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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杜鹃(Rhododendron simsii)和香樟(Cinnamomum camphora)两种园林植物为材料, 利用英国Hansatech公司生产的

M-PEA多功能植物效率分析仪检测了经50 mg·L-1 5-氨基乙酰丙酸(5-ALA)溶液处理25 d后的离体叶片对−20°C低温胁迫

10~30 min的响应, 发现处理后的叶片可以维持较高的光化学效率(φPo)和较低的光系统II (PSII)反应中心供体侧放氧复合体

抑制程度(Wk)以及PSII反应中心最大关闭速率(Mo), 处理后的叶片也具有较高的光合电子传递量子产额(φEo)、有活性的反

应中心密度(RC/CS)、PSI反应中心还原末端电子受体的效率(φRo)以及光合性能指数(PIabs)。相反, 低温胁迫降低杜鹃和香

樟叶片PSI反应中心失去电子被氧化的速率(VPSI)以及从PSII反应中心传递过来的电子还原PSI反应中心的速率(VPSII-PSI), 且
对后者的影响更大, 似乎PSII电子传递对短时间急速低温胁迫更为敏感。本试验结果还表明, 香樟叶片耐寒性高于杜鹃, 而
5-ALA对香樟耐寒性的促进效应比对杜鹃更明显。5-ALA作为一种新型植物生长调节剂, 可以运用于提高园林植物耐低温

能力, 减轻冬季寒冷和春季倒春寒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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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植物生长发育都有其最适宜的环境条

件。因地制宜、适地适栽是植物生产的基本原

则。在长期进化与驯化适应过程中, 地理位置、

气候条件和土壤因素等共同作用, 导致某一地区

的植物种类逐渐形成特定种群。然而 ,  厄尔尼

诺、拉尼娜等异常气候经常会诱发灾害性天气, 
导致植物生长发育受到严重影响。2015年冬季, 
我国平均气温−3.1°C, 比常年同期偏高0.3°C, 属于

典型的暖冬天气, 但许多地区却遭受几十年不遇

的极端低温, 如江苏苏北地区种植了十几年乃至

几十年的香樟大树因冻害而惨遭重截, 甚至全株

死亡, 这严重影响到城市绿化成效。除了冬季低

温, 有些地区4~5月份还出现鹅毛大雪的天气, 气
温降到零度以下, 这些极端天气防不胜防。提高

植物耐寒性, 防范灾害天气的不良影响, 对园林植

物生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5-氨基乙酰丙酸(5-aminolevulinic acid, 5-ALA)
是一种广泛分布于动植物以及微生物体内的天然

氨基酸(von Wettstein等1995), 作为叶绿素和血红

素等卟啉化合物生物合成的关键前体, 早就引起

了人们重视(Castelfranco和Beale 1983)。Rebeiz等
(1984)提出, 5-ALA可以作为一种可天然降解的生

物除草剂。Hotta等(1997)报道, 5-ALA能够促进作

物生长发育, 提高产量。此后, 5-ALA在农林生产

上应用引起广泛重视(汪良驹等2003), 其在提高植

物抗逆性上的表现更是引人注目(Akram和Ashraf 
2013)。有研究表明, 5-ALA可以提高植物耐盐性

(Watanabe等2000; Nishihara等2003)、耐冷性

(Wang等2004; 孙永平等2009)、耐热性(Zhang等
2012)、耐旱性(Al-Khateeb 2006; 程菊娥等2007)、
抗涝性(An等2016)等, 这对环境日益恶化的当今农

林生产来说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 有关5-ALA
与园林植物耐寒性的关系还鲜见报道。本文以杜

鹃和香樟两种园林植物为材料, 通过根系浇灌或

叶面喷施5-ALA溶液, 研究了离体叶片在−20°C低
温条件下处理不同时间的叶绿素快速荧光特性, 
分析其对两种植物叶片耐寒性影响, 以便为其在

园林植物生产上应用提供理论参考。

材料与方法

1  材料与处理

本试验选用的杜鹃(Rhododendron simsii Planch.)
为三年生落叶小灌木, 香樟[Cinnamomum camphora 
(L.) Presl.]为十五年生常绿高大乔木, 种植于泗洪

县世纪公园。其中, 香樟由于遭遇早春倒春寒影

响, 骨干枝重截, 重新发出新枝叶。2016年4月21
日, 树体萌芽不久, 用50 mg·L-1 5-ALA (南京禾稼

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溶液浇灌于香樟根部, 
每株5 kg, 或者喷施杜鹃植株叶面, 直至叶面有液

