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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n2+与干旱交叉胁迫对当归种子萌发和幼苗生理特性的影响
叶文斌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农林技术学院，成县 742500)
摘 要：以甘肃道地中药材当归（Angelica sinensis）为对象，通过室内砂培方法，研究不同浓度 (10-6 、10-4 和
10 mol·L-1) Zn2+和不同浓度（5%、10%、15%、20%和 30%）PEG 模拟干旱胁迫下对当归种子萌发、幼苗生长、
渗透调节物质积累和活性氧代谢的影响。结果表明，低浓度 Zn2+和 PEG 能显著促进当归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随
－
着干旱胁迫的加剧和 Zn2+浓度的提高，种子萌发率显著降低，幼苗生长受阻，叶片 O2·
产生速率和 H2O2 含量明显
2+
增加，SOD、POD、CAT 和 APX 活性先升后降；高浓度 Zn 和 PEG 处理下 GSH 和 AsA 含量明显降低，幼苗叶
片中 Pro、可溶性糖和 MDA 含量随 Zn2+和 PEG 浓度升高而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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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Zn2+ and drought on seed germination and seedling physioloyical
characters of Angelica sinensis
YE Wenbin
(School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Technology, Longnan Teachers College ,Chenxian 742500)

Abstract: A sand culture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of Zn2+ at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10-6, 10-4 and 10-3 mol·L-1) and PEG-6000（5%, 10%, 15%, 20% and 30%）on seed germination, seedling growth,
osmotica accumulation, and active oxygen metabolism of Angelica sinensis, an authentic Chinese herbal from
Gansu.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 low concentration of Zn2+ and PEG significantly enhanced seed germination and
seedling growth With the increasing Zn2+ and PEG concentrations, the germination percentage significantly de－
creased and the seedling growth was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At the same time, the leaf O2· production rate and
H2O2 content dramatically increased and the activities of superoxide dismutase, peroxidase, catalase, and ascorbate peroxidase decreased after an initial increase. The contents of glutathione and ascorbic acid in the leaf decreased markedly, while the leaf proline, soluble sugar, and malonaldehyde contents had a significant increase
with an increase of the concentrations of Zn2+ and PEG.
Key words: Zn2+; PEG; Angelica sinensis; osmotica; active oxygen metabolism
Zn 是植物生长必需的微量元素，参与植物的新
陈代谢过程 [1]。早期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 Zn 在
植物体内的吸收、分布、累积以及缺 Zn 导致的危
害[3-6]，近年来 Zn 对植物的毒害作用及其机制的研
究也逐渐增多[7-8]，过量的 Zn2+扰乱了原有的植物体
内离子平衡系统，造成抗氧化系统代谢过程的紊
乱[9-11]，进而致使作物减产[3]。种子萌发是影响植物
一生的主要阶段，近年来对种子逆境萌发和生活策

略的研究越来越多[13-14]。当归（Angelica sinensis）
在甘肃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 70%，无论是质量或数
量，堪称全国第一[12]，而陇南地区，是大量栽培当
归的主产区之一，近年来随着陇南铅锌矿产经济的
迅猛发展，锌污染造成土壤中锌含量过高，对甘肃
道地中药材当归的品质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为了揭
示当归抵抗锌胁迫的内在机理，研究土壤中重金属
锌对当归的影响行为和揭示特殊生境植物的当归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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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萌发特性和种群更新机制，对培育和保护耐盐抗
旱的当归植物资源具有重要意义，也对科学种植当
归，提高产量和品质具有实际指导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材料
当归种子购自甘肃省陇南市西和县，用 ZnCl2
和蒸馏水配制成 10-6、10-5、10-4 和 10-3 mol·L-1 的
Zn2+培养液，用 PEG(聚乙二醇，分子量为 6000)配
制 5%、10%、15%、20%和 30%的溶液。
1.2 方法
1.2.1 种子萌发测定 在培养皿（直径 12 cm）的底
部铺上 2 张滤纸，各培养皿准确加入 2 mL 10-6～10-3
mol·L-1 的 Zn2+培养液与 2 mL 5%～30%的 PEG 培养
液进行旱盐交叉胁迫处理（如：10-6 mol·L-1 Zn2++
5%PEG、10-6 mol·L-1Zn2++10%PEG、10-6 mol·L-1 Zn2++
15%PEG 依次进行旱盐交叉胁迫组合 10-3 mol·L-1
Zn2++30%PEG）
，均匀点播经 0.1% HgCl2 消毒并浸种
4 h 后的当归种子 100 粒，重复 3 次，以蒸馏水培养
为对照(CK)，置入 25℃的光照培养箱中，每天光照
12 h，3 d 后开始记录萌发种子数，计算种子的萌发
率、萌发指数，并测定初生胚根及下胚轴长度[15-16]，
种子萌发率和种子萌发指数计算参照 Leather 和
Einhellig[17]的方法。
1.2.2 幼苗生长测定 参照叶文斌等[15-16]的方法在
250 mL 的小烧杯底部铺 2 张滤纸，以消毒和高温灭
菌的砂作为培养基质，每杯培养 50 株当归幼苗，5
次重复，用上述两者组合的方法加入 2 mL 各浓度
Zn2+与 2 mL 不同浓度的 PEG 培养液，以蒸馏水为
对照，定时补以相对应的 Zn2+和 PEG 培养液和蒸馏
水，用保鲜膜将烧杯封口，防止水分蒸发影响浓度。
将烧杯置于恒温 25℃、12 h·d-1 的光照培养箱中培
1.1

