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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栽滨梅扦插苗对 NaC1胁迫的响应 

黄 涛 朱 泓 王小敏 吴文龙 李维林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京，210014) 

摘 要 以1年生滨梅扦插苗为试验材料，在盆栽条件下分别以质量浓度为0、1．5、2．9、5．8、8．8、11．7、14．6 g· 

L 的NaCl溶液进行盐胁迫处理．通过观察测定形态和生长指标 以及生理生化指标．探讨滨梅的耐盐响应机制以 

及分析判定滨梅耐盐能力。结果显示：NaC1溶液处理 80 d后，经 2．9 g·L 以下质量浓度处理的滨梅地上和地下 
部分的生物量增加，经5．8 g·L 质量浓度处理的生物量开始下降，但与对照相比无显著差异，当盐质量浓度高于 

8．8 g·L 时，生长受到明显抑制；几乎所有处理的滨梅地下部分鲜质量、地上和地下部分的含水率以及根冠比均 

高于对照：盐胁迫下滨梅叶片中Na 浓度、MDA质量摩 尔浓度随处理质量浓度的提高呈现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 
叶片中Na 浓度的增长速率显著低于土壤中Na 的增长速率；经8．8 g·L 质量浓度胁迫 40 d后超氧化物歧化酶、 

过氧化物酶、过氧化氢酶、根 系活力均与对照差异不显著，但经 8．8 g·L 或以上质量浓度胁迫 80 d后超氧化物歧 
化酶、过氧化物酶、过氧化氢酶、根系活力分别显著高或低于对照。综合分析认为，滨梅对 NaC1胁迫具有良好的抗 

逆能力，在 1．5～5．8 g·L 质量浓度的胁迫下可以正常生长，能短期忍受 8．8 g·L 以上盐质量浓度的胁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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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es of Potted Cutting SeedHngs from Beach Plum (n nus maritima)to NaCl Stress／Huang Tao，Zhu Hong， 

Wang Xiaomin．Wu Wenlong。Li Weilin(Institute of Botany，Jiangsu Province and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Nan— 

iing 210014。P．R．China)／／Journal of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一2014，42(9)．一102—106 

Pot culture were conducted t0 investigate the morp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changes of beach plum f Prunus mⅡriti— 

ma Marshal1)cutting seedlings treated with NaC1 solutions of0，1．5。2．9，5．8，8．8。l1．7 and 14．6 g·L～．After 80一day 

irrigation with NaC1 solutions，the biomass of山e aerial mad underground parts of beach p1啪 increased under below 2．9 g·L 
NaC1．slightly decreased without significant deviation from the control under 5．8 g·L。。NaC1，and the growth was restrain． 

ed above 8．8 g·L～ NaC1．The fresh weight of root，the water content of the aeria1 and the underground parts，and the 

root／shoot ratio were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1．The contents of MDA and Na in leaf increased compared with the con— 

tro1．The activity of superoxide dismutase，peroxidase。catalase and root dehydrogenase were not significant deviation from 

the control under 8．8 g·L～ NaC1 after 40 days．but all of them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or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under above 8．8 g·L NaC1 after 80 days．The beach plum has high salt—tolerance．grows well under below 5．8 g·L 

NaC1．and tolerates 8．8 g·L-。NaC1 for some days． 

Keywords Beach plum (Prunus maritima)；Cutting seedling；NaCl stress：Sah tolerance 

我国沿海有丰富的盐碱土和滩涂资源．是缓解 

人口增长与耕地减少矛盾的最具潜力的土地后备资 

源。目前，沿海滩涂开发中普遍存在物种单一、结构 

简单、经济效益低、自我调控力弱和生态系统受损退 

化等问题．研究适合盐土生长的经济植物．可为高效 

开发和可持续利用沿海滩涂资源．实现沿海经济社 

会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滨梅(Prunus maritima Marshal1)是蔷薇科的一 

