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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重金属镉对红麻杂交种种子萌发、幼苗生长及生理特性的影响，为揭示红麻对重金属镉胁迫的生理

响应机制打下基础。【方法】以同核异质的两个红麻杂交品种C1P3A/992（简称C1）和C2P3A/992（简称C2）为材料，采用Cd2+浓

度分别为0（对照）、15和30 mg/kg的CdCl2溶液处理红麻种子，测定种子的发芽率、发芽势和发芽指数；同时采用Cd2+浓度分

别为0（对照）、10、20、30和50 mg/kg的CdCl2溶液处理两个红麻杂交品种幼苗，8 d后测定幼苗的株高、茎粗、根长及其鲜重

和干重的相对抑制率，以及叶片抗氧化酶活性和丙二醛（MDA）含量，综合分析两个品种间的差异。【结果】不同浓度的Cd2+

胁迫对两个红麻杂交种种子的萌发均有促进作用，在同一Cd2+浓度下，C2品种的发芽率、发芽势和发芽指数均显著高于C1

品种（P<0.05，下同）。随着Cd2+浓度的升高，两个红麻杂交品种幼苗的株高、茎粗、根长及其鲜干重均受到明显抑制，在Cd2+

浓度为50 mg/kg时抑制程度最大；在同一Cd2+浓度下，C2品种幼苗各部分鲜干重相对抑制率均显著低于C1品种。两个杂

交种幼苗的叶片过氧化物酶（POD）、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和过氧化氢酶（CAT）活性及MDA含量总体上呈先升高后降低

的变化趋势，3种酶的活性均在10 mg/kg Cd2+浓度处理时达最大值，MDA含量在30 mg/kg Cd2+浓度处理时达最大值，在10~

50 mg/kg Cd2+浓度处理下，C2品种幼苗叶片的SOD和CAT活性均显著高于C1品种，而MDA含量显著低于C1品种。【结论】

两个红麻杂交品种对Cd2+的敏感度不同。在0~50 mg/kg范围内，C2品种在种子萌发、幼苗生长及生理指标方面均表现出更

好的适应性，对Cd2+的耐性优于C1品种，可作为母本用于配制抗镉胁迫的三系杂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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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 effects of cadmium on seed germination，seedling growth and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
tics of kenaf hybrids were studied. It laid a foundation for revealing the physiological response mechanism of kenaf to cad-
mium stress.【Method】Two homonuclear-heterocytoplasmic kenaf hybrids，C1P3A/992（C1）and C2P3A /992（C2），were
treated with CdCl2 solution with Cd2+ concentrations being 0（control），15 and 30 mg/kg，respectively. The germination per-
centage，germination potential and germination index of the seeds were determined. At the same time，two hybrid seed-
lings were treated with CdCl2 solution with Cd2+ concentrations being 0（control），10，20，30 and 50 mg/kg，respectively，
plant height，stem diameter，root length of kenaf seedlings，the relative inhibition rate of fresh and dry weights and antioxi-
dant enzyme activity and malondialdehyde（MDA）content in leaves were investigated，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cultivars was analyzed.【Result】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Cd2+ stress promoted the germination of two kenaf hybrid
seeds. At the same Cd2+ concentration，the germination rate，germination potential and germination index of C2 were si-
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C1（P<0.05，the same below）. With the concentration increasing of Cd2+ treatment，the
plant height，stem diameter，root length，fresh wight and dry weight of the two kenaf hybrid cultivars seedlings were inhibi-
ted，and the degree of inhibition was maximized when treated with 50 mg/kg Cd2+. Under the same concentration of Cd2+，
the relative inhibition rate of fresh and dry weight of C2 seedling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C1. The activities of p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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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重金属污染效应具有长期性、隐蔽

