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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胁迫对两种樟树抗寒性生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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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猴樟和芳樟叶片为试材，通过低温处理研究了两种树木叶片MDA、脯氨酸、可溶性蛋白质及SOD活性和电
导率的变化。结果表明：随着处理温度的降低，两种樟树的电解质外渗率呈“S”型上升；两种樟树的SOD活性及脯氨
酸含量呈现先升后降的变化；可溶性糖、可溶性蛋白质及MDA含量则均呈现先降后升再降的变化；采用Fuzzy数学隶
属函数综合评判法对猴樟和芳樟的抗寒性进行综合评判猴樟的抗寒性大于芳樟，这与利用电解质外渗率结合Logistic
方程得出猴樟和芳樟的半致死温度（LT50）分别为-12.43、-10.71 ℃结果相一致；以猴樟为例，对低温胁迫过程中各
抗寒指标隶属函数值进行的综合评判结果显示其抗寒性分抗寒性减弱期、增强期及减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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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Cold Stress on the Cold Resistance Physiology of
Two Camphor Spe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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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leaves of Cinnamonum bodinieri Levl and C. camphora L. (linalool-type) treated by cold temperature as
test materials, the changes of MDA, Proline, Soluble protein and SOD activity,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in them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for all the materials, with the decrease of temperature, the ion leakage percentage of the two species
increased in S-shape, the SOD and POD activities decreased after an initial increase. The content of soluble protein, MDA
and soluble sugar began to drop, then to increase and at last to drop again. By using fuzzy mathematics method, the cold
resistance of two camphor tree species was evaluated as Cinnamonum bodinieri Levl > C. camphora L. (linalool-type), the
semi-lethal temperature (LT50) of two camphor tree species calculated by the Logistic equation of ion leakage percentage was
-12.43, -10.71 ℃, respectively. At last, by using a fuzzy mathematics method, the cold resistance of C. bodinieri Levl was
divided into three periods, namely, the reducing stage, the enhancement setting stage, and the reducing stage.
Keywords: Camphor tree; cold resistance; SOD activit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低温是限制植物北引的主要环境胁迫因子[1]。随着全球气候的逐渐变暖，南方树种有望逐渐向
北方地区引种。我国常绿阔叶树种资源较为丰富，但主要分布于亚热带温暖湿润地区。目前，常绿
阔叶树种以其四季常青、革质光亮及花色果色丰富等特点，已被广泛应用于我国南方城市绿化。对
于常绿阔叶树种相对匮乏的北方城市而言，樟树作为优良的园林绿化树种越来越受到北方城市绿化
部门的重视。关于樟树的抗寒性研究相对较少，薛建辉等[2]结合自然降温过程中叶片相对电导率和
低温半致死温度(LT50)测定，对南京地区引种的浙江樟等 5 种常绿阔叶树种进行了抗寒性研究，将 5
种树种的抗寒适应性分为抗寒性较弱期、抗寒性增强期、抗寒性最强期和抗寒性减弱期 4 个阶段，
并得出浙江樟抗寒能力较强，且能在南京地区广泛栽植的结论。谢晓金等[3]借助电导法，对南京地
区露地引种的包括香樟、浙江樟等 12 种常绿阔叶树种进行了抗寒性研究，研究结果表明 1 月中旬抗
寒能力达到最强，而通常 10 月份或 3 月份期间抗寒能力最弱。而对冬季低温条件相应的快慢程度的
研究表明，香樟、浙江樟属于低温快速响应型。尤扬等[4]研究认为，当温度低于-10 ℃时香樟容易发
生冻害。毛春英[5,6]在山东泰安对香樟幼苗及种子分别进行了引种研究，结果表明引种种子进行播种
繁殖更易成功，并能获得抗寒性强的苗木。本研究以实生繁殖的猴樟(Cinnamonum bodinieri Levl)
及芳樟（C. camphora L. (linalool-type)）为试材，通过对不同低温处理中其叶片膜透性、保护酶活性及渗
收稿日期: 2013-10-12
修回日期: 2013-12-18
基金项目: 河南省教育厅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16A220001); 河南科技大学青年科学基金项目(2013QN018)
作者简介: 王 宁(1979-),男,河南鄢陵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园林植物抗逆性相关研究. E-mail:hnkjdxwangning2013@163.com
数字优先出版: 2016-01-08 http://www.cnki.net

