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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我国南方地区是柠檬的主产区，柠檬缺镁现象十分明显，不同品种耐缺镁能力有很大差异，通过对比不

同柠檬品种对低镁胁迫响应的差异，筛选出耐缺镁的品种，为柠檬种植的品种布局提供理论依据。以费米耐劳、
云柠一号尤力克、塔西提莱檬 3 个主栽的柠檬品种为材料，以沙培的方式在镁缺乏（0 mg/L）、镁不足（6 mg/L）、
镁正常（24 mg/L）3 个浓度下进行培养，比较研究植株长势、光合特性和镁元素的吸收的差异，初步解析不同柠
檬品种对低镁胁迫的生理响应。结果表明，在镁胁迫时植株的生长受到抑制，不同柠檬品种响应有所差异，在供
镁浓度为 0 mg/L 时，费米耐劳和云柠一号老叶呈倒 V 字型黄化，塔西提则无此现象。低镁胁迫时植株的光合作用
受到抑制，费米耐劳、云柠一号、塔西提叶片中的叶绿素含量分别下降 16.81%、18.01%、13.95%；镁胁迫下蒸腾
速率、净光合速率、气孔导度分别下降 9.92% ～ 58.96%、10.70% ～ 37.97%、9.80% ～ 31.71%；不同品种柠檬光
合指标下降的幅度从小到大为：塔西提、云柠一号、费米耐劳。镁胁迫下不同柠檬品种各部位的镁含量都减少，
费米耐劳、云柠一号、塔西提分别减少 22.66%、28.34%、24.32%。综合来看，各品种表现为塔西提最耐镁缺乏，
云柠一号和费米耐劳不耐镁缺乏，在镁缺乏地区应根据不同品种合理补充镁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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柠檬［Citrus limon（L）Burm. f.］是芸香科柑橘
［1］

当镁营养不足时，脂肪、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的合

。

成受阻，最终导致植物不能正常的生长发育。植

我国柠檬栽培品种以尤力克为主，主产区在云南、

物缺镁除了出现叶片失绿等现象外，还表现在枝

四川、广东等地，其种植区的土壤类型主要是红

干细长柔弱、根数量减少、开花缓慢、花色不鲜

属常绿小乔木，在世界柑橘种植业中占第 3 位

［2］

壤，缺镁现象较严重

。柠檬果园土壤缺镁会引起

亮、根茎比下降等方面［5］。根据凌丽俐等［6］ 对纽

叶片黄化、植株矮小，从而影响柠檬产量和品质。

荷尔脐橙叶片叶绿素合成与荧光特性的研究表明，

生产中缺镁主要发生在种植 3 年后投产的柠檬园，

无论老叶或是新叶，叶片的光合能力会在严重缺

［3］

，前期研究表

镁时降低；镁作为叶绿素的核心构成成分参与到

明，云南省土壤 pH 值整体呈酸性，果园土壤缺镁

了植物的重要生理生化过程中，当植物缺镁时就

比例达 72.9%。

会出现叶片失绿从而影响叶片对光能的吸收和转

据统计我国土壤缺镁面积已达 6%

镁是植物体必需的营养元素之一。柑橘的生
长、光合作用、呼吸作用、糖酵解、三羧酸循环、
［4］

硝酸盐还原等过程的酶都需依靠镁来激活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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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中发现，柠檬较其他柑橘更容易出现缺镁

com。

现象，关于柑橘缺镁的问题前人做了大量研究，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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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柠檬上的研究较少。柠檬镁的吸收受到土壤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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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外界镁浓度的影响，果农们往往通过增施镁

