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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桐幼苗对水分胁迫的生长及生理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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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青桐观赏效果好，但对其受水分胁迫后的响应机理研究较少，制约了该物种下游产业的发展。为了探
究青桐幼苗耐水程度及作用机理，对 30%田间持水量（T1）
、70%田间持水量（T2）
、100%田间持水量（T3）和 130%
田间持水量（T4）水分胁迫下的青桐幼苗生长指标（株高、茎粗、叶面积）
、生物量分配（叶生物量比、茎生物量
比、根生物量比）与光合指标（净光合速率、蒸腾速率、胞间 CO2 浓度、气孔导度）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随着
水分胁迫程度的增加，幼苗的各指标表现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当土壤达到 T2 条件时，幼苗各指标综合表现最
佳；T3 条件下青桐幼苗净光合速率最高，地上生物量分配较 T2 条件下高出 4%；T2 条件下，青桐幼苗叶面积最大，
达到 196.186 mm2，比叶面积最大，达到 512.48，总生物量积累最多，达到 17.14 g。当土壤水分达到 T2 条件时，
最适合青桐幼苗生物量积累，可以为幼苗顺利过冬提供充足的储备碳；T4 条件下胁迫时间达到 10 d，幼苗生长情
况出现拐点，胁迫前 10 d 内幼苗生长较快，但当水分持续性胁迫超过 10 d 后，幼苗生长趋势减弱，同时萌发出气
生根用以响应淹水情况；T1 条件下，对青桐幼苗影响极大，最不适合幼苗生长发育。研究结果为青桐幼苗受水分
胁迫后的响应机制提供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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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wth and photosyn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eedlings of Firmiana platanifolia under water stress
ZHU Mengyi1, FU Songling1, MENG Ran1, NI Zheng1, ZHANG Rong2, REN Jie3
(1. School of Forestry and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fei 230036;
2. Forest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tension Center of Chaohu City, Chaohu 238008;
3.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Anhui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Hefei 230031)

Abstract: Firmiana platanifolia is an important tree species for afforestation, but the lack of research on its response mechanism after water stress limits the development of its downstream industry.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water
tolerance degree and mechanism of Firmiana platanifolia, we analyzed the growth indexes of seedlings (plant height,
stem diameter and leaf area), biomass allocation (leaf biomass ratio, stem biomass ratio, root biomass ratio, root biomass ratio and root biomass ratio) and photosynthetic index (net photosynthetic rate, transpiration rate, intercellular
CO2 concentration and stomatal conductance) under 30% field capacity (T1), 70% field capacity (T2), 100% field
capacity (T3) and 130% field capacity (T4).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ith the increase of water stress degree, all indexes of the seedlings firstly increased and then decreased, and the seedlings had best performance under T2 condition; the net photosynthetic rate was the highest under T3 condition, and the above-ground biomass allocation was
4% higher than that under T2 condition; under T2 condition, the leaf area and specific leaf area of the seedlings
reached the maximum of 196.186 mm2 and 512.48, respectively, and the total biomass accumulation reached the
maximum of 17.14 g. T2 condition was the most suitable for the biomass accumulation of the seedlings, which could
provide sufficient carbon reserve for the seedlings to successfully survive the winter; under T4 condition, the seedlings grew rapidly within 10 days and the growth trend weakened after 10 days, meanwhile, the aerial root emerged
in response to flooding; T1 was the most unsuitable condi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Firmiana platanifolia seedling.
This study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responding mechanism of the seedlings under water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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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桐（Firmiana platanifolia (Linn. f.) Marsili）
，
别名中国梧桐，安徽省乡土树种。其树干端直，树
皮绿色且平滑，叶大冠美。由于观赏效果好、管理
成本低，天然分布于山区丘陵，现广泛用于城市行
道树，巢湖市 2017 年将青桐定为市树。近年来巢湖
夏季汛期水淹严重，甚至大部分生活区域被潮水淹
没，人们生活严重受阻，城市绿化更是受到严重破
坏。青桐作为巢湖市树又为肉质根系植物，水分胁
迫对青桐生长及生理特性的影响相关研究还鲜见报
道，因此对其耐水程度亟待研究。水分是影响植物
生长发育的重要影响因子，科学有效地管理更加有
利于减少干旱及涝渍的影响。目前，国内对青桐的
研究更多在于对其育苗栽培技术方面的探索，对青
桐幼苗在生长季初、旺盛期、末期受到自然性灾害
的生理生化响应机制及应对措施鲜有研究。
水分胁迫的发生时间、持续时间、发生强度等均
会对植物体的生长发育有较大的影响[1]。张婷等[1]研
究指出，在生长季末期刺槐幼苗受到干旱胁迫后，
NSC（非结构性碳水化合物）含量显著降低对刺槐幼
苗休眠期代谢、应对其他环境胁迫以及春季叶片萌发
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Anderegg 等[2]研究发现，生长
季初期干旱胁迫会显著增加乔木 NSC 含量。Galvez
等[3]发现，生长季旺盛时期干旱胁迫对乔木 NSC 含
量没有显著影响。目前对植物体的生长季初期与生长
季旺盛期进行的研究较多，植物体在此阶段下生长代
谢旺盛，当其受到胁迫后表现也更为显著；相比之下，
植物在生长季末期生长代谢变慢，胁迫后的表现也较
不明显，但对植物体生长季末期受胁迫后的反应机制
研究是必要的，有利于构建植物体生长季各阶段受胁
迫后的响应机制完整蓝图。因此，本研究以一年生实
生青桐苗为材料进行持续性水淹胁迫，设置 4 个水分
梯度，模拟自然水分胁迫条件进行控水栽培，通过研
究青桐幼苗对不同水分胁迫下的生长指标、生物量分
配和光合指标等的响应，探寻青桐幼苗应对水分胁迫
的生长及生理响应机制，为筛选抗涝抗旱的绿植提供
参考依据[4]。

