulated acid rain (pH 2.5), the MDA contents of A.philoxeroide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by
28.4%, and the contents of SOD, POD and CAT of A.philoxeroide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by 16.5%-23.5%; under the treatment of simulated acid rain (pH≤4.5), the MDA content of A.sessili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by
20.4%-29.8%, while the contents of SOD, POD and CAT in A.sessili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by 15.9%-19.0%,
15.3%-28.4% and 16.1%-20.4%, respectively; it is inferred that the damage threshold of acid rain to
A.philoxeroides is between pH 2.5-3.5, and the damage threshold of acid rain to A.sessilis is between pH 4.5 5.6,and the invasive plant A.philoxeroides showed more resistance to acid rai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can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researching the invasion mechanism of alien plants under acid rain.
Key words: simulated acid rain; invasive plants; morphological index; antioxidant enzyme system
酸雨被认为是全球三大生态环境灾害之一[1]，
会导致土壤酸化，损害植物，影响生物多样性甚至
会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2-3]。酸雨形成的主要原因是
空气中氮氧化物与二氧化硫含量浓度的增加[4]，余
倩等[5]研究发现我国的氮氧化物与二氧化硫排放量
在 1980—2013 年之间呈增长趋势，此后保持稳定或
略有下降，我国已经成为继欧洲、北美之后第 3 个
主要的酸雨污染地[6]。目前我国的酸雨主要集中在
长江以南区域，酸雨发生面积约为 5.3×105 km2，
占陆地面积 5.5%，
且大部分地区都被 pH 值小于 5.0
的酸雨覆盖[4]，其中安徽省合肥观测站自 2006 至
2017 年测量多年酸雨 pH 平均值为 5.28，酸雨率高
达 58%[7]。由于酸雨扩散性强[8]，近年来酸雨对陆
地生态系统的影响已经广泛地引起人们的关注[9]。
植物是陆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酸雨污染
的直接和最大受害者[10]。当植物面对酸雨胁迫时，
植物叶片表面蜡质会受到侵蚀，积聚有害性阳离子，
降低叶绿素含量和光合速率，致使植物叶片发生老
化，影响植物的生物量，甚至使植物生长受到抑制、
死亡[11]。目前国内外有关酸雨对植物影响的研究主
要集中于酸雨对农作物、经济作物损害机制及植物
的抗性机理[12-13]，而外来植物对酸雨的响应机制研
究相对较少[14]。
我国现有入侵植物共 515 种，其中 34.6%的入
侵物种来自南美洲[15]。这些外来植物在面对不利的
环境条件时表现出较强的适应能力，能够有效地利
用资源从而挤占当地植物的生长空间[16]，当植物一
旦入侵成功，就会破坏入侵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
性甚至社会经济[17]，而环境变化是导致外来植物入
侵的重要因素之一[18]，因此在探寻外来植物入侵机
制时，既要考虑到植物的生物生态学特征,也要考虑
到入侵地区的环境条件[19]。
喜旱莲子草（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 (Mart.)
Griseb）为恶性入侵杂草，原产于南美洲[20]，为苋
科莲子草属多年生草本植物，以茎节进行营养繁

