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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缘油茶对不同海拔生境的生理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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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了解油茶叶片生理指标对海拔高度变化的响应关系和规律，为北缘油茶的推广提供相应理论依据，
以舒城县晓天镇海拔 100 至 800 m 的油茶林为研究对象，分别测定其叶片细胞活性物质含量和活性，比较不同海
拔油茶叶片生理生化指标的差异。结果表明，随着海拔从 100 m 上升到 800 m，油茶叶片的 MDA、Pro、可溶性糖
含量分别提高了 759.01%、294.39% 和 40.93%；POD、CAT 和 SOD 3 种酶活性分别提高了 120.06%、165.32%和
62.47%。油茶各项细胞生理活性物质指标与海拔高度相关性均达到极显著水平（P<0.01）。由此可见，油茶的内在
抗逆性随海拔升高而得到显著提高。中国油茶栽培正在向北缘地区推进，在生产中可采取相应的措施，例如运用水、
肥、光等条件的调控等抗逆性栽培技术，从而提高植株的抗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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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lations between physiological indexes of Camellia oleifera leaves and altitudes were clarified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popularization of “Northward C. oleifera”. We studied the activities and the contents of active substances in leaves of C. oleifera at 800 - 1 000 m altitudes in Shucheng County, Xiaotian Town,
in order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of physiological indexes between different altitudes. As altitude increased from
100 m to 800 m, the contents of malondialdehyde (MDA), proline (Pro) and soluble sugar in C. oleifera leaves
rose by 759.01%, 294.39% and 40.93%, respectively, and the activities of peroxidase (POD), catalase (CAT) and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 increased by 120.06%, 165.32% and 62.47%, respectively, indicating that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each cell physiological indexes of C. oleifera and altitudes were all at very significant levels (P <
0.01). The resistance of C. oleifera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with the increasing altitude. A series of techniques
in resistance cultivation, such as controlling the conditions of water, chemical fertilizer, light, etc., can be taken to
improve the cold resistance, moving the C. oleifera cultivation in northern margin forward.
Key words: Camellia oleifera; altitude; physiological indexes; cold resistance
油 茶 (Camellia oleifera Abel) 属 山 茶 科
(Theaceae)山茶属(Camellia L.)植物，是中国南方特
有的木本油料树种，是与油棕、油橄榄、椰子齐名
的世界四大木本油料之一。油茶大都种植在山地，
发展油茶在缓解中国日益紧张的食用油供给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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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可以置换出耕地用于种植粮食，对于人多
地少的中国粮油安全意义重大[1]。为了扩大种植面
积，有人提出了发展中国油茶的“北移南扩”方针。
安徽省地处油茶分布的最北缘地区，油茶种植也在
不断向较高纬度和较高海拔的地区推进。然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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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茶北移的过程中，可能存在低温冻害等气候风险。
因此，掌握油茶的抗寒性及其机理，避免冻害风险
