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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钾胁迫下不同低钾耐性大豆光合特性及
保护性酶的差异

李兴涛，王伟，李晨，王晓光，赵洪祥，曹敏建‘
(沈阳农业大学农学院，辽宁沈阳1 10161)

摘要：田间试验选用耐低钾和低钾敏感的大豆品种各2个，研究低钾胁迫下不同品种光合特性及活性氧代谢的差

异。结果表明，与施钾相比，低钾胁迫下，两类品种的相对叶绿素含量(SPAD值)、净光合速率(Pn)和气孔导度

(G8)均下降，但低钾耐性品种比低钾敏感品种下降的幅度小；而胞间CO：浓度(ci)、蒸腾速率(Tr)和脯氨酸含量

升高，且低钾敏感品种比低钾耐性品种升高幅度大。低钾耐性品种SOD活性在开花期低于低钾敏感品种，成熟始

期又明显高于低钾敏感品种；CAT活性在开花期和结荚期低钾耐性品种都高于低钾敏感品种；成熟始期POD活

性低钾耐性品种下降的幅度小于低钾敏感品种；MDA在生育中后期，低钾耐性品种明显低于低钾敏感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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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synthetic characteristics and protective enzyme activities of different

low K-tolerance soybean varieties under low potassium stress

LI Xing-tao，WANG Wei，LI Chen，WANG Xiao—guang，ZHAO Hong-xiang，CAO Min-jian’

(Agronomy Col&ge，Shenyang Agr浏tur,a University，Shenyang 110161，China)

Abstract：Potassium(K)is the most important cation in plants，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lant growth，

metabolism and yield．K-deficient soils are common world—wide，and their widespread occurrence in the crop

growing regions of northeastern China has been recognized in these years．Nowadays，the occurrence of K deficien—

cy in soybean(Glycine max L．)，the most important oil crop in northeastern China，has increased．This paper

presents the responses of photosynthetic characteristics and active oxygen metabolism of four K-tolerance soybean

varieties，Shennong 6(SN6)and GDl617 as tolerant and Tiefeng 31(TF31)and Tie 95068-5(195068-5)as

sensitive，to low potassium stress under field condition from seedlings to maturity stage．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leaf net photosynthetic rate(Pn)，chlorophyll(Chl)content and stomatal conductance(Gs)of K-tolerant varie—

ties decreased under low potassium stress，but compared with the sensitive varieties，the tolerant varieties decreased

less，while intercellular C02 concentration(Ci)，transpiration rate(Tr)and content of praline content increased

with sensitive verities increased more．The SOD activities of tolerant varieties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sensitive one

at flowering stage，while higher at maturity stage．The CAT activities of tolerant varieties were significant higher

than those of sensitive varieties at both flowering and podding stages．The POD activities of tolerant varieti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sensitive varieties in maturity stage．In latter stage，the contents of MDA of toler-

ant varieties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sensitive varieties．

Key words：low potassium stress；different K-tolerance；soybean varieties；photosynthetic characteristics；

active oxygen metabo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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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14亿公顷耕地有22．5％的土壤受到严

