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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３年生苏拉威西凤果犌犪狉犮犻狀犻犪犮犲犾犲犫犻犮犪Ｌ．幼苗为试材，经１５℃光照培养箱炼苗７２ｈ后，分别在３、

６、９℃进行低温胁迫３６ｈ，测定不同低温下叶片的叶绿素、可溶性蛋白、可溶性糖含量及ＳＯＤ （超氧化物歧化

酶）、ＰＯＤ （过氧化物酶）的活性。结果表明：经过低温胁迫的所有幼苗均能恢复正常生长，３℃低温的小苗出

现轻微脱水现象。不同温度下的生理指标有明显变化：总叶绿素、叶绿素ａ、叶绿素ｂ的含量均比对照有明显下

降；可溶性蛋白、可溶性糖含量在６～９℃内随温度降低而上升，在６℃时达到最高值，但二者的含量在３℃时急

剧下降，并显著低于对照；ＳＯＤ、ＰＯＤ活性均在６～９℃内随温度降低而上升。推测苏拉威西凤果在６～９℃内出

现应激反应，通过可溶性蛋白、可溶性糖的积累及ＳＯＤ、ＰＯＤ活性的提高来适应低温胁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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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带果树对低温极其敏感，其分布及产量在很

大程度上受低温限制，如香蕉［１］、杏［２］和菠萝［３］等

均很容易因寒害而减产。许多藤黄属犌犪狉犮犻狀犻犪植

物在北移引种过程中普遍存在耐寒性较差的问题，

如低温明显影响了海南山竹子犌．狅犫犾狅狀犵犻犳狅犾犻犪
［４］

和莽吉柿犌．犿犪狀犵狅狊狋犪狀犪
［５］的生理生化变化规律，

极大限制该属植物的引种驯化工作。该属植物中有

许多具有药用和经济价值的种类［６－７］，如本研究中

的苏拉威西凤果犌．犮犲犾犲犫犻犮犪Ｌ．，原产于印尼苏拉

威西岛，于１９９９年被引入厦门华侨亚热带植物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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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园，经过较长时间的驯化试验，现已能顺利开花

结果，果实风味独特、品质优良，极具市场开发价

值。但因福建省冬季常有低温寒害和霜冻害发生，

极大限制了苏拉威西凤果的推广应用，且目前尚未

见苏拉威西凤果的具体报道及耐寒性的相关研究。

本文研究了低温胁迫下苏拉威西凤果的生理生化变

化规律，为苏拉威西凤果的进一步开发利用提供理

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供试材料取自厦门华侨亚热带植物引种园的温

室育苗区，取同等规格的苏拉威西凤果盆栽苗（实生

苗，苗龄３年）２０株在１５℃光照培养箱（第一阶段

为：光照８０％、湿度为７０％培养１２ｈ；第二阶段为光

照０％，湿度６０％培养１２ｈ；２个阶段循环培养）进

行炼苗７２ｈ；炼苗后，留５株继续置１５℃光照培养

箱中为对照，分别在温度为３℃、６℃、９℃光照培养

箱中放置５株进行低温胁迫３６ｈ（第一阶段为：光照

８０％、湿度为７０％培养１２ｈ；第二阶段为光照０％，

湿度６０％培养１２ｈ；２个阶段循环培养）。选取当年

枝条中第３～５位叶，混匀后取样。

１２　生理生态指标测试方法

叶绿素含量的测定采用丙酮乙醇混合液法
［８］，

ＰＯＤ活性及丙二醛、可溶性糖的测定采用张志良

和瞿伟菁［９］的方法，ＳＯＤ 活性的测定参照李合

生［１０］的ＮＢＴ光还原法，可溶性蛋白的测定采用李

合生［１０］的方法。

１３　数据统计分析

应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并

做差异显著性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低温对叶片电导率和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分别在９、６℃低温胁迫的小苗从表观特征看