·38·

山东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 47 卷

透调节物含量动态变化的研究，以期更加全面科学的鉴定两种樟树的抗寒性，揭示植物在不同低温
胁迫的适应机制。

1
1.1

材料与方法
实验材料

本试验采用的材料为实生繁殖的 1 a 生猴樟及芳樟幼苗，种子均来源于湖南省长沙县跳马镇（东
经 113°12′～113°13′，北纬 28°22′～28°23′）。试验地位于河南省郑州市河南农业大学第三生活区内。
郑州市位于东经 112°42′～114°14′，北纬 34°16′～34°58′，属北温带季风型大陆性气候，年均气温为
14.2 ℃，一月份均温 0.2 °C，极端低温-19.7 ℃。全年平均无霜期为 227 d，初霜期在每年 11 月。
1.2

实验设计

2011 年 12 月，选取两种樟树的 1 a 健壮苗木各 10 株，并在东南方向生长健康的枝条，取枝条
上倒 2 和倒 3 叶片，先用自来水冲洗干净，再用去离子水漂洗 3 次，在滤纸上吸干。剪碎后分成 7
份，每份约 3 g 左右，用自封袋包装置于低温冰箱中。实验设置 6 个低温梯度，分别为 0、-5、-10、
-15、-20、-25 ℃，处理均为 24 h，取样进行各项生理指标的测定，以采样当天（2011 年 12 月 5 日，
0/4 ℃）的叶片为对照（CK）。每个处理叶片 3 份，3 次重复。
1.3

测定项目及方法

参考李合生[7]方法，蒽酮比色法测定叶片内可溶性糖，考马斯亮蓝法测定可溶性蛋白质含量，
酸性茚三酮测定脯氨酸含量，丙二醛（MDA）含量测定采用硫代巴比妥酸（TBA）法，超氧化物歧
化酶（SOD）活性的测定采用 NBT 光照化学还原法，参照邹琦[8]电导法进行电解质渗透率的测定。
1.4

数据处理

应用 Fuzzy 数学中隶属函数法进行综合评判[9,10]，其计算公式如下：（1）对与抗寒性正相关的
可溶性糖、可溶性蛋白质和脯氨酸，采用公式：f(xij)=(Xij-Xj min)/(Xj max-Xj min)；（2）对与抗寒性呈负
相关的电导率及 MDA 含量，采用下列公式：f(xij)=1-(Xij-Xj min)/(Xj max-Xj min）。式中，f(xij)为 i 树种的
j 项指标隶属函数值；Xij 为其测定值；Xj max 和 Xj min 分别为 j 指标最大测定值和最小测定值。
试验数据用 Excel 及 SPSS 统计软件进行相关分析和方差分析。

2
2.1

结果分析
电导率的变化

低温胁迫下，两种樟树叶片的电导率均随胁迫温度的降低而增大（图 1）。其中，以芳樟的上
升幅度较大。一般认为，相对电导率达到 50%时的温度可作为植物的 LT50。由图中可以看出，猴樟
及芳樟在-10 ℃时的电导率分别为 48.69%、52.99%，均较接近 50%。由此表明，两种樟树的半致死
温度均在-10 ℃左右。

图 1 低温处理后两种樟树的电导率变化
Fig.1 The changes of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in leaves of two camphor species under low temperature

