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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基质栽培的方法，通过添加２个浓度 （０．２、０．４ｍｍｏｌ·Ｌ－１）的Ｃｄ２＋，研究ＡＭ菌根育苗基质对

Ｃｄ胁迫下黄瓜幼苗生长、光合及叶绿素荧光参数和活性氧代谢的影响。结果表明：在Ｃｄ胁迫下黄瓜幼苗的生

长、光合作用以及光合系统活性均受显著抑制，而抗氧化酶活性显著提高，且表现为较高浓度的Ｃｄ胁迫下的幼

苗生长和生理特性受抑制情况更严重；经菌根基质育苗的幼苗在不同浓度Ｃｄ胁迫下，均表现为叶面积、根系活

力和地下干鲜重显著提高；叶片的Ｐｎ、Ｇｓ和Ｔｒ显著提高，Ｃｉ显著降低；叶片Ｆｖ／Ｆｍ、ＥＴＲ、ｑＰ、фＰＳＩＩ显著

提高，ＮＰＱ显著降低；ＰＯＤ、ＣＡＴ等抗氧化酶活性进一步提高，而细胞 ＭＤＡ含量和Ｏ
·
－
２ 产生速率显著降低。

结果表明ＡＭ菌根可缓解黄瓜幼苗在Ｃｄ胁迫下所受到的生长抑制，并降低光合系统及细胞遭受的伤害，且对于

较低浓度 （０．２ｍｍｏｌ·Ｌ－１）Ｃｄ胁迫的缓解作用更好。

关键词：黄瓜；丛枝菌根基质；Ｃｄ胁迫；生长；光合作用；叶绿素荧光参数；活性氧代谢

中图分类号：Ｑ９４５．７８；Ｓ６４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０３８４ （２０１６）１２－１３２３－０６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犃狉犫狌狊犮狌犾犪狉犕狔犮狅狉狉犺犻狕犪犾狅狀犌狉狅狑狋犺犪狀犱犘犺狔狊犻狅犾狅犵狔狅犳犆狌犮狌犿犫犲狉犛犲犲犱犾犻狀犵狊犝狀犱犲狉犆犱狊狋狉犲狊狊

ＷＵＸｉａｏｌｅｉ１，ＬＩＰａｎ，ＺＨＡＮＧＹａｎｆａｎｇ
２，ＪＩＡＣｏｎｇｃｏｎｇ

１，ＷＵＬｉｎｌｉｎ１，ＺＨＡＮＧＨｏｎｇｘｉ
１，ＧＡＯＨｏｎｇｂｏ

１

（１．犆狅犾犾犲犵犲狅犳犎狅狉狋犻犮狌犾狋狌狉犲，犎犲犫犲犻犃犵狉犻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犅犪狅犱犻狀犵，犎犲犫犲犻　０７１０００，犆犺犻狀犪；

２．犆狅犾犾犲犵犲狅犳犎狅狉狋犻犮狌犾狋狌狉犲，犖狅狉狋犺狑犲狊狋犃牔犉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犢犪狀犵犾犻狀犵，犛犺犪狀狓犻　７１２１００，犆犺犻狀犪）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ｎｕｒｓｅｒｙ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ｓ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ａｒｂｕｓｃｕｌａｒ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ｌｏｎ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ｃｕｃｕｍｂｅｒ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ｕｎｄｅｒＣｄｓｔｒｅｓｓｗａｓｓｔｕｄｉｅｄ．Ｔｗｏ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Ｃｄ，ｉ．ｅ．，０．２ａｎｄ０．４ｍｍｏｌ·

Ｌ－１，ｗｅｒｅ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ｌｙｉｍｐｏ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

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ａｎｄ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ｗｅｒ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ｅｄ，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

ｅｎｚｙｍａｔ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Ｃｄｓｔｒｅｓｓｅｓ．Ｔｈ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ｍｏｒｅｐｒｏｎｏｕｎｃｅｄ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ｅｒ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Ｃｄ．Ｏ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ｈａｎ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ａｉｄｏｆａｒｂｕｓｃｕｌａｒ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ｌ，ｔｈｅｌｅａｆａｒｅａ，ｒｏｏｔ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ｄｒｙｗｅｉｇｈｔｏｆｔｈｅ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Ｃｄ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ｄｒａ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Ｐｎ，Ｇｓ

