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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胁迫对绿化木本植物抗逆性研究
耿云红

淄博职业学院制药与生物工程系, 山东 淄博 255314
摘 要: 本文以江西省的气候条件为基础，结合实地气象因子观测，对柳树、杨树、白榆、樟树、构树等 5种木本植

物进行了抗逆性研究，以探讨这些植物在干旱、高温的适应能力，为筛选抗逆性强的绿化木本植物提供借鉴和参考。

结果表明：不同绿化木本植物虽然受到胁迫，但并没有出现植株生长严重滞后，植株枯死等现象，柳树和杨树胁迫

时间相对滞后，从形态特征变化来说，柳树和杨树具有更好的抗旱性。不同绿化木本植物叶片相对含水量、可溶性

糖、可溶性蛋白含量均随着胁迫时间的增加呈逐渐减低趋势，杨树和柳树叶片相对含水量、可溶性糖、可溶性蛋白

含量积累量较高。不同绿化木本植物叶片脯氨酸含量和相对电导率随着胁迫时间的增加呈逐渐增加趋势，杨树和柳

树叶片脯氨酸含量和相对电导率较低。通过电导率法测定植物的耐热性，在 3570 ℃的温度变化过程中，不同绿化

木本植物叶片高温处理温度与细胞伤害率之间呈现“S”型曲线，通过显著性检验，符合 Logistic方程。依据半致死温

度，5种植物的抗热性大小依次为：柳树>杨树>白榆>樟树>构树。以电解质 50%的细胞伤害率作为临界致死高温的

生理指标，结果与 Logistic方程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可以将二者结合起来作为植物耐高温的衡量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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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Resistance of Woody Plants under Drought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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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climate conditions of Jiangxi Province, combined with field observations of
meteorological factors, five species of woody plants such as Salix babylonica, Populus tremula, Ulmus pumila, Cinnamomum
camphora and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were studied to explore their adaptabilities under natural conditions of drought, high
temperature an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screening of woody speci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lthough these plants had
been stressed by drought, there were no plants die, and S. babylonica, P. tremula had the higher drought resistance. Relative
water content, soluble sugar, soluble protein content gradually increased with drought resistance, and S. babylonica, P.
tremula had the higher accumulation of relative water content, soluble sugar, soluble protein content. Proline content and
relative conductivity gradually decreased with drought resistance, and S. babylonica, P. tremula had the higher drought
resistance. From 35 to 70℃, there was a “S” curve between temperature and the cell damage rate, which supported Logistic
equation. The drought resistance showed S. babylonica> P. tremula> U. pumila> C. camphora > B. papyrifera. And the
results were agreed with Logistic equation if based on the 50% cell damage rate, which could be combined to refer to the
temperature resistance and drought resistance.

Keywords: Jiangxi Province; greening woody plants; resistance

作为生态系统的一分子，植物无时无刻不在同环境进行着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流。环境中与

植物相关的因子多种多样，且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植物对每一个因子都有[1]。定的耐受限度，一旦

环境因子的变化超越了这一耐受限度，就形成了逆境[2]。因此，植物的生长过程中，逆境是不可避

免的。植物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形成了相应的保护机制：从感受环境条件的变化到调整体内代谢，

直至发生有遗传性的改变，将抗性传递给后代研究逆境对植物造成的伤害以及植物对此的反应，是

认识植物与环境关系的一条重要途径，也为人类控制植物的生长条件提供了可能性[3]。植物生理特

性是逆境胁迫下自然选择的结果，其长期生长在恶劣环境当中，抗逆性增强，能够适应多样化的极

端环境条件[4]。

环境因子(如干旱、盐碱和极端低温等)和病虫害严重影响植物的正常生长发育。城市环境污染和

人口爆炸则使城市绿化植物生命岌岌可危，因而需要培育高抗性和高产优质的城市绿化植物抵御极

端环境[5,6]。绿化木本植物是城市、自然和景观复合生态系统中具有重要自净功能的组成部分，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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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中的粉尘、颗粒物有过滤、阻挡和吸附的作用，可以有效降低大气 TSP（悬浮颗粒物），从而在