殖[21]，现广布于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22]。莲子草（A.
sessilis (L.) DC）是入侵植物喜旱莲子草在我国的同
属土著物种 [23] ，分布区与喜旱莲子草有很大的重
叠，可以在同一植物群落中共存，但其生境范围远
远小于喜旱莲子草[24]。在野外的调查中发现喜旱莲
子草虽然经常遭受酸雨侵蚀，但仍表现出良好的生
长趋势[25]，可能是酸雨导致植物化感作用改变，适
应性强的外来物种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形成入侵，而
比较入侵种与近缘种在面对环境干扰时的不同表现
是揭示物种入侵的有效途径之一[26]。本研究通过配
制不同 pH 溶液模拟酸雨对喜旱莲子草与莲子草生
长发育及生理特征的影响，分析喜旱莲子草与莲子
草在酸雨胁迫下的生态适应能力和耐受力，以此了
解在酸雨发生时喜旱莲子草的入侵机制，为酸雨地
区入侵植物的研究提供资料支持。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选取与培养
本试验于安徽农业大学温室（31°51′50″N、
117°14′48″E）开展。喜旱莲子草与莲子草都取
材于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南岗镇（31°52′27″N、
116°43′34″E）周边的陆生环境中。选取生长良
好，茎粗细相近的喜旱莲子草与莲子草植株，剪成
长短均等且含有一个节点的小段（节点两端各 1.5
cm）作为扦插苗于温室内培育，待幼苗长至 2～4
cm，选取长势基本一致的幼苗进行盆栽试验。
1.2 试验设置
根据中国酸雨监测的类型 [27] 以及合肥市酸雨
特点[27]，按照 H2SO4∶HNO3 体积比 5∶1 配置酸性
母液[28]，用纯水进行稀释后配置成 pH 值为 2.5、
3.5、
4.5 和 5.6 等 4 个酸性梯度，设置对照 pH 7.0，共计
5 个处理。将选取的两种植物幼苗分别移栽至 350 g
营养土（N、P、K 物质的量分别为 11.5、0.27 和 0.83
g·kg-1）的花盆（19 cm × 13 cm × 5 cm）中，每盆栽
植 4 株植物幼苗，每个处理设置 6 个重复。试验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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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在温室（Eav = 500 Lx，光照 12 h，RH
为 75%，
）内进行，每隔 1 d 于 10:00 对植物进行喷
洒酸雨。每次喷洒用 2 L 喷壶在距植物顶端叶片上
方 20 cm 处进行喷洒，每个重复一次性喷洒 200 mL
（以合肥年降水量计算）
。试验过程中，每天随机调
换花盆位置，降低光照及温度等环境差异对植株生
长的影响。处理 40 d 后进行指标测定。
1.3 指标测定
试验结束后记录喜旱莲子草与莲子草的分枝
数；植物株高直接使用直尺测量；洗净植物地上与
地下部分后置于信封中，放入 65 ℃烘箱烘干至恒
重，称重计算植物生物量（地上生物量、地下生物
量）
。
植物叶片叶绿素含量采用丙酮法测定[29]；收集新
鲜植物叶片，纯水冲洗擦干，称取 0.2 g 剪碎与 2 mL
离心管中，加入 1.8 mL 磷酸盐缓冲液，冰水浴条件下，
制备组织匀浆，使用试剂盒（南京建成）测定脱氧化
氢酶（CAT）、过氧化物酶（POD）、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和丙二醛（MDA）等指标。

1.4 数据分析
所有试验数据使用 Excel 软件和 SPSS23 统计分
析软件进行分析处理。

2

结果与分析

2.1

模拟酸雨对植物形态指标的影响
随着 pH 值降低，喜旱莲子草与莲子草株高均呈
下降趋势（表 1）。喜旱莲子草株高在模拟酸雨
（pH≤5.6）处理下与对照之间无显著性差异（P>
0.05）
，株高最小值为 pH 3.5 处理的 36.7 cm，最大下
Tab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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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幅度达 6.4%；莲子草株高在模拟酸雨（pH≤5.6）
处理下显著低于对照（P<0.05）
，株高最小值为 19.3
cm，最大降幅达 25.5%，表明喜旱莲子草与莲子草
的株高均受到酸雨抑制，但喜旱莲子草株高受到抑
制的程度小于莲子草。喜旱莲子草分枝数随着 pH 值
降低呈先增加再减少的趋势（表 1）
，喜旱莲子草的
分枝数在模拟酸雨（pH 4.5、pH 5.6）处理下达到最
高，均为 4.0，显著高于对照 33.3% （P<0.05）
，分
枝数在模拟酸雨（pH 2.5）处理下最低，为 2.3，显
，表明一定程度酸雨会
著低于对照 23.3%（P<0.05）
促进喜旱莲子草产生更多的分枝；莲子草的分枝数
未受模拟酸雨处理（pH≤5.6）的显著影响（P > 0.05）
。
随着 pH 值降低，喜旱莲子草与莲子草的地上
生物量和总生物量均呈下降趋势，地下生物量呈先
增加再减少的趋势（表 1）
。喜旱莲子草的地上生物
量在模拟酸雨（pH 2.5、pH 3.5）处理下显著小于对
照（P<0.05），最大降幅达 25.4%；莲子草的地上生
物量在模拟酸雨（pH≤5.6）处理下显著小于对照
（P<0.05），最大降幅达 33.2%，表明酸雨会抑制喜
旱莲子草与莲子草的地上生物量，且喜旱莲子草地
上部分受到酸雨抑制作用小于莲子草。与对照相比，
喜旱莲子草的地下生物量在模拟酸雨（pH≤5.6）处
理下显著增加（P<0.05）
，莲子草的地下生物量在模
拟酸雨（pH 3.5、pH 4.5）处理下显著增加（P<0.05）；
喜旱莲子草与莲子草的总生物量在模拟酸雨（pH
2.5）处理下显著小于对照（P<0.05），最大降幅分
别达 22.2%和 29.2%，表明喜旱莲子草地下部分能
更快地对酸雨作出反应，提高分配的能量。