种盐生灌木，是 目前发现的最耐盐碱的木本果树。 

滨梅根系发达，具有耐旱、耐贫瘠 、耐盐碱等方面的 

抗逆性。可用于海岸滩涂修复和沙丘固定，是一种花 

果两用的耐盐新经济树种。国外的一些研究机构发 

现，滨梅能在 pH值 8．0和0．9％NaC1胁迫下正常生 

1)江苏省农业三项工程项 目(SXGC(2012)411)、江苏省科技 

支撑计划项 目(BE201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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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1]。扦插繁殖是木本植物栽培过程中最为常用 

的无性繁殖手段之一，其优点在于简便、快速、经济， 

同时能够保持母体植株的所有优势。迄今为止，滨 

梅无性繁殖技术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进展[2 ]，但 

相对于种子苗的耐盐性研究 ]．无性繁殖植株的 

耐盐性研究仍停留在组培水平 9]，扦插苗耐盐能力 

研究尚未展开。开展滨梅扦插苗耐盐能力的研究， 

对滨梅的推广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为此，文中对 

NaC1胁迫下滨梅扦插苗生长和生理响应变化规律 

进行了研究，以期为新型耐盐经济植物的遴选提供 

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材料：1年生且生长良好的滨梅扦插苗。 

仪器：美能达 SPAD一501便携叶绿素仪，Thermo 

Scientific Orion Star A，Molecular Devices SPECTRA 

max PLUS 384。 

试剂：磷酸缓冲液(pH=7．4)，甲硫氨酸(Met) 

溶液，核黄素溶液，氮蓝四唑溶液，EDTA—Na2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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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愈创木酚，H，O，溶液，牛血清白蛋 白，90％乙 

