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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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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edical herb，Pinellia ternata(Thunb．Breit．)has a long medical history，

its tubers are applied for medicine．In order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drought stress

on the growth and component accumulation of Pinellia ternata，soil water content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treatment，which are suitable water(CK)，medium drought

(MD)and serious drought(SD)．Measuring the growth index，antioxidative enzyme

activity,photosynthetic parameters and chlorophyll fluorescence parameters，and

activities of key enzymes in nitrogen metabolism，PAL enzyme activity and its

relative expression and content of secondary metabolites is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drought stress on the growth and the physiological mechanism of secondary

metabolite accumulation in Pinellia ternata．Besides，exploring repeated droughts

and rehydration on antioxidant system，photosynthetic characteristics and

components of Pinellia Ternata．The specific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The leaves of Pinellia ternata had higher activities of antioxidant enzymes

(SOD，POD，and CAT)under moderate drought stress，which could scavenge active

oxygen and inhibit membrane damage．Under severe drought stress，the activity of

antioxidant enzymes was the lowest，and the content of malondialdehyde increased，

indicating that the membrane was seriously damaged．The general trend of leaf

length，leaf width，and plant height of Pinellia ternata was CK>MD>SD，which

was due to water shortage inhibits root growth of Pinellia ternata，reduces root

absorption of nutrients and minerals，and indirectly affected aboveground parts．The

PineUia ternata showes”small plants with narrow leaves．”When the soil moisture

content is relatively high，the growth of PineUia ternata need to be met，and the

growth is good．

2．With the decrease of soil moisture，chlorophyll content，leaf transpiration rate

(Tr)and intercellular C02 concentration(C1)，net photosynthetic rate(Pn)，

chlorophyll fluorescence parameters qP，ETR and Y(ID in Pinellia ternata leaf

gradually decreases．With the increase of drought stress，the leaf transpiration rate

(Tr)and intercellular C02 concentration(C1)of Pinellia ternata were reduced at the

1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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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e time，and the net photosynthetic rate was decreased．This indicated that

drought stress caused the net photosynthetic rate of Pinellia ternata leaves to

decrease by closing the stomata．Under sufficient moisture，qP,ETR，and Y(II)are

higher and the reducibility of receptor QA in the PSII response center of Pinellia

ternata leaves are strengthened，increasing the degree of opening of the PSII reaction

center,and increasing electron transport activity,showing higher ETR and Y(II)

level．Besides，the lower NeQ，meaning less heat dissipation，ensure the effective

use of light energy share，the higher Y(II)is conducive to the conversion efficiency

of light energy,promoting carbon assimilation and organic accumulation．Under

moderate drought stress，Nee was the highest，indicating that the share of the light

energy captured by the antenna pigment was used in photochemical reactions are

reducing to avoid light damage．It was also a way of adapting Pinellia ternata to

drought stress．Low chlorophyll content and light energy capture under severe

drought stress．Less，and therefore-NPQ shows lower；Therefore，in the process of

cultivation of Pinellia ternata，the irrigation work will be smoothly carried out，

which will help improve the photosynthesis and accumulation of dry matter in the

1eaves of of Pinellia ternata．

3．The general trend of NR，GOGAT,GS，GOT and GPT activities in Pinellia

ternata is MD>CK>SD．Through this study,under moderate drought conditions，

the activities of NR，GOGAT,and GS in the leaves of Pinellia ternata is enhanced，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organic nitrogen and the assimilation

of organic nitrogen，promoting the progress of nitrogen metabolism，and then the

role of transamination is through the GOT and GPT to synthesize essential amino

acids for secondary metabolism，and then catalyzed by PAL，accumulating more

secondary metabolite premise substances，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increase of

secondary metabolites of Pinellia ternata．

4．The water content in the tubers of Pinellia ternata under three moisture

conditions is less than 1 4％，the ash content is less than 4％，and the leachate content

is greater than 9％．which conforms to the standards of the“People。S Republic of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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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Pharmacopoeia”(2015 year-edition，Part 1)．The bark ofthe bark ofPinellia

ternata has less than 5．0 mg／kg of Pb，less than 0．3 mg／kg of cadmium(Cd)，and less

than 20．0 mg／kg of Cu，which conforms to the“Green Industry Standard for Foreign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of Medicinal Plants and Preparations”．

