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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黄瓜幼苗在干旱胁迫和复水条件下的生长和生理生化响应，阐明在有限水分亏缺下复水产生

补偿效应的可能性和补偿强度，为黄瓜的抗旱栽培及水分高效利用提供理论依据。【方法】以金瓜王F1黄瓜幼苗为试

验材料，采用温室盆栽试验，测定干旱对照、干旱、极旱、极旱复水对照和极旱复水处理下黄瓜幼苗的生长指标及生理

生化指标，分析不同处理间各指标的差异。【结果】不同程度干旱胁迫均降低了黄瓜幼苗的叶面积、株高、茎粗、主根长

及地上部生物量，与极旱处理相比，极旱复水处理各生长指标增幅达8.3%~366.7%，但显著低于极旱复水对照（P<

0.05，下同）；随着干旱程度的加剧，黄瓜幼苗叶片的相对水含量、光合速率、蒸腾速率、气孔导度、胞间CO2浓度和叶绿

素含量等生理指标逐渐降低，极旱复水处理使得光合速率、蒸腾速率和气孔导度恢复到极旱复水对照水平；干旱胁迫

使黄瓜幼苗叶片的丙二醛（MDA）和脯氨酸（Pro）含量、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和过氧化物酶（POD）活性及抗坏血酸

（AsA）和谷胱甘肽（GSH）含量均显著升高，极旱复水处理则将这些生化指标降至极旱复水对照水平，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干旱胁迫带来的伤害。【结论】干旱后及时复水能缓解前期干旱胁迫对黄瓜幼苗生长发育的负面影响，具有一定

的补偿效应，但其补偿强度不足以弥补前期干旱胁迫对黄瓜幼苗生长发育的阻碍，对植物的补偿效应具有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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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 growth and physiological-biochemical responses of Cucumis sativus L.（cucumber）seed-
lings to drought stress and re-watering after drought stress were analyzed，and the compensation possibility and intensity
of re-watering were clarified，which could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drought resistant cultivation and high water use ef-
ficiency of cucumber seedlings.【Method】The C. sativus Jinguawang F1 seedlings were applied with drought control，
drought，extreme drought，control for re-watering after extreme drought and re-watering after extreme drought treatments
in a pot greenhouse experiment. The growth and physiological-biochemical indexes were determined. The differences of
these growth and physiological-biochemical indexes among different treatments were analyzed.【Result】The results showed
that drought stress reduced leaf area，plant height，stem diameter，main root length and aboveground biomass of cucumber
seedlings. Re-watering after extreme drought increased these growth indexes by 8.3%-366.7%，but they were still signifi-
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treatment for re-watering after extreme drought（P<0.05，the same below）. As the in-
crease of drought stress intensity，the physiological indexes，such as relative water content，photosynthesis rate，transpira-
tion rate，stomatal conductance，intercellular CO2 concentration and chlorophyll content in leaves of cucumber seedling
gradually decreased. Re-watering after extreme drought could restore the photosynthesis rate，transpiration rate and stoma-
tal conductance to the levels in the control treatment for re-watering after extreme drought. Drought stress significantl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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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及人类活动的

