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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期低温胁迫对梨花器官生理指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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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研究花期低温处理对梨花器官抗寒相关生理指标的影响，以抗寒性强、中、弱的‘花长把’、‘鸭梨’
和‘砀山酥梨’为材料，取初花期枝条分别在－2℃条件下处理 0、2、4 和 8 h 后，采用分光光度计测定花朵中超氧化
物歧化酶（SOD）、过氧化氢酶（CAT）、过氧化物酶（POD）与抗坏血酸过氧化物酶（ASP）活性以及脯氨酸（Pro）
和丙二醛（MDA）含量。结果表明，低温处理 0 h 后抗寒能力强的品种‘花长把’花朵中 SOD、CAT、POD 和 ASP
活性相对较低，而抗寒能力相对较弱的品种‘砀山酥梨’上述活性相对较高；随着低温胁迫时间延长，过氧化酶类活
性除呈现已经报道的“先升后降”、“先降后升”与“持续下降”3 种不同的变化趋势外，‘砀山酥梨’SOD、CAT 和 ASP
活性还呈现出“先降后升又降”的 S 形曲线变化。低温处理 0 h 条件下，抗寒力弱的‘砀山酥梨’花朵中脯氨酸含量最
高，抗寒力强的‘花长把’最低，‘鸭梨’脯氨酸含量比‘花长把’略高。但在低温胁迫下，‘花长把’脯氨酸含量迅速上升
至较高水平，‘砀山酥梨’脯氨酸水平变化不明显。低温处理 0 h‘花长把’对 MDA 具有较大的耐受力，低温胁迫时表
现出很强的 MDA 清除能力；而‘鸭梨’和‘砀山酥梨’对 MDA 耐受力较低，低温胁迫时清除 MDA 能力也相对较差。
该研究结果为梨树抗寒品种资源筛选及预防花期冻害提供了试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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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old stress on physiological characters of pear flower
ZHANG Chao1, JIA Bing2, HENG Wei2, YE Zhenfeng2, ZHU Liwu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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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chool of Horticulture,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fei 230036)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effect of cold stress (－2℃) on physiological characters of the pear floral organ
during the flowering time, cold resistant cultivar ‘Huachangba’ (Pyrus ussuriensis Maxim.), medium-resistant cultivar ‘Yali’ (P. bretschneideri Rehd.), and cold-sensitive cultivar ‘Dangshansuli’ (P. bretschneideri) pear plants were
used as experimental materials. Flowering branches were taken in early blossom stage and treated at －2℃ in a
freeze chamber for 0, 2, 4 or 8 h. Enzymatic activities of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 catalase (CAT), peroxidase
(POD) and ascorbate peroxidase (ASP) and the contents of proline and malondialdehyde (MDA) in each flower
sample were determined using spectrophotomete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OD, CAT, POD and ASP activities in the
flower of the cold resistant ‘Huachangba’ pear were relatively low, whereas those in the cold-sensitive ‘Dangshansuli’ pear were relatively high after treated at －2℃ for 0 h. As the cold stress prolonged, the SOD, CAT and ASP
activities in the flower of ‘Dangshansuli’pear showed an S-shaped curve trend with a pattern of “drop at beginning
then raise and drop”. The other three trends of “raise at beginning then drop”, “drop at beginning then raise” and
“durative decline” of the peroxide enzymes, which were reported before been observed. Under the cold stress at －