的出现，是北缘油茶种植者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
海拔是一个重要的地形因子，环境中各种生态
因子例如气温、空气湿度及降雨量、太阳光及紫外
线辐射强度等，随着海拔升高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
变化。气温会随着海拔升高而降低，从而对植物生
长产生影响[2]。许多研究表明，海拔高度与林木的生理
指标变化有紧密的相关关系。在连香树[3]、沙拐枣[4]、
天女木兰[5]、珙桐[6]、冷杉[7]和长白山白桦[8]等多种
树种上均有研究，在栽培作物上有水稻[9]、马铃薯[10]、
藜麦[11]、苹果[12]、茶叶[13]、烤烟[14]和橡胶树[15]等也
有不同程度研究，但到目前为止，不同海拔高度对
油茶生理生化特性的影响尚鲜见报道。
气温是影响油茶生长发育的重要因素之一，普
通油茶作为经济树种栽培的下限年平均气温要求在
14℃以上，在这一临界温度之上的地方栽培油茶，
油茶的经济性能才可能得到有效体现。安徽省舒城
县晓天镇年均气温为 13.6℃，按海拔每升高 100 m
温度下降 0.6℃计算，海拔 800 m 处年均气温仅为
9.4℃，该温度条件可能是目前所知的油茶栽培范围
内的最寒冷区域。作者以舒城县晓天镇海拔 100 m
至 800 m 的油茶为研究对象，测定其叶片丙二醛
（MDA）、脯氨酸（Pro）、可溶性糖含量，以及过
氧化物酶（POD）、过氧化氢酶（CAT）、超氧化物
歧化酶（SOD）活性，拟揭示油茶生理生化指标对
海拔高度的响应情况，以期为今后改进北缘油茶的
栽培和抚育措施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采集地及供试品种
为了更好地反映较高海拔和纬度等低温环境对
油茶生长发育以及生理指标的影响，本试验材料采
集于中国北缘油茶海拔最高的地区—安徽省舒城县晓
天镇，该地位于大别山区东北坡，地处东经 116°31 '，
北纬 31°01'～31°05'，属于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
区，无霜期 200 d，年平均气温 13.6℃，年均降雨量
1 574 mm，海拔最高处达到 810 m 以上。
供试品种为大别山 1 号，树龄约 42 年生。
1.2 样品采集方法
采样时间选择在 12 月下旬，一天内全部采样完
毕。采用 MAGELLAN explorist 500 型 GPS 测量海
拔高度并选择同一坡向阳坡，分别在位于 100、200、
300、400、500、600、700 和 800 m 海拔高度采集
样品。每级海拔高度随机选定 5 株样株，共选样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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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株，分别采集各组植株树冠中、上部四周的当年
生枝条，保存于密封袋中，带回实验室待测。
1.3 测定方法
（1）丙二醛（MDA）含量：取 1 g 鲜重叶片
将其剪碎，加 10%三氯乙酸（TCA）2 mL 和少量石
英砂，研磨；进一步加入 8 mL TCA 充分研磨，匀
浆以 4 000 r·min-1 离心 10 min，去上清液，采用硫
代巴比妥酸反应法[12]测定 MDA 含量。
（2）脯氨酸（Pro）含量：准确称取待测叶片
鲜重 0.5 g，加入 5 mL 3％的磺基水杨酸溶液研磨，
匀浆移至离心管中，在沸水浴中提取 10 min，冷却，
3 000 r·min-1，取上清液，采用酸性茚三酮法[16]测定。
（3）可溶性糖含量：采用蒽酮法[12]测定。取
新鲜油茶容器苗叶片 0.1 g，剪碎后放入含 10 mL 蒸
馏水的试管中，封口后在沸水中浸提 30 min，浸提
2 次，提取液稀释定容至 25 mL。吸取 0.5 mL 提取
液(对照加蒸馏水)于试管中，再加 1.5 mL 蒸馏水，
计算公式：
可溶性糖含量(μg·g-1)=(C/a ×V ×n)/W
C—标准方程求得糖量（μg）；V—提取液总体
积(mL)；n—稀释倍数；a—吸取样品液体积(mL)；
W—样品鲜重(g)。
（4）过氧化物酶（POD）活性：取鲜重 1.0 g
叶片，加入 10 mL 20 mmol·L-1 pH 值为 7.8 的磷酸
缓冲液，研磨成匀浆，离心机离心 4 000 r·min-1，取
上清液，采用愈创木酚[17]显色法进行测定。
（5）过氧化氢酶（CAT）活性：取 0.5 g 鲜重
叶片，注入 62.5 mmol·L-1 磷酸缓冲液（体积为 2
mL），研磨至匀浆，于 4℃、
1 200 r·min-1 离心 30 min，
取上清液，采用过氧化氢反应法进行测定[18-19]。
（6）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性测定：称取
叶片 0.5 g，剪碎放在研钵中，加入少量石英砂和 0.05
mol·L-1 磷酸缓冲液 2 mL 研磨成浆，转移到 2 mL
离心试管中，用离心机离心 10 min，提取上清液。
采用氮蓝四唑光化还原法进行测定[20]。
1.4 统计分析方法
试验数据分析采用 Microsoft Excel 2007 和
SPSS17.0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和图表处理，所有
数据和平均值的偏离程度均用标准差表示，用单因
素方差分析结合 Duncan 新复极差法对组间差异进
行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丙二醛(MDA)含量的比较
MDA 的产生量是鉴别逆境伤害的指标之一[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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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 所示，海拔 100 m 处 MDA 的含量为 0.527
µg·g-1，在 400 m 处为 1.279 µg·g-1，MDA 含量升高
了 242.69%；
当海拔为 800 m 处 MDA 的含量为 4.520
-1
µg·g ，
MDA 含量比海拔 100 m 处提升高达 759.01%。