性及不可逆性等，已成为环境污染治理的热点和难

点（宋玉婷和雷泞菲，2018）。在重金属污染的修复

方法中，植物修复技术因具有成本较低、无二次污染

及具有一定经济价值等优点而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

泛关注，筛选出对重金属耐性强、富集能力高的植物

是植物修复技术应用的关键。镉是一种半衰期长、

毒性高、迁移性强的重金属，微量即可严重阻碍农作

物生长，是发展中国家环境污染最严重的污染物之

一，其对植物的毒性极强，在重金属潜在毒性有害

元素分类中位居第Ⅰ类第2位（刘红梅等，2018）。红

麻（Hibiscus cannabinus L.）是锦葵科木槿属作物，

生长周期较短，生命力极强（王国庆等，2006），具有

较高的经济价值（苏旭中等，2018），同时，红麻是一

种高产的纤维作物，具有生长速度快及抗逆境能力

强等特点（廖英明等，2009）。由于红麻生物量大、对

重金属有较强的耐性，在土壤重金属修复方面具有

很大潜力（李文略等，2018），利用红麻复垦是改良大

田土壤重金属含量的有效措施（杨煜曦等，2013）。

因此，研究镉胁迫对红麻杂交种种子萌发及幼苗生

长的影响，对缓解镉污染对红麻的毒害作用及探讨

不同细胞质背景的红麻杂交种对重金属镉的抗性差

异具有重要意义。【前人研究进展】重金属可在植株

体内累积，超过植株承受范围后，植物生长会受到抑

制，表现为叶片发黄、卷曲甚至脱落，植株矮小，根尖

变黑发绿等。张嘉桐等（2018）发现镉对植物细胞的

膜透性、光合和呼吸代谢过程、酶作用机制及遗传效

应等生命过程均有毒害作用。关于重金属镉对麻类

生长发育的影响，邓勇（2016）研究表明，不同品种红

麻幼叶受镉毒害的程度随镉浓度的增加及胁迫时间

的延长而加重，镉累积效应抑制红麻的生长，导致红

麻根系活力降低、根膜通透性增加及叶绿素含量降

低，幼叶抗氧化酶活性的差异可能是不同品种耐性

差异的关键因素；李文略等（2018）发现镉对红麻生

长影响明显，但红麻对镉有较强的耐性；姚运法等

（2018）研究了不同黄、红麻品种在重金属镉胁迫下

的生物产量及不同部位对镉的富集能力，发现红麻

对镉的富集能力高于黄麻。杂种优势是质核互作的

结果，意味着不同细胞质背景会对杂种优势产生不

同影响。邹瑞昌等（2012）对芥菜细胞质雄性不育系

的胞质效应和杂种优势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的

细胞质背景对于杂种优势有重要影响。孙丽芳等

（2016）研究了3个不同胞质玉米不育系杂交种的杂

种优势利用情况，发现不同胞质背景对杂种优势的

影响较大。在逆境胁迫环境下，杂交种红麻具有更

强的抗逆性，其在农艺性状、生物量和酶活性等方面

均会表现出中亲优势和超亲优势。张加强等（2011）

研究了盐胁迫对红麻杂交种幼苗生长的影响，发现

红麻杂交种F1代对于逆境胁迫表现出较强的中亲优

势和超亲优势，其株高、茎粗、根长等指标均优于亲

本。【本研究切入点】近年来与红麻抗逆性有关的研

究主要体现在杂交种优势利用方面，而关于重金属

镉对不同细胞质背景红麻杂交种的毒害程度和机理

尚不明确，也未见不同细胞质背景红麻杂交种对重

金属镉抗逆性差异的研究报道。【拟解决的关键问

题】以红麻同核异质不育系杂交种C1P3A/992（简称

C1）和C2P3A/992（简称C2）为试验材料，在水培条件

下研究重金属镉对红麻杂交种种子萌发、幼苗生长

及生理特性的影响，为揭示红麻对重金属镉胁迫的

生理响应机制打下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C1和C2分别为野生型红麻品种UG93雄性不育