ａｎｄＴｒ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Ｃｉ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Ｆｖ／Ｆｍ，ＥＴＲ，ｑＰａｎｄфＰＳＩＩ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ａｎｄ

ＮＰＱ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ｏｆＰＯＤａｎｄＣＡＴｗｅｒｅ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Ｏ
·
－
２ 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ｒａｔｅａｎｄ

ＭＤＡｃｏｎｔｅｎｔ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Ｉｔａｐｐｅａｒｅｄｔｈａｔａｒｂｕｓｃｕｌａｒ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ｌｃｏｕｌｄ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ｓａｎｄ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ｄａｍａｇｅｔｏｔｈｅ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ｏｎｔｈｅｃｕｃｕｍｂｅｒ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ｄｕｅｔｏＣｄｓｔｒｅｓｓ，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ｗｈｅｎｔｈｅ

ｓｔｒｅｓｓｗａｓｌｅｓｓｓｅｖｅｒｅａｔａｌｏｗｌｅｖｅｌ，ｓｕｃｈａｓ０．２ｍｍｏｌ·Ｌ－１．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ｃｕｃｕｍｂｅｒ；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ｓｗｉｔｈａｒｂｕｓｃｕｌａｒ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ｌ；Ｃｄｓｔｒｅｓｓ；ｇｒｏｗｔｈ；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ｏｆ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ｏｘｙｇｅｎ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ｄ是对生物体具有高度毒性的重金属元素，

其中菜园土壤受Ｃｄ污染的问题日益严重。因Ｃｄ

可在土壤中长期滞留，极易被蔬菜等作物吸收，一

方面造成重金属胁迫逆境，影响作物产量和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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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造成Ｃｄ超标，危害人体健康。丛枝菌根

犃狉犫狌狊犮狌犾犪狉犿狔犮狅狉狉犺犻狕犪，ＡＭ真菌广泛存在于土壤

中，可与宿主植物根系形成良好的共生关系，对促

进植物生长和提高植物抗逆性均有重要作用。相关

报道显示，黄瓜、番茄等蔬菜接种 ＡＭ 真菌后，

对于盐胁迫［１］、低温胁迫［２］、Ｃｏ胁迫
［３］及 Ａｓ胁

迫［４］的抗性增强；同时 ＡＭ 真菌也是目前应对土

壤重金属污染的微生物修复剂的主要成分，对于缓

解重金属胁迫伤害以及改善重金属土壤环境具有重

要意义。

本试验以黄瓜为试材，采用基质栽培方式，以

富含ＡＭ真菌的育苗基质进行育苗，研究受 ＡＭ

真菌侵染的黄瓜幼苗在Ｃｄ胁迫条件下的生长、叶

片光合参数、叶绿素荧光以及活性氧代谢相关酶活

性的变化，可对缓解重金属对蔬菜的危害、提高蔬

菜产量及品质以及菌根基质的开发提供实践依据。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试验于２０１５年５月至２０１６年２月在河北农业