均和对照没有很明显的差异，但３℃低温的小苗出

现脱水现象，３种低温处理下的小苗均能在温室

（２０～２４℃）里恢复正常生长。但生理指标发生了

明显的变化。由表１可知，随着胁迫温度的下降，

相对电导率逐渐增大，各个低温条件下 （９、６、

３℃）间差异显著 （犘＜０．０５），在３℃低温时达到

最大，为２０．４４％。各试验组总叶绿素、叶绿素ａ

及叶绿素ｂ的含量均显著低于对照 （犘＜０．０５），

说明叶片的叶绿素含量在低温胁迫下明显下降，其

中３℃低温处理叶片的叶绿素含量下降幅度最高，

此时叶片的总叶绿素、叶绿素ａ及叶绿素ｂ依次仅

为对照的９７．２７％，９３．０４％，６４．９５％。

表１　不同低温胁迫下苏拉威西凤果叶片的电导率和叶绿素含量

犜犪犫犾犲１　犈犾犲犮狋狉犻犮犪犾犮狅狀犱狌犮狋犻狏犻狋狔犪狀犱犮犺犾狅狉狅狆犺狔犾犾犮狅狀狋犲狀狋犻狀犌．犮犲犾犲犫犻犮犪犾犲犪狏犲狊狌狀犱犲狉犮狅犾犱狊狋狉犲狊狊犪狋犾狅狑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狊

生理指标
处理低温／℃

ＣＫ ９ ６ ３

相对电导率／％ ９．８８±０．１１ａ １３．１２±０．３５ｂ １４．３８±０．６１ｃ ２０．４４±０．８１ｄ

总叶绿素含量／（ｍｇ·ｇ%１） ４．７６±０．１０ａ ４．６８±０．０８ｂ ４．６６±０．２０ｂｃ ４．６３±０．１０ｃ

叶绿素ａ含量／（ｍｇ·ｇ%１） ３．４５±０．１０ａ ３．３４±０．１０ｂ ３．２７±０．０８ｃ ３．２１±０．０６ｄ

叶绿素ｂ含量／（ｍｇ·ｇ%１） ０．９７±０．０２ａ ０．９２±０．０１ｂ ０．８５±０．０１ｃ ０．６３±０．００ｄ

注：同行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达显著（犘＜０．０５）水平。表２同。

２２　不同低温对叶片渗透调节物质、丙二醛含量

及抗氧化酶活性的影响

由表２得知，各试验组可溶性蛋白、可溶性糖

的含量在９、６℃低温时和对照相比出现上升现象，

且和对照有显著差异 （犘＜０．０５），推测是植株在

低温胁迫下出现应激反应，其中６℃低温时出现最

高值，此时可溶性蛋白、可溶性糖的含量为对照的

１．５７倍、１．７３倍，但随着温度进一步降低，在

３℃时，可溶性蛋白、可溶性糖的含量急剧下降，

显著低于对照 （犘＜０．０５），分别仅为对照的

８８．７３％、８１．８２％。

随着胁迫温度的降低，各试验组丙二醛含量均

出现上升现象，且和对照有显著差异，其中３℃低

温时和对照差异最明显，为对照的１．２３倍。由此

表明经一定时间的低温胁迫后，苏拉威西凤果叶片

的细胞膜脂均有一定受损，其中３℃低温时细胞膜

脂受损最为严重。

叶片ＳＯＤ活性在９、６℃时和对照相比均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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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上升，其中６℃时活性最高，达６８２９Ｕ·ｇ
－１，

为对照的１．１１倍，但在３℃低温时，ＳＯＤ活性急

剧下降，仅为对照的９４．０４％。ＰＯＤ活性在９、６、

３℃低温时均显著高于对照 （犘＜０．０５），在３℃时

最高，为６７５Ｕ·ｇ
%１·ｍｉｎ

%１，为对照的３倍。

表２　不同低温胁迫下苏拉威西凤果叶片渗透调节物质、丙二醛的含量及抗氧化酶活性

犜犪犫犾犲２　犗狊犿狅狋犻犮狊狌犫狊狋犪狀犮犲狊，犿犪犾狅狀犪犾犱犲犺狔犱犲犮狅狀狋犲狀狋犪狀犱犪狀狋犻狅狓犻犱犪狊犲犪犮狋犻狏犻狋犻犲狊犻狀犌．犮犲犾犲犫犻犮犪犾犲犪狏犲狊狌狀犱犲狉犾狅狑