WM／T2．2004)，but under the treatment of the control group，Pb，Cd，and Cu in the

bark of Pinellia ternata have not met the standard．The contents of polysaccharides

and total acids in Pinellia ternata were the highest under suitable water treatments

and the contents of total alkaloids were the highest under moderate drought stress，

while the contents of p01ysaccharides，total acids and total alkaloids were the lowest

under severe drought stress．Considering comprehensively,during the planting

process of Pinellia ternata，moderate drought will contribute to the accumulation of

secondary metabolite in Pinellia ternata．Therefore，moderate drought during the

harvest period is beneficial to the accumulation of secondary met—abolite in Pinellia

ternata，which will accelerate the commucation of secondary metabolite．In the

process of planting Pinellia ternata，avoiding heavy drought and providing enough

water supply．

5．This study shows that after experiencing repeated droughts and rehydration，

the anti．oxidant system in the leaves of Pinellia ternata gradually increased，while

the malondialdehyde content decreasing and the photosynthesis ability gradually

recovering，indicating that repeated droughts and rehydration enabled Pinellia

ternata to possess the ability of self-protection to defense against drought stress and

to adapt to changing water conditions，minimizing damage from drought stress．At

the same time，drought rehydration also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active

ingredient in the tubers of Pinellia ternata，but the mechanism of its effects still

needs further study．

Key words：Pinellia ternata；drought stress；photosynthetic characteristics；nitrogen

metabolism；PAL：total alkaloids；drought—rehydration．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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晌

