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方 园艺2014(16)：13～17 ·试验研究 · 

黑莓果实发育过程中抗氧化系统变化规律研究 

杨 海 燕，张 春 红，吴 文 龙，李 维 林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 植物研究所，江苏 南京 210014) 

摘 要：以生产上表现优异的‘Arapaho’黑莓品种为试材，在花后 3 d至成熟过程 中对果实细 

胞 中抗氧化 系统的动态变化进行 了观察测定。结果表 明：黑莓果实发育过程 中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和过氧化物酶(POD)活性变化表现为先升后降的趋势，过氧化氢酶(CAr)活性变化呈下降 

趋势；抗坏血酸(AsA)、脯氨酸(Pro)含量呈下降趋势，还原型谷胱甘肽(GSH)含量和超氧阴离子 

自由基(07)产生速率呈先升后降的趋势，丙二醛(MDA)含量变化趋势并不明显。抗氧化酶 

S()D、POD、CAT和抗氧化物质 AsA、GSH、Pro协同作用，使得果实一直处于活性氧产生和清除 

的平衡状态，从而保证了果实能够正常发育到完全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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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莓(Rubus spp．)属蔷薇科悬钩子属(Rubus I ．)灌 

木状浆果类果树，其果实营养价值高，含有丰富的花色 

苷色素、鞣花酸等多酚类物质，具有抗衰老和提高人体 

免疫力等功效l_l1 ]，是近年来国内外新兴的第三代果树 

之一，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Arapaho’是由美国阿肯 

色州大学于 1992年推 出的一个黑莓品种 ]，于 2004年 

引入南京，表现出直立性好、无刺、早熟等优良特性，其 

浆果短圆锥形，黑、亮且硬度好 ，品质优 良，甜度 比大多 

数有刺品种高，但适应性较差，了解其果实在生长发育 

过程中抗氧化系统的变化，有利于弄清果实生长发育的 

特点，对其抗逆性研究具有较好的指导意义，并可为黑 

莓的现代化栽培管理和进一步的基础研究提供理论 

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供试黑莓品种‘Arapaho’种植于江苏省中国科学院 

植物研究所溧水黑莓实验基地。 

1．2 试验方法 

于2012年5月开花盛期，以黑莓花蕾刚开始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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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未授粉 开始 随机挂牌标记，从花后 3 d(Days after 

flower，DAF)开始取样，之后于第 6、12、18、24、30、36 

各取 1次样，以花后 3 d的试验组为对照。 

l1．3 项目测定 

1．3．】 超氧化 物歧化酶(SOD)活性的测定 取鲜重 

1．0 g的果实，加入 8 mI 浓度为 50 mmol／ I 的磷酸缓冲 

液(pH 7．8，含有 l 聚乙烯吡咯烷酮和 10 rmnol／I 的巯 

基乙醇)及少量石英砂于冰浴上匀浆，4层纱布过滤，滤 

液在 4℃下经 10 000×g离心 20 min，上清液用于酶活性 

分析。参照 Beyer等[ 的黄嘌呤氧化酶法，其活性单位 

定义为：以 1 mI 反应液中 SOD抑制率达 5O 时所对应 

的SOD量为 1个单位(U)。 

1．3．2 过氧化物酶(POD)活性的测定 参照 Maehly~ 

的愈创木酚法 ，取 l mI 酶液，加入 3 mI 反应混合液 ，用 

UV-754型分光光度计测定 470 nln处的吸光值。每隔 

15 s读数 1次，以每分钟吸光度的变化值表示酶活大小。 

1．3．3 过氧化氢酶(CAT)活性的测定 CA'I、活性测 

定采用钼酸盐法 引。用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的 

CAr试剂盒测定，其活性单位定义为：1 g材料 ]s分解 

1『』tool H。( 的CAT量为 1个活力单位。 

1．3．4 抗坏血酸(AsA)含量的测定 抗坏血酸(AsA) 

