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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半夏（Ｐｉｎｅｌｌｉａ ｔｅｒｎａｔａ（Ｔｈｕｎｂ．）Ｂｒｅｉｔ．）是我国传统中药，以块茎入药。为探
究干旱对半夏生理指标和成分积累的影响，本研究设置３个供水水平：适宜水
分、中度干旱和严重干旱分别是土壤最大持水量的７０％（ＣＫ），５０％（ＭＤ），
３０％（ＳＤ），（土壤最大含水量为２５．４７％），测定半夏生长指标、抗氧化酶活性、
光合作用参数和叶绿素荧光参数、氮代谢关键酶活性、苯丙氨酸解氨酶（ＰＡＬ）
酶活性及其基因相对表达量、有效成分含量等，了解干旱胁迫对半夏植株生长
的影响以及半夏块茎次生代谢物积累的生理机制，进一步研究反复干旱一复水
对半夏叶片抗氧化系统、光合特性以及半夏块茎有效成分的影响，以期了解土
壤干旱缺水对半夏的影响机制。具体研究结果如下：
１．中度干旱胁迫下半夏叶片内的抗氧化酶（ＳＯＤ、ＰＯＤ和ＣＡＴ）活性较高，
清除活性氧，抑制膜损伤。重度干旱胁迫下，半夏叶片抗氧化酶活性最低，丙
二醛含量高，说明膜损伤严重。半夏叶长、叶宽和株高的总体趋势是适宜水分＞
中度干旱＞重度干旱，是由于干旱缺水会抑制半夏的根系生长，减少根系对养分
和矿物质吸收，间接影响地上部分的发育，半夏植株表现出“株矮叶窄”；水
分充足满足了半夏生长发育需要，长势良好。
２．随着土壤水分的减少，半夏叶片叶绿素含量、蒸腾速率（Ｔｒ）和胞间Ｃ０２
浓度（Ｃ。）、净光合速率（Ｐｎ）、光化学淬灭系数（ｑＰ）、电子传递速率（ＥＴＲ）
和ＰＳ ＩＩ光化学能量转化的有效量子产量（Ｙ（ＩＩ））逐渐降低。干旱缺水降低了

半夏叶片Ｔｒ、Ｃ。，同时Ｐｎ也降低，表明干旱胁迫通过关闭半夏叶片气孔导致半
夏叶片Ｐｎ下降。适宜水分下，叶绿素荧光参数ｑＰ、ＥＴＲ和Ｙ（ＩＩ）较高，可能
是水分充足增强了半夏叶片ＰＳ ＩＩ反应中心的受体ＱＡ的还原性，ＰＳ ＩＩ反应中一ｔ３的
开放程度增加，电子传递活性强，表现出高ＥＴＲ和Ｙ（ＩＩ）水平，较高的Ｙ（ＩＩ）
有利于光能的转化效率，促进碳同化作用和有机物的积累。半夏叶片非光化学
淬灭系数（ＮＰＱ）总体趋势是ＭＤ＞ＣＫ＞ＭＤ重度干旱胁迫下半夏叶片ＮＰＱ低，
可能是半夏叶片叶绿素含量低，捕获光能较少，而中度干旱胁迫下ＮＰＱ最高，
说明天线色素捕获的光能用于光化学反应的份额减少，避免遭受光损伤，也是
半夏适应干旱逆境的一种手段。因此在半夏栽培种植过程中，保障灌溉工作顺
利进行，提高半夏的光合能力，促进半夏干物质的积累。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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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半夏叶片硝酸还原酶（ＮＲ）、谷氨酰胺合成酶（ＧＳ）、谷氨酸合成酶
（ＧＯＧＡＴ）、谷草转氨酶（ＧＯＴ）和谷丙转氨酶（ＯＰＴ）活性总体趋势是中度干旱＞
适宜水分＞重度干旱。中度干旱胁迫下促进了半夏叶片无机氮的转化和有机氮的
同化，加快了氮代谢进程；ＧＯＴ酶和ＧＰＴ酶的转氨作用为合成次生代谢物提供必
要的氨基酸。而且ＰＡＬ酶活性在中度干旱胁迫下最高，在重度干早胁迫下最低，
所以中度干旱胁迫下促进ＰＡＬ酶对半夏叶片内的苯丙氨酸催化，积累次生代谢前
体物质，促进了半夏块茎生物碱积累。
４．三种水分条件下半夏水分含量低于１４％，灰分含量低于４％，浸出物的
含量大于９％，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２０１５年版，一部）的标准。半
夏去皮块茎微量元素铅（Ｐｂ）小于５．０ ｍｇ／ｋｇ，镉（Ｃｄ）小于０．３ ｍｇ／ｋｇ，铜（Ｃｕ）
小于２０．０

ｍｇ＆ｇ，符合《药用植物及制剂外经贸绿色行业标准（ＷＭ／Ｔ２－－２００４））），

但是对照组处理下，半夏块茎皮中的Ｐｂ、Ｃｄ和Ｃｕ均不符合标准。半夏块茎多
糖和总酸含量在适宜水分处理下最高，块茎总生物碱含量在中度干旱胁迫下含
量最高，半夏块茎多糖、总酸、总生物碱的含量在严重干旱下最低，所以充足
水分促进半夏块茎多糖和总酸的积累，中度干旱促进半夏块茎生物碱的积累，
因而在半夏种植过程中应该避免重度干旱，可进行干旱处理，促进半夏块茎的
生物碱积累，提高半夏质量。
５．在经历反复干旱一复水后，半夏叶片的抗氧化酶（ＳＯＤ、ＰＯＤ和ＣＡＴ）
活性逐渐增强，丙二醛含量降低；半夏叶片蒸腾速率（Ｔｒ）、胞间Ｃ０２浓度（Ｃ。）、
净光合速率（Ｐｎ）和气孔导度（Ｇ。）逐渐增加，表明半夏叶片光合作用能力也逐渐
恢复，说明反复的干旱一复水使半夏植株具备自我保护的能力，干旱逆境耐受性
增强，适应多变低水的生境，降低干旱逆境的伤害。同时，干旱．．复水对于半
夏块茎的有效成分也产生了显著性的影响，但是其影响机制仍需进一步的研究。
关键词：半夏；干旱胁迫；光合特性；氮代谢；苯丙氨酸酶活；总生物碱；干
旱一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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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文献综述
１．１半夏概述
半夏又称三叶半夏，是天南星科（Ａｒａｃｅａｅ）半夏属半夏（Ｐｉｎｅｌｌｉａ

ｔｅｒｎａｔａ

（Ｔｈｕｎｂ．）Ｂｒｅｉｔ．）的块茎，具有悠久的药用历史。不仅在我国各地分布广泛，而
且朝鲜、日本也有分布。目前，半夏属植物除了药用半夏，我国有９个近缘种，
分别为滴水珠（Ｐｃｏｒｄａｔａ）、盾叶半夏（Ｐ．ｐｅｌｔａｔａ）、姊归半夏（Ｐ．ｚｉｇｕｉｅｎｓｉｓ）、
大半夏（Ｐ．ｐｏｌｙｐｈｙｌｌａ）、石蜘蛛（Ｐ．ｉｎｔｅｇｒｉｆｏｌｉａ）、三裂叶半夏（Ｐ．ｔｒｉｐａｒｔｉｔｅ）、
掌叶半夏（Ｐ．ｐｅｄａｔｉｓｅｃｔａ）、鹞落坪半夏（Ｐ．ｙａｏｌｕｏｐｉｎｇｅｎｓｉｓ）和

叶半夏（Ｐ．ｔｅｒｎａｔｅ）

［１］，其与半夏在外观上有着相似之处，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２０１５年
版，一部）规定三叶半夏为药用植物，因而在入药时需要进行鉴别［２－３１。
１．２半夏生长环境
半夏种植不宜选连作土壤［４］，而沙质壤土肥沃、疏松、通气良好，能够提
高半夏块茎的产量，且采收方便。温度对半夏植株生长影响最为显著，环境温
度在２０－２５。Ｃ最适宜半夏生长，大于３０。Ｃ时半夏极易发生倒苗，不利于提高半
夏块茎的产量【５，６１。遮荫使半夏免受强光直射和高温胁迫，改善半夏倒苗状况，
提高了半夏的产量［７－９］。水分是制约半夏生长的重要因素，当缺水或空气过于干
燥时，由于无法补偿半夏叶片蒸腾的水分，易造成地上部分倒苗，但水分过多
容易造成半夏块茎腐烂，因而在半夏种植过程中应该保证灌溉和排水有序进行，
促使半夏正常生长【１０］。
１．３．半夏的药用功效作用与药理学研究
半夏具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消痞散结等功效阢１２］。根据炮制方法的不
同，分为生半夏、清半夏和姜半夏［１３］，其中以姜半夏镇咳祛痰作用最为显著［１ ４］。
半夏具有提高胃功能［１５］、抗腹泻［１６１、抗溃疡、抗血栓［１ ７１、降血脂［１ ８１、抗早孕［１９］
等作用。半夏块茎有效成分比较复杂，主要包括半夏生物碱、多糖、有机酸、
氨基酸等［２０１。半夏在药理过程中起作用的有效成分，至今不甚明确。
１．３．１半夏提取物
半夏提取物具有多种药理作用，虽然其具体成分未知，但是其药理作用不
容忽视。（１）抗肿瘤：其提取物具有抑制肝癌、宫颈癌、结肠癌、直肠癌、肉
瘤、人肝癌细胞生长的作用［２１，２２］。（２）抗生育：高剂量半夏提取物可能通过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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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抗氧化剂、生长因子、凋亡和肿瘤相关基因的表达导致小鼠母体胎儿异常【２３，
２４１。（３）镇静、催眠作用：半夏醇提物具有镇静、催眠的作用【２５】，促进小鼠入
睡，延长入睡潜伏期。（４）抗肥胖：半夏水提取物通过产热和脂肪酸氧化来影
响肥胖症［２６］。
１．３．２半夏总生物碱
半夏总生物碱被确认为半夏药理作用中的有效成分之一，具有重要的药用
价值。

（１）镇咳、祛痰：半夏生物碱与镇咳祛痰作用的相关性最大【２７１。野生

新半夏最适于镇咳，野生陈半夏适于祛痰［２８］。（２）抗炎：半夏总生物碱具有
抗炎作用，与柑橘的配比能够调节变应性炎症［２９，３０］。

（３）抗癌细胞：半夏总

生物碱通过ＤＮＡ的损伤作用来抑制肺癌、乳腺癌和胃癌三种癌细胞体外增殖
［３１－３３］。

（４）改善记忆：半夏总生物碱可改善小鼠学习和记忆的功能，可能是

基于半夏总生物碱抗氧化能力【３４．３６１。
１．３．３半夏多糖
半夏多糖在抗肿瘤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半夏多糖可提高希罗达的抑
瘤作用，也能抑制人类胆管癌［３７，３ ８１。腹水瘤小鼠服用多糖后，机体内的酶活
性提高，清除过氧自由基能力增强，达到对肿瘤的抑制作用［３９，４０１。在对小鼠
免疫系统的研究中，半夏多糖高剂量组对小鼠单核巨噬细胞吞噬功能有促进作
用，因而半夏多糖有增强小鼠免疫功能的作用［４１１。
１．３．４其他成分
除上述成分，半夏块茎有效成分大黄酚可能是通过下调ＥＲＫ／ＪＮＫ信号通路
减少炎症相关因子ＴＮＦ．０ｌ，ＩＬ．６和ＩＬ．８的表达，达到对肿瘤坏死因子．０【诱导人
脑微血管内皮细胞的作用［４２］。半夏块茎中的Ｂ．谷甾醇对氧自由基具有较强的抑
制作用，对油脂也有较强的抗氧化作用［４３］。半夏块茎中的半夏苷对真菌、革兰
阳性和革兰阴性细菌均有作用［４４】。半夏块茎中的脑苷脂对枯草芽孢杆菌，金黄
色葡萄球菌，黑曲霉和白色念珠菌的生长具有抑制作用［４５］。半夏块茎中的半夏
酸可以缓解鼻腔流感［４６］。
１．４半夏块茎的化学成分
半夏块茎化学成分复杂多样【１］，主要包括生物碱类、氨基酸、挥发油、多
种微量元素、有机酸、刺激成分等［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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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１半夏生物碱类
半夏块茎中的单体生物碱有Ｌ．麻黄碱、葫芦巴碱、胆碱等，针对各个生物
碱在半夏块茎中的代谢调控研究报道较为少见［１】ｏ一般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进

行测定麻黄碱和葫芦巴碱陋５０］。
１．４．２挥发油
用气。质联用的质谱图和标准谱图谱进行对照、鉴定，鉴定了其中半夏块
茎中６５个成分的化学结构，占总色谱峰面积的７７．８６％，其中茵香脑得率较高
且具有生理活性［５１１。用索氏提取法优于水蒸气蒸馏法［５２】。
１．４．３微量元素
半夏块茎含有多种微量元素，其与药效密切相关。半夏块茎微量元素可以
作为半夏质量评价参考标准之一。申明金提出一种评价半夏质量的新方法，以
９种元素含量并结合Ｚｎ／Ｃｕ值和Ｃａ／Ｍｇ值为指标，运用模糊聚类分析方法对
半夏质量进行评价【５３］。

１．４．４有机酸
半夏块茎中含有草酸、柠檬酸、苹果酸、琥珀酸、甲酸、乙酸等，采用反
相高效液相色谱或者高效液相色谱法进行测定【５４，５５］。
１．４．５刺激成分
半夏块茎的刺激性成分中含有草酸钙，其刺激性与其晶形、含量有关，半
夏块茎经炮制后，晶形发生变化，含量急剧下降，刺激性明显减弱【５６】。
１．４．６氨基酸
半夏块茎含有多种氨基酸，包括甘氨酸、丙氨酸、缬氨酸、亮氨酸、异亮
氨酸、脯氨酸、色氨酸、丝氨酸、酪氨酸、半胱氨酸、蛋氨酸、谷氨酰胺、苏
氨酸、天冬氨酸、谷氨酸、赖氨酸、精氨酸和组氨酸，而且不少氨基酸有很强
的药理活性［５７］，其中天冬氨酸具有镇咳去痰作用［５８］。
１．５干旱胁迫对药用植物化学成分积累的研究进展
次生代谢物有利于植物抵御环境胁迫、提高自身保护和生存竞争能力、维
护自身生存和发展【５９］，而且具有良好的药理作用，因而对于药用植物次生代谢
物积累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生产意义，其中干旱作为主要的环境胁迫之一，影响
次生代谢物的积累［６０－６２］，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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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度干旱胁迫促进药用植物次生代谢物的积累。适度的干旱胁迫能够促进
２年生黄芪类黄酮的积累［６３，６４］，促进柴胡柴胡皂苷ａ和ｄ的积累［６５］，促进丹参
叶片总酚酸类成分积累［６６１，促进七叶一枝花皂苷含量［６７１。轻度干旱可促进丹参
根部二氢丹参酮Ｉ、隐丹参酮、丹参酮Ｉ和丹参酮ＩＩＡ４种丹参酮组分以及丹酚
酸Ｂ的合成与积累［６ ８１。因此，在人工栽培药用植物时，在药用植物生长初期，
提供充足水分，保障植物正常生长，后期采用适度干旱处理，促进药用植物次
生代谢物积累，提高药用植物质量。
有关半夏次生代谢的研究较少［６９］，主要采用半夏悬浮培养体系、半夏组培
小块茎和半夏愈伤组织等，作为研究半夏鸟苷、肌苷、葫芦巴碱和其他生物碱
代谢的模式材料［４９，７０，７１１。在半夏愈伤组织培养基中添加硝普钠（ＳＮＰ）、水杨
酸（ＳＡ）、苯丙氨酸（Ｐｈｅ）、天冬氨酸（Ａｓｐ），提高了半夏愈伤组织中谷氨酸
合成酶（ＧＯＧＡＴ）、谷氨酸脱氢酶（ＧＤＨ）、谷草转氨酶（ＧＯＴ）、苯丙氨酸
解氨酶（ＰＡＬ）活性，加速无机氮的同化及转化效率，增加半夏愈伤组织总生
物碱和鸟苷的含Ｎｒ７２，７３１。Ｃａ２＋质量浓度在４４０ ｍｇ／Ｌ和６６０ ｍｇ／Ｌ时，生物碱量
与鸟苷、有机酸累积量最高，因而一定质量浓度的Ｃａ２＋能增加半夏类原球茎次
生代谢产物的含量［７４１。半夏内生菌也能够促进半夏嘌呤生物碱积累［７５１。