大学农林教学基地内进行。供试品种为黄瓜 “津优

一号”，由天津黄瓜所提供。菌根基质购自江苏柴

米河公司；进行生理指标测定的药剂均为分析纯

试剂。

１２　试验设计

选用５０孔穴盘，分别采用普通育苗基质和富

含ＡＭ真菌混合菌剂的育苗基质进行黄瓜幼苗的

培养，播种３０ｄ后将已被 ＡＭ 真菌侵染的黄瓜幼

苗定植于基质栽培槽中，栽培基质采用蛭石。试验

设计如下： （１）ＣＫ：正常栽培，不添加 Ｃｄ２＋；

（２）Ｃｄ１：定植普通基质育苗的黄瓜幼苗，栽培槽

内Ｃｄ２＋添加浓度为０．２ｍｍｏｌ·Ｌ－１； （３）Ｃｄ１＋

ＡＭ：定植菌根基质育苗的黄瓜幼苗，Ｃｄ２＋添加浓

度为０．２ｍｍｏｌ·Ｌ－１；（４）Ｃｄ２：定植普通基质育

苗的黄瓜幼苗，栽培槽内 Ｃｄ２＋ 添加浓度为０．４

ｍｍｏｌ·Ｌ－１； （５）Ｃｄ２＋ＡＭ：定植菌根基质育苗

的黄瓜幼苗，Ｃｄ２＋添加浓度为０．４ｍｍｏｌ·Ｌ－１。

每处理定植４０株，于定植后第３０ｄ测定下列

指标，重复３次。

１３　指标测定

１３１　生长指标的测定　用直尺测定主枝高度作

为株高；用数显游标卡尺测定茎基部２ｃｍ处直径

作为茎粗；用ＡＭ３５０便携式叶面积仪测定顶数第

二片叶的叶面积；采用 ＴＴＣ法测定根系活力
［５］。

整株取出幼苗，用去离子水清洗后吸干水分，从根

茎部位剪开幼苗，用分析天平称量幼苗地下部和地

上部鲜重；８０℃烘干２４ｈ后用分析天平称量干重；

根冠比采用公式计算：地下部干重／地上部干重。

１３２　光合参数及叶绿素荧光参数的测定　采用

便携式光合速率测定仪 （ＬｉＣｏｒ６４００型，美国Ｌ

ｉＣｏｒ公司）测定生长点下第２片展开叶的净光合

速率 （Ｐｎ）、气孔导度 （Ｇｓ）、胞间二氧化碳浓度

（Ｃｉ）、蒸 腾 速 率 （Ｔｒ）
［６］。采 用 ＭｉｎｉＩｍａｇｉｎｇ

ＰＡＭ调制叶绿素荧光成像系统 （德国，ＷＡＬＺ公

司）测定ＰＳＩＩ最大光化学效率 （Ｆｖ／Ｆｍ）、光合电

子传 递 速 率 （ＥＴＲ）、ＰＳⅡ 实 际 量 子 效 率

（фＰＳＩＩ）、光化学猝灭系数 （ｑＰ）、非光化学猝灭

系数 （ＮＰＱ）。测定条件参照罗黄颖等
［７］方法。采

用叶绿素测定仪 （ＳＰＡＤ５０２，美国）进行叶色指

数测定。

１３３　抗氧化酶活性测定　超氧化物歧化酶

（ＳＯＤ）活性测定参考Ｇｉａｎｎｏｐｏｌｉｔｉｓ等
［８］测定；过

氧化物酶 （ＰＯＤ）活性测定采用曾韶西等
［８］方法；

过氧化氢酶 （ＣＡＴ）活性测定采用Ｄｈｉｎｄｓａ等
［９］方

法。

１３４　超氧阴离子 （Ｏ
·
－
２ ）产生速率和 Ｈ２Ｏ２ 含量

测定　Ｏ
·
－
２ 产生速率测定采用王爱国

［１０］等的方法。

１３５　丙二醛 （ＭＤＡ）含量的测定　丙二醛

（ＭＤＡ）含量测定采用 Ｈｅａｔｈ
［１１］的方法。

１４　统计分析

使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ｃｅｌ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

采用ＳＡＳ８．１软件Ｄｕｎｃａｎ多重比较法 （α＝０．０５）

进行方差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丛枝菌根对Ｃｄ胁迫下黄瓜幼苗生长的影响

由表１可知，与对照相比，黄瓜幼苗在２个浓

度的Ｃｄ胁迫下均表现为生长指标的显著下降，各

指标出现随Ｃｄ浓度上升而下降的现象。经菌根基

质育苗后的黄瓜苗根系活力较Ｃｄ胁迫处理均显著

提高，同时Ｃｄ１＋ＡＭ 处理的叶面积也显著提高。

对比菌根基质育苗对２个浓度Ｃｄ胁迫处理的效

果，可以看出虽然Ｃｄ１＋ＡＭ 处理和Ｃｄ２＋ＡＭ 处

理的各生长指标均较胁迫处理有一定提高，但受菌

根侵染的幼苗对于较低浓度 （０．２ｍｍｏｌ·Ｌ－１）的

Ｃｄ胁迫的缓解作用更好，对于各指标的提高优于

对较高浓度 （０．４ｍｍｏｌ·Ｌ－１）的Ｃｄ胁迫处理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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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丛枝菌根基质对Ｃｄ胁迫下黄瓜幼苗生长的影响