滴掉落为止。两种试材均设清水对照和肥料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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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杜鹃每个小区面积20 m2以上, 重复3次, 随机

排列; 香樟树单株小区, 5次重复, 随机排列; 其他

生产正常管理。25 d后, 随机采集处理与对照新梢

叶片, 装于塑料自封袋内, 迅速运回实验室。

将密封于自封袋中的植物叶片置于−20°C低

温冰箱内, 设0、10、20和30 min四个不同处理时

间, 然后用英国Hansatech公司M-PEA多功能植物

效率仪同时测定叶片叶绿素快速荧光曲线和820 
nm调制反射荧光曲线 ,  分析低温不同时间以及

5-ALA处理对两种园林植物叶片光合系统I (photo-
systems I, PSI)和PSII活性的影响, 以评估其提高园

林植物耐寒性效应。

2  叶绿素荧光特性测定

根据不同处理植株叶片叶绿素快速荧光OKJIP
曲线和820 nm光反射荧光吸收曲线, 按照孙永平

等(2009)的方法计算叶绿素荧光参数。其中, O点

(取照光50 µs)为初始荧光(Fo), 即PSII反应中心完

全开放时的荧光强度; K点为照光300 µs时荧光

(Fk); J点为照光2 ms时荧光(Fj); I点为照光30 ms时
荧光(Fv); Fm为最大荧光, 即PSII反应中心完全关闭

时发出的荧光强度(≈300 ms)。820 nm调制反射荧

光吸收值用其相对值表示, 并设0.7 ms时相对荧光

值MRo/MR=1; 不同时间点(t)的相对荧光值用MRo/
MRt表示。一些主要荧光参数计算方法如下:

(1)可变荧光(Fv)=Fm−Fo;
(2) PSII最大光化学效率(φPo)=(Fm−Fo)/Fm=Fv/Fm;
(3) K相占J相的相对荧光(Wk)=(Fk−Fo)/(Fj−Fo);
(4)原初电子受体(QA)被还原的最大速率(Mo)= 

4×(Fk−Fo)/(Fm−Fo), 反映PSII反应中心关闭速率;
(5)捕获的激子将电子传递到QA下游其他电

子受体的概率(Ψo)=1−(Fj−Fo)/(Fm−Fo);
(6) PSII反应中心吸收光能用于电子传递的量

子产额(φEo)=φPo×Ψo;
(7)单位面积上有活性的反应中心的密度(RC/

CS)=φPo×[(1−Ψo)/Mo]×Fo;
(8)以吸收光能为基础的性能指数(PIabs)=RC/

ABS×φPo/(1−φPo)×Ψo/(1−Ψo), 其中RC为有活性的

反应中心, ABS为叶片吸收的光能;
(9) PSI反应中心还原末端电子受体的光化学

效率(φRo)=RE/ABS=TRo/ABS×(1−Vi), 其中RE为
PSI末端电子受体获得的能量, TRo为PSII反应中心

捕获的能量, Vi为I点的相对荧光, 即Vi=(Fi−Fo)/Fv;

