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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胁迫下不同基因型甜菜的光合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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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盆栽砂培，在室内人工可控和室外自然环境条件下，利用前期研究已经获得的对低磷胁迫抗性弱（品

’)）、中（品 ’%）和强（品 !"）的 ( 类种质材料各 ’ 个，进行了长期低磷胁迫（> ’!1;- ? @A）条件下不同基因型甜菜光合

特性的研究。结果表明：’）低磷胁迫显著（! B "C"*）降低了甜菜叶片无机磷和叶绿素含量，品 !" 的降幅显著低于

品 ’)；!）低磷胁迫对 ( 个品种的气孔导度、蒸腾速率均有显著或极显著（! B "C"’）的负效应，对胞间 DE! 浓度的效

应因品种而异，与 > ’""!1;- ? @A 处理相比，品 ’) 显著下降，品 ’% 无变化，品 !" 显著增加；(）与 > ’""!1;- ? @A 处理

相比，低磷胁迫使 ( 个品种单叶光合速率降幅均达到了极显著水平，但不同品种之间表现各异，品 ’) 降幅最大，品

!" 最小，品 ’% 居中，且 ( 个品种间的差异均达到了显著或极显著；)）不同生长条件使甜菜对低磷胁迫在单叶光合

速率方面产生不同的抵抗能力，在室内培养条件下，同样的磷胁迫水平对各品种甜菜光合作用的阻碍均显著小于

自然环境；*）低磷胁迫条件下，甜菜各品种在植株磷含量、气孔导度、蒸腾速率、胞间 DE! 浓度和单叶光合速率等性

状上的抗胁迫指数大小与品种自身的抗低磷胁迫强弱的顺序完全一致，即品 !" F 品 ’% F 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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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的绝大多数干物质和经济产量来源于光合