为进一步准确判断两种树木的半致死温度，将各处理温度下两种樟树叶片的电导率用 Logistic 方程
y=K/(1+αe-bx)进行拟合，求出猴樟和芳樟的 LT50 分别为-12.43、-10.71 ℃（表 1）。从表中可以看出，猴
樟及芳樟的拟合度（R2）均达到 0.99 以上。综上所述，两种樟树细胞膜低温稳定性以猴樟相对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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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种樟树电导率的 Logistic 方程参数及 LT50
Table 1 The parameters of Logistic equation and LT50 of two camphor species
b 的负数
树种
拟合度 R2
α
k
LT50(℃)
Species
Minus b
Fitting degree
猴樟
0.4692
0.0609
92.26
-12.43
0.9922**
芳樟
0.6021
0.0474
104.30
-10.71
0.9910**
注：a、b、k 分别表示曲线渐进度、曲线斜率、方程系数；**表示拟合度达到极显著水平。
Note: a, b and k indicates the gradual curve, curve slope and equation coefficient, respectively. ** Indicates the significance of R2 at
P< 0.01 respectively.

2.2

MDA 含量

图 2 低温处理后两种樟树的 MDA 含量的变化
Fig.2 The changes of MDA content in leaves of two camphor species under low temperature

由图 2 中可以看出，随着温度的降低，两种樟树叶片 MDA 含量呈先降后升又降的变化。MDA
含量前期的增加可能与樟树前期保护酶活性及渗透调节物质的增加相关，而随后的上升是低温胁迫
的进一步增大的结果，最后的下降可能与低温超过其承受范围，造成植物组织逐渐死亡相关。图中
显示，芳樟的 MDA 含量在各低温下均高于猴樟，说明芳樟的膜脂过氧化程度均高于猴樟。两种樟
树 MDA 含量均在 0 ℃时最低，与最低值相比，猴樟和芳樟在-15 ℃时 MDA 含量分别为 16.20、19.11
μmol·g-1，分别增加了 64.47、84.46%。
2.3

脯氨酸含量的变化

游离脯氨酸作为重要的渗透调节物质，低温胁迫下其含量的增加，有利于稳定蛋白质结构和保
护细胞内大生物分子的作用。从图 3 中可以看出，低温胁迫初期两种樟树的脯氨酸含量均出现不断
的增加，且以猴樟增加较为明显，至-15 ℃时脯氨酸含量达到最大，分别为 0.3089、0.2548 mg·g-1，
分别比对照增加了 24.14%和 10.49%。当低温超过-15 ℃时，脯氨酸含量有所下降，这可能与樟树在
重度胁迫下的耐受性有限相关。

图 3 低温处理后两种樟树的脯氨酸含量的变化
Fig.3 The changes of proline content in leaves of two camphor species under low temperature

2.4

可溶性糖、可溶性蛋白含量的变化

从图中 4 可以看出，芳樟和猴樟叶片内可溶性糖和可溶性蛋白含量均呈先降后升再降的变化，
前期的下降可能是两种樟树对低温的应激反应，随后可溶性糖和可溶性蛋白含量的增加，至-15 ℃时
出现峰值，且均以猴樟的含量相对较高，分别比芳樟高 16.42%及 17.74%，表明两种樟树在适度的低
温胁迫中，通过可溶性糖和可溶性蛋白的含量提高来增强其抗冻能力；然而，随着温度的进一步降
低，两种渗透物质的含量均出现明显的下降，表明其调节能力的下降，这可能是低温胁迫超过了两
种樟树的承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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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低温处理后两种樟树的可溶性糖、可溶性蛋白含量的变化
Fig.4 The changes of soluble sugar and protein content in leaves of two camphor species under low temperature

2.5

SOD 活性的变化

SOD 作为植物体内清除 O2-重要保护酶类之一，其活性的大小反映了植物对逆境胁迫的适应能
力。低温胁迫对两种樟树 SOD 活性的影响见图 5。从图中可以看出，两种樟树的 SOD 活性均呈现
先升后降的变化，且峰值均出现-5 ℃，与对照相比，分别增加了 61.86、85.65%，而猴樟的峰值则比
芳樟高出了 13.27%。随着胁迫温度的持续降低，SOD 活性出现大幅下降，这可能与胁迫低温超过了
其承受的范围，而导致保护酶活性失活相关。

图 5 低温处理后两种樟树的 SOD 活性的变化
Fig.5 The changes of SOD activity in leaves of two camphor species under low temperature

