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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蔗系列新品种对干旱胁迫的响应及抗旱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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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中蔗系列新品种对干旱胁迫的生理响应，并对其进行抗旱性评价，为后续抗旱性分子机理研究

打下基础，也为抗旱甘蔗品种选育和推广应用提供理论依据。【方法】以来自同一亲本（ROC25×云蔗89-7）的中蔗系列

新品种（中蔗1号、中蔗6号、中蔗9号）和新台糖22号（ROC22）为试验材料，采用桶栽法，待甘蔗幼苗长至4~5叶时，浇

灌20%聚乙二醇6000（PEG-6000）模拟干旱胁迫，设清水对照和3个干旱处理（分别干旱胁迫1、3和5 d），比较分析不同

处理甘蔗叶片的气孔特性、相对水含量、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性、过氧化物酶（POD）活性、可溶性糖含量、脯氨酸

含量及丙二醛（MDA）含量等生理指标的变化差异，结合隶属函数分析法对这些指标进行抗旱性综合评价。【结果】经

干旱胁迫5 d后，参试甘蔗品种的气孔闭合率增加，气孔长宽比值增大，气孔密度整体下降。其中，中蔗9号的气孔闭

合率最低（14.44%），气孔密度在干旱胁迫前后均相对较高。随着干旱胁迫时间的延长，各参试甘蔗品种的相对水含

量均逐渐下降，SOD活性整体增加，POD活性整体下降，可溶性糖含量先上升后下降，脯氨酸含量变化明显，MDA含

量逐渐升高。其中，中蔗1号的相对水含量在干旱胁迫后下降最明显，与对照相比显著降低16.5%（P<0.05）；中蔗6号

和中蔗9号的SOD活性相对较高；不同干旱胁迫处理下均以中蔗1号的POD活性最低；中蔗9号可溶性糖的初始含量和

干旱胁迫5 d后的含量均高于其他品种；ROC22的MDA含量高于3个中蔗系列品种，中蔗9号的MDA含量变化不显著

（P>0.05），且含量最低。依据平均隶属函数值的甘蔗品种的抗旱性排序为：中蔗9号>中蔗6号>中蔗1号>ROC22，与

大田表型观测结果一致。【结论】与ROC22相比，中蔗系列新品种的抗旱性相对较强。其中，中蔗9号在干旱胁迫下的

气孔特性表现较好，SOD活性和可溶性糖含量较高，MDA含量最低，抗旱性综合评价结果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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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 physiological response of sugarcane Zhongzhe cultivars to drought stress was studied and
the drought resistance was evaluated，which laid a foundation for the follow-up study on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drought resistance，and provided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sele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drought-resistant sugarcane varie-
ties.【Method】The sugarcane Zhongzhe series（Zhongzhe 1，Zhongzhe 6，Zhongzhe 9）from the same parent（ROC25×
Yunzhe 89-7）and New Taiwan Sugar 22（ROC22）were used as the test materials，and they were planted by barrels
method. When sugarcane seedlings grew to 4-5 leaves，watering 20% polyethylene glycol 6000（PEG-6000）to simulate
drought stress，set up a clear water control group and three treatment groups（drought stress for 1，3 and 5 d，respective-
ly）. Compared and analyzed the changes in physiological indexes such as stomatal characteristics，relative water content，
superoxide dismutase（SOD）activity，peroxidase（POD）activity，soluble sugar content，proline content and malonalde-
hyde（MDA）content of sugarcane leaves under different treatments，combined with the membership function analysis
method，these indicators were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d for drought resistance.【Result】After 5 d of drought stress，sto-
matal closure rate of tested sugarcanes increased，stomatal length to width ratio and stomatal density of all tested sugar-
cane varieties decreased. Among them，the stomata closure rate of Zhongzhe 9（14.44%）was the smallest，and the stoma-
tal density was relatively high before and after drought stress. With the extension of stress time，the relative water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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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甘蔗（Saccharum 0fficinarum L.）是

