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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胁迫对云南松苗木生长及碳酸酐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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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云南松苗木为研究材料，采用称重法控制土壤含水量对苗木进行干旱胁迫，探讨不同干旱胁迫强度对云南

松苗木生长形态指标、生物量及碳酸酐酶活性的影响。结果表明:（1）相对于针叶长来说，地径对干旱胁迫更为敏感，

程度较小的干旱胁迫即可引起地径生长的显著降低；随着干旱胁迫程度的加大，主根长呈先增加后减小的变化趋势，

中度干旱胁迫(T4)是主根长生长的转折点。（2）高强度干旱胁迫对苗木生物量的抑制效应在器官间表现不均衡，苗木

根受到的抑制作用更强；中度干旱胁迫(T4)处理时苗木根生物量比最大，同时叶生物量比最小，一定程度的干旱胁迫

有利于苗木对根和叶生物量比的调整。（3）随着干旱胁迫强度的增大，苗木根、茎、叶的碳酸酐酶活性皆呈逐渐下

降的趋势，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表明，可根据根中的碳酸酐酶活性来初步筛选耐旱性更强的优良单株。总之，该年

龄段苗木的地径越大、主根长越长、根生物量比越大、根部的碳酸酐酶活性越高，苗木的耐旱能力越强，越有利于

苗木在石漠化生境中的成活和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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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effects of drought stresses on the morphological indexes and carbonic anhydrase activity
of Pinus yunnanensis seedlings.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ing: 1) The ground diameter was the most sensitive to drought
stress compared with the needle length of the seedlings. The low level of drought stress can result in a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ground diameter increment. The taproot length increased to maximum at medium treatment and then decrease along the
levels of drought stresses. 2) The changes in roots, stems, leaves and total biomasses in P. yunnanensis seedlings generally
decreased along the levels of drought stresses. The inhibiting effect of drought stress on root growth was greater than that on
stems and leaves. The effect of drought stress on biomass proportion was ranked as leaves > stems ≈ roots. The roots were
more sensitive to the increasing drought stress intensity with the highest adjustment of root ratio in the seedlings observed at
the treatment of moderate drought stress. Whereas, higher levels of drought stresses were not conducive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ir resilience in terms of the biomass allocation. 3) The activities of carbonic anhydride in roots, stems and leaves of P.
yunnanensis seedlings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intensity drought stress. The results from variance analysis and multiple
comparisons showed that the activity of carbonic anhydrase in roots was an important prediction for the drought tolerance.
We concluded that longer taproot length, and higher ground diameter, root biomass, and carbonic anhydrase activity of roots
may be important implicat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drought-resistant ability, as well as the capacity of survival and growth of
P. yunnanensis seedlings in rocky desertification habitat.
Keywords: Pinus yunnanensis; seedling morphological indexes; biomass; carbonic anhydrase; drought stress

石漠化（Stony Desertification）是中国西南岩溶地区脆弱岩溶基底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特有荒漠化

生态现象。云南地处中国西南石漠化中心地区，是中国岩溶分布最广的省区之一。云南岩溶发育，

往往导致土壤表层干旱缺水、土壤浅薄贫瘠（缺磷少氮）、岩石裸露、地形破碎、生态环境脆弱[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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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为云南岩溶地区最大的生态环境问题，是制约该区经济、社会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障碍。在岩

溶区，根据基岩裸露率、坡度、土壤厚度、土被覆盖度、土被加植被盖度等因子，将石漠化划分为

无明显石漠化、潜在石漠化、轻度、中度、重度、极度石漠化 6个等级[4]。云南松(Pinus yunnanensis)
林作为我国西南地区特有的森林植被类型，是云南省主要森林类型[5]，云南松天然林主要分布区的

石漠化等级为无明显石漠化、潜在石漠化、轻度石漠化和中度石漠化，可见，云南岩溶地区是云南

松天然林分布的主要区域之一，云南松在岩溶生境中具有极强的协同适应性。

在岩溶地区，人们已经认识到植被对岩溶发育具有强大的驱动力，有报道认为碳酸酐酶（Carbonic
Anhydrase，简称 CA）对碳酸盐岩的溶解具有催化作用。在岩溶动力系统中加入 CA可使石灰岩的

溶解速率提高 10倍[6-11]；云南松体内的 CA在岩溶生境中具有良好的稳定性以及云南松体内 CA活

性与林内土壤中 CA活性存在极显著的相关性[12,13]；硅藻[14]分泌的 CA能促进石灰岩的溶蚀，因此，

植物体内 CA在生物岩溶发育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另外，研究发现 CA在光合作用途径的碳

