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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胁迫对 4 种绿化幼苗生理的影响
王卓敏 1，周彤彤 1，薛

立 1*，许建新 2

(1. 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广州 510642；2. 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518040)
摘 要：以花旗木 Cassia bakeriana、海南蒲桃 Syzygium hainanense 、铁冬青 Ilex rotunda 和紫楠 Phoebe sheareri
4 种幼苗为试验材料，利用人工气候箱模拟低温胁迫环境，对幼苗进行 0 d、2 d、4 d 和 6 d 的 6℃的低温处理及自
然状态下恢复 2 d 后，测定幼苗的生理指标，最后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其抗寒性进行综合评定。结果表明，随着胁迫
时间的延长，花旗木的叶绿素含量持续增加，海南蒲桃先升后降，铁冬青先降后升，紫楠呈现降升降的变化；花旗
木和铁冬青的可溶性糖含量趋于上升，海南蒲桃上升后波动，而紫楠先升后降；花旗木、海南蒲桃和铁冬青幼苗的
可溶性蛋白含量持续上升，紫楠小幅变化；海南蒲桃、花旗木和铁冬青的脯氨酸含量持续下降，紫楠上升后保持稳
定；海南蒲桃、花旗木、铁冬青和紫楠的 SOD 活性在低温胁迫 2 d 后上升到最大值；海南蒲桃、花旗木和铁冬青
的 MDA 含量先升后降，紫楠则小幅波动。主成分分析表明，低温下幼苗的抗寒能力为花旗木＞紫楠＞铁冬青＞
海南蒲桃。
关键词：幼苗；低温胁迫；生理指标；主成分分析
中图分类号：S7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52X (2016)02−0209−06

Effect of low temperature stress on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eedlings
of four landscape spe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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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eedlings of Cassia bakeriana, Phoebe sheareri, Ilex rotunda and
Syzygium hainanense were studied after they were exposed to a low temperature stress (6℃) in the Artificial Climate Box. After continuous treatments at 6℃ for 0, 2, 4 and 6 days and then a recovery period of 2 days in the
nature, the physiological indexes of the seedlings were determined and their cold resistance was evaluated using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ith increasing low temperature stress time, the chlorophyll
content of C. bakeriana continuously increased, and that of S. hainanense seedlings increased followed by a decrease. In I. rotunda, chlorophyll decreased followed by an increase, whereas in P. sheareri, it decreased followed
by an increase and then decreased. The soluble sugar contents in C. bakeriana and I. rotunda increased gradually,
and that of S. hainanense seedlings increased and fluctuated, whereas in P. sheareri seedlings, soluble sugar increased followed by a decrease. The soluble protein contents in C. bakeriana, S. hainanense and I. rotunda continuously increased, and in P. sheareri it slightly changed. The proline contents in C. bakeriana, S. hainanense and
I. rotunda continuously decreased, while that in P. sheareri increased and kept steady. The SOD activity in the
seedlings of four species reached their maximum levels after a low temperature stress for 2 days. The MDA contents of C. bakeriana, S. hainanense and I. rotunda increased followed by a decrease and that in P. sheareri
changed slightly.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 cold resistance ability of the seedlings of four
species decreased in the order of C. bakeriana> P. sheareri> I. rotunda> S. hainan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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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绿化树种以其特有的景观功能和环境保护
作用在城镇建设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低温是
限制绿化树种生长发育和地理分布的重要限制因
子。有关研究表明，低温引起细胞膜透性发生变化,
胞内溶液外渗[1], 影响叶绿素的合成[2]。超氧化物歧
化酶( SOD)是植物细胞中保护膜系统的清除活性氧
的酶，丙二醛 ( MDA )是膜脂过氧化的最终产物，
二者是低温胁迫时反映细胞膜伤害程度的重要指
标[3]。植物为了适应低温环境产生一系列生理变化，
例如积累可溶性糖和脯氨酸以增强渗透调节的能
力[4]，叶绿素和 SOD 活性增加[5]。
对于植物的抗寒生理已有较多的研究[6-10]，但
是这些研究缺乏对植物生理指标的综合评价，因而
难以对不同植物的抗寒能力进行排序。有关研究者
用主成分分析综合评价植物抗逆性，探索了评价植
物抗逆能力的新途径 [3,11-13] 。花旗木(Cassia bakeriana)、铁冬青(Ilex rotunda)、海南蒲桃(Syzygium
hainanense) 和紫楠(Phoebe sheareri )是热带、亚热
带地区重要的园林绿化树种。目前对以上树种的研
究包括海南蒲桃的光合作用效率[14]、抗 SO2 污染能
力[15]，抗臭氧与干旱交叉胁迫[16]、铁冬青幼苗的重
金属铅胁迫[17]和 SO2 胁迫生理[15,18]、光合生理[19]、
低温胁迫的电导率[20]以及紫楠栽培技术[21]，尚未见
到以上树种抗寒生理比较的研究。作者对这一内容
进行研究，并用主成分分析对其抗寒能力进行排序，
可以为园林绿化抗寒树种的筛选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在华南农业大学校园（处东经 113°34′，北