１．６半夏有效成分的研究进展
中药的化学成分功效及其含量是评价药用植物质量的重要依据之一。中药
的化学物质形成、变化及其生物效应具有极其复杂的特点，因此更应该对药用植
物的成分的积累进行研究［７６］。
１．６．１不同产地
产地的环境、栽培技术以及田间管理均存在差异，因而植物药用器官有效

成分含量各不相刚７７，７８１。云南、贵州地区半夏块茎总有机酸、氨基酸、多糖
和生物碱的含量普遍偏低，综合质量较差，甘肃质量居中，四川半夏块茎各主
要成分的含量较高，综合质量较好【７９］。
１．６．２加工方法
在半夏采收后的加工过程中，以晒干的半夏块茎外观形状最好，而且与减
压干燥、冷冻干燥方法相比，对半夏块茎总生物碱和总酸含量的影响不显著，
而且可以降低生产成本，适宜大规模生产，在阳光充足西北地区可采用晒干方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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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加工半夏块茎［８０］。硫熏会导致半夏块茎总生物碱含量明显降低，因而在半
夏加工过程中不建议进行硫熏［８１１。
１．６．３栽培方法
野生半夏块茎总生物碱含量显著高于栽培半夏，但是Ｂ．谷甾醇含量较为
一致，而且栽培半夏鸟苷含量高，产量高，能满足半夏市场需要，创造经济价
值［８１］。外施氮磷肥或者磷钾肥能提高半夏块茎等级和出干率，促进半夏块茎
有效成分的积累［８２１。钙肥也能提高半夏的根、茎、叶、块茎的干质量及总生
物量，提高了半夏块茎的品质与产量［８３］。５

ｃｍ×３

ＣｌＴｌ种植密度下半夏块茎产量

和净增重最高，小规格半夏种茎分别比大、中规格种茎作种的产量提高２０．０％
和３５．０％，半夏水分、灰分浸出物含量均符合药典要求，所以生产上宜采用５
ｃｒｎｘ３

ｃｍ种植密度、选择直径低于１．０ ｃｍ规格的种茎作种栽培半夏，以获得

较高的产量和较好的质量［８４］。
１．７本研究目的与意义
半夏［Ｐｉｎｅｌｌｉａ ｔｅｒｎａｔａ（Ｔｈｕｎｂ．）Ｂｒｅｉｔ】是天南星科（Ａｒａｃｅａｅ）半夏属多年
生草本植物，是我国十大大宗常用药材之一。目前，市场的巨大需求导致半夏
资源急剧紧缺，为优化半夏高产高质资源，合理栽培技术己成为保障半夏高品
质的重要途径，因此半夏栽培技术的改进日益紧迫。干早是影响半夏的主要因
素之一，严重干旱导致半夏倒苗，半夏的产量和质量降低，所以本实验立足于
探究干旱对半夏的影响机制。为探究干旱对半夏生理生化的影响，对半夏进行
干旱处理，通过盆栽试验，测定半夏在不同土壤干旱胁迫生长指标、光合特性、
氮代谢关键酶活性、ＰＡＬ酶活性和基因相对表达量以及有效成分含量和微量
元素的含量，探究干旱一复水后是否存在补偿效应，揭示土壤干旱对半夏生长、
生理过程、次生代谢物含量的影响，揭示干旱对半夏影响的差异，为在实际生
产中提高半夏产量、品质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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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土壤干旱对半夏生长及抗氧化能力的影响
２．１引言
自然环境中，植物会遭受各种环境胁迫，其中干旱是影响植物生长的最重
要的非生物胁迫之一，显著影响着植物的生长发育［８５］。植物在正常生理活动中

也会产生活性氧，但是干旱促进活性氧的积累，导致膜损伤，其损伤程度可由

丙二醛（ⅧＡ）的含量进行衡量。为了减少膜损伤，植物体内的抗氧化系统保护
酶超氧化物歧化酶（ＳＯＤ）、过氧化氢酶（ＣＡＴ）和过氧化物酶（ＰＯＤ）就会
清除活性氧［８６＿８ ８１。因此，通过研究干旱胁迫下半夏的生长指标的变化和抗氧化

酶活性变化的规律，有助于了解干旱生境与半夏植株生长生理的关系，为选育
抗逆品种提供理论依据。
２．２仪器、试剂、与材料
２．２．１仪器
电子天平ＤＥＮＶＥＲ ＴＰ．２１４（＝｛Ｌ京赛多利斯仪器有限公司），ＵＶ－５５００紫外

可见分光光度计（上海元析仪器有限公司），高速冷冻离心机ｅｐｐｅｎｄｏｒｆ
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ｅ

５４２４Ｒ（德国Ｅｐｐｅｎｄｏｒｆ公司），ＫＱ－５００ＤＥ型数控超声波清洗仪器

（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
２．２．２试剂
磷酸二氢钠、磷酸氢二钠、硫代巴比妥酸（ＴＢＡ）均购自源叶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三氯乙酸、甲硫氨酸、氮蓝四唑（ＮＢＴ）、乙二胺四乙酸二钠（ＥＤＴＡ．Ｎａ２）、

核黄素、三羟甲基氨基甲烷（Ｔｒｉｓ）、浓盐酸、双氧水（Ｈ２０２）、磺基水杨酸、
甲硫氨酸均购自麦克林生物试剂公司。
２．２．３材料
半夏块茎由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农业局提供，产自于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
半夏基地，经浙江理工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梁宗锁教授鉴定为天南星科（Ａｒａｃｅａｅ）
植物半夏块茎（Ｐｉｎｅｌｌｉａ ｔｅｒｎａｔａ（Ｔｈｕｎｂ．）Ｂｒｅｉｔ），２０１７年３月在浙江理工大学植
物科学楼温室进行盆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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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实验方法
２．３．１．实验设计
２０１７年４月待半夏叶片展开选取长势良好、三叶叶型的半夏移栽于盛有
充分混匀的介质（田园土：沙子＝３：１）的红色塑料桶中，每盆１０棵，待移栽
半夏植株生长恢复后，进行干旱处理，通过称重法来进行控制土壤含水量。干
旱处理设置３个供水水平：适宜水分、中度干旱和严重干旱分别是土壤最大持
水量的７０％（ＣＫ），５０％（ＭＤ），３０％（ＳＤ），每个处理重复８盆，每盆保留１０
株苗。土壤最大含水量为２５．４７％。实验用盆高２８．３２ｃｍ，直径为３１．９２ｃｍ。
２．３．２半夏生长指标的测定
每天１ ８：００用电子秤称重控制土壤含水量，记录数据并加水，使各处理保
持在设定的土壤含水量，选择半夏中间的叶子，测定半夏株高、叶长、叶宽［８９］。
２．３．３半夏叶片膜损伤与抗氧化系统生理指标的测定
每隔７天于早上９：００，选取长势良好的叶片，进行生理指标的测定，连
续测定五次。

２．３．３．１超氧化物歧化酶（ＳＯＤ）活性测定
取半夏叶片Ｏ．５９于研钵中，加入液氮进行研磨，添加ＳＯＤ提取介质
（０．０５ｍｏｌ／Ｌ磷酸盐缓冲溶液（ｐＨ７．８）内含ｌ％聚乙烯吡咯烷酮ＰＶＰ），４℃下
１２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１０ｍｉｎ，即为ＳＯＤ粗提液。取透明试管，依次０。０５ｍｏｌ／Ｌ磷酸
盐缓冲溶液（ＰＢＳ）（ｐＨ７．８）１．５ｍＬ＋０．１３ｍｏｌ／Ｌ甲硫氨酸Ｍｅｔ溶液Ｏ．３

ｍＬ＋

７５０９ｍｏｌ／Ｌ氮蓝四唑ＮＢＴ０．３ ｍＬ＋１００９ｍｏｌ／Ｌ乙二胺四乙酸二钠ＥＤＴＡ－Ｎａ２０．３
ｍＬ＋０．１

ｍＬ粗酶液＋０．５ｍＬ蒸馏水，最后加入Ｏ．３

ｍＬ ２０９ｍｏｌ／Ｌ核黄素溶液。设

置光下对照和暗中对照，以暗中对照调零，在５６０ｎｍ出测定吸光度。
２．３．３．２过氧化氢酶（ＣＡＴ）活性测定
酶提取液同ＳＯＤ。反应体系ｐＨ ７．０
１．７ｍＬ，最后加入０．２ｍＬ

０．２

Ｔｒｉｓ。ＨＣＩ １

ｍＬ，粗酶液０．１ ｍＬ，蒸馏水

ｍｏｌ／Ｌ的Ｈ２０２（０．０５ｍｏｌ／Ｌ磷酸盐缓冲溶液（ｐＨ７．０）

溶解）。蒸馏水调零，２４０ｎｍ处每隔３０ｓ记录一次，连续记录６次。
２．３．３．２过氧化物酶（ＰＯＤ）活性测定
酶提取液同ＳＯＤ。反应体系Ｏ．０５ｍｏｌ／Ｌ为Ｔｒｉｓ。ＨＣＩ（ｐＨ ７．Ｏ）１ ｍＬ，粗酶
液Ｏ．１ ｍＬ，加入３ｍＬ的反应液（０．１ｍｏｌ／Ｌ磷酸盐缓冲溶液（ｐＨ６．Ｏ），每５０ 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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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愈创木酚２８此，３０％Ｈ２０２ １９Ｉ皿），０．１ｍｏｌ／Ｌ磷酸盐缓冲溶液（ｐＨ６．０）调零，
在４７０ｎｍ处每隔３０ｓ记录一次，连续记录６次。
２．３．３．２丙二醛（ＭＤＡ）含量测定
取０．５９半夏叶片放在研钵中，液氮研磨，加入２ｍＬ ０．０５ｍｏｌ／Ｌ磷酸盐缓冲
溶液（ｐＨ７．８），然后再加入３

ｍＬ

０．０５ｍｏｌ／Ｌ磷酸盐缓冲溶液（ｐＨ７．８）冲洗研

钵，将提取液收集至试管中，加入５

ｍＬ

Ｏ．５％硫代巴比妥酸ＴＢＡ（５％三氯乙

酸溶解），沸水浴１０ｍｉｎ，１２０００ｒ／ｍｍ离心１５ｍｉｎ，取上清并测定其体积。以
０．５％ＴＢＡ溶液为空白测４５０ｎｍ、５３２ｎｍ、６００ｒｉｍ和处的吸光度。
２．４结果
２．４．１干旱胁迫对半夏生长指标的影响
干旱胁迫对于植物体的形态结构有着重要的影响［９３］。由表２．１可知，对照
组半夏植株长势好，半夏株高、叶长、叶宽均高于其他两个处理组，重度干旱
处理下的半夏植株长势不好，半夏地上部分表现出“株矮叶宽窄”。与对照相
比，中度干旱和重度干旱胁迫下的半夏株高、叶长、叶宽较低。在适宜水分和
中度干旱处理下，半夏的株高，叶宽在第３５ｄ达到了显著性差异（ｐ＜及０５）。
中度干旱条件下的半夏株高、叶宽较对照组降低了２３．５４％，１８．４７％，叶长在
２８ｄ达到了显著性差异（ｐ＜Ｄ．０５），降低了１３．８％；重度干旱与适宜水分除了在
第７ｄｄ，其他时间都达到了显著性差异（ｐ＜Ｄ．０５），在第２１ｄ，重度干旱处理下
较对照组半夏株高、叶长、叶宽分别减少３．４０ｃｍ，２．０３ｃｍ，Ｏ．９３ｃｍ。
表２．１干旱胁迫下半夏株高、叶长、叶宽
Ｔａｂｌｅ ２．１ Ｔｈｅ ｈｅｉｇｈｔ，ｌｅａｆ ｌｅｎｇｔｈ，ｌｅａｆｗｉｄｔｈ ｏｆＰｉｎｅｌｌｉａ Ｔｅｒｎａｔａ ｕｎｄｅｒ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ｓｔｒ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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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２干旱胁迫对半夏叶片超氧化物歧化酶（ＳＯＤ）活性的影响
ＳＯＤ是活性氧清除系统中的酶，可以催化超氧化物的歧化反应［９４］。如表
２．２所示，在第７ｄ，随着水分的缺失，半夏叶片ＳＯＤ活性逐渐增加，重度干
旱胁迫下活性最高，说明ＳＯＤ能快速的激活并清除活性氧。但是随着干早处理
时间的延长，表现出ＭＤ＞ＣＫ＞ＳＤ，说明重度干旱胁迫下抑制了半夏叶片ＳＯＤ
活性的提高。对照和两个处理条件下的半夏叶片ＳＯＤ活性均在第２８ｄ达到最
大值，总体趋势是中度干旱胁迫下半夏叶片ＳＯＤ活性最高，重度干旱胁迫下
半夏叶片ＳＯＤ活性最低。
表２．２干旱胁迫下半夏叶片超氧化物歧化酶ＳＯＤ活性
Ｔａｂｌｅ ２．２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ｉｌ

ＳＯ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ａｖｅｓ ｏｆＰｉｎｅｌｌｉａ Ｔｅｒｎａｔａ

２．４．３干旱胁迫对半夏叶片过氧化物酶（ＰＯＤ）活性的影响
过氧化物酶ＰＯＤ能够清除活性氧［９５１。由表２．３得知，在第７ｄ，重度干旱
胁迫下半夏叶片ＰＯＤ活性最高，重度干旱在后期过程中抑制了半夏叶片ＰＯＤ
活性。相较于对照组，中度干旱胁迫下半夏叶片ＰＯＤ的活性较高，有利于对活
性氧的清除。
表２．３干旱胁迫下半夏叶片过氧化物酶（ＰＯＤ）活性
Ｔａｂｌｅ ２．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ｉｌ

ＰＯ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ａｖｅｓ ｏｆ Ｐｉｎｅｌｌｉａ Ｔｅｒｎａｔａ

２．４．４干旱胁迫对半夏叶片过氧化氢酶（ＣＡＴ）活性的影响
过氧化氢酶ＣＡＴ其功能与ＰＯＤ相似，是催化细胞内过氧化氢的分解，从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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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使细胞免于遭受过氧化氢的毒害，是一个光失活酶［９６】。由表２．４可知，三个
处理下的半夏叶片ＣＡＴ活性总体趋势是先降后升。在本试验中，重度干旱水平
下半夏叶片ＣＡＴ活性在第７ｄ高于对照和中度干旱，后期处理下半夏叶片ＣＡＴ
活性低于对照组和中度干旱活性。除了第７ｄ，中度干旱条件下的半夏叶片ＣＡＴ
的活性最高，与对照组和重度干旱处理组存在显著性的差异（ｐ＜Ｄ．０５）。
表２．４干旱胁迫下半夏叶片过氧化物酶（ＣＡＴ）活性
Ｔａｂｌｅ ２．４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ｉｌ

ＣＡＴ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ａｖｅｓ ｏｆＰｉｎｅｌｌｉａ Ｔｅｒｎａｔａ

２．４．５干旱胁迫对半夏叶片丙二醛（ＭＤＡ）含量的影响
丙二醛（ＭＤＡ）是膜脂过氧化的终产物，其含量可用来反映植物在逆境下膜
损伤程度［９７１。如表２．５所示，在水分处理初期（７ｄ），重度干旱胁迫下膜损伤
严重，