固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可加速无机碳向羧化酶活性部位的扩散，增加 CO2的固定速率[15]；岩溶区

玉米[16]叶片的 CA活性和光合作用也高于非岩溶区。CA活性高低对植物水分利用及光合作用都有较

大影响，干旱胁迫下番茄 CA活性变化对植株光合作用及水分利用的影响研究[17]表明番茄叶水势和

光合速率与 CA表达活性之间存在一定的变化趋势相似性。CA可看作植物适应干旱胁迫[17,18]、盐胁

迫[19]、低温胁迫[20]等胁迫条件的光合碳代谢调节酶, 在保持光合碳代谢稳定方面具有重要功能。综

上所述，CA在植物生物岩溶和逆境适应性方面皆具有重要的作用。生物岩溶和逆境适应性是岩溶地

区植被恢复及石漠化治理研究的核心内容，所以可将 CA研究作为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开展云南岩

溶生境条件下植被 CA 活性及其生物岩溶作用机制的相关研究，为云南岩溶地区植被恢复及石漠化

治理提供一种新的理论视角，是解决云南岩溶地区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的重要途径。

目前，以云南岩溶生境的云南松林为研究对象，对云南松 CA在岩溶生境中的稳定性和云南松

CA活性及其与林内土壤中 CA活性的相关性做了一些基础性的前期研究工作[12,13]，但是，关于岩溶

环境因子对云南松 CA活性的影响、岩溶生境下云南松 CA活性的变化规律以及与 CA活性密切相关

的云南松生长指标研究却缺乏，不仅制约人们对云南松岩溶环境适应性及其生物岩溶作用机制的理

解，而且不利于云南松天然林可持续发展、石漠化生态恢复等实践活动。本文以 7个月生云南松苗

木为试验材料，采用称重法控制土壤含水量，研究干旱胁迫（主要岩溶环境因子之一）对云南松苗

木形态指标、生物量及 CA活性的影响，探讨云南松苗木生长指标及 CA活性随主要岩溶环境因子

的变化规律，以 CA为切入点，分析云南松苗木的岩溶生境适应性和其生物岩溶作用机制。为现有

云南松天然林的可持续发展和云南松人工林的定向培育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同时丰富我国岩

溶生态系统良性生态恢复的机理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材料

以 7个月生云南松苗木为试验材料，云南松种子来自于楚雄双柏的云南松天然林，母树年龄 30
a左右，生长健壮，干形通直。

1.2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位于云南省昆明市西南林业大学温室内的苗圃地。昆明处于中国西南部，云贵高原中部，

位于东经 102°10′103°40′，北纬 24°23′26°22′，东西最大横距 140 km，南北最大纵距 220 km；地势

为北高南低，平均海拔约 1894 m，年平均气温 14.7 ℃左右，绝对最低气温-9 ℃，绝对最高气温 32.5 ℃，

年降雨量 7001100 mm，年平均相对湿度 68.2％，属中亚热带气候类型[21]，为云南松的天然分布区。

1.3 研究方法

1.3.1 苗木培育 2016年 8月，在温室中进行容器育苗，育苗容器为单体硬质聚乙烯盆状容器，内径

为 22 cm，高度为 20 cm，每盆装 2 kg土壤，土壤为取自云南松林下的山地黄壤，每盆播 50粒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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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芽处理的云南松种子，播后覆土，浇水。待苗龄 3个月时进行间苗并定苗，每盆留生长一致的苗

木 30株，期间进行正常的水分管理。

1.3.2 苗木干旱处理 2016年 11月，采用完全随机试验设计，将已定苗的 48盆苗木随机分成 6组，

每组 8盆，设置充分供水(T1)（对照）、正常水分(T2)（对照）、轻度干旱胁迫(T3)、中度干旱胁迫(T4)、
重度干旱胁迫(T5)和极重度干旱胁迫(T6)6个水分处理梯度，每个处理 8盆苗木；每五天，采用称重

法补充自然流失的水分，使土壤含水量保持在各个胁迫范围内。T1、T2、T3、T4、T5和 T6处理的

土壤水分含量依次为田间最大持水量的 90%95%、75％80％、60％65％、45％50％、30％35％
和 15%20%[22,23]。对供试苗木持续做 4个月的干旱胁迫处理。