Table 1
试验幼苗
Tested seedling
花旗木 Cassia bakeri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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纬 23°16′）进行。试验场所属于南亚热带季风气候，
年平均气温 21.8°C，年平均降雨量 1714. 4 mm, 4-9
月占年降雨量的 82%, 年均相对湿度 79%[22]。
1.2 材料
试验用幼苗包括花旗木、海南蒲桃、铁冬青和
紫楠 4 种苗木均为来自深圳市铁汉有限公司的 1 年
生实生苗。试验幼苗置于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景
园林学院六楼的温室生长 30 d 后，采集叶片在该学
院的林学实验室进行生理指标测定。实验开始时 4
种幼苗的基本概况如表 1。
1.3 方法
1.3.1 幼苗处理 2014 年 6 月初，将一部分幼苗放
于室外正常条件下（平均温度为 30℃±2℃）生长 30
d 后作为对照，另一部分苗木放于 RXZ 智能型人工
气候箱（宁波江南仪器厂）内，光照时间为 8:00－
17:00，光照强度为 120 mmol·m-2·s-1，相对湿度设为
80％～85％，并于（6±0.5）℃低温处理，6℃·h-1 降
温，
当温度降至 6℃时，
分别在低温处理后的第 0 天、
第 2 天、第 4 天和第 6 天选取每种幼苗 5 株个体，
采集顶叶往下第 3~8 片成熟叶，擦净叶片表面污物，
叶片除去中脉并剪碎混合均匀后制样，测定其生理
指标，每个指标做 3 个重复[5]。进行苗木生长恢复处
理时，将低温处理 6 d 幼苗移到室外，在自然条件下
恢复生长 2 d 后，采集叶片，测定各项生理指标。
1.3.2 生理指标测定 叶绿素总含量的测定用分光
光度法进行[23]，脯氨酸含量用酸性茚三酮法，SOD
用氯化硝基四氮唑蓝（NBT）光化还原法，丙二醛
（MDA）含量用硫代巴比妥酸法测定[24], 可溶性蛋
白质含量和可溶性糖含量的测定分别用考马斯亮蓝
法和蒽酮比色法[25]。

表 1 4 种幼苗的基本情况
General characteristic of the seedlings of four species
平均地径
平均苗高
Mean ground diameter
Mean height
0.38±0.03
30.5±3.2

cm
平均冠幅
Mean crown width
20.3±3.0

海南蒲桃 Syzygium hainanense

0.56±0.20

54.9±1.3

25.9±0.2

铁冬青 Ilex rotunda

0.50±0.01

34.5±2.5

14.5±2.6

0.99±0.06

33.9±2.3

22.9±3.1

紫楠 Phoebe sheareri
注：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差。Note: the data in the table are average value ± SD.

1.3.3 数据分析 本研究试验结果采用主成分分析
方法进行综合评定。主成分分析在抗性综合评价中，
不仅可以判断出各品种的抗性强弱，还可以分析出
指标对抗寒性的权重或贡献率，同时主成分分析消
除共线型后产生彼此不相关的一组新指标(主成
分)，对新指标可以进一步分析讨论。在运用主成分

