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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

吴雪霞, 杨晓春, 朱宗文, 查丁石
*, 许爽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 上海市设施园艺技术重点实验室, 上海201106

摘要: 本文研究了外源6-BA对低温胁迫下茄子幼苗光合作用、叶绿素荧光参数和能量分配的影响。结果表明, 外源6-BA
显著增加了低温胁迫下茄子叶绿素含量、净光合速率(Pn)、蒸腾速率(Tr)、气孔导度(Gs)和胞间CO2浓度(Ci); 同时外源

6-BA明显提高了低温胁迫下茄子幼苗叶片的PSII最大光化学效率(Fv/Fm)、PSII潜在活性(Fv/Fo)、PSII天线转化效率

(Fv′Fm′)、实际光化学效率(ΦPSII)、光化学猝灭系数(qP)和光化学反应能量(P), 降低了非光化学猝灭系数(NPQ)、天线热耗

散能量(D), 对非光化学反应耗散能量(E)无明显影响。表明外源6-BA处理通过促进低温胁迫下茄子幼苗光合作用, 提高光

合电子传递效率, 从而保护光合系统, 降低低温胁迫对植物的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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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ffects of exogenous 6-BA on photosynthesis, chlorophyll fluorescenc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allocation of absorbed light in eggplant seedlings under low temperature stress were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6-BA significantly induced contents of chlorophyll, net photosynthetic rate (Pn), transpiration rate 
(Tr), stomatal conductance (Gs), and the intercellular CO2 concentration (Ci). And 6-BA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photochemical efficiency of photosystem II (Fv/Fm), potential photochemical efficiency (Fv/Fo), excitation 
capture efficiency of open centers (Fv′Fm′), actual photochemical efficiency (ΦPSII), photochemical quenching 
coefficient (qP) and the fraction of photochemical efficiency (P). However, 6-BA decreased non-photochemical 
quenching coefficient (NPQ), the fraction of antenna heat dissipation (D), while 6-BA had no remarkable effects 
on excess energy (E). This then suggests that 6-BA increases photosynthesis, improves photochemical electron 
transport efficiency, and thereby protected eggplant seedlings against low temperature-induced damages.
Key words: exogenous 6-BA; eggplant (Solanum melongena L.); low temperature stress; photosynthesis; 
chlorophyll fluorescence characteristics; allocation of absorbed light

茄子(Solanum melongena L.)是一种喜温性蔬

菜, 其生长发育的适宜温度为22~30 ℃, 低于15 ℃
植物生长迟缓, 低于5 ℃茎叶会受到伤害, 0 ℃下就

会被冻死(刘术均等2010)。在冬春季节进行保护

地栽培时, 低温是影响茄子产量和质量的主要因

素(阎世江等2012)。如何缓解低温胁迫对植物的

伤害一直是人们亟待解决的问题。利用外源物质

对栽培作物进行处理是目前提高植物对逆境耐性

的简便、有效、可行的方法之一(陆晓民等2012)。

6-BA (6-苄基腺嘌呤, 6-benzylaminopurine, 
C12H11N5)是一种较活跃的细胞分裂素, 相关研究表

明, 6-BA在提高植物抗逆性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

(张国斌等2013)。罗黄颖等(2010)研究表明6-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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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降低NaCl胁迫下番茄幼苗叶片和根系中O2̄
· 产

生速率和MDA积累量, 显著提高SOD、POD、

CAT活性和光合性能。张良英等(2012)报道50 
mg·L-1 6-BA可有效提高UV-B增强下油桃叶片的光

合速率和叶绿素a、b含量, 促进SOD、POD活性明

显上升, MDA含量显著下降。王友华等(2011)低温

条件下外施6-BA通过提高纤维素合成相关酶的活

性可提高棉纤维品质。杨芳芳等(2009)报道0.08 
mmol·L-1 6-BA减缓低温弱光下辣椒幼苗光系统II 
(PSII)最大光化学效率(Fv/Fm)、PSII实际光化学效

