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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醋栗（Gooseberry）幼苗叶片对干旱胁迫的光合生理生化响应，为小浆果果树抗旱育种提供理

论依据。【方法】采用盆栽自然干旱法控水模拟干旱，对彩虹、坠玉和红灯笼3个醋栗品种的2年生苗进行４个梯度胁迫

处理（CK、土壤水含量35%、30%和25%），分析各处理的可溶性糖（SS）、脯氨酸（Pro）和丙二醛（MDA）含量、相对电导

率（REC）及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过氧化物酶（POD）和过氧化氢酶（CAT）活性，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其抗旱性进

行综合评估。【结果】干旱胁迫导致3个醋栗品种的净光合速率（Pn）、蒸腾速率（Tr）、气孔导度（Gs）和水分利用效率

（WUE）不同程度下降，胞间CO2浓度（Ci）上升，其中坠玉和红灯笼的WUE下降较明显，彩虹和红灯笼的Gs显著下降

（P<0.05，下同）。随干旱胁迫程度的加剧，坠玉、彩虹和红灯笼的SS、Pro、MDA含量和REC均显著增加；坠玉和彩

虹的POD活性在重度干旱胁迫时保持较高水平；3个醋栗品种的SOD活性均降至低于CK水平；中度和重度干旱胁

迫时红灯笼的CAT活性最高，其次为坠玉。主成分分析结果表明，3个醋栗品种的抗旱性排序为彩虹（1.886）>坠玉

（-0.289）>红灯笼（-1.596）。【结论】醋栗品种彩虹、坠玉和红灯笼的光合和生理生化指标对干旱胁迫均表现出明显的

响应，但对干旱胁迫的耐受能力和适应能力存在差异，其抗旱性排序为彩虹>坠玉>红灯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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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synthetic physi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responses of
gooseberry leaves to drought stress

Gulijiang·Xukuerhan，SUN Ya-li，Bahaerguli·Ayoufu，Haerken·Yeerjiang，
Ayiguli·Tiemuer

（Xinjiang Academy of Forestry Sciences，Urumqi 830063，China）

Abstract：【Objective】The photosynthetic physi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responses of gooseberry seedlings to
drought stress were analyzed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drought resistance breeding of small berries.【Method】
Four gradient stress treatments（CK，soil water content 35%，30% and 25%）were carried out on two-year-old seedlings
of Caihong，Zhuiyu and Hongdenglong gooseberry varieties using potted natural drought control water simulation
drought. Analysis of soluble sugar（SS），proline（Pro），malondialdehyde（MDA）contents，relative conductivity（REC）
and superoxide dismutase（SOD）activity，peroxidase（POD）activity and catalase（CAT）activity，under drought stress
were conducted，and its drought resistance was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d using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Re-
sult】Drought stress resulted in net photosynthetic rate（Pn），transpiration rate（Tr），stomatal conductanc（Gs）and water
use efficiency（WUE）of three varieties of gooseberry decreased to varying degrees，intercellular CO2 concentration（Ci）
of the leaves of the three varieties increased and the WUE of Zhuiyu and Hongdenglong decreased greatly，Caihong and
Hongdenglong leaves G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P<0.05，the same below）.With the increase of drought stress，the SS，
Pro，MDA and REC of Zhuiyu，Caihong and Hongdenglong leave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The POD activity of leaves
of Zhuiyu and Caihong remained high under severe drought stress. The SOD activity of three varieties of gooseberry de-
creased to below CK level and the CAT activity of Hongdenglong was the highest in medium and severe drought stress
followed by Zhuiyu.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drought resistance of the three varieties of goose-
berry was Caihong（1.886）>Zhuiyu（-0.289）>Hongdenglong（-1.596）.【Conclusion】The three varieties of gooseberry
show obvious response to drought stress in photosynthesis，physiology and biochemistry indicators，but their drought re-
sistance and adaptability are different. Their drought resistance order is Caihong>Zhuiyu>Hongdeng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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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醋栗（Gooseberry）别称灯笼果，为

虎耳草科（Saxifragaceae）茶藨子亚科醋栗属（Gros-

sularia Mill.）落叶灌木，主要分布于我国吉林（长白

山）、黑龙江（小兴安岭）、河北、山西和新疆（阿尔泰

山）（李芳晓等，2014），南方省份也有引种栽培（王瑞

等，2016），植株高0.8~1.2 m，小枝密，有刺毛和短

刺，果实呈近球形或椭圆形，果实上有纵向维管束，

成熟果实黄绿色、紫色或深红色。醋栗具有较高的

药用和保健价值，其果实能加工高档果酒、果醋和果

酱，是新型高经济价值小浆果。我国西北干旱半干

旱地区降水量少，干旱引起的蒸发量日趋增强，严重

困扰西北地区农林牧业的发展（Chaves et al.，2003；

李方安等，2013）。近年来，新疆林果业得到较快发

展，但北疆地区推广应用的醋栗等小浆果类果树品

种抗旱性存在明显差异，抗旱性差的品种果实小或

产量低，严重制约了小浆果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因此，引种醋栗优良品种并分析其幼苗叶片光合生