(10) PSI反应中心失去电子被氧化的速率

(VPSI)=(MRo/MR0.7 ms−MRo/MR3 ms)/(3−0.7);
(11) PSII传递来的电子还原PSI反应中心的速

率(VPSII-PSI)=(MRo/MR300 ms−MRo/MR7 ms)/(300−7)。
以上所有参数的计算均为重复测定10张不同

叶片后取平均值。

3  统计分析

所得数据经SPSS 20.0软件进行双因素方差分

析和Duncan’s检验。当P<0.05时, 认为试验效应显

著; 当P<0.01时, 认为试验效应极显著。

实验结果

1  5-ALA预处理对杜鹃和香樟叶片低温胁迫后叶

绿素快速荧光曲线的影响

图1展示的是5-ALA预处理25 d后的杜鹃和香

樟离体叶片经−20°C低温处理不同时间后的叶绿

素快速荧光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 未经处理的

杜鹃叶片在低温处理之前叶绿素快速荧光呈现出

典型的OKJIP曲线: O点比较低, P点比较高, 几乎

看不出K点, J点和I点也比较明显。这种叶片经−20°C
低温处理10、20或30 min, O点随着低温时间延长

而逐渐上升, P点迅速下降。其中, 低温10 min时, 
O点明显上升, P点仍然存在; 低温20 min时, O点没

有再上升, 而P点几乎观察不到; 低温30 min时, O
点继续上升, 整个曲线呈水平状, 说明叶片丧失了

叶绿素荧光活性。5-ALA处理后的杜鹃叶片在常

温或仅经10 min低温处理后, P点明显高于未经处

理的对照, 表现出药剂处理对杜鹃叶片耐低温能

力的促进效应。经低温处理20 min的叶片, 其P点
明显高于未经药剂处理的仅经低温处理10 min叶
片, 说明5-ALA对杜鹃叶片耐寒性仍然具有促进效

应。只是低温处理30 min后, 经处理叶片OKJIP曲
线才与经低温处理30 min的对照相似, 说明此时叶

片损伤不是用5-ALA预处理可以避免的。

与杜鹃不完全相同, 香樟离体叶片受到−20°C
低温处理时随着处理时间延长, OKJIP曲线的P点
逐渐下降, 但是, 低温处理10 min对OKJIP曲线影

响不大, 20 min才会对OKJIP曲线产生明显影响。

即使经受低温处理30 min, 香樟叶片仍可观察到

OKJIP曲线的存在, 表明这种胁迫强度尚不足以引

起香樟叶片产生不可逆伤害。5-ALA处理对香樟

叶片耐寒性的促进效应非常明显, 即使是−20°C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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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处理30 min, 其叶绿素荧光OKJIP曲线几乎与低

温处理前一样, O点上升不多, P点也没有明显下降, 
似乎不存在明显的冻害效应。

2  5-ALA预处理对杜鹃和香樟叶片低温胁迫后820 
nm调制反射曲线的影响

如图2所示, 杜鹃和香樟叶片820 nm调制反射

荧光曲线在常温条件下呈V字型, 其下降阶段代表

着PSI反应中心失去电子被氧化的过程, 而上升阶

段代表着PSII反应中心传递过来的电子将PSI反应

中心重新还原的过程。MRo/MR越低, 代表着PSI
反应中心被氧化的活性越高, 而从最低到最高点

数值越大, 代表着PSI反应中心被还原的活性越

大。从图2可以看出, 杜鹃叶片经受−20°C低温处

理10 min后, MRo/MR最低值明显上升, 说明PSI反
应中心被氧化活性明显下降, 但是它仍然存在着

上升过程, 说明PSI反应中心仍然具有还原活性。

当低温处理达20或30 min时, MRo/MR从0.7 ms (JIP
时间)开始下降, 但不能重新上升, 说明PSI反应中

心已经失去被还原活性。然而, 经5-ALA处理过的

杜鹃植株叶片在常温条件下的MRo/MR最低值明

显低于对照植株叶片, 而最大值高于对照植株叶

片, 即使是低温处理10 min, 这两组数据仍然优于

未经处理的常温对照。当叶片经20 min低温处理

时, MRo/MR最低值仍然低于对照叶片, 但最高值

则低于对照未经低温处理叶片, 说明5-ALA处理杜

鹃植株叶片耐寒性受到明显促进。只是当低温时

间达到30 min时, 杜鹃叶片MRo/MR曲线下降后不

再回升, 表明PSI反应中心不能再被还原。

香樟叶片与此不完全相同。未经5-ALA处理

植株叶片经−20°C低温处理10~30 min的变化趋势与

对照相似, 只是MRo/MR最低值上升, 最高值下降, 
说明PSI反应中心的氧化还原活性都受到低温伤

害。但是, 它在降低到最低值后又逐渐回升, 说明

−20°C低温不至于导致香樟叶片PSI反应中心完全

丧失生理活性。如果香樟树体先经5-ALA处理, 则
无论是常温还是低温, 其MRo/MR最低值总是低于

对照叶片, 而最高值总是高于后者, 说明5-ALA处理

提高了香樟叶片PSI反应中心活性, 提高了叶片耐寒

能力。

3  5-ALA预处理对杜鹃和香樟叶片叶绿素荧光参

数的影响

3.1  PSII反应最大光化学效率

φPo (Fv/Fm)是暗适应叶片PSII反应中心最大

光化学效率。图3显示, −20°C低温处理后, 杜鹃和

图1  5-ALA预处理对杜鹃和香樟叶片低温后叶绿素快速荧光曲线的影响

Fig.1  Effect of 5-ALA pretreatment on chlorophyll fast fluorescence curves of leaves of R. simsii and C. camphora after low tem-
perature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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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5-ALA预处理对杜鹃和香樟叶片低温处理后820 nm调制反射荧光曲线的影响

Fig.2  Effect of 5-ALA pretreatment on the modulated 820 nm reflection curves of leaves of R. simsii and C. camphora after low 
temperature stress