多年生禾本科C4植物，主要种植于热带和亚热带地

区。我国甘蔗主要分布在广西、云南、广东和海南等

省（区），其中广西是我国甘蔗的主产区，占全国甘蔗

总种植面积的60%以上。近年来，甘蔗与粮食果蔬

争地的矛盾日益突出，甘蔗种植逐渐转向干旱缺水

的坡地和偏远山区（徐超华等，2017）。由于蔗区常

年降水量分配不均，灌溉设施不完备，干旱已成为制

约甘蔗增产的主要因素之一，而选育和推广优良抗

旱品种是甘蔗生产的当务之急（Santos et al.，2019）。

中蔗系列品种（系）是由亚热带农业生物资源保护与

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选育的甘蔗新品种（系），与当

前广西主栽甘蔗品种新台糖22号（ROC22）相比，中蔗

系列品种具有高产、高糖、宿根性好、高抗黑穗病（张

姗姗等，2019）、抗倒伏、极易脱叶等优点，有望改变

我国甘蔗种植经济效益长期低迷的状况。因此，通

过研究鉴定中蔗系列品种（系）的抗旱性，选育出高

抗优良品种对促进蔗糖产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前人研究进展】目前，在植物抗旱性生理方面的

研究已有较多报道（赵永平等，2018；王凯丽等，

2019；Parveen et al.，2019）。在甘蔗抗旱性研究方

面，毕黎明（2007）在甘蔗苗期和伸长期用25%聚乙

二醇6000（PEG-6000）模拟干旱胁迫，对不同甘蔗品

种叶片中蛋白质及蛋白酶的变化进行研究，结果发

现不同抗旱性甘蔗品种可溶性蛋白质的谱带存在明

显差异，内肽酶活性与抗旱能力相关，且酶活性越低

其抗旱能力越强。朱理环等（2010）对干旱胁迫下甘

蔗叶片水分和叶绿素荧光参数的变化进行研究，认

为相对水含量可被用作抗旱性评价指标。秦茜

（2017）研究了甘蔗叶片干旱解剖结构特征与光合能

力，发现甘蔗叶片的上、下表皮气孔数量明显不同。

刘璐等（2017）对桂糖系列甘蔗品种的主要抗旱性指

标进行研究，发现在干旱条件下，甘蔗体内的丙二醛

（MDA）含量、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和过氧化物酶

（POD）活性均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杨海霞等

（2019）对广西7个甘蔗品种的抗旱性进行研究，结果

显示，所有甘蔗品种的抗旱性均与脯氨酸含量及

POD活性呈正相关。多年来的研究表明，甘蔗受到

干旱胁迫后各种生理生化指标的变化较复杂，如果

单凭某一指标去评定甘蔗品种的抗旱性，会具有一

定局限性，而使用多个相关指标综合评价已成为植

物抗旱性评价的常用方法，其中隶属函数综合评价

法因简便、直观、准确，已广泛应用于高粱（高雪等，

2018）、小麦（郭金生等，2019）和苜蓿（程波等，2019）

等多种植物品种的筛选中并取得良好效果。【本研究

切入点】前期多年多点田间试种结果表明，中蔗系列

新品种（系）具有良好的田间抗性，但该系列品种

（系）的抗旱生理和分子机理尚未明确。【拟解决的关

键问题】以ROC22为对照品种，研究中蔗系列新品种

（系）在干旱胁迫下的生理响应，并采用隶属函数综

合评价法对各指标进行抗旱性综合评价，筛选出耐

旱性较好的优良中蔗品种，为后续抗旱分子机理的

研究打下基础，也为抗旱甘蔗品种的选育和推广应

用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供试材料为亚热带农业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

国家重点实验室选育的3个中蔗系列优良新品系中

蔗1号、中蔗6号和中蔗9号，3个品种均来自同一亲本

（ROC25×云蔗89-7）。对照品种为ROC22。

1. 2 试验方法

试验于2019年3—7月在广西大学试验基地阳

光温室进行。采用洁净的石英砂砂培桶栽。桶规

格：上、下口径分别为35和28 cm，桶高35 cm。桶底

有排水孔，桶内装石英砂至桶高的3/4处。将甘蔗砍

of each tested variety gradually decreased，the overall SOD activity increased，the overall POD activity decreased，the
soluble sugar content first increased and then decreased，the proline content changed，and the MDA content gradually in-
creased. Among them，the relative water content of Zhongzhe1 decreased most obviously after drought stress，which was
significantly 16.5%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P<0.05）；the SOD activity of Zhongzhe 6 and Zhongzhe 9 was relatively
high，Zhongzhe 1 had the lowest POD activity under different drought stress treatments. The initial content of soluble su-
gar of Zhongzhe 9 and the content of 5 d treatment under drought stres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other varieties；the
MDA content of ROC22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ree sugarcane Zhongzhe varieties，and the MDA content of Zhongzhe 9
did not change significantly（P>0.05），and the content was the lowest. The drought resistance of sugarcane Zhongzhe va-
rie-ties based on the average membership function value was ranked as follows：Zhongzhe 9>Zhongzhe 6>Zhongzhe 1>
ROC22，which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field phenotype observation results.【Conclusion】Compared with ROC22，the
drought resistance of sugarcane Zhongzhe varieties is relatively strong. Among them，Zhongzhe 9 shows better stomatal
characteristics under drought stress，higher SOD activity and soluble sugar content，the lowest MDA content，and the
best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result of drought resistance.

