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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施脱落酸对低温胁迫下山茶花生理生化指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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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探索外施不同浓度的脱落酸对山茶花抗寒性的影响，以抗寒茶花品种为材料，对其叶面分别喷施 3
种浓度(5、10 和 20 mg·L-1)的脱落酸，然后放在–5℃低温处理 24 h 后，研究脱落酸对山茶花叶片的生理生化指标的
影响。结果表明，脱落酸可使抗寒茶花叶片电导率降低，提高茶花对低温的适应能力；当 ABA 浓度为 10 mg·L-1 时，
抗寒茶花叶片的电导率、MDA 含量为最低，同时其叶片的 SOD 活性、游离脯氨酸以及可溶性蛋白含量为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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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exogenous abscisic acid on physi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indexes
of Camellia leaves under chilling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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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effect of ABA on the physi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indexes of Camellia
leaves,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exogenous ABA (5, 10 and 20 mg·L-1) were sprayed on the cold- resistant Camellia leaves and then placed the leaves at -5℃ for 24 h.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BA decreased the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of the cold-resistant Camellia leaves and improved the adaptability to low temperature. When the
cold resistant Camellia leaves were treated with 10 mg·L-1 ABA, the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and MDA content
were the lowest and the SOD activity, free proline and soluble protein content were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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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茶花是我国十大传统名花之一，也是世界名
花之一。其叶色浓绿，常年不凋，花型花色繁多，
经济价值高，应用范围广泛，但大多山茶花在我国
北方地区不能安全越冬[1]。因此如何提高茶花的抗
寒性便具有很大的实际意义。
提高植物抗寒性的方法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
基因工程改良植物抗寒性，研究发现，抗寒锻炼/
冷锻炼能诱导和增强植物的一些基因的表达，使多
种基因表达发生改变。目前，有关导入抗寒调控基
因的研究主要围绕与抵抗寒冻所导致的渗透胁迫相
关的低温诱导基因转录因子 DREB 展开[2];另一类
是通过农林技术提高植物抗寒性，农林技术对提高
植物抗寒性有重大实用价值。迄今，针对植物抗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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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弱或导致寒冻灾害发生的原因，相关国家和地区
基本上都进行了不同程度和范围的试验研究，初步
探索出有一定成效的抗寒技术路线或方法体系，主
要有抗寒育种、抗砧嫁接、抗寒锻炼、水肥耦合及
化学诱导五大技术[3]。化学诱导增强植物抗寒性的
作用机理主要是：促进 ABA 生物合成，诱导活性
氧清除功能增强，利于糖类、可溶性蛋白等渗调物
质的积累，调节植物生长发育[4]。ABA 在逆境胁迫
下作为一种信号传导物质协调植物体内的一系列生
理反应，外界条件包括干旱、寒冷和盐渍等环境干
扰都能使植物体内脱落酸含量迅速增加，从而提高
植物的抗逆性[4]。外源脱落酸（ABA）能够提高植
物的抗逆性，有研究表明，ABA 通过调节植物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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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氧化酶系统和渗透调节物质的含量，提高辣椒、
茄子、番茄、黄瓜、小麦和甘蔗等作物的抗冷性[5]。
ABA 还能通过调节气孔关闭，调整保卫细胞离子通
道，降低调素蛋白的转录水平，改变其亚细胞分布，
诱导 ABA 反应途径，从而改变相关抗寒基因的表
达[6]。但是 ABA 在提高茶花抗寒性方面的研究还鲜
有报道，因此，研究外源脱落酸对低温条件下茶花
叶片生理生化指标的影响，可为寒冷地区露地栽培
茶花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试材来源于安徽农业大学园艺学院试验基地安
徽无为县鼎兴园艺责任有限公司苗圃地，树龄 3～4
a，株高 50～60 cm，当地能够室外越冬长势良好的
茶花。选用耐寒性不同的 3 个茶花品种：逸香茶花
（C.sinensis）
、克里木茶花（C.crimea）以及六角大
红茶花（C.japoncia）品种。
1.2 试验处理
利用脱落酸对供试的茶花品种进行灌根处理，
浓度分别为 5、10 和 20 mg·L-1，以清水灌根为对照，
每个处理 3 次重复，每 12 株为一处理，每 7 d 喷施
一次，共喷施 4 次。
然后将喷施过 ABA 的茶花材料转入人工光照
培养箱里进行低温处理，光照强度 4 000 lx，温度为
–5℃，培养 24 h 后，取茎尖向下第 3～6 片长势良
好的叶片待测。
1.3 测定方法
相对电导率测定电导率采用电导法，丙二醛
（MDA）含量采用硫代巴比妥酸法，SOD 活性采
用氮蓝四唑法，可溶性蛋白含量采用考马斯亮蓝
G-250 法，游离脯氨酸含量采用茚三酮比色法进行
测定[7-9]。
1.4 数据处理
用 Excel2010 软件进行作图，用 SPSS17.0 统计
软件进行方差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外源脱落酸（ABA）对低温下茶花叶片相对电
导率的影响
喷施不同浓度 ABA，研究茶花低温胁迫下叶片
电导率变化。结果发现，脱落酸处理后测得的电导
率均低于对照，茶花品种在喷施 3 种不同浓度的脱
落酸，均明显降低了低温对其叶片造成的伤害（图
1）。喷施浓度为 10 mg·L-1 左右的 ABA，茶花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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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导率为最低，逸香、克里木和六角大红电导率
分别降低 49.8％、44.7%和 45.7％。不同浓度处理
后的茶花叶片电导率之间具有明显的相关性（P＜
0.05）
；在相同浓度脱落酸的处理下，克里木和六角
大红电导率之间的相关性不显著（P＞0.05），但是
逸香与克里木以及逸香与六角大红电导率之间具有
明显的相关性（P＜0.05）。
综合分析，当温度降至–5℃时，3 种茶花品种
叶片的电导率随着 ABA 喷施浓度增大呈先降低后
上升的趋势，因此其细胞膜透性随 ABA 喷施浓度
的不断增大也是先降低后缓慢上升，但是在相同浓
度的 ABA 处理条件下，六角大红以及克里木的电
导率的始终大于逸香的电导率。从低温处理 24 h 后
测得的茶花叶片电导率可知，ABA 作为触发植物对
低温环境的信号传导物质，参与了植物对低温胁迫
的调控，同时启动了抗寒机制，明显提高了茶花植
株的抗寒能力。