突变体的选育品种C1P3A、C2P3A与恢复系992的杂交

F1代，由广西大学周瑞阳教授提供。镉胁迫处理使

用CdCl2（分析纯，购自天津市大茂化学试剂厂），先用

蒸馏水配制成10 mg/mL的母液，使用时稀释成所需

浓度。霍格兰氏（Hoagland）营养液购自山东拓普生

物工程有限公司。

1. 2 试验方法

发芽试验：挑选籽粒饱满的红麻种子，放入蒸

馏水中浸泡20 min，再用3% H2O2浸泡10 min，然后

用蒸馏水冲洗3次以保证去除残留的H2O2；将消毒完

的种子平铺在已灭菌的培养皿中（覆盖一层灭菌滤

纸），加入15 mL处理液。共设3个镉胁迫处理，Cd2+

浓度分别为0（蒸馏水，对照）、15和30 mg/kg，每处理

xidase（POD），superoxide dismutase（SOD），catalase（CAT）and MDA content in leaves of two hybrids seedlings in-
creased first and then decreased. The activities of POD，SOD and CAT reached the maximum at the treatment of 10 mg/kg
Cd2+ concentration，and the MDA content reached the maximum at the treatment of 30 mg/kg Cd2+ concentration. The SOD
and CAT activities in leaves of C2 seedling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C1 under 10-50 mg/kg Cd2+ concentra-
tion treatment，while MDA content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C1 seedlings.【Conclusion】The sensitivity of two
kenaf hybrids to Cd2+ is different. The C2 has better adaptability in seed germination，agronomic traits and physiological
indexes，and has better tolerance to Cd2+ than C1 variety in the range of 0-50 mg/kg of the Cd2+ stress. C2 variety can be
used as maternal parents to prepare three-line hybrid varieties resistant to cadmium stress.

Key words：kenaf；heavy metal stress；cadmium；seed germination；agronomic traits；physiological indexes

贾瑞星等：镉对两个同核异质红麻杂交种种子萌发及幼苗生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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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次重复，每重复100粒，于光照培养箱中进行胁迫

