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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雨涝和高温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限制棉花生长的 2 种主要气象灾害，且夏季伴随发生概率大，目前尚不清楚高温
胁迫下棉花苗期对涝害的响应特征。2013 年利用桶栽试验，在棉花苗期设置不同涝害（受涝 0、3、6、9 d）和高温（高
温 0、3 d）水平，分析棉株关键形态生长特征、倒 4 叶叶绿素荧光特性及膜脂保护性酶活性。结果表明，受涝天数不超
过 3 d 进行连续高温处理对棉花形态生长特征无显著影响；受涝时间＞3 d 遭遇高温胁迫，进一步限制了棉花株高和叶面
积生长，干物质量减少，根/冠比降低，且这些参数在高温胁迫下低于不受涝处理的时间普遍比自然温度条件下提早 3 d。
受涝过程伴随高温加剧降低了根系活力，进一步减少了叶绿素 a、叶绿素 b 含量及 PS II 最大光化学量子产量和潜在光化
学转换效率，而对叶绿素 a/叶绿素 b 影响普遍不明显。在自然温度条件下，叶片和根系超氧物歧化酶、过氧化物酶活性
随受涝天数的延长而降低，丙二醛含量则变化相反。涝害和高温复合胁迫下，叶片超氧物歧化酶和过氧化物酶活性先升
高后降低，在受涝 3 d 最高，受涝 9 d 最低；叶片和根系丙二醛含量急剧增加，表明受涝过程中遭遇高温天气加剧了棉株
细胞膜的受损程度。从对棉花生长的影响程度来看，涝害居首位，高温胁迫次之，且二者交互作用在叶绿素、PS II 潜在
光化学转换效率及叶片超氧物歧化酶、过氧化物酶和丙二醛上表现显著。研究可为长江中下游平原湖区棉苗抗逆栽培及
棉田排水管理提供科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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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土壤水分是决定植物生长的首要因子，但水分过高
不利于植株生长，甚至导致涝渍灾害[1]。在中国南方大部
分地区，尤其在长江中下游平原湖区，受降水强度、降
水频率及田间排水不畅等因素影响，地下水位抬升，田
面积水，经常形成涝害逆境[2]，限制了棉花的正常生长[3]。
土壤淹水，棉花根系缺氧，根系活力下降，水分和养分
的吸收和利用受限[4-5]；膜脂过氧化程度加剧，超氧物歧
化酶和过氧化氢酶活性下降，过氧化物酶活性先升高后
降低，膜内外渗物质增多，膜结构受损[6]；叶绿素合成受
阻，光合电子传递受限，光合转化效率下降，干物质形
成量减少[7-8]。据报道[9]，日最高温度每升高 1℃可能使皮
棉产量减少 110 kg/hm2。邓茳明等[10]认为，在高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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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棉花光合作用、膜稳定性和线粒体呼吸等正常生理
活动受到影响，活性氧的产生和抗氧化酶清除作用失去
动态平衡，超氧阴离子、单线态氧及氧化还原物质增多，
丙二醛含量增加，脱氧核糖核酸损失，蛋白质变性。熊
格生等[11]和 Schrader 等[12]研究发现，经过连续高温处理
后的棉花，叶片发黄，类胡萝卜素增加，磷酸烯醇式丙
酮酸羧化酶和核酮糖-1，5-二磷酸羧化酶/加氧酶活性降
低，PS II 光化学转换能力下降，光合速率减小，气孔开
度减小，胞间二氧化碳浓度增加，叶面积减小，植株早
衰，导致减产 22%以上。
目前，学者主要围绕涝害[13-14]、高温[15]单独胁迫对
棉花生长生理的影响，对涝害和高温复合胁迫下棉株生
理代谢响应关注较少。尽管前人对涝渍和高温联合胁迫
下棉花生长生理特征及具体排水问题进行了相关分析，
但研究针对的是棉花生长中后期[16-18]，并未涉及苗期。
据吴启侠等[19]报道，长江中下游湖北平原湖区夏季棉花
生长季节客观存在热害、涝害及其伴随发生的典型气象
灾害类型，1960－2010 年近 50 a 来 4 个地区夏季平均发
生轻度热害、偏涝伴随胁迫 15 次，占热、涝相随灾害发
生总数的 44.1%。为此，本文在苗期人共工模拟涝害和高
温天气环境，探究高温涝害交互处理下棉花主要表观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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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特征，膜质过氧化代谢及叶绿素荧光动力学参数的响
应特征及其相互关系，为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棉花抗逆
栽培及棉田排水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品种及管理
供试棉花品种为湖北平原湖区广泛推广的鄂杂棉
88，2013 年采用桶栽方式在长江大学农学院教学科研试
验基地（30°21′N、112°09′E）进行。供试土壤取自试验
区旱地田间 0～30 cm 耕层，pH 值为 7.4，有机质为
15.4 g/kg，碱解氮为 150.6 mg/kg，速效磷为 14.5 mg/kg，
速效钾为 84.7 mg/kg。土壤晒干除杂过筛后装于聚乙烯塑
料桶（桶口直径为 40 cm，高 70 cm，底部中央有排水孔），
每桶装混合均匀干土 45 kg。4 月 20 日育苗，3 叶期选择
生长一致的壮苗移栽，每桶定植 1 株。移栽前每桶施用
复合肥（N:P2O5:K2O=15-15-15）20 g。
1.2 涝害和高温处理
试验设置涝害（waterlogging，WL）和高温（high
temperature，HT）2 个因素。6 月 21 日开始 WL 处理，
WL 设受涝 0、3、6、9 d 4 个水平，分别于 6 月 21 日、6
月 24 日、6 月 27 日、6 月 30 日结束（即受涝于同一时
间开始，于不同时间结束）。WL 期间灌水保持土表可见
2～3 cm 明水层，受涝结束后拔去桶底部的橡皮塞，排除
多余水分。HT 设 0、3 d 共 2 个水平。HT 采用 0.1 mm
厚、无色透明的聚乙烯塑料薄膜制成的增温棚模拟，棚
四周下部留有通风口，以保证高温处理期间温度变化基
本一致。受涝第 2 d（6 月 22 日）开始高温处理，每天持
续 6 h（10:00－16:00），连续高温 3 d（6 月 22 日－6 月
24 日）。高温结束后，移除增温棚，并及时通风。采用
两因素完全随机试验设计，设置 8 个处理（4 个受涝水平
×2 种高温条件），每处理重复 5 次。高温处理期间，每
隔 1 h 记录棚内外温度变化（图 1）。整个高温过程中，
棚内平均温度为 35.9℃，棚外平均温度为 27.8℃，棚内
外温度相差 8.1℃。

