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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种养分水平条件下大麦幼苗对重金属铜胁迫的生长响应
魏嘉禾 1, 2，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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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京林业大学南方现代林业协同创新中心，南京 210037；2. 南京林业大学生物与环境学院，南京 210037)
摘 要：以大麦（Hordeum vulgare）幼苗为研究材料，采用 10%和 35%浓度霍格兰营养液（Hoagland solution）2
种养分水平和 0、1 和 10 mgL-1 3 种铜胁迫水平的正交试验设计，开展为期 3 周的水培试验，研究养分水平对重金属
铜胁迫植物生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与 10%霍格兰液相比，35%霍格兰液可提高大麦幼苗在铜胁迫时的生物量积累，
增加叶片叶绿素含量以及抗氧化酶活性。但这种缓解作用受铜胁迫水平的影响。在 1 mgL-1 铜胁迫水平时，提升营
养液水平可显著提高植株生物量、叶片叶绿素含量和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性；而在 10 mgL-1 铜胁迫水平时提
升营养液水平亦可显著提高叶片过氧化物酶（POD）和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PX）活性，但对叶绿素含量无影响。
此外，铜胁迫对根系生长的抑制作用强于对地上部分的抑制；10%霍格兰液条件下，1 mgL-1 铜胁迫与无胁迫处理相
比可显著增加叶片叶绿素相对含量。提高养分供给是增强大麦耐受铜胁迫能力的一个重要途径。
关键词：铜胁迫；大麦；生长抑制；霍格兰营养液；根冠比；叶绿素；抗氧化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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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wth performance of barley seedlings in response to copper stress under two nutrient levels
WEI Jiahe1, 2, CHEN Bin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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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ollege of Bi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210037)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nutrients on the performance of plants in response to copper (Cu) stress,
we conducted a three-week hydroponic experiment with barley (Hordeum vulgare) seedlings, using two nutrient
levels (10% and 35% Hoagland solutions) and three Cu stress levels (0, 1 and 10 mgL-1).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35% Hoagland solution, compared to 10% Hoagland solution, generally increased the biomass, leaf relative chlorophyll content (RCC) and activities of antioxidant enzymes of barley seedlings under Cu stress. However, the
degrees of these alleviation effects varied with the levels of Cu stress. Under the level of 1 mgL-1 Cu stress, more
nutrient supply, in terms of the use of 35% as compared to 10% Hoagland solution,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plant
biomass, RCC and the activity of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 while under the level of 10 mgL-1 Cu stress, more
nutrient supply also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activities of peroxidase (POD) and glutathione peroxidases (GPX)
but had no effect on RCC. In addition, the inhibition effects of Cu stress were stronger on root growth than on
aboveground growth. Under 10% Hoagland solution condition, the level of 1 mgL-1 Cu stres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RCC as compared to that in the control treatment. Thes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increasing nutrient supply
can enhance the growth tolerance of barley to Cu stress.
Key words: copper stress; Hordeum vulgare; growth inhibition; Hoagland solution; root to shoot mass ratio;
chlorophyll; antioxidant enzymes
随着人类社会工业化的高度发展，各种重金属
元素在工业和农业生产活动中的经常性过度和不合
理使用，导致重金属污染现象日趋严重，成为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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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最为普遍的环境问题之一[1]。重金属元素在土壤、
沉积物和水体中的过高含量对人类和生态系统健康
发展已经产生严重威胁。在我国，受重金属污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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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约占总耕地面积的 20%，接近 2 0 万 km2，导
致每年粮食减产 1 000 万 t，约 1 200 万 t 粮食重金