处理。培养条件为光照16 h、黑夜8 h；昼夜温度为

白天30 ℃、黑暗26 ℃。每天更换一次处理液，培养

到第8 d为止。

苗期试验：种子先用蒸馏水浸泡20 min，再用

3% H2O2浸泡10 min，然后用蒸馏水冲洗3次，以滤纸

吸干种子表面的水分。将消毒完的种子播种于装有

育秧基质的育秧盘中，待幼苗长至7~9片真叶时（约

20 d）转移至水培。水培试验中，每个红麻品种分别

挑取长势良好且一致的幼苗30株，分成3组，每个容

器加1/2 Hoagland营养液1 L进行预培养，培养条件

为光照16 h、黑夜8 h；昼夜温度为白天30 ℃、黑暗

26 ℃。2 d后开始用含CdCl2的1/2 Hoagland营养液

进行胁迫培养，共设5个镉胁迫处理，每处理3次重

复，Cd2+浓度分别为0（蒸馏水，对照）、10、20、30和50

mg/kg，培养条件同上，此后每2 d更换一次培养液，

8 d后停止胁迫。

1. 3 测定项目及方法

发芽试验：发芽第2 d开始统计发芽率，第3 d开

始计算发芽势和发芽指数，发芽至第8 d为止。发芽

势（%）=发芽高峰期发芽种子数/供试种子数×100，

发芽指数=Σ（逐日发芽种子数/对应发芽日数）。

苗期试验：胁迫8 d后，测量红麻幼苗株高、茎

粗、根长及根茎叶各部分鲜重，再将各部分鲜样置于

烘箱中105 ℃杀青15 min，随后立即降温至80 ℃烘

至恒重并记录各部分干重，计算鲜重和干重相对抑

制率，相对抑制率（%）=处理组相应值/对照组相应

值×100。同时，选取两个红麻品种苗期真叶，参照

李合生（2000）的方法测定抗氧化酶活性及丙二醛

（MDA）含量，其中过氧化物酶（POD）活性采用愈创

木酚法测定，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性采用氮蓝

四唑法测定，过氧化氢酶（CAT）活性采用紫外吸收

法测定，MDA含量采用硫代巴比妥酸法测定。

1. 4 统计分析

使用SPSS 18.0对试验数据进行方差分析，采用

Excel 2013进行制图。

2 结果与分析

2. 1 红麻发芽试验结果

由表1可知，与对照相比，随着Cd2+浓度的升高，

C1品种的发芽率、发芽势和发芽指数均逐渐升高，

在Cd2+浓度为30 mg/kg时达最大值；C2品种的发芽

率先升高后下降，在Cd2+浓度为15 mg/kg时达最大

值，发芽势和发芽指数则先降低后升高，在Cd2+浓度

为30 mg/kg时达最大值。在同一Cd2+浓度下，C2品

种的发芽率、发芽势和发芽指数均显著高于C1品种

（P<0.05，下同）。说明C2品种在不同Cd2+浓度胁迫

下的发芽情况均优于C1品种。

Cd2+浓度（mg/kg）Cd2+ concentration
0

15

30

品种 Variety
C1
C2
C1
C2
C1
C2

发芽率（%）Germination percentage
69.33±3.180e

93.00±1.155bc
71.66±0.882d
99.33±0.882a
79.00±0.577c

94.33±0.333ab

发芽势 Germination energy
68.00±0.021c
92.33±0.009a

69.00±0.020bc
91.67±0.009a
73.00±0.015b
94.00±0.006a

发芽指数 Germination index
34.33±1.214c
46.31±0.510a
35.00±0.835c
46.17±0.394a
37.89±0.519b
47.06±0.242a

表 1 不同Cd2+浓度处理下两个红麻种子的发芽率、发芽势和发芽指数
Table 1 The germination percentage，germination energy，germination index of kenaf seeds of two varieties in different concentra-
tion treatments of Cd2+

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表2和表3同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reatments（P<0.05）. The same was applied in Table 2 and Ta-
ble 3

2. 2 镉胁迫对不同胞质红麻幼苗农艺性状的影响

2. 2. 1 不同处理下红麻幼苗的形态观察 通过观
察，发现两个红麻品种在不同Cd2+浓度胁迫下的幼

苗形态相似，图1为C2品种的幼苗生长情况。由图1

可看出，与对照相比，在不同Cd2+浓度处理下红麻幼

苗生长均受到明显抑制，且随着Cd2+浓度升高，抑制

程度逐渐加重，红麻幼苗出现植株生长缓慢、主根变

短、须根量减少、叶片卷曲、失绿、脱落及叶面积减小

的现象。尤其从图1-a和图1-c可看出，随着Cd2+浓度

的升高，红麻幼苗和根生长受到的抑制程度逐渐加

重，浓度越高叶片脱落越严重；与对照相比，在Cd2+

浓度为10 mg/kg时，对根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抑

制根系伸长，在20、30和50 mg/kg时，则主要表现为

须根量减少。

2. 2. 2 不同处理对红麻幼苗株高、茎粗和根长的影

响 由表2可知，在苗期胁迫试验中，与对照相比，两

个红麻品种的株高、茎粗和根长均随着Cd2+浓度的

升高显著降低，在Cd2+浓度为50 mg/kg时达最低值；

相同浓度处理下，两个品种间无显著差异（P>0.05，

下同），但同一品种在不同浓度处理下，其株高、茎粗

和根长差异明显。

2. 2. 3 不同处理下红麻幼苗鲜、干重的相对抑制

率 由表3可知，随着Cd2+浓度的升高，两个红麻品

种的茎、根、叶和总鲜重的相对抑制率均显著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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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浓度Cd2+处理下红麻幼苗的生长情况
Fig.1 Kenaf seedlings growth in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treatments of Cd2+

a：幼苗；b：叶片（第4片叶）；c：根。a、b、c中从左至右Cd2+浓度依次为0、10、20、30和50 mg/kg
a：Seedlings；b：Leaves（the fourth leaf）；c：Roots. In a，b and c，Cd2+ concentrations from left to right were 0，10，20，30 and 50 mg/kg respectively