目录
摘要⋯⋯⋯⋯⋯⋯⋯⋯⋯⋯⋯⋯⋯⋯⋯⋯⋯⋯⋯⋯⋯⋯．⋯⋯⋯⋯⋯⋯⋯⋯⋯⋯⋯⋯⋯⋯⋯⋯⋯⋯I

Abstract⋯⋯．⋯⋯⋯．⋯⋯⋯⋯⋯⋯⋯⋯⋯⋯⋯⋯⋯⋯⋯⋯⋯⋯⋯⋯⋯⋯⋯⋯⋯⋯⋯⋯⋯⋯⋯⋯⋯⋯⋯⋯⋯⋯⋯．⋯⋯⋯．⋯。I!I

第一章文献综述⋯⋯⋯⋯⋯⋯⋯⋯⋯⋯⋯⋯．．⋯⋯⋯⋯⋯⋯⋯⋯⋯⋯⋯⋯⋯⋯⋯．1

1．1半夏概述⋯⋯⋯⋯⋯⋯⋯⋯⋯⋯⋯⋯⋯⋯ ⋯⋯⋯⋯．⋯⋯⋯⋯⋯⋯⋯⋯l

1．2半夏生长环境⋯⋯⋯⋯⋯⋯⋯⋯⋯⋯⋯⋯⋯⋯⋯⋯⋯⋯⋯⋯⋯⋯⋯⋯⋯⋯1

1．3．半夏的药用功效作用与药理学研究⋯⋯⋯⋯⋯⋯⋯⋯⋯⋯⋯⋯⋯⋯⋯⋯⋯⋯。1

1．3．1半夏提取物⋯⋯⋯⋯⋯⋯⋯⋯⋯⋯⋯⋯⋯⋯⋯⋯⋯⋯⋯⋯⋯⋯⋯⋯1

1-3．2半夏总生物碱⋯⋯⋯⋯⋯⋯⋯⋯⋯⋯⋯⋯⋯⋯⋯⋯⋯⋯⋯⋯⋯⋯⋯。⋯⋯．2

1．3．3半夏多糖⋯⋯⋯⋯⋯⋯⋯⋯⋯⋯⋯⋯⋯⋯⋯⋯⋯⋯⋯⋯．⋯⋯⋯⋯⋯2

1．3．4其他成分⋯⋯⋯⋯⋯⋯⋯⋯⋯⋯．⋯⋯⋯⋯⋯⋯⋯⋯⋯⋯⋯⋯⋯⋯⋯⋯。2

1．4半夏块茎的化学成分⋯⋯⋯⋯⋯⋯⋯⋯⋯⋯⋯⋯⋯⋯⋯⋯⋯⋯⋯⋯⋯⋯⋯2

1．4．1半夏生物碱类⋯⋯⋯⋯⋯⋯⋯⋯⋯⋯⋯⋯⋯⋯⋯⋯⋯⋯⋯⋯⋯⋯⋯⋯⋯。3

1．4．2挥发油⋯⋯⋯⋯⋯⋯⋯⋯⋯⋯⋯⋯⋯⋯⋯⋯⋯⋯⋯⋯⋯⋯⋯⋯⋯⋯⋯⋯3

1．4-3微量元素⋯⋯⋯⋯⋯⋯⋯⋯⋯⋯⋯⋯⋯⋯⋯⋯⋯⋯⋯⋯⋯⋯⋯⋯⋯⋯3

1．4．4有机酸⋯⋯⋯⋯⋯⋯，⋯⋯⋯⋯⋯⋯⋯⋯⋯⋯⋯⋯⋯⋯⋯⋯⋯⋯⋯⋯⋯⋯3

1．4．5刺激成分⋯⋯⋯⋯⋯⋯⋯⋯⋯⋯⋯⋯⋯⋯⋯⋯⋯⋯⋯⋯⋯⋯⋯⋯⋯⋯3

1．4．6氨基酸⋯⋯⋯⋯⋯⋯⋯⋯⋯⋯⋯⋯⋯⋯⋯⋯⋯⋯⋯⋯⋯⋯⋯⋯⋯⋯⋯3

1．5干旱胁迫对药用植物化学成分积累的研究进展⋯⋯⋯⋯⋯⋯⋯⋯⋯⋯⋯⋯⋯⋯⋯3

1．6半夏有效成分的研究进展⋯⋯⋯⋯⋯⋯⋯⋯⋯⋯⋯⋯⋯⋯⋯⋯⋯⋯⋯⋯⋯⋯．4

1．6．1不同产地⋯⋯⋯⋯⋯⋯⋯⋯⋯⋯⋯⋯⋯⋯⋯⋯⋯⋯⋯⋯⋯⋯⋯⋯⋯．4

1．6．2加工方法⋯⋯⋯⋯⋯⋯⋯⋯⋯⋯⋯⋯⋯⋯⋯⋯⋯⋯⋯⋯⋯⋯⋯⋯⋯．．4

1．6．3栽培方法⋯⋯⋯⋯⋯⋯⋯⋯⋯⋯⋯⋯⋯⋯⋯⋯⋯⋯⋯⋯⋯⋯⋯⋯⋯⋯⋯5

1．7本研究目的与意义⋯⋯⋯⋯⋯⋯⋯⋯⋯⋯⋯⋯⋯⋯⋯⋯⋯⋯⋯⋯⋯⋯⋯⋯．5

第二章土壤干旱对半夏生长及抗氧化能力的影响⋯⋯⋯⋯⋯⋯⋯⋯⋯⋯⋯⋯⋯⋯⋯⋯6

2．1引言⋯⋯⋯⋯⋯⋯⋯⋯⋯⋯⋯⋯⋯⋯⋯⋯⋯⋯⋯⋯⋯⋯⋯⋯⋯⋯⋯⋯⋯⋯⋯⋯⋯⋯⋯⋯．⋯．6

2．2仪器、试剂、与材料⋯⋯⋯⋯⋯⋯⋯⋯⋯⋯⋯⋯⋯．．⋯⋯⋯⋯．．⋯⋯⋯⋯⋯。6

2．2．1仪器⋯⋯⋯⋯⋯⋯⋯⋯． ⋯⋯⋯⋯⋯⋯⋯⋯⋯⋯⋯⋯⋯⋯⋯⋯⋯⋯⋯⋯⋯⋯⋯⋯⋯⋯⋯⋯⋯⋯⋯⋯⋯6

2．2．2试剂⋯⋯⋯⋯⋯⋯⋯⋯⋯⋯⋯⋯⋯⋯⋯⋯⋯⋯⋯⋯⋯⋯⋯⋯⋯⋯⋯⋯⋯⋯⋯⋯⋯⋯6

2．2．3材料⋯⋯⋯⋯⋯⋯⋯⋯⋯⋯⋯⋯⋯⋯⋯⋯⋯⋯⋯⋯⋯⋯⋯⋯⋯⋯⋯⋯⋯⋯⋯⋯⋯⋯6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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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实验方法⋯⋯⋯⋯⋯．． ⋯⋯．⋯⋯⋯⋯⋯⋯⋯⋯⋯⋯⋯⋯⋯⋯⋯⋯⋯⋯⋯．7