半夏叶片ＭＤＡ含量最高，与对照组和中度干旱的差异达到显著水平

（ｐ＜Ｄ．０５）。处理７－２１ｄ半夏叶片ＭＤＡ含量呈现下降趋势，其后在１４．３５ｄ
内，干旱处理促进半夏叶片ＭＤＡ含量增加，重度干旱下半夏叶片ＭＤＡ含量
最高。在处理第３５ｄ时，重度干旱胁迫下半夏叶片丙二醛含量最高，表明重度
干旱造成半夏叶片细胞膜损伤严重。
表２．５干旱胁迫下半夏叶片丙二醛（ＭＤＡ）含量
Ｔａｂｌｅ ２．５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ＭＤＡ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ａｖｅｓ ｏｆＰｉｎｅｌｌｉａ Ｔｅｒｎａｔａ ｕｎｄｅｒ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ｓｔｒ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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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讨论
半夏叶长、叶宽和株高的总体趋势是适宜水分＞中度干旱＞重度干旱，可能
是干旱胁迫抑制半夏根系生长，阻碍半夏根系对养分和矿物质吸收以及向半夏
叶片的运输，半夏地上部分表现出“株矮叶窄”。对照组土壤水分含量高有利
于半夏植株生长发育。
干旱胁迫能够诱导植物体内活性氧的产生，造成膜损伤。本试验结果表明，
在７－２１ｄ，中度干旱提高了半夏叶片ＳＯＤ和ＰＯＤ活性，半夏叶片ＣＡＴ活性
在１４ｄ后开始逐步增加，ＭＤＡ的含量降低，ＳＯＤ和ＰＯＤ反应敏感，ＣＡＴ在
后期也参与清除活性氧。重度干旱胁迫条件下，处理初期（７ｄ），半夏叶片ＳＯＤ、
ＰＯＤ和ＣＡＴ活性均高于对照和中度干旱，说明半夏叶片的保护酶系统对干旱
胁迫积累的活性氧进行清除，但是后期半夏叶片抗氧化酶活性低于对照和中度
干旱，可能是干旱胁迫诱导蛋白酶等一系列水解酶活性的增加，降低了酶活性，
因此重度干旱胁迫下半夏叶片ＳＯＤ、ＰＯＤ和ＣＡＴ活性最弱，活性氧含量高，
半夏叶片膜损伤严重，半夏植株生长受到抑制。因此在半夏种植过程中，做好
灌溉工作，保障半夏正常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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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土壤干旱对半夏叶片光合生理特性的影响
３．１引言
干旱胁迫引起植物净光合速率、蒸腾作用、胞间Ｃ０２浓度的改变，其中，
光合作用作为植物体生长和发育最基本的生理过程，对干旱胁迫的响应非常敏
感，一定程度干旱胁迫可以使叶片光合中心破坏［９８，９９１。叶片光系统ＩＩ（ＰＳ ＩＩ）是
植物能力转化主要部位，在植物体受到逆境胁迫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１００］。干旱胁迫抑制植物体光合作用中的光反应和暗反应，对叶片的光合器官也
有显著的影响，导致光合Ｃ０２同化效率降低，叶绿素荧光变化［１０１］，影响叶片光
合特性［１０２１。目前大量关于逆境胁迫下药用植物光合生理特性的研究，对药用植
物种植栽培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１０３加６］，本实验通过测定干旱胁迫下半夏叶片
光合作用参数及叶绿素荧光参数，探究干旱生境与半夏光合特性的关系，为半
夏优化栽培、选育抗逆品种提供理论依据。
３．２仪器、试剂、与材料

３．２．１仪器
电子天平ＤＥＮＶＥＲ ＴＰ．２１４（＝｜Ｌ京赛多利斯仪器有限公司），ＵＶ－５５００紫外
可见分光光度计（上海元析仪器有限公司），高速冷冻离心机ｅｐｐｅｎｄｏｒｆ
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ｅ

５４２４Ｒ（德国Ｅｐｐｅｎｄｏｒｆ公司），ＫＱ－５００ＤＥ型数控超声波清洗仪器

（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光合测定仪ＧＦＳ．３０００（德国Ｅｆｆｅｌｔｒｉｃｈ公司）。
３．２．２试剂
丙酮购自麦克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３．２．３材料
同第二章２．２．３。
３．３实验验方法
３．３．１．实验设计
材料处理同２．３．１。处理第２８ｄ，早晨９：００．１１：００开始测定半夏叶片的光
合参数和叶绿素荧光参数。
３．３．２实验方法
３．３．２．１半夏叶片光响应曲线的测定
打开ＧＦＳ．３０００光合作用仪，进行自检，等系统稳定后开始进行检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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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完全展开的半夏叶片上进行，调节光合有效辐射从０、５０、
６００、８００、１２００、１６００肛ｍｏｌ ｍ－２ ｓ～，增加到２０００ ｇｍｏｌ ｍ－２

１００、２００、４００、

ｓ～。叶室温度设置

为室温，Ｃ０２浓度设定为空气中Ｃ０２的浓度。测定半夏中间的叶子，每个处理
测定４棵植株。
３．３．２．２半夏叶片叶绿素荧光测定
测定前，需要提前将半夏放置暗室中３０ｒａｉｎ。连接好ＭＩＮＩ．ＰＡＭ便携式荧
光仪，打开开关，待自检完成后，进行调零。开始使用叶绿素荧光仪测定半夏
叶片ＰＳＩＩ光化学能量转化的有效量子产量Ｙ（ＩＩ），电子传递速率（ＥＴＲ），光化学
淬灭（ｑＰ）和非光化学淬灭（ＮＰＱ）。测定的光强从０ ｐｍｏｌ。ＩＴｌ－２‘Ｓ－１一直增强到
１４００ ｐｍｏｌ’ｍ＿２’ｆ１。

３．３．２．３半夏叶片叶绿素含量的测定
取干旱处理２８ｄ半夏正常功能叶片，加２ｍＬ ８０％丙酮进行研磨，将提取液
定容至２５ ｍＬ，每隔３０ｍｉｎ进行振荡，至叶片完全泡白，分别在６６３ｎｍ，６４６ｎｍ
及４７０ｎｍ波长下测定ＯＤ值【１０７］。
３．４结果
３．４．１干旱胁迫对半夏叶片净光合速率的影响
净光合速率Ｐｎ体现出植物光合作用效率和生产力高低的重要指标［１０８１。在
光合有效辐射ＰＡＲ＜２００９ｍｏｌ

ｍ。２ ｓ～，增长较快，在增加到１２００９ｍｏｌ

夏叶片净光合速率逐渐增加变缓。在１２００９ｍｏｌ

ｍ’２

ｉｎ。２

ｓ～，半

ｓ。１光合有效辐射时，对照组

下半夏叶片净光合速率最高，重度干早胁迫下半夏叶片净光合速率最低。此时，
中度干旱和重度干旱分别为３．７８０ｐｍｏｌ

ｍ’２ ｓ。１和１．９８５９ｍｏｉ ｍ。２

ｓ～，同比对照减

少了７７．７１％和７０．４５％，三者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ｐ＜Ｄ．０５）。半夏在低的光合
速率下有利于保持碳平衡，有利于对干早逆境的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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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１干旱处理对半夏叶片净光合速率Ｐ。的影响
Ｆｉｇｕｒｅ ３．１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ｎ

ＰⅡ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ａｖｅｓ ｏｆＰｉｎｅｌｌｉａ ｔｅｒｎａｔａ

３．４．２干旱胁迫对半夏叶片蒸腾速率的影响
植物的蒸腾作用是与其水分状况有着密切关系的重要生理过程，影响植物
的水分状况［１０９１。由图３．２可知，半夏叶片的蒸腾速率随光合有效辐射的增加持
续增加。三种干旱处理下半夏叶片的蒸腾速率有着显著性的差异（ｐ＜０．０５），
整体趋势为ＣＫ＞ＭＤ＞ＳＤ。在光合有效辐射为２０００Ｌｔｍｏｌ ｍ‘２Ｓ。１时，中度干旱和
重度干旱下半夏叶片蒸腾速率分别为０．４７２

ｇｍｏｌ ｍ’２ｓｏ和０．２１５ ｇｍｏｌ ｍ。２Ｓ～，同

比对照减少了２５．４％和６６．０３％。蒸腾速率的降低，减少水分的耗散，是半夏应
对干旱缺水逆境的重要生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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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２干旱处理下半夏叶片蒸腾速率Ｔ，
Ｆｉｇｕｒｅ ３．２ Ｔｒ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ａｖｅｓ ｏｆＰｉｎｅｌｌｉａ ｔｅｒｎａｌａ ｕｎｄｅｒ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万方数据

浙江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土壤干旱对半夏次生代谢物积累及其生长的影响

３．４．３干旱胁迫对半夏叶片胞问Ｃ０２浓度的影响
由图３．３可知，半夏叶片胞间Ｃ０２浓度随光合有效辐射的增加逐渐降低。
在ＰＡＲ＜２００ｐｍｏｌ ｍ之ｓ～，减少速率最大，在光合有效辐射量为２００—１２００ｐｍｏｌ

ｍ。２ｓ～，半夏叶片净光合速率逐渐增加变缓，趋于一条直线。三种干旱处理下半
夏叶片的蒸腾速率有着显著性的差异，整体趋势为ＣＫ＞ＭＤ＞ＳＤ。在光合有效
辐射为２００ｐｍｏｌ ｍ之ｓ‘１时，中度干旱和重度干旱下半夏叶片蒸腾速率分别为
４６９．４５３ ｐｍｏｌ ｍ。２ｓ。１和１ ７５．６７２ ｐｍｏｌ ｍ’２ｓ一，同比对照减少了２６．７４％和７２．５９％，

可能是因为干旱关闭了半夏叶片气孔，同时Ｃ０２被同化，胞间Ｃ０２浓度降低【１１ Ｏ］。
—◆．ＣＫ－－１－－Ｍ０—●ｒ－ＳＤ
１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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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４００

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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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３干旱胁迫对半夏叶片胞间Ｃ０２浓度Ｃｉ的影响
Ｆｉｇｕｒｅ ３．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ｎ

Ｃｉ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ａｖｅｓ ｏｆＰｉｎｅｌｌｉａ ｔｅｒｎａｔａ

３．４．４干旱胁迫对半夏叶片ＰＳ ＩＩ光化学能量转化的有效量子产量的影响
ＰＳＩＩ的最大光化学能量转化有效量子产量反映出是ＰＳＩＩ反应中心光能转
换效率，能够反映出水分胁迫程度和ＰＳＩＩ发生光抑制的程度［ｉ１１］。由图３．４可
知，随着光合有效辐射的增加，半夏叶片ＰＳⅡ光化学能量转化的有效量子产量
Ｙ（ＩＩ）在持续降低。三种水分条件下半夏叶片ＰＳ ＩＩ光化学能量转化的有效量子

产量Ｙ（ＩＩ）有着显著性的差异，整体趋势为ＣＫ＞ＭＤ＞ＳＤ。在光合有效辐射为
２００Ｌｔｍｏｌ ｍ‘２ｓ。时，中度干旱和重度干旱下半夏叶片ＰＳ ＩＩ光化学能量转化的有

效量子产量Ｙ（ＩＩ）分别为０．３ １ ９ Ｉ．ｔｍｏｌ ｍ。２ｓ。１和０．２３５Ｉ－ｔｍｏｌ ｍ‘２ｓ‘。，同比对照减少了
１８．６２％和４０．０５％。说明干旱胁迫抑制半夏叶片对光能的转化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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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４干旱胁迫下半夏叶片ＰＳⅡ光化学能量转化的有效量子产量Ｙ（１Ｉ）
Ｆｉｇｕｒｅ ３．４ Ｙ（ＩＩ）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ａｖｅｓ ｏｆＰｉｎｅｌｌｉａ ｔｅｒｎａｔａ ｕｎｄｅｒ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３．４．５干旱胁迫对半夏叶片光化学淬灭系数的影响
光化学淬灭反映了ＰＳＩＩ原初电子受体ＱＡ的还原状态，它由ＱＡ重新氧化形
成［１１２１。由图３．５可知，半夏叶片光化学淬灭系数（ｑＰ）随着光合有效辐射的增加
持续降低。三种干旱处理下半夏叶片光化学淬灭系数（ｑＰ）有着差异，整体趋势
为ＣＫ＞ＭＤ＞ＳＤ。在光合有效辐射为２００９ｍｏｌ ｍ之ｓ。时，中度干旱和重度干旱下

半夏叶片光化学淬灭系数（ｑＰ）分别为０．４３２

ｇｍｏｌ ｍ’２ＳＪ和０．３６１ｐｍｏｌ ｍ。２ｓ～，同比

对照减少了１９．７０％币Ｈ ３２．９０％。说明干旱胁迫抑制了半夏叶片ＰＳ ＩＩ原初电子受

体ＱＡ的还原性，降低光合电子传递速率，不利于干物质积累。
—▲一ＣＫ—■一ＭＤ—●一Ｓ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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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５干旱胁迫下半夏叶片光化学淬灭系数（ｑＰ）
Ｆｉｇｕｒｅ ３．５ ｑＰ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ａｖｅｓ ｏｆＰｉｎｅｌｌｉａ ｔｅｒｎａｔａ ｕｎｄｅｒ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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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６干旱胁迫对半夏叶片非光化学淬灭系数的影响
非光化学淬灭反映的是ＰＳ ＩＩ天线色素吸收的光能以热的形式耗散掉的光

能部分，保护光合结榭１１３，１１ ４１。由图３．６可知，随着光合有效辐射的增加，半夏
叶片非光化学淬灭系数ｆｆ，ｍＱ）整体趋势是先降低再增加，后期增加速度降低，
趋于平缓。三种干旱处理下半夏叶片光化学淬灭系数（ｑＰ）有着差异，整体趋势
为ＭＤ＞ＣＫ＞ＳＤ。在光合有效辐射为２００９ｍｏｌ ｍ。２ｓ。时，ＮＰＱ最低。在光合有效

辐射量为２００．６００９ｍｏｌ ｍ‘２ｓ～，半夏叶片ＮＰＱ增加速率最快。光合有效辐射量
从６００ｐｍｏｌ ｍ之ｓＪ以后逐渐变缓。在１３２２ｐｍｏｌ ｍ之ｓＪ达到最大值，相对于中度干

旱，对照与重度干旱处理降低了１４．２９％和７５．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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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６干旱处理下半夏叶片非光化学淬灭系数（ＸＰＱ）
Ｆｉｇｕｒｅ ３．６ ＮＰＱ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ａｖｅｓ ｏｆＰｉｎｅｌｌｉａ ｔｅｒｎａｔａ ｕｎｄｅｒ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３．４．７干旱胁迫对半夏叶片表观电子传递速率的影响
表观光合电子传递速率（ＥＴＲ）对干旱胁迫的反应敏感，可作为评价抗旱性
指标［１”］。随着光合有效辐射的增加，半夏叶片表观电子传递速率ＥＴＲ整体趋
势是先增加再降低，后期缓慢降低。三种干旱处理下半夏叶片表观电子传递速
率ＥＴＲ有着差异，整体趋势为ＣＫ＞ＭＤ＞ＳＤ。在光合有效辐射４４４ｐｍｏｌ ｍ１２Ｓ一１，

半夏叶片表观电子传递速率ＥＴＲ达到最大值。中度干旱和重度干旱半夏叶片
ＥＴＲ分别为１ ８．６９ｍｏｌ ｍ一２ｓ’１和１２．３０ｐｍｏｌ ｍ。２ｓ～，同比对照减少了３０．４２％和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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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７干旱处理下半夏叶片表观电子传递速率ＥＴＲ
Ｆｉｇｕｒｅ

