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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试验以抗旱性较强的玉米自交系郑58和不抗自交系E28为试材, 利用不同浓度PEG-6000水溶液模拟干

旱胁迫, 探究干旱胁迫下种子萌发期及苗期各项指标的变化规律, 以便筛选出能够简便有效的鉴定玉米自交系

抗旱性的指标。结果表明, 在萌发期不同干旱胁迫下, 郑58的种子萌发指数、萌发抗旱指数均高于E28, 而吸

水率低于E28。在苗期不同干旱胁迫下, 郑58的脯氨酸(Pro)含量和超氧化物歧化酶(SOD)的活性均高于E28, 而
丙二醛(MDA)的含量在10%和15% PEG处理下低于E28, 而在20% PEG处理下的则高于E28。因此, 种子萌发指

数、萌发抗旱指数、Pro含量、MDA含量和SOD活性均可作为鉴定自交系抗旱性的指标。但综合考虑, 鉴定

玉米自交系抗旱性最简便有效的指标是种子萌发抗旱指数, 且最适宜的PEG胁迫浓度为10%和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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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是我国最重要的农作物之一, 其用途涉

及食用、养殖、能源、医药、化工等多个行业, 
对其需求量在不断增加, 保证其产量的稳定增长

是玉米生产过程中的重要环节。目前水资源短缺

是影响我国不同地区玉米产量的重要因素, 一般

情况下可使其减产20%~30%, 重则可达一半以上

(李运朝等2004)。因此, 选育玉米抗旱新品种越来

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对玉米

自交系和杂交种品种进行了抗旱性探究。

目前关于玉米杂交种及自交系的抗旱性鉴定

指标已有众多报道。种子在萌发初期便对干旱胁

迫具有较强的敏感性 ,  种子吸水率与胚根胚芽

长、贮藏物质运转率可作为间接抗旱鉴定指标(成
锴等2017)。侯建华等(1994)的研究表明, 种子的

吸水速率和吸水率可作为玉米萌发出苗期的抗旱

鉴定指标。蔡甫格等(2016)的研究将萌发指数作

为鉴定不同玉米品种抗旱性的指标。种子萌发抗

旱指数是种子萌发期进行抗旱性鉴定的重要指标,
抗旱性强的材料种子萌发抗旱指数较大。早在

1984年Bouslama和Schapaugh (1984)在研究大豆的

抗逆性时提出种子萌发胁迫指数的概念, 孙彩霞

等(2004)将其称为种子萌发抗旱指数。徐田军等

(2017)的研究表明玉米种子萌发抗旱指数适用于

评价鉴定玉米萌发期抗旱性。

鲁晓民等(2017)的研究表明在PEG胁迫下脯

氨酸(Pro)含量较高的玉米自交系表现出较强的抗

旱性。但也有研究(关义新等1997)表明, Pro与抗

旱性没有必然的关联, 能否将其作为一个抗旱性鉴

定指标仍有待讨论。张宝石等(1996)的研究表明

在水分胁迫处理后, 不抗旱品种的丙二醛(malondi-
aldehyde, MDA)含量的增高幅度大于抗旱品种。

因此, 可以用MDA含量的变化作为鉴定抗旱基因

型的指标之一。超氧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
mutase, SOD)、过氧化物酶(peroxisome, POD)和过

氧化氢酶(catalase, CAT)等保护酶活性变化及膜脂

过氧化作用已被广泛作为植物在干旱胁迫等逆境

下受损的生理反应指标(范苏鲁等2011; 刘海龙等

2002)。但也有研究表明, 干旱胁迫条件下, POD反

应不如SOD和CAT敏感, 而SOD活性与玉米耐旱性

联系更加紧密(王振镒等1989)。
参考众多学者提出的有关玉米抗旱性鉴定筛

选指标(Wesley等2002; 张振平等2007; Grzesiak等
2006), 本试验选用了2个抗旱性不同的玉米自交系

郑58和E28, 在不同浓度PEG水溶液处理下, 测定

了种子吸水率、萌发指数、萌发抗旱指数(蔡甫格

等2016)以及Pro、MDA含量和SOD活性这六项指

标的变化规律, 以此探究玉米自交系抗旱能力与

各指标之间的关联程度 ,  筛选出能够简单、快

速、有效检测其抗旱能力的指标。本研究之所以

选用这几种鉴定玉米自交系抗旱性的指标, 是由

于这些指标已在许多文献中被用来作为鉴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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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抗旱性的指标。同时这些指标的测定与计算