香樟叶片随着低温处理时间延长, φPo渐渐下降, 但
是5-ALA处理的叶片其下降幅度显著低于未处理

对照。就杜鹃而言, 低温处理10、20和30 min后, 
对照叶片φPo分别下降39%、74%和99.4%, 5-ALA
处理的分别下降2%、33%和82%。就香樟而言, 
低温处理10、20和30 min后, 对照φPo分别下降

3%、15%和24%, 而经处理的几个之间没有显著

差异。表明两种园林植物φPo对低温胁迫敏感性不

同, 5-ALA处理可以显著增强两者PSII反应中心抵

抗低温胁迫的能力。

3.2  K相占J相的相对荧光

K相占J相的相对荧光(Wk)所反映的是PSII反应

中心供体侧放氧复合体(oxygen evolving complex, 
OEC)受抑的程度。一般认为, Wk升高, OEC受抑程

度增大(李鹏民2006)。然而, 从图4上看, 杜鹃叶片

随着低温处理时间延长, Wk呈现先上升后下降变

化趋势。不管是否经5-ALA处理, Wk变化趋势均

如此。据此推测, 杜鹃叶片经−20°C处理10 min时, 
叶片PSII反应中心放氧复合体出现低温伤害, Wk上

升; 但是当叶片遭受30 min低温胁迫时, OEC处于

不可逆伤害状态, Wk不升反降。若经5-ALA预处

理, 则杜鹃叶片Wk整体上低于对照, 表现出OEC受
抑程度较低。遇到低温逆境, 其Wk也逐渐上升, 出
现低温伤害症状, 但受害程度明显低于对照叶片。

图3  5-ALA预处理对杜鹃和香樟叶片低温处理后PSII最大

光化学效率(φPo)的影响。

Fig.3  Effect of 5-ALA pretreatment on maximal  
photochemical efficiencies (φPo) of leaves of R. simsii  

and C. camphora after low temperature stress
同一物种的柱形上标相同小写字母表示在P=0.05水平上差异

不显著,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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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情况也存在于香樟叶片中。对照叶片遭

受−20°C低温胁迫时, Wk也有少量上升, 但未达到

显著水平。随着低温时间延长, Wk又下降, 但同样

也未达到显著水平。若香樟树体预先经5-ALA处

理, 则其叶片在低温条件下随着处理时间延长而

逐渐上升, 而且不出现下降阶段, 表明这些叶片仍

能忍受低温胁迫, 没有出现OEC的不可逆伤害。

从这个角度看, 香樟叶片对低温的忍受力明显高

于杜鹃。

3.3  PSII反应中心关闭最大速率

Mo被称为PSII反应中心关闭最大速率, 其上

升说明PSII反应中心受体侧原初电子受体QA被完

全还原的速度加快, 光合电子从P680传递到QA以远

其他电子受体的电子传递过程受阻。如图5所示, 
10~20 min的−20°C低温处理导致杜鹃叶片Mo显著

上升; 但若处理30 min, 则Mo几乎为零, 这意味着并

非Mo越小PSII光合电子传递就越好。实际上, Mo

几乎为零可能反映了光合电子传递已经完全受

阻。另一方面, 经5-ALA处理的杜鹃叶片在−20°C
低温下处理10 min, Mo与常温叶片没有显著差异, 
说明其QA被完全还原的速率没有受到显著影响。

随着低温时间延长, 杜鹃叶片Mo迅速上升, 表明

图4  5-ALA预处理对杜鹃和香樟叶片低温处理后PSII反应

中心供体侧放氧复合体抑制程度(Wk)的影响

Fig.4  Effect of 5-ALA pretreatment on the inhibition of 
oxygen evolving complex at the donor side of PSII 

reaction center (Wk) of leaves of R. simsii and 
C. camphora after low temperature stress

图5  5-ALA预处理对杜鹃和香樟叶片经低温处理后PSII反
应中心受体侧QA被还原的最大速率(Mo)的影响

Fig.5  Effect of 5-ALA pretreatment on the maximal rate of 
QA reduction at the receptor side of PSII reaction center 