分析法进行综合评价时，首先将生理指标进行数据
标准化，其公式为：
X =

x − x min
x max − x min

式中，X 为标准化后所得数据，x 为某项指标的原
始数据，xmin 为某项指标原始数据的最小值，x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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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某项指标原始数据的最大值。对标准化后的数据
进行主成分分析，当累积贡献率达 85%以上时确定
主成分个数[26]。根据生理指标与抗寒性的联系，由
主成分的特征向量可计算出每个树种的主成分得
分，各个主成分之间相互独立且有着不同的贡献率，
每个成分的得分就是其加权值，其中权重就是主成
分对应的贡献率。利用得到的因子总得分来对 4 个
树种的抗寒性进行对比分析，得分大的树种其抗寒
性强。
数 据 统 计 分 析 和 作 图 由 Microsoft Excel 和
SAS8.1 软件系统完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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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分析

低温胁迫对幼苗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由图 1 可知，低温胁迫的花旗木的叶绿素含量
持续增加。海南蒲桃先升后降，铁冬青先降后升，
紫楠呈降升降的变化。低温处理 6 d 时，花旗木和
铁冬青幼苗叶片的叶绿素含量分别比对照增加了
36.6%和 14.0%，而海南蒲桃和紫楠分别减少了 8.0%
和 53.9%。进行 2 d 的恢复处理后，花旗木叶绿素
含量比对照增加了 64.4 %，海南蒲桃增加了 18.4 %，
铁冬青增加了 17.6 %，紫楠减少了 27.7 %。
2.1

图中 a、b、c 和 d 为多重比较结果，相同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下同
a, b, c and d are the results of multiple comparisons, and the same letter mean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he same below
图 1 低温胁迫下对幼苗叶片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Figure 1 Effect of low temperature stress on the chlorophyll content in seedling leaves of the examined plants

Figure 2

Figure 3

图 2 低温胁迫下对幼苗叶片可溶性糖含量的影响
Effect of low temperature stress on the content of soluble sugar in seedling leaves of the examined plants

图 3 低温胁迫下对幼苗叶片可溶性蛋白质含量的影响
Effect of low temperature stress on the content of soluble protein in seedling leaves of the examined plants

低温胁迫对幼苗可溶性糖含量的影响
持续低温胁迫下，花旗木和铁冬青的可溶性糖
含量趋于上升，海南蒲桃上升后波动，和紫楠先升
后降（图 2）
。低温处理 6 d 时，花旗木、海南蒲桃
和铁冬青幼苗叶片的可溶性糖含量分别比对照增加
2.2

了 114.9 %、21.8%和 89.0 %，紫楠比对照降低了 7%。
恢复处理 2 d 后，花旗木、海南蒲桃、铁冬青和紫楠
分别比对照降低 27.4%、2.2%、19.2%和 32.7%。
2.3 低温胁迫对幼苗可溶性蛋白含量的影响
随着低温胁迫时间的延长，花旗木、海南蒲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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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铁冬青幼苗的可溶性蛋白含量持续上升，紫楠呈
小幅变化（图 3）。低温处理 6 d 时，花旗木、海南
蒲桃、铁冬青和紫楠幼苗叶片的可溶性蛋白含量分
别比对照增加了 172.6%、275.8%、19.2%和 4.2%。
恢复处理 2 d 时，花旗木和海南蒲桃幼苗的可溶性
蛋白含量显著增加 (P<0.05)。
2.4 低温胁迫对幼苗脯氨酸含量的影响
随着低温胁迫时间的延长，海南蒲桃、花旗木

Figure 4

大

学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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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的脯氨酸含量持续下降，紫楠上升后保持稳定
（图 4）
。低温处理 6 d 时，花旗木、海南蒲桃和铁
冬青紫楠幼苗叶片的脯氨酸含量分别比对照减少
了 46.3%、86.4%、89.2%和 4.2%，而紫楠幼苗叶片
增加了 629.3%。恢复处理 2 d 后，花旗木的脯氨酸
含量显著增加，但是仍然显著小于对照(P<0.05) ，
铁冬青显著下降，其余幼苗无显著变化。

图 4 低温胁迫对幼苗叶片脯氨酸含量的影响
Effect of low temperature stress on the content of free proline in seedling leaves of the examined plants

Figure 5

图 5 低温胁迫下对幼苗叶片 SOD 含量的影响
Effect of low temperature stress on the activity of SOD in seedling leaves of the examined plants

Figure 6

图 6 低温胁迫下对幼苗叶片丙二醛含量的影响
Effect of low temperature stress on the content of MDA in seedling leaves of the examined plants