属含量超标[2]。因此，重金属污染对植物的毒害作
用以及植物抵御重金属胁迫的响应机制已经成为近
年来的研究热点之一。
在众多重金属元素中，铜（Cu）虽是植物生长
必需的微量营养元素，含量过高时则会产生毒性[2]。
合适的生理条件下，Cu 可在二价氧化态和一价还原
态两种状态间循环变换[3]。这一能力，既是 Cu 能够
参与包括光合作用、呼吸作用、细胞壁代谢和木质
化等重要生物学过程的原因[3]，也是其在较高浓度
下具有高度毒性的缘由[4]。游离态 Cu 可干扰细胞内
铁稳态平衡，并催化芬顿反应（Fenton reaction）产
生羟基自由基，破坏脂类、蛋白质和 DNA[5]。总体
而言，过量的 Cu 摄入可诱导细胞内产生过多的活
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引起氧化胁
迫，从而抑制植物根系生长，导致叶片萎黄和坏死，
最终降低植物生产力[6]。
包括 Cu 在内的重金属胁迫能引起植物细胞内
大量 ROS 的产生，危害植物细胞膜系统的完整性。
对此，植物体发展了一套抗氧化防御体系来清除过
量的 ROS 以减轻伤害[1]。例如，超氧化物歧化酶
（ superoxide dismutase ， SOD ）、 过 氧 化 物 酶
（ peroxidase ， POD ） 和 谷 胱 甘 肽 过 氧 化 物 酶
（glutathione peroxidases，GPX）等抗氧化酶可清除
ROS，抵抗其对细胞的损伤[1]。当植物遭受重金属
胁迫而导致细胞内 ROS 增加时，这些抗氧化酶的合
成表达也随之增加[2]。当重金属胁迫水平较低时，
抗氧化防御体系使植物体内 ROS 的产生和清除间
保持着动态平衡；而胁迫水平过高则导致 ROS 的产
生量超越了防御体系的歧化能力，一方面可诱导更
多 ROS 的生成，另一方面又抑制了防御体系对 ROS
的清除能力，从而对植物细胞的膜系统产生伤害，
干扰植物细胞内整个生理生化过程的运行，抑制光
合作用和养分吸收效率，进而不可避免地降低了植
物生长所需的物质和能量的供给，最终造成植物生
长率下降，甚至导致植物体的死亡[6]。
养分是植物生长发育的基础，对植物的形态和
生理功能特征以及对植物响应其他环境因素的过程
具有重要影响[7]。在植物响应环境胁迫的研究中，
人们逐渐意识到了增加养分供给可缓解不利环境因
素对植物生长的胁迫水平。例如，相关研究发现提
升养分供给水平可显著提高植物在干旱[8]、盐碱[9]
和重金属等胁迫生境下的生长表现。到目前为止，
关于养分对重金属胁迫缓解作用的研究主要关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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镉[10]、汞[11]等少数几种元素。而有关养分水平如何
影响植物对 Cu 胁迫的生长和生理响应的研究较为
有限。由于含 Cu 杀虫剂和肥料的大量施用，使得
土壤 Cu 含量超标成为农田重金属污染的主要类型
之一[4]。因此，对于上述问题的解明将对农业生产
和生态环境修复中常见的土壤 Cu 污染治理具有重
要意义。
大麦（Hordeum vulgare）是北半球最常见的作
物之一，被广泛用作酿酒和动物饲料[12]。同时，大
麦也是用于植物响应 Cu 胁迫研究的常见材料[13]。
因此，本研究以大麦为研究材料，开展水培试验，
对比分析不同养分水平条件下大麦幼苗的生长和生
理生化指标响应不同 Cu 胁迫水平时的差异，以揭
示养分水平对植物响应 Cu 胁迫的调控作用。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选取大小均一、颗粒饱满的大麦种子，用浓度
为 3%的次氯酸钠溶液对种子进行表面消毒处理 20
min 后，用去离子水漂洗干净并播种于装有湿润珍
珠岩和石英砂混合物的育苗盘中，置于 25℃恒温培
养箱进行黑暗处理 2 d。种子露白后增加光照处理
（30 000 lx）直到种子萌发。选取地上部分高约 3
cm，地下部分长有 5 条初级根（3 长 2 短）的幼苗
作为试验材料。
1.2 试验设计
本研究采用霍格兰营养液（Hoagland solution，
青岛海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水培法，通过添加
CuSO45H2O（分析纯，上海久亿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来实现 Cu 胁迫处理。通过文献调查得知，霍格兰营
养液的 30%至 50%浓度常被用于正常的植物培养[14]，
而 10%浓度常被视为低养分处理水平[15]。受 Cu 污染
的农田土壤中有效态 Cu 含量低于 1 mgkg-1（以土
壤容重 1 gcm-3 换算，相当于 1 mgL-1 溶液浓度）
时属于中、低水平，而超过 1.8 mgkg-1（1.8 mgL-1
溶液浓度）则为极高水平[16]。此外，前期的预试验
结果发现，在水培条件下当营养液中 Cu 胁迫水平
超过 10 mgL-1 时，小麦幼苗生长受到的抑制过于严
重，导致处理 2 周后死亡率较高，且生物量水平难
以满足相关指标测定的需要。因此，本试验分别用
10% 和 35% 标 准 霍 格 兰 营 养 液 配 置 成 含 有
CuSO45H2O 浓度依次为 0 mgL-1（对照）、1 mgL-1
和 10 mgL-1 的水培液，即 2 种养分水平和 3 种 Cu
胁迫水平的正交试验处理。将选取的大麦幼苗水培
于 50 mL 试管（盛有 45 mL 水培液），每种处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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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重复。植物在光照强度为 30 000 lx，昼夜时长分
别为 14 h 和 10 h，昼夜温度分别为 25℃和 22℃的
培养箱中连续培养 3 周。培养期间，对每株植物每
周更换一次与其处理（Cu 胁迫和养分含量）水平相
对应的新鲜水培液。
1.3 相关指标测定方法
试验处理 3 周后，采用 SPAD-502Plus 叶绿素计
（柯尼卡美能达公司，日本）测量大麦叶片的叶绿
素相对含量（以 SPAD 为计量单位）。具体使用叶绿
素计在每株植物完全展开的叶片上随机选取 9 处位
置进行测量，以 9 次测量的平均值记为该株植叶片
的叶绿素相对含量。测量完叶绿素相对含量后，将
大麦幼苗取出，用去离子水冲洗干净后用滤纸吸干，
并将其地上和地下部分分开，分别称量鲜重。
相关研究指出，以 SOD、POD 和 GPX 为代表
的抗氧化酶系统在植物耐受 Cu 胁迫过程中起到了
关键作用[1]，因此本研究对每株植物叶片组织中的
SOD、POD 和 GPX 活性进行测定。测定方法具体
采用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生产的 SOD 试剂盒
（编号 A001-1）、POD 试剂盒（编号 A084-3）和
GPX 试剂盒（编号 A005），操作步骤见说明书。本
文中，SOD 活性定义为每克新鲜植物叶片组织在 1
mL 反应液中 SOD 抑制率达到 50%时所对应的 SOD
活力单位；POD 活性定义为每克新鲜植物叶片组织
在 37 ℃条件下每分钟催化 1 μg 底物的酶量定义为
一个酶活力单位；GPX 活性定义为每克新鲜植物叶
片组织，每分钟扣除非酶反应的作用，使反应体系
中谷胱甘肽浓度降低 1 μmolL-1 为一个酶活力单
位。
1.4 数据分析
应用 R 软件，采用双因素方差分析法分析养分
水平、Cu 胁迫水平及其交互作用对大麦幼苗生物量
积累（地上和地下部分鲜重）和分配格局（根冠比，
地下部分鲜重÷地上部分鲜重）以及叶片生理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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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即，叶绿素相对含量、SOD 活性、POD 活性
和 GPX 活性）的影响，并基于 Tukey 方法对不同处
理下的上述指标分别进行多重比较。