作用产生的碳水化合物［:］。研究影响光合作用的因

素，探索提高光合作用的途径，是提高作物生物产量

和经济产量的重要途径之一。作物光合作用不但受

光照强度［7?<］、温度、@A7 浓度［B］以及海拔［C］等因素

影响，还与氮［<，D］、磷［ ;?:7 ］等营养环境密切相关。磷

是甜菜生长发育必需营养元素之一，光合磷酸化和

碳水化合物的运输必需有磷的参与，受到低磷胁迫

时，由于叶片中磷含量［;］、腺苷三磷酸（EFG）［H?:8］、氧

化型辅酶!（IEJGK ）、还原型辅酶!（IEJGL）、氧

化型辅酶"（IEJK ）［M］、光呼吸、暗呼吸的大幅下

降［;］，光合作用和碳水化合物的运输受到严重阻碍，

单叶的光合速率降低了 : N B!7 N B［;，::?:7］，新固定碳

输出速率下降 H;O［::］。在田间条件下，磷肥与甜菜

单叶和群体光合速率的关系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证

明［:B］。上述研究是针对同一个品种在短期缺磷条

件下获得的。长期磷胁迫对甜菜光合作用的效应，

特别是在不同基因型甜菜的光合特性与磷胁迫的关

系等方面的研究仍为空白。我国目前约有 : N B 的耕

地处于磷缺乏状态，研究不同基因型甜菜抗耐磷胁

迫在光合作用方面的机理，对甜菜抗性育种和利用

甜菜自身遗传特性，有效开发利用土壤磷资源、减投

增效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

) 材料与方法

)*) 供试材料

根据以往的研究结果［:<?:C］，选用血缘关系较

远、抗低磷胁迫能力差异较大的品 :<、品 :; 和品 78
三个甜菜（!"#$ %&’($)*+ P6）种质材料，其中品 :< 为

二倍 体，抗 低 磷 胁 迫 能 力 最 弱，来 自 德 国 QRS
（Q1)$&3#&T1)4)&)" S##!T0-+! EU）育种公司；品 :; 为四

倍体，抗低磷胁迫能力居中，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甜

菜研究所产业发展研究室；品 78 为三倍体，抗低磷

胁迫能力最强，来自荷兰 E*/#&!# 育种公司。为了防

止苗期立枯病等病害的发生，播前种子进行必要的

处理，即：取上述 B 个品种各 :888 粒左右，分别放入

:8882P 烧杯中，用蒸馏水冲洗 < 次后，用无菌无离

子水冲洗 7 次，然后分别加入 C88 2P 无菌无离子水

浸泡 :7 +，沥干水后用 CO漂白粉（无菌水配制）溶

液表面消毒 <C 2$&，用蒸馏水冲洗 B 次，再用无菌的

无离子水冲洗 B 次后备用。

培养基质为 <8!;8 目粒径的石英砂。用 CO
盐酸将石英砂浸泡 < +，自来水冲洗至没有氯离子，

再用蒸馏水浸泡 7< +，最后用蒸馏水冲洗 B 次，放入

7C8V左右的烘箱中高温杀菌 7 +，室温下冷却后按

每公斤砂分别加入（2> N W>）@#（IAB）7·<L7A CM8、

QIAB 7CC、X>SA<·;L7A 7<C、YJFE5Z) 7=<C、LB[AB

:=<C、X&SA<·L7A :=7C、\&SA<·;L7A 8=HC、@0SA<·

L7A 8=8<、（IL<）DX%;A7<·<L7A 8=8:;，充分混拌均匀

后将其均分成 7 份，分别按 G : 和 G :88#2%1 N W> 的

量，向 7 份砂中加入磷酸氢二钾溶液，同时向低磷处

理补加 Q@1 溶液，以调节 7 种 G 处理产生的 Q 浓度

的差异。

)*+ 试验内容

:=7=: 室外自然环境的砂培试验 试验按两因素

完全均衡方案设计。选用 B 个品种（系）：品 :<、品

:;、品 78 和 7 个无机磷浓度：G :#2%1 N W>（简 G:）、G
:88#2%1 N W>（简 G:88）。所用盆为底部带出水孔的

7=CP 塑料花盆，每盆装入已处理石英砂 :;C8 >。将

经表面灭菌的各品种（系）分 B8 穴，均匀播入盆中，

每穴播 7 粒，上覆 :C8 > 干砂，将其放在口径较大的

塑料小盆中，按绝对含水量 :7O加入蒸馏水，于自

然光下培养。试验期间人工防雨，水分管理采用重

量法，每天浇水 : 次。出苗后及时疏苗，第一对真叶

露出后，每盆定植 78 株。在苗龄 <C* 时进行有关指

标测定，CC * 时收获。试验重复 :8 次。

:=7=7 人工培养室的砂培试验 选用品种为品 :<
和品 78。试验设计和方法均同 :=7=:。培养条件为

昼 :7 + 时，光 强 788#2%1 N（27·’），温 度 7CV，夜

:HV。出苗后及时疏苗，第一对真叶露出后，每盆定

植 78 株。在苗龄 <C * 时进行有关指标测定，CC * 时

收获。试验重复 :8 次。

)*, 测定项目与方法

叶绿素含量的测定 将 C> 叶片置于高速捣碎

机中，加入 <8 2P SFI 缓冲液，快速捣碎 : 2$&，过滤

转移至离心管，7V，788 ] > 离心 7 2$&；吸取上清

液，7V，:C88 ] > 离心 C 2$& 弃上清液，离心管中加

入 C 2P SFI 缓冲液，此沉淀悬浮即为叶绿体悬浮

液，并转入干净管中冰箱保存。测定时，取叶绿体悬

浮液 8=: 2P，于 :C 2P 离心管中加入 8=M 2P 水和 <

::M< 期 周建朝，等：磷胁迫下不同基因型甜菜的光合特征



!" 丙酮，混匀，#$$ % & 离心 ’ !()，取上清液于 *’+
)! 比色。叶绿素含量按 ,-).) 公式计算［/*］：叶绿

素含量（!& 0 &）1 ,*’+ 0 234’ % 稀释倍数。

光合速率及相关参数的测定 在苗龄 3’ 5 时，

分别选择两个试验中均匀一致的甜菜功能叶片，采

用美国 67 公司的 "8,93 型光合测定仪进行活体单

叶光合速率和相关参数的测定。

受自身遗传特性的影响，某一基因型甜菜受到

低磷胁迫后的生长发育和代谢特征的绝对值并不能

反映出它对低磷胁迫敏感与否。为了便于不同基因

型间的比较，以杨建昌等［/: ］方法为参考，按照仇光

星等［ /; ］的方法，将上述叶绿素含量、光合速率及相

关参数均转化为无量纲的抗胁迫指数。各基因型甜

菜相关性状指标的抗胁迫指数计算公式为：抗胁迫

指数（<）1（6/ 处理的某一性状测定值 0 6/$$ 处理

的某一性状测定值）% /$$
试验数据的方差分析在 =6>24$/ 上进行，多重

比较采用 ">= 法［/#］。

! 结果与分析

!"# 对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室内培养 3’5 时各品种不同磷处理的甜菜叶片