1.3.3 试验材料取样方法 2017年 3月，将各干旱胁迫处理的所有的云南松苗木全部从盆中取出，尽

可能保持植株及其根系的完整，尽快将根部清洗干净并去除干枯的针叶，然后将植株表面的浮水擦

干并放入装有冰块的保温箱中进行暂时冷藏，以备后续带回实验室进行苗木形态指标、生物量和碳

酸酐酶活性测定使用。

1.3.4 苗木形态指标和生物量的测定 每个处理三个重复，每个处理取 30株苗木，用直尺测定其主根

长、苗高、针叶长（每株随机测定三根针叶，取平均值），用游标卡尺测定其地径，数出一级侧根数，

上述形态指标测定完成后，将各处理植株的根、茎、叶分开并分器官称重，然后分别计算根、茎、

叶的生物量比。根生物量比=（根鲜重/苗木总鲜重），茎生物量比=（茎鲜重/苗木总鲜重），叶生物量

比=（叶鲜重/苗木总鲜重）。

1.3.5 碳酸酐酶提取 各处理分别取云南松新鲜根、茎、叶各 7 g，剪碎放入预冷的研钵中，加入液氮，

再加入 21 mL巴比妥提取缓冲液(10 mmol/L，含巯基乙醇 50 mmol/L，pH8.3)进行研磨，取研磨液倒

入 10 mL离心管中，离心管置于冰浴中 20 min 后，在 4 ℃条件下，5000 r/min 离心 10 min，取上清

液即为粗提液，冷藏待测[12,13,24]，每个处理每个器官三个重复。

1.3.6 碳酸酐酶活性测定 云南松苗木各器官碳酸酐酶活性的测定采用 pH计法[12,13,24,25]。保持反应系

统在 02 ℃，取待测粗提液 1 mL，加入到含 15 mL的巴比妥缓冲液(20 mmol/L，pH8.3)的反应容器

中，然后迅速加入 10 mL预冷的(02 ℃)饱和 CO2蒸馏水，用 pH电极监测反应体系 pH值的变化，

记下 pH下降 1个单位(8.2 至 7.2)所需时间，记为 te，同时记录同一样品在酶失活条件下 pH下降 1
个单位所需的时间，记为 t0，酶的活性用 WA-unit表示[26,27]。WA=(te/t0-1)。酶相对活性：(活性/对照

活性)×100%。

1.3.7 数据分析 运用 SPSS 软件进行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Duncan氏新复极差法）[26-28]。

2 结果与分析

2.1 干旱胁迫对云南松苗木生长形态指标的影响

随着水分处理梯度的变化，云南松的苗高、针叶长两个指标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即随着水分

的减少，苗高和针叶长皆表现先增加后减小，虽然正常水分(T2)（对照）处理是水分丰缺的转折点，

但是轻度干旱胁迫(T3)更有利于苗高和针叶的生长。地径的变化情况与苗高、针叶长有所不同，随

着水分的减少，地径变小，中度干旱胁迫(T4)处理地径达最小值。方差分析表明，地径存在显著差

异，针叶长存在极显著差异；多重比较显示，中度干旱胁迫是地径显著降低的转折点，重度干旱胁

迫是针叶长显著降低的转折点，相对与针叶长来说，地径对干旱胁迫更为敏感，程度较小的干旱胁

迫即可引起地径生长的显著降低（表 1）。
干旱胁迫下的云南松苗木的主根长高于正常水分(T2)（对照）处理的主根长，一定程度的干旱

胁迫会促进主根往土壤深层的生长；中度干旱胁迫(T4)处理的主根长极显著的大于正常水分(T2)（对

照）和极重度干旱胁迫(T6)处理的主根长，在此干旱处理下苗木从增加主根长来调节其抗旱能力已

达其上限，如果干旱胁迫程度进一步加深，则主根长降低。同时，一级侧根数量在轻度干旱胁迫(T3)
时达到峰值，该水分条件更有利于侧根的产生和生长，而后随着干旱胁迫程度的加深，一级侧根数

量降低（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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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干旱胁迫处理间云南松苗木生长形态指标的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
Table 1 Morphological indexe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multiple comparison of Pinus yunnanensis

seedlings in different drought stress conditions
形态指标

Morphological
indexes

干旱处理
Drought
treatment

平均值
Average P

变异系数/%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形态指标
Morphological

indexes

干旱处理
Drought
treatment

平均值
Average P

变异系数/%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苗高/cm

T1 3.67

0.117

21.49

主根长/cm

T1 11.94A

0.005**

35.04
T2 3.81 19.40 T2 9.51B 35.27
T3 3.95 16.38 T3 10.64AB 29.43
T4 3.86 23.98 T4 11.78A 28.75
T5 3.73 12.22 T5 10.02AB 37.17
T6 4.15 14.25 T6 9.05B 34.37