犜犪犫犾犲１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狊狌犫狊狋狉犪狋犲狊犻狀狅犮狌犾犪狋犲犱狑犻狋犺犪狉犫狌狊犮狌犾犪狉犿狔犮狅狉狉犺犻狕犪犾狅狀狋犺犲犵狉狅狑狋犺狅犳犮狌犿犮狌犫犲狉狊犲犲犱犾犻狀犵狌狀犱犲狉犆犪犱犿犻狌犿狊狋狉犲狊狊

处理 株高／ｃｍ 茎粗／ｃｍ 叶面积／ｃｍ２
根系活力／

（μｇ·ｇ
－１·ｈ－１）

ＣＫ ６５．５２±２．９２ａ １．０８±０．０２ａ ４７．２２±１．５５ａ １８６．２５±４．５０ａ

Ｃｄ１ ５２．４６±０．９０ｂ ０．９２±０．０１ｂ ３９．２６±０．７４ｃ １１９．６３±８．９３ｃ

Ｃｄ１＋ＡＭ ５６．８１±０．６０ｂ ０．９５±０．０１ｂ ４３．４６±０．４０ｂ １５１．７９±４．４２ｂ

Ｃｄ２ ４９．６３±０．９９ｂ ０．８９±０．１１ｂ ３５．５９±０．８２ｂ １１７．１１±６．７８ｃ

Ｃｄ２＋ ＡＭ ５２．８４±０．２９ｂ ０．９２±０．０１ｂ ３７．９２±０．９６ｂ １４１．４３±３．４７ｂ

注：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达显著（犘＜０．０５）水平。表２～５同。

２２　丛枝菌根对Ｃｄ胁迫下黄瓜幼苗生长量的影响

从表２可以看出，２个浓度的Ｃｄ胁迫下的黄

瓜幼苗地上和地下干鲜重均显著低于对照处理，且

０．２ｍｍｏｌ·Ｌ－１的Ｃｄ胁迫处理各指标均高于０．４

ｍｍｏｌ·Ｌ－１处理。菌根基质育苗显著提高了０．２

ｍｍｏｌ·Ｌ－１的Ｃｄ胁迫处理的黄瓜幼苗地上和地下

干鲜重；同时显著提高了０．４ｍｍｏｌ·Ｌ－１的Ｃｄ胁

迫处理的黄瓜幼苗地上鲜重和地下干鲜重。同时，

菌根基质育苗处理均提高了黄瓜幼苗的根冠比。说

明，ＡＭ菌根通过促进植株生长，提高幼苗的生长

量，来应对 Ｃｄ胁迫，但其对于较低浓度 （０．２

ｍｍｏｌ·Ｌ－１）的Ｃｄ胁迫作用更好。

表２　丛枝菌根基质对Ｃｄ胁迫下黄瓜幼苗生长量的影响

犜犪犫犾犲２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狊狌犫狊狋狉犪狋犲犻狀狅犮狌犾犪狋犲犱狑犻狋犺犪狉犫狌狊犮狌犾犪狉犿狔犮狅狉狉犺犻狕犪犾狅狀犵狉狅狑狋犺狅犳犮狌犮狌犿犫犲狉狊犲犲犱犾犻狀犵狊狌狀犱犲狉犆犱狊狋狉犲狊狊

处理
地上部鲜重

／ｇ

地上部干重

／ｇ

地下部鲜重

／ｇ

地下部干重

／ｇ
根冠比

ＣＫ ９６．３８±１．８６ａ ８．０７±０．１５ａ １０．１８±０．１７ａ ０．９３±０．０３ａ ０．１１５±０．０００４ａ

Ｃｄ１ ８１．５６±３．１６ｂ ７．１０±０．０８ｃ ８．０６±０．０９ｃ ０．７５±０．０２ｃ ０．１０６±０．０００６ｃ

Ｃｄ１＋ ＡＭ ９１．３３±０．６５ａ ７．５９±０．１５ｂ ８．７５±０．１７ｂ ０．８３±０．０１ｂ ０．１０９±０．０００７ｂ

Ｃｄ２ ７３．９６±１．１１ｃ ６．８７±０．１０ｂ ７．１６±０．０９ｃ ０．６３±０．０２ｃ ０．０９２±０．００８６ｂ

Ｃｄ２＋ ＡＭ ８１．６６±０．４８ｂ ７．３３±０．０５ｂ ８．０３±０．０５ｂ ０．７３±０．０２ｂ 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８ａｂ