2.6

隶属函数法综合分析抗寒性

2.6.1 低温胁迫过程中各抗寒指标隶属值 以猴樟为例，低温胁迫过程中各抗寒指标隶属函数值见表 2。
综合评价值呈现出“降-升-降”的变化趋势，表明低温胁迫过程中，猴樟的抗寒性呈减弱、增强及减弱
的变化。由此可将低温胁迫过程中猴樟的抗寒性分为 2 个时期，分别为：（1）抗寒性减弱期。此期
包括两个阶段，从 CK 到 0 ℃，猴樟抗寒性的减弱，可能与其应激反应有关；至-15 ℃后，其抗寒性
的大幅下降，可能与胁迫低温超过了其承受范围，导致了植物细胞的不可逆性伤害，从而造成其抗寒
性的减弱；（2）抗寒性增强期（0 ℃至-10 ℃）。猴樟抗寒性呈逐渐增强的变化，表明在对低温短暂
的适应后，其通过渗透调节物质含量的积累及保护酶活性的增加，从而增强对低温的适应能力。
表 2 猴樟低温胁迫过程中各抗寒指标隶属值
Table 2 The membership values of cold resistance indicators under cold stress
SOD 活性 综合评判
电导率 MDA 含量 脯氨酸 可溶性糖
可溶性
处理(℃)
评序号
Electrical
MDA
Proline
Soluble
SOD
Synthetic
蛋白质
Treatment
SN
conductivity content
content
sugar Soluble protein activity evolution
CK
0.1729
0.1597
0.0275
0.0684
0.1245
0.0388
0.0986
3
0
0.1588
0.2049
0.0000
0.0000
0.0657
0.0711
0.0834
5
-5
0.1338
0.1368
0.0611
0.0072
0.0799
0.1630
0.0969
4
-10
0.0899
0.0949
0.0934
0.0397
0.1499
0.1534
0.1035
2
-15
0.0606
0.0000
0.1451
0.1226
0.1915
0.1333
0.1089
1
-20
0.0251
0.0319
0.0660
0.0286
0.0791
0.0699
0.0501
6
-25
0.0000
0.0549
0.0114
0.0165
0.0000
0.0000
0.0138
7

2.6.2 抗寒性综合评价 植物抗寒性时多指标综合作用的结果，运用上述公式(1)、(2)求出猴樟及芳樟
各指标参数的隶属函数值，再乘以各指标权重后求其平均值得其综合评价值，该值越大，则抗寒性即
越强。2 种樟树 6 项抗寒指标参数的综合评价结果如表 3 所示，得出抗寒性强弱顺序为：猴樟>芳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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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两种樟树抗寒性综合评判
Table3 Synthetic evaluation of cold resistance of two camphor trees
电导率
MDA 含量
树种
脯氨酸
可溶性糖 可溶性蛋白质 SOD 活性
综合评判
评序号
Electrical
Species
MDA content Proline content Soluble sugar Soluble protein SOD activity Synthetic evolution SN
conductivity
0.1667
0.1667
0.1667
0.1667
0
0.1667
0.1389
1
猴樟
0
0
0
0
0.1667
0
0.0278
2
芳樟

3
3.1

结 论与讨 论
不同低温对两种樟树的抗寒性影响

3.1.1 低温对细胞膜透性的影响 细胞膜是植物细胞与环境发生物质交换、信息传递以及能量交换的
重要场所和媒介，也是细胞感受外界环境胁迫最为敏感的部位[11]，是低温伤害的原初部位[12,13]。许
多研究已经证明，不同梯度低温胁迫中，随着低温的下降，植物电导率持续的上升[14-16]。本试验结
果表明，随着处理温度的下降，两种樟树的电导率呈“S”型曲线上升，这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自
Rajashekar C 等[17]利用 Logistic 曲线描述低温对植物细胞膜的伤害过程，提出以曲线拐点为半致死温
度(LT50)的观点，此法已广泛的应用于不同植物的抗寒性研究[18-20]。本研究中，两种樟树的回归方程
相关系数 R2 分别为 0.9922、0.9910，效果较好。研究认为，拐点温度上表现出的差异可以衡量其忍
受低温的能力，拐点温度越低，表明其半致死温度越低，则该树种的抗寒性就越强[21]。本研究中，
猴樟的半致死温度为-12.43 ℃，而芳樟的为-10.71 ℃，由此判断猴樟的抗寒性强于芳樟。
3.1.2 低温对渗透调解物质的影响 研究表明，脯氨酸、可溶性糖及蛋白参与调控抗寒能力的形成
[22-24]，可溶性糖可以提高细胞的渗透浓度，降低水势，增加保水能力，从而使冰点下降，提高植物