理生化对干旱胁迫的响应，对挖掘干旱、半干旱地区

小浆果产业潜力及小浆果抗旱育种具有重要意义。

【前人研究进展】郑海燕（2009）研究认为，干旱胁迫

会影响林果业的产量和果实品质，甚至造成大片果

树死亡；果树的抗旱性研究主要在形态结构、生理生

化机制及基因工程等方面取得一定进展，揭示了果

树抗旱机理，为小浆果类果树抗旱特性研究奠定了

基础。张壮飞（2012）研究发现，黑穗醋栗在高温胁

迫下能产生自我保护机制，在胁迫初期抗氧化酶活

性升高，游离脯氨酸（Pro）含量增加，但不同品种存

在明显差异。热依扎·朱木斯别克（2013）研究表明，

轻度干旱胁迫（土壤水含量为60%）和中度干旱胁迫

（土壤水含量为40%）黑穗醋栗品种世纪光和世纪星

30 d，其叶片Pro含量增加，超氧化物歧化酶（SOD）、

过氧化物酶（POD）和过氧化氢酶（CAT）活性升高，

净光合速率（Pn）、蒸腾速率（Tr）和水分利用效率

（WUE）的日变化均呈双峰曲线。杨玉海等（2013）

研究发现，干旱胁迫下植物叶片的水势降低，并通过

调节自身生理状态以提高吸水能力。田浩（2014）研

究表明，植物遇到干旱胁迫时耗水量大于吸水量，发

生水分亏缺，植物体内正常生理活动受到干扰。简

营（2016）研究发现，逆境胁迫下植物细胞膜遭到破

坏，膜透性加大，电解质外渗，电导率升高，细胞内外

平衡失调，使活性氧大量积累，引发膜质过氧化，导

致膜系统受损。何亚南（2017）研究认为，叶片是植

物的主要光合作用和蒸腾作用器官，也是植物外部

形态中对环境反应最敏感的器官，当植株遇到干旱

时，叶片最先受损，出现萎蔫和枯死等现象。杜兴良

等（2018）研究表明干旱和高温复合胁迫导致小麦叶

片SOD和CAT活性降低。【本研究切入点】目前，鲜见

综合分析醋栗品种在干旱胁迫下其体内可溶性糖

（SS）和Pro等渗透调节物质含量和保护酶活性与其

抗旱性关系的研究报道。【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分析3

个醋栗品种对干旱胁迫的光合生理生化响应和适应

性机制，综合评价其抗旱性，为抗旱醋栗品种选育及

抗旱小浆果品种栽培技术研发提供参考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试验材料为2年生坠玉（Zhuiyu）、彩虹（Caihong）

和红灯笼（Hongdenglong）醋栗苗，均从黑龙江省尚

志市引进。采用盆栽方法将3个醋栗品种种苗定

植于高28.0 cm、口径32.0 cm的塑料花盆中，每盆

栽1株。试验用土按森林土∶园土=4∶1混合而成，每

盆装土4.0 kg。

1. 2 试验方法

1. 2. 1 试验设计 试验于2017—2018年在新疆林

业科学院树木园试验地进行。2017年10月底釆用盆

栽自然干旱法，人工模拟干旱胁迫3个醋栗品种种

苗。为防止参试材料被雨淋，下雨前用塑料布覆盖。

2018年春季，在各品种醋栗苗萌芽前，选留离地面高

25~30 cm枝条进行常规管理（其余部分进行平茬）。

参照贺康宁等（2003）的方法，利用烘干法测得土壤

绝对水含量约44%；设4个土壤干旱胁迫梯度处理，

分别为：土壤绝对水含量40%（对照，CK），盆中土壤

重量降至3.6~3.7 kg；土壤绝对水含量35%（轻度胁

迫），盆中土壤重量降至3.3~3.4 kg；土壤绝对水含量

30%（中度胁迫），盆中土壤重量降至3.0~3.1 kg；土

壤绝对水含量25%（重度胁迫），盆中土壤重量降至

2.6~2.7 kg。2018年6月28日将各品种醋栗盆栽苗一

次性浇透水，让其自然干旱。待各盆栽苗土壤重量

降至预设重量时，开始测定盆栽苗各项光合参数及

生理指标。每处理3盆，每次随机在各盆醋栗苗中上

部取2~3片功能叶进行测定，重复3次。

1. 2. 2 测定指标及方法 Pn、Tr、胞间CO2浓度（Ci）

和气孔导度（Gs）采用CIRAS-Ⅱ型便携式光合作用

测定系统（美国PPsystems公司）进行测定，并计算

WUE。测定时间为上午10：00—12：00，有效辐射强

度为1200 mol/（m2·s）；SS和Pro含量采用蒽酮比色法

（邹琦，2004）进行测定，相对电导率（REC）采用电导

率法（郑炳松，2006）进行测定，丙二醛（MDA）含量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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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硫代巴比妥酸法（刘家尧，2010）进行测定，SOD、

