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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阴和施肥对油茶幼苗叶片抗寒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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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不同遮阴时间和施肥量处理的油茶幼苗为研究对象，以其叶片在不同时间（1 月、2 月、11 月和 12
月）半致死温度的差异为依据，研究了油茶幼苗叶片的抗寒性对遮阴和施肥的响应。结果表明，遮阴对翌年 1 月和
2 月油茶幼苗叶片的半致死温度没有显著影响，而对当年 11 月和 12 月的半致死温度产生了显著影响。回归模拟的
结果表明，当年 11 月和 12 月油茶幼苗叶片半致死温度（y）与遮阴时间（x）遵守 y=ax2–bx–c(R2=0.8987*～0.9116*)
模型，即此时期的半致死温度随遮阴时间增加呈现先降低后升高的变化规律，表明遮阴时间过长将会降低油茶幼苗
的抗寒性。施肥对当年 11 月和 12 月及翌年 1 月和 2 月油茶幼苗叶片的半致死温度均产生了显著影响。回归模拟结
果表明，不同季节，油茶幼苗叶片半致死温度（y）与施肥量（x）均遵守 y=k/(1+aexp(–(bx+cx2+dx3)))( R2=0.9929*～
0.9994*)模型，表明油茶幼苗叶片的半致死温度对施肥的响应呈现随施肥量增加先降低后趋于稳定的基本趋势，油
茶幼苗叶片的半致死温度不随施用量的增加而无限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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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shade and fertilization on cold-resistance of Camellia oleifera seedling lea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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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ifference of the semi-lethal temperature in different time (including January, February, November and December), the effects of shading time and fertilizer amount on cold resistance of Camellia
oleifera seedling leaves were studied in this paper.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shading time had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semi-lethal temperature of Camellia oleifera seedling leaves in November and December of the current
year, but not for January and February of the next year. Regression simulation revealed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mi-lethal temperature (y) and shading time (x) fitted the mathematical correlation of y=ax2-bx-c (R2=
0.8987*-0.9116*), which suggested that with shading time increasing, the semi-lethal temperature dropped in the
first stage and then started to increase, indicating that excessive shading time would reduce the cold resistance of
Camellia oleifera seedling leaves. Fertilization obviously affected the semi-lethal temperature of Camellia oleifera
seedling leaves in aforementioned four months. Regression analysis demonstrated that, for all time mentioned
abov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mi-lethal temperature (y) and fertilizer amount (x) fitted the model of
y=k/(1+aexp(-(bx+cx2+dx3))) (R2= 0.9929-0.9994 ), which meant that the semi-lethal temperature would gradually
decrease to a plateau (instead of infinitely low) with fertilizer amount increasing.
Key words: Camellia oleifera seedling leaves; shading; fertilization; cold-resistance
低温伤害是一种全球性的自然灾害。低温胁迫
是植物常遇到的一种非生物胁迫，不仅影响植物的
生长发育，严时可导致植物死亡。因此，对植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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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寒性进行研究，并采取一定方法提高植物的抗寒
能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低温伤害，使植物正
常生长，提高产量[1-2]。植物抗寒性与许多因素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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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有关[3-5]，提高植物抗寒性的措施在生产上越来越
多的得到实践[6]。施用磷钾肥提高植物抗寒能力已
经在很多植物物种上得到了印证，但大多的研究对
象都集中在粮食、果蔬等经济作物上[7-10,26-30]。同时，
近年来也出现了通过遮阴缩短日照对植物抗寒性影
响的研究报道[11]。
油茶属喜温植物，在其栽培分布的北缘，低温
胁迫往往是其高产稳产的限制因子。因此，选择抗
寒品种、采取适宜的培育措施，提高油茶抗寒能力，
是实现油茶在其北缘区稳产高产的重要途径。然而，
与对农作物的研究不同，目前关于对油茶抗寒性的
研究报道相对较少。本研究通过施肥和树冠遮阴处
理，定位测定了油茶苗木叶片抗寒指标的差异，研
究了 2 种措施对油茶苗木叶片抗寒性的影响，为油
茶苗木和油茶林分的科学培育提供理论依据。