Figu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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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可溶性糖含量的比较
可溶性糖通过降低细胞质的冰点防止细胞内结
[23]
冰 ，对高海拔植物组织抵御低温具有积极作用，
可使植物安全地度过低温季节。由图 3 可以看出，
海拔 100 m 处油茶叶片的可溶性糖含量为 6.19%，
海拔 400 m 处的含量为 7.87%，而海拔 800 m 处的
含量提高到 8.71%。海拔 400 m 处可溶性糖含量比
海拔 100 m 处提高了 27.14%，海拔 800 比 100 m
处提高了 40.71%。

图 1 不同海拔油茶叶片丙二醛含量
MDA contents in C. oleifera leaves among different
elevations

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结果表明，不
同海拔油茶叶片丙二醛含量差异极显著（P<0.01）
；
不同海拔油茶叶片丙二醛含量两两之间，除了 300
与 400 m、300 与 500 m、400 与 500 m 差异不显著
（P>0.05）
，其余两两之间差异均达到显著（P<0.05）
。
2.2 游离脯氨酸(Pro)含量的比较
在低温逆境下植物可通过积累大量脯氨酸来增加
细胞的渗透调节能力，降低质膜受冻害的程度[22]。不
同海拔油茶叶片游离脯氨酸平均含量如图 2 所示。
海 拔 100 m 处 油 茶 叶片 脯 氨酸 含量 为 279.667
µg·g-1，海拔 400 m 处为 438.333 µg·g-1，比海拔 100
m 处增加了 56.73%，而海拔 800 m 处的 Pro 含量为
823.334 µg·g-1，比海拔 100 m 处的增加了 194.39 %。

Figure 3

图 3 不同海拔油茶叶片可溶性糖含量
Soluble sugar contents in C. oleifera leaves from
different elevations

由单因素方差分析可知，不同海拔油茶叶片可
溶性糖含量差异极显著（P<0.01）。多重比较结果表
明，不同海拔油茶叶片可溶性糖含量，除了海拔 200
与 300 m、500 与 700 m、500 与 800 m，其余两两
之间均差异极显著（P<0.01）。

图 4 不同海拔油茶叶片过氧化物酶活性
Figure 4 POD activity in C. oleifera leaves from different elevations

图 2 不同海拔油茶叶片游离脯氨酸含量
Figure 2 Free Pro contents in C. oleifera leaves from different
elevations

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不同海拔油茶叶片脯氨
酸含量差异极显著（P<0.01）。多重比较结果表明，
不同海拔油茶叶片脯氨酸含量，海拔 100 与 200 m、
700 与 800 m 差异显著（P<0.05）；海拔 200 与 300
m 差异不显著（P>0.05）
；其余两两之间差异均极显
著（P<0.01）
。

2.4 过氧化物酶（POD）活性的比较
POD 广泛存在于植物体，主要存在于叶绿体
中，是一种重要的自由基清除酶，该酶催化 H2O2 氧
化，以清除 H2O2 对细胞生物功能分子的破坏作用，
从而起到对细胞的保护作用[14]。如图 4 所示，油茶叶
片过氧化物酶活性随着海拔的升高而提高，相比 100
m 处，800 m 处的 POD 活性提高了 120.06%。
方差分析表明，不同海拔油茶叶片过氧化物酶
活性差异极显著（P<0.01）。经多重比较结果表明，
叶片 POD 活性两两之间， 300 与 400 m、600 与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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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600 与 800 m、700 与 800 m 差异不显著（P>0.05）
；
其余两两之间差异均极显著（P<0.01）
。
2.5 过氧化氢酶（CAT）活性的比较
CAT 属于血红蛋白酶，其重要的功能是在叶中
去除光呼吸时产生的过氧化氢，催化体内积累的过
氧化氢分解为水和分子氧，从而减少过氧化氢对植
物组织的伤害。由图 5 可知，随着海拔的升高，CAT
活性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海拔从 100 m 升高到 800
m，油茶叶片 CAT 的活性增加了 165.32%。

图 5 不同海拔油茶叶片过氧化氢酶活性
Figure 5 CAT activity in C. oleifera leaves from different elevations

图 6 不同海拔油茶叶片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
Figure 6 SOD activity in C. oleifera leaves from different elevations

方差分析表明，不同海拔油茶叶片 CAT 活性差
异极显著（P<0.01）。经多重比较结果表明，不同海
拔油茶叶片 CAT 活性，200 与 300 m、300 与 400 m、
500 与 600 m、600 与 700 m、600 与 800 m、700 与
800 m 差异不显著（P>0.05）；其余两两之间差异均
极显著（P<0.01）。
2.6 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性的比较
SOD 是植物细胞保护性酶系统中的重要酶类，
其活性大小可以反映细胞对逆境的适应能力。由图
6 可以看出，海拔从 100 m 升高到 800 m，油茶叶
片 SOD 活性升高了 62.47%。
经方差分析，不同海拔油茶叶片 SOD 活性差异
极显著（P<0.01）
。经多重比较结果表明，不同海拔
油茶叶片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海拔 100 与 600 m、
300 与 700 m、400 与 800 m、500 与 800 m 差异显著
（P<0.05）
；海拔 100 与 700 m、100 与 800 m、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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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700 m、200 与 800 m、300 与 800 m 差异极显著
（P<0.01）
；其余两两之间均差异不显著（P>0.05）
。