Cd2+浓度
（mg/kg）
Cd2+

concentration

10

20

30

50

品种
Variety

C1
C2
C1
C2
C1
C2
C1
C2

鲜重相对抑制率（%）
Relative inhibition rate of fresh weight

茎
Stem

55.14±0.020d
48.70±0.023e

74.56±0.016bc
58.26±0.023d
77.01±0.014bc
71.33±0.008c
85.65±0.025a
78.67±0.017b

根
Root

36.90±0.053d
33.81±0.025d
68.87±0.012b
50.07±0.006c
75.00±0.033b
72.98±0.003b
90.52±0.016a
85.81±0.016b

叶
Leaf

54.93±0.022e
53.94±0.011e

81.78±0.014bc
69.52±0.003d
83.84±0.025bc
78.97±0.019c
93.87±0.015a
85.37±0.025b

总鲜重
Total fresh weight

50.71±0.016d
49.08±0.008d
75.10±0.014b
62.77±0.011c
77.05±0.025b
71.47±0.043b
86.87±0.014a
77.40±0.038b

干重相对抑制率（%）
Relative inhibition rate of dry weight

茎
Stem

47.48±0.029e
27.25±0.011f
57.51±0.007c
44.56±0.028f

59.76±0.047bc
47.55±0.012d
75.87±0.021a
60.15±0.022b

根
Root

42.57±0.006e
27.83±0.009f
67.67±0.024c
32.15±0.027f

71.91±0.020bc
58.79±0.008d
85.66±0.024a
75.79±0.031b

叶
Leaf

56.54±0.029d
56.22±0.006d
77.03±0.026b
64.58±0.020c
79.74±0.019b
75.17±0.024b
88.83±0.032a
83.11±0.038a

总干重
Total dry weight
49.61±0.028de
46.56±0.009e
65.88±0.021bc
40.22±0.047e
68.65±0.028bc
58.90±0.026cd
81.98±0.040a
70.61±0.048b

Cd2+浓度（mg/kg）Cd2+ concentration
0

10

20

30

50

品种 Variety
C1
C2
C1
C2
C1
C2
C1
C2
C1
C2

株高（m）Plant height
0.445±0.013a
0.428±0.004a
0.349±0.016b
0.339±0.021b
0.282±0.007c
0.301±0.005bc
0.251±0.006cd
0.256±0.006cd
0.230±0.006d
0.229±0.003d

茎粗（cm）Stem diameter
0.555±0.006a
0.518±0.008a
0.447±0.007b
0.461±0.008b
0.391±0.006cd
0.405±0.009c
0.388±0.006cd
0.378±0.004cd
0.349±0.000d
0.349±0.014d

根长（m）Root length
0.255±0.008a
0.288±0.023a
0.115±0.011b
0.134±0.009b
0.093±0.001c

0.108±0.004bc
0.091±0.003c
0.099±0.010c
0.075±0.004d
0.070±0.004d

表 2 不同浓度Cd2+处理下两个红麻幼苗的株高、茎粗和根长
Table 2 The plant height，stem diameter and root length of kenaf seedlings of two varieties in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treatments of
Cd2+

表 3 不同浓度Cd2+处理下两个红麻品种鲜重和干重的相对抑制率
Table 3 The relative inhibition rate of fresh and dry weight of the two kenaf varieties in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treatments of Cd2+