３．７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ｎ

ＥＴＲ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ａｖｅｓ

ｏｆ Ｐｉｎｅｌｌｉａ ｔｅｒｎａｔａ

３．４．８干旱胁迫对半夏叶片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叶绿素是截获光能的主要色素，其含量对光合作用产生直接影响［１１ ６１。干旱
降低了半夏叶片叶绿素ａ、叶绿素ｂ、叶绿素总量和类胡萝卜素含量。相较于对
照，中度干早和重度干旱下半夏叶片叶绿素ａ的含量较低，分别降低了１

５．２４％

和５３．３８，三种干旱处理下存在显著性差异（ｐ＜Ｄ．０５）；叶绿素ｂ分别降低了
２０．４５％币Ｈ ６２．８６％；总叶绿素含量分别降低了１６．２７％禾Ｗ ５２．６３％；类胡萝卜素分

别降低了３３．５８％和３３．５８％。相较于对照，重度干旱和中度干旱降低了半夏叶
片叶绿素ａ、叶绿素ｂ、叶绿素总量和类胡萝卜素的含量，抑制了半夏叶片的光
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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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讨论
叶绿素含量的变化是植物光合生理变化的一个重要指标［１１ ７１。本实验研究表
明，干旱胁迫降低了半夏叶片叶绿素含量，这可能是水分相对充足，有利于叶
绿素的合成。干旱胁迫下类胡萝卜素的降低是为了清除叶绿体中活性氧，防止
膜脂氧化［１１ ８］。随着干旱胁迫程度的增加，半夏叶片蒸腾速率（Ｔｒ）和胞间Ｃ０２
浓度（Ｃ，）同时降低，净光合速率下降，这表明干旱胁迫通过关闭气孔抑制了
半夏叶片净光合速率［１１ ９１。干旱胁迫下半夏叶片ＥＴＲ和Ｙ（ＩＩ）随着水分的减少逐
渐降低，可能是适宜水分能提高半夏叶片ＰＳ ＩＩ反应中心的开放程度，增强了电
子传递活性，半夏叶片表现出较高的ＥＴＲ和Ｙ（ＩＩ）水平，较高的Ｙ（ＩＩ）有利于
提高光能的转化效率，可以间接促进碳同化作用的增强和有机物的积累［１２０，１２１］。
随着干早胁迫的增加，半夏叶片光化学淬灭系数（ｑＰ）同样逐渐降低，说明ＰＳ
ＩＩ反应中心的受体ＱＡ的还原性逐渐减弱，说明其开放程度逐渐降低，而开放的
ＰＳ

ＩＩ反应中心能进行稳定的电荷分离，参与电子传递。半夏叶片ＮＰＱ的增加会

导致用于光合作用的光能减少，影响光合磷酸化［１２２］。在本实验中，中度干旱胁
迫下半夏叶片ＮＰＱ最高，说明天线色素捕获的光能用于光化学反应的份额减
少，影响了光合磷酸化。适宜水分下半夏叶片Ｎ－ＰＱ高于重度干旱，可能是重度
干旱胁迫下叶绿素含量低，捕获光能较少，因而热耗散能量较低，而适宜水分
条件下适宜半夏叶片叶绿素合成，捕获光能，散热少，有助于对光反应的进行，
促进有机物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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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土壤干旱对半夏氮代谢及总生物碱含量的影响
４．１引言
在我国西部地区，干旱是半夏生产中的主要逆境因子之一，影响半夏各项生
理指标［１２３］及次生代谢物的积累，严重干旱致使半夏倒苗，降低半夏的产量和生
物量［１２４］。此外，干旱胁迫对半夏中的药用成分的积累也产生了显著影响，同时

也调控植物的氮代谢及ＰＡＬ酶活性和尉三基因的表达有着重要的影响。氮代谢在
无机氮转化和有机氮化合物相互转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植物体内各种氨
基酸和次生代谢底物的积累有着明显的影响。半夏生物碱是主要药用成分之一，
干旱对半夏生物碱积累的调控有着紧密的联系。研究不同程度土壤干旱对半夏总

生物碱含量与氮代谢关键酶活性的关系，以期从氮代谢及ＰＡＬ酶活性和脚三基因
的表达方面探讨干旱对半夏总生物碱的调控机制，并了解半夏生物碱的合成与积
累的机理，为获得高生物碱半夏提供参考。
４．２仪器、试剂与材料
４．２．１仪器
电子天平ＤＥＮＶＥＲ ＴＰ．２１４（＝ｉｇ京赛多利斯仪器有限公司），高速冷冻离心

机ｅｐｐｅｎｄｏｒｆ

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ｅ ５４２４Ｒ（德国Ｅｐｐｅｎｄｏｒｆ公司），

ＵＶ－５５００紫外可见分

光光度计（上海元析仪器有限公司），荧光定量ＰＣＲ仪（ＱｕａｎｔＳｔｕｄｉｏ ６
美国ＡＢＩ公司），移液器Ｅｐｐｅｎｄｏｒｆ

Ｆｌｅｘ，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ｌｕｓ（德国Ｅｐｐｅｎｄｏｒｆ公司），

ＫＱ．５００ＤＥ型数控超声波清洗仪器（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
４．２．２试剂
磷酸二氢钠，磷酸氢二钠，硝酸钾，磺胺，０１．萘胺，亚硝酸钠，半胱氨酸，
三羟甲基氨基甲烷，浓盐酸，２，４．二硝基苯肼，氢氧化钠，丙酮酸，ＤＬ．天冬
氨酸，仪．酮戊二酸，ＤＬ．丙氨酸，Ｌ．谷氨酸，七水硫酸镁，二硫苏糖醇，蔗糖，
乙二醇双（２。氨基乙醚）四乙酸，谷氨酸钠，盐酸羟胺，三氯乙酸，氯化铁，
氯仿，氨水，柠檬酸－柠檬酸钠缓冲液（ｐＨ５．４），溴麝香草酚蓝购自购自麦克林
生物试剂公司。ＲＮＡ提取试剂砌叮Ａｉｓｏ例Ｐｌｕｓ、荧光定量模板ｃＤＮＡ合成试剂
盒ＰｒｉｍｅＳｃｒｉｐｆｆＭ ＲＴ
剂盒ＰｒｉｍｅＳｃｒｉｐｔ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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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３材料
同第一章２．２．３。

４．３实验方法
４．３．１氮代谢关键酶和苯丙氨酸解氨酶活性的测定
硝酸还原酶（ＮＲ，ｎｉｔｒａｔｅ ｒｅｄｕｃｔａｓｅ）活性离体法，以每ｌｍｇ蛋白质在１ｈ
内还原ＫＮ０３所形成的Ｎ０２一质量（肛ｇ）表示［９１１。谷氨酸合成酶（ＧＯＧＡＴ，
ｇｌｕｔａｍａｔｅ

ｓｙｎｔｈａｓｅ）活性的测定参照赵全志的方法［１２ｓ］。谷氨酰胺合成酶（ＧＳ，

ｇｌｕｔａｍｉｎｅ ｓｙｎｔｈｅｔａｓｅ）活性测定参照汤章城的方法【１２６】。苯丙氨酸解氨酶（ＰＡＬ，
ｐｈｅｎｙｌａｌａｎｉｎｅ

ａｍｍｏｎｉａ·ｌｙａｓｅ）活性测定方法参照孙健玲的方法［１２７１。谷草转氨酶

（ＧＯＴ，ｇｌｕｔａｍｉｃ ｏｘａｌｏａｃｅｔｉｃ

ｔｒａｎｓａｍｉｎａｓｅ）和谷丙转氨酶（ＧＰＴ，ｇｌｕｔａｍｉｃ ｐｙｒｕｖｉｃ

ｔｒａｎｓａｍｉｎａｓｅ）活性测定方法参照刘萍等的方法［１２８］。
４．３．２半夏叶片ＰＡＬ基因表达的测定
４．３．２．１半夏叶片总ＲＮＡ提取
按照多糖多酚植物总ＲＮＡ提取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半夏叶片总ＲＮＡ
的提取具体步骤如下：研钵进行干热灭菌，１８０。Ｃ，３ｈ。称量ｌＯＯｍｇ半夏叶片
置于研钵中，加入液氮进行研磨，再加５００９ＬＳＬ裂解液，涡旋剧烈震荡混匀。
１２０００ｒｐｍ离心２ｍｉｎ。取上清于过滤柱ＣＳ，１２０００ｒｐｍ离心２ｍｉｎ。取滤液至新
的１．５ｍＬ无ＲＮＡ酶的离心管中，加入１６０９Ｌ无水乙醇，混匀，转入吸附柱ＣＲ３
中，离心，去除废液。向吸附柱ＣＲ３中加入３５０９Ｌ蛋白液ＲＷｌ，离心，去除

废液。重新加入３５０此蛋白液ＲＷｌ，１２０００ｒｐｍ离心１５ｓ。向吸附柱ＣＲ３中加
入５００ｐＬ漂洗液ＲＷ，１２０００ｒｐｍ离心１５ｓ，倒掉废液，重复一次，１２０００ｒｐｍ离
心２ｍｉｎ。将吸附柱ＣＲ３放入一个新的１．５ｍＬ无ＲＮＡ酶离心管中，向吸附膜悬

空滴加５０止无ＲＮＡ酶ｄｄＨ２０，室温静置２ｍｉｎ，离心ｌｍｉｎ，得到ＲＮＡ溶液。
使用ＮＡＮＯＤＲＯＰ对每份ＲＮＡ样品进行浓度和质量检测，记录浓度，选择高
质量ＲＮＡ进行实时荧光定量测定。
４．３．２．２反转录获得ｅＤＮＡ
１）去除基因组ＤＮＡ反应

取无ＲＮＡ酶离心管，ｌｇｇ

Ｔｏｔａｌ ＲＮＡ，２９Ｌ ５ｘｇＤＮＡ Ｅｒａｓｅｒ Ｂｕｆｆｅｒ，ｌｇＬ

ｇＤＮＡ Ｅｒａｓｅｒ，最后添加ＲＮａｓｅ Ｆｒｅ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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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反转录反应
取１０９Ｌ步骤１的反应液，１¨Ｌ

Ｐｒｉｍｅ Ｓｃｒｉｐｔ ＲＴ Ｅｎｚｙｍｅ Ｍｉｘ Ｉ，１肛Ｌ

ＲＴ

Ｐｒｉｍｅｒ Ｍｉｘ，４９Ｌ Ｐｒｉｍｅ Ｓｃｒｉｐｔ Ｂｕｆｆｅｒ ＩＩ（ｆｏｒ Ｒｅａｌ Ｔｉｍｅ），４ｐＬ无ＲＩｇＡ酶ｄｄＨ２０。

３１步骤２中反应液３７。Ｃ孵育１５ ｍｉｎ后８５。Ｃ处理５ｓ，４℃冷却；
４１合成的ｃＤＮＡ于一２０。Ｃ或更低温度保存备用。
表４．１实时定量ＰＣＲ分析所用的引物
Ｔａｂｌｅ ４．１ Ｐｒｉｍｅｒｓ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Ｔ－ｑＰＣ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３．２．３

ＲＴ－ｑＰＣＲ引物设计

分别以半夏代谢关键酶基因以三Ｊ、ＰＡＬ２、ＰＡＬ３、ＰＡＬ４、ＰＡＬ５、ＰＡＬ６
编码基因序列为模板设计实时定量ＰＣＲ引物，用于这些基因表达水平的检测，
以ＧＡＰＤＨ基因设计引物ＦＧ（５’．ＴＧＣＴＧＧＧＡＡＴＧＡＴＧＴＴＧＡＡＴＧ．３’）和ＲＧ
（５’．ＴＴＧＧＣＡＴＴＧＴＴＧＡＧＧＧＴＴＴＧ．３’）作为内参。引物序列见表４．１。
４。３．２．４实时定量ＰＣＲ
以４．３．２．４中得到的ｃＤＮＡ为模板，按表４．２冰上配制反应体系：
表４．２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反应体系
Ｔａｂｌｅ ４．２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ｍｉｘｔｕｒｅ ｏｆ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ａｂｔｉｍｅ ＰＣ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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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定量ＰＣＲ反应条件如下：
第一步，９４。Ｃ ３０ｓ；第二步，９４。Ｃ

２０ｓ，５５。Ｃ

２０ｓ，７２。Ｃ

２０ｓ。４５个循环。

熔解曲线条件设置为６５。Ｃ～９５℃５ｓ。采用比较Ｃｔ值法（２。厶△ＣＴ）进行计算结果。
４．３．３半夏块茎总生物碱的测定
绘制标准曲线：以盐酸麻黄碱为对照品，绘制作标准曲线方程Ｙ＝Ｏ．００７５Ｘ
＋０．０２５２

ａ誓＝０．９９２４），横坐标（Ｘ）为盐酸麻黄碱浓度（ｇｇ／ｍＬ），纵坐标（Ⅵ为吸

光度。
样品制备：称取半夏块茎粉末０．５９，放置三角瓶中，再加１０ ｍＬ氯仿，０．５
ｍＬ浓氨水，冷浸３ｈ，超声１ｈ，过滤提取液。滤液旋蒸至干，再用氯仿溶解并
定容于１０ ｍＬ量瓶中。将溶液转移至２５ ｍＬ分液漏斗中，依次加入１０ ｍＬ柠
檬酸．柠檬酸钠缓冲液（ｐＨ５．４）和１

ｍＬ

０．０５％溴麝香草酚蓝溶液，充分振摇１

ｍｉｎ，静置萃取１ｈ，分取氯仿层，作为供试液［１２９］。

’

４．４结果
４．４．１干旱胁迫对半夏叶片中硝酸还原酶活性的影响
硝酸还原酶作为氮代谢途径中的第一个酶，主要是催化Ｎ０３一向ＮＨ４＋转化
［１３０］［１３１］。由图４．１可知，半夏叶片中的硝酸还原酶ＮＲ活性先升高，后降低，在
第２８ｄ达到最大含量，中度干旱条件下，ＮＲ活性最高。在第７ｄ、１４ｄ、２１ｄ和
３５ｄ，相较于对照处理，ＭＤ处理下硝酸还原酶的活性分别增加了２２．８１％、
２０．４７％、４２．０５％，Ｈ ７８．６７％，ＳＤ处理ＮＲ活性分别降低了８６．３８％、１１７．１９％、

２４８．８２％和２８７．４２％。在第１４ｄ，ＣＫ、ＭＤ和ＳＤ处理没有显著性差异；在第２１ｄ、
２８ｄ和３５ｄ，ＣＫ、ＭＤ和ＳＤ处理差异性达到了显著水平（ｐ＜Ｏ．０５）。在处理的
第２８ｄ，与对照比较，在三个处理中，ＭＤ处理硝酸还原酶的活性增加了７３．５４％，
ＳＤ处理ＮＲ活性降低了４４１．９６％，ＣＫ和ＭＤ、ＳＤ处理与对照达到显著性差异
（尸＜０．０５）。硝酸还原酶在中度干旱的条件下，活性最大，重度干旱处理会降
低半夏叶片ＮＲ活性。由此说明，适度的干早，半夏叶片ＮＲ酶活性的提高，
有利于所催化的Ｎ０３一同化为ＮＨ４＋，有利于氮的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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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１干旱胁迫对半夏叶片硝酸还原酶活力的影响
Ｆｉｇｕｒｅ ４．１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ｎ