重养分胁迫，而其中40％是由缺钾引起的⋯。钾是

作物生长发育所必需的大量营养元素，钾参与植物

体内60多种酶的活化性J，细胞渗透的调节和气孔运

动的调控‘¨J，此外，钾素对增强作物的抗逆性起积

极的作用p J。

众多的研究表明，不同作物或相同作物不同基

因型对低钾的耐性存在着明显的基因型差异【l卢10 J，

培育利用低钾耐性品种是缓解土壤钾素不足与作物

需钾矛盾的有效途径之一。本课题组经多年田间筛

选试验及盆栽试验，已经鉴定出一批典型的低钾耐

性及敏感性的大豆品种(系)，并对其部分生理指标

进行了测定忙10J。本试验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选

出2个低钾耐性和2个低钾敏感的大豆品种，在低

钾胁迫条件下，比较两组不同低钾耐性的大豆品种

的光合特性和活性氧代谢的差异，进一步揭示其耐

性机理，以期为大豆耐低钾性状的筛选改良提供依

据。

1材料与方法

1．1试验设计

试验于2007年在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县大黑岗

子乡(E：122。37．2’，N：41 043．2’)进行。供试土壤

为耕型沙质碳酸盐草甸土，试验地前茬作物为玉米。

0-20 cm耕层土壤有机质0．9 g／kg、碱解氮87．3

ms／kg、速效磷73．1 ms／kg、有效钾39 mg／kg，pH值

7．1，是典型的低钾土壤。

供试大豆品种系本课题组筛选低钾耐性品种：

沈农6号(SN6，施钾产量3514．60、低钾产量

3510．40 kg／hm2)和GDl617(施钾产量2000．40、低

钾产量1903．34 ks／hm2)；低钾敏感性品种：铁

95068-5(395068—5，施钾产量2637．10、低钾产量

1168．30 kg／hm2)和铁丰3l号(TF31，施钾产量

5736．70、低钾产量3436．30 kg／hm2)。

试验地横向分为4个区组，第1、3区组为低钾

处理区(未施钾肥)，第2、4区组为施钾(K：SO。，150

ks／hm2)处理区，各品种(系)在区内随机排列种植，

3次重复，每品种种植3行，行长4．0 m，行宽0．6

m。试验地基施磷酸二铵150 ks／hm2，未施有机肥。

2007年5月8日播种，5月25 13出苗，出苗后15 d

定苗。生育期间进行常规管理。

1．2测定项目与方法

1．2．1净光合速率(Pn)、蒸腾速率(Tr)、气孔导度

(岱)和胞间CO：浓度(Ci)的测定选用植株最上

部充分展开的叶片，于晴天上午9：30～10：30用

LI--6400便携式光合系统(美国LI-COR公司产)，

选用红蓝光源叶室测定大豆叶片气体交换参数，重

复3～4次。测定时，C02浓度385-I-5¨mol／mol，

光强1000斗mol／(m2·s)。

1．2．2叶绿素含量(SPAD值)的测定选用植株

中上部充分展开的叶片，采用叶绿素快速测定仪

(SPAD-502Monito，Japan)测定，各处理测定5个单

株，重复3次，取平均值。

1．2．3生理指标测定在出苗后17 d(苗期)、29 d

(花芽分化期)、48 d(开花期)、67 d(结荚期)、83 d

(鼓粒期)和103 d(成熟始期)采样测定各生理指

标。上午9：00取样，所有样品及时放入冰盒带回

实验室，洗净叶片表面的尘土和污物，用吸水纸擦干

表面水分，去除叶脉，混匀剪碎。取0．500 g剪碎的

样品，置于预冷的研钵中，加入8 mL含1％PVP的

50 mmol／L冷磷酸缓冲液(pH=7．8)及少量石英

砂，在冰浴中研磨提取，匀浆于2。C 20000×g冷冻

离心20 min，上清液即为酶提取液。超氧化物歧化

酶(SOD)参照王爱国等¨¨方法，过氧化物酶(POD)

采用愈创木酚法¨2|，参照罗广华等【l纠的方法测定

过氧化氢酶(CAT)活性。采用林植芳等¨4o的方法

测定MDA含量。脯氨酸含量采用酸性茚三酮法¨纠

测定。

数据用DPS软件进行数据统计与分析。

2结果与分析

2．1不同低钾耐性大豆叶片相对叶绿素含量和净

光合速率

低钾胁迫下，两种类型的大豆品种叶片相对叶

绿素含量(SPAD值)均呈下降趋势，但下降幅度差

异很大。与施钾条件相比，低钾胁迫下，低钾敏感性

品种铁丰3l号，6个测定期SPAD值分别下降了

11．7％、12．7％、21．5％、23．3％、30．8％和39．0％，

铁95068—5分别下降了8．5％、19．2％、19．8％、

18．6％、16．0％和12．6％；低钾耐性品种沈农6号

SPAD值下降了2．1％、9．3％、5．O％、4．1％、7．4％

和6．1％，GDl617为10．2％、10．9％、10．1％、

4．6％、9．9％和11．6％。2个敏感性品种除苗期外，

5个测定期施钾处理SPAD值显著高于低钾胁迫；

而低钾耐性品种仅个别时期表现出施钾显著高于低

钾胁迫，如沈农6号在花芽分化期，铁丰3l号在开

花期和鼓粒期(图la)。

低钾胁迫下，各参试品种净光合速率变化和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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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素含量的变化趋势相同。与施钾处理相比，低钾