图 1 外施不同浓度 ABA 低温胁迫下茶花叶片电导率变化
Figure 1 Effects of exogenous abscisic acid on the cold conductivity of Camellia leaves under chilling stress

2.2 外源脱落酸（ABA）对低温下茶花叶片 MDA
含量的影响
当 ABA 浓度为 10 mg·L-1 时，茶花品种的 MDA
含量（鲜重）最低，分别为 5.68、6.39 和 6.51 μmol·g-1，
比对照低 35.0%、33.0%以及 32.0%（图 2）
，这也与
茶花叶片的电导率变化相对应的；当 ABA 浓度为 5
mg·L-1 时，3 种抗寒茶花含量（鲜重）分别为 6.64、
7.73 和 8.13 μmol·g-1，比喷清水低 24.0%、19.0%以
及 15.0%，当 ABA 浓度为 20 mg·L-1 时，茶花叶片的
MDA 含量最接近喷施清水时，但还是略低于对照
组。在对茶花叶片丙二醛含量测定的结果进行相关
数据分析之后，发现不同浓度 ABA 处理后茶花叶片
的 MDA 含量之间具有很明显的相关性（P＜0.05）
，
同时在相同浓度 ABA 下的不同茶花品种之间也具有
明显的相关性（P＜0.05）
，可见低温处理下不同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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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茶花叶片 MDA 含量不同，同时低温处理下不同浓
度 ABA 处理后的 MDA 含量不同。MDA 作为膜酯
过氧化产物与植物的抗寒性有很大的相关性。研究
结果表明，随着 ABA 喷施浓度的增加，MDA 含量
呈现先降低然后升高的趋势，这与茶花叶片电导率
的变化规律一致。

图 2 外施不同浓度 ABA 低温胁迫下茶花叶片 MDA 含量
Figure 2 Effects of exogenous abscisic acid on the MDA content
in Camellia leaves' under chilling stress

