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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干热风是华北地区冬小麦生产的主要气象灾害之一, 同时该区农业用水资源严重短缺, 为缓解灌溉

水资源不足, 华北地区开展了微咸水灌溉应用技术, 而微咸水灌溉对冬小麦抗干热风能力的影响尚无定论。为
此, 在中国科学院禹城综合试验站设置 1 g·L–1(淡水对照)、3 g·L–1 和 5 g·L–1 3 个矿化度微咸水在返青—拔节期
和开花—灌浆期分别对冬小麦进行灌溉处理, 在灌浆期进行干热风模拟试验, 观测冬小麦叶片光合速率、蒸腾
速率、气孔导度等生理参数。综合 4 年(2016—2019 年)4 次试验结果, 发现: 1)与 1 g·L–1 矿化度微咸水灌溉相
比, 3 g·L–1 和 5 g·L–1 矿化度微咸水灌溉可以显著降低冬小麦叶片光合速率 32.2%和 59.3%、蒸腾速率 29.2%和
51.9%、气孔导度 30.7%和 54.8%。2)干热风可以显著降低叶片光合速率 35.4%~86.6%、蒸腾速率 35.6%~67.5%、
气孔导度 36.4%~69.4%。3)在 1 g·L–1、3 g·L–1 和 5 g·L–1 矿化度微咸水灌溉下, 叶片光合速率干热风胁迫指数 4
年均值分别为 0.55、0.45 和 0.74; 叶片标准化蒸腾速率(蒸腾速率/水汽压饱和差)热风胁迫指数 4 年均值分别
为 0.54、0.26 和 0.41; 气孔导度干热风胁迫指数 4 年均值分别为 0.56、0.28 和 0.43。这些结果表明: 1)微咸水
灌溉的生理胁迫作用与干热风的生理胁迫作用对叶片光合蒸腾和气孔行为产生的影响具有相似性; 2)3 g·L–1
矿化度微咸水灌溉比淡水提高了叶片对干热风的生理适应能力, 证明适量微咸水灌溉可以提高冬小麦叶片适
应干热风的能力。
关键词: 盐分胁迫; 干旱胁迫; 微咸水灌溉; 干热风; 生理适应; 冬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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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rackish water irrigation was carried out in the North China Plain to alleviate the shortage of irrigation water resources. Dry-hot wind is one of the main meteorological disasters for winter wheat in the region; the effect of brackish water
irrigation on the ability of winter wheat to resist dry-hot wind is yet inconclusive. Therefore, we conducted field experiments
on winter wheat at the Yucheng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al Station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rackish water
irrigation with three salinity levels of 1 g·L–1, 3 g·L–1, and 5 g·L–1 was set up, and the dry-hot wind simulation was conducted
in the filling period. In this study, physiological parameters of winter wheat, such as photosynthetic rate, transpiration rate, and
stomatal conductance of winter wheat were observed. The analysis of the experimental data during four consecutive years
(20162019), showed the following results: 1) the brackish water with the salinities of 3 g·L–1 and 5 g·L–1 could reduce the
photosynthetic rate of winter wheat leaves by 32.2% and 59.3%, the transpiration rate by 29.2% and 51.9%, and the stomatal
conductance by 30.7% and 54.8% (P<0.05), respectively. 2) Dry-hot wind could reduce the photosynthetic rate by
35.4%86.6%, the transpiration rate by 35.6%67.5%, and the stomatal conductance by 36.4%69.4%, respectively. The irrigation with the salinity levels of 1 g·L–1, 3 g·L–1, and 5 g·L–1 decreased the four-year average dry-hot wind stress index of the
photosynthetic rate of winter wheat leaves from 0.55 to 0.45 and then increased to 0.74, while the leaf transpiration rate (the
difference in the saturation of water vapor pressure) decreased from 0.54 to 0.26, then increased to 0.41; the four-year average
dry-hot wind stress index of the stomatal conductance decreased from 0.56 to 0.28, then increased to 0.43. The abov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hysiological stress of brackish water irrigation on photosynthesis, transpiration, and stomatal behavior was
similar to that of dry-hot wind, and the brackish salinity water (3 g·L–1) irrigation could improve the physiological adaptability
of winter wheat leaves to dry-hot wind, reducing the damage caused by dry-hot wind.
Keywords: Salt stress; Drought stress; Brackish water irrigation; Dry-hot wind; Physiological adaption; Winter wheat