2．3．1．实验设计⋯⋯⋯⋯⋯⋯⋯⋯⋯⋯⋯⋯⋯⋯⋯⋯⋯⋯⋯⋯⋯⋯⋯⋯⋯．⋯．7

2．3．2半夏生长指标的测定⋯⋯⋯⋯⋯⋯⋯⋯．⋯⋯⋯⋯⋯⋯⋯⋯⋯⋯⋯⋯．7

2．3．3半夏叶片膜损伤与抗氧化系统生理指标的测定⋯⋯⋯⋯⋯⋯⋯⋯⋯⋯⋯．．7

2．4结果⋯⋯⋯⋯⋯．⋯⋯⋯⋯⋯⋯⋯⋯⋯⋯⋯⋯⋯⋯⋯⋯⋯⋯⋯．⋯⋯．．⋯⋯⋯⋯⋯⋯⋯⋯⋯⋯8

2．4．1干旱胁迫对半夏生长指标的影响⋯⋯⋯⋯⋯⋯⋯⋯⋯⋯⋯⋯⋯⋯⋯⋯。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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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4．3干旱胁迫对半夏叶片过氧化物酶(POD)活性的影响⋯⋯⋯⋯⋯⋯⋯⋯．9

2．4．4干旱胁迫对半夏叶片过氧化氢酶(CA=r)活性的影响⋯⋯⋯⋯⋯⋯⋯⋯⋯9

2．4．5干旱胁迫对半夏叶片丙二醛(MDA)含量的影响⋯⋯⋯⋯⋯⋯⋯⋯⋯⋯10

2．5讨论⋯⋯⋯⋯⋯⋯⋯⋯⋯⋯⋯⋯⋯⋯⋯⋯⋯⋯⋯⋯⋯⋯⋯⋯⋯⋯⋯⋯⋯⋯．．⋯⋯⋯⋯⋯。11

第三章土壤干旱对半夏叶片光合生理特性的影响⋯⋯⋯⋯⋯⋯⋯⋯⋯⋯⋯⋯⋯⋯⋯12

3．1引言⋯⋯⋯⋯⋯⋯⋯⋯⋯⋯⋯⋯⋯⋯⋯⋯⋯⋯．⋯⋯⋯⋯⋯⋯⋯⋯⋯⋯⋯⋯⋯⋯⋯⋯⋯⋯12

3．2仪器、试剂、与材料⋯⋯⋯⋯⋯⋯⋯⋯⋯⋯⋯⋯⋯⋯⋯⋯⋯⋯⋯⋯⋯⋯⋯12

3．2．1仪器⋯⋯⋯⋯⋯．⋯⋯⋯⋯⋯⋯⋯⋯⋯⋯⋯⋯⋯⋯⋯⋯⋯⋯⋯⋯⋯⋯⋯⋯⋯⋯⋯⋯12

3．2．2试剂⋯⋯⋯⋯⋯⋯⋯⋯⋯⋯⋯⋯⋯⋯⋯⋯⋯⋯⋯⋯⋯⋯⋯⋯⋯⋯⋯。12

3．2．3材料⋯⋯⋯⋯⋯⋯⋯⋯⋯⋯⋯⋯⋯⋯⋯⋯⋯⋯⋯⋯⋯⋯⋯⋯⋯⋯⋯⋯⋯⋯⋯⋯⋯⋯．．12

3．3实验验方法⋯⋯⋯⋯⋯⋯⋯⋯⋯⋯⋯⋯⋯⋯⋯⋯⋯⋯⋯⋯⋯⋯⋯⋯⋯⋯⋯⋯⋯．12

， 3．3．1．实验设计⋯⋯⋯⋯⋯⋯⋯⋯⋯⋯⋯⋯⋯⋯⋯⋯⋯⋯⋯⋯⋯⋯⋯⋯⋯⋯12

3．3．2实验方法⋯⋯⋯⋯⋯⋯⋯⋯⋯⋯⋯⋯⋯⋯⋯⋯⋯⋯⋯⋯⋯⋯⋯⋯⋯。12

3．4结果⋯⋯⋯⋯⋯⋯⋯⋯⋯⋯⋯⋯⋯⋯⋯⋯⋯⋯⋯⋯⋯⋯⋯⋯⋯⋯⋯⋯⋯⋯⋯⋯⋯⋯⋯⋯⋯13

3．4．1干旱胁迫对半夏叶片净光合速率的影响⋯⋯⋯⋯⋯⋯⋯⋯⋯⋯⋯⋯⋯⋯13

3．4．2干旱胁迫对半夏叶片蒸腾速率的影响⋯⋯⋯⋯⋯⋯⋯⋯⋯⋯⋯⋯⋯⋯⋯14

3．4．3干旱胁迫对半夏叶片胞间C02浓度的影响⋯⋯⋯⋯⋯⋯⋯⋯⋯⋯⋯⋯⋯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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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3．4。5干旱胁迫对半夏叶片光化学淬灭系数的影响⋯⋯⋯⋯⋯⋯⋯⋯⋯⋯⋯⋯16