(Mo) of leaves of R. simsii and C. camphora after 
low temperature stress

PSII反应中心关闭速率加快。但即使如此, 5-ALA
处理叶片Mo仍然低于对照, 说明5-ALA处理可以

提高杜鹃叶片PSII受体侧电子传递对低温逆境的

忍受力。

香樟叶片Mo在对照植株中要比经5-ALA处理

的高125%, 表明5-ALA处理显著降低了香樟叶片

PSII反应中心关闭速率。有趣的是, 香樟植株即使

未经5-ALA处理, 其离体叶片在−20°C处理10~30 
min后, Mo也没有明显变化, 意味着香樟叶片QA对

低温胁迫不太敏感。相反, 经5-ALA处理的植株叶

片遭遇低温处理20~30 min后, Mo有少量上升, 表明

Mo上升也是香樟叶片受到低温冻害的一种生理反

应。

3.4  PSII捕获的光能用于光合电子传递的量子产额

如图6所示, 低温处理导致杜鹃和香樟离体叶

片PSII反应中心捕获的光能用于光合电子传递的

量子产额(φEo)下降, 但是, 两种植物之间存在着明

显差异, 而且5-ALA处理显著缓解低温胁迫诱导的

φEo下降。对杜鹃来说, −20°C低温处理10 min, 对
照叶片φEo下降55%; 低温处理20或30 min, φEo分

别下降90%和94%。经5-ALA处理的叶片, 在低温

处理10 min时, φEo不仅没有下降, 反而上升了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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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20 min, φEo比常温对照下降70%; 低温30 min, 
下降96%。对香樟来说, −20°C低温处理也导致叶

片φEo下降, 但显然要比杜鹃要缓和得多。其中对

照叶片经低温处理10 min时, φEo不仅没有下降, 反
而少量上升, 只是未达到差异显著水平。经受20 
min低温处理, φEo下降10%; 30 min低温, 下降

23%。经5-ALA处理过的植株叶片, 低温胁迫10 
min, φEo与常温对照没有差异; 低温20 min, φEo下

降11%; 30 min, φEo仅比其对照低15%, 而且没有达

到显著水平。这些数据说明, −20°C低温胁迫显著

降低杜鹃叶片PSII反应中心用于电子传递的量子

产额, 而对香樟叶片的效应相对较轻, 5-ALA可以

显著提高两种园林植物叶片PSII反应中心的电子

传递性能。

3.5  PSII有活性反应中心密度

图7展示的是−20°C低温处理不同时间后杜鹃

和香樟植株叶片PSII有活性反应中心的密度(RC/
CS)。从中可以看出, 随着低温处理时间延长, 所
有叶片RC/CS逐渐下降, 即使是经5-ALA处理过的

香樟叶片也不例外, 只是下降幅度比其他三种叶

片要小得多, 未达到显著水平。如果以低温处理

时间为横坐标, RC/CS为纵坐标, 可以计算4种叶片

低温时间与RC/CS之间的直线相关系数与直线斜

图6  5-ALA预处理对杜鹃和香樟叶片经低温处理后PSII反
应中心用于光合电子传递的量子产额(φEo)的影响

Fig.6  Effect of 5-ALA pretreatment on the quantum yield for 
electron transport (φEo) in the PSII reaction center of leaves 
of R. simsii and C. camphora after low temperature stress

图7  5-ALA预处理对杜鹃和香樟叶片低温处理后PSII有活

性反应中心密度(RC/CS)的影响

Fig.7  Effect of 5-ALA pretreatment on the active PSII re-
action center density (RC/CS) of leaves of R. simsii and C. 