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处于皖西大别山区东麓的舒城县，位于
30°01′N～31°34′ N， 116°26′E～117°15′ E。属北亚
热带湿润气候区，日照多年平均为 1 969 h，大于 10
℃日照时数为 1 359 h，占全年 69%。≥10℃年积温
4 972.4℃，极端最高温度为 40.5℃，极端最低温度
为–17℃；最热为 7 月，最冷为 1 月；无霜期多年平
均 224 d，初霜日多年平均出现在 11 月 10 日，终霜
日多年平均出现在 3 月 30 日。

2

材料与方法

2.1 试验材料
供试材料为普通油茶 1 年生幼苗。采用营养钵
种植育苗，营养钵盆高 25 cm、上口径 20 cm，底径
15 cm。育苗基质为泥炭土。
2.2 试验方法
试验于 2014 年 2 月 18 日在安徽丘陵舒城县德
昌油茶育苗基地内进行。选择生长势基本一致的油
茶幼苗定植于营养钵中，1 个营养钵中定植 1 株。
将 42 株油茶幼苗等分为 A 组（24 株）和 B 组（18
株）放置在苗床上，分别对 2 组幼苗进行遮阴对比
试验和施肥对比试验。
施肥组：在油茶定植时，将磷钾复合肥与育苗
基质混合均匀。施肥量设置梯度为 0、10、13、16、
19、22、25 和 28 g·株-1，施肥量 0 为对照，每个处
理重复 3 次取平均值，并对营养钵做好标记。为了
试验的相对准确，除施肥量不一样外，其他管理措
施均相同。
遮阴组：遮阴处理采用黑布完全遮盖。于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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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 月 15 日到 10 月 15 日的每日 5：50（为日出时
间） 开始遮光（10 月份推迟到 6：10），去除遮阴
的时间根据梯度设置。遮阴时间设置梯度为 0、0.5、
1、1.5、2 和 2.5 h·d-1，遮阴时间 0 为对照，每个处
理重复 3 次取平均值，并对营养钵做好标记。其他
试验环境与施肥组相同。
2.3 取样与测定
分别于当年 11 月、12 月和翌年 1 月和 2 月各
月 15 日，在各营养钵中选择充分伸张的功能叶 5 g
左右，用潮湿纱布包裹分别装入密封塑料袋，带回
实验室，分别用自来水将叶片冲洗干净，再用去离
子水漂洗 3 次放在滤纸上吸干，再分别将每份叶片
分为 7 组放入密封塑料袋置于超低温冰箱进行低温
处理，温度设定梯度分别为 0℃、–3℃、–6℃、
–9℃、–12℃、–15℃和–18℃，每 2 个温度间降
温时间 30 min，并分别在各个处理温度持续 24 h。
相对电导率的测定和半致死温度的计算。分别
称取低温处理的叶片 0.5 g（重复 3 次），放入盛有
20 mL 去离子水的烧杯中，震动摇匀浸泡 24 h，用
雷磁 DDS-237 电导仪测定电导率，再放入 100℃沸
水浴中煮 30 min，冷却至室温后摇匀再用电导仪测
定电导率，相对电导率=浸泡电导率/煮沸电导率
×100%；根据不同低温处理下的相对电导率变化与
温度的对应关系，利用 LogisticY=k/(1+ae–bx)拟合，
求其方程的二阶导数，并令其为零，则可获得曲线
的拐点 X=(lna)/b，即半致死温度 LT50[12-14]；丙二醛
质量摩尔浓度测定采用硫代巴比妥酸法[15]；可溶性
糖质量分数测定采用蒽酮比色法[15]；脱落酸的质量
摩尔浓度测定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16]。
2.4 数据处理
试验数据分析采用 SPSS 统计分析软件完成，
用 Excel 制表。