叶面积（叶面积=叶长×叶宽×0.75）。
1.3.2 荧光特性
利 用 OS-5p 型 脉 冲 调 制 叶 绿 素 荧 光 仪 （ 美 国 ，
Opti-sciences）于距棉花倒 4 叶叶尖 1/2 处将叶片暗适应
15 min，测定 PS II 初始荧光（original fluorescence，F0）
和最大荧光（maximum fluorescence，Fm），计算 PS II
最大光化学量子产量（PS II maximum photochemical
quantum yield，Fv/m，Fv/m= (Fm-F0) /Fm）和潜在光化学活
性（PS II potential photochemical activity，Fv/0，Fv/0= (Fm-F0)
/F0）[6]。
1.3.3 叶片色素
分别取棉花倒 4 叶，用丙酮—乙醇浸提法[16]测定叶
绿素 a（chlorophyll a，Chl a）、叶绿素 b（chlorophyll b，
Chl b）及叶绿素总量（chlorophyll，Chl），并计算叶绿
素 a/叶绿素 b（chlorophyll a/ chlorophyll b，Chl a/ Chl b）。
1.3.4 膜脂过氧化代谢及根系活力
将带土的棉苗装入网带中，用自来水冲洗根上附着
的泥土，而后用蒸馏水清洗 2～3 遍，分别取其倒 4 叶和
白色细根，用剪刀剪下 3 cm 左右长的根茎，备样待测。
用氮蓝四唑法测定超氧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
SOD）活性，用愈创木酚法测定过氧化物酶（peroxidase，
POD ） 活 性 ， 用 硫 代 巴 比 妥 酸 比 色 法 测 定 丙 二 醛
（malonaldehyde，MDA）含量[20]。用氯化三苯基四氮唑
染色法测定根系还原能力作为根系活力[21]。
1.3.5 生物干质量
将待测样品按茎、叶、根系分开，放入 105℃烘箱杀
青 15 min，而后在 75℃下烘至恒质量，称量，求得单株
地上部干质量和地下部干质量，计算根冠比（根冠比=地
下部干质量/地上部干质量）。根据植物样的含水量，将
用于测定叶片色素、保护性酶、根系活力的鲜样折算成
干质量，计入到植株干质量中。
1.4 统计分析
利用 Microsoft Excel 2010 进行数据整理和作图，应
用 SPSS 19.0 进行双因素方差分析和回归分析，在 0.05
水平上比较处理间的差异。