已有系统、完善的方法, 这些方法简便, 便于操作, 
且完全可以在实验室条件下进行, 对玉米的生长

条件可以进行很好的把控, 可以更好地控制实验

条件以减少实验误差。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玉米(Zea mays L.)抗旱性自交系郑58和敏感

自交系E28 (韩登旭等2012), 由青岛农业大学分子

育种实验室提供。

1.2  实验方法

1.2.1  萌发期干旱胁迫

选取大小、饱满、均匀一致且完好的2个玉

米自交系种子各450粒。用75%的酒精灭菌5 min, 
并用蒸馏水彻底清洗。将其分别置于已经灭菌的

直径大小为15 cm的培养皿中, 其中每皿放入30
粒。加入30 mL浓度为10%、15%、20%和25%的

PEG-6000水溶液作为干旱胁迫处理, 对照为30 mL
蒸馏水, 每个处理组重复3次。放入培养箱(温度为

25°C, 湿度为50%, 光照12 h)中培养, 观察与记录第

3、5、7、9天的萌发粒数, 分别计算出每个自交

系的吸水率、萌发指数和萌发抗旱指数。

1.2.2  苗期干旱胁迫

选取大小、饱满、均匀一致且完好的2个自

交系种子各150粒。分别用浓度为2%的NaClO溶

液灭菌10 min, 接着用蒸馏水彻底清洗, 放入发芽

盒中(盒中营养土与蛭石的比例为1:2), 每盒放置15
粒, 每个处理各加入200 mL浓度为10%、15%、

20%和25%的PEG水溶液模拟干旱胁迫, 对照为同

等量的蒸馏水, 各3次重复, 将其放入人工智能气

候箱。分别不定期用同等量的PEG水溶液和蒸馏

水浇灌。待其长到三叶一心期取叶片检测2个自

交系的Pro、MDA含量和SOD活性。

1.3  抗旱指标的测定

1.3.1  萌发期抗旱指标

种子吸水率=(湿重–干重)/干重×100%; 
种子萌发指数=1.00×nd3+0.75×nd5+0.50×nd7+ 

0.25×nd9 (其中nd3、nd5、nd7、nd9分别表示第

3、5、7、9天的种子发芽率); 
种子萌发抗旱指数=干旱胁迫下萌发指数/对

照萌发指数。

1.3.2  苗期抗旱指标

玉米苗期叶片体内Pro含量的检测采用茚三

酮显色法(高峻凤2000)。首先制作Pro标准曲线, 
然后称取不同PEG处理下的叶片各0.5 g用液氮速

冻 ,  加入3%磺基水杨酸研磨后 ,  在离心机上以 
2 600×g进行离心, 提取上清液。再吸取1 mL于离

心管中, 加入2 mL冰醋酸及2 mL 2.5%酸性茚三酮

试剂, 接着放入沸水浴中加热0.5 h, 热度下降后加

入甲苯溶液。最后用甲苯溶液做比对测量520 nm
波长下的吸光值, 计算出2个自交系每个处理下的

Pro含量。

玉米苗期叶片体内MDA含量的检测采用硫

代巴比妥酸(TBA)法(赵世杰等1994)。首先称取2
个自交系每个处理下的叶片各1 g, 倒入少量液氮

进行速冻, 接着添加2 mL 10%三氯乙酸进行研磨, 
然后放在离心机上以3 500×g进行离心。吸取上清

液2 mL, 再加2 mL 0.6% TBA混匀后, 在沸水浴中

加热15 min, 冷却后继续在离心机上以3 500×g离
心, 最后提取上清液测定532、600和450 nm波长

下的吸光度值, 分别计算2个自交系每个处理下的

MDA含量。

SOD活性的检测采用氮蓝四唑光化还原法(高
俊凤2000)。取叶片0.5 g, 于液氮中进行研磨, 加入

提取介质5 mL, 取2 mL在离心机上以8 750×g进行