Key words：sugarcane；drought stress；porosity；physiological indicators；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drought re-
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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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单芽种茎，用1‰多菌灵浸泡30 min，28 ℃下催

芽，选择出芽一致的种茎进行种植，每桶种5个单芽，

每周定期浇灌2次霍格兰营养液，同时定期浇水。待

甘蔗幼苗生长到4~5叶期进行干旱胁迫处理。

每品种各挑选出长势一致的甘蔗幼苗4桶，设

为1个对照（CK）和3个处理（分别干旱胁迫1、3和

5 d），每组3个生物学重复。其中，CK用清水进行定

期浇灌；各品种的3个处理分别在离试验结束前5、3

和1 d浇灌20%的PEG-6000进行模拟干旱处理，每桶

PEG-6000用量为2 L。达到既定的处理时间后，选

取每桶已挑选好的3株甘蔗植株的正一叶，采用指甲

油印迹法（秦茜，2017），略加改进，进行气孔制样观

察。采集所有甘蔗植株的正二叶，用液氮快速淬灭，

置于-80 ℃冰箱保存，1周内进行生理指标测定。

1. 3 测定项目及方法

气孔闭合率、长宽比值和密度采用光学显微镜

（OLYMPUS BX51）进行拍照、观察，采用Image-pro

Plus进行测量。每处理选6个样品（正、反面各3个），

每个样品选5视野，直接通过显微镜观察记录气孔的

开闭情况并拍照。40倍下拍摄用于测量气孔的长度

和宽度。20倍下拍摄用于计算气孔密度。根据以下

公式计算气孔闭合率（张风娟，2014）。

气孔闭合率（%）=每个视野闭合气孔的数目/每

个视野气孔的总数目×100

相对水含量参照蔡庆生（2013）的称重法测定，

略加修改；SOD和POD活性采用试剂盒法；可溶性糖

含量采用蒽酮法测定（李忠光和龚明，2014）；脯氨酸

含量采用酸性茚三酮比色法测定（蔡庆生，2103）；

MDA含量采用硫代巴比妥酸比色法测定，略加修改。

1. 4 统计分析

采用Excel 2016进行数据整理，以SPSS 19.0对

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包括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和多重比较（LSD）；采用Origin 2019制图。

通过隶属函数法进行综合评价，根据公式计算

每个品种所有指标的隶属函数值，以其平均隶属函

数值作为抗旱性评价的依据（裴帅帅等，2014）。

U（Xi）=
X i - Xmin
Xmax - Xmin

（1）

U（Xi）=1- X i - Xmin
Xmax - Xmin

（2）

其中，Xi是某指标测定值；Xmin和Xmax分别为所有

甘蔗品种中某一指标内的最小值和最大值。生理指

标与抗旱性呈正相关时，隶属函数值用（1）式计算，

反之则用（2）式计算，最后取所有指标隶属函数值的

平均值。平均隶属函数值越高，品种的抗旱性越强，

反之抗旱性越弱（刘菲等，2018）。

2 结果与分析

2. 1 干旱胁迫对甘蔗气孔特性的影响

从表1可知，随着干旱胁迫时间的延长，不同甘

蔗品种叶片的气孔闭合率逐渐增加，气孔长宽比值

逐渐增大，气孔密度整体上呈下降趋势。干旱胁迫

5 d后，中蔗6号和中蔗9号的气孔闭合率较低，分别

为15.57%和14.44%；在CK中，中蔗1号叶片的气孔长

宽比值最大（1.82），ROC22、中蔗6号和中蔗9号的气

孔长宽比值相对较小；各品种气孔长宽比值最大值

均出现在干旱胁迫5 d处理。中蔗6号和中蔗9号的

上、下表皮气孔密度和气孔总密度在不同处理中均

相对较高。中蔗1号的总气孔密度在不同处理间差

同一品种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显著（P<0.05）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for the same variety indica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reatments（P<0.05）

