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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温是影响文心兰犗狀犮犻犱犻狌犿生长和开花的重要逆境因素。通过光照培养箱模拟高温胁迫对文心兰的影

响，探讨顶叶叶绿素、可溶性糖、还原糖、脯氨酸 （Ｐｒｏ）等含量及相对电导率、过氧化物酶 （ＰＯＤ）活性的变

化，以期了解高温胁迫下文心兰顶叶若干生理指标的变化。结果表明，持续的高温胁迫能显著 （犘＜０．０５）提高

顶叶相对电导率和Ｐｒｏ含量，但显著降低叶绿素含量；高温胁迫２１ｄ内可溶性糖含量显著高于对照，但至４２ｄ

时显著低于对照；高温胁迫７ｄ时还原糖含量显著高于对照，３５ｄ后显著低于对照；高温胁迫下ＰＯＤ活性不断

提高，７～２１ｄ时低于对照，但３５ｄ后显著高于对照。相对电导率、Ｐｒｏ含量及叶绿素含量可作为文心兰耐热性

分析关键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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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心兰犗狀犮犻犱犻狌犿 又名舞女兰、瘤瓣兰等，主

要分布于中南美洲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文心兰花

色艳丽、花型奇特、观赏期长，是世界重要的盆花

和切花种类之一。我国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引种

文心兰［１］，主要以切花栽培为主。切花文心兰为具

假鳞茎薄叶种，１５～３０℃范围内均能正常生长，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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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适宜营养生长，２０～２５℃适宜开花
［２－３］。福

建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其特点是温暖湿润，年平均

气温１５～２２℃，非常适宜文心兰切花栽培，但福

州等地夏季持续的高温严重影响了文心兰植株的生

长，导致假鳞茎易皱缩，从而影响秋冬季开花产量

和品质。

目前国内学者对春兰［４］、杂交兰［５］、金线

兰［６］、蝴蝶兰［７］等兰科植物进行了高温胁迫研究，

有关文心兰高温胁迫的研究尚未见报道。因此本研

究根据福州夏季气温自然变化规律，在光照培养箱

中模拟高温胁迫，测定文心兰新芽顶叶中叶绿素、

可溶性糖、还原糖、脯氨酸 （Ｐｒｏ）等含量及相对

电导率、过氧化物酶 （ＰＯＤ）活性等多项生理指

标，以探讨高温胁迫下文心兰生理变化规律和耐热

机制，为筛选出文心兰耐热性鉴定生理指标及建立

适宜夏季高温气候特点的栽培管理技术提供理论

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以自育切花文心兰新品种 ‘金辉’为试验试

材，选择１个饱满假鳞茎带１个新芽 （新芽高度一

致，新芽假鳞茎未膨大）的幼苗共１９２株为供试

材料。

１２　高温处理及取样方法

根据福州夏季日夜气温的自然变化规律，用光

照培养箱 （光照培养箱为 “一恒 ＭＧＣ４５０ＨＰ２”，

光照时强度为１２０００ｌｘ，空气相对湿度７５％～

８０％）模拟高温胁迫。以夏季最高温时温室能调控

的温度 （黑暗２８℃１０ｈ→光照３０℃５ｈ→光照

３２℃４ｈ→光照３０℃ ５ｈ，以此循环）为对照

（ＣＫ），高温处理 （Ｔ）温度变化为黑暗２８℃１０ｈ

→光照３２℃２ｈ→光照３６℃３ｈ→光照４０℃４ｈ→

光照３６℃３ｈ→光照３２℃２ｈ，以此循环。高温胁

迫前在ＣＫ条件下预处理７ｄ，ＣＫ与高温胁迫各

９６株，处理过程中均保持栽培介质湿润。高温胁

迫处理共４２ｄ，ＣＫ与高温处理均每隔７ｄ随机选

取１２株新芽的２片顶叶共２４片叶进行生理指标的

测定。

１３　测定内容

各生理指标测定方法参考 《植物生理生化实验

原理和技术》［８］、《植物生理学实验指导》［９－１０］中提

供的方法并适当改进。叶绿素含量的测定采用丙酮

浸提法，相对电导率的测定采用电导仪法 （电导仪

为 “ＨＡＮＮＡＨＩ８７３３”），可溶性糖的测定采用蒽

酮比色法，还原糖的测定采用３，５二硝基水杨酸

法，Ｐｒｏ含量的测定采用茚三酮法，ＰＯＤ活性的测

定采用愈创木酚法。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型号为

“岛津ＵＶ１７８０”。各项生理指标的测定均重复３

次。叶绿素、可溶性糖、还原糖、Ｐｒｏ的含量均为

鲜重的含量，相对电导率及ＰＯＤ活性为鲜样的测

定值。用Ｅｘｃｅｌ和ＳＰＳＳ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高温胁迫对文心兰形态和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对照处理４２ｄ后假鳞茎饱满，叶色浓绿无坏