表 2 低温胁迫下 4 种幼苗生理指标主成分分析
Principal component result of physiological indicators for seedlings under temperature stress
项目
花旗木
紫楠
铁冬青
海南蒲桃
Item
Cassia bakeriana Phoebe sheareri Ilex rotunda Syzygium hainanense
3.15
1.48
1.41
1.29
主成分分析得分 Score by principal component
1
2
3
4
抗寒位次 Order for cold resistance
Table 2

低温胁迫对幼苗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性
的影响
由图 5 知，海南蒲桃、花旗木、铁冬青和紫楠
的幼苗叶片的 SOD 活性在低温胁迫 2 d 时上升到
最大值，此后下降。低温处理 6 d 时，4 种幼苗叶片
2.5

的 SOD 活性分别比对照减少了 20.4%、2.9%、
37.1%
和 19.1%。恢复处理 2 d 后，除了海南蒲桃外，均
显著小于对照(P<0.05)。
2.6 低温胁迫对幼苗丙二醛含量的影响
由图 6 知，随着低温胁迫时间的延长，海南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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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旗木和铁冬青幼苗叶片的 MDA 含量均先升
后降，紫楠则小幅波动。低温处理 6 d 时，4 种幼苗
叶片的 MDA 含量分别比对照增加了 258.7%、
203.5%、52.4%和 0.7%。恢复处理 2 d 后，海南蒲
桃下降，其余幼苗变化不大，海南蒲桃和花旗木幼
苗的 MDA 含量显著大于对照（P<0.05）。
2.7 主成分分析法对 4 种幼苗抗寒性的综合评价
在低温胁迫的环境下，植物的抗逆反应是一个
复杂的生理生化和生态过程，根据所有生理生化指
标的综合表现才能对其抗寒性的强弱作出全面且准
确的评价，所以主成分综合评价因其全面性、可比
性、合理性和可行性[27] 常被用作评价林木抗寒性的
方法之一[28]。由表 2 的 4 种幼苗的主成分得分可知，
幼苗抗寒性为花旗木>紫楠>铁冬青>海南蒲桃。