POD和CAT活性参照田浩（2014）的方法进行测定。

1. 3 统计分析

试验数据采用Excel 2003进行整理，以SPSS

16.0进行差异显著性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3个

醋栗品种的抗旱性进行综合评价。

2 结果与分析

2. 1 干旱胁迫对醋栗叶片主要光合参数的影响

2. 1. 1 对Pn的影响 由表1可知，坠玉叶片的Pn在

轻度干旱胁迫时降至0.08 μmol/（m2·s），中度干迫胁

迫时降至-0.05 μmol/（m2·s），重度干旱胁迫时降至

-0.70 μmol/（m2·s），均极显著低于CK（P<0.01，下

同）；彩虹叶片的Pn在轻度干旱胁迫时［1.68 μmol/

（m2·s）］稍高于CK，在中度和重度干旱胁迫时分别

降至0.63和0.03 μmol/（m2·s），但与CK均无显著差异

（P>0.05，下同）；红灯笼叶片的Pn在轻度干旱胁迫时

降至0.38 μmol/（m2·s），与CK差异不显著，在中度和

重度干旱胁迫时分别降至-0.20和-0.55 μmol/（m2·s），

与轻度干旱胁迫的Pn差异不显著，但均显著低于CK

（P<0.05，下同）。在不同程度干旱胁迫下，3个醋栗

品种叶片的Pn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但彩虹叶片的Pn

始终高于其余2个品种，表现出较强的耐旱性。

2. 1. 2 对Tr的影响 从表1可看出，坠玉叶片的Tr在

轻度和中度干旱胁迫时降至0.13 mmol/（m2·s），极显

著低于CK，在重度干旱胁迫时升至0.30 mmol/（m2·s），

低于CK，差异不显著，但显著高于轻度和中度干旱

胁迫；彩虹叶片的Tr在轻度干旱胁迫时降至0.33

mmol/（m2·s），与CK差异不显著，在中度干旱胁迫时

降至0.18 mmol/（m2·s），显著低于CK，在重度干旱胁

迫时降至0.08 mmol/（m2·s），极显著低于CK；红灯笼

叶片的Tr在轻度胁迫时升至0.40 mmol/（m2·s），与

CK差异不显著，在中度干旱胁迫时降至0.10 mmol/

（m2·s），与CK差异极显著，在重度干旱胁迫时降至

0.15 mmol/（m2·s），与CK差异极显著。可见，干旱胁

迫期间3个醋栗品种的Tr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其叶片

通过减少水分蒸腾和气体交换阻止叶片水势下降，

但重度干旱胁迫时坠玉叶片的Tr高于其余品种，表

现出较强的耐旱性。

2. 1. 3 对Gs的影响 由表1可知，坠玉叶片的Gs在

轻度干旱胁迫时降至13.25 mmol/（m2·s），在中度和

重度干旱胁迫时分别降至5.25和5.50 mmol/（m2·s），

极显著低于CK；彩虹叶片的Gs在轻度干旱胁迫时降

至19.75 mmol/（m2·s），与CK差异不显著，在中度和重

度干旱胁迫时分别降至11.00和7.50 mmol/（m2·s），

极显著低于CK；红灯笼叶片的Gs在轻度干旱胁迫时

［20.25 mmol/（m2·s）］稍高于CK，但差异不显著；在

中度和重度干旱胁迫时分别降至5.00和7.00 mmol/

（m2·s），均极显著低于CK。说明干旱胁迫使3个醋

栗品种叶片的Gs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叶片通过关闭

气孔阻止其体内水分蒸发，但彩虹叶片的Gs在重度

干旱胁迫时高于其余2个品种，表现出较强的耐

旱性。

2. 1. 4 对Ci的影响 从表1可看出，坠玉叶片的Ci

在轻度干旱胁迫时升至333.25 μmol/mol，在中度和

重度干旱胁迫时分别升至354.0和286.0 μmol/mol，

均极显著高于CK；彩虹叶片的Ci在轻度和中度干旱

胁迫时分别降至162.0和178.00 μmol/mol，与CK无

显著差异，在重度干旱胁迫时升至333.75 μmol/mol，

高于CK但差异不显著；红灯笼叶片的Ci在轻度干旱

胁迫时降至221.0 μmol/mol，与CK无显著差异，在

中度和重度干旱胁迫时分别升至363.25和455.25

μmol/mol，极显著高于CK。可见，干旱胁迫期间3个

醋栗品种叶片的Ci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但轻度干旱

胁迫时彩虹和红灯笼叶片的Ci有下降趋势（Pn也稍

有下降），是由气孔因素所引起；重度干旱胁迫时3个

醋栗品种叶片的Ci上升（同时Pn均下降），是由非气

孔因素引起。

2. 1. 5 对WUE的影响 从表1可看出，坠玉叶片的

WUE 在轻度干旱胁迫时降至 0.25 μmol/mmol，