部位，洗净后置于 105℃烘箱中杀青 15 min，75℃

肥、改良土壤等措施改善缺镁现象。但是镁元素的

烘干至恒重，用粉碎机磨成粉，用 HNO3-HClO4 消

吸收还与柠檬品种有很大的关系，生产中不同品种

煮 - 原子吸收法测定镁含量［11］。

缺镁特性有所差异，但其耐缺镁特性尚不清楚。尤

1.4

数据分析
采用 Excel 2010 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和绘图，

力克、费米耐劳和塔西提是柠檬的 3 个主栽品种，
占总栽培面积的 95% 以上。以这 3 个柠檬品种为

采用 SPSS 20 统计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差异显著性

材料，通过沙基培养的方式，研究在低镁胁迫下不

检验［最小显著差异（LSD）法］
。

同品种柠檬在外部生长特点、光合生理和镁吸收的
差异，旨在解释镁胁迫对不同品种柠檬的影响，筛

2

选出耐缺镁的品种，为柠檬种植的品种布局、合理

2.1

结果与分析
镁胁迫下不同品种柠檬叶片形态比较
各处理在镁胁迫下柠檬的叶片都出现了不同程

施肥提供理论依据，对柠檬产业的健康发展有重要
意义。

度的失绿，而且镁浓度越低，失绿现象越明显，老

1

叶失绿比新叶严重。从各个品种来看，在供镁浓度

1.1

材料与方法

为 0 mg/L 时，费米耐劳和云柠一号老叶呈倒 V 字

试验材料

型黄化，塔西提则无此现象。

试验开展地点为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热带亚热带

2.2

镁胁迫下不同品种柠檬植株生长的差异

经济作物研究所瑞丽柠檬综合试验站，选择云南主

如表 1，不同品种在镁胁迫下其植株生长情况

栽的 3 个柠檬品种：费米耐劳（F）、云柠一号尤力

有所差异。镁胁迫时 3 个品种柠檬的冠幅、嫁接口

克（Y）、塔西提（T）为试验材料，其砧木均为枳

上 5 cm 茎粗都受到了抑制，其中费米耐劳和塔西

壳。枳壳种子于 2014 年 11 月播种，于 2015 年 11 月

提在镁胁迫时冠幅增长率显著降低，塔西提的嫁接

进行接穗的嫁接，2016 年 11 月选取茎粗及高度相对

口上 5 cm 茎粗增长率显著降低；费米耐劳和云柠

一致且生长良好的嫁接苗，洗净附土，重剪主根后移

一号在镁胁迫时分枝级数增长率显著降低；云柠一

栽至盛有 28 kg 的细砂的塑料盆钵中，在大棚中避雨

号在镁胁迫时总枝数增长率显著降低。镁胁迫对

栽培。

株高和嫁接口下 5 cm 茎粗的影响较小。总体看来，

1.2

试验设计

塔西提生长受到镁胁迫的影响较小。

每个品种设置 3 个供镁浓度梯度，分别为：镁

2.3

缺乏 0 mmol/L（Mg0：0 mg/L），镁不足 0.25 mmol/L

镁胁迫下不同品种柠檬植株光合能力分析
从图 1 可以看出，不同品种柠檬叶绿素含量、

（Mg6：6 mg/L），镁正常 1 mmol/L（Mg24：24 mg/L），

蒸腾速率（Tr）、光合速率（Pn）、气孔导度（Gs）

共 有 9 个 处 理， 每 个 处 理 3 次 重 复， 每 个 重 复 5

均随着供镁浓度的减少而下降，同一品种不同镁浓

株。移栽后仅供应蒸馏水炼苗，待萌发出新叶时，

度间差异显著。塔西提叶绿素含量显著高于费米

用 1/2 浓度 Hoagland 营养液和无镁的 Aron 全浓度

耐劳和云柠一号，镁胁迫时费米耐劳、云柠一号、

营养液浇灌，待长出 7 ～ 8 片新叶时进行镁营养梯

塔西提的叶绿素含量分别下降 11.35% ～ 22.26%、

度胁迫，试验处理时间为 1 年。

13.21% ～ 22.81%、8.76% ～ 19.15%。费米耐劳的

1.3

测量指标与方法

Pn 和 Tr 下降幅度最大，Mg0 和 Mg6 处理下，Pn 下

分别在定植和胁迫结束时，测定植株的株高、

降 37.97% 和 25.88%，Tr 下降 58.96%、27.06%；

冠幅、嫁接口粗度、分枝级数及总枝数，并对各生

费 米 耐 劳 的 Gs 显 著 高 于 其 他 品 种， 云 柠 一 号 的

长指标的增长率进行计算。试验胁迫完成后，测定

Gs 受镁胁迫影响较大，Mg0 和 Mg6 处理下分别下

叶绿素、光合指标和镁含量。叶绿素（Chl）含量
