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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莓叶片对水分处理的生理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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磊 蚴研撕南 洲 

摘要：黑莓(Rub spp．)赫尔(Hul1)品种扦插苗在士壤相对含水量分别为 85％ 上、70％～舳％、50％～60％、 

45％～卯％和 30％～35％的条件下处理 20 d，以土壤相对含水量 70％～80％的处理为对照，测定其叶片单十复叶 

的鲜重、单位叶面积鲜重、叶片相对含水量、叶绿素含量及可溶性蛋白质含量的变化。结果表明，当土壤相对含水 

量达85％以上时，所测各项指标与对照相比均无显著差异，黑莓生长良好，说明黑莓是一种喜湿植物 随着土壤含 

水量的下降，单个复叶的鲜重极显著下降；叶片相对含水量在土壤相对含水量为 45％～50％时显著下降．在土壤相 

对含水量为30％～35％时极显著下降并达到受轻度胁迫的水平；而单位叶面积鲜重、叶绿素含量及可溶性蛋白质 

台量都比对照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 

关■调；黑莓；土壤；相对含水量；水分胁迫；叶绿索；蛋白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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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siological reactions of blackberry Ieaves to water treatments REN Bing．m， LI W ei．1in， W U 

Wen_long，SUN Shi，LU Lhn-fei(Institute of Botany，Jiangsu Province and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Nanjing 210014)，J Plant Resoglr ＆ Environ 2000，，(2)：18～2l 

Ab岛tract：The fresh weight of lear(a compound lear)，fresh weight per unit area，relative water 
content，chlorophyll content and soluble protein content were determined in leaves of blackbetry grown 

in fIerent soll relative water contents of>85％ ，70％ ～ 80％ ，50％ ～60％ ，45％ ～50％ and 30％ 
～ 35％ for 20 days respectively．in which the treatment of 70％～80％ was the check experimen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hen the soll relative water content is>85％．there were no remarkable 

diIferences of all items compared with the check， the plant grew fine，so it can be considered as a 

water—loving character As the soi1 water decreased，the fresh weight of lear decreased remarkably，the 

relative water content decreased too，but until the soil relative water content decreased to 30％～35％． 

the blackberry was not under mild stress The fresh weight per unit lear area．chlorophyll content an d 

soluble protein content all increased in different extent． 

Key words：blackberry；soi1；relative water content；water stress；chlomphyll；protein 

黑莓(blackberry)是小果类果树，江苏省·中国 

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1986年首次从美国引进，由于其 

营养丰富、风味醇美、色泽艳丽，适宜于加工成饮料、 

酒类及其他各种食品，深受群众欢迎，目前在江苏部 

分地区种植，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但在生产中 

发现，江苏省 6--8月降雨量过多，黑莓常因田间排 

水不畅而死苗；而在干旱地区，黑莓却能够正常开花 

结果，那么黑莓是否确实是一种耐旱而不耐湿的植 

物，这一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为了解黑莓对土壤 

含水量的适应范围，以利推广种植，以优良品种赫尔 

(H ul1)为材料进行了盆栽试验。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和处理 

黑莓(Rubus spp．)赫尔品种，经扦插生根后，选 

择大小、长势较一致的植株，于3月中旬在防雨橱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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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盆栽，每盆装入过筛的土壤 5 kg，经测定，该土 