在中度和重度干旱胁迫时分别降至-0.88和-2.44

μmol/mmol，均极显著低于CK；彩虹叶片的WUE在轻

度干旱胁迫时升至5.02 μmol/mmol，在中度干旱胁

迫时降至2.46 μmol/mmol，在重度干旱胁迫时降至

0.50 μmol/mmol，与CK均无显著差异；红灯笼叶片的

WUE在轻度干旱胁迫时降至0.71 μmol/mmol，与CK

差异不显著，在中度干旱胁迫时降至- 2.00 μmol /

mmol，显著低于CK，在重度干旱胁迫时降至-3.50 μmol/

mmol，极显著低于CK。说明干旱胁迫期间3个醋栗

品种叶片气孔开度减小，水分散发少，WUE提高，其

中彩虹叶片的WUE高于其余2个品种。

2. 2 干旱胁迫对不同醋栗品种叶片生理指标的

影响

2. 2. 1 对SS含量的影响 从图1可看出，坠玉叶片

的SS含量在轻度干旱胁迫时降至2.17%，与CK无显

著差异，在中度和重度干旱胁迫时分别升至3.89%和

3.81%，极显著高于CK；彩虹叶片的SS含量在轻度干

旱胁迫时降至1.73%，极显著低于CK，在中度干旱胁

迫时升至4.67%，极显著高于CK，在重度干旱胁迫时

迅速降至2.64%，低于CK但差异不显著；红灯笼叶片

古丽江·许库尔汗等：醋栗叶片对干旱胁迫的光合生理生化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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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bB

0.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坠玉 彩虹 红灯笼

ck
0.35
0.3
0.25

的SS含量在轻度干旱胁迫时降至2.45%，与CK差异

不显著，在中度干旱胁迫时升至3.89%，极显著高于

CK，在重度干旱胁迫时降至2.73%，低于CK但差异

不显著。说明彩虹叶片的SS含量在中度干旱胁迫时

高于其余2个品种，即其对中度干旱胁迫具有较强的

耐受性。

2. 2. 2 对Pro含量的影响 从图2可看出，坠玉叶片

的Pro含量在轻度干旱胁迫时与CK相同，均为

0.03%，在中度干旱胁迫时升至0.20%，极显著高于

CK，在重度干旱胁迫时降至0.11%，仍极显著高于

CK；彩虹叶片的Pro含量在轻度干旱胁迫时降至

0.01%，与CK差异不显著，在中度干旱胁迫时升至

0.24%，极显著高于CK，在重度干旱胁迫时降至

0.10%，仍极显著高于CK；红灯笼叶片的Pro含量在

轻度干旱胁迫时降至0.02%，与CK差异不显著，在中

度和重度干旱胁迫时分别升至0.16%和0.12%，极显

著高于CK。可见，在中度干旱胁迫时彩虹叶片的

Pro含量明显高于其他2个品种，在重度干旱胁迫时3

个品种的Pro含量相近，即3个醋栗品种通过积累

Pro，自身的抗旱性均得以增强。

2. 2. 3 对MDA含量的影响 从图3可看出，坠玉

叶片的MDA含量在轻度干旱胁迫时降至 0.022

µmol/gFW，极显著低于CK，在中度干旱胁迫时升至

0.027 µmol/gFW，与CK持平，在重度干旱胁迫时升

至0.074 µmol /gFW，极显著高于CK；彩虹叶片的

MDA含量在轻度和中度干旱胁迫时分别降至0.033

和0.026 µmol/gFW，显著低于CK，在重度干旱胁迫

时升至0.067 µmol/gFW，极显著高于CK；红灯笼叶

片的MDA含量在轻度和中度干旱胁迫时分别降至

0.029和0.028 µmol/gFW，显著低于CK，在重度干旱

胁迫时升至0.074 µmol/gFW，极显著高于CK。说明

随干旱胁迫强度的增加，3个醋栗品种叶片的MDA

含量总体上呈增加趋势，质膜透性逐渐增大，其中轻

度和中度干旱胁迫的MDA含量和质膜透性增幅相

对较小，而重度干旱胁迫时的MDA含量增幅较大，

质膜透性也相应增大，即重度干旱胁迫对3个醋栗品

种细胞膜的伤害均重于轻度和中度干旱胁迫，但对

彩虹叶片细胞膜的伤害程度小于其余品种。

品种
Variety
坠玉 Zhuiyu

彩虹 Caihong

红灯笼 Hongdenglong

干旱胁迫处理
Drought stress treatment

CK
35%
30%
25%
CK
35%
30%
25%
CK
35%
30%
25%

Pn

［μmol/（m2·s）］
1.65±0.61aA
0.08±0.22bB
-0.05±0.23bB
-0.70±0.08cB

1.55±1.14
1.68±2.34
0.63±0.97
0.03±0.45
0.65±0.13a
0.38±1.30ab
-0.20±0.08b
-0.55±0.33b