1
1.1

材料与方法

试验地概况及试验设计
试验样地位于安徽省合肥市安徽农业大学农萃
园，31°48′ N，117°11′ E。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年降
水量 950 mm，年平均气温为 15.7～17.1 ℃，7 月
最高，为 28.2～28.6 ℃，1 月最低，为 2.5～2.9 ℃。

2020 年 6 月初，将一年生种子繁殖的青桐幼苗移栽
于 Φ19 cm×H17 cm 的育苗穴盆，每个盆钵土壤选择
1:3 比例的营养土与园区土壤混合物。
试验前保证幼
苗水分、光照等条件保持一致，并进行除虫除草等
田间管理，3 个月后选取生长良好、生长状况（株
高、径粗和叶面积）相似的幼苗进行水胁迫试验。
2020 年 9 月生长季末期开始进行水分胁迫试
验。先从安徽农业大学农萃园试验样地取 1 m 以下
的土壤，算出田间持水量为 0.21 g·g-1，然后设置为
4 个试验水分梯度[5]，分别是 30%田间持水量（T1）、
70%田间持水量（T2）
、100%田间持水量（T3）和
130%田间持水量（T4）
，每个处理 5 盆，重复 3 次。
水分控制的方法采用 EM50 数据采集器[6]进行换算
测定。从试验起（0 d）至试验结束（30 d）
，每日
6:30 和 18:30 用校准后的 EM50 对盆栽进行水分测
量，保证土壤水分稳定；当盆内水分不足时，少量
多次的加水至 50 mL，等待 2 min 后再用校准后的
EM50 确认盆内土壤水分含量，直至达到设定的水
分含量。
1.2 试验方法
1.2.1 生长指标测定 从试验初期（0 d）起至试验
末期（30 d）止，每 5 d 于早上 7:00—9:00 之间测
量并记录 1 次青桐幼苗各生长指标数据，每组处理
重复 3 次，共测定 12 次。用直尺测量记录初始株高、
试验后株高，用游标卡尺测量记录初始茎粗、试验
后茎粗，计算出株高变化量、茎粗变化量；人工计
数出测量的各株幼苗的叶数后，选取每株具有代表
性的 3 片叶片，用 YMJ-C 型叶面积测定仪分别测量
并记录叶面积、叶长、叶宽和叶长宽比，并计算出
该株幼苗的总叶面积。
1.2.2 光合指标测定 在测量记录幼苗生长指标
后，随即进行光合指标测定。用 Li-COR6400 便携
式光合分析仪(Li-6400, Li-Cor, Lincoln, NE, USA)参
于 9:00—11:00 测净光合速率（Pn）、
考李旭[7]的研究，
蒸腾速率（Tr）、胞间二氧化碳浓度（Ci）、气孔导
度（Gs）
、蒸汽压亏缺（VPD）参数，并计算出瞬时
水分利用效率（WUE）=Pn/Tr。基于前期预试验结
果，将测定时的光强参数设定为 1 300 μmol·m-2·s-1，
叶 室 温 度 设 置 为 26 ℃ ， CO2 浓 度 设 定 为 500
mg·L-1。记录数据之前，将幼苗叶片在叶室内稳定
5～10 min，使各个气体交换参数稳定[7]。
1.2.3 生物量分配测定 在测量记录幼苗生长指标
及光合指标后，随即进行生物量指标测定。将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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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幼苗整株挖出洗净，将每株幼苗的叶、茎、根 3
个部分分别装入牛皮纸袋内并对应标记，105 ℃杀
青 30 min 后，在 80 ℃下烘干至少 72 h 至恒重后称
重记录[2]，并计算叶生物量比（LBR，叶重/总生物
量）、茎生物量比（SBR，茎重/总生物量）和根生
物量比（RBR，根重/总生物量）
。根据生长指标得
出该株幼苗的叶片总面积，计算出比叶面积（SLA，
总叶面积/叶重）
。
1.2.4 数 据统 计分 析 用 Excel 整理 数据 ，用
SPSS20 分析，Origin2019 进行绘图。

