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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板栗品种的耐热性和抗旱性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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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 7 个板栗品种的离体叶片为试验材料，进行人工高温胁迫和干旱胁迫处理，利用电导仪研究这些品
种在不同处理下的电导率的变化，分析高温胁迫和干旱胁迫对这些品种的伤害程度，并利用此研究成果为板栗优良
品种的选择及栽培技术的推广提供理论依据。结果表明，耐热能力较强的品种为燕红和早熟 3 号，较差的品种为黑
山寨 7 号和河北尊达，抗旱能力较强的品种为河北尊玉和阳光 3 号，较差的品种为燕红和早熟 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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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 leaves of seven chestnut cultivars were used to study the damage caused by high temperature stress and drought stress by measuring the change of conductivity with a conductomete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ultivars of ‘Yanhong’and ‘Zaoshu 3’ are much more heat tolerant than ‘Heishanzhai 7’ and ‘Hebei Zunda’.
‘Hebei “Zunyu’ and ‘Yangguang 3’ are much more drought tolerant than ‘Yanhong’ and ‘Zaoshu 3’. It would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selecting heat and drought tolerant chestnut cultivars and extending the cultivation techniques.
Key words: chestnut; heat resistance; drought resistance; conductivity; extent of injury
电导法是测量液体介质的简单、快速、高效的
科学方法。一般植物体在逆境条件下都会受到危害，
发生一系列的生理变化，如原生质膜结构遭到破坏、
光合作用下降、体内水分亏缺、各细胞器遭受可逆
或不可逆的损伤等[1]。电导法可通过测量液体成分
和浓度的含量，区分各液体浓度的大小[2]。在植物
研究方面，可有效测量植物抗逆性，如利用电导法
比较观赏南瓜苗期[3]、小麦[4]的耐热性，禾草[5]、景
天属植物[6]、苜蓿[7]的抗旱性。
板栗（Castanea Mollissima Blume）属于壳斗科
（Fagaceae）栗属（Castanea），现存的栗属植物有
10 多个种，其中进行经济栽培的主要有 4 种：中国
板栗、欧洲栗、日本栗和美洲栗[8]。板栗不仅是我
国传统的农副产品，还是世界上重要的干果之一，

其营养丰富，具有较高的综合利用和开发价值[9]。
安徽省是全国板栗的主产区之一，人工栽培历史达
上千年[10]。然而多年来安徽板栗在生产过程中不注
重产品的质量，生产集约化程度不高，品种混杂，
良莠不齐。为充分发挥资源优势，选出更加早实、
丰产、优质的良种，安徽省林业科学研究院于滁州
沙河林木良种繁育中心引种收集省内外 30 多个板
栗品种，为了了解其适应性，选取了 7 个品种的离
体叶片为试验材料，进行高温胁迫和干旱胁迫处理，
利用电导仪研究其电导率值的变化，分析高温胁迫
和干旱胁迫对它们的伤害程度，了解不同板栗品种
的耐热性和抗旱性强弱，以期为板栗优良品种的选
择及推广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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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试验材料
供试板栗种植与滁州沙河林木良种繁育中心，
位 于 滁 州 市 北 郊 ， 地 理 位 置 北 纬 32°18′ ； 东 经
118°18′，土壤类型以水稻、黄棕壤、石灰土为主，
冲田以沙壤为主。7 个板栗品种依次为阳光 3 号、
燕红、早熟 3 号、河北尊达、黑山寨 7 号、野栗 2
号和河北尊玉，于 2008 年嫁接，长势良好。取树木
相同部位生长完全成熟的叶片作为供试材料。
1.2 试验方法
1.2.1 不同板栗品种的耐热性测定 将采集的 7 个
板栗品种洗净。用直径为 6~8 mm 的打孔器避开叶
片的主叶脉打取叶圆片，每个品种各打取 15 片，重
复 3 次，分别装入试管内。在装有叶片的各管中加
入 20 mL 的去离子水，放入真空干燥器中用真空泵
抽气 10 min。将各装有叶片的试管置于温度梯度为
35℃、45℃、55℃和 65℃的相应温度水浴锅中，30
min 后取出，静置冷却至室温，其中对照组的试管
放在室温中静置相同时间，然后用电导仪测溶液的
初电导率 S1，测完后将各装有叶片的试管放入 100
℃的水浴锅中煮沸 30 min 以杀死植物组织，然后取
出冷却，在恒温 25℃下测定电导率 S2。
1.2.2 不同板栗品种的抗旱性测定 按 Michel 等
的方法[11]配置 PEG-6000 干旱胁迫溶液，设 3 个处
理，溶液浓度分别为 50、100 和 150 g·L-1，用蒸馏
水做对照（CK）。向装有 15 片叶圆片的各管中加入
相应浓度 PEG 溶液 20 mL，对照处理加等量蒸馏水，
摇匀后静置 48 h，测定溶液初电导率 S1，测完后放
入 100℃的水浴锅中煮沸 30 min 杀死植物组织，取
出冷却，在恒温 25℃下测定电导率 S2。
1.2.3 计算 相对电导度 CK= S1/ S2×100%
细胞伤害度=（S1-CK）/（S2-CK）×100%
式中：S1 为不同浓度处理下的叶片静置后测得的电
1.1