Tr

［mmol/（m2·s）］
0.43±0.12aA
0.13±0.05bB
0.13±0.05bB

0.30±0.08aAB
0.43±0.15aA

0.33±0.17abAB
0.18±0.12bcAB

0.08±0.05cB
0.35±0.06aAB
0.40±0.18aA
0.10±0.00bC

0.15±0.06bBC

Gs

［mmol/（m2·s）］
21.25±4.48aA
13.25±1.86bB
5.25±0.49cC
5.50±2.33cC

21.75±7.22aA
19.75±12.89aA
11.00±6.04bB
7.50±7.18bB
18.70±0.89aA
20.25±7.35aA
5.00±1.13bB
7.00±2.40bB

Ci

（μmol/mol）
148.25±46.27cB
333.25±8.56abA
354.00±8.43aA

286.00±59.21bA
208.5±102.69ab
162.00±97.94b
178.00±92.37ab
333.75±81.61a

221.75±19.31cB
221.00±70.04cB
363.25±40.24aA
455.25±40.82aA

WUE
（μmol/mmol）

4.00±1.51aA
0.25±1.23bB

-0.88±1.62bcB
-2.44±0.52cB

3.26±1.71
5.02±4.92
2.46±4.56
0.50±4.42

1.90±0.51aA
0.71±2.78aA

-2.00±0.80bAB
-3.50±1.74bB

表 1 干旱胁迫对3个醋栗品种叶片光合参数的影响
Table1 Drought stress effects on three different varieties of gooseberry leaf photosynthesis parameters

同一品种同列数据后不同大、小写字母分别表示差异极显著（P<0.01）或显著（P<0.05）。表2同
Different upp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of the same variety represented extreme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1），and lowercase letters repre-
sen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 The same was applied in Table 2

图 1 干旱胁迫对3个醋栗品种SS含量的影响
Fig.1 Effects of drought stress on SS content of different three

varieties of gooseberry

图 2 干旱胁迫对3个醋栗品种Pro含量的影响
Fig.2 Effects of drought stress on Pro content of different three

varieties of gooseb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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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4 对REC的影响 由图4可看出，坠玉叶片的

