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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梭属植物渗透调节物质的季节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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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喜勇 ，王成云 ，魏 岩

（ 1． 新疆农业大学草业与环境科学学院，新疆草地资源与生态重点实验室，新疆乌鲁木齐 830052； 2． 中

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新疆乌鲁木齐 830011）

摘要 ［目的］分析梭梭属植物在荒漠干旱胁迫下，
渗透调节物质对高温干旱胁迫的响应。［方法］以生长在新疆极端干旱胁迫环境下
的梭梭属植物为研究对象，
对其生长季内游离 Pro 和可溶性糖的含量进行研究。［结果］在干旱胁迫初期，梭梭属植物同化枝内可溶性
6 ～ 8 月随着持续高温时间的延长和胁迫强度的增加，
糖和游离 Pro 含量明显较高，
可溶性糖和游离 Pro 含量逐渐下降，
保持较低水平，
而
仅在生长季末期( 9 ～ 10 月) 胁迫减弱时又缓慢回升，
可溶性糖和游离 Pro 含量的渗透调节作用适应于较弱的干旱胁迫。［结论］在整个
生长季内，
梭梭属植物可溶性糖对高温干旱反应敏感，
是重要的渗透调节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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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sonal Change of the Osmoregulation Substance of Haloxylon Bunge in Xinjiang
WANG Xi-yong，WEI Yan et al ( 1． Xinjiang Key Laboratory of Grassland Ｒesources and Ecology，College of Grassland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Xinjia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Urumqi，Xinjiang 830052; 2． Xinjiang Ecology and Geography Ｒesearch Institute，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Urumqi，Xinjiang 830011)
Abstract ［Objective］ The effects of Haloxylon osmore-regulation substance under the condition of high temperature and drought stress were
studied． ［Method］This paper aimed at H． ammodendron and H． persicum in the desert of Xinjiang，under drought stress，determined the free
proline and soluble sugar content of Haloxylon． ［Ｒesult］At the initial stage of dry stress，the content of the free proline and soluble sugar content of Haloxylon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With the increase of dry stress strength ( from June to August) ，the free proline and soluble sugar
contents decreased to low level． In the end of growth season ( from September to Octomber) ，contents increased a little． ［Conclusion］The
content of soluble sugar of Haloxylon is sensitive to the change of the groundwater level and the continuous days of high temperature，which is
an important osmoregulation substance．
Key words Haloxylon; Osmoregulation; Seasonal change