2

Fig.1

图 1 高温处理期间棚内外平均温度
Average air temperature inside and outside shades during
high temperature stress period

1.3 测定项目及方法
涝害和高温处理结束后第 2 天早上，从每个处理中
选取 3 株长势一致的棉花，分析下述指标。
1.3.1 形态特征
用钢卷尺测定株高及倒 4 叶叶长和叶宽，计算单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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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分析

2.1 持续涝害和高温对棉花形态生长特征的影响
统计分析表明（表 1），持续高温和涝害对株高、叶
面积、干物质积累与分配及根系活力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P＞0.05），但其单个因素的影响均达显著水平（P＜
0.05）。表 1 表明，无论高温与否，受涝天数越长，棉苗
越矮，叶面积越小，干物质积累量越少，根冠比降低。
在自然气温条件下（HT=0 d），受涝 9、6 d 使株高、叶
面积显著降低 9.9%和 6.4%（P＜0.05）。而在持续高温
胁迫 3 d 时，株高显著低于不受涝处理的时间比自然气温
条件提早 3 d，即出现在受涝第 6 天（P＜0.05）；受涝 6、
9 d 使叶面积分别减小 5.3%和 15.9%（P＜0.05）。在同
一涝害胁迫下，高温与自然温度条件下的株高和叶面积
差异不显著（P＞0.05），说明受涝过程伴随高温对棉苗
形态特征无明显影响。受涝时间不超过 3 d 时，高温对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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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干物质积累影响不显著（P＞0.05）；受涝 6、9 d 时，
高温使地上、地下干质量显著降低（P＜0.05），并与自
然气温条件下受涝 6、9 d 差异显著（P＜0.05）。自然温
度条件下，棉苗根/冠比在受涝 9 d 显著降低（P＜0.05），
而在高温下要提早 3 d（受涝 6 d）。根系活力是反映植
物根系生命旺盛程度和吸收、运输及合成等功能的强弱
指标。从表 1 还可以看出，在自然气温条件下，受涝 3 d
Table 1

对根系活力无显著影响（P＞0.05），受涝 6、9 d 使根系
活力分别降低 16.4%和 24.9%（P＜0.05）。持续高温胁
迫 3 d 后，受涝过程中的根系活力进一步降低，并与自然
气温条件下相应受涝处理差异显著（P＜0.05）。综上，
高温和涝害对株高、叶面积、干物质积累与分配及根系
活力没有显著交互作用（P＞0.05），制约上述指标的首
要因子涝害，高温次之。

表 1 涝害和高温下棉花形态特征、干物质分配及根系活力
Morphological traits, dry matter allocation and roots vigor of cotton under waterlogging and high temperature

高温时长
HT/d

0

3

涝害时长
WL/d

株高
Plant height/cm

叶面积
Leaf area/cm2

0
3
6
9
0
3
6
9

18.9±0.40 a
18.6±0.36 a
18.4±0.10 ab
17.2±0.20 c
18.6±0.21 a
18.4±0.10 ab
18.0±0.42 b
17.0±0.22 c

126.6±2.01 a
124.9±0.30 ab
119.0±1.16 cd
111.1±3.68 e
124.8±0.25 ab
122.5±2.92 bc
118.5±0.09 d
107.7±2.47 e

地上干质量
Aboveground
dry matter/g
4.33±0.03 a
4.26±0.04 ab
4.17±0.03 bc
4.09±0.13 cd
4.29±0.01 a
4.18±0.02 bc
4.01±0.08 d
3.89±0.02 e