的测定参照陈建勋等 的方法进行。称取 0．5 g果实，剪 

碎，加入5 mI 5 三氯乙酸，研磨，10 000Xg离心 l0 rain， 

上清液定容至 5 mI 。吸取上清液 0．2 mI ，分别加入 

150 mmol Nail2PO4(pH 7．4)0．2 mI 、H2O 0．2 mI 、混合 

均匀，30 S后 再依 次分 别 往各 管 中加 入 10％ TCA 

0．4 mI 、44 POi 0．4 mI 、4 2，2一二联毗啶 0．4 mI 

和3％FeC1。0．2 mI 混合后在37℃水浴中保温 6O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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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用 UV_754型分光光度it-N定 525 Flm处的吸光值． 

根据标准曲线计算 AsA含量。 

I．3．5 还原型谷胱甘肽(GSH)含量的测定 GSH的测 

定参照 AndersonF阳的方法，稍加修改。称取 0．2 g果实， 

加入 6 mI 15 0 o偏磷酸溶液研磨，10 000×g离心 10 min。 

取 样 品液 0．2 mL，加 入 150 mmog Nail2P 溶 液 

(pH 7．7)2．6 mI ，混合后再加入 0．2 mI DTNB试剂，以 

磷酸缓冲液代替 DTNB试剂作空白，摇匀后于 3O℃下保 

温 5 min，然后用 UV-754型分光光度计测定 412 nm处 

的吸光值 ，根据标准曲线计算 GSH含量。 

1．3．6 超氧阴离子自由基(( )产生速率的测定 参照 

罗广华等_9]的羟胺氧化反应方法测定。0．5 mI 样品粗 

酶液中加入 0．5 mI 50 mmol磷酸缓冲液 (pH 7．8)和 

1 mI 1 mmol盐酸羟胺，摇匀后于25℃下保温 1 h，再加入 

1 mI 17 mmol对氨基苯磺酸(以冰醋酸 ：水一3：1配制) 