REC在轻度干旱胁迫时降至11.57%，与CK差异不显

著，在中度和重度干旱胁迫时分别升至51.25%和

64.15%，极显著高于CK；彩虹叶片的REC在轻度干

旱胁迫时降至15.57%，与CK差异不显著，在中度和

重度干旱胁迫时分别升至62.44%和57.37%，极显著

高于CK；红灯笼叶片的REC在轻度干旱胁迫时升至

17.7%，与CK差异显著，在中度和重度干旱胁迫时分

别升至63.13%和57.26%，与CK差异极显著。重度干

旱胁迫时坠玉叶片的REC稍高于彩虹和红灯笼，即

重度干旱胁迫时坠玉叶片的细胞膜完整性较彩虹和

红灯笼稍差。

2. 3 干旱胁迫对3个醋栗品种叶片抗氧化酶活性的

影响

2. 3. 1 对SOD活性的影响 由表2可知，坠玉叶片

的SOD活性在轻度和中度干旱胁迫时分别为10.08

和13.24 U/gFW，极显著高于CK，在重度干旱胁迫时

降至5.57%，显著低于CK；彩虹叶片的SOD活性在轻

度干旱胁迫时升至14.51 U/gFW，与CK差异不显著，

在中度干旱胁迫时升至17.16 U/gFW，极显著高于

CK，在重度干旱胁迫时降至5.44 U/gFW，极显著低

于CK；红灯笼叶片的SOD活性在轻度和中度干旱胁

迫时分别为12.19和15.40 U/gFW，极显著高于CK，

在重度干旱胁迫时降至4.77 U/gFW，显著低于CK。

由表2还可看出，在干旱胁迫期间3个醋栗品种叶片

的SOD活性总体上均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

其中，中度干旱胁迫的SOD活性均极显著高于CK，

尤其是彩虹叶片的SOD活性最高，说明中度干旱胁

迫促使醋栗叶片产生大量SOD以清除自由基，保护

细胞膜免受活性氧胁迫的伤害，而重度干旱胁迫使

醋栗叶片的SOD活性显著或极显著下降，表明其细

胞膜已受到活性氧胁迫的伤害，但彩虹细胞膜受到

的伤害小于其余2个品种。

2. 3. 2 对POD活性的影响 由表2可知，坠玉叶片

的POD活性在轻度和中度干旱胁迫时分别为70.62

和145.62 U/gFW，极显著高于CK，在重度干旱胁迫

时降至44.74 U/gFW，高于CK但差异不显著；彩虹叶

片的POD活性在轻度干旱胁迫时升至77.05 U/gFW，

与CK差异不显著，在中度干旱胁迫时升至104.83

U/gFW，极显著高于CK，在重度干旱胁迫时降至

37.7 U/gFW，极显著低于CK；红灯笼叶片的POD活

性在轻度干旱胁迫时升至141.27 U/gFW，极显著高

于CK，在中度和重度干旱胁迫时分别降至33.72和

7.03 U/gFW，极显著低于CK。由表2还可看出，干旱

胁迫期间3个醋栗品种叶片的POD活性总体上呈先

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尤其在轻度干旱胁迫时红

灯笼叶片的POD活性（141.27 U/gFW）明显高于坠玉

和彩虹，即红灯笼叶片较坠玉和彩虹叶片更易受轻

度干旱胁迫而衰老；在中度和重度干旱胁迫时坠玉

叶片的POD活性（分别为145.62和44.74 U/gFW）明

显高于彩虹和红灯笼，即坠玉叶片较彩虹和红灯笼

更易受中度和重度干旱胁迫而衰老。可见，彩虹的

耐干旱胁迫性相对强于坠玉和红灯笼。

2. 3. 3 对CAT活性的影响 由表2可知，在干旱胁

迫期间3个醋栗品种叶片的CAT活性总体上呈先上

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但均极显著高于CK。其中，

轻度、中度和重度干旱胁迫下坠玉叶片的CAT活性

分别为1.08、1.45和1.21 U/gFW，分别比CK提高26.9%、

45.5%和34.7%；轻度、中度和重度干旱胁迫下彩虹

叶片的CAT活性分别为0.97、1.21和1.12 U/gFW，分

别比CK提高16.5%、33.1%和27.7%；轻度、中度和重

度干旱胁迫下红灯笼叶片的CAT活性分别为1.07、

1.52和1.30 U/gFW，分别较CK提高14.9%、40.1%和

30.0%。从表2还可看出，轻度干旱胁迫时3个醋栗品

图 3 干旱胁迫对3个醋栗品种MDA含量的影响
Fig.3 Effects of drought stress on MDA content of different

three varieties of gooseb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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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干旱胁迫对3个醋栗品种REC的影响
Fig.4 Effects of drought stress on REC of different three varie-

ties of gooseb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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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叶片的CAT活性排序为坠玉>红灯笼>彩虹，中度

和重度干旱胁迫时3个醋栗品种的CAT活性排序均

为红灯笼>坠玉>彩虹。说明彩虹对干旱胁迫的耐受

能力强于红灯笼和坠玉，抗旱性更强。

2. 4 3个醋栗品种抗旱性的综合评价

2. 4. 1 抗旱指标的主成分分析 由表3可知，前2

个主成分已能代表醋栗品种12个抗旱指标（Pn、Tr、

Ci、Gs、WUE、SS和Pro含量、REC、MDA含量及SOD、

POD和CAT活性）的大部分信息。因此，可将不同醋

栗品种的12个抗旱指标综合成2个主成分。

由各抗旱指标在2个主成分中的载荷（表4）可

知，第一主成分（PC1）主要代表Ci、Tr、Gs、Pn、WUE、

REC、CAT和SOD活性的信息；第二主成分（PC2）主

要代表SS、Pro、MDA含量和POD活性的信息。

2. 4. 2 不同醋栗品种抗旱性的综合评价结果 通

过主成分分析，提取出2个主成分（λ>1），用主成分载

荷矩阵中的数据计算特征向量Ai［Ai=Bi/SQR（λ），

式中，Bi为主成分载荷矩阵，SQR为平方根函数，λ为

特征值］，得出的特征向量矩阵如表5所示，各特征向

量与标准化后的数据相乘，得到各主成分的表达式。

PC1=-0.315X1+0.272X2+0.385X3+0.352X4+

0.338X5+0.305X6-0.154X7+0.050X8+

0.272X9-0.001X10-0.312X11+0.387X12

PC2=-0.252X1-0.308X2-0.061X3+0.182X4+

0.213X5-0.267X6+0.396X7+0.428X8-

0.308X9+0.431X10-0.256X11+0.044X12

式中，PC1和PC2为2个主成分，X1~X12为12个抗

旱指标原始数据的标准化数值。

以每个主成分的特征值占所提取主成分总特

征值的比例为权重，计算主成分综合模型F=6.619F1+

5.381F2。运用此数学模型对不同醋栗品种抗旱性

进行综合评价及排序。综合得分越高，表明该样品

的抗旱性越强。由表6可知，3个醋栗品种抗旱性综

合得分排序为彩虹>坠玉>红灯笼。说明彩虹对干旱胁

迫的耐受能力和适应能力最强，坠玉次之，红灯笼

稍弱。

3 讨论

3. 1 干旱胁迫下醋栗光合参数的变化

已有研究表明，植物在干旱胁迫下其Pn降低

主成分
Principal
component

PC1
PC2
PC3
PC4
PC5
PC6
PC7
PC8
PC9
PC10
PC11
PC12

初始特征值 Initial eigenvalue
合计
Total
6.619
5.38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方差贡献率（%）
Variance contribution

55.160
44.84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累计贡献率（%）
Cumulative variance contribution

55.16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提取平方和载入 Extraction sums of squared loading
合计
Total
6.619
5.381

方差贡献率（%）
Variance contribution

55.160
44.840

累计贡献率（%）
Cumulative variance contribution

55.160
100.000

品种
Variety
坠玉 Zhuiyu

彩虹 Caihong

红灯笼 Hongdenglong

干旱胁迫处理
Drought stress treatment

CK
35%
30%
25%
CK
35%
30%
25%
CK
35%
30%
25%

SOD活性（U/gFW）
SOD activity
6.78±0.78cC

10.08±0.58bB
13.24±0.22aA
5.57±0.56dC
14.21±0.77bB
14.51±0.56bB
17.16±0.40aA
5.44±0.90cC
5.83±0.38cC