地径/mm

T1 1.37A

0.019*

14.04

一级侧根数量/
根/株

T1 7.60

0.125

33.25
T2 1.36A 16.03 T2 8.50 44.32
T3 1.34A 11.06 T3 8.97 36.05
T4 1.23B 15.59 T4 8.03 47.54
T5 1.26AB 11.88 T5 7.07 36.40
T6 1.29AB 15.85 T6 7.10 40.24

针叶长/cm

T1 3.60B

0.000**

15.28
T2 3.72AB 17.48
T3 3.76AB 18.04
T4 3.51BC 16.37
T5 3.36C 15.94
T6 3.85A 20.26

备注：*代表处理间差异显著；**代表处理间差异极显著； 数字右上角的字母代表两两处理间的差异显著情况。

Note: *show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epresentatives; ** shows extreme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epresentatives; the
letters in the upper right corner represen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treatments.

2.2 干旱胁迫对云南松苗木生物量的影响

2.2.1 干旱胁迫对云南松苗木生物量鲜重的影响 云南松苗木根生物量鲜重的变化趋势为：随着干旱

胁迫程度的加深，生物量鲜重呈现下降的情况，且皆低于对照处理；云南松苗木茎、叶及总生物量

鲜重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即随着干旱胁迫程度的加深，生物量鲜重总体上皆呈先平缓下降后升高

的趋势（图 1）。随着大强度干旱胁迫的作用，抑制效应在器官间表现不均衡，大强度的干旱胁迫对

根生长的抑制影响大于其对茎和叶的影响。

2.2.2 干旱胁迫对云南松苗木生物量分配的影响 在不同干旱胁迫处理下，云南松苗木根和茎的生物

量所占总生物量的比例大体相当，都在 20%左右，叶的生物量所占比例较高，在 60%左右，虽然该

比例不会随着干旱胁迫强度的增大出现很大的波动，但是在干旱处理中，中度干旱胁迫(T4)处理时

根生物量比最大，相应的叶生物量比最小（图 2），苗木对根和叶生物量比的调整更有利于其抗逆能

力的提高，更高的干旱胁迫强度不利于苗木从生物量分配调整方面增强其抗逆能力，这与干旱胁迫

对云南松苗木主根长的分析结果一致。

2.3 干旱胁迫对云南松苗木碳酸酐酶活性的影响

在干旱胁迫下，云南松苗木根、茎、叶的碳酸酐酶活性的变化规律基本一致，即随着干旱胁迫

强度的增大，碳酸酐酶活性皆呈逐渐下降的趋势，且在一定干旱胁迫范围内的相同干旱胁迫处理强

度下，叶的碳酸酐酶活性较根、茎的下降幅度更大（表 2）。云南松苗木根、茎、叶中的碳酸酐酶活

性在不同干旱胁迫处理间皆存在极显著差异，根、叶中碳酸酐酶活性处理间的多重比较皆表明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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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胁迫处理间的酶活性没有显著差异，但重度干旱胁迫(T5)和极重度干旱胁迫(T6)处理的根中的酶

活性与对照（T1、T2）处理的酶活性间皆具有极显著差异，且中度干旱胁迫(T4)、重度干旱胁迫(T5)
和极重度干旱胁迫(T6)处理的叶中的酶活性与对照（T1）处理的酶活性间皆存在极显著差异；茎中

碳酸酐酶活性处理间的多重比较说明极重度干旱胁迫(T6)处理的酶活性与对照（T1、T2）处理的酶

活性间皆存在极显著差异，所有的干旱胁迫处理间的酶活性不存在显著差异。综上所述，从云南松

苗木不同器官的碳酸酐酶活性角度分析，根中的酶活性可以作为云南松苗木耐旱性筛选的主要指标，

因此可根据根中的碳酸酐酶活性来初步筛选耐旱性更强的更适应岩溶生境的优良单株。
表 2 不同干旱胁迫处理间云南松苗木碳酸酐酶活性的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

Table 2 Carbonic anhydrase stabilit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multiple comparison of Pinus yunnanensis
seedlings in different drought stress conditions

苗木器官
Seedling
organs

干旱处理
Drought
Treatment

平均值/U/mL
Average P

变异系数/%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苗木器官
Seedling
organs

干旱处理
Drought
Treatment

平均值/U/mL
Average P

变异系数/%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根

T1 2.37A

0.002**

22.52

叶

T1 3.12A

0.004**

43.56
T2 2.31A 1.52 T2 2.28AB 18.60
T3 1.88AB 1.05 T3 1.49AB 21.01
T4 1.64AB 23.60 T4 1.03B 12.05
T5 1.31B 4.93 T5 0.93B 12.00
T6 1.10B 37.80 T6 0.94B 38.12

茎

T1 3.25A

0.001**

26.00
T2 2.13B 7.54
T3 1.92BC 22.89
T4 1.74BC 4.60
T5 1.44BC 20.84
T6 1.27C 14.44

备注：*代表处理间差异显著；**代表处理间差异极显著； 数字右上角的字母代表两两处理间的差异显著情况。

Note: *show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epresentatives; **shows extreme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epresentatives; the letters in
the upper right corner represen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treatments.