3

讨论

植物抗寒性与叶绿素含量的关系
叶绿素作为光合作用中重要的色素分子，决定
植物光合作用的强弱，进而影响植物生长和代谢。
在本研究中，花旗木幼苗叶片的叶绿素含量呈增加
趋势，说明其对低温的适应性。海南蒲桃在低温胁
迫前 4 d 高于对照，说明其短时期内表现出对低温
的适应性，而紫楠幼苗叶片的叶绿素含量在低温胁
迫 6 d 后与均显著低于对照，说明此时可能受到低
温伤害，这与陆新华等[29]的研究结果一致, 原因可
能是低温加剧了叶绿体的降解且抑制其合成[8]；低
温胁迫下叶绿素合成受阻，或者叶绿体功能紊乱加
速叶绿素的分解和损害叶绿体形态结构[9]。花旗木
和铁冬青在低温胁迫 6 d 时的叶绿素含量的上升，
说明幼苗一定时期对低温的适应。恢复处理 2 d 后，
4 种幼苗的叶绿素含量比低温胁迫 6 d 均增加，说明
花旗木以外的幼苗叶绿素含量变化是可逆的，低温
解除后有一定的恢复能力。
3.2 植物抗寒性与可溶性糖含量的关系
可溶性糖与植物在逆境胁迫下渗透调节有关，
是冷害和冻害条件下的细胞内保护物质，其含量与
植物的抗冷性之间成正相关[5]。在本试验中，低温
处理 2 d 时 4 种幼苗的可溶性糖含量均上升，原因
可能是植物在不同环境条件下，合成可溶性糖供体
的酶受到光和代谢物两者的调节影响，不能正常合
成可溶性糖，而是低温下部分淀粉转化为可溶性糖。
随着低温胁迫的延长，花旗木和铁冬青幼苗的可溶
性糖含量呈上升。植物体内的可溶性糖可以提高细
胞液浓度，降低水势，增加保水能力，降低冰点，
避免细胞遇冷凝固，维持膜的正常功能，保护原生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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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冻敏感蛋白、偶联因子等，从而提高植物的抗
寒能力[30]。可溶性糖含量的增加使细胞的原生质浓
度增大，避免了细胞遇冷凝固，增加了其抗冷性。
3.3 植物抗寒性与可溶性蛋白质含量的关系
可溶性蛋白是低温胁迫下重要的渗透调节物质
之一。花旗木幼苗的可溶性蛋白质含量呈上升趋势
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可溶性蛋白质降解速率下降或合
成速率的加强所致，可溶性蛋白质可以增强细胞的
持水力和束水性，避免了原生质结冰而致死，从而
提高了植物的抗寒性。海南蒲桃幼苗的可溶性蛋白
质含量先上升后趋于平缓，说明在低温胁迫初期可
溶性蛋白质含量的增加缓解了低温带来的伤害。铁
冬青和紫楠幼苗的可溶性蛋白质含量变动不显著，
表明其可溶性蛋白质对低温胁迫反应不敏感。
3.4 植物抗寒性与脯氨酸含量的关系
植物体内脯氨酸是重要的渗透调节物质，其含
量的增加可以避免低温胁迫对细胞膜的伤害。本研
究中，花旗木、海南蒲桃和铁冬青幼苗各胁迫时间
的脯氨酸含量均低于对照，且在低温胁迫 2 d 后脯
氨酸含量明显下降，说明其幼苗对低温适应性较差。
低温胁迫解除 2 d 后，花旗木幼苗的脯氨酸含量上
升，紫楠幼苗稳定，海南蒲桃和铁冬青继续下降，
说明花旗木幼苗的恢复能力较强，海南蒲桃和铁冬
青的抗寒能力和恢复能力弱。
3.5 植物抗寒性与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的关系
植株体内的抗氧化酶 SOD 是存在于植物细胞
中清除植物体内过量活性氧的酶之一，在维持活性
氧代谢平衡、保护膜结构，保护植物抵抗低温逆境
胁迫时发挥重要作用 [6]，其活性的高低与植物的抗
寒性强弱有密切的关系[31]。与对照相比，4 种幼苗
在受到低温胁迫 2 d 的 SOD 活性都有不同程度的上
升，说明其细胞内活性氧含量超出正常水平，可以
加强清除自由基的能力，减缓细胞内多余的自由基
对细胞伤害的速度与程度。随着胁迫时间持续，4
种幼苗的 SOD 活性显著下降，表明其细胞体内的自
由基产生速度加快，清除活性氧和自由基的功能随
之下降，幼苗受到低温伤害加剧，这与陈星[32]和滕
开琼等[33]的研究结果相似。
3.6 植物抗寒性与丙二醛的关系
MDA 作为植物膜脂过氧化作用的产物，损害质
膜，引起对酶和膜的严重损伤，最终破坏膜结构及
植物生理的完整性[34]，常被用来作为植物逆境的指
标之一。随着低温胁迫时间的延长，紫楠的 MDA 含
量稳定，可能是其具有一定抵御膜脂过氧化作用的
能力。其他幼苗都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花旗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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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海南蒲桃幼苗的 MDA 含量在低温处理 2 d 时上升
至最高，而铁冬青幼苗在 4 d 时达到最大值，可能是
对低温胁迫的适应性反应，也有可能是细胞内产生
了缓解膜质过氧化物质，减弱了膜脂过氧化作用[35]。
3.7 植物抗寒性的综合评价
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植物对低温抗逆反应逐
渐形成了一套适应低温逆境的生理生化机制。对 4
种不同幼苗抗寒性的各指标测定中发现，有些幼苗
的某些指标显示其抗寒能力强，但在另一些指标中，
却表现出抗寒能力不突出。所以，单一指标很难准
确地评价某一树种的抗寒能力，而用主成分分析可
以综合评价植物抗性。何跃君等[5]和邵怡若等[3]成
功地将主成分分析用于植物抗寒生理指标的评价，
冯慧芳等[11]、谭雪红等[12]和卢广超等[13]成功地将主
成分分析用于植物抗旱生理指标的评价。在本研究
运用主成分分析对测定的 6 个生理指标进行综合评
定，结果表明 4 个树种的抗寒性为花旗木>紫楠>铁
冬青>海南蒲桃，该顺序与幼苗的大多数生理指标
的表现相同，再次表明了主成分分析作为评价植物
抗逆生理指标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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