12.19±0.22bB
15.40±0.79aA
4.77±0.69dC

POD活性（U/gFW）
POD activity
44.23±2.56cC
70.62±3.50bB
145.62±0.50aA
44.74±2.11cC
75.21±0.99bB
77.05±0.50bB
104.83±2.14aA
37.70±1.46cC
85.95±3.11bB

141.27±0.14aA
33.72±2.49cC
7.03±2.28dD

CAT活性（U/gFW）
CAT activity
0.79±0.01dD
1.08±0.05cC
1.45±0.03aA
1.21±0.04bB
0.81±0.01dD
0.97±0.03cC
1.21±0.04aA
1.12±0.01bB
0.91±0.01dD
1.07±0.07cC
1.52±0.05aA
1.30±0.04bB

表 2 干旱胁迫对不同品种醋栗叶片抗氧化酶活性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drought stress on antioxidant enzyme activity of different varieties of gooseberry

表 3 各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方差贡献率和累计方差贡献率
Table 3 Eigenvalues of the correlation matrix and its variance contribution and cumulative variance con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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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ry et al.，2001，魏孝荣等，2005），抗旱性强的植

物Pn降低程度小于抗旱性弱的植物（Ao and Zhang，

2007），即抗旱性较强植物的Pn较高，因此，Pn可作为

判断植物抗旱性的可靠指标（周忆堂等，2008；吉小

敏等，2012）。本研究中，彩虹叶片的Pn高于坠玉和红

灯笼，说明彩虹的抗旱性强于坠玉和红灯笼。Jerry

等（2001）研究认为，干旱胁迫下拥有较高WUE的植

物具有更高生产力和生存能力。魏孝荣等（2005）研

究发现，叶片的WUE是评价植物耐旱能力的重要指

标之一，该指标受Tr和Pn的共同影响。本研究结果与

Jerry等（2001）、魏孝荣等（2005）的研究结果相似，坠

玉和红灯笼的WUE在中度干旱胁迫时降为负值（分

别为-0.88和-2.00 μmol/mmol），而彩虹叶片的WUE

虽然降低，但仍维持正值（2.46 μmol/mmol），明显高

于坠玉和红灯笼，说明彩虹较坠玉和红灯笼具有更

强的耐旱能力。本研究还发现，在干旱胁迫过程中3

个醋栗品种叶片的Pn、Tr、Gs和WUE总体上呈下降趋

势，Ci呈上升趋势，与迟琳琳（2017）对科尔沁沙地小

叶鼠李、叶底珠、东北连翘和杠柳4种灌木的研究结

果相似。虽然坠玉叶片的Ci在中度干旱胁迫时升至

最高，但在重度干旱胁迫时呈下降趋势，可能是随着

干旱胁迫的加剧，植株消耗的CO2增多，Ci被消耗后

得不到及时补充所致。

3. 2 干旱胁迫下醋栗生理生化指标的变化

SS是植物渗透调节中的重要有机溶质，随着干

旱胁迫的持续，植物体能通过自身代谢调控积累一

些有机小分子物质以调节渗透胁迫，SS含量上升（许

翩翩和王建柱，2018），细胞原生质浓度、细胞膜的稳

定性和植株的保水性得到提高，从而增强植物的抗

旱能力（姜英淑等，2009）。本研究中，中度干旱胁迫

时彩虹叶片的SS含量显著高于CK，且明显高于其余

2个品种，但在重度干旱胁迫时降至与CK水平相近，

可能是干旱胁迫程度超出彩虹叶片忍耐范围，致使

其SS含量降至接近CK水平的缘故；重度干旱胁迫时

坠玉叶片的SS含量高于彩虹和红灯笼，说明不同品

种对干旱胁迫程度的耐受能力存在差异。

已有研究认表明，干旱胁迫下植物的SS含量增

加到一定程度后会诱发Pro大量生成（田浩，2014），

而Pro的大量积累能防止水分散失，直接影响蛋白的

稳定性，有利于植物抗旱（郑海燕，2009），且干旱胁

迫越严重，Pro含量越高，即在干旱胁迫下Pro积累越

多的植物其抗旱性越强（Yamada et al.，2005）。本

研究中，中度干旱胁迫时彩虹叶片的Pro含量明显

高于其他2个品种，且均极显著高于CK，重度干旱胁

迫时3个品种的Pro含量相近，但均极显著高于CK，

说明3个醋栗品种通过积累Pro，使自身的抗旱性得

以增强。

MDA对逆境反应非常敏感，在发生干旱胁迫

时，植物细胞膜的透性增大，膜系统发生膨胀、破损

（田浩，2014），因此，其含量与植物细胞膜受损程度

呈正相关，MDA含量越高，植物受干旱胁迫损害越

大，抗旱性越弱（时连辉等，2005；姜英淑等，2009）。

本研究中，3个醋栗品种受到干旱胁迫时体内产生大

量膜脂过氧化物，MDA含量增加并超出醋栗叶片的

耐受范围，致使其细胞膜系统受到损害，电解质外

渗，REC升高。但由于叶片含有防止膜脂过氧化的

POD和SOD等保护酶类，其活性在干旱胁迫下得以

增强，有效降低脂膜过氧化产物MDA含量，因此彩

虹和红灯笼在中度干旱胁迫时MDA含量降低；随干

旱胁迫的加剧，各醋栗品种保护酶系统的活性被钝

表 6 不同醋栗品种的抗旱性综合得分和排序
Table 6 Comprehensive scores and rank of drought resistance
for different gooseberry varieties