3

结果与分析

3.1 遮阴处理对油茶幼苗叶片耐寒性生理指标影响
3.1.1 遮阴处理对叶片半致死温度的影响 从表 1
看出，一年中不同时期油茶幼苗叶片的半致死温度
在不同的遮阴时间下均呈现基本相同的变化规律，
即 11 月的半致死温度值显著高于其他时期，而 1
月的半致死温度值则显著低于其他时期。12 月与 2
月的半致死温度，两两相较则无显著差异。从表 1
还可以看出，一年中相同月份不同遮阴时间下油茶
幼苗叶片半致死温度差异程度不同。其中 11 月、12
月的叶片半致死温度在不同遮阴时间之间的差异显
著，而翌年 1 月和 2 月的叶片半致死温度在不同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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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时间之间的差异不显著。从表 2 可知，11 月和 12
月油茶幼苗叶片半（y）与不同遮阴时间（x）的关
系，均遵守 y = ax2–bx –c（a、b、c 为系数），即在
一定的遮阴时间范围内，遮阴时间越长（即光照时
间缩短），其叶片半致死温度越低，但达到一定遮阴
时间之后，叶片半致死温度则随遮阴时间的增长而

Table 1
遮阴时间/h
Shading time
0.0
0.5
1.0
1.5
2.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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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缓慢或略有升高。通过对半致死温度（y）与遮
阴时间（x）的回归方程的求解可知（表 2），遮阴
缩短光照时间 1.8～1.9 h，可以显著降低 11、12 月
份油茶幼苗叶片的半致死温度，提高其抗寒能力。
同时从表 1 可以看出，遮阴对翌年 1 月和 2 月油茶
幼苗叶片的半致死温度没有显著影响。

表 1 不同遮阴时间叶片半致死温度变化
The changes of semi-lethal temperature of Camellia oleifera leaves’ in different shading time
半致死温度/℃ Semi-lethal temperature
11 月 Nov.
–5.25±0.04dA
–5.62±0.12cA
–6.36±0.13bA
–7.01±0.01aA
–7.09±0.17aA
–6.43±0.16bA

12 月 Dec.
–7.64±0.13eB
–7.97±0.09dB
–8.23±0.12cB
–8.59±0.13aB
–8.44±0.12bB
–8.31±0.23bcB

1 月 Jan.
–9.40±0.11aC
–9.29±0.17aC
–9.33±0.10aC
–9.30±0.11aC
–9.37±0.14aC
–9.39±0.10aC

2 月 Feb.
–7.31±0.28aB
–7.24±0.13aB
–7.25±0.09aB
–7.35±0.27aB
–7.18±0.25aB
–7.87±0.12aB

注：表中数字为“平均值±标准差”；小写字母表示同列之间的比较，大写字母表示同行之间比较，字母相同表示差异
不显著，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显著。下同。
Note: The data in the table are "mean ± standard deviation"; lowercase letters indicate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same column,
capital letters indicate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same line, the same letter means the difference is not significant, while different
letters mean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he same as below.
表 2 油茶幼苗叶片半致死温度对遮阴处理的响应模型
Table 2 The response models of semi-lethal temperature with shading treatment for Camellia oleifera seedlings
拟合度（R2）
时间
回归方程
半致死温度达最低值的遮阴时间 ymin（x）
The shading time of the lowest semi-lethal tempreature
Fitting degree
Time
Fitting equation
y = 0.5564x2–2.0174x–5.0468
–6.88(1.81)
0.8987*
11 月份 Nov.
12 月份 Dec.

y = 0.3686x2–1.2837x–7.3960

0.9116*

–8.51(1.74)

注： ymin 为遮阴时间 x 取某值时，半致死温度最低的值；*表示回归显著。
Note: ymin means when the shading time x takes a value, the lowest value of semi-lethal temperature; “*” means the regression
was significant.
表 3 遮阴处理油茶叶片丙二醛( MDA) 质量摩尔浓度变化
The changes of malondialdehyde (MDA) mass molar concentration in Camellia oleifera leaves with different shading time
－
MDA 质量摩尔浓度/nmol·g 1 MDA mass molar concentration
遮阴时间/h

Table 3

Shading time
0.0
0.5
1.0
1.5
2.0
2.5

11 月 Nov.
33.65±1.21aD
32.77±0.74bD
31.24±0.14dD
29.08±0.82eD
28.66±0.66fD
31.98±1.25cC