２３　丛枝菌根对Ｃｄ胁迫下黄瓜幼苗光合作用的

影响

如表３所示，黄瓜幼苗叶片经Ｃｄ胁迫处理的

后Ｐｎ、Ｇｓ、Ｔｒ显著降低，而Ｃｉ则显著上升。菌根基

质育苗的幼苗则表现为显著提高了０．２ｍｍｏｌ·Ｌ－１

的Ｃｄ胁迫处理的黄瓜幼苗叶片Ｔｒ指标，并显著

降低了Ｃｉ，Ｐｎ、Ｇｓ也有了一定提高。菌根处理对

于０．４ｍｍｏｌ·Ｌ－１的Ｃｄ胁迫处理的黄瓜幼苗叶片

光合参数的改善效果优于对于０．２ｍｍｏｌ·Ｌ－１的

Ｃｄ胁迫处理的效果，表现为Ｐｎ、Ｇｓ、Ｔｒ显著提

高，而Ｃｉ显著下降。说明菌根处理可有效缓解Ｃｄ

胁迫对于黄瓜叶片光合作用的抑制。

表３　丛枝菌根基质对Ｃｄ胁迫下黄瓜幼苗光合参数的影响

犜犪犫犾犲３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狊狌犫狊狋狉犪狋犲狊犻狀狅犮狌犾犪狋犲犱狑犻狋犺犪狉犫狌狊犮狌犾犪狉犿狔犮狅狉狉犺犻狕犪犾狅狀狆犺狅狋狅狊狔狀狋犺犲狋犻犮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犻狀犾犲犪狏犲狊狅犳犮狌犿犮狌犫犲狉狊犲犲犱犾犻狀犵

狌狀犱犲狉犆犪犱犿犻狌犿狊狋狉犲狊狊

处理
净光合速率Ｐｎ

／（μｍｏｌ·ｍ
－２·ｓ－１）

气孔导度Ｇｓ

／（μｍｏｌ·ｍ
－２·ｓ－１）

蒸腾速率Ｔｒ

／（ｍｍｏｌ·ｍ－２·ｓ－１）

胞间ＣＯ２浓度Ｃｉ

／（μＬ·Ｌ
－１）

ＣＫ １４．９１±０．３４ａ ０．１９４±０．００４ａ ８．２５０±０．２２ａ ２３７．７５±７．７０ｃ

Ｃｄ１ １２．１９±０．１８ｂ ０．１７６±０．００３ｂ ５．４６０±０．２９ｃ ３０７．５７±７．１１ａ

Ｃｄ１＋ ＡＭ １３．２０±０．３４ｂ ０．１８６±０．００３ａｂ ６．９０３±０．０８ｂ ２６９．１３±６．２８ｂ

Ｃｄ２ １０．８９±０．０８ｃ ０．１６７±０．００３ｃ ５．０３７±０．４７ｃ ３３６．２９±３．９１ａ

Ｃｄ２＋ ＡＭ １２．４９±０．２７ｂ ０．１８０±０．００１ｂ ６．３７３±０．２６ｂ ２７６．５１±１．４４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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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丛枝菌根对Ｃｄ胁迫下黄瓜幼苗叶绿素荧光