用乙醇提取法测定［10］；光合速率（Pn）、蒸腾速

降 31.71% 和 20.67%。 总 体 看 来，3 个 品 种 光 合

率（Tr）、气孔导度（Gs）采用 LCpro-SD 全自动

号 > 塔西提。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品种和镁浓度都

便携式光合仪测定；对树体整株采取破坏性取样，

显著影响柠檬的光合生理，其中对气孔导度的影响

分为新叶、中间叶、老叶、果实、茎、根系 6 个

较小。

特性受镁胁迫的影响表现为：费米耐劳 > 云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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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处理

镁胁迫对不同品种柠檬株高、冠幅、茎粗、分枝级数、总枝数增长率的影响
茎粗

株高

冠幅

Mg0

183.56a（a）

171.88b（b）

46.47a（a）

Mg6

179.95a（a）

194.55b（a）

48.75a（b）

Mg24

133.19b（b）

228.46a（b）

55.96a（b）

Mg0

177.84a（a）

175.24a（b）

46.2b（a）

Mg6

197.21a（a）

185.45a（a）

53.17a（b）

Mg24

198.52a（a）

188.94a（c）

Mg0

191.55a（a）

Mg6
Mg24

品种

镁浓度

费米耐劳

云柠一号

塔西提

茎粗

（%）

分枝级数

总枝数

43.66a（a）

68.89b（b）

437.33a（b）

43.08a（a）

73.33b（b）

453.33a（b）

44.65a（a）

91.67a（a）

499.00a（ab）

35.19a（b）

46.67b（c）

356.00b（c）

36.14a（b）

68.89a（b）

354.67b（c）

54.55a（b）

38.32a（a）

82.22a（a）

449.33a（b）

206.94b（a）

49.41b（a）

44.49a（a）

88.89a（a）

654.67a（a）

171.45a（a）

215.61b（a）

59.33a（a）

42.91a（ab）

88.89a（a）

658.67a（a）

166.78a（ab）

267.30a（a）

59.85a（a）

41.6a（a）

86.67a（a）

605.33a（a）

（嫁接口上 5 cm）（嫁接口下 5 cm）

方差分析
柠檬品种

ns

***

ns

***

ns

***

镁浓度

ns

**

ns

ns

ns

ns

柠檬品种 × 镁浓度

ns

ns

ns

ns

ns

ns

注：表中同一列括号外不同小写字母代表同一品种不同镁浓度在 0.05 水平差异显著；括号中的小写字母代表同一镁浓度不同品种在 0.05 水平差
异显著。* 表示在 0.05 水平差异显著；** 表示在 0.01 水平差异显著；*** 表示在 0.001 水平差异显著；ns 表示差异不显著。下同。

图1

不同镁浓度对各品种柠檬光合指标的影响

注：图中括号外不同小写字母代表同一品种不同镁浓度在 0.05 水平差异显著；括号中不同小写字母代表同一镁浓度不同品种在 0.05 水平差异显著。下同。

2.4

镁胁迫下不同品种柠檬各部分镁含量分析

含量明显高于果实和茎的镁含量。镁胁迫时柠檬各

如图 2、图 3 所示，品种、供镁浓度均对柠檬

部分的镁含量显著降低，叶片、果实、根、茎分别

各部分镁元素的含量有显著的影响，叶片与根的镁

下 降 27.71%、20.42%、30.79%、45.19%。Mg24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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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镁胁迫对不同品种柠檬叶片镁含量的影响