改善生态环境、减少阳光辐射、增大空气湿度、净化空气、调节气候等方面起着“除污吐新”的作用[7,8]。

绿化木本植物作为城市绿地建设的基础和城市环境质量的重要保障，为建立良好生态循环的城市生

态系统，迫切需要对城市绿化木本植物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关系。城市环境与绿化木本植物抗性的关

系日益成为环境生态领域研究的热点[9]。从国外的研究现状可以看出，国外已经基本形成了抗旱、

抗寒、耐瘠薄等抗逆指标为主的植物选择标准体系，并确立了木本植物在城市绿化中的重要地位[9]。

对绿化木本植物而言，低矮、浅根系，具有抗热，耐寒，耐早，抗风，耐盐碱，抗病虫害等特性的

多年生植物是首选；国内在绿化木本植物抗逆性研究方面仍然过于单一，仍停留在大规模的种植和

规划等方面，如何更科学有效的解决城市绿化植物对于环境的抗性，是未来城市绿色化进程的出发

点和主要解决的问题。因此，本文以江西地区的气候条件为基础，结合实地气象因子观测，对柳树、

杨树、白榆、樟树、构树等 5种木本植物进行了抗逆性研究，以探讨这些植物在干旱、高温的适应

能力，为该区筛选抗逆性强的绿化木本植物提供借鉴和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设计

本试验所需的温室位于江西师范大学，具体来说通过盆栽控水法进行，本实验选取的植物如下：

柳树、杨树、白榆、樟树、构树；并在 2016年 4月 15日将其分别种植在塑料之中，每种植物选取

50株，不仅要求以上植物生长健壮、无虫害，还要长势基本接近以便于进行试验对比，然后要进行

长达近 5个月的培养种植，塑料盆直径、高要分别达到 12 cm、10 cm，并将混入 2%复合肥的沙壤

土作为基质。为使得每盆植物实现含水饱和状态，在试验开始前 3 d对其进行连续、基本接近的浇

水，这样各盆水分能够达到基本一致，然后将其放置在塑料防雨棚下面，以免雨水冲刷影响试验效

果。然后分别进行 25 d的水分胁迫，并每 5 d的上午 8点对其进行详细的植株形态观察，并重复进

行 3次试验，之后对成熟叶片开展相应的指标测定：

首先对植物的生长情况进行探究：主要是长势、叶片色泽等，进而根据整体生长情况对之进行

分级的综合评价，本实验将会对植株进行三个等级的划分，具体如下：生长状况最好的为 a级，其

生长旺盛、叶片富有光泽且饱满程度好等；b级则要求植物相对长势较好，叶片稍微偏暗，呈现一

定程度的失水现象；c级植物呈现较差的长势，明显的呈现叶片暗淡，甚至是枯卷。本实验中将 5
天为一个周期，详细观测每组植物的生长状况，并计算其叶片枯萎率如下：

叶片枯萎率=叶片枯萎数量/总叶片数量

表 1 栽培基质的理化性质及植物生态指标

Table 1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the cultivated matrix and the plant ecophysiological variable
处理

Treatment

速效氮/mg/kg

Available N

速效磷/mg/kg

Available P

速效钾/mg/kg

Available K

有机质/g/kg

Organics
pH

全氮/g/kg

Total N

地径/mm

Rhizome

苗高/cm

Height

冠幅/cm

Crown

根长/cm

Length

对照 48.9 51.3 192.6 10.3 7.62 1.23 - - - -

基质 156.3 48.6 175.3 43.6 7.03 1.98 - - - -

柳树 - - - - - - 5.2 23.9 10.8 15.3

杨树 - - - - - - 5.9 25.7 13.5 16.9

白榆 - - - - - - 4.2 21.9 16.7 9.6

构树 - - - - - - 4.1 20.6 10.1 10.2

樟树 - - - - - - 3.8 20.7 12.4 11.3

1.2 试验材料及方法

本实验中对所选植物进行为期四个多月的培养，从五月份开始，每月的 20号进行一次指标测定，

具体方法如下：首先从各组研究植株中选取数量相等的新鲜叶片，在蒸馏水中浸泡 3 h，之后通过比

色法对游离脯氨酸测定，可溶性蛋白的测定借助于考马斯亮蓝染色法[10]。

测定相对含水量 RWC：从实验植株中选取重达 0.1 g的叶片，要求叶龄及层次无明显差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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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将之裁剪为长、宽均为 0.5 cm的小块，之后按照品种分别放入烧杯，使之进行长达 24 h的吸水，