和 1 mI 7 n~rnol矿萘胺(以冰醋酸 ：水一3：l配制)，混匀 

后于 25℃下保温 20 min，用 UV一754型分光光度计测定 

530 nm处的吸光值，根据公式计算 产生速率。 

1．3．7 丙二醛(MDA)含量的测定 参照 Heath等口。。方 

法测定。取 1．0 g果实，加人 1O H1I 1O 三氯乙酸溶液 

研磨，4 000×g离心 10 min，取上清 2 mI ，加入 2 mL 

0．6 0,4硫代巴比妥酸 (TBA)溶液 ，混匀 ，沸水浴 反应 

15 min，迅速冷却后离心，取上清液，用 UV一754型分光 

光度计分别测定 532、600、450 nm处的吸光值 ，根据公式 

计算 MDA含量。 

1．3．8 游离态脯氨酸(Pro)含量的测定 果实中游离态 

Pro含量参照Bates等 的方法进行测定。称取 0．5 g 

果实，剪碎后加入5 mI 3 磺基水杨酸，于沸水浴中浸提 

10 min，取出冷却至室温。吸取提取液 2 mI ，加 2 mI 冰 

醋酸和 2 mI 2．5 酸性茚三酮溶液(以 3：2的冰醋酸 

和 6 mol磷 酸为溶 剂 配制)。再置 于沸 水浴 中显色 

30 min，取出冷却至室温后加入 4 mI 甲苯，摇荡30 s，静 

置片刻，取上层液，3 000 r／min离心 5 min。用吸管轻轻 

吸取上层 Pro红色甲苯溶液于比色杯中，以甲苯为空白 

对照，用 UV一754型分光光度计测定 520 nm处的吸光 

值，根据标准曲线算 Pro含量。 

1．4 数据分析 

运用 Excel 2003软件完成试验数据汇总、统计与分 

析。用相关系数对各指标与处理组间进行相关性统计， 

其中P≥0．05、P％O．05和P<0．01分别表示无显著、显 

著、极显著差异。 

2 结果与分析 

2．1 黑莓果实发育过程中s()D、POD和CAT活性的变化 

黑莓果实在发育的不同时期，3种保护酶表现出了 

不同的变化趋势。s()r)活性从花后 3 d起开始升高，其 

14 

变化趋势表现为先升后降，第 24天时其活性达到最大 

值，为对照组的 148．55 ，之后缓慢降低，第 36天时其 

活性仍为对照的 116．67 (图 1一A)；POD活性变化表现 

为先升后降的趋势，第 12天时达到峰值，为对照的 

133．33 ，之后开始迅速下降，18 d后低于对照(图 1一B)； 

CAT活性变化呈下降趋势，第 36天其活性达到最小值， 

仅为对照的 2．39 (图 1一C)。分析结果表明，各时问组 

s()D活性差异不显著(r一0．6026，P≥0．05)，P()D活性 

变化与果 实发育时问呈 显著差异 (r一一0．8116，P< 

0．05)，CAT活性变化与果实发育时间呈极显著差异负 

相关(r一--0．9387，P<O．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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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黑霉果实发育过程中 S()19、POD、CAT 活性的变化 

Fig．1 Changes of activities of S()U．POD and CAT in 

the process of fruit development 

2．2 黑莓果实发育过程中 AsA和 GSH含量的变化 

由图 2一A可以看出，AsA为果实中的小分子保护物 

质，其含量随着果实逐渐成熟呈下降趋势，但下降趋势 

较缓慢。第 36天时仅 比对照减少了 22．76 9／6；GSH含量 

随着果实逐渐成熟呈先升后降的趋势(图 2一B)，在果实 

发育初期，( H含量迅速上升，在第 12天时达到最大 

值，含量为对照的129．21 ，随后开始下降，18 d后低于 

对照。分析结果表明，AsA含量变化与果实发育时间呈 

极 显著负相关(r=一0．9133，P<0．01)，GSH含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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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黑莓果实发育过程 中 AsA、GSH含量的变化 

Fig．2 Changes of contents of AsA and GSH in the process of 

fruit development 

与果实发育时间呈极显著相关(r一--0．8748，P<O．01)。 

2．3 黑莓果实发育过程中脯氨酸(Pro)含量的变化 

作为重要的小分子渗透调节物质，在果实不断发育 

过程中 Pro含量呈下降趋势(图 3)，第 36天降为对照的 

5．O3 。分析结果表明，Pro含量变化与果实发育时间 

呈极显著负相关(r一--0．9395，P<O．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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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黑莓果实发育过程中脯氨酸含量的变化 

Fig．3 Changes of proline content in the process of 

fruit development 

2．4 黑莓果实发育过程中超氧阴离子(( )产生速率 

的变化 

由图4可以看出，随着果实逐渐发育成熟，( 产生 

速率呈先升后降的趋势，第 18天达到最大值，为对照的 

139．11 ，之后开始下降，第 36天时降为对照 36．31％。 

表明随着果实的不断发育，其细胞内也有一定量的( 

产生，但随着果实成熟度加深，( 产生速率反而下降， 

这可能与果实细胞内色素含量不断增加有关。分析结 

果表明，( 产生速率的变化与果实发育时间相关性不 

显著(r一一0．5979，P≥0．05)。 

2．5 黑莓果实发育过程中 MDA含量的变化 

MDA是植物细胞膜脂过氧化的毒性终产物 ，是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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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黑莓果实发育过程中 ( 产生速率 

Fig．4 Changes of( generation rate in 

the process of fruit development 

化伤害的生理指标。由图 5可以看出，随着果实的不断 

发育，MDA含量变化趋势并不明显。分析结果表明， 

MDA含量变化与果实 发育时间相关性 不显著 ，．一 
一

0．2596，P≥O．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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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黑莓果实发育过程中 MDA含量的变化 