表 1 模拟不同酸雨处理对植物形态指标的影响
Effects of simulated different acid rain treatments on plant morphological indexes

物种

处理

株高 /cm

分枝数

地上生物量/g

地下生物量/g

总生物量/g

喜旱莲子草
A.philoxeroides

pH2.5

37.3±1.8a

2.3±0.2c

1.41±0.04c

0.13±0.01a

1.54±0.04b

pH3.5

36.7±1.0a

3.4±0.3ab

1.52±0.11bc

0.16±0.02a

1.68±0.13ab

pH4.5

37.4±0.4a

4.0±0.1a

1.74±0.06ab

0.14±0.02a

1.88±0.05a

pH5.6

38.4±0.6a

4.0±0.3a

1.79±0.04ab

0.16±0.02a

1.95±0.05a

CK

39.2±1.8a

3.0±0.1b

1.89±0.14a

0.09±0.01b

1.98±0.15a

pH2.5

19.3±0.6c

8.4±0.5a

1.39±0.11b

0.21±0.03c

1.60±0.12b

pH3.5

21.1±0.6b

8.5±0.6a

1.52±0.06b

0.32±0.06ab

1.84±0.08ab

pH4.5

21.8±0.6b

8.4±0.4a

1.59±0.17b

0.35±0.02a

1.93±0.17ab

pH5.6

21.3±0.3b

8.1±0.5a

1.64±0.14b

0.24±0.01bc

1.88±0.15ab

CK

25.9±0.6a

8.1±0.3a

2.08±0.10a

0.18±0.02c

2.26±0.11a

莲子草
A.sessilis

注: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误；相同物种中同列不相同字母表示不同处理间显著性差异（P < 0.05）。下同。

2.2 模拟酸雨对植物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喜旱莲子草与莲子草的叶绿素 a、叶绿素 b、总
叶绿素含量和叶绿素 a/b 都随着 pH 值下降而降低

（表 2）。喜旱莲子草的叶绿素 a、总叶绿素含量和
叶绿素 a/b 在模拟酸雨（pH 2.5、pH 3.5）处理下显
著小于对照（P < 0.05），最大降幅分别为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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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8.2%；喜旱莲子草的叶绿素 b 含量仅在模
拟酸雨（pH 3.5）处理下显著小于对照 7.8%（P <
0.05）
；莲子草的叶绿素 a、叶绿素 b 和总叶绿素含
量在模拟酸雨（pH≤5.6）处理下显著小于对照（P
< 0.05）
，最大降幅分别为 40.5%、31.3%和 39.1%；
Table 2
物种
喜旱莲子草
A.philoxeroides