参数的影响

与对照相比，Ｃｄ胁迫使叶片叶色指数和叶绿

素荧光参数均发生显著变化，其中叶色指数显著降

低，同时ＰＳＩＩ系统的活性也受到显著抑制，表现为

Ｆｖ／Ｆｍ、ＥＴＲ、ｑＰ、фＰＳＩＩ的显著降低和 ＮＰＱ的

显著上升。菌根处理可显著提高Ｃｄ胁迫黄瓜叶片

的Ｆｖ／Ｆｍ、ＥＴＲ、ｑＰ、фＰＳＩＩ及０．４ｍｍｏｌ·Ｌ
－１

的Ｃｄ胁迫处理的叶色指数。说明ＡＭ 真菌可有效

提高两个浓度Ｃｄ胁迫叶片的光合系统效率，从而

减轻Ｃｄ胁迫对光合系统和细胞膜的伤害 （表４）。

表４　丛枝菌根基质对Ｃｄ胁迫下黄瓜幼苗叶绿素荧光参数的影响

犜犪犫犾犲４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狊狌犫狊狋狉犪狋犲狊犻狀狅犮狌犾犪狋犲犱狑犻狋犺犪狉犫狌狊犮狌犾犪狉犿狔犮狅狉狉犺犻狕犪犾狅狀犮犺犾狅狉狅狆犺狔犾犾犳犾狌狅狉犲狊犮犲狀犮犲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犻狀犾犲犪狏犲狊狅犳犮狌犿犮狌犫犲狉

狊犲犲犱犾犻狀犵狌狀犱犲狉犆犪犱犿犻狌犿狊狋狉犲狊狊

处理 叶色指数
ＰＳＩＩ的最大光

化学效率

光合电子

传递速率
ＰＳⅡ实际

量子效率

光化学

淬灭系数

非光化学

淬灭系数

ＣＫ ４３．３９±１．４６ａ ０．８２４±０．００４ａ ４６．２０±０．５８ａ ０．５８３±０．０１０ａ ０．８３３±０．００９ａ ０．２４７±０．００９ｃ

Ｃｄ１ ３６．５２±０．９１ｂ ０．７７９±０．００９ｂ ３３．５１±１．３７ｃ ０．４７３±０．０５０ｃ ０．７５０±０．００６ｃ ０．３４３±０．００９ａ

Ｃｄ１＋ ＡＭ ３９．８０±０．４３ｂ ０．８０５±０．００２ａ ３９．５１±０．６７ｂ ０．５３０±０．００６ｂ ０．７９３±０．００７ｂ ０．２８３±０．００９ｂ

Ｃｄ２ ３４．８１±０．５６ｃ ０．７５０±０．００９ｃ ２９．６４±０．４９ｃ ０．４１７±０．００９ｃ ０．６８７±０．０１９ｃ ０．４００±０．０１５ａ

Ｃｄ２＋ ＡＭ ３８．２２±０．７０ｂ ０．７８９±０．００６ｂ ３５．６７±０．８７ｂ ０．４８７±０．０１２ｂ ０．７５０±０．００６ｂ ０．３４３±０．００７ｂ

２５　丛枝菌根对Ｃｄ胁迫下黄瓜幼苗叶片活性氧

代谢的影响

如表５所示，Ｃｄ胁迫处理的黄瓜幼苗叶片的

抗氧化酶活性变化呈现两种趋势，ＳＯＤ活性较对

照显著降低，而 ＰＯＤ、ＣＡＴ 活性显著提高；而

ＭＤＡ含量和Ｏ
·
－
２ 产生速率也显著上升。２个浓度

胁迫处理相比，随Ｃｄ添加浓度上升 ＭＤＡ含量和

Ｏ
·
－
２ 产生速率也上升。经菌根基质育苗后２个胁迫

处理的叶片ＳＯＤ、ＰＯＤ、ＣＡＴ活性显著提高，并

细胞内Ｏ
·
－
２ 产生速率和 ＭＤＡ含量显著降低。说明

菌根处理通过提高黄瓜叶片细胞内的抗氧化酶活

性，降低细胞的活性氧含量，从而减轻Ｃｄ胁迫对

于细胞的伤害。

表５　丛枝菌根基质对Ｃｄ胁迫下黄瓜幼苗叶片活性氧代谢的影响

犜犪犫犾犲５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狊狌犫狊狋狉犪狋犲狊犻狀狅犮狌犾犪狋犲犱狑犻狋犺犪狉犫狌狊犮狌犾犪狉犿狔犮狅狉狉犺犻狕犪犾狅狀犿犲狋犪犫狅犾犻狊犿狅犳狉犲犪犮狋犻狏犲狅狓狔犵犲狀狊狆犲犮犻犲狊犻狀犾犲犪狏犲狊狅犳犮狌犿犮狌犫犲狉