3．4．6干旱胁迫对半夏叶片非光化学淬灭系数的影响⋯⋯⋯⋯⋯⋯⋯⋯⋯⋯⋯17

3．4．7干旱胁迫对半夏叶片表观电子传递速率的影响⋯⋯⋯⋯⋯⋯⋯⋯⋯⋯⋯17

3．4．8干旱胁迫对半夏叶片叶绿素含量的影响⋯．．⋯⋯⋯⋯⋯⋯⋯⋯⋯⋯⋯⋯18

3．5讨论⋯⋯⋯⋯⋯．．．⋯⋯⋯⋯⋯⋯⋯⋯⋯⋯⋯⋯⋯⋯⋯⋯⋯。⋯⋯⋯⋯．⋯⋯⋯⋯⋯⋯⋯19

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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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土壤干旱对半夏氮代谢及总生物碱含量的影响⋯⋯⋯⋯⋯⋯⋯⋯⋯⋯⋯⋯⋯20

4．1引言⋯⋯⋯⋯⋯⋯⋯⋯⋯⋯⋯⋯⋯．．⋯⋯⋯⋯⋯⋯⋯⋯⋯⋯⋯⋯⋯．⋯⋯⋯⋯⋯⋯⋯⋯．20

4．2仪器、试剂与材料⋯⋯⋯⋯⋯⋯⋯⋯⋯⋯⋯⋯⋯⋯⋯⋯⋯⋯⋯⋯⋯⋯⋯⋯．20

4．2．1仪器⋯⋯⋯⋯⋯．．⋯⋯⋯⋯⋯⋯⋯⋯⋯⋯⋯⋯⋯⋯⋯⋯⋯⋯．⋯⋯⋯⋯⋯⋯⋯⋯⋯⋯20

4．2。2试剂⋯⋯⋯⋯⋯⋯⋯⋯⋯⋯⋯⋯⋯⋯⋯⋯⋯⋯⋯⋯⋯⋯⋯⋯⋯⋯⋯⋯⋯⋯⋯⋯⋯．20

4．2．3材料⋯⋯⋯⋯⋯⋯⋯⋯⋯⋯⋯⋯⋯⋯⋯⋯⋯⋯⋯⋯⋯⋯⋯⋯⋯⋯⋯⋯⋯⋯⋯．⋯⋯21

4．3实验方法⋯⋯⋯⋯⋯⋯⋯⋯⋯⋯⋯⋯⋯⋯⋯⋯⋯⋯⋯⋯⋯⋯⋯⋯⋯⋯⋯⋯21

4．3．1氮代谢关键酶和苯丙氨酸解氨酶活性的测定⋯⋯⋯⋯⋯⋯⋯⋯⋯⋯⋯．．21

4．3．2半夏叶片PAL基因表达的测定⋯⋯⋯⋯⋯⋯⋯⋯⋯⋯⋯⋯⋯⋯⋯⋯⋯⋯⋯21

4．3．3半夏块茎总生物碱的测定⋯⋯⋯⋯⋯⋯⋯⋯⋯⋯⋯⋯⋯⋯⋯⋯⋯⋯⋯．．23

4．4结果⋯⋯⋯⋯⋯⋯⋯⋯⋯⋯⋯⋯⋯⋯⋯⋯⋯⋯⋯⋯⋯⋯⋯⋯⋯⋯⋯⋯⋯⋯⋯⋯⋯⋯⋯⋯⋯⋯。23

4．4．1干旱胁迫对半夏叶片中硝酸还原酶活性的影响⋯⋯⋯⋯⋯⋯⋯⋯⋯⋯⋯⋯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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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4．4．3干旱胁迫对半夏叶片中谷氨酸合成酶活性的影响⋯⋯⋯⋯⋯⋯⋯⋯⋯⋯．25