从而进行饱和称重；接下来借助于烘箱对叶片进行烘干处理，处理时间为 24 h，要求温度达到 80 ℃，

这样能够计算出 RWC＝（鲜质量-干质量）/（饱和鲜质量-干质量）×100％
细胞膜透性的测量：首先要将选取的叶片用自来水清洗，后用蒸馏水净化处理，之后利用滤纸

吸干，直至叶片表面充分晾干；然后用石英钵碾碎，并通过 1‰天平从中称取 1.0 g置于烧杯，然后

在其中加入 10 mL去离子水，在封闭的情况下使材料充分浸入，之后静置于室内 10 h，并借助于电

导仪计算出其电导值 T1；然后将烧杯置于 100 ℃恒温箱中，经过长达 1.5 h处理，这样植物组织被高

温杀死，静置室内 10 h后测定电导值(T2)，为充分保障试验准确性，每个树种重复测定 3 次，这样

能够通过相对电导率来对细胞膜透性进行相应的测量[11]。相对电导率(%)=T1/T2×100
细胞伤害率的计算：首先将叶片在35 ℃恒温箱中处理15 min，并以每5 ℃为递增温度进行恒温

处理，待烧杯取出后，将10 mL无离子水置入其中，之后置于25 ℃恒温箱中，经过24 h的处理，这样

能够计算出电导值T1；然后将烧杯置于100 ℃恒温箱中，经过0.5 h的处理，这样植物组织被杀死，静

置25 ℃室内测定电导值T2，重复测定3次，对照电导率Tck选取的是25 ℃以下植物叶片的电导率，从

而对细胞伤害率进行计算[12]。

细胞伤害率(%)=(T1-Tck)/(T2-Tck)

1.3 数据处理

Microsoft Excel 2010进行数据的统计和整理，Spss 18.0进行方差分析和统计学检验，LSD多重比

较（显著水平设置P<0.05和P<0.01），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比较其差异显著性。

2 结果与分析

2.1 干旱胁迫下绿化木本植物外部形态特征的变化

通过表 2可以发现，就试验组而言，植株生长过程中受到水分胁迫的条件下，水分胁迫的前 5 d
内植株的生长状况并无明显的变化，依然呈现光泽、饱满的叶片，几乎与正常条件下的植物无异。

当水分胁迫连续进行 10 d的时候，杨树和构树发生了显著的生长变化，明显出现叶片缺乏光泽、不

饱满等现象，甚至部分叶片枯黄、发蔫，这是明显的水分缺乏导致的生长受限；与之不同的是，樟

树此时并没有显著的因水分缺乏而生长受限，体现出了较强的耐旱性，直至水分胁迫 15 d才出现生

长受限的现象，尤其是叶片发暗无光，甚至部分叶片发蔫；杨树和柳树在水分胁迫 10 d的情况方出

现一定程度的长势下降，叶片光泽明显降低等，而并没有明显的叶片枯黄，叶片枯萎的现象出现在

水分胁迫 25 d，说明其具有较强的耐旱性。通过表 3不难看出，尽管树种并不相同，但在长时间的

水分胁迫情况下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叶片枯萎，二者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且在水分胁迫 25 d时
最为显著，杨树、樟树的枯萎率分别达到了 46.7%、45.9%。综合来看，植株的种类不同，其耐旱性

也不尽相同，干旱生长条件下，其生长状况差别较大，体现最为明显的是叶片生长状况，尽管都受

到了水分胁迫，呈现长势不同，但没有枯萎死亡，很大程度上这些植株的耐旱性较为明显，杨树和

柳树的耐旱性较为明显。

表 2 干旱胁迫下不同绿化木本植物生长状况

Table 2 The growth of woody plants under drought stress
植物类型

Plants
0 d 5 d 10 d 15 d 20 d 25 d

柳树 a a a b b c
杨树 a a b b b c
白榆 a a a a b b
构树 a a b a b b
樟树 a a a b b c

注：a级生长表现为植物的长势较好，叶色明亮鲜艳，叶片饱含水分，且叶片无枯死量。b级植物长势良好，叶色较常或稍偏暗，叶片失水

较少。c级生长表现为植物长势一般或偏差，叶色暗淡无光，叶片失水较多，出现枯萎或卷曲。

Note: Grade a growth shows that the plant grows well, the leaves are bright and bright, the leaves are full of water, and there is no amount of dead
leaves.Grade b plants grow well, the leaves are often darker or darker, and the leaves lose less water.Grade c growth is characterized by general or
deviant plant growth, dull and matte leaf color, more water loss on the leaves, withering or cur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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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干旱胁迫下不同绿化木本植物叶片枯萎率