壤的田间持水量为36．3％。5月 4日将成活后的盆 

栽苗随机分为 5组，每组设 7～8个重复，生育期全 

程控水，使各处理的土壤含水量维持在较稳定的水 

平。各处理的土壤含水量以相对含水量即土壤含水 

量占田间持水量的百分数表示，分别为：处理 1，85％ 

以上；处理 2，7O％～8O％；处理 3，5O％～6O％；处理 

4，45％～50％；处理 5，30％～35％，以处理 2为对 

照。在5月26日～6月14日进行各项测试，所取叶 

片均为枝条上倒数第3或第4叶。 

1．2 测定方法 

1．2．1 单位面积叶片鲜重 用取孔器钻取一定面 

积的叶圆片，立即称取重量，计算得出。 

1．2．2 叶片相对含水量(Rwc) 按照华东师范大 

学植物生理教研组的方法进行u J。 

1．2．3 叶绿青含量 参照朱广廉等的方法进行 2̈ J， 

计算叶绿素(a+b)的含量。 

1．2．4 叶片可溶性蛋白质含量 可溶性蛋白质的 

提 取参照朱广廉等的方法 】，甩0．05mol／L，pH7．0 

的磷酸缓冲液(含0．1％巯基乙醇)提取，按Bradford 

的方法 用考马斯亮蓝 G-200测定，以牛血清白蛋 

白作标准曲线。热稳定蛋白和热不稳定蛋白的测定 

接曾韶酉等的方法L4l。 

1．2．5 数据分析 参照文献[5]，用新复极差(SSR) 

法测验各处理之间的差异显著性。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土壤相对含水量对叶片鲜t的影响 

2．1．1 单位叶面积鲜重 土壤相对含水量对黑莓 

叶片鲜重的影响见图 1。由图 1可见，土壤相对含水 

量较高的处理 1与处理 2(对照)相比，单位叶面积鲜 

重差异不大，而随着土壤相对含水量的下降，单位叶 

面积鲜重增加，在处理 3处形成一峰值后又逐渐下 

降，但处理 4和处理5的单位叶面积鲜重仍高于对 

照值。 

2．1 2 单个复叶的鲜重 单个复叶鲜重的变化见 

表1，可以看出处理2的鲜重最大，其次为处理1，但 

SSR法测验表明，处理 1与处理 2之间无显著差异， 

以后随着土壤相对含水量的下降，单个复叶鲜重减 

小，处理3与处理 1、2之间存在极显著差异，处理4、 

5与处理3之间又存在极显著差异。根据表 1与图 

1的数据计算黑莓单个复叶的叶面积，从处理1至处 

理5各处理组的单个复叶叶面积分别为1．36，1．27， 

0．75，0．53，0 48 dm2。显而易见，黑莓单个复叶的 

叶面积也随七壤相对含水节的下降而减少 

处理 l r a【ⅡⅥI【 

土壤相对含水量《％)soft relativewat盯∞n t《％)--1：>85％； 
2：70％ ～80％ ；3：5O％～60％；4}45％ ～50％ ；5：30％ ～35％ 

由 1 布同土壤相对含水量下黑聿簟位叶砸积鲜t的变化 
Fig．1 aⅢ oftrtat~ Ught per itnJt 。fmtalam -r~ I 

81at[it"dilt吼  trettm~ut 船 etatt~tIn删  

衰 1 同土壤相对台水量蛀理下黑聿簟十董叶的锋t 
1 k l The tresh~ Ughtot slagle mp0Ⅱ-d J ofmtalam-r~attdtr 

difftwenttrtmtm~tt of rtbAIvewater咖 tentI口roll 

有相同标记字母的值为差异不显著．有不同标记字母的值为差 
异显著。大写字母表示 P=O 0l显著水平，小写字母表示 P ； 
0 05水 平 V山  “ 硝  the mmae c DT 
letters witlain a eoluran are not signifieandy diffemat~values followed 

the凼ffermt letters indicate signif~mt differmee at P ： 0 毗 

(eaptial tettets)O1"P：0 05(bwer-ease letters) 

由单个复叶的鲜重和面积的变化可见，黑莓叶 

片的生长量对土壤相对含水量变化的反应是相当敏 

感的。 

2．2 不同土壤相对含水量对黑莓叶片相对含水量 

《RWC】的影响 

不同土壤相对含水量下黑莓叶片的相对含水量 

见表2。经 SSR法测验，处理 1、2、3之间无显著差 

异，处理4的叶片相对含水量(RWC)显著低于处理 

1⋯2 3处理 5的 RWC显著低于处理 4，而板显著低 

于处理 l、2和 3。根据 Hsiao[61划分，RWC下降量大 

塾 鼬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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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时属于重度胁迫，下降量为 1O％～20％属于 