ＮＲ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ａｖｅｓ ｏｆ Ｐｉｎｅｌｌｉａ Ｔｅｒｎａｔａ

４．４．２干旱胁迫对半夏叶片中谷氨酰胺合成酶活性的影响
谷氨酰胺合成酶（ＧＳ）是谷氨酰胺合成酶（ＧＳ）／谷氨酸合成酶（ＧＯＧＡＴ）
循环途径的第一个酶，催化氨基与谷氨酸结合，生成谷氨酰胺，ＧＳ的活性与氨
的代谢速度密切相关［１３２１。由图４．２可知，ＧＳ活性总体趋势呈线增加后减少的
趋势，在第２８ｄ达到最大。相较于对照处理，重度干旱下半夏叶片ＧＳ酶的活
性降低，而在中度干旱处理下ＧＳ酶的活性保持较高水平。在第１４ｄ，ＣＫ和
ＭＤ、ＳＤ处理没有显著性差异，而ＭＤ和ＳＤ处理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
ＭＤ处理的ＧＳ活性高于ＣＫ和ＳＤ处理的活性。在处理的第２８ｄ，相较于对照，
重度干旱处理下ＧＳ活性降低了２０．０１％，中度干旱增加了５．８９％。ＧＳ活性表现
为ＭＤ＞ＣＫ＞ＳＤ，较高的ＧＳ活性加快了ＮＨ４＋的同化，为氨基酸合成提供氨
基，为次生代谢物提供了前体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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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２干旱胁迫对半夏叶片谷氨酰胺合成酶活力的影响
Ｆｉｇｕｒｅ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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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３干旱胁迫对半夏叶片中谷氨酸合成酶活性的影响
ＧＯＧＡＴ是氮素同化过程中的关键酶，催化谷氨酰胺的氨基转移到０【一酮戊
二酸上，促进无机氮转化为有机氮［１３ ３１。由图４．３可知，总体趋势上，ＧＯＧＡＴ
活性的变化呈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中度干旱处理组ＧＯＧＡＴ活性始终高于对
照处理，而重度干旱则小于对照组。在处理２８ｄ，ＧＯＧＡＴ活性最大，相较于
ＣＫ处理，ＳＤ降低了４０．９０％，ＭＤ处理增加了６．８１％，ＳＤ与其他处理存在显
著性差异◇＜０．０５），ＣＫ和ＭＤ处理没有显著性差异。中度干旱处理下半夏叶片
ＧＯＧＡＴ活性最高。在中度干旱条件下，半夏体内的ＧＯＧＡＴ活性最高，有利于
半夏ＮＨ４＋的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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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３干旱胁迫对半夏叶片谷氨酸合成酶活力的影响
Ｆｉｇｕｒｅ ４．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ｎ

ＧＯＧＡＴ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ａｖｅｓ ｏｆＰｉｎｅｌｌｉａ Ｔｅｒｎａｔａ

４．４．４干旱胁迫对半夏叶片中谷草转氨酶活性的影响
ＧＯＴ能促进天冬氨酸合成，还能将多种氨基酸上的氨基转移到草酰乙酸或
ｃ【．酮戊二酸上［１ ３４１。由图４．４可知，总体趋势上，ＧＯＴ活性的变化呈先升高后降
低的趋势，中度干旱处理组ＧＯＴ活性始终高于对照处理，而重度干旱则小于对
照组。在第７ｄ、１４ｄ、２１ｄ和３５ｄ，相较于对照处理，ＭＤ处理下ＧＯＴ的活性
分别增加了８９．９６％、６．７５％、２０．３０％币Ｈ Ｏ．４６％，ＳＤ处理ＧＯＴ活性分别降低了
１８．５７％、３．０３％、１７．９２％和６．７６％。在第７ｄ，ＧＯＴ活性最小；在处理２８ｄ，ＧＯＴ
活性最大，相较于ＣＫ处理，ＳＤ降低了２７．４５％，ＭＤ处理增加了１０．４２％，ＣＫ

与ＳＤ达到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ＣＫ和ＭＤ处理没有显著性差异。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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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一二－ｏｎ．》 ｋ窃，ｌｏＥ：一曲ｍ；ｌ＾茹ｏ∞＿Ｌｏ
图４．４干旱胁迫对半夏叶片谷草转氨酶活性的影响
Ｆｉｇｕｒｅ ４．４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ＧＯＴ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ａｖｅｓ ｏｆ Ｐｉｎｅｌｌｉａ Ｔｅｒｎａｔａ

Ｏｎ

４．４．５干旱胁迫对半夏叶片中谷丙转氨酶活性的影响
ＧＰＴ能催化谷氨酸和丙酮酸可逆地转化为丙氨酸和Ｃｃ．酮戊二酸［１３ ５１。由图
４．５可知，总体趋势上，ＧＰＴ活性的变化呈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中度干旱处
理组ＧＰＴ活性始终高于对照处理，而重度干旱则小于对照组。在第７ｄ、１４ｄ、
２１ｄ和３５ｄ，相较于对照处理，ＭＤ处理下ＧＯＴ的活性分别增加了４０．８５％、
４９．８９％、２３．００％和１２．８４％，ＳＤ处理ＧＯＴ活性分别降低了２４．２２％、２１．８５％、
１．７６％矛Ｎ １２．１８％。在第２８ｄ，ＧＯＴ活性最大，相较于ＣＫ处理，ＳＤ降低了９．７１％，

ＭＤ处理增加了３．９３％，ＣＫ与其余处理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ＭＤ与ＳＤ达到
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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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５干旱胁迫对半夏叶片谷丙转氨酶活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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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６土壤干旱对半夏叶片苯丙氨酸解氨酶活性的影响
ＰＡＬ在是半夏生物碱合成途径中的重要酶，活性的强弱显示生物碱合成的
强弱［１３６１。总体趋势上看，随着处理时间的延长，半夏叶片ＰＡＬ酶的活性先增
加后降低，在第２８ｄ达到最大。在第７ｄ、１４ｄ、２１ｄ和３５ｄ，相较于对照处理，
ＭＤ处理下半夏叶片ＰＡＬ的活性分别增加了１８．１２％、３４．６２％、８．７５％和８０．９１％，

ＳＤ处理ＧＯＴ活性分别降低了１９．９２％、２．７３％、１０．１０％和１８．９４％。ＣＫ和ＭＤ
处理之间差异不显著。在处理２８ｄ，半夏叶片ＰＡＬ活性最大，相较于ＣＫ处理，
ＳＤ降低了８．３５％，ＭＤ处理增加了８０．９１％，ＭＤ与其他处理存在显著性差异
◇＜０．０５），ＣＫ和ＳＤ处理没有显著性差异。由图可知，在中度干旱条件下，半
夏ＰＡＬ酶活性较高，促进半夏块茎总生物碱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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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６干旱胁迫对半夏叶片苯丙氨酸解氨酶活力的影响
Ｆｉｇｕｒｅ ４．６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ｌｌ

Ｐ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ａｖｅｓ ｏｆＰｉｎｅｌｌｉａ Ｔｅｒｎ口ｌａ

４．４．７土壤干旱对半夏叶片ＰＡＬ基因表达的影响

由图４．７可知，半夏叶片脚三｜『基因表达量在三种处理下的变化趋势是一样
的，都是先降低后增加，再降低。在第７ｄ，中度干旱胁迫下剧三，基因相对表
达最大，是对照组的７４．８３倍，重度干旱时对照组的０．７０倍。在第２８ｄ，重度

干旱胁迫下剧三Ｊ基因的表达量最高，是对照组的３４．０４倍。第７到２１ｄ，ＰＡＬ２
基因表达量在中度干旱胁迫下表达量最高，重度干旱与对照组差异逐渐增加，
从０．４４倍增加到３．９９倍。在第２８ｄ，重度干旱胁迫下ＰＡＬ２基因表达量最大，
对照组最低。ＰＡＬ３基因的表达量在三种干旱胁迫处理下的变化趋势不一致，对

万方数据

土壤干旱对半夏次生代谢物积累及其生长的影响

浙江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照组中，ＰＡＬ３基因的表达量先增加后降低，在第２１ｄ达到最大，是中度干旱和
重度干旱处理组的４８．７８倍和３．６０倍：中度干旱胁迫下ＰＡＬ３基因表达量先增
后降低再增，第２８ｄ表达量最大，分别是ＣＫ和ＳＤ的８．５３倍和４．９０倍；重度
干旱肋、迫Ｆ先增后降，在第１４ｄ达到最大，分别是ＣＫ和ＭＤ的９．２４倍和１３．２３
倍，总体趋势是ＭＤ＞ＳＤ＞ＣＫ。水分的缺失促进ＰＡＬ４基因相对表达量增强，
中度干旱肋、迫Ｆ ＰＡＬ４基因的相对表达水平最高；在第７ｄ，分别是ＣＫ和ＳＤ的
１１１．０９倍和１．０７倍；重度干旱肋、迫下ＰＡＬ４基因相对表达量与对照组差异性显
著（ｐ＜０．０５），最高是对照组的１０３．７８倍。ＰＡＬ５基因相对表达量在第７ｄ和第
１４ｄ中度胁迫下的表达量最高，对照组最低：在第２８ｄ，对照组表达量最高，中
度干旱下最低。ＰＡＬ６基因相对表达量随着干旱肋、迫时间的延长，先增后降再增。
随着干旱的加剧，ＰＡＬ６基因的相对表达水平逐渐增加，说明干旱有助于ＰＡＬ６
基因的表达，重度干旱下ＰＡＬ６基因表达量最高。因此，干旱有助于半夏叶片
ＰＡＬ基因的表达，干旱程度的不同相关基因的最大表达量也不一样。ＰＡＬｌ、ＰＡＬ２、
ＰＡＬ５在中度干旱胁迫下表达量最高，ＰＡＬ３、ＰＡＬ４、ＰＡＬ６在重度干旱肋、追下表
达量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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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７干旱胁迫对半夏叶片ＰＡＬ基因相对表达水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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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８土壤干旱对半夏块茎总生物碱含量的影响
由图４．８可知，半夏块茎中的总生物碱的含毓保持±霄长的趋势，三ｉ个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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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半夏块茎总生物碱含量存在显著性的差异，表现为中度干旱＞适宜水分＞
重度干旱。在第７ｄ、１４ｄ、２１ｄ、２８ｄ和３５ｄ，相较于对照处理，ＭＤ处理下半夏
块茎总生物碱含量分别增加了２５．９７％、２９．１２％、７０．９０％、３４．７２％和６２．８２％，
ＳＤ处理分别降低了３０．２２％、３２．６２％、３．７８％、１７．２６％和２９．５４％。对照与中度

干旱的半夏块茎总生物碱含量在第３５ｄ的差异最大，与重度干旱在第１４ｄ的差
异最大。ＣＫ与ＭＤ在第７ｄ和１４ｄ存在显著性的差异（ｐ＜０．０５），其余均达到显

著差异ｐ＜Ｏ．０５）；ＭＤ与ＳＤ达到显著性差异ｐ＜Ｏ．０５），ＣＫ和ＳＤ在第７ｄ，２１ｄ，
２８ｄ没有显著性差异，而在第１４ｄ和３５ｄ存在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因而中度干
旱促进半夏块茎生物碱的积累，而在重度干旱条件下不利于半夏块茎总生物碱
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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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８半夏块茎总生物碱含量
Ｆｉｇｕｒｅ ４．８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ａｌｋａｌｏｉｄｓ ｉｎ ｔｕｂｅｒｓ ｏｆＰｉｎｅｌｌｉａ ｔｅｒｎａｔａ

４．５讨论
硝酸还原酶ＮＲ是参与氮代谢途径中第一步反应的酶，同时也是限速酶，催
化和调节Ｎ０３。还原，对于调控氮代谢进程发挥着重要的作用［１３８］。中度干旱提高
ＴＮＲ活性，可能是ＮＲ对半夏在干旱胁迫下的补偿作用，有助于半夏还原ＮＯ。。，
生成ＮＨ４＋，ＮＨ４＋的增多，促进了ＧＳ和ＧＯＧＡＴ对ＮＨ４＋的同化。ＮＨ４＋进入
ＧＳ／ＧＯＧＡＴ循环［１３９】，首先由ＧＳ催化谷氨酸与ＮＨ４＋结合，生成谷氨酰胺；然后由
ＧＯＧＡＴ将谷氨酰胺的氨基与Ｃ【．戊二酸结合，合成谷氨酸，再经过ＧＯＴ酶＠］ＧＰＴ
酶在半夏体内的转氨作用，调控Ｎ从其主要载体谷氨酸向组成蛋白质和含氮次生
代谢产物合成前体的其它氨基酸转移。新合成的谷氨酸可用于合成其他氨基酸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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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作为次生代谢物的底物［１４０１。
苯丙氨酸解氨酶也是半夏麻黄碱生物合成途径中的关键酶，干旱能够影响
ＰＡＬ基因相对表达量和ＰＡＬ酶活性Ｅ１４¨。本实验研究发现干旱有助于半夏叶片ＰＡＬ

基因的表达，干旱程度的不同相关基因的最大表达量也不一样。以三Ｊ『、ＰＡＬ２、
ＰＡＬ５在中度干旱胁迫下表达量最高，ＰＡＬ３、ＰＡＬ４、ＰＡＬ６在重度干旱胁迫下表达
量最高。半夏叶片ＰＡＬ酶活性在中度干旱胁迫下保持较高的水平，但是重度干旱
胁迫下ＰＡＬ酶活性最低，或许是在重度干早胁迫下，ＰＡＬ酶在苯丙氨酸裂解酶［１４２］
等的作用下，发生了降解，导致在重度干旱胁迫下ＰＡＬ酶活性降低。
在以组培苗作为次生代谢的研究材料中，半夏组培苗体内ＰＡＬ，ＧＯＧＡＴ，
ＧＯＴ活性在外源ＮＯｇＵ激下得到提高，加速了无机氮向有机氮的转化，供给更多
的代谢前体物以促进总生物碱积累Ｅ１，７３，１４３１。在半夏愈伤组织中，添加物苯丙氨酸，
天冬氨酸，硝普钠，乙酰水杨酸单独或两两复合，氮代谢的关键酶以及生物碱含
量都有增高，因而推测外源添加物能通过调节氮代谢相关酶的变化，从而影响半
夏愈伤组织中总生物碱的含量［１４３１。通过本研究，半夏在中度干旱的条件下，半
夏叶片ＮＲ、ＧＯＧＡＴ、ＧＳ酶活性提高，有利于无机氮的转化和有机氮的同化，促
进氮代谢的进行，再通过ＧＯＴ酶禾１ＧＰＴ酶的转氨作用，合成次生代谢必要的氨基
酸，再通过ＰＡＬ酶催化苯丙氨酸，积累次生代谢前体物质，从而有利于半夏次生
代谢产物的增加。严重胁迫下虽然半夏叶片ＰＡＬ基因的相对表达加强，但是半夏
叶片ＰＡＬ酶活性测定低于适宜水分和中度干旱胁迫，抑制了氮代谢相关酶活性，
因而不利于半夏块茎总生物碱的积累。
目前，半夏作为我国重要的药用植物，其生物碱是重要的天然药用成分。然
而干旱条件下半夏易倒苗、产量降低，同时影响半夏块茎生物碱的积累，本文通
过研究半夏在干旱胁迫下的生理代谢的变化，结果表明，中度干旱下半夏各氮代
谢关键酶保持较高的水平，促进氮代谢的进程，有利于半夏块茎生物碱的合成与
积累。研究干旱胁迫对半夏块茎生物碱合成与积累的调节机理，对提高半夏药用
成分含量有着指导意义，不仅为干旱地区种植半夏提供理论指导，还对半夏的节
水种植有着积极的生产价值。现阶段对半夏生物碱合成的研究有待完善，半夏的
品质对其生物碱药用价值有着重要的联系，进一步研究半夏块茎生物碱的合成途
径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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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土壤干旱对半夏成分积累的影响
５．１引言
本试验测定了不同干旱处理下的半夏块茎水分、灰分、浸出物、总糖、总
酸、总生物碱以及微量元素的含量［１４４］，揭示干旱对半夏成分积累的差异，进一
步为半夏质量评价提供理论参考，为生产中获得高质量的半夏提供数据支持。
５．２仪器、试剂和材料
５．２．１仪器
ＤＥＮＶＥＲ ＴＰ．２ １４电子天平（北京赛多利斯仪器有限公司），ＵＶ－５５００紫外

可见分光光度计（上海元析仪器有限公司），高速冷冻离心机ｅｐｐｅｎｄｏｒｆ
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ｅ