加剧，干旱灾害有明显加重趋势。干旱胁迫是限制

植物生长发育和减产的主要环境因素之一，实行节

水农业已成为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山仑，

2002）。黄瓜（Cucumis sativus L.）作为我国主栽蔬

菜作物之一，广受人民群众喜爱（王田利，2015）。但

由于黄瓜植株根系生长快，入土浅，其生产需水量

较大，干旱会严重影响其产量和品质（陈露露等，

2016）。已有研究表明，干旱缺水对植物的影响有一

个从“适应”到“伤害”的过程，不超过适应范围的缺

水，植物在复水后可在生理、生长和产量形成上得到

补偿，从而节约大量用水，是节水农业发展的生物学

基础（山仑，2011）。因此，阐明干旱和复水对黄瓜植

株生长和生理生化特性的影响，分析在有限水分亏

缺下复水产生补偿效应的可能性和补偿强度，可为

黄瓜生产过程中水分高效利用和节水农业提供理论

依据。【前人研究进展】黄瓜植株对干旱胁迫的适应

性及其机制研究一直是植物逆境生物学研究的热

点，多数研究均认为干旱胁迫可降低黄瓜幼苗叶面

积、株高、茎粗、主根长、植株干重和鲜重等生长指标

（李国兴等，2013；陈露露等，2016；Liu et al.，2018）；

黄瓜幼苗叶片的相对电导率及丙二醛（MDA）和脯

氨酸（Pro）含量等生化指标也随干旱胁迫程度的加

剧而明显提高（孙涌栋等，2008；张爱慧等，2009；李

国兴等，2013）。而对某些指标的研究还得出一些截

然不同的结论，孙涌栋等（2008）研究认为干旱胁迫

降低了黄瓜幼苗叶片的叶绿素含量，提高了超氧化

物歧化酶（SOD）活性；张爱慧等（2009）研究发现随

着干旱胁迫程度的加剧，黄瓜幼苗叶片的叶绿素含

量增加，SOD活性未发生改变，过氧化物酶（POD）活

性明显增强；丁玲等（2015）研究发现短期干旱胁迫

条件下，黄瓜幼苗叶片POD活性在中度干旱胁迫时

升高，在重度干旱胁迫时降低；陈露露等（2016）研究

认为干旱胁迫抑制了黄瓜幼苗叶片SOD和POD等抗

氧化酶活性。这些相互矛盾的结论需在进一步的试

验中得到明确。植物在经受适度干旱后复水可在生

长发育、光合作用、水分利用、物质代谢和产量形成

等方面产生补偿效应，既可节约大量用水，又能保持

不减产或提高产量（赵丽英等，2004）。在作物干旱

胁迫后复水方面，李百凤等（2008）研究发现复水在

番茄植株生长形态、光合速率、蒸腾速率、干物质累

积和果实产量等方面有明显的补偿作用；柳燕兰等

（2018）研究表明复水对不同水分敏感性玉米品种的

株高和生物量表现出补偿效应，而对叶片酶活性因

品种不同而存在差异；弓萌萌等（2019）研究表明红

树莓苗期经15 d的干旱胁迫后再进行复水，其植株

生长状态与对照无明显差异。【本研究切入点】目前，

国内鲜见针对干旱胁迫后复水对黄瓜植株补偿效应

的研究报道。【拟解决的关键问题】通过温室盆栽试

验，分析不同程度干旱胁迫和复水条件下黄瓜幼苗

生长和生理生化指标的变化情况，探究有限水分亏

缺条件下复水是否具有补偿效应，并明确补偿效应

的强度，为黄瓜的抗旱栽培和精准水分管理及高效

水资源利用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试验所用黄瓜品种为山东省新泰市亿丰源种业

有限公司（新泰市新丰蔬菜研究所）提供的金瓜王F1。

所用种植土为吉林省白山市申之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的长白山营养有机土，有机质含量为324.5 g/kg。

1. 2 试验方法

试验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科研温室内进行。

采用完全随机设计，共设5个水分处理，即干旱对照

（2 d浇一次水，每次浇水200 mL，持续12 d）、干旱

（5 d浇一次水，每次浇水200 mL，持续12 d）、极旱

（不浇水，持续12 d）、极旱复水对照（浇水量和频率

与干旱对照处理相同，持续24 d）和极旱复水处理

（极旱胁迫后的第13 d开始2 d浇一次水，每次浇水

200 mL，持续12 d），每处理重复10次。本研究仅对

creased the contents of malondialdehyde（MDA），proline（Pro），ascorbic acid（AsA）and glutathione（GSH），and the acti-
vities of superoxide dismutase（SOD）and peroxidase（POD）in leaves of cucumber seedlings. Re-watering after extreme
drought decreased those biochemical indexes to the levels in the control treatment for re-watering after extreme drought，
which could relieve the damage caused by drought stress to some extents.【Conclusion】Timely re-watering after drought
stress can alleviate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early drought stress on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cucumber seedlings，and
has a certain compensation effect on plant growth. However，the compensation intensity is not enough to make up for the
obstacles of early drought stress on cucumber seedling growth，as its compensation effect on plant growth is limited.