2

结果与分析

2.1

生长指标对水分胁迫的响应
不同水胁迫下青桐幼苗生长及其形态特征存在
着明显差异（图 1）
，随着胁迫时间不断增加，各生

Figu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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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指标的增幅逐渐减少。其中，在 T2 和 T3 条件下，
青桐幼苗随胁迫时间增加，株高变化量、茎粗变化
量、叶宽、叶长以及叶面积均呈现上升趋势；在 T1
条件下，青桐幼苗随着水分胁迫时间增加，其生长
指标趋势均呈下降趋势，且受胁迫 20 d 的株高、茎
粗指标显著低于（P < 0.05）0 d；在 T4 条件下，青
桐幼苗随着水分胁迫时间增加，其生长指标趋势均
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且受胁迫 20 d 的叶面积指
标显著低于（P < 0.05）0 d。造成这种情况可能是，
在 T1 条件下的土壤水分含量低极，不适宜青桐幼苗
的生长发育；而 T4 条件下的土壤水分含量过高，青
桐幼苗在受到极端水淹胁迫 5 d 内，因土壤水分充
足，有利于促进幼苗生长发育，但随着胁迫时间超
过 5 d 后，土壤透气性发生变化进而影响青桐幼苗根
系呼吸，导致随着胁迫时间增加青桐幼苗生长受限。

图中数据均为平均值±标准误, n=3。
图 1 整个试验期间 4 种水分梯度胁迫的下青桐幼苗生长形态变化
The changes of the growth morphology of Firmiana platanifolia seedlings during the whole experiment periods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表 1）
，在 4 种水
分胁迫条件下青桐幼苗生长情况出现较大差异。T1

条件下，幼苗各生长指标受影响程度较大，株高变
化量、茎粗变化量均显著低于（P < 0.05）其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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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条件，分别为（–0.16±0.33）cm 与（–0.13±
0.01）cm，说明当幼苗长期处于 T1 条件下时，土
壤水分含量不足，极不适宜青桐幼苗生长发育；T2、
T3 条件下生长指标综合表现较佳，其中株高变化
量、叶长显著高于（P < 0.05）其他两种条件，其
中 T2 条件叶面积指标显著高于（P < 0.05）其他 3
种条件，说明在 T2、T3 条件下时土壤水分含量较
Table 1
参数

学

2021 年

报

适宜幼苗生长发育；T4 条件下，其茎粗变化量、
叶长、叶宽、长宽比均显著低于（P < 0.05）T2、
T3 条件，但显著高于（P < 0.05）T1 条件，而叶面
积指标显著低于（P < 0.05）其他 3 种条件，说明
青桐幼苗长期处于 T4 条件下会影响其正常生长发
育。从幼苗生长指标综合结果来看，青桐幼苗最适
的条件从高到低为 T2>T3>T4>T1。

表 1 不同水分处理的青桐幼苗生长指标比较
Comparison of growth indexes of Firmiana platanifolia seedlings grown under four soil moisture gradients
处理
T1

T2

T3

T4

株高变化量/cm

-0.16±0.33b

1.17±0.34a

1.25±0.17a

0.83±0.27a

茎粗变化量/cm

-0.13±0.01c

0.81±0.01a

0.92±0.10a

0.78±0.03a

叶面积/mm²

143.96±4.02b

192.19±11.19c

135.99±3.56b

100.99±1.27a

叶长/mm

15.02±0.24b

18.44±0.55a

18.26±0.62a

13.11±0.15c

叶宽/mm

13.06±0.25a

15.38±0.53a

16.82±0.38a

12.49±0.18c

长宽比

1.15±0.01b

1.20±0.05a

1.08±0.02c

1.05±0.01c

注：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误，n = 3，经过 Duncan 多重比较，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 0.05）。下同。

Table 2

表 2 不同水分处理的青桐幼苗光合指标比较
Comparison of photosynthetic indexes of Firmiana platanifolia seedlings grown under four soil moisture gradients
参数