12 月 Dec.
39.90±0.72aB
39.43±0.50bB
39.34±0.46bB
38.44±0.73dC
36.90±0.88eC
38.72±0.83cB

3.1.2 遮阴处理对叶片丙二醛质量摩尔浓度的影
响 植物组织丙二醛质量摩尔浓度与其受低温危
害程度存在密切关系，丙二醛质量摩尔浓度越高，
表明受低温危害的程度越重。表 3 表明，一年中的
不同时期，经不同遮阴时间处理的油茶幼苗叶片丙
二醛质量摩尔浓度由高到低的顺序基本上表现为 1
月、12 月、2 月和 11 月，这也可以看成是油茶幼
苗叶片在试验测定的 4 个月受低温危害程度由重到

1 月 Jan.
41.51±0.58aA
41.16±0.86aA
41.92±0.42aA
42.40±0.38aA
40.64±0.36aA
41.88±0.48aA

2 月 Feb.
37.63±0.34aC
38.19±0.82aC
38.74±0.96aC
39.62±0.52aB
39.94±1.07aB
38.53±0.82aB

轻的基本时间顺序。从表 3 也可以看出，在 1 月、
2 月和 12 月同期内，经不同遮阴时间处理的油茶幼
苗叶片，其丙二醛质量摩尔浓度均分别没有显著差
异。在 11 月和 12 月，经不同遮阴处理的油茶幼苗
叶片，其丙二醛质量摩尔浓度存在差异，其中经
1.5～2.0 h 遮阴处理的叶片，其丙二醛质量摩尔浓
度显著低于同期其他遮阴时间处理的叶片，说明经
1.5～2.0 h 的遮阴处理，可能使油茶幼苗叶片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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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和 12 月受到当地低温危害的程度显著降低。
3.1.3 遮阴处理对叶片可溶性糖含量影响 表 4 表
明，油茶幼苗叶片可溶性糖含量由高到低顺序基本
上表现为 1 月、12 月、2 月和 11 月。但是在相同月

Tabl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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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经不同遮阴时间处理的油茶幼苗叶片，其可溶
性糖含量均没有显著差异。由此可见，遮阴处理对
油茶幼苗叶片可溶性糖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油茶幼
苗叶片可溶性糖含量变化与季节变化存在相关性。

表 4 遮阴处理油茶叶片可溶性糖质量分数的变化
The changes of soluble sugar contents in Camellia oleifera leaves with different shading time
可溶性糖质量分数/% Soluble sugar mass fraction

遮阴时间/h
Shading time

11 月 Nov.
4.93±0.16aC
5.06±0.20aC
5.17±0.20aC
5.11±0.23aC
5.34±0.26aC
5.18±0.11aC

0.0
0.5
1.0
1.5
2.0
2.5

Table 5

12 月 Dec.
5.90±0.24aB
6.17±0.22aB
6.24±0.23aB
6.35±0.26aB
6.36±0.27aB
6.19±0.17aB

1 月 Jan.
6.68±0.26aA
6.71±0.24aA
6.98±0.22aA
6.95±0.20aA
7.07+0.14aA
6.77±0.18aA

2 月 Feb.
5.88±0.13aB
5.91±0.10aB
6.11±0.08aB
5.78±0.13abB
5.95±0.05aB
5.50±0.18bB

表 5 遮阴处理油茶叶片脱落酸含量的变化
The changes of abscisic acid contents in Camellia oleifera leaves with different shading time
脱落酸含量/% Abscisic acid content

遮阴时间/h
Shading time

11 月 Nov.
1 280.59±31.27fD
1 393.04±11.69eD
1 471.12±8.13dC
1 583.26±25.44bC
1 635.15±10.95aC
1 558.71±18.65cC

0.0
0.5
1.0
1.5
2.0
2.5

Table 6

12 月 Dec.
1 685.72±22.49fB
1 687.38±29.67eB
1 716.98±4.19cB
1 759.80±35.21aB
1 734.11±31.15bB
1 698.23±15.11dB