莲子草
A.sessilis

783

莲子草的叶绿素 a/b 在模拟酸雨（pH 2.5、pH 3.5）
处理下显著小于对照（P<0.05），最大降幅达 10.9%。
喜旱莲子草与莲子草的叶绿素在酸雨胁迫下发生降
解，但喜旱莲子草的叶绿素降解程度小于莲子草。

表 2 模拟不同酸雨处理对植物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Effects of simulated different acid rain treatments on plant chlorophyll content
处理
pH 2.5
pH 3.5
pH 4.5
pH 5.6
CK
pH 2.5
pH 3.5
pH 4.5
pH 5.6
CK

叶绿素 a/（mg·g-1） 叶绿素 b/（mg·g-1） 总叶绿素/（mg·g-1）
0.80±0.03b
0.25±0.007ab
1.05±0.04c
b
b
0.82±0.02
0.24±0.005
1.06±0.02bc
a
ab
0.25±0.006
1.14±0.03ab
0.88±0.02
a
ab
0.88±0.02
0.25±0.004
1.13±0.02ab
a
a
0.93±0.01
0.26±0.005
1.19±0.01a
0.60±0.02d
0.22±0.005d
0.81±0.03d
c
c
0.71±0.01
0.24±0.002
0.96±0.01c
b
b
0.77±0.02
0.26±0.004
1.03±0.02b
b
b
0.79±0.01
0.26±0.003
1.06±0.01b
a
a
1.01±0.02
0.32±0.004
1.33±0.03a

2.3 模拟酸雨对植物 MDA 含量的影响
随着 pH 值下降，喜旱莲子草与莲子草的 MDA
含量呈增加趋势（图 1）
。喜旱莲子草的 MDA 含量
在模拟酸雨（pH 2.5）处理下显著高于对照（P <
0.05）
，为 0.303 nmol·mg-1（prot）
，增加了 28.4%；
莲子草的 MDA 含量在模拟酸雨（pH≤4.5）处理下
显著高于对照（P<0.05），增幅为 20.4%～29.8%。
表明模拟酸雨（pH 2.5）处理对喜旱莲子草叶片细
胞膜造成一定伤害，而莲子草叶片细胞膜在模拟酸
雨（pH≤4.5）处理下受到伤害，随着 pH 值降低，
膜脂过氧化作用加剧，伤害加重。

图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误；相同物种中不相同字母表
示不同处理间显著性差异（P < 0.05）
。下同。
图 1 模拟不同酸雨处理对植物 MDA 含量的影响
Figure 1 Effects of simulated different acid rain treatments on
plant MDA content

2.4 模拟酸雨对植物抗氧化酶活性的影响
随着 pH 值降低，喜旱莲子草与莲子草的 SOD
活性呈出先增加再减少的趋势（图 2(a)）
。喜旱莲子
草的 SOD 活性在模拟酸雨（pH 2.5）处理下显著低

叶绿素 a/b
3.25±0.03c
3.40±0.04b
3.50±0.01ab
3.48±0.05ab
3.54±0.06a
2.77±0.07c
2.94±0.05b
3.01±0.05ab
3.00±0.05ab
3.11±0.05a