处理
T1

T2

Pn/（μmol·m-2·s-1）

0.36 ±

Tr/（mmol·m-2·h-1）

0.16 ± 0.03c

Ci/（μmol·mol-1）
Gs/（mol·m-2·s-1）
WUE/（mmol·mol-1）
VPD/kPa

Table 3

0.03c

522.07 ±

26.02a

4.86 ±

T3

0.12b

1.25 ± 0.13b
121.44 ±

60.75c

6.29 ± 1.82c

37.00 ± 3.46b

0.52b

0.46a

1.57 ±

3.88 ±

3.69 ± 0.07a

3.21 ± 0.04b

10.99 ±

T4
0.10a

10.72 ± 0.06a

3.25 ± 0.13a

2.96 ± 0.03a

30.99b

306.74 ±

289.58 ± 13.31b

130.93 ± 5.22a

140.13 ± 16.06a

0.14a

3.43 ±

3.59 ± 0.06a

2.66 ± 0.07c

2.31 ± 0.21c

表 3 不同水分处理生物量累计及其分配指标比较
Biomass accumulation and comparison of distribution indexes of Firmiana platanifolia seedlings grown under four soil
moisture gradients
处理
参数
T1
T2
T3
T4

总生物量/（g·株-1）

12.35 ± 0.52b

17.14 ± 3.25a

15.46 ± 0.85a

15.81 ± 1.15a

叶生物量/（g·株-1）

1.28 ± 0.11b

2.13 ± 0.37a

2.57 ± 0.24a

1.36 ± 0.36b

茎生物量/（g·株-1）

6.10 ±

0.72b

1.49a

0.68a

9.70 ± 0.29a

根生物量/（g·株-1）

3.53 ± 0.40b

6.44 ± 1.46a

5.19 ± 0.33a

4.76 ± 0.53a

LBR

0.10 ± 0.01c

0.13 ± 0.03b

0.17 ± 0.01a

0.08 ± 0.16c

SBR

0.49 ±

0.19b

0.02b

0.03b

0.62 ± 0.03a

RBR

0.28 ± 0.15c

0.34 ± 0.02ab

0.30 ± 0.01b

SLA

307.10 ±

15.12b

8.57 ±

0.50 ±

0.37 ± 0.02a
512.48 ±

2.2 光合指标对水分胁迫的响应
植物气孔导度在光合作用中起着重要的调节作
用，它在控制水分损失和获得碳素即生物量产生之间
的平衡中起着关键的作用[9]。影响植物气孔导度的因

105.05a

7.70 ±

0.50 ±

364.84 ±

53.50a

380.07 ± 36.66a

素有很多，其中土壤水分是重要影响因素之一[10]，在
植物受到轻度至中度的干旱胁迫的条件，气孔关闭
是对干旱最早的响应[11]。由表 2 可知，青桐幼苗受胁
迫后，
其气孔导度从高到低一次表现为 T4 > T3 > T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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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试验末期，T1 水分条件的 Pn、Tr、Gs 与 WUE
均显著低于（P < 0.05）其他 3 种水分条件，Gs 与 VPD
显著高于（P < 0.05）其他 3 种水分条件；可以得出，
在 T1 水分条件下，青桐幼苗处于缺水阶段不利于生
长发育和生物量积累；T3 与 T4 两种水分条件幼苗光
合指标之间无明显差异（P > 0.05）
，但对比总结发现，
土壤水分含量较高的条件（T3 与 T4 水分条件）幼苗
的 Pn、Tr、Ci、Gs 与 VPD 含量均显著高于（P < 0.05）
土壤水分含量低的条件（T1 与 T2 水分条件）
。
从幼苗光合指标综合看出，青桐有较好的耐短
期水涝的特性。在 4 种处理条件下，T1 水分条件最
不适合青桐幼苗生长，T2 水分条件最适宜幼苗生
长，T3 水分条件稍次于 T2 水分条件，T4 水分条件
较一般。
2.3 生物量指标对水分胁迫的响应
不同的水分胁迫显著影响了青桐幼苗的生物量
累积及其分配情况。由表 3 可知，4 种处理下，总生
物量在 12.35 ~ 17.14 g 之间，表现为 T2 > T4 > T3 >
T1，其中 T1 水分条件下幼苗总生物量与茎生物量
显著低于（P < 0.05）其他 3 种水分处理条件，分别
为 12.35 g 与 6.10 g；
在青桐幼苗的叶生物量表现上，
T2 水分条件与 T3 水分条件显著高于（P < 0.05）T1
水分条件与 T4 水分条件；由于土壤过于干旱导致
大量侧根失水死亡，使得 T1 水分条件根生物量与
RBR 均表现出显著低于（P < 0.05）其他 3 种水分
条件；随着水分胁迫程度的增加，LBR、RBR 与 SLA
表现为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T2 与 T3 水分条件下，
LBR 显著高于 T1 与 T4 水分条件；SBR 表现为随
着水分胁迫程度增加而增加，
其中 T4 水分条件 SBR
表现最优，显著高于（P < 0.05）其他 3 种水分条件，
达到 0.62。