狊犲犲犱犾犻狀犵狌狀犱犲狉犆犪犱犿犻狌犿狊狋狉犲狊狊

处理
ＳＯＤ

／（Ｕ·ｇ－１ＦＷ）
ＰＯＤ

／（Ｕ·ｇ－１ＦＷ）
ＣＡＴ

／（Ｕ·ｇ－１ＦＷ）
Ｏ
·
－
２

／（ｎｍｏｌ·ｍｉｎ－１·ｇ－１ＦＷ）

ＭＤＡ

／（μｍｏｌ·ｇ
－１ＦＷ）

ＣＫ ８３．３６±１．６８ｂ ２０８．２９±４．２９ｃ １０７．７９±２．９３ｃ ０．７０±０．０１ｃ ４．７２±０．０８ｂ

Ｃｄ１ ５１．７１±４．８５ｃ ３１１．８０±６．５２ｂ １４６．７９±４．４０ｂ ０．９４±０．０２ａ ６．５２±０．３７ａ

Ｃｄ１＋ ＡＭ １２４．５８±３．９１ａ ３６７．８０±１１．１７ａ １６３．５７±３．４１ａ ０．８３±０．０２ｂ ５．３０±０．２３ｂ

Ｃｄ２ ４４．９５±１．８３ｃ ２６５．０８±４．４８ｂ １３９．０４±１．８４ｂ １．１４±０．０５ａ ７．４５±０．３２ａ

Ｃｄ２＋ ＡＭ １０３．１６±３．０５ａ ３０１．４４±１．５３ａ １６１．０４±１．９８ａ ０．８９±０．０１ｂ ６．０１±０．０８ｂ

３　讨论与结论

近年来，随着工矿企业的粗放式增长，重金属

已成为威胁耕地安全的污染源之一［１２］。据统计，

我国受重金属污染的耕地约１０×１０６ｈｍ２，占耕地

总面积的８％以上，仅京津冀地区比例已超过

１０％
［１３］。而这种重金属积累不可降解，污染土壤

的修复十分困难。因此，如何经济有效的修复重金

属污染的土壤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植物微生物

修复是近年来新兴的一种生物修复重金属污染土壤

的手段，因其高效环保而被国内外学者广泛认可。

大量研究表明，ＡＭ真菌侵染植物根系后可有效改

善植物根际环境，影响植物对于重金属离子的吸

收［１４］，增加植物对于重金属胁迫的适应性，达到

缓解重金属胁迫伤害和修复重金属污染土壤的效

果。因此，ＡＭ真菌在植物中的应用成为目前重金

属胁迫研究以及修复污染土壤的常用手段之一。

黄瓜属我国栽培面积较广的蔬菜，根系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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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常作为多种逆境胁迫，尤其是重金属胁迫的研