离心, 然后每个处理分别取测定管和对照管2个, 
分别加入1.5 mL磷酸缓冲液和0.3 mL 750 μmol·L-1

氮蓝四唑(NBT)溶液、0.3 mL 130 mmol·L-1甲硫氨

酸(Met)溶液、0.3 mL 100 μmol·L-1 EDTA-Na2溶

液、0.3 mL 20 μmol·L-1核黄素溶液, 再加入0.05 
mL提取液(对照组用同等量磷酸缓冲液), 将1支对

照管于黑暗中避光, 其余在日光下反应10 min进行

显色反应。完成后, 用黑暗中的试管为对照测量

其他各管560 nm下的吸光度值。最后计算每个处

理下叶片的SOD活性。

1.4  数据分析

数据采用Microsoft Excel 2007和DPS7.05进行

统计学分析。

2  实验结果

2.1  不同浓度PEG处理下不同玉米自交系种子吸

水率的变化

具有一定生理机能的玉米种子在氧气、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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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温度等因子全部适宜的状态下, 水分是种子

能否萌发的关键因子。当种子吸水率接近35%~ 
37%就可以正常发芽(霍仕平等2004)。而自交系

能够正常萌发的吸水率要略高于杂交种品种。

根据表1得知, 种子的吸水率均随着PEG浓度

的增加而降低, 在不同浓度PEG处理下2个自交系

的下降程度不同, 且E28的种子吸水率均高于郑58。
E28在对照处理下种子吸水率最高, 达到46.7910%; 
在25% PEG处理下最低, 只有25.8173%。因此, 种
子在遭遇干旱胁迫时其吸水率会受到明显影响, 
且抗旱性较强的自交系种子吸水率低于抗旱性较

差的。

2.2  不同浓度PEG处理下不同玉米自交系种子萌

发指数的变化

根据表1可知, 在不同PEG浓度处理下2个抗旱

性不同的自交系种子萌发指数均随着PEG浓度的

增加而显著下降, 其下降程度与干旱胁迫的程度呈

正相关(表2)。2个自交系对照组的种子萌发指数均

在1.0以上; 当PEG浓度为20%时, 2个自交系的种子

萌发指数均不到0.1; 当PEG浓度增加到25%时, 郑
58只有极个别种子萌发, 而E28的萌发指数为0, 即
在第9天时仍未观察到有种子萌发。

与对照组相比, 2个抗旱性不同的自交系在不

同浓度PEG处理下均有显著性差异, 2个自交系分

别在不同程度胁迫之间均有显著性差异。除25% 
PEG外, 其余各浓度PEG处理下, 2个自交系之间均

差异显著。根据方差分析结果(表2), 自交系和PEG
浓度间有显著的相互作用, 不同PEG浓度、自交系

和区组间存在显著性差异。由此可见, 干旱胁迫

程度的高低严重影响种子萌发指数的变化, 并且

抗旱性不同的自交系对其胁迫的响应是一致的。

根据表1来看, 郑58的种子萌发指数均高于E28, 因
此, 同等程度干旱胁迫下郑58的种子萌发能力强于

E28, 这与2个自交系抗旱能力的差异是相符的。

2.3  不同浓度PEG处理下不同玉米自交系萌发抗

旱指数的变化

萌发抗旱指数常用于杂交种抗旱能力的鉴定

(王艳树等2007)。由表1可知, 随PEG浓度的增加, 
2个玉米自交系的萌发抗旱指数显著下降。25% 
PEG处理下, 郑58的萌发抗旱指数接近于0, 而E28
则为0, 说明当干旱胁迫达到一定程度时, 种子几