，最大降
于对照（P < 0.05），为 4.56 U·mg-1（prot）
幅达 16.0%；在模拟酸雨（pH 5.6）处理下显著高
，最大增
于对照（P < 0.05），为 6.19 U·mg-1（prot）
幅 达 14.0% 。 莲 子 草 的 SOD 活 性 在 模 拟 酸 雨
（pH≤3.5）处理下显著低于对照（P < 0.05）
，降幅
为 15.9%~19.0%。表明一定程度酸雨胁迫会提高喜
旱莲子草与莲子草的 SOD 活性；当酸雨 pH 值超过
一定范围时，植物的 SOD 活性受到抑制，同一酸雨
处理下喜旱莲子草 SOD 活性受到抑制的幅度均小
于莲子草。
随着 pH 值降低，喜旱莲子草的 POD 活性呈先
增加再减少的趋势，莲子草的 POD 活性呈下降趋势
（图 2(b)）。
喜旱莲子草的 POD 活性在模拟酸雨
（pH
2.5）处理下显著低于对照（P < 0.05）
，为 2.48 U·mg-1
（prot）
，最大降幅达 16.5%；莲子草的 POD 活性在
模拟酸雨（pH≤5.6）处理下显著低于对照（P<
，降幅为 15.3%～
0.05）
，最小值为 3.46 U·mg-1（prot）
28.4%。表明一定程度酸雨胁迫会抑制喜旱莲子草
与莲子草的 POD 活性，同一酸雨处理下喜旱莲子草
的 POD 活性受到抑制的幅度均小于莲子草。
一定程度酸雨胁迫会降低喜旱莲子草与莲子草
的 CAT 活性，喜旱莲子草的 CAT 活性受到显著抑
制时酸雨的 pH 值大于莲子草（图 2(c)）
，其中喜旱
莲子草与莲子草的 CAT 活性随着 pH 值降低均呈先
增加再降低的趋势。喜旱莲子草植株 CAT 活性在模
拟酸雨（pH 2.5）处理下显著小于对照（P < 0.05），
，最大降幅达 23.5%，莲子草
为 1.01 U·mg-1（prot）
植株 CAT 活性在模拟酸雨（pH≤4.5）处理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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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对照（P < 0.05）
，降幅为 16.1%～20.4%。
由上可知，喜旱莲子草与莲子草的 3 种抗氧化
对酸雨的响应不一致，喜旱莲子草可以调节酶活性
适应 pH≥3.5 的模拟酸雨胁迫，莲子草酶活性在模
拟酸雨（pH≤4.5）处理下受到显著抑制，抗氧化酶
的调节机制受到破坏，表明喜旱莲子草的抗氧化酶
系统对酸雨的抵抗能力强于莲子草。

图 2 模拟不同酸雨处理对植物抗氧化酶活性影响
Figure 2 Effects of simulated different acid rain treatments on
plant antioxidant enzyme activities

3

讨论与结论

不同程度酸雨对植物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
pH 值酸雨对植物的影响较
小甚至起促进作用，当 pH 值达到植物的伤害阈值
时，酸雨就会损害植物并抑制植物的生长[32]，与本
研究发现喜旱莲子草与莲子草的株高，地上生物量
与总生物量随着酸雨 pH 值降低均呈下降趋势的结
果一致，在同一模拟酸雨浓度下，喜旱莲子草受到
的伤害小于莲子草，由此表明入侵植物喜旱莲子草
比同属土著植物莲子草有更强的酸雨耐受性。在面