地下干质量
Belowground
dry matter/g
0.76±0.03 a
0.72±0.01 ab
0.68±0.04 b
0.60±0.09 c
0.74±0.03 ab
0.69±0.03 b
0.60±0.02 c
0.54±0.04 d

根冠比
Roots to shoot
ratio
0.18±0.01 a
0.17±0.00 a
0.16±0.00 a
0.15±0.01 b
0.17±0.01 a
0.16±0.01 a
0.15±0.01 b
0.14±0.01 b

根系活力
Roots
vigor/(μg·g-1·h-1)
177.0±6.1 a
170.0±7.0 a
152.1±5.8 cd
141.7±2.2 d
168.1±7.4 ab
158.4±5.8 bc
144.2±2.3 d
125.1±5.5 e

F 值 F value
5.26*
27.37**
15.10**
10.03*
21.71**
5.66*
高温 HT
45.53**
69.06**
37.81**
33.33**
24.78**
51.95*
涝害 WL
0.13
0.48
2.30
1.42
1.59
0.66
高温×涝害 HT×WL
注：表中数值为平均值±标准差；HT 和 WL 分别表示高温时长和涝害时长；数据后不同字母表示处理间达到显著水平（P<0.05）；*和**分别表示 0.05 和 0.01
水平显著；下同。
Note: Values in table are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HT and WL express duration of high temperature and waterlogging stress, respectively; Small letters following
value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treatments at 0.05 levels. *and ** indicate significance at 0.05 and 0.01 levels. Same as below.

2.2 持续涝害和高温对棉花叶绿素荧光参数的影响
2.2.1 叶绿素
叶绿素是表征植物光合作用强度的重要参数，少数
叶绿素 a 构成了植物 PS II 的反应中心色素，其含量与光
合产物的形成和输出密切相关；同时它也是评价植物抗
逆能力的主要生理指标[9]。由表 2 可知，在自然气温条件
下（HT=0 d），受涝天数越长，Chl a、Chl b 和 Chl 含量
越低（P＜0.05），而 Chl a/Chl b 变化不大，说明在受涝

表 2 涝害和高温处理下棉花倒 4 叶叶绿素含量和荧光参数
Chlorophyll content and fluorescence parameters of four leaf of cotton under waterlogging and high temperature

Table 2
高温时长
HT/d
0

3

过程中 Chl a 和 Chl b 的水解速率基本一致。在同一受涝
天数下，高温胁迫（HT=3 d）与自然温度条件的 Chl b
含量差异不明显（P＞0.05），说明受涝过程遭遇高温天
气对 Chl b 无明显影响，表明受涝过程中遭遇高温天气主
要通过降低 Chl a 含量使 Chl 减少。进一步分析表明，涝
害和高温对 Chl a、Chl 和 Chl a/Chl b 的交互效应显著（P
＜0.01），且涝害是使叶绿素含量及其组分发生变化的首
要因子，高温胁迫次之。

涝害时长
WL/d

叶绿素 a
Chl a/(mg·g-1)

叶绿素 b
Chl b/(mg·g-1 )

叶绿素总量
Chl/(mg·g-1 )

0
3
6
9
0
3
6
9

1.50±0.02 a
1.38±0.04 b
1.25±0.05 c
1.02±0.07 d
1.43±0.01 b
1.29±0.02 c
1.08±0.04 d
0.76±0.04 e

0.48±0.01 a
0.40±0.01 b
0.35±0.04 c
0.31±0.02 c
0.45±0.01 ab
0.41±0.02 b
0.31±0.05 c
0.32±0.03 c

1.98±0.03 a
1.78±0.03 c
1.60±0.07 e
1.33±0.06 f
1.88±0.02 b
1.70±0.02 d
1.39±0.07 f
1.08±0.02 g

叶绿素 a/
叶绿素 b
Chl a/Chl b
3.15±0.14 a
3.42±0.02 a
3.63±0.33 a
3.31±0.36 a
3.20±0.02 a
3.16±0.16 a
3.49±0.50 a
2.41±0.33 b