camphora after low temperature stress

率, 其中前三者相关性达显著水平, 而经5-ALA处

理的香樟叶片相关系数P=0.078, 接近显著水平。

它们的斜率分别为−93.78、−91.91、−37.29和
−6.52, 这意味着低温时间每延长一个单位, 4种叶

片PSII有活性的反应中心密度分别下降93.78、
91.91、37.29和6.52。显然, 杜鹃叶片对低温敏感

性远远大于香樟, 5-ALA处理能够提高两种叶片耐

寒性。

3.6  PSI反应中心还原末端电子受体的光化学效率

图8显示, 两种园林植物叶片PSI反应中心还

原末端电子受体的光化学效率(φRo)对低温处理响

应存在着明显差异, 其中杜鹃叶片φRo随着低温时

间延长呈现“先升后降”的变化趋势, 而香樟叶片

φRo随着低温时间的延长一直下降。

从杜鹃对照叶片上看, 低温处理10 min时, φRo

上升41%; 但延长到20 min, φRo下降为对照的53%; 
继续延长到30 min, 为对照的19%, 表明PSI反应中

心对低温胁迫的响应时存在着“先促进后抑制”的
效应。经5-ALA预处理的杜鹃叶片经受10或20 
min低温胁迫后, φRo分别比常温对照高出154%和

31%, 显然耐寒性明显增强。如果低温延长到30 
min, 则φRo下降为对照的8%, 与未经5-ALA处理的

叶片没有显著差异, 说明5-ALA处理效应丧失。香



陈慧等: 5-氨基乙酰丙酸提高杜鹃和香樟叶片耐寒性效应 2109

樟叶片φRo变化情况比较简单, 无论5-ALA处理与

否, 植株叶片φRo随着−20°C处理时间延长而下降, 
但是经处理的叶片φRo始终高于对照, 增幅达47%, 
表明5-ALA处理对香樟叶片耐冻性存在着良好的

保护效应。

3.7  以吸收为基础的光合性能指数

图9显示的是以吸收为基础的光合性能指数

(PIabs)变化情况。从杜鹃叶片上看, −20°C低温处理

10 min, 对照植株叶片PIabs比常温对照下降58%; 低
温20 min, 下降98%; 30 min, 则降为零, 表明叶片丧

失了光合性能。经5-ALA处理的叶片经−20°C低

温处理10 min, PIabs比常温对照增加20%; 低温20 
min, 则降低为常温对照的11%, 与未经5-ALA处理

而仅经低温处理10 min的叶片没有显著差异。若

低温30 min, PIabs降低到接近于零, 表明杜鹃叶片不

能忍受如此强度的低温胁迫。整体上看, 经5-ALA
处理的杜鹃叶片PIabs总平均值是对照的4.3倍。

香樟叶片PIabs在低温处理后, 随着处理时间延

长呈逐渐下降趋势。即使经5-ALA预处理, PIabs也

不上升。但5-ALA处理叶片PIabs远远大于对照叶

片。总平均值上看, 前者是后者的4.0倍, 表明5-ALA
处理可以提高香樟叶片以吸收为基础的光合性能。

3.8  PSI反应中心氧化还原速率

图2已经列出来V字型820 nm调制反射曲线, 其
MRo/MR下降阶段为PSI反应中心失去电子被氧化

过程, 上升阶段为PSII反应中心传递来的电子还原

PSI反应中心过程。以0.7~3 ms间MRo/MR下降值可

以计算出PSI反应中心被氧化的速率(VPSI) (图10), 以
7~300 ms间MRo/MR上升值可以计算出PSII传递过

图8  5-ALA预处理对杜鹃和香樟叶片低温处理后PSI反应

中心还原末端电子受体光化学效率(φRo)的影响

Fig.8  Effect of 5-ALA pretreatment on the photochemical 
efficiency to reduce the end electron receptors of PSI 

reaction centers (φRo) of leaves of R. simsii and 
C. camphora after low temperature stress

图9  5-ALA预处理对杜鹃和香樟叶片低温处理后以吸收为

基础的性能指数(PIabs)的影响

Fig.9  Effect of 5-ALA pretreatment on the photosynthetic 
capacity index based on absorption (PIabs) of leaves of 
R. simsii and C. camphora after low temperature stress

图10  5-ALA预处理对杜鹃和香樟叶片低温处理后PSI反应

中心氧化速率(VPSI)的影响

Fig.10  Effect of 5-ALA pretreatment on the oxidation rate 
of PSI reaction center (VPSI) of leaves of R. simsii and 

C. camphora after low temperature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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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光合系统间电子传递对低温胁迫非常敏感, 而
5-ALA处理可大大提高两种园林植物VPSII-PSI对低

温的忍耐力。

讨　　论

杜鹃和香樟都是最常见的多年生园林树木。

其中前者为落叶小灌木, 可以零星点缀种植, 也可

以成片园林造景; 后者为多年生高大乔木, 通常作

为城市行道树, 也可种植于公园或庭院之中。近

年来, 香樟已经成为我国许多地区冬季绿化的主

要香气树种。但对于那些秋季没有及时停止生

长、成熟度不够又面对冬季低温的树体, 或者春

季已经开始生长而又遇倒春寒的年份来说, 寒害

是决定着这些绿化树木能否安全生产的关键(万养

正和马西宁2013)。一般认为, 香樟能够忍受的极

端低温为−14~−10°C (田士林和李莉 2006)。2016
年1月, 淮北地区出现−12°C低温, 香樟小树冻死, 
大树冻伤, 严重影响当地园林绿色和城市风貌。

如何提高香樟等园林植物耐寒性, 既具有重要理

论意义, 也具有实用价值。

干付根和汤云良(2009)提出, 利用地上部包裹

和地下部养护等技术可以促进新根发生和枝芽萌

发, 提高香樟大树移植成活率。甄红丽(2012)提出, 
喷施多效唑或矮壮素溶液可以调控大丽花株型, 
并提高植株抗逆性。但是, 刘春燕等(2009)报道, 
利用多效唑处理金叶女贞虽然可以控制树体生长, 
但也会导致叶片变小, 枝条出现不规则扭曲。本研