死，且新芽基部基本已膨大形成假鳞茎；而高温胁

迫处理４２ｄ后植株虽无死亡，但假鳞茎明显失水

皱缩，顶叶叶尖出现焦枯，顶叶叶色由浓绿变为黄

绿，部分苞叶变黄甚至坏死，新芽基部极少能膨大

形成假鳞茎。高温处理后的植株转入温室中均能恢

复生长。从图１可知，受高温胁迫后文心兰顶叶叶

绿素 （ａ＋ｂ）含量总体上呈现不断下降的变化趋

势，而对照则呈平缓上升的变化趋势。高温胁迫

７ｄ时，高温处理叶绿素含量略高于对照，至１４～

２１ｄ时则低于对照，但差异不显著；当高温胁迫

至２８ｄ时叶绿素含量 （０．６９８ｍｇ·ｇ
－１）则显著低

于对照 （０．７８１ｍｇ·ｇ
－１）；当高温胁迫至４２ｄ时，

叶绿素含量 （０．６７６ｍｇ·ｇ
－１）进一步显著降低，

比对照下降１９．１２％。

图１　高温胁迫对文心兰新芽顶叶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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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相同处理时间不同处理差异显著 （犘＜０．０５），下同。

２２　高温胁迫对可溶性糖含量的影响

从图２可知，对照中可溶性糖含量呈不断上升

的变化趋势，由７ｄ的０．１８９％上升到４２ｄ的

０．３５１％。高温胁迫７～２１ｄ时可溶性糖含量分别

为０．２２２％、０．２４７％和０．３１７％，分别比对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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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１６％、１９．３２％和１０．０７％，差异均显著；２８～

３５ｄ时可溶性糖含量与对照差异不显著，且增幅

均减小；至４２ｄ时高温胁迫下可溶性糖含量为

０．３２１％，比对照降低８．５５％，差异显著。

图２　高温胁迫对文心兰新芽顶叶可溶性糖含量的影响

犉犻犵．２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犺犲犪狋狅狀狊狅犾狌犫犾犲狊狌犵犪狉犮狅狀狋犲狀狋犻狀狊狆狉狅狌狋犻狀犵

犪狆犻犮犪犾犾犲犪狏犲狊狅狀犪狀犗狀犮犻犱犻狌犿狆犾犪狀狋

２３　高温胁迫对还原糖含量的影响

从图３可知，对照与高温胁迫处理还原糖含量

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总体上均持续增加，但在不

同时期的增幅和含量有显著差异。高温胁迫７ｄ时

还原糖含量为２．５１２％，比对照高１８．８３％，差异

显著；随后高温胁迫下还原糖含量增幅减小，至

２８ｄ时与对照差异不显著，至３５、４２ｄ时高温胁

迫下还原糖含量分别为２．７５０％、２．９５８％，与对

照相比显著降低了１１．６６％和１１．３６％。

图３　高温胁迫对文心兰新芽顶叶还原糖含量的影响

犉犻犵．３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犺犲犪狋狅狀狉犲犱狌犮犻狀犵狊狌犵犪狉犮狅狀狋犲狀狋犻狀狊狆狉狅狌狋犻狀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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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高温胁迫对相对电导率的影响

从图４可知，对照相对电导率呈现先升后降，

然后再升再降的变化趋势，而高温胁迫下相对电导

率先升高后趋于稳定的变化趋势，高温胁迫下相对

电导 率 显 著 高 于 对 照，提 高 幅 度 为 ８．４９～

２０．６６％。高温胁迫７～３５ｄ时相对电导率持续上

升，由２１．４８％上升到２４．８０％；３５～４２ｄ时下降，

但差异不显著。

图４　高温胁迫对文心兰新芽顶叶相对电导率的影响

犉犻犵．４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犺犲犪狋狅狀狉犲犾犪狋犻狏犲犮狅狀犱狌犮狋犻狏犻狋狔狅犳狊狆狉狅狌狋犻狀犵

犪狆犻犮犪犾犾犲犪狏犲狊狅狀犪狀犗狀犮犻犱犻狌犿狆犾犪狀狋

２５　高温胁迫对Ｐｒｏ含量的影响

从图５可知，对照与高温胁迫处理下文心兰顶

叶Ｐｒｏ含量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均呈升、降、升

的变化趋势，但高温胁迫下Ｐｒｏ含量均显著高于对

照。７～１４ｄ时Ｐｒｏ含量均持续上升，至１４ｄ时高

温胁迫下Ｐｒｏ含量为２５．６９μｇ·ｇ
－１，比对照高

５１．３０％；１４～２８ｄ时Ｐｒｏ含量均缓慢下降；高温

胁迫２８～４２ｄ时Ｐｒｏ含量急剧上升，至４２ｄ时

Ｐｒｏ含量高达２８．３８μｇ·ｇ
－１，比对照高５６．１１％。

图５　高温胁对文心兰新芽顶叶Ｐｒｏ含量的变化

犉犻犵．５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犺犲犪狋狅狀犘狉狅犮狅狀狋犲狀狋犻狀狊狆狉狅狌狋犻狀犵犪狆犻犮犪犾