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狊狋狉犲狊狊犲狊

生理指标
处理低温／℃

ＣＫ ９ ６ ３

ＳＯＤ／（Ｕ·ｇ－１） ６１５９±５１ａ ６６７４±３４ｂ ６８２９±６６ｃ ５７９２±６２ｄ

ＰＯＤ／（Ｕ·ｇ－１·ｍｉｎ－１） ２２５±３ａ ３００±２３ｂ ４５０±４２ｃ ６７５±２８ｄ

可溶性蛋白质含量／（ｍｇ·ｇ－１） １４２．００±０．０３ａ １７１．９０±１．００ｂ ２２３．００±０．０７ｃ １２６．００±０．００ｄ

可溶性糖含量／％ １５．５７±７．９０ａ ２２．６４±５．１９ｂ ２６．８９±１０．２１ｃ １２．７４±３．１３ｄ

丙二醛含量／（ｍｍｏｌ·ｇ%１） １８．７８±０．８８ａ ２０．０３±０．００ｂ ２１．９６±０．０８ｃ ２３．１０±０．００ｄ

３　讨论与结论

可溶性糖和可溶性蛋白质是植物细胞内的２种

重要渗透调节物质，也是鉴定植物抗寒性的重要生

理指标［１１］。可溶性蛋白具有细胞保水能力，可提

高植物抗寒性，其含量变化和植物的抗寒性有显著

的正相关［１２］；而糖可以提高细胞液浓度和降低冰

点，缓和细胞质过度脱水，保持细胞避免遇冷凝

固，得以提高植物的抗寒性［１３］。低温胁迫后，茉

莉［１４］、茄子［１５］的渗透调节物质可溶性蛋白含量增

加；不同种源的香椿幼苗提高可溶性糖含量以增强

自身耐寒能力，而且在－５℃条件下香椿幼苗叶片

中的可溶性糖含量急剧升高［１６］。本研究结果发现，

苏拉威西凤果叶片的可溶性蛋白、可溶性糖的含量

在一定温度范围内 （６～１５℃）随温度降低而升高，

是植物出现应激反应，表明苏拉威西凤果通过可溶

性蛋白、可溶性糖的积累来适应低温胁迫。

在低温胁迫下，植物体内的抗氧化酶ＳＯＤ和

ＰＯＤ，可加强清除自由基的能力，维持动态平衡，

启动植物抵御寒害的防御机制：葡萄叶片［１７］和６

个品种核桃枝条［１８］的ＳＯＤ活性均随处理温度的降

低先上升，本研究结果发现，苏拉威西凤果叶片的

ＳＯＤ活性在６～１５℃内随温度下降而上升，ＰＯＤ

活性在３～１５℃内随温度下降而持续上升，它们帮

助清除细胞内自由基积累，从而保护叶片细胞膜系

统，提高苏拉威西凤果的抗寒性。但植物体内的代

谢平衡会被极端低温打破，此时酶活性不可逆转地

下降，导致伤害症状出现。当温度继续降低至３℃

时，苏拉威西凤果叶片的ＳＯＤ活性急剧下降到比

对照还低的水平，表明叶片此时的代谢平衡已被打

破，从表面特征看，３℃时的叶片也出现脱水现象，

和对照有明显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苏拉威西凤果

通过提高ＳＯＤ和ＰＯＤ的活性来适应低温胁迫。

综上，苏拉威西凤果通过可溶性蛋白、可溶性

糖的积累和提高ＳＯＤ、ＰＯＤ的活性来适应低温胁

迫。植物的抗寒性受其生理生化的综合作用，不能

单纯以单一抗寒指标判断其对寒冷的综合适应能

力［１９］。本研究针对新型热带果树在亚热带地区的

引种实际需要，开展苏拉威西凤果的抗寒性相关生

理学研究并进行分析评价，为新品种引种推广及探

讨苏拉威西凤果的抗寒机理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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