2

结果与分析

2 种养分水平及铜胁迫对大麦幼苗鲜重的影响
水培液养分水平对大麦幼苗的生长具有显著影
响（图 1 和表 1），与 10%霍格兰液养分水平相比，
35%的霍格兰液养分水平显著地促进了大麦地上和
地下部分的生长（图 2）
。此外，增加养分水平对幼
苗根冠比无显著影响（表 1）
，说明养分提升对地上
和地下部分生长的促进作用是等效的。
2.1

图 1 2 种养分水平下大麦幼苗生长状况对 Cu 胁迫梯度的响应
Figure 1 Growth performance of barley seedlings in response
to copper stress under two nutrient levels

Cu 胁迫对大麦幼苗的生长亦具有显著作用（表
1），其中，对幼苗地下部分的抑制作用要强于对地
上部分的抑制作用。具体表现为，与无 Cu 胁迫的对
照处理相比，1 mgL-1 Cu 胁迫对幼苗地上部分鲜重
无显著作用（图 2）
，但可以显著降低幼苗地下部分
鲜重（图 2）
；而 10 mgL-1 Cu 胁迫对幼苗的地上和
地下生长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图 2）
。这种抑制地
上和地下部分生长的不均等性导致了幼苗根冠比随
着 Cu 胁迫水平的增加而表现出下降的趋势（图 2）
。