究首次提出, 用5-ALA处理园林植物叶片或者根系, 
可以显著提高杜鹃和香樟等园林植物叶片抗寒性, 
这与Huang等(2013)报道相似。他们认为, 叶面喷

施或根灌5-ALA溶液, 都能显著提高香蕉耐冷性。

本试验研究的5-ALA提高杜鹃和香樟叶片抗

寒性效应主要是利用多功能植物效率仪。这是一

种快速、无损伤检测手段, 已经广泛运用于植物

光抑制、水分胁迫、温度胁迫、盐渍胁迫等逆境

研究(冯建灿等2002; 李鹏民2006), 所获结果具有

良好的可靠性。但是, 叶绿素荧光参数很多, 不同

的参数代表着不同含义。从本研究结果看, 初始

荧光(Fo)、可变荧光(Fv)、最大荧光(Fm)、PSII反
应中心最大光化效率(Fv/Fm)、K相占J相相对荧光

(Wk)、QA被还原的最大速率(Mo)、PSII反应中心

来电子还原PSI反应中心的速率(VPSII-PSI) (图11)。
从图10中看, 低温胁迫导致杜鹃和香樟叶片

VPSI下降, 而5-ALA处理诱导VPSI显著增加。从总平

均值上看, 无论杜鹃还是香樟, 5-ALA处理诱导的

两者VPSI增幅均为125%, 表明它对两树种叶片PSI
氧化速率的促进效应一致。但是, 从低温处理时

间效应上看, 5-ALA对杜鹃叶片VPSI的影响与低温

时间有关, 但对香樟的影响却与低温时间关系不

大。当低温处理10 min时, 5-ALA对杜鹃VPSI的增

幅最大达242%, 而对未经低温处理或者低温处理

30 min的杜鹃叶片的增幅仅为80%左右 ,  说明

5-ALA对短时间低温处理的杜鹃叶片VPSI有更大的

促进效应, 而对常温或较长时间低温处理的叶片

促进效应相对较小。对香樟而言, 常温或低温不

同时间的促进效应在98%~175%之间, 其中低温30 
min的增幅最大, 说明低温时间越长, 越能体现出

5-ALA对VPSI的促进效应。

图11显示, 从PSII反应中心传递来的电子还原

PSI反应中心的速率(VPSII-PSI)比PSI自身氧化速率

(VPSI)低1个数量级, 但是, VPSII-PSI对低温的敏感性却

远远高于VPSI。无论是杜鹃还是香樟, −20°C低温

处理后, VPSII-PSI迅速下降, 而且杜鹃的下降幅度大

于香樟, 对照叶片大于经5-ALA处理叶片, 说明两

图11  5-ALA预处理对杜鹃和香樟叶片低温处理后PSI反应

中心还原速率(VPSII-PSI)的影响

Fig.11  Effect of 5-ALA treatment on the reduction rate of PSI 
reaction center (VPSII-PSI) of leaves of R. simsii and 

C. camphora after low temperature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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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获的光能用于光合电子传递的量子产额(φEo)、
PSII反应中心有活性的中心密度(RC/CS)、PSI反
应中心还原末端电子受体的效率(φRo)、以吸收为

基础的光合性能指数(PIabs)、PSI反应中心氧化速

率(VPSI)以及PSII反应中心传递来的电子还原PSI反
应中心的速率(VPSII-PSI)等, 都能较好地反映低温胁

迫和5-ALA处理效应。但是, 另一些荧光参数, 比
如Vj、Ψo、Vk、ABS/CS、TRo/CS、ETo/CS和DIo/
CS等却没有表现出良好的响应性(资料未列出), 这
可能与本试验所采用的方法有关。−20°C低温并