2℃ for 0 h, the proline content in the cold-sensitive‘Dangshansuli’pear flowers was the highest, followed by in the
cold midium-resistant ‘Yali’ pear, and the cold resistant ‘Huachangba’ pear. Under the cold stress, the content of
proline in flowers of the cold resistant‘Huachangba’pear increased rapidly to a higher level, whereas that
in‘Dangshansuli’ pear did not change obviously. ‘Huachangba’ pear had greater tolerance to higher MDA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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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normal circumstances and strong ability of removing MDA under the cold stress, whereas ‘Yali’ and ‘Dangshansuli’ pears revealed low tolerance to MDA and poor ability of removing MDA under the cold stress. These results would provide an experimental basis for screening cold resistant cultivars and preventing pear flowers from
frost damage.
Key words: pear plant; flower; cold stress; physiological characters; activity of peroxide enzymes
近年来，黄河故道地区梨树栽培生产中花期冻
害时有发生，已经成为该区梨生产中首要的自然灾
害。梨树遭受低温冻害后，轻者造成花器官损伤、
引起落花落果、产量和品质降低，严重时甚至造成
绝收。据砀山县果业协会调查，2015 年，砀山县果
园场、园艺场、葛集、良梨、唐寨、文庄等 l8 个乡
（镇、场）的 1500 km2 酥梨，平均着果率只有正常
年份的 42％左右。据调查分析，在砀山酥梨开花期，
－2 ℃的低温霜冻持续数小时，即可导致酥梨花朵
的柱头、子房受冻，干枯失水，失去受粉受精功能，
落花落果严重。目前，有关梨树花期冻害调查、气
象因子分析及防御对策研究较多[1-5]，而关于梨树冻
害与抗寒相关生理指标的研究报道相对较少[6-7]。
在正常生长发育过程中，植物细胞内活性氧的
产生与清除处于动态平衡。当细胞受到逆境胁迫时，
－
会产生一定量的超氧化物阴离子自由基（O2 ·）
、羟
自由基（OH·）和过氧化氢（H2O2）等，对细胞膜
造成损伤。为保护自身免受活性氧的伤害，植物形
成了细胞膜的酶保护系统，主要是超氧化物歧化酶
(superoxide dismutase，SOD）、过氧化氢酶（catalase，
CAT）、过氧化物酶（peroxidase，POD）与抗坏血
酸过氧化物酶（ascorbate peroxidase，ASP）等。脯
氨酸（proline）不仅是一种渗透调节物质，而且作
为活性氧的清除剂稳定蛋白质、DNA 和膜结构，降
低凝固点防止细胞脱水，作为能量库调节细胞氧化
还原势。丙二醛（malondialdehyde，MDA）是膜脂
过氧化的产物，其含量变化能够反映果树受低温伤
害的程度。围绕着酶保护系统、脯氨酸(proline，Pro）
和 MDA 含量研究，我国学者在柑桔、苹果、葡萄、
杏树、核桃和无花果等树种上做了大量工作[5,8-9]。
但是有关梨树不同抗寒力品种花期冻害细胞膜酶保
护系统，尚缺乏较为全面的研究报道[7]。
本试验选择抗寒性较强的秋子梨（Pyrus ussuriensis Maxim.）品种‘花长把’、抗寒性中等的白
梨（Pyrus bretschneideri Rehd.）品种‘鸭梨’和抗寒
性较弱的白梨（P. bretschnederi）品种‘砀山酥梨’，
研究梨树不同品种抗寒能力与相关酶活性及 Pro 和
MDA 含量的关系，为梨树抗寒品种资源筛选、预
防花期冻害提供试验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材料
‘花长把’、‘鸭梨’和‘砀山酥梨’，植株
30 年生，嫁接砧木为杜梨，取初花期（10%~20%）
花朵的花瓣张开）枝条，材料取自中国农业科学院
果树研究所（辽宁兴城）国家梨树种质资源圃。
1.2 方法
1.2.1 低温处理 将花枝插在具有 1/2 MS 营养液
的烧杯中、置于－2℃低温冰柜进行 0、2、4 和 8 h
的低温处理，每处理 40 朵花，重复 3 次。测定花朵
中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过氧化氢酶（CAT），
过氧化物酶（POD），抗坏血酸过氧化物酶（ASP）
活性以及脯氨酸（proline）和丙二醛（MDA）含量。
1.2.2 相关酶活性的测定 根据 SOD 抑制氯化硝
基四氮唑蓝（TBA）在光下的还原作用来确定酶活
性大小。具体测定方法参照文献[10]。
CAT 可催化如下反应：2H2O2→2H2O+O2，通
过测定 H2O2 减少量来测定 CAT 活性；POD 能使愈
创木酚氧化，生成茶褐色的 4-邻甲氧基苯酚，可用
分光光度计测生成物的含量来测定 POD 活性[11]。
ASP 催化抗坏血酸（ascorbic acid，AsA）与
H2O2 反应，使 AsA 氧化成为单脱氢抗坏血酸。随
着 AsA 被氧化，溶液的 A290 值下降，根据单位时间
内 A290 的减少量计算 ASP 活性[12]。
1.2.3 脯氨酸和 MDA 含量的测定 脯氨酸和茚三酮
试剂呈显色反应，其含量与颜色深浅成正相关，可
用分光光度计测定 [12] 。丙二醛在酸性和高温条件
下，可以与硫代巴比妥酸（TBA）反应生成红色产
物，在 532 nm 处有最大光吸收，在 600 nm 处有最
小光吸收，据此测定 MDA 含量[13]。
1.1