率(ΦPSII)和PSII天线转化效率(Fv′Fm′)的下降以及叶

片膜透性和MDA含量的增加 ,  提高了SOD、

POD、CAT以及APX的活性。张国斌等(2013)研
究报道0.08 mmol·L-1 6-BA预处理显著降低了Ci和

ABA含量, 而Pn、Gs、Chl a含量、Chl b含量以及

胁迫前期(6 d)的ZR含量得到显著提高, 6-BA对增

强辣椒幼苗抗低温弱光胁迫能力具有显著的效应, 
且对低温弱光耐性差的品种表现尤其明显。但关

于6-BA对低温下茄子幼苗的光合作用、叶绿素荧

光参数和光能分配的研究相对较少, 本试验研究

了6-BA处理对低温下茄子幼苗叶片色素含量、光

合作用及叶绿素荧光参数在不同时期的变化, 以
期从光合作用限制、PSII量子分配等角度探讨

6-BA缓解蔬菜植物低温胁迫的生理机制, 为利用

细胞分裂素类物质调控蔬菜作物的抗低温性能提

供理论依据。

材料与方法

1  材料

供试茄子(Solanum melongena L.)沪茄‘08-1’, 耐
低温中等, 由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提供。

6-BA购自Sigma公司, 使用前先用95%的乙醇

溶解, 用蒸馏水配制50 µmol·L-1
的母液, 4 ℃保存, 

用时按试验所需浓度进行稀释。

2  试验处理

试验在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GSW-
7430连栋塑料温室内进行。种子经0.12 g·L-1 GA浸

种催芽后播于直径10 cm、高10 cm的塑料营养钵

中, 以蛭石作基质, 每钵播1粒种子, 共100粒种

子。真叶展开后每2 d浇1次1/4浓度日本园试营养

液, 每株浇50 mL, 3片真叶后每株浇80 mL。

当幼苗具有4~5片真叶时, 挑选生长一致的植

株分别置于昼(27±1) ℃/夜(22±1) ℃ 的2个光照培养

箱内, 光照强度为400 µmol·m-2·s-1
左右。2 d 后对茄

子幼苗进行不同温度的处理。试验设4个处理, (1)
对照, 常温喷施自来水; (2)常温喷施5 µmol·L-1 6-BA; 
(3)低温处理, 喷施自来水; (4)低温处理, 喷施5 
µmol·L-1 6-BA, 分别用对照(CK)、6-BA、低温和低

温+6-BA表示。常温为昼(27±1) ℃/夜(22±1) ℃, 低
温处理为昼(10±1) ℃/夜(5±1) ℃, 相对湿度均为80%
左右。低温处理与对照培养箱除温度不同外, 光照

和湿度状况均一致。每种处理8株, 3次重复。处理

结束后进行生长指标的测定, 采用常规方法进行。

处理0、1、3和5 d分别进行各项指标的测定。

3  测定指标与方法

叶绿素含量的测定参照Zhu等(2010)的方法。

利用LI-6400光合仪(美国LI-COR公司生产)测
定净光合速率 (Pn)、蒸腾速率 (T r)、气孔导度

(G s)和胞间CO2 浓度(C i)。测定时光强约为800 
µmol·m-2·s -1,  温度为(25±1) ℃ ,  CO2 浓度约为

(400±10) µL·L-1
。

采用PAM-2100便携式调制荧光仪(Walz, 
Effeltrich, Germany), 利用配备了微型光量子/温度

探头的叶夹2030-B夹住叶片, 测定叶绿素荧光参

数。参照Demmig-Adams等(1996)方法, 测量步骤

如下。经过充分暗适应的叶片, 用一束小于0.1 
μmol·m-2·s-1

的测量光(频率为600 Hz)照射, 得到初

始荧光Fo; 打开一个饱和脉冲光(8 000 μmol·m-2·s-1, 
20 KHz, 0.8 s), 得到暗适应下的最大荧光Fm; 打开

测量光(600 μmol·m-2·s-1), 待Ft稳定后, 取此时的Ft

为稳态荧光Fs; 然后再打开一个同样强度的饱和脉

冲光, 得到Fm'; 快速用一块黑布将样品暂时罩住, 
打开远红光(7 μmol·m-2·s-1)得到Fo', Fv=Fm–Fo。最

大光化学效率Fv/Fm, 光化学猝灭系数qP, 均由仪器

自动给出。参照何勇等(2013)方法, 通过以上参数

计算如下参数: PSII潜在活性Fv/Fo=(Fm–Fo)/Fo, PSII
天线转化效率Fv′Fm′=(Fm′–Fo′)/Fm′, 光系统II实际光

化学效率ΦPSII=(Fm′–Fs)/Fm′, 非光化学猝灭系数

NPQ=(Fm–Fm′)/Fm′, 
PSII吸收光能分配百分率参照Demmig-Adams

等(1996)方法计算: 
光化学反应的能量P=(Fv′Fm′)×q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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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线色素耗散的能量D=1–(Fv′Fm′); 
非光化学反应耗散的能量E=(1–qP)×(Fv′Fm′)