品种
Variety

ROC22

中蔗1号
Zhongzhe 1

中蔗6号
Zhongzhe 6

中蔗9号
Zhongzhe 9

处理
Treatment

CK
干旱胁迫1 d
干旱胁迫3 d
干旱胁迫5 d

CK
干旱胁迫1 d
干旱胁迫3 d
干旱胁迫5 d

CK
干旱胁迫1 d
干旱胁迫3 d
干旱胁迫5 d

CK
干旱胁迫1 d
干旱胁迫3 d
干旱胁迫5 d

气孔闭合率（%）
Stomatal

closure rate
10.28±0.71c
12.37±0.41c
14.89±0.62b
21.51±0.77a
7.41±0.86c

10.29±0.45c
15.24±0.37b
21.58±2.08a
5.04±0.42c
6.71±0.30c

12.75±0.66b
15.57±0.81a
5.66±1.00b
8.44±1.17b
12.25±0.59a
14.44±0.82a

气孔长宽比值
Stomatal

length-width ratio
1.53±0.04b
1.69±0.02b
1.87±0.10a
1.90±0.04a
1.82±0.03d
2.00±0.04c
2.16±0.06b
2.58±0.05a
1.52±0.04c
1.51±0.03c
1.70±0.06b
2.00±0.05a
1.54±0.06c
1.62±0.07c
1.86±0.06b
2.12±0.10a

上表皮气孔密度（个/cm2）
Stomatal density of the upper

epidermis（stomatal/cm2）
76.80±1.66a

74.60±1.60ab
71.20±1.02bc
69.20±1.32c
72.60±2.82
69.40±2.77
71.20±2.31
66.60±4.87
89.20±1.20a

81.60±2.84bc
78.40±2.02c

83.80±2.85ab
86.40±2.56a
88.00±3.86a

83.60±3.53ab
77.00±2.24b

下表皮气孔密度（个/cm2）
Stomatal density of the lower

epidermis（stomatal/cm2）
154.60±2.11a

152.80±6.87ab
148.60±3.08ab
137.20±7.58b
152.20±9.46
153.20±5.86
144.00±3.33
149.40±4.71
167.60±6.94a
161.60±3.97a
130.60±6.43b
137.40±6.71b
163.40±6.23a
138.00±3.83b
156.00±4.76a
155.00±4.90a

231.43±3.33a
227.73±7.65a
219.96±3.26ab
206.28±8.38b
224.40±9.34
222.18±6.60
215.53±4.24
215.90±4.84
256.56±6.90a
243.25±5.65a
208.87±4.86b
221.44±6.65b
249.91±6.28a
226.25±7.22b
239.55±6.09ab
231.79±4.28b

气孔总密度（个/cm2）
Total stomatal density

（stomatal/cm2）

表 1 干旱胁迫下不同甘蔗品种气孔特性的变化
Table 1 Changes of stomatal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sugarcane varieties under drought stress

殷世航等：中蔗系列新品种对干旱胁迫的响应及抗旱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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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均不显著（P>0.05，下同）。

2. 2 干旱胁迫对甘蔗相对水含量的影响

由图1可看出，在CK中，中蔗6号和中蔗9号的相

对水含量较高。不同中蔗品种叶片中的相对水含量

随干旱胁迫时间的延长呈逐渐降低趋势。干旱胁迫

5 d后，中蔗1号的相对水含量下降最明显，较CK显

著降低16.5%（P<0.05，下同），ROC22的相对水含量

下降幅度相对较小，与CK相比下降7.0%。

2. 3 干旱胁迫对甘蔗叶片抗氧化酶活性和渗透

调节物质的影响

由图2可看出，干旱胁迫后，不同甘蔗品种的抗

氧化酶活性和渗透调节物质含量变化存在差异。图

2-A显示，各甘蔗品种经干旱胁迫后的SOD活性与

CK相比均有所上升，其中，ROC22和中蔗9号在干旱

胁迫3 d后的SOD活性最高，而中蔗1号和中蔗6号在

干旱胁迫5 d后的SOD活性最高。整体来看，中蔗6

号和中蔗9号的SOD活性相对较高，中蔗1号和

ROC22的SOD活性相对较低。图2-B显示，随着干旱

胁迫时间的延长，各品种的POD活性与CK相比均有

所降低，其中中蔗系列3个品种的POD活性均在干旱

胁迫3 d后最低，至干旱胁迫5 d后有所回升。整体

来看，不同干旱胁迫处理下均以中蔗1号的POD活性

最低。图2-C显示，不同甘蔗品种的可溶性糖含量随

着干旱胁迫时间的延长呈先升高后降低的变化趋

势。其中，中蔗1号和中蔗6号的可溶性糖含量在干

旱胁迫1 d后达最大值，ROC22和中蔗9号的可溶性

糖含量在干旱胁迫3 d后达最大值。整个变化过程

中，中蔗9号可溶性糖的初始含量和干旱胁迫5 d后

的含量均高于其他品种。图2-D显示，不同干旱胁迫

处理下ROC22的脯氨酸含量变化不显著，中蔗系列

图 1 干旱胁迫下不同甘蔗品种叶片相对水含量的变化
Fig.1 Changes of relative water content in leaves of different