3

讨论与结论

MDA 含量是衡量膜脂过氧化程度的一个重要
指标，是脂质过氧化作用的产物，其含量多少可代
表膜损伤程度的大小[24]。海拔从 100 m 上升到 800
m，油茶叶片 MDA 含量提高了 759.01%，这说明在
这次寒流到来之后，随着海拔的上升，低温对油茶
叶片产生的伤寒明显有加重的趋势。
低温胁迫下植物体内可溶性糖、Pro 含量与植
物抗寒性之间存在相关性[25]，可溶性糖和 Pro 都是
植物体内重要的渗透调节物质，可溶性糖的积累能
提高细胞的保水能力，防止活性氧对膜脂和蛋白质
的过氧化作用[26-28]。游离脯氨酸是稳定植物体内物
质代谢的重要因素[29]，在低温逆境下植物可通过积
累大量脯氨酸来增加细胞的渗透调节能力，降低质
膜受冻害的程度[30]。许多研究认为，温度受海拔影
响最大[31-34]，随着海拔增加，月平均气温降低，日
温差变得较大[26-27]。本研究显示，随着海拔从 100 m
升高至 800 m，油茶叶片中的 Pro 和可溶性糖都升
高了 194.39% 和 40.93%，提高了油茶的抗寒能力。
Wildi 等[35]认为，植物体内保护性物质对海拔
升高的响应有着各自不同的模式，POD、CAT、SOD
是植物细胞内重要的 3 类抗氧化物酶，能分解体内
有毒性作用的自由基和 H2O2，对维持细胞内的活性
氧水平具有重要的作用。本研究中，随着海拔的升
高，油茶叶中的 POD、CAT 和 SOD 活性的变化规
律大致相同，都呈现出随着海拔升高而增大的趋势。
当海拔从 100 m 升高至 800 m 时，3 种酶活性分别
提高了 120.06%、165.32%和 62.47%，这说明随着
海拔升高和温度的降低，油茶为了适应环境，提高
了自我保护的能力。
廖兴利等[3]分析了四川甘洛马鞍山自然保护区
内不同海拔梯度连香树生理指标，结果显示 SOD 活
性、可溶性糖含量均随着海拔升高呈下降趋势；随
着海拔从 100 m 升高至 800 m 时，MDA 和 Pro 含量
分别升高了 3.98 倍和 4.43 倍。朱军涛等[4]研究了昆
仑山北坡前山带塔里木沙拐枣对不同海拔的生理响
应，结果发现其 MDA、Pro 含量随着海拔上升而减
小，分别减小了 184.06%和、290.21%；SOD、POD
及 CAT 活性中，只有 CAT 活性随海拔上升而升高，
其余 2 种酶的活性均随着海拔的升高而降低。林小
虎等[5]以生长在河北老岭自然保护区不同海拔的天
女木兰叶为对象，研究了天女木兰叶中 SOD、P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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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以及 MDA 含量的变化，结果发现天女木兰叶
中 SOD、POD 活性以 MDA 含量随海拔梯度的变化
规律相同，都会呈现先降低再升高的趋势。梁建萍
[36]
和 Polle [37]等相关研究结果与其类似。而本研究
中显示在油茶分布北缘地区冬季自然低温条件下，
随着海拔的升高，油茶叶片的 MDA、POD、可溶
性糖含量都明显升高，SOD、POD 和 CAT 3 种酶的
活性也得到显著提高，这与许多前人的研究结论有
显著不同，这可能与本研究海拔高度差不大有关。
本研究发现，海拔从 100 m 升高到 800 m，油
茶的 MDA、可溶性糖、Pro 含量以及 SOD、POD、
CAT 活性都有不同程度的升高。个别数据点偏离拟
合曲线，可能是因为不同海拔高度的植株其他生境
条件对植株的影响，如土壤条件等。
本研究表明，油茶的内在抗逆性随海拔升高而
提高，这是油茶在环境选择压力下长期适应的结果。
在油茶的栽培生产中可采取相应的栽培措施，例如
在相对海拔较高的地方选择抗逆性良种、建立育苗
基地和运用抗逆性栽培技术，这对油茶北移工程的
成功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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