3

讨论与结论

土壤水分条件直接影响了植物的生长情况，植
物通过调节生长形态来适应土壤水分胁迫。T1（30%
田间持水量）水分条件下，生长形态表现为须根发
达的特点，但随着胁迫时间加强，侧根与须根多表
现干枯死亡，幼苗受影响情况最为明显，生长状况
不佳，最不适宜青桐幼苗生长发育；青桐幼苗在 T2
（70%田间持水量）水分条件下与 T3（100%田间持
水量）水分条件下的整体生长表现良好，其生长状
态及生长指标随着胁迫时间增加均呈现上升趋势，
土壤水分供应充足、叶子较多且叶面积大、光能利
用效率较高，一定程度上维持了较高的碳获取能力；
T4（120%田间持水量）水分条件下，幼苗生长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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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变化，表现为部分叶片出现萎蔫且露出水面的
部分萌生出部分气生根。结果为青桐幼苗在受到持
续性水淹胁迫时的应对机制提供了新的思路。
水分条件显著影响青桐幼苗的气体交换和资源
利用效率[8]。在 T1（30%田间持水量）水分条件，
为减少蒸腾作用叶片气孔关闭，净光合速率（Pn）
显著降低，极大地影响青桐幼苗的总生物量积累；
青桐幼苗受到极端水淹胁迫 T4 条件时，根的呼吸
受到影响，幼苗通过改变其根部生长形态应对淹水
胁迫，通过观察此阶段叶片的光合指标，净光合速
、蒸腾速率（Tr）、胞间二氧化碳浓度（Ci）、
率（Pn）
气孔导度（Gs）以及蒸汽压亏缺（VPD）参数，与
T2 水分条件（70%田间持水量）有明显差异，但相
互之间总生物量的积累无明显差异。可以推断出，
青桐幼苗在受到持续淹水胁迫时，通过一定的响应
措施寻求新的生存途径[12]。
土壤水分含量直接（光合原料减少）或间接（气
孔关闭、酶失活等）影响了植物的光合作用，进而
影响生物量的积累。在 T1（30%田间持水量）水分
条件下，土壤水分缺乏直接影响幼苗进行光合作用，
导致幼苗总生物量累计较少；T2（70%田间持水量）
水分条件下总生物量积累最多，株高与基径比例的
降低有利于增加光能的利用效率[13]，幼苗主要表现
为对根生物量的积累；T3（100%田间持水量）水分
充足条件下幼苗状态较好，生物量分配主要是对于
叶生物量的累计；T4（120%田间持水量）水分条件
过高的土壤湿度影响根系正常呼吸作用，进而影响
幼苗正常的光合作用，使幼苗的总生物量积累受影
响，此条件下幼苗生长状态表现为株高增长量受限，
茎粗增长量影响不大，与 Wang 等[14]水分胁迫明显
限制了幼苗的纵向生长、但对径向生长影响相对较
小的结论相一致。因此，青桐对水分胁迫的强度和
持续时间的有一定的响应规律，进而形成了不同的
应对策略。
综上所述，幼苗受到极端干旱胁迫时，其生长
指标及其生理指标均受显著影响。一方面幼苗通过
改变自身形态来响应胁迫，说明青桐幼苗有适应干
旱环境的潜力[15]；另一方面，随着干旱胁迫时间的
延长，幼苗根部、苗高、生物量分配以及光合指标
等显著低于正常情况 T2（70%田间持水量）水分条
件，说明青桐幼苗抗旱性有限，需要在幼苗栽培过
程中注意保水或补水。同理，青桐幼苗受也具有一
定的抗涝能力，能够对水淹胁迫做出相应的适应性
变化，可以在轻度淹水地区种植，但是长期受涝会
对其根部产生影响，从而造成伤害[16]。可以通过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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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良种选育与推广，选择耐涝品种；涝害发生后及
时排水补救，恢复根系呼吸，同时补充肥料，加速
代谢；推进青桐抗涝基因型鉴定与筛选的分子层面
研究，有望培育出抗旱又抗涝的新品种[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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