4．4．4干旱胁迫对半夏叶片中谷草转氨酶活性的影响⋯⋯⋯⋯⋯⋯⋯⋯⋯⋯⋯25

4．4．5干旱胁迫对半夏叶片中谷丙转氨酶活性的影响⋯⋯⋯⋯⋯⋯⋯⋯⋯⋯⋯26

4．4．6土壤干旱对半夏叶片苯丙氨酸解氨酶活性的影响⋯⋯⋯⋯⋯⋯⋯⋯⋯⋯27

4．4．7土壤干旱对半夏叶片PAL基因表达的影响⋯⋯⋯⋯⋯⋯⋯⋯⋯⋯⋯⋯27

4．4．8土壤干旱对半夏块茎总生物碱含量的影响⋯⋯⋯⋯⋯⋯⋯⋯⋯⋯⋯⋯．．28

4．5讨{仑⋯⋯⋯⋯⋯⋯⋯⋯⋯⋯⋯⋯⋯⋯⋯⋯⋯⋯⋯⋯⋯⋯⋯⋯．⋯⋯⋯⋯⋯⋯⋯⋯⋯⋯⋯⋯⋯．⋯⋯．29

第五章土壤干旱对半夏成分积累的影晌⋯⋯⋯⋯⋯⋯⋯⋯⋯⋯⋯⋯⋯⋯⋯⋯⋯⋯⋯．31

5．1引言⋯⋯⋯⋯⋯⋯⋯⋯⋯⋯⋯⋯⋯⋯⋯⋯⋯⋯⋯⋯⋯⋯⋯⋯⋯⋯⋯⋯⋯⋯⋯⋯⋯⋯⋯⋯⋯3l

5．2仪器、试剂和材料⋯⋯⋯⋯⋯⋯⋯⋯⋯⋯⋯⋯⋯⋯⋯⋯⋯⋯⋯⋯⋯⋯⋯⋯．．31

5．2．1仪器⋯⋯⋯⋯⋯⋯⋯⋯⋯⋯⋯⋯⋯⋯⋯⋯⋯⋯⋯⋯⋯⋯⋯⋯⋯⋯⋯⋯。⋯⋯⋯⋯⋯⋯3l

5．2．2试剂⋯⋯⋯⋯⋯⋯⋯⋯⋯⋯⋯⋯⋯⋯⋯⋯⋯⋯⋯⋯．⋯⋯⋯⋯⋯⋯⋯⋯⋯⋯⋯⋯⋯⋯31

5．2．3材料⋯⋯⋯⋯⋯⋯⋯⋯⋯⋯⋯⋯⋯⋯⋯⋯⋯⋯⋯⋯⋯⋯⋯⋯⋯⋯⋯⋯⋯⋯⋯⋯⋯．31

5t3实验方法⋯⋯⋯⋯⋯⋯⋯⋯⋯⋯⋯⋯⋯⋯⋯⋯⋯⋯⋯⋯⋯⋯⋯⋯⋯⋯⋯⋯．31

5．3．1半夏块茎水分、灰分、浸出物的测定⋯⋯⋯⋯⋯⋯⋯⋯⋯⋯⋯⋯⋯⋯31

5．3．2半夏块茎总生物碱含量的测定⋯⋯⋯⋯⋯⋯⋯⋯⋯⋯⋯⋯⋯⋯⋯⋯⋯31

5．3．3半夏块茎多糖含量的测定⋯⋯⋯⋯．⋯⋯⋯⋯⋯⋯⋯⋯⋯⋯⋯⋯⋯⋯．31

VⅡ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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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半夏块茎琥珀酸含量的测定⋯⋯⋯⋯⋯⋯⋯⋯⋯⋯⋯⋯⋯⋯⋯⋯⋯．．32

