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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源甜菜碱对黄瓜幼苗抗冷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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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以 5 mmol·L-1 甜菜碱(GB)根施黄瓜幼苗 24 h，可缓解低温胁迫[(6±1)℃]5 d 后的叶中叶绿素含量的下降，保持相对
较高的净光合速率和抗氧化酶活性，削弱丙二醛(MDA)积累，保持细胞膜的相对完整性，提高幼苗存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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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cumber seedlings were treated with 5 mmol·L-1 betaine(GB) for 24 h using rooting applic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exogenous GB could delay the decrease of chlorophyll content and higher net photo-
synthetic rate and antioxidative enzyme activities under cold stress [(6±1)℃] for 5 d. The MDA accumulation
and the relative permeability of membrane reduced, the survival percentage of cucumber seedlings was higher
after cold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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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氨酸甜菜碱(简称甜菜碱，glycine betaine,

GB)作为一种相容性物质，广泛分布于动物、植

物和微生物中[1]。植物遭受渗透胁迫时，甜菜碱

可能作为渗调物质参与渗透调节或者作为渗透保护

物质来稳定生物大分子的结构与功能以维持体内正

常的生理活动[2]。据报道，GB 有提高植物对低温

和盐渍等逆境胁迫抗性的作用，如外源GB可提高

小麦[3]、大麦[4]、豌豆[5]和水稻[6]等作物的胁迫抗

性，转 BADH 基因的植物能合成 GB 或者 GB 合成

能力提高而增强抗冷性[7]。黄瓜属冷敏感植物，

抗冷能力低，冬季温室及早春露地栽培时幼苗常

出现低温冷害，导致产量大幅度降低，给农业生

产带来较大损失。尽管甜菜碱提高植物对环境胁

迫的抗性已有较多研究，但在黄瓜等蔬菜的反季

节栽培中还没有得到应用。因此，本文以冷敏感

植物黄瓜幼苗为材料，外施合适浓度的外源GB以

提高黄瓜幼苗的抗冷性，并对黄瓜抗冷性得到提

高的生理机制作了初步探讨。

材料与方法

黄瓜(Cucumis sativus)品种为粤秀2号，GB

为 Sigma 公司产品(分析纯)。挑选饱满、大小一

致的黄瓜种子，以 0.1% HgCl2 消毒 10 min，蒸

馏水冲洗数次后，浸种 8 h，后置于 30℃培养箱

中催芽。选取发芽一致的种子，播种于装有珍珠

砂的塑料杯中(杯底部和侧部穿若干小孔)，每杯

播 3 粒，置玻璃温室中培养(昼夜温度 26/22℃，

PFD 为 150 mmol·m-2·s-1, RH 75%)。出苗后用

1/2 Hoagland营养液培养，每2 d更换一次。培

养至一叶一心时，选取生长一致的黄瓜幼苗，分

别用含0(对照)、2.5、5.0、10.0、25.0 mmol·L-1

GB 的 1/2Hoagland 培养 24 h，置低温培养箱

[(6±1)℃，RH 70%, PFD为70 mmol·m-2·s-1]中低温

胁迫5 d，然后在室温(26/22℃)中恢复生长3 d。

分别测定和统计低温胁迫和室温恢复生长时各处理

组幼苗存活率和一些相关的生理生化指标。每一

处理组统计 20 株幼苗，重复 3 次。

采用LI-6400型光合作用分析系统(LI-COR，

NE，USA)测定光合速率；采用电导率法测定质

膜相对透性[8]; 可溶性蛋白含量的测定采用考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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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蓝法[8]; 叶绿素含量的测定参照Arnon[9]方法；

丙二醛(malondial dehyde MDA)含量的测定采用赵

世杰和许长成[ 1 0 ] 的方法。超氧化物岐化酶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活性测定参照邵从本等
[11]的方法；过氧化物酶(peroxidase POD)活性的测