淡水资源不足是制约华北冬小麦(Triticum aes-

起, 是短时间的保卫细胞应激反应。

tivum)生产的主要因素。该区域虽然淡水缺乏, 但却

与干热风相比, 微咸水灌溉对冬小麦叶片光合

拥有较丰富的地下浅层咸水资源, 其中 80%是微咸

的胁迫持续时间较长, 会引发冬小麦产生一些适应

–1

4

2

水(矿化度为 2~5 g·L ), 面积约 4.7×10 km , 年补
9

3

给水量约 5.4×10 m , 为解决水资源危机提供了可
[1-4]

性保护反应。微咸水灌溉条件下, 冬小麦的适应性
保护反应主要表现是蒸腾速率降低, 叶片保卫细胞

。目前, 已在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进行

变小, 气孔数量减少, 气孔导度变小, 叶片水分利

了较多微咸水灌溉应用研究。研究发现, 适当的微

用效率提高, 叶片比表面积减少等 [10-13] 。其中叶片

咸水灌溉能保证小麦产量比淡水灌溉不显著减少,

生 长 形 态 性 状 的 变 化 是 由 于 较 长 时 间 适 应 下 的反

同时由于后期雨季对表层盐分的淋洗, 也能保证土

应, 会相对稳定的保持下来。而这些反应都会增强

壤表层不会发生持续的盐分表集现象 [2-4]。

叶片的抗旱保水能力, 增强对叶片生理干旱的耐受

能途径

干热风(dry-hot wind, DHW)是一种高温、低湿并

能力。

伴有一定风力的农业灾害性天气, 是危害华北冬小

微咸水灌溉能否增强冬小麦叶片对干热风的耐受

麦高产的主要气象灾害之一[5]。华北平原冬小麦灌浆

能力？目前少见报道。本研究通过设置田间试验, 设

中后期和成熟期时, 气温回升快且干旱少雨, 易发生

计不同水平的微咸水灌溉处理, 模拟干热风发生, 对

高温低湿型干热风。随着华北平原气候暖干化趋势加

叶片尺度上生理学特征开展观测分析, 探讨微咸水灌

重, 干热风发生的频率和范围都很可能增大

[6-7]

。干热

风的危害主要是空气干燥, 而较高的气温(>32 ℃)和
较大的风速(>3 m·s1)会加剧叶片失水, 造成冬小麦
叶片在短时间内迅速失水导致严重生理干旱。
植物对于短期胁迫会有应激性保护反应, 而对

溉对冬小麦抗干热风能力的影响, 对缓解华北平原农
业水资源危机及抵御农业气候灾害具有重要意义。

1
1.1

数据与方法
试验时间和地点

于持续胁迫会形成相对稳定的适应性保护反应。对

试验于 2016—2019 年在中国科学院禹城综合试

干热风造成的短期叶片生理干旱, 冬小麦的应激性

验站进行(36°57′N, 116°36′E, 海拔 28 m)。试验站地

保护反应主要是气孔导度减小, 甚至叶片卷起, 以

处华北平原的黄河冲积平原, 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

减少水分散失; 相应的光合速率和蒸腾速率下降,

气候, 春季干旱少雨。在冬小麦灌浆中后期(5 月中

并影响灌浆速率和籽粒产量; 这已被许多研究者观

下旬), 阳光强烈气温回升快而降水少, 一般会发生

测证实

[8-9]

。这些变化主要是由于叶片气孔的闭合引

干热风(1~3 d)。据统计, 在 2016—2019 年, 该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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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段天气多为晴朗, 日最高气温 30~33 ℃, 降