的抗寒性，而脯氨酸作为细胞质的渗透调节物质，在植物对抗低温胁迫时起到平衡细胞代谢的作用，
以保持细胞内环境的相对稳定，其含量的增加有利于植物抗寒性的提高[25]。
本研究表明，不同低温胁迫中，两种樟树的可溶性糖、可溶性蛋白及脯氨酸含量均呈先降后升
又降的变化，前期的下降可能是对低温应激反应的结果，这与张纪林等[26]对枸骨等冬青植物的研究
结果相一致，随后的上升，表明两种通过渗透调节物质含量的增加来提高其抗冻能力，随着胁迫温
度的进一步降低，渗透调节物质含量出现下降趋势，这可能与低温超过了两种樟树的承受范围，其
调节能力降低相关，这与冯献宾等[16]对黄连木和黄山栾树的研究结果一致。
3.1.3 低温对膜脂过氧化的影响 MDA 作为膜脂过氧化的主要产物质之一，其含量的高低可以反映植
物遭受逆境伤害的程度[27]。本研究中，不同低温胁迫中两种樟树的 MDA 含量前期先降后升的变化
与周建等对广玉兰[28]、郑国华等对枇杷[29]的研究结果一致，而最后的下降，表明胁迫低温超过了两
种樟树的承受范围，造成组织逐渐死亡，导致细胞膜脂过氧化程度的降低，这与高京草等对枣树[30]、
胡春霞等对南国梨[31]、郑元等对几种仁用杏[32]的抗寒性研究结果一致。
3.1.3 低温对保护酶活性的影响 SOD 是植物细胞内最重要的清除活性氧的酶之一，对膜系统的稳定
性有着重要的作用，其活性的高低直接反映了活性氧的清除能力大小，与植物的抗逆性关系密切
[33,34]。在强度的逆境胁迫中，酶活性一般随胁迫的增加而增加，或者呈先增加后降低的变化[35]。本
研究表明，不同低温的胁迫中，SOD 活性同样呈先升后降的变化，后期的下降则可能是胁迫低温达
到临界温度，导致 SOD 活性出现钝化的结果，造成其活性的下降，这与石雪辉等对柑桔[36]、詹福建
等对马占相思树[37]、段肖翠等对阿月浑子[38]的研究结果一致。
3.1.4 抗寒性综合评价 植物的抗寒性是受其生理生化特征综合作用的遗传表现，因此，单一抗寒指
标难以判断植物对低温的综合适应能力[9]。韩宏伟等[39]、柳新红等[40]运用Fuzzy数学隶属函数综合评
判法对中国刺槐种源间和翅荚木种源的抗寒性进行了综合评判，并得出了满意的结果。本研究运用
同样的方法，对不同低温胁迫中MDA、SOD、可溶性糖、可溶性蛋白及脯氨酸5个生理生化参数进
行了综合分析，得出猴樟抗寒性大于芳樟的结果。
以猴樟为例，对不同低温胁迫过程中各抗寒指标隶属函数值进行的综合评判结果显示，低温胁
迫过程中，其抗寒性又分抗寒性减弱期、增强期及减弱期，前期抗寒性的减弱可能是对低温胁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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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激反应结果，随着温度的持续降低，通过渗透调节物质含量及保护酶活性的增加提高其对低温的
适应能力，抗寒性也逐渐增强，随后抗寒性的降低可是胁迫低温超过了其承受的范围，造成植物组
织不可恢复的损伤所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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