Table 3 The wither percentage of woody plants leaves under drought stress
植物类型

Plants
0 d 5 d 10 d 15 d 20 d 25 d

柳树 0 3.5 9.2 19.8 32.5 42.6

杨树 0 6.2 10.3 18.3 34.6 46.7

白榆 0 4.1 7.2 16.5 27.3 29.9

构树 0 3.6 9.8 16.9 26.5 41.3

樟树 0 4.0 11.3 23.6 29.8 45.9

2.2 干旱胁迫下绿化木本植物相对含水量

在植物生长过程中，不仅养分是必需的，水分也在生长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二者协调的情况

下植物方可旺盛生长，毕竟水分对于植物生命周期极为关键，直接决定其新陈代谢及生长，尤其是

叶片能够对水分做出最直接的体现。对于不同的植物，其叶片具有明显不同的含水量，这对于植物

耐旱性具有重要的作用，影响着植物的新陈代谢，就生态研究而言，叶片相对含水量很大程度上代

表着新陈代谢活跃度，水分的蒸腾等一般通过叶片进行，对于叶片而言，不仅散失水分，其含水量

也是对植物保水性的反映，进而可以作为耐旱指标之一[12]。在土壤及肥力基本接近的情况下，植株

的叶片含水量较低的话，表明该植株的保水性较差，也就是说其耐旱性不强，反之，如果呈现明显

高水平的含水量，说明其新陈代谢作用强，对于水分胁迫具有良好适应性。从图 1可以看出，在生

长过程中受到水分胁迫的情况下，新陈代谢能够促使植物不断调节其生长所需水分，进而实现对干

旱环境的适应，此外，外部生长条件的不同也促使叶片含水量有较大的区别。对于本实验而言，叶

片含水量最高时是在 5月 20日，而此时属于水分胁迫初期，也就是说此时植物呼吸短时间内上升的

情况下根部吸水能力也明显增强，并充分表现在叶片水分上，从而使得叶片在短时间内迅速形成高

水平的含水量。不仅构树、小叶杨是这样的生长状况，其他植株也在风速、温度等多种因素影响之

下出现明显增强的蒸腾作用，根系的吸水量难以充分满足蒸腾作用，这样叶片的含水量势必下降。

但是在 7月 20日，叶片的含水量略微提高，次月表现较为平缓，变化不大。综合来看，杨树和柳树

的耐旱性较强，其叶片相对含水量均能够达到近 80%，且均无明显的变化，说明二者的耐旱性水平

较高，能够对水分胁迫产生较强的自我调节和适应性。而白榆和构树的叶片含水量水平也相对较高，

均能够达到近 70%，具有一定的耐旱性；此外，在对叶片含水量进行实验探究的过程中开展了方差

分析，分析显示叶片含水量与时间之间的关系较为紧密，其与耐旱性具有明显的正相关，一般情况

下，叶片含水量较高的植物，其耐旱性较为明显。

图 1 干旱胁迫下叶片含水量变化

Fig.1 The water content of woody plants leaves under drought stress

2.3 不同绿化木本植物渗透调节物质

当植物生长在逆境中的时候，对外在环境适应性较强的植物会通过自身新陈代谢等自我调节来

增强细胞的溶质浓度，这种情况下能够明显降低渗透势，进而相应降低水势，这样植物能够保证其

基本的吸水性，这样能够维持基本的生长发育，从而维持新陈代谢，这就是生物学上常说的渗透调

节。研究发现，对于很大一部分植物而言，外部生长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植物能够通过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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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来适应外部环境，但是不同的植物具有明显不同的环境适应性，种类的差异导致其渗透调节的