sugarcane varieties under drought stress
同一品种图柱上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图2和3同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on the bar for the same variety indicated sig-
nificant difference（P<0.05）. The same was applied in Fig.2 and Fi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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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的脯氨酸含量变化显著，其中，中蔗1号的脯氨酸

含量随着干旱胁迫时间的延长逐渐升高，中蔗6号和中

蔗9号的脯氨酸含量随着干旱胁迫时间的延长呈先升

高后降低的变化趋势，均在干旱胁迫1 d后达最高值。

2. 4 干旱胁迫对甘蔗叶片MDA含量的影响

由图3可知，ROC22的MDA含量在不同干旱胁

迫处理下均明显高于3个中蔗系列品种，推测ROC22

在干旱胁迫下的膜脂过氧化损伤较严重。在3个中

蔗系列品种中，中蔗9号的MDA含量整体水平低于

其他2个品种，且随着干旱胁迫时间的延长其叶片

MDA含量无显著差异。表明中蔗9号在干旱胁迫下

的膜脂损伤程度较其他3个品种轻。

2. 5 干旱胁迫下4个甘蔗品种耐受性的综合评价

采用隶属函数法对不同甘蔗品种在干旱胁迫

下的各项抗旱指标进行综合分析，其隶属函数值如

表2所示。依据平均隶属函数值，可知各品种的抗旱

性综合评价结果排序为：中蔗9号>中蔗6号>中蔗

1号>ROC22。该评价结果与各品种的大田表型观

测结果基本一致。

3 讨论

气孔是植物进行气体交换和蒸腾作用的主要

通道。干旱胁迫下，气孔自身的特性会发生改变，如

气孔形状、气孔密度、气孔开闭和气孔面积等。本研

究结果显示，干旱胁迫下，不同甘蔗品种的叶片气孔

闭合率增加，气孔长宽比值增大，表明气孔在感知到

干旱胁迫后通过闭合来减少水分蒸腾，进而达到保

水效果。同时，干旱胁迫下气孔密度减小，可能是在

干旱胁迫过程中，叶片变形卷曲，导致表皮细胞表面

扭曲折叠、气孔内陷于叶肉细胞中（李中华等，2016），

进而引起气孔密度下降。石凤翎等（2005）研究发

现，气孔密度大的扁蓿豆品种其抗旱性更强。在本

研究结果中，中蔗9号的气孔密度相对较高，表明其

蒸腾散热和增强被动吸水的能力较强，气体交换速

率加快，热量散失增加，一定程度上可维持或增加自

身的光合作用强度。

相对水含量减少是植物响应干旱胁迫的有效

方式之一。Tripathi等（2019）在研究赤霉素（GA3）对

干旱和植物生长的影响及相关生理生化特性中发

现，干旱会导致相对水含量降低。本研究中，不同中

蔗品种叶片中的相对水含量在干旱胁迫后同样呈现

逐渐降低趋势。说明各甘蔗品种叶片中的相对水含

量均受到干旱胁迫的影响。在干旱胁迫5 d后，中蔗

1号的相对水含量下降最多，说明该品种对环境的改

变较敏感，受干旱胁迫的影响最明显。

活性氧是植物体内一种重要的信号调节物质，

在干旱胁迫过程中会大量累积，若不能及时清除，最

终导致细胞氧化损伤和代谢紊乱（丁红等，2015）。

植物体内存在大量抗氧化酶和渗透调节物质，抗氧

化酶能降低或清除活性氧对膜脂的攻击能力，渗透

调节物质可通过降低细胞的渗透势来达到保水和吸

水效果。本研究结果表明，各甘蔗品种经干旱胁迫

图 3 干旱胁迫下不同甘蔗品种叶片MDA含量的变化
Fig.3 Changes of MDA content in leaves of different sugar-

cane varieties under different drought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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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Index

