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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旱棚人工控水，以元宝枫的生长阶段作为因素，采用三元二次通用旋转组合设计，对元

宝枫不同生长阶段下供水量与供水方式对叶片中超氧化物歧化酶（ＳＯＤ）活性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均恒供水条件下，当土壤相对含水率低于８７．８４％时，ＳＯＤ酶活性随土壤含水量的增大
而增大。当土壤相对含水率超过８７．８４％时，生长前期ＳＯＤ酶活性随含水量的增高而增大，在生长
盛期和生长后期则随土壤含水量的增高而降低。元宝枫生长期中，ＳＯＤ酶活性在生长盛期有所升
高，在生长后期酶活性有所下降。谐变供水条件下，幼树叶片中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随年均土壤供
水能力和幼树各生长阶段供水模式的不同而变化。在单一阶段土壤相对含水率不超过８７．８４％时，
幼树ＳＯＤ酶活性随生长前期和生长后期随供水量的增大而增大；在单一阶段土壤相对含水率超过
８７．８４％时，幼树叶片中ＳＯＤ活性在中前期一生长前期和生长盛期随供水量的增加而增大。在土
壤供水能力基本相同时，不同生长阶段供水量的分配对元宝枫幼树ＳＯＤ活性有较大影响。综合分
析表明，生长前期供水与ＳＯＤ活性呈正相关，生长后期和生长中期供水量与ＳＯＤ活性呈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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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在不同生长发育阶段对水分的需求存在着

分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作物和牧草上，对木本

差异叫。目前，涉及栽培植物“生长阶段”的植物与水

植物的研究极少报道。尤其是树木年生长期内各生

收稿日期：２００６—０６—０５修回日期：２００６—０７．Ｏｌ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３０３７１１５１）；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ｔ李建民（１９８１一），男，河南辉县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生态环境工程
＊通讯作者：王进鑫，男，教授，主要从事旱区人工林生态系统水分运移调控与生物节水理论研究。Ｅｍａｉｌ：ｊｘｉｎｗ０３＠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ＩＴＩ

第６期

李建民等谐变供水条件下元宝枫幼树叶片中ＳＯＤ活性的变化

２５

长阶段，对不同类型、不同强度节律性干旱胁迫的生

每个处理所采样品为各重复的均量混合样。将样品

理生化反应的相关研究，国内外均缺乏实验性研

液氮速冻后保存在一７０℃超低温冰箱中，待全部样

究［２］。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可以进一步从理论上

品采完后测定。

阐明树木对节律性干旱胁迫的生理生化响应机制。
１

袭１

元宝枫幼树不同生长阶段谐变供水试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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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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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试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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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树种为２ ａ生元宝枫。起苗前对圃地苗木
进行调查并逐一标记，起苗后进行挑选，确保苗高、
地径与长势一致。苗木定植前除去培养基质，冲洗根
系后用吸水纸吸去表面水分，用电子天平称量苗木
鲜重。栽培基质为黄绵土，质地轻壤，田间持水量
１８．７５％；风干土过筛，除去石砾、结核及林草根系，
充分混匀备用；试验期间栽培基质保持自然肥力，不
施肥。
１．２年生长阶段划分

根据元宝枫年高生长进程观测资料，采用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生长曲线划分生长阶段［３３。以７０％田间持水
量条件下的观测资料为基础，按３段制划分为生长
前期（３月２０日至５月１０日）、生长盛期（５月１１日
至７月１１日）和生长后期（７月１２日至９月２６日）。
万方数据

１．３试验设计与布设
土壤供水采用不同水量谐变供水方式，即将元
宝枫年生长阶段作为试验因素，同一处理各生长阶
段的土壤供水量和供水强度呈现出有规律性的变化
——节律性干旱胁迫［２］。该供水方式试验采用三因
素二次通用旋转组合设计［４］，共２０个处理，每一处
理重复２次（表１）。土壤湿度采用相对含水率表示，
下限为４０．００％，上限１００％，共设５个水平，分别为
相对含水率４０．００％、５２．１６％、７０．ｏｏ％、８７．８４％、
１００％。栽培容器为塑料桶，高３０ ｃｍ，口径２７ ｃｍ。土

２

壤平均容重１．１５ ｇ·ｃｍ～，保持各容器干土重相
同。２月初起苗，去除基质，清洗并称量苗木鲜重后，

２．１

栽植于容器中，灌水至田间持水量，其后依试验设计

变化

结果与分析
均恒供水条件下，元宝枫叶片中ＳＯＤ活性的

逐步调整各处理土壤含水量，使其达到设计水平。为

ＳＯＤ是膜脂过氧化防御系统的主要保护酶，它

保持各处理土壤水分相对稳定，除每天补充灌水外，

能够催化活性氧发生歧化反应，产生无毒分子氧和

土壤表面用蛭石覆盖。每一阶段结束前５ ｄ，对土壤

过氧化氢（Ｈ：０。），防止活性氧的积累，减轻由膜脂

含水量由高水平转为较低水平的处理，停止供水并

过氧化所引起的膜伤害。

除去蛭石，促使土壤水分快速消耗，达到下一阶段的

均恒供水条件下，当水分处理水平不超过

控制目标，其余处理在下一阶段开始当日直接通过

８７．８４％时，ＳＯＤ酶活性随土壤含水量的增大而增

供水，调整到设计的土壤湿度水平。土壤水分含量采

大。但不同的生长阶段增大幅度不同，在生长前期增

用称重法控制，每３ ｄ称量１次。

大幅度较小，在生长盛期和生长后期增大幅度较大。

１．４测定项目与方法

当土壤水分处理水平超过８７．８４％时，生长前期

ＳＯＤ活性测定采用氮蓝四唑比色法口］。在每阶

ＳＯＤ酶活性随含水量的增高而增大，在生长盛期和

段控水处理后期，在树体的各个方位采集成熟叶片。

生长后期则随含水量的增高而降低。５个水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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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下降（表２）。

水平下元宝枫年生长期中，与生长前期相比较，
ＳＯＤ酶活性在生长盛期有所升高，在生长后期均有
表２
Ｔａｂｌｅ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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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胁迫对元宝枫幼树ＳＯＤ活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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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不同生长阶段谐变供水条件下叶片中ＳＯＤ活

叶片中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位于其正上方（Ｉ－－图）直

性的变化

方图。从图１可以看出，在土壤供水总量基本一致的

气候的季节性变化及树种不同生长阶段的异速

情况下，幼树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随各生长阶段供

生长特性，使得同一树种不同生长阶段对土壤水分

水模式的不同而变化，在单一阶段土壤相对含水率

有着特定的需求。图１是回归通用旋转组合设计试

低于８７．８４％时，幼树ＳＯＤ酶活性随生长前期和生

验中，各生长阶段具有明显谐变供水特点的几个处

长后期供水量的增大而增大；在单一阶段土壤相对

理叶片中ＳＯＤ活性的变化，其中，每３个相邻的直

含水率超过８７．８４％时，幼树ＳＯＤ酶活性随中前期

方图（下图）代表一个试验处理，该处理对应的幼树

一生长盛期和生长前期供水量的增加而增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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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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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供水量与谐变供水模式对幼树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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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２０个处理幼树叶片中超氧化物歧化酶
与各生长阶段土壤供水状况综合分析，求得各因子
编码的多元非线性模型为：
ｙ＝１００２．７＋７１．２Ｘ１—６．６Ｘ２—１．９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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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ｏｕｎｇｌｉｎｇ

和ｘ。分别为生长前期、生长盛期和生长后期土壤
含水率的编码值。
经检验该回归模型相关系数（Ｒ一０．７４０，Ｒ。。。
一０．７３４），回归关系极显著。由于正交设计消除了各

２９．７ＸｌＸ２—４３．２ＸｌＸ３＋１２．４Ｘ２Ｘ３—

回归系数间的相关性。因此，一次项编码回归系数的

１２．４Ｘ１２＋４５．７Ｘ２２—１３．４Ｘ３２

大小即表明了各生长阶段供水因素对ＳＯＤ活性的

式中：ｙ为幼树生长期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Ｘ，、Ｘ。

作用程度。很明显，生长前期供水量对超氧化物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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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李建民等谐变供水条件下元宝枫幼树叶片中ＳＯＤ活性的变化

酶活性的贡献最大，生长后期和生长中期供水量与

与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呈正相关，生长后期和生长

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呈负相关。

中期供水量与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呈负相关。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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