植物的生长发育经常会受到逆境胁迫的影响，比如干
［1］

旱、
高温、
盐渍等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

。植物在逆境胁迫
［2］

生理物质产生抗逆性反应
下会引起一系列生理变化、

长季内游离 Pro 和可溶性糖的含量进行测定，并结合梭梭属
植物同化枝的净生长量和物候特征，首次分析梭梭属植物在

。渗

荒漠干旱胁迫下，渗透调节物质对高温干旱胁迫的响应，探

透调节是植物适应干旱及高温胁迫的一种重要的生理调节

讨其与生长发育节律的关系，
为揭示梭梭属植物在荒漠干旱

机制，
通常会通过调节自身渗透调节物质含量响应这种逆境

胁迫下的抗旱机理提供基础资料。

从而保护植物体免受伤害。脯氨酸（ Pro） 、可溶性糖是
胁迫，

1

植物在逆境胁迫下通过积累渗透调
最主要的渗透调节物质，

1． 1

降低体内渗透势，
维持细胞膨压，
保持胞质溶液与环
节物质，

［9］
园（ 海拔 － 95 ～ － 76 m） 。吐鲁番属温暖干旱荒漠气候 ，干

维持植株生长的正常生理功能。
境的渗透平衡，

旱炎热，
年降水量约 16． 4 mm，
蒸发量高达 3 000 mm，年平均

梭梭属（ Haloxylon） 植物隶属藜科，为超旱生小乔木，广

材料与方法
研究区概况

研究地点在中国科学院吐鲁番沙漠植物

气温 13． 9 ℃ ，
极端最高气温 47． 8 ℃ ，其夏季的高温天气主

泛分布于亚洲、非洲的荒漠境内，我国有梭梭（ H． ammoden-

［9 － 10］
。
平均温度 34． 5 ℃
要集中在 6 ～ 8 月，

dron） 和白梭梭（ H． persicum） 2 种，是荒漠植被的主要建群

1． 2

种，
不仅能忍受干旱、贫瘠和极端温度，而且耐盐性较强，是

梭属的物候，
从 2005 年 3 月下旬至 10 月中旬（ 从梭梭属植

我国荒漠生态系统的生物组分中，个体最大、生物量和生产

物萌芽到当年同化枝干枯脱落） ，每隔约 15 d 采梭梭属植物

量最高的植物种类。梭梭和白梭梭具有超旱生的形态生理

同化枝 1 次； 样品用液氮贮藏运输，至实验室 － 86 ℃ 超低温

［3 － 4］

特征

［4 － 5］
，
。渗透胁迫实验研
有很强的吸水力和持水力

究表明梭梭幼苗具有独特的抗渗透胁迫机能，且与游离 Pro
［6］

含量的增加

［7］

和保护酶活性

有关。上述关于梭梭属植物

的抗旱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工干旱逆境胁迫下幼苗的生理生
［8］

态响应方面，
对荒漠自然环境下的胁迫研究较少

。

该研究通过对生长于新疆荒漠环境中的梭梭属植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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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材料为梭梭和白梭梭。根据梭

冰箱中冷藏备用。
1． 3
1． 3． 1

测定方法
［11］

游离 Pro 含量测定。参阅张志良

、邹琦［12］ 的比色

法测定植物游离 Pro 含量。
1． 3． 2

［12］

可溶性糖含量测定。参阅邹琦

、王宪泽［13］ 的苯酚

法测定植物中可溶性糖含量。
1． 3． 3

基金项目

材料及采样方法

干旱持续天数统计。由中国科学院吐鲁番沙漠植物

园全自动气象站（ CＲ23X） 提供数据，
对梭梭植物生长季内（ 3
～ 10 月） 的日最高温在 35 ℃ 以上且日最低温在 20 ℃ 以上的
大气干旱持续胁迫天数进行统计。
1． 4