不是杜鹃或香樟经常会遇到的温度逆境, 而且是

离体叶片。突然遭遇急剧降温, 哪怕是短时间的, 
叶片光合系统立即会出现严重伤害, 因而所检测

出来的荧光参数不完全等同于自然条件下缓慢降

温胁迫的情景。但是, 作者认为, 这种检测手段是

可行的, 也是可信的。因为杜鹃是落叶树种, 香樟

是常绿树种, 虽然前者植株更耐寒, 但是后者叶片

应该更耐寒。种植于北方的香樟, 至少可以忍受

−10°C低温, 这是杜鹃叶片不可能忍受的。本试验

结果清楚证明, 香樟叶片抗冻性明显强于杜鹃。

有趣的是, 本试验于2016年5月份进行, 新梢幼叶

与成熟叶片生理状况完全不同, 但仍能看出树种

间以及5-ALA处理后的效应, 这让作者相信, 这种

方法可以广泛运用于植物耐寒性鉴定。

5-ALA提高低温逆境下植物叶片光合效率效

应, 最早见报于甜瓜(Wang等 2004), 而且, 这种效

应与其诱导抗氧化酶活性增加有关 (刘卫琴等

2006; 康琅等2006)。孙永平和汪良驹(2007)提出, 
5-ALA诱导提高的抗氧化酶可能存在于叶绿体PSI
反应中心附近, 因为它们可以通过水-水循环(Asada 
2006), 缓解逆境胁迫导致的PSI反应中心的电荷压

力, 促进PSII与PSI之间的电子传递, 减少光抑制, 
从而提高叶片光合性能。这一假说在温室葡萄(谢
荔等 2013)、越夏无花果叶片(马娜等 2015)上得以

验证。本试验中, 我们观察到5-ALA处理对杜鹃和

香樟两树种叶片PSI反应中心的抗冻性具有类似保

护效应, 因为处理后两树种VPSI增幅均为125% (图
10), 说明两者PSI氧化速率受到的促进效应是一致

的。但是, 两树种PSI反应中心光化学效率(φRo)的
变化趋势却不完全相同(图8)。更重要的是, 即使

−20°C低温30 min, 两者PSI反应中心仍然具有一定

活性(φRo>0), 说明PSI不是急剧降温胁迫伤害最敏

感部位。相反, 经−20°C低温30 min的杜鹃叶片

PSII反应中心最大光化学效应φPo降低为零, 说明

PSII反应中心对低温更为敏感。再进一步看, 图4
中Wk变化幅度不大, 说明PSII反应中心供体侧OEC
活性受抑不多, 但受体侧QA被还原的最大速率(Mo) 
(图5)、有活性的PSII反应中心密度(RC/CS) (图
7)、PSII传递过来电子还原PSI反应中心的速率

(VPSII-PSI) (图11)以及以吸收为基础的性能指数(PIabs) 
(图9)等均降低为零。相反, 如果用5-ALA处理, 则
所有荧光参数都有显著改观, 说明它不仅提高了两

种植物叶片PSI活性, 也提高了PSII活性, 这与前人

观察的结果相似(Sun等 2017), 说明5-ALA能在本

质上改变植物叶片光合电子传递特性, 但具体在

PSII电子传递链的哪个部位, 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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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ve effect of 5-aminolevulinic acid on freezing tolerance of Rhododendron 
simsii and Cinnamomum camphora leaves
CHEN Hui1,2, XU Li1,2, LI Xu1, WANG Dong-Yun1, AN Yu-Yan2, WANG Liang-Ju2,*

1Sihong Institute for Garden Green Management, Sihong, Jiangsu 223900, China; 2College of Horticulture,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Abstract: The detached leaf chlorophyll fluorescence responses of Rhododendron simsii and Cinnamomum 
camphora which were pretreated with 5-aminolevulinic acid (5-ALA) solution at a dosage of 50 mg·L-1 for 25 
d and treated at −20°C temperature for 10~30 min, were measured by a multifunctional plant efficiency analyz-
er (M-PE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eaves which were pretreated by 5-ALA maintained higher levels of the 
maximal photochemical efficiency (φPo), but less inhibition of oxygen evolving complex activity at the donor 
side of PSII reaction centers (Wk) and the maximal close rate at the acceptor side of PSII reaction center (Mo). 
5-ALA treatment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quantum yield in photosynthetic electron transfer (φEo), the active 
reaction center density (RC/CS), the efficiency to reduce the terminal electron acceptors of PSI reaction center 
(φRo), and therefore the capacity index based on the absorption (PIabs). Conversely, low temperature stress im-
paired the reduction rate of PSI reaction center by the electrons transferred from PSII reaction center (VPSII-PSI) 
more than the oxidation rate of PSI reaction center by the terminal electron acceptors (VPSI). This means that the 
electron transfer of intersystem was more sensitive to short-term rapid freezing temperature than PSI itself. The 
results in the study show that the leaves of C. camphora were more freezing tolerance than those of R. simsii, 
and the improving effects by 5-ALA was more effective on C. camphora than R. simsii. Therefore, this new 
regulator may be applied in garden plant production to avoid injury by chilling stress at cold winter or cold spell 
in spring.
Key words: 5-aminolveulinic acid; garden plants; freezing tolerance; chlorophyll fast fluorescence; 820 nm re-
flection fluoresc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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