灌溉: 返青—拔节期(3 月 20 日)灌溉 70 mm, 开花—

水少, 易发生干热风。

灌浆期(5 月 10 日前后)灌溉 50 mm。微咸水灌溉后

1.2

盐分存留在土壤中, 冬小麦所受盐分胁迫可达

冬小麦微咸水灌溉
冬小麦品种为当地主导品种‘济麦 22’。共设 3
–1

个灌溉处理: 淡水处理(矿化度 1 g·kg )、轻度微咸
–1

水处理(矿化度为 3 g·L )和重度微咸水处理(矿化度
–1

为 5 g·L )。微咸水由黄河水(淡水)与海盐(NaCl 含
–1

2

80~90 d。在 2016 年 5 月 26 日、2017 年在 5 月 27
日、2018 年 5 月 24 日、2019 年 5 月 25 日, 距离灌
浆期的微咸水灌溉 15 d 左右, 测算土壤表层 0~10
cm 相对含水量为田间持水量的 62.3%~66.7%, 属于

量 800 g·kg )配比调制而成。灌溉小区面积 50 m ,

较为适宜的土壤水分状况; 同期, 土壤表层 0~10 cm

重复 2 次。采用当地常规灌溉制度, 足墒播种; 两水

含盐量如表 1 所示。

表1
Table 1

不同矿化度微咸水灌溉处理的土壤表层 0~10 cm 含盐量和相对含水量

Salt content and relative water content in top 10 cm soil layer under irrigation treatments of brackish water with different
salinities
灌溉水矿化度 Salinity of irrigation water (g·L–1)

测定日期
(年-月-日)
Measure date
(year-month-day)

1.3

1

3

5

含盐量
Salt content
(g·kg–1)

相对含水量
Relative water content
(%)

含盐量
Salt content
(g·kg–1)

相对含水量
Relative water content
(%)

含盐量
Salt content
(g·kg–1)

相对含水量
Relative water content
(%)

2016-05-26

0.751

65.1

0.974

66.5

1.092

65.1

2017-05-27

0.643

63.4

0.871

64.9

1.004

62.3

2018-05-24

0.806

66.7

1.012

64.8

1.134

64.9

2019-05-25

0.755

62.7

0.982

63.8

1.064

62.6

1.5

冬小麦干热风处理
[8]

蒸腾速率(Tr)标准化处理

采用赵风华等 研制的便携式干热风模拟装置

前后两次观测时 VPDL 差异较大(差异一方面来

进行干热风处理。干热风发生装置透明箱体控制微

源于干热风处理, 另一方面来源于天气条件的变化),

区规格为 0.4 m1.0 m, 一个箱体可以控制冬小麦

这会对 Tr 有较大的影响。为消除由 VPDL 带来的变

220~250 株。干热风模拟试验分别在 2016 年 5 月 26

异, 更好地反映叶片对 Tr 的生物学控制作用, 参考

日、2017 年在 5 月 27 日、2018 年 5 月 24 日、2019

前人 [15-16] 研究方法, 采用 Tr 除以对应叶片的同步

年 5 月 25 日进行, 冬小麦处于灌浆中后期, 距离灌

VPDL 即 Tr/VPDL 进行标准化处理。

浆期的微咸水灌溉 15 d 左右; 在干热风处理之前没

1.6

干热风胁迫指数计算

有自然干热风发生。干热风处理当天, 天气晴朗, 选

为衡量干热风对光合速率、蒸腾速率、气孔导

择长势均匀具有代表性的样点进行干热风处理, 处

度等生理指标的胁迫作用, 并且可以进行多情景、

理 时 段 为 13:00—15:00 。 控 制 箱 体 内 气 温

多时段比较, 引入无量纲参数——干热风胁迫指数

33.0~35.0 ℃ , 风 速 3.0~4.0 m·s1, 空 气 相 对 湿 度
25%~28%, 符合干热风气象标准 [14]。
1.4

叶片光合蒸腾生理参数观测
每个小区选择 5 片大小、长势一致的冬小麦旗

叶, 每个灌溉处理共 10 片, 用于测定叶片光合蒸腾
生理指标。在干热风处理前和处理后, 使用
LI-6400X 光合蒸腾观测系统(LI-COR, USA)分别测
定 1 次 。 观 测 的 主 要 参 数 有 : 光 合 速 率 (Pn,
μmolm2s1)、蒸腾速率(Tr, mmolm2s1)、气孔导