综合分析外施不同浓度 ABA 低温处理 24 h，
茶花叶片 MDA 含量测定结果可以发现，逸香的
MDA 含量明显低于克里木和六角大红，且喷施 10
mg·L-1 的 ABA 时茶花叶片的 MDA 含量最低，说明
此浓度能更有效地消除低温产生的膜脂过氧化产物
MDA，为该 3 种茶花抗寒的最适浓度。
2.3 外源脱落酸（ABA）对低温下茶花叶片 SOD
活性的影响
喷施不同浓度的 ABA 后经低温处理的茶花叶
片 SOD 活性随着外源 ABA 浓度的增加呈现先上升
后下降的趋势，峰值依旧出现在喷施 10 mg·L-1 的
ABA 时，其 SOD 活性分别为 89.28、86.87 和 85.27
U·min-1·g-1（鲜重），比对照提高 4%、4%和 6%；
当喷施的 ABA 浓度为 20 mg·L-1 左右时，其叶片的
SOD 活性在各个 ABA 处理中是最低的（图 3）。
综合分析相同浓度的 ABA 处理下，逸香的 SOD
酶活性始终高于克里木以及六角大红。无论是不同
茶花品种之间还是不同浓度的 ABA 处理后 SOD 酶
活性均具有明显的相关性(P＜0.05)。总之，喷施不
同浓度的脱落酸后进行低温处理，茶花内 SOD 活性
均有所增加，只是增加的幅度不一样。
2.4 外源脱落酸（ABA）对低温下茶花叶片可溶性
蛋白含量的影响
与对照组相比，喷施不同浓度的 ABA 后经低
温处理 24 h 的 3 份茶花叶片中的可溶性蛋白含量显
著增加（P＜0.05）；同时茶花叶片的可溶性蛋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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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与品种也有很大的相关性（P＜0.05）。通过对
供试茶花的 3 个不同浓度的 ABA 处理发现，随着
ABA 浓度的增大，3 份茶花叶片的的可溶性蛋白含
量均呈现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峰值均出现在 10
mg·L-1，其值分别为 9.56、8.73 和 9.03 mg·g-1，与
对照相比分别提高 4.7%、3.3%及 3.4%；喷施 20
mg·L-1 的 ABA 时茶花叶片的可溶性蛋白含量接近
对照组（图 4）。

图 3 外施不同浓度 ABA 低温胁迫下茶花叶片 SOD 活性变化
Figure 3 Effects of exogenous abscisic acid on the SOD activity
in Camellia leaves under chilling stress

图 4

外施不同浓度 ABA 低温胁迫下茶花叶片可溶性蛋白
含量
Figure 4 Effects of exogenous abscisic acid on the soluble protein content in Camellia leaves under chilling stress

综合分析发现，逸香叶片的可溶性蛋白的含量
明显高于克里木以及六角大红，六角大红的可溶性
蛋白含量略高于克里木，喷施一定浓度的脱落酸可
使低温处理的茶花可溶性蛋白含量显著增加。
2.5 外源脱落酸（ABA）对低温下茶花叶片游离脯
氨酸含量的影响
低温（–5℃）低温处理 24 h，茶花叶片的脯氨
酸含量随着外源 ABA 浓度的增加呈现先上升后下
降的趋势，其变化规律与测得的其他生理指标一致，
峰值同样出现在 10 mg·L-1 的 ABA 时（图 5）
。喷施
不同浓度的脱落酸后进行低温处理，逸香体内脯氨
酸含量增加的量远大于六角大红以及克里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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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花叶片的脯氨酸含量显著增加，但是增加的幅度
是不一样的，这也可能是不同茶花品种抗寒性不一
样的原因。相同浓度 ABA 处理下克里木和六角大
红之间的游离脯氨酸含量的差异性并不显著（P＞
0.05），但是逸香和克里木之间以及逸香和六角大红
之间脯氨酸含量具有很大的差异性（P＜0.05）
。

145

低的响应[14-15]。
经过方差分析表明，无论是哪种茶花品种，外
施不同浓度的 ABA 各生理指标均具有显著的差异
性，也就是说低温胁迫下茶花的生理生化指标与外
施脱落酸的浓度有很大的相关性；同时在相同浓度
的 ABA 处理下，茶花叶片的 MDA 含量、SOD 活
性以及可溶性蛋白含量与其茶花品种具有很大的相
关性，但是茶花叶片的电导率以及游离脯氨酸的含
量在六角大红和克里木之间却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
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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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外施不同浓度 ABA 低温胁迫下茶花叶片游离脯氨酸
含量
Figure 5 Effects of exogenous abscisic acid on the free proline
content in Camellia leaves under chilling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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