镁胁迫对不同品种柠檬果实、茎、根镁含量的影响

理云柠一号的叶片镁含量显著高于其他品种，Mg0

响，缺镁会抑制植株的生长，这与 Yang 等［13］、彭

处理费米耐劳、云柠一号、塔西提叶片的镁含量比

昊阳［14］、Maathuis［15］的研究结果一致。本研究表

Mg24 平 均 降 低 24.17%、34.27%、24.67%，Mg6 处

明不同品种对镁胁迫的响应有所差异，主要表现

理比 Mg24 平均降低 19.84%、23.81%、17.04%。塔

为：在镁胁迫时，塔西提的株高、茎粗、总枝数、

西提果实镁含量显著低于其他品种，且在镁胁迫时

分枝级数下降幅度小于费米耐劳和云柠一号，增长

下降幅度最高，Mg0 和 Mg6 处理分别下降 25.01%

率主体表现为：塔西提 > 云柠一号 > 费米耐劳。但

和 18.44%；Mg24 处理费米耐劳的根部镁含量显著

是各品种株高无显著差异，这主要是柠檬抽梢的时

高于其他品种，且在镁胁迫时下降最多，Mg0 和

间和枝条抽生的方向不同，结果以后枝条下垂，导

Mg6 处理分别降低 44.46% 和 43.14%。通过因素间

致株高变化不明显，同时也是各处理株高、冠幅、

的相关性分析表明，3 个品种各部分的镁含量与供

分枝级数和总枝数变异系数较大的原因。各处理嫁

镁水平都呈极显著正相关（表 2）。

接口下 5 cm 增长率无显著差异，主要是各品种柠

表2
品种

新叶镁
0.956

**

Y

1.000

**

T

0.996**

F

3
3.1

檬砧木相同，且柠檬生长的时间相对较短，如继续

供镁浓度与各部分镁含量间相关性分析
中间叶镁
0.996

**

0.992

**

0.964**

老叶镁

果实镁

0.985

**

0.922

**

0.997

**

0.987

**

0.990**

0.987**

茎镁
0.852

**

0.911

**

0.975**

根镁

观察试验，可能会表现出明显差异。有研究指出，

0.977

**

镁对柑橘根的影响最小，茎次之，叶片的影响较

0.999

**

大［16］，镁胁迫处理显著降低了橘橙春见的株高，

0.964**

均以对照相比，变化幅度最大［17］；韩佳等［18］ 研
究表明在缺镁处理下，红橘主根、根数、根表面积

讨论

以及根体积等各根系指标中，均无显著变化。不同

不同品种柠檬植株生长对镁胁迫的响应

种类和品种对缺镁的敏感性有差异［19］，不同镁水

镁是组成植物体的重要成分，其丰缺程度影响

平下，云柠一号、塔西提、费米耐劳也表现出不同

［12］

着植株的生长发育

。本研究结果表明镁胁迫对

柠檬植株的冠幅、总枝数、分枝级数有显著的影

的差异水平，这与品种自身遗传学特性有关，其机
理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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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镁胁迫下不同品种柠檬光合生理的差异