能力和方式也多种多样，调节过程中物质的参与也不尽相同，总体而言，这些调节过程参与物质一

般分为两类：第一种是无机离子，常见的是 K+、Cl-等；第二种是有机质，常见的是可溶性糖等。

对于可溶性蛋白而言，植物受到水分胁迫的生长环境下，该物质能够积极参与到渗透调节，从

而显著增强植物的吸水能力，进而产生较强的耐旱性，大量的研究表明，植物缺水超过其承受能力

的情况下，会出现器官受损而影响正常的生长发育，在此之前，植物会通过一系列的调节来降低外

部环境带来的伤害，从而利于其维持基本的生长，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干旱的生长环境能够有效诱

导蛋白质的形成，这也是植物的一种自我调节保护机能。对于可溶性糖来说，其在渗透调节过程中

作为有机质存储，对于细胞膨压的保持起到重要作用，进而利于植物依赖足够的能量而抵御水分胁

迫。脯氨酸在渗透调节中相当重要，其作为有效物质能够在逆境的情况下大量积累，进而保障植物

能够通过自我调节来抗衡干旱等，大量的研究表明，其能够有效作为植物耐旱指标之一。

方差分析表明，植物种类不同，其渗透调节能力也存在显著的差异，且其渗透调节物质差异也

较为明显，而杨树和柳树的可溶性糖和蛋白质含量最高，说明其能够维持较高水势，从而利于保持

细胞粘性和弹性，这为有效降低细胞脱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4 不同绿化木本植物细胞伤害率

大量研究显示，在受到水分胁迫的情况下，植物细胞膜结构将难以避免地产生较大变化，此时

膜透性将大幅提升，在无离子水浸泡的情况下，会呈现较高水平的电解质，且其含量与细胞的受损

程度呈现正相关，也就是说细胞受损程度较小的情况下其含量较低，正因为如此，在研究电导率的

过程中，常借助于电导仪来测定其外渗液的电导率，进而衡量细胞受损程度。根据图 5的分析显示，

尽管植物不同，但膜透性均呈现降低趋势，5月 20日的电导率最高，说明水分胁迫初期植物的反映

较为敏感，尚未通过自我调节来降低细胞受损程度，从而导致细胞内部的电解质不可避免的外渗，

进而呈现高电导率。随着干旱的加剧，电导率逐渐升高，对比而言，构树和樟树的电导率较低，细

胞膜受损不严重，表现出明显的耐旱性。

2.5 不同绿化木本植物 Logistic方程参数的确定

植物受到外部环境胁迫的情况下，其细胞膜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损害，细胞内的电解质外渗就不

图 2 干旱胁迫下叶片可溶性糖变化

Fig.2 The changes of soluble sugars from
woody plants leaves under drought stress

图 3 干旱胁迫下叶片可溶性蛋白变化

Fig.3 The changes of soluble proteins from
woody plants leaves under drought stress

图 4 干旱胁迫下叶片脯氨酸变化

Fig.4 The Changes of Proline from woody
plants leaves under drought stress

图 5 干旱胁迫下叶片电导率变化

Fig.5 The conductivity from woody plants
leaves under drought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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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避免地发生了，从而导致细胞浸提液呈现明显较高的电导率；随着温度的不断上升，细胞受损程

度缓慢增加，但达到一定温度后会急剧上升，出现典型的先缓后急。对于本实验而言，温度达到 40 ℃，

除杨树和柳树外，其余树种细胞受损基本接近；气温上升到 50 ℃时，构树的细胞伤害率仅有 1.06%，

但此后受损显著；气温达到 60 ℃时，柳树的细胞受损程度较小。实验发现，在 6065 ℃的高温下，

杨树和柳树的细胞伤害率超过了 50%，而其他树种在 5560 ℃的情况下细胞伤害率就超过了 50%。

Logistic 方程的引入，能够对半致死温度进行较为准确的测量，表 10详细描述了细胞伤害率和温度

间的关系，统计分析发现二者的相关性达到了显著水平，说明该方程的引入是合适的，在 d2y/dt2=0
的情况下，能够求得 t=ln a/b，从而能够获取一系列的半致死温度。从表中可以看出，该方程实现了