叶绿素含量的测定结果（图 /）看出，低磷抑制甜菜

叶绿素的形成，缺磷使两个品种叶绿素含量的降幅

都达到极显著水平（! ? $4$/）。磷胁迫对不同品种

叶片叶绿素含量负效应各异，品 /3 6/ 比 6/$$ 处理

降幅为 *+4+#<，而品 +$ 的降幅仅为 ’24/:<。

图 # 不同磷浓度处理对不同抗性甜菜品种

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 ())*+,- .) / -,0*-- .1 +23.0.42533 +.1,*1, .) %16%7%6893
3*9) %1 6%))*0*1, -8&90 :**, &*1.,54*-

!"! 对植株磷含量的影响

低磷胁迫（6/）条件下，受生长环境中磷强度因

素所限，甜菜对磷的吸收受到严重阻碍，各品种植株

体内的含磷量均没有超过 6/$$ 处理的 / 0 2（图 +）。

但不同基因型间存在极显著差异，无论在室内还是

在自然环境下，趋势一致，即品 +$ 的抗胁迫指数最

高，品 /: 居中，品 /3 最低。图 + 还看出，生长在室

外自然环境条件下的品 +$ 和品 /3 在植株含磷量这

一性状指标上表现出的基因型间的差异比室内大。

图 ! 磷胁迫（/#）对不同抗性甜菜品种植株

含磷量抗胁迫指数的影响

$%&’! ())*+,- .) / -,0*--（/#）.1 ;% ,. / +.1,*1, .) 4391,
%1 6%))*0*1, -8&90 :**, &*1.,54*-

!"< 对光合相关因子的影响

+424/ 低磷胁迫与甜菜叶片蒸腾速率 蒸腾作用是

植物水分代谢的重要过程，当生长环境中磷营养缺乏

时，无论在可控环境还是在自然环境条件下，各品种

的叶片蒸腾速率均有大幅度下降。与 6/$$ 处理比，

在室外自然条件下，品 /3 和品 /: 的降幅均达到了

/<显著水平，品 +$ 达到了 ’<显著水平；在室内培

养时，品 /3 和品 +$ 的降幅均达到了 /<显著（表 /）。

磷胁迫对蒸腾速率的影响因品种而异。在自然

环境条件下，品 /3 受到的影响最大，品 /: 居中，品

+$ 最小，并具体体现在抗胁迫指数上，其中品 +$ 与

其他 + 个品种间差异达显著水平；在室内条件下，

蒸腾速率的绝对值小于室外自然环境，但品种间表

现出的趋势完全一致，即品 /3 受到胁迫大，品 +$
小，并且两者间差异也达到了统计显著水平，只是抗

性强的品种在自然环境下与敏感性品种的差异更

大，抗性表现更加突出（表 /、图 2）。

+424+ 磷胁迫与甜菜叶片气孔导度 气孔导度是

植物叶片气孔开启程度的直接反应，是植物组织与

大气进行气体交换顺畅与否的量度。磷营养的不足

严重阻碍甜菜气孔导度，使参试的各品种气孔导度

的绝对值下降都超过了 6/$$ 处理的 ’$<以上。培

+/# 植 物 营 养 与 肥 料 学 报 /’ 卷



表 ! 磷胁迫对甜菜光合特征的效应

"#$%& ! ’((&)*+ ,( -.,+-.,/0+ +*/&++ ,1 *.& -.,*,+21*.&*3) -/,-&/*3&+ ,( +04#/ $&&*

试验环境

!"#$
%&’()*)&’

品种

+,-*)./0

磷浓度

1 %&’%2’$
（!3&- 4 56）

胞间 +78浓度

+)
（!3&- 4 3&-）

气孔导度

9:
［3&- 4（38·:）］

蒸腾速率

;0
［33&- 4（38·:）］

光合速率

1<&*&:=’*<2*)%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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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中的结果在自然条件下为 F 次重复的平均，在室内为 H 次重复的平均。数值后不同大、小写字母分别表示处理间差异达 >K和 FK
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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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磷胁迫（6!）对不同抗性甜菜品种蒸腾速率

抗胁迫指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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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条件不同，降低程度有所变化，在室外生长环境