Figure 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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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第 15 天用直尺测定受体作物幼苗的根长、苗高。
将根与苗分开，用“排水法”[15]测定根的体积后，
置于 105℃的烘箱中杀青 30 min，在调至 75℃烘至
恒重，称其每 30 株的苗干重和根干重。
1.2.3 渗透调节物质含量和抗氧化系统活性的测定
培养第 15 天后取健康生长当归幼苗植株顶部第 2
和第 3 片全展叶测定可溶性糖含量、游离脯氨酸的
含量和丙二醛含量 [19] ；依据文献测定超氧阴离子
－
O2· 产生速率[20]和 H2O2[21]含量；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过氧化物酶(POD)、过氧化氢酶(CAT)和抗
坏血酸过氧化物酶(APX)活性及谷胱甘肽(GSH)和
抗坏血酸(AsA)含量的测定[19]。
1.3 数据统计与分析
数据用 SPSS17.0 软件统计分析，用单因素方差
分析结合多重比较进行显著性检验，不同小写字母
表示显著性差异（P<0.05）。

2

结果与分析

Zn2+和 PEG 模拟干旱胁迫对当归种子萌发的
影响
在 22+1℃、湿度 40%+2%的条件下，测得保润
剂溶液重量变化如下。
由图 1 可知，随着 PEG 浓度的提高，当归种子
的萌发率、萌发指数、初生胚根长和下胚轴长都在
逐渐降低。在不同浓度的 PEG 和 10-6 ～10-4 mol·L-1
Zn2+浓度交叉胁迫下，党归种子的萌发率、萌发指
数、初生胚根长和下胚轴长都有不同程度的升高；
在不同浓度的 PEG 和 10-3mol·L-1 Zn2+处理浓度下，
党归种子的萌发率、萌发指数和初生胚根长都有不
同程度的升高，表明低浓度的 Zn2+处理能有效地减
轻干旱胁迫对当归种子的萌发和初生生长。
2.1

图 1 Zn2+和 PEG 模拟干旱胁迫对当归种子萌发的影响
Influence on the seed germination of Angelica sinensis with simulated drought stress

Zn2+和 PEG 模拟干旱胁迫对当归幼苗生长影响
由图 2 可以得知当归植物幼苗的根长、苗高、

根体积、根干重和苗干重在 PEG 和 Zn2+交互胁迫的
处理下表现出了不同的效应，当归幼苗生长生物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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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指标在低浓度 Zn2+（10-6～10-5 mol·L-1）下为促进
作用，随着 Zn2+ 处理浓度的逐渐升高（10-4 ～10-3
mol·L-1）为表现为抑制作用。说明低浓度 Zn2+能促
进当归幼苗的生物量积累，而浓度过大会引起当归
幼苗生长受限，使生物量积累减弱，这也表明低浓
度 Zn2+可以打破干旱胁迫对当归幼苗的生长和生物
量积累的抑制响应，提高当归幼苗在较为干旱环境
中的适应性，增强当归幼苗在生长过程中的生物量
积累。
2.3 Zn2+和 PEG 模拟干旱胁迫对当归幼苗中渗透
－
调节物质、H2O2 含量和 O2· 产生速率的影响
由图 3 可以看出，当归幼苗随 PEG 浓度的升高，
植物体内可溶性糖、丙二醛、游离脯氨酸、H2O2 含
－
量和 O2· 产生速率除 5%之外，其他 PEG 浓度与对
照相比均有所升高。随着 Zn2+和 PEG 浓度交互胁迫