1 月 Jan.
1 836.93±31.56aA
1 828.27±18.12aA
1 829.52±14.99aA
1 822.89±28.81aA
1 835.87±13.67aA
1 828.23±8.57aA

2 月 Feb.
1 429.27±34.22aC
1 455.80±23.20aC
1 483.05±16.93aC
1 510.81±31.11aD
1 462.53±29.97aD
1 505.51±34.26aC

表 6 施肥对油茶叶片半致死温度的影响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amount of fertilizer on the semi-lethal temperature of Camellia oleifera leaves

施肥量（x）/g·株-1
Amount of fertilizer
对照 Control
10
13
16
19
22
25
28

半致死温度/℃ Semi-lethal temperature
11 月 Nov.
–5.42±0.11dA
–5.72±0.10cA
–5.98±0.07cA
–6.34±0.08bA
–6.67±0.21aA
–6.76±0.14aA
–6.79±0.11aA
–6.81±0.13aA

3.1.4 遮阴处理对叶片脱落酸含量的影响 表 5 表
明，与上述其他指标类似，一年中的不同时期，油
茶幼苗叶片脱落酸含量由高到低的顺序也表现为 1
月份、12 月份、2 月份和 11 月份。在 1 月、2 月和
12 月同期内，经不同遮阴时间处理的油茶幼苗叶
片，其脱落酸含量均分别没有显著差异。在 11 月，
经不同遮阴处理的油茶幼苗叶片，其脱落酸含量存
在差异，其中经 1.5～2.0 h 遮阴处理的叶片，其脱
落酸含量显著高于同期其他遮阴时间处理的叶片。
3.2 施肥处理对油茶幼苗叶片耐寒性生理指标影响
3.2.1 施肥处理对叶片半致死温度的影响 虽然

12 月 Dec.
–7.89±0.14dB
–8.11±0.12dB
–8.47±0.07cB
–8.85±0.23bB
–9.28±0.19aB
–9.39±0.13aB
–9.42±0.07aB
–9.46±0.09aB

1 月 Jan.
–9.42±0.19eC
–10.11±0.10dC
–10.77±0.08cC
–11.25+0.07bC
–11.96±0.18aC
–12.06±0.16aC
–12.09±0.19aC
–12.12±0.15aC

2 月 Feb.
–7.76±0.10dB
–8.05+0.05dB
–8.41±0.18cB
–8.73+0.13bB
–9.17±0.10aB
–9.26±0.16aB
–9.28±0.25aB
–9.31±0.08aB

施肥量不同，但一年中不同时期油茶幼苗叶片的半
致死温度都呈现基本相同的变化规律（见表 6），
即 11 月的半致死温度值显著高于其他时期，而翌
年 1 月的半致死温度值则显著低于其他时期。12 月
与翌年 2 月的半致死温度，分别两两相比较无显著
差异。可见，一年中的不同时期，油茶幼苗叶片的
抗寒能力存在差异，其由高到低的顺序为 1、12、2
和 11 月。从表 6 还可以看出，一年中各个相同时
期的油茶幼苗叶片半致死温度，在不同施肥量处理
之间存在差异，且其差异显著性与其施肥量差异程
度有关。对叶片半致死温度（y）与施肥量（x）关

44 卷 6 期

王

1021

强等: 遮阴和施肥对油茶幼苗叶片抗寒性的影响

浓度均存在显著差异。回归模拟结果（表 9）表明，
各个时期油茶幼苗叶片丙二醛质量摩尔浓度（y）与
施肥量（x）也均遵守 y=k/(1+aexp(–(bx+cx2+ dx3)))。
通过对回归方程的极值求解（表 9）同样可以看出，
油茶幼苗叶片的丙二醛浓度不随肥料施用量的增加
而无限降低，而是在丙二醛质量摩尔浓度趋于最小
值时，大体存在 36～38.5 g·株-1 的最佳施肥量。
3.2.3 施肥处理对叶片可溶性糖含量的影响 从
表 10 可以看出，不同施肥量处理的油茶幼苗叶片
内可溶性糖含量同样存在季节差异，其由高到低的
顺序 1 月、12 月、2 月和 11 月。时间相同而施肥
量不同，油茶幼苗叶片可溶性糖含量则存在不同程
度的差异，其差异显著性与其施肥量差异程度有
关。回归模拟结果（表 11）表明，各个时期油茶幼
苗叶片可溶性糖含量(y)与施肥量(x)的关系，依然均
遵守 y=k/(1+aexp(–(bx+cx2+dx3)))。对回归方程的
极值求解（表 11）可以看出，32～34 g·株-1 的施肥
量大体是不同时期油茶幼苗叶片可溶性糖含量趋
于最大值的最佳（最小）施肥量。