中度胁迫，下降量为 8％～10％属于轻度胁迫，可见 

所有处理中，只有土壤相对含水量为 30％～35％时， 

黑莓受到了轻度胁迫。 

衰 2 不同土毫相对害木量下黑莓叶片的相对害木量(RWCI 
Table 2 The i~lative w日 r c~ntent of blackberry le-v鹤 ulder different 

I嗍 t 0f relative water。0ntem sö  

有相同标记字母的值为差异不显著．有不同标记字母的值为差 
异显著。大写字母表示 P =0 O1显著水平．小写字母表示P= 

0 05水 平 。 va【u followed the— e capita[or b 廿 c雠  
1吐te withinIt coltlllU1 a lot signifieandy differem：valuesfollowed 

b the diffei'ellt letteP$indicate 髓 6髓nt difference at P = 0 01 

(captia]hl“e )0f P：0 05(10we case l眦e碍) 

2．3 不同土壤相对含水量对黑莓叶片叶绿素含量 

的影响 

在不同土壤相对含水量的条件下，黑莓叶片的 

叶绿素含量变化见表 3。以叶片鲜重为单位计算含 

量时，处理 1、3和处理2无显著差异，处理 4和 5显 

著高于处理 2；但以叶面积为单位计算，各处理组间 

叶绿紊含量均无显著差异。 

衰3 不同土毫相对害木量下熏莓叶片的叶绿素{一+bl害量 
Table 3 The chloi'~phyll c-+b】 t in blMh·er l∞m llllDidl~P 
difgei~at“ t of n itire water content in s0Il 

处理号 土壤相对古水量 叶绿素(a+b) Chlorophyl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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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十相同标记字母的值为差异不显著，有不同标记字母的值为 
差异显著。小写字母表示 P=0．05水平。 Valu~followed hy 
the m e letkrs within a column m  not sign~icanfly different： 
values followed bv the different bw c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出fiegeff3~e at P=0 05． 

2．4 叶片中可溶性蛋白质含量的变化 

由表 4可见，土壤相对含水量的下降引起了黑 

莓叶片可溶性蛋白质含量的增加，其中总的可溶性 

蛋白质含量，处理5显著高于其他处理，热稳定性蛋 

白质含量也是处理 5显著高于其他处理，处理 1、2、3 

之间差异很小，而处理 4较高，热不稳定性蛋白质含 

量虽然也随土壤相对含水量的下降而增加，但各处 

理间差异不显著。 

根据表 2和表 4，分别计算总可溶性蛋 白质 

( )、热稳定性 蛋白质 ( 2)和热不稳定性蛋白质 

( ，)与叶片RWC( )的相关性，分别得线性相关方 

程为：v1=6 171 7—0．065 Ox(r1=一0．948 5 )； 

2： 4 763 5—0 052 0x (r2= 一0 935 8 )；y3= 

1 408 3—0 013 1z ( 3= 一0 867 7)，( P= 

0 05)。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总可溶性蛋白质和热稳 

定性蛋白质与叶片相对含水量呈显著负相关，结合 

表 2和表4可见，与对照相比，黑莓叶片相对含水量 

无显著差异时，热稳定性蛋白质含量差异很小；叶片 

相对含水量显著降低时，热稳定性蛋白质含量增加； 

而相对含水量极显著下降达到轻度胁迫水平时，热 

稳定性蛋白含量是对照的近 2倍。在缺水的条件下 

总可溶性蛋白质含量的增加主要是由热稳定性蛋白 

质的增加引起的。 

衰4 不同土毫相对含木量下黑尊叶片的可；皇性蛋白重含量 
Tabl~ 4 The sohlbl~ protein ~~ntcnt h M扯 ●r眄 k■懈 lmd~r 

mffet~mt treatment 0f nlafive-● tomtit h ．．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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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十相同标记字母的值为差异不显著 有不同标记字母的值为 
差异显著。小写字母表示 P：0 05术平。 valuesfdiawed 
the~ttne letters within a column 8re not n mcamIy different： 

values f0uawed by the dlffe~nt lower-case letters indim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P=0 05． 