醇，85％磷酸，考马斯亮蓝 G一250溶液，Na 测试试 

剂，连二亚硫酸钠 ，1％ TTC溶液 ，1 mol·L 硫 

酸，0．5％硫代巴比妥酸(TBA)，三氯乙酸(TCA)。 

试验采用盆栽方式，塑料盆底径 l3．5 cm、口径 

15 cm、高 18 em，每盆装人磨细过筛的轻壤质干土 3 

kg。2013年4月初，每盆栽种 1年生且生长均匀的 

滨梅扦插苗1株，先用淡水浇灌。4月中旬待苗木恢 

复正常生长后，开始换用不同质量浓度 NaC1溶液浇 

灌，NaC1溶液的质量浓度分别为 0(对照，CK)、1．5、 

2．9、5．8、8．8、11．7、14．6 g·L一，每处理重复 3次，随 

机区组排列。每盆每次浇 300 mL NaC1溶液，每隔4 

d浇 1次，持续 40 d，之后用淡水浇灌，80 d后结束 

试验。 

生长指标：处理 80 d时测定各植株新萌枝长， 

同时分别取 5盆滨梅，测定地上部分、地下部分生物 

量，经杀青、烘干测得干质量(于 105 oC杀青 15 min， 

后在 60℃下烘干至恒质量)，计算鲜质量、干质量、 

根冠比增幅及含水率。 

生理指标：处理 40、80 d时分别选择各处理植 

株第 4～5片正常生长的功能叶测定生理指标，其中 

超氧化物歧化酶(SOD)采用氮蓝四唑(NBT)光还原 

法测定，过氧化物酶(POD)采用愈创木酚比色法测 

定，过氧化氢酶(CAT)采用紫外吸收法测定，可溶性 

蛋白质量分数采用考马斯亮蓝法测定，Na 浓度采 

用试剂盒法测定；叶片的叶绿素相对含量用 SPAD 

值表示，采用美能达 SPAD一501便携叶绿素仪在 

O9：00一l1：00测定 ，重复 3次，取平均值；根系活 

力采用氯化三苯基四氮唑(TTc)比色法测定；土壤 

pH值测定参照李强等 lI_的方法；电导率测定参照 

李东顺等[】 ]的方法；在处理80 d时用电导法测定植 

株抗逆性(质膜透性)，用硫代巴比妥酸(TBA)比色 

法测定叶片丙二醛(MDA)质量摩尔浓度。 

植物组织受到逆境伤害时．由于膜的功能受损 

或结构破坏，而使其透性增大，因此，通过测定组织 

外渗液相对电导率(R )，说明外渗状况即植物伤 

害程度，可判定植物抗逆能力。植物器官在逆境胁 

迫下，膜脂过氧化产物 MDA的积累表明膜脂损伤 

的加剧。植物组织中可溶性蛋白质量分数是植物生 

理研究中的重要指标，它代表胞液的浓度及组织代 

谢的水平，反映出组织生理活性的高低。SOD、POD、 

CAT都与植物抗递陛密切相关．其机理是减轻活性氧 

或其他过氧化物自由基对细胞膜系统的伤害。根系 

是植物抵御盐胁迫的重要屏障，根系的生长发育还会 

影响植物对水分和营养物质的吸收．进而影响地上部 

茎叶的生长。根系脱氢酶活力反映了根系呼吸作用 

的强弱，是反映根系活力的重要指标n 。叶片SPAD 

值与叶片总叶绿素含量有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可以 

很好地反映叶绿素含量，且测定不会破坏植物叶片． 

不受时间、气候等条件的限制 l 。 

试验数据用 Excel 2010和SPSS 19．0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采用 Duncan’s法进行多重比较(P<0．05)。 

含水率=[(鲜质量一干质量)／鲜质量]×100％。 

根冠比=植株地下部干质量／植株地上部干质量。 

2 结果与分析 

2．1 NaC1胁迫对滨梅扦插苗生长的影响 

从表 1可见，不同质量浓度 NaC1溶液胁迫下， 

各处理植株地上部、地下部的鲜质量和干质量、根冠 

比以及萌枝长度均表现了不同程度的差异性变化 

(P<0．05)，从中可以发现以下规律：在 1．5—2．9 g· 

L 的低质量浓度 NaC1胁迫下，植株地上、地下部分 

鲜质量、地下部分干质量及根冠比均高于对照，地上 

部分干质量与对照相当或略低。萌枝长度略低于对 

照，说明滨梅在低盐土壤环境中会通过根系的补偿 

性生长保持整个植株的良好生长：当NaC1质量浓度 

超过 5．8 g·L 后，植株地上、地下部分鲜质量和干 

质量、根冠比、萌枝长呈下降趋势，而且除地下部分 

鲜质量外都显著低于对照，说明高质量浓度 NaC1胁 

迫对滨梅生长有显著影响：在 NaC1盐胁迫下，滨梅 

地下部分的鲜、干质量均呈现下降趋势，但是大部分 

处理的鲜质量及所有处理的含水率均高于对照 

(NaC1处理质量浓度 2．9 g·L 时的含水率异常，可 

能是试验中的偶然偏差)，说明盐胁迫下滨梅根系 

有通过超常吸水来稀释根内盐质量浓度从而缓解盐 

害的能力，这也许是滨梅耐盐机理的重要表观现象。 

试验中的外观观察结果显示．1．5～2．9 g·L 

NaC1处理下滨梅长势正常，甚至部分植株还略好于 

对照．在 5．8 g·L NaC1处理下滨梅长势基本正常， 

说明滨梅可能是一种喜盐植物：8．8 g·L NaC1处理 

下。早期滨梅植株生长正常，之后大部分植株逐渐呈 

轻微失绿症状，有少许叶片发黄、卷曲，并 自下而上 

开始落叶：NaC1质量浓度高于 8．8 g·L 后，从处理 

开始，大部分植株即逐渐失绿，部分叶片发黄、卷曲， 

后期落叶现象严重。以上外观表现显示，滨梅在 1．5～ 

5．8 g·L NaC1胁迫下可以正常生长．能短期忍受 

8．8 g·L NaC1胁迫．在更高质量浓度盐胁迫下滨梅 

不能正常生长。 

2．2 NaCI胁迫对滨梅扦插苗生理指标的影响 

2．2．1 叶片 SPAD值的变化 

从表2可见，NaC1处理 40 d时．各处理与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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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滨梅扦插苗叶片SPAD值没有显著差异，表明 