乎不能萌发。根据方差分析结果(表3), 萌发抗旱

指数在自交系与PEG浓度两个因素间的差异都达

到了显著水平, 且该指标在两个因素间的交互作

用也达到显著水平, 说明干旱胁迫下不同自交系

呈现出不同的抗旱能力。

表2  萌发指数方差分析结果

Table 2  The results of variance analysis of germination index

          差异源       SS df      MS        F   P-value    F crit

PEG处理 5.643292   4 1.410823 40 579.76** 8.86×10-39** 2.866081
自交系 0.417248   1 0.417248 12 001.38** 2.86×10-29** 4.351244
自交系×PEG处理 0.280539   4 0.070135   2 017.29** 9.37×10-26** 2.866081
内部 0.000695 20 0.000035   
总计 6.341774 29    

表1  不同浓度PEG对玉米种子萌发的影响

Table 1  Effects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PEG on maize seed germination

PEG浓度/%
                    吸水率/%                 萌发指数                萌发抗旱指数 

    郑58   E28    郑58        E28       郑58    E28

  0 40.2380b 46.7910a 1.4017a 1.0110b - -
10 33.1303e 38.2400c 0.8017c 0.2040e 0.6043a 0.2020c

15 31.0303g 34.4483d 0.4203d 0.1527f 0.3037b 0.1413d

20 27.2990h 32.9470f 0.0830g 0.0480h 0.0670e 0.0577e

25 25.8173i 27.0633h 0.0023i 0i 0.0017f 0f

　　表中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表示无。下表同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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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萌发抗旱指数方差分析结果

Table 3  The results of variance analysis of germination drought resistance index

           差异源     SS   df        MS    F P-value                        F crit

自交系 0.0848   1 0.0848 3 736.38** 2.15×10-20** 4.49
PEG处理 0.4492   3 0.1497 6 594.23** 6.07×10-25** 3.23
自交系×PEG处理 0.0919   3 0.0306 1 349.34** 1.92×10-19** 3.23
内部 0.0003 16 0.0002   
总计 0.6262 23 

   

在PEG浓度为10%~15%时, 郑58的种子萌发抗

旱指数均显著高于E28。在PEG浓度为20%~25%
时, 郑58的萌发抗旱指数虽仍高于E28, 但无显著

性差异(表1)。由此可知, 利用该指标鉴定自交系

抗旱能力时, 在PEG浓度为10%和15%时该指标能

够很好反应其抗旱能力。

2.4  不同浓度PEG处理下不同玉米自交系苗期Pro
含量的变化

PEG处理下, 2个自交系幼苗Pro含量均明显高于

对照, 且随PEG浓度的增加, Pro含量也在上升(表4)。
在同一浓度干旱胁迫下, 2个自交系Pro的含量之间

也存在明显差异, 郑58的Pro含量均显著高于E28。
当PEG浓度达到20%时, 郑58的Pro含量最高, 达到

6.42 μg·g-1, 而E28幼苗的Pro含量仅为4.80 μg·g-1。

玉米在干旱胁迫下, 其体内会产生过多的Pro
减弱细胞的渗透能力, 保证体内各项生理活动有

序进行, 并且抗性不同的品种的渗透能力也有一

定差别(韩业辉等2016)。在干旱胁迫下抗旱自交

系会积累更多的Pro, 不抗自交系的积累量则较少, 
从表4来看, 自交系郑58的渗透调节能力高于E28, 
并且与彼此间的抗旱性关系相符。

2.5  不同浓度PEG处理下不同玉米自交系苗期MDA
含量的变化

MDA是细胞膜脂过氧化作用的结果, 其产生

表4  不同浓度PEG对玉米苗期Pro和MDA含量、SOD活性的影响

Table 4  Effects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PEG on Pro and MDA contents and SOD activities in maize seedling stage

PEG浓度/%
                脯氨酸含量/μg·g-1                     丙二醛含量/μg·g-1                                           SOD活性/U·mg-1 