Tab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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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值；S2 为叶片煮沸后测得的电导值；CK 为室温
下（耐热）或蒸馏水（抗旱）处理的植物叶片的相
对电导度。
1.2.4 试验数据处理与分析 采用 Excel2003 进行
整理，用数据统计软件 SPSS19.0 进行方差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不同板栗品种的耐热性测定结果
由表 1 中的数据可以看出，随着温度的上升，7
个板栗品种的细胞伤害度也逐渐上升。但是，在 35
℃至 45℃之间随着温度的上升细胞伤害度缓慢增
加，当升到 45℃的时候，随着温度升高，叶片细胞
伤害度急剧增加，当温度达到 55℃时，叶片细胞伤
害度速度减慢趋于平缓。同一板栗品种，随处理温
度的增加，细胞伤害程度随之增加。在处理温度达
到 35℃时，差异不显著，随着温度升高，品种间差
异逐渐增加，处理温度到 65℃时，差异不显著，说
明板栗不同品种耐热性随着温度增加差异变大，当
达到一定温度时，差异逐渐减小。而在每个处理温
度下，不同品种的伤害度排序如下：
35℃：河北尊玉＞河北尊达＞野栗 2 号＞黑山
寨 7 号＞早熟 3 号＞阳光 3 号＞燕红
45℃：河北尊达＞黑山寨 7 号＞野栗 2 号＞阳
光 3 号＞河北尊玉＞早熟 3 号＞燕红
55℃：河北尊达＞黑山寨 7 号＞河北尊玉＞阳
光 3 号＞野栗 2 号＞早熟 3 号＞燕红
65℃：河北尊达＞河北尊玉＞阳光 3 号＞早熟
3 号＞黑山寨 7 号＞野栗 2 号＞燕红
从总体来看，高温伤害最轻的是燕红、早熟 3
号，其次是野栗 2 号、阳光 3 号、河北尊玉，伤害
度最重的则是黑山寨 7 号、河北尊达。
2.2 不同板栗品种的抗旱性测定结果
由表 2 可以看出，随着处理浓度的增加，不同
品种的伤害度也随之增加，但不同品种之间的增幅
2.1

表 1 各板栗品种在不同温度处理下的伤害度
Extent of injury of the chestnut cells under different temperature stress