究材料。石爽等［１５］以水培法研究了铅、砷污染对

黄瓜种子萌发的影响，发现低浓度铅和砷溶液可促

进种子的萌发和幼苗生长，高浓度则有抑制作用。

Ｐｂ和ＮａＣｌ复合胁迫对于黄瓜幼苗伤害机理的研

究表明，叶片的叶绿素含量显著下降，而ＳＯＤ、

ＰＯＤ活性和 ＭＤＡ含量显著提高
［１６］。黄瓜水培条

件下对于镉胁迫的响应表现为随胁迫时间延长，叶

片光合作用及光合系统参数均显著下降［１７］。本试

验中采用基质栽培法，模拟重金属胁迫条件，在基

质中添加了０．２ｍｍｏｌ·Ｌ－１和０．４ｍｍｏｌ·Ｌ－１两种

浓度的Ｃｄ２＋，比较了菌根育苗基质培育的幼苗和

普通育苗基质培育的幼苗在Ｃｄ胁迫下的生长和生

理特性。结果表明黄瓜幼苗生长、光合参数、叶绿

素荧光参数和活性氧代谢指标均发生显著变化。

Ｃｄ胁迫显著降低了黄瓜幼苗株高、茎粗、叶面积、

根系活力、地上和地下干鲜重等生长指标，且表现

为浓度效应，即较高浓度 （０．４ｍｍｏｌ·Ｌ－１）Ｃｄ

对于植株生长的抑制作用更明显。Ｖｅｒｍａ等
［１８］认

为Ｃｄ胁迫影响Ｆｅ的吸收，会引起植株Ｆｅ缺乏，

且在高浓度镉处理中更明显，这可能也是Ｃｄ胁迫

导致植物生长不良的原因之一。

黄瓜幼苗外观表现为生长不良现象的主要原因

在于幼苗内部生理特性的变化。试验中发现Ｃｄ胁

迫直接导致幼苗光合作用的减低和光合系统反应中

心活性的下降。直接反映光合作用的指标，如Ｐｎ、

Ｇｓ、Ｔｒ显著下降，而反映光合受抑制程度的Ｃｉ显

著上升；表明光合系统受胁迫程度的 Ｆｖ／Ｆｍ、

ＥＴＲ、фＰＳＩＩ等指标均显著下降，而 ＮＰＱ较对照

显著上升，说明Ｃｄ胁迫通过降低ＰＳＩＩ系统的光化

学效率，抑制光合系统电子传递效率，增加了光合

系统产量的非光散失，导致光合系统活性降低，光

合效率下降，从而抑制了植株光合作用，最终导致

植株生长的减缓。活性氧代谢是反映生物体受胁迫

程度的另一重要指标，Ｃｄ胁迫处理的黄瓜幼苗叶

片的ＳＯＤ活性显著降低，而ＰＯＤ、ＣＡＴ、ＭＤＡ

含量和Ｏ
·
－
２ 产生速率则显著上升，且出现细胞活性

氧含量随Ｃｄ浓度上升而增加的现象。这与石爽

等［１５］结果一致。主要原因为植物在逆境下启动自

我保护反应，机体通过提高抗氧化酶活性而降低有

害于细胞的活性氧含量，从而减轻自身在逆境中所

受伤害。

蔬菜由于其栽培位置靠近市郊，是当前受重金

属污染最严重的作物之一。现有丛枝菌根真菌对于

植物重金属胁迫的缓解作用的报道，主要集中于大

田作物或林木［１９－２３］，而对于蔬菜的研究较少［３－４］；

且采用的多为实验室接种和外源添加的手段，尚未

见应用商品化菌根育苗基质进行生产研究的报道。

黄瓜等瓜类蔬菜，根系与 ＡＭ 真菌共生状态好，

由于其需经育苗移栽且育苗期长达３～４周，因此，

应用富含ＡＭ 真菌的菌根基质育苗除简化试验程

序外，还可在提高抗逆性的同时，促进幼苗生长。

采用的菌根基质育苗可经育苗过程令 ＡＭ 菌株活

化，直接侵染黄瓜幼苗根系，育苗过程与普通穴盘

育苗无异，操作简单，成本低，接近生产实践，且

便于推广应用。本试验中菌根基质培育的幼苗对于

不同浓度Ｃｄ胁迫处理的耐受性好于普通基质培育

的幼苗。表现为幼苗根系活力、叶面积和地下干鲜

重的显著提高，叶片光合参数和叶绿素荧光参数的

改善以及 ＰＯＤ、ＣＡＴ氧化酶等抗氧化酶活性提

高。这与已有的对于其他作物的研究结果一致。但

本试验结果还表明，菌根处理对于不同浓度Ｃｄ胁

迫处理幼苗的生长和生理特性改善效果存在一定差

异，虽然均表现为促进植株生长和优化各生理相关

参数，但 ＡＭ 菌根对于较低浓度的 Ｃｄ胁迫处理

（０．２ｍｍｏｌ·Ｌ－１）黄瓜幼苗各项生长和生理指标

的改善效果好于对于较高浓度的 Ｃｄ胁迫处理

（０．４ｍｍｏｌ·Ｌ－１）的效果，说明针对较高浓度的

重金属胁迫，还需进一步调整 ＡＭ 菌根基质的菌

种成分和比例，使之更适用于缓解较严重Ｃｄ胁迫

伤害，更大限度发挥其生物修复重金属污染土壤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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