Key words：Cucumis sativus L.；drought stress；re-watering after drought；growth indexes；physiological and bio-
chemical indexes；photosynthetic para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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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旱胁迫的幼苗进行复水处理，以期分析复水的最

大补偿效应。

将黄瓜种子置于40 ℃温水中浸泡催芽后放入

育苗盒，置于25 ℃温室内育苗。待黄瓜幼苗长到二

叶一心时，选取生长健壮、长势基本一致的幼苗移栽

至装有匀质土壤的塑料花盆（内口径10 cm，高度12

cm，每盆装土950 g左右，土壤容重为1 g/cm3）中。

移苗后黄瓜幼苗置于温室中正常生长，所有幼苗每

2 d浇一次水，每次浇水200 mL。

待黄瓜幼苗长到四叶一心时进行试验处理。

黄瓜幼苗在极旱处理后的第13 d出现严重萎蔫，开

始测定干旱对照、干旱和极旱处理黄瓜幼苗的生长

和生理生化指标，同时开始进行极旱复水处理。极

旱复水处理后的第13 d，开始测定极旱复水对照和

极旱复水处理黄瓜幼苗的生长和生理生化指标。试

验过程中土壤水含量采用TDR土壤水分测定仪测

定，干旱对照、干旱和极旱3个处理的测定时间是处

理后第1~13 d，极旱复水对照和极旱复水2个处理的

测定时间是处理后第1~25 d，均为每2 d测定一次。

1. 3 测定指标及方法

用卷尺测量黄瓜幼苗株高和主根长，用数显游

标卡尺测量茎粗，用叶面积仪测量叶片叶面积，记录

开花数；用饱和称重法测定叶片相对水含量，用称重

法测定植株叶片、茎和根鲜重，用烘干法测定植株叶

片、茎和根干重，计算地上部干重和鲜重；根冠比为

根干重与地上部干重的比值。

用Licor-6400便携式光合作用测量系统测定植

株叶片气体交换参数。选取各处理植株的第2片展

开真叶，于晴朗无云的上午9：00—11：00测定光合速

率、气孔导度、蒸腾速率和胞间CO2浓度等参数，测

定时光照强度为800 μmol/（m2·s），CO2的流速为500

μmol/mol，叶室温度为25 ℃。

用乙醇丙酮法提取叶绿素，用分光光度法测定

663和645 nm的吸光度，计算叶绿素a、叶绿素b和总

叶绿素的含量；用硫代巴比妥酸显色法测定MDA含

量；用酸性茚三酮比色法测定Pro含量；用南京建成

生物工程研究所提供的试剂盒测定SOD活性（以每

克组织在1 mL反应液中SOD抑制率达50%时所对应

的SOD量为1个酶活单位），用愈创木酚法测定POD

活性（以每分钟A470变化0.01为1个酶活单位）；用钼

蓝比色法测定抗坏血酸（AsA）含量，用南京建成生

物工程研究所提供的试剂盒测定谷胱甘肽（GSH）

含量。

1. 4 统计分析

采用Excel 2010对数据进行处理，以SPSS 21.0

对试验数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

并以LSD检验法进行多重比较。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水分处理土壤水含量的变化

由图1可知，不同水分处理的土壤水含量存在

差异，干旱对照和极旱复水对照处理的土壤水含量

波动不明显，基本维持在40%左右，干旱处理土壤水

含量随着浇水周期呈周期性波动，但均低于40%，极

旱处理土壤水含量由于蒸散和植物吸收而持续降

低，在黄瓜幼苗出现严重萎蔫时只有不到10%，极旱

复水处理土壤水含量的变化在复水前与极旱处理基

本一致，复水后土壤水含量急剧增加到极旱复水对

照水平，一直维持至试验结束。可见，本研究设计的

水分管理基本实现了黄瓜幼苗不同程度的干旱胁迫。

2. 2 不同水分处理对黄瓜幼苗生长指标的影响

由表1和表2可看出，随着干旱程度的加剧，黄

瓜幼苗叶面积减小、株高变矮、茎粗变细、主根长变

短，与干旱对照相比，极旱处理的叶面积、株高、茎粗

和主根长分别减少49.3%、21.6%、13.1%和30.7%，差异

均达显著水平（P<0.05，下同）；干旱处理显著降低黄

瓜幼苗的叶面积、茎粗和主根长，但对株高无显著影

响（P>0.05，下同）。干旱和极旱处理的黄瓜幼苗地

上部生物量差异不显著，但二者均显著低于干旱对

照；干旱和极旱处理对黄瓜幼苗根干重和根鲜重无

显著影响，但根冠比随着干旱程度的加剧显著升高，

极旱处理的根冠比约是干旱对照的2.00倍。

从表1和表2还可看出，极旱复水处理较极旱处

理黄瓜幼苗各生长指标的增加量明显高于极旱复水

对照较干旱对照的增加量，前者的增加幅度为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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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水分处理土壤水含量变化
Fig.1 Changes of soil moisture content in different water treat-

ments during the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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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6.7%，后者的增加幅度为2.1%~20.0%。极旱复水