Figu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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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强度增加，当归幼苗植株体内所考察的指标也随
胁迫的升高逐渐呈现出先降低后升高的趋势，Zn2+
浓度在 10-6～10-5 mol·L-1 时当归幼苗植株体内的可
－
溶性糖、丙二醛、游离脯氨酸、H2O2 含量和 O2· 产
生速率均低于无 Zn2+的胁迫作用；当当归在 Zn2+浓
度为 10-4～10-3 mol·L-1 时，体内可溶性糖、丙二醛、
－
游离脯氨酸、H2O2 含量和 O2· 产生速率急剧升高，
这说明高浓度的 Zn2+胁迫会随着 PEG 模拟干旱刺
激当归幼苗产生较多的可溶性糖、脯氨酸和引发叶
－
片中 H2O2 含量的积累，促使植株释放过量的 O2· 。
结果表明，低浓度 Zn2+可以打破干旱条件对当归幼
苗的生长限制，而高浓度的 Zn2+胁迫对干旱条件下
当归的生长和生物量的积累没有好处，反而会产生
双重的胁迫。

图 2 Zn2+和 PEG 模拟干旱胁迫对当归幼苗生长的影响
Influence on the seedling growth of Angelica sinensis with simulated drought stress

图 3 Zn2+和 PEG 模拟干旱胁迫对当归幼苗中渗透调节物质、H2O2 含量和 O2·-产生速率的影响
Figure 3 Influence on the contents osmotica, H2O2 and O2·- of Angelica sinensis with simulated drought stress

Zn2+和 PEG 模拟干旱胁迫对当归幼苗中 SOD、
POD 和 CAT、APX 活性和 GSH、AsA 含
量影响
由图 4 可知， PEG 干旱胁迫对当归幼苗叶片
中 SOD、POD、CAT 和 APX 活性都表现出明显的
2.4

影响，随着 PEG 浓度的增加，SOD、POD、CAT
和 APX 活性都逐渐表现为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在
PEG 浓度为 5%时当归幼苗表现出对几种酶活性的
应激升高作用，在高浓度干旱处理下对其活性表现
出降低趋势；GSH 含量也表现为先升高后降低的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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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AsA 含量变化不大。当 Zn2+和 PEG 干旱胁迫
交互作用时，当 Zn2+处理浓度为较低的 10-6～10-5
mol·L-1 时，当归幼苗叶片中 SOD、POD 、CAT 、
APX 活性和 GSH 含量都与单纯干旱胁迫相比表现
出明显的升高，而且随着 PEG 浓度的增加这 5 种指
标都逐渐表现为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AsA 含量在
Zn2+为 10-6～10-5 mol·L-1 浓度处理与干旱交互胁迫
作用变化不大，但在 10-4～10-3 mol·L-1 处理与干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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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胁迫作用下 AsA 含量急剧降低。这也说明，
AsA 含量在 Zn2+和干旱交互胁迫在浓度的依赖性
上具有显著的影响。总之，适度的 Zn2+不但可以促
进当归幼苗提高自身生理代谢活动，而且可以增强
在干旱胁迫环境中当归幼苗的生活力，帮助当归植
物在高旱条件下打破干旱胁迫影响，提高当归幼苗
的抗旱能力。

图 4 Zn2+和 PEG 模拟干旱胁迫对当归幼苗中 SOD、POD、 CAT、 APX 活性和 GSH 和 AsA 含量的影响
Figure 4 Influence on the SOD, POD, CAT and APX activities and the contents of GSH, AsA of Angelica sinensis with simulated
drought stress