数据处理 用 SPSS11． 5 软件分析 2 种梭梭游离 Pro 含

1428

2014 年

安徽农业科学

量、
可溶性糖含量与高温持续天数之间的相关性，
同时检验 2

（ 图 2） ，
有显著的正相关（ P = 0． 005 ＜ 0． 05） 。在干旱胁迫初

种梭梭植物种间差异。

6 ～ 8 月随着大
期，
梭梭属植物体内可溶性糖含量明显增加，

结果与分析

2

植物受到胁迫的时间延长、
胁迫强度增加，
气温度持续升高，

游离 Pro 和可溶性糖含量的季节性变化

2． 1

同化枝内可溶性糖含量下降，并维持较低的平稳水平，而仅

游离 Pro 含量的季节性变化。作为一种重要的渗透

在生长季末期胁迫减弱时又缓慢回升，这表明可溶性糖的渗

Pro 在植物处于逆境下的累积是一种比较普遍的
调节物质，

透调节作用适应于较弱的干旱胁迫。梭梭可溶性糖含量仅

特别是在干旱胁迫下，植物体内累积 Pro 的速度和增
现象，

在 5 月中旬高于白梭梭，其余均明显低于白梭梭（ P = 0． 012

2． 1． 1

长量都是很显著的。Pro 的累积与植物的抗旱性有平行关

＜ 0． 05） 。2 种梭梭相比，白梭梭比梭梭对干旱胁迫更为敏

系，
对植物起着渗透调节作用，并具有解毒和增强保水能

感，
其可溶性糖含量变化更剧烈。

［14 － 16］

力

。梭梭属植物的游离 Pro 含量测定标准曲线回归方
2

r = 0． 999 4，
P = 0． 026 ＜ 0． 05。
程： Y = 0． 027 6X － 0． 050 6，

2． 2

高温持续天数的统计

吐鲁番沙漠植物园的日最高温

在 35 ℃ 以上且日最低温在 20 ℃ 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集中
其高温累计天数从 6 月初开始，持续到 8 月底逐
在 6 ～ 8 月，
这段时间的高温胁迫天数累计达 82 d。
渐减少，
2． 3

渗透调节物含量与高温持续时间相关性分析

2 种梭

梭同化枝渗透调节物含量与高温持续天数相关性检验结果
2 种梭梭生长季内同化枝中可溶性糖含量与高温胁迫
表明，
呈负相关。
结论与讨论

3

（ 1） 当外界环境因素发生改变，
对植物生长发育不利时，
植物通常会通过调节自身渗透调节物质含量来响应这种逆
从而保护植物体免受伤害。高温干旱胁迫下梭梭属
境胁迫，
图1

梭梭属植物生长季内游离 Pro 含量变化

在生长季内，
梭梭和白梭梭同化枝中游离 Pro 含量变化趋

植物生长速率和渗透调节物质含量会产生一定的响应，调控
植物的生长活动。渗透调节是高等植物对外界盐渍或土壤、
［14］

并呈显著的正相关（ P = 0． 026 ＜ 0． 05） 。白
势基本一致（ 图 1） ，

大气干旱发生反应而导致的细胞内溶质累积

变化幅度较大； 而梭梭
梭梭的游离 Pro 对外界环境较为敏感，

物质累积量的多少能够反映出植株所受干旱胁迫程度的高

变化幅度偏小。
游离 Pro 含量变化较白梭梭滞后，

低

在大气干旱胁迫初期，
梭梭属植物同化枝内游离 Pro 含

［15 － 16］

。渗透调节

。游离 Pro 和可溶性糖都是某些高等植物逆境条件

下重要的渗透调节物质。

量明显较高，随着大气温度持续升高，梭梭属植物受到胁迫

（ 2） 梭梭属植物长期生长在高温干旱的环境中，具有中

时间的延长和胁迫强度的增加，同化枝内游离 Pro 含量下

温—开花较早（ 3 月中下旬） 、低温—果熟迟（ 10 月） 的生长

保持较低水平。而仅在生长季末期（ 9 ～ 10 月） 胁迫减弱
降，

发育特点

这表明游离 Pro 的渗透调节作用可能仅适应
时又缓慢回升，

［19］
形成独特的“花后生殖休眠”现象 。由该试验结果可知在

于较弱的干旱胁迫。

干旱胁迫初期，
梭梭属植物同化枝内可溶性糖和游离 Pro 含

［17 － 18］

，
为逃避夏季（ 6 ～ 9 月） 持续的高温干旱胁迫，

可溶性糖含量的季节性变化。可溶性糖也是一种重

但随着高温胁迫的到来，特别是日最高温在 35
量明显较高，

要的渗透调节物质。梭梭属植物可溶性糖测定标准曲线回

℃ 以上且日最低温在 20 ℃ 以上的持续高温时间的延长（ 6 ～

2． 1． 2

归方程： Y = 0． 019 4X － 0． 025 9，r = 0． 998 3，P = 0． 005 ＜

8 月） ，
可溶性糖含量逐渐下降，而仅在生长季末期（ 9 月初）

0． 05。

气温下降，胁迫减弱时又缓慢回升，这表明可溶性糖和游离

2

Pro 含量的渗透调节作用适应于较弱的干旱胁迫。
（ 3） 同化枝通过可溶性糖和游离 Pro 略微积累来适应生
2 种梭梭为
长初期的轻度干旱胁迫； 高温夏季重度干旱阶段，
［20］