胁迫下，在各测试时期低钾敏感性品种铁丰3l号净

光合速率下降了60．27％、17．14％、42．09％和

35．42％，铁95068—5下降了16．87％、45．00％、

喜趔
主星
山∞
∞

篓罗
寸Ⅱ昌

耋茎

32．96％和39．62％；低钾耐性品种下降幅度比敏感

性品种小，沈农6号下降了12．25％、3．68％、

6．19％和21．05％，GDl617下降了15．89％、

23．47％、12．18％和6．94％(图lb)。

29 48 67 83 29 48 67 83 29 48 67 83 29 48 67 83

出苗后天数(d)Days after emgrgcnc圮

图1 不同钾素水平下大豆叶片的叶绿素含量和净光合速率的动态变化

Fig．1 Dynamic changes of chlorophyll conte—【s and net photosynthetic rate(Pn)of leaves of

soybean varieties under different potassium levels

[注(Note)：一K—低钾胁迫Low K stress；+K一施钾K applied]

2．2不同低钾耐性大豆叶片气孔导度(Gs)、胞间

CO：浓度(Ci)和蒸腾速率(Tr)

低钾胁迫下，两种类型的大豆品种叶片Gs呈下

降趋势，但两类品种在各测试时期下降的程度有差

异。低钾敏感性品种铁丰3l号和铁95068-5从开

花期Gs急剧下降，到鼓粒期分别下降了45．07％和

46．34％；而低钾耐性品种沈农6号和GDl617分别

从开花期和结荚期开始下降，到鼓粒期只下降了

39．01％和9．77％。在低钾胁迫条件下，低钾耐性

品种各时期的Gs平均值均高于低钾敏感性品种

(图2a)。

低钾胁迫下，大豆叶片Ci值升高，两类品种升

高的程度不同。4个测试时期，低钾耐性品种叶片

ci值升高程度较小，沈农6和GDl617平均分别升

高了19．12和6．12 pLmol／mol，但施钾与不低钾无显

著差异；而2个低钾敏感性品种铁丰31号和铁

95068—5平均升高了21．39和31．25 Izmol／mol，且

在开花期和鼓粒期施钾与不施钾显著性差异(图

2b)。

低钾胁迫使大豆品种蒸腾速率值增大。图2c

看出，低钾敏感性品种铁丰3l号和铁95068—5的

Tr都在开花期最高，随生育期的推进缓慢下降，施

钾显著高于低钾胁迫。低钾耐性品种沈农6的变化

与低钾敏感性品种类似。但施钾条件下，GDl617

在开花和结荚期Tr并没有显著高于低钾胁迫处理，

整个生育期GDl617的蒸腾速率在缺钾条件下都比

其他3个品种低。

2．3不同低钾耐性大豆叶片保护性酶活性

在花芽分化期，不同耐性品种SOD值在低钾胁

迫和施钾处理下都没有表现出差异；低钾胁迫下，

开花期钾敏感性品种比施钾条件提高了61．20％和

23．80％，差异显著性；而低钾耐性品种只分别提高

了13．67％和一1．23％，均未达到显著水平。在成熟

始期，低钾胁迫比施钾各品种SOD都有升高趋势，

低钾耐性品种沈农6号和GDl617分别升高了

64．50％和59．02％；而两个敏感性品种只升高了

28．70％和25．68％(图3a)。

花芽分化期，低钾胁迫下，4个品种叶片CAT活

性基本一致，但是到开花期，低钾耐性品种沈农6号

和GDl617升高幅度较大，比花芽分化期升高了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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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不同钾素水平下大豆品种叶片的气孔导度、胞间CO：浓度和蒸腾速率的动态变化