Cd2+浓度为50 mg/kg时，两个品种各部分鲜重的相对

抑制率均达最大值，C1品种的茎、叶、根和总鲜重的

相对抑制率均显著高于C2品种。此外，镉对红麻幼

苗的生物量有明显影响，随着Cd2+浓度的升高，两个

品种的茎、根、叶和总干重的相对抑制率均明显升

高，Cd2+浓度为50 mg/kg时，两个品种各部分干重的

相对抑制率达最大值；同一浓度处理下，C1品种的

茎、叶、根和总干重的相对抑制率均高于C2品种。

综上所述，在不同浓度Cd2+胁迫下，C2品种各部分鲜

重和干重受到的抑制程度均低于C1品种。

2. 3 镉胁迫对不同胞质红麻幼苗叶片生理特性的

影响

2. 3. 1 对POD活性的影响 POD的主要作用是清

除机体内的自由基，参与多种生化反应（林杰等，

2009）。由图2-A可看出，随着Cd2+浓度的升高，红麻

幼苗叶片POD活性总体上呈先升高后降低的变化趋

势，均在Cd2+浓度为10 mg/kg时达最高值，且显著高

于其他处理组，在Cd2+浓度为30 mg/kg时达最低值。

在Cd2+浓度为10和30 mg/kg时，C1品种的叶片POD

活性均低于C2品种。

2. 3. 2 对SOD活性的影响 当植物受到外界环境

迫害时会产生超氧负离子，SOD可使超氧负离子发

生歧化反应，从而降低其毒害作用（Sreenivasulu et

al.，2000）。由图2-B可看出，随着Cd2+浓度的升高，

红麻幼苗叶片SOD活性总体上也呈先升高后降低的

变化趋势，在Cd2+浓度为10 mg/kg时达最高值，随后

逐渐缓慢降低。除对照外，同一Cd2+浓度处理下C1

品种的SOD活性均低于C2品种。

贾瑞星等：镉对两个同核异质红麻杂交种种子萌发及幼苗生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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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3 对CAT活性的影响 CAT是植物防御系统

的重要组成酶之一，植物在受到逆境迫害时，会通过

提高CAT活性来防御逆境胁迫（张建新等，2018）。

由图2-C可看出，随着Cd2+浓度的升高，CAT活性急剧

升高后下降，两个品种在Cd2+浓度为10 mg/kg时CAT

活性最高，除对照外，同一Cd2+浓度处理下C1品种的

CAT活性均显著低于C2品种。

2. 3. 4 对MDA含量的影响 MDA是细胞膜脂质

发生过氧化反应的重要产物，是反映植物膜系统损

害程度的重要指标（曾小飚等，2015）。由图2-D可看

出，与对照相比，Cd2+浓度为10 mg/kg时，红麻幼苗叶

片的MDA含量显著降低，之后随着Cd2+浓度的升高，

叶片MDA含量先急速上升，在Cd2+浓度为30 mg/kg

时达最大值，当Cd2+浓度增大至50 mg/kg时MDA含

量有所降低。Cd2+浓度为20、30和50 mg/kg时，C1品

种的MDA含量均显著高于C2品种。

图 2 不同浓度Cd2+处理下红麻叶片POD、SOD和CAT活性及MDA含量的变化情况
Fig.2 The changes of activities of POD，SOD，CAT and content of MDA in kenaf leaves in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treatments of Cd2+

图中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 the figure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