表 1 养分水平和 Cu 胁迫梯度影响大麦幼苗生物量积累、分配以及叶片叶绿素相对含量和抗氧化酶活性双因素方差分析
Table 1 ANOVA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nutrient level, Cu stress level and their interaction on the biomass production and allocation, as well as relative chlorophyll content and activities of antioxidant enzymes in the leaves of barley seedlings
养分水平 Nutrient level Cu 胁迫水平 Cu stress level N×Cu 交互作用N×Cu interaction
项目
F
P
F
P
F
P
Item
地上部分鲜重 Fresh biomass of aboveground part
地下部分鲜重 Fresh biomass of underground part
根冠比 Root-to-shoot mass ratio
叶绿素相对含量 Relative chlorophyll content
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 SOD activity
过氧化物酶活性 POD activity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活性 GPX activity

383.30
154.45
0.48
52.80
52.90
12.14
15.02

< 0.001
< 0.001
0.496
< 0.001
< 0.001
0.005
0.002

204.01
177.56
26.32
5.20
20.31
56.46
111.16

< 0.001
< 0.001
< 0.001
0.013
< 0.001
< 0.001
< 0.001

17.43
1.52
3.70
5.53
200.37
43.92
1.66

< 0.001
0.240
0.040
0.011
< 0.001
< 0.001
0.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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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 种养分水平下大麦幼苗生物量积累和分配对 Cu 胁迫梯度的响应
Biomass production and allocation of barley seedlings in response to Cu stress under two nutrient levels

图 3 2 种养分水平下大麦幼苗叶片叶绿素相对含量和抗氧化酶活性对 Cu 胁迫梯度的响应
Relative content of chlorophyll and activities of antioxidant enzymes in the leaves of barley seedlings in response to Cu
stress under two nutrient levels

2 种养分水平及铜胁迫对大麦幼苗叶绿素含量
和抗氧化酶活性指标的影响
养分水平对大麦幼苗叶片的叶绿素相对含量具
有显著影响（表 1）
，与 10%霍格兰营养液水平相比，
35%水平可显著提高叶绿素相对含量（图 3）
。Cu 胁
迫对叶绿素相对含量的影响受到养分水平调控（表
1）
。在 10%霍格兰营养液条件下，叶片叶绿素相对
含量随着 Cu 胁迫水平的增加表现出先增加后降低的
趋势；而在 35%霍格兰营养液条件下，仅 10 mgL-1
Cu 胁迫可显著降低叶片叶绿素相对含量（图 3）
。
养分水平对幼苗叶片 SOD、POD 和 GPX 活性
响应 Cu 胁迫具有显著影响，但具体趋势各不相同
（表 1）。具体表现为，在 1 mgL-1 Cu 胁迫水平下，
与 10%霍格兰液处理相比，35%霍格兰液处理仅显
著提高 SOD 活性，对 POD 和 GPX 活性无影响；而
2.2

大

在 10 mgL-1 Cu 胁迫水平下，与 10%霍格兰液处理
相比，35%霍格兰液处理可显著提高上述 3 种抗氧
化酶活性（图 3）。此外，随着 Cu 胁迫水平的增加，
SOD 活性在 10%霍格兰营养液处理时逐渐降低，却
在 35%霍格兰营养液处理时逐渐增加；POD 活性在
2 个养分处理时均表现为先增加后降低；而 GPX 活
性在 2 个养分水平下都仅在 10 mgL-1 Cu 胁迫水平
下显著增加（图 3）。