PS II 最大
荧光
Fm
895.7±2.5 a
891.0±7.0 ab
882.4±12.2 bc
872.6±3.1 c
903.3±3.5 a
893.1±6.1 ab
876.3±6.7 c
858.0±8.2 d

PS II 最大光
化学量子产量
Fv/m
0.814±0.006 a
0.809±0.004 a
0.777±0.003 c
0.748±0.012 e
0.811±0.003 a
0.793±0.004 b
0.760±0.003 d
0.738±0.000 f

PS II 潜在
光化学活性
Fv/0
4.38±0.16 a
4.24±0.11 a
3.49±0.07 b
2.97±0.19 c
4.28±0.16 a
3.84±0.10 b
3.17±0.03 c
2.82±0.00 c

F 值 F value
85.57**
1.31
11.79**
6.51*
3.21
49.60**
15.27**
高温 HT
240.49**
45.23**
264.73**
7.78**
29.72**
56.50*
67.77**
涝害 WL
**
**
*
*
7.55
1.29
24.17
3.40
0.93
3.97
2.18
高温×涝害 HT×WL
Note: Chl is chlorophyll; Fm is maximum fluorescence; Fv/m is PS II maximum photochemical quantum yield; Fv/0 is PS II potential photochemical activity; Same as below.

2.2.2 荧光参数
荧光动力学参数是衡量植物内在稳定性的指示指标，
也是反映植物对逆境胁迫适应能力的重要光合生理指标[9]。
Fm 是 PS II 反应中心关闭时的荧光产量，反映通过 PS II 的
电子传递情况；Fv/m 为 PS II 最大光量子产量，一般为 0.75～
0.85，在非逆境环境下变化较小，能反映 PS II 最大光化学

转换效率；Fv/0 是反映 PS II 反应中心潜在光化学转换效率
的指标，数值越大，光合能力越强[6]。从表 2 的数据变化趋
势可以看出，高温胁迫下（HT=3 d），涝害（WL）使 Fm、
Fv/m 和 Fv/0 降低，受涝天数越长，三者表现越明显，且总体
上低于自然温度条件下（HT=0 d）相应受涝处理的 Fm、Fv/m
和 Fv/0 值。无论高温与否，Fm 值在受涝 6 d 及以后降低（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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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在自然温度条件下，受涝第 6 d 的 Fv/m 和 Fv/0 开
始降低（P＜0.05），而在高温胁迫下要比自然温度条件下
提早 3 d。从整体分析可以看出，受涝过程中遇到高温使 Fv/m
和 Fv/0 的分别减少 0.011 和 0.24 个单位（P＜0.05），可见
高温严重抑制了棉花受涝过程中 PS II 光化学效率的转化，
使光合速率进一步降低。统计分析表明，涝害和高温对 Fm、
Fv/0 和 Fv/m 无交互作用（P＞0.05），决定荧光参数变化的首
要因子是涝害，其次是高温胁迫。
2.2.3 叶绿素与荧光参数的关系
分别建立涝害和高温处理结束后叶绿素总量（C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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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荧光参数（Fm、Fv/m 和 Fv/0）的关系模型（见图 2a、2b
和 2c），由图中可以看出，Chl 与 Fm、Fv/m 和 Fv/0 存在显
著的抛物线关系（P＜0.05）。在 Chl 较低时，Fv/m 和 Fv/0
也较低；Chl 增加时，Fv/m 和 Fv/0 相对趋于平稳，说明叶
绿素对受涝过程中遇高温的响应快于荧光转换效率。比
较 F 值还可以发现，Chl 与 Fv/m、Fv/0 的相关程度大致相
当，但均高于 Chl 与 Fm 的相关程度（R2=0.721，P＜0.05），
说明在高温和涝害双重胁迫下叶绿素与光化学转换效率
及光量子产量的作用效应大于叶绿素与电子传递的作用
效应。

a. Fm
b. Fv/m
c. Fv/0
注：Chl 为叶绿素；Fm 为最大荧光；Fv/m 为最大光化学量子产量；Fv/0 为 PS II 潜光化学活性；下同。
Note: Chl is chlorophyll; Fm is maximum fluorescence; Fv/m is PS II maximum photochemical quantum yield; Fv/0 is PS II potential photochemical activity; Same as below.