5．3．5半夏块茎微量元素的测定⋯⋯⋯⋯⋯⋯⋯⋯⋯⋯⋯⋯⋯⋯⋯⋯⋯⋯32

5．4实验结果⋯⋯⋯．⋯⋯⋯⋯⋯⋯⋯⋯⋯⋯⋯⋯⋯⋯⋯⋯⋯⋯⋯⋯⋯⋯⋯33

5．4．1干旱胁迫对半夏块茎水分、灰分、浸出物含量的影响。⋯⋯⋯⋯⋯⋯．33

5．4．2干旱胁迫对半夏块茎总生物碱含量的影响⋯⋯⋯⋯⋯⋯⋯⋯⋯⋯⋯⋯33

5．4．3干早胁迫对半夏块茎多糖含量的影响⋯⋯⋯⋯⋯⋯⋯⋯⋯⋯⋯⋯⋯⋯34

5．4．4干旱胁迫对半夏块茎总酸的影响⋯⋯⋯⋯⋯⋯⋯⋯⋯⋯⋯⋯⋯⋯⋯。34

5．4．5干旱胁迫对半夏块茎微量元素含量的影响⋯⋯⋯⋯⋯⋯⋯⋯⋯⋯⋯⋯35

5．5讨{仑⋯⋯⋯⋯⋯⋯⋯⋯⋯⋯⋯⋯⋯⋯⋯⋯⋯⋯⋯⋯⋯⋯⋯⋯⋯⋯⋯⋯⋯⋯⋯⋯⋯⋯⋯⋯⋯36

第六章干旱一复水对半夏生理指标以及有效成分的影响⋯⋯⋯⋯⋯⋯⋯⋯⋯⋯⋯⋯⋯38

6．1前言⋯⋯⋯⋯⋯⋯⋯⋯⋯⋯⋯⋯⋯⋯⋯⋯⋯⋯⋯⋯⋯⋯⋯⋯⋯⋯⋯⋯⋯⋯⋯⋯⋯⋯⋯．．38

6．2仪器、试剂与材料⋯⋯⋯⋯⋯⋯⋯⋯⋯⋯⋯⋯⋯⋯⋯⋯⋯⋯⋯⋯⋯⋯⋯⋯38

6．2．1仪器⋯⋯⋯⋯⋯⋯⋯⋯⋯⋯⋯⋯⋯⋯⋯⋯⋯⋯⋯⋯⋯⋯⋯⋯⋯⋯⋯⋯⋯⋯⋯⋯⋯⋯⋯⋯．38

6．2．2试剂⋯⋯⋯⋯⋯⋯：⋯⋯⋯⋯⋯⋯⋯⋯⋯⋯⋯⋯⋯⋯⋯⋯⋯⋯⋯⋯～38

6．2．3材料⋯⋯⋯⋯⋯⋯⋯⋯⋯⋯⋯⋯⋯⋯⋯⋯⋯⋯⋯⋯⋯⋯⋯⋯⋯⋯⋯38

6．3实验方法⋯⋯⋯⋯⋯⋯⋯⋯⋯⋯⋯⋯⋯⋯⋯⋯⋯⋯⋯⋯⋯⋯⋯⋯⋯⋯⋯。39

6．3．1材料处理⋯⋯⋯⋯⋯⋯⋯⋯⋯⋯⋯⋯⋯⋯⋯⋯⋯⋯⋯⋯⋯⋯⋯⋯⋯39

6．3。2半夏叶片膜损伤与抗氧化酶活性的测定⋯⋯⋯⋯⋯⋯⋯⋯⋯⋯⋯⋯⋯⋯39

6．3．3半夏叶片光合特性的测定⋯⋯⋯⋯⋯⋯⋯⋯⋯⋯⋯⋯⋯⋯⋯⋯⋯⋯．．39

6．3．4半夏块茎水分、灰分和浸出物的测定⋯⋯⋯⋯⋯⋯⋯⋯⋯⋯⋯⋯⋯⋯⋯39

6．3．5半夏块茎总生物碱的测定⋯⋯⋯⋯⋯⋯⋯⋯⋯⋯⋯⋯⋯⋯⋯⋯⋯⋯⋯39

6．3．6半夏块茎总酸的测定⋯⋯⋯⋯⋯⋯⋯⋯⋯⋯⋯⋯⋯⋯⋯⋯⋯⋯⋯⋯⋯39

6．3．7半夏块茎多糖的测定⋯⋯⋯⋯⋯⋯⋯⋯⋯⋯⋯⋯⋯⋯⋯⋯⋯⋯⋯．．39

6．4结果⋯⋯⋯⋯⋯⋯⋯⋯⋯⋯⋯⋯⋯⋯⋯⋯⋯⋯⋯⋯⋯⋯⋯⋯⋯⋯⋯⋯⋯⋯⋯⋯。39

6．4．1反复干旱～复水对半夏叶片生理指标的影响⋯⋯⋯⋯⋯⋯⋯⋯⋯⋯⋯⋯39

6．4．2反复干旱～复水对半夏叶片光合特性的影响⋯⋯⋯⋯⋯⋯⋯⋯⋯⋯⋯40

6．4．3反复干旱一复水对半夏块茎的水分、灰分和浸出物含量的影响⋯⋯⋯⋯．．41

6．4．4反复干旱一复水对半夏块茎总生物碱含量的影响⋯⋯⋯⋯⋯⋯⋯⋯⋯⋯。4l

6．4．5反复干旱～复水对半夏块茎多糖含量的影响⋯⋯⋯⋯⋯⋯⋯⋯⋯⋯⋯⋯42

6．4．6反复干旱一复水对半夏块茎总酸含量的影响⋯⋯⋯⋯⋯⋯⋯⋯⋯⋯⋯42

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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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讨论⋯⋯⋯⋯⋯⋯⋯⋯⋯⋯⋯⋯⋯⋯⋯⋯⋯⋯⋯⋯⋯⋯⋯⋯⋯⋯⋯⋯⋯⋯⋯⋯⋯⋯⋯⋯．43