短时间胁迫对滨梅叶片的叶绿素含量没有显著影 

响；处理 80 d后，盐质量浓度在 8．8 g·L l~2_k的叶 

片SPAD值与对照相比显著降低，表明长时间高盐 

胁迫开始破坏叶绿素合成。 

表 1 不同质量浓度 NaC1处理 80 d后滨梅扦插苗生长状况 

注：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差；同列不同字母表示 Duncan’s法多重比较差异显著(P<0．05)。 

表2 NaC1胁迫下滨梅叶片SPAD值的变化 对照。经 8．8 g·L NaC1处理的 POD活性与对照 

CK (23．20~0．84)a (22．25~0．96)ab 

1．5 (21．60~1．82)a (24，00~1．22)a 

2．9 (23．00~3．54)a (22．80+0．84)ab 

5．8 (21．60~1．52)a (21．20~1．48)bc 

8．8 (24．20~1．48)a (20．20~1．1o)cd 

11．7 (23．80~1．79)a (19．00~1．58)d 

兰： !丝： 竺 !： ! ： 圭!： 2 1 
注：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差；同列不同字母表示 Duncan’s 

法多重比较差异显著(P<0．05)。 

2．2．2 细胞膜透性的变化 

由表 3可知，经 NaC1处理 80 d时。各处理组 

MDA质量摩尔浓度均高于对照，在质量浓度为 2．9 

g·L 时。MDA质量摩尔浓度达到最高，且与对照 

差异显著，然后，随着盐质量浓度的增加而降低，但 

在质量浓度为 14．6 g·L 时，MDA质量摩尔浓度又 

增加。说明滨梅在较低盐质量浓度下膜脂过氧化反 

应强烈。但受到高质量浓度盐胁迫时细胞膜受到破 

坏，MDA质量摩尔浓度又继续增加。 

各质量浓度 NaC1处理 80 d的滨梅叶片中可溶 

性蛋白质量分数变化不大，除经 11．7 g·L 质量浓 

度处理的可溶性蛋白质量分数最高，且与对照差异 

显著外，其他与对照均无显著差异，说明滨梅叶片组 

织的细胞代谢及生理活性在盐质量浓度增加时未受 

到显著影响。当 NaC1胁迫等于或低于 8．8 g·L 

时，滨梅叶片的R 与对照相比无显著差异，当质量 

浓度为 11．7 g·L 时，滨梅叶片的 增加，与对照 

相比存在较大差异(表 3)，表明滨梅扦插苗叶片具 

有一定的抗盐胁迫的能力。 

2．2．3 保护酶活性的变化 

由表 4可知，盐处理40 d后，经 8．8 g·L NaC1 

质量浓度处理的 SOD活性与对照相比差异不显著． 

在高于8．8 g·L NaC1胁迫时的SOD活性显著高于 

相比无显著差异。高于 8．8 g·L 时 POD活性显著 

高于对照。CAT活性随着盐处理质量浓度升高与 

对照相比无显著变化．但在8．8 g·L 处理时达到最 

高，高于8．8 g·L 后略有下降。经盐处理 80 d后， 

经 8．8 g·L NaC1质量浓度处理的SOD活性与对照 

相比差异不显著，盐质量浓度高于 8．8 g·L 后与对 

照相比显著降低：经 8．8 g·L NaC1质量浓度处理 

的POD活性与对照相比显著增加，盐质量浓度高于 

8．8 g·L 后活性继续升高：CAT活性经 8．8 g·L 

NaC1处理后显著高于对照，盐质量浓度高于 8．8 g· 

L 后活性均略有下降但仍显著高于对照。 

表 3 NaC1胁迫 80 d后对滨梅叶片细胞膜透性的影响 

注 ：表中数据 为平 均值 ±标准差 ；表 中数据 根据 叶 片鲜质 量测 

得；同列不同字母表示 Duncan’s法多重比较差异显著(P<0．05)。 

2．2．4 根 系活力的变化 

滨梅扦插苗经 NaC1处理后，根系活力随胁迫时 

间的增长而增强，当 NaC1胁迫低于 11．7 g·L 时。 

随胁迫质量浓度的升高根系活力增强(表 5)，当 

NaC1胁迫为 11．7 g·L 时，根系活力达到最高。为 