图 2 涝害和高温下棉花叶绿素与荧光参数的回归模型
Fig.2 Regression models of chlorophyll and fluorescence parameters of cotton under waterlogging and high temperature

2.3 持续涝害和高温胁迫对棉花保护性酶及丙二醛的影响
SOD、POD 和 MDA 是反映植株对逆境胁迫响应重
要膜质代谢指标[3]。SOD 是一种能够通过歧化反应催化
超氧化物转化为 O2 和 H2O2 的保护酶，以降低单线态氧
和超氧阴离子对植物的直接伤害；POD 主要催化以 H2O2
为氧化剂的氧化还原反应，在氧化其他物质的同时，将
H2O2 还原为 H2O，用以清除细胞内的 H2O2，以减轻还原
物质对细胞膜的伤害，其活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植物体
内在稳定性及抗逆性水平；MDA 是膜脂过氧化反应的重
要产物，可反映膜脂过氧化反应速率和膜的受损程度[4]。
在涝害与高温处理下，上述指标的变化见图 3。
从图 3 可以看出，在自然气温条件下（高温 0 d），叶片
SOD、POD 活性随受涝天数的延长而降低，受涝过程进行高
温处理（高温 3 d）后，叶片 SOD、POD 活性出现先增加后减
少的变化趋势，拐点出现在受涝第 3 天，在受涝第 9 天最低。
同一受涝水平下是否进行高温处理对叶片和根系 SOD 活性影
响效应不一致，相比而言，叶片 SOD 活性对涝害联合高温处
理表现敏感，且与自然气温条件下相应受涝处理差异显著
（P<0.05），而根系 SOD 活性对它们的联合响应差异表现不明
显，说明叶片 SOD 活性对持续受涝过程中遇到高温天气的有
一定的应激响应和调节作用。由图 3e 和图 3f 可以发现，在同
一受涝天数下，高温处理的叶片和根系 MDA 含量普遍高于自
然温度条件，受涝天数越长，MDA 含量越高；相比而言，同
一处理中根系 MDA 含量高于叶片 MDA 含量，表明受涝过程
伴随高温天气使 MDA 含量进一步增加，即高温加剧了膜的受
损程度。根据高温和涝害交互效应分析结果（表 3）可以发现，
高温和涝害交互作用在根系 SOD、POD 和 MDA 表现不显著
（P>0.05），在叶片 SOD、POD 和 MDA 中表现显著，且涝害
是使他们发生变化的首要因子，高温胁迫次之。

注：含量以鲜质量计；不同小写字母表示 0.05 水平差异显著。
Note: Content is calculated based on fresh weight; Different small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0.05 level.

图 3 涝害和高温下棉花倒 4 叶和根系 SOD、POD 活性及 MDA 含量
Fig.3 SOD, POD activities and MDA content of fourth leaves and
roots under waterlogging and high 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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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涝害和高温下棉花 SOD、POD 和 MDA 的交互效应分析结果
Table 3 Interaction analysis of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
peroxidase (POD) and malonaldehyde (MDA) of cotton under
waterlogging and high temperature

3

指标 Index

高温 HT

涝害 WL

高温×涝害
HT×WL

叶片 SOD 活性
SOD activity of leaves
根系 SOD 活性
SOD activity of roots
叶片 POD 活性
POD activity of leaves
根系 POD 活性
POD activity of roots
叶片 MDA 含量
MDA content of leaves
根系 MDA 含量
MDA content of roots