Fig．5 Changes of MDA content in the process of 

fruit development 

3 讨论与结论 

果实的发育是一个复杂的生理代谢过程，并受到很 

多因素的影响，如光照、温度、水分、土壤、养分等，在果实 

逐渐成熟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各种逆境因子的影响。 

活性氧(R( )作为一种次级胁迫影响着植物的正常代 

谢 ，受到抗氧化系统的调节。机体内同时存在着 2种主 

要的抗氧化系统，二者分别是以超氧化物歧化酶(S()D)、 

过氧化物酶(POD)和过氧化氢酶(CAT)等为主的抗氧 

化酶系统和以谷胱甘肽(GSH)、抗坏血酸(AsA)等小分 

子物质为主的非酶系统。sOD是 Mehler反应产物 ( 

的关键性清除酶，它催化( 发生歧化反应，转化成氧化 

性较弱的 H2()2l_】 ，H ()2又在CAT和 P()D的作用下生 

成 H2()[” ，以降低活性氧对植株的毒害作用，三者的活 

性协调一致，维护膜系统的稳定性。但是由于酶的活性 

有一个阈值，S()13、POD和CAr对膜系统的保护作用是 

有一定限度的口 。该试验结果表明，在黑莓果实的发育 

过程中，果实细胞内活性氧呈先升后降的趋势，较高的 

S()D活性在一定程度上对发育过程中的果实起到了很 

好的保护作用，它不断地将 ( 歧化成 H ()2，虽然在第 

36天时其活性开始下降，但仍为对照的116．67 ，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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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增加的 H ()2对 P()【)和CAT 的活性则起到了一定的 

抑制作用。AsA是植物体合成的一类含量丰富的己糖 

内酯化合物，是一种普遍存在于植物组织中的高丰度小 

分子抗氧化物质，它可以直接与活性氧作用，将其还原， 

并通过 AsA—GSH循环间接清除活性氧。GSH是植物 

体内还原型硫长距离运输的主要形式 ，它通过 AsA的转 

换发挥作用去除细胞中由于环境压力诱导的自由基 
一 OH，将 I_{ () 还原成水和一OH基团，自身则转化为氧化 

型谷胱甘肽(GSSH)__】 。在该试验中，AsA含量随着果 

实逐渐成熟呈下降趋势，但下降较缓慢，第 36天仍为对 

照的 77．24 9／6；GSH含量呈先升后降的趋势，迅速 下降 

的GSH 町能通过 AsA的转换维持了较高的 AsA含量， 

从而发挥了其抗氧化功能。由此可见，S()I)、POD、CAT、 

AsA和GsH都是 R()S清除系统中的重要保护剂，它们 

协同作用使得果实一直处于活性氧产生和清除的平衡状 

态，从而保证 了果实的正常发育直到完全成熟。 

MDA是膜脂过氧化的主要产物之一，其在生物体 

内的含量可用以表明生物体所受的氧化压力，间接反映 

细胞损伤的程度 。在该试验巾，MDA 含量随着果实 

逐渐发育成熟其变化趋势并不明显，表明细胞膜损伤并 

不明显，这与果实细胞中 R()S的清除一直保持动态的 

平衡是一一致的。 

脯氨酸(Pro)是植物蛋白质的组分之一，主要以游 

离状态广泛存在于植物中，是水溶性最大的氨基酸，具 

有较强的水合能力l1 。Pro本身可以作为渗透调节物 

质，它的增多有助于降低细胞酸度，利 于脱氢酶辅酶Ⅱ 

(NADP ，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磷酸)的再生以满足光 

合和呼吸过程所需，从而使其能顺利进行。Pro本身也 

可以作为逆境修复过程中的氮索和碳架，并可以做自由 

基清除剂、膜的稳定剂和细胞质内酶的保护刹，从而对 

各种逆境胁迫起保护作用 。在该研究中，Pro含量呈 

迅速下降趋势，这在 一定程度也反映 出‘Arapaho’品种 

黑莓对环境的耐受性较弱。此外，黑莓果实本身蛋白质 

含量较低，可能也是 Pro含量下降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在黑莓果实的发育过程中并不足某一种 

酶或是某一种物质发挥了保护作用，而是抗氧化酶系统 

和非酶系统相互协同共同起作用，这种作用在果实正常 

发育的过程中十分重要。当然，黑莓果实内可能还存在 

其它更为重要的保护系统，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Changes Oil Antioxidan t System in Fruit of Rubus spp．CV‘Arapaho’During 

the Development an d Ripening Stage 

YANC-Hal—yan，ZHANG Chun-hong，WU Wen-long，LI Wei—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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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拐枣幼枝解剖结构及其生态适应性 