        郑58       E28      郑58      E28     郑58    E28

  0 3.70e 2.31g 4.42d 5.40b 257.75f 228.18i

10 4.54c 3.39f 4.69c 7.55a 341.77a 269.48e

15 5.81b 4.26d 4.88c 6.04b 321.43b 242.28g

20 6.42a 4.80c 5.59b 4.12e 306.79d 202.82h

 

量的多少能够反应植物受损害的程度, 且与植物

抗旱性的能力有着紧密联系(陈贵等1991)。由表4
可知, 郑58苗期MDA含量随干旱胁迫程度的加重

而升高, 但E28苗期MDA含量随干旱胁迫程度的增

加表现出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 是可能因为干旱

增加到一定程度破坏了叶片的正常生理代谢, 致
使MDA含量又呈下降趋势。

郑58的MDA含量在不同PEG浓度下的变化小

于E28。在0~15% PEG处理下, E28的MDA含量显

著高于郑58, 说明在低浓度PEG下, E28的细胞膜脂

过氧化程度较强, 幼苗受到的影响较大。当PEG浓

度为10%时, E28的MDA含量最高, 而在PEG浓度

为20%时, 其含量又降到最低, 说明自交系的抗旱

能力与干旱胁迫程度有关。

2.6  不同浓度PEG处理下不同玉米自交系苗期SOD
活性的变化

SOD是作物体中不可缺少的氧化酶, 担负着

减轻自由基损伤的功能。由表4可知, 2个自交系苗

期SOD活性随PEG浓度的增加均呈先升高后下降

的整体趋势。且SOD活性在PEG浓度为10%时均

达到最高, 表明其在此浓度胁迫下的耐旱能力最

强。根据前人研究结果(张继澍2006), 抗旱作物在

一定胁迫程度范围内SOD活性增加, 对自身的保

护能力增强。在PEG浓度为20%时, E28的SOD活



郭效龙等: 玉米自交系萌发期和苗期抗旱性指标的筛选 1723

性低于对照组, 说明此浓度胁迫下E28的生长已不

能完全适应, 干旱的严重程度已经抑制了SOD的

活性。

前人研究表明各类作物的SOD活性有所不同, 
抗旱能力强的作物遇到干旱时活性较高, 使其减

轻受损的程度(彭云玲等2014)。在本试验中, 郑58
在不同PEG浓度下的SOD活性均明显高于E28, 即
郑58的SOD对外界的应激能力强于E28, 这与前人