(stress index of dry-hot wind, SI), 其计算方法为 [8]:
SI=(Xa–Xb)/Xa
(1)
式中: X 代表 Pn、Tr/VPDL、Gs 等生理参数, Xa 是干
热风处理前数值, Xb 是干热风处理后数值。SI 的变
化可以反映叶片抗干热风能力的变化。SI 降低表示
抗干热风能力变强, SI 升高表示抗干热风能力变弱。
1.7

差分析 F 检验。

度(Gs, mmolm2s1)、叶片表面水汽压饱和差(VPDL,

2

kPa)。仪器 CO2 浓度设定为 380 μmolmol1, 光合有

2.1

2

1

效辐射设定为 1 000 μmolm s 。

数据分析方法
本文数据使用 Excel 进行数据处理和单因素方

结果与分析
冬小麦光合速率变化
虽然存在一定的年际差异, 但从 4 年整体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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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淡水处理相比, 矿化度 3 g·L–1 和 5 g·L–1 的微咸水处

这与吴忠东等[12]及陈素英等[11]的试验结果一致。干热

理 下 , 小 麦 叶 片 Pn 显 著 降 低 , 下 降 幅 度 为

风对叶片光合作用的胁迫表现的更加明显, 干热风发

–1

–1

32.2%~59.3%(图 1)。这表明矿化度 3 g·L 和 5 g·L

生 后 Pn 全 部 显 著 降 低 , 降 低 幅 度 为 35.4%~

微咸水灌溉对灌浆期叶片光合作用有一定抑制作用。

86.6%(图 1)。这与之前报道[8-9]的研究结果类似。

图1

不同矿化度微咸水灌溉和干热风对冬小麦叶片净光合速率的影响

Fig. 1 Effects of brackish water irrigation with different salinities and dry-hot wind (DHW) on winter wheat leaf net photosynthetic rate
图中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处理间在 P<0.05 水平差异显著。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above ba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t P<0.05
level among different treatments.

图 2 显示 3 个灌溉水矿化梯度处理下冬小麦叶

51.9%(图 3)。这表明矿化度 3 g·L–1 和 5 g·L–1 灌溉对

片光合速率(Pn)的干热风胁迫指数(SI)虽然存在一定

灌浆期叶片蒸腾作用有一定抑制作用, 与吴忠东

年际间差异, 但从整体上看, 随着灌溉水矿化度由 1
g·L–1 增加到 3 g·L–1 再增加到 5 g·L–1, SI 呈先降低后
升高态势。灌溉水矿化度为 3 g·L–1 的 SI 最小, 4 个
生长季平均为 0.45; 灌溉水矿化度为 5 g·L–1 的 SI 最
大, 为 0.74; 在灌溉水矿化度为 1 g·L–1 时, SI 介于两
者之间, 为 0.55。由此可见在这 3 个灌溉水矿化梯
度处理中, 并不是淡水处理叶片光合作用耐受干热
风的能力最强, 而是矿化度为 3 g·L–1 的微咸水处理
最强。这表明, 较低浓度的微咸水灌溉(矿化度为
1~3 g·L–1)可以增强冬小麦叶片光合作用对干热风的
耐受能力; 而当灌溉水的矿化度升高到一定程度后
(矿化度>5 g·L–1)这种作用会消失, 直至表现为干热
风-盐分双重胁迫叠加。
2.2

图2

冬小麦蒸腾速率变化
从 4 年整体来看, 与淡水处理相比, 微咸水处

理的叶片 Tr/VPDL 明显偏低, 降低了 29.2%~

冬小麦净光合速率(Pn)的干热风胁迫指数(SI)随灌
溉水矿化度升高的变化

Fig. 2 Changes of dry-hot wind stress index (SI) of net photosynthetic rate (Pn) of winter wheat with increased salinity of
irrigation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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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12]及陈素英等[11]田间试验结果类似。干热风对叶片