4  统计分析

数据采用Microsoft Excel软件进行绘图, 用
SPSS统计软件对平均数用Duncan’s新复极差法进

行多重比较。

实验结果

1  外源6-BA对低温胁迫下茄子幼苗生长的影响

由表1可知, 与对照(CK)相比, 喷施外源6-BA
处理显著提高了茄子幼苗的地上部鲜重, 对株高、

茎粗和根系鲜重无显著影响。低温胁迫时, 茄子幼

苗的株高、茎粗、地上部鲜重和根系鲜重均显著

低于对照, 分别降低了11.61%、9.09%、17.44%和

33.00%; 与单独低温处理相比, 外源6-BA显著提高

了低温胁迫下茄子幼苗的株高、茎粗、地上部鲜

重和根系鲜重, 分别增加了6.70%、5.00%、9.84%
和24.46%。说明外源6-BA能够有效缓解低温胁迫

对茄子幼苗生长的抑制, 促进幼苗生长。

2  外源6-BA对低温胁迫下茄子幼苗叶绿素含量的

影响

从图1可以看出, 常温处理下, 随着时间的延

表1  外源6-BA对低温胁迫下茄子幼苗生长的影响

Table 1  Effects of exogenous 6-BA on the plant growth of eggplant seedlings under low temperature stress

       处理                                       株高/cm     茎粗/cm                                 地上部鲜重/g                               根系鲜重/g

CK 10.975±0.263a 0.385±0.006a 4.430±0.147b 2.258±0.073a

6-BA 11.325±0.568a 0.395±0.013a 4.740±0.167a  2.313±0.045a

低温   9.700±0.392c 0.350±0.008c 3.658±0.139d 1.513±0.069c

低温+6-BA 10.350±0.129b 0.368±0.015b 4.018±0.221c 1.883±0.078b

　　同列中不同字母表示差异达5%显著水平。

图1  外源6-BA对低温胁迫下茄子幼苗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Fig.1  Effects of exogenous 6-BA on chlorophyll contents of eggplant seedlings under low temperature stress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显著(P<0.05)。下图同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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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对照和喷施外源6-BA幼苗叶绿素a、叶绿素b
和叶绿素a+b含量均稍有增大, 且喷施外源6-BA后