异引起的［32-33］，还可能是不同品种植株体生理代

镁是叶绿体正常结构所必需的营养元素［20］，

谢失调的差异导致体内镁转运体的差异［34-35］，其

因此缺镁时植物叶绿素不能形成，叶片失绿致使光
［21］

。本研究认为，不同柠檬品种

合作用无法进行

叶片叶绿素、蒸腾速率和净光合速率有显著差异，

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4

结论

随着镁水平的下降而下降，同一品种不同处理间差

镁胁迫下，柠檬会在生长及品质上有所响应，

异显著。缺镁会显著抑制光合作用能力及净 CO2 同

表现为植株生长受到抑制，冠幅减小、总枝数和分

化力，会直接影响 Rubisco（核酮糖 -1，5 －二磷

枝级数减少；不同品种柠檬光合能力受到抑制，表

［22-24］

［25］

。凌丽俐等

酸羧化酶）的活性

镁降低了锦橙的光合作用，杨刚华

［26］

研究表明缺

现为叶绿素含量减少，蒸腾速率、净光合速率、气

研究表明缺

孔导度下降；镁胁迫下柠檬各部位的镁含量都减少。

镁处理显著降低了各柑橘砧木的净光合速率、气孔

但是不同品种受到的抑制有所差异，综合来看，表

导度。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品种柠檬在相同的缺

现为塔西提最耐镁缺乏，云柠一号、费米耐劳不耐

镁处理下光合特性指标下降的幅度不同，从小到大

镁缺乏。不同柑橘品种镁代谢规律有较大差异，这

为：塔西提、云柠一号、费米耐劳。下降幅度越小

是品种的本身属性，由基因型决定的，生产中应该

说明该品种受镁胁迫抑制越小。不同柑橘品种在缺

根据品种的耐缺镁特性的差异，进行品种的区域布

镁条件下光合能力变化不同，韩佳等

［18］

研究表明

崇义野橘、红橘具有较高的抗缺镁能力，其净光合
速率和气孔导度的变化较低，但是其光合代谢差异
的机制有待研究。
3.3

局，合理补充镁肥，实现柠檬的高效优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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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low magnesium stress on plant growth，photosynthetic characteristics and magnesium content of
different lemon varieties
DU Yu-xia，LI Jing，LIU Hong-ming，FU Xiao-meng，LONG Chun-rui，GAO Jun-yan，LI Dan-ping，LI Jin-xue*
（Institute of Tropical and Subtropical Cash Crops，Yunna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Baoshan Yunnan 678000）
Abstract：The southern China is the main producing area of lemon and the deficiency of magnesium in lemon is serious.
The resistance to magnesium deficiency of various varieties was different. The variety most resistant to magnesium deficiency
was screened out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responses of various lemon varieties to low magnesium deficiency. It provided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variety layout of lemon planting. In this study，Femminello，No. 1 Yunning Eureka and Tahiti
lemon，which are the three main varieties of lemons in industrial cultivation，were used as materials and cultivated in
sands with three concentration treatments including magnesium deficiency（0 g/L），magnesium insufficiency（6 g/L），
and magnesium normal（24 g/L）. The physiological responses of various lemon varieties to low magnesium deficiency were
preliminarily revealed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plant growth，photosynthetic characteristics and magnesium conten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lant growth was inhibited under magnesium stress，however，the response of various varieties was
different. When the magnesium was 0 mg/L，the old leaves of Ferminellao and No.1Yunning showed inverted V-shaped
yellowing，but Tahiti did not. Photosynthesis of plants was inhibited under low magnesium stress. Contents of leaf chlorophyll
decreased by 16.81%，18.01%，13.95%，respectively，in Femminello，No.1 Yunning Eureka，Tahiti. The transpiration
rate，net photosynthetic rate and stomatal conductance of lemons decreased by 9.92% ～ 58.96%，10.70% ～ 37.97%，
9.80% ～ 31.71%. The decreasing amplitude depended on varieties，the photosynthetic physiology order from small to
large was Tahiti，No.1 Yunning Eureka，Femminello. Magnesium content in different parts of different lemon varieties all
decreased under low magnesium stress，and the reduction of Femminello，No.1 Yunning Eureka，Tahiti was 22.66%，
28.34%，24.32%，respectively. Based on the above indicators，Tahiti was the most resistant variety to low magnesium
deficiency，No.1 Yunning Eureka and Femminello was not resistant to low magnesium deficiency. Magnesium fertilizer should
be supplemente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varieties in magnesium deficiency areas.
Key words：lemon；low magnesium stress；plant growth；photosynthetic physiology；magnesium content

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