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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胁迫对玉米幼苗抗冷性的影响初探

张金龙, 周有佳, 胡　敏, 朱　蕾, 张　达3

(东北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0)

摘要: 文章研究了以 25℃为对照, 以 14℃、4℃为低温胁迫处理后玉米幼苗的 4 项生理指标: 叶绿素含量、根系活力、

过氧化物酶活性、细胞膜的通透性相对电导率, 并探讨了这些数据的成因, 综合讨论了低温胁迫与玉米幼苗抗冷性

之间的关系。

同步完成的玉米 846 自交系发芽率实验结果证明, 实验所用种子的发芽率高, 而低温对玉米种子萌发有延迟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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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寒害一般分为两种: 冰点以上低温对植物

的伤害为冷害; 冰点以下低温对植物的伤害为冻害。

本文主要讨论前者。

低温在一定程度上破坏细胞膜, 从而影响膜系

统维持的生理功能〔1, 2〕。研究指出, 大部分植物在温

度介于 0～ 15℃之间时一系列生理功能被破坏〔3〕。

根据对低温的抗性将植物分为两类: 低温敏感型, 如

玉米 (极限温度 4℃) , 香蕉 (极限温度 14℃) ; 低温非

敏感型, 这类植物在 15℃以下 0℃以上时受冷害的

迹象不明显〔4〕。生活在寒带及温带早春、晚秋的植物

一般对冷害的抗性较强, 原产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的植物、以及温带夏季生长的短命植物对冷害的抗

性一般较弱。同一作物不同品种间对冷害的抗性也

有显著差异〔5〕。低温冷害是限制物种分布与农业生

产的重要因素〔1, 6〕。

黑龙江属高寒地区, 玉米是其主要农作物之一,

因此研究低温对玉米伤害有重大的实际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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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农 846 号玉米自交系, 由东北农业大学农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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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讯作者

院育种教研室提供。

112　方法

11211　发芽率的测定　取 150 粒玉米 846 自交系

种子, 在 75% 乙醇中浸泡 10 s, 继而用 5% 次氯酸钙

溶液消毒 10 m in, 25℃下在蒸馏水中浸种 14 h。每

50 粒 1 组, 分 3 组分别放入 25℃, 14℃, 4℃的培养

箱中萌发, 每天记录发芽结果。

11212　玉米幼苗的培养条件　东农 846 号玉米自

交系种子消毒 (同 1) 25℃浸种 14 h, 25℃温箱催芽 3

d, 转入 1ö2 完全培养液中培养。3 d 后转入完全培

养液中培养。从浸种起第 14 天将幼苗分别放入

25℃, 14℃, 4℃的恒温光照培养箱培养 3 d, 取出后

在 25℃下培养 3 d, 然后测定 4 项生理指标。

11213　生理指标测定

①叶绿素含量——722 型分光光度计——丙酮

法〔7〕

②根系活力的测定——T TC 法〔7〕

③过氧化物酶的活性——愈创木酚法〔7〕

④外渗电导率的测定——DD S2307 电导率仪

法〔7〕

2　结果与分析

211　玉米发芽率实验

低温冷害延迟玉米种子的萌发时间, 并导致发

芽率和发芽指数 (Gi)降低。

Gi= ∑GtöD t, Gt 为在 t 日内的发芽率, D t 为



相应的发芽日数。Gi 越大, 表明发芽速率越快〔8〕。

分析原因如下:

1) 低温胁迫影响酶的合成以及酶的活性, 导致

种子无法有效地将大分子贮藏物质转变为小分子可

利用物质。

2) 低温影响种子的吸水能力, 使种子在相应时

间内得不到足够水分完成生理生化反应。

3) 低温降低种子的呼吸速率, 产生的能量无法

满足植物组织的构建、物质的合成、转运等。

表　1　玉米种子的发芽率及发芽指数

Table　1　The germ ination rates and germ ination Indexes of the ma ize 846 seeds

品种

B reed

低温 (4℃) %

L ow 2temperatu re

天数　 (D ay)

5 6 7 8 9 12

Gi

次低温 (14℃) %

L esser low 2temperatu re

天数　 (D ay)

2 3 4 5

Gi

适温 (25℃) %

F it temperatu re

天数　 (D ay)

1 2 3

Gi

846 8100 22100 38100 80100 94100 98100 6168 32100 92100 98100 100100 18195 42100 96100 100100 56117

212　低温胁迫后叶绿素含量的变化

随低温冷害的加剧, 叶绿素的含量显著降低, 经

4℃低温处理的幼苗叶绿素含量仅为 25℃正常处理

幼苗叶绿素含量的 68197% (表 2, 图 1)。

图　1　低温胁迫对玉米幼苗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F ig. 1　Effect of low- temperature treatmen t on

chlorophyll con ten t on ma ize seedl ings

分析叶绿素含量降低的原因如下:

1) 低温下 SOD 等保护酶的活性、含量降低, 无

法保护叶绿素不受自由基伤害, 使含量降低。

2) S1T ju s 等的研究结果显示, 植物受低温冷

害, 光合系统É 最先受到攻击, 光合系统É 的破坏使

光合电子传递链相关产物积累, 进而对光合系统Ê

产生毒害作用, 同时破坏类囊体内的叶绿素〔8〕。由于

低温, 使生理代谢过程中产生的某些毒物 (积累毒

物)不能及时清除, 这正是受到胁迫的植物叶绿素含

量低的一个原因〔6〕。

213　低温胁迫后根系活力的变化

由 T TC 还原强度的变化可知 (表 2, 图 2) , 脱氢

酶的活性因低温冷害的加深有显著的下降, 从一个

侧面反映出整个根系的活力随低温冷害的加重而降

低。分析原因可能是由于脱氢酶的合成受阻, 分解加

剧, 也不排除部分脱氢酶的构象在低温胁迫下产生

了变化或者受到某种低温积累抑制物的影响而不再

具有生理活性。脱氢酶生理活性的降低进一步导致

根系呼吸代谢速率的降低, 由此可间接的反映根系

的A T P 供给情况, A T P 供给的减少直接影响到植

物对水分和无机盐的吸收。

图　2　低温胁迫对玉米幼苗根系活力的影响

F ig. 2　Effect of low- temperature treatmen t on

root activ ity on ma ize seedl ings

214　低温胁迫后过氧化物酶活性的变化

叶片中过氧化物酶的活性随冷害的加重而降低

(表 2, 图 3)。这是由于低温影响了相关RNA 的转

录、翻译, 以及各种酶的生理活性, 从而使过氧化物

酶的合成减少, 同时植物为抵御低温冷害而水解体

内的部分蛋白质, 使游离氨基酸, 特别是脯氨酸增

加〔1〕, 过氧化物酶的分解加剧, 从而使其相对含量降

低。这将从一定程度上抑制植物体对过氧化物的分

解, 由于过氧化物会对细胞产生一系列破坏 (如不饱

和脂肪酸被氧化, 还原性的辅酶因子被氧化, 某些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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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 细胞信号改变等) , 过氧化物的升高将影响到

整个植物体其他生理活动。

图　3　低温胁迫对玉米幼苗过氧化物酶活性的影响

F ig. 3　Effect of low- temperature treatmen t POD

activ ity on ma ize seedl ings

215　低温胁迫后相对外渗电导率的变化

根据实验数据 (表 2, 图 4, 5) , 外渗电导率随低

温胁迫的加重而显著增加。外渗电导率是反映生物

膜通透性的重要参数, 而膜的通透性是生命活力的

指标之一。植物低温冷害中最核心的伤害是膜系统

被低温破坏〔5〕。正常情况下细胞是一个完整的生物

膜系统, 其流动性与膜中磷脂的流动性有直接关系。

生物膜中饱和磷脂与不饱和磷脂交替排列, 整个系

统以液晶状态存在。对低温敏感的植物的膜中含有

较多的饱和脂肪酸, 而抗性较强的植物的膜内含有

较多的不饱和脂肪酸, 以保证低温状态下膜的流动

性〔4〕。低温冷害可引起膜相分离, 使不饱和脂肪酸、

饱和脂肪酸各自聚集在一起, 此时细胞膜由流动镶

嵌的液晶状态转变成凝胶状态〔9〕, 从而使细胞膜的

完整性受到破坏。同时膜上吸附有一定生理功能的

离子如 Ca2+ 脱落, 伴随细胞内部离子外渗, 从而使

细胞的外渗电导率增加。外渗电导率随冷害的加重

而升高显示了细胞膜所受的伤害程度随冷害而加重

的过程。

图　4　低温胁迫后玉米幼苗外渗电导率的变化

F ig. 4　Effect of low- temperature treatmen t on

Electr ic conductiv ity on ma ize seedl ings

图　5　伤害率

F ig. 5　In jury rate

表　2　低温胁迫下玉米各生理指标的测定结果

Table　2　Effect of 4 physiolog ica l indexes of ma ize seedl ings under low- temperature stress and rela tive change

品种

B reed

温　度℃

T emperatu re

℃

叶绿素含量

Ch lo rophyll con ten t

(m g. FW. g- 1)

根系活力

T TC reductive in tensity

(Λg. g- 1. h- 1)

过氧化物酶活性

POD activity

(OD. FW. g- 1. h - 1)

相对电导率 (% )

Relative electric

conductivity (% )

伤害率 (% )

In ju ry rate

(% )

东农 846 玉米 25 21253 1 3251000 0 7461670 0 81743 0 —

自交系 14 21133 7 981330 0 4221420 0 121560 0 41183 0

Dongnong 846 4 11550 0 701000 0 4001000 0 131550 0 51268 0

3　结　论
311　生理指标测定结果可以如实地反映玉米幼苗
受到冷害的影响, 冷害程度越深, 相关的抗冷性生理

指标变化越明显。证明以上生理指标如实地反映玉
米幼苗受低温冷害的程度。
312　使种子保持在适宜温度下萌发的重要性, 从发

芽率和发芽指数实验可以明显看出低温延长了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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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芽时间。发芽的延迟延长了植物的生长期, 对作

物的生长不利, 特别是成熟期较晚的作物。因而, 适

宜的温度对种子的萌发是极为重要的。
承蒙史芝文教授对实验设计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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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low- tem pera ture stress on
ch ill ing res istance ab il ity

of ma ize seed ings

ZHAN G J in2long, ZHOU You2jia, HU M in, ZHU L ei, ZHAN G D a3

(Co llege of L ife Science, N o rtheast A gricu ltu ral U niversity, H arb in, H eilongjiang 150030, PRC)

Abstract: T he art icle is abou t the fou r m ain physio logica l indexes and their cau ses of the m aize

seedlings w h ich cu lt iva ted fo r 3 days at low temperatu res and then 3 days at room temperatu re.

T he resu lt of the seeds germ inat ion indica tes that the vita lity of the seeds drop s w hen the seeds

germ inated at low temperatu res.

Key words: low 2tempera tu re; st ress; m aize; ch illing; resistance; ch illing in ju ry; germ ina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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