第六章讨论⋯⋯⋯⋯⋯⋯⋯⋯⋯⋯⋯⋯⋯⋯⋯⋯⋯⋯⋯⋯⋯．．⋯⋯⋯⋯⋯⋯⋯．45

6．1土壤干旱对半夏生长及抗氧化能力的影响⋯⋯⋯⋯⋯⋯⋯⋯⋯⋯⋯⋯⋯．⋯45

6．2土壤干旱对半夏叶片光合生理特性的影响⋯⋯⋯⋯⋯⋯⋯⋯⋯⋯⋯⋯⋯⋯⋯45

6．3土壤干旱对半夏氮代谢及总生物碱含量的影响⋯⋯．⋯⋯⋯⋯⋯⋯⋯。⋯⋯⋯46

6．4土壤干旱对半夏成分积累的影响⋯⋯⋯⋯⋯⋯⋯⋯⋯⋯⋯⋯⋯⋯⋯⋯⋯⋯47

6．5干旱一复水对半夏生理指标以及有效成分的影响⋯⋯⋯⋯⋯⋯⋯⋯⋯⋯⋯⋯．．48

第七章总结⋯⋯⋯⋯⋯

参考文献⋯⋯⋯⋯⋯⋯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致谢⋯⋯⋯⋯⋯⋯⋯⋯．

X

49

51

60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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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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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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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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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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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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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is。HCI 1 mL，粗酶液0．1 mL，蒸馏水

1．7mL，最后加入0．2mL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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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M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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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200、400、

600、800、1200、1600肛mol m-2 s～，增加到2000 gmol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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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2 s～，半

夏叶片净光合速率逐渐增加变缓。在12009mol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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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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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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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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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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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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1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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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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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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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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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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

美国ABI公司)，移液器Eppendo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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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eScripffMRT reagent Kit with gDNA Eraser(Perfect Real Time)、反转录试

剂盒PrimeScript II Ist Strand cDNA Synthesis Kit均购于宝生物工程(大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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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dH20至lO}tL，冰上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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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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effect of drought stress on GS activities in the leaves ofPinellia Tern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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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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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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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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GOT activities in the leaves of Pinellia Tern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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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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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ure 4．5 The effect of drought stress on GPT activities in the leaves of Pinellia Tern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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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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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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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7干旱胁迫对半夏叶片PAL基因相对表达水平的影响

Figure 4．7 The effect of drought stress Oil Relative expression of PAL gene

in leaves of Pinellia tern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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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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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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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度／℃

Step Runtime —Hold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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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Elements Regression equation

Pb y=0．0135x+0．0055 0．9994

Cd y=0．0914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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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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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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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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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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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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lysacchar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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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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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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照如图盈!}{?：_0一

刁一u悖一为=Io_：|o_co_c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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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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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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方数据



塑鎏堡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土壤干旱对半夏次生代谢物积累及其生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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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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photosynthetic characteristics

ot Pinellia ternata

————————————————————————————————————————————————————————————————一一一
处理鼻料————————————————————————————————————————————～

兰广姒
CK RWl RW2 RW3

Pn(gmol’m2‘s‘1) 17．57+2．50a 11．43+1．81b 1 7．94-4-2．62a 23．94+4．85c

Tr(pmol‘m2‘s‘1) 4．36士0．13bc 3．41士0．35c 5．31士1．28ab 6．20士0．90a

Ci(gmol’m2‘s。) 231．67士12．86b 227．67士2．3lb 259．67土4．04a 269．33士18．01a

Gs(mmol‘1T12‘S。) 0．24土0．04bc 0．16-+-0．03c 0．31士0．1 lab 0．40+0．0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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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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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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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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K RWl RW2 RW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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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Pinel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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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K RWl RW2 RW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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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Pinel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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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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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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il total acid ofPinellia tern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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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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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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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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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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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