3 讨论

在所有的重金属污染元素中，镉是关注度最

高、污染最严重的重金属，能影响植物种子萌发，造

成发芽率、发芽势和发芽指数等指标发生改变。赵

淑玲等（2018）研究发现，随着Cd2+胁迫浓度的升高，

花椰菜种子的发芽率呈先升高后下降的变化趋势；

李兰平等（2012）研究了镉对不育系P3A、恢复系992

及其杂交F1代红麻种子萌发的影响，发现随着处理

浓度的增加，不同红麻种子的发芽势、发芽率和发芽

指数总体呈下降趋势，但部分品种的发芽率出现一

定波动。本研究发现，随着Cd2+浓度的升高，C1品种

的发芽率、发芽势和发芽指数逐渐升高，C2品种的

发芽率先升高后降低，发芽势和发芽指数先降低后

升高，与李兰平等（2012）、赵淑玲等（2018）的研究结

果有相似之处，究其原因可能是低浓度的Cd2+有利

于增强红麻幼苗体内的水解酶活性，进而提高种子

活力。但高浓度处理下，C1品种的发芽率、发芽势

和发芽指数并未出现降低，可能是杂种优势有助于

提高红麻种子对镉的耐受性；同时，在相同Cd2+浓度

条件下，C2品种的发芽率、发芽势和发芽指数均优

于C1品种，表明不同红麻品种种子萌发对重金属镉

的耐受性存在差异。

当环境中的Cd2+达一定浓度时会影响植物的生

长，造成植株生长速度缓慢、植株矮化，根系生长受

到抑制，严重时会造成植物死亡（闫寒等，2017）。陈

顺钰等（2018）研究表明，镉胁迫处理下，枫香幼苗的

根长、株高和生物量等均受到抑制，抑制程度与镉胁

迫浓度呈正相关。本研究结果表明，Cd2+会抑制两

个红麻杂交种的株高、茎粗、根长及各部分鲜重、干

重，且随Cd2+浓度的增加，抑制程度逐渐加重。与陈

顺钰等（2018）的研究结果相似，当植物受到镉胁迫

时，首先会抑制植物根系生长，导致植物对水分和营

养物质的吸收速率下降，继而影响地上部分的生长；

其次，在低浓度Cd2+处理下，两个红麻品种的叶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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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变黄失绿等现象，其原因可能是镉破坏了植物的

光合系统，导致叶绿素含量下降，但在高浓度时叶片

与对照差异不明显，可能是高浓度处理下大部分的

Cd2+被红麻根系吸收固定，从而减轻其对叶片的破

坏作用。本研究中，在不同Cd2+浓度处理下，两个同

核异质红麻杂交种在各部分鲜重、干重相对抑制率

方面均表现为C2品种低于C1品种，表明C2品种的幼

苗能更好地适应镉胁迫环境。

SOD、POD和CAT是植物抗氧化酶系统的重要

成员，对植物清除自身过氧化物质起重要作用，其活

性变化与植物体内氧化胁迫有直接关系（李丽锋等，

2014）。本研究发现，在不同浓度的Cd2+胁迫处理

下，3种酶活性整体上均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

势，两个红麻杂交种的3种酶活性均在Cd2+浓度为10

mg/kg时达最高值，随后活性有所下降，与李正文等

（2013）、简敏菲等（2017）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即在

低浓度胁迫时，植株体内会产生大量的POD、SOD和

CAT以消除逆境下体内产生的有毒物质，对植物起

保护作用，但Cd2+浓度达一定范围后，就会超过植物

的耐受限度，导致活性氧自由基含量增多，此时活性

氧物质通常会对抗氧化酶产生氧化损伤，从而导致

POD、SOD和CAT活性降低。通过比较同一处理下两

个不同杂交种幼苗的酶活性发现，C2品种的抗氧化

酶活性更高，相对于C1品种能更好地适应胁迫环境。

植物受到重金属胁迫时会产生大量的过氧化

物（ROS），而ROS过量会导致细胞质膜系统损伤，通

透性发生改变，使膜脂过氧化产生MDA（周妍英和

罗正明，2018），MDA含量越高表示膜脂过氧化程度

越高，细胞膜受到的损伤越严重（余沛东等，2019）。

本研究发现，在10~50 mg/kg范围内，随着Cd2+浓度的

升高，两个红麻幼苗叶片的MDA含量呈先升高后降

低的变化趋势，与孙刚（2013）、刘丽欣等（2017）的研

究结果基本一致，即在重金属胁迫下，细胞膜的受损

程度随胁迫浓度的升高而升高，细胞壁遭受破坏，内

溶物外泄，MDA等物质在细胞内积累，但浓度过高

（50 mg/kg）时，MDA含量出现下降，此时红麻幼苗

的生理活动受到严重影响，细胞结构遭到严重破坏，

开始出现细胞死亡。同时，在同一中、高Cd2+浓度

（20~50 mg/kg）处理下，发现C1品种的MDA含量均

显著高于C2，说明C1品种在逆境下更容易发生膜质

过氧化，对镉胁迫的敏感性更高。

4 结论

两个红麻杂交品种对Cd2+的敏感度不同。在0~

50 mg/kg范围内，C2品种在种子萌发、幼苗生长及生

理指标方面均表现出更好的适应性，对Cd2+的耐性

优于C1品种，可作为母本用于配制抗镉胁迫的三系

杂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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