3 讨论 

本试验结果表明，在土壤相对含水量大于 85％ 

的条件下处理20 d以上，所测黑莓叶片各项指标与 

对照相比均无显著差异，说明黑莓在此条件下能够 

良好生长。仇建籀口 对大麦种质资源进行耐湿性鉴 

定，土壤水分控制标准为田间最大持水量的 85％以 

上。将这一控制标准用于黑莓 Hu1l品种，说明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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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具有较强的耐湿性。但在试验过程中发现，土壤 

水分过多，淹没至地面，造成地面积水，这种状态保 

持2周后，黑莓心叶发红、枯萎，展开叶卷曲，叶色发 

暗，基部叶片则提前枯萎，最后整株死亡。由此可 

见，黑莓虽然具有很强的耐湿性，但耐渍性较差，和 

绝大多数高等植物一样，不能耐受长期缺氧的环境。 

田间栽培过程中若遇土壤积水，应及时排水，并注意 

保持土壤通气性，防止渍害发生。 

黑莓不但有较强的耐湿性，还具有较强的耐旱 

性。试验结果表明，在所有处理中，根据 Hsiao_6 的 

划分，只有处理 5(土壤相对含水量为 30％～35％) 

的叶片相对含水量指标下降到受轻度胁迫的水平， 

处理4(土壤相对含水量为45％～50％)的叶片相对 

含水量虽显著低于对照，但未达到受胁迫的水平，并 

且在各处理组中均未见叶片发生萎蔫或卷曲现象。 

随着土壤相对含水量的下降，虽然只有处理 5 

受到了轻度胁迫，但从叶片生长量来看，各处理之间 

差异较大。以单个复叶的鲜重为指标，处理 3与处 

理2相比有极显著的下降，处理 4、5与处理3相比 

又有极显著下降，同时，黑莓单个复叶的叶面积也随 

土壤含水量的下降而减少。由此可见，黑孽虽然在 

严重缺水的土壤上能够生存，但缺水明显抑制了黑 

莓的生长，黑莓是一喜湿植物，栽培过程中应供给较 

充足的水分以促进生长。 

黑莓叶片中叶绿素的含量，以每克鲜重为单位 

计算，处理4和5显著高于处理 l、2和3，这一趋势 

与叶片相对含水量的变化趋势相反。但以叶面积为 

单位计算，各处理间无显著差异。由于叶片鲜重是 
一 较不稳定的指标，受叶片含水量的影响较大，而叶 

面积相对稳定，同时，众所周知，缺水时细胞的增大 

受到抑制而细胞分裂仍可进行，单位叶面积内细胞 

数量增加，因此，在缺水条件下，黑莓叶片叶绿素含 

量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增加。 

关于黑莓叶片可溶性蛋白质含量的变化，值得 

注意的是，在非缺水条件下，热稳定性蛋白质含量相 

当稳定，而在缺水时明显增加，在受干旱胁迫水平的 

情况下成倍增加。这一结果与陈立松口]在荔枝上的 

研究结果相反，也与曾韶西等L4 对水稻幼苗进行不 

同胁迫处理后得出的结果相反，但有些植物在逆境 

条件下会产生逆境蛋白，如苜蓿中盐蛋白的诱导产 

生 】．黑莓可能也是在干旱逆境下产生了较多的逆 

境蛋白，而这种逆境蛋白主要存在于可溶性蛋白质 

的热稳定性部分。至于这种蛋白质的组成、结构和 

功能如何，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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