品种
Variety
红灯笼 Hongdenglong
彩虹 Caihong
坠玉 Zhuiyu

PC1

-0.797
2.877
-2.079

PC2

-2.580
0.667
1.913

综合得分
Comprehensive score

-1.596
1.886
-0.289

排序
Sequence

3
1
2

指标 Index
Ci

Tr

Gs

Pn

WUE
REC
SS含量 SS content
Pro含量 Pro content
MDA含量 MDA content
POD活性 POD activity
CAT活性 CAT activity
SOD活性 SOD activity

PC1
-0.811
0.700
0.990
0.906
0.869
0.784
-0.397
0.128
0.700
-0.003
-0.803
0.995

PC2
-0.585
-0.714
-0.141
0.422
0.494
-0.620
0.918
0.992
-0.714
1.000
-0.595
0.101

表 4 主成分在各抗旱指标中的载荷矩阵
Table 4 Component matrix of the principle component in
drought resistance indexes

表 5 2个主成分的特征向量
Table 5 The eigenvectors of two principal components

指标 Index
Ci

Tr

Gs

Pn

WUE
REC
SS含量 SS content
Pro含量 Pro content
MDA含量 MDA content
POD活性 POD activity
CAT活性 CAT activity
SOD活性 SOD activity

第1因子 First factor
-0.315
0.272
0.385
0.352
0.338
0.305
-0.154
0.050
0.272
-0.001
-0.312
0.387

第2因子 Second factor
-0.252
-0.308
-0.061
0.182
0.213
-0.267
0.396
0.428
-0.308
0.431
-0.256
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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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或降低（李叶峰等，2011），不能发挥正常功能，所

以重度干旱胁迫导致各醋栗品种MDA含量升至最

高。在干旱胁迫期间3个醋栗品种的REC变化趋势

与MDA含量变化趋势基本相同，但在重度胁迫时出

现彩虹和红灯笼叶片的REC小幅下降情况，与曹建

华等（2014）对油棕幼苗的研究结果相似。

3. 3 干旱胁迫下醋栗酶活性的变化

本研究中，3个醋栗品种的SOD活性均在中度

干旱胁迫时升至最高，其中彩虹为17.16 U/gFW、红

灯笼为15.40 U/gFW、坠玉为13.20 U/gFW，在重度

干旱胁迫时极显著降低，说明彩虹叶片SOD活性增

加可清除过多的活性氧，降低其叶片细胞膜的损害

程度，与徐建欣等（2014）研究认为干旱胁迫下陆稻

可通过提高抗氧化酶活性、增强抗氧化能力以减轻

干旱胁迫伤害的观点一致。3个醋栗品种中，红灯笼

的POD活性在轻度干旱胁迫时最高，在中度干旱胁

迫时下降，说明轻度干旱胁迫时红灯笼叶片的细胞

为适应干旱随即产生保护反应，导致清除活性氧能

力降低；坠玉和彩虹的POD活性在中度干旱胁迫时

出现高峰（其中坠玉的POD活性高于彩虹），在重度

干旱胁迫时下降，说明随着干旱胁迫的加剧，坠玉和

彩虹叶片细胞中自由基的产生和清除平衡失调，导

致SOD和POD活性下降，与Gill和Tuteja（2010）对金

心吊兰的研究结果相似。3个醋栗品种中，彩虹叶片

的CAT活性下降程度低于其他2个品种，表明彩虹的

耐旱能力强于坠玉和红灯笼，与韩建秋（2009）对白

三叶的研究结果一致。

本研究结果表明，干旱胁迫导致彩虹、坠玉和

红灯笼叶片的Pn、Tr、Gs和WUE不同程度下降，Ci总

体上上升。其中，坠玉和红灯笼的WUE和Gs下降最

显著；随干旱胁迫的加剧，坠玉、彩虹和红灯笼叶片

的SS、Pro、MDA含量和REC均增加，彩虹叶片的SS

和Pro含量增加最明显，红灯笼叶片的SS和Pro含量

增幅较坠玉小，说明彩虹对干旱胁迫的耐受能力最

强，而红灯笼对干旱胁迫的耐受能力最弱。

4 结论

醋栗品种彩虹、坠玉和红灯笼的光合和生理生

化指标对干旱胁迫均表现出明显的响应，但对干旱

胁迫的耐受能力和适应能力存在差异，其抗旱性排

序为彩虹>坠玉>红灯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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