５４２４Ｒ（德国Ｅｐｐｅｎｄｏｒｆ公司），微波消解仪（上海元析仪器有限公

司），ＧＴＡｌ２０原子吸收光谱仪（安捷伦科技有限公司），电位滴定仪（上海
仪电科学仪器），ＫＱ．５００ＤＥ型数控超声波清洗仪器（一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
司）。

５．２．２试剂
氯仿，氨水，溴麝香草酚蓝，浓硫酸，蒽酮，浓硝酸购自米克化工生物有
限公司，Ｐｂ，Ｃｄ，Ｃｕ，Ｍｎ，Ｃｒ，Ｃｏ标准溶液购自国家环境保护部标准研究所。
５．２．３材料
取第二章２．２．３处理的半夏块茎，去皮，烘干，打粉，留作测定之用。
５．３实验方法
５．３．１半夏块茎水分、灰分、浸出物的测定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２０１５年版，四部）方法，进行水分、灰分
和浸出物出物测定方法，浸出物采用冷浸法测定。
５．３．２半夏块茎总生物碱含量的测定
同第四章４．３．２。
５．３．３半夏块茎多糖含量的测定
按照张晓静方法测定半夏多糖。绘制标准曲线得），＝Ｏ．０１６５Ｘ－０．０１３２，
Ｒ２＝０．９９７６。取半夏块茎粉末０．０１９于１０ｍＬ离心管中，加入５ ｍＬ蒸馏水，
超声０．５ｈ，取１．０ｍＬ提取液，定容２５ ｍＬ。取１．０ ｍＬ稀释液、Ｏ．２％浓硫酸．
蒽酮，沸水浴１０ ｍｉｎ后冷却，于分光光度计６２０ｎｍ测定ＯＤ值［１４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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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４半夏块茎琥珀酸含量的测定
取半夏粉末１．０９于锥形瓶中，加乙醇２０ ｍＬ，冷凝回流法１ｈ。过滤，取滤
渣，重复提２次，合并滤液进行旋蒸，加入１０ ｍＬ

０．１

ｍｏｌ／Ｌ氢氧化钠滴定液，

超声处理０．５ｈ，定容至５０ ｍＬ，精密量取２５ ｍＬ，采用电位滴定法进行测定［１４６１。
５．３．５半夏块茎微量元素的测定
样品的处理：将新鲜的半夏用自来水清洗后用超纯水冲洗，将皮与半夏块
茎分开，６０℃烘干至恒重。取０．５９于聚四氟乙烯消解罐中，加入１５ｍＬ浓ＨＮ０３，
按照表５．１进行微波消解，作为供试样品。
表５．１微波消解条件

墅坠！堕：！些！竺竺些垫呈！！竺堡竺！兰！璺鳖堕！翌
步骤

运行时ｌ＇司／ｍｉｎ

保持时ｌ＇司／ｍｉｎ

Ｒｕｎｔｉｍｅ

Ｓｔｅｐ

—Ｈｏｌｄ ｔｉｍｅ

温度／℃
Ｔｅｍｅｒａｔｕｒｅ

１

５

１０

１７０

２

ｌ

１５

２００

３

１

１０

１００

４

１

１０

７５

５

】

】

７５

将消解好的样品转移至聚四氟乙烯坩埚，于电热套２００。Ｃ赶酸，至干，取
下坩埚，稍冷后加入２％浓ＨＩ－１０３转移至２５ｍＬ容量瓶中，用２％ＨＨ０３冲洗聚
四氟乙烯坩埚数次，合并后用２％浓ＨＨ０３定容至刻度，摇匀后待测。将配置好
的工作液考察线性关系（见表５．２），Ｐｂ，

Ｃｄ，

Ｃｕ，

Ｃｏ，

Ｃｒ和Ｍｎ，采用

原子吸收法测定［１４７１。
表５．２半夏样品中各元素回归方程
Ｔａｂｌｅ ５．３ Ｌｉｎｅａｒ ｒ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ａｃ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Ｐｉｎｅｌｌｉａ
ｔｅｒｎａｔａ

元素

‘回归方程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Ｐｂ

ｙ＝０．０１３５ｘ＋０．００５５

０．９９９４

Ｃｄ

ｙ＝０．０９ １４ｘ＋０．０２２

０．９９９０

Ｃｕ

ｙ＝０．０１７９ｘ＋０．００３６

０．９９９８

Ｃｏ

ｙ＝０．０１０１ｘ＋０．００７９

０．９９８９

Ｃｒ

ｙ＝０．０２２５ｘ＋０．０００２

Ｏ．９９９４

Ｍｎ

ｙ＝０．０９５ｘ＋０．００６１

０．９９９３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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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实验结果
５．４．１干旱胁迫对半夏块茎水分、灰分、浸出物含量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２０１ ５年版，一部）规定半夏去皮块茎水分含量

不超过１４．０％，灰分不超过４．０％，浸出物含量不得低于９．０％。不同水分处理的
半夏药材的水分、灰分和浸出物均达到要求。与对照相比，中度干旱和重度干
旱肋－迫下半夏的水分含量分别降低了１０．１０％和２０．０５％；中度干旱条件下灰分
含量最高，与对照和重度干旱组没有显著性差异。重度干旱条件下的浸出物含
量最高，比对照和中度干旱组的浸出物的含量分别高出１２．５３％干Ｄ ３．００％，与对
照组差异显著◇＜０．０５），与ＭＤ没有显著性差异；ＣＫ与ＭＤ有显著性差异
◇＜０．０５）。
１５．Ｏ％
８ ０％

１４．５％

岫ｊ

抽６

蜩｜１４·ｏ％
抽１３．５％

０％

求

糕４

霉１３．ｏ％
审１２．５％
螂１２ ｏ％

ｏ％

谣

求２
长

ｏ％

１１．５％

０ Ｏ％

１１

Ｏ％

ａ

Ｔ

Ｉ
ＭＤ

ＳＤ

图５．１不同干旱处理下半夏水分、灰分和浸出物的含量
Ｆｉｇｕｒｅ ５．１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ａｓｈ ａｎｄ ｌｅａｃｈａｔｅ ｏｆＰｉｎｅｌｌｉａ ｔｅｒｎａｔａ
ｕｎｄｅｒ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５．４．２干旱胁迫对半夏块茎总生物碱含量的影响
由图可知，干旱处理下半夏块茎皮中的生物碱含量高于去皮半夏块茎，分
别是去皮块茎中含量的１２．０５倍、１０．１０倍和１６．３６倍。与对照组相比，中度干
旱下半夏块茎皮总生物碱含量增加了１５．２０％，重度干旱下半夏总生物碱含量降
低了３３．３９％，ＣＫ与ＭＤ没有显著性差异，与ＳＤ存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５），ＭＤ

与ＳＤ存在显著差异∞＜０．０５）。在去皮块茎中，与对照相比，中度干旱下半夏总
生物碱含量增加了３７．４５％，重度干旱降低了５０．９３％；三种处理存在显著性差
异（ｐ＜０．０５）。因此，中度干旱促进半夏块茎总生物碱的积累，但是重度干旱条件
下不利于半夏块茎生物碱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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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２干旱处理下半夏去皮块茎和块茎皮中总生物碱的含量
Ｆｉｇｕｒｅ ５．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ａｌｋａｌｏｉｄｓ ｉｎ ｐｅｅｌｅｄ ｔｕｂ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ｋｉｎ ｏｆ Ｐｉｎｅｌｌｉａ ｔｅｒｎａｔａ
ｕｎｄｅｒ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ｓｔｒｅｓｓ

５．４．３干旱胁迫对半夏块茎多糖含量的影响
由图５．３可知，不同水分条件下半夏块茎皮中的多糖含量高于去皮半夏块
茎中的含量，分别是去皮块茎的６．６１倍，５．７３倍和３．０８倍。中度干旱半夏块茎
皮多糖含量较对照降低了２０．３６％，重度干旱降低了６１．３０％，三种处理之间存
在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在去皮块茎中，中度干旱较适宜水分多糖含量降低了
８．２５％，重度干旱降低了１７．０６％；ＣＫ与ＳＤ存在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中度干
旱与其他处理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因而水分充足有利于半夏块茎多糖的积累。

Ｅｊ

ＣＫ

幽ＭＤ

ａ王

ｂ寓 塞

＾
零
、一

臣翟ＳＤ

蹇
凇

块茎皮

块鉴（去皮）

图５．３干旱处理下半夏去皮块茎和块茎皮中多糖的含量
Ｆｉｇｕｒｅ ５．３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 ｒｉｄｅｓ ｉｎ ｐｅｅｌｅｄ ｔｕｂ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ｋｉｎ ｏｆＰｉｎｅｌｌｉａ ｔｅｒｎａｔａ
ｕｎｄｅｒ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ｓｔｒｅｓｓ

５．４．４干旱胁迫对半夏块茎总酸的影响
由图５．４可知，不同水分处理半夏块茎皮中的总酸含量均高于去皮半夏块
茎中的含量，分别是去皮块茎中含量的１４．２８倍，２０．５１倍和２２．４３倍。比较不
同水分下半夏块茎皮总酸含量，中度干旱和重度干旱下半夏总酸含量较对照分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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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降低了３４．８７％矛Ｄ ４５．４７％，ＣＫ与ＳＤ有显著性差异ｐ＜Ｏ．０５），中度干旱与其

他处理不存在显著差异。比较不同水分下去皮块茎总酸含量，中度干旱和重度
干旱较对照组总酸含量降低了６．４１％干Ｎ １４．３２％；ＣＫ与ＳＤ存在显著性ｐ＜Ｏ．０５），
中度干早与其他处理不存在显著差异。因而充足水分促进半夏总酸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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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４干旱处理下半夏去皮块茎和块茎皮中总酸的含量
Ｆｉｇｕｒｅ５．４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ａｃｉｄ ｉｎ ｐｅｅｌｅｄ ｔｕｂ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ｋｉｎ ｏｆ Ｐｉｎｅｌｌｉａ ｔｅｒｎａｔａ
ｕｎｄｅｒ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ｓｔｒｅｓｓ

５．４．５干旱胁迫对半夏块茎微量元素含量的影响
半夏块茎中的微量元素也可以作为半夏质量的评价指标之一。由表５．４可
知，半夏块茎皮中的各个元素的含量均高于去皮半夏块茎中的含量，存在显著
性差异ｐ＜０．０５）。对于Ｃｄ元素，在去皮半夏中，总体趋势是ＣＫ＞ＳＤ＞ＭＤ，ＣＫ
与ＭＤ和ＳＤ存在显著性差异∞＜０．０５），ＭＤ与ＳＤ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在半夏
块茎皮中，总体趋势是ＣＫ＞ＭＤ＞ＳＤ，三种处理存在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对于
Ｃｕ元素，在去皮半夏中，对照处理组含量最高，依次是中度干旱，重度干旱，
三种处理存在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在半夏块茎皮中，对照处理组含量最高，三
种处理存在显著性差异⑦＜０．０５）。对于Ｍｎ元素，在去皮块茎中，中度干旱和重
度干旱处理下Ｍｎ元素含量分别是对照的６２．６２倍和７６．１８倍，三种处理存在显
著性差异ｐ＜０．０５）；在半夏块茎皮中，中度干旱处理下Ｍｎ元素含量最高，为
２９．１３／ａｇ／ｇ，是对照处理和重度干旱处理的３．５０倍和２．１６倍，处理之间存在显著

性差异ｐ＜０．０５）。对于Ｃｒ元素，对照组半夏去皮块茎中含量最高，是中度干旱
和重度干旱的４．７４倍和５．１３４倍，存在显著性差异（ｐ＜Ｏ．０５），中度干旱和重度干
旱没有显著性差异；Ｃｒ元素在中度干旱处理下的半夏块茎皮中含量最高，三种

万方数据

浙江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土壤干旱对半夏次生代谢物积累及其生长的影响

处理之间有着显著性差异⑦＜０．０５）。在半夏去皮块茎ｃｏ元素，三种处理下的总
体趋势是ＣＫ＞ＳＤ＞ＭＤ，三者存在显著性差异；半夏块茎皮中Ｃｏ元素在中度干
旱处理下积累多，是对照组和重度干旱处理下的３．８５倍和１．６５倍。对于Ｐｂ元
素，在去皮半夏中，中度干旱处理组含量最高，依次是重度干旱，对照组。中
度干旱与重度干旱和对照组存在显著性差异⑦＜０．０５），重度干旱与对照组不存在
显著性差异；在半夏块茎皮中，对照处理组含量最高，三种处理存在显著性差
异＠＜０．０５）。
表５．４干旱胁迫对半夏去皮块茎和块茎皮中微量元素的含量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５．４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ｍｉｎｏｒ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ｐｅｅｌｅｄ ｔｕｂ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ｋｉｎ ｏｆＰｉｎｅｌｌｉａ ｔｅｒｎａｔａ
ｕｎｄｅｒ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ｓｔｒｅｓｓ

５．５讨论
三种水分条件下半夏水分含量低于１４％，灰分含量低于４％，浸出物的含
量大于９％，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２０１５年版，一部）的标准。中度
干早胁迫半夏块茎总生物碱含量最高，重度干旱胁迫下最低，可能是中度干旱
胁迫下氮代谢相关酶活性较高，积累次生代谢物前体物质，促进总生物碱的积
累。适宜的水分下半夏块茎总酸和多糖的含量最高，在重度干旱胁迫下最低，
可能是严重干旱抑制半夏叶片光合作用，干物质的积累减少，间接影响半夏块
茎多糖和总酸含量降低。半夏块茎皮总生物碱含量、总酸、多糖含量均高于半
夏去皮块茎，与许宏亮［１４８］研究结果一致，所以对半夏块茎皮资源的合理开发利
用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对照组半夏去皮块茎中Ｃｄ、Ｃｕ、Ｃｒ和Ｃｏ含量较高，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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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块茎皮中Ｃｄ、Ｃｕ和Ｐｂ含量最高；中度干旱下，半夏去皮块茎中Ｐｂ含量最
高，半夏块茎皮中Ｍｎ、Ｃｒ和Ｃｏ含量最高；在重度干旱胁迫下，半夏去皮块茎
中Ｍｎ含量最高，不同干旱胁迫影响着半夏微量元素的积累。半夏去皮块茎微
量元素铅（Ｐｂ）小于５．０

ｍｇ／ｋｇ，

镉（ｃｄ）小于Ｏ．３ ｍｇ／ｋｇ，铜（Ｃｕ）小于２０．０

ｍｇ／ｋｇ，符合《药用植物及制剂外经贸绿色行业标准（ＷＭ／Ｔ２—２００４）》，但是对
照组处理下，半夏块茎皮中的Ｐｂ、Ｃｄ和Ｃｕ均不符合标准。同时，微量元素在
半夏块茎皮和半夏去皮块茎也存在积累差异。半夏块茎皮中微量元素的含量是
去皮半夏块茎中的１．８２倍．１４８．６８倍。考虑重金属的含量，在半夏在入药之前需
要对半夏块茎进行去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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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干旱～复水对半夏生理指标以及有效成分的影响．
６．１前言
对植物耐早性的评价不仅仅局限在植物对干旱的耐受程度，还应包括胁迫
状态解除后的恢复能力，干旱胁迫解除后的恢复能力就是补偿效应［１４９１。这种补
偿主要有以下表现：一（１）促进生长：复水后的菊芋主根和须根的直径增加，叶面
积增ａｎ［１５０，１５１］；复水增加冬小麦新生蘖叶面积［１５２１。（２）光合能力增强：酸枣幼苗
能在反复的干早．复水中迅速恢复蒸腾和光合以减少干旱胁迫对自身的伤害
［１５３１。（３）抗氧化酶活性增强［１５４］：杠柳复水后，其补偿生长的重要机制是新芽
中高含量的脯氨酸和游离氨基酸以及高活性状态的ＳＯＤ和ＰＯＤ，减少水分缺
失引起的伤害［１５５］。