处理黄瓜幼苗的生物量是极旱处理的2.36~2.90倍，

而极旱复水对照黄瓜幼苗的生物量与干旱对照相差

不明显，表明复水对植株生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虽然极旱复水处理显著增加了黄瓜幼苗的叶面积、

株高、茎粗、主根长和地上部干重及鲜重等生长指

标，但这些指标均低于极旱复水对照，表明虽然复水

对植株生长具有一定补偿效应，但补偿强度中等。

同时，极旱复水对照黄瓜幼苗的开花数为2.2朵/株，

极旱复水处理的开花数仅1.1朵/株，且开花时期晚于

对照10 d左右，表明干旱胁迫显著延迟了植株的生

殖生长。

可见，干旱胁迫对黄瓜幼苗生长具有显著的抑

制作用，其负面影响随着胁迫程度的加剧而增大，复

水能缓解干旱胁迫的负面影响，对黄瓜幼苗生长具

有一定的补偿效应，但其补偿效应强度不足以弥补

前期干旱胁迫对黄瓜幼苗生长的阻碍。

2. 3 不同水分处理对黄瓜幼苗叶片相对水含量、

光合指标和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由表3和图2可知，随着干旱程度的加剧，黄瓜

幼苗的叶片相对水含量、光合速率、蒸腾速率、气孔

导度、胞间CO2浓度和叶绿素含量均逐渐降低，表明

干旱胁迫不利于黄瓜植株有机物的合成，同时阻碍

了水分和有机物的运输。与极旱处理相比，极旱复

水处理黄瓜幼苗的叶片相对水含量、光合速率、蒸腾

速率、气孔导度和叶绿素含量显著提高，胞间CO2浓

度显著降低。与极旱复水对照相比，极旱复水处理

黄瓜幼苗叶片的光合速率、蒸腾速率和气孔导度略

有降低但差异不显著，叶片相对水含量、胞间CO2浓

度和总叶绿素含量显著降低，表明复水能使极旱胁

迫后的黄瓜幼苗生理活动恢复到接近正常水平。极

旱复水对照和干旱对照相比，光合速率、蒸腾速率、气

孔导度和胞间CO2浓度无显著差异，但极旱复水处

理显著提高或降低了极旱处理黄瓜幼苗的上述相关

水分处理
Water treatment

干旱对照 Drought control
干旱 Drought
极旱 Extreme drought
极旱复水对照 Control for re-watering after extreme drought
极旱复水 Re-watering after extreme drought

地上部鲜重（g）
Shoot fresh

weight
10.48a
2.44c
1.75c

10.70a
6.86b

地上部干重（g）
Shoot dry

weight
1.05a
0.26c
0.18c
1.26a
0.84b

根鲜重（g）
Root fresh

weight
2.44a
2.35a

2.20ab
2.15b
2.46a

根干重（g）
Root dry
weight
0.21a
0.23a
0.20a
0.22a
0.26a

根冠比
Root-shoot

ratio
0.20c
0.30b
0.39a
0.18c
0.32b

水分处理
Water treatment

干旱对照 Drought control
干旱 Drought
极旱 Extreme drought
极旱复水对照 Control for re-watering after extreme drought
极旱复水 Re-watering after extreme drought

叶面积
（mm2）
Leaf area
8273.0b
6409.7d
4192.8e
8535.5a
6877.7c

株高（cm）
Plant
height
17.6ab
16.5b
13.8c
18.1a
16.7b

茎粗（mm）
Stem

diameter
3.05b
2.70d
2.65d
3.38a
2.87c

主根长（cm）
Main root

length
15.84b
13.74c
10.98d
16.83a
13.37c

开花数（朵/株）
Flower number
（flower/plant）

-
-
-

2.2a
1.1b

表 1 不同水分处理对黄瓜幼苗生长指标的影响
Table 1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water treatments on growth indexes of C. sativus seedl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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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ica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 The same was applied in Table 2 and Table 3

表 2 不同水分处理对黄瓜幼苗生物量的影响
Table 2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water treatments on biomass of C. sativus seedlings

地上部与根的干重和鲜重均指3株之和的干重和鲜重
The fresh and dry weights of shoot or root were the sum of three C. sativus seedlings

表 3 不同水分处理对黄瓜幼苗叶片相对水含量和光合指标的影响
Table 3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water treatments on leaf relative water content and photosynthetic parameters of C. sativus seedlings