较好的拟合，对比得知，耐热性最强的属于柳树，其次是杨树、白榆，而樟树和构树的耐热性较差。

表 4 转化细胞伤害率与处理温度的关系

Table 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ll damage rate and the treatment temperature
植物类型

Plants
处理温度/℃ Treatment temperature

35 40 45 50 55 60 65 70
柳树 6.23 6.15 4.89 2.17 1.85 1.12 -0.01 -1.86
杨树 6.01 5.12 3.56 2.09 1.03 0.23 -1.25 -2.36
白榆 5.12 5.01 2.15 1.52 0.84 -0.16 -1.57 -3.05
构树 4.23 3.98 2.17 1.06 0.52 -0.05 -1.23 -2.87
樟树 4.68 4.23 3.59 2.07 1.13 -0.11 -1.58 -3.04

表 5 方程参数与半致死温度

Table 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ameter equation and semilethal temperature
植物类型

Plants
方程参数 Parameter equation 相关系数 Relative coefficient

F值
半致死温度 LT50 temperature

a b R2 LT50/℃
柳树 8.563 0.156 0.926** 123.69 63.12
杨树 15.856 1.369 0.953** 256.47 61.28
白榆 23.685 2.587 0.924** 156.32 58.93
构树 43.587 1.235 0.987** 98.71 56.21
樟树 15.623 0.875 0.963** 108.83 58.03

3 讨论与结论

植物在生长过程中必然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植物为了自身的生存，就会通过体内组织进行

相应的调节从而适应外部环境，因此表现出不同的生理特征，不同的植物具有差异较大的外部生理

特征。水分对于植物的生长不可或缺，当植物处于干旱胁迫时，会表现出明显不同的外部生长特征，

尤其是叶片的变化，当长期缺水的情况下植物叶片会逐渐变得无光泽，直至最后的干枯、死亡[13,14]。

一般情况下，短期内的干旱常常会使得叶片颜色缺乏艳色，甚至是叶片萎蔫，但及时施水的情况下，

植物会很快恢复到原来的生长状况[15-17]；而持久性的干旱超过了植物的承受能力，那么植物终将枯

死，此时即使进行灌溉也难以挽回；不同的植物具有明显不同的耐旱性，且对外部干旱的表现也不

尽相同[18,19]。甚至可以说，植物的生存形态能够较为明显、有效地反映出植物的耐旱性[14]，这也为

对植物外部形态进行观测研究来判定其耐旱性提供了参考，本实验结果表明，在生存条件基本相同

的情况下，杨树和柳树出现缺水的外部形态明显较晚，说明二者具有更强的耐旱性。

不少学者通过研究发现，植物的耐旱性还能够通过其体内的游离脯氨酸含量进行反映，当植物

缺水时，对于耐旱性较强的植物来说，其能够在体内积累较多的脯氨酸，从而应对干旱胁迫，其含

量和耐旱性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0]。但一些学者通过研究提出了不同的研究结果，他们认为植物

体内水分胁迫才会引起脯氨酸的不断积累，这和抗旱并没有直接的必然联系，因此对于不少植物来

说，即使处于缺水的情况，其体内脯氨酸含量并无较大变化，因而该指标并未能有效反映出植物的

抗旱性[20,21]。本实验通过研究分析发现，同等生长条件下，不同植物体内的脯氨酸含量呈现了较大

变化，而杨树和柳树这一指标值较高，而这也与该植物的抗旱性分析结果一致，那么，对于本实验

而言，脯氨酸能够作为衡量其抗旱性的指标之一。

以往的大量研究认为可溶性糖能够促进植物利用必要的养分来抵御干旱，通过调节新陈代谢来

缓解干旱对植物组织的破坏，并明显提高细胞液的浓度，这样能够提升植物对水分的吸收利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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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使得水溶性酶含量相对稳定，这样植物的光合作用就有了相对的保障，从而更能持久应对干旱
[22-24]。在本实验过程中，通过电导法对植物的耐热性进行了测定，在 3570 ℃的不同温度下对植物

进行了具体对比测定，不同的植物具有不同的耐热性，通过 Logistic 方程分析结果发现，柳树具有

最强的抗热性，杨树的抗热性也较强，其次是白榆和樟树，而构树则最弱；而进行的细胞伤害率检

验结果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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