异[30-31]，有研究发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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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酸雨胁迫，植物可以通过改变自身形态来适应环
境的资源限制[33]，将更多的资源分配给受损的器官
和组织[34]，喜旱莲子草比莲子草有更强的表型可塑
性[35]，可以产生更多的分枝，形成稳健的地上部分
应对酸雨胁迫，提高酸雨耐受性。当酸雨渗入土壤
中会为植物提供适当的氮素，促进根的生长，使植
物改变对碳同化物质的分布格局[36]，有研究发现一
定程度酸雨会提高植物地下生物量，而重度酸雨会
抑制植物根的生长，致使地下生物量降低[37]，喜旱
莲子草地下部分可以更快的对酸雨作出反应，提高
地下部分分配的能量。因此酸雨胁迫下，喜旱莲子
草会形成健壮的地上部分和地下根部，这可能是入
侵植物具有更强酸雨抗性的对策之一[38]。
叶绿素是植物进行光合作用重要的物质基础，
常用来评价植物的光合作用，其受影响的程度是用
来衡量胁迫环境对植物伤害的重要指标之一[39]。有
研究发现植物叶绿素会随着酸雨 pH 值降低出现下
降趋势，且下降幅度也越大[40]，叶绿素 a 含量受到
酸雨的影响较大，而叶绿素 b 受到酸雨侵害时稳定
性更强[41]，这与本研究结果一致，酸雨会抑制喜旱
莲子草与莲子草的叶绿素含量。叶绿素含量下降的
原因可能是由于模拟酸雨导致植物叶片中 Mg2+流
失进而影响叶绿素合成速率，另一方面可能是植物
积累大量的活性氧离子诱导多酚氧化酶
（Polyphenol oxidase，PPOD）合成，PPOD 会将酚
氧化成酚自由基，这样会大大加速了植物体内叶绿
素的降解，降低叶绿素含量[42]。叶绿素含量的减少
是评判叶片的衰老重要指标[43]，喜旱莲子草在 pH
3.5 处理下素含量显著低于对照，表明叶片衰老加
速，莲子草在 pH 5.6 处理下叶片衰老，可能是喜旱
莲子草叶片的组织形态学结构、细胞 pH 值、叶绿
体膜及气孔比较稳定[44]，酸雨对喜旱莲子草叶绿素
体伤害程度较轻，从而降低酸雨对叶绿素降解作用；
另一方面叶绿素 b 具有吸收和转换光能的作用，喜
旱莲子草可以通过调节叶绿素 b 的含量，保持光合
系统稳定性抵御逆境伤害[45]。
丙二醛是膜过氧化作用的主要产物，其含量可
以反映植物在逆境条件下受到的伤害程度[46]。研究
发现酸雨胁迫会增加植物中 MDA 含量[47]，本研究
也有同样的发现喜旱莲子草与莲子草的 MDA 含量
随着 pH 值降低呈增加趋势，这是因为酸雨胁迫会
增加植物叶片中 O2-与 H2O2，引起脂积累过多而加
剧膜脂过氧化作用[48]。抗氧化酶系统是植物处于胁
迫环境时重要的防御系统，包括过氧化物酶、过氧
化氢酶和超氧化物歧化酶[49]，为应对酸雨对植物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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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氧化伤害，植物诱导 SOD 活性上升将两个超氧
自由基分解为 H2O2 和 O2，使植物超氧自由基保持
在稳定状态[50]，虽然 H2O2 会对植物造成伤害，但
POD 与 CAT 可以立即将其转化为无害的水[51]，因
此 SOD、POD、CAT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协同消除植
物体内过多的 O2-与 H2O2，降低膜酯过氧化作用，
提高植物的抗逆能力[47]。本研究中 SOD、POD、
CAT 活性都随 pH 值降低呈先升高在降低的趋势，
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52-53]。与对照相比，喜旱
莲子草 SOD、POD、CAT 活性都在 pH 2.5 处理下
受到显著抑制，MDA 含量得到显著提高，说明喜
旱莲子草在 pH 2.5 处理下体内活性氧动态平衡被打
破，植物体内的酶和蛋白在酸雨胁迫下被氧化、钝
化，降低酶活性；莲子草的抗氧化酶系统在模拟酸
雨（pH≤4.5）处理下遭到破坏，MDA 含量显著增
加，植物体内累积大量的活性氧，破坏抗氧化酶活
性，降低植物的抗氧化能力，莲子草的结构和功能
遭到破坏，喜旱莲子草比莲子草更能抵抗酸雨胁迫
引发的活性氧攻击。
综上所述，喜旱莲子草与莲子草对酸雨胁迫都
有一定的抗性，喜旱莲子草叶片在 pH 2.5 的酸雨胁
迫下，叶片的 MDA 含量显著升高，POD、SOD 和
CAT 活性显著降低，生物量在 pH 3.5 处理下显著降
低，植物叶片衰老；莲子草在模拟酸雨（pH 4.5、
pH 5.6）处理下测定指标发生较大改变；初步推测
酸雨对喜旱莲子草的伤害阈值在 pH 2.5～3.5 之间，
对莲子草的伤害阈值在 pH 4.5～5.6 之间，表明入侵
植物喜旱莲子草具有更强的酸雨耐受性。因此，在
酸雨多发的合肥，酸雨胁迫会影响本地植物的生长
而更有利于喜旱莲子草的入侵成功，同时由于该入
侵植物的入侵潜力和生物学特性，需要加强对喜旱
莲子草的扩散以及入侵危害给予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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