水分处理
Water treatment

干旱对照 Drought control
干旱 Drought
极旱 Extreme drought
极旱复水对照 Control for re-watering after extreme drought
极旱复水 Re-watering after extreme drought

叶片相对
水含量（%）
Leaf relative
water content

74.1c
68.9d
60.3e
85.2a
79.0b

光合速率
［μmol/（m2·s）］
Photosynthesis

rate
15.3a
12.3b
9.1c

15.9a
14.9a

蒸腾速率
［mmol/（m2·s）］

Transpiration
rate
4.4a
3.5b
2.3c
4.8a
4.7a

气孔导度
［mmol/（m2·s）］

Stomatal
conductance

169.9a
124.4b
76.4c

160.8a
149.4a

胞间CO2浓度
（μmol/mol）

Intercellular CO2

concentration
238.6a
195.4b
193.2b
233.1a
175.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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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由此可知，干旱胁迫显著抑制了黄瓜幼苗的正

常生理活动，且这种抑制作用随着干旱程度的加剧

而增强，导致严重缺水的黄瓜幼苗只能维持最低的

生理过程，而复水能使其生理活动恢复到接近正常水

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干旱胁迫带来的负面影响。

2. 4 不同水分处理对黄瓜幼苗生化指标的影响

由图3~图5可看出，干旱胁迫对黄瓜幼苗生化

指标影响显著。随着干旱程度的加剧，黄瓜幼苗叶

片的MDA和Pro含量、抗氧化酶SOD和POD活性及

抗氧化物质AsA和GSH含量均逐渐升高，干旱处理

各指标分别为干旱对照处理的1.32~2.07倍，极旱处

理各指标分别是干旱对照处理的1.68~3.06倍，且3个

处理间差异显著。极旱复水对照和干旱对照相比，

各生化指标均无显著差异，表明生育时期对这些指

标几乎无影响。极旱复水和极旱处理相比，各生化

指标显著降低，表明复水能有效缓解干旱胁迫对黄

瓜幼苗的伤害。同时，极旱复水处理除黄瓜幼苗叶

片的AsA和GSH含量高于极旱复水对照外，MDA和

Pro含量及SOD和POD活性与极旱复水对照均无显

著差异。可见，复水通过调节黄瓜植株体内渗透调

节物质和抗氧化物质含量及抗氧化酶活性，降低干

旱胁迫对植株叶片细胞膜结构的伤害程度，在一定

程度上缓解了干旱胁迫，但不同生化指标对复水的

响应强度存在差异。

3 讨论

生长形态特征是植物对环境变化在外部形态

上的综合反映（李秋艳和赵文智，2006；段桂芳，

2016）。本研究发现，随着干旱胁迫程度的加剧，黄

瓜幼苗叶面积和叶片叶绿素含量显著降低，导致光

合速率下降，从而减少有机物累积，使得黄瓜幼苗株

高、茎粗和生物量减少，与顾丽嫱等（2010）、郝敬虹

等（2012）、张曼义等（2017）的研究结果一致。叶绿

素含量和净光合速率的降低表明干旱抑制了黄瓜幼

苗叶片的光合潜能（孙涌栋等，2008；吴顺等，2014）。

在干旱胁迫条件下，植物可通过调节激素水平、信号

传递和基因表达改变酶系统活性、渗透调节物质含

量、形态结构和生长速率，从而适应缺水环境（赵丽

英等，2004）。本研究中，随着干旱胁迫程度的加剧，

黄瓜幼苗的MDA和Pro含量、抗氧化酶SOD和POD

图 2 不同水分处理对黄瓜幼苗叶片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Fig.2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water treatments on chlorophyll

contents in leaves of C. sativus seedlings
图柱上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图3~图5同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on the bar indica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The same was applied in Fig.3-Fig5

图 3 不同水分处理对黄瓜幼苗叶片MDA和Pro含量的影响
Fig.3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water treatments on MDA and Pro contents in leaves of C. sativus seedl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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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及抗氧化物质AsA和GSH含量均逐渐升高。由