幼苗绿素a、叶绿素b和叶绿素a+b含量显著高于对

照; 低温处理下, 随时间的延长幼苗叶绿素a、叶

绿素b和叶绿素a+b含量均呈下降趋势, 并显著低

于对照, 其中叶绿素a在处理1、3和5 d时分别比对

照降低24.18%、31.17%和40.55%, 叶绿素b分别降

低了20.14%、30.32%和43.15%, 叶绿素a+b分别降

低了23.15%、30.97%和41.23%; 喷施外源6-BA后

可以增强低温处理下幼苗的叶绿素含量, 叶绿素a
在处理1、3和5 d时分别比单独低温处理增加了

22.39%、24.77%和13.83%,  叶绿素b增加了

10.95%、21.85%和18.59%, 叶绿素a+b增加了

19.37%、24.04%和15.03%。说明外源6-BA以通

过提高幼苗叶片内叶绿素含量, 促进幼苗的光合

作用, 从而提高其对低温胁迫的抗性。

3  外源6-BA对低温胁迫下茄子幼苗光合作用的影响

图2-A表明常温处理下, 对照和喷施外源6-BA
幼苗叶片Pn均随时间延长而增大, 其中喷施外源

6-BA可以显著提高叶片的Pn, 使其在1、3和5 d分

别比对照提高8.57%、12.64%和14.34%; 低温处理

下幼苗叶片Pn显著低于对照, 在1、3和5 d分别比

对照降低31.90%、56.56%和75.08%; 与单纯低温

胁迫相比, 外源6-BA可以使低温处理下幼苗叶片

P n在1、3和5  d分别增加8 . 7 5 %、3 5 . 3 7 %和

56.60%。

从图2-B可以看出, 常温处理下, 对照和喷施

外源6-BA幼苗的叶片Gs在处理1 d时没有显著差

异, 在处理3 d和5 d时, 喷施外源6-BA处理的显著

高于对照; 低温胁迫下幼苗叶片Gs显著低于对照, 
在处理后1、3和5 d分别比对照降低了44.14%、

55.84%和69.47%; 与单纯低温处理相比, 外源6-BA
可以使低温处理下幼苗叶片1、3和5 d的Gs分别显

著增加17.83%、24.23%和23.65%。

由图2-C可知, 常温处理下对照和喷施外源

6-BA随着时间的延长幼苗叶片Ci变化不大, 且2个
处理间差异不显著; 低温处理使幼苗叶片Ci的变化

较为复杂, 呈先降低后上升的趋势, 在处理后1 d时
显著低于对照, 在处理后3 d和5 d显著高于对照; 
与单纯低温处理相比, 外源6-BA可以使低温处理

图2  外源6-BA对低温胁迫下茄子幼苗光合作用的影响

Fig.2  Effects of exogenous 6-BA on photosynthesis of eggplant seedlings under low temperature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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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幼苗叶片的Ci在1、3和5 d分别显著升高3.66%、

27.63%和19.89%。

如图2-D所示, 对照幼苗叶片Tr在处理期间变

幅较小, 常温处理外源6-BA可以显著提高幼苗叶

片的Tr, 使其在1、3和5 d分别比对照增加7.03%、

9.13%和3.57%; 低温处理1、3和5 d幼苗叶片的Tr

分别为对照显著降低了6 2 . 8 9 %、6 9 . 1 4 %和

82.58%; 外源6-BA可以明显提高低温处理下幼苗

叶片Tr, 与单纯低温胁迫相比, 幼苗叶片1、3和5 d
的Tr分别增加19.13%、20.44%和48.08%。

4  外源6-BA对低温胁迫下叶绿素荧光参数的影响

Fv/Fo代表了PSII的潜在活性, Fv/Fm表示PSII
的最大光化学效率。图3-A和B表明常温处理下, 
喷施外源6-BA幼苗叶片Fv/Fo、Fv/Fm除在处理5 d
时显著高于对照外, 其余没有显著差异。低温处

理使Fv/Fo、Fv/Fm呈下降趋势, 并随胁迫时间的延

长下降幅度加大, 处理1、3和5 d时Fv/Fo分别比对

照降低26.35%、41.39%和54.43%, Fv/Fm降低

5.59%、9.94%和15.93%; 外源6-BA可以明显提高

低温处理下幼苗叶片Fv/Fo、Fv/Fm, 与单纯低温胁

图3  外源6-BA对低温胁迫下茄子幼苗叶绿素荧光参数的影响

Fig.3  Effects of exogenous 6-BA on chlorophyll fluorescence parameters of eggplant seedlings under low temperature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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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相比 ,  幼苗叶片1、3和5 d的F v/F o分别提高

20.90%、7.47%和9.40%, Fv/Fm提高3.81%、1.67%
和2.51%。

从图3-C、D和E可以看出, 常温处理下对照

和喷施外源 6 - B A随着时间的延长幼苗叶片

Fv′Fm′、ΦPSII和qP变化不大, 且2个处理间差异不显

著。低温处理使幼苗叶片Fv′Fm′、ΦPSII和qP均显著

低于对照, Fv′Fm′在处理1、3和5 d时分别比对照降

低33.61%、40.93%和52.42%, Φ PSII分别降低

23.93%、62.42%和71.98%, qP分别降低23.13%、

28.36%和39.44%; 与单纯低温胁迫相比, 外源6-BA
可以使低温处理下幼苗叶片Fv′Fm′在处理1、3和5 
d时分别增加9.42%、13.81%和13.20%, ΦPSII分别