Fig．2 Dynamic changes of stomatal conductance(Gs)，intercellular C02 concentration(Ci)and

transpiration rate(Tr)of leaves of soybean varieties under different potassium levels

[注(Note)：-K—低钾胁迫Low K stress；+K-施钾K applied]

和859％；而钾敏感品种铁丰31号和铁95068-5只

提高了362％和207％。到结荚期，低钾胁迫下，耐

低钾品种分别升高了l 143％和1293％，而钾敏感品

种升高了946％和921％。低钾胁迫下，各品种结荚

期CAT达到高峰，钾敏感品种平均为6．67 U／mg；

而耐低钾品种平均值8．89 U／mg，比敏感性品种高

了33．28％。到生育期后期，低钾胁迫使耐低钾品

种比敏感品种下降速度加快(图3b)。

在苗期、花芽分化期、花期和鼓粒期，施钾和低钾

胁迫条件下各试验品种叶片POD活性变化基本相

同，但到成熟始期，低钾耐性品种沈农6号和

GDl617，缺钾胁迫比施钾POD活性分别提高15．1％

和22．3％；而低钾敏感性品种铁丰31号和铁95068

_5的POD活性分别提高了32．3％和33．4％(图3c)。

2．4不同低钾耐性大豆叶片丙二醛(MDA)和脯氨

酸含量

低钾敏感性品种，在低钾胁迫与施钾条件的

MDA含量差异很大，尤其是中后期。铁丰31在结

荚、鼓粒和成熟始期，低钾比施钾分别升高了66％、

75％和46％；铁95068-5分别升高了29％、70％和

50％。低钾耐性品种升高幅度较小，沈农6号升高

了15．85％、22．63％和0．7l％，GDl617升高了

34．45％、4．50％和_6．07％。在生育期的中后期，低

钾胁迫使低钾敏感性品种MDA含量快速提高，与

施钾相比，成熟始期比结荚期提高了102％和84％；

而低钾耐性品种分别只提高了16．76％和43．62％

(图4a)。

低钾胁迫条件下，全生育期低钾耐性和低钾敏

感性品种叶片脯氨酸含量都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

在5个测定时期，与施钾条件相比，低钾胁迫下低钾

敏感性大豆品种铁丰3l号脯氨酸含量分别升高了

52％、89％、94％、139％和203％；铁95068—5分别

升高了157％、156％、147％、168％和161％。而低

钾耐性品种升高幅度较小，沈农6号分别只升高了

63％、212％、24％、110％和105％；GDl617同期也

只升高了52％、1 19％、58％、71％和92％。低钾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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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不同钾素水平下4个大豆品种叶片的SOD、CAT和POD活性的动态变化

t'lg．3 IJyllamic changes of SOD。CAT and POD activities of leaves of four soybean varieties

under different potassium levels

[注(Note)：一K—低钾胁迫Low K stress；+l●一施钾K appl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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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不同钾素水平下4个大豆品种叶片的丙二醛含量和脯氨酸含量的动态变化

啦．4 Dynamic changes of MDA and proline content of leaves of four soybean

varieties under different potassium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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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下，成熟始期低钾耐性品种脯氨酸含量平均为