系的模拟结果（表 7）表明，各个时期，油茶幼苗
叶片半致死温度（y）与施肥量（x）均遵守 y=k/(1+
aexp(–(bx+cx2+dx3)))（式中 k、a、b、c、d 为系数）。
通过对回归方程的极值求解（表 8）可以看出，一
年中的不同时期半致死温度与其施肥量之间存在
不同的对应关系，但其变化规律具有相似的趋势，
即油茶幼苗叶片的半致死温度对于肥料处理的响
应，呈现出随施肥量增加先降低后趋于稳定的基本
趋势，表明油茶幼苗叶片的半致死温度不随肥料施
用量的增加而无限降低，而是半致死温度最小趋势
值均存在一个对应的最佳施肥量。
3.2.2 施肥处理对叶片丙二醛质量摩尔浓度影响
由表 8 可见，类似其他因子，经不同施肥量处理
的油茶在一年中的不同时期，叶片丙二醛质量摩尔
浓度也有一定的变化规律，其由高到低的顺序均为 1
月、2 月、12 月和 11 月，且其差异程度都达到显著
水平，这也是油茶幼苗叶片受低温危害程度由重到
轻的时间顺序。在一年中的各个相同时期，经不同
施肥量处理后的油茶幼苗叶片，其丙二醛质量摩尔

表 7 油茶幼苗叶片半致死温度对施肥处理的响应模型
Table 7 The response models of semi-lethal temperature with fertilization treatment for Camellia oleifera seedling leaves
时间
回归方程
最佳施肥量/g·株-1
R2
P
The best amount of fertilizer
Time
Fitting equation
0.9994 0.0013
36.102
11 月份 Nov. y=–5.5851/(1–0.000009exp(–(–1.2232x+0.050218x2–0.000686x3)))
12 月份 Dec.
1 月份 Jan.
2 月份 Feb.

Table 8

y=–7.9242/(1–0.000017exp(–(–1.1137x+0.045339x2–0.000615x3)))

0.9981

0.0038

36.861

y=–9.6571/(1–0.000199exp(–(–0.838629x+0.033766x2–0.000452x3)))

0.9929

0.0142

37.352

0.9954

0.0092

37.103

2

3

y=–7.8806/(1–0.000017exp(–(–1.1066x+0.044821x –0.000604x )))

表 8 施肥处理叶片丙二醛( MDA) 质量摩尔浓度变化
The changes of malondialdehyde (MDA) mass molar concentration in Camellia oleifera leaves with fertilization treatment
－
MDA 质量摩尔浓度/nmol·g 1 MDA mass molar concentration
施肥量(x)/g·株-1

Amount of fertilizer

11 月 Nov.

12 月 Dec.

1 月 Jan.

2 月 Feb.

对照 Control
10
13
16
19
22
25
28

31.32±0.72aD
30.91±0.50bD
30.58±0.50cD
29.73±0.33dD
28.58±0.35eD
28.17±0.63fD
28.15±0.73fD
28.13±0.55fD

35.87±0.45aC
34.55±0.56bC
33.48±0.81cC
31.77±0.41dC
30.33±0.70eC
30.11±0.78fC
30.07±0.52fC
30.03±0.50fC

41.40±0.71aA
39.80±0.45bA
38.95±0.54cA
36.97±0.40dA
34.55±0.31eA
33.89±0.30fA
33.78±0.20fA
33.69±0.25fA

38.13±0.91aB
37.31±0.57bB
35.56±0.62cB
33.59±0.41dB
31.35±0.71eB
30.51±0.25fB
30.43±0.44fB
30.34±0.33fB