8.64*

428.22**

18.80**

4.94*

62.06**

0.11

6.31*

42.11**

3.98

118.03**

3.22

73.94**

237.22**

10.47**

13.85**

268.73**

3.78

讨

5.23*

论

3.1 持续涝害和高温对棉花形态生长特征的影响
苗期是棉花基础生育阶段，对水分的需求量相对较
少，因此土壤水分过多易使田间棉苗遭受涝渍危害。本
研究表明，在自然气温条件下，受涝 3 d 对棉花形态生长
和根系活力无显著影响；受涝 6 d 的棉花根系部分发黑，
叶片开始发黄，植株出现轻度萎蔫，根系活力下降；受
涝 9 d 后，棉花叶面积显著减小，棉苗变矮，干物质减少，
根/冠降低，棉株正常生长受到严重抑制，这与刘凯文等[6]
的研究结果相似。高温胁迫下，棉花形态生长特征低于
不受涝处理的时间普遍比自然气温条件下提早 3 d，说明
高温加重了受涝过程中棉株生长的抑制程度。出现这种
现象的原因可能是高温涝害双胁迫使棉花进行生长的物
质合成转化酶活性严重下降甚至失活，营养物质合成和
转运能力降低，干物质积累量减少；另一方面高温破坏
了植物内源激素平衡[10]。高温胁迫下，植物叶片乙烯和
脱落含量增加，气孔导度减小，水分蒸散减少，以保持
叶片组织的水势；另外根系在涝害胁迫下吸水困难，远
不能满足高温环境下植物水分的蒸腾消耗，细胞膜生理
代谢絮乱，磷酸烯醇式丙酮酸活性降低，光合效率下降，
有机物质合成减少，植物地上和地下协调生长受限。
3.2 持续涝害和高温对棉花叶绿素荧光特征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表明，高温和涝害联合处理的叶绿素含
量和光合效率低于自然气温条件下涝害胁迫处理的值，
受涝天数越长，Chl a、Chl b、Chl、Fv/m 及 Fv/0 的表现越
明显，且它们在高温胁迫下低于不受涝处理的时间比自
然温度条件下提早 3 d，说明在受涝过程中，高温胁迫加
快了棉花叶绿素降解速率，叶黄素和类胡萝卜素含量增
加；进一步抑制了荧光化学转换效率；同时说明高温和
受涝复合胁迫对叶绿素荧光的影响大于高温或涝害单独
胁迫的影响。研究还发现，受涝 6 d 及以后过程中进行高
温胁迫对 Chl a 的影响相对大于 Chl b。而胡江龙等[7]认为
单独涝害胁迫下 Chl a 和 Chl b 的降解速率基本一致。出
现这种现象的可能原因是少数 Chl a 是植物进行光合作用
的中心色素，也是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基础条件，随着
受涝天数的增加，叶绿素降解速率加快，Chl a 含量降低；
另一方面棚内高温使棉株周围空气温度升高，叶片渐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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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作用于 PS II 的 Chl a 含量加剧减少。
3.3 持续涝害和高温对棉花膜脂过氧化代谢的影响
在植物特定生育阶段，体内抗氧化保护酶活性较为
稳定，当植物遭受逆境胁迫后，体内保护性酶开始活跃，
一般是先发生于根系缺氧造成活性氧累积而使抗氧化酶
系统受损和质膜破坏，进而引起生理代谢过程受阻[9]。本
研究发现，涝害显著影响了叶片 SOD 和 POD 活性及
MDA 含量，受涝天数越长，SOD 和 POD 活性越低，MDA
含量越高，这与张艳军等[5]研究结果一致。在高温胁迫下，
受涝 3 d 处理的叶片 SOD、POD 的活性最高，随后随受
涝天数的延长而降低，这与 Christianson 等[14]在单独水分
胁迫下得到的研究结果相反。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
是棉株对受涝过程中出现的高温天气有一定的应激调节
与抗逆能力，如产生热激蛋白[9]，当胁迫程度超过植株保
护酶系统自身承受能力时，酶代谢平衡被打破，抗氧化
酶活性降低，蛋白质变性，膜结构受损程度增加，MDA
含量增多。
高温胁迫下，因存在水分耦合效应，受涝过程及受
涝结束后短暂排水会引起土壤部分可溶性养分流失，减
少植物对养分的吸收与利用，从而不利于植物的正常生
长。张艳军等[5]发现苗期和现蕾期棉花经过 9 d 淹水处理
后，植株养分浓度几乎全部降低，且发育早期进行淹水
处理对 N、K 的影响大于发育后期；Ashraf 等[22]认为移
栽 40 d 后的棉花经过 7 d 的淹水处理后，根、叶中的 K+
含量急剧减少，Fe2+增多；根部 Mg2+含量增加；土壤可
溶性 N、K 流失 15%以上。而棉苗光合特性（如 N、Mg2+）、
叶绿素含量（如 N、Mg2+）及酶的活性（如 Fe2+）与植
物生长关系密切，因此在探究高温涝害对植物生理生长
的同时，应考虑高温受涝过程中植株、土壤养分变化与
植株生长的关系，丰富本研究成果。文中仅为湖北平原
湖区广泛推广的单个棉花品种进行了 1 a 的基本分析，更
深入的研究应在多年、多点及不同耐高温和耐涝品种中
逐步推进，推动棉花抗逆栽培理论体系的发展。