犾犲犪狏犲狊狅狀犪狀犗狀犮犻犱犻狌犿狆犾犪狀狋

２６　高温胁迫对ＰＯＤ活性的影响

从图６可知，随高温胁迫时间的增加，文心兰

顶叶中ＰＯＤ活性呈不断上升的变化趋势。处理７

～２１ｄ时ＰＯＤ活性上升较缓，且低于对照，但差

异不显著；高温胁迫２８ｄ以后ＰＯＤ活性具有较大

幅度的增强，且高于对照；至３５、４２ｄ时ＰＯＤ活

性显著提高，分别为０．０４６４Ｕ·ｇ
－１·ｍｉｎ－１和

０．０４９６Ｕ·ｇ
－１·ｍｉｎ－１，分别比对照提高８．４７％

和１１．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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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高温胁迫对文心兰新芽顶叶ＰＯＤ活性的影响

犉犻犵．６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犺犲犪狋狅狀犘犗犇犪犮狋犻狏犻狋狔狅犳狊狆狉狅狌狋犻狀犵犪狆犻犮犪犾

犾犲犪狏犲狊狅狀犪狀犗狀犮犻犱犻狌犿狆犾犪狀狋

３　讨论与结论

叶绿素是光合作用不可缺少的物质，叶绿素含

量多少与光合机能大小密切相关。本研究中受持续

高温胁迫后文心兰顶叶叶绿素含量不断下降，这与

春兰［４］、蝴蝶兰［７，１１］的研究结果一致。本研究中高

温胁迫７ｄ时叶绿素含量略高于对照，这与短暂的

高温提高了叶绿素合成相关酶的活性，从而加快了

叶绿素的合成有关［１２］，银杏中也有类似的报道［１３］；

随高温胁迫时间的延长，持续高温降低了叶绿素的

合成，同时高温胁迫下活性氧氧化加速了叶绿素的

降解［１４］，因此叶绿素含量显著降低。

脯氨酸、可溶性糖是重要的渗透调节物质。当

植物处于逆境胁迫下，脯氨酸合成酶类对脯氨酸的

反馈抑制的敏感性降低，导致体内游离脯氨酸含量

增加［１５］，且增长的百分率大小与耐热性有关［１６］，

但胁迫温度过高时又会导致脯氨酸含量降低［１７］。

本研究中受高温胁迫文心兰顶叶中脯氨酸含量显著

提高，且与对照保持一致的动态变化趋势，说明文

心兰具有较好的耐热性。可溶性糖是重要的光合产

物，本研究发现高温胁迫初期能显著提高可溶性糖

的积累，但随高温胁迫时间的进一步延长，可溶性

糖的积累显著下降，可能是高温胁迫后期叶绿素降

解导致光合效率降低引起的，这与金线莲的研究结

果一致［６］。本研究中高温胁迫初期还原糖含量显著

提高，这可能与高温胁迫下植株体内碳水化合物转

换以提高抗性有关［１８］，随高温胁迫时间的延长，

还原糖含量显著低于对照，这可能与光合作用减弱

而呼吸作用加强有关，这与在黄瓜中的研究结果一

致［１９］。

高温胁迫下膜蛋白受伤害导致细胞膜透性增

加，胞液外渗而使相对电导率增大［２０］，因此叶片

相对电导率是耐热性鉴定的重要生理指标。本研究

中高温胁迫下顶叶相对电导率显著高于对照，高温

胁迫前期相对电导率增幅较大，后期趋于稳定，表

明高温胁迫初期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细胞膜，后期电

导率的下降说明植株抗逆性增强，提高了对高温环

境的适应能力。本研究中相对电导率的变化与甜

椒［２１］、辣椒［２２］的研究结果一致。

ＰＯＤ是氧化酶系统中的保护酶，是细胞内防

御酶系统中重要的清除酶之一。高温胁迫下ＰＯＤ

活性变化主要与品种耐热性、处理温度及处理时间

有关［２３］，ＰＯＤ含量越高，其耐热性越好，适应性

越强［２４］。本研究中高温胁迫初期ＰＯＤ活性低于对

照，但后期活性急剧增加且显著高于对照，这种变

化规律与小苍兰类似［２５］，这可能与叶绿素降解和

膜脂过氧化有关。不断升高的ＰＯＤ活性能分解膜

脂过氧化产生的 Ｈ２Ｏ２，从而防止细胞膜的伤害，

表明文心兰具有很好的耐热性。

综上所述，高温胁迫下文心兰顶叶的相对电导

率及脯氨酸含量均显著高于对照，而叶绿素含量则

不断降低，说明以上指标可作为鉴定文心兰耐热性

的关键指标；可溶性糖含量、还原糖含量、ＰＯＤ

活性的变化趋势则与高温胁迫的时间有关，可作为

辅助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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