2

结果与分析

不同梨品种花朵 SOD 活性变化
低温处理 0 h 时，‘花长把’花朵中的 SOD 活
性最低，‘鸭梨’居中，‘砀山酥梨’最高。在低温处理
4 h 内，‘花长把’SOD 活性迅速上升、4~8 h 缓慢下
降。低温处理的 2 h 内，‘鸭梨’和‘砀山酥梨’花朵中
的 SOD 活性，迅速下降、2~4 h 内开始升高、4~8 h
又呈现下降趋势，但是‘砀山酥梨’下降的速度最快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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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由此说明，花朵中的 SOD 活性与梨树花期抗寒
性具有较密切的关系。低温处理 0 h 后 SOD 活性越
高的品种，其抗寒能力相对较弱；受到低温胁迫时，
抗寒能力强的品种 SOD 活性迅速上升，而抗寒能力
相对较弱的品种 SOD 活性却快速下降。

617

低温处理对梨花朵中 POD 活性的影响
低温处理 0 h 条件下，‘砀山酥梨’花朵中的 POD
活性较高，‘花长把’和‘鸭梨’POD 活性相对较低。
低温处理 2 h 内，三者 POD 活性变化不明显。低温
处理 2~4 h 时，‘砀山酥梨’的 POD 活性升高迅速，‘花
长把’和‘鸭梨’的 CAT 活性略有上升。低温处理 4~8
h 时，三者 POD 活性均有较小幅度下降（图 3）。
低温胁迫条件下，梨抗寒性较强的品种，花朵
中 POD 活性变化不明显，而抗寒性较弱的品种，则
POD 活性呈现较大幅度增加。
2.3

图 1 低温处理不同品种梨花朵 SOD 活性动态变化
Figure 1 Dynamic changes of superoxide dismutase activity
in the pear flower of different cultivars under low
temperature condition

低温处理梨花朵中 CAT 活性比较
低温处理 0 h 条件下，‘砀山酥梨’花朵中的 CAT
活性最高，‘鸭梨’最低，‘花长把’居中。低温处理 2
h 内，‘砀山酥梨’的 CAT 活性迅速降低，‘花长把’
的 CAT 活性急剧增加，‘鸭梨’的 CAT 活性上升缓慢。
低温处理 2~4 h 时，‘砀山酥梨’的 CAT 活性迅速升
高，‘花长把’的 CAT 活性明显下降，‘鸭梨’的 CAT
活性继续缓慢升高。低温处理 4~8 h 时，‘砀山酥梨’、
‘花长把’和‘鸭梨’的 CAT 活性，均呈现逐渐下降的
趋势。但是，‘砀山酥梨’的 CAT 活性始终维持在较
高水平，并且一直高于‘花长把’和‘鸭梨’（图 2）。
因此可见，在遭受低温胁迫时，梨抗寒性较强
的品种‘花长把’和‘鸭梨’花朵中 CAT 活性出现“先升
后降”的趋势，而抗寒性较强的品种‘砀山酥梨’，花
朵中 CAT 活性则呈现“S”形曲线变化。
2.2

图 2 低温处理不同品种梨花朵 CAT 活性动态变化
Figure 2 Dynamic changes of catalase activity in the pear
flower of different cultivars under low temperature
condition

Figure 3

图 3 不同品种梨花朵 POD 活性动态变化
Dynamic changes of peroxidase activity in the pear
flower of different cultivars under low temperature
condition

低温处理不同品种 ASP 活性比较
低温处理 0 h 条件下，‘花长把’花朵中的 ASP
活性最弱，‘砀山酥梨’和‘鸭梨’ASP 活性相对较强。
低温处理 2 h 内，‘砀山酥梨’和‘鸭梨’ASP 活性快速
下降，‘花长把’花朵中的 ASP 活性却呈现上升趋势。
低温处理 2~4 h，‘花长把’ASP 活性继续上升、‘鸭
梨’ASP 活性继续下降，此时‘砀山酥梨’ASP 活性转
而迅速升高，并且超过了‘鸭梨’。低温处理 4 h~8 h，
‘砀山酥梨’和‘花长把’的 ASP 活性逐渐下降，而‘鸭
梨’ASP 活性又呈现上升趋势，最终水平接近‘花长
把’（图 4）。
2.4