增加19.52%、40.54%和37.05%, qP分别增加了

12.03%、10.71%和16.42%。

由图3-F可知, 常温处理下对照和喷施外源

6-BA的幼苗叶片NPQ在处理期间变幅较小, 且2个
处理间没有显著差异。低温处理下, 随时间的延

长幼苗NPQ呈上升趋势, 并显著高于对照, 处理

1、3和5 d时分别比对照增加61.61%、133.24%和

200.37%; 与单纯低温胁迫相比, 外源6-BA可以使

低温处理下幼苗的NPQ显著降低, 处理1、3和5 d
时分别比单纯低温处理降低12.53%、22.60%和

10.59%。

5  外源6-BA对低温胁迫下茄子幼苗叶片吸收光能

分配的影响

P表示PSII用于光化学反应的能量。从图4-A
可以看出, 常温处理下对照和喷施外源6-BA的幼

苗叶片的P随时间延长变化不显著, 且两种处理间

差异不显著; 低温胁迫下, 随胁迫时间的延长, P呈
逐渐下降的趋势, 处理1、3和5 d时分别比对照降

低48.99%、57.68%和71.19%; 外源6-BA可以明显

缓解低温处理下幼苗叶片P的降低, 在处理1、3和
5 d时, 分别比单独低温处理增加22.64%、25.97%
和31.83%。

D表示PSII吸收光能用于天线色素耗散的能

量。图4-B表明, 常温处理下对照和喷施外源6-BA
的幼苗叶片的D没有显著差异。低温处理下, D随

胁迫时间的延长逐渐上升, 在处理过程中均显著

高于对照 ,  处理1、3和5  d时分别比对照增加

93.64%、120.76%和171.37%; 与单纯低温胁迫相

比, 外源6-BA处理的D显著降低, 在处理1、3和5 d

图4  外源6-BA对低温胁迫下茄子幼苗叶片光能分配的影响

Fig.4  Effects of exogenous 6-BA on the allocation of absorbed light of eggplant seedlings under low temperature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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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分别降低8.99%、10.90%和7.57%。

由图4-C可知, 与P或D相比, 非光化学反应耗

散的能量(E)值比较稳定, 4种处理下的E在处理期

间均在15%~20%。随胁迫时间的延长, 单独低温

胁迫下和外源6-BA低温处理E变化均不稳定, 与对

照相比, 低温处理下, E显著增加; 外源6-BA可以降

低单独低温处理下的E, 但变化不明显。

讨　　论

有研究表明, 低温胁迫下, 植物生长受到抑制, 
生物量积累下降(张海艳2013)。Xia等(2009)报道

外源6-BA可以缓解低温胁迫下植株生长。本试验

表明, 低温胁迫后茄子幼苗株高、茎粗、地上部

鲜重和根系鲜重均显著低于对照, 外源6-BA可以

有效缓解低温胁迫对茄子幼苗生长的抑制作用

(表1), 这与王友华等(2011)在棉花上的报道结果

一致。

叶绿素是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主要色素、是

绿色叶片进行光合作用时捕获光能的重要物质, 
其含量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植物光合能力的