3

小结与讨论

生物量是当归对 Zn2+和 PEG 模拟干旱交互胁
迫响应的综合反映，也是检验当归植株生长情况直
接体现。本研究表明，随着 Zn2+胁迫强度的增加，
在较高浓度时当归种子的萌发率、萌发指数、初生
胚根长和下胚轴长都在逐渐降低，当归植物幼苗的
根长、苗高、根体积、根干重和苗干重也表现出强
烈浓度效应，但在低浓度 10-6 和 10-5 mol·L-1 时在不
同 PEG 模拟干旱条件处理下当归的种子萌发、幼苗
生长都表现出积极的促进作用，说明低浓度的 Zn2+
在一定程度上会解除干旱环境对当归幼苗的伤害提
高当归幼苗的耐旱性。
在当归遭受干旱胁迫时，活性氧会大量积累并
－
造成膜脂过氧化，叶片中 H2O2 含量和 O2· 产生速率
升高，刺激渗透调节能力和维持离子的相对均衡而
适应干旱条件，引起当归植物胞质中积累可溶性糖、
脯氨酸和 MDA 等物质来维持细胞的渗透平衡，增
强环境的适应能力。在 Zn2+浓度较低时，当归幼苗
植株体内的可溶性糖、丙二醛、游离脯氨酸、H2O2
－
含量和 O2· 产生速率均低于无 Zn2+的胁迫作用，这
也说明低浓度的 Zn2+会主动适应外界干旱的环境条

件，使幼苗在生长和发育上尽量减轻外界逆境的影
响；当归在 Zn2+浓度较高时，体内可溶性糖、丙二
－
醛、游离脯氨酸、H2O2 含量和 O2· 产生速率就会急
剧升高，胁迫会随着 PEG 模拟干旱刺激当归幼苗发
生膜脂过氧化作用使膜透性改变，叶片中 H2O2 含量
－
和 O2· 产生速率也会急剧升高，可能在当归体内大
量积聚最终分解产物丙二醛（MDA），同时对膜和
细胞造成一定的伤害，抑制植物的生长和生物量的
积累。
通过积累有机溶质进行渗透调节是植物响应盐
碱和干旱胁迫的重要机制，不同植物在萌发期的耐
盐性不同，低浓度的盐胁迫能促进一些植物种子萌
发，高浓度的盐胁迫对种子萌发有明显抑制作
用[22]。微量的 Zn2+被当归种子和幼苗吸收后，促进
干旱胁迫条件下种子的萌发，提高萌发势，同时有
可能结合到植物体内的有关酶活性基团上面，刺激
植物的生理活性，提高生活力和对干旱环境的抗性。
过量的 Zn2+进入植物体内，与某些酶的非活性基团
结合或取代其他元素使其变性[17-18]；打破了植物自
身的防御平衡，导致细胞 DNA 等大分子物质损
伤，甚至造成细胞死亡[19-20]；较高浓度 Zn2+造成当
归体内 SOD、POD、 CAT 及 APX 酶活性比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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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引起生理生化过程紊乱，并最终导致对当归
的伤害，而且还会破坏膜的功能和抑制当归植物的
酶活性，导致体内活性氧增多，启动膜质过氧化，
从而破坏膜的结构，影响到对干旱胁迫的拮抗作用。
当当归幼苗在干旱逐渐增强的条件下，体内氧化产
物积累到一定水平时，保护性酶活性就受到抑制，
不能有效清除当归体内产生的自由基和大量 H2O2，
－
－
使其内部 O2· 的增加大于保护性酶清除 O2· 的速度，
－
这样 O2· 大量积累会使植物受害逐渐加重，而低浓
度或适量 Zn2+就会促进 SOD、POD、 CAT 和 APX
－
酶的活性，增强对自由基、H2O2 和 O2· 的清除能力。
当归体内由抗氧化酶和还原性小分子物质如 AsA，
GSH 等组成的抗氧化系统在减轻干旱胁迫伤害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共同保护当归植物免受活性氧伤
害，当高浓度的旱盐交互胁迫下，AsA 和 GSH 含
量急剧下降可能是 APX 活性提高后在清除 H2O2
的过程中消耗的结果，这些都与植物在长期的进化
过程中已形成的一系列耐 Zn 和抗旱的机制有关。
因此，研究土壤中锌对干旱条件下当归生长的
影响行为，对干预干旱条件下特殊经济中药材的生
产和品质的提高，为科学种植与栽培当归具有现实
的农业指导意义，同时对预防锌在当归种植环境中
的毒理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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