与 Pn 的 SI 变化形式基本相同。当灌溉水矿化度为

蒸腾作用的胁迫作用表现的更加明显, 干热风发生后

1 g·L–1 时, 4 个生长季 Tr/VPDL 的 SI 平均值为 0.54;

Tr/VPDL 全部显著降低, 降低幅度在 35.6%~67.5%(图

在灌溉水矿化度为 3 g·L–1 时, SI 迅速降低为 0.26; 在

3)。同样的现象也被其他研究者报道过[8-9]。

灌溉水矿化度为 5 g·L–1 时, SI 又回升为 0.41。这表

随着灌溉水矿化度的增加, 冬小麦叶片
Tr/VPDL 的 SI 呈先降低再略有升高的趋势(图 4)。这

图3
Fig. 3

明较低矿化度的微咸水灌溉(矿化度为 1~3 g·L–1)能
增强叶片蒸腾作用对干热风的耐受能力。

不同矿化度微咸水灌溉和干热风对冬小麦叶片蒸腾速率标准化值(蒸腾速率/水汽压饱和差)的影响

Effects of irrigation water with different salinities and dry-hot wind on winter wheat leaf standardized transpiration rate [transpiration rate (Tr)/vapor pressure saturation difference (VPDL)]

图中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处理间在 P<0.05 水平差异显著。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above ba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t P<0.05
level among different treatments.

2.3

水矿化度的增加, 呈现先大幅度降低再略有回升的

冬小麦气孔导度变化
气孔是植物控制叶片水分散失和 CO2 交换的主

态势(图 6), 与 Tr/VPDL 的 SI 变化情况一致。在灌溉

要器官。综合 4 年结果分析, 与淡水处理相比, 微咸

水矿化度为 1 g·L–1 时, 4 个生长季 Gs 的 SI 平均值最

水 处 理 的 冬 小 麦 叶 片 Gs 显 著 降 低 , 下 降 幅 度 为

大, 为 0.56; 在灌溉水矿化度为 3 g·L–1 时, SI 降低到

30.7%~54.8%(图 5)。这表明矿化度 3 g·L–1 和 5 g·L–1

最小 0.28; 在矿化度为 5 g·L–1 时, SI 又略升高为

灌溉处理对灌浆期叶片蒸腾作用有一定抑制作用。

0.43。这表明在微咸水灌溉(矿化度为 3~5 g·L–1)条件

这与杨婷等 [13] 的试验结果一致。干热风对叶片 Gs

下, 冬小麦叶片气孔对干热风胁迫有一定的自适应

的胁迫作用表现的更加明显, 干热风发生后 Gs 全部

调节能力。Gs 与 Tr/VPDL 的变化情况一致, 印证了

显著降低, 降低幅度在 36.4%~69.4%(图 5)。这与已

微咸水灌溉对叶片控制水分散失速率和抵御干热风

有报道相符合

[8-9]

。

胁迫的作用特征, 即适度微咸水灌溉能增强叶片保

冬小麦旗叶 Gs 的干热风胁迫指数(SI)随着灌溉

水能力, 增强对干热风胁迫的抵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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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冬小麦抗干热风生理适应指数与灌溉水矿化
度的关系
随着灌溉水矿化度升高, 冬小麦 Pn 、Tr/VPDL

和 Gs 的 SI 均呈现出相似的变化形态: 先降低而后升
高。这表明随着矿化度的提高, 冬小麦叶片抗干热
风生理适应能力先增强后减弱。为衡量生理适应能
力, 引入生理适应指数(physiological adaption index,
PAI):
PAI=1SI
将公式(1)代入公式(2):
图 4 冬小麦叶片蒸腾速率标准化值(蒸腾速率/水汽压饱
和差)的干热风胁迫指数(SI)随灌溉水矿化度升高的变化
Fig. 4 Changes of dry-hot wind stress index (SI) of standardized transpiration rate [transpiration rate (Tr)/vapor pressure saturation difference (VPDL)] of winter wheat leaf with increasing
salinity of irrigation water

图5
Fig. 5

PAI  1  SI  1 

Xa  Xb Xb

Xa
Xa

(2)

(3)

式中: X 代表 Pn、Tr/VPDL、Gs 等生理参数; Xa 是干
热风处理前数值, Xb 是干热风处理后数值。PAI 的变

不同矿化度的灌溉水和干热风对冬小麦叶片气孔导度(Gs)的影响.