表 9 油茶幼苗叶片丙二醛质量摩尔浓度对施肥处理的响应模型
Table 9 The response models of MDA mass molar concentration with fertilization treatment for Camellia oleifera seedling leaves
时间
回归方程
最佳施肥量/g·株-1
R2
P
The best amount of fertilizer
Time
Fitting equation
2
3
0.9986 0.0029
38.058
11 月份 Nov. y=31.0048/(1+0.0000002exp(–(–2.1380x+0.084641x –0.001112x )))
12 月份 Dec.

y=34.8510/(1+0.0000004exp(–(–1.9053x+0.079656x2–0.001103x3)))
2

0.9991

0.0018

36.109

1 月份 Jan.

3

y=40.0212/(1+0.00000012exp(–(–2.1788x+0.087696x –0.001172x )))

0.9984

0.0031

37.413

2 月份 Feb.

y=37.9227/(1+0.000002exp(–(–1.3681x+0.053311x2–0.000691x3)))

0.9984

0.0032

38.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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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施肥处理叶片可溶性糖含量的变化
The changes of soluble sugar contents in Camellia oleifera leaves with fertilization treatment
可溶性糖质量分数/% Soluble sugar mass fraction

施肥量(x)/ g·株-1
Amount of fertilizer

11 月 Nov.
4.89±0.14

对照 Control

12 月 Dec.

dD

6.16±0.14

4.98±0.06dD

10

cdD

13

5.14±0.13

16

5.32±0.07cD

19

5.44±0.18

bD

22

5.51±0.15abD
5.54±0.12

28

5.55±0.11aD

6.89±0.08

dA

2 月 Feb.
5.71±0.09dC

6.19±0.12cB

6.95±0.09cdA

5.95±0.14dC

cB

cdA

6.21±0.10dC

6.36±0.14

7.21±0.16

6.79±0.06bcB

7.42±0.05cA

6.42±0.05dC

cA

6.63±0.19cC

7.37±0.10aB

7.75±0.26bA

6.75±0.07bC

aB

aA

6.77±0.10aC

7.89±0.22aA

6.89±0.08aC

7.075±0.21

aD

25

1 月 Jan.

cB

7.41±0.17

bB

7.63±0.33
7.79±0.12

7.55±0.15aB

表 11 油茶幼苗叶片可溶性糖含量对施肥处理的响应模型
Table 11 The response models of soluble sugar contents with fertilization treatment for Camellia oleifera seedlings leaves
时间
回归方程
最佳施肥量/g·株-1
R2
P
The best amount of fertilizer
Time
Fitting equation
0.9999 0.0001
34.444
11 月份 Nov. y=5.5611/(1+0.030967exp(–(–0.380627x+0.029002x2–0.000421x3)))
12 月份 Dec.
1 月份 Jan.
2 月份 Feb.

y=7.6146/(1+0.024229exp(–(–0.515034x+0.034338x2–0.000539x3)))

0.0087

31.853

3

0.9973

0.0054

32.201

2

3

0.9950

0.0099

31.602

y=7.9757/(1+0.206586exp(–(–0.040862x+0.008823x –0.000137x )))
y=6.9686/(1+0.260009exp(–(–0.028990x+0.008406x –0.000133x )))

Table 12
施肥量(x)/ g·株-1
Amount of fertilizer

表 12 施肥处理叶片脱落酸含量的变化
The Changes of abscisic acid content in fertilization treating
脱落酸含量/% Abscisic acid content
11 月 Nov.

12 月 Dec.

1 月 Jan.