刘 明 珍 ，刘 秀 珍。，周 忠 泽。，孙 伟。 

(1．皖西学院 材料与化工学院．安徽 六安 237012；2．巢湖学院 体育系，安徽 巢湖 238000； 

3．安徽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安徽省生态工程与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安徽 合肥 230039) 

摘 要：以沙拐枣为试材，对其幼枝和茎进行了解剖学观察和研究，同时辅以泡果沙拐枣的 

茎的解剖学研究为对照，以期探讨沙拐枣的生态适应性。结果表明：沙拐枣的幼枝和茎的解剖结 

构显著不同，沙拐枣作为新疆荒漠植被 中防风固沙的优良植物，其幼枝解剖结构已随环境发生特 

化，具有 1～2层呈栅栏组织状排列的细胞，1层为海绵组织状排列的细胞，皆具叶绿体。皮层内含 

有粘液细胞等，表明沙拐枣长期对干旱、高温生境的适应，促使其更为强烈地分化出旱生结构，因 

而具有明显的生态适应性。 

关键词：沙拐枣 ；幼枝；解剖结构；生态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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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拐枣(Calligordure mongolicum Turcz．)属蓼科沙 

拐枣属灌木或半灌木 。沙拐枣是速生灌木，生长快， 

枝条茂密，有良好的防风固沙效果 ，是一种先锋固沙植 

物，其叶极度退化 ，光合作用主要由当年生绿色嫩枝进 

行。沙拐枣是强早生灌木 ，非常耐干旱、耐高温，广泛分 

布于干旱地区的沙漠和砾质、土质戈壁上。新疆准噶尔 

盆地、塔里木盆地，甘肃河西走廊，内蒙古西部乌兰布 

和、巴丹吉林、腾格里沙漠中均有生长。泡果沙拐枣(( 

junceum(Fisch．et Mey．)End1)也是蓼科沙拐枣属 的植 

物，耐阴，是优良同沙及观赏灌木，生于砾石荒漠、沙地 

及固定沙丘，产于新疆、内蒙古等地区，蒙古和 中亚有 

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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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拐枣属植物是新疆荒漠植被中重要建群种之一， 

又是防风固沙的优 良植物。我国有该属植物 23种，主 

产于内蒙古、甘肃、宁夏和新疆等地，其中以新疆最多， 

约占4／5，其当年生干、鲜幼枝还是骆驼和羊的良好饲 

料，其绿色嫩枝可进行光合作用。 

Haraldsonc 曾报道了蓼科部分植物茎的解剖结构， 

但只有部分蓼科植物茎的手绘简图。毛祖美等口 利用 

幼枝解剖结构研究了蓼科沙拐枣属 内的系统发育和解 

剖结构特征的演化，但未见解剖图。该试验在前人研究 

的基础上[州 ，对沙拐枣的幼枝和茎的解剖结构进行了 

研究，以期为沙拐枣生态适应性及适应意义提供理论依 

据和结构支持，为研究该植物的分类和演化提供解剖学 

资料。 

l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供试材料沙拐枣 (Calligonum mongolicum Turcz．) 

和泡果沙拐枣( junceum(Fisch．et Mey．)End1)均取 自 

安徽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标本室蜡叶标本(表 1)。凭证标 

本存于安徽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标本室(AHU)。 

Abstract：Taking blackberry cultivar(Rwbus spp．CV‘Arapaho’)as material，from the stage of three days after flower 

(DAF)to the maturation process，fruit antioxidant system of‘Arapaho’was investigated．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uper— 

oxide disnmtase(SOD)and peroxydase(POD)activity first increased and then decreased，catalase(C~2F)activity de— 

creased gradually during the fruit development and ripening process；antiscorbic acid(AsA)and free proline(Pro)con— 

tent decreased during the fruit ripening process，glutathione(GSH)content and the generation of 02 first increased and 

then decreased，MDA content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process of fruit development．The combination of an— 

tioxidases s()I)，POD，CAT and antioxidant materials AsA，GSH ，Pro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to keep the balance of gen— 

crating and scavenging of active oxygen in the process of fruit development，and ensure fruit to develop and mature． 

Key words：blackberry(Rubus spp．)；fruit development；antioxida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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