4

结

论

1）在棉花苗期，受涝时间不超过 3 d 进行连续 3 d
高温天气对棉花形态生长特征无显著影响；受涝时间超
过 3 d 后遭遇高温天气，进一步限制了棉花干物质的形
成，株高、叶面积生长受限，根/冠比降低，且这些参数
在高温胁迫下低于不受涝处理的时间普遍比自然温度条
件下提早 3 d。
2）受涝过程伴随 3 d 的连续高温天气过程，进一步
降低了根系活力，降低潦倒 4 叶叶绿素 a 和叶绿素 b 含量，
而对叶绿素 a/叶绿素 b 整体影响不明显；降低了倒 4 叶
PS II 最大光化学量子产量和潜在光化学转换效率。
3）在自然气温条件下，棉花倒 4 叶和根系超氧物歧
化酶、过氧化物酶活性随受涝历时的延长而降低，丙二
醛含量则变化相反。涝害和高温双重胁迫下，叶片超氧
物歧化酶和过氧化物酶活性先升高后降低，在受涝 3 d 最
高，在受涝 9 d 最低。从对棉株生长生理代谢的影响效应
来看，涝害居首位，高温胁迫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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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wth and physiological metabolism characteristic of cotton seedlings
under combination of waterlogging and heat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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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Yangtze River, China, rain-waterlogging and high temperature occur
simultaneously and have a high probability after rainfall in summer. Thus, they are the two limiting factors for cotton growth.
It is unclear about the response of cotton to waterlogging under high temperature stress.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growth and
physiological metabolism characteristic of cotton seedlings under combination of waterlogging and heat stress. A pot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in Jingzhou, China during the growing season of cotton in 2013 using two-factor completely
randomized block. Waterlogging and high temperature were designed as treatments. Waterlogging treatments included 0, 3, 6
and 9 days and the heat stress experienced continually for 0 and 3 days during the cotton seedling stage. Principal
morphological indexes, chlorophyll fluorescence parameters and antioxidant enzymes of plants were measured at the end of
experimen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Morphological parameters of cotton crops were not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high
temperature stress when waterlogging duration was less than 3 days; but when waterlogging lasted for 3 days above, the
constant high temperature condition could lower the plant height, leaf area and dry matter weight, and the roots to shoot ratio;
the changes in these parameters induced by waterlogging under high temperature were generally 3 days earlier than that under
the regular temperature; 2) The photosynthetic physiological indexes of the fourth leaves including chlorophyll (Chl) a, Chl b
and photosystem II variable fluorescence to maximum fluorescence ratio, and fluorescence to original fluorescence ratio
decreased with increasing waterlogging duration under the high temperature condition, but the ratio of Chl a and Chl b
remained the same; 3) Under the natural temperature conditions, the antioxidant enzymes in roots and leaves including the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 and peroxidase (POD) activity rapidly declined with the increment of waterlogging days, whereas
malondialdehyde (MDA) was opposite; 4) Affected by the interactive effects of waterlogging and high temperature, the SOD
and POD activities of leaves increased firstly and then decreased, their maximum and minimum values all occurred in the 3
and 9 days of waterlogging; the MDA content was increased obviously, indicating that the heat stress aggravated cell
membrane damage degree; and 5) The waterlogging stress was the main limiting factor of cotton growth in the seedling stage,
followed by heat stress; Moreover, there existed the significant interaction effects of Chl, Chl a, the ratio of Chl a and Chl b,
and PS II maximum photochemical quantum yield as well as SOD, POD and MDA of leaves under the interactive influence of
high temperature and waterlogging. The research may provide data support for cotton stress-resistance cultivation and drainage
management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China.
Key words: cotton; temperature; chlorophyll; seedlings; waterlogging stress; interaction; membrane peroxidization
metabol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