3 讨 论

干旱胁迫下，云南松苗木各形态指标和生物量指标总体皆呈下降的趋势，此变化情况与前人在

文冠果[23]、白刺花[22]、构树[18]、桑树[18]等树种上所做的干旱胁迫效应方面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虽

然 CA在植物生物岩溶和逆境适应性方面皆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前人对 CA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CA在

光合作用途径中的作用研究[15]，认为 CA是光合碳代谢调节酶, 在保持光合碳代谢稳定方面具有重

要功能，从而增强植物的逆境适应性。然而对于植物通过生物岩溶作用来改善其立地条件和增强其

逆境适应性方面的研究很少，本文作者以云南岩溶生境的云南松林为研究对象，对云南松 CA 在岩

溶生境中的稳定性和云南松 CA 活性及其与林内土壤中 CA活性的相关性做了一些基础性的前期研

究工作，发现云南松体内的 CA 在岩溶生境中具有良好的稳定性以及云南松体内 CA活性与林内土

壤中 CA活性存在极显著的相关性[12,13]，因此云南松体内 CA的活性与云南松的生物岩溶能力密切相

关。将前期研究与本文研究相结合，认为在干旱胁迫（主要岩溶生境因子之一）下，可根据云南松

苗木中（主要是根中）的碳酸酐酶活性来初步筛选耐旱性更强的更适应岩溶生境的云南松优良单株。

受研究时间和试验材料的限制，本文仅以 7个月生的云南松苗木为研究材料，由于干旱处理时

间整体较短，因此在不同器官生物量分配研究方面有一定的局限性（由于苗木较小，生物量较少，

各器官的生物量更少，所以本研究采用了鲜重指标，而没有采用干重指标。），研究结论只代表了该

阶段的不同器官生物量分配策略，后续随着苗木的生长和林木的发育，其不同生长阶段在干旱胁迫

中的生物量分配策略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才能比较全面的认识云南松的干旱胁迫的生物量分

配策略。另外，干旱胁迫虽然是岩溶生境的主要环境因子，但岩溶生境同时还存在土壤浅薄贫瘠（缺

磷少氮）的问题，因此后续可开展土壤理化性质对云南松生长和碳酸酐酶活性影响方面的研究，综

合分析岩溶生境中云南松的适生策略，为进一步筛选适应不同等级石漠化区域的优良云南松单株、

家系或无性系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

4 结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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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同干旱胁迫处理下地上部分形态指标的分析表明地径对干旱胁迫更为敏感，相对与针叶长

来说，程度较小的干旱胁迫即可引起地径生长的显著降低。对不同干旱胁迫处理下地下部分形态指

标的分析表明，中度干旱胁迫(T4)是主根长生长的转折点，在此干旱处理下苗木从增加主根长以增

强对土壤水分的吸收来调节其抗旱能力已达其上限。因此在潜在石漠化、轻度石漠化和中度石漠化

区域，可以通过苗木地径指标和主根长指标来初步筛选出适生的云南松优良单株。不同干旱胁迫处

理对云南松苗木生物量鲜重影响的变化说明，高强度的干旱胁迫对根生长的抑制影响大于其对茎和

叶的影响。生物量分配方面，中度干旱胁迫(T4)处理时根生物量比最大，相应的叶生物量比最小，

云南松苗木对根和叶生物量比的调整更有利于其抗逆能力的提高。因此生物量指标的研究结果与上

述形态指标的研究结果一致。随着干旱胁迫强度的增大，云南松苗木不同器官根、茎、叶的碳酸酐

酶活性皆呈逐渐下降的趋势，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表明，可根据根中的碳酸酐酶活性来筛选耐旱性

更强的更适应岩溶生境的云南松优良单株。综合云南松苗木形态指标、生物量指标和碳酸酐酶指标

的研究结果，认为该年龄段的苗木的地径越大、主根长越长、根生物量比越大、根部的碳酸酐酶活

性越高，苗木的耐旱能力越强，越有利于苗木在石漠化生境中的成活和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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