于干旱胁迫，黄瓜幼苗活性氧大量积累，导致细胞膜

结构受到破坏，作为表征细胞膜结构伤害程度的

MDA含量升高（张弢，2011；丁玲等，2015），渗透调节

物质含量也同步升高（杨若鹏等，2018），而黄瓜幼苗

抗氧化酶活性和抗氧化物质含量的增加可提高植物

自身清除活性氧的水平，抑制膜脂过氧化，增强植物

的抗旱能力。本研究结果与Foyer（2001）、李清明等

（2010）、丁玲等（2015）的研究结果一致，即黄瓜幼苗

叶片中主要的抗氧化物质AsA和GSH含量随着干旱

胁迫程度的加剧显著增加；干旱胁迫提高了黄瓜幼

苗叶片SOD和POD活性的结论与孙涌栋等（2008）、

李清明等（2010）的研究结果一致，而与陈露露等

（2016）报道干旱胁迫降低黄瓜幼苗叶片SOD和POD

活性的结果相反。干旱胁迫对植株抗氧化酶活性的

不同影响可能与作物品种、干旱胁迫持续时间和胁

迫程度、生育时期等有关（赵丽英等，2004）。

植物在经受适度干旱后复水可在光合作用、水

分利用和生长发育等生理活动中产生补偿效应（赵

丽英等，2004）。干旱复水的补偿效应因作物种类和

生育时期不同而存在差异（李百凤等，2008；柳燕兰

等，2018；弓萌萌等，2019）。王玉珏等（2010）研究表

明，在营养生长初期损失部分叶面积和在生殖生长

初期损失部分繁殖器官在复水后易于产生补偿效

应。此外，干旱复水的补偿效应还与干旱胁迫持续

时间和胁迫强度有关（赵丽英等，2004）。酶促和非

酶促抗氧化防御系统和渗透调节是植物适应干旱胁

迫的重要生理机制（杨若鹏等，2018），也决定着作物

干旱复水补偿能力的强弱（赵丽英等，2004）。本研

究结果表明，黄瓜幼苗干旱胁迫后进行复水处理，其

株高、茎粗、叶面积和生物量等生长指标与干旱和极

旱处理相比均有显著提高，表明干旱复水对黄瓜幼

苗生长具有一定的补偿效应；同时，发现复水后黄瓜

幼苗的光合速率、蒸腾速率、气孔导度、MDA含量、

抗氧化酶活性和Pro含量等生理生化指标能恢复至

接近复水对照的水平，但生长指标仍显著低于复水

对照，表明复水后干旱胁迫得以解除，但干旱复水对

植物生长的补偿效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由于植物

干旱胁迫解除后根系生长快速恢复，一方面植物吸

收水分能力提高，水分状况迅速改善；另一方面，植

物吸收营养物质能力恢复，因此复水后植物生长会

表现出补偿效应（山仑和张岁岐，1999）。本研究中

干旱胁迫复水后迅速增加的黄瓜幼苗根干重、根鲜

重和叶片相对水含量支持以上观点。此外，干旱胁

迫时渗调调节物质Pro的积累可在复水后作为一种

氮源被植物直接利用，从而产生补偿效应（施积炎

等，2000）。

由于本研究中黄瓜幼苗干旱胁迫复水后栽培

图 4 不同水分处理对黄瓜幼苗叶片抗氧化酶活性的影响
Fig.4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water treatments on antioxidative enzyme activity in leaves of C. sativus seedlings

图 5 不同水分处理对黄瓜幼苗叶片抗氧化物质含量的影响
Fig.5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water treatments on antioxidant contents in leaves of C. sativus seedl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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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较短，复水的营养生长补偿效应尚未完全表现，

随着栽培时间的延长，其生长指标可能会恢复到与

复水对照相同的水平。同时，本研究发现干旱胁迫

复水后黄瓜幼苗的开花数显著低于水分供应充足处

理的开花数，表明前期干旱胁迫显著降低了黄瓜幼

苗的生殖生长能力。植物生殖生长能力的降低可减

少植株对养分的消耗，使得更多的光合同化产物转

运到根系（马帅鹏等，2019），从而减轻干旱胁迫的伤

害。但本研究持续时间较短，未能全面分析干旱胁

迫复水对黄瓜幼苗生殖生长的补偿效应，因此下一

步应继续进行黄瓜幼苗全生育期干旱胁迫复水的研

究，以全面评估作物水分亏缺后复水的补偿效应。

4 结论

干旱后及时复水能缓解前期干旱胁迫对黄瓜

幼苗生长发育的负面影响，具有一定的补偿效应，但

其补偿强度不足以弥补前期干旱胁迫对黄瓜幼苗生

长发育的阻碍。因此，干旱胁迫后复水虽提高了黄

瓜幼苗的水分利用效率，但对植物的补偿效应具有

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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