中，品 8@、品 >J、品 >? 依次表现为统计上的不显著、

FK显著和 >K显著水平，但在室内条件下品 >? 和品

8@ 均达到了 >K显著（表 >）。抗胁迫指数是一个品

种抵御环境因子胁迫能力的直接度量，从叶片气孔

导度的抗胁迫指数可以看出（图 ?），磷缺乏对甜菜

叶片气孔导度的胁迫效应受品种的遗传因素影响显

著，其中室外自然条件下的抗胁迫指数从小到大依

次为品 >? Q 品 >J Q 品 8@，三者间差异均达到了 FK
以上的显著水平；室内人工培养条件下只选用了对

磷胁迫敏感性和抗性强的 8 个品种，虽然光、温、+78

浓度等生长条件与室外自然环境不同，但气孔导度

抗胁迫指数趋势与室外完全一致。比较图 ? 的室内

和室外结果不难发现，在自然环境条件下，品 8@ 和

品 >? 抗胁迫指数的差值比室内更大，说明在自然条

件下品种的抗低磷胁迫特性更易表现出来。

图 ; 磷胁迫（6!）对不同抗性甜菜品种气孔导度

抗胁迫指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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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AHAH 低磷胁迫与甜菜叶片胞间 +78 浓度 +78

是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唯一 + 源，叶片胞间 +78 浓

度直接影响着光合速率的高低。与气孔导度和蒸腾

速率不同，低磷胁迫对甜菜叶片胞间 +78 浓度的影

响因生长环境而异。在室内培养条件下，1> 处理品

种胞间 +78 浓度绝对值均有较大幅度的降低，与

1>@@ 处理比均达到了极显著水平；但不同品种其抗

低磷能力不同，其中品 8@ 显著高于品 >?。在室外自

然条件下生长的甜菜，低磷胁迫对叶片胞间 +78 浓

H>E? 期 周建朝，等：磷胁迫下不同基因型甜菜的光合特征



度的影响因品种而异，品 !" 表现出显著降低，其他

品种均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增加，其中品 #$ 增幅达到

%&显著水平。’ 个品种在胞间 ()# 浓度这一性状

上抗胁迫能力从大到小依次为品 #$ * 品 !+ * 品 !"。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 个品种抗胁迫指数之间差异

显著（表 !、图 %）。

图 ! 磷胁迫（"#）对不同抗性甜菜品种胞间 $%& 浓度

抗胁迫指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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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磷胁迫对甜菜光合速率的效应

无论是在室内还是室外条件下，磷胁迫（,!）使

参试的甜菜各品种的光合速率受到严重阻碍，与

,!$$ 处理相比，各品种均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差异

均达 !&显著水平。虽然在两种培养条件下，低磷

胁迫 ’ 个品种光合速率均为负效应，但负效应的大

小表现出明显的生物抗性多样性的特点。其中低磷

敏感的品 !" 下降的幅度最大，抗低磷胁迫能力最强

的品 #$ 下降的幅度最小，品 !+ 居中，品种间的差异

达到了显著或极显著水平。

不同的生长条件使甜菜对低磷胁迫产生不同的

抵抗能力，与室外相比，在室内条件下，无论品种本

身对低磷胁迫的敏感与否，同样的磷胁迫水平对光

合作用的阻碍均较小，其中品 !" 降低了 %%-.&，品

#$ 降低了 "’-’&；而在自然环境下，品 !"、品 !+、品

#$ 分别降低了 ++-/&、+%-$&和 0+-$&，同一品种

间在 两 种 环 境 中 的 抗 胁 迫 能 力 的 绝 对 值 相 差 达

#!-%&以上（表 !、图 0）。

? 讨论

?=# 关于光能资源利用潜力

甜菜在利用光能资源潜力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

品种间差异，主要是由于品种间的光合器官的形态

图 @ 磷胁迫（"#）对不同抗性甜菜品种光合速率

抗胁迫指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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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和内部营养代谢特点所致。研究表明，甜菜的