对照的1．44倍．但当NaC1胁迫为 14．6 g·L 时．根 

系活力急剧下降。根系是最先感触盐胁迫的部位， 

滨梅根系活力在中低度盐胁迫下呈现活力增强的现 

象，说明了滨梅根系具有较强的抵御盐胁迫逆境的 

能力 



第 9期 黄 涛等 ：盆栽滨梅扦插苗对 NaCI胁迫的响应 105 

表 4 NaC1胁迫对滨梅叶片保护酶活性的影响 

40 CK 

I．5 

2．9 

5．8 

8．8 

11．7 

(228．44+8．43)b (33．84±1．18)c 

(237．38+1．29)a (51．94+0．71)be 

(232．76+0．60)ab(49．17+8．41)bc 

(238．77+0．88)a (65．50+1．65)ab 

(227．24+1．80)b (50．23+11．94)be 

(236．24+1．37)a (85．45+4．09)a 

(45．62~6．71)ab 

(5O．24~9．92)ab 

(54．15+5．14)a 

(43．93+6．82)ab 

(57．03+5．03)a 

(54．35+6．44)a 

14．6 (236．13+1．60)a (61．56~4．56)ab (35．74+3．55)b 

注：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差：表中数据根据叶片鲜质量测得 

同列不同字母表示 Duncan’s法多重比较差异显著(P<O．05)。 

表 5 NaC1胁迫对滨梅根系活力的影响 

NaC1质量浓度／ 根系活力／g,g·g～ ·h 

g·L一 40 d 80 d 

注 ：表中数据为平 均值 ±标 准差 ：l司列 不 I司子 母表 不 Duncan’s 

法多重比较差异显著(P<O．05)。 

2．2．5 叶片 Na 浓度的变化 

不同质量浓度 NaC1溶液处理后，盆栽土壤中的 

盐分变化极其显著。8．8 g·L NaC1溶液处理 4O、 

80 d后土壤电导率分别为对照的 4．06、5．95倍；经 

1 1．7 g·L NaC1溶液处理 4O、80 d后土壤电导率分 

别为对照的5．45、6．13倍。此时，叶片中 Na 浓度的 

高低最为直接地反映了植株对胁迫抵抗的能力。由 

表6可见，经 NaCI溶液处理40 d，叶片 Na 浓度均高 

于对照；经 11．7 g·L NaCI溶液处理40 d，叶片 Na 

浓度为对照的2．53倍，显著高于对照。NaCI溶液处 

理 80 d后，经2．9～11．7 g·L NaC1溶液处理叶片中 

Na 浓度均显著提高，但当NaC1溶液达到 8．8 g·L 

以上时，叶片中 Na 浓度才显著高于前一个梯度处 

理样品，经 8．8 g·L NaC1溶液处理 80 d后叶片 

Na 浓度为对照的 1．46倍，经 11．7 g·L NaC1溶液 

处理 80 d后叶片 Na 浓度为对照的 1．57倍，叶片中 

Na 浓度的增长率显著低于土壤中盐分的增长率。 

表 6 不同质量浓度 NaC1处理下土壤电导率和滨梅叶片钠 

离子浓度变化 

CK (428．5+0．71)f (527 0~4 25)f (33．84+l 】8)c (25 46~】 89)d 

1．5 (838．0±1．41)e (840．O±8．45)e (51．94+0 71)be (28．23+2 72)ed 

2．9 (996．5~0．70)d (1 773．5~2．12)d (49．17±8．41)bc (32 09+0．96)b 

5l8 (1 583．0±1．41)c (2 440 0~28．28)C (65 5l±1．65)ab (30．05+1．65)be 

8．8 (1 741．0±1．83)b (3 135．0±7 O7)b (50．23+l1．94)be(37．11±0．63)a 

l】．7 (2337．0+4．24)a (3 230．0+14．14)a (85 45±4 09)a f4O 06±J 88)a 