（４）促进成分的积累：短期干旱胁迫后复水能在一定程度

上改变药用植物次生代谢产物的合成与积累［１５６］，复水促进甘草幼苗甘草酸的积
累［１５７］，促进铁皮石斛茎中的多糖，类黄酮和生物碱含量的积累［ｔ５８］。目前对半
夏在干旱一复水条件下的生理生化变化报道较少，本实验研究反复干旱一复水试
验对半夏的生理指标和有效成分含量变化的影响，探讨半夏在反复干旱过程中
的抗旱生理机制，为在半夏种植过程中灌溉制度提供理论依据。
６．２仪器、试剂与材料
６．２．１仪器
电子天平ＤＥＮＶＥＲ ＴＰ．２１４（＝ｊＬ京赛多利斯仪器有限公司），ＵＶ－５５００紫外
可见分光光度计（上海元析仪器有限公司），高速冷冻离心机ｅｐｐｅｎｄｏｒｆ
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ｅ

５４２４Ｒ（德国Ｅｐｐｅｎｄｏｒｆ公司），ＬＣｐｒｏ＋光合仪（奥作生态仪器有限

公司），ＫＱ．５００ＤＥ型数控超声波清洗仪器（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
６．２．２试剂
磷酸二氢钠、磷酸氢二钠、硫代巴比妥酸（ＴＢＡ）均购自源叶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三氯乙酸、甲硫氨酸、氮蓝四唑∞Ｔ）、乙二胺四乙酸二钠（ＥＤＴＡ－Ｎａ２）、
核黄素、三羟甲基氨基甲烷（Ｔｒｉｓ）、盐酸、双氧水（Ｈ２０２）、磺基水杨酸、
蒽酮、浓硫酸、甲硫氨酸均购自麦克林生物试剂公司。
６．２．３材料
同第二章２．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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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实验方法
６．３．１材料处理
采用自然干旱进行降低土壤水分，称重法控制土壤含水量在对照水平ＣＫ
（田间最大含水量的７０％）。一个干旱～复水周期为干旱７ｄ，复水７ｄ。实验设
置４个水分处理：干旱一复水１次（ＲＷｌ），２次（ＲＷ２），３次（ＲＷ３）处理和适宜水
分处理（ＣＫ）。每个处理五次重复，共设２０盆。复水结束后，次日进行取叶
片测定生理指标和光合指标，取块茎，去皮，烘干，打粉，测定成分。土壤最
大含水量为２５．４７％。实验用盆高２８．３２ｃｍ，直径为３１．９２ｃｍ。
６．３．２半夏叶片膜损伤与抗氧化酶活性的测定
测定方法同２．３．３。
６．３．３半夏叶片光合特性的测定
用ＬＣｐｒｏ＋光合仪于处理结束次日上午９：３０～１１：００测定半夏正常功能叶片
光合参数：光合速率（Ｐｎ）、胞间Ｃ０２浓度（Ｃ。）、蒸腾速率（Ｔｒ）和气孔导度（Ｇ。）。
每次测定选取４株半夏片叶，每片叶测定３次。
６．３．４半夏块茎水分、灰分和浸出物的测定
方法同第五章５．３．１、５．３．２、５．３．３。
６．３．５半夏块茎总生物碱的测定
方法同第五章５．３．４。
６．３．６半夏块茎总酸的测定
方法同第五章５．３．５。
６．３．７半夏块茎多糖的测定
方法同第五章５．３．６。
６．４结果
６．４．１反复干旱一复水对半夏叶片生理指标的影响
超氧化物歧化酶（ＳＯＤ）催化超氧自由基离子生成Ｈ２０２，过氧化物酶（ＰＯＤ）
和过氧化氢酶（ＣＡＴ）共同清除植物体内的Ｈ２０２［１５ ９１。表６．１结果表明，ＲＷｌ、ＲＷ２、
ＲＷ３在复水次日ＳＯＤ活性低于ＣＫ，比对照ＣＫ减少了３２．２１％、２３．９９％和
２１．７７％。ＲＷ２和ＲＷ３处理存在差异不显著，其余处理之间显著性差异⑦＜Ｏ．０５）。
在多次复水后ＰＯＤ活性逐渐升高，处理组之间差异均达到显著水平⑦＜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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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夏叶片ＣＡＴ活性变化与ＳＯＤ活性呈现出相同规律，ＲＷｌ处理下ＣＡＴ活性为
ＣＫ的１．１４倍；ＲＷ３和ＣＫ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丙二醛ＭＤＡ含量高低是衡量逆境对植物伤害程度的重要指标［１６０］。本试验
中，反复干旱一复水处理的半夏在复水次日丙二醛的含量较ＣＫ高，说明不同
程度的干旱都会对细胞造成伤害。ＲＷｌ、ＲＷ２、ＲＷ３的ＭＤＡ含量分别是ＣＫ
的１．８０倍、１．６６倍和１．４３倍。ＲＷｌ与其他处理组间差异达显著水平∞＜Ｏ．０５），
ＲＷ２、ＲＷ３和ＣＫ之间差异未达显著水平。
表６．１干旱一复水对半夏生理指标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６．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ｗａｔｅｒ ｓｔｒｅｓｓ／ｒｅ—ｗａｔｅｒｉｎｇ

ｏｎ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Ｐｉｎｅｌｌｉａ ｔｅｒｎａｔａ

６．４．２反复干旱一复水对半夏叶片光合特性的影响
干早胁迫会影响植物的光合生理。表６．２结果表明，ＲＷ２、ＲＷ３的Ｐｎ在复
水后都高于ＣＫ，分别高出２．１１％＿；｝Ｈ ３６．２５％，ＲＷｌ的Ｐｎ比对照组ＣＫ降低了
３４．９５％。ＣＫ与ＲＷｌ、ＲＷ３之间Ｐ。差异显著ｐ＜０．０５），与ＲＷ２差异未达到显
著水平。干旱～复水处理之间差异性显著ｐ＜０．０５）。
表６．２结果表明，ＲＷ２、ＲＷ３的Ｔｒ在复水后都高于ＣＫ，分别高出２１．７９％
和４２．２０％，ＲＷｌ的Ｔｒ比对照组ＣＫ降低了２１．７９％。ＣＫ与ＲＷｌ、ＲＷ２之间
Ｔｒ差异不显著，与ＲＷ３差异达到显著水平⑦＜０．０５）。ＲＷｌ与ＲＷ２、ＲＷ３差异
性显著，ＲＷ２与ＲＷ３差异不显著。
胞间Ｃ０２浓度也是植物光合作用的重要指标之一。表６．２结果表明，ＲＷ２
和ＲＷ３处理Ｃ。分别较ＣＫ高１４．０６％禾Ｉ：１ １８．３０％；ＲＷｌ较对照降低了１．７５％；
ＲＷｌ与ＣＫ、ＲＷ２与ＲＷ３不存在显著性差异。ＲＷ２和ＲＷ３与ＣＫ、ＲＷｌ之间
存在显著性差异∞＜０．０５）。
气孔导度（Ｇｓ）反映植物蒸腾作用和光合作用时气孔张开的程度，对环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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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二二：
子的变化十分敏感。干旱胁迫诱导半夏叶片气孔关闭，以减少水分消耗，光合
作用降低［１６１］。本试验中，ＲＷｌ的Ｇｓ较ＣＫ仅低Ｏ．０８ｍｍ０１．ｍ２．ｓ一，二者没有显
著性差异，与ＲＷ２和ＲＷ３ ２．Ｊ、司的差异达到显著一ＩＺＴ．ｋ平（ｐ＜Ｏ．０５）；ＲＷ２与ＲＷ３

的Ｇｓ分别较ＣＫ高出２５．９３％＃Ｈ ６６．６７％。ＲＷ２的Ｇｓ与ＣＫ、ＲＷ３之间差异未
达显著水平，ＲＷ３与对照组的差异达到显著性差异ｐ＜Ｏ．０５）。
表６．２干旱～复水对半夏叶片光合特性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６．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ｓｔｒｅｓｓ／ｒｅ－ｗａｔｅｒｉｎｇ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ｎ

ｏｔ Ｐｉｎｅｌｌｉａ ｔｅｒｎａｔａ

————————————————————————————————————————————————————————————————一一一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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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３反复干早～复水对半夏块茎的水分、灰分和浸出物含量的影响
由图可知，干旱～复水处理下半夏块茎水分、灰分和浸出物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药典》（２０１５年版，一部）的标准。干旱一复水对半夏块茎的水分和
灰分的没有显著性的影响，但是对浸出物有着显著性的影响。干旱一复水１次、
干旱一复水２次和干旱一复水３次比对照组分别高出了６．４１％、１８．１４％和１．１２％，
其中干旱一－复水２次处理下半夏块茎浸出物含量最高，差异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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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对照组，干旱～复水１次处理下半夏块茎总生物碱含量增加了
２６．５６％，而且与其他处理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干旱一复水２次和３次处理下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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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半夏块茎总生物碱含量降低，与对照组相比较分别降低了８．３２％和１５．５８％，
ＲＷ２与存在显著性差异ｐ＜Ｏ．０５），干旱一复水３次与对照组有着显著性的差异
ｐ＜Ｏ．０５）。所以适度的干旱一复水促进了半夏总生物碱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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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２干旱～复水对半夏块茎总生物碱含量的影响
Ｆｉｇｕｒｅ ６．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ｓｔｒｅｓｓ／ｒｅ—ｗａｔｅｒｉｎｇ

ｏｎ

ｔｏｔａｌ ａｌｋａｌｏｉｄｓ ｏｆ Ｐｉｎｅｌｌｉａ ｔｅｒｎａｔａ

６．４．５反复干旱一复水对半夏块茎多糖含量的影响
相较于对照组，１次干旱～复水处理下半夏块茎多糖含量增加，增加了５．２３
倍，而且与其他处理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干旱一复水２次和３次处理下半夏
多糖含量降低，与对照组之间没有显著性的差异。所以适度的干旱一复水促进
半夏多糖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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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２干旱一复水对半夏块茎多糖含量的影响
Ｆｉｇｕｒｅ ６．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ｓｔｒｅｓｓ／ｒｅ－ｗａｔｅｒｉｎｇ

ｏｎ

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 ｏｆ Ｐｉｎｅｌｌｉａ ｔｅｒｎａｔａ

６．４．６反复干旱～复水对半夏块茎总酸含量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２０１５年版，一部）规定半夏块茎总酸不得低于
０．２５％，由上图可知，除ＲＷ３，各个处理下半夏块茎总酸的含量均符合标准。
干旱一复水处理下，半夏块茎总酸含量呈递减的趋势，与对照组相比，干旱一
复水１次、干旱一复水２次和３次下半夏总酸的含量降低了３３．９２％，３５．４５％和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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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４０％。对照组与ＲＷ３存在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ＲＷ３与ＲＷｌ和ＲＷ２没有
显著性差异，ＲＷｌ和ＲＷ２不存在显著性差异。ＲＷ３处理组半夏块茎总酸含量
低于药典标准，所以多次的干旱一复水不能促进半夏块茎中总酸含量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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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３干旱一复水对半夏块茎总酸含量的影响
Ｆｉｇｕｒｅ ６．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ｓｔｒｅｓｓ／ｒｅ－ｗａｔｅｒ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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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讨论
干旱胁迫引起植物细胞膜氧化，植物体内的抗氧化系统就会启动，清除活
性氧。本实验发现，反复干旱一复水促进了半夏叶片ＳＯＤ、ＣＡＴ和ＰＯＤ活性逐
渐升高，ＭＤＡ的含量逐渐降低，说明干旱～复水初期对半夏叶片造成膜损伤，
但是后期半夏植株积累了抵御干旱逆境的能力。
半夏在遭受干旱胁迫时，为保持体内水分，气孑Ｌ关闭，降低叶片蒸腾作用。
气ＴＬＮ９关闭导致Ｃ０２供应不足，进而引起Ｐ。降低。在ＲＷｌ中，半夏叶片的净
光合速率、蒸腾速率、胞间Ｃ０２浓度和气孔导度均小于对照，说明一次复水没
有解除干旱胁迫对半夏的光合作用的抑制。在第二次复水后，半夏获得了水分，
解除了干旱胁迫。ＲＷ２处理与对照组没有显著性差异，表明二次复水已经解除
了干旱对半夏的影响。ＲＷ３与对照有显著性的差异，表现出复水对半夏叶片光
合特性的补偿作用。本研究结果与周自云【１５３】研究结果一致。
本研究发现，干旱一复水条件下，半夏块茎的水分、灰分和浸出物都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２０１５年版，一部）标准；半夏块茎总生物碱含量在
干旱一复水１次下含量最高，可能是干旱胁迫提高了半夏叶片氮代谢的关键酶，

促进了生物碱的积累，但是，反复的干旱一复水降低了酶活性，不利于半夏块
茎总生物碱的积累；多次干旱一复水下半夏块茎多糖含量最高，可能是复水后
半夏体内的补偿效应，但是反复干旱一复水不利于总酸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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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干旱一复水却使半夏积累了对干旱逆境的防御能力，并使

半夏适应多变低水环境，将干旱逆境的伤害降至最低。干旱复水对于半夏块茎
的成分及质量也产生了显著性的影响，但是其影响机制仍需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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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讨论
６．１土壤干旱对半夏生长及抗氧化能力的影响
随着干旱程度的加剧，半夏叶长、叶宽和株高逐渐降低，可能是干旱胁迫
抑制半夏根系生长，阻碍半夏根系对养分和矿物质吸收以及向半夏叶片的运输，
半夏地上部分表现出“株矮叶窄”，干旱抑制了半夏地上部分的生长发育。干
旱胁迫能够诱导植物体内活性氧的产生，造成膜损伤。本试验结果表明，在中
度干旱胁迫下，半夏的抗氧化酶活性较高，有利于半夏对干旱胁迫积累的活性
氧进行清除，也是半夏对中度干旱胁迫下的响应。重度干旱胁迫下半夏叶片抗
氧化酶活性低于对照和中度干旱，可能是干旱胁迫诱导蛋白酶等一系列水解酶
活性的增加，降低了酶活性，活性氧含量高，半夏叶片膜损伤严重，半夏植株
生长受到抑制。半夏可以耐受中度干旱，因此在半夏种植过程中，做好灌溉工
作，避免半夏遭受重度干旱。
６．２土壤干旱对半夏叶片光合生理特性的影响
叶绿素含量的变化是植物光合生理变化的一个重要指标［１１７】。本实验研究表
明，干旱胁迫降低了半夏叶片叶绿素含量，这可能是干旱引起的活性氧对叶绿
素的降解作用。随着干旱胁迫程度的增加，半夏叶片蒸腾速率（Ｔｒ）和胞间Ｃ０２
浓度（Ｃ。）同时降低，净光合速率下降，这表明干旱胁迫通过关闭气孔抑制了
半夏叶片净光合速率［１１９］。干旱胁迫下半夏叶片ＥＴＲ和Ｙ（ＩＩ）随着水分的减少逐
渐降低，可能是适宜水分能提高半夏叶片ＰＳＩＩ反应中心的开放程度，增强了电
子传递活性，半夏叶片表现出较高的ＥＴＲ和Ｙ（ＩＩ）水平，较高的Ｙ（ＩＩ）有利于
提高光能的转化效率，半夏表现出较强的光合作用，可以间接促进碳同化作用
的增强和有机物的积累［１２０，１２１１。随着干旱胁迫的增加，半夏叶片光化学淬灭系
数（ｑＰ）同样逐渐降低，说明ＰＳ ＩＩ反应中心的受体ＱＡ的还原性逐渐减弱，说明
其开放程度逐渐降低，而开放的ＰＳＩＩ反应中心能进行稳定的电荷分离，参与电
子传递。半夏叶片ＮＰＱ的增加会导致用于光合作用的光能减少，影响光合磷酸
化［１２２１。在本实验中，中度干旱胁迫下半夏叶片ＮＰＱ最高，说明天线色素捕获
的光能用于光化学反应的份额减少，影响了光合磷酸化。适宜水分下半夏叶片
ＮＰＱ高于重度干旱，可能是重度干旱胁迫下叶绿素含量低，捕获光能较少，因
而热耗散能量较低，而适宜水分条件下适宜半夏叶片叶绿素合成，捕获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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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热少，有助于对光反应的进行，促进有机物的积累。
６．３土壤干旱对半夏氮代谢及总生物碱含量的影响
硝酸还原酶ＮＲ是参与氮代谢途径中第一步反应的酶，同时也是限速酶，催
化和调节Ｎ０３－还原，对于调控氮代谢进程发挥着重要的作用［１３８１。中度干早提高