图 4 低温处理不同品种梨花朵 ASP 活性动态变化
Figure 4 Dynamic changes of ascorbate peroxidase activity in
the pear flower of different cultivars treated under
low 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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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品种脯氨酸含量比较
低温处理 0 h 条件下，抗寒力弱的‘砀山酥梨’
花朵中脯氨酸含量最高，抗寒力强的‘花长把’最低，
‘鸭梨’脯氨酸含量比‘花长把’略高。低温处理过程
中，‘砀山酥梨’花朵中脯氨酸始终处于较高水平、
且变化不明显；‘鸭梨’脯氨酸含量 0~4 h 内逐渐升
高、4~8 h 内逐渐降低；‘花长把’ 脯氨酸含量 0 h~2
h 内急剧上升、2~4 h 内迅速下降、4~8 h 内逐渐下
降（图 5）。
这一结果表明，在正常环境下，梨树抗寒能力
强的品种花朵中脯氨酸含量比抗寒能力弱的品种
少。但是，在低温胁迫下，其脯氨酸含量会迅速上
升至较高水平，以便对有机溶质进行渗透调节。
2.5

图 5 低温处理不同品种梨花朵 Pro 含量变化
Figure 5 Dynamic changes of proline content in the pear
flower of different cultivars under low temperature
condition

图 6 低温处理不同品种梨花朵 MDA 含量变化
Figure 6 Dynamic changes of malondialdehyde content in the
pear flower of different cultivars under low temperature condition

不同处理丙二醛含量变化
低温处理 0 h，‘花长把’花朵中 MDA 含量较高，
‘鸭梨’较低，‘砀山酥梨’居中。低温处理 4 h 内，‘砀
山酥梨’花朵中 MDA 含量逐渐升高，且始终处于较
高水平；4~8 h 内逐渐降低。低温处理 2 h 内，‘鸭
梨’MDA 含量缓慢升高；2~8 h 内逐渐降低；‘花长
把’MDA 含量 0~2 h 内急剧下降、2~8 h 内缓慢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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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说明‘花长把’低温处理 0 h 条件下具有较大的
MDA 耐受力，低温胁迫时具有很强的 MDA 清除能
力；而‘鸭梨’和‘砀山酥梨’对 MDA 耐受力较低，低
温胁迫清除 MDA 能力也相对较差。

3

讨论

植物为减少低温造成的细胞膜伤害，通常会改
变保护酶活性以降低膜脂过氧化作用。对‘寒富’苹
果的研究认为，花芽中 SOD、POD 活性越高，其耐
寒力越强[9]；而对苹果砧木 SH12、CG80、M26 和
JM7 枝条中 SOD 的研究并未得出相同结论[15]。本
试验结果发现，抗寒性强的‘花长把’正常条件下花
朵中 SOD、CAT、POD 和 ASP 活性，均显著低于
抗寒性相对较弱的‘砀山酥梨’。由此可见，植物耐
寒性强弱与保护酶活性高低的关系，因植物种类、
组织器官不同，而呈现不同结果[14-16]。
从保护酶活性变化趋势看，随着抗寒锻炼的逐
步深入，保护酶活性下降，抗寒性强的品种下降幅
度小，且与抗寒性呈显著相关 [17-19] 。然而，尽管
SOD、CAT、POD 和 ASP 可清除自由基，减轻膜脂
过氧化对细胞的伤害，但这种保护作用有限。当胁
迫压力超过植物所能承受的极限时，逆境条件会破
坏酶的活性中心，通过改变酶的结构或抑制酶的表
达，使得酶活性下降。逆境胁迫下，植物中过氧化
酶类活性主要有 3 种不同的变化趋势，一是“先升后
降”；二是“先降后升”；三是“持续下降”[20-22]。根据
本研究结果，在梨树低温胁迫时，上述三种变化趋
势均有出现；此外，随着低温处理时间的延长，‘砀
山酥梨’花朵中 SOD、CAT 和 ASP 活性还呈现出“先
降后升又降”的 S 形曲线变化。
植物体内脯氨酸是一种理想的有机溶质渗透调
节物。一般认为，与相同种类抗逆能力弱的植物比
较，正常环境下抗逆能力强的植物脯氨酸含量高；
逆境胁迫条件下，其脯氨酸含量上升也更快[23-25]。
然而，‘库尔勒香梨’枝条低温冻害研究结果，并不
能支持这一变化规律[26]。本试验结果，正常状态下
‘花长把’花朵内脯氨酸含量很低，但在逆境条件下
则迅速积累，其积累的速度与数量，反映了梨树花
朵低温胁迫下的渗透调节能力。
MDA 是膜脂过氧化作用的分解产物，其含量
可以反应植物受逆境伤害的程度。本试验研究发现，
低温处理 0 h 时‘花长把’具有较高的 MDA 水平，低
温胁迫时 MDA 水平迅速降低，表明‘花长把’具有很
强的 MDA 清除能力。同时，说明低温处理 0 h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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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花朵的 MDA 含量，并不能反映梨不同品种花期
的抗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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