光合速率与品种的比叶氮含量［0］、叶片蛋白质含量

成正相关［%］；与 ()# 扩散阻力成负相关［%］。对同一

品种而言，植株叶片的含氮量与蛋白质和叶绿素含

量是相辅相成的。在本试验条件下，磷胁迫阻碍了

叶绿素的合成，这可能是在磷胁迫条件下，阻碍了氮

的吸收和代谢，降低了比叶氮和蛋白质的含量所致。

不同品种在磷胁迫时，氮的吸收和代谢受到的影响

不同，因此反应在叶绿素含量上的差异。

?=& 对气孔导度的影响

磷胁迫在室内和室外条件下均显著降低甜菜气

孔导度，降低的幅度表现出明显的遗传多样性特点；

且在室外环境条件下品种间的差异更为显著（图

"）。生长环境对品种在气孔导度方面表现出的抗胁

迫能力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来自大气中的

()# 浓度的差异，研究表明，随着空气中 ()# 浓度的

增加，甜菜叶片扩散阻力逐渐增加［+］，在室外自然环

境条件下，空气流畅，甜菜叶片周围的空气中 ()# 不

会过高（本试验测定值为 !/$!123 4 123），而在室内

培养室中，空气流动性较差，()# 浓度相对较高（!.$
!#!$!123 4 123），因而气孔导度较小；二是光的有效

辐射的差异，前人研究证明，在光辐射量较低时，磷

胁迫使甜菜叶片扩散阻力大幅度增加，随着光辐射

量的增加，磷胁迫的这种效应迅速降低［+］。本研究

在室外的光有效辐射（,56）为 !’$$!123 4（1#·7）左

右，约为室内的 !$ 倍，因而，叶片气孔导度较大。由

此可推断，不同品种在两种生长环境下受到磷胁迫

时，在气孔导度的抗胁迫能力上反映出的差异同样

是由于不同品种对空气中 ()# 及 ,56 的反应差异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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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胞间 #$% 浓度的影响

甜菜叶片叶肉细胞间的 !"# 浓度在室内环境下

受磷胁迫后大幅下降，而在室外，虽然磷胁迫后各品

种胞间 !"# 浓度的抗胁迫指数与室内趋势一致，但

均在 $%&以上，甚至超过 ’(%% 处理的植株。胞间

!"# 浓度主要取决于两方面因素，即大气中 !"# 浓

度和光合速率。由于磷胁迫和非胁迫植株都是处在

同一生长环境，主要影响因素应是后者。相同的甜

菜品种在室外生长条件下，光合速率的抗磷胁迫指

数比室内低 #% 个百分点以上，说明磷胁迫严重限制

了室外生长的甜菜的光合过程，造成了 !"# 在叶细

胞间的积累。

!"& 关于光合速率

不同的生长条件使甜菜对磷胁迫在单叶光合速

率方面产生不同的抵抗能力。在室内条件下，无论

品种本身对磷胁迫的敏感与否，同样的磷胁迫水平

对光合作用的阻碍均显著小于自然环境下生长的甜

菜品种。光是光合作用的唯一能量来源，充足的光

照使植物正常进行光合作用的保障。与室外环境相

比，室 内 培 养 达 到 植 株 叶 片 上 的 ’)* 仅 为 (#%

!+,- .（+#·/）左右，光的能量不够充足时，磷营养的

缺乏对光合的抑制表现得不够突出；当光能量达到

足够大时，磷营养的缺乏相对更强，对光合的抑制表

现得就更加突出，这一现象与 012314 的最小养分律

学说是一致的。

叶片叶绿素是光合作用的中心，胞间 !"# 浓度

是光合作用的直接物质供应，气孔导度是植物与大

气进行水分和气体交换顺畅程度的量度。本试验研

究表明，无论在室内还是室外条件下培养的甜菜，磷

胁迫对不同品种单叶光合速率造成的胁迫效应与叶

绿素、胞间 !"# 浓度、气孔导度和蒸腾速率等指标表

现的趋势完全一致，因此，不同基因型甜菜在这些指

标上的差异必然导致其在光合速率上的不同。磷胁

迫时，甜菜通过体内固定的 !"#向淀粉方向转化的

比例增加限制 *56’ 的再生［$］。据此推断，不同品

种甜菜受到磷胁迫时，体内固定的 !"#向淀粉方向

转化的比例增加程度可能存在基因型间的差异，进

而表现在 *56’ 的再生能力上的不同，这可能是不

同基因型甜菜的光合速率对磷胁迫抵抗能力各异的

原因之一。

光合作用受卡尔文循环中 *56’ 再生能力限

制［#%］，*56’ 的再生由供给 7)8’9 和 ):’ 驱动磷酸

甘油醛激酶及磷酸核酮糖激酶反应的电子传递速率

所决定。低磷叶片中由于降低了腺苷酸的净积累

量，限制了 ):’ 的合成［$，#(］。在本试验中，生长在

室内和室外的各基因型甜菜，在低磷胁迫条件下，植

株含磷量受到严重胁迫，其抗胁迫指数均有显著差

异，由此必定造成 ):’ 的合成量的不同，进而会影

响到 *56’ 的再生能力，这可能是磷胁迫对不同基

因型甜菜光合效应各异的另一机理，这方面还有待

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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