3

讨论

到目前为止，关于养分水平如何调控大麦响应
Cu 胁迫的报道较为缺乏。本研究结果显示，与 10%
霍格兰液养分水平相比，35%霍格兰液水平能够使
大麦幼苗在 1 和 10 mgL-1 2 种 Cu 胁迫水平下的叶
片叶绿素含量、SOD 等抗氧化酶活性和植株生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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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说明增加养分供给能够缓
解 Cu 对大麦幼苗生长的胁迫作用。这种缓解作用
可能与霍格兰全营养液浓度增加过程中氮、磷、钾、
钙、铁、硫等关键元素含量的增加密切相关。例如，
Cu 胁迫条件下，添加磷素可显著提升植物幼苗光合
色素含量，降低叶片细胞膜透性[17]；添加钾素能够
降低叶片可溶性糖和丙二醛的含量[18]，进而缓解 Cu
胁迫对植物生长造成的毒害作用。此外，在研究养
分对镉胁迫的缓解作用时，董姬妃等[10]发现添加氮
素可增强植物叶片 SOD、POD 等抗氧化酶活性以及
谷胱甘肽和植物络合素等小分子保护物质含量，并
提升叶绿素含量，促进生物量的恢复。综合本研究
与上述研究的结果，可以推断植物细胞内抗氧化系
统活性的提升和光合色素含量的提高是养分添加能
够缓解 Cu 胁迫抑制大麦幼苗生长的重要机制之一。
与此同时，本研究发现提升营养液浓度对 Cu
胁迫的缓解作用还受到 Cu 胁迫水平的影响。与 10%
霍格兰液相比，35%霍格兰液对大麦幼苗叶片 SOD
活性的提升作用在 1 mgL-1Cu 胁迫水平即可显现，
而对 POD 和 GPX 活性的提升作用仅在 10 mgL-1Cu
胁迫水平时显现。目前未能发现关于养分添加对大
麦幼苗叶片抗氧化酶活性响应 Cu 胁迫水平时具有
特异性影响的其他报道，但通过广泛参考关于养分
缓解重金属胁迫植物生长的相关研究，可以确定上
述结果并非特例。例如，Wu 和 Zhang[19]在研究锌
素添加对于缓解镉胁迫对大麦生长的抑制作用中发
现，镉胁迫水平自 1 μmolL-1 开始，添加锌素即可
显著提升大麦根系 POD 活性，而胁迫水平直至 50
μmolL-1，添加锌素也不能对 SOD 活性产生任何显
著影响。Zvobgo 等[20]在研究磷素添加对于缓解砷胁
迫对烟草生长的抑制作用中发现，添加磷素对于
SOD 活 性 的 提 升 作 用 在 砷 胁 迫 水 平 仅 为 10
μmolL-1 时即可体现，而对过氧化氢酶（CAT）活
性的提升作用只有在胁迫水平达到 100 μmolL-1 时
才显著。关于这种由于养分添加引起抗氧化酶活性
对重金属胁迫水平的特异性响应，相关机制尚不明
晰。
提升营养液浓度水平对大麦幼苗叶片叶绿素含
量响应不同 Cu 胁迫水平亦具有重要影响。这集中
体现在 10%霍格兰营养液条件下，1 mgL-1 Cu 胁迫
处理与胁迫对照组相比可显著增加叶片叶绿素含
量，即使 10 mgL-1 的胁迫水平也未对大麦叶绿素含
量产生显著的抑制。产生该现象的原因可能与 Cu
对叶绿素合成的辅佐作用有关[21]。较低养分水平限
制了植物对与叶绿素合成相关的元素材料的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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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降低了叶片叶绿素含量水平[22]。各种元素材料
中，Cu 是叶绿素合成过程相关酶促反应的辅助因
子[21]，又是合成光合作用电子传递系统中的质体蓝
素所需[22]。因此，此时 1 mgL-1 水平 Cu 胁迫处理
反而弥补了较低养分条件下植物对 Cu 的需求。本
研究同时发现，在 35%霍格兰营养液条件下，10
mgL-1 水平 Cu 胁迫却能显著降低叶片叶绿素含量。
这与齐雪梅等[23]的研究结果相一致。这一现象的产
生可能是当植物在该养分水平下本身并不缺 Cu，此
时添加过量的 Cu，反而会干扰叶绿素的合成，并使
叶绿体酶活性失调，叶绿体分解加快[23]。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大麦幼苗根系对 Cu 胁迫
的敏感程度要明显高于地上部分，在 1 mgL-1Cu 胁
迫水平时其生长量即受到显著抑制，最终引起根冠
比下降。相关研究指出，重金属进入植物体后主要
积累在大麦根部[24]，对根系首先产生危害。通过干
扰各种具有生物活性的可溶性蛋白的合成[23]，并增
加根细胞膜透性，造成细胞离子流失、脂质过氧化
和原生质膜损伤，从而抑制了根系活力及养分吸收
能力[25]。这可能是根冠比下降的原因。此外，张义
贤[26]指出，包括 Cu 在内的多种重金属处理能够显
著抑制大麦幼苗根尖细胞向分裂状态的转化，降低
有丝分裂指数，并诱导细胞分裂异常率和染色体畸
变率增加。这些毒害效应引发根尖变黄，根端出现
扭曲和膨大变粗等形态畸变，最终导致根系生长率
显著下降。这与本研究观察到的现象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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