气孔闭合率 Stomatal closure
气孔长宽比 Stomatal length-width ratio
上表皮气孔密度 Stomatal density of the upper epidermis
下表皮气孔密度 Stomatal density of the lower epidermis
气孔总密度 Total stomatal density
相对水含量 Relative water content
SOD活性 SOD activity
POD活性 POD activity
可溶性糖含量 Soluble sugar content
脯氨酸含量 Proline content
MDA含量 MDA content
平均隶属函数值 Average membership function
排名 Rank

品种 Variety
ROC22
0.408
0.778
0.299
0.365
0.299
0.754
0.404
0.859
0.608
0.221
0.141
0.467

4

中蔗1号 Zhongzhe 1
0.477
0.416
0.166
0.411
0.262
0.731
0.377
0.723
0.426
0.467
0.748
0.473

3

中蔗6号 Zhongzhe 6
0.696
0.835
0.754
0.398
0.522
0.763
0.493
0.828
0.390
0.418
0.661
0.614

2

中蔗9号 Zhongzhe 9
0.685
0.740
0.777
0.523
0.608
0.740
0.599
0.830
0.634
0.403
0.854
0.672

1

表 2 不同品种甘蔗苗期抗旱性综合评价
Table 2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drought resistance of different varieties of sugarcane at seedling stage

殷世航等：中蔗系列新品种对干旱胁迫的响应及抗旱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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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叶片SOD活性均高于对照，与Do等（2018）对不

同甘蔗品种干旱胁迫后抗氧化酶活性和渗透调节物

质含量的研究结果相似，表明甘蔗可通过提高SOD

活性来清除由于干旱胁迫所产生的活性氧，从而减

少对植物自身的伤害。中蔗9号和中蔗6号的SOD活

性整体上相对较高，推测这两个品种可能比中蔗1号

和ROC22的耐旱性强。在干旱胁迫过程中，中蔗系

列品种的POD活性均低于对照，且呈先降低后又略

有升高的变化趋势，与Li等（2010）研究发现棉花叶

片的POD活性随干旱胁迫时间的延长呈先降低后升

高的趋势相似，但与张宇君等（2017）研究得出干旱

胁迫后燕麦幼苗中POD活性呈先升高后降低变化趋

势的结果相反，其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探究。本研

究中，随着干旱胁迫时间的延长，各甘蔗品种的可溶

性糖含量均呈先升高后降低的变化趋势，与弓萌萌

等（2019）对干旱胁迫下红树莓苗期可溶性糖含量变

化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推测在干旱胁迫的初期阶

段，甘蔗通过增加可溶性糖含量来维持渗透压平衡

以适应干旱，当可溶性糖含量达一定浓度时，甘蔗开

始消耗可溶性糖来增强其自身对干旱的耐受性。同

时，不同甘蔗品种的脯氨酸含量在干旱胁迫后均有

不同程度的提高（中蔗9号干旱胁迫5 d处理除外），

表明甘蔗在受到干旱胁迫后可通过脯氨酸含量的积

累使自身耐受性增强，以减少水分损失，保护细胞结

构的完整性，从而缓解逆境胁迫对自身造成的伤害；

中蔗系列品种的脯氨酸含量积累较ROC22多，说明

其应对外界环境变化的能力相对较强。

植物在逆境胁迫下会发生膜脂过氧化作用产

生MDA，MDA可与细胞膜上的酶和蛋白质等反应，

改变膜脂分子结构，使蛋白质合成受到抑制。本研

究结果显示，在干旱胁迫过程中不同甘蔗品种的

MDA含量逐渐升高，与Talaat等（2015）所观察到的

玉米植株在水分亏缺胁迫下MDA含量显著升高的

表现一致。其中，ROC22的MDA含量在不同干旱胁

迫处理下均高于中蔗系列品种，3个中蔗系列品种中

又以中蔗9号的MDA含量最低。推测ROC22的膜脂

损伤较中蔗系列品种严重，植株受旱害程度较高，耐

旱性相对较差，而中蔗9号的膜脂损伤相对较小，植

株受旱害程度较低，耐旱性相对较好。

为更合理和科学地评价不同甘蔗品种的抗旱

性，本研究采用隶属函数法对不同品种的气孔特性

和生理生化指标进行综合分析，结果显示，中蔗9号

的平均隶属函数值最高，ROC22最低，评价结果与受

试品种在田间观察到的抗旱表型结果相一致。

4 结论

与ROC22相比，中蔗系列新品种的抗旱性相对

较强。其中，中蔗9号在干旱胁迫下的气孔特性表现

较好，SOD活性和可溶性糖含量较高，MDA含量最

低，抗旱性综合评价结果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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