逃避夏季高温干旱胁迫，
具有脱落同化枝

和“花后生殖休

［19］

梭梭属植物这种独特的生长
眠” 的抗旱生物生态学特性，
休眠特性与其同化枝游离 Pro 含量、可溶性糖含量变化曲线
的平稳期（ 6 ～ 8 月） 吻合，生长休眠期生理活动的缓和变化
可能是为梭梭属植物生长季末果实快速发育成熟积累足够
的营养和能量。对于生长在吐鲁番沙漠植物园外围的梭梭
属植物，
在其生长季内，
逆境条件主要是高温和干旱，
尤其是
图2

梭梭属植物生长季内可溶性糖含量变化

在生长季内，
梭梭和白梭梭可溶性糖含量变化基本一致

6 ～ 8 月地下水位的下降加大了当地的干旱胁迫［8］。
( 下转第 14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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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乡镇

各乡镇耕地质量综合等别

3

结论
该研究基于农用地分等成果基础，
采用最新土地利用调

综合利用等指数

综合利用等别

平马镇

1 678． 783

6． 61

通过补充调查，
重新评价了田东县耕地质量，
并选取
查成果，

祥周镇

1 728． 339

6． 36

利用等别分析田东县耕地质量数量和空间分布特征。

林逢镇

1 508． 844

7． 46

思林镇

1 352． 260

8． 24

印茶镇

1 187． 315

9． 06

55． 52%
量总体较好，
其中 17． 81% 的耕地处在高等地水平，

江城镇

1 468． 046

7． 66

的耕地处在中等地水平，高、中等地占到了耕地总面积的

朔良镇

1 269． 320

8． 65

73． 33% 。说明研究区耕地质量总体较好。从耕地类型来

义圩镇

1 314． 610

8． 43

那拔镇

1 224． 444

8． 88

看，
水田质量整体上高于旱地。

作登乡

1 228． 102

8． 86

总计

1 417． 408

7． 91

（ 1） 田东县耕地质量利用等别分布在 4 ～ 10 等，耕地质

（ 2） 田东县耕地质量空间分布不平衡，受地形地貌和土
地利用水平影响较大，
总体呈现“中间高、
两边低”的特点，即
高等地、中等地主要分布在田东县中部右江河谷区的祥周

太阳辐射强，
温度高，
光照充足，雨热同季，气候条件优越，同

平马镇、
林逢镇和思林镇，
低等地主要分布在南部土石山
镇、

时这 3 个乡镇地势相对平坦，耕地相对集中连片，有利于农

地区的印茶镇、
作登乡和北土山地区的那拔镇和朔良镇。研

业生产的规模化、
集约化生产； 土体深厚、质地疏松、肥沃，农

可以为国土资源管理及农业生
究结果与当地实际情况相符，

业生产水平相对较高，粮食平均产量明显高于周边乡镇，同

产提供依据。

由于旱地和水比例接近 3． 6∶1，
样处在右江河谷区的思林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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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条件较差，土壤瘦瘠，耕作管理方式粗放，土地利用
粮食平均单产较低。
水平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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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在逆境条件下，植物体内可溶性糖增加的原因主要
是因为大分子碳水化合物的分解作用加强，使合成受到抑
［16］

制

。在渗透胁迫条件下，梭梭体内可溶性糖含量有明显

的积累，
这反映出可溶性糖对于梭梭适应逆境有重要的调控
作用。同一生境条件下，梭梭可溶性糖含量、游离 Pro 含量
均小于白梭梭，且可溶性糖含量变化差异显著，表明白梭梭
比梭梭对干旱胁迫更为敏感。可溶性糖含量是梭梭和白梭
梭抗旱性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结合梭梭抗氧化酶活
［9］

性

的季节性响应，
表明梭梭抗旱性比白梭梭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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