1 651.70±18.32

10

1 665.09±44.03

aC

13

1 673.20±31.50aC

1 696.98±4.19aB

1 829.52±14.99aA

1 483.05±16.93aD

16

1 625.58±24.37

aC

aB

aA

1 510.81±31.11aD

19

1 655.49±26.42aC

1 677.11±31.15aB

1 835.87±13.67aA

1 462.53±29.97aD

22

1 631.43±36.59

aC

aB

aA

1 505.51±34.26aD

25

1 612.01±7.54aC

1 839.46±10.37aA

1 475.02±45.66aD

aA

1 465.75±21.15aD

28

1 658.28±28.32

aC

1 705.72±22.49

aB

1 707.38±29.68

aB

2 月 Feb.

aC

对照 Control

1 696.23±3.93

1 694.23±15.11

1 700.31±6.64aB
1 702.55±12.26

3.2.4 施肥处理对叶片脱落酸的含量的影响 从表
12 可以看出，尽管各种施肥量处理下的油茶幼苗叶
片脱落酸含量都随测定时期不同而不同，但相同时
期不同施肥量处理的油茶幼苗叶片脱落酸含量却不
存在显著差异。由此可见，施肥对油茶幼苗叶片脱
落酸含量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4

0.9956

2

讨论与结论

遮阴对当年 11 月和 12 月的半致死温度产生了
显著影响，而对翌年 1 月和 2 月油茶幼苗叶片的半
致死温度没有显著影响。通过对当年 11 月和 12 月
油茶幼树叶片半致死温度与遮阴时间关系的回归模
拟可知，此期油茶幼苗叶片半致死温度（y）与遮阴
时间（x）遵守 y = ax2–bx–c(R2=0.8987*～0.9116*)

aB

1 836.93±31.56

aA

1 429.27±34.22aD

1 828.27±18.12

aA

1 455.80±23.20aD

1 822.89±28.81
1 828.23±18.57
1 832.56±15.66

模型，即半致死温度随遮阴时间增加呈现先降低后
升高的变化规律，求解回归方程可知，11 月和 12
月油茶幼苗叶片半致死温度最低值所对应的遮阴时
间为 1.7～1.8 h。
施肥对当年 11 月和 12 月及翌年 1 月和 2 月油
茶幼苗叶片的半致死温度均产生了显著影响。回归
模拟结果表明，不同季节，油茶幼苗叶片半致死温
度（y）与施肥量（x）均遵守 y=k/(1+aexp (–(bx+cx2+
dx3))) (R2=0.9929*～0.9994*)模型，即油茶幼苗叶片
的半致死温度对施肥的响应呈现随施肥量增加先降
低后趋于稳定的基本趋势，表明油茶幼苗叶片的半
致死温度不随肥料施用量的增加而无限降低。对回
归方程的求解可知，36～37 g·株-1 的施肥量是油茶
幼苗叶片半致死温度趋于最低值所对应的施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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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施肥量）。
当年 11 月和 12 月油茶幼苗叶片的半致死温度
和脱落酸含量在不同遮阴时间之间分别存在显著差
异，且半致死温度和脱落酸含量之间分别存在显著
相关（–0.9706*、–0.9038*），而此期同月份叶片可
溶性糖含量在不同遮阴时间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由此可见，此期叶片抗寒性的提高与其脱落酸含量
增加有关，而与可溶性糖含量无关。这一现象与脱
落酸含量增加能够提高糖代谢关键酶基因和抗寒基
因的表达有关[17-18]的结论相悖，而与脱落酸也可通
过影响酶促保护系统和脯氨酸等含量的改变而影响
抗寒性[19]的结论有吻合之处，也与赤霉素、吲哚乙
酸和玉米素核苷等含量与脱落酸的比值高低也是影
响植物幼苗抗寒性重要原因[20]的结论有相符之处。
当年 11 月和 12 月及翌年 1 月和 2 月油茶幼苗
叶片的半致死温度和可溶性糖含量在不同施肥量处
理之间分别存在显著差异，而此期各月份不同施肥
量处理叶片脱落酸含量不存在显著差异。由此表明，
此期叶片抗寒性的提高与其可溶性糖含量增加有
关，而与脱落酸含量无关。这一现象与可溶性糖含
量增加了细胞质浓度，提高细胞渗透压，冰点下降，
最终提高了幼苗的抗寒能力[21-22]的结论相似，与钾
肥有利于降低呼吸速率和水分损失，保护细胞膜的
水化层，从而增强植物对低温的抗性[8,23-25,29]的结论
也有吻合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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