大小(樊怀福等2011)。本研究结果表明, 低温胁迫

下叶片叶绿素含量显著下降, 可能是因为合成系

统受阻, 原有叶绿素受到破坏所致。外源6-BA提

高了低温胁迫下叶绿素含量, 可能与6-BA调节核

编码的叶绿体蛋白基因的表达, 促进叶绿素前体δ-
氨基乙酰丙酸的合成有关(张国斌等2013)。

光合作用是植物生长发育的基础, 是植物合

成有机物质和获得能量的根本来源, 任何逆境条

件都会对光合作用造成影响。一般情况下, 逆境

条件导致光合速率降低的因素主要包括气孔限制

和非气孔限制, Ci降低和Gs下降, 气孔因素是造成

Pn降低的主要原因; Ci升高和Gs下降, 非气孔因素

(即叶肉细胞光合能力下降)是造成Pn降低的主要

原因(Hartley等2006)。本研究表明, 低温胁迫1 d
时, 茄子幼苗Pn、Gs、Ci明显下降, 表明在低温胁

迫的一定时期内, 植株叶片气孔扩散阻力增加, 气
孔导度降低, 吸收CO2量减少, 从而导致Pn降低, 气
孔限制是低温胁迫下茄子幼苗光合速率降低的主

要因素; 低温胁迫3 d和5 d时, 茄子幼苗Pn、Gs显著

下降, 而Ci增加, 表明Pn的下降是由于非气孔因素

(如光化学活性限制、RuBP羧化限制和无机磷限

制)阻碍了CO2的利用, 从而造成细胞间隙CO2积累

(Allen和Ort 2001)。低温胁迫下增施6-BA后, Pn、

Gs和Ci较单纯低温处理均显著增加, 茄子幼苗叶片

气孔导度增加、气孔扩散阻力减小, 有利于吸收

更多的CO2, 说明6-BA是通过减少气孔限制来提高

光合作用。

叶绿素荧光参数分析有助于探明光合机构受

逆境胁迫伤害的部位和程度(Baker 2008)。Fv/Fm

下降, 表明植物叶片发生了光抑制(Zhu等2010)。
本研究表明, 低温胁迫下, Fv/Fm和Fv/Fo明显下降, 
PSII潜在活性中心受损, PSII热耗散提高, 光合机

构受到损害, 不利于茄子叶片把所捕获的光能转

变为化学能。这与周建等(2009)的研究结果一

致。外源6-BA显著提高了低温胁迫下的Fv/Fm和

Fv/Fo, 说明6-BA能够减轻低温胁迫对茄子叶片

PSII反应中心的伤害, 提高PSII反应中心活性、电

子传递速率和光能转化效率, 从而提高茄子的光

合能力。

植物叶片通过天线色素吸收光能传递给PSII, 
PSII天线转化效率(Fv′Fm′)直接影响到PSII的功能

(Baker 2008)。PSII实际光化学效率(ΦPSII)反映PSII
反应中心在有部分关闭情况下的实际原初光能捕

获效率(Martínez-Carrasco等2002)。光化学荧光猝

灭系数qP数值的大小可以反映PSII原初电子受体

QA的氧化还原状态和PSII开放中心的数目(Havaux
等1991)。本试验结果表明, 低温胁迫显著降低了

茄子幼苗叶片的ΦPSII、Fv′Fm′和qP, NPQ显著升高, 
表明低温胁迫导致茄子幼苗叶片光化学效率降低, 
同时产生了光抑制使热耗散增加。外源6-BA显著

提高了低温胁迫下茄子叶片的ΦPSII、Fv′Fm′和qP, 降
低了NPQ, 表明外源6-BA可以增加PSII反应中心

的开放比例、氧化态QA(电子传递链中PSII受体侧

原初醌受体)比例和光下光能最大捕获效率, 从而

增加光合电子传递效率, 维持茄子叶片较高的PSII
光化学效率, 减轻低温胁迫对光合作用的抑制。

植物对光能的利用分为三部分 (Demmig-
Adams等1996), 一用于光化学反应的能量P, 二是

在天线色素耗散的能量D, 三是非光化学反应耗散

的能量E。本试验结果表明, 随着低温胁迫时间延

长, 光化学反应的能量(P)的部分逐渐减少, 而天线

色素耗散的能量(D)上升, 非光化学反应耗散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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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E)在低温胁迫过程中变化较复杂, 但均高于对

照。低温处理1 d时, 光化学反应的能量(P)为主要

光能分配途径, 天线色素耗散的能量(D)和非光化

学反应耗散的能量E所占的比例较小, 低温处理3 d
和5 d时, 天线热耗散(D)为主要光能分配途径, P和
E所占的比例均较小, 这种变化充分反映了植物对

逆境的一种适应能力, 减少PSII和电子传递链的过

分还原, 是植物防止过剩光能导致光合机构光破

坏的保护性机制, 与梁芳等(2010)的研究结果一

致。6-BA处理抑制了低温胁迫下P的下降和D的上

升, 表明6-BA处理使PSII的潜在热耗散能力降低, 
用于光化学反应的部分增多, 对减少过剩光能对

光合系统的伤害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综上所述, 外源6-BA缓解了低温胁迫对茄子

幼苗生长和光合作用的抑制, 可能是通过减缓植

株叶绿素降解、气孔限制和光化学效率的降低来

减轻低温胁迫对光合作用的抑制, 提高植物耐逆

境能力, 从而促进植株生长, 缓解低温胁迫伤害。

有关6-BA在低温条件下对茄子光合系统影响的分

子机理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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