了ＮＲ活性，可能是删半夏在干旱胁迫下的补偿作用，有助于半夏还原Ｎ０３。，

生成ＮＨ４＋，ＮＨ４＋的增多，促进了ＧＳ和ＧＯＧＡＴ对ＮＨ４＋的同化。Ｎ－Ｉ－－Ｘ４＋进入
ＧＳ／ＧＯＧＡＴ循环［１３９］，首先由ＧＳ催化谷氨酸与ＮＨ４＋结合，生成谷氨酰胺；然后由
ＧＯＧＡＴ将谷氨酰胺的氨基与０【．戊二酸结合，合成谷氨酸，再经过ＧＯＴ酶和ＧＰＴ
酶在半夏体内的转氨作用，调控Ｎ从其主要载体谷氨酸向组成蛋白质和含氮次生
代谢产物合成前体的其它氨基酸转移。新合成的谷氨酸可用于合成其他氨基酸或
者作为次生代谢物的底物［１４０］。中度干旱促进了ＮＨ４＋的同化，有助于合成更多的
苯丙氨酸等氨基酸。
苯丙氨酸解氨酶也是半夏麻黄碱生物合成途径中的关键酶，干早能够影响
ＰＡＬ基因相对表达量和ＰＡＬ酶活性［１４１１。本实验研究发现干旱有助于半夏叶片ＰＡＬ

基因的表达，干旱程度的不同相关基因的最大表达量也不一样。以上Ｊ、ＰＡＬ２、
ＰＡＬ５在中度干早胁迫下表达量最高，ＰＡＬ３、ＰＡＬ４、ＰＡＺ６在重度干早胁迫下表达
量最高，适宜水分下半夏叶片ＰＡＬ基因相对表达量最低。半夏叶片ＰＡＬ酶活性在

中度干旱胁迫下保持较高的水平，重度干旱胁迫下ＰＡＬ酶活性最低，可能是ＰＡＬ
酶在苯丙氨酸裂解酶［１４２］等的作用下，发生了降解，导致在重度干旱胁迫下ＰＡＬ
酶活性降低。
在以组培苗作为次生代谢的研究材料中，半夏组培苗体内ＰＡＬ，ＧＯＧＡＴ，
ＧＯＴ活性在外源ＮＯｇＯ激下得到提高，加速了无机氮向有机氮的转化，供给更多
的代谢前体物以促进总生物碱积累ｆ１，７３，１４３１。在半夏愈伤组织中，添加物苯丙氨酸，
天冬氨酸，硝普钠，乙酰水杨酸单独或两两复合，氮代谢的关键酶以及生物碱含
量都有增高，因而推测外源添加物能通过调节氮代谢相关酶的变化，从而影响半
夏愈伤组织中总生物碱的含量［１４３１。通过本研究，半夏在中度干旱的条件下，半
夏叶片ＮＲ、ＧＯＧＡＴ、ＧＳ酶活性提高，有利于无机氮的转化和有机氮的同化，促
进氮代谢的进行，再通过ＧＯＴ酶矛ｎＧＰＴ酶的转氨作用，合成次生代谢必要的氨基

酸，再通过ＰＡＬ酶催化苯丙氨酸，积累次生代谢前体物质，从而有利于半夏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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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谢产物的增加。严重胁迫下虽然半夏叶片ＰＡＬ基因的相对表达加强，但是半夏
叶片ＰＡＬ酶活性测定低于适宜水分和中度干旱胁迫，抑制了氮代谢相关酶活性，
因而不利于半夏块茎总生物碱的积累。
目前，半夏作为我国重要的药用植物，其生物碱是重要的天然药用成分。然
而干旱条件下半夏易倒苗、产量降低，同时影响半夏块茎生物碱的积累，本文通
过研究半夏在干旱胁迫下的生理代谢的变化，结果表明，中度干旱下半夏各氮代
谢关键酶保持较高的水平，促进氮代谢的进程，有利于半夏块茎生物碱的合成与
积累。研究干旱胁迫对半夏块茎生物碱合成与积累的调节机理，对提高半夏药用
成分含量有着指导意义，不仅为干旱地区种植半夏提供理论指导，还对半夏的节
水种植有着积极的生产价值。现阶段对半夏生物碱合成的研究有待完善，半夏的
品质对其生物碱药用价值有着重要的联系，进一步研究半夏块茎生物碱的合成途
径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６．４土壤干旱对半夏成分积累的影响
三种水分条件下半夏水分含量低于１４％，灰分含量低于４％，浸出物的含

量大于９‰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２０１５年版，一部）的标准。中度
干旱胁迫半夏块茎总生物碱含量最高，重度干旱胁迫下最低，可能是中度干旱
胁迫下氮代谢相关酶活性较高，积累次生代谢物前体物质，促进总生物碱的积
累。适宜的水分下半夏块茎总酸和多糖的含量最高，在重度干旱胁迫下最低，
可能是严重干旱抑制半夏叶片光合作用，干物质的积累减少，间接影响半夏块
茎多糖和总酸含量降低。半夏块茎皮总生物碱含量、总酸、多糖含量均高于半
夏去皮块茎，与许宏亮［１４８］研究结果一致，所以对半夏块茎皮资源的合理开发利
用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对照组半夏去皮块茎中Ｃｄ、Ｃｕ、Ｃｒ和Ｃｏ含量较高，半
夏块茎皮中Ｃｄ、Ｃｕ和Ｐｂ含量最高；中度干旱下，半夏去皮块茎中Ｐｂ含量最
高，半夏块茎皮中Ｍｎ、Ｃｒ和Ｃｏ含量最高；在重度干旱胁迫下，半夏去皮块茎
中Ｍ＿ｎ含量最高，不同干旱肋迫影响着半夏微量元素的积累。半夏去皮块茎微
量元素铅（Ｐｂ）小于５．０

ｍｇ／ｋｇ，

镉（Ｃｄ）小于０．３ ｍｇ／ｋｇ，铜（Ｃｕ）小于２０．０

ｍｇ／ｋｇ，符合《药用植物及制剂外经贸绿色行业标准（ＷＭ／Ｔ２—２００４）》，但是对
照组处理下，半夏块茎皮中的Ｐｂ、Ｃｄ和Ｃｕ均不符合标准。同时，微量元素在
半夏块茎皮和半夏去皮块茎也存在积累差异。半夏块茎皮中微量元素的含量是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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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皮半夏块茎中的１．８２倍．１４８．６８倍。考虑重金属的含量，在半夏在入药之前需
要对半夏块茎进行去皮处理。

６．５干旱一复水对半夏生理指标以及有效成分的影响
干旱胁迫引起植物细胞膜氧化，植物体内的抗氧化系统就会启动，清除活
性氧。本实验发现，反复干旱一复水促进了半夏叶片ＳＯＤ、ＣＡＴ和ＰＯＤ活性逐
渐升高，ＭＤＡ的含量逐渐降低，说明干旱一复水初期对半夏叶片造成膜损伤，
但是后期半夏植株积累了抵御干旱逆境的能力。
半夏在遭受干旱胁迫时，为保持体内水分，气孔关闭，降低叶片蒸腾作用。
气孔的关闭导致Ｃ０２供应不足，进而引起Ｐｎ降低。在ＲＷｌ中，半夏叶片的净
光合速率、蒸腾速率、胞间Ｃ０２浓度和气孑Ｌ导度均小于对照，说明一次复水没
有解除干早胁迫对半夏的光合作用的抑制。在第二次复水后，半夏获得了水分，
解除了干旱胁迫。ＲＷ２处理与对照组没有显著性差异，表明二次复水已经解除
了干旱对半夏的影响。ＲＷ３与对照有显著性的差异，表现出复水对半夏叶片光
合特性的补偿作用。本研究结果与周自云［１５３】研究结果一致。
本研究发现，干旱一复水条件下，半夏块茎的水分、灰分和浸出物都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标准：半夏块茎总生物碱含量在干旱一复水１次下含
量最高，可能是干旱胁迫提高了半夏叶片氮代谢的关键酶，促进了生物碱的积

累，但是，反复的干旱一复水降低了酶活性，不利于半夏块茎总生物碱的积累；
多次干旱一复水下半夏块茎多糖含量最高，可能是复水后半夏体内的补偿效应，
但是反复干早一复水不利于总酸的积累。
综上所述，多次干旱一复水却使半夏积累了对干旱逆境的防御能力，并使半
夏适应多变低水环境，将干旱逆境的伤害降至最低。干旱复水对于半夏块茎的
成分及质量也产生了显著性的影响，但是其影响机制仍需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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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总结
半夏具有重要的药用价值，市场需求量大，野生半夏无法满足庞大的需求，
因而人工种植半夏成为缓解需求的办法。在人工种植半夏过程中，干旱胁迫是
影响半夏生长发育的主要因素之一，研究干旱胁迫对半夏生理生化以及有效成
分的积累具有重要的生产意义。
首先，在半夏遭受干旱胁迫时，根系感知水分的缺失，传递干旱信号，调
节自身的耗水量，适应干早环境。同时，半夏叶片内的抗氧化系统的酶（ＳＯＤ、
ＰＯＤ、ＣＡＴ）活性保持较高的水平，清除活性氧，减少了膜损伤，保障半夏叶
片在干旱胁迫下保持活性，然而重度干旱胁迫下，半夏叶片内的抗氧化酶活性
较低，膜损伤严重。同时干旱胁迫抑制了半夏根系的发育，不利于半夏对土壤
矿物质和营养元素的吸收，因而半夏地上部分出现了株矮叶窄的现象。
干旱胁迫抑制了半夏叶片叶绿素含量逐渐降低，不利于半夏叶片对光能的
吸收。随着干旱胁迫程度的增加，半夏叶片蒸腾速率（Ｔｒ）和胞间Ｃ０２浓度（Ｃ。）

同时降低，净光合速率下降，表明干旱胁迫通过关闭气孔导致半夏叶片净光合
速率下降。充足水分下，ｑＰ、ＥＴＲ和Ｙ（ＩＩ）较高，可能是水分充足增加半夏叶
片ＰＳ ＩＩ反应中心的受体ＱＡ的还原性，ＰＳ ＩＩ反应中心的开放程度增加，电子传递
活性强，表现出较高的ＥＴＲ和Ｙ（ＩＩ）水平，同时ＮＰＱ较低，热耗散较少，保证
了光能的利用份额，较高的Ｙ（ＩＩ）有利于光能的转化效率，促进碳同化作用和
有机物的积累。
中度干旱胁迫下半夏叶片氮代谢的关键酶ＮＲ、ＧＯＧＡＴ、ＧＳ酶、ＧＯＴ酶和
ＧＰＴ酶活性较高，有利于无机氮的转化和有机氮的同化，促进氮代谢的进行；同
时ＰＡＬ酶催化苯丙氨酸，积累较多的次生代谢前体物质，从而促进半夏块茎总生
物碱积累。重度干旱胁迫下抑制了半夏叶片氮代谢相关酶活性，虽然重度干旱胁
迫下ＰＡＬ基因相对表达量加强，但是ＰＡＬ酶活性最低，不利于半夏块茎总生物碱
的积累。在生产过程中，适宜的干旱促进半夏总生物碱的积累，为了获得高生物
碱的半夏，在半夏种植过程中可以对半夏进行适度的干旱处理。
三种水分条件下半夏水分含量低于１４％，灰分含量低于４％，浸出物的含
量大于９％，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２０１５年版，一部）的标准。半夏
去皮块茎微量元素铅（Ｐｂ）小于５．０ ｍｇ／ｋｇ，镉（Ｃｄ）小于０．３ ｍｇ／ｋｇ，铜（Ｃｕ）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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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２０．０ ｍｇ／ｋｇ，符合《药用植物及制剂外经贸绿色行业标准（ＷＭ／Ｔ２－－２００４））），

但是对照组处理下，半夏块茎皮中的Ｐｂ、Ｃｄ和Ｃｕ均不符合标准。适宜水分处
理下半夏多糖和总酸含量最高，中度干旱胁迫下半夏总生物碱含量最高，在重
度干旱胁迫下多糖、总酸、总生物碱的含量最低。综合考虑，在半夏种植过程
中，充足水分提高半夏块茎多糖和总酸的积累，干旱缺水控制促进半夏块茎总
生物碱的积累，因而在收获期进行干旱处理，使得半夏块茎的总生物碱积累，
提高半夏质量。
反复干旱复水促进半夏叶片的抗氧化酶活性，丙二醛含量降低，光合作用
能力也逐渐恢复，说明反复的干旱一复水使半夏具备了自我保护的能力，使半夏
积累了对干旱逆境的防御能力，半夏更好地适应多变低水环境，降低干旱逆境
的伤害。同时，干旱一复水对于半夏块茎的成分也产生了显著性的影响，但是
其影响机制仍需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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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土壤干旱对半夏次生代谢物积累及其生长的影响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１］王彤彤，何志贵，韩蕊莲，梁宗锁．干旱胁迫对半夏氮代谢相关酶活性的影响。
浙江农业科学学报（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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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土壤干旱对半夏次生代谢物积累及其生长的影响

致谢
时光荏苒，我的硕士生涯己接进尾声。这几年的时光既漫长又短暂，其中
充满了酸甜苦辣，更有收获和成长。几年来，感谢陪我一起度过美好时光的每
位尊敬的老师和亲爱的同门，正是你们的帮助，我才能克服困难，正是你们的
指导，我才能解决疑惑，直到学业的顺利完成。
本人的学位论文是在我的恩师梁宗锁教授的殷切关怀和耐心指导下进行并
完成的，衷心感谢我的恩师对我的谆谆教诲和悉心关怀。从选择课题到开题，
从研究内容的确立到研究方案及技术路线的设计，从实验结果的分析到论文撰
写，梁老师都始终给予我耐心的指导和支持，我取得的每一点成绩都凝聚着恩
师的汗水和心血。恩师开阔的视野、严谨的治学态度、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
深深地感染和激励着我，在此谨向梁老师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感谢韩蕊莲教授、杨东风副教授、杨宗岐副教授、郭万里副教授、祁哲晨
副教授、许玲副教授、陈海敏副教授、张海花老师、王瑞红老师、夏鹏国老师、
王江老师、程霞英老师，感谢何志贵老师、梁立军老师，师兄黄志成、邢丙聪、
于海征、方誉民、张通、刘瑞振，师姐刘林、王静、马旖旎、吴倩倩、余彦鸽，
师弟岑叶盛、叶益丰、盖威、张晨阳、杨天然，师妹王艳婷、曾吴静、林优红、
吴雪、李梦娣、冯庭辉对我在试验中和生活中的帮助。而且实验室的师兄师姐
师弟师妹们与我一道分享他们青春的快乐。感谢我的伙伴们李莹莹、彭玉婷、
沈超、王赞文、田甜、邵婉璐、吴平平、杨千千、章嘉磊、汪雷、马琛、梅兆
雄在实验过程和论文写作过程中提供的热心帮助。
感谢我的家人常年对我的支持和理解。他们是最爱我的人，也是我亏欠最
多的人，他们默默的奉献是我求学的支持和动力。
本研究得到了“浙江省植物次生代谢调控重点实验室”和“浙江省植物学
重点学科”平台支持，以及国家科技部十二五重点攻关科技项目
（２０１５ＢＡＣ０１８０３）的资助，对此表示衷心感谢。
王彤彤
２０１８年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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