Effects of irrigation water with different salinities and dry-hot wind on winter wheat leaf stomatal conductance (Gs)

图中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处理间在 P<0.05 水平差异显著。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with ba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t P<0.05
level among different trea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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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咸水提高作物干热风生理适应能力的机理
微咸水比淡水矿化度高, 微咸水灌溉使得土壤

水势降低, 会影响作物根系吸水, 容易造成生理缺
水。为应对这种持续的生理缺水, 作物一般会主动
调低气孔导度, 减少蒸腾 [10-13]。因此, 微咸水灌溉对
作物有类似于干旱驯化的作用。而这种驯化作用主
要是通过气孔行为实现的, 调低气孔导度, 减少水
分散失, 增强叶片保水能力。因此这种驯化作用会
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作物干热风生理适应能力。
干热风对作物的危害是迅速而急性的生理干
旱。高温低湿的大气环境中, 叶片表面的水汽压饱
冬小麦叶片气孔导度(Gs)的干热风胁迫指数(SI)随
灌溉水矿化度升高的变化

和差(VPD)很高, 对作物叶片有很强的蒸腾拉力, 而

Fig. 6 Changes of dry-hot wind stress index (SI) of stomatal
conductance (Gs) of winter wheat leaf with increasing salinity
of irrigation water

分钟内造成作物叶片迅速失水, 从而造成严重的生

图6

化可以反映抗干热风生理适应能力的变化, PAI 变
大表示抗干热风生理适应能力提高, PAI 减小表示

3 级以上的风速会增强这种蒸腾拉力, 可以在几十
理干旱(图 8)[8-9]。很多时候, 即使土壤还较为湿润,
也难以及时补充叶片失水。
微咸水和干热风都会对作物产生生理干旱胁
迫, 但两者又有明显的不同。微咸水灌溉对作物的

抗干热风生理适应能力降低。
随着灌溉水矿化度的升高, 冬小麦叶片抗干热

生理干旱胁迫是温和而长时间的, 而干热风是剧烈

风生理适应能力变化过程应该可以划分为如图 7 所

而短时间的。因此, 在适度微咸水灌溉条件下, 为

示的 3 个阶段: 1)灌溉水从淡水开始轻微增加矿化度

了适应微咸水灌溉带来的长期生理胁迫, 作物生理

时(1~3 g·L–1), 生理适应能力增强, 表现为 PAI 变大

状态发生的变化能够增强适应生理干旱的能力。其

而 SI 减小; 2)灌溉水矿化度进一步升高时(3~5 g·L–1),

中, 气孔导度降低就是其驯化作用的主要表现, 通

生理适应能力减弱, 表现为 PAI 减小而 SI 变大; 3)灌

过关闭部分气孔, 减少叶片与外界气体和水分的交

溉水矿化度再升高时, 超过作物生理适应调控范围,

换, 起到一定保水效果, 从而能够降低干旱灾害程

光合、蒸腾、气孔调控等生理过程受到严重胁迫直

度(图 8)。这种经过微咸水灌溉驯化得来的生理适

至停止, 生理适应能力丧失, 表现为 PAI 减小至 0

应能力对于抵御生育后期(灌浆中后期)的干热风有

而 SI 增大至 1

[17]