伤害度/% Extent of injury
35℃
45℃
55℃
65℃
13.35 ±3.97a
30.09 ±5.80a
64.73 ±5.94bcd
85.70 ±6.05a
阳光 3 号 Yangguang 3
12.69 ±4.37a
21.51 ±2.30b
52.77 ±4.32d
77.69 ±4.70a
燕红 Yanhong
a
ab
cd
15.14 ±2.83
26.78 ±3.71
60.08 ±6.34
84.89 ±7.20a
早熟 3 号 Zaoshu 3
17.41 ±3.92a
34.76 ±6.23a
79.72 ±5.67a
89.09 ±5.99a
河北尊达 Hebeizunda
a
a
ab
16.01 ±2.57
32.08 ±3.23
73.02 ±10.28
81.88 ±9.90a
黑山寨 7 号 Heishanzhai 7
a
a
cd
17.07 ±1.97
31.46 ±5.62
60.58 ±4.85
80.90 ±7.85a
野栗 2 号 Yeli 2
a
ab
abc
18.57 ±2.58
29.20 ±3.27
70.22 ±5.34
86.15 ±3.90a
河北尊玉 Hebeizunyu
注：同一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下同。
Note: the data in the same column followed by different small letters mean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the 0.05 level. The same below.
品种
Var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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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板栗品种在不同 PEG 浓度处理下的伤害度
Table 2 Extent of injury of the chestnut cells under different
drought stress
品种
Variety
阳光 3 号
Yangguang 3
燕红
Yanhong
早熟 3 号
Zaoshu 3
河北尊达
Hebeizunda
黑山寨 7 号
Heishanzhai 7
野栗 2 号
Yeli 2
河北尊玉
Hebeizunyu

50 g·L-1

伤害度/% Extent of injury
100 g·L-1
150 g·L-1

53.09±6.68cd

68.13±6.71ab

81.75±3.79bc

65.35±4.78ab

74.65±7.78ab

86.69±5.55abc

70.29±3.81a

78.94±5.22a

93.25±5.02a

57.62±4.61bc

77.15±5.18a

90.04±4.83ab

61.16±7.26abc

70.82±4.72ab

84.23±4.70abc

60.07±4.29abc

71.84±6.16ab

85.26±3.37abc

45.84±7.03d

63.97±5.00b

78.84±7.59c

存在差异。可见，在不同程度的干旱胁迫下，不同
品种的抗旱性表现有所差异。对于同一板栗品种，
随 PEG 浓度的增加，细胞伤害程度随之增加，品种
间整体差异显著。而在每个处理浓度下，不同板栗
品种的伤害度排序如下：
50 g·L-1：早熟 3 号＞燕红＞黑山寨 7 号＞野栗
2 号＞河北尊达＞阳光 3 号＞河北尊玉
100 g·L-1：早熟 3 号＞河北尊达＞燕红＞黑山
寨 7 号＞野栗 2 号＞阳光 3 号＞河北尊玉
150 g·L-1：早熟 3 号＞河北尊达＞燕红＞野栗 2
号＞黑山寨 7 号＞阳光 3 号＞河北尊玉
从总体来看，抗旱性最强的是河北尊玉、阳光
3 号，其次是野栗 2 号、黑山寨 7 号，再次是早熟 3
号、燕红。

3

小结与讨论

板栗叶片在不同温度及不同 PEG 浓度模拟的
环境胁迫过程中，其生理指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
响。随着温度和 PEG 浓度的增加以及胁迫时间的延
长，细胞膜通透性受到损害，导致叶片细胞内物质
外渗，使得测定的电导率值呈上升趋势。温度与叶
片细胞伤害度呈典型的“S”型曲线特征，可利用
电导法配合 Logistic 方程求出其拐点，可求出不同
板栗品种的高温半致死温度[12-13]。
将板栗的耐热性和抗旱性测定的结果进行对比
得知，虽然耐热性和抗旱性是植物固有的遗传特性，
但对于同一品种的植物，抗旱性强的，其耐热性不
一定也强。一个品种在特定地区的耐热性和抗旱性
表现，是由它自身的生理抗性、结构抗性和生长发
育进程的节奏与农业气候因素变化相配合的程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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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所以，不同品种对耐热和抗旱的适应及抵抗
能力不同。由于植物生理过程的复杂性、环境因子
的多变性和二者互作的综合性而异，给植物耐热性
和抗旱性的鉴定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本试验以植物的离体叶片作为实验材料，利用
电导法来鉴定植物的耐热性和抗旱性，只能反映植
物局部器官对高温及干旱的适应性，不一定能准确
反映出植物的整体抗逆性。研究表明，随着植物叶
片细胞膜透性的改变，MDA[14]、游离脯氨酸[15]含
量会随着改变，SOD 活性相应改变[16]。因此，要实
现对板栗不同品种耐热抗旱性的准确测定，需要结
合测定叶片的脯氨酸含量、相对含水量及可溶性蛋
白含量等生理指标来进行综合评价[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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