定采用愈创木酚测定法[12]; 过氧化氢酶(catalase,

CAT)活性的测定参照Bailly等[13]的方法。

实验结果

1  不同浓度GB对黄瓜幼苗抗冷能力的影响

由表1可见，未作GB处理的幼苗经5 d低温

胁迫后难以恢复生长，存活率仅有 16.7%；而经

GB处理的幼苗则可不同程度地提高存活率，其中

以5.0 mmol·L-1处理的抗冷效果最佳。黄瓜幼苗经

低温处理后的恢复生长过程中，未作GB处理的幼

苗光合速率很低；而经 GB 处理的幼苗光合速率

则比较高，其中以5.0 mmol·L-1处理恢复得最好，

光合速率最高。 因此，以下试验均采用浓度为

5.0 mmol·L-1 GB 进行。

2  外源 GB 对冷胁迫下黄瓜幼苗叶绿素含量、质

膜相对透性及 MDA 含量的影响

低温胁迫5 d后，经GB处理与否的幼苗叶中

叶绿素含量均下降，未作GB处理的叶绿素含量是

低温胁迫前的77.9%，而经 GB处理的则是胁迫前

的92.0%。恢复生长3 d 后，GB 处理的幼苗中叶

绿素含量逐渐恢复到接近低温胁迫前的水平，而

未作GB处理的幼苗叶绿素含量继续下降(图1-a)。

在幼苗外观上：G B 处理的叶色转绿，低温处理

后幼苗能够恢复正常生长(图2-a); 而未作GB处理

的则子叶枯萎，叶片变黄，幼苗生长难以恢复(图

2-b)。

图 1-b 显示，随着低温胁迫时间的延长，GB

处理与否的幼苗质膜相对透性均上升，但未作GB

处理的上升幅度较大；而 GB 处理的则较小。恢

复生长 3 d 后，质膜相对透性下降，但 GB 处理

的明显低于未作 GB 处理的。低温胁迫期间，GB

处理组与未处理幼苗叶中 MDA 含量变化的趋势与

质膜相对透性基本一致，即随着低温胁迫时间的

表1  GB对黄瓜幼苗低温胁迫后的存活率和光合速率的影响

Table 1  Effects of GB on survival percentage and

 net photosynthetic rate  in cucumber

 seedlings under cold stress

  浓度/ 　　　            幼苗存活 　　　            光合速率/

 mmol·L-1             率/%                       mmol(CO2)·m-2·s-1

   0 16.7±2.7 E   1.82±0.26 C

  2.5 47.4±1.0 D   2.25±0.48 C

  5.0 90.7±1.8 A 11.42±1.14 A

10.0 69.1±2.8 B   6.37±0.66 B

25.0 61.8±1.6 C 25.78±0.41 B　

　　A 、B 、C 、D 、E 表示 1 % 水平的差异分析结果，相同

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

图1  GB对黄瓜幼苗低温胁迫和随后恢复生长过程中叶片

叶绿素含量、质膜相对透性及 M D A 含量的影响

Fig.1  Effects of GB on chlorophyll content, relative

Permeability of membrane and MDA content in

leaves of cucumber seedlings under cold stress

and in the course of growth re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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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而不断上升(图 1-c)。