注：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差；同列不同字母表示 Duncan’s 

法多重比较差异显著(P<O．05)。 

3 结论与讨论 

盐胁迫下．植物的生物量变化状况直观地反映 

其对不同质量浓度盐处理的响应_1 。本试验中滨 

梅扦插苗的生物量随 NaC1处理质量浓度升高呈先 

升后降的趋势．这与王利民等 j对滨梅种子苗的研 

究结果基本一致。叶片 SPAD值反映了叶片总叶绿 

素含量 1。。．试验中在低质量浓度盐处理时滨梅叶片 

SPAD值与对照相比差异不显著，在高质量浓度盐 

处理下则显著低于对照，这与吴月燕等『l ]对杜鹃的 

研究一致，表明叶绿素的合成受到抑制，滨梅的叶片 

出现黄化现象也体现了这一差异。NaC1胁迫下滨 

梅叶的SOD、POD、CAT及根系活力均随盐处理质量 

浓度增加呈上升趋势，但在高盐度处理后有下降趋 

势，这与杨国会[ ]、李婧男[16 3、Kumar等["]对甘草、 

沙冬青、桑树和四倍体刺槐的研究结论相同，表明这 

些物质在受盐胁迫的植物体内累积，能有效遏制活 

性氧含量的上升。保持细胞内活性氧的平衡，避免对 

膜脂造成伤害，同时，也显示了适量的 Na 能增强盐 

生植物的部分生理功能 1 。 

在盐胁迫下，滨梅扦插苗的生物量随 NaC1处理 

质量浓度升高呈先升后降趋势，但滨梅扦插苗地上 

部分和地下部分含水率随着盐胁迫质量浓度的升高 

而显著增加的同时。根系含水率的增加速率显著高 

于地上部分．且远高于王利民等 ]研究中对种子苗 

的报道。该结果表明滨梅扦插苗的根系完整性弱于 

种子苗，在盐胁迫下根系为保持植株的正常生长所 

承受的压力更大，其缓解盐胁迫压力的重要方式是 

根系通过充分的吸水而稀释体 内的盐离子质量浓 

度。经 2．9 g·L 质量浓度 NaC1处理的滨梅叶 

MDA质量摩尔浓度显著高于对照，到经 5．8 g·L 

质量浓度 NaC1处理的又开始下降，同时，滨梅叶的 

SOD、POD活性经5．8 g·L 质量浓度处理的增加明 

显。该结果表明．滨梅的耐盐是许多酶共同作用的结 

果。同时在盐胁迫下，正常生长的功能叶片 SP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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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在经 8．8 g·L 质量浓度 NaC1处理 80 d后才显 

著降低。Na 浓度随着盐胁迫的增强而增加，但增 

长速率明显低于土壤盐分增长率．且在低于 8．8 g· 

L 质量浓度处理下和对照没有显著差异，这些结果 

表明，滨梅叶片中叶绿素的合成和 Na 的积累相关。 

根据盆栽条件下不同质量浓度 NaC1处理后滨 

梅地上部和地下部生物量、形态特征及生理指标变 

化情况可知，NaC1溶液处理 80 d后．经 2,9 g·L 以 

下质量浓度处理的滨梅地上和地下部分的生物量增 

加，经5．8 g·L 质量浓度处理的生物量开始下降， 

但与对照相比无显著差异，经高于8．8 g·L 盐质量 

浓度处理下，生长受到明显抑制：经 8．8 g·L 质量 

浓度胁迫40d后超氧化物歧化酶、过氧化物酶、过氧 

化氢酶、根系活力均与对照差异不显著。然后经 8．8 

g·L 或以上质量浓度胁迫80 d后均显著高或低于 

对照，此时，叶片 SPAD值也开始显著低于对照。综 

合分析认为。滨梅对 NaC1胁迫具有良好的抗逆能 

力，在 1．5～5．8 g·L 质量浓度的胁迫下可以正常 

生长，能短期忍受 8．8 g·L 以上盐质量浓度的胁 

迫。这一结果为进一步研究滨梅耐盐机理和在沿海 

滩涂的推广提供了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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