149．55“∥g，FW，而低钾敏感性品种平均为

111．31斗g／g，FW，提高了25．57％(图4b)。

3讨论

大豆光合产量的多少主要取决于光合时间、光

合速率和光合面积。光合作用底物CO：由大气与

叶片之间的边界层向光合羧化位点的传输，经历了

气孔和细胞原生质及叶绿体胞浆传导两个过程，气

相中的限制(气孔限制)是其中之一【l¨7‘。本研究

中，大多数测试时期，在低钾胁迫下低钾耐性品种叶

片较低钾敏感性品种具有较高的叶绿素含量和光合

速率，表明其具有较强的光能捕获能力；它们还具

有较高的气孔导度和较低的胞间CO：浓度，表明施

钾能增强叶片气孔导度。已有研究表明，缺钾胁迫

使水稻蒸腾作用增强，而适量施钾使得作物蒸腾降

低，水分利用效率提高一圳，本研究也证明此观点。

低钾耐性大豆品种在低钾胁迫下有较强的CO：传

输能力，光合作用的气孑L限制较低，叶绿素含量高，

持绿时间长，蒸腾速率降低，使其在低钾情况下也能

获得较高的产量。

环境胁迫能够透过改变作物抗氧化酶活性引起

活性氧代谢失调，导致活性氧积累和膜脂过氧化损

伤，使作物产生生理障碍或加速衰老。彭海欢等¨8J

研究表明，缺钾导致水稻叶片光合能力降低，因此在

高光强下，缺钾水稻叶片中不能被光合作用所利用

的光能就越多，此时需启动一些机制来保护光合器

官免受过量激发能积累的危害¨训；马新明等¨引也

证实，施钾肥能明显增强小麦的SOD活性。蒋德安

等啪。的研究表明，正常水分条件下，低钾处理的水

稻植株比正常供钾的水稻植株具有较高的Hill反应

活力和较低的光合速率，易产生氧自由基，SOD活

性相应也会提高。本研究看出，低钾胁迫能在开花

期显著增强低钾敏感性品种叶片SOD活性，这个时

期正是大豆需钾高峰p J，到了生育末期低钾耐性品

种叶片SOD活性在低钾胁迫下升得夏高，说明低钾

胁迫下低钾耐性品种能提高SOD活性应对衰老时

出现的氧自由基。POD和CAT酶也是膜脂过氧化

的保护酶，测定表明，两类大豆品种在低钾胁迫下

POD和CAT酶活性都是在全生育期的某些时期会

表现不同。丙二醛含量可衡量膜脂过氧化程度，低

钾胁迫下，低钾耐性品种的丙二醛含量是在大豆生

育期的结荚、鼓粒期和成熟始期显著低于敏感性品

种的。表明缺钾能使大豆产生比正常条件更多的氧

自由基，伤害膜脂，导致自由基积累，加速植株叶片

衰老；但是耐性品种比敏感品种在某些时期会自发

的提高保护性酶，以应对氧自由基对膜脂的伤害。

脯氨酸在植物体内作为渗透物质，起着渗透调

节的作用。在外界环境因子产生胁迫时，脯氨酸的

表达量都会提高，并在许多植物器官内积累。脯氨

酸指标常用在于旱、高盐、高温和低温等逆境胁迫下

作物生理的研究，而在低钾胁迫的研究中未见相关

报道。本研究发现，生育后期，低钾胁迫能数倍的提

高脯氨酸含量，因此可作为衡量大豆低钾胁迫的生

理指标之一。脯氨酸含量可以衡量植物渗透能力，

它是植物抗性增强的重要机制之一口¨。在本研究

中发现，两个低钾敏感性品种在生育后期，脯氨酸含

量提高幅度比两个低钾耐性大豆品种高，但这并不

能说明它们的抗性强。因为在其他逆境研究中，尤

其是高盐和干旱胁迫，会出现比正常含量增加几十

倍到几百倍mJ，而本研究中脯氨酸含量最多提高了

203％，这可能是大豆受到了低钾胁迫做出的反应。

钾也是一种渗透压调节物质，而低钾导致了细胞渗

透压降低，需要脯氨酸来进行调节。

本研究表明，低钾胁迫下，两个低钾耐性品种之

间在全生育期光合生理指标变化并不相同，两个低

钾敏感性品种也是如此。如4个品种在施钾条件下

气孔导度变化基本相同，但是缺钾胁迫下沈农6号

气孔导度表现为花芽分化期和开花期相对较高而结

荚期和鼓粒期相对较低，而同是低钾耐性品种的

GDl617却表现为花芽分化期和开花期较低，到结

荚和鼓粒期也没有剧烈下降，在4个生育期变化幅

度较小。同是低钾敏感性品种的铁95068-5和铁

丰3l号在开花期SOD活性的变化也不相同。这也

表明低钾敏感品种之间和低钾耐性品种之间各生育

期的光合生理和活性氧代谢的变化并不一致。说明

在低钾胁迫条件下，同类品种之间做出逆境反应的

时期和能力是不同的，从而导致了最后的产量不同，

这是物种本身固有的抗逆机制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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