一定的积极作用。在本试验中, 在灌溉水矿化度为

。

3 g·L–1 处理下, 叶片光合速率、蒸腾速率和气孔导
度的干热风胁迫指数都表现为比淡水处理的低, 这
是驯化作用存在的证据, 也是作物生理适应能力的
证据。
虽然本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的年际间差异, 但整
体趋势仍能够较清晰地反映出微咸水与干热风交互
作用下冬小麦叶片的响应。而存在的年际间细微差
异可能是由于不同年份降水量、气温的变化导致冬
小麦的生长条件存在年际间差异引起, 也有可能是
由于所选择观测冬小麦生育期日期的细微差别引起,
但具体原因仍需要进一步通过实验来探究。
此外, 除叶片生理层面的气孔调控作用之外,
灌溉水矿化度与干热风胁迫指数(SI)、生理适应指
数(PAI)的关系

微咸水和干热风胁迫下叶肉细胞光合活性等生化过

Fig. 7 Patterns of dry-hot wind stress index (SI) and physiological adaptation index (PAI) with increasing salinity of irrigation water

等 [18]观测到 3 g·L–1 矿化度微咸水对冬小麦叶片叶绿

图7

程也可能会受到影响, 发生非气孔限制作用。于潇
素和荧光产量影响很小, 而 5 g·L–1 矿化度微咸水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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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明显降低叶绿素和荧光产量。燕辉等 [19] 报道在干

风双重胁迫下, 叶片光合非气孔限制的观测数据和

旱胁迫下冬小麦叶片 PSⅡ最大光化学效率显著降低,

分析。在本研究中我们观测到了微咸水和干热风处

[8]

理下气孔导度减小, 在 3 g·L–1 微咸水灌溉条件下干

通过轻度和重度干热风对比试验发现干热风引起气

热风胁迫指数减小, 这些可以证实气孔调控作用的

孔部分闭合, 气孔导度减小是光合蒸腾受抑制的主

存在和对提高生理适应能力的作用。为深入和全面

要原因, 重干热风下光合还明显受到非气孔限制;

解析, 微咸水和干热风对叶片光合作用的影响, 还

非气孔因素是导致同等干热风条件下光合受抑制程

需要对叶肉细胞光合活性、叶绿素含量、荧光参数

度大于蒸腾的原因。但目前还没有在微咸水和干热

等生化层面的指标进行更多研究。

表现出明显的叶肉细胞光合能力下降。赵风华等

图8
Fig. 8

3.3

微咸水灌溉对作物干热风适应能力的驯化提高作用示意图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acclimation by brackish water irrigation against the dry-hot wind stress on crops

气候变暖背景下微咸水灌溉的应用前景

结论:

许多研究者认为未来几十年华北平原有暖干化

1)低矿化度的微咸水灌溉(矿化度 3 g·L–1)对冬

趋势 [14] 。暖干化会增加冬小麦灌溉需水量, 这将加

小麦干热风生理适应能力有增强作用, 具体表现为:

剧水资源不足问题。另外, 暖干化还会增加干热风

与淡水灌溉相比, 低矿化度微咸水灌溉处理的冬小

发生频率和灾害等级。浅层微咸水灌溉有希望弥补

麦叶片光合速率、蒸腾速率、气孔导度干热风胁迫

华北平原淡水资源不足。根据我们 4 个生长季的田

指数均明显降低。

间试验, 含盐量 3 g·L–1 左右的微咸水可以增强冬小

2)在灌溉水矿化度升高后(矿化度达到 5 g·L–1),

麦对干热风的生理适应能力。虽然目前这个发现仅

冬小麦干热风生理适应能力会削弱, 其叶片光合、

限于叶片尺度光合蒸腾气孔行为等生理层面, 但为

蒸腾、气孔的干热风胁迫指数均会升高。

未来合理应用微咸水并且避免受到干热风双重胁迫,

3)低矿化度微咸水灌溉增强干热风生理适应能

提供了一个可能性依据。说明冬小麦本身是存在同

力的生理基础是微咸水环境导致的轻度生理干旱适

时适应微咸水和干热风胁迫的能力的。如果掌握了

应, 这种生理适应主要是通过减小气孔导度实现。

其内在生理、生化、分子或基因层面的机理机制, 有
希望进一步通过农艺调控、现代育种技术增强和稳
定化或者通过化控等技术进行强化, 这对开发利用
微咸水资源保障冬小麦生产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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