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3  讨论

3.1  不同浓度PEG处理下玉米自交系种子萌发期

各项指标的变化

自然条件下, 种子在萌发期遭遇干旱胁迫时, 
其抗旱能力的强弱对整个生育期的影响具有重大

的意义(石汝杰和胡廷章2009; 王军辉等2008)。本

试验采用不同浓度PEG模拟干旱条件, 测定了2个
抗旱性不同的玉米自交系种子的吸水率、萌发指

数和萌发抗旱指数, 发现PEG处理严重影响了种子

的正常萌发, 当PEG浓度达到25%时, 种子几乎不

能萌发。

随着PEG处理浓度的加重, 2个自交系的吸水

率和萌发指数大幅下降, 证明PEG处理影响了种子

的吸水速率, 降低了其对水分的摄入, 使其体内各

项代谢活动不能有序进行, 以至于种子正常发芽

受到限制。而不同干旱胁迫下E28的吸水率均高

于郑58, 但郑58的萌发指数和萌发抗旱指数却明

显高于E28, 可知郑58具有较强的水分利用能力, 
在吸水量较少的状态下保持种子体内正常的代谢

活动, 体现出了较强的抗旱能力。

本研究表明, 郑58种子吸水率低于E28, 但其

吸水率与抗旱性的关系是否呈负相关以及吸水率

能否作为自交系抗旱性的鉴定指标, 仍需进一步

研究。种子萌发指数能够反映其在不同干旱状态

下的萌发能力, 而种子萌发抗旱指数不仅能反映

其在不同干旱状态下的萌发能力, 也能反映在干

旱状态下与正常状态下萌发能力的差异。因此萌

发抗旱指数较萌发指数更能反映自交系的抗旱能

力。同时在PEG浓度为10%和15%时, 2个自交系

之间的萌发抗旱指数差异极显著, 因此, 在此浓度

下鉴定自交系抗旱性更为简便且有效。

3.2  不同浓度PEG处理下玉米自交系苗期各项指

标的变化

Pro是作物参与渗透调节适应逆境不可缺少

的产物, 其含量的变化是其对遭遇逆境的响应(谢
美华等2015)。当作物在干旱状态下叶片内会积累

大量的Pro来参与渗透调节, 避免因干旱对其形成

的伤害。本试验表明, 2个自交系叶片内Pro的含量

均随干旱程度的加重而升高, 与前人的试验结果

相符(蔡甫格等2016)。其中郑58在对照组和处理

组的脯氨酸含量均高于E28, 说明Pro是一个能准

确反映自交系抗旱能力的指标。

植物细胞膜脂过氧化产物MDA含量的多少

与细胞膜的受损状况有密切的关联, 一般情况下

其受损程度随着MDA含量的增加而加重(阎秀峰

等1999)。郑58叶片的MDA含量随着PEG处理的

加重而升高, 而E28叶片的MDA含量表现出先升高

后降低的趋势。与对照组相比, 不同PEG处理下的

E28 MDA含量变化显著, 说明其抗旱性不如郑58
稳定。

在对2个玉米自交系苗期SOD活性测定结果

发现, SOD活性随干旱胁迫程度的增加均呈先升高

后降低的趋势, 这与张仁和等(2011)的研究结论一

致。且郑58的SOD活性均高于E28, 说明其保护酶

对自由基的清除能力更强, 其抗旱能力也更强。

玉米自交系苗期Pro、MDA含量和SOD活性

均可作为检测其抗旱能力的指标。根据表4可知, 
Pro含量和SOD活性的变化规律与其抗旱性关系的

符合度更高, 而MDA含量在PEG浓度达到20%时

与其玉米自交系的抗旱性有所差异。因此, 如若

在苗期鉴定自交系的抗旱性, Pro含量和SOD活性

这两个指标更为有效。

本试验从玉米自交系种子萌发期和苗期两个

关键时期出发, 利用2个抗旱性不同的自交系研究

了PEG处理下各项指标的变化规律, 筛选出了能够

有效探究自交系抗旱能力的指标: 萌发指数、萌

发抗旱指数以及苗期Pro、MDA含量和SOD活

性。其中种子吸水率能否作为检测自交系抗旱能

力的指标, 还有待探究。综合各项指标的测定结

果和试验过程的复杂程度, 我们认为最简便有效

的检测自交系抗旱能力的指标是种子萌发抗旱指

数, 且最适宜的PEG浓度为10%和15%。同时在鉴



植物生理学报1724

定玉米自交系的抗旱性时, 应综合各项指标的测

定结果进行分析, 才能更准确的去鉴定玉米自交

系的抗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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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eening of drought resistance indexes of maize inbred 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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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rought-resistant maize inbred line Zheng 58 and sensitive inbred line E28 were used in this study. 
The treatments of 0, 10%, 15%, 20% and 25% PEG-6000 aqueous solutions were used to explore the changes 
of 6 indexes in germination and seedling period under drought stress in order to identify easy and effective 
evaluating indicato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germination index and grain drought-resistance index (GDRI) of 
Zheng 58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E28 under different drought stresses, but the water absorption was lower 
than that of E28. The content of proline (Pro) and activity of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 in Zheng 58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E28 whereas the content of malondialdehyde (MDA) was lower than that in E28 under 
10% and 15% PEG-6000 stress, but higher than that in E28 under 20% PEG-6000 stress. So the seed germina-
tion index, GDRI, Pro content, MDA content and SOD activity could be used as indicators to evaluate the 
drought-resistance of inbred lines. Thinking out the simplicity and effect, GDRI was the simple and most effec-
tive index for drought-resistance evaluation of maize inbred lines, and the most suitable PEG stress concentra-
tion was 10% and 15%.
Key words: maize inbred lines; drought stress; PEG-6000; drought resistance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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