3  外源GB对黄瓜幼苗体内抗氧化酶活性的影响

由图 3-a 可知，低温胁迫下，经 GB 处理与

未作处理的幼苗SOD活性均呈下降趋势， 但前者

下降幅度较小。恢复生长 3 d 后，后者的 SOD 活

性稍有上升，而 GB 处理的 SOD 活性回升幅度较

大 。

图 3-b 表明，低温胁迫期间，GB 处理与否

的幼苗内 CAT 活性的变化趋势相同，均是先升后

降。低温胁迫 1 d 时，两者幼苗的 CAT 活性都呈

大幅度的增加；低温胁迫1 ~5 d，GB 处理的 CAT

活性缓慢下降，而未作GB处理的在胁迫第5 d时

急剧下降。恢复生长后，两者的 C A T 活性均增

加，但 GB 处理的活性明显高于未作 GB 处理的。

由图3-c 可知，未作 GB 处理的及 GB 处理的

幼苗中 P O D 活性随着处理天数的延长而逐渐升

高，但 GB 处理的 POD 活性升高幅度高于未作 GB

处理的；恢复生长 3 d 后，未作 GB 处理的 POD

活性急剧上升，是低温胁迫前的25.0倍，处理的

POD 活性是低温胁迫前的 11.5 倍。

讨　　论

从本文结果来看，无论是否作 GB 处理，低

温胁迫对黄瓜幼苗质膜均造成一定程度的伤害，

致使细胞内物质渗漏，但外源GB可减轻低温胁迫

对质膜造成的伤害，抑制MDA 的积累，这与Chen

等[ 1 4 ]报道外源 G B 有减少玉米幼苗低温胁迫下

M D A 含量的作用一致。

GB通过什么途径减少低温对膜的伤害和抑制

M D A 的产生，至今尚少见报道。马德华和孙其

信[15]认为，活性氧是温度胁迫对黄瓜幼苗产生毒

害的一种方式。高等植物的细胞质和叶绿体中分

别有一套分解H2O2 的酶系[16]。细胞质中清除活性

氧的能力可作为植物抗逆能力的生理指标。本文

结果显示，在低温胁迫 5 d 时，未作 GB 处理的

黄瓜幼苗细胞质中的 CAT 活性急剧下降，膜受过

氧化物的伤害，从而导致膜渗漏率和 MDA 增加；

但经 GB 处理的 CAT 活性则下降缓慢，与其 SOD

活性缓慢下降一样，冷胁迫 5 d 时仍然保持较高

的活性。经 GB 处理的细胞质中 POD 活性在冷胁

迫 5 d 时也显著高于未作 GB 处理的。经 GB 处理

的黄瓜幼苗叶绿素含量在低温胁迫5 d时仍然占胁

迫前的 92%，且光合速率在冷后室温下可恢复到

很高的水平。这表明GB处理可减少冷胁迫对叶绿

图2  GB处理与否的黄瓜幼苗在低温下

胁迫恢复后的生长情况

Fig.2  Appearance of the cucumber seedlings treated and non-

treated(control) with GB after cold stress at (6±1)℃

for 5 d followed by 3 d recovery at 26/22℃

图3  GB对黄瓜幼苗低温胁迫时和随后室温时叶片中

S O D、C A T 和 P O D 活性的影响

Fig.3  Effects of GB on the activities of SOD, CAT and POD

in leaves of cucumber seedling under cold stress

and in the course of growth recovery



植物生理学通讯  第 40卷 第 6期，2004年 12月4

体的伤害。这和前人观察到的外源GB可提高小麦

和大麦抗冷性，PSⅡ在低温胁迫下可保持较高活

性的结果相类似[3,4]。

总之，外源 GB 可削弱冷胁迫对 SOD、CA T

和 P O D 的抑制、膜的伤害、胞内物质的外渗以

及 M D A 的产生，从而提高黄瓜幼苗的抗冷性。

参考文献

1 Robinson SP, Jones GP. Accumulation of glycine betaine in

chloroplasts provides osmotic adjustment during salt stress.

Aust J Plant Physiol, 1986, 13:659~668

2 李永华,邹琦. 植物体内甜菜碱合成相关酶的基因工程. 植物

生理学通讯,2002,38(5): 500~504

3 Allard F, Houde M, Kros M et al.  Betaine improves freezing

tolerance in wheat. Plant Cell Physiol, 1998,39:1194~1202

4 Kishitani S, Watanabe K, Arakawa K et al.  Accumulation of

glycinebetaine during cold acclimation and freezing toler-

ance in leaves of winter and spring barley plants. Plant Cell

Environ, 1994, 17: 89~85

5 Xing W, Rajashekar CB. Alleviation of water stress in beans

by exogenous glyicine betaine. Plant Sci, 1999, 148:185~195

6 Harinasut P, Tsutsui K, Takabe T et al. Exogenous

glycinbeatine accumulation and increased salt-tolerance in

rice seedlings. Biosci Biotechnol Biochem, 1996, 60:366~368

7 Kishitani S,Takanami T,Suzudi M et al.Compatibility of

glycinebetane in rice plants: evaluation using transgenic rice

plants with a gene for peroxisomal betaine aldehyde dehydro-

genase from barley. Plant Cell and Environ, 2000, 23:

107~114

8 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上海市植物生理学会编.现

代植物生理学实验指南.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302~303,

392~394

9 Arnon DI. Copper enzymes in isolated chloroplast,

polyphenoloxidase in Beta vulgaris. Plant Physiol, 1949,24:

1~15

10 赵世杰, 许长成. 植物组织中丙二醛测定方法的改进. 植物

生理学通讯, 1994, 30(3): 207~210

11 邵从本, 罗广华,王爱国等. 几种检测超氧物岐化酶活性反应

的比较. 植物生理学通讯, 1983.(5):46~49

12 张志良主编. 植物生理学实验指导.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0.154~155

13  Bailly C, Binamar A, Corbineau F et al. Changes in

malondialdehyde content and in superoxide dismutase, cata-

lase and glutathione reductase activities in sunflower seeds as

related to deterioration during accelerated aging. Physiol

Plant, 1996, 97:104~110

14 Chen WP, Li PH Chen THH. Glycinebetaine increase chill-

ing tolerance and reduces chilling-induced lipid peroxidation

in Zea mays L. Plant Cell Environ 2000, 23: 609~618

15 马德华,孙其信. 温度逆境对不同品种黄瓜幼苗膜保护系统

的影响. 西北植物学报,2001,21(4): 656~661

16 骆爱玲,刘家尧,马德钦等.转甜菜碱醛脱氢酶基因烟草